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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張重金 1、吳連賞 a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將文創概念，透過設計，運用於教育學習之商品開發。以

一八九五年乙未戰爭中六堆抗日故事為內容主題，發生地點為場域，設計成

寓教於樂之桌遊形式，藉以認識六堆客家的文化地理空間，作為文創的加值

實現。設計不僅置入乙未事件中六堆客家地區主要的人、事、地、景，也藉

由遊戲機制、道具的設計帶入六堆地區的特色產、物，置入教育性與文化性，

豐富其遊戲內涵，設計出能吸引學生了解六堆客家歷史文化與地理空間的文

創教具，其產出的成果可提供中小學校、社區，成為親子、師生、學生間聚

會聯誼的工具或教材，從潛移默化的遊戲裡將「地方感」傳達到遊戲者中，

完成傳承客家文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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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Geographic Space of Liu Dwei Hakka By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n the board game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Chong-Jin Jhang1  Lian-Sang Wua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applies to education and learning of commod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hrough the design. There i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which, happened since 1895. Those are designed in 

the form of Board ga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akka culture and geography, 

these games can achieve the spirit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This design is not 

only placed the main people, culture, places and the proudest things which are 

from the even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ut also added Hakka’s 

products into education and culture by game system and props designed. It can 

reach the game content to attract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Liudui of Hakka 

history, culture and geography by a series of designs, The results can use these 

products design to provid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mmunities,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y this game, it can make people know the knowledge 

"sense of place " to complete the purpose of inheriting Hakka culture. 

Keyword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oard game, Culture and creative. 

Liudui , Geograph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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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桌遊的價值，除了美術設計隱含藝術性與題材設定蘊含人文價值外；遊

戲的機制和象徵的道具、配件等更是令人玩味十足，甚至成為限量發行的玩

家收藏品，但桌遊的最大魅力還是在於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是經由體驗→思

考判斷→樂趣的感官享受，也正是這種特殊的社交功能使得桌遊如此風靡，

比起 Web 或行動載器那種孤單面對電腦螢幕與虛擬的對手、同伴，如此近

距離的互動，帶給人們的是無比真實、親切與溫暖的感受。 

如今透過桌遊的這種直接、零距離、有溫度的社交功能，當今已有許多

以寓教於樂的文創概念所設計開發出的相關教具，達成文化推廣與教育目的

成效卓著。 

故；研究者希望能透過研究方法與施行步驟，設計一套藉由桌遊的教育

功能性來推廣六堆客家文史與了解六堆的地理場域空間，於寓教於樂的氣氛

下，達成上述之文化教育目標。 

二、研究目的 

「好創意」是文創產業的核心元素；依其產業特色以影視、動漫、遊戲

等數位內容最具影響也最具經濟產值，而遊戲除商業價值外，也是被公認為

運用在創新教學上效果最具成效的工具之一。桌上遊戲簡稱「桌遊」，如前

言；是當今繼 Web 線上遊戲、行動載器遊戲外，發展潛力最大的創意遊戲

設計之一，世界各國許多愛好者也都將其作為人與人之間交誼的最好社交工

具之一。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下，傳統教學模式早已不符當代學子們求新求變

與多元之學習方式，故；在大力倡導「翻轉教育」的今日，以遊戲式教學所

獲得的學習成效有目共睹，這在國內教育相關之碩博士論文、期刊的研究成

果發表搜尋下，篇幅不少便得知。這些成功地案例經驗為他山之石，研究者

認為除語言外；尤其適用於學習文化、歷史或地理，如何藉用遊戲方式吸引

原本對客家文化或史地淡漠的後生學習，進而了解客家、發揚客家，得以成

功扭轉今日客家文化在年輕學子中的斷層迫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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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記載；一八九五年發生的乙未戰爭中，六堆地區

最具代表的戰役為「步月樓戰役」與「火燒庄之役」，尤其是「火燒庄之役」，

被列為全台抗日最後一役，戰後日軍更以「火燒庄」記錄其戰事地點列入史

冊，可知其重要性不言而諭。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透過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為主題，設計出具有教育

