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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諾貝爾獎學者加強亞洲大學國際化！--

-大師、外國生雲集的校園，讓亞洲大學有

如置身國際舞台，看得更高、更遠！

係金ㄟ！亞洲大學能讓學生賺到人生的第

一桶金！─該校創意發明中心能使學生的創

意發明獲獎連連，講也講不完！

世界前三大知名設計學府-英國皇家藝術學

院所長Miles，同意從下學年起擔任擔任亞

洲大學客座教授，成為亞洲大學新聘的國

際品牌名師

亞洲大學邀請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

Jean-Claude Latombe蒞校演講，強調科技動

畫已運用在醫學、建築，可協助精準判斷

亞洲大學健管所外籍畢業生艾妮塔，將回

聖露西亞擔任醫院院長，該國工程部長專

程來台，為她祝賀！

亞洲大學數媒系碩士畢業生罹患腦性麻

痺、多重性身體障礙的陳銘哲，由博士姐

姐陪讀照料兩年，以毅力、自信完成學

業。畢業典禮上，獲創辦人頒發「特別

獎」

前台中市脊髓損傷協會理事長、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學生劉政漢，獲得2010

總統教育獎，師生與有榮焉，認為是實至

名歸！

亞洲大學獲得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96

萬元補助，將選送14位在校學生，到加州

大學聖伯納分校、杜蘭大學修習學分

亞洲大學舉辦為期三週國際菁英領袖營，

來自各國34位大學生赴會，安排戶外教

學、參訪日月潭等。

亞洲大學商設系時尚RUNWAY秀，獲邀移

師到2011年台北國際花博會展演，是唯一非

服裝系獲邀的大學

本校外文系畢業公演，劇碼「芝加哥」，

同學們載歌載舞、活力四射，黑泡泡熱舞

社辦舞展，以「舞」會友

亞洲大學生科系四年級同學涂富精，四年

來，參加通識講座、活動，超過52場次，

是創校9年來新記錄

亞洲大學首屆綠能創意競賽，決賽出爐，

數媒系田芸珮設計的續燈泡，獲得「金

獎」，獎金10萬元

亞洲大學商設系、視傳系同學參加2010南投

得緣-農特產品伴手禮創意包裝設計比賽，

共8組、11人獲獎

亞洲大學與La New等三家企業集團產學合

作，合辦3C核心職能培訓，應屆畢業生可

直接到企業工作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端午節送「艾」到社

區，無限供應午時水，以午時水加艾草淨

身，以菜豆、瓠瓜及茄子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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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諾貝爾獎學者加強亞洲大學國際化!---大師、外國生雲集的
校園，讓亞洲大學有如置身國際舞台，看得更高、更遠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森教授（Dr. Oliver E.

Williamson），6月22日到亞洲大學，進行由美來台亞洲區的第

一場演講；「讓學校師生能與國際大師面對面，親睹大師風

采，體驗大師典範，有如站在巨人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

遠，強化師生的國際視野！」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說，這是繼

「威爾剛」之父斐里得．穆拉德博士（Ｄr.ＦeridＭurad）、前

中央研究院院長、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之後，威廉森教授是第

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蒞校演講。

張校長說，穆拉德博士擔任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已先後三

個學期來台指導該校教授研究團隊，並與學生面對面談「大師

之道」，受益良多；威廉森教授6月22日蒞校演講，主講：「企

業從交易成本學到什麼」，並邀請台中市長胡志強、明基友達

集團董事長李焜耀、中華開發金控資深副總劉紹樑等人與大師

對談，收獲豐碩。

亞洲大學國際副校長劉育東表示，該校聘請國際名建築師安藤

忠雄，為該校設計興建藝術館。安藤已先後三次到亞洲大學演

講，並與同學座談。此外，亞洲大學與全球70所大學簽姊妹

校，包括美國史丹佛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杜蘭大學

等，及中國大陸交通大學等23所大學，國際學術交流頻繁。

劉副校長說，這學期，該校聘請美國伊利諾大學講座教授蔡進

發博士，回台帶領亞洲大學師生研究團隊，每星期三透過越洋

視訊，與史丹佛大學電腦科學系，針對「3Ｄ多媒體科技運用在

醫療應用及設計」進行團隊合作研究。上星期電腦科學系Jean-

Claude Latombeab教授，還來台與亞洲大學研究團隊進一步研

討。此外，亞洲大學聘請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設計工程研究

所所長Prof. Miles Pennington，擔任客座教授，指導創意設計學

院學生學術論壇及工作坊等，再添一位國際品牌名師。

劉副校長說，亞洲大學下學期將成立國際學院，積極招收國際

圖說： 

2010大師論壇在亞洲大學登場，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威廉森教授

（左三）演講，亞洲大學講座教授蔡進發（左起）、亞洲大學

創辦人蔡長海、台中市長胡志強、經濟日報社長楊仁烽及亞洲

大學校長張紘炬等人與會、致詞。

學生，希望 在校園營造國際學術舞台，讓台灣學生也能與外國

學生一起上全程英文課程、到美國姊妹校拿雙聯學位、或當交

換學生。每年杜蘭大學陳紫郎教授帶領該校研究生，到台中亞

洲大學開課，讓亞大學生也可一起研修，就是該校所營造的所

謂國際學術舞台之一！

「我們還能招收到優秀的外籍研究生呢!」亞洲大學半導實驗室

的許健教授說，2008年台積電與世界先進委託該實驗室所招的

產業研究專班，7位外國學生中，有4位分別到德國或清華大學

唸博士班，另3位進入台灣電子大廠當工程師。由美回台任教的

許教授強調，這項學程仍繼續推動，培育國外優秀學生為台灣

所用，也是亞洲大學努力國際化的目標之一。

「創校年僅9年的亞洲大學，至今連續4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

獎勵，系所評鑑也名列前茅，又積極推動國際化，讓我深為感

動！」應聘到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前考試院副院長吳容明說，

這也是該校異軍突起的主因之一。

 

係金ㄟ！亞洲大學能讓學生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該校創意發明中心能使學生的創意發明獲獎連連，講也講不完！

