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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たびは、「スタジオ’ S ( スタジオエス )」に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

　筑波大学芸術系と弊社関彰商事との芸術活動支援事業「スタジオ’ S with T」は、

「CONNECT(コネクト )-関 (かかわる )・繋 (つながる )・波 (はきゅうする )-」
をコンセプトに、個人（学生）、企業、大学、地域が繋がり、波及的に広がってい

くと言う願いを込め、昨年 5 月より活動をスタート致しました。

　この活動は、茨城県文化振興条例に則り弊社が筑波大学芸術系の学生の活動の場

として「スタジオ’ S」を提供し、企業・大学・地域が連携し筑波大学生の芸術活動

を支援しながら運営しております。

　今後も関彰商事は、筑波大学とともに、学生が社会 ( 地域 ) に触れながら学び、

才能ある若者の制作活動等を支援して参ります。

代表取締役社長

芸術活動支援事業「スタジオ’ S with T」

＜ロゴマークについて＞

　　　　　　　　　　　ロゴマーク文字を支える筑波大学の「T」と関彰商事の「S」は

　　　　　　　　　　１本の線で繋がり、互いの関係性を表しています。

＜活動の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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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関彰商事スタジオ’S 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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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大樓 實習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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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書畫藝術學系長期與大東文化大學、筑波大學締結友好交流，除近年

來大東文化大學河野隆教授客座指導、仏山輝美教授蒞臨指導外，更有日

本書道藝術協會、膠彩畫會在臺展覽交流。

藉海外研修課程，予學生深度實地體會藝術文化在地發展與多元文化

交流變遷的影響，並認識日本繪畫材料之表現與文化創意產業的互動關

係，進一步思考應用藝術創作、文創商品之競合關聯，激發更多創作表現

的可能。

本次展覽交流，歷時三個月行前安排，督促參與學子研究考察日本文

化、藝術、歷史背景與亞洲藝術脈絡。以「展覽 x 美術館 x 文創」為行程

主軸，特別於筑波大學舉辦兩校作品展會，經由交流展覽，兩校間學生的

對話、研究討論，借鏡其藝術教育、研究精神與發展理念，反思如何使藝

術發揮最大的價值，並能積極走入生活，落實美感展現，提升對社會藝術

文化薰陶培養之正向價值。

主辦本次交流研習活動，進一步相互激勵藝術發展的可能，加深日本

與我方在藝術面的和諧與緊密關係，更促成本次筑波大學關係企業企劃

展，實為相互學習、成長的寶貴經驗。

東日本美術行旅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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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與目的

海外研修課程規劃為本校教學特色之一，鼓勵師生走出校園實地與國際接軌為計畫標的，故

本年度延續辦理赴海外研習、研究、考察等境外研習課程。本系與國際學校或文化單位交流次數

逐年頻繁，除了發展與推廣臺灣藝術特色和精神外，對於國際藝術事，例如藝術史最新發掘或當

代創新藝術之動向皆是關注的對象。自 2012 年以來，海外研修課程曾遠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大

東文化大學 ; 2013 年赴中國上海博物館、登黃山 ; 2014 年赴中國天津美術學院、北京故宮博物館 ; 

2015 年赴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進行海外教學計畫； 2016 年規劃絲路石窟藝術紀行 (新

疆 - 西安 )，進一步對石窟壁畫之造形、色彩、歷史等深入研究學習。

同時，自 2004 至 2016 年之間與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姊妹校方於本系進行書

畫藝術課程產學合作計畫，對於國際藝術教育之交流發展不遺餘力成效顯著。校外研習交流帶領

學生踏出校園圍牆實踐豐富教學內容，引領學生境外研習，使學生能與各國學子分享交流所學並

學習主動認識迎接挑戰。將原本被動的吸收學習轉向主動蒐集資料、整理預將研究的對象，並於

抵達現場時進行參照對比與目擊記錄。有異於被動式學習與想像式理解，這是一種從對研究對象

的資料掌握到自我發現問題，進而實際尋求解答的自發性學習。讓學生親身真實地接觸不同文化

環境或探索古代美術內容。除了讓學生產生對於臺灣藝術的自信，並深入思考未來的發展，以達

成美術學院訂定的「培養學生開闊的國際視野與人生觀」之自我定位。

二、計畫籌備情形

(一 )辦理單位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 國立筑波大學藝術系   
   University of Tsukuba Art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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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課程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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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務編組
任務編組 姓名 備註

