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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元名稱: 

雕塑萬華新風采 

(二) 課程說明: 

1、設計理念： 

    雙園國民小學位於萬華區，萬華區為臺北市所有行政區當中最早發展的，區域

裡有豐富的文化特色古蹟，如龍山寺、祖師廟、剝皮寮歷史文化街區等，其地理位

置與雙園國小十分相近，而萬華區的廟宇更是膾炙人口，其中最讓人印象最深刻的

地方是廟宇牆壁上的浮雕。 

    每當經過廟宇看到牆壁上的浮雕時，浮雕裡面的故事情節活生生的在腦海中不

斷放映，例：臥冰求鯉、張飛戰馬超、神農嘗百草、八仙過海等。這些有關忠孝仁

義、歷史故事、神話故事等，為什麼都會成為廟宇牆壁的浮雕主題呢？此外，每個

浮雕作品都是精心雕刻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手法能讓這些浮雕栩栩如生呢？ 

    希望藉由設計本課程，引導學習者認識、了解浮雕藝術，並經由分析問題、討

論主題、團隊合作、創造思考、創造作品、作品解說等歷程，將傳統廟宇浮雕藝術

和歷史文化設計作一跨領域的學習，本課程的特色為結合傳統藝術、環保及創新的

概念，先指導學生認識傳統浮雕藝術、教導學生運用舊報紙製作環保紙黏土，再引

導學生鑑古思今、創作出具現代萬華新風采的浮雕作品美化校園，以達到藝術融入

生活、運用於生活的目的。 

    其實，每個行政區裡的文化與故事，從建築裝飾當中就能窺知一二，引導學習

者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歷史悠久的建築雕刻藝術，並學習從中觀察、發掘美的存

在，再塑藝術新貌。相信這樣的課程不僅能夠提升學習者對於美的敏銳度，也能透

過課程，讓每個學習者都可以時常關心生活週遭的歷史文化以及美的藝術。 

2.單元目標 

單 元 名 稱 單 元 目 標 

一、萬華風采 能說出萬華區廟宇浮雕藝術之美. 

能認識浮雕的技法 

能認識浮雕之主題故事 

二、萬華任我行 能認識萬華區廟宇之浮雕藝術造型、特色。 

能從生活中了解「美」的元素。 

能覺察雕刻作品的雕刻手法。 

三、我型我塑 能學會捏塑技巧 

能培養學生省思與運用設計的能力。 

能夠欣賞他人的作品 

能夠向他人展示並說明自己的作品 

四、風采「新聲」 能發表創作心得 

能省思創作過程 

能說出對萬華浮雕新圖像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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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指標 

社 4-3-3-6 描述人類社會中出現過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舉例說明人類如何藉由各種

藝術形式，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藝 1-3-1-9  探討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瞭解他人的作品，培養自我思考與表

達能力。 

藝 1-3-2-2  構思表現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材技法，完成有感情、經驗與

思想的作品。 

藝 2-3-1-10  透過描述、分析與討論的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美感

特徵與視覺要素。 

綜 3-2-2   參加團體活動，了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4.教學對象：國小高年級 

5.教學節數：8 節(3+1+3+1) 

6.相關（連結）領域：社會、藝文、綜合領域 

7.課程架構 

 

 

 

 

 

 

 

 

 

 

 

 

 

 

 

 

 

 

 

 

 

 

 

 

雕塑萬華新風采 

藝文領域 

社會領域 綜合領域 

康軒(六上) 

第三單元  傳藝之美 

第六單元  美哉人生 

康軒(六上) 

第四單元 戰後臺灣的社會與文化 

第二課  文化與傳承 

康軒(五上) 

第三單元  讓生活更好 

第二課  生活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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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活動名稱 內容概述 學習成果 

