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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憶起初入華山，我只是一個喜歡逛展的人。在四連棟前，隨著爬牆虎穿梭

在四季間更迭的樣貌，得到一點生活喘息的空間。但除此之外，對於華山的其

他認知甚少，或許曾隨著身旁消費的人群一起在藝術西街上漫無目的的閒逛、

也或許曾跟三五好友們相約在光點華山一起看部獨立電影，有時候逛累了，或

許也曾走到華山大草皮區，躺下，享受片刻的寧靜與風吹過草地的聲音。直到

有機會這個暑假進入華山實習，才更認識了華山的組織架構與理念價值是蘊藏

在 2008年的政府編列的 ROT案中，悄然成型。在 2019年 6月底實習的第一堂

課中，王榮文董事長與各位見習生、主管、Mentor與部門員工們一同分享他在

經營華山在地的感動與經歷種種，讓與會者了解到遠流出版社與這塊地的關

聯。我想，一切的源頭來自於感受力，在華山的第一堂課，我學會閉上眼睛，

傾聽內心真實的聲音。城市的景色因為夜色的浸染而更加迷人，但在炫目的燈

光下，原初的璞真黯然失色。在華山實習的兩個月裡，見習生們找出屬於自己

的原色，從華山場域探索出一個個研究問題，試圖為文創的未來多闢幾條方

向，以下將以身為見習生之一的觀點，以「營業部部門實習」、「課程概要與實

際獲得效益」、「對未來實習規劃的建議」這幾個層面作為分析探討的結業報告

方向。 

 

二、營業部部門實習 

 

 華山學校實習 2.0計劃結合了「課程、演講、文旅、部門實習」幾個部

分，此階段先以四週在營業部部門實習所習得的事項作為分析面向，並以表格

歸納出每週見習重點項目： 

 

 見習重點項目 指導部門 

第

一

週 

1.以消費者視角觀展 

 展區：玩具解剖展、萬花筒展、金庸展 

2.見習生與部門同仁自介 

活動部、營業部 

第

二

週 

1.營業部：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2.活動部：以經營者視角參觀展區動線 

 （OPPO、星巴克） 

活動部、營業部、管理部 



3.營業部：店家進駐所需要的帳務結算與

違規罰款的細則、企劃書應具備的要件 

第

三

週 

1.活動部：場地接洽、報價單與合約注意

事項、行前協調會、場館維護、結案檢討 

2.活動部：「乾杯 20週年員工慶祝活動」

行前協調會 

3..營業部：店家進駐前的企劃案分析、實

際進場狀況分析、整體營運效益評估 

4.「營業部在華山工作的一天」：介紹營業

部部門同仁在華山工作的一整天行程，以

及各季重要活動分享 

活動部、營業部 

第

四

週 

1.營業部：店家月會報告（介紹園區新進

店家、展覽及活動、廚房巡檢、營業部同

仁聯繫方式、POS機開機流程、清帳流

程、繳賬流程、華山正名、垃圾處理動

線、颱風或豪雨應對作業、器材租借流

程、遊客中心服務項目等） 

2.營業部：立頓快閃店店家協調會 

3.策展規劃部導覽：新芳春茶行建物及茶

行產業歷史介紹 

4.見習生部門實習結業式 

活動部、營業部、 

策展規劃部 

 

（一）第一週見習紀錄（7/3-7/4） 

 

每週於部門實習後，見習生都會於當週實習結束後給予回饋心得，而每一

週循序漸進的課程安排，也讓我們更清楚華山店家營運的運作方式與一些溝通

技巧。在第一週的見習過程中，除了各位主管於「會、展、演、店」的細部項

目給予詳細的介紹外，也帶領我們走出會議室，一同體驗身為營運方或籌備方

於置換的視角，觀賞展覽的各種不同面向。 

 

第一週見習紀錄照片 主題 



 

玩具解剖展中鋼架與霓虹場

景設計視覺效果 

 

玩具解剖展呈現出的街頭塗

鴉藝術風格 

 

玩具解剖展公仔解剖設計品 



 

玩具解剖展公仔解剖設計品 

 

玩具解剖展歷年編年史 

 

萬花筒展觀展實況 



 

萬花筒展素材細部設計 

 

萬花筒展櫻花樹佈景區 

 

萬花筒展香氛設計展區 



 

萬花筒展香氛設計展區 

 

萬花筒展香氛設計展區 

 

萬花筒展仿海邊夕陽景觀攝

影展區 



 

萬花筒展仿海邊夕陽景觀攝

影展區 

 

萬花筒展展間霓虹穿越區 

 

