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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位於彰化秘境之八卦山脈，創校初期學校就以「與自然環境共生共榮」原則進行
規劃，校園四周有大量天然林木環繞，環境優美，校內各項設施更融合八卦山區的自然環境、
學校之綠色科技研發能量以及綠色美學設計理念而規劃。

　　透過綠色校園的環境薰陶與綠色永續課程與活動，大葉大學多年來厚植師生之綠色競爭
力，在推動生態與環境保育、污染防治、資源回收及節能減碳技術研發成果等各方面實績，讓
學校陸續通過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以及環境教育機構、場域認證
之肯定，並屢獲相關獎項。

　　除了既有的綠色成果外，為善盡高教社會責任，大葉大學在參與社區營造與推廣環境教育
方面亦多所努力，成立「環境教育中心」，以「類博物館」為發展目標，將座落於八卦山的大
葉大學與彰化特色景點串連起來，打造學校成為一座綜合綠色生態營造、綠色生活經營與綠色
生命教育內涵的生態園區，不僅為參山國家風景區再創亮點，更提供相關環教課程與活動體驗，
為中部在地鄉親、各級學校及機關團體創造一處絕佳的環境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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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徒大葉

　　大葉大學創校時即效仿「德國師徒制」的精神，建立一所「理論與實務並重」、「人文與
科技整合」、「師傅與徒弟傳承」、「產業與學術合作」辦學理念與特色的德國式工業大學。
大學教育主要目的在培養專業人才，造福人群。我們期許教師堅持本校教育理念，培育莘莘學
子，時時提醒學生，自我學習的重要性。勉勵學生在資訊日新月異的時代，除了持續接觸新事
物，更要用全球化的視野看世界，導引學生邁向人生的康莊大道。

　　本校為落實產業與學術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在課程上規劃產學共構學程，參與產學合作
計畫。建構學生全職實習方案，獎勵取得專業證照，創造學生跨領域多元學習的環境，強化學
生就業能力，以達成「念大葉，好就業，就好業」，學而有用，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學生在
學校的學習，除了課堂上，授 課教師的專業領域教導外，潛在學習及自我學習的規範與引領，
亦頗重要。此可視為全人教育涵養的歷程。故而學校對潛在學習場域與自學引導的經營，亦頗
費心。本校更擴展傳統師徒制，推動「一生五導」計畫。每位學生有五種導師資源輔導，包括:
師徒、班級、書院、業界及校友暨志工等共5類型導師，以建構全方位學生輔導網絡。五種「師
父」全程陪著「徒弟」的在學生涯，探索學習專業創新技能，涵養內化敬業樂群態度，堅定師

校長的話
學習　研發　師徒制　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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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徒大葉 5校長的話

徒傳承情感，以培育視野寬廣，技能純熟，專業而務實的優秀人才。

　　出版《師徒大葉》，主要目的與精神是為了展現過去一年多來，教師們帶領學生，努力不
懈，共同研究與創作的成果。大葉師生在學術研究方面表現卓越，師生挑戰 iF 設計獎、紅點
設計獎、紐倫堡發明獎、義大利發明展、阿基米德發明展等國際競賽皆屢創佳績。本刊的出版，
除讓各界了解學校之作為與成績之外，也期望能激勵更多的師生投入創作研發，以及各界的支
持與回響。

大葉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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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徒大葉

工設系囊括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金、銀、銅獎

　　大葉大學德國籍教授約翰蓋格 (Johann Geiger) 領軍的工業設計學系學生團隊，今年參加
專門舉辦交通工具設計競賽的「2018 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打敗台灣 9 所公私立大學派
出的七十多隊強勁對手。一舉包辦金、銀、銅牌，是本屆賽事的大贏家。傲人成績吸引兩岸交
通設計企業與學術界目光。

　　大四生王唯懿是「2018 上海方宇設計新銳挑戰賽」的金牌冠軍。他說他跟隨蓋格老師學習
運輸設計 3 年。這次參賽作品他前後花了 9 個月時間進行概念發想、3D 列印、建模。過程中還
每週跟老師討論 2、3 次，最後終於成功將虛擬科技結合賽車運動，創造出成功的騎乘體驗，
因而獲得評審青睞。

空設系學生勇奪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參加「新一代設計展」，同樣傳回捷報。大四生葉佩姍、張育豪設

設計人才輩出，賽事屢屢獲獎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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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徒大葉 7封面故事

Design talents come forth with large numbers of awards in 
competitions
The student team of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led by Johann Geiger, a German 
professor at Da-Yeh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Shanghai Way Design New 
and Vigorous Challenge Competition” this year, in which the organizer specialized in 
organizing transportation design, and DYU student team defeated more than 70 teams 
of strong opponents from Taiwan’s nine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winning gold, 
silver and bronze awards and becoming the biggest winner of this competition. The 
proud achieve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ross-strait transportation design 
enterprises and academic circles.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Da-Yeh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Young Designers' Exhibition” and likewise the good 
news of victory was sent back thereto. The fourth year students Yeh Pei-Shan and Chang 
Yu-Hao designed “Self-belonging of the Other” and won the highest honor “Young Pin Best 
Design of the Year Award”, and was awarded a total of NT$100,000 in prize money.

計的「彼處的自我歸屬」，勇奪最高榮譽「金點新秀年
度最佳設計獎」，抱回獎金新臺幣 10 萬元。

　　獲頒空間設計類金點新秀年度最佳設計獎的「彼處
的自我歸屬」，由紀彥竹老師指導，空設系四年級學生
葉佩姍、張育豪共同設計。葉佩姍指出，隨著時代變遷，
大肚山東海藝術街的地貌日益交雜，他們希望能找到地
域的特徵，呈現出空間的識別性。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
大樓，但大樓放在哪裡都一樣，沒有識別度，大肚山區
產紅土，因此他們規劃了陶藝工坊來突顯地方特色，強
化環境空間的本質，很開心能獲得評審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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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師徒大葉

大葉大學分生系升學創佳績
6名同學錄取台大碩士班

師徒領航

　　大葉大學分子生物科技學系大四生參加研究所考試再創佳績。黃子綾、魏詠欣、潘奕璇、
劉如敏、林宛親、林倚綺等 6 名學生都金榜題名台灣大學，也都同時錄取多所知名國立大學碩
士班。其中，黃子綾同學的弟弟黃祥祐，因為姊姊考上台大，在父母的鼓勵下，今年報考大學
也選擇大葉分生系當第一志願。

　　分生系主任黃尉東指出，系上一方面邀請台中榮總、澄清醫院、彰基等醫院醫生到校開課，
提升學生生物醫學領域專業，另一方面學生從大二開始加入實驗室。在德國式師徒制教育的培
養下，學長姐帶學弟妹做實驗，老師引導學生投入專題研究。有志繼續深造的學生，經過實驗
室的訓練，以及校內外發表的洗禮，成為深具潛力的研究人才，因此報考碩士班時總是屢創佳
績。今年有 6 位畢業生考上台大的碩士班，這些同學的升學成績都相當亮眼，黃子綾同時考取
台大、陽明、中山、長庚，魏詠欣錄取台大、成大、中正，潘奕璇考上台大、中山、中國醫、
中興，劉如敏錄取台大、中興、中正、屏科大、長庚，林宛親考取台大、陽明、長庚，林倚綺
獲台大及陽明錄取。

