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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劃動機與目的 

（一） 計劃動機

竹山鎮竹產業開發甚早，全盛時期全鎮有七成的居民皆從事竹產業，1970

年代臺灣有 60％竹工廠在竹山鎮，當地原竹年產量全臺灣第一。（南投縣觀光

旅遊網，2020；Lee，1993；林慧貞、林宜潔，2018）不過隨著「亞洲四小龍」

於第二波東亞經濟奇蹟的興起，臺灣工資逐漸提高，使得竹產業等勞力密集型

產業外移至中國和東南亞一帶，低價進口商品瓜分臺灣竹產業市場，身為台灣

重要竹產業產地的竹山鎮便如此沒落，過往竹產業重要產地的風光榮景不再。

（林俊成、林幸樺、潘薇如、賴進益、林裕仁，2017）

不過近年來竹山鎮開始運用人文、自然地景優勢，以何培鈞先生為領，使

竹山鎮成為台灣地方創生的成功案例及典範。（王欣怡，2013；王維綱，2014；

劉嫈楓，2019）而探究其原因可以發現除了培養在地意識外，何培鈞先生也著

重於品牌建立、社群行銷並希望能創造更多機會使青年回鄉。（何培鈞，2019） 

 故本計劃透過整理竹山市區內著名景點的方式培養在地意識，使更多人了

解這些即將被遺忘的故事，並架設網站進行行銷，期望能為竹山帶來不一樣的

觀光。 

圖 1 竹山竹林 圖 2 小鎮文創地方創生 

（資料來源：南投縣觀光旅遊網） （資料來源：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二）計劃目的

    身邊參與過文史導覽的同學們，大多對於文史導覽及文化走讀的印象皆偏

向沉悶，故此計劃結合資訊創新文史導覽，打破大眾對於文史導覽沉悶守舊的

既定印象，使傳統文化以截然不同的面貌被更多人所認識。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 4 ~ 

二、 計劃背景 

（一） 竹山鎮地理及人口概況 

   竹山鎮全區 83％為山地，其中除了西北部有濁水溪沖積出的平原外，其餘

大多屬於竹山丘陵，標高介於 100-2300 公尺之間，高度差異甚大，丘陵由濁水

溪沖積出河階，地勢由東向西遞減。所種植的作物十分多元，有水稻、番薯、

檳榔、茶葉、竹材、火龍果等。（農委會；2007） 

整體氣候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平均年雨量為 2693.2 公釐，年均溫約為

22.3 度（經濟部水利署；2020），年雨量主要集中於四到九月之間，屬於溫暖潮

濕多雨的環境。  

而在人口方面，竹山鎮 1996 年總人口數為 62669 人，民國 2019 年總人

口 53932 人，呈現負成長現象。自 1996 年起，竹山已連續 24 年人口負成長。

累計十年人口減少 4,894 人，在全國所有縣轄行政區之中，十年人口減少量居

第八名。0-14 歲年齡層之人口所占比例自 102 年 12.72 降至 107 年 10.54，較全

國幼年人口 12.92%低。此一現象可說明由於生育人口減少，生育率降低使得竹

山鎮 0-14 歲幼年年齡層之人口比例相對降低。65 歲以上竹山鎮的老年人口數

自民國 90 年起至 107 年逐年增加（陳建文，2015），相較於南投縣整體，竹

山鎮老年化之現象自民國 86 年起日益嚴重。老化指數於 107 年上升至

176.56%，相較於全國平均 112.64 明顯偏高。竹山鎮扶養比 107 年時達到

41.17%，亦高於全國平均 37.89%許多。（行政院內政部，2020；竹山鎮戶政事

務所，2020） 顯示竹山鎮整體人口老年化及少子化皆日益嚴重，使得青年人口

不足的社會問題產生。 

圖 3 1996-2019 年竹山人口減少率 圖 4 102-109 年全國及竹山鎮老化指數 

（資料來源： 內政部，2020） （資料來源： 內政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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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竹山鎮觀光旅遊潛力

