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種子型計畫 A 類
市外桃源-偏鄉農特產開發暨行銷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計畫執行重點：
計劃目標為基礎設定 4 大主軸-產業輔導、產業革新、產業行銷及永續經營，根據主軸研擬 8 大策略地方整合串聯、產業人力升級、產業環境改善、產業品牌加值、產業行銷推廣、特色平台宣傳、異業
結盟整合及創意加值延伸，以及 21 個執行方案-社區資源調查、居民共識凝聚、意見領袖社群、社區
志工培訓、專業技能輔導、產業觀摩研習、主動關懷服務、業者診斷訪視、在地特色開發、識別標誌
設計、食品安全檢測、農特產品促銷、美食料理創作、創新物產發表、社群媒體整合、商場市集展示、
活動現地體驗、產業策略聯盟、導覽遊程設計、廣告資源規劃及動靜成果推廣。
計畫執行進度：
本計畫於 107 年 4 月至 107 年 12 月首年執行期間，舉辦 2 場意見領袖會議、2 場美食料理創作、2
場創新物產發表、3 場主題推廣活動、5 場現地體驗活動、4 場競賽活動、2 場觀摩活動、2 場商場市
集、5 場關懷志工活動等。其中在現地體驗活動執行 5 場，皆超出原訂 2 場目標值；關懷志工活動，
結合本校實務課程，校內學生參與區內大小活動額外增加參與當地競賽活動場次 4 場次。計畫執行
後，計畫團隊針對社區居民與學生需求綜合分析，樽節教育部補助經費，曾辦多場活動，包含參與偏
鄉競賽活動、校內外體驗活動及廣播電台錄製推廣本計畫之目的，以此設定年度計畫目標，本計畫
107 年度推動成果與執行狀況如下列概述：
執行日期

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107.4.17

意見領袖會議

第一次意見領袖社群會議

107.5.11

美食料理創作

107 年在地食材融入特色料理饗宴

107.5.24

意見領袖會議

第二次意見領袖社群會議

107.5.31-6.07

主題推廣活動

107.5.31-6.07

主題推廣活動

【高山秘境市外桃源】桃源區農特產品推廣週暨展售平台揭牌
儀式
【高山秘境市外桃源】桃源區農特產品推廣週暨 DIY 體驗活
動

執行日期

活動類別

107.6.9

現地體驗活動

粽香傳愛傳承古早好味道-端午佳節活動

107.7.19-20

現地體驗活動

旅遊規劃與行銷推廣工作坊

107.7.27

競賽活動

2018 高雄市桃源體育會第二屆雅你盃三對三籃球鬥牛邀請賽

107.7.28-7.29

觀摩活動

觀摩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舉辦青山藍海綠廊道哈啤山海游展售
與活動規劃

107.8.4-8.5

商場市集

2018 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107.8.8

推廣活動

中國廣播電台

107.8.14

主題推廣活動暨
創新物產發表

107.8.31

競賽活動

高雄市桃源體育會 107 年度第二屆雅你盃撞球錦標賽

107.9.1

競賽活動

2018 高雄市桃源體育會第二屆雅你盃慢速壘球邀請賽

107.9.22-9.23

現地體驗活動

107.9.29-9.30

關懷志工

社區關懷志工培訓

107.10.6-10.7

商場市集

高雄好味農特產品展售

107.10.15

研習活動

原住民文化知能研習-此「高中」非彼高中

107.10.20

關懷志工

社區服務志工主動關懷服務，並作資源調查

107.10.24

觀摩活動

國內產業觀摩研習活動

107.10.26

競賽活動

四校聯合運動會

107.11.8
107.11.15-11.16
107.11.15
107.11.30
107.12.13
107.12.15

關懷志工暨現地
體驗活動
研習活動暨現地
體驗活動
關懷志工
美食料理創作暨
創新物產發表
關懷志工暨現地
體驗活動
關懷志工暨現地
體驗活動

活動名稱

【高山秘境市外桃源】KALAVUNG 卡拉風莊園行銷發表會

高雄市桃源區 107 年第五屆布農天籟暨揪愛玉見你農特產促
銷系列活動

社區關懷志工系列講座課程
107 年度正修科技大學 USR 實踐共學與地方創生講座論壇暨
交流活動
農特產品推廣暨社區關懷志工課程
【高山秘境・市外桃源】推動師生社會創新，協助在地產業發
展，美食料理創作展示發表饗宴
寶山里社區服務志工主動關懷服務，及遊憩資源調查
美濃在地體驗與儂特產品包裝行銷調查

