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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999-10-31
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 (亞洲大學前身 )籌
備處正式成立

2000-02-02
本校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設校申請 (89) 台
中管理字第 2001 號

2000-03-10
本校列為霧峰鄉震災重建綱要計畫之重
大建設方案 89 霧鄉民字第 5108 號

2000-09-20
詳細籌設計畫書經教育部審查通過
會議地點：教育部二一六會議室
主席：呂木琳次長
出席人員：吳宗成教授、沈蓉教授及部
內各相關單位

2000-09-29
取得教育部同意許可籌設函台 (89) 高 
(三 ) 字第 89122848 號

2000-11-01
2000-10-17召開第一屆董事會成立會議
出席人員：蔡進發董事、林增連董事、
陳偉德董事、林正介董事、羅文貴董事、
林嘉琪董事、黃建二董事、陳永松董事、
鄭文炫董事、林嘉雄董事、劉敬雄董事、
蕭登斌董事、江東燦董事。同年 11-01辦
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完成

2001-02-05
台 (90) 高 ( 三 ) 字第 90033020 號函，高
教司長黃政傑率審查委員及教育部各單
位人員蒞校訪視

2001-03-01
本校興建管院動土典禮 -- 創辦人林增連
及蔡長海視察建築工地

2001-03-15
教育部九十學年度新設私立大學校院申
請立案及第一年申設系所審查會議 -- 准
予招收健康管理、經營管理、資訊科技
與管理等研究所碩士班；醫務管理、生
活應用科學、社會工作、國際企業、資
訊管理、會計、休閒與遊憩管理、應用
外語、生活產品設計等九個大學部學系；
生活應用科學、國際企業、資訊管理、
財務金融、應用外語等五個二年制學系，
共計 1,295 名學生員額

亞洲大學二十年大事紀

位於臺中市大雅路成立臺中健康暨管理
學院籌備處

本校創辦人蔡長海教授 (前排右 )與林
增連先生 (前排左 )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蒞臨訪視

董事會成立大會

教育部高教司長黃政傑 (中 )率各級長
官蒞臨指導，由蔡進發校長（左）接待

本校校地原為一片西瓜、甘蔗田

本校校址整地

亞洲大學興建管院動土典禮

2位創辦人視察建築工地
教育部核定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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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3-28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張國保率科長饒邦
安、科員蔡忠益赴校訪視學生宿舍、餐
廳、圖書館資訊等相關設備、校園、校
舍規劃及建築進度等

2001-08-01
美國西北大學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博士
蔡進發教授由美返台就任第一任校長

2001-08-04
二技招生，蔡長海創辦人與蔡進發校長
視察

2001-08-13
教育部高教司代理司長張國保率委員及
教育部長官一行 15 人蒞校視察開學前各
項準備事宜

2001-09-24~25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始業式及第一屆學
生入學

教育部呂木琳次長 (右二 )與亞大創辦人
蔡長海 (左二 )一同訪視資訊教室設備

創辦人蔡長海 (左三 )、董事陳偉德 (左
二 )、總務長朱界陽 (左一 )陪同教育
部呂木琳次長 (右一 )訪視圖書館設備

創辦人蔡長海 (左一 )陪同教育部呂木
琳次長 (左二 )訪視學生宿舍

本校創校初期學生入學情景

本校初期校景

本校創校校長蔡進發教授

校長蔡進發視察二技招生

創辦人蔡長海與校長蔡進發視察校外租
用考場

本校校園入口

本校創校校門



時間 /事件

2001-10-05
奉教育部台（九○）高（一）字第 
90140338 號函核准，九十一學年度新增
資訊科技學系、財經法律學系、財務金融
學系、生物資訊研究所碩士班、國際企
業學系碩士班、資訊科技與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會計系更名為會計與資訊學系，
共計達十個大學部學系、五個碩士班、
二個碩士在職專班、五個二技部

2001-11-27
本校與美國蒙特拿大學校長丹尼森暨夫
人蒞校簽訂學術交流協定

2002-03-16
創校週年校慶 --運動會
2002-03-20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督學定期視
導，督學曾德錦、督學朱振昌、督學江
美珠、督學李然堯蒞校指導

2002-03-29
創校週年校慶 --植樹活動
2002-07-25
附設護理之家實地勘查高教司科長饒邦
安等一行蒞校指導

2002-08-15
新設私立大學校院專案訪視高教司副司
長何卓飛率委員及教育部長官蒞校指導

2002-09-11
奉教育部台（九一）高（一）字第 
91131206 號函核准，九十二學年度新增
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長期照護
研究所碩士班、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電腦與通訊
學系暨碩士班、資訊傳播學系、新增生
物資訊學系系暨碩士在職專班、新增生
物科技學系暨碩士班、休閒與遊憩管理
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 另資訊科技與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更名
為資訊科技學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生物資訊研究所碩士班更名為生物資訊
學系碩士班，共計達十七個大學部學系、
十個碩士班、五個碩士在職專班、五個
二技部

2002-10-14
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校長 Dr. Nipon 
Tuwanon 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
2002-10-14
本校與菲律賓馬可仕州立大學締簽姊妹
校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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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校周邊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

校長蔡進發 (前排右 )與菲律賓馬可仕
州立大學校長 Dr. Saturnino Ocampo 
JR. (前排左 ) 締簽姊妹校簽約儀式

校長蔡進發 (右 )與美國蒙特拿大學校
長丹尼森 (左 )簽訂學術交流協定

創校週年校慶 --校長蔡進發 (左 )與楊
志良教授 (右 )參加運動大會

創校週年校慶 --校長蔡進發（中立者）
與教職員工合影創校週年校慶 -蔡進發校長植樹

創校週年校慶 -林增連創辦人（右）、
蔡進發校長（左２）與貴賓合照



時間 /事件

2003-01-16
鎮校寶樹移種第 3年，整地美化

2003-03-28
本校與天津大學電子資訊工程學院戴居
豐院長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

2003-05-09
91學年度「大學管理學門評鑑規劃與實
施計畫實地訪視」，以「行政支援」項
目榮獲優等

2003-06-09
第一屆畢業生受證受獎儀式

2003-08
成立服務學習組並開設服務與學習課程

2003-09-05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黃宏斌率訪視委員蒞
校訪視九十一及九十二學年度增設、調
整系所及招生名額規劃執行結果

2003-11-15
本校與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簽訂學術
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2003-12-16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第 0920188259 號函
核定九十三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
及招生名額總量修正如下：
1. 新增學士班：幼兒教育學系
2. 新增進修學士班：社會工作學系、
生活應用科學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
系、應用外語學系

3. 新增碩士班：多媒體遊戲設計研究
所、社會工作學系

4. 新增碩士在職專班：長期照護研究所
5. 更名：資訊科技學系更名為資訊工
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更名為資訊
科學與應用學系

2004-01-20
校長蔡進發赴美國史丹佛大學，與史
丹佛大學科茲梅斯全球共同實驗室
(Kozmetsky Global Collaboratory, KGC)
工作小組洽談學術合作

2004-02-15
本校與東籬農園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
合作協議書

2004-03-17
本校與農漁會中區資訊中心、格蘭英語
事業機構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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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蔡進發校長 (左 )、Dr. Raymond 
Yeh(中 )及當時資訊學院召集人呂克明
教授 (右 )合影

第一屆畢業生受證儀式—右為林增連創
辦人

第一屆畢業典禮參與來賓

第一屆畢業生獲獎儀式—右為校長蔡進發

第一屆畢業典禮合唱團表演

鎮校寶樹移種第 3年

本校與格蘭英語事業機構產學合作簽約
典禮



時間 /事件

2004-04-19
辦理教育部 91學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訪視計劃

2004-04-20
教育部私立大學校院 92 年度下半暨 93 
年度整體校務發展計畫暨辦學績效實地
訪評

2004-06-15
本校與媚婷峰美容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
學合作協議書

2004-07-06
學校發展願景座談會

2004-08-01
校長蔡進發帶領生物資訊研究團隊以「生
物資訊在探索癌症相關基因上之研究」
計畫獲得國科會提升私立大學研究能量
計畫，三年期總補助金額 12,235,000元。

2004-08-06
第二任校長交接典禮暨歡送茶會

2004-09-07
本校與杜蘭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2004-09-29
本校與新天地餐廳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

2004-12-08
本校與通豪大飯店簽定產學合作協議書

2005-01-06
本校與華盛頓幼稚園簽定產學合作協議書

2005-03-28~29
大學校務評鑑獲私校 ( 三 ) 組第一名

2005-06-21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40084142 號
函核定自 95 學年度設立資訊工程學系博
士班

2005-07-19
奉教育部台高 ( 三 ) 字第 0940096867A 
號函核定改名「亞洲大學」

2005-09-08
改名「亞洲大學」揭牌儀式

2005-10-05
奉教育部核定95學年度新增資訊工程學
系博士班、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經營管理學系學士班

2005-11-15
本校與蒙特梭利華人教育文化事業 ( 股 ) 
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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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校長交接 -新任校長蔡文祥、創辦
人蔡長海、卸任校長蔡進發 (由左至右 )

校長蔡進發與生物資訊研究團隊定期召
開研究討論會議

「亞洲大學」揭牌儀式—二位創辦人及
貴賓合影

改名為「亞洲大學」揭牌儀式

改名為「亞洲大學」揭牌儀式—蔡文祥
校長致辭

「亞洲大學」揭牌儀式—二位創辦人及
貴賓合影

本校獲得校務評鑑第 (三 )組第一名

教育部核定公文



時間 /事件

2005-12-16
本校與國軍台中總醫院簽訂產學合作協
議

2006-01-12
本校與陽明數位學苑有限公司簽訂產學
合作協議

2006-02-06
本校與階梯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
協議

2006-02-22
與三信商業銀行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之
簽約典禮

2006-03-18
五週年校慶大會

2006-04-28
本校與瑞士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Hotel 
Tourism Management簽訂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

2006-05-02
本校管理學院與大陸上海師範大學旅遊
學院、本校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與昆明
大學旅遊學系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2006-05-10
本校與錠嵂保險經紀人保險公司簽訂產
學合作協議

2006-05-17
體育館及第三、第四宿舍完工

2006-06-01
本校與美商美國安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2006-06-15
本校與亞太固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產學合作協議

2006-06-23
辦理 94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訪視計劃

2006-06-29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第 0950091717 號函
核定 96 學年度新增健康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生物科技與生物資訊學系 ( 生物資訊
組 ) 博士班

2006-07-12
改名大學後校務發展追蹤考核實地訪視
計畫

2006-07-14
獲教育部 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新台幣 5,500 萬元整 ( 台高 ( 二 ) 字
第 0950101367F 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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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羅馬競技場外表的體育館

第三宿舍外觀

校長蔡文祥（前右）與瑞士 School 
o f  In te rna t iona l  Hote l  Tou r i sm 
Management簽訂學術合作

週年校慶大會—授獎老師合影



時間 /事件

2006-07-18
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簽訂策略聯盟

2006-07-20
本校與美和技術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

2006-09-28
史丹佛大學 Dr. Syed Z. Shariq來訪洽談
兩校學術合作

2006-10-12
本校與允成科技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
協議

2006-10-24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50152061 號
函核定 96 學年度生物科與生物資訊學系
更名為「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
學系」，新設之創意產品設計學系，更
名為「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2006-11-17
本校與歐拉迪亞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
定書並頒贈榮譽教授證書予 Acad Prof. 
Founder Dean, Dr. Mircea Ifrim、Dr. 
Prof. Ifrim-Cheng Feng 、維索迪斯大學
Prof. Rector Aurel Ardelean

2007-04-17
環校步道揭牌儀式

2007-05-25
本校與世界先進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2007-06-11
本校與中國廣播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2007-08-01
第三任校長張紘炬布達典禮

2007-09-04
獲教育部 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新台幣 5,665 萬元整 ( 台高 ( 二 ) 字
第 09601333351P 號函 )

2007-10-15
奉教育部 96 年 10 月 15 日台高 ( 一 ) 字
第 0960157389 號函核定，97 學年度設
立管理學院大一不分系專班、原資訊與
設計學系更名為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2007-10-31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60165129 號
函核定「電腦與通訊學系」自 97 學年度
起更名為「資訊與通訊學系」

2007-11-20
本校與農業試驗所簽訂產學合作協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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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簽定策略聯盟——
(左起 )本校主任秘書許志賢、副校長
彭作奎、校長蔡文祥、中醫大校長黃榮
村、副校長張永賢、副校長吳聰能

第三任校長交接 -新任校長張紘炬、蔡長
海創辦人、卸任校長蔡文祥 (由左至右 )

環校步道啟用，校長蔡文祥 (右 )、總
務長朱界陽 (左 )與本校主管一同環繞
校園擁抱亞大

史丹佛大學 Dr. Syed Z. Shariq來訪，
與本校第一任校長蔡進發 (左四 )、第
二任校長蔡文祥 (左三 )洽談兩校學術
合作



時間 /事件

2007-11-28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演講 : 新時代台灣人 - 
我的「脫古改新」

2007-12-13
圖書館、國際會議中心暨行政中心落成
剪綵

2008-01-10
安藤忠雄先生蒞校勘查亞洲大學藝術館
建築基地，並簽定合約

2008-08-05
獲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70148663P 
號函核定繼續補助 97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 5,948 萬 2,500 元整
2008-09-26
奉教育部台高 (一 )字第 0970187952A 
號函核定 98學年度新增經營管理學系企
業經濟與策略博士班，招生名額 3名
2008-10-13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70204671 號
函核復，同意自 98 學年度起健康暨醫務
管理學系更名為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分健
康產業管理組、醫療機構管理組 )、資訊
與通訊學系更名為光電與通訊學系、資訊
科學與應用學系更名為資訊多媒體應用
學系 ( 分多媒體應用組及企業資訊組 )、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分為食品營養組及化
妝品組

2008-11-12
創辦人蔡長海榮獲台灣醫療典範獎，接
受總統馬英九頒獎表揚

2008-12-31
97年度系所評鑑評鑑結果全數「通過」
2009-01-09
創意設計學院 ACA國際認證考試中心掛
牌，為學生考證增添競爭實力

2009-03-15
創辦人林增連先生辭世，並於 3 月 30 日
假本校體育館舉行追思音樂會

2009-04-14
頒授諾貝爾獎得主、威爾鋼之父斐里得．
穆拉德 (Ferid Murad) 博士為榮譽講座教授

2009-05-25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80087440A 
號函核定自 99 學年度起設立「數位媒體
設計學系博士班」，招生名額 3 名

2009-05-28
本校優質校園的設計入選象徵不動產界
奧斯卡獎的「國家卓越建設獎」，獲得
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340

歷
史
沿
革H

ISTO
RY

圖書館、國際會議中心暨行政中心落成
剪綵—(左起 )董事林嘉琪、中國醫藥
大學校長黃榮村、創辦人林增連、台中
縣長黃仲生、中研院院士李遠哲、創辦
人蔡長海、校長張紘炬與董事黃建二等
貴賓合影

創辦人蔡長海（右）榮獲台灣醫療典範
獎，接受總統馬英九（左）頒獎表揚！ 

校長張紘炬 (左 )頒發榮譽講座教授聘
書給諾貝爾得主、「威爾剛」之父斐里
得．穆拉德（Ferid Murad）博士 (右 )

副校長楊志良 (左三 )、健康學院院長
林俊義 (左二 )、管理學院教授張秋政
(左一 )、中醫大醫療體系總執行長許
重義 (右二 )等師生與諾貝爾獎得主、
亞大榮譽講座教授斐里得．穆拉德博士
(右三 )合影

安藤忠雄先生蒞校勘查亞洲大學藝術館
建築基地，並簽定合約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來
函 --本校全數通過 97年度系所評鑑

本校體育館舉辦創辦人林增連先生告別
暨追思音樂會

本校榮獲國家卓越建設金質獎，校長張
紘炬 (左 )接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范良銹 (中 )頒贈金質獎



時間 /事件

2009-06-02
「誠實商店」開幕，同學們湧入參觀「尋
寶」，發揮愛心

2009-08-26
本校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推動品德教育績
優學校並頒獎牌表揚

2009-09-08
獲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980141549 
號函核定補助 98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 8,300 萬元整

2009-09-17
本校「馨園十四邨」巨石立碑活動合影，
紀念 921十週年

2009-09-24
台高 ( 一 ) 字第 0980163582A 號函核定 
99 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量
新增時尚設計學系學士班、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進修學士班；生物資訊學系更名生物
與醫學資訊學系，停招外國語文學系進修
學士班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分組為數位動
畫設計組及數位遊戲設計組；視覺傳達設
計學系分組為企業形象設計組及文化產
業視覺設計組；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分組為
流行精品設計組及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組

2010-02-23
幼兒教育學系經 98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評鑑，其結果評列為「一等」( 教育部
台中 (二 )字第 0990027114F 號函 )

2010-02-24
榮獲 98 年大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一等佳
績 ( 教育部台體 ( 三 ) 字第 0990020033 函 )