竹山鎮位於南投縣西南隅，鄭氏時期林杞便入竹山開墾，故古稱「林杞

埔」。清領時期為八通關古道起點，有「前山第一城」的美稱。在人文歷史方

面觀光資源相當豐富，由於開發甚早，遺留下許多歷史建築及文化資源，如：

連興宮、竹山老街、林崇本堂、庶煌診所、打鐵巷等。由於日治時期重新劃分

的緣故，老街的街道四路五街（四路：菜園路、竹山路、雲林路、集山路三

段；五街：林圮街、頂橫街、橫街、下橫街、祖師街）筆直串起；而橫街後巷

則是保留清朝遺留下的彎曲道路和隘門設計。自然景觀方面，竹山鎮境內 83%

皆為山地，曲折的地形造就豐富的自然資源。如：太極峽谷、梯子吊橋、八卦

茶園、竹文化園區等。自然觀光資源十分具有旅遊潛力。 

（三） 竹山鎮 SWOT 分析

表一、竹山鎮 SWOT 分析表 

內部環境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竹產業、茶產業鏈發展完善，具

有高品質農產品得以進行販售。

2. 深厚的歷史背景，具有豐富的人

文景點供遊客欣賞。

3. 自然景觀獨特，具有觀光潛力。

1. 青壯年人口外移，老年化問題嚴

重，勞動力、創造力不足。

2. 竹山在地人文景點知名度推廣

不，能夠進行文史導覽的文史工

作者亦無其他鄉鎮豐富。

外部環境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地方政府支持一鄉一特色、社區

總體營造、地方創生等地方政

策，使竹山能夠塑造自我特色。

2. 國道 3 號、溪頭、紫南宮等多個

著名景點帶來豐富人潮。

1. 傳統技藝及文史工作者年齡偏

高，文化傳承問題受到挑戰。

2. 基礎建設不足，在地機能仍無法

十分便利。

（資料來源：本計劃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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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竹山鎮文史觀光潛力點分析

表二、竹山鎮文史觀光潛力點分析表 

潛力點評估 

文化資產

價值 

審美價值（建築學

價值、歷史、教育、

社會、科學價值） 

對於中部地區歷史具有深遠影響，且竹文化生

活圈具有文化、社會價值，與其他發展竹產業

的鄉鎮相比具有代表性。 

稀有性（當地、區

域、全國） 

竹文化生活圈為全國獨一無二，若能延伸此特

色將能使竹山成為文史觀光點。 

代表性（當地、區

域、全國） 
竹山為全台竹文化生活圈代表地。 

利害關係人持續

參與及諮詢可能 

竹山居民持續參與竹山地區地方創生規劃，並

對於竹藝燈會等竹生活文化表達支持。 

高遊客量對當地

衝擊性 

硬體設備及交通建設尚未發展完備，僅能適當

鎖定仍為小眾的文史觀光客群。 

市場吸引

力指標 

氣氛與背景 
具有竹文化生活圈特殊性，並乘載深遠歷史，

觀光氛圍將能就此延伸。 

當地之外知名度 
僅限於文化特殊性及歷史意義，對於當地文化

觀光的宣傳度仍不及鹿港等地。 

國家級之代表 
全台最具知名度的竹文化生活地區，具有文化

價值及全國代表性。 

能講一個好故事 

竹山鎮對於中部地區的發展影響深厚，若能結

合新潮敘事手法（如動漫、趣味導覽）將能成

為意義深遠的故事背景。 

有別附近景點 
具有深厚歷史背景，並具有特殊竹文化能成為

文化觀光吸引力。 

具有某種需求或

用途（朝聖、節慶、

運動等） 

媽祖信徒遍布全台，具有媽祖信仰特色的連興

宮將可成為朝聖目的地。 

區域內觀光活動 
周圍具有紫南宮、溪頭、杉林溪、梯子吊橋等

熱門景點，若能有效串連將能帶來人潮。 

政治支持 
政府近年大力支持地方創生相關計劃，竹山鎮

亦被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鄉鎮市區。 

（資料來源：參考自俞龍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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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分析

一、 著名景點介紹 

（一） 菸草站 

 清光緒年間台灣巡撫劉銘傳便開始鼓勵種植菸草，從清朝的中國種菸草到

日治時期引進的黃色種（美國種）菸草，菸草業在台灣一度十分興盛，甚至具

有菸葉王國的稱號，從種植到加工形成一條完整的菸草工業。直到開放洋菸進

口及加入 WTO 才真正使這條曾經撐起台灣經濟的工業沒落。 

 建於民國三十年代的竹山菸草站便完整見證台灣菸草業的極盛至衰亡。從

黃金年代開始從事菸草烘乾的竹山菸草站，也不敵洋菸進口的壓力，80 年代收

歸國有財產局，93 年則登錄為傳統歷史建築，是臺灣僅存煙草文化資產。 

 而現今的菸草站不僅成為文化保存的一環，也開放文創產業進駐，從菸草

倉庫轉型為日系咖啡文創店。周遭的空間更融入竹藝品裝置藝術，充分結合在

地元素。不僅為當地人休閒放鬆的運動場所，也深受觀光客的喜愛。期望大家

都能從這棟文藝建築中體驗到台灣菸草的漫漫歷史。 

圖 5 竹山菸草站 圖 6  竹山菸草站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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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竹山椰子防空壕

