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平溪東勢格地方創生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淡蘭古道平溪東勢格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17 人  共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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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09:00 東勢格 陶翼煌 

09:00~12:00 東勢格的環境、社區活動與生態養蜂 林珂竹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活動邀相關領域專家，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界、原生植物研究領域、美食行銷領域、消費者

領域之學界專家業者，踏查計畫區，發想具地方特色之商品與服務，把綠色旅遊概念和服務之機

制導入，做為淡蘭計畫區域日後「文化美食旅遊」產品與服務之發展基礎，並能為地方促進更大

範圍夥伴關係，增進計畫效益，期能共同打造深石平的綠色旅遊，落實地方創生之目的。平溪地

區為基隆河之上游，因區位、地形等自然地理環境之特殊性，以及先民求生存所發展出、累積之

智慧，地區自然生態孕育出的植物。以往，地區旅遊資源以古道和老街為主，經濟活動並不活躍，

導致人口數量持續減少。目的在於善用地方自然與文化資產~食用青草，加以創新，創造綠色經

濟價值。本構想於將平溪地區之可食用，民間具有養生傳統價值的原生性植物為特色元素，發展

系列特色餐飲產品服務，並以平溪線最後一站~菁桐為基地，培訓當地社區團體、婦女與商家，

有持續提出高品質與地方特色的「菁桐創意餐桌」服務。 

三、 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平溪有機會成為都市人周休二日出遊的絕佳旅遊點。推動階段: 

1. 第一階段活動名稱:專家考察植物與古道/目的:相關植物資源與服務具體了解與方向討論/地點: 

平溪東勢格、菁桐與鄰近古道 

2. 第二階段活動名稱:菁桐創意餐桌芻議/目的:主題與方向確認/地點: 菁桐社區發展協會（程總幹

事辦公室）座談研討 

3. 第三階段活動現地調查與研討/名稱:菁桐創意餐桌元素探討/目的: 特色飲食與文創產品專家，研

發平溪地區原生植物為賣點的文創商品/地點: 菁桐社區發展協會 

以上包括一系列淡蘭綠色旅遊諮詢會議，研擬服務內容與明年行銷主題。出席:廣邀文創旅遊專家

學者業者檢視服務內容，並推出服務。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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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林珂竹經理解釋平溪東勢格位置 本校老師討論水岸活動(東勢格) 

 

 

生態養蜂與地方創生產品(東勢格) 座談(東勢格)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平溪菁桐地方創生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淡蘭古道平溪菁桐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3  人 

█其他:地方人士 16 人  共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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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3:00~14:00 菁桐坑生態 程凱生 

14:00~16:00 社區發展與導覽解說 高文祿 

16:00~16:30 Q & A、座談 陶翼煌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活動邀相關領域專家，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界、原生植物研究領域、美食行銷領域、消費者

領域之學界專家業者，踏查計畫區，發想具地方特色之商品與服務，把綠色旅遊概念和服務之機

制導入，做為淡蘭計畫區域日後「文化美食旅遊」產品與服務之發展基礎，並能為地方促進更大

範圍夥伴關係，增進計畫效益，期能共同打造深石平的綠色旅遊，落實地方創生之目的。平溪地

區為基隆河之上游，因區位、地形等自然地理環境之特殊性，以及先民 求生存所發展出、累積

之智慧，地區自然生態孕育出的植物。以往，地區旅遊資源以古道和老街為主，經濟活動並不活

躍，導致人口數量持續減少。目的在於善用地方自然與文化資產~食用青草，加以創新，創造綠

色經濟價值。本構想於將平溪地區之可食用，民間具有養生傳統價值的原生性植物為特色元素，

發展系列特色餐飲產品服務，並以平溪線最後一站~菁桐為基地，培訓當地社區團體、婦女與商

家，有持續提出高品質與地方特色的「菁桐創意餐桌」服務。 

四、 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平溪有機會成為都市人周休二日出遊的絕佳旅遊點。推動階段: 

4. 第一階段活動名稱:專家考察植物與古道/目的:相關植物資源與服務具體了解與方向討論/地點: 

平溪東勢格、菁桐與鄰近古道 

5. 第二階段活動名稱:菁桐創意餐桌芻議/目的:主題與方向確認/地點: 菁桐社區發展協會（程總幹

事辦公室）座談研討 

6. 第三階段活動現地調查與研討/名稱:菁桐創意餐桌元素探討/目的: 特色飲食與文創產品專家，研

發平溪地區原生植物為賣點的文創商品/地點: 菁桐社區發展協會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以上包括一系列淡蘭綠色旅遊諮詢會議，研擬服務內容與明年行銷主題。出席:廣邀文創旅遊專家

學者業者檢視服務內容，並推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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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高文祿老師解釋菁桐自然生態與步道整修 本校老師與業師討論地方英文導覽標示 

 
 

召集人說明菁桐老街現況 菁桐老街導覽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菁桐社區發展現況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東南科大中正 405 會議室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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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12:00~12:10 參加人員簽到 陶翼煌 

12:10~12:15 召集人介紹講者及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2:15~15:30 專題簡報:菁桐社區發展現況 程凱生總幹事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 程凱生 

15: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教師社群活動邀請菁桐社區觀光發展協會程凱生總幹事就菁桐發展現況進行專題報告，讓本

校 USR 計畫團隊教師對菁桐地區現階段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於在此場域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可著力點有更明確的方向，希望透過計畫團隊帶入場域所需要的資源，與地方

協力創作在地觀光亮點，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菁桐老街是都市人旅遊好去處，貼近大自然遠離塵囂，能夠調濟現代人緊張忙碌的生活壓力，豐

富的生態環境，更讓人感受身心平衡，藉由本活動由在地社群組織人員針對菁桐現況深入解說，

促進本校 USR 團隊了解可投入場域的工作重點項目，協助解決地方及在地產業面臨的問題，同

時研討引入本校相關科系師生的專業，加強本校與地方的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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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召集人介紹講者及活動內容 講者解說菁桐創生現況 

  

講者介紹菁桐地景景觀 與講者研討本校與地方合作方案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地方飲食文化發展與創新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東南科大中正 405 會議室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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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12:00~12:10 參加人員簽到 陶翼煌 

12:10~12:15 召集人介紹講者及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2:15~15:30 專題簡報:地方飲食文化  張舉成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 張舉成 

15: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教師社群活動邀請圓山飯店工會理事長張舉成先生就飲食文化議題進行專題簡報並與本校

USR 計畫團隊教師分享交流，對於在實踐場域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在地飲食文化是重要議題之

一，藉由講者深入解說中餐飲食文化演進，共同探討如何傳承並發揚本地飲食文化，希望將此理

念導入計畫執行，希望藉由推廣本地飲食文化，更能凸顯地方特色及能見度。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深坑、石碇及平溪各區均有獨特的飲食文化，藉由本活動透過業界實務經驗豐富的專家經驗分

享，讓本校 USR 團隊體認傳承及發展在地飲食文化的重要性，研擬協助地方在此方面能更加提

升，引導本校餐飲、觀光、休閒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師生結合地方飲食文化特色，研發體驗在地

美食之特色觀光遊程，帶動地方更多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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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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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講者地方飲食文化專題解說 講者講說中 

  

參與人員聽講中 參與人員聽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