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 附冊計畫及 6 組種子團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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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校浪浪樂活團隊，獲得教育部 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A

教育部附冊萌芽型林荀龍老師
浪浪樂活實踐計
畫

應用經濟學系
簡立賢副教授

計畫（USR）肯定，是國內唯一投入流浪犬貓絕育的獸醫
系醫療團隊。該團隊與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合作，進行
偏鄉犬貓免費絕育巡迴活動，受到絕育服務的犬貓隻數更
是超過 1,000 隻，並開設課程、培訓學生志工，系統化的
從根本協助解決流浪動物問題。
本計畫以臺中市大里區竹仔坑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幹部以
及中興大學教職員生為對象，設定該社區為施行場域，
將大學端師生資源透過學校的知識能量對於基層問題的
瞭解，導入相關社區，與鄉村社區組織共同協力解決目
前的困境並迎接未來挑戰。
透過「竹荔興創」活動的導入，以授課、體驗、產品發
表、經驗分享等互動型態、建立大學資源與在地組織結
合模式，實踐在地產學的生活連結。主要目的讓興大教
職員生可以就近與社區成員，逐步由在地互動、產業瞭
解、參與交流、共享成果等過程，協助社區轉型並重新
找出發展的動力與亮點，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1

竹荔興創

2

本計畫藉由示範性的改造這條河川近中興大學區域作為
旱溪在地文化之 文學院韓碧琴 目標，不只硬體上的改變，尚且顧及經濟發展與生活便利、
永續共構
院長
人文歷史的維繫及環境品質的提昇，以及合於地方居民的
需要，而此方是目前當予推動的改變。

3

黑手變 Maker

本計畫以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五金電料商圈」為核心，兼
及「黑手仔堀」東區金屬元件加工業為實踐場域。並針對
「世代接替困境」、「產業服務提升」與「社區意象缺乏」
中文系解昆樺
等三大迫切問題，以人社中心為核心，結合中興中文、企
老師
管、資管、園藝及中科大商設系、建國科大數位媒體設計
系等，組成跨領域、跨校團隊，協助產業整合產業鍊，並
進行「黑手仔堀文化圈」田調訪查。

4

本計畫為振興惠蓀林場當地原鄉居民之農業經濟，以惠蓀
林場為培力基地，由臺灣原生食藥用植物資源研究經驗，
篩選符合當地氣候、土壤條件等環境條件物種，串連農業
月桃在眉原部落 林管處曾彥學
土壤、植物病理防治法及食農教育推廣領域等專業師生，
再現風華新農業 處長
輔導原住民拓展當地經濟模式，提以「月桃在眉原部落再
現風華新農業」為題協助部落，發展植物資源與原鄉風味
特色產物，推動國立中興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永續動能。

5

馬鳴興水境:台中
興愛馬鳴、心愛馬鳴! 本計畫秉持大學執行社會責任實踐
教研所白慧娟
市外埔區馬鳴埔
的理念，延續前期之『馬鳴興水境』計畫對台中市外埔馬
老師
在地創生
鳴社區的關懷與支持，將以深度在地人文關懷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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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對前期之馬鳴湧泉公園進行相關資源支持，以及
水資源利用之諮詢服務外，對於在地居民(孩童〜長者)將
再進一步深度進行互動與關懷，期以傾聽在地居民的需求
心聲以及深化對地方人文特色的探查，協助馬鳴埔開展出
屬於地方特色的『人文品牌』(在地的人、水、農特產、旅
遊潛力等項目)，以達到居民安居、地方有名的好住好玩好
地方。

6

樂齡園藝

透過建立社區農園(開心農場)，並進行作物栽培及養護，
樂齡人士可獲得精神依託，並透過適當勞動、訓練身心手
腦靈巧度，促進生理及心理健康。校方農業技術及社會心
園藝系吳振發 理、老人長照等相關科系師生從旁協助時，可藉此發揮所
主任
長，教學相長，學以致用，結合園藝技術、生活應用、園
藝治療及老年長照服務等面向，善盡社會責任。對社區而
言，則可因此加強綠美化，促進居民情感交流及團隊合作
精神，友善耕作生產，增加環境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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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浪浪樂活團隊，獲得教育部 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A

