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名稱

用部落格記錄自己的城市學習觀察Google Blogger

課程屬性 資訊與傳播

課程編號 1061-1061I03

授課老師 陳瑜芳
最高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相關學經歷/ 【學經歷專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地方根經濟(DeepEconomy)在地特色經濟模式研究
●MIC產業顧問學院講師證書
●MIC產業顧問學院策略分析師證書
●台灣品牌交流協會全方位品牌行銷經理人證書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全國創新創業種子師資證書
●2021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講師教學模組課程暨教學演示講師證書
●2021台南社區大學遠距教學超前部署種子講師
●2020台南社區大學遠距教學超前部署種子講師
●2022【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微電影與網
路行銷班專家會議
●2021【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後疫情時代的直播行銷學」】－數位
課程內容專家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網路行銷實
戰班專家會議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數位設計班(
網頁設計&網路工程)專家會議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數位設計班(
網頁設計&網路工程)專家會議
●2017【嘉南藥理大學那一年@CNU】微電影競賽評審委員
●2016臺南市【新市政中心開放決策城鄉論壇】主持紀錄工作團隊
●2015勞動署雲嘉南分署社會企業創新競賽，參賽隊伍【#耍吉團】得獎佳作
●中華民國華語導遊人員證照
●102-111年度台南市政府米其林城市散步路線導覽老師
●111年度台南市美術館導覽志工
●109年度中西區在地導覽員【在地人說在地故事】
【台南社區大學資訊與傳播學程講師】
●台南社區大學【NFT非同質化代幣連結未來生活的想像力－次世代網路新思維
】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跟著KOL走街區】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自媒體手機應用動靜皆美的人事物】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手機記錄生活的攝影美學】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獎勵使用者的社群網絡－取得秘銀幣】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獎勵使用者的社群網絡取得秘銀幣】
●台南社區大學【台南社大跨媒體社群小編】
●台南社區大學【輕鬆直播玩轉自媒體】
●台南社區大學【帶者手機戶外拍－走出戶外培養手機攝影的生活美學】

●台南社區大學【無所不在的手機應用－Google生活的應用在手機實現】
●台南社區大學【無所不在的手機應用－徹底了解手機這部小型電腦】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指印畫也會說話篇】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我的大頭貼篇】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台南美食篇】
●台南社區大學【Facebook直播節目製作－製播專屬自媒體】
●台南社區大學【用Gimp來處理影像大小事－社群圖文與角色創作都可以】
●台南社區大學【小企業的大人氣－製作自己的網路自媒體(WeMedia)】
●台南社區大學【Google Blogger－用部落格記錄自己的城市學習觀察】
●台南社區大學【Google雲端工具應用－記錄我的城市學習】
●台南社區大學【平板共學數位化家鄉記錄史】
【勞動署雲嘉南分署】
●2022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1-1網路行銷設計與微電影創作(職前班)】
●2022社團法人台灣創造活動發展協會【創意會展活動企劃佈置視覺設計班(職
前班)】
●202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技藝推廣協會【手繪式自媒體行銷圖文動畫實務
班(產投班)】
●2022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團購社群經營行銷班(產投班)】
●2022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微電商數位行銷與KOL實戰養成班】
●2022德鍵職業訓練中心【美編軟體繪圖班 (職前班)】
●2021德鍵職業訓練中心【行銷4.0與市場發展趨勢 (職前班)】
●110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網路上的大數據趨勢分析】
●110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費米推論新品市場與行銷策略】
●110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網路行銷與網頁維護】
●110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自媒體短影音快製技巧與演練】
●2021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outh
Salon中山工商【職場變化與就業趨勢(講座)】
●2021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outh
Salon三民高中【職場變化與就業趨勢(講座)】
●2021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全方位品牌網站經營班(產投班)】
●2021崑山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電商行銷與媒體製作實務班(產投班)】
●2021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一頁式購物電商實務班(產投班)】
●2021崑山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電商行銷應用YouTube頻道經營實務班(產投班)
】
●2021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全方位網路行銷實戰班】
●2021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數位行銷實戰人才班】
●2021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電商導購媒體設計實務(產投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2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德鍵職業訓練中心【電商廣告投放培訓班(職前班)】
●2020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手機拍攝商品影片製作實務班(產投班)】

