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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府快遞－政大台生仰望姚明：內
心更巨大

姚明前進政大 不打籃球當講師
【國內體育】2012-10-24 21:44:51
（中央社記者龍柏安台北 24 日電）中國大陸籃球巨星姚明將首次跨進台灣校
園，這回他應政治大學之邀，將以姚老師的身分，和學子們分享自我經營和公益
關懷。
由政大校友聯誼會所發起的政大三十大講堂，首堂課就邀來重量級卡司、大陸「移
動長城」姚明，將於 26 日晚間 7 時 30 分，於政大藝文中心大禮堂舉行「從姚明
的高度看世界」演講。
身高 229 公分的姚明，堪稱是「哈佛小子」林書豪的學長，2002 年他以選秀狀
元之姿，加盟休士頓火箭隊，直到 2011 年因腳傷反覆發作困擾，不得已提前結
束職業生涯。
這次姚明首度進入台灣校園，將和大家一塊聊聊他的運動人生，也希望大家能從
他眼中，看見世界不同的高度。
其實這個月姚明才以「老闆」身分，跟著球隊一起來台參加比賽，這回他再度來
台，並將自己的校園演講處女秀獻給政大三十大講堂，消息一出，在 18 小時內

報名人數已突破千人。
個性風趣幽默的姚明，他的談話被大陸網友編錄成「姚語錄」，甚至還有外國媒
體記者曾在文中表示，在採訪這位籃壇巨星過程中，害他當場噴飯。
姚明生涯共 8 次入選 NBA 全明星賽，他在籃壇擁有卓越貢獻，私底下的他熱衷公
益，不僅多次舉辦慈善拍賣會，也曾號召 NBA 球星來台舉辦慈善籃球賽，捐款則
用在資助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
政大表示，這場「從姚明的高度看世界」的演講活動，除政大全體師生外，也開
放一般民眾報名、現場排隊入場。1011024
原文連結：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210240
429&q=%E5%A7%9A%E6%98%8E
TOP
姚明到台湾高校开讲今晚在政大谈运动人生
2012 年 10 月 26 日 07:21 台海网 评论
台海网 10 月 26 日讯 （海峡导报记者 薛洋）篮球巨星姚明今天将化身“姚
老师”，首度踏进台湾高校开讲。导报记者从台湾政治大学获悉，应政大校友会
邀请，姚明今晚 7 点半将莅临“政大三十大讲堂”，与学子分享他的运动人生，
也从不一样的高度看国际、自我经营和公益关怀。
十多天前，姚明以“姚老板”的身份赴台参加海峡杯篮球赛，相隔两个星
期，姚明再度赴台，并将自己在台湾的校园演讲处女秀献给政大。消息一传出，
短短 18 小时，政大网上报名系统报名人数已突破千人。除政大师生外，讲座也
开放一般民众报名、现场排队入场。
据政大介绍，“政大三十大讲堂”由该校毕业 30 年校友联谊会发起，希望
邀请世界各领域知名人士进入校园，首场就请到姚明演讲。
（原标题：姚明到台湾高校开讲今晚在政大谈运动人生）
原文連結：http://news.sina.com.cn/c/2012-10-26/072125443432.shtml
TOP
姚明愛史地 夢想當考古學家
2012/10/26 22:10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 26 日電）「我喜歡歷史和地理，但現在長這麼高，已
不太可能去鑽山洞了」，前 NBA 球星姚明今晚在政大演講，談到想當考古學家的