與文化創意的桌遊商品，於寓教於樂中吸引後生，接觸與認識六堆的地理空

間與歷史文化，建立後生對地方的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如政治地理學家阿

格紐(John Agnew，1987)，所說的勾勒出場所、地方感等有意義的區位(徐苔

玲.王志宏，2006)，進而得以傳承六堆客家文化為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乙未戰爭的歷史背景與六堆的地理空間 

(一)、乙未戰爭的歷史背景 

以公元一八九四年第一次中日戰爭，大清帝國戰敗，史稱「甲午戰爭」，

清國大臣李鴻章於日本下關春帆樓，代表清政府與日本帝國簽訂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將臺灣無條件割讓予日本，臺灣人民不甘屈於日本統治，隨

即成立臺灣民主國，組建抗日軍隊。隔年；一八九五年歲次乙未，三月二十

三日，日軍由基隆登陸開始，民主國官紳竟聞風不戰而逃，留下來的臺灣同

胞面對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窮無所之、憤無所泄，那種被遺棄的強烈孤憤

感，激起全台抗日，其中尤以客家族群為最，位處南部高屏地區的客家六堆

義民也義無反顧，共同投入抗日保台聖戰行列(薛雲峰，2008)。 

同年十月，日軍派有戰神之稱的乃木希典將軍，十一日清晨率領第二師

團由枋寮登陸(圖 1)，欲以南北夾擊之勢威逼死守台南的黑旗軍劉永福投

降。登陸後；沿海岸線北上向東港前進，且分派部隊攻向佳冬，在茄苳腳附

近遇到庄民激烈的反抗。 

六堆義民在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後集結忠義亭(現今屏東西勢忠義祠)共

同商討抗日大計，一致推舉世居長興庄的邱鳳揚為第十任大總理，佳冬商賈

蕭光明為副總理，軍師鍾發春為總參謀，擔負起組織抗日義勇軍之大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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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展開六推抗日戰役序幕。首戰蕭光明率上千名六堆義勇軍鎮守佳冬，以蕭

家大宅步月樓作為抗日基地，義勇軍雖然奮戰不懈，甚至以肉身相搏，仍不

敵擁有新式精良武器的日軍，慷慨將碧血黃花盡灑步月樓，蕭光明也因此役

犧牲兩名愛子，蕭宅更是殘破不堪、死屍遍野、血流成河，史稱「步月樓之

役」或「茄苳腳之役」，可謂乙未抗日中最大規模犧牲之戰役。 

步月樓戰敗後，邱鳳揚集結佳冬殘軍及六堆各地義民，迅速組織軍隊退

守長興庄(屏東縣長治鄉長興村)，日軍因步月樓戰役後敬畏驍勇的客家軍，

多次派人談和，皆遭邱鳳揚等人斥回。同年十一月，日軍以強力火砲與六堆

軍展開殊死決戰，連續砲擊與刻意放火燒庄，造成長興庄大火蔓延，整整延

燒三天三夜，全庄盡焚為白地，日軍即以此役將「火燒庄」列入史冊，可見

狀況之慘烈，此驚天地泣鬼神之戰，以全台抗日最後一役告終，而此戰役後，

六堆義勇軍亦宣告瓦解(曾彩金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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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之第二師團枋寮附近上陸當夜之位置圖 

(台灣百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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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堆的地理空間 

“空間”(space）一詞是人文地理學中使用有絕對的、相對的空間概念

(柴彥威等譯，2004)。地理空間（Geographic space）從地理學上的角度來說

是指物質、能量、信息的存在形式與在形態、結構過程、功能關係上的分佈

方式和格局及其在時間上的延續，但由人或物占據的部分地理空間，可稱為

地方或場所。地方(place)；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本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
1
為區別於實證主義地理學家的主要概念之一，六堆人的生活場所

