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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安安看到最近很夯的「創意市
集」中，販售許多手繪圖案的衣服，衣
服上都是手繪知名的卡通圖案，但外觀
上已完全轉變為另一套獨具風格的著
作，安安看到後也想效仿該種作法，依
據知名卡通圖案進行改作，繪製於衣服
上再到創意市集販售，請問是否會有侵
害著作權之問題呢？

 （1）既然已經轉變為另一套獨具風格的
著作，就不會侵害原著作者的著作權。

（2）在卡通圖案外加入自己的創意另
為創作，會構成著作權法的「改作」行
為，「改作」為著作權人所專有，安安
除了有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著作權法
第44條至第65條）外，應事先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能合法利
用，否則可能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答案：（2）

智慧財產權Q&A

課程規劃

產學合作

   本校已與羅東博愛醫院簽署 MOU，進行產
學合作。（資料／ 精準健康學院提供）

   蘭陽校園遠眺太平洋，朝迎龜山日出，建
築宏偉，氣象萬千。（攝影／ 揭維恆）

多益大勝利
●張淑芬（英文系助理教授）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 The communications group has_____an 

interest in bidding for the company.

(A) show（B) shows (C) shown (D) showing

2.Due to the pandemic, the company ____two 

hundred employees last week.

  (A) furlough (B) furloughs (C) furloughed (D) 

will furlough

3. Cars are subject _____a high domestic tax.

   (A) to (B) of (C) for (D) with

4. The patent was granted in____1962 or 1963.

(A) neither (B) nor (C) and (D) either

5. It is crucial that the problem____immediately.

(A) tackling (B) tackled (C) to tackle (D) is tackled

6 . S o m e  c i t i z e n s  h a v e  b e e n  i n _ _ _ _  o f 

unemployment benefit for two months be-cause of 

COVID-19.

(A) receptionist  (B) reception (C) receptive   

(D) receipt

【答案及解析】 

1.【答案】(C)，本題考現在完成式。題意為

「該通訊集團有意出價競買這間公司。」

2.【答案】(C)，(C) furlough動詞表示「留職停

薪」，本題必須使用過去式。

3.【答案】(A)，本題考片語be subject to sth，

題意為「買汽車要繳很高的國內稅。」

4.【答案】(D)，本題考連接詞用法either A or B 

作為對等連接詞，表示「不是 A 就是 B」，句

意為「該專利是在1962年或1963年授予的。」

5.【答案】(D)，本題考被動語態。依照句

意「關鍵是要馬上著手處理這一問題。」

子句中的主詞為問題須以被動語態（be動詞 

+ p.p.）表達問題「馬上著手處理」，故選 

(D)。

6.【答案】(D)，本題考字義。依照句意「一

些市民領失業救濟金已經兩個月了，因為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可知空格處填

入 receipt 此處指「收到；接到」，使句意完

整。正確答案為 (D)。

資料／蘭陽校園精準健康學院提供
攝影／揭維恆

　本校蘭陽校園已經教育部核定，往「高齡健康、智慧照護」的
研究教學以及「空間活化」的方向轉型。自112學年度起新設「高
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分為「智慧經營組」、「精準健
康組」2組，預計於今年開始招生，112學年度入學。本版將專題
介紹規劃構想及招生資訊，以饗讀者。

精準健康學院
【一流讀書人專欄】
書名：不只是「風景」的視野：後革命
時代兩岸現當代文學比較論
作者：黃文倩
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
ISBN：9789571517407
索書號：20.908 /8366.21-1

