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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107 年 11 月的〈把街區當教室─通識課程的創新與實踐案例〉

（蕭百芳，2018B）為基礎，以及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商業美學與文

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B」（以下簡稱為「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B」）

為研究主角，著重探討從第五週到第 11 週共六週（扣除第九週的期中考）

的在地場域課程單元，是如何規劃與設計教材與教案，引導學生與在地場

域接地氣，期末產出場域創生的作品，達成高教深耕計畫裡大學應善盡社

會責任為地方創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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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示範計畫，教育部

於高教深耕計畫裡也特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認為大學「應

該主動積極和當地社經及產業發展結合，帶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展，以實

踐大學社會責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無日期）。地方創生來

自日本因高齡化與少子化嚴重，有許多的城鎮即將消失，包括該城鎮的歷

史文化與重要資產，因而希望透過大學的陪伴與協助培育人才，讓青年人

口回流，以積累地方永續發展與存在的價值（張力亞，2018；劉怡馨，2018）。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創課於100學年度，隨著教育部推動社會參

與式課程，於通識革新計畫裡課程也更名成「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

文化與城市文創」，上課地點也從教室走出校園，打開學生的視野。然雖

打開學生視野，學生與在地終究像個過客，無法達成107年高教深耕計畫

的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培育地方人才，學生能關懷地方，並願意嘗試與

地方一起解決困境或者提出創生的方法。因此課程在多年的授課經驗，107

年重新審視調整與修正課程，透過翻轉、走讀與手做三個教學模式，規劃

與設計教材，讓學生接地氣，達成為地方創生的目標。 

本文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

文創B」為研究主角，著重在探討從第五週到第十一週共六週（扣除第九

週期中考）的在地場域課程單元，如何將翻轉教學與走讀作搭配，規劃與

設計教材與教案。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應用實務導向的課程理念，可創造大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關懷（廖

敦如，2018）。 

二是驗證社會實踐課程的教材經過設計後，學生社會實踐的可行性。

因此透過通識藝術美學課程的教案設計，觀察學生在地關懷的具體成效，

以及以社會實踐在地文化，能否接地氣為地方創造行銷影片、具有地方文

化特質的文創開發，是本文探討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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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在地實踐課程場域─清代掌控全臺貿易的五條港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一府是指五條港繁忙的貿易，當時不僅掌

控府城經濟，也影響了全臺的經濟，成為全臺的經貿中心，十八至十九世

紀盛極一時。因此五條港可謂為孕育臺灣經貿之母，長久以來只注重行政

文化的風氣下，五條港郊商罕為人知，就連住在五條港裡的居民，也不清

楚五條港對臺灣發展的重要性。當今世界遺產的風潮下，帶動國人對於地

方文化的重視，何況是世界罕見且曾掌控臺灣經濟發展的五條港，身處於

府城的大學有其責任，也是課程在地實踐選擇此處之因。 

五條港的特殊，在於300多年前的府城赤崁樓與安平、鹿耳門間有臺

江內海，先民從內地來臺，得先抵達鹿耳門，再換乘舢板船經臺江內海，

才能到達赤崁樓，當時府城的上岸地點在大井頭，如圖1（劉良壁，1961） 。

臺江內海逐漸陸浮，郊商為了方便運送貨物，於陸浮的軟質泥地開挖人工

水道， 1752年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城池圖」裡已見五條港的雛型，

如圖2。 

 

 
 

圖1  1685-1704康熙臺灣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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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752年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的「城池圖」（王必昌，1961） 

 

圖2可見當時郊商所挖掘的三條人工港道，也可看見郊商於三港道中

央的北勢港底所建的郊商總部水仙宮。後因貿易需求量大，以及陸浮面積

擴大，往北往南再挖港道，由北往南形成了新港墘港、佛頭港、北勢港、

南河港與安海港的五條港。各港道就其本身條件、位置及與城內的產業鍊

結的關係，運送的貨物各不相同，也形成不同港道有不同產業的特色，如

佛頭港，因港道水深，專以運送木材為主（陳秀琍，2014）。日治時期因

五條港逐漸淤積，開建了新的運河，又因開放安平通商，洋行四起，五條

港道因而沒落，逐漸變成下水道，如圖3。目前港道雖然都成下水道，然

聚落空間保存尚稱完整，尤其是郊商總部的北勢街（今稱神農街），仍保

留清代郊商為貿易所建的街屋樣貌與街道寬度，十分珍貴（蕭百芳，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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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今五條港區往昔港道示意圖（筆者以google地圖為底，參考五條

港發展協會的五條港地圖，與三年五條港田調的資料，繪出清代五條港

的位置）。 

貳、課程的規劃 

一、十八週課程的規劃 

如前述「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B」課程，在107年創新與教學實踐計畫

的前題下，以走讀取代走馬看花的參訪，以翻轉改變被動聽講的上課方式，

以做中學完成了地方創生的目標。由走讀、翻轉與實做的三項授課方式所

規劃的十八週課程如下： 

 

