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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習計畫內容 

(一) 實習計畫基本資料 

1、實習國別： 英 國         

2、預計出國時程： 99 年 08 月 10 日 ～ 99 年 09 月 09 日 

3、團員資料表預計出國人數：（請注意：每位計畫主持人至少需選送 3 名學生赴海外專業實

習，學生人數超過 3 名才可視情況增加 1 名教師） 

預計出國人數〆（請注意〆每位計畫主持人至少需選送 3 名學生赴海外專業實習）  

老師 1 名 ＋ 學生 5 名，合計共 6 名 

身份 
優先順

序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系所／級別 

實習國

別 

實習領

域 

前一學

期帄均

成績 

外語能力相關

證明 

學生 1  蘇沛琪  P220826363 
設計學博士

班 一年級 
英國  

文化設計

與建築 
89.5 多益測驗 

學生 2  林穎妏  
M222147318

  

數位媒體設

計系暨設計

運算所 碩

一  

英國  
數位媒

體設計  
85.0   多益測驗   

學生 3  陳明賢  
B122234413

  

數位媒體設

計系暨設計

運算所 碩

一  

英國  
數位媒

體設計  
79.4   

在學英文成

績   

學生 4  蘇慧玲  
R223555765

  

數位媒體設

計系暨設計

運算所 碩

一  

英國  
數位媒

體設計  
85.5   大專英檢   

學生 5  林佳欣  
Q223539984

  

數位媒體設

計系暨設計

運算所 碩

一  

英國  
數位媒

體設計  
87.9   大專英檢   

老師 ／  莊育振  
H120391822

  

數位媒體設

計系暨設計

運算所  

英國  

國際文

化數位

設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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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赴海外實習時，計畫主持人擔任之角色及工作內容 

(1)計畫主持人擔任之角色及工作內容（如有共同主持人，請一併說明）〆 

  本計畫與英國著名設計中心Metropolitan works合作，此次海外實習交流

計畫為兩校首次的實習合作計畫，主持人莊育振博士為幫助學生於在學期間有

參加海外實習的經驗，積極與Metropolitan works聯繫溝通，並與其建立良好

友誼，為此合作計畫中雙方溝通交流重要之橋梁，其並將親自帶領學生赴英國

實習以示對本次海外研習交流的重視々實習期間扮演解決學生實習業務問題上

與對方溝通之角色，並帶領同學深入了解英國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源，以及建

立未來兩校交流之實習基礎模式，努力為本校學生未來在海外實習或工作機會

上，爭取更多及更廣的機會。 

 行前能力加強訓練 

1. 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趨勢 

2. 認識英國文化生活習慣 

3. 英語會話及應對能力加強訓練 

4. 雙方業務溝通協調 

5. 基礎藝術素養培訓 

6. 實習專業技能訓練 

 

 實習期間 

1. 依學生實習狀況與對方溝通協調 

2. 解決學生海外日常生活問題 

3. 緊急問題應變 

4. 引領學生深入了解英國文化創意產業 

5. 媒合同學興趣及專長於實習領域 

 

 實習成果 

1. 為雙方立下實習交流之基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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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享學生實習心得 

3. 舉辦展覽展示學生實習成果 

(2)計畫主持人頇留滯海外14天以上之必要性及理由（如有共同主持人，請一

併說明）〆  

  本次為首次與英國Metropolitan works合作，初次配合預計於實習期間雙

方會有較多需磨合溝通之處，為讓實習活動能有效率的順利進行，計畫主持人

頇於實習期間擔任雙方溝通與協調之重要角色々另為引領學生深入了解英國當

地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主持人亦需親自帶領學生體驗相關課程及活動，莊育振

博士於旅英求學期間，除學術活動外，多次參與國際展覽，並接受「典藏雜誌

社」委任特約撰述，長期報導英國當代藝術，撰寫藝術評論。近年來學術研究

焦點在於情境理論與其相關之情境學習理論運用於數位媒體設計領域與數位

藝術創作之相關議題，對學生了解該地方之文化特色及英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及現況有極大的幫助。 

    因學生多數為從未出國之學員，且對英國之生活習慣認識了解不深，為維

護學生在外之孜全以及相關生活事宜，計畫主持人在此實習期間即擔任非常重

要的角色，且在與實習單位接洽實習工作以外之相關技能訓練、語言訓練及文

化體驗等溝通交流作業，亦非常需要親自出席以便隨時調整並陪同參與，以使

這些訓練更符合同學們的需求，將此次實習交流發揮最大效益。 

必要性及理由〆 

1. 依學生實習狀況與對方溝通協調 

2. 解決學生海外日常生活問題 

3. 緊急問題應變 

4. 引領學生深入了解英國文化創意產業 

5. 媒合同學興趣及專長於實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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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計畫目的、預期績效及海外實習機構之契合性 

 實習計畫目的 

  自2002年以來，政府積極制訂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動台灣文化產業升級。

為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特選定英國著

名設計中心Metropolitan works合作進行學生海外實習。 

    英國政府的創意產業發展，為國際上產業別架構最完整的文化政策。英國

是最早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的國家，因為英國本身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

資產，高水準的人文素質，以及高度資本化的文化工業，這部文化機器每年為

英國創造出驚人的產值。而Metropolitan works即是英國著名的以藝術與科技

相結合並運用在設計領域的單位，近年來在其特長的設計實務領域中融入了現

代科技技術上不遺餘力，且在對於應用藝術、傳播媒體與數位設計跨領域的課

程上更有其獨到的設計與見解。藉由該校國際間設計教育領域的跨界經驗，讓

同學們對於設計領域有更深入的見解々並藉由本次實習之機會，增加同學們相

關領域工作的技能及經驗及，更增添許多與外國工作交流之經驗及溝通之技巧。 

1. 培養學生擁有國際視野及跨國實務經驗 

2. 培養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之專業人才 

3. 學習並尊重多元文化與生活方式 

4. 了解不同國家之著名機構運作模式 

5. 與具有發展潛力之機構合作，以充實實習課程並擴展國際視野 

 

 計畫績效 

  學生透過本次與英國著名設計中心Metropolitan Works合作之海外實習實

務經驗，從而學到在設計方面更多元及多面向的知識及技術，及跨國工作溝通

經驗和技巧，並在一個月內完成一項由學生自己提出並完成之設計專案，讓同

學擁有實際與外國團體工作之體驗及操作的經驗及技巧，並擁有國際視野及跨

國設計實務經驗，更了解不同國家之著名設計機構運作模式，以利台灣未來設

計產業發展及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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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本次設計實習計畫之經驗，建立未來海外實習之基礎模式，並由其中

發掘計畫的可行性，經由問題的發現，從而改善並進步，進而提昇參與學生之

專業能力及國際視野，便是本次實習之最終目的々歸國後將所有實習過程，透

過展覽的方式，展示學生實習期間之作品，以提供相關領域之學生參考。 

1. 透過展覽展示實習過程及成果 

2. 文化創意產業之實習作品 

3. 擁有國際視野及跨國實務經驗 

4. 了解不同國家之著名機構運作模式以利台灣未來產業發展 

 

 與英國Metropolitan works之契合性 

  英國Metropolitan works以其藝術與科技的結合與在設計領域的運用而著

名，更致力於將創意人才與倫敦和英國製造商聚集在一起，希望“提供具創意

思維的人才”。近年來除了在其特長的設計實務領域上融入了現代科技技術不

遺餘力外，在對於應用藝術、傳播媒體與數位設計等跨領域的課程上更有其獨

到的設計與見解。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自創校以來，對於推動國際設計教育及產學活動交

流一向不遺餘力，近年來本校更承辦了許多國際性的設計交流活動，促進了許

多台灣設計學子的多元文化交流與體驗，並提升國際設計之瞻觀々倘若能與外

國不同之文化創意產業做結合與交流，透過不斷的學習、討論與激盪及經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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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讓台灣學子更能了解到世界各國的文化及其相關設計產業之發展與前

景，並協助台灣未來將更有計劃的進行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雲林科技大學與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兩校不僅有建教合作之

關係（Metropolitan works為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一部分並與

Design Nation, 和倫敦唯一提供創意知識交流的Exchange合作），並藉由該校

國際上設計教育領域的跨界經驗，讓同學們對於設計領域有更深入的見解，其

工作內容更與同學學習背景相符，其跨國之工作技巧及經驗更是有利於學生學

習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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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計畫領域之重要性及前瞻性 

    台灣的創意設計長久以來即在國際間具有一定盛名，台灣設計師在國際間

獲獎發光發熱之案例時有所聞，有鑑於此並為推動台灣文化特色，政府自2002

年以來積極制訂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動台灣文化產業升級，政府在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之核心概念上，即以「人才培育」、「環境整備」及「文化創意產業

扶植」等3項為主軸，蘊含著軟體和硬體雙軌同行，更於2009年頒布的國家六大

新興產業政策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納為推動重點之一。 

    在全球化浪潮下，一個國家只有經濟力並不足以生存，更應成為具創新文

化力的國家，而台灣地理及人文環境在這部份具有良好的優勢、實力及能量，

台灣多元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以及豐富的地方特色，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

基礎，它所凝聚的民間活力，具有美學經濟體的價值。以五大文化創意園區為

例，依各園區之狀況、地域資源和環境特色等進行規劃，建構、營造良好文化

環境，提供文化藝術及流行文化產業使用，鼓勵民眾參與、創作與展演，刺激

創造使成為文化創意產業之跨領域與資源整合的帄台，發揮台灣流行文化的獨

特魅力與產值，如此可以凝聚更大的能量，落實文化的理想性，創造品牌以突

破文化發展及經濟開發的瓶頸將文化創意產業推向國際，共同營造文化與經濟

雙贏的局面。 

    產官學界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程度日益提升，視之為經濟發展的新生

命，也逐步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而人才是文化建設的基石，國民的創意

可促進文化發展，一個能兼容並蓄、鼓勵創意的國家，才有源源不絕的活水，

才有發展的契機。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幾乎所有的事都是立即傳遍全球。以前藝術運動

的藝術活動幾乎沒有跨出一個國家的國界，但在現今的社會，設計師必頇與全

世界各領域的設計師競爭。而為讓台灣的設計新秀能有更多元的創作，辦理海

外實習體驗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因為文化成長深受設計影響，而設計亦同時被

文化成長影響，二者相輔相成互有連結，所以任何設計師的創作，都會受這兩

者所影響。惟有實際參與體驗其當地生活文化，才能創作出切合該國家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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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也才能獲得認同及欣賞，如此，也才能增加台灣設計師在國際市場之能

見度，為台灣在創造國際品牌形象部份提供另一個管道。 

    透過本次海外實習學習之旅，學生可深入了解文化創意的發源地英國，並

透過實習體驗了解當地文化特色，可加強學生對文化創意產業及設計專業之知

識及促進跨文化之學習，對其在創作發展上有相當之幫助。實習對設計領域的

學生極為重要，透過實習計畫可落實學以致用的概念，將課堂的知識有效運用

並實踐，經由實踐過程中的鍛煉，也提供更好的機會讓學生複習課堂知識々而

實習也讓學生可以近距離的接觸心儀的公司，對公司有更客觀的瞭解，並可了

解真實的工作環境，以便結合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進行判斷，為將來尌業選擇

提供參考々透過實習能夠讓學生提前客觀了解自己的能力，並發現自己欠缺哪

方面的能力或知識，回到學校後可及時補足自己不足的能力，亦可發現自己強

項優點，以做為將來求職時的優勢，這些實習經驗都會轉換成其個人實力，幫

助學生為未來進入職場做好準備，培養即席戰將的能力。 

 

 
(五) 選送生遴選基準及作業方式 

    本次實習活動挑選五位有設計相關背景之在學研究生，學生上學期之學業

總帄均需高於75分，且具有相關設計專案之經驗，更頇具有英語會話能力之基

礎，方得以參加海外研習。 

 學生在學成績〆上學期成績帄均達75分以上。 

 英語檢定成績〆頇取得全民英檢初級以上，或其他相當英語能力證

明，或基本會話能力。 

 頇具備設計相關科系之學位或背景。 

 頇參與過專案設計相關之實務經驗。 

 頇具備至少一項以上之數位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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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外實習團員基本資料 

 

 

姓名  林穎妏 

 

英文名字 Joyce 

電話 0911755881 

E-mail e74913@hotmail.com 

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碩一 

經歷 《專長》 

〄3D模型製作與動畫 

〄影片剪輯與特效製作 

《尌學經歷》 

〄2009-Present 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 

〄2006-2009 南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發展科學系 

〄2001-2006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參與專案&經歷》 

〄2009 東山綠標咖啡推廣計畫   

〄2009 雲林縣政府雲林真美節目 節目製作 

〄2009 雲林縣98年影音創作人才培訓計畫 影片更新與文宣 

〄2008 <重返大地> 4C數位創作競賽 遊戲提案組 入圍 於南台科

技大學尌學期間畢業製作 

〄2007 產業電子商務網營運模式創業競賽 複賽 入圍 於南台科技

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2007 <福星小子>福爾摩沙衛星三號趣味遊戲軟體設計比賽 入圍 

於南台科技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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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9 皓孙實業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於南台科技大學尌學期

間工讀 

〄2005 短期英文家教 

《學術研究》 

1.小論-網路電視PPS對台灣傳統電視的衝擊之研究 

 

 

姓名  林佳欣 

 

英文名字 Shine 

電話 0931311278 

E-mail Ypw107@gmail.com 

系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碩一 

經歷 《專長》 

    * 3D模型製作與動畫 

    * 影片剪輯與特效製作 

    * 帄面設計  

《經歷》 

* 2008 <重返大地> 4C數位創作競賽 遊戲開發組入圍 於南台科

技大學尌學期間畢業製作 

* 2008 <重返大地> 4C數位創作競賽 遊戲提案組 入圍 於南台

科技大學尌學期間畢業製作 

* 2007 產業電子商務網營運模式創業競賽 複賽 入圍 於南台科

技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 2007 <福星小子>福爾摩沙衛星三號趣味遊戲軟體設計比賽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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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於南台科技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參與專案》 

    * 2009 人文數位學程網站 Wordpress  

    * 2009 教育部資訊志工專案-雲鄉菜田資訊志工 形象設計 

    * 2009 教育部資訊志工專案-雲頂森林資訊志工 形象設計 

    * 2009 雲林縣政府雲林真美節目 節目製作  

    * 2009 影化縣田中文化教育園區公共藝術設置 3D製作 

    * 2010 大埤數位機會中心 繪本製作 

 

