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電子報 CYC E-News
彰雲嘉電子報第二期（2010.04~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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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同技術學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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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視覺傳達設計系於 3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3:00 於 E801 邀請知名藝術創作者
林育聖先生舉辦「動畫性/錄像性」講座。
3. 視覺傳達設計系於 3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00 於圖書館三樓會議室邀請中華
卡通公司董事長-鄧有立先生舉辦「華人動畫產業的趨勢」講座。
4. 課指組辦理學生社團及自治組織經營實務培力系列研習，於 4 月 9 日、4 月
30 日及 5 月 14 日(星期五)在嘉義校區辦理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當我們同在
一起」學生社團及自治組織經營實務培力系列研習。
5. 課指組辦理 2010 國際青年志願服務-快樂種子服務隊(泰北地區)，於 99 年 7
月 11 日至 7 月 26 日(共 16 天)至泰國北部清萊地區辦理 2010 國際青年志願
服務-快樂種子文化服務隊活動。
6. 視傳系邀請徐文先生舉辦「一頁台北電影配樂」講座，4 月 19 日 13:00~16:00
於本校圖資大樓三樓會議室舉辦。
7.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開辦「觀光遊艇駕駛實務」(三學分課程)，自用級 99
年 5 月 7 日~12 日 8:30~17:00(48hrs，學科 24hrs、術科 24hrs)營業級 99 年 5
月 7 日~18 日 8:30~17:00(96hrs，學科 48hrs、術科 48hrs)。
8. ２０１０”虎福大同”徵才博覽會，99 年4 月 27 日(二) 10:00~15:00 於本校大
同樓舉辦。
9. 資訊管理系-「2010 年數位內容發展學術研討會」，2010 年 5 月 21 日【星
期五】於本校舉辦。

◆
1.
2.
3.

大葉大學
學務處活動訊息
人力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第七屆關係管理學術研討會」徵稿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2010 第六屆全國學生休閒、觀光、遊憩學術論文研討
會」
4. 創新育成中心：「企業聯盟交流會暨創造智慧新價值講座」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中州技術學院
先進健康照護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
行管系邀請Mr. Wish 總經理曾信傑先生進行座談會
服務學習組舉辦「服務學習GO!GO!GO!研討會」
本校邀請寶來曼氏期貨副董事長兼總經理周筱玲女士蒞校專題演講
視訊傳播系聘請資深電影電視編劇李康年老師蒞校分享編劇工作者之經驗
本校邀請鐘俊雄大師開設「生命的獨白」畫展
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文史工作者陳仕賢先生分享「台灣媽祖信仰及其文化」
本校邀請中臺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張桓忠教授進行專題演講
服務學習組舉辦志工進階訓練研習營
通識教育中心邀請文史工作者康原先生分享「民間文學的採集與運用」
幼兒保育系舉辦「坐月子中心親子照顧工作需求能力培訓」
本校辦理「漾青春．部落客服務學習競賽研習營活動」
本校邀請台中生命線 邱淑姃主任蒞校演講「愛我請不要踩我的地雷區-談身
體自主權」
14. 本校與彰化縣政府於 4 月 10 日舉辦「2010 希望與幸福 廠商聯合徵才活動」

◆ 吳鳳技術學院
1. 吳鳳技術學院【5 月份活動一覽表】

◆
1.
2.
3.
4.
5.
6.

明道大學
2010/05/25-2010/05/26 家事類創意競賽 明道大學圖書館
2010/05/27-2010/06/11 柯廷華教授攝影展 明道大學圖書館
2010/06/14-2010/06/25 進修部時尚系專題展 明道大學圖書館
2010/05/10-2010/05/28 明道大學通識月
2010/06/09 國學研究所專題演講
2010/05/08-2010/06/05 2010 明道大學游泳育樂營

◆ 南華大學
1. 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於嘉義鐵道藝術村(五號倉庫)舉辦「藝群前衛派」數位
創作展
2. 南華大學社團表現傑出
3. 主播陳雅琳以「走下主播台，跟你談新聞幕後」談新聞
4. 人文無學籍行動高中師生訪南華
5. 佛光山百萬人興學行腳托缽活動 南華大學師生參與盛會
6. 宗教所研究生在神壇上課

7.
8.
9.
10.
11.
12.
13.
14.

