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          
                                                    

科號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30 

上課時間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旅讀課程系列：台灣味的混種工藝設計再造 

科目英文名稱 
Translating Taiwanese local culture into hybrid creation: exploring the 
synergy between craft and design through the us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任課教師 黃致傑 

擋修科目 無 擋修分數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20%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10%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20%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20%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20%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10%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第一階段授課時間為 109/9/7(一)-109/9/11(五) 8:00- 18:30。 第二

階段授課與成果發表為開學後進行，時間於第一階段課 程中宣布。  

*欲修習課程的同學需前往通識中心網站 (http://cge.nthu.edu.tw/travel-

study/)進行修課申請。 

*請先閱讀課綱以及通識中心專頁之說明 。  

*注意事項： 

(1) 有意選修通識旅讀課程，請備妥申請表、歷年成績單截圖或其他輔

助資料後於 109/6/11-109/6/15將電子檔 e-mail至

hjtseng@mx.nthu.edu.tw，主旨請標註「報名旅讀課程系列：台灣味

的混種工藝設計再造_學號_姓名」，前述步驟完成後才符合申請程

序。 

(2) 109/6/19將公告錄取選課名單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並寄發電子郵件

個別通知。正取學生請於 109/6/22前回覆課程選讀意願，逾期不

候。109/6/23後將開放備取學生遞補。 

(3) 通識教育中心於 109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統一進行修課同學加簽選

課，通識旅讀課程不接受退選。 

(4) 通識旅讀課程成績為 109學年第一學期學期成績。 

修習通識旅讀課程無需繳納學分費，食宿自付，但可能需要負擔部分費

用，例如田野考察、實作材料費等，金額上限約為新台幣 500元。 

本課程以地方創生的角度，從台灣傳統工藝、在地文化、文創設計的認

識，帶領學生對當代環境與生活態度反思，發展日常器物再造的創作行

動。操作上運用「數位科技」融合「傳統工藝」的混種工藝設計方法

(Zoran, 2015; Zoran, 2103)，引導學生藉由在地文化的認識、文化符號的

轉譯，發展出呈現「台灣味」的設計主張，是一門結合設計、文化、科

技、藝術、哲學等議題的課程。 

從台灣工藝的認識，可窺見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透過工藝背後的材質

運用、製作方法、器物功能與美感的研究，更可深入地方性的文化特

色。本課程安排校外參訪與體驗行程，將帶領學生：(1)參觀歷史建築、

特色巷弄等經典地景案例；(2)走訪地方工藝產業及相關研究單位、文創

園區；(3)拜訪文創設計師、工藝家工作室；(4)安排實作性工藝 DIY 體驗

工坊。讓學生走出課堂，從親身體驗的學習中獲得啟發。 

課程帶領學生認識陶瓷（鶯歌）、玻璃（新竹）、竹編（南投）、石材

（花蓮）等不同屬性的工藝特性，了解該工藝和在地產業的關聯及文化

內涵。從文化元素的取材，思考運用在日常生活產生省思的設計發想。

進而在文化元素的轉譯中，發展新器物再造的設計概念、功能和造形的

內容。 

課程安排台灣知名設計師分享經典文創設計與工藝再造的創作思維（預

計安排范承宗與吳孝儒專家），規劃「混種工藝設計」工作坊，讓學生

學習運用當代數位科技（雷射切割、3D列印、機械手臂、互動技術）落

實設計構想，從數位設計、數位製造、互動設計的應用，發展融合新舊



技藝的器物創作。 

本課程修畢後，修課學生可獲得三個層次的知識與能力。其一、從地方

創生的角度深入在地工藝、建築、歷史、人文的探查能力；其二、融合

生活觀察與自身經驗反思，衍生創作動機及創意表達的設計能力。其

三、善用當代數位科技，進行模型製作與互動設計的創客能力。 

二、指定用書 無固定指定用書，閱讀材料詳列於各講之中。 

三、參考書籍 

中文資料： 

Tim Dant（2009）。物質文化（龔永慧譯）。臺北市：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福武總一郎、北川富朗（2017）。從直島啟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

藝術活化地方（張玲玲譯）。臺北市：遠流。 

江大樹、張力亞（2019）。地方創生、社群協力與大學社會責任：暨大

營造「水沙連大學城」的續階行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3，1-

40。 

唐納．諾曼（2011）。情感@設計：為什麼有些設計讓你一眼就愛上

（王鴻祥、翁鵲嵐、鄭玉屏、張志傑譯）。臺北市：遠流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編輯（2011）。工藝時尚 Yii 專輯。南投：臺灣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外文資料： 

Banzi, M. (2011). Getting Started with Arduino. Sebastopol, CA: Maker 
Media, Inc 

Roode, D. I., Husdon, J., & Thiemann, R. (2014). Marcel Wanders: The 
Designer Pinned Up. Netherlands: Frame Publisher. 