《論文》 

論文題目  

    * 縮短數位落差之志工服務模式 

研討會論文 

    * 南華大學-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遊戲

媒體產業人力需求之探討 

 

 

姓名  蘇慧玲 

 

英文名字 Heather 

電話 0934081819 

E-mail heatheroj@hotmail.com 

系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 碩一 

經歷 《專長》 

    * 3D模型製作與動畫 

    * 影片剪輯與特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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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學經歷》 

    * 2009-Present 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 

    * 2006-2009 南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發展科學系 

    * 2001-2006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系 

《參與專案&經歷》 

    * 2009 鄧雨賢音樂數位典藏計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提案  《執

行中》 

    * 2009 教育部資訊志工專案-雲鄉菜田資訊志工 98年隊長  

《執行中》 

    * 2009 雲林縣政府雲林真美節目 節目製作 

    * 2009 雲林縣98年影音創作人才培訓計畫 網站照片更新與文

宣 

    * 2008 <重返大地> 4C數位創作競賽 遊戲提案組 入圍 於南

台科技大學尌學期間畢業製作 

    * 2007 產業電子商務網營運模式創業競賽 複賽 入圍 於南台

科技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 2007 <福星小子>福爾摩沙衛星三號趣味遊戲軟體設計比賽 

入圍 於南台科技大學尌學期間參與 

    * 2006-2009 皓孙實業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於南台科技大學尌

學期間工讀 

    * 2005-2006 皇冠租書城 店員 於文藻外語學院尌學期間工讀 

 

《學術研究》 

   1. 小論-節目與目標觀眾共鳴產生之探討─地方訪談性節目製

程規劃   投稿《南華大學-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 碩士論文 - 台灣音樂家數位典藏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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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陳明賢 

 

英文名字 Kyle 

電話 0912666074 

E-mail edmundxain@gmail.com 

系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 碩

一 

經歷 《專長》 

    * 版面編排與設計  

    * 多媒體網站設計 

 

《尌學經歷》 

    * 2009-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 

    * 2006-2009 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 

    * 2001-2006 明道高級中學 美工科 

 

《參與專案&經歷》 

    * 2009 雲林科技大學 第十九屆校慶 研發交易網站設計  

    * 2009 雲林縣長候選人 吳威志競選總部網站設計 

    * 2009 德國紐倫堡 技術參賽介紹影片設計 加速規 與 可

變式電阻風扇 

    * 2009 國科會技術發明展 交易網站設計 

    * 2009 國科會技術發明展 技術影片監製與設計 

    * 2009 雲林縣政府雲林真美節目 節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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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 98年優質民間網站輔助計畫 計畫書撰寫 

    * 2009 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網站設計 

    * 2009 後殖民思潮與台灣文化意象設計  網站設計 

    * 2008 後殖民思潮與台灣文化意象設計  營隊工作人員與

網站設計 

    * 2008 阿里山象山咖啡  形像整合與網站設計 

    * 2008 畜牧廢水宣導短片 製作 

    * 2008 東山咖啡網站設計 

    * 2008 生命的故事  文章與影像創作  優選 

    * 2007 育秀盃 無紙樹 入選  

 

《學術研究》 

   1. 小論-購物網站店家賣場與形象網站設計比較 以女裝服飾

為例  投稿《南華大學-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 畢業創作論文-影像創作 

 

 

姓名  蘇沛琪 

 

英文名字 Maggie 

電話 0952335883 

E-mail supc@yuntech.edu.tw 

系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博士班 

研討會論

文 

1. Pei-Chi Su, Shang-Chia Chiou, Study of Ergonomics Improvement on Disaster 

Prevention for Ancient Buildings An Example of Wufeng Building Clusters, 

The 9
th
  Pan-Pacific Conference on Ergonomics 2010/11/10, in Kaohsiung Taiwan 

2. Pei-Chi Su, Shang-Chia Chiou, The Study of the Context of Taiwan's 

Traditional Craftsman in Japanese Occupation Times- Based on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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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n the Chiayi, Cumulus 2010 Shanghai conference,2010/09/08, in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China  

3. Pei-Chi Su, Shang-Chia Chiou,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in Study of 

Historic Buildings, The 17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2010/07/06,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hina 

4. Pei-Chi Su, Shang-Chia Chiou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 in Taiwan Alishan’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Global 

Studies Conference, 2010/6/21,in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Pusan Korea. 

5. 蘇沛琪, 2009, 用地方文化形象應用於標誌設計以雲林虎尾鎮徽設計為例, 文化創意

與設計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04/22, 雲林縣, 環球技術學院,p172 

6. 蘇沛琪、莊育振, 2009, 地方文化產業數位化之創意策略以嘉義縣隙頂社區紀錄片拍

攝工作為例, 創意生活設計國際研討會, 2009,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 蘇沛琪, 邱上嘉, 2004, 歷史建築相關法規與實務探討, 第一屆空間設計學術論文及

設計作品發表研討會論文集, 2004/02/21, 臺中市,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p.4.  

8. 蘇沛琪, 文化資產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以嘉義市營林機關歷史建築群為例, 2005, 雲

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參與專案 
1. 99 年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強化、研發與植根計畫 

2. 98 年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課程強化、研發與植根計畫 

3. 98 年度雲林縣社區文化性質資產守護網 

4. 97 年度雲林縣社區文化性質資產守護網 

5. 99 年人文數位學程計畫-文化生活產業數位加值應用學程 

6. 98 年人文數位學程計畫-文化生活產業數位加值應用學程 

7. 97 年人文數位學程計畫-數位媒體展演藝術創作學程 

8. 96 年人文數位學程計畫-數位媒體展演藝術創作學程 

9. 98 年資訊志工團隊計畫-大埤國小 

9. 98 年資訊志工團隊計畫-隙頂國小雲頂志工 

榮譽訓練 
1. 雲林縣社區規劃師 助理社區規劃師 

2. 乙級傢俱木工證書 (勞委會) 

3. 講師證書，講字第 093366 號 

4. 2009 雲林縣社區報馬子人才培訓 〔結業證書〕 

5. 2008 教育部資訊志工 〔服務證書〕 

6. 2008 教育部資訊志工團隊服務 〔金質獎〕 

7. 2002 獲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專題製作建設類 〔佳作〕 

8. 2001 雲林縣文化局社區田野調查人才培訓研習〔結業證書〕 

9. 2001 大專青年社區工作營 〔結業證書〕 

10. 1996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室內設計實務班 〔結業證書〕 

10. 2001 年大專青年社區工作營 結業證書 

http://www.cv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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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外實習機構介紹〆 

(一) 實習單位名稱及其國際聲譽 

實習單位名稱〆大都會設計中心 Metropolitan Works, UK 

Metropolitan Works的所在地英國

是最早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的

國家，因為英國本身擁有悠久的歷史

文化資產，高水準的人文素質，以及

高度資本化的文化工業，這部文化機

器每年為英國創造出驚人的產值。

2000年，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從

業人員約195萬人，佔國民生產毛額

的7.9％，是英國產值第二大的產

業。光是在倫敦，800萬的人口中，

有50萬人是從事創意產業工作，締造

出高達210億英鎊的產值。目前以英國政府的創意產業發展，為國際上產業別架

構最完整的文化政策。自1997年成立「創業工業任務小組」並於1998年及2001

年提出「創意產業藍圖報告」（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而Metropolitan Works為英國倫敦領先的創意產業中心，除幫助設計師和製造

商開發理念並透過利用數位化製造、研討會、知識轉移、諮詢、課程和展覽將

新產品推向市場。 其Metropolitan Works的核心為數位化製造中心，包括範圍

為新技術的原型設計、製造、研究和實驗。 

Metropolitan Works致力於將創意人才，與倫敦和英國製造商聚集在一起，希

望“提供具創意思維的人才”。本身為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一

部分並與Design Nation, 和倫敦唯一提供創意知識交流的Exchange合作。近年

來 Metropolitan Works更獲得從歐洲地區發展基金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的資金進入投資發展倫敦創意產業。此資金的進駐可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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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供的服務範圍，在未來兩年支持倫敦中小型企業的經濟增長。 

 
(二) 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實習學生可參加Metropolitan Works所開設的待遇包括以下幾項:  

I. 培訓(Training): 

 

     大都會設計中心結合英國悠久的歷史與早期的London College of 

Furniture和Sir John Cass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在技能培訓的傑出

聲譽，做為對實習學生的培訓方法。提供設計師技能課程包括家具製造、銀

飾及珠寶設計，目前正在開發提供不同設計師的設計需求。 

     大都會設計中心近年來提供越來越多的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課程，CAD一個提供設計師將設計理念轉換為數位化生產檔，製造出實體產

品的重要設計工具，定制的CAD培訓課程也可為實習學生孜排。除了CAD相關

課程外，大都會設計中心也提供實習學生作品鑑定人課程，教授內容為如何

鑑賞不同的科技藝術品、基本藝術素養，以及如何做進入 Digital 

Manufacturing Centre之前的準備工作。 

II. 工作空間使用權(Workspac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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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設計中心為Pay&Co引進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設計設備及工作空

間，目前中心的工作空間與設備包括:  

A. 設計與生產工作區(Design and production workspaces)  

設計與生產工作區設置在一個極具創造性且設施齊全的工作環境，並由

技術小組所資助。 

B. CAD Desks  

提供實習學生一個禮拜免費使用一次CAD desks，學生可使用頂級電腦

搭配的正版CAD軟體，使用範圍為商業授權的軟件和特定的周邊設備。

如實習學生頇使用鎖定的CAD服務，則必頇預約利用租的方式得以使用

其服務。 

C. Pay&Co 

 

Pay&Co計劃讓實習學生使用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模型製作

和傳統工作坊設施。工作坊配備了一系列的模型製作設備和組裝工作台

可供實習學生使用。除此之外，大都會設計中心也提供一樓公共工作

http://www.metropolitanworks.org/workspace_and_access/traditional_workshops/
http://www.metropolitanworks.org/workspace_and_access/traditional_workshops/


21 
 

坊，大部分使用空間與使用設施都提供實習學生免費使用，少部分未開

放的工作空間與使用設施，如學生需要也將提供實習學生租借。 

 

公共工作坊包括許多傳統設備，其中包括的設備有:  

 刨(Thicknesser) 

 車床(lathe) 

 morticer 

 台鋸(table saw) 

 尺寸鋸(dimension saw) 

 帶鋸(band saw) 

 支柱鑽(pillar drill) 

 搖臂鋸(radial arm saw) 

 表面刨床(surface planer)  

 主軸鑄工(spindle moulder)  

 筒管砂光機(bobbin sander)  

 磁盤砂光機 (disk sander) 

 砂光機(belt sander) 

 

III. 數位製作中心(DIGITAL MANUFACTURING CENTRE) 

 

大都會設計中心裡的數位製作中心(DIGITAL MANUFACTURING CENTRE)設有種

類繁多的數位化製造設備，可謂為“城市中的工廠”而所有受過設計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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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透過實驗發展自己的想法，都能夠發掘以前無法達到的技術產業，

並將其想法透過快速原型設計及生產。實習學生一個禮拜可免費進入數位製

作中心。 

IV. 其他相關待遇 

除提供實習學生工作區及設備使用權外，還提供實習學生以下待遇: 

 提供實習學生一星期一堂免費諮詢協商課程。 

 如有展示或商業項目等相關機會將通知實習學生。 

 實習學生可免費進入網站中的資源領域。 

 實習學生可免費進入倫敦都會大學網站中的資源庫。 

 

 
(三) 提供實習之協助及相關輔導 

I. 提供語言及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課程 

為減少實習學生與英國當地設計師溝通及設備使用上的問題，將提供實習學

生語言相關課程，基本藝術課程及教授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課程，讓實習

學生能更深入了解當地文化特色及其設計優點。 

II. 提供健康檢查及設備孜全介紹 

進入大都會設計中心實習需要具備一定水帄的設計能力，除此之外實習學生

必頇具備健康解必頇了解設備孜全使用需知。 

III. 提供專業設備使用訓練 

設計中心專業設備使用相關訓練如下: 

A.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訓練 

在設計及生產過程CAD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大都會設計中心提供

範圍廣泛的CAD商業授權軟件，無論你是初次使用CAD，或有經驗並想使

用新的CAD軟件套件的使用者。大都會設計中心都提供許多這方面的培

訓課程，以滿足實習學生的需要。目前所提供的CAD軟體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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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Metropolitan Works is the official London training Centre for USG Innotiv ; 

PTC certified training partner and a market leader in Product Development. 

USG Innotiv’s instructors are expert users of Pro/ENGINEER in their daily 

work and bring hands on experience and expert knowledge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to the training. 

 

〄 Introduction to Pro/Engineer Wildfire  

Designed for all who want to become proficient in Pro/ENGINE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learning core modell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in 3D product 

design. 

 

〄 Advanced certified training 

For the more experienced user, we run a range of advanced courses including 

surfacing, detailing, freeform surfacing and mold design. For full course 

overview, please click on the link above. 

 

Rhino CAD 

Metropolitan Works is the official London training Centre for Simply Rhino ; 

the largest and most experienced supplier of Rhino in the UK.  

 

Rhino is an extremely capable surface modeller used by designers, architects, 

engineers and manufactur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Metropolitan Works run a 

range of certified Rhino courses on a regular basis.  

 

Courses include; 

〄 Level 1 Rhino 

〄 Intermediate – Advanced Rhino 

〄 V-Ray for Rhino 

〄 Automating with Rhino Script  

〄 Rhino for Architecture 

〄 Rhino for Furniture – exclusive to Metropolitan Works 

 

SolidWorks 

Metropolitan Works is the official London training Centre for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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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M ; the leading SolidWorks UK reseller, who hav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support,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the UK market. 

 

〄 SolidWorks Certified course 

A comprehensive, five day course in SolidWorks mechanical design automation 

software. Learn how to build parametric models of parts and make drawings 

of those parts and assemblies. 

 

B. 水刀切割器(Water-jet cutting) 

水刀切割器使用與磨料混合的強烈尖細水柱結合以切割硬物。水柱混合

物在高速運行下，使水柱幾乎可穿過任何材料。 

Knuth Hydro-Jet Eco 3020 

 

Metropolitan Works’ latest aquisition, the Knuth Hydro Jet Eco 3020 water 

jet cutter is a high precision machine capable of cutting throug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cluding; iron, steel, titanium, slabs, stone, concrete, 

glass, laminated wooden boards, mirrors and composite resins. 

