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藝術村  111/7/20 
類別 序號 工坊名稱 參與教師 

百 

工 

學 

堂 

1 陶瓷 3D 列印工坊 陳妙鳳 

2 斲琴工坊 林正雄、莊國章、廖寶林 

3 音響設計工坊 王丕文 

4 智慧生活工坊 林智玲、張簡雅文 

5 智筆工坊 廖學書、陳顯榮 

6 汽車設計工坊 陳蔚文 

7 文化資產研究中心 葉乃齊 

8 石碇地方創生工坊 教學發展中心 

9 XR 工坊 吳聖虎 

10 虛擬攝影工坊 劉躍、曾瀚儀 

11 體感互動控制工坊 陳淮義 

12 大數據智慧戰情室 張志平 

13 數位自造工坊 羅勝益 

14 智能管理工坊 戴正玲、林瑞益 

15 文化創意與地方創生工坊 施長安、蕭百興 

16 普及寫作工坊 冀劍制、莊兵 

17 無人機工坊 黃忠仁 

18 智慧機器人應用創作工坊 李福星 

19 AI 應用工坊 陳佑冠、唐政元 

20 3D 公仔創意工坊  吳聖虎 

藝 

術 

村 

21 
美術與文創學系藝術創作與策展執

行工作室 
美術與文創教師群 

22 
佛教藝術學系藝術創作與策展工作

室 
佛藝教師群 

23 陶藝工坊 吳姿瑩、陳妙鳳 

24 金工工坊 林彩藝 

25 新六藝工坊 林素玟 

26 篆刻創作工坊 黃智陽、李清源 

27 工筆畫工坊 聶蕙雲 

28 藝術設計跨域創作工坊 葉育男、鄭惠文 



29 公共藝術工坊 林正仁、林萬士、張書瑋 

30 繪畫物語工坊 楊侖、鄭惠文 

31 禪藝美食工坊 王惠雯 

32 佛教藝術學系東方佛畫製作工坊 陳俊吉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陶瓷 3D 列印工坊 簡介 

Ceramics 3D Printing Studio 

主持教師：陳妙鳳 

1. 主題介紹 

全民 3D 列印的時代來囉!!!朋友生日，可以用 3D 列印餅乾送給朋友；未來想開咖

啡店，可以提供客製化 3D 列印巧克力小點心；水泥 3D 列印，可以是庭園景觀設

計的選項；陶瓷 3D 列印，可以製作高品質的陶瓷藍芽音響。當然，還有很多可能

性或創作提案，值得你我共同研究開發。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1) 軟體學習：Rhino 3D 立體建模、3D 圖檔轉列印檔學習 

(2) 基礎硬體學習：陶瓷 3D 列印實作學習 

(3) 進階硬體學習：印表機台改裝學習 

(4) 作品創作：藝術創作主題發想與創作實踐 

工作項目 
(1) 環境維護管理：維護管理陶瓷 3D 列印工坊整體環境 

(2) 擔任 TA 工作：協助指導新進同學學習陶瓷 3D 列印基礎知識 

(3) 專案工作：與主持教師討論個別之專案任務 

3. 團隊徵才 

(1) 基礎能力：熟習 Rhino 3D 建模者佳(無經驗者，可以開始修讀相關課程。) 

(2) 興趣與特質：具熱情且有責任心，想要嘗試應用 3D 印表機列印物件者佳 

4.  工坊發展方向 

(1) 共同改裝一台三軸移動平台印表機 

(2) 跨工坊合作：與音響 DIY 工坊共同研發設計陶瓷藍芽音響 

(3) 產學計畫：潤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計畫—庭園景觀雕塑之 3D 列印設計 

(4) 開放創作提案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斲琴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林正雄, 廖寶林 

1.主題介紹： 

擁有一張好琴是古代文人的夢想，當今擁有一張好琴，更是擁有莫名的正能

量。斲製一張好琴需要良好的選材及乾燥處理，木工及大漆工藝的技巧，以及對音

律及聲響原理的掌握。 

親手斲製一張具有工藝水準的琴，除了需要工藝技巧，更需要專注與靜心，這

就是「遊藝入禪」的境界。具有工藝水準與優質聲響的古琴價值不斐，透過斲琴而

獲得的心靈體悟則是無價！ 

歡迎優雅但熱血的你(妳)加入斲琴師培訓計畫! 

 

 

2.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加入斲琴工坊「斲琴師培訓計畫 2.0」可以參與工坊維運、接受學校委託創作斲

製一床古琴，並在工坊教師指導與同學共伴學習中，學到樂器製作的相關知識技能

與課程，包括木材乾燥處理、古琴外型加工及木胚處理、琴胚製作木工雕刻、大漆

工藝、鑲嵌裝飾及漆藝技法、弦樂器發聲原理、古琴彈奏技巧等 

3.團隊徵才： 

歡迎對聲音敏感，且對傳統漆藝以及木作有興趣，修過古琴彈奏或古琴製作工

藝與創意課程的同學，加入進階班的師徒制課程，在工坊主持人及業師的指導下成

為斲琴師 

4. 工坊發展方向 

提出創作計畫培養自己成為斲琴師，領取全額獎學金，在工坊老師指導下，斲

製華梵典藏古琴，提升自我共創雙贏。 



 

【工坊維運／共伴學習內容】 

 

 

生漆工序解說  鹿角磨灰  鹿角灰過篩 

 
琴身工序解說  琴身合縫修整  琴膛挖掘 

   

琴膛修整  琴身厚度測試  古琴提名 

   

合琴  整漆  上黑漆 

 

  



 

【從斲琴開始的藝術村落--華梵新六藝與琴道推廣成果】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音響設計工坊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王丕文 
 
1.  主題介紹 

 

影音體驗為現代人不可或缺的精神糧食，本工坊希望可以提供音響體驗相關 服

務，包含影音視聽、音響產品設計、空間處理聲音材料等服務，需要同學參與 

設計、行銷與包裝產品。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 喇叭製作、電聲分析儀操作、報告撰寫 

(2)CNC 木工機、木工機具操作 
(3)產品外型設計(3D 電腦繪圖)、廣告型錄製作 
(4)電路焊接、設計 

 

3.  團隊徵才 
 

徵求對音響、音樂以及音響相關產品有興趣的學生加入，且具有學習與服務熱忱 
的同學、一周需要工作 4 個半天。 

 

4. 工坊發展方向 

(1)喇叭分頻網路客製化製作 

(2)喇叭音箱客製化設計與製作 
(3)音箱配件製作與行銷 (腳架、墊材、音響架) 

(4)代理影音商品行銷 

(5)骨董喇叭復刻設計與製作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智慧生活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林智玲、 張簡雅文 

1. 主題介紹 

本工坊主要研發開發生活科技產品，以物聯網 IoT、行動裝置 App 為主軸技術並

結合雲端資料平台，讓學生學習並創作應用於日常食、衣、住、行、育、樂等相關的

物聯網科技產品，例如智慧燈具、智慧環境監控、智慧互動學習教具、智慧運動與遊

戲裝置、智慧健康照護…等。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在本工坊可以學到：物聯網 IoT 軟硬體開發知識與技能、App 設計與開發、雲端

