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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

藝術所描述的內容會轉而構成我們的意識，

而這個意識指的是我們如何看待現在的自己，

以及我們與過去的關聯。

我們的藝術即是我們自己。

   ─〈藝術的法則〉Kit White

對於文化的觀察及生活體悟，

我們潛進歷史脈絡中，

尋找具象徵性的符號，

轉化成一件件作品。

期待你可以在文化的意識裡，找到相互連結的記憶。



主視覺 － 潛藝識

　　「藝術是屬於每個人的，也存在於任何的文化中，藝術和

生活密不可分，藝術正是我們對自己生活的描述。」

在心理學來看，人類的潛意識造就了

藝術行為，進而發展成各自的文化，

考慮到潛意識的主標，使用線條做

漸變，想要做出人類大腦中波動的動

態感以及增加層次，營造出潛意識在

腦中迴響的畫面，後面重複加上青色

及洋紅色的漣漪，除了增加色彩的豐

富性，也增加視覺上想像的空間。左

上和右下的白色背景裝飾是以海馬迴的

形狀去做發想（海馬迴和控制記憶有關聯，進

而影響到潛意識的活動），以深藍色漸層作為背景，製造視覺

上深淺的效果，感覺好像沉到潛意識之中一般。字體設計則是

配合律動、波動的概念，做出纖細、有流動感、流暢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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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介紹

　　　　　1 點點心意

組長 朱曼寧 105A50017

組員 謝函芯 105A50018

　　　　曾柔華 105A50042

指導老師 王怡惠

簡介

　　藉由糕餅外觀的重新設計，讓人們對糕點有新的印象，

並保有祝福之意，更讓這份祝福日常化，使糕餅更貼近生活。

　　布包裝的外觀除了創造吸睛的設計外，也是為了之後能夠

重複利用；而內包裝的部分則是以可回收且方便回收的材料，

以響應環保。而建立在這幾個想法之上的甜點，希望能夠以這

樣貼近生活的方式，讓傳統糕餅成為一個能「慢慢吃」的甜點

融入人們的日常。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飲食習慣口味的改變，以及對

　於點心外觀的要求等，讓人們漸漸的將目光轉向西式或日式

　甜點。我們想要透過一些改變讓大家也愛上中式甜點。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月餅的造型、包裝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期待透過這個作品，讓大家看見中式月餅的可塑性，

　讓現在的年輕人也會愛上這傳統的美好滋味。



 

組別介紹

　　　　　2 世袋 Brighten A Generation

組長 許馨予 105A50013

組員 吳立慈 105A50015

　　　　黃泓偉 105A50023

　　　　張翔媛 105A50033

　　　　葉芳珉 105A50035

指導老師 楊景德

簡介

　　人類的生活習慣會因為這個大社會的變遷出現改變，減塑

政策期待可以減少塑膠袋的使用，但成效不彰，所以本組透過

輕便可水洗的材質我們做出了取代塑膠袋的世袋，世袋可以使

用在一般便當上，亦可透過折疊變成手提飲料袋，這也象徵了

我們的生活應因應環保做出一些改變。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環保袋」之所以環保，最重要的精神在於「重複使用」以減少製造、減少浪費。

　在這個環保意識抬頭的時代，外加政府實施「減塑」政策，環保袋將是未來的趨勢。在市

面　上可以看到許多類型的環保袋，如購物袋、飲料袋、吸管等，但這麼多系列的環保產品

，

　勢必會造成大眾攜帶的不便，所以本團隊將製作多種功能的環保袋，讓大眾可以方便攜帶

並　使用，達到便利以及環保的概念，應映本團隊專題題目：世袋 Brighten a generation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透過小組成員縫製實體成品，亦製作產品設計理念本。實體部分：展示多款不同花

樣　的成品，可提供看展人實際操作，了解我們的構思，而每個花樣象徵一個世代，世袋應

映減　塑能世代相傳。設計理念本：紀錄小組在製作世袋的過程，以及設計的理念、設計圖

。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的「世袋」改變人們提塑膠袋的習慣，讓人們漸漸的從使用一次

性　的塑膠袋慢慢變成重複性使用的提袋，而這樣不僅降低對地球生態造成的汙染，也讓我

們的　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

＜4＞ 其他

　　　　　我們這一組在過程中不斷的反覆討論以及修改我們的專題成品最終的樣貌，除了

要　顧及實用性以及可行性還在意成品之樣貌，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成品達到我們的目標，

