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懷偏鄉弱勢實踐競賽 

一、  活動目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長久關心在地社區

與產業問題，「鄰家好漁形塑計畫」以臺灣養殖漁業問題為出發點，透過學校水產

養殖、食品科學、工業設計、行銷與管理等專業能力，協助漁民以益生菌養殖減少

用藥、以智慧監測技術提升養殖環境及魚蝦健康、以食品科學研發加值漁產品附加

價值，以虛實整合行銷及管理增加漁民收入，經過幾年的協力合作，在養殖圈已經

產生顯著的效果。 

臺灣的社會發展，慢慢走向都市化，偏鄉面臨人口老化及產業沒落的危機，

尤其是在農漁業集中的偏鄉。政府自民國108年推動地方創生，全力發展地方特色

產業以吸引人才回流，臺灣漁業養殖發展，也因為漁鄉工作環境辛苦、產銷失衡且

收入不定，無法吸引年輕人回鄉發展，而人口老化的結果是產生許多的閒置漁塭，

不只養殖產業發展受限，漁鄉也越形沒落。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透過鄰家好漁計畫，

培養漁業養殖、食品科學、工業設計、行銷管理等專業人才，並透過鄰家好漁行銷

平台協力小漁共同行銷以增加收入，為了回饋社會，吸引人才回鄉地方創生，日本

有「地方稅」的概念，在租稅中可以指定回饋的鄉鎮。 

鄰家好漁平台也仿效地方稅概念，設立各縣市公益基金，透過鄰家好漁的銷

售平台，凡是在平台上訂購任一筆小漁產品，平台將提撥一定比例基金到消費者指

定回饋的縣市，此筆基金將作為學生關懷偏鄉防疫弱勢實踐資金的來源之一。消費

者可指定回饋金給地方縣市，漁民再送魚給有捐回饋金的消費者，而贊助單位(如:

綠能公司、具CSR理念的公司)則提供競賽獎金及防疫關懷實踐基金給優秀的提案內

容，協助學生照顧偏鄉受疫情影響的弱勢團體。 

據臺灣大學陳東升教授觀察，COVID-19疫情發生後有下列現象:(一)來自於對

臺灣三千多位大學生的調查，在疫情三級警戒前，感覺自己家庭經濟有困難的佔5%；

疫情爆發警戒升級後，感覺自己家庭經濟有困難的佔30%以上。(二)在疫情期間加

深了學生學習表現的兩極化現象，許多學生因家庭經濟因素沒有運用合適的數位學

習工具，學習進度和學習成就表現落後一年。(三)長照機構裡的長輩和住民，在疫

情期間，感受到被忽視的疏離感強烈，心理非常不健康、甚至厭世。大學拿了社會

龐大的公共資源，面對疫情所發生的問題，如何快速回應並提出對策，顯然刻不容

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做為全國最大的科技大學，願意貢獻學術專業，與全校師

生及歷屆畢業校友，共同投入在地社區發展、特色產業創新及地方創生的工作，善

盡大學的社會責任。而由銷售平台所累積的公益基金期待透過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並邀請日本的大學學生組隊，提出具創意及實踐性的偏鄉問題

解決方案，協力偏鄉解決因為疫情所發生的問題，並創造地方產業發展，同時，透



過臺灣與日本學生交流競賽，提出更具國際觀的解決方案實踐，競賽後，並給予優

秀隊伍一筆在地關懷實踐資金在地實踐理想。 

二、競賽內容  

此次競賽針對全國大專校院及日本的大學徵件 (不限學制，只需具備學生資格

即可 )，可以跨領域、跨校、跨部、跨年級組成，每隊人數 3-6人，並需至少

一位學校教師擔任指導老師。每位學生僅能參加一隊，不能跨隊參與。競賽

分為臺灣組及日本組，競賽內容包括 : 

