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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PINTWO（拼圖音譯） 
 

 
 

 

團隊人數（至少 5 人） 

指導老師 1 人｜林信甫老師 

團隊成員 8 人｜董子嘉、黃品翰、周佩蓁、鄭伊婷、莊舜傑、陳

薈茗、李孟融、吳士豪 

經驗 第六屆想像計畫-首獎 

合作學校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國民小學 

 

 

 

團隊介紹與專長 

「PINTWO」是中文「拼圖」音譯而來。 

團隊裡的每一位成員就像是一塊塊拼圖，不僅來自不同大學，也

都有著不同領域的專業能力，雖然單一片沒辦法產生很大的影響

力，但一片片拼起來，卻能夠產生出無比團結的力量！ 

「PINTWO」團隊結合資訊、文創、財金、語文、數學、教育、

設計、藝術、管理 ..... 等專業能力，藉由多角的激盪打破框架，融 

合各個領域的特色，讓團隊間的成員一展長才，進而擦出與眾不

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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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組成圖） 

 

 

 

 

 

 

 
企劃特色 

《湖濱散記》的作者，也就是美國著名的作家梭羅如是說：「從

中心一點能畫出多少半徑，就有多少種生活方式。一切變化都是

值得思索的奇蹟，但也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奇蹟。」 

在往亙古蔓延的時間向度中，我們的生命之於光陰宛若滄海一

粟，如擴大我們的眼界去思考，不禁令人忖著人生除了追逐物質

與名利，可否產生更多的「半徑」、「生活方式」與「可能」？ 

超驗主義者梭羅選擇的是到湖濱居住，度過遠離世俗塵埃的生

活，相對而言，身處科技發展快速以及巨量資訊的世代，人的生

活方式雖然變得更加複雜且多元，卻時常難以回歸生命最簡要的

道理，那就是對他人的付出與愛。PINTWO 團隊也是從指導老師

信甫開始，帶領每個團員們看見臺灣許多需要挹注資源的角落， 

因此，PINTWO 也回到了那最核心的初衷，就是如何「幫助別

人」並且在與他人的互動之中激發團員的潛能、培養互助合作的

心態及關懷利他的精神，於教學相長中讓自身的軟實力更上一層

樓。 

在第六屆，我們嘗試帶孩子於課堂中走訪社區，與在地的耆老互

動，畫出自己心目中的家屋與部落群像；而此次，我們試圖基於

同樣的途徑，往更廣闊的向度延伸，結合第七屆想像計畫「在地

文化」與「親子共學」的主軸，構想出一個個與校方、部落、霧

鹿孩子們一同築夢的藍圖，也就是「校門口意象改造」、「霧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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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及「氏族門牌」三大方向，使歷史與現下交織拼湊， 

激盪出一圈圈漣漪，並扣合本屆團隊的核心宗旨「找回文化」。 

此外，我們也會帶領學生透過「設計實作」、「歷史溯源」、 

「在地文化」及「親子共學」的過程，將在地文化以創新的方式

落實於校園至部落的途徑中，藉由活化思考的文化體驗課程、囊

括田野精神的深耕合作，讓夢想從繪圖紙上，變成看得見、摸得

到的美麗碩果，期盼孩子在五天的營期中，激發自身的寶貴潛

能！ 

 

 

 

 

 

團隊介紹影片網址 https://reurl.cc/2ZV3gX 

團隊其他補充資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j5yjv9lhoVgjpFMBbCnrb 
Z2FHfbBCpp?usp=sharing 

團隊成員 

在學證明圖檔 
請參見第十章附件 

https://reurl.cc/2ZV3g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j5yjv9lhoVgjpFMBbCnrbZ2FHfbBCp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j5yjv9lhoVgjpFMBbCnrbZ2FHfbBCpp?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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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導老師資料（若超過 1 位請自行複製表格） 

姓名 林信甫 生理性別 男 

職稱 教師 

任職學校＋科系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聯絡電話 ********** 

E-mail ********** 

 

 

 

 

 

 

 

 

簡歷 

（相關經歷／榮譽／證照） 

 

 



5 
 

三、團隊隊長資料 

姓名 黃品翰 生理性別 男 

就讀校系與年級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 

校系地址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聯絡電話 ********** 

E-mail ********** 

 

簡歷 

（相關經歷／榮譽／證照） 

➤EDC 專長探索｜商業管理研習營 

➤教育部生活科技競賽獲得｜創意獎 

➤企業概論專案｜資訊長 

➤法藍瓷想像計畫｜霧鹿國小志工& 首獎獲獎團隊 

四、團隊成員資料（不足使用時可自行增加表格） 

團員姓名 
生理

性別 

目前就讀學校與

科系 

相關經歷／榮譽／證照 

（社團、實習、工讀、語言技能證照） 

莊舜傑 男 臺北市立大學 

數據科學與數學

教育所 

➤Project LET'S Go! ｜第三、四屆 STEAM 課程設計、

培訓講師、專案經理 

➤Project LET'S Go! ｜2020、2021 暑期英語營 leader 

➤法藍瓷想像計畫｜德化國小志工 & 第三名獲獎團隊 

➤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臺灣科技大學｜第十二屆學生會會長 

➤臺灣科技大學｜第十屆學生議會議長 

➤臺灣科技大學｜資源教室微積分、線性代數、統計學

課輔助教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乙級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 