跆拳社表現績優
愛心快遞自行車公益環台車隊到南華
愛心快遞活動
銀髮炫風～資深大學生到南華
「2010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在南華大學舉行
大專校院運動會聖火到南華大學
資深大學生獲贈康乃馨
奇裝異服 揮灑青春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畢業展宣傳

◆ 建國科技大學
1. 石溪鴻泥－陳志聲書法展

◆
1.
2.
3.
4.
5.

中正大學
驫舞劇場 帶您用「速度」揭開時間的秘密！
【流浪者講座一】六千公里的浪漫漂泊─探訪中國沿岸書店、書人的旅程
【藝術講座一】50 歲青春大夢-用戲劇走演台灣，讓感動可以不只一次
【藝術講座二】為愛朗讀：文學的閱讀與聆聽
【流浪者講座二】流浪，是為了尋找下一個安定的力量-日本的遊民生活觀察

6. 媒觀講堂(四)不能說的秘密：新聞幕後
7. 傳播 99 級畢製【什錦麵】隆重獻映！
8. 現代舞蹈校隊公演《看嘸 2010─舞餐時間》

◆ 臺灣體育學院
1. 運動舞蹈學系特別邀請國內知名青年舞蹈家鄭宗龍、林文中、黃翊親臨本校
做 3 場專題講座， 與學生分享在舞蹈創作上的經驗與實務操作。
2. 本校校園網路電台「臺體之聲」正式發聲，由運動管理學系與運動資訊與傳
播學系共同合作經營，目前由運管系學生及老師們所主持的各種類型節目已
開播，歡迎線上收聽。

◆ 虎尾科技大學
1. 98-2 性別平等教育週系列活動網路報名開跑!!
http://student.nfu.edu.tw/index/sign.php
2. 5/11~5/21 創新育成中心舉辦本校教師研究/研發成果展暨醫工與生醫特展，
歡迎蒞臨觀展!!

3. 駐校藝家族」展覽系列三--【Kauf land考夫蘭德－陳雁菱個展】
http://nfuartcenter.nfu.edu.tw/files/14-1021-17459,r569-1.php
4. 生涯規劃養成：『識途〝腦〞馬，非〝勞〞馬』生涯主題系列活動,歡迎全校
師生踴躍參加!! http://student.nfu.edu.tw/counsel/news_show.php?num=2646
5. 落實無菸校園logo設計徵選比賽歡迎全校師生參與
http://student.nfu.edu.tw/upload/news_data/news20100511104357056.pdf
6. 口齒留香傳真情落實校園菸害防制活動歡迎踴躍參與
http://student.nfu.edu.tw/upload/news_data/news20100511103730069.pdf
7. 「上海世博一指通 花博資訊優先知」有獎徵答活動
http://www.lib.nfu.edu.tw/?q=node/548
8. 圖書館 3 樓Correct English英文論文寫作區 及 日本文閱讀コーナー 開張囉!
http://www.lib.nfu.edu.tw/?q=node/551
9. 經典閱讀心得競賽http://cge.nfu.edu.tw/news/競賽海報網路公告.pdf

◆ 雲林科技大學
1. 本校語言中心提供翻譯服務
2. 教師評鑑制度座談會

◆
1.
2.
3.
4.
5.
6.
7.

嘉義大學
6 月 5 日於嘉義文化中心舉辦交趾陶工作坊
提昇中文涵養能力專題演講
嘉大生化科技學系演講預告
嘉大爵士樂團 歡迎相邀參與 6 月 7、9 日音樂饗宴
「嘉大美術系-美不勝收系列展」 於民雄校區大學館展覽廳登場
2010 年「第二屆區域史地」學術研討會
嘉義大學 2010 新生英文夏令營-NCYU English Summer Camp

◆
1.
2.
3.
4.

