
亞洲大學在德國紅點、iF設計大賽，表現優異！
獲教育部獎助，名列高教體系第一名！

▲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獎助國際競賽，是高教體系第一名，由校長蔡進發（站立者左三）與師
生到教育部，接受次長陳德華（站立者右二）頒獎。

金
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共23國2014年大學排名出爐，中國大陸
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名列第1名、第2名，南非開普敦大學第3

名、國立台灣大學第4名、台灣亞洲大學第53名；台灣共有21所大學入榜
百大，台灣大學排名第1名、亞洲大學排名第10名。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得知此一好消息，與所有師生分享，感謝大家的努力。

由湯森路透集團（Thomson Reuters）進行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金
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學（Ranking of Universities in BRICS & 
Emerging Economies）排名報告，採用的評選方式與票選頂尖大學的評

比一樣，即包括教學、研發、產學合作、知識轉移和國際視野等13個表
現指標。

蔡進發校長指出，亞大創校13年，校務發展穩健、快速，教育部各
項評鑑名列前茅，已連續9年獲教育部獲評為「教學卓越大學」，學生人
數則從創校1千2百人成長到現在的1萬3千人；老師研究能量逐年提升，
在國際期刊發表數量，在全台160所大學院校中，排名第24名，受到社會
的高度肯定。

創
校13年的亞洲大學，辦學績效成長快速，去
（102）年5月，中東技術大學學術表現研究實

驗室評比公布，亞洲大學榮登世界大學學術表現排行

榜，在台灣入選的公私立大學中，排名26名。
中東技術大學學術表現研究實驗室公布，全球3

萬多所大學中，有2,000所大學被選上評比，台灣160
所大專院校中，有63所進入排行榜，台大、成大、清
大及交大，是台灣大專院校排名前四名。其中，台大

在世界排名第59名、亞洲大學在世界排名是1097名，
在台灣大專院校中排名26名、私校排名第12名，如果
不含醫護院系，排名第5名，與不少國立大學及資深私
立大學，並駕齊驅。 

此外，全球知名的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 
CSIC）去（102）年1月也公布全球世界大學網路排
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y），上榜的全世界2萬
1250所大學院校中，台灣亞洲大學排名從去年第1279
名，今年全球排名第970名、全台公私立大學排名第
27名，首度進入全球千名，可說是大躍進。

全台21所大學入榜百大！亞洲大學全球第53名，全台第10！

亞洲大學榮登世界大學學術表現排行榜

泰晤士報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學排名

台灣入榜百大學校
排名 學校 排名 學校

4 國立臺灣大學 60 國立陽明大學

16 國立交通大學 66 中原大學

19 國立清華大學 69 國立中興大學

25 國立成功大學 71 臺北醫學大學

26 國立中山大學 7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73 長庚大學

33 國立中央大學 7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6 中國醫藥大學 80 國立中正大學

4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0 逢甲大學

53 亞洲大學 92 國立政治大學

58 元智大學   共21所大學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102年12月公布。

西班牙網路世界、台灣大學排名一覽表
學校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私校排名

國立台灣大學 38 1
國立中央大學 128 2
國立交通大學 192 3
國立成功大學 202 4
國立清華大學 242 5
國立中山大學 250 6
國立中興大學 347 7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404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26 9
淡江大學 445 10 1
國立政治大學 505 1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588 12
朝陽科技大學 609 13 2
中國醫藥大學 628 14 3
國立中正大學 635 15
南台科技大學 666 16 4
中原大學 715 17 5
輔仁大學 730 18 6
義守大學 750 19 7
台北醫學大學 757 20 8
銘傳大學 798 21 9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807 22
東海大學 888 23 10
高雄醫學大學 897 24 11
長庚大學 899 25 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5 26

亞洲大學 970 27 13
靜宜大學 994 28 1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99 2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017 30

