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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謂橘色科技



1.  何謂橘色科技

(1) 橘色科技有別於綠色科技是一門新提出跨領
域之科技研究，希望創造一道曙光，加強人
本及人道科技之研究。

(2) 橘色科技創新整合現有健康科技、幸福科技
、關懷科技，統稱為橘色科技。

(3) 是台灣原創也是 世界原創 ，希望能進一步

提升其創新、研究、發展，讓科技真正帶給

人類健康 、幸福與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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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年來科技的發展之優缺點

優點 :

兩百年來科技的發展，確實帶來了科學進步、經濟
發展、交通便利、生活舒適

缺點 :

1.  地球暖化 :過度耗費能源，排放過多CO2

2. 造成物質化的結果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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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科技有什麼迷失 ?

–9

–綠色科技重視

地球環保科技之研究

-較缺乏

人文及人道之科技研究

(健康 幸福及人文關懷)



Comparison between
Orange & Green Technology

Green Tech Orange Tech

Technology 
concern

Technology
for 

Environment

Technology
for 

Humanity

Key Element CO2 H2O

Design Items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ealth & Happiness
Improvement

-Orange Care for the   
people or Animals



Orange Transform:

Any non-orange product or design 

can be converted into orange one

as long as it adds three orange factors,          

including 

happiness factor or index,

health factor or index, 

and care factor or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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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C J’.H’.C’

Illustration of Orange Transform, where J represents happiness 

index, H denotes health index, and C refers to care index

OrangeIndex(J’.H’.C’)  - OrangeIndex(J.H.C)Threshold

Orange Transform  :

From Non-Orange to Orange Products



跨領域整合

橘色科技

橘色科技發展理念



幸福科技之研究與發展

- Trend of Happiness (幸福之潮流)

- What are Happiness & Happiness Index 

-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Happiness

- How to apply ICT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 Human science to improv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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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掛帥60年後，幸福成全球施政潮流
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由不丹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
該關註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不丹為第1個以幸福立國
之國，在「世界幸福地圖」排名亞洲第1、世界第8，國家被稱為最
後的香格里拉。

福指數幸

灣方針台

遠見雜誌(2012.4)-從GDP到幸福指數，經濟掛帥60年後，幸福成全
球施政潮流。

政潮流施

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2月向行政院報告台版幸福指數，院長江宜樺
同意按照OECD的指標編列我國的幸福指數，以便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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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國王推動國家幸福指數
GNH(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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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me Singye Wangchuck
born 11 November 1955 
the former King of Bhutan.  
from 1972 until  2006. 

JigmeKhesarNamgyelWangch
uck, 5thKingofBhut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Bhutan


聯合國宣布國際幸福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

• 2012年聯合國大會宣布:

每年三月二十日為國際幸福日

•認為幸福不但有普世價值而且
有現實意義



朴槿惠宣誓就職韓國總統承諾讓國人都感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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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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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is a state of mind or feeling

characterized by contentment, love,

satisfaction, pleasure, or joy

幸福是心裡感覺，滿足喜悅並充滿愛心之狀
態

泰勒本-沙哈爾
(哈佛大學幸福課程講師)

幸福是因人而異的，屬
於你的人生，只有靠你
自己來尋找“幸福的方
法”。

幸福字面上的定義是指身
心都達到了愉悅滿足的感
覺，是一種從內心散發出
來的快樂感，會讓人喜孜
孜笑出來的那種甜蜜。
•身（body），單指有形的身體。
•心（mind），代表心志，屬於人體
會思考的部分，也包含人性的各種
欲望。

心理欲望得到滿足時的
狀態。一種持續時間較
長的對生活的滿足和感
到生活有巨大樂趣並自
然而然地希望持續久遠
的愉快心情。



幸福可不可量測?

