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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

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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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藉由一個文創科系的教學精神與課程設計，分析教與學之

間的聯繫關係，以及教師如何利用傳統經典引導學生進行創造性的轉換

並豐富其思考面向，進而指導學生善用經典元素，進行文創商品發想設

計，累積個人創作經驗，並奠立未來從事研究的基礎。

關鍵詞：中國文化史、文化創意事業系、文創產業、教學策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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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化創意產業」屬於臺灣政府所擬定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  
1 卻是許多人最難以理解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是15種原來就已存在的

產業類型的合稱，並不是一種完全創新的產業；2 文化創意產業只是一

種觀念，一種希望將「文化內涵」轉化為產值的產業類型。所謂文創產

業是在傳統知識的基礎上，透過文化傳統，以文字、圖片或口耳相傳的

方式代代相傳，並且可以不斷的被重新詮釋、調整和適應新的形式。

臺灣的大專院校基於文創產業人才培育之目標，於2001年起先後有

多所以「文化事業／文化創意／文化產業」為名的科系創立，3 這些科

系的設立除了符應政府的產業發展策略外，其實還有相當大的因素為各

校基於通識中心轉型之必要，而要求國文、歷史、藝術等類別的教師們

互相結合另立新科系。這種迫切轉型的要求尤以技職體系為最，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乃率先籌設「文化事業發展系」，緊接著高應大之後，十年

間，先後有6校仿效之，且皆獲得教育部的審核通過而設立。4 至於以設

計為名者，則又不知凡幾了！

這些科系為了完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培育人才的教育目標，在課程結

構上均煞費苦心經營，各校不但都務實地注意到藝文、媒體、設計與

數位內容等四種產業類別，又皆不約而同的開設經營管理與行銷類的課

1 政府擬定所謂的「六大新興產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觀光產業、精緻農業、生技產
業、醫療照護產業以及綠能產業，其中觀光產業與精緻農業的推動，迫切需要文化創意工

作者說故事、創造內容、設計體驗等方面的技能。
2 根據《2011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將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自原來的13類，再細分
為15＋1（其他）類，分屬藝文類（含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媒體類（有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

產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設計類（包括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

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創意生活產業）與數位內容四大領域。
3 截至目前為止，扣掉原就屬於文化創意產業之四大領域內之原有科系如廣告設計、大眾傳

播、視覺傳達、新聞等系所，全臺灣共有33家以文創為名的院系所，其中國立大學有13
家，私立大學有20家，在區域範圍的分佈上，北部有4家、中部有9家、南部有16家、東部
有4家（游惠遠，2012）。

4 技職體系以文化事業／創意為名的科系共有七所，由北到南，分別為臺北科技大學、勤益

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美和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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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5 可見教育界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培育策略有不約而同的共識存

在。但在這個產業掛帥的大纛之下，筆者亦經常耳聞某些老師面臨轉型

困難而患有適應不良症，6 嚴重者只好退出團隊回歸純學術的書齋裡。

筆者所屬的文創系，在近十年的實踐過程中，將人文與人本的理想

架構在技術之上，堅持任何沒本錢的買賣都只能建立在深層的文化累積

上，也就是唯有對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並能進行創造性的轉換方有

製造產值的可能。本文以「中國文化史」的作業設計為例，或許可以提

供給文史科系的老師們一點參考，同時也希望能獲得各位先進的指導。

貳、穿越時空尋找創作的泉源――一個引起眾怒的
教學策略

在我國六大新興產業中，文化創意產業是呼聲最高也受到最多期許

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包括「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這兩種概念

也一直不斷的在互相辯證著。「文化創意產業」這個冗長的名詞其實指

涉了三個面向：「文化」、「創意」、「產業」。但各界因為不同專業

的認知，對這三者孰輕孰重的見解產生很大的差異。經濟部認為「產

業」優先，因為沒有產業就沒有GDP；文建會認為「文化」重要，如果

不是因為「文化」，怎會有「文化創意產業」。企業家、商人認為「創

意」最重要，因為「文化」、「產業」現成存在，重點是如何產生「差

異化」（于國華，2011）。

筆者以為上述歧義並無礙於教學工作的推動，因為教者只要能扮

演好穿針引線的角色，指導學生進行跨領域整合，創作泉源自能湧

動不竭。誠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詮釋，文化產業是

將無形的（intangible）、具有文化本質的內容（contents），與創作

（creation）、生產（production）和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過程相

結合。而創意可以被定義為產生想法，並將這些構想連結起來轉化為有

價值的事務的過程（林炎旦，2011）。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是在知識累積

5 這幾所科系的課程結構進行量化分析，詳見游惠遠（2012）。
6 適應不良的項目包括：不知如何將歷史、國文等純學術轉化成具有產業價值的教材內容？

不知如何承接產業合作案？尤以後者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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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承的過程中，利用文化知識賦與事物新價值、新生命、新意義，並

結合人文與科技，讓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創造知識經濟的無限價

值。因此，文化、創意與產業三者應該相加相乘，方有利於經濟市場的

開發並讓學生順利的投入未來的就業市場；而在此觀念之下所進行的作

業設計，便能順利的自我國的文化資源中汲取創意設計的養分，並模擬

出具體可生產的商品。

在教學策略上，對於一個植基於人文又希望不陷溺於傳統文史之章

句考證而取文化精神來從事創意思考的科系而言，教材教法的選擇與分

寸拿捏格外重要。7 尤其是學生的背景多來自於技職體系，有相當多的

學生一聽到「歷史」，就產生先天的、非理性的排斥感，所以在教材的

選擇上，不得不採取一種偷天換日的誘拐策略，儘量選擇文字量不要太

多、讓他覺得有只要花了力氣就有希望達陣的文本。所以，《論語》相

對於嚴肅的《孟子》會更輕巧，《莊子》則只選擇美學理論經常引用的

〈逍遙遊〉或〈齊物論〉二篇章。雖然筆者是學史的人，但站在學生

的立場，《史記》、《資治通鑑》等並不在考慮範圍；反之以《世說新

語》來帶入魏晉南北朝的人物風流，以《唐傳奇》來啟動盛世的想像，

凡此種種思考不一而足。至於講述、教學方法則力求活潑生動，亦圖亦

文、又演又說、比手畫腳，極力地啟動學生的想像力、聯想力，如以洪

通的畫、儸戲、達悟族的船祭講「楚辭／九歌」的特色，以當代帥哥美

女之互相追求比喻／想像《詩經》時期少年少女的浪漫。所有的目的只

有一個：希望學生在多年之後，會有那麼一種情境，使他突然想到當年

的「中國文化史」所曾經讀到的一句話，而後翻身找到那部作品靜靜的

再讀一遍！而不是僅餘痛苦的記憶。截至目前為止，所有的教學策略都

還處於嘗試觸碰的過程，如何讓學生充分感知到傳統經典的豐富與澎湃

的創造力，對教學者是非常大的挑戰。因為這涉及到教者如何先行消化

並轉化龐大的經典史料，再將其精微要義傳遞給被動閱聽的學生，又期

7 王文科（1999：1）說：「學校傳授給學生的內容以及採取的傳授方式如何，雖然有不同
的看法；然而由於社會的變遷、科技進步等，帶給學校的衝擊，不宜等閒視之，促使吾人