資料來源：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102年1月公布。

世界大學學術表現排行
學校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學校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國立台灣大學 59 1 中山醫學大學 950 19
國立成功大學 178 2 義守大學 975 20
國立清華大學 288 3 淡江大學 982 21
國立交通大學 294 4 元智大學 984 22
長庚大學 349 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987 23
國立陽明大學 382 6 逢甲大學 1014 24
國立中央大學 412 7 國立東華大學 1025 25
國立中興大學 432 8 亞洲大學 1097 26
中國醫藥大學 441 9 慈濟大學 1152 27
國立中山大學 506 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205 28
高雄醫學大學 566 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228 29
台北醫學大學 600 12 國立嘉義大學 1279 3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655 13 東海大學 1284 3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80 14 國立聯合大學 1303 32

中原大學 784 1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317 3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795 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349 34
國立中正大學 833 17 國立高雄大學 1369 35
輔仁大學 895 18 國立政治大學 1376 36

※全球3萬多所大學有2000所獲選評比，臺灣160所大專院校中，獲選排行榜學校有63所。
※資料來源： 大學學術表現排名（University Ranking by Academic Performance；縮寫：URAP），中東技術大學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METU/ODTU），102年5月公布。

102年教育部獎助
國際設計競賽排行
學   校 獎助件數

臺灣科技大學 20

亞洲大學 8
樹德科技大學 7

臺北科技大學 7

雲林科技大學 7

臺中科技大學 5

大同大學 3

高雄師範大學 3

銘傳大學 2

實踐大學 2

成功大學 1

大葉大學 1

南臺科技大學 1

交通大學 1

臺灣藝術大學 1

臺灣師範大學 1

資料來源：教育部，102.12.19。

「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成立僅6年，
今年就獲得教育部獎助學生國際藝術與

設計獎，在高教體系中排行第1名，實在難能
可貴！」今年獲聘到亞洲大學任教的前師範大

學副校長、國家文藝獎得主林磐聳講座教授

說，他剛參與亞大團隊，就看到如此朝氣蓬勃

的快速成長，與有榮焉！

校長蔡進發指出，創意設計學院成立第2
年，就設立「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投入資源

人力，培育學生朝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

的德國iF、紅點國際設計競賽努力，至今共獲
17件德國紅點及iF。另外，也陸續參加法國巴
黎、比利時布魯塞爾、瑞士日內瓦、馬來西亞

吉隆坡、韓國首爾等國際發明競賽，全力發展

這個學院的特色。 
「今年該中心第4年，學生參加國際設計

競賽大豐收！」創意設計學院副院長林盛宏

說，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一舉拿下7件德國
紅點及1件iF設計獎，其中，有2件作品勇奪紅

點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創意商品設計
系也有1件「手語戒」作品，獲紅點設計概念
獎，引起美國廣播電視公司ABC的興趣採訪報
導。102年12月19日教育部公布102年獎助學
生國際設計競賽頒獎排行，第一名是台科大，

亞洲大學第二名，在高教體系中，亞洲大學是

第一名。 
「國際奪獎的數字，可證明學校努力獲

得肯定！」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主

任馬永川說，至今德國iF獎，有8件作品、21
人入圍；其中1件「水域救生指引裝置（Life 
light）」排名全球前20名、全台第1名，也因
此，亞洲大學在全球iF排名31名、全台第9名。

馬主任指出，帶同學到世界各大國際發明

競賽部分，4年來，共獲55金、62銀、40銅、
17特別獎、1大會次首獎，且已有「秤重登機
箱」、「筷子」、「健康杯」、「傘翼」及

「可樂環保衣架」等5件發明作品，獲廠商青
睞技轉，部分商品已上市。

英國泰晤士報   高等教育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學排名

台灣160所大學中排名26名，西班牙網路排名第27名

亞洲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asia.edu.tw/        校址：416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Tel：（04）2332-3456    Fax：（04）233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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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大學半導體產學專班2010印尼
籍的畢業碩士生胡托姆（Hutomo 