在過　程中一直發現問題、處理問題最後解決問題，是達成目標的必經之路，我們也更是誠

心希望　這次的專題成品能夠順利真正發揚，環保愛地球的路上，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組別介紹

　　3 皂化人心 － 打皂不同職業的專屬味道

組長 邱子芸 105A50007

組員 黃麗樺 105A50010

　　　　陳玟伶 105A50012

　　　　穆思妍 105A50020

　　　　張　廷 105A50027

指導老師 楊景德

簡介

　　我們打造出四種不同職業所專屬的香氛肥皂，讓使用我們

香皂的人能擁有適合他們的味道，並且回歸自然。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我們是一群對香味特別敏感的女大生，平時有使用香

　水及香氛蠟燭的習慣，挑選沐浴乳與化妝品時也會注重商品

　的包裝與香氣，因此我們挑選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肥皂

　搭配香氣，親手做出適合不同職業的香氛肥皂，讓人們能在

　下班下課後來場香芬浴，將一天的疲勞都洗走。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我們親手做出四款帶有不同香氣與外觀的肥皂，分別

　是以學生、家庭主婦、上班族、退休老人四種職業為主體，

　調配出我們認為最適合他們的味道，並在香皂的外觀與顏色

　都為他們量身打造。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期許能透過這個作品改變參展者選購沐浴用品習慣，

國人大量使用的沐浴乳除了使用較香皂多的化學成分，也會留

下許多不環保的塑膠包裝，因此希望透過我們親手製作的手工

香皂與親自設計的環保包裝，能為地球盡一份小小心意。



 

組別介紹

　　　　　4 粵語學習之創意應用

組長 劉雅熙 105A50051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王怡惠

簡介

　　以三種不一樣的方式，將道地的香港文化從一個來台灣讀

書的香港人手中表現出來，一方面讓台灣人了解香港人的日常

，一方面又可以作為一個有趣味性的學習跟交流方法。我也希

望可以因此讓更多人喜歡香港。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作為一個來台灣讀書的香港僑生，除了想要了解台灣   

　的本土文化外，也希望讓台灣人了解一下香港文化。有些人

　可能沒有機會親自去香港旅遊，體驗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所

　以我想透過比較有趣而簡單的方式，將一些香港人平常的用

　語跟地道小吃表現出來。這樣子雖然沒有實物，沒有實感，

　但畢竟也是從一個香港人手中做出來的東西，比較有味道。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在香港地道小吃方面，我使用超輕黏土再配上廣告顏

　料，先塑型再上色，以微型模型的方式呈現。

　在粵語(廣東話)方面我以手寫字卡表達，除了原句子以外，

　我會將粵語拼音、台灣用語跟其意思都一併寫下，更可能配

　上英文寫法。另外我會以一個特別的方式去將一些從香港買

　回台灣，帶有香港特色的小飾品放在一起，讓人可以隨機獲

　得其中一個。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我希望這個作品可以讓一些不了解香港的人更加知道

　一些日常的香港文化，也希望因此讓更多台灣人喜歡香港。

　也希望這作品能讓兩地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尤其在繁體字方

　面能有更多的保護活動。



 

組別介紹

　　5 深原入圖 － 阿美排灣泰雅族圖騰應用

組長 鄭溫秀 105A50016

組員 董禮芫 105A50050

　　　　陳致維 105A50022

　　　　黃維婷 105A50048

　　　　黃品皓 105A50002

指導老師 楊琇惠

簡介

　　我們將製作一本繪本，簡單地傳達某些圖騰的由來與故事

，並將具意義的圖騰再發揮創意，搭配註解後設計在常用的生

活用品上，旨要在貼近生活、協助推廣圖騰的特色與文化。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原住民在尚未有文字記載時，圖騰擁有傳承、教化、  

　宣揚文化的功能，其中各族也有許多共同處，意義也類似於

　中世紀時期歐洲教堂的壁畫與雕刻，在教育與文字尚未普及

　前擁有宣揚教義的功用；從原住民的圖騰能窺見他們神話、

　起源亦能了解地位階級、男性與女性間的身份關係；而圖騰

　也具有裝飾性的藝術功能，也有各族自我表現的精神意義，

　原住民圖騰不僅具備了藝術之美更兼具了實用的功能，我們

　能從各族圖騰特色一探其中奧秘並透過媒材結合圖騰創作，

　讓人們更能認識台灣豐富的民族特色。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我們將圖騰的故事撰寫成簡單易懂的版本，並搭配精

