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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室內設計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仿舊碳化木課程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仁愛 201 教室 主辦人 劉懿瑾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1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3/09 12:00-16:00 仿舊碳化木課程 
楊梅職訓局/

邱淑珍 
 

二、活動紀要(簡述)： 

    仿舊碳化木課程，需清除底材之亮光漆，如為原木則不需要處理。為了看起來使用時間長，

稍微破壞處理，呈現不平整的樣貌，可利用火烤方式讓底材隨著紋路做炭化效果，質地較軟的

部分碳化較深，質地較硬的部分會保留下來。使用鋼刷將碳化的部分刮除，使底材呈現凹凸不

平的效果。不規則隨機塗佈白色漆，待乾燥後再塗佈想要的顏色。使用鋼刷順著木紋路將部分

漆刮除，露出白色底漆或底材色澤。塗刷稀釋後的木器著色劑，產生仿舊感。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1.工業風格出現的仿舊木紋複合材質的搭配注意事項。 

2.工業風格常用材質(鍍鋅鋼鐵烤黑漆、金屬網、鐵管、鋼刷梧桐木、皮製品等)及適合運用的

場所及用途、價格。 

3.木作工程中使用之工具與手持工具、保護方法與未來修補方式。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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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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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室內設計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後製清水模之淺浮雕課程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仁愛 201 教室 主辦人 劉懿瑾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3/12 12:00-16:00 後製清水模之淺浮雕課程 
楊梅職訓局/

邱淑珍 
 

二、活動紀要(簡述)： 

    清水模質樸的質感近來越來越受大眾歡迎，但因施作不易、造價不斐以及多項不可控制的

因素，讓許多人望之怯步。為了克服清水模的缺點，因而產生後製清水工法。當已有主牆結構

體 ，也不希望造價高昂遙不可及 ，於是發展出仿清水模工法 。所謂的後製清水模，用清水模

專用材料搭配手工技術在原本的牆面上施工，以日式膠泥塗料的混合技術 ，不增加厚度、無負

擔 ，能減少木作裝潢的整體預算，不但能得到清水模的沉穩風格感受 ，工程小、 施工時間短

(1-2 天)符合經濟效益 ，且耐汙容易保養。淺浮雕它表現方式比較平淺，構圖與空間構思的方

式最接近於平面繪畫。淺浮雕必須仔細掌握輪廓線和背景間的關係，使作品表面上些微的凹凸

變化產生微妙光影效果。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以混凝土混合其他添加物製成，除了用於修補清水模的基面不平整、嚴重漏漿、蜂窩、麻

面、歪斜等缺失，還可用在室內裝修壁面及天花，不僅可在施作前打樣供顧客確認色澤花紋，

且適用於任何底材，厚度亦只有 0.3 mm，不會造成建築結構的負擔，還可依喜好於表面打孔、

畫出木紋樣式、製作氣泡、溢漿、溝縫等效果，施作後的效果與灌注清水模極為類似，是喜好

此風格但擔心失敗或預算較低時的另一選擇。 

https://www.culturestone.url.tw/produ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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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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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室內設計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木作實作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仁愛 109 教室 主辦人 劉懿瑾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3/23 12:00-16:00 木作實作課程 

昊漢股份有

限公司/陳恩

慧設計師 
 

二、活動紀要(簡述)： 

1. 手工具介紹刀具研磨。 

2. 繪線工具、量具及手鉋削工具。 

3. 利用各種木工設備及使用工具，應用於家具設計。 講授家具製造作業程序、裝配及塗裝等

等之間細節。 

4. 榫接結構製作魯班鎖又名「六子聯方」，是一種三軸組合積木，有好幾種形式，以六根(2-2-2)

一組的「六子聯芳」最為普遍。但是也有七根(2-2-3)、八根(2-2-4)、九根(2-3-4)、十二根

(4-4-4)，甚至多到二十七根(9-9-9)的組合形式。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以活動設計融入具實作性之入門實務課程，使教師能了解木工實作的特色，使用手工具練習多

種榫接結構、木料；學習機器原理、加工應用、識讀專業圖面，並且實際運用機具搭配手工具

操作，製作家具。不同榫頭、不同組合方法的「六子聯方」，組合後的造型卻只有一個相同的

完成形狀。通常「六子聯方」的最後一根，都是完整無缺不作榫，以便直接插入的結合，但其

他的五根組件，就有非常豐富的變化，推廣本系之發展特色與創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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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陳恩慧老師為各位老師解說六子連方組合形式。 

 

成員反應熱烈，積極向老師提問。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間相互觀摩與學習。 

 

活動圓滿落幕，所有成員與陳恩慧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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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室內設計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樂齡輔具木工製作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仁愛 109 教室 主辦人 劉懿瑾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3/30 12:00-16:00 樂伶輔具木工製作 

昊漢股份有

限公司/陳恩

慧設計師 
 

二、活動紀要(簡述)： 

專業研習工訪開設「樂齡輔具木工製作」課程，透過木質的材料提升復健器材的穩健度與品質，

穩健度高與品質好的復健輔具器材能夠有效達到中風患者或機能退化的高齡者照護成效。學習

樂齡輔具提案、木工製作、邀請長者實測試玩、直至成品落實，深度投入超高齡社會的健康議

題。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輔具為提供身心障礙者與老年人的一個輔助、適用、復健器具或

設備，讓他們在生活中能夠進行日常活動，但使用對象不只有身障者、老年人，一般人也包括

在裡面，只要是「幫助人類達到活動及功能目的」的輔助器具和工具就算是輔具；現在市面上

的輔具大多使用塑膠製或金屬製，希望能透過木質的材料，設計相關系列的輔具，在提供輔助

引導時，也能改善其他材質冰冷的感受，照顧到使用者的心理層面，並且研究市面上的輔具進

行機能改善與調整，達到優化的貢獻。校內教師從研習中習得專業後，將此專業納入自身教學

課綱，引導年輕學子關注公共議題、運用專業回饋社會。另一方面持續推廣木工技藝與人才培

育，鼓勵學生培養同理心，主動扛起社會責任。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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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陳恩慧老師為各位老師解說高齡者輔具使用重點。 

 

成員反應熱烈，積極向陳恩慧老師提問。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成員間相互觀摩與學習。 

 

活動圓滿落幕，所有成員與陳恩慧老師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