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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社會新鮮人應有的視野
──台南應用科大實踐經驗分享
▌文／黃宗成．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林東慶．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紙矢健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研發長

　　　李政達．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兼「志在琉鄉──青銀共創．價值再造」計畫主持人

　　　劉育釧．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兼「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計畫主持人

　　　廖元民．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管理系主任兼「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伸」計畫主持人

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簡稱南應大）是一所

非常獨特的文創教學型大學，期許為「創

意的搖籃、人文的殿堂」，延續創校以來在生活

服務、文創設計、藝術人文、觀光休閒、商業管

理等領域，培養「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為目

標。臺南素以悠久的文化與農業著稱，因此本校

的發展也圍繞人文生活、休閒旅遊產業相關之餐

飲、烘焙、旅館管理、運動休閒、空間與環境設

計、文創商品設計、視覺設計，以及周邊的流行

時尚、服飾設計、行銷管理等相關產業發展。與

其他科技大學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本校擁有全國

技職體系唯一的藝術學院，包含：音樂系、美術

系、舞蹈系、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程，藝術氣息

得天獨厚。對於社會與人文的關懷，更是本校各

系所的教學與服務重點，同時校內也有許多長期

參與社區經營與地方產業特色加值服務的教師；

在校務發展計畫書中，實際執行策略已包含「社

會實踐」相關主題，每年致力於在地社區與產業

連結，多年來已有豐碩成果。本校為更落實｢大

學社會責任｣，校務發展計畫書主軸架構表已將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明確規劃於校務發展計畫作為

發展特色。

一、�配合教育部政策，積極投入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

自106年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試辦期

計畫以來，本校積極整合校內既有團隊，試辦期

即提出「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

伸」計畫以刺繡產業鏈結為主，「歷史的角落

──鯤喜灣關懷再出發」計畫以「非山非市」地

區的在地關懷議題為主，兩個計畫均為本校長久

以來關注社區與產業的基礎成果之推廣與深化，

兩個計畫申請種子型計畫均獲通過；107至108年

第一期計畫，本校再由地方產業特色加值研創中

心增提「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萌芽型計畫，以

食安議題出發進行在地小農及社區產業鏈結，連

▲�臺南農安樂活計畫活動─本校黃董事長、黃校長與黃

偉哲市長合照。（南應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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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試辦期2個計畫，也均獲通過。3個計畫均為關

懷被忽略的臺南在地文化，整合校內跨領域團

隊，共同解決在地問題。

二、�深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建立自信，

多元服務

109至111年度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本校在個案計畫方面，由原來的2件種子型及1件