雕塑萬華新風采 

一、萬華風采 教師藉由影片引導、

圖片解說、遊戲教

學，帶領學生認識廟

宇浮雕藝術的歷史、

特色及技法。 

兒童心智圖 

二、萬華任我行 教師藉由實際參訪廟

宇浮雕藝術，應證上

一節課所學，並仔細

觀察浮雕的技法及特

別之處。 

學習單(附件 1) 

三、我型我塑 教師讓學生思考作品

主題並進行捏塑創

作，並藉由捏塑創作

及作品介紹，使學生

能夠展現自我的作品

風格。 

捏塑作品展示 

學習單(附件 2) 

四、風采「新聲」 學生發表創作心得、

省思創作過程，及對

萬華浮雕新圖像的期

許 

學習單(附件 3) 

校園公共藝術

模型 

 

8.補充教材 

(1)國內知名雕刻家—黃土水 

    黃土水，正式研習西洋雕塑僅十五年，卻在雕塑 藝術上達到非凡的成就，留

下許多難得的傑作，被公認為近代台灣第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型雕塑家。 

    年少的黃土水有機會隨著舅父 常到大稻埕的街上逛神雕店舖，接觸福州系神

雕，加上父親與二哥也都是木匠的關係，黃土水從小自然醞釀了對雕刻藝術莫大的

興趣。 

    1911 年，黃土水自大稻埕公學校畢業並順利考上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在國

語學校裡，黃土水的「圖畫」、「手工」成績優異，畢業展木雕作品更得到師長的讚

賞。1915 年，黃土水得到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推薦，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

木雕部，開始接受西洋式雕刻教育。黃土水雖然主修的是木雕，但他觀摩各家所長，

吸取養分並自我充實，之後找到屬於自己的風格並開始發展。 

  黃土水的雕刻風格上，最具代表性的 是他在自然主義的寫實性中，表達了自

己內涵與對鄉土的關懷。黃土水一生真正應驗了「生命雖短暫，藝術卻永恆」這句

話。 

知名浮雕作品 

水牛群像（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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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膏浮雕，黃土水生平最後的大作，亦為最為知名之經典作，列為國寶。原作

嵌於台北中山堂後廳壁上。 

    作品主要描繪的是臺灣傳統農村當中的閒緻之景，為黃土水對臺灣農村的體

現。在芭蕉樹之下，有三位牧童與五隻水牛共享悠閒片刻，構圖完整，尤其水牛的

形體筋肉渾圓有力，顯示作者不僅長期觀察水牛體態，並以成熟的雕塑技法展現出

來。其中畫面右下角有一位牧童撫摸著小牛的頭，小孩專注、溫柔的神情，流露著

感情，充份展現了安定與平和感，是畫面的靈魂焦點之一。 

 
水牛群像（1930）膏    555 x 250 cm     台北市中山堂典藏 

(2)國外著名景點—吳哥窟 

    吳哥窟位於柬埔寨西北部。原始的名字是 Vrah Vishnulok，意思為「毗濕奴的

神殿」。中國元代古籍《島夷志略》稱之為「桑香佛舍」。它是吳哥古跡中，保存得

最完好的的廟宇，以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廟宇。 

知名浮雕作品 

    吳哥窟主體建築共分三層，在第一層外四面的長廊，左右兩翼的牆上各刻有一

幅大型浮雕壁畫，合共八幅大型浮雕連同周圍的精緻雕像，為吳哥窟雕刻藝術的代

表，簡短敘述如下： 

攪拌乳海（Churning of the Ocean of Milk） 

    是吳哥窟最矚目的浮雕。畫面描述一個有名的印度教神話故事：話說乳海之下

藏有長生不老藥，起初神魔各自爭奪，但大家都失敗，後來保護神毗濕奴（Vishnu）

促成神魔訂下盟約，合力取藥。 

 
蘭卡之戰（Battle of Lanka） 描述著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中、

一場發生於今天斯里蘭卡的正邪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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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ukshetra 之戰（Battle of Kurukshetra）  描述印度另一部古代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中的一場兩表兄弟之間、發生於古時 Kurukshetra 省的戰事。 