（二）第二週見習紀錄（7/10-7/11） 

 

    經過了第一週課程的洗禮後，第二週營業部、活動部與管理部的組長們帶

領營業部、活動部的見習生進行了每月一次店家廚房例行巡檢的檢查，其中需

要關注的層面有：備查資料、整體環境、人員管理、食品衛生、設備管理、冰

箱管理、清潔管理以及公共安全的項目需要清查。而我們分為兩組人馬分頭進

行店家的檢查，其中營業部組長帶領大家一起查看的示範店家是 Trio，一進入

店家便告訴我們依序需要注意的公告、標示是否有明確的張貼（公共意外險或

產品責任險、牛肉原產地/基改食品/重組肉申明貼紙、酒類賣場所應標示警示



圖文）；此外，每個洗手槽必須明確張貼食品從業人員正確洗手步驟的圖文告

示，以及附有洗手液、酒精與擦手紙。除了注意備查資料，整體環境的整潔部

分若有不妥之處需以拍照的方式存證；人員管理的部分也要注意是否有佩戴戒

指等飾品，此外，也要注意人員是否為同一批管理收銀與餐飲的部分，若是，

則要格外注意此處人員的消毒與清潔；食品衛生方面也要注意將每個冰箱都打

開檢查，並注意是否皆註明日期期限，此外，也要注意食品是否皆有完整密

封；設備管理的部分也要注意微波爐或烤內部的清潔，還有抽油煙機是否有定

期清掃；冰箱的溫度也要注意，冷藏需在 0-7度之間，此外也要注意食品保存

的標示是否清楚。我們營業部小組主要清查的店家有貓茶町、小器食堂、一碗

來、卦包、Fab、Jeantopia、青鳥書店、紅豆餅、未來市、山產店、

Woodfulife、Picoola，店家在審查期間表現可圈可點，只有小部分漏掉食品標示

日期或是烤箱清潔有疑慮，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審查店家廚房的行程，

對我來說感覺滿新鮮的。而每月一次例行審查的機制也讓我們體會到的部門平

時管理的辛苦，以及華山清點店家、維護品質所做的努力。只能說一切得來不

易，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每天努力維護華山文創園區的品質。另一方

面，參觀展區動線（OPPO、星巴克）的案例也讓我們有了更多的分析面向，也

感謝活動部組員與我們分享了在華山工作的相關經驗，讓我們對文創產業有著

更多的想像與信心。從 5W2H1E的分析架構中去理解活動的 TA是誰、需要什麼

也可以得知更細部的內容規劃以及需注意的面向。此外，活動部也總結了特展

活動準備的流程：長期特展規劃（前、中、後）、展覽步驟階段（構想、尋展、

洽談、評估）與簽約過後的關鍵（展務、商品、行銷）。 

 

第二週見習紀錄照片 主題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示範店家 Trio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示範店家 Trio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一碗來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一碗來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小器食堂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小器食堂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店家廚房例行巡檢： 

紅豆餅 

 

星巴克主題展 



 

星巴克主題展 

 

星巴克主題展 

 

星巴克主題展 



 

星巴克主題展 

 

星巴克主題展 

 

OPPO快閃店主題展 

 

（三）第三週見習紀錄（7/17-18） 

 

    第三週的實習第一天剛好參與到「乾杯 20週年員工慶祝活動」的行前協調

會，舉凡在活動企劃、場佈圖、消費者族群面向等資訊外，仍須協調舞台載重



或水平測量距離的工程問題，而對華山文創園區來說，除了古蹟保存的必要性

外，許多環境維護的細項也是跟一般公司很不一樣的。例如：電力、器皿洗滌

方式、油漬傾倒場域、舉報責任與權責認清等事項界線比較清楚，不會有模稜

兩可的規定，這點是我很欽佩能做得到的。而其他應注意細項如票券、收銀、

排隊動線、避暑方式（水噴霧或電風扇）、夜間保全、雨備、食品保存與場地點

交的部分也詳實說明與告知，讓我們在這樣的協調開會內容中，學習到溝通的

技巧以及界線分明的表明方式，對於學習者來說，是一個很值得的上午。另

外，也讓我感受到，越是想要創造一個休閒與文化感染力強的場域，越是要注

重細緻的事前規劃與廠商協調處理部分。另一部分是營業部分析店家企劃書，

一開始將我們實習生分為四組，以分析個案的方式讓我們發表，我認為這是一

個很棒的學習方式，讓我們開始以店家經營的層面去分析，並且融合消費者觀

點，使得一個個案可以在短短 30分鐘之內獲得很高的掌握度。其中，首先先讓

我們分析 YVONNE COLLECTION的企劃書，並且以實際店家進駐的照片讓我們清

楚的比較企劃與實際上的效益差異，以及討論店面擺設方式適不適合消費者；

另一方面，我跟另一位見習生被分配到的店家企劃書是「唯有機」，在討論

SWOT外，也學習到如何構想企劃案的技巧。除了分析店家外，也討論到如何

放置「對的店家」到「相對弱的市場區位」、期中協調會以及藝術與行銷之間拿

捏的比例關係。 

 