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系顏廷芝、李佳璇、張雅翔、賴品如同學聯合展出”不覺小”
美術系辦理推廣教育「藝無止盡-我愛創作AQ藝術成展營」
彰師大美術系九九級畢業展「朵朵派」
美術學系碩士班創作組將於 6 月 17 日～6 月 28 日於藝薈館展覽廳進行評圖
展，展出研一、研二同學一年來的創作成果歡迎參觀指教。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98 級學生畢業成果展「19 式」
http://ann.toko.edu.tw/files/13-1003-6771-1.php

2. 營養科學學系：營養列車推廣兒童健康飲食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6847
3. 餐旅管理學系：低碳農村，花開嘉義！ 稻江餐旅系以果雕響應地球日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6415
4. 應用外語學系：邀請前外交部長陳唐山蒞臨稻江演講「拓展國際觀」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6125
5. 應用外語學系：舉辦清明節國小英語教學活動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5587
6. 幼兒教育學系：舉辦「幼教生涯與社會職場接軌」研習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6149
7. 幼兒教育學系：承接「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幼教就業相關機構參訪」
(2010.4.29)
8. 諮商心理學系：與行政院青輔會合辦「基礎職涯志工培訓-志工種子」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5897
9.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2009 新一代設計展(2010.5.21-5.24)
10. 99 大運聖火到稻江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7588

◆ 環球技術學院
1. 生技系演講公告［藥用植物組織培養與應用技術概說］
2. 西螺大橋周邊藝文活動

研發訊息分享(計畫申請訊息、成果發表訊息等)
◆ 大同技術學院
1. 餐管系與日本東京上池袋紅寶石酒樓簽訂校外實習合約。
2. 國科會-技術及知識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辦理東螺溪休閒旅遊設計競賽，激發學生旅遊服務規劃創意。

◆ 吳鳳技術學院
1. 嘉義市嘉友電子公司與吳鳳技術學院合作產品技術開發

◆ 明道大學
1. 2010/06/01-2010/06/04 2010 英語系文化戲劇週
2. 2010/06/14-2010/06/25 進修部時尚系專題展 明道大學圖書館

◆ 南華大學
1. 南華大學出版所與工研院顯示中心『教科書數位出版產業群聚聯盟』成立暨
說明會
2. 南華大學與大林鎮公所談合作
3. 由買家成賣家的電子商務人
4. 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2010 第七屆設計畢業展」充滿創意
5. 第八屆「意識、權力與教育—臺灣升學制度下國之貴族」研討會一日在南華
大學召開

◆ 建國科技大學
1. 【本校工程學院曾憲中院長等三教師參加莫斯科俄羅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及第38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喜事連連 揚名國際 共榮獲二面金牌 二面
銀牌 一面銅牌

◆ 中正大學
1. 技術推廣訊息

2. 計畫徵求訊息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報名 99 年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領隊導遊合格人數，共計
24 人合格。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參加第 38 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銀牌獎
2. 車輛工程系榮獲第 18 屆全國大專院校超級環保車大賽油電混合車組全國第
三名

◆ 嘉義大學
1. 嘉大香水創新有成 榮獲第七屆國家新創獎
2. 國立嘉義大學服務受肯定 榮獲教育部政府服務品質獎優等
3. 嘉大獸醫醫療團隊 成功完成犬肺動脈狹窄氣球導管擴張手術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就業學程、產學合作、國科會計畫、教育部計畫等訊息，由此進入。

◆ 環球技術學院
1. 環球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健康促進學校-「新生活運動」
2. 行銷系取得門市服務乙、丙級考場合格證書

推廣訊息(各校開班、訓練課程訊息)
◆ 大同技術學院
1. 推廣教育中心於 99 年 3 月 23 日至 99 年 7 月 23 日，開立第一期(學士學分班)
「數位影像與網頁設計」
「茶藝實務進階班」
「證券投資分析」
「租稅法規與 申
報實務」「觀光美語」「義大利料理」「休閒活動設計」等。
2. 學務處課指組辦理「叫我第一名」專業司儀及主持人培訓營(99 年 3 月 25 日、
26 日)。
3. 國物系於 99 年 5 月 23 日舉辦門市服務乙級研習營，特邀請 98 年職訓局產
業人才投資計畫門市服務乙丙級檢定班師資林佳男老師蒞臨本系進行講座。

◆
1.
2.
3.
4.

