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科技大學推動社會責任整體運作及校務支持 

學校整體 USR 發展藍圖之推動及資源投入 

本校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不遺餘力，除了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

展藍圖外，更在人力、經費、及政策上投入許多資源，並於108年成立「大學社

會責任推動委員會」，109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通過後更成立「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辦公室」。未來規劃上，本校將努力成為中臺灣之 USR 中心，肩負起 USR
及 CSR 的連結平臺，透過大學與企業的合作，擴大及發酵中臺灣社會責任的實

踐，進而將執行經驗國際化，跨出臺灣並擴大連結，於國際社會貢獻本校之社會

責任，協助永續發展。整體結構如圖1所示。 

 

圖1本校 USR 發展藍圖、本期重點目標、及於校務發展重點 

1. 與國際接軌，於國際場域中善盡社會責任 
本校已於108年通過設立尤努斯社會型企業中心 (Yunus Social Business 

Centre, YSBC)，協助推廣、撫育社會型企業，善盡社會責任。YSBC 為國際社會

責任組織，本校除整合校內相關課程認證，培育青年學子，創造與地方連結，推

動青年社會創業外，已開始建立國際社會責任實踐之相關人脈，並期望透過參與

國際社會責任組織之年會與研討會，累積國際場域執行能量，結合本校 USR 執

行經驗，未來得以配合政府南向政策的推動，達到協助我國農村與南向國家執行

產業鏈結、經濟永續之目標。 
近年來本校投入許多資源，尤其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應納為重點。為達到本期



USR 國際化之目標，本校與菲律賓馬可仕大學、越南孫德盛大學、泰國亞洲學

人學院簽訂 MOU 強化雙方交流，合作學校持續增加中，除了培育了解南向國家

之產業、社會、人文等國際人才，更具海外專案執行能力之人才。 

2. 連結 CSR & USR  
本校規劃成為中臺灣 USR 中心，擔任中臺灣 USR 及 CSR 的連結平臺。本

校長期以來扮演著中臺灣企業人才培育重要基地，與企業之間的連結緊密，校友

更是深入各行業。過去幾年本校教師成立跨領域團隊，深入鄉鎮執行各項關懷及

合作計畫，善盡社會責任的同時，與在地產業鏈結，協助在地永續發展。高校深

耕辦公室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辦公室規劃成為 CSR & USR 連結平台，達到臺中

科大提供社會責任專業人力、企業挹注經費、在地鄉鎮提供實踐場域，三方攜手

合作，透過 CSR 及 USR 的連結，達到協助在地產業及區域的發展與經濟永續之

成效。 
本校第二期 USR 計畫由智慧產業學院組成跨領域、跨校、跨產業團隊，以

山城濁水臺3線地區之四鄉鎮為實踐場域，透過「產學攜手共伴」方式，從區域

產業連結切入，導入智慧科技、創新思維、擬定成功商業模式，達到培育學生專

業技能、產業經濟成長，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累積整合 CSR 及 USR 的

能量，以利後續中臺灣 USR 平臺的建立。 

3. 學校投入社會責任資源 
在實際經費與資源挹注方面，本校致力在善盡社會責任，因此針對 USR 計

畫之配合款項皆採取高度支持策略。本次 USR 計畫獲得教育部250萬元的執行

經費外，更獲得校長大力支持，挹注額外100萬元配合款強化本計畫之執行。而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對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亦大力支持，除原本 USR 經費外，無論

