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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師生合作打造員林靜修國小「美心牆」戶外公共藝術

由台灣美術界大師，同時也是大葉大學資深美學教授的王鍊登教授一手設計，建造的員林

靜修國小「美心牆」戶外公共藝術作品，9 9年1 2月11日上午八點在員林靜修國小書香樓舉行揭
幕啟用典禮，大葉大學校長武東星博士亦受邀蒞臨共同主持揭幕剪綵儀式。

武東星校長指出，王鍊登教授為美學藝術家出身，之後又前往德國接受嚴謹的現代化工藝

教育，是國內極少見，能成功整合美學創作、工藝設計、現代化科技與商業行銷的全能型藝術

創作者。

王教授同時也是大葉大學造形藝術系的創系主任，據他指出，他此次是受員林靜修國小  
張信堯校長邀請下承接設計案，目的是希望能將最新的美學理念藉由作品推廣到國小及社區。

    用『美麗之心』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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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說，此次完成的最新作品「美心牆」高達1 4公尺（四層樓
高），寬約6公尺，是規模相當龐大的戶外公共藝術計畫，過程中運用
了相當前瞻的設計概念與工法，例如：擷取傳統書法中的「心」字造

型加以造形演繹，成為主牆面的構圖，再將水晶玻璃珠鑲嵌入壁面，

營造出馬賽克的美感效果，借由自然陽光投射出多層次色彩。這種創

意工法相當特殊，但是難度也相當高，所幸他所帶領的一批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系的研究生相當投入工作，才能逐一克服困難。

王鍊登進一步介紹，最後成品「美心牆」另外還同時結合富饒

「國際觀，地球村」理念的大型「地球時鐘」設置，這也是他精心設

計的專利作品，藉由鐘面轉盤的移動，就可以輕鬆得知地球各個時區

的現在時間。整個「地球時鐘」的造形、配色也都是以藝術品的觀點

設計打造，極具美感意味。讓靜修國小師生同時可以感受美學品味與

世界一家的胸襟  。

「美心牆」戶外公共藝術作品剪綵儀式，於員林靜修國小的創校

5 8週年校慶運動大會隆重揭幕，到場的眾多來賓、家長皆對此項藝術
作品報以熱烈讚賞。

「國際觀，地球村」

Using “Beautiful Heart” to Connect to the “World”: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Da-Yeh University joined to create an outdoor mural for Jing-Shio 
Elementary School in Yuanl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ural of “Mei-Shin Wall”, designed by Lein-Teng Wang, a master of 
Taiwan Fine Arts and also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Arts in Da-Yeh University, was 
held on December 11th, 2010 at Jing-Shio Elementary School in Yuanlin. The President of Da-Yeh 

University, Dr. Dong-Sing Wuu, was invited to the joint ribbon-cutting ceremony.

         公益櫥窗_ 地方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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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活到老、學到老」之學習成果

  
八十七位總歲數加起來超過六千歲的阿公、阿嬤，在大葉老人大學順利領到「畢業證

書」。其中7 8歲的張盧嶺阿嬤，不管刮風下雨，每次上課都風雨無阻到學校來上課，另外，還
有一對8 5歲的銀髮族夫妻莊鐘寶珠、莊浮鑾兩人攜手上大學，實踐了「活到老學到老」的樂活
哲學。   

大葉大學 1 0 0學年度老人大學「畢業典禮」， 6月 1 7日早上 9 : 3 0在活動中心熱鬧舉行。自
民國八十四年大葉大學率先推出老人大學課程，目前已經順利邁進第 1 7個年頭。大葉大學是  
彰化縣最早開辦老人大學的學校，早期開辦書法班、彩繪人生班和武術養身班，另外在民國九

十四年增設生活藝能班，課程規劃相當多元。

這場「畢業典禮」，年齡最小五十二歲的張玲純，最高齡的是八十七歲的廖盧良。其中一

對 8 5歲的銀髮族夫妻莊鐘寶珠、莊浮鑾，兩個人加起來雖然巳經1 7 0歲了，卻不會影響他們求
學的意願。他們一致認為到大葉老人大學上課，愈活愈年輕，而且也比較不容易退化。

    樂活學習有元氣  大葉大學提供銀髮族長期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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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 8歲的張盧嶺阿嬤表示，她從5 5歲起就到彰化長春學苑學英
文和繪畫，民國 8 4年大葉開辦老人大學，她就到大葉大學來學書法和
美術，開課到現在 1 7年了，每次都風雨無阻去上課，她說：到老人大
學上課，可以交朋友，讓老人生活更充實快樂。   

武術養生班的班長江信康上台致詞時表示：大葉大學校園非常優

美，在這邊上課心情非常好，學員都把學校當作自己第二個家。到老

人大學上課，學員不但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而且人生的視野會更廣

闊。

另外，進修推廣部也在大葉藝廊舉辦「學員書畫聯展」，作品包

括：書法油畫和國畫，展現學員平時學習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參展

學員的年齡多數超過70歲，真正是名實相符的「活到老學到老」。     　 

大葉大學副校長謝龍發特別到場頒發「畢業證書」，謝副校長表

示：大葉大學是一個公益的大學，是針對社會開放的，看到社會有這

方面的需要，所以特別開辦這樣的課程，不過有鑑於老人大學的名稱

不是很適當，所以從下學期開始正式改名為長青大學。謝副校長除了

祝賀這些高齡學生順利「畢業」外，也鼓勵更多長者到大葉長青大學

來就讀，長青大學的大門永遠為他們而開。

一所公益的大學

Da-Yeh University Provides Learning Space for the Elderly: The Exhibition of 
the Results of “Lifetime Larning” Program

Eighty-seven elders whose total age is over 6000 years old finally received their diplomas from 

Da-Yeh University.  Lu-Ling Chang, whose is 78 years old, always arrived in class regardless the 
bad weather conditions.  There were also a couple of 85-year olds, Pao-Chu Chuang and Fu-
Luang Chuang, who came to the University together, showing the spirit for the “Lifetime Learning”.

