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電子報 CYC E-News
彰雲嘉電子報第三期（2010.06~2010.07）
依校名筆劃順序排列
各校活動訊息(各項文藝、藝術、展覽活動)
◆ 大同技術學院
1. 多媒體設計系於 5/31(一)邀請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黃錦華執行總監蒞臨本校
揭開動新聞製作的真相，演講題目『揭密動新聞』。
2. 本校美儀社彩妝講座 6 月 4 日下午:3 點 10 分~5 點 E503 教室<數位大樓>。
3. 本校舉辦九十九年度第三屆流通連鎖經營管理技術士認證考試，時間：99 年
6 月 6 日 11:00-12:00；地點：本校 C109/C110 教室。
4. 美容造型設計系舉辦跨校研討會，
『頭皮 SPA 護理研討會』
，時間：99 年 6 月
17 日 星期四 上午 8：00--12：00；地點：大同技術學院 嘉義校區 綜合教
學大樓 E405 教室。
5. 通識教育中心舉辦「2010 企業法律風險管理學術研討會」時間：99 年 6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地點：大同技術學院嘉義校區。
6. 幼兒保育系舉辦「2010 幼兒教保議題學術研討會」
，時間訂於 99 年 7 月 23 日
(五)假本校嘉義校區E801 室舉辦。
7. 視覺傳達設計系三年級舉辦紀錄片影展，時間：2010/06/24 12:00~15:00
地點：E505、E506、E507。
8. 本校藝文中心(圖書館大樓 1 樓)舉辦陳慶夥先生油畫展-99.6.8 ~ 99.7.8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舉辦《樂活大學》講座，邀請李家同教授談「我在印度『垂
死之家』服務的經驗」。
2.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舉辦《樂活大學》講座，邀請中興大學學務長鄭經偉教授
談「創新設計，實現自我」。
3. 本校於 6 月 9 日邀請旅美大師吳健鋐老師蒞校進行拉丁吉他表演。吳老師除
了演奏不同國家之樂曲，並進行曲風講解與演奏指導。
4. 本校於 6 月 4 日及 6 月 9 日邀請銅管五重奏團長陳錫仁老師及林怡文老師，
演出小號與鋼琴二重奏。在每首樂曲演奏前，以生動活潑、幽默輕鬆的方式，
介紹該曲之創作背景、時空，引導聽眾願意更深入地認識和了解各種音樂文
化。
5. 本校於 6 月 12 日畢業典禮當天邀請天狼星樂團表演多首膾炙人口的樂曲，其
中包含宮崎竣的神隱少女、龍貓主題曲及 Sabre Dance 等，獲得台下觀眾熱烈
的迴響。

◆
1.
2.
3.

吳鳳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揭牌典禮
吳鳳技術學院機械系秀林國小環保太陽能營隊系列報導
吳鳳技術學院參加「2010 海峽兩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暨創新成果展」榮獲
四個三等獎，學生技藝表現獲得肯定！

◆ 明道大學
1. 2010/09/01-2010/09/14 張美春老師個展
2. 2010/09/15-2010/09/30 謝美玲老師個展
3. 2010/10/01-2010/10/31 王雙寬及陳麗如老師個展

◆
1.
2.
3.
4.
5.
6.

南華大學
河南平頂山學院學生談在南華學習的感受
「歐亞中研究」時勢座談會
傳播系在嘉義頂庄公園放電影
98 學年度畢業典禮
生死學系與香港生命提昇慈善基金會交流
姐妹校平頂山學院校長文禎中來訪

◆ 建國科技大學
1. 千顏競秀－台灣當代膠彩畫聯展
2. 建國科技大學 2010 暑假營隊活動彙整表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與台中市政府,大專體總共同舉辦「2010 年第二屆世界大學舉重錦標賽」,
比賽時間為 7/1-7/5，地點為本校體育館。

◆ 虎尾科技大學
1. 藝術創意市集－台客精神火柴邦展覽
http://nfuartcenter.nfu.edu.tw/files/14-1021-16040,r569-1.php
2. 【游來遊去的牛－王松冠公共藝術】
http://nfuartcenter.nfu.edu.tw/files/14-1021-16038,r569-1.php
3. 2010 開放原始碼創新應用開發大賽http://www.oss.org.tw/contest_2010/
4. 行政院環保署 2010 環保話劇比賽
http://student.nfu.edu.tw/stact/news_show.php?num=2852