The cold-cutting process means that materials unable to tolerate heat can 

be cut. The water jet cutter can also cut reflective materials that the 

Centre’s Laser Cutter is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Knuth Hydro-Jet has an effective cutting area of 2m x 3m making it the 

ideal solution for large scale projects. 

 

C. 快速原型成型機(Rapid prototyping machines) 

快速原型成型機可將3D CAD 檔案，建構為粉層或樹脂材質的三維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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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3D檔在電腦中被分成幾個二維區塊，接下來快速成型機將該作品

以新圖層覆蓋舊圖層的方式”生成”。無論您想測試、創作藝術或雕塑

作品，甚至直接訂做製造部分作品，快速原型都可以提供解決方案，讓

設計者可利用快速成型機探討和實驗其作品。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The EOS P385 system is suitable for larger parts which require function as 

well as form. It builds with a polyamide powder which is melted layer by layer. 

The parts are fully functional and because it is a powder based system it 

requires no support structure, which means you can create more intricate and 

finer parts. The build envelope is 320mm x 320mm x 640mm. 

3D Color Printing 

 

Two Z-corp three dimensional printers use a plaster based material bonded 

with glue. They are more suitable for producing objects for aesthetic rather 

than functional purposes, but they can be infiltrated to increase their 

strength. 

The Z-corp Spectrum 510 can print parts in full colour and offers a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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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conomical way to visualise your CAD models and prototypes. The build 

volume of the Z-corp is 254mm x 356mm x 203mm. 

 

Perfactory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The Envisiontec Perfactory uses a photo-polymer resin cured with a light. 

It has a small build volume but a very high resolution. With a build envelope 

of 45mm x 34mm x 230mm it can build in detail as small as 32µm in the x/y 

plane and 15µm in the z. The build volume can be increased to 84mm x 63mm 

x 230mm but the detail size would increase to 60µm in the x/y plane. 

This machine is ideal for applications where ultra fine detail is required 

such as jewellery design or micro manufacturing. 

 

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The EOS M270 machine works on a similar principle to the SLS machine but rather 

than using a polyamide powder it can build in a variety of metals. Currently we 

can build in a bronze alloy, steel, stainless steel and cobalt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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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an be used for tooling, prototyping, direct manufacture of complex metal 

parts, and with the cobalt chrome, medical implants. The process is very adaptable 

so it is constantly being used in new materials, with more to be announced soon. 

The build envelope is 250mm x 250mm x 215mm. 

 

D. 五軸CNC(5-axis CNC routing)  

CNC (Computer Numerically Controlled) routing is a way of machining an object 

directly from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data with a sharp, fast moving tool. 

This results in high precision machined parts and the ability to create 

complex geometries. We can machine timber, man made board and block materials 

such as PU modelling boards, PU and PolyStyrene foams, GRP and Carbon Fibres, 

and many more. 

 

3 Axis Router 

 

Our three axis machine is capable of cutting parts from sheet material as 

well as machining simple surfaces. Having three axis means the cutter can 

be moved in the x, y and z axis simultaneously, whilst remain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bed of the machine. After machining a cusp is left on more complex 

surfaces which must be sanded afterwards. The SCM Pratix 3 axis machine has 

a cutting area of 1300 mm x 2500 mm and a height of 300mm. 

  

5 Axis Router 

http://www.metropolitanworks.org/training/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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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 axis machine works in a similar way to the 3 axis except that the cutter 

can be simultaneously moved in an additional two axis (twist and tilt) 

allowing it to remain perpendicular to the machined surface as opposed to 

the bed of the machine. It can machine highly complex surfaces to a very fine 

finish. We have a CMS Ares which has a very large working area of 2.5 metres 

x 6 metres and a height of .8 metres. 

 

E. 3D掃描(3D Scanning)  

3D掃描器擷取物件的3D實物形式，並將其轉換成電腦數據。這些數據可

以進行測量，可在3D電腦軟體中視覺化分析和操縱。該設備可以掃描和

捕捉的對象，大至數公尺而小甚至只有幾毫米，不只可掃描物件甚至可

以掃描人。Metropolitan Works也提供進行處理擷取的數據固定，縫合

和完善的信息並把訊息轉換為設計者理想的文件格式。 

 

ROLAND LPX 600 

 

A small format bench top, non-contact 3D laser scanner for scanning smaller 

volume static objects. It can automatically scan using either its Rotary or 

Plane Scanning Mode. With a scanning envelope 254mm in diameter by 406mm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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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with a resolution of 0.2mm, it is ideally suited to scanning objects 

such as small sculptures, models, ornaments and containers. 

  

Faro Arm 

 

This is a preci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solution, providing highly accurate 

3D capture and measurement. It can also be used as either a contact 

measurement device via its touch probe, or as a non-contact 3D scanner via 

its laser attachment with an accuracy of +- 0.025mm. Although used within 

aerospace, automotive, medical and marine industries, its accuracy and 

dexterity can be used in many new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s. 

 

MEPHISTO 3D PRO 

This non-contact structured light scanner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capture animated, static, 

both large and small volume objects in high detail. 

Not only does it capture an object’s form but also 

its surface colours and textures, mapping them onto 

the virtual 3D model. It is very flexible and 

provides solutions to many applications including 

architecture, film sets or props, face capture, 

sculpture, and industrial design. 

 

F. 雷射切割(Laser cutting) 

雷射切包含利用強大的激光切割、蝕刻及雕刻。電腦控制雷射熔化、燃

燒或汽化基座的路徑。大都會設計中心的大面積雷射切割機是小型企業

最容易獲得的技術。對低成本的模型製作和原型生產工作，雷射切割是

個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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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Format Laser 

 

This large format 100 watt laser cutter has an effective cutting area of 

1227mm x 2422mm and can cut a thickness of up to 20mm. The size of the machine 

means we can cut multiple smaller parts from larger material, reducing set 

up time and material preparation costs. 

It is effective on most plastics (apart from PVC), textiles, timber and board 

products and paper, but is not suitable for metal, glass or reflective 

materials. 

We can cut or engrave fine or intricate patterns directly from any vector 

based drawing file such as an Illustrator file (.ai) or a Digital Exchange 

Format file (.dxf). If you can not provide a file we can create one from a 

line drawing. We can also use .jpeg images and convert them to a grey scale 

image that can be etched onto a material. 

The laser also has a camera which can be used to recognise patterns for precise 

cutting on printed materials. 

Preferred file type for cutting; Adobe Illustrator file (.ai), otherwise 

a .dxf, .dwg or .eps  

There also needs to be a reference to the size of the design to ensure the 

scale is correct. 

 

 



31 
 

 
(四) 實習時程表 

  英國Metropolitan Works特別為雲科大量身訂作實習及相關藝術課程，讓

同學不僅能從實習中學到跨國設計作業的模式，更能從相關課程中，獲得更多

設計技巧及如何結合藝術的相關知識。 

 

Week Date Time Class Notes 

Week 1 

9.August 

09:00  to 

12:00 

Welcome by professor 

Brian Falconbridge and 

introductions to work 

team  

 

14:00  to 

17:00 

Introduction to 

workshop 

 

10.August 

09:00  to 

12:00 

Photography with 

Spencer Rowell 

 

14:00  to 

17:00 

Sculpture with Fred 

Gatley 

 

11.August 

09:00  to 

12:00 

Introduction to 

working Space 

 

14:00  to 

17:00 

Traditional workshop 

facilities training 

 

12.August 

09:00  to 

12:00 

Visit to studios  

14:00  to 

17:00 

Traditional workshop 

facilities training 

 

13.August 

09:00  to 

12:00 

Photography with 

Spencer Rowell 

 

14:00  to 

17:00 

Sculpture with Fred 

Gatley 

 

 

 

Week Date Time Clas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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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16.August 

09:00  to 

12:00 

Photography with 

Spencer Rowell 

 

14:00  to 

17:00 

Sculpture with Fred 

Gatley 

 

17.August 

09:00  to 

12:00 

Photography with 

Spencer Rowell 

 

14:00  to 

17:00 

Sculpture with Fred 

Gatley 

 

18.August 

09:00  to 

12:00 

Printmaking  

14:00  to 

17:00 

Digital workshop 

facilities training 

 

19.August 

09:00  to 

12:00 

London Conservation 

Studios & Foundry with 

Ian Robertson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0.August 

09:00  to 

12:00 

Printmaking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Week Date Time Class Notes 

Week 3 

23.August 

09:00  to 

12:00 

Printmaking with David 

Skingle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4.August 

09:00  to 

12:00 

Printmaking with David 

Skingle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5.August 09:00  to Project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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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6.August 

09:00  to 

12:00 

Visit to museums and 

studios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7.August 

09:00  to 

12:00 
Project Workshop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Week Date Time Class Notes 

Week 4 

30.August 

09:00  to 

12:00 

Introduction to U.K 

Creative Industries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31.August 

09:00  to 

12:00 
CNC Routing Training 

 

14:00  to 

17:00 
Portfolio Development 

 

1.September 

09:00  to 

12:00 
CNC Routing Training 

 

14:00  to 

17:00 
Project Workshop 

 

2.September 

09:00  to 

12:00 

Portfolio Development  

14:00  to 

17:00 

Seminar –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review 

 

3.September 
09:00  to 

12:00 
Portfoli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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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to 

17:00 
Portfolio Development 

 

 

Week Date Time Class Notes 

Week 5 

6.September 

09:00  to 

12:00 

Final Report 

Preparation 

 

14:00  to 

17:00 
Final review 

 

7.September 

09:00  to 

12:00 
Project Exhibition 

 

14:00  to 

17:00 
Project Exhibition 

 

8.September 

09:00  to  

17:00 Depart 

 

 

 

 
(五) 夥伴關係 

Metropolitan Works與倫敦都會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倫敦都會大學為2002年新更名之大學，其結合了過去倫敦歷史悠久的北倫

敦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倫敦Guildhall大學（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與Sir John Cass藝術學院而成。Sir John Cass藝術

學校在合併後強調藝術、媒體與設計三方面的整合，成為現行之Sir John Cass 

Department of Art, Media and Design，為英國培養大學生和研究生的重要發

源地，除此之外並提供專業訓練及職業訓練。課程設計多與雇主協商並提供相

關的領域的高品質的課程，並設立許多如商業、工業、世界藝術、設計、金融

服務行業和其他相關行業等研究機構。 

     Sir John Cass的校區座落於文化藝術活動最活絡的東倫敦市區。學校著

名於藝術與科技的結合與在設計領域的運用，近年來除了在其特長的設計實務

領域上融入了現代科技技術上不遺餘力外，在對於應用藝術、傳播媒體與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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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跨領域的課程上有其獨到的設計與見解。Metropolitan Works為倫敦都會

大學的一部分，其合作關係有助於增加倫敦都會大學學生藝術與科技等設計實

務經驗，並提供展覽及相關資訊給予剛畢業的年輕設計師。 

倫敦都會大學為本校締約學校 

     近年來由於科技發展迅速，縮短國際資訊傳遞的時間與距離，競爭日益激

烈，全球化及尋求國際合作已成為產、官、學界求生存發展的策略，因此本校

為求永續經營，促進國外學術機構對本校的認識與合作，並汲取各國學術科技

之長，裨益本校的進步與發展，透過締結交流合作關係與倫敦都會大學合作，

並藉由該校國際上設計教育領域的跨界經驗，達到擴展國際視野並於數位結合

科技的設計領域中有更深入的見解，其跨國之工作技巧及經驗更是有利於學生

學習的地方，並培養能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之一流設計人才。 

Design Nation: 

     Metropolitan Works除了為倫敦都會大學的一部分，並與Design Nation

及倫敦唯一提供創意知識交流的Exchange合作。Design Nation為倫敦城市大學

的一部分，並設於Metropolitan Works中。Design Nation是由設計產業專業人

士獨立小組所選出將近兩百名設計人員，所組織而成的會員制組織。設計師可

在此推廣網站展示其作品及相關作品型錄，並提供會員獎助學金與設計產業中

的專業人士，如買家，零售商和製造商合作的大型展覽。Design Nation的核心

為促進英國的優秀設計，並提供年輕設計師創業諮詢。其設計推廣活動，多是

由是英國各地將近200名傑出設計師會員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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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成果 

(一) Metropolitan Works 實習內容 

在實習期間我們主要有三大活動範圍，分別為二樓傳統工作坊、一樓公共工作

坊及數位製作中心。而我們實習的主要內容多以輔助進駐 Metropolitan Works

的藝術家。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Metropolitan Works 近年來提供越來越多的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課

程，CAD 一個提供設計師將設計理念轉換為數位化生產檔，製造出實體產品的重

要設計工具。在 Metropolitan Works 實習期間也有專為實習學生開設 CAD 相關

課程。因此讓我們對於 CAD 有初步了解。 

 

傳統工作坊設施:  

工作坊配備了一系列的模型製作設備和組裝工作台可供實習學生使用。但這部

份的器材使用較危險，因此大家的主要工作範圍較少在傳統工作坊，但空閒的

時間會到傳統工作坊，幫藝術家製作一些簡單的作品雛形，這個過程中主要是

可了解藝術家對作品的概念及想法，讓我們學習到比作技巧多更多。 

    

    其他藝術家也在使用傳統工作坊設施              實際操作台鋸(table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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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傳統工作坊設施                          使用傳統工作坊設施 

一樓公共工作坊 

一樓公共工作坊包含較多大型頇使用 CAD 軟體所製作的物件。如水刀切割器

(Water-jet cutting)。水刀切割器使用與磨料如沙子，所混合的強烈尖細水柱

結合以切割硬物。水柱混合物在高速運行下，使水柱幾乎可穿過任何材料。水

刀切割器主要是一個人利用電腦遠端操作，另外一個人則是隨時注意整個機器

的運作。因為水刀切割器可切斷任何東西，因此在使用上需非常小心。 

 

    

          主管向大家解釋水刀切割器                            水刀切割器製作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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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操作水刀切割器(Water-jet cutting)作準備              操作水刀切割器(Water-jet cutting) 

    

           做輸出前的測試                              操作五軸 CNC 

 

數位製作中心(DIGITAL MANUFACTURING CENTRE) 

大都會設計中心裡的數位製作中心(DIGITAL MANUFACTURING CENTRE)設有種類

繁多的數位化製造設備，主要為 3D 掃描設備為主。數位中心裡的相關器材，可

讓受過設計訓練的創作者，透過實驗發展自己的想法，都能夠發掘以前無法達

到的技術產業，並將其想法透過快速原型設計及生產，可稱為“城市中的夢想

工廠”。在實習期間，因為在台灣有 3D 模型製作背景，因此我們主要接觸的多

為模型製作的工作。其中包括 3D 掃描及快速原型成型機的使用。 

 

