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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高職優化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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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題 文創系列--形形色色零錢包 

活動類型 

(擇一) 

□課程銜接問題座談(課程名稱：                    )   

■雙方教學實務交流(教學內容：文創系列手作課程 )  

活動地點 普林思頓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  2   人  □高中職教師  2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共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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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17:00~18:00 形形色色零錢包製作注意事項及原理 孔亞依 

10/13 18:00~19:00 形形色色零錢包實作 孔亞依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為自己設計零錢包，基本上是利用型染板在帆布袋上用廣告顏料進行圖案的設計。本次活動邀

請到翅膀の天空蝶古藝術手作坊工作室負責人孔亞依業師，孔業師從事文創產品設計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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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活動元素學員須先透過美學進行零錢包的設計，為自己客製一個屬於自己的零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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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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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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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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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高職優化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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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優化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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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題 觀光植癒系體驗--浮游花 

活動類型 

(擇一) 

□課程銜接問題座談(課程名稱：                    )   

■雙方教學實務交流(教學內容：文創系列手作課程 )  

活動地點 普林思頓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  2   人  □高中職教師  2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共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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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17:00~18:00 浮游花製作注意事項及原理 魏任鴻 

11/17 18:00~19:00 浮游花實作 魏任鴻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日活動為製作永生浮游花，「浮游花」是藉由特殊的油將花朵、葉片甚至果實、種子保存在玻璃瓶裡，

美麗而不需費心照料，像是能凍結時間般長期維持豔麗的特色深受喜愛，是時下最受日本、韓國女孩子

歡迎的浪漫小物。浮游花製作方式簡單,卻有無限變化,可因應各人喜好,隨季節、擺設的場合搭配瓶子與花

材，除了用在室内布置，也可以作為贈與閨蜜、情人的禮物,派對、婚禮等場合派上用場。若搭配特殊的

照明,更能瞬間提升場域的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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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一花一世界，今天的活動元素學員須先透過美學思考玻璃瓶內的小小世界該如何設計與擺設，為自

己客製一個屬於自己的美麗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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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皆能擁有一方美麗新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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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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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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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高職優化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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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優化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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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題 文創系列--種子鑰匙圈 

活動類型 

(擇一) 

□課程銜接問題座談(課程名稱：                    )   

■雙方教學實務交流(教學內容：文創系列手作課程 )  

活動地點 普林思頓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  2   人  □高中職教師  2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共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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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17:00~18:00 種子鑰匙圈製作注意事項及原理 孔亞依 

11/24 18:00~19:00 種子鑰匙圈實作 孔亞依 
 

二、活動紀要(簡述)： 

自然界的驚喜無處不在，只要靜心觀察，就會發現自然餽贈於人類的無窮寶藏，而這份寶藏的獨一無二

之處在於，大自然中不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種子，就如同每位自造者的想像力都是謬思女神的專屬餽

贈，於是成就了世上絕無僅有的風格飾品。本日活動利用台灣原生各式的樹及植物種子等天然素材作為

創作基底材料，搭配不同的小配件進行組合與妝點，製作出簡單可愛，富自然風的個人特色飾品，為自

己設計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種子鑰匙圈。本次活動邀請到翅膀の天空蝶古藝術手作坊工作室負責人孔亞

依業師，孔業師從事文創產品設計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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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活動元素學員須先透過美學進行鑰匙圈的設計，為自己客製一個屬於自己的種子鑰匙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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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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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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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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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高職優化社群】活動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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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優化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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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題 文創系列--蝶古之飲料提袋 

活動類型 

(擇一) 

□課程銜接問題座談(課程名稱：                    )   

■雙方教學實務交流(教學內容：文創系列手作課程 )  

活動地點 普林思頓圖書館 主辦人 呂麗蓉 

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  2  人  □高中職教師  22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共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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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17:00~18:00 蝶古之飲料提袋製作注意事項及原理 孔亞依 

12/8 18:00~19:00 蝶古之飲料提袋實作 孔亞依 
 

二、活動紀要(簡述)： 

蝶古巴特是一種裝飾藝術，意指在物體表面黏貼剪下的色紙圖樣，並結合特別的繪畫效果、金箔與其他

裝飾元素。通常會使用從雜誌或特別製作的紙剪下的圖樣覆蓋像是小盒子或傢俱的物體。每一層都會使

用清漆覆蓋，直到「黏貼」的外觀消失且結果看似繪畫或鑲嵌作品。本日活動利用蝶古巴特的技法為飲料

提袋製作豐富的圖案，讓客製的袋子顯現個人風格，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飲料提袋。本次活動邀請到翅

膀の天空蝶古藝術手作坊工作室負責人孔亞依業師，孔業師從事文創產品設計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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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活動元素學員須先透過美學進行飲料提袋的設計，利用蝶古巴特技法為自己客製一個屬於自己的

飲料提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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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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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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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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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高職優化社群】活動紀錄表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