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提案計畫類型/

名稱
計畫概述 預計執行區域 預計合作單位

1 成功大學

國際連結類-深耕型/

相伴2026：齡感生活微

社群行動網

因應2026年超高齡社會，著重降低社會高

齡化的健康風險，提升健康平均餘命、生活

品質與主觀幸福，建立高齡生活支持網絡，

強化高齡者移動及與非高齡者互動。推動目

標為發展「高齡正向生活型態」、建立支持

高齡生活的「微型社群」及「跨城鄉行動網

絡」關係人口連結，並透過國際合作創造國

際影響力。

中西區、北

區、安平區、

官田區、六甲

區、七股區

安平區公所、北區區公所、

樹林國小、安平區國平社

區、中西區永華里、中西區

五條港區、北區長勝里、七

股區樹林里、官田區隆田社

區、oh old團隊、YMCA、

台南企業基金會、股份漁

鄉、曾文社大

2 成功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

以科技民主為行動核心

的技術與價值創新

回應氣候變遷、畜牧場小型化、老舊化之污

染問題，本計畫關切如何發展兼具適宜成本

與可拓展之方法。核心目標為「以科技民主

為行動核心的技術與價值創新」，包括專業

知識與技術解放(微生物菌)、公民參與與尊

重在地知識(漁電與農電共生)、在地適當科

技(適合中小型畜牧場廢水處理的成本與技

術組裝)。

1.臺南官田

區、歸仁區、

安南區

2.他縣市農民

（場）、畜牧

場、光電業者

與非營利團體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研究所、

財團法人大武山文教基金

會、台灣糖業協會

3 成功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以微生物科技導入台南

市農業區的智慧新農業

(延續)

慣行農業衍生農藥及化肥濫用、農業廢棄物

環保、農產品缺乏品質分級以及農產品過剩

等問題,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

針對大台南農業區所面臨的產業老舊以及人

口老化的結構性問題,透過問題的分析與實

際參與,整合生物科技核心技術,並結合在地

自然農法團體,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希冀降低

傳統勞作並提升農業的產值,以吸引年輕人

回流返鄉。

後壁區、東山

區、白河區、

六甲區、學甲

區、麻豆區、

安定區、將軍

區、佳里區、

歸仁區

北門農工、曾文農工、將軍

區農會、曾文社區大學、北

門社區大學、璞育文教學會

示範田、南方森林咖啡、東

山窯鄉友善農業推廣工作

室、番社蔬果聯盟、木城香

菇、水星農場、瑞香農產、

福豐昕昕農場、饗樂纖農安

定園區、釋迦園

4 成功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惡地協作:淺山地區之區

域創生與跨域實踐

立基長期經營左鎮及陪伴淺山地區之基礎，

以設計、科技、資訊領域優勢，規劃新體

驗、新產業、新資訊三項目標，策略如下:

1.厚實在地DNA與在地連結的新體驗:轉譯

文史深化教育,發展特色體驗行動學習,建構

社區共好、設計加值提升產業。

2.優化農產與開創永續林業的新產業:從品種

試驗到建築構材,共創竹產業循環經濟新模

式,以科技加值永續發展。

3.整合專業知識與系統性共享的新資訊:定位

技術結合史料爬梳脈絡,建立共享區域資料

庫，以資訊加值增強研發能量。

1.臺南左鎮

區、龍崎區

2.高雄內門

區、田寮區

左鎮區公所、左鎮國中、左

鎮區光榮社區、公館社區、

左中社區、中央研究院人社

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

中心南部辦公室、臺南市竹

會、菜寮溪產業觀光協會、

西南惡地地質公園網絡、台

灣義築協會、以立國際服務

(ELIV)、台灣千里步道協

會、昶閎科技公司(樂土)、

世界蔬菜中心、高雄田寮崇

德社區發展協會、內門羅漢

門文史尋根工作室、燕巢援

剿人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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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聆聽安溪寮的呼吸-建

