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0.08 講於於海洋大學 

「卓越大師講座」 

人社院-遠距離教室 

 

 

簡介戴謙校長、謝順景講

座教授、胡潔雯戲劇治療

師和許燕斌博士的不平凡

故事 

 

廖一久 

 

中研院暨世界科學院 院士 

海洋大學  終身特聘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客座特聘講座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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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南台科技大學校長―戴謙 

 

人物 

照片 

 

姓名 

職稱 

戴謙-南台科技大學校長 

學經歷 

1.國立台灣大學畜牧系-學士、碩士 

2.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遺傳學-博士 

現任: 

南台科技大學校長 

成就 

1.第 23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2.台灣省農業發展基金農業貢獻-一等獎 

3.法國騎士勳章 

 

對年輕

後輩的

期許 

言必信，行必柔，果必達，每一個職務都不是工作而是志

業，因此鍥而不捨，竭盡全力。 

凡是盡心盡力，人生的大路自然開啟，成功屬於樂觀進取、

堅持到底的人。要勇於嘗試，即使失敗了也是一種學習，從

頭來過不就行了？ 

滴水終能穿石，這不僅是生活的智慧，也是人生。成功不是

因為有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有堅持，才產生希望，讓夢想

成真。  

備註 

福運 6月號(2015年) 

天道酬勤 

盡責路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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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介屏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謝順景 

 

人物 

照片 

 

姓名 

職稱 

謝順景-屏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學經歷 

1.台灣省立農學院(現國立中興大學)-農學學士 

2.美國路易西阿納州立大學研究 

3.日本北海道大學農學-博士 

經歷: 

屏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成就 

1.中華農學會學術獎、教育部學術獎 

2.總統農業和平獎 

3.台灣省政府研究成績優良獎 

 

對年輕

後輩的

期許 

人生並非注定，向前一步是成長與開創，後退一步是安逸與

停滯。眺望未來，勇往直前。 

全力以赴的過程中辛苦、挫折、壓力都是必然，但一旦超越

過來就會深刻體認「越艱苦的人生越精采」、「越困難的事越

壯麗」，哪怕是一片沙漠，也要讓他長出森林! 

代表台灣歷訪歐洲、非洲、亞洲、中南美洲、中東及南太平

洋三十多個國家，培訓農業人才。 

備註 

福運 7月號(2015年) 

博觀約取  

厚積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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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簡介戲劇治療師―胡潔雯 

 

人物 

照片 

 

姓名 

職稱 

胡潔雯-戲劇治療師 

學經歷 

1.文藻外語專科學校(現為文藻外語大學)法文系 

2.輔仁大學中文系 

3.巴黎第五及第八大學攻讀碩士，主修戲劇、藝術治療 

現任: 

戲劇治療師 

成就 
1.法國中小學身心障礙青少年與防癌協會心理治療師 

2.台灣癌症基金會授課講師 

 

對年輕

後輩的

期許 

活在人生的岔路，選擇向前或後退，往左或朝右，決定了迥

然不同的未來。因兒子的病症，讓一位母親從絕望的谷地勇

敢地找出一條退路，即使再艱難，也終必得償夙願。 

 

科技日新月異，讓生活變得便利，容易忘記「匱乏」是激發

潛能，…實力必須靠下功夫，一步一腳印的累積，…大膽嘗

試，碰撞和冒險，即使失敗也不留遺憾。 

備註 

福運 8月號(2015年) 

長風破浪  

志在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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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簡介醒吾科大餐飲管理系主任―許燕斌 

 

人物 

照片 

 

姓名 

職稱 

許燕斌-醒吾科大餐飲管理系主任 

學經歷 

1.醒吾科技大學休閒與遊憩研究所 

2.美國 Golden State University Doctorate Ph.D-博士 

經歷: 

品味烘焙-開發顧問 

成就 

1.模範教師獎 

2.世界金廚爭霸賽-個人賽點心組[特金獎] 

3.獎項無數，不勝列舉 

 

對年輕

後輩的

期許 

生平第一次吃蛋糕，香甜的美味，永生難忘，帶著童年的夢

想，他走進了烘培室，和麵粉成了一輩子的莫逆之交。 

 

