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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的手感，一種真君子 

春天的琉璃藝術之旅──
埃貝爾托夫特、康寧玻璃博物館特展介紹

琉璃藝術家 安‧沃爾夫Ann Wolff獲歐洲文化獎肯定

「上升Ascent」，中式烈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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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姍的母親，在二月八日下午四點二十分左右離世，享年九十二歲。

惠姍與母親的關係極其親愛，常常覺得不是孝順二字所能形容。甚至，惠姍生命中，

遭遇不易承受之痛，惠姍之所以能走過，是因為心痛母親，不忍母親見到自己哀慟。

然而，惠姍母親，據惠姍形容：一個廣東台山望族的千金大小姐，卻是一位生活單純

到如孩子的女子。她的一生，不外丈夫，子女，除此全然無它。

惠姍形容：在近六十年前，母親在美國遇見父親，兩人皆是跳舞高手，惠姍形容，母

親和父親，在六十歲時候，跳起舞來，仍然讓子女們艷羨之極。一舞之後，三個月，

惠姍父母成婚。

從此，母親生活只有丈夫，不再有其它。這「沒有其它」：是非常非常地沒有其它，

感覺上，她就跟著丈夫，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 

惠姍母親對父親之依賴，和母親之生活之封閉，是子女常常當笑話的；包括我自己親

眼所見的：惠姍母親一上車，車子一開動三分鐘，她立即睡著，車在敦化南路，母親

突然朦朧醒來，看見路樹，就問：這是仁愛路幾段？（她只知道仁愛路上有路樹）惠

姍父親沒有好氣地答道：仁愛路十七段！惠姍母親只說：喔。仍即睡去。

然而，六年前，惠姍父親離世，從此，惠姍母親幾乎過著一種等待的生活，她沒有意願出門，也從未在她口中提及和父親相關的任何

事，甚至，印象裡，她沒有再正視過在客廳顯眼的一張父親的照片。

大部分時間，只是靜靜地唸著什麼？惠姍有時好奇地問：媽咪，妳在唸什麼？惠姍母親只是笑笑地說：沒有什麼。

在母親離開的前一夜，躺在加護病床上，仍然口中唸唸有辭，惠姍俯身在母親胸前問：在唸什麼？母親第一次清楚地說：一路平安，一

路發，身體健康，事業順利。這是連我都熟悉的話，因為，每當我和惠姍出門，惠姍母親都用廣東話說給子女的祝福。而惠姍的母親是

每一天每一夜都如此地唸著，一直唸到臨終。

在近一兩年，惠姍母親開始連家門都不出。每天甚至只吃一模一樣的食物，她甚至三餐吃著一樣的食物。每天夜裡，她在床邊的小桌

前，兀自坐著，偶而，惠姍經過，總覺她聚精會神地作著什麼。惠姍在母親往生之後，整理母親的抽屜，發現母親留下的東西裡，有些

謎樣的剪報，精確地說：是每天報紙的日期。一份報紙的橫列日期，大小是高一公分，寬六公分，這樣的日期的剪報，整齊地剪出每個

角度都幾乎是直角，然後一天一天依照日期排列，然後大小如一，角對角地一疊一疊地用夾子夾起。

幾年幾無任何一日遺漏。

她心裡想些什麼？已經無法追問，即使今天她仍健在，我猜她仍然是笑笑地說：沒有什麼。

不論，她想什麼；或者我們想什麼，她都不用再剪下日子了。

惠姍母親已經和惠姍父親跳舞去了。

惠姍的母親  

親愛的心賞卡貴賓您好，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陰霾的天空，氣溫陡降，知道我要去探班的伙伴說：山上交通不方便，請幫忙帶飲料哦！  

這樣的天氣，想當然爾，要帶熱騰騰的飲料才貼心；但伙伴特別提醒，「要冰的！」  

滿腹狐疑，抱著二十杯五百c.c.的飲料，在伙伴的帶領下進入佛陀紀念館本館內的「普陀洛伽山觀音殿」，偌大的殿堂，因數項工程

同時施工而粉塵滿天，白濛濛的塵霧中勉強辦識出居中一尊巨大的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十數位伙伴散落圍繞，或前或後，或左或右，