陳薈茗 女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 

新媒體藝術研

究所 

［ 重要經驗 ］ 
2018~2021 

➤平面設計獨立接案 
2021 

➤臺灣民主永續協會｜理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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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紅點設計獎 品牌識別類｜紅點獎 

➤臺中市政府｜模範生 

➤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班排一名、系排第二名畢業 
20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銀獎 

［ 實習經驗 ］ 

➤2022/3～ 迄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研究計畫兼任助理 

➤ 2021/3～2022/3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公關部 ｜ 

CSR 專案實習 

➤ 2021/1～2021/4/30 臺北數位藝術中心｜實習 

➤ 2019 嘻潮流行娛樂基地｜舞團行政美編 

➤ 2019 朝陽科技大學副校長室｜美編設計人員 

➤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豐原園區導覽員 

［ 社團經驗 ］ 

➤ 2017~迄今 中華口琴會樂團｜中音部成員 

➤2014~2016 鶯歌高職口琴社｜公關長 

➤2015 博凱愛樂口琴交響樂團｜新隊隊長 

［ 證照 ］ 

➤ 圖文組版｜丙級、乙級 

董子嘉 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

營學系 

➤EDC 專長探索｜商業管理研習營 

➤林口高中電影社｜總務 

➤國北教文創週｜宣傳組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系學會｜學術股 

➤國北餘韻吉他社｜副社長 

➤法藍瓷想像計畫｜霧鹿國小志工& 首獎獲獎團隊 

鄭伊婷 女 輔仁大學 

法語文學系 

➤林口高中｜第六屆改變家隊輔組 

➤林口高中 20th 熱音社｜美宣兼文書 

➤法藍瓷想像計畫｜霧鹿國小志工& 首獎獲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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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佩蓁 女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全國新興科技高中短講比賽｜佳作 

➤林口高中｜採編營參與 

➤法藍瓷想像計畫｜霧鹿國小志工& 首獎獲獎團隊 

李孟融 女 輔仁大學 

社會企業碩士

學程 

➤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公關部｜CSR 專案實習生 

➤ 逆風劇團｜實習生 

➤ 輔仁大學組織領導與學習（經手群募案）｜2 年助教 

吳士豪 男 輔仁大學哲學系 ➤林口高中第五屆改變家隊輔組 

➤教育部生活科技競賽獲得創意獎 

➤司法院公民模擬法庭－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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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劃摘要 

【 前言 】 

經過前次教學經驗、數度與校方的討論及於部落的田野調查後發現，部落在文化識別的整合

方面較為零散，因此我們希望在此次營隊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整合並串連能力範圍能涉略

的資源，幫助在文化識別逐漸完善之時，能拋磚引玉，幫助在地的人更加喚醒內心對於家鄉

的驕傲。為了結合第七屆想像計畫「在地文化」融合「親子共學」的主軸，本團隊發想出 

「校門口意象」、「部落創意地圖」、「氏族門牌」三大面向，冀盼充分融合文化與實作， 

帶領孩子與部落的大家長、霧鹿國小的師長們一同探索霧鹿部落的更多精彩！ 

在「校門口意象」方面，我們則預計與部落的藝術家、家長與耆老們著手打造饒富歷史與文

化韻味的入口意象；「部落創意地圖」方面，將與霧鹿國小的老師們攜手合作，融入當地學

生天馬行空的想法，打造出專屬於「霧鹿部落」的特色地圖；「氏族門牌」方面，預計規劃

孩子能與當地耆老及家長對話的課程，探索自身姓氏、名字的特殊意涵，最終創作出饒富家

族特色的氏族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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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劃目的 

 

 

 

 

 

承第六屆主軸「認識文化」，本屆計畫將以「找回文化」為主軸，冀盼孩子藉由與地方共創

的課程，更加瞭解部落及布農族的文化特色。 

經由上次的成果「部落地圖」，我們發現在帶領孩子走出戶外、認識部落之餘，也能將所見

所聞結合創客精神，以雷射切割、皮革雕刻 ......等媒材呈現，藉此我們更加確信「文化」及 

「創新」，為偏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PINTWO 團隊從成立至今，從未帶著過客的心態進入偏鄉，而是希望將與校方研擬後完成

教學及產出，永續至霧鹿國小未來發展的脈絡中，並藉由「認識文化」（已於第六屆執行完

畢）、「找回文化」（本屆作為示範組之目標）及「成為勇士」（未來展望）三部曲，讓雙

方皆能在互動過程中一同成長，為了讓偏鄉教育變得更好而致力著。 

因此，作為第七屆的示範團隊，希望能將在地共創的精神，融入課程與教學脈絡，也藉由諸

多富有歷史尋根意義之課程設計，達成本屆期盼的親子共學與在地文化共融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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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執行活動 

 

 

 

