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R 計畫五條港-神農街區第十六週聯合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7 年 06 月 13 日（三）16:00-18:00 
會議地點： T1244-2 
主    席： 蕭百芳 

出  席  者： 
蕭百芳老師、陳雯宜老師、王茗禾助理、王雅苓助理、林志

威助理、黃詩涵助理、沈佳妏 TA、蔡子璉 TA 
記    錄： 王茗禾、黃詩涵 
 

壹、討論事項 

一、有關郊商課群期末問卷 

說明： 

（一）期末問卷需修改為以神農街為主題的內容，請雯宜老師協助修

改。附件一 
（二）請茗禾助理將修改完成的問卷放上網站，成果發表當週給同學施

測。 
討論結果： 

（一）修改完畢，詳見附件一。 
（二）照案通過。 

 

二、有關於郊商課群期末成果發表會 107/6/20 的準備事宜 

說明： 

（一）原則上每一港道成果發表時為 20 分鐘，探索府城 5 分鐘，商美

班 15 分鐘。 
（二）評審老師的規劃與邀請。五條港行號、聶樓與太古酒吧、林建農

老師等參與評審已敲定前來。領據由雯宜老師負責。 
（三）評分表、領據、獎狀、獎品、筆電、相機、桌子由雯宜老師負責。 
（四）各老屋 TA 請於大會師後，確實負起責任，整合二班完成任務。 
（五）有關成果展事宜，當日 11 點就可進行布置，11:00 茗禾、子璉、

雯宜老師與百芳老師在通識集合，把所有東西運至 L008。 
（六）請各班要讓各港道組製作一張 A1 海報，統一由綻彩輸出，最晚

6/18 繳交，連假期間可以繳交，每天有多少檔都請匯集，綻彩答



應連假幫我們趕工。 
（七）請各班儘可能讓同學提早交海報，不然最晚也要準時於 6/18 交

海報。 
（十）課群的其他海報請雅苓助理與連假前繳交，尤其是帆布可能得

6/15 前才來得及。 
（九）獎項與獎品，目前進行的進度是？ 
（十）簽到單請各班自行作好。 

 
討論結果： 

（一）評審名單： 
1、五條港行號：兩位設計師 
2、太古酒吧：曾松慶（店長） 
3、聶樓：陳怡錚（店長） 
4、林建農老師 

（二）座談會貴賓名單： 
1、太古酒吧：曾松慶（店長） 
2、聶樓：陳怡錚（店長） 
3、西佛國：蔡天民（店長）、蔡友誠 
4、辛記：辛銘發（店長） 

（三）獎項： 
1、文創商品獎：八份 
2、部落格設計獎：十六份（一班八份，共兩班） 
3、行銷影片獎：八份 
4、探索深度獎：八份（雯宜老師班） 
5、海報獎：八份 
6、臺風獎：一份 
7、整體獎：依據人數給予獎金。 

（四）當天不需桌子，請雯宜老師借筆電一臺、相機兩臺（G9、單眼） 
（五）請各 TA 就分配組別，隨時查看並催繳各組的部落格文章。 
（六）請茗禾助理及子璉 TA 當日提早到場準備。 
（七）其餘原案通過 

 
三、有關第 17 週 6/20 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的成果發表會準備工作分

配事宜 

說明： 

（一）成果發表會如期於 13:00 開場，每組發表 20 分鐘。 
（二）當天成果發表會茗禾助理負責架設固定錄影、機動錄影，雅苓助



理及子璉 TA 拍攝照片。 
（三）6/20 百芳老師負責主持與管控全場、雯宜老師負責計分兼撰寫獎

狀與領據簽收、按鈴。 
（四）志威助理負責場控，包括聲音、燈光、網路與筆電的處理。 
（五）茗禾助理負責提醒下一組港道準備與帶領輪到的港道組上場，協

助各組的文創商品展示給評審打分數、遞獎狀獎品，以及機動攝

錄影。 
（六）詩涵助理則協助雯宜老師收成績計算表與計算成績，招呼評審、

遞茶水以及機動攝錄影。 
（七）會場需有至少一海報架，放議程與海報，負責人？ 
（八）製作港道座位標示，座位表負責人？ 
（九）議程海報與商美文創商品標示需有人負責製作？ 
（十）評審桌牌與放置成果發表會的審查資料，負責人？ 
（十一）各老屋的座位安排？ 
（十二）沒有時間吃午餐，請自己想辦法，會後吃 MOM’S TOUCH？ 
（十三）所有 TA、助理請第四節下課到會場幫忙。 