「青春，就是要燃燒，熱力四射。」 

勇於大膽嘗試，以突破創新的思維，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遼闊

寬廣。 

對餐飲要有熱情，刻苦耐勞；對食材要尊敬，不可浪費；要

有謙卑的心，勇於發問，發問是成長最快的捷徑。 

備註 

福運 9月號(2015年) 

業精於勤  

有志竟成 

  



“簡介戴謙校長、許順景講座教授、胡潔雯戲劇治療師和許燕斌博士不平凡的故事”

人物

照片

姓名

職稱

戴謙-南台科技大學校

長

謝順景-屏東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胡潔雯-戲劇治療師

許燕斌-醒吾科大餐飲

管理系主任

學經歷

1.國立台灣大學畜牧系-

學士、碩士

2.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

戴維斯分校遺傳學-博士

現任:

南台科技大學校長

1.台灣省立農學院(現國

立中興大學)-農學學士

2.美國路易西阿納州立

大學研究

3.日本北海道大學農學-

博士

經歷:

屏東科大講座教授

1.文藻外語專科學校法

文系(現改為文藻外語大

學)

2.輔仁大學中文系

3.巴黎第五及第八大學

攻讀碩士，主修戲劇、

藝術治療

現任:

戲劇治療師

1.醒吾科技大學休閒與

遊憩研究所

2.美國Golden State

UniversityDoctorate

Ph.D-博士

經歷:

品味烘焙-開發顧問

成就

1.第23屆全國十大傑出

青年

2.台灣省農業發展基金

農業貢獻-一等獎

3.法國騎士勳章

1.中華農學會學術獎、

教育部學術獎

2.總統農業和平獎

3.台灣省政府研究成績

優良獎

1.法國中小學身心障礙

青少年與防癌協會心理

治療師

2.台灣癌症基金會授課

講師

1.模範教師獎

2.世界金廚爭霸賽-個人

賽點心組[特金獎]

3.獎項無數，不勝列舉

對年輕

後輩的

期許

言必信，行必柔，果必

達，每一個職務都不是

工作而是志業，因此鍥

而不捨，竭盡全力。

凡是盡心盡力，人生的

大路自然開啟，成功屬

於樂觀進取、堅持到底

的人，要勇於嘗試，即

使失敗了也是一種學習

，從頭來過不就行了？

滴水終能穿石，這不僅

是生活的智慧，也是人

生。成功不是因為又希

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有

堅持，才產生希望，讓

夢想成真。

人生並非注定，向前一

步是成長與開創，後退

一步是安逸與停滯，眺

望未來，勇往直前。

全力以赴的過程中辛

苦、挫折、壓力都是必

然，但一旦超越過來就

會深刻體認「越艱苦的

人生越精采」、「越困

難的事越壯麗」，哪怕

是一片沙漠，也要讓他

長出森林!

代表台灣歷訪歐洲、非

洲、亞洲、中南美洲、

中東及南太平洋三十多

個國家，培訓農業人

才。

活在人生的岔路，選擇

向前或後退，往左或朝

右，決定了迴然不同的

未來，因兒子的病症，

讓一位母親從絕望的谷

地勇敢地找出一條退路

，即使再艱難，也終必

得償夙願。

科技日新月異，讓生活

變得便利，容易忘記

「匱乏」是激發潛能，

…實力必須靠下功夫，

一步一腳印的累積，…

大膽嘗試，碰撞和冒險

，即使失敗也不留遺憾

了。

生平第一次吃蛋糕，香

甜的美味，永生不忘，

帶著童年的夢想，他走

進了烘培室，和麵粉成

了一輩子的莫逆之交。

「青春，就是要燃燒，

熱力四射。」

勇於大膽嘗試，以突破

創新的思維，讓自己的

視野更加遼闊寬廣。

對餐飲要有熱情，刻苦

耐勞，對食材要尊敬，

不可浪費，要有謙卑的

心，勇於發問，發問是

成長最快的捷徑。

備註

福運6月號(2015年)

天道酬勤

盡責路自開

福運7月號(2015年)

博觀約取

厚積薄發

福運8月號 (2015年)

長風破浪

志在千里

福運9月號 (2015年)

業精於勤

有志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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