         公益櫥窗_ 地方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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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與再生的故事

「創意是學生最大的天賦」，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的學生利用回收廢傢俱，運用創意發

想，徹底顛覆民眾對國小課桌椅的刻板印象。彰化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2 0 11年和秀水鄉公所清
潔隊合作，將清潔隊員所回收的廢棄傢俱，藉由學生的創意發想，塑造出全新的作品，讓廢棄

傢俱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師生， 7月 4日在活動中心－大葉藝廊 ( M 3 0 3 )舉行「再生傢俱成果發
果會」。現場邀請秀水鄉公所主任秘書許聰輝、清潔隊隊長張威星，以及大葉大學校長        
武東星、空間設計系系主任黃俊熹、指導老師楊淨伍、陳淑瑜、吳志文和學生等共同與會。

2 0 11年二月初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系主任黃俊熹，前往秀水鄉公所參觀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廠，看到堆積如山的廢棄國小課桌椅。為了讓這些回收課桌椅可以獲得充份利用，和公所達成

合作共識，將拆解後的課桌椅，提供給空間設計系一年級的學生，進行設計與實體操作。希望

將清潔隊員所回收的廢棄傢俱，藉由學生的創意發想，讓資源可以循環再生，達到節能減碳的

目的，並且經由多元的再利用方式，讓永續利用的觀念能在學生身上生根發芽及茁壯。

    無一不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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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再生傢俱成果發表會」共展出三十件作品，設計內容包括：

椅子、置物櫃和嬰兒車等。其中，由何詩婷同學設計的多功能兒童椅，

最受到現場來賓的青睞。何同學說：當初設計發想是希望將童年課桌椅

的記憶，透過兒童椅的設計傳承給下一代。兒童椅適用對象設計在八到

十二個月大的小朋友，它不但可以搖，而且桌面還可以拆解，下方設計

可放置兒童奶瓶罐的功能，作品兼具實用與美觀。

指導老師楊淨伍說：這項計畫從同學提案到完成實體作品，總共花

了五個月的時間。首先要克服材料不完整的難題，再來是如何將設計概

念融入廢傢俱的實體操作。課程設計主要目的是希望同學透過對材料的

觀察到正式構圖設計，讓他們在實作中了解到人體功學，以及人的行為

和空間之間的關係，將創意變成實體化的一個作品。

「創意是學生最大的天賦」，指導老師吳志文說：一般人對國小課

桌椅都有既定的刻板印象，但看到這次學生成果發表，每一件作品都徹

底顛覆民眾對國小課桌椅的刻板印象。相信透過作品實作過程，可以讓

學生學習到設計上的觀念。

「創意是學生最大的天賦」

Everything is Recyclable: The Story of the Abandon and the Reborn 

Creativity is the greatest gift of students.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at Da-Yeh University used their creativity to give a new imagine to the stereotype 
of old tables and chai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The trashed furniture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show a whole new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the creativity of students at Da-Yeh University.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空間設計學系系主任黃俊熹說：很高興有機會和秀水鄉公所來合作，這些廢棄的課桌

椅，曾讓回收單位大傷腦筋。他希望透過學生的創意發想，將這些廢棄傢俱進行變身改造，

除了讓廢棄傢俱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外，也讓資源可以再生利用。未來會將學生作品移往秀水

鄉公所展示，如果有廠商有意願合作，不排除將學生作品進行義賣或量產販售。

大葉大學武東星校長說：大葉大學是一所在地的大學，很高興可以利用學校的研發能

量，跟在地鄉鎮公所合作，利用學生的設計創意將廢棄傢俱做再生利用，除了達到節能減碳

的目的外，也促進學校和地方政府間的產學合作交流。學生創意無限，相信透過這次「再生

傢俱成果發表」，讓學生可以對地球環保做出貢獻。秀水鄉公所主任秘書許聰輝說：清潔隊

人力有限，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回收的廢棄傢俱是大傷腦筋，很高興可以和大葉大學合作，參

觀現場作品，發現學生實在很厲害，將原本廢棄不用的淘汰品，賦予新的生命力。因為目前

只有合作一個學期而已，未來希望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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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學子驚呼連連大讚好玩

放暑假學生何處去？相信讓很多家長都大傷腦筋。為提供青年學子暑期優質休閒活動，  
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於2 0 11年利用新社高中高一新生參訪校園的機會，規劃了一場「青
少年低空彈跳體驗營」活動，現場吸引7 0幾位國三升高一新生參加體驗。

為了提供策略聯盟學校同歡慶，達到校際交流資源共享的目的，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

業管理學系特別安排新社高中高一新生到大葉大學進行參訪行程。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在管理學

院中庭廣場進行「低空彈跳體驗」，讓來參訪的年輕學子透過遊戲更加認識大葉大學。

休管系老師林擎天表示，「低空彈跳」是突破休閒的一門課程，藉由低空彈跳，讓來參訪

的高中同學體驗大葉大學休閒系平常上課所使用的器材，休閒系不是只有玩，是在突破自我學

習不一樣的獨特性。另外，也嚐試讓同學從遊戲中學習團隊精神，並透過低空彈跳的體驗，激

發青少年挑戰及突破自我，青少年從體驗不同的休閒活動中，同時達到紓壓、娛樂、放鬆及自

我發展的功效。

    暑期低空彈跳體驗營  激發青少年挑戰及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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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的休管系三年級同學黃千芸說，挑戰低空彈跳對女生來