「我們在亞洲大學營造機會，讓同學在校期間，就能賺到人生

的第一桶金！」亞洲大學創意發明中心主任鄧鴻吉說，該中心

所指導的一位鄧姓學生的發明作品，專利權賣給廠商100萬元，

http://enews.asia.edu.tw/2010/07/#top


所指導的一位鄧姓學生的發明作品，專利權賣給廠商100萬元，

另位吳姓學生的發明，也有公司出價50萬元。兩位同學都靠創

意發明「發財」，也就是「用金頭腦去賺錢！」

有台灣「愛迪生」美譽的鄧鴻吉主任說，讓在校學生「想什

麼，就有什麼」是亞洲大學設立創意發明中心的主要目的，開

發學生創意頭腦，透過教授的指導與協助，設計出具有市場

性、商品化綠能的發明作品，成立不到半年，就有相當豐碩成

果。

亞洲大學創意發明中心執行長朱界陽指出，今年5月14日，該校

參加馬來西亞第21屆國際發明展，參賽的3件作品，獲得一金二

銀一特別獎，拿下大滿貫，就是實例。其中，鄧姓同學的「全

球最環保自來水發電系統」發明拿到金牌，回台後，立即有廠

商出價100萬元買下專利，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外，獲得國際發明展銀牌的田姓同學以「不斷電ＬＥＤ續燈

泡」，也獲得10萬元創意獎金。另一位吳姓同學的發明作品，

正在申請專利中，就有廠商認為極具商品化，願出價50萬元買

下，在在說明學生靠創意發明可以發財，使亞洲大學更具信

心，全力推廣。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院長陳俊宏說，該校教授經常鼓勵、激

發同學參與校外各項創意設計與發明競賽，獲獎連連，如該院

數媒系莊姓同學以「人、觀」作品，獲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

的金獎，獎金40萬元；光電系、心理系同學以「再生之美」、

「飛吧！ＢＩＲＤ」創業專案，獲教育部各50萬元獎金。其

他，商設系兩位同學以「月餅禮盒」作品，獲得日本東京「亞

洲之星」設計大獎，入圍德國ＩＦ設計獎，獎金５萬元；數媒

圖說：

馬總統肯定亞洲大學創意發明表現，召見創辦人蔡長海（右

二）、鄧鴻吉主任（左三）、獲獎學生等人。

系邱同學獲得麗臺動畫競賽，獎金６萬元；數媒系劉同學也以

「虔誠．籤誠」牛，獲得台北奔牛節設計師獎，獎金３萬

元……，還有無數學生的獎項，講也講不完。

６月８日，馬總統對亞洲大學創意發明的表現，特別召見該校

創辦人蔡長海、鄧鴻吉主任及得獎學生等人，當面嘉許。蔡創

辦人向馬總統建言，亞洲大學目前大力推廣的創意發明，正符

合馬總統所提出的「黃金十年六國論」的第一國，就是「創新

強國」的政策；這也是台灣學生與家長所期望的「台灣新生

地、台灣新生命」，希望能透過政府有關單位有計畫性的統合

推展，讓台灣成為「發明島」。

蔡創辦人又向總統說，亞洲大學創意發明中心最近接辦工研院

所創設的「Ｕ19」，即19歲以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就是該

校有系統激勵全國青少年動腦發明，選拔優秀作品出國競賽，

同時轉化為商品，賺取更多商機，為「創新富國」作出貢獻。

 

世界前三大知名設計學府-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所長Miles，同意從下學年

起擔任擔任亞洲大學客座教授，成為亞洲大學新聘的國際品牌名師

今年1月間曾到亞洲大學參訪的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設計工程

研究所所長Prof. Miles Pennington，經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

系斡旋、聯繫，Prof. Miles Pennington已同意從下（99）學年起

擔任本校課座教授，蒞校指導商設系學生畢業專題、進行學術

論壇及工作坊等，亞洲大學發展國際化師資社群陣容再添一位

國際品牌名師，亞洲大學也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選擇台灣唯一

的學術交流的大學。 

歐洲第一、世界前三大知名設計學府-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簡稱ＲＣＡ)，為了拓展海外知名度，今年1月26日

圖說：

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右)向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設計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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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創新設計工程研究所所長Prof. Miles Pennington來台專題演

講，並到亞洲大學參訪，當時Miles所長與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

東等人交談甚歡，對亞洲大學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日後有學

術交流的機會。

劉育東副校長除了介紹亞洲大學正在進行國際知名日本建築師

安藤忠雄藝術館興建計畫，此一建築物，未來將成為台灣中部

地的地標，並力邀Prof. Miles Pennington有機會擔任國際建築設

計獎的評審委員，劉育東副校長說，亞洲大學目前正在設計一

個新的建築設計獎，這種獎項將會涵蓋整個亞洲，並擴及到澳

洲及紐西蘭，且會跟世界各國一起合作，讓此活動成為亞洲大

學重要的活動之一。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主任林盛宏說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是著名設計

學府，亞洲大學能爭取Prof. Miles Pennington同意擔任該系客座

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右)向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設計工程研

究所所長Prof.Miles Pennington介紹亞大辦學特色。

教授，是很難得的機會；Prof. Miles Pennington下學年起將蒞校

指導商設系學生畢業專題、進行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研究工作

坊）、學術論壇等。

西元1768年成立，位在倫敦市中心的皇家藝術學院，西元1768年

成立，是英國歷史最悠久培養藝術人才的搖籃，皇家之名來自

喬治3世國王的應允，英國藝術史上風景畫最知名天才畫家特納

（William Turner），就是皇家藝術學院培育的藝術家。截至目

前，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學生的作品已經獲得超過200個國際性的

創意及科技獎項，且提出超過50個專利權。

亞洲大學邀請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Jean-Claude Latombe蒞校
演講，強調科技動畫已運用在醫學、建築，可協助精準判斷

