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R 計畫五條港-神農街區第十四週聯合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8年 05 月 22 日（三）15:30-17:00 

會議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T1143 

主    席： 蕭百芳 

出 席 者： 
蕭百芳老師、陳雯宜老師、王茗禾助理、許博欽助理 

蔡名彥助理、賴玟潔 TA、謝季書 TA。 

紀錄：陳洋育助理 

 

壹、討論事項 

一、關於 5/29課群大會師活動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大會師活動於 5/29(三)第五～六節在 L008 進行。 
(二) 討論各老屋負責人的工作。 
(三) 請各老屋負責人於活動前開好部落格。 
(四) 請各老屋負責人活動中記得要拍照。 
(五) 請各班負責 TA 要製作當日簽到單。 
(六) 提請討論當天活動座位。 

 
討論結果： 

( 1 ) 各老屋負責人名單如下： 
49 號陳家祖厝-季書 TA 
61 號陳太太-茗禾助理 
68 號周董百貨-名彥助理 
89 號星藝美術社-玟潔 TA 
110 號飛鈦-博欽助理 

( 2 ) 請雯宜老師於當天 12:30 至保管組借 L008 鑰匙。 
( 3 ) 座位分配如下： 

 



( 4 ) 請探索府城記得提醒同學 12:50 在 L008 上課，商美班會於早上第

四節上課時提醒同學。 
( 5 ) 請玟潔、名彥、茗禾等助理大會師前要拿五張全開海報紙，以及

五盒彩色筆。 
( 6 ) 請各位助理或 TA 要帶筆電 

 

二、有關 6/12課群成果展器材 

說明： 

(一)6/12成果展要張貼同學海報。 

(二)總共有 5張課程海報及 28張同學海報及 1張主視覺，共 34張。 

(三)請雯宜老師回報白板及展架租借數量。 

 

討論結果： 
( 1 ) 目前借了 13 個白板、18 個展架，時間為 6/12(三)~6/18(二)。 
( 2 ) 請雯宜老師協助延長借到 6/20。 
 

三、有關 5/24老街-實境遊戲測試 1活動注意事項 

說明： 

(一)當天由國華街組及新美街組進行遊戲測試，每組時間 1小時。 

(二)請洋育助理同學 12:45前要集合完出發。 

(三)當天請博欽助理及茗禾助理一同前往協助遊戲測試。 

 

討論結果： 
( 1 ) 照案通過。 

 

四、有關五條港文化會館志工服務改善方法 

說明： 

(一)因上週活動志工服務及表現不優，因此提出改善方法。 

(二)為了方便記錄活動內容，因此之後每場講座請志工務必全程錄影。 

(三)請志工必須隨時注意遊客杯子，如果空了應立即補充。 

(四)有關活動拍攝重點： 

1. 演講活動開始前遊客進場畫面。 

2. 活動過程中四個角落拍攝畫片。 

3. 講者特寫照。 

4. 講師演講資料，拍攝投影畫面。 



5. 每次活動至少 20張以上。 

(五)活動結束後務必請遊客於粉絲團按讚，並填寫回饋表。 

討論結果： 
( 1 ) 請茗禾助理購買一組手機專用腳架。 
( 2 ) 其餘照案通過，請洋育助理將以上決議內容通知第三期自主學習

同學。 
 

五、有關自主學習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自主學習組別很多，請檢核各組進度。 

(二)目前自主學習執行中尚未完成的有： 

街區遊戲設計 

五條港廟會 

鹽水志工 

五條港文化會館志工 II 

花燈彩繪 A~F組 

豬年元宵座燈製作 

豬年元宵座燈製作紀錄影像 

神農街口牆面創作與文創行銷 

神農街老宅 QRC製作 

(三)這學期若未報告即無法取得學分的組別有:街區遊戲設計、五條港

廟會、鹽水志工。 

(四)目前確定花燈 B＆D組於 5/29(三)15:00報告、神農街老宅 QRC製

作於 6/12(三) 16:00報告。 

(五)五條港文化會館志工 II原報告時間為 4/30(二)已過期，須請第二

期組長申請延長。 

(六)花燈彩繪除了 B&D組外，其他組別儘可能協助在期末考週完成報告，

若無法在期末前完成也請同學於暑假期間完成，並在開學後報告。 

(七)五條港廟會可以報告了，尚未確定時間。 

討論結果： 
( 1 ) 五條港廟會組暫定 6/5(三)15:00 報告，待百芳老師和評審確定。 
( 2 ) 鹽水志工要請茗禾助理協助指導製作影片和簡報。 
( 3 ) 五條港文化會館志工 II 請洋育助理申請延期。 
( 4 ) 五條港廟會已確定 6/5 的下午三點報告。 