必然需就課程／教學的內涵加以深究。」

 李春芳（1997：328）說：「也因為這種快速的改變，在學校中的各種教育活動如何配合
變動的科技文明，妥善的因應，以求提升教學效果，……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所期望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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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對文字有粗淺的了解後還能與人性人生有所聯想，順著感情的舞動

找到未來創作的靈泉。

基於此教學目標，針對大二必修課之「中國文化史」，雖屬於核心

理論領域，但筆者仍希望其能與技術領域課程互為表裡、唇齒相依。所

謂核心理論課程乃以文學、歷史、藝術與美學等為主，但在教學上卻不

能像傳統文史科系那樣以辭章之學為主，8 師生之間所要學習的是如何將

辭章之學揉碎並找到文化底蘊、賦與時代精神。因此山海經、詩經、楚

辭及春秋戰國諸子云云，既被奉為經典但也不能僅止於經典，她們都是

思考文化與人生的藥引子。如果在勤益的四年中，學生竟能多少理解何

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感悟，並進而將青春活潑的生命能量

轉化為入世的關懷，則這樣的教學內容與策略才能勉強叫做成功。

但是，對於以技職科系為主要背景的學生群而言，在考試掛帥、教

科書為主的高職學習經驗中，閱讀與書寫於他們而言簡直是一塊生漠冷

硬的荒土。無奈進入文化創意事業系就讀之後，偏偏不得不面對一門既

強調大量閱讀寫作，又要求將傳統經典轉化為文創商品的課程，簡直是

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老師為了訓練學生能夠有流暢的表達能力，一

方面引導學生以生活經驗與經典結合思考，並輔以生動的語彙進行流暢

的表達；二方面則必須日以繼夜的面對大量需要調整修飾的文字，但又

不能打擊學生稚嫩脆弱的心靈導致缺乏學習動力，竭力尋找文字精彩處

而給予肯定的評點便成為極其重要的關鍵工作。以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

要寫四則字數2,000字且結構完整的心得而計，每篇心得的批改時間約20

至30分鐘，全班54個人，故每一次需要1,350分鐘的批改時間，一學期下

來需時5,400分鐘，此尚不包括被退回重寫者。這年復一年毫無止境的訓

練過程，對任務繁雜的教師而言，簡直可以用「生不如死」來形容，但

一旦眼見學生四年有成，又會覺得辛勞有代價而繼續鼓舞前進。

學生對本課程的教學回饋，正負俱有。大體上持肯定的占比自

103～105年度，分別為88%、94%、88%。質性回饋之意見多集中在以

8 這種教學策略很容易引起眾科班出身的專家學者們質疑、批評，他們會覺得你怎麼能夠草

率的只憑一門課就將眾多極重要極具份量的中國傳統經典介紹完畢？而對於堅持學術傳統

的教師們面臨學生實務課堂的需要，又有難以轉型的困擾，從傳統到當代的輕重拿捏分寸

確實不太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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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項：

1. 寫作能力的提升：寫作雖然很有挑戰性，但突破之後為個人帶來

強烈的成就感，對於文章的寫作能力獲得了提升。

2.  提升文化力：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有較深入的認識。

3.  提升個人智慧：讀到古人的智慧，學習到為人處世的道理。

其中，寫作能力與表達能力的提升是最經常獲得已畢業或仍在學的

學生的肯定。每當問已修習完畢的學生：「你認為未來的學弟妹還要

不要繼續寫2,000字？」所有的人一律大聲回應：「當然要！為什麼不

要？」他們覺得書寫固然辛苦，但對於自己的表達能力是相當有幫助

的。通常大部分的學生到了大三之後所書寫的文章，都能具備最基本的

辭能達意、通順流暢的標準。已畢業的學生甚至有能力去執行企劃書的

撰寫、參與政府標案，至於一般的行政提案報告更難不倒他們。至於實

作方面的心得，可以李怡霏同學的心得作為代表：

說起歷史實務的過程，是一段很奇妙的開端，在過去很少有機會接

觸任何一堂歷史課，變成一門可以操作課本以外的、運用其他專業

的結合，並更深入瞭解歷史意義的，那根本是少之又少。很高興我

們能有這樣的機會碰上老師的教學方式……看到很多人的主題，與

當天的表現，都是耗費心思的在做出成品，可以感覺到大家對中國

文學已經有相當的認識，這應該也是老師希望我們從中散發出的成

果吧？不管是千姬盒的珠寶盒製作、山海經的飾品組、十二金釵的

手工花香肥皂、西遊記的桌遊設計……看見大家創意的爆發與用心

的程度不分上下，讓一門歷史課晉升成不一般的課程。很佩服班上

同學的斤斤計較與願意學習，雖然聽到的抱怨常圍繞在周圍，不過

我相信學到的東西同學們也是放在心裡了，也因為實作讓他們嘗試

了很多原本就有興趣完成的事，像是我的人像攝影還有肥皂的手工

工法又或者香水的調配。如果沒有作業的促使，我們都是想著想做

這些事，但一直沒有一個理由跟原因逼使我們去接觸跟計劃，常常

不了了之。這樣設定一個目標讓我們能利用巧思，將兩者結合我覺

得很開心。雖然花費了比較多的時間跟金錢，但這些獲得的東西不

在別處，是自己選擇的，也讓我們有了自主學習的機會，不只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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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歷史課上，相對的未來如果遇上類似的活動或報告，我們也

