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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成果表單 
計畫/主題/ 

主軸名稱 
子計畫 C-「強化跨域協作與實踐力」  

績效指標 

C-1 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度 

C-2 落實師生課程學習之協作實踐 

C-3 強化「麻豆學」文史探索與推展成效 
成果名稱 

(活動、研討會、會議、

競賽、培訓…) 
麻豆學系列戶外教學活動 

舉辦日期 

107/5/7 

107/5/24 

107/6/7 

舉辦時間 

5/07(一)1500-1700 

5/24(四)1500-1700 

6/07(四)1300-1500 

主辦學校 台灣首府大學 舉辦地點 

麻豆吉園農場(休閒農場) 

麻豆霏霏香草園(生態農場) 

麻豆代天府(麻豆宗教文化中心) 

執行成果 
(以約1,000字描述概況 

新聞稿方式) 

     麻豆學系列戶外教學活動主要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貢獻度，透過

課程教導學生如何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以及未來願景等，藉

由導覽了解麻豆區的繁榮與發展過程，並運用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

發展，讓大學能夠對於區域及在地有更多的貢獻與照顧，促進在地產學

人才培育、就業，並創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 

     該次規劃主要帶著師生參觀麻豆吉園農場(休閒農場)、麻豆霏霏

香草園(生態農場)及麻豆代天府(麻豆宗教文化中心)，在師生了解麻豆

在地產業及宗教文化，進而讓師生思考本校與地方可以更緊密的結合，

讓我們學校能對地方在大學社會責任盡一分心力。 

   透過活動介紹，讓學生了解麻豆相關如農場經營、宗教產業等歷史，

學生透過回饋表示，轉型不易，城鄉發展等問題，但有豐富歷史才能彰

顯該地域歷史文化的精彩。 

 

活動場次流程如下述： 

第一場 麻豆吉園農場(休閒農場) 

日期 時段 內容 講師 備註 

107.05.07 

1500-1510 由主持人介紹講者 李正豐主任  

1510-1640 
柚城休閒農場發展

優勢與經驗 
梁茂隆園長 

 

1640-1700 Q & A 梁茂隆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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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麻豆霏霏香草園(生態農場) 

日期 時段 內容 講師 備註 

107.05.24 

1500-1510 由主持人介紹講者 李正豐主任  

1510-1640 
柚城香草產業發展

優勢與經驗 
陳威任園長  

1640-1700 Q & A 陳威任園長  

第三場麻豆代天府(麻豆宗教文化中心) 

日期 時段 內容 講師 備註 

107.06.07 

1300-1310 由主持人介紹講者 李正豐主任  

1310-1440 
柚城宗教產業發展

優勢與經驗 
黃服賜博士  

1440-1500 Q & A 黃服賜博士  
 

活動剪影 
(檢附照片及圖說) 

活動花絮及說明 

第一場 麻豆吉園農場(休閒農場) 

 
 

介紹講者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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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第二場麻豆霏霏香草園(生態農場) 

 
 

介紹講者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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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麻豆代天府(麻豆宗教文化中心) 

  

介紹講者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參加對象 
主辦學校 

參加人數 
90 

夥伴學校 

參加人數 
0 

其他 

參加人數 
25 

 

 

 

 

 

 

 

 

 

 

 



5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麻豆學系列戶外教學活動-柚城宗教產業發展優勢與經驗」 

主題：柚城休閒農場發展優勢與經驗  

日期：107年 5月 7日下午 15:00-17:00 

※本次問卷回收率：已填答問卷數/總發放數＝34/36=94% 

一、基本資料 

1.系所 

幼教系 資多系 休管系 烘焙系 

15% 6% 12% 29% 

餐旅系 休資系 應外系  

18% 18% 2%  

2.性別 
女 男 

64% 36% 

 

