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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季
來明道追天后

明道大學

鑾轎連 11 年駐駕

明道大學「Q 版天后」迎媽祖

大甲媽祖鑾轎於 4 月 13 日上午駐駕明道大學校園，師生安排鼓陣、舞蹈表演接駕。餐旅系及數位
系學生分別以捏麵及紙藝為素材，手作 2 尊可愛的 Q 版媽祖公仔，成為現場民眾矚目焦點。
媽祖文化學院謝瑞隆主任表示，明道大學是大甲媽祖繞境活動中唯一駐駕的大學，鑾轎已經連續 11
年進入校園。在媽祖聯誼會的支持下，2017 年學校成立全台唯一的媽祖文化學院，開設媽祖信俗文化
相關課程，讓更多年輕人認識媽祖文化。
校內泰國、越南 12 位女同學與埤頭合興媽鑾轎在校門口迎接大甲媽祖。泰國學生宋詩佳、史維妠
穿上泰國傳統服飾，表演傳統南旺舞傳遞敬神祝福之意，以舞蹈歡迎兩位媽祖蒞臨學校。
數位系王竣禾、黃科凱同學以瓦楞紙板為素材，純手工製作立體媽祖公仔，可愛的模樣吸引現場不
少民眾合照。而餐旅系傅冠榮同學耗時兩周製作了一尊約 60 公分高的捏麵媽祖，模樣唯妙唯肖。另外，
校方也在校門口成立打卡區，民眾只要完成打卡就能獲得 Q 版媽祖貼紙。

18 周年校慶

「草地音樂會」浪漫爵士樂

明道大學走過十八個年頭，在各領域培育出不少優秀人才。3 月 22 日以「文采飛揚，明道出發」
為題，舉行 18 周年校慶系列活動，整個校園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
汪大永校長表示，明道大學 2001 年創校，18 周年就如同成年禮，是關鍵的一年，未來將在過去建
立的基礎上持續往國際化及產學型大學邁進。培養學生具備多元發展的能力，成為肯承擔責任、懂感恩
回饋，有為有守的世界公民。
當天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含園遊會、「明道我最秀」才藝表演總決賽等。傍晚的落羽松草地爵士
音樂會上，知名爵士音樂家黃盟傑老師、爵士女伶黃夏欣來校表演。師生隨性坐在草地上欣賞爵士音樂，
享受頂尖爵士音樂家們帶來的聽覺盛宴。此外，吉他社、流行音樂演藝學程學生們也一起參與，讓音樂
會演出更加豐富。
在明道盃 Cosplay 創意大賽中，參賽者化身成手遊或動漫裡的角色，冠軍由時尚系二年級的劉旻柔、
何沂芯及黃鈺芹奪下。園遊會裡人氣最旺的則是境外學生的 5 個國際美食攤位，來自馬來西亞、蒙古、
印尼、泰國及史瓦帝尼的同學們，融合在地食材製作故鄉的料理，一同慶祝學校生日快樂。

餐旅系學生準備平安青草茶，提供現場民眾消 競技龍獅戰鼓社學生用戰鼓表演替接駕活動更 鑾轎連續 11 年駐駕明道大學，學生每年以不
添熱鬧氣氛。
暑、解渴。
同風格迎接「天后」。

天下媽祖共一家 外籍生歌舞迎媽祖
4 月 4 日在大甲媽祖文化大樓舉辦的 2019 媽祖信俗國
際論壇活動，邀請明道大學近百位外籍生共同參與，以歌舞
表演祝福 9 天 8 夜的大甲媽祖遶境活動順利。
國際長蕭雅柏表示， 媽祖信俗在 2009 年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外國學生了解台灣在地
文化的重要活動。此次體驗活動報名非常熱烈，共有 13 個國
家近百位外籍生參加。
來自蒙古的寶音說，他們將蒙古舞蹈特有的頭部及頸部
動作融入在年輕人喜歡的熱舞中，展現編舞創意。泰國學生
表演台灣人熟悉的南旺舞。史維納同學表示，選擇南旺舞是
因為南旺在泰文的意思是圓圈，大家圍成一個大圓圈隨笙樂
起舞，象徵團結快樂和睦，氣氛熱鬧而愉快，就如同大甲媽
祖繞境給她的感覺。
史瓦帝尼同學身穿傳統服裝表演豐收歌，天籟美聲的合
音博得滿堂采。許多一起參加媽祖活動的阿姨、奶奶們非常
好奇他們的髮型是自己弄的嗎？王瓦媞同學也很開心能夠與
婆婆媽媽們分享，如何兩人一組完成獨特的非洲辮子頭。