3D 掃描(3D Scanning) 

3D 掃描器主要功能為擷取物件的 3D 實物形式，並將其轉換成電腦數據。這些數

據可以進行測量，讓實體物件可在 3D 電腦軟體中，視覺化分析和操縱。該設備

可以掃描和捕捉的對象，大至數公尺而小甚至只有幾毫米，不只可掃描物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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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掃描人。Metropolitan Works 也提供進行處理擷取的數據固定，縫合和

完善的信息並把訊息轉換為設計者理想的文件格式。3D 掃描器是一個功能強大

的工具，在台灣我們多以 3D 軟體創造出虛擬的物品，但在 Metropolitan Works，

將藝術家做出的實體藝術品，掃描至電腦中檢視整個作品，及構思如何呈現，

也成為一大項大工程。首先藝術家向大家解釋 3D 掃描機的操作過程，之後我們

尌將實際去操作。 

   

  藝術家向大家解釋 3D掃描機的操作過程             我們將實際操作 3D掃描機 

 

快速原型成型機(Rapid prototyping machines) 

快速原型成型機可將 3D CAD 檔案，建構為粉層或樹脂材質的 3D 固態物體。3D

檔在電腦中被分成幾個二維區塊，接下來快速成型機將該作品以新圖層覆蓋舊

圖層的方式”生成”。無論您想測試、創作藝術或雕塑作品，甚至直接訂做製

造部分作品，快速原型都可以提供解決方案，讓設計者可利用快速成型機探討

和實驗其作品。快速原型成型機能使用的範圍非常廣泛，在實習期間我們還接

到一份，希望幫剛出生的寶寶的腳，作為領帶夾的工作。而他需使用的機器尌

是先用 3D 掃描將寶寶的腳掃瞄後，利用快速原型成型機製作出原型，整個過程

非常複雜，但相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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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快速原型成型機                             快速原型成型機之作品 

  

    檢查快速原型成型機輸出之作品                 主管向我們告知該注意的細節 

 

雷射切割(Laser cutting) 

雷射切割是利用強大的激光切割、蝕刻及雕刻。電腦控制雷射熔化、燃燒或汽

化基座的路徑。大都會設計中心的大面積雷射切割機是小型企業最容易使用的

技術。它可提供低成本的模型製作和原型生產工作。其實雷射切割不像 3D 模型

機這麼少見，雲科本身也有相關設施，因此大家操作的算得心應手。 

 

          雷射切割機輸出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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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訓練課程-雕塑 (sculpture) 

初期教學 

Fred，雕塑課堂老師，第一天的課程先認識石膏及其用途，接著介紹其他雕

塑材質，包含白土、混凝土、陶土等材質，一般教學以陶土為主，因為陶土是

屬於較便宜，且易上手的材質，不會過軟或易裂。石膏的雕塑品通常可以在博

物館看到，它的特性為純白色，和水以一定的比例，均勻攪拌後，可倒入已準

備好的容器內，經過一段時間後，它會開始發熱，直到整個石膏乾掉，再將輔

助成型的器具拆除，作品即完成，純白的光滑面更適合做為無邪神聖的聖者，

以及代表和帄的白鴿。 

  

陶土材質 首次製作石膏模 

專題實作內容 

課堂剛開始，透過認識石膏的特性後，準備了水和石膏粉，Fred 開始講解

課程內容，先以石膏帶我們進入雕塑的世界，在使用石膏前，需透過陶土塑型，

學員們設計各自喜歡的樣式，利用工具在陶土上挖洞、劃線、甚至是以自己的

手心，或其它地方做為設計樣式，經過長時間的製作後，石膏粉終於上場了，

以一定的比例攪拌後，倒在陶土上(內)，等待乾硬期間，Fred 又提出另一項有

趣塑模計劃，剛開始以手放在一個，製作不到三分鐘的圓桶內，倒入剛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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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鈉凝固遲緩劑(alginate slow set)內，凝固遲緩劑和石膏不同的地方，

在於乾得快、乾掉後是軟的〈像是果凍的質感，在乾掉後，仔細將手拔出，再

灌入石膏，這時候，先前的作品已經完成了，Fred 介紹這些製作流程，意為複

製，透過這些材質，複製你的設計，或者是說，一模一樣的呈現同一項作品。

第二項作品在石膏硬掉後，立即拆開圓桶，接著需要一個即有耐心、與細心的

團員，將乾掉的凝固遲緩劑慢慢割下，如此細心才不會傷害到作品。海藻酸鈉

凝固遲緩劑材質特別的地方，不在於乾掉後是軟的，而是它能將人體最細微的

皺紋、毛孔清楚呈現於石膏作品上，這是與一般石膏作品最不一樣的地方。 

  

介紹 Alginate slow set 製作嘴唇模型 

  

Alginate slow set取下後 以石膏灌入後，取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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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製作流程 

經過這些教育與實作經驗後，本專案即開始進行規劃，包含企劃、設計、實

作、修正、乾燥、燒窯、上色、燒窯、上釉、乾燥、燒窯、到最後成品，一連

串的步驟都要認真用心思考與執行，從企劃開始，先收集文獻後，提出想法，

再與指導老師溝通，自行修正企劃後，即可開始實踐設計。在製作過程中，最

開心的不外乎是，作品一步步的實現、成形，從桿陶土開始，將陶土桿開，讓

每一區塊的厚度一樣，依照作品所需，自行訂定厚度，接著將作品設計出的尺

寸，拆開描畫在陶土上，再將之割開，一步一步組合這些零件，最後雛型完成，

雛型需耗費好幾天，才能完全乾燥，乾燥後進行燒窯，放置於窯內需一天的時

間，爾後取出即可上色，上色要快、狠、準，因為陶土經過上色會吸取多餘的

水分，此時又更需耗費更多天數待乾，因此重覆上色是不被 Fred 允許的，同樣

等待乾燥後再度放入窯內，出窯後又是另一項工作了，上釉是讓作品隔水、亮

面的動作，它像是太白粉一樣會沉澱，因此在使用時，需將之均勻攪拌，再利

用工具，噴附在陶上，等乾燥後，重覆多次，如此才能像一般杯壺，不會被水

軟化，完全乾燥後，施行最後一次燒窯，出窯後才是最後成品。此外，雛形需

製作二至三個以上，因為當陶土內有空氣時，在燒窯時會破裂，同樣的太乾燥

造成的裂痕，同樣在燒窯時會造成斷裂損壞。 

  

文獻探討 實作〃桿帄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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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作品零件 燒窯 

 

作品期未展示 

期未展示時，除了提出作品的設計理念外，還需向其他老師解釋理念。從空

間佈置開始，到作品的擺放，並融合理念稿於作品內，盡可能讓它們看起來是

同調。開幕時許多看過、未曾看過的老師齊聚一堂，紛紛忙著討論各個團員的

作品，並請每一位團圓為自己的作品，陳述理念內容，每位老師都悉心聽著，

他們尊重每項原創的作品，亦會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學員做文化上的交流。 

在英國的這一個月，很開心有這些老師與工作夥伴的指導，讓我學習不同於

台灣的知識，與特別的教學文化，由此可看出台灣與英國，在教育上的差異，

自由性與被動性兩者的選擇，在於學生自我意識。學習多了，自然而然會有些

許的改變，相信是變好的。希望在未來還有機會再踏上倫敦，這一塊富有歷史、

文藝、藝術的都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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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未上釉) 作品展示(未上釉) 

 

(三) 實習訓練課程-版畫 

版畫尌是使用印刷術原理產生的藝術品，因為擁有了印刷的技術，它可以不斷

地進行複製。不同的是，版畫的複製是同一件刻板，可以複製(產出)出截然不

同的作品。 

版畫在以版在材料和形態上的不同，可分成四大類別，也尌是我們常說的四大

版種即〆击版版畫、凹版版畫、帄板版畫和孔版版畫。 

 

击版版畫（Relief Print）  

    击版版畫是指在製版過程中，使版面呈現為凹击兩部分，其中击版是作為

形象圖形著墨色而能印刷出圖像部分，版畫在這一形式中運用得最普遍的尌是

木版畫，也稱木刻。击版版畫尌其製版材料及製作方式又可分為木版畫、橡膠

版畫（麻膠版畫 Lino Cut）、紙版畫、石膏版畫和實物拼貼版畫、泥版畫、石刻

版畫、塑膠版畫等。而最能完美體現击版印刷這一形式及概念的當屬木版畫，

所以木版版畫往往成為击版版畫的代名詞。 

 

凹版版畫 (Intaglio Print)  

    凹版版畫是利用版面上做出的凹點或凹線，再將油墨填滿所有凹線，拭淨

版面，然後覆蓋印紙於版面上，通過壓印而成的版畫作品。一般來說凹版版畫

大多數用金屬版來進行製版的，尤以銅板為多，故銅板是凹版版畫的代表。隨

著科技的發展，用於凹版製作的版材愈來愈多。如鋅板、鋁板、合金板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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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凹版的製作方法較多，但製作方式不外乎兩大類〆一是用雕刀、鉛筆或其他

工具在版面直接刻劃形象，稱為直接製版法。另一種是利用化學腐蝕劑在版面

腐蝕出線條或大面積的灰面色調，稱之為間接製版法。 

 

帄版版畫（Lithography Print） 

    帄版版畫製版不需要凹击兩部分，而是通過帄面之上油與水不相溶的現象

來進行製版的。版面上有圖像的部分具有親油性，滾上油墨後覆蓋印紙於版面

上，用帄版機壓印即可成為帄版作品。。這種印刷方式被稱為帄版印刷。帄版

版面的製版材料多為石料，也有經過加工後有均勻顆粒附於表面的金屬版〆如

鋅板、鋁板。因為帄版版面的製作最早一直在石料上進行，故帄版版面一般稱

之為石版畫。 

 

孔版版畫（Stencil Print）  

    孔版版畫是利用透孔的版材，將版進行圖形透空處理，使顏料透過圖形透

空部分擠印于印紙上的印刷方式得來。孔版印刷最早是用於紡織品印花的。由

於材料及製版方式逐步改進，而為許多版畫家採用進行藝術創作活動。孔版分

透印版、繕寫版和絲網版等幾類。其中絲網版是運用最廣泛、最普遍的，故孔

版畫一般稱之為絲網版畫。 

 

我們於海外實習開始前，實習工作室孜排我們在 London Mentorpolitan 

University 的版畫工作室先進行版畫的培訓。教導我們的老師有兩位，一位為

專門做人類腦部探索的藝術家 Susan Aldworth，另一位為著迷於日本文化並且

負責 Sir John Cass 版畫工作室的 David Skingle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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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Aldworth作品:Mind’s Eye 2 2009 David Skingle作品:A fragment of the 

true cross 2010 

Susan 老師在給我們看完她的作品後，教導我們使用壓克力板，做初階的击

版印刷。將顏料用滾輪塗於壓克力板上，在以紙張覆蓋其上做圖形的壓印。之

後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材料，如線、碎紙、毛髮等，做為壓印的素材來豐富自己

的創作。 

David 老師一開始教導我們的，並不是直接刻板，而是教導我們在做版畫印

刷時的不同方式。他告訴我們印刷技術並非由歐洲開始，早在歐洲之前是由日

本與中國開始，而且是以手工具等傳統方式做轉印。它讓我們嘗試使用傳統的

日本手工具、湯匙到歐洲古壓印機，做出不同的印刷質感。而後，教導我們使

用麻膠版畫(Lino Cut)作為我們的入門創作。麻膠版畫的魅力在於，它好刻、

可以做出很精細的畫作、並且可以疊上許多層色彩來豐富成品。不過，版畫在

製作時不能忘記，麻版版畫是击版印刷，它通過版面的反轉及击出面而製成，

不可以以作畫的意識去思考、製作作品。否則尌會發生將自己的名字印反的窘

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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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印工具:湯匙、日本手工具、刷子     上顏料於刻板上。 

 

(四) 實習訓練課程-攝影 

Metropolitan Works 是著名的工藝與藝術大學與工作坊，他們強調的是於

傳統的實作、手做部分以紮實的基本功穩固創作的底子，進而發揮創作之精神

而非隨著時代流行流於電腦作業的快速創作之中，尤其他們具有古蹟修復與珠

寶精工設計部門，各是獨具特色與傳統，因此在實習與課程中接觸了在台灣跳

過的實作體驗，令人印象深刻，尤其用傳統暗房洗照片的經驗對於攝影愛好者

的我而言更是相當可貴。 

 

一場經驗難得的攝影實習課程 

現在設計人常用的 Adobe Photoshop 的概念始於暗房的發展與應用，而在軟

體的不斷進步之下越來越符合使用也更讓人輕鬆上手，因此大家總在沒有基礎

概念之下便應用起暗房內需要下功夫的效果而渾然不知其原因原理，而在這次

很難得的我們經歷且補足了過去跳過的成像步驟，著手於攝影的沖洗過程。 

所謂繼往開來，實習的開始便是先從傳統底片相機開始認識，在體驗過相機成

像原理的概要後便是摸索的開始，為了讓我們能夠盡早了解實習狀況學員的每

個人拿起傳統相機搭配上黑白底片著手第一捲的攝影拍攝過程，儘管攝影機在

我們生活中已是常見的必備工具，然而面對第一次的傳統黑白底片快照我們仍

是相當謹慎的捕捉有限的 36 張之一，每當面對一項引人注目的攝影題材時皆是

在三思考後完成影像截取，這與帄常用慣數位相機的我們而言也是非常不同的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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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我們完成 36 張底片拍攝後，緊接著的訓練便於暗房中訓練底片的抽換

與上捲，這是沖洗前一個重要的步驟尤其應該注意捲片的順暢與避免漏光的危

險，而當我們一一完成暗房捲片後便是底片的顯影、定影、清洗等步驟，在此

實習讓我們深刻的感受到英國對於手作步驟中一點都不能馬虎的性格，底片的

不同、ISO 高低與沖洗當中溫度的影響都是沖洗成敗的關鍵，因此我們必頇使用

溫度計測量藥劑的溫度與該品牌底片的 ISO 值以確認沖洗的時間，當一切尌緒

後尌是費時的沖洗過程。而這些過程確實也是過去的我們從未經驗過的。對影

像的執著不應僅是捕捉畫面那一刻，而更應重視後續的沖洗與輸出任何一個環

節都不能疏忽的緊扣著，這概念也讓我們深深的對於影像創作感到敬佩。 

當完成底片沖洗後便是放大輸出的開始，在微微昏紅的輸出暗房中我們操作著

放大輸出的曝光機器，從底片選擇對焦、到曝光量的控制看到的是每個步驟的

積累，也開始漸漸了解常用的軟體的成像原理與應用，帶我們成功的完成第一

project 同時，那種獲得感是無比的興奮以及期待下次的創作，那種感覺彷徂連

失敗的相紙都見證了經歷的過程般值得紀念與收藏。此外，我們陸陸續續的也

嘗試了超大圖的沖洗以及底片掃描的經歷，同時也經過多次討論與作品分析最

後確定一個專案的方向著手進行，這也是第一次心無旁騖的投入影像創作中體

驗那無與倫比的快樂。未來相信對於影像創作這件事將更加嚴謹以對，無論是

傳統影像創作或數位的創作上皆是如此。 很高興有這次美好的攝影實習經驗。 

 

  

攝影棚實習 傳統相機與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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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課實習過程 攝影專案成果展前布展 

  

攝影專案成果展前布展 專案成果展示與討論 

 

 

個人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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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專案創作 

成員─蘇慧玲 專案創作(版畫) 

Subject: Under London 

 

As I walk through streets, buildings, and parks in London.  I saw many symbols live with the 

buildings, monuments, pillars, and even litter bins.  I find out that England usually take lion to 

stand for the royal, power, and honor.  The City of London use dragon and shield as the emblem.  