是在相關課程中落實創新教學及提昇教學品質面向，或是透過其他計畫資源支

持，皆投入相當經費協助計畫辦理，合計超過55萬元。作為主要執行單位的智慧

產業學院更在院務發展上，結合 USR 計畫中的智慧農業等主題，投入超過50萬
元的設備費和業務費，全院師生共同投入，全力推動本計畫。 
未來精進作法 

本校在 USR 推動上，今年度已完成主要執行單位設立，並透過校務、院務、

計畫型經費投入資源支持，下年度除了持續提供支援外，將更加強連結中部地區

認同「CSR X USR」的企業和組織，在實踐場域實現由本校提供社會責任專業人

力，由學校和企業共同挹注經費之目標。此外，亦將結合 YSBC 等國外組織與

國際接軌，積極投入國際大學社會責任相關活動，深化接軌國際網絡並累積國際

執行能量。 



學校支持 USR 之制度與措施 

本校在激勵師生參與 USR 的部分訂定許多鼓勵方案，並協助辦理成果發

表、表揚獎勵或記者會等活動，宣揚師生應建立公民行動權觀念，鼓勵實踐與

行動，站在地方層面思考問題，引發社會責任議題之關注，灌輸師生大學之社

會責任的觀念。整體結構如圖2所示。 

圖2 大學社會責任支持制度與措施 

1. 獎勵評鑑支持：教師評鑑加分，鼓勵教師參與社會責任之推動 
根據本校專任教師評鑑項目及標準表，教師執行教育部及其它政府部會補

助計畫，依所獲得之補助金額級距分別獲得不同點數。本期 USR 通過經費為250
萬元，參與教師共可獲得60點的評鑑加分。 

2. 法規面支持：鬆綁法規，核減基本授課時數，打造推動社會實踐之動力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明文規定教師主持或協助政府部門或私人機

構研究計畫等，得依本校教師獎勵及補助要點，簽請減免授課時數，且不受超支

鐘點時數限制，鐘點費由本校支給。本校成立 USR 計畫辦公室後，辦公室執行

長和副執行長因協助本校 USR 計畫已核減基本授課時數，投入更多心力實踐大

學社會責任。 

3. 人力支持：增加具備 USR 計畫經驗教師聘任，以提升計畫專業力 
本校因應教學與研究需要，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108年度本校之智慧產業學院聘任2位具 USR 申請及執行

經驗之專案教師協助本次109~111年度 USR 計畫。本校專案教師之薪資與福利

一律比照專任教師。此外，本校之校務基金進用人員要點近期更增訂辦法，將跨

領域人才培育與推動創新課程教學者納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範疇，對未

來本校 USR 計畫之執行時之人才培育課程，提供更多助益。 

4. 獎勵金支持：計畫人員工作酬金發放辦法 
為提升計畫人員之工作士氣，帶動創新與活力，增進同仁執行業務之專業知

能、工作效能及應變能力，本校訂有計畫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相關人員可依規

定辦理晉薪事宜。此外，本校計畫工作人員之起薪薪資優於校內校務基金約用人

員，相關休假制度比照校內約用人員，若表現良好有機會轉任約用人員職缺。 

5. 跨平臺合作：USR 跨域及對話平臺 
在教師社群部份，透過 USR 計畫的執行，每一學期固定舉辦課程分享與對

話活動，除了於校園推動師生對 USR 的知曉與了解，更促成不同領域的教師對

於 USR 計畫議題的認同，進而誘發其參與意願。 
本校 USR 計畫結合高教深耕計畫，每學期於校內舉辦跨域沙龍，鼓勵跨領

域對話，並希冀找到跨域合作的創新與創意可能性。此外，本校透過舉辦暑假營

隊結合高中生與大學生，倡導跨域及跨年齡的合作，共同學習、成長、討論，於

社會責任的實踐上激發出無限的可能性。 

6. 擴大能量的支持：鼓勵社團參與 
鼓勵現有學生社團扮演實踐者身份，對於推動社會責任之社團，校方給予較

為充沛資源以茲鼓勵；另規劃將社會責任之實踐，融入現有服務與學習課程，將

部分服務的場所，拉至計畫執行場域，讓本課程之學生加入執行者行列，增加學

生學習廣度與深度。 
經由上述各項本校幾年來從上到下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上的實際支持，提

