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電子報 CYC E-News
彰雲嘉電子報第一期（2010.02.01~2010.03）
依校名筆劃順序排列
各校活動訊息(各項文藝、藝術、展覽活動)
◆
1.
2.
3.
4.

大同技術學院
視傳系賴珮瑜老師及黃建樺老師於韓國慶南道立美術館舉辦國際聯展。
視覺傳達設計系參與資策會主辦「創業創新科技大賞-動漫祭」展覽。
視覺傳達設計系「Renaissance 文藝‧復興」3 月 5 日活動。
大同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2010 現代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暫定民國九
十九年五月十三、十四日。

◆ 大葉大學
學務處：
1. 1/15 大葉書院-課後學習活動：燃燒的靈魂─梵谷特展
2. 3/01-12 大葉書院-書院藝展：文化創意雙年展
3. 3/05 大葉書院-課後學習活動：南崗工業區、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4. 3/12 大葉書院-名人講座：符敦國─以比賽探索人生發展自信
5. 3/15~3/19 咖啡社舉辦是與非 BLACK&WHITE 咖啡週活動，培養同學喝咖啡的
習慣，並推廣咖啡文化。
6. 3/16 大葉書院-書院夜談：陳建志
7. /17（14：00-16：30）
、5/5（14：00-16：30）
：簡易健檢服務
8. 3/18 舉辦大葉大學學生社團評鑑暨二次招生。
9. 3/23~4/2 造藝系學會舉辦「藝下如何?」系展。
10. 3/24~3/25 造藝系舉辦 98 學年度造型藝術系美術節藝術嘉年華活動「藝流」
。
11. 3/24 大葉書院-名人講座：九把刀─人生就是不停的戰鬥
12. 3/24 大葉書院-安全演練：宿舍安全演練
13. 3/24-3/25（10：00-17：00）
、5/26-5/27（10：00-17：00）
：捐血活動
14. 3/28 大葉書院-環境認識之旅：賞鷹健行樂遊彰化
15. 4/23~4/25 第十四屆學生會舉辦「星夢樂音」葉音盃音樂歌唱大賽。
16. 大葉大學承辦 98 學年度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學生社團交流活動，活動時間預
定 5 月 13 日(四)，活動地點大葉大學體育館。
17. 6/9 第十四屆學生會於體育館舉辦 98 學年度畢業演唱會。
外語學院：
1. 2010 歐洲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 法語/德語作為外語之語言教學：
※日期：3 月 27 日 (六)
※時間：上午 9 時正開幕
※地點：大葉大學 外語學院五樓

通識教育中心：
1. 為鼓勵學生思考通識教育對個人在大學學習生涯之意義及重要性，提升學習
動機、擴展知識面與觀察思考的角度、分享其通識課程的學習經驗與心得，廣
博聽聞見識、豐厚人文素養、深化思考能力及健全身心人格，使之展現具有全
人素養，能適應社會期望及勝任企業需求之現代公民的特質，特舉辦學生活動
競賽：
（1）「請聽我說~專題簡報（PPT）競賽」至 3 月 12 日截止徵件。
（2）「你通識了沒?教學卓越計畫-通識徵文比賽」至 5 月 24 日截止徵件。
2. 國文教學群將舉辦「第十屆紅城文學獎」徵文比賽活動，徵文日期至 99 年 4
月 30 日截止。

◆
1.
2.
3.
4.
5.
6.
7.
8.

中州技術學院
繆思的七彩天堂-生活美學創作展
在經濟動盪中之生物產業政策國際研討會
KOTONI講座-如何建立世界第一品牌林英祥博士分享經驗心得
共通核心講座-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麒麟大師講座︰蔡長鈞教授分享色彩人生
麒麟大師講座︰學習與創意
職涯講座︰行管系要你成為職場達人
標竿職涯成功人生系列講座，成就你的未來!

◆ 中國醫藥大學
1. 98 學年下學期藝文活動，由此進入。

◆ 吳鳳技術學院
1. 2010 台灣與阿里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暨成果展示

◆
1.
2.
3.
4.
5.

明道大學
3/22-3/27「夢想起飛，明道 99」9 週年校慶系列活動
2010/03/27-2010/03/31 明道起飛回顧大事紀念展-圖書館
2010/04/01-2010/04/15 纖維藝術聯展-圖書館
2010/04/16-2010/04/30 張玉宜工筆與油畫個展
3/3-4/3，2010 明道大學校慶系列活動『感性明道校園』攝影比賽暨展覽-寒梅
南館一樓大廳
6. 3/17-5/12，2010 第四屆『居仁盃』籃球大賽-籃球場

◆
1.
2.
3.
4.
5.