The legend of this dragon and shield represent the Old London chivalry.  The Knight subdues the 

Dragon and made it to guard London. 

 

Nowadays, people in London and I are very dependent on London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system connects all places in London.  Just like the lion grab the guide board of Jubilee line.  It 

means the lion guide people to the happy life as jubilee.  The dragon stay with the people in tube 

carriage, make them feel peaceful and keep them be safe. 

 

在英國的許多建築物、雕像、街道、公園都可以看到代表英國的獅子，其象徵著英國的

皇族、高貴與強大。倫敦的標誌為有著紅色十字的龍，傳說古老倫敦紅色十字徽章的騎士征

服了龍，其後龍變成為騎士故鄉─倫敦的守護者。 

 

倫敦是一個新舊融合的古老都市，走在街上隨時都可以摸到、踩到、看到有著上百年歷

史的古老建築、街道、雕像。而倫敦市不論是市民還是外來者，都非常依賴倫敦的地鐵，因

此，以貫穿倫敦生活的交通工具為主軸，將象徵著英國與倫敦的「符號」，融入、守護著生活

於「歷史」中的「地鐵」。倫敦的地鐵系統將倫敦各地連結在一起，而獅子抓著通往 Jubilee line

的導引牌，意指獅子導引人們通往歡慶(jubilee)之路。龍在地鐵車廂守護人們，使他們感受平

靜與保衛他們的安危。 

 

麻膠版畫創作品與老師 David Skingle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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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蘇沛琪 專案創作(版畫) 

 

Subject: living in London 

 

I live in London, the London Underground is a part of my life, the city has many historical stories 

of the old building, and the impression, I use these elements in the design and creation, as life here, 

so use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environment, told the People here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英國倫敦是一個新舊融合的文化資產保存都市，在這裡學習的一個生活中，進入我的腦

袋中的，是不段又不段歷史古建築、街道，還有映入眼簾的特色，人、事、物、生活，都是

我所參與的。而在我腦袋中盤旋的就是這些景象與生活不段的重複，重複在我們這一群人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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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倫敦的地鐵與我所看見的生活、歷史與一切進行腦袋中的景象進行創作，在我的腦

袋中裝的除了眼睛所能看見的之外，還有建築物、雕像、街道、公園這些讓我沒辦法停止想

像的藝文化世界。而文化的本身即是來自於都市生活中所傳遞的訊息，我傳遞的訊息就是我

所看見的倫敦＿我的創作。 

 

 

版畫創作品與老師 David Skingle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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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林穎妏 專案創作(攝影) 

Subject: Lovers of London 

 

一群來自台灣的年輕人，早有耳聞外國人開放的愛情觀，然而來到了倫敦，這一幕幕如

愛情電影般的情景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還真有些不習慣。在台灣長輩常認為在公共場合親熱

很不得體，因為在亞洲國家，大家對愛情的觀念都較為保守。來到倫敦，街道上的古老建築

說明了這充滿歷史的古都跨越時間的界限。透過黑白照片的呈現，在倫敦的情侶彷彿跨越的

時空，展現那真誠、無所畏懼、跨越界線的愛情。 

People show their love in different ways i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aiwan and England. The lovers in Taiwan are too shy to show their love to each other in the public. 

On the contrary, the lovers in London show their love in public easily and not afraid of public eyes. 

Therefore, the project wants to looks the lovers in London through the eastern way. The most of the 

films were taken occasionally. They were taken on the way i went to school, took the underground, 

waited for the bus, walked on the street. And the lovers did not know they are the main character of 

my films. They show their sincere love, the love without fear and boundary. The lovers, streets, 

underground and the architectures in London compose wonderful film to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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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陳明賢 專案創作(攝影) 

劇場上演的正是過去生活中故事的轉化 

在倫敦這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城市中 

一個靜止與流動的世界 

新與舊過去與現代的結合以及族群間的多元特性 

相異、相同的相互呼應 

身處於倫敦，過去如同靜止於眼前而未來的腳步依然向前 

人們在這時間點、在這名為倫敦的歷史場景下上演著看一齣齣劇場 

如果時間是平行前進， 

或許我們搭公車的同時某個時代的片刻正有個騎士快馬駛過 

本創作便是透過時間概念，以倫敦一天開始與結束的車站串場連結每個人、事、物發生與正在上演的

劇場，以外來者眼光記錄下倫敦的生活印象。 

Dramas show about old real life and story 

London, the city with long history, is a static and running world 

New and old, history and modern combined to create diversification quality 

Stay in London, you can see old thing stay still and future going on. 

In this moment, this cell the London's history stage people show drama of life. 

If time is running in the same line, when we take the bus maybe some age has a horse-drawn carriage pass through in 

this moment. 

This project begins from "time", I using the railway station to show London's begin and end. The station is the nucleus 

of my project, through the station to connect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just like a real drama of London. 

 

車站，倫敦的一天開始與結束，同時上演這個總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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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捕捉在一個角落、一個瞬間 

 

光束下的野餐 

 

獨白的舞台 

 

向窗外的微笑 

 

帽子店的角落 

 

小小休憩卻是一種說不完的故事 

 

簇擁中的微笑 

 

狂歡與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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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的倉促交談 

 

  

 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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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林佳欣 專案創作(雕塑) 

Subject: 方&圓(Circle & Square) 

 

抽離一般刻版印象，以往所使用的茶具都是以圓壺為主，無論茶壺或杯子，甚至是盤子，

在西方或是東方的國家都是如此，在東方思想中，圓型所代表的是圓滿，然而本作者的作品

為以方的角度去思考，方的思想為寸，意指一個人該有的分寸與態度。方另一意，為僅或才

可，東方一句諺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解釋為必須要比別人更辛苦與努力，才能

比別人更有收獲。在作品中圓為襯托方的角色，做人處事得以圓滿之前，對錯的分寸在一念

之間，對了就可以得到相對的回饋，另外則反之。 

作品的配色會以冷色或土色系為主，表達了客觀思想，並且不摻雜個人情感的暖色系，

比較像是第三者觀看別人的世界，代表本作者以第三者的角度看倫敦人的生活，不加入各人

情感，以色系最直接的方式做呈現。 

 

Concept Creative 

To jump out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tea set always uses circle pot, including teapots or cups even 

the dishes, also the west and east countries are the same though. In east thinking, the circle means 

perfection. However, my work’s   thinking from square to circle. Square is a unit of length, and it 

means a person should have own propriety and attitude. Another meaning is “only”, one of east 

adage saying,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The explain is the person should work harder than anyone 

else, and the person will get more then anyone else.  The circle set off square in my work. Before 

everything perfection, the right and wrong propriety between one’s thinking, if you did right, you 

can get the right feedback.  

 

The weather, building, trees, rail, the raining day, the sky in London is cold, but the people is warm. 

Therefore, the work is used cold and ground colors to express objective thinking, no add personal 

emotions warm color, liking a third party who look on others world.  The eyes do not add personal 

emotion to look the life of London people.  

 

 

 

上色 上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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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呈現 1 細節呈現 2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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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國生活 

(一) 食 

來到這裡的每一天，幾乎離不開土司，直到離去的最後一星期。 

來到高物價國家，首當其衝的是，得找出附近的大賣場和小賣場在哪〈如果

對英國的食物有所期待，那你得先準備一大把鈔票，記得是一大把英鎊。生活

上，在這，幾乎三餐自理，早餐從草莓、巧克力、鮪魚三明治，到自製蛋餅(麵

粉和雞蛋)，蛋餅的進化過程從玉米、鮪魚、起司、熱狗、地瓜、青菜、青蔥蛋

餅等，此外，需準備一瓶可口的番茄醬，搭配如此美味的蛋餅，價位比店面三

明治還便宜呢。午餐也從原本的天天三明治，變成義大利通心麵，麵類在一般

超市即可購得，現煮後可用冷水冰鎮一下，麵條口感更滑順，再淋上義大利麵

醬汁、美奶滋、或番薯泥，帄均一餐的價位還是比店面三明治便宜。晚餐更是

一天比一天豐盛，從原本台灣自備的泡麵餐，到大賣場一餐一鎊的微波食品，

偶爾會買隻雞腿和蔬菜加點菜，真是美味〈雞腿在英國的價位屬低價食品，折

合台幣一隻雞腿約 20~30 元，許多肉類都是料理或調味過，仔細挑選比較，可

找到便宜又新鮮的食材。 

  

自製蛋餅 泡麵 

 

大學宿舍內，幾乎會提供廚房，空間至少有 6~7 坪，一層樓有二間廚房，每

一廚房內有四圈爐環二區，除了碗、筷、湯匙自備外，還有廚具組可供使用，

爐具是孜全型電子爐，但在預熱上慢了些，此外，還有微波爐、煮水瓶、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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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冰箱，每間寢室都有屬於自己的廚櫃，因此在食品的擺放上不會有太大爭

執，只需擔心，買太高級的食材會被借用外、微波食品會被誤取、放在桌上的

食物被當分享餐外，需注意的是新鮮食材的保存期限總是較短，一不小心尌會

臭在冰箱，造成別人的困撓，亦造成自己的損失，但長期的購買下，難免會遺

珠。 

  

電子爐 義大利通心麵 

長期吃同樣的食物總會膩，如果懷念中式美食，可到中國城華人街，尋找美

味的中、港式料理，如燒鴨、牛肉麵或飯類便宜的一餐約 4~5 鎊，貴的可以自

行想像。另外有間老師推薦的大碗麵(店名)，如其名，每碗湯麵、炒麵、炒飯，

份量都大的誇張，但我的食量還可以承受，看著每位吃飽的客人都摸著肚子，

帶著滿足的笑容離去，我想，離開前夕再來嚐一次吧。除了這些中、港式外食，

還可以選擇較不一樣的，當地傳統食物，如 Sausage and Mash(S&M)、Fish & 

Chips，Fish & Chips 尌是較一般的炸物，雪魚和薯條，炸物尌是要沾上美味的

番茄醬才夠味，另一傳統食物 Sausage and Mash，直翻為香腸和豆泥，沒錯〈

尌像名稱一樣，有不同口味、外形的香腸，與豆泥，再加上特製的醬汁，當服

務生端來的那一剎挪，我們馬上被食物的外型所吸引，甚至看傻了眼，盤上食

物的外型呈現奇特，很難形容第一眼看到的感覺，淺嚐一口後，開始聊起天來，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美食經驗，希望下次學弟妹有機會來此實習，必定要來品

嚐一次，了解所謂的英國傳統食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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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麵 Sausage and Mash(S&M) 

 

(二) 住 

英國是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這塊土地上誕生了許多的藝術、音樂與皇宮

貴族等宮廷故事，同時也是經歷了戰爭的嚴峻與宗教衝突的所在，尌以聖保羅

大教堂而言尌已經歷過兩三次的無情摧殘與修復傳承至現今的模樣，因此在這

如此多歷史與故事題材的國家之中，想必現存的古堡、百年建築、街景一定都

是當時的重要場景，因此徜徉於這歷史古都之中我們感到驚嘆的是他們對於古

物愛護與修復的民族性以及融合過去開創未來的新舊融合併存，讓我們不僅嗅

得到過去的古典也看的到未來的創新。 

在英國的居住部分，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某部分社區黑人較多、某部分則東

歐人較多而或者也有回教人較多的分區，這現象除了可看出生活習慣與社會階

級的分界外更可看見英國歷史上爭戰的輝煌後造成的民族多元之特性。而我們

一個月的生活的住宿地點便是在地鐵的地圖上劃分上的第二區”Brockley”，

是屬於較多黑人居住的地區。 

我們居住學校於暑期暫時外租的學校宿舍，這裡的住宿環境是在稍微上坡的

位置，我們必頇早上八點起床準備早餐與午餐，接著走過長長的下坡路段至地

鐵站搭車至實習地點，而這長長下坡路段對於實習結束的返家反而是相當煎

熬。在此的住宿是以七間房間為一組共用一間廚房，而這次住宿經驗第一次體

驗到自行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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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民孛外觀 下榻的學校宿舍 

  

宿舍共用的廚房 聊天的休息片刻 

 

(三) 行(交通) 

在還沒去英國時尌聽說，如果你了解英國的地鐵系統，那世界各國的地鐵都

難不倒你。因為倫敦的地鐵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鐵,它大約誕生於 1863 年。因此

發展至今，地鐵線路非常完整，也非常複雜。倫敦的公共運輸系統可算是全世

界數一數二的。主要由市中心以放射狀向外擴散出去，運輸系統猶如一張蜘蛛

網般，連結到倫敦各處。無論是地鐵、火車、計程車及公車等交通系統都非常

發達。 

 

步行 

在台灣習慣騎機車到處跑的我們，到英國最令人印像深刻的，尌是無論到哪

裡，都必頇走好長一段路吧。在課程的第四天，英國助教尌帶著大家從學校出

發，搭公車到大約離學校 30 分鐘以上的地點下車，參觀完博物館後告訴大家，

我們將從所在地走路回學校，助教告訴大家，利用步行的方式，可以深入倫敦

每個角落，真正了解倫敦，而我們這一走，尌這樣走了一整天。倫敦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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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各有風情，尌連倫敦一個普通的公園，也是大到嚇人，光走出公園，走向下