能馬上回憶起這些，並不會陌生著手，這是我覺得實務課程，必須

延續的理由之一。9 

由上可知，不管是心得寫作、經典文創設計企劃書寫作或是經典文

創設計之實際執行製作，都需要學生利用額外的私人時間去討論規劃進

行，此其間所學習到的能力包括時間規劃、團隊合作、跨領域合作，最

後好不容易完成作品，又經過一場公開的評圖與展覽，獲獎作品又能得

到教師出資進行典藏，這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個不一樣的學習經驗。當

然，負面的評價一定會有的，最普遍的一定是功課壓力太大，但面對這

種評價，除非棄守初衷，否則教師只能忍住、堅持住，想辦法鼓勵大

家，如此而已。

簡言之，核心理論課程是創作源源不絕的觸媒劑，而技術課程則將

所有的觀念轉變為可能。下節將以實際的案例說明在文本互涉的觀念之

下所發想出的文化創意作品。

參、傳統文本與創意設計

「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詞很明顯的指稱這個特殊產業必須以「文

化」為先導、為基因，以期其可大可久。但文化到底要如何與產業結

合？文化應如何呈現？到目前為止，各界都還在探索的階段。劉大和的

觀點很值得提出來給各界做個參考：

許多文藝作品都具有文本互涉的特性，不管從創作或是閱聽的兩造

來說，皆是如此，因此，這也意味了要成為一個文化產業創作者，

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素養實為必要。而且多數文本互涉的方式可能

只是表露引用文本的極少部分或象徵（引用全部常顯得笨拙），作

者期待讀者能夠感受到背後文本整體的意涵，並常帶有對引用文本

做某一種特定的詮釋取向，才能體會引用文本的作者所想要表達的

9 引自文創系第十屆李怡霏的〈中國文化史專題實務心得〉。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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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為求能讓更多人欣賞創作，使用文本互涉

時，內涵不能過於「艱澀」，否則人們會因為無法體會箇中涵義而

無法欣賞作品。因此，文本互涉的使用並非毫無限制，總需適當的

剪裁與巧思。（劉大和，2012：16）

上述觀點恰與筆者所主導的「中國文化史」之作業設計不謀而合，

例如以「昭君之旅」或「解憂公主的域外征途」為創意旅遊行程設計之

案名，用現代語言重新建構西漢的外交史甚或是女性外交史，並結合地

理志與現代地理觀念進行一場跨時空的多族群多元文化之旅，甚至架設

網站而臥遊之。又如以《世本》所記之「鹽水女神」因迷戀「廩君」而

慘死的淒涼、生動愛情故事，以現代科技或舞台表演的形式傳達。再如

將《世說新語》進行改寫，以八卦雜誌的方式呈現，報導魏晉時期的即

時新聞等等，皆為理論與技術能力結合的案例。經典要能普及，必須轉

化為大眾能理解及參與的文化商品；而此轉化則有賴於美學素養、文本

改編的能力、設計能力與製作能力。通常，一位甫上大二的學生不見得

兼備上述諸能力，除了要仰賴教師的引導外，還要鼓勵學生以同儕合作

的方式，進行跨領域的交流與討論，不同學習背景的同學共同合作以完

成將文化經典轉化為創意設計的任務。

至於如何引導學生以多元多視角開闊的態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則

有賴課程進行當中的適度引導，並將之納入創新的多元評量之中，10 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相關操作方法如下：

1. 文本與現實人生
要網路世代的年輕人接近如論孟老莊等古老經典，在精神面上，必

須先鼓舞他們，啟動與天地獨往來、捨我其誰的高貴情操；在現實面上

則為其分析閱讀、寫作與口語表達之間之環環相扣，與未來就業息息相

關之職涯需求。

10 本課程的評量方式相當多元，全學年之執行項目如下：經典閱讀與整體心得寫作2,000
字、經典閱得心得分享或戲劇演出、經典閱讀重點心得摘要6則2,000字、經典文創商品企
劃書、經典文創商品設計暨展覽、紅樓夢角色與場景分析（以組為單位，另外個人繳交心

得2,000字閱讀心得）、戲說聊齋誌異（以說故事、演戲或影音製作等多元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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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執行面則考慮學習壓力，採取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經典閱讀與

分享。首先由教師指定歷代之代表經典作為閱讀素材，每一種經典均指

定5～8位同學於寒暑假期間進行精讀，並於開學第二週繳交整體閱讀心

得；緊接著展開全學期的合作學習模式，根據教學計畫於指定單元週與

同學們分享閱讀心得，並再繳交重點心得摘要6則，教師再進行補充回

饋。在時間分配的比例上，除了某些純由教師講述的單元外，由學生分

享心得的單元，其心得分享與教師之補充、講述約為1：6；但類似期

末之聊齋說故事比賽，則又以學生之表演為主、教師補充說明為輔。總

之，每一講次均需依該講次之性質進行靈活運用。11 

不管是文字書寫或口頭心得分享均鼓勵學生進行文本再詮釋，將傳

統經典與當代生活作結合，融入當代社會現象與生命經驗。此學習方式

在於以較少的壓力，於團隊合作、同儕共讀的方式下，引導學生深入探

索理解經典要義，而透過書寫與表達則能增強學生的組織、歸納與發表

能力，最後能具備獨立思考與理性價值判斷的智慧。

2. 文本與影像聯想
對新世代的孩子而言，善用優質的視聽媒體作品，極有助於讓學生

在相對較沒有壓力的情境下，開發個人的想像力。以《楚辭‧九歌》而

言，原文對年輕的大學生確實生澀難解。但只要能引導學生暫捨生僻字

辭，以具有巫性之美的繪畫作品如洪通、蘭嶼雅美族的新船下水祭典或

儺戲面具協助學生聯想，乃能體會該時代的風格與氣質。最後再輔以

《雲門‧九歌》的欣賞，除了能具體感受東君、雲中君、湘夫人與古人

的關係外，更能從司命的呢喃舞蹈中體會到生命之無常、人生之無可奈

何，而國殤之後蜿蜒的燈河則為生命帶來永恆的頌歌；至於該舞作之舞

台、燈光、服裝造形設計，則成為學生創意發想的極佳示範。類此之影

像作品值得教學者不斷挖掘以輔助教學。12

3. 文本改編與戲劇表演
鼓勵學生將傳統經典文本以現代人的語彙進行再詮釋，並以生動活

潑的戲劇演出形式傳達該經典之核心思想，啟動同學們的聯想力。這種

11  此外，創意設計之實作部分並不在課堂上進行，而是各組利用私人時間安排討論、規劃、

實作。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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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不強調經典原文之生硬的考據功夫，而是將經典揉碎，注入現代人