Suryo Wasisto），畢業後，遠赴德國郎斯
威格大學（University of Brunswick）攻
讀奈米微機電博士學位，成績優異；胡托

姆去年底告訴亞大指導教授許健，指稱他

的研究成果，已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智慧

財產局要求用在教材上網，表現傑出。

許健教授說，胡托姆到德國深造，

投入研究、撰寫論文，101年9月揚威歐
洲，在波蘭獲頒歐洲微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MEMS）
協會2012年最佳年輕科學家獎；去年在中
國大陸蘇州國際微機電年會中，獲得大會

最佳論文獎；胡托姆說，這些榮耀，歸功

於4年前就讀亞洲大學產研專班時，許教
授為他所紮下的深厚基礎。

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是很獨特的學術

團隊，研發「非摩爾定律」產品技術即類

比、功率、高壓的元件物理及創意設計，

先後受到台積電、世界先進、新唐科技等

電子大廠獎助委託研發及產學合作；許教

授指出，該班還入選為經濟部「智慧電子

學院」，曾在新唐科技等業界開班，讓在

職工程師進修。

亞大校長蔡進發說，3年來，半導體
專班共培養40位國際科技人才，發表60
篇國際期刊論文，獲國科會獎助，參加日

本、香港、大陸、馬來西亞等國際研討會

20多次，申請美國專利已核准2件，另有
7件申請中；其中，有25位就讀國內外名
校博士班，另15位分別在台積電、世界先
進、新唐科技及新加坡、印度等地電子大

廠當工程師。

亞
洲大學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360萬
元，吸引優秀學生就讀；還設立5千萬元創業

基金，獎助在校生、畢業校友創業；並 61家知名品
牌企業簽約合作培訓，以1千人保證就業為目標。

亞大校長蔡進發說，該校與寶成國際集團、巨

大（捷安特）機械工業、臺灣數位光訊集團等知名企

業簽約合作，讓學生「畢業即就業」；為因應國內護

理人才需求，亞大獲准增設「護理系」，籌建附屬醫

院，所培育護理專業人才，保證就業50K。
「大一到大四，亞大都有人才培訓計畫！」學

涯中心主任龐玉涓指出，該校推出品牌實習暨保證就

業學程，夜間校內設有各項證照免

費加強班、多益及托福英檢加強

班等，讓亞大的學生不斷修練精

進；大二、大三修習品牌實務、大

四到品牌企業實習，達到無縫接軌

的畢業即就業目標。

亞大還設有5千萬元創業基金，協
助在校生、校友創業，去年開辦已有6
位校友及20位在校生，共組成12個商
業團隊創業，由學校獎助8萬元至20萬元
不等創業獎勵金，自己當老闆創業，追逐創業夢想。

半導體產研專班－胡托姆
論文獲國際讚賞！

亞大設護理系、蓋醫院，保證就業
● 新生入學獎學金最高360萬元！
● 5千萬元創業基金，獎助在校生、校友創業！
● 產學品牌企業61家，以1千人保證就業為目標！

亞洲大學連續9年獲教育部評為

教學卓越大學
亞

洲大學創校13年來，辦學績效卓著，不
論教學、研究都大幅躍進，連續9年獲

得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學」，累計獎助金

額高達4億2749萬元，是台灣新設大學中表現
最亮麗。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說，教育部每年從71
所高教體系大學中，選出30所大學為「教學卓
越大學」，核給獎助金；依教育部獎助金額排

序，亞大排名從95年度第18名、96年度第14
名、97年度第12名，一路挺進，到了101年度

已排名第11名，均在30所獲獎中
的前半段，辦學績效擠進優質資

深公私立大學之林。

蔡校長指出，亞洲大學積極

推廣、執行環保、節能及環保教

育工作，不但榮獲2012年「世界
綠能大學」排行（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第29