　心設計的插畫製成繪本，並以圖騰為主要元素製作相關的周

　邊產品，包括手機殼、筆記本、紋身貼紙等。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希望能透過書本的傳遞，讓更多人們能夠了解台灣原

　住民人口數最多的三大族間的圖騰意義與特色，藉由具備藝

　術性與故事性的圖騰加以推廣，將臺灣的多元文化特色與本

　土文化精神能更進一步地發揚光大。



 

組別介紹

　　　　　6 錦衣繡襖

組長 盧佳宜 105A50019

組員 黃郁婷 103A50049

　　　　周怡萱 105A50036

　　　森田泰弘 105A50049

　　　　

指導老師 陳涵秀

簡介

　　亞洲文化的發展，經過了幾百年來不同民族的建立而產生

影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底蘊，也展現了多元文化的面

貌，而鄰近台灣的東亞及東南亞又是與我們有著緊密關聯的地

域。然而，台灣人的教育因為民族意識高，所以常侷限在台灣

本土的事物上，沒有瞭解外國文化的誘因，又因為民族性強，

較少接觸開發中國家的文化

價值，故本專題團隊想以鄰

近台灣的東亞及東南亞為目

標研究富含各地方特色的傳

統服飾，也在其中找尋不同

民族各形各色的文化內涵。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透過文化交流能提醒我們異國文化不容忽視，也能重

　新建立起本國自身傳統文化的驕傲。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以服飾圖鑑、紙雕公仔、研究文本並結合研究成果，

　設計相關文創產品使民眾瞭解，並加以推廣、融入知識教育

　層面。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透過不同民族的相關文獻與解讀，了解各民族的文化

　特色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

＜4＞其他

　　　　除了主軸的文本研究、圖鑑及紙雕公仔，我們也會將

　研究內容製作成其他文創設計小物的延伸，例如：徽章、貼

　紙、卡片、書籤等。



 

組別介紹

　　　　7 花祭 － 獻給所有曾經盛開的花朵

組長 涂竹君 105A50044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陳涵秀

簡介

　　「獻給所有，曾經盛開的花朵。」

　　以花為名，創作符合其花語的原創音樂，並以形象畫作為

輔，選出10朵擁有悲傷故事的花朵，表達出對青春將逝的感嘆

以此次展覽為紀念。

「凋落並不是結束，而是等待再次綻放的時刻。

當下一次盛開時，再相見。」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因為展覽的時期剛好是春天花季的尾聲，是充滿感傷

　的時節。而這也象徵著每個人的一生中繁華最盛的時刻，在

　時光荏苒中悄然即逝。想以祭祀的方式為此留念，算是一種

　讓其以別種姿態永恆存在的方式。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為花量身定做原創音樂，參考其花語與傳說故事，

　並為其繪製形象畫，也會有書籤、耳環、明信片等周邊。

　　　　展區的設計會以祭壇的擺設為參考形式，讓人更有感

　同身受的想像。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讓觀展者能感受到人生苦短、青春易逝的感嘆，鼓勵

　眾人把握光陰、珍惜當下。

＜4＞ 其他

　　　　這個展覽我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讓花朵的美麗停留在

　永恆的時刻。



 

組別介紹

　　　　　8 小房間

組長 王詩婷 102A50450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鄭麗玲

簡介

　　近百年與過去千年間的差距不只是生活，連帶思維、生存

方式、資訊傳遞結構都受到改變，懷抱迷惘與試探，串聯起千

里之內的聯繫，探索不同場域中的對話形式，透過小說將現代

人生活一隅記錄下。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從對話形式的轉變開始，延伸至對於人生的發展與想望，這個

　時代的人多數懷抱著一種迷惘與無助，倉促、壓抑、滿不在意，我對

　場域影響對話人群與結構的這件事情抱有探索。小房間這個主題是從

　吳爾芙的名言中提煉出來，她說了：「女人若要寫作，一定要有錢與

　自己的房間」（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房間代表女性的獨立、自主、掌握，

　在空間中探索自我與對話，我想我在創作的過程裡，創作的內容主體

　本身，除了扣住小房間之外，也同時多次重新詮釋小房間一詞的需求

　性與空間架構形式，如我有一間房間，一間無法上鎖的小房間一般。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以小說印製成本搭配上故事中的場景進行整體配置。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探索這些對話與場域之間的關係之後，能夠達到兩個作用，