資料平台建置與應用、物聯網資訊系統建置與開發…等知識技能。同學可修讀的模組

課程有：物聯網 IoT、電子電路、數位自造、人工智慧、智慧家電等。本工坊強調跨

域整合的學習模式，並聘請相關專業業師技術指導。進入本工坊的學生必須參與主持

教師的公司產學計畫、任務與指標性的產品開發、展示與比賽，並進行成果展示。 

3. 團隊徵才 

歡迎喜歡動手製作、關心科技產品、對開發產品有興趣與野心的同學加入。 

4. 工坊發展方向 

a. 智慧家庭之產品開發 
b. 親子互動與幼兒學習之產品開發 
c. 減緩高齡化社會衝擊之產品開發 

照片圖說： 

   
圖 1：故事空間(智慧書架)：透過智慧書架物聯網裝置開發搭配專屬行動裝置，可記錄幼兒與長者共讀歷程，透過智慧化

指示借還書及上下架功能，培養幼兒物品歸位習慣。 

圖 2：樂活按摩(親子互動按摩裝置)：透過物聯網裝置(按摩衣與按摩搥)自動化偵測按摩的情況，紀錄親子互動的按摩時

間，並設計獎勵機制提升兒童參與親子互動按摩的意願。 

圖 3：紫外線強度警示裝置(智慧家庭物聯網裝置)：透過懸掛於窗戶上的紫外線強度警示物聯網裝置自動化偵測戶外紫外

線強度，並使用 LED 與機構展現不同紫外線強度，既可作為選擇外出衣物穿搭之參考，亦可作為居家裝飾。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智筆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廖學書 陳顯榮 

1.主題介紹 

智(製)筆工坊是以設計並手製傳統筆及其他多功能筆的工坊。 

2.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工坊以筆之結構、材料、書寫度、使用性及形式的數個項目，作為學習、設計及製

作的範疇。本工坊涵蓋筆的類別分為： 

A.書寫筆：以現有的原子筆、鋼筆及鉛筆為主。  

B.多功能工具筆：針對一些專業職場的需求所設計的專用筆。例如:多色原子筆、   

燈筆、製圖筆、水平筆…等等。 

C.智能筆:結合科技應用的相關筆式智能產品。例如：觸控筆(stylus)、科技筆

(Technology Pen)、數位筆(Digital Pen)等等。 

D. 特殊筆：針對一些特殊需求及新使用方式的狀況，透過問題瞭解、設計、試製、

試用及改善的 5階段，執行客製化的製作。例如：手部障礙、老人、視控書寫等等。

課程：可修習初階設計模組、智能產品模組及其他跨領域的模組之課程。 

●業師：以製筆的工廠、公司之專業人才擔任實務指導。 

●學生：以學習為本，設計及製作交互實務操作為用。輔助文書工作、工坊管理、網 

路維護、展覽及宣傳及內外聯絡。 

●主持教師：負責學習計畫、產學合作、經費規畫；以及文書工作、工坊管理、網路

維護、展覽及宣傳及內外聯絡之督導與執行。 

3.團隊徵才(需符合學校規定者，始得申請 
A.需符合學校規定者，始得申請。 

B.對於筆的相關設計發展與結合科技應用有興趣者。 

C.設計能力佳；含構想力、分析力及手繪能力等。 

D.熟 CREO、Illustrator、Photoshop 及其他相關軟體(如 Key Shot…) 

E,不排斥行政管理與環境維護者。 

4.  工坊發展方向 

A.原子筆新造形設計與多功能筆構想發展 

B.結合科技應用的智能筆的設計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汽車設計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陳蔚文 

1. 主題介紹 

(1)前言：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及滿足消費者的使用需求，「汽車」已由傳統代步工具提升

為「生活的移動工具」，而隨著智慧科技的發展日趨成熟，汽車產業將會朝向電

動化(electrified)；無人化(autonomous)；共享(shared)；連結 (connected)；每年升

級(yearly updated)等趨勢發展，當前我們正處在「科技進步斜率」快速提升的時

代，必須與時俱進因應汽車產業鏈的挑戰和變革。 
(2)成立目的： 

本工作坊將以「智慧移動創意平台」的概念，以跨領域合作設計思維，整合智

慧生活設計學系與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的師生，以既有的設計專業知識及技能為

基礎，籌組「校隊」方 式進行跨系所師生合作，擴展創新思維與智慧科技，因

應消費者多元的需求。本工作坊除能達到跨系合作及交流，更能讓學生在校所

學的專業知識，針對選定主題，透 過「創意發想、創新實作及創業構想」的創

新機制，提升學生學習的附加價值及職場的競爭力。 

2.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生必須學習汽車設計模組課程，具體化手繪設計概念，透過電腦輔助進行 2D
數位擬真轉化成立體製作，學習 3D 建模及電腦演算參數式設計能力，掌握世界

流行趨勢，學習各項材質組合搭配的能力，透過跨組合作進行，以「學中做、做

中學」藉由臨場學習與實作，培 養學生具備智慧生活、時尚行銷、藝術應用設

計能力，透過產學合作發展創新力與實務技能，以團隊合作運作模式，達到學習

卓越創造市場行銷價值之終極目標。 

3.團隊徵才 

●專業資格： 
(1)具交通工具造型設計能力者。 
(2)具資訊科技與機械結構設計及產品開發 設計技術與能力者。 
●其他資格： 
(1)對學習智慧科技的軟硬體知識與技術，具有好奇心與持續學習力。 
(2)對探索智慧移動科技之應用具有極高的興趣。 
(3)具勇於創新及挑戰的個性。 

4. 工坊發展方向 

從改變人類社會流動模式的全球疫情浩劫中 去創新未來載具的適用性與移動方式。 

(一)降低風險的服務性商品。 (二)降低風險的育樂性商品。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文化資產研究中心 簡介 

主持教師：徐裕健、葉乃齊、林正雄 

1. 主題介紹 

原建築系「文化資產研究中心」具有豐富產學合作經驗及課程師資，

為原華梵建築系核心課程之一，由國內知名古蹟修復建築師徐裕健教

授以及葉乃齊、林正雄助理教授主持。曾修復三峽、深坑、剝皮寮老

街暨國定古蹟「台北賓館」、台南「原林百貨」等重要古蹟。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 未來可參與古蹟保存及私人之舊建築再利用產學合作案。 

(2) 畢業後可從事宗教建築、歷史古蹟空間設計、整修等特殊建築設

計及施工業務。 
(3) 特約傳統匠師至校授藝，修習傳統技藝。 
(4) 本課群與舊建築活化模組，以及智慧空間理論與實務模組之各門

建築史、表現法、田野調查等課程相關。 

3. 團隊徵才 

(1) 修課條件： 
① 需選修舊建築活化模組任何一門課程，並選修智慧空間理論與

實務模組三門建築史課程其中之一。 
② 須修過建築與室內設計表現法或施工圖及田野調查與環境認

知。 
(2) 需具有「動手作」學習匠藝的興趣及熱忱。 

4.  工坊發展方向 

(1)以爭取參與古蹟保存產學合作實務案為主目標。 

(2)以特約傳統匠師授藝，修習傳統技藝為輔助目標。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石碇地方創生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1. 主題介紹 

