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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年
花
開
花
似
錦

息夫人為桃花的花神，是春
秋時代楚國息侯的夫人，以
美貌出眾而得桃花花神之美
名，桃花姿態優美，花朵豐
腴，色彩艷麗，長期以美人
為譽。

－
十
二
花
神

詩人李白生在舉城狂熱牡丹
花的唐朝，奉唐玄宗的命令，
作了名垂不朽的清平調三章
吟詠牡丹花。據傳東漢時代
的貂蟬，她曾在牡丹花旁練
舞，周圍的牡丹花也跟著翩
翩起舞。

五月石榴花神的傳說，最著名
的是鍾馗，每年五月是疾病最
容易流行的時節，人們常在端
午時在自家門口貼上鍾馗畫像
以避邪。鍾馗嫉惡如仇的火樣
性格，正恰如火紅石榴的剛烈
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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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蜀葵的花神相傳是紅顏薄命
的漢武帝寵妃李夫人。李夫人生
得花容月貌，她的兄長李延年曾
為她寫過一首極其動人的歌，即：
「北方有住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寢傾人城，再顱傾人國，傾城
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太宗死後，徐惠因悲成疾，相
思成災，太醫開方熬藥，她堅
決不肯服藥，死了的時候年僅
24 歲。後人因她才情出眾並且
曾寫過詠桂花的詩篇，就封她
為桂花的花神。

江南秀麗的山水養育了她國色天香
的容貌．因住在西村而被人稱為西
施。她常在夏天荷花盛開時到鏡湖
採蓮，路人只見碧波蕩漾，一葉輕
舟，荷花飄香，美麗的倩影若天仙
下凡如同那連綿的山水。



俞樾的曲園雜事集說茶花的花
神是湯若士，湯若士也就是明
代的劇作家湯顯祖，以著有紫
釵、還魂、南柯、邯鄲四記出
名。他不畏朝廷惡勢力，如山
茶花般的屹立於歲寒中，是一
個不與世俗同流的高漯之士。
所以被尊稱為山茶花的花神。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
是田園詩人，因此九月菊花的花神，自
然是那一生愛菊如癡的陶淵明。每到重
陽節，飲菊花酒，感受陶淵明的閒情逸
致，體會他那淡泊獨立的精神，便成為
民間的一大習俗。

芙蓉的花神相傳是宋朝大詩人、
大書法家石曼卿。 石曼卿個性
豪爽、為人誠懇，非常喜歡飲酒，
而且酒量過人。他因為過量飲酒
而英年早逝，故逝世以後，諸多
詩、酒好友紛紛作詩憑弔。



傳說中梅花的花神是宋武帝的女兒壽陽公主，據
說壽陽公主於寒冷冬天在宮中的梅林賞梅，疲倦
後小睡於殿簷下梅林的旁邊，正好一朵梅花落到
她的前額上，留下五瓣紅色的痕跡，叫做「梅花
粧」，因此後人就稱壽陽公主是梅花精靈的化
身。壽陽公主死後，人們就稱她為梅花神。

傳說水仙花是娥皇、女英的
化身，他們是是中國古代神
話傳說中帝堯的兩個女兒，
姐妹同嫁帝舜為妻，終因娥
皇女英助之而脫險，舜繼堯
位，娥皇女英之其妃。

安祿山造反叛亂，玄宗皇帝帶著她
出奔四川，走到馬嵬坡，當龍武將
軍陳玄禮軍隊，重重包圍玄宗行宮
時，他們以楊貴妃和其從兄楊國忠
亂國為由，先殺楊國忠，再要求玄
宗賜楊貴妃自縊。可憐一代艷姬，
年僅卅八歲就這樣吊死在路祠旁邊
的杏樹上，留下迎風盛放的杏花
樹，從此楊貴妃成為杏花的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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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較為熟知的有街舞、饒舌、滑板還有Beatbox

次文化 ?
「次文化」指從母文化、主流文化中衍生出來的

新興文化，也就是小眾文化。

次文化有哪些 ?

