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電子報 CYC E-News
彰雲嘉電子報第四期（2010.08~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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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葉大學
1. 造形藝術學系吳汶錡老師於 09/03~09/19 在彰化縣文化局四樓畫廊，舉辦「台
灣意象--吳汶錡纖維藝術個展」，歡迎喜歡纖維編織藝術的民眾，踴躍參觀。
2. 09/29（三）
、09/30（四）於外語廣場舉辦 2010 社團博覽會「葉社人生 Yes Sir」
。
3. 財務金融學系於 07/08 至 08/27 日為期 36 天，舉辦「2010 大葉財金全國高中
職巴菲特接班人 PK 賽」的競賽成績已經揭曉，第一名為「亮金金隊」
，由高
苑工商二年級陳怡汝及金智仁兩位同學奪冠。
4. 英美語文學系於 09/14 舉辦專題演講活動，邀請程大使豫台談「從外交工作
經驗看世界文化」。

◆ 中州技術學院
1. 「2010 全國中州盃國、高中籃球錦標賽」開打，62 隊爭冠軍。

◆ 中國醫藥大學
1. 「珍愛地球‧真愛台灣」希望展

◆ 吳鳳科技大學
1. 「2010 安全管理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0/11/25~26 於吳鳳科技大
學舉辦，歡迎踴躍投稿。
2. 「2010 全國安全創意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將於 2010/11/25~26 於吳鳳科技大
學舉辦，歡迎踴躍參加。
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9 年度C級擊劍教練講習會將於 2010/10/16~17 於吳鳳科
技大學舉辦。

◆
1.
2.
3.
4.

明道大學
陳永欽老師版畫個展
台灣 人人至上協會-UWP活動之『寄宿家庭說明會』
精雕細琢~張美春工筆畫個人展
台灣人人至上協會-UWP活動『到達日』

◆ 南華大學
1. 國際青年生命學習營訪南華
2. 南華大學藝術學院視媒系曾惠真教授於嘉義鐵道藝術村五號倉庫舉辦＜塵封
往事＞油畫個展

◆ 建國科技大學
1. 千卦山花火節 建國科大師生走出戶外，幸福演出薩克斯風
2. 千顏競秀－台灣當代膠彩畫聯展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與台中市政府於 99 年 10 月 22 至 26 日假台中市共同辦理 99 年全民運動
會。

◆ 虎尾科技大學
1.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新生體驗營
2. 九十九學年度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
3.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
1.
2.
3.
4.
5.

嘉義大學
樂團指導者論壇及工作坊 管樂大師面對面教學
幼教系向日葵兒童劇團巡迴 世賢國小上演
「小蝌蚪成長營」助新移民子女上小一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食品生技系列演講活動，歡迎踴躍參加！
語言中心於 10~11 月舉辦各項有趣活動

6. 視覺藝術系暨研究所 10~11 月份展覽廳檔期
7. 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於 10 月 29 、30 日（星期五、六）於民雄校區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第六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歡迎對嘉義研究有
興趣之學界先進、社會大眾踴躍報名參加！詳情請參閱
http://www.ncyu.edu.tw/tcrc/index.aspx

◆
1.
2.
3.

彰化師範大學
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 2010 年學生才藝競賽活動於 12 月 11 日舉辦
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 彰化師大志工散落歡樂散播愛
國立彰化師大 歡喜迎新生、入新厝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本校承辦原民日原民部落學生參訪統府事宜
2. 資訊管理學系：舉辦資訊志工夏令營
3. 幼兒教育學系：舉辦親子共學資訊研習營（8/9-8/20）
4. 稻江 99 學年度親師座談會歡喜開場（8/28）
5. 稻江承辦嘉義縣社區大學揭牌儀式（9/7）
6. 抒壓工作坊（9/9）
7. 餐旅管理學系：禎祥盃廚藝競賽（9/18）
8. 99 年全國中等學校足球錦標賽（9/24-9/28）
9. 迎新晚會暨社團觀摩（9/29）
10. 同步遠距教學研習會（9/20 暫定）
11. 舉辦青年達人講座─曾文秀「玩藝生活、健康新港」（9/29）

◆ 環球科技大學
1. 本校訂於 9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在該校圖書館藝術中心，隆重舉辦『榮耀環
球意象揭牌暨張敬大師雕塑展』，開幕茶會於 2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舉行。本次展出張敬大師 2010 年之新作，含各名家收藏之作品共計 4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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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本校 99 學年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於 99 年 8 月 16 日至 20
日舉辦『身心機能活化運動體驗研習營』課程。
2. 『執行物質流管理 幫助企業節能減碳』研討會，由逢甲大學環境會計研究
中心主辦、大同技術學院協辦的「節能再利用行動－物質流管理推廣教育計
畫」
，結合嘉義市政府環保局政策宣導，於 8 月 12 日、13 日在大同技術學院
舉辦研習會。