萌芽型，提升為2件萌芽型及1件深耕型，其中

「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伸」及

「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分別由種子型及萌芽型

計畫提升為萌芽型及深耕型計畫，另外再與高

雄科技大學合作規劃執行「志在琉鄉──青銀共

創．價值再造」萌芽型新興計畫。其次，高教深

耕計畫之USR HUB主軸，亦開放校內教師結合本

身研究領域或系所專業課程，提出包含：「原住

民社區部落工藝技術提升」、「青銀共藝──鯤

喜灣樂齡藝術關懷」、「客家藝術文化創新與關

懷──客家品牌在屏東」等，社區關懷及地方產

業發展面向之種子型USR先期實踐計畫。

三、�建立品牌，立足臺南，服務南臺灣

離島及偏鄉

3個USR個案計畫與3個HUB計畫，合作場域由

臺南向北延伸到雲林縣，往南到屏東小琉球及內

埔、竹田、萬巒等六堆客庄，強化USR計畫場域

深耕，及推動校內相關教學創新措施之整合與連

結。從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之認同與執行深化，持

續推動USR相關通識及系所專業課程連結之課程

規劃，由USR計畫場域資源提供課程實作體驗、

業師共同授課、場域參訪、實務專題製作等，

擴大USR計畫成果回饋轉化為教學能量，推動學

生端參與及學校中長程USR策略營造。以往本校

的社會實踐多為各個老師在其專長領域所進行

「點」的努力，但在後續109至111年USR的推動，

則整合校內、跨校團隊與地方人士團體，系統化

推動「線」的連結，未來持續朝向高教深耕地方

創生「面」的扎根與在地實踐。為本校未來進一

步立體具象的實踐社會責任，並期盼能有豐碩的

成績與成果。

「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深耕型計畫－

農業升級，改善食安

本校深耕型計畫為「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計

畫，以食安議題出發進行返鄉青農及社區產業鏈

結，自107、108年第一期USR萌芽型計畫，到第

二期109至111年提升為深耕型計畫。第一期計畫

執行期間，與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合作，連結青年

返鄉政策，聚焦在地小農、地方社區的需求，以

陪伴及輔導臺南市特色小農能對接公部門政策資

▲ �臺南農安樂活

計畫活動─黃

市長與全體活

動參與人員合

影。（南應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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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立臺南農村社區產業的輔導、陪伴、推動

平台，扮演公部門與第一線農業生產者之間的橋

樑，以達成產業轉型與永續發展目標。計畫執行

期間陸續推動輔導返鄉青農成立社團法人組織

「臺南市優質農業推廣協會」，以永續新農人發

展；並營造深具特色的「青食樂」地方創生市集，

作為在地小農固定且持續的展售實體通路，從

107年10月開始每月辦理1次，並一直持續到110

年3月開始已提升為固定在中油前鋒加油站廣場

每月辦理兩次市集；同時，也搭配市集的進行，

辦理食農教育體驗活動，拉近在地小農與消費者

的距離。

本計畫積極扮演校內外資源平台整合的角色，

對校內教師而言，透過本計畫實踐場域與在地小

農的連結，提供學生專題及相關產業研究之合作

對象；同時也積極媒合外界產業的需求，對焦與

整合校內相關教師團隊能量。109年初新冠疫情

爆發初期，市府擔心疫情影響大眾消費，進而影

響臺南接下來的水果盛產季節產銷協調，臨時委

託計畫團隊結合校內餐飲系規劃辦理在地食材養

生料理開發（補助金額60萬），結合各個節氣食

材上市，推出養生料理設計，從109年4月到11月

每個月辦理發表記者會，行銷臺南在地食材；

同時，109年度也爭取「農委會食農教育教材推

廣計畫」50萬元補助，開發將軍蘆筍特色教材；

110年承接「東山農會咖啡推廣計畫」與「豐年

社-110年輔導國產雜糧食農教育計畫-雜糧小學

堂起飛計畫」，累計外部計畫補助金額超過30

萬。本計畫也積極與山上區公所合作，進行社區

營造以及地方創生相關議題合作，除了計畫本身

經費投入，山上區公所也陸續投入接近20萬元經

費。顯見本計畫至第一期執行以來，積極扮演資

源整合的角色，已漸趨成熟！

在此同時，計畫團隊也審視臺南市各大學USR

計畫，多與農業生產、農村再生營造、休閒農

業等有關，因此110年規劃辦理「當食物日碰上

USR──教育與農業USR連結」跨校SIG活動、

「當農業碰上USR──共融與連結」等跨校交流

活動；邀集臺南市農業、雲嘉南各大學執行臺南

農業相關USR計畫主持人，以地方農業、共融發

展、教學連結等議題進行農業USR計畫交流，尋

求及促進農業計畫與各大學USR計畫之連結與共

創，共同深耕相關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參與的

學校包含國立、私立、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等超

過10個學校的USR計畫。本計畫將陸續針對休閒

農業、有機（友善）生產、青農議題等臺南市農

業發展重大議題，邀集USR計畫、地方團體、公

部門機關、在地小農等，繼續透過USR計畫，扮

演臺南市農業發展需求與資源整合平台的角色。

「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

伸」萌芽型計畫－技藝傳承，繡出新意

本校第1個萌芽型計畫為「消失的針線──刺

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伸」，本計畫執行結合校內

外跨領域教師與傳統藝師傳承刺繡工藝探討社會

議題，經107至108年經驗，規劃一套循序漸進技

術升級的人才培育制度。計畫整合跨域資源，開

設專業培訓課程、工作坊，透過社區服務、參與

競賽、在地關懷、實踐場域及跨域教學，探討「在

地連結」、「人才培育」、「文化永續」三大議題，

引導學生挖掘與解決在地問題與傳統刺繡文化歷

史脈絡。藉由實地訪談與踏查，讓學生對在地產

業與文化歷史產生興趣，增進學生在地認同，吸

引青年返鄉服務、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業社區之目

標。

整合內外部資源團隊，透過田野調查與實地訪

查，建置「社區即教室」概念，針對人才斷層議

題，結合本校相關院系，同時串聯12家臺南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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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產業，導入外部資源，如：雲林縣政府、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中華民