　一是了解不同場域之間對人的感受，並藉此體感差距，做為未來職場

　上企劃活動、行銷、平面設計等多方職場需求中，能夠有更多的資訊

　與熟悉度；二是希望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帶給自己寧靜的幾個時間，

　幫助認識自己在生活中的脈絡，也對於過去的生命經驗做一個整理，

　　　　這是我在大學生涯中最後一份專題作品，也將會是一場回顧自

身的對話。



 

組別介紹

　9 辦家家酒 － 台灣辦桌常見菜色意涵與
相關禮俗之遊戲轉化

組長 李毓杰 105A50028

組員 廖珮綺 105A50014

　　　　林映辰 105A50021

　　　　

指導老師 吳宇凡

簡介

　　隨著時代的改變，飲食習慣已漸漸被快餐取代，在這忙碌

的社會，不禁讓人思考，有多久沒有和家人聚在一起吃飯？又

有多久沒有一起享受著婚喪喜慶帶給我們的感受？藉由這個主

題我們想拾起大家對於辦桌文化的想像以及內涵，喚起漸漸被

大家遺忘的故事。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之所以選辦桌當主題，是因為高中時看了<總鋪師>這部電影讓我印象  

　深刻的電影；還記得當時，這部電影在台灣掀起了一波浪潮，也讓大家認識了

　辦桌這項特別的文化。

　這部電影讓我深深感受到台灣特有的人情味和飲食文化，更讓我對結合兩者的

　辦桌文化深深的感興趣。一直以來，台灣也是以美食和人情味在觀光方面佔有

　一席之地，所以辦桌這項活動無非是向大家介紹台灣文化的最好的案例之一，

　而其中的禮儀習俗和禁忌也相當有趣和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反映了台灣早期

　的風俗習慣。傳統式的辦桌和現代的辦桌文化也可以拿來比較而藉此了解到今

　昔社會風氣的改變，更令我覺得有趣的還有辦桌菜色一道道的吉祥菜名，每一

　道菜所代表的涵義和巧思都值得我們去探討。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藉由轉化遊戲將桌面上的菜色融入大富翁中，透過遊戲增加有趣、刺　

　激感，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文本而是溫暖可以拉近彼此距離的遊戲，其中附有辦

　桌各式菜色的特色以及有趣小知識，不僅是介紹菜色更是了解其背後之意涵。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期待辦桌的文化特色，能透過大富翁的方式得到小朋友的關注，而近一

　步的認識辦桌文化與菜色，除了小朋友以外，也期望能讓大朋友們認識到辦桌

　文化的菜色。



 

組別介紹

　　10 老遊戲新玩法 － 給為下一代
奉獻一生的前輩們

組長 陳沐昭 105A50034

組員 曾靜揚 105A50037

　　　　林品妤 105A50031

　　　　

指導老師 陳涵秀

簡介

　　為了使長者多加活動並與他人有所交流，我們決定設計一

款桌遊讓長者可以藉由玩樂來增進活動慾望，也讓他們在閒暇

之餘有活動可以一同玩樂。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看見許多長者生活無聊且無人相伴左右，因此想透過  

遊戲的方式讓長者的生活不再無趣漫長，使他們找回年輕的活

力。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口頭講解設計理念並附上實際操作影片讓觀眾實際遊

玩。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長者可以有尊嚴並開心地度過餘生，並讓生活多一些

樂趣，不是只有看電視或曬太陽偶而出去散步，可以有一個無

論何時都可以玩的休閒活動。



 

組別介紹

　　　　　11 中國象棋文化之推廣

組長 許　杰 105A50040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楊琇惠

簡介

　　棋，在每一個不同色彩、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背景下，

從貴族與王室之間的戰略模擬遊戲，漸變成為人與人之間，可

以不避諱地互相算計、切磋、甚至可愛地爾虞我詐。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琴、棋、書、畫。