爵士女伶黃夏欣一連演唱多首經典歌曲，現 明道盃 Cosplay 創意大賽中，參賽者發揮創意 吉他社、流行音樂演藝學程學生們也一起參
與，讓音樂會表演更豐富
化身各種角色。
場觀眾一飽耳福。

明道泰 FUN 潑水節熱鬧登場
每年 4 月 13 日至 16 日之間，泰國境內各地都有潑水節活動。
泰國學生為了讓大家認識泰國文化與食物，於 4 月 17 日舉辦「明
道泰 FUN 潑水節」，邀請全校師生體驗泰國節慶文化與美食。
國際長蕭雅柏表示，透過今天的潑水節活動，校內師生能了
解泰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慶。校內目前有來自 13 個國家 ( 地區 ) 近
近百位外籍生參加 2019 媽祖信俗國際論壇活動，以歌
舞表演祝賀繞境活動順利。

千名的境外學生，國際處鼓勵他們將自己國家的文化介紹給全校
同學，讓台灣本地生及外籍生認識並尊重彼此的文化，成為具有
國際觀的世界公民。

明道泰 FUN 潑水節邀請全校師生體驗泰國重要節日。

活動一開始，泰國學生們恭敬地將親手準備的香花水淋在師長
手上，感謝師長過去一年用心教導；師長們則是用手輕摸學生頭頂，
代表長輩對晚輩的祝福。潑水節活動開始後，大家以純淨的清水互
相潑灑，代表將過去一年的不順遂、壞運洗除，祈求新的一年能順
利、平安。
明道大學泰籍老師 Raririn Kongkutong( 陳俐玲 ) 說，近兩年新
北市也會舉辦潑水節，對她而言距離太遠，很開心今年在明道的泰
泰國學生換上當地傳統服飾表演南旺舞。

國學生舉辦潑水節活動，讓她可以一解鄉愁。此外，泰國同學們也
泰國學生現場製作泰式涼拌青木瓜絲及泰式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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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製作涼拌青木瓜絲及泰式甜湯提供參與活動的師生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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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成立「青農助耕團」

協助在地農民種好米

為幫助使用有機方式耕種稻米的農民解決田間除草勞力問題。明道大學共有 100 位學生組成「明道
青農助耕團」，利用課餘時間操作大型農機具進行除草、整地作業，協助農民降低生產上的人力成本。
授旗儀式上，9 位助耕團學生代表由副校長周建明手中接過團旗，象徵明道青農助耕團正式運作。
成員包含農業公費班學生，以及印尼跟越南等東南亞的國際同學。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義務協助栽種有機
稻米的農民除草，以機械化方式降低生產成本。
青農助耕團學生張家翰說，很開心自己是青年助耕團的一員，能用自身所學的專業知識、技術，幫
助鄰近地區栽種有機稻米農民進行除草、整地作業，協助小農解決缺工問題，以實際行動幫助他們。
應用科學院劉程煒院長表示，青農助耕團由學校免費提供機器與專業操作人員，幫忙鄰近鄉鎮從事
有機稻米栽種農民，提升生產效率及品質，吸引在地農民轉型投入有機栽培。

記者會現場展示 8 軌道水田驅動除草機、火焰滅菌車等農機設備。

恭喜！日語系翁宛茜

應用日語系大四學生翁宛茜參加 2019 年文藻盃全國大專校院日語演講比賽，優異表現擊敗文藻外
語大學、台中科技大學等各校好手榮獲第一名。
這次文藻盃全國大專校院日語演講比賽，選手們從台日生活差異、台日教育差異、台日核能等 5 個
題目中，自選主題撰寫講稿作為第一階段比賽項目，進入複賽的選手在比賽當日，由評審針對各篇演講
稿內容隨機提問，考驗參賽同學的臨場反應及口語表達能力。
翁宛茜選擇台日教育差異作為比賽題目，大三曾到日本北海道釧路大學交換一年的她，將自身的經
驗融入講稿中，分析台灣、日本在家庭教育上的差別。宛茜說準備比賽最困難的部分，是複賽時評審現
場隨機提問。因為不曉得評審會問什麼類型的題目，黑田老師及班上同學們協助賽前猜題，寫下評審可
能會問的題目，讓她逐題準備、練習。
翁宛茜表示，這次得獎最感謝的是黑田秀教老師用心糾正她的發音及指導。她也鼓勵學弟妹以參加
比賽做為目標，因為透過比賽的準備與壓力，會讓自己更進步，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自我挑戰及努力的
過程。

