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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部技專校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畫 

跨校工作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 107 年 07 月 13 日（五）11:00-14:00 
會議地點： T0101 大會議室 
主    席：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蕭百芳副教授 

出  席  者： 

南榮科技大學觀光系劉淑玲副教授、南榮科技大學美容造型

設計系沈雅琦副教授、南榮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陳美惠助理

教授、南榮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邱瀅儒講師、明道大學景觀

與環境設計學系黃廷碩講師、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暨產學

合作處顏慧副處長、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慶安教

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蔡蕙如副教授、南臺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薛清江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

訊系丁介人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曾碧卿

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陳姿汝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雯宜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方子毓兼任助理教授。 
記    錄： 黃詩涵助理 
  

壹、 業務報告 

一、針對 7/10 教育部訪視會議的建議事項，委員回覆如下： 
1.建議考慮校際之間合作。如成功大學陳世民副教授曾過五條港、

孔廟園區的社造，目前是做大台南的整合平臺，兩校可相互交流

互助，以增強在地創生的量能。 
2.有關於街區住民的共同意識之解決方案，初期可以採用陪伴的概

念，慢慢整合，取得信任，終能創造雙贏。   
3.有許多相關的社造問題，應與台南市政府商議合作，扭轉市府的

想法。 
4.月津部份的樂齡大學，或許可以考慮與本校 C 類「青銀共創、攜

手在地共築智慧高齡友善社區」USR 計畫結合，創造雙贏。 
二、新任助理介紹 

目前專案助理已經聘齊，成員如下：黃詩涵、王茗禾、黃俊欽，

歡迎新成員加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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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計畫網頁建置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計畫網站已建置完畢許久，但是各區的內容填充有待加強。

請各區助理檢視網頁，儘速補齊網頁所需資料。 
二、辦理相關活動後，請在一週內繳交成果表單與活動照片。 
三、請檢視確認 google 表單裡自己區域的行事曆，有無錯誤，

或者要修正更改的。 
決 議： 

（一）請各區助理與本計畫網頁專屬助理(林志威先生)建立  
      LINE 群組聯絡窗口，以利推動往後網頁的即時更新。 
（二）應增加網路資料建置及更新之機動性 
（三）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於各區 kpi 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計畫的年度查核點為六、九、十一、十二月。 
二、目前已進入七月，到了檢核上半年計畫 KPI 的時程 
三、各組請檢核目前的執行進度與成效，請擬出對策，調整作

法，緊扣查核點該有的績效。 
決 議： 

（一）請各區將 kpi 書面資料繳交王慶安主任秘書 
（二）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107 年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USR EXPO 2018）相關事宜，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計畫辦公室來函，將於 7/28-29 舉辦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

其邀請函如附件一。 
二、計畫辦公室鼓勵每一個計畫皆能到場觀摩交流。報名網址：    

        http://usrexpo.tca.org.tw/schedule.php 
三、響應計畫辦公室的政策，鼓勵本計畫成員皆能到場學習觀

http://usrexpo.tca.org.tw/schedul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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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請成員們登記調查，以統一上簽出公差，費用由計畫經

費支應。調查登記如附件二。 
決 議： 

（一）由黃詩涵助理統一上簽並統計出席及報名 
（二）由黃詩涵助理統計並出席之名單如下： 

姓 名 服務機構 職 稱 出席日期及場次 
是否

住宿 
交通

方式 
蕭百芳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7/28 全天 否 高鐵 
陳雯宜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8 全天 否 高鐵 
方子毓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8 全天 否 高鐵 
陳姿汝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9 全天 否 高鐵 
丁介人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8、7/29 全天 是 高鐵 
劉淑玲 南榮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8 全天 否 高鐵 

陳美惠 南榮科技大學 計畫成員 7/28 下午 否 
自行

開車 
王茗禾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助理 7/28 全天 否 高鐵 

（三）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計畫的 SROI 社會效益評估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請顏慧副處長簡介何謂 SROI 
二、本計畫目前是以信義街區先接受輔導，以作為模本。 
三、請顏慧副處長說明，其他各區在還未導入 SROI 前，應該作

些什麼?要收集那些資料物證等等。以免其他各區活動結束

後，無法再追回該有的導入資料。 
決 議： 

（一）待各區繳交資料後（詳見附件三、附件四），再行決策各 
      場域是否導入 SROI 
（二）請各區擬定問題需求、目標分析，透過關鍵活動實際執

行，並揀選對其場域產生最大社會影響力的前三個活動，

保留活動相關量化數據、質化論述資料，確立範圍與利害

關係人，以及記錄實施該活動之場域前中後狀況，以利套

用改變理論導入 SROI 與影響力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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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需求與目標分析、社會效益影響力地圖參考表格詳 
      見附件三。 
（四）利害關係人分析、投入與產出分析 (107 年)、效益的量化 
      與貨幣化分析參考表格詳見附件四。 
（五）其餘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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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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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 年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USR EXPO 2018）登記調查 
 

107 年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USR EXPO 2018） 

 時     間   ：107 年 7 月 28 日、29 日 

 地     點   ：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一樓（多功能球場） 

--------------------------------回覆函------------------------------- 

□ 不克出席 

□ 出席（勾選此項者請續填下表） 

 
姓 名  任職學校及稱謂  

手 機  常用信箱  

參加日期及場次 
7/28（六） □全天 □上午 □下午 

7/29（日） □全天 □上午 □下午 

交通方式 □ 高鐵 □ 台鐵 □ 自行開車 

是否住宿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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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問題需求與目標分析 
計畫題目  

問題與需求  

實踐場域  

計畫目標  

社會效益影響力地圖 

投入 (？個面向) 產出（？個面向） 
(可以直接被量化的具體事務) 

成果／效益（？個面向） 
(計畫所創造出中長期、較難被量化

之效益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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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表 1  利害關係人分析 

第一階段 

利害關係人 

（影響或被影響） 
參與方式 數量 

預期／非預期的改變 

(專案或活動造成的改變) 
納入或排除 

     

     

     

     

     

 

表 2  投入與產出分析 (107 年)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投入（Inputs） 

(金錢/時間/人力) 要確定金錢與人力不重疊 

產出 

（Outputs） 

（短期可直

接測量到的

量化 KPI） 

成果/效益 

（Outcomes） 

(預期中長期間接/較難被測量

到的質化效益) 

效益面向：環境/社會/健康/經

濟/其他(請註明) 

任務/活動 

(Activities) 

描述 金額$ 

期間 類型 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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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表 3  效益的量化與貨幣化分析（先把抽象的效益量化，然後再貨幣化）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成果/效益 

（Outcomes） 
指標 

量化方法（資訊蒐集管道） 

1. 原始數據：問卷/個別訪

談/團體面談(直接詢問)/

焦點團體(工作坊、研討

會等非正式討論)/電話

訪問/社交活動等。 

2. 二手數據：公開的研究

成果/次級資料等。 

數量/程度 

(普查/抽

樣) 

量測

時間 

財務代理

指標 
計算方式 金額$ 

資料來源 

(次級資料/資料單位/

訪談/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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