(地方)，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環境，也是非正式的或組織化的，它幾乎包

含了社會與文化相同的環境地理區域，這種相互作用由大尺度下運行的社會

和文化、經濟進程所確定，是一種「地方感」，一種地方的感覺結構，也是

一種文化區(cultural area)、文化地景與文化生態概念，屬於文化地理學的核

心主題(徐苔玲.王志宏，2006)。 

“六堆”之名源於清初臺灣南部高屏地區客家人的軍事組織稱呼，即

「前、後、左、右、中、先鋒堆」之合稱。屏東平原上客家先民的開墾，目

前主流的說法都以清康熙三十年(1691)開始入墾屏東平原，起初的聚居據點

位於萬丹鄉境內的濫濫庄附近，之後再向外拓展（鍾壬壽，1973）。另一說

法則是康熙二十五、二十六年(1689-1687)間，有廣東嘉應州之先民渡海來

臺，因屯墾之地所剩無幾，往南發展在下淡水河東岸流域發現有未經拓墾之

土地，相率移至此區域，其間閩籍移民亦聞之接踵移入，田園日漸擴大（伊

能嘉矩，1991）(圖 2)。 

                                                 
1
 據約翰斯頓於《人文地理學詞典》：人本主義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強調

發揮人類認知和人類能動性、人類意識和人類創造性之積極、重要的角色(柴彥威等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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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屏東平原地形圖（施添福，1998） 

另外據施雅軒研究(2011)；清代六堆開發歷史範圍，若依清代文獻作為

時序定位的推論，其空間擴散主要分為前六堆時期（康熙 31 年［1692］至

乾隆 50 年［1785］）、組織觀的六堆（乾隆 51 年［1786］至咸豐 3 年［1853］）、

區域觀的六堆（咸豐 11 年［1861］到現今）等三個階段。在「前六堆時期」，

於（1694）高拱乾所編的《臺灣府志》當中所附的鳳山縣圖即有「萬丹民社」



                        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45
 

 

 

的紀錄，成為最早登陸地點的證據。而後來發生於 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

六堆軍(當時稱為七營)由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所招募的民兵，就是在萬丹

（民）社集結，與朱一貴率領的閩軍相隔於下淡水溪(高屏溪)，防守來襲，

可得知屏東平原粵人的活動在此之前獲得有力的佐證(圖 3)。 

 
 

圖 3 七營與傳統六堆聚落的空間關係(施雅軒，2017) 

「組織觀的六堆」是發生於 1786 年的「林爽文事件」後，有文獻記載；

客家先民才正式首次以「六堆」為名出征，當時由大總理曾中立所領導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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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出征範圍擴大到屏東平原以外，甚至到達嘉南平原的南端與恆春半島

北端，但此時期六堆乃是以戰時才編列的「組織」為主，並沒有明確的地理

空間配置(圖 4)。 

 

圖 4 曾中立的布陣空間與光緒 11 年的六堆聚落比較(施雅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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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觀的六堆」指的是「堆屬」與「區域」的連結，即前堆是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與一部分九如鄉、屏東市，後堆是屏東縣內埔鄉，左堆包括

屏東縣地佳冬鄉與新埤鄉，右堆由高雄市美濃區、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

與屏東縣高樹鄉等所組成，中堆是屏東縣竹田鄉，先鋒堆則是屏東縣萬巒鄉

(圖 5) 。 

因此六堆雖非屬共同之行政區域，但卻是具有社會的、空間的、生態的

文化生活共同體，稱之為「六堆聚落」(蔡淑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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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六堆地區地理位置圖（曾彩金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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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桌遊的教育功能與文創設計 