 

六、有關五條港文化會館行銷及活動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會館除了活動數量外，每場活動參與人數也是 sroi社會效益重要

的指標之一。 

(二)目前活動參與人數過低，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宣傳不夠，因此提出以

下改進方法： 

1. 加開會館 LINE@官方帳號及 IG增加曝光機會。 

2. 製做宣傳單放民宿及神農街與附近店家。 

3. 大家要分享活動資訊到自己臉書，協助推廣。 

(三)有關六月會館活動提請討論。 

 

討論結果： 
( 1 ) 請洋育助理協助開 LINE@ 官方帳號及 IG。 
( 2 ) LINE@每次活動需發在上面讓大家知道，內文要縮減成重點。 
( 3 ) 六月會館活動除了博仁堂 6/22 外，還要安排一場職人講座，預計

先安排聶樓，若不行再詢問一緒二。 
( 4 ) 目前聶樓和夥伴正在討論是否參加講座，若確定時間在六月，一

緒二已經婉拒，改邀請全美戲院無經理，時間安排在 6/30。 
( 5 ) 其餘照案通過。  

 

七、有關來神農街挖寶-猜猜老屋在哪活動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一)第一波活動安排在 5/25(六)當天闖關成功即可獲得貼圖。 

(二)討論當天由哪位助理至現場協助。 

(三)第二波活動在 6/1(六)，購買貼圖即可進行闖關，答對贈送書卡。 

 

討論結果： 
( 1 ) 第一波活動由雯宜老師、茗禾助理、博欽助理和洋育助理，至現場

協助活動進行。 
( 2 ) 闖關用貼紙及卡片已送印，最慢週五會完成。 
( 3 ) 有關第二波活動贈送書卡，請博欽助理協助設計製作。 
( 4 ) 其餘照案通過。 

 

八、有關神農街口牆面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一) 預計 5/23 會進行施工，有關當天需協助內容提請討論。 
(二) 揭幕活動預計安排在 6/22(六)，待牆面確定後再決定是否邀請雷鼓

社來表演。 
 



討論結果： 
( 1 ) 5/23 早上由茗禾助理及博欽助理到場注意施工進度，下午百芳老

師及雯宜老師會到場，季書 TA 下午下課後會至現場攝影紀錄。 
( 2 ) 當天拆下來的鐵件要送到中華東路一段 217 巷 13 號，請博欽助理

協助完成。 
 

九、有關老宅 QR Code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一) 6/15(六)預計會掛上老宅 QR Code 的展板，並開始第一波活動。 
(二) 為了行銷此活動讓遊客可以知道老屋有 QR Code 可以掃，建議可

透過網頁上的 GIF 來做遊戲。 
(三) 活動相關周邊建議可製作成郵票，數量及價格如附件一。 
(四) 主角小井兒因形狀簡單可製作成立體的，提請討論呈現方法。 
(五) 附件二為北京故宮推出的「遊戲書找回對紙本的感覺」，透過書在

故宮裡玩遊戲，提供給大家參考，未來可改良成神農街版。 
 

討論結果： 
( 1 ) 老宅 QR Code 內的圖像，總共有八個類型，可製作成一組小井兒說

故事郵票集。未來每場活動都製作成一組，成果可呈現一套神農街

版的郵票。 
( 2 ) 有關小井兒目前可透過紙板或輕黏土製作，若經費允許再討論更精

緻的呈現方式。 
( 3 ) 其餘活動細節於週五討論。 
 

十、關於活動問卷提請討論 

(一) 每項活動問卷須配合產出，請洋育助理協助問卷設計。 
(二) 貼圖的問卷草稿已完成，如附件一。 

 
討論結果： 

( 1 ) 貼圖問卷經百芳老師修正，如附件二。 
 

 