 

蘇耶跋摩二世的軍隊（Army of King Suryavarman II）  

描述的是高棉人和敵人的戰爭，場面較之前的更現實，可見樹木和動物出現背景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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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華歷史介紹 

    萬華舊稱艋舺，其源自康熙 48 年(1709)由陳天章等五人申請設立之陳賴章墾

號，率領民眾至大佳臘(今之臺北市大同與萬華區一帶)荒地開墾。當年平埔凱達格

蘭族皆以獨木舟(Mankah)載運番薯等土產，至此地河畔與漢人交易，當時俗稱番薯

市街，後被稱臺北第一街(今貴陽街)。 

    日據民俗學者池田敏雄 (1916-1981)指出:「漢人便以『蟒葛』或『蟒甲』，來

表示番舟；以『艋舺』來代表番舟聚集之處以別之｣，因而日後逐漸稱呼此地為艋

舺；日據大正 9 年(1920)日人改稱萬華，係取其「萬年均能繁華」之意，同時也有

「萬德莊嚴、華嚴世界」的寓意。而萬華在先民披荊斬棘、胼手胝足的開發下，使

其發展成為與臺南安平、彰化鹿港並列清代臺灣三大城市之一，而有「一府二鹿三

艋舺」的美稱。 

    日據時期推行的「市區改正」，以至光復後於萬華地區推行的各項重要公共建

設，奠定了萬華地區都市發展的基礎，使得萬華地區的輕工業，如：印刷、玻璃等

工業蓬勃發展，零售業也相當興盛，使得萬華地區兼具多樣化的產業發展。 

 

(4)校外教學參觀注意事項 

行前準備 

＊記得攜帶輕便雨衣雨具、錢幣、電話卡、個人醫藥用品…等。 

＊隨身攜帶錢幣金額不宜過多，貴重物品請儘量少帶。  

事先分好組別，每組同學選派組長、副組長，當天負責管理組員並集體行動。 

行前須知 

＊當日準時到校，學生按組別集合點名整隊。  

參觀當下 

＊注意交通安全，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隨時檢視。  

＊每組同學集體行動不得脫隊，嚴禁單獨活動擅自離隊。 

＊各組長應掌握活動狀況，每次集合必須確實清點人數。發現人員離隊時，應立即

尋求老師或隨隊家長幫忙處理。 

行動約束 

＊出門在外，同學彼此要相互照顧，應注重團隊精神、遵守公共秩序、注意自身安

全、禁止在危險地方活動或做危險的遊戲及動作。  

＊禁止破壞物品，應維護校譽。 

行程結束 

＊結束活動返校前，應確實清點小組人數，全員到齊後，再行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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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過程 

八、教材使用方式: (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單元名稱 教學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雕
塑
萬
華
新
風
采 

一、萬

華風采 

120 分 學生能認

識萬華區

廟宇的浮

雕藝術，

並與國外

浮雕藝術

比較，嘗

試歸納出

個別的特

色。 

1、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1)以艋舺影片片段作為

課程開頭，試問學生對於

艋舺電影場景是否熟

悉？對於萬華街道、古蹟

是否認識?引導學生再次

關注「萬華」這個社區。 

 

2、發展活動: 

(1)教師先讓學生觀看萬

華廟宇的浮雕藝術(龍山

寺、清水嚴祖師廟)，讓學

生觀察廟宇浮雕的特徵

(例：主題、形狀、風格

等)。 

(2)教師用影片介紹國外

的浮雕藝術 (例：吳哥

窟)，同樣讓學生觀察浮雕

藝術的特徵(例：主題、形

狀、風格等)，最後兩者相

互比較。 

(3)將全班學生分組，教師

引導學生繪製「心智

圖」，引導學生比較、挖

掘國內外浮雕藝術的特

色、題材、手法等。 

(4)學生展示「心智圖」，

教師歸納學生所繪製的

「心智圖」，從中歸納出

國內外浮雕藝術的相關

特質。 

例如:創作主題、人物造

型...等 

 

