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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部技專校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月津 

USR計畫五條港區課群七月的每週工作檢視會議 4 
 

會議時間： 107 年 7 月 25 日(三) 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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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詩涵助理 

 

記錄：黃詩涵助理 

壹、 討論事項： 

一、有關神農街老宅 qrc碼 

說明： 

(一) 採訪的六棟老宅(辛記藝品、許藏春故居、西佛國、五條港行號、

太古酒吧、聶樓)需再找時間補強採訪內容，提請討論採訪時間。 

(二) 如第 1 點所提，請成員討論採訪的內容。 

(三) 討論採訪後受訪者諮詢費問題。 

(四) 請團隊成員提出 qrc 碼要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製作。 

(五) 有關 qrc 碼志威助理希望以網頁的方式來呈現，請檢視目前進度。 

(六) 提請討論 qrc 碼正式安裝後，需要發動的活動。例如：比賽哪一動

老屋最有人氣寫下老屋故事的心情記事……等等。 

  討論結果： 

（一）各老屋需要補強採訪內容如下： 

名 稱 受訪者 職 稱 需補強訪問內容 

許藏春

故居 
曾國棟 

台南市文化資產

保護協會 

前任理事長 

1.許藏春故居歷史 

2.當時的老照片 

五條港

行號 
鄭道聰 

台南市文化協會 

創會會長 

1.老屋歷史溯源 

2.剛進駐老屋的照片 

3.曾居住過神農街老

屋之名人事蹟，如市

議員姜滄源 

4.鄭道聰先生與神農

街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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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9 年進駐神農街

做社造的情形 

6.金華府與他的小故

事 

五條港

行號 
鄭采芩 

台南市文化協會 

執行長 

1.與神農街的回憶小

故事 

2.文創內容及理念 

3.舊時老照片 

辛記藝

品 
辛銘發 負責人 

1.舊時承租老屋的住

戶詳細情況 

2.舊時老照片 

西佛國 蔡天民 負責人 

1.歷代師傅的雕刻作

品，並攝影建檔 

2.實地踏查金華府，介

紹西佛國粧佛神像 

3.詢問第一代開始雕

刻神像的源流及作

品 

4.蔡天民先生至今最

滿意及最喜愛的作

品 

太 古 曾松慶 負責人 

1.當初如何改造老屋

的照片 

2.商家的設計過程及

理念 

3.因二進以後所有權

人為沈廉哲里長，故

需採訪沈里長 

聶 樓 
陳怡錚 

劉峰 
負責人 

1.陳怡錚進駐神農街

的原因 

2.劉峰老師進駐神農

街的原因 

3.尋找屋主並採訪 

（二）舉辦投票活動，預計讓遊客使用手機掃 qrc 碼進入投票網頁，星

期六、日請志工多加宣傳，並透過市政府導覽老師宣傳投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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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 1070812輕騎漫遊古月津騎動鹽水打卡趣活動 

