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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陳洋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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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的值班規劃討論 

STE
P1 

說明值班方式 

帶領所有志工進行值班時間
分配，每位同學必須在文化
會館值班６０小時以上。 
 
茶座排班方式一切由組長安
排，如有無法排班必須提前
一周通知組長，如排班時間
未確實到會館值班經查獲直
接取消自主學習資格，以上
經所有組員討論後無異議即
開始執行。 

STE
P 2 

提醒值班注意事項 

組長藉此機會再次通知
組員在會館時必須一同
維護會館環境整潔，當
遊客上樓參觀時一定要
主動站起來向遊客們喊
一聲：「您好，歡迎參
觀」，並主動向客人介
紹五條港與為客人奉茶。 



服務團值班規劃討論 

說明自主流程 

說明表單填寫 

排班方式討論 

提醒值班注意事項 



  五條港可以說曾是台灣的威尼斯，是商業與藝術
的重地，也蘊藏豐富的歷史文化。 
 
  而五條港是清朝時存在台南市的五條商用港道，
由北到南分別是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
與安海港。 
 
  五條港的消失至今約百年，因日治時期的都市化，
難見昔日河道遺跡，留下的是舊街與商業活動的延續。 

認識五條港、北勢港、北勢街與郊商貿易 

學習內容 

同學認真聽講認識五條港課程。 老師介紹目前網路上有的五條港網頁。  

老師向大家說明 各條港道 

其過去的商業脈絡 還有逐漸沒落的原因 

老師跟大家介紹五條港的各條港道  

以及他的歷史文化 



會館執行長鄭采芩老師，一開始先告訴志工每日的工作內容，像是

每日開放參觀前要打掃環境、客人上樓參觀時該怎麼介紹還有假日

會有一些活動或演講…等，我們也演練了客人上樓參觀的各種情況，

讓大家可以先熟悉一下。 

 

接著老師開始講解印染製作的步驟並讓大家嘗試製作… 

我們文化會館還有提供印染ＤＩＹ製作活動，可以讓客人挑自己喜

歡的圖案印在書套或飲料杯袋…等。 

 

最後老師再次帶我們認識五條港。 

文化會館服務團訓練 

教導志工們製作印染，並讓志工們練習製作。 說明志工的工作內容。  介紹五條港地區與文化會館。  模擬遊客上來參觀的情況。  



在我們值班時間，會有茶座活動， 

當客人到會館參觀或有講座時都會請遊客喝茶…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泡茶只是把熱水到進茶壺裡，把茶葉燒開，等幾秒就可以喝了，

但經過學習之後，才知道原來泡茶也是一門學問。 

 

在進行第一泡之前，必須先用熱水注滿茶壺，澆燙壺身，讓茶壺的溫度提升，這樣

有助於泡出好茶，也可以順便把茶杯都沖過一次。 

 

茶葉第一泡要先倒掉，因為它可能會有殘渣，對身體不好。 

 

接著第二、三泡，只要把熱水注入茶葉裡，靜置30～40秒，倒入公杯，就可以給遊

客飲用，據說第二泡與第三泡混合的茶是最精華的，也是最好喝的。 

 

 

每週六日茶座-1 



最後第四泡，因為茶葉的味道已經慢慢消失，所以必須拉長浸泡時間，大

約浸泡45～50秒，才能把茶葉最後的味道呈現出來。 

 

一泡茶葉最多都泡到第五泡而已，第五泡就需要泡到60秒的時間，但是最

後一泡幾乎已經沒什麼味道了，所以我們都會自己留起來飲用。 

 

除了泡茶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端茶禮儀… 

以前請客人朋友喝茶都是直接拿給他們，經過學習後才知道原來放在托盤

裡為客人奉茶給客人的感覺比較好，也不會讓客人覺得奇怪，哪一手拿托

盤、哪一手拿茶杯、姿勢、方向，這些都是有學問的，因此要泡一杯好茶，

不只要抓準時間技巧，更要學會怎麼為客人奉茶。 

 

每週六日茶座-2 

為遊客泡茶之外還會為他們準備小茶點。  訓練為遊客奉茶之技巧。 倒茶時可順便聞聞茶香。  同學小心翼翼為遊客倒茶。  



執行情況： 
  演講的過程中講師與遊客們有良好的的互動、遊客
們踴躍的發問以及互相討論演講內容。休息時間志工熱
心的為來賓倒茶，講師與遊客們愉快的喝茶、互相分享
帶來的點心。 
 