說，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她回憶第一次進行低空彈跳的過程時

說，當初設備是架設在管理學院頂樓，在一飛沖天的剎那，她害怕

得哭了。不過有了第一次的初體驗，突破心理障礙後，第二次、第

三次玩都玩得很開心，低空彈跳課程也成為她最喜歡的課程之一。

來參加低空彈跳體驗的多位同學都表示，在輔導人員的輔助

下，低空彈跳可以彈上四層樓那麼高，就像鳥飛上天空一樣的自

由，感覺很刺激，不過過程中還是有女孩子嚇得驚聲尖叫，大喊太

可怕了！主辦單位也提醒，患有心血管疾病、氣喘、心臟病、高血

壓、心律不整、孕婦、酒醉… …等，絕對不宜參加，避免發生意
外。

大葉大學也歡迎高中職學生可以常到學校參觀，如果策略聯盟

高中職學校校慶或是學生社團活動，有需要都可以向休閒事業管理

學系申請，學校很樂意來提供「低空彈跳」課程規畫，歡迎有興趣

民眾可以多加利用。

一飛沖天的剎那

Katapult Summer Camp: An Exciting and Fun Activity for the Teenagers

In order to provide fun activities for teenage students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visit from freshmen at Shin-She Senior High School to host a “Katapult Teenage Summer 
Camp”.  The event attracted more than 70 freshmen to join the exciting experience.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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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蒲公英服務隊』

1 5名學生在教育部史懷哲計畫補助下，2 0 11年6月3 0日到7月2 1日在彰化大村國中，為2 0
位來自台灣新移民家庭的學童，舉辦3個星期的「ＦＵＮ暑假」夏令營。大葉「ＦＵＮ暑假」夏
令營，課程規畫主要以輔導加強學童的課業為主，再加上才藝、體能、品德以及生活習慣的鍛

鍊。

3 0日在大村國中舉行始業式，大葉大學武東星校長、大村國中校長龔育明、大葉大學    
黃德祥教授和蕭揚基教授等都特別前往參加。武東星校長說，為培養大葉學生成為關懷世界的

世界公民，特別鼓勵學生進行社區服務。對於大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同學犧牲自己假期，服

務在地學童的奉獻精神，他表示肯定。

大村國中校長龔育明說，大村鄉有四所國小一所國中，長期以來都受到大葉大學熱心的幫

忙。感謝大葉大學開設這樣的課程，相信透過這樣的社區服務與合作，除了拉近大學和國中間

的距離外，也讓這群孩子有一個充實快樂的暑假。

    散播學習與服務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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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服務營隊由謝智玲老師帶領 1 5名師資培育中心學
生，至大村國中進行為期 3星期的營隊服務。謝老師說：為鼓
勵師資生透過下鄉服務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部從 3年前對  
大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進行補助，去年學校就安排學生到南投

明潭國中進行學生寒暑假輔導課程。為了加強與在地的連結，

今年學校特別安排到大村國中進行學童暑期輔導，希望學生透

過「ＦＵＮ暑假」夏令營，貢獻所學的專業智能為鄉土盡一份

棉薄之力。

活動總召同學「小夫」說，他目前是研一升研二，雖然功

課很繁重，不過有當小老師的機會，他要好好把握。對於可以

下鄉服務大村國中的學童，也感到很有成就感。另一位，陳憶

慧同學，她已經連續參加三年了，她說：希望藉著活動從中學

習到教學技巧，除了未來職場上之運用，即時幫助在地學生，

給他們更多的正向鼓勵，意義非凡。

為吸引參與學生對閱讀、英文、數學、自然和體育等科目

的課程興趣，蒲公英服務營隊特別策劃一系列活潑多元的學習

內容。目標是加強參與同學國英數等科目的基礎能力，在遊戲

中快樂學習，並且找回學習的自信心。  

大葉大學武東星校長表示，願意投入服務的同學都是充滿

愛心的優秀人才，他期盼同學能藉此活動在大村地區撒下愛的

種子，將愛心傳達到社區每一個角落。

實踐『史懷哲精神』

Spreading the Seeds of Learning and Serving

Fifteen postgraduate students, funded by Schweitzer Program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the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 at Da-Yeh University hosted a 3-week summer camp of “FUN 

Summer Vacation” for 2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foreign parents at Dacun Junior High 

School in Chang-Hua County.  This event started from June 30th and ended on July 21st, and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this summer camp was aimed at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camp participants’ 
homework and assignments.  Training on the skills of participants in arts and crafts, physical 
well-beings, moral character, and live in general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camp.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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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國小學理財  大葉財金系來指導

2 0 0 9年 1 0月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師生，帶著『致富導航器遊戲』前進彰化縣和美鎮的
新庄國小，與2 0多位六年級學童進行投資理財互動，透過遊戲與理財實境模擬學習理財，讓國
小的學生提早面臨到個人財富的支配，啓發理財的智慧，達成深化校園金融知識的目標，經過

遊戲洗禮，不少小朋友才發現自己以前都亂花錢，異口同聲地說從此要養成良好的理財習慣

了！

財務金融學系主任劉文祺表示，系上吳勝景老師將其「公司理財」課程加入「服務學習」

的活動，除了課堂上講授專業知識之外，更希望透過服務學習方式，讓學生將所學的財金專業

知識貢獻給社會，因此結合新庄國小的活動，讓小朋友藉由遊戲學習財務金融知識，避免從書

本中學習的恐懼，同時更能讓他們提早接觸到投資理財的觀念。

    學理財，從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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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財金系1 8位學生，分組帶領新庄國小的小朋友
體驗『致富導航器遊戲』，從遊戲與理財實境模擬中學習

