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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系龍隊、文觀系龍隊 雙獲貓裏客家龍銅質獎
此次參與祥龍點睛儀式及貓裏客家龍選拔除了土木系龍隊和文觀系龍隊外，尚有來自西山庄的騏勝
龍隊、苗栗龍藝；來自南苗庄的聯興龍隊、福星庄的福星田寮龍藝；來自公館庄的福苗龍藝；來自頭屋
二崗坪庄頭的二崗坪舞龍隊；來自三義庄的三義龍藝，以及公館鶴岡庄的鶴聯龍藝，總計有11尾祥龍，
場面盛大，也吸引民眾參與圍觀，氣氛熱烈。
點睛儀式由苗栗市長邱鎮軍邀請貴賓一起為祥龍開光，祥龍在大年初九完成點睛儀式後，猶如天降
神龍，祥龍便身帶靈氣，將會開始巡遊庄裡，庇佑地方。在點睛儀式後，便是民眾期待的「貓裏客家龍
競技」比賽，許多民眾和遊客前來參與這場舞龍盛會，11尾舞龍隊接力登場，賣力演出練習2個月以上
的遊龍套路，不少龍隊結合傳統的套路與競技舞龍動作，鼓聲也創新帶入不同節奏，甚至是女鼓手上
陣，加入許多年輕人的創意與創舉，讓苗栗火旁龍延續傳統的同時，也帶進創新與突破，讓現場觀眾叫
好又叫座。
本校文觀系去年成立女子龍隊，首次參加苗栗市公所主辦的「火旁龍」節慶活動，受到各方矚目，
成為整個「火旁龍」的焦點。苗栗市火旁龍是客委會認可的「客庄」十二大節慶，隸屬於「客家研究
學院」的文觀系，響應學校「走出校園、深耕在地」的號召，投入苗栗在地民俗節慶活動，讓學生體
驗在地文化，也為傳承客家龍文化進一份心力。2019苗栗火旁龍中看出各龍隊不論在糊龍工藝或是舞龍
套路，都已經有大學生及年輕人接棒加入，相信這個流傳200年讓人感受到濃厚年節氣氛的客庄民俗傳
蔡東湖校長為祥龍開光點睛
統，永續傳承成為苗栗市的符碼與品牌，成為全台灣最亮眼的元宵節慶活動。
在苗栗火旁龍的信仰中，祥龍的開光點睛儀式最為隆重，因為祥龍唯有神靈降身，才能身帶靈氣，
庇佑庄里。苗栗市長邱鎮軍表示，苗栗火旁龍主題取名為「火旁龍巡庄、新旺貓裏」，成功喚起許多市
本校土木系龍隊和文觀系龍隊參加苗栗市公所
於108年2月13日(三)上午9時在苗栗市玉清宮廣場 民朋友的共鳴，因為客家人對於祥龍的信仰與尊崇，就在於祥龍必須巡遊庄里之間，趨吉避凶，為家戶
舉辦的祥龍開光點睛、貓裏客家龍選拔活動，本 地方帶來吉祥瑞氣。
校土木系龍隊和文觀系龍隊表演時，現場不斷爆
出掌聲，7位評審給分，從90分到93分，最後兩隊
分別以平均92分和91.6分高分，雙獲今年客家龍競
技的「銅質獎」殊榮。尤其在全部11尾祥龍中，
文觀系龍隊是唯一女子龍隊，最後擊敗眾多男子
隊伍，獲得今年舞龍比賽第三名。文觀系龍隊從
去年10月份成軍，19位成員橫跨一年級到四年級，
多數仍然是女同學，在教練指導下，利用假日積
極投入練習。1月8日在聯合大學校園內舉行「火
旁龍期末考」記者會，土木系龍隊和文觀系龍隊
皆通過驗收成果。2月13日上午參加「祥龍點睛」
開光，蔡東湖校長特地到現場為龍隊同學加油打
氣，並贈送紅包給同學賀年。
2019苗栗(火旁)龍開光點睛儀式

