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續發展學習週
活動總議程

敬邀出席

一、 主旨:
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擬於本年 11 月 15~24 日，假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辦理「110 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暨永續發展學習週」活動，本活動
為實體與線上雙軌活動，敬邀出席。
二、 說明:
本次活動分為兩個主軸：與亞洲大學合辦「疫情 X 永續 X 社會責任—中亞
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暨論壇」，以及中國醫藥大學「青年 X 永續-永續發展
學習週」。
三、 活動規劃：
透過「疫情下的社會責任規劃」論壇、「青年倡議家大聲講」、
「SDGs X USR
EXPO」
，以及透過 Gather Town 等線上系統進行「學生永續賦能工作坊、永
續職涯工作坊，勇闖永續城競賽」等多元豐富的活動，我們以 5 場永續黃
昏講堂、4 場社會責任論壇、3 場學生永續賦能活動、1 場空汙紀錄片首映
會，以及 60 幅線上 3D 策展(SDGs X USR EXPO)，引導師生認識疫情下的社
會責任規劃、理解台灣永續發展困境，以及台灣青年倡議家的積極作為，
並透過工作坊與線上遊戲與競賽為學生賦能。活動並將提供研習時數證明。
四、總活動議程:
日期

11/3
(三)

11/15
(一)

活動內容
【學生永續賦能 1】
永續志工培力工作坊
 線上永續週、靜態展介紹
 示範與體驗線上活動與線上營隊
 永續職涯工作坊任務說明
【疫情、永續、社會責任論壇】
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暨論壇

說明

1. 線上講座 (18:00~19:40)
2. 學生導覽員/數位助教志工培訓

1. 實體+線上 (09:00~17:10)
2. 地點：史丹佛會議廳(限 40 位)
3. 詳細議程請見下表

11/16
(二)

11/17
(三)

11/18
(四)

11/19
(五)

11/22
(一)

11/23
(二)

【永續黃昏講堂 1】大會特邀演講
講題: 國際 SDGs 永續發展潮流下大學教育的因
應與變革
講者：申永順教授
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研究所暨學務長
台灣永續獎(TCSA)秘書長

1. 線上講座 (18:00~20:00)
2. 開場嘉賓：健康照護學院暨社
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召集
人李正淳院長
3. 主持人：高教深耕執行處黃蕙
君主任

【永續黃昏講堂 2】性別平權與數位性霸凌
講題:老司機上路－解碼數位性別暴力
講者：謝莉君主任
邊邊女力辦公室主任

1. 線上講座 (18:00~20:00)
2. 主持人：健康照護學院曾雅玲
副院長

【永續黃昏講堂 3】環境永續與空氣汙染
講題: 我們與永續轉型的距離
講者: 曾虹文副秘書長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2. 主持人：職安系袁明豪老師

【永續黃昏講堂 4】 學生/青年倡議、水資源
講題:永續發展?學生也可以!
講者: 廖健宏醫師
水利署水利青年特使
聯合國青少年人權英雄獎

1. 線上講座 (18:00~20:00)
2. 開場嘉賓: 李正淳院長
3. 主持人: 通識中心徐金雲老師

【學生永續賦能 2】
勇闖永續城互動遊戲 (Gather Town)
活動主題: 跟著暖世代輕鬆學 SDGs / 解鎖永續
知識任務包 / 勇闖永續城
講者: 優樂地蔡承璋執行長與優樂地永續團隊

1. 線上活動(18:00~20:00)
2. 學生志工參與擔任數位助教
3. 參與學生人數限制：60 人

【永續黃昏講堂 5】跨領域職涯發展、自媒體
創新創業
講題: 今晚來點斜槓熱量：好味營養師品瑄的
自媒體經營分享
講者: 黃品瑄
好味營養師

11/24
(三)

1. 線上講座 (18:00~20:00)

【學生永續賦能 3】

1. 實體+線上 (18:00~20:00)
2. 地點：史丹佛會議廳(限 40 位)
3. 主持人：營養系徐國強主任

1. 線上活動 (18:00~20:00)
2. 優樂地永續團隊主持

永續大師座談與永續職涯探索工作坊

3. 學生志工參與擔任數位助教

活動主題：USR x SDGs，改變世界的力量 / 沉
浸式體驗永續 3D 策展 / 我們想要的未
來：SDGs 探索工作坊
講者：優樂地永續朱竹元董事長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
教育部 USR Project 委員

4. 參與學生人數限制：60 人
5. 學生團隊分享：醫起玩

五、11 月 15 日【疫情、永續、社會責任】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議程
日期

活動內容

【敬邀長官、師生合照】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卓越教學大樓一樓
玻璃屋外廣場

【雙校長官致詞】
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

1. 實體+線上 (因防疫限制實體限 40 位)
2.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卓越教學大
樓二樓史丹佛演講廳 (以下同)

11/15(一)
08:45-09:00

11/15(一)
09:00-09:30

說明

【大會特邀演講】
11/15(一)
09:30-10:30

11/15(一)
10:30-10:50

11/15(一)
10:50-11:50

11/15(一)
11:50-13:00
11/15(一)
13:00-14:00

講題:後疫情時代的智慧照護
與遠距關懷
講者:潘人豪執行長
吉樂健康資訊科技公司

1.開場:中國醫藥大學林正介副校長
2.主持人：健康照護學院曾雅玲副院長

休息與茶敘
【中醫大 USR 特色計畫】
融入中醫特色的智慧高齡長照
─疫情下的大學社會責任與永
續發展目標

1.主持人：健康照護學院曾雅玲副院長
2.展示與分享:中醫大 USR 計畫教師團隊

午餐與休息
【亞大 USR 特色計畫】
永續高齡失智友善城鎮：

1.主持人：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王昭能副教授
2.講者：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吳樺姍院長

「憶」起實踐•「疫」起護智

11/15(一)
14:00-15:00
11/15(一)
15:00-15:20

11/15(一)
15:20-17:10

11/15(一)
17:10~

【亞大 USR Hub 特色計畫】
應用科技導入-紀錄老漁農的
智慧

1.主持人：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吳樺姍院長
2.講者：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王昭能副教授

休息與茶敘
【中醫大 USR Hub 特色計畫】
《台中市的藍天與白雲》紀錄
片首映會
中醫大 USR 計畫:在地環境與
健康風險深根關懷計畫
中醫大 USR HUB 計畫:環境醫
學與呼吸平權整合實踐基地

主持人：
中醫大公共衛生學系:許惠悰主任
與談人：
台中市環保局: 陳宏益局長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 譚振邦副廠長
中醫大通識中心:盧裕倉教授

賦歸

五、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
協辦單位：亞洲大學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高教深耕執行處、學生事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會議總活動網頁：https://cmuusr.cmu.edu.tw/?q=zh-hant/node/431
六、報名方式:
線上參與：會議廳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zng-fdnz-ncs
實體參與：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另提供實體參與，因防疫限 40
位，其餘請線上參與。
實體參與：中醫大師生請上中國醫藥大學校內報名系統
校外師長朋友實體會議報名連結：https://reurl.cc/KrOQ99
七、聯絡方式:
中國醫藥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 04-22053366
中亞聯大社會責任成果展論壇相關 賴威樵助理 1181
中國醫藥大學永續發展學習週相關 黃嬿凌助理 1182 劉冠伶助理 1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