 

貳、臨時動議 
無 

 



附件一 

來神農街挖寶-猜猜老屋在哪活動問卷 
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猜猜老屋在哪活動。為使下一次活動更落實完美，請您依本

次參加本活動的感受，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回饋，以作為日後舉辦相關活動之參

考，謝謝您！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

畫團隊 敬上 

1.您的性別  

☐男  ☐女  

2.您的年齡 

  ☐20歲以下  ☐21~40歲  ☐41~60歲  ☐60歲以上 

3.請問您從何處得知貼圖相關活動 

☐五條港行號ＦＢ ☐親友介紹 ☐會館演講宣傳 ☐神農街上廣告 

☐路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認為貼圖有哪些元素會吸引您購買? 

☐新奇有趣  ☐實用  ☐有文化內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透過貼圖是否讓您更認識神農街上的店家呢？  

☐是  ☐否  

6.透過貼圖是否讓您對貼圖上的店家產生好奇心？ 

☐是  ☐否 

7.未來神農街若出其他貼圖您是否願意花一點小錢來支持呢？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8.你覺認為活動贈送什麼獎品才會更吸引您參與？ 

☐明信片 ☐冰箱貼 ☐貼紙 ☐書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9.整體而言對「Share Long家的故事」貼圖您願意給幾分呢?(1~10

分) 

_______分，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對「Share Long家的故事」貼圖有任何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你是否想接收更多關於五條港區的活動資訊(每週六日有免費講座及

手做活動) 

  ☐是，想接收 ☐講座資訊 ☐活動資訊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附件二 

來神農街挖寶-猜猜老屋在哪活動問卷 
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猜猜老屋在哪活動。為使下一次活動更落實完美，請您依本

次參加本活動的感受，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回饋，以作為日後舉辦相關活動之參

考，謝謝您！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

畫團隊 敬上 

1.您的性別  

☐男  ☐女  

2.您的年齡 

  ☐20歲以下  ☐21~40歲  ☐41~60歲  ☐60歲以上 

3.請問您從何處得知貼圖相關活動 

☐五條港行號ＦＢ ☐親友介紹 ☐會館演講宣傳 ☐神農街上廣告 

☐路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認為貼圖有哪些元素會吸引您購買? 

☐新奇有趣  ☐實用  ☐有文化內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透過貼圖是否讓您更認識神農街呢？  

☐是  ☐否  

6.透過貼圖是否讓您對貼圖上的老屋與吉祥物產生好奇心？ 

☐是  ☐否 

7.未來神農街若出其他貼圖您是否願意花些微金額來支持呢？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8.你覺認為活動贈送什麼獎品才會更吸引您參與？ 

☐明信片 ☐冰箱貼 ☐貼紙 ☐書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9.整體而言對「Share Long家的故事」貼圖您願意給幾分呢?(1~10

分) 

_______分，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對「Share Long家的故事」貼圖有任何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你是否想接收更多關於五條港區的活動資訊(每週六日有免費講座及

手做活動) 

  ☐是，想接收 ☐講座資訊 ☐活動資訊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参、會議紀錄照片 

 
圖一：討論並記錄 

 

圖二：百芳老師主持會議場景 

 



附件一 

 

一、個人化郵票製作價格表 

※製作價格為製作費加所選郵票總面額之合計數 

 

一、個人化郵票製作費(零星製作) 

張 數 

祝福、結緣、好言好語、十全十美、 

旅行及花語 個人化郵票 

(全張型) 

符碼傳情 

個人化郵票  

(小版張) 

備 註 

50(含)以下 

(基本製作費) 
100 元 80 元 郵票面額另加 

100(含)以下 90 元 70 元 郵票面額另加 

999(含)以下 70 元 56 元 郵票面額另加 

1,999(含)以下 60 元 52 元 郵票面額另加 

5,000(含)以下 48 元 48 元 郵票面額另加 

5,001(含)以上 45 元 45 元 郵票面額另加 

 

  