　　錄取台灣大學獸醫學系碩士班、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中山大學生物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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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師徒大葉 9師徒領航

研究所、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碩士班、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的黃子綾回憶說，剛念大學時，
她根本沒想到以後要念研究所，單純是喜歡生物這門學科，所以選了分生系。大葉分生系的課
程很充實、很專精。系上也邀請畢業學長姐回來跟大家分享研究所生活，加上自己也參加了實
驗室，她才漸漸有了成為研發人員的想法，因此選擇攻讀研究所，希望能學得更深入更廣泛。

　　黃子綾同學的弟弟、岡山高中三年級的黃祥祐表示，他從國中開始對生物感興趣，看到姊
姊就讀大葉分生後，同時錄取台大、陽明、中山、長庚等校研究所，帶給他很大的鼓舞，因此
個人申請入學時，他以大葉大學分生系為第一志願，未來他想鑽研基因領域。

　　考取台灣大學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成功大學生理學研究所、中正大學生物醫學
系碩士班的魏詠欣說，她原本想走美術，所以高中念社會組。社會組不像自然組有實驗課，她
考大學時就想選可以做實驗的系所。就讀大葉分生後，她跟隨黃尉東老師做斑馬魚的實驗，越
做越有興趣，因此報考研究所。很開心可以錄取台大，她期許自己畢業後可進入生技產業從事
研發工作。

Da-Yeh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graduate programs admission. 
Six stud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fourth year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Da-Yeh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of the Institute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uang Tzu-ling, Wei Yung-hsin, Pan Yi-Hsuan, Liu Ju-Min, Lin Wan-Chin and Lin Yi-Chi, 
the six students were all admitted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dmitted to a number of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at well-known national universities. 
Among others, Huang Tzu-Ling’s younger brother, Huang Hsiang-Yu, chose the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of Da-Yeh University to be the first choice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encouragement of his parents and his elder sister’s admission to 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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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師徒大葉

大葉大學 6學生獲科技部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創作獎　獲獎件數全國私大第一

師徒領航

　　科技部公布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大葉大學計有英語學系金柱成、人力資源
暨公共關係學系劉思含、分子生物科技學系曾詠萱、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賴柏諺、造形藝術
系黃詩穎、運動健康管理學系黃麗文 6 名學生獲獎。不僅每名學生獲頒獎金 2 萬元，大葉 6 件
計畫獲獎，更是名列私立大學之冠。

　　英語學系大四的韓國籍學生金柱成以「Problems In Tri-language Oral Interpretation
（三語在口譯時的難易）」為題，探討中、英、韓三種語言互相翻譯的問題。金柱成說，韓語
是他的母語。隨擔任傳教士的父親來台灣，中文因此成為他的第二外文。大學攻讀英語系，讓
英語成為他的第三外文。李晶菁老師鼓勵他發揮會中、英、韓三種語言的優勢來做專題，因此，
他才進行這個研究。研究過程其實並不順利。例如有間教堂有美國牧師講道及中文現場翻譯。
他原本想錄音回來當研究素材，但到了現場，對方婉拒錄音。後來跟老師討論後，改用網路上
公開的傳道影片來比較。當時他申請到美國攻讀雙聯學位，因此趕著要在 1 月下旬出國前完成
計畫，老師還一步一步教他科技部系統如何操作，沒想到在研究成果交出半年後，收到得獎的
訊息。謝謝李晶菁老師一路的指導，執行這個研究對他本身從事翻譯工作也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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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師徒大葉 11師徒領航

　　今年從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畢業的劉思含，
在張秋蘭老師的指導下，連續兩年獲得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創作獎。劉思含指出，張秋蘭老師透過每週舉辦
的讀書會，帶領他們學習如何蒐集資料與構思議題。
去年因為老師剛接任主管，讓她想到「菜鳥主管」這
個研究主題。這也是國內比較少研究者討論的議題，
因此她提出「菜鳥主管的多米諾效應：管理行徑、主
管信任與建言行為的關係」這個研究計畫。結果發現
菜鳥主管是需要訓練的，而激勵型主管最受員工歡迎。

　　分子生物學系主任黃尉東已連續三年指導學生獲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6月剛從大葉大
學畢業的曾詠萱以「Desmocollin 2 基因失活之人類肺癌細胞移置斑馬魚後之增生與移行影響分
析」計畫獲獎。曾詠萱表示，斑馬魚的基因與人類相似度高達 87％，因此斑馬魚可用以作為人類
醫學研究與藥物開發的重要平台。肺癌是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之冠，她的研究是將人的肺癌細胞
移置到斑馬魚上，觀察癌症轉移與路徑。從大三加入黃尉東老師實驗室後，就和學長姐、學弟
妹一起參與肺癌研究。實驗過程學習到很多，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是對整個實驗室的肯定。

　　大葉大學研發長黃俊杰說，科技部每年舉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徵件，鼓勵大學生提出兼具
創新與實務的研究主題。大葉大學秉持「德國式師徒制」精神，帶領學生在實作中學習，每年
都有許多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學生們的研究成果深受審查委員肯定，今年計有
6 名學生獲獎，分別由李晶菁老師、張秋蘭老師、黃尉東老師、蔡耀文老師、王紫芸老師、蔡
孟娟老師指導。大葉大學不只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獲獎件數高居全國私大第一，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大葉通過 72 件，也名列彰投雲嘉之冠。期待未來也能聽到學
生獲得創作獎的好消息。

Six students from Da-Yeh University won the Research 
Project Creation Award grant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hich the number of awards are ranked 
the first in the nation's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nounced the 2017 university and junior college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 creation awards, wherein Da-Yeh University students Chin Chu-
Che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u Ssu-Ha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Public 
Relations), Tseng Yung-Hsuan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Lai Po-Y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Huang Shih-ying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and Huang Li-Wen (Department of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won the 
awards. In addition to a prize of NT$20,000 each student, Da-Yeh University was awarded 
for 6 projects, with the number even ranked the highest among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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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藥保系林根安碩士班雙榜首

師徒領航

　　師徒領航，翻轉人生！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四年級的林根安，原本想要大學畢業
就投入職場。但大學期間，在師徒導師張世良院長的帶領下，從事海藻糖壬二酸酯降血壓的動
物實驗，在實驗中發掘興趣與個人價值，因而決定繼續深造。林根安同學金榜題名中國醫學大
學中醫學系碩士班、針灸研究所，並創下雙榜首的佳績。

