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面向/業務

相關局處
分區 學校/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合作單位

官田區

歸仁區

善化區

中西區

安平區

北區

成功大學/ C類：永續城鄉營造–

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計

畫

協調媒合實踐場域及提供資訊，並發展成為

「南臺灣社會創新型USR 資源中心」，關注 安

平區、舊城歷史區域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

式發展計畫；官田區/臺南科學園區/歸仁區/沙

崙綠能園區之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

計畫

─

後壁區

白河區

成功大學/ B類：以微生物科技導

入台南市大溪北地區的智慧新農

業

以台南市後壁蘭花科學園區為中心向外擴散到

曾文溪以北地區（172 線），以生物科技導入

，提升智慧新農業產值

農業局(活化大台南地區智

慧新農業合作備忘錄)、鼎

森養菌場、後壁區新東國

小、新光綠寶公司

 

後壁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B類：中華醫

大「城鄉創生電力公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後廍社區、頂長社

區)

以食養農創(新農業及循環經濟)、微旅新創(設

計遊程開發在地品牌)、青銀共創(共聚共學)及

元氣醫創(長者健康促進)規劃服務

國華友愛新商圈、嘉義大

學、敏惠醫專、臺南大

學、城市發展創意顧問公

司

鹽水區

南臺科技大學/ B類：文化底蕴的

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vs月津(橋

南社區)

五條港vs月津港郊商文化的交流與對接，翻轉

樂齡、共創在地、培訓導覽人員、遊程開發及

桌遊行銷

橋南社區、南榮科大、明

道大學

後壁區

東山區

六甲區

臺南藝術大學/ A類：翻轉幸福-

嘉南地區單親弱勢及新住民族群

扶植計畫

透過三大主軸:(1)文創商品開發-人才教育訓

練;(2)影像培力-提出個人、社區觀點與問題意

識;(3)結合在地文化-環境食堂建立共創，關懷

單親弱勢及新住民族群

─

官田區

六甲區

麻豆區

臺南藝術大學/ A類：藝術陪伴

「樂齡．追夢．Do Re Mi」──

建構音樂健康城圓夢計畫

透過三大主軸:(1)文創商品開發-人才教育訓

練;(2)影像

培力-提出個人、社區觀點與問題意識;(3)結合

在地文化-環境食堂建立共創，關懷單親弱勢及

新住民族群

─

崑山科技大學/ A類：官田烏金社

區合作社-建構農村永續發展的社

會實踐(陽明工商、官田國中)

官田菱炭「廢料創新」創造商品價值與就業機

會、融入國中小課程在地培力、長者照護及公

益環保

官田區公所、各社區發展

協會、官田國中、官田烏

金合作社

嘉南藥理大學/ A類：樂活官田菱

香之采菱巡鄉

含健康樂活、環境教育、產銷履歷、產品加

值、養生休閒、行銷推廣等 6 個具體策略，針

對菱角產業面臨重點議題，落實「在地關懷」

為主，「環境教育與產業鏈結」議題為輔

官田區公所、各社區發展

協會、照顧關懷據點、官

田國中、官田烏金合作社

歸仁區

仁德區

龍崎區

關廟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A類：中華醫

大「南關線健康幸福扎根」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

針對南關線新住民、隔代、弱勢家庭等問題、

學生視力、口腔保健及體位等提供身心健康教

育服務

南關線各區公所、轄內國

中小幼稚園、臺南大學、

城市發展創意顧問公司

龍崎區
長榮大學/ A類：龍崎在地樂安居

– AGE long耆

針對龍崎區高齡社區、個案健康評估，設計健

康促進方案，居住安全提升，關懷服務據點合

作，培養兒童青少年關懷陪伴

龍崎區公所、崎頂里、龍

崎國中及國小、龍崎永續

發展協會

中西區

南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B類：中華醫

大「城鄉創生電力公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五條港社區、金華社

區)

以食養農創(新農業及循環經濟)、微旅新創(設

計遊程開發在地品牌)、青銀共創(共聚共學)及

元氣醫創(長者健康促進)規劃服務

國華友愛新商圈、嘉義大

學、敏惠醫專、臺南大

學、城市發展創意顧問公

司

中西區

南臺科技大學/ B類：文化底蕴的

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vs月津(五

條港社區)

五條港vs月津港郊商文化的交流與對接，舊城

區場域分為神農街+海安路/民生綠園/信義街，

以青年創業、宗教探源、根植文化、社區共學

為營造主題

台南文化協會、台南愛鄰

關懷協會、

南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A類：歷史的

角落--鯤喜灣關懷再出發(鯤鯓、

喜樹、灣裡社區)