或上或下，紮著頭巾，蒙著N95口罩，身上覆蓋著厚厚的粉塵，他們專注的工作，彷彿也如雕像一般。

帶領的伙伴善意的遞上口罩，一戴上，呼吸立刻侷促起來，繞著大殿走一圈，連外套也脫了拿在手上，殿外的濕冷與殿內的乾燥燠

熱，宛如隔世。在這極端困難的工作環境，身旁伙伴們個個汗流浹背, ，頭巾衣服從來沒有乾過。心想這群以資深伙伴為主的工作團

隊，是怎樣的力量讓他／她們願意跟著楊惠姍小姐，努力堅持，專注專心地向目標前進。

「他／她們這樣不眠不休，已經兩個禮拜了……」，伙伴不捨地但態度堅定地說道，「再十天，佛陀紀念館就要開幕，無論如何都得

完成。」從都市叢林進到人間佛國，看著楊惠姍小姐所帶領的這群金剛弟子，我想起一九九九年，敦煌展在台灣展出，中國敦煌研究

院樊錦詩院長的一句話，她說：「楊惠姍，你是莫高四百九十三窟。」

十年後楊惠姍小姐發願要為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重塑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回想當初，凡與聞者，或引領觀望，更有託辭說項，洋洋

灑灑，總計列舉二十二大「不可能」，派天下第一好膽的伙伴， 呈遞請願，希望她打消念頭。這二十二大「不可能」，白紙黑字，

現在還躺在楊惠姍小姐的抽屜內。

我想起《離騷》中所述：「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對於所相信堅持的事，全力以赴，九死無悔，即便百千萬劫，亦勇

往直前。堅持是一種選擇，放棄也是一種選擇，楊惠姍小姐與琉璃工房的工作團隊伙伴用實際行動做了選擇，也證明了「相信就會看

得見」！

拿破崙說：我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三個字；原來楊惠姍小姐，也有一本「沒有不可能」的字典。

今我來思　

台灣區總經理

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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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貝爾托夫特玻璃博物館新展

