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本校師生參加全國第 32屆木鐸盃榮獲 1銀 2銅
◎學務處體育室

本校日前參與全國「第 32屆木鐸盃運動競
賽」（簡稱木鐸盃），共獲得 1銀、2銅等佳
績，表現優異。本次賽事由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自

帶領陳永倉主任秘書、蔡葉榮學務長、理學院翁

梓林院長、體育學系陳益祥主任及師生組隊參加

學生組與教職員工組球類競賽。

此次本校共有 92位師生報名參賽，分別參
與桌球、羽球、籃球及排球等四種球類運動，藉

由參加運動競賽，以提升師範大學及師培大學系

統師生運動風氣。陳慶和校長並前往木鐸盃學生

組賽場為選手加油打氣，為參賽選手們於賽前日

夜不斷地訓練感到欣慰，同時也鼓勵本校師生維

持良好運動習慣，持續提升本校校園運動風氣。

 第 32屆木鐸盃運動競賽成績：
 學生組—女子桌球第 3名、混合羽球第 5名；
 首長組—網球第 2名；
 教職員工組—男女混合網球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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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陳慶和校長帶隊下勇奪網球賽首長組第 2名。
（左 4至右 5依序為蔡葉榮學務長、陳益祥主任、
陳慶和校長、翁梓林院長）

 ▲本校學生組女子桌球小將勇奪第 3名。

 ▲本校教職員工組隊參加男女混合網球賽榮獲第 3
名。

 ▲本校學生組混合羽球榮獲第 5名，選手合影。

▲本校在陳慶和校長帶隊下勇奪網球賽首長組第 2名。

▲本校本校學學生組女子桌子 球小球小小將勇將勇將 奪第奪第 3名3名。

▲本校教職員工組隊參加男女混合網球賽榮獲第 3

▲本本校本校學生組混組混合羽合羽球榮球榮獲第 5名，選手合影。▲



畫壇老兵心年青
◎校友中心／師範藝術科 40級　周福番

宜蘭縣資深畫家周福番校長，民國 21年出
生於宜蘭，民國 40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身）藝術科。在職期間不斷

進修，前後畢業於臺北師專及新竹師範學院。終

身從事教育工作，業餘不間斷作畫，並參加多項

展覽，如中華民國千人美展、中華民國 74年當
代美術大展、臺灣省教員美展、臺灣省公教書畫

展、東京第 10回亞細亞美術大展、臺北教育大
學歷次校友、美術大展、宜蘭地方美展等等。

周校長甫於今（110）年 4 月 3 日至 25
日，於宜蘭縣文化中心舉行「周福番 90特展」
並出版《周福番 90語文暨畫集》贈送親友。開
幕時母校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特

別代表母校及校友總會蒞臨祝賀。復於 5月 1日
至 30日，假宜蘭酒廠「紅露藝廊」舉行第二場
「周福番 90西畫特展」。如此高齡能連續舉辦
兩次個展實屬不易，博得許多讚譽，本次展覽

並未舉行開幕典禮，但是第一天前來參觀的親

友非常多，這可能就是 90歲舉辦兩場畫展的魅

力吧。此次展出作品都是近幾年完成的，總共

有 33幅，有水彩畫、油畫、粉彩畫、壓克力畫
等。畫幅有全開、對開、四開等，題材有風景、

人物、及人體畫等。

周校長的水彩畫以往都採用渲染法，融合

天地風景，一氣呵成；近年新畫風走出水氣淋

漓，有意表現重彩堆疊，如油畫般的厚實感。如

展出的「五峰旗風景區」、「長江三峽」之崖壁

肌理、「老樹群」的樹幹紋理、「溪流」、「三

峽風景」之湍急水紋、「武陵農場」的楓紅等

作，筆劃綿密、濃綠遮蔽不見天空，其密閉性正

好傳達出一種秘境之旅的氛圍。

校長雖是畫壇老兵，卻仍保有初學者的謙

遜之心，他嘗試未曾畫過的題材，大膽變造渲染

到堆疊的風格，而且一下筆就停不下來，創作歲

月天長地久，不知倦怠，不會無聊，也不知老之

已至。繪畫又沒有終點，也許會永遠地走下去，

大家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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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年 4月 10日於宜蘭縣文化中心舉行「周福番 90
特展」開幕典禮，嘉賓雲集。（右邊第 1排為周福番
校長）