●109年度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全方位數位行銷實戰人才專班】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手機拍攝行銷商品媒體製作】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品牌行銷與募捐者經營】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創意文案寫作技巧】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網路行銷平台介紹與應用】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創意思考與應用】
●2020台灣產業職能發展協會【網路行銷實戰班(iCAP職能)】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Instagram動態影片實務與行銷班(產投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2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19德鍵職業訓練中心【青年專班美編視覺設計班(iCAP職能)】
●2019德鍵職業訓練中心【小編行銷企劃暨素材設計培訓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Facebook粉絲團整合行銷網路經營分享】
●2019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8-2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9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8-1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手機拍攝行銷商品_拍攝吸睛商品自己
來】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LINE@生活圈行銷媒體製作_點讚力轉換
成購買力】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Facebook直播節目製作_直播節目設計與直播
互動】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社群網路影片編輯軟體_自媒體的編輯
與發佈】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平台購物廣告設計_免費軟體設計優質的商
品廣告】
●2018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7-2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8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7-3社群行銷暨多媒體影音製作班(職前
班)】
●2018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7-1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8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7-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8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7-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7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6-3網路行銷實務(在職班)】
●2017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6-3社群行銷暨多媒體影音製作班(職前
班)】
●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青年就業讚【CG微電影製作專班】
●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文創影片採訪後製】
【中小企業行銷實戰】
●2022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戰勝消費心理的社群行銷技巧】

●2022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數位電商轉型業績開拓實務班】
●2021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雕皮達意創作皮雕工作坊】
●2021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蝸牛手作坊】
●2021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OWL創意手作坊】
●2020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自我品牌創立】講座
●2020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社群平台行銷】講座
●2020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滿埶藝術能量字畫坊】
●2020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9號鉤坊】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呂梯無患子天然手手皂】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愛寶倪皮革創意手工坊】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艾布布-布的魔法師】
●2019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企業製播微課超簡單】
●2019得升企業有限公司【網路行銷|SEO優化|企業轉型】
●2019得升企業有限公司【WordPresss網站架構流程】
●2019輕鬆購善化/安順有限公司【Line@生活圈大解構】
●2019辛辛納提企業有限公司【實戰動態燈廣告特效製作】
●2018台南安平劍獅埕【實戰社群平台人氣行銷課程】
●2018富樂夢股份有限公司【富樂夢品牌形象實戰社群平台】
【單位委訓與演講經驗】
●2022台南市旅遊公會【數位行銷術實務操作班】
●2022嘉南藥理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數位內容媒體設計】
●2022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直播節目企劃與直播實務】業師課程
●2021台南市鹽水圖書館【數位學堂LINE拍貼製作】
●2021台南市裕文圖書館【提升英語力－台南美食瘋英文】
●2021台南市裕文圖書館【提升英語力－如何表達關於美食句子應用】
●2021台南市裕文圖書館【提升英語力－說一段美食的小故事】
●2021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英語繪本與動畫製作】業師課程
●2021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職場新鮮人面試技巧與履歷撰寫】工作
坊
●2020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手機創作音樂微電影風格業師課程】
●2020台南市立總圖【創E工具新生活e起來學google】
●2020中西區圖書館/成功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回耍赤嵌城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忠義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武德殿劍道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進學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大南門偶戲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協進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五條港童工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永福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關帝殿陣頭動畫設計】
●2020臺南巿善化區圖書館【數位行銷一指通－小編是如何做行銷圖文】
●2020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網購支付嗶經濟】
●2020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逐格動畫輕鬆玩】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手機問答遊戲設計】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用手機使用Google搜尋】
●2020臺南市安平圖書館【蝦米！手機也能剪接影片】
●2020臺南市裕文圖書館【Play Kahoot!手機益智問答遊戲設計】