第三週見習紀錄照片 主題 

 

朝隈俊男展覽 



 

朝隈俊男展覽 

 

朝隈俊男展覽 

 

朝隈俊男展覽 



 

朝隈俊男展覽 

 

泡泡先生主題展 

 

泡泡先生主題展 



 

泡泡先生主題展 

 

唯有機企劃案分析 



 

唯有機企劃案分析 

 

YVONNE COLLECTION 

企劃案分析 



 

YVONNE COLLECTION 

企劃案分析 

 

（四）第四週見習紀錄（7/24-7/25） 

     

最後一週的實習以店家月會報告開啟了序幕。在店家月會的報告中，可以知道

先前三週所上的課程，基本上營業部與活動部的各位對待見習生像是以正式店

家員工的方式在訓練我們的視聽，資訊傳達非常明確。月會首先介紹園區新進

店家、展覽及活動、廚房巡檢、營業部同仁聯繫方式、POS機開機流程、清帳

流程、繳賬流程、華山正名、垃圾處理動線、颱風或豪雨應對作業、器材租借

流程、遊客中心服務項目，再來就是店家一起步行到遊客中心前聽華山園區導

覽，導覽員家蓉導覽的方式很有脈絡及富有趣味性，讓我們自己在華山實習的

課程中有所借鏡，課後許多見習生也留下來問家蓉很多關於導覽的問題，收穫

非常多。下午則是立頓快閃店的店家協調會，與上次活動部的乾杯協調會不同

的是，立頓這場協調會只有一位外包的活動展覽專員進行協調，立頓本身並沒

有派遣員工來進行協調，而這可能會在實際執行上產生一些落差；另外，分享

了吉本興業於華山的展場情況，及介紹他與營業部的關係，讓我們釐清了其身

為展覽活動，卻歸與營業部管理的特殊關係。另外，本週另一個重點便是到大

稻埕的新芳春茶行聽策展規劃部夥伴們的導覽，知道了許多關於王連和家族的

製茶歷史，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建物重建的技術、製茶器物、室內裝置與設計

的部分，讓人對於新芳村的歷史有著更深遠的認識。最終，建方營運長於結業

式提到的「新芳村跟華山有什麼不一樣的管理方式？」也不免讓人省思市場行

銷與文化價值保存的衝突與相容性，在華山這個地方，做的事要與商業共融；

而在新芳村茶行，為了要與大稻埕的歷史價值結合，講究的是故事性的文化保

存。 

 

第四週見習紀錄照片 主題 



 

店家月會：華山導覽 

 

店家月會：華山導覽 

 

店家月會：華山導覽 



 

策展規劃部：新芳春茶行參訪 

 

策展規劃部：新芳春茶行參訪 

 

策展規劃部：新芳春茶行參訪 



 

策展規劃部：新芳春茶行參訪 

 

    總體來說，相較於一般產業或是學校中的實習經驗，許多部門在實習過程

中是不透明的，意即較缺乏溝通的管道，容易落於僵化的形式操作。但是，華

山的工作場域卻給人一種很流動、雙向的觀感。四週的時間不長，但在這段時

間中，營業部、活動部的部門主管與員工們皆以有脈絡的方式與見習生介紹華

山的營運方式與經營方向。 

 

三、課程概要與實際獲得效益 

  

    在華山課程的部分非常多元，除了以「人文、樞紐、生態、星群」所設計

的十六堂課以外，還有地方策展與華山導覽實作的部分。課程部分以王榮文董

事長的經驗分享開啟華山實習的第一堂課，也讓各位見習生去思索一個文創園

區的價值是如何成形？溝通訓練技術的培養？以及更重要的，就是重拾對於五

感的感受力。 

 

    整體課程的安排非常細緻且具有連動性，其中若以個人研究領域與興趣出

發，我最有感觸與獲得經驗力的課程分別是「張培仁 x簡單生活節」、「何培鈞

x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李正芳 x公私協力與地方創生」、「吳碧容 x肢體課

程」這四堂，以下將概述這四堂的課程核心議題、價值精神。 

 



