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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教學大綱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編號 10607001 

科目名稱 在地文化的維護與實踐－海安路地下停車場 
通風口牆壁彩繪 科目代號  

英文名稱 
Local Culture Preservation Practice: Ventilation 
Entrance Murals of Hai-An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指導教師 蕭百芳 

學習主題 海安路地下停車場通風口牆壁彩繪 
學分數/時數 3 學習總時數 85 小時 
課程類別 自主學習類 ▓專題學習類 
課程類型 微型課程 ▓正規課程 深碗課程 

課程概述 

日治末期所開通的海安路，因橫貫穿越清代郊商的五個港道，延續了郊商的

貿易榮景，至民國七○年代，繁盛一世。然於民國八十年左右因路面狹小採取拓

寬方式，並往下開挖地下街，未考慮原本港道的地形土質鬆軟，導致經常崩塌，

造成海安路宛如死城，荒廢十年。幸而留美歸國的杜昭賢小姐於 2003 年發起藝

術造街活動，讓海安路變成街道美術館，重新引回郊商時代的人潮，燦爛美麗了

十年。2016 年，市府不再繼續經營街道美術館，原本美麗的牆面任憑風吹日曬雨

淋，目前只剩下三處較完整的作品。 
就海安街道美術館目前殘破的景象，點出了在地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困

境，與永續經營的難度。從歐美的資產維護作法，住民、居民與市民有其共

識，皆認為文化資產的維護為全民之責，因此資產維護已為歐美生活的一部

份。 
就海安街道美術館成立的十年，似乎也潛移默化了附近住民與商家，如前

述，2016 年市府不僅不再繼續經營街道美術館，反而為了開發地下街，又挖了許

多的地下街出路口，使原本混亂的街容更加紊亂，此種亂像使得在此的住民與商

家所組成的海安商圈，很希望有人幫他們美化這些在路面的突出物，以減少雜亂

的街容，仍夠重回一丁點美術館時期的美麗樣貌。 
本課程透過認識海安街道美術館的歷程，繼彩繪牆後，讓學生認識在地文化

資產的重要性，建立起維護資產的概念，透過彩繪通風口牆面的方案，來延續

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美麗樣貌與光彩，落實發揚在地文化資產的理念。更希望透過

學生行動的實踐，建立維護與發揚資產人人有責的公民教育理念，並由此拋磚

引玉，呼籲社會大眾一起齊心的努力，檢視自己所居之處，共為自己美麗的家園

盡責與盡力。 

教學目標 
(至少 4~6 項) 

內  容 
對應之核心能力 

次指標代碼 

1.認識街道美術館與文化資產維護的重要性。 A2 
2.勘景、田調以建置修補維護或再生改造牆面的方案。 D2 
3.結合街道美術館精神、在地特色及創意表現技法，繪製具

有代表性及標誌性的通風口牆面。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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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打稿、實地彩繪過程，學習共同合作來完成目標。 H4 
5.在實作及討論的交流中，了解人文關懷對於社區發展的重

要性。 
J2 

對應核心能力 

項目 
基本

知能 
(A) 

資訊

能力 
(B) 

本土

與國

際意

識 
(C) 

實務

技能 
(D) 

整合

創新 
(E) 

熱誠

抗壓 
(F) 

表達

溝通 
(G) 

敬業

合群 
(H) 

人文

與倫

理素

養 
(I) 

服務

關懷 
(J) 

備註 

建議權重 15% 5% 5% 5% 10% 5% 15% 15% 15% 10% 
合計
100% 

計畫權重 15% 5% 5% 10% 15% 5% 5% 20% 5% 15% 

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或座談、▓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合作學習、▓專題學習、▓實

作學習、▓發表學習、實習、▓參觀訪問、其它(      ) 

教學評量 
(請附評量工具) 

評量

項目 配分 評量方式 
(達成能力指標) 