    1941 年軸心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結為同盟，同年底日本偷襲珍珠

港，美國於十二月七日對日宣戰。舉凡日軍佔領的東太平洋據點、殖民地皆是

日軍轟炸的目標，椰子防空壕便成為躲避空襲的一基地。 

    防空壕上方栽種全國第三大的鳳凰木和六棵碩壯椰子樹，成為躲避美軍轟

擊的最佳掩護，目前更是全台唯一與 50 年鳳凰木共構的防空壕。防空壕內設有

兩間戰事臨時指揮中心，兩張會議石桌使防空壕不只能躲避空襲，亦能成為暫

時安全指揮中心。 

    雖然曾經面臨被拆除的危機，但最終仍成功保留下來。目前由「守護竹山

歷史文化資產協會」爭取將竹山郡役所作戰指揮所及宿舍群打造為「竹山町文

化藝術園區」，並已於第一屆南投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二次會議中提報為歷

史建築。 

圖 7 板根鳳凰木 圖 8 竹山椰子防空壕門口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三） 竹山天主玫瑰堂

 許多宗教都會互相衝突、競爭，甚至成為同胞互相殺戮的主因。但看似水

火不融的基督教及台灣民間信仰竟於竹山天主玫瑰堂完美融合，究竟這座由德

裔美籍神父謝省躬與亞問道修士於 1954 年建成的玫瑰堂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教堂外觀相當中式，以紅磚瓦建築貼近住民生活，捨棄高大華麗的西式建

築風格，反而使玫瑰堂與周遭地景融合。而一進入教堂內便是中式聖壇，到了

過年期間甚至會進行上香儀式，實為台灣教堂之奇景。而旁邊一排的彩色龍柱

更是跳脫一般教堂的風格，成為一大特色，也成為來竹山不可錯過的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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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竹山玫瑰堂中式聖壇 圖 10 竹山玫瑰堂中式龍柱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四） 林崇本堂

 根據內政部「全國各鄉鎮市區前二十大姓人口」的資料，竹山鎮林姓姓氏

者占全體人口 13.9％，佔比相當高，原因說不定便和林崇本堂有濃厚的關係

呢！ 

 林崇本堂建於清乾隆年間（1788 年），為感念林杞將軍開墾竹山而募資建

成。其特色在於林姓人士只要搬入竹山，就能加入林崇本堂內，享受其福利及

林家庇佑，現今仍舊保有此項傳統。而林家子弟也不負眾望，先後拿取選元、

文魁和進士的功名匾額光宗耀祖。 

而其建築特色也十分具有傳統特色。外觀上跳脫民宅及宗廟的樣子，反而以燕

尾式屋脊帶出輝煌的感覺，屋脊上則有精緻的福祿壽交趾陶。再往屋內走去，

內部精緻雕刻的神龕也是現已十分稀少的手法，值得你停留一個小時在林崇本

堂內走走逛逛，感受中國傳統風格的薰陶。 

圖 11 林崇本堂 圖 12 林崇本堂 

（資料來源：完全台灣） （資料來源：完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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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竹山打鐵巷