1 上野東京都美術館：波士頓至寶特展
吳奇軒 除行前資料蒐集，亦須包含

到場參觀實記林子超

2 上野東京都美術館：杉戶洋展
吳岱錦 * 二人一組，行前資料考察及

行程中記實，編列成冊李宛真

3 上野森之美術館
李依恬

林佳諭

4 太田紀念美術館：月岡芳年．月百姿特展

劉正發

張彩杏

陳正治

5 山種美術館：上村松園 ―美人画の精華
林碧麗

吳肅珂

6 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 ( 文創商品考察 )
簡廷宇

楊子逸
陳柔岑

7 筑波大學 ( 展覽實記 )
周明翰

趙基任
李羿慧

8 輕井澤現代美術館
毛子芸

姚淑芳

9 那須•相田光男 (ホテルサンバレー那須 )
賀琛博

書法
劉美玲

10 那須•藤城清治美術館
鍾享諭

李宜芮

11 那須•錯視藝術體驗館
陳曉勲

郭懿嫺

12 輕井澤千住博美術館
呂瑞香

廖燕秋

13 日光東照宮
林秋香

自然 \ 人文景觀
羅筱娟

14 白絲瀑布
張峰銘

自然景觀
廖大華

15 鬼押出園
周謝佳錦

自然景觀
林欣緯

16 鬼怒川．龍王峽
李昱瑩

自然景觀
林育正

* 海外研修歸國心得 全體參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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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實

海外研修課程規劃為本校教學特色之一，鼓勵師生走出校園實地與國際接軌為計畫標的，故

本年度延續辦理赴海外研習、研究、考察等境外研習課程。本系與國際學校或文化單位交流次數

( 一 ) 參加對象及人數、國家數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書畫藝術學系

專任副教授
劉素真

計畫主持人暨海外研修任課教師

(碩士班、博士班、在職碩士班 )

參與人員

楊子逸、林佳諭、鍾享諭、李宜芮、

周明翰、吳岱錦、林欣緯、陳柔岑、

簡廷宇、李羿慧、劉美玲、李宛真、

林子超、陳曉勳、郭懿嫻、趙基任、

周謝佳錦、李依恬、張維元、吳奇軒、

賀琛博、羅筱娟、林碧麗、吳肅珂、

林秋香、呂瑞香、張峰銘、廖大華、

廖燕秋、李昱瑩。

( 二 ) 國際課程內容及課程表

1. 東與西、古與今藝術家作品面對面：

上野東京都美術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至寶特展」，比較古典東方的埃及雕塑藝術、中國宋

代繪畫與日本美術傑作，如：喜多川歌麿、蕭白、英一蝶等，到西方 20 世紀後現代美術的梵谷，

及其後近現代藝術脈絡發展。浮世繪經典名作賞析，參訪各大美術館，如：山種美術館 50 周年特

別展「上村松園 ―美人画の精華」；輕井澤現代美術館，認識 20 世紀以來活躍於海內外藝術家，

從藤田嗣治、草間彌生到奈良美智等日本藝術家，了解如何以自身文化經驗融會西潮觀念思想。

藉以觀察東、西洋藝術風貌古今不同表現面向與發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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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都美術館：波士頓至寶特展        
比較古典東方埃塑藝術、中國宋代繪畫與日本美術傑作，如：喜多川歌麿、蕭白、英一蝶等，

同時也展出西方 20 世紀後現代美術梵谷，及其後近現代藝術脈絡發展。

 杉戶洋展

樹木、房子、窗簾等單純的意象搭配上幾何圖形。

纖細又充滿節奏感的色彩律動。來往於抽象與具象之間

的杉戶洋 (1970-)，其作品不斷擄獲了國內外的眾多觀者。

本次為杉戶洋首次於東京的美術館舉辦個展。在由具有

前川國男建築獨特質感的牆壁與地板所構成、位於地下

的寬敞挑高的畫廊空間裡，敬請期待在此處與杉戶洋的

最新作品相遇。

 藤城清治美術館                                    

藤城清治 (Seiji Fujishiro 1924) 年出生於日本東京，他用剪刀或刀片把透光玻璃紙剪成各種形狀，拼貼

成不同題材的畫作，透過燈光的照射，呈現出驚人的剪影效果。通過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充滿童真的、