累獲獎助金4億2749萬元；世界綠能大學排名29名，全台第3！ 

▲  亞大斥資千萬元設立的光電屋啟用後，肩負推廣綠能與環保教育工作。

▲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中）頒發10萬元創業獎勵金，獎助「雲端生物科技」團隊創業當老闆。

▲  亞大半導體產研專班負責人許健教授（站立
者左三）與印尼籍的畢業碩士生胡托姆（站
立者左一）合影。

世界綠能大學排行表
學校 名次 台灣名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24 1
元智大學 28 2

亞洲大學 29 3
屏東科技大學 32 4
國立交通大學 33 5
國立東華大學 34 6
大葉大學 43 7
靜宜大學 47 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9 9
淡江大學 56 10
成功大學 64 11
逢甲大學 87 12
建國科技大學 89 13
台灣觀光學院 103 14

資料來源： 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102.01.11。

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大學103年名單
學校

核定補助經費
（單位/萬元） 學校

核定補助經費
（單位/萬元）

中國醫藥大學 9000 國立宜蘭大學 4000
逢甲大學 9000 東吳大學 4000
中原大學 7500 國立東華大學 4000
元智大學 7500 華梵大學 4000
高雄醫學大學 7500 義守大學 4000
世新大學 600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000
東海大學 6000 大同大學 3000
臺北醫學大學 6000 中國文化大學 3000
銘傳大學 6000 南華大學 3000
大葉大學 500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3000
國立中正大學 5000 國立嘉義大學 3000
淡江大學 5000 實踐大學 3000
慈濟大學 50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000
國立臺北大學 500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00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500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000
靜宜大學 5000 輔仁大學 3000

亞洲大學 4000
資料來源：教育部，102.02.01。

日
本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為亞

洲大學設計的「亞大安藤美術

館」102年10月24日開館，邀請總統
馬英九、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臺

中市長胡志強、安藤忠雄大師等人揭

幕。安藤大師表示，美術館採取三角

形建築，難度很高，由於館內收藏很

多法國知名雕塑家羅丹作品，希望亞

大培育出不輸羅丹的人才，亞大從此

邁進國際、走向世界！

亞大安藤美術館由日本6位技師
監工，使用「清水模工法」，從籌備

到施工歷時6年半落成，造價5億元；

安藤大師說，馬總統參觀美術館時，

向他表達肯定與滿意，「我終於能夠

放心！」。

「工程，能使一個城市變大，

但只有文化，才能使城市變偉大！」

馬英九總統指出，這是第一座安藤大

師為大學設計的美術館，也是臺中國

際性的地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安藤大師非出身本科系，未受過傳統

高等教育，但得到世界頂尖的普立茲

克建築獎，很了不起，安藤大師奮鬥

的過程，對學生很有啟發；他很佩服

亞大蔡創辦人不但辦學成功，而且很

有遠見，願意投資蓋藝術

館，對亞大師生、市民都有正

向意義；相信將來能與國際

知名大學並駕齊驅，成為世

界知名具有藝術館的大學之一。

臺中市長胡志強說，蔡長海創

辦人將所有最精華的藝術品，都放進

亞大安藤美術館裡了！亞洲大學、亞

大安藤美術館都是臺中之光，他在此

為所有市民，感謝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感性地

說，目前館藏羅丹、阿曼、竇加等國

際大師雕塑藝術品，以後還將收藏

臺灣傑出藝術大

師的作品；亞大

安藤美術館，每

坪造價高出臺北

101，亞大不惜
成本，就是堅持

要給亞大師生最

好的，也希望這

座美術館，讓台

灣被世界看見。

馬總統、安藤大師、胡志強市長揭幕，
宣告亞大邁向世界、走上國際！

▲  亞洲大學安藤美術館開館，由總統馬英九（中）、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右三）、台中市長胡志強（左三）
及蔡長海創辦人（左二）、校長蔡進發（右二）等人揭幕。

