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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社會實踐推動小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USR大學社會
責任

大
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是端看實施者

的心態，可能產生很不一樣的結果。近年來社

會上對於USR、企業社會責任（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重視度不斷升高，教育部

也藉著高教深耕的規範讓學校不得不重視其社會

責任，不過執行的成效還在於執行者投入的心

態。

大學社會責任應是從社會的公平性出發，每一

個國家的教育政策不同，許多採高學費政策的國

家裡，低收入家庭的小孩等於是被剝奪了受高等

教育的機會，學校自然應該有補救的措施，所以

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學校自然就有壓力需要提供

各類的獎助學金來幫助弱勢家庭的子弟，讓他們

也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不過只要是選擇性，我

們多半仍會有一點對計畫公平性的疑慮，同時學

校到底提供多少機會也讓人直覺的不信任，也造

成了很多年輕人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已經一身債

務，需要拿大半的年輕時光來工作還債，這樣的

發展是否公平應該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臺灣在

這方面一直堅持低學費政策，從整體的教育來說

應該是較為公平，不過就算是在這樣低學費的條

件下，仍然有很多弱勢的學生無法負擔學雜費與

大學的生活費，需要有助學機制來提供他／她們

完成學業的機會。我們相信USR是在這樣的環境

下發展出來的，也希望我們不可忘記這個最初的

原因。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大學使用了許多社

會資源。但從回饋社會的角度和身心教育的立場

來說，讓同學有機會服務社會不只是協助社會上

有需要照顧或協助的一群人，也是對同學們生活

態度與健全心靈的培育。在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

壓力下，在專業技能之外，培養一個有心靈素

養、有愛心的畢業生也是學校需要投入的工作。

雖然除了募款給弱勢學生之外的USR工作總給人

有出風頭或是邀功的嫌疑，但是一方面直到現

在，我們都沒有看到有學校在清寒獎助金方面的

募款能力，已經能夠完全涵蓋所有的弱勢學生都

得到足夠的幫助；一方面如同前面所說，協助社

會照顧弱勢和學生人格的培養對學校來說一樣的

重要，所以我們支持學校的老師願意帶學生投入

社會服務的工作。很有意思的是，雖然部分老師

在社會責任上較有負擔，也可以對學校有他的一

份貢獻，但是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簡稱臺科

大）執行這麼多年USR的經驗來觀察，我們發現

學校多數投入社會責任計畫的老師們在專業上的

表現也非常傑出，並不如想像的是在專業上較

沒成果，而藉USR來建立另一個舞台。所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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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與學校教學研究發展顯然並不衝突。

自106年度教育部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以來，USR可說是在臺灣各大學遍地開花，

而臺科大作為技職教育龍頭學府，深知大學乃社

會正能量原動力，除了近年對於在地關懷、產業

鏈結以及永續發展上非常投入外，也有著非常受

矚目的表現與成就。本校以此為理念，參考聯合

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已發展出一貫的社會責任

藍圖，致力於大學社會責任的推動。

事實上追溯「永續」一詞的定義，在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第4個目標－ Quality Education中