「阿凡達引爆全球電影產業３Ｄ革命！」，美國史丹福大學電

腦科學系Jean-Claude Latombeab教授6月17日上午蒞校演講，

Jean-Claude Latombeab教授說，科技動畫已從影像2D進入到3D

動畫，這是整個科技的大躍進，已陸續運用在醫學、建築方

面，可協助醫生做出更精確的判斷，讓建築師更清楚整個結構

體的雛形。

史丹福大學Jean-Claude Latombe教授是以「阿凡達3Ｄ技術應

用」為題，17日上午應邀在行政大樓Ａ502室演講，針對基本的

科技動畫組成，Jean-Claude Latombe教授分成兩個部分做介

紹，其一是基本的動作組成，Jean-Claude Latombe教授說，提

及整個科技動畫從影像2D進入到3D動畫是整個科技的躍進。其

中，阿凡達的電影被譽是引爆３Ｄ商機的重要推手，阿凡達不

但引爆全球電影產業３Ｄ革命，３Ｄ電視即將進入家庭。

Jean-Claude Latombe教授還以「人」為比喻，說明要完成一個

人的動作包含的項目很精細，涵括整個身體的移動如頭部、四

肢，還有臉部表情，至於手部動作，包括握手、握拳時手指如

何交錯，以及髮絲擺動、衣服是否有依身體擺動而有所調整，

這些都是很精細及必須要注意的部分。

「個人的動作確認完成後，還必須加入環境作互動，加入環境

互動之後，必須依環境的不同而動作應有所調整。」Jean-

Claude Latombe教授提供了幾段他自製的影片做譬喻，第一段是

一個機器人如何在草原中行走，包含身體如何行走、腳步動作

如何跨越草原等.，除了單一個人的動作外，Jean-Claude

圖說： 史丹福大學Jean-Claude Latombe教授分享3Ｄ技術應用 。

築師更清楚整個結構體的雛形，運用在醫學上也可協助醫生做

出更精確的判斷。

Jean-Claude Latombe教授建議,，3Ｄ技術整個系統如果要開發，

不要各自獨立研發，也不要一切都從頭開始，可運用現有資源

開始發展；不妨選擇一些具有高影響力的應用程式，應該會產

生不同的效果.；一旦有創作新的科技，一定會有產生巨大的影

響。

Jean-Claude Latombe教授蒞校演講，由亞洲大學前校長蔡進

發、副校長劉育東等共同主持，Jean-Claude Latombe教授將於17

日、18日、21日3天，就「3D科技於健康管理上之應用」等議

題，跟資訊學院院長施國琛、資傳系系主任陳士農等位教授進

行座談會、學術交流。

Jean-Claude Latombe教授是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擁有電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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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mbe教授也提供多人一起移動或行走時該如何製作，其次是

3Ｄ技術的運用，Jean-Claude Latombe教授說，此項科技動畫技

術運用的範圍越來越廣泛及普及，陸續運用在電玩、電影、醫

學、建築等方面，其中，如果運用在建築結構上，可以協助建

Jean-Claude Latombe教授是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擁有電機工

程及電腦科學雙學位碩士，並在電腦科學領域取得博士學位，

他將機器的運動學路徑理論運用在蛋白質的運動模式中，且也

有出版”Robot Motion Planning” 成為此領域經典著作。

亞洲大學健管所外籍畢業生艾妮塔，將回聖露西亞擔任醫院
院長，該國工程部長專程來台，為她祝賀！

「來自聖露西亞、就讀亞洲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的外籍畢業生

艾妮塔，6月12日畢業了，她的舅舅、聖露西亞工程部長約瑟

夫，飛越半個地球參加她的畢業典禮，讚賞亞洲大學給予艾妮

塔良好的教育 ,為該國培育人才；他另提出每年選派10位高級文

官到亞洲大學研究所進修計畫，由於艾妮塔學成回國要當醫院

院長，師生紛紛趨前向她恭喜。

亞洲大學今年有位特別不一樣的畢業生，台灣邦交國聖露西亞

籍學生艾妮塔，從美國紐約大學畢業後，來台就讀亞大健康管

理研究所，艾妮塔說，她上網蒐尋發覺台灣全民健保與公共衛

生、醫務管理，在全世界享有盛名，亞洲大學健康學院師資堅

強，尤其衛生署長楊志良曾任該學院教授，因此慕名而來，果

然不虛此行。是「無遠弗屆的網路，牽起我和亞大的幸運連

結。」。

艾妮塔的舅舅約瑟夫，是聖露西亞眾議員兼工程部長，由外交

部官員陪同參加她的畢業典禮；校長張紘炬安排他分別頒發卓

越德育獎 、創新智育獎給柯妮塔，約瑟夫部長也致詞感謝，最

後還以國語說：「恭喜！」「謝謝！」，獲得台下如雷掌聲，

他的未婚妻溫娣也比出大姆指說：「讚！」

亞洲大學國際副校長劉育東說，聖露西亞國內欠缺健康照護、

數位通訊等人才，約瑟夫部長希望每年選派10位高級文官到亞

洲大學進修，偕同來台的未婚妻溫娣將會第一個報名來台進修

圖說：

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左一）頒創新智育獎給艾妮塔（右

一），約瑟夫部長及未婚妻在旁見證。

；與會外交部中南美司官員也允諾，全力促成這項學術外交任

務。

劉育東副校長說，亞洲大學目前有85名國際學生，今年8月將成

立國際學院，擴大招收國際學生。到該校就讀的外籍生，目前

來自美國、俄羅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9個國家，其中，

有不少研究生是該國衛生官員，由政府指派來台就讀亞洲大學

健康學院，學習台灣醫療、健保及管理制度，以便學成後，返

國改善、提升該國醫療品質。聖露西亞是我國邦交國，醫療資

源較為貧瘠，艾妮塔來亞洲大學就讀，也算是台灣協助邦交國

的一項美好輸出。

 

亞洲大學數媒系碩士畢業生、罹患腦性麻痺、多重性身體障礙的陳銘哲，由

博士姐姐陪讀照料兩年，以毅力、自信，完成學業，畢業典禮上，獲創辦人
頒發「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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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畢業生陳銘哲，罹患重度腦

性麻痺，是位多重性身體障礙、肌肉嚴重萎縮的刻苦學生，平

時只有反射性動作。兩年來，由博士畢業的姐姐和他一起住在

學校宿舍，他的起居生活、唸書考試，都由姐姐陳秀玉推著輪

椅照料、陪讀，一路完成學業，求學過程相當艱辛，不但姐弟

情深，親情感人，加上陳銘哲的求學毅力，更令人動容，6月12

日在畢業典禮上，獲得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創辦人特別

獎」的殊榮。

「銘哲只是平凡的學習！感謝亞洲大學師長、同學兩年來照

顧！真心感謝！」數位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畢業生陳銘哲，12

日上午在畢業典禮上，代表所有畢業生致詞，由陳銘哲的姐姐

陳秀玉代唸致詞稿，陳銘哲的父親陳萬年也代替姐姐陳秀玉領

取「董事會特別獎」。

「我雖然行動不方便，但是我的努力與毅力，絕對不落人

後！」陳銘哲克服身體的多重障礙，努力不懈，學業成績始終

保持前2名，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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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校內外競賽前3名記錄，成績相當優異，