的新解，使傳統經典能與現代生活結合，是一種文字敘述與圖像再詮釋

的過程。

因為戲劇的演出極需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甚至需要尋找義務演

出的演員，在籌備的過程中，所有的組員基於擁有經典／題目之榮耀

感，其責任在精確傳達文本訊息以讓全班同學理解，因此，均必須精

讀、細讀並一再演練準備說明詮釋的經典內容，乃自然而然地在輕鬆愉

快的狀態中熟稔文本內容，最後透過活潑生動的演出而引發觀賞者的共

鳴。此外，也可透過錄影錄音與後製配樂的形式，達到傳播的效果。

4. 同儕互評經典文創設計成果
本課程的重頭戲在於一年一度的經典文創設計作業的執行，學生以

小組或個人方式，根據其所感興趣或已鑽研的經典進行創意商品設計並

公開展出，展出媒材完全不加以限制，不管是影音製作、平面設計、手

繪作品或手工藝均可。基本原則為鼓勵同學發揮巧思，將傳統經典之核

心精神或內容融入設計之中，並思考量產的可能。目的是希望學生能一

改對傳統經典之刻板印象，藉著有趣活潑的創意設計，賦與傳統經典時

代精神以期其可長可久。其執行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且每一個階段，教

師均扮演積極引導的角色，茲說明如下：

(1) 引導規劃階段：透過每一學年的展出，造成全系的互動與學長

姐與學弟妹之間的交流，並達到示範的功能。等到大二正式修

課的時候，教師便可以較容易地進行課程目標之解說，學生在

進行任務編組之後便能有方向地朝專題製作進行長期的發想。

(2) 研究發展階段：教師指導專題製作，從企劃寫作的細節說明到

實際案例的示範介紹，13 以及企劃書繳交之後的詳細批改與分組

約談討論，其目的是帶領每一組同學深入思考專題方式，引導

其融入經典核心思想於創意設計之中，最重要的是提醒其別犯

了誤用經典的錯誤。如106學年度有一組同學希望以《西廂記》

作為原型，設計數款歌頌愛情的筆袋、提袋等商品。經教師提

醒，崔鶯鶯實被張生所棄，以此歌頌愛情並不洽當，該組乃將

12  電影《決戰春秋》淺顯易讀，對於引導學生理解孔子的生命堅持有不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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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牽線的紅娘作為主視覺設計。

(3) 成果淬鍊階段：此階段分為二個部分：其一是進行口頭發表，

其二則進行實體展出。前者是教師角色積極介入的階段，在此

階段中，各組以簡報介紹其創作理念、創作目標、發想過程、

經費運用以及實際成果，教師乃能及早發現設計的問題，提出

改善策略。如106學年度有一組以老子道德經之「上善若水」作

為創意杯墊之發想設計，但繪製過程遇到瓶頸，乃與筆者進行

小組討論，指導其構圖佈局，最後有不錯的成果。至於實體展

出階段則多由學生自主發揮創意，每組均需根據作品特色、融

入審美經驗，進行展櫃設計以期呈現最佳之說明效果。最後的

評量方式則以競賽的方式進行，分數分為二種：其一為同學討

論出評分項目之後由同學間互評；其二為各組進行三分鐘的簡

潔介紹後，與二位以上的業界專家進行相互詰問與答辯。前者

能提升學生的參與感與榮耀感而認真為創作與展出作準備；後

者則使學生有機會聽取業界的建議，期許其進一步往商品化方

向持續發展，獲得更多的成長機會。

整體而言，傳統文本與創意設計的結合，除了能刺激學生深入文本

之外，兼能訓練時間分配管理能力、增進團隊合作的精神，使學生在未

來職場更有競爭力。以下再進一步以創作者的論述角度，提出幾個案例

作較詳細的分享：

（一）江盈靜、簡佑珊，《山海經》與兒童繪本《環原》

1. 創作發想
本書以《山海經》怪獸與人物為繪本角色，傳達環境生態的重要

性。故事發想深受《山海經的智慧》所啟發，該書提到《山海經》中所

13 本文主題不在於教材之介紹，但可利用此版面試舉數例，而此數例均為教學過程中，不時

提出與學生分享者。1. 生活美學：日本南禪寺的湯豆腐、故宮日曆。2. 創意影音：故宮國寶總
動員、蔡志忠與經典、白龍庵如意增壽堂《神藝什家將》、2009 高雄世運太極美少女范嫚紜太
極拳、電影《決戰春秋》。3. 經典意象：以郭雪湖〈南街殷賑〉作為迪化街之意象設計、朱銘
與周易。至於歷屆學生之經典文創作品多不勝舉，均可以作為學生之參考。除了本文所列舉之

外，又有如�白蛇傳御守」、以鏡花緣作為創作原型的�遇花緣」小說、重現怡紅院之建築模

型……等等。因年年舉辦展覽，故未修課者早在前一年即已在觀展中認識到此門課的特色。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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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的怪物不止有源流，有些在現代中也還看得到；而那些有多頭、腳

的，可能是基因突變所形成的。這些見解，讓創作團隊想到環境保育的

問題，乃以之為故事架構。

本書以「環原」二字作為書名，書名有還原大自然環境的樣貌，回

到初始的美好之意，而故事劇情也以回到世界未受污染以前的樣貌做為

結局。

2. 創作目標
現代人為了追求方便的生活跟舒適的環境，讓科技與工業無限擴

張，無形中也陪葬了健康的自然環境，樹林被砍伐、河川汙染以及空氣

污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同時也改變了許多動植物的生態環境，許多動

物被迫改變棲地甚至逐漸消失，但是大多數的人對這樣的情形卻都視而

不見，甚至是做著破壞生態的行為而不自知。

創作團隊基於環保意識，希望能盡一點力量，讓小朋友了解也許你

認為沒什麼的小事卻可能會對一個地方造成重大影響，所以要改變周遭

就從自己小小的改變開始做起吧！這本繪本旨在傳達上述的環保理念。

3. 角色設計與繪本內頁範例
本書的角色造型除了參考現代動物圖片外也參考《山海經》所記載

的怪物特性來編製，情節走向以具環境生態意識之啟發性內容為主（圖

1）。

故事主角「小和」是以「和平」的概念命名，主角以和平相處的態

度和善良之心，讓路上的遇難怪物在主角的拯救之下而隨行於主角，而

小和也因為它們的協助而化解各種危難（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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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環原》角色設計

圖2 小和參加學校的旅行而展開

一段奇幻之旅   

圖3 小和從車窗往外望，空氣中瀰

漫著工廠排放的廢氣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二）孫瑞君、林翊雯，《論語》大富翁

1. 創作發想
《論語》是中國的重要經典，市面上關於論語的產品多半是以書籍

的方式呈現，雖然有人以之為兒童讀經的教材，但在沉悶的學習環境之

下，學生對學習的倦怠感不斷的上升，如果能將大富翁與論語兩者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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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相信能產生更大的效益。所以本團隊開始了這套產品的構思，希

