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陳佑菩

電話：06-5741025
傳真：06-5741026
電子信箱：tofu505@mail.tainan.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南市文源字第10705535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2018?吧哖文化生活節─《小鎮探險》歷史遊戲設計營活動簡章ATTCH2

主旨：檢送「2018?吧哖文化生活節─《小鎮探險》歷史遊戲設
計營」活動簡章乙份，敬請協助宣傳及鼓勵貴校學生參
與，請查照。

說明：
一、本局為使「?吧哖事件」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現給社會大

眾，並結合在地教育推廣，同時培育文化專業人才種
子，特以「歷史遊戲設計」為主軸，辦理為期四天三夜
的營隊。

二、活動時間：107年8月28日(星期二)至8月31日(星期五)。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7年8月1日(星期三)中午12時止。
四、活動對象：國內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之在學學

生。
五、檢附「2018?吧哖文化生活節─《小鎮探險》歷史遊戲設

計營」活動簡章乙份。

正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

明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東海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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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

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

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科技

大學、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

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

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

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

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中

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

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台灣

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學校

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

科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

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

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大漢技術

學院、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蘭陽技術學院、

黎明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大同技術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

創意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法鼓學校財團

法人法鼓文理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

仁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國立善

化高級中學、國立新營高級中學、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

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曾文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曾

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

級中學、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女子高級

中學、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臺

南啟智學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臺南

市立土城高級中學、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臺南市德

光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

華高級中學、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臺南

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南

市私立鳳和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

中學、臺南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明達高級中學、陽明學校財團法

人臺南市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南縣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南市

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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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檢送「2018?吧哖文化生活節─《小鎮

探險》歷史遊戲設計營」活動簡章乙份。
二、擬上網公告週知並副知民雄學務組，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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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生活 X歷史文化 X實境解謎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噍吧哖人文發展協會、芒果遊戲有限公司 

 活動時間：107年 8月 28日（二）至 8月 31日（五），共計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當地相關歷史場域（臺南市玉井區） 

 集合地點：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需接駁者為臺南火車站或新營火車站 

 活動對象：高中職、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之在學學生，限額 48位 

 活動費用：每位 500元（已含保險、三餐、講師費、教材等）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1(三)中午 12時，或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網址 https://goo.gl/3s8j17） 

1. 一律採用線上報名，報名後請於規定天數內繳費，逾期者將自動取消。 

2. 為促進學員間交流，不提供全組報名，惟報名時可選擇 1人獨自報名或

2人共同報名，主辦單位將再依此分配隊伍。 
 

 繳費方式： 

1. 現場繳費：請於報名後 5個工作天內，親自至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完成

繳費。現場不找零。 

2. 郵政現金袋：請於報名後 5個工作天內，以郵政現金袋「新臺幣伍佰元

整」郵寄至「臺南市玉井區樹糖街 22 號，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營隊工

作小組收。（郵戳為憑，寄件者姓名需與報名資料姓名相同以便核對） 

3. 匯款：請於報名後 3個工作天內，匯款至以下帳戶，並於匯款完成後來

電告知末五碼以便核對。（每週查核一次） 

○銀行：京城商業銀行玉井分行 

○代碼：0540663 

○帳號：066225001635 

○戶名：臺南市噍吧哖人文發展協會 

※ 請密切注意繳費期限，逾期者視為放棄報名，不得異議。 

※ ※無論何種繳費方式，各場次最晚繳費期限為活動開始前兩天中午。 

※ 退費說明：除因天災或主辦單位認可之不可抗拒因素外，107/8/3前因故無法參加者，

扣除跨行手續費後全額退還；107/8/3後因已準備就緒，恕無法退費。 

22001188 噍噍吧吧哖哖文文化化生生活活節節  

「「小小鎮鎮探探險險」」──歷歷史史遊遊戲戲設設計計營營  
 

https://goo.gl/3s8j17


 活動說明： 

噍吧哖，玉井的舊稱。西元 1915年夏天，當地爆發了日本統治臺灣以來規

模最大、牽涉範圍最廣、犧牲最為慘重，也最具影響力之武裝抗日事件，稱

「噍吧哖事件」（也稱「西來庵事件」或「余清芳事件」），而經過百年後，

這裡已是你我熟悉的芒果故鄉─「玉井」，這個純樸、自然的山間小鎮。 

 

近年來，解謎、桌遊等遊戲風氣興起，許多真實歷史也被取為背景題材，而

遊戲模式透過解析與層次安排，使得參與者更能理解歷史脈絡。為使「噍吧

哖事件」能以更多元的方式推廣給社會大眾，並結合在地知識教育，同時培

育文化人才種子，特辦理為期四天三夜的營隊，學員們不但可以深入在地生

活，探索老建築、廟宇文化及歷史痕跡，也透過課程講師引導，將實際景點

作為題材，並與隊員一同設計出獨一無二的遊戲成果，還有機會把想法化為

現實！ 
 

 營隊流程：（時間僅供參考，實際依現場安排為主） 

日期 

時段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08:00-09:00 相見歡 早餐 早餐 早餐 

09:00-10:00 
開幕式、活動

說明 
遊戲工作坊(一)： 

文史資料與田野

調查的運用 

遊戲工作坊(三)： 

謎題設計技巧 
成果討論與製作 10:00-11:00 破冰時間：「義

魂祕寶」實境

解謎遊戲 
11:00-12:00 

小組討論或探勘

(一) 
小組討論或探勘

(四) 

