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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起大圓義起唱跳

歲校慶超動感
　手牽著手，義起跳起來！義守大學喜迎
29 週年校慶，10 月 19 日在義大宋江陣與
陸軍四三砲指部戰鼓隊壯闊氣勢助陣下揭
開序幕，前立法院長暨現任立委王金平、
立委許智傑、小港高中等多位校長，以及
歷屆傑出校友蒞校祝賀；緊接著９大學院
進場發揮創意，推出機器人、哆啦 A 夢等
精彩展演，壓軸的「原住民族學院」學生
更邀請全場師生一起跳躍，在操場繞大圈
歡呼舞動，全場沸騰 ...

Education Hub 開幕啟動 

讀義大同時取得英國
　在臺灣義守大學就讀，同時取得英國大學雙學
位！致力於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的義大，今年５月
起與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NTU）共同開設 PEAP 學術英語課程

義大29

NTU雙學位
（Pre-Sessional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目 前 已 有 25 位 學 生 通 過 檢 測， 入 選 修 習 首 屆
PEAP 課程，未來可望取得兩校雙學位，也象徵義
大國際化 Education Hub 計畫正式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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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創新技術博覽會

義大囊括 鉑金 銀 銅1
　 向 來 鼓 勵 師 生 創 新 創
業 的 義 守 大 學， 在 今 年
「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
覽會」（原台北國際發明
暨技術交易展）競賽中表
現亮眼，囊括１鉑金２銀
１銅，尤以「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學系」的流體分散
盤和設計方法最受矚目，
奪得鉑金大獎 ...

物治系再放光芒 

吳庭愷國考第四名
　物理治療師國家考試日前放榜，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
系」應屆畢業生吳庭愷同學榮登「10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全國第四名，能考取好
成績，他直說是因為「堅持」，並感謝老師的耐心教導。
 　義大「物治系」歷年物理治療師國考成績優異，去年 ...

電子系傅勝利 榮獲 

　義守大學榮譽校長、「電子工程學系」
特聘講座教授傅勝利，30 多年來無間斷參
與日本的國際電子封裝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Packaging， 簡
稱 ICEP），扮演兩國重要橋樑，亦積極提
攜後進，榮獲頒授「ICEP 傑出貢獻獎」；
該榮譽為自 1980 年 ICEP 創會以來第一人 ...

數媒系 VR 遊戲 登上 Steam 平台

影視系蔡國榮編劇入圍金鐘

　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
系」與華視產學合作攝製的
台語微電影《杏香》、《青
春夢》，將於九月中旬在華
視播出，兩片皆在義大取
景，導演與團隊均十分考究
用心；此外，由「影視系」
主任蔡國榮所編劇的作品
《老鼠捧茶請人客》，日前
已於民視播出，也入圍今年
金鐘獎「最佳迷你劇集」...

　致力培育 AR/VR 人才的義守大學「數位
多媒體設計學系」，師生團隊所共同開發
的 VR 遊戲產品《Last Chance》，上月底
正式登上 Steam 遊戲平台，朝全球遊戲市
場邁進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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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P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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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姐妹校再添喜

義大攜手泰國兩大名校
　校園內有來自 40 個國家與地區國際
生的義守大學，積極拓展新南向國家
連結，除日前已與清邁大學（CMU）
締結姐妹校，近期陸續與泰國兩所排
名前五大的優質大學簽署 MOU（合作
備忘錄），未來將推動雙方學生交換、
開設華語和文化遊學團，以及強化學
術交流等多項計畫。
　義大校長陳振遠、「國際及兩岸事
務處」資深顧問 Anna Lin 與處長吳岱
栖一行人，上月前往泰國瑪希敦大學 ...

義大澳門校友會成立 

多重獎學金鼓勵學子
　義守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典禮，上月 26 日在澳門
凱旋門隆重舉行，義大校長陳振遠帶領「國際及兩岸
事務處」處長吳岱栖等多位校方代表出席；當天除義
大畢業的澳門校友踴躍參加外，來自香港及臺灣校友
會也共襄盛舉 ...