　　林根安認為，研究所考試能有好成績不是因為他比其他人厲害，而是遇到好的領路人，讓
他一步步奠定基礎。他回憶說，剛念大學時，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也不知道大學畢業可以做
什麼。還好學校有師徒導師制度。張世良老師一直很關心他們，也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跟他討
論。當時他就找張世良老師討論未來方向，老師告訴他藥保系的就業出路很廣，包含生技公司、
美妝公司、食品公司、藥廠、中醫診所等，有許多產學合作的廠商提供實習機會給系上，有興
趣可以試試看。後來得知張世良老師的實驗室主要是研究糖尿病的，他也有家人受糖尿病所苦，
因此想多學習、多了解，就加入了張世良老師的實驗室。還記得第一次聽學長姐簡報研究進度，
一大堆專業名詞他都聽不懂，很擔心自己會不會跟不上大家，但張世良老師很用心帶大家，不
放棄任何一個學生，讓他一天一天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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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資學院院長張世良表示，大葉大學秉持德國式師徒制精神，除了課堂上的教學，老師同
樣重視學生的未來發展。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參加系上的特色實驗室，跟隨老師做研究，
累積實務經驗。林根安同學一開始設定大學畢業就要進入職場，主動找他討論了好幾次畢業出
路。林根安也為了提升就業力加入實驗室，後來在針灸與經絡穴位研究中找到一片天地，期許
自己成為研究人員，因此選擇繼續進修。很高興看到根安一步步找到自己的方向與價值，恭喜
他研究所考試傳回捷報，祝福他未來專業能力更上層樓。

　　藥保系主任張淑微指出，她的專利「海藻糖壬二酸酯，其製造方法及其應用」，以酵素作
為催化劑，合成「壬二酸」與「海藻糖」，再將這個新化合物純化，作為醫療保健、美妝、食
品原料。在研究海藻糖的過程中，發現它除了抗氧化、美白的特性外，也具有降血壓的潛力。
林根安同學在課堂上聽到海藻糖壬二酸酯的介紹後，認為可以跟張世良院長實驗室的大鼠動物
實驗與針灸結合，主動提出專題研究的構想，當時他雖然才大三，但他的研究熱忱、認真度、
專業性都不輸碩士生，因此專題研究成果能在升學考試時深受肯定。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Health Sciences of Da-
Yeh University, Lin Ken-An obtained two highest ranks at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dmitted to two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Mentor-Apprentice Pathfinding, Turning Point of life! Lin Ken-An, a fourth-year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Health Sciences at Da-Yeh University, originally 
wanted to enter the workplace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however, under the guide 
of Dean Chang Shih-Liang, a teacher and mentor, he was engaged in animal experiments 
on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through Azelaic Acid and Trehalose. In the experiment, he 
found his interest and personal value, thus deciding to further his study. Lin Ken-An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s of both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of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at Taiwan’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showed a good performance of two top r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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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移地教學
海角秘境認識生態

教學創新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主任孫芳君、助理教授徐歷鵬帶領「生物多樣性概論」、「無脊椎
動物學」課程的學生走出教室，到海生館後館的海洋生物研究及海龜救傷場域，進行一場海角
秘境生態旅遊。

　　生資系主任孫芳君表示，這次移地教學，不是參觀海生館一般展區，而是在專業人員的帶
領下，觀摩海生館後館的海龜收容區、珊瑚礁復育區和珊瑚礁魚類繁殖區研究室。這些研究場
域平時不對外公開，只有執行環境教育的團體可以事先申請進入。在海生館環境教育人員的安
排下，師生們上午參訪海洋生物研究室與標本館，下午到潮間帶進行野外觀察。

　　生資系大三的陳迪園指出，海生館後館主要是研究及治療海洋生物的地方，未經許可無法
進入，能夠進去參訪是很難得的學習機會。後館有許多圓柱型飼養池，有一區是治療受傷的海
龜用。海龜面臨的困境除了疾病以外，人類丟的塑膠也會危害牠們的棲息環境，因為漂浮的塑
膠就像水母一樣，常常會讓海龜誤食，導致海龜肚子內部有一大堆塑膠卻無法消化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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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資系三年級學生徐于璇認為，近年來海龜長腫瘤的比率越來越高，可見海水中的化學物
質對海洋生物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實際走訪海龜收容區，更能深刻感受到工業發展對自然環
境的衝擊。此行還看到潮間帶豐富的生物生態，讓他們可以把課堂介紹的海棉動物、刺絲胞動
物再複習一次。

　　大四生張意瑤說，潮間帶的生態非常豐富。大
家觀察到藍指海星、寶螺、芋螺、硨磲貝、陽燧足、
金口蠑螺、六指蝦蛄、黑足海兔、截尾海兔等無脊
椎動物，能夠一次看到這麼多種類的生物，並一一
辨識出來，都很興奮。

　　二年級的李啟弘說，移地教學讓他學習到不少
新事物。比如原來珊瑚是可以靠人工繁殖飼養，研
究人員讓珊瑚黏著在磁磚上，將一片片磁磚串起來
放在海水中養殖，等到長大後再放回海中復育。

Da-Yeh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learning off the classroom to recognize Ecology at a 
mysterious remote site
Sun Fang-Chun,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t Da-Yeh University, 
and Hsu Li-peng, an assistant professor, led the students out of the classroom to learn 
“Introductory Biodiversity” and “Invertebrate Zoology” courses; they went to a mysterious 
remote site-the field of marine bioresearch and sea turtle rescue in the back hall of the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 Aquarium for an eco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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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和表演的完美融合
大葉大學傳藝學程短片首映

教學創新

　　大葉大學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4 月 18 日下午舉辦《LOVE．藝聲》短片首映會，以及鏡
頭表演工作坊成果發表會。展現傳藝學程全力以赴的熱情與才華。

　　《LOVE．藝聲》描述一部影片拍攝過程中，收音師因愛慕女主角而分心，由此展開劇中劇，
以歌舞劇手法呈現一段甜美魔幻的愛情故事。全片由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同學統籌幕前演出
與幕後製作。70 人的劇組盛況空前。片中舞藝不凡的男女主角，就是蟬聯「全國大學街舞季」
三連霸的大葉 DN 熱舞社現任總召傅承漢、前任社長陳冠伶。不僅熱舞社的絲逸歡老師擔任本
片編舞指導，大葉熱舞社也全力相挺，參與群舞演出。為了呈現校園美景與群舞的壯觀場面，
傳藝學程特地邀請空拍大師馮偉中導演擔任空拍指導，對劇組傾囊相授。

　　傳藝學程大三生吳政儒、鄭凱之領軍的傳藝學程劇組，特別感謝設計暨藝術學院提供影片
製作經費與豐沛的學習資源，超強的業師陣容與熱情的學程老師，讓他們創作熱情大爆發，誕
生這部完美結合肢體美感與影音韻律的短片。在《LOVE．藝聲》擔任客串演出的楊力州導演，
對於學生在大學階段就能經歷業界規模的創作機會，感到十分難得，人在冰島的他親自錄製了
一段短片，鼓勵學生持續創作、莫忘初衷。發表會現場也播出《LOVE．藝聲》精彩紀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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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現拍攝過程中，大家對影視製作與表演的熱愛。

　　「鏡頭表演工作坊」由導演許卉林、演員張采軒領軍。以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引導同學體驗
表演的樂趣，培養演員的潛能。過程中，老師提出「一分鐘的朋友」劇本，再由各組的同學運
用不同的人事時地物，由導演與演員共同合作，各自刻畫對同一份劇本不同的詮釋，並延伸出
精彩的短片創作。