夢想。
身高 229 公分的姚明今天晚上現身政治大學「政大三十大講堂」，與政大學生分
享「從姚明的高度看世界：中華文化是一種世界語」，這是姚明在台灣校園演講
處女秀。
政大三十大講堂召集人之一姜豐年認識姚明 10 餘年，姜豐年說，下了球場的姚
明，有相當難能可貴的謙虛和有上進心的特質。
現在上海交通大學念大二的姚明與政大師生對談互動，被問「幾歲開始打球？」、
「衣服要不要量身訂做？」、「身高這麼高怎麼蹺課？」、「現階段的目標？」
學生提問直接有趣，姚明的回應更妙語如珠。現場有上海交大學生提問，姚明還
禮貌的起立鞠躬叫聲「學姊好」，笑聲滿場。
姚明說，他在國小 3 年級開始打球，12 歲以前衣服不用訂做，從不蹺課，現在
他的目標是做一位好父親。
姚明演講時談「中華文化」，他說，中華文化來自筆下漢字的優美及古聖先賢的
教誨，文化是在歷史中流淌，若遇到東西文化不兼融，就發揮中華文化海納百川
的胸懷。如今不同文化正走向融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彼此互相學習與包容。
姚明從小喜歡史地，現在也很喜歡，到校園念書是他對自我興趣愛好的彌補。他
說，讀書不一定要在意有沒有用，而可以是鍛鍊心性的方式，「身為運動員成長
的經歷，我必須用跳躍式思維討論打球戰略，我們的心理活動方式較偏文科。我
會選擇到交大，就是希望能在偏工科的校園念書，培養工科邏輯思考方式」。
被問到從小在眾人目光關注下，須背負許多社會責任，要怎麼調適？姚明坦言，
有時候很累，但想不到有什麼辦法，調整這樣的壓力。但他常換個角度想，這樣
的機會又多少人有？
他相信「既來之，則安之」，他說，「個人在整個社會系統太渺小了，很多時候
是時勢造英雄，我不敢說自己是英雄，但我願意去承擔這部分，適應我要從事的
工作」。
有學生拿出網路上流傳的姚明爆笑大頭照，請他再做出同樣表情。姚明說，不記
得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的，但肯定是有什麼事情讓他很開心，「這個表情無法刻
意被複製，若要刻意複製時那感覺就已經不見了」，以此圓融婉拒。1011026。
原文連結：http://news.cts.com.tw/cna/life/201210/201210261128029.html
TOP

姚明看世界 希望自己矮一點
2012 年 10 月 27 日 上午 5:30
中國時報【黃及人╱台北報導】
「姚」式幽默徹底風靡政治大學校園！「移動長城」姚明昨把台灣校園演講處女
秀獻給政大，與學生對談時，發揮獨特個人幽默，讓現場一千多名學生笑翻天。
會場鎂光燈不斷，姚明宛如巨星般走上講台，以「從姚明的高度看世界」發表演
講。政大學生問姚明的身高，主持人希望他想像一下，自己矮廿公分、四十公分，
甚至八十公分的感覺，姚明隨即說：「矮八十公分太多了吧，有時我也希望自己
矮一點，像我昨晚去逛士林夜市，不到五分鐘我就被趕出來了（其實是被認出）
。」
談起老闆與球員的差異，姚明認為當球員就是隨時準備好，當老闆就是目光不只
在球隊，而在整個聯盟，每個工作都交給該負責的人做，問他現在是否還想打球？
姚明笑著表示，當然想！但他不會叫球員陪打，因為那不尊重。
全場笑聲最瘋狂的一次，是來自姚明就讀上海交通大學的「學姊」提問，一聽到
是學姊，姚明馬上起立，向她鞠躬致意，對方一時緊張到忘記坐下，姚明還提醒
她，「學姊，你就先坐下吧！」
被問到現在他的目標是什麼？姚明回稱：「做個好父親！」他表示，不會刻意要
求「女承父業」。
原文連結：
http://tw.news.yahoo.com/%E5%A7%9A%E6%98%8E%E7%9C%8B%E4%B8%96%E7%95%8
C-%E5%B8%8C%E6%9C%9B%E8%87%AA%E5%B7%B1%E7%9F%AE-%E9%BB%9E-213000301.h
tml
TOP
長城到政 大 姚明：扭轉世界 ，靠自己
October 27, 2012 06:00 AM
美 國 NBA 前球星姚明昨天至政大演講，「姚」式幽默徹底風靡校園，讓
現 場 1000 多名學生笑翻天。他說，自己出生在 80 後的上海，他那一代
有 著 許多消極的名詞，像是富二代、啃老族 等，但後來他找到自己能夠
改 變 社會的方法，相信「每一代的人都有他的優點與缺點」，不應迷失
在 時 代差距中。
「 移 動長城」一走進演講會場，全體師生尖叫、連忙向前握手，站在身
高 219 公分的姚明身旁，這一群政大學生像是小朋友。
會 場 鎂光燈不斷，姚明宛如巨星般走上講台，以「從姚明的高度看世界」

