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社群名稱 綠建築跨界聯盟社群 

活動主題 營造業經營與產學搭橋 

活動類型 

(擇一) 
■專業領域研討  □專業成長工作坊  □教學實務分享  □發展新興課程

活動地點 忠孝樓 411 教室 主辦人 徐文慧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2 人  ■業界專家  4 人

共計  15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3/26 12:10~12:40 簽到、午餐、交流時間 孫詠明 

3/26 12:40~13:40 業界專家演講 
蔡東和 

3/26 13:40~14:10 參與人員互動 QA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活動是邀請東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東和先生，作專題演講。演講的主題是”

營造業經營與產學搭橋”，除了介紹該公司的營運狀況與實績外，並分享該公司和它校共

同合作產學的經驗談，以及輔導各校學生到其公司實習的狀況。因此，與會成員大家熱烈

的分享輔導學生的經驗，也因此對於業界目前發展與願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1.透過蔡東和總經理的專題演講，可以使本校老師對於業界人才的需求，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透過社群活動，可以了解其他學校對於學生實習的作法。

3.可以加深業界專家、跨校教師與本系教師的情誼，有助於學生的實務指導工作。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主講者正在演說

 

成員與講師互動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活動 

 

活動大合照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社群名稱 綠建築跨界聯盟社群 

活動主題 產學合作模式的探討 

活動類型 

(擇一) 
■專業領域研討  □專業成長工作坊  □教學實務分享  □發展新興課程 

活動地點 忠孝樓 305 教室 主辦人 徐文慧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6 人  ■校外教師  2 人  ■業界專家 3 人 

共計  11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4/16 12:10~12:40 簽到、午餐、參與人員交流 孫詠明 

4/16 12:40~13:40 產學合作模式的討論 孫詠明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活動的目的是進行「產學合作模式的探討」。首先，透過午餐交流，讓成員之間理解

現在的工作狀況。接著，進行主題的討論，得出產學合作具有多元的效益，作法上各校也

不同，各個成員輪流發言，確立本社群目標是建立本系與各職場有合作模式。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1.經由討論，得知產學合作的實質效益，可以分成技術效益、財務效益、培育效益、策略效

益。以上皆有助於強化產學鍊接。 

2.本系在產學合作的模式上，可以建立專任教師與業界專家的雙軌制度，在學生求學期間，

就可以開始培育專業技能，鼓勵技職學生取得證照及提升就業能力，這樣有助於促進技職教

育多元化與專業化發展。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主講者現場照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活動照

 

活動大合照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社群名稱 綠建築跨界聯盟社群 

活動主題 產學聯盟簽約會議 

活動類型 

(擇一) 
■專業領域研討  □專業成長工作坊  □教學實務分享  □發展新興課程 

活動地點 志平樓 805 教室 主辦人 徐文慧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2 人  ■業界專家 3 人 

共計  13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4/28 12:10~13:00 簽到、午餐 孫詠明 

4/28 13:00~13:30 參與人員交流 孫詠明 

4/28 13:30~14:10 產學聯盟簽約儀式 孫詠明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活動是透國跨界社群平台，進行本系與「雙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東建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的產學聯盟簽約儀式。首先，由系主任作開場白，再邀請兩家公司的代表進

行簡短發言。接著，雙方完成簽約事宜，最後，全體進行大合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1.透過這次實質的簽約活動，可以使學校與業界互補資源，共同建立培育人才的鏈結。 

2.學生在學校獲得基礎的專業知識，在四年級下學期就可以直接到職場學習專業技能。 

3.可以加深業界專家、跨校教師與本系教師的情誼，有助於學生的實務實習工作的順利推展。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主講者現場照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交流活動照 活動大合照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社群名稱 綠建築跨界聯盟社群 

活動主題 產學實習研討會議 

活動類型 

(擇一) 
■專業領域研討  □專業成長工作坊  □教學實務分享  □發展新興課程 

活動地點 忠孝樓 305 教室 主辦人 徐文慧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6 人  ■校外教師  2 人  ■業界專家  3  人 

共計  11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14 12:10~12:40 簽到、午餐、參與人員交流 孫詠明 

5/14 12:40~13:40 產學實習作業的討論 孫詠明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後續「產學聯盟的實質作法」進行前置作業。首先，以午餐形式進

行交流。接著，討論「產學合作聯盟的意向書」的條文與內容。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提

供各自寶貴的意見，是很有收穫的一次活動。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1. 本次活動可以促進本系與產業界的資源交流，讓雙方資源互補，達到教育進步的目標。 

2. 擬定產學合作聯盟的意向書。 

3. 確立業界專家與本系專任教師雙軌制度的培育方向。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跨校跨業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主講者現場照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活動照 活動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