兒童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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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活動:  

(1) 教師歸納出學生心智

圖的重點，請學生校外教

學時，應著重這些觀察重

點。 

(2) 提醒學生校外教學時

應準備好外出裝備。 

校外參觀行前準備：水、

素描本、手機、相機、緊

急救生箱等。 

 

二、萬

華任我

行 

40 分 學生能實

際走訪萬

華區廟

宇，去印

證課堂中

所學，並

仔細觀察

浮雕的細

膩之處。 

1、準備活動：  

(1) 老師說明校外參觀的

禮節及安全注意事項。 

2、發展活動: 

(1)帶領學生實地走訪萬

華廟宇建築：萬華龍山

寺、清水嚴祖師廟。並拍

照記錄，充實學生的設計

元素。 

(2)引導學生觀察廟宇建

築及浮雕設計，並思考創

作主題。 

觀察方向如下： 

＊雕刻: 寺廟雕刻作品可

分木雕與石雕兩種： 

木雕 

屬於木造建築結構中的

「小木作」，是裝飾功能

而非建築構件。 

石雕 

初期作品是以具有印度

風格的佛教圖案為主。隋

代以後具有象徵意味的

吉祥圖案才逐漸取代宗

教圖案。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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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活動:  

(1)學生發表校外教學的

所見所聞，並將其記錄在

學習單中。 

(2) 教師總結學生的發

言，並再次重點陳述廟宇

雕刻之特色。 

三、我

型我塑 

120 分 學生能實

際用捏塑

的手法來

模擬浮雕

藝術成

品，並衝

紛表達創

作理念與

作品展

示。 

1、引起動機:  

※記憶大考驗。 

遊戲規則： 

1.教師自製數張廟宇浮雕

牌卡，一堆註明浮雕名

稱，一堆標記相對應的廟

宇浮雕之圖片。 

2.將這些分成上下兩堆

(名稱放左邊、圖片放右

邊)排好後並蓋起來。 

3.學生先翻名稱那堆，翻

出來之後，要去翻相對應

的圖片那堆，一次只能翻

一次。 

4.翻對的同學，另有獎

勵，並指定其他學生翻

牌；翻錯的同學亦指定一

位同學翻牌。 

2、發展活動: 

(1) 介紹早期臺灣藝術家

--黃土水的作品「水牛群

像」等浮雕作品。 

(2) 學生認識「浮雕」藝

術後，教師設定教學情

境，例如: 

＊龍山寺需要重新

整修，需要浮雕設計

作品，你會設計怎樣

的主題? 

＊學校的花圃需要

一個浮雕公共藝術

學習單 

學生完成捏

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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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你會設計怎樣

的主題? 

學生依這兩個主題，分組

討論設計。 

(3)教師開始詳細說明創

作主題及手法—再生紙黏

土捏塑 

＊製作再生紙黏土 

步驟一：撕碎報紙 

步驟二：將碎報紙加入拌

果汁機中並混入水攪拌 

步驟三：將攪出來的素材

混入白膠，形成紙黏土 

＊利用再生紙黏土捏塑

作品 

步驟四：將紙黏土塑成形

狀黏在木板上，完成浮雕

的捏塑。 

(4)教師確認學生的草稿

之後，先請學生在木板上

打上輪廓，並開始讓學生

創作，並從旁指導。 

 

3、綜合活動:  

(1)學生個別展示作品並

分享創作理念及心得。 

(2)教師針對學生作品進

行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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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

采「新

聲」 

40 分 學生勇於

上台發表

創 作 心

得，並且

省思創作

過程的困

境 與 改

進，及對

萬華浮雕

新圖像的

期許 

1、引起動機: 

學習成果大觀園:教師將

各班的成果作品擺設

好，讓學生互相觀摩。 

 

2、發展活動: 