表 1 

107-2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B 課程的 18 週課程規劃 

週次 課程單元 課程活動 授課方式 

1 品牌藝術與文創商機一─課程說明 1.分組 

2.認養港道 

小組討論 

2 品牌藝術與文創商機二─繪本文創 幾米繪本與府城文創 教室翻轉 1 

3 講座 1─五條港的經營與文創開發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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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1 

107-2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B 課程的 18 週課程規劃 

週次 課程單元 課程活動 授課方式 

4 品牌藝術與文創商機三─公仔文創與城

市吉祥物創作 

港道吉祥物創作 教室翻轉 2 

做中學 1 

5 再生空間的文創美學一─五條港參訪前

的先備知識建立 

建立五條港基礎知識 教室翻轉 3 

6 再生空間的文創美學二─五條港參訪 走讀五條港 走讀 1 

7 再生空間的文創美學三─老屋欣力的探

討 

1.認養港道的認識 

2.預設與認識在地創生的

老屋 

教室翻轉 4 

8 再生空間的文創美學四─五條港與其再

生空間的探索 

1 港道散步路線的規劃 

2.尋訪合作的創生老屋 

走讀 2 

9 期中考週   

10 影像藝術的城市行銷美學一─微電影的

行銷手法與老屋採訪規劃 

採訪港道老屋的準備 教室翻轉 5 

11 城市魅力與旅遊文創商機一─老屋再造

結合旅遊文創行銷策略應用(校外參訪 3 

走讀 3 

採訪文創老屋 

走讀 3 

做中學 1 

12 城市魅力與旅遊文創商機二─五條港文

創商品的開發 

港道與老屋文創的發想 教室翻轉 6 

做中學 2 

13 城市魅力與旅遊文創商機三─五條港地

圖的開發 

港道散步地圖的規劃與設

計 

教室翻轉 7 

做中學 3 

14 期中成果報告  做中學 4 

15 城市魅力與旅遊文創商機四─五條港文

化園區的文創行銷策略的大會師 

1.港道部落格的規劃 

2.老屋行銷影片修改 

教室翻轉 8 

做中學 5 

16 影像藝術的城市行銷美學二─再訪文創

老屋經營者 

1.與老屋主討論行銷影片

與文創品的修正 

2.實際走訪小組的散步路

線作修正 

走讀 4 

做中學 6 

17 成果展與成果發表   

18 期末考週   

 

從表1，「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B」十八週的課程，雖以翻轉、走讀與

做中學三種方式的授課為主，但是每一週的上課方式並非全然採單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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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使用兩種並行的方式上課，以讓修課學生達到良好的學習成效（見圖

4）。 

第一週雖僅僅使用小組討論的方式，但是為了順利推行往後16週課程

的各項活動，因此分組、認養港道、取小組名稱是這週的重要工作。因課

程的實踐場域在五條港，課程創生的目標設定在保存五條港的珍貴文化基

因，進而製作影片發揚與開發文創品以及散步地圖為地方創生，因此順應

實踐地域的特性，依港道將40位學生分成新港墘港、佛頭港、北勢港、南

河港與安海港五組。分組過程中簡略的說明每一港道的歷史特性與目前現

況，依學生對港道的感知與興趣組成小組，並依組成成員與港道特性為小

組命名，如下： 

 

表 2 

107-1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B 課程的分組與命名 

認養港道 組名 人數 說明 

新港墘港 老街 BANG 起來 9 著名的信義街為新港墘港清朝時期的

老古石街，該組同學希望藉由她們的

文創改造，讓老街有活力。 

佛頭港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8 佛頭港有許多的廟宇，如祀典武廟、

大天后宮都為港道上的重量級廟宇，

因此以與神的反差詼諧手法來命名。 

北勢港 這草有毒 7 往昔北勢港主要運送藥材，港旁的北

勢街底有藥王廟，祭拜神農，該組則

以神農嚐百草的特性命名。 

南河港 官官難過 官官不說 7 南河港是五條港中的官道，港道中有

接官亭，故以官與關的諧音用俗諺來

命名。 

安海港 八+九喵趴趴造 9 安海港裡的正興街以貓聞名，該組有

九人，期待整學期逛遍安海港認識安

海港，因而以貓與人數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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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十八週課程，分三階段來設計課程：第一階段先以教室翻轉

建立基礎知識；第二階段則走出教室走讀親訪實踐場域；第三階段在翻轉

與走讀所獲得的內蘊能量，發想創意並實做為地方創生，如下圖： 

 

 

 

 

圖4  三種授課方式階段性的導入課程圖 

 