中州技術學院
鹿港資通訊(ICT)應用能力提升研習課程，招生中~~
99 學年度幼保系在職四技學分班+在職二技學士（分）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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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禮儀師技術士乙級證照必須修滿 20 個殯葬相關學分，招生中~~

◆ 吳鳳技術學院
1. 非學分班開班資訊，由此進入。

◆
1.
2.
3.

明道大學
2010/05/24 專題演講 5/24【未來關鍵十年】
2010/05/26 生涯興趣量表測驗結果分析說明會
2010/05/28 麻豆兒-經紀選 show 大賽

◆ 南華大學
1. 南華大學舉辦 2010 環境與旅遊管理研究學術研討會
2. 穿越生死奧秘講座
3. 銀髮炫風結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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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正大學
1. 清江學習中心 99 年暑期、第 1 學期教育課程表：學分班；非學分班

◆ 臺灣體育學院
1. 通識教育中心將於七月舉辦「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證照班」。
2. 99 年 6 月 5 日至 6 日，本校休閒運動管理研究所、體育研究所共同合辦「2010
年休閒與體育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3.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與臺灣體育運動管理學會於 99 年 5 月 15 日合辦「2010 年
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理質性研究方法研習」

◆ 虎尾科技大學
1. 99 年心肺復甦術暨自動體外電擊器訓練課程
http://student.nfu.edu.tw/health/news_show.php?num=2694
2. 九十八學年度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虎尾班第三期課程表

◆
1.
2.
3.
4.

嘉義大學
轉學生招生簡章開始發售 報名期限(99.6.8~99.6.15)
『農產品加工利用班』及『寵物美容實務運用班』開班囉!!
嘉大職業訓練、證照非學分班、暑期游泳、羽球及攀岩訓練班 招生中
國立嘉義大學語言中心於 7~8 月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 彰化師範大學
1. 工作坊非學分班招生資訊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推廣部開班訊息
2. 校本部訓練課程
◆
1.
2.
3.
4.

環球技術學院
環保署辦理環境保育人員訓練
勞保深耕講座
開課囉！通用英文(General English )檢測輔導班
開課囉！職能英文(Workplace English)檢測輔導班 -- 挑戰多益 400 分！

5. 敬邀老師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講座系列活動 ( 二 ) 強化研究的深度和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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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四甲李弘文.周治齊.張郁琪榮獲澎湖生態旅遊遊程設計競賽第二名！！
「懷舊西瀛 食之味 冬之戀」。
2. 本校進修部「創業學習及社會服務社」榮獲衛生署「藥你健康」用藥安全創
意競賽，全國大專院校組第三名。
3. 本校再次榮獲【遠見雜誌】2010 技術學院畢業生表現排名，技術學院組全國
第五名！

◆ 中州技術學院
1. 電機工程系康有評助理教授參加「2010 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榮獲
金、銀牌獎
2.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理系學生參加「大甲鎮瀾宮媽祖盃『創彩奇蹟』造型團體
競賽」榮獲最佳髮型造型獎
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學生參加「2010 MOS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勇奪團體
總冠軍
4. 電子系師生榮獲 2009 TEMI單晶片丙級能力認證成績優異獎

◆ 吳鳳技術學院
1. 吳鳳技術學院連煥成教授榮獲「2010 年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創新發明科技展
金牌獎」
2. 吳鳳技術學院校友徐國勝先生當選 99 年度全國模範勞工

◆ 南華大學
1. 傳授美境的美學老師黃小娥
2.
3.
4.
5.

王秋絨教授推動批判教育學與靈性領導中心
漂洋過海學習中華文化的馬拉威女孩卡蘿
感恩解開開元寺法脈之迷-毛紹周老師的故事
天使的微光─南華大學自醫所畢業的醫生作家林育靖

◆ 建國科技大學
1. ＜建國學子之光＞OMC亞洲盃美髮美容國際競賽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林貴
瓊 締造佳績
2. ＜建國學子之光＞自動化工程系參加「2010 台灣無人飛機設計競賽電動拍翅

組」獲得全國第二名
3. ＜建國學子之光＞精密機械與模具實務專題領域競賽本校機械系學生榮獲第
一名與第二名以及佳作一名，表現優異

◆
1.
2.
3.
4.
5.
6.