威尼斯：琉璃‧三人視覺
Venice 3 Visions in Glass

曾經一度風靡紐約、

巴黎的一場題為「威

尼斯‧琉璃：三人視

覺 V e n i c e .  3 

V i s i o n s  i n 

Glass」的展覽現在

移師丹麥埃貝爾托夫

特玻璃博物館。

Cristiano Bianchin作品：

Blue Monochrome (Hommage to Yves 

Klein) , 1998, 16,5 x 48,6 x 70,8 cm

這次三位藝術家題為「威尼斯‧琉璃：三人視覺」的聯展非同尋常，不

僅因為他們與眾不同的風格，同樣也源於他們對傳統的突破。他們沿襲

在慕拉諾工作室的創作精神，同時站在國際的視野，不斷從造型、美

學、技術上進行探索和反思。

正如珍妮特‧考普勞斯（Janet Koplos）在展覽的展冊中所寫：「三

位藝術家的創作各有其超越常規之處：蘿拉是琉璃這個男性領域裡少見

的女性藝術家；洋一是生活在義大利的日本人；克里斯蒂亞諾把兩種對

立的材質相結合。他們突破傳統的方式是很少慕拉諾的工藝師會去做、

甚至想到去做的。」

整個展覽展出當今琉璃藝術界的三位傑出當代藝術家近10年來的91件

作品，表現出與慕拉諾工作室的傳統技巧高度融合的成就。三位藝術家

的作品已在很多國際私人與公共機構展出，得到無數的榮譽。

Cristiano Bianchin作品：

Urna, Raccoglitore di Pensiero (Urn, 

Thought Collection) , 2005-2006, 

62,23 x 20 x 20 cm

文字整理／四海

本次展出的作品來自三位廣受好評的玻璃藝術家們的傑出創作。

他們是克里斯蒂亞諾‧比安基（Cristiano Bianchin）、大平洋

一（Yoich i Oh i ra）、蘿拉‧德‧桑迪亞娜（Laura de 

Santillana）。他們三位都生活在義大利威尼斯，並在那個充滿

傳奇色彩的玻璃之島—慕拉諾Murano工作。在那裡他們得以盡

情地詮釋並創新傳統玻璃的創作，此展覽將對大眾持續開放至

2012年4月。

威尼斯，特別是它的慕拉諾島，是一個彙集了最龐大的傳統玻璃

藝術製作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義大利的玻璃工藝師們保留下

大量涉及高難度玻璃技法的知識和秘密，而正是這些獨門秘笈造

就了舉世聞名的威尼斯玻璃藝術的風範。

克里斯蒂亞諾‧比安基 Cristiano Bianchin

克里斯蒂亞諾‧比安基1963年出生於威尼斯，1987年畢業於威尼斯美術

學院，1992年完成第一件琉璃作品。他最初的靈感源自非洲和美洲本土文

化。在最近的玻璃壺系列中，他嘗試把手工吹製的玻璃和編織物的「麻」材

質融合在一個物品中，呈現優雅氣質，而又極具觀念意識。同時他也用編織

的麻創作巨型牆面，以及用木質、紙質創作作品和裝置藝術。

「威尼斯：琉璃‧三人視覺 Venice. 3 Visions in Glass」

地點：埃貝爾拓夫特博物館Glasmuseet Ebeltoft

展期：即日起～ 2012／4／7 

網址：www.glasmuseet.dk

地址：Glasmuseet Ebeltoft, Strandvejen 8, 

 8400 Ebeltoft, DK - Denmark

克里斯蒂亞諾‧比安基 Cristiano Bianchin 蘿拉‧德‧桑迪亞娜 Laura de Santillana 大平洋一 Yoichi Ohira

特別感謝埃貝爾托夫特玻璃博物館提供圖片與文字

Special thanks to Glasmuseet Ebeltoft for the pictures an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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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工房受邀參與首波展覽

MIT台灣精品館開幕　觀光新亮點

由經濟部國貿局、外貿協會等單位共同策劃的「台灣精品館」於2011年底正式開幕，館內一件件MIT

精品，結合科技、文創與多媒體，將全館塑造成一個科技美學新園地，更成為一處觀光新亮點。

2011年，是台灣設計在國際亮眼豐收的一年！

據2010年底歐洲商務學院（EBS）所發布之創新能力指標，

台灣排名挺進前10大並領先南韓，顯示台灣整體創新能力優

於南韓，2011年更一舉獲得92個紅點設計獎獎項，領先日本

與韓國，是歷年表現最佳的一次。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外

貿協會等單位積極推動與宣傳下，台灣精品選拔迄今已邁入第

20屆，「台灣精品館」之規劃即在於展現美學、設計與技術

融合，體現感性、理性之交融，讓來此參觀的國際人士及國內

民眾，能從日常生活中體認萬物皆美，由淺入深，體會與欣賞

台灣科技、文化藝術之美。

館內目前共展示86家台灣品牌，共142件產品，除了台灣精

品獎之產品，還有德國iF設計獎、紅點設計獎、美國IDEA以

及日本Good Design等國際獎項的得獎產品。投入文創產業

25年來，琉璃工房作為台灣百大品牌以及當代琉璃藝術代

表，兩位創辦人張毅、楊惠姍更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標竿人

物，因此台灣精品館於開幕第一階段的展覽中，特別邀請琉璃

工房共襄盛舉，工房於現場展出多件經典作品，並結合電視牆影片播放，完整呈現高難度工藝製程與品牌

核心精神──以誠意，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琉璃奧圖碼也參與提供館內所有多媒體使用之互動投影機等

軟硬體設施，為台灣精品館的整體展出增色不少，讓所有參觀民眾得以體驗感受台灣品牌豐沛的創作力。

台灣精品館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常設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南進門」處，

開放民眾免費入館。

琉璃工房經典特展 展期：

即日起至03／04

開放時間：

週二～五、週日9：30～17：30、

週六9：30～20：30；週一休館。

蘿拉‧德‧桑迪亞娜Laura de Santillana

蘿 拉 ‧ 德 ‧ 桑 迪 亞 娜 出 生 在 威 尼 斯 ， 是 義 大 利 著 名 的V e n i n i 

Glassworks創始人Paolo Venini的後代。1975~1977年，她在美

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完成學業，她的《Tokyo-ga》系列的吹製作品，

以二到三種簡單顏色的沉澱構成方法，塑就整個作品的色彩、造型和外

在質感。人們常常會把她的作品與抽象表現主義畫家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的繪畫相提並論。無論如何她的作品所呈現的那種