三種授課方式架構是從教室翻轉的「具象思考」，到走讀活動有了「真

實情境」，學生因行動導入有了「問題發現」，最後找出「解決方案」以做

中學的方式完成課業（廖敦如，2009）。圖4搭配表1的課綱規劃，從第5週

到第11週的教室翻轉與實踐場域的走讀，成為做中學解決方案為地方創生

的重要養份。因此如何的引導學生，對實踐場域有感知發現問題，能關懷

之，進而在做中學中創造在地價值，良善的教案與教材設計是其之鑰。 

 

二、走讀單元的地方融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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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三階段走讀單元的設計（陳麗華、彭增龍、王鳳敏，2004；何

文玲、李傳房、陳俊宏，2013） 

 

 

圖4從第5週啟動了走讀的相關授課，採用了社區學習階段、社區探究

階段，與社區行動階段等三個階段的方式設計課程（陳麗華、彭增龍、王

鳳敏，2004），以培養學生對場域的關懷與參與度。而走讀的目標除了打

開學生視野，認識實踐場域外，還要能發現場域的特質與問題，融入在地

與之互動，再將這些內蘊透過引導轉化成地方創生的因子。因此在第5-11

週（扣除第9週的期中考週）總共六週的授課，安排了一週教室翻轉、一

週走讀的穿插式之三組課程單元設計。而三組課程單元是具連貫與進階性

質的三階段，若單一授課，無法有整體性的成效，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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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5，課程融入在地採用了先建立先備知識的方式，且以當地的導

覽老師帶領學生認識在地，使學生在教室裡獲得的既有認知，透過導覽快

速的與在地產生連結。第二階段將範圍從五條港縮小至小組認養的港道，

讓學生以探索的方式，自行在港道範圍活動，感受出港道的特質特色，找

出想為其行銷與學習的文創老屋；透過讓小組的學生合作，自行摸索的方

式，能夠加速對在地產生情感與認同。第三階段則是實際的採訪老屋職人，

為能採訪好職人與介紹老屋特色，小組學生得事先作好功課，透過前面四

週已對於港道與老屋的熟悉度，先做技能的學習（分鏡），再做採訪的內

容規劃，再於第11週完成融滲在地的採訪課題。 

參、走讀單元的教材設計 

圖5的走讀單元三階段規劃與設計，無論那一階段都需要良好的教案

與教材輔助，以引導學生達成該階段的成效，下分述之。 

 

一、初識場域─知能的基礎建立 

因為多數學生對於五條港相當陌生，雖然第一週分組時有簡略講述五

條港的基本知識，但是對於目前已成下水道的五條港，學生既陌生、無感

又很有距離。如何吸引學生認識五條港並感興趣，第5週翻轉課程的教材

設計，是其靈魂。 

（一）第五週翻轉教室─學生概念之建立 

本課程共三節課，第5週的翻轉課程分成兩階段，第一節課是五條港

空間概念的建立，第二、三節課是在地知識的加強。第五週的教案流程設

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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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五條港的認識與五條港疑雲桌遊競賽活動單元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00-25 1.五條港的基礎知識 

2.10/19 五條港的參訪說明 

 

25--40 主題 1：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認養的

港道的空間概念建立—範圍。 

討論問題 1： 

請在第一張空白的五條港地圖上，畫出

小組認養與負責港道的位置；最後請用

紅色虛線畫出小組負責的港道範圍，並

標示附近街道。 

說明： 

1.限時 15分。 

2.參考地圖，請至小組討論版參考所附

的地圖。 

3.地圖畫好後請將該圖拍照，並上傳至

討論版繳交作業。 

1.請各組將討論成果，畫在空白地圖 1

上。 

2.將自己認養港道標示出來及附近的街

道名稱補上地圖。 

3.發放物品： 

(1)五條港區域的市街地圖 2 張。 

(2)彩色筆一盒。 

40-60 主題 2：小組文創公司對 10/19 參訪路

線的認識 1。 

討論問題 2： 

請在第二張空白的五條港地圖上，畫出

小組 10/19 當天所要參訪的路線位置。 

1.請各組將參訪路線，畫在空白地圖 2

上。 

2 請 TA 協助將地圖貼於小組的牆上，

記得下課時，讓各組組長帶回，10/19

參訪時帶著，沿路對照。 

60-75 主題 3：小組文創公司對 10/19 參訪路

線的認識 2。 

討論問題 3： 

請在第二張小組 10/19 參訪路線地圖，

用不同顏色的筆標出小組負責港道的位

置。 

說明： 

1.限時 15分。 

2.該圖請組長保存好 10/19參訪時，供

小組使用。 

3.請將該圖拍照上傳至小組討論版本翻

轉題的位置。 

10/19 小組跟導覽老師走過港道時時，

就可知道自己負責的港道現今模樣。 

75-95 主題 4：小組文創公司對五條港的認

識。 

簡報 1：內鬼疑雲桌遊介紹 

簡報 2：教材-五條港疑雲桌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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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五條港的認識與五條港疑雲桌遊競賽活動單元流 