 主觀量測:  使用問卷調查

 客觀量測:

1.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 Positive emotions and activities (正向情緒與行為) 

2. Bio-Signal Processing

• Electro encephalogram (EEG 腦電圖)

• Magneto encephalogram (MEG 腦磁圖)

• Galvanic skin response (GSR膚電反應)

•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 Electro cardiogram (ECG)

• Electromyography(EMG 肌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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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 量測幸福感

Mind control— A portable EEG device (developed by 

NeuroSky) allows users to interact with machines.



幸福科技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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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技強化幸福之程度(長度、廣度、強度)

：

幸福廣度
幸福影響的範圍多寡
(individual / group / 

community)

幸福長度
幸福延續的時間軸長短

(short, mid and long term)

幸福強度

LOW MID HIGH:ICT賦能



Happiness Technology

Happiness study subjects

1. Psychology

2. Neuroscience

3. Economics

4. Management

5. Sociology

6. Anthropology

7. Philosophy

8. Religion

9. Literature/Art…

10. Others: Zen, Meditation, Alternative Medicine

+ Technology

= Happiness Technology



HAPPINESS 字義解讀 Happiness Essence
(探究幸福因子來源)

Health：身心靈健康提升

Appreciation：知恩感恩惜福

Pleasure：愉悅歡喜

Public welfare：公益善心

Intelligence & Internationalview：有智慧及國際觀

Novelty：新奇創新

Economy：經濟理財能力

Satisfaction：知足常樂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發展理念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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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ppy methods recommend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 1.    Be grateful                              2.   Choose your friend wisely

• 3.   Cultivate compassion              4. Keep Learning

• 5.   Become a problem solver       6.    Do what you love

• 7.   Live in present                          8.   Laugh often

• 9.    Practice forgiveness              10.  Say thanks often    

• 11.  Create deeper connections   12.  Keep your agreement

• 13.  Meditate                                  14.  Focus on what you’re doing

• 15.  Be optimistic                           16.  Love unconditionally

• 17.  Don’t give up                           18. Do your best and then let go

• 19.  Take care of yourself              20.  Give 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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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ractice forgiveness

•19.  Take care of yourself   

•1.    Be grateful      

•10.  Say thanks often                      

•6.  Do what you love

•7.  Live in present

•8.   Laugh often

•14. Focus on what you’re doing

•3. Cultivate compassion

•16.Love unconditionally

•20. Give back

•2.   Choose your friend wisely

•5.   Become a problem solver

•11. Create deeper connections

•13. Meditate

•12.  Keep your agreement

•15.  Be optimistic

•17.  Don’t give up

•18. Do your best and then let go

•4. Keep Learning

• Health

• Appreciation

• Pleasure 

• Public welfare

•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 Novelty

•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 Satisfaction

• Sustainability

九大幸福素養與哈佛20 種幸福生活習慣



幸福資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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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語意內容

幸福笑聲

幸福文字

幸福笑臉

幸福手勢

幸福生理
訊號(腦波
腦資訊等)

幸福萬像

幸福行為

行徑流主動
追蹤辨識判
讀技術

幸福訊號 幸福訊號分類

幸福訊號處理
辨識及回饋

Processing Output

R
e
c
o

g
n

itio
n

處理方法與運算

訊息蒐集與輸入

適合技術產出

回饋性感性設計

m
o

d
ify

 &
 a

d
ju

s
t                    

Feedback



幸福臉部表情偵測

 圖4.2 典型幸福臉部表情的特徵 [1]

2016/3/1329

1)眼角魚尾紋產生
皺紋(Crow’s 
feet wrinkles)，

2)已上揚或上升之
臉頰(Pushed up 
cheeks)及

3)圍繞眼睛的肌肉
運動(Movement 
from muscle 
that orbits the 
eyes)



Smiling Face & Sound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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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眉(Frowning)表情偵測



2.國內外產業發展現況



2 . 1 國 內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工業4.0到生產力4.0，鎖定九大產業，
十年內追求人均產值提升30%以上，產業附加價值
提升15%，以擺脫代工宿命，推動台灣成為亞太地區
高值生產力的領導者