主題是以「關懷社會」為主導的藝術創作。工作坊重視「覺之教育」的

當代實踐，重新省思利潤為導向的產業思維，換句話說，我們思考的是

如何獲得合理的利潤，又能進行以「同理心」為出發點的藝術創作，最

終，反而可能創造更大的利益，「利己又利他」。總之，跨域藝術的核心

命題是指可以在各種領域之間「互利共生」。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以心理學為核心的藝術學習，內容包含繪畫、塗鴉、裝置、生

態藝術、地景藝術、社會雕塑、地方創生、療育小旅行、人文歷史與在地

特色景點報導季刋。 

工作項目： 

 工坊的行政管理和環境維護。 

 參與淡蘭一號與二號的維運工作。 

 擔任相關課程與計畫實行的教學助理。 

 「可食地景」療育作物之照顧，或是「療育」相關工作。 

 人文歷史與在地特色景點定期報導。 

3. 團隊徵才 

對跨域藝術、地方創生及編輯寫作有興趣，關懷社會並願意身體力行的同學。 

4. 工坊發展方向 

 以淡蘭一號與二號為場域的跨域藝術療育工作。 

 新北市石碇地方地景環境資源調查，以及與之相關的地景藝術。 

 辦理療育小旅行及人文歷史與在地特色景點定期報導。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XR 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吳聖虎 

1. 主題介紹 

XR 核心工坊（後簡稱 XR 工坊）負責 XR 跨域實境與互動媒體領域之新技術研

究、設計、與產出，是校內專業的 XR 藝術與應用設計中心。此外，XR 工坊也

負責 XR 知識的教學與體驗的推廣，將所學分享給其他同學。 

 
VR/AR 是虛擬與擴增實境的簡寫，全名是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根據研究機構 Digi-Capital 的統計，2015 年全球 VR/AR 的投資資金高

達 6.86 億美元，預估 2020 年，市場規模將達 1,200 億美元。2016 年，VR/AR
產業，同時被 CES 大展及英國巴克萊銀行（Barclays）評為年度五大趨勢之一。

根據 1111 人力銀行調查，VR/AR 相關職缺在 2016 前半年成長超過 1 倍，其中

VR/AR 軟體工程師（29.55%）缺最大，其次為多媒體動畫設計師（7.39%）。在

職務方面，除了資訊、研發、工程及設計人才外，行銷以及業務人才也在 AR、
VR 廠商的人才需求名單內，顯見目前在 VR/AR 產業相當需要推廣市場的人

才。 

 
VR/AR 是一項全新的技術，需要大量能跨域整合的人才。如今 VR/AR 已開始跨

域應用於醫療、建築、教育、藝術領域、房地產等行業中，為這些傳統行業帶來

了全新感官的科技體驗，升級了各式傳統產業的技術水準。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XR 工坊專注於 XR 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與互動媒體之創新設計，包括：

VR 內容與應用、AR 內容與應用、光雕投影、體感內容與軟體應用、互動新媒

體設計、互動裝置設計、互動介面設計。 



 
學習活動 

Unity3D 遊戲引擎工作營 Unreal4 遊戲引擎工作營 互動媒體設計工作營 

體感內容與應用設計工作營 VR 遊戲設計工作營 AR 應用設計工作營 

PC 遊戲設計工作營 手機遊戲設計工作營 360 VR 攝影工作營 

 
工作項目 
教育部 109 年「虛擬實境教學

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

畫」 

華梵大學校園 LBS + AR 遊戲

設計專案 - 寶可佛 
XR Café 體驗區運營 

XR 程式設計專案承接 XR 技術教學與諮詢 XR 美術設計專案承接 
XR 互動情境與體驗設計專案

承接 
  

 

3. 團隊徵才 

XR 工坊成員從全校同學選拔產生，不限系所。凡有意加入之同學須提交以下 4
個模組的修課成績與作品，經由工作室指導教師面試通過後才可加入。 

 

 

4. 工坊發展方向 

 華梵大學校園 LBS + AR 遊戲設計專案 - 寶可佛 

上學期目標: 完成 LBS 系統+完成 AR 拍照，設計互動體驗，遊戲上架，回

饋調查，返修。 

下學期目標: 更換至校外場域，更換主題，擴增更多功能。 

 XR Café 體驗區運營 

上學期: 規劃並設計 XR Café 體驗區，實現至少 2 式精緻 XR 體驗，輪流照

顧體驗區。 

下學期: 規劃並設計 XR Café 體驗區，實現至少 2 式精緻 XR 體驗，輪流照

顧體驗區。 

其餘主題同工作項目。 

AR/VR 
3D 

數位藝術
互動媒體 

遊戲程式 

設計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虛擬攝影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劉 躍、曾瀚儀 

1. 主題介紹 

影像製作與實驗後製工坊（Image and Experimental Filmmaking Lab）從傳統

影像攝製為運作基礎，以製作新媒體型態的擴延電影或是體感影像為未來目標。

本工坊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以傳統敘事型態的靜態紀錄與動態影音拍攝為基礎

能力，擔任專案前期規劃與執行製作。第二部份影像後製以結合 3D 建模與製作

2D 影音特效為核心能力，有鑒於未來影音勢必朝向多媒體與體感結合的製作模

式，目前國內的交通大學、美國紐約大學 NYU 都有擴延電影相關的工作坊與課

程，本校成立此工作坊將有利於培養新世代影像製作人才。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工坊配合校內課程模組攝影實務、3D 數位藝術與互動媒體等課程，期望本工

坊教師以文化部、科技部專案項目為目標，指導工坊參與學生經由學習過程完成

專案項目。 

3. 團隊徵才 

必須修習前述相關模組課程，具備影音製作前後期之基本能力與獨立完成專案的特

質。以下軟體項目擇二呈現作品，作為進入本工坊之評鑑標準 
(1)熟悉 Adobe Premiere, Mac Final Cut Pro 剪輯軟體擇一。 
(2)熟悉 Adobe After Effects。 

(3)Maya 或 Z brush 等同級相關 3D 建模與動畫軟體。 

4.  工坊發展方向 

(1)校內系所簡介 
(2)記錄校園環境與校內活動歷史紀錄 
(3)3D 或體感電影製作 
(4)VR 實驗短片（須結合 VR 相關工坊）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體感互動控制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陳淮義 

1. 主題介紹 

     本工坊主要任務在配合 VR 設計軟體與微控制器和制動器等硬體使用，以實現

虛擬環境下更擬真的互動動態及動作回饋感，滿足 VR 裝置使用者的多重感官(視覺、

聽覺、嗅覺、觸覺…等)刺激，進而加深其真實沉浸互動感。本工坊發展著重娛樂、遊

戲、藝術/文創和教育等方面之體感互動應用裝置或產品的開發。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參與本工坊之學員可學習到有關『互動程式語言』、『遊戲引擎應用』、『VR 系統