構環境療癒的場域

後壁地區面鄰邊緣化、人口外流危機，本計

畫以「建構環境療癒場域」為目標，跨域整

合安溪寮及周邊場域特質，透過既有地方團

體經營模式與學術知識整合，導入新興療癒

產業，同時營造療癒環境進行空間環境活化

再利用，並建立地方認同與信賴關係，延續

「產、地、人」永續互動模式，確立地方優

勢與獨特價值，建構安溪寮成為「農業聚落

轉型為療癒場域」之模型典範。

後壁區安溪寮

後壁區公所、安溪國小、菁

寮國中、菁寮國小、新嘉國

小、長安社區發展協會、菁

豐社區發展協會、墨林社區

發展協會、長安里、長短樹

里、新嘉里、

李坤昇建築師事務所、嬉遊

境空間構築工作室、安溪寮

天主堂聖家堂、菁寮天主

堂、虎衛營文史工作室、長

短樹鄉村研究所

6 崑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永康工業區及鄰近區域

暨國際化綠色需求和永

續發展(延續)

追蹤永康工業區個別業者空污防治並解決工

業區污水、污泥、節電診斷改善，加強專業

性及社區互動，並與國際合作。

1.國內社會實踐規劃：工業區空氣汙染改

善、節水節電診斷、水汙泥回收利用、深化

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育。

2.國際連結規劃：(1)越南胡志明市師範科技

大學建置太陽能光電訓練場及創能種子訓

練。(2)緬甸偏鄉小學及身障兒童早療中心

協助改善供水系統並設置低耗能污水處理與

再利用示範場域。

1.國內：臺南

永康工業區鄰

近區域廠商、

在地居民、學

校

2.國際：緬

甸、越南

1.國內：環保局、經濟發展

局、永康區公所、永康工業

區

2.國際：越南胡志明市師範

科技大學、緬甸伊旬身障兒

童早療中心及偏鄉小學

7 崑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既培力也使力－以人才

培育為底蘊創生新官田

(延續)

官田區面臨農業廢棄物污染、農產萎縮產銷

不易、缺乏在地認同、人口老化問題。計畫

擬跨校、跨域經營，導入科技發展烏金產

業、打造品牌建構市場通路，支持留鄉人口

友善生活系統。

1.(培力)友善環境與食農教育課群及(使力)以

廢料創新來推行友善食農

2.(培力)體驗行銷與品牌經營課群及(使力)以

產銷加值來促進烏金產業

3.(培力)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課群及(使力)以

社區營造來創造永續樂活。

官田區

官田區公所、陽明工商、官

田國中、官田烏金社區合作

社

8 崑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南關線的飲食文化學堂

–慢．食．行．旅計畫

南關地帶面臨人口外流、教育資源斷層、在

地認同、農地屋舍閒置、青農友善耕作行

銷、辦桌流動文化式微等困境，計畫預計以

生活圈的角度來對應在地議題及行動，包

括：

1.《建立飲食文化平台》-整合友善農業，

鍵結土地、職人、農作與行旅，促成新產銷

關係與無人商店。

2.《打造慢・食・行・旅學校》-建立學

校、NGO、NPO及社區跨領域學習系統，

建置友善農業飲食文化。

3.《以設計力經營南關地景文化》-透過文

化據點改造，販售地方文化記憶。

4.《建置都市糧倉與在地總舖師饗宴的物產

圖書館》-打造總鋪師的兩溪幸福產地餐桌

，慢。食。行。旅教育推廣。

歸仁區
歸仁美學館、歸仁農會倉

庫、歸仁紅瓦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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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崑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再現西拉雅–平埔工藝