 ▲  周福番校長自畫像。

 ▲周福番校長親自為參觀者導覽解說。

 ▲周福番校長

（後排左 4）
與到場祝賀親

友合影。



日嘗 DAILY-ATTEMPT：
生活中的加值與轉譯，賦予日子美好的嘗試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10級畢業成果展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四年級　徐靖雅

這次 110級的畢業成果展主題命名為「日
嘗 DAILY-ATTEMPT」，副標題為「生活中的加
值與轉譯，賦予日子美好的嘗試」，以「生活

化」作為主題發想的主軸之一，並認為在生活中

透過不斷的嘗試，總是能看見不一樣的成果，哪

怕是那平凡的每分每秒，也可以擁有很不平凡的

驚喜。

第 12屆的團隊分為 10組創作組，每個組
別所探究的議題都與今昔的生活息息相關，並以

城市、自然、傳承三個面向為發展的軸線，為了

改善生活的樣貌，做了很多創新性的行為及創作

進而與社會溝通，期許文創這個領域能夠讓世界

變得更好更完美。

 早城案內所 Morning Lab
早城案內所，是一個媒體服務平臺，致力

推廣城市的美好生活，透過分享音樂、藝術作

品、食物、商品等，回到最純粹的眼光，品味這

座城市，藉此找到對生活的理想與感悟。

 良木 Good Wood
良木，將臺灣林業的歷史文化及現今生態

轉譯為圖版遊戲，讓民眾可以透過遊戲的方式對

臺灣林業有正確的認識，進而帶入森林永續的概

念。期望讓人們對於本土木材的想像不再是破

壞，而是轉化成對於森林永續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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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主視覺：「當日常平凡無奇的東西在無數次互相碰撞後會碰出什麼新火花呢？」
　 畫面中顏色以黃色和藍色作為主要顏色，運用兩色強烈對比製造視覺衝擊，並以拼貼的方式呈現日常感。跳脫框架
的設計想要詮釋展場的核心理念「嘗試」，圖中主體地球用拼貼的方式緊扣城市、自然、傳承的意象，並扣合各創