中國語文學系大四畢業製作第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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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發想                    -
前言 / 呂睿洋

「Beatbox」有些人可能知道它是靠著嘴巴能模仿一些動物叫聲甚至

一段音樂，而有些人則是會把它和 rap 也就是饒舌搞混，我想是因

為這兩者都很酷吧。

我大概是在高三的時候接觸到，一開始我很驚訝，一首歌竟然就從我大概是在高三的時候接觸到，一開始我很驚訝，一首歌竟然就從

電視中表演者的嘴巴跑出來，要說是用唱的嗎？我覺得不是，真的

是不知道怎麼「搞」出來的。當時的我就上網找教學影片，沒想到

蠻容易就學會，看似非常困難的才藝就這樣被我輕鬆學會了！有趣

的是，據我瞭解台灣玩口技的人約 80% 都是上網自學的，所以你說

它很難學會嗎？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可能是它能做到的事已經

超出人類理解範圍，  才會讓人們對於學習、接觸它有所謂的「距離

感」。感」。

「Let it beat. 探討身處次文化中的青年」，主題中 Let it beat. 雙關自

英文片語 Let it be.，翻譯為讓它去吧，我覺得 Beatbox ( 次文化 )

它就像是野草一樣，  肆意生長且韌性很強，而我們期待它最終得茂

盛。我也是身處這文化中的青年，我看到的 Beatboxer 給我的形象

是一群懵懂，但又積極爭取，可能爭取實力或者認同，因為積極，

所以促使著這個文化日益茁壯，即使現在社會大眾還未普遍接受，

我相信這一群熱愛文化的青年總有一天會讓台灣認同他們的存在。

而次文化對我來說不在次等，而是「新時代的主流文化而次文化對我來說不在次等，而是「新時代的主流文化」。



實體作品，將訪談內容融

會後生成雜誌文本，以人物專

欄形式呈現，利用文字強化受

訪者故事中的深刻與感觸。

數位作品，以脫口秀節目

為原型，主持人與受訪者用聊

天形式進行，在輕鬆氛圍催化

之下，深入屬於他們的故事。

中國語文學系大四畢業製作第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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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雲」二字取自《列子》「聲震林
木，嚮遏行雲」，意寓聲音響亮高妙，
能止住行雲。古代文人擅長譜曲填詞，
而流傳至今的作品浩如煙海，總有一
首會因為一種喜歡，而化為「緣雲清
切歌聲上」的一朵停雲，使人駐足。

本組結合古詩詞及穿越解謎等等元素，
並以古今文字、國際音標、意象聯想、
平仄押韻作為通關內容，設計一款帶
有中國特色的逃脫遊戲，冀望藉此破
除大眾對於古詩詞的刻板印象，通過
遊戲發現古詩詞的美好，達到寓教於
樂的作用。

——第十三組——



相傳南宋年間，有一名為「停雲閣」的地

方，受文人雅士之喜愛，閒來無事便聚集在

此處，撫琴弄弦、縱論詩酒。而在這群清雅

高邁的墨客中，有兩位僅十六出頭的少年，

出身貧寒卻因才氣縱橫，竟在眾人之中脫穎

而出，享極一時盛名。因年代久遠，兩人姓

名已無從考察，只聽那時人人都稱他們作

「停雲雙傑」。

兩人也因出身境遇出奇相似，惺惺相惜而成

為一對知己。然天妒英才，「雙傑」其中一

人因急病逝世，而另一人因好友的離去悲憤

過度，從此停筆，閉門不出，僅留下兩人未

完成的遺作——《停雲集》。



聶
舜

蘇
離

字號：清麟

星座：雙魚座

浪漫多情、爽朗大方；喜好飲

酒、音律；喜自度曲、曲風典

雅流麗，與蘇懷遠並稱「停雲

雙傑」。

字號：懷遠

星座：獅子座

超凡脫俗、飄然不群；喜好

書法、星象；工詩善畫、筆

風清新豪健，與聶清麟並稱

「停雲雙傑」。



一首詩換一朵雲……

遊戲方面，玩家將以聶舜的身份進入遊戲。
我們將設計四個場景，一個場景對應一個關
卡。玩家在好友蘇離的幫助下，搜尋線索，
並依照線索完成詞人詞作。完成四個關卡即
代表任務結束——逃脫成功。而一旦任務失
敗，作為代價，玩家將永生永世被困在此處。

實體互動的部分，我們收錄來自親友推薦的一首
詩，並以線裝書的型製，編纂一本橫跨古今的
《停雲集》，作為詩與詩的交換，讓每個人摯愛
的那首詩，成為停雲，遙遙也能相望。另外，我
們將在現場教授線裝書的製作方法。

第六組

量
繡
清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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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介紹

