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 參與人 活動說明
1 2021年1月5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9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眉原部落 (1戶，共100隻)
2 2021年1月7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7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信義鄉部落 (2戶、共150隻)
3 2021年1月15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5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象鼻部落(1戶，共110隻)

4 2021年1月18日
互助國小「手繪小書製作
活動與見面會場勘」

參訪 20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清流部落互助國小，與校長、主任和
全校老師互相認識並進行部落場勘。

5 2021年1月23日
互助國小討論會與秋野芒
劇團表演

參訪 141 秋野芒劇團到互助國小表演，圖資所學生前往參加，與部落居民和師生共同觀賞。

6 2021年2月3日 清流部落蹲點活動
其他：
訪談攝

8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清流部落對兩位耆老—郭明正老
師和張大偉老師就部落遷移史和族群文化進行訪談紀錄與攝影。

7 2021年2月4日 中原、眉原部落蹲點活動
其他：
訪談攝

12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中原、眉原部落對幾位耆老就三
大部落的遷移史和族群文化進行實地走訪紀錄與攝影。

8 2021年2月5日 清流部落蹲點活動
其他：
訪談攝
影

10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學生，至清流部落對三位耆老就部落遷移
史、族群文化和部落流傳歌曲等議題，進行訪談記錄與攝影，並於會後帶領學生進行
回饋與反思。

9 2021年2月13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7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眉原部落(1戶，共120隻)
10 2021年3月5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6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信義鄉部落 (2戶、共140隻)
11 2021年3月8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12 雛雞孵育後配送至眉原與中原部落 (眉原1戶160隻、中原6戶計380隻、共540隻)

12 2021年3月12日
互助國小「老幼共學課程
與影片攝影」

工作坊 77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互助國小參與耆老與孩子的共
學課程，並進行課程與影片素材搜集，也讓大學生從老幼共學課程中觀察和學習課程

13 2021年3月19日
互助國小「老幼共學課程
與影片攝影」

工作坊 77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互助國小參與耆老與孩子的共學
課程，並進行課程與影片素材搜集，並於課後帶領大學生進行回饋與反思。

14 2021年3月20日
本計畫團隊（Hub 與種
子）與社區幹部、馬鳴學
校初訪與認識

會議、
座談會

25
綜合座談會，彙整社區居民、領導者、馬鳴國小校長及主管、專家學者意見。本種子
計畫團隊進行社區資源盤點與訪問調查等

15 2021年3月27日
「中臺灣古道、部落與人
文旅遊」戶外教學

參訪 34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帶領「中臺灣古道、部落與人文旅遊」課程學生，至清流部落進
行耆老訪談及狩獵文化體驗之實地體驗。

16 2021年4月3日 社區景點參訪 參訪 24
社區參訪與實務操作示範：進行臺灣與國際生參訪學習、社區重要休憩景點與歷史古
蹟等參觀與解說示範、社區人文傳統、農業生態景觀等認識與交流

17 2021年4月6日 雞隻常見疾病與防疫 講座 5 雞隻常見疾病與防疫 (3戶 5人參加)
18 2021年4月6日 土雞飼養輔導工作坊 工作坊 2 眉溪現地訪視與解決問題

19 2021年4月11日
獸醫開講：到府安樂問與
答 ｜ 愛的最後一哩路系列
講座

講座
邀請享家 寵物到府/到院安樂 - 獸醫師專職到府/到院善終服務/善終諮詢  的李明翰獸
醫師，與民眾分享到府安樂的大小事。除了詳細解析如何使用 #生活品質評估表，也
讓民眾了解到府安樂的流程和目前面對到的困境

20 2021年4月20日 木工課暨SDGs簡介（一） 課程 19
「阿卡迪亞學校」2021春季課程：透過認識木工相關器具及安全注意事項，延伸社區
意象木工作品雕刻製作，進階探討探討社區如何結合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標意

21 2021年4月23日 社區景點參訪 參訪 13 初步完成亮點行程之規劃設計及協助觀光巡禮地圖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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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1年4月24日
提前準備：當最後一天來
臨時

講座
 #愛的最後一哩路 系列講座第二彈「提前準備：當最後一天來臨時」，邀請到  周家
花園 團隊，以身兼飼主與寵物殯葬業者的身分，和民眾分享寵物後事的前、中、後是
如何進行的。透過剖析過去的生命故事，闡述自己是如何輕輕地，將一輩子的心頭肉