　四藝在中國超越文書記載的年月裡，「棋」是在歷史裡待的

　時間最廣而最長的。「棋」也是我們都不可否認的，在童年

　裡、在生活裡與對手鬥志、與長輩相談、與朋友交際的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然而年輕的世代，已經漸漸地不再下

　棋了。好不容易從商、周，直至南宋才終於定型完成，從南

　宋在發展至現代的中國棋藝，儼然已不復再興。能用什麼樣

　的方式讓現代人對於棋藝，在這個時代之下產生出之於歷史

　與人類習慣之中，那一件被我們漸漸地遺忘與拋下的文化載

　體，能夠在認知之中、在我們對彼此的認同中，使當代中國

　象棋的存在，能夠真正地被保留、能夠再存在？

　在這個問題之中，我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新的解答。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棋具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以照片、出版品、棋具、棋布(棋盤)，希望能使觀展

　者能夠在觀賞作品時，重新以自身對象棋的印象，勾勒出，

　亦或是創造出屬於每個人不一樣的記憶與新的觸動。



 

組別介紹

　　　　　12 克蘇魯神話之遊戲設計

組長 邱冠達 105A50029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劉秋蘭

簡介

　　無時無刻，那些躲藏在陰影之中，那些漫遊於銀河之物，

他們存在於地球之外，無心的影響著人們。本次遊戲，便是要

讓人們親身體驗，在克蘇魯神話中扮演著人類是件多麼難過的

事情。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最主要是因為coc（克蘇魯的呼喚）這款桌遊的關係，強大的

自由度和包容力，以及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危機，讓我感覺到做為專題

的可行性。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將使用avg，也就是對話型遊戲來製作，這種遊戲型態需要大

量的故事介紹，正好適合此次專題。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希望這樣的作品能夠被愛好者們認可，並且能夠推廣在台灣的

克蘇魯故事，並且讓現行的台灣鬼故事也加入這類概念。



 

組別介紹

　　　13 食在好器 － 臺灣滷肉飯之食器設計

組長 謝采君 104A50022

組員 無

　　　　

　　　　

指導老師 王怡惠

簡介

　　臺灣豐富多樣的傳統特色小吃，體現了我們的民俗風情與飲食文化，美

食除了著重於色、香、味的獨特展現外，器皿更是襯托美食的重要關鍵，材質

的選用將影響料理的口感，外觀的設計也會影響品嚐時的美感體驗。店家為了

節省成本、提升出餐速度，常使用保麗龍或紙製餐碗盤等一次性餐具，製造大

量無法回收的垃圾；有些店家則選擇了美耐皿餐具作為內用的食器，然而經研

究發現，美耐皿遇熱即可能釋出有毒物質，長期使用可能有健康風險。

　　因此，我想以被譽為「國飯」的臺灣傳統小吃──滷肉飯，作為研究對象，

介紹其歷史、作法、在臺灣的南北差異與發展。而透過為滷肉飯設計食器的過

程，探討各種餐具材質運用上的優缺，選用環保、無毒、可重複使用的材質，

以臺灣的文化元素發想並繪製圖騰，設計出具有文化意涵、生活美學且可量產

的食物盛裝器皿。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將展示透過熱轉印技術印上設計圖騰的陶瓷飯碗，旁

　邊擺上滷肉飯模型、以小碟子盛裝的滷肉飯食材（稻米、紅

　蔥頭、香菇等等），也會放上設計圖的草稿和三視圖，讓觀

　賞者了解設計的過程和想法。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將展示透過熱轉印技術印上設計圖騰的陶瓷飯碗，旁

　邊擺上滷肉飯模型、以小碟子盛裝的滷肉飯食材（稻米、紅

　蔥頭、香菇等等），也會放上設計圖的草稿和三視圖，讓觀

　賞者了解設計的過程和想法。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期許能藉由為臺灣傳統小吃量身訂做合適的內用盛裝

　器皿，提升食物的質感及格局，讓民眾與遊客吃得健康、吃

　得環保、吃得優雅，並且傳承臺灣獨特的飲食文化。



 

組別介紹

　　14 易學八卦：八卦知識解構及其遊戲製作

組長 楊宗翰 105A50041

組員 辛佩得 105A50003

　　　　葉淨慈 105A50030

　　　　