2010-02-25
本校為全國首推「志工大學」--師生共同
發表宣言、簽署，要求每位同學畢業時，
人人都有「志工證」，發揚陽光利他精神

2010-03-20
余燈銓大師創作之創辦人林增連雕像揭
幕 -- 豎立在亞洲大學鎮校寶樹大榕樹旁，
林增連創辦人「質樸勇健、真誠慈愛」
的精神，將永存亞洲大學校園

2010-05-01
奉教育部台高 ( 四 ) 字第 0990066849i 
號函核定本校 99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補助經費
新台幣 9,167 萬 7,4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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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推動品德教育績
優學校並獲頒獎牌表揚

本校推動三品教育，績效卓著，教育
部評選為績優學校，由學務長施能義
(右 )、總教官彭芳蘭 (左 )北上受獎，
由教育部訓委會常委羅清水 (中 )代表
教育部頒獎

本校 95年成立晨昏定省中心，請全校
師生天天打電話向父母請安，外籍生也
入境隨俗，廣獲成效與肯定

創辦人林增連先生銅像落成

創辦人林增連雕像揭幕，林創辦人親朋
好友到場感念、追思，場面感人

余燈銓大師創作之本校創辦人林增連雕
像，豎立在鎮校寶樹大榕樹旁

本校為全國首推「志工大學」，師長響
應簽署志工大學宣言

「誠實商店」開幕，同學們湧入參觀
「尋寶」，發揮愛心

本校「馨園十四邨」巨石立碑活動合
影，紀念 921十週年



時間 /事件

2010-05-18
本校在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摘下一金二
銀一特別獎，由創辦人蔡長海博士帶隊
到總統府，獲馬英九總統接見

2010-05-24
校長蔡進發獲「跨領域學習與高等教育
學會」頒發 Ramamoorthy & Yeh 跨學科
傑出成就獎

2010-06-04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學生、前
台中市脊髓損傷協會理事長劉政漢獲得
2010總統教育獎，師生們與有榮焉

2010-06-07
獲得教育部 99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 
96 萬元補助

2010-07-30
本校第四任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

2010-08-17
本校獲得國科會補助二項提升私立大學
研究能量的整合型計畫逾 3千餘萬元 -- 
一是健康管理學院院長林俊義的「利用太
陽能在菇類培育」應用計畫，二是蔡進發
校長研究團隊的「以阿拉伯芥整合系統
生物學」研究計畫；本校是新設大學中，
唯一獲得兩項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大學，
全國僅四所大學同時獲得二項計畫補助

2010-08-19
本校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右）、通識
中心主任林益昇，先後獲第 33屆、34屆
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難能可貴

2010-09-21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09901540410 
號函核定 99 學年度起增設國際學院

2010-10-25
本校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並
在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葉
欣誠教授見證下，由亞洲大學校長蔡進
發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 18所簽
署宣言的大學，將邁向綠色大學，為環
境的永續發展努力

2010-11-24
本校創校邁入第十年，歡喜慶收成，校
長蔡進發率同教職員工到田裡拾穗。象
徵教職員工辛勤耕耘，「拾歲拾穗」、
十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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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政漢同學跟社工系導師侯念祖相互打
氣、合影

校長蔡進發獲頒 Ramamoorthy & Yeh 
跨學科傑出成就獎

本校在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摘下一金二
銀一特別獎，由創辦人蔡長海 (右二 )
帶隊到總統府，獲總統馬英九 (中立者 )
接見

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 18所簽
署宣言的大學

健康管理學院院長林俊義 (右 )的「利
用太陽能在菇類培育」應用計畫，拿到
國科會提升私立大學研究能量的整合型
計畫，獲補助 3年共 1800萬元

校長蔡進發及生醫研究團隊，執行「以
阿拉伯芥整合系統生物學」研究計畫，
獲補助 3年 14,406,000元，每周定期
開會討論

校長蔡進發（中）、教發中心主任卓播
英（左）、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柯慧貞
（右）模仿名畫「拾穗」，象徵亞大「拾
歲拾穗」，十年有成！

林俊義院長、林益昇主任獲 33屆、34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第四任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 --（由左而
右）新任校長蔡進發、創辦人蔡長海、
卸任校長張紘炬



時間 /事件

2010-12-06
創辦人蔡長海榮獲國立臺南一中表揚傑
出校友

2011-01-24
安藤忠雄藝術館 24 日隆重動土，副總統
蕭萬長、臺中市長胡志強等貴賓與安藤
忠雄一起動土

2011-02-01
奉教育部台高通字第 1000016353i 號函
核定本校 100 至 101 年度「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審查通過，補助經費新台
幣 4,668 萬元

2011-03-21
本校榮獲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認證

2011-03-29
本校數媒系碩士生陳銘哲榮獲「周大觀
熱愛生命獎」以毅力、自信求學，陳同
學克服身體的多重障礙，努力不懈，更
蟬聯全國身障生職業技能競賽特優、榮
獲第三屆「總統教育獎」，陳同學求學
毅力令人動容，成績優異亦備受肯定

2011-04-14
本校與中興大學簽定學術交流協議書 -- 
加強兩校教師研究能量、教學雲端資源
及師資交流，共創學術領導地位

2011-06-16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1000091546E 
號函核定 101 學年度新增創意商品設計
學系碩士班 15 名

2011-07
成立國際志工隊

2011-07-06
奉教育部臺高 ( 四 ) 字第 1000103036 號
函核定，獲 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
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勵及補助

2011-07-26
本校代表團榮獲 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明
展 11金、11銀、2銅、1特別獎，校長
帶隊到總統府接受總統馬英九表揚、道賀

2011-08-09
本校獲得國科會補助私校提升研究能量
的三年計畫，獲得 618 萬多元補助 --結
合心理系、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及數位
媒體設計學系共同合作，研發提升青少
年情緒管理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最新教材，
預防青少年自傷與霸凌行為

2011-11-02
創辦人蔡長海榮獲第九屆國家公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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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隊於 2018年組成柬埔寨團

校長蔡進發 (左 )與國立中興大學校長
蕭介夫 (右 )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本校代表團榮獲 2011馬來西亞國際發
明展 11金、11銀、2銅、1特別獎，
校長蔡進發 (前排左三 )帶隊到總統府
接受總統馬英九 (前排中 )表揚、道賀

總統府秘書長伍錦霖 (右 )頒發第九屆
國家公益獎獎牌予創辦人蔡長海（左）

本校光電與通訊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參加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認證，都獲
得認證通過，成績相當優異，可喜可賀

數媒系碩士生陳銘哲同學榮獲周大觀熱
愛生命獎，與家人開心合照

創辦人蔡長海 (左 )接受立法院院長王
金平 (右 )頒發「臺南一中校友傑出成
就獎」

本校安藤忠雄藝術館動土，當成建國百
年賀禮，國際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 (右
四 )、副總統蕭萬長 (右三 )、台中市長
胡志強 (右五 )及創辦人蔡長海 (右二 )、
校長蔡進發 (右六 )等人一起鏟土植樹

本校獲國科會補助私校提升研究能量計
畫，副校長柯慧貞（前排中）、曾憲雄
（前排右二）等人率領的研究團隊開心
合影



時間 /事件

2011-11-02
校長蔡進發應《遠見雜誌》邀請於第九
屆「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發表演說，
主張應以創新力，開創教育新境界

2011-12-01
「老樹入新厝」，亞大老樹銀行搶救台
南安南院區預定地的 20棵桃花心木，移
植回校園

2011-12-09
本校參加 2011韓國首爾發明展，戰績輝
煌，獲得 2金、7銀、5銅、1特別獎，
獲教育部長吳清基接見

2011-12-26
教育部公布 100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校
務評鑑，本校獲得五個評鑑項目全數「通
過」

2012-01-02
首次參賽「世界綠能大學」排行（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榮獲
2011年全球第 30名殊榮，名列全台第 4
名排行的大學院校，備感榮耀

2012-02-29
本校與國立成功大學簽訂兩校合作備忘
錄—未來雙方將就學術合作、教師合聘、
研究發展、圖書與資訊等四方面研商合
作事宜

2012-04-21
本校發明團隊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榮獲 2金、2銀、1銅、1特別獎，是台
灣綜合大學中參展件數最多、獲獎最多
的大學

2012-04-27
推動「四創學園」，包含：學生創造力、
教學創新力、課程創意力、畢業創業力

2012-05-14
本校與國立中央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
作協議書—未來兩校針對學術研討、研
究發展、產學合作、師資交流等多項議
題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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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過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認
可證書

亞洲大學運用中水回收，實行環保澆灌

「老樹入新厝」，亞大老樹銀行搶救台
南安南院區預定地的 20棵桃花心木，
移植回校園

「四創學園」成果展示

駐日內瓦大使謝武樵先 (左二 )與本校
發明團合隊合影

校長蔡進發 (左 )與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黃煌煇 (右 )簽訂合作備忘錄

校長蔡進發在第九屆「華人企業領袖高
峰會」發表演說：「從未來趨勢，談學
生創造力教育突破」

本校參加 2011韓國首爾發明展，戰績
輝煌，獲教育部長吳清基（左二）接見

校長蔡進發 (右 )與國立中央大學代理
校長劉振榮 (左 )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
協議書



時間 /事件

2012-06-04~09
本校與「跨領域學習與高等教育學會」
合辦 2012 跨領域學習與高等教育國際論
壇 (The ATLAS)—由校長蔡進發主持；
本校創辦人蔡長海榮獲大會頒發終身成
就榮譽金質獎；校長蔡進發獲頒 George 
Kozmetsky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獎

2012-06-08
校長蔡進發拜訪史丹佛、西北大學，洽
談學術交流與藝術館館際合作事宜

2012-06-10
本校加入「中台灣大學系統（M6）」-
- 參與的有逢甲大學、東海大學、亞洲大
學、靜宜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等 6 所大學，希望充分運用各校
原有的教學研究資源， 以強化校際間的
交流，以學生為主體，擴大跨校選課及
教學資源共享的目的

2012-06-29
奉教育部台高 ( 四 ) 字第 1010111757L 號
函核定本校 10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補助經費
新台幣 9,720 萬 9,288 元

2012-07-01
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結盟為「中亞聯
大」-- 兩校資源共享、互惠互利

2012-07-01
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簽訂臨床
心理師教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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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舉辦「龍
騰虎躍」交流活動，熱鬧登場

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左）與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周德陽（右），簽
訂臨床心理師教學合作計畫

創辦人蔡長海 (左三 )獲頒終身成就榮
譽金質獎，接受校長蔡進發 (右三 )與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 (左二 )等人
祝福

校長蔡進發獲頒 George Kozmetsky創
新與企業家精神獎

創辦人長蔡長海 (右 )榮獲「2012跨領
域學習與高等教育學會」頒發終身成就
榮譽金質獎

校長蔡進發 (左 )與史丹佛大學坎特藝
術中心館長 Connie Wolf(中 )合影

校長蔡進發 (左 )與史丹佛大學資工系
主任，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Jennifer 
Widom教授洽談合作

校長蔡進發 (左 )造訪母校，與西北大
學校長Morton Schapiro(中 )學術交流

「中台灣大學系統 (M6)」結盟儀式，
由亞州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靜
宜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等 6所大學簽約結盟，亞大校長蔡進
發 (左三 )，教育部長蔣偉寧 (左四 )等
貴賓合影



時間 /事件

2012-07-24
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成立全國第一所「中
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2012-10-02
奉教育部台高 ( 一 ) 字第 1010173436 號
函核定 102 學年度
新增室內設計學系學士班及創意設計學
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士班

2012-11-07
創辦人蔡長海獲遠見雜誌選為 2012 華人
企業領袖【傑出領袖獎】-- 蔡創辦人表
示， 身為領導者，要有「創新改變、追
求卓越」的精神，台灣雖小，但有不屈
不撓、勇於創新的態度，一定能在國際
揚眉吐氣

2012-11-20
舉辦「2012 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論壇、
工作坊」-- 邀集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史丹
佛大學、英國牛津、劍橋大學、東京大
學等 5 所大學 6 位藝術館館長來台參與
論壇，他們樂見即將完工的亞洲大學安
藤忠雄藝術館，也是安藤忠雄大師世界
唯一一座大學藝術館，加入世界各大學
博物館服務行列

2012-11-23
亞大美術館主體完工召開記者會 -- 邀請
安藤忠雄大師於體育館「安藤忠雄大師
講座」中演講

2012-11-30
本校榮獲 2012 年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業
選拔績效教育類優等獎，獲環保署長沈
世宏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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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揭牌儀式—
(由左至右 )本校副校長柯慧貞、校長
蔡進發、創辦人蔡長海、教育部常務次
長陳德華、衛生署醫事處副處長王宗
曦、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中國醫藥大
學校長黃榮村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
(左 )頒發 2012華人企業領袖【傑出領
袖獎】給本校創辦人蔡長海 (右 )

本校主辦「2012大學博物館國際合作
論壇」，創辦人蔡長海 (左六 )、校長
蔡進發 (左四 )與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
博物館館長保羅．史密斯 (右三 )等六
位國際知名大學博物館館長與會論壇

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完工，國際建築
大師安藤忠雄 (右二 )、創辦人蔡長海 
(右 )、校長蔡進發 (左二 )、副校長劉
育東一起前往視察

亞大美術館主體完工召開記者會—邀請
安藤忠雄大師蒞校演講

「安藤忠雄大師講座」會後貴賓合影

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建築大師在亞洲
大學演講，吸引眾多學生、民眾參加，
現場座無虛席

本校榮獲 2012年廢棄資源管理績優事
業選拔績效優等獎，環安室林駿憑組長
(中 )、王美青小姐 (左 )接受環保署長
沈世宏 (右 )頒獎表揚



時間 /事件

2013-01-11
印尼大學今天公布本校榮獲 2012年「世
界綠能大學」排行（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全球第 28名殊榮名
列全台綠能大學第三名

2013-02-19
本校連續第 8 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
卓越大學 -- 2013 至 2014 年各獲得教育
部補助 4,000 萬元，累計金額共 4 億 
2,749 萬元

2013-03-07
本校創辦人蔡長海獲衛生署頒贈一等衛
生獎章，表彰及感謝他對我國衛生醫療
及教育國際地位之提升與貢獻

2013-03-16
12 週年校慶運動會 -- 創辦人蔡長海、校
長蔡進發籲請全校教職員凝聚向心力，
再接再厲，再創校務高峰

2013-05-06
本校與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簽署學術交流
協議書，就藝術教育、創意課程、藝術
展演、教師學術等議題合作

2013-05-22
奉教育部臺教高 ( 四 ) 字第 1020618581J 
號函核復 103 學年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
符合設立資格

2013-05-23
獲教育部臺教高 ( 三 ) 字第 1020074966K 
號函核定 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
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勵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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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以四季花園綠色大學著稱，全
校綠覆率高達 91.7％，校園荷花池開
滿蓮花，成為花園大學迷人景緻

創辦人蔡長海 (右 )，獲衛生署頒一等
衛生獎章，表彰為衛生醫療的貢獻！

本校 12週年校慶運動會—創辦人蔡長
海上台致詞

本校 12周年校慶運動會—校長蔡進發
(中間跑道者 )率領所有一級主管和行
政人員跑一百公尺，掀起高潮

本校校慶活動結合「102學年度繁星推
薦新生親師座談會」，校長蔡進發頒發
新生入學獎學金給優秀新生

校長蔡進發 (右 )致贈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校長朱宗慶禮品，賀簽署合作成功

本校主管代表與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成員
合影，(左至右 )台北藝術大學總務長
陳約宏、主任秘書郭美娟、通識教育委
員會主委李葭儀、副校長張中煖、本校
校長蔡進發、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朱宗
慶、本校副校長鄧成連、通識中心主任
林益昇、董事會主任秘書許志賢



時間 /事件

2013-06-08
遠見雜誌、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博士於 
101 學年度畢業典禮，獲頒亞洲大學第一
位名譽博士學位，並以「不確定的世界‧
不穩定的就業─亞大人如何面對？」為
題演講，勉勵畢業生

2013-06-18
奉教育部臺教高 ( 四 ) 字第 1020913001G 
號函核定 103 學年度增設護理學系，招
生名額 45 名

2013-08-15
校長蔡進發帶領生醫研究團隊提出「整合
型計算醫學應用於動脈粥狀硬化疾病」，
獲得國科會私校研發能量計畫，三年期
合計 12,235,000元補助款

2013-08-22
本校發明團隊參加世界國際發明展表現
優異，到總統府接受副總統吳敦義表揚

2013-09-30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三年級邱譯民同學，
以「 溫 感 奶 瓶（Poikilothermic NeNe 
Baby Bottle） 作品，榮獲 2013年德國 iF
概念設計獎，讓亞洲大學 iF積分提升，
亞洲大學於 iF世界大學院校排名，從原
本全球 40名，晉升到全球 3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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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院長王建煊夫人蘇法昭女士致詞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中）、校長蔡
進發（左）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遠見雜
誌創辦人高希均博士（右）