望透過遊戲進行的過程中教導孩童，並引起學習的興趣，達到親子同

樂、學習知識，帶來寓教於樂的效果。

2. 創作目標
「玩」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因此我們想藉由這樣的本能來增加孩

童的學習意願。大富翁這類的益智遊戲讓人可以在遊戲中發揮智慧、培

養耐心、訓練思考……的功能，能夠幫助孩童在遊戲中快速地成長。而

現在一般市面上實體的大富翁大致上可以分成幾種類型的主題，分別為

知名卡通故事主角、美食店家、某國家的地理特色、著名景點等等來形

成遊戲中的主要路線。不同於市面上的產品，我們是以孔子的經歷以及

與他相關的經典著作《論語》作為我們大富翁的主軸，希望達到寓教於

樂的功能。

3. 設計內容
(1) 棋子：採用孔子、顏回、子路、子貢等各具特色的人偶，繪製

出Q版造型，讓棋子的樣式不顯單調，一方面可以吸引孩童的注

意，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它獨立出來成為一款公仔（圖4）。

 孔子     顏回  子路  子貢 

圖4《論語大富翁》棋子設計

(2) 房子：選用涼亭、書院來區別層級，用一些古式建築的元素，

營造出春秋時代的街景建築，使孩童們能夠更投入遊戲中，積

極爭取房屋升級的機會（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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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論語大富翁》房屋升級設計

(3) 機會命運卡：題材內容選用論語裡的經典加以延伸、運用，並

以現代口吻說明典故其中的涵義，達到學習又不失玩樂的意

味。例如抽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人，必

須「回頭看看自己是否有做好，回到起點。」抽到「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人，因為「對女

子有刻板印象，好好反省，倒退五步。」

(4) 紙幣：選用當時的錢幣圖案作為代表，貝幣、蟻幣、布幣、刀

幣，讓孩童認識春秋戰國時代的通用貨幣，學會金錢的花費與

觀念養成（圖6）。

圖6《論語大富翁》錢幣設計

(5) 增設事件本：闡述孔子在周遊列國時發生的經歷，以增加故事

性，有如身歷其境般，感受當時孔子與弟子們周遊列國時發生

的困難與阻礙。例：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

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

(6) 地圖：以孔子周遊列國的實際路線與城邦來做為地圖的路線設

定，有別於以往的方形路線，增加困難度，並依照地理位置繪

製小插圖，讓畫面更豐富（圖7）。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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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論語大富翁》地圖

（三）張雅雯等，14《易經》占卜彈珠台

1. 創作發想
《易經》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占筮書，同時也是一部凝結著遠古先

民睿智卓識的哲學著作，它以一套符號系統來描述狀態的變易，表現

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自古以來就被稱為群經之首的《易

經》，可以堪稱是中國經書中最高深的一部學問，裡面的內容包羅萬

象，無所不容，達到高深莫測的地步。

《易經》的精華就是六十四卦，也就是宇宙間六十四個大哲理。而

我們的人生，無論性格、命運、求職、事業、競爭、朋友、夫妻、孩

子、父母、成功、失敗、逆境等等哲理，都在這六十四卦之中，都受這

六十四個哲理的指導。

本案利用大家兒時都玩過的彈珠台，結合《易經》占卜遊戲，讓小

孩到大人都能輕易接觸到《易經》，並且藉由彈珠台遊戲，打破大家對

傳統《易經》深不可測的想法。

2. 創作目標
(1) 增加大家接觸《易經》的動機：

 提高大家閱讀接觸《易經》這本經學之首的動機，藉由彈珠台

14 參與這個專題製作的同學有張雅雯、陳若珈、劉孟婷、黃彥慈、蕭人傑，發想人為張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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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戲設計，讓民眾可以簡易的操作，省去傳統擲骰子的繁瑣

動作，更能快速的得到其卦名，並且增加趣味性。

(2)  誘使玩家翻閱經典：

 大部分人們對於《易經》的印象僅止於占卜用書，卻不知道其

內容影響遍及哲學、宗教、醫學、天文、算數、文學、藝術、

軍事等方面。本設計透過彈珠台遊戲彈珠的掉落位置得知卦

名，但「解卦」必須靠玩家進一步翻閱《易經》，才能取得該

卦詞的含意以及所要占卜事情的可能解釋，這正是推動大家閱

讀《易經》之趣味與動力所在。

(3)  提升閱讀《易經》的年齡層：

 彈珠台是每個人童年的回憶，所以藉由這個遊戲，小孩可以從

中了解到《易經》的奧妙，雖然不是深刻的體悟，但是可以從

小培養《易經》所教導的人生哲學，老年人透過小時候的兒時

遊戲，不僅回味兒時記憶，更可以藉由豐富的人生經驗累積，

探討《易經》的寓意，並能解卦說明其意義。

(4) 親子同樂

 彈珠台遊戲不僅可以使小孩玩樂，大人也可以陪伴進行，能有

效促進親子感情，如是三代同堂的話，更可以藉由年長者的豐

富經驗和知識累積，傳遞占卜後其所寓含的解釋。

3. 彈珠台玩法
一般所謂的「八卦」，是由三爻所組成的八個基本卦，又稱「經

卦」，亦即：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構成易經主要內容的六十四卦，則是由這八

個經卦兩兩相重所組成的六爻卦。易經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所

以全部加起來是三百八十四爻，所代表的是人生的三百八十四個位置。

彈珠台的設計，利用機率方式，彈珠選擇掉落的位置各有陰陽兩方

向，經過六次選擇路線，便知其每一爻是陰是陽，易經裡的六爻便馬上

出來，而其掉落的位置即是卦名，簡單來說和我們所熟知的彈珠台玩法

一樣，只是多了更多動向（圖8～11）。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50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2-2

圖9 易經彈珠台以加減

符號象徵陰陽 

圖8 易經彈珠台展

場設計

圖10 參觀同學回餽

圖11 易經卦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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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惠瑜，《金剛經》疊疊樂

1. 創作發想
金剛經主要講述大乘佛教的空性與慈悲精神，儘管經文篇幅短小，

其文字結構仍然晦澀複雜，必須躬親體驗才能感悟，難以透過文字和簡

單邏輯推理而得。

本專題依金剛經內文所要傳達的涵義，藉由文創產品設計的概念，

以趣味性的益智積木疊疊樂呈現，給人一種輕鬆且具意涵的方式，來達

到更貼近生活化並淺顯易懂的功效。

2. 創作目標
依據金剛經所要傳達的意涵為主軸，帶出無「過去之心、現在之

心、未來之心」的道理，以及「我相即是非相」的具有可辯證性。

擺脫經文給人的厚重感，進而了解其精義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在接觸此積木疊疊樂的同時，希望能夠讓人體驗到如果人生如同積木

般層層堆疊，那麼不管面對任何人、事、物，均應「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才能使我們人生的積木即使有空隙仍然能屹立不搖。