亞大安藤美術館開館

名，全台第3名；去年6月還獲得台灣TAF認證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第一所大學，相當難得。

許健教授指導亞大畢業生研究成果，
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選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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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與國際大師蒞校講學
亞

洲大學舉辦「大師論壇」，已先後聘

請19位諾貝爾獎得主、國際大師，與
師生面談互動，親炙大師風範，擴大國際視

野；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102年12月11
日合辦「諾貝爾大師」論壇，邀請2009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以色列化學家艾達．尤

娜特（Ada Yonath）、2004諾貝爾化學獎
得主雅隆．戚凱羅（Aaron Ciechanover）
來台演講，蔡進發校長率同師生參加論壇，

向大師請益。

校長蔡進發指出，2013年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之一的史丹佛大學結構細胞學系李維

特教授（Dr. Michael Levitt），前年曾受邀
到亞大參加第二屆生物資訊與生物科技國際

論壇（The 2nd Biocomputation Foru）。
至今共有12位諾貝爾學者，分別到亞洲大學
演講、座談。

值得一提的是「威爾剛之父」穆拉德博

士（Dr. Ferid Murad）受聘為亞大榮譽講座
教授，已第7度到亞大講學，「日圓先生」
榊原英資102年5月10日也到亞大演講，他
期望台灣在日本、中國間扮演調和角色；其

他如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皮克斯動漫總

監安德魯．高登、普立茲獎得主及史丹佛大

學教授勃林克萊、登月太空人艾德格．米契

爾博士相繼蒞校演講。

蔡校長說，每次諾貝爾獎得主、國際

大師到校演講時，亞大都邀請策略聯盟公私

立高中生一起聆聽，目睹大師風采、學習互

動，也是亞大對高中生一項國際「禮物」；

如安藤大師102年10月23在台北圓山飯店的
演講，各地就來了300多位高中生聆聽，座
無虛席。

亞洲大學師生親炙大師請益！

企業良師在亞大開講！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聯盟為

亞
洲大學最近邀請業界名師到校授課，

除了102年12月中舉辦產學接軌論
壇，邀請台達集團創辦人鄭崇華、上銀科技

董事長卓永財及世界台商總會名譽總會長李

芳信3位業界良師與會外，還邀請台中市長
胡志強、外交部大使萬家興、天仁茶業董事

長李明星等30位業界老師，蒞校傳授人生歷
練與工作經驗。

胡志強市長102年11月5日全程用英
文暢談經營城市的溝通與行銷。他闡述讓

台中成為幸福城市的支柱，強調「永遠要

先準備好」、「面對困難，保持不放棄的

精神！」；萬家興大使告訴外文系學生，

英語是21世紀不可或缺的軟實力（Soft 
power）；成功的關鍵，就是把一件平凡
的事，做的與眾不同！（To do a common 
thing uncommonly well！）

「最重要的是態度，其次才是專業知

識、技能！」世界台商總會長、也是永信東

南亞控股公司總裁李芳信說，他提醒同學世

界真的很大，趁著年輕，應該趕快去世界走

走看看，將國外思想帶回台灣，融入世界。

卓永財董事長說，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必

須與產業做連結，培養出具有良好學科基礎

素養，能思考、能動手做的人才。

天仁茶業董事長李明星受聘為經營管理

系業界良師，他提供茶葉經營寶貴的實務經

驗，勉勵亞大學生要充實國際觀，勇於創業

逐夢。

亞
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1年半前結為聯合大
學，名為「中亞聯大」，「中亞聯大」成立以