設計與應用』、『機電整合』、『電子電路應用設計』、『感測器應用』、『物聯網』及『自

動控制』等專業實作知識。此外，期間亦將安排業師進行體感互動控制短期工作坊培

訓。工坊學員將以做中學、學中做和師徒制訓練模式，進行體感互動控制相關議題之

產學合作、專題製作/競賽或產品開發工作。 

3. 團隊徵才 

    歡迎熱愛體感互動控制、認真、肯學、有責任心、願意投入時間或有創新點子

發想並能配合工坊運作的學員加入。具資訊程式設計、機械電子整合、零組件加工

或 VR 軟體設計能力背景者尤佳。 

4. 工坊發展方向 

(a) VR 設計軟體與微控制器介面間的互動控制實現。 
參考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keRacr_8lk 或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XvfG56fa_Lk 

(b) VR 遊戲機台之引進與體感互動功能改裝。 
參考網址: https://www.xd5d.com/product.html 或 https://www.ninedvr.com 或 http

s://www.owatchvr.cn/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大數據智慧戰情室 簡介 

主持教師：張志平  

1. 主題介紹 

大數據時代，資料爆炸，人類利用視覺獲取的資訊量，遠遠超出其他器官，而

資料視覺化正是利用人類天生技能來增強資料處理和組織效率。在技術上，資料視

覺化最簡單的理解，就是資料空間到圖形空間的映射。資訊視覺化是研究抽象資料

的互動式視覺表示以加強人類認知，透過互動式視覺介面進行分析推理。目的是以

圖形方式說明科學資料，使科學家能夠從資料中瞭解、說明和收集規律。所以訓練

同學跨資料集的整合能力與視覺化工具說明資料能力。視覺化分析將普遍應用於商

業、財務分析、醫療、製造等領域。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主要學習資料視覺化、資料分析與資料探勘等技術。與資料分析與管理模組、

數據分析模組、品牌與行銷模組、創業經營模組相關。 
透過 R 語言的內建繪圖系統(Base Plotting System)，Quantitative Financial 

Modelling and Trading Framework for R 套件用來做股票相關分析，R 語言結合 Power 
BI、Tableau 等軟體操作分析。 

邀請視覺化分析工程師、房仲專家、財務分析師協助教學。同學參與房屋仲介

業、量販店、商業科技軟體公司、證卷公司實習與產學計畫。 

 

3. 團隊徵才 

資料分析、視覺化分析、行銷、投資理財有興趣的同學。 

 

4. 工坊發展方向 

a.不動產視覺化分析行銷  
b.產品與客戶視覺化分析行銷  
c.武漢肺炎確診視覺化分析  
d.基金或股票投資理財視覺化分析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數位自造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羅勝益老師  

1. 主題介紹 

數位自造工坊強調以「產品開發」結合「實做」的學習模式。透過以電腦製圖導

入產品與機構設計，進行各種基礎自造加工的方法，如車床切削、銑削、磨削、

鑽孔、雷射、拋光等工藝，與 3D 列印技術、CNC 加工技術等，製作出產品原型。

與結合機電整合核心技術，學習各項機電元件基本原理如馬達、驅動器、微控制

器、控制板、感測器等，並學習設計 3D 印表機、組裝，使學生具有分析與選用機

電元件的能力。提供各種創新自造課程發展與產品開發，培育學生對產品開發設

計與自造的技能。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1) 學習「電腦繪圖」設計元件、幾何公差、配合，與機械加工製造技術與

CNC 加工技術等能力。 
(2) 學習 3D 印表機設計與製作，探討機構設計、電子系統、軟體等機電元件

之應用。 
(3) 學習 CAD/CAM/CAE 軟體等應用。 
(4) 配合科技系的數位自造模組課程。 

 

工作項目 
(1) 維護數位自造工坊之環境。 
(2) 製作組裝 3D 列印機。 
(3) 協助 3D 列印服務。 
(4) 擔任 3D 列印機、CNC 課程、工廠實習課程、電腦繪圖等教學助理。 

 

(1) 團隊徵才具興趣與熱情。  

(2) 喜歡動手做的學生，探索未來產業發展。 

 

4.  工坊發展方向  

(1) 3D 印表機製作 
(2) 老人電動車雛形探索與製作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智能管理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戴正玲 林瑞益 

1. 主題介紹 

智能管理的主要目的，在於擷取營運有關數據，分析結果並將之活用於管理活動之中；

本案運用 GOOGLE ANALYTICS 工具，擷取網頁與活動數據，設定績效標準，分析廣告效果

並作為經營決策的依據。順應大數據管理時代，從新產品設計、市場區隔與定位，均以

客觀數據為依據；本案將以 GOOGLE ANALYTICS 為工具，設計廣告與關鍵指標，追蹤消費

者在網頁間停留、選擇與轉換的行為，藉以分析不同行銷活動之效果與差異，並協助管

理者動態調整經營策略，提高企業事業成功與行銷獲利的可能性。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課程主要學習內容、包含下列項目 

 活用 GOOGLE ANALYTICS，學習前述工具，追蹤消費者在網頁間停留、選擇與轉換的

行為 

 抓取消費者網頁活動資料，並分析前述活動所對應之消費者行為模式 

 活用智能管理的元件，理解前述活動所代表的管理意涵，並將之用於策略之調整 

 學習將前述分析結果資訊回應到管理行動，並測試調整後行銷活動之效果。 

3. 工作項目： 

本工坊以一個機構單位為依據，帶領學生俯視管理活動所涉及的各項職能，透過真實廣

告或訊息活動的播放，設定追蹤參數蒐集資訊，並將前述資訊進行分析，藉以制定動態

決策，學生得以學得 GOOGLE ANALYTICS 與數據分析技巧，並感受到智能管理所帶來有趣

回饋。 

4. 團隊徵才 

認真負責、彈性靈活，是團隊成員應具備的特質。 

5. 工坊發展方向 

本工坊將以校園或機構單位為對象，在平台釋放活動及廣告訊息，之後利用 GOOGLE 

ANALYTICS 設定追蹤參數，進行資訊的蒐集與處理，並將分析的結果回應在管理決策之

中，學生將能立即體驗數據分析之動態決策方式，與體驗智能管理所帶來有趣成果。 

Re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JdkcdG1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6E_PJXg_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RPy-yEKRM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文化創意與地方創生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施長安、蕭百興 

1. 主題介紹 

關注城鎮鄉村或區域等尺度地方特色的深度挖掘，以地方之“風土"為材料，編

寫出屬於地方的空間與文化 故事，結合時尚、整合人文與科技等各種跨領域專

業技能，透過旅創企劃、品牌塑造行銷之產業計畫、城 鄉風貌規劃、空間性策

展等方式將之轉化為空間行動、並生產出具有風土特色的文化創意產品，以便帶

動 地方的良性發展。本工坊所聚焦為整合性之創造性行動，關係了整體社會藉

由創新與品牌形塑而走向繁榮 發展，乃是當前台灣、兩岸等東亞社會最為迫切

的主題。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地方風土特色的深度挖掘、地方空間結構的分析掌握、地方空間故事的編寫; 