升了本校師生團隊對社會責任的覺醒與認知，更加鼓勵師生參與 USR 執行的熱

情。透過相關制度和措施，整合本校、他校各領域之師生團隊、及外界資源與組

織，擴大計畫規模，期能提升本校於社會責任實踐之影響力及實踐力。 
未來精進作法 

在評鑑制度方面，未來將研擬把實際參與 USR 活動作為教師評鑑教學、產

學合作、服務之加分項目，鼓勵教師積極加入實踐本校 USR。在法規面上，未

來當教師(含服務未滿二年之新進教師及專案教師)在執行 USR 計畫所開設之專

案課程，將不受到超支鐘點時數及修課人數之限制，其授課鐘點得列計基本授課

時數。在人力資源方面，未來將支持計畫專案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協助其職涯

https://otc.nutc.edu.tw/ezfiles/6/1006/img/1883/116685804.pdf


長期發展規劃，培育熟稔本校資源基礎，長期推動本校 USR 之人才。 

校級 USR 整合與協調機制 

本校已將大學社會責任正式納入本校長期之人才培育目標及特色發展項

目，108年成立校級「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一級行

政及教學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本校具相關專長之教師擔任委員，

共同推動本校大學社會責任之整合與實踐。109年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通過

後，特設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辦公室」，配置專責人員，協助本校 USR 之校內

推廣及校外各項實踐活動。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及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中，USR 皆為重點之一。研發

處、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及特色躍升計畫辦公室在校級規劃上積極協助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之垂直橫向與橫向聯繫。此外，透過校級委員會建立本校各 USR 專