 
討論結果： 

（一）發表會時間 13：00-16：00，發表會與座談會地點同在 L008 
（二）按鈴時機：最後五分鐘一短聲，時間到二短聲。 
（三）由茗禾助理負責放置海報架、議程修改（百芳老師提供舊版修

改）、海報、座位標示製作、審查資料放置。 
（四）由雯宜老師負責評審桌牌放置 
（五）八瓶礦泉水已準備好放在通識中心 
（六）座位安排： 

太古 辛記、聶樓、許藏春、西佛國 五條港行號 

由茗禾寫標誌貼分配位置。 
（七）議程、海報設計由百芳老師釋出，交由志威處理。文創商品標示

由茗禾助理用 KT 版寫。 
（八）其餘照案通過 

 
四、有關第 17 週 6/20 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準備工作事宜-布置 

說明： 

（一）商美班 6 組、探索府城班 5 組、月津班 5 組、南榮 15 組、未來

大學 5 組、台江班 6 組、行銷班 4 組、多媒體班 8 組、老街班 5
組、創意管理班 5 組，共 64 組海報。再加 11 門課程的 11 張海



報以及整體與郊商課群總共 77 張海報。 
（二）課群海報 a0 與同學的海報架置放 L 棟 E1 樓，會後工友再運至

圖館 1 樓大廳。 
（三）是否由茗禾助理要將張貼的海報、網頁截圖、桌牌、獎金、獎狀

等以及各種工具一起讓工友運至 L008。 
（四）張貼海報需要釘槍與黏土膠。 
（五）第七節所有 TA 皆回 L 棟接應，整理會場，再將同學海報運至圖

書館大樓續展。 
（六）子璉 TA 幫成果展會展照全景、包括課群海報、同學海報與文創

商品、以及大家工作的工作情況照。文創商品要各個作品一件件

拍，除了拍照，請錄影，每一張作品海報皆停留 5 秒。 
（七）茗禾除幫忙布置外，請幫忙拍攝開場前的工作照，以及同學或是

路人來看展覽的情況。  
（八）海報的張貼順序： 

課群組：開幕聯展海報、議程、一張課群說明打卡、講堂、大會

師、成果發表 
課程組： 

商美

班級 

商美辛記、許

藏 春 、 西 佛

國、五條港行

號、太古、聶

樓 

探索

班級 

歷史辛記、許藏

春、西佛國、五

條港行號、太古 

（九）6/29 下午 17:00 撤展能夠來的 TA？ 
（十）各 TA 助理期末考完的時間是？ 

討論結果： 
（一）由茗禾將海報、網頁截圖、桌牌、獎金、獎狀等及各種工具同工

友運至 L008，並攜帶釘槍、釘子、黏土膠。 
（三）6/29 能來撤展的 TA：茗禾、子璉、雅苓 
（四）雅苓期末考到禮拜四 
（五）由茗禾負責精算 77 份海報的分配位置及數量，結果如附件二 
（六）6/30（六）晚上聚餐，地點未定 
（七）其餘照案通過 

 

五、有關於在地實踐課群期末聯合成果展的準備事宜 

說明： 

（一）各班海報月津&未來最晚 6/19 交、台江與老街最晚 6/20 交。 



（二）南榮一律 6/18 以前交，請詩涵與雯宜老師負責盯。 
（三）各課程展區與展架的安排請茗禾報告 
（四）展覽情況拍照與錄影請助理們負責 
（五）有各課程的 A0 海報，無課群，是否用 KT 板寫課群名貼於課群

