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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心賞卡年度作品
「天舞昇平」，翩然上市

在生活裡，引進東方美學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吉祥物百變鴨鴨喜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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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琉璃工房要求讀好多書；所以我要離職。 」

聽說這是最近很多伙伴離職的理由，聽後，覺得啞口無言，在這崇尚自我的世代，到底還能說什麼？

小時候，家裡大人都說：好好唸書。 

為什麼要好好唸書？還沒有說清楚，人就長大了，學校，好像就成了好好唸書的同義字。那麼，在學校裡好好唸書，

好像也對「好好唸書」這件事，有了交待。

年紀大了，回頭想想，學校裡到底唸了些什麼書？回想得起來的，實在不多。

為什麼？自己年紀不到，聽不懂；其次，有能力說得明白；能說到每個人心裡去的老師，難遇。更要命的是，學校，

至少在我的年代，是個以考試為目的地方，上學，全是為了考試的手段而已；為了考試，書，全拆成了一題一題試

題，沒有什麼和生命攸關的內容，也沒有人想知道你的疑惑。

學校為什麼不教「愛情」？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學校為什麼不教「愛情」？或者，教教大家「死亡」是怎麼一回

事？如何面對死亡而不害怕？誰答的有條理，誰就可以及格，而不是努力地計算著：雞兔同籠，計算108條腿，問有

幾隻雞？幾隻兔子？畢竟，真實生活裡，雞和兔子很少關在一個籠子，但是，愛情，死亡種種，經常碰得上。

離開了學校，很多人理直氣壯地不讀書了。理由是：生活的現實壓力好大，而為了謀生活，工具書，成了唯一好像不

得不讀的書，「如何在三十歲前成功」之類奇怪的書，堆滿了書店。

人生的路，每個人就兀自向前走。每個人自求多福。

生活一旦面對抉擇，心裡甚少可供參考的價值觀念，只有訴諸生存本能。活著，也真就只是活著。福氣很好的家庭，

雖然有時候不見得有什麼明明白白的祖庭寶訓，但是輩輩「寬以待人，嚴以律己」之類的身教，足以讓後生晚輩耳濡

目染些智慧，人間行走，不致於惹些驚世駭俗的事端。

然而，時代畢竟進展驚人，一個人要面對的適應問題，誇張一點說；簡直是光怪陸離。見過我的師祖輩的長者，即至

今天，進了公共場所，見有人戴著帽子，必然克制不住地要上前怒訓之，要人家摘下帽子而後已。我們當然知道在餐

廳戴帽子算什麼？還有人戴帽子主持節目呢！這是無關緊要的例子，死不了人。每個人都在每一天學習適應他不瞭解

的情況，但是，嚴重的問題呢？譬如：為什麼我不快樂？

2004年，台灣大學調查18所小學2075名四年級學生，結果顯示近20％的小學生產過自殺的念頭。

我們看過多少身邊的人，因為管理不了情緒，付出扼腕的慘痛代價？莫說別人，每個人檢視自己回顧走過的路，都少

不了怵目驚心的歷程。說日子是步步地雷，一不小心，隨時粉身碎骨，可能不是小太保的俏皮話。

自己跌跌撞撞地過日子，算自己活該罷了，然而，自己轉眼竟也為人父母，眼看小傢伙的書包，裡面的書顯然比雞兔

同籠好不到哪裡去，上學面臨的升學壓力也未必改善，很想大聲問每一個人：誰來帶領我們過日子？

我不願這時候說：請多讀書。

黑暗裡
 一盞一盞的燈



但是，回想自己一路走來的路，我覺得最難的是能夠自給自足的過日子，我說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官能之欲，是一

塊米糕，還是黑松露，都容易買單。真正難過的是一種「慎獨」，是問你獨自一人，無論日子如何變化；是不是仍然

怡然自得？是不是仍然充實飽滿？是不是面對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聲音與憤怒」的外在世界；你仍然自有自己的定

見？

請讀書，尤其是文學。

在時間的長河裡；一本一本文學，是一個一個多樣的生命的探索， 這一個一個的探索，呈現了一種一種的生命面

相，無論它呈現的是黑暗，是光明，我覺得給我們一種生命經驗的借鏡。

我在十三歲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我幾乎是不吃不睡地讀，完全一個小瘋子，因為我突然發現了它是一

面鏡子，在鏡子裡的我是卑瑣到可憐。突然，我不太關心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雙當時流行的高跟的小太保馬靴。

當然，當你六十歲，回想起《約翰克利斯多夫》，你完全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另一番心境。但是，我仍然由

衷感激它在我慘綠的年代，給了我一個啟發性的視野和生命價值感。

那麼，作為琉璃工房伙伴，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琉璃工房永遠不斷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我們不可能只要求「作品」

有益人心，推廣作品的「人」，是不需要「有益人心」的，或者說推廣作品的「人」，只在琉璃工房的藝廊裡有益人

心，回到家裡，面對父母、丈夫、子女，「有益人心」難道就像一個公事檔案夾一樣，是不「把公事帶回家」的？

我想我需要再把「有益人心」的觀念再澄清一次：1996年，當我正式地強調「有益人心」的價值，是沿續著工房創

業的「誠意」的價值。在歷經1996年的種種挫折衝擊，琉璃工房仍然不強調「利潤」、「競爭」等等一般企業的核

心目標，是因為我們更堅信我們要過我們自己選擇的生活。

那種生活，仍然充滿光明和黑暗，仍然有各種苦痛煎熬，和欲望的試探；種種疑惑，仍然沒有答案。然而，漫漫的黑

暗裡，我們安靜地讀書，你終將發現那些圍繞著我們縈繞不去的悲痛、歡喜、貪婪、關愛、在無盡的過去，甚至未

來，周週而復始地發生著。這樣的分享著那些經驗，是生命最本質，最深邃的學習。

今年是托爾斯泰冥誕百年。如果有人對於時代混亂；對文學如果「邊緣化」悲觀，應該看看俄國如何冷落這個俄國的

巨靈。如果有人對自己的人生伴侶頗有微辭；我想應該看看托爾斯泰和蘇菲亞夫人的生活。

一定要問為什麼讀書？

書，是黑暗裡，一盞一盞的燈。

From January 14th to February 20th, 2011, NT$12,000 
purchases order or more at LIULIGONGFANG Gallery 
in Taiwan wil l receive the accessory “Leaping Spring 
Rabbit”(Limit 5 commemorative pieces per transaction) 

凡典藏達NT$12,000及以上，即贈兔年專屬

琉璃項墜「卯兔飛躍」乙件

(上限五件，贈禮顏色以實際作品為準，

詳細活動辦法請洽藝廊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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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TVBS《看板人物》專訪幕後小記