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中華民國洋服同業總

會、雲林海線社區大學、虎尾溪社區大學等，透

過內外部資源整合，進行產官學三方合作，校內

定期召開由校長親自主持的內部管考會議，定期

評估考核執行進度與計畫執行績效。推廣在地教

育與文化永續，除了透過大學生傳承技藝、向下

扎根教育讓文化永續傳承外，亦透過產官學齊心

協力打造「刺繡新聚落」，再創臺南刺繡產業的

繁榮盛況。

為落實產業人才培育、文化永續傳承，本校結

合校內外跨領域教師與傳統藝師傳承刺繡工藝探

討社會議題，開設4門專業培訓課程，配合校內5

門既有課程，升級人才培育制度。邀請校內外跨

領域與傳統藝師，讓刺繡技藝向下扎根，並將受

疫情影響「刺繡體驗課程」和「藝師傳承刺繡工

作坊」改為線上課程，透過新媒體Google Meet

讓臺灣文化永續發展。結合臺南在地文化元素－

陳德聚堂，導入跨域及跨系課程激發學生創新創

意思維，引導學生挖掘與解決在地問題與傳統刺

繡文化歷史脈絡。藉由實地訪談與踏查，讓學生

對在地產業與文化歷史產生興趣，增進學生在地

認同，吸引青年返鄉服務。並辦理「2021全國高

中職刺繡袋包創意設計競賽」，結合臺南在地元

素，鼓勵學生刺繡設計，藉由結合刺繡與袋包的

創作，提升生活品質，傳承刺繡精神，將傳統技

藝融入現代創意設計，讓刺繡不僅僅是裝飾、擺

設，也能成為時尚的搭配。

本計畫除了在傳承刺繡技藝部分表現亮眼外，

①�傳統藝師傳承刺繡工藝引導學

生認識刺繡文化。（南應大提

供）

②�「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

承與記憶延伸」計畫榮獲2021�

USR�ONLINE�EXPO最佳亮點故

事獎。（南應大提供）

�③�「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傳

承與記憶延伸」計畫活動合

照。（南應大提供）

 