備受肯定。

陳銘哲唸大學時，積極爭取中央研究院與台大哲學系工讀機

會，協助建構計劃網站、製作研討會海報與文宣事宜等；並角

逐高難度「keepwalking夢想資助計劃」企劃案比賽，以協助身

心障礙者就業的「數位庇護性工作室」為主題，獲得100萬元的

經費補助，執行一年。

3年前，陳銘哲考上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研究所，因無人照料

他上學，只好等待一年，他姐姐完成博士班學業後，才由姐姐

陪他到亞洲大學就讀，陳銘哲儘管坐著輪椅、運動神經不協

調、說話都比一般人辛苦、吃力，但並不氣餒，在姐姐的照料

下，功課還是保持前2名；去年7月，參加勞委會職訓局中彰投

區就業服務中心舉辦「大專院校中英文履歷競賽」，陳銘哲榮

獲中文組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陳銘哲是位重度腦性麻痺者，他用下巴控制滑

竿，逐字敲打鍵盤，以搶眼的告白、條理分明的履歷、用心製

圖說：數媒系碩士畢業生陳銘哲獲特別獎與爸爸、姐姐開心合

照。

作的佐證作品吸引評審的目光，勇奪第一名。在製作中文履歷

過程中，陳銘哲也是費心地逐字敲打鍵盤完成，比平常人辛苦

不少。

陳銘哲還有著不服輸的意志，為了證明自己的就業實力，他努

力考取網頁設計與廣告設計丙級證書多張專業證照；由於有失

學在家的經驗，陳銘哲未來希望透過「數位庇護性工作室」電

腦教學，幫助和他一樣身有殘疾的人，建立自我的價值。

陳銘哲的導師、亞洲大學視傳系主任顏名宏說，據他兩年的觀

察，陳銘哲學習非常認真，不光是態度異於常人，他對學術追

求的渴望也異於常人，主要是他在國小階段即比正常人遲緩上

學，曾失學在家，因此，陳銘哲在碩士班求學兩年，在姐姐伴

讀下，上課鈴聲未響前，就已守候在教室門口，作業永遠是題

目交下的下一星期就繳交，他認真學習的態度，是年輕學子的

榜樣。

亞洲大學學務長施能義說，學校為了協助陳同學順利就讀，特

地改裝一間學生宿舍，專供陳同學和他姐姐住宿，同時增設校

園、餐廳的殘障輪椅坡道。每天看到陳的姐姐在校園內推著弟

弟上、下課，參加各項活動的身影，就讓人感動不已。陳同學

與他姐姐的故事，在亞洲大學校園，就是激勵人生相當棒的活

教材。

 

前台中市脊髓損傷協會理事長、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學生
劉政漢，獲得2010總統教育獎，師生與有榮焉，認為是實至名歸！

前台中市脊髓損傷協會理事長、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

學生劉政漢，殘而不廢，甫獲得2010總統教育獎，6月4日下午

消息傳回校園，亞洲大學師生們與有榮焉，認為他的獲獎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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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回校園，亞洲大學師生們與有榮焉，認為他的獲獎實至

名歸；劉政漢受訪時，他鼓勵脊髓損傷傷友給自己一個機會，

勇敢踏出第一步，走出來看看，「人生就會不一樣！」

現年52歲的劉政漢在教室坐在輪椅上課，他獲知入選2010總統

教育獎，面對師生們的祝賀，只淡淡地說句：「謝謝！」。劉

政漢強調，如果總統教育獎是一種獎勵，他不覺得自己好到可

以獲得如此獎勵，如果是項鼓勵，他認為應該把獎項頒給年輕

人，當作鼓勵。

「在亞洲大學唸書這三年，是我這輩子最快樂、最充實的時

光！」劉政漢說，他長期幫助傷友過程中，了解到志工服務不

只需要熱情，也需要專業的素養配合，感覺自己在專業部分仍

有不足，於是在年過半百時，選擇到亞洲大學社工系就讀，他

的人生，從此有了一個大轉折，「未來充滿希望！」

劉政漢坦言說，他報考亞洲大學社工系前，其實還是滿掙扎

的，想了很久才決定來唸書，因為他不會電腦，英文程度也很

差，加上行動不便，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很怕沒辦法應付

繁重的功課；於是在報考前，先去學會電腦，再把英文拿出來

重唸，還算能應付過關，現在還差一年就要畢業，將來還是要

繼續進入研究所深造，致力研究脊髓損傷個案及傷支養護的探

討。

10年前，走出戶外的劉政漢，到台中市殘障協進會探訪時，才

開始接觸桌球，進而參加桌球隊，沒想到竟然打出興趣來，靠

著不斷練習、比賽，居然打出一片天，他在2001年膺任國手，

加國內各大賽、到日本參加亞洲盃都獲得名次，2005年馬來西

亞亞洲盃桌球賽獲亞軍、2006亞運團體第三名、個人第四名。

劉政漢說，打桌球，讓他打出信心、成就感。劉政漢指出，據

他了解，還是不少脊髓損傷傷友走不出來，過者悲慘的日子，

圖說：獲總統教育獎的劉政漢開心與導師侯念祖合影。

他在民國68年受傷後返家休養，從此10多年沒出過大門，有時

一覺醒來，會想醒來要做什麼！？後來在台中市脊髓損傷協會

志工們的鼓勵才走出困境，打桌球出國比賽拿金牌，還到亞洲

大學唸書，「如果當時沒有踏出來，就沒有未來，更沒有夢

想，人生是黑白的！」

「劉政漢獲總統教育獎，是實至名歸！」劉政漢的班級導師、

社工系助理教授侯念祖說，劉政漢無論是他的生命經驗或奮鬥

的精神，都堪為同學們的表率，尤其他是坐著輪椅到學校上

課，有諸多不便，他還是風雨無阻、克服困難、樂觀應對，在

課業上從不落人後，排名前一、二名，學習態度更是值得肯

定。

劉政漢高中畢業進入陸軍官校專科班就讀，民國68年5月，在一

次演習任務中受傷，造成胸椎損傷，必須終身使用輪椅代步，

返回南投水里老家休養、沉澱，直到民國80年起才走出社會、

參與活動，民國93年至95年出任台中脊髓損傷協會理事長，98

年5 月出任台中市身心障礙體育會企劃組長迄今，民國96年到亞

洲大學就讀社工系。

亞洲大學獲得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96萬元補助，將選送14位在
校學生，到加州大學聖伯納分校、杜蘭大學修習學分

