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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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石碇老街與淡蘭古道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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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碇 主辦人 陶翼煌老師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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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13:00~13:20 東南科大集合出發  

13:20~13:30 召集人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3:30~15:30 石碇老街與淡蘭古道文史導覽 
林淑芳 

理事長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 

林淑芳 

16: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次活動由雙溪口出發，經淡蘭吊橋，觀察就是路徑，行走外按古道，討論工程隊文史遺跡之

影響。繼而體驗音樂咖啡休閒業者設施與解說，以及創新豆腐水餃之品嘗，最後參觀 diy 襪子 

娃娃療育活動。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石碇外按古道的步道長度老少咸宜，參與學員能在此環境觀察並交換心得，同時掌握地方休閒

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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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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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現場照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成員活動照 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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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深坑 阿柔洋、茶山古道與文山堡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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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蘭古道深坑段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7 人  共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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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13:00~13:20 東南科大集合出發  

13:20~13:30 召集人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3:30~15:30 
淡蘭古道深坑段阿柔洋、茶山古道文

史導覽 

林旺 

文史專家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林旺 

16: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阿柔洋"地名的由來有有兩個說法，一為人名；另一說則是，此地在漢人開墾時為隘丁莊，又稱

隘寮埔，「阿柔」可能為隘寮二字轉音而成。 而「洋」指平原，意指阿柔地區較平坦的地方。茶

山古道是深坑炮子崙地區與木柵草湳之間往來的古道。古道沿途還有幾戶農家，山中有水田、菜

圃、茶園等，房屋則古老的土埆厝及石頭厝，充滿著傳統農家的氣氛。深坑農會所規劃這條茶山

古道，沿途經過農家，欣賞農村田園景色。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茶山古道之特色，一言以蔽之，在農家「風情」兩字而已。「風情」不單指「風土」景色，更在

於農家「人情」。沿途農家風土，有令人懷舊的茶園、稻田、農圃，有雞犬相聞，有樸拙古厝；

而農家人情則是沿途幾戶人家，高宅、蔡宅、吳宅、林宅古厝， 我兩次來訪，都偶遇農家住戶，

純樸親切相問候，有濃濃農家人情味。可以做為東南相關科系之學習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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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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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茶褒歌示範 講述地名由來 

             

茶山古道 古早的土角厝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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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深坑 深坑老街與河岸古渡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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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蘭古道深坑段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11 人  共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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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3:00~13:20 東南科大集合出發  

13:20~13:30 召集人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3:30~15:30 深坑老街與河岸古渡船頭導覽解說 
林旺 

文史專家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林旺 

16: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清高宗二十年(西元 1755 年)，大陸閩南地區發生了大旱災，於是泉州人許宗琴舉族渡海前來深

坑墾拓，深坑本來叫做『簪纓』；後來台灣發生了番亂，但由於簪纓的地形易守而倖免，四面環

山，形似坑底，所以改名為『深坑』在日據時期，深坑曾為整個文山區的行政中心，深坑老街的

形成，從昔日淡水河可上溯至深坑與石碇之間的楓子林，深坑成為台北盆地往宜蘭必經之路，再

加上附近地區茶葉與染料以此為集散地。老街中，有許多富有歷史的建築，其中『德興居』是深

坑街最具代表性的建築，閩南式的特色，可是擁有百年的歷史！建材及雕刻十分講究，加上騎樓

的巴洛克是雕花立面，牆頂上還有法國式的花草裝飾，更是別有風味，具有立體感；在德興二字

旁，有兩隻鰲魚，龍頭魚身，分別有掌雨跟鎮火的作用。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深坑老街是許多都市人周休二日出遊的絕佳旅遊點。看到入口的大茄冬樹，就知道老街已經抵

達，遊客可將汽車停放在老街口的立體停車場，再步行至老街內走逛。如果不開車，搭客運、公

車也都十分便利。近年區公所大力推廣「深坑四寶」：綠竹筍、黑豬肉、白豆腐與文山包種茶，

餐館業者也都配套推出了引人食指大動的「四寶餐」，使得到深坑老街吃美食的印象，更深植人

心。是本校相關科系可以加強合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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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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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德興居(老街)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老街地標(老榕樹) 鮮有人注意位於中正橋頭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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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社群 

活動主題 石碇~記憶中的古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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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碇老街 主辦人 陶翼煌副教授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其他:地方人士 26 共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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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3:00~13:20 東南科大集合出發  

13:20~13:30 召集人活動內容說明 陶翼煌 

13:30~15:30 體驗記憶中的石碇古早味~鹼仔粿 蕭惠月 

15:30~16:00 Q & A、座談 陶翼煌/蕭惠月 

16:00 賦歸  
 

二、活動紀要(簡述)： 

在石碇地方耆老方錫淋先生家進行。鹼仔粿(kinn-á-kué)傳統古早味，福建客家的傳統食物，用

米磨成的粉中加入鹼蒸製而成黃色的糕狀食物，在早年是老人家治療胃病的良方。早年「鹼」的

製作並非一連串的化學調配，而是用稻草燒成灰後提煉而成。外籍食品充斥市場，很多人不認識

這款台灣傳統小吃~鹼仔粿。這種粿冰涼涼地特好吃。材料：在來米、鹼水、梔子水。作法：純

在來米製成，先洗米、磨米、脫乾後再糰揉。加入鹼水產生鹼味。加入梔子水產生天然黃色。須

以水蒸氣蒸約 3 小時。涼後切丁加上麥芽或黑糖共同煉製的糖漿。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台北快被外籍食品給淹了，說不定很多小朋友不認識這款台灣傳統小吃。這種粿丫早年可是台灣

夏天必備甜品，冰涼涼地特好吃，一點都不輸日本的和果子。這是台灣傳統食品，自然、健康，

本校應一起研發、創新，共創地方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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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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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蒸好的鹼仔粿 成員與講師互動照 

 
 

切好成品鹼仔粿 開始分享品嘗鹼仔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