作組的理念同時也串連文創系的三大領域。

 ▲早城案內所｜

實體產出《早

城誌‧通勤狂

想曲》。

 
▲

良木創意｜

實 體 產 出

「 森 森 不

息」桌遊主

視覺設計。



 玩絆 Play Band
玩絆，希望透過一系列創新童玩推廣課

程，將古早童玩「玩的體驗」，導入「玩中學」

的理念，讓小學生在把玩、製作童玩，以及玩原

創桌遊教具的過程中，訓練其「自我創造力」、

「感官本能力」與「社會交往力」，使古早童玩

重新回歸當今孩童的生活視野並延續其精神。

 原子荷包彈 RUNNING EGG
原子荷包彈，主張「將運動融入日常生

活」，是一個關心現代年輕人身心健康的團隊，

希望藉由運動來推廣正向健康的能量，並舉辦一

些爬山、運動等相關並結合身心靈探索的活動，

期許大眾能夠透過運動成為自己心中的理想模

樣！

 開工 KHAI-KANG
開工，藉由刊物以及影片，訴說工地最真

實的樣貌以及工人們充滿溫度的生活故事，牽起

工地與我們生活的連結。在生活中，工地似乎已

成為危險的代名詞，工人往往被貼上低學歷、髒

兮兮的標籤，我們希望透過揭秘工地生活，翻轉

工地的刻板印象！

 街曉 SEEKER
街曉，為實境遊戲團隊，致力於設計街道

實境遊戲。利用街道設計謎題，結合地區性文化

劇情，使玩家透過遊戲觀察街景，並認識地方特

色文化故事。

透過謎題，讓玩家觀察街道景色；透過劇

情，讓玩家知曉遊戲地區歷史與文化。以實境遊

戲傳播，用不同角度去體會街道文化由內而外迷

人之處。

 ▲街曉｜實體產出「再會條通」街道實境解

謎遊戲道具包。

 零食差 Eat Back to Tradition
零食差，除了以「食」為主題以外，更著

重在「零」的部分。所謂「零」食差，意味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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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荷包彈｜出團活動紀錄。

 ▲玩絆｜實體產出「當我們童在憶起」古早童玩桌遊  ▲開工｜媒體輸出‧網站資料庫頁面示意。



有時差，透過田野調查分享和甜點創新，讓這些在現

代都市中即將失傳的傳統重新和時代接軌，保留守舊

的經典、注入創新的元素，讓大眾能在日常生活中品

嚐到傳統古早味小點的記憶，又不失生活品味的價值

體驗。

 蓪通 Tong Tong
蓪通，正研究一項擁有百年資歷卻已經消失在人

們生活中的文化資產—「蓪草」，它不是草，而是

樹。樹幹中的髓心取出後可以削成紙，做成紙花，曾

經極具經濟價值。然而隨著塑膠、保麗龍的興起，蓪

草已漸漸被取代。團隊想嘗試蓪草的各種可能性，讓

蓪草重新回到你我的日常。

 蹈嶼

蹈嶼，在這裡記錄熱愛的街舞文化。「蹈嶼」取

其「島嶼」諧音而來，舞者是在臺灣這座島上舞蹈的

人們，耕耘著先輩共同努力傳承的精神及文化。即便

街舞來自他鄉，這顆異地種子經過理解、包容和熱情

的灌溉，也終將成為血脈裡最燦爛的模樣。

 顏植萃造所 Discolory
顏植萃造所，希望藉由植物染將這些日常生活中

唾手可得的顏色萃取出來，為生活注入更多的色彩，

並將嘗試過的各式實驗過程與結果，以不同形式呈現

在大家面前，增添日常的樂趣與美好！

展覽原訂於 6/4∼6/7在松山文創園區 3號倉庫舉
辦，但因 5月中疫情突趨嚴峻，導致展覽被迫取消，
因此無法以實體展覽方式提供大眾更多的體驗及感

動，但還是希望能透過這一年來的經歷與過程，帶給

社會些微的影響力，與大家一同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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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差｜實體產出「零食差馬卡龍‧橡皮糖款」。

 
▲

顏植萃造所｜

實體產出「植

染項鍊‧四季

款」。

 ▲蹈嶼｜媒體輸出‧採訪圖文示意。

 ▲蓪通｜工作坊活動紀錄。



回到一個點
110級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畢業成果展—設計組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四年級　王宣昂

