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參訪】南投紙農書院、蔽月山房農場、車埕木業展示館 

主軸分項別 
【分項計畫 A】跨域翻轉與品保

機制並重，深化學習成效 
子計畫名稱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結網

絡，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舉辦日期 107 年 05 月 25 日 
107 年 05 月 26 日 

舉 辦 地 點 
南投紙農書院 
蔽月山房農場 
車埕木業展示館 舉辦時間 08 時 00 分 至 19 時 0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

校參加

人數 
51 人 他校參加 

人 數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活動內容 

南華大學於 05 月 25-26 日帶領學生至南投紙農書院、蔽月山房農場、車埕木

業展示館，讓學生可以近距離與企業接觸，即時認識企業的營運模式和工作內容。 

    埔里是紙的故鄉，也是許多埔里人共同的記憶。我們將透過“埔里紙鎮”的品

牌，找回埔里傳承三代的記憶，與那純粹的手作溫度。 

    日月潭金龍山又稱槌子寮，當地又稱「仙楂腳」，位於 131 縣道旁的小山丘上，

可眺望整個魚池盆地，氣候佳時更可遠觀合歡山脈及日月潭。熱衷風景攝影的攝影

家們都知道，全台灣位於低海拔山區，卻可一睹壯麗日出雲海景色的三大攝影聖

地：「北格頭、中五城、南二寮」，「中五城」即為「金龍山」。金龍山就近可俯瞰魚

池盆地，遠望則山巒疊翠、雲海翻湧，尤其曙光乍現之時，萬縷金光透過台灣肖楠

的枝枒灑在林間各處，遠山如用金線勾勒，如浪花般充滿生命力的雲海則由左邊的

日月潭方向翻滾向埔里方向而去，瞬息萬變的風景另所有捕捉畫面的攝影師屏息以

待、大呼過癮。 

    廖鄉長紅茶故事館位於南投縣的魚池鄉，其紅茶產業自日據時代開始發展。

1925 年，日本人從印度引進大葉種「阿薩姆紅茶」茶樹種子在魚池鄉一帶地區進

行試種，由於魚池鄉日夜溫差夠大，晨昏多霧，再加上土壤質地為酸性磚紅土，各

方面客觀地理條件與阿薩姆紅茶原種植產地極為相似，故結果頗為成功。 

   而當時治理臺灣的臺灣總督府也因此於 1936 年在魚池設立了「魚池紅茶試驗

支所」，做為專門引進、推廣阿薩姆種紅茶的研究中心。魚池鄉的紅茶產業發展基

礎，就此奠定。於 2012 年落成得廖鄉長紅茶故事館是一座以紅茶為主角的展覽館，

外觀充滿歐式古典風情，內部則是懷舊為主軸，融合現代與復古令人感到驚豔。故



事館內介紹魚池鄉主要紅茶品種與紅茶採收、製作過程，一樓左方置放製茶機械設

備，為館內鎮館之寶，即為館主廖鄉長的父親所傳承，至今已有六十年歷史，不論

是切菁、篩茶、揉捻及乾燥等設備一應俱全，目前仍是紅茶館內的製茶主力機械！ 

    館內設有時光隧道、製茶過程介紹、魚池在地紅茶介紹以及紅茶品嚐區可讓遊

客一睹優質嚴選的魚池紅茶真面目。輕柔的音樂流洩，空氣中瀰漫著愜意的氛圍，

低頭啜飲瓷杯中的魚池紅茶，圓潤的香氣由舌尖向喉頭逐步綻放，宛如初受日照的

鮮嫩茶心向外開展般的美好。這裡，就是廖鄉長的紅茶故事館。 

   車埕，為火車集集線的終點，日據時期因興建大觀發電廠以及從事木材業而興

盛，曾是中台灣林木輸出的重要轉運站，在台灣木業發展史上佔有一段輝煌的過

去。但是當電廠完工、林業資源也逐漸枯竭後，車埕的繁榮便逐漸不再。 

    直至 921 大地震後，為了要加速重建日月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便將製

造木業的舊廠房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整體結構建材主要為「木材」，並以鋼

骨做為輔助材料，典雅的日式風格又揉合強烈的現代化元素，特殊的建築風格曾經

過得 2009 年的台灣建築獎。 

「車埕木業展示館」與車埕火車站相鄰，交通相當便利，館內展示著過去伐

木歷史，以及介紹各式木頭特色與知識，還提供 DIY 課程，讓每位旅客來此都能

成為小小木匠，打造出專屬於自己的木作品。還另提供有專業的導覽行程，大約

六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體驗車埕火車站、老街、木業展示館、酒莊、貯木池與

天車等景點，深入親近水里車埕的親切而溫馨的在地文化。 

帶領同學至南投紙農書院、蔽月山房農場、車埕木業展示館，並進入工廠認

識企業界是如何運作和經營。幫助同學提早對職場做初步探索，帶領同學深入參

訪，了解各個工作環境裡的實際運作，藉此帶給同學不同於學校教育的學習經

驗。期許同學能增加對業界的了解之外，亦有跨系的交流與學習，有多重的收穫。 

活動滿意度問

卷結果 

依問卷結果撰寫簡單的統計與分析 
ex：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

號 
題目 

非常滿

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1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

