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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表 

計 畫 名 稱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 part 2 ~動手守護 

執 行 單 位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計畫主持人 
吳建邦 電話 06-632-0902*11 傳真 06-6350276 

Email jok.tnc@gmail.com 手機 0937-31-97-98 

計 畫 期 程 自 102 年 2 月 1 日至 103 年 1 月 31 日止 

計 畫 經 費 新臺幣 176,000元整 

計 畫 網 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houhulaofangzixiezuopingtai/ 

計畫聯絡人 
連健男 電話 06-632-0902*12 傳真 06-6350276 

Email jmlian@tn.edu.tw 手機 0963 209 175 

地 址 臺南市後壁區仕安里 81 號 

貳、計畫目標 

計畫議題 

「歷史是經驗，文化是珍寶」，我們以學生所生活的社區出發，希望文化資產概念向下札根；

以新東國小特有的歷史建築及木構造建築群做為課程的發想，讓學生透過觀察與認識，進一步了解

校園建築所涵括的知識內容；藉由參與式校園營過的過程，以訪談、課程參與及活動設計尋找校園

特色、社區特色，透過場所的營造規劃；使未來走在新東校園是具有故事性，預期成果運用於課程

教育或是轉化物象做為實質場所規劃。 

透過未來想象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希望全校師生能對校內木造建築群的活化再利用並從未來

想象教育出發，從「探索未來~關注老屋拆除、老屋欣力」、「想像未來~觀察參與木造辦公室整

修過程」、「選擇未來~借鏡嘉義林管處木造宿舍群-檜意森活村」、「創建未來~打造屬於自己的

「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園區」雛型創作」，共同思考研擬具體可行的方案。 

我們希望以新東國小「校園自力營造」守護校內日式木造宿舍的營造經驗，期待： 

 建築教育在小學：建築教育的過程是所有美學與設計教育的基礎，利用周圍對環境友善的

的材料，搭建孩子心目中的建築，營造良好校園環境。 

 結合後壁區同樣擁有歷史文化資產的學校（菁寮、後壁、安溪國小），擴大校園文化資產

守護網。讓教學活動與地方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社區與校園成為密不可分的夥伴。 

 借鏡桃園縣中壢市新街國小守護歷史建築的行動與課程經驗，未來串連國內的古蹟-歷史

建築守護連線學校。 

 讓臺南成為臺灣未來的京都，透過課程及網站的介紹，讓學生了解老屋的魅力，以及日本

保存歷史文化資產的作法，期待老屋欣力成為常民生活場域文藝復興運動，讓社區民眾、

學生自動自發維護老房子。 

內容 

102年為新東國小持續推動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之第二年，適逢新東國小校內歷史建

築木造辦公室自 101年 10月 12日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因此，我們將從類似的案例-從老屋被拆

除、府城老屋欣力培力守護人員兩種相反案例出發，觀察參與木造辦公室的整修過程。與學生討論、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houhulaofangzixiezuop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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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木造辦公室用途的可能改發，最後，並借鏡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日式木造建築保留活化案例，