【 校門口意象改造 】 

據 PINTWO 團隊於五月與霧鹿國小對談後，發現校方面臨以下問題： 
 

1 校門口出入口不明確，造成他人混淆、且有遊客從其他入口闖入之情況。 

2 作為霧鹿部落的中心，校門口乘載之文化意象薄弱，外來者無法進入校園也難以

藉由學校周緣景象認識布農族文化意義。 

3 校門口缺乏能代表布農族特色的視覺意象。 

因此，在與校方密切討論後，本次計畫決定以校門口為中心外擴至霧鹿部落，結合「3D 立

體字」、「油漆彩繪」及「部落地圖立牌」，以解決上述問題。 

【 部落地圖設計 】 

在第六屆，我們與學生一同探索社區、訪問耆老，結合雷射切割及線鋸機，打造一塊塊標記

有學生家屋的霧鹿部落模型，讓學生藉此「認識文化」; 在第七屆，我們希望將地圖具「乘

載地方資訊之載體」的意義發揮更大的價值，實際結合部落需求，打造具美觀及實用性的 

「部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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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個標題中提及的「校門口意象改造」之概念，在「 部落地圖設計」部分，我們將與校

方配合，於營期前規劃幾堂課程，蒐集學生對於部落的印象元素，PINTWO 團隊再將這些

元素整理，以學生的創意為中心發展成專屬於霧鹿部落的特色地圖。該地圖除預計作為校門

口的立牌之外，也會擺放至各個「部落特色景點」，讓族人的創意綻放在部落的角落，也能

整合、聚焦「文化識別的整合方面較為零散」之問題。 

 

【 專屬氏族名牌 】 

據 PINTWO 團隊於五月與霧鹿部落耆老國立大哥與立山大哥對談後，發現布農族之氏族帶

有以下特色： 

 

1 大宗為余家(isbalila)、其次為古家(Dagilulu)，兩者從古至今相互依存。 

2 古家的布農族語為「Dagilulu」，意即「大便山」（Da Gi-大便、Lu Lu-山）。

以前古家會覺得自己的姓氏意味很令人羞恥，但回推古時候的思想，會覺得若無

法分辨獵物的糞便，就不知道如何找到獵物，所以其實這個名字是相當有智慧 

的。 

3 同樣為余姓（同個氏族），也會有不同的布農族語名稱（ 例如：利稻的有的會

唸成「Du Gis Dáo làn」）。 

4 名字為傳承制，第一個兒子一定是爸爸名字、第二個名字是大哥名字、第三個是

二哥名字 ...... 依此類推。 

傳承的名字都帶有某種特質，會引發布農人的認同感，如遇不好寓意的名字也會

改名（因會影響後代）。 

 

而霧鹿國小的教導文君主任表示，學生們其實對於自身的姓氏及名字由來知之甚少，經與校

方討論後，我們決定於營期帶領學生製作專屬於他們家族的氏族門牌，並於過程中融入與部

落耆老、家長討論的內容，不僅能讓學生們更加瞭解自身文化，也能在透過製作氏族門牌時

融合個人、親人、家族之經驗，製作出一具歷史意義之創意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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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術科結合地方文化與親子共創之亮點 

透過本次「找回文化」中研擬的「校門口意象」、「部落創意地圖」、「氏族門牌」三大方

向，預計結合地方文化與親子共創之亮點如下： 

【 校門口意象 x 師生討論、親子共創 】 

在校門口意象方面，我們將由校方於課堂上與學生討論霧鹿大小事及彼此心目中的部落元

素，並轉換成地板彩繪、3D 立體字的元素，讓彼此的創意結晶能夠變成校門口可見的美麗

作品！ 

【 氏族門牌 x 部落耆老、布農藝術家、親子共創 】 

本次規劃的氏族門牌製作課程，除了會邀請當地耆老分享布農族氏族相關小知識，也會邀請

具木工專長的布農藝術家協助創作！ 

【 部落創意地圖 x 師生討論、親子共創 】 

在創意部落地圖部分，我們會邀請校方的美術老師與學生共同繪製出專屬於霧鹿的元素、並

請學生與家長們討論部落相關的符號，最後將這些元素精緻化，變成地圖上不可或缺的素 

材！ 

 

4、資源盤點 
 

面向端 提供者 專長 成果照 

部落端 立山耆老 食農教育、布農族文化 
 

國立耆老 學校工友、木工、食農

教育、布農族文化 

 

 

學校端 文君主任 行政支援、文化教育課

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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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老師 美術教育、手做課程 

 

 

月桃編老師 月桃編織教學 
 

PINTWO 資源 全體組員 
 

 

 

雷射切割機 可雷射雕刻、切割木頭

及壓克力板 ...... 等 

 

 

線鋸機 用以鋸斷木頭 
 

 

布農藝術家 建華大哥 木雕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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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時程規劃 

籌備期｜2022/05~07 

預計籌備前置、課程教案、教學材料等事宜 

執行期｜2022/08 

執行期預計落在 8 月上旬，將與校方、學生及部落大家長們共同展開為期五天的營期 

成果期｜2023/03 

將與想像計畫第七屆其他團隊共同於 2023 年 3 月發表示範組的執行成果 

 

 

6、預期效益 

綜合上述的要點，我們希望在營期五天不只是單純帶入康樂活動，更冀盼透過活動橋樑促進 

「學校」、「部落」、「法藍瓷」三方合作。由第一屆已有經驗的 PINTWO 團隊設計課 

程，藉由認識文化為核心的課程帶領學生一起共創、建立學校與部落間的雙向溝通、與當地

返鄉青年合作，將學到技術貢獻給部落，傳承永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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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機與理念 

