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12 月活動成效表 

計畫名稱 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 USR Hub 

計畫主持人 董莊敬院長 活動負責主持人 

王秀文主任、張嘉斌主任、林

震宇主任、陳淑瑩主任、黃思

瑋副主任、林文斌主任、盧安

琪老師、劉政彰老師、黃貞芬

老師、楊燕詒老師、葉子銘老

師、吳仙凰老師、鄭喬文老

師、倉本知明老師、小崛和彥

老師、黃岷秀老師、胡令珠老

師、魏愛妮老師、陳正娟老師 

活動名稱 

1. 專業課程結合觀光文化導覽 

(1)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業師協同教學 

(2)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校外實作導覽 

(3)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 

2. 觀光文化導覽教師成長社群及志工團 

(1) 觀光文化導覽演講活動 

(2) 觀光文化導覽教師社群 

(3) 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 

3. 觀光文化導覽結合在地商家國際化 

(1) 商家外語精進計畫 

(2) 成果展-社區狂歡嘉年華 

活動地點 文藻外語大學、鹽埕區、高雄翰品酒店 

活動目的 透過學校教育及資源挹注沒落地區，藉以提升區域經濟效益，並促進地方永

續發展。同時學生亦可運用其所學，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專業的外語導覽

鏈結在地文化，並提升學生的實作能力。本計畫的重要性為，透過高雄歷史

博物館、雲朗觀光集團翰品酒店的業界聯盟、文藻外語大學三方的結合，培

育學生的專業知能，同時亦能夠促進地方產業發展，鏈結學生學習至就業一

條龍的課程設計。 

活動參與人員 1,252 人次 

活動使用經費 50 萬元，經費使用率 100%。 

達成計畫 KPI 

皆依照原計畫書規劃內容執行。 

1. 辦理 15 場協同教學。 

2. 辦理 5場校外實作導覽。 

3. 辦理 5場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 

4. 辦理 1場觀光文化導覽演講活動。 

5. 辦理共 20 小時、5個語言班(日語、韓語、泰語、西語、法語)。 

6. 辦理 4次教師社群聚會。 

7. 辦理 1場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 

8. 辦理 1場成果展。 



活動成效(本

活動讓學生獲

得之學習或成

長/對場域之

幫助或貢獻/

與計劃目標關

聯性)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業師協同教學(9/22~12/4) 

1. 辦理 15 場協同教學，共計 244 人次參加。 

2. 由高雄歷史博物館研究部專員余姿慧、高雄翰品酒店林俊宇總經理、高

雄翰品酒店客務組陳志豪經理及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專案經理人陳振榮

進行協同教學授課，主要內容為：高雄歷史概述、鹽埕導覽概略(導覽技

巧、路線設計、資料查詢、經驗分享)及飯店接待禮儀與技巧之經驗分

享，學生們提升了專業的觀光文化導覽知識。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校外實作導覽(10/27~11/16) 

1. 辦理 15 場協同教學，共計 244 人次參加。 

2. 由高雄翰品酒店客務組陳志豪經理進行鹽埕導覽實察教學，學生們將協

同教學所學的專業觀光文化導覽知識，將課堂所學轉化深植運用能力。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12 月) 

1. 辦理 5場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共計 244 人次參加。 

2. 由參與本計畫之班級分別辦理「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學生自己規劃

旅遊路線，可以簡報/微電影/摺頁…等形式展示。 

觀光文化導覽演講活動(10/7) 

1. 辦理 1場觀光文化導覽演講活動，共計 125 人次參加。 

2. 邀請 Rakuten Monkeys 國際事業辦公室礒江厚綺先生(桃猿隊行銷部日本

負責人)主講，其講題內容為將口譯結合運動觀光，分享透過專業的外語

導覽鍊結在地棒球文化，藉以提升區域經濟效益，並促進地方永續發

展，學生表示受益良多，可以用自己所學的專業外語結合喜歡的棒球運

動，向各國推展台灣運動文化。 

商家外語授課(10/14~12/4) 