當我們收到TVBS《看板人物》

節目人物專訪的邀訪時，

不禁開始想，

這一回，

這個故事該怎麼被陳述呢？

打開主持人方念華小姐所寄來的訪

談題綱，她選擇以「柳暗花明又一

村」來做為這個故事的開頭，是

的，自1987年創立以來，琉璃工

房走來24年，2010年楊惠姍受邀

至美國康寧博物館演講授課，無論

是由哪一個層面來說，整體意義都

是很重要的，在琉璃創作的這條道

路上，琉璃工房又向上攀爬了一大

階，而且越走越寬廣，越走沿途的

景色人物越令人動容。

主持人問到，張毅、楊惠姍選擇由五光十色的電影舞台退場，轉而將中國琉璃文化的承傳作為一輩子的志業，從電影

人生中所習的經驗，對於後來的人生有何影響？對於張毅，他看到了可行的方向，但需要一個人可以身體力行地去完

成它，這個人就是楊惠姍。對楊惠姍而言，日以繼夜的拍片，一百多部的電影，如同體驗了一百多個的人生經歷，這

些都化為她在臨摹、創作佛像的重要養分。「我看待我的電影工作一向是非常嚴肅的，從演員轉到琉璃的創作，這中

間完全沒有轉換的空檔，我從不用犧牲兩字來形容，因為不論你作什麼工作，都是自己的選擇。在創作的過程中，非

常快樂，覺得自己在與佛、觀音對話。」

進入後ECFA時代，隨著藝術市場的開放，主持人詢問琉璃工房發展中國大陸的市場的經驗分享，張毅說：「我是以

嚴肅地在看待這件事，在這龐大的送禮市場中，琉璃只是一種載體，追求雙方共同的語言，藉由現代的材質去表達文

化。」從40幾個藝廊、TMSK透明思考餐廳，到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琉璃工藝是千年文化，琉璃工房不只是一份

事業，而是對於文化的繼往開來。

文／黃阡卉  攝影／林福明 在
城
市
中
，
尋
找
心
的
地
標

《台灣琉璃心燈系列》

文／黃阡卉  

攝影／王漢順

場地提供／秦大琳私房菜‧Darling Café

小城市裡，多彩的故事不停上演，

自南而北 由北到南。

抬頭仰望 藍空的彼端 

那條優美的天際曲線，

描繪出一段段 我們共有美好的回憶，

建築堆砌的 不只是安居之所，

更是層層豐富溫暖的情感歸依。

台灣琉璃心燈系列之

「高飛－城市心燈」，典藏價NT$5,800。

台灣琉璃心燈系列為藝術家楊惠姍獲邀為上海世博台灣館所設計的天燈意象紀念藝術品，首度以琉璃詮釋台灣特有的自然文化，每件心燈皆歷經數月的手工吹製、拉絲與研磨製作，

「高飛－城市心燈」，以台灣城市天際線剪影展現獨一無二的城市樣貌，刻有台北101、中正紀念堂、高雄85大樓……等知名建築，帶出台灣各地擁有熱鬧繁盛的城市活力。

節目採訪結束後，方念華小姐代表工作人員送給張毅

與楊惠姍一份驚喜伴手禮，原來是兩人卡通肖像畫，

讓藝術家也能露出難得一見可愛表情。

張毅、楊惠姍致送主持人方念華小姐

LIULI PLUX花博專屬作品「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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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12祈願
琉璃工房生肖系列　

以現代琉璃藝術延續中國文化傳統

你是屬兔，屬龍，還是屬蛇？歲末年終，人們總是對於來

年寄予厚望，生肖不僅是中國文化曆法智慧的傳承，更深

入我們人生的各種面向，與生活息息相關；論性格，古人

說屬牛的人堅毅牢靠，屬兔的人靈活溫和；談合作，老一

輩講兔羊豬利事業，虎馬狗適婚配；龍年的新生兒特別

多，反映出的是一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盼。

十二生肖，其實是中國人對生命的十二種看法，是對未來

的十二種祈願。

多樣的生肖主題，一樣的滿滿祝福

自2002年起，琉璃工房汲取十二生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與文化精神，在馬年推出第一款生肖系列作品，至今已將

進入第十個年頭。2 0 0 3年的羊年生肖系列「吉祥如

意」，以生肖羊的祥瑞順意的意涵做為創作核心；2004

年的「大好正果」猴年生肖系列，以猴子的長臂伸攬天下

美好果實為題；2005年的「大吉天下」雞年生肖系列，

以雞鳴日升即天下太平為主題；2006年「大旺新年」狗

年生肖系列，表現狗忠誠剛毅的浩氣，達至諸象和旺；

2007年「滿滿福猪富」猪年生肖系列，談的是猪的福氣

與滿足，看得開的自在；2008年「領先」鼠年生肖系

列，則以鼠的生肖排名第一，延伸出領先的意義。

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琉璃工房特別藉由「鼓舞大地

美」牛年生肖系列，以牛的「天道酬勤」勉勵眾人，在耕

耘的循環中穩固踏實前進，望人們回歸原點繼續努力，希

冀豐年。而2010年「新虎力量」虎年生肖系列，則以虎

的力量作為創作核心，進一步祝福新年瑞氣乍現。

九年以來，這些生肖動物，陪伴琉璃工房成長，迎接了九

次新年鐘聲，也記載了工房九餘載的點點滴滴。每一款生

肖系列，都是衷心的祝福，也是琉璃工房在琉璃藝術創作

上，一年年不斷自我期許與突破的過程。

2011兔年生肖獻禮「兔躍新天下」    
一起跟靈活的兔子學應變

2011年，進入第十個年頭，琉璃工房以兔年生肖系列

「兔躍新天下」為主題，揮別過去這幾年全球在社會與經

濟上的動盪不安，在2011這滿是希望與快速重生的關鍵

年，獻上積極面對未來的變局創意與全新思考角度，一起

跟著靈活的兔子學應變之道。

從動物特性來看，兔的雙眼分別可見180度以上的範圍，能一面觀察掠食老

鷹的動態，一面尋找地面的掩蔽處；亦可在高速奔馳中，突然停止或改變方

向，觀察力、靈活彈性十足。兔子會為巢穴預先挖掘兩、三個出口，輪流使

用，以應付掠食者，也就是「狡兔三窟」的起源，在狀况發生之前，預先做

好相應準備。這樣的動物特質，對於處在2011年重整再出發之際，極具啟

發意義。

此系列特別以兔子應變小故事搭配作品推出，以趣味活潑的插畫風格，黑色

幽默的詼諧語氣，將兔子特質運用在變局管理上，用輕鬆的小故事分享「兔

子管理學」。系列中「精彩大發路」、「大躍昂揚」、「喜兔登—回頭

喜」、「喜兔蹲—飛躍之前」、「喜兔奔—步步福」等作品，皆傳神描繪出

兔子的靈活聰穎。

同時，兔年在十二地支中對應的「卯」，為春天、黎明之意，代表萬物冒地

而出，充滿無限生機。琉璃工房在此一希望之年，借著辛卯兔年的意涵，獻

上萬象復甦、景氣回春的祈願與祝福，願來年人人滿是期待與希望。

在歷年的生肖系列作品中，皆有一款帶著翅膀的夢想生肖作品；今年，兔年

生肖作品中「精彩大發路」頂端的飛兔，即為兔年系列中的夢想生肖兔，朝

向未來夢想昂首飛馳，一路朝著宏圖大道前進。作品「精彩大發路」在象徵

不斷循環與「發財」的數字「8」上，設計了六隻姿態各異、或騰躍或匍匐

的生動兔子，亦有「168」一路發的諧音之意。而「富貴滾滾兔」的推運聚

寶兔設計，更為新年增添了福祿源源至、榮華滾滾來的佳節喜氣。

系列作品，擁有獨特的立體脫臘雕花設計，運用琉璃工房聞名的脫臘鑄造法

創造出立體效果，為琉璃工房今年特別的設計；小巧可愛的花朵剪紙雕花

兔，在新的一年裡帶來幸福美滿的寓意，極為討喜。

琉璃工房希望如同過去的生肖系列，在2011年，「兔躍新天下」能再一次

傳達我們最誠摯的祈願，以及對來年最深的祝福。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心有馨香」。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