活力，是帆布和油彩所無法取代的視覺感受。近期，受自天空中滑落的

物體的啟示，她又開始了以「流星」為主題的新創作。

大平洋一 Yoichi Ohira

大平洋一生於1946年，在日本土

生土長，於威尼斯生活工作了超過

35年。1969年起，他分別就讀於

日本東京桑澤設計學院和威尼斯美

術學院。他的作品把日本的美學趣

味與義大利傳統技術及色彩融合在

一起，讓整個作品充滿超越時空的

詩意。之後，他用精製料創作的結

構性的《水下的水晶》系列是他創

作轉型的代表作品。

Laura de Santillana作品：

Permafrost , 2007, 41 x 43,7 x 6 cm

Laura de Santillana作品：

Arancio, Meteor , 2008, 59 x 60,5 cm

Yoichi Ohira作品：

"Notturno: Montagna Rocciosa con la 

Luna" Vase, 2006, 34,3 x 22,9 cm

Yoichi Ohira作品：

"Cristallo Azzurro Sommerso - Torso" Vase, 

2008, 35,6 x 17,1 cm

工房受邀參與精品館的開幕首展，於整潔明亮的展覽空間中，琉璃作品顯得更加多彩、生動。

台灣精品館導覽員向參觀民眾導覽介紹

琉璃工房展區作品。



11Journal no.40 Feb 2012

──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先驅
哈維‧利特頓和多米尼克‧拉比諾

康寧玻璃博物館特展

為慶祝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50

周年，康寧博物館於即日起至

2013年1月6日，舉辦哈維‧

利 特 頓 （ H a r v e y  K . 

Littleton）和多米尼克‧拉比

諾（Dominick Labino）的作

品展，重溫大師們的非凡成

就。

「Studio Glass」一詞的概

念，最初指的是由藝術家獨立

創作的有限系列作品—獨一無

二的藝術造型，通常是運用簡

單的設備配合手工製作來完成

的。後來，「Studio Glass」

一詞被用來描述在世界範圍內

頗有影響的工作室玻璃運動。

本次的展覽，以康寧博物館自1960年代起，歷年精心搜集的兩位藝術家

的個人作品和相關文獻為主體，藉以這樣的契機為全球觀眾呈現一次意

義特殊的展覽。

文／四海

由於該運動主要是在各大藝術院校內發起並得到發展，所以學院派風格和學術化狀態成為工作室玻

璃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徵。

1959年的美國工藝協會雙年會上，藝術家及藝術史論家們關於玻璃藝術，特別是熱玻璃能否作為一

種藝術創作的材料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1962年，哈維‧利特頓和多米尼克‧拉比諾挑戰性地提出並用行動證明了熱玻璃作為藝術創作材料

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實現了工作室的小型熔爐燒製玻璃的可能性，使玻璃藝術與傳統工業相分離的

夢想成真。此後，工作室玻璃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在北美各大藝術院校迅速展開，玻璃開始被賦予

情感與生命。哈維‧利特頓和多米尼克‧拉比諾成為這場運動中兩位最重要的、最有影響力的推

手。

哈維‧利特頓是一位充滿想像力的藝術家；多米尼克‧拉比諾是一位勇於探索的科學家，他發明出

可適應極度環境的玻璃纖維技術，曾被用到太空梭阿波羅號的航天計劃中。他們共同把玻璃這種材

質作為一種創作的媒體，而給當時的藝術家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研發的小型窯爐與低溫熔點

的玻璃，為藝術創作者們進入玻璃和玻璃吹製的領域，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可能性，並同時推動著美

國工作室玻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

「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先驅：

哈維‧利特頓和多米尼克‧拉比諾

Harvey K. Littleton and Dominick 

Labino, Founders of American 

Studio Glass Movement」

地點：康寧玻璃博物館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展期：即日起～ 2013／1／6 

網址：www.cmog.org

地址：One Museum Way, Corning, 

　　　NY 14830

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左）、多米尼克‧拉比諾（Dominick Labino）（右），1962年於工作室內。

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作品：Eye

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作品：Red/Amber Sliced Descending Form

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作品：Vessel

特別感謝康寧玻璃博物館提供圖片與文字

Special thanks to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for the pictures and text.

