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共同培力系列活動
第四場次：萬丈高樓評 deep 起：短期成效分析、中長期評估、利害關係人評估

一、活動緣起
教育部自 107 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
聚焦在地關懷、永續環境、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文化永續、其他
社會實踐等面向之永續發展議題，為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 USR 計畫團隊一個新知學習、經
驗分享、議題探討的交流平台。USR 推動中心尋求辦理成效顯著的 USR 夥伴學校們一起建
構共同學習的管道。所謂共培（共同培力工作坊）
，乃是邀請各大學一起探討在進行地方連
結、人才培育、國際連結時所遭遇的真實問題並學習策略工具、有意識地透過制度革新，
鬆動大學僵化的體制或調整大學的體質，追求有意義的社會責任。
二、活動目的
好的評估能夠使執行者精準認知到資源與成效之間的關係，做出更好的方向調整與明
確指認出影響的範圍。完善的短、中、長期評估能夠讓執行者在面對社會課責時，完整且
明白地交代其努力的程度與成果的貢獻。評估是一種學校對於自身執行計畫時的健全度自
我檢查，包括蒐集相關的實證資料、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瞭解大學社會責任的政策推行，
究竟對於學校科層、對校內師生、對社區裡的利害關係人、對校友或整體社會產生了什麼
樣的改變？是否真正瞭解社區需求，並加以改善或解決？高雄醫學大學由種子(106)、萌芽
(107-108)到深耕(109-111)，戮力推展 USR 計畫，並有結構脈絡地呈現成果、評估效益與影
響，經驗值得借鏡。
三、活動時間
7 月 20 日(三) 09:00~ 16:40
四、參與對象
USR 計畫主持人、教師、計畫團隊/非 USR 計畫學校。
五、辦理方式
採線上直播辦理。
六、主辦/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合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
執行單位：「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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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議程
（實際活動時間視實際需求、疫情因素等狀況有所調整）
時間

內容

活動內容

09:00~09:10

報到


09:10~09:20

09:20~10:20

開幕式

課程演講
（一）





講題：從高醫大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的經驗，說
明成效評估的重點



引言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主軸一召集人/ 張江清 老師
講者：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榮叁 主任


10:20~10:30

10:30~12:00

休息時間
課程演講
（二）





12:00~13:00

課程演講
（三）




14:00~14:10

14:10~14:40

14:40~15:40

講題：USR 計畫為什麼需要中長期評估？綜合整理現階段各校中
長期評估工作的觀察與發現
引言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主軸四副召集人/ 黃尹則 助理教授
講者：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評估企劃組/ 蘇郁閔 博士後研究員
休息時間

案例分享
（一）

案例分享
（二）

 講題：原民類 USR 計畫成效評估
 引言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協同主持人/ 蘇詠超 副教授
 講者：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陳張培倫 副教授


講題：說長(期)道短(期)談成效-國際連結案例的分享



引言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協同主持人/ 蘇詠超 副教授
講者：淡江大學經濟系/ 林彥伶 教授


15:40~15:50
15:50~16:40

講題：眉溪部落創生的 SRS 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
引言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主軸二召集人/ 陳南潔 助理教授
講者：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汪浩 助理教授
午休時間


13:00~14:00

主持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主
持人/ 張學偉 院長
致詞：
˙ 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 蘇玉龍 計畫總主持人
˙ 高雄醫學大學校長/ 楊俊毓 校長

休息時間
綜合討論



主持人：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
協同主持人/ 蘇詠超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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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1.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榮叁 主任
2.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汪浩 助理教授
3.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評估企劃組/ 蘇郁閔 博士後研究員
4.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陳張培倫 副教授
5.高雄醫學大學「樂活高雄‧健康城市-小港區環境教育與健康促進永
續發展計畫」主持人/ 郭藍遠 院長
6.高雄醫學大學「樂活高雄‧健康城市-小港區環境教育與健康促進永
續發展計畫」協同主持人/ 莊逸君 助理教授
填寫線上學習成效問卷
賦歸

16:40~
※講師簡介
1.

