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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金門古蹟日『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磚傳奇再現』 

報名簡章 

 

本次活動配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0 年全國古蹟日活動」實施計畫，以「遺產

教育行動、翻轉與創新」為核心精神，並且呼應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中，

強調公民參與及積累對話，凝聚共同型塑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的核心理念，而規劃相

關再造經驗分享講座及實地導覽。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訂於 9 月 19

日(星期六)及 9 月 20 日(星期日)，辦理金門古蹟日共二梯次活動；活動主要內容，將

帶領學員重回歷史現場，講解傳統聚落的人文風華，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

憶，藉以推廣保存文化資產的重要性，提升共同參與及保護之意識與意願度。同時以

本土民眾組成的鱟劇團行動劇，利用現地的文化資產當場景，穿越歷史時空，演出瓊

林、水頭傳統聚落的民間故事，用娛樂導入教化功效，轉化激發金門花磚的文化創意

活力，期以成為地方文化觀光產業與文資保存活化的生力軍。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課程概要： 

利用文化路徑、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串聯地方歷史場域導覽、傳統技藝活動、地方

民眾參與等要素，推廣闡揚地方文化特色與活力，增進新生世代保護文化資產的觀

念，以及舊世代文化記憶之傳承，強化全國文化資產守護行動力。 

 九月十九日『金門花磚．古今輝映』在瓊林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及現場實

地導覽解說、彩繪花磚競賽、穿越行動劇表演等方式辦理。 

 九月二十日『傳統創新．華麗轉身』前水頭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及現場實

地導覽解說、彩繪花磚競賽、穿越行動劇表演等方式辦理。 

 報名日期：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起開始報名，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報名限制：七歲以上之一般民眾，每梯次限額 60 位，每人限報一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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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每人酌收新台幣一百元整。(繳費地點:文化局演藝廳一

樓服務台、繳費期限:9/11-9/12 上午 9 點-12 點、下午 2 點-5 點) 

 活動網址：www.facebook.com/groups/675074133353994/ 

 報名專線：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082)329883 電話報名時段

09:00~17:30 （電話報名每梯次限 20 人，候補 10 人）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ZG2c7t4GteLg32BA 

（網路報名每梯次限 40 人，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67507413335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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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金門古蹟日『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磚傳奇再現』 

報名表 

 

 報名梯次： 

□第一梯次  瓊林場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上午場 □下午場 

□第二梯次  水頭場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場 □下午場 

 報名者全名：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性   □女性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為素食者(僅供訂購便當或餐盒之依憑)：□否    □是 

 居住的行政區域：□金城  □金湖   □金沙   □金寧   □烈嶼   □烏坵 

 曾參加過『金門古蹟日』活動：□是    □不是 

 登記公務人員學習時數：□否  □是(請填寫身分證字號及單位)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本活動參加人員，全程投保 100 萬旅行平安險，報名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 

○2 ：報名費新台幣一百元，請於 9 月 11 日至 9 月 12 日前完成繳費，繳納地點金門

縣文化局演藝廳一樓服務台，逾期未繳者將取消資格，並將名額留給候補者。  

○3 ：歡迎親子報名，但考量活動性質以及學習成效，建議 7-12 歲以上學童為佳。 

○4 ：全程提供桶裝飲水，請自備環保杯。 

○5 ：戶外氣候炎熱，請自備防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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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程表： 

