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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子坊，遇見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相約至綠園道上的新藝文空間賞琉璃喝咖啡

──台中國際藝廊Reopen

2010上海世博

寫一個屬於台灣的故事
──藝術家楊惠姍、張毅在世博展現台灣文化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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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9日，崑劇全本《長生殿》劇組如願以償，終於走進台

北故宮博物院，完成了從北京故宮到台北故宮的歷程。自從劇組於

2008年4月1日在北京故宮亮相的時刻，便確定了台北故宮是我們心

中的又一個里程碑。

設定兩岸故宮作為自己的里程碑，因為《長生殿》是宮廷大戲。講述

帝妃的曠世愛情，講述王朝的興盛衰亡。1688年於北京問世，風靡

京城，上下吟唱，全國流傳。皇宮內院慕名詔戲班入宮表演，「聖主

（康熙）觀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王薦之。」《長生

殿》曾登上紫禁城內戲臺，演的是一齣具有皇家氣派的大戲。

2008年4月1日，上海崑劇團在北京故宮舉行「300年後返回故里」

發佈會，我們為如此的選擇而孜孜以求。這意味著——自從2001年

冬日整理演出劇本動筆，之後，劇組便經歷艱難困頓，數年一往直

前。劇組於2007年首演，以創下32場記錄而旗開得勝；時至今日，完成演出70場，崑劇演出歷史上出現連續盛況的新篇章。4月1日，滂沱雨後，

天清氣朗，彩虹映襯宮殿飛簷。劇中皇帝貴妃扮演者依列大殿，唱起「水磨腔」，此時——彷彿物質遺產的宮殿將非物質遺產的崑劇擁入懷抱中；彷

彿在故宮中喚起四方戲臺的回應，「暢音閣」大戲臺、「漱芳齋」戲臺、「乾隆花園倦勤殿小戲臺」，匯合著「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

聞」。

劇組進故宮亮相是自我鞭策，感應古人餘音，汲取歷史養份，努力體現今人演繹宮廷大戲的氣派、格調和風采。

2010年春天，全本《長生殿》劇組飛越海峽，將故宮作為劇組在台北亮相的最佳選擇。台北故宮、北京故宮同為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精粹匯合之地，

令劇組無限神往。劇組為達此目標，馬不停蹄北上南下，陸續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百餘人大隊伍，數輛加長卡

車的後勤家當，浩浩蕩蕩，意氣風發。當步入台北故宮的瞬間，1300年前唐代宮闈、政壇風雲，600年前生成的崑劇，300年前誕生的《長生殿》

劇本，瞬時融為一體，置身於台北故宮收藏的唐人繪畫《明皇幸蜀圖》的意景中。全本《長生殿》的舞臺上，重視以唐宋繪畫為背景，汲取營造時

代氛圍的筆墨養份。鑼鼓響起，開演的不僅是一齣戲，出現的是連接兩岸故宮的彩帶，是超越戲劇、超越藝術、超越地域和時代的、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大著作。

選擇台北故宮是劇組的自我鞭策，激發無愧於古人的智慧和榮耀，傳遞「舊霓裳，新翻弄。唱與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萬古無窮！」

三年前首演之夜，有一個小朋友問我：你怎麼不哭呀？我說：我很高興。你當初能想到舞臺上這麼好看嗎？我想到了。但是，沒想到的是《長生

殿》如此迅速地完成「從故宮到故宮」的歷程，戲劇定位和呈現的成績，我流淚了，點點淚水沁潤心中……。

《長生殿》劇組將在新的高度上再啟程！

從故宮，到故宮 您世博了嗎？

主編

全本崑劇《長生殿》非比尋常的歷程

上海崑劇團《長生殿》於台北故宮，與唐朝仕女俑文物跨越時空的相對望。

親愛的心賞卡貴賓您好，

2010年5月1日，對全人類而言，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天，世界各國全力呈現它們在文化、科技與經濟

上的成就；在這天，台灣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站在同一個舞台上共同表現我們對自然環境，對人與人的情感，對歷

史文化的珍惜與在乎；就在這天，2010上海世界博覽會，開展了！

自1851年第一次世界博覽會展出工業革命的成果以來，每次的世界博覽會均呈現出當時人類最新、最具創意的智

慧結晶；琉璃工房作為華人地區第一文創品牌， 躬逢此次盛事，以我們豐富的創作與生命力，謹慎且倍感榮幸地

多方參與世博展覽會中不同領域的展演，為能共同成就這項盛典而與有榮焉。

首先是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宣布，將永久典藏藝術家楊惠姍小姐的作品「千手千眼千悲智」及張毅先生的「千一自

在」，這兩件琉璃作品將永久陳列在號稱「東方之冠」的中國館貴賓廳中。同時應世博會台灣館的邀請，楊惠姍

小姐為台灣館設計親善大使專屬慶典服裝以及天燈意象琉璃藝術品。因此她有將近一個半月時間每天工作到凌晨

三點，由於這樣沒天沒夜的，大年初三一起床就發現左耳聽不到聲音，一直到現在，幾乎天天都還在做治療。

而由藝術家張毅與楊惠姍規劃興建的中國首座城市琉璃藝術博物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也將於上海世博會

召開之際同期揭幕，帶您一覽中外藝術珍品。此外上海TMSK餐廳，特別進駐世博園區舉辦「台灣美食文化之

旅」，您可品嚐「一府、二鹿、三艋舺」由南到北的台灣道地美食，這一路的演變及發展，將讓各國旅人體驗濃

濃的台灣情懷。

時值盛夏，琉璃工房在這個溫暖而充滿溫馨與感恩的時節，特別創作觀念佩飾新品《我那麼像你─那是再自然不

過的事》系列，希望表達對生命、對母親的禮讚，同時向天下所有偉大的女性致敬。也讓我藉此機會獻上無限的

祝福，祝您健康、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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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闊別世博會40年後

今年正式重返世博會舞台

投入文化創意產業23年來，琉璃工房對於支持

台灣文化創意的發展，始終不遺餘力，在整個

參與世博的籌備過程中，楊惠姍、張毅先以琉

璃工房創辦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標竿人物

的身分，受邀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台灣館活

動代言人之一。楊惠姍、張毅更以藝術家身分

受到世界的肯定，分別以「千手千眼千悲智」

與「千一自在」作品雙雙獲選世博中國館永久

典藏，接待來自全世界的知名人士，而世博會

結束後，中國館將永久典藏這兩件藝術創作

品，將中國琉璃的美麗與全世界分享。

藝術家的全方位參與

在台灣館軟硬體建設籌備期間，充滿時間壓力與各項挑戰，執行長張毅擔任台灣館顧問；藝術家楊惠姍不眠

不休地，投入大量心力參與台灣館藝術品「台灣心燈」設計製作，與館內接待人員多套服裝的規劃設

計；TMSK透明思考餐廳也進行台灣飲食文化館之「美味台灣」餐飲規劃，甚至用心地走訪台灣80家以上的

小吃店，拍攝製作了台灣小吃紀錄片。琉璃工房如此多元且全面地參與世博台灣館，都是為了讓台灣文化精

神能在此國際舞台上更受矚目，被世界看到，正如執行長張毅在台灣館啟航記者會上所說，台灣經濟規模也

許不大，但我們有很棒的文化軟實力與文化成就。文化是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琉璃工房堅持永遠不斷地