◆ 大葉大學
1. 09/16 2011「歐語學術研討會」徵稿通知。
2. 教育部顧問室公布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課程計畫總排名，本校榮
獲全國大學第一名(ABCD 類合計共 18 件)，這是本校繼上學期之後，連續兩
次贏得此項殊榮。
3. 本校於 08/17 與恆陞精密科技(股)公司雙方簽下產學合作計畫，將藉由學術理
論與科學數據，響應政府推動節能、環保的新能源政策，以「電動車輛」及
「風力發電」電動空調列入未來合作的主要項目，並且積極朝向電動壓縮機
領域開發及試量產，期許能為社會環保盡一份心力。
4. 經濟部能源局於 09/10 日在本校舉辦「節能績優傑出獎觀摩研討會」。

◆
1.
2.
3.

中州技術學院
本校保健營養系講座教授曾慶瀛博士黑蒜研發 年底發表成果。
「技職再造-落實校外實習課程計畫」經審核通過，獲教育部補助 85 萬元。
99 年度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務研習「體驗型觀光通關/接送實務研習
營」。

◆ 吳鳳科技大學
1. 嘉義縣政府委託本校辦理推動民眾上網計畫～e網新生活．一起上網去～。
2.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委託本校辦理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商務英語聽說實務班。

◆
1.
2.
3.

明道大學
教育優先區-2010【環保小尖兵夏令營】
傳遞愛與關懷，做好事、大家一起來
敦親睦鄰 關懷長輩送愛心

4. 我愛把鼻穿襪襪-彰化社頭好襪系列活動

5.
6.
7.
8.
9.
10.
11.
12.

明道大學的熱情、理想與實踐
「百萬人愛爸爸 幫爸爸穿好襪暨金氏世界紀錄」
捷報連連～明道餐旅團隊再獲馬來西亞國際賽肯定
2010 明道下午茶，與新鮮人有約～北區
"我是大學生"體驗營～大夥報到，來個相見歡
"我是大學生"體驗營～從院系專業課程到歡晚會
時尚系新娘秘書班參加第一屆金巧獎新秀設計大賞
拔河隊遠征南非世界盃授旗儀式花絮

◆
1.
2.
3.
4.

南華大學
資管系研發個人行動導覽系統
二十三位學生通過國科會計畫案成績斐然
積極推動銀髮族學習，開辦樂齡學堂
南華大學、汽車公會產學合作

◆ 建國科技大學
1. ＜建國科大發明展＞研磨工件固定結構【機械系暨研究所楊棟賢老師，新型
專利第M368514 號】
2. ＜建國科大發明展＞能量石固定器【美容系黃秀勤專技助理教授，新型專利
第M375141 號】

◆ 中正大學
1. 相關研發訊息，由此進入。

◆ 臺灣體育學院
1. 賀本校體育學系高明峰老師通過經濟部 99 年度「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
計畫」第二階段申請案，計畫名稱：「排汗衫研究開發專案」。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通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廣度研習及
深度研習。7月28日至29日辦理廣度研習【各項發電技術實務研習課程】，共
計13名教師參與；7月19日至8月6日辦理深度研習課程，共計4名教師參與。

◆ 雲林科技大學
1. 創設系杜瑞澤老師指導學生榮獲Red Dot概念設計獎

◆ 嘉義大學
1. 嘉大產學營運中心揭牌

◆ 彰化師範大學
1.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郭講座教授重吉等人著「國中自然科統整課程教學模組實
例」新書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就業學程相關訊息，由此進入。
2. 計畫案相關訊息，由此進入。

◆ 環球科技大學
1. 環球科技大學舉辦「新住民學習成果發表會」
2. 辦理99 年度中區大專校院「e網打盡-面對網路成癮與犯罪研討會」
（1） 時間：99 年 10 月 22 日
（2） 地點：嘉東校區創意樓教學演講廳

推廣訊息(各校開班、訓練課程訊息)
◆
1.
2.
3.
4.
5.
6.
7.
8.
9.
10.

