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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籌備處(蔡長海、林增連先生創辦)。





通過教育部立案審查正式招生。
蔡進發博士接任創校校長。
設 17 大學部學系、10 碩士班、5 碩士專班、5 二技部(分為健康、管理
及資訊等三學群)。
第一屆畢業生受證受獎儀式。
獲國科會提升私立大學研究能量計畫，總補助金額於兩千萬元，為本校
創校初期第一個大型跨領域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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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祥教授接任第二任校長。












大學校務評鑑獲私校(三)組第一名。
奉准改名為亞洲大學。
設置健康學院、資訊學院、管理學院、文理學院。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5,500 萬元。
95 學年度新增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張紘炬教授接任第三任校長。
創意設計學院大樓暨圖書館落成。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5,665 萬元獎助。
文理學院更名為人文社會學院，增設創意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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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大學部至 21 系、16 碩士班、6 碩士專班、3 博士班。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5,948 萬 2,500 元。
97 學年度系所評鑑受評 21 學系、博士班全數通過。
榮獲教育部核定本校 98 至 99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8,300 萬元。
98 學年度增設企業經濟與策略博士班。
師資培育評鑑，其結果評列為「一等」。
大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第一等。
蔡進發教授接任第四任校長。
99 學年度增設數位媒體設計博士班、時尚設計學系、國際學院。
蔡進發校長主持之「阿拉伯芥整合系統生物學研究」計畫，獲國科會補
助「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補助經費 14,406,000 元。
林俊義院長主持之「利用環控管理技術提升重要藥用菇類之生產及利用
-重要藥用菇類環控栽培技術改進」計畫，獲國科會補助「提升私校研
發能量專案計畫」，補助經費 18,000,000 元。
榮獲教育部 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
勵及補助經費新台幣 8,568 萬 2,979 元。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0 至 101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新
台幣 4,668 萬元。
101 學年度新增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15 名。
教育部公布 100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亞洲大學獲得五個評鑑
項目全數「通過」。
柯慧貞副校長主持之「應用互動式情境遊戲與故事敘說數位平台於青少
年衝突管理與情緒管理技巧訓練之成效：自傷與霸凌行為之預防－應用
互動式情境遊戲與故事敘說數位平台於青少年衝突管理與情緒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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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訓練之成效」計畫，獲國科會補助「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
，補
助經費 6,187,000 元。
榮獲教育部 10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
勵及補助經費新台幣 9,720 萬 9,288 元。
教育部「101 年度大學校院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訪視」本校受訪視之學
程均獲「推薦」，半導體資訊學程更獲「極力推薦」。
連續第 8 年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102 至 103 年各獲得教育
部補助 4,000 萬元，累計金額共 4 億 2,749 萬元。
頒授第一位名譽博士高希均教授。
奉教育部核定自 103 學年度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護理學系奉准招生。
奉教育部核准籌設附屬醫院暨附設護理之家。
亞洲現代美術館隆重開幕。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大學排名報告，本校
為全球排名第 53。
CSIC 全球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970 名。
世界綠能大學排名第 29 名、全台第 3 名，獲 TAFISO50001 能源管理系
統認證。
URAP 全球大學學術績優 2012 年世界排名 1,097 名，在台灣公私立大學
排名 26 名。
德國 IF 設計大獎官方公佈亞洲大學排名世界第 40 名。
蔡進發校長主持之「整合型計算醫學應用於動脈粥狀硬化疾病」計畫，
獲國科會補助「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
，補助經費 15,000,000 元。
102 年度教育部統計亞洲大學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獲獎數為
全國第 2 名、高教體系第 1 名。
奉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4 日臺教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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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獲頒台中市環保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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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全球排名第 9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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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亞洲百大排行第 83 名。
本校獲教育部 1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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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新台幣 9,159
萬 4,484 元。
分別頒贈名譽工學、管理學博士學位給台達集團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
崇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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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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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 ATLAS 終身成就榮譽金質獎章予廣達
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先生。
奉教育部 103 年 9 月 12 日台教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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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國際企業學系進修學士班、休閒與遊