發 表 演講。從 NBA 退役後，姚明進入上海大學求學。他說，運動員的性
格 相 對急躁，回到學校能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兒時最初的夢想是考古
學家，但沒想到後來「長太高也無法鑽山洞」，就走上球星一路。 當過
球 星 、重回校園後，下個目標是「跟我爸爸一樣 ，做個好父親。」
姚 明 說，中華文化是影響他思考最重要的源頭。他說，在進入休士頓火
箭 隊 後，他嘗試融入美國，也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更懂得珍惜自己
與 他 人的不同。姚明在美國打球，並不覺得遭受「種族歧視」，只要能
力 夠 好，就不會被種族問題困擾。
政 大 商學院副院長別蓮蒂提問，姚明加入 NBA，背負了全華人的期望，也
承 擔 很多責任，「會不會覺得好累？」姚明回應說，有時真的很累，曾
經 也 想逃走；但回頭思考，「像這樣的機會誰會有」，既來之則安之，
不 如 適應環境、承擔責任。
原文連結：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20631326/article-%E9%95%B7
%E5%9F%8E%E5%88%B0%E6%94%BF%E5%A4%A7-%E5%A7%9A%E6%98%8E%EF%BC%9A%E6%8
9%AD%E8%BD%89%E4%B8%96%E7%95%8C%EF%BC%8C%E9%9D%A0%E8%87%AA%E5%B7%B1?i
nstance=tw_bull
TOP
姚明政大開講：原本想考古
【聯合報╱記者劉盈慧／台北報導】
美國 NBA 前球星姚明昨天至政大演講時指出，他出生在八○後的上海，他那一代
有著許多消極的名詞，像是富二代、啃老族等，但後來他找到自己能夠改變社會
的方法，相信「每一代的人都有他的優點與缺點」，不應迷失在時代差距中。
從 NBA 退役後，姚明進入上海大學求學。他說，運動員的性格相對急躁，回到學
校能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兒時最初的夢想是「當個考古學家」，但沒想到後來
「長太高也無法鑽山洞」，就走上球星一路。 當過球星、重回校園後，下個目
標是「跟我爸爸一樣，做個好父親。」
「移動長城」一走進演講會場，全體師生尖叫、連忙向前握手，站在身高兩百十
九公分的姚明身旁，這一群政大學生像是小朋友。
姚明說，中華文化是影響他思考最重要的源頭。他說，在進入休士頓火箭隊後，
他嘗試融入美國，也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更懂得珍惜自己與他人的不同。
姚明在說，在美國打球並不覺得遭受「種族歧視」，只要能力夠好，就不會被種

族問題困擾。他提醒自己精益求精，也希望發揮「海納百川的思維」，一點一滴
扭轉華人在球場的刻板印象。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別蓮蒂提問說，姚明加入 NBA，背負了全華人的期望，也承擔
很多責任，「你會不會覺得好累？」姚明回應說，有時真的很累，也不知道怎麼
抒發壓力、曾經也想逃走；但回過頭思考，「像這樣的機會誰又會有」，既來之，
則安之，不如適應環境、承擔責任。
【2012/10/27 聯合報】
原文連結：http://mag.udn.com/mag/sports/storypage.jsp?f_ART_ID=420769
TOP
姚明政大開講 「原本想考古」
2012/10/27 15:12 記者劉盈慧／台北報導
美國 NBA 前球星姚明昨天至政大演講時指出，他出生在八○後的上海，他那一代
有著許多消極的名詞，像是富二代、啃老族等，但後來他找到自己能夠改變社會
的方法，相信「每一代的人都有他的優點與缺點」，不應迷失在時代差距中。
從 NBA 退役後，姚明進入上海大學求學。他說，運動員的性格相對急躁，回到學
校能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兒時最初的夢想是「當個考古學家」，但沒想到後來
「長太高也無法鑽山洞」，就走上球星一路。 當過球星、重回校園後，下個目
標是「跟我爸爸一樣，做個好父親。」
「移動長城」一走進演講會場，全體師生尖叫、連忙向前握手，站在身高兩百十
九公分的姚明身旁，這一群政大學生像是小朋友。
姚明說，中華文化是影響他思考最重要的源頭。他說，在進入休士頓火箭隊後，
他嘗試融入美國，也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更懂得珍惜自己與他人的不同。
姚明在說，在美國打球並不覺得遭受「種族歧視」，只要能力夠好，就不會被種
族問題困擾。他提醒自己精益求精，也希望發揮「海納百川的思維」，一點一滴
扭轉華人在球場的刻板印象。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別蓮蒂提問說，姚明加入 NBA，背負了全華人的期望，也承擔
很多責任，「你會不會覺得好累？」姚明回應說，有時真的很累，也不知道怎麼
抒發壓力、曾經也想逃走；但回過頭思考，「像這樣的機會誰又會有」，既來之，
則安之，不如適應環境、承擔責任。
原文連結：
http://news.cts.com.tw/udn/sports/201210/201210271128344.html
TOP