23 2021年4月26日
前進地利原民部落產業(達
瑪巒)

參訪 6

實踐場域：信義鄉地利村
參與人員：地利村長幸國光
內容：教授帶領助理與學生進入社區，深入了解調查社區發展困境，與討論未來合作
事宜。

24 2021年4月26日
梅有妳/你不行─USR與CSR
合作討論

參訪 6

實踐場域：信義鄉梅子夢工廠
參與人員：廠長張志雄
內容：教授帶領助理與學生進入梅子夢工廠，認識在地產業發展並討論USR與CSR合
作，共創價值。

25 2021年4月27日 木工課暨SDGs簡介（二） 課程 17
「阿卡迪亞學校」2021春季課程：透過認識木工相關器具及安全注意事項，延伸社區
意象木工作品雕刻製作，進階探討探討社區如何結合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標意

26 2021年4月30日
互助國小「手繪小書與影
片攝影」

工作坊 20
圖資所宋慧筠教授、業師陳東玉老師，帶領大學生們至互助國小引領孩子發揮想像力
結合生活經驗，創作手繪創意小書，並與族語老師協同教學，共創族語繪本。

27 2021年5月2日 桌遊工作坊 工作坊 3 透過桌遊工作坊，了解遊戲與教學間的連結度，凝聚團隊感情、增進夥伴間的默契。

28 2021年5月4日
循環經濟新作為，實踐永
續理念暨永續農業耕作案
例分享及實踐

課程 31
「阿卡迪亞學校」2021春季課程：認識SDGs循環永續：水資源、碳封存、土壤與飲
食健康、探討社區仿生科技農法及輔醫農業之運用及永續耕作案例分享。

29 2021年5月7日 正瀚生技實踐場域參訪 參訪 58
正瀚生技位於南投中興新村，臨近國立中興大學中興新村校區，希望藉由USR計畫，
行銷推廣帶動地方創生。

30 2021年5月11日
從全球到，台灣到城鄉的
SDGs

課程 16
「阿卡迪亞學校」2021春季課程：社區推廣SDGs永續發展理念，認識SDGs循環資源
永續及各國面臨之難題，藉由世界咖啡館案例探討，以他國為借鏡，如何針對台灣因

31 2021年5月14日
人群地圖工作坊、工作圈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工作坊

10
人群地圖工作坊由芳綾老師向隊輔及機動人員等夥伴們介紹人群地圖課程、設計理
念；工作圈會議進行疫情說明、實驗教育教師課程介紹、營隊可能異動之細節、討論
光復新村場勘事宜。

32 2021年5月16日
「賽德克族餘生紀念館」
新建工程開工典禮儀式

其他：
重要活
動

20
結合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投入近四百萬工程協助南投縣仁愛鄉互助
村清流部落「賽德克族餘生紀念館」規劃無障礙友善環境，落實文化平權，讓賽德克
族餘生紀念館能被更多人看見。

33 2021年5月16日
獸醫開講：死亡與安寧緩
和 ｜ 愛的最後一哩路系列

講座
「愛的最後一哩路」系列講座邀請「老妞的犬貓照護團隊」郭貞伶獸醫師，帶領民眾
一起 #重新看待飼主與寵物的關係，了解善終的選擇之一： #安寧照護。

34 2021年5月23日
興大學生帶領之馬鳴社區
體驗活動

活動 6
規劃農村旅遊體驗並與馬鳴社區居民、國小之交流參訪（因疫情關係，改為虛擬導覽
解說影片拍攝）

35 2021年6月18日
停聚不停食—「粉紅窯烤
歐式麵包」

其他 4
本計畫與後龍鎮水尾社區共同企劃，運用在地青農種植之火龍果，搭配營養師諮詢，
製作適合高齡長者食用之「粉紅歐式麵包」。透過社區每日送餐行動餐車，將營養健
康的特色麵包分送至社區各長者家中。

36 2021年7月6日 現地訪視與解決問題 工作坊 8 信義鄉以法蓮農場現地訪視與解決問題、教授雞隻人工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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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 參與人 活動說明
110年度實踐場域活動總表