高希均教授獲頒亞洲大學名譽博士，在
安藤忠雄藝術館內舉辦慶祝茶會，所有
與會貴賓合照

遠見雜誌、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博士獲
頒亞洲大學名譽博士—高希均教授致詞

研究團隊每週召開例行討論會議，其研
究結果將可對心血管疾病有更深的了解
及對生物醫學有重要貢獻

研究團隊合影，第一排左起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研究副院長張建國、本校校
長蔡進發、中國醫藥大學吳介信教授、
美國加洲 UC Irvine教授暨亞洲大學客
座教授許承瑜教授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三年級邱譯民
同學，以「溫感奶瓶（Poikilothermic 
NeNe Baby Bottle）作品，榮獲 2013
年德國 iF概念設計獎

亞大發明團隊，發明展表現優異，到總
統府接受副總統吳敦義（前排中）表揚



時間 /事件

2013-10-24
本校「亞洲現代美術館」舉行開館典禮 --
邀請總統馬英九等貴賓親臨揭幕

2013-12-09
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學排名出爐，
本校入榜

2013-12-19
教育部 102 年度台灣學生參加藝術與設
計類國際競賽計畫頒獎典禮，本校獲獎
數高教體系全國排名第一

2014-01-24
奉教育部臺教高 ( 四 ) 字第 1030007911B 
號函核定，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健康
學院」更名「醫學暨健康學院」，所屬
系所包含：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保建營
養生技學系、生物科技學系及心理學系

2014-02-07
2013年「世界綠能大學」排行，本校榮
獲全球第41名、全台第二名的綠能大學。

2014-03-25
本校積極配合台中市政府政策 -綠色採
購，獲得胡志強市長頒發環保貢獻獎

2014-05-01
本校入榜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最新公布創
校 50 年內、全球前 100 名大學排行榜 -- 
台灣有中山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陽明大
學、亞洲大學 4 所大學上榜；本校排名第 
99 名，是唯一的私立大學，是台灣 50 年
內所設大學中表現亮麗者

2014-05-11
本校參加法國第 113屆巴黎國際發明展，
9件作品獲 2金、1銀、6銅、2特別獎，
共 11面獎牌，成績大滿貫

2014-06-05
本 校 獲 教 育 部 台 教 高 ( 三 ) 字 第 
1030079390K 號函核定，103 年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勵
及補助新臺幣 9,159萬 4,484元

2014-06-07
本校頒贈名譽工學、管理學博士學位給
台達集團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崇華及
巨大（捷安特）機械工業公司董事長劉
金標，表彰兩位傑出企業家宏觀視野與
對社會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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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亞洲現代美術館」舉行開館典
禮 --邀請總統馬英九、亞洲大學創辦
人蔡長海、校長蔡進發、臺中市長胡志
強、安藤忠雄大師、林創辦人夫人林吳
瓊薇女士、副校長兼館長劉育東等人親
臨揭幕

亞洲大學學生在資訊學院前高喊「我愛
亞大！」歡呼跳躍

教育部 102 年度台灣學生參加藝術與
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頒獎典禮，亞大排
名第一。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中 )與
亞大師生開心合影

亞洲大學 3千朵玫瑰園正盛開

本校參加法國第 113屆巴黎國際發明
展，表現優異—(左起 )大會主席斗瑞、
本校代表朱以恬老師、駐法代表呂慶龍

(左起 )環保局長黃崇典、亞洲大學蔡
麟祥組長、胡志強市長、逢甲大學代表
獲頒環保貢獻獎

亞大加速國際化腳步，吸引 17國、近
300位國際學生就讀，與本國生研習互
動交流

亞洲大學蔡長海創辦人（中）及蔡進發
校長（右）頒授台達集團創辦人鄭崇華
(左 )名譽博士

亞洲大學蔡長海創辦人（中）及蔡進發
校長（右）頒授巨大機械董事長劉金標
(左 )名譽博士



時間 /事件

2014-06-09~12
本校與美國「跨領域學習與高等教育學
會」合辦 2014 跨領域學習與高等教育國
際論壇 (The ATLAS)，邀請柏克萊大學暨
亞洲大學榮譽教授 C.V. Ramamoorthy博
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資深研究
員葉祖堯博士等共 64位國際知名學者參
與國際論壇

2014-06-19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 2014 亞洲前 
100 名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排行第 83 
名，台灣排第 10 名，也是亞洲最年輕百
大大學

2014-07-27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24位同學、12件
作品榮獲 2014年德國紅點（Red Dot）
傳達設計獎，其中，4件紅點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8件紅點獎

2014-08-01
本校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3年
度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
計畫 (2年期 ) -- 計畫主持人：蔡進發，
計畫名稱：顧客感動密碼之解讀與建構—
顧客生心理訊號與休閒體驗之服務創新，
計畫金額：4,838,000元

2014-09-12
奉教育部台教高 ( 四 ) 字第 10030130082 
號函核定，104 學年度增設「視光學系」、
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分組整併並更名為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資訊多
媒體應用學系分組整併並更名為「行動
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新設管理學
院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2014-10-13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2件作品，榮獲
2014年日本 G-Mark國際設計獎，素有
「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G-Mark獎項，
已有 50年歷史，是全球四大設計大獎之
一半世紀以來，亞洲大學是台灣學生第 1
次獲獎，且一次 2件 ，創下空前紀錄，
表現亮麗

2014-10-28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績優評比，本校榮獲
傑出獎，位居全台大學院校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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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 (左一 )、校長
蔡進發 (右一 )陪同廣達電腦董事長林
百里及與會嘉賓參觀亞洲現代美術館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 (中 )與二組獲得
「日本G-Mark國際設計獎」同學們合照

亞大視傳系 3年級林宜萱、吳育廷、
周佩璇、陳亭妤（由左至右）與設計的
神奇竹炭紙包裝盒，獲紅點最佳獎

經濟部能源局派出宣傳影片製作單位，
到亞洲大學拍攝節能省碳實效，亞洲大
學參與節能省的教職員喊出：「節能不
分你我，共享減碳成果，讓我們響應全
民節電行動！」

亞洲大學管理大樓綠意盎然，就是一棟
會呼吸的大樓



時間 /事件

2014-11-13
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四年級王羚毓同學
以「伸出援手（Give Me A Hand）」海
報設計作品，榮獲全球 3大雙年展之一
的 2014年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銅獎，
全球第三名

2014-12-03
奉教育部台教高 ( 四 ) 字第 1030176938B 
號函核定，自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資
訊學院」更名為「資訊電機學院」

2014-12-12
校長蔡進發偕同產學處副產學長陳永進
參訪日本近畿大學精密儀器中心、3D列
印技術等，洽談兩校學術交流合作

2014-12-18
「書苑日」舉辦「冬至吃湯圓」活動！
學生搓湯圓、吃湯圓，體會冬至團圓的
節慶意義

2015-02-02
教育部公布 104 至 105 年「教育部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校連續 10 年獲
得補助，本次補助 6,000 萬元，以補助
金額排名，位居全台第 3

2015-02-12
本校獲天下《Cheers》雜誌「Top20」辦
學績優學校第 2名 -- 由天下雜誌發行人
殷允芃頒獎；係《Cheers》雜誌邀請國
內 152所大學校長互評

2015-03-16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公告 103 學年
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結果，本校
資訊電機學院的資訊工程學系、光電與
通訊學系、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資訊
傳播學系及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 5 系，
全數通過 IEET教育認證

2015-03-17
本校創意商品設計系四年級蔣宜芳、鄧喬
予及田孟雅同學，以「Ice Net（冰護網）」 
作品，榮獲 2015年德國 iF概念設計獎，
是 IF最新全球前 100名得獎作品之一

2015-04-07
本校商品設計學系與北京清華大學工業
設計學系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2015-05-13
奉教育部臺教高 ( 四 ) 字第 1040061497U 
號函核定，105 學年度增設學士後獸醫學
系、職能治療學系、聽力暨語言治療學
系、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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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近百位同學參加書苑日「冬至圓」
活動，氣氛熱鬧

蔡進發校長 (左三 )與產學處副產學長
陳永進到近畿大學東大阪校區理工學院
拜訪，由該院浦崎直浩委員長 (右三 )、
渥美寿雄副委員長 (右二 ) 等人接待

亞洲大學視傳系王羚毓同學與其設計的
「伸出援手 (Give Me A Hand)」海報
作品

本校今年再獲教育部評為教學卓越大
學，補助 6000萬元，亞大師生與有榮焉

亞大資應系舉辦 IEET校內、外模擬實
地訪評

亞大創意設計學院兼商設系主任林盛宏
(左 )與中國清華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主
任趙超（右）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 (右四 )與亞洲
大學校長蔡進發 (左三 )等人合影

亞大商設系 (右起 )蔣宜芳、田孟雅及
鄧喬予 3位同學手持 iF得獎作品海報
開心比讚



時間 /事件

2015-05-22
本校參加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15件作
品共獲3金6銀5銅，及馬來西亞、香港、
波蘭等國 4件特別獎；其中，榮獲金牌
的視傳系同學劉峻源的「改良飲料紙盒
包裝封口」發明，還特別獲得「大會國
際最高獎」殊榮，是 20個海外參加國成
績最優者，接受大會特別表揚

2015-06-04
本校與北京清華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2015-06-13
本校創辦人蔡長海、校長蔡進發於碩博
士畢業典禮中，共同頒授名譽博士給台
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表彰張忠謀董事長
推動半導體產業、深耕教育且熱心公益，
卓然有成，並具備國際級的聲望地位，
其遠見、創導力與執行力，足以為亞大
師生的學習典範

2015-07-10
校長蔡進發受邀赴蒙古出席國際教育合
作聯盟會議，來自俄羅斯、臺灣、中國大
陸、韓國、吉爾吉斯、塞浦路斯、瑞士
等 18所大學受邀參加，成立 IAUBHP，
共同推動國際教育

2015-07-16
本校博士生陳銘哲獲 2015總統教育獎 --
數媒系陳銘哲努力突破身體障礙，堅持
唸到博士班，其恆心毅力，令人欽佩。

2015-08-01
本校獲「科技部」104年度補助私立大學
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 (3年期 ) -- 計
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陳曉鈴、蔡進
發，計畫名稱：利用物聯網技術建立新
興菇類量產及保健商品開發平台，計畫
金額：13,085,000元

2015-10-07
本校舉辦國際合作聯盟籌備會議，邀請蒙
古、韓國、瑞士、塞浦路斯等 5所大學
校長代表與會，展開國際學術合作交流

2015-10-21
104年獲選為大專院校品德教育特色學
校，教育部長吳思華頒發獎牌，由學務
長張少樑代表受獎

2015-11-04
校長蔡進發參加世界大學校長論壇，就亞
洲大學的高等教育特色和願景發表演講，
並與澳門科大簽署合作，加強兩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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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學生參加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榮
獲 3面金牌的得獎代表

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魯曉波院長
（右）致贈紀念品給本校校長蔡進發
（左），蔡校長回贈本校竇加展書冊于
魯院長

亞洲大學蔡長海創辦人（中）及蔡進發
校長（左）頒授名譽博士給台積電董事
長張忠謀 (右 )

校長蔡進發 (前排右三 )與蒙古財經大
學校長 Batjargal Dorligjav(前排左一 )
等籌劃指導委員會合影

台中市市長林佳龍頒獎給獲總統教育獎
的亞洲大學數媒系博士生陳銘哲

校長蔡進發參加澳門論壇，並應邀發表
演講

校長蔡進發（右二）與澳門科技大學校
長劉良（左二）簽署合作備忘錄

本校獲選為大專院校品德教育特色學
校，教育部長吳思華（左）頒發獎牌，
由學務長張少樑（右）代表受獎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三）校
長、主管人員與蒙古財經學院 Batjargal 
Dorligjav校長（前排左二）等來賓合影



時間 /事件

2015-11-20
創辦人蔡長海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2015 年「科技管理獎」最高榮譽「個人
獎」，20 日上午在新竹清華大學接受教
育部長吳思華頒獎表揚

2015-12-23
進修推廣部辦理專業訓練課程榮獲勞
動發展署 105 年度人才品質管理系統 
(TTQS) 訓練機構金牌獎

2016-01-15
奉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 1051100044 號
函認證本校食品安全檢測中心成為國家
級認證實驗室

2016-01-18
本校首創學士後獸醫系

2016-01-19
本校與哈爾濱劍橋學院校長王玉蘭簽署
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將進行兩校師生
展開實質學術交流

2016-02-17
《Cheers》2016 年邀全台 145 位大學校
長互評，本校蟬連全台私立大學第 2 名，
新設大學閃亮之星

2016-02-26
本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醫藥大
學、簽署三校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未
來三校將針對師資交流合作、學生互相選
課、共同舉辦研討會及圖資設備共享等，
共創三贏局面

2016-03-04
本校新興菇蕈生技公司環控生產養生銀
耳獲教育部通過首件「衍生企業」案 -- 
研發、論文、專利、技轉、產學、就業
一條龍，3 年 3 億元

2016-03-08
本校獲教育部「3期第2階段 (104-105年 )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補助 105
年度計畫經費新臺幣 6,000萬元整

2016-03-19
本校 15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蔡進發校長
籲請全校教職員生繼續打拚，再創校務
高峰； 醒吾科大校長周燦德形容本校騰
空飛躍，是所典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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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吳思華 (左 )頒獎表揚榮獲全
國科技管典範的蔡長海董事長（右）

進修推廣部主任李明榮（右）從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劉佳鈞（左）手中接
受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訓
練機構版金牌獎殊榮

本校獸醫教學館

「中亞聯大─食品安全檢測中心」於
2013年 11月成立，當年由創辦人蔡長
海（右三）、校長蔡進發（左三）及該
中心主任徐國強教授（左一）、醫學暨
健康學院院長陳曉玲 (左二 ) 等人揭幕

校長蔡進發（右）與哈爾濱劍橋學院校長
王玉蘭（左）簽訂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本校獲得《Cheers》雜誌評為全國第
5名績優大學，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
（左），頒獎給本校校長蔡進發（左）

醫健學院講座教授林俊義（左一）研究
團隊研發養生銀耳，商機無限！

校長蔡長海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
醫藥大學簽署三校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
錄，亞大校長蔡進發 (右二 )、臺師大
校長張國恩 (右三 )、中醫大校長李文
華 (右四 )合影

校長蔡進發 (中 )、醒吾科技大學校長
周燦德 (左六 )、新民高中校長楊寶琴
(右六 )等位來賓，與亞大全體師生一
起祝賀「亞洲大學生日快樂！」



時間 /事件

2016-03-19
資訊電機學院邀請香港科技大學 Prof. 
Raymond Wong 專題演講 : 「分析應用
大數據」， 並簽訂合作備忘錄

2016-04-04~06
校長蔡進發參訪新加坡第九屆 QS 世界大
會，並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參訪，盼
能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

2016-04-09 
校長蔡進發國際學術成就卓越，獲選國立
交通大學傑出校友，返回母校獲頒證書

2016-04-11
校長蔡進發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參訪，
並參觀理工大學 3D 列印中心，尋求與本
校展開實質學術交流機會

2016-04-20
澳門科大協理副校長孫建榮到本校講學 3 
天，並與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英輝
簽訂雙方學術交流協議書

2016-05-03
校長蔡進發新書「創新世代 12 個人文思
維」發表會，蔡校長出書談 12 個教育人
文思維，幫助年輕學子創新世代

2016-05-27
本校與美國密蘇里大學進行學術座談，
並提出生物資訊雙聯博士學位、交換學
生及國際實習等合作事項

354

歷
史
沿
革H

ISTO
RY

校長蔡進發（右）獲選為國立交通大學
傑出校友，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博士
（左）致贈鮮花祝賀

資訊電機學院與香港科技大學簽署合作
備忘錄（MOU）活動合影

校長蔡進發參觀南洋理工大學 3D列印
中心

校長蔡進發（中）受邀出席第九屆 QS
世界大會

校長蔡進發（右）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學校長 Prof. Bertil Andersson（左）洽
談兩校學術合作機會

校長蔡進發新書發表會中，校長夫人王
馥德送花道賀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孫建榮 (前排左三 )
與本校師長合影

校長蔡進發 (左三 )與副校長 Dr. Leona 
Rubin(左二 )、護理學院院長 Dr. Judith 
Miller( 中 )、醫學院副院長 Dr. Jerry 
Parker(右一 )、國際發展處處長 Ann 
Solomon(右三 )，及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Dr. Chi-Ren Shyu(左一 )合影

校長蔡進發與密蘇里大學校長Dr. Hank 
Foley合影



時間 /事件

2016-05-31
本校主辦台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邀
請美國、澳洲等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

2016-06-07
本校與臺中地方法院簽訂司法實習合作
協議，雙方允諾展開學術與實習交流

2016-06-14
校長蔡進發出席伊利諾大學校友會餐敘，
與總校長 Dr. Timothy L. Killeen 洽談兩校
學術交流

2016-06-15
英國 QS 公布，2016 年亞洲最佳大學排
行，本校首次評比，就挺進 300 大，名
列台灣 22 名

2016-06-21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公布亞
洲前 200 名大學排名 -- 中醫大全台私校
第 1、本校第 5 名「中亞聯大」的中國醫
大、本校雙雙入榜