　　成果發表會當天，大葉大學設藝學院院長黃子坤、主任秘書侯雪娟都到場為學生加油。黃
子坤院長表示，傳藝學程出色的創作能量，讓人看到青年學子奔放的生命。未來學院也將持續
挹注資源，支持學生的創作計畫。

　　主秘侯雪娟指出，傳藝學程以師徒制的精神，讓學生磨練幕前演技、幕後影音創作，讓學
生適才適所，培養十項全能的才華。學生在求學階段就有機會跟隨傑出的業師學習，從實作中
接軌產業，是非常難得的經驗，有助提升學生就業力。

　　傳藝學程主任李靖惠說，系上將在五月份推出由知名導演馮偉中老師領軍的「初階空拍攝影
工作坊」，七月份再推出「我的大學夢―短片創作工作坊」。邀請金馬獎大師楊力州導演、國
際提案常勝軍陳志漢導演、柏林影展評審羅珮嘉、網路紅人紅瘋狂老爹共同指導。業界頂尖之
師資陣容，讓大葉大學傳藝學程擁有傲視全台的學習資源，未來師生攜手創作，必定精彩可期！

Da-Yeh University’s premiere of Course Short Film by 
Communication Arts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show perfect 
fusion of images and performance
Da-Yeh University’s Bachelor Degre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rts held the premiere of 
the short film “LOVE．Voice of Art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performed by “The 
Performance Workshop”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18th, showing the passion and talent as 
“shooting for the moon” given by the Bachelor Degre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rts.

師徒大葉-清樣三改0121.indd   17 2019/1/21   下午 04:35:52



18 師徒大葉

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大葉大學觀光系穿金戴銀

教學創新

　　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林怡先老師、吳元筆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8 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
設計競賽」，大三生溫承哲勇奪個人賽遊程創作組金牌。他與學弟妹林怡茜、周禹丞、李詩瑜
組隊挑戰團體賽，也榮獲來台旅客組銀牌。

　　溫承哲表示，他未來想投入旅行社相關產業，因此參加遊程設計競賽累積經驗。去年他第
一次挑戰觀光精英盃，得到第 6 名。今年他希望能自我突破，所以再一次參賽。今年比賽新增
了個人賽，他團體賽跟個人賽都報名。個人賽是大會現場抽出幾個地點，並且指定出發期間與
遊客人數，必須馬上設計出包含指定地點的三天兩夜遊程，考驗大家對遊程設計的熟練度與臨
場反應。觀光系的課程與業界緊密結合，他們有很多實務練習的機會，因此，他能在短時間內
掌握路線安排原則。把交通、飲食、住宿等條件都考慮清楚，提出適當的安排，很開心能獲得
金牌肯定。

　　觀光系大二生林怡茜指出，今年的遊程競賽，來台旅客組以台灣生態旅遊為主題。他們前
前後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準備比賽。一開始討論遊程時，他們設定旅客對象為日本人，後來決
定聚焦在灣生。因為這群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很多人想回台灣探望以前的同學。也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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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旅程，可以讓灣生的後代多了解父母的過去。五天四夜的遊程以東部跟台北為主。會到花
蓮吉安社區看三級古蹟慶修院，認識日本時代的建築。也規劃了賞鯨之旅，欣賞生態之美。總
決賽當天，除了聽到評審的建議，也觀摩到其他學校的作品。比如冠軍隊伍做了問卷調查，就
是他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她明年要繼續挑戰，希望能有更好的成績。

　　指導老師之一的觀光系助理教授林怡先強調，遊程設計要站在消費者的角度想，不能自己
喜歡什麼就放什麼，也不是景點越多越好。學生為了參加比賽，事先做了很多功課，比如查詢
日本旅客來台熱門景點、來台旅遊日平均消費金額等資料，因此在遊程設計上不會天馬行空，
也能符合遊客需求。此外，學生們事先做了很多次報告練習，提升臨場反應能力與表達能力，
所以能在總決賽受到肯定。相信經過賽事的洗禮，學生們也增加了實務經驗與自信，對未來投
入職場很有幫助。

　　觀光系主任汪祖慧指出，中華民國遊程規劃協會舉辦的「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今年已邁入第 7 年，是全台規模最大的遊程競賽。可說是觀光系學生指標性的年度盛事。必須
先經過北中南區初賽篩選，才能打進全國總決賽，競爭非常激烈。系上不只是透過課程強化學
生遊程規劃設計實作技能，為協助學生接軌產業，更成立了實習旅行社，提供校內師生旅遊諮
詢及旅遊相關產品代訂服務，學生也可藉由實習旅行社的實際運作，累積相關經驗，因此面對
各路好手競技，學生依舊能脫穎而出。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Travel Management of Da-Yeh 
University won gold and silver awards in Tourism Elite Cup - 
National Tour Design Competition
The teachers, Lin Yi-Hsien and Wu Yuan-Pi, of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Travel 
Management of Da-Yeh University instructed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8 
Tourism Elite Cup-National Tour Design Competition”. The third-year student Wen Cheng-
Che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individual Tour Creation group. He and his junior teammates 
Lin Yi-Chien, Chou Yu-Cheng and Li Shih-Yu joined the team competition and won the silver 
medal at the passenge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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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大葉大學 1金 1銀 1銅

攜手研發

　　大葉大學參加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及國發會聯合主辦的「2018 台灣
創新技術博覽會」，勇奪 1金 1銀 1銅。

　　大葉大學育成中心主任吳建一指出，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今年更名為「2018 台灣創
新技術博覽會」，9月 27至 29日在台北世貿一館展出。今年計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
國、泰國、菲律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印度、澳洲、紐西蘭等 33 個國家的廠
商參展。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李弘彬指導學生劉桂萍、鍾秉叡、陳志宏、陳琨霖
研發的「利用雨水發電之傘」，勇奪金牌獎；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蔡渙良帶領學生黎方長、許喜
中、胡慶華、陳文謙發明的「太陽光電場測評估自動化系統及其方法」，榮獲銀牌獎；醫療器
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主任賴峯民、台中榮總副院長呂炳榮與學生黃政魁、蔡易霖開發的
「床墊」，獲頒銅牌獎。

　　榮獲金牌的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碩士學位學程的劉桂萍表示，「利用雨水發電之傘」是水
生電的概念，雨傘上方有集水器，利用雨水當電解液，透過金屬燃料電池即可發電，供應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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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這項發明的優點是不需要更換碳鋅電池，只要有水就可以發電。市面上雖然有類似產品，
但普遍單價高。他們發明的雨傘，粗估售價只要 100 元，比坊間的 LED 燈自動傘等產品更經濟
實惠。

　　獲得銀牌的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蔡渙良指出，傳統的太陽能監測系統只能顯示量測結果。 
「太陽光電場測評估自動化系統及其方法」這項發明是在一般模組中加入新程式，讓系統具有
自動監控、主動診斷與預警的功能。當量測結果與模擬結果的誤差值超過 20％，系統就會自動
提醒使用者。這項發明準確度超過 95％，已取得相關專利，並與廠商洽談細節中。