第一張海報上？各課程雖有海報，但是不明顯，是否也是寫字的

KT 板貼於海報下方？ 
（六）每天新增的展架由誰負責？ 
（七）6/29 需要撤展？ 

 
討論結果： 

（一）僅做課程即可，製作 KT 板標示於海報下方 
（二）6/29 需撤展，基本上全體幫忙 
（三）每天新增展架由茗禾負責盯 
（四）其餘照案通過 

 

六、有關成果發表暨神農街故事 QR Code 製作交流座談會 

說明： 

（一）當天邀請參與座談的住戶：聶樓、太古酒吧、辛記、西佛國與五

條港行號兩位設計師 

（二）林建農老師要怎麼處理 

（三）當天出席費領據請雯宜老師協助完成 

（四）簽到單與會議紀錄請詩涵完成 

（五）錄影拍照請各位 TA 助理協助 

（六）原則上讓每一位來參與的來賓說說意見 

 
討論結果： 
（一）QR CODE 座談會 15：30 開始 
（二）五條港行號、聶樓與太古酒吧、辛記、西佛國均會參與評審與座談

會。五位評審基本上推派四個。順序：聶樓、太古、五條港設計師

（派一個代表）、林建農老師 
（三）當天擔任評審的店家於 13:00 到，參與座談會的店家則邀請他們參

與同學的報告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座談 
（四）成果發表與座談會，不更換地點 
（五）其餘照案通過 

 



七、有關於五條港展示館事宜 

說明： 

（一）確定名稱為五條港文化會館  
（二）五條港文化會館協會的展覽時間與名稱： 

1、9 月 VOC 的展期 9/10-9/30，名稱「大航海時期的東亞海港」 
2、11 月五條港行號自己的成果展，展期 11/15-11/30，名稱「台

南風情-五條港行號成果發表」 
（三）達人有約，改為「五條港達人有約-某座談 或 讀書會」 
（四）7/7 五條港文化會館的開幕名稱，五條港行號設計師還在想 
（五）志工訓練時間趕快定出來 
（六）7/7 開幕的活動請大家提意見 
（七）7/7 開幕的展目前還要跟協會溝通想要用認識五條港為常設展，

同學的成果展為特展。到時候會館整修完畢，我們再來討論要選

多少件作品。 
（八）會館我們的展覽，已跟鄭老師達成協議，由五條港行號設計師承

包 
（九）海報更新由志工團執行 
（十）達人有約與茶座的網頁臉書要啟動 
（十一）街區活動也要啟動規劃 

 
討論結果： 

（一）志工訓練確切日期為 7/1-7/6 哪一天，於下周會議時討論。 
（二）鹽水志工、五條港志工、月津港志工，以上志工需加賴社群 
（三）我方需設想展覽時的展出內容。 
（四）7/7 因當天會有記者到場，開幕名稱由會館負責，前半部活動需

有趣充實。 
（五）達人有約網頁臉書由茗禾及志威助理負責。 
（六）茶座及達人有約時間，等 16 日完工後再討論。 
（六）街區活動先由團隊及學生試玩後，再招人參加（當場抓路人，或

自己玩） 
 

八、有關於 USR 網頁 
說明： 
 （一）討論網頁主要負責人 
討論結果： 

（一）網頁由志威助理負責 
（二）網頁所需之文書由詩涵助理編輯，並交由志威助理公告於網頁。 



 

九、有關於各助理 TA 的工作重新分配 
說明： 

（一）因聘請新任助理，討論工作如何分配。 
討論結果： 

（一）由詩涵助理擔任文書工作及 USR 計畫對外窗口，子璉助理工作

再討論。 
 

十、王永川的新聞進度 
說明： 

（一）請雅苓助理報告目前進度。 
討論結果： 

（一）雅苓助理基本上已完成，進行至輸出。 
 

十一、出風口問卷商店的部份。 
說明： 

（一）討論問卷題目設計 
討論結果： 

每人需準備一條問題，於下次會議時提出討論。 
 

十二、計畫活動上填與邀請評審來看事宜 
說明： 

（一）請茗禾助理協助將活動放上 USR 行事曆 
（二）有關重要活動和 USR 辦公室聯絡相關工作由詩涵助理協助完成。 
 

討論結果： 
（一）以上均照案通過 

 
 