南華大學
南華大學生死系與社會系體驗營
「2010 南華大學旅遊冬令營」
南華美女燈會獻舞並播新聞
星雲大師勉南華大學主管「忍」 請大眾改變生死觀
南華大學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 建國科技大學
1. 數位藝術新浪潮

數位魅影-新媒體藝術展

◆ 臺灣體育學院
1. 99 年 3 月 6 日至 28 日協助本校參與兩岸知名導演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歌舞劇
「杜蘭朵公主」擔綱武術、舞蹈演出學生，先期排練及演出等各項行政相關
事宜。
2. 本校運動管理系學生協助嘉義縣政府舉辦「99 年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
擔任各項運動賽會志工任務，並支援社會資源組工作進行運動贊助相關工
作，協助辦理記者會於嘉義縣政府及台北體委會召開，發揮本系學生專長並
展現特色。

◆
1.
2.
3.
4.
5.

虎尾科技大學
春泥－吳如玉油畫展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九十八學年度全校運動大會
2010 校 園 徵 才 系 列 活 動
煙花三月-虎躍碧海清․尾舞三月風
關懷教職員工職場健康 99 年度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6. 圖書館-週四電影院

◆ 雲林科技大學
1. 雲林科技大學 2010 年校園徵才活動將於 3 月 31 日(三)假大禮堂舉辦，歡迎夥
伴學校應屆畢業同學踴躍參與。
2. 雲林科技大學將於 4 月 28 日(三)舉辦「2010 中區技專校院推動學生至產業界
實習作法分享座談會」，歡迎夥伴學校踴躍參與(報名網站：
http://140.125.155.155/forum/)。

◆ 嘉義大學
1. 本聯盟「體育交流活動」
2. 「真善美」音樂劇
3. 嘉大教職員羽球隊全國大專院校錦標賽奪冠

◆ 彰化師範大學
1. 活動預告；亮晶晶小畫廊展售會
2. 展覽活動分享：99 年度大學入學術科考試+辣味巧克力藍莓派 本校教務處與
美術系聯手以藝術為彰師加分
3. 彰化師範大學第 13 屆學生會白沙文藝季活動『藝祭狂想曲』活動表
4. 世界巡迴影展場次表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
拒絕暖化裝置藝術展──冰宮世界及海底世界(2009.11-2010.3)
2. 營養科學學系
99 年度健康巡迴列車校外健康飲食系列講座—5 場
3.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2009 新一代設計展(2010.5.21-5.24)
4. 幼兒教育學系
與文傳系共同舉辦「拒絕暖化裝置藝術展-冰宮世界及海底世界」幼稚園小朋
友參觀活動

◆ 環球技術學院
1.（藝術饗宴）廖慈倫老師油畫速寫作品展
開幕茶會：99 年 3 月 6 日 AM10：00，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展出時間：99 年 3 月 6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
展出地點：雲林縣政府文化處陳列館二樓畫廊
2. 彩虹棉花糖~多元創意兒童戲劇

研發訊息分享(計畫申請訊息、成果發表訊息等)
◆
1.
2.
3.

大同技術學院
98 先期產學結案
國科會-大學生參與專題計劃
國科會-技術及知識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

◆ 大葉大學
1. 節能減碳，大葉大學繳出亮麗成績單

◆
1.
2.
3.

中州技術學院
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啟用儀式
中州技術學院與美律公司產學合作 發展新管理技術
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 健康學群兩案通過

◆ 吳鳳技術學院
1. 成光科技公司捐贈吳鳳技術學院電動車

◆
1.
2.
3.

南華大學
南華大學將有校園導覽車迎貴賓
南華大學資管系研發個人行動導覽系統
南華大學新添資源回收物壓縮機，容積減少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

◆ 建國科技大學
1. 運用多孔性發泡鋁材之能量轉換機制提升電子裝備散熱效能

◆
1.
2.
3.

虎尾科技大學
本校師生參加馬來西亞發明展榮獲 1 金 2 銅佳績
多媒體系四甲同學參加 4C數位創作競賽 榮獲動畫劇本組金獎、觀心贊助獎
本校通過 99 年度教育部園區計畫之補助案件共計 10 件

◆ 嘉義大學
1. 嘉大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

2. 嘉大植物園
3. 嘉大再加一號芙蓉古龍水

◆ 彰化師範大學
1. 賀彰化師大化學學門論文平均引用次數連續三年全國第一
2. 本校研究與創新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各系研發訊息，由此進入。

◆ 環球技術學院
1. 2010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學術研討會
2. 2010 資訊管理暨商務科技研討會(IMCT2010)

推廣訊息(各校開班、訓練課程訊息)
◆
1.
2.
3.
4.
5.
6.
7.