指導老師 吳宇凡

簡介

　　透過文獻分析參酌《周易今注今釋》、《新譯易經讀本》

……等書對於易經之闡釋，並參雜筆者對於易經之發想，再援

引易經中深具特色的部分，如：易經算命、八卦與六十四卦之

意涵及其衍生之科技、工具……等，轉化成現代流行遊戲的元

素，以上述種種規劃設計卡牌遊戲，玩家有類似角色扮演遊戲

的三條素質：人口、糧食、

巫力，並在八卦所構成的不

同環境中，以六十四卦所衍

生的卡牌互相攻伐。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有鑑於大部分學生對於國文有強烈的刻板印象與排斥

　感，並且小組組員對於易經有濃厚的興趣，因此想以此改善

　青少年對於國文的反感並拋磚引玉期待有更多人投入於此。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以桌遊來呈現。遊戲系統是由對戰卡牌遊戲為基礎去

　進行設計，由二到四位玩家進行遊戲，遊戲的目的是讓玩家

　在遊玩過程中也可以學習到八卦的卦詞含意從中獲得樂趣。

　遊戲的故事背景設定在部落時代，玩家將扮演不同部落中的

　巫師以卜卦來決定部落的命運並將其他部落消滅來達到統一

　大業。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期待玩家能在遊玩過程中潛移默化，漸漸地接觸關於

　易經的知識、瞭解許多易經背後的意涵，在遊玩的過程同時

　學習易經，若是還能使一部分玩家開始對易經產生興趣，而

　自發性的研究易經，那更是我們所樂見的。然筆者的主要目

　的為以此作品，拋磚引玉，激發後人的創作意願，以不同方

　式來闡釋國文，並作為大眾接觸易經、古文之引導，讓莘莘

　學子瞭解，學習國文並不是為了考試，古文並不是這麼死板

　無用、艱澀難懂。



 

組別介紹

　15 開眷有憶 － 左營眷村 回憶擷取與再現

組長 唐惟真 105A50011

組員 鍾羽涵 105A50026

　　　　李佳韓 105A50043

　　　　林禹蓁 105A50045

指導老師 吳宇凡

簡介

　　打開眷村大門，打開眷村人的回憶，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風

景。設計分別以眷村大門和花窗來呈現當時的生活情景，讓觀

者可以一窺眷村人的回憶。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惟真：我的父親和爺爺都很喜歡與孩子們分享他們年輕時候的故事，而最令我感興趣 

　的就是他們的共同回憶—左營眷村。曾在左營眷村住過一段時間。如今，原熱鬧溫馨的眷村

　已成廢墟，希望藉由這次機會，能讓我們回到當時美好時光。                                  

　獻給我最親愛的父親

　　　　羽涵：眷村一直給我給我很溫馨的印象，當初和其他組員討論時便被這個主題深深吸

　引。為什麼在那樣一個物資缺乏的年代，他們的心靈卻過得比我們還要富足？希望藉由這次

　的研究，深入去認識眷村的二三事。

　　　　禹蓁：大一時因為課堂作業的關係到四四南村考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眷村，看到許

　多當時的生活景象和物品，不同於台北四周高樓的屋瓦建築，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對眷村

　的印象一直留在我心中，希望我能更深入了解當時眷村人們的生活背景和心境。

　　　　佳韓：眷村在台灣社會變遷中不可抹去的記憶，記得高三考完統測後，國文老師在課

　堂上播〈一把青〉，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眷村的樣子，感受當時人們得如何生活。

　在戲劇之後，逐漸想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及來台的心路歷程，因此本次選擇探討眷村，並將

　眷村的記憶再現。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我們將以雷射切割方式製作一個可自由組裝的夜燈，擷取眷村當時的記憶放在我們的

　作品裡面。作品分成兩種款式，一種是以門口窺探眷村的庭院生活，一種是從窗戶透進去看

　眷村人的日常。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凝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讓不同世代的人可以互相理解。



 

組別介紹

　　　　　16 織情 － 牛郎織女的相遇

組長 陳欣琦 105A50008

組員 劉曼菱 105A50009

　　　　張景如 105A50038

　　　　朱元儀 105A50039

指導老師 楊琇惠

簡介

　　以牛郎織女的主題，在銀河鵲橋上牛郎織女的相見，設計

出黑暗中星空的氛圍。將故事以紙雕燈的作品呈現出來，並且

將一個平面的圖畫分成多個圖畫，將其分隔開，形成多層次的

畫面，營造出浪漫的感覺。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每個月的十四日都是情人節，而我們都過著西洋情人

