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 12月 14日美國 Three Paws Animal Rescue 至本校浪浪醫療室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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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組】提供浪浪照護經驗 興⼤USR與美國流浪動物救援團體視訊會議交流

興新聞

⾸⾴ 興新聞 【公關組】提供浪浪照護經驗 興⼤USR與美國流浪動物救援團體視訊會議交流

更新時間：2020-08-03 08:40:56 / 張貼時間：2020-07-31 17:24:44  興新聞張貼者  單位 秘書室

新聞來源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1,104  分享

中興⼤學USR辦公室7⽉30⽇透過王精文副校⻑與台灣⼈壽凌氤寶前董事⻑牽線，邀請公勝保險經紀⼈公司、美國
紐約特殊外科醫院Daphne Ling、亞特蘭⼤州「Three Paws Animal Rescue」(三腳貓流浪動物救援團體)創辦⼈
Kalvin Ling，與深耕型計畫「浪愛⿑步⾛」USR團隊遠端視訊連線，針對台灣與美國在流浪動物議題進⾏分享與
交流。

浪愛⿑步⾛計畫主持⼈黃振文副校⻑表⽰，團隊在執⾏USR之前已有近20年為台中市偏鄉流浪動物進⾏絕育服務
的經驗，近三年更透過執⾏教育部USR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師⽣⼀起共襄盛舉，除了有效減少台中地區流浪動
物數量外，更積極推廣動物福祉，教育學⽣尊重、愛護⽣命，希望透過視訊會議交流，將⻑久以來建立的USR模
式經驗逐漸擴散⾄國際。

計畫靈魂⼈物林荀龍老師進⼀步分享⻑期以來與政府機關、⺠間團體建立起的合作模式，未來更希望能夠成立給
經濟弱勢的飼主及流浪動物後送醫療的「平⺠醫院」，增進流浪動物福祉、解決社會問題。

美國Three Paws Animal Rescue(三腳貓流浪動物救援團體)成立於2018年，創辦⼈Kalvin Ling為紀念在2012年因
骨癌⽽失去了⼀條腿的狗狗Sammy，將其命名Three Paws Animal Rescue。該組織致⼒拯救當地流浪貓狗的⽣
命，在收容所和志⼯的幫助下，在2年內營救1055隻流浪動物，也協助媒合流浪⽝貓尋找新主⼈，⽬前正在開發⼀
套寵物媒合APP，透過科技⽅式增加流浪動物被認養的機會。創辦⼈Kalvin Ling表⽰，下⼀步希望能在美國開立
⼀間動物醫院與寵物咖啡廳，除了節省醫療費外也可增加救援團體的經費，來拯救更多⽣命。

王精文副校⻑表⽰，希望透過線上的視訊會議，讓浪愛⿑步⾛USR計畫多與世界各地的愛狗⼈⼠進⾏交流，將師
⽣在流浪動物照護的寶貴經驗分享到國際，同時也吸取國外不同的經驗，期望未來雙⽅持續合作，讓兩⽅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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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照護⼯作能更加健全。

提供浪浪照護經驗 興⼤USR與美國流浪動物救援團體視
訊會議交流

稿源：2020-07-31/中央社 

中興⼤學USR辦公室7⽉30⽇透過王精文副校⻑與台灣⼈壽凌氤寶前董事⻑牽線，邀請公勝保險經紀⼈公司、美國
紐約特殊外科醫院Daphne Ling、亞特蘭⼤州「Three Paws Animal Rescue」(三腳貓流浪動物救援團體)創辦⼈
Kalvin Ling，與深耕型計畫「浪愛⿑步⾛」USR團隊遠端視訊連線，針對台灣與美國在流浪動物議題進⾏分享與
交流。

浪愛⿑步⾛計畫主持⼈黃振文副校⻑表⽰，團隊在執⾏USR之前已有近20年為台中市偏鄉流浪動物進⾏絕育服務
的經驗，近三年更透過執⾏教育部USR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師⽣⼀起共襄盛舉，除了有效減少台中地區流浪動
物數量外，更積極推廣動物福祉，教育學⽣尊重、愛護⽣命，希望透過視訊會議交流，將⻑久以來建立的USR模
式經驗逐漸擴散⾄國際。

計畫靈魂⼈物林荀龍老師進⼀步分享⻑期以來與政府機關、⺠間團體建立起的合作模式，未來更希望能夠成立給
經濟弱勢的飼主及流浪動物後送醫療的「平⺠醫院」，增進流浪動物福祉、解決社會問題。

美國Three Paws Animal Rescue(三腳貓流浪動物救援團體)成立於2018年，創辦⼈Kalvin Ling為紀念在2012年因
骨癌⽽失去了⼀條腿的狗狗Sammy，將其命名Three Paws Animal Rescue。該組織致⼒拯救當地流浪貓狗的⽣
命，在收容所和志⼯的幫助下，在2年內營救1055隻流浪動物，也協助媒合流浪⽝貓尋找新主⼈，⽬前正在開發⼀
套寵物媒合APP，透過科技⽅式增加流浪動物被認養的機會。創辦⼈Kalvin Ling表⽰，下⼀步希望能在美國開立
⼀間動物醫院與寵物咖啡廳，除了節省醫療費外也可增加救援團體的經費，來拯救更多⽣命。