多米尼克‧拉比諾（Dominick Labino）

作品：Em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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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藝術家　安‧沃爾夫Ann Wolff
獲歐洲Pro Europe文化獎
文字整理／Sha

琉璃藝術家 安‧沃爾夫的作品豐富了造型藝術，展現出當今國際眾多藝

術家廣泛使用和發展的前景。作為1970年代工作室玻璃運動最重要的

先鋒之一，她不僅為玻璃藝術的發展做出貢獻，也讓歐洲之外的地方瞭

解玻璃作為藝術創作的材質。

安‧沃爾夫1937年生於德國呂貝克。1959年就讀烏爾姆設計學校視覺

傳播系，1960年移居瑞典。她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玻璃藝術的創

作，作為瑞典環境玻璃的設計師，她的事業可謂一帆風順，其中重要的

設計作品《雪球》更是讓她聞名全球。1970年，安‧沃爾夫離開玻璃

工業，成為一個獨立的琉璃藝術家。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

她從冷玻璃加工轉換到玻璃鑄造技術。在50多年的工作中，她不斷在新

的領域去嘗試新的技法，投身創作大型琉璃雕塑和青銅雕塑，同時也在

帆布和玻璃上創作繪畫作品。

她從女性在家中的工作以及丈夫、孩子、家務等生活細節中獲得靈感，

構建起自己的設計。女性是她最喜愛的創作題材，這一元素經常出現在

她的作品中。她的作品有力而又細膩，彩色或透明的作品既抽象又具

象，通常以簡潔線條和同一色調的交叉和重疊，表現人的臉部、胸部、

肢體。她常常在一件作品種同時使用正反兩種澆鑄模具，表現內心的掙

扎。而作品內部大量密集的氣泡象徵著隨時可能從母體孕育出的一個個

生命。

40多年來，安‧沃爾夫的作品，以她獨特而動人的女性主義思潮，在世

界琉璃藝術領域占據著不可忽略的地位。

琉璃藝術家 安‧沃爾夫Ann Wolff。

安‧沃爾夫作品：女性。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展出中。

2011年12月12日，德國／瑞典籍藝術家安‧沃爾夫Ann-Wolff因傑出

的藝術成就，獲得歐洲文化基金會PRO EUROPE頒發的歐洲文化獎。

為此，丹麥埃貝爾托夫特玻璃博物館將展出館藏的安‧沃爾夫的作品作

為慶賀。

PRO EUROPE基金會於1993年在瑞士巴塞爾創建，宗旨是鼓勵和促

進歐洲各國多元化的文化及信仰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基金會自創建以

來，每年頒發歐洲文化獎，得主都是在文化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名人和

機構，如德國前總統約翰內斯‧勞，希臘國際法專家蒂米特里斯教授，

美國作家傑夫‧巴隆，伊斯坦布爾文化藝術基金會……等。

13

安‧沃爾夫作品：Blues。

丹麥埃貝爾托夫特玻璃博物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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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工藝的完美交會
與JOHNNIE WALKER攜手推出嶄新禮盒

款酒器。

「四方聚合」琉璃酒架

「鼎」是立國的重器，因乃君王祭祀用禮器，使

其成為政權與力量的象徵；也代表了一份誠信、

一種承諾，展現君子待人處世應有的態度與情

操。「四方聚合」酒架氣勢磅礡，底座四足而

立，面向酒瓶如掌托合，以四方尊座耀顯氣勢，

包括山石紋飾等細節，皆淋漓盡致的展現出真領

導者在品酩時的氣度，與天地在我般的豪情壯

志。

「Energy of life」

華人最重要的威士忌杯

本款威士忌杯頗有份量。厚實的質地，其重量帶

來的存在感，仿佛是生命能量的彙聚，積澱且蘊涵無限可能。杯身底部寬且穩固，匯集中心後向上發展，正如一位真

正的領袖人物；他必定懷有一份堅定的中心價值，穩健卻高瞻遠矚，胸襟寬廣並不斷向前。較普通威士忌酒杯有著較

寬廣的杯底，足夠的空間釋放威士忌獨特的香氣。流暢的杯身能讓高純度的威士忌醺香在上升過程中與空氣中和，令

酒香更為醇滑四溢。厚質的杯壁，使威士忌與唇舌的接觸變得舒緩，從而引導出更豐富多元的口感。

這只酒杯是華人重要的第一只威士忌酒杯。或許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威士忌杯，但它卻是最努力的，在現代工藝美術的

