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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教育部 USR共同培力系列活動 

建構大學社會責任夥伴關係及外部資源連結 

國家‧城市‧大學創新治理 實踐 USR 角色與功能 

 

 

 

大學，世界善治新樞紐 
( Universities,Emerging Good Governance Hubs in the World ) 

 

世界是教室 

環境是資源 

城市是校園 

大學是宇宙 

社會是責任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共辦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     橫山 USR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專案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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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緣起 

民國 106 年開始，臺灣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政策發展方向，自教學卓越計畫轉向高教深耕

新政；對應聯合國的大學 SDGs 永續發展目標，教育部於 107 年正式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聚焦在地關懷、永續發展、產業鏈結與經濟

永續、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文化永續，以及其他社會實踐等面向之永續發展議題。儼然，大

學被想像成世界善治新樞紐。為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 USR計畫團隊，一個新知學習、經驗分享、

議題探討的交流平台；USR 推動中心逐年主辦共同培力系列活動，以期提升各計畫團隊規劃、

執行與修正 USR計畫的能力。 

 

晚近四、五年來，國內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教育政策下，帶來各校落實創新教學、發展學

校特色、發揮高教公共性，以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新機會。這一波高教深耕的大學社會責任

理想，隨時勢所趨對應 20 世紀末全球高等教育；跨領域專業發展趨勢、知識經濟年代的來臨，

並且和都會城鄉的總體發展、特色亮點營造關係密切。例如，民國 94 年啓動的「高雄學園─

─先進智慧型產業園區計畫」，由大學端倡議並結合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即為一典例。發展至

今，「高雄的大學，高雄的智庫」──市長與大學校長下午茶會，建立起學界與市府長期溝通

聯誼平台。建構大學社會責任夥伴關係及外部資源連結，裨益國家‧城市‧大學創新治理的同

時，達到實踐 USR角色與功能。 

 

回顧近現代大學演進，西元 1809年德國威廉‧馮‧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創

立全球第一所現代大學──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倡議「研

究與教學合一」精神。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這一現代大學之母，確立了大學的基本組織

原則：「獨立自由」價值倫理。歷經二百多年後，昔日大學不為政治、經濟與社會利益所左右，

保持距離且強調大學行政管理和學術自主性傳統；隨著當代專家政治、科層體制，跨域專業和

知識經濟等社會變遷，正趨勢演化中。今日「大學」在政府、社區 / 產企業和大學 3元結構

之間，發揮創新動力角色──USR正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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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目的 

以「大學，世界善治新樞紐」高度，對應「高教深耕」教育發展方向；具 USR實踐經驗的

大學高等教育人才育成，過程中大幅提昇校園和國家、城市的創新治理政策連結度，以及社區

/產企業的依存度。這時候，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歷程中，大學作為擁有各類豐沛公共資源的

基地，如何與不同類型的組織、社群、部門建立夥伴關係，並能整合外部資源，以合作互惠或

支持性的方式，連結各校專業領域與社會真實問題？進行高教體制的系統性轉化與創新，是國

內各大學在實踐大學社會責任過程，必然面臨的課題與挑戰。 

 

為促進 USR夥伴關係建構與外部資源連結，以探討夥伴關係建立與外部資源連結歷程的相

關議題；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邀請樹德科技大學共同舉辦本次共同培力課程──「建構大學社

會責任夥伴關係及外部資源連結──國家‧城市‧大學創新治理 實踐 USR 角色與功能」。邀請

具官產學跨界夥伴關係建構背景，和資源整合、創新方面，具有優異實務經驗的官員、專家、

學者們，擔任論壇主題論述或專家觀點主講者。目的是增進各校 USR計畫之間友善交流，並在

相互學習中帶動更多的創新與發展。  

三、 活動時間 

中華民國 110年 06 月 01日(二)，08：30~16：00。 

四、 活動地點 

樹德科技大學 橫山創意基地 H0206。 

五、 活動主題 

建構大學社會責任夥伴關係及外部資源連結──「國家‧城市‧大學創新治理 實踐 USR

角色與功能」。 

六、 參與對象 

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各校 USR計畫團隊主持人、教師，和相關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七、 辦理方式 