「精彩大發路」。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慧眼見榮華」。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兔來寶」。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富貴滾滾兔」。 2011「兔躍新天下」系列之「喜兔蹲—飛躍之前」。

2011「兔躍新天下」

系列之「大躍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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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琉璃紋的氣質鴨鴨。

繫上漂亮的絲巾的鴨鴨昂首挺胸的站著。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鴨鴨繫上絲巾，時尚又典雅。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吉祥物
百變鴨鴨喜迎2011

或許在平常人看來，鴨子很笨很呆，吵得要命。

其實鴨子非常聰明，總是出現在最美好的地方。

蘇軾的詩中有一句：「春江水暖鴨先知。」

有開放的花，清淨的水，就會有鴨子。

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一個充滿時尚、美食、藝術人文的地方，

一群群鴨子，在一陣陣嘎嘎叫聲中，向你表白心聲：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歡迎您。

活潑歡快的鴨鴨 

池子裡流水叮咚，猶如鴨鴨們的心情，歡快而又活潑。栩栩如

生的鴨鴨們形態各異，有的在翹首企盼，期待著路人們的回

首；有的在四處張望，於各色行人中，感受著人們喜愛的目

光；有的俏皮地歪著頭，在拍照的路人面前作可愛的姿勢，也

有的微笑看著來到博物館的客人，迎接每位貴賓。它們笑臉相

迎、憨態可掬的模樣十足逗樂了每一個過路的行人和來訪的客

人，特別是小朋友，他們都會忍不住上前摸摸它們。鴨鴨活潑

歡快的氣息，同樣感染著博物館的每個來客，隨著靈動跳躍的

音符，鴨鴨在光影變幻中「踏著節奏」，歡迎每一位來訪的客

人。

時尚親切的鴨鴨

用餐時刻的博物館熱鬧非凡！鴨鴨在博物館裡隨著工作人員忙得不亦樂乎。

喜愛幽靜的客人們會爭相選擇靠近大鴨鴨的餐桌坐下；孩子們會蹲在鴨鴨的

大腳掌上，像對待相依相伴的朋友，不管身邊的大人如何催促，就是不肯離

開。鴨鴨在用自己富有特色的舉止，使來到博物館的每一位客人享受著一種

與眾不同的用餐氛圍。於是，鴨鴨的形象不由地成為了吉祥物，不禁讓人想

起了博物館餐廳的濃情美味，在聆聽時尚音符的同時，紛紛沉浸在對琉璃藝

術品的冥想之中。

於此同時，鴨鴨的身上還有博物館賦予的藝術氣息，它們的影子穿梭於時尚

與經典的設計之間，默默與博物館工作人員一起，以它們獨特的形象，盡心

為客人推薦他們想要的，包裝客人所挑選的物品。此時鴨鴨的形象不僅讓人

感覺不再憨態，它們與工作人員的服裝色彩相稱，成為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

獨特風景。

氣質優雅的鴨鴨

白色的鴨鴨有的繫著漂亮的絲巾，有的身披琉璃彩珠，有的頭戴琉璃頭飾，

有的樸素無華，它們抬著頭，優雅地看著你，似乎想對你輕輕訴說什麼，又

或許只是默默與你相伴，伴你品書香，伴你品嘗美味佳肴，引領你到展區走

一走，陪伴你為心愛的人挑選一份真摯的禮物。氣質優雅的鴨鴨立在博物館

的幽靜之處，將過道變得人頭攢動；處於博物館的熱鬧處，使熱鬧處成為一

種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聚會。博物館的鴨鴨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帶來

一種明亮的氣息。氣質優雅的鴨鴨在用它的魅力將來到博物館的眾人凝聚在

一起，將他們的笑臉繪成一幅優美動人的圖畫。

博物館的鴨鴨扮演著百變的角色，成為博物館的形象大使，同時，給予來到

博物館的每位賓客，享受一份心情上的放鬆及心靈上的美好感覺。而這，不

僅使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成為一個大家夢想中的多元文化沙龍，也成為了一

個永久閃亮的文化舞台。

鴨鴨們列隊翹首企盼著客人的來訪。

小三堂餐廳內，大鴨鴨陪伴您用餐。

文／吳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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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越寬
記昆山新影響數位動畫有限公司

在毗鄰上海的江蘇昆山市張浦鎮「N維空間站」動漫產業園區裡，有一家公

司的大門特別與眾不同，那就是「昆山新影響數位動畫有限公司（簡稱

a-hha）」。a-hha成立於2003年，為了適應不斷壯大的創作隊伍，2010

年7月從七寶遷址到昆山市張浦鎮。現在的a-hha已經是張浦鎮文化服務產

業中的一面旗幟，也承擔著張浦鎮文化創意產業的接待任務。

很多來訪者會對我們大廳裡的「廢械狗」很感興趣，得知這也是我們一個製

作項目時，更是感到期待。狗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也是琉璃工房的好朋

友，更是我們a-hha的好朋友，現在製作的《黑屁股》講述的正是一隻小狗

的故事，3D版《黑屁股》預備在今年年中時完成。

靈活的創意工作站

在進行創意工作時的狀態，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吵鬧時，為追趕劇組的小

狗pipi（「黑屁股」的原型）鬧得整個辦公大樓不得安寧；靈感來了，順勢

抓起道具瘋狂飈戲；表演課上大喊「失火了」，使得隔壁加班的部門驚慌失
措；安靜時，仰望星空，探討小狗尾巴在動畫裡該如何擺動會更自然；閒坐

時，互相探討路邊觀察到的各色人等的走路姿勢；觀影課上，挑剔別人的燈

光、材質；在昆山時遇到停電，就凑在吧台或是沙發旁聊電影，聊劇情，取

其精彩棄其糟粕，學習可借鑒的，修改不完美的，在交流中互相提升實力。

列寧說過，不會休息的人便不會工作。對於動畫人而言，不會在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的人，便無法擁有創作的源泉，於是，公司為大家提供了乒乓球和羽

毛球，伙伴商斌還為大家帶來了跳舞機，中午休息和下班後經常有夥伴進

行PK，大家發現體型微胖的商斌原來還是個舞林高手呢，還商量著要將這些

動作運用到我們的動畫製作中。

建立新的溝通平台

a-hha團隊才用了一天的時間，就從琉璃工房七寶廠搬到了昆山辦公空間，

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新建的園區地理位置較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設施嚴重