創作有益人心的事物，行銷台灣文化，靠得正是每個人的用心。

2010上海世博， 
寫一個屬於台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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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楊惠姍、張毅在世博展現台灣文化創造力

台灣最美好的人情 台灣心燈

台灣之美在於大山大水中，充滿著千萬個千年文化所結晶之人文心靈，2010年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引入了具體

代表台灣文化心靈「放天燈」的民間節慶儀式活動，世博台灣館建築設計師李祖原以天燈造型象徵台灣，藉由天

燈的祈福許願與淨化心靈的意涵，以「山水心燈」為總體概念。

由藝術家楊惠姍親手設計的台灣館藝術品「台灣心燈」，與台灣館的建築概念一致，以天燈作為發想，她形容天

燈的明亮代表台灣人的寬容，期許散發出暖熱光芒的燈具，能對世界傳達出台灣的溫暖人情、大愛與對未來的美

好想望，楊惠姍用設計將台灣的好山、好水、好人情轉化為天燈藝術品。

在台灣館啟航記者會上發

表首度公開由藝術家楊惠

姍親自設計的台灣館藝術

品「台灣心燈」。

台灣館內部展演透過創新的720度4D特效全天域球幕

劇場震撼人心。

圖片提供◎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台灣館進館入口處的「台灣之窗」，接待人

員穿著楊惠姍所設計的服飾迎接來自世界各

地的民眾。圖片提供◎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時報周刊2010年4月號，

專題採訪琉璃工房創辦人

張毅、楊惠姍全方位參與

上海世博會。

藝術家楊惠姍所設計的台灣館藝術品，將台

灣特有的珠光鳳蝶彷彿畫面停格般，栩栩如

生地停留在天燈意象藝術品上方。

2010上海世博台灣館設計概念

此次世博會的主題為「城市，讓生活更美

好」，以「自然城市」及「心靈城市」為

主軸，因此2010年上海世博會台灣館，

引入了具體代表台灣文化心靈「放天燈」

的民間節慶儀式活動，藉由天燈的祈福許

願與淨化心靈的意涵，以「山水心燈」為

總體概念。台灣館的外觀主體為一巨型天

燈，相當亮眼，再搭配刻有代表台灣玉

山、阿里山等名山稜線的長方體建築，象

徵台灣多山四面環海的地理特性。建築玻

璃帷幕內還有一顆重達130公噸、直徑

16米的巨型LED球體，兼具了外部播放

媒體與內部展演劇場之雙重功能，來演繹

台灣的自然之美及多元的人文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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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遠不斷向前的文化力量

台灣文化的厚度很大一部分反映在藝術發展上，獨特多元的歷史背景，孕

育出無數優秀藝術家，「台灣文化創意－台灣心燈」以台灣前輩藝術家黃

土水先生的代表作「水牛群象」為視覺意象，以鑄造與噴砂技法雕出水

牛、牧童、芭蕉，忠實地反出農業立國的台灣早期社會景象，生活環境極

為艱苦，物質總是匱乏，而可愛的台灣人，就算額上汗水如雨，手與足滿

是厚繭，依然踏實、努力地工作著，永遠樂觀，也不斷跨越、進步。

山水心燈 世博台灣館慶典服裝

除了設計台灣館藝術品「台灣心燈」，藝術家楊惠姍也同時為世博台灣館

形象大使與接待人員設計服裝，楊惠姍所設計的世博台灣館服裝無處不

「天燈」，天燈的飛翔是祈福，是向上，是希望，是上達天聽。每一個高

翔的天燈，每一套「山水心燈」服裝，都代表著一個祈福的心願，迎來每

一位到訪的參觀民眾。

楊惠姍以世博台灣館的天燈外型作為設計主要元素，再融入中國金、木、

水、火、土的五行概念，以黑白、金褐色、橘色做色調搭配，最後呈現出

簡單而多層次的中華文化意象，再細看腰間繡上的裝飾，正是台灣特有美

麗卻瀕危的保育類蝴蝶「寬尾鳳蝶」。在布料的挑選上楊惠姍也費盡苦

心，力求視覺上的光澤效果與穿著時的舒適實用性，純淨素雅的色調運

用，是藝術家期望將服裝退到最後，在多彩繽紛的場館裡，將最美的顏色

留給展館與展示的作品。

為求能在短時間設計製作出最能代表台灣文化精神的服裝，與藝術家天生

要求完美的性格，在創作過程中楊惠姍常常熬夜到半夜3點，反覆修改服

裝的造型樣式，日以繼夜的持續創作，這般執著的創作力，讓人們理解藝

術家楊惠姍所設計的服飾，已不僅僅只是服裝而已，它所傳達出於的更是

藝術家對於藝術文化的尊重，凝結為另一顆璀燦的藝術文化結晶。

琉璃工房創辦人張毅、楊惠姍

出席2010年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啟航記者會。

中國時報2010年4月30號報導楊惠姍、張毅

作品獲選世博中國館永久典藏。

世博台灣館男性接待人員的服裝樣式。在腰間繡有台灣特有的保育類蝴蝶

「寬尾鳳蝶」。

以世博台灣館的天燈外型作為主要元

素，黑白、金褐色、橘色為主色調，呈

現出簡單而多層次的中華文化意象。

台灣自然魅力－希望飛翔

拍動翅翼，

從東經121，緯度22

啟程，

一起飛向

希望之路。

花的香氣

土地的味道，

在藍天裡，

清楚知道，

振翅的方向，

充滿愛與希望。

台灣文化創意－台灣心燈

一枝草，

一點露。

打拼的腳步

揮汗如雨

不停止。

一步一腳印。

台灣以

打拼精神

敬神

謝天。

台灣之窗

台灣館進館的入口處，設計了許多小螢幕鑲嵌在台灣山水與城市的線條上，就好

像建築的窗戶，稱為「台灣之窗」。當參觀民眾進入台灣館內，在此即可感受到

台灣人的熱情與活力每一個螢幕出現一位台灣居民，包括台北世界貿易中心王志

剛董事長、台灣館代言團隊林志玲、陶晶瑩、琉璃工房張毅執行長及楊惠姍藝術

總監、企業名人及台灣民眾等，透過影片闡述心目中美好的台灣，並熱情招呼、

歡迎參觀民眾，藉此表現台灣人的好客、親切、包容多元族群的特色。

珠光鳳蝶是台灣蘭嶼的特有品種，地處亞

熱帶的蘭嶼，位於東經121，緯度22，是

保育類的珍貴蝶種。

台灣藝術家黃土水先生，融合西洋與傳統

雕塑，才華洋溢，雕刻手法純熟簡練，加

上對生活環境的深刻觀察與關懷，更顯作

品珍貴。「水牛群象」是其代表作，現存

於台北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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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盧灣區創意園區田子坊，