理財，而系上同學也藉由參加社區服務活動，增加與社會

接觸的機會，間接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並建立服務利
他的價值觀。

新庄國小老師褚萍萍也相當感謝大葉大學學生，願意

進入國小校園帶給學童一個特別又快樂的課程，提早體驗

到理財知識的重要性。

提早體驗到理財知識

Learn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t Young Age

Th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t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of Da-Yeh University stepped into 
Sinjhuang Elementary School of Hemei Township to educate the sixth grader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through gam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The elementary pupils 
was able to lear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a reality simulation, which allowed them to learn and 

solve financial problems and to gain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After the games, mos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upils came to realize how much money they wasted in the past and promised 

to keep a good habi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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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學生幫葡萄農開創新商機

企業管理如何與葡萄產業撞擊出火花呢？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社區服務合作計畫，2 0 11
年首度和在地的大村鄉農會合作，同學在企業診斷課程中分成1 0小組，每個小組分別與大村鄉
農會一個葡萄產銷班進行長達1 9個星期的合作，一學期的社區服務成果相當豐碩，同學除了協
助產銷班班員解決問題外；也成功運用所學將品牌、網路行銷等概念和農民分享，幫助葡萄農

開創新的商機，提高農民的經濟收益。彰化是葡萄的故鄉，彰化縣政府和大村鄉農會都不遺餘

力舉辦各式各樣活動推廣，例如舉辦葡萄嘉年華會、葡萄產業文化季、葡萄公主的選拔等活

動，藉此打開彰化葡萄產業的知名度。不過舉辦許多葡萄的活動，雖然有增加買氣和知名度，

但現階段消費者只知道葡萄是彰化出產的，農民將當地的地名作為農產品的品牌，與同類的農

產品無法做區隔，讓大部分的農民只能共享在地化所創造出的廣大名氣，與實際的收入不成正

比。

企管系老師鄭焜中說：這門「企業診斷」課程原本都是在課堂內講授，但學生並無實務經

驗，所以學習成效大打折扣；今年首度打破傳統，運用服務學習的概念，與大村鄉農會合

作，5 5位大四學生將四年課堂所學習過有關行銷、生產等課程後，在大學最後一學期，將所學
予以統整，並透過親自參與葡萄產銷班的運作，除了印證學校所學理論與現實生活中實務的差

距外，還要找出產銷班經營管理的弊端與缺失，並提出有效的改善對策。

    紫色鑽石的產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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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農業來說，農民長於生產技術，但基本上比較欠缺行銷方面

的知識，企管所學就是行銷包裝，農民生產優質葡萄，同學幫忙行銷，從

品牌的建立、選定目標客戶群，讓企業管理和農業做出完美結合。

在十組同學中，其中林泉丞、翁瑞敏、蔡均讓、陳司璇、陳婉容和陳志堃

這組同學，替產銷班第二十二班班長吳明恩先生規劃一套行銷工具網，第一步

是建立品牌名稱，將吳班長生產的葡萄取名「阿明伯」，並強化品牌認知，建

立消費者品牌忠誠度。再者，他們也改變原本的紙箱設計，加入品牌標誌、品

牌故事、認證標章等，注入年輕創新的設計元素，加強消費者的品牌印象。最

後，擴大原本僅侷限於農會統一銷售的通路，另外幫阿明伯架設網站，放置葡

萄生長照片和紀錄，增強消費者的信賴感，將銷售用虛擬通路增加銷量和知名

度，省下廣告和店租的費用，利用網路廣大的傳播能力，增加訂單的數量。

2 0 11年應屆畢業生張妍渟同學說：她們這個小組是幫大村農會頂級
紫龍珠葡萄做行銷包裝，她們選擇以故事行銷做為行銷主軸。在與農民互

動過程中，她除了對葡萄產業有進一步了解外，對於四年企管系所學也有

了完整的認識，未來不論是升學或就業都有更紮實的基礎。

為農產品加入年輕創新的設計

The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of the “Purple Diamond”

How could grap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reate sparks?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Da-Yeh University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Farmer’s Union of Dacun 

Township for the first time.  Students from Da-Yeh University were separated into 10 groups in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Each group cooperated and shared the ideas of product 
management and online marketing strategies with the grape farmers for 19 weeks to create a new 

market for the grape farmers and to accelerate their economical profits.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另外，林泉丞同學也說：真的很開心可以在畢業前上這堂課程，實際學習到實務上

的運用，對將來就業很有幫助。他體會到行行出狀元，每一個行業都很辛苦，未來要學

習的還很多。另外，能當志工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很多時候不一定要有報酬，學習到

東西就是最大的報酬。

由於課程設計得宜，過程中激起學生的學習與服務興趣，因此在師生及產銷班的努

力下，彼此都收穫良多。其中有三組同學協助產銷班重新設計葡萄包裝箱；有五組同學

協助產銷班設計銷售網站；更有一組同學幫農民賣了九千元的葡萄。產銷班特別頒發感

謝狀感謝同學的付出；企管系這次大村鄉葡萄網路行銷計畫社區服務成果可以說是相當

豐碩，未來企管系規劃繼續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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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管系舉辦暑期夏令營  埔心國小飆創意