大同技術學院
數位影像與網頁設計進階(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7 至 100/1/4
香草作物應用(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8 至 100/1/5
蛋糕點心創作(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9 至 100/1/6
異國海鮮料理實務(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9 至 100/1/6
西餐料理實務班第 2 期 99/9/7 至 99/11/26
創意攝影(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9 至 100/1/6
觀光美語(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8 至 100/1/5
茶藝與生活(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10 至 100/1/7
創意珠飾設計(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8 至 100/1/5
高山茶養生餐(學士學分班)第 2 期 99/9/8 至 100/1/5

◆ 中州技術學院
1.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行政局委託本校辦理 99 年度南投縣原住民族家庭式照顧
及社區保母人員訓練計畫。
2.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委託本校辦理 99 年度照顧服務職類
職業訓練計畫-保母職業訓練。
3. 中州技術學院 99 年度第二期保母人員職前研習班，開始招生。
4. 彰化縣政府委託本校辦理「競爭型國際觀光魅力據點示範計畫─鹿港地區解
說語言訓練」，開始招生中。

◆ 中國醫藥大學
1. 榮耀時刻～『制度革新並有行動』 中國醫藥大學榮獲 2010 年第六屆「國家
人力創新獎」殊榮

◆ 吳鳳科技大學
1. 99 年度下半年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近額滿）
2. 嘉義縣政府推動民眾上網計畫
3. 非學分班－休閒生活充電課程
4. 課程詳細資訊，歡迎查詢吳鳳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址:
http://www.wfu.edu.tw/group_popularize/
或電話洽詢 05-2268040、2267125 轉 21943 專人服務

◆
1.
2.
3.
4.

明道大學
明道大學行動圖書館走入社區提升當地資訊素養
99 年度華語班隊 8 月越南實習日記
為織襪產業加入新思維-「包裝與品牌印象」課程
經濟部織襪技術類課程與SBIR撰寫實務研討會

◆ 南華大學
1. 美藝所學生協助彩繪虎尾光復國小
2. 民族音樂學系的前景

◆ 建國科技大學
1. 本校99 年第 2 期推廣課程開始報名嚕～九月底前報名獨享九折優惠，名師授
課，歡迎參加。詳細資訊請見網址： http://eetc.ctu.edu.tw/news/?id=93或本校
推廣中心或參閱推廣中心網頁最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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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04-7123520

傳真：04-7111159

◆ 中正大學
1. 相關推廣訊息，由此進入。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嘉義校區「Ｓｗｉｍ一整夏ＣｏＯｌ樂ｆＵｎ暑假」暑期游泳營於 8 月
28 日圓滿落幕，為期七週共計有 720 人次參加。
2. 本校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運動管理碩士學分班上課期間為 99 年 9 月
17 日起至 100 年 1 月 16 日止。其課程內容為：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教師 授課時數
管理學

2 學分

林房儹

上課時間

說明

36 小時 每週六下午 13:30~15:30（2 小時） 必修

◆ 虎尾科技大學
1. 虎尾科大開辦「農民大學」課程，發展生機農業培養科技農業人才
2. 2010 國際英語夏令營

3. 99 年度臺灣學術網路(TANet)傑出貢獻人員選拔活動
4. 虎尾科技大學獲教育部通過補助發展「推廣教育產業學程」計三案
5. 本校進修推廣部電子報訊息，由此進入。

◆ 雲林科技大學
1. 「國際英語證照班」開始報名囉!! 報名自即日起至 99 年 10 月 4 日止，詳情
請參見雲科大語言中心網頁http://lc.yuntech.edu.tw。
2. 節慶活動與管理碩士學分班熱烈招生中!!

◆ 嘉義大學
1. 99 學年度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招生中
2. 嘉大對外第 14 期華語推廣班招生中

◆ 彰化師範大學
1. 進修學院推廣訊息
本校申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99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通過「國
際行銷策略班(碩士學分班)」
、
「感測與量測班(碩士學分班)」
、
「供應鏈與物流
管理班(碩士學分班)」等三班，報名熱烈，頗受廣大迴響。
2. 彰化師範大學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課網址
http://webap.ncue.edu.tw/other/ob/ob010.aspx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推廣部開班訊息http://cee.toko.edu.tw/
（1）99-8 保師傅小吃料理
（2）義大利麵料理NO.6
（3）失業民眾華語導遊領隊實務班
2. 校本部
稻江承辦嘉義縣社區大學，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http://cycc.cyc.edu.tw/

◆ 環球科技大學
1. 開辦「中草藥繁殖種植實務班」與「中草藥加工實務班」職訓課程
2. 辦理「產學、研習融入教材暨課程發展工作坊」
（1） 時間：99 年 10 月 6 日
（2） 地點：存誠樓 MA407