保存、復興與文化旅遊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與西拉雅社區部落合作， 將其傳統工

藝十字繡與阿立祖夜祭做記錄保存與研究，

並以此概念加入創新元素技術，開發文創商

品與旅遊行程，活化平埔工藝與振興青年返

鄉工作機會。藉由產學合作，實際利用課程

由教師帶領學生串聯跨領域、跨團隊及跨系

所能量，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

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

佳里區

佳里區公所、蕭壠社北頭洋

社區發展協會、佳里區延平

國小、蕭壠文化園區

10 崑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EZ-Read 串連曾文增溫

支持計畫

以曾文溪上游一帶三間德蘭啟智中心所設立

身心障礙者教育機構為實踐場域基礎，了解

身心障礙者並深入互動，共同製作易讀內容

，提出三個子計畫「資訊易讀」、「智慧雲

端」、「友善社區」

1.「資訊易讀」-產製對身心障礙者最重要

的圖文影音「易讀」資訊(如性別平等、職

業安全、新聞)。

2.「智慧雲端」-建構智慧雲端累積並轉換

易讀文件。

3.「友善社區」提供友善社區指南，結合社

區重要資訊(例如福利、服務、新服務政

策)。

內容建置完成後，可延伸社區銀髮族、外籍

人士等使用。

山上區、玉井

區、楠西區

山上區德蘭啟智中心、玉井

區德蘭啟智中心、楠西區德

蘭啟智中心、臨近學校及里

社區

11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臺南農安樂活好食在(延

續)

1.跨域跨校整合課程創新，建構結合USR場

域實踐的課程創新體系，推廣農業USR計畫

連結地方創生跨校SIG工作坊

2.透過食農教育推廣、食農場域輔導、食農

體驗平台推動，建置臺南食農產業鏈

3.返鄉青農-在地食材-水道博物館連結；臺

南農業生活@藍曬圖品牌形塑，打造府城農

業新活力

山上區

農業局、山上區公所、陽明

工商、官田國中、山上社

區、明和社區、平陽社區、

台南優質農業推廣協會

12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歷史的角落--鯤喜灣關

懷再出發(延續)

1.連結校課程及USR場域實踐，深化場域議

題認知與投入，並回饋場域學習，建構USR

課程在地連結創新體系

2.藝術扎根深入社區，以藝術課程融入樂齡

關懷，結合龍崗國小校舍重建工程，團隊師

生透過青銀共藝進行公共藝術營造

3.形塑台江文創海岸線，結合藝術村落營

造、藝術展演平台行銷，連結漁光島與安平

發展在地文史旅遊，促進青年回流。

南區、鯤鯓社

區、喜樹社

區、灣裡社區

南區區公所、喜樹國小、龍

岡國小、鯤鯓社區、喜樹社

區、灣裡社區、台南市社區

營造協會

13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

傳承與記憶延(延續)

探討「在地連結」、「人才培育」、「文化

永續」這三大議題，串聯地方政府、社會企

業、繡莊師傅、蕾絲產業及社區居民進行交

流互動，深化刺繡在地產業發展，藉由課程

探討解決地方問題，導入跨域人才激發創新

思維，透過官、產、學的齊心協力打造「刺

繡新聚落」，再創臺南刺繡產業的繁榮盛

況。

臺南市全區

嘉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武

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旭泰

刺繡股份有限公司、建昇蕾

絲股份有限公司、明林蕾絲

股份有限公司、台弟工業股

份公司、泰福繡莊、月光繡

莊、神龍興繡莊、府城光彩

繡莊、天興繡莊陳德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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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志在琉球-青銀共創•價

值再創

1.青銀共饗特色美食-發展多元在地特色美

食，行銷在地豐沛資源及活絡地方商機

2.青銀共護海洋生態-發展知海、親海、愛

海之海洋保育，撒佈海洋保育意識種子

3.青銀共通空間優化-開展無障礙設計課程

，建構青銀休憩及無障礙環境空間

4.青銀共創文創商品-在地素材結合廟宇文

化，導入集體跨域創作，符應在地特色之文

創商品

5.青銀共榮新創輔導-發展『生活、整合、

創造、擴散』，輔導在地成立新創企業，再

造經濟成長新動能。

透過六大策略，鏈結南應大及高科大的課程

導入，落實生態教育及地方長者經驗傳承，

共同活絡在地，產生新動能

屏東縣琉球鄉

屏東縣琉球鄉公所、唐草設

計公司、西屹設計公司、千

葉設計有限公司、 琉球鄉

老人會、穩正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糖長榮酒店、江南

渡假村

15 南臺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深耕型/

青銀共創攜手在地共築

智慧高齡友善社區(延

續)

1.高齡友善社區營造：公共空間及居家環境

安全之改造與關懷；低功耗廣域網路技術之

導入建置居家安聯網絡

2.高齡樂活在地發展：產學攜手關懷社區失

智長輩及其照顧者模式，推動體適能、高齡

飲食新食代並導入VR技術促進樂活

3.人才培育：以促進智慧健康照護及高齡福

祉服務人才培育，高齡社區場域為平台，實

踐健康促進之多元照護服務。

南區(金華社

區、鯤鯓社區)