(一) 研習活動主題 

1. 對應國家、城市、大學的創新治理政策，以 USR 大學社會責任的跨域專業實踐，開

展臺灣的大學創新動能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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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USR 計畫第一線團隊人員的視角，分享推動與執行過程的成功經驗，以及困境挑

戰中；如何發掘及找出目標場域夥伴，並與之連結形成場域夥伴合作的技巧與方法？

等方面的經驗交流與學術論述。 

3. 以 USR計畫合作場域夥伴的視角，分享參與、投入與合作模式，和真實場域參與 USR

之需求與問題、大學協作之契機。最終於合作之後──環境、技術、經濟..等方面

的影響與改變。   

(二) 研習活動規劃 

110年第一場共同培力研習活動：建構大學社會責任夥伴關係及外部資源連

結，依據前述三項研習活動主題內容，規劃四個段落組成的共培論壇：Ⅰ.主題論

述、Ⅱ.專家觀點、Ⅲ.論壇主題交流、Ⅳ.論壇結語。 

時間 主題 主持人/演講者 備註 

08：30~09：00 報到 H0206 

09：00~09：20 開幕、致詞 

蘇玉龍 /  

‧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 主持人  

王昭雄 /  

‧樹德科技大學 副校長 

H0206 

09：20~09：55 Ⅰ
主
題
論
述 

1 

大學參與國家、城市發展

策略中，開展

CPR=USR+CSR 

許耿修 /  

‧前文化部 藝術發展司 司長 

‧前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主

任 

‧前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局長 

H0206 

 

每位講者 

35分鐘 

(30 分鐘

簡報，5分

鐘交流) 

09：55~10：30 

2 

大學社會責任整合創新與

策略規劃 

陳訓祥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前教育部社教司 科長 

10：30~10：50  茶敘時間(USR主題展示走廊) 

10：50~11：25 

Ⅰ
主
題
論
述 

3 

USR 的心思戰場和價值鏈

動：Industry- City-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ICUE) 

國際鏈結的創能行動 

吳英明 /  

‧樹德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前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主委 

‧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 

11：25~12：00 

4 

高雄學園先進智慧型產業

園區的大學社會責任與實

踐 

曾梓峰 /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 教授兼行政

副校長 

‧德國在臺協會駐高雄名譽代表高

雄智庫執行長 

12：00~13：00  午休時間 H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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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25 

Ⅱ
專
家
觀
點 

1 

建構 USR夥伴連結外部資

源──產官學 CPR協作定

位責任下的 USR角色與功

能 

盧圓華 特聘教授 /  

‧樹德科技大學 橫山 USR綠色內涵

整體實踐行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 

‧台灣家具產業協會（TFPA）第三、

第四屆 理事長 

H0206 

 

每位講者 

25分鐘 

(20 分鐘

簡報，5分

鐘交流) 

13：25~13：50 

2 

比鄰共好夥伴關係中的

USR 資源整合與集體創價 

顧瑜君 社會參與中心主任 /  

‧東華大學比鄰共好 Chihak 生活

圈：在地韌性之永續培力行動計畫 

共同主持人 

13：50~14：15 

3 

建構銀髮生態圈之夥伴關

係與跨域共創 

顏炘怡 助理教授 / 

‧靜宜大學 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計

畫 共同主持人 

14：15~14：40 

4 

傳產新生‧整合設計 4.0

──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

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江文義 館長 /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台灣家具產業協會副理事長 

14：40~15：00  茶敘時間(USR 主題展示走廊)  