  你知道刀具是怎麼做出來的嗎？你知道除了菜刀之外還有甚麼奇特刀具

嗎？想了解這些就不能錯過已經在竹山深耕五代的來發鐵店。 

 歷經全盛時期七家打鐵店舖的打鐵巷，如今只剩來發鐵店獨自經營著。而

如今的來發鐵店也已轉型為觀光產業及客製化的經營模式。而除了打鐵店之

外，往內走還有改建成民宿、咖啡店的百年古厝，如果想要體驗打鐵業的興衰

及了解鐵具的話，絕對不能錯過這條見證打鐵業歷史的小巷弄喔。 

圖 13 打鐵巷 圖 14 來發鐵店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六） 竹山連興宮

 登記為南投縣定古蹟竹山連興宮是竹山鎮十分重要的信仰中心，從 1972 年

（另一說為 1856 年）便建成，是南投縣最古老的媽祖廟。當地許多居民更是從

小成為媽祖的契子（ khuè-kiánn）。連興宮的命名由來也正是希望「水沙蓮興

旺」，故取「連興」之名，可見連興宮對於當地民眾的重要性。 

 而除了對於當地人的重要性之外，連興宮也保存許多罕見文物。包括「福佈

山海」古匾、「正堂馬示」石碑、李振青諭示碑。宮內保存的福州匠師所雕刻之

媽祖本尊與千里眼、順風耳神像更是一大節作。而具有三百年歷史的軟身媽祖

更是連興宮最大的特色，實為台灣少見的神像。 

  整體而言，連興宮是一座十分具有特色的廟宇，不只是精細的建築雕刻，

對於當地人的重要性及宮內保存的文物更是不容錯過。如果來到竹山鎮，千萬

不要只到紫南宮求發財，也順勢到連興宮感受這座古色古香的廟宇吧。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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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竹山連興宮 圖 16 竹山連興宮石獅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圖 17 竹山連興宮竹雕媽祖 圖 18 竹山連興宮龍柱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七） 筍市

 竹山竹山，顧名思義就是竹子多如山，而同樣的竹山出產的筍子當然也是

一絕的。來到竹山的外地人絕對不能錯過全台最大筍市集，一年四季皆有不同

的筍子，從春竹、桂竹筍、麻竹筍、綠竹筍到產量稀少的冬筍，甚至在特定的

季節還有外地沒有的「筍腳仔」供你體驗。當然也不能忘記筍乾、桶筍、筍尾

片等琳瑯滿目加工筍美食。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筍，想體驗「山珍」

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這個在地人的私藏景點喔。 

圖 19 竹山筍市 圖 20 竹山筍市 

（資料來源：台灣導報） （資料來源：台灣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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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台西客運

想了解近年最熱門的地方創生話題嗎，那絕對不能錯過被稱為地方創生典

範的竹山鎮。台西車站的改造計劃及竹青庭人文空間絕對是來竹山漫步一日遊

不能錯過的景點。如果晚上有時間也可以到天空的院子走走，體驗竹山地方創

生的發源地喔。 

竹山地方創生可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創辦「天空的院子」，和後來

的「有竹居」、「鞍境家」、「上山閱讀空中飲食」、「竹巢學堂」、「大鞍

山城」等。此階段大多停留在大鞍地區，開始凝聚當地居民的社區意識，並鼓

勵屋主翻新老厝，以利保存文化。此時期正好搭上梯子吊橋的完工及馬修連恩

入圍金曲獎。雙重誘因下使得大鞍地區的遊客數連年上升，使得「天空的院

子」成為最熱門的話題，讓沒落的山間成為地方創生的典範。 

第二階段為小鎮文創成立後。不僅挽回即將被拆除的台西客運車站，更開

始扶植更多傳統文化，並且透過「打工換宿」計劃吸引創意解決在地人的困

擾。而被改造後的「竹青庭人文空間」也貫徹使用當地食物及使用在地特色竹

編的方法。並且近來小鎮文創亦開始導入科技，設計「光幣」、「數位鎮民」

等，更給了「人、文、地、產、景」不同的詮釋。 

圖 21 台西客運 圖 22 小鎮文創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圖 23 元泰竹藝社 圖 24 員林客運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資料來源：本計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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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竹文化園區

 全台最大的竹工藝產業，完美詮釋了竹山人的竹藝生活。園區內有精細的

竹工藝品、能夠 DIY 體驗的削竹活動，還有竹管、竹木馬的體驗，是一個非常

適合假日闔家出遊的地方。而除了適合闔家體驗的文藝園區外，竹文化園區內

也設置了廣場及步道，讓你可以優游徜徉於竹海之中，享受竹的寧靜與傳統風

情。如果假日不知道要去哪裡散心，不如將竹文化園區排進你的你的行程吧。 

圖 25 竹文化園區 圖 26 竹文化園區 

（資料來源：竹材產業諮詢中心） （資料來源：竹材產業諮詢中心） 

（十） 啟明米麩店

    米麩顧名思義便是以米做成的飲品，製備上與麵茶差異不大，皆是加入花

生粉、芝麻粉等佐料，不過麵茶是以低筋麵粉炒製而成，而米麩則是米高溫焙

炒後磨粉而成。早期資源不如現在充沛，許多人皆是以米麩代替奶粉，使其成

為早期農村社會的共同記憶。 

 這樣的古早味美食哪裡找呢？在竹山便有間飄香數十年的老店—啟明米麩

店，來到店裡總能聞到現炒的米麩香氣撲鼻，加上店裡另一項熱門商品—爆米

香的震耳欲聾，使得啟明米麩店成為竹山老街上不可錯過的一間特色商店。 

圖 27 啟明米麩店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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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期活動 