優秀清寒在校生出國遊學，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亞洲大學

獲得教育部99年度「學海飛颺」計畫96萬元補助，預計遴選外

國語文學系、健康暨產業管理學系共14名交換學生，今年9月分

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伯納分校、杜蘭大學修習學分，一圓出

國留學的夢想！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蕭震緯主任說，教育部推動「學海

飛颺」專案計畫，由教育部及各大學共同補助來回機票及生活

費等相關費用，遴選在校成績優秀學生赴國外著名大學校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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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審查結果出爐，亞洲大學獲得教育部99年「學海飛颺」專

案計畫96萬元補助；所遴選的交換學生，必須先通過新制托福

考試，再以選讀生身份到交換學校就讀。

亞洲大學預計遴選外國語文系12位大學部學生，擔任交換學

生，99學年度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伯納分校就讀；98學年

度，亞洲大學也已有9位學生至該校交換，已修完學分並已回

國。

蕭主任指出，亞洲大學還將遴選健康暨產業管理學系2位學生

(含1位博士生)，預計99學年度赴美國杜蘭大學交換，杜蘭大學

上個月也指派教授及9位外籍生到亞洲大學健管系，作短期文化

交流實習。一年前，健康學院也有兩位研究生，獲得教育部此

一獎學金，到杜蘭大學研修。

亞洲大學重視校際間國際交流，目前與69所海外姐妹校簽署學

圖說：杜蘭大學訪問團到亞洲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參訪行程。

術交流協定，進行學術交流、教師教學研究合作、交換學生計

畫及暑假期間短期課程等合作。

蕭震緯主任表示，加州州立大學聖伯納分校在學術界頗富盛

名，適合亞洲大學外文系學生到該校修習，且該校與台灣學術

交流密切，不少台灣留學生到該校攻讀學位；另杜蘭大學（Ｔ

ulaneＵniversity）是所綜合性的私立大學，位於美國南部路易

斯安那州Ｌouisian的紐奧良市ＮewＯrleans；亞洲大學不僅與杜

蘭大學是姐妹校，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更聘請目前在杜蘭大學任

教的陳紫郎教授為客座教授，可以就近照顧赴美研習的交換學

生。

亞洲大學舉辦為期三週國際菁英領袖營，來自各國34位大學生

赴會，安排戶外教學、參訪日月潭等

第四屆國際菁英領袖營6月28日在亞洲大學登場，來自世界各國

34位大學生陸續抵達亞洲大學，展開為期三週的研習活動，主

辦單位不但安排電腦、戶外教學及認識中華文化等課程，還到

日月潭風景區、鹿港古鎮等地參訪，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也遴選33名學生擔任教學助教，協助外籍生在台起居生活。

亞洲大學研發長李培齊主持第四屆國際菁英領袖營歡迎會時

說，本屆領袖營，有來自美國、澳洲、法國、西班牙及泰國等

34名國外菁英學生赴會，展開為期三週活動，安排課程有介紹

中華文化語言、烹飪、旅遊與休閒管理及戶外教學，不僅搭上

世界正夯的華文風潮，也藉由戶外教學的安排將日月潭、鹿港

等知名光觀景點推銷到世界，他希望本校學生把握跟各國同學

互動學習的機會，日後有卓越成長。

國際交流中心主任蕭震緯也期許學生在這三週的課程中得到許

多不同的寶貴經驗。歡迎儀式中，播放影片介紹亞洲大學各個

學院的教學模式，如何使用圖書館，及從蒙古、印尼、菲律賓

等國家來的各國學生如何在亞洲大學成長情形，並提供外籍生

在台中的日常及娛樂生活等資訊。

各國學員們分組上台自我介紹，來自西班牙的 Maria Julian說，

希望這次來台能夠了解中華文化，進而認識新的朋友，探索新

的自己。夏威夷的Michele Newman個性活潑，他在歡迎會上教

圖說：領袖營歡迎會,參與同學齊聚哈佛講堂。

大家如何用道地的夏威夷當地用語(Aloha)及手勢打招呼，帶動

現場氣氛。

美國的Mahmound Darrat迫不及待地詢問如何搭車到台北，他表

示這是第一次到亞洲國家，其本身很喜歡中華文化，希望利用

課餘時間到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及台北101等知名景點參

觀。

本屆領袖營即日起至7月16日結束，為期三週；亞洲大學外文學

系三年級學生陳允說，很榮幸參加這次的領袖菁英營，不僅能

於短時間內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還能迅速的提升英文

「聽」、「說」的能力，不必花錢的「在台留學」，這個暑假

真的「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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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商設系時尚RUNWAY秀，獲邀移師到2011年台北國際花博會

展演，是唯一非服裝系獲邀的大學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每年5、6月間舉辦的人體包裝設計

「時尚Ｒunway秀」，不但服裝設計新潮、學生模特兒走秀媲

美專業，已受到關注，名揚校外；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

技研發中心(簡稱鞋技中心)日前邀請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的時尚Ｒunway活動，移師到2011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演出。