 

10.13  大船入港－五條港奇贉趣談 -1 

講師：曾娜老師  
報告：林煜軒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1 



活動成果： 
  經過這次演講後，透過曾娜老師解說讓大家更了解
了五條港當地一些年輕人不知道的古老故事，與介紹五
條港許多的古老建築，很多遊客也都會到那些建築拍攝
照片，老師也講解了廟宇、壁畫…等的緣由與含意、最
後讓大家了解當地的民間傳統文化，那些文化都是以前
的人傳承下來的。 
  
聽完了這次的演講後，知道好多以前沒學過的知識，聽
了曾娜老師的講解後，讓我更了解五條港地區的古老文
化，以前在學校學的歷史都是講同樣的東西，在聽曾娜
老師的演講時，因為都是以前沒聽過的東西，所以覺得
非常有趣，希望下次還能在參加曾娜老師的演講活動。 

10.13  大船入港－五條港奇贉趣談 -2 

講師：曾娜老師  
報告：林煜軒同學 

演講者用一些動作 

來讓遊客更能了解故事裡的情況、情節。  

志工熱心的為遊客準備優質的茶水。  來賓用心討論著演講者分享的內容。 
演講者精心準備點心，來賓來聽演講
還能品嘗到美味的餅乾真是一大享受。  



執行情況： 
  講師放的每一張照片，不管是吃的還是一些必去景
點，都會讓遊客與老師引起討論，講師也很認真地分享
每一個景點，把自己最私藏的景點都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所有來聽演講的遊客收穫滿滿也很歡樂的跟講師探討。 
志工則是在活動中進行中約10～20分鐘與中場休息時刻
泡茶給遊客喝，結束之後會拿回饋單給來聽演講的遊客
填寫，了解大家對這場演講的感受與收穫。 

10.20 令人著迷的舊城古樸魅力 -1  

講師：聶樓咖啡館－陳怡錚店長 
報告：林漢軒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2 



活動成果： 
  老師在演講中提到了一些店家，是讓一些遊客及聽
眾很感興趣的，比如其中介紹的牛墟牛肉湯是其中一個
聽眾的口袋名單，還有像是青草茶店、鞋店…等，經過
老師的介紹，大家紛紛向老師詢問店家在哪裡?開店時間
呢?還有人說待會就想去逛逛，老師也開玩笑說講到吃的
好像比較活力喔！！ 
從這熱烈的討論和興致勃勃的眼神，可以知道大家是非
常投入這次的演講之中。 

10.20 令人著迷的舊城古樸魅力 -2  

講師：聶樓咖啡館－陳怡錚店長 
報告：林漢軒同學 

講師分享私藏景點之假日必去—牛墟。  

講師分享小東路的路邊隱藏美食，
大家聽完演講後可以馬上去品嚐。  

演講結束後聶樓店長 

順道分享他們店的店鳥。  

演講實況-講師介紹。  



執行情況： 
  邱奕巽、吳穎欣師傅以Q&A的方式來呈現這次的內
容，遊客也踴躍發問。而其中也有談到邱師傅與吳師傅
一律走來的過程，以其其中所遇到的問題、困難，以及
傳統產業面臨的問題，也有提到轉型為觀光工廠以及使
用網路進行銷售的過程。 
  
  邱奕巽、吳穎欣師傅也準備了他們工作時所使用的
手工具來做介紹，也準備了材料讓民眾來體驗。首先由
邱師傅介紹他的工作內容，像是如何挑木頭，認識木頭，
與從木頭的橫切面來判斷怎麼刨削木台才會比較好工作，
不會讓刨刀太快的鈍掉。接下來由吳師傅介紹他的工作
內容，帶大家認識它所帶來的各種雕刻刀，讓大家了解
各種刀具使用的方式以及使用的時機。然後邱師傅、吳
師傅就讓民眾體驗他們所帶來的手工具。休息的時間志
工為來賓及講者泡茶、倒茶，愉快的喝茶。 
 