推動鯤喜灣地區代間學習認同、樂齡學習生活

文創、旅行鯤喜灣歷史產業永續發展

南區區公所、轄內國小、

喜樹仔港文史工作室、喜

樹萬皇宮

將軍區

七股區

北門區

成功大學/ B類：調適與連結—南

部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行動方

案

結合產官學，解決南部濱海高溫淹水衝擊、沿

岸沙洲侵蝕、養殖面積縮小及整體風險失衡四

個問題，塑造融合自然與產業的地景風貌

北門社大、將軍區公所、

七股龍山社區

歸仁區

仁德區

長榮大學/ B類：綠色社區根與芽

行動在地實踐計畫-2：由大武崙

社區到二仁溪流域(大武崙周邊社

區及國中小、大潭里)

培育環境教育雙語師資、推廣水環境教育及導

覽人才、建立綠色社區永續經營模式、返鄉青

年共學平台、特色景點及歷史人文踏查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臺

南大學、高雄第一科大、

歸仁區公所及農會、二仁

溪守護聯盟、野鳥學會、

南關社大

新市區
遠東科技大學/ B類：創新能資源

再利用雙平台與高價值循環經濟

針對在地企業製程所產生10 種不同類型的廢棄

物，依據高值化生態處理與高價值衍生燃料的

分類

農會推廣股、佳皇紙業、

尚穩環保公司、成亞資源

公司、好帝一及統一食品

公司等

永續環境/

環保局

水利局

農業局

經發局

都發局

文化局

教育局

民政局

本市107-108年度各大專院校USR計畫資訊表

在地關懷/

社會局

衛生局

農業局

文化局

經發局

教育局

民政局 官田區



永康區
崑山科技大學/ B類：永康工業區

的綠色需求和永續發展

因應永康工業區所面臨的空氣污染、污泥囤

積、缺電等問題，以科技對焦解決區域社會實

踐議題、需求分析與影響評估

永康工業區服務中心、永

康汙水處理廠、永康工業

區廠商

安南區
台南大學/ A類：守護溪頭海尾-

社會與生態環境共生的實踐

守護生態環境推動健康水生態系，倡導韌性城

鄉、發展公民生態環境監測、培育環教和生旅

領航員、設置台江流域學群及構築合作社群網

絡

─

新營區

將軍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B類：臺南農

安樂活好食在

在地食材安心體系建構、文創加值安心品牌設

計、農業安心永續生態系統，並社區產業成立

農企業或社會企業，以永續地方發展

農業局、嘉義大學農業推

廣中心

南區

學甲區

南臺科技大學/ C類：青銀共創、

攜手在地共築智慧高齡友善社區

(南區金華社區、新興國中)(學甲

區鯤鯓里、宅港里)

高齡友善社區營造(安全環境服務)，青銀共創

(世代共融)、產學攜手智慧健康照護人才培育

社會局(照管中心)、南區

金華社區、福樂多公司、

萬國健康事業公司、群雁

生醫

新營區
國立中正大學/C類：竹光發熱黑

金計畫-諸羅竹業展風華

輔導竹林產業升級轉型，提升在地竹林產業與

培育區域實務人才，並將在地包含以竹作原料

之生產製造與銷售等相關六級產業，進行產業

聯盟

新營工業區

仁德區

新市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A類：「消失

的針線-刺繡技藝傳承與記憶延

伸」

刺繡技藝傳承及產業創新

旭泰刺繡公司、武東實業

公司、嘉方實業公司、台

灣喜佳公司、府城光彩繡

莊

歸仁區

關廟區

新市區

崑山科技大學/ A類：鹽水溪幸福

岸－環境關懷與展演規劃

結合樹谷基金會與保西國小環境教育小組，以

保西國小作為主要起點，聚焦於鹽水溪上游流

域之「環境生態」與「文化底蘊」的地區涵構

，探索鹽水溪與媽廟里之聚落空間，閱讀不同

年代的河岸變遷與社區空間、及傳統住屋之美

(歸仁媽廟社區、保西國

小、關廟新光社區、新市

社內社區、樹谷基金會)

七股區
台南大學/ A類：為偏鄉而教─打

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

建置偏鄉教育行動平台、儲備偏鄉師資人才、

提供個別化教學師資與輔導、規劃在職教師素

質優化方案、實施職前教師偏鄉教育參與式課

程、營造(線上)學習型織、提供城鄉交流多元試

探學習

台江國家公園、七股樹林

國小

永續環境/

環保局

水利局

農業局

經發局

都發局

文化局

教育局

民政局

食品安全與長期

照護/

農業局

社會局

衛生局

經發局

文化局

民政局

警察局

產業鏈結/

經發局

農業局

民政局

文化局(文資處)

其他社會實踐/

水利局

環保局

教育局

文化局

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