青農助耕團授旗儀式上，學生代表從周建明副校長手中接過團旗。
翁宛茜在校內的日語情境教室與摺紙作品合照。

明道舉辦食農教育

小小農夫下田插秧樂

小、永安國小共 80 位師生，3 月 29 日至本校有機農場體驗下田插秧、挖地
瓜、親手碾米等農事。
永安國小陳靜姿校長表示，現代父母生活忙碌容易忽略孩子的飲食教
育，導致越來越多孩子只挑自己喜歡的食物吃，造成學校營養午餐剩食比例
偏高與營養偏頗。透過這次機會讓學生了解不浪費食物、惜食惜福的觀念與
態度。

農業系的學生向小朋友講解分秧苗、設定種苗間
距及插秧動作。聽完解說後，小朋友們迫不及待搶著下田體
驗。剛開始大家走得小心翼翼，逐漸適應後，小朋友也變身

代表明道大學參加運動會的史瓦帝尼學生，賽
前在場邊熱身、準備。

專業小農夫，順利完成所有農事操作。下午則安排參觀校內

到日本釧路大學交換時，翁宛茜與同學們在課堂上
體驗穿和服。

史瓦帝尼學生在台運動會

為讓小朋友認識農夫精神及養成均衡飲食的健康觀念，台中市國安國

小朋友們迫不及待搶著下田體驗插秧。

文藻盃全國日語演講比賽榮獲第一

的碾米設施，讓他們了解稻穀是如何脫殼變成白米。
劉程煒院長說，自己身為農業教育者與家長的雙重身
分，非常支持由小學開始推動食農教育。讓孩子從小從「飲
食」中瞭解「農業」的重要性，建立正確的飲食知識觀念。
國安國小 4 年級學生吳亦晨開心分享，很高興這次能

明道代表隊榮獲總冠軍

明道大學近 50 名史瓦帝尼學生，參加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 4
月 13 日舉辦的運動會，並代表學校拿下總冠軍殊榮。今日 (4 月
16 日 ) 特別將金盃呈獻給學校，與全校師生分享這份榮耀。
今年是台灣、史瓦帝尼建交 50 年，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首
度在台灣舉行運動會，校內的史瓦帝尼學生亦組隊參賽，爭取各
項運動項目的榮譽。學生在足球、田徑、排球等項目中表現亮眼，
優異成績榮獲運動會總冠軍殊榮。
汪大永校長表示，明道大學是史瓦帝尼在台學生數全國第二
多的大學，史國學生熱愛運動，尤其是足球，常利用課餘時間自
主練習，並組隊到各縣市進行友誼賽，本次榮獲總冠軍，校方與
有榮焉。
參加足球項目的企管系學生費雅各說，這次能順利贏得比賽，
最感謝國際處師長作為他們強力的後盾，協助他們解決交通、練
習場地協調等問題。對他而言，透過這次運動會凝聚校內史瓦帝
尼學生的向心力，也與他校同學們交流，就是華語老師教的「他
鄉遇故知」。

參加明道大學的農業體驗活動，讓她了解農夫的辛苦，以及
不偏食、不挑食，均衡飲食才健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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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國安國小、永安國小共 80 位師生至有機農場體驗下
田插秧、挖地瓜。

參加田徑及男、女子組足球項目的同學，特於
行政會議上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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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大選投票

明道印尼生不缺席

印尼第四屆總統大選於 4 月 17 日舉行投票，此次全台設

平凡中的不平凡

有 34 個投開票所。校內 100 多位印尼同學都是首投族，許多
人反映不想放棄第一次投票權利，國際處了解後協助接送想投
票的同學到位於田中鎮的投票所，讓在台灣求學的印尼生也能
投下寶貴一票。