‧整合性的空間策劃實踐與表現:旅創等地方生活軟體策劃、城鄉風貌規劃設計、 

品牌塑造行銷之產業計畫、策展等空間美學表現  

‧室內空間、建築、城鄉公共空間等的設計與實質營造  

‧具有風土特色之文創產品的設計與生產  

◇本工坊學習內容主要與“空間文創與展策"及“空間設計"最為相關  

◇本工坊近期預計由學校洽談北竿等地之地方創生行動，將結合研究生，藉由參與

式策展行動掌握地方風 土與特色，不僅將之化為空間性展覽，並將擇點進行實

質性的地方改造(包含室內空間、街道廣場、 解說展示牌等)，在此基礎上，凝

塑地方文化認同，推動地方的魅力發展。  

◇本工坊將由教師帶領，結合博士與碩士研究生、地方達人，甚至大陸教師、相關

專業者與台商資源等， 以臨場工作坊(調查工作坊、設計工作坊、居民說明

會…)等的方式進行地方調查與設計，並帶領學生進行學習。 

3.  團隊徵才 
歡迎關心地方文化社會發展、對創新與策劃戚興趣、具備空間規劃設計或產品設

計之基礎能力的同學加入  

4.  工坊發展方向 
配合學校積極洽談北竿等地之地方創生行動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普及寫作工坊簡介 
 

主持教師：冀劍制、莊兵 老師 

 

1. 主題介紹 

 

針對各種專業學科書籍與文章，大多有著許多學術專門用語，一般大眾很難

閱讀。尤其東方哲學與佛學經典使用較難理解的文言文撰寫，不易讓大眾親

近。為了讓哲學與佛學更為普及，能夠使用現代一般日常用語來講述這些觀

念就變得十分重要。本工坊以普及寫作推廣哲學（包含中國哲學）與佛學專

業知識為目標。主題方向有二： 

(1)練習使用一般日常用語寫出哲學與佛學相關知識，並發表於網路、雜誌，

甚至更進一步出版專著。 

(2)運用普及寫作技巧提昇論文的可讀性。 

(3)運用普及寫作技巧設計中、小學哲學與佛學相關教材。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藉由個人寫作以及定期和老師們的討論，培養哲學與佛學的普及寫作能力。

盡可能以輕鬆簡單的寫作方式，表達學術專業知識。 

(2)針對中、小學的哲學與佛學教育，學習如何製作普及教材。設計出來之後，

可與目前正在教學前線的校友合作試用，再檢討利弊與修改。 

(3)若有好的完成品，可與出版社接洽，嘗試出版普及作品與教材。 

 

3. 團隊徵才 

 

具備哲學與佛學相關專業知識，並對寫作有濃厚興趣，期待提昇普及寫作能

力，或是希望未來能成為普及作家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同學。 

 

4. 工坊發展方向 

 

(1)運用普及寫作推廣哲學、佛學或是其他東方人文思想。 

(2)運用普及寫作設計哲學、佛學或是其他東方人文思想之中、小學教材。 

(3)覺之教育理念推廣之普及寫作。 

 

5. 參考資料 

 

無。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無人機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黃忠仁 

1.主題介紹 

無人機可以是個無人飛行體無人船或是無人車，無人機的應用極為廣泛。無人機內

的許多零組件都與手機雷同，近年來拜手機普及化及低價化之賜，組裝一架無人機

已經不是可望不可及的事了。 

 

無人機工作坊的主題乃圍繞著無人機，展開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應用研究。 

 

2.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主要以如何組裝出客製化的無人機為主，机身/馬達/螺旋槳/攝影機/感測

器/GPS 等皆為必需學習的項目。系統整合是學習無人機之終極目標，其過程極為有

趣。 

 

本工作坊預計每年以組裝 10 架客製化之無人機為目標，我們會帶領同學們一步一步

從零件/組件/次系統/大系統，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幫忙學員們瞭解每架客製化無人

機之各部分。 

 

3.團隊徵才 

本工作坊歡迎任何有興趣學習無人機的同學們加入。只要具備基本的物理知識就可

以享受組裝無人機的快樂及成就感。 

 

4.  工坊發展方向 

   (一) 無人機食品外送 

   (二) 娛樂用無人機 

   (三) 巡邏用無人船 

若學生有自己具創意的主題，也可以與指導老師晤談，共同跟老師一起研發，實現

你自己的夢想。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智慧機器人應用創作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李福星 

1. 主題介紹 

製作: 遠端控制 輔助自走型智慧機器人 

技術: 電控、結構、程式、計算、感測、驅動等。 

目的: 輔助行動不便者，遠端操控智慧機器人輔助取放物件。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教學方式: 小眾群組、Arduino、樹莓派、影像識別、驅動、感測、程式撰寫。 

校內合作: 工設造型設計、美術人文提昇、資工網路雲端 

校外合作: 台中機器人基地、台灣盟立機器人 

參與工作: 自走型智慧輔助機器人， 執行實作設計開發研製。 

創作工坊流程:  創作學生分組  機器人/智慧原型 規劃  技術引導  

業師授課/企劃諮詢  資料研讀  分組學生設計  電

腦輔助原型  製作材料  相關儀器/製作設備  分組

學生實作  問題討論/解決  原型測試  作品改善  

作品驗證  作品簡報/展示。 

3. 團隊徵才 

 適合參加人員: 

 需有使用 Arduino、或 Linket 7697、及 Python 程式語言基礎者。 

 喜歡動手做東西，完成後有成就感，不需懂太多數學物理公式者。 

 濃厚人文、美術、設計興趣美觀半成品，具備創作特質與完成作品熱

誠。 

 不想成為未來生活機器人使用文盲，未來工作被機器人取代者。 

4.  工坊發展方向 

 遠端控制 自走型智慧輔助機器人。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AI 應用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陳佑冠、唐政元 

1. 主題介紹 

創作主題：人臉辨識 

重要性及潮流趨勢： 

人臉辨識在 2020 年已經成

為人工智慧(AI)發展最具規

模且普及度最高的科技；同

時，市場研究機構的數據顯

示，人臉辨識的市場規模預計將在 2024 年達到 154 億美元。所以學習人臉辨識的

技術是目前與未來的趨勢主流，也是前進 AI 工作的最重要能力。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使用 MATLAB、C、Python 等等程式語言； 