學甲區(宅港社

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海大

學、長榮大學、台南家專學

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弘光科技大學、高雄醫

學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富邦

人壽保險公司、詒丞有限公

司、秀老郎長照體系等

16 南臺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

傳播府城vs月津(延續)

整體執行策略分述如下

1.深化在地鏈結：深化在地夥伴關係，由既

有蹲點擴散成區，拓展地方合作新夥伴

2.提升執行力：為強化創生行動力，形成進

階式課程，消除通識課程無法深耕場域的困

境

3.加強場域串連：透過神農街場域之經驗移

植，以及雙港西方宗教遊程之開發，串連一

府城四月津，朝向文化永續傳播願景

中西區(五條港

神農街、民生

綠園)

鹽水區(月津港)

臺南文化協會、臺南市鹽水

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臺南

市愛鄰關懷協會等等

17 南臺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左鎮地方創生-左山遊

小鎮文創計畫

1.向下對接萃取地方DNA：辦理地方文化活

動、對接在地教學課程及社區課後輔導。

2.深耕地方創新創業：整合本校、左鎮、遊

戲及顧問業者，以駐地創業青年為種子，引

入創新創業資源、引動地方創新創業及現有

產業精緻活化為策略。

3.整合行銷品牌服務： 以左山遊為文創旅遊

共同品牌，針對研發成果及在地業者，進行

線上社群及線下體驗行銷

左鎮區(化石園

區、光和里、

公舘社區)

左鎮區公所、左鎮化石園

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光

和里、左鎮人文史工作室、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臺

南市菜寮產業觀光協會、芒

果遊戲股份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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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臺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城先啟後‧洄稻農村-創

生在地實踐

以新港墘港特有的米糕栫與後壁區白米文化

結合，盤點場域人文地產景資源，透過系統

性規劃及創新行銷手法，整合資源發揮，吸

引都市人口「迴稻農村」，建構在地文化連

結及農村產業地產地銷，與社區長者共創經

濟。

後壁區(頂長社

區)

中西區(新港墘

港流域)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芳榮米廠稻米產銷專業區、

臺南市後壁休閒農村產業文

化發展協會、農創手做烘培

坊、創意工作室、無米樂稻

米促進會等

19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這是我們的藝務―促進

在地優化生活與關懷社

會實踐之藝術陪伴計畫

主要計畫重點即以「愛心為本、發心為願」

，通過藝術陪伴主軸貫穿八項子計畫如下：

長輩DoReMi、高齡音樂廳、樂齡健康站、

偏鄉藝教坊、美善獄所情、薪傳藝起來、藝

串美樂地、攝錄藝鄉情等。

官田區、六甲

區(林鳳社區)