匱乏。在那段日子裡，幾個年輕人每日步行往返一個多小時去鎮上吃晚飯，

回來後坐在大廳的沙發上休息，一個伙伴用吉他現場彈奏他原創的青春絮語

給大家聽。從國際大都市的繁華到小鄉村的寧靜，一副隱居於世外的陶然之

樂，簡單而溫馨，卻也可以屏除一日的勞累。一個星期後，當新鮮感漸漸褪

去，交通、就餐、住宿等一個個現實的生活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很多伙

伴將這種不滿表現在言語與行動中。負責人崔凱意識到了這種緊張的氣氛，

及時瞭解伙伴們的情緒，並予以開導。此時，咖啡吧台成了大家交流發表建

議的會場，各種流言與誤會都在咖啡的濃淡與冷暖中消耗瓦解。通過溝通伙

伴們的情緒由消極走向積極，言語中也多了很多「我們」來代替不滿時的

「你們」。

剛搬到昆山時早晚餐真是一個大問題，後來終於由廠內老劉夫婦擔負起準備

早晚餐的重任。當伙伴們在一個早晨吃到老劉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飯菜時，一

位伙伴說這是他在昆山一個月以來吃到的最可口的飯。此後，老劉夫婦便起

早摸黑的為20多位伙伴們精心準備早晚餐至今。再過幾天老劉夫婦就要去上

海TMSK餐廳去學習厨藝了，期待我們的大廚學成歸來，在新建好的餐廳裡

大秀厨藝。

在籌劃搬住昆山的前後，a-hha的伙伴們還擔負著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宣

傳片《女媧補天》的製作，要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修改完善2D版的《女媧補

天》。現有的《女媧補天》為2D手繪的古代壁畫風格，是專為琉璃博物館整

體印象設計的，是一段極具影像風格、高度藝術性的表現型態。但是，如何

準確地將影片最重要的感動和內涵藉由這樣的風格來傳達呢？伙伴們從故事

本身找尋靈感，將思考的重點放在女媧與觀眾之間的情感連結，將女媧為何

要捨身拯救如此貪婪善鬥的人類，怎樣的愛使她這麼做，做為故事傳達的重

點。同時，還要加入大量的3D效果，強化影像與觀者之間的視聽層次感。如

何在2D的動畫裡加入3D動畫的質感，並且依然保有原來的風格韻味，是極

具挑戰的一項任務！但是，相信a-hha的伙伴們能夠辦到！

a-hha是誰？

a-hha，2003年成立，從事多媒體動畫創作的產業，共有台灣、上海、昆山三個製作基地，擁有創意、製

作、發行等完整的產業流程，以及一組高素質的創意主腦團隊。早在2006年，其作品《黑屁股》就入選愛

丁堡電影節，並在2008年先後入選台灣國際電影節和台灣美術雙年展。此次為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製作

《女媧補天》的a-hha動畫團隊，是由其CEO──金馬獎導演張毅領銜的10人製作團隊。該團隊是a-hha

的新生力量，主要創意人員網羅了兩岸三地最資深的動畫影像創作精英，涵蓋編劇、導演、動畫、原畫和人

物設定、美術指導、音樂等各個領域。

昆山市張浦鎮「N維空間站」動漫產業園區全景。

在a-hha大廳裡迎接客人的可愛廢械狗。

每一隻廢械狗都被賦予

了獨一無二的生命力。

《女媧補天》的精彩場景之一。

咖啡吧台是大家交流情感的溫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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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工房的伙伴，都有共同的特

徵：凡出席重要場合，必定身著一

襲黑色服裝，正式而含蓄；性格內

斂不張揚、穩重而自信；真誠待

人、富有一顆熱情洋溢的心擁有一

個穩固而堅強的團隊，對於琉璃工

房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每位伙伴們

都瞭解並熟悉工房的企業文化，我

們是傳播琉璃文化理念、與客人互

動交流的橋梁。通過伙伴們的智慧

和雙手，一件件承載著有益人心的

琉璃作品落在世界各個角落，如同

在播散琉璃文化的種子。

在琉璃工房除了工作，對於伙伴們來說，更多的是，自身修養一種不斷學習的狀態。琉璃工房的大家長張毅時常教

導、提醒我們：要多看書、多閱讀。他們對於知識的危機感和學習的衝動，身體力行地鼓勵著身邊的工作伙伴們。

2010年，琉璃工房舉行一年一度的培訓集會，來自台灣各地22家藝廊的店長們與各部門主管，每個人都經年累月堅

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出色地工作，在這次集會中，大家如同返家的遊子，於桃園龍潭渴望園區歡度了大家庭團聚的時

光。

此次的培訓活動，有別於以往靜態的講演教育訓練模式，工房邀請專業的講師規劃專屬課程，由「做中學」的體驗式

訓練，運用具體活動設計，例如第一天的「諾曼地登陸」遊戲，伙伴們分為四組，每組隊員又分為觀察者、傳令者、

製作者等角色，旨在於角色定位的學習，培養伙伴們對於團隊工作動力之認知與瞭解，增強自身參與工作貢獻的認

知。又如「綁平結」遊戲，所有人圍成一個圈，共同設定一個時間目標，在時限之內同時完成，在這設定的考量，即

在於引導大家在團隊中的信任、溝通與思考。

第二天的戶外課程「繩索挑戰」，同樣分為數組，每個小組中，由一人上場挑戰攀向高處，他必須全然地信任底下確

保他生命安全的組員們，不同的高度，挑戰的是對於個人的極限突破，整個活動創造出伙伴們彼此在情感上的互相依

賴與承諾，促進團隊的凝聚力，在團隊激勵下突破個人的舒適圈，提升挑戰極限的抗壓力，藉由自我肯定與肯定團

隊，不分彼此一同成長！在兩天充實的Team Building訓練課程中，更強化了伙伴彼此間的革命情感，凝聚共識，

在過程中，我們了解到由其被動地配合等待指令，不如轉化成積極主動發想，如此能更有效的對個人工作及工房的價

值提升。

團隊思考與信任
跨越自我極限

15

2010琉璃工房培訓活動紀實
攝影／簡薏凌

「諾曼地登陸」遊戲結果發表，哪一隊是最佳團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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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們的心得分享：