協助在港臺生返臺就讀

　因應香港目前在港臺生返臺，義守大學願全力
協助目前已返臺及目前仍在香港尚未返臺的在港
臺生，於返臺後能有適當的學習銜接管道 ...

中英文經典講座登場

　明（2020）年是義守大學創
校 30 周年的重要時刻，為迎
接大日子的到來，義大「通識
教育中心」精心策劃一系列 ... 　為迎接來自各國的大一新鮮人，義守大學「國

際及兩岸事務處」首次與義大無國界學生聯盟
合辦新生說明會，規劃印尼、日本、越南、蒙古、
泰國等不同場次，以各國語言分別進行說明 ...

日本東急歡迎義大人

　赴國外實習是拓展國際視野
的好機會，近日義守大學產學
合作喜訊又添一樁，10 月 2 日
與日本東急飯店集團舉行簽約
儀式，未來義大生將有機會前
往該集團實習 ...

　為迎接新生入學，積極打造跨域學習環境，
義守大學今年度祭出多項大一新措施，包括兩
校區學生共宿、推出《健康醫學密碼》通識課，
師資均為一時之選，展現義联集團辦學的優勢 ...

新開跨域醫學通識課

多國新生相見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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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學密碼 

　為因應未來人才需求變革，義守大學近兩年來積極跨域整合，
引入智慧科技專業，鼓勵師生跳脫框架，翻轉產學研合作模式，
除以「跨域創新、競逐全球」為辦學主軸，更跨域整合「醫學、
智慧科技」領域，同時開設〈健康醫學密碼〉等課程具體落實，
積極發展義大成為以醫學、智慧科技為核心，具跨域創新、產
學服務能力的國際化綜合型大學 ...

臺日學者共商生態議題 里山概念融入 USR

　隨著天候異常加劇，環境生態議題越來越重要，義守大學「化
學工程學系暨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與「土木與生態工程
學系」，攜手日本石川縣立大學召開雙邊小型研討會，共有臺灣
與日本學者約 40 多人齊聚一堂，分享長期研究心得與交流經驗 ...

教授入籍做臺灣人 古奇財經 YouTube 放眼全球

　９年前，應義守大學邀請，他隻身從英國飛來完全陌生的臺灣，
如今包括妹妹與妹夫共６人一起定居高雄；上月初，他終於如願
領到臺灣身分證，全家人也歸化入籍，成為正港臺灣人，真正落
地生根 ...

赴日參與地方創生 實習生踏查京北繪地圖

　實習是大學與產業接軌的良好機會，到海外實習更能拓展國際
視野；義守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副教授詹敦學，將地方創
生及赴日參與工作坊經驗加以結合，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補助，暑假期間他帶領該系學生宋繼元、張意婕及吳姵儀，一同
前往日本「里山設計 Satoyama design」實習，收穫良多 ...

未來人才必修課

虛擬智慧翻轉醫學教育 臨床診療技能賽

　「第二屆全國臨床診療技能競賽」南區場 9 月 28 日在義守大
學登場，同時間共有北、中、南約 160 名醫學生參與測驗競賽，
今年前三名均為南區人，讓義大承辦方甚感光榮。
　該競賽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與義
大合辦，採用聯新亞洲醫學教育中心所開發的「虛擬診療訓練系
統」施測，透過虛擬智慧 ...

義大通過

　義守大學近日通過 ISO 45001 認證，成為全國唯四獲得認證的
大專院校，象徵義大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水平達到國際水準，不
僅大幅提升學校在國際間形象，也意謂校園安全衛生更有保障；
此殊榮讓平時辛勤落實安全衛生的勞工安全衛生室團隊備受鼓
舞，更感謝校內各實驗室與相關單位人員的配合努力 ...

ISO 45001認證 職安管理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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