●2020臺南市裕文圖書館【LINE Camera風格海報設計】
●2020臺南市安定圖書館【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19嘉南藥理大學【手機攝影與教學成長社群_2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攝影學】
●2019嘉南藥理大學【手機攝影與教學成長社群_1手機攝影技巧】
●2019雲林大埤仁和國小【平板原創動畫影片製作】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原創LINE貼圖 (靜態與動態貼圖實作上架)】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手機實作文創風格產品行銷圖文】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文創角色繪製與海報製作】
●2019台南市永康圖書館【LINE原創貼圖與後台上架審核】
●2019台南市永康區社會福利中心【自媒體編輯應用】
●2019台南市歸仁圖書館【讓自己變成LINE貼圖的主角】
●2019台南市立圖書館總館【平板輕鬆學－圖書館也有數位平板】
●2019家扶基金會北台南家扶中心【自媒體編輯與節目錄影實作】
●2019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直播教學範例與直播技巧】業師課程
●2019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一張貼圖勝過千言萬語－LINE貼圖創意發想】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常用google速成班(手機雲端行動
辦公室)】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與琪花瑤草的相遇(古蹟導覽與手
機APP認識戶外植物)】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萌萌噠之我家也有大明星(手機AP
P攝影與後製)】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微電影自造(手機APP影片與後製)
】
●2019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未來科技趨勢與嶄新經濟模式】業師課程
●2019台南市立總圖書館【數位FUN生活— 數位好好玩】
●2019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SHOW TIME我的數位生活_讓我們「LINE」在一起】
●2018台南市南區鹽埕圖書館【數位生活E起學│Google
Blogger手機無所不在的寫作】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Google
Blogger_手機無所不在的寫作】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Line Camera應用教學】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Line原創貼圖】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快樂學習Line問候圖】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前進大學：輕鬆搞定備審資料】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互動媒體電子書製作班】
●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數位多媒體業師學程】
●看西街教會導覽人員培訓【導覽實務與解說技巧】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品牌形象商業創意設計實務班】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Q版形象人物創意設計實務班】
●嘉南藥理大學【數位多媒體業師學程】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新媒體與電影行銷應用】課程
●台南高工【Gimp影像處理實務應用教師研習】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Gimp影像處理實務應用】
●台南高工【高三前進大學:大學簡報實務講座】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業師學程】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Acrobat PDF文件處理應用】
●產業人才培訓專班【Line@社群行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網路行銷業師學程】
●台南高工教師研習課程【PowerPoint 2016簡報應用】
●台南高工教師研習課程【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Google雲端工具應用實務班】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業師學程】
●台南政大書城【來一趟在地小旅行，聽社區說故事】社區觀察學習分享
●台南市議會【影像處理應用與海報設計實務】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視覺化媒體簡報製作應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YouTube平台影片處理與上傳】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自由軟體應用】
●南區氣象中心【平板APP應用】
●南區國稅局【Google 平台應用】
●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電子書媒體應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典藏媒體應用】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簡報設計與影像資源應用】
●南區健保局多媒體課程【雲端影片編輯平台應用】
●台南大學【平面設計軟體應用課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英文繪本電子書媒體應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雲端數位內容業師學程】
●南台科技大學【網路創業行銷課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簡報多媒體設計課程】
【樂齡自主學習活動設計】
●2022嘉義市橘世代生涯發展中心【銀采達人師資培訓自媒體應用】
●2020臺南市安平圖書館【阿公阿嬤E起來學會用Google小工具讓生活更便利】
●2020臺南市永康圖書館【高年級網紅直播主】
●2020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20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LINE在樂齡家族設計美美問候圖】
●2020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e學堂(問卷調查表－Google表單實作)】
●2020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e學堂(手機設計線上遊戲－Kahoot大家來搶答)】
●2019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好時光(手機檔案管理)】
●2019台南市鹽埕圖書館【樂齡好時光(手機檔案管理)】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樂齡Facebook直播】
●2019台南市市立總圖書館【一起LINE一下_樂齡智慧手機LINE通訊軟體應用】
●2018慈聯社福基金會【手機媒體生活應用班】
●2017台南市私立南中扶社會福利基金會【銀髮手機取材、app下載、分享】實
作課程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長輩電腦入門學習與
應用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長輩創業與網路經營
準備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手持裝置學習與應用
●2019台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發展協會
●2018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7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二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7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二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活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計劃帶領人證書
現職/ 于淓數位微課 | 台南社區大學資訊與傳播學程講師 |
勞動部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講師 | TWETK 訓練通講師 | 台南軟體資訊協會講師 |
台灣創造活動發展協會講師 | 英格廣告公司行銷企劃 |
CountryPlay在地體驗小旅行

上課時間 每週二上午09:00-11:50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17年03月07日（星期二）
課程理念

關於這一門課：
1.為什麼想開這門課？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
大台南市目前進行推廣4G智慧城市應用，未來對於手持裝置應用將融入於大家的生活中。手持
裝置是目前大家隨身攜帶的記錄工具，不管拍攝相片或影片都可以輕易取得，因此學習雲端工具
的應用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不過像Google雲端工具會因大家的使用裝置不同，產生不同的介
面。例如不同的作業系統，不同的手機、平板、電腦，會產生略具不同的操作方式，但老師卻覺
得使用電腦應該是一種習慣與熟悉度，常用就會變得很厲害。而在不同雲端工具，可能是使用文
字、圖片或者是影片作為儲存及分享，那這些素材該從那裏來？該上傳上去的是什麼內容呢？老
師覺得就是應該從自己最熟悉的城市，以及用自己最喜愛的旅遊記錄開始吧！

2.修此門課需具備什麼條件？
1.本次上課課程內容有四堂課需進行戶外手機攝影的活動，以蒐集自己的素材。
2.修此門課必須準備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工具。室內課將進行製作記錄我的城市觀察學習的部落格
。
3.歡迎對於想開始做雲端工具記錄及高齡長輩增加數位學習應用者報名參加。
4.戶外活動交通請自理，原地集合與解散。

3.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
本次課程目標是希望學員能從觀察城市入門，從中培養自己觀察以及蒐集素材記錄。老師將帶領
同學認識景點特色與人文采風，透過每次不同戶外活動的地點，重新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拍照及攝
影，再以自己所要呈現的內容，以文字敘述的方式搭配媒體介紹，讓大家透過雲端工具Google
Blogger在網路上分享。同時學習觀點建立、資料採集與數位平台應用。