天馬行空般的奇幻世界。

     

時 30 分～ 19 時 30 分（ご入館は 18 時 30 分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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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視藝術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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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美術館與環境融合的借景美學：

親臨千住博美術館，體會前衛建築空間與輕井澤的自然景觀相合的視覺美學；開放式的大片落地窗，

光線灑落結合藝術家千住博的作品，使觀者能感受一種全新的美學體驗、勇氣與生命的氣息，再思考、發

現獨一無二的自己。並體驗藤城清治美術館「光與影」迷幻世界「借景」手法創作上的表現形式。日本獨

特的環境融合精緻美學，提出對環境、觀者、創作三者關係的思考與哲學啟發。

 井沢現代美術館展出「海を渡った画家たち」

出展作家 靉嘔、イサムノグチ、猪熊弦一郎、今井俊満、草間彌生、佐藤敬、白髪一雄、関根伸夫、

田淵安一、堂本尚郎、奈良美智、藤田嗣治、松谷武判、村上隆、ロッカクアヤコ 

親臨千住博美術館，體會前衛建築空間與輕井澤的自然景觀相合的視覺美學；開放式的大片落地窗，

和煦溫柔光線灑落，結合藝術家千住博的知性，使觀者感受全新的美學、勇氣與生命的氣息，再思考、發

現獨一無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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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寫生體驗異國的自然、人文景觀：

走訪日光東照宮認識日本文化歷史發展；東照宮是德川家康的家靈廟之一，其華麗的建築以白色、黑

色與金色搭配營造富麗堂皇的效果。鬼押出園觀賞火山劇烈爆發所形成遍地石獅子岩及親子岩等天然岩石

藝術景觀，如今被列為世界 3 大奇景之一。並安排白糸の滝、龍王峽瀑布之山川寫生景點。觀察龍王峽三

種色彩的峽谷地理景觀與白絲瀑布地下伏流的特殊景象

白絲瀑布

鬼押出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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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東照宮

 

龍王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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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藝術原創到文創商品的進程考察：

實地參訪筑波大學與東京藝術大學「藝大アートプラザ」館，深度了解日本文化創意產業原創價值，

觀察教職員、學生創作思考的開展進一步學習其作品展示、販賣等文創發展模式；借鏡其藝術教育、研究

成果商品化的企劃與發展方式，反思如何使藝術發揮最大的價值，並能積極走入生活，落實美感展現，提

升對社會藝術文化薰陶培養之正向價值。

5.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丶筑波大學參訪與作品展覽：

參訪國立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筑波大學美術館。其中於大學美術館探索了解日本明治時代工藝

美術在漆工、金工、彫刻等多彩作品魅力，深入分析早期工藝品至今影響的各種面向。

  

特別在筑波大學參訪行程中，舉辦為期一周的交流展覽，於 8 月 28 日至 9 月 5 日展出，並於訪問當

日進行交流活動。除了提升學生展覽實務策劃能力與國際展出經驗，同時拓展多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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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畫材料

 

     

金開堂、得応軒、華陽堂、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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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

(一 )量化指標 

1. 增加本系國際交流經驗與視野

赴海外進行國際教學觀摩與學習，計有：

參觀美術館

及研究機構

藤城清治美術館、輕井澤千住博美術館、輕井澤現代美術館、山

種美術館、上野東京都美術館、大學美術館、錯視藝術體驗館、

相田光男美術館。

8 館

學術單位 筑波大學、東京藝術大學。 2 校

寫生地點 下鄉町、白絲瀑布、鬼押出園、鬼怒川龍王峽、塔之岪。 5 處

地理景觀 鬼押出園火成岩地質、白絲瀑布地下伏流、龍王峽谷景觀。 3 處

書畫材料 金開堂、得應軒、華陽堂 ( 岩繪具 )、喜屋 ( 筆 )。 4 間

2. 返國舉辦創作展覽

完成行程返國後，以各種不同表現形式創作作品一件，並於美術大樓舉行展覽一週。

3. 印製圖文成果專輯

每位學員返國後繳交一份心得報告，並經由老師與同學票選較優秀文章與寫生創作作品

刊印於《大觀書畫》記錄可貴的學習經歷，擴大宣傳與共享國際視野教學成果。

4. 寫生課程時數：

  

