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術研討會暨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分享會 
 

活動時間：2018年 12月 14日(星期五)09：30-17：00 

活動地點：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南華大學 

協辦單位：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聯盟學校：大同技術學院、大葉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吳鳳科技大學、明道大學、

南華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環球科技大學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邱小姐 05-2721001#1831 

時間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分享會議程 地點 

09：30-10：00 報到 

雲水居 

國際會議廳 

 
*彰雲嘉大學校院 

聯盟「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 

團隊」聯合展示 

10：00-10：10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理事長陳益興校長致詞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致詞 

10：10-11：1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江大樹副校長 

專題演講 

11：10-11：25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分享(一) 

國立中正大學竹光發熱黑金計畫-諸羅竹業展風華 

11：25-11：40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分享(二) 

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平原區優質友善栽培產業茁壯計畫 

11：40-11：55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分享(三) 

南華大學大林慢城營造趣 

11：55-12：15 綜合座談 

12：15-13：00 用餐時間 

 

2018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術研討會議程 

12：40-13：00 報到 依各議題地點 

13：00-17：00 

議題一：未來商管教育發展趨勢論壇        議程如附件一 
雲水居 

國際會議廳 

議題二：人文學門未來發展趨勢            議程如附件二 
成均館 

C334會議室 

議題三：少子化下的高教發展與策略        議程如附件三 
學海堂 

S109教室 

議題四：科技 x農業                      議程如附件四 
無盡藏圖書館 

W102多媒體教室 

議題五：藝術與設計的前瞻與智慧應用平台  議程如附件五 
中道樓 

Z510教室 

17：00 賦歸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團隊」聯合展示團隊： 

1. 大葉大學「建構綠色環境教育共學基地～彰化市成功營區」(A類種子型計畫) 

2. 中國醫藥大學「雙軌並行─建構融入中醫特色之創新社區長照服務模式」 

(A類種子型計畫) 

3. 吳鳳科技大學「竹藝美‧話南北-古崙尾崛起」(A類種子型計畫) 

4. 吳鳳科技大學「安全、樂活，新旺萊！」(A類種子型計畫) 

5. 南華大學「大林慢城營造趣」(B類-萌芽型計畫) 

6. 南華大學「建構人文療育健康快樂嘉義城鎮計畫—以大林鎮和溪口鄉為主」 

(A類種子型計畫) 

7. 南華大學「嘉義縣六腳鄉文化聚落共榮發展計畫」(A類種子型計畫) 

8. 建國科技大學「再造彰化市親水環境，活化大埔區生態計畫」(A類種子型計畫) 

9. 國立中正大學「竹光發熱黑金計畫-諸羅竹業展風華」(C類-深耕型計畫) 

10. 國立中正大學「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A類種子型計畫) 

1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黑豆咖啡“雙豆飲”開創在地文化“豆”贏」(A類種子型計畫) 

1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開創虎尾溪流域四生好環境延續性計畫」(B類-萌芽型計畫) 

1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智慧農業友善環境欣農業」(B類-萌芽型計畫) 

1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淺山農村活力復甦與文化自信建立計畫」(B類-萌芽型計畫) 

15. 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平原區優質友善栽培產業茁壯計畫」(B類-萌芽型計畫) 

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頭織襪、永續經營」(A類種子型計畫)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風光水土、芳苑再造」(A類種子型計畫) 

18. 環球科技大學「雲林縣大埤鄉酸菜專業區與酸菜館轉型及再造計畫」 

(A類種子型計畫) 

  



議題ㄧ：未來商管教育發展趨勢論壇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南華大學管理學院 

協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管理學院許小姐 05-2721001#2001 

 

時間 議程 地點 

12：40-13：00 

(20分鐘) 
報到時間 

雲水居 

國際會議廳 

13：00-14：20 

(80分鐘) 

專題演講 

主題：商管教育之隱憂與未來 

主講人：李濤董事長(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14：20-15：10 

(50分鐘) 

聯盟商管學院院長論壇(一) 

主題：商管教育面臨之未來挑戰 

主持人：釋知賢(沈昭吟)院長 

與談人： 

1.南華大學前校長陳淼勝講座教授 

2.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李鴻文院長 

3.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張洝源院長 

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林有志副院長 

15：10-15：30 

(20分鐘) 
茶敘 

15：30-16：20 

(50分鐘) 

