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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療癒系列--彩虹泡澡球(觀光科)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2  人  ■校外教師  11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9/23 17:00~18:00 泡澡球理論 施懿珊 

9/23 18:00~19:00 泡澡球實做 施懿珊 
 

二、活動紀要(簡述)： 

今天的活動緣於本系與觀光科共同討論手作療癒系列-泡澡碇，具有精油、童趣與洗滌等功能，

亦能在泡澡球內加上小玩具，可以提供大人小孩共同製作時的樂趣與完成品可泡澡，製作過程

中更是充滿設計理念，每個人可能依著當天的心情與各人的審美而做出不同的造型。 

本次活動邀請到食漁食農副總兼文創總監施懿珊業師，其於手作及文創商品著墨甚深，當天活

動在其精彩的文創商品理論伴隨實作的過程中，大家都收穫滿滿，休閒療育小物製作對身心療

癒的功效更是極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今天的活動元素除了勞作，加上美學，並進行精油體驗，在文創產品製作過程中具有療癒並寓

教娯樂下，每位教師案頭前都能擺上一顆漂亮且具造型的水包澡球，透過本次的教師社群，老

師們更加相信在勞作過程中能為觀光帶來有趣的元素，和滿載而歸的心情，笑容與滿足是本次

活動最大的收穫。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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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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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療癒系列--彩虹泡澡球(餐飲科)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2  人  ■校外教師  11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0/26 17:00~18:00 泡澡球理論 施懿珊 

10/26 18:00~19:00 泡澡球實做 施懿珊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係與育達餐飲科老師共同體驗手作療癒系列-泡澡碇，具有精油、童趣與洗滌等功能，

亦能在泡澡球內加上小玩具，可以提供大人小孩共同製作時的樂趣與完成品可泡澡，製作過程

中更是充滿設計理念，每個人可能依著當天的心情與各人的審美而做出不同的造型。 

本次活動邀請到食漁食農副總兼文創總監施懿珊業師，其於手作及文創商品著墨甚深，當天活

動在其精彩的文創商品理論伴隨實作的過程中，大家都收穫滿滿，休閒療育小物製作對身心療

癒的功效更是極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今天的活動元素除了勞作，加上美學，並進行精油體驗，在文創產品製作過程中具有療癒並寓

教娯樂下，每位教師案頭前都能擺上一顆漂亮且具造型的水包澡球，透過本次的教師社群，老

師們更加相信在勞作過程中能為觀光帶來有趣的元素，和滿載而歸的心情，笑容與滿足是本次

活動最大的收穫。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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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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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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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療癒系列--藝術手帕挑染技法(觀光科)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  人  ■校外教師  1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1/04 
17:00~18:00 藝術手帕挑染技法理論 

施懿珊 
18:00~19:00 藝術手帕挑染技法實做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係為藝術手帕挑染技法，基本上是利用小工具在單層布或是對摺布平縫、折縫線條圖

形，將其抽緊打結，糾撮形成皺褶疙瘩，或是反覆對折疊成塊狀後用線綑綁，或以各種夾具對

稱綑綁，使其浸染時具有防染功能。 

本次活動邀請到食漁食農副總兼文創總監施懿珊業師，其於手作及文創商品著墨甚深，透過各

種縫紮防染技法運用，控制染液滲透的範圍和程度，以呈現藍靛紮染工藝的藍白之間獨特層次，

顯現花紋圖案。當天活動在其精彩的文創商品理論伴隨實作的過程中，大家都收穫滿滿，休閒

療育小物製作對身心療癒的功效更是極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今天的活動元素除了勞作，加上美學，並進行精油體驗，在文創產品製作過程中具有療癒並寓

教娯樂下，每位教師於活動結束時皆能擁有一方漂亮的挑染藝術手帕，透過本次的教師社群，

老師們更加相信在勞作過程中能為觀光帶來有趣的元素，和滿載而歸的心情，笑容與滿足是本

次活動最大的收穫。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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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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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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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療癒系列--蚵殼盆栽(餐飲科)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  人  ■校外教師  1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1/16 
17:00~18:00 蚵殼盆栽理論 

施懿珊 
18:00~19:00 蚵殼盆栽實做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係為吃完後的蚵殼再利用，說到「帶殼蚵」，大家就會想到吃完後要處理蚵殼，會覺得很麻

煩。但是，那些吃剩的蚵殼其實也有許多妙用，絕對不會是一種負擔。那些蚵殼清洗乾淨、煮過後，

就不會發出臭味，放在盆栽的土壤裡可以改善酸鹼值，種植綠色植栽變成療癒小盆栽，放置在辦公

室美化環境、淨化空氣。 

本次活動邀請到食漁食農副總兼文創總監施懿珊業師，其於手作及文創商品著墨甚深，當天活動在

其精彩的文創商品理論伴隨實作的過程中，大家都收穫滿滿，休閒療育小物製作對身心療癒的功效

更是極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今天的活動元素除了勞作，加上美學，並進行多肉植物辨試，在文創產品製作過程中具有療癒並寓

教娯樂下，每位教師案頭前都能擺上一盆綠色小盆栽，透過本次的教師社群，老師們更加相信在勞

作過程中能為觀光帶來有趣的元素，和滿載而歸的心情，笑容與滿足是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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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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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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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七年一貫學習不斷心得分享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高職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  1   人  ■高中職教師  8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12/14 
17:00~18:00 休閒餐飲課程概念分享 呂麗蓉 

施懿珊 18:00~19:00 育達餐飲科 109-1 休閒餐飲課程設計 
 

二、活動紀要(簡述)： 

今天的活動由撥放本學期餐飲科前三次教師社群影本開始，我們稱之為時光廊時間，大家看到這學

期活動中每一位投入的神情，接著頒發研習證，然後由這學期所上的課程總結討論出一門休閒餐飲，

最後再由施懿珊老師提出休閒餐飲課程設計，經過大家集思廣義而成就了一門課程，並於 109-2 進

行課程。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這學期的教師社群是由觀光科與餐飲科共同成立並分別運作，餐飲科的教師社群運用最後一次的活

動一起分享心得，並透過這學期的互動相互瞭解專業並共同設計課程，是一次很棒很有收穫的教師

社群。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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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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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休閒觀光產業七年一貫學習不斷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療癒系列--蚵殼盆栽(觀光科)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育達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  人  ■校外教師  1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2/23 
17:00~18:00 蚵殼盆栽理論 

施懿珊 
18:00~19:00 蚵殼盆栽實做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係為吃完後的蚵殼再利用，說到「帶殼蚵」，大家就會想到吃完後要處理蚵殼，會覺得很

麻煩。但是，那些吃剩的蚵殼其實也有許多妙用，絕對不會是一種負擔。那些蚵殼清洗乾淨、煮

過後，就不會發出臭味，放在盆栽的土壤裡可以改善酸鹼值，種植綠色植栽變成療癒小盆栽，放

置在辦公室美化環境、淨化空氣。 

本次活動邀請到食漁食農副總兼文創總監施懿珊業師，其於手作及文創商品著墨甚深，當天活動

在其精彩的文創商品理論伴隨實作的過程中，大家都收穫滿滿，休閒療育小物製作對身心療癒的

功效更是極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今天的活動元素除了勞作，加上美學，並進行多肉植物辨試，在文創產品製作過程中具有療癒並

寓教娯樂下，每位教師案頭前都能擺上一盆綠色小盆栽，透過本次的教師社群，老師們更加相信

在勞作過程中能為觀光帶來有趣的元素，和滿載而歸的心情，笑容與滿足是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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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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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