（一） 大腳丫森林-八卦茶園馬拉松

  邁入第十四屆的「大腳丫森林-八卦茶園馬拉松」，將於 2020 年 1 月 5 日

登場。全程經過竹林、茶園等美景，途中經過的補給品站也以竹山在地特產為

主，能夠吃到冬筍餅、香蕉、芭樂等。跑者跟著海拔高度升高，心境與環境都

隨之心曠神怡。是一場十分特別的馬拉松活動。 

（二） 美麗新竹山 全國攝影比賽

 喜歡攝影的人有福了！「美麗新竹山 全國攝影比賽」從 2020 年 10 月 5 日

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開放徵件。擁有歷史人文、自然美景的竹山絕對是你一展

長才的好地方！總獎金高達 12 萬，趕快以鏡頭紀錄下這經典小鎮最美的一瞬

吧。 

（三） 牛舞花 竹藝燈會

傳統花燈沒辦法滿足挑剔的你了嗎，那一定要來本年度的竹藝燈會一探

究竟。和在地竹文化、美食結合的竹藝燈會可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景象呢。鎮

公所也特此竹山鮮筍節優良特色店家並結合 DIY 等活動，絕對是好吃好玩又好

看！從 2020 年 12 月 31 日開幕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閉幕，長達兩個月的時間可

以至竹山參與這一年一度的盛事。 

（四） 經緯之間 纖維植物特展

 接近百年的下坪熱帶樹木園特地選於今年舉辦一連串特展，2020 年 9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展品囊括蕨類、被子植物、種子植物，從根、莖、

葉、花、果、種子不同的取纖部位來看不同科別類群植物的纖維利用，絕對是

認識纖維植物的最佳機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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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導覽資訊 

（一） 竹山遊客中心 

1. 地址：557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1220 號

2. 提供服務：各景點旅遊資訊、交通住宿解說

3. 服務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 08：00~16：00

（二） 竹文化園區

1. 地址：557 南投縣竹山鎮硘磘里建國路 742 號

2. 提供服務：竹文化園區導覽

3. 服務時間：週二~週日 09：00~17：00 （導覽須提前預約）

四、 交通方式 

(一) 大眾運輸 

1. 台北至竹山

統聯客運【1632】台北—草屯、竹山 

圖 28 1632 公車時刻表 

（資料來源：統聯客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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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至竹山

台中客運【6188】台中—竹山 

圖 29  6188 公車時刻表 

（資料來源：台中客運官方網站） 

員林客運【6742】台中—竹山 

圖 30  6742 公車時刻表 

（資料來源：員林客運官方網站） 

3. 斗六至竹山

台西客運【7127】斗六—竹山 

圖 31  7127 公車時刻表 

（資料來源：台西客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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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行前往

行經國道三號至南雲交流道（250K）或竹山交流道（243K）下。 

圖 32 雲南交流道示意圖 圖 33 竹山交流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局）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局） 

參、 計劃方法 

一、 計劃方法 

本計劃主要透過文獻探討法、田野調查法。透過相關文獻分析各景點的歷

史脈絡，並運用田野調查法實際前往竹山鎮進行考查，以深度訪談法訪問長期

居住於此的居民以期了解景點的前世今生，以利往後導覽及旅遊介紹的進行。

而文獻資料採多元方法蒐集竹山鎮的相關資料，主要來源包括論文、期刊、網

頁、書籍及其他次級資料加以交叉比對。 

二、 計劃流程與架構 

本計劃首先決定以筆者家鄉為範圍進行旅遊路線推廣，並透過分析竹山鎮觀光

潛力及文獻回顧的方式了解竹山鎮人文歷史背景。之後將景點規類為不同主

題，方便每位來竹山的旅客皆能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行程，並將這些路線繪製為

旅遊路線圖放置自行架設的網站，以推廣竹山鎮的觀光。最後將本計劃書寫為

本成果報告書，並期許未來能有延伸計劃的產生。 

圖 34 計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決定主題

文獻回顧

竹山分析

田野調查

繪製路線

架設網站

資料彙整

報告書寫

計劃結論

延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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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劃分析與結果 