多才多藝的搬菜老闆—休保所江貞輝
就讀明道大學休保系研究所的江貞輝，除了學生身分之外，他還是一名漆彈教
練、游泳教練，同時也是運動類講師及公司的老闆。
來自馬來西亞的貞輝，7 年前獲得 2 年免學費的機會來台灣讀書。原本念的是
資訊類科，後來發現自己對這個領域沒有興趣，轉換跑道改念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
系。為了賺取生活費，他開始尋找打工機會但卻到處碰壁，因緣際會找到採收蔬菜
的工作，意外開啟創業當老闆的人生。
貞輝為了幫忙和自己一樣想減輕父母負擔的學生，成立了農作人力公司，協助
附近農民在收穫期間採收裝箱運輸。他驕傲的說：「從一開始獨自一人，到現在有
能力組織 50 幾人的團隊，一起創造工作機會，這是自己最感自豪的成就。說起來
我很幸運，一路上遇到不少貴人幫忙，才能有現在的好發展。」
公司成立初期，為了衝高工作訂單量，貞輝決定主動出擊！
他騎著摩托車到附近農田，一個一個問農民需不需要人手幫忙。
日子久了，農民需要人手時也主動聯絡，請他幫忙安排工作人力。
談到未來規劃？貞輝表示會先完成研究所學業，未來想累積
休閒農業相關人脈，同時持續拓展農作人力公司的業務，繼續幫
助需要打工機會的學生。

參與投票的餐旅系安德里說，這次印尼有一首選舉歌曲「千
萬不要不投票」，內容訴求就是每個人的一張票都是改變國家
的一個機會。他不想因為在海外讀書就放棄自己的權益。
首投族吳苡瑄同學說，印尼總統選舉和台灣不同的地方在
候選人有信仰規定，且候選人的配偶也必須是印尼公民。苡瑄
最大的希望是，透過選舉改善印尼人民的生活、產生對國家有
利的經濟政策。
印尼的海外投票機制非常便捷，採先登記制，在海外的印
尼公民只要上印尼中選會官網登記即可。今年印尼總統大選投
票日是 4 月 17 日，因考量當天在台灣的學生及移工要上課及
工作，台灣站訂在 4 月 14 日星期日投票，34 個投票點位置也
公布在印尼中選會的臉書。

明道大學捐款帳號
印尼第四屆總統大選於 4 月 17 日登場，校內 100 多位
印尼生也前往彰化縣的投票所投票。

想了解未來運勢或在人生迷茫時，希望有人給自己一個建議、方向，不少人會選擇占卜這個方法。
你知道嗎？明道大學校內有一位「學生占卜師」，在同學間小有名氣的他，占卜準確度具有一定水準。
這名學生占卜師正是英語系大四學生佘理查！
理查的爺爺是一位風水師，從小耳濡目染下讓他對這個領域產生
興趣。上了高中以後，理查自己買了有關塔羅牌占卜的書籍回來
研究，並以身旁的親朋好友為對象進行占卜。
談到與其他占卜師不同之處？理查說，大部分的占卜師若發
現，被占卜對象未來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通常會給一些建議讓
他們盡量避開，但自己卻不一樣。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他會告
訴被占卜的對象如何「接受挑戰」並解決。因為理查相信，生命
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出現的原因與價值，也會帶給當
事者不同的感受及經驗。
近期為了替英語系畢業公演籌經費，理查不定期會在校內擺
攤，替有需要的人「指點迷津」，師長同學路過時不妨請理查為
你占卜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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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南屯分行
帳號：045-540-055525

活動預告
活動時間

自學塔羅牌占卜 - 學生占卜師佘理查

印尼總統大選五年一次，學生憑護照、印尼身份證、
居留證即可投票。

2019.05.01
2019.05.04
2019.05.06-2019.05.08
2019.05.08
2019.05.15
2019.05.15
2019.05.01-2019.05.15
2019.05.20-2019.05.22
2019.05.22
2019.05.29
2019.05.16-2019.05.31
2019.06.01-2019.06.15
2019.06.05
2019.06.12
2019.06.15
2019.06.19
2019.06.17-2019.06.29

活動名稱
【明道講座】深度廢文大公開！
拾憶蠡澤 - 財金系系友籃球賽
餐旅系第 19 級畢業成果展【花樣年華】
【明道講座】C 式人生：勇敢追夢
【明道講座】職場 GPS 定位，掌握職涯關鍵因素
徵才博覽會
鄭銘書法畢業展 ( 入古出新 )
英語系畢業公演【小王子 - 星之旅】
【明道講座】從工程到文史 -- 博物館的學習之途
【明道講座】戀愛的一百個 Bad End
日語系期末專題發表
通識中心成果展
【明道講座】大學生情感與戀愛學分
【明道講座】鳥瞰台灣海岸環境：從藻礁到泥灘生態
畢業典禮
【明道講座】肢體教你的不只是舞蹈其實你也會表演！
林進發畢業書法展

活動地點
良知堂
湖光堂
良知堂
良知堂
全校
圖書館
霍普小劇場
良知堂
良知堂
圖書館
圖書館
良知堂
良知堂
居仁堂
良知堂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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