37 2021年7月6日
社區芙蓉菊在地創生產業
初步規劃

參訪 3
計畫主持人親訪王升陽院長及研究團隊，除交付社區芙蓉菊植物進行研究分析外，並
探討芙蓉菊為馬鳴社區在地創生產業可行性。

38 2021年7月13日
芙蓉研製及整體計畫規劃
與執行線上會議

會議、
座談會

6
計畫主持人協同王升陽院長及計畫執行團隊進行芙蓉的成份結果分析、優勢、及發展
面向討論，未來並可結合現有社區導覽與土地公在地信仰文化的推廣。

39 2021年7月14日
與社區學員測試線上系統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16
計畫主持人協同馬鳴國小校長、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與社區居民因應防疫期間，實務
利用線上課程方式達到停課不停學目的，並透過線上方式關懷社區成員。

40 2021年7月14日 計畫工作線上會議
會議、
座談會

4
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執行團隊，討論「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規劃及芙蓉種植
規劃。

41 2021年7月15日
神岡區溪洲社區合作意向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10

了解溪洲社區現階段的需求與未來發展
協助開設青農講座，共計三堂
社區場域活化再利用基地場勘
社區產品發表的包裝改良與建議

42 2021年7月15日
三義鄉雙潭社區合作意向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10
社區場域活化再利用基地場勘(調閱文史資料)
與社區總幹事、民代訪談討論未來可協助社區活動發展的計畫內容與有無合作意願

43 2021年7月16日
霧峰區六股社區合作意向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10

社區理事長帶領中興大學USR團隊參觀社區開發產品─紫錐花系列
參觀社區欲活化之綠場域空間，與初步討論空間中可改造的方向與提供建議
除了紫錐花產品的推廣理事長也提到社區有種植白草莓，與周邊的場域聯合起來發展
成為特色場域

44 2021年7月20日 咖啡線上課程(一)
線上課
程

13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防疫期間夥伴關係不斷線，我們從咖啡課裡訓練味
覺更加敏銳，享受宅家泡咖啡。進階咖啡搭配外埔五寶包含稻米、火龍果、葡萄、蜂
蜜、芋頭等食用體驗。

45 2021年7月21日 合作模式討論會
會議、
座談會

8
1.  對本計畫大學端與小學端之合作模式和推動方式及行程進行討論
2.  探勘三間合作學校：秀林國小、溪邊國小、鯉魚國小的校園及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

46 2021年7月21日
三義鄉雙湖社區合作意向
會議

會議、
座談會

10
與社區理事長介紹計畫內容
討論結合三義鄉社區青農─茅香炭坊羅志方融入社區課程與產業發展

47 2021年7月27日 咖啡線上課程(二)
線上課
程

21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防疫期間夥伴關係不斷線，我們從咖啡課裡訓練味
覺更加敏銳，享受宅家泡咖啡。進階咖啡搭配外埔五寶包含稻米、火龍果、葡萄、蜂
蜜、芋頭等食用體驗。

48 2021年7月31日
在清流部落讓機器人動起
來的STEAM教育研習營前

工作坊 16
透過舊城區團隊的成員提供STEAM教育經驗與觀念，由清流團隊的團隊成員進入場域
教學。此次活動為營前的培訓課程，令清流團隊人員了解如何操作mBOT與執行課

49 2021年7月31日 部落家屋展覽建置 工作坊 15
此活動講解家屋材料及家屋的地理位置，透過耆老的說明可知家屋會隨著遷移地點不
同，所使用的材料也會有所不同。透過這次課程讓大家更能了解早期生活住所。

50 2021年7月31日 社區型圖書資源硬體建置 工作坊 5 協助社區型圖書資源硬體建置，了解建置過程需具備之條件和技巧。

51 2021年8月1日
賽德克族家屋培訓導覽線
上課程

工作坊 40
因疫情影響，賽德克族家屋培訓導覽課程以線上方式進行，並開放YOUTUBE直播，
以利各年齡層使用，此次活動參加人數達40人，透過專業的導覽知識課程解說，供參
與者訓練第二專長。

52 2021年8月3日 部落種雞舍籌建 工作坊 3 眉溪部落種雞舍雞籠與孵化機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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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21年8月18日
政治大學與中興大學USR跨
校交流-「阿卡迪亞學校」
體驗課程