(一 )  影片人氣獎  

1.  拍攝 3分鐘 (180秒 )以內影片 (使用 mp4檔案格式，影片大小以 100M為

限 )，介紹場域、所關心問題、初步解決問題方向及團隊成員介紹。

上傳影片至 https://forms.gle/RFRDJQFrhtXhfXgN6，或是將影片

寄給主辦單位。  

2.  主辦單位將各隊伍影片上傳至「 USR鄰家好漁形塑計畫」Youtube頻

道進行影片人氣競賽，透過 Youtube下方按讚數量挑選讚數較高的

隊伍，給予人氣獎及獎金。  

(二 )  場域問題盤點及蹲點紀錄獎  

1.  參與競賽隊伍，需設立 FB粉絲頁，粉絲頁名稱 :關懷偏鄉實踐競賽 -

隊名 (如 :關懷偏鄉實踐競賽 -高科大小星星 )，至少紀錄 30篇場域活

動、問題盤點、蹲點交流…等紀錄。  

2.  依照 FB按讚人次、互動及發表內容，由專家評審擇優選出三支隊伍

給予蹲點紀錄獎及獎金。  

(三 )  提案競賽及關懷實踐基金  

1.  針對場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及創新構想，並用實作作品或簡報進

行解說，每組簡報及說明時間 6分鐘，問答 4分鐘 (統問統答 )。  

2.  競賽評分項目包括 : 

(1)  問題重要性 20%。  

(2)  問題解答創意及可實踐性 40%。  

(3)  獎金實踐方法及步驟 30%。  

(4)  簡報臺風及表達 10%。  

3.  經評審評選後， 擇優選擇三組，給予各組入圍獎金新台幣 1萬元及



實踐基金新台幣 10萬元 (10萬元需核銷 )，實際進入場域實踐。  

(四 )  關懷實踐執行  

獲獎隊伍需與贊助單位簽立合作契約，並於一定時間內實際執行關懷

方案，待入圍隊伍實踐關懷方案後，再依實際實踐成果，依序分別給予

新台幣 2.5萬、 2萬、 1萬及 0.5萬之獎金。  

三、  競賽時程  

(一 ) 競賽報名時程  

本競賽自競賽辦法公布，即日起報名，請填寫附件一報名表，報名期

限截止日期為 111年 09月 30日 (五 )下午 5:00前，將電子檔寄送至主辦單

位聯絡信箱。  

(二 ) 影片人氣獎時程   

即 日 起 到 09 月 30 日 下 午 5:00 前 ， 將 影 片 上 傳 至

https://forms.gle/RFRDJQFrhtXhfXgN6，或是將影片寄給主辦單位，

並自 111年 10月 01日上午 9:00於「 USR鄰家好漁形塑計畫」Youtube頻道

開放投票，至 111年 10月 14日 (五 )下午 5:00投票截止， 111年 10月 17日

(一 )公布獲最多按讚數前三名，給予人氣獎。  

(三 ) 場域問題盤點及蹲點紀錄獎時程  

各參賽隊伍需於 111年 10月 03日 (一 )下午 5:00前完成 FB粉絲團 (關懷偏

鄉實踐競賽 -隊名 )建置，並在 111年 10月 21日 (五 )前完成 30篇有關所經

營場域活動、資源盤點、蹲點地方…等紀錄，由專家評審於 10月 28日

(五 )公布前三名作品給獎。  

(四 ) 提案競賽時程  

提案競賽於 111年 10月 28日 (五 )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

日本組採視訊形式進行簡報，細節安排於 10月 21日 (五 )前公布。  

(五 ) 關懷實踐執行時程  

獲得贊助單位提供關懷實踐基金者，自 111年 10月 31日起至 111年 12月

15日 (五 )止，執行偏鄉關懷方案，並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於 111年 12月

23日 (五 )辦理成果發表會，日本組採視訊形式進行發表。  

四、  競賽流程  

本次競賽流程依據前述時程，說明如下表 1，流程圖如下圖 1。  



表 1 競賽流程表  

項目  時間  

競賽報名  

繳交影片  

111年 09月 30日 (五 )下午 5:00前  

111年 09月 30日 (五 )下午 5:00前上傳影片  

影片人氣獎  111年 10月 01日 (六 )上午 09:00起開放投票  

111年 10月 14日 (五 )下午 5:00截止投票  

111年 10月 17日 (一 )公布人氣獎  

蹲點紀錄獎  111年 10月 03日 (一 )下午 5:00前完成 FB粉絲團建置  

111年 10月 21日 (五 )前完成 30篇記錄  

111年 10月 28日 (五 )公布得獎作品  

提案競賽  111年 10月 21日 (五 )前公布競賽細節  

111年 10月 28日 (五 )進行口頭簡報  

關懷實踐執行  111年 10月 31日至 111年 12月 15日 (四 )執行  

111年 12月 23日 (五 )關懷偏鄉成果發表  

競賽報名

繳交影片

公布人氣獎

設立FB粉絲團

蹲點紀錄30篇

公布蹲點紀錄獎

提案競賽口頭簡報

關懷實踐執行

09月30日(五)前

09月30日(五)前

10月14日(五)前完成投票
10月17日(一)公布

10月03日(一)前建置粉絲團

10月21日(五)前紀錄30篇

10月28日(五)公布

10月28日(五)簡報

10/31~12/15執行
12/23關懷偏鄉成果發表

 
圖 1 競賽流程圖  

  



