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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涵㨗．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葉國暉．國立東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林俞君．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共好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

科技翻轉 永續培力 洄瀾共好 在地創新
──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共好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都
待在這麼美的地方四年了！怎麼可以

只在校園內打轉不出門走走呢？」

大學生活是一段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光，同學間

除了課業的交流，更多時候對周圍環境有著不同

的想法和創意火花，而大量「新移民」的加入，

對於大學座落的城市而言，無疑也激發了在地的

活力與發展。此時，若能擬具共同的目標、媒

合適切的場域，並加入適度的陪伴，打通「大

學城」與在地的互通管道，構築堅固的互動關

係，把精彩萬分又引人入勝的在地文化與學校

講授的學能互相融合，對學生將所學發揮應用、

強化溝通協調能力都能有適合的場域實作，對在

地創新創意發想與投入也將是最有效且適切的即

戰力。

因此，為了增加同學與在地的互動，規劃了許

多計畫目標、課程設計或綜合性的服務學分。其

中，教育部推行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肩負起整合

校內資源與校園外在地場域結盟的責任，共同創

造出友善的環境與創意沙盒平台，讓學校內的師

生可以有更寬敞的視野、更順暢的管道與在地互

動互惠，也在這過程中讓同學可以盡情揮灑並落

實天馬行空的想法。

將視野回到東臺灣花蓮，這裡和許多鄉村一

樣，產業型態以農業、觀光業為主，新興產業較

少，變動性也不高，多以自然環境為主要亮點，

與西部因產業型態、區位因素帶動快速發展的資

訊科技應用形成相當大的數位落差。為了提升在

地產業競爭力，將既有農業及觀光產業加值，導

入數位科技在地社區與產業端就顯得非常重要。

而國立東華大學（簡稱東華）作為花蓮唯一一所

國立大專院校，了解在地需求並整合校內資源，

投入數位及資訊科技量能與地方結合更是責無旁

貸。

因此，東華積極參與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

畫，提出以數位科技為主軸的「洄瀾共好大學社

會責任（Hualien DigiTech USR）」計畫，匯集東

華跨域資源，整合理工學院、管理學院的數位科

技與物聯網、AI資訊技術，配合環境、人文、教

育、原民學院對花蓮在地社會人文的認知與了

解，並借重藝術學院專長對視覺設計、美感養成

等面向共同發揮所長，執行各項計畫，達成資源

跨域整合的目標。

計畫發想與構思

「洄瀾共好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在校內以「洄

瀾共好學堂」為學能養成搖籃，強化資訊科技專

業領域同學系統開發及設計能力，結合「π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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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整合專題」、「人工智慧」、「資訊科技

研究」等課程，培養同學活用數位系統並將其

與在地需求結合。例如：開發「老街觀光導覽

APP」、「太魯閣族族語互動式教學平台及電子

繪本」、「太魯閣族文化場景VR系統」等，將

學能實作與在地結合，產出可應用於文化保存、

觀光產業的數位互動系統。

另外針對非資訊領域同學開設數位科技工具

學習課程，讓資訊科技應用不僅止於專業領域。

同學藉由既有工具培養基礎數位媒體技能，更

深入認識在地：「在地數位創新實踐」課程，

加入「遊戲化（Gami f ica t ion）」體驗模式，

使用既有「蹦世界」實境解謎遊戲平台，學習

設計專屬地方的實境解謎遊戲，用「遊戲」與

「體驗」作為誘因，引發同學認識在地的興趣，

再將製作完成的遊戲回饋在地社區使用；「新

媒體經營與實務」課程，則培養多媒體操作與

媒體企劃等基礎，實地採訪周圍店家，了解產

業生態。讓數位科技發展與能力養成不受專業

領域限制，激發同學關心生活中各項議題的動

力。

盤點花蓮在地既有資源後，以強化花蓮在地觀

光產業為重點，發展出三項計畫主軸「日本移民

文化再現」、「在地場館智慧化」、「數位新城

光華重現」，期能將數位科技結合花蓮豐富的日

本移民文化、投入在地場域智慧化互動並以數位

▲▲太魯閣族語教學平台及文化場域VR系統。（東華提供）

▲慶修院VR系統。（東華提供） ▲豐田日本移民村走讀系統。（東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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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游農村計畫─瑞美村場域認識。（東華提供）