2016-06-23
校長蔡進發參加香港科技大學「泰晤士
高等教育論壇」， 集結世界各地之大學
校長與教育先進，齊聚一堂，共議高等
教育國際趨勢

2016-06-24
本校研究團隊獲「科技部」2016年度補
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
計畫主持人：蔡進發，計畫名稱：以生
醫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精準癌症醫療研
究 (3年期 )，計畫金額：12,235,000元；
計畫主持人：陳大正，計畫名稱：針對
弱勢族群 3D列印復健醫療器材之社群平
台研發整合計畫 (3年期 )，計畫金額：
11,35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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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右）與聖路易華盛頓
大學校長Mark Stephen Wrighton 
教授（左）合影

校長蔡進發（左）與美國伊利諾
大學總校長 Dr. Timothy L. Killeen
博士（右）合影

校長蔡進發 ( 右）與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院長江錫麟 (左 )簽訂司法
實習合作協議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理事長黃
榮村在台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中致詞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榮譽教授
Donald Hossler演講，介紹校務
研究如何精進招生管理

校長蔡進發 (左 )為麥爾荀伯格教
授 (右 )導覽參觀亞大大數據研究
中心

創辦人蔡長海（右一）、前政務
委員蔡玉玲（右二）、校長蔡進
發（右四）等人參觀 3D列印機
台運作



時間 /事件

2016-06-27
校長蔡進發 6月 27至 7月 2日赴美參加
「2016 IEEE大數據 /雲瑞計算 /行動服
務計算國際研討會」，並與史丹佛大學
大數據中心洽談學術合作

2016-06-30
本校食品安全檢測中心通過 TAF 基因改
造黃豆、玉米食品檢驗認證，是全國第
一家有此認證的實驗室

2016-07-06
台師大．中亞聯大聯合華語中心成立! -- 
臺灣師範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
3校合作推廣華語產業，同時配合南向政
策，推廣東南亞語言

2016-07-20
亞大自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全數「通
過」! -- 教育部認可亞洲大學自辦教學單
位外部評鑑蔡進發校長將評鑑結果，歸
功於教職員努力

2016-08-0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今天開幕! -- 具醫療中
心主任級醫療團隊，為中彰投生活圈急
重症醫療救護添生力軍

2016-09-01
本校與全聯簽訂全聯學院優質幹部培育
計畫 -- 全聯進入亞大開設全聯優質幹部
人才培育班，提供實習機會，雙方展開
產學合作

2016-09-01
本校印尼校友會在雅加達成立 --亞大國
際學院院長陳英輝祝賀，拜訪策略聯盟
大學 Esa Unggul University校長 Arief

2016-09-30
本校入榜台灣最佳大學前 30強排行榜 -- 遠
見雜誌公布排行榜，成立僅 16年的亞大，
排名第 26名，是此次入榜最年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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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福利中心執行長謝健南（前排右
二）、校長蔡進發（前排中）簽訂全聯
優質幹部培育計畫，與會人員一起攜手
合作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右五）與印尼校
友會成員代表合影

本校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獲 TFDA 及 TAF 
雙重認證 --亞大食安中心團隊合影

校務顧問鄧成連（中立者）主持評鑑行
前說明會

校長蔡進發 (右 )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副院長 Dr. Philip Bourne合影

校長蔡進發與大會共同主席 Dr. Peter 
Chen合影

校長蔡進發 (右 )與史丹佛數據科學
中心主任，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Hector Garcia Molina講座教授洽談學
術合作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今天開幕—亞大附醫
建築大樓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今天開幕—慶祝活動

台師大校長張國恩、本校校長蔡進發、
中醫大副校長陳志鴻等齊為「台師大．
中亞聯大聯合華語中心」簽約、揭牌
後，與亞大主管人員合影



時間 /事件

2016-10-03
校長蔡進發參加泰晤士高教世界學術論壇 
-- 為期三日的世界學術論壇於美國柏克萊
加州大學舉辦，集結各領域先進，共議
高等教育國際趨勢

2016-10-04
本校與日本 Sunwels Group簽約 -- 全
日本城市飯店聯盟第二次來亞大徵才，
Sunwels Group創辦人苗代亮達來亞大
舉辦實習說明會

2016-10-11
校長蔡進發參加印尼高等教育國際化論壇 
-- 蔡校長受邀演講，會見亞大印尼校友會
幹部，並與印尼國立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2016-10-19
本校成立「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 
-- 亞洲大學與 IBM、臺灣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培育金融科技人才，為金融、醫療
精進服務

2016-10-25
本校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揭牌 -- 「亞洲
原社」隨即展開「原住民週」系列活動，
學務長張少樑力邀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2016-10-25
本校與澳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 馮
達旋：企業或是學術在 21世紀要有全球
思維角度，否則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2016-10-28
本校挺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
大學 –本校獲私校第 5名，辦學獲國際
肯定

2016-11-08
本校與名古屋椙山女學園大學與亞大洽
談簽訂MOU -- 季增民教授代表到亞洲大
學參訪交流，洽談合作、兩校師生互訪、
華語研習等事宜

2016-11-22
本校舉辦社會照顧與社區發展國際研討
會 -- 亞洲大學並與 Hindustan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2016-11-23
廣達創辦人林百里獲亞大頒授名譽博士 -- 
林百里董事長：力求人與科技平衡與互
動，發展出創新的商業模式，是台灣成
長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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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參加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學術論壇」

校長蔡進發 (中 )與亞大印尼校友會幹
部合影留念

日本椙山女學園大學季增民教授 (左三 )
與本校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右三）等
合影

副校長吳聰能 (右 )與日本 Sunwels 
Group創辦人暨社長苗代亮達 (左 ) 簽
訂產學合作備忘錄

本校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舉辦揭牌儀
式，學務長張少樑（後排右五）等師長
與原住民同學合照

本校成立中台灣第一個「金融科技與區
塊鏈研究中心」創辦人蔡長海（右四）、
校長蔡進發（右三）與貴賓們合影

校長蔡進發（右）致贈澳門大學全球
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顧問馮達旋教授
（左）禮品

社工系主任劉鶴群（右）與柬埔寨
Advanced Centre for Empowerment
執行長 Sokchea Saing（左）簽署實習
合作備忘錄創辦人蔡長海（右）見證下，校長蔡進

發 (左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廣達電腦
公司創辦人林百里董事長（中）



時間 /事件

2016-11-29
本校與印尼亞齊大學簽約 -- 印尼亞齊大
學校長 Prof. Dr. Samsul Rizal到亞大參
訪，並與校長蔡進發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6-12-01
本校連續兩年承辦國防部國軍管理班 -- 
亞大、天下雜誌合辦創新領導與管理能
力論壇 ，邀請稻禾餐飲創辦人嚴心鏞等
7位專家學者演講

2016-12-05
本校與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簽訂合作交流 -- 
蔡進發校長與 John Phillips教授簽署學
術研究協定、揭牌，並為視光系臨床教
學實驗室剪綵啟用

2016-12-05
學生發明團隊，成績亮麗 -- 參加 2016韓
國國際發明展，12件作品參賽，獲 2金
5銀 3銅 1特別獎

2016-12-08
本校與 11所印尼大學簽訂學術合作 -- 亞
大副校長陳良弼獲邀赴印尼 UNIKOM大
學專題演講，並與 11所印尼大學簽訂
MOU

2016-12-09
本校與印尼大學簽約合作，加強兩校學
術交流

2016-12-13
本校資源回收成果績優 -- 亞大獲頒臺中
市環保局「回收讚 A+級」獎，環安室組
長林駿憑接受林依瑩副市長頒獎表揚

2016-12-19
本校創客中心今天揭牌成立 -- 蔡進發校長
宣布以 3年為規劃，希望成為中部的創意
中心，帶動學生學習與創業

2016-12-21
中市智慧交通大數據研究中心在亞大揭
牌成立! -- 台中市政府、亞洲大學與中興
大學，三方官學合作交通大數據研究，
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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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中心今揭牌成立，校長蔡進發 (中 ) 
到場祝賀，並與多位師生合影

印尼亞齊大學校長 Prof. Dr. Samsul 
Rizal (左 )到亞大參訪，並與校長蔡進
發（右）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管理學院陳明惠院長 ( 右 ) 與印尼
Syiah Kuala University副校長 Dr. Hizir 
Sofyan(左 )授簽署MOA後合影

結業典禮合影 (前排右五為國防部常務
次長許培山 )

參加 2016韓國國際發明展，獲 2金 5
銀 3銅 1特別獎的本校學生發明團隊
合影

校長蔡進發（前排右二）、奧克蘭大學
視光學院 John Phillips教授（前排左
二）共同為視光系臨床教學實驗室剪綵
後，與視光系師生合影

副校長陳良弼 (中 ) 與 UNIKOM大學
簽約，左為 UNIKOM大學校長 Eddy 
Soeryanto、右為 UNIKOM大學副校長
Umi Narimawati

本校資源回收成果績優，獲頒臺中市環
保局「回收讚 A+級」獎，環安室組長
林駿憑 (上排左一 )前往受獎

台中市交通局長王義川（中）、校長蔡
進發 (右 )、興大資訊科學與工程系主
任高勝助（左）今天共同簽署合作備忘
錄，將運用大數據分析在交通管理與服
務應用



時間 /事件

2016-12-26
本 校 與 日 本 TOP CAREER 公 司 簽 訂
MOU，將媒合畢業生赴日就業

2016-12-27
本校獲教育部國際競賽高教體系第一名 -- 
本校已連續 3年獲全國高教體系第一名

2017-01-10
原「四創學園」擴充為「五創學園」，
包含：學生創造力、教學創新力、課程
創意力、畢業創業力、創客自造力

2017-01-20
本校與泰國宋卡拉王子大學簽署MOU 
-- 亞大管理學院院長陳明惠、泰國
宋卡拉王子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Aree 
Wiboonpongse簽署合作協議

2017-01-23
本校與南良集團簽署品牌實習合約，承
諾為下一代培育經營人才

2017-02-08
Top20辦學績優大學，亞大全台第 4名! -- 
亞洲大學連續 3年與國立名校名列前五
名、私大第 2名，新設大學閃亮之星

2017-02-16
管理學院通過 AACSB國際商業管理認
證! -- 美國國際商管認證協會最近公布，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通過 AACSB國際商管
認證

2017-02-23
陳英輝院長赴泰國 5大學參訪、交流! --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參訪泰國清邁大學 5
所大學，並與泰國兩家台商簽訂產學合作

2017-03-01
本校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106年度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補助經費新臺幣
7,000萬元整

2017-03-02
本校與椙山女學園大學學術交流 -- 亞大
校長蔡進發與日本名古屋椙山女學園大
學校長Morimune簽署合作協議備忘錄，
展開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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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學園」─創客自造力

本校參加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
賽，得獎數連續 3年獲得全國高教體
系第一，校長蔡進發（前排左六）率同
亞大師生，接受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朱
俊彰（前排右六）頒獎

本校名列《Cheers》雜誌 2017全國第
4名績優大學，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
朗（左）頒獎給校長蔡進發（右）

管院院長陳明惠（右一）等與美國
AACSB國際商管認證協會 3位訪視委
員合影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右）與日本
TOP CAREER International 公司社長
柴崎洋平（左）簽訂MOU

在泰國宋卡拉王子大學研發長（右
二）、校長蔡進發（左二）見證下，亞
大管理學院、宋卡拉王子大學經濟學院
簽訂MOU

校長蔡進發（右）與南良集團總裁蕭登
波 (左 )簽署品牌實習合約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左五）與拉加芒
加拉科技大學副校長 Yoopayao等一級
主管合影校長蔡進發（右）與日本名古屋椙山女

學園大學校長Morimune（左）簽署合
作協議



時間 /事件

2017-03-02
本校與海量數位工程產學合作 -- 亞大與
海量數位簽署雲端 ERP系統捐贈暨產學
合作，共同培訓亞大學生，進而推展後
續產學合作計畫

2017-03-08
本校與東莞百事威集團產學合作、交流 -- 
亞大校長蔡進發與東莞百事威集團副董
事長鄭皓仁，簽署品牌實習與產學合作
意向書

2017-03-13
本校與日本大榮環境株式會社合作交流 -- 
亞大資工系與日本大榮環境株式會社簽
署實習合作合約，加強雙方產學合作、
學生實習等交流

2017-03-15
本校 16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 蔡進發校長
籲請全校教職員生再創校務高峰中國醫
大董事許重義預祝亞大很快進入世界百
大大學

2017-03-15
本校與小林眼鏡、晉弘科技簽產學合作 -- 
小林鐘錶眼鏡公司、晉弘科技公司簽訂
合作備忘錄，捐贈百萬元儀器設備，提
供亞大視光系學生使用

2017-03-16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公布
2017亞洲 300大最佳大學排名，亞大排
名全台第 6名

2017-03-22
本校舉辦國際高等教育論壇 -- 亞洲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簽訂學術合
作，加強三校交換學生及師生交流事宜

2017-04-06
本校入榜 THE高教特刊全球年輕大學 --
亞大名次在 151至 200名

2017-04-11
光電與通訊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過
IEET 教育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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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右）與海量數位工程公司
總經理施中仁（左）進行捐贈簽約儀式

校長蔡進發（右）與百事威集團副董事
長鄭皓仁（左）簽訂產學合作意向協議

校長蔡進發（中）在 16週年校慶中，
頒發傑出教學獎給得獎老師

本校舉辦高等教育論壇，與會人員合影
(左至右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李文華、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陳永財、亞大創
辦人蔡長海、香港大學馬斐森、國立交
通大學校長張懋中、澳門大學全球事務
總監馮達旋、亞大校長蔡進發、亞大董
事劉炯朗

校長蔡進發（中）、香港大學校長馬斐
森（左）、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陳永
財（右）簽訂合作備忘錄（MOU）

資電學院院長連耀南（左）與日本大榮
環境株式會社山田崇雄課長（右）簽訂
實習合作合約

校長蔡進發（中）與小林眼鏡總經理朱
慶忠（右三）、晉弘科技總經理室協理
邱文彬（左三）簽訂產學合作忘錄

光電與通訊學系舉辦 IEET校內、外模
擬實地訪評



時間 /事件

2017-05-08
本校在法國國際發明展發光、發熱 -- 亞
大 5件作品，獲 2017法國巴黎國際發明
展 1金、2銀、2銅，揮出全壘打，為校
爭光

2017-05-09
本校成立「共生銀行」 -- 學務處收集民
生物資及二手書籍，幫助偏鄉弱勢學童，
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精神

2017-05-10
本校赴蒙古成立校友會，開啟合作新頁 --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代表拜會姊妹校蒙
古財經大學，與蒙古全球領袖大學簽署
合作備忘錄

2017-05-13
中亞聯大 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揭幕 -- 中
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聯合成立 3D列印
醫療研發中心，並舉辦 3D列印金屬醫材
應用與發展論壇

2017-05-24
本校與印尼姊妹校諾門森大學合作 -- 兩
校共同簽署碩學士九個雙聯學位合作協
議書，積極展開兩校雙向學術合作交流

2017-06-05
本校出國實習、進修共獲補助 560萬 8
千元 -- 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
夢等系列以補助總金額論計，亞大獲私
立綜合大學第 2名、全國第 6名

2017-06-13
本校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通過率，
106年度再創新高，全國排名第五

2017-06-16
視覺傳達設計系四年級吳承諭、黃聖軒
同學，以「鹿港老巷好（Finding Taiwan 
old street）」海報，榮獲第九十六屆
2017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插畫海報
類、字體設計類「雙銅獎」

2017-06-22
泰國蘭納皇家理工大學蒞校簽署合作協
議書 -- 副校長 Dr. Yoopayao Daroon率領
院長、國際事務處主管等 7人到亞大參
訪，洽談簽署學術合作事宜

2017-07-01
由蔡進發校長帶領研究團隊提出「全視
角智慧校務大數據應用研究計畫」獲科
技部整合型專題計畫二年期補助
9,27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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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中醫大董事許重義、三維列印協會
理事長鄭正元、中醫大副校長林正介、
亞大校長蔡進發、南科工業園區管理局
副局長蘇振鋼、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
榮譽主任王緒斌教授共同為中亞聯大
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揭牌

本校學生赴馬來亞大學參加暑期研修一
個月，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中）到機
場送行，鼓勵學生到國外多看、多學習

本校東南亞國際生，在東南亞國際文化
之夜表演

印尼諾門森大學副校長 Dr. Hilman 
Pardede（左）與校長蔡進發（中）互
贈禮品

視傳系四年級吳承諭（右）、黃聖軒同
學（左）榮獲 2017紐約藝術指導協會
年度獎雙銅獎，至美國紐約領取全球廣
告與設計人夢寐以求的立方獎座

泰國蘭納皇家理工大學參訪本校及洽談
學術合作事宜

本校成立「共生銀行」，副校長吳聰能
（中）等位長官與贊助廠商合影

亞洲大學蒙古校友會在烏蘭巴托成立，
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 (前排中 )與蒙古
籍校友合影