五、  競賽獎項  

(一) 影片人氣獎 

影片按讚數量最多的三支隊伍為影片人氣獎的第一、二、三名，分別給予獎金新台幣5

仟元、3仟元、2仟元。 

(二) 蹲點紀錄獎 

由專家學者自FB三十篇記錄貼文，擇優選出第一、二、三名給予蹲點紀錄獎及獎金新台

幣5仟元、3仟元、2仟元。 

(三) 提案競賽 

依據各組簡報，由專家學者評選擇優挑選三名，給予入圍各組獎金新台幣1萬元，實踐

基金新台幣10萬元(10萬元需核銷)，實際進入場域實踐；另挑選優秀作品為佳作，給予

獎狀。 

(四) 關懷實踐執行 

由平台累積基金及贊助單位提供關懷實踐基金，每組十萬元給予入圍團隊，並完

成簽約合作執行，待入圍隊伍實際實踐關懷方案後，再依實際實踐成果，依序分

別給予新台幣2.5萬、2萬、1萬之獎金。 

六、  關懷實踐基金  

關懷實踐過程的資金補助，由教育部鄰家好漁形塑計畫、平台營收基金及贊助單位提供

關懷實踐基金，資金補助最高10萬元，關懷實踐基金必須實際運用在關懷實踐上，並以

收據核銷。 

七、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應由學生自行製作，否則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二) 凡參賽之提案，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檢舉

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三) 凡參賽提案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四) 本次競賽的內容成果之著作權歸參賽團隊所有，但必須授權給主辦單位無償使用

並配合主辦單位需要進行修改。 

(五) 主辦單位可將本次競賽的內容成果無償延伸應用。 

(六) 各獎項得經決選評審會議視參賽作品水準，議定「從缺」，亦得由決選評審會議

決議更動獎勵與獎項名稱。 

(七) 其他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依據，主辦單位有保留對活動方式、辦法及獎項

修改之權利。 

(八) 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聯絡人：陳雅玲小姐 

    侯柔羽小姐 

電 話：(07)3617141#23135、#23138 

e-mail：nkustusrfvc@nkust.edu.tw 



【附件一: 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鄰家好漁關懷偏鄉實踐-團隊招募 

報名表、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   系  李小明   電話 0912-123123  

            大學             系           電話              

            大學             系           電話              

            大學             系           電話              

            大學             系           電話              

            大學             系           電話              

            大學             系           電話              

一、 立書人等參加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下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鄰

家好漁關懷偏鄉實踐團隊招募」，茲切結所提展示或銷售作品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抄

襲他人。 

二、 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未侵害任何人之智

慧財產權。 

三、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展示或銷售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參賽資

格，所獲頒之課程獎金、補助與獎狀等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

辦單位。 

四、 若因立書人等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人等應

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五、 對於展示或銷售作品，立書人同意主辦單位可無償享有展示或銷售作品之使用權，也享

有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權利/權力，並無須通知立書人。同時主辦單位若有需要，可要

求立書人協助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 

     此致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鄰家好漁形塑計畫辦公室 

立書人簽章：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鄰家好漁關懷偏鄉實踐-團隊招募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於競賽舉辦期間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

項： 

一、 蒐集之機關名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鄰家好漁形塑計畫辦

公室。 

二、 蒐集之目的：為進行「鄰家好漁關懷偏鄉實踐」等相關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法

定之特定目的為：智慧財產權、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 

三、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 C001 至 C003(如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等)、特徵類

C011(如出生年月日等)。 

四、 利用期間、地區及方式： 

本單位將於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為至

蒐集目的結束，逾保存期限期後，本單位即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之。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

法方式利用之。 

五、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

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方式請洽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鄰家好漁形塑計畫辦公室。 

六、 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本單位可能無法對您提供完整的服務，

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權益。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請填寫完個資使用同意書後，掃描檔案請

寄至主辦單位信箱或本檔案寄至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鄰家好漁形

塑計畫辦公室。            

 

簽名：(指導老師及全體成員均須名)  

                、                、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