10.27  淺談永川大轎－現代學徒習藝之路 -1  

講師：永川大轎-邱奕巽、吳穎欣師傅 
報告：葉竺霖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3 



活動成果： 
  聽完這次的演講後，讓大家更了解作這種傳統工藝
的工作內容，以及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師傅上班
中的相處等等。也有提到在因為網路的發達以原來傳統
的行銷方式中漸漸的往網路發展。可以帶來更多，更不
同的客群。 

10.27  淺談永川大轎－現代學徒習藝之路 -2  

講師：永川大轎-邱奕巽、吳穎欣師傅 
報告：葉竺霖同學 

邱師傅與吳師傅淺談 

在當學徒的過程與工作的經歷。  

講師攜帶了一些小工具 

來讓民眾體驗刻字的樂趣。 

邱師傅在講解 

如何判斷木頭的順逆紋。  

師傅介紹工作時所使用的手工具。 



執行情況： 
  老師以幽默風趣的口吻述說台南在早期發生的一些
大小事件，不僅是讓現場比較年長的聽眾回想起當年的
點點滴滴，能看到的是大家對於回味過去是有多麼的暢
談，像是打開了話匣子，參與感非常的好。 
  
  鄭老師準備許多精彩內容包含人生經歷與台灣歷
史…等，許多前來聽講的遊客聽完後感到意猶未盡，不
禁詢問希望未來可以辦更多此類型的演講。 
  
  活動中志工用心的為聽眾準備茶飲與點心，是在地
老店家的米果子，讓遊客在聽演講的過程中順道品嚐台
灣好茶，也營造出大家像是在聊天般一同在回憶往事。 

11.04 被遺誤的金小姐 -1  

講師：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聰主講  
報告：陳洋育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4 



活動成果： 
  台南的歷史不僅僅傳承許多美食，好久以前也是台
灣的首都，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民間各式各樣的小故
事都在我們一天一天咀嚼中度過，親身經歷的故事串起
你我的回憶，演講者很貼心的準備了古早味點心給來聽
演講的遊客，民眾們，搭配五條港文化會館總是會給大
家準備的熱茶，身心都放鬆的氛圍下，耳邊傳來的是年
長者們在演講者邀請下，娓娓道來的早期台南故事，那
是課本不曾記載的溫度和時光。 

11.04 被遺誤的金小姐 -2  

講師：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鄭道聰主講  
報告：陳洋育同學 

聽著講師分享用著美味茶點樂在其
中的遊客們。  

講師在上週到外地遊玩， 

順便為今日來聽演講的遊客準備小點心。  

極優美的環境，適合悠閒的午後到這
裡聽聽演講認識台南。  

會館執行長采芩老師 

用心介紹講師與邀請緣由。  



執行情況： 
  一開始老師先拿出他開始教手做以來的作品給學員
觀賞，並簡單說名每樣作品的製作方式與製作原因，接
著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老師說今天選擇教大家做手作
珠寶盒的原因是，透過黏土能用手抓出自己心目中最喜
歡的造型，而且這堂課幾乎都是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來參
與，希望能透過黏土來增進家人之間的感情，現在許多
小孩放學後就接著到補習班上課導致家庭時間變少，在
這優閒的午後參加這種手作課程不僅可以增進家人情感
也能讓小孩體驗到課本裡所交不到的東西。 

11.10 歐風午茶蛋糕珠寶盒黏土手作課程 -1  

講師：謝伊涵老師  
報告：陳洋育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5 



活動成果： 
  透過紙飛機可以飛伊涵老師的細心教導，讓每位遊
客們學習到如何混土、如何製作花朵餅乾…等，過程中
老師也教導他們擺設的技巧，讓從原本只會把黏土搓成
圓形的學員變成手藝精湛的學員。經過這次的課程讓大
家增進了自己的藝術天份也獲得了獨一無二的珠寶盒💎 
過程中志工耐心的協助老師與學員完成作品。 

11.10 歐風午茶蛋糕珠寶盒黏土手作課程 -2  

講師：謝伊涵老師  
報告：陳洋育同學 

講師介紹自己歷年作品並說明他 

的人生經歷與教手作之總總趣事。  

學員們將自己的作品上保護蠟， 

以防止作品沾染灰塵而故障。  

學員與老師合影 

也希望下次能有更多類似手作課程。 

學員作品合影，經過一個下午的研習大家
都收穫滿滿，也成為一位手作專家。  



執行情況： 
  在演講的過程中，老師呈現的許多秘境照，是在座
各位未曾知道見到過的，大家都很訝異台南有這麼美的
地方，遊客熱絡的發問及提問，其中有一位阿伯的想法
非常的獨特，很勵志也鼓舞人心，另老師稱讚不已。 
  