駐法大使張銘忠（後排中）轉致巴黎國
際發明展臺灣代表團蔡英文總統賀電



時間 /事件

2017-07-03
本校獲評為未來 10年台灣具潛力大學 -- 
遠見雜誌公布台灣最佳大學，亞洲大學被
評為未來 10年台灣 10所具潛力大學第 7
名、私校第 2名

2017-07-05
THE亞太地區大學排名，中亞聯大雙雙
入榜 -- 英國泰晤士報高教特刊公布 2017
排名，亞大全台私校第 7名

2017-07-11
本校與蒙古全球領袖大學簽約合作 -- 蒙古
Uliastai市市長Mr. Erdenebaatar Batbayar
率同蒙古全球領袖大學校長等 10人，到
亞洲大學參訪

2017-07-13
本校與泰國 NTUN高中簽署學術合作 -- 
NTUN高中每年將遴選 90位學生到亞大
短期暑期進修，讓更多泰國優秀學子到
亞大唸書

2017-07-21
教育部核准「中亞聯大」系統大學!-- 「虛
擬學院」提升優質環境，繳一校學費享
兩校資源

2017-07-27
本校與佛羅倫斯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書 -- 
創意設計學院與佛羅倫斯大學建築學院
簽約合作，兩校展開學生交換、師資及
學術實質交流

2017-07-31
本校正式成為兩岸四地高校書院聯盟成員 
--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現代書院教育
論壇在大陸西安登場，亞洲大學派員參
加、專題演講

2017-08-01
溫莎大學醫學院與亞大簽訂MOU合作協
議書! -- 溫莎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事務副
院長 Dr. Lee Hang-Fu參訪，並與亞大展
開實質合作交流

2017-08-01
本校獲「科技部」106年度私立大學校院
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補助案─
計畫主持人：薛榮銀、共同計畫主持人：
蔡進發，計畫名稱：虛實整合之區塊鏈
平臺應用於臨床試驗和腦中風研究，計
畫金額：4,635,000元

2017-08-12
第一志願填選亞大的楊孟鈞同學獲領 360
萬元獎學金到校座談、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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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右）與溫莎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事務副院長 Dr. Lee Hang-Fu
（左）簽訂MOU合作協議書

佛 羅 倫 斯 建 築 學 院 院 長 Vincenzo 
Legnante（左）致贈紀念品與給校長
蔡進發（右）

講座教授薛榮銀以「區塊鏈的應用與展
望」為題演講

兩岸四地高校現代書院教育論壇，在大
陸西安登場，亞大副校長柯慧貞（左
一）代表上台接受頒授聯盟牌匾，正式
成為高校書院聯盟的成員

第一志願填選亞大的楊孟鈞同學獲領
360萬元獎學金到校座談、受獎 —（由
左至右）受獎楊孟鈞同學、亞大校長蔡
進發、潘奕欣同學

教育部核准成立「中亞聯合大學系統」
公文

校長蔡進發（右）與泰國來訪 NTUN
校長Mr. Surapol Palee（左）簽署合作
協議書

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三）與蒙古來訪貴
賓合影



時間 /事件

2017-08-24
本校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MOU合作協
議，兩校展開實質學術交流

2017-09-06
英泰晤士報公布，中亞聯大入選全球最
佳大學 – 本校名列第 842名、全台私校
第 7

2017-09-19
中亞聯大在印尼泗水設立「台灣教育中
心」 -- 亞洲大學、中醫大深耕新南向政
策，協助全國大學校院在印尼招生與學
術交流

2017-09-30
本校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簽訂MOU -- 
亞洲大學、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創
新創意資本中心簽訂人才培育與產學合
作協議書

2017-10-03
本校代表到印度參加印度高等教育展 -- 
亞洲大學與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
校等 4校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展開實
質學術合作交流

2017-10-18
本校再挺進 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 300大 
-- 英國 QS公布 2018年亞洲最佳大學排
行榜，本校全台排名 23名、私校第 9名

2017-10-20
馬來西亞柔佛州教育局到亞大參訪! -- 柔
佛州教育局助理局長帶領國民型及國民
中學輔導主管人員參訪團，與亞大簽訂
MOU合作協議書

2017-10-26
創辦人蔡長海獲頒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 
亞洲大學創辦人、中醫大暨醫療體系董
事長蔡長海，榮獲私立學校文教協會頒
發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2017-11-07
本校與印度 KIIT大學簽訂MOU –兩校展
開實質學術交流合作

2017-11-13
本校參訪團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 -- 
校長蔡進發率領亞大主管，赴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進行世界百大名校標竿學習，
展開兩校學術合作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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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右）、香港中文大學常務
副校長華雲生（左）簽署MOU學術合
作協議，兩校展開實質學術交流

本校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簽訂MOU 
，左起依序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吉布
森博士（David Gibson）、校長蔡進發、
副校長吳聰能

中亞聯大在印尼泗水設立「台灣教育中
心」，本校副校長柯慧貞（右七）及國
際學院院長陳英輝（右六）代表出席

副校長陳大正 (中 )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
系主任廖岳祥（右）及國際學術交流中
心主任陳榮燊（左）參加印度高等教育
展教育展開幕式

校長蔡進發（右）與馬來西亞柔佛州教
育局華文科助理局長巫春榮（左）簽訂
學術合作協議書MOU

校 長 蔡 進 發 ( 右 ) 與 Dr. Satyendra 
Patnaik校長（左）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MOU

創辦人蔡長海（中）獲頒傑出教育事業
家獎

校長蔡進發 (前排右四 )與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黃榮村 (前排左四 )等人慶賀創辦人
蔡長海（中）獲頒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校長蔡進發（右三）帶領亞大參訪團參
觀南洋理工大學 3D列印研究中心



時間 /事件

2017-11-17
泰晤士報 2018世界大學專業項目 500大 
– 本校在「生命科學」、「臨床醫學與健
康」兩項專業領域，都挺進 500大，分
獲全台私校 3、4名

2017-11-20
本校舉辦東南亞暨南亞校長國際論壇 -- 
邀請印尼、印度、泰國、台灣 4國、9所
大學校長與會，討論工業 4.0時代高等教
育的挑戰與機會

2017-11-22
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與英國高等教育
評鑑機構聯合舉辦「第 13屆 QS-APPLE
亞太地區專業教育領導人會議」，超過
29個國家橫跨歐洲、亞洲、美洲及大洋
洲等 130幾所大學 450多位高等教育的
校長、副校長、高階主管、教授及學者
專家參與盛會

2017-11-27
本校舉辦用愛改變世界 X志工大學活動

2017-12-13
本校與印尼 24所大學締結姐妹校 -- 印尼
穆罕默德高教聯盟 24位大學校長到本校
參訪，並簽署合作交流協議書，締結姐
妹校

2017-12-25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亞大第一 --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頒獎，亞大
共 4年獲高教第一名「字蹟」獲 ADC等
6大獎 35萬元

2018-01-16
本校與越南國民經濟大學簽訂學術合作
交流協議

2018-01-26
亞洲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揭牌運作 -- 本校
榮獲科技部「人工智慧暨區塊鏈國際產
學聯盟」計畫推動新健康、新零售、新
金融醫療產業

2018-02-09
泰晤士報公布亞洲350大最佳大學名單，
本校排名全台私校第 5名

2018-02-09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行動商務與多
媒體應用學系、資訊傳播學系通過 IEET
教育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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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 (右 )與越南國民經濟大學
Tran Tho Dat校長（左）互贈紀念品

「亞洲大學人工智慧暨區塊鏈國際產學
聯盟」成立大會，左起亞大國際產學聯
盟執行長林意紋、亞大創辦人蔡長海、
台中市副市長林依瑩、科技部常務次長
鄒幼涵、亞大校長蔡進發、中科管理局
長陳銘煌、科技部科長許華偉、亞大副
校長林蔚君等人揭牌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舉辦 IEET校
內、外模擬實地訪評

亞大參加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
賽，得獎數共 4年獲得全國高教體系
第一，校長蔡進發（中）率同亞大得獎
師生，北上頒獎開心合影

亞大校長蔡進發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台
灣高等教育」為題，在第 13屆亞太地
區專業教育領導人會議開幕中演講

(前排右起 )亞大校長蔡進發、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校長 Bertil Andersson教
授、中醫大校長李文華等與會貴賓合影

本校舉辦東南亞暨南亞校長國際論壇，
與會者合影。創辦人蔡長海（中）、校
長蔡進發（左六）

校長蔡進發（右三）與副校長柯慧貞
（右二）等人，與擺攤參展學生合影

校長蔡進發 (前排左六 )偕同各級主管
與穆罕默德高教聯盟一行人合影



時間 /事件

2018-02-12
本校獲准增設「人工智慧學院」 -- 人工
智慧學院將定位為支援全校的學院，先增
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初招 45
名學生

2018-03-01
大學辦學績效 TOP20，亞大全台第 6名 
-- 全台 138位大學校長互評，亞大連續 4
年名列前茅、私大第 2名

2018-03-01
本校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核定補助經費總計 6千 3百多萬

2018-03-05
本校與蒙古大學國際關係公共行政學院
簽定合作研究協議

2018-03-10
合作研究協議與澳洲西雪梨大學簽訂合
作備忘錄 -- 西雪梨大學校長帶領 6人代
表團到訪，與校長蔡進發等交流，雙方
簽訂MOU

2018-03-12
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獲頒名譽博士 -- 
亞大頒授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安德森
教授名譽博士，將以南洋理工為標竿，
加強兩校師生交流學習

2018-04-03
本校與京都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展開
雙方實質學術交流

2018-04-10
校長蔡進發獲選交通大學傑出領航者 -- 
交通大學 60周年校慶，選出 60位傑出
領航者，蔡進發校長領導亞大蛻變成長，
獲選交大傑出領航者

2018-04-16
印尼 30所大學校長參訪亞洲大學 -- 亞大
與印尼 54所大學簽交流合約，成為印尼
留學生海外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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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校長蔡進發（右）與京都大學經濟
研究院院長 Satoshi Mizobata（左）簽
署MOU，展開雙方實質學術交流

校長蔡進發到日本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參訪

本校名列《Cheers》雜誌 2018全國第
6名績優大學，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
朗（左）頒獎給本校副校長林蔚君（右）

本校頒授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安德森
教授（右六）名譽博士，以南洋理工為
標竿，加強兩校師生交流學習

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Bertil Andersson
教授（右），在亞大創辦人蔡長海見證
下，由亞大校長蔡進發（左）頒授名譽
博士學位

蔡進發校長（右）獲選交通大學傑出領
航者，由張懋中校長（左）頒獎

西雪梨大學校長 Prof. Barney Glover
（左）帶團到訪，與本校校長蔡進發
（右）簽訂MOU

本校獲准增設「人工智慧學院」--師生
合影

校長蔡進發（中）見證下，管理學院與
國立蒙古大學國際公共關係學院簽署
2+2雙聯合作協議

校長蔡進發 (前排左八 )偕同各級主
管與印尼伊斯蘭教士覺醒會 Nahdlatul 
Ulama (NU)聯盟教育委員會主席哈尼
耶夫 (A- Hanief)博士 (前排右九 )及所
屬 30位校長合影



時間 /事件

2018-04-18
有「歐洲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義大
利 A'國際設計大獎（A'Design Award & 
Competition）」日前揭曉，亞洲大學不
分系國際設計班林昀萱、陳姵瑜同學，
以「Hanji環保布盆栽」作品，奪下「永
續性產品計畫 -綠色設計類」銅牌獎，為
校爭光

2018-05-02
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大眾傳播學院簽訂兩
院雙聯學制合作備忘錄

2018-05-07
本校與義大利兩所大學學術交流 -- 國際
學院院長陳英輝、創意設計學院副院長
李元榮到義大利佛羅倫斯、威尼斯大學
簽署學術合作

2018-05-09
視傳系黃千芳同學的「台灣傳統喪禮」插
圖、視傳系黃千芳等 5位同學的「辭生
綿綿」刊物設計、視傳系黃淇苹、陳郁蓉
同學「中國歷史朝代繪圖文字」的字體
設計，以及商設系張季稜等 6位同學「來
自亞洲現代美術館的禮物」的包裝設計，
榮獲第九十七屆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
獎字體設計、插畫、包裝及刊物設計類
等 4項優秀獎，台灣的設計揚名國際

2018-05-11
英國泰晤士報高教特刊公布新興經濟體最
佳 200大學排名，本校排名私校第 5名

2018-05-15
法國、馬來西亞發明展，亞大大放異彩 -- 
本校勇奪3金8銀5銅4特別獎，其中「自
動進氣清淨口罩」奪雙金 2特別獎

2018-05-21
墨西哥名校蒙特雷大學到本校參訪 -- 墨
西哥蒙特雷大學副校長拜訪亞大，與亞大
校長蔡進發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MOU)

2018-05-30
本校榮登 2017紅點亞太區 15大設計名校 -- 
2017紅點概念設計獎大學排行榜公布，亞
大再度入榜亞太區前 15大，臺灣第 5名、
私大第 2名

2018-06-01
菲律賓名校德拉薩大學到亞大參訪 -- 菲律
賓德拉薩大學副校長 Raymond R.Tan教授
率團參訪，除了向亞大學習，並簽訂合作
交流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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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清邁大學大眾傳播學院 Terapatt 
Vannaruemol院長 (左 )與本校創意設計
學院陸定邦院長（右）簽訂合作備忘錄

黃千芳同學等人，榮獲第九十七屆紐約
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字體設計、插畫、
包裝及刊物設計類等 4項優秀獎，台
灣的設計揚名國際

2017紅點概念設計獎大學排行榜公布，
本校再度入榜亞太區前 15大，臺灣第
5名、私大第 2名

不分系國際設計班林昀萱、陳姵瑜同
學，以「Hanji環保布盆栽」作品，奪
下「永續性產品計畫 -綠色設計類」銅
牌獎，為校爭光

本校發明團隊，在馬來西亞發明展奪 2
金 8銀 2銅 4特別獎，獲獎全壘打的
大贏家

墨西哥蒙特雷大學副校長 Dr- Carlos 
Basurto Meza（左二）偕同國際事務
合作處主管人員到本校拜訪

副校長陳大正 (右） 致贈現代美術館
三角型模型給菲律賓德拉薩大學研發副
校長 Raymond R. Tan（左）

義大利威尼斯 Ca'foscari大學與本校雙
方簽署合約後合照



時間 /事件

2018-06-05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校長濱名篤亞大參訪 -- 
關西國際大學校長濱名篤、亞大副校長陳
大正簽訂合作交流備忘錄MOU，兩校展開
實質學術交流

2018-06-07
英國泰晤士報公佈，千禧年大學排名，亞
大全球第 31名，全台第 1名；創校 50年
內大學排行榜，亞大全台第 4名

2018-06-13
本校舉辦 #Me Too簽署活動 -- 活動邀請全
體教職員支持加入「#Me Too 」運動，同聲
譴責性侵害與性騷擾行為

2018-06-19
本校連續 3年教育部獎助第 2組第 1名 -- 
教育部 107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務發展計
畫，本校榮獲 1億 1064萬多元獎助，再獲
第一

2018-06-20
本校與台灣微軟合作 -- 啟動 AI人工智慧人
才培育計畫，展開智慧醫療、智慧閱讀、
智慧控制等AI應用及人才培育

2018-06-21
亞大國際產學聯盟 iABC攜手 INFORMS國
際學會 -- 全球頂尖科學家齊聚台北啟動運
籌、分析、人工智慧，讓國際看見台灣

2018-06-25
本校申請大專生專題計畫，全台第 5名 -- 
107年度共獲科技部審核 121件通過，全台
第 5名，私校第 3名，再創新高

2018-06-28
本校上榜 2018亞太地區最佳大學 -- 本校獲
英國泰晤士報亞太地區最佳大學，台灣私
校第 5、私校非醫學類第 1名

2018-07-02
本校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成立 -- 亞大
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揭牌成立，將以
「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讓
師生樂於投入

2018-07-02
本校與荷蘭鹿特丹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 
亞大校長蔡進發、荷蘭鹿特丹大學經濟學
院院長簽訂MOU，展開兩校實質學術合作
交流

367

歷
史
沿
革H

ISTO
RY

本校舉辦性別意識宣導 -#Me Too 簽署
與分享活動，與會教職員同聲「支持
#Me Too運動！」、「拒絕性侵害！」、
「拒絕性騷擾行為！」

INFOROMS 現任理事長 Nick Hall(左
一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 ( 左四 )、
INFORMS 主席暨本校副校長林蔚
君 ( 中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海
因茨資訊系統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Ramayya Krishnan(右二 ) 共同為 2018 
INFORMS揭幕

本校舉辦 106年度大專生專題計畫頒
獎典禮暨成果觀摩會，與會的師生合影

校長蔡進發（右）與荷蘭鹿特丹大學經
濟學院院長 Philip Hans Franses簽訂
學術合作備忘錄MOU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校長濱名篤（左），與
亞大副校長陳大正簽署合作交流協議書