大同技術學院
數位影像與網頁設計(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3 日至 99 年 7 月 20 日
茶藝實務進階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6 日至 99 年 7 月 23 日
證券投資分析(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5 日至 99 年 7 月 22 日
租稅法規與申報實務(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6 日至 99 年 7 月 23 日
觀光美語(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5 日至 99 年 7 月 22 日
義大利料理(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3 日至 99 年 7 月 20 日
休閒活動設計(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99 年 3 月 26 日至 99 年 7 月 23 日

◆ 大葉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1. 三年五萬產業人才投資課程：

2.
3.
4.
5.

中草藥養生保健訓練班第 3 期、創意廣告設計班第 1 期、室內空間規劃美學
班第 1 期、自行車組裝實務班第 1 期等四門課，符合資格可補助 80%至 100%。
管理學院研究所學分班：
國際經貿研究、消費者行為、服務業管理、創新管理等四門課。
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學分班：
景觀專論研究、地方文化產業專論、設計經營實務三門課。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碩士學分班：
生技工業應用技術、保健食品設計及其原理等三門課。
工學院碩士學分班：
專利實務、特殊機能紙及特用化學品、塗佈工程學等三門課。

◆
1.
2.
3.

中州技術學院
99-1 保母人員專業訓練課程-招生中~
彰化縣政府委託辦理 99 年度失業者職業訓練「創意行動餐車班」招生中~
彰化縣政府委託辦理 99 年度失業者職業訓練「烘焙及調飲創業實務班」招生
中~
4. 鹿港資通訊(ICT)應用能力提升研習課程
5. 99 年度第一期保母人員職前研習班招生中~
◆ 中國醫藥大學
1.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班、訓練課程訊息，由此進入。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推廣教育中心。
電話：04-22054326
地址：台中市北區學士路９１號（中正公園對面）

◆ 吳鳳技術學院
1. 吳鳳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近期開設課程，由此進入。
有意參加課程人士，歡迎參訪吳鳳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網址：
http://www.wfc.edu.tw/group_popularize/
或撥洽詢專線 05-2267125 轉 21941 由專人為您解答

◆ 明道大學
1. 世界衛生組織（WHO）
，於 1995 年起，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為增
進本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本組將在下個月開辦「體重控制班」
，我們將協助
您建立規律的運動習慣並邀請專家來告訴您如何吃的健康又營養。
◆ 南華大學
1. 2010 東北亞藝術之傳承與展望研討會
2. 南華大學首屆南華盃高中職寫生大賽
3. 第三屆宗教學門教學暨教育部大學院校人文體檢計畫經典教學工作坊研討會

◆ 建國科技大學
1. 「99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職訓局上半年度共計審核通過本校補助辦理在
職勞工訓練課程共計 10 班
2. 本校推廣中心員林分校語言、電腦課程陸續招生中！
建國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與訓練中心
地址：彰化市介壽北路一號 (圖書人文研發大樓 B1)
http://eetc.ctu.edu.tw
電話：04-7111111#2201~2208

傳真：04-7111159

專線：04-7123520
◆ 中正大學
1. 99 年推廣教育課程，由此進入。
報名優惠：
※ 本校教職員工生、5 人以上團體報名、舊學員、領有殘障手冊、低收入
戶九折優待。
※ 清江學習中心特約商店、中正大學特約醫療機構員工 95 折優待。
※ 以上優惠僅適非學分班課程並僅能擇一優惠辦理。
※ 學分班課程優惠視各班規定辦理
詳情請上國立中正大學清江學習中心推廣組網站 http://learning.ccu.edu.tw
洽詢電話：05-2720411 轉 17104-17109、2722030

◆ 虎尾科技大學
1. 2010 iClone 國際證照研習營 圓滿結束
2. 本校研究總中心於 4/2 辦理『產學論壇-航太材料高速切削加工技術實務』
，邀
請學業界一起共襄盛舉。
3. 空中英語教室（大家說英語）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正式啟用
4.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八十學分班招生簡章，由此進入。
5. 行政院勞委會 99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由此進入。
6. 九十八學年度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虎尾班第三期課程表，由此進入。
7. 99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由此進入。