  之所以稱之為秘境，當然就是一般人比較少知道的
地方，如果秘境公開了眾所皆知了，那就會成為風景區，
而這會隨之帶來許多髒亂，不過隨著大樓的興起以及人
們自以為理性的浪漫，每個地方的改建，鄉間樹林的鏟
除都會讓這些地方成為永遠的秘境。 
  

11.17 台南秘境小分享－《台南旅職人：阿春爸的府城旅式》-1  

講師：作者阿春爸  
報告：林明翰同學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6 



11.17 台南秘境小分享－《台南旅職人：阿春爸的府城旅式》-2  

講師：老酥很繪工作室-江芷均老師  
報告：林明翰同學 

活動成果： 
  到底要不要公開是個很矛盾的地方，而很多事情不
只是單看他的表面，真正去了解他的故事會有截然不同
的感受。 
今天每位聽眾都非常感謝講師，也感受到每個人都受益
良多。有幾位甚至還跟老師要簽名及合照。 

講師阿春爸介紹自己 

以及為何會開始投入當個部落客。  

老師向各位聽眾介紹五條港地區特色 
還有宣傳這裡舉辦的活動。  

老師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秘境照片 

還有照片背後的故事。 

老師將學生手繪的阿春爸 

送給本人還準備了其他小禮物。  



12.22 春聯紅包ＤＩＹ -1  

講師：老酥很繪工作室-江芷均老師  
報告：林明翰同學 

執行情況： 
  老師講解完如何製作後，在構圖的步驟是讓大家思
考最久的，其中有一位年長的婦人的構圖非常的精細，
令老師稱讚不已，而在之後的雕刻及拓印上大家都非常
的細心。而製作的過程也需要非常多的巧思，像是必須
畫出與實際上想呈現的圖案左右相反的圖案，在刻板拓
印出來後才不會因為圖或字相反，而讓作品失敗。還有
在拓印的時候，顏料的拿捏，刻板的深度設計，與拓印
時的力道都會影響作品最後的呈現，大家也在這些過程
中放進了許多的心思，與修改了很多次的刻板，重新印
了很多次，才作出了自己滿意的作品。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7 



12.22 春聯紅包ＤＩＹ -2  

講師：老酥很繪工作室-江芷均老師  
報告：林明翰同學 

活動成果： 
  在拓印之後等待紅包紙乾的時間，老師也拿出自己
的諸多作品跟大家分享，大家也非常喜歡老師的作品，
也有人興致勃勃的又多做了好幾份紅包。 
而這次的課程中了解自己在手工藝的部分也可以很投入
開心的去學習，也能看出學生的收穫滿滿。 

大家在設計印染的圖案上費盡心思。 
拓印好的紅包紙 

大概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晾乾。  

將刻印好的拓板 

沾上染料印上紅包紙。  

將設計好的圖案 

小心的刻印出來。  



01.12 台南速寫創作經驗分享與日本九州速寫經驗之對比 -1  

講師：藝術蝦主講  
報告：胡鈺茹同學 

執行情況： 
  讓遊客認識這位畫家，以及這位畫家眼中的台南城
市，城市色彩與形狀，還有演講者大學三年級才開始學
畫畫的經歷，另外畫畫的時間分配的技巧，也能從藝術
蝦的講座學習到。我們服務團為演講者與聽眾們準備剛
泡好的溫茶，讓大家能一邊欣賞演講者的畫作的同時，
也能品嘗溫暖的茶，放鬆心情。 
  
    演講者向觀眾們展現日本彷彿和天空融為一體的乾淨
街道，和我們台灣充滿廣告看板，總是色彩衝突的街景，
沒有比較好或壞，只是不同的氛圍，也提醒了我們平時
多多關心生活，身邊的環境。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8 