(一)第一梯次（瓊林場） 

9 月 19 日 週六(上午)09:00~12:00 
 

時間 內容 執行 地點 時數 

8:40~09:00 學員報到活動規則說明 執行團隊 
金門縣文化局
演藝廳門口 

20 分鐘 

9: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執行團隊 瓊林里辦公處 10 分鐘 

9:10~10:00 
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

花磚傳奇再現 

執行團隊 

林金榮老師 
瓊林里辦公處 50 分鐘 

10:00~11:00 
瓊林古蹟歷史風華人文導
覽 

執行團隊 
蔡清其老師 

瓊林聚落 60 分鐘 

11:00~12:00 尋找金門花磚、文化深根 
執行團隊 
蔡清其老師 

瓊林聚落 60 分鐘 

12:00~13:20 午膳時間 
執行團隊，學員、
老師及志工 

瓊林里辦公處 80 分鐘 

9 月 19 日 週六下午 14:00~17:00 
 

時間 內容 執行 地點 時數 

13:40~14:00 學員報到/發送講義 執行團隊 瓊林里辦公處 20 分鐘 

14:00~15:00 
花磚美學（設計、色彩、運
用、創新） 

執行團隊 
謝蘭芬老師 

瓊林里辦公處 60 分鐘 

15:00~16:00 花磚彩繪及創意比賽 
執行團隊 
謝蘭芬老師 

瓊林里辦公處 60 分鐘 

16:00~16:50 
行動劇場： 
穿越瓊林時空劇場表演 

金門鱟劇團 
執行團隊 

瓊林聚落 50 分鐘 

16:50~17:00 花磚彩繪比賽頒獎 
執行團隊/參賽者 
頒獎嘉賓/評審老師 

瓊林里辦公處 10 分鐘 

17:00~17:10 
活動結束，搭遊覽車返回文
化局（發放餐盒/自由交誼） 

執行團隊，學員、
評審老師及志工 

瓊林里辦公處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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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梯次（水頭場） 
9 月 20 日 週日上午 09:00~12:00 

 
 

 

 

 

 

 

 

 

 

 

 

 

 

 

 

 

 

 

 

9 月 20 日 週日下午 14:00~17:00 

時間 內容 執行 地點 時數 

13:40~14:00 學員報到/發送講義 執行團隊 
金門縣文化局
演藝廳門口 

20 分鐘 

14:00~15:00 
水頭洋樓歷史風華人文導
覽 

執行團隊 
林金榮老師 

水頭聚落 60 分鐘 

15:00~16:00 尋找金門花磚、文化深根 
執行團隊 
林金榮老師 

水頭聚落 60 分鐘 

16:00~16:50 
行動劇場： 
穿越水頭時空劇場表演 

金門鱟劇團 
執行團隊 

得月樓前廣場 50 分鐘 

16:50~17:00 花磚彩繪比賽頒獎 
執行團隊/參賽者 
頒獎嘉賓 

得月樓前廣場 10 分鐘 

17:00~17:10 
活動結束，搭遊覽車返回文
化局（發放餐盒/自由交誼） 

執行團隊，工作人
員評審老師及志工 

金水寺前 10 分鐘 

 

 

時間 內容 執行 地點 時數 

8:40~09:00 學員報到活動規則說明 執行團隊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20 分鐘 

9: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執行團隊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10 分鐘 

9:10~10:00 
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
磚傳奇再現 

執行團隊 
林金榮老師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50 分鐘 

10:00~11:00 
花磚美學（設計、色彩、運
用、創新） 

執行團隊 
謝蘭芬老師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60 分鐘 

11:00~12:00 花磚彩繪及創意比賽 
執行團隊 
謝蘭芬老師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60 分鐘 

12:00~13:20 午膳時間 
執行團隊，工作人
員及志工 

金門縣文化局 
三樓會議室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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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資料 

2020 金門古蹟日 【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磚傳奇再現】報名簡章 

配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0 年全國古蹟日活動」實施計畫，以「遺產教育行動．翻

轉與創新」為核心精神，並且呼應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中，強調公民參

與及積累對話，以共同型塑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的核心理念，規劃相關再造經驗分享

講座及實地導覽。金門縣文化局訂於 9 月 19 日(星期六)及 9 月 20 日(星期日) 共二梯

次，辦理金門古蹟日活動，規劃內容，帶領學員重回歷史現場，講解傳統聚落的人文

風華，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藉以推廣保存文化資產的重要性，提升共

同參與及保護之意識與意願度。同時以本土民眾組成的鱟劇團行動劇，利用現地的文

化資產當場景，穿越歷史時空，演出瓊林、水頭聚落的民間故事，用娛樂導入教化功

效。再則激發金門花磚的文化創意活力，期待成為地方文化觀光產業的生力軍。，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 課程概要： 

利用文化路徑、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串聯地方歷史場域導覽、傳統技藝活動、地方民