1. 辦理共 20 小時、5 個語言班(日語、韓語、泰語、西語、法語)，共計 67

人次參加。 

2. 由本院與高雄翰品酒店合作辦理，本院教師支援授課(法文系黃貞芬老

師、西文系鄭喬文老師、西文系吳仙凰老師、日文系胡令珠老師、日文

系黃岷秀老師及東南亞學系陳正娟老師)，上課對象為翰品酒店客務櫃

台、大廳第一線接待人員、餐飲外場同仁及附近商家參加，上課內容主

要教授各國文化特色外，再搭配幾句簡單之日常對話，參與人員因工作

性質會接觸到外籍客人，他們皆表示，非常喜歡此類課程，獲益良多，

對於工作應對上很有幫助。 

觀光文化導覽教師社群(7/23~11/9) 

1. 辦理 4次教師社群聚會，共計 152 人次參加。 

2. 7/23：社群成員進行前導說明。 

3. 9/11：合作單位與社群成員之會談，主要針對計畫內容之執行細節進一

步之確認。 

4. 10/21：邀請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專案經理人陳振榮蒞校演講，其主題為

「從左營文史工作者的角度，探討社區再造，大學端可以合作之可能

性」，開放全校教師參加。活動中，教師與講者互動熱烈，針對社區營造

與大學端之合作提出很多看法，期望未來能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5. 11/9：邀請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郭暉妙蒞校進行演講，其主題為

「從歷史研究專員的角度，探討當地歷史文化如何結合社區，創造新的

合作契機-語言・轉化：從博物館「日常」出發」，開放全校教師參加。

活動中，教師與講者互動熱烈，歷史文化如何結合社區與大學端之合作



提出很多看法，期望未來能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11/21) 

1. 辦理 1場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共計 26 人次參加。 

2. 自本院接受專業觀光文化導覽訓練的班級學生中挑選 4 位，負責帶領報

名參加此次「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之師生進行鹽埕區觀光

導覽，導覽學生們學以致用，將課堂所學轉化深植運用能力，當天踩踏

路線為：導覽路線：高雄翰品-歷史博物館-賊仔市/三山國王廟-大溝頂

(婁記饅頭)-SKB-翰品。 

成果展-社區狂歡嘉年華(12/5) 

1. 辦理 1場成果展，共計 150 人參與(表演師生及參與民眾)。 

2. 於12月5日在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舉辦計畫成果展「社區狂歡嘉年華」，

以文化遊行拉開序幕，文藻同學穿著各國傳統舞蹈服飾遊行，接著進行

各國舞蹈及音樂表演，節目包含法國布列塔尼傳統舞蹈、西班牙弗朗明

哥舞蹈、日本傳統盆舞、韓國流行舞、印尼峇里島傳統舞蹈、拉丁打擊

樂組曲以及德國搖滾卡農大提琴表演，最後由鹽埕在地表演畫下句點，

透過與鹽埕商圈社區的合作，發揮大學社會責任 USR，以及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使命，藉以帶動鹽埕商圈觀光人潮，刺激當地消費，舉辦社區狂歡

嘉年華的活動。 

活動反思 

本活動促進場

域永續發展之

效果 

「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 USR Hub」透過鏈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和高雄翰

品酒店共創社會責任(CSR)，除展現文藻多國文化的豐富性，將異國風情帶入

在地，同時亦不忘在地的文化面貌，通過文化的交流，攜手在地，重現高雄

打狗鹽埕風華，展現高教外溢性，帶動鹽埕商圈觀光人潮，延續在地社區的

永續發展，關於場域永續發展進行以下說明： 

一、 在地團體組織提出建議： 

本次計畫是很好的合作開端，建議可以再擴大合作的鹽埕區其他里長，

並結合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討論出整體性的鹽埕再造規劃，透過學校教

育及資源挹注沒落地區，藉以提升區域經濟效益，並促進地方永續發

展。 

二、 與雲朗觀光集團合作開設課程： 

本次計畫與雲朗觀光集團旗下的翰品酒店合作，將專業外語能力與在地

導覽鏈結，培育學生投身社區服務，借助翰品酒店導覽的專長，透過鹽

埕區導覽實察教學，導引學生規劃具有溫度及深度又能突顯活動特色之

觀光導覽路線及細節，讓學生們將協同教學所學的專業觀光文化導覽知

識，轉化深植運用能力，也為翰品酒店培育出外語觀光導覽的種子人

員。而延續此合作，本學院與雲朗觀光集團合作，計畫於 109 學年度下

學期開設「產業實務講座」一般選修課程，由雲朗觀光集團各主管共同

進行授課，教授飯店管理實務對接就業，提升學生的就業力，共同培養

該產業人才以服務社會。 



 