◆ 雲林科技大學
1. 98 學年度下學期開辦職訓局補助-碩士學分班，計有專案管理(第 5 期)、行銷
管理(第 8 期)、科技與創新管理(台中班第 3 期)、企業評價(台中班第 3 期)，
歡迎踴躍報名，意者請洽 05-5342601 轉 2281 郭明鳳小姐。

◆ 嘉義大學
1.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招生簡章詳如附件（由此進
入），相關資料請至國立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網站查詢
（http://www.ncyu.edu.tw/extedu/）。
2. 第七屆華語文師資培訓班：
開課日期：99 年 03 月 06 日
上課時間：99 年 03 月 06 日至 99 年 05 月 01 日
上課地點：國立嘉義大學林森校區
報名資格：具大學學歷之社會人士及各大專院校大四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國
外大學學歷須檢附認證後的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
洽詢電話：05-2732405 鄭小姐

◆
1.
2.
3.

彰化師範大學
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訊息
教師在職進修工作坊招生資訊
日間部各系所開課資訊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推廣部開班訊息，由此進入。
2. 校本部訓練課程，由此進入。

◆
1.
2.
3.

環球技術學院
急救研習~衛保組
歡迎大家一起來～「隨心曼陀羅～壓力調適團體」~諮商輔導中心
中彰雲嘉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計畫~~「戲胞培養營」---說演故事基礎訓練
(初級篇)
4.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99 年補助青年赴海外實習計畫

人物訊息(各校是否有老師或學生等風雲人物介紹)
◆ 大同技術學院
1. 觀光四甲 張郁琪同學
觀光四甲 李弘文同學
觀光四甲 周治齊同學
觀光四乙 黃有騰同學
作品入選參加『澎湖生態旅遊創意設計競賽』之全國比賽入選決賽！！
2. 資管系和多媒體系參與承辦的「偏鄉網路課業輔導計畫」
偏鄉網路課業輔導計畫」（E-tutoring fo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Rural Areas）榮獲國外FutureGov
magazine舉辦的縮減數位落差之獎項（Government Technology Awards）
，在 500
個角逐者當中，獲得前五名，而且榮獲技術創新獎項（Best in Class＇ logo）
。
3. 資管系日、夜學生共 7 位，蕭淑英、蘇家琪、賴姿伶、侯盈旬、陳嬋茹、袁
雪倩、嚴雅馨、賴彥伶、蔡郡倫，以上六位同學考取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4. 本校參加 2010 年台灣燈會-全國花燈競賽大專社會組榮獲優等獎。
5. 餐飲管理系(科)陳颽伊同學榮膺 99 青年菁英會活動-青年獎章得獎人！！

◆ 中州技術學院
1. 公關組陳宏銘老師榮獲月光生命故事影像展紀錄短片特優獎
2. 公關組陳宏銘老師竹夢天使紀錄片作品，榮獲行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全民影
音徵選第一名。
3. 電機系康有評主任榮獲「台灣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暨「發明國光獎章」
4. 《爸爸不在家》 榮獲金穗獎最佳學生作品
5. 電信奧斯卡 本校勇奪亞軍&佳作
◆ 明道大學
1. 中文系顏毓瑾同學-罹患腦性麻痺積極向上努力求學，並獲書卷獎
2. 明道大學籃球隊劉錚同學-獲得今年度 UBA 最佳新人王

◆ 南華大學
1. 與南華大學產學合作的咖啡達人黃進仲
2.
3.
4.
5.
6.
7.
8.

南華大學副校長釋慧開再赴教廷發表演說
永不停歇生命探索的廖俊裕教授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義賣展 啟動南華體育館新建設
韓國首席宮廷樂舞舞者沈淑慶南華教舞
大林鎮長黃貞瑜為南華學子解說大林鎮
殯葬老師以不一樣的殯葬儀式為慈母送別
葉氏兄弟感念師恩，協助開設星雲大師墨寶拓碑暨社區文物清潔服務研習營

◆ 建國科技大學
1.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副教授兼研發處產學合作組組長-周波