       量繡清風是一款以清代為背景，並融合官品

位階與宮廷禮儀的短篇文字敘述故事型遊戲。

        遊戲分為前朝、後宮兩條主線，玩家將化身為

遊戲主角，在清代體驗酸甜苦辣的人生。有晉升封

爵的喜悅；有失敗落馬的悲哀；在戲劇性的人生路

程中吸收清代的各項小知識！

        期望藉由遊戲為媒介，達到以下兩項目標：

(一) 藉由服飾穿戴規範了解當時階級制度 。

(二) 透過遊戲進展理解官服章紋所對應之官品與          

       意義。

壹



 遊戲數位部分

      以兒提時候，小女孩喜歡的換裝遊戲為發想主

軸，設計一款隨著主角人生進程發展及身份地位

改變，來獲取符合與當時身份相對應之服飾及官

服，並藉由故事人物引導遊戲玩家對清代禮儀進

行初步認識。

貳



實體互動部分

(一)人生如“戲”：

       玩家於遊戲進行同時，將透過擲骰子或抽命

運卡與現場關主進行互動遊戲，互動結果將影響

遊戲劇情、結局 

(二)圖片找找看：

       根據遊戲中學習到的清代小知識，指出圖片

中的錯誤的禮儀、服飾。

(三)清風小札：

       清代禮儀及服飾知識介紹書，可做知識科普

或遊戲關卡攻略。

 

(四)美術圖像展示：

       遊戲人物掛畫與主題海報。

叁



遊戲流程

二、
人生如“戲”

遊玩女線

遊玩男線

四、
實體互動

圖片找找看

清風小札

三、
與現場關主進行

互動遊戲，決定

數位遊戲走向

肆

五、
完成遊戲

領取書籤紀念品

一、
遊戲背景

遊玩方式介紹



量繡
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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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
本組的主題是馬來西亞的鬼怪及都市傳

説，“Hantu”一詞在馬來語是鬼怪之義。

本組的遊戲劇情是以收集馬來西亞鬼怪

爲任務，方能獲得遊戲的最終勝利。因

此“HUNT都”中的“HUNT”字即是來自

英文的“Hunting”，即是狩獵；而“都”

即是代表馬來西亞的鬼怪及都市傳説，

亦是與馬來文的“hantu”同音。我們希

望能夠透過鬼怪及都市傳説將馬來西亞

不為人知的一面呈現予大家，也讓大家

從中認識更多馬來西亞的文化及背景。



z
部分出场妖怪

穆斯林教徒去世以後，必
須以白布包裹遺體再下葬。
根據傳說，靈魂將會在死
後49天離開人間。若白布
没在49天內被解開，
Pocong的靈魂便得不到解
脫，將會從墓地裡跳出。

Pocong 婆眾

她是一位生下死胎
後去世的女人的鬼
魂。她因嫉妒和悲
傷所以會攻擊孕婦。

Langsiur吸血女妖



z

Toyol小鬼是個小孩
鬼。通常被養在小瓶
子裡，主人必須在月
圓之夜餵自己的血。
多數人養小鬼的目的
主要是想它幫助行竊。

Toyol 小鬼

她是一位難產而死
的女人的鬼魂。她
以嬰兒為食，也因
嫉妒心而攻擊孕婦。
她通常會化身為漂
亮的女子出現，身
上會帶有指甲花的
香味。

Pontianak 龐蒂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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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作品

活動當天將會有個文字冒險類遊
戲闖關！若玩家滿足一定條件，
可獲得一次塔羅牌占卜機會哦！

遊戲簡介：

你的手機自動安裝了一個叫做恐
怖體驗館的手機軟體。它告訴你
要在限時內收集到一定數量的馬
來西亞地區的鬼怪，填充館內中
的東南亞區塊。任務完成後，你
會正式成為體驗館的館主，同時
可以自由控制其他區塊的鬼怪。