「桌遊」的英文為”Board Game”或者”Tabletop Game”，意指利用桌

面或平面所進行的遊戲，桌遊可以說是伴隨了人類的整個歷史文明，在各種

古文明的文獻記載和遺跡中都有著桌遊的蹤影。據聞這個詞的最早提出是在

德國，於歐美等國家已風行了數十年，最早的桌面遊戲是通過將一些指示物

或棋類等物件藉由特定的圖板上放置或者移動來進行，桌遊最早也用來區別

必須藉由「插電」並使用電子儀器才能玩的遊戲。廣義的桌遊包含各式棋類、

牌類等益智遊戲，大家最熟悉的麻將、象棋、圍棋、橋牌、紙筆遊戲等都符

合定義。 

以乙未事件為主題的桌遊設計，透過當今知識產權產業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IP 產業)於文化消費與地方產業發展關係愈密切的觀念趨勢

下，文化資產蘊含地方發展與歷史文化價值，而歷史文化資產更透過大眾文

化的娛樂與教育活動發展，帶動創造出地方產值並刺激地方文資意識的關

注，不僅成為商品帶動經濟，其教育的附加價值更具意義。 

教育方面早在古希臘時期類似桌遊的遊戲就受到普羅大眾的歡迎，柏拉

圖及亞里斯多德就已經相信適當的遊戲能在正規的教育之外帶來更多的附

加價值。近年來，不少學者也確認了遊戲同樣能帶來正向的教育效果，並透

過遊戲的概念融入在教育體制中。桌遊遊戲中常帶有「競合」的情況，是孩

童在遊戲中漸漸學習到成人世界的規則，而在遊戲中表現出與參與者合作的

態度，甚至可以類化到其他的社會互動行為，另外遊戲中需要運用策略、邏

輯推理能力，或是空間能力、數字概念等，讓遊戲變得如此趣味，不管孩童

或是成人都可從中除了獲得玩遊戲的娛樂，也增強了上述能力。 

世界知名的捷克教育家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認

為教學中一定要使兒童學得愉快、學得迅速、學得牢固，如果能將遊戲和教

育結合，就能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林咏欣，2005)。 

「六堆」是南部高屏人共享的文化空間，是構成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基本

座標，在面對當代工商快速變遷的社會，「地方感」的依附逐漸流失，故希

望透過乙未事件的桌遊文創設計，進行文化地理教育，喚起六堆人與六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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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心中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地方精神，進而達到傳承客家文化的

教育目的。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成果 

一、研究進行方法 

研究進行的方法採「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與「訪談法」。包含

從歷史文獻出發，將「乙未事件」中六堆地區客家先民抗日所發生衝突的區

域、空間、地理等文獻資料化作設計圖面，從地圖化的區域空間中，教育國

小學童對六堆客家的地理空間認識。再透過坊間相關桌遊商品、遊戲設計等

文本與研究資料，經分析與歸納後，參考擷取適合達成研究與設計目的之遊

戲形式，與透過訪談了解適合少年兒童易於理解的遊戲規則與接受的美術風

格等作為視覺與遊戲設定機制架構，並做修正與測試。內容則置入乙未戰爭

中六堆客家地區代表的人、文、地、產、景，幫助傳達了解六堆客家生活的

區域、空間，同時讓後生藉由當中的道具，認識蘊藏其中的客家文化菁華，

使六堆客家文化得到教育、傳承與創新之加值應用。 

設計創作方法則以「文創加值應用法」、「商品設計法」於桌遊商品設計

製作等。「文創加值應用法」乃將有形與無形之文化資產予以蒐錄並加以創

意設計包裝，依循一定的設計模式與程序，透過故事行銷引起消費者的共

鳴，達到滿足消費者情感的需求，最終促成經濟效益，是屬於一種刺激性需

求。 

「商品設計法」主要是將客家文化從感動的「情境設計」到生動的「敘

說故事」再到互動的「產品設計」的三動企劃過程，藉此設計步驟，將歷史、

地理文獻轉化成具體圖像，再依其原型設計生產，導出成文創設計品，最後

以屏東縣長興國小適齡兒童測試本遊戲，其產品未來可提供學校、社區做為

鄉土教育輔助教具，使六堆客家文化得到創新推廣與傳承，達成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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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步驟 

設計步驟進行流程圖: 

 

遊戲企劃         遊戲美術         遊戲設計           遊戲測試                  遊戲印製 

 