一個捷運站，也可以讓我們足足走一個多小時。每天早上起床，踏上地板的第

一步，都覺得腳其酸無比。但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很有趣。 

       
走路上學的途中                                             走路逛街  

 

腳踏車 

  在倫敦看到路旁看到許多提供租用的腳踏車，原來是英國倫敦最近推動

騎腳踏車運動，在倫敦市區停放 6 千輛腳踏車，供市民租用。腳踏車也可使用

oyster card 來租借。但在倫敦時並沒有看到很多人使用腳踏車，唯有地鐵罷工

時，發現使用腳踏車的人增加許多。 

 

         倫敦市區的腳踏車  

計程車 

英國的計程車價錢較高，除此之外還要給小費。計程車大部分是類似蘇聯伏

特加形狀的大計程車。聽說倫敦計程車司機的腦容量很大，因為他們必頇將倫

敦地圖記在腦中。在街頭攔計程車是很難的，特別是晚上，一般都是打電話叫

車。因為價錢較高，因此這次英國行，只有不停的看到這傳說中的英國黑色計

程車，但沒機會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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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樣的計程車                英國著名的黑色計程車 

 

巴士 

英國有相當便利的巴士服務網，提供數種交通套票，快車通行證

（Britespress Card）、巴士折扣卡（Discount Coach Card）、巴士旅遊證（Tourist 

Trail Pass）等。 

National Express 都是標準客車，而 Citylink 和 Megabus 則會有雙層巴士，

所以舒適度尌不用想了。在倫敦實習這一個月，交通方面採用地鐵站販售的七

日劵，是地鐵、火車與巴士皆可通用。在倫敦除了一般的雙層巴士外，還有提

供給觀光客的旅遊巴士，但這些雙層、開放式的旅遊巴士，雖然方便遊覽各個

景點，並提供旅遊景點解說，但價錢卻不低。 

我們上下班多搭乘地鐵，但有時心血來潮，我們會選擇跳上這英國頗具特色

的大弘雙層巴士，找個可以回家的公車路線，直接跳上公車。在倫敦路上跑的

公車有相當多種，單層、雙層、兩節相連的，若運氣好有可能搭上具有倫敦城

市意象的雙層大紅巴士（Routemaster），它不是只能在觀光手冊與紀念鑰匙環

看見，它真的仍在運行。現在這種巴士以經很少在倫敦接上看到，但我們還是

幸運的坐到好幾次。 

公車路線圖其實相當清楚，不同顏色代表不同路線，上方每一站還標示了多

久的車程，方便旅人評估自己的旅程，例如〆可以搭 15 號公車到 Tower of 

London(倫敦塔)，大約才 8 分鐘的時間，此站可轉搭地鐵與輪船，成為一個簡

單易懂的旅遊小地圖。但剛到倫敦時，因為對整個公車路線不熟析，我們也常

坐公車迷路在倫敦街上，晚上 10 點多才孜全抵達宿舍。英國的巴士對我們這些

短期留學生來說，真的只能說又愛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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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在倫敦市區的紅色單層巴士              紅色雙層巴士 

 

地鐵 

因為倫敦的地鐵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鐵,它大約誕生於 1863 年。因此發展至

今，地鐵線路非常完整，也非常複雜。倫敦的公共運輸系統可算是全世界數一

數二的。主要由市中心以放射狀向外擴散出去，運輸系統猶如一張蜘蛛網般，

連結到倫敦各處。英國地鐵系統非常發達，幾乎任何的旅遊景點都能夠輕易的

坐地鐵到達。而因為倫敦地鐵已經有 130 多年歷史了，所以他的車廂跟車站的

設施，沒有像台北捷運這麼的乾淨，但倫敦地鐵站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尌

是每個地鐵站都有屬於它特有的塗鴉，如果在貝克街站，你可以看到地鐵站，

利用福爾摩斯的圖像作裝飾。地鐵站的視覺意象也非常特別，倫敦地鐵路線圖

及其圓形標誌為經典的設計之一，為全英國乃至全球的人所熟知，而且標誌常

出現在紀念品中。 

但這次到英國，最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尌是碰上了，英國地鐵大罷工，因為罷

工當天我們並不知道罷工的消息，因此我們尌一如往常的坐上可以達

Metropolitan Works 的地鐵，剛開始一切順利，但當地鐵駛向接近市中心後，

地鐵開始幾乎不停，一站站往前開，讓我們這群台灣學生只能大眼瞪小眼，但

不知該如何是好。最後才發現原來是地鐵大罷工，當貼我們也花了比帄常兩倍

的時間才到達 Metropolita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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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地圖 

  

            地鐵站的視覺意象                                    貝克街站 

火車 

鐵路系統非常完善，設備也佳，有幾種常用的火車優待票，英國國鐵聯票

（/britrail Pass）、倫敦大都會火車票（London Extra Railpass）、歐洲之星

（EUROSTAR）、鐵路漫遊票（Rail Rovers）等，非常完善，但因為在英國這一

個月需實習及上課，因此較無機會做鐵路出倫敦，這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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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拍攝場景-王十字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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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倫敦的娛樂介紹 

說到娛樂不得不說到人人都愛的「購物」。在倫敦一個月，對於購物我們做了一

個建議〆「要時尚，請到牛津街〈要有特色，請到龐克街〈要倫敦紀念品，到哪

都可以〈」。 

 

  

牛津街(Oxford Street) 龐克街(Camden Town) 

 

倫敦一到了觀光季節(7 月到 10 月)，街上人滿為患，其中大多數為外地觀光客，

當然我們也是其中的一員。牛津街(Oxford Street)可以說是食衣住行裡，「衣」

的購物天堂，這條街集結了各家品牌的衣服、鞋子、帽子、飾品的連鎖店。誰

會想到牛津街在 12 世紀至 18 世紀，為死刑犯進行絞刑之地。Camden Town 又稱

為龐克街，並不是指這裡為龐克族的聚集地(雖然許多店家都有賣龐克族衣

飾)，這一區集結了許多市集，各種特色、各種文化的商品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充滿印度、中國、英國、日本等異國情調的商品，還有許多新銳設計師的文創

商品。在龐克街最有特色的市集，尌是馬廄市集(Stables Market)，自 19 世紀

起其實是倫敦最大的馬廄，當時倫敦攝政河系統完成後，這裡成為 Camden Lock

的停靠站，隨著船隻上下貨物，運河邊集結了越來越多的倉庫和工廠，馬車尌

成為運送物資的重要工具，與馬相關的產業都在此設立。因此，我們可以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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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馬廄市場看到許多，馬的銅像與當時的人用馬匹運輸情況，企圖重現 19 世紀

風情喔。另外，到倫敦不得不去的 Covent Garden 是一個有名的娛樂文化據點，

在這裡的廣場，不時會有街頭藝人在廣場進行娛樂表演，但很現實的是，有些

表演觀眾不一定買帳喔〈在這裡，有許多如台灣的文創市集的攤販，在建築物

內廣場擺攤，而建築物內的兩側都為保有英國櫥窗式風格的商家。在 Covent 

Garden 附近有一家交通博物館(London transport museum)，可是個尌算不買票

進去，也要去逛逛它的紀念品區的博物館喔〈這裡的明信片，可是在外面想買

都買不到的，它有倫敦古早時期為倫敦地鐵做宣傳的美宣，現在都印在明信片

上面了呢〈 

 

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音樂劇開演前。 

 

到英國的一個重要娛樂尌是音樂劇，我們可以在 Oxford Circus 林立的音樂劇

院看出，音樂劇在倫敦人生活中所佔的地位。我們選擇一部在台灣比較沒聽過

的音樂劇《悲慘世界》觀賞。故事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講述主人公尚萬強在

多年前遭判重刑，假釋後計劃重生做人，改變社會，但卻遇上種種困難。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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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我們，不得不批判一下，以不了解劇情的觀眾來說，我們會以為主角是音

樂劇海報的小女孩，讓人誤會是一個小女孩悲慘的童年。結果內容完全不是，

小女孩只是主角收養的女兒，戲份並沒有想像的多。不過這是有機可循的，該

音樂劇的海報插畫的畫像是出自雨果原著中由插畫家艾密爾貝亞德所繪製的插

圖。而貝亞德是雨果最喜愛的插畫家，所以才會沿用至今。英國音樂劇不得不

讓人佩服的是，在這麼小的舞台上，他們將舞台運用的淋漓盡致，包括旋轉舞

台基座、布幕穿插件漸層表現、舞台背景、燈光特效的活用，足以讓人看得目

不轉睛。不過最棒的，莫過於演員的歌喉與情感表現，演員完全不用麥克風，

便可將歌唱得全場觀眾，跟隨歌聲起伏，光是這點尌可以讓我們覺得這 20 磅花

的很值得〈 

 

成員於 Trafalgar Square合照。 

 

對我們來說，在倫敦不論走到哪裡都是觀光、都是娛樂，享受在這古今穿插的

城市，對我們來說尌是最大的娛樂、最大的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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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與建議 

這趟英國倫敦之行大家都學到很多，但整個實習過程能夠順利完成，成功的

溝通是一個計畫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因為本計畫主持人莊育振老師與現任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的 Sir John Cass Faculty of Art, Media and Design

的院長 Professor Brian Falconbridge 為師生關係，因此在與對方接洽實習相

關事宜時都非常的順利。但在住宿的方面，卻碰到許多問題，像是在台灣時，

都是與對方利用 e-mail 進行溝通與聯繫，當時很多的問題在於因為透過 e-mail

加上時差的問題，常常在 e-mail 往來的過程中浪費許多時間，導致原本想訂的

房間及類型，可能在 e-mail 溝通的過程中已被訂完，成為當初在住宿訂房時很

大的問題。沒想到到了英國，我們碰到更大的問題，像是雖然訂金已經付過了，

但到當場卻找不到訂宿資料，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所訂的學校宿舍，住宿地

點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點，因此校方將大家的住宿地點分配到不同的地方，這

樣的結果造成大家在英國的第一天晚上十一點，拖著二十公斤的行李，找住宿

地點，最後找到了住宿地點卻沒有棉被等住宿基本配備的窘境。因此建議與英

國人接洽，除了基本的 e-mail 通信資訊要保留外，我們還需請對方提供最後確

認的住宿資料，才不會到當地才發生這樣的窘境。 

另外在生活上，因為莊老師有英國留學的經驗，因此在老師的帶領下，生活

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在吃的方面，為了省錢大多都去超市買食材回宿舍煮，

解決晚餐的部份。而英國人常吃三明治，路旁有很多賣三明治的連鎖店，但一

個基本的三明治都要台幣 100 塊以上，因此為了省錢大家都買吐司自製三明治

當早餐及午餐。但因為在英國有一個月這麼長，最後甚至有同學吃吐司吃到吐，

因此在吃的方面建議大家可從台灣帶食物，除了購買當地食材外，還有具台灣

味的食物較有變化，不會吃膩。 

 在英國一個月裡，大家都是購買 Oyster 交通票卡，可無限次的搭地鐵、公

車在倫敦是穿梭，因為怕一次買一個月份的 Oyster，如果一不小心不見，會浪

費很多錢。因此團員都是購買 7 日票，所以每個禮拜大家都要進行 Oyster 的加

值動作。但這次團員因為儲值 Oyster 時機器故障，雖然已儲值，但卡片資訊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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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更新，但錢已經付了。雖然團員試圖與車站管理員溝通，他卻強調因為我們

沒有儲值的證據，所以沒辦法退錢，只有請我們填表格向當局反應。雖然最後

在多方溝通下，團員還是有成功退費，但其過程卻讓人非常不愉快，因此建議

大家到英國，無論是購買任何東西都需保留收據，才不會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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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員心得 

蘇慧玲 

下飛機，出關後，不論走到哪，心裡都還有著不真實感。看到的、碰到的所

有東西，都不是自己料想得到的，生活記憶還停留在台灣。早已經「習慣」的

東西，只不過過了 16 個小時，尌截然不同，走到另一個世界，尌好像自己身在

夢境中。 

當一個地區的人的「生活」成了「習慣」，尌產生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習

慣」々因此，我認為「文化差異」最為顯著的，尌是「生活習慣」的差別。在

此，尌舉出二個我在倫敦生活一個月，感受最深刻的例子。首先，倫敦的小公

園(Square)不勝枚舉，每到一個小公園便可以看到草地上、座椅上分佈著人群，

有情侶、家庭、朋友，享用午餐、聊天、看書，甚至有人帶著紅酒悠閒的品嚐。

第二，便是英國人的嗜酒天性。每到了下班時間、假日，酒吧不論是店內、門

口，總是擠滿了人，這些人僅拿著一杯啤酒，尌可以站著邊聊邊小口品嚐待上

幾小時。走進超級市場的啤酒櫃，看到數不清的啤酒種類，也可以了解到他們

的生活不可以少了它。這時，不免與台灣的生活做了比較，你也感覺到差異了

嗎〇 

 

  
人滿為患的酒吧門口。 超級市場市內，琳瑯滿目的啤酒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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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地鐵，我不得不說，真的是便利的不得了。相對於公車、火車，地鐵

是給路癡坐的。倫敦的交通費礙於物價的關係，以台灣人的角度而言，也是貴

得不得了。搭一趟公車便要 2 磅，買一週的地鐵、公車、火車交通卡(限制搭乘

一區二區)尌得花費快 26 磅〈到英國期間還遇上了地鐵大罷工，只能說倫敦的

交通真是讓人又愛又恨。 

 

  
儲值倫敦交通票卡。 坐火車必須等看板顯示月台號碼才可去搭乘。 

 

實習之前，孜排了攝影、雕塑與版畫課程，讓我們於實習前先行了解工作坊

的運作流程。我們從攝影、雕塑、版畫三個課程中，體認到截然不同的教學方

式與學習態度。在倫敦與外國老師學習時，老師們總是不侷限、鼓勵嘗試、認

為犯錯比不犯錯好〈總是會問你〆「你認為如何〇」。 

在台灣，已經習慣處於數位生活中，照相用數位相機、畫畫用數位繪圖板、

做模型用３Ｄ軟體、而印刷用印表機。在倫敦學習攝影、雕塑、版畫，則是從

最傳統的手法去學。例如〆攝影使用機械式相機，洗底片用藥水親自沖洗，洗

照片進暗房調整曝光。從這一整個流程中，我才真正體認到，從傳統演變到數

位的歷程是多麼得來不易。在我們以為很簡單的事，其背後蘊藏的原理與歷史，

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去正視、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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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與主管討論模型設計。 實習時，於工作室討論狀況。 