課程 13
計畫主持人與政大參訪貴賓闡述馬鳴社區共好的理念，並讓與會貴賓實際體驗社區課
程。

54 2021年8月20日

從興愛馬鳴到再造《阿卡
迪亞》 - 對芙蓉菊六級產業
的期許，園藝作物栽培管
理原則及技術線上課程

線上課
程

18
計畫主持人邀請興大專業老師與社區發展重要幹部及成員，深入社區芙蓉菊探討及分
析，芙蓉作物栽培的技術指導，及馬鳴社區芙蓉菊六級產業推廣。

55 2021年8月22日
在清流部落讓機器人動起
來的STEAM教育研習營

其他營
隊活動

60
清流團隊攜手舊城區團隊，進入清流部落與當地的居民學童互動，透過MBOT機器人
課程教學實踐STEAM教育精神，讓小朋友實際操作與了解機器人操作邏輯與程式碼對
執行程序的關係。

56 2021年8月22日
夏令營物理科普教育
STEAM教學

工作坊 100
110年8月22日的科普教育，邀請興大物理系吳秋賢老師至部落進行STEM教學與基礎
學科一起培養創造力和發散性思維，並和小朋友進行物理觀念互動。

57 2021年8月30日
常見無脊椎與蛛形綱動物
調查與自動照像機架設(一)

其他_田
野調查

4
1.  帶領本校學生及合作的三所小學有興趣之學生進行小學範圍內與鄰近地區的所有環
境和野生無脊椎動物(大型昆蟲、蛛型綱)的調查與記錄。
2.  於三所國小與週邊架設自動照相機，調查鄰近地區出沒生物。

58 2021年9月3日
脊椎動物生物多樣性調查
(一)

其他_田
野調查

6
帶領本校學生及合作的三所小學有興趣之學生進行小學範圍內與鄰近地區的所有環境
和野生脊椎動物(鳥類、兩棲類、爬行動物)的調查與記錄。

59 2021年9月9日 清流部落耆老口述訪談
其他：
訪談攝

4
歷史系陳慧先老師、外文系陳淑卿老師等，至清流部落拜訪耆老邱建堂先生，請益清
流部落戰後發展等議題。

60 2021年9月10日
芙蓉菊六級產業推廣 – 芙
蓉基礎概念與實務種植養

課程 19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以馬鳴國小旁的農地，進行整地、排水措施、芙蓉
植栽種植等實作。

61 2021年9月13日
〝梅〞好時刻─USR與CSR
合作討論

參訪 7
實踐場域：信義鄉梅子夢工廠
參與人員：廠長張志雄
內容：教授帶領助理與學生進入梅子夢工廠，討論USR與CSR課程合作事宜，共創價

62 2021年9月13日 〝原〞文化 參訪 7
實踐場域：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
參與人員：協會成員，金全慶
內容：老師帶領學生與社區幹部一同盤點原住民文化資源，協助社區提案計畫。

63 2021年9月14日 社區場域經營與規劃管理
會議、
座談會

10
巡視社區可利用之空地做場域規劃（台鐵一塊三角荒廢的土地）與後續建議
協助社區計畫書的架構擬定與撰寫內容時的細節提醒

64 2021年9月18日 現地訪視與解決問題 工作坊 2 眉溪部落種雞舍風扇與冷卻設備功能檢視
65 2021年9月19日 社區型圖書資源建置 工作坊 5 協助社區型圖書資源硬體建置，了解建置過程需具備之條件和技巧。
66 2021年9月23日 雛雞孵育與配送 工作坊 6 雛雞孵育後配送泰安鄉象鼻部落 (2戶，共270隻)

67 2021年9月23日
產學合作企業公司與產品
簡介

講座 24
參與人員：修課學生
內容：線上演講，讓學生們認識梅子夢工廠從農會發展到產品研發創新的歷程，進行
分組挑選主題作業。

68 2021年9月25日
脊椎動物生物多樣性調查
(二)

其他_田
野調查

8
帶領本校學生及合作的三所小學有興趣之學生進行小學範圍內與鄰近地區的所有環境
和野生脊椎動物(鳥類、兩棲類、爬行動物)的調查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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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21年9月27日 計畫工作線上會議
會議、
座談會

4
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執行團隊討論「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規劃及芙蓉菊產業
推廣進度討論。

70 2021年9月28日
芙蓉菊六級產業推廣 – 芙
蓉手工皂製作

課程 22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透過手工皂製作基礎概念學習，並開發出芙蓉配方
手工皂進行實作。

71 2021年9月30日
芙蓉菊六級產業推廣 – 生
態廚房與馬鳴社區文化結

課程 31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由食物記憶及生態廚房簡介，引領芙蓉菊香錐製作
及馬鳴社區在地食材生態廚房實作，並結合馬鳴社區在地文化。

