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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計畫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習主題 元宵花燈的彩繪實作 計畫編號 

(由中心填寫) 
 

申請人 

(召集人) 

系所 休閒事業管理 姓名 黃國欣 □個人執行 

▇團隊執行   16   人 
(檢附【附件 1-1】團隊成員一覽表) 

班級 休閒三甲 學號  
手機號碼  

學習類別 自主學習類      專題學習類 

指導教師 姓名 蕭百芳 職稱 副教授 單位 通識中心 

擬對應課程 名稱 

在地文化的維

護與實踐－神

農街元宵花燈

的彩繪實作 B 

類型 微型課程 正規課程 深碗課程 

學習總時數 83 申請採計學分數 3 

學習概述 

    位於五條港中的北勢港神農街，在地的的台南市文化協會曾在 2014 年之

前，每年於元宵節都會舉辦元宵花燈展，諸多因素下，協會停辦了元宵花燈

展。目前台南市興起一股販賣機熱潮，神農街裡也充斥著販賣機，台南市文

化協會希望透過傳統年節的氛圍，融合過於現代的販賣機，讓神農街有其該

有的老街氛圍，因此決定於 2018 年狗年元宵節復辦花燈展，並結合鄭成功祖

廟的元宵活動，讓現代化的府城有濃濃的傳統年味。既然定調古今文化的融

合，協會希望有傳統的花燈元素，也能有當代的氛圍，因此需要年輕世代的

參與，藉助青年們的想法融入當地住戶的思維，創造出屬於神農街新的未來。 
    本團隊希望協助台南市文化協會舉辦狗年的花燈展，製作元宵花燈，並

實際採訪調查神農街的店家、住戶及廟方，並觀察其他燈節作品，了解製作

方法及方向後，再透過同儕間互相討論，畫出能融合在地特色的燈籠作品，

讓曾有十萬人次人潮的神農街花燈展，在即將到來的狗年能再現風華。 

學習目標 

內  容 
對應之核心能力

次指標代碼 

1.認識在地文化與街區活動結合所產出的節慶文創 C2 
2.參考全國各地花燈作法，與實地田調，創作出具有在地

特色的花燈作品 D2 

3.結合神農街的特色與住戶的想法，透過生肖與五條港的

在地特色及創意表現技法，繪製具有代表性及標誌性的

燈籠。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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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能力 
本土

與國

實務

技能 
整合

創新 
熱誠

抗壓 
表達

溝通 
敬業

合群 
人文

與倫

服務

關懷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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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際意

識(C) 
(D) (E) (F) (G) (H) 理素

養(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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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計畫權重 5% 5% 15% 10% 15% 5% 5% 20% 5% 15% 

學習方式 

a 講述、b 討論或座談、c 分組合作、d 專題學習、 
e 分享或發表學習、■f 參觀訪問、g 實地工作或體驗、 
h 實習實作、i 技術練習、j 模擬情境、k 角色扮演、 
l 辯論或演說、m 個案研究、n 社會調查、o 服務學習、 
p 社會參與行動、q 其他： 

學習歷程 
(總時數不得

低 於 10 小

時，其中每 25
小時採計 1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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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五條港(a,b, f,m n,p)、北勢港、北勢街

與郊商貿易 2 

請指導老師講授五條

港的前世今生。 
范勝雄，《半月沉江五

條港》，台南：台南市

政府編印，2001。 

2 
五條港往昔與近年的元宵花燈展的發展

(c,b,e,q) 2 小組討論 

3 
採訪台南市文化協會執行長了解狗年神農

街花燈展規劃(b,c,f,n) 4 田調與採訪 

4 
神農街週遭的在地文化特色的搜集與屋主

討論製作花燈的方向與想法(b,c,m,n,q) 6 
2018 年花燈的主題的

資料收集 

5 
訪談曾經舉辦過元宵花燈展的新港墘港普

濟殿與新港墘港的媽祖樓(b,c,f,g,n) 4 

田調與採訪 
採訪神農街花燈主辦

的台南市文化協會， 
與媽祖樓管理委員會 

6 
整理二次田調資料與討論彩繪花燈方向

(b,c,e) 
4 

 

7 花燈草圖的發想 1(a,b,c,e) 3  

8 花燈草圖的發想 2(a,b,c,e) 3  

9 花燈草圖的發想 3(a,b,c,e) 3  

10 花燈草圖的發想 4(a,b,c,e) 3  

11 花燈草圖的發想 5(a,b,c,e) 3  

12 與屋主討論草圖，確立燈籠風格(b,e,q) 4  

13 精稿繪製、修正(b,e,i) 8  

14 
膠紙、鉛筆、粉筆、排筆進行打稿、上底

色(g,i,q) 12 
 

15 花燈細部的繪製與處理(g,i,q)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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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花燈成品的討論及修改(b,e,g,q) 8  

17 成果發表 2  

學習成果展現 
預計辦理日期 107.4 

展現方式及特色 PPT 報告+製作過程影片 

需要協助事項 協助購買彩繪用具 

其他或建議 
事項 

無 

備註： 
1.對應課程之學習目標應具通識核心能力，其中微型課程學習目標應對應至少 3 項核心能

力，正規課程至少應對應 4 項核心能力，深碗課程應對應至少 5 項核心能力。 
2.學習目標至少要列 4~6 項以上，對應的核心能力(F)至(J)項權重總和以 60%為原則，其中.
某項核心能力權重達 10%以上時，要列出至少 1 個對應的學習目標，達 30%以上時，要

列出至少 2 個對應的學習目標。 
3.學習過程中應填寫學習歷程紀錄表，詳見【附件 4-1-1】(個人課程)或【附件 4-2-1】(團
隊課程)，其中除以照片呈現外，亦可以動態方式記錄，以利成果的彙整。 

4.執行完畢應填寫學習成果表單，詳見【附件 4-1-2】(個人課程)或【附件 4-2-3】(團隊課

程)。其中以團隊課程成員須個別填寫學習成果心得分享表單，詳見【附件 4-2-2】。學習

成果另須以縮時攝影、結合 PPT 或照片等動態方式，並搭配字幕與背景音樂的影片(片
長至少 3 分鐘)來呈現。 

5.指導教師須將此計畫研擬對應科目之課程大綱。學習評量由指導教師與自主學習團隊研

議後，納入課程大綱之學習評量欄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