負責「時尚Ｒunway」秀活動的商設系老師劉芃均指出，經濟

部工業局規劃於明年登場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上，舉辦近百

場的服裝 、配件等展演活動，委託由鞋技中心等單位負責執

行，並廣邀國內相關設計師、學校系所及廠商共同參與活動。

經濟部主管的協技中心日前從網站上得知亞洲大學商設系每年

舉辦的人體包裝設計「時尚RUNWAY秀」的相關訊息，大為驚

豔，4月26日主動來信邀請商設系，2011年移師到至台北世貿中

心的花博會上表演，本校商設系也是唯一獲邀到花博會走秀的

非服裝系系所。

劉芃均老師說，移師到花博會的時尚Ｒunway秀，仍將以

「花」、「蝴蝶」為主題，整個展演活動尚在規劃階段，不過

配合工業局的時間，預計今年下半年將先進行一場展演活動暖

身；明年2月16日至3月10日，會選擇1至2天於花博會場展演，1

圖說：亞洲大學商設系舉辦舞蝶runway秀,學生模特兒炫麗走

秀。

天表演3場次。

亞洲大學商設系去年5月23日、今年6月4日分別以「花」、「蝴

蝶」為主題，舉辦花瘋時尚、舞蝶RUNWAY秀，所有出場走秀

的模特兒，都是由商設系、視傳系等男女同學擔任，不但服裝

設計具時尚感，爭奇鬥豔，盡情綻放繽紛色彩，尤其學生模特

兒在伸展台上秀出青春美麗與自信風采，博得台下滿場彩，驚

豔不已，每年都展現一場名符其實的時尚校園派對。

本校外文系畢業公演，劇碼「芝加哥」，同學們載歌載舞、活力
四射，黑泡泡熱舞社辦舞展，以「舞」會友

亞洲大學外國語學文系6月1日晚舉行畢業公演，同學們改編演

出青春校園音樂劇「ＣＨＩＣＡＧＯ-芝加哥」，全場載歌載舞

活力四射，搭配精湛的英文戲劇演出，發展現專業水準，獲得

滿堂彩；此外，黑泡泡熱舞社6月2日舉辦「復古 Ｆeel-Ｇood」

期末舞展，更是熱力四射，展現高超舞技，以「舞」會友。

「芝加哥之夜，愈夜愈美麗！」亞洲大學外文系應屆畢業生今

年選定「ＣＨＩＣＡＧＯ-芝加哥」為畢業公演年度大戲，並採

跨系合作，由數媒系副教授李賢輝、外文系兼任老師ＪeffＨ

arrison哈傑夫協助指導，外文系四年級100多位的同學，認真地

投入排練、編劇、編舞、舞台道具、服裝造型及參與演出，帶

圖說：外文系畢業公演「芝加哥」，以精湛的英文戲劇演出，

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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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台下觀眾全新的感受。

此次公演，是改編「ＣＨＩＣＡＧＯ-芝加哥」文學劇本，並以

音樂、歌劇方式呈現。演出時一氣呵成，同學在台上扮演「芝

加哥」歌舞劇的記者群、女犯、獄卒，時而載歌載舞，時而高

歌引吭，還有一場法官審判的場面，扮演律師比利的邱英魁同

學將角色發揮得維妙維肖，有時還有超誇張的舞蹈演出，獲得

不少掌聲。

值得一提的是，飾演女主角蘿西的楊丹妮同學、飾演另一女主

角薇瑪的顏寧，在超炫麗的舞台、燈光下，全場舞動表演，兩

人頗有互相飆戲、尬舞意味濃，台下觀眾看得過癮，加上同學

們盡情發揮的戲劇演出，還有整齊劃一的舞蹈，活力四射，一

再牽動全場觀眾的心情，獲得滿堂彩。外文系主任古綺玲說，

這是一場成功的演出，同學們的表現，超乎想像的好，「除了

感動，還是感動！」。

「你今天濕透了沒？」、「出來面對！」亞洲大學黑泡泡熱舞

社「復古 Ｆeel-Ｇood」期末舞展，6月2日晚間在體育館炫麗登

場，在全場同學尖叫聲、吼叫聲，黑泡泡熱舞社的舞群們扭腰

擺臀，難度的下腰、劈腿、單手支撐等也都展現在舞台，可說

是熱力四射，另邀請知名舞團Whatever Bitch和黑角到場尬舞，

展現高超的舞技，讓台下滿場的同學們見識職業舞群的魅力，

全場HIGH翻天。

黑泡泡熱舞社舞群們在舞展中大展舞技，以「夜上海」的歌舞

開場，動感舞群及華麗的服裝，引爆台下尖叫聲四起；接著女

舞群們接連以「你今天濕透了沒？」「出來面對」霹靂舞及

「七震妹」機械舞登場，她們再度展現超炫的舞技、扭腰擺

臀，偶而還會拋出媚眼，擺出撩人的舞姿，搭配超誇張的肢體

動作，引起陣陣的尖叫聲。

主辦單位還邀請嶺東科技大學、大葉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等熱

舞社到場尬舞，以「舞」會友；曾經參加電視台舉辦的「舞林

大道」的黑角舞團、Ｗhatever Bitch也應邀表演，Ｗhatever

Bitch兩位男舞者、黑角舞團8位男舞群分別以精堪的舞技、動感

超媚的表情，尬舞的意味濃厚，同樣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亞洲大學生科系四年級同學涂富精，四年來，參加通識講座、活
動，超過52場次，是創校9年來新記錄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系四年級同學涂富精，四年來，參加學校的

通識講座、活動，超過52場次，創下亞洲大學創校9年來的記

錄，今天獲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益昇頒獎表揚，表彰

涂富精同學學習態度的熱忱、積極參與校內通識講座活動。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益昇，6月14日在書法比賽頒獎的場合，表

揚涂富精同學積極參與通識講座及活動；涂富精同學指出，四

年在校期間，把握所有機會，只要有空檔，他都會耹聽校內所

辦的名人講座，也參與各項活動，無形中擴展不同視野及涵

養，希望同學們也能多參與類似的講座、活動，會有意想不到

的收獲。

「其實，還有10多場的講座，我有去聽演講，但沒有蓋通識

章！」涂富精同學說，聽了無數場的演講，逐漸累積各種不同

領域的知識，他覺得很受用，有些演講的內容對他有啟發性作

用，如台中市長胡志強談城市創意行銷即是一例，有些演講，

頗能激勵人心，也讓他養成積極認真的態度，受益良多，例如

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的演講。

涂富精同學舉例說，本校去年12月23日晚邀請華人女性首位完

成攀登七大頂峰及聖母峰的江秀真蒞校演講，他記得江秀真勉

圖說：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益昇於會中表揚涂富精同學的學習

熱忱。

舉，不是為了冒險，而是為了學習，要去體驗不一樣的生命，

「要想成功，就要踏出第一步！」，他很欽佩江秀真辦到不可

能的任務，當時的體驗很深刻，也可以說很震憾！

在涂富精同學印象中，亞都麗緻服務管理學苑總經理嚴心鏞前

年底蒞校演講時，不但幽默風趣，嚴心鏞總經理提到一個好的

客戶服務過程，有太多細節、太多看起來不重要的事情，但是

這些細節、事情，往往是讓客人來自內心發出：「哇嗚

(wow)！」的關鍵，這樣的服務理念，讓他很感動，將來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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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攀登七大頂峰及聖母峰的江秀真蒞校演講，他記得江秀真勉