影像輪廓提取及人臉檢測； 

影像邊界顯示及人臉對齊； 

影像採樣編碼及人臉重構； 

影片影像轉換及人臉跟踪； 

類腦視覺認知及人臉辨識。 

工作項目： 

程式設計；工作環境的清潔；材料與設備的建構；軟體的安裝；資料蒐集。 

3. 團隊徵才 

必備基礎能力：計算機概論、計算機程式設計等 

興趣：對程式設計有興趣者 

特質：不怕吃苦且未來想追求高薪者 

4. 工坊發展方向 

建立 AI機器學習法之人臉辨識應用 

人臉辨識之應用系統設計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3D 公仔創意工坊 簡介 
3D Doll Creative Workshop 

主持教師：吳聖虎 

1. 主題介紹 

在熱門動漫作品或經典的電玩遊戲中，一定會有別具特色、吸引眼球、討人喜歡

的故事人物角色。這些令人喜愛著迷的主題角色，以往都只能出現在平面動漫或

電玩遊戲的虛擬世界中。近年來洞悉商機的人已將熱門的動漫或電玩主角實體化

與商品化，從滿街上的夾娃娃店、扭蛋店與公仔店，就可得知受眾人喜愛的程

度。先由創意發想或提案，透過學習數位雕刻與 3D 角色設計與建模，並結合 3D

列印技術，創作出令人驚艷喜愛且優秀具有商品化的公仔。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1) 軟體學習：Zbrush(數位雕刻)、Maya(3D 角色設計)、FDM 列印切片軟體設

定與應用。 

(2) 設計與創作學習：公仔角色設計與建模。 

(3) 進階設計學習：公仔可動關節設計。 

(4) 作品創作：藝術創作主題發想與創作實踐。 

工作項目 
(1) 環境維護管理：維護管理 3D 列印機與工坊整體環境。 

(2) 擔任 TA 工作：協助指導新進同學學習相關基礎知識，建模與設備操作。 

(3) 專案工作：可動人物角色設計開發。 

3. 團隊徵才 

(1) 基礎能力：必須熟悉 Zbrush 或 Maya 建模工具，能夠手繪設計者。 

(2) 興趣與特質：喜愛角色人物創作，想要學習應用 3D 印表機列印物件者。 

4.  工坊發展方向 

(1) 創作出具有個人特色、新奇有趣、可活動的角色公仔。 

(2) 爭取產學合作或校外團隊合作。 

 



 

 

 

 



華梵大學藝術村  美術與文創學系藝術創作與策展工作室 簡介 

主持教師：美術與文創學系教師群 

1. 主題介紹 

1. 藝術村建置為華梵重要特色，優秀同學加入藝術村之形塑計畫，共學成長，

提高藝術管理之能力，完善藝術村特色與功能，作為教育深耕的理想成果。 

2. 透過藝術村之獎勵與支持，學生進駐藝術村之個人工作空間，進行藝術創作

並舉辦作品之展覽活動，以提升校園藝術氣息。 

3. 提高同學創作與策展能力，並能完成學校委託創作之成果。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 學生個人創作空建之規劃與管理。 
2. 開放展示之協助規劃。 
3. 藝術村導覽實習。 
4. 藝術講座之規劃與執行。 
5. 藝術展覽之策劃與執行。 
6. 媒材計法研究與實驗。 
7. 創作分享與表達。 
8. 創作計畫時間管理。 

3. 團隊徵才 

1.具有藝術基礎素養與高度之服務熱誠，同時願意培養良好之溝通能力，對於

藝術管理及展示計畫有濃厚興趣之同學。 

2.申請者符合共學獎助方案之基本要求，並以一年為創作計畫，具備主題性與

系列成果發表。媒材不限，展出計劃可包括校內外，個展或聯展。 

4. 工坊發展方向 

1. 期初成果報告：藝術村發展規劃與實際問題之提出。 
2. 期中報告分享：各年級創作空間運用與問題處理成果。 
3. 期末公開展示計畫：學年藝術村經營成果之展示，藝術家分享與工作溝通與

執行，年度管理分析。 

4. 個人創作之理念建立、技法學習與創作執行。 

5. 個人創作之成果展覽。 



 



華梵大學藝術村  佛教藝術學系藝術創作與策展工作室 簡介 

主持教師：佛藝系教師群 

1. 主題介紹 

1. 藝術村建置為華梵重要特色，優秀同學加入藝術村之形塑計畫，共學成長，

提高藝術管理之能力，完善藝術村特色與功能，作為教育深耕的理想成果。 

2. 透過藝術村之獎勵與支持，學生進駐藝術村之個人工作空間，進行藝術創作

並舉辦作品之展覽活動，以提升校園藝術氣息。 

3. 提高同學創作與策展能力，並能完成學校委託創作之成果。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 學生個人創作空建之規劃與管理。 
2. 開放展示之協助規劃。 
3. 藝術村導覽實習。 
4. 藝術講座之規劃與執行。 
5. 藝術展覽之策劃與執行。 
6. 媒材計法研究與實驗。 
7. 創作分享與表達。 
8. 創作計畫時間管理。 

3. 團隊徵才 

1.具有藝術基礎素養與高度之服務熱誠，同時願意培養良好之溝通能力，對於

藝術管理及展示計畫有濃厚興趣之同學。 

2.申請者符合共學獎助方案之基本要求，並以一年為創作計畫，具備主題性與

系列成果發表。媒材不限，展出計劃可包括校內外，個展或聯展。 

4. 工坊發展方向 

1. 期初成果報告：藝術村發展規劃與實際問題之提出。 
2. 期中報告分享：各年級創作空間運用與問題處理成果。 
3. 期末公開展示計畫：學年藝術村經營成果之展示，藝術家分享與工作溝通與

執行，年度管理分析。 

4. 個人創作之理念建立、技法學習與創作執行。 

5. 個人創作之成果展覽。 



 



華梵大學藝術村 陶藝工坊 簡介 

Ceramics Studio 

主持教師：吳姿瑩、陳妙鳳 

1. 主題介紹  

想親手捏一個茶碗送給好朋友嗎？想以陶瓷為媒材進行創作或投入文創產業嗎？

不需任何經驗，只要您的手指不怕被土弄髒，只要您喜歡玩泥捏陶，就歡迎您加

入陶藝工坊共同學習。在陶藝工坊，您可以學習最重要的陶藝成形技法、最有系

統的釉藥基礎知識、最環保的高溫柴燒，進行最自由的陶藝創作。讓我們一起捲

高雙袖，快樂學習與創作吧!!!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學習內容 

(1) 陶土成形技法學習：捏塑成形、土條成形、陶板成形…等綜合技法學習 
(2) 釉藥配置學習：釉藥理論、釉藥調配試驗、施釉技法學習 
(3) 燒窯學習：電窯與柴邀燒窯學習 
(4) 作品創作：藝術創作主題發想與創作實踐 

工作項目 
(1) 環境維護管理：維護管理陶藝工坊整體環境 
(2) 擔任 TA 工作：協助指導新進同學學習陶藝工坊基礎知識 
(3) 專案工作：與主持教師討論個別之專案任務 

3. 團隊徵才 

(1) 興趣與特質：喜歡玩泥捏陶的創作者，具耐心且不怕土弄髒手指。 
(2) 無特殊基礎能力需求。 

4. 工坊發展方向 

(1) 釉藥實驗與創作 
(2) 柴燒試驗與創作 
(3) 陶瓷藝術創作 

 