   《不只是「風景」的視野──後革命
時代兩岸現當代文學比較論》是筆者於
2017年夏天出版的學術專書，主要以兩
岸現當代文學的代表作為核心，透過主
題影響與衍義論、思潮淵源與關係論、
接受視野與典律論、主體比較與發展
論，及想像參照與藝術論等等面向，思
考與分析在世界冷戰消逝、大陸改革開
放、台灣解嚴的新歷史語境下，兩岸諸
多優秀作家們，在創作、思想或精神上
的共相與殊相。
  「後革命時代」在本書的假設與指涉
中，首先是論者所處的時間位置（非論
述材料的歷史時間）。從國際意義上
說，是在上個世紀冷戰勢力日漸消逝下
的新歷史階段，對應到兩岸的實際的
社會與歷史時間，之於中國大陸，是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之於台灣，則
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後。
   其次，使用「後革命」，也是論者在
疏理與論述時的史觀與立場／姿態上
的自覺選擇──其一是想試圖擴充兩岸
在上個世紀，由於經歷第一、二次世界
大戰，衍生出來的戰爭意識型態，以及
後來的「革命」教條化所遮蔽的討論空
間，換句話說，就是較清醒地節制過於
實用主義與單一目的論與傾向的文學解
讀方式，但是，並不意謂著論者較不尊
重實用或現實，因為兩岸現當代文學的
發生與形成，關鍵部分確實是兩岸在
十九至二十世紀以降，同時在深受西方
影響，為發展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資
源與動力之一，其出發點本身就有著一
定程度的實用性與目的性，但在後革命
「時代」下的文學再解讀，應該包括並
嘗試超越這個層次。
   其三，「後革命」同時也意謂著，本
書對二十世紀以降「革命」理想與歷史
退隱／退燒現象／現場的焦慮──「文
學」及較具有嚴肅品格的文學批評，在
陷入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世俗下，究竟
還能如何深入與擴充地開展。
同時，本書為求論述上的清晰、權宜與
方便，基本上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
降，開啟兩岸以白話文為媒介的文學
書寫，均視為「兩岸現當代文學」。所
以，在這個概念下，具體論述到的作家
包括：魯迅、陳映真、茹志鵑、王安
憶、莫言、龍瑛宗、路遙、汪曾祺、陸
文夫、陳若曦、張大春、駱以軍等等。
   儘管兩岸關係在近年來日益緊張，我
仍希望自薦這本書給對兩岸關係、兩
岸知識份子、兩岸作家作品仍有好奇與
興趣的朋友，或許可以為大家豐富化一
些兩岸百年精神史的隱性譜系與特殊關
係。

Book Review

不只是風景的視野
導讀／中文系副教授 黃文倩

因應趨勢轉型蛻變
   本校蘭陽校園因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為宜蘭人，以其為家鄉興學之宏
願，自2005年起開始招收學生，創辦全英教學，大三出國，師生同宿
的英式學院。此一理想學院於林美山頭實現，40公頃之地，遠眺太平
洋，俯瞰蘭陽平原，朝迎龜山日出，為本校「智慧之園」。
   歷經17年之後，蘭陽校園因應社會高齡化趨勢，並符應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3「健康與福祉」，將轉型設立「精準健康學院」，將成為
本校跨足健康產業之里程碑。全球發展學院學生111學年度起全數於淡
水校園上課，進學班亦已停招。
   「精準健康學院」預計設立2個研究所，第1個研究所「高齡健康管理
學研究所」，將設立「智慧經營組」與「精準健康組」2組，各招收15
名碩士生，於112學年度起招生。

符應永續目標
   臺灣將在2025年正式成為「超高齡社會」，每5人就有1人為65歲以
上，面對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為亟需討論及面對的議題。「精準健康
學院」冀透過健康經濟、人力資源、機器學習、雲端應用、高齡生活
品質測量評估、老人用藥等課程，讓學生具有健康產業專長。

培育高齡健康管理中高階管理人才
   「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著重於學生整合健康理論、智慧化分析及
產業管理的能力，期望培育高齡健康管理之中高階管理人才。以「健
康管理理論為基礎、智慧健康實作為導向」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要原
則，並以「於實境教學中啟發高齡健康管理創新思維」作為課程設計
之特色，結合「智慧分析」、「健康管理」及「產業管理」三大領域
專業課程，重點發展「經營管理智慧化」及「健康管理精準化」。