 

1. 活動規劃之起心動念 

自發、互動、共好為 108 課綱的三大核心，除傳統的講述式教學外，亦鼓勵學生表達想法， 

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完成第一屆的社區地圖後，我們發現學生對於霧鹿文化不甚瞭解，因此決定將本次主軸奠基

於上一屆認識文化層面，繼續進行探討與深化。以「找回霧鹿」為核心理念，衍生三大主 

軸：校門口意象、部落創意地圖、氏族門牌，冀盼學生在過程中找回布農族的自我認同。為

使計畫影響力持續發酵，預計規劃孩子與當地耆老及家長對話的青銀共創課程，探索自身姓

氏、名字的特殊意涵，創作出饒富家族特色的氏族門牌，並結合孩子們認同的霧鹿識別元素

與布農藝術家合作，一同設計嶄新的文化識別，過程中亦可藉由布農藝術家的自身經驗與熱

忱注入孩童對於未來的更多想像。藉由五天營期，我們期許在孩子們心中播下一個種子，帶

領他們認識自身文化之美、凝聚社區與部落共識、匯集藝術家的專才，達成多方共好，永續

經營。 

   (第六屆 PINTWO 團隊成果展示) 

  ( 布農藝術家與其作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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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NTWO 團隊二版 Logo 理念 

承上一屆風格，每一位團隊成員都是一塊拼圖，相互交織不同領域的能力，最終匯聚、產生

更大的影響力。新版 Logo 將原在左下角的拼圖放置右上角，構築成 PINTWO 的 P。視覺顏

色從布農族傳統服飾中取樣，增加飽和度，設計出具有「活力」、「青春」意象的識別。 

（如下圖：第七屆 PINTWO 團隊 Logo、標準色及標準字設定） 

 

 

3. PINTWO 團隊社群經營（Ig：_pintwo） 

為記錄執行過程之點滴與心血，團隊於第一屆便開始經營社群軟體。從籌備期的甘苦談、營

期間的徹夜未眠，到成果發表的豐碩果實，都透過影像與照片紀錄將這份回憶永久珍藏。此

外，藉由社群經營發揚 PINTWO 精神，冀盼更多人一起投入偏鄉教育。過程中，大家充分

發揮「拼圖」的本質，雖來自不同背景，但每個人都在各自領域發揮最大的效能，碰撞與激

盪彼此想法，教學相長。而今年暑假，我們又將再次集結，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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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劃活動內容 

承襲上一屆提及「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本次企劃奠基於上屆基礎，而後探討更

深層的文化意涵，讓孩子們對於霧鹿、布農文化擁有更深刻的記憶，並透過事前發想、從中

的體驗操作，將各項元素融合，最終創造出霧鹿的文化識別。 

據上次經驗，我們希望增加學生的參與程度與積極度。因此於 6 月開始與校方合作，師長利

用課餘帶領孩子們思索對於霧鹿的想像、發想能夠代表霧鹿文化的元素，冀盼學生在發想及

動手實作的中學習。Pintwo 團隊轉化為中介引導者，藉由事前田調、訪問耆老部落歷史， 

發展出具有霧鹿文化底蘊的課程架構，讓孩子們在過程中逐步理解霧鹿價值。 

此次課程以「找回霧鹿」為主軸，搭配活化的體驗課程、創新的教學方式與孩子們建構霧鹿

的未來藍圖。運用親子共學，讓計畫從校園由內向外發酵，驅動整體文化意識。三大課程分

別為：氏族門牌、部落創意地圖與校門口意象。 

【 氏族門牌 】 

帶領霧鹿國小孩童製作專屬家族的氏族門牌，並融入與部落耆老、家長討論的過程，讓學生

了解原民氏族，產生身份認同感。 

【 部落創意地圖 】 

延伸地圖乘載地方資訊之載體的意義，實際的結合部落的需求打造出具美觀及實用性的社區

地圖，並擺放在部落各個特色景點，啟發霧鹿精神的共感，發揮更大的價值。 

【 校門口意象 】 

邀請孩童、家長與耆老共同繪畫能彰顯部落特色的意象與圖示，結合 3D 立體字、部落創意

地圖、校門口意象等課程，發產霧鹿的文化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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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劃人力與分工（不足使用時可自行增加表格） 

 

職稱 團員姓名 專長與專業 
計畫擔任分工角色 

（可分列籌備期、執行期分工） 

指導老師 林信甫 科技與教育專長 籌備期｜經驗分享、規劃指導

執行期｜師資培訓、現場協助 

團隊隊長 黃品翰 商管與資訊專長 籌備期｜計畫統整、內外部協調、發

想、分工、進度控管 

執行期｜統籌、分工、進度控管 

團隊成員 董子嘉 文案撰寫與設計專長 籌備期｜發想及規劃課程、故事線疏理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周佩蓁 財務管理專長 籌備期｜發想及規劃課程、編列預算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李孟融 文案撰寫與企劃專長 籌備期｜課程發想、企劃書撰寫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陳薈茗 平面設計、攝錄影與