張榮叁 主任
 現職








˙ 高雄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院 毒理博士學位學程 教授
˙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 主治醫師
專科證書
˙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消化器內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內視鏡專科醫師
學歷
˙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醫學 博士。
經歷
˙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臨床試驗中心主任
˙ 高雄醫學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執行長
˙ 高雄醫學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副執行長
˙ 高東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副執行長
˙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教務企劃組組長、學能提升組組長、課務組組長
˙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教授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訪問學者
獲獎事蹟
˙ 103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 102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研究績優教師
˙ 102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 101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 96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績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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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浩 助理教授
 現職




3.

˙ 逢甲大學 社會事業研究中心 主任
˙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與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 德國科隆大學 社會學碩士、博士
經歷
˙ 逢甲大學 EMBA 副執行長
˙ 台灣家扶基金會總會 會務顧問
˙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顧問
˙ 弘道基金會不老騎士公益報告書 顧問
˙ 中華民國玉德慈善會 顧問
˙
˙
˙
˙
˙
˙
˙
˙
˙
˙
˙

CGNF 國際自然農業協會 榮譽顧問
教育部 逢甲大學 USR 計畫共同主持人
教育部 MOOCs 社會企業課程 計畫主持人
國發會 地方創生計畫中區輔導中心 協同主持人
衛福部 社福加速器 SRS 社會影響力報告 計畫主持人
文化部 設計驅動跨域整合創新計劃 決選評審
經濟部 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 決選評審
台中市 原住民委員會 委員
艾貝科農業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頤德國際 CSROne 平台顧問
震旦集團 傳善獎 評審

˙
˙
˙
˙
˙
˙

光遠心國際(B 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帝亞吉歐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決選評審
寶成集團 寶成工業 CSR Trainer
天下雜誌 《CSR@天下》 專欄作家 暨 企業公民獎 決選評審
遠見雜誌 社企之星 暨 企業社會責任獎 決選評審
聯合報 《倡議家》 專欄作家

蘇郁閔 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
˙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評估企劃組 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 國立暨南大學 國際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
˙ 國立暨南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碩士
經歷
˙ 台灣兒童健康暨身心發展協會 長期實習生
˙ 博幼基金會埔里中心 課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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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柬埔寨村莊婦女陪讀計畫 教育志工
˙ 越南 GBS 外語培訓中心華語實習 實習生
其他事蹟
˙ 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 2019 獲青年署補助海外志工赴柬埔寨
˙ 2018 獲青年署補助海外志工赴柬埔寨
˙ 2017 獲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赴泰國

陳張培倫 副教授
 現職




5.

青年偏鄉服務學習領導團隊培訓營 青年志工領導人
泰國泰北萊掌光華中文學校 實習生

˙ 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民族學院 副教授
˙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副教授
學歷
˙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所 博士
研究領域
˙ 政治哲學
˙ 研究倫理
˙ 原住民族權利
˙ 原住民族政策
˙ 原住民族教育

林彥伶 教授
 現職
˙ 淡江大學 經濟系 主任
˙ 淡江大學 經濟系 教授
 學歷
˙ 政治大學 經濟學 博士
˙ 淡江大學 教育學 博士
˙ 澳洲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種子教師培訓結業
 研究領域
˙ 勞動經濟
˙ 個體經濟
˙

教學法研究

八、報名注意事項說明與網址
1. 開放網路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4 日（四）中午 12:00 止。
2.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q5hpyTjzzVDDXz838
3. 報名成功將統一於 111 年 7 月 18 日（一）以 E-mail 寄發活動通知信件及直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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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聯絡窗口
※計畫單位之 USR 臉書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KUMUSR.Namasia
※聯絡人：
高雄醫學大學
「那瑪夏地區及高雄原鄉永續發展」計畫團隊 吳佩璇專任助理
電話：(07) 3121101#2381；E-mail：R111039@kmu.edu.tw
教育部 USR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評估企劃組 邱兆宏專員
電話: (049) 2910960 #2071；E-mail: chchiu@mail.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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