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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作與研究結合

(環環相扣、色彩豐富)
我的教學與我的創作與研究結合，是以興

趣為基石，以藝術、設計、藝術電影與藝

術哲學為主要範疇，以關懷生命與跨學科

整合為教學的主要核心 期待能深化與滋整合為教學的主要核心，期待能深化與滋

養學生和自己，引發不同的思維。



2007年加入由應用藝術、音樂和建築三所師生所組成的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2010年

起正式擔任團隊主持人，結合跨領域教學和創作，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和藝術展演活動。



創作‧教學‧研究

2011年七月前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以《內在長河》大型裝置作品參加 前泰瑞莎
當代藝術中心 (Ex Teresa Arte Actual)舉行的「後態度‧台灣年輕當代藝術家聯展‧混
種 異地 島嶼的世代 展覽種、異地、島嶼的世代」展覽。



2011年九月與跨領域藝術團隊三所師生赴德國萊比錫進行藝與

術交流合作和演出多媒體舞台互動作品《回：無盡的迷宮》

2011 演出時間和場次
回：無盡的迷宮

Hui : An Endless Labyrinth 2011 演出時間和場次
(1) 9/9 Fri  19:30

德國萊比錫werk 2 劇場

Hui : An Endless Labyrinth

(2) 11/18  Fri  19:30 
交通大學演藝廳

i(3)11/26 Fri  19:30
台北木柵表演36房

創作‧教學‧研究



2012年9月應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之邀，舉行《穿過皺褶》光纖2012年9月應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之邀 舉行《穿過皺褶》光纖

裝置個展，並進行兩場演講，分享光纖造紙實驗的經驗和成果

創作‧教學‧研究



2012年11月與跨領域藝術團隊三所師生赴奧地利維也納進行藝術

交流合作與展演，發表多媒體舞台互動作品《回：迴盪的迷宮》

2012 演出時間和場次
迴盪的迷宮

The Reverberant Labyrinth
(1) 11/02 Fri  19:30

政大藝文中心視聽館
(2) 11/16 F i 19 30

y

(2) 11/16 Fri  19:30
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孟德爾頌廳

(3) 12/13 Thur 19:30(3) 12/13 Thur 19:30
交通大學演藝廳創作‧教學‧研究



2014年1月在交大藝文空間舉行《林中路》光纖裝置個展，互2014年1月在交大藝文空間舉行《林中路》光纖裝置個展，互

動技術為清大電機系研發團隊和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合作支援。

創作‧教學‧研究



2014年2月帶領跨領域藝術團隊參與台北市寶藏巖國際藝術村2014年2月帶領跨領域藝術團隊參與台北市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的共同燈節—鬧巖宵，呈現「捉光踏影」光纖戶外裝置展覽。

創作‧教學‧研究



創作‧教學‧研究

教授的課程可分三大類:

一為藝術哲學理論
藝術哲學理論課程以研讀和反思經典為主 並指出理論藝術哲學理論課程以研讀和反思經典為主，並指出理論
與藝術創作和個人生命的關聯所在。

二為藝術設計實務
藝術設計實務則透過課程為同學作設計實務與統整能力藝術設計實務則透過課程為同學作設計實務與統整能力
的養成，並進一步激發其創新、企劃的能力和視野。

三為跨領域創作展演
以project的模式來進行，透過跟國內外大學、理工專家、
藝術家、音樂家進行跨界合作 執行大型國際展演/展覽藝術家、音樂家進行跨界合作，執行大型國際展演/展覽，
落實創新教學的方式。



一、藝術哲學理論課程

創作‧教學‧研究

一 藝術哲學理論課程

如「藝術研究深論」

「新的努力並非只為更正確地解釋，

而是讓典範重新在其本意上發揮作用」

課程以經典的研讀為課程核心。對藝術創作的

理解紮根在藝術哲學理論上，且同時以藝術實

踐來檢視理論的，目前國內大學相關系所能如

此交互應證的應屬少數。所以這門課同時適合

碩博士研究專攻和走創作路線的同學來選修。



創作 教學 究
二、藝術設計實務課程

創作‧教學‧研究

如「藝術家的書」(基礎篇和進階篇)