　　獲頒銅牌的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主任賴峯民說，「床墊」是與台中榮總呂炳
榮副院長產學合作的成果。床墊採用高密度 PU 泡棉與惰性泡棉雙層材質，讓壓力分佈均勻，
並塗佈有抗菌粉末，抑菌率達 99％。床墊設計有導圓弧角及最佳切割溝槽深度，搭配上他們研
發的智慧病床，折彎床墊可輕鬆翻動病人，不僅能節省照護人力，也能避免久臥病床產生的褥
瘡問題。

Da-Yeh University won 1 Gold, 1 Silver and 1 Bronze Medals 
at 2018 Taiwa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xpo
Da-Yeh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Taiwa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po”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winning 1 gold, 1 silver and 1 bronze medals; the 
products were exhibited at the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No. 1 from September 27 to 29. 
This year, manufacturers that participated the expo came from 33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Japan, South Kore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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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大葉大學 1銀 1銅

攜手研發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黃俊杰指導大三生吳郁琦、鄭楷錚、丁柏豪，挑戰 2018 台灣
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榮獲一銀一銅。

　　黃俊杰教授指出，為鼓勵創新研發，提供台灣人才與國際交流的舞台，台灣知識創新學會
從 2013 年開始舉辦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今年共有美國、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國、
171支隊伍參賽。傳統天線要洗電路板，化學藥劑會污染環境，吳郁琦的銀牌作品「隱形天線」，
改善了污染問題，而且天線本身是透明的，應用層面廣；鄭楷錚、丁柏豪的銅牌作品「攜帶式
不斷電充電裝置」，結合太陽能板與超級電容，外出沒有電源充電時，可用來應急。

　　電機系三年級學生吳郁琦發明的「隱形天線」，獲頒 2018 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銀牌。吳郁琦表示，手機天線最初是設計在手機內，但金屬外殼會影響訊號。因此，現在的手
機是把天線設計在外殼上，上下各一個。如果手持話機遮住下方天線，還有上方的天線可保持
訊號穩定，但金屬外殼還是會影響天線收訊。「隱形天線」是運用複合薄膜技術開發的透明天
線，天線是透明的，不影響手機外觀，天線可以直接裝在手機玻璃上，不僅能做多個天線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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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天線發出的訊號，未來也可應用在物聯網上。

　　電機系大三生鄭楷錚、丁柏豪的「攜帶式不斷電充電裝置」，榮獲銅牌肯定。鄭楷錚說，
這項發明從「光生電」的概念出發，將太陽能板設計在包包上，方便隨時充電，結合超級電容
儲電，在戶外可以隨時充電。

Da-Yeh University won 1 Silver and 1 Bronze Medals at 
Taiw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Invention and Design 
Competition
Huang Chun-Chieh,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Da-Yeh 
University, directed the third-year students Wu Yu-chi, Cheng Kai-Cheng, and Ting Bo-Hao 
to join the 2018 Taiw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Invention and Design Competition and 
won one silver and one bronze med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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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師徒制精神　大葉大學造藝系老師帶領學生
打造華航國慶花車

攜手研發

　　去年國慶慶祝活動推出花車遊行嘉年華，中華航空公司委託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打造花
車，廣受各界好評。今年華航國慶花車同樣出自大葉大學造藝系之手。10 月 7 日下午國慶預演
首度亮相，讓現場驚艷不已。

　　華航國慶花車結合台灣獨特元素與世界美景，呈現親近台灣、連結世界的企業文化，由大
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吳汶錡主任、劉抒芳助理教授、黃舜星副教授、謝昆恭副教授，帶領學生
純手工製作，前後歷時三個月才完成。

　　吳汶錡主任表示，今年的花車主題設定為「華航立翼全球行，紅梅出台耳目新」。打造了
長 440 公分、寬 400 公分、高 270 公分的 Q 版 A350 飛機。搭配美國紐約自由女神雕像、英國
倫敦白金漢宮禁衛旗兵、澳洲雪梨歌劇院，展現華航帶領大家悠遊世界的雄心。紐約、倫敦、
雪梨是美洲、歐洲、澳洲的代表城市，也是華航直飛的城市。選用三大城市知名地標當主視覺，
象徵華航直航新機與世界的連結。

師徒大葉-清樣三改0121.indd   24 2019/1/21   下午 04:36:11



24 師徒大葉 25攜手研發

　　劉抒芳助理教授指出，梅花是台灣國花，紅梅也是華航飛機尾翼的圖樣，花車以紅梅為設
計主軸，營造層次分明的色彩效果。花車上還有代表台灣脊柱的中央山脈、台灣特有種鐵炮百
合等元素，彰顯華航立足台灣的精神，同時呼應今年國慶核心主題「台灣共好」。今年也邀請
連續 3 年勇奪全國大學街舞賽冠軍的大葉大學 DN 熱舞社，為華航國慶花車遊行做開場表演，
藉由年輕人的創意與活力，傳達青春洋溢的氣息，獻上對台灣的祝福。連續兩年參與花車製作
的碩士生鄭鈺平強調，今年花車有兩個主視覺，一個是穿雲而出的 Q 版 A350 飛機，另一個是
旋轉盤上的三大城市地標。透過轉盤 360 度呈現自由女神、英國旗兵、雪梨歌劇院，象徵悠遊
世界。

　　造藝系碩士生李東峻說，花車上除了有外國城市地標，還有飛機從中央山脈穿雲而出。雲
沒有固定的形狀，雖然可以自由發揮，但也不好表現，光是車頭的雲花了三個多禮拜才完成，
製作過程不斷細修，才呈現出最自然的面貌。

With German mentor-apprentice spirit, Da-Ye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teachers led students to build 
Taiwan China Airlines National Day fancy cars
The fancy car parade carnival launched at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2017 commissioned 
by China Airlines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of Da-Yeh University 
mentors and mentees. It was well acclaimed by all walks of life. This year's Taiwan China 
Airlines National Day fancy cars were also made by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of Da-
Yeh University team, and were unveiled in the National Day rehearsal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7th in the afternoon, which amazed the public on th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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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大葉大學勇奪 2小金人
3金 4銀 5銅 1佳作

共創共榮

　　金厲害！由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系副教授彭建治領軍的師生團隊，赴泰國參加「2018 TUCC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不僅創下 3 金 4 銀 5 銅 1 佳作的佳績，彭建治老師與張得峰老師更分
別在乳製品與鯖魚烹調賽事，勇奪該場次最高分，抱回 2座最高榮譽「小金人」。

　　今年大葉大學共有 3 位老師、4 位學生參賽。餐旅系副教授彭建治勇奪乳製品烹調金牌與
小金人、豬雞雙拼銀牌；餐旅系助理教授張得峰榮獲鯖魚烹調金牌與小金人、亞洲菜烹調銀牌；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位學程助理教授蔡振彰獲頒法式小甜點銅牌。餐旅系大二生李奇峰獲鯖魚烹
調金牌、豬雞雙拼佳作，大一生林昌靖獲鴨肉烹調銀牌、雙人乳製品銅牌，大一生文藇蘩獲羊
肉烹調銅牌、鯖魚烹調銅牌，大一生張紋瑄獲鴨肉烹調銀牌、雙人乳製品銅牌。