並讓學生參與規劃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園區」雛型創作。 

一、探索未來~關注老屋拆除、老屋欣力 

從老屋被拆除、府城老屋欣力培力守護人員兩種相反案例出發，探究過去到現在的發展脈絡，

推演未來的多種發展可能。 

二、想像未來~觀察參與木造辦公室整修過程 

參與觀察木造辦公室的改造過程，透過影像記錄，觀察其變化的情形。讓學生運用各種想像

的運作方式，發想未來各種可能的建築材料，各種可能的房子。 

三、選擇未來~借鏡嘉義林管處木造宿舍群-檜意森活村 

藉由實地的參觀訪問，透過批判思考與價值澄清，探究「期待的」、「可永續發展」的未來為

何。 

四、創建未來~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園區」雛型創作 

透過製作模型(雛型)，將學生心中的想像實體化。 

執行方法 

一、推動文化資產課程與活動 

推動文化資產課程與活動，推廣與提升教師與學生對社區文化資產的認知，從自身社區探索、

踏查，發現地方文化有形與無形的價值，進一步與社區結合成立社區文化資產守護隊，參與文化資

產守護行動，同時與鄰近地區理念相近的學校團體交流合作，形成推動文化資產守護與保存的在地

校園網絡 

二、參與式校園營造 

校園社區居民們與新東國小師生主動的公共參與校園環境營造，落實參與式校園場所營造的實

踐經驗，啟發校園小地方好場所的環境營造智慧，讓老屋欣力成為常民生活場域文藝復興運動，讓

社區民眾、學生自動自發維護老房子。 

三、引進大專院校及外部資源，協助學校特色發展軸線 

（一）成功大學建築系：協助歷史建築之指定與登錄、擔任日式木造建築講座 。 

（二）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所：研究生駐校進行環境自主營造。 

（三）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協助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並且撰寫相關修復

計畫。 

四、學生展能 

（一）培訓學生社團：紀錄校園內歷史建築、老房子相關課程及工程進行情形。持續觀察木造辦

公室的改造過程，透過影像記錄，觀察其變化的情形。 

（二）資訊科技融入未來想像--資訊隨手得：透過 QR code ，將木造建築相關知識建置於網頁

上 讓學生利用不同的載具，在校園之中，到處可以學習。 

（三）打造理想的空間：透過模型的製作，讓學生運用想像力，將學生心中的想像實體化。 

叄、計畫核心教育議題 

一、執行策略 

102年為新東國小持續推動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之第二年，適逢新東國小校內歷

史建築木造辦公室自 101年 10月 12日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因此，我們將從類似的案例-從

老屋被拆除、府城老屋欣力培力守護人員兩種相反案例出發，觀察參與木造辦公室的整修過

程。與學生討論、發想木造辦公室用途的可能改發，最後，並借鏡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日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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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建築保留活化案例，並讓學生參與規劃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

園區」雛型創作。 

(一)、探索未來~關注老屋拆除、老屋欣力 

從老屋被拆除、府城老屋欣力培力守護人員兩種相反案例出發，探究過

去到現在的發展脈絡，推演未來的多種發展可能。 

(二)、想像未來~觀察參與木造辦公室整修過程 

參與觀察木造辦公室的改造過程，透過影像記錄，觀察其變化的情形。

讓學生運用各種想像的運作方式，發想未來各種可能的建築材料，各種可能

的房子。 

(三)、選擇未來~借鏡嘉義林管處木造宿舍群-檜意森活村 

嘉義林管處員工宿舍群面積約 3.4公頃，全區定位為朝向「歷史建築活化保存再利用為核

心，並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創造林產新文化」發展，規劃原則以 1914年(大正 3年)所建之日式

宿舍，見證林業歷史及地方產業興衰；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相關規定，以舊有建物進行整修

活化再利用。全區經更名為「檜意森活村」，為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日式木造建築保留活化案

例。 

藉由實地的參觀訪問，透過批判思考與價值澄清，探究「期待的」、「可永續發展」的未

來為何。 

(四)、創建未來~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園區」雛型創作 

透過製作模型(雛型)，將學生心中的想像實體化。 

 
【新東國小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 part 2 ~動手紀錄守護     未來想像四階段  示意圖】 

（五）推動文化資產課程與活動 

推動文化資產課程與活動，推廣與提升教師與學生對社區文化資產的認知，從自身社區探

索、踏查，發現地方文化有形與無形的價值，進一步與社區結合成立社區文化資產守護隊，參

與文化資產守護行動，同時與鄰近地區理念相近的學校團體交流合作，形成推動文化資產守護

與保存的在地校園網絡 

（六）參與式校園營造及社區營造 

校園社區居民們與新東國小師生主動的公共參與校園環境營造，落實參與式校園場所營造

的實踐經驗，啟發校園小地方好場所的環境營造智慧。 

（七）引進大專院校及外部資源，協助學校特色發展軸線 

1.成功大學建築系：擔任日式木造建築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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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所：研究生駐校進行環境自主營造。 