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三年級學生利用暑假的假期，到彰化埔心國小舉辦一場暑期夏

令營。主辦單位安排闖關活動、水排球和手工藝ＤＩＹ等課程，讓小朋友中在遊戲中開始了他

們的暑期生活。  
     
國中小學童開始放暑假了，為了讓學童度過一個充實的暑假假期，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學系，今年和埔心國小合作，舉辦一場「Ｆｕｎ Ｓｏｎｇ水一夏」暑期夏令營活動，從7月4日
至 6日一連舉行三天，參加對象是國小二年級到六年級小朋友，9 2個參加的小朋友在2 7位休管
系大哥哥大姐姐帶領下，度過了愉快的三天假期。

三天的夏令營中，休管系同學設計了一系列活動，內容包括：水中蛟龍與海底寶藏、降落

傘製作、手工藝ＤＩＹ、接力賽與水排球、以及「反煙、反毒、反檳榔及交通安全」等品德教

育課程，內容設計兼具動態與靜態，活動內容相當多元。   

   『 F u n  S o n g水一夏』學童H i g h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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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負責人尼莫（黃心禹）同學說：這個夏令營是休閒事

業管理學系一堂課程所辦的一場營隊活動，活動設計除了讓參

與小朋友暑假更有趣外，也讓他們從活動中學習到團結和運動

家精神。

另外，章魚（汪祺融）同學說：去年參加由學長姐辦的營

隊，擔任小隊輔壓力比較沒那麼大。今年自己辦活動，風險都

要自己承擔，加上半年前就開始做事前準備，壓力還蠻大的。

不過雖然壓力大，但是在和小朋友互動過程中，讓自己好像回

到童年的感覺，感到非常快樂。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指導老師謝佩伶說：「Ｆｕｎ Ｓｏｎｇ
水一夏」活動宗旨，除了藉由營隊來提升小朋友們的休閒活動

品質外，也藉這個機會增加小朋友與同儕間的互動與學習團隊

精神，進而達到促進身心健康的目的。

參與小朋友表示：休管系大哥哥大姐姐帶得很好，在遊戲

中除了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外，也讓大家彼此更加地熟悉，參加

這次「Ｆｕｎ Ｓｏｎｇ水一夏」夏令營活動真是讓暑假生活
變得精采有趣。

讓自己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覺

Fun Summer Camp for Kids at Pusin Elementary School Hos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The seni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hosted a summer camp at Pusi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Hua County.  The camp provided 

participants with games, water volleyball, and DIY arts and crafts events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ir 
summer vacation.

         公益櫥窗_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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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系率領學生獻良能

社會中每天都不斷上演著關懷老人的感人故事，當我們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內心是否

曾想過社會的某些角落裡，仍有一群弱勢的長輩需要我們的關懷，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師生，在寒風凜凜之際，前往老人養護中心當服務志工，並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喚起社會善心

人士一同來關心長者。  

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前系主任李城忠博士帶領管理學院碩士學分班校及碩士班同學

等一行4 0餘人，在寒風凜凜之際，跨越大肚溪前往台中縣私立健安老人養護中心當服務志工，
為老人們按摩、修剪指甲，陪老人們散步、話家常；在同學們細心的陪伴下，老人們高興的有

人唱起日本歌、拍合照留念，如數家珍的細說家裡頭點點滴滴、訴說著當年勇等等，到最後大

家要離去時，老人們臉上泛起不捨之容，一直唸著要大家常常回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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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城忠博士表示，每年學校中不同的年級、不同的班別，

大約 2 0 0至 3 0 0人做社會機構老人關懷志工服務，服務的地方
包括豐原、彰化、竹山等地區。希望同學能利用課餘時間自行

去做老人關懷服務的志工；並且喚醒年輕人對已經到來的高齡

化社會議題之重視，也希望政府有更好的社會機制來保護我們

的長者。

李城忠指出，基本上是鼓勵同學能夠主動發心服務社會，

雖然大家工作、課業都很忙碌，但他們更關切有沒有機會讓社

會的善念善行能夠匯集，且做更多的服務事工，因為社會需要

善心人士的關心；期盼由學習的情境導入，即使大家畢業之

後，也會成為自然習慣，這也就是學校一直在推展善行的觀

念。

古語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李城忠博士長久以來

持續推動老人關懷服務，讓長者越老越寶貝，讓社會更溫暖，

並藉由服務活動重視弱勢長者之關懷工作，促進社會大眾注重

老人照顧議題，讓他們獲得安適生活品質。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Department of Sports Business Management Demonstrate Care to the Elderly

Touching stories of giving care to the elderly take place every day.  Have we ever thought about 
the disadvantaged elders who needed our help as we enjoy our good life?  Th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from Department of Sports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showed care to the 
elders by serving them in the freezing winter and hoped to influence others to join the good work.

         公益櫥窗_ 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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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與分享的故事

向來熱心公益的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師生，藉由模擬實際募款活動，從中學習如何

提出完整的募款計畫和學習人與人之間溝通， 2 0 1 0年 1 2月 1 4日上午在學校舉行了「大葉愛心 
不分你我他」活動，來加強師生對課程實作的認同，期望更多兒童在健康與快樂的環境下成

長，並對社會盡一份小小的心意。

負責推動這項活動的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謝佩伶老師說，課程重點之一，是為落實

服務學習，幫助他人不分你我的精神，募到的物資有衛生紙、沐浴乳、洗髮精、香皂、洗衣精

和洗碗精等十多項日常清潔用品，是大學部三年級休閒寶寶團隊付出時間和努力的結果。也將

募到的物資轉贈給「麥當勞叔叔之家兒童慈善基金會」。在畢業前累積經驗，提升個人就業競

爭力，並將所學服務社會和回饋民眾。

    善心無大小  愛心不分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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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東星校長在活動中指出，在校園裡除了學習課程專業知識