矮個 60 公分 姚明想考古
2012 年 10 月 27 日
【黃建仁╱台北報導】「移動長城」姚明昨晚應邀在政治大學演講，身高 226 公
分的他被問到如果矮個 60~80 公分，人生會如何重來？他發揮姚氏幽默說：「我
從小立志當考古學家，但是長這麼高就沒辦法鑽進洞裡了！」
卸下籃球員身分，姚明成功轉型為上海大鯊魚隊董事長，也在上海交通大學念
書，昨晚他以「從姚明的高度看世界」為主題，暢談運動人生、自我經營和國際
視野，姚大個勉勵同學們求學時做好準備，他說：「在火箭隊，我從未虛度任何
1 天，就算膝傷進行復健，我也提醒自己體能要變得更強！」
力邀姚明來台演講的政大校友、前新浪籃球隊領隊姜豐年，稱讚姚明有謙虛、上
進和熱心公益的特質，退休後的姚明形象好，除了成立「姚基金」主動關懷弱勢
兒童，還接下許多慈善團體的活動邀約，姚明說：「就像兩條腿交叉前進，我樂
於幫助別人，自己也得到滿足感！」
樂作公益 代言特奧
前晚姚明到士林夜市準備品嘗台灣道地小吃，他笑著說：「不到 5 分鐘，就被趕
出來了！」現場有位女同學拿出姚明的網路漫畫照片，要求他現場表演，姚明逗
趣回答：「我忘記何時做出這種表情，這肯定是很開心的狀態下做的，無法複製
了！」第 6 度來台的姚明同時擔任特殊奧運大使，特奧運動會暨東亞區特奧夏季
賽今起展開 4 天競賽。
原文連結：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21027/34602
553/
TOP
姚明原本夢想當考古學家 無奈太高鑽不進山洞
體育中心／綜合報導
前 NBA 球星姚明 26 日晚間到政治大學演講，從 NBA 退役之後，姚明現在是 CBA
上海大鯊魚籃球俱樂部的董事長，同時也回到上海大學繼續求學。姚明也回憶小
時候的夢想，他最想當一個考古學家，只是後來老天爺開了他玩笑，給了他 226
公分的身高，「長太高鑽不進山洞」，只好去當籃球員。
「移動長城」來了！姚明接受政大校友會的邀請，成為「政大三十大講堂」的首
位講者。他坦言，因為身高的關係，自己從小就是矚目焦點，必須調整心情適應
環境，姚明也鼓勵年輕的學生們要勇於幻想，不要到了三十歲仍然迷惘。

高掛球鞋從 NBA 退役，姚明現在是 CBA 上海大鯊魚的董事長，曾當過球員，到現
在成為球團老闆，對於身分的轉變，姚明認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性質，因
為自己看到的不再只是本身球隊的輸贏勝負，而要放眼整個大局。但是姚明也坦
承，看的自己的球員在場上打球，
「當然有時候我很想跳下去打，不過我會忍住。」
從小高人一等，又代表中國大陸挑戰 NBA，姚明說，有時候確實「很累」，也會
無法調節一些壓力，只能告訴自己，既然無法改變身體等無法改變的條件，那就
「既來之，則安之」，好好適應環境和工作。曾是 NBA 一線球星，現在又重回校
園念書，姚明說，下個目標就是「跟我爸爸一樣，做個好父親。」
原文網
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028/119923.htm#ixzz2B259L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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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自曝想當考古學家