神龍祈福陣

臺灣設計揚威國際
聯合大學勇奪德國綠色環保設計競賽世界大獎!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由吳細顏教授領軍其
D&A Lab實驗室的張廖軒曲、陳婕芸、詹雅涵、
陳韻如、陳俊伍、胡俊睿等師生團隊所設計作
品「The Orchid Pavilion 3.0 (蘭亭雅聚3.0) 」在超
過三十多國、上萬件的競賽作品中同時拿下不
分類別全場最大的2019年度最佳專業概念設計
大獎、專業類建築產品設計獎兩項大獎，同時
囊括兩項世界大獎對於臺灣在高教建築與環保
設計教育上奠定極其崇高的國際地位。並於3月
14日(四)德國慕尼黑IHM國際工藝博覽會舉行頒
獎典禮暨新聞發佈此年度大獎賽。聯大建築學
系獲獎作品The Orchid Pavilion 3.0亦於3月13日~3
月17日於德國慕尼黑 IHM世界最大國際工藝覽
會Green Concept Award專場展出，現場同時展出
2018~2019兩個年度大獎賽近上百件入圍參賽的
作品，IHM 博覽會共計八個大型展覽館，預計
參觀人潮將高達十三萬人次。
吳細顏教授表示，獲獎作品 The Orchid Pavilion
3.0設計探討的根源是在於重新思考現今商業展
覽場地設計在短短數日之內不僅必須得耗費巨
大的人力物力，更嚴重的問題是多數會使用無
法回收再利用的一次性材料進行特殊造型的展
場設計及製作， The Orchid Pavilion 3.0 就是希望
挑戰新的展場設計思維，因此採用了回收廢紙

製成的瓦愣紙挑戰與創建新的展場結構與造型，
同時在展覽之後所使用的瓦愣紙依然可以被100
％完全回收再製成新的瓦愣紙而毫無浪費，深具
極高的環保價值。大會主席Nils Bader（尼爾斯貝
德）受訪時表示，評審團相當驚訝於只透過幾張
瓦愣紙竟能創造出如此高大又堅固的建築構造，
同時又兼具造型上的美感與視覺衝擊效果，更重
要的是使用100%的回收材料製成又可以100%進行
二次回收再利用，他個人見到此件作品時就感到
相當的興奮和期待，因此對於一次獲得兩項大獎
的 The Orchid Pavilion 3.0 來說確實是當之無愧。

作品照片

受邀參加頒獎典禮盛宴與致詞的臺灣駐德國慕尼
黑代表許聰明總領事表示，對於臺灣團隊能在國際
大獎上有如此強大的設計實力表現感到相當欣慰，
這表示臺灣在國際上的設計能力不僅是不可小覷而
已，更是具備領導地位的等級與肯定，國立聯合大
學建築學系吳細顏教授這次更以難能可貴的跨界整
合，經由產學合作的方式攜手臺灣專業造紙生產的
上市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參賽，共同透過瓦
愣紙的創意設計，在這麼嚴苛的競爭條件下能獲得
全場最佳大獎不僅是替臺灣產學合作奠定良好的典
範與基礎，堪稱臺灣的國際之光更是當之無愧。

臺灣駐德國慕尼黑代表許聰明總領事（左一起）、吳細顏
教授、張廖軒曲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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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走出螢幕

相見歡暨夜宿圖書館

本校辧理數位學伴的偏鄉遠距課輔服務即將屆滿11年，累積線上陪伴偏鄉
學童已逾5萬7千小時，大學生每週2天利用電腦及網路，為偏鄉孩子提供一對
一的線上課輔陪伴，除了網路家教式的課業輔導，更為孩子提供多元的文化
視野及生涯陪伴。本校特別於108年3月23、24日於八甲第二校區舉辦數位學伴
相見歡及夜宿圖書館的偏鄉關懷活動，來自苗栗偏鄉的國中生和大學生約180
人，在大學校園裏進行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相見歡活動讓大小孩子走出電腦及螢幕上的虛無，直接進行面對面的接
觸，大小學伴有些第一次見面，訝異於原來對方的身高與自己想像的差異，
有些則已如老朋友般親切熱絡交談；活動安排除了讓大小孩子倘佯校園的團
康外，更安排了結合人工智慧與程式設計的體驗，以及手作DIY、時光開甕的
溫馨活動。相見歡後接續的夜宿圖書館，則安排了體適能中心體驗、星光電
影院及24日的一日圖書館員活動，讓參與的偏鄉孩子對大學校園生活有親身
的體驗。
左圖-動動手來DIY