時間 活動 說明 

95-150 主題 5：小組文創公司對五條港的認識

─小組的五條港疑雲桌遊競賽。 

先選定五條港的某一主題，給十分鐘查

詢該桌遊裡五條港主題的內容，開始進

行遊戲。 

說明： 

1.改成教材的五條港疑雲桌遊共有五項

主題，每小組至少玩三項主題作競賽。 

2.玩過的主題都需作記錄，請記錄於五

條港疑雲桌遊的小組作業裡。 

3.請將作業拍照，上傳小組討論版。 

1.各組玩桌遊時，請填寫桌遊作業。 

150-170 主題 5：小組文創公司對五條港的認識

─全班的五條港疑雲桌遊競賽。 

說明： 

1.各組派出 2名同學參與五條港疑雲桌

遊競賽 

2.玩一主題，決勝負 

請 TA 宣讀獲獎的組 

 

從上表，第五週課程主要在建立學生場域的空間概念與知識，讓第六

週親到五條港時，加速對五條港的認識。 

1. 五條港空間概念的建立 

如何建立五條港的空間概念，除了被動的聽講外，表三主題1設計了

讓學生動手畫地圖的教材，以加深認識港道位置。教材為五條港範圍的

GOOGLE MAP街道圖，請小組看螢幕的五條港地圖（圖6），討論後同心

合力的畫出自己認養港道的位置，讓學生有一個完整的港道空間概念。圖

7為認養新港墘港的「老街BANG起來」組，她們畫出新港墘港流經的區

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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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第五週認識五條港位置空間概念的教材 

 

第六週的五條港參訪，與課程合作的臺南市文化協會配合課程規劃出

五條走讀路線，以讓認養某港道的同學除認識五條港外，也能深度的走訪

認養的港道。因此表3的主題2是要每組在第二張空白的五條港範圍地圖裡，

先畫出小組第六週的參訪路線，再在該地圖上標出自己認養港道的位置與

附近街道，一來可讓學生事先了解第六週要參訪的路線，二來參訪中走到

自己認養港道的區域時，能更加注意觀察環境。圖8是安海港組畫出參訪

10/19當天導覽老師會帶的路線，並把重要的景點標出。 

 

 

圖7  老街BANG起來小組所畫的認養港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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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八+九喵趴趴造小組所畫的參訪路線圖 

 

2. 五條港知識的深化 

為了建立修課學生的五條港基礎知識，特別開發「五條港疑雲」桌遊

作為上課教材。「五條港疑雲」桌遊的靈感是來自「內鬼疑雲」這款桌遊，

一組玩家經執骰子決定主題，透過機制，玩家裡會有一到二人拿到的主題

與其他人不同，隨後每人對這個主題以一句話來形容，最後大家抓出誰的

主題不同（[派對桌遊] 內鬼疑雲規則介紹，2015）。以這樣的遊戲概念設

計出「五條港疑雲桌遊」，內容有五條港的美食一、美食二、老店、廟宇

與著名景點五組卡牌四個類別，四類是從五條港的重要知識與資訊分門別

類選出來的。如第一類的美食一，玩家每人拿的圖卡正面是數字，數字旁

邊如果有黃色圓球記號，就表示那個數字背面的美食主題跟其他人不一樣，

見圖9的最右側。圖9卡牌的背面有一到七個是五條港的知名傳統排隊美食，

學生玩這款桌遊時，需要形容主題，就會主動上網找資料，無形中形塑了

學生的五條港各項相關的在地知識，是這款桌遊教材的特質。為此還特別

設計了這款桌遊玩後作遊程記錄的小組作業，讓學生整理玩過認識的在地

知識，簡單的陳述出來，如圖10。圖10老街BANG起來這組，在老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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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骰到了水仙宮前的「寶來香餅鋪」，她們對於該老店的形容是「臺南70

年老店，賣椪餅、紅圓、發粿，及拜拜供品，全部純手工。」基本上已認

識到傳統餅鋪寶來香，所販賣的特色商品與純手工製作的二大特色。 

 

 

   
 

圖9  五條港疑雲桌遊的美食卡正反面 

 

 

  
 

圖10  專為五條港疑雲桌遊所設計的作業與學生的作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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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六週的第一次五條港參訪─情意與經驗之引發相關經驗 