地點：塔之岪　　時間：2 小時 地點：下鄉町　　時間：2 小時 

    

地點：龍王峽　　時間：2 小時 地點：白絲瀑布　　時間：2 小時  

地點：鬼押出園　　時間：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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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質化指標

1. 國際交流參訪，增進筑波大學、東京藝術大學與本校鏈結。

2. 考察借鏡筑波大學、東京藝術大學及美術館文創產業發展。

3. 學習歷程：東洋繪畫材料學、藝術學及日本美術文化學習。

4. 創作成果：作品的多元面貌呈現，延伸在日第二展覽機會。

 

台湾芸術大学書画芸術系の学生ならびに同大学と筑波大学

芸術の交流協定による台日留学生の作品展

展期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三）～ 10 月 24 日（二）

展場
茨城県つくば市二の宮 1－ 23－ 6 ( 関彰商事株式会社 

つくば本社　敷地隣接 )

主辦
關彰商事株式會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筑波大學藝術系

協辦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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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修心得分享

當我們對於眼前觀看得一切感到麻木的時候，創作的眼睛就會關上。對於許多人而言，臺灣的風景大

概說不上是美的，或者必須極力的尋找才能夠有所發現，在石川欽一郎眼中的台北卻是如此的多彩與可人。

石川眼中的台北或許跟我們眼中的日本有所相似之處吧。

我們所期待青年學習者的，與其說是巧妙地完成的作品， 不如說更希望是努力研究而有些困惑的作品。

石川欽一郎認為藝術的創作不應該是僅僅技巧上的熟練，而是對於未知的好奇，他認為，臺灣富有南

國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日本島內所缺乏的，但是生長在台灣的我們，卻似乎更嚮往著北國的風情。龍王峽，