▲洄游農村計畫─水璉村場域認識。（東華提供）

系統輔助觀光導覽。陸續完成「縣定古蹟慶修院

及七腳川部落傳統領域VR數位模型」、「豐田

村走讀小旅行導覽系統」、「豐山村產業互動小

遊戲」等系統，並在與地方互動的過程中，不斷

發掘其他發展項目，持續媒合東華師生進入場

域，深化數位資訊應用，例如：「社區記帳軟

體」、「鯨豚辨識」、「西瓜園防盜電子圍籬」

等系統均持續進行中。

此外，為使學生能多面向在地認識，東華配合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

計畫，該計畫與USR宗旨相符，希望大專院校學

生能主動投入鄰近農村活動，參與並發揮創新想

法協助農村強化亮點。因此與水保局配合舉辦校

內計畫說明會，宣傳並輔導校內

隊伍進入農村，前後培育資訊管

理學系學生協助光復鄉大富村開

發實境解謎系統遊程；光電工程

學系學生為瑞穗鄉瑞美村處理農

業廢棄物柚樹疏伐去化資源再生；

資訊管理學系投入壽豐鄉水璉村

包裝產業行銷宣傳方案；幼兒教

育學系前進壽豐鄉鹽寮村推廣食

魚教育與漁村文化，表現優異；

光電工程學系團隊更獲得創智財獎

成績。

除了與在地產官學緊密連結，本

校也發揮校際結盟能量，與慈濟科

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校跨

校計畫合作，讓計畫除了數位科技

的系統化應用之外，也可更廣泛地

結合不同領域需求。與花蓮慈濟

科技大學生醫研究室共同合作花

蓮原民部落農業加值計畫：慈濟

科技大學多年來深耕花蓮原民部

落產業，對於原民部落特色農產十分熟悉，認

為花蓮原民部落農產規模較小，初級農產價值

不高，鮮品冷鏈運輸成本居高不下，普遍面臨

鮮品銷售的困境，僅能以初級農產品出售，不

符合經濟效益。因此慈濟科技大學投入生醫實

驗室的農產加工技術研發，針對各種不同作物

屬性進行加工品開發，再由東華協助以區塊鏈

技術建置資料庫，讓產品行銷更具潛力。

另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合作，協助

社福團體伊甸基金會建置愛心棧E化房源媒合系

統，降低遠距就醫病友前往醫療機構治療時的住

宿成本與困難，將愛心房東提供閒置房源整合，

由系統化管理房源媒合過程，加速病友與管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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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訂房程序，減輕病友就醫負擔。