5. 數位學習融入創造力教學調查研究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1692

◆ 雲林科技大學
1. 統計研究方法SPSS/SEM研習會

◆ 嘉義大學
1. 嘉大樵夫志工隊、耕心社與自保社舉辦夏令營，服務偏鄉學童
2. 嘉大推動國際人道關懷，國際志工出發印尼、越南與泰國傳授農業與多樣化
技能
3. 「2010 合企生才」企管營 體驗大學生活
4. 『阿里山林業百年紀念物學生競圖活動』 歡迎學子秀創意拿百萬
5. 第十五屆細菌學研討會
6. 通識教育中心之嘉南平原前世與今生
7. 通識教育中心之典範學習講座
8. 通識教育中心之數位學習講堂
9. 中文系承辦紀念朱子誕辰 880 周年「臺灣朱子學論壇」。
10. 史地系 99 年 6 月 18 日舉辦「第二屆區域史地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名古
屋大學榮譽教授森正夫教授與會演講，會中亦有多位中、外學者發表論文，
成果豐碩。

◆ 彰化師範大學
1. 【福興穀倉】咕穀Coucou創作群展
2. 彰化師範大學預訂於 11 月份辦理學生才藝競賽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幼兒教育學系：辦理青輔會志工達人-「環保姐姐說故事」活動(6.1)
2. 應用外語學系：舉辦「慶端午，遊龍宮，在稻江」社區國小英語教學(6.2)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0302
3. 營養科學學系：營養列車赴「曉明幼稚園」推廣兒童健康飲食(6.3)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0017
4. 資訊管理學系：辦理青輔會企業參訪活動─洋華光電(6.9)
5. 「夢想起飛、活力再現」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98 學年度畢業典禮(6.1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613/17/27ejh.html
6. 資訊管理學系：Office2007 教師教學研習暨認證活動(6.28-6.30)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2111

7. 老人福祉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開辦「樂活老人，大學青春體驗」樂齡學堂
(6.28-7.9)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2343
8. 諮商心理學系：於跳跳農場舉辦「99 年愛很大兒童夏令營」(7.6-7.8)
9. 研究發展處國際交流組：驪州大學 2010 國際夏令營(7.14-7.28)

◆ 環球技術學院
1.

本校獲教育部核定於 8 月 1 日起改名為「環球科技大學」
，將於 8 月 1 日舉辦
環球科大「夢想起飛迎向未來」揭牌典禮。

研發訊息分享(計畫申請訊息、成果發表訊息等)
◆ 大同技術學院
1. 本校視傳系戚務蒖、美容系張欣程主任榮獲中區教學資源中心-校際教師創新
教學行動研究社群計畫。
「台灣動畫教育及動畫製作教學研究」
、 複方精油應
用社群-「精油應用於頭皮護理」。
2. 本校 99 學年度申請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方案」—「落實學生校外實習課
程」
、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及「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三項計劃，
申請通過核定。
3. 本校通過 99 學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 6 項計畫。
4. 本校翁志成 林純雅 黃淑敏 等三位老師榮獲「99 年度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全共享數位影音教材補助」計畫。

◆ 中州技術學院
1. 電機系康有評老師研發之成果再獲教育部肯定，獲推薦參加 2010「台北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2. 「大專校院職涯測評輔導員培訓計畫」獲教學卓越特色前瞻計畫補助 20 萬
元。
3. 本校成立「數位與創意設計中心」
，以培育文創產業所需之管理、技術人才為
目的。
4. 本校工學群設立「自行車暨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於 6 月 1 日正式揭幕啟用。

◆ 吳鳳技術學院
1. 吳鳳技術學院蔡宏榮研發長輔導「嘉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濟部SBIR
計畫通過
2.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委託本校辦理失業者職前訓練餐旅服務從業人員訓練班
3.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委託本校辦理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產業自動化控制人才訓練班
4.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委託本校辦理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數位多媒體網站設計技術人才訓練班

◆ 明道大學
1. 99 年度大專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本校通過 24 件成績優異，全國私
立大學排名第 10 名。
2. 與捷安特簽訂十年選手養成產學計畫
3. 99 年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甲組第三名
4. 數位新銳，一起拼設計、尬創意

5. 資訊服務社再傳捷報！
6. 99 年度行動圖書館駐點服務計畫開跑囉！

◆ 南華大學
1. 學校識別系統頒獎
2. 國科會計畫案南華大學績優

◆ 建國科技大學
1. 本校研發綠能科技智慧型電動自行車，多項貼心設計獲 21 項專利。

◆ 中正大學
1. 相關計畫申請訊息，由此進入。

◆ 虎尾科技大學
1. 本校通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廣度研習及
深度研習各乙案。