1. 張培仁 x簡單生活節 

    

    源出於傳統流行音樂產業，張培仁曾培植出許多有名的藝人。但隨著流行

音樂產業於載體上的式微（例如：CD Player走入歷史、電視娛樂節目被網路取

代、市面上流通的盜版音樂越來越多……等），張培仁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觀

點，用經濟學的方式去看市場，用創造 IP的流通力與相關產業做競合——創生

出了 Life and Live的理念，也就是簡單生活節的雛形。 

    當流行音樂產業開始呈現小眾精緻化，什麼樣的價值能被繼續傳遞下去？

張培仁講師提出了文創媒合生活、音樂、品味的架構圖，講求音樂市場應該不

是由全面性的創新去取代過去的流行音樂類型（1985年李宗盛時期～1995年的

陳綺貞、伍佰時期），而是在「夾縫中求變異」，以下為示意圖： 

 

 

 簡單生活節的誕生為張培仁講師的音樂事業開啟了另一扇窗，而他也在課

後問題中提到，處理未來台灣音樂的最佳方式，不應只是一味地尋求歷史，而

是從歷史中找出未來的端倪。 

 

2. 何培鈞 x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在南投竹山，有一個人傾注滿身的熱情，將南投地方的問題轉譯成機會，

這位夢想實踐者就是何培鈞。何培鈞講師在課堂上分享到，剛開始他也是不知

道能不能夠做得成，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只要比別人再多撐著一點，就能做

成了。」很多事情，往往不需要很出類拔萃的能力，但需要多點堅毅。從天空

前衛創新

從過去的精緻藝術

市場與大眾文化市

場中找出獨特性

音樂市場

「簡單生活節」

誕生



的院子到竹青庭人文空間，再到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最終總合成竹山光點

聚落示範據點。如何在全台的地方創生案中脫穎而出？何培鈞講師提到了區塊

鍊技術的置入是時代的趨勢，在政府尚未介入的時候，南投竹山卻已人數日漸

增多、青年回流，為什麼？因為將數位分析的觀點置入到了竹山的社區營造之

中。 

 

 

3. 李正芳 x公私協力與地方創生 

    

   以促參模式（OT、BOT、ROT）中的 ROT方式經營的華山，以承租抽成的方

式經營，近年來也已演變成許多「會、展、演、店」發生的場域。當正芳策略

長於課堂中提到「如果你是華山 2008年時的總經理，你會怎麼做？」這個大哉

問時，考量到可以做什麼「文創」？資金與收益哪裡來？成本如何預估？客群

在哪？團隊的技術性高嗎？總體的空間設備取得方式與合約間的關係？讓我們

思量了許久，是一個挑戰性很高的題目。最終本組採用「文化觀光」的收益模

式去做整體發想，但是受制於合約內容，於報告當天並沒有辦法獲得想法上的

實踐；但是若是未來有機會發展這樣的文創園區，且不受到合約的限制，對於

本組而言會是一個躍躍欲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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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永續旅遊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面向。除了在地文化優勢的運用（環

境、資源、永續），跨業整合與多元創新、數位科技與旅遊型態的變遷外，能夠

運用網路科技的趨勢，讓線上線下產生共生生態系統，也是未來文創產業關注

的議題點之一。 

 

 

4. 吳碧容 x肢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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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人性的感受力，碧容老師透過舞蹈教會了我們很多，關於視聽以外的

觸覺，細膩地去品嚐生活中的感動，接續著地方策展發想的故事能力，讓每個

人能夠寫出屬於自己家鄉的動人文化。課程中分為培養信任力、溝通力與協調

力，在傾聽身體的一筋一脈過程中，找尋屬於自己的聲音。 

    比較可惜的是，這樣的肢體課程只有短短一堂，「當我對肢體從感到陌生與

尷尬，轉為熟悉與快活，那我就真正開始認識自己和人生。」是我給予這堂課

的回饋心得，期望能由更多類似的實際體驗課程，去體悟到許多理論外或實務

外的知識與感動。 

 

四、對未來實習規劃的建議 

    

    這次暑假很開心能在華山跟各位同仁與見習生一起學習，除了課程以外，

關於團隊合作與溝通的能力也是有因此提升的。但是在導覽及地方策展提案方

便的時程安排仍須給予一些建議，因為時間不足的關係，導覽及地方策展的項

目無法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安排，期望未來若有華山實習第二屆，能夠在七月初

一開始便循序漸進地與課程、活動同時進行，也較能有長期與夥伴合作產出的

作品。總體而言，非常感謝華山給予我一個完美的暑假，我們後會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