附件二 

二、遊戲書找回對紙本的感覺 

北京故宮出版社首款遊戲書《琳琅圖籍》，去年還未上市就已備受關注，以眾籌模式進行預購，24 小時內便集資破 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創下大陸出版業眾籌 24 小時最高金額紀錄，48 小時內又打破大陸遊戲業眾籌最高金額，眾籌結

束時金額已高達 2000 萬元，預售 12 萬餘冊。 

 

去年 10 月 24 日，故宮博物院微博推出「故宮出版神祕古籍」微博，點閱率立刻達 500 萬次，10 小時內眾籌金額便已破

100 萬。在全球紙本書銷售下滑的趨勢下，此款遊戲書反而逆勢喚起了讀者對紙質書的喜愛，「許多讀者回應，甚至還希

望我們把紙本的比重再強化一點。」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主任王志偉如是說。 

 

挾此款遊戲書熱賣之勢，王志偉透露，也已在著手規畫《謎宮 2》，主題將與科舉制度有關，故事可望以 1905 年科舉的

最後絕響為背景，王志偉指出，藉著這個故事也希望讓讀者思考中國科舉制度雖已廢止，但行之多年仍有其合理性。同

時，也透過遊戲書寓教於樂，或許讓讀者當一回「童生」，看看古代讀書人要一路進階到秀才、舉人、進士乃至狀元，

需要挑戰多少關卡。 

http://ad.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21000731-260115 琳琅圖籍 

拿著紫禁城全圖玩解謎 

http://ad.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21000731-260115


 

《謎宮：如意琳琅圖籍》是北京故宮推出的互動解謎遊戲書。（故宮出

版社提供）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9-05-21/656/b16a00_p_03_02.jpg


《謎宮：如意琳琅圖籍》隨書附上 18 件解謎小物，增添趣味。（故宮出版社提

供） 

如果清宮御用畫師留下一本藏著琳琅寶藏下落的書，如今被神祕人郵寄到你面前，

打開它將發現什麼樣的祕密和寶藏？北京故宮去年底首次推出的遊戲書，由故宮

出版社、明清歷史專家與益智解謎遊戲設計公司共同開發的《謎宮：如意琳琅圖

籍》（下稱《琳琅圖籍》），在史實的基礎上讓讀者玩解謎遊戲，預購便已爆紅，

上市迄今銷售已近 40 萬冊。 



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主任，亦是《琳琅圖籍》作者的王志偉指出：「紫禁

城經歷 491 年的王朝，其中有 8、9 千間房間，民間傳說如此多，何不乾脆來解

歷史之謎！」於是結合文物內容、文史知識與小說情節，讓博物館與遊戲解謎相

結合。 

這樣的一本遊戲書，不只要讓讀者對故宮更好奇、更熟悉，以乾隆 36 年為「甄

嬛」的歷史原型──崇慶皇大后舉辦壽宴為背景，因故事發生區域在慈寧宮、東

西六宮等故宮新開放區域，也有著引導參觀人群自中軸線外分流的作用，因此特

別在遊戲書中附上一張乾隆年間的手繪紫禁城地圖，與今日的故宮布局有些不同

之處，引動讀者的興趣。 

「我們也確實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找出史實資料，如前陣子電視劇中魏瓔珞的

原型令貴妃，並不是住延禧宮而是住儲秀宮；香妃的原型容妃，則是住在鍾翠宮。」

王志偉介紹，在《琳琅圖籍》中，這些史料訊息便以〈宮中雜件〉作為遊戲附件

傳遞給了讀者。 

團扇、毛筆、抄經貼、書簽、剪紙、乾隆年間的紫禁城全圖等 18 件暗藏玄機的

隨書附件，加上由泛黃宣紙、墨筆小字組成的線裝書，除了古籍和附件十分吸睛，

王志偉表示《琳琅圖籍》最大的特色便是合於歷史，「故事、對話或許是想像的，



但背景、環境包括制度、習俗、飲食、服裝都不違背真實歷史。」如故事中乾隆

36 年的茶宴主題為《耕織圖》，就確實存在。 

遊戲書娓娓將故宮的歷史知識，設計成 30 多個謎題任務，近百個知識介紹詞條

與讀者互動。王志偉表示，解謎的過程便是知識的挖寶，且最終讀者確實會發現

中國人研究透視及繪圖法的珍貴「寶藏」。 

(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