因為第五週作足了準備，本週就讓在地的專業老師帶領學生，親身的

走讀五條港，認識五條港。故本週課程的重點在於將第五週的知識建立與

實景作對照，在走讀中觀察五條港，並從中發掘實踐場域有意思有特色的

事物。因此此次參訪的作業為： 

10/19參訪時，請拍出你們覺得值得推薦的景點三張照片，並附上簡單的推薦

說明。 

透過第五週的形塑在地知識後，能夠懂得在地特色與珍貴的重點是什

麼，於予推薦，並論述說明原因。此外學生在參訪時拍下有意思的照片裡，

經由挑選的行為，除加深參訪時的印象，也培育了學生五條港重要文化意

象的敏感度，再透過書寫說明的當下，需清楚文化的內蘊與珍貴，才能列

成推薦必看的景點或必作的活動。如佛頭港組的許文齊同學拍了大天后宮

的內部照片，他推薦大天后宮的原因是「照片中兩副匾額在不同時期掛上，

訴說著廟裡發生的故事」，顯見他觀察祀典大天后宮歷來受到官方與民間

的重視，經常有賜贈匾額懸於廟中，提醒遊客來此不要忘了這些珍貴的牌

匾。 

 

二、探索場域─創作的探索 

有了第五、第六週對於實踐場域的認識，第二階段再到五條港場域去，

則希望透過小組的同心協力自行在場域探索，發現與感受在地文化的珍貴，

自發的尋找自己想要採訪與共學的文創老屋，以及要如何將自己認養的港

道場域以散步的方式，推薦予人。教案採取探索的方式，主要讓學生好好

的感受與認識場域，真心、有感而喜歡才會用心的為場域思考，為其創生。 

1.第七週教室的翻轉─構思 

因課程除為港道找出一條適合散步的路線，認識地方外，主希望透過

自主的學習方式採訪文創老屋職人，一方面為老屋行銷與創生，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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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屋職人學習，以此建立學生對地方的關心與關懷。因此第七週的教案

規劃首先對目前府城老屋再造的文創風潮有所認識，當第八週再度到認養

港道時，才能於港道的老屋群中，選擇出想要學習與協助行銷創生的老宅。

以此設計的翻轉教案如下表： 

 

表 4 

小組文創公司推薦與行銷自己港道的文創老屋競賽活動單元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00-30 第八週參訪說明 

府城老屋欣力簡報 

 

30--65 主題 1：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負責的港道選

出最具特色的老屋文創-選出推薦老

屋。 

討論問題 1： 

請小組討論出負責港道的範圍，選出值得推薦

的老屋文創 1 間。(請利用小組 LINE 社群找

圖)。 

說明： 

1.小組先討論出自己港道上想要推薦的老屋 1

間，每一間並選出數張最具代表該老屋的照片

上傳至討論版所指定的位置。 

2.請上傳小組討論的截圖。 

3.請 TA至通識中心輸出。 

1.請各組將討論成果，選出

一間要推薦的老屋，上

傳其圖像。 

2.該老屋為第八週同學 

  第 2 次參訪五條港要打

卡的地點。 

 

65-110 主題 2：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負責的港道選出

最具特色的老屋文創─擬定行銷老屋策略與製作

大字報。 

討論問題 2： 

1.請小組成員擬定 5 分鐘內行銷該老屋策略。 

2.製作行銷的大字報 

說明： 

1.請小組討論用何種策略與內容，在 5分鐘內

上臺行銷該老屋。 

2.利用上傳的圖片製作行銷的大字報。 

 

100-130 主題 3：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負責的港道選出

最具特色的老屋文創─上臺行銷老屋。 

行銷活動： 

1.請使用大字報正式上臺行銷該老屋 

2.每組限 5 分鐘  

說明： 

請小組自行拍照或錄影小組報告的情景，上傳

至討論版指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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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小組文創公司推薦與行銷自己港道的文創老屋競賽活動單元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130-150 主題 4：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負責的港道選出

最具特色的老屋文創-PK&票選。 

票選活動： 

經過說明，你最想去的老屋是那間？  

說明： 

1.每組同學一枚貼紙，只能貼自己組以外的大

字報 

2.一組一組投票 

3.可以在臺下行銷拉票 

 

150-170 主題 5：小組文創公司對自己所負責的港道選

出最具特色的老屋文創—驗票與頒獎。 

票數最多的組，為冠軍 

說明： 

1.TA當場數票 

2.最高票表示選老屋以及行銷功力最好 

請 TA 宣讀獲獎的組 

 

表4教案裡的活動設計，在教師以簡報資料學習府城目前的老屋文創

風潮概況後，就讓各組學生從第六週參訪港道的初步印象，再透網路各種

對於認養港道裡的老屋之論述與評價，初步討論出有興趣值得為其進一步

行銷與創生的老屋，作為第二次參訪要觀察與造訪的老屋。在造訪前當然

要對該老屋有所認識，因此設計讓學生製作大字報的模式，將該屋的特質

與重點，利用吸睛的圖片作行銷策略，向其他港道組介紹該老屋。透過五

個港道組的報告，全班順利的認識各港道裡有特色的老屋，是本週課程教

材設計的重點。最後安排票選活動，各組為了取得冠軍，獲得老師下週參

訪的獎勵，無不卯足全力，設計策略以贏得全班同學對於小組想造訪老屋

的認同。因此上課氣氛熱烈，有效率的讓全班學生融入五條港場域的氛圍

裡，圖11就是該節課從討論選出港道老屋，到製作大字報、上臺行銷、票

選與頒獎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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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推薦與行銷港道文創老屋的競賽活動 