3.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整合各界的力量和資源，以及保存再利用理論和技

術之研發等，呈現歷史環境與建築所潛藏之珍貴意義和價值。 

4.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協助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調查研究，並且撰寫相關修

復計畫。 

5.新營社區大學：推動文化資產課程與活動，推廣與提升民眾對社區文化資產的認知。 

（八）學生展能 

1.培訓學生社團：紀錄校園內歷史建築、老房子相關課程及工程進行情形。持續觀察木造

辦公室的改造過程，透過影像記錄，觀察其變化的情形。 

2.資訊科技融入未來想像--資訊隨手得：透過 QR code ，將木造建築相關知識建置於網

頁上 讓學生利用不同的載具，在校園之中，到處可以學習。 

3.打造理想的空間：透過模型的製作，讓學生運用想像力，將學生心中的想像實體化。 

 

【新東國小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 part 2 ~動手紀錄守護    學生展能  示意圖】 

肆、工作項目、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 
未來教育教師工作坊 邀請學者專家授課、演講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
教材開發工作坊 

借鏡桃園縣中壢市新街國小守護歷史建築的行動與課程經驗，未來串連
國內的古蹟-歷史建築守護連線學校 

學生社團培力—小小解
說員 

頒發小小解說員社團學生導覽證書、全校守護護照分級證書，提升學生
學習信心 

學生社團培力—影像記
錄 

培訓學生社團，紀錄校園內歷史建築、老房子相關課程及工程進行情形 

資訊隨手得—校園 QR 
Code 

透過 QR code ，將木造建築相關知識建置於網頁上 讓學生利用不同的
載具，在校園之中，到處可以學習。 

參訪嘉義林管處木造宿
舍群-檜意森活村 

實地走訪國內最大保存木造建築群，了解園區活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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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想像空間-宿舍空間 利用新東國小獨特的歷史建築空間，讓學生規劃空間運用 

歷史建築紙模型 透過紙模型的操作，熟悉日式木構造建築的空間特色，以及歷史建築─
日式木造宿舍內部空間組成，模型包含：校長宿舍、教師宿舍以及辦公
室 

「未來想像—新東國小
日式木造建築園區」模型 

透過製作模型(雛型)，將學生心中的想像實體化。 

舊空間.新創意~新東畢
業展 

讓學生規劃展覽 

伍、計畫執行成果 

一、充份結合校內木造建築資源以發展課程色，以及學校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貼近學生

的真實生活，豐富學生學習經驗。 

二、以學校所在地─後壁區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及人文資產為教材之內容，結合學校特有之

歷史建築，提供學生認識綠建築及日式木造建築之環境教具。 

三、教學活動與地方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社區與校園成為密不可分的夥伴關係。 

四、引進大專院校專業資源，結合南藝大生態建築與藝術校園，成功大學歷史建築調查研究與解

說，以利計畫之推動與執行。 

工作項目 重要成果 
未來教育教師工作坊 邀請正修科技大吳守哲教授蒞校舉辦工作坊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教材開發工作坊 已完成新東國小歷史建築校本課程 
 

學生社團培力—小小解說員 已完成招募學生社團，並提供新東國小校園物語(校
園故事)，讓學生練習導覽解說。 

學生社團培力—影像記錄 招募學生社團，並每日紀錄。成果已置於網頁中。 
http://goo.gl/HBueca 

資訊隨手得—校園 QR Code 已完成招募學生社團，並與好書服文創，建置解說
APP。 

參訪老房子-嘉義檜意森活村及臺南老街 1. 已完成全校教師實地參觀並撰寫心得。 
2. 學生已於 102年 10月參訪臺南老街。 

打造想像空間-宿舍空間 請社區工班實地依學生規劃內容，進行施作 

歷史建築紙模型 設計研發日式木造建築相關紙模型，提供孩子具體操
作的經驗 

「未來想像—新東國小日式木造建築園區」
模型 

學生動手製作，預計於課程完成後，結合新東國小
75週年校慶中展示。 

舊空間.新創意~新東畢業展 1. 結合學生社團辦理，並列入畢業基本能力檢測 
2. 己於校長宿舍完成布置，並將展覽移至學區之仕

安里活動中心舉辦完畢。 

 