一、 規劃路線 

 
圖 35 竹山旅遊路線圖地點選擇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竹山菸草站 林崇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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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筍市集
竹山天主

玫瑰堂

竹山椰子

防空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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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竹山旅遊路線圖 GOOGLE MAP 繪製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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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站架設 

網站網址：https://reurl.cc/6aN0Vy 

圖 37 網站介面—點選畫面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圖 38 網站介面—景點介紹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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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網站介面—景點介紹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圖 40 網站介面—路線規劃 

（資料來源：本計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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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劃結論與建議 

一、 計劃結論 

    竹山鎮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史資源，且身為具有潛力的文史觀光景點。不過

竹山仍欠缺知名度，並且於計劃之中研究者也發現竹山有數點需要改進。若需

要提高知名度本計劃歸納出數點結論。 

（一） 改善硬體設備及交通

將竹山的交通方便度提升，使得外地旅客來竹山能夠更為方便。並改善在

地硬體設備，如修繕老房、保護文物、提升方便度等，避免人潮不堪當地負

荷。 

（二） 提高知名度

藉由串聯周遭景點、舉辦活動、推廣在地文史歷史、建立在地頻道、書寫

在地刊物等方式宣傳竹山，使竹山能成為一個品牌，提高其知名度，進而帶入

人潮。 

（三） 保存文化歷史

    藉由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的方式保留建築物的歷史故事，藉由文史工作者

的書寫將其保留。並以此為基底培養文史導覽人才，使竹山文史觀光得以順利

推動。 

（四） 深化竹文化生活圈

 善加利用竹文化的優勢，區隔出與其他鄉鎮不同的特色。深化在地民眾對

於竹子的利用程度，並鼓勵竹藝、竹產業業者持續創新竹製產品，使竹子能夠

成為竹山最大的優勢，並以此為竹山地方創生基礎，持續深化竹山竹文化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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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劃建議 

 竹山鎮具有相當良好的文史觀光發展潛力，配合周邊原有景點得以為小鎮

帶來可觀的觀光人口。於是本計劃分別對於當地居民、當地政府、學校教育及

返鄉遊子提出建議。 

（一） 當地居民

 於田野調查期間發現，竹山商家對於發展觀光的配合並不高，在觀光人潮

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許多商家仍將目標客群鎖定於在地人。當未來竹山引進觀

光人潮時，當地商家如何建立和外地遊客的互動模式將會成為發展重點，而這

之中也需要當地政府適時輔導。 

（二） 當地政府

  配合中央政府地方創生專案，積極以地方創生的方式發展竹山觀光，避免

於引進觀光人口的過程中流失在地文化，使竹山鎮成為一時風潮的大眾觀光景

點。 

    當地政府亦可積極鼓勵在外游子返鄉，祭出鼓勵方案或輔導機制，注入在

地創意活力。 

（三） 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應扭轉「城市資源較多」的思想，讀書不再只是為了將孩子送離

農村。於是學校教育能配合校訂課程、彈性時間、鄉土語言課、多元選修課程

等時間發展本地特色，培養學生們在地意識，以期未來培養更多竹山人才。 

（四） 返鄉遊子

  配合地方創生概念發展在地，並串聯南北地方創生夥伴，使應變能力增

加、決策速度變快、創意能力增加，為竹山注入不一樣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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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延伸計劃 

    限於本學期時間不足、人力不足及疫情影響，無法進行所有計劃，於是將

無法完成的事項列為延伸計劃，待未來執行。 

（一） 導覽計劃

由於疫情緣故無法親自進行導覽，待疫情趨緩後將親自走過本次規劃路線。 

（二） 其他主題路線圖

本次僅規劃一條旅遊路線圖，未來將能調查各年齡層出遊喜好及交通方式，規

劃更多元的旅遊路線圖，供不同客群參考。 

（三） 在地教材

將竹山故事融入教材之中，使在地意識從學生培養起，避免鄉村人口流失及導

覽人員不足等問題，將教育列為文史保存的第一步。 

（四） 在地頻道及刊物 

以 YouTube 或粉專等方式宣傳竹山景點，並以刊物的方式介紹，提高知名度。 

（五） 竹山形象片拍攝

以微電影或形象片的方式凸顯竹山的人文歷史，藉此提高遊客來訪竹山意願。 

（六） 竹山在地讀書會

聯合竹山人進行讀書會，以培養竹山文史人才及推廣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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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一、 自主學習目標改寫及學習內容安排 