　　以「干貝幕斯鱈魚捲佐起司白酒奶油醬 / 蒔蘿煙燻鮭魚蝦仁餡炸春捲附松露起司馬鈴薯與
炒時蔬及南瓜泥」勇奪小金人的餐旅系彭建治老師指出，5 月 29 日到 6 月 2 日在泰國登場的
「2018 TUCC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由泰國國際貿易促進局、泰國廚師協會共同舉辦，是獲
世界廚師協會認證的比賽。今年邁入第 7 屆。有美國、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柬埔
寨、菲律賓、蒙古、越南、中華民國等國家，上千位廚師參賽，競爭相當激烈。以西餐項目比
賽來說，要在 50分鐘內完成兩盤一樣的餐點，餐點必須包含主菜、醬汁、澱粉、蔬菜等元素，
烹調時間非常緊湊。比賽每場次會頒發最高榮譽「小金人」給最高分的廚師，但小金人獎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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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也會從缺。大葉選手們在參賽前都做了很多
次練習。很開心此次能獲得小金人肯定，期待下
次比賽，能換學生抱回小金人。讓世界看見台灣
年輕廚師的熱情與精湛廚藝。

　　第一次挑戰國際廚藝賽就獲頒金牌的餐旅系
二年級學生李奇峰說，「香煎鯖魚披覆香料菠菜
麵包粉 / 酥炸鯖魚條附芥末籽醬搭奶油馬鈴薯和
季節時蔬」這道菜不只是一魚兩吃的享受，每個
佐料也都是他精心設計的。在彭建治老師的指導
下，從3月開始設計菜單、練習烹調，前前後後改了好幾次食譜細節，希望能呈現最好的一面。

　　去年曾在上海賽事奪銅的餐旅系大一生林昌靖，今年挑戰泰國廚藝競賽抱回 1 銀 1 銅。林
昌靖表示，獲得銀牌的「香煎鴨胸佐鴨骨肉汁 / 奶油玉米塔附青豆泥 / 薑母鴨和季節時蔬及起
司蘑菇塔」，設計菜單時特別結合薑母鴨，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台灣料理的特色。很開心能得到
評審的肯定。

　　獲頒 2 面銅牌的餐旅系一年級的文藇蘩回憶說，上學期看到學長姐在教室練習，準備挑戰
廚藝賽，當時就期許自己有機會也要試試看。練習過程如果遇到問題，老師和學長姐都會很熱
心地提供建議，讓她收獲很多。比賽羊肉烹調時，她是當天第一個上場比的學生，緊張到手一
直發抖，還好最後順利完成作品。

　　獲頒 1 銀 1 銅的餐旅系大一生張紋瑄說，她原本念普通高中，大學開始學習料理，希望能
多學一點，所以報名參加廚藝賽，老師跟學長姐帶著大家一起練習，讓她在短時間能快速進步。
這次除了個人賽，她也參加雙人賽，搭檔負責主菜跟前菜，她負責甜點，體驗到如何分工合作，
累積很多實務經驗。

Da-Yeh University won 2 golden statuettes, 3 gold, 4 silver, 
5 bronze and 1 excellence awards at Thailand Extreme Chef 
Challenge Competition
It is amazing! The team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d by Peng Chien-Chih,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went to 
Thail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8 TUCC Thailand Extreme Chef Challenge Competition”, 
which not only set a good record of 3 gold, 4 silver, 5 bronze and 1 excellence awards, 
but won the highest score in the game and received two “Golden Statuettes”- the highest 
honors won by the teachers Peng Chien-chih and Chang Te-Feng in the dairy products and 
mackerel cooking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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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
大葉大學 7金 2銀 4大會獎

共創共榮

　　大葉大學師生挑戰 2018韓國 WiC世界創新發明大賽，與美國、西班牙、印度等 16個國家；
近 500 件作品同台競技，抱回 7 金 2 銀 4 大會特別獎。其中，跟隨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李清華參
與研發的學生，包含印度籍與蒙古籍博士生。

　　大葉大學校長梁卓中表示，大葉大學秉持德國式師徒制精神，帶領學生投入研發，將所學
應用到實務，此次 2018 韓國 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工學院、護理學院研發團隊共有 9 件作
品參賽，創下 7 金 2 銀 4 大會特別獎的佳績。環工系教授李清華指導博士生莉娜（Narangarav 
Terbish）、大三生李連耀研發的「一種合成殼聚醣―海藻酸鈉生物複合材料質子交換膜之方
法以應用於微生物燃料電池產製綠色能源」；電機工程學系主任陳雍宗帶領碩士生黃元育、張
任廷發明的「結構物狀態顯示與預警」；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主任紀華偉指導碩士生王程霖、
徐尉開發的「立蹲兩用鋼筋綁紮機」；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主任鄧志堅、環工系博士生林騰萱
與永安礦業老闆鄭進祥產學合作的「車輛排氣管及其隔音方法」，4 項發明同時獲頒金牌與大
會特別獎。

　　梁卓中校長進一步說，環工系教授李清華帶領博士班學生娜希米（Nalluri Lakshmi 
Prasanna）、薩吉（Sandagdorj Nyamdorj）開發的「合成殼聚醣官能基 Fe3O4 磁性奈米粒子
以提高對替莫唑胺此癌症治療藥物之載藥效率的方法」；工學院院長陳郁文、工工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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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賢指導碩士生許傳翌研發的「運用
人工智慧與遠端工具機監控」；醫療器
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賴峯民主任
與醫材學程碩士生黃政魁、大四生陳琬
宜、材料系大四生蔡易霖的「具可折彎
與抗菌之雙層床墊」，3 件作品都榮獲
金牌。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大四
生葉庭瑞、黃郁愇、萬益群發明的「漂
浮水泥磚作的植栽」；醫材學程主任賴峯民、老師歐信良指導醫材學程碩士生黃政魁、大四生
陳琬宜、材料系大四生蔡易霖研發的「具抗菌效果的人工鼻過濾棉片」，2項獲頒銀牌。 

　　環工系教授李清華帶領的兩組研發團隊，都有境外學生參加。印度籍的博士生娜希米、蒙
古籍博士生薩吉共同開發的「合成殼聚醣官能基 Fe3O4 磁性奈米粒子以提高對替莫唑胺此癌症
治療藥物之載藥效率的方法」，是以廢螃蟹殼提煉的殼聚醣為基質，結合磁性材料，製備成具
Fe3O4 磁性奈米粒子的殼聚醣，作為藥物之載體。以這項發明當藥物材料，可提升腦癌治療藥
物的載藥效率。透過藥物在體內連續釋放，可以 1 天服用 1 次就好，不用 4 小時就吃 1 次藥。
娜希米說，飛到韓國參加 2018 韓國 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是很難忘的經驗。不只是有機會把
發明介紹給別人，也能觀摩其他國家的研發成果，學到很多。很開心能獲得金牌肯定。這項發
明的原理適用於不同藥物，目前是以腦癌治療藥物為實驗對象，未來也會繼續實驗其他藥物，
希望能造福更多人。