從紙和書籍的歷史及功能出發，介紹造紙、做書、

裝幀、封面設計、排版印刷等實務技能，透過示

範教學，學習造紙和裝幀技術，並結合複合媒材

實驗(如光纖紙的製作)和創新古典裝幀法，並且驗( 光 )和 新 裝 法

進入書籍內容 (文字、圖像)的創作，以有別於一

般「手工書」的製作模式，思考的另一種藝術形般 手工書」的製作模式 思考的另 種藝術形

式和內容的創作。



書籍裝幀基礎篇

創作‧教學‧研究



藝術家的書—進階篇
Soul Making through Book Making

創作‧教學‧研究



三、跨領域創作展演課程

創作‧教學‧研究

三 跨領域創作展演課程

如「新媒體實驗」

透過團隊跟國內外大學、理工專家、藝術家、

音樂家進行跨領域合作，執行大型國際展演/

展覽，落實創新教學的方式，提供學生機會

打破既有框架，以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模式，

探索多元的藝術形式與媒材，朝跨領域創作

發展。



教學理念說明
初衷與終極目的都是：初衷與終極目的都是：

當一個「整全的人」(man of wholeness)

身為一位藝術家、教育者、社會的一員和世

界公民，不論是做自己或扮演任何角色，愛界公民，不論是做自己或扮演任何角色，愛

人或被愛，我的初衷與終極目的都是期勉自

己和學生當 個「整全的人己和學生當一個「整全的人」

腦、 心、手 並用→ 身、心、靈 並重。

自然

他人體

人

他人精神體



教學理念說明

當一個「整全的人」(man of wholeness)

教學理念說明

我也是以這樣的理想與目標來從事教學，勉勵學生成為一個我也是以這樣的 想與目標來從事教學 勉勵學 成為 個

「整全之人」，而成為一位整全的專業藝術家或設計師，正

是這樣的一段旅程。當學生達到這個高度時，對社會和全體是這樣的 段旅程 當學生達到這個高度時，對社會和全體

人類將更有貢獻，在其他工程或醫學領域亦如是。



教學理念說明

當一個「整全的人」(man of wholeness)

教學理念說明

這是我的教學理念，也是目標。

我期許自己的教學不是讓應藝所成為交大校園中的一朵沙漠之

花，而是灌溉生命之樹的源頭，我關切的是自己和學生如何在

教學、學習和對話中，逐漸接近「整全之人」。我提供設計實

務、哲學、電影、跨領域藝術創作和理論等課程，無非是希望

能透過多元教學開創出新的對話空間，引發多元活潑的思維和能透過多元教學開創出新的對話空間 引發多元活潑的思維和

各種跨領域合作的方式和場域。



把教學與學習拓展到教室/舊框架之外
教學方法說明

把教學與學習拓展到教室/舊框架之外

Soul making through art making and 
i hi kicreative thinking 

我深信藝術賞析和知識或技能的學習是迎向靈魂的

淬煉，所以教學和學習不應僅止於課堂內所涵蓋的

內容和活動，我將教學和學習的場域盡可能延伸到

教室和課程之外，但因有博士生和碩士生之別、研

究和創作路線之分而有不同的考量。



教學方法說明

把教學與學習拓展到教室/舊框架之外

教學方法說明

/
Soul making through art ma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我的教學基本原則是：要求學生有專業上的表現必

先以身作則，所以除了指導學生進行創作、研究和

協助其論文寫作外，自己也盡可能讓教學內容和教

學方式能與自己的研究和創作有聯貫，可以相輔相

成。以最近幾年的成果為例，分別略做說明。



教學方法說明

把教學與學習拓展到教室/舊框架之外
S l ki h h ki d

教學方法說明

Soul making through art ma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研究

鼓勵碩博士學生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以及期刊

撰寫和投稿。2013~2014年共有10次國際會議發

表(每年各5篇，我為單一作者的論文發表各有一

篇)，進而有期刊論文的出版，但目的不在累積論

文篇數，而是在形成參與學術研究與發表的風氣。

創作‧教學‧研究



教學方法說明

把教學與學習拓展到教室/舊框架之外
S l M ki h h ki d

教學方法說明

Soul Making through art ma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創作/研究