15：00~15：40 

Ⅲ
論
壇
主
題
交
流 

主持人 

‧蘇玉龍 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 主持人 

‧吳英明 樹德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與談者 

‧陳訓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許耿修 前文化部 藝術發展司 司長 

‧曾梓峰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 教授兼行政副校長 

‧盧圓華 樹德科技大學 橫山 USR 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 計畫主持

人 

‧顧瑜君 社會參與中心主任 東華大學 比鄰共好 Chihak 生活圈：在地韌

性之永續培力行動計畫 共同主持人 

‧顏炘怡 靜宜大學 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計畫 共同主持人 

‧江文義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館長 

15：40~16：00 

Ⅳ
論
壇
結
語 

產官學 CPR協作定位責任下的大學社會

責任角色與功能 

‧蘇玉龍 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 主

持人 

‧吳英明 樹德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16：00~ 填寫回饋問卷、賦歸  



5 
 

(三) 共同培力論壇整體活動採線上直播。 

(四) 相關準備事項 

項次 區分 主講人準備注意事項 

Ⅰ 主題論述 

‧學、經歷簡介 / A4一頁範圍內。 

‧簡報 (30分鐘) PPT為主，另可提供議題相關影片。影片係做為當日論

壇與談者報告時對應畫面使用。寄送簡報資料時，請一併提供 MP4 檔

(1080P)。 

‧請提供車牌號碼以利通知大門守衛辨識。 

‧午餐葷素回覆。 

‧請於 5/24(一) 17：00前，繳交以上資料。 

Ⅱ 專家觀點 

‧學、經歷簡介 / A4一頁範圍內。 

‧簡報 (20分鐘) PPT為主，另可提供議題相關影片。影片係做為當日論

壇與談者報告時對應畫面使用。寄送簡報資料時，請一併提供 MP4 檔

(1080P)。 

‧請東華大學、靜宜大學 USR計畫團隊，提供貴計畫執行期間相關影片及

計畫案實體成果展品(例如：成果書籍、作品…等)，以利於茶敘時間播

放及展出，上列展品請於 5/27(四)前 17：00前，寄達「824高雄市燕巢

區橫山路 59號，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盧圓華特聘教授收」。 

‧請提供車牌號碼以利通知大門守衛辨識。 

‧午餐葷素回覆。 

‧請於 5/24(一) 17：00前，繳交以上資料。 

‧東華大學採先期錄影方式進行分享，也請於 5/21(五)前，繳交以上資料。 

Ⅲ 論壇主題交流 

‧蘇玉龍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主持人及吳英明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 

‧「主題論述」及「專家觀點」師長，和線上各校 USR計畫人員進行論壇主

題交流。 

‧東華大學則以視訊方式參與現場交流。 

Ⅳ 論壇結語 ‧蘇玉龍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主持人及吳英明講座教授論壇結語。 

 

所有參與人員注意事項 

1. 採取實名制簽到，確實執行人流管制。 

2. 出席人員應配戴口罩，進入會場須維持防疫安全距離，隨時保持手部清潔。 

3. 進入會場者皆要量測體溫，室內採間隔座位安排以保持防疫距離。 

4. 於入口及場所內提供酒精消毒、乾(濕)洗手用品或設備，供參與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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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主辦/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共辦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   橫山 USR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專案推動辦公室 

‧協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都市發展局、   經濟發展局、   青年局、   

               農業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靜宜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

心、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九、 報名注意事項說明與網址 

(一) 配合衛福部防疫規範，集會活動配合下列事項: 

‧ 活動場所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 

‧ 採取實名制簽到，確實執行人流管制。 

‧ 出席人員應配戴口罩，進入會場須維持防疫安全距離，隨時保持手部清潔。 

‧ 進入會場者皆要量測體溫，室內採間隔座位安排以保持防疫距離。 

‧ 於入口及場所內提供酒精消毒、乾(濕)洗手用品或設備，隨時維持環境清消。 

(二)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FNHTRbs3yBShzw26 

(報名成功後活動前三日提供直播網址) 

(三) 本活動所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正與補充之權利。 

十、 聯絡窗口 

橫山 USR 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專案推動辦公室 

聯絡人：樹德科技大學 / 林佳穎 / 專員 

樹德科技大學 / 林治緯 / 經理 

電話：07-6158000 #5209 

EMAIL：s16107134@stu.edu.tw 

 

教育部 USR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聯絡人：評估企劃組 / 黃郁琳 / 專員 

電話：049-2910960 #2076 

EMAIL：ylhuang2@mail.ncnu.edu.tw 

報名網址 QR Cord 

mailto:s16107134@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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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共同培力論壇會場 

 

  

 

 

 

  

  

 

 

 

 

 

 

 

 

 

 

共同培力論壇會場位於樹德科技大學南校區橫山創意基地 H0206 

  

台 22 橫山路 

國道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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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校內位置圖 

 

 

 

活

動
地

點 



9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創意基地 H0206和 USR主題展示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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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主持人、主講者、與談人學、經歷簡介 