(一)、遊戲企劃: 

本遊戲參考知名桌遊”大富翁”（Monopoly）為構想藍本，以一八

九五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帝國後，日本大軍由屏

東枋寮登陸直至火燒庄的六堆義軍抵抗過程為遊戲主題。故；遊戲地圖

繪製參考《台灣百年地圖》之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之日軍第二師團枋寮附

近登陸位置圖已標示之行軍路線，劃界出六堆的空間場域地圖(圖 6)，以

逆時針方向進行，玩家自行選擇扮演由當時的六堆大總理邱鳳揚、副總

理蕭光明、總參謀鍾發春等率領的客家軍抵禦日軍，透過合作殲敵的方

式，了解這段歷史與學習六堆在地理上的空間位置，達成文化教育學習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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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桌遊地圖設計(張重金繪) 

 

(二)、遊戲方式: 

玩家各自選定扮演當年六堆義勇軍的領袖，彼此合作，帶領六堆知名將

領與民兵，參與這場保衛家園的聖戰，共同協力阻止日軍攻佔六堆版圖。 

每位領袖都設計有擅長的特殊能力，運用這些能力，配合策略以及團隊合

作，將日本帝國正規軍驅逐或被日軍殲滅，完成遊戲。 

(三)、遊戲規格與配件設計說明: 

遊戲類型 合作型策略遊戲 

遊戲平台 桌遊 

遊戲人數 4 人 

遊戲時間 20 ~ 40 分鐘 

適合年齡 10 歲(含)以上 

遊戲目的 抵擋並阻止日軍攻佔火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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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玩法 (1)、4 名玩家各自扮演一名義軍領袖，彼此合作。 

(2)、指揮行動或施展策略在日軍前進的路線上設防。 

(3)、25 回合內殲滅日軍或日軍未佔領火燒庄，玩家獲勝。 

 

(四)、遊戲配件美術設計與說明: 

配件與數量 美術設計與說明 

包裝設計1式 遊戲名稱:六堆保衛戰-1895 

 
遊戲說明書1

張 

 
遊戲地圖 1張

(圖6) 

遊戲地圖將南北向路線以環狀設計。日軍由起點「枋

寮」順時針行進；義軍則由終點「火燒庄」逆時針行

進，中央的六堆版塊地圖，供玩家認識六堆區域真實

位置，除日軍起點枋寮外，其餘據點分為兩種類型： 

1、村落：可駐兵、可築工事。 

2、戰略據點：不可建築工事、義軍戰力加倍長興為

村落兼戰略據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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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六面骰 2

顆行動對象骰 

行動計量骰 

1、行動對象骰：用以決定行動對象是義軍或日軍。 

2、行動計量骰：用以決定行進步數或建築工事類型。 

 
玩家指示牌4

張 

玩家共分邱鳳揚、李宜三、蕭光明、鍾發春四名義軍

領袖，各自擁有特殊技能。 

正面為人物資訊，背面為人物列傳。 

 
 

兵力指示旗 

 2種8款總計

32面 

用以標示及計算兵力的小旗幟。分作日軍與義軍兩

色；日軍紅色、義軍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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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工事指示

牌各10張 

用以標示所建築的防禦工事(壕溝)。 

 

事件牌20張 用以表明玩家所觸發之事件內容。 

  

錢幣4種 遊戲中徵兵、建築必須使用的資源，分為10元、20元、

50元、100元(圖為10元與50元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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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遊戲玩法設計說明:  