憩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新設管理學院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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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教育部 10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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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漢諾威 iF 設計獎官方公佈大學排名，本校排名世界第 28 名。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 2015 亞
洲前 100 名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在亞洲百大排行第 93 名。
天下文化《Cheers》雜誌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優卓越進步大學全台 20 最
佳大學，本校為大專院校第 2 名。
連續第 10 年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大學，並獲得 104-105 兩年期新
台幣 1 億 2 千萬元補助，補助金額排名全台第 3。
連續兩次獲得教育部「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兩年共
獲得 2,896 萬元補助。
獲得教育部「全英語授課特色通識課程計畫」1,100 萬元補助。
獲第 7 件科技部私校能量計畫，計畫名稱為「利用物聯網技術建立新興
菇類量產及保健商品開發平台」，計畫金額為 1,350 萬元。
本校獲教育部 104.5.1 臺教高(三)字第 1040052503K 號函核定，104 年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勵及補助經費新台幣 9,257
萬 8,342 元。
本校獲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計畫」第 2 名。
頒贈名譽工學博士學位給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忠
謀，表彰傑出企業家宏觀視野與對社會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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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漢諾威 iF 設計獎官方公佈大學排名，本校排名世界第 30 名。
本校參加第 114 屆法國國際發明展，7 件作品獲 1 金、2 銀、4 銅。
本校學生作品參加馬來西亞第 26 屆國際發明展，15 件共獲 3 金 6 銀 5
銅，及馬來西亞、香港、波蘭等國 4 件特別獎及 1 大會國際最高獎。
本校「文化點金術-文化觀光創意行銷實作」和「筆尖下的律動與感動」
兩門課程，獲得 104 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核定
補助 140 萬元補助。
本校學生作品榮獲 2015 德國紅點傳達設計獎，共有 10 件獲紅點獎，其
中 2 件獲最佳獎。
本校創辦人暨董事長蔡長海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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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發明團隊參加 2015 韓國國際發明展，14 件作品獲 5 金 6 銀 2
銅 1 特別獎。
本校參加「2015 第二屆金質學習科技產品選拔成果發表會」頒獎典禮，
獲頒「學習科技金質獎」。
「104 年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教育部評比，本校獲獎數全國第一，
共獲頒 109 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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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獲天下《Cheers》雜誌 2016「Top20」辦學績優學校全台名列第 5
名、私校第 2 名。
本校獲教育部 105.4.28 臺教高(三)字第 1050057255K 號函核定，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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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新臺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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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0,028 萬 3,709 元(經常門經費 4,995 萬 5,249 元、資本門經費 5,032
萬 8,460 元)。
奉教育部 105.5.19 臺教高(四)字第 1050006756T 號函核定，自 106 學
年度「保健營養生技學系」更名為「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本校成立中臺灣第一個「金融科技與區塊鏈研究中心」
，將與臺灣 IBM、
臺灣金融科技公司、證交所、中研院等單位產官學合作，為金融科技、
醫療產業精進服務；同時開設金融科技（Fintech）學程與講座，培育創
新轉型菁英及新一代金融科技人才。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U.S. News & World Report）」公布 2017 年全
球最佳大學排名榜，由美國哈佛大學奪冠；台灣有 16 所大學入榜，前
3 名為台大、清大、成大；締結「中亞聯大」的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
學雙雙入榜，中醫大全球排名 706 名、全台第 8 名、私校第 1 名；本校
首次進榜，全球排名 969 名、全台第 16 名、私校第 5 名，辦學獲國際
肯定。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廣達電腦公司創辦人林百里董事長，表彰林百里董
事長致力於科技創新、企業經營、文化教育與藝術傳承等領域的貢獻。
學生發明團隊，參加 2016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12 件作品參賽，獲得
2 金 5 銀 3 銅 1 特別獎，成績亮麗。
本校與台中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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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台灣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教育部評比，本校名列
全國高教體系第一名。
《Cheers 雜誌所舉辦 2017 大學辦學績效最佳「Top20」調查，本校名列
全台第 4 名、私校第 2 名。
本校管理學院通過美國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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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全台私立大學排名第 6 名，辦學績效同獲國際肯定。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今公布 2017 年全球最佳年輕大學排行榜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本校名次在 151 至 200 名區間。
中國醫藥大學與本校聯合成立 3D 列印醫療研發中心。
本校獲教育部輔助准往印尼泗水設「台灣教育中心」，為台灣的大學開
拓招生交流服務！
遠見雜誌主辦 2017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獲選為「未來 10 年台灣
具潛力大學 10 強」中名列第 7 名、私大第 2 名。「學術成就 20 強」排
名第 17 名。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7 亞太地區大學排名」
，本校排名
第 171 至 180 名間，全台第 14 名、私大第 7、私大非醫學院排名第 3。
奉教育部 2017 年 07 月 1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60094558 號核准成立
「中亞聯合大學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