蘇玉龍 總計畫主持人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系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中國化學會(CSLT)理事長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理事 

國立台灣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董事/常務董事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 

臺灣高等教育學會監事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教務長、總務長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化學系副研究員 

 

專業領域  
分析化學/紫質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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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雄 副校長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究所 博士 

美國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碩士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系 學士 

 

現職 

樹德科技大學副校長 

 

專業領域 

組織行為、服務管理、消費行為、金融資訊、行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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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明 講座教授  

 

學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哲學博士(1985-1990)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公共行政碩士(1983-1985)  

 

專業領域 

全球化專題、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管理、公共政策、城市治理、 

城市行銷、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社區營造、城鄉新經濟、 志願服務  

 

現職  

一、 樹德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二、 東南亞教育交流協會常務理事  

三、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Taiwan)常務理事  

四、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五、 台灣透明組織（Transparence Taiwan）顧問  

六、 財團法人磐石基金會暨高雄市腦麻協會常務董事  

七、 高雄市政府健康促進會委員  

 

經歷  

永達技術學院轉型改辦工作小組校長暨執行長(2014.11-2015.07)  

高雄市 2013 年亞太城市高峰會執行會執行長(2012-201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2008-2012)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局長(2003-2008)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主任委員(1996-1998)  

高雄縣政府縣政顧問(1994~2010)  

財團法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常務監察人 (2012~2015)  

國際志工協會(IAVE)國際董事(2004-2006)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Taiwan）理事長(2002-2008)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Taiwan）常務監事(2008-2014)  

高雄市原生植物園創價協會理事(2000-2011)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2000-2008)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委員(2003-2007)  

高雄市廿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首任秘書長(1993-1996)  

財團法人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執行董事、執行長(1996-2004)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顧問(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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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訓祥 館長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現職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經歷 

教育部社教司委任科員、荐任幹事、專員 

教育部社教司科長 

嘉義師範學院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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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耿修 主任 

 

學 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博士 

現 職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 

經 歷 

文化部藝術發展司 司長 

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第一屆 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第八屆、第九屆 董事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處 處長 

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處長 

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局長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 

臺南市立藝術中心 主任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主任 

專業領域 

表演藝術營運管理：表演藝術、視覺藝術、視覺傳播、媒體策略、藝術推廣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文化觀光行政與管理、工藝文化產

業研究與行銷、工藝美學教育、社區工藝扶植推廣、藝文活動策

劃與國際交流行銷推廣 

史學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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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梓峰 行政副校長 

 

學歷  

德國達姆城大學工學博士 

 

經歷  

行政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推動小組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規劃小組執行秘書 

國立高雄大學總務長及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籌備處借調專任副研究員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專任副教授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台灣省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兼任副教授 

中華工學院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專任副教授 

德國 Darmstandt大學建築學院 博士候選人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獎學金（5年）獎學金得主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約聘企劃師 

淡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 

中國工商專校建築科兼任講師 

 

專業領域 

都市設計 

都市更新及城鄉再發展理論與實務 

國土及區域發展趨勢及政策 

都市社會學（都市問題、都市發展及社會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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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圓華 特聘教授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博士 

專業領域 

建築理論與評論，古蹟修復與保存、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社區營造、都市‧ 

建築‧室內‧家具設計，文化創意產業、城鄉技術創新規劃設計方法與應用 

現 職 

．樹德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應用設計研究所、 

  室內設計系專任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微建築與家具創意主題工坊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空間基因研究室 主持人 

．教育部：橫山 USR 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中心 主任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專家學者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評鑑小組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創意生活產業 審查委員 

．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委員 

經 歷 

． 高雄縣政府觀光交通局 局長、高雄縣政府縣政顧問 

．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院長 / 應用設計研究所、 

STU．UP – Cebu  MAAAD 所長  

． 樹德科技大學 主任秘書暨校務發展委員會 執行長 

． 文化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南區工藝育成中

心 主持人 

．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系主任 

． 台灣家具產業協會（TFPA）第三、第四屆 理事長 

． 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CIIAD）第三屆 理事長 

． 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CAID）第一屆

秘書長 

．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委員 

． 高雄市 21 世紀都市發展協會 第九屆秘書長 

． 宜蘭椅國際設計大賞評審委員會 主席 

． 金犢獎評審委員會 主席（臺灣區） 

榮 譽 

．國家工藝獎  創新設計獎 

．臺灣工藝獎  創新設計獎 

．金斧獎  金獎(專業組) 