3. 遊戲方法
(1) 遊戲人數限制：1 至 4人。

(2) 整組積木部分會先標有對於每個人都重要的款項＜甲＞，例如家

人、朋友、健康等；其餘無標示的積木，由玩家自行標上（附標

籤貼紙）個人所重視的人生項目＜乙＞。

(3) 標籤盡可能增加項目，可以有沒有標籤、不具任何意義的積木＜

丙＞。

(4) 完成標籤後將所有積木隨機堆疊起來。

(5) 以擲骰子或轉盤的方式決定先後抽取積木的順序。

(6) 規則：＜甲＞不可抽取，＜乙＞抽取後要往上依列放置，＜丙＞

可往上放置也可用來填補空缺。

(7) 遊戲進行中只能用單手，以積木堆不傾倒為原則。

(8) 直至積木堆傾倒遊戲才得以結束，勝者為最後成功抽取的人。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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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遊戲規則的設計原因：

(1) 遊戲中的積木把所有在我們人生中重視的項目堆疊一起，表示不

分過去、現在、未來。

(2) ＜甲＞（家人、朋友、健康等）是人生中不可捨棄也不可動搖

的。

(3) ＜乙＞可以隨緣更換位置，代表不對任何事物過度執著，一切有

為法如露亦如電，不宜用任何具象的形式去解釋或定義。

(4) ＜丙＞則是傳達了一種空性，用以穿插空隙，說明我們若是善加

運用，可以增添寬心也能輔助支撐起人生的主幹。

本設計藉由遊戲的過程，讓人進一步思考自我人生項目的取捨，面

對那些一開始自己認為重要的事物以及他人的項目，都可以捨去分別

心，以大自在的態度看待。若成功向上堆疊不使積木傾倒意同「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那麼選擇取捨的方式即為「彼岸之法無定有法」。

能夠持以無過去、現在、未來之心，無分別心，不站在任何立場，

達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才有可能達到所謂的智慧彼岸成為遊戲中

的贏家（圖12、13）。

圖12 金剛經疊疊樂製作過程 圖13 金剛經疊疊樂展場設計

文創科系的學生有相當的特殊性，他既不是中文系、歷史系，也不

是純脆的設計科系；其生員既有設計類學生，也有應用外語類與商業管

理類之毫無視覺美感經驗的學生。作為一名科技大學文創系所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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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個人的本業要照顧之外，更必須跨足到藝術領域、設計領域，

儘管不見得能拿筆作畫、利用設計軟體繪圖排版，但在一件又一件的專

案執行經驗的培養之下，自然而然養成視覺美感的判斷力，非如此，就

不能在學生遇到創作瓶頸的時候，適時地指引方向或提供資源，鼓勵其

再朝下一步邁進。筆者在此領域中已養成隨時隨地蒐集形形色色的的創

意作品之習慣，而這些作品則成為學生們創意發想的參考資料，再加上

「中國文化史」十年的累積，這一門課程已儼然成為同學挑戰突破自我

的傳統，唯教師則必須不斷承擔學生在飽受功課壓力下的罵名而面不改

色。 

肆、結論

任何國家的創意產業都是建立在傳統知識的基礎上，而這些傳統知

識存在於其創意表達的獨特形式之中，即屬於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特有的

遺產，例如：歌曲、舞蹈、詩歌、故事、圖像和符號等。這些知識可以

不斷的被重新詮釋、調整和適應新的形式。人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獲

得，從廣泛各異的創意表現中吸取豐富的文化資源（林炎旦，2011）。

以上所舉的文化創意設計的案例，是一種植基於文化共用（cultural 

commons）概念下的設計，15 同時兼具文化體驗的特色，企圖將將消費

群眾從文化資訊的被動接受者變成文化內容的創作者；其優點是，生產

者和消費者不僅只有互動，而且可以藉由知識、專有技術與技能的體驗

和交換進行共同創作（林炎旦，2011）。

此外，基於後工業年代的大眾消費社會特色，商品之「符號價值」

往往勝於「使用價值」，消費者會以「商品符號」在「自我想像傳記」

中的位置來決定消費與否，因此，這些遊戲式的創意設計很容易地透過

其文化符碼而與顧客己身的生命史構成「意義的關聯」，此皆能在無形

中增進其商品的競爭力（詹偉雄，2011）。符號、象徵、價值、情感、

15 當一群人有某些一致性事物時，就是所謂的文化共用（cultural commons），例如語言、風
俗（customs）、風格（styles）、禮儀（rites）和傳統（tradition）都是。在這種意義上，
文化共用是指存在於時空當中、有形或無形的、由具有社會凝聚力的社群（social cohesive 
community）所共用的文化（林炎旦，2011）。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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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與美感等元素，已不再只是行銷的口號，而貨真價實地成為打造產

品與品牌競爭力的內涵（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

我深深的期盼臺灣的教育能夠結合中國與臺灣文化，以前者之雋永

豐富加上臺灣特有的活潑開放、勇於冒險探索及永不間斷的自我批判精

神，必能開發出各種可能的道路，而文化之深耕與必要的創新乃有可

能。如果創意只是為了譁眾取寵引起短暫的注目，如果創意只是為了不

一樣而不一樣卻不深思品質與內涵，則所謂「創意」終究只能成為浮光

掠影不留痕跡的文化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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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國文化史課程大綱

中國文化史――暑假報告與課程計畫（說明）

1.  1041開學後第二週繳交閱讀心得一篇，2000字。（不含紅樓夢）

 重修者於第18週繳交《紅樓夢》閱讀心得1000字。

 ※閱讀心得寫作注意事項：

(1) 針對「閱讀過程的心境、閱讀內容與你個人的觀念有何契合或衝

突之處？」撰寫。

(2) 文章結構要完整，除了前言、結論必備外，請儘量設計章節、段

落、小標題。

(3) 參考他人著作要在當頁下方詳細注明出處：

 A. 專書寫法：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頁碼。

 B. 期刊寫法：作者，〈篇名〉，《刊物名》（卷：期），出

版年、月，頁碼。

 C. 網頁資料請注明網址、下載日期。

2. 原文重點摘要兼評述6張，於上台報告前繳交。（一則一張，B5以

上，共6則，總字數不得低於2000字。要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想

法，引用他人的論述一定要注解清楚。）

3. 上台報告準備事宜：(1) 請彼此事先議妥報告內容，不可重覆！每位

報告者均必須將欲報告之原文摘錄列印下來發給全班同學或以PPT形

式清楚告知，以便同學參考閱讀。(2) 簡報文字至少要26級以上、不

得過小。(3) 注意活潑性與流暢度。

4. 詩經組可以以聯合舉辦當代臺灣流行歌曲之演唱會（臺灣有很多閩南

語詩很優美且有譜曲！）以取代課堂報告（重點摘要一樣要交），詳

情請見課程計畫表。人力不足請自行求助！協助者另行加分。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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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只上網看翻譯、不讀原文！會導致考試看不懂原文，無法作