便提到：「提供公平、負擔得起、高品質的技職、

職業與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以及「大幅增加擁

有相關就業、合宜工作與創業的技術與職業技能

的青年與成年人的人數」等重要內涵，這件事情

跟科技大學的本質就相符合。

技職教育長期以來在臺灣經濟發展及國家產業

競爭力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僅培育了無數的專業

技術人才，為經濟建設奠定厚實基礎，更與產業

的發展、走向及專業人才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泉源。因此，社會大

眾對於學校的期待是希望學校重視社會共同的價

值、追求社會共同的利益。

然而，大學教育本來是一項艱鉅的永續工程，

在構想任何計畫與投入成本之前，都應該以更深

入、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大學對社會的正向影

響，如對於社會的貢獻與價值等。因此，本校以

「在地關懷」與「產業發展」的理念，結合學校

的通識教育中心的社會實踐課程，讓每個學生都

能夠參與其中，並鼓勵師生發揮專業知識與創

意，促進在地連結、認同及發展，帶領學生成為

能解決產業問題的永續原動力。學校整合校內教

師的專長組成團隊，如：營建工程系與建築系的

老師組成防災及古蹟修復團隊、數位學習與教育

研究所的老師組成數位學伴團隊、化學工程系的

老師組成國際行動工程師團隊等，配合教育部的

USR計畫，鼓勵學生運用自身所學的專業知識，

深入偏鄉、部落，甚至到國際實踐，讓學生在執

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也能同時提升自己的專業，

並加深對在地或自身的認同感。

臺科大USR與校務發展計畫

臺科大以「發展具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國際

化應用研究型大學」為願景，並以「培育具創新

實踐與社會關懷之全球競爭力的科技與管理人

才」為教育目標，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國際化，

讓今日的臺科大成為以實務研發、國際合作、創

新教學而聞名的科大名校。

故大學社會責任的整體推動，與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有著緊密連結，本校秉持著多元、跨域

且實踐的基準，除了學術領域連結與國際連結

外，也積極尋求校友、產（企）業、協會、基金

會及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合作，亦因應國際化趨

勢，善用電資產業優勢，以期融入地方開創多元

文化的元素。除了鄰校周邊社區推動環境營造

外，也持續與大臺北地區外之偏鄉合作，透過鄉

與城的連結，城鄉兩方多有互相學習之處，以場

域移動力創造新價值。

除了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外，本校於110學年

度通過了教育部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由工程學院、電資學院及管理學院領軍，

積極推動全校全英語授課，逐步強化本校英語學

習環境及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因臺科大一直是我

國科技大學的龍頭，畢業生同樣受到國內企業的

重視和歡迎，如果從本校畢業的學生能夠擁有雙

語能力，除了可對接國際大企業外，也能直接有

力地支持、並影響USR計畫在國際推動的助益與

全面性，未來更可與臺灣在地廠商共同拓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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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全球，真正發揮大學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也是

未來大學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透過上述之推動策略與執行方案，落實臺科大

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及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為保證達成目標，本校亦建立

各面向之質化及量化績效指標及分年目標值，並

建置管考制度，透過督導、管考、回饋、改善的

品保（PDCA）機制，使本計畫之執行更臻完善。

實務分享

本校USR計畫的推動已行之有年，並逐步踏實

地執行各項社會實踐，近年來推動的USR計畫有：

一、行動工程師培育計畫（國際萌芽計畫）

工程學院已推動數年，教授與學生們透過專案

學習（PBL）與印尼、越南姐妹校以及宜蘭東澳國

小與四季國小師生合作，結合年輕人對於貢獻社

會及國際行動的渴望，創造多元的參與方案，讓同

學從社區到國外，從臺灣走向國際，發光發亮。

此外，此計畫以基礎工程技術為出發點，喚醒

學生的社會責任，培養出溝通的、關懷的、綠色

的新一代「行動工程師」，讓參與學生能親身的、

深入的了解東南亞國家及臺灣原民部落風土民情

和社會現況，在與當地人相處過程中更加認識彼

此，並且在日後能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尊重

和了解的基礎上，建立友善和緊密的夥伴關係。

二、I-Villages Plus城鄉牽手深化計畫

計畫團隊深入臺東關山等偏鄉，以科技實踐，

城鄉交流為核心，建立城鄉知識雙向流動之實踐

平台，實踐「由鄉入城、由城入鄉」之願景。以

強化偏鄉「資訊取得」、「多元專業能力」及「社

會脈動連結」為著力點，透過駐地與遠端連線，

與在地產官學NGOs建立常態性合作網絡，引進

第三方資源，辨理活動，強化夥伴之移動力與跨

領域整合能力。

藉由常態性遠距教學、城鄉移動與假期營隊方

式，推動數位教育，協助偏鄉學童「新知學習」

與銀髮族之「健康資訊取得」，並透過人際網絡，

發掘偏鄉具天分孩童與弱勢族群，以客制化學伴

課程，支持不同族群之需求。並透過空間規劃設

計、社區改造實作、主題策展，強化地方之「多

元化專業能力」與「社會脈動連結」，協作對象

包含地方各級學校、文化社福團體、工藝師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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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會。透過多元化的合作，協助偏鄉場域的發