鬼怒川，碧綠的水泉與白黃色的岩壁相應生輝，水聲潺潺令人想起了奧萬大的景致，臺灣其實不乏珍貴驚

豔的自然景觀，缺少的似乎真的只是願意停下的眼睛與探索的童心。

在筑波大學時我感受到的是對於藝術創作本身滿滿的熱愛與熱忱，那是一種對於創作這件事的信仰，

同時也是一個生活的態度，「各種組合展現出來的樣貌是非常有趣的」大學院生佐藤小姐這樣跟我說，我

也的確的發現自己在創作中，總是眼高手低，卻忘記了實驗或嘗試的過程產生的美好體驗。

從海外研修出發前的行前安排與工作分配，到回來之後的展出成果分享，除了必須感謝劉老師的用心

安排之外，更要謝謝同學們之間的互相協助與配合，才能讓這次的研修活動，從頭到尾，都有著圓滿的結果。

林育正　撰

抵達日本就先前往日本筑波大學參觀，在眾展廳間與筑波大學的師生交流，筑波大的校園很大到處都

有美麗的植物可以寫生，日本的季節很分明，植物的顏色很多變，到了當地之後才更能體會為什麼膠彩畫

的顏色可以這麼豐富，因為他們所見如此。

在這五天的行程中參觀了許多的美術館，如相田美術館、山種美術館等…，第一個抵達的美術館是那

須錯視體驗館，在裡面體會到了眼見不一定為憑，大腦與視知覺其實很容易被欺騙，體驗了各種錯視及障

眼法覺得十分有趣。

其中千住博美術館及藤誠清治美術館最讓我驚豔，千住博老師作品的氣氛處理很好，親眼看見作品真

的很興奮，不僅被畫幅的尺寸震撼到，也能夠看見許多畫冊無法呈現的細節；藤誠清治先生的作品是剪紙

與光影的藝術，前期的作品是以黑白呈現，那精緻的造型也是讓我甘拜下風，後期則開始出現各種絢爛的

色彩，其中光影與投射之間的距離表現出的模糊地帶十分自然，讓我不禁想起水墨氣韻難得可貴的地方也

是在於這種虛實之間。

除了美術館也拜訪了如大內宿、塔のへつり、東照宮、白絲瀑布等景點，在塔のへつり和鬼押出園看

見了不同的地質型態，參觀日光東照宮時可以看得出日本人對於文化遺產保存的嚴謹態度，在東照宮的入

口有一條小徑，兩旁的樹非常高聳，日本雖然很乾但也很常起霧，霧濛濛的景象美不勝收，回國就將這場

景與印象畫下來作為成果展的作品，此趟海外研修之旅不僅在美景的眼界開闊、繪畫的經驗與技法亦是身

心靈的成長都有十分的收穫。

郭懿嫺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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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海外研修行程豐富而充實，以下將分為參訪學校、美術館實地走訪學習、遊覽風景勝地一一簡

要說明：

（一）、參訪學校

此次研修旅行參訪了筑波大學與東京藝術大學，除了參觀其校園環境以及與兩校師生交流以外，在行

前也與筑波大學合辦了一場展覽（圖一）（圖二），展出內容包含繪畫、書篆等領域的創作；在對談、交

流的過程中，兩校學生各自分享理念與提出相

關問題，是一場輕鬆愜意卻飽含質量的合作經

驗。而參訪東京藝術大學時碰巧遇見東京藝術

大學的「藝術祭」，校園中隨處可見各藝術領

域的作品以及相關活動，也參觀了在學學生的

展覽與傑出校友們的展覽，在看展的同時總是

會和自己本身做連結，反思在不同文化下的創

作是以何種樣態表現，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點有哪些是自己不足可以再努力的？抑或是自

身有哪些優勢？這些思考過程是我在參訪兩所

日本大學時所獲得最多的相關經驗，或許有些

不足不是現階段所能馬上補足的，但這些省思

過程對於自己未來的創作是個很好的開端。

（二）、美術館實地走訪

由於整個研修行程安排很多美術館，在

此僅簡述錯視體驗館與山種美術館；關於錯視

體驗館，利用各種錯視原理設計了許多的圖像

和景觀，除了可以親身體驗以外，在旁也有工

作人員詳細說明，在參與拍照的過程中亦可以

發揮各種創意，拍攝出趣味感十足的相片（圖

四）。

在山種美術館展出了相當多十分經典的日

本畫，其中，能親眼見到上村松園的作品是一

件很幸運的事，能夠親臨現場看見她在畫面經

營上的堅持令我十分感動，更對於她的繪畫技

法有滿滿的敬佩。

（三）、風景勝地

此行除了參訪大學及美術館以外，也安排了很多美麗的風景勝地，體驗不同文化的薰染、在大自然的

環抱中徹底讓自己進行一場充電之旅，放寬心讓自己吸收不同文化資訊、看不同的風景��雖只有短短五天

的旅程，但旅行確實會讓人把眼界放更寬一些、看待事物更加柔軟些，很感激能有這次的研修課程，於我

而言是特殊且深具成長意味的一趟旅行。

陳曉勲　撰

（圖一）筑波大學聯展之展場實景

  

( 圖二 ) 與劉素真教授合照紀念     （圖三）東京藝術大學藝術祭

（圖四）錯視體驗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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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欣喜能夠有機會能參加此次的研習參訪；隨著地球村的概念，各個國家之間的學術交流越來越盛

行，年輕學子在此氛圍下皆能依據自己的趣向選擇出國交換學習或短期研習交流，此次適逢劉素貞教授舉

辦日本筑波大學的藝術交流與東京藝術大學參訪和精選數個美術館及自然風景的參觀。此次參訪心得如下：

一、筑波大學與東京大學

兩所日本著名的藝術大學，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情；筑波大學就想被森林環抱一般，處處可見不