來，兩校除互設課程、教授互轉、資源共享外，還召

開國際研討會、教學卓越大學發表會、舉辦關懷活動

及師生友誼競賽等，讓兩校學生頗有「唸一所大學，

享有兩所大學資源」的感受！

在學術研討方面，亞大、中醫大密切合作，除

了在兩校聯合開課，讓學生選修外，舉辦「大師論

壇」，邀請諾貝爾獎得主來台講學，還舉辦中亞聯大

教學卓越計畫聯合成果展暨創新教學研討會，及舉辦

跨校創意發明競賽；兩校在合作研發也頗具績效，亞

大世界級的「菇類研究中心」所研發的新品種菇類、

彩色白木耳等產品，經過中國醫藥大學動物實驗，初

步發現可抵抗多種癌症；並成立全國唯一「網路成癮

防治中心」，攜手合作推動網路成癮的防治。

中亞聯大擴大辦理「龍騰虎躍」等師生友誼競

賽，攜手合辦跨校聖誕晚會；兩校組成中亞聯大國際

醫療志工團隊，遠赴非洲史懷哲服務之旅、大陸四川

為川藏民眾義診與衛教服務；中亞聯大還在霧峰區光

復國小舉辦「食在有料」學童愛心午餐暨課業輔導關

懷活動。

臺中市長胡志強、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等人
傳授人生歷練與工作經驗，強調態度最重要！

唸一所大學，享有兩所大學資源！

諾貝爾級學者、國際大師　亞洲大學講學一覽表

得主/亞大講學 重要經歷

諾
貝
爾
獎
得
主

1 李遠哲 博士
2006.5.14、2007.12.22

1986年化學獎得主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

2
穆拉德博士
2009.04.14-2013.4.11，
7度到亞大指導、座談。

1998年生理醫學獎得主
威爾剛之父
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3 威廉森博士
2010.6.22

2009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4 歐斯壯博士
2010.8.23

2009年經濟學獎得主（首位女性得主）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

5 摩坦森博士
2011.10.21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

6 戴蒙德博士
2011.12.1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7 皮薩里德斯博士
2011.12.16 

2010年經濟學獎得主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8 沙金特博士
2012.9.21

2011年生理醫學獎得主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

9 席姆斯博士
2012.10.26

2011年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0 李維特教授
2011.10.27

2013年化學獎得主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11 戚凱羅教授
2013.12.11

2004年化學獎得主
以色列晶體學家

12 尤娜特教授
2013.12.11

2009年化學獎得主
以色列生物學家

國
際
大
師

13 米契爾博士
2008.5.30

1971年第六個登入月球的太空人
美國智力科學學院創辦人

14 勃林克萊教授
2010.10.19

1980年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15 安德魯教授
2011.2.25

2004年美國視覺效果協會傑出個人角
色動畫獎得主
PIXAR（皮克斯）動畫公司總監

16
安藤忠雄大師 
2008.1.10-2013.11.23，
4度到亞洲大學論壇

1995年普利茲克獎得主
東京大學榮譽教授

17 榊原英資大師
2013.5.10

日圓先生（前日本大藏省財務官）
青山學院大學客座教授

18 Jan Rajlich Jr. 設計大師
2013.11.18

捷克布魯諾雙年展協會主席
捷克布魯諾大學教授

19 Mike Cachuela 動畫大師
2013.11.18

前LAIKA企劃總監，曾任職於華納兄
弟、皮克斯與迪士尼，參與作品有超人
特攻隊、玩具總動員、聖誕夜驚魂。

資料來源：亞洲大學，103.01.10。

「
HIWIN論壇傑出總裁講座」102年11月20日再度登場，邀請中
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明光到亞大演講，盧明光董

事長強調，投入研發和人才培訓是企業最重要的命脈，公司要永續經

營，必須要有誠信、創新及使命感。

亞洲大學與上銀科技公司共同設置「HIWIN論壇傑出總裁講
座」，邀請經營績效優良的上市櫃公司經營者CEO蒞校現身說法，開
辦迄今已邀請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永光化學榮譽董事長陳定川、台