聯盟商管學院院長論壇(二) 

主題：商管教育面對未來挑戰之因應與變革 

主持人：釋知賢(沈昭吟)院長 

與談人： 

1.國立台南大學管理學院林懿貞院長 

2.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曾紀幸院長 

3.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葉燉烟院長 

4.國立中正大學管理學院林文昌副院長 

16：20-16：50 

(30分鐘)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 

 

  

附件一 



議題二：人文學門未來發展趨勢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南華大學人文學院 

協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人文學院何小姐 05-2721001#2101 

 

時間 議程 地點 

12：40-13：00 

(20分鐘) 
報到時間 

成均館 

C334會議室 

13：00-14：00 

(60分鐘) 

座談(ㄧ) 

人文學門未來發展趨勢 

14：00-15：00 

(60分鐘) 

座談(二) 

學院實體化運作之分析 

15：00-15：20 

(20分鐘) 
茶敘 

15：20-16：20 

(60分鐘) 

座談(三) 

如何提升研究教學與產學 

16：20-16：50 

(30分鐘)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 

 

  

附件二 



議題三：少子化下的高教發展與策略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 

協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陳小姐 05-2721001#2301 

 

時間 議程 地點 

12：40-13：00 

(20分鐘) 
報到時間 

學海堂 

S109教室 

13：00-14：30 

(30分鐘) 

專題演講(一) 

少子化下的私立大學發展策略與因應之道 

主講人：王佳煌教授兼學務長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14：30-16：00 

(90分鐘) 

專題演講(二) 

他山之石-少子化對日本高等教育的衝擊與因應之道 

主講人：何思慎教授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6：00-16：20 

(20分鐘) 
茶敘 

學海堂 

S106教室 

16：20-17：20 

(60分鐘) 

綜合座談 

主持人：張裕亮院長(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 

與談人： 

胡聲平研發長(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王佳煌教授兼學務長(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何思慎教授(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楊仕樂教授(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學海堂 

S109教室 

17：20 賦歸 

 

  

附件三 



議題四：科技 x農業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南華大學科技學院 

協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科技學院廖小姐 05-2721001#2601 

 

時間 議程 地點 

12：50-13：10 

(20分鐘) 
報到 

無盡藏圖書館 

W102 

多媒體教室 

13：10-13：25 

(15分鐘) 
開幕式、貴賓致詞 

13：25-13：30 

( 5分鐘) 
團體合照 

13：30-14：00 

(30分鐘) 

專題演講(一) 

智慧科技在農業上的應用 

主講人：王仕賢處長(行政院農委會科技處) 

14：00-14：20 

(20分鐘) 
茶敘 

14：20-14：50 

(30分鐘) 

專題演講(二) 

生物技術在農業上之應用 

主講人：羅朝村院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 

14：50-15：20 

(30分鐘) 

專題演講(三) 

無人飛行器在農業上之應用 

主講人：吳晉東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智慧農業園區研究中心) 

15：20-15：40 

(20分鐘) 
茶敘 

15：40-16：30 

(50分鐘) 

綜合論壇及閉幕式 

(邀請大葉大學黃俊杰研發長、明道大學劉程煒院長及三位

演講貴賓分享”農業*科技”主題) 

16：30-17：00 

(30分鐘) 
植物工場及校園參觀 

學海堂 

S445教室 
17：00 賦歸 

 

  

附件四 



議題五：藝術與設計的前瞻與智慧應用策略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南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協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活動聯絡人：南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王小姐 05-2721001#2201 

 

時間 議程 地點 

12:40-13:00 

(20分鐘) 
報到 

中道樓 

Z510教室 

13:00-13:15 

(15分鐘) 
開幕式、院長致詞、貴賓介紹 

13:15-13:20 

(5分鐘) 
團體合照 

13:20-14:20 

(60分鐘) 

專題演講(一) 

藝術與設計的前瞻與未來發展趨勢 

主講人：黃世輝院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14:20-14:40 

(20分鐘) 
茶   敘 

14:40-15:40 

(60分鐘) 

專題演講(一) 

向前看？向後看？與時代風格俱進的藝術設計 

主講人：馮冠超院長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 

15:40-16:00 

(20分鐘) 
茶   敘 

16:00-17:00 

(60分鐘) 

綜合座談: 

主題：提升國際化與能見度 

主持人：盧俊宏院長(南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17：00 賦歸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