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 106 年度 USR 計畫之審查意見參考： 

1. 沒有完整釐清在地需求。 
2. 實踐場域分佈南北距離長、議題發散。 
3. 內容不可為個人計畫之延續。 
4. 如何與課程設計結合、又如何激勵學生進入實際場域應用所學，解決

真實的問題。在課程結構、教學方法規劃等，必須再加強說明。應聚

焦議題、規劃相應之課程架構，以達人才培育之目標。 
5. 計畫之績效指標、查核點、管控點（包括量化及質化指標等）應詳細

說明。 
6. 沒有具體鏈結產業發展。 
7. 出國費用與人事經費的合理性受質疑。 
8. 雖列出計畫項目與時程表，但對於如何完成不夠具體。又如學生進入

場域學習的實質運作機制為何，諮詢服務平台之維運及諮詢服務如何

提供等。 
9. 借鏡國外模式，規劃一個新學程，此學程能否回應東華大學及台灣地

方問題？ 
10. 東西岸大學合作，會衍生協調及執行面的落差。 
11. 如何讓學生了解問題、感受問題，並願意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或許更加

重要。 
12. 合作夥伴學校分工為何? 
13. 無法與地方政府之間完全脫鉤，需設法合作。 
14. 產業面向敘述比較少，不夠明確具體。 



106 年教育部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核定通過計畫名單(高教學校) 

編號 學校名稱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重點 1：場域/地名 重點 2：主題 

1 國立中央大學 萌芽型(B 類) 
書香學堂：透過大量閱讀、聊書和

創書培養偏遠地區的閱讀文化  偏鄉 

2 國立交通大學 萌芽型(B 類) 
生態博物館和台 3 線浪漫大道—以

獅潭客庄的發展為例 獅潭客庄 產業 

3 國立嘉義大學 萌芽型(B 類) 
大學支持嘉義平原區友善耕作優質

產業發展計畫 嘉義平原 產業 

4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深耕型(C 類) 三漁興旺-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產業 

5 國立臺灣大學 深耕型(C 類) 
國立臺灣大學社區照護暨教學研發

整合計畫/NTU NICE Project  長照 

6 國立清華大學 深耕型(C 類) 城鄉價值共創與共好   

7 國立中正大學 深耕型(C 類) 
竹光發熱黑金計畫-諸羅竹葉展風

華 諸羅 產業 

8 國立臺北大學 

種子型(A 類) 
海山環抱：北大深耕海山文化、教

育、產業之創發與實踐  產業 

種子型(A 類) 
國立臺北大學在地社會實踐 NPO
育成與永續計畫：邁向服務、協力

及組織化 
  

9 
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 

種子型(A 類) 
舞動新原鄉—打造「新店溪洲阿美

族生活文化園區」 新店溪洲 社區 

種子型(A 類) 
Hi-Five 國際學習聯盟─藝術做為

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的媒介   

10 國立空中大學 種子型(A 類) 
新住民、導遊與宗教人員的相遇─
共創蘆洲區寺廟慶典風華 蘆洲 社區 

11 國立臺南大學 種子型(A 類) 
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

給站 七股 偏鄉 

12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種子型(A 類) 大觀藝術文教聚落整體規劃案 大觀 社區 

13 國立陽明大學 
種子型(A 類) 培力在地發展輔具研製計畫   

萌芽型(B 類) 
培力社區發展在地安老整合服務計

畫  銀髮 

14 國立高雄大學 
種子型(A 類) 

艦艇聯航--本洲產業園區升級行動

計畫 本洲 產業 

萌芽型(B 類) 大樹幸福莊園新鄉村經濟行動計畫 大樹 產業 

15 國立宜蘭大學 種子型(A 類) 在地農產，健康安全無縫管理  農業 

16 
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種子型(A 類) 

連結產官學民網絡，打造運動首

都—台中(I)：舉辦東亞青運的兒童

及青少年運動天堂 
台中  

17 國立臺東大學 種子型(A 類) 
臺東地區樂齡健康促進─身心關懷

×公共參與×智慧科技 臺東 銀髮 

18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種子型(A 類) 

減塑[心]家園-以大學生為實踐起點

的生活品質提升計畫   

19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種子型(A 類) 

走讀臺中‧印刻影像──中教大文化

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臺中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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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重點 1：場域/地名 重點 2：主題 

20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種子型(A 類) 

藝術陪伴「公孫．嬤孫．Do Re Mi」
──建構銀髮族音樂健康城計畫  銀髮 

21 國立屏東大學 種子型(A 類) 
搖滾社會力：在地關懷為導向的社

會企業與青年實踐  社企 

22 國立聯合大學 種子型(A 類) 
粉末冶金產業聚落鏈結與人才推升

計畫  產業 

23 國立中山大學 
萌芽型(B 類) 