班級：   202      座號：  10     姓名：  許同學  

一、請列出想要進行的學習任務 

完成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 

二、改寫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銷，並實際作為文

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四、列出預定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資源 

✓ 將確定的學習目標，填寫到下方的空格中。

✓ 利用心智圖或架構圖，展開想要學習的內容

✓ 安排每項內容預計需要的學習時間

✓ 記得把撰寫最終成果產出所需的時間安排進去

竹山旅遊計劃書 

彙整報告 

閱讀竹山文史書籍 

（4hr） 

學習旅遊路線圖 

繪製技巧 

（2hr） 繪製旅遊路線圖 

（2hr） 

學習架設網站方法

（2hr） 
架設網站 

（4hr） 

彙整為成果作品集 

（2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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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主學習計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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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09   年  9  月  23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最近三周閱讀了竹山鎮志，了解了竹山的歷史發展以及地區特

色，也知道了竹山於中部地區發展的文史價值。而我認為竹山地

區的文史觀光價值應該先行分析，再來進行旅遊路線圖規劃，於

是下三周預計於計劃背景中分析竹山地區的文史價值。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自主學習時間嚴重不足➔放學後補足進度。

2. 自主學習點名時間過長➔向老師建議其他報數方法。

3. 自主學習規劃書書寫困難➔依照圖書館頒布的學習目標指

引進行學習目標改寫，並詢問師長如何修改。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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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學生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09   年  10   月  14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這三周完成緒論的書寫，除了描述動機外也分析竹山人口、地理

環境，並以 SWOT 分析及潛力點評估分析竹山鎮文史觀光的可行

性。 

在這之中使我更了解如何去評估一地的文史價值，相信這項技能

也能在投身地方創生時有效的被運用。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圖表製作較為困難➔上網學習如何繪製折線圖及長條圖。

2. 沒有學習過 SWOT等分析方法➔詢問老師及有經驗的同學如

何繪製及應該注意的事項。

3. 不知道如何分析竹山鎮的文史觀光價值➔參考俞龍通教授

分析豐田老街的做法，並從中汲取經驗，希望未來也能統

整出自己的分析方法。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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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學生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09   年  11  月  5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透過書籍及實地走訪，書寫竹山著名景點的故事介紹。其中發現

許多故事面臨無人整理及紀錄的問題，也在此過程中訓練自身文

獻探討及田野調查的能力。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經歷一次田野調查後面臨疫情危機，使深度訪談等活動取

消➔列為延伸計劃待後續執行。

2. 自主學習時間皆於校內，難以執行田野調查等活動➔在學

校時間先整理文獻，並於假日時間實際走訪。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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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學生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09   年  11 月  26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學習架設網站技巧，並參考國內外網站設計風格。 

從中學習到以網站為方式的行銷技巧，並在網站設計風格的研究

上了解到配色理論及視覺效果。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不知道如何找尋架設網站的資源➔找尋網路上教學影片。

2. 配色理論方面不太理解如何操作➔詢問美術老師。

3. 未將期中考列入考量，使進度稍微落後➔下學期將期中考

列入考量，並和圖書館建議將期中考列入十八周內。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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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學生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09  年  12 月  17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架設網站將竹山景點列置其中，以其竹山能提高知名度。 

從中我學到如何將一地作為品牌行銷，也正是地方創生中「品牌

行銷」的環節。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操作起來比實際困難➔找尋同學及老師幫忙。

2. 設備無法支援其功能➔於校內找尋資源。

3. 網站架設需要經營經費➔改以 Google Map 製作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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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學生自主學習成果進度填報表 

填寫日期：  110  年  1 月  8  日 

填表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同學 無 

學習目標 

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

銷，並實際作為文史導覽員深度解說竹山人文薈萃，最後於期

末將此一計劃匯集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進度

與收穫(最

近三周) 

將本學期的成果繪製為成果報告書。 

從中我學到了文書排版能力，並發現目錄必須先行訂定，否則最

後時間會來不及。 

學習進度 

佐證資料 

參照附件 

學習進度 

達成情形 

□大致符合進度(75%以上)

□進度略有落後(50-75%)

□進度嚴重落後(<50%)