王精文副校⻑表⽰，希望透過線上的視訊會議，讓浪愛⿑步⾛USR計畫多與世界各地的愛狗⼈⼠進⾏交流，將師
⽣在流浪動物照護的寶貴經驗分享到國際，同時也吸取國外不同的經驗，期望未來雙⽅持續合作，讓兩⽅的流浪
動物照護⼯作能更加健全。

訊息來源：國立中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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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教學 重要連結

【公關組】興⼤舉辦USR跨校共學論壇 四校與業界經驗分享

興新聞

⾸⾴ 興新聞 【公關組】興⼤舉辦USR跨校共學論壇 四校與業界經驗分享

更新時間：2020-10-30 14:55:54 / 張貼時間：2020-10-28 13:54:13  興新聞張貼者  單位 秘書室

新聞來源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623  分享

國立中興⼤學10⽉28⽇舉辦109年度USR跨校共學論壇，邀請中正⼤學、暨南⼤學、雲林科技⼤學、中興⼤學四
校與公勝保險經紀⼈進⾏⼤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經驗分享，吸引全國超過20校80位學員參與。 

論壇⾸先由興⼤Hub團隊「青銀樂園藝-花藝永續服務計畫」以及公勝保險經紀⼈公司，以USR X CSR座談會主題
揭開序幕，探討青年與⻑者照護經驗、⼤學與企業共同合作經驗與重要成果，公勝保險在⾼雄地區設立「開⼼農
場」志⼯服務站，希望透過與興⼤「青銀樂園藝」的合作，帶入⽣活園藝、樂齡園藝的概念，服務更多⻑者。

興⼤電機系賴慶明副教授介紹⼤學特⾊類萌芽型「清流部落賽德克族風華再現計畫」，該計畫結合興⼤⼈社中
⼼、農學院、管理學院及電資學院領域教師，透過綠能科技、⼟雞飼養、⽣態步道、傳統家屋藤編、織布⼯作坊
等，推動綠能⽣態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部落產業發展，會中也撥放以教育為主題拍攝的微電影「上⼤學前的
夏天」，為論壇增添溫馨的氛圍。

下午第⼀場講座由中興⼤學獸醫學系副教授林荀龍，簡報⼤學特⾊類深耕型計畫「浪愛⿑步⾛：流浪動物減量與
福祉實踐」，探討臺灣流浪動物問題，團隊今年加入跨校團隊，擴⼤服務場域⾄臺中、南投、苗栗與⾦⾨，並將
USR服務經驗與技術與越南、泰國、美國等國分享。今年度已完成絕育數量1004隻⽝貓、後送醫療動物83隻、私
⼈收容所施打疫苗服務925⽀以及成功媒介流浪動物領養共8隻。 

國立雲林科技⼤學⼯管系袁明鑑副教授，介紹⼤學特⾊類萌芽型計畫「雲林養雞產業之社會實踐計畫：溯源供應
鏈之塑造與永續營運」，期望建立供應鏈溯源管理平台，探討解決雲林養雞產業重要議題。團隊也結合U-start創
業團隊，分享USR實務案例，在課程中讓同學進入不同學習場域，探索如何將⾃⼰的專⻑與地⽅社會議題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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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國立暨南國際⼤學科技學院蔡勇斌院⻑，介紹⼤學特⾊類深耕型計畫「永續環境推動與⼈才培育計畫：深耕⽔沙
連x 開拓東南亞x 邁向SDGs」，期盼建構出⼀種綠⾊商業模式，推廣於其他農業⽣產的區域，藉以營造出綠⾊⽔
沙連地區的綠⾊經濟。相關研究成果於今年2⽉登上知名國際SCI期刊，以茭⽩筍⽥夜間燈照的紫⾊夢幻照片為該
期封⾯，讓世界看⾒臺灣，更認識臺灣之⼼埔⾥。

國立中正⼤學黃⼠銘研發⻑介紹國際連結類萌芽型計畫「⽵光發熱綠⾦計畫- 臺灣⽵業展風華」，以「雙贏國際合
作策略-國立中正⼤學USR實例」為主題，分享永續倡議－以⽵代塑、印度東北六邦⽵產業、國際鏈結推動歷程、
2020 世界兒童⽵攝影競賽，以及COVID-19 後USR Virtual Exchange學習模式等議題，希望藉由臺灣豐富⽵科技
研發能⼒，及⽵產業商品集合完整與優質的教育，推廣「⽵」創新經濟‧永續愛地球概念。 