(1)老師請學生上臺發表

創作理念與創作心得。 

(2)老師發下 ”省思學習

單”，請學生安靜作答。 

(3)老師請學生針對學習

單內容，自由選擇單一題

目發表。 

 

3、綜合活動: 

愛的鼓勵 : 老師發下選

票，請學生票選自己心目

中的優美作品，選出「最

佳造型獎」、「色彩繽紛

獎」、「最佳創新獎」… 

 

學習單 

校園公共藝

術模型 

 

(四)教學評量:請見(三)教學過程表格的最後一欄—評量方式。 

(五)教學省思: 

過這次的教學，不僅可以從中知道學生對於萬華區的熟悉與否，也可以讓學

生嘗試觀察附近的建築裝飾藝術，學習發覺生活周遭處處都有美的存在。而教學

過程當中，仍須有改進及注意的地方，遂列點敘述如下： 

1.在課堂教學部分 

    在課堂上，學生對於課程反應熱烈，實乃好事，但仍需注意在統整學生所繪

製的心智圖時，除了要歸納學生們找出的特點之外，教師也要多額外說明學生們

所沒有注意的地方。另外，在進行記憶大考驗活動時，教師在學生翻出並配出正

確圖文卡時，教師可以請學生簡單介紹該圖的內容(例：什麼作品？創作素材？

作品含意？…等)，順便驗收學生的學習成果。 

2.在校外參訪部分 

    校外參訪時，看到學生對於各種廟宇浮雕作品，都能根據上一堂課所學，發

表其獨特的見解，可見前一節課的教學是有成效的。不過還是要注意學生在實地

驗證時，是否有確實記錄所觀察到的浮雕藝術，以免讓教學淪陷於玩樂。此外，

教師也要確實注意學生的行為是否有遵守規矩，避免製造不必要的麻煩給其他訪

客，以維護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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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實際創作部分 

    實際創作的部分，則要注意白膠及水分混入碎報紙時的比例，避免讓紙黏土

太過黏稠或是稀鬆，導致作品無法順利完成。而除了在學生創作之餘給予指導之

外，教師也要多注意，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發表自己的作品，建議可以利用引

導的方式，讓話說得不多的學生能夠充分表達他的創作理念。最後，教師要注意

學生的創意發想，不要以教師主觀印象引導學生創作，應以學生創意為主，鼓勵

學生提出新點子及對萬華及自己未來的期許。 

4.課程事先規畫部分 

    由於此教學為跨領域的合作所以事先和協同教學教師的討論與分工非常重

要。 

    這次的「雕塑萬華新風采」課程，可說是雙贏的課程，既能讓學生學習觀察

生活周遭的藝術，了解自己生活所在地的相關歷史文物，也能讓教師從中學到更

多有關國內外浮雕藝術創作的相關資訊。課程由自身所生活的環境，擴展到國外

的著名景點，最後讓學生動手自行創作，可謂充實。 

 

 (六)參考資料:  

台灣網路美術館    http://web.moc.gov.tw/tdg/ 

tw-teachartwiki  

https://tw-teachartwiki.wikispaces.com/%E6%B0%B4%E7%89%9B%E7%BE%A4%E5%

83%8F_%E9%BB%83%E5%9C%9F%E6%B0%B4 

微笑高棉—遊走東南亞 

http://seasia.go2c.info/view.php?doc=khAngkorWat 

台北市萬華區公所—歷史沿革 

http://www.whdo.taipei.gov.tw/ct.asp?xItem=24880&CtNode=3423&mp=124111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原來廟宇的裝飾也是藝術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yc.edu.tw/tcjh-journal103/jian-chi-zhe-yong-bu-fang