校務連結與內外部支持系統

計畫執行過程需要許多資源整合協助，東華各

領域的教師以及堅強的校務支持系統均是計畫重

要的助力。「洄瀾共好計畫」雖以數位科技為主

要元素，但與產業實務結合時，往往需要許多跨

域資源串聯，以不同領域的故事、文史或需求為

背景，加上數位科技的工具，才能具體呈現完整

系統。

東華共有八個學院，師資陣容豐富，涵蓋計畫

中各面向的不同需求，只要在計畫中觸及不同領

域的探討，校內教師無不傾囊相授，熱心協助。

舉例而言，執行原住民太魯閣族文化保存計畫

時，因語料取得不易，經由校內原住民民族學院

湯愛玉老師協助，媒合太魯閣語族語教師，並且

給予系統平台許多實務建議，強化平台實用性；

賴淑娟老師提供太魯閣族VR文化場域保存中重

要場景資訊，除了講解太魯閣傳統家屋的構造與

用途之外，更將太魯閣族對環境與部落的永續精

神也一併傳授給同學，使執行過程中除了實體的

資料取得外，更有許多重要的原民文化也一併傳

承。除了本校師資的協助，校內的各行政系統

也是計畫的最強後盾，不但協助串聯校內外USR

計畫的交流互動，也在計畫推動過程中以實際行

動支持計畫辦理活動，對於計畫推動順利功不可

沒。

推動實務分享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旨在透過人才培育過程

引導同學加深在地連結，讓同學在校期間除了

校內的課業之外，更能藉機充分了解所處環境

的特色，使同學對周遭產生認同，養成關心在

地的習慣，也透過計畫的進行，不斷與實務溝

通，除了強化溝通能力，更讓同學對於所學技能

的實用性更具自信。

舉例而言，計畫中「縣定古蹟慶修院及七腳川

部落傳統領域VR數位模型」，同學為凸顯VR系

統的細緻與技術，挑選一處十分高難度的日本古

蹟園區，過程中除了長期駐點在場域繪製量測，

更埋首書堆找尋史料，調閱古蹟建物建築圖，

精細而擬真地將古蹟等比例數位保存。實作期

▲慈科大學生參訪佳民部落農場。（東華提供）

▲�慈科大及東華共辦農業精品發表會。（東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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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次舉辦體驗活動，邀請到訪花蓮的遊客體

驗VR視角中的古蹟樣貌，吸引不少遊客參加，

透過VR眼鏡看見不同角度的慶修院，體驗後覺

得意猶未盡。

體驗慶修院系統時，一位身材高挑的同學說：

「看見體驗的大姊墊腳、伸長手，但卻還碰不到

系統設定的按鈕時，才驚覺自己忽略了考慮使用

者視角。」；另外，將「七腳川部落傳統領域

VR場景」帶到吉安鄉公所，配合公所執行「七

腳川傳統領域範圍文史調查研究」，現場架設系

統提供七腳川部落耆老體驗，同學也有感而發地

認為「看著那位白髮蒼蒼的伯伯戴著VR眼鏡，

撫著胸口激動地說：『對！對！這場景就是長輩

告訴我的部落樣子！』時，忽然覺得我們好像做

了很有意義的事情！」

又或者，在「在地數位創新實踐」的課程中，

充分感受到同學對於場域從陌生到融入的不同回

饋。課程尾聲，將同學為鳳林慢城小鎮製作的實

境解謎遊戲帶到社區，辦理「鳳林探險王」成果

展，開放在地民眾參與。成果展當日，現場陸續

湧現攜家帶眷的玩家，從國小生到退休的樂齡

族，有老有少熱鬧非凡，大家不分年齡拿著手

機，興致勃勃地準備體驗數位科技平台中的在地

遊戲。「少年仔！我年歲大了不會用，你們說掃

描是要怎麼掃？」面對玩家的問題，同學一開始

面對群眾感到手足無措、害羞靦腆，經過幾次的

互動，能大方邀請玩家體驗，甚至侃侃而談解釋

設計遊戲理念、給予線索提示。也看見同學獲得

玩家肯定之後的神情，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自信

與成就，即便已經完成學期任務，但仍有許多同

學願意再精進修改遊戲，讓下一個玩家有更完整

的遊戲體驗。

結束課程前，同學問起「老師這門課還會再開

嗎？我要推薦學弟妹來上！」相信「讓學生與在

地產生連結」的宗旨，已經成功內化在同學的心

裡。

計畫執行的成效或助益 

東華座落在花蓮中區，因為公共交通不便又距

▲七腳川部落系統耆老體驗。（東華提供）

▲ 慶修院系統遊客體驗。（東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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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市中心遙遠，讓東華容易成為遺世獨立的大學