 

2.第八週第二次五條港參訪─策略之引導與創意之引發 

第二次參訪的方式，主要讓修課學生自行探索認養港道，此行目的有

二，一是拜訪第七週小組選出來的老屋，邀請老屋職人於第十一週接受小

組採訪；二是在探索港道的同時，透過前三週建立的先備知識，找出港道

裡具珍貴資產的散步路線。有關於港道散步路線的景點搜集，是採用年輕

人喜愛的打卡模式，以課群臉書為平臺，讓學生將想要推薦成散步路線的

地點，拍照上傳到臉書平臺，如圖12。 

 

 
 

圖12  第二次參訪活動的作業內容 

 



蕭百芳    通識課程的接地氣—在地實踐創新課程的教案教材規劃與設計        47 

 

 

散步景點以打卡的模式搜集，如圖13，主在推廣港道的文化資產，讓

未曾來過或不熟悉五條港文化珍寶的來客認識，還有成為第13週「五條港

地圖開發」課程單元的基底，透過小組成員的再討論，確定那些景點納入

推廣的散步地點，開發成一張港道的散步地圖。當然學生拜訪第七週所選

出的文創老屋職人，邀請職人11月3日接受採訪，並非每一組都進行順利，

若遭遇拒絕的小組，可趁在港道探索找尋散步景點時，發掘想要採訪也願

意受訪的老屋職人。 

 

 
 

圖13  八+九喵趴趴造小組上傳臉書打卡作業的情況 

 

三、融滲場域─實務探索與表現 

在前兩次參訪，各小組已找到並邀請港道老屋職人受訪，第三次到場

域則進行採訪工作與行銷影片拍攝。為了讓採訪與拍攝場景順利，第十週

的前置工作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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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週的翻轉教室─創作概念統整之引導 

因為出校門參訪的機會次數有限，要把握好時間作有效的管理與運用，

因此第11週與老屋職人的採訪要有充足的前置作業，以此設計第十週的上

課教材與活動，流程如下： 

 

表 5 

行銷老屋與在地職人影片的規劃單元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00-15 在地職人講堂活動說明  

10-35 主題 1：如何拍一部好片 

簡報：如何說一個好故事？─製作案例 

 

25-50 主題 2：城市行銷的微電影案例與作法 

簡報與影片： 

01 我是臺南人，我喜歡臺南 2 

02 寂寞島嶼-虎井 縮時攝影 

03 2011 屏科大 餐旅系 送舊影片 

04【小時光麵館】第十話色彩斑斕的未知 

05 世界疊杯冠軍 林孟欣：臺灣在地圖上很小，但

在我們心中很大 

案例說明 

50-120 主題 3：行銷老屋與在地職人影片的內容與場景討

論 1。 

討論問題 1： 

請小組討論老屋行銷影片的方向內容與規劃，再依

規劃討論出至少五格的分鏡場景，上傳至群組。 

說明： 

1.限時 30 分。 

2.請先上傳五個要拍的場景照片至課程 TA 的 LINE

群組。 

分鏡或分鏡腳本是指電影、

動畫、電視劇、廣告、音樂

錄影帶等各種影像媒體，在

實際拍攝之前，用圖格的方

式來說明影像的構成，標註

運鏡方式、時間長度、對白

以特效的運用等。 

120-150 主題 4：行銷老屋與在地職人影片製作的分鏡規劃

練習與採訪問題討論。 

討論問題 2： 

1.請小組將五個場景圖片貼於小組分鏡表上，並於

場景寫上旁白、鏡頭、音樂等拍攝資料。 

2.請於大字報上寫出 11/23 採訪職人的採訪問題。 

說明： 

1.請將場景貼上彩色照片，再寫上拍攝資料，拍照

上傳討論版繳交。  

2.大字報寫上 11/23採訪職人的問題。 

3.小組參與討論的同學與完成的分鏡表、大字報拍

照，上傳至討論版。 

 

150-170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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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翻轉教室在基本影片製作概念教學後，進行兩項討論，一是老

屋行銷影片的內容規劃，進而討論到拍攝方式、內容以及腳本的構想。輔

助學生將影片討論的內容湊成型的是分鏡表。分鏡表主在協助從影片的故

事內容思考，要從什麼角度拍，用那些手法拍，以呈現出最佳的劇情張力

與氛圍（AnimApp，2013）。因此本週課程先讓小組討論內容與劇情後，

再讓各組把想要傳達的影片內容利用分鏡表，做好下週除職人採訪的錄影

外，也規劃好其他場景拍攝的內容，見圖14。 

 