貳、臨時動議 
無 

 



参、會議紀錄照片 

 

圖一：百芳老師主持會議場景 

 
圖二：討論成果展位子安排 



(附件一) 

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課群 後測問卷 
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壹 

1. 你所修的課程是？ 
  □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創與城市文創 
  □ 探索府城 
2. 你目前的年級為？ 
  □ 一年級 □ 二年級 □ 三年級 □ 四年級與以上 
3. 你的學號為：       
4. 你屬於那一學院？ 
  □ 工學院 □ 商管學院 □ 人文社會學院 □ 數位設計學院 
5. 你的性別為？ □ 女 □ 男 
6. 是否為台南市民？ 
  □ 是 □ 否 

壹壹壹壹壹壹文壹——壹壹壹壹風華壹壹壹壹 

7. 下列那一條港，不是五條港？ 
□ 新港墘港 □ 安海港 □ 月津港 □ 佛頭港 □ 北勢港 
□ 南河港 

8. 五條港從北往南的順序為？ 
A 新港墘港 B 佛頭港 C 北勢港 D 南河港 E 安海港 
□ ABCDE □ BCADE □ CAEDB □ EDCBA □ AEBDC 

9. 清代台南府城三郊總部設於那一間廟旁？ 
□ 大天后宮 □ 海安宮 □ 普濟殿 □ 水仙宮 

10. 五條港保存許多清朝老街，哪一條未曾遭破壞，保存最完整樣貌的老街？ 
□ 神農街 □ 康樂街 □ 宮後街 □ 普濟街 □ 忠孝街 

11. 哪一座廟宇不在神農街裡？ 
□ 藥王廟 □ 風神廟 □ 金華府 □ 水仙宮  

12. 神農街古稱為何？ 
□ 藥王街 □ 北勢街 □ 南勢街 □ 柑仔街 

13. 關於北勢港，何者為非？ 
□ 與南勢港是同一條港道      □ 正興街是屬於北勢港範圍 
□ 神農街是屬於北勢港範圍    □ 位居五條港最中央位置 

14. 以下神農街的描述，何者為非？ 
□ 街道就是港道               □ 港道在今神農街南邊的巷子 
□ 古時候就是販賣貨品的街道   □ 是清代進出府城中心的必經之地 



□ 清代房子均有中庭 
15. 利用老屋搭配古董家具，製造出讓時光凝結的酒吧老宅，獲得老屋欣力認證

的是？ 
□ 五條港行號    □ 太古酒吧 
□ 陶生活        □ 初衷燒烤 

16. 門口貼有許多剪紙圖案，現在是藝品店，請問其為何家店鋪？ 

□ 西佛國        □ 陶生活 
□ 辛記藝品      □ 牛皮器  

17. 曾經營「益泰行」，是三郊組合會第二任組合長，請問是哪一棟老屋？ 
□ 西佛國        □ 辛記藝品 
□ 許藏春故居    □ 牛皮器 

18. 以泉州派工藝粧佛（雕刻佛像、泥塑佛像）的店鋪，請問是哪一間老屋？ 
□ 辛記藝品      □ 牛皮器 
□ 許藏春故居    □ 西佛國 

19. 門口有個仿製的古車輪，以五條港在地元素作文創的工作坊，請問是哪一間

老屋？ 

□ 五條港行號    □ 辛記藝品 
□ 牛皮器        □ 聶樓 

20. 以木作工藝為主，販賣咖啡輕食的老屋是哪一棟？ 
□ 肥貓故事館    □ 無聊郎 
□ 聶樓          □ 陶生活 

21. 老屋增設 QR Code 你會希望看到什麼內容？ 
□ 老屋故事            □ 360 度環繞介紹 
□ 經營理念與現況      □ 其他_______ 

22. 你認為什麼樣的街區遊戲比較適合放在神農街？ 
□ 解謎遊戲            □ 闖關遊戲 
□ 尋寶遊戲            □ 其他_______ 

23. 整個學期學習下來，你對於神農街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文創發展的想法為？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