本校與台灣微軟合作 --由左起，亞大
副校長兼人工智慧學院院長曾憲雄、台
灣微軟副總經理彭樹裕、亞大校長蔡進
發、及智域國際公司董事長劉鈞隆，啟
動 AI人工智慧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揭牌，經校長
蔡進發（中）、副校長兼任亞大 USR
中心主任柯慧貞（右二）等人揭牌，宣
告正式成立運作

校長蔡進發（中）與師生們合影



時間 /事件

2018-07-03
2018遠見雜誌公佈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 
本校學術成就 20強私校第 7、文法商大學
類全台第 7名、辦學聲望私校第 9名、私
校第 11強

2018-07-03
本校成立義大利佛羅倫斯建築學院分部 -- 
亞大校長蔡進發、佛羅倫斯大學建築學院
Vincenzo 院長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兩校展
開實質學術交流

2018-07-27
本校與日本藥科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兩
校展開實質學術交流

2018-07-30
本校與印度 Dr. M.G.R大學簽訂合作備忘
錄 – Dr. M.G.R大學生物科技系主任 Dr. 
Rajeswary Hari攜帶該校合作協議書，希望
與亞大簽訂姐妹校

2018-08-07
印尼知名大學在本校設印尼研究中心 -- 
印尼泗水 Airlangga大學在亞大設立印尼
研究中心，培育來台留學的印尼碩、博
士生專業語言訓練

2018-08-15
本校挺進上海交大世界大學排名榜 -- 本
校首度進榜，全球 888名、全台第 14名、
私校第 5名

2018-08-18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台中分校在本校開學 --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台中分校開辦經理人
研修班、技術領袖培訓班，培育 AI人才，
推動智慧製造發展

2018-08-30
亞大 USR中心召開產官學界諮詢委員會 
-- 「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 USR中心」召
開諮詢委員會，針對政府施政與區域需
求，實踐亞大社會責任

2018-09-03
本校與信義房屋簽訂合作備忘錄 --展開
實質產學合作交流

2018-09-05
本校與日本創價大學簽訂MOU事宜 -- 
創價大學Manabu Asai教授代表該校到
本校訪問，進而討論與亞大合作交流及
簽訂MOU事宜

2018-09-27
泰晤士報公布 2019全球最佳大學 --本校
全台第 19名、私校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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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佛羅倫斯建築學院亞大分部成
立，由亞大校長蔡進發（右三）、佛羅
倫斯大學建築學院 Vincenzo 院長（左
三）等人揭牌成立

印尼 Airlangga大學在本校設立「印尼
研究中心」，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五）、
Airlangga大學副校長 Prof. Ni Nyoman
（前排右五）、與會師生合影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台中分校在本校舉辦
開學典禮，台中市長林佳龍（中）、台
灣人工智慧學校校長孔祥重（右七）、
本校校長蔡進發（右六）等位貴賓合影

日本創價大學Manabu Asai教授 (左 )
到本校參訪，與校長蔡進發（右）晤談

日本藥科大學副校長都築稔 (左 )與本
校副校長曾憲雄（右）簽署合作交流協
議書

印度 Dr. M.G.R大學生科系主任 Dr. 
Rajeswary Hari（左一）攜帶該校合作
協議書MOU，透過國際學院院長陳英
輝（左二）希望與亞大簽訂姐妹校

信義房屋楊百川副總經理（左）與副校
長陳大正（右）交換合作備忘錄

校長蔡進發 (坐者中 )與本校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諮詢委員合影



時間 /事件

2018-09-28
本校參訪團至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術交流 -- 
兩校簽訂MOU，持續深化未來兩校在學
術和師生交換的實質合作，加速亞大國
際化發展

2018-10-05
菲律賓國立大學教育學院來訪 -- 菲律賓國
立 Riz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教育學院
院長到訪，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書 (MOU)

2018-10-26
本校進入 2018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本校
名列私校第 5名

2018-10-29
URAP世界大學排名，本校排名全球 992
名、全台第 15名、私校第 4名、非醫學
類私校第 1名

2018-10-30
2018年 iF新秀設計獎，從全世界上萬件
作品中，選出 39件優秀設計得獎亞洲大
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學生曾建彰，以「變
色慢跑鞋 (Transform Jogging Shoes)」
設計作品，榮獲 2018 iF設計新秀獎

2018-11-02
會資系、澳洲會計師公會舉辦認證揭牌 -- 
亞大會資系與澳洲會計師公會舉辦認證
揭牌儀式，成為中台灣第一所獲得澳洲
會計師公會課程認證系所

2018-11-07
本校挺進美國雜誌 2019全球最佳大學排
名 --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
大學排名本校全台私校第 5名

2018-11-07
本校學術參訪團將到印尼大學參訪 -- 印
尼 Airlangga大學邀請亞大蒞校訪問，並
簽訂雙邊合作計畫，亞大研發處舉辦行
前學術報告演練

2018-11-12
本校與世界大學之母波隆尼亞大學簽訂
MOU -- 蔡進發校長與義大利波隆尼亞大
學、西班牙康普頓斯大學、埃斯科里亞
爾皇家大學簽訂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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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2018德國 iF設計新秀獎的商設
系曾建彰同學和「Transform Jogging 
Shoes」作品

副校長暨教務長陳大正（中）致贈現代
美術館模型，給澳洲會計師公會資深顧
問Mr. Ron Woolle（右），旁為會資系
主任龎玉涓（左）見證

校長蔡進發 (右 )致贈菲律賓教育學院
院長 Julius Meneses（左）紀念品

校 長 蔡 進 發 ( 中 )、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校 長 陳 永 財 ( 左 ) 及 泰 國
Mahidol University 校 長 Banchong 
Mahaisavariya（右）在 THE高峰會中
交流

校長蔡進發 (左三 )、馬可立教授 (左一 )
與波隆尼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Giorgio 
Bellettini教授 (左二 )、管理學院國際
處處長 Elisa Montaguti(右三 )、Luca 
De Angelis教授 (右一 )、Maria Elena 
Bontempi教授 (右二 )等人合影

校長蔡進發（左）與馬德里康普頓斯大
學校長 Carlos Andradas Heranz（右）
簽訂MOU

埃斯科里亞爾校長 Marceliano Arranz 
Rodrigo(左二 )、神父 Agustin Alonso 
Rodriguez(左一 )與馬可立教授 (右一 )
與亞大校長蔡進發 (右二 )簽訂合作書
後互贈紀念品

本校學術代表團將到印尼 Airlangga大
學參訪，舉辦行前學術合作報告演練



時間 /事件

2018-11-12
本校組團到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參訪交流 -- 
亞大參訪團到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參訪，
兩校完成簽署 10件國際合作計畫、每年
交換 3位教學師資等

2018-11-16
本校與日本株式會社簽訂產學合作協議 -- 
亞大休憩系、外文系與日本株式會社 I•
J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展開學生實習和
產學合作計畫

2018-11-27
本校啟動亞太地區資源永續研究 -- 亞太
地區資源永續國際會議邀請美、英、日、
義等國 13位知名期刊主編，探討資源永
續發展

2018-12-05
本校舉辦東南亞 /南亞校長國際論壇 -- 印
尼、越南、印度、泰國、台灣、9所大學
校長研討人工智慧 AI挑戰，簽署社會責
任 USR合作聯盟

2018-12-05
印尼穆罕默迪亞組織在亞大成立支會 -- 
印尼最具影響力的政經組織穆罕默迪亞，
在亞大成立「穆罕默迪亞 -台灣支會」，
協助招生

2018-12-11
本校學生團隊參加 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
明展，9件作品中，獲奪 4金 3銀 2銅，
及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 2國際特別獎，
帶隊的商設系老師黃雅毓說，是全壘打
又大滿貫，學生在國際舞台的表現，再
次受到肯定

2018-12-14
校長蔡進發獲頒「十大傑出校長獎」 -- 
創校 18年，已成國際名校，擔任創校校
長、現任校長、長達 11年的蔡進發居功
厥偉

2018-12-26
本校獲教育部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高教
第一 -- 15件德國 iF、紅點等作品獎金 45
萬元，已 5年奪魁校長蔡進發帶領學生
北上領獎

2018-12-27
本校與北京极客修簽訂培訓合作 --培訓
學生就業能力及赴大陸工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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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促進亞大、印尼艾爾朗加大
學教學研究及師生交換等佳績獲得肯
定，艾爾朗加大學獲頒感謝表揚獎牌，
由亞大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 (右二 )代
表受獎

日本株式會社 I•J代表取締役金承洙 (右
二 )及國際部課長金光輝 (左一 )與休
憩系主任呂佳茹 (右一 )和外文系主任
陳淑娟 (左二 )簽訂產學協定書

校長蔡進發 (左一 )與各界學者共同簽
訂「國際資源永續研究合作聯盟」

學生團隊參加 2018韓國首爾國際發明
展，獲奪 4金 3銀 2銅，及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 2國際特別獎

本校學生獲教育部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
高教第一，校長蔡進發 (前排左四 )帶
領得獎學生接受教育部次長姚立德 (前
排右四 )頒發 45萬元獎金，並與這項計
畫主持人林磐聳教授 (後排右一 )合影

創辦人蔡長海（右一）及校長蔡進發
（左四）與台大、亞大、印尼、泰國、
印度、越南等 9所大學校長發起簽署
「社會責任 USR合作聯盟」

蔡進發校長 (前排右三 )偕同校內各級
主管與穆罕默迪亞 Dr. Haedar Nashir
主席 (前排左三 )等人合影

產學長林田富（右二）與北京极客修
CEO吳瑋（中）簽訂MOU

校長蔡進發 (右 )榮獲 10大傑出校長，
由教育部長吳清基（左）為蔡校長披上
綵帶



時間 /事件

2018-12-27
本校與印尼艾爾朗加大學簽訂MOA協議 
-- 艾爾朗加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研究部主
任等人，分別與亞大管理學院院長等人
簽訂 5項雙聯學位協議書

2019-01-03
中亞聯大醫療研發中心榮獲國家新創獎 -- 
中亞聯大 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三維細
胞球結合可列印神經導管創新醫材開發」
案，榮獲國家新創獎

2019-01-07
本校企業法律風險諮詢中心成立運作 -- 
中心結合建業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亞大財法系教授，提供企業法律諮詢、
扶助及訴訟輔導

2019-01-16
本校挺進新興經濟體大學世界 200大 -- 
英國泰晤士報「新興經濟體大學排名」排
名公布，本校居台灣 15名、私大第 4名，
非醫學類私大第 1名

2019-01-23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四項目全部通過

2019-01-24
本校與越南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簽定
MOU --醫健學院副院長孫旻暐代表校方
前往越南，與越南國立人文與社會科學
大學簽定合作備忘錄

2019-01-30
本校與印尼 Pradita Institute簽署MOU -- 
亞大與剛創校的 Pradita Institute簽定訂
合作備忘錄MOU，創意設計學院並積極
洽談MOA

2019-02-11
本校與印尼建國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
醫健學院副院長孫旻暐赴印尼雅加達與
建國大學 (Binus Univesity)簽訂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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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健學院副院長孫旻暐（左二）與
USSH的國際合作處副處長 PhD- TS- 
Trần Cao Bội Ngọc（左三）簽訂MOU

醫學暨健康學院孫旻暐副院長 (左三 )
與印尼建國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Elisa 
Carolina Marion(左二 ) MOU之簽署

本校通過「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
學校院校務評鑑」四項目全部通過，獲
頒發認可證書

本校與印尼 Pradita Institute MOU簽
署儀式 --成員合影

校長蔡進發 (右二 )見證下，艾爾朗加
大學研究部主任 Prof. Dr. Sri Iswati（左
二）與資電學院院長連耀南（右一）簽
訂雙聯學位協議書

本校「企業法律風險諮詢中心」成立大
會，由講座教授施茂林 (前排左三 )、
財法系主任唐淑美 (左四 )、前法務部
次長郭林勇律師 (左五 )等 17位律師
教授團出席

中亞聯大「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榮
獲今年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團隊成員
謝明佑副研究員 (右二 )、本校沈育芳
助理教授 (右一 )、陳建璋工程師 (左
一 )、陳悅生院長 (左二 )，在國家新創
獎頒獎典禮接受表揚



時間 /事件

2019-02-12
校長蔡進發赴美參加國際研討會，順道
拜訪萊斯大學、德州大學及加州大學爾
灣分校，加強合作交流

2019-02-21
亞太區百大排名中醫大、亞大學現優異 -- 
泰晤士報 2019「亞太區最佳大學」300
大，本校在 181至 190名間，全台第 14
名、私大第 5、私大非醫學院排名第 1

2019-03-04
校長蔡進發獲國際工程科技學會科學獎 -- 
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在資訊科技、人工
智慧有卓越研究及貢獻，獲選國際工程
與科技學會 2018年度科學獎

2019-03-21
本校 AI團隊赴美矽谷參加 NVIDIA技術
大會 -- 蔡進發校長率亞大 AI團隊教師，
赴美國矽谷參加NVIDIA GPU技術大會，
瞭解業界 AI現況與發展

2019-03-21
本校環境管理與執行成效獲特優學校 --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7年度「大專校院環
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
畫」評比為特優學校

2019-04-02
美國明州西南州立大學到亞大參訪 -- 美
國明州西南州立大學校長 Dr. Connie J. 
Gores參訪，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書 (MOU)

2019-04-08
亞洲大學榮登「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佈，本校
全球 107名、台灣第 4名，減少不平等
全球第 9名

2019-04-08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8年「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核定總金額 5872萬元整

2019-04-09
創意商品設計系學生曾建彰，以「空氣品
質共享葉 (Leafy)」設計作品，榮獲 2019 
德國 IF設計新秀獎，排名全球 39名內，
獲 1500歐元（折合新台幣５萬元）獎金

2019-04-17
亞大附醫臨床心理中心籌備辦公室成立 -- 
亞大附醫將設置中部首座臨床心理中心，
提供更完善的身心醫療服務，並做為心
理系教學、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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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右）與英國牛津大學
James C. Crabbe教授（左）、荷蘭
鹿特丹大學 Philip Hans Franses教授
（中）共同獲選為 IETI學會 2018年度
科學獎得主

校長蔡進發（右）拜會萊斯大學校長
David Leebron教授 (左 )，洽談兩校未
來合作

校長蔡進發（右）參訪德州大學安德森
癌症中心與德州大學副校長洪明奇院士
(左 )會面

亞大蔡進發校長（前排右四）偕同校內
主管與美國明州西南州立大學校長 Dr. 
Connie J. Gores等一行貴賓在亞大行
政大樓前合影

蔡進發校長（左二）率亞大 AI團隊教
師，赴美國矽谷參加 NVIDIA GPU技
術大會

亞洲大學建構美麗校園，提供優良求學
環境，全校綠覆率達 97.3％

創意商品設計系學生曾建彰，與其設計
作品「空氣品質共享葉 (Leafy)」

校長蔡進發（左三）、亞大附醫院長許
永信（右四）、亞大副校長柯慧貞（左
二）、亞大附醫院副院長徐弘正（右
三）、副院長蔡肇基（右二）、副院長
黃文豊（右一）、以及講座教授花茂棽
（左一）共同為中心籌備辦公室揭牌



時間 /事件

2019-04-22
本校師生參加國內外 AI競賽活動獲獎 – 
本校成立 AI中心、AI圖書館，落實 AI
教育，自推動以來至 2020年獲教育部、
工研院、資策會、聯發科、中華郵政等
23項 AI運用競賽得獎

2019-05-02
本校榮登 THE亞洲區最佳大學 -- 英國泰
晤士報 2019亞洲區最佳大學，本校全台
第 17名 (私校非醫科第 1名 )

2019-05-03
2019馬來西亞發明展，亞大大放異彩 -- 
本校學生發明團隊，參加 2019馬來西亞
發明展，11件作品榮獲 5金 6銀 2特別
獎，大滿貫

2019-05-13
本校舉辦大學社會責任國際論壇 -- 亞洲
大學舉辦大學社會責任國際論壇，邀請
6國 7所大學校長，簽署大學社會責任
USR國際聯盟

2019-05-28
本校師生與諾貝爾獎得主羅默大師座談 --
校長蔡進發偕同師生與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羅默座談，大師指導亞大學生要跳
出思維，尋求社會創新發展

2019-06-26
本校 121件大專生專題計畫獲科技部通
過 -- 本校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
108年度共計 121件通過，名列全國第 4
名、私校第 2名

2019-06-27
本校獲泰晤士報千禧年大學全台第 1名 
-- 英國泰晤士報千禧年大學排名，本校世
界第 44名、全台第 1；創校 50年內大
學全台第 4名

2019-07-02
遠見雜誌最新 2019台灣最佳大學排行公
佈 -- 本校文法商大學類全國第 7名、私
校第 3名；私立大學 20強中第 11名，
是進榜最年輕大學

2019-07-03
108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 亞洲大學今年度共獲得 28件計畫，名
列全國大專院校第四、私立大學排名第
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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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第一屆人工智慧競賽」優勝
隊伍合影