01.12 台南速寫創作經驗分享與日本九州速寫經驗之對比 -2  

講師：藝術蝦主講  
報告：胡鈺茹同學 

活動成果： 
  聽眾們很投入，與藝術蝦有多的互動的。在回饋單
裡面不少人寫說希望多多舉辦這類的講座。另外，也有
建議辦攝影、水彩與速寫鄉關的課程。活動結束後，才
發現有不少演講者的粉絲慕名來聽演講，有些甚至是從
其他縣市來的，這些學員的熱情感染了我們，成為會館
的服務團成員真的是與有榮焉。 

因為投影片有點色差 

講師搬椅子讓聽眾們看較無色差的照片。 
講者帶著她自己的作品來跟大家分享。 

遊客認真聆聽講師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精彩內容。  

講師以互動的方式帶領觀眾更注於演講中。 



12.22 府城一味：微涼時節的臺南美食 -1  

講師：謝仕淵先生 
報告：林明翰同學 

執行情況： 
 活動中不管是遊客還是學生都和老師有很多互動，像
是詢問這些美食的由來，像是店家為什麼會要做這個，
大多都是因承襲家業，而不想讓前人的工藝就此沒落，
就是有著獨特的背景故事，而民以食為天，可以說台南
文化就是繞著美食來定義，而其中無論是傳承還是創新，
都可以代表著台南美食特殊的多樣性以及結合力。 

請啉茶的講座手作活動9 



12.22 府城一味：微涼時節的臺南美食 -2  

講師：謝仕淵先生 
報告：林明翰同學 

活動成果： 
  透過這次的講座其實是讓我眼睛為之一亮，老師不
僅帶來許多沒有聽聞的美食店家，更是透過老師與店家
熟絡的情感，帶出店家講述各自的堅持，間接讓我們了
解了其背後故事。 
  
  所有來參加本次活動的學員都很喜歡這次上課的內
容，也對老師所介紹的內容非常的投入，講座後，大家
討論熱烈，不斷的詢問老師那邊還有隱藏版的在地美食。
另外那個季節該吃些什麼食物，該到那裡吃到這些當季
美食。因此，大多都希望能有下次的課程可以來參加，
在本次的活動認識到了許多不會去知道的故事，而不只
是知道食物好吃，非常的有趣。 

志工在講座途中不忘為聽眾遞茶水。  老師用很生動口吻來形容在地美食。  

老師向來賓介紹自己還有怎麼 

投入了解印石文化這份熱情。  

最後老師與遊客們合照。  



街區遊戲 

上吧！水牛伯 
尋找靈芝 

和小苟 

  會館目前有兩款街區遊戲讓大家報名參與，分別是
「尋找靈芝和小苟」及「上吧! 水牛伯」兩款街區遊戲，
一個是透過 QR Code 上的提示找出神農街上的店家，另
一個則是解謎類的遊戲，這兩個遊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大家更認識神農街。透過遊戲讓遊客們了解當時五條
港郊商貿易的狀況，也能透過遊戲讓遊客們進到指定店
家尋找物品，藉著遊戲讓玩家認識五條港也順道讓神農
街上的店家能有被看到的機會！！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第二期自主學習剛好在2018年尾到2019年初進行，我們非常幸運地參與到了豬年花燈開閉幕，在花燈展的期間我們和百芳老師一起
舉辦豬年花燈遊街與小燈籠ＤＩＹ等系列活動，自主學習的同學們都是第一次餐與這樣的活動，我們透過教小朋友、遊客們學習到如
何引導他們製作，當他們做錯對自己的小提燈不滿意時也會告訴他們換個角度思考不是做壞了就一定要換一個新的才完美，當我們在
進行這些活動時會遇到不少遊客詢問我們是哪裡來的怎麼會做出這麼厲害的花燈活動，我們都可以很大聲的告訴他們我們來自南台科

技大學還有跟神農街上的五條港行號，每當在神農街進行活動聽到客人在討論我們的花燈時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開心與感動。 

豬年花燈展 



2019 
神農街豬年 
花燈展 



組長-陳洋育 
自主學習心得 

  很開心很充實的帶領著我的自主學習團隊完成了第二期五條港文化會館的自主學習
活動！首先要先感謝老師與同學們，從一開始原本只有我、煜軒與漢軒的小團隊，透過
老師與同學們的幫助變成了一個十個人的大團隊，在一開始組成自主團隊時我們只知道
每周要到五條港文化會館值班完全不知道五條港是什麼，在經過第一次志工訓練百芳老
師邀請了五條港行號執行長鄭采芩來為我們講解五條港的由來還有在五條港文化會館值
班必須要做的事我們才慢慢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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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心得 