中正大學
手機大玩捉鬼攻防戰 中正資工學生開發創意手機遊戲奪冠
外文系黃琮軒演講比賽奪冠 獲頒 19 萬台北德國來回機票與住宿接待
中正會資系教授Dr. Hart Will 樂當「正港少年家」
以母校為榮 法律研究所徐文志建築師接任校友總會會長
旱鴨子蛻變水中蛟龍
中正大學運技系潘政「泳」奪佳績
「黃金女雙」再合體 中正運休所教師程文欣瑞士超級盃晉四強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境外碩士專班越南專班的同學於 99 年 4 月 15 日抵達台
灣，先於嘉義校區進行一個月的課程後，再轉往台中校區進行課程與畢業典
禮。
2. 臺體校友徐加恩成為國民隊王建民專屬防護員。
3.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熱舞社於 99 年 5 月 19 日與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長庚技
術學院熱舞社共同舉辦聯合舞展。

◆
1.
2.
3.

虎尾科技大學
本校飛機工程系學生 參加 2010 台灣無人飛機設計競賽 獲得優異成績
本校飛機工程系吳奇岳同學榮獲 99 年度優秀工程學生獎
本校運動代表隊參加 99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成績斐然

◆ 嘉義大學
1. 2009 全國創意混凝土競賽 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生)勇奪金獎
(新聞參考:http://www.ncyu.edu.tw/news.aspx?news_sn=1202&pages=7)
2. 恭賀資工系 98 級畢業生趙中和同學推甄進入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資訊科學與工程系碩士班。
3. 98 年度食品技師於 3 月 1 日放榜，食品科學系計有 8 名系友及 1 名在校生錄
取，分別為塗文琴、黃郁筑、徐亞莉、陳瑞佳、莊培梃、趙鴻芸、李逸華、
王嘉汶及研一生范鈞豪。
4.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張寶文、王孟羚、蒙光俊、陳韋樺、陳怡憓及蔡宜芯
等 6 位同學，通過 99 年度第一次諮商心理師高等考試，其中張寶文榮獲榜首。
5. 食品科學系學生 3 月 27 日至 28 日參加輔仁大學主辦的「第 33 屆全國大專院

校生物盃」榮獲男籃季軍、男排殿軍、女排殿軍、桌球殿軍。
6. 師範學院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大三李懷婕、杜以平同學作品--「艋舺捷
運站」
，榮獲「2009 捷運心文化運動-SHOW 出心動力」30 秒創意動畫貳獎。
7.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李旻壕同學考取三等土木特考、專技人員高考土木工程技師；李小裕同學考取三等測量製圖特考、陳安妮同學考取三等水
利特考、李振宇同學考取四等土木特考、莊穎儒同學考取四等土木特考。
8.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 嘉大課輔社獲特優
9. 嘉大農藝系公職考試三年錄取百名創新高
10. 公寓種菜不是夢 張山蔚老師有機治蟲有妙招
11. 恭賀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大一學生王勝宏獲中興工程顧問社獎學金，99 年
4 月 30 日於台北頒獎。
12. 勇敢的逐夢者-嘉義大學研究生石愛薇「台灣館親善大使票選」得到第十名好
成績(新聞參考:http://www.ncyu.edu.tw/news.aspx?news_sn=1235&pages=6)
13. 應用物理學系學生蔡維隆、蔡秉諭、蔡登曜等三位同學，熱心響應捐血、勤
做公益，此舉動被聯合報記者採訪報導，並刊登於 2010 年 3 月 20 日嘉義版
的頭條新聞。
新聞網址：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5/5486358.shtml

◆ 彰化師範大學
1.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優質師資及讀書環境，翻譯研究所李綠台同學外語能力更
上層樓。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聽障奧運銅牌得主施彥宏畢業成果展，獲得熱烈響應。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5/5571410.shtml
2. 餐旅管理學系：陳文正老師榮獲國際廚協廚藝競賽FHA 2010 年點心職類
Showpiece銅牌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6938
3. 營養科學學系：校友楊舒涵回母校授學弟妹如何準備高考營養師證照考試及
研究所考試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57143

◆ 環球技術學院
1. 狂賀!觀餐系謝皇楷同學-榮獲全國西瓜果雕競賽"冠軍"
2. 賀企管系同學於立德大學BOSS競賽榮獲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