◆ 彰化師範大學
1. 「科學教師的學習與成長」一書介紹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就業學程
（1） 休閑遊憩與旅運管理學系：曾證諺老師執行九十八學年度行政院勞委會職
訓局「嘉義縣生態文化旅遊人才培訓就業學程」。
http://www.nownews.com/2010/04/17/11471-2592841.htm
（2） 老人福祉學系：施振典老師申請通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99 學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長期照護機構與居家喘息服務學
程。(99.8.1-100.7.31)
2. 產學合作
（1）網路系統學系 陳嘉榮老師執行大揚有線電視公司產學計畫(2010.2.1-6.30)
3. 計畫案
（1） 營養科學學系︰蔡竹固老師申請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田間試驗調查計
畫」。(99 年 3 月-101 年 3 月)
（2） 公共事務管理學系︰林斌老師執行國科會計畫「英、日教育部門學生管教

制度之比較研究：當代公共行政的觀點」(2009.8.1-2010.7.31)
（3） 環境暨職業衛生學系：楊心豪老師承辦教育部「永續發展與健康生活通識
計畫」(2010.1 月-12 月)
（4） 環境暨職業衛生學系：林宜長老師承辦教育部「防災科技教育深耕實驗研
發計畫-通識課程」(2010.1 月-12 月)
（5） 網路系統學系：文志超老師申請教育部「資通訊課程補助計畫-網路多媒
體嵌入式系統設計」(2010.2.1～2011.1.31)
4. 研討會
（1） 餐旅管理學系：於本校餐旅系烘焙教室舉辦「藝術麵包學術研討會」(6.22)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2108

◆ 環球技術學院
1. 環球技術學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應用科技類)
研習時間：99 年 7 月 19 日
研習地點：台糖研究所
研習對象：本校教師暨暨中區技專校院聯盟教師

推廣訊息(各校開班、訓練課程訊息)
◆ 大葉大學
1. 相關訊息由此進入。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職涯與實習就業組辦理 2010 求職技巧產業動向一把捉研習營。
2. 本校邀請僑光科技大學系主任李世珍教授進行「職場EASY GO語文表達與溝
通的技巧」分享。
3. 本校諮商中心於 6 月 7 日舉辦「在不景氣的年代更要勇敢飛翔」。
4. 本校員林學課程於 6 月 7 日邀請彰化縣社會處科員黃志生、張孟秋講授「社
區總體營造及產業社區」。
5. 彰化縣政府委託本校辦理 99 年度失業者職業訓練「喪禮服務員培訓班」。
6. 中州技術學院 99 學年度幼保系在職四技學分班+在職二技學士（分）班招生
中。

◆ 吳鳳技術學院
1. 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訓中心委託在職訓練課程
2. 縣市政府委辦班:
（1）早期療育訓練核心課程:99 年 8 月 21 日開課，每週六、日上課。
（2）主管人員訓練核心課程:99 年 8 月 21 日開課，每週六、日上課。
3. 非學分班－休閒生活充電課程
4. 課程詳細資訊，歡迎查詢吳鳳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址:
http://www.wfu.edu.tw/group_popularize/
或電話洽詢 05-2268040、2267125 轉 21942~21943 專人服務

◆ 南華大學
1. 99 南華哲學系佛教生命教育學程招生文宣
2. 九十八學年度自然生物科技學系成果展
3. 黑冠麻鷺的一家
4. 父後七日影片原著兼導演在南華大學「拜票」
5. 民雄稽徵所感謝南華學生協助報稅
6. 南華大學千位師生「做中學」，享受「服務─學習」成果
7. 麻鷺已能騰空去
8. 南華大學王黑冠麻鷺

◆ 建國科技大學
1. 本校推廣中心員林分校語言、電腦課程陸續招生中！
2. 在職勞工訓練課程

◆ 中正大學
1. 清江學習中心 99 年暑期、第 1 學期【學分班】課程表
2. 清江學習中心 99 年暑期、第 1 學期【非學分班】課程表

◆ 臺灣體育學院
1. 本校運動管理學系於嘉義校區暑假期間辦理游泳營，陸續開班中。
2. 本校育成中心辦理【2010 運動達人夏令營】99/7/12、7/26、8/9 共三梯次，
報名自即日起至 99/6/30 止。
3. 本校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即日起受報名至 99 年 9 月
13 日止。