回到一個點與自己對話。我們隨著時間的

演進、累積、匯集，最終回歸初衷，接著如同沙

漏般的循環，運用所學的技術，從一個問題點開

始，發展出無限的表現方式、工法、能量⋯⋯。

而當我們回首那最初激發我們的問題點，

不斷的自問、自我揭露，「我們為什麼開始做設

計？」找出自己的材質與樣貌，且不忘回到任何

一個時間點，去回味我們走過的、經歷過的那個

點。

「回到一個點」的發想來源其實是來自可

愛班導師的口頭禪。通常老師會以這句話作為接

下來敘事的開頭，但在接下去之前，提醒著之前

所提及的東西一樣重要。之後在準備升上大三的

暑假，大家決定以回到一個點作為展覽主題與名

稱，不但有意義且博取大家會心一笑。身為一個

創作者，最容易被看到的是光鮮亮點的成品，但

觀眾不一定會了解到對於作品背後利用大量時間

去堆疊與累積的技術，或是迂迴不斷的自我思

考。但是過程卻是設計與創作中不可或缺的，我

們利用展覽主題，回到過程中去尋找創作的初

衷。

從進入藝設系開始，除了精進美感的訓

練、議題的討論、自我對話與討論的練習，我們

開始接觸不同的媒材，轉化成展示的不同型態。

我們由此出發，把「時間」與「媒材」作為主視

覺的發想，轉化成抽象圖形。以四種元素符號代

表本科系，將系上主修的四大領域轉化 抽象的

元素符號，萃取各領域的特色，如金工的結構組

成、木頭的塊狀料材、產品設計的流線感，以及

陶藝創作的土之自然型態加上釉藥的流動感，利

用該技術最具代表性的特質作為色塊的呈現，並

將所有要素裝入沙漏中，亦有將我們四年所學聚

沙成塔的意象，沙漏同樣也象徵著時間，一粒沙

最終匯集成一粒結晶，不斷的循環，說明了創作

的過程就是不斷在內心對話，回到最初為何創作

的宗旨，不斷回到一個點，完成作品的同時也是

一個全新的開始。

畢業展於 4/26至 4/30於本校篤行樓 1樓展
出，包含 42位應屆畢業生分組及個人的創作作
品，作品內容包括商品設計、輔助用具設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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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級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畢業展於 4/26至
4/30假本校篤行樓 1樓展出。

 ▲展覽開幕大合照：

陳慶和校長（1排右
4）、張欽全院長（1
排右 3）、游章雄
主任（1排右 5）、
游孟書導師（1排右
2）、系上老師及同
學們。



頁介面設計、影像與動畫設計、交通工具設計、

工藝創作、傢俱設計與食用器具設計，感謝來自

各處的嘉賓與我們共襄盛舉。

因疫情爆發的影響，取消了原本預計在

5/14－5/17位於南港展覽館 40屆新一代設計展

的展出。雖然有些可惜，但同學們在金點設計

獎、多項國內外獎項與各式產學合作皆拿下不錯

的成績！而大家在經過這一年為了展覽的努力之

後，從過程中學習到許多的經驗，皆能在未來生

活中成為提升自己向前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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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工作品展示。

 ▲產品設計展示（KYMCO設計金獎）。

 ▲主題周邊商品（襪子 !別針 !貼紙 !酷卡）。

 ▲陶藝作品展示。

 ▲金工作品展示。

 ▲產品設計榮獲 2021年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獎：
1金 1銀 3銅。



Fast! Safe! Art Deliver! 藝速達
110級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畢業成果展—藝術組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四年級　邱玥

本展覽「Fast! Safe! Art Deliver! 藝速達」於
2021/5/7~5/10在松山文創園區四號倉庫進行公
開展演。此為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10級藝術組
的畢業展演，我們費盡心力，共同規劃並塑造了