泰康路25號。原址為上海鐘

錶塑膠配件廠，半年前，還只

是一座不怎麼起眼的商務建

築。然而就在2010年5月，

這座歷經五十載風霜的磚造建

築，經過加固、裝修，即將以

全新面貌面世。

琉璃藝術家楊惠姍、張毅，私

人斥資逾4000萬人民幣，歷

時2年的艱辛籌備，一個世界

琉璃新地標——上海琉璃藝術

博物館，將在此誕生！

從琉璃博物館的創辦人，到現

場的施工人員，博物館籌備組

的每一個伙伴，無一不挑燈夜

戰，傾注以他們最大的熱忱與誠意，在僅僅2個多月的時間裡，打造了這座占地2400平方公尺的上海琉璃藝

術博物館！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一座琉璃建築，一件琉璃裝置藝術作品，田子坊的新地標！在此，具有悠久傳統的琉

璃文化，將呈現新的歷史篇章。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2010上海世博會，要向全世界，講述中華琉璃的故事！

綻放的牡丹，田子坊新地標

田子坊，這個瀰漫著濃濃藝術氛圍的上海式街道，不乏畫廊、設計工作室、也不缺咖啡館、餐廳，但是誰會

想到，這裡有一座琉璃藝術博物館正悄然孕育！2010年，經過2年精心籌備落戶於此的上海琉璃藝術博物

館，與全球矚目的上海世博會同步，向世界呈現耀眼的中華琉璃藝術光輝，為中外觀眾提供一個欣賞、瞭

解、走近琉璃藝術的場域。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選址於以創意聚集聞名的田子坊，在走進博物館之前，人們的視線就已被她的外觀所吸

引。博物館的外牆設計，由玻璃帷幕與水泥材質混搭構建而成，簡約而前衛，但在這極簡的建築外牆上，鑲

嵌了一朵極度搶眼的鐵網牡丹。這朵巨型牡丹以不銹鋼絲為材質，整整耗時3個月純手工製作，一片片逐一鑲

嵌至玻璃帷幕上，總重約達12噸。是藝術家楊惠姍為博物館親自操刀設計的巨型裝置藝術作品！白天，靜謐

倒影；入夜，姿態絢麗，傳統與現代融合的中國風格展現無遺，交錯成一幅獨特的立體街景，形成田子坊醒

目的視覺藝術新景觀。 9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 
華麗轉身 
在田子坊

遇見世界琉璃藝術新標的

空間穿透，引出新互動

走進這座高四層，總面積2400平方公尺的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就

會忽然發現博物館外牆採用玻璃帷幕的巧妙之處。當陽光穿透大面積

的玻璃帷幕，灑落於室內空間，將博物館的內部空間立體呈現給戶外

行經的人們，一掃博物館歷來在大眾心目中神秘、嚴肅的形象，不再

讓博物館拒人於千里之外；同時，觀眾在參觀小憩之餘，透過玻璃帷

幕還能向外眺望，沿街景色盡收眼底。

多元化經營五感饗宴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經營多元，與全球博物館潮流並進，於一樓匯集

了各項全新設施，餐廳、創意禮品店、咖啡廳、書屋，以及琉璃工房

藝廊……一應俱全。平易近人的琉璃博物館餐廳，在這裡可以享用到

多元化美食的同時，入夜時分還能欣賞獨特的音樂表演，美食的飄香

與悠揚的樂聲絲絲交融在一起，讓參觀者感受到一種對文化、對生活

特有的態度。文人書卷氣質的書

屋，陳列了世界琉璃藝術及各種創

意類的圖文書籍，在陽光中，置身

於鐵網牡丹的倒影下，一杯咖啡、

一本書，就可享受一個愜意溫暖的

午後時光。在創意禮品店裡，以琉

璃為代表的各類材質文創禮品，絕

對吸引你的目光，趣味滿點。

色香味俱全 餐廳

餐廳分時段為參觀者提供中西方多

元化的餐飲服務。博物館餐廳的廚

師為TMSK原班人馬為大家服務，可是價格卻相當親民！來到博物館可千

萬不能錯過！

人文氣息 書屋

提供有關中外文化及藝術創意的書籍、刊物。所有對文化或藝術有興趣的

參觀者，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各自喜歡的面向。

影像、琉璃、聲音構成龐大的互動複合展出空間。

重現兩千多年前的中山靖王「琉璃耳杯」。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地址：上海市盧灣區泰康路25號

電話：86-21-64790238 # 2113

內 環 高 架

田子坊

泰 康 路 25號

肇 嘉 濱 路 徐 家 匯 路

復 興 中 路

建 國 中 路

大

木

橋

路

高

架

南

北

思
南
路

陝

西

南

路

打
浦
路

瑞

金

二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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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 禮品店 

禮品店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品項豐富。為參觀者帶來的每件創意禮品，都講述著屬於自己的小故事！為了迎

接上海世博，特別推出以「歡迎您」為主題、一套12件的生肖琉璃禮品。看牠們揮動手臂，憨態可掬，是不

是像個小主人在歡迎您呢，歡迎您來到上海世博會，歡迎您來到上海琉璃博物館！

博物館中的琉璃藝術典藏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目前典藏四百餘件中國古琉璃，這些由楊惠姍與張毅傾囊收藏的中國古琉璃藏品，自西

周至明代，年代完整，器型多樣，包括琉璃珠管、耳璫、璧、裝身具、動物造型佩飾、髮飾、帶扣、杯碗、

吹瓶等等。它們一一訴說著中國琉璃的根源和傳承。除此以外，博物館還收藏了以「世界琉璃之父」埃米爾

•加萊（Emile GALLÈ）為代

表、包括藤田喬平（K y o h e i 

Fujita）、保羅•史坦卡（Paul J 

Stankard）在內的國際琉璃藝術

家的傳世之作！這些琉璃作品將在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相繼規劃展

出。

步入博物館的二、三樓，即是主要

展區，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奠基人和

開拓者楊惠姍，將攜二十年代表作

進行開幕大展，展出近70件大型

琉璃藝術作品。此次大展將會讓中

外遊客大飽眼福，除了上海琉璃藝

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全球

僅3尊的《千手千眼觀音》外，在

世博會中國館「東方之冠」貴賓廳

中永久陳列的《千手千眼千悲智》

及張毅《自在》系列作品，也同步

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典藏！  

在博物館驚豔女媧神話

拉開琉璃藝術家楊惠姍作品大展序

幕的是一部3分鐘的多媒體動畫

《女媧補天》！這動畫來頭可不

小，是金馬獎導演張毅睽違已久再

度出發，特地為此次開幕大展而

作！觀眾被引入意象式空間，從起

始的天地混沌、隕石撞擊地表、電

閃雷鳴、地面起火、地平線開始傾

斜、海嘯襲來……到最後的天地平

和，一幕幕場景使觀眾身臨其境、

為之震撼！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眾

人皆知，但它與琉璃究竟有什麼關

係呢？何不來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一探究竟！

多媒體＆跨界的博物館

在這裡，您看到的不只是單一琉璃藝術作品的呈現，這裡將嘗試用各種創意方式豐富琉璃藝術的內涵，利用多媒

體將琉璃藝術立體化，通過琉璃與光影、聲音與觀眾互動來講述琉璃的故事，嘗試琉璃與影視、動畫、崑曲、民

族音樂、說書等藝術形式融合的可能性。博物館未來還將定期開設各類豐富的活動：研討會和講座、各類主

題PARTY，製作屬於自己的創意作品……，您將有機會在親身體驗和參與中，瞭解中國琉璃文化帶給您的樂

趣，將琉璃帶回家，帶給您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2010年，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與您相約上海世博會！