剪輯、文案企劃專長 

籌備期｜課程發想、企劃書撰寫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莊舜傑 數學、資訊科技、音

響工程、教育專長 

籌備期｜發想及規劃課程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鄭伊婷 外語、創意設計專長 籌備期｜發想及規劃課程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團隊成員 吳士豪 雷切、設計課程專長 籌備期｜發想及規劃課程 

執行期｜教學、機動、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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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劃教學物品資源（不足使用時可自行增加表格） 

注意：本計畫所採購之物品資源，於計畫結束後皆需無償捐贈予合作學校，恕無法繼續供團隊使用 

 
 

 

教學資源

名稱 

 
用途說明 

需採購或自備 

（如需採購請在 

「十一、經費開支

規劃表」中填寫單

價與數量） 

 

有無相關範例 

（請使用縮短連

結） 

 

參考價格 

（填入總價） 

水性壓克

力樹脂 

用於「校園巡禮」課程

中，繪製校門口斜坡處 

採購，1 桶底

漆，基本四原色

(紅、黃、綠、

藍）/ 其他顏色

另討論，4 個 

https://www.rain 
bow- 
house.com.tw/p 
roducts 

 

虹牌一加侖（依

顏色價格不 

同），例：白色 

650、紅色 
760…… 

油漆刷 用於「校園巡禮」課程

中，繪製校門口斜坡處 

採購，12 大、4 

小、滾刷 4 隻 

https://www.trpl 
us.com.tw/TR_F 
loor_Building/c/ 
EC_10000979 

5 吋海力士刷 

＄45*12=540、 

3 吋＄ 

25*4=100、歐樂

克 8 吋無痕細緻

滾刷＄190*4＝ 

760 

6 色壓克

力顏料 

用於繪製「氏族門牌」 採購，6 組(紅白

藍黑綠黃) 

http://knn.com.t 
w/ 

一色 39*6*4 組 

=936 

筆刷 用於繪製「氏族門牌」 採購，30 組 http://www.jytne 
t.com.tw/ 

840 

調色盤 用於繪製「氏族門牌」 採購，5 http://www.jytne 
t.com.tw/ 

150 

木板 用於「氏族門牌」，最

基本原料 

未定案(需試做) 
 

氏族門牌的 

300*30＝9000 

觸控剪影 用於「氏族門牌」，增 未定案(需試做) 
  

https://www.rainbow-house.com.tw/products
https://www.rainbow-house.com.tw/products
https://www.rainbow-house.com.tw/products
https://www.rainbow-house.com.tw/products
https://www.trplus.com.tw/TR_Floor_Building/c/EC_10000979
https://www.trplus.com.tw/TR_Floor_Building/c/EC_10000979
https://www.trplus.com.tw/TR_Floor_Building/c/EC_10000979
https://www.trplus.com.tw/TR_Floor_Building/c/EC_10000979
http://knn.com.tw/
http://knn.com.tw/
http://www.jytnet.com.tw/ap/catalog.aspx?filter=4362F42D-4751-4ED1-A58F-6B68B224B12E&count=9&code=130100&keyword=%e8%aa%bf%e8%89%b2%e7%9b%a4&type=%e9%97%9c%e9%8d%b5%e5%ad%97&page=2
http://www.jytnet.com.tw/ap/catalog.aspx?filter=4362F42D-4751-4ED1-A58F-6B68B224B12E&count=9&code=130100&keyword=%e8%aa%bf%e8%89%b2%e7%9b%a4&type=%e9%97%9c%e9%8d%b5%e5%ad%97&page=2
http://www.jytnet.com.tw/ap/catalog.aspx?filter=4362F42D-4751-4ED1-A58F-6B68B224B12E&count=9&code=130100&keyword=%e8%aa%bf%e8%89%b2%e7%9b%a4&type=%e9%97%9c%e9%8d%b5%e5%ad%97&page=2
http://www.jytnet.com.tw/ap/catalog.aspx?filter=4362F42D-4751-4ED1-A58F-6B68B224B12E&count=9&code=130100&keyword=%e8%aa%bf%e8%89%b2%e7%9b%a4&type=%e9%97%9c%e9%8d%b5%e5%ad%97&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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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的材料 添門牌功能性 
   

木工膠 用於「氏族門牌」，黏

兩塊木板 

採購，五個 https://reurl.cc/V 
DQnmZ 

$150*5=750 

麻繩 

6mm 

用於吊掛「氏族門牌」 採購，一個 

(1800cm) 

https://reurl.cc/ 
WrMzxe 

$298 

固定夾 用於「氏族門牌」，固

定木板 

自備，未定案 
  

線鋸機 用於「氏族門牌」，剪

裁木板 

採購，三台 https://reurl.cc/x 
94epe 

$4500*3=13500 

砂輪機 用於「氏族門牌」，磨

木板 

採購，兩台 https://reurl.cc/ 
mo4zMl 

 

雷切機 用於「氏族門牌」，剪

裁木板及雕刻使用 

學校有 
  

紅/黃/藍/ 

黑/白漆 

上色、調色用(用於 3D 

立體字) 

採購，約買 4 種

顏色 

https://reurl.cc/7 
DLr9Q 

虹牌 1 加侖 600 

元，4 種顏色共

2400 元 

調薄劑 純油漆太濃稠，需調薄

劑稀釋(用於 3D 立體字) 