二、研習意見調查 

項        目 平均分數 

講座主題 

講座主題淺顯易懂，能輕易對課程有基本認知。 4.8 

主題與內容相符，難易適中。 4.8 

講座主題能合乎本身期望的需求。 4.7 

能有助於自我專業知識之學習。 4.8 

講座安排 

講座訂定之時間恰當，方便參加。 4.7 

講座內容充實且易學易懂。 4.6 

此場研習活動安排適當之講師。 4.5 

講座場地規劃及座位安排恰當。 4.7 

課程內容 

講座課程不會艱深難懂，能符合實際需求。 4.6 

講師講解清楚，深入淺出且生動有趣。 4.4 

講師與聽眾有良好的互動與問題回答。 4.7 

課程內容精采充實且能吸引我的注意。 4.6 

自我成長 

我很用心參與此次講座且充分了解活動內容。 4.6 

我能隨時掌握講師進度並引發想法。 4.5 

參與本次講座後，能提升自我知能。 4.6 

參與本次講座後，有助於提升自我工作能力。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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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麻豆學系列戶外教學活動-柚城香草產業發展優勢與經驗」 

主題：柚城香草產業發展優勢與經驗 

日期：107年 5月 24日下午 15:00-17:00 

※本次問卷回收率：已填答問卷數/總發放數＝26/26=100% 

 
一、 基本資料 

1.系所 
幼教系 飯店系 企管系 烘焙系 休管系 休資系 

4% 14% 12% 54% 12% 4% 

2.性別 
女 男 

50% 50% 

 

二、 研習意見調查 

項        目 平均分數 

講座主題 

講座主題淺顯易懂，能輕易對課程有基本認知。 4.6 

主題與內容相符，難易適中。 4.6 

講座主題能合乎本身期望的需求。 4.3 

能有助於自我專業知識之學習。 4.2 

講座安排 

講座訂定之時間恰當，方便參加。 4.7 

講座內容充實且易學易懂。 4.6 

此場研習活動安排適當之講師。 4.6 

講座場地規劃及座位安排恰當。 4.6 

課程內容 

講座課程不會艱深難懂，能符合實際需求。 4.6 

講師講解清楚，深入淺出且生動有趣。 4.7 

講師與聽眾有良好的互動與問題回答。 4.6 

課程內容精采充實且能吸引我的注意。 4.6 

自我成長 

我很用心參與此次講座且充分了解活動內容。 4.6 

我能隨時掌握講師進度並引發想法。 4.6 

參與本次講座後，能提升自我知能。 4.7 

參與本次講座後，有助於提升自我工作能力。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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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麻豆學系列戶外教學活動-柚城宗教產業發展優勢與經驗」 

主題：柚城宗教產業發展優勢與經驗 

日期：107年 6月 7日下午 13:00-15:00 

※本次問卷回收率：已填答問卷數/總發放數＝28/28=100% 

一、基本資料 

1.系所 
餐旅系 幼教系 飯店系 休管系 觀光系 烘焙系 

11% 32% 21% 4% 7% 25% 

2.性別 
女 男 

64% 36% 

 

二、研習意見調查 

項        目 平均分數 

講座主題 

講座主題淺顯易懂，能輕易對課程有基本認知。 4.8 

主題與內容相符，難易適中。 4.8 

講座主題能合乎本身期望的需求。 4.7 

能有助於自我專業知識之學習。 4.8 

講座安排 

講座訂定之時間恰當，方便參加。 4.9 

講座內容充實且易學易懂。 4.8 

此場研習活動安排適當之講師。 4.8 

講座場地規劃及座位安排恰當。 4.8 

課程內容 

講座課程不會艱深難懂，能符合實際需求。 4.7 

講師講解清楚，深入淺出且生動有趣。 47 

講師與聽眾有良好的互動與問題回答。 4.6 

課程內容精采充實且能吸引我的注意。 4.7 

自我成長 

我很用心參與此次講座且充分了解活動內容。 4.8 

我能隨時掌握講師進度並引發想法。 4.7 

參與本次講座後，能提升自我知能。 4.8 

參與本次講座後，有助於提升自我工作能力。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