陸、計畫執行人員名單 

http://goo.gl/HBu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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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團隊分工 學校職稱 

吳建邦 綜理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各項事務 校長 

連健男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教師兼教導主任 

蘇俊凱 掌控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計畫進程 教師兼總務主任 

陳慶儒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教學組長 

余憲文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六甲導師 

楊梅貴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五甲導師 

邱紫綸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四甲導師 

趙鳳凰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三甲導師 

王靜慧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二甲導師 

陳霂亭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一甲導師 

洪美雪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幼兒園導師 

葉美伶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校友 

蘇雅盈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學校兼任教師／社團指導老師
(南藝大動畫所碩士) 

徐瑞陽 執行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配合教學事項 

學校兼任教師／社團指導老師
(南藝大建築藝術研究所碩士) 

柒、課程實施記錄 

 (本表格式僅供參考,也可另用其他教案方式呈現) 

2. 填寫授課後的心得紀錄時，請老師就直接的心得感想做紀錄即可，不限字數，但以精簡為佳。

例：(學生反應)學生對 XX 展現濃厚興趣，並熱烈討論。(教學內容) XX的上課方式達到原先預期

的效果。 

1. 填寫上課教材及內容時，請老師將當周課程使用到的教材填寫下來即可，例：書本、影片或是

其他道具。 

學年度 101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名稱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開課教師 徐瑞陽 余憲文 

課程科目 綜合活動、社團活動 綜合活動 

開課主題 1. 看見變化的樣子~老房子的整修過程(以社團方式進行) 

2. 舊空間.新創意~新東畢業展 

上課周數 上課教材及內容 授課後心得紀錄 

第 1周 老房子開工，邀請校友師長返校

說故事（教材：校園老照片） 

五年級林家弘同學說：看到貴賓拿著起
子、鐵錘，象徵性敲打牆壁，代表著工程
開工，自己也很想要試試看。也覺得自己
很幸運，能遇到長輩們回來學校，講老房
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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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周玉惠同學說：看到校長將木造辦
公室編竹夾泥牆的泥土，裝在瓶子中，送
給吳奶奶的時候，自己也被吳奶奶感動的
表情，感動得哭出來。 
林永翰同學說：希望早日看到木造辦公室
整修後的嶄新風貌，而透過校長的介紹，
才知道木造辦公室興建的歷史與後壁地區
優秀的人才「後壁三傑」--殷占魁、李連
春及楊群英先生，以及原來有許多人的幫
助，辦公室才有機會整修。 