說明： 

(一) 活動資訊如附件一。 

(二) 討論活動當天志工團名單。 

(三) 檢視每個景點導覽是否需要修正的。 

(四) 有關活動當天闖關活動設計如附件二，請成員提出看法。 

(五) 討論活動手冊及路線地圖問題。 

(六) 這次活動會邀委員來參與。 

討論結果： 

（一）小手冊、路線及當天活動相關事項由月津區計畫成員統籌 

（二）派遣五位志工協助活動，名單如下：巫修全、康伯鍾、顏志憲、

劉昌信、許家睿 

（三）工作人員出席名單如下：蕭百芳老師、陳雯宜老師、方子毓老師、

王茗禾助理、蔡子璉助理、黃詩涵助理 

（四）當天早上 7:50 活動開始，於幾點集合再議。 

（五）請茗禾助理協助導覽老師領據核銷相關事宜。 

（六）活動海報已完成，詳看附件一 

（七）活動闖關卡已完成，詳看附件二 

（六）活動貼紙已完成，將貼於出席學員衣服上，詳看附件三 

（七）闖關活動的印章已完成，詳看附件四 

（八）敬邀雲嘉南地區 USR 輔導團出席活動 

三、檢視於五條港文化會館各項活動 

說明： 

(一) 討論有關五條港文化會館臉書目前經營方式，以及未來如何管理。 

(二) 因活動持續進行文化會館臉書須時常更新文章，請選出負責人。 

(三) 有關街區遊戲臉書目前經營狀況，請茗禾助理提出。 

(四) 文化會館目前活動安排到七月，八月份活動須和采芩老師討論。 

(五) 目前展覽為「老宅故事」，請成員提出目前展覽有無需要補強地方

以及展覽期間宣傳方式。 

討論結果： 

（一）請茗禾助理每次活動皆要上傳照片至粉絲頁，以利未來活動吸引

民眾來報名。 

（二）請茗禾助理在五條港文化會館粉絲專頁 PO 上實境遊戲的連結網

址，以利宣傳。 

（三）請茗禾助理將五條港文化會館粉絲專頁的「關於」補上相關資訊 

（四）開學後須與新生導師合作服務學習，讓該班同學到五條港文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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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擔任志工，目前暫定資管一乙，由茗禾助理去交涉。 

 

四、有關網站 Google行事曆修正及區域輔導團行事曆問題 

說明： 

(一) 請茗禾助理報告目前寫進計畫辦公室的活動，並請成員檢視是否

需要修正的。 

(二) 檢視網站上的活動是否有全部放進 Google 行事曆及區域輔導團

行事曆。 

(三) 請茗禾助理每日至「Google行事曆」及「區域輔導團行事曆」修

正活動。 

(四) 討論其他區有什麼活動可告知計畫辦公室來參與。 

討論結果： 

（一）有關信義區行事曆修正請茗禾助理協助完成。 

（二）有關其他區通知計畫辦公室來參與活動，橋南區：8/12 輕騎漫遊

古月津以及 9/16 手工皂活動、信義街區：11/3 廟埕傳講米糕栫

活動、民生綠園區再議。 

 

五、有關 USR網站進度修正 

說明： 

(一) 請遵守活動三天內完成各種表單與相簿 

(二) 整體活動修正： 

1.紀錄中第一次會議沒照片，請討論因應對策。 

2.活動中目前還是沒內容，請討論如何修正。 

(三) 神農街區修正： 

1.活動六月份後進度嚴重落後請詩涵助理盡快補齊，五月份請茗

禾助理協助修改。 

2.相簿的部分說明不夠明確，新活動進度也要再補強，請茗禾助

理協助修正。 

3.紀錄內容須再增加，有些茗禾助理有寫的要再補上。 

4.問卷要增加文化會館的滿意度調查。 

5.有關文化會館的活動成果表單問題。 

6.自主區缺海安路紀錄片，請茗禾助理補上。 

(四) 信義街區修正： 

1.目前相簿無進度。 

(五) 民生綠園區修正： 

1.目前相簿無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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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鹽水區修正： 

1.目前相簿無進度。 

2.目前紀錄無進度。 

討論結果： 

（一）網頁整體活動：預計十一月中舉行計畫成果發表會再行補上紀錄 

（二）十一月的成果發表會，請茗禾助理及詩涵助理九月開始規劃，十

月發出通知。 

（三）下次聯合計畫籌備會議，須提醒各區計畫成果發表會，每區至少

提供五塊展板。 

（四）五條港文化會館，每週活動合併寫成一份活動成果表單。 

（五）各區進行活動，請遊客於簽到表簽名，以利活動表單量化資料。 

（六）信義街區網頁修正：由茗禾助理將成果表單中照片做成相簿。 

（七）民生綠園區網頁修正：將活動剪影放到相簿，並請該區助理再補

齊成果表單。 

（八）鹽水區網頁修正：會議記錄請該區助理補齊，相簿由茗禾助理將

成果表單中照片做成相簿。 

 