　　蒙古籍的環工系博士生莉娜指出，微生物燃料電池技術可以產生綠色能源，也能處理廢水。
此次發明的「一種合成殼聚醣―海藻酸鈉生物複合材料質子交換膜之方法以應用於微生物燃料
電池產製綠色能源」，是將廢螃蟹殼和海藻提煉製成的粉末，合成出質子交換膜，運用到實驗
室的燃料電池系統裡。他們以大葉大學污水處理廠收集到的廢水進行實驗，結果顯示最高可得
到 491 伏特的電力，廢水並可達到 78.6％的 COD 去除率。

Da-Yeh University won 7 Gold, 2 Silver and 4 Conference 
Awards at  Korea WiC World Innovative Invention 
Competition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of Da-Yeh University joined the 2018 Korea WiC World 
Innovative Invention Competition, and competed with nearly 500 works from 16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and India. DYU team won 7 Gold, 2 Silver and 4 Special 
Awards. Among others, the doctoral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ed by Li Ching-hua,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ame 
from Indian and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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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發明展
大葉大學 3金 4銀 2特別獎

共創共榮

　　大葉大學師生挑戰2017第四屆IIDC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創新與研發實力再獲肯定，
7件作品囊括 3金 4銀 2特別獎。

　　大葉大學校長梁卓中表示，12月8日甫落幕的2017第四屆IIDC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
有來自波蘭、俄羅斯、泰國等 11 個國家參賽。大葉大學創下 3 金 4 銀 2 特別獎的好成績，讓
台灣的研發實力再次閃耀國際舞台。大葉大學工學院陳郁文院長、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王正賢
助理教授帶領學生錢政安、許景貿、謝東霖、黃敏溦開發的「應用 3D 列印協助電動車快速客
製化造型」，同時獲頒金牌與特別獎；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賴峯民主任指導學生
奧婠、康喻庭、曾怡寧、陳珍慧、涂哲維研發的「外骨骼與輔助器機構之整合設計」榮獲金牌。
這兩項發明都發揮了 3D 列印的客製化優點，提供更符合使用者期待的服務。

　　梁卓中校長進一步說，環境工程學系陳宜清主任與博士生林昱逢、白宗庭發明的「沐光能
量在咖啡動態熱能複次烘焙之咖啡茶包應用技術」勇奪金牌；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紀華偉主
任帶領學生黃俊傑、徐尉、邵俊龍、張佳揚、許家浚設計的「多功能智慧病床」，囊括銀牌與
特別獎雙項肯定；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李弘彬副教授指導學生劉桂萍、陳錕霖、施偉祥、張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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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顏宏任研發的「免電力風扇除濕盒」獲頒銀牌；電機工程學系黃俊杰主任、吳俊德助理教
授帶領學生吳志淦、何映融、黃大展、鄭楷錚、丁柏豪開發的「透明天線」榮獲銀牌；材料系
李弘彬副教授、電機系陳雍宗教授指導學生李蘇兒、黃亮鈞、湯家豪、蔣承諭發明的「高亮度
低溫低炫光 LED 燈具」獲銀牌。這幾項作品都觀察到市售產品的限制，從功能性、環保性等面
向加以改良，運用發明讓生活更便利。

　　參與金牌作品「應用 3D 列印協助電動車快速客製化造型」的工工系大三生許景貿指出，
3D 列印提供快速客製化的可能，這項發明並不是直接列印生產，而是以 3D 列印來開發生產少
量多樣的車殼模具，以利產品客製化生產。此技術除了用在電動車車殼，也適用於其他車子的
車殼。

　　金牌發明「外骨骼與輔助器機構之整合設計」的成員―醫材學程大四生奧婠說，每個人
的體型不同，適用的助行器尺寸也不同，他們的發明透過 3D 列印掃描腿型再做輔具，搭配可
調式伸縮機設計和具彈性的管件，能增加舒適性和行走的平穩度。

　　開發金牌作品「沐光能量在咖啡動態熱能複次烘焙之咖啡茶包應用技術」的電機系博士生
林昱逢說，咖啡是很普遍的飲品。但掛耳式咖啡不能一直浸泡，沖泡後必須取出，否則會變得
又苦又酸。此外，咖啡如果沒有馬上喝完，放涼後也容易走味。他們透過微米素光在製程中的
控制，讓咖啡能保持原味，改良後的咖啡沖泡包就跟茶包一樣，可以一直浸泡在熱水中。

Da-Yeh University won 3 Gold, 4 Silver, and 2 Special Awards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
Liang Chuo-Chung, the President of Da-Yeh University, pointed out that the 4th 2017 IIDC 
Hong Ko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 which ended on 
December 8, was attended by 11 countries, including Poland, Russia, Thailand, etc. Da-
Yeh University scored the results of 3 gold, 4 silver awards, and 2 special prizes, showing 
Taiwan's R&D power agai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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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
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　大葉大學抱回兩獎

共創共榮

　　大葉大學參加由彰化縣政府指導、騏璣資訊科技主辦的「2018 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
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抱回兩個獎項。資訊管理學系主任吳為聖指導大二生潘婉婷、陳
潔瑩、曾國晏、張景毓，獲頒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最佳創新文案獎。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
程助理教授王漢銘指導大二生林玟妗、郭宣鎔、張定甫、羅鈞凡，榮獲彰化縣政大學行銷文案
企劃廠商特優獎。

　　拿下 Linker 行銷文案企劃組最佳創新文案獎的資管系二年級學生曾國晏表示，他們提出
的企劃，透過舉辦促銷活動、利用社群軟體宣傳等方式，協助廠商進一步拓展銷售平台。企劃
書選定的企業是無事嚴選飲品有限公司，每年媽祖遶境時，老闆都會自製愛心冷泡茶，後來乾
脆與朋友共同創業，目前茶飲主要在官網販售或是賣給餐廳，希望能增加其他通路。撰寫企劃
書期間正好遇到媽祖遶境，他們也跟廠商一起發愛心冷泡茶給信眾，讓參賽過程留下另一個難
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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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彰化縣政大學行銷文案企劃廠商特優獎的傳藝學程大二的林玟妗說，彰化縣政大學給
參賽者的主題是「搖滾彰化，大佛動起來，未來有我，彰化不一樣」，希望促進彰化地方發展，
吸引年輕人留在彰化。他們認為農業與傳統產業群聚是彰化特色。因此，規劃了融合在地產業
的文化體驗營，以及介紹彰化的影片來行銷彰化。很開心能受到評審的青睞。小組四個人其實
都不是彰化人，此次參賽也提供他們認識求學所在地的機會。

　　資管系主任吳為聖指出，「Linker 無限可能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今年邁入
第 6 屆，多達 266 組隊伍參賽，競爭非常激烈。資管系學生已經連續四年挑戰，每年都傳回捷
報。學生能夠勝出的原因，在於他們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際訪談廠商，經過多次洽談了解廠
商需求，發揮課堂所學與年輕人的創意，為廠商提供具體建議。