◆ 中正大學
1.設計金牌獎得主簡光廷 重現木馬童趣
2.中正「蜘蛛人」李虹瑩 代表台灣於釜山運動會攀岩奪冠
3.小「冰」立大功 中正大學Fortune團隊勇奪 2008 年TIC100 校園創新事業競賽人
文組冠軍
4.孔明活用「賽局理論」大唱空城計 中正大學盧姵君科普競賽奪魁
5.中正大學會資系WWOW隊為社頭織襪產業打出知名度 勇奪創意大獎
6.程文欣老師南韓公開賽 坐擁后冠 盼攀世界第一寶座 創下台灣羽壇新頁
7.治療癌症 量身訂做基因 蕭淑惠、呂昱瑋獲國家新創獎
8.考生您壓對寶了嗎？「交叉查榜」未卜先知幫您計算錄取機率
9.「玉山宣傳大使」中正成教所徐慈憶最高票獲選 單車環島代言玉山
10.地環系吳祐丞同學為本校奪下兩面金牌
11.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班周建良同學之論文獲得第 100 屆美國癌症研究協會年
會, AACR-ITO EN, Ltd. Scholar-in-Training Award
12.語言所張寧副教授榮獲中研院 2009「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13.中正大學三位教授分別獲核 98 年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爭取之經費高達 1 億元
14.中正大學機械系林育正同學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 98 年度工程論文
競賽」機械類組第一名
15.賴錫三副教授與哲學系王一奇副教授獲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16.貧窮新聞再現 中正傳播呂雅雯獲 97 年度國科會研究創作獎
17.全國嵌入式系統設計競賽 中正資工智奪三項第一
18.中正大學黃子軒跨越視覺障礙 日本盃保齡球賽奪三金一銅
19.財法系教授黃俊杰、機械系教授鄭友仁榮獲中山學術文化基金會學術著作獎
20.為亞運夢想奮鬥 中正運動競技系鄭宜宥揮出亞倫巴德雷高爾夫球賽冠軍
21.資管系洪新原教授 中正大學首位學者獲頒「呂鳳章先生紀念獎章」
22.電機系張文恭教授 榮膺世界頂尖專業技術組織IEEE Fellow
23.促進國內產業升級 中正SOC團隊研發「貼心處理器」
24.創意蛋糕「出奇蛋」 中正行銷所勇奪創業競賽雙料冠軍
25.中正法律所博班黃健彰、碩班林韋仲獲「台灣法學會碩博士論文獎」
26.還你一口美麗自信笑容 中正資管系學生研發「齒顎矯正預測系統」
27.「針」不可失 中正資管系學生發明RFID科技針灸再也不漏針
28.中正大學主秘陳朝輝獲越南科技院（VAST）頒發「促進台越科技交流卓越貢
獻獎」
29.守護企業的神兵利器 中正會資所開發ERP稽核系統平台
30.抵抗沙漠化 中正資工所學生研發子母車自動播種設備

31.中正大學定向越野四悍將 獲國手資格盼為國爭光
32.國科會 98 年度傑出研究獎 中正大學電機系張文恭教授及語言所張寧副教授
獲獎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修習「運動傳播企劃就業學程」課程學生─運健四三 A 曾
荃鈺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遴選為青年代表，於 99 年 2 月份
代表台灣赴馬來西亞參加「國際奧林匹克研討會」
；並另獲中華職棒青睞，於
職棒賽會期間擔任場邊播報，表現優異、為校爭光，值得嘉許。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飛機工程系陳冠均同學，榮獲由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基金會所評選之物
證科學績優論文獎項。

◆ 嘉義大學
1. 國立嘉義大學外語系廖招治教授首位華人當選國際幽默學協會理事
2. 國立嘉義大學學生吳佳鴻及洪正君同學多益奪金
3. 國立嘉義大學印尼國際志工服務團榮獲全國第一名
4. 嘉大邱義源院長獲「張駟祥教授食品科技學術特殊貢獻獎」

◆ 彰化師範大學
1. 彰化師大電機工程學系連挺豪同學獲選為教育部 97 學年度大專院校組道德
智商達人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朱善傑老師「宅情侶愛動漫 設計宅婚禮暴紅」(2009.12)
2.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吳克祥同學以競賽取勝，靠得獎闖出名號，大三就被廠家預定成為職場贏家。
3.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劉眉君同學因成績優異，榮獲遊學韓國驪州大學。(2010.3)
4. 運輸物流與行銷管理學系
王義川老師「一手發牌，一手教課」
，除了擅長表演模仿秀，王義川還取得專
業賭場發牌員和導遊證照，多才多藝的形象，幽默風趣的談吐，讓王義川十
分受到學生歡迎。

◆ 環球技術學院
1. 教育部通識教育改進計畫績優主持人—王若嫻老師
2. 大家一起幫小藍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