外，品德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如何培養學生以積極態度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藉由愛心活動，讓學生更了解社會的責任與義

務，重視需要照顧的弱勢兒童，關心任何角落裡，還有許多缺乏

關愛、不開心、沒有歡笑的孩子。他強調，大葉校園的師生們需

要凝聚更多的資源及善心捐獻，才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年輕且熱情的謝老師，認為這次參與捐獻愛心你我他的活

動，目的是希望給學生學習專業休閒活動的根本，運用休閒活動

的設計，專業知識的訓練，培養專業規劃與設計活動的人才。

謝老師說，完成這次的愛心活動，是具有教學和回饋貢獻的

意義，在過程中有許多學生羞澀的不敢面對人群去募款，久久無

法突破心房，所幸同學們都能互相勉勵，慢慢發現其實人們是充

滿愛心和同情心，成功突破後，進一步讓學生得到成就感和向心

力。

休閒系三年級學生黃千芸表示，實際行動公益活動後，才知

道心情是可以這麼的開心和快樂，雖然一開始深怕大家拒絕，遲

遲無法跨出第一步，但是在同學和老師的鼓勵下，成功的完成募

款 (資 )活動。提升了團隊精神，同時也學習到了自我成長。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系主任李俊憲則介紹該課程，不只是培養

學生的企劃撰寫和執行能力，也符合教育部目前正積極推動的品

德教育和服務學習。他說，根據休閒系在近年雇主對畢業校友工

作滿意度調查的前五名是：工作態度、工作禮儀、團隊精神、品

德操守、表達和溝通及執行能力。這些能力，皆能透過公益活動

獲得培育。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Kind-Hearts include you and me: A Story of Fundraising and Sharing

On December 14th, 2010, the kind-hearted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hosted a fundraising event in which 

students learned to plan the event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so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conducting such event and venue 
gathered from this event was donated to help more children enjoy their childhood.

         公益櫥窗_ 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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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百年優秀青年代表

＜異域＞描述了國共內戰時，因為政策錯誤而流落異鄉的孤軍，駐守在泰緬邊境，宛如被

孤立般而無所適從，已在華人歷史上留下一曲悲歌，這是父母親那一輩對於泰緬邊境的記憶。

大葉大學從 2 0 0 8年陸續投入國際志工行列，如今已邁入第 4個年頭，足跡遍佈泰國、越南、  
大陸等地，期間派遣許多優秀志工於各個服務點利用自身專長與能力致力為世界的兒童福祉奉

獻。提倡真正的教室就在窗外，志工青年運用所學專業知能，於泰北清萊當地進行有計劃性的

訪查、授課、問題解決等服務，並將其加以記錄，以求經驗的完整傳承。

因為了解資訊教育對於當地的重要性，志工青年整合多方的資源，為當地募集硬體設施以

及教材文具，搭配教學培訓課程，克服當地交通的不便，將資訊教育帶往泰北清萊的偏遠學

校，進行資訊接觸的相關課程。藉由課程的授與，培育當地資訊種子教師，透過資訊教學及活

動引導，提昇其資訊科技運用能力，希望在當地扎根，讓教學的效果不因為台灣志工的離開而

中斷。由於連年的努力，資訊管理學系的周恒賦和國際企業管理系的車政翰，在2 0 11年分別獲
選為全國及彰化縣的優秀青年代表。大葉校長武東星表示，學生優秀實力的表現就是學校的光

榮，就像早期救國團的口號 -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武校長也期許這句話，能蛻
變成『大葉考驗青年、青年創造大葉』，讓年輕人的活力，在校園裡創造無限的可能。

   「泰」需要你　大葉國際志工送愛到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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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全國優秀青年代表的大四生周恒賦，是大葉國際志工

青年團的團長。周恒賦說，從大二加入志工青年團之後，就身陷

其中無法自拔，因為服務工作真的是太有魅力、太迷人了，尤其

是還能出國到泰北，幫助與台灣非常有淵源關係的華人後裔，這

是他最得意的一次服務經驗，因為打從心底，就是覺得如果他不

去做？該誰去做？至於，會獲選全國優秀青年，他倒是覺得很意

外。

另一位獲選彰化縣優秀青年代表的大三生車政翰說，由於

出國服務做志工，每次都要將近1萬多元自費開銷，因此都要靠
平時在鐵板燒店打工賺錢來貼補，還好有家中父母開明作風的支

持，才讓他有機會幫助國內弱勢家庭遲緩兒童、甚至是泰北華人

後裔。他笑著說，施比受更有福，有沒有得獎不重要。

同學校同一個社團，竟然能同時蹦出兩位優秀青年代表，

大葉國際志工青年團的指導老師，也是國企系主任的陳美玲覺得

既高興又光榮。陳美玲老師說，一般的大學生不是來讀書、談戀

愛，就是搞社團。不過這群志工同學真的是不簡單，也超乎一般

大學生的水準，雖然年輕人沒啥錢，但有的是熱情與活力，就是

這種磁場的累積，再加上服務熱忱的薪火相傳，才能成就志工精

神的這份榮耀。

對於校內同學能同時獲得兩個優秀青年代表的殊榮，大葉

大學校長武東星強調，就算是學生也不要覺得自己的力量渺小、

不能做什麼，因為只要想要做，所有的事絕對都能積沙成塔、心

想事成。他鼓勵所有學生能長江後浪推前浪，繼續把優秀青年精

神，從校園發光發熱，將理想與熱情推送到社會上。

施比受更有福

Da-Yeh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go to Northern Thailand

Da-Yeh University started 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project in 2008.  It is the 4th year of this 
project and our volunteers have been to Thailand, Vietna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ur 
selected elite voluntee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years.  