第 2周 看見變化的樣子-拍照技巧指導

（教材：校園老照片） 

社團老師徐瑞陽說：期望藉由記錄的過
程，讓新東的學生，更加愛上木造建築的
空間，也會讓木造空間更加豐富以及更有
生命力。 

第 3周 歷史建築導覽（教材：實地參訪、

校長宿舍紙模型操作） 

由校長吳建邦主講，並帶著學生進到校長
宿舍裡面，讓學生了解日治時期公教人員
的生活型態。 

第 4周 參訪嘉義林管處木造宿舍群-檜意
森活村 

全校教師實地走訪國內最大保存木造建築
群，了解園區活化作法 

第 5周 策展：舊空間.新創意（教材：龍

貓的家、欣賞影片龍貓） 

學生對於日本能夠保存這麼多木造建築，
覺得相當不可思異，也覺得保留下來的房
子十分漂亮。 

第 6周 策展：舊空間.新創意（教材：全

世界最奇妙的房子） 

學生普遍對於房子居然能有那麼多的不同
想像以及做法，感到非常訝異。 

第 7周 策展：舊空間.新創意-校內布置 教師參觀學生布展內容，並提出建議。 

第 8周 策展：舊空間.新創意-仕安里活動

中心 

社區人士及家長們，對於學校布展內容，
普遍表示相當精緻。 

第 9周 動手體驗編竹夾泥牆 嘉儀同學覺得先民真聰明，將以前不要的
泥土、稻子、牛糞等東西做成可以建造日
式房屋的好材料，不但就地取材，又能廢
物利用，做成能防火又冬暖夏涼的編竹夾
泥牆，真是智慧的展現 

第 10周 居家建築 了解常見住家類型，思考未來建築之可能
性 

第 11周 快樂上學趣-搬過來搬過去  配合幼兒園環境改造，讓幼生了解環境的
改變 

第 12周 快樂上學趣-小小瓶子大變身 了解各式建材 

第 13周 小小未來建築設計師 運用腦力激盪，了解各個地區不同形式存
在原因，設計心中的未來建築 

第 14周 動手守護老房子 思考未來學校老房子的可能用途 

第 15周 探索綠建築 積極參與並運用腦力激盪討論「台灣應該

發展什麼樣的綠建築？」    
能大膽想像未來並珍惜過去，期待對環境
友善的作法能使人類和萬物永續發展 

第 16周 辦公室的印象之旅 引導學生能夠體會文字的奧妙，如果可以
留下學校的老辦公室一些些的記憶，就不
怕未來的記憶完全消失，相信一連串的活
動扣住的是孩子們最深層的記憶，更相信
以後或是未來，它們曾親身探索的異想世
界他們一定無法忘懷，並期待孩子能體會
出老師所要傳達的那一份惜福與感恩與珍
惜的心情，珍惜身邊一切的人事與物 

第 17周 風華再現 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精神並製作模型屋並
欣賞其特色及欣賞其建築之美。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並介紹日
式建築各種特色並進行解說活動。 
能賦予舊房子新生命並給予老屋新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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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績效指標 KPI 

一、相關報章媒體報導，計有電視臺採訪 3則，報紙 5 則。充份達到行銷計畫之目的。 

二、完成未來想像教案共七則，融入各領域教學，達成教學成效。 

三、配合未來想像計畫之執行，出版守護老房子紀錄。 

四、配合解說，與異業結盟。與好書服文創公司，共同將學生解說內容上傳至 “聽旅行”APP

之中。 

五、開發教材新東國小歷史建築木造辦公室紙模型，可供學生操作。 

玖、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核定金額 實支金額 結餘款 備  註 

教

育

部

補

助

款 

經常門 

出席費 6000 6000 0  

講座鐘點費 28800 28800 0  

工讀費 5450 5450 0  

影印印刷費 23350 23350 0  

資料蒐集費 10000 10000 0  

國內旅運費 13600 13600 0  

租車費 16000 16000 0  

膳費 7200 7200 0  

課程材料費 6000 6000 0  

數位相機 15600 15600 0  

小計 132000 132000 0  

雜支  7000 7000 0  

資本門 平板電腦 21000 21000 0  

及想像。 

第 18周 好想回家 能製作模型屋並發揮團隊精神。 
能具體討論綠建築優缺點並想像其居住感
受。 

總結評語 本學年度(101學年度第 2學期)著重於社團活動的進行以及六年級”舊空間.