踏著牡丹辦PARTY

三樓鋪設牡丹琉璃地板的戶外平台，這亦出自琉璃藝術家楊惠姍之手。夜色下，由琉璃與大理石材質複合而成的

牡丹琉璃地板，在色彩變換的燈光映照下呈現出一朵朵嬌豔欲滴的牡丹花，讓人仿佛置身於幻境夢影中。這可是

辦PARTY的最佳場所哦！

陽光步道和陽光房 

位於二、三樓展區週邊設有專供參觀者休憩的陽光步道。午後暖陽透過鐵網牡丹灑落在博物館步道上的層層倒

影，會是怎樣的美景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地上的光影也跟著移動，使得整個建築空間因而產生了韻律感與張

力。

綻放於博物館外觀的巨型鐵網牡丹花。

《歡迎您》十二生肖禮品。

3分鐘的多媒體動畫——《女媧補天》

將拉開琉璃藝術家楊惠姍作品大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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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與蘭，TMSK說，是綠色，是一種生命象

徵；是好山好水，因此有滿山滿谷的蝴蝶，與

遍野的蘭。那簡單的線條，顏色的豐富，是自

然造物裡的美麗極致的呈現。TMSK把台灣的蝴

蝶和美麗的蘭花帶到世博來，強調「和諧」，

強調「中華文化」，藝術家楊惠姍徹夜三天，

親手以毛筆手繪於接連的大片牆面上，結合光

影，營造出生動的炫彩蝶舞。

台灣蝴蝶 在上海品嚐 
飛入TMSK世博餐廳 台灣小吃

寶相花地磚

寶，就「飽」。名聞遐邇的TMSK透明

思考新天地餐廳的地磚，是寶相花圖

騰，中國古代的吉祥紋飾，回想盛唐，

氣勢飽滿，花朵和葉片都是成雙成對

的，綿延不絕；每一片磚，都是手工打

造，一片片鑲嵌，台灣美麗寶島，處處

都是寶，步步都是寶。

竹子桌椅

竹，就是滿足。寶島台灣常見竹子，世界知名的台北101大樓

也是以竹作為造型意象。竹子，是節節高升，是氣節，是長

青，樸實溫潤，象徵著台灣人的個性。TMSK說，這是「綠

色」，是一種生命的和諧。

世博TMSK餐廳裡將設置大型螢幕，播放自己製作的台灣小吃紀錄片，從南到北，足跡踏遍一府（台南）、二鹿（彰

化）、三艋舺（萬華），耗時三個月，採訪近80家小吃店，是一個不可錯過的台灣美食全紀錄，並採訪了飲食文化作

家舒國治、搖滾巨星伍佰、戲劇界常青樹李立群、歌壇硬漢趙傳和女子天團S.H.E。大家都說台灣小吃，好呷 （好

吃）！

女子天團 S.H.E

Q：4月12號，「大家說

台灣小吃」製作小組特別

採訪女子天團S.H.E，請

三個台灣年輕女生談談他

們最愛的台灣小吃？

E l l a：蕃茄牛肉麵很對

味，它有很甜的滋味，番

茄煮過之後會釋放出鐵紅

素，非常有營養，不論是

清燉還是紅燒的牛肉湯

頭，加入蕃茄會有另一種

滋味。

Hebe、Selina：筒仔米

糕，我超愛吃，加入香

菜、肉鬆，再淋上醬汁，

如果再配上一碗四神湯就

太完美了。

戲劇界常青樹 李立群

台灣小吃令我垂涎欲滴。

我覺得本省小吃不斷地在

吸引我，焢肉飯的米一定

要用台灣米，你用香港的

米、用上海的米是不對

的，最新鮮的米，發光的

好像有油一樣，因為台灣

的產地得天獨厚，在視覺

上就覺得這是屬於你的，

別人吃不了，就跟那麥當

勞一樣，這一盤屬於你

的，它就有種屬於感。

歌壇硬漢 趙傳

台灣的香腸大多是肥肉較

多，煎或烤之後就有特別

的油香味，卻不會覺得肥

膩，和其他地方的香腸不

太一樣。還有筒仔米糕，

創意上有點像是粽子，但

不是用竹葉，卻是在竹蒸

籠蒸出來，再淋上醬汁，

加一點香菜，看了就想

吃。

搖滾巨星 伍佰

走遍台灣，無人不知的搖

滾巨星伍佰談到台灣小

吃，他以那略帶台灣味的

國語與爽朗的笑聲回答

說：因為我是南部人，南

部口味跟北部不太一樣，

台灣的蚵爹很大很像飛

碟，是我小時候的最愛，

一次可以吃掉好幾個。

飲食文化作家 舒國治

不管是川味還是紅燒，都

是表現後逃難時期對吃的

那種大快朵頤式的一種嚮

往。累了，就吃一碗牛肉

麵。

TMSK透明思考新天地餐廳

上海市太倉路181弄新天地廣場北里11號樓單元2

Tel : 021-6326-2227

TMSK世博餐廳  

上海世博軸一樓005

Tel : 021-2024-2139

尋找家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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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台灣 
說台灣小吃的故事 