文化局、教育局、社會局、

矯正署臺南各監所、官田區

公所、六甲區公所、長榮大

學、臺南大學、臺南應用科

技大學、六甲區林鳳社區、

孔廟、在地農會等

20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臺南山區地方弱勢產業

振興計畫—行銷、文

創、有機

本計畫係以振興臺南山區地方弱勢產業與經

濟為目標，主要包含四大主題：

1.文創-廢材變黃金、2.行銷-用影像紀錄在

地、3.有機-友善耕作與有機加值、4.深度農

村走讀。

官田區、後壁

區、六甲區、

大內區、玉井

區、南化區、

東山區、楠西

區、白河區

雲林科技大學、玉井區天埔

社區、楠西區楠西社區、唐

草設計、屋場工作室、、湖

口遊客中心、臺南市無米樂

稻米促進會、振豪生態有機

農場等

21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翻轉低音提琴在臺灣社

會音樂教育中之危機

以改善現今音樂推廣教育及管弦樂的失衡狀

態，並結合當地現有弦樂團及音樂班，以在

地文化永續經營，發展優質音樂教育為目

標。

彰化縣鹿港鎮

彰化縣洛鳴國中、洛津國

小、鹿港愛樂、彰化縣音樂

教育發展文化基金會、兒童

弦樂團等

22 國立台南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

偏鄉教育補給站

1.優化師資素質-深化經營偏鄉跨區跨校共

備社群，資源系統化

2.優化偏鄉師資素質-引進區域專業教師，

跨區跨校跨領域學習團隊，活化教師教學。

3.規劃偏鄉師培課程-提供師資生偏鄉教育

訓練和提升偏鄉服務意願與教學技能。

4.建置偏鄉教育行動平台-作為師資人力、

課程、教學等資訊交換平台，穩定師資來源

，確保學童公平受教權。

5.強化科技輔助及協助學生個別化、適性化

及多元學習，以利未來生涯發展。

6.參與城鄉遊學-提升學童在地理解與認同

，進而為在地故鄉解說小尖兵。

 七股區
教育局、文化局、七股區國

小與鄰近偏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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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立台南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環境藝術創意水鄉–臺

南濱海樂活趣

透過參與式創作與教學達成三大目標:

1.進行在地環境與藝術教育及在地藝術創作

2.協助在地產業進行社會設計與行銷

3.舉辦國際海洋文化藝術季交流漁村文化及

促進漁村轉型及永續發展

七股區(三股社

區與濱海地區)

文化局、七股區公所、台江

國家公園管理處、成功大

學、屏東大學、高雄科技大

學、雲林科技大學、三股國

小、七股區三股社區、荒野

協會、李維造物、阿伯樂戲

工場、人人織品服裝設計、

雞屎藤舞蹈劇團、莎小戲

24 國立台南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智慧新農業人才培育

1.體驗學習及設置生科系智慧新農業技術發

展中心-增加實作經驗，研擬農業產銷策略

等實務面。

2.以智慧農業科技調整高接梨生產策略與方

式-減輕傳統勞動力，提高年輕人意願於科

技農業，補足過往農業缺工的問題

3.開發新型奈米肥料與智慧葉面施肥技術，

發展高接梨嫁接技術影像輔助學習系統-減

輕技術培訓的壓力，幫助生科系學生創業

苗栗縣卓蘭鄉
農業局、農會產銷班及農業

科技單位

25 長榮大學

國際連結類-萌芽型/

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

畫-從在地到國際(延續)

1.國內社會實踐計畫：推廣綠色能源、推動

根與芽行動教育、永續生態環境、食農教

育、循環經濟、運用科技智慧，提供社區健

康照顧等。

2.國際連結規劃：培育國際移動人才及促進

國際交流互動，將台灣經驗價值推向國際。

1.臺南歸仁區

大武崙社區、

仁德中洲社

區、高雄市茄

萣區二仁溪流

域、臺南市東

區巴克禮紀念

公園

2.日本沖繩縣

宮古島市

大潭國小、歸仁區大武崙社

區、仁德中洲社區、大武崙

綠色園區促進會、國際珍古

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

護聯盟、台南企業文化藝術

基金會、歸農棧、高雄茄萣

舢筏協會、高雄市阿蓮區阿

蓮社區

26 長榮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惡地護老在龍崎—青銀

共好Age Long(延續)

1.跨專業到宅個別化服務，支持獨居/老偶

共居長者自主生活

2.經營健康促進活動，延緩健康/亞健康長

者退化

3.整合當地組織，協助建構青銀共好照顧模

式

4.整理個人/照顧史及盤點文化資產，保存

在地價值

5.大學與社區協力，改變長輩在健康與福利

資源分配不利位置

6.培養學生邏輯思考、溝通、合作，具備知

行合一的未來力

龍崎區

龍崎區公所、龍崎區衛生

所、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跨校合作聯盟、逢甲大學王

道企業中心、龍崎區永續發

展協會、榮祈基督教會一粒

麥子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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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長榮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打造台南「社創矽

谷」-佈建新化歷史街

區社會創新與經濟永續

1.建立社企微創生態圈與社企人才培育機

制。

2.跨域共授教學結合，強化學生跨域學習成

效與實踐性。

3.培力學生未來就業與創業能力與競爭力。

4.深化學生對社會企業、地方創生與社會責

任素養。

5.培養學生具備在地關懷、產業升級與經濟

永續的前瞻思維。

6.提升青年返鄉創業與就業之動機，推動地

方創生表現。

7.萌芽社會企業創業與群聚表現，達成社創

矽谷之目標。

8.增進對國際的連結，開拓國際市場社創基

地，培育社創矽谷國際移動人才。

新化區(歷史街

區)