九大產業:
製造業的機械設備、金屬加工、運輸工具、3C、食
品和紡織，服務業的物流、醫療，以及農業，一共
九大行業，推動生產力4.0，利用智慧機器人鏈結物
連網及巨量資料技術，推動九大行業轉型。

台灣產業發展現況



生存有保障

生活有品味

生命有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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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層次理論
幸福4.0



台灣創新產業之展望

生產力4.0 +

幸福 4.0

＝＞台灣創新產業



橘色商機內涵與產值 (今周刊報導)



健康照護產值知多少：6000億美金

Ratio of Senior people :

Japan: 26 M (22%) 

USA: 40 M  (13%)    

Taiwan: 2.3 M (10%)

EC: >15%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MIC, III, Taiwan,

the expected global revenue for health care 

including Home Care, Distant care 

will achieve about 600 billion USA dollars 



遠距照護-行動照護網

 個人行動衛星定位協尋服務

個人行動衛星定位協尋服務

派遣服務



遠距照護

1. 居家安全手錶 影片

2. 緊急救助用照護機器人 影片

3. 個人行動GPS追蹤器 影片

4. 食物商品或藥物商品適用叮囑系統 影片

5. 智慧輪椅 影片

新增資料夾1/居家即時安全、健康管理與醫療互動安全手錶.flv
新增資料夾1/緊急救助用照護機器人.flv
新增資料夾1/個人行動GPS追蹤器，即時掌握家人行蹤安危.flv
新增資料夾1/食物商品或藥物商品適用叮囑系統.mp4
新增資料夾1/智慧機器人輪椅 貼心照護銀髮族.flv


智慧住宅



陪伴機器人

 智慧照顧機器人

TakaraTomy 的機器人可照顧初生嬰兒。

最新款的Issho Ni Nenne（上圖）是和

迪士尼合作製造，這款長毛絨玩具裝有

數位音樂播放器。

 機器寵物

小海獺Paro有白色毛皮，並有許多如觸

覺、光線、聲音等感測器，當老人家碰

觸小海獺時，小海獺會做出不同的反應，

且有靈活的機構，會擺動身體，並做出

可愛的臉部表情。

http://www.engadget.com/media/2007/03/070319_issho_ni_nenne.jpg
http://www.engadget.com/media/2007/03/070319_issho_ni_nenne.jpg
新增資料夾1/Robii 陪伴型娛樂機器人.mpg.mp4
新增資料夾1/Robii 陪伴型娛樂機器人.mpg.mp4


互動養生器材

虛擬互動式運動與復健設備

 透過電視螢幕及實務感應裝置，即可進行多

種虛擬運動與腦力遊戲

 工研院研發的「手的舞蹈機」、平衡板等與

醫療復健結合之娛樂機

 慢行訓練-復建軟體

http://3.bp.blogspot.com/_GTlfsTqW3mE/SuV80GLnoDI/AAAAAAAACM0/Ifw-OR4H_Qw/s1600-h/f_218749_1.jpg
http://3.bp.blogspot.com/_GTlfsTqW3mE/SuV80GLnoDI/AAAAAAAACM0/Ifw-OR4H_Qw/s1600-h/f_218749_1.jpg


ROBI 影片展示

../demo video/robot demo/Smart Home Robot/Own your own cute little robot- Robi from Japan %5bwww.videoripper.me%5d.mp4
../demo video/robot demo/Smart Home Robot/Own your own cute little robot- Robi from Japan %5bwww.videoripper.me%5d.mp4


2.2 國 外 產 業 發 展 現 況



工業4.0

工業4.0（Industry 4.0、Industrie 4.0），或稱第四次工
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個德國政府
提出的高科技計劃[1]，，投資預計達 2 億歐元，

主要目標 :