         公益櫥窗_ 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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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號召百位 9 0新世代學生關懷世界生命

國內社會近來正在熱烈探討「8 0後」世代族群的價值觀和職場特質過於傾向個人自我，彰
化縣大葉大學以國際企業學系為首的一群學生， 2 0 11年 5月就號召 1 0 0位大學生和高中生，以
跨躍飢餓3 0小時的「飢情一夜，餓夢不在」公益慈善活動，具體表達對全球弱勢族群和民眾的
關注與不忍，讓台灣「9 0前」新世代青年的「放眼世界、關懷生命」人生觀，全新展現在世人
面前，與「8 0後」世代呈現強烈對比！

「9 0前」新世代的年輕人在想什麼？大葉大學武東星校長表示，一般人透過媒體報導，以
為他們不外乎是「追星」、「哈日」、「電玩小子」、「參加搶吃漢堡大賽」… .一幅不經世事
的樣貌時，卻沒想到透過學生的這個活動，才讓大家得以一窺這個新世代的全貌，而且超乎我

們的想像，發現他們雖然生長在物質充裕的時代和環境，卻仍能懷抱全球格局的同理心，以超

越自己年齡和身分的超然眼界，對國內、外弱勢族群抱持關懷，而且具有劍及履及的行動力，

對於自己所認同的信念，就單純而全力地去做。

    體驗人間『飢』情　讓『餓』夢不再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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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飢情一夜，餓夢不在」活動的，是現就讀大葉大學國際

企業系三年級的學會會長車政翰和副會長蔡鳳格，車政翰同時也是今

年彰化縣優秀青年代表的當選人。有關號召舉辦活動的動機，據表

示，近三年來他們陸續看到台灣八八水災、海地大地震、日本3 11地
震海嘯核災三合一災難的發生，使原本安居樂業的民眾頓時流離失

所，甚至失去寶貴生命，這些狀況讓他們心裡感觸很深。雖然自己學

的是國際企業，但是仍覺得除了經濟、商務面外，也可以由公益慈善

角度，參與國際社會，並透過做些什麼，傳達岀內心的感受，也對災

民有所貢獻。由於車、蔡二人同時也是大葉國際志工青年團的成員，

因此便整合學會、志工團和其他校內社團，一起發起這次活動。

車政翰會長指出，為了提高活動品質，讓參與同學能夠凝聚高

度共識和團體動能，他們因此設定1 0 0位參加名額，而且除了大葉大
學外，也邀集同屬彰化社區的彰化高商同學一起加入活動。他很感謝

校方對於「飢情一夜，餓夢不在」活動的經費贊助，同時台灣世界展

望會也提供了活動內容舉辦的經驗移轉，讓他們這群「 9 0前」新世
代年輕人，關懷世界生命的熱情理想可以在此實現。

糧食  環保  全球關懷

Experiencing Hunger of the World: Da-Yeh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upport 
the Campaign of the World Vision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in 

Chang-Hua County recruited a hundred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the campaign of 30 Hours Famine Fundraising to demonstrate great concern to the 
disadvantaged in the world.  This fundraising event also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attitudes of Taiwanese to world between the 80s and the 90s.

         公益櫥窗_ 弱勢關懷

負責執行籌劃的蔡鳳格副會長說明了此次活動的特色，他說，「飢情一葉 餓夢不在」
針對全球當前最關切的「糧食、環保」兩大議題著手，因此活動主要器材都是由寶特瓶、鐵

鋁罐等環保回收物，以及廢棄物美化後做為裝飾。課程內容還包含親手種植芽苗，讓營友能

在活動過程感受食物獲得不易與獲得食物的喜悅。活動時間由第一天中午開始，長達 3 0小
時，參加同學不僅要在現場過夜，而且不能進食，全程體驗災民的飢餓感受，期間則藉由演

講、座談、影片觀賞和志工經驗分享，加深大家對活動主旨的體認。

車政翰會長在整個活動圓滿結束後，與「 9 0前」新世代工作團隊一起表達了他們的感
受。他表示，舉辦「飢情一葉 餓夢不在」是希望藉由體驗飢餓的過程中，啟發同學對生命
關懷和環境的尊重。希望是無所不在的。也期望由此次活動，讓大葉大學國企系小小的力量

發揮拋磚引玉效果，帶動更多的社團、學校、社會人士，響應這樣有意義的關懷世界生命體

驗活動，使他們這一群「 9 0前」新世代學生，對國際社會與全球弱勢族群的關懷之心，得
以昇華、壯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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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寶的求學路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全盲學生蔡國寶，兩年來，歷嘗酸甜苦辣，以堅忍的毅

力、求知若渴的決心，2 0 11年6月1 2日，在畢業典禮上，從校長何偉真的手中，拿到了碩士學
位證書。

教育部長吳清基，當日兼程趕到大葉大學，特別為蔡國寶的勤學頒發「勤奮好學」獎座一

幀，並對蔡國寶同學隨侍左右的導盲愛犬「A s p e n」套上頭花，並致贈罐頭。當蔡國寶接受頒
獎時，全場歡聲雷動，歷久不絕。

吳清基宣佈：台北一家「圖書電腦公司」已網羅蔡國寶到該公司擔任「專業程式設計

師」。他勉勵在座同學：認真的人，絕對有工作。

蔡國寶，七十二年次，嘉義縣朴子市人。高職時，念的是啟明學校，而後，憑著一股向上

的牽引力量，從大漢技術學院、南華大學到大葉大學的資訊管理研究所。他說，絕不是到此為

止，取得碩士學位後，他已經考上國立中正大學的博士班，希望能在學成之後，能對所有盲

生、盲胞，略盡綿薄之力。

    目盲心不盲　求學世界天地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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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寶說，雖聽到全場熱烈掌聲，但是，看不到在場人士