最近聽到最打動我心的一句話是「摘星之手」。我認為這次的培訓與「黃金的生命力」、「福象泰平」系列作品有著共通之處，「勇於追夢」、「天生大

志」、 「幸福推手」……，每一件作品都在用它的外在之形象傳達著希望、相信……等信念。短短的兩天培訓，讓我體會從個體融入團隊的意義。在琉璃工

房，這是一份不孤單的情感，也是一份帶點沉重的情感。

因為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當你正在往上爬，我會是你的支柱，請相信我做得到！

當我正在往上爬，請當我的靠山，我相信你做得到！

──台北遠企購物中心藝廊 陳依君

第一天的晚上，我們在老師激盪答案的過程中，那份揣摩上意的思維和自以為猜出老師要的結果，而達成一個統一的答案時（不是達成共識哦！），老師提

醒：請思考團隊是否已成為一言堂？！我們有沒有對為了團體共識改變自己思維的伙伴心存感激？！老師在遊戲中直指管理和企業經營重點，令人心驚和反

省；玩繩結時，有伙伴提出10秒的自信時，老師提醒團體中一個有自信和能力的人，是真的有這個能力？還是自我感覺良好？會不會無形中對團隊中的其他

達不到標準的人造成一個壓力……這二段過程，令我印象很深，也提醒自己要記住這一刻的震撼！

──中區區長 陳玉娟

很開心參加這次活動，我是剛加入工房的新伙伴，透過這次的活動除了快速認識與接觸各地伙伴之外，也學習到工房伙伴們團隊合作的真諦，獲益良多！

──專案行銷部　張逸斌

參加前心比天高，上課時看到高空訓練課程……啊，軟腳了我實在爬不了那麼高……在此為那些到達的伙伴們大聲喝采：你們好棒！！

──行銷企劃部　張書義

一趟意外之旅，收穫也意外滿滿的。啟發式的互動課程，寓教於樂，原來學

習也可以是不嚴肅的。謝謝工房，在不同階段提供不同層面的學習，讓伙伴

吸取能量。好繼續上路～

──專案行銷部　尚玉容

每年的店務培訓活動，總是讓我又期待（可以接觸學習到沒有碰觸及思考過

的專業項目或領域），又怕受傷害（怕表現不好心情會粉受傷）。今年整體

課程跳脫填鴨的震撼體驗，感受團隊與伙伴間的深刻關係，思考到自我主觀

的盲點與合作進步的關鍵。至於18公尺上的世界，實在是妙不可言，當時真

想在上面大喊：大家都上來吧！欲知詳情歡迎call in～

──台南新天地藝廊 李敏綺

於桃園龍潭兩天一夜的培訓課程圓滿結束，來自各地的藝廊伙伴與主管們，大家辛苦了！

學習與挑戰，是為了下一次更專業服務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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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豐饒新一年
《生活即景》

文／黃阡卉  攝影／賴映伃  

團圓守歲，迎新春 吃甜甜，過好年 平平安安，事事如意

宋朝楊元咎於《雙雁兒‧除夕》寫道：「勸君今夕不須眠，且滿滿，泛觥船。大家沉醉對芳筵。願新年，勝舊年。」

不論我們的祖先來自何方，在中華文化中，農曆新年即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由內而外除舊佈新，這個喜氣洋洋的

歡樂時刻，更是與家人、朋友團聚的好時光，長年居住在外的遊子們，也會在除夕夜前由各地趕回家鄉，共進豐盛的

年夜飯，酒足飯飽之際，長輩會發給孩子們象徵守護之意的壓歲錢，把祝福與好運帶給他們。而相傳守歲能為父母親

增壽，家家戶戶都是徹夜不眠、燈火輝煌，凌晨之際，窗外的長串鞭炮聲絡繹不絕於耳，喜迎新春來臨。

作品由後至前：

「福象大吉祥」，size:22.2x15.8x28.2 cm

「燈火—伯艮第紅酒杯」，size:11 x 11 x 23.5 cm

「有心磚」，size:13x13x3 cm

「心有馨香」，size:11.4x6x9.2 cm

「盛世風雲會」，size:25x17.5x20cm

「美滿小品（小圓碗）」，size:29x7x4.5 cm

「梅花  一月」，size:17.5x16.5x4cm

「星耀（燭臺）」，size:10 x 5.5 x 3.7cm

「暖香滿懷（器皿）」，size:8.1 x 8.1 x 3.0 cm

大年初一，人人盛裝出門拜訪左鄰右舍，向親友互道恭喜。客人登門賀年，

主人定要敬奉各式茶點糖果，以精緻的點心盒盛上瓜子、糖果、紅棗、花

生、蜜餞……等，稱之為「端寶」或「食甜」。明代劉若愚的《酌中志》提

到過年時所食的「百事大吉盒兒」即為此，內容有柿餅、荔枝、桂圓、栗

子、熟棗等甜品小點。幾乎每一種點心都有相對應的吉祥話，如柿餅代表

「事事如意」；核桃代表「和和氣氣」；棗子、花生、桂圓、栗子則諧音

「早（棗）生（花生）貴（桂圓）子（栗子）；瓜子代表「多子多孫」。

新年飲食都要取吉利的用語，在一年之始博得好彩頭，如步步高升、長命百

歲、年年有餘。現代人生活忙碌也許沒有時間準備各式年貨，但處處可取得

的水果購買起來方便簡單：紅蘋果、柿子、橘子，都是春節時家中必備的果

品，不但象徵著「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大吉大利」吉祥寓意，鮮

豔的暖色調也能為居家空間帶來新年的熱鬧氣氛。

作品由左至右：

花開金玉滿系列之「四喜平安」

size:11.5x11.5x11 cm

「金荷聚」

size:12x12x14cm

「春喜藏」

size:11.5x11.5x12cm

「福祿直上」

size:12x12x18cm

「大蘋果(中)—平平安安」

size:23.5 x 23.8 x 19cm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宋代文學家王安石於《元日》一詩中，

將中國人歲末迎新的熱鬧歡樂氣氛描述無遺，

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中，

人們送走了舊年，

迎來了富足豐饒的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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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之始，華光普照
大年初一至初五謂之「新正」，其中初一即是「開正」，也就是「開春」，在台灣傳統習俗中家家戶戶會舉行祭拜神

明與祖先的儀式，以祈求新的一年諸事順利平安健康。「開正」的時刻每年不一，需對照天干地支的時間，一等時刻

到來，在佛桌前可供奉香燭、應時的鮮花水果、各色糖果以及應景的年節相關供品，如年糕、柑塔、甜品乾果、蘿蔔

糕……等，時節的花卉可選擇如水仙花或是牡丹、梅花等，有大富大貴之意，全家老幼一同祀神、祭祖，燃放鞭炮，

迎接新春的到來。

作品由左至右：

「展綠」，size:25x20x12 cm

「普提步步」，size:22x21x61 cm

「盛世風雲會」，size:25x17.5x20 cm

守德長青
《花舞琉璃》

花藝設計／奚遠緣  

福慧綿延

以虔誠之心

敬人謝天；

在一個華光甦醒的大地

綿延不斷

千年不變

生生不息。

設計概念：

鼎是中國古代青銅禮器物，貴族等級身份、權力、地

位的象徵，故以柏之長青呼應鼎的穩重，雞冠花有加

冠晉升之意涵，冬青紅果象徵豐收，整件作品饒富吉

祥年味。

應用花材：

柏、雞冠花(又稱洗手花、不凋花)、冬青、白櫻花、

壽松、八角金盤

花語：

柏──強健、長青

雞冠花──永固、奇妙、高升，歐美稱之為「天國花

園裡的寶石」

冬青──生命

經驗分享：

鼎器內已用劍山輔助，點綴淡綠輕柔的壽松，讓作品

剛中有柔，不顯笨重。

琉璃作品：「豐收」，size:18.5 x 10.5 x 18.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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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裡，引進東方美學
Inspiring Eastern Aesthetics in Our Life