將所有工業相關的技術、銷售與產品體驗統合起來，是建

立具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學的智慧工廠
（Smart Factory），並在商業流程及價值流程中整合客戶
以

及商業夥伴[3][4]。其技術基礎是智慧整合感控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cite_note-.E5.95.86.E5.91.A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9B%A0%E5%B7%A5%E7%A8%8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B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cite_note-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5%AE%87%E5%AF%A6%E9%AB%94%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81%94%E7%B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cite_note-5


相關技術與計畫

大數據

 SCADA

資料採集與監控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物聯網

機器對機器

工業控制系統

工業互連網

中國製造2025（類似計劃）

大健康計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5%B8%E6%93%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E9%87%87%E9%9B%86%E4%B8%8E%E7%9B%91%E6%8E%A7%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81%94%E7%B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9%9F%E5%99%A8%E5%B0%8D%E6%A9%9F%E5%99%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6%A5%AD%E6%8E%A7%E5%88%B6%E7%B3%BB%E7%B5%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6%A5%AD%E4%BA%92%E9%80%A3%E7%B6%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8%B6%E9%80%A02025


Philips HomeLab
Intel



Computing with Natural Interfaces



Google眼鏡

• 輕觸鏡框啟用程式

• 可拍片翻譯、進行即時
視訊、顯示地圖

• 相當於8英吋的距離觀看
25吋的螢幕

• 500萬畫素的照相機 以及
720p (HD)的攝影機

• WiFi和藍芽



Google Shoes



現有產業與橘色科技之創新產業一覽表
現有科技 橘色科技之創新產業

生物科技 1.醫療器材產業
2.製藥產業
3.新興生技產業

1.幸福生技系統與產品
2.雙幸福產業

觀光產業 1.吸引客源
2.創造商機
3.帶動就業
4.吸引投資
5.國際進駐

幸福台灣

綠色能源 1.太陽光電
2.風力發電
3.LED照明光

吉利(橘綠是諧音)產業
EX.GREEN HEALTH CARE
健康產業應結合綠色科技與意識

醫療照護 1.服務產業
2.加值產業
3.製造產業

1.心靈提升照護產業
2.生活品質提升照護產業

精緻農業 1.健康農業
2.卓越農業
3.樂活農業

健康與幸福農村

文化創意 1.電視
2.電影
3.流行音樂
4.數位內容
5.設計產業
6.工藝產業

1.文化與幸福空間
2.心靈與幸福空間
3.幸福與建築產業(EX.橘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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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橘色科技可發展之相關技術



可發展的技術，例如：
1.健康科技與相關資訊系統

2.情感運算應用於機器或電腦偵測人類情感，甚至於
模擬人類的喜怒哀樂。

3.人機互動技術主要著眼於與使用者的互動反應，在
強調人性化關懷的橘色科技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

4. 幸福資訊學



幸福資訊學

56

Semantics and 

Contents

Laughter

Text

Smile 

Ge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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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2 Happiness Informatics Flowchart

Data resource (form left to right, top to down) :

http://www.familydynamics.com.hk/

http://www.4onepos.be/services/ 

http://www.ipeen.com.tw/

http://www.cheers.com.tw/

http://es.dreamstime.com/  

http://tw.123rf.com/

http://www.ic.keio.ac.jp/

http://tw.weibo.com/

http://www.normalesup.org/

Happiness

Signals Categories



1~8 is System real-time detection result

A~C is system operation button

Laughter and Smiling Face Detection 

(笑聲及笑臉偵測)
The system is designed for real-time monitor your happiness 

by laughter and smiling face.