 



華梵大學藝術村 金工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林彩藝老師  

1. 主題介紹  

時尚珠寶動手做，做耳環、項鍊、戒指、別針…等，是許多女人平日喜愛穿戴

的飾品，教你如何很容易的著手玩金工，不管是情人的對戒或是各項金銀珠寶

飾品，我們都可以讓你夢想成真。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 

(1) 金屬基本知識 
(2) 學習如何應用金屬工具 
(3) 製作時尚珠寶(耳環/項鍊/戒指…等) 
(4) 學習金工技術(金屬切割/金屬焊接/金屬染色 

/金屬拋光/金屬鍛造…等等的金工工法) 

3. 團隊徵才 

(1) 對於金工製作有興趣者 
(2) 設計能力佳，有構想力，對金工充滿熱情及耐心 
(3) 學生以學習為本，輔助文書工作，工坊管理，展覽、宣傳及內外聯絡 

4.  工坊發展方向  

(1) 時尚珠寶設計與製作 
(2) 學習金工鍛造工法為主 

 

 



華梵大學「新六藝工坊」（New Six Arts Workshop）簡介 

主持教師：林素玟 

1. 主題介紹 

(1)唐宋時期名寺多盛產名茶，近年來，台灣各佛教道場亦多發展茶道及生活美學，如：   

   慈濟有「靜思茶道」，法鼓山有「初心茶道」，佛光山有「四藝茶道」，茶道已成 

   為各大道場接引信眾的方便法門。 
(2)本校地處石碇茶鄉，發展茶道，具得天獨厚之自然環境；且校園花木扶疏， 

  四季盛開不同品類，發展花藝，更契合大自然節氣之美；香供養更為佛教儀軌中  

  必備之藝術，發展香道，符應佛教藝術之設系宗旨。 

(3)本校創辦人曉雲導師屬天台法脈，本校可將「天台禪修法門」導入新六藝創作 

展演中，由發展「天台茶禪」，定期舉辦茶會，結合琴、書、畫、香、花各藝，作為

茶會空間佈置及展演內容，落實「覺之教育」，以建立華梵新六藝之特色。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本工坊旨在學習香道、花藝、茶道的基本入門技能，與「佛教藝術應用」模 

  組之課程密切相關。 

(2)參與之工作： 

A.校內服務實習：於 10 月份曉雲導師圓寂紀念茶會、6 月份華梵茶博會， 

舉辦新六藝成果展演，並擔任各項工作人員，諸如：(A)花藝場佈與善後 

(B)茶人或茶侶(C)供花人(D)供香人(E)敦煌飛天舞者(F)後台工作人員。 

B.經營「華梵實驗茶園」：(A)種茶(B)採茶(C)製茶(D)茶產品包裝設計。 

   C.配合校園各式節慶活動，如：五月浴佛節，作活動空間的花藝佈置。 

   D.定期作校園室內公共空間花藝作品之照養維護，以及戶外花木修剪管理。 

  E.舉辦證照檢定：以華梵大學名義建立茶道師證照制度，每年定期舉辦證照 

   檢定，由參與本工坊之同學，作為主辦之工作人員。 

3. 團隊徵才 

(1)申請人資格：修習香道、花藝、茶道，各一門課以上，學期成績各 85 分以上者。 

  (2)申請人特質：具備奉獻精神，刻苦耐勞，喜愛花藝茶道，對肢體開發有興趣者。 

4.  工坊發展方向 

  (1)曉雲導師圓寂紀念茶會(2)華梵茶博會(3)華梵實驗茶園(4)茶道師證照檢定 

    



華梵大學藝術村 篆刻創作工作室 簡介 

主持教師：黃智陽、李清源 

1. 主題介紹 

透過篆刻製作，展現書法、鐫刻、工藝的多元美感，完成年度成果展出計劃。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印石種類分析 
2、白文印製作 
3、朱文印製作 
4、細朱文練習 
6、套印設計 
7、經典內容研討 
8、印譜製作 
9、印拓製作與版畫應用 
10、展場設計與分享 

3. 團隊徵才 

申請者符合共學奬助方案之基本要求，並以一學年為創作計劃，具備主題性與系

列化創作成果發表。展出計劃可包括校內外，個展或聯展。 

4.  工坊發展方向 

1、系列套印之創作執行 
2、優質作品捐贈學校之計劃 
3、優秀業師之指導與實踐產出 
4、佛經、禪語篆刻之年度成果 



華梵大學藝術村   

工筆畫工坊( Meticulous Painting Studio)簡介 

主持教師：聶蕙雲 

1. 主題介紹 

以中國傳統工筆水墨繪畫美學為經典與目標，於工坊裡將漢傳工筆佛像繪畫以及宋畫

花鳥寫生精神，或具水墨意境之美的筆墨創作帶入其中。 

 

￭在漢傳佛像繪畫部份以古為師，加以學習。擷取古畫(斑駁)舊稿造像，由線描作稿、

白描勾勒以及層層設色中，為佛教繪畫圖像保留清晰適合臨摹的工筆造像，以供後學

者學習繪製與靜心涵養。 

 

￭宋畫花鳥風格寫生部份則以自然和經典為師，利用華梵校園山林之美與優勢，繪製各

季植物蟲鳥，以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的靜觀之心，從事工筆之路的學習與創作。 

 

￭以大自然和傳統典範為師，臨寫經典名作或自抒丘壑，藉由筆墨與構成佈局，體現省

思萬物之情，紀錄當代之人文意象暨反映時代之多元風貌。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中國工筆繪畫基本能力，如作稿、勾勒、白描、賦色等製作能力 

￭培養中國工筆繪畫美感與造型能力 

￭鍛鍊筆墨涵養與佈局設色 

￭與指導老師討論作稿的內容與方向資料後再進行後續製作 

￭工筆水墨畫之完成作品需部分留在華梵大學以供未來作為展演、典藏、教學等等用途 

 

美術與文創學系書畫創作模組 

佛教藝術學系藝術入門模組、佛教藝術創作模組  

 

3. 團隊徵才 

良好的素描能力   

工筆繪畫能力    

書畫水墨能力    

沉穩安定具耐心體力  

適當的眼力及觀察力 

或對山水.人物.動植物.花鳥昆蟲等具備熱情與喜好 



或對漢傳佛教繪畫具備學習熱誠 

 

4.  工坊發展方向 

 

￭漢傳佛像繪畫:佛菩薩、羅漢、飛天等 

￭工筆花卉.蟲鳥.動植物.山水寫生:如華梵校園一隅 

￭水墨即景或當代人文意象與反思 

 

  



指導老師聶蕙雲工筆作品 

 

                                                  楊柳觀音    64.5x94cm    磁青蠟箋    純金泥 

 



 

                                                                              白衣大士    17.5x25.5cm    純金箔 

 

 

 

 



 
                                                                                        萬世太平(局部)      54.5x66.5cm      絹本 

 

 