第十二組：

郭可盈 1053078
鄭榮彰 1053082
練柔怡 1053083



Versions Of  Me

畢製第九組
林于瑄⿈⼼怡
郭庭瑛魏佑庭
翁靖祐 侯   允



About Us

“Versions”－不同⾯貌的我
宇宙兩百億顆星中，會因遠近、
分布區域的不同⽽在天頂匯集成
特有的符號形象，我們稱它為星
座。

空氣中，⾹味分⼦依不同的組成
成份、級距，會有不同的氣味，
將那些氣味收集於⼀身，我們稱
它為⾹⽔。

在全球77億⼈⼜中，是由各種膚
⾊、國家、語⾔形成的個體，每
⼀個，包含你，都是那麼的獨⼀
無⼆。

觀看星座運勢的你，喜愛噴
灑⾹⽔的你，是哪⼀種⾯貌
的你︖



Creative
motivation 

說到每個⼈不同的⼼靈層
⾯，最好入⾨的不外乎由
星座、⾎型、⽣肖來定義
的，所以我們以⼗⼆星座
主題，剖析⼗⼆星座⼈格
特質，星座分成⽕象、⽔
象、⼟象、風象，搭配⾹
⽔有海洋⾹、⽊質⾹、花
⾹、柑橘⾹等等做連結，
利⽤現代社會對於星座的
迷信，使⽤⼤數據調查六
千⼈對於星座特質和⾹⽔
喜好的了解和訪問完成本
課程所需的依據，但數據
結果和我們預期結果相差
甚鉅，原以為⽔象星座喜
愛海洋⾹，但實係上⽔象
星座卻偏愛花⾹調。 

運⽤⼤數據調查結果調製
專屬於“Versions Of Me”⼗
⼆星座⾹⽔，成⽴⾹⽔品
牌、廣告、⽂案設計、⾏
銷政策，⾹⽔使⽤的年齡
層不斷地下降，也不受年
齡層的約束，現在年輕⼈
至中⽼年⼈都會有使⽤⾹
⽔的習慣，所以我們融合
⼗⼆種星座⼈格特質和⾹
⽔產品完成我們第九組的
軸⼼理念，再往下延伸至
產品設計、⽂書設計、海
報設計、數位影像拍攝等
等，學習團隊溝通、商品
材料採購，完成屬於105級
第九組畢業製作“Versions 
Of Me”。



Creative
concept 

全球約77億⼈⼜中，由不
同的膚⾊、國家以及不同
語⾔⽂化⽽形成各個獨⼀
無⼆的個體，在⼈類兩千
年歷史洪流之中，東⽅與
西⽅各⾃衍⽣出了不同的
分析⽅法，其中最為⼈津
津樂道的便是西⽅的占星
術，也就是經由巴比倫傳
統及希臘化⽽廣為⼈知的
「⿈道⼗⼆宮」星座。

所謂的⿈道帶是天⽂學名
詞，在西⽅占星學之中⿈
道帶被分為⼗⼆個隨中氣
點移動的區域，各區域有
不同的符號代表，最後衍
⽣成為我們熟知的⼗⼆星
座，代表不同的⼈格情感
特質，⽽⼗⼆星座又被分
為風、⽕、⽔、⼟四向，
其中又分為開創、變動以
及固定星座。

”Versions Of Me”語意為「我的每⼀個⾯向」，⼈們常
說，⼀個⼈身上的⾹⽔味可以體現出他的品味以及性
格，我們的創作理念是結合⼗⼆星座的⼈格特質，以
⽊質⾹、花⾹、果⾹以及海洋⾹等比較常⾒的⾹調做
基底，加上參考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調配出適合各
星座特質的⾹⽔，以表現出每個⼈身上不同的⾯向。



Digital works
1、⾹⽔廣告4⽀
2、電⼦型錄
3、⾹⽔故事動畫繪本
4、⾹⽔故事圖⽂繪本

Physical works
1、⾹⽔型錄
2、實體⾹⽔
3、海報
4、徽章（贈品）



 

第一組  痕 

組員：洪晟 鄭翌秀 盧茜芸 蔡蒍宣 

 

一、主題方向 

每個人內心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陰暗面，當遇到合適的土壤

時，心魔便會破土而出，若是不加以抑制，便會傷害自己也

傷害他人，在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呢？ 

 

 

二、數位構想 

以三種不同的手法製作影片，用各種媒材敘述故事，主題分

別為忌妒、迷信及貪婪 

 

 

三、實體桌遊－台灣妖怪 

妖怪故事總是伴隨著當地宗教信仰為化特色，我們設計十六

個棋子代表著台灣民間地區口耳相傳的神格鬼怪 

玩法: 

1. 遊戲起始設置，每位玩家會將自己的八隻心魔放置在棋
盤旁的兩排，藍色與紅色，由玩家自己決定如何設置！ 

2. 遊戲會輪流進行，輪到自己時移動一隻怪物，移動方式
只能前、後、左、右，一回合只能動一格。切記不可以

走斜的！ 

3. 若你要走的那格有對手的怪物，你就可以把它吃掉！ 

 