新化區公所、山海屯股份有

限公司、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中

華人民儲蓄互助協會、廣農

綠境福公司、方舟美好生活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尤

努斯基金會、台灣使用者經

驗設計協會、畸零地創意股

份有限公司。

28 長榮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智慧型健康長期照護之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建立提供居家、社區到住宿式機構照顧之多

元普及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者在身體與心

理健康之智慧系統，協助偵測危險狀況與改

善老年心理難題。

仁德區(中洲

里、大甲里、

二行里關懷據

點)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悅榕/悅豪安養中心

29 長榮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相約檨仔腳-走向整全

的社區經濟與照顧之路

1.支持六龜小農從個別特色到市集經營，發

展地方經濟

2.提升六龜兒少教育之機會與內容

3.提升經濟六龜與文化教育能見度

4.翻轉本校教學模式，促進領域合作，成為

六龜的夥伴

高雄市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

寶來人文協會。

六龜關懷協會

30 中華醫事科大

國際連結類-萌芽型/

臺南溪北淺山地區培青

富老戰略計畫暨 Make

Mandaluyong’s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ong again.

1.國內社會實踐規劃：

(1)提高農產品價值或農廢循環再利用，開

發農業收入新來源 、(2)利用農業機具代耕

平台，讓機具與人員操作轉化為服務性商品

(3)拓展虛實通路，突破銷售管道增進農民

收益(4)利用長者伴工平台，協助開創事業

第二春，配合園藝懷舊療癒活絡身心 (5)以

IOT行動健檢巡迴車建構健康資料庫，透過

雲端照護平台提供運動與營養處方守護銀髮

健康(6)開發「一指銀髮秘書」智能機上盒

，進行銀髮健康服務與安全監測

2.國際連結規劃：

(1)以軟硬體的支援提升曼達盧永地區衛教

資源 (2)補助正式學籍生或寒暑期的研修生

，培育菲國學生成為翻轉曼達盧永的人 (3)

辦理國際鏈結大學堂/國際小學堂整備師生

量能

1.臺南後壁

區、白河區、

東山區、楠西

區、玉井區

2.菲律賓

Mandaluyong

後壁區公所、東山區公所

、後壁區仕安社區合作社、

北區大港社區、台南市溪北

觀光文化導覽協會、白河區

草店社區、楠西區楠西社

區、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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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華醫事科大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南關線智慧健康幸福扎

根計畫(延續)

1. 社區營造在地老化(1)培育跨域人才與促

進社區健康實踐 (2)建置社區健康照護平台

(3)個人健康資料庫與數位獎勵存摺

2.延緩衰弱健康促進 (1)培育跨域長期照護

人才 (2)建置長照機構智慧健康監測平台 (3)