寶島台灣，四季如春，人民和善，

小康景象在台灣處處顯現，由於氣

候和煦，戶外的小攤販比比皆是，

由於小康，老百姓極好小吃，研究

小吃，使得小吃在台灣飲食發展

裡，別樹一格，深受來自四方朋友

的喜愛。TMSK來自寶島台灣，

當此世博盛況，我們以代表性的風

土美味小吃歡迎大家！

寶島大碗公割稻仔飯

台灣農村，在稻米收成季節，農家

主婦為在田裡忙碌的家人準備的餐

點。為了容易在田埂上就地進食，

家中婦人體貼地使用碗公，將飯菜

全置於其中，為了讓農夫有體力幹

活，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營養更

是重要。

今天，TMSK的大碗公割稻仔飯，

希望表現中國傳統重視農業的觀

念，也遵循農業時代濃郁的家庭倫

理關懷，為世博所有尊貴客人提供

充滿古樸風味的愛心餐點。

寶島老鄉牛肉麵

台灣牛肉麵，已經是世界聞名的美

食，台北市連續幾年舉辦牛肉麵大

賽，儼然是一個當代牛肉麵藝術的

城市。1949年高雄岡山的老兵，

將清燉牛肉麵加上岡山特有聞名的

辣椒醬，成為台灣紅燒牛肉麵的始

祖。從此，清燉牛肉麵、紅燒牛肉

麵成為牛肉麵兩大主流，百花齊

放，名家四起。TMSK的寶島老

鄉牛肉麵，使用上好的散養黃牛

肉，參考台灣牛肉麵配方，以最誠

實的原汁原味呈現，更重要的是，

從健康的角度，加入大量的新鮮番

茄，讓牛肉麵濃郁的滷汁，取得絕

美的平衡。

寶島筒仔米糕

筒仔米糕，是台南重要的小吃代

表，這個在蘇東坡的《仇池筆記》

裡都有記載的食物，至少有一千年

的歷史，然而，在台灣已經發展成

隨處可見的風味小吃。一般作法是

將調味的長米在陶罐裡蒸熟，加上

傳統台灣風味的甜辣醬，既快

速又美味，是一種極為鄉土風

趣的食物，尤其深受庶民大眾

的歡迎。

在世博展覽裡，TMSK考慮既

要提供快速簡捷的服務，也要

提供富有台灣風情的小吃，筒

仔 米 糕 是 老 少 咸 宜 的 首

選。TMSK取法的配方，是以

台南筒仔米糕為主，並加上滷

煮花生，讓口味更加豐富。

寶島紅豆霜淇淋

香草霜淇淋和紅豆交叉效果，

歐，那是最好的西方預見東

方，East meets West，是

混搭絕配，TMSK深愛當代

中西大結合的甜蜜。

寶島紅豆冰

紅豆冰的秘訣無他：誠懇地燉

煮，誠懇地使用純正的好砂

糖，每一口紅豆冰，要甜密入

心。

寶島芒果冰

台灣芒果冰無人能擋，TMSK嚴

格挑選上好台灣芒果，誠懇地為您

準備台灣最難忘的芒果冰。

寶島冰紅茶

TMSK保持這個傳統，使用英國

紅茶混合台灣阿薩姆紅茶，經過一

定的專業慢搖，搖出細緻的泡沫，

這個泡沫，更是台灣紅茶的一絕。

寶島冬瓜茶

TMSK的冬瓜茶，是今天在市場

上完全不復見到的古法熬製，是真

的冬瓜熬煮，誠實地以真的冬瓜熬

煮!!錯過TMSK的冬瓜茶，是世紀

之憾。

寶島香腸三味

每個地方，都有地方的口味香

腸，香腸的風格，反映了各地

風土人情。在台灣每個家庭裡

都有自己的口味香腸，在廟

口，在夜市裡更是隨處可見。

各式各樣的香腸是每個人的成

長記憶。

TMSK提供的高粱酒香腸、紅

糟香腸，是典型獨特的台灣香

腸，除了上好的肉香之外，更

有創意地提供了高粱酒香和紅

糟口味。TMSK的寶島原味香

腸，率領著高粱酒香腸，紅糟

香腸，讓朋友們一次品嚐到不

同的寶島風味。

TMSK透明思考新天地餐廳

上海市太倉路181弄新天地廣場北里11號樓單元2

Tel : 021-6326-2227

TMSK世博餐廳  

上海世博軸一樓005

Tel : 021-202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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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藝術展
2010楊惠姍

永遠的發光，永遠的熱

不斷追求創作的琉璃藝術家

楊惠姍與張毅　　永遠的琉璃代言人

從台灣出發的琉璃藝術，

在國際發光的典藏榮耀。

琉璃工房創始人楊惠姍與張毅

選擇以琉璃為一生不變的志業

如今這不只是一個理想，也是藝術家對琉璃藝術的承諾。

25年來，楊惠姍不停地往前走

在今年春節初四，她耳朵突然聽不見

這是一個多大的晴天霹靂

楊惠姍住進了醫院，經過治療之後

隨即回到上海，站上工作崗位

又開始不眠不休地創作 

投入世博會、博物館、脫臘加吹製新作品

這許許多多的工作 

楊惠姍沒有想過要換得什麼，沒有需要證明什麼。

 

而這一路以來的努力獲得了排山倒海的肯定

三年來，來自國際藝壇的典藏與榮耀

對楊惠姍來說，她只是簡單地想著：

我們從台灣出發，是有很多的人看著我們成長

而我們要對得起他們的期待與認同。

【展覽典藏獻禮】

展覽新品典藏 

新品「清泉水仙」，

首次在台曝光，歡迎典藏。

時間：6/11(五)～6/15(二)

地點：台北忠孝SOGO文化會館(12F)

Adorned with Character, Symbolic of the Heart
Tender Heart Behind a Will of Steel
觀念佩飾  心的標誌

滿額典藏獻禮

1.凡一次典藏作品達NT$10,000

及以上，即可獲贈「四方大吉祥」

精美掛飾乙件。(上限5件)