遇到困難 

& 

解決方案 

1. 時間不足➔先行訂定目錄，並邊做邊彙整。

2. 無法進行實際導覽➔列為延伸計劃，待疫情趨緩後執行。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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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主學習計劃實際執行進度 

申請人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202 10 810105 許同學 

共學伙伴    

共學類型 

(無免填) 

□資源共享型：學習所需資源共同分享、問題共同討論，但各自

產出不同成果作品 

□任務分工型：學習小組成員有明確的任務分工與合作，最後完

成同一個成果作品 

自主學習

目    標 

分析竹山鎮文史觀光潛力，並藉此分析推出數條竹山深度走訪路

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銷，最後於期末將此一計劃匯集

為成果報告書。 

學習期許

概述 

結合資訊及美學領域創新文史導覽，打破大眾對於文史導覽沉悶

守舊的既定印象，使傳統文化以截然不同的面貌被更多人所認識。

透過規劃及實行此次計劃培養組織能力，使自我觀點能夠廣為行

銷。（核心素養參照：A1、A3、B2、B3、C1、C3） 

預計進度 

（以小時

為單位規

劃） 

小

時 
預定進行之內容 

1 翻閱<<竹山鎮志>>以了解過往歷史，並紀錄學習心得 

2 翻閱<<竹山鎮志>>以了解過往歷史，並紀錄學習心得 

3 翻閱<<竹山鎮志>>以了解過往歷史，並紀錄學習心得 

4 進行竹山鎮觀光潛力分析 

5 進行竹山鎮觀光潛力分析 

6 進行竹山鎮觀光潛力分析 

7 進行竹山鎮著名景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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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進行竹山鎮著名景點介紹 

9 進行竹山鎮著名景點介紹 

10 學習架設網站 

11 學習架設網站 

12 學習架設網站 

13 架設網站 

14 架設網站 

15 架設網站 

16 製作成果報告書 

17 製作成果報告書 

18 製作成果報告書 

所需設備

學習資源 

筆電、文史書籍、相關論文及期刊 

成果形式 

( 成 果 完

成後，須

送指導老

師檢核) 

□學習成果靜態展(請學生提供成果讓老師檢核)

□撰寫閱讀心得或小論文(請學生提供作品讓老師檢核)

□課堂發表或興附講堂(請學生提供分享的照片讓老師檢核)

□其他方式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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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主學習反思記錄 

填寫時間：110 年 1 月 8 日 

班級：__202____ 座號：__10__  學號：___810105___  姓名：___許同學____ 

一、你這學期的自主學習主題與目標是什麼？ 

 繪製竹山旅遊路線圖；分析竹山鎮文史觀光潛力，並藉此分析推出數條竹

山深度走訪路線圖，結合資訊課所學架設網站行銷，最後於期末將此一計劃匯

集為成果報告書。 

二、這學期的自主學習，你學習了哪些知識、技能、態度？ 

 文史觀光潛力點評估、市場接受度評估、統計圖表繪製、旅遊路線圖繪

製、網站架設能力、行銷家鄉能力、地方創生評估。 

三、這學期的自主學習，你曾經遇到哪些困難或問題？你是怎麼處理或調整

的？ 

（一）因應疫情無法進行訪談、導覽等活動。

解決辦法：改為評估竹山鎮文史觀光優勢，將導覽及訪談列為延伸計劃，待疫

情趨緩方可實行。 

（二）四條旅遊路線圖景點過多，無法一一深入介紹。

解決辦法：僅規劃一條深度旅遊路線圖，並逐一介紹每個景點。其他條路線則

列為延伸計劃，待未來執行。 

（三）架設網站學習時數不足，無法架設令人滿意的網站。

解決辦法：尋找具有網站架設經驗的同學進行協助。 

（四）自主學習時間無法完成規劃進度。

解決辦法：利用課餘時間補足進度。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 39 ~ 

四、這學期的自主學習帶給你哪些收穫或啟發？(或是讓你聯想到哪些未來可以

繼續延伸探究的項目？下一步你打算怎麼做？) 

 本學期的自主學習計劃從家鄉出發，進行竹山鎮旅遊宣傳。綜合一年級地

方創生專題研究所得知，家鄉人口回流不僅需要觀光人潮及特色產業的加持，

仍需要年輕人回鄉注入創意活力。 

 下學期預計從教育出發，利用母語教育結合社區發展，從校園之中培養學

生在地意識，試圖使學生以「講母語」、「關心家鄉文史發展」等方式培養在地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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