城。幸而有「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可以讓大學

生在學期間，能有不同管道認識周遭環境，提供

機會與平台參與在地活動，培養對地方敏銳的觀

察力，以及與外界互動的溝通表達能力，更重要

的是，對於自己在大學期間培養的能力，不但能

學以致用，也能因為受到肯定而從中獲得成就與

自信。相信在計畫的陪伴下，不論同學是以參與

者、觀察者或不同角色投入場域，都會產生專屬

於他的養分，留下特別深刻的回憶。

計畫合作場域有許多都位於偏鄉農村，人口老

化程度嚴重，因此對於「學生」、「年輕人」的

友善與熱情從互動中可以充分感受，即便對場域

而言學生的參與充滿未知數，甚至占用了許多寶

貴時間，但也不減地方對於新血加入的歡迎與期

盼。對合作場域而言，不論是要協助地方行銷宣

傳、產業加值，學校與學生的投入就像是金字塔

的積累，雖然無法一蹴可幾，但在基礎穩固之

後，相信一定會逐步推擠出亮眼的成績。因此，

計畫執行過程的互動遠比最後的成果來得更為

重要，為了感謝這些業師的善意，計畫執行也

必須更戰戰兢兢，即便無法百分百符合最初共同

討論的理想與期待，也絕不能辜負這段好不容易

建立起的連結和信任，在這樣的互動基礎下，對

於場域的助益也往往朝向正面而穩定的方向前

進。

▲▲鳳林實境解謎成果展。（東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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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計畫互動關係人的建言

因洄瀾共好計畫以數位科技為主軸，目前在花

蓮不論公私部門對於數位科技應用都尚未十分普

遍，因此在技術人力上的協助非常有限。但即便

如此，執行過程仍十分感謝產業界與公私部門給

予充分的支持，以及對學生的包容體諒。感謝吉

安鄉公所，以實際行動展現對計畫的支持，購置

VR設備訓練內部人員，希望未來能定期展示系

統模型提供民眾體驗，同時將吉安鄉內重要文史

場景數位典藏；感謝景美國小與西林國小對計畫

大力協助，並提供許多深入建議讓計畫更加完

善，並邀請參加學校山野教育，前進大同大禮部

落深度了解太魯閣族傳統文化；以及在地鳳林鎮

觀光發展協會、牛犁社區交流協會、豐山社區發

展協會、佳民部落等在地團體從旁協助，給予莫

大支持與鼓勵，使計畫足以順利進行，學生獲益

良多。

面臨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近年計畫執行除了普遍因疫情受影響，減少場

域活動改為線上討論之外，執行過程中彙整場域

需求、凝聚共識也是需要突破的關卡。如前所

述，花蓮許多部落、社區因為青年人口較少，多

為中老年在地久居者，對於數位科技結合場域發

展的具體方向較難想像，因此，在討論過程中需

要較多心力進行雙邊的意見交流整合。學生一方

面需要多次參訪認識場域消化融會，另一方面也

必須發揮創意連結場域與學能技術，並提出想法

與合作夥伴共同討論，待凝聚共識後正式進行系

統開發與設計，每每遇到技術瓶頸，需要在重新

學習或向老師請益，並在過程中多次調修、測

試，每個階段都需要投入許多時間。

經過幾次溝通與交流，學生逐漸掌握溝通技

巧，將自己專業領域的學能透過轉譯讓不同領域

的參與者能充分了解，因此會尋找相類似的案例

呈現在討論中，再從旁說明與對照，讓場域合作

夥伴能有具體的想像，加速溝通成效。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是一連串大學師生投入專業

學能與在地互動、參與的過程，學生從執行計畫

中獲得實作經驗，不論成功或失敗，都是學生親

身感受後內化的深刻痕跡，過程雖然不容易，但

仍是同學學習溝通的必經之路，提早接受展示與

互動的訓練，相信未來也將會是同學在各領域發

展的重要助力。

▲豐山社區場域參訪。（東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