 
 

圖14  空白的分鏡表與佛頭港組利用分鏡表報告行銷影片的拍攝手法 

 

一部好的老屋影片，除了有良好的分鏡架構，也需要有優質的內容與

劇情，因此採訪老屋職人，能夠從職人身上學到或挖掘老屋珍貴資料與文

創的經營方針，亦或是老屋如何改造對待的方式當成影片內容，那麼事前

做足功課才能做好一場優質採訪報導融入影片裡。因此表5主題4即在讓學

生規劃次週的採訪內容，將採訪問題寫於大字報上。透過發表時與老師討

論再修正，找出有那些問題是必要問而同學卻沒想到的，又或者那些問題

是可以進一步探究仔細詢問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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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北勢港組發表大字報上採訪職人的問題 

 

（二）第11週的老屋職匠採訪─實做 

老屋職匠採訪當週的活動，為讓整組八個人有效率完成影片的最初拍

攝與採訪，除第十週在教室翻轉活動中已做足規劃外，還透過繳回各項作

業的設計，讓學生能按部就班的完成採訪工作。 

此次作業分成整組與個人作業，整組繳交的作業如下： 

 

 

 

整組的作業旨在建立學生如何記錄採訪活動，以及從職人的訪談中綜

合重點，想出講堂名稱。圖16是南河港組採訪臺南老店泉興榻榻米所繳交

1.講堂實況錄影至少 10 分鐘。請先上傳 Youtube，以網址繳交。 

2.請繳交至少 3 張講堂活動的實況照片，一定要有主講人與小組成員

聽講的畫面。 

3.請繳交講堂的文創老屋地點的照片至少 2 張（外觀與內部）。 

4.小組成員與主講者和海報合照 1 張，並請主講人簽名，小組成員也

要簽名。 

5.講堂的名稱，越有創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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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討論版的照片。數張老闆邊製作榻榻米邊讓同學採訪的照片，畫面溫馨

也讓從未親眼看見榻榻米製作的學生大開眼界。此外要學生拍老屋的內部

與外觀畫面，無非要他們仔細觀查老屋的構造，以及老屋再造的精髓。此

組學生內部選擇繳交第三代泉興的傳人透過重新思考注入創意的榻榻米

文創品展示牆，說明學生也注意到文創可從文化底蘊裡創出新意。因為泉

興榻榻米的第三代年輕老闆李宗勳發展新做法，讓榻榻米的傳統產業有了

新生命，也將老店進行修整注入新意（鄭郁萌，2016.1.14）。學生採訪老

店職人，有觀察到這項特質，因此把老店重新整修的新意全部入鏡（圖16

最右側），這組同學繳交這張照片，無非想要傳達一位年輕老闆傳承傳統

產業透過文創注入新意的真心。從南河港組同學回繳的作業，顯示透過前

五週的教室翻轉與走讀，發揮了效益。 

 
 

 

 

圖16  南河港組採訪泉興榻榻米回繳的整組作業 

 

    除了整組作業外，還有個人作業，如下： 

1. 每一組針對講堂的採訪內容責任分題。 

2. 每一小組成員分到採訪職人的某一主題，請針對當天採訪的該題內容

撰寫至少100字，並依內容附上3張以上的相關照片，照片要有文字說明。 

此項作業的設計，是希望小組透過團隊合作將老屋職人受訪的內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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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下來，既可以輔助影片製作的文字說明，也能再整合成一篇報導文章，

落實為老屋行銷創生的目的。 

肆、地方社會實踐的成品 

課程經過第五週到第十一週共六週（扣除第九週期中考週）的在地接

地氣的教學，再經文創品、地圖設計、影片修正等課程單元的實做誘導，

最後的成效分述之。 

 

一、以整體港道概念與老屋行銷影片而言 

將整體港道意像反饋於在地，新港墘港組十分的接地氣。這組同學選

擇清代新港墘港的主要街道老古石街（今信義街），與當時城外（兌悅門）

的老古石渡民宿合作。因老古石渡的民宿主人，以環保友善環境概念與發

揚在地文化為念創立民宿，誘發該組同學對於在地珍貴文化資源的關注。

在同學與民宿主人多方的溝通交流下，為其民宿拍攝的行銷影片，非常有

老古石渡民宿的嫻靜氛圍與企業理念，如圖17與其影片（游綺，2018）。 

 

 
 

圖17  新港墘組的採訪行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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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老古石渡是清代新港墘港的渡口，有許多空船的壓艙石，在這裡

的住民就利用這些老古石的壓艙石鋪路，自然形成老古石街。這組同學就

為這條街設計了老古石的港道吉祥物。又因有清代府城專門為防海盜所建

的外城之門─兌悅門，加上兌悅門後有座供奉石獅公的廟宇，於是這組同

學將城門、城牆結合石獅公設計了二款吉祥物，如圖18。 

 
 