個子太高鑽不了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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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 10 月 31 日電／10 月 26 日，籃球明星姚明在台灣政治大學演講，主
講中華文化，並在與現場師生互動時，談及自己的夢想和興趣等。
現在上海交通大學念大二的姚明與政大師生對談互動，被問“幾歲開始打球”、
“衣服要不要量身定做”、“身高這麼高怎麼逃課”、“現階段的目標”，學生
提問直接有趣，姚明的響應更妙語如珠。現場有上海交大學生提問，姚明還禮貌
地起立鞠躬叫聲“學姐好”，笑聲滿場。姚明說，他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打球，12
歲以前衣服不用定做，從不逃課，現在他的目標是做一位好父親。
姚明演講時談中華文化，他說，中華文化來自筆下漢字的優美及古聖先賢的教
誨，文化是在歷史中流淌，若遇到東西方文化不兼容，就發揮中華文化海納百川
的胸懷。如今不同文化正走向融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彼此互相學習與包容。
姚明從小喜歡歷史、地理，有過當考古學家的夢想，“我喜歡歷史和地理，但現
在長這麼高，已不太可能去鑽山洞了”。他說自己現在仍很喜歡這兩門學科，到
校園念書是他對自我興趣愛好的彌補。他說，讀書不一定要在意有沒有用，而可
以是鍛煉心性的方式，“身為運動員，我必須用跳躍式思維討論打球戰略，我們
的心理活動方式較偏文科。我會選擇到交大，就是希望能在偏工科的校園念書，
培養工科邏輯思考方式”。 （來源：《海峽都市報》）
原文連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8/6/7/102286784.html?coluid=2
0&kindid=239&docid=102286784&mdate=10310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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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府快遞－政大台生仰望姚明：內心更巨大
2012-10-31 01:13 旺報【政治大學林柚稘／台北報導】
預計七點半開始的講座，兩小時前在政治大學大禮堂外的排隊人潮就形成了一條
長城，不分男女，大家坐在台階吃晚餐、玩遊戲殺時間，就是為了搶到好位子，
一睹主講人，前 NBA 球星姚明的風采。
姚明：大學鍛煉心性
由政治大學畢業 30 年校友聯誼會發起的「政大三十大講堂」，預計邀請 30 位各
領域名人來政大演講、分享個人經驗。第一堂講座就邀請了重量級人物「移動長
城」、前 NBA 球星姚明。
如果身高沒有長到 229 公分，姚明還會當 NBA 球員嗎？姚明表示小時候對歷史和
地理特別感興趣，最想當考古學家而不是球員，但因為身高太高，「沒辦法鑽進
山洞。」只能忍痛放棄，在上海交通大學選課時多選修歷史課來圓夢。
身為風靡全世界的前 NBA 球星，在結束籃球生涯後，再度回到校園，在上海交通
大學攻讀經濟學士學位的姚明與政大生分享，認為大學所學「未必要與有用掛
勾，重要的是心性的鍛鍊。」
大學的學習與球場的奔馳有極大不同，可以互相平衡，
「重要的還是要持之以恆，
我相信滴水穿石。」
「移動長城」姚明來台唯一一場的校園活動，也讓不少政大的陸生浮出水面，科
技管理研究所二年級的研究生胡月，更是姚明的同鄉，「同樣都是上海人，一定
要來支持他！本來還想用上海話跟他問好，但想發問的人太多，實在輪不到我！」
台生：感染正面態度
不只是政大的陸生，連台灣學生都被姚明的正面態度感染，應用數學系的劉厚增
以前只覺得姚明是個優秀的籃球員，在講座過後才明白他背負著巨大的社會壓力
以及責任，「姚明不只是外表高大，他的內心更是無比巨大。」
歐洲語文系德文組的林威宇則認為，身為大學生，應該多上幾堂這樣的課，「不
是冷冰冰的教科書，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儘管他不是教授，但一個用口說的故
事總比千篇一律的文字動人。」

主持人商學院副院長別蓮蒂講座最後詢問姚明，「背負全世界的期望，會不會很
累？」姚明也坦承，「是……有時候很累，甚至很難去調解。但這樣的機會，又
有幾個人能擁有？我沒辦法改變自己，只能學習去適應。」
但姚明認為「既來之，則安之；你們幾年才抬頭仰望一次我，我每天都在低頭看
你們。」多次提到「做好自己、把自己準備好」的姚明，幽默的談吐，積極的處
事態度，讓政大生在這一晚與「移動長城」姚明零距離。
原文連結：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21031006
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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