勵同學們要勇敢追夢，成功完成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壯

(wow)！」的關鍵，這樣的服務理念，讓他很感動，將來出社會

時，或許可以派上用場。

亞洲大學首屆綠能創意競賽，決賽出爐，數媒系田芸珮設計的
續燈泡，獲得「金獎」，獎金10萬元

亞洲大學第一屆綠能創意競賽，激盪出不少創意的火花！全校

共有49支隊伍報名參賽，經過3個月的書面審核、競賽及評審，

選出12隊進入複、決賽，比賽結果出爐了！金獎由數媒學系四

年級同學田芸珮及外文系一年級同學葉青沛共同組成的「雙沛

隊」，發表的「續燈泡」作品，獲得獎金高達10萬元。

評審小組公布，金獎作品是雙沛隊（Double Power）的續燈

泡，銀獎得主是南北二路隊（ＮＮＳ）商設系二年級同學向浩

天、梁畯凱、左楚浩的太陽能停車棚（Green Park），獎金8萬

元；銅獎得主光通系隊（DPCE）光通系三年級同學何建勳、陳

岱佑、劉哲維及數媒系二年級同學黃旻頤的智慧太陽能垃圾桶

（Smart Garbage Can），獎金6萬元；佳作得獎組別為龜寶隊-小

飛架、綠柚紅花-動動來電、節能摳摳團-潘朵拉的音樂盒等3

隊，各獲得獎金2萬元。

此次綠能創意競賽「金獎」得主之一、數媒系四年級同學田芸

珮同學說，續燈泡改良了傳統燈泡結構，在燈泡內設計有蓄電

池的功能，可以在任何無電源的地方使用，如發生地震、天災

或一般斷電情況下都可使用。評審小組指出，「續燈泡」的創

意發明，雖然於5月14日馬來西亞21屆國際發明展上獲得銀獎的

殊榮，名揚國際。因該作品早於3個月前就提出參賽，所以依規

定仍可參賽，恭賀這一組再度得勝！ 

銀獎是「太陽能停車棚」，創意設計人之一、商設系二年級同

學左楚浩說，創新的太陽能停車棚，包含主體停車棚，葉面的

棚頂上都裝上太陽能板，白天儲存電力，入夜後，可照亮停車

場；至於中央支架裡另設有水管，電線連接至車棚上的ＬＥＤ

燈及地面道路旁的ＬＥＤ燈，水管連接到地底下的蓄水槽，再

作有效的水資源利用。

「智慧型太陽能垃圾桶，是個不經意發想的點子，沒想到還得

獎，真是太高興了！」光通系三年級同學何建勳說，他們是看

到清潔人員在烈日下，推著垃圾車到各處檢視垃圾桶，查看是

否滿載或需要更換，很辛苦，因此，他們想到利用單晶片，裝

圖說：亞洲大學綠能競賽金、銀、銅獎獲獎隊伍（右起）合

影。

上紅外線遮斷器，偵測垃圾是否滿載，如果閃燈時，即可通知

清潔人員前來清理垃圾，減少清潔人員來回奔波的辛勞。

此次「綠能創意競賽-用創意轉動世界」，共有49隊組隊參賽，

篩選出優質的12隊，進入決賽，並於6月11日、18日分批發表，

邀請總務處文書組組長顏榮豐、創新育成中心兩位組長朱立

聖、陳永進老師及光電等相關領域陳永欽、陳興忠教師等人擔

任評審委員。　

進入決賽、發表的團隊包括龜寶隊-小飛架、綠蠵龜隊-Save &

safe、BUD&BUD-芽線、Gun N’Shrimp-Green touching、凱旋門-

黑磚、材能兼備-食時 客刻、綠柚紅花-動動來電、節能摳摳團-

潘朵拉的音樂盒、NNS- Green Park、森巴-樂活帽、Double

Power-續燈泡、DPCE-Smart Garbage Can等12隊，主辦單位並於6

月14日至18日在圖書館閱讀咖啡廳開放校內師生票選，競爭激

烈，最後由5位決賽評審委員及教學卓越計畫主持人視傳系系主

任顏名宏，開會決定優勝隊伍。

參與評審的創新育成中心組長陳永進教授指出，創意綠能競賽

是亞洲大學第一次舉辦的創意發明賽，已經看到學生的創意無

限，讓所有委員感到欽佩，同學如此積極參賽的精神，對於未

來升學、求職之路勢必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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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商設系、視傳系同學參加2010南投得緣-農特產品伴手禮
創意包裝設計比賽，共8組、11人獲獎

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同學參加2010

南投得緣-農特產品伴手禮創意包裝設計比賽，獲獎連連，共有

8組、11人分別獲得一般組、創意組的第二名、優選及佳作獎，

第二名的獎金高達1萬元、優選3000元，7月18日在南投市公所頒

獎表揚。

此次參賽獲獎名單如下： 

一般組： 

第二名是視傳系二年級同學趙彥雯、劉凌秀，作品：傳承。 

優選

視傳系二年級同學黃思婷、林怡婷，作品：窗櫺．南風吹起 。

佳作是視傳系二年級同學盂思妤

作品：荔枝與鳳梨綜合禮盒。 

創意組： 

第二名是商設系三年級同學張尹齊、馮家齡，作品：水緣。 

優選是商設系三年級同學洪于智，作品：南得投緣戀．山藥。 

佳作： 

1.商設系三年級同學洪于智

作品：南得投緣戀．山藥(時尚版)。 

2.視傳系二年級同學王思涵、江琇雯

作品：最自然的原味．南風。 

3.商設系三年級同學黃莉晏，作品：果緣禮。

商設系三年級同學洪于智在創意組中，以設計作品「南得投緣

戀．山藥」，獲得優選及佳作；洪于智說，他是應用風琴結構

做為包裝設計的重點，可隨包裝物大小調整，最多可容納根山

藥，有別於一般山藥包裝，不需要外填充物，即可保護山藥。

至於時尚版，則採用半透明包裝材料，可以看透山藥的顏色，

讓人有詩意的朦朧美感。

 