採購 1 加侖 https://reurl.cc/j 
1Y87y 

1 加侖 466 元 

油漆刷 用於彩繪 3D 立體字(可

與門口彩繪一起購買) 

採購，12 大、4 

小、滾刷 4 隻 

https://reurl.cc/6 
ZYy8Z 

5 吋海力士刷 

＄45*12=540、 

3 吋＄ 

25*4=100、歐樂

克 8 吋無痕細緻

滾刷＄190*4＝ 

760 
 

 

約 1400 元 

https://reurl.cc/VDQnmZ
https://reurl.cc/VDQnmZ
https://reurl.cc/WrMzxe
https://reurl.cc/WrMzxe
https://reurl.cc/x94epe
https://reurl.cc/x94epe
https://reurl.cc/mo4zMl
https://reurl.cc/mo4zMl
https://reurl.cc/7DLr9Q
https://reurl.cc/7DLr9Q
https://reurl.cc/j1Y87y
https://reurl.cc/j1Y87y
https://reurl.cc/6ZYy8Z
https://reurl.cc/6ZYy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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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色用容

器 

在容器內調色(用於 3D 

立體字) 

自備約 5~6 個水

桶或臉盆 

  

報紙/抹

布 

防止顏料滴落、擦拭金

屬表面以防灰塵沾附(用

於 3D 立體字) 

報紙可自備 

抹布需採購，約 

8 條 

https://reurl.cc/K 
bLxmq 

抹布(30*30cm)2 

入 59 元，8 條

共 236 元 

手套 防止彩繪時顏料滴到手

上(用於 3D 立體字) 

採購，約買 36 

雙 

https://reurl.cc/b 
2azQ3 

12 雙 75 元，36 

雙共 225 元 

https://reurl.cc/KbLxmq
https://reurl.cc/KbLxmq
https://reurl.cc/b2azQ3
https://reurl.cc/b2azQ3


22 
 

六、企劃課程與地點說明 
 

 

堂

數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每堂 100-150 字） 

課程成效 

（每堂 100-150 字，預期學生

學習目標、術科活動目標） 

 

課程時間/地點 

一 校園巡禮 - 你所 

「布」知的 

「農」烈情感 

＃校門口地板彩繪 

將學生分組，讓各組分別

在校園及部落的不同地方

進行拍攝，記錄下不同的

風貌後，回到教室開始設

計草圖，並融入具標誌性

的元素。接著，團隊會統

整學生設計的草圖、做好

地板彩繪的前置作業（清

潔、上底漆及繪畫區域規

範 等），最後，我們 

將帶領各組及參與共創的

家長們至校門口斜坡處進

行上色作業。 

＊在教室內，我們會先與

學生講解能繪製在地板上

的元素，由各隊輔協助學

生進行創作並完成草圖。 

 

＃共創霧鹿識別 

在一開始的校園巡禮中， 

讓學生能透過觀察與紀 

錄，去找尋學校及部落中

具有特色的角落，藉著詳

細觀察，讓學生在過程中

更了解學校。 

而設定草圖的主題時，不

僅能增加學生對部落意象

的理解、也能培養他們的

創造力，將心目中的校園

部落樣態描繪出來，為校

園挹注更多活力！此外我

們也期盼藉由將布農精神

融入繪製規劃的過程，讓

他們深入探索自身文化。 

・整個霧鹿校

園/部落  （詳

實觀察） ➝教

室（紀錄/分組

討論） ➝校門

口斜坡處（區

域創作） 

・預計課程時

數｜9 小時 

二 找回遺失的自我 ＃氏族門牌創作 

首先，我們會邀請當地耆

老於課堂上透過有趣的知

識性課程介紹氏族的 

 

＃構築霧鹿認同感、認識

自身名字含義 

由於布農族是氏族觀念相 

・教室(講解、

製作) 

・預計課程時

數｜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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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接著，我們會展示

範例品讓學生與家長瞭解

創作的方向及基礎觀念， 

並且帶領他們用紙筆討論

及繪製草圖。最後，再發

下材料，讓他們共創屬於

自己的氏族門牌。 

＊製作過程中，較困難或

需要花時間的部分會由團

隊於課程後修飾並加工完

成。 

當強烈的原住民族之一，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朋

友對於自己的原住民族姓

氏及名字的淵源卻愈來愈

不瞭解，因此，本課程期

望透過耆老的帶領與分 

享，讓學生不再只是知道

自己漢人的姓氏，而是透

過課程更加了解自身的姓

氏、名字的由來與意涵， 

並在溯源的過程中找回對

於自身的認同感。 

此外，我們也希望透過親

子共創，讓學生與家長之

間產生更多的互動及有別

以往的對話，打造出專屬

於自己家族的氏族門牌， 

也藉由實作課程拋磚引 

玉，啟迪學生對於藝術創

作的興趣，思考未來能否

用更多方法讓後代認識家

族的故事。 

 