  五條港文化會館帶給我們很多的知識與經驗，我們以排班的方式每周六、日輪流到
五條港文化會館值班，在那邊我們每周會舉辦不同的講座活動讓遊客參與聆聽，除此之
外在沒有活動時我們也有小型茶座與印染體驗活動，如果遊客到我們會館參觀我們會為
他奉上一杯茶，簡單跟他們介紹五條港的由來與我們會館當期在展覽的桌遊。如果遊客
有時間我們會邀請他製作印染ＤＩＹ，做出自己獨一無二的杯套、書套…等等。在舉辦
活動或者跟遊客介紹五條港的同時我們可以趁機會學習到面對客人的技巧，該怎麼跟他
聊天怎麼介紹會館他會比較喜歡，在製作印染時我們常常遇到客人不小心把一點小地方
做歪了做錯了就想買新的，這時候我們並不是鼓勵他趕快買新的，而是跟安撫他告訴她
怎麼修飾會比較漂亮，並告訴客人您做的一定是最美的、獨一無二的讓客人慢慢接受自
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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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心得 

 很榮幸的，我們第二期自組學習執行期間在2018年尾到2019年初，我們參與到了百芳老
師USR計畫舉辦的豬年花燈展活動，之前到神農街都是來看別人製作好掛好的花燈，而這
次特別不一樣的是我們跟著老師從無到有的把花燈展舉辦起來，一起策畫了開幕與閉幕
活動，花燈該怎麼掛、開閉幕活動該怎麼舉行…等，在豬年花燈展我們也體驗到了彩繪
燈籠、製作小提燈與提燈遊街活動，除此之外在這次活動也發行了神農街新款的街區遊
戲-「上吧!水牛伯」街區遊戲能讓遊客以放鬆娛樂的方式來認識神農街，而我們在這個街
區遊戲扮演的角色是關主，要引導遊客遊玩街區遊戲，一開始解說遊戲故事，接著讓遊
客到神農街上慢慢尋找線索，當遊客卡關不知道如何進行時我們會上前協助給他們一點
小提示，在帶街區遊戲時會看到情侶或者一家人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一起破破關，這些畫
面都非常的溫馨，這個遊戲不但能讓大家更認識神農街，更能讓一家人增進彼此的情
感！！ 
  以上這些總總回憶是我們在學校想學也學不到的經驗，相信同學們在這當中一定也
是收穫滿滿，很感謝百芳老師願意帶著我們這群同學進行自主學習課程，希望往後還有
這樣的機會和同學們一起用不同的方式來獲得知識獲得經驗充實大學生活。 



系統二甲 - 涂宇翔  
  這次的自主學習是我待在南台科大兩年來覺得最有
趣的一個課程，主要的工作是待在神農街的五條港會館
招待客人，還有幫忙店家處理事情在這裡我認識了許多
朋友，不僅擴大了自己的交友圈，更是加深了對台南歷
史的了解，台南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城市， 在熱鬧的都市
生活當中，我自己本身很少會注意台南一些特有的文化，
藉由這次在會館服務的期間，讓我能夠細細的去體會台
南的生活，在這樣的都市生活中，還能夠閱覽歷史的痕
跡，這些日子以來，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在
豬年花燈展前協助了花燈自主學習的同學，一起到店家
去溝通跟協調想辦法做出店家喜歡的燈籠，雖然其中花
了許多時間討論，可是在元宵節期間能看到花燈自主同
學們用心設計出來的燈籠被店家掛在門口，成功的將傳
統的節慶文化帶入神農街，這畫面真的令人感動。 

自主學習心得 

系統二甲 – 林明翰 
  自主學習的時間是利用較閒暇的假日平時的自己可
能懶散的不知道要做什麼，而在這次學習後發現到利用
這些時間去參與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其實是很充實的。
我覺得自己會更想投入文化類型的活動，在每一次的講
座中都能聽到不同老師的心路歷程，在擔任志工的途中
也會很專心的聽課，我覺得課程內容是有趣的，也讓自
己在講座後會有所體悟，而在第一次自主學習時老師及
學長也教我們如何去面對遊客，如何招呼如何介紹，也
在待人處事上受益良多。也許某些事情只看到表面會顯
得無聊，而當真正瞭解其背後的意義，我覺得是會讓你
改變看法的。 