展，並同時落實社會實踐。

三、社區更新活化與韌性提升

從臺科大公館城南聚落出發，運用課程引導學

生設計及規劃智慧對話機器人，以防救災為基本

元素，融入歷史文資保存並加以活化，加深居民

的連結，建構為永續與韌性的都會聚落文化城

市，使社區邁向永續與韌性，運用智慧科技創造

社區價值。同時也協助尼泊爾的育幼院（Snow 

Manjushree School）整治其邊坡以降低災害威脅。

最後透過實際場域推動之經驗，反思學校相關課

程內容，培養兼具都市防災與文資保存之設計與

規劃工程師。

四、 i 設計 愛學習－營造老少共學的多媒

體互動智慧生活環境

計畫針對高齡族群健康促進議題，與社區機構

合作導入多元特色課程，活絡當地居民的社區凝

聚力，並提供跨年齡層共學互助及落實社區創意

老化。

並於社區營造老少共學的多媒體互動智慧生活

環境，通過研發穿戴測量裝置，了解各場域高齡

者罹患失智症風險程度高低，並輔導高風險者到

醫院治療，低風險者則參與本計畫於社區規劃之

老少共學和創意老化課程活動，以期達到預防、

減緩老化之成效，提供適用於社區據點的跨齡共

學及落實創意老化之活動策略，推動積極正向老

化之觀念。

此外，計畫所開發的共感裝置已通過設計與新

型專利，未來可以連結相關產業，量產課程材料

包與裝置，提供社區人員教學上使用，並積極地

與企業接洽，將穿戴式測量裝置優化，提供社區

長輩更適用的失智症測量裝置。

五、共好2.0：走在我的身邊，成為我的夥伴

透過高度國際化、國際人才的招募參與，經由

本校姊妹校、社群媒體以及在臺外籍生網絡公開

招募，擴大推動場域服務，將全球在地化能量深

入社區小校，把世界帶進場域，也把場域面向世

界，多元的環境中連結學童以及參與學生們，建

立長期的共學互動機制，讓外界刺激與自身文化

相遇、透過「感受在地、想像機會、合作實踐」內

化為價值，讓「來上學」這件事的原有軌跡，經過

設計的歷程而能擁有更貼近當代孩子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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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超越課輔、夏令營或服務社團的型態，

自行設計SnDEAM特色課程，涵蓋科學n次方實驗

機械手臂、美勞設計、外語溝通、跨國藝術戲劇

音樂等全面性的觸及，在暑期以優勢的國際化團

隊為場域帶來高密度、高力度的主題式「全學科

夏校」，以多元化的教育與這個世界接軌，讓大

家共學，因為共學而共好，進而成為彼此陪伴成

長真實的夥伴。

六、跨國合作改善在地水產養殖環境

本校USR Hub團隊以電力電子中心研發技術與

印尼團隊進行跨國合作，改善在地水產養殖技術

與當地漁民生活環境。並將此次經驗應用於臺灣

本土，與宜蘭南方澳漁業合作，以臺科大團隊研

發能量幫助地方產業升級，提高當地養殖戶之生

產效能。電力電子中心除招收臺灣本地學生外，

亦包含外籍學生，透過共同交流以及國際經驗，

讓學生有所成長，同時落實社會責任。

整體而言，我們將持續推動永續的USR。臺科

大的學生組成多元，不單是由臺灣籍的學生著

手執行，更進一步號召外籍學生，共同組成國

際化的USR團隊，善用校園環境與各種資源，以

善盡大學生的社會責任。除了讓外籍學生可以更

認識臺灣，也可將臺灣在地文化發揚至全世界。 

執行成效

內部－校內部分，近年來本校於在地關懷、產

業鏈結、永續發展上已累積相當成就，並將「重

視全人教育，培育優質人才」、「聚焦優勢領域，

釋出研發能量」與「強化社會責任，協助城鄉發

展」三項與大學社會責任相關的策略明確納入本

校校務發展目標。除了強調整合性的投入，亦勾

勒出學校與社會之互動互利關係，於校內做到跨

系所的橫向連結，以全人觀點統合實務問題之跨

領域特質，兼顧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價值的

平衡發展，「在地關懷」及「產業發展」由居中

的「永續城市」與「韌性基礎建設」加以鏈結。

而「在地關懷」著重由社會、經濟、文化價值

帶入實體環境建構，加入了教育、就業、平等、

健康福祉等目標，以吸引年輕世代並提高生育

率，並發揮地方特色產業商業模式以創造工作機

會與產業價值，強化災害應變機制；「產業發

展」則由環境、生態價值引領產業創新，納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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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行動、陸地生態、海洋生態，各自對應直接與