新創意”策展活動。各年級之教案，則於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後，由各班進

行未來想像教學。 

*填寫說明： 

1. 填寫上課教材及內容時，請老師將當周課程使用到的教材填寫下來即可，例：書本、影片或

是其他道具。 

2. 填寫授課後的心得紀錄時，請老師就直接的心得感想做紀錄即可，不限字數，但以精簡為佳。

例：(學生反應)學生對 XX 展現濃厚興趣，並熱烈討論。(教學內容) XX的上課方式達到原先

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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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21000 21000 0  

總計 16000 16000 0 執行率 100% 

拾、結論與心得 

本計畫之執行，配合校內歷史建築木造辦公室的整修，適逢整修工程完成，亦為計畫

結束之期。感謝補助本校執行未來想像計畫，配合教案的實施，校內同仁的發想，以及慶

祝辦公室風華再現，學校特別規劃「正修 Fun創意/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師生創作聯展」、

「肢體語言/蘇雅盈創意個展」以及「新東師生特展」，在此也特別感謝參展的藝術家及師

生們。學校的出版品—繪本「誰來敲門？」以及歷史建築紙模型，也在校慶當天正式發表。

透過 75 週年校慶特刊『守護老房子記錄』，讓與會來賓欣賞到特展的精采內容以及這幾年

來新東師生守護老房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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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其他補充資料 （相關媒體報導） 

 

新東國小師生配合「臺南古蹟月」活動，利用早上晨光時

間，以各年級為單位，師生親自探訪學校歷史建築-校長宿

舍、木造辦公室，並透過紙模型的操作，讓學生更了解歷

史建築文化資產的保存意義與建築特色。 

新東國小學校歷史建築的導覽工作，由校長吳建邦主講，

並帶著學生進到校長宿舍裡面，讓學生了解日治時期公教

人員的生活型態。三年級的潘紘翰就對宿舍內所保存的用

來泡澡的「鐵炮風呂」感到十分有趣，一直懷疑：為什麼

在底下加熱，人卻不會被燙到？經過解說，才知道木頭是

放在鐵炮中燃燒加熱，另外再以一塊木片阻隔，人就不會

被燙到了。 

而為了讓同學們看到校長宿舍的結構，校長吳建邦也特別

以成大建築所博士候選人林裕鈞先生幫學校所製作的「校

長宿舍紙模型」，讓學生們一窺校長宿舍屋頂、牆體打開

後的情形。校長吳建邦表示，目前「校長宿舍紙模型」已

利用社團活動時間，讓高年級的團員試著自己製作，完成

的作品效果還不錯 

 

開工典禮在連健男主任帶領新東國小合唱團的美妙歌聲中

揭開序幕，校方特別邀請新東國小的校友--藝術家周博尚

老師、守護老房子長達 50年的張霞女士(吳師母)，返回學

校講述學校老房子的故事。 

從東山國中退休的周博尚老師是新東國小第八屆的校友，

也曾在 48、49 年返校服務。周博尚老師說：現在的木造辦

公室，以前是一棟大榕樹，小時候都可以和同學，一起在

樹上盪秋千。而曾在新東國小教師宿舍住了將近 50年的張

霞女士(吳舉人主任夫人)，則說回到新東國小就好像回到

家一樣的溫馨；曾經有人建議要將老房子拆除重新蓋新

的，幸虧當時吳舉人主任一直守護著這群老房子，才免除

被拆的命運。為此，學校特別將木造辦公室編竹夾泥牆的

泥土，裝在瓶子內，做為送給貴賓的禮物。 

而為了更讓同學們知道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的特殊性，吳

建邦校長特別介紹了後壁區菁寮國小、安溪國小也都保存

了類似的木造辦公室，都是興建於民國四０年代，而當時

在二次大戰剛結束，生活物質都相當缺乏，但是後壁地區

三所學校，卻能興建以臺灣檜木為建材的木造辦公室以及

禮堂，相當難得。這代表著幾所學校歷屆校長與教職員之

努力，地方上素有「後壁三傑」之稱的殷占魁、李連春及

楊群英先生，對於當地教育之發展有著不可抹滅之貢獻，

替地方爭取到相當多之資源作為學校軟、硬體之建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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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從 97 年登錄歷史建築，過程當

中，也要特別感謝成功大學張嘉祥教授，對學校提供許多

專業的意見。 

 