教育部附冊萌芽型林荀龍老師
浪浪樂活實踐計
畫

1

本計畫藉由示範性的改造這條河川近中興大學區域作為
旱溪在地文化之 文學院韓碧琴 目標，不只硬體上的改變，尚且顧及經濟發展與生活便利、
永續共構
院長
人文歷史的維繫及環境品質的提昇，以及合於地方居民的
需要，而此方是目前當予推動的改變。

2

黑手變 Maker

本計畫以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五金電料商圈」為核心，兼
及「黑手仔堀」東區金屬元件加工業為實踐場域。並針對
「世代接替困境」、「產業服務提升」與「社區意象缺乏」
中文系解昆樺
等三大迫切問題，以人社中心為核心，結合中興中文、企
老師
管、資管、園藝及中科大商設系、建國科大數位媒體設計
系等，組成跨領域、跨校團隊，協助產業整合產業鍊，並
進行「黑手仔堀文化圈」田調訪查。

3

本計畫為振興惠蓀林場當地原鄉居民之農業經濟，以惠蓀
林場為培力基地，由臺灣原生食藥用植物資源研究經驗，
篩選符合當地氣候、土壤條件等環境條件物種，串連農業
月桃在眉原部落 林管處曾彥學
土壤、植物病理防治法及食農教育推廣領域等專業師生，
再現風華新農業 處長
輔導原住民拓展當地經濟模式，提以「月桃在眉原部落再
現風華新農業」為題協助部落，發展植物資源與原鄉風味
特色產物，推動國立中興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永續動能。

4

計畫（USR）肯定，是國內唯一投入流浪犬貓絕育的獸醫
系醫療團隊。該團隊與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合作，進行
偏鄉犬貓免費絕育巡迴活動，受到絕育服務的犬貓隻數更
是超過 1,000 隻，並開設課程、培訓學生志工，系統化的
從根本協助解決流浪動物問題。

興愛馬鳴、心愛馬鳴! 本計畫秉持大學執行社會責任實踐
的理念，延續前期之『馬鳴興水境』計畫對台中市外埔馬
鳴社區的關懷與支持，將以深度在地人文關懷為出發點。
除了持續對前期之馬鳴湧泉公園進行相關資源支持，以及
興愛馬鳴:台中市
教研所白慧娟 水資源利用之諮詢服務外，對於在地居民(孩童〜長者)將
外埔區馬鳴埔在
老師
再進一步深度進行互動與關懷，期以傾聽在地居民的需求
地創生
心聲以及深化對地方人文特色的探查，協助馬鳴埔開展出
屬於地方特色的『人文品牌』(在地的人、水、農特產、旅
遊潛力等項目)，以達到居民安居、地方有名的好住好玩好
地方。

5

樂齡園藝

透過建立社區農園(開心農場)，並進行作物栽培及養護，
園藝系吳振發 樂齡人士可獲得精神依託，並透過適當勞動、訓練身心手
主任
腦靈巧度，促進生理及心理健康。校方農業技術及社會心
理、老人長照等相關科系師生從旁協助時，可藉此發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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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教學相長，學以致用，結合園藝技術、生活應用、園
藝治療及老年長照服務等面向，善盡社會責任。對社區而
言，則可因此加強綠美化，促進居民情感交流及團隊合作
精神，友善耕作生產，增加環境資源利用。

6

以綠能生態博物館之概念，以回饋部落計畫為媒介，透過中
清流部落－賽德
電機系賴慶明 興大學課程設計把學生帶入戶外教學現場，以教室為平台，
克族綠能生態博
讓產官學界一同構思部落所面臨文化流失及勞動力不足問
副教授
物館發展計畫
題的可能解決方式。