1 賽前準備 將依1895乙未戰爭台灣百年地圖記載日軍南部登陸

行軍路線地圖，置於所有玩家正中央，正面朝上。將

所有事件牌成疊洗淨、背面朝上放置於地圖中的桌牌

堆框中。所有玩家輪流值一次行動計量骰，決定日軍

兵力總數為 [所擲點數和x1000 ]將相等兵力的小旗

與太陽旗卡放置在部隊指示底座，並將日軍部隊放置

於起點 [枋寮]。 

2 開局 參與玩家為4人；回合牌25張，協助計算回合與確保

遊戲依照規則進行。(由李向榮控制回合數)玩家決定

各自要扮演的角色，並拿取該角色之玩家指示牌。 

安排一處作為棄牌區。由後勤總管李向榮領取100

金；各人並將200兵插置在黃色旗座在各自徵兵據點

上。 

邱鳳陽：長興 

鍾發春：西勢 

李向榮：內埔 

蕭光明：下六根 

依大總理→總參謀→後勤總管→先鋒大將的順序開

始進行遊戲。 

3 勝負判定 日軍由枋寮往前推進，而玩家合作阻擋日軍推進。日

軍行進至無兵力據點即可佔領，若遇有兵力或工事據

點即進行攻防計算。攻防後若日軍仍有兵力，則佔領

該地點。 

勝利條件：25回合內殲滅日軍全部兵力，或25回合內

日軍未能攻佔長興，日軍撤退，玩家獲勝。 

失敗條件：25回合內日軍攻佔長興庄。 

 

4 回合計算 (1)、每回合僅後勤總管李向榮可領取20金並翻回合牌

（其他玩家不得領取金錢，所有玩家執行花費均由李

向榮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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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擲行動對象骰決定是由六堆軍或是日軍行動，

若是六堆軍行動，每個玩家均可依策略選擇下列任一

項執行。 

(3)、徵兵：花費20金，擲行動計量骰決定徵得兵力。

1點=100兵、2點=200兵、3點=300兵、事件=抽取事件

卡1張。徵兵點依玩家扮演角色而不同： 

邱鳳陽=長興、鍾發春=西勢、李向榮=內埔、蕭光明=

步月樓。 

(4)、建築防禦工事(壕溝)：花費30金，可在尚未被日

軍攻占的任意地點建築防禦工事。 

(5)、部隊移動：選擇尚未被日軍攻占的任意地點且有

兵力駐守的據點移動部隊，擲行動計量骰決定行進步

數。1點=1步、2點=2步、3點=3步、事件=抽取事件卡

1張。 

(6)、若是日軍行動，則擲行動計量骰決定日軍推進步

數， 1點=1步、2點=2步、3點=3步、事件=抽取事件

卡1張。 

5 防禦工事 可在尚未被日軍攻占的任意地點進行付費30金建築

壕溝工事。日軍擲骰步數若大於設防點，則日軍行進

至設防點，若遭遇的是防禦工事，則計算完工事效果

後，該工事即遭破壞，日軍可繼續前進至消耗完所擲

步數為止。若遭遇的是一般部隊，則計算完兵力攻防

後，日軍則停留在該據點。 

6 行動規則 (1)、事件牌 

抽取後的事件牌，即置於棄牌區。若事件牌堆抽完而

遊戲尚未結束，則將棄牌區所有事件牌重新洗牌後，

再置於事件牌框中繼續使用。 

(2)、部隊攻防計算 

義軍與日軍戰鬥時抵消為1:1。即100名義軍可抵消100

名日軍。戰略據點與長興庄之戰鬥抵消為1:2。即100

名義軍可抵消200名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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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徵兵起點 當玩家的徵兵起點被攻佔，則該玩家往後徵兵需

退至下一個徵兵點。 

下六根→內埔→西勢→長興(火燒庄) 