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

到滿意 
92% 8%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

幫助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88% 12% 0%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

表達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

積極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

滿意 
92% 8%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7 其他建議  
 

改善措施     下次有類似活動可以多多舉辦。 

佐證資料 
 

1. 檢附活動議程表 

2. 檢附活動海報 

3. 檢附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 檢附活動簽到表 

5. 檢附活動照片 



南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企業參訪 

 
參訪地點：南投紙農書院/蔽月山房農場/車埕木業展示館 
參訪日期：107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107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成均館中庭  

08：30~10：00 
出發到南投紙農書院(車程 90 分鐘) 

南投縣埔里鎮種瓜路 1 號 紙農書院負責人 
黃世豐 

10：00~12：00 
企業參訪：紙農書院& 

DIY(租借禾題休閒渡假民宿場地) 

12：00~12：10 
前往餐廳午餐：秀卿的灶腳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 33 號 

 

12：10~13：30 午餐  
13：30~15：30 生態導覽及學習：筊白筍 

蔽月山房農場負責人 
黃美玉 

禾題渡假民宿負責人 
鄒文志 

15：30~17：00 

企業參訪：蔽月山房農場 
蔽月山房農場-座談/Q&A 

產業議題： 
1. 如果您是老闆您會如何行銷您的公司？ 
2. 就目前的景氣如何突破困境創造獲利？ 
3. 對未來您有什麼規畫？ 

17：00~18：30 餐廳晚餐：蔽月山房 BBQ  

18：30~ 
住宿：禾題休閒渡假民宿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 13 號 

禾題渡假民宿負責人 
鄒文志 

107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03:30 起床  

04：00-04：20 
04：00-04：20 坐車到金龍山步道登山口 

04：20-05：00 金龍山 
 

05：11 金龍山賞日出  

06：00~07：30 
06：00-07：00 回程禾題休閒渡假民宿 

07：30 check out 
 

07：30~09：00 金龍山生態遊 (南投縣魚池鄉)&早餐  

09：00~09：20 
前往廖鄉長紅茶故事館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通文巷 6-31 號) 
 

09：20~11：30 參觀廖鄉長紅茶故事館導覽  

11：30~12：00 
前往車埕林班道體驗工廠(車程 30 分鐘)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巷 101-5 號 
 

12：00~13：30 午餐自理  

13：30~16：00 

參觀車埕木業林班道 
車埕木業林班道-座談/Q&A 

車埕林班道體驗工廠行

銷總監 孫嘉璐 
貴得有限公司經理 

吳佳靜 

產業議題： 
1.對於目前新科技 AR 和 VR，你認為能夠如何

應用來幫助觀光產業？ 
2.請問你如何看待目前大眾講求的 CP 值？請

以消費者端和經營者端分別以 2 個角度分析 
3.「會吵的孩子有糖吃！？」請問你如何看待

奧客問題？ 
16：00~17：20 賦歸  

經費來源：107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目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

結網絡，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活動日期 107 年 05 月 25 日-26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南投紙農書院、

蔽月山房農場、車埕木業展示

館 
地點 

南投紙農書院 
蔽月山房農場 
車埕木業展示館 

  
南投紙農書院情況 南投埔里流籠體驗 

  
林副校長為活動致詞 蔽月山房農場座談情況 

  
南投車程木業參與情況 南投車程木業參與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