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成允等人蒞校演講。

亞大邀請四位上市櫃經營者CEO現身說法！

「中亞聯大」

▲  中亞聯大組成醫療志工團隊，到大陸為川藏民眾義診。 ▲  亞大「HIWIN論壇傑出總裁講座」邀請企業CEO現身說法。

HIWIN論壇
傑出總裁講座▲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左一）主持亞大論壇，企業名師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右二）、世界台商總會長李芳信等（右一）、前財政部長呂桔誠（左二）與會。

19位

亞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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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出國當交換生、遊學、實習生、
論文發表、發明比賽拿金牌、當國際志工！

亞
洲大學學生正加速國際化腳步，師生們頻頻

在國際間移動，除了吸引近300位國際學生
就讀，學校更設有送學生出國的六大途徑，送學生

出國遊學、實習及當國際志工，或到國外當交換學

生、論文發表，還補助學生參加國際設計發明競賽

拿金牌！

「亞大鼓勵同學出國比賽拿金牌，教授也全

力指導學生發想發明，補助機票、訓練英文講解，

還包辦模型費、專利費及攤位費！」亞洲大學校長

蔡進發說，4年來，校方已補助１千5百多萬元、獎
助160位學生出國參加國際發明競賽、德國iF紅點
設計獎，以及到德國、新加坡等地參加德國紅點頒

獎，增強學生

國際視野。

「歡迎亞大學生到國外當國際志工！」亞大

國際志工已連續5年到馬來西亞、印尼、薩爾瓦
多、印度、寮國及泰國等地從事國際志工服務，共

補助500多萬元、260多位學生出國當志工。
去年暑假，亞洲大學先後有281位同學，分批

到海外大學、企業研修、實習；除了到美國西來大

學、英國北安普頓大學、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短期

研修，休憩系18位學生到新加坡Valiram國際精品
集團等企業實習7個月；國企系侯自恆、保健系陳
盈安同學共4人，去年7月1日到馬來西亞永信製藥
公司實習。保健系大四藍晨睿等12位同學也分批到
日本裕毛屋實習，出國實習、進修已蔚為風氣。

亞
洲大學時尚系學生參加國際盃美容美

髮大賽，時尚系三年級李宜安等位同

學包辦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創意彩妝組

冠、亞軍前四名。另在全國盃髮型美容競技

大會中，競賽學生榮獲創意廣告設計組第三

名、第四名，為校爭光！

時尚系主任林青玫說，在苗栗舉辦的國

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共計3千位兩岸三地、日
本、韓國等國家的選手角逐42組競技，有60
多所學校，500以上單位投入，時尚系三年級

學生除了包辦創意彩妝組前四名，林子珺等

16位同學還各得創意彩妝組特優獎。
在全國盃髮型美容競技大會中，有來自

全國各地美容美髮高手1,905人參賽，時尚
系三年級李宜安、黃伃偵同學分獲「2013年
中華民國全國盃髮型美容競技大會」創意廣

告設計組全國第三名、第四名，另時尚系三

年級劉家秀、莊穎潔、施人嘉、孔湘湘、楊

峻、郭亭妤等位同學各獲大會特優獎。

時尚系學生模特兒還經常受邀到各地走

秀，到嘉義北港朝天宮參加「臺灣製MIT微
笑產品展售會」、參加台北花博會及台中彩

墨藝術節等活動服裝走秀，台風穩健頗受歡

迎，形成該系辦學特色；還有時尚系學生專

攻服裝設計，不但為台中市市政府在秋紅谷

廣場的泰迪熊量身打造派對服裝，並參加各

地服裝競賽，獲獎連連，最近時尚系四年級

楊之皓同學參加百搭客裝上班

服飾設計比賽，以「客家力」

作品，奪下學生組冠軍。

亞
洲大學學生最近參加對外的選拔競賽，獲獎連

連，表現優異！進修學士班國際企業系一年級

徐怡蓓同學，勇奪大專女子組溜冰三冠后；時尚設計

系二年級簡浩威同學榮獲金曲獎傳藝最佳演唱、最佳

專輯包裝獎；擅長製作停格動畫的校友黃興良，目前

是國內外網路知名的台灣動畫導演。

第35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102年10月5日在
台中市四育國中登場，溜冰國手、亞洲大學進修學士