-qi-de-xin 

艋舺龍山寺      http://www.lungshan.org.tw/ 

【台北旅遊】艋舺場景清水巖祖師廟(廟口幫) 

http://drugs.pixnet.net/blog/post/30334375-%E3%80%90%E5%8F%B0%E5%8C%97

%E6%97%85%E9%81%8A%E3%80%91%E8%89%8B%E8%88%BA%E5%A0%B4%E6%9

9%AF%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

28%E5%BB%9F%E5%8F%A3%E5%B9%AB%29- 

雕刻  http://www.aerc.nhcue.edu.tw/4-0/temple/1-32.htm 

建築石雕小故事 

http://www.mdnkids.com/book_stone/1.shtml 

http://web.moc.gov.tw/tdg/
https://tw-teachartwiki.wikispaces.com/%E6%B0%B4%E7%89%9B%E7%BE%A4%E5%83%8F_%E9%BB%83%E5%9C%9F%E6%B0%B4
https://tw-teachartwiki.wikispaces.com/%E6%B0%B4%E7%89%9B%E7%BE%A4%E5%83%8F_%E9%BB%83%E5%9C%9F%E6%B0%B4
http://seasia.go2c.info/view.php?doc=khAngkorWat
http://www.whdo.taipei.gov.tw/ct.asp?xItem=24880&CtNode=3423&mp=1241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yc.edu.tw/tcjh-journal103/jian-chi-zhe-yong-bu-fang-qi-de-xin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yc.edu.tw/tcjh-journal103/jian-chi-zhe-yong-bu-fang-qi-de-xin
http://www.lungshan.org.tw/
http://drugs.pixnet.net/blog/post/30334375-%E3%80%90%E5%8F%B0%E5%8C%97%E6%97%85%E9%81%8A%E3%80%91%E8%89%8B%E8%88%BA%E5%A0%B4%E6%99%AF%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28%E5%BB%9F%E5%8F%A3%E5%B9%AB%29-
http://drugs.pixnet.net/blog/post/30334375-%E3%80%90%E5%8F%B0%E5%8C%97%E6%97%85%E9%81%8A%E3%80%91%E8%89%8B%E8%88%BA%E5%A0%B4%E6%99%AF%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28%E5%BB%9F%E5%8F%A3%E5%B9%AB%29-
http://drugs.pixnet.net/blog/post/30334375-%E3%80%90%E5%8F%B0%E5%8C%97%E6%97%85%E9%81%8A%E3%80%91%E8%89%8B%E8%88%BA%E5%A0%B4%E6%99%AF%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28%E5%BB%9F%E5%8F%A3%E5%B9%AB%29-
http://drugs.pixnet.net/blog/post/30334375-%E3%80%90%E5%8F%B0%E5%8C%97%E6%97%85%E9%81%8A%E3%80%91%E8%89%8B%E8%88%BA%E5%A0%B4%E6%99%AF%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28%E5%BB%9F%E5%8F%A3%E5%B9%AB%29-
http://www.aerc.nhcue.edu.tw/4-0/temple/1-32.htm
http://www.mdnkids.com/book_stone/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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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學生將報紙撕碎，作為紙黏土的素材。 

 

教師協助學生使用攪拌果汁機，將報紙加

水後開始攪拌。 

 

學生完成攪拌，初步形成紙黏土。 

 

教師示範將初步形成的紙黏土混入白

膠，最終完成環保紙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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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向學生說明在木板上打輪廓。 

 

學生開始使用自製環保紙黏土。 

 

學生正式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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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觀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發現 (可以用文字或圖畫紀錄喔!): 

參觀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發現(可以用文字或圖畫紀錄喔!):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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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設計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的理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設計圖: 

 

 

 

 

 

 

 

 

 

 

設計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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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朋友，你在構思設計理念時遇到了什麼問題呢?如何解決? 

 

 

＊小朋友，你在製作過程中有遇到了什麼問題呢?如何解決? 

 

 

＊如果還能再次設計浮雕，我會如何做: 

 

 

＊這次捏塑創作歷程讓我印象最深或收穫最多的事是: 

 

 

給整個活動塗個笑臉吧!(愈喜歡愈多笑臉喔!) 



 
設計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