../demo video/laughter unlock.mp4
../demo video/微笑解鎖Demo.mp4


i-Care Cloud Robot 
(雲端服務型機器人)

新增資料夾1/人性化機器人 居家照護好幫手.flv
新增資料夾1/人性化機器人 居家照護好幫手.flv
新增資料夾1/2012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第六屆專題展-WIYO 居家型老人照護機器人 .flv
新增資料夾1/2012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第六屆專題展-WIYO 居家型老人照護機器人 .flv


語音情緒辨識

應用情緒語音辨識技術來協助偵測銀髮
族之四種心理情緒
 中性

 快樂

 生氣

 悲傷

自然

快樂

生氣

悲傷

模擬親人語句

語音情緒辨識

情緒語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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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辨識

應用語音情感計算技術於銀髮族居家照護主要
包含二大方向
情緒語音辨識

辨認出銀髮族老人所說的語音內容及情緒

情緒語音合成

以電腦合成選擇人物之語音回應及安撫銀髮族之需求
Emotional Speech 

Recognition

Emotional Speech 
Synthesis

新增資料夾1/Geminoid-F Android in a Tokyo Department Store #DigInfo.mp4


心靈照護-Senior Companion

奇奇!

我好寂寞喔!

對話回應及
管理策略

情緒辨識

語音辨識

不用擔心!
我在這裡陪你

新增資料夾1/Brother and sister android robots from Japan - Actroid-F #DigInfo.mp4
新增資料夾1/Brother and sister android robots from Japan - Actroid-F #DigInfo.mp4


最新家庭機器人

1. Pepper Robot - by Aldebaran Robotics and Soft-Bank  Mobile, Japan

2. Buddy Robot – by Blue Frog Robotics, Paris, FRANCE

3. JiBO – by MIT and RainFactory Inc.

62

Buddy Robot JiBOPepper Robot 

BUDDY - Your Family’s Companion Robot.mp4
BUDDY - Your Family’s Companion Robot.mp4
Jibo- The World's First Social Robot for the Home.mp4
Jibo- The World's First Social Robot for the Home.mp4
Pepper Robot Commercial with CC.mp4
Pepper Robot Commercial with CC.mp4


Proposed Schematic Smart Home Robot

2016/3/13 63



Composition of Proposed Smart Home Robot

1. Smart mobile and flying robotic head

2. Smart Audio-Visual Interactive main-
body

3. Smart Robotic cleaner as feet

①

②

③

2016/3/13 64

Lower security Higher security



4.橘色科技創新產業產品發展與應用

MIT : 愛情杯

哆啦A夢 : 感動麥克風

彈話槍 (Speech Jammer)

2013 東京機器人展 “肌肉裝”

親情導向式雲端關懷機器人

穿戴式計算 : 串珠/十字架 GPS等

幸福企業相關資訊科技系統及服務

Happiness Cloud (幸福雲)

65



MIT 之愛情杯

Lover’s Cups explore the idea of sharing 
feelings of drinking between two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Two cups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glow when your lover is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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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r's Cups.mp4
Lover's Cups.mp4


哆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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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麥克風

令人感動的麥克風（日語：ジーンマイク）
是哆啦A夢的一個道具，為一個麥克風，只要
用這個麥克風講話或發出任何聲音，就會讓
旁邊聽的人很感動。

出現於短篇〈令人感動的話〉，因大雄覺得
別人都不聽他說的話，哆啦A夢因而拿出該道
具給他。

68

http://zh-tw.doraemon.wikia.com/wiki/%E5%93%86%E5%95%A6A%E5%A4%A2
http://zh-tw.doraemon.wikia.com/wiki/%E9%81%93%E5%85%B7
http://zh-tw.doraemon.wikia.com/wiki/%E9%BA%A5%E5%85%8B%E9%A2%A8
http://zh-tw.doraemon.wikia.com/wiki/%E4%BB%A4%E4%BA%BA%E6%84%9F%E5%8B%95%E7%9A%84%E8%A9%B1
http://zh-tw.doraemon.wikia.com/wiki/%E5%A4%A7%E9%9B%84


彈話槍 (Speech Jammer)