Zoran, Amit. 2016. "A manifest for digital imperfection." XRDS 22, 3 (April 
2016), 22-27.      

Zoran, Amit. 2015. “Hybrid Craft: Showcase of physical and digital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craft skills.”   Leonardo, Journal of Arts,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SIGGRAPH Special Issue, volume 47, 
issue 4 August 2015.  

Zoran, Amit. 2013. “Hybrid Basketry: Interweaving digital practice within 
contemporary craft.” In ACM SIGGRAPH 2013 Art Papers (SIGGRAPH '13). 
ACM, New York, NY, USA.  

Zoran, Amit and Leah Buechley. 2013. “Hybrid reAssemblage: An Exploration 
of Craft, Digital Fabrication and Artifact Uniqueness.” Leonardo, Journal 
of Arts,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volume 46, issue 1, 
February 2013. 

 
網路資料： 

無式製作。取自：https://www.piliwu-design.com 

范承宗藝術家個人網頁。取自：http://www.chengtsung.com 

超越時空的文化智慧| 范承宗。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EY9HjV2P8 

https://www.piliwu-design.com/
http://www.chengtsung.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EY9HjV2P8


研石造物。取自：https://www.hualienstone.org/works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於倫敦設計節之 EATAIPEI 主題展。取自：

http://eatopia.tw/eataipei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之教學方式為教室授課與校外參訪教學，為規劃校外參訪行程、

教室授課實作與討論的連續性，因此課程開設於暑假，以連續五天的時

間集中授課，並於課後進行成果展示與發表。 

教室授課共計 19.5 小時，主要為文創設計與數位科技兩大部分，文創

設計課程著重在探討文化元素運用在設計中符號轉譯與表現的合理性與

創意。數位科技課程會以為密集性的「混種工藝設計」工作坊進行，著

重在數位工具在設計應用中的實作方法。課程中會邀請校內外專家進行

專題講座及專業性技術授課。 

校外參訪教學共計 15 小時，行程詳列於課程大綱，課程分兩天進行，

由黃致傑老師授課，帶領同學前往傳統工藝、文創設計及地方特色場域

進行參訪與體驗。 

作業時間、小組討論與作業報告共計 14 小時，由助教與授課教師共同

負責。 

成果展示與發表共計 5 小時，將於開學一週後安排場地進行公開展覽。 

總計課程 56 小時。 

五、教學進度 

日期 教學進度 閱讀材料 

第一日 單元一：全球化反思：在地文化的設

計翻轉 

 

✧ 0800-0830 報到     

✧ 0830-0900 課程介紹   

✧ 0900-1030 在地文化與文創應用

（黃致傑老師授課）   

✧ 1030-1200 新竹智慧城鄉創生經驗

分享（預計邀請林福仁老師授

課）  

✧ 1200-1300 午餐   

✧ 1300-1430 生活世界、日常美學與

設計（邀請吳俊業老師授課）     

✧ 1430-1530 小組討論   

✧ 1530-1700 台灣文化研究與歷史脈

絡（邀請陳麗華老師授課）     

✧ 1700-1830 小組作業時間（作業

一：台灣民俗與文創報告）   

福武總一郎、北川

富朗（2017）。從

直島啟航的瀨戶內

國際藝術祭：以藝

術活化地方（張玲

玲譯）。臺北市：

遠流。 

第二日 單元二：在地工藝與產業考察 

 

✧ 0800-0830 第一次作業報告  

✧ 0830-0900 台灣地方工藝發展與產

業特色（黃致傑老師授課）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編輯

（2011）。工藝時

尚 Yii 專輯。南投：

https://www.hualienstone.org/works
http://eatopia.tw/eataipei


✧ 0900-1400 參訪新竹玻璃工藝博物

館、春池玻璃工廠  

✧ 1400-1530 暨大營造「水沙連大學

城」地方創生分享（預計邀請暨

大江大樹老師授課）  

✧ 1530-1800 南投地方創生景點參訪  

✧ 1800-1900 晚餐  

✧ 1900-2100 個人作業時間（作業

二：地方特色與產業現況報告） 

✧ 夜宿南投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 

研石造物。取自：

https://www.hualien
stone.org/works 
江大樹、張力亞

（2019）。地方創

生、社群協力與大

學社會責任：暨大

營造「水沙連大學

城」的續階行動。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20:3，1-40。 

第三日 單元三：台灣工藝與文創案例參訪 

 