對他欣羨、鼓勵的表情。不過，卻是感受在心裡。

蔡國寶在大葉求學期間，對於「食衣住行」對他而言確是

一項甚大的考驗。不過，從高中開始，一路走來，已經習慣一

切，尤其在指導教授楊豐兆博士的貼心導引下，蔡國寶雖然看

不到繽紛的世界，卻真的一直徜徉在「人生是彩色」的氛圍

裡。

現階段，蔡國寶有一股「雄心壯志」，他希望能為世界上

所有的盲生開發出一套「電腦符號使用系統」，嘉惠所有跟他

一樣不幸遭受身心障礙的「地球村居民」。此一構想，蔡國寶

並不是「空口白話」、「天馬行空」。

今年五月，教育部舉辦的第十一屆「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

理論暨實務研討會」上，蔡國寶即提出他的研究論文，題目

是：「在使用者圖形介面中，圖像標準化分類與管理之研

究」。由此可見，蔡國寶「劍及履及」的精神與態度。

蔡國寶由於是六個月大的早產兒，當時因為照顧困難，在

他六歲時，眼前即變成了永遠黑暗的世界。有人說：智慧的人

「目盲心不盲」。他，蔡國寶就是一個可歌可泣、可詠可讚的

例子。

目盲心不盲

Studying Through Heart: Kuo-Pao Tsai’s Story 

The blind student Kuo-Pao Tsai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Da-Yeh 

University eventually received his master degree diploma from the President, Dr. Wai-Jane Ho, on 

June 12th after two years of hard working and studying at Da-Yeh University.

         公益櫥窗_ 勵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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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魚鱗癬症　用畫感動世界

 大葉大學設計藝術學院碩士班畢業生鄭美珠、林千雅和江繐娟三位同學，2 0 11年6月1 7日
獲邀在員林鎮立圖書館地下一樓舉辦「畢業聯合創作展」。其中參展的鄭美珠同學最受到大家

的矚目，鄭同學雖然罹患罕見魚鱗癬症，嚴重影響外貌和聽力，卻澆不熄旺盛的學習意志，她

要用繪畫向全世界證明，只要有心，每個人都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葉大學在2 0 11年的畢業典禮中，學校特別頒發「勤奮向學獎」給設計藝術學院碩士畢
業生鄭美珠同學。校長武東星表示：鄭同學雖然罹患罕見的疾病，不過她克服身體的障礙，完

成碩士學業，並順利考取大同大學博士班，學校利用畢業典禮的機會，在全體畢業生面前頒發

勤奮向學獎給她，她這種勤奮向學精神，足以為全體大葉人的表率。  

 來自澎湖馬公市的鄭美珠同學，因為先天性併發症，自幼罹患罕見魚鱗癬症，造成外觀和
四肢變形，不過她沒有被病魔擊倒而自憐自艾，反而克服身心上的痛苦，在2 0 0 9年以第一名優
異成績考進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並於2 0 1 0年榮獲總統教育獎殊榮，經過二年的努
力，美珠除了從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之外，還順利考上博士班，成功地圓了她人生的夢想。她

說：一路走來，感謝有這麼多人的關心和祝福，讓她的人生可以走得更加的開朗。

    澎湖來的珍珠──「勤奮向學」鄭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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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4歲的鄭美珠表示：天生的疾病讓她的成長之路走得比一
般人辛苦，求學之路更是充滿坎坷，高中畢業參加大學聯考，連續 3
年落榜，一度讓想她放棄上大學的夢想！不過在親友鼓勵下，她重

拾畫筆，慢慢從色彩的世界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鄭美珠在2 0 0 9年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
就讀，她說：走進大葉大學校園就像是置身在美麗的公園裡，來大

葉上課心情相當輕鬆愉快，而且老師對學生都很親切，笑咪咪地指

導學生未來學習的方向。讓她更感動的是，老師平時會利用部落格

或是電子郵件和同學互相溝通，二年來和同學相處蠻愉快的，在大

家協助下，還舉辦了很多次的個展，讓她感到很有成就感。

鄭美珠心懷感恩的說：這次可以順利畢業並且考上博士班，除

了要感謝學校全力的支持外，更要感謝指導教授段莉芬和設計暨藝

術學院前院長賴瓊琦的幫助。雖然罹患魚鱗癬症，讓她的手指變

形，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握筆，不過這不會影響到她繪畫創作的決

心。她鼓勵學弟妹遇到障礙要面對，不要退縮，朝目標邁進，最後

一定會成功，自己也才能更加成長茁壯。未來希望透過自己的畫作

和故事，鼓勵更多的人，朝自己的夢想邁進。

繪畫創作的決心

The Pearl from Penghu: The Story of Mei-Chu Cheng

Three MA program graduates of the College of Design and Art at Da-Yeh University, Mei-Chu 
Cheng, Chen-Ya Lin, and Huei-Juan Chiang, held their graduation exhibition in the town library of 
Yuanlin.  In the exhibition, Mei-Chu Cheng’s works attracted most of the attention.  Suffering 
from rare sickness of “Ichthyosis” that strongly affects he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hearing ability, 
Mei-Chu Cheng’s art works demonstrated the world that determination prevails.

         公益櫥窗_ 勵志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