圖說：亞洲大學綠能競賽金、銀、銅獎獲獎隊伍（右起）合

影。 

創意組中，獲得第二名的是商設系三年級同學張尹齊、馮家

齡，他們所設計的「水緣」外包裝，是用硬的牛皮卡紙做成，

盒子可以拆解，裝在內盒的南投意麵、龍眼乾、荔枝乾，如果

吃完，紙盒不用丟掉，可回收再利用，很環保。獲得佳作的視

傳系二年級同學王思涵、江琇雯，所設計的「最自然的原味．

南風」，儘量呈現紙張最原始的材質，製成包裝禮盒。

在一般組中，獲得第二名的是視傳系二年級同學趙彥雯、劉凌

秀，她們所設計的「傳承」包裝盒，也是用牛皮卡紙製作，強

調古色古香，展現傳統工手藝的感覺。獲得佳作的盂思妤及黃

思婷、林怡婷的兩件作品，都強調在視覺感受，尤其紙袋部

分，都採用牛皮卡紙，且不用卡榫，講究環保。

「能夠得獎，很開心！」黃思婷、林怡婷、盂思妤等位同學異

口同聲地說，在吳宜真老師的包裝結構設計課中，分別製作各

式包裝盒參賽，沒想到可以獲獎，雖然覺得意外，但想到辛苦

總算有代價，就很高興。

亞洲大學與La New等三家企業集團產學合作，合辦3C核心職能
培訓，應屆畢業生可直接到企業工作

亞洲大學擴大產學合作的版圖，繼日月行館、1111人力銀行之

後，再與知名Ｌa Ｎew老牛皮國際企業集團，商訂產學合作事

宜，將合辦「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向想進入職業棒球隊、

專業健身業與頂級婚宴會館大企業的亞洲大學應屆畢業生招

手，一旦完成修業、面試通過，畢業後就有機會直接進入Ｌa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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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企業集團工作，實現「畢業即就業」承諾。

亞洲大學學涯中心主任張湘君說，亞洲大學繼與日月潭頂級觀

光大飯店「日月行館」、1111人力銀行產學合作展現績效，此

次再跟Ｌa Ｎew集團產學合作，即將辦理的「3Ｃ共同核心職能

課程」，想要到La New企業集團工作的亞洲大學畢業生，都可

接受此一職前訓練課程培訓。

所謂「3C共同核心職能課程」有三個單元課程，第一單元是

「動機職能(Driving Competencies,簡稱DC)」；第二單元是「行

為職能(Behavioral Competencies,簡稱BC)」，第三單元是「知識

職能(Knowledge Competencies,簡稱KC)」，總共安排「工作願

景與工作倫理」、「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工作團隊與團

隊協作方法」、「工作夥伴關係與衝突化解能力」、「環境知

識的學習與創新」、「價值概念與成本意識」等基礎職能相關

課程。

學涯中心主任張湘君指出，Ｌa Ｎew企業集團下，擁有足部研

究所、Ｌa Ｍigo那米哥健康休閒美容俱樂部、職業棒球隊及薇

圖說：亞洲大學與日月行館產學合作，在校園內進行儀態訓練

情形。

 

庭企業公司（頂級婚宴會館）等，是多角發展的企業集團，所

需新募人才囊括亞洲大學各學系。6月21日至7月2日展開職前培

訓，修課完成及成績合格者授予修課結業證書，7月2日前往台

北La New企業集團參訪、面試，有機會進入Ｌa Ｎew企業集團

工作的機會。 此外，亞洲大學5月13日與全球華人公司（1111人

力銀行）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稱許1111

人力銀行在企業招募與甄選人才有專業表現，1111人力銀行總

經理王孝慈說，在當前國家總體經濟面臨重大考驗下，1111人

力銀行仍善盡企業的專業與社會責任，希望藉助亞洲大學優質

的師資、設備、學術聲望等學術能量，提升1111人力銀行未來

服務的品質與效能。

 

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端午節送「艾」到社區，無限供應午時
水，以午時水加艾草淨身，以菜豆、瓠瓜及茄子祭祖

「三月三桃仔李仔挺頭 ！」、「五月五桃仔李仔滿街

跑！」、「送『艾』到社區！讚！」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館長

朱界陽說，端午節除了划龍舟、吃粽子，最重要的是門楣懸掛

艾草、榕葉，並以午時水加艾草、榕葉沐浴淨身，因此發動社

區志工一起「送艾到社區」；6月16日端午節上午11時至下午1

時免費入園無限供應午時水。

民俗文物館為了送「艾」到社區，結合北屯區平心、平昌、大

忠里辦公處及台中市藝文協會、樂活關懷協會、台中生活美學

協會數10名義工，整理約1500份艾草與榕葉，端午節前一天（15

日）上午11時分成10個路線分送艾到社區、並發放端午節民俗

小常識說帖，讓社區民眾瞭解端午節的節令意義。

亞洲大學民俗館館長朱界陽說，過了端午節，台灣正式進入夏

令，因此在端午節的「午時水」（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取不見天

之地下水），被稱為「至陽之水」洗到可以避邪，民俗上在端

午節當天在門楣上插上艾草、榕樹避邪去霉，並以午時水加榕

葉、艾草沐浴可以去霉氣與病毒，同時當天也清洗家內傢俱；

端午節也是農業社會重要的清潔、沐浴日。端午節當天上午11

圖說：亞洲大學民俗文物館副館長顏榮豐(中)及社區民眾等人一

起送艾到社區。 

經中「葦茭」變化而來（與宗教之金剛結類似），因此端午節

拜整串粽子藉粽步以拔除不祥。而端午節划龍舟是先民祭拜水

仙尊王（屈原、伍子胥、大禹）及越王勾踐利用端陽龍舟競渡

秘訓水師而衍生之習俗。

朱界陽館長說，端午祭祖、拜地基祖除了拜粽子外，也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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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也是農業社會重要的清潔、沐浴日。端午節當天上午11

時至下午1時，免費入民俗公園取午時水，且無限供應，歡迎民

眾入園取用，一起歡慶端午佳節。

朱界陽館長並說明端午節划龍舟及綁肉粽的典故，他說，端午

節綁粽子除了祭屈原外，「粽步」可以除去不祥。因粽子以粽

索編結成髮辮狀，俗稱綁「粽步」，而「粽步」係從古代山海

的祭拜的水果及食用蔬菜，端午時節正值菜豆、瓠瓜及茄子盛

產，因此先賢以此三樣蔬菜作為祭拜的蔬食；依端午俗諺說：

食菜豆食到老老老，食瓠才會富，取得福（富）之語義，並能

讓皮膚像瓠瓜一樣光滑美麗，而食茄才會嬲抖（意思：精神抖

擻之意）或許是先賢協助農民推銷農產品的妙計。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主辦單位

99年7月21日–7月22日  

2010 GYLA第14屆 未來領袖菁英養成學苑

夏季高峰論壇「二十不惑．勇敢追夢」

台北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全球人壽、

中時報系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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