三 打造校園新意象 ＃3D 立體字 

此課程將會在事前由團隊

將「WULU」（霧鹿英 

譯）四個字，以鐵件為材

料，運用雷射切割和板金

技術，將成品放置校門口

前草地上或圍牆上。 

當立體字的基礎架構完成

並施作於當地後，我們會

於課程中帶領學生於 

＃技術分享與彩繪實作 

課程開始前，我們會先介

紹 3D 立體字打造的技術

與材質（鐵件），讓學生

瞭解除了第一屆使用的木

頭、皮革之外的媒材也有

被雷射切割的可能。 

接著，為了準備在立體字

上彩繪，我們會先帶學生

認識彩繪內容的相關意義 

・教室(講解) 

・校門口(製

作) 

・預計課程時

數｜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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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LU」四個字的邊緣 

（請參考範例圖）以顏料

彩繪，彩繪內容將會以布

農族的特色為主（例如： 

符號、圖騰...等），希望

運用簡單色塊，分工讓學

生親自彩繪，達成簡約、

美觀又具有部落意象的效

果，藉此為霧鹿國小的校

門口帶來有別過往的嶄新

樣態與風貌。 
 

 

（比如：布農族圖騰的意

涵...等），並介紹彩繪步

驟與方式，讓學生不僅是

體驗繪畫，也能明白箇中

奧義；我們希望放在校門

口前的成品，不僅成為屬

於霧鹿國小的全新意象， 

也能讓學生為自己創作的

成果感到驕傲。 

 

四 勇士們的試煉之

旅 

＃部落創意地圖 

先讓學生事先繪製有關當

地的特色圖示，將孩子們

心中能夠代表霧鹿的元素

與當地的地標結合，在校

門口擺上具有專屬霧鹿的

特色地圖。 

＃霧鹿元素的激盪創造力

的實作 

課程深化上一屆地圖元 

素，並加上學生們認同的

霧鹿特色、當地歷史遺跡

及部落據點。由團隊帶領

學生將心中想像的部落物

件實體化，並製作以學校

為中心向社區擴散的地 

圖，藉此展現當地意象。 

・教室 

・預計課程時

數｜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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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困難與解決策略 

 

項目 預期困難＆說明 解決策略＆替代方案 

一 ＃與部落認知差異 

本次計畫主軸為「親子共創」與「地

方文化」，兩者名詞定義因人而異， 

如何在過程中匯聚彼此想法，取得霧

鹿文化識別的共識。 

＃由校園向外擴散 

經過與校方討論後，先以霧鹿國小為改

造起點。待與部落居民、耆老們有更深

層的交談後，再深入霧鹿部落。 

二 ＃人口流動率高 

營期間希望納入地方青年的力量，但

有鑒於霧鹿青壯年人口流動率極高， 

大多到市區或其他縣市工作、就學， 

合作上可能會有所困難。 

＃校方協助媒合 

與校方配合，協助媒合有技藝長才的布

農藝術家，做出相關成果後，希望能吸

引到青返鄉年投入部落營造，再創文化

傳承價值。 

三 ＃資源有限 

本次計畫的三大主軸：氏族門牌、校

門口實體意象、部落創意地圖。然鑒

於營期只有五天且部落藝術家的數量

仍待商榷，擔心在人力短缺、時間與

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無法達到預期效 

果。 

＃效率最大化 

在執行期前與校方進行充分溝通，釐 

清、確認雙方對於課程的目標與期望。

並接著尋找合作對象與編列經費，營期

便能以設定好之方向進行，若有變數則

再進行滾動式調整。 

四 ＃遠距教學下難以搜集素材 

為因應疫情，霧鹿國小已實施遠距教

學，較難透過師長提前與孩童建構想

法。只能透過校方與家長溝通，但家

長大多到外地工作且難顧及孩子，溝

通上易造成困難，也可能造成團隊在

事前準備上延宕。 

＃設計營前學習單 

待遠距教學結束後，老師可利用社團後

的課餘時間與孩子進行討論；若老師與

家長不便與孩子進行討論，可透過團隊

設計的學習單蒐集想法及素材。透過學

習單也讓孩子們對於此次營隊有初步認

識，可以先在學習單上構思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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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效益與未來展望 

【 預期效益 】 

上屆成果，我們走入社區，與孩童一起認識霧鹿。這個暑假，我們深化課程，與孩童一起找

回霧鹿。 

本次計畫以「找回霧鹿」作為設計理念，將校園視為文化傳承及凝聚社區意識的重要場域， 

由校園內向外擴散至部落。透過尋根之旅，加深學生與部落的連結，點燃對家鄉的情懷; 邀

請具備技藝專長的布農藝術家，挹注教育新能量; 結合青銀共創，納入耆老與家長的參與， 

讓霧鹿文化得以傳承。課程融合在地文化、人文精神、青銀共創，達到教育與多元面向共創

之目的。 

 
【 未來展望 】 

課程延續｜傳承一直是拼圖團隊的目標，因此我們選擇與讓孩子們再次走入社區，並延續、

深化課程主軸，引導孩子找回自身文化。並運用雷射切割機產出部落創意地圖與氏族門牌， 

持續培養孩子們動手玩創意的能力，達到創客之精神。 

文化識別｜藉由校門口意象打造霧鹿文化的新識別，讓遊客在造訪時能初步認識霧鹿部落及

布農精神，亦讓孩子們在共創的過程中凝聚歸屬、認識過去的歷史脈絡。 

師資培訓｜課程期間進行師資培訓，期許將雷切技術導入未來課程，提供學生不同面向的體

驗與多元的思考模式，最終發展出霧鹿國小的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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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費開支規劃表（不足使用時可自行增加表格） 