全球的目光正更多地投向東方，聚焦中華文化。各大奢侈品牌也紛紛搶灘中

國這個潛力無窮的巨大市場。我們對於美，對於時尚，對於生活品質的追

求，已漸漸與國際社會零時差。從最初對舶來品的狂熱，到如今重拾東方美

學的深厚底蘊；少了幾分盲目，更多了幾許理智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認

知與自豪。LIULI LIVING，琉璃工房旗下的創意家居品牌，延續琉璃工房

的創作本質，深入生活裡的食衣住行，以期喚起美感共鳴，提供更有品味的

生活體驗。

「LIULI」 

我們相信：「玻璃是一種材質，而琉璃，是一種思想，一種情感。」

琉璃，沿用中國漢代以來對玻璃的稱呼，強調對思想、對情感的自我定義與

期許及對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LIVING」

是一種生活態度，展示自我的一種風格；是朋友之間的一種情感交流，生活

的喜悅分享，也是自我學習及勵志鞭策的動力。

「   琉璃珠」

一個圓滿的琉璃標誌，是產品呈現上的設計元素與態度。聚光的琉璃材質，

鼓勵人生所應擁有的積極樂觀精神。與人和善，讓「光」走進心裡，溫暖自

己，幸福他人。琉璃的點綴，是一種提醒，工藝美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

現過這樣的語言。

「陶瓷」

陶瓷的美感，應要回歸泥土的特性。造型及線條上樸直可愛，有種謙虛內斂

的感覺。這一點，很像中國人的民族性。LIULI LIVING全選骨粉含量45%

以上的骨瓷：比傳統骨瓷的精白光亮，更暖和溫潤一些；比流行薄胎的纖細

精脆，更踏實安穩一些。

「紋飾」

向東方古老的美麗圖騰致敬，LIULI LIVING的設計揉合東西方不同的設計

風格：東方的極簡禪意，西方的實用簡約，感受一道深厚的精神光芒與充滿

人格魅力的美感再現。每件作品均經專人手工細修，以保證呈現作品最完美

的狀態。

「高溫」

脫臘鑄造，歷經12道工藝，窯爐日夜淬煉，層層品檢篩選，方得一件滿意的

成品。高溫壓製，由資深工藝師雕塑原型並建模，反覆試驗，專人細修，保

證穩定的優良品質。瓷器燒製，材質是土，過程是手；經過火，窯爐加溫燒

製，使原本疏鬆的土，變成組織緻密的瓷而產生強大安定的結構特性。 

「花紙」

設計團隊歷經反覆試驗，描繪出瓷器上的美麗絢色花紋，再經由專人製成花

紙。瓷土在1200°C的高溫下，經過瓷化，上釉，釉燒等步驟後，方可貼上

花紙。其後，再次入爐以700°C以上的溫度繼續燒製，將花紋牢牢固定於瓷

器上，呈現出渾然天成的視覺美。

LIULI LIVING，運用琉璃光影及色彩，結合其他不同的材質與形式；它可

以很東方、很有創意很簡潔，以創新的語言，向現代的、實用的、年輕的、

有趣的方向發展。在生活裡，引進東方美學，在生活裡，選對一個方向，確

定一種心境，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

花舞祥獅（中式餐具三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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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鑄型的冥器中，握豕則是先鑄一基本形，再經過處理玉器一樣的工