工藝基礎上去建構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有中心思想的威士忌杯。

來自市場的肯定

JOHNNIE WALKER與琉璃工房此次攜手推出的嶄新禮盒：「鼎立四方」與「爵鼎」，於贈禮市場中獨樹一格，受到

品酩人士的歡迎，創下令人驚艷的銷售數量。搭配一只「Energy of Life」威士忌酒杯的「爵鼎」禮盒，推出不久即銷

售一空，而全球僅30組的「鼎立四方」限量版頂級禮盒一曝光，台灣限量之12組也立刻被收藏家指定收藏。

在銷售上的佳績證明了有生命、有文化的好設計是不寂寞的，一如張毅於發表記者會上所說：「為什麼麥子會變成這

麼珍貴的東西？是因為它熬過很多變化，這個過程對琉璃工房來說有著切身的感受。琉璃工房只有25年，跟

JOHNNIE WALKER的兩百年比起來相差甚遠；可是我們走過的路，中間有些地方可能是相似的。未來能不能熬到

兩百年以上像JOHNNIE WALKER一樣我不知道，但琉璃工房努力地往前走，今天的設計只是很小的開始，我們希

望這個合作關係在彼此的鼓勵、協助之下，可以走得更遠。」

一百多年來，JOHNNIE WALKER一直以調製

品味卓越、酒質醇厚的蘇格蘭威士忌聞名於世，

其「邁步向前的紳士」（Striding Man）的品牌

LOGO，象徵著其不斷向前邁進的精神與最佳的

品 質 保 證 。 2 0 1 0 年 ， 為 向 J O H N N I E 

WALKER創辦人約翰．華克家族中的第三代傳

人亞歷山大‧華克二世爵士致敬，首席調酒師以

亞歷山大爵士當年的親筆配方手稿為靈感，精選

數種罕見、陳年至少21年以上的珍貴威士忌，以

精湛調和工藝打造出「JOHNNIE WALKER 

X R 2 1年蘇格蘭威士忌」，展現出「Tr u e 

Leader」的核心概念，以感念亞歷山大‧華克

二世在當代為威士忌產業及社會所作的貢獻，同

時向所有具卓越領袖風範人士致上最崇高的敬

意。

西方與東方兩個頂級工藝品牌的結合

2011年年底，為打造出全新的「JOHNNIE WALKER XR 21年蘇格蘭威士忌」禮盒，

JOHNNIE WALKER不斷尋找擁有相同品牌精神與具有非凡工藝技術的合作伙伴，帝亞吉歐亞

太區頂級烈酒系列行銷總監Andy Gaunt表示：「毫無疑問的，琉璃工房就是最理想的合作伙

伴，我們都以不斷追求卓越創新的精神，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下，以極致工藝成為各自領域中的

領導者。」

亞歷山大‧華克二世爵士與張毅，一位是對於蘇格蘭威士忌全球化推動功勳卓越的英國紳士，一

位是將「琉璃」變成華人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推手，帶動整個琉璃產業的發展，美國紐約時報更

讚譽其為「亞洲Studio Glass運動之父」；東西方兩位相距一個半世紀的傳奇領袖，他們對於

產業的全心付出、過人的熱情與毅力，獨到的眼光與思維皆不謀而合，讓此次JOHNNIE 

WALKER與琉璃工房的攜手合作，除呈現出雙方極致工藝的結合外，更完美詮釋出「True 

Leader」之真諦。

威士忌(Whisky)一詞源自蘇格蘭古語，意為生命之水(Water of Life)。據說威士忌初始於一位神

父之手，故被譽為上帝創造的奇蹟。純飲的威士忌，因為較高的酒精濃度，也被稱為紳士的最佳

伴侶，因此LIULI LIVING設計團隊特別選用中國最重要的禮器—「鼎」作為設計概念，為XR 

21年蘇格蘭威士忌量身打造出匠心獨具的「四方聚合」酒架及「Energy of Life」威士忌酒杯兩

JOHNNIE WALKER倡導的，真正的領袖精神。是高瞻遠矚的眼光，勇於挑戰的信念與非凡卓絕的人格魅力。
相距近一個半世紀的兩個品牌；亞歷山大‧華克二世爵士與張毅的True Leader氣度，跨越時空劃下各自品牌傳奇。

琉璃工房執行長張毅展現「True Leader」風範。

JOHNNIE WALKER XR 21年「鼎立四方」禮盒。

琉璃工房執行長張毅與帝亞吉歐亞太區頂級烈酒品牌總監

Andy Gaunt共同揭曉「鼎立四方」限量版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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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子
一抬手，一仰頭。火般，唇齒間嘖的一聲，一段時光打上句號。一種