72 2021年10月1日 大明高中潭子校區參訪 參訪 13
計畫主持人協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及中心團隊至大明高中罈子校區參訪，並與大
明高中校長、副校長等探討合作議題，如設計科師生參與本計畫創生產品包裝設計。

73 2021年10月2日
2021綠色照顧暨文蛤節—
「阿嬤ㄟ胖」烘培品牌成
立

其他 5
本計畫依據苗栗縣後龍鎮水尾社區之社區人文特色、作物及其他條件，並與在地輕農
進行合作，輔導其打造社區高齡烘培品牌「阿嬤ㄟ胖」，於2021綠色照顧暨文蛤節活
動進行籌備處成立揭牌儀式。

74 2021年10月3日 移工人生桌遊工作坊 工作坊 10

參與者透過輪流抽卡牌體會不同職種之外籍移工在台灣的工作與生活經歷。參與者會
從母國出發到台灣工作，需適應工作職場、感受加班抉擇及體驗有限度的休閒娛樂，
每張卡牌都代表這些歷程中的真實事件。透過寓教於樂的桌遊，讓參與工作坊的夥伴
們更了解移工議題。

75 2021年10月4日
梅子夢工廠_社會責任_經驗
分享

講座 24
參與人員：修課學生
內容：線上演講，讓學生們認識梅子夢工廠從農會發展與支持在地農民，輔導期轉型
與社會回饋的精神，並進行分組討論。

76 2021年10月5日 雛雞孵育後配送 工作坊 12 雛雞與成雞配送眉溪部落(5戶，雛雞270隻、成年母雞50隻、公雞10隻，共330隻)

77 2021年10月7日 馬鳴社區遊程規劃工作坊 工作坊 22

透過與社區合作及課程培訓，本團隊與學生一起為社區規劃亮點行程，包含馬鳴社區
人文生態重要景點，遊客可實際走訪福隆宮、邱家百年古厝、公婆祠、生態公園與土
角厝示範區等景點，體驗在地媽媽提供的農村廚房體驗（菜園參訪、採收食材、
PIZZA及花草茶等製作），並協助建立中英文版的景點解說本。

78 2021年10月8日 自動照像機調查(一)
其他_田
野調查

2 於三所國小與週邊架設自動照相機，調查鄰近地區出沒生物。

79 2021年10月12日
芙蓉菊六級產業推廣 – 芙
蓉基礎概念與實務種植養

課程 19
「阿卡迪亞學校」2021夏季課程：以馬鳴國小旁的農地，進行整地、排水措施、芙蓉
植栽種植等實作。

80 2021年10月13日
建構一個與自然風土共好
的人文社區

線上課
程

29
親職教育課程：案例分享，結合人智學建築理念、華德福教育、綠色建築概念等，進
而發展出社區合作住宅，並建立起穩固的社區夥伴關係。

81 2021年10月15日
馬鳴社區解說導覽實務工
作坊

工作坊 20
透社區居民共識活動，經由課程教授與分組活動，將社區具有特色的地點盤點、討論
及分類，從居民角度與過去體驗經驗，形成社區的觀光巡禮地圖初稿所包含的資訊內
容（含宗教、農業、生態與文化）。

82 2021年10月17日 脊椎動物學課程戶外教學
其他_田
野調查

30
1.  脊椎動物生物多樣性調查
2.  常見脊椎動物之觀察
3.  認識食蛇龜外型與保育現況

83 2021年10月18日 友善土雞生產與行銷 講座 0 眉溪部落講授友善土雞生產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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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021年10月21日
馬鳴社區稻稈手工藝品工
作坊

工作坊 22
邀請稻稈手作達人李奇進老師前來，與社區居民長輩一起為生產稻作出名的馬鳴社區
開發稻稈廢棄資材再利用的手工藝品創作「馬稻成功」，以協助社區透過手作體驗
DIY活動建立馬鳴社區的馬稻意象，以豐富化馬鳴社區的觀光遊憩與文化資源。

85 2021年10月23日
機器人動起來STEAM教育
研習營

工作坊 16
透過舊城區團隊的成員提供STEAM教育經驗與觀念，由阿卡迪亞團隊的團隊成員進入
場域教學。此次活動為營前的培訓課程，令阿卡迪亞團隊人員了解如何操作mBOT與
執行課程。

86 2021年10月25日
常見無脊椎與蛛形綱動物
調查(二)