執行跨域延緩衰弱與健康飲食樂活促進方案

3.向下扎根創新服務 (1)建置E-care偏鄉教

育行動學習平台 (2)偏鄉教育志工人力招募

(3)開發與運用創新教輔具執行居家健康促

進與照護方案

關廟區、歸仁

區、仁德區、

龍崎區

南關線四區區公所、南關線

國中小、南關線幼兒園

32 中華醫事科大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三爺溪環境教育方舟重

建

融合教育、環保、防災、休閒產業進而達到

落實生機、生態、生活的實踐場域為目標。

執行策略如下：

1.利用現有設施並設計防災海綿城市來規劃

環境教育場域，並且完成認證

2.帶領學生實地訪查，依據實際需求產出具

場域特色環境教案及教具，應用於社區及學

校並致力商轉

3.打造環教及防災示範場址，回應氣候行動

，透過田野共處(生態開發)、問題解決(水患

調適)、土地重建(海綿城市範例)以開發旅遊

產業

4.重塑社區服務新商業模式，收益回饋場域

及社區，引導青年將地區問題轉化為新事業

，創造社區之環境永續

三爺溪流域
成功大學、實踐大學、台南

應用科大

33 中華醫事科大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登革熱防治知行合醫實

踐計畫

1. 訓練教職員工生(含外籍生)具備登革熱等

病毒性疾病知識與技能，作為進入社區服務

的尖兵

2.到目標場域與當地區長/里長/各級學校校

長等進行互動以取得對本計畫的認同與支援

3.針對落實知識的傳遞與技能的實踐以改善

環境與氣候調適。本校進入印尼、越南等國

家進行招收外籍學生時，將帶領已受訓之外

籍生返國服務

原臺南市各

區、南關線

衛生局、環保局、仁德區公

所、歸仁區公所、龍崎區公

所、關廟區公所、永康區公

所、東區區公所、安南區公

所、安平區公所、南區區公

所、北區區公所、台南市立

醫院、台南胸腔病院、嘉南

療養院

34
中信金融管理

學院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AI攜手府城-智慧照護X

弱勢助學X在地連結

三大主軸:

1.銀髮健康照護動起來-建置互動平台

2.「育」見AI新世代-建立自立學習平台

3.智能活化在地產業-協助銷售平台建置提

升小農收入

安南區、安平

區、新化區、

南化區

瑞峰國小、安順國小、安順

國中、南科實驗中學、南興

里社區發展協會、台南青農

聯誼會、如新及天壇養護中

心、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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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連結類-深耕型/

城市固態剩餘資材再生

及資源化整合平台建構

計畫

規劃在百萬人口等級之城鎮依循三個面向分

別推展：

1.建置快速堆肥系統架構可生物分解處理方

案，針對廚餘、活性汙泥進行資材回收再利

用，建構生質能源再生技術且著力於有機肥

料與動物飼料設計開發

2.將廢棄塑料轉換成綠色建材、交通運輸、

船舶工業、航太科技等具實用性、功能性之

循環再生設計

3.為以國際產學聯盟資源為輔，廣泛鏈結上

述兩領域有關之國際產學研單位，將技術推

往國際領域並吸取前瞻科研趨勢及蘊含來提

升研究團隊能量，轉而提供國內有關產企業

更前端處理方案

臺南市各區

南澳大學、大叻大學、羅馬

尼亞LPI GROUP、金益世

公司、含弘實業公司、凱傳

工業公司、翰昱材料科技公

司

36 遠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創新能資源化多元剩餘

資材加值平台與高價值

循環經濟(延續)

利用本校能資源再利用技術與相關設備，推

動區域企業再利用、農地與養殖業應用、擴

大處理規模、設立社會企業永續經營，藉以

加速活絡南部區域鏈結、創造綠色循環經

濟、體現垃圾變黃金，將廢棄物能資源循環

再利用、提供企業員工環境資源教育訓練、

培育資源再生種子訓練師與創造多元就業人

才，朝向永續環境之靜脈產業發展

新市區、新化

區、山上區、

左鎮區、永康

區、善化區、

新營區

農會推廣股、新市食品廠聚

落(比菲多/統一等)、學校鄰

近超商、咖啡廳、 、夜市/

餐廳/傳統市場/團膳/速

食、麒宏食品公司 (豆類製

品製程)、台南蛋品 (雞蛋再

加工)、山水畜產/大成養雞

場/鄰近養殖戶

37 遠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融合物聯網及能量調控

技術進行農業增產及節

電之平台建構

規劃提供農業所需物聯網設備，與資深農民

合作進行學習，獲取環境條件與生物生長之

關聯性；專家群進行大數據分析，確定各培

育空間所需最低環境感測器數量及規格，再

開設物聯網實務工作坊訓練農民使用物聯網

技能；建構完善物聯網架構提供農民進行環

境預測、遠端調控機制、環控設備節電調控

機制、環控設備故障預測等功能，規劃三年

內分別進行蝴蝶蘭產業、禽雞產業、水產產

業及菇菌產業的平台建構，協助農民進行農

業增產及節電方案的諮詢與應用

原臺南縣各區

優質農業推廣協會、大鑫農

企社、昕昕農場、康蔬美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億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祥正能源科技牧場有

限 公司、科隆國際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菳寶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台江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銘祥科技

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華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耐