Da-Yeh University received two Awards at Linker Infinite 
Possibility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ive 
Marketing &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
Da-Yeh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Linker Infinite Possibility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ive Marketing &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 which was held by 
the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and sponsored by Cheer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DYU team won two awards. Wu Wei-Sheng,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rected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Pan Wan-ting, Chen Chieh-
Ying, Tseng Kuo-Yen and Chang Ching-Yu, and was awarded the Best Innovation Official 
Document Award in the Linker Marketing Official Document Project Group. Wang Han-
Ming,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Bachelor Degree Course in Communication Arts, 
directed the sophomores Lin Wen-Chin, Kuo Hsuan-Jung, Chang Ting-Fu, and Lo Chun-Fan, 
and won the special award for the marketing plan of the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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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
大葉大學造藝系校友勇奪金質獎

校友實踐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畢業校友葉方瑾用首飾說家鄉澎湖的故事，挑戰黃金博物館主辦的
「2018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作品「Homeward impressions pickled in the sea」勇
奪首飾組金質獎，抱回獎金新台幣 15 萬元。

　　民國 81 年次的葉方瑾，繼去年獲頒義大利國際當代首飾新秀競賽新秀獎、日本伊丹國際
當代首飾競賽獎勵賞後，今年再獲「2018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首飾組金質獎肯定。葉方
瑾回憶說，從小她在澎湖街上常常看到曝曬的漁貨，那些景象一直很吸引她，她總會停下腳步
欣賞小管透明的肌理，以及魚乾獨特的紋路。就讀大葉造藝系後，她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媒材，
金工對她來說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因此她選擇金工當畢業製作，嘗試展現她的海洋記憶。此次
得獎的「Homeward impressions pickled in the sea」，靈感來源就是她從小到大在澎湖看
見的曬魚乾景象。很開心評審喜歡這系列作品，目前作品正在黃金博物館展出，展期至 10 月
28 日，歡迎喜歡藝術的民眾到博物館欣賞她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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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umni of Da-Yeh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won a Golden Medal at the New Taipei City International 
Metal Craft Competition
Yeh Fang-Chin, an alumna graduati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of Da-Yeh 
University used jewelry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hometown Penghu and joined  the “2018 
New Taipei City International Metal Craft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Gold Museum, 
at which the work “Homeward Impressions Pickled in the Sea”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jewelry group. The prize awarded was NT$150,000.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金工工房指導老師柯啟慧指出，「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是台
灣金工界最重量級的創作競賽。從 2007 年舉辦以來，今年邁入第 6 屆，共有 22 個國家、210
件作品參賽，競爭非常激烈。葉方瑾從大學時期就進行了許多實驗性創作，成果都讓人非常驚
豔，此次得獎作品運用銀和紙兩種材質，發揮媒材互補的效果，巧妙結合了金屬的硬度與紙張
可染色的特性，呈現她的澎湖印象，因此在眾多參賽作品中相當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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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環工系畢業生洪基恩
獲頒淮安市第一屆科技之星

校友實踐

　　民國 103 年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博士班畢業的洪基恩，退伍後到江蘇高研環境檢測公司
擔任副總經理。不僅獲得江蘇省引進人才計畫獎勵，近日更獲頒淮安市第一屆科技之星。是十
位入選者中最年輕的得主。也是唯一的台灣青年。消息傳回學校，系上師生都為他感到開心。

　　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李清華表示，洪基恩大學時期就加入他的實驗室，大學、碩班、博班一
直致力於貴金屬回收技術研究，並曾獲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金牌、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銀牌等獎項肯定。有感於大陸的環保剛起步，取得博士學位且服完兵役後，他毅然決然選擇到
大陸就業，促成環保檢測技術升級。

　　李清華教授指出，洪基恩結合專業知識與國際檢測標準，針對現行檢測項目推動技術創新，
研發成果也獲得 4 項專利。此次能獲得淮安市第一屆科技之星，正是因為他於環保產業服務，
推動技術革新，對社會發展、環境永續有所貢獻。

　　民國 76 年次的洪基恩說，就讀大葉大學環工系期間，李清華教授曾經引薦他到南投縣環
境保護局服務，與環保企業也有所接觸，因此對資源回收再利用等工作有更多想法。進入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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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 Chi-En, an alumnus graduati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Da-Yeh University, was 
awarded the first se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r of 
Huai'an City
In 2014, Hung Chi-En, a doctoral alumnus from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Da-Yeh University, took up the position of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Gaoyan 
Environmental Testing Inc. in Jiangsu Province. He also won the awar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first se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r Prize of Huai'an City a while ago. He is the youngest winner among 
the ten selected and is the only Taiwanese youth.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t the 
department are all happy with his achievement at hearing the news.

高研環境檢測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負責的工作包括公司營運管理、實驗室認證等，是新的
挑戰。淮安市政府非常重視產業新技術發展，訂了許多政策來扶持，鼓勵更多優秀人才留在淮
安發展。他也在 106 年度通過江蘇省蘇北急需引進人才計畫，獲得相關獎勵。很開心能再獲淮
安市第一屆科技之星的榮耀，他期許自己可以繼續在環保領域發揮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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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
大葉大學分生系畢業生鄭智珉返校分享學習經驗

校友實踐

　　去年 6 月從大葉大學分子生物科技學系畢業的鄭智珉，大四執行科技部獎助的「電刺激對
吳郭魚色素細胞形態、呈色與相關基因之影響分析」計畫，研究成果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黃尉東主任特別在開學前夕，邀請學姊回母校，分享學習心得。

　　目前就讀國立陽明大學解剖所的鄭智珉說，黃尉東老師的「動物基因轉殖研究室」，以斑
馬魚、吳郭魚的繁殖生理、內分泌及基因轉殖為研究主題。老師鼓勵大家參加研討會等活動，
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在老師的指導下，她大三下學期提出的「電刺激對吳郭魚色素細胞形態、
呈色與相關基因之影響分析」計畫，通過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獎助。歷經大四一年的研究發現，
適當條件的電刺激參與色素細胞聚縮與擴散，並調節色素生成，電刺激可能扮演色素細胞調控
者的角色。

　　鄭智珉勉勵學弟妹們，大學四年是很珍貴的時光，要好好享受大學生活，如果有志往學術
研究發展，一定要把握時間提升英文能力，因為英文是閱讀國外文獻的工具，有助於了解世界
研究發展與趨勢。加入實驗室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分生系的老師跟學長姐都很用心帶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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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ing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 Creation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 Chih-Min, a graduate alumnu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at Da-Yeh 
University, returned to share hi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June 2017, Cheng Chih-Min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of Da-Yeh University. She carried out the “Analysis o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n Morphology, Coloration and Related Genes of the Chromatophores of 
Tilapia” project subsidiz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er fourth year at 
the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won the 2015 Annu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 Creation Awards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ng 
Wei-Tung, Chairperson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he start of a new semester, invited the 
senior sister to return to her alma mater to share her learning experience.

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操作儀器，也帶領大家去思辨實驗過程遇到的每個問題。

　　連續多年指導學生獲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的黃尉東主任指出，生物體的體色變化與神經、體
內多種固醇類及蛋白質類荷爾蒙與色素細胞作用相關。與癌症發生也有關聯。鄭智珉同學以不
同條件的電刺激，對體外培養的吳郭魚尾鰭組織進行色素細胞相關試驗，探討電刺激對色素細
胞的影響，不僅題材創新，研究結果也有助於未來生物醫學以及再生醫學應用，因此能獲得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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