◆ 虎尾科技大學
1. 99 年度縮短中小學城鄉數位落差暑期營活動，歡迎國小學童踴躍報名參加！
http://nfucc.nfu.edu.tw/files/14-1018-18457,r108-1.php
2. 99 年度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研習課程~
http://tech.nfu.edu.tw/files/14-1013-18455,r334-1.php
3. MOS 2007 研習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Sn=1700
4. 性別主流化 ─ 性別意識培力研習訓練
http://sparc.nfu.edu.tw/~counsel/gender/hot_news/990706.htm
5. 進修推廣部八十學分班招生，由此進入。

◆ 嘉義大學
1. 國立嘉義大學 2010 暑期游泳、羽球、攀岩班招生中
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請至下列網址下載：
http://www.ncyu.edu.tw/files/bulletin/extension/招生簡章及報名表.doc
2. 國立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 8-9 月課程訊息，由此進入。

◆ 彰化師範大學
1.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

2. 彰化師範大學開課訊息http://120.107.178.150/OTHER/OB/OB010.aspx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推廣部開班訊息http://cee.toko.edu.tw/
（1） 吳東寶老師義大利麵料理NO.5(7.12-8.16)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12
（2） 酷磨坊-新台灣原味料理(7.17)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17
（3） 曾秀保老師99-7 月料理班：一魚多吃(7.20)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20
（4） 曾秀保老師「保師傅牛肉麵&滷肉飯料理」(7.29)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29
（5） 投資市場技術分析(7.5-9.20)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05
（6） 不動產專業實務班(6.23-9.8)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623
（7） 金融理財運用實務入門(6.17-9.2)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506
（8）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訓練班(7.12-8.31)
http://cee.toko.edu.tw/newest_class.php?class_no=20100703
2. 校本部訓練課程
（1） 環衛系 ISO9001 品質管理系統內部稽核員訓練課程(7.13)

◆
1.
2.
3.
4.

環球技術學院
99 年度暑期外語證照輔導班
餐旅服務業行銷認證-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旅館客務部營運與管理-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餐飲管理與服務-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人物訊息(各校是否有老師或學生等風雲人物介紹)
◆ 大同技術學院
1. 本校鄭心瑋、邱靖凱、彭景福、黃禹翔同學參加『全國大專院校身心障礙者
保齡球比賽』榮獲佳績。
2. 本校四技美一乙洪佳琳參加 2010 汽機車安全海報比賽榮獲 銅手獎 。
3. 多媒體設計系四技多三甲劉有得同學榮獲中華民國汽車安全協會「創意就是
力量」第四屆 Flash 影音動畫大賽"創作獎"。
4. 觀光系學生張郁琪、黃俐婷榮獲２０１０年運動觀光遊程創意設計第一名&
第三名，作品名稱：發現鹿野大地與卑南溪~飛翔、奔馳、破浪新旅程初夏洄
瀾~運動活力輕鬆行。
5. 美容系學生-吳郡倫，參加第三十四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榮獲晚宴化妝組 第
四名。
6. 觀光系團隊榮獲 2010 全國大學院校幸福鄉遊行程設計競賽 第二名，由指導
老師：鍾任榮帶領三位學生張郁琪、陳雅芳、陳曉薇參加，作品名稱：鑼聲
若響-微笑之鄉-杭向幸福(苗栗銅鑼鄉)。
7. 本校觀光系學生柯珮涵-來嘉好好玩，榮獲 2010 年 廠遊台灣觀光工廠遊程創
意設計競賽佳作成績。
8. 再次恭賀!來自遠見對本校之肯定! 遠見雜誌與 104 人力銀行合作「2010 年
大學生評鑑調查」結果出爐，大同技術學院四度蟬聯入榜「企業最愛大學生」
，
榮獲技術學院第五名。

◆ 中州技術學院
1. 本校於 6 月 25 日辦理陸生修業結業式，歡送「2009 海峽兩岸職業教育交流
先導試辦計畫」來校研習陸生。
2. 「2010 腳踏希望.擁抱騎蹟--身心障礙同學單車長征墾丁活動」
，身障生挑戰
3.
4.

5.

6.