細項 
配分 說明 

形成

評量 50 

實作評量(觀察) 50 

1.出席率 35：基本分 7，缺課、遲

到、請假，每次各酌予扣分 1 至

2 分。 
2.學習紀錄表繳交率 5：基本分 3，
依繳交次數、準時繳交等情形酌

予加減分。 
3.學習紀錄表內容 10：基本分 6(各
欄位均填寫)，依內容完整性酌予

加減分。 
4.若出席率或紀錄表繳交率扣分扣

完，得扣到課堂表現及平時成績

之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30 
與指導老師討論之積極性與口語

表現：基本分 20，再依參與討論情

形酌予加減分。 

總結

評量 50 
書面報告 10 

製作 PPT，學習評量單及評量標準

如【附件 5】。 

口頭報告 10 
總結發表，學習評量單及評量規準

如【附件 5】。 

進度表 
(總時數不得低於

10 小時，其中每 25

次別 學習重點名稱、內容 
(建議註明學習方式代號) 

時數 備註 

1 
基礎知識建立 1：認識海安路 1  
海安路街道美術館的誕生與衰落 a,b 2 

海安路的發展與認

識的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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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採計 1 學分) 2 
基礎知識建立 2：彩繪實作場域的認識 
海安路出風口的現況勘察 e,p 4  

3 
基礎知識建立 3：牆壁彩繪案例觀賞及討論 
根據各個彩繪牆的案例做初步規劃與建構 b,m,n 3  

4 前置工作與規劃 1：彩繪地點的環境調查 fnp 4  

5 
前置工作與規劃 2：討論 bc 
整體街道出風口的彩繪風格與色調的規劃 3  

6 
前置工作與規劃 3：討論與發想 
草圖發想 b,c,q 

5  

7 
前置工作與規劃 4：討論 
邀請專家、老師進行討論 bd 3 協助邀請專家 

8 
前置工作與規劃 5：討論與修改 1 
針對專家意見討論及修改草圖 a,b,c,e,i 4  

9 
前置工作與規劃 6：討論與修改 2 
精稿繪製 b,c,e,n,p 6  

10 
前置工作與規劃 7：討論與修改 3 
彙整精稿進行定案討論  b,c,q 4  

11 
前置工作與規劃 8：準備與評估 
工具與材料的使用與評估 a,b,c 3 協助購買材料 

12 
實作 1：實地通風口牆面打稿  c,e,g,i,p 
膠紙、鉛筆、粉筆、排筆進行打稿 6 

 

13 
實作 2：實地通風口牆面底色繪製  c,e,g,i,p 
利用油漆、筆刷先行繪製大色塊 

6  

14 
實作 3：通風口牆面彩繪 1  c,e,g,i,p 
完成四分之一的牆面繪製 6  

15 
實作 4：通風口牆面彩繪 2  c,e,g,i,p 
完成四分之二的牆面繪製 6  

16 
實作 5：通風口牆面彩繪 3  c,e,g,i,p 
完成四分之三的牆面繪製 6  

17 
實作 6：通風口牆面彩繪 4  c,e,g,i,p 
完成牆面繪製 6  

18 
實作 7：檢視與修正 
彩繪通風口牆成品的討論及修改  b,c,g 5  

19 成果發表 e,p 1  

指定用書 蕭百芳，〈一座美術館的興盛與衰落：論台南海安路街道美術館的建立與興盛〉，

見《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10)，台北：博揚文化，2016.7 

參考書籍 

1. 汪其楣，〈閱讀海安路〉，見《一年三季》，台北：遠流，2000 
2. 鄧博文，〈都市設計遠景與機制的演變–以台南市海安路的危機或轉機為例〉，

成大都計所碩士論文，96.1。 
3. 蕭瓊瑞，〈困境激發下的創意─海安路美術館的形成與願景〉，見《Featued 
article》2008 

4. 杜昭賢，〈海安街道美術館－尋求藝術介入都市空間的一種想像〉，國立高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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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大學跨領域研究所碩士論文，101.1 
5. 洪瑞琴，〈藝術海安路，BBC 專題報導〉，見《自由時報》，2005.7.22。 

先備能力 無 
教學資源 安全的活動場地、筆記型電腦、投影機及布幕 

注意事項 1.本授課大綱教學方式及教學評量得視需要調整之。 
2.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並不得非法影印。 

備註： 

1.同一科目不同授課教師應協同研議共同核心內涵。 
2.能力本位課程大綱需檢附自主學習計畫。 
3.評量包括形成評量與總結評量，總結評量需分成兩階段實施，儘量附評量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