同的樹木與植栽，校園內充滿的芬多精及清爽的微風，讓藝術創作在大自然的環顧下能有不同的感受；東

京大學身處比較市區的位置，周圍的綠色樹木雖多但不像筑波大學被環抱一樣，參訪時適逢東京大學的藝

術祭，卻也能看出雖然校園不是非常廣闊，但學生彼此間非常熱情，好像我們台藝大一樣。

二、美術館參觀

五天四夜的行程確實有點趕，因為每間美術館實在都讓人流連忘返，雖然在出國前劉教授對各美術館

都有約略解說，但是在現場的感受卻還是非常震撼，藤城清治美術館的光影視覺效果震撼著我的眼球、相

田美術館中平易近人的作品讓我低語呢喃、千住博美術館的優雅令我彷彿置身山林、山種美術館的美人圖

真的會讓人目不轉睛、錯視藝術體驗館就像回到小時候玩的不亦樂乎、…等，這五天的行程絕對值回票價。

三、自然風景盡收眼底

美術館的人為藝術搭配大自然的景觀欣賞真是絕配；「大內宿」日式街道讓我彷彿置身在江戶時代，

厚重的屋頂、高聳的廣播鐵塔、清澈的溪流；「白絲瀑布」與台灣的十分瀑布相較之下多了一分寧靜與淨逸，

能輕易放鬆身心；「塔之林」特殊的河蝕地形經過常年的風化作用形成柱狀型態，非常壯觀；「日光東照宮」

裡的龍鳴，真是令我大開耳界；「鬼押出園」的熔岩怪時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各式奇形怪狀的樣態，果然

奇觀…等等，真的是視覺饗宴。

結語

這次的日本參訪一位難求，還好我們是書畫專業優先考慮的名單，否則就要錯過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

會；除了吸收當前日本繪畫的精華更欣賞到過往的藝術精湛工藝；再加上自然景觀的視覺衝擊，真的是一

次文化的深度旅遊；感謝學校與劉教授能提供此次研習活動，也勉勵自己充電完備，再次出發創作。

張峰銘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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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碩書畫　劉美玲　〈洗心〉

28

日碩書畫　賀琛博　〈行書小品〉

2017 海外研修成果特輯   海外研修交流展作品



29
日碩書畫　林子超　〈一縷〉

日碩書畫　吳奇軒　〈相遇〉



30

日碩書畫　楊子逸　〈詠懷〉 職碩書畫　吳肅珂　〈日本輕井澤風景〉



31
日碩造形　趙基任　〈凝〉

日碩書畫　陳曉勳　〈空氣中的水氣帶我散步〉



32
職碩書畫　廖大華　〈遊鬼押出、塔之林詩各乙首〉日碩造形　陳柔岑　〈忘憂〉



33

職碩書畫　毛子芸　〈銘〉

職碩書畫　羅筱娟　〈生機〉



34

日碩書畫　李宛真　〈佇足〉 日碩書畫　李羿慧　〈純淨〉



35

日碩書畫　陳正治　〈寬永寺雪霽〉 職碩書畫　呂瑞香　〈鬼押出園意象〉



36

日碩書畫　李宜芮　〈初見大內宿之所念〉 職碩書畫　張彩杏　〈詩情畫意〉



37
職碩造形　李昱瑩　〈我們不要傷心了〉

職碩書畫　姚淑芳　〈探幽〉



38

職碩書畫　廖燕秋　〈瀑〉

職碩書畫　林碧麗　〈鬼押出の龍膽〉



39
日碩書畫　簡廷宇　〈草原‧夜〉

日碩造形　李依恬　〈無題〉



40

職碩書畫　劉正發　〈饞〉 日碩書畫　郭懿嫺　〈流年〉



41
職碩書畫　張峰銘　〈淨心〉

日碩書畫　林佳諭　〈歌〉



42

日碩書畫　林欣緯　〈六本木〉

日碩書畫　周明翰　〈翠綠〉



43

日碩書畫　鍾享諭　〈渺淼〉職碩書畫  林秋香  〈日光神橋〉



44

日碩書畫　吳岱錦　〈1783天明 3年〉

日博士班　張維元　〈夜色茫茫〉



45

日碩造形　周謝佳錦　〈ㄍㄐㄌ〉

日碩造形　林育正　〈雨に濡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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