8 防禦工事-壕溝 每一地點僅能設置一個防禦工事。除鍾發春花費

20金外，其他三人皆為30金。若防禦工事(壕溝)與部

隊在同一地點，則日軍行進至此遭遇義軍觸發攻防戰

鬥，須先計算壕溝之殺敵效果，再計算部隊之戰鬥抵

銷。 

9 玩家特殊技能 (1)、邱鳳揚特有技能： 

每回合只需花費10金(由李向榮付費)可在任何未

遭日軍攻佔點地點徵兵，且徵兵效果加倍(X2)。 

可另選擇付10金募100兵，最高為50金募500兵。 

(2)、鍾發春特有技能： 

每回合只需花費20金(由李向榮付費)可在任何未

遭日軍攻佔區地點建防禦工事。若抽中事件牌之工事

損毀則破壞無效。 

(3)、蕭光明特有技能： 

每回合可指定未遭日軍攻佔區之任何部隊前

進，且最大推進步數 +1步。可另選擇付10金前進1

步，最高付20金前進2步。 

(4)、李向榮特有技能： 

每回合皆領一次20金，另外可選擇募資擲骰，1

點=10金、2點=20金、3點=30金，若抽到事件之募資

牌可多得該內容1倍資金。 

肆、成果與結論 

「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在考古學上「文化」則指同一或某一歷史時

期的遺蹟、遺物的綜合體。「創意」是經由感動的一種認同，「設計」則是

一種生活品味…(林榮泰，2009)。以客家文化為背景設計的創意商品，需立

足於認同客家文化之基礎上，若能藉由創意加值，設計出能喚起由生活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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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的人們的敬地情節(geopiety)
2
，譜出共同歷史記憶的遊戲商品，相

信其所交織的情感，是最能被認同，得以讓客家文化之內涵透過當代的符號

與思維轉譯，既能兼顧傳統又能獲得大眾的接受與普及。當年在六堆所發生

的乙未戰爭空間場域，經時空的流轉，身居六堆的客家子弟多以不復記憶，

更何況是他者。透過文創的加值設計，重新將當年那段歷史事件經由文創加

值，成為教具與商品，再度認識與回顧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意義格外特別。  

六堆的地理空間可以說是對六堆客家人一個獨有的地方情感及記憶場

域，它是建立在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的結構，透過遊戲認識地方的意義，

可以延伸到客家文化的各種事物與景觀，由原本因求學、謀生、經濟等各種

出走外移，與工商社會逐漸淡薄疏離的客觀空間感，如同外人對六堆的意

象，只是個地理或區域的想像名詞，經由遊戲認識的人、事、地、景、產、

物所感到的自我定位歸屬感後，可產生「主觀空間」
3
，得知先人的付出與

珍惜我們現今的生活，進而發揚與傳承文化。 

本研究成果於106年10月17日於研究內容故事的發生地點—屏東縣長治

鄉長興國小首度發表，隨即吸引各大媒體採訪報導。透過發表前經由試玩的

學童親身操作與參與師生的訪談與建議修正後，無論在娛樂性與對地方的認

識等，評價甚佳，是場成功的文創行銷(相關媒體報導詳見附錄)。 

經由上述研究與設計成果，得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心得: 

一、學童對六堆客家的地理空間認識可透過遊戲設計達成其預設目的。也由

此可驗證桌遊本身是一種以創意為主的表現形式，且具有互動性的娛樂

型態，對於學習有極大的成果效益。 

二、本研究設計出桌遊商品，藉由其還原乙未事件六堆抗日過程的人、文、

地、產、景與合作殲敵的模式，無論是美術風格上、地圖場域上、或是

遊戲中類似機會、命運事件的機制設計上，都帶有族群的鮮明特色與與

客家文化意涵，得以增強學童對六堆地理環境的認識。 

三、開發與利用桌遊工具作為文化教育載具，除娛樂性、教育功能與文化意

義外，若能出版，更可為地方注入新的創意元素與增添文創商品。 

                                                 
2
 賴特(J.Wright,1966)首創 geopiety (敬地情結)一詞,用於表示人對自然界和地理空間產生的

深切敬重之情。段義孚(Yi-Fu Tuan,1974)把 Topophilia(戀地情節)引入地理學中用於表示人對

地方的愛戀之情(李燕，2015)。 
3
 「主觀空間」意指身處的空間環境不是抽象的，是身處那裏的實際情感，是經驗而來，

非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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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桌遊的設計，其成果不僅只是一個功能性教具，更是一個創意商

品，期待它能受到歡迎、重視，達成多元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傳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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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7005424-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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