2.凡一次典藏作品

達NT$300,000及以上，

即可獲贈由琉璃工房為世博會

台灣館量身設計的琉璃紀念藝術品

「台灣心燈」乙件。

(原價NT$36,800，上限1件)。

「台灣心燈」以台灣前輩畫家黃土水的浮雕作

品「水牛群像」為底圖，在燈上鑄造出水牛、

牧童、芭蕉等圖像，作品寫實地反映台灣庶民

的生活，也象徵台灣社會的踏實努力。

2007

澄明之悟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

美國紐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 永久典藏

2010.03

春之舞

丹麥艾貝爾托夫博物館 永久典藏

2010.04

千手千眼千悲智

上海世博中國館 永久典藏

2008年，在康寧玻璃博物館出版的新玻璃藝術中，列入重要紀錄

2009, 2010

二度榮獲美國

INVITIONAL AWARD by HABATAT Galleries漢伯坦藝廊獎 

及 2010 Tacoma Museum of Glass Award

塔科馬博物館獎項的榮譽

2010.09

將獲邀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

客座授課琉璃脫臘鑄造法

是康寧博物館第一位華人藝術家教授



Journal no.24 June 2010
23

讓藝術的美好 
與感動傳遞下去
專訪琉璃工房貴賓蔣小梅小姐

人與人相遇的緣分，總是特別奇妙，琉璃工房與每一位貴賓的相遇，

也總有一個故事可說，住在台中的蔣小梅小姐一家人，與工房相遇相

知相惜的開始，卻是始於上海新天地琉璃博物館，從那天開始，工房

多了三位像親人般相知相惜的好朋友。

琉璃工房的貴賓也是我們的好朋友，蔣小梅小姐，不但是管理藝術的

專家，也是懂得經營自我生活美學的實踐家，她與先生一直都有藝術

品收藏的嗜好，但過去收藏多為雕塑與畫作，五年前因公前往上海新

天地，路過上海琉璃博物館（現已遷移新設於田子坊泰康路）時，蔣

小姐第一次興起了想走進參觀的感覺，「過去在台灣，雖然時常經過

琉璃工房，但只是站在外部看看櫥窗，幾乎沒有想走進去的念頭，那

次或許是步調比較慢，真正好好地完整欣賞了工房作品，發現自己被

深深吸引住，工房的作品不同於市場上的任何其他品牌，在觀者與作

品之間，它保留了一些呼吸、留白的空間，讓欣賞者與作品自己去思

考、去對話。」蔣小姐如此形容，在這次的相遇之後，她與先生決定

回到台灣時要進藝廊好好地看看。這一看，便與琉璃結下不解之緣。

像家人般的親密情感

從台中三越藝廊，到台中綠園道上的獨立藝廊，蔣小姐與先生找到了更符合他們心中的藝廊空間，沒有人來

人往的喧鬧，能夠更自在的欣賞每件作品，與伙伴們無話不談的默契，培養出如家人般的情感。2009年，於

高雄佛光山佛光緣美術館，所展出的「千手千眼護人間——楊惠姍20年琉璃佛像展」上，蔣小姐一家與伙伴

不期而遇，像是在他鄉遇故知，當下開心地擁抱彼此，去年11月，一家人到上海新天地的TMSK餐廳用餐，

更於第一時間就從上海打電話回台灣給伙伴們分享到餐廳用餐的興奮心情。3月時，恰好蔣小姐的女兒與藝廊

伙伴同一天生日，便與店長計劃在藝廊中替兩位壽星慶祝生日，現場大家買了小花、氣球來佈置，一同唱生

日快樂歌、吃蛋糕，和樂融融的氣氛，創造出不可取代的回憶。

與觀音對話

蔣小姐家中收藏了數座藝術家楊惠姍大型的佛像作品，令人好奇是否家中原來就有宗教信仰？她笑著說過去

自己與先生是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而母親卻是虔誠的佛教徒，三年前在鹿港特別挑了一尊木雕觀音像送

給媽媽，沒想到媽媽不喜歡觀音面相上的木頭紋路，打算轉送他人，但她認為自己選中的佛像一定是與自己

有著特別的緣分，於是決定拿回家供養，在每日定時上香時，慢慢地發現，觀音為她帶來心境上的寧靜祥

和。對蔣小姐而言，楊惠姍創作的觀音像已不只是觀音，而已達另一種境界，就如同六祖惠能大師的偈子所

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工匠與藝術家的差異即在於此，楊惠姍為作品注入了藝術家個人的情

感，賦予作品獨有的生命力與靈魂，自然能與觀者產生互動。與觀音相望時，在那眼神交會的過程中，總是

能觸動她內心的某個區塊，產生共鳴。「我常常望著觀音望到出神，渾然忘我，忘卻了世俗工作上的煩惱，

心也漸漸地靜了下來，找到平靜的力量。」

藝術品的價值應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

專攻藝術管理的蔣小姐解釋從藝術市場的角度來看一件藝術品的價值，通常會取決於作品是否有增值空間、投資

報酬率的高低，工房的藝術家系列作品不但是限量，而且有顏色、氣泡等些微的差異性，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創

作，自然有投資的價值，但就收藏者而言，藝術品跟自己的緣分，從第一眼的印象、是否能觸動內心深處的情

感，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同樣的價格也許可以買到更有知名度的畫家作品，或是知名品牌的珠寶包包，但「值不

值得」這件事應由收藏者才能定義，一件作品所能賦予的精神價值才是最彌足珍貴的。

蔣小姐獨鍾早期佛像作品的圓潤線條，她與先生特別喜愛「千手千眼千悲智」一作，有人問她同樣都是觀音，為

何需要收藏這麼多件？蔣小姐認為每一件都是不同的面向，它可以是坐、是蓮臥、是站姿、是乘在龍之上……，

而以覆鑄法創作的「無相無無相」系列，竟然能將佛像凝結在另一個空間中，這樣的技法已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

的範圍，「光是用三度空間形容已不足，它應是存在於四度空間的創作。」

活在當下，享受此刻

活在當下，是蔣小姐夫妻倆的生活哲學，對於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開心地玩，用力感受每一刻，所以也許只是

一頓下午茶，所用的器皿，都會影響當下飲茶時的心情，所以他們希望生活中所接觸的每個事物都是美好的，在

LIULI LIVING系列中的筷子，上頭的琉璃重量會讓持箸的手動作不知不覺慢了下來，這正符合現時的慢食文化，

「這樣的設計，不但融合了中華文化，也能讓你慢慢地享用美食，更能深刻體會口中的每一口食物的味道。」

將美好的力量散播出去

因為接觸琉璃工房的作品，讓夫妻一同浸淫於藝術的世界中，從只有一個人看，成長至彼此會互相分享，今天在

哪裡又看到了什麼好的作品，甚至是在挑選送給朋友、客戶的禮物時，先生也會主動提說：「走吧！去琉璃工房

看看。」除了顏色豐富，造型優美，蔣小姐覺得作品文字所描述的寓意，更是能貼切地傳達出，他們希望傳遞給

對方的美好心意。「我們有一位在中國經營企業的客戶朋友，總是不斷地

在工作賺錢，累積了很多財富，卻沒有想過要經營自己的生活，不曾停下

腳步享受生活中的美好，這兩年陸續送了幾件琉璃作品給他，也許價格並

不是太貴重，他開始覺得辦公室因為這幾件多彩的琉璃作品，氣氛煥然一

新，進而去思考自己生活步調，改變生活的重心。這位老闆後來也變成工

房的愛好者，選擇工房的作品送給朋友。」

一件禮物，珍貴於它的意義，送禮者的心意能完整地被傳遞，而收禮者能

從收到禮物的喜悅，進一步懂得欣賞、享受生命，更將這樣的喜悅傳遞給

週遭的親朋好友。

千江水月映慈悲

仰蒼天

人間出處苦無

低頭江水

見明月遍輝

才知處處慈悲映照

琉璃工房貴賓蔣小梅小姐。

文／黃尹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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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in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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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牡丹

曠達風雅

煙波微渺望不盡

平湖上的月光長照；

醉眼看花

是笑臥牡丹

還是牡丹笑我？

相約至台中綠園道 
賞琉璃喝咖啡！
台中國際藝廊 新裝Reopen

台中綠園道，是台中著名的人文藝術綠帶，豐富

的藝術文化資源均匯集於此寬廣的綠帶步道上，

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誠

品、市民廣場、特色小店……，悠閒的午後，與

朋友、家人，或是牽著心愛的狗狗，一邊散步曬

曬太陽，一邊參觀美術館的最新展覽，享受悠閒

的人文氣息。

今年五月，台中國際藝廊新裝開幕，就在勤美誠

品的正對面，獨立展示的藝廊空間，明亮而寬

敞，二樓空間特別規劃楊惠姍藝術家系列作品專

區，猶如小型的美術館空間，展示出多件難得一

見珍貴的藝術家作品，如藝術家楊惠姍「花好月

圓」系列作品──「清泉映蘭」、「百合如

意」，「金佛手藥師琉璃光如來」、「藥師琉璃

光如來」等，其中「清泉映蘭」一作於2000年

獲蒙特利市維多博物館永久典藏，全球限量生產8件。臨窗處的LIULI  Café是放鬆的好地方，讓您可以歇歇

腳也歇歇心，細細欣賞完藝術家作品後，喝杯咖啡，讓窗外飛揚的黑板樹種子帶走煩惱，只留下如琉璃般澄

淨的心情。

台中國際藝廊

台中市中興街229號1樓

TEL: 04-2325-6918

二樓靠窗處為LIULI  Café，

在幽靜中感受「藥師琉璃光如來」

的莊嚴面相。

藝術家楊惠姍「花好月圓」系列作品──「清泉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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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頭 
China Stone 