真君子。使一切速度變慢，硬漢，杯緣繞著的一絲燻煙，歲月的手

感。一種真君子。一口悶，乾。豪氣，拍膀子說了句，這才是鐵哥兒

們。一種真君子。

三種烈性，一個質地。節勁，無懼；昂然，成竹在胸。竹君子，真君

子，當代新君子。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

喜愛高爾夫運動的朋友們，對於公益「日立慈善盃女

子高爾夫菁英賽」一定不陌生，今年1月初，第四屆的

賽事甫於林口東方高爾夫球場圓滿落成，日立慈善高

球賽的冠軍歷經四年，首次留在台灣，頒獎典禮上，

旅日好手盧曉晴雙手緊握永久冠軍獎杯，興奮地說：

「贏得冠軍非常開心，冠軍的榮耀終於留在台灣！」 

國際知名科技集團「日立」企業，為何會選擇以「慈

善運動賽事」回饋台灣社會？日立製作所台灣代表陳

世鴻先生說，日立長期耕耘台灣市場，受到很多企業

伙伴與廣大消費者的支持，與台灣社會有良好的互動

及情感，因此懷抱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理念，以愛心公益為出發，於2009年開始，持續贊

助「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除所有門票所

得及部分獎金作為慈善捐款，日立再對等加碼同樣金

額，捐贈給台灣八個公益團體；在幫助弱勢團體之

外，同時也為國內高爾夫職業選手，創造一個優質的

賽事平台，帶給觀眾和選手不一樣的感受。

賽事的最高精神象徵

「冠軍獎杯」是每場運動比賽最高精神象徵，陳世鴻先生表示「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的冠軍獎杯不需要華麗的

外觀，但必須是出自台灣藝術家的創作，才能真正表現出此賽事的意義，而琉璃工房是能夠代表台灣文創品牌的首選，故

日立選擇工房作品「高登有象樽」作為永久冠軍獎杯(註)。「象」在古代有智慧、力量、謙虛、氣勢不凡……等寓意，

「高登有象樽」在傳統「樽」的兩側，使用唐代的象頭裝飾，顯現出四平八穩、祥和安定的力量，寓意天圓地方，包容萬

象，祈願太平盛世，與日立集團期望傳達「心生和諧 新創幸福」的理念不謀而合。

今年達成目標共募得超過台幣450萬元，日立期許未來慈善盃高球賽能夠長期穩定的舉辦，讓選手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水

準高規格賽事，並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球友邊看比賽邊發揮愛心，彰顯社會公益的集體力量。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之「永久冠軍獎杯」 

「永久冠軍獎杯」──「高登有象樽」是此賽事的最高精神象徵，故於頒

獎典禮結束後仍會留在台灣日立總部，歷屆冠軍選手的名字皆刻印於旁，

與永久冠軍獎盃一同展出。而實際頒發給選手獎座同樣自出工房的作品，

每年不同， 2012年職業組冠軍獎杯為「金碧容承」，業餘組冠軍獎杯為   

「鴻福展月如意」。

台灣日立公司總經理花田正道頒發冠軍獎杯給台灣好手盧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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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好茶 賞茶器
感受生活之美

茶，內斂沈靜，樸而無華，靜靜地展現本質，像自在悠然的智者。現代人竭

盡所窮想放鬆自己，學習求取深刻的平靜，只要簡單的茶器，搭配好茶葉，

不需拘泥常規，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的靜適生活。

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好茶近乎天成，不過採茶、製茶需要大量人力，

做茶更是一個與時間競賽的過程。從早到晚，只得親手做，疏忽不得，每一

個過程，都有用意。現代製茶，為縮短時間，增加效率，茶葉曬太陽的這道

工序多改以烘乾機器替代，遺忘自然陽光的重要。然而，只有陽光能調整茶

菁水分，引出獨特香氣與甘甜。

LIULILIVING不斷找尋對生活有所堅持的製茶人，希望延續這種美好的傳

承，邀請三十年老經驗的冠軍茶製茶師傅鄭添福先生，手工親製台灣精選茶

──東方美人與高山烏龍。三代都在坪林製茶鄭添福說：「浪菁的過程就像

照顧小嬰兒，輕柔地對他，他會回報給你愉悅笑容，茶菁的笑容就是笑在茶

湯裡。」若說做茶是一種人和茶葉互動的過程，更像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唐、宋工藝與生活美學的大放異彩，日本尤其深受此時飲茶風尚影響，開展