4.如何取得學分？（評量方式）
1.課程參與60%
2.平台建置30%
3.上課分享10%

招生人數|

20 人（若非課程特殊需求，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

學分收費|

2 學分 2000 元（12 週課程/一次上課 3 小時）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2017-04-25
上午09:00～11:50

認識自己的學習
工具與課程目標

電腦其實只是一種工具，如果自己並不知道要完成什麼樣的目
標，那電腦技能還是沒有幫上您的忙。而且通常在課程結束，
往往學員會因為沒有機會用，不知道該做什麼，以及並沒有上
課所使用的軟體而前功盡棄。所以我們希望學員一定要先清楚
自己的工具，要完成的是什麼工作，老師會帶大家將所需要的
工具及帳號都準備好。

2

2017-05-02
上午09:00～11:50

Google雲端硬碟檔
案媒體管理

課程中將先請大家建置好自己專屬的Google雲端硬碟，先了解檔
案媒體的歸類與管理。未來將嚐試以Google文件處理的練習，並
利用戶外課程的時間帶大家把學習資源儲存在Google雲端硬碟中
。

3

2017-05-09
上午09:00～11:50

Google Blogger部落
格建置練習

Google Blogger部落格是網路媒體平台的一部分，可以累積自己的
學習記錄，透過平台呈現出自己的觀點。但是沒有自己的觀點
想法，或是沒有自己的原創素材，部落格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另外，部落格也可以是公司或個人的履歷，在網路的世界中
，分享自己的想法及作品。

4

2017-05-16
上午09:00～11:50

戶外活動－台灣
文學館、清水寺

1.上午09:00在台灣文學館大門集合。
2.先在網路做功課，今天來蒐集的素材是什麼？
3.台灣文學館目前的展覽活動？
4.在台灣文學館找到的蛛絲馬跡。
5.為什麼來到銀同社區清水寺？

5

2017-05-23
上午09:00～11:50

台灣文學館的部
落格戶外活動記
錄

1.在參觀的過程中，我發現到了什麼？
2.想要介紹給網友知道的【台灣文學館】。
3.為什麼會拍下這張照片？
4.個人感想與觀點。
5.回顧【台灣文學館】的時空背景。

6

2017-06-06
上午09:00～11:50

戶外活動－孔廟
、武德殿

1.上午09:00在全台首學門口集合。
2.建於明鄭永曆十九年（西元1665年），是臺灣最早的文廟。
3.天圓地方的文昌祠。
4.左學右廟的格局。
5.整個孔廟都是有故事的喔！找找看。

7

2017-06-13
上午09:00～11:50

孔廟的部落格戶
外活動記錄

8

2017-06-20
上午09:00～11:50

戶外活動－氣象
博物館、天壇、
鶯料理

1.用您的觀點來介紹孔廟。
2.孔廟現存的祭孔大典。
3.走了一趟孔廟有什麼不同？
4.孔廟的建築。
5.孔廟成為台南人生活的一部分。
1.上午09:00在氣象博物館門口集合。
2.台南測候所與氣象博物館。
3.認識各種關於氣象的知識。
4.鶯料理的日式庭園，拍幾張美美的照片。
5.首廟天壇廟宇建築之美。

9

2017-06-27
上午09:00～11:50

氣象博物館的部
落格戶外活動記
錄

1.身為在地人您曾經進入氣象博物館嗎？
2.台南測候所最佳的拍照角度，趕快PO上部落格告訴大家。
3.查查鶯料理的前世今生。
4.您用什麼角度來介紹首廟天壇。
5.請問為什麼測候所與天壇稱為「鷲嶺」？

10

2017-07-04
上午09:00～11:50

戶外活動－鎮北
坊百年老屋說故
事

1.上午09:00在大觀音亭門口集合。
2.最早的民設媽祖廟開基天后宮。
3.舊大銃街百年老屋。
4.三級古蹟烏鬼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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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7-07-11
上午09:00～11:50

鎮北坊老屋的部
落格戶外活動記
錄

12

2017-07-18
上午09:00～11:50

Google Blogger建置
學習分享

5.連得堂餅家。
1.廟、亭、宮、寺、坊、堂您走過了那些？
2.最早媽祖廟的故事。
3.走讀歷史人文風格的老街。
4.那裏來的烏鬼井。
5.傳承四代，百年餅店的傳統堅持。
大家在這個課程中學習到數位雲端工具平台應用以及實地走讀
台南之美的取材，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想法要來分享，以及讓
大家利用課程結束再持續增加自己部落格的豐富性哦！不一定
是走讀台南，再設定另外一個網誌，分享屬於您自己的特色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