遊戲有三種方式決定勝負（遊戲結束）： 

（一）若你吃到４隻對手的藍色，你就輸了，對手獲勝！ 

（二）若你吃到４隻對手的紅色，你就獲勝！ 

（三）若你的紅色從對手的心門跑到現實（帶有箭頭的棋格），

你就獲勝！ 



 

故事一─忌妒 

劇情簡介： 

  一位面有胎記的女孩離鄉背井求學，卻因胎記而被投以注

目，女孩受不了眾人議論憤而鑽研化妝。 

  但擁有美麗的外貌後，真的能如願以償地過上幸福生活嗎？ 

 

編劇：鄭翌秀 

畫師：盧茜芸 

呈現方式：圖片故事 

圖片： 

 

 



 

故事二─迷信 

劇情簡介： 

  一名陰性較為性別氣質的男生，生活在認為陰性性別氣質的

男生是被女鬼上身、是一種不潔體現的村子。而這男生為了參與

其養父的祭典，憤而向村子等保守勢力對抗。但卻因為保守勢力

的強大而慘遭壓迫 

 

編劇：洪晟  

道具製作：蔡蒍宣 

呈現方式：皮影戲 

圖片： 

 

 
 

 

 

 

 

 

 



 

故事三─貪婪 

劇情簡介： 

  小明是一位身上背著房貸的上班族，一天在池塘邊遇見了一

隻金龜，他將煩惱告訴了金龜，金龜借了他金幣幫助了他，然而

貪心的小明卻想要更多，於是企圖將金龜抓回家......。 

 

編劇：蔡蒍宣  

導演：洪晟 

道具製作：鄭翌秀 

使用媒材：實物拍攝 

圖片： 

 

 

 



為了慾望，你能付出什麼代價？
人心不足，巴蛇吞象；慾壑難填，得

隴望蜀。
世事到頭，終究是螳捕蟬，雀在後。

你願意犧牲多少？
你，又能放棄多少？

2019.12.11 六館玻璃屋 帶你揭開故事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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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分工繪製圖像與撰寫劇情，使用 Unity 2D 製
作遊戲本體，並製作作品設定集供玩家了解更詳
細劇情。

加入民間信仰與習俗
的元素，連結鄉野傳
說，在破解劇情的同
時推廣在地文化。

遊戲進行方式採文字敘述為主，以臺灣曾經發生
過的懸案加以改編，製作而成的懸疑恐怖遊戲。

圖像為輔的第一人稱視角，玩家
透過探索周遭物品和選擇動作，
可以得出數個不一樣的遊戲結
果。



組員分工繪製圖像與撰寫劇情，使用 Unity 2D 製
作遊戲本體，並製作作品設定集供玩家了解更詳
細劇情。

加入民間信仰與習俗
的元素，連結鄉野傳
說，在破解劇情的同
時推廣在地文化。



驀然回首，書店卻在，燈火闌珊處	

此次畢展以桃園獨立書店作為數位遊戲

主題，並將五感活動融入遊戲中。我們經常因

忙碌的生活，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微小但確切的

幸福。因此，希望透過此次畢展主題，讓前來

參與的人們能從中找到生活中每個稍縱即逝

的美好。	

	

（圖片：桃園獨立書店地圖）	

每家獨立書店，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及風

格，從中也能看見經營者的價值觀、美感及獨

特之處。例如有些經營者開店的原因，是希望

讓更多人獲得生活中的美好，而對許多書店經

營者來說，獲得最大的報酬並非是金錢與物質，

而是精神層面，當看到讀者及孩子們閱讀時所

露出的笑容，或彼此之間的經驗交流，人們在

書店裡所建立的情感連結與快樂氛圍，對經營

者而言就是最大的回報。	

	
（圖片：新星巷弄書屋介紹）	

	

（圖片：瑯嬛書屋介紹）	

而在人生中，總有遇到各種難題的時候，

從書中找答案、方向及靈感，書本總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成為我們生命中成長的養分。	

此次選擇以獨立書店作為畢展主題，是因

為喜歡獨立書店閱讀的環境，與人們建立更有

溫度的情感連結，獨立書店扮演社區中守護者

的角色，點亮心中溫暖的微光，守護著閱讀的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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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遊戲介紹： 

主角生活在繁忙的城市中，每天被工作追

趕地喘不過氣，長期高壓的生活，讓他感到迷

失了人生方向。在某天加班後的深夜裡，他看

見前方路旁有個招牌，亮著一盞暖黃色的燈光，

就像在夜空中閃耀的星星，往前走近一看，原

來是一家獨立書店，主角推開店門後，書店老

闆對他投以溫暖的微笑，並帶領他進入書中的

奇幻之旅。現在，就讓我們遠離城市的喧囂，

跟著主角一同體驗奇幻之旅，喚醒沉睡已久的

感官，重拾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吧！ 

 