 

 

 



華梵大學藝術村 藝術設計跨域創作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葉育男、鄭惠文 

1. 主題介紹(說明工坊的創作主題，該主題的重要性及潮流趨勢) 

1.跨領域創作研討 

2.視覺傳達與品牌規劃 

3.策展應用與設計 

4.思考與策略 

5.設計實務與管理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知識技能  

西洋當代藝術史、美學、藝術評論、展覽策畫、跨領域創作研討、空間設計、品牌規

劃、設計思考與策略、視覺傳達設計、包裝設計、設計實務、跨領域創作、版畫創作與

應用 

 模組課程  

藝術理論、文創設計 

 教學方式   

採專題、專案方式進行 

 完成工作坊需求資格   

1. 校內外專題策展規劃與設計 
2. 校內相關視覺傳達設計與實務 
3. 校外實習單位(名單持續增加中，參與工坊同學至少參與實習一次) 

a. 藝術家雜誌社 
b. 順益台灣美術館 
c. 好事互動 
d. 昇旺製造所 
e. 林仲賢導演工作室 
f. 尖蚪映畫 
g. 國內畫廊 

 業師指導   

寒暑假期，不定期舉辦工作坊，團隊同學必須參加取得修習證明 

3. 團隊徵才 

具有美術基礎能力、熱情、主動積極學習和勇於面對問題，同時對於未來想從事藝術

設計展演、執行和跨域整合的同學皆可加入工作團隊，若有設計能力更好。 

 

 



 

4.  工坊發展方向 

1.視覺傳達設計(CIS、包裝設計、UIUX 研究、設計實務、品牌規劃) 

 a.各系所海報設計 
 b.學校文宣品設計 
 c.學校商品設計 
 d.學校 CIS 應用(包裝提袋、名片、網頁、T-shirt、筆記本…等等) 

2.策展應用與設計(美學、藝術評論、當代藝術史、策展思考與實務) 

  a.各系所展演策劃 
  b.協助校外合作單位策展 

3.跨域創作研討與應用(版畫創作與應用、設計思考策略與管理) 

  a.學校賀卡設計與製作 

 

 

 



華梵大學藝術村 公共藝術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林正仁、林萬士、張書瑋 

1. 主題介紹 

本工坊帶領學生採藝術介入空間手法共同創作，以華梵的人文與環境特色為主

題，美化校園公共空間，實現美感教育，建立人文藝術學校之典範。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工坊主要研究壁畫、浮雕、圓雕、陶塑、馬賽克鑲嵌、鑲嵌玻璃、公共藝術、

裝置藝術、環境裝置藝術等技法與媒材之應用，採師徒制教學，且會常與各界名

師與專家合作。 

3. 團隊徵才 

本團隊適合有美術、文創、建築、設計科系的同學，最好具備素描、繪畫、3D

繪圖、設計、造形等能力，要有創意、意志力及執行力。 

4. 工坊發展方向 

1.藝術化學校重要節點的玄關、牆面及空間 

2.目前首先要執行的設置點是于藝館入口玄關藝術牆 

3.請同學自己尋找要創作的學校設置點 

    

     



華梵大學百工學堂 繪畫物語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楊侖、鄭惠文 

1. 主題介紹： 

「繪畫物語」涉及「物」和「語言」。繪畫首先是可視之物，同時也包含了另外不可視的成份，

觀者需藉助對具體之物的觸碰式觀看，才能感受其隱於物與形之間的抽象信息。是故，本工坊的

主題是研究繪畫的物質性語言。古代畫家都是自己動手製作材料與工具，但是，隨著工業發展，

市面上充斥著大量現成材料，雖然取得方便，卻容易導致創作者對材料的不了解。美術商品眾多，

良莠不齊，使人無所適從，不少產品也會為了降低成本而使用劣質的原物料，所以，認識和了解

材料，更顯得重要。繪畫與材質研究息息相關，歷史上的繪畫大師，以及許多成功的當代藝術家，

其實都會一絲不苟地研究所使用的材料。總之，創作者如果不懂得研究材質，將會受限於現成的

材料，無法掌握媒材語彙，而在創作上卡關和停滯。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學習內容：以繪畫材料學為起點，教導同學自製畫用基底材與各種不同的顏料。引導的

課程包含繪畫技法簡史﹔基底材的種類和特性(不同布質、不同紙質、不同木質，等等)﹔

打底的意義與方法﹔布料基底材的去漿﹔煮膠、上膠﹔色粉與顏料製作﹔顏料的研磨﹔

畫用油、催乾劑﹔樹脂、凡尼斯﹔各類工具製作和使用，等等。 

工作項目： 

 工坊的空間建置。 

 行政管理和環境維護。 

 擔任搭配課程與工坊運作的教學助理。 

3. 團隊徵才：歡迎具備美術創作能力的同學加入。搭配課程：新表現繪畫與材料學。 

4. 工坊發展方向 

 繪畫材料學的基本認知。 

 教導同學自製基底材與自製各種不同的繪畫顏料。 

 將繪畫物質語言的研究，具體運用在創作和展覽。 

 

     



華梵大學 禪藝食養工坊 簡介 
主持教師：王惠雯老師 

1. 主題介紹-禪藝美學融入食養文化 

透過素食餐點研發、製作等專業能力之養成，增進同學食

育、食養的樂活養生能力，將來可以照顧自己、關懷他人。 

2. 學習內容與工作項目 

(1)研發具禪藝內涵之茶食、點心(素食)，製作線上教學影

片、出版食譜等，提升加入本團隊的同學結合跨領域專業

的整合能力。 

(2)未來可與學校素食餐廳合作，提供餐後茶食、點心。 

(3)認識禪意美學、食養文化，及禪藝相關的概念，如：禪宗公案或創辦人的詩畫

詞曲的創作意念之融入。 

(4)學習茶食、點心之製作烘培技術(素食)，邀請具豐富經驗的業師蒞校指導（中

西點心烘焙等專長），研發製作茶食、點心，餐具創意設計（跨域學習 3D 陶瓷

列印，或燒製陶器） 

(5)每月舉辦茶食、點心之發表會，不定期和美食社社團成果發表一起舉辦全校性

品嚐美食活動。 

3.團隊徵才 

(1)對研發、製作生活藝術美學（禪意、禪藝、樂活理  念相

關）之餐點設計、製作、餐飲管理、素食飲食美學研究感興

趣者，依其適性、適能之發展，進行分組合作(說明工作難

度、取向不同的情況，進行分級分組與達成共識)。 

(2)對於素食食養文化之推廣、行銷有熱情和興趣；對團

隊經營或創業有心嚮往、願意進行跨領域合作學習的方

式感到興趣…等。 
 

4.  工坊發展方向 

(1)搭配課程(募課或現有課程)提升禪藝生活美學的相關知能

之研究發展與應用。 

(2)業界參訪、報導寫作，編寫旅行食記或禪藝素食食譜。 

(3)完成成果發表的教、學影片(包括線上影片、活動紀實影

片…等)，2‐3 個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