僑外學生新春團拜

「七彩撈生」特色賀年

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及兩岸事務組「僑外生聯誼社」於108年3月14日在本
校的產研大樓舉辦僑外學生新春團拜聯誼活動。當日由本校副校長兼研發長
柳文成進行開幕致詞，柳文成副校長表示國際及兩岸事務組一直致力舉辦各
項活動，藉以凝聚本校僑外學生們與師長的情誼。因此，每年都會在農曆新
年後，特別舉辦新春團拜聯誼活動，讓離鄉遠道而來的僑外學生們能夠感受
新年春節氣氛與家的溫暖。
本次活動很高興能夠邀請到苗栗移民署的王驥主任、劉丹惠及李岱景專員
與會，會中王驥主任也貼心提醒僑外學生最近入境臺灣時需要特別留意的事
項，並表示居留證申辦若有任何疑問，隨時致電移民署洽詢。
本場活動有二項特別的創舉，首先；今(108)年初研發處國際及兩岸事務組
傾聽僑外學生的需求，建置「酷一窩」美食空間，除了食得健康亦能以食會
友，體驗不同國家的美食文化。所以藉本次活動場合，邀請柳文成副校長、
江莉琦組長及移民署王驥主任為「酷一窩」美食空間進行剪綵。
其次是馬來西亞同學帶來當地農曆新年時的特色年菜「撈生」，「撈起魚
生」又稱七彩魚生，簡稱撈起、撈魚生或撈生（「撈」是粵語「拌」的意
思），是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過農曆新年時的特色年菜。「撈生」是由七種蔬
果絲組成，紅蘿蔔絲（象徵鴻運當頭）、生魚片（象徵年年有餘）、青木瓜
絲（象徵青春永駐）、堅果、花生碎粒及餅乾脆片（象徵遍地黃金）、五香
粉與胡椒粉（象徵五福臨門）、香油（象徵財源滾滾）、酸甜醬與酸桔汁（
象徵甜甜蜜蜜）。將七種蔬果絲用筷子邊撈邊說吉祥話，越撈越高攪拌，象
徵風生水起，代表今年會一路發，有越撈越旺的意涵，期許本校僑外學生人
數能夠連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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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蔡東湖十分重視這個活動對大小孩子的正面教育意義，
指示配合高教深耕計畫，以開放大學校園善盡聯大社會責任的理
念，在相見歡後辦理夜宿圖書館活動，3月23日更特別由台北的
會議中趕回，並以自己來自鄉下、經歷技職教育、研究型大學及
國外大學的學習經驗，最後再成為頂尖大學的教授及國立大學的
校長，在致詞中勉勵大小學伴要對未來懷抱希望、努力向上，成
就不一樣的人生。圖書館戴滄禮館長也表示，國鼎圖書館是一個
充滿文藝氣息的場域，夜宿活動讓偏鄉孩子有一個接觸圖書館、
愛上閱讀的機會。
數位學伴—偏鄉遠距課輔主持老師陳博智表示，本校在教育
部支持下，建立這個可以全校參與的服務平台具有特殊意義，除
了為社會弱勢提供一個彌補資源落差的機會，也為即將進入社
會的大學生，提供一個由被照顧者轉身成為可以守護孩子的照顧
者。目前全校幾乎所有系所都有學生參與，大學生們在活動中更
加理解偏鄉處境，並強化自己的成長，印證數位學伴的理念「以
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數位學伴的善念也將隨著這
些大小孩子成長畢業，被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右圖-偏鄉夥伴師長-交流討論

每月固定捐款

左圖-走出螢幕-大小學伴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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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生聯誼社也藉這難得的機會感謝校內各個單位平日所提
供的協助及鼓勵，同學們準備了別具風情之表演，把氣氛推至高
峰，活動尾聲以熱鬧的摸彩劃下句點，期許與會者皆能懷著一份
開心愉悅的心情於各自崗位中繼續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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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面篇幅有限，完整捐款芳名錄(公開徵
信)請逕連http://donate.nuu.edu.tw；或掃描
QR-CODE至本校「捐款專區」查詢。

Donation List
編輯：蕭宜君 橫眉來源:學校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