序，經過簡單的雕琢而成形，這類再加工的手法，只有善於處理玉石的

民族，才有機會開發出的創意手段，也為中國琉璃製作，憑填了不少獨

特的工法。

漢代也沿襲了戰國的鑲嵌工藝的手法，將金屬器

物上鑲嵌琉璃，作為裝飾圖案的一部份，這類工

藝表現，在西方亦屬難得一見的創作方式。

漢代由於盛行厚葬風俗，大量珍貴的殮具供奉往

生者來世享用，因此包括耳塞、眼蓋、琀等特殊物件的製作，成為漢文化中

極為重要的一部份。其中的蟬形琀（琀蟬）由來已久；有部份學者認為，蟬

入土而再生，是不滅的象徵，因此古人以蟬喻人的永生，考古發現大量漢代

琀蟬，也許和漢代崇尚仙道之說有關吧！

在工房博物館的藏品中，有難得一見的整組漢代琉璃殮具，可以具體的瞭解

我國漢代琉璃製程的細節。此外工房博物館中陳列一件罕見的西漢藍方格紋

琉璃璧，這件直徑只有11公分的藍色琉璃璧，外觀其貌不揚，但和近年於廣

西合浦望牛嶺出土的西漢方格璧極形似，從外觀紋飾上難以分辨。廣西除合

浦外，貴縣及廣東都曾出土漢代藍色琉璃容器。為什麼兩廣（含雲貴）這些

西南偏遠地區，會出土同時代、同色彩、甚至相同技法、外觀造形的容器？

這真是難以讓人理解，這個現象在同處於廣州灣的越南及雲貴南沿的泰國，

也曾出土相同年代，相同色澤、甚至於相同化學成份的琉璃製品。這很明顯

的說明，影響中國琉璃的因素，廣州灣一帶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地理因素。

一件出土於廣西合浦文昌塔，被命名為「西漢龜形器」的有突飾品，具備充

分的越南東山文化（DongSon）的特徵，和東山玉器造形特徵一致。這條

訊息也許可以給與我們一些啟示；更何況除越北的東山文化外，越南延廣州

灣的沙營文化（SaHuynh）及湄公河三角洲的同奈文化（DongNai）都曾

出土琉璃製品的遺物；耳璫，耳杯甚至和中國製難以區別。

當您在博物館瀏覽這些漢代琉璃作品時，遠方的亞歷山大，正舉劍指著白雪

皚皚的帕米爾說：我已征服了世界的盡頭。在長安的漢宮內，酒宴正酣，眾

人們舉著高腳的琉璃杯，正暢飲來自玉門外的葡萄酒。

中國的琉璃製作，直到漢代（206BC-220AD）達到了一定的成熟階段，

鉛鋇玻璃基本已成為中國製造的標準配方，鑄造技術亦達到一定的水

平。在器物造形上，也因功能的區分而產生各類新品種的器形：

大致上可區分為容器、裝飾牌片、冥

器、劍飾、璽印、裝身具及平板玻

璃等等…種類繁多且多具中國造

形特色，明顯的和西方吹製玻

璃有極大的差異性。

漢代琉璃的鑄造技術，可分為脫蠟鑄造和澆鑄兩種

不同的製程。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琉璃羽殤（耳

杯）及琉璃盤及江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圓

柱型琉璃容器等，都可以透過造形外觀及工程施

作分析，這類的作品必然透過脫蠟鑄造的方式，否

則難以掌握形體上的精準性。尤其北洞山楚墓的圓

形容器，出土的十餘件尺寸大小不一，但容器器壁

平直規整，器表光滑具光澤感，但亦可見脫蠟過程

中留下的氣泡痕跡。這類因製程與西方吹製截然不

同，造形亦充分表現出中國文化特質的容器，因此被西

方學界認定為100％中國琉璃。

另外，漢代並不常見的裝身冥器—琉璃璧，因做為高規格的陪

葬嵌飾用品，因此大多為單面出現方格式紋飾（玉璧穀紋琢圓前的

工序）。這種單面紋琉璃璧，則不必動用工序繁複的脫蠟鑄造法，而

只需採用簡易的砂模（土模）澆鑄，即可成形。

大漢琉踪

琉璃璧

漢代

直徑11cm  孔2.8cm  厚0.3cm

藍色透明

琉璃虎

漢代

長2.2cm  寬2cm  高1.5cm

透黃色

琉璃蟬

漢代

寬2cm，高3.5cm

墨綠色不透明

文／王行恭

琉璃冥器—覆面

漢代

眼：厚0.2cm，長3.6cm，寬1.5cm     

耳：高3.9cm，長1cm                           

鼻：高2.2cm，長0.7cm                   

口：厚0.4cm，長4.4cm，寬2.8cm

（雙眼、雙耳、鼻、口共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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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打造一處現代桃花源