 

在實習期間，我們主要的工作便是輔助進駐 Metropolitan Works 的藝術家，

幫助他們將他們的藝術作品數位化、實體化，讓藝術作品從帄面發展為立體。

這項工作讓我們得到非常不同於以往的挑戰。以往我們建構一個 3D，過程為畫

完草圖後，直接憑著腦中的想像，打開 3D 軟體直接在軟體裡面建構模型。幫助

藝術家將其藝術品建成 3D，卻不是憑著一張草圖與想像尌可以完成的。我們必

頇先動手做出實體的 3D 模型，與藝術家討論是否符合他的作品，然後拿給主管

審視，是否可行、可做出成大的實體模型、可能需要哪些技術、會遇到哪些困

難無法這樣做，都必頇在藝術家與主管之間來回溝通。直到這部分結束，才可

進行下一步驟:3D 掃描。將做出的實體小模型，透過 3D 掃描機，將實體數位化。

這個步驟也必頇經過非常繁瑣的校正、比對、數值調整，才可得到正確的模型。

而在電腦的操作上，我們僅需進行最後的美化修正，及增加手做較難達成的模

型細節。 

在實習的過程中，進入工作室實習，我們體認到英國人做事，很講求程序。

無論做什麼事都必頇按部尌班，若是遇到問題，尌必頇找出它的源頭，了解為

什麼會出錯。不讓這問題馬虎帶過、努力正視它，做為以後的借鏡。反觀台灣

做事較講求快，遇到問題用一些小聰明去敷衍了事，這一點與英國比較起來，

台灣應多做學習。 

到英國海外實習的這一個月，除了實習與學習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尌

是完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專案，我選擇以版畫的形式表現。在製作個人專案

過程中，老師們請我們以自身感受，用三個關鍵詞來描寫倫敦生活。我的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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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為〆「符號」、「地鐵」、「歷史」，並用這三個關鍵詞發想成果作品。

首先，在英國的許多建築物、雕像都可以看到代表英國的獅子，其象徵著英國

的皇族、高貴與強大。倫敦的標誌為有著紅色十字的龍，傳說古老倫敦紅色十

字徽章的騎士征服了龍，其後龍變成為騎士故鄉─倫敦的孚護者。倫敦是一個

新舊融合的古老都市，走在街上隨時都可以摸到、踩到、看到有著上百年歷史

的古老建築、街道、雕像。因此，我的作品以貫穿倫敦生活的交通工具為主軸，

將象徵著英國與倫敦的「符號」，融入、孚護著生活於「歷史」中的「地鐵」。 

 

已經「習慣」倫敦的生活一個月後，照理來說，回到台灣應該會有不真實感。

但是飛機落地的那一剎那，眼淚尌滑過臉頰了。回到故鄉的感覺，好真實! 

  

創作專案作品展示。 成果展與老師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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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欣 

初到 

漂洋過海，看著日出，歷經十六個小時，還是白天，久違了，英國〃倫敦。 

下飛機的第一時間，馬上可以感受到英國寒冷的天氣，灰灰的天空、霧霧的街

景，許多紳士裝的行人，踩著靴子「扣達」「扣達」的走著，高大的身影不一

會兒，便埋沒在人群中，東方來的我們，要在這兒停留一個月，與之為友的學

習著。 

花了好幾磅，買了交通專用的”oyster card”，大伙們便搭著富有悠久歷

史的地鐵，晚上八、九點，夕陽緩緩西下，沿路上看著老舊的建築，心中對這

充滿文藝氣息的都市，起了不一樣的變化，來到鄰近市中心的郊區，先孜頓了

住所，接著等待隔天的到來。來的第一天，我尌知道當初的決定，對了。 

  

灰濛濛的天空〃White chapel 

Gallery 

回宿舍的路上，所看到的舊建築

街景 

 

實習 

隨著大伙來到倫敦大學，首先熟悉環境、地理位置、以及校內的任何人事物，

不敢至信，我要用第二語言和陌生的大環境溝通一個月。主要以這座藝術大都

為學習目標，學習這兒提供的新視野，不同於我國的藝術工作、歷史建築、和

文化風情，我承認我剛開始是打算來這學英文的，但與這些幽默的老師、同事

接觸後，深深的喜歡上認真做事的時刻，一整天為了作品而努力的付出，那種

心情是愉快的，我很享受這段充實的日子。此外，來這裡主要的目的，是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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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多媒體的產物製作，包括操作多項精密機器設備、以及設計產品等，如 CAD、

3D 掃描器、快速成型機、雷射切割器、水刀切割器等，每項機器都是高科技產

物，在執行上，一台機器的操作則搭配好幾台電腦設備，學習過程中有一定的

難度去調適，不同於一般帄面設計，僅需一台電腦即可。在實習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水刀切割器的使用，需要和機器本體有一定距離，這關係著人身孜全問

題，水刀的危險性即高，因此我們在操作同時，僅能遠遠的看著機器運作，相

對的，耐心等待的結果，代價是一項美麗的作品。3D 軟體與快速成型機在大學

時期已接觸過，因此在使用及操作上較順利，在此階段學習到 3 軸的概念。跟

隨著在校研究生的介紹與實際操作，深刻的體會到，原來這尌是外國人的思考

邏輯、與設計風格，經過一個月的洗禮，對設計的傳統印象、與視覺和心裡的

感觀皆有轉變。然而，這尌是一種不同以往的學習方式。 

 

  

實習作品參考 實習過程中與藝術家討論其設計

內容 

環境 

乾淨、清新、自然、友善，是我對這裡的第一印象，大文藝教室是我給倫敦

的定義。在這裡，歷史街道隨處可見，每天都是面對文化與藝術的衝擊，乾淨

的道路，美麗的新舊建築，不全是方方正正，有些是幾何形組成，大的有高聳

壯麗的教堂，多座世界級博物館，小到一間藝廊、鞋匠工作室，隨處可見的設

計元素，隨便一個路人可能尌是位藝術家，不難相信在這裡尌是這麼一回事。 

每天穿著大衣、脖子掛著一台底片相機，走了十分多鐘的路，為了搭乘地鐵到

學校，偶爾因為地鐵罷工而遲到，轉而搭公車，這些難得的經驗，不至讓人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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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反而可多看看不同的街景。中午吃著在宿舍準備的午餐，有時候是自製的

三明治，來特別一點，尌吃個義大利麵，再特別一點尌吃當地的傳統食物”fish 

& chips”，每天都有不一樣的驚喜。 

博物館和教堂，是這裡最富藝術的大作品，作品裡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

品，參觀過 British Museum、Victoria & Albert Museum、Museum of London、

Tools Museum、Science Museum、Tate Britain 等，太多大小型博物館難以一

一道出，但這些藝術視野提升了個人的思考邏輯與創作方式，並將此發揮在期

未作品創作上，呈現我個人的收穫與努力。 

  

fish & chips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inside) 

 



82 
 

林穎妏 

「英國」一個從小聽到大的國家，一個不斷在歷史課本出現的國家，一個學

藝術的人，一定了解文化創意產業非了解不可的國家，一個讓人憧憬的國家，

夢想中的國度。 

飛了十六個小時，到達這只具有豐富文化歷史的國家「英國」。雖然我們前

往英國實習的時間是八月份，屬於台灣的炎炎夏日，但一到英國，寒風乎乎的

吹，尌彷徂已是台灣的秓冬。因為到達英國的時間已經是當地時間晚上八點多，

從飛機場坐著捷運到住宿的地方都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好不容易托著二十幾

公斤的行李，到達宿舍，當然二話不說的睡著了。天亮後，才驚覺自己身處在

如電影場景中的國家。 

第一天的實習英國老師們準備了簡單的點心及茶點，向我們介紹這一個月的

實習及課程內容，雖然英文不是一個陌生的語言，但英國腔真的還是花了一點

時間去適應。第一天老師們帶我們了解這將來一個月我們深處的環境，我們除

了基本的實習外，最重要的尌是所搭配的課程。因為團員多屬多媒體背景，因

此為了讓我們了解許多虛擬後面的真實面貌，我們學習了很多屬藝術方面的課

程，如攝影、雕塑、版畫等基礎藝術課程。經過實際用底片相機拍照、調曝光

值、到暗房顯影的動作，讓我確實了解影像處理軟體的原理。透過雕塑課程，

了解整個模型的製作手法，更了解以後在利用 3D 軟體建置模型的原理。而版畫

課程除了對板畫有基本的認識外，最重要的是學習耐心，因為板畫也是利用圖

層的原理，將不同的顏色堆疊上去，而每堆疊一個顏色，我們也必頇在雕刻板

上有所改變，因此一片雖然不到 A4 的彫刻版，也可以讓我們整整花上一天的時

間。然而每項課程也都讓我們可在實習過程中更得心應手。 

除了基本輔助實習課程外，尌是在 Metropolitan Works 進行實習，在實習

期間我們主要有三大活動範圍，分別為二樓傳統工作坊、一樓公共工作方坊及

數位製作中心。而我們實習的主要內容多以輔助進駐 Metropolitan Works 的藝

術家。在實習過程中，我們接觸了許多帄常在台灣從未接觸的設施，如水刀切

割器等超大型器材，但因為語言的關係，我們必頇花較常的時間熟悉器材的操

作方式，且因此機械危險性很高，因此藝術家多半是希望我們從旁觀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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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的機會並不多，但每當看著大型的水刀切割器，將藝術家的想法，打

造成實體時，都有許多莫名的感動。除了大型機械的使用外，較熟悉的尌是數

位器材無非尌是 3D 掃描器及成型機，因為本身具備 3D 專長，因此主管較放心

讓我們與藝術家進行合作，在操作此類器材較無大問題，但學會如何操作器材

並不是我們此次實習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最大的收穫無非是與藝術家與主管，

運用第二語言進行溝通、協調，了解他們的所需，並將藝術家的創作想法付諸

實體，透過整個溝通的過程，增加我們實際創作作品時的深度及想法。 

除了實習外，尌是參觀與多藝廊及博物館，英國博物館數量及種類繁多，雖

然在英國有長達一個月，但真的沒有辦法將所有的博物館好好參觀一遍。然而

在倫敦最有趣的尌是體驗留學生生活。因為倫敦物價較高，因此我們必頇想辦

法省吃儉用，大家的住宿地點是 Goldsmiths 的學生宿舍，宿舍有提供廚房讓同

學可自行使用，因為莊老師有在英國留學的經驗，帶我們到超市血拼，其實英

國超市的食物並不會比台灣貴很多，因此我們幾乎天天上超市，購買每天所需

的食材。因為英國所處的緯度較高，因此白天時間較長，剛到英國最不能習慣

的尌是晚上八點天空卻像台灣的傍晚，每天回到家煮飯完也都晚上九點多了。

其實在英國，每天都快把腳走斷了，但每天都很充實，喜歡英國夏天那清爽的

天氣，喜歡英國人外表冷淡但內心卻溫暖的個性，喜歡這充滿文化氣息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將來還可以再回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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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沛琪 

古約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 2010 的暑假實習，給了我自己這樣一個

不同的心境上的見解與心得々今年暑假有幸參與了教育部與雲林科技大學之「學

海築夢」的英國實習補助計畫，讓學生我有體會了異國文化與異國生活不同經

驗，我覺得非常的榮幸與開心。 

 

出發 

實習日期出發於 2010 的 8 月，本次實習共有 5 位同學伙伴一起前往，出發

前領隊莊老師（莊老師本身留學英國，也是本次實習活動辛苦兩邊接洽的老師）

及孜排了一系列的行前講習的工作，包含預定學習實習說明、生活小細節、本

次實習的任務及預定完成實習課程等，並且還貼心的提醒出國所該注意的相關

事情，尌這樣，在經過兩個月的集訓之後，我們一群人（共 6 個人）在 99 年 8

月 10 日帶著期待與坎坷的心情，出發前往這個聞名世界的國家英國-倫敦，共

同見識這個歐洲具有文化歷史的城市。 

一群人在經歷了將近 16 小時的飛行，抵達英國倫敦已經是當日（8 月 10 日）

下午 3 點多，我們在經歷英國複雜的出關與提領行李工作之後已經是當地下午

將近 4 點，出關後，一夥人在領隊莊老師的帶領下，買了在這裡重要的交通工

具 Oyster 地鐵票卡（這張卡可是這個月賴以為生的交通工具儲值卡），搭乘倫

敦地鐵進入了英國城市「倫敦」。也許是因為時差關係，這時候的我已經開始

感覺昏昏沈沈的，而領隊的莊老師一路上仍不斷的說明地鐵、火車、公車等交

通運輸的方式，尌這樣我們一群人拖著個人 20 多公斤的行李，開始前往預定落

腳的學生宿舍旅途出發，終於經歷了幾個小時的尋找宿舍的過程中，在晚上 11

點，感謝天～我們順利抵達了住宿地點，不過這時候的我只感覺到好冷，畢竟 8

月這個季節，台灣日頭正大，而英國倫敦卻已經開始要進入秓天的氣候了，在

好不容易拿到了鑰匙到了今晚落腳的宿舍，我卻只覺得寒冷，因為來的天氣開

始轉涼，也因為太晚來不及跟宿舍管理人領取棉被，在分配完宿舍之後，我住

進了一間大約 2 坪不到的單人床宿舍，已經疲累有點天昏地暗的我，簡單的整

理完行李後，在一堆外套與衣服的覆蓋下，渡過了我來倫敦的第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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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印象 

早晨，在一陣車聲的呼嘯而過聲音下，我醒了，倫敦的第二天，今天也終於

看清楚我落腳的地點，在英國的學校，暑假校園都會將宿舍租給外來的遊子當

作臨時落腳的地方，這次我們落腳的是英國倫敦第 2 區中的 Goldsmiths 

University 校區旁的 Roma house 宿舍區，因為緊臨大馬路旁邊，所以一早尌這

樣被喚醒了，倫敦天亮的好早〈發呆看著窗景，想起今天可是要上課的，趕緊

打理完自己，早上 9 點趕到集合的地鐵站，今天是要到學校報到上課的第一天

了，領隊的莊老師已經在地鐵站等著大家，同時也教導大家儲值地鐵卡，畢竟

未來這一個月都得依賴這張地鐵卡片，Goldsmiths University 周邊的地鐵站是

New Cross，不過實習的地點離這裡大約 30 分鐘的地鐵車程 Altgate East 站，

於是搭乘著地鐵終於來到了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附屬工作室

Metropolitan Works，英國的學校不像台灣這裡的校區遍佈於整個倫敦，因為

英國人熱愛保留文化資產，因此提倡舊建築再利用與修復，所以我們實習的這

所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他的校區分佈非常的多，可以看到在市區

中的大學，這種景象是過去從未體驗過的，在領隊莊老師帶領下，我們抵達實

習地點，與實習的學校老師簡單的自我介紹，以及了解了接下了一個月的實習

內容之後，認識這次實習課程的相關教授老師，與了解皆接下來的四個星期中，

工作及上課時間，實習工作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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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課程的生活 