此次展覽。

我們以「外送平臺」的核心來作為展覽概

念發想：平臺本身並不提供實質內容，而是將個

體統合為一個群體，創造一個虛擬的外送平臺系

統—「藝速達」。藝速達帶著連結藝術與日常的

精神，將藝術之美以及其引發思考的意義，透過

更親近的態度推廣給觀者；不論是何種議題、何

種媒材，透過不同創作者的詮釋，一一展現自身

理念的無限可能。利用藝術將各個議題轉化並包

裝，最後上架於「藝速達」中，並邀請觀眾一同

進入探究，以滿足各自內心所需。

 時代性 X 普遍日常
事物的汰舊換新與疫情時代的延續，加速

了新興產業的生成，其中又以外送平臺的出現最

為顯著：人們對省時便利的追求、機車的普遍

性、外食習慣的常態等形成了臺灣都會現有的社

會狀況，使這樣一個虛擬平臺興起與普及，外送

平臺也漸漸融入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藝術是否

也能被套用至外送平臺的模式中？外送藝術又將

是何種概念？

 策展內容

展覽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其中包含前期活

動與最終靜態展：

 第一階段：突擊日常

在靜態展前進行突擊式活動，運用沉浸式

劇場的概念，模糊過往藝術的生產者與使用者的

位置，重視「感官經驗」及「互動性」，配合臺

北市舉行中的藝術慶典，舉辦突擊式的即興演

出，在與觀眾的交流成長的同時，也為最後靜態

展出做宣傳；並期待在觀眾參與活動中，與我們

一同相互交織出時代的樣貌。

 第二階段：最終成果展

匯集了第一階段的活動成果，主要呈現創

作領域同學的畢業作品：包括平面繪畫、雕塑、

裝置、影像與動畫、互動等各式媒材，以及教育

領域的社區服務成果與錄像藝術計畫，分別統整

為五個子題，處理作品分區並規劃空間動線；邀

請觀眾一同完成展演，展覽期間將舉辦定時導

覽，增加展覽的互動性，強化觀眾更多的感官體

驗。

1.即時料理區
現代人幾乎脫離不了網路生活，網路社交

更是每天不斷的刷新，就像是便利商店的即食料

理，只要簡單熱一下，餐點就能輕鬆入口，平臺

的盛行，更是加速了網路社會的發展，提供外送

便利商店商品的服務。在這個分區裡，看到現代

年輕人對於網路社會的最直接感受，看過此區的

作品後，您是否也有一樣的感受呢？

2.藝想美食區
人類對於未來的想像從不曾停止，它可能

是出於對過往的留念、對現狀的無奈、亦或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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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Safe! Art Deliver!藝速達」於 5/7~5/10松山文創園
區四號倉庫展出。



未來的憧憬。在生物層面，透過演化來適應環境

並生存，然而我們的演化超越了其他物種，擁有

智慧、語言、文化、社會秩序以及創造能力。隨

著人類在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的成長，所謂的自

然也在轉變，似遠非近。

3.私房推薦區
面對世界、他者與自我，「我」究竟是什

麼？它關於性別、關於國籍、關於種族、關於身

處其中，不同成長背景的你我。私房推薦區中，

分為三個子題：社會邊界的游離與再建、情緒的

沉浮與映射、關係的重衍與差異，分別討論身處

社會，如何找到生命的縫隙，建構自己的處境？

如何在標準重複的日常裡，在現實與情緒交迫的

浪潮沉浮下，探尋自身的存在？透過藝術，邀您

品嘗這生活中不曾缺席亦不可或缺、只供私人獨

饗的酸鹹苦辣。

4.公館桌遊設計師
遊戲是人類古早以來便有的娛樂活動，遊

戲也能促進人際間的交流、思考的靈活、相關技

能的訓練等，從各方面對社會發揮積極的影響。

我們嘗試利用桌遊的遊戲性質，促進兒童的興

趣，並帶領兒童從遊玩的一方轉為設計遊戲的一

方，讓學童能夠發揮其獨特的視角和創意，講述

自己具有童趣和展現日常生活點滴的故事。

5.龍舌蘭叔叔頻道
我們所處的網際網路時代已在極短時間內

與過去拉開了一大段距離，也無可避免地存在著

那些可視與不可視的「適應不良」或是「尚未萌

發的衝突」，我們依然可以利用「手段」去推敲

根本原因，一系列的影片以幾個著頭套的角色，

用不同的身分穿插在各樣結合時事的短劇中（電

視購物、新聞、廣告⋯⋯等等），點出時代下的

荒謬與非難卻又無奈、無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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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策展。

 
▲

藝術教育。

 ▲新媒體藝術創作。

 ▲當代藝術創作。

 ▲  閉幕式：終於大功告成啦∼ 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