 

 

 

 

 

 

 

 

 

 

 

 

本活動體現之

在地關懷與社

會責任的實現 

「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 USR Hub」透過鏈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和高雄翰

品酒店共創社會責任(CSR)，除展現文藻多國文化的豐富性，將異國風情帶入

在地，同時亦不忘在地的文化面貌，通過文化的交流，攜手在地，重現高雄

打狗鹽埕風華，展現高教外溢性，帶動鹽埕商圈觀光人潮，延續在地社區的

永續發展。 

本計畫亦藉由邀請業界專家:Rakuten Monkeys 國際事業辦公室礒江厚綺先生

(桃猿隊行銷部日本負責人)、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陳振榮專案經理人及國立

歷史博物館研究郭暉妙助理共同參與，增進文藻師生與業界實務的交流，提

升觀光導覽實務知識；更與翰品酒店一同推動社區商家外語精進課程，邀請

在地商家一起來學日文、韓文、泰文、法文及西班牙文，同時深入鹽埕與在

地商圈和社區合作，如今更盛大舉辦計畫成果展「社區狂歡嘉年華」，邀請鹽

埕區光明里、港都里及新樂里一齊同樂，在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舉辦，以文

化遊行拉開序幕，文藻同學穿著各國傳統舞蹈服飾踩街遊行，及演出各國舞

蹈及音樂節目，特色節目包含法國布列塔尼傳統舞蹈、西班牙弗朗明哥舞

蹈、日本傳統盆舞、韓國流行舞、印尼峇里島傳統舞蹈、拉丁打擊樂組曲以



及德國搖滾卡農大提琴表演，成果展最後則由鹽埕區在地的團體表演為活動

畫下圓滿句點。 

本活動與課程

專業知識與技

能之切合度和

擴展性 

本學院發揮大學社會責任(USR)，透過「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 USR 

Hub」，計畫，將專業外語能力與在地導覽鏈結，培育學生投身社區服務，共

結合「餐旅法文」(法文系盧安琪老師)、「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德文系楊

燕詒老師)、「觀光西文」(葉子銘老師)、「台灣景點日語導覽」(日文系陳淑

瑩老師、倉本知明老師)，共 4 門課程。邀請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及當地知名觀

光飯店—高雄翰品酒店一同參與計畫，提供文藻學生高雄歷史風華背景知

識，讓學生從熟悉高雄歷史、鹽埕演進，並借助翰品酒店導覽的專長，透過

鹽埕區導覽實察教學，導引學生規劃具有溫度及深度又能突顯活動特色之觀

光導覽路線及細節，讓學生們將協同教學所學的專業觀光文化導覽知識，轉

化深植運用能力。 

本活動成效的

具體或實質產

出 

1. 實際參與鹽埕導覽學生為 244 人次。 

2. 學生規劃導覽成品 20 件。 

本活動執行中

遭遇到困難的

解決方案 

1. 學院執行 USR hub 計畫之人力支援問題。 

2. 在社區辦理大型活動需要結合社區在地的力量，特別是社區里長們的鼎力

協助才能將活動完成。 

活動花絮照片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業師協同教學 

(高雄翰品酒店林俊宇總經理)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校外實作導覽 

(高雄翰品酒店客務組陳志豪經理帶領學生進行實作導覽教學) 

 

觀光文化導覽課程旅遊路線規劃簡報比賽 

(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學生成品海報展) 



 

觀光文化導覽演講活動 

(Rakuten Monkeys 國際事業辦公室礒江厚綺先生演講) 

 

觀光文化導覽教師社群 

(合作單位與社群成員之會談) 



 

社區導覽踩踏暨導覽志工團培訓 

(學生導覽解說 SKB) 

 

商家外語精進計畫 

(日文系胡令珠老師至高雄翰品酒店為鹽埕商家教授韓語課) 



 
成果展-社區狂歡嘉年華 

(本校師長、校外貴賓及全體表演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