 
 

圖18  新港墘港的港道吉祥物 

 

二、以地圖設計與吉祥物而言 

佛頭港組的地圖設計完全是以小組採訪的「Lovi's 巷弄手工雪糕舖」

為主角，用該店的冰棒當主角，將港道附近的主要景點作介紹與標記，如

圖19。在雪糕店附近有祀典大天后宮，地圖上除了有媽祖蹤影，也讓媽祖

手拿雪糕；就連鄰近的赤崁樓，以赤崁樓著名的贔屭為地標，將贔屭駝著

的石碑換成冰棒，極具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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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新美街Lovi's雪糕 散策地圖      圖20  佛頭港的吉祥物 

 

另外港道吉祥物，就以港道的特徵來呈現，因為佛頭港又稱禿頭港，

這條港道為五條港裡最寬最深，清代專門用來運輸木材的港道，有許多相

關行業產生，如現今仍遺留的百年木屐店。而這條港道既寬且深的特質，

也讓佛頭港成為龍舟比賽的場地，因此這組同學創作的吉祥物不僅禿頭，

還手拿著龍舟寵物，腳上穿的是港道內百年木屐店的木屐，逗趣外又富含

在地文化特質，見圖20。 

北勢港為五條港郊商的中心，清代主以藥材貨運為主，神農街（舊名

北勢街）底有藥王廟，全因藥材商人的信仰需求，蘊育而生（鄭道聰，2013）。

因此北勢港組的學生從日常可見的藥材，搭配藥王廟的主祀神明神農，創

造出一群可愛的港道吉祥物，圖21有神農、人蔘、枸杞與紅棗，把清代北

勢港運送藥材的特色，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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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左起為神農、人蔘、紅棗與枸杞的北勢港藥材吉祥物 

 

三、以文創品而言 

安海港組是以採訪的未艾公寓為重心，該民宿主將老舊公寓整理整修

後，以咖啡廳、展覽與住宿的複合式方式，讓老房子再生。因為以彩色玻

璃的窗戶讓老屋有了新亮點，因此安海港組的同學，為咖啡館設計了杯墊，

以及讓來此休憩看書的來客，能夠夾著專屬於未艾公寓有著保存老屋靈魂

與精神的書簽。圖22就是這組的設計稿，與實際完成的作品。 

 

 
 

圖22  安海港組文創品的靈感來自未艾公寓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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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如前言之述，本文研究目的有二，其中之一想驗證社會實踐的通識課

程，依「知能的基礎建立」、「創作探索」與「實務探索與表現」三階段教

學歷程設計教案教材，最後學生完成社會實踐的可行性。透過初識場域、

探索場域與融滲場域的三階段教案教材的設計，誘導學生對於認養場域的

認識，進而與場域裡的老屋職人有了交流與學習，學生在場域看到了五條

港的文化精髓，佛頭港的吉祥物（圖20）就是最佳代言人；從採訪老屋的

屋主職人中，如老古石渡民宿主人對於在地文化的珍惜，也感染了學生學

到了港道文化的珍貴。如何搶救愛護老屋，安海港未艾公寓的經營者對於

這棟老公寓的熱忱與付出也感染了學生，除了以公寓亮眼的窗戶色彩，創

造出屬於未艾獨有的杯墊與書籤外，這組同學更想要把未艾公寓珍視老屋

的精神傳達出來，她們專為未艾公寓所設計的地圖（圖23），將未艾公寓

的外型繪出，在其最具特色的黃藍格窗位置，畫上以未艾公寓為軸心的安

海港散步地圖，還巧妙的將黃藍色塊融入地圖裡，以展現未艾公寓的特質。

可見好的在地場域教案教材的規劃與設計，是能夠讓一群只會滑手機的學

生，與在地建立了情感，為在地創發新意。 

 

 
 

圖23  安海港組的地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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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最後一堂課，讓本班作了後測問卷，其中「本次課程會讓我對在

地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和瞭解」的問題，全班施測38人全部回答是見圖24

的數據。問卷的最末一題「整個學期學習下來，你對於五條港在地文化的

保存與文創發展的想法為何?」除一位同學寫沒有，一位感受不到文化的

特色，一位不知所云，二位只寫很好二字看不出真正的學習效果外，其他

都認為該發展與保存，還出現將來想朝這方面工作的學生，更有學生擔憂

夾娃娃機會破壞五條港的珍貴文化，許多同學對於為五條港作文創開發給

予高度的肯定與關注。從附錄38位學生的回答，應用實務導向的通識課程，

的確可以創造大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關心與關懷。 

 

 

   
 

圖24  「本次課程會讓我對在地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和瞭解」的問卷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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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整個學期學習下來，你對於五條港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文創發展的想

法為?」的問卷回答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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