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創作策展申請表 

班級 四前瞻四 A 學號 B105  姓名 邱 富 

導師 程敬閏 展覽地點及展區 雲林故事館 

展覽性質 

■個人展覽(個人獨自舉辦展覽) 

□聯合展覽(個人參與展覽區舉辦之聯合策

展) 

展覽時

間 

109年 5月 9日 10時 00分 

至 

109年 5月 16日 20時 30分 

創作方式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兩者皆有，個人創作 9件、共同創作   件。 

學生 

相關經歷 

我車鋼筆我寫字-助教 

木器製作-助教 

木工車床-實習 

木工廠管理-實習 

展覽主題 【做中覺、錯中覺】 

展覽主題

說明 

《做中學，錯中覺》  

“接受不完美的完美”  

木器始終守著古老的感動  訴說最美的故事  

木頭本身的不完美   不是缺陷   

而是生命成長的印記   世間從不存在完美  

學習欣賞每個不完美的 "它 "是生活  也是樂趣  

學生展覽

名稱 
【做中覺、錯中覺】 

學生展覽

內容與 

規劃 

非常感謝前瞻學程的創立，給學生自我學習的機會、給學生自由揮灑的舞台。此次個人

畢展主題為【做中學、錯中覺】，大學四年中，從一開始的完全新手，到成為各個木工

課程的助教，最後能獨立完成作品。很喜歡一句話【你不需要很厲害才開始，但必須開

始才能很裡害。】也能透過個人展的方式，分享自己帶大學時期的點點滴滴，感謝這段

期間幫助過我的所有老師、朋友、家人們。也了解自己作品的市場接受程度，進而改進

自己的風格、商業模式。 



展覽展品清冊 

編

號 
展品名稱 作品描述 創作方式 

尺寸：長*寬*高

（cm） 

1 頭皮按摩梳子 

很有趣的是，這顆梳子的

由來。它是客製化出來的，

花了整整兩天的手工打

磨。想做的跟機器一樣完

美，卻要留一點點手工的

溫度。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9*9*4 cm 

2 鋼筆 

送禮最重要的是心意，能

送上自己親手製作的鋼

筆。價值遠遠超越價格，做

來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未來出社會的簽約筆。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Ø1cm*18cm 

3 鉛筆盒 

歪的很正的鉛筆盒，做完

才發現它有點歪歪的。但

是整體看起來很和諧。或

許它是在提醒我一個團隊

要互相包容與和諧吧。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20*6*4 cm 

4 印章盒 

輕鬆帶著印章到處跑的盒

子。古坑淺山農村十二盛-

小巧可愛的印章盒。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30*30*15 cm 

5 文創旅行箱 
可以自由變化的箱子，所

有的想法由它延伸。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30*30*15 cm 

6 筷子 

方的一頭設計在尾部，則

是可以在放置筷子時防止

滑動，同時也便於工匠們

在上面刻字，賦予每雙筷

子不同的含義。 

從設計上來說，我們的祖

先在創造物品時，講究將

物品的實用和美觀合二為

一，中式筷子的上圓下方，

意味著「天圓地方」；其中

方與圓之間的過渡，則體

現了剛與柔之間的轉換。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Ø1cm*27cm 

7 榫接椅子 

運用榫卯的精妙結構，都

會對其讚不絕口，順便感

嘆下古人的智慧已經被現

代人逐漸遺忘的惋惜。傳

統榫接做出來的椅子，需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42*44*70 cm 



編

號 
展品名稱 作品描述 創作方式 

尺寸：長*寬*高

（cm） 

要一定的技術才做得出

來。再搭配一些現代的設

計，呈現傳承與創新的結

合。 

8 燈籠 

燈籠的發明是為了保護蠟

燭的火源。因應元宵節的

習俗設計出簡單的手提燈

籠，但是節慶過了只能收

進倉庫中。經過一番思考，

簡單改造升級為御用小夜

燈。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14*14*30cm 

9 小茶几 

第一次如此隨興的創作。

某天早上，在工廠發呆沒

有靈感。突然看到堆在一

旁的邊角料，隨手拿起來

排列組合一下。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拼湊邊角料，一個桌板就

誕生。桌腳也是用剩料物

盡其用。 

■個人創作 

□共同創作 

60*40*20 cm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1 頭皮按摩梳子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9*9*4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很有趣的是，這顆梳子的由來。它是客製化出來

的，花了整整兩天的手工打磨。想做的跟機器一

樣完美，卻要留一點點手工的溫度。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半成品 照片說明：粗模 

 
 

照片說明：半邊粗磨 照片說明：剩手工細磨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2 鋼筆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Ø1cm*18cm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送禮最重要的是心意，能送上自己親手製作的鋼

筆。價值遠遠超越價格，做來送給自己的畢業禮

物。未來出社會的簽約筆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 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3 鉛筆盒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20*6*4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歪的很正的鉛筆盒，做完才發現它有點歪歪的。

但是整體看起來很和諧。或許它是在提醒我一個

團隊要互相包容與和諧吧。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指接測試 

 

 

照片說明：假組裝 照片說明：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4 印章盒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30*30*15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古坑淺山農村十二盛-小巧可愛的印章盒。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黏合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假組裝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5 文創旅行箱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50*30*5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接到客製訂單後依客戶要求，設計製作。可以自

由變化的箱子。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下料完成 照片說明：準備黏合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6 筷子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15*5*5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方的一頭設計在尾部，則是可以在放置筷子時防

止滑動，同時也便於工匠們在上面刻字，賦予每

雙筷子不同的含義。 

從設計上來說，我們的祖先在創造物品時，講究

將物品的實用和美觀合二為一， 

中式筷子的上圓下方，意味著「天圓地方」；其中

方與圓之間的過渡，則體現了剛與柔之間的轉

換。 

挑選木料 >毛料備料>裁切>打磨>上油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7 榫接椅子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42*44*70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運用榫卯的精妙結構，都會對其讚不絕口，順便

感嘆下古人的智慧已經被現代人逐漸遺忘的惋

惜。傳統榫接做出來的椅子，需要一定的技術才

做得出來。再搭配一些現代的設計，呈現傳承與

創新的結合。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骨架榫接 

  

照片說明：椅面 照片說明：椅腳裁切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8 燈籠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14*14*30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燈籠的發明是為了保護蠟燭的火源。因應元宵節

的習俗設計出簡單的手提燈籠，但是節慶過了只

能收進倉庫中。經過一番思考，簡單改造升級為

御用小夜燈。 

挑選木料>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打磨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焊電路 

 

 

照片說明：展覽 照片說明： 



展品簡介 

 

編號 展品名稱 創作方式 

9 小茶几 木工 

類群 創作者(含共同創作者) 尺寸：長*寬*高（cm） 

木工 邱 富 60*40*20 

作品描述 陳述該作品負責內容(若個人創作免填) 

第一次如此隨興的創作。某天早上，在工廠發呆

沒有靈感。突然看到堆在一旁的邊角料，隨手拿

起來排列組合一下。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拼湊邊角料，一個桌板就誕生。桌腳也是用剩料

物盡其用。 

挑選木料>電腦繪圖>出工程圖>毛料備料>裁切>

打磨>上油>烙印 

展品照片 

 

 

 

照片說明：成品 照片說明：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