系統二甲 – 葉竺霖  
  在這次的自主學習中我遇到了很多的講師分享了他
人生的很多經驗，不管是生活的點滴、旅遊的經歷、在
地的文化、甚至是職涯的歷程，都是一則很美的故事。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永川大轎的師傅來演講，在他們
分享了他們從沒有經驗的小學徒到他們出師可以獨立作
業的過程等等。而在這些演講中我學到了從學徒慢慢學
到了出師有很多的不容易，過程有各種不同的感受，不
管是與師傅間或與同事間，而他們分享的這些經驗我相
信我到未來的職場上或許也會遇到而我也可以讓這些不
容易變得簡單許多。 

自主學習心得 

資傳一乙 – 胡鈺茹 
  這個自主學習活動讓我經由各個講師的精采故事裡認
識了我所不知道的台南，也認識了五條港會館的文化歷史
以及由來，改變了我看這個世界的角度以及體驗到非常有
趣的手作活動。然後也認識了這個團隊裡的同學學長，以
及會館的經理，結交新朋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手作活動除了線上預約的客人外，有些也是我們親自去
外面招攬客人來玩。其實我算是個內向的人，要跟很熟的
人才會比較放得開，所以到外面招攬客人對我來說是一大
考驗，幸好在經理的協助下成功攔住了幾位遊客，我也算
是突破了一個關卡。 



系統二甲 –甘庭羽   
  有一次禮拜六的活動是有關於講課,是關於歷史的一
部分,自從我上了高中之後我都沒上過歷史課了,其實我對
歷史蠻有興趣的,真的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在學一
次歷史,而且又是在地人在說台南的歷史,所以了解得更深
入,希望之後還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在體會上歷史課的感
覺。 

了解了很多台南歷史,真的很值得聽。 

鳳梨纖維真的是內行人才知道的東西,想說一般人只知道
吃鳳梨,而都不了解鳳梨的內部有什麼結構,還可以做衣服,
真的蠻神奇的。 

自主學習心得 

系統二甲 -鄭繕譯  
  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學到很多東西，以及上很多的課
了解很多的東西。 

  上課期間我也學如何泡茶跟禮儀的部分，也知道如
何跟大家互動。因為在這裡要主動跟來賓互動跟客人互
動，哪怕只是一個小孩子!學到的東西雖然不多但是都很
有用，也非常實際，也上課了解很多課本沒有教的東西。 



系統二甲 – 林煜軒   
 這次的自主學習，參加許多次的演講，每次聽完老師
的演講後，讓我更加了解了五條港這個地方，有許多以
前的古老建築和店家，都讓我很想親自去參觀看看。中
間也參加了幾次能與人一起互動的活動，過程中能與客
人一起學習跟製作，雖然製作過程中有一些挫折，不過
成功製作後還覺得蠻有趣的，希望之後也還能在參加這
一纇的活動。 

  

自主學習心得 

系統二甲 – 林漢軒 
  這次的自主學習讓我收穫最多的是，讓我學習到很
多東西，然後如果有客人來做印染，我們要怎麼解釋，
要怎麼稱讚她，才會讓客人覺得有成就感，因此我會認
為成就感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再來就是透過這次的自主
學習，讓我更充分的了解台南，因此我認為這是蠻豐富
又讓我學習更多的自主學習。 



資傳一乙 – 林芸安 
  

  或許是因為披著志工的背心，感覺自己
有讓大家好好體驗神農街文化和美好的義務，
這說短不短，說長也不長的時間我也真的很
珍惜每次的輪班，能為人服務本來就是一件
自己送給自己的喜悅。 

自主學習心得 



感謝這一次的自主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遇到了很多講師及遊客 



因為有你們讓我們的大學生活更加精采 



謝謝您的聆聽!  

計畫編號： 10711001  

學習主題 ：五條港文化會館的服務與在地知能學習第二期  

擬對應課程名稱：在地文化的維護與實踐－五條港文化會館服務與在地知能學習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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