極限 單車遠征 300 公里。
「第二屆海峽論壇-海峽兩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暨創新成果展」本校勇奪 13
獎。
本校電子工程系江榮隆主任指導 郭家毓、李世裕、黃安立同學參加由萬潤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萬潤 2010 創新創意競賽」
， 以「掌上型即時接收器」
作品榮獲生活科技類佳作。
本校生物技術系一年級禢昱瑾同學參加 99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跆拳
道女子乙組銀牌；企業管理系一年級柳美堯同學，亦獲得空手道男子乙組第
四名的優異表現。
本校陳宏銘老師參加「2010 瘋潮影展」榮獲本屆影展最動人獎。

◆ 吳鳳技術學院
1. 吳鳳技術學院蔡宏榮研發長熱心輔導廠商與地區服務

◆ 明道大學
1. 老師退而不休，圖書館當志工終身學習精神可敬
2. 為生活讀書，為生命思考-蕭蕭老師開放圖書室回饋鄉里
3. 「架式十足 超級名模在明道」

◆
1.
2.
3.
4.
5.
6.
7.

南華大學
對南華大學感受深刻的大陸平頂山學院老師王任亞
南華大學國術社獲獎
畢業典禮上的特殊鏡頭
推動南華大學創校的游次郎
資歷豐富的南華出版與文化事業管理研究所畢業生謝懷德
從字痴到助理教授的余碧珠
立陶宛來的米吉拉（Migle Kibickaite）

◆ 建國科技大學
1. ＜建國學子之光＞本校美容系榮獲「2010 年台灣盃全國美容美髮技術競賽」
團體總冠軍
2. ＜建國學子之光＞勇敢追夢不怕病魔來折騰-本校數位媒體設計系陳怡君同
學獲總統教育獎
3. ＜建國學子之光＞建國科大參加第十八屆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車大賽成績
亮眼

◆ 中正大學
1. 99 年獎勵人社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獎出爐 中正六人獲獎僅次台大、政
大。
2. 中正大學 98 學年度教師優良教學獎出爐
3. 生技製藥新利器 「DNA甲基化活細胞觀測系統」
4. 甲你博感情 中正優良導師 做你求學生涯的導航者
5. 全球唯一連續三年獲獎 中正大學IEEE國際微波會議奪銀
6. 國立中正大學「研究傑出特聘教授」出爐 共八名教師榮膺殊榮

◆ 臺灣體育學院
1. 賀本校高孝麒、蔡麗君榮登全國高中職體育教師聯招金榜！

◆ 虎尾科技大學
1 . 本 校 三 位 教 師、六 位 學 生 參 加 2010 年 第 25 屆 美 國 匹 茲 堡 國 際 發
明 展，共 9 件 作 品 參 展，獲 得 二 金 四 銀 一 銅，作 品 簡 介 由 此 進 入
。

◆ 雲林科技大學
1. 工程科技所博士班三年級陳正委同學榮獲第五屆「台灣十大傑出發明家獎」

◆ 嘉義大學
1. 國立嘉義大學管理研究所、行銷與流通管理研究所研究生郭淑文、張維蓁、
吳兆捷、粘清旻、洪峻豪等 5 人，組隊參加「2010 ATCC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
個案大賽」，晉級全國前十五強（可口可樂組前三強）。
2. 教育三甲吳致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溫秀華、劉修豪、黃子真及蔡欣宜等 5 位
同學榮獲 99 年度「大專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3. 科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劉恬如參加嘉大附小 99 學年度教師甄選，榮獲「自然
與生活科技」正式教師正取。
4. 史地系碩士班三年級林矩仰同學參加 99 學年度台北市立國中社會科教師甄
試，榮獲正式教師正取。
5. 獸醫學系暨研究所楊雅淇、蔡佩纹、王俐云、陳亦伶、吳立信、陳怡廷、鄭
晴方、林恆慶、楊壹筑、黃昱榮、鄭亦均、莊雯茹等 12 位同學考取 99 年第
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獸醫師。
6.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大三學生林育欣、張竣皓、林智全、蕭中一等 3 位同
學，參加「98 學年度大學校院網路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榮獲「系統
設計組─大專學生新手獎」，並獲得兩萬元獎金。

◆ 彰化師範大學
1. 本校學生參加馬來西亞國際發明展全數獲獎，並榮獲總統接見。

◆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1. 休閑遊憩與旅運管理學系：曾證諺老師在本校開闢有機田園，推 廣 有 機 農
田認證與生產履

http://www.nownews.com/2010/05/24/11471-2606979.htm
◆ 環球技術學院
1. 本校美容造型設計系樊茲妙同學獲得「第 40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能競
賽-美髮(男女美髮)」第二名。
2. 本校美容造型設計系陳紫嫺同學獲得「中華泰山．兩岸三地"首屆大學生服裝
模特邀請賽」最佳才藝獎。
3. 本校商品設計系林玉文、陳琬青、柯玉貞、黃姿寧，「作品：壓.茶韻」獲得
「2010 新一代設計競賽-產品設計」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