眾參與等要素，推廣闡揚地方文化特色與活力，增進新生世代保護文化資產的觀念，

以及舊世代文化記憶之傳承，強化全國文化資產守護行動力。 

➤ 九月十九日『金門花磚．古今輝映』在瓊林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及現場

實地導覽解說、彩繪花磚競賽、穿越行動劇表演等方式辦理。 

➤ 九月二十日『傳統創新．華麗轉身』前水頭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及現場

實地導覽解說、彩繪花磚競賽、穿越行動劇表演等方式辦理。 

■ 活動課程表 

第一梯次（瓊林場）9 月 19 日 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08:40~09:00 學員報到/發送講義(金門縣文化局演藝廳門口集合，搭乘遊覽車前往瓊林) 

09:0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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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10:00 林金榮老師：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磚傳奇再現 

10:00~11:00 蔡清其老師：瓊林古蹟歷史風華人文導覽 

11:00~12:00 蔡清其老師：尋找金門花磚、文化深根 

13:40~14:00 學員報到 

14:00~15:00 謝蘭芬老師：花磚美學（設計、色彩、運用、創新） 

15:00~16:00 謝蘭芬老師：花磚彩繪及創意比賽 

16:00~16:50 金門鱟劇團：穿越瓊林時空劇場表演 

16:50~17:00 花磚彩繪比賽頒獎 

17:00~17:10 活動結束，搭乘遊覽車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自由交誼） 

第二梯次（水頭場）9 月 20 日 星期日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08:40~09:00 學員報到/發送講義（金門縣文化局三樓會議室） 

09:0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09:10~10:00 林金榮老師：文化印記華麗變身、金門花磚傳奇再現 

10:00~11:00 謝蘭芬老師：花磚美學（設計、色彩、運用、創新） 

11:00~12:00 謝蘭芬老師：花磚彩繪及創意比賽 

13:40~14:00 學員報到 (金門縣文化局演藝廳門口集合，搭乘遊覽車前往水頭) 

14:00~15:00 林金榮老師：水頭洋樓歷史風華人文導覽 

15:00~16:00 林金榮老師：尋找金門花磚、文化深根 

16:00~16:50 金門鱟劇團：穿越水頭時空劇場表演 

16:50~17:00 花磚彩繪比賽頒獎 

17:00~17:10 活動結束，搭乘遊覽車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自由交誼） 

報名日期：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起至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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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限制：七歲以上之一般民眾，每梯次限額 60 位，每人限報一梯次。 

■ 活動網址：www.facebook.com/groups/675074133353994/ 

■ 報名費：每人酌收新台幣一百元整。 

■ 報名專線：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082)329883 上班時段 09:00~17:30 （電話報名

每梯次限 20 人，候補 10 人）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ZG2c7t4GteLg32BA（網路報名每梯次限 40 人） 

備註： 

○1 ：本活動參加人員，全程投保 100 萬旅行平安險，報名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 

○2 ：報名費新台幣一百元，請於 9 月 11 日至 9 月 12 日前完成繳費，繳納地點金門縣

文化局演藝廳值日室，逾期未繳者將取消資格，並將名額留給候補者。 

○3 ：歡迎親子報名，但考量活動性質以及學習成效，建議 7-12 歲以上學童為佳。 

○4 ：全程提供桶裝飲水，請自備環保杯。 

○5 ：戶外氣候炎熱，請自備防曬設備。 

 

*必填 

報名梯次 * 
請確認報名梯次並於活動開始前 20 分鐘報到 (每梯次限額 60 位，每人限報一梯次) 

（  ）9/19  第一梯次瓊林場 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  ）9/20  第二梯次水頭場 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報名者全名 * 

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 
（  ）男 

（  ）女 

（  ）其他： 

連絡電話 * 

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67507413335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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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的行政區域 * 

（  ）金城 

（  ）金湖 

（  ）金沙 

（  ）金寧 

（  ）烈嶼 

（  ）烏坵 

（  ）台灣其他縣市 

（  ）其他 

曾參加過金門古蹟日活動 * 

（  ）是 

（  ）否 

是否為素食者(僅供訂購便當或餐盒之依憑) * 

（  ）是 

（  ）否 

登記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 

（  ）否 

（  ）是，請於下題填寫身分證字號及服務單位 

登記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身分證字號及服務單位 

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其它補充說明或建議 

您的回答________________ 

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