興⼤舉辦USR跨校共學論壇 四校與業界經驗分享

稿源：2020-10-28/中央社 

國立中興⼤學10⽉28⽇舉辦109年度USR跨校共學論壇，邀請中正⼤學、暨南⼤學、雲林科技⼤學、中興⼤學四
校與公勝保險經紀⼈進⾏⼤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經驗分享，吸引全國超過20校80位學員參與。 

論壇⾸先由興⼤Hub團隊「青銀樂園藝-花藝永續服務計畫」以及公勝保險經紀⼈公司，以USR X CSR座談會主題
揭開序幕，探討青年與⻑者照護經驗、⼤學與企業共同合作經驗與重要成果，公勝保險在⾼雄地區設立「開⼼農
場」志⼯服務站，希望透過與興⼤「青銀樂園藝」的合作，帶入⽣活園藝、樂齡園藝的概念，服務更多⻑者。

興⼤電機系賴慶明副教授介紹⼤學特⾊類萌芽型「清流部落賽德克族風華再現計畫」，該計畫結合興⼤⼈社中
⼼、農學院、管理學院及電資學院領域教師，透過綠能科技、⼟雞飼養、⽣態步道、傳統家屋藤編、織布⼯作坊
等，推動綠能⽣態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部落產業發展，會中也撥放以教育為主題拍攝的微電影「上⼤學前的
夏天」，為論壇增添溫馨的氛圍。

下午第⼀場講座由中興⼤學獸醫學系副教授林荀龍，簡報⼤學特⾊類深耕型計畫「浪愛⿑步⾛：流浪動物減量與
福祉實踐」，探討臺灣流浪動物問題，團隊今年加入跨校團隊，擴⼤服務場域⾄臺中、南投、苗栗與⾦⾨，並將
USR服務經驗與技術與越南、泰國、美國等國分享。今年度已完成絕育數量1004隻⽝貓、後送醫療動物83隻、私
⼈收容所施打疫苗服務925⽀以及成功媒介流浪動物領養共8隻。 

國立雲林科技⼤學⼯管系袁明鑑副教授，介紹⼤學特⾊類萌芽型計畫「雲林養雞產業之社會實踐計畫：溯源供應
鏈之塑造與永續營運」，期望建立供應鏈溯源管理平台，探討解決雲林養雞產業重要議題。團隊也結合U-start創
業團隊，分享USR實務案例，在課程中讓同學進入不同學習場域，探索如何將⾃⼰的專⻑與地⽅社會議題做深刻
連結。

國立暨南國際⼤學科技學院蔡勇斌院⻑，介紹⼤學特⾊類深耕型計畫「永續環境推動與⼈才培育計畫：深耕⽔沙
連x 開拓東南亞x 邁向SDGs」，期盼建構出⼀種綠⾊商業模式，推廣於其他農業⽣產的區域，藉以營造出綠⾊⽔
沙連地區的綠⾊經濟。相關研究成果於今年2⽉登上知名國際SCI期刊，以茭⽩筍⽥夜間燈照的紫⾊夢幻照片為該
期封⾯，讓世界看⾒臺灣，更認識臺灣之⼼埔⾥。

國立中正⼤學黃⼠銘研發⻑介紹國際連結類萌芽型計畫「⽵光發熱綠⾦計畫- 臺灣⽵業展風華」，以「雙贏國際合
作策略-國立中正⼤學USR實例」為主題，分享永續倡議－以⽵代塑、印度東北六邦⽵產業、國際鏈結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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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世界兒童⽵攝影競賽，以及COVID-19 後USR Virtual Exchange學習模式等議題，希望藉由臺灣豐富⽵科技
研發能⼒，及⽵產業商品集合完整與優質的教育，推廣「⽵」創新經濟‧永續愛地球概念。 

訊息來源：國立中興⼤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81924.aspx

↑ 王精文副校⻑開幕致詞。

↑ 獸醫學系林荀龍副教授介紹「浪愛⿑步⾛：流浪動物減量與福祉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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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深耕成果展，興⼤電機系賴慶明副教授（左）介紹「清流部落賽德克族風華再現計畫」。

FOLLOW US

快速連結(網站)

快速連結(系統) 

健康安全資訊

網站資源

網站資訊

聯繫興⼤

Copyright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版權所有 國立中興⼤學全球資訊網

402 台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Tel : 04-22873181   聯絡我們

https://www2.nchu.edu.tw/news/id/1/page/0
https://www.nchu.edu.tw/upfile/web/22b8144339324ceeff253e5e0ba6b41451ee72c7.jpg
https://www.facebook.com/NCHU.tw/
http://sec.video.nchu.edu.tw/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edu.nchulife
https://www.nchu.edu.tw/opinion-mail/mid/563

	附件4-2-1  109年12月14日美國Three Paws Animal Rescue至本校浪浪醫療室參訪
	附件4-2-1提供浪浪照護經驗 興大USR與美國流浪動物救援團體視訊會議交流 - 國立中興大學(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附件4-2-2清流部落合作備忘錄掃描
	附件4-2-3公勝保經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