蘇東坡曾云：「山無石不奇，水無

石不清，園無石不秀，室無石不

雅。賞石清心，賞石怡人，賞石益

智，賞石陶情，賞石長壽。」文人

石趣，相得益彰。東方世界獨有的

山水意境，石不能言最可人。和成

衛浴（HCG）誠摯邀藝術家楊惠

姍親自參與設計，推出「和成衛浴

大師系列」首部作品——「中國石

頭」（China Stone），將原始

的山石移入現代的衛浴空間，傳達

出山石的力量與無窮變化，將衛浴

空間與藝術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石頭的情感

中國人覺得石頭是上天雕塑的，各

種石頭都會被運用到生活裡。雞血

石、太湖石、南京的雨花石等等，

不管它是兼具功能的，還是僅僅作

為一個擺設，中國人對石頭的情感

衍伸至石頭的紋理，比如大理石上

的天然紋理，人們從那裡可以看出

一種意境，一個生命；覺得那種紋

理很像一眼山水、一幅畫、一個人

……。所以，中國人對石頭一直有

著很深的情感依託。

石頭的靈魂

除了琉璃工房，我們現在還有純粹

為 生 活 美 學 而 設 計 的 LIULI 

LIVING 品牌。作為一名設計師，

應該是不斷變化的，就如同我從一

名演員進入到琉璃工房開始創作琉

璃作品一樣。所以我的創作不只僅

停留在琉璃工房中，我還會嘗試各

式各樣的東西。

石頭的堅持

在產品的設計與製作中最大的

挑戰是：陶瓷是非常不容易做

成直線和平面的。做平面的過

程真的是個很困難的經歷。想

想在這個「中國石頭」系列作

品裡，不僅有光滑面，還有一

部分是粗糙面。特別是這個粗

糙面的處理，是我從來沒有遇

到過的：不僅要覆蓋上，還要

保護粗糙面並且做得賞心悅

目，且利於日後保養……。所

以，當看到成品時你會發現，

這是觀念與工藝美術意願執行

的結合。這個結合，我可以說

在形成風格上可能是今天世界

上沒有見過的。我覺得它可能

是一個小小的設計的文化革

命，因為它完全脫離了你找得

到的所有的設計。

石頭的靜默

因為在這個領域裡二十年了，看

到很多現象，心裡總是有一種遺

憾。現在各大百貨公司的一樓，

永遠就只是那幾個牌子。它幾乎

像制服一樣，我想我能體會那種

無奈。為什麼不給中國人自己一

點點空間？讓中國的品牌也可以

在一樓某個比較顯眼的位置，成

為一個國際知名品牌。這就是為

什 麼 我 的 品 牌 堅 持 叫

LIULIGONGFANG 的原因。

荷蘭人跟我說，取個外國名字吧，

多好聽。我說 NO，不要。為什

麼我們念人家什麼 Swarovski, 

CHANEL,LV 那麼琅琅上口，

我 就 讓 外 國 人 也 來 念 念

「LIULIGONGFANG」。

石頭的精神

作為一個中國的馬桶，它需要不需

要「中國」兩個字？我們自己一路

下來，包括對琉璃工房的一路堅

持，是我們相信中國的價值觀念。

所以當面對一個美術的問題，我們

是站在現代的角度，審視整個中國

的過去，再看未來。把近代所有的

馬桶都擺在一起，它們就只有功

能，什麼都沒有。我相信「中國石

頭」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國人設計

的，因為它有中國精神在裡面。

石頭的美學

二十年走下來，琉璃工房的觀念裡

面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美術價值。比

如說，在西方美術裡，人是最重要

的。所以你看希臘的美術作品裡面

都是人，極少有天，上帝都是一

個。而看中國的美術創作，畫面上

沒有人都是景。隨便一個中國的畫

裡面全是景，人則好小好小。因為

石頭代表天，是上天造出來的雕

塑。所以我們要在這個衛浴產品中

展示琉璃工房一路堅持的中國美學

概念，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選擇了石

頭作為設計原型的原因。

口述／楊惠姍 整理／王安琪

「中國石頭」（China Stone）

衛浴系列，榮膺2010年W3世界

衛浴設計大獎賽殊榮

W3 世 界 衛 浴 設 計 大 獎 賽 ( 

World Water Ware Design 

Award ) 的 3 個 W 分 別 代 表

World（世界）、Water（水藝）

和Ware（器具）。和成衛浴（HCG）

誠摯邀藝術家楊惠姍親自參與設

計，推出「和成衛浴大師系列」首

部作品——「中國石頭」(China 

Stone)。以石頭為靈感，把原始

的山石移入現代的衛浴空間，自然

天成，線條乾淨凌厲，多面幾何設

計的「中國石頭」，傳達出山石的

力量與無窮變化，通過光影的互動，

陶瓷光滑切面與粗糙面的交替，傳

承理念，突破局限，營造衛浴產品

全新的視覺體驗。

「中國石頭」系列在不同時刻、

不同角度的光線下，

呈現出不同的折射面、

多變化的投影，

讓人們充滿想像。

「中國石頭」系列的洗手台，

名為「清泉」。

於楊惠姍家中，「中國石頭」系列

的馬桶，名為「雲水石」，馬桶蓋

上的琉璃凝棲息著「中國石頭」的

靈魂。

榮膺2010年W3世界衛浴設計大獎賽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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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9日，著名琉璃藝術家楊惠姍受邀攜其二十年琉璃經典佛像系列作品，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中國

法門寺首屆佛文化藝術展。1987年，法門寺因發現全世界唯一一枚佛骨真身指骨舍利聞名於世。巧的是楊惠

姍也是在1987年，退出影壇投身琉璃藝術創作，能在這個佛家聖地舉辦她的二十年展覽，是因緣際會。開幕

式上，楊惠姍向法門寺基金會捐贈了一件「祥龍護法覺人間」作品。

和‧韻‧中國法門寺首屆佛教文化盛會

楊惠姍二十年的琉璃之路

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兩千多件珍貴文物中，就有20件琉璃器。據考證，這

些琉璃器原為兩河流域一些國家向大唐進貢的禮品，比金玉還昂貴，大唐

帝國又把它作為珍稀的供養祭器獻給法門寺。法門寺慧慈法師接受訪問時

稱，琉璃就是「佛教七寶」之一。

金秋十月，凡是去過陝西法門寺的人，無不津津樂道於楊惠姍二十年琉璃

佛像展覽。在法門寺新落成的合十舍利塔內，560平方公尺的展覽現場，

以黑紅風格為基調，一次展出楊惠姍近200多件佛像造像。展覽闢有投影

區、經典作品、博物館典藏等10個展區，澄明透亮的琉璃佛像帶給人們心

靈的洗滌與安靜。展場入口處，展覽主題「千手千眼護人間」七個大字來

自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墨寶，根據敦煌莫高窟壁畫再現的高達4.5公尺

的千手千眼觀世音立體造像，則直擊人們心靈深處的感動和震憾，這尊千

手千眼觀世音造像曾經在甘肅、上海、台灣，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華

人地區展出，均在當地獲得千萬信眾的關注。

第一個展區只陳列著一個佛頭，凡參觀者細細端詳，欲探知其中緣由。

1987年，楊惠姍投身中國現代琉璃藝術，苦心研究特殊的琉璃脫臘鑄造

法。她的第一件作品，就是這個佛頭，後來這件作品被命名為「第二大

願」。從此之後，楊惠姍從未停止過臨摹和創作佛像的舉動。每當參觀者

聽著導覽員的講述之後，會更仔細地觀注這件作品。一位來自新疆的參觀

展場POP海報上的「千手千眼護人間」七個大字，

集自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墨寶。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