其他_田
野調查

4
帶領本校學生及合作的三所小學有興趣之學生進行小學範圍內與鄰近地區的所有環境
和野生無脊椎動物(大型昆蟲、蛛型綱)的調查與記錄。

87 2021年10月25日 種雞飼養管理 講座 0 眉溪部落講授種雞飼養管理

88 2021年11月26日 蕈優生技實踐場域參訪 參訪 20
蕈優生技位於彰化縣埔心鄉，為國立中興大學中興實習商店合作廠商，希望藉由USR
計畫，行銷推廣帶動地方創生。

89 2021年12月9日
浪愛延續講座-新手犬貓爸
媽指南講座-談照顧方式與

講座 地點:圖書館三樓團體室

90 2021年12月10日
浪愛延續講座-新手犬貓爸
媽指南講座-談常見疾病和

講座 - 地點:圖書館三樓團體室

91 2021年12月13日 種雞飼養管理 講座 4 眉溪部落講授種雞飼養管理

92 2021年12月15日
台中動物之家后里園區外
語導覽-1場

其他 -
與校方國際處或僑生社團合作，進行台中動物之家后里園區外語導覽，舉辦各國流浪
動物議題交流分享等等，同時增加地方產業連結與學生在地視野。

93 110年10月17日 惠蓀林場

參訪
工作坊
環境解
說教育

65

USR 種子團隊地方創生—五城大雁桂林傳情計畫以本校食生系及科管所學生為主要餐
與對象，於110年10月17日於本校位於南投仁愛鄉之惠蓀林場肉桂植物園區舉辦「惠
蓀真桂園區」肉桂植物巡禮參訪活動，邀請本校曾彥學及邱清安教授擔任解說導覽老
師，所有參與學生均收穫滿滿。

94 110年9月~111年1月 科管所行銷管理課程

參訪
專案設
計發表
期末展

42
藉由課程進行「桂茗園」品牌知名度、品牌相關產品進行巿場分析、設計不同行銷策
略並進行實作、不同商品搭售組合設計及效益評估、品牌目標巿場進行分析，瞭解不
同消費者族群之需求差異、設計兩項網路行銷推廣活動及相關推廣活動等。

95
2020年12月31日-110年01月02

日
新年活動拍攝及六社耆老
訪談

其他：
訪談攝
影

50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至清流部落影像紀錄部落新年活動，如除夕夜煙火、新年祭祖、
大會舞等。並訪談霧社事件六社耆老（除了Truwan社目前已無後代居住於部落），
紀錄霧社事件口述。

96 2021年01月09日-01月10日 清流部落梅花季拍攝
其他：
訪談攝
影

10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至清流部落訪談梅子樹種植、梅子採收及醃梅子、釀梅酒之記
憶。並在梅花季節拍攝部落青年及兒童進行射箭活動、古謠樂舞傳承之過程，作為計
畫微電影之素材，亦可用於部落宣傳影片。

97 2021年01月16日-01月17日
狩獵面面觀(原住民族教育
資源開發館際合作案)

工作坊 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本館和中興大學共同合作：狩獵面面觀-原住民教育資源開發館際合
作案，於1/16（六）-1/17（日）在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舉辦，來到清流部落體驗
賽德克族文化，並可順道至惠蓀林場來場森林浴，感受充滿原味的週末假期。

98 2021年01月21日-01月22日 清流文建站拍攝
其他：
訪談攝
影

10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在文建站舉辦座談會，主題為霧社事件與狩獵、織布文化，並由
四個部落年輕人參與，進行世代記憶傳承，同時也讓部落年輕一代學習口述訪談之技
巧。並以影像紀錄部落文建站每日例行活動、巡迴醫療以及到中原部落看眼科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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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021年07月1日-8月31日 部落青年培力培訓計劃 工作坊 30
此活動因應疫情關係，大學透過遠端視訊與部落青年討論暑期在部落自主學習。成果
為自然耕種法學習過程、文化歌謠等拍攝影片製作。

100 2021年11月
從性別看霧社事件與清流
部落

講座 33
導入霧社事件與清流部落的歷史，探討性別在事件的歷史敘事及清流部落的生命史當
中值得探討的地方。藉此帶領同學思考如何以更多元、豐富的面向來惠顧歷史事件與
歷史記憶的問題。