案間的媒合、合作、及整合平臺，連結校內外各資源，包含企業主、各鄉鎮產業

達人、各層級學校師生，擴大其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及認同，進而提高其對社會責

任的行動力，不管在企業的資金挹注、實習場域及學生實習機會的提供，以及各

層級學校帶著學生的參與，皆能達到 USR 的精神，以利社會責任之永續實踐。

以下分別就各面向說明過去整合機制、成效、及未來深化。 

1. 計畫合作與延續 
本校於第二期 USR 通過之 B 類計畫「啟動山城濁水臺3線-智慧創新商業模

式」，即與本校另一獲經濟部補助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智慧創新商業

模式啟動茶郷服務研發與經營管理技術提升計畫」做實踐場域的整合，將該關懷

計畫從規劃層面的輔導(於鹿谷茶鄉協助改善生產管理效能、產品創新研發、培

養行銷服務力)，更進一步導入本次 USR 計畫讓師生至在地場域實作與示範，協

助建立具競爭優勢之商業模式，不僅達到實際成果產出，又協助在地企業經濟永

續。 
此外，在同為 USR 計畫的整合方面，本次智慧產業學院所提之 USR 計畫，

規劃於計畫執行過程舉辦產學跨域實踐市集暨成果發表會。該市集將於本校校

區舉辦，並連結本校107~108年之 USR 計畫「國際永續發展視野，在地綠色商圈

實踐」之一中商圈實踐場域，持續發酵並擴大本校執行社會責任之成效。 



2. 學生學習效果之提升 
透過本校計畫間整合各式創新教學、USR 之校外教學場域的實作學習方式，

不僅讓學生除了拓展教室內學理部分的學習效果外，更藉由執行社會責任，讓師

生於校外之 USR 場域應用所學，提升學習興趣與效果。再加上透過 USR 的執

行，與在地之公家單位、各式組織、與企業建立聯盟關係，達到產官學研攜手共

學共伴之多贏成效。 

3. 教師成長及社群凝聚 
跨計畫整合的效益同時讓學校老師學習到，如何結合場域進行教學。透過

USR 課程分享、在地沙龍舉辦、增能培力課程的開設，開啟跨域之教師共學及

對話平臺，並建立教師之社群感，也鼓勵經營及精進教師成長社群，擴大教師間

的連結，並最終透過教學回歸到學生的學習效率提升，形成整合綜效，達到本校

「學習創新」、「永續經營」以及「智動校園」的校園整體發展目標，培育出具社

會責任概念之專業 Plus 複合型人才，以及協助在地永續發展。 
未來精進作法 

在計畫合作與延續方面，未來除了本次 USR 計畫原有的規劃之外，會更強

化其與校內其他產學計畫和資源進行合作，以 USR 計畫作為核心，進行資源和

技術上的聯繫與加值。例如本校研發處產學聯盟已有逾15家以上的聯盟夥伴，在

本校 USR 計畫實踐場域中有許多優質的小農產品，可供聯盟夥伴採購，一方面

可增進各企業或組織的 CSR，二方面亦可強化本校 USR 的執行績效。而在提升

學生學習效果方面，本年度已透過 USR 微學分課程的設立帶動了首波 USR 人

才庫的學生加入，在實踐場域和合作夥伴形成共學共伴。未來將持續辦理配套微

學分課程，並朝向形成學生社團的方向，以學生自主營運和傳承的方式提升學習

興趣與效果，強化本校 USR 人才庫的孕育能量。此外，本校也將整合校內包含

高教深耕及特色躍升計畫之資源，優先補助 USR 相關主題之社群，持續強化教

師社群聯繫。 

外部資源鏈結機制與做法 

本校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規劃，除納入校務發展計畫學習創新、永續經

營目標層級項下，亦將「宏觀視野 智慧服務 多元學習 現代校園」為學校發展

之願景，並承擔起區域發展與地方創生之推進者。因此，本校啟動有關落實大學

社會責任，例如，連結校園教學與社會議題等事務、明確將參與在地連結及強化



區域對本校的認同感列為校務發展，發揮大學價值之重要目標。 
本校鼓勵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透過學校所架接之整合與媒合平臺，投入商

業智慧服務與社會責任實踐之列，如：協助小型企業創新研發（文創木偶公仔設

計影像處理、腦波雲端模糊分類資料庫開發、餐飲資訊整合服務系統之最佳化商

品配置分析等）；協助中小企業跨界整合（輔導南投特色產業文化創意加值、可

食性紙容器商品設計開發諮詢與規劃等）；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及智慧財產價

值創造計畫（經濟部產業新視野在地特色智慧化、情緒識別即時反饋系統建置

等）；以上種種皆為建立產學鏈結機制之前置投入作業，扮演產業技術就近支援、

與企業合作，帶動區域發展等社會責任之任務。 
在取得外部資源方面，本校主要透過計畫申請，以及與外部機關合作等方式

協助 USR 計畫團隊。同時在支持跨校聯盟合作及師生參與他校 USR 計畫方面，

本校提供諸多鼓勵。此外，若有他校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所辦理的活動，本校也會

公告給師生知道訊息，並鼓勵師生參加。 
本次智慧產業學院之 USR 計畫「啟動山城濁水臺 3 線-智慧創新商業模式」，

更是將跨校與跨領域結合視為計畫重點之一，納入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勤益科

技大學之師生團隊，以及來自於企業之跨界解決方案。為了鼓勵本校師生的參

與，本校挹注超過計畫原所訂定之學校配合款額度，直接補助本校之 USR 計畫。 
USR 執行團隊更是在校長和計畫主持人的帶領下全力鏈結外界資源，USR

計畫辦公室除了順利簽下實踐場域：鹿谷、竹山、名間、林內之鄉鎮公所的合作

意向書，更已與超過 20 家在地產業和非營利組織，透過 USR 計畫說明會、地方

創生共識會議、產學攜手共伴工作坊的方式建立起夥伴關係，一方面積極擾動實

踐場域加入本校 USR 攜手行列，二方面在協助在地永續發展，實現聯合國 SDGs
上有著厚實的共識和民意基礎。 

在本校相關資源共同協助與支持下，本次智慧產業學院之 USR 計畫快速地

連結跨校資源以及實踐場域網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仍展現跨界合作和 USR 擴

散成果。今年 7 月 30 日教育部委員訪視時表示，本校現階段成果遠超乎預期，

在計畫通過的短短半年之內(4 月~7 月)，以 250 萬元的經費，卻展現如同 USR
第一期就扎根般地地方支持和執行進度。 
未來精進作法 

本校 USR 執行團隊今年度透過 USR 計畫說明會、地方創生共識會議、產學

攜手共伴工作坊…等方式順利取得與在地業者的合作共識，下一階段將更深化

彼此的合作關係，除了執行 USR 計畫原先的規劃外，將協助本團隊師生和在地

合作夥伴以目前共識方向為基礎，積極爭取更多外部資源。包含在符合計畫目標

的前提爭取政府其他資源、在本校的企業夥伴中取得橫向的資源和聯繫等方式，



擴大本校社會責任實踐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