班國際企業系一年級的徐怡蓓同學，摘下大專女子

組速度角標「前溜單足S型」、「前溜雙足S型」及
「後退雙足S型」三金，溜出「三冠后」頭銜，再添
亮麗的戰績。

時尚系簡浩威同學與友人組成的SURE人聲樂
團，參加第24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以專輯
「南島Vali」專輯作品，入圍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
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演唱獎、最佳專輯包裝獎4
個獎項，最後榮獲最佳演唱獎、最佳專輯包裝獎。

 此外，外文系進修部校友黃興良擅長製作停格
動畫，加上AE聲光特效、編劇，讓樂高忍者、七龍
珠、鋼鐵人公仔，立即變成活生生的動畫主角；他目

前是YOUTUBE拍片的合作夥伴 也是美國電玩頻道
MACHINIMA的簽約導演、大陸視頻網站YOUKU
及土豆網的簽約拍片合作夥伴，還是大陸微博認証的

台灣動畫導演；他目前個人YOUTUBE頻道訂閱者
25萬人，影片觀看人數近5000萬人次、每個月頻道
人氣流量300萬人，2年前，他拍攝的「鋼鐵人與玩
具總動員」動畫，已累積近2千萬人次點閱率。

亞洲大學送你出國6大途徑

▲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社寒假在緬甸臘戍展開志工服務，與緬甸嗎哪小學300多位師生大合照。 

▼   德國紅點獎主
席澤克博士（著
白西裝者）與蘇
格蘭評審（右
1）共同頒獎給
亞大兩組獲紅點
最佳獎同學。

16位選手贏得創意彩妝組冠、亞軍等前四名及特優獎，為校爭光！

亞
洲大學外國語文系、幼兒教育

系相繼舉辦畢業公演；外文系

102年12月30日，演出改編自雨果的著
名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
全程以精湛的英文音樂劇方式演出，

整齣音樂劇高潮迭起，贏得滿堂彩；

幼教系同學結合歌曲、舞蹈及打擊樂

器的兒童舞台劇，演出【噓！那個誰

來了】，深獲家長及孩童讚賞。

外文系主任陳英輝說，「悲慘

世界Les Miserables」敘述19世紀法
國幾位悲慘代表人物，如偷麵包入獄

的尚萬強（Jean Valjean廖彥哲同學
飾），還有仁慈的主教（Bishop謝
耀儀同學飾）、追捕逃獄犯尚萬強

的賈維（Javert蔡明諺同學飾）、嗜
錢如命的泰納第夫婦（Mr. & Mrs. 
Thenardier）等人；不但有19世紀法國
背景的服裝、道具為舞台，還搭配精

湛的歌喉與舞蹈，演出絕無冷場。

亞洲大學好戲連台！
外文系、幼教系畢業舞台劇，獲滿堂彩！

▼  亞大外文系全程以精湛的英文、歌舞演出改編自雨果的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極獲好評！

▲  亞大時尚系學生模特兒應邀到嘉義縣北港朝天宮前走秀。 亞洲大學學生表現優異
● 國企系徐怡蓓同學摘下溜冰「三冠后」
● 時尚設計系簡浩威同學榮獲金曲獎
● 外文系校友黃興良是美國電玩頻道簽約導演！

亞大時尚系同學包辦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冠亞軍

1.

3.

2.

1. 時尚設計系簡浩威同學榮獲金曲獎傳藝最佳演唱、最佳專輯包裝獎！
2. 亞大進國企系徐怡蓓同學贏得全國中正盃大專女子組溜冰三冠后。
3. 擅長製作停格動畫的外文系校友黃興良在客廳拍動畫，成為年收百萬
元以上的動畫導演。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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