2012年搞笑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s) 今年頒獎典禮在美國
哈佛大學舉行，21日得獎名單出爐，得主包括左傾會讓艾菲
爾鐵塔看起來變小的發明，還有人氣最旺、可以讓聒噪的人
在0.2秒內閉嘴的裝置「彈話槍」(SpeechJammer)。

最受到大家歡迎的「彈話槍」，是由日本人栗員一貴、塚田
浩二所共同研發的，設置有距離感測器、指向性麥克風、喇
叭及扳機等，只要對準碎念的人輕輕扣下扳機，就會把說話
者的話在0.2秒內彈回去，藉由這種干擾功能，就能有效中斷
聒噪者的口沫橫飛。
原文網址: 讓聒噪人閉嘴！ 「彈話槍」人氣高獲搞笑諾貝
爾獎 | ETtoday新奇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921/105618.htm#ixzz2
79ewNNC5

69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921/105618.htm#ixzz279ewNNC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921/105618.htm#ixzz279ewNN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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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東京機器人展 “肌肉裝”

71

「肌肉裝」穿戴起來像背背包，施力來自壓縮的空氣，能
讓照護者的背部和髖部更有力量去抬起年長者與肢障者。

這款機器人由東京理科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Science）與1間安養公司共同研發。



腦體適能科技

預防醫學、智慧老化、心理醫學

神經科學期刊研究指出，經常保持身心活動才是維持健康的方式

樂活是對身心靈健康的追求

EEG輕便頭套 可攜式HRV 聲音影像互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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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計算 (Wearable Computing)

Apple watch



串珠/十字架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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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科技概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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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科技概念屋

 台灣 丹麥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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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企業相關資訊科技系統及服務

提升POS為幸福POS(H-POS)系統規劃與設計

幸福企業員工情緒偵測、關懷及調適互動系統

幸福企業職場友善環境偵測評估系統

幸福企業企業內部員工滿意度問卷調查App

幸福企業之員工彈性打卡APP設計

幸福企業之辦公室智慧空間設計

幸福企業之智慧型客戶幸福滿意度App

幸福企業員工智慧型遠端家庭老人關懷系統

幸福企業員工智慧型遠端幼兒關照系統

幸福企業員工與學校兒童遠端智慧型學習狀況關心
系統

77



Happiness Cloud (幸福雲)

Happiness Persona

Happiness Family

Happiness City

Happiness Country

0. Scenario stimulation



5.結論與未來發展



5.1 結論

橘色科技新觀點 :

不僅綠色科技也要橘色科技

創新產業新觀點 : 產業4.0 + 幸福4.0    

為台灣產業注入一股新的能量，
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開創產業的
新契機。



5.2 未來研究及發展

成立橘色科技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配合科技部跨領域橘色科技專案研究計畫

配合經濟部推動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

配合教育部推動創新轉型計畫

推動橘色科技國家型研究計畫

舉辦國際橘色科技國際會議

出版中英文橘色科技書本

設計橘色科技概念屋及橘色科技概念車

建立幸福科技實驗室

發展橘色科技創新技術產品系統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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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整的科技使命—橘色+綠色科技

（節能/減碳）

科技使命

綠色科技

橘色科技

 （幸福/關懷/健康）

關懷
科技

幸福
科技

科技
(工業化)

失控成長 更完整

生態圈
科技

環境科技 能源科技

地球環保

心靈環保

失控成長

貧富差距
經濟危機
恐怖主義

地球暖化
自然環境

文明

健康
科技

橘色
心靈
科技



Big Apple or Orange Care

1.尋找第四顆蘋果 ?

或第一顆橘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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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大培養青年領袖的搖籃

•三力培養:硬實力 軟實力 巧實力
•三好校園:存好心 做好事 講好話
•三生有幸:

生存有保障 生活有品味 生命有光輝
•靜境競: 安靜 觀境 競爭力
•源緣圓: 善源 好緣 圓滿

＝===＞ 就業 創業 幸福人生



虛空有盡 我願無窮

A  j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