7

信義原民部落旅
本次計畫將結合中興校內各科系專業經驗和能量，以「部
遊產業與在地產 生管所張淑君 落生態旅遊」為基礎（將部落產業帶進大學的 USR），連
業化共創共學實 教授
結信義鄉梅產業等在地產特色（把大學帶入社區產業的
作計畫
USR），用無邊界大學的觀點，大學與社區共學和共創。
本計畫作為歷史場域刑務所官舍群之跨域整合計畫，由中
興大學教師帶領學生，整合跨科系院、跨校團隊之能量，

8

台中刑務所官舍
景觀系蔡岡廷 結合地方政府或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歷史
群｜歷史場域創
教授
空間活化創新發展，透過課程、實際參與及創業成果展示
生計畫
走路歷史空間，解決閒置空間活化問題並完成學生創業實
踐之目標。

本計劃將藉由中興大學和嘉義大學兩校開設之相關課程，
9

10

11

12

將大學生帶至社區調查環境中的野生生物和生態系，以盤
小河和山坡：在竹 生科系吳聲海
點生態資源、發掘地方特色、推廣環境教育等三項工作的
山鎮找到里山
副教授
推動，讓社區能夠落實發展生態旅遊和推動友善農業的兩
項目標。
配合教育部推動 108 課綱及資訊素養與程式設計的教育方
針與社會趨勢，希望能藉由跨領域能量的整合，從機器程
台中市電子商圈
式科學教育、人文經濟與都市設計規劃等，給予電子街商
活 絡 計 畫 - 物理系孫允武 圈新的定位，並研擬策略方針 1.商圈 STEAM 價值體系功
STEAM 科 技 商 教授
能建立；2. STEAM 科教活動與行銷推廣；3.商場服務
圈
STEAM 人 才 培 育 與 永 續 發 展 ， 結 合 產 官 學 推 動 為
STEAM 科技電子街商圈，給予商圈新的生命同時也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

里山原鄉處處有 動科系陳洵一
生「雞」

特聘教授

本計畫擬將現有部落飼養戶數與雞隻數量規模擴大，同時
擴增到其他有意願部落，發展原鄉部落公私協力的經營模
式，以改善山村部落的經濟、吸引人口回流、減少隔代教
養，並以「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與傳統文化資源維持」方式
經營原鄉部落土地，實現「里山倡議」下社會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理想，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用的願
景。

樹 呆 子 - 校 樹 ▪ 園藝系劉東啟 推動「樹呆子- 校樹▪ 酵素計畫」：
酵素計畫
副教授
1. 成立救樹知識與技術的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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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實務的教育活動。
成就更多的樹呆子，精進救樹的技術，讓更多人的學習、
參與與奉獻。

13

本計畫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為理念基礎，透過與台中市政
府觀旅局合作，整合大學與社區，以校園產學共創的精神，
以台中市為實踐場域，推廣台中市社區旅行，進而成立社
台中市在地社區
會企業，本計畫以問題導向教學模式為主，結合跨領域課
行銷系吳志文
觀光旅遊整體實
程開設，由教師帶領學生走進霧峰休閒農業區與梧棲休閒
副教授
踐行動計畫
漁業區，選定合作之台中合作之社區，從界定問題、蒐集
資訊、區域議題盤點、瞭解需求、影響評估分析與因應策
略分析資料、建立假設比較不同解決策略過程中，訓練學
生不斷反思學習能力。

14

后里泰安社區農
本計畫可培育后里泰安社區農業旅遊產業國際人才，及促
業旅遊產業國際 國農學程謝奇 進相關產業的加值，並參與計畫之社區青年或學生可因此
人才培育及創新 明副教授
提升農業知識與專業應用能力，例如英語導覽解說企劃規
加值計畫
劃與遞送服務能力，進而培養農村社區國際人才。

15

本計劃除了發掘在地大學師生與周遭微型店家之間所缺
點數區塊鏈在校
乏的連結問題以外，同時還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透過教
園師生與微型店 行銷系李宗儒
師帶領學生並以跨校及跨科系的方式組成計畫團隊，共同
家連結之關懷計 教授
推動計畫。本計畫以委託資策會的數位轉型研究所研發畫
點數區塊鏈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