　節，但是卻不了解這個節日的歷史淵源，所以想藉由專題展

　覽讓大家更深入了解中國情人節文化。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我們會製作紙雕燈來呈現牛郎織女的故事，而從草稿

　繪圖到裁切組裝甚至是燈具線路的安排都是由我們組員自己

　花費極大的心力去完成的。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希望透過這次的專題製作，在我們自身上可以學習到

　如何整理資料製作文本的能力以及展場布置和商品設計實作

　的能力。



 

組別介紹

17 禁「紙」轉動 － 戰後台灣禁歌研究及應用

組長 張庭慈 105A50004

組員 彭立宇 105A50047

　　　　蘇紹文 105390005

　　　　曾一修 104390010

指導老師 吳宇凡

簡介

　　以禁歌為出發，考察當年時空背景下的文化背景，並以卡

式錄音機或俗稱的卡帶，作為外型的設計基礎，結合紙膠帶上

各種禁歌原因，讓現代的生活中也能體會禁歌文化。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臺灣在多次的社會運動中展現人民對於政府的監督與

　期望，從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白衫軍運動與2014年的太陽花

　學運中，人民除了上街遊行外，更以歌曲傳達訴求，朗朗上

　口且傳達訴願的歌詞，讓全體社會能以平易近人的方式瞭解

　社會運動的意義，歌曲在整個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往往是凝

　聚群眾意識的重要因素。但是臺灣在戰後的時代背景下，許

　多傳達人民訴求的歌曲被查禁，成為所謂的禁歌，而解開禁

　歌的神秘面紗，更能進一步了解禁歌文化。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將會以文字展板與文創商品的方式展出，先了解禁歌

　文化，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導入當代文化背景與歷史環境，

　訴說禁歌的緣由與後續發展，最後以文創商品作介紹重現禁

　歌原因，使禁歌文化加值再利用。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透過展覽的推儣，讓更多人能認識這段逐漸被淡忘的

　記憶，以及運用文創商品，使禁歌文化能夠被重新詮釋並保

　持原有的歷史意義，落實「歷史可以被原諒，但是不能被遺

　忘」所言。



 

組別介紹

　　　　　18 《魚》虛實整合

組長 曾郁芳 105A50024

組員 王婷楨 105A50005

　　　　林于平 105A50025

　　　　吳雅軒 103A50048

指導老師 吳岳錚

簡介

　　在我們的記憶中，河岸總是能夠看到許多福壽螺的卵，那

是被污染的臺灣，原生種漸漸地消失。最初的河景是怎麼樣的

？尚未被汙染的臺灣究竟有多美麗？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還記得小時候總是看見了許多的福壽螺，家裡的人都

　說那是外來種，對環境是不好的。那是被汙染的臺灣。

　　　　試想未被污染的臺灣，感覺是那樣的美麗，若能夠將

　那樣美麗的風光再次製作出來，似乎不失為一件好事。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本組將配合虛實整合的概念，設計一組缽碗。

　將平常無法接觸的生物以虛擬的方式製作出來，而水與草都

　是真實的；而其中一款則相反，真實的魚兒配上虛擬植物。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本設計能夠放置在家中或是辦公室等處，不僅讓人能

　夠待在室內就彷彿看見過去的河邊風光，更讓人獲得療癒的

　效果。



 

組別介紹

　　　　　19 遊進大稻埕 － 永樂町

組長 馮詠宸 103A50001

組員 曾新承 103390004

　　　　

指導老師 陳涵秀

簡介

　　透過遊戲，體驗歷史中的故事。



詳細介紹

＜1＞為什麼想做這個題目？

　　　　學習可以多方面且無時無刻的，越來越多的遊戲皆已

經證明遊戲在教育方面的積極意義，我想要讓學習歷史不是只

能依靠讀書來完成，透過遊戲，我們可以用更生動的方式來體

驗歷史中的故事。

＜2＞如何呈現你/你們的作品？

　　　　我們的作品是互動式遊戲，我們扮演當時生活的人們

來認識大稻埕的方方面面，瞭解大稻埕的經濟與文化。

＜3＞期待這個作品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透過這個作品，以另一種方式來認識我們的大稻埕。

＜4＞其他

專題本身是遊戲，未來也可以發展VR、AR的互動方式。



團體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