在社團老師徐瑞陽的指導，召募了高年級的同學，每天在

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老辦公室修繕的過程中，變化的

情形。在拍攝的過程中，五年級黃雅芳同學、四年級黃嘉

儀同學不諱直地表示：有一點麻煩，因為都必須要利用到

下課時間來拍攝，有時候會忙到忘記去拍。六年級周玉惠

同學說：拍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到地上所做的記號，這樣

子拍攝的角度才不會不一致，而且焦距也要特別注意到。 

透過小志工社團的影像紀錄，社團老師徐瑞陽特別將照片

剪輯成電影，因此，可以在短短一分鐘內看到這五個月來

木造辦公室整修變化的情形。五年級的林家弘同學便說：

不知道自己每天的記錄，看似無聊的動作，沒想到居然能

很快速的瀏覽整個整修的過程。看完之後，真得覺得很有

成就感。以後也會更用心來記錄。 

 

新東國小以特有的日式老房子及桃花心木林等特色資源，

設計不同課程的風貌與教學，規劃在地化特色課程，舉辦

「老房子戀上桃花心木」暑期夏令營活動，並由校內學生

擔任講解，向參與活動的外校學生，說明校內日式老房子

及桃花心木林的故事。 

 

新東國小也特別感謝 soohoobook 好書服文創，將新

東國小歷史建築臺語解說上架。現在只要在手機下載 「聽.

旅行」app，安裝後打開「聽.旅行」程式，在最近上架的

故事，即可看到「臺南-後壁新東國小」的故事已經上架，

點選後便可收聽新東國小「守護老房子」學生社團在林秋

蘭老師指導下，所錄製的語音導覽。 

新東國小「守護老房子」學生社團，負責錄製木造辦

公室的五甲  嘉儀同學，從在學校從平板電腦「聽.旅行」

app，聽到自己所錄製的解說故事後，直說真是好酷，回家

後馬上請媽媽從手機安裝「聽.旅行」app，媽媽聽完之後

也覺得很有趣，可以請遠在越南的親戚，來聽聽嘉儀解說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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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的佩儒說：我們今天到舊辦公室看編竹夾泥牆，

發現從裡到外共有 4 層，材料有稻草、泥土等，摸了那個

養過的泥土，雖然臭臭、濕濕黏黏的，可是很好玩，用途

也很多，不過，我們家沒那麼好的材料，我們家的材料最

不好的是鐵厝，簡直熱死了！學校有那麼好的日式建築，

真好！ 

陸、成果剪影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1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2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3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4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5 學生每日記錄：老房子整修 6 

   

退休師長返校參與老房子整修 新東國小老房子整修開工典禮 邀請退休師長返校講解當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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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師長參與開工典禮 學生代表參與開工典禮 邀請退休師長返校講解當時生活 

  
 

新東國小教師團隊討論學生策展 新東國小教師參觀學生策展 學生策展移至仕安里活動中心 

   

學生策展移至仕安里活動中心 學生解說給社區人士 社區人士觀迎學生策展開幕 

   

教師團隊參訪檜意生活村 專人講解檜意生活村 專人講解日式木造建築構法 

   

專人講解日式木造建築內部空間 專人講解日式庭園 專人講解日式庭園 

 
  

週二共同不排課討論 週二共同不排課討論 週二共同不排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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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社區文化資產地圖繪製 新東社區文化資產地圖繪製 守護老房子聯盟網站建置 

   

木造辦公室模型開發 木造辦公室模型開發 木造辦公室模型開發 

 
 

 

http://goo.gl/HBueca 

語音導覽+行動載具 學生製作紙模型 看見變化的樣子 

   

老師參觀策展情形 守護老房子成果展示 守護老房子成果展示 

   

學生解說老房子歷史 守護老房子成果展示 守護老房子成果展示 

   

師生共同參訪臺南老街 紙模型開發 紙模型開發 

 

http://goo.gl/HBu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