文／黃阡卉  攝影／賴映伃

專訪琉璃工房貴賓柯涵恩小姐與郭焜榮先生

純白靜謐的住宅中，看似安靜無聲，其實自成一方樂活天地，宛如遁隱於桃

花源中，主人的用心與巧思，讓此地成為遺忘時間之島嶼，感覺不到時光的

消逝，只留下永恆的片刻。

我們在四季中捕捉生活的氣息，用耳朵傾聽種子落入土壤的聲音，用雙眼觀

察枝芽向天空延伸的速度……，TMSK月刊此次至新竹拜訪琉璃工房貴賓：

柯涵恩小姐與郭焜榮先生，夫妻倆人以細緻的五感美學，共同經營出值得細

細品味的生活哲學。

用心經營一個永續的事業

七八年前，兩人第一次是在台北藝廊購買作品，至新竹SOGO藝廊提貨時， 

遇到店長婉瑜，間隔一段很長的時間，再度到訪藝廊時，婉瑜竟親切地喚出

柯小姐的名字，「這麼多的客人，又過了這麼久，很驚訝婉瑜竟然記得我太

太，工房的伙伴們真的很厲害！」郭先生說。夫婦倆人皆很欣賞工房對於客

戶的經營之道，讓工房與客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只有單次的交易就結束的，

而是長遠、綿密的，就如好朋友一般，彼此關心問候。「在選擇收藏作品的

過程中，伙伴們都用聊天的方式給予我們很多資訊，像是在構想新居中的陳

設方式時，婉瑜很細心地提出了很多的建議。」

郭先生服務於外商公司，時常需要接待外國友人，一開始與工房的接觸，原

來正是因為需要選購禮物贈予朋友，「西方人偏愛有中國風格的擺飾，所以

想到可以去琉璃工房參觀看看，發現工房即便是小件的作品，每一個都有它

獨特的味道。」後來再看到佛像作品，一見就有歡喜的感覺，與佛結緣甚深

的柯小姐，家中原來就有好幾尊收藏及供養木製佛像，郭先生說：「工房的

佛像作品其法相柔和、慈悲，是我們所喜愛的類型，所以真正個人的收藏是

由佛像作品開始的。」「念念慈悲觀照」、「淨水蓮花」、「妙法清蓮」、

「常念慈悲」……，只見柯小姐一件件如數家珍，而能有緣開始收藏作品，

她笑著說有一位好先生在背後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

開門見喜，囍迎貴賓

柯小姐與郭先生兩人用兩年多的時間規劃設計，打造

出一棟完全符合所需的「好宅」，步入這棟潔白而優

雅的宅邸內，從一進門開始便處處是巧思。客廳與玄

關之間有一道左右開啟的電動門，仔細一看，當兩側

門板合在一起時，竟成了一個「囍」字，原來是柯小

姐將工房的「四方見喜」作品分別鑲嵌於門板的左右

側邊，不論是進或出，開門即見喜，寓意吉祥又討

喜。

家中隨處可見琉璃作品，朋友來家中作客時，深怕自

己打破了其中之一，不禁問他們會不會過得提心吊

膽？柯小姐說自己體認到，空間也好、藝術品也好，

只要學會與其相處的方式，人自然會跟著改變，其實

當我們將步調放慢，生活反而可以過得更優雅。

琉璃蓮花，法華常在

素雅的佛堂，很像是柯小姐給人的印象，優雅而親

切，與一般的佛堂不同，既無燻煙裊裊，也無大紅佛

燈，空氣中飄散著是淡淡的香氣，乾淨的佛桌上不見

任何一絲的雜物，只有供奉的木雕佛像、護法、供佛

的蘭花與兩盞翠綠透亮的蓮花燈。佛桌正上方的壁

面，嵌著工房的「法華常在」蓮花磚，它同時綻放

花、種子和根，被視為一種可以同時體現過去、現

在、未來的代表，象徵著佛教永恆的宇宙觀，一葉花

瓣就是一個大千世界。柯小姐更在琉璃磚的後方設計

擺放了投射燈，讓蓮花猶如自聖光中片片綻放，一如

作品說明文所闡述「蓮花常在，弘願常隨。」

柯小姐很喜愛「常念慈悲」轉經輪作品，

於玄關處特別訂製一面黑晶石牆與底座放

置，外出或回家時只要看到底端燈座所散

發出的光，透著經輪上的經文，就能感受

到身心安住。

進出玄關時，開關門都能見「喜」字，歡喜迎賓的玄關入口。

琉璃工房貴賓郭焜榮先生與柯涵恩小姐，

淨白的空間映出光影的變化，一如他們的

生活哲學，簡單而美好。

柯小姐與郭先生特別於新

家中保留了一個獨立的空

間，訂製了整面的三層櫃

飾雕花片，陳列出心愛的

作品，頓時間以為自己來

到工房的新藝廊。



琉璃工房的中心思想即是「永遠不

斷地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柯小

姐形容工房的作品，總是帶給人們

心靈上的洗滌，沉靜的空間。特別

是藝術家楊惠姍對於藝術完美的追

求精神，令人佩服不已，藝術家楊

惠姍在製作千手千眼觀音的法相時

曾說過：「身邊這麼多的伙伴，每

一 個 都 是 千 手 觀 音 的 手 在 幫 助

我。」對於這句話，柯小姐有感而

發說，身邊有很多人在幫我們一起

去成就生命中的很多事，不是一個

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得到，需常懷感

恩心。

36佛手的故事

「36經文佛手」系列作品的發想是

緣於藝術家楊惠姍的千手千眼觀音

的塑像，36佛手是千手千眼觀音的

慈悲化現，工房特別製作了「大願

化生」一書，將每件佛手都有其佛

經中敘述文字與寓意祝福。收到婉

瑜贈送的「大願化生」後，柯小姐

大為感動，與先生決定由五部五法

手印中各選出一件佛手作為收藏，

之後更將「俱尸鐵勾手」的說明文

字：「結緣，結善緣，相信每天發

生的因緣，都是大大小小的善緣…

…。」在學校與大家分享。「每個

人表達自己的媒介都不盡相同，而

工房卻能以精簡的文字，很準確洗

練地表達出每件作品的中心內涵，

並且總是能觸動到我心裡的最深

處，這點真的很不容易。」

簡單用心生活，世界無限大

生活中有很多體會，等著我們去發掘，除了工作、

旅遊，柯小姐透過攝影表達自己，在那小小的鏡頭

框格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語言，她藉由不斷地去創

作，發掘生活裡的感動，「在創作的過程中，永遠

不會有重複的經歷，充滿了新鮮感與喜悅。」先前

因無法到佛光山看展，讓柯小姐十分扼腕，搬家前

婉瑜特地送了一本工房的展冊給他們做為賀禮，展

冊上楊小姐親筆寫著《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經》的

一段經文：「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

外明澈。」最令柯小姐感動的不僅是這一段心有靈

犀的文字，還有工房的細膩及溫暖。她說希望自己

有一天也能到達經文的境界，擁有那種穿透人生，

看清諸相皆空的智慧，也希望將工房的精神「永遠

不斷地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融入生活中，源源不

絕地溫暖生活周遭的每個人。

柯小姐第一批收藏的佛像作品之一「淨水蓮花」。

夫妻兩人來回翻遍了不知多少回「大願化生」一書，

貼著滿滿的標籤紙，最後終於達成共識選出了六件佛

手作品收藏。

在婉瑜的建議之下，柯小姐選用了「金荷聚」作為

佛燈，擺脫一般舊時大紅塑膠佛燈的刻板印象，嶄

新的使用方式讓作品的寓意擁有無限可能。

乾淨素雅的佛堂上，琉璃蓮花散發出溫暖的光芒。

郭先生對於工房的鼎系列作品也相當欣賞，

收藏此件「八方龍升」（已絕版）的過程雖

一波三折，但緣分就是這麼奇妙，讓郭先生

抱得美人歸。

走在以大量白色為基底的空間中，樓梯間「光合作用方程式-3×3滿滿人氣」的綠與國外藝術家的玻璃作品的紅，立即變成視覺的焦點。 29Journal no.30 Jan / Feb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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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讓我們一起回歸生活最質樸的面向，尋回事物

的原貌風味。

琉璃工房不斷從材質出發，探索現代生活中設計的種種

可能，超越琉璃在裝飾性與工藝性的表現，將文化生活

融入衣食住行中。年終之際，琉璃工房與專門尋找分享

台灣好茶好味道的「七三茶堂」合作，結合L I U L I 

LIVING骨瓷茶具組「四季品」與收集來自台灣各地的絕

品好茶，推出「台灣四季茗情」茶具禮盒，期望於忙碌

的現代生活中，帶給人們一點閒適、歡愉的幸福時光。

七三茶堂創立者王明祥先生，曾是電子新貴的他，在偶

然的一次品茗的經驗中，於台灣自產的茶香中找到真正

讓自己感動的力量，毅然決然放下高薪與事業頭銜，全

心投入能讓人幸福的「好茶」事業。七三茶堂行腳走遍

台灣各地茶園，由北至南，由南至北，在雲霧繚繞的高

山上找到阿里山馥郁清爽的高山綠茶，也在低海拔受海

風吹拂的石門，找到令人驚艷的鐵觀音，「鐵觀音是許多人對於台灣茶的記憶之一，但卻對非高山的茶品有著次級品

的成見。其實不然，正因長年受海風吹襲，在石門的茶湯中你能品嚐到更多的豐富滋味，如高山茶所沒有的淡淡海水

鹹味。」七三茶堂為推廣這款茶品，悉心於茶葉中烘入桂花香氣，以淡淡的香味吸引人們打破成見來嘗試看看。

如紅酒一般，生長的土壤氣候、栽種的茶人、摘取的過程……，這些風土人情，都會濃縮一一反映在茶葉身上，王明

祥先生說：「茶雖不語，卻蘊含了許多人生的故事、自然的寓意。」喝茶不用太多、太昂貴、太繁複的過程，同樣能

感受到飲茶的美好，也許我們無法親身前往茶園觀看茶葉如何生長，但看著骨瓷杯中，茶葉隨著熱水漸漸舒緩開來，

香氣隨之蔓延口鼻，那種簡單而寧靜的幸福，或許我們遺忘已久，其實卻不曾消失。

找回喝茶最原始的感動
文／黃阡卉

攝影／王漢順

圖片提供／七三茶堂

七三茶堂

「倒茶七分，剩得三分人情。」

2008年，七三茶堂開始以行腳與好奇心探索台灣茶與生活，致力於實現喝茶簡單，嘗試為人們開啟一扇通

往簡單生活、喝茶簡單的大門。希望透過七三的發現，以分享的心情與誠實的態度，讓人們可以喝到農人用

心栽製出的台灣好茶、好味道。

在年終歲末，琉璃工房以「台灣四季茗情」茶具禮

盒，搭配嚴選自台灣各地的絕品好茶，引領您細細品

嚐屬於台灣的好味道，茶具分別為「香蘭」禮盒組

(NT$7,900)與「喜梅」禮盒組(NT$8,320)二款可

供選擇，讓您在家也能享受溫潤醇厚、香清淡雅的好

滋味。(攝影／王漢順)

北海岸石門，受海風吹拂的茶園所蘊孕出來的茶葉別有一番滋味。（圖片提供／七三茶堂）

嚴冬中，氣味分子因被冷冽的空氣所凝結，

讓所有的氣味都比平常還要明顯數倍，

端起一杯熱茶，

透過杯身茶水的熱度暖進心裡，

茶香順著水蒸氣竄進鼻腔，

閉上眼睛，瞬間勾起記憶中的許多場景，

凝聚為眼前此刻最單純的幸福。

     www.liuli.com 

   

1.

酒杯，不只是一件酒器，而是對生活美學的主

張與讚嘆，LIULI  LIVING 精製紅酒杯，杯壁

1 .2∼1 .5mm，碰杯時共鳴長達17秒清脆聲

響，杯腳以典雅的龍紋飾琉璃手工組成，吹製

技術僅50%成功率的高規格標準，讓L IUL I 

LIVING琉璃酒杯，擁有「一杯難求」美譽，屢

受國際設計界的肯定，為您的精緻生活更添內涵

與品味。

葡萄美酒琉璃杯 
          邀飲陶然幾回醉

企業贈禮專屬作品

全球首創中式圖騰 琉璃紅酒杯

企業客戶專線：0800-060-085
企業客戶信箱：corp.sales@liuli.com
企業團體，另享優惠價格，歡迎洽詢！

【企贈感恩價】

「月影搖」紅酒杯(單杯) NT$3,450
「月影搖」龍紋飾紅酒杯(單杯) NT$2,800
訂購20套(含)以上，提供每只酒杯專屬刻字服務，
打造獨一無二的琉璃藝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