主要成果及亮點
亮點一：探索偏鄉農特產品產業新價值，協助建立品牌獨特性與知名度，本計劃與區內意見領袖及跨
校合作單位進行討論，以桃源區的舊名“KALAVUNG“為主，以「桃源 KALAVUNG 卡拉風莊園」作
為本計畫推廣的品牌名稱，並結合區內特色，設計出獨特的識別標章，延續去年協助本校學生高展宏
同學推廣金煌芒果，今年觸角更延伸至區內農民，共同分攤訂購之芒果，讓獲利不只在同一位農民身
上，而是整區的農民皆能共同獲益，更開發網路訂購服務，透過 Line@專頁、電話預購、臉書粉絲專
頁預購及現場銷售，總銷售總量為 601 箱，達到凝聚社區居民、整合資源、多元深耕、發展在地特色、
經驗傳承，開創永續發展榮景。
亮點二：多元發展在地特色，整合學校能量與資源，透過桃源區在地生活文化、產品、服務、活動或
周邊資源等多元之組合，結合本校多元實務課程操作，更於生活創意學院開設“社會責任“課程，結合
院內八個系所力量，共同挹注學生積極關懷社區，並以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透過實地訪查、業者訪
視、農戶訪談，共同參與社區服務，除了可以強化學生課外經驗學習，更可降低訊息傳遞落差，落實
大學社會責任主要精神。
師生參與成效(師生參與計畫相關工作推動、場域經營、課程開發及講授、修課等之成效)：

107.5.31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同 107.6.1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同 107.6.4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
參與校內與桃源區展售平台揭牌 參與擺攤，協助推廣桃源區農特產 同參與擺攤，協助推廣桃源區農
儀式，至現場與區民交流
品與 DIY 體驗活動
特產品與 DIY 體驗活動

107.6.5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同 107.6.6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同 107.6.7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
參與擺攤，協助推廣桃源區農特產 參與擺攤，協助推廣桃源區農特產 同參與擺攤，協助推廣桃源區農
品與 DIY 體驗活動
品與 DIY 體驗活動
特產品與 DIY 體驗活動

107.6.9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共同 107.6.15 導入實務課程，桃源區公 107.7.20 導入實務課程，由課程
參與粽香傳愛傳承古早好味道，與 所訂購端午節肉粽，由餐飲系師生 師生規劃遊程設計暨行銷體驗工
桃源區指導原民包粽，並一起同樂 共同協助製作
作坊，規劃桃源區特色旅遊行程

107.10.6-10.7 導入實務課程，
107.8.20 導入實務課程，師生同參 107.9 月-1 月導入實務課程，於生
參加「高雄好味」農特產市集擺
與 KALAVUNG 卡拉風莊園金煌芒果 活創意學院開設「社會責任」院必
攤，結合社會責任課程學生，共
行銷發表會
修課程
同參與

107.10.20 導入實務課程，進行社 107.10.24 導入實務課程，協助安 107.10.25 導入實務課程，邀請
區資源調查
排國內觀摩參訪研習
果然紅執行長講座分享

107.11.15-11.16 導入實務課
107.11.8 導入實務課程，邀請冠佶 107.11.8 導入實務課程，邀請冠佶
程，參與 USR 實踐共學與地方創
農產行負責人講座分享
農產行負責人講座分享
生講座論壇暨交流活動

107.11.15-11.16 導入實務課程，
參與 USR 實踐共學與地方創生講座
論壇暨交流活動

107.11.15 導入實務課程-農特產
品推廣暨社區關懷志工課程

107.11.15 導入實務課程-農特產
品推廣暨社區關懷志工課程

107.11.30 導入實務課程，推動師 107.11.30 導入實務課程，推動師 107.12.13 導入實務課程，寶山
生社會創新，協助在地產業發展， 生社會創新，協助在地產業發展， 里社區服務志工主動關懷服務，
美食料理創作展示發表饗宴
美食料理創作展示發表饗宴
及遊憩資源調查

107.12.13 導入實務課程，寶山里
107.12.15 導入實務課程，美濃在
社區服務志工主動關懷服務，及遊
地體驗與農特產品包裝行銷調查
憩資源調查

107.12.15 導入實務課程，美濃
在地體驗與農特產品包裝行銷調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