注意：關於經費開支編列，請務必編列以下款項再進行編列課程道具用品 

1. 團隊指導老師鐘點費可自行斟酌編列（$250/小時，至多  30 小時$7,500）。 

2. 合作學校學生膳食費（餐費金額自行編列，每餐至多 $120 元）。 

3. 團隊成員與指導教師（一位）皆需編列膳食費（每人至少  10 餐）。 

4. 團隊成員平安保險費（請自行搜尋保險公司費率，每日最高保額不超過  $300  萬元）。 

5. 如課程有赴校外參訪、請務必編列保險費（學校學生＋學校老師＋團隊成員＋指導老師）。 

6. 若團隊無法每日通勤到校，請務必編列團員住宿費（住宿費規定請參閱附件）。 

7. 若團隊無法至當地住宿，請務必編列該團員每日交通費，並於「開支說明原因」填寫交通方式及價錢。 

8. 本計畫所採購之物品資源，於計畫結束後皆需無償捐贈予合作學校，恕無法繼續供團隊使用。 

9. 團隊獲選後，可在進行經費開支調整。 

＊經費編列基準表中各科目在實際計畫執行時，得以相互勻支 30%。 

＊請務必參閱【附件二、想像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所有核銷款項需為附件二所涵蓋科目方可核銷使用） 

 

開支用品項目 

（請明載物品規格） 

經費表所屬科目 

（請參閱附件二） 

單價與數量 

（新台幣） 

單項目總價 

（新台幣） 
開支原因／價格參考 

校方鐘點費 人事鐘點費 $250*30 $7,500 依規定開支 

團隊老師鐘點費 人事鐘點費 $250*30 $7,500 依規定開支 

團隊保險費 保險費 $110*7 $770 依規定開支 

指導老師保險費 保險費 $110*1 $110 依規定開支 

觀察員保險費 保險費 $110*1 $110 依規定開支 

團隊交通費 交通運輸費 $687*2*7(人) $9618 依規定開支 

觀察員交通費 交通運輸費 $687*2 $1374 依規定開支 

指導老師交通費 交通運輸費 $687*2 $1374 依規定開支 

校訪交通費 交通運輸費 $687*2*6(人) $8244 依規定開支 

團隊餐食 膳宿費 $360*7(人)*6( 

天) 

$15120 依規定開支 

學生午餐 膳宿費 $120*30(人)*5 

(天) 

$18000 依規定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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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餐食 膳宿費 $360*6(天) $2160 依規定開支 

觀察員餐食 膳宿費 $360*6(天) $2160 依規定開支 

校訪住宿費 膳宿費 $1400*6(人) $8400 依規定開支 

水性壓克力樹脂(白) 教具教材費 $650*1 $650 虹牌油漆官網 

水性壓克力樹脂(紅) 教具教材費 $760*1 $760 虹牌油漆官網 

水性壓克力樹脂(綠) 教具教材費 $800*1 $800 虹牌油漆官網 

水性壓克力樹脂(藍) 教具教材費 $800*1 $800 虹牌油漆官網 

3 吋海力士刷 教具教材費 $25*8 $200 特力加 

5 吋海力士刷 教具教材費 $45*24 $1080 特力加 

歐樂克 8 吋無痕細

緻滾刷 

教具教材費 $190*8 $1520 特力加 

6 色壓克力顏料 教具教材費 $39*6(色)*4 $936 光南大批發 

調色盤 教具教材費 $30*5 $150 金玉堂 

木板 教具教材費 $300*30 $9000 
 

觸控剪影燈的材料 教具教材費 $300*30 $9000 
 

木工膠 教具教材費 $150*5 $750 蝦皮 

麻繩 6mm 教具教材費 $298*1 $298 蝦皮 

砂輪機 教具教材費 $1500*2 $3000 尚椿五金 

線鋸機 教具教材費 $4500*3 $13500 尚椿五金 

紅/黃/藍/黑/白漆 教具教材費 $600*4 $2400 虹牌 

調薄劑 教具教材費 $466*1 $466 虹牌 

抹布(30*30cm)2 入 教具教材費 $59*4 $236 小北百貨 

手套(12 入) 教具教材費 $75*3 $225 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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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衣服 雜支費 $625*8(人)*2 $10000 
 

地圖木頭 教具教材費 $300*40 $12,000 
 

成發會交通 交通運輸費 $100*8 $800 依規定開支 

成發會的膳食費 膳宿費 $120*8 $960 依規定開支 

執行期住宿費 住宿費 $1000*8*5 $40000 依規定開支 

講師費 講師費 $1000*４(人) $4000 依規定開支 

常備醫療用品包 雜支 $1059 $1059 大樹藥局 

     

     

     

     

 

本表總計總價 

（新台幣） 

 
 

$200,000 

請注意每團隊至多補助新台

幣（含稅）$200,000 ，若

超額需團隊自行負擔、若不

足則依本表開支為主，不再

事後溢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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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團員在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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