答。

 座號 閱讀書籍 閱讀範圍

全班、 《紅樓夢》 1-41回

重修者  每組提一個講述主題，第18週繳

   交，下學期第一週各組講述時間

   10分鐘。建議題目：大觀園譜系

   表、大觀園平面圖、中國庭臺樓

   閣介紹、人物評論…

01-08 《老子》建議三民書局出版 全文

09-15 《金剛經》建議蔡志忠《漫 全文

  畫金剛經》 

16-27 《世說新語》建議三民書局 任誕篇（16-21）、賢媛篇（22-

  出版 27）

28-34 《莊子》建議三民書局出版 逍遙遊（28-31）、齊物論（32-

   35）

35-43 《論語》建議潘重規著 全文

44-48 《詩經欣賞與研究》建議糜 風、雅各10首（自選）

  文開、斐普賢著 

49-57 《唐人傳奇》可參考汪辟疆 15個故事（自選）+元雜劇〈竇娥

  著 冤〉（指定）

※說明：1. 評量標準：
 （1）原班生：準時到課、準時報告與繳交作業、上課表現、考試。
 （2）重修者：不缺曠遲到、每週上課心得300字、18週繳交《紅樓夢》心得1000

字、考試為主。

2. 報告類型：
 （1）1041：以經典閱讀為主，並配合課程進行閱讀心得分享（個別報告、每人

三則為限、不得與他人重覆）或以3人為單位，設計能融入經典內容之戲劇
演出。期末繳交以中國文化史經典為創意元素且能與就業選修等技術領域

結合的各類產品專題企劃書。

 （2）1042：分組進行以文化經典為創意元素之文創商品設計或戲劇表演，作為
期中考成績。平時成績以配合課程之閱讀要求以及心得報告為主。期末考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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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四文二甲中國文化史教學計畫

 週次 主講 主題 準備成員
 一 山海經與鏡花緣 建議書目：魔幻小說《山海經密
   碼》，中時。
 二 山海經與鏡花緣 全班繳交2000字暑期讀書心得。
 三 詩經與左傳所反映的 ＊詩經組講述。
  兩性關係 ＊或該組成員以籌畫演唱會方式呈
    現。演唱會的主題以能陳述臺灣
    人的生活為主，如愛情、工作…
    …。可以自己唱也可以請人唱，
   活動時間以半小時為限。
 四 楚辭〈九歌〉的巫性美學 林懷民〈九歌〉。
   全班閱讀楚辭〈九歌〉，請自行下
   載講義。
 五 楚辭〈九歌〉的巫性美學 ＊詩經組演唱會
 六 中國人的聖經――論語 ＊繳交〈九歌〉心得。
    請自改編內容、美術設計、音樂
    表現、舞台設計、角色造形……
    等等形式與內涵的問題進行撰寫。
   ＊論語組：論語思想在現實生活中
    的運用。
 七 中國人的聖經――論語 
 八 老子的美學思想 ＊老子組：老子思想在現實生活中
    的運用。
 九 期中考筆試：9:00考試
 十 莊子〈逍遙遊〉〈齊物論〉 ＊莊子組：莊子的人生哲學。
  的道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 
 十一 同上 
 十二 魏晉風流與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組講述。
   金剛經組先閱《心經》並參系圖
   《金剛經》注解或自備蔡志忠。
 十三 快雪時晴之書、茶與酒香  ＊金剛經組報告。
  ＊企劃書寫作注意事項
 十四 佛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十五 同上 
 十六 唐宋傳奇的異想世界 ＊唐傳奇、元雜劇組報告(至少要
    有1人報告〈竇娥冤〉，請自行
    協調。
  繳交專題企劃書 ※報告內容務求精簡，不可唸文章
  繳交紅樓夢主題綱要 而致時間浪費！
 十七 同上 
 十八 期末考 討論專題企劃與紅樓夢主題。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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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下學期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專校 學制: □研究所■四技 
□二技 □二專

第一部份

科目名稱：中國文化史專題實務

課程資料： 
 （一）開課學校系所：文化創意事業系

 （二）授課教師姓名：

 （三）授課教師學歷： 
 （四）授課教師現職：專任副教授、兼任助理教授

 （五）授課教師經歷：

 （六）聯絡方式：04-23924505-8907
課程介紹： 
（一）教學目標：

 1. 自中國歷代經典引導學生取得文化創意元素
 2. 練習說一個好故事
（二）授課時數：2
（三）學分數：2
（四）評量方式：出席率10%、小組報告20%、專題成果報告

30%、專題佈展表現10%、期末心得報告2000字（含創作論
述圖文）。

（五）教學對象：一般學生

（六）先備知識：歷史與文化

授課方式： 講授／討論與發表
學習經營計畫： 
（一） 討論方式：每週安排一組5位同學針對個人研讀經典進行個

人心得報告。

（二） 作業繳交方式：專題成果報告與展出、期末心得2000字。
（三） 線上參考資訊：
（四）補充教材：中國歷代經典名著。

（五） 推薦書目：劉再復，《紅樓夢悟》。張淑香，《元雜劇裡的
婚姻與社會》。

其他說明：（學生上課所需最低硬體需求或需額外安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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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系

核心能力

檢核指標

關聯

第二部份

開課年級 二 開課學期 1052 預修課程 歷史與文化   
                                                 
       學分數科目名稱 中國文化史專題實務  必                2／2                                       學時數 
授課教師 
 （0）0.一般課程、1.智慧財產權、2.性別平等、3.融滲式服
優質課程 務學習課程、4.創新、創意課程、5.綠色課程（環境教育或
 永續發展教育相關課程）、6.工作（職場）倫理課程。
課程與校
 ■表達溝通能力 ■創意創新能力 ■關懷服務能力
核心能力
 ■思考推理能力 ■專業實務能力 ■宏觀視野能力
關聯
 （於關聯能力處勾選，可複選）

課程與系 ■基本技術能力 ■跨領域學習能力 ■多元價值認知能力
核心能力 ■職場倫理與溝通能力 ■文創設計能力 ■文創行銷能力
關聯 （於關聯能力處勾選，可複選）