12:0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14:30 園區展館導覽 
遊戲工作坊(二)： 

故事發想、主軸方

向設定 

專題講座：歷史有

趣才是王道 (暫

定) 
成果分享會 14:30-15:30 

噍吧哖事件歷

史場域實地導

覽 

15:30-16:30 

成果討論與製作 
16:30-17:30 

小組討論或探勘

(二) 
活動結束 

17:30-18:30 晚餐 晚餐 晚餐  

18:30-19:30 
前往寄宿家庭 

小組討論或探勘

(三) 
成果討論與製作 

19:30- 前往寄宿家庭 前往寄宿家庭 
 

 關於分數計算： 

1. 本活動設有積分機制。 

2. 積分從以下兩個部份取得，並於最終結算分數時合併計算： 

(1) 遊戲工作坊，佔總分 45%。於三場次之課堂中由講師出題互動，各

組在腦力激盪下提出想法，講師給予相對應分數。 

(2) 成果分享會，佔總分 55%。如「關於成果分享會」項說明。 

3. 現場如有額外之加分機會，依現場講師或主導人說明為主。 



 關於成果分享會：  

1. 每組將有 10至 15分鐘的時間，分享自己所設計的遊戲成果。 

2. 分享方式以投影簡報為主，但表達形式則不限制，可多結合運用情境模

擬、實物呈現等形式，加強具體想法。 

3. 經由評審評分，連同遊戲工作坊之分數，總分最高的前兩組學員可獲得

文創禮包以玆鼓勵，而後續在專業團隊適時改良下，有機會於明年度

「2019噍吧哖文化生活節」時實際推廣給社會大眾。 

4. 成果分享會為開放性質，社區協會、在地居民等員皆可自由參加聆聽。  
 

 接駁說明： 

1. 是否搭乘由主辦單位安排之接駁車為自由選擇。 

2. 本接駁服務僅提供活動首日去程跟最後一日回程之接駁。 

3. 搭乘接駁車之學員去回程地點分為「臺南火車站」及「新營火車站」兩

個地點，需要搭乘接駁車之學員，請於報名時選擇欲搭乘之地點，以便

後續安排。 

4. 接駁車首日發車時間： 

(1) 臺南火車站：早上 7點 30分準時發車。 

(2) 新營火車站：早上 7點 45分準時發車。 

5. 接駁車最後一日發車時間：（園區上車） 

(1) 往臺南火車站：下午 5點 30分準時發車。 

(2) 往新營火車站：下午 5點 30分準時發車。 

6. 申請搭乘接駁車之學員，務必於規定之集合時間前抵達現場。 

7. 確切之上車位置將於活動前由工作人員電話聯繫告知。 
 

 寄宿說明： 

1. 是否寄宿由主辦單位安排之地點為自由選擇。 

2. 寄宿地點為在地居民家中之房間或可供休憩之空間，主辦單位事前將查

訪環境，基礎應具電源、浴室、寢具及電扇，其餘需視該寄宿地點是否

提供為主（如洗衣機等，另建議帶足符活動天數之衣物）。 

3. 每位學員之寄宿地點及同房者為隨機安排（２人共同報名者將盡量安排

在一起），男女將分別安排，同房者最少為 1人（２人一間）、最多不限

（視寄宿地點狀況），寄宿實際情形將於活動當天告知。 

4. 敬請遵守每天晚上 9點前回到寄宿地點，配合安全回報，並保持音量，

不打擾原住戶。 

5. 寄宿之學員以步行方式來往園區，如因距離過遠（暫以 4公里以上），

主辦單位將安排另行接駁或來往方式（如車輛、腳踏車等）。 

6. 如因寄宿地點供應不足，主辦單位有權調整成其他方式安排學員住宿。 
 

 注意事項： 

1. 活動費用為固定收取，不因是否有選擇接駁或寄宿而有所差異。 

2. 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因素，主辦單位有權修改、延期或終止活動。 

3. 因有戶外行程或小組探勘時間，請自備防曬用品、雨具等物品。 

4. 主辦單位負責維護本活動之順暢與安全，將辦理保險，惟若於活動過程

中學員因個人因素（如：擅自脫隊或其他未屬活動規劃之舉措）發生任



何意外事故，其後果仍須由學員自行負責。 

5. 報名即視為已詳閱活動簡章並同意各項規定。 

6. 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於「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FACEBOOK專

頁補充公告之。 

7. 若有任何疑問，請撥打（06）574-1025陳先生洽詢。 

※ 或 mail至 tofu505@mail.tainan.gov.tw詢問。 

※ 傳真：(06)574-1026 

※ 地址：71445臺南市玉井區樹糖街 22號 

※ 營業時間：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每週二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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