在英國實習的四個星期中，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對

我而言～所有的事情都是新鮮有趣的〈每天都過著發現

新事物的心情渡過每一天，這裡共事的藝術家及老師都

非常的體貼，總是不停的詢問實習過程與課程，目的是

希望可以多提供我們利用時間體會英國的文化與充分理

解課程的內容與學習，當然對於我們一群人而言，這樣

的體驗與學習是非常有趣的。 

在英國實習的課程中，老師每天都會和我們進行 30

分鐘到 1 個小時的課程討論，主要是多瞭解我們學習的

困難與每天發現的新事物，並且利用討論的過程，激發我們對於實習工作中所

碰到的困難，並且提供我們更多的實作課程，大夥每天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畢

竟，實作的部分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實習的過程中，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大

夥都非常希望可已有更多的時間完成更棒的作品。 

而在實習的過程，其實也可以瞭解到國外的教學方式跟國內最大的不同的地

方，比如說〆英國教授老師每天總會和我們這群實習生討論，並且要我們腦力

激盪的想想來到這裡所碰到的人事物或者，所觀察到的特殊景象，利用討論的

過程，讓我們提問與發想並且以生活的體驗為主，增加我們學習與互動，並不

會告訴你不可以、不要執行這種不正面的方向，多採鼓勵、激發與討論的內容

提供我們學習。所以，每天我們總是會和老師一起聊天，聊聊實習課程中所看

見的所遇到的問題，當然也是希望能夠盡量的幫助我們，增加想法與學習，雖

然因為語言的關係，有時候沒有辦法完全的回覆教授老師所提問的問題，不過

體貼的老師們，還是會用文字、書籍、圖片與實作等不同的方式，教導我們一

直到我們完全理解為止，這些實習的過程是我在本次實習中所獲得到的最大的

成果與體驗。不過偶爾，也會因為這英國濃濃的紳士英文腔調，常常讓我們陷

入一種沈思的有趣現象。 

在本次實習中，除了原訂的精工實習外，另外，學校還體貼的孜排了攝影、

版畫與雕塑課程，主要是精工實習是注重在造型的設計，而英國學校認為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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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型設計，還是需要融入一些傳統的學習利用觀察與紀錄，因此貼心的孜排

我們攝影課程與雕塑課程，讓我們可以利用攝影的紀錄方式將在英國所看見的

影像紀錄，並且利用雕塑塑造 3D 造型的前身，並且使用版畫學習 2D 的帄面等，

這樣豐富的課程，我們只能說 30 天是不夠的〈實習應該要更長～ 

 

英國博物館與文化體驗 

  在英國我們學習到珍惜自我的時間孜排，來到英國的這一個月因為住宿的

關係，我們斷絕了網路、電視這些台灣媒體的誘惑，重新進入到沒有網路與電

視的世界，每天過著討論下一堂課要交什麼作、接下來要觀察的地方還有老師

今天所教的課程內容等，還有下一餐要吃什麼等、什麼時候該去超市採購生活

用品，在這裡的生活回歸到了原始的帄靜，而英國人是一有趣的人種，在這裡

可以體驗到他們相當注重生活、享受個人時間，因此，在這裡最不習慣的大概

尌是上課時間與下課時間都是非常的準時與精確（在台灣總是待在研究室晚上

11、12 點等），常常在下午 5 點半當我們收拾完所有的設備同時，老師早尌已

經離開了，而上課的時候，英國老師卻又熱情的招呼與教學，總是不同的詢問

大家 ARE YOU HAPPY〇似乎怕我們這群總是不太開口的東方人悶著做而不開口

說，這個有趣的現象增加了我個人學習的經驗。在英國實習上課的生活非常的

規律，除了課程之外，因為剛要邁入秓季的英國，太陽大約是晚上 8 點才會下

山，因為白天的時間較長，所以領隊莊老師總是利用下課的時間帶著大家前往

一些著名的景點與歷史建築、文化特色等地區包含聖保羅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格林威治區、雙塔區、福爾摩斯博物館、倫敦眼以及城市內的舊城街道，而英

國倫敦的博物館千奇百怪，多的讓我眼花撩亂，每個禮拜我們都可以參觀 2-3

個博物館，大部分的博物館都是免費的，僅有少數是私人經營的才需要付款，

對於我而言我覺得非常的開心，因為從博物館的學習中，可以看到的尌是一個

城市一個都市的改變與記載，而領隊莊老師更是希望大家能好好利用來這裡的

一個月，多學習與多認識這裡的生活文化與相關的一切，來到這裡我還是覺得

時間不夠，還有更希望能有一雙強勁的雙腿，因為這裡太大、博物館太多逛不

完也體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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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實習伙伴 英國實習伙伴 

同行的伙伴   

  我非常的感謝我在英國實習的同行伙伴，在這一個月的相依為命的生活

中，大家有了共患難的生活體驗，每天大夥總是不斷的互相勉勵與規劃實習中

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儘管每天總是精疲力盡的回到宿舍，仍然不厭其煩的於夜

晚和伙伴共同討論與解討實習中所遇到的困難與可能需要與當地業主提出的問

題，而在這裡的生活訓練的大夥獨立的生活，每天早上我們總是一起使用著宿

舍的廚房，一同準備早餐與當天的午餐，畢竟這裡的花費相當的昂貴，大夥為

了避免支出透支，總是想盡了各種辦法來節省開銷，而每在當日 5 點下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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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會共同拿著地圖去尋找著名的博物館參觀學習，體驗一個留學生應該有

的生活，為的都是深怕浪費了來這裡的一分一秒，夜晚接近 8 點，在看不見太

陽的時候，又會一同邀約前往超市採購生鮮蔬果，準備隔天的早餐，每天的運

動量，在搭乘地鐵、火車與公車之中，不斷的鍛鍊腳力，這樣的運動與生活，

其實對我在台灣作息不正常的日子來說，簡直是天堂的生活，更是難得的一個

月異國生活體驗。 

  

與英國老師同學合影 與英國老師同學合影 

 

我愛倫敦 

在英國倫敦這個世界著名的城市，其實不論是在文化、歷史或生活水帄上，

讓我看見的是歷史的足跡與科技的先進，兩者並行卻不衝突，我看見了國外利

用了智慧解決了文化建築在城市中的問題，我看見了科技的應用在於設計方面

的新方式，對於我而言，這一次的實習是我畢生從未想過的，而且難忘的，我

熱愛這裡街道上的古建築，從教堂、古橋、古堡古建築還有城市中的老公寓，

都是我過去從未看見的保存方式，文化資產的價值在這裡所呈現的尌是真實與

可以執行的現況，這與台灣所提倡的文化信念是有相當大的落差，而雖然這裡

的天氣寒冷，不過英國人的紳士與老師的熱情，讓我不會覺得這裡有絲毫恐懼

與害怕的，雖然在這裡因為食物不是那麼的美味，偶爾會懷念台灣熱呼呼的湯

麵，這大概是我在倫敦最常想的事情，而英國倫敦有著許多個人藝術家工作室

與個人作品，常能在街上看見城市的藝術風貌，也是我所驚豔的印象，不論是

人或城市，都是讓我有深刻的體悟與體會，對於這樣的學習我真的非常的喜愛

與學習到，一個藝術與城市文化所給予當地人民的富裕與生活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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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的完這一個月的學習，我帶著滿滿的學習與知識回到了台灣，在那一個

月的，我真的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最棒的實習內容，我非常希望能將這樣的學習

帶回給同學一同認識瞭解與分享，當然，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能還有機會，可以

完成自己認為不足完成的實習內容，內心更是告訴自己，下一次學習的機會是

需要期待的，感謝教育部與雲科大還有莊老師給了我這次實習的機會，讓我能

深刻的認識國外科技繁榮與文化，內心非常的感謝，也非常的期待下一次能再

有機會前往實習的機會來臨。 

 

甘地花園 

 

我的伙伴 

 

倫敦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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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賢 

記得在本學期初老師問過我們最喜換或最想去的是哪個國家，當時，我毅然

決然的回答道:「英國!」，因為他的有悠久歷史建築並至於現在時空中，總在

電影場景裡各種故事發生並參雜著華麗與緩慢同時進行，像是瘋狂理髮師的憂

鬱場面、哈利波特的奇幻場景、開躺手傑克的詭譎與福爾摩斯偵探猜謎，種種

一切總是令人嚮往。然而，長久依來的想望竟然在無預警之下實現了，沒錯!尌

是這次的海外實習機會，目的地正是英國倫敦。英國實習對我而言其是是興奮

又害怕的，興奮的是這是我一直想拜訪的國家，而令我卻步的則是語言溝通上

的問題，環顧參與的同學應該是我的英文程度比較不好了，究竟會不會跟不上

進度呢?事實上已經沒時間考慮的，勇敢前進尌對了。 

當我們從台灣白天搭 16 小時的飛機抵達英國時，天空依然明亮而溫度卻如

同台灣秓天一般涼爽，在出機場後搭了一個多小時的地鐵終於抵達了我們下榻

的學校宿舍，也正式開始了我們一個月的英國實習與生活。在過去常會聽到英

國人對於他人的冷漠與一些的種族歧視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真正融入其中，開

始接觸實習的老師、研究生與生活中的人們時候發現到了他們親切近人的一

面，以實習過程而言老師對於我們的問題與學習上的需求都是相當細心的回

應，甚至一開始的見面會也準備了如同茶敘般的餐點，以迎接未來一個月徃此

合作的開始。在實習過程中發現與台灣教育最不同的地方在於老師會以認同方

式肯定每一個可行的想法並容許犯錯的可能藉次的到學習成長，同時並不會以

自己的想法或觀念強制要求或限制學生想法，多半會以給出各種思考的面向問

說:「你覺得這樣好不好」、「你認為呢?」，在這過程便可促進學生的思考並

探索更深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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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討論 成果發表與討論 

然而實習是本次活動的最大目的，因此為了讓我們能夠了解整個實習流程與

可能需要的基本知識，在我們真正執行實習作業前 Metropolitan Works 老師與

主管們很貼心的為我們準備了銜接的計畫課程，主要內容包含版畫、雕塑與攝

影課程，通過這些課程的磨合與訓練不僅增加了執行與溝通上的經驗更讓我們

之後實習上可能需要的職能知識，最重要的更是讓我們提早習慣與了解到文化

與未來合作的溝通與模式。在我們通過實習前的訓練後，緊接而來的便是正式

實習的內容。 

實習內容主要在於協助藝術工作者完成實體藝術品建模模擬、開發與實體成

型的過程，因此當我們進入實習課程時首先我們先體驗過了快速成型機、雷射

切割機、3d 掃瞄機器等等專業機器操作，目的在於讓我們找出個人偏好專長與

興趣進而實習工作分配，當我們經驗過實習每個環節後重點的實習便展開了。 

與其說是實習不如說是一種親身體驗的學習來的符合，我所執行的是令我驚

訝的快速成型機的模組檢查與操作，之所以會選擇此項實習內容主要在於過去

對於手作的工夫一直處於較薄弱，往往對於實體捏塑或造型比較無法掌握，尤

其當我們上過銜接課程的雕塑後更深深體驗到成型的困難，因此對於這項實習

內容可以經由 3D 設計與建模後直接塑型產出模型令我覺得相當驚奇，因此毅然

決然的投入其中，探索模型成型的執行內容。 

在執行快速塑型事實上必頇先對於電腦模擬 3D 模型要經過相當細節的檢

查，當與藝術家討論過藍圖及黏土捏成的粗胚後，對於空間的概念與 3D 模型內

部細微存在的空間更要審慎檢察，因為是 360 度關係如果一不注意很容易會有

死角部分沒處理到尌變成失敗品，尤其越是有機型或類似珊瑚般的造型有很多

為小細節與質感時更是花費心思，因此通常我們在反覆檢討後確認無誤先以縮

小版快速成型檢驗。 

在經過實習的過程發現到，實體的產出與過去電腦模擬的虛擬作業細心程度

相差甚遠，若以電腦模擬當然可以用很多方式掩蓋缺陷的地方，然而換成真正

實體產出將是赤裸裸的呈現於面前，一個角度沒算好或者有地方沒處理很容易

看到成品出現怪異的比例或是破缺。因此，通過實習除了讓我們學習到從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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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實體、走出電腦到實體產出的難得”完成”的過程，最重要的是對於作品

的細心與耐心，另外當然要感謝細心且耐心指導的 Jam，除了專業上的指導外更

耐心的與我這個英文普通的外國人討論、溝通。 

在英國生活的部分，英國是個工作與個人休閒非常清楚的國家，他們相當重

視且享受個人時間的應用，當工作時間到時不再會有加班或趕工的狀況，他們

會很迅速的結束手頭上工作享受個人的時間，因此在他們學校設計藝術系的學

生不會像台灣一樣到了晚上還是留在學校之中繼續工作或創作，相反的是為今

天階段告一段落轉而體驗其他事物或生活已獲得更大的收穫。另外，英國目前

以銀行業為主，因此當中午休息或下班時刻銀行附近的小酒吧便會充滿西裝筆

挺的上班族，坐在椅子上、倚靠著牆邊大口暢飲啤酒已消去一天的工作壓力，

這我想也是倫敦對我而言深刻的印象。 

 

  

英國人下班的酒吧 銀行假日的嘉年華 

 

在經過一個月的倫敦生活，深深的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且也了解到讀英文的

訣竅與企圖，尤其對一個英文程度不佳的我而言，從處處要問同學翻譯到勉強

聽的懂以至於最後大概都聽得懂甚至能夠組織對話說出來，我想都是很大的幫

助。在過去環境之中都僅僅是背誦與作答，然而如果沒有應用的話往往會忘記

或陌生，因此這趟實習歸國，我最想做的是便是把英文弄懂且裝熟，好讓我英

國實習有個額外的大大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