招生訊息連結

   已與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簽署結盟意向書，並進行「研究」、「建
教」、「產學」等多方面合作，強化師資、提
供實習場域，提升研究量能。
   籌設期間亦與社團法人宜蘭縣社區照顧促進
會合作，近期將再與長照科技相關公司，宜蘭
當地多家長照機構進行洽談，拓展建教合作資
源。

報名資訊

   現有專任師資5員，其中教授2位、副教授2
位，助理教授1位；兼任師資2位。另有來自校
內外的支援師資，含本校資訊工程學系、人工
智慧學系，及與羅東博愛醫院合聘之師資。並
擬增聘長期照護、失智症照護與預防、長照產
業、老人病生理學、胸腔復健、癌症護理、實
證護理、慢性疾病管理、家庭護理、成人慢性
疾病照護復能、物理治療、心理評估、精神疾
病與照護復能等師資。

專兼任師資
職稱 姓名 專　長

專任教授 許輝煌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資料探勘、生醫資訊、
多媒體處理

專任教授 武士戎 無線網路、平行處理、
資料探勘、圖論

專任
副教授 鄧有光

雲端運算、物聯網與智
慧照護、長照2.0照護評
估資訊系統、老人服務
事業、人工智慧、深度
學習、長者行為影像分
析、輔具技術與設計

專任
副教授 毛莉雯

長期照護管理、品質管
理、療效研究、健康行
銷、流程管理

專任
助理教授 羅瑭勻

高 齡 健 康 促 進 、 體 適
能、運動生物力學、醫
事檢驗

兼任
副教授 吳思遠

癌症治療諮詢與疼痛緩
和治療、癌症營養諮詢

兼任
助理教授 劉競雄

腦血管疾病、失智症暨
神經退化性疾病、神經
超音波、一般神經科疾
病

1.報名資格：大學畢業（含應屆畢業生）或具
同等學力者。
2.備審資料：研讀計畫書、大學歷年成績單、
簡歷。
3.甄試方式：書面審查 、面試
4.報名日期：111年11月1日（星期二）10:00至
11月14日（星期一）中午12:00止。（網路登
錄報名表至中午12:00止；轉帳繳費至下午2:00

止；備審資料上傳至下午
4:00止）
5.考試日期：111年12月4
日（星期日）。
6.放榜日期：111年12月15
日（星期四）。

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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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招生112學年度

跨足健康產業新里程碑

                                在地連結 與羅東博愛醫院合作

   課程以1個核心模組、2個特色分組、3個專
業領域來規劃。 

核心模組
   核心課程有三個分類：「高齡健康管理」、
「健康照護研究方法」、「進階生物統計
學」。

特色分組
一、「智慧經營組」：
   著重在培養學生有能力具備產業管理與分析
的眼光，運用工具進行智慧分析以提升健康照
護相關服務的品質或量能。
二、「精準健康組」：
   培養學生建立及分析健康資料庫的能力，並
結合各項專業知識判讀結果，具備設計、優化
與執行健康促進方案之素養建立及分析健康資
料庫的能力，並結合各項專業知識判讀結果，
具備設計、優化與執行健康促進方案之素養。

專業領域
   選修課程依「智慧經營組」與「精準健康
組」之需求，將其分為「產業管理」、「智慧
分析」、「健康管理」及等三大領域進行設
計，其設計理念如下：

   一、「產業管理」領域課程：培養學生健康
產業管理概念的同時，結合產業面，提供照護
機構或企業的互動機會，展現畢業前之準備就
業素養。而學校與企業有更多進行產學合作的
機會，培養更多能為企業所用之高齡健康之高
階管理人才。
   二、「智慧分析」領域課程：提供數據實證
之研究分析方法，可培養學生整合健康及管理

相關數據，提升研究、管理、設計與開發之素
養。
   三、「健康管理」領域課程：培育學生瞭解
各種高齡健康評估工具及其代表之意義，具備
評估結果數據化、標準化之素養。結合大數據
可提升研究效能及準確性，並協助設計更有效
的健康促進方案，進而應用於產業以及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