          系核心能力       系核心能力指標
  ■具備文書資訊的處理能力

 ■基本技術能力 □具備數位影音的基本能力

  ■具備文創設計的基本能力

  ■具備多元知識整合與創意思考能力

 ■跨領域學習能力 ■具備設計行銷整合能力

  ■具備資源整合運用能力

  ■具備對文化差異的尊重與認同

  □具備對文創產品智慧財產權的認知
 ■多元價值認知能力
      與尊重
  □具備交流學習的國際移動力

  ■具備清晰口語表達能力

 ■職場倫理與溝通能力 ■具備人際溝通協調能力
  ■具備應對進退之職場禮儀

  ■具備平面及產品設計能力

 ■文創設計能力 □具備多媒體影音設計能力

  ■具備文創產品開發設計能力

  ■具備文創產品行銷企劃能力

 ■文創行銷能力 □具備成本預算管控與資源配置的能力

  □具備產品行銷整合及通路拓展的能力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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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科 書 自編教材

參 考 書 劉再復，《紅樓夢悟》。張淑香，《元雜劇裡的婚姻與社

會》。

評量方式 出席（30%）作業（20%）期中報告（25%）期末報告

 （25%）

 課程摘要  教學單元

 本課程的主要目標在帶領學生進  一、解讀紅樓夢

 入中國歷代經典寶藏，以中國文 二、明清小說與社會

內容綱要 學、哲學、藝術思想啟發學生的 三、中國的生命科學

 人格發展，並引導學生自研讀中 四、中國的建築

 發現文化創意思考元素，累積文 

 創產業之基礎理論知識。 

Year of 1052 Syllabus(four-year program)

    Pre-taking Chinese History
Year       2 Semester ■Fall
     Course

    Ｖ Required  Credit   
Cours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2/2
    □ Optional                    Hour

Instructor 

Textbook One compile teaching material

 劉再復，《紅樓夢悟》。張淑香，《元雜劇裡的婚姻與社
Reference
 會》。

 Participation(30%) Homework(20%) Mid-term(25%) Final
Scoring
  exam(25%)

 1. Leads the student to enter the  1. Explains Hong Lou Meng

  Chinese all previous dynasties  2.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yllabus  classical buried treasure.  novel and society

 2. Guides the student to discover  3. China's life sciences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ponder  4. China's construction

  element from reading.

內容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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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課程進度與內容
（授課進度表）

 週次 主講   教 學 與 作 業 進 度  備註 
 1  集文史哲大成於一爐的紅樓夢1 
 2  集文史哲大成於一爐的紅樓夢2 
 3  集文史哲大成於一爐的紅樓夢3 請準備《紅樓夢》原文
   集文史哲大成於一爐的紅樓夢4 4   書寫1-4週聽課心得 
 5  三言兩拍與明清社會1 繳交1-4週聽課心得
 6  三言兩拍與明清社會2 
 7  三言兩拍與明清社會3 
 8  期中考／繳交完整的專題成果報告PPT 
 9  專題成果報告（一） 
 10  專題成果報告（二） 
 11  專題成果報告（三）

 
 12  中國文化史專題成果展：
   1. 請TA製作評分表。
   2. 由各組自行佈展，於週三以前佈展完畢。（繪畫類作品，不論手

繪或電繪均需裝框上牆再搭配成品，攝影類亦同。表演類作品要
有創作論述、道具展示、演出錄影。)

   3. 注意各組展區之製作團隊標示要清楚。
13  西遊記的創作異想世界1 
14  西遊記的創作異想世界2 書寫13-14週聽課心得
15  明清小說與社會――以聊齋為例1 
16  明清小說與社會――以聊齋為例2

17  彈性週／中國人的人物品評標準 
18  期末考／繳交專題成果報告書光碟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報告注意事項：
1. 第八週繳交完整的報告

PPT，由TA匯集製表並
估算所需時間，必要時
進行調整。 

2. 報告時間原則：每組15
分鐘、個人7分鐘。

3. 注意：除非更改企劃書
（更改企劃書者必須在
開學第二週提出），否
則均需依企劃書之內容
執行。

＊以3人為一組，全班講
〈聊齋〉比賽。（可以
以影片呈現，但請注意
影像品質與配樂）
＊請TA協助登記分配故事
給每一組，或者請每一
組決定好故事向安庭登
記並列表給游、陳二師。

成果報告書之寫作格式請
見教學網頁，每組均需附
上展場照片、作品圖檔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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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寫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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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世說新語》與八卦雜誌《流藝謦》封
面、目錄與內文範例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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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聊齋誌異》之〈青蛙神〉影音檔

圖1. 青蛙神主動求親                  圖2.薛昆生的爸爸不敢與青蛙神結親

圖3. 薛昆生與十娘結婚後全家上
下都是青蛙         

圖4. 薛昆生與十娘小兩口經常發
生口角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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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經典文創商品設計比賽簡章

中國經典文創商品設計比賽

 活動簡章

一、比賽宗旨：

 根據中國經典文學之內容，發揮創意設計相關文創商品。

二、參賽資格：

三、主辦單位：

 北鉅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四、協辦單位：

五、活動日期： 
 送件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5年5月12日止。
六、得獎名單公布時間：

 105年5月17日（星期三）
七、報名方式：

 請將作品企劃書寄至 mournlee@gmail.com 信箱，並註明為「中國
經典文創商品設計比賽」參賽作品，隨信附上參賽者之班級、姓名

與聯絡方式。

聯絡人：0921-118-503李小姐／04-23924505分機8907性別與藝術研
究室。

八、設計主題：中國經典文創商品設計

九、作品表現方式：

 1. 參賽者作品創作表現之媒材、形式不拘，可使用電腦繪圖（軟體
不拘）或手繪形式呈現，但須呈現實體，不得僅以圖畫模擬。

 2. 參賽者必須參加5月11日之作品展與發表會，否則失去參賽資
格。

十、作品規格：

 手繪、手工創作、電腦繪圖、材質模擬均可，皆需繳交實體作品。

十一、評分標準

 作品完整度：50% 
 展場設計（含呈現方式與燈光調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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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展品介紹內容：20%
十二、評審委員

 邀請文化創意事業系游惠遠老師、陳志昌老師、聖堂數位設計公

司詹介珉總監進行公開評審作業。 
十三、獎勵方式：（19名）
 第一名：1名 禮卷1000元
 第二名：1名 禮卷500元
 第三名：1名 禮卷300元
 佳作：10名  禮卷200元
 特別獎：6名 禮卷200元

歷史凝視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文化史之教學為例



70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2-2

左：各組佈展、展場燈光調整 右：《鏡花緣》文具套組展場

文創經典商品設計比賽評圖現場

附錄六、經典文創商品設計展評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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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教學回饋示意



72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2-2

The Historical Gaze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Using Lectures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s an Example

Hui-yuan Yu*

Abstract

This work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ctur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course design and educational spirit. Teachers apply traditional 

canons to guide students to transform their creativity and enrich their 

thoughts while students are instructed to brainstorm the design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classic elements. These relationships help students 

accumulate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creating work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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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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