101 2021年11月8日-12月31日 「愛的最後一哩路」展覽(2)其他 -
與地方社區產業連結，於興大圖書館一樓，展出「愛的最後一哩路」展覽，共同推廣
寵物的臨終生命教育，讓前來消費的飼主建立正確的飼養價值觀。與雲林科技大學創
意生活設計系合作，進行圖文設計與展板輸出，並重製為網路素材在社群二次傳播。

102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1)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3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2)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4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3)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5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4)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6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5)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7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6)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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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 參與人 活動說明
110年度實踐場域活動總表

108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偏鄉絕育活動(7) 其他 100
每月不定期帶領團隊，至偏鄉進行為期數天的絕育手術。與地方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供當地民眾預約報名，並確認該場次可誘捕絕育的流浪動物隻
數，隨著場次增加，地方民眾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109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私立收容所疫苗施打(1) 其他 -
動物傳染病易出現在高密度飼養空間內，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擴散，由執照獸醫
帶領中興大學獸醫系研究生進行疫苗注射，由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的
實習生擔任獸醫助理，將社會責任融入獸醫養成教育之中。

110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私立收容所疫苗施打(2) 其他 -
動物傳染病易出現在高密度飼養空間內，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擴散，由執照獸醫
帶領中興大學獸醫系研究生進行疫苗注射，由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的
實習生擔任獸醫助理，將社會責任融入獸醫養成教育之中。

111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私立收容所疫苗施打(3) 其他 -
動物傳染病易出現在高密度飼養空間內，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擴散，由執照獸醫
帶領中興大學獸醫系研究生進行疫苗注射，由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的
實習生擔任獸醫助理，將社會責任融入獸醫養成教育之中。

112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私立收容所疫苗施打(4) 其他 -
動物傳染病易出現在高密度飼養空間內，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擴散，由執照獸醫
帶領中興大學獸醫系研究生進行疫苗注射，由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的
實習生擔任獸醫助理，將社會責任融入獸醫養成教育之中。

113 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 私立收容所疫苗施打(5) 其他 -
動物傳染病易出現在高密度飼養空間內，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擴散，由執照獸醫
帶領中興大學獸醫系研究生進行疫苗注射，由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的
實習生擔任獸醫助理，將社會責任融入獸醫養成教育之中。

114 2021年3月-110年8月 「愛的最後一哩路」展覽(1)其他 -

與地方社區產業連結，於台中市南屯區「樂享森活Le Chien」餐廳、興大圖書館一樓
，展出「愛的最後一哩路」展覽，共同推廣寵物的臨終生命教育，讓前來消費的飼主
建立正確的飼養價值觀。與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合作，進行圖文設計與展板
輸出，並重製為網路素材在社群二次傳播。

115 2021年3月26日-5月12日
中興大學園藝療育活動實
作培訓工作坊-內部種子培
訓

工作坊 6
安排5場次各式園藝活動，包含：基礎種植與栽培、香草植物扦插與應用、多肉植物
組合盆栽等工作坊，建構內部種子基礎園藝觀念與技術。經由課程培育後，安排至本
計畫各區塊進行相關操作。

116 2021年6月2日-5月13日 後龍溪洲食農教育綠場域 其他 2
由吳振發教授指導學生協助後龍鎮溪洲社區設計高齡友善社區菜園，此菜園為提供社
區每日供餐使用。(設計包含：無障礙菜園、溫室、魚菜共生、環境改善等)，日後規
畫發展成為健康食農教育場域。

117 2021年8月21日-8月25日
夏令營-踏尋彩虹橋 參與部
落再生2.0

工作坊 100

國立中興大學與曉明女中服務團及部落高國中小學孩子於8月21日至8月25日在南投縣
仁愛鄉清流部落辦理「夏令營-踏尋彩虹橋 參與部落再生2.0」，此活動從母語的學習
開始，其中還包括家屋的參觀、繩結教學、文化旅遊設計、科普教育，更延伸至眉
溪、城鄉部落的交流，最後用部落樂舞結束完美的五天四夜。

118 2021年8月3日-8月7日
清流原青培力：影像與文
史工作坊

工作坊 25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至清流部落辦理線上工作坊活動。建立部落青年對於霧社事件文
史資料、歷史論述之理解，進而根據自身見解與問題意識，建置餘生紀念館導覽輔助

119 2021年9月17日-9月20日 微電影及部落生態拍攝
其他：
影片拍

6
台文所朱惠足教授帶領團隊，針對清流部落的鳥類，進行生態及計畫影片拍攝，並紀
錄部落生態導覽的素材。

2639參與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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