葉小文（左一）在陜西省副

省長姚引良(右一)的引領下，

進入轉經輪展區參觀。

 《第二大願》

文／陶慧鋒 黃惠卿

者，感動於藝術家的創作，特地帶

來一束百合花供養「第二大願」。

楊惠姍雖然離開電影20年，但她

對於展場的設計依然運用大量電影

的語彙來表達，動用了10台DLP

投影機及LCD液晶顯示器，投影

區內有一面高2.2公尺、寬9公尺

的巨幅銀幕牆。這是與全球最大投

影機製造廠商中強光電旗下知名品

牌Optoma奧圖碼科技合作的全

新嘗試。參觀者緩緩入座，影像引

導觀眾進入畫面中的另一個時空，

與楊惠姍一同回憶二十年坎坷的琉

璃心路歷程。

在二十年經典作品區陳列著80尊

姿態各異的琉璃佛像，它們述說

著：20多年前，在台灣鶯歌的鄉

下，楊惠姍蹲在一個破舊車間的小

溝旁，沒有任何美術雕塑的背景，

而開始自學雕塑、研製脫臘鑄造技

法。黃昏，揮之不去的蚊子圍繞在

身邊，她還是專注地雕塑手中的佛

像。為什麼雕塑佛像？因為張毅跟

楊惠姍說：「中國的佛像幾千幾

百 ， 你 可 以 從 雕 塑 佛 像 開 始 學

習。」失敗、挫折，挫折、失敗…

…是對雕塑佛像的專注與熱情，讓

她堅持一路走下去，至今，楊惠姍

已經雕塑了超過380尊的琉璃佛

像。有一位參觀者，對著展場的第

一件到最後一件佛像作品都以虔誠

的90度鞠躬，沒有一件例外。

二十多年來，楊惠姍與她的琉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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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十分鐘後又出現大千觀音區，只見師父雙手恭敬拿著一只礦泉水

瓶，裡面插著一朵百合花，一臉靦腆地笑著走向導覽員，並慎重交代

說：「供佛吧。」看著導覽員安放在千手千眼觀音前方的位置，才滿

意離去。來自北京的一位青年，因為心裡不痛快，所以選擇

騎自行車從西安到法門寺旅遊，在展場感受到「今生大

願」帶給人的安祥，他內心恢復了許多未曾有過的平靜

與舒暢。法門寺普覺師父十分敬佩楊惠姍的佛像作

品，他感慨於楊惠姍從佛像創作體悟人性，

他為能夠在法門寺舉辦這樣精彩的展覽

而感動地落淚。師父幾乎天天到場參

觀，完整地欣賞所有展區，並真情關

切和支援展覽現場的工作伙伴。

二十年前，「琉璃」，對大部分中國

人而言，只是北京故宮紫禁城上的

「琉璃瓦」的稱謂。如今「琉璃」二

字廣為流傳，演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不

可或缺的詞語，代表人們對美好、純真的

嚮往和寄託。而對於楊惠姍而言，她用琉璃藝術

的物質語言，省思佛教哲學的內涵，省思人生閱歷，

將藝術創作和真實生命的奇特結合，無限延伸。

影視明星范冰冰感慨道：

「太美了，真是太神奇了！」

《祥龍護法覺人間》

品應邀至中國各地、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地展出，

已有超過20件作品獲得全球知名博物館永久收藏。此次展出的「亙古之敦

煌」、「大放光明」、「大願」等8件均為博物館典藏之作。其中，「金

佛手藥師琉璃光如來」於1993年，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這是北京故

宮建館以來第一次收藏當代的琉璃藝術品；1994年，金佛手在義大利威

尼斯的「982國際透明藝術大展」展出，金佛手獨特的東方佛教的思想風

格，首次與琉璃材質透明澄澈的語言完美呼應，吸引了國際藝術界廣大的

注意。1998年，「無相無無相」系列作品問世。緣於楊惠姍要尋找另一

種表現語言，即可充分利用琉璃的本質特性，又能在精神上表達要說的

話。2001年，「無相無無相」系列作品受邀至美國寶爾博物館展出，並

得到典藏的榮譽，意味楊惠姍已被西方美術界認定為東方琉璃藝術的代

表。

準確定位琉璃絢麗的色彩，曾是楊惠姍的技術特長，但自創作「澄明

之悟」系列作品開始，楊惠姍拋開了顏色的侷限，她所創作的一系列

透明無色的大型脫臘鑄造的花朵，喻意對生命的頓悟，使物質和精神

恢復到最初的透明與清澈當中。2007年，「澄明之悟」分別被美國

康寧玻璃博物館和美國紐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收藏。

展覽現場有一個區域，18件遍身通透的琉璃轉經輪，一字排開，經輪

上刻有大悲咒。導覽員講解道：每當右手拂過經輪，經輪轉一圈，就

等同於念了一遍經。於是觀眾無不躍躍欲試。開幕當天，中華宗教文

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在陝西省副省長姚引良的引領下，進入琉璃佛

像展區參觀，並饒有興趣地一一轉起了經輪，祈願平安。作為中國扶

貧基金會愛心大使的影視明星范冰冰，她現在做的許多公益事業也與

佛家文化有著不解的淵源，在參觀楊惠姍20年琉璃佛像展區時，看著

一件件玲瓏剔透、巧奪天工的琉璃藝術品，范冰冰感慨道：「太美

了，真是太神奇了！」她拂過轉經輪時，神態莊重而虔誠。一位來自

寧夏的老太太衣著樸素，與兒子、媳婦、孫子參觀展覽。導覽員邀請

老太太轉動經輪，老太太沿路觀看佛像的合十動作始終沒有放下，望

著經輪，聽著伙伴輕聲為她說明，轉經輪常念慈悲、祝福平安，她靦

腆地說不認識字，看不懂大悲咒，導覽員說沒有關係，握著她的手輕

觸經輪，老太太瞬間感動，淚眼點頭，慎重地輕轉經輪。離去前緊握

著導覽員的手說：一定是前世結緣，才能在此刻相遇，祝願大家身體

健康平安。

作為展覽的壓軸大作 —— 「今

生大願」，曾被中國敦煌研究

院院長樊錦詩譽為敦煌的第

493窟，這更是楊惠姍的今生

大願，她預備用自己的一生去

完成這尊琉璃的千手千眼觀音

造像。這已經成為她個人生命

的行為藝術，也是千萬人關心

的佛像造像活動。人們走近

「今生大願」時，都被深深感

動，久久不願離去。法門寺的

一位師父看完展覽默默離去，

2009年9月29日，在西安法門寺的展覽開幕現場，楊惠姍向法門寺基金會捐贈「祥龍護法覺人間」作品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