 

（圖片：六位書店老闆，等你來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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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六位書店老闆，等你來尋訪～） 

五感活動介紹： 

獨立書店除了書本外，也有許多書店採用

複合式經營，或結合藝文展演空間，經常舉辦

各種活動，例如定期舉辦講座、說故事活動、

新書發表會、音樂會、手作課程等，包含各種

豐富多元的主題，因此在數位遊戲中，結合五

感活動，希望藉此呈現獨立書店多樣化的一面。 

 

（圖片：五感等你來體驗～） 

 

你也準備好出發前往真實的獨立書店了

嗎？快！踏上屬於你的書店之旅吧！相信你

也會找到屬於你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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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 數位遊戲

以《山海經》及《楚辭》作為人設與背景

基礎，並設立一個架空的世界。藉由文字

對話劇情、玩家通過各路神明妖獸之考驗

來蒐集完整的靈魂碎片，進而達成任務並

通關。

• 實體創作

採用四種方式呈現：桌遊、書籤、ＤＭ、

圖文書。參觀者除了可以體驗數位平台的

遊戲，亦可親身參與桌遊及翻閱畫冊，使

之更有實感，並讓大家更容易了解此二本

經典的中國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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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顏粉黛
        在水一方
主題說明

       本主題是以歷史上有名女子為主軸發
想，分別是首位女皇帝武則天、《左傳》
裡出名的紅顏禍水驪姬、宋朝知名女詞人
李清照及漢朝美女王昭君，這些人在歷史
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但是他們的生命軌道
是既定的，所以我們想要從改編歷史的角
度來看，藉由玩家親身投入到女主朝代，
切身體會當時發生的事情，在同樣的環境
及壓力下，幫助這些女主面對人生大事。
        在穿越過程中了解女主當時的心境，
用我們現在讀過的文章看到過去發生的事
情，會更了解文章中的感情。
        玩家所做的每個選擇都會關係到劇情
發展及結局，最後的走向會跟史實相同
呢，還是會發展出意料之外的結局？端由
玩家決定。



四位女主



實體部分
採四種⽅式呈現：立體迷宮、⼩冊⼦、翻轉盒
⼦、海報。除了可體驗數位遊戲，也能透過迷
宮搭配⼩冊⼦的補充說明，使參觀者更容易進
入我們遊戲內容，在迷宮中也有設置與女主⾓
朝代相關的猜謎關卡，使內容更顯豐富多元。 

 

立體迷宮：



數位部分
我們以橙光軟體製作遊戲，使用遊戲製作
工具內建的免費精緻素材來製作遊戲。四
個遊戲劇情，分成歷史線及改編線，透過
文字選項而有不同的結局走向。



青青⼦襟，藍染我心

「藍染」
悠久的中華傳統工藝，承載歷史之美，

展現獨特不遜色之光芒，經時間焠鍊，迸
發更加飽滿色澤，更在人們心中留下古

老、懷舊的痕跡。



     
      藍染不只是
一項傳統工藝，
更是存在於中華
文化中的一個手
藝，既包含了先
人的智慧又得以
長久留存，甚至
許多成語及文獻
也多次提及與藍
染有關的事情，
是中華文化不可
忽視的一項重要
資產。



藍染技法

夾染程序
構圖－浸布－摺布－夾板－染色與氧化

紮染程序
構圖－摺布－綁紮花－染布浸水－染色氧化
－拆線







我們是第十組。

我們的主題名稱是 N1.5。
N1.5 是「黑色」這一個顏色的編號。

      黑色基本定義為沒有任何可見光進入視覺
範圍，能把太陽的七種顏色全部吸收。在文化
意義層面，黑色是宇宙的底色，代表安寧，亦
是一切的歸宿。

↖ logo



      黑色能表現白色不能
表現的硬的境界，能用於
流行服裝款式、產品、室
內外裝飾燈等各種領域，
具有強烈、激烈、大膽、
力 動 感 等 所 有 力 量 的 感
覺。



       
       當你什麼都看不見時，你是否還有
勇氣去抓著前⽅的未知？

       「黑色」這一個顏色有著很多種潛
在的可能性，我們覺得它可以充分地
表現這一個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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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學系 105 級畢業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