資工系孫培元、林孟橋同學參加台中
市閃電對決 VR比賽，榮獲亞軍，獎金
10萬元

（左起）資工系何承遠老師、林映辰同
學，與生醫系王昭能老師、楊柏芫同
學、徐偉恩同學（由左至右），參加
「2019自行車產業數位轉型 AI應用競
賽」，獲團體總冠軍

柯慧貞副校長兼教發中心主任（中立
者）召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享會

本校舉辦大學社會責任校長論壇，校長
蔡進發（左五）創辦人蔡長海（左六）
邀請以色列理工學院校校長、日本、葡
萄牙、印度、印尼等 6國 7所大學校
長參加，並簽署大學社會責任 USR國
際聯盟

2018 諾 貝 爾 經 濟 學 獎 得 主 Paul 
Romer(前排中 )與校長蔡進發 (前排
右一 )及本校師生座談並合影

亞大創意發明團隊，在馬來西亞發明展
奪 5金 6銀 2特別獎，獲獎全壘打的
大贏家



時間 /事件

2019-07-05
本校與印尼最古老管理學院簽署MOA -- 
亞大與印尼最古老、最負盛名管理學院
PPM School of Management簽署合作
備忘錄、座談及交流

2019-07-08
校長蔡進發在今周刊國際論壇發表演講 -- 
今週刊主辦「台灣大未來 -五力超展開」
論壇，蔡進發校長專題演講、與教育部
潘文忠等人座談

2019-07-23
本校與台中華盛頓高中簽訂策略聯盟 --
雙方加強實質學術交流，分享亞大教學
資源

2019-07-25
本校就業學程獲勞動部補助，中部第一 -- 
亞大9個學系提出11個就業學程計畫案，
獲得勞動部補助 1100萬元，名列勞動部
中彰投分署第一

2019-08-01
由蔡進發校長帶領的研究團隊提出「應
用人工智慧發展改善大學生科技成癮之
個人化早期偵測與自我導向學習系統」，
獲科技部大型整合型計畫三年期補助
8,615,000元

2019-08-06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的 11件作品，獲
2019德國紅點設計獎有 10件獲「品牌暨
傳達設計」獎；其中，許逸芸等 5位同
學「響到你 (Track back to)」專輯設計、
游博雅同學「同理心 (Empathy) 」海報
設計２件作品，榮獲紅點「品牌暨傳達
設計」獎最佳獎 (Best of the Best)及視
覺傳達設計系周若馨、涂瑞珊及王鼎鈞
3位同學創作「船說」產品包裝，榮獲
2019紅點設計概念獎 (Red dot)

2019-09-04
本校與印尼名校 UMY大學簽訂合作協議 
-- 亞大印尼姊妹校穆哈瑪迪亞日惹大學政
治社會學院來訪，洽談雙方合作關係並
簽署合作協議

2019-09-12
英國泰晤士報公布 2020全球最佳大學 -- 
本校排名第 842名、全台第 11名、私大
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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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進發、副校長柯慧貞、講座教授
薛榮銀、副教授蔡志仁帶領研究生艾家
慶出席 2020科技部資訊教育學門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校長蔡進發 (右 )與華盛頓高中校長劉
一欣（左）簽訂策略聯盟

人社院暨國際學院院長陳英輝（中）與
印尼穆哈瑪迪亞日惹大學 UMY政治社
會學院院長 Dr. Titin Purwaningsih（右
三）簽訂學術合作

（左起）視傳系涂瑞珊、周若馨、王鼎
鈞 3位同學創作「船說」麻花捲產品
包裝作品，獲紅點設計概念獎

本校今年舉辦就業博覽會，勞動部中彰
投分署也在亞大體育館設攤介紹各種就
業學程、履歷製作說明

今周刊主辦的「台灣大未來 五力超展
開」國際論壇，校長蔡進發 (中 )與教
育部長潘文忠（左二）等人高峰對談

在亞大校長蔡進發（中）見證下，亞大
教務長林君維（右二）與 PPM管理學
院MBA所長 Ningky Sasanti Munir博
士（左二）簽署合作備忘錄



時間 /事件

2019-09-26
蔡進發校長赴英國參加在倫敦大學舉行
的臺英高教論壇，並拜訪牛津大學，倫
敦瑪麗皇后大學，及倫敦帝國大學等名
校延攬國際頂尖學者

2019-12-07志工大學─臺灣青年•永續服
務 「108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隊表揚
暨博覽會」

2020-01-08
本校成立護理學院 -- 護理學院設有護理
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士後護理系，其
中，學士後護理系今年 2月起招收 45名
學生

2020-01-15
本校全面推動 AI 教學，一年來成果顯見 
-- 亞大師生團隊參加自行車 AI應用競賽，
包辦冠亞軍；榮獲 4項國家新創獎，創
新醫療技術嘉惠病患

2020-01-17
本校與國際藝術設計院校聯盟學術合作 -- 
視傳系講座教授林磐聳與國際藝術設計
院校聯盟會長Mariana Amatullo女士簽
訂學術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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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率領台灣頂尖大
學參與臺英高教論壇，與英國 30所學
校代表合影

校長蔡進發（左）參訪倫敦帝國大學，
與副校長 Ian Walmsley教授（右）交
流互動

校長蔡進發（右）參訪倫敦瑪麗皇后大
學，與該校校長Colin Bailey教授（左）
交流互動

校長蔡進發參訪英國牛津大學，與當地
學者互動，洽談學術合作

護理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加冠典禮，校長
蔡進發（前排坐者右六）、護理學院院
長吳樺姍（前排坐者右五）出席道賀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計畫主持
人、亞大講座教授林磐聳（左）與
國際藝術設計院校聯盟會長Mariana 
Amatullo女士簽訂 2020年合作協議

校長蔡進發 (中 )率副校長陳大正 (右
二 )3D團隊、學士後獸醫系主任簡基憲
(左二 )、食安中心主任蔣育錚 (左一 )，
獲頒 4項新創獎

社工系柬埔寨志工隊，榮獲青年海外和
平工作團隊競賽第二名，接受陳建仁副
總統頒獎表揚

獲獎青年團隊與副總統陳建仁（中）及
教育部潘部長大合照



時間 /事件

2020-01-20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資訊學系、光電與
通訊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過 IEET教育
認證。

2020-02-07
本校推動「AI菁英培育一條龍」計畫 -- 
亞大全國唯一設有 AI人工智慧博士班、
創新設立「新生入學 AI人才培育獎學
金」，培育 AI應用人才

2020-02-19
泰晤士報公布 2020新興經濟體大學排名 
-- 本校全台第 10名、非醫學類私校第一
名，進步最多大學 

2020-02-26
Cheers「大學 TOP20」調查發表會暨頒
獎 -- 本校全台第 9名、非醫類私校第 2
名，外國交換生 全台第 1名、赴海外的
交換生全台第三名

2020-02-27
國際設計賽，亞大六連霸 ! -- 亞洲大學獎勵
學生國際設計暨發明競賽，成果豐碩國際
設計 6年高教第一、國際發明金牌 117面

2020-03-05
本校生物科技學系更名醫檢暨生技系，
首屆招收 60名學生 -- 醫技系分醫事檢驗
組及生物技術組，招收 60名學生，為防
疫作戰，培育醫療檢驗專業人才

2020-03-16
本校創意商品設計系四年級賴韻竹同學
畫癌為愛．戰勝血癌，譽為血癌繪畫天
使，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 23屆全
球熱愛生命獎章」

2020-04-17
本校實驗動物中心 4月 20日啟用 -- 實驗
動物中心設立無塵室、飼育房及實驗室，
提供師生優良穩定實驗動物飼養環境，
提升研究競爭力

2020-04-23
本校榮登 2020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 本
校名列全球 200名間、全台第 5名、私
大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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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醫技系著重學生技術與研發能力的
養成，增加就業競爭力，圖為亞洲大學
附設醫院醫檢師每天為患者例行抽血、
檢驗工作

視傳系學生赴德國參加 2019年紅點設
計獎頒獎典禮，獲紅點最佳獎 (Best of 
the Best)的視傳系林芷蓉、許逸芸、
李孟潔、許閔芊同學上台領獎，與紅點
主席賽克博士 Dr. Peter Zec（右一）、
頒獎人合影

亞大商設系賴韻竹同學（中），獲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頒發 2020年抗癌圓夢助
學金，接受亞大校長蔡進發（左三）、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創辦人周進華（右
三）、台中市社會局長彭懷真（左一）
等人祝福

亞大副研發長周永振（左）及實驗動物
中心執行秘書何杰龍老師在實驗動物中
心前合影

本校名列〈Cheers〉雜誌 2020「大學
辦學績效成長 TOP20」排行榜，前教
育部代理部長姚立德（右）頒發獎牌給
校長蔡進發（左）

蔡進發校長 (前排右七 )、資電學院院長
連耀南 (前排右六 )與「程式設計菁英
團隊」成員於程式設計菁英基地前合影

IEET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委員蒞校
進行亞大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資訊學
系、光電與通訊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IEET實地訪評



時間 /事件

2020-05-15
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參加 2020年美國
紐約藝術指導協會 (NY ADC)設計競賽，
視傳系 16位學生 6件作品，共得 1金獎、
2銅獎、3優異獎，表現亮麗根據主辦單
位核計積分，亞洲大學名列全球第13名、
全台第 1名，躋身紐約 ADC設計獎的世
界名校

2020-05-29
室內設計系三年級梁允睿同學，利用課餘
繪製「全零宅 (The None Residences)」
設計作品，參加 2020 DNA 巴黎設計
獎 (2020 DNA Paris Design)， 該 作 品
獲得巴黎設計獎室內設計 &房屋與住宅
類 (Winner in Interior Design/House & 
Residential)學生獎唯一首獎

2020-05-29
109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榮獲全國第
一 -- 本校向教育部申請學海築夢、學海
飛颺等4項計畫，共獲補助1900多萬元，
將送 340名學生出國

2020-06-04
泰晤士報公佈 2020亞洲地區最佳大學排
名 --本校排名第 146名、全台第 10名、
私校第 3名、非醫學類私大第 1名，是
全台進步最多、最快的大學

2020-06-11
亞洲大學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9年補助經費核定結果為：新臺幣 6千
300多萬。

2020-06-13
本校舉創全國唯一線上完整畢業典禮 -- 
2020線上畢典，亞大製作團隊錄製 28
支帶狀影片、搭配主持人 live模式，整場
畢業典禮宛如嘉年華會

2020-06-24
本校申請大專生專題計畫，全台第 5名 – 
本校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109年
度共獲科技部審核 114件通過，全台第 5
名、私校第 3名

2020-06-29
2020世界年輕大學，本校挺進 200大 -- 本
校排名第 194名，全台第 3名，私校第 1名

2020-07-01
《遠見雜誌》2020年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 
本校排名第 13名、私大第 8名另在教學表
現大躍進，從去年的 47名進步到第 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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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系梁允睿同學以「全零宅」設
計作品，獲巴黎設計首獎，圖為全零宅
超市與無障礙設計

本校 2020年線上畢典，製作團隊錄製
28支帶狀影片、搭配主持人 live模式，
整場畢業典禮宛如嘉年華會

視傳系主任鄭建華（後排右三）與視傳
系獲得美國紐約 ADC設計獎 1金、2
銅、3優異獎的 14位同學合影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暑期研習同學合影



時間 /事件

2020-07-03
再獲教育部新南向國家交流補助 -- 本校
申請教育部「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
作交流計畫」，獲 760萬元補助，進行
夏日學校、實習等

2020-07-08
教育部公佈 109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
助名單 -- 本校教師獲得 31件計畫，通過
率達 49-2%，名列全國大專院校第四名

2020-07-31
本校論文影響力全國第六名 -- 亞大
2019年大學學域論文引用影響力指標為
1-038，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全臺排名第
6名、私校第 2名

2020-08-07
心理系張芸瑄老師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 
心理系副教授張芸瑄榮獲行政院科技部
109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獎金 30萬
元，研究表現亮麗

2020-08-11
校長蔡進發研究團隊獲科技部專案補助 -- 
蔡校長研究團隊提出強腎鏈始創計畫，
建構區塊鏈血液透析照護平台，獲科技
部四年期計畫三仟六百萬補助

2020-08-15
上海交大『2020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公
布 -- 「本校全台第 15名、私校第 5名

2020-09-03
英國泰晤士報 2021世界最佳大學公布 -- 本
校進步 37名、全台第 10名、私大第三名

2020-10-07
兩位畢業生健管系杜欣妮、休憩系鄭祐
欣首次獲亞大、中醫大雙聯學位「進入
亞大，可以享受兩校教學資源！」，分
別選修「中亞聯大學院」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系、醫務管理系

2020-10-15
創意商品設計系徐佳鈴、鄧婉廷同學，
以「新冠病毒的防疫設計」為主題，分
別設計「例行清潔（Daily clean)」、「消
毒（Disinfection)」作品，勇奪 2020 德
國 iF 設計新秀獎此外今年參加 iF 設計競
賽，有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設計作品中 1
萬件，選出 84 件優秀的得獎作品，該系
勇奪 2 件 iF獎，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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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吳聰能（前排右）與修讀「中亞
聯大學院」跨領域課程的學生討論雙主
修問題

心理系副教授張芸瑄在其研究室內的海
報前攝影

校長蔡進發 (前左 2)領軍資電學院教
師團隊，提出「強腎鏈始創計畫：以多
中心隨機臨床試驗驗證結合醫療大數
據、人工智能、與區塊鏈技術所架構之
臨床腎病照護平台」

創意商品設計系徐佳鈴同學等人獲得
2020 德國 iF 設計新秀獎

亞大國際學生定期舉辦國際嘉年華會─
本校加速國際化，吸引國際學生就讀，
去年來台交換人數 1056人，全台第 1



時間 /事件

2020-11-04
室內設計系學生首次參加「美國建築大師
獎」室內設計組競賽，室設系梁允睿同學
的「全零宅（The None Residences）」
作品，獲得住宅設計類的優勝，唐蔓婷
同學的「靜謐行旅（TRANQUIL）」作
品、胡世琪同學的「A gorgeous oriental 
woman」作品，分別獲得商業設計類的
榮譽獎

2020-11-13
中亞聯大總校長蔡進發受邀於台灣人工
智慧學校年會演講，年會特別頒獎感謝
「中亞聯大」推動 AI人才培訓，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

2020-11-27
本校與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再次簽署學術
交流與合作協議書，未來針對藝術教育、
創意課程、藝術展演交流、教師學術及
師資交流等多項議題學術合作

2020-12-01
本校今年榮獲 4項國家新創獎、新創精
進獎 --亞大團隊在 AI生技及醫療技術方
面，獲致相當成果，由蔡校長率領團隊
北上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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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梁允睿同學的「全零宅（The 
None Residences）」作品，獲得住宅
設計類的優勝，唐蔓婷同學的「靜謐行
旅（TRANQUIL）」作品、胡世琪同學
的「A gorgeous oriental woman」 作
品，分別獲得商業設計類的榮譽獎

中亞聯大總校長蔡進發於 AI年會上，
以「智慧健康領域研發與願景」為題報
告，從智慧醫療產業產值和未來趨勢，
提到多項智慧醫療研究成果

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金會執行長廖弘源
博士代表台灣人工智慧學校頒感謝獎牌
給「中亞聯大」，由中亞聯大總校長蔡
進發（右）代表接受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致贈北藝
大校史「藝術之道」給校長蔡進發

校長蔡進發（右四起至右）、主任秘書
施能義、設計學院院長李元榮、數位媒
體設計學系主任林家安；北藝大校長陳
愷璜（左四起至左一）北藝大教務長林
劭仁、研發長林姿瑩及主任秘書鍾永豐
合影

食安中心兩項技術再獲國家新創獎

本校今年榮獲 4項國家新創獎、新創
精進獎，由校長蔡進發（中）率領團隊
北上領獎

「中亞聯大 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
最新研發的「使用纖維母細胞，結合立
體膠原蛋白」製成的新式人工真皮，獲
今年 17屆國家新創精進獎



時間 /事件

2021-01-18
本校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使用綠電 --將
四棟大樓樓頂採用台灣製造較環保的薄
膜模組發電，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2021-01-27
本校自辦教學品保外部評鑑全數通過 ---
評鑑委員稱讚各系所都有特色，能鼓勵
學生在學取得證照，與專業相呼應，提
升就業力和國際移動力

2021-02-01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資訊傳播
學系通過 IEET教育認證

2021-03-13
亞洲大學二十週年校慶

2021-03-15
本校首次成立國際校務諮議委員會，聘請
Dr. Bertil Andersson, Dr. Alain Bensoussan, 
Dr. Da Hsuan Feng, Dr. Peretz Lavie, Dr. 
Eng Chye Tan和 Dr. Ruth Arnon等 6位國
際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擔任亞大國際校
務諮議委員會委員，擴大視野，提升大
學高度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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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廿年校慶，亞大創辦人蔡長海（前
排左六）、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五）中
醫大校長洪明奇（前排左七）與亞大全
校一級主管、各院院長合影

成立國際校務諮議委員會

資訊傳播學系舉辦 IEET校內模擬實地
訪評

「108-109年度亞洲大學自辦 (教學單
位 )品保認可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到
亞大評鑑，給各系所高評價

本校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使用綠電 --將
四棟大樓樓頂採用台灣製造較環保的薄
膜模組發電，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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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0-31
The preparatory of"ce of Taichung Healthcare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cially began 
its operation.