32   第96期 111.3

焦點
  話題

更榮獲2021 USR ONLINE EXPO

最佳亮點故事獎。故事描述1

位美術系七技六年級男孩魏廷

宸，從四年級開始修讀全球刺

繡研究發展中心開設的傳統刺

繡課程，傳承其實不是口頭說

說就好，而是要融入生活打動

人心，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傳

承工藝之路，才正要在這片土

地上發芽茁壯，透過大手帶小

手的理念，將刺繡技藝傳承下

去，南應大USR計畫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提升年輕學子對於刺繡文化學

習認知，攜手推廣刺繡美學。

「志在琉鄉──全島啟動•價值再造」

萌芽型計畫－生活服務�再造琉球

本校的第2個USR萌芽型計畫為「志在琉鄉

──全島啟動．價值再造」。隨著深耕小琉球場

域及配合聯合國SDGs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下，本

計畫經過兩年的師生投入與計畫實踐，已分別在

環保減塑、創新創業、在地關懷、扎根認同及旅

遊導覽文化傳承等五大主軸下有所成果，並對小

琉球產生效應。以下針對五大主軸執行內容簡短

介紹：

一、環保減塑

本計畫配合小琉球在地環保團體及學校團隊設

計能量，在商品上協助開發環保茄芷袋，透過學

校與臺南後壁在地特產茄芷布及回收帆布，設計

出環保茄芷袋，以取代易造成海龜誤食的塑膠

袋，目前已進行量產並在小琉球實際販賣推廣

中，另外也協助政府政策推廣環保杯、環保餐具

使用，已有卓著成效。

二、在地關懷

本計畫在小琉球進行長者關懷、衛教宣導及手

作工坊等活動，深得琉球長者認同，除將延續舉

辦外，亦整合相關單位：樂齡中心、衛生所、養

護中心共同合作。110年除推出養生系列影片在

島上播放外，更重新找回已消失的小琉球原生種

海藻海木耳，進行介紹、料理與應用。

三、創新創業

本計畫在環保、生態、信仰等相關在地元素基

礎下結合在地設計師及業者共同開發創新商品已

逐漸發酵成形，目前擁有環保茄芷袋、海洋玩具

系列、小琉球地圖桌遊、海木耳調理包等相關食

材與設計商品，將於111年度計畫執行中協助業

者評估市場通路、商品量產等，讓有意願之在地

設計師能走上創業之路。

四、旅遊導覽

有鑑於小琉球旅遊亂象與海洋生態過度消耗，

本計畫與鄉公所及大鵬灣國家公園管理處達成共

▲�志在琉鄉──全島

啟動USR萌芽型計

畫合照留影。（南

應大提供）

▲ �志在琉鄉──USR

萌芽型計畫延伸相

關文創設計商品。

（南應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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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於109年度著手進行景點整合及旅遊地圖繪

製，目前地圖繪製已完成，並由鄉公所等公部門

協助修正階段；於110年中延伸出小琉球大富翁

桌遊，目前已成為小琉球五所中小學「認識家

鄉」課程教材，並將提報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

協會等單位作為中小學教案。此外，亦延伸應用

及轉化為新型態旅遊項目，如：尋寶遊戲、路跑

活動等。

五、扎根認同

本計畫與小琉球5所學校合作，以探索琉球及

導覽訓練為題目，讓小琉球學童能透過活動及課

程認識自己的家鄉並認同自己的家鄉，109年在

白沙國小舉辦琉球人說琉球夏令營，培養學童

認識家鄉，並進而讓學童能學習導覽介紹自己

的家鄉；110年度與琉球國中合作，除加入原生

種海木耳生態觀察外，亦將本團隊製作相關線

上教材與影片納入該校表演藝術課程；並於110

年度上學期開設環保及信仰兩個線上單元，5所

學校並同時協助團隊修訂小琉球地圖及桌遊；

110年終團隊開始至5所學校進行守護琉球小尖

兵活動，讓小琉球學童自己選擇如何愛護小琉

球的方式並自己塑造角色，給予自己愛護家鄉

的使命感。

結論：爭取國際連結類萌芽型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深耕臺灣�鏈結東亞

一、順應國際潮流

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本校擁有3個

USR計畫，其中1件深耕型，2件萌芽型，另外本

校還有3件USR HUB計畫，在全國大專院校中成

績顯著。本校USR推動委員會於111年度持續投

入計畫申請與執行，作為本校主要特色之一。目

前正依據SDGs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指標學及場

域需求，加上本校能量及專業屬性進行結合與規

劃，希望透過學校整體整合能量更有效執行USR

計畫。並在目前的執行經驗中也同時初步規劃

出：1.人才培育、2.文化傳承、3.生態保育、4.創

新創業、5.國際鏈結等主軸。

二、深耕臺灣

在執行重點上，本校也規劃數個主要項目：1.深

度及廣度並進原則，了解場域現況與需求，進而擬

定計畫目標，真正協助且有效解決場域問題；2.著

重於融入大學社會責任議題教學，讓更多師生能了

解大學社會責任精髓，更推廣與鼓勵參與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3.鏈結各項資源，整合產業能量並配

合公部門政策，共同合作；4.在生態環保及經濟發

展上取得平衡點，為創新創業規劃準備；5.利用本

校與國際鏈結能量，落實國際化與地球村概念。

三、鏈結東亞

目前執行中的3個USR計畫，也將由校方輔導落

實更長遠及國際化規劃，目前深耕型計畫「臺南農

安樂活好食在」將與泰國與日本相關農業鏈結，共

同推廣農業相關技術與交流；萌芽型「消失的針線

──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伸」將與韓國日本等

國家刺繡學校及團體交流，共同為保存傳統刺繡技

藝而努力；萌芽型計畫「志在琉鄉──全島啟動．

價值再造」也將結合臺灣其他離島及泰國與日本

等國家之離島進行國際觀光旅遊規劃與聯盟。

▲�黃校長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相關主持人合照。（南應

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