．波蘭國際發明展  銀獎 

．臺灣優良生活產品獎  最優獎 

．良品美器獎 

．國科會  甲種研究獎勵 

．國科會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樹德科技大學  學術研究績優獎、研究傑出獎、研究績優獎、產學合作貢獻獎、研究貢獻卓越獎(3 次) 

 

 

著 作 

．教育部：《橫山 USR 成果專輯》(Ⅰ)、(Ⅱ)、(Ⅲ)，
2018、2019、2020，樹德科技大學。 

．《臺灣工藝調查研究》，2011，文化部 國立臺灣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臺灣今昔 百年木工藝家具》，2012，文化部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 「文化內容」加值規劃設計技術創新與應用》，
2015。 

 

策 展  

．2021 第四屆唐獎榮耀展，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0 臺中設計週 「一建築一家具」整合設計 4.0 
微型博覽會。 

．2018、2019、2020，橫山藝術祭(Ⅰ)、(Ⅱ)，教
育部高教深耕：橫山 USR 計畫。 

．2017、2020 臺灣家具原創展 (Ⅰ)、(Ⅱ)，臺南
博物館節。 

．「2011 TIFS 臺北國際家具展-建國百年臺灣家
具產業展區」展場規劃設計。 

．臺灣「椅」百年家具-生活文明載具主題展覽工
藝文化推廣活動計畫-「家具主題展及家具學術
研討會」 

．「文化行春」特展，文建會文化資產保存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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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瑜君 教授 

 

學歷 

美國奧勒岡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 

社會參與中心 主任 

環教中心 主任 

 

專業領域 

鄉村社區營造、社區/環境教育、人文生態與教育、環境教育課程教學設計、質性研究、行動研究、

多元差異與弱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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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炘怡 助理教授 

 

學歷  

逢甲大學 商學研究所經營管理組 博士 

 

現職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助理教授 

 

專長 

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服務管理、服務設計、管理心理學、績

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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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義 館長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EMBA) 

現 職 

‧  永興家具事業集團 董事長 

（包括：魯班學堂、青風文化傳播、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永興祥木

業、青木工坊、青築設計、青木堂現代東方家具的複合事業體 ） 

‧  青木堂現代東方家具 臺灣區總經理 

‧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館長 

‧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監事 

‧  台灣家具產業協會(TFPA)第五、六屆 副理事長 / 常務理事 

公司簡介 

永興家具事業  Yung Shing Furniture 

  受傳統東方文化思潮和現代經濟社會形態的影響，我們認為細緻的面對生活不僅能提高生

活層次，更能彰顯東方人文習性與現代生活氣息完美融合，於是一群認為可以將生活的美好更

細膩純粹展現、並為之付出心血與汗水、不懈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木工工藝愛好者，經過半世紀

的努力，凝聚了兩代人的生命與熱情，以善念為起點、工藝為基石、文化創意為輔助構建的產

業複合體，堅守傳統木作榫卯接合工法，以硬木工藝機家具的生產技術核心價值。這一主張將

傳統東方文化中所秉持的「有定法無定式」之匠藝特有的價值倫理，充分展露今日新臺灣精神

—「現代東方．人文生活概念家具」。永興家具事業歷經半個多世紀，走過臺灣家具產業經濟

活動的完整過程，具體表現社會變遷中的家具產業發展史。 

專 書 

‧  《致心流 魯班學堂師生聯展》專輯。 

‧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 / 第一期建設計畫、第二期磐石計畫年度成 

    果報告書》(2006～2018 年)。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將運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記載臺灣家具發展歷史的永興家具事業生產舊址加以整修更新，

使之成為具有典藏、展示、研究與教學等多重功能的家具產業博物館，讓參觀者從臺灣工匠的

精神中看見傳統家具的工藝本質，體驗臺灣家具產業文化演變的方向，並寓教於樂傳播實木工

藝文化，誠為本館設置之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