✧ 0800-0830 第二次作業報告  

✧ 0830-0900 傳統技藝的製成與創意

設計（黃致傑老師授課）  

✧ 0900-1400 參訪南投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工藝製作體驗   

✧ 1400-1530 從傳統中學創新（預計

邀請范承宗藝術家授課）  

✧ 1530-1700 范承宗藝術家工作室、

日月潭「築巢計畫」木構與繩編

技藝地景藝術參訪  

✧ 1700-1830 個人作業時間（作業

三：傳統工藝技法與製作流程報

告） 

無式製作。取自：

https://www.piliwu-
design.com 
范承宗藝術家個人

網頁。取自：

http://www.chengts
ung.com 
超越時空的文化智

慧|范承宗。取自：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PrEY
9HjV2P8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

於倫敦設計節之

EATAIPEI 主題展。

取自：

http://eatopia.tw/ea
taipei 

第四日 單元四：混種工藝設計工作坊(1/2) 

 

✧ 0800-0900 第三次作業報告  

✧ 0900-1100 東方文化與文創設計

（預計邀請吳孝儒設計師授課）  

✧ 1100-1200 數位科技輔助工藝和造

形創新（黃致傑老師授課）  

✧ 1200-1300 午餐   

✧ 1300-1430 數位設計與製造(1)：雷

射切割與 3D 列印造型應用（邀請

鄭基立專家授課）  

✧ 1430-1530 小組討論  

✧ 1530-1700 數位設計與製造(2)：機

械手臂雕刻造型應用（邀請鄭基

立專家授課）  

Zoran, Amit. 2015. 
“Hybrid Craft: 
Showcase of physical 
and digital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craft 
skills.”   Leonardo, 
Journal of Arts,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SIGGRAPH 
Special Issue, volume 
47, issue 4 August 
2015. 

https://www.hualienstone.org/works
https://www.hualienstone.org/works
https://www.piliwu-design.com/
https://www.piliwu-design.com/
http://www.chengtsung.com/
http://www.chengtsung.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EY9HjV2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EY9HjV2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EY9HjV2P8
http://eatopia.tw/eataipei
http://eatopia.tw/eataipei


✧ 1700-1830 小組作業時間（作業

四：數位工具的造型應用實作） 

第五日 單元五：混種工藝設計工作坊(2/2) 

 

✧ 0800-0900 第四次作業報告  

✧ 0900-1100 機器人技術的設計應用

（預計邀請交大建研所王識源老

師授課）   

✧ 1100-1200 文創產品中的互動設計

（黃致傑老師授課）  

✧ 1200-1300 午餐  

✧ 1300-1430 互動設計(1)：感測器與

促動器應用（邀請巫銘紘老師授

課）  

✧ 1430-1530 小組討論  

✧ 1530-1700 互動設計(2)：互動裝置

與機構整合（邀請巫銘紘老師授

課）  

✧ 1700-1830 小組專題報告（口頭發

表）與結業 

唐納．諾曼

（2011）。情感@

設計：為什麼有些

設計讓你一眼就愛

上（王鴻祥、翁鵲

嵐、鄭玉屏、張志

傑譯）。臺北市：

遠流 

Banzi, M. (2011). 
Getting Started with 
Arduino. Sebastopol, 
CA: Maker Media, 
Inc 

繳交成果時程 

 課程結束一週內要完成小組實作專題中文化元素分析和設計發展脈

絡的展示版面。 

 開學後一週後小組要從混種工藝設計工作坊之技術，完成一件融合

新舊技藝的器物創作，並策劃展覽公開展示。 

六、成績考核 

二次每日繳交小組作業（30%） 

二次每日繳交個人作業（20%） 

小組設計發展脈絡版面（10%） 

小組專題報告（口頭發表）（20%） 

小組創作公開展示（20%） 

缺課 6 小時以上(含 6 小時)，或田野課程無法參加，即不授予學分。 

本課程成績公布時間與其它 109 學年第一學期學期課程相同。  

七、講義位址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