我的碩博士生除了自己的研究或創作之外 也以助我的碩博士生除了自己的研究或創作之外，也以助

理的身份積極參與我的光纖實驗、展覽製作和研究。

在連續多年的跨領域藝術團隊和光纖應用在藝術上

的多項計畫中，學生和我建立的是互相協助、互相

激勵和共同成長的合作關係。

創作‧教學‧研究



教學方法說明

如何有效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

教學方法說明

凡事「以身作則」

身為教師，我一方面尊重學生的自主學習，

一方面將自己投入教學、研究和創作展覽的

行動中，以自身的實踐來引導學生的學習。行動中 以自身的實踐來引導學生的學習

「以身作則」所帶來的回饋十分正面，是引

導學生養成自主學習態度的有效方式。導學生養成自主學習態度的有效方式。



教學成果

一、碩博士生得到多項創作和研究獎之肯定。

二、豐富的論文發表和公開展覽。二、豐富的論文發表和公開展覽。

三、指導碩士生61人，44人已畢業；

指導博士生11人，3位已畢業。



教學成果

一、所指導的碩博士生得到多項獎項肯定

所指導的學生多次獲得各項藝術設計類比賽、國科會論

文寫作補助獎勵、 教育部海外菁英交換獎學金、加州柏

克萊大學交換獎學金，以及公費留學獎助等等殊榮。



二 豐富的論文發表 公開展覽和出國交換二、豐富的論文發表、公開展覽和出國交換

A. 論文發表
教學成果

鼓勵碩博士學生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以及期刊撰寫和投
稿，但目的不在累積論文篇數，而是在形成參與學術研究與
發表的風氣。發表的風氣

B. 公開展覽
除了每年例行的師生展和學生畢業展外，我和學生也都各自舉行個展或聯展。
我於2011年交換美國進行4個月的光纖紙複合媒材實驗
2011 參加墨西哥聯展《後態度‧台灣年輕當代藝術家聯展》
2011 主持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到德國萊比錫發表舞台新作《無盡的迷宮》2011 主持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 到德國萊比錫發表舞台新作《無盡的迷宮》
2012年9月《穿過皺摺》光纖裝置個展在美國的北科羅拉多大學開幕
2012主持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到奧地利維也納發表舞台新作《迴盪的迷宮》
2013~2014/1月光纖裝置個展《林中路》在交大開幕2013~2014/1月光纖裝置個展《林中路》在交大開幕
2014/2月與跨領域藝術團隊展出《捉光踏影》戶外光纖裝置展

C 出國交換C.出國交換
我指導的學生出國交換達20人。

創作‧教學‧研究



教學成果

三、指導學生創作與研究，完成學位

9年內，指導碩士生61人，44人已畢業，5人交換中

(每年都有5-8人出國交換)，2人本學期即將畢業；

指導博士生11人，3人已畢業，1人下學期即將畢業，

另有1人八月即將赴美國柏克萊大學交換一年。另有1人八月即將赴美國柏克萊大學交換 年。



讓自己的生命成為一個更好的故事
教學成果

每一個人壽命和精神有限，所以不要把時間花

在不重要和不喜歡的事情上，盡量專注在有品

質的教學、展覽和論文寫作上。多跟學生相處，質的教學 展覽和論文寫作上 多跟學生相處

討論問題，分享觀點，彼此誠懇相待。

所以舉行展覽 出版作品集和撰寫學術論文等所以舉行展覽，出版作品集和撰寫學術論文等

等，都是為了實質的學習，而不是為了充數量，

或達到量化指標或達到量化指標。

自己的生命和學生的生命都應該是活活潑潑，

無限可能的創造，多作有意義的事，盡量讓自

己的生命成為一個更好的故事。



這棵樹是我在日本那智山看到的800年大樹。再一個800年，這棵樹也許還在。這棵樹是我在日本那智山看到的800年大樹。再 個800年，這棵樹也許還在。
我問自己，800年之後我會留下什麼？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



Tree always in the center
Of ll h d i

樹永遠處於軸心
對所有圍繞著它的事物來說 Of all that surrounds it

Tree feasting upon
Heaven’s  great dome

對所有圍繞著它的事物來說
樹享受著
天空的巨大穹頂

One day it will see God
And so, to be true

有一天神會向它顯現
因而，說的切確ㄧ點 ,

It  develops its being in roundness
And holds out ripe arms to Him.

它的存有會以圓整的方式發展
向神伸出它圓熟的臂彎。

Tree that perhaps
Thinks innerly
T th t d i t lf

或許，樹
是往內思考的
它導引著自己 Tree that dominates self

Slowly giving itself
The form that eliminates

它導引著自己
慢慢給自己
一種形狀，足以排除
風的危險！ Hazards of Wind!

From Rilke’s Poèmes Francais

風的危險！

里爾克的《法國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