美國際智慧節能科 技工程

有限公司

38 遠東科技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臺南市偏鄉資訊應用培

力及機器人跨域共享計

畫

規劃以在地關懷–協助偏鄉資訊應用培力與

機器人教育發展為主軸，協助偏鄉國中小學

和高中職學校發展資訊科技應用、運算思維

和機器人科學跨域應用。本計畫著重於「自

由軟體資訊科技應用」、「機器人教具和教

材共享」和「機器人教育場域共用」等三個

實踐推動項目，以本校為中心基地，攜手夥

伴學校成立衛星學習基地

原臺南縣各區

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

詢中心、創意機器人教育推

廣中心、樂高教育官方授權

經銷商 、勁園國際iPOE雜

誌、圓創力科技有限公司、

煜丞企業有限公司、台灣玉

山機器人協會，後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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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青銀共護長照深耕計畫

以「府城攜手心南護，青銀共護老寶貝」為

理念，共同建構在地服務在地老化的大學社

會責任工作原則，強調發展在地老人照顧活

躍老化模式，建立學校社區高齡社會共榮福

祉的目標。共同推動「青銀志工服務隊」、

「社區長照資源網絡」、「社區比鄰服務模

式」、「銀髮健康促進中心」四項概念與措

施，以在地組織合作，學校課程參與。

和順里 北區區公所、和順里

40
國立臺南護理

專科學校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青銀共創-建構樂活銀

髮俱樂部

將在鄰近學校的中西區永華里及偏鄉地區執

行，計畫執行策略如下：

一、樂活、健康種子教師培訓：培訓高齡

者、家庭/社區照顧者、志工有關預防/延緩

失能及保健養生知能與技能

二、建置預防及延緩失能之都市型及鄉村型

服務方案：師生共同研發延緩失能方案推動

工具，執行後成效分析。

三、建構樂活銀髮健身房：運用學校現有設

備，於暑假閒置時間安排專業銀髮健身教練

提供社區銀髮族健身活動

四、建構銀髮俱樂部：以社區活動中心為據

點，並以「懷舊」及「健康」打造適合銀髮

族的休閒娛樂場所

中西區永華

里、新化區、

龍崎區、白河

區等社區

中西區永華里(為主)、新化

區、龍崎區、白河區等社區

41 嘉南藥理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濃濃香洋風，再造關廟

情

規劃「銀髮樂活健康促進」、「地方特產安

全加值」與「智慧通路整合行銷」三個具體

計畫，回應臺南關廟區社區老化人口減少、

農特產品產銷失衡及欠缺農產展售平台之在

地議題，藉以促進銀髮健康、實踐地方創

生、活化地方發展，並落實本校培育樂活人

才之校務發展目標

關廟區

關廟區衛生所、鴻泰資訊、

易利華科技、臺南市旅行商

業同業公會、關廟區元極舞

協會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及關廟青協會、在地企業

42 嘉南藥理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永續安南環境生態與綠

色產業

規劃「生態旅遊地方創生」、「在地產業綠

色發展」與「環境議題融入教育」三個具體

計畫，協助地方開發低碳的生態文化遊程，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等綠色經濟發展，深化民

眾對在地環境生態與產業發展的關懷與重視

安南區、安平

區、新化區、

南化區

安南區公所、土城國小、顯

宮國小、城西社區、媽祖宮

社區、城西里、顯宮里、鹿

耳門生態旅遊發展協會、三

達國際旅行社、樺興旅社、

社區彩繪師、在地文化工作

者、膜旺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一德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在地養殖業者、

鹿耳門天后宮、台南科技工

業區、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

廠、安南水資源回收中心、

中石化安順污染整治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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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嘉南藥理大學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營造 Alia(e)n 宜居地

規劃「雙軌共構社福資源」、「社會企業

CEO 培力」與「銀髮健康饗食經濟」三個

具體計畫，期能輔導出一家阿蓮區日照中心

與在地銀髮餐飲的創新產業，回應阿蓮區面

臨社福資源具城鄉差距、志工人力專業度不

足及共餐品質潛藏風險之關鍵議題

高雄市阿蓮區

(阿蓮社區、峰

山社區)

易利華科技、鴻泰資訊科

技、長茂科技、帆船食品

廠、社區營養師、阿蓮健保

藥局、福樂多醫療福祉事

業、義大醫院社區醫療部、

高雄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

部、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