高屏偏鄉社區創新創業與未來家園

築夢計畫 高屏 偏鄉社區 

深耕型(C 類) 
高雄舊港新灣社區實踐的知識轉譯

與重構~PACE 方法論的再開展 高雄舊港 社區 

24 國立成功大學 萌芽型(B 類) 
以生物科技導入活化台南市大溪北

地區智慧新農業 台南 農業 

25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萌芽型(B 類) 
營造產官學創生共學場域―水沙連

鄉村旅遊產業鏈結計畫 
水沙連 產業 

深耕型(C 類) 
營造綠色水沙連：智能 × 減污 × 
循環 水沙連  

26 臺北醫學大學 
種子型(A 類) 

建構食得放心食在安心健康守護計

畫  食安 

萌芽型(B 類) 
長期照護新解方：跨域整合賦能社

區生活網絡  長照 

27 義守大學 種子型(A 類) 義氣相挺、義同守護原民部落  部落 

28 真理大學 種子型(A 類)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協力實踐種子計

畫  產業 

29 靜宜大學 
種子型(A 類) 

社會創新推動-社會影響力實踐計

畫   

萌芽型(B 類) 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  銀髮 

30 長榮大學 
種子型(A 類) 沿荖濃溪走莫拉克的下一哩路 荖濃溪  

萌芽型(B 類)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在地實踐計

畫：由大武崙社區到二仁溪流域 大武崙 社區 

31 華梵大學 
種子型(A 類) 

石碇地方創生平台與里山大學城計

畫 石碇 社區 

種子型(A 類) 
再創第三波商路：淡蘭學的建構與

社區創新  社區 

32 大葉大學 種子型(A 類) 
在地銀髮族健康促進即時通服務平

台  銀髮 

33 中華大學 
種子型(A 類) 

驛動新埔—霄裡溪沿線聚落生活場

域及產業之創新研究 新埔 產業 

萌芽型(B 類) 打造西部產業廊道永續之路  產業 

34 玄奘大學 
種子型(A 類) 新竹香山活力計畫 香山  

種子型(A 類) 
邂逅新竹風糖好滋味，翻轉橫山在

地新環境 橫山 產業 

35 中山醫學大學 
種子型(A 類) 食安全進化  食安 
種子型(A 類) 關懷在地新住民，建立健康新生活  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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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重點 1：場域/地名 重點 2：主題 

36 亞洲大學 
種子型(A 類) 建置霧峰資訊人文生態 APP 計畫 霧峰  

種子型(A 類) 
大學在地長照銜接健康促進與營養

共餐計畫  長照 

37 實踐大學 種子型(A 類) 民生樂利 在地關懷   
38 中國文化大學 種子型(A 類) PCCU 在地創新實驗場域計畫   

39 慈濟大學 
種子型(A 類) 

銀髮樂活，長照產業深耕與培力計

畫  長照 

種子型(A 類) 
食在永續-綠色在地公民經濟推動

計畫  食安 

40 法鼓文理學院 種子型(A 類) 法鼓有情‧社區有愛  社區 

41 大同大學 種子型(A 類) 
讓學生為國際移工築夢而踏實—從

需求發掘到落實展現  移工 

42 佛光大學 
種子型(A 類) 行銷頭城-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發展 頭城 產業 
種子型(A 類) 宜蘭民宿2.0--專業昇級與在地關懷 宜蘭 產業 

43 世新大學 種子型(A 類) 眷村菜食物觀光在社區發展之應用  社區 
44 輔仁大學 種子型(A 類) 輔仁大學社區長照多元療癒方案  長照 

45 康寧大學 種子型(A 類) 
康寧代間共創平台 - 銀青攜手創

新、創意、創未來  銀髮 

46 
中信金融管理

學院 
種子型(A 類) 銀髮金融學院  銀髮 

47 淡江大學 種子型(A 類) 
異源復「史」、萬「巷」更新：淡

水老街再生計畫 淡水 社區 

48 高雄醫學大學 
萌芽型(B 類) 

推動社區參與共創優質高齡生活計

畫  社區 

萌芽型(B 類) 
那瑪夏人才培育與部落永續發展計

畫 那瑪夏 部落 

49 中原大學 萌芽型(B 類) 
社會設計的創意服務--啟動霄裡文

化綠廊 霄裡  

50 長庚大學 萌芽型(B 類) 
原鄉部落社會創新大學社會實踐計

畫  部落 

51 逢甲大學 萌芽型(B 類) 
中台灣弱勢與偏鄉行動服務支持系

統  偏鄉 

52 東海大學 
萌芽型(B 類) 誠食夥伴、好氣社區  社區 

深耕型(C 類) 
青銀共創、樂齡樂活—台中市西屯

區優質長照支持系統之建立與協作 西屯 長照 

53 南華大學 萌芽型(B 類) 大林慢城營造趣 大林 社區’ 

54 元智大學 
種子型(A 類) 桃園文化廊道  青年導覽培力 桃園  

種子型(A 類) 共築千塘社區好家園 千塘 社區 

55 東吳大學 種子型(A 類) 
「『北.士.同』社區在地、傳承再現、

三村共學計畫」 北.士.同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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