六、有關 7/28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 

說明： 

(一) 當天活動 9:00開始，討論集合時間。 

(二) 有關車票核銷，請茗禾助理以及詩涵助理注意以下事項： 

1.簽准的簽呈請提供給校內外教師請公差，並列印出差旅費報告

表核銷。 

2.校外教師交通費請製作收據給老師簽收，核銷檢據交通費收據

撥款給老師。 

3.學校 8/3 關帳，請老師出差回來務必儘速收齊相關收據進行核

銷。 

討論結果： 

（一）蕭百芳老師、陳雯宜老師、方子毓老師、王茗禾助理搭乘高鐵

12:10 車次，起站台南 08:28，訖站台北 09:54。當天 08:20 於高

鐵站二樓刷卡處集合 

（二）其餘照案通過 

七、有關自主課程管理事宜 

說明： 

(一) 請大家協助嚴加看管各課程進度。 

(二) 各課程歷程表單要要求同學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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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述兩點事項請茗禾助理要協助管理。 

討論結果： 

（一）照案通過 

八、有關看見五條港第四期籌備事宜 

說明： 

(一) 見五條港第四期文章內容，提請討論。 

(二) 討論同學的文章問題。 

(三) 討論要哪幾間老屋故事。 

討論結果： 

（一）刊登神農街老屋專題，老屋故事名單如下：辛記藝品、聶樓、太

古、許藏春故居、西佛國、五條港行號 

（二）刊登 2018 年 0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館開幕新聞稿 

（三）請鄭采芩老師、林建農老師各撰寫一篇文章，字數五千字以內。 

（四）看見五條港第四期，預計刊登十篇。 

（五）看見五條港第四期，預計 12 月出刊。 

 

九、有關踏查台南資料整理人選 

說明： 

(一) 需要兩位負責人，一位負責文字整理另一位負責影片製作，請成

員提出適當人選。 

討論結果： 

（一）因十月前要核銷結案，請茗禾助理盡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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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設備與配合款進度檢視 

說明： 

(一) 請茗禾助理報告目前校配合款規畫狀況。 

討論結果： 

（一）設備品名及估價如下表： 

品名 型號 數量 單價 總價 

1.單眼相機 
Canon EOS 6D Mark II 

24-70mm f/4 IS 單鏡組 
1 台 72,000 72,000 

2.數位相機 Canon PowerShot SX730HS 3 台 11,990 35,970 

3.數位相機-電池 Canon PowerShot SX730HS 3 顆 1,500 4,500 

4.攝影機 Sony FDR-AX700 2 台 59,900 119,800 

5.攝影機-電池 NP-FV 100A 2 顆 6,980 13,960 

6.麥克風 ECM-CG60 2 台 4,580 9,160 

7.筆電 
ASUS VivoBook 

S406UA-0043C8250U 
8 台 22,990 183,920 

8.印表機 
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M281fdw 
1 台 18,990 18,990 

總 價 肆拾伍萬捌仟參佰 元整 458,300 

 

十一、有關課程教材-桌遊討論 

說明： 

(一) 課程需選出 2款桌遊上課使用，提請討論適合內容。 

討論結果： 

（一）請蔡名彥同學提出可使用之桌遊名單，以利團隊揀選。 

（二）揀選桌遊確認名單：「寶藏臺灣」，請茗禾助理研究玩法於下次開

會提出。 

 

十二、有關活動贈予文創商品討論 

說明： 

(一) 之前會議有討論出製作：地圖、扇子、面紙 L 夾…等，請成員提

出想法。 

討論結果： 

（一）請魯魯協助完成文創商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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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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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記錄照片 

 

 

 

圖一：蕭百芳老師主持會議場景 

 

圖二：討論桌遊課程教材－「寶藏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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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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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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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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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