2001-01-01
Complete the set-up registration for consortium: 98 Finance Letter No.22, registration of 
the Consortium, 23 Register, Volume 23, Page 9, No.951.

2001-02-02
Formally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 school establishment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89) 
Taichung Management No.2001.

2001-03-15

Newly established private university applies for certification and the review meeting 
for the first year of application for university departments – recruitment approval for 
graduate program of the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9 undergraduate programs of the Medical Affairs 
Management, Applied Science of Living,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Accounting,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and Product Design for Living in total 5 departments of the 2-year technical 
school for Applied Technology of Living, which includes the departmen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Approved by Letter No.90033020).

2001-09-20 The detailed designing program is accep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09-24 The frst semester of the 2001 academic year starts

2001-09-29
Receives the approval to set up program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approval 
Letter No.89122848).

2001-10-05

As approv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th No.90140338, in 200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nancial Law, Finance, Biotech Information Master's Progra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ster's Progra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aster's Program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Master's Program for continued education will be added.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will be changed to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for a total of ten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s, five Master's programs, two Master's 
programs for continued education and "ve 2-year programs.

2002-03-16
First year anniversar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lites Development Center, tree-planting 
activities.

2002-09-11

According to letter No.91131206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newly added graduate 
degree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Long-term Medical Ca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2003; Newly added the extende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MA program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2003-06-09

Moreover,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 of th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renames as the extended graduat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aster program of Bioinformatics is now the graduate program of the Bioinformatics. 
There are a total of 17 university departments, ten graduate programs, five extended 
graduate programs, and "ve 2-year technical departments.

Asia University, 2000~2021 - Founding History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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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16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tter No.0920188259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addi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department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enrollment quotas for the 
2004 academic year are as follows:
1. Suspension of 2-year technical departments: Department of Application Scienc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of Financ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ppli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 Newly added undergraduate program: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 3 Newly added undergraduate classes: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Life Applied Scienc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Department of Application 
Foreign Languages

4. Newly added the graduate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Game Design,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5. Newly added extended program: Department of Long-term Healthcare
6. Rename: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a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7. Grouping reform: The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becomes an independent 
department,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re merg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is now divid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2004-08-06
Handover Ceremony and Farewell Tea Party for retiring President Dr. Jeffrey J. P. Tsai and 
New President Dr. Wan Hsiang Tsai.

2005-03-28 University Affairs Evaluation ranks No.1 in group (3) among private universities

2005-06-21
The school sets up the Ph.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ince 2006 academic year (Letter No.0940084142).

2005-07-19
Renamed as Asia University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tter 
No.0940096867A).

2006-04-12 Host School Affairs Observation event for Excellent School Performance.

2006-06-29
The school sets up the Ph.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nd Ph.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according to 
letter No. 0950091717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07-14
AU receives NT$55 million subsidy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tter No.0950101367F)

2006-07-18 The University signs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006-10-05

The University sets up the Ph.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tended graduate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06-10-24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s the rename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to the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the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the renames of the newly added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 as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2007-09-04
Receive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Award subsidy of NT$56.65 mill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tter No.0960133335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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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5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No.0960157389 dated October 15, 200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agement Academy for freshmen regardless of 
department programs in 2007 academic year. The forme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wa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2007-10-3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tter No.0960165129 approve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i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2008 academic year.

2007-11-28
Speech by the former President Dr. Teng-Hui Lee: New Era Taiwanese- My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to New.

2007-12-13
Completion and ribbon cutting of the librar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and the 
Administration Center

2008-01-10
Mr. Tadao Ando visits the school for site investigation of the building's base of Asia 
Museum of Modern Art and signs the contract.

2008-08-05
Receive $59.482 million NTD subsidy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09-26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No.0970187952A, dated 09.26.2008, the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Strategy in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s 
of"cially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th 3 admission quota.

2008-11-12
The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receives Medical Role Model Award from President Ying-
Jeou Ma.

2009-01-06 All 21 departments and Ph.D programs pass the department evaluation in 2008

2009-03-15
Tseng-Lien Lin, one of founders of the university, passed away; and the memorial concert 
is held at the gym on March 30.

2009-05-2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tter No.0980087440A, dated 05. 20. 200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h. D.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since 2010 academic year, recruiting 3 students.

2009-05-28
The quality campus design is granted with the "FIABCI: 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 and receives the Gold Award for Best Planning and Design.

2009-08-26
Awarded as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for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09-08
Letter No.09980141549, dated 09.08. 2009, approved $ 83 million NTD award subsidy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09-2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tter dated September 24, 2009,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undergoes some departmental adjustments as follows:
1. Newly adde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Undergraduate extension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2. Rename: The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i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enrollment of Undergraduate 
extension program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suspended.

3. Grouping: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Animation Design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the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Corporate Image Design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Visual Design; the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Fashion Boutique Design and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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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3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No.0970204671, dated 10.13.2008 b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dical Affair Administration i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divided into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nd Hospital 
Management);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i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is renamed as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pplication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 is divided into Food Nutrition and 
Cosmetics Group.

2010-02-23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ranked as the "First Clas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chung (2) Letter No.0990027114F dated February 12, 2010)

2010-02-24 Receive "University PE Project Evaluation" award for 2009 academic year

2010-03-20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tatue of the founder, Lin Tseng-Lien. The statue designed 
by artist, Yu Deng-Chuan, stands next to the big banyan tree on campus. The spirit of 
"simple bravery and sincere kindness" of the founder will last forever at Asia University.

2010-05-01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4) Letter No.0990066849i, dated April 
27, 201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d the award subsidy NT$91,67,439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ward for Private University School Affairs Development Program" 
(current budget is NTD$ 41,992,231 and the capital budget is NTD$49,685,208).

2010-06-22
The University co-hosts the 2010 Master Forum with Economic Daily News and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and invites 2009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winner Dr. 
William to give a speech: "What does a business learn from transaction cost".

2010-09-21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of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1) No.0995154410, dated September 
21, 201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arting from 2010 academic year.

2010-12-06
The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wins outstanding alumni award of the National Tainan First 
High School

2011-04-14
Sign an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o reinforce the 
research power in the area of cloud resources, and teachers exchange program.

2011-11-26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unched an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affairs in the frst half of 
2011, AU passed all fve evaluations.

2012-06-10

Join the alliance of the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System (M6)", which includes 
universities are Feng Chia University, Tung Hai University, Asia University,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alliance 
ceremony is held on June 10 at the International Lounge, Hotel National.

2012-11-07
The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wins the 2012 Asia Outstanding Business Leadership 
Award from the Global Views Monthly Magazine.

2013-03-07
The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is awarded with the frst-class health medal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for his promotion and dedication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s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2013-05-22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4) 
No.1020618581J, the 2013 academic year graduate degree of Finance and Law program 
is qualifed.

2013-05-23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3) 
No.1020074966K, AU received the 2013 award and $ 92.85 million NTD subsidy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Private University School Affairs Developmen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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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8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No.1020913001G of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4)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will be added in the 2014 academic year with 45 
enrollment quota.

2013-10-24

AU celebrates Grand Opening of Asia Museum of Modern Art which designed by Mr. 
Tadao Ando. President Ying Jeou Ma, AU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Taichung Mayor 
Jason Hu, and Mr. Tadao Ando, Mrs. Chiung Wei Lin Wu, the wife of the founder of Lin, 
and Yu-Tung Liu, 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2013-12-09
AU claims the 53th place and No.10 in Taiwan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ranking of BRICS & 
Emerging Economies released by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UK).

2013-12-19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art and design in 2013 hos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U wins most of the awards. President Dr. Jeffrey J. P. Tsai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U faculty and students, receives the award presented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Der-Hua Chen.

2014-01-2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tter No.1030007911B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4), AU's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 is renamed as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2013 academic year. The new college 
includes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2014-05-01
The UK Times Reports announces the world's top 100 rankings within 50 years of its 
founding, Asia University ranks No.99. Fou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get listed, and AU is the 
only private university listed.

2015-05-13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No.1040061497U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4), the Department of Post Baccalaureate Veterina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the Ph.D. Program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re added to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programs.

2016-05-09
AU Student Inventor Team goes to France for Concours Lépin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Fair 
in 2016: 8 art works entered the competition and won 1 silver metal and 7 bronze metals.

2016-06-15
The British QS announces that AU is listed among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Asia in 2016. 
The university ranks top 300 in the world and No.22 in Taiwan.

2016-07-06
Alliance wit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2016-08-01 Asia University Hospital offcially opens with a formal opening ceremony.

2016-10-19
Cooperate with IBM and Taiwan FINTECH to establish the frst Fintech and Blockchain 
Research Center in Central Taiwan.

2016-10-25 AU sets up Indigenous Student Resource Center and holds an opening ceremony.

2016-10-28
U.S. News and World announces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sia University both get listed among the world best universities, No.1 and 
No.5 for private schools in Taiwan

2016-12-19 AU establishes the Maker Center and holds an opening ceremony.

2017-01-15
The Food Safety Testing Center was certifed as a national level laboratory by the letter 
No.1051100044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7-06-08
AU is authorized to set up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 Indonesia to develop recruitment 
and exchange services fo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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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es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system.

2017-09-19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sets up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 Surabaya, Indonesia.

2017-10-26 The founder, Dr. Chang-Hai Tsai, receives the Outstanding Educationalist Award.

2017-11-23 Asia Pacifc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eaders' Meeting opens at Asia University.

2018-01-26
International Industry University Alliance is unveiled. AU receives the "Art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University Alliance" project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02-12 AU receives approval for setting up College of AI.

2018-04-10 President Dr. Jeffrey J. P. Tsai is selected as an outstanding alumni of Chiao Tong University

2018-05-30
AU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top 15 design schools in the Asia Pacifc region of 2017 Red Dot 
Awards.

2018-06-19
AU receives 2nd Group, Nature Science Group No.1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and receive.

2018-07-02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actice Center is established.

2018-12-14
Dr. Jeffrey J. P. Tsai, President of Asia University, receives "Top Ten Outstanding President 
Award".

2019-01-03
3D Printing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at AU Wins a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 for its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medical materials for printing nerve catheters combin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cell spheres.

2019-03-04
President Tsai won the Science Award gra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03-21
AU is awarded as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Environmental Status 
Surve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Effective Inspec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8 academic year.

2019-04-22 AU launches its "Distance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2019-04-25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de a promotion "lm to introduce AU's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which has educated more than 70 students from India, 
Indonesia, and Taiwan for the past 10 years.

2019-05-13
AU hosts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vites 7 
presidents from 6 countries to sign a USR Alliance.

2019-07-09
The Circular Economy Center joins the Research Centerhost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is invited to join the Arti"cial Intelligence Manufacturing 
System Research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07-25

AU Employment Program receives subsidy from the Ministry of Labor as No.1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 9 of our departments proposed 11 employment program plans in 
total, and received 11 million NTD subsidy from the Ministry of Labor, ranking "rst in the 
Taichung Changhua Nantou Regional Branch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2020-02-07
AU promotes "One-Stop AI Elite Education" project – the only AI PhD program in Taiwan, 
and sets up "Freshmen AI Scholarship" to encourage AI appli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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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5

AU establishes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which allows 60 student enrollment for the "rst time.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is divided into the Medical Laboratory Team and the 
Biotechnology Team, recruiting 60 students to "ght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foster 
medic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2020-04-17
AU's Animal Center opens on April 20th – The Center is furnished with clean rooms, 
breeding rooms and laboratories, providing an excellent and stable laboratory animal 
breeding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20-05-29
In 2020 school year, AU received 19 million NTD scholarship and subsidy which can offer 
340 students to study or do their intership abroad.

2020-07-07 Asia University holds an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online for the "rst time.

2020-08-15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nounces the "2020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sia 
University both entered the list.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ranked the second, and Asia 
University the 15th which is the 5th among all private schools in Taiwan.

2020-09-03

The UK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Report published its 2021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list -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sia University both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AU is advanced to No.37 place, 
ranked No.10 in Taiwan and No.3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2020-10-06
AU, CMU, FCU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mart Innovatio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jointly organized the "Sustainable Smart Innovation Hackathon" competition to 
promote Smart Innovation education.

2020-10-07
Two graduates, Xin-Ni Du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and You-Xin 
Zhe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obtained the dual degree from 
the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for the frst time. 

2020-10-15
Two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Jialing Xu and Wan-
Ting Tang won the 2020 German iF Design Award by their designs of "Daily clean" and 
"Disinfection" in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Prevention Design".  

2020-11-04

Students major in interior design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American Architect 
Award for the "rst time. Yun-Rui Liang's "The None Residences" work won the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residential design. Man-Ting Tang's "Quiet Travel" (TRANQUIL)" and Shi-Qi 
Hu's "A Gorgeous Oriental Woman" respectively won honorary awards in the category of 
commercial design.

2020-11-04
Two invenitons of the Food Safety Center, "Detection Chip"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Chip," w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

2020-11-06
The 3D Printing Medical R&D Center of China Asia Associated University uses fbroblasts 
combin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collagen to develop a new artifcial dermal technology 
and won the 17th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

2020-12-01
Asia University has won 4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in AI biotechnology and medical 
technology this year.

2020-12-29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Smart Innovation 
and Cross Field Integrated Creation" competition and won the best work in the Digital 
Sustainable Technology Group.

2021-01-18
Asia University sets up a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to use green electricity which 
generates electricity on the roofs of the four university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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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7
All the departments in Asia University passed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praised the university's effort in helping students in obtaining 
professional certifcates which help their future employ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2021-02-01
The Department of M-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btained the IEET education certifcation.

2021-03-13 Asia University's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2021-03-15

Asia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he "rst time, 
appointing 6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eople including Dr. Bertil Andersson, Dr. Alain 
Bensoussan, Dr. Da Hsuan Feng, Dr. Peretz Lavie, Dr. Eng Chye Tan and Dr. Ruth 
Arnon as it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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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 20週年校慶大會

• 中亞聯大系統暨醫療體系聯合運動會

• 學術活動：跨疫情時代 -數位學習的契機與展望

• 校園特展

• 活動集錦



接力競賽

第八屆 
亞大漆彈生存戰

跳遠競賽

學生傑出成就獎，資工系林映辰 ( 左 )、 
室設系梁允睿 ( 右 )

校慶大會 - 臺中市盧秀燕市長致詞

校慶大會 - 蔡進發校長致詞 校慶晚會

中亞聯大暨醫療體系 
聯合運動會總錦標獎

校慶大會 - 蔡長海創辦人致詞

∫亞洲大學 20週年校慶大會¢



∫中亞聯大系統暨醫療體系聯合運動會¢

傑出校友頒獎

20週年校慶大會再創輝煌

中亞聯大系統暨醫療體系聯合運動會

桌球友誼賽

拔河競賽

瘋桌遊 
拉密數字大戰



∫學術活動：跨疫情時代 - 數位學習的契機與展望¢

2021 數位學習研討會
蔡長海創辦人致詞

2021 數位學習研討會
蔡進發校長致詞

2021 數位學習研討會
蒞臨貴賓合影

蔡今中國家講座時尚走秀 
全場熱烈鼓舞

疫情下與後疫情的數位學習專題演講
主講人：蔡今中國家講座



∫學術活動：跨疫情時代 - 數位學習的契機與展望¢

以盛大的時尚秀閉幕，研討會圓滿成功

再探索四個數位學習巨型挑戰問題 
專題演講主講人：陳德懷國家講座

數位學習的新趨勢論壇
與會貴賓合影

共同啟動「數位學習」儀式

數位學習論壇

2021 數位學習研討會
賴清德副總統致詞

AI 時代數位學習的創新與應用論壇
與會貴賓合影



∫校園特展¢

回顧亞大 20時光憶廊

護理學院特色成果展

醫學暨健康學院特色成果展

法律實務實習媒合成果展

國道 6號 
及中文計畫聯合策展

亞大AI 尋寶之實境解謎

創意設計學院特色成果展

資訊電機學院特色成果展



∫校園特展¢

管理學院特色成果展

機器手臂建構展示

資傳系專題特展

保健系產學合作成果展

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計畫成果展

人文社會學院特色成果展 廿美．光影【廿廿不忘．歲月鏡好】

社團成果展 - 飛躍的青春



∫活動集錦¢

廿愛．廿情【親子扭一扭】

廿師．念師【相約．再聚】

人社學院社工系系友回娘家 管理學院休憩系系友回娘家

廿愛．廿情 
【遇見彩石】

醫健學院醫技系 / 生科系 
系友回娘家

時尚設計學系創意市集

資電學院資傳系 
系友回娘家

國際嘉年華 - 
異國美食及文化特色展



∫活動集錦¢

國際嘉年華

校慶園遊會

UKEAS資深講者 Tim Greenwood 
跨文化分享

護理學院護理系友回娘家

保健小站 
動態展健康

成年有禮 20有你

玩桌遊學英文

設計學院商品系友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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