（3） 參與人員：本校參與產學、研習融入教材之負責教師暨所有有興趣之教職
員工。
3. 辦理「PBL教案設計與教學實務工作坊」
（1） 時間：99 年 10 月 1 日
（2） 地點：創意樓 DC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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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企劃競賽達人謝嘉偉、張潔、張永聖同學榮獲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第三
屆全國大專校院行銷企劃競賽榮獲季軍。

◆ 大葉大學
1. 本校新任校長武東星教授將於 10/01 日上任，武校長辦學理念：創校以來之
核心文化為基盤，結合「前瞻、務實、人文關懷、在地共榮」之治校方針，
打造大葉大學成為「教學、研究、服務」多元價值並重的高等人才教育平台，
與高價值知識經濟園區。
2. 「跨校愛心接力!」本校社團花蓮校友會與花蓮海星高中攜手舉辦第二屆「至
部落、送物資、傳溫情」活動，透過校內外及企業等募集物資，將所需資源
分送至花東偏遠小學及原住民部落，受贈小學感謝本校師生與相關單位的熱
情協助!相關資訊由此進入。
3. 傑出校友江達隆博士捐贈南投縣山區救災防護協會--神鷹搜救車，相關資訊
由此進入。

◆
1.
2.
3.
4.

中州技術學院
單車遠征墾丁成功，身心障礙生完成夢想。
行政院長吳敦義接見國際發明展金牌得獎人，電機系康有評老師獲邀與會。
爸爸不在家再度獲獎。
新任校長黃政傑博士就職，致力改名科大。

◆ 中國醫藥大學
1. 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副教授蘇冠賓 榮獲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
1.
2.
3.

明道大學
明道大學新舊任校長交接典禮
二位校長談如何「承先啟後‧奮發卓越」
汪大永校長接受TVBS專訪--暢談產學型大學

◆ 南華大學
1. 以飲食控制減緩糖尿病發生及病變的南華校友吳崇榮醫師
2. 為了助人而成立基金會的南華校友王美只

3.
4.
5.
6.

倡導生命永續經營的慧開法師
廣結善緣的南華校友許嫦卿
盡孝道回國考取南華大學的江貫銘
贏得獎金度家貧的南華大學新生蔡宛珍

◆ 建國科技大學
1. ＜建國學子之光＞本校電機系參加 2 0 1 0 大葉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賽榮獲
大專組冠、亞軍及雙佳作
2. ＜建國學子之光＞建國科大資管系社區服務協助小學維護電腦設備

◆
1.
2.
3.
4.
5.
6.
7.

中正大學
「照」摸不霧 資工所彭羽軒研發盲人照相機
哲學系鄭凱元副教授 榮獲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校友許舒博接任壽險公會新龍頭
資工開發雲端上的教育服務 獲惠普科技 230 萬元補助
運休所教師程文欣 加拿大、美國羽球公開賽穿金戴銀
捍衛弱勢兒 法律所施慧玲教授獲頒兒童守護天使代表
發明創意可可馬得多項大獎 校友簡光廷獲吳敦義接見

◆ 臺灣體育學院
1. 賀本校體育系舞龍國術舞獅專長學生榮獲 2010 年第一屆亞洲龍獅錦標賽二
金一銀二銅。
2. 賀本校曾昱堯選手榮獲 2010 年世界大學跆拳道錦標賽第一名。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飛機系學生前往加拿大雷灣Confederation College參加飛機維修課程
2. 賀！本校光電所劉建宏副教授榮獲 99 年度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3. 賀！本校獲第十屆旺宏金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評審團銅獎
4. 謝文祥老師、陳文瑞老師及其指導學生榮獲「98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
計畫研究創作獎」!!
◆ 彰化師範大學
1.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體育系楊孟樺《世界女排大獎賽》中獲最佳自由球員，為
國爭光。
2. 賀本校教育研究所學校行政碩士班校友 吳寶珍校長，榮任馬來西亞台灣學校
校長一職，自 99 年 9 月 1 日起。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餐旅管理學系：2010 年高雄易牙美食節，在吳文智、呂哲維等餐飲名師的帶
領學生榮獲四面金牌
2. 動畫遊戲學系：出 身 軍 旅 潘 純 新 引 領 動 漫 畫 風 尚

◆ 環球科技大學
1. 本校美容造型設計系黃虹榕同學獲得「第三十四屆亞洲髮型化粧大賽-宴會化
粧組」第二名。
2. 本校美容造型設計系楊雅惠同學獲得「第三十四屆亞洲髮型化粧大賽-少年組
-潮流男士髮型設計(公仔頭)」優勝獎。
3.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獲得「教育部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通
識教育領航學校暨單項績優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