間接的環境衝擊。此外，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則

由產業行為與政策面做到減廢與減碳，訴求產品

之永續品牌價值與地方特色，促進產業轉型並創

造新工作機會。期望藉由推動USR讓學生進一步

養成社會企業責任善心，願意繼續投入社會責任

服務，更培育對臺灣這塊土地之認同感，以利未

來就業規劃和找尋自我價值，並永續在地特色與

永續計畫精神，達到真正實踐。

外部－ USR對象部分，在實踐過程中，企業的

加入同樣不可或缺，需與更多企業部門共同合

作，來與各種不同專業結合，並透過USR＋CSR

策略性的專業協作，攜手解決場域的問題，務實

的聚焦在各自的專業和運作機制，建立「USR、

CSR、場域」能量傳遞路徑，由企業傳授專業能量

給大學生，再進到場域將其轉化為社會實踐能量。

希望能夠推動「臺科＋企業共同推動社會實

踐」，不僅使學生在參與社會實踐的過程中能發

揮所長並培養社會關懷的視野，企業更能在過程

中能夠挖掘到未來公司需要的人才，共創雙贏局

面！一起推廣落實CSR與USR合作，以開啟視野

看見更多不一樣的可能，給予學生未來明亮的希

望與夢想。

整體而言，USR計畫的執行不僅為社會帶來正

向的影響，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幫助弱勢族

群、國內外的偏鄉地區改善生活機能、提升產業

品質，更深耕於臺灣本土的歷史、人文、社會文

化，將地方生活與臺科大學術能量緊密相連；

另一方面，對於參與USR計畫的學校師生而言，

執行計畫的過程也開拓了視野、豐富了生命，

更在與世界各國共同合作的同時，進一步提升

學校於國際的聲望，讓學校、參與師生、本土

社會、世界國際等四大面向，邁向共好共榮的

永續境地。

經驗感想與建言

隨著城鄉發展思維變化及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本校從社會層面出發，致力於大學社會責

任的推動擴大社會影響力，但在推動社會責任層

面上，都需要長遠的時間去經營，也需要經費不

斷的挹注，才能深耕在地並攜手解決場域的問

題，有助於資源的拓展。期望政府能持續且穩定

的挹注資源，且USR計畫辦公室能協助向政府發

聲，在有資源的穩定支持下，才能讓學校能更落

實USR計畫教育的目標。

而學校是培育產業人才的搖籃，與社會產業運

行息息相關，在執行計畫的同時，也希望可透過

政府鼓勵產業界結合學校培育之力，達到共同推

動CSR × USR，使未來培育出來的產業人才，兼

具關懷社會的胸懷與符合社會所需之重點技藝。 

USR執行上面臨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本校的學生組成多元，除了有來自高職、高

中、技優的學生，也有來自世界各國外籍生，

USR計畫透過本校的本籍與外籍學生組成國際化

團隊，在「多元組成」的環境及背景不同的同學相

互學習下，讓學生學習接觸許多不同的挑戰與應

對，學生可以從認知其自身的溝通及建立詮釋的

能力開始，以同心圓漸進擴展的方式，反思在不

同文化成員接觸時，如何進行有效且適切的溝通

策略，學習彼此尊重與容忍、接納差異與相互了

解，才能真正達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與人

際溝通的目的，並尋求交互共識，建立多元社會

典範下的新社區意識，理解接受彼此差異，以期

人類和平共存之未來。此外，臺科大身為地方公

共社群的一分子，在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時，往往

也需要回頭看看我們所面臨到的挑戰，與場域合

作的溝通及人力資源的變化，需透過規劃目標與

良善的溝通，共同實踐在地關懷之永續城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