出茶道儀規與精神，所用茶具多保留了宋代器式，貯存薄茶的茶棗，造型即

取自中國的植物「棗」而稱之。宋代器具，或瓷或漆器，型與色彩有著完美

結構與比例。因而一只符合現代使用的茶罐，貼合日常實用之外，同時還要

在品茶時表現出東方飲茶美學。LIULILIVING捨歷代茶罐造型，以宋代耀州

窯燒製之擂缽與杯盞為本，圓弧狀身型，柳斗紋為飾。結合元代技藝高妙的

漆器裝飾，張成所作剔犀「牡丹文堆朱盆」，堆塗多層色漆，剔刻線條挺拔

有力，牡丹於雕漆中盛放，比擬茶文化的盛世姿態。

飲茶，是對生活的理解與靜觀；茶器，看見飲者的生活態度；好茶，讓人領

會當下。寒冷冬日，手執清茶一盞，賞器之美，談我們對物、對人、對生活

的一種敬意。
製茶達人鄭添福堅持每一個工序都親自製作冠軍茶，

連浪菁的手勢也遵守嚴格的要求。

牡丹柳斗茶罐，以使用者單手握持的大小為基礎。

新式樣專利第D138430號

文／陳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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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永恆的

文／黃阡卉

2011冬末時分，這一天，我們相聚

於天母藝廊，推開琉璃如意門鈕，

在沉甸甸的金色大門後面，大紅燈

籠高高掛起，喜氣而熱鬧。

天母藝廊是琉璃工房將琉璃藝術美

學融於生活的最佳體現，這裡有琉

璃的故事、有陽光、有咖啡香、有

風與竹葉的對話。17年來，它始終

如一，提供一個靜雅的琉璃藝術空

間，舉辦過國際琉璃藝術展、《今

生相隨》新書發表、march琉璃咖

啡罐發表記者會、時報文學獎命名

評審活動、多場心賞卡貴賓講座…

…等活動，為工房的伙伴與貴賓們

創造出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

1996年，天母藝廊展出「琉璃與花

藝共生展」，以兩種元素的結合創

作傳達出自然生命傳承的意義；

2011年12月，我們同樣地以琉

璃、花藝共生為題，並播放歷年來珍貴的影像記錄，期許將天母藝廊在生活

美學的實踐經驗，繼續傳承下去。許久不見的工房老伙伴、與工房感情深厚

的貴賓們，都攜家帶眷地參與這場聚會，一邊看著老照片，一邊更新彼此的

近況，「哇！那時候好年輕阿！」、「你怎麼都沒有變？」咖啡桌兩旁，圍

繞著共同的話題，過去沒有機會碰上面的貴賓們，也因為這一天，拉近了彼

此的距離。留言本上，每個人都寫下心中的天母藝廊：這裡是一個可以喝

茶、聊天、靜靜心的地方、是一個心情差想來，心情好也想來，懷念的好地

方，是無可取代的回憶，是無數個美麗的時光……。

一如琉璃工房不斷地專注向前，持續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天母藝廊曾給予

您美好的文化精神與藝術空間，仍會一直延續下去，在每一個琉璃工房藝廊

裡，在每一件琉璃作品中，如意無所不在，文化永遠都在。

更正啟事

第38期TMSK月刊，於第20頁〈真愛永恆〉一文中，將兩張「聖女小德蘭（Saint 

Therese of Lisieux）」照片誤植為「德蕾莎修女」的童年照片，特此更正並致上歉意。

※聖女小德蘭，1873年出生於法國的天主教家庭，15歲即進入聖母聖衣會當隱修

修女，24歲時因病去世。小德蘭去世隔年，其自傳《The Story of A Soul》出

版，啟迪無數讀者領悟了「神嬰小道」的靈修真義——平凡微小、看淡名利、真知灼

見、唯愛而已；1997年，在她離世一百年後，被當時的教宗冊封為聖師，不僅與聖

女貞德齊名，並被推崇為神學家。聖女小德蘭的生命短暫平凡，她所彰顯的精神在

於，儘管生活瑣碎無趣，每個人仍能因為愛感受生命的真諦，尤其那句「我的天職

就是愛」，使德蕾莎修女深受感召，不僅新取「德蕾莎」修女名，也是她一生遵循

的行為法則。

每一位前來的貴賓、伙伴們都在留言本上寫下心中的祝福與懷念。

感謝每一位喜愛、支持天母藝廊的貴賓們，在此所

留下的每一個笑容都是我們寶貴的回憶。

天母國際藝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