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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女子」
  林青霞專文寫下她眼中的楊惠姍

《中國風》項墜系列 馨香上市

光與影的展演空間，

琉璃工房漢神巨蛋藝廊改裝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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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心賞卡貴賓您好，

在2011年的開始，世界各地發生許多人類史上

的重大事件，如從突尼西亞開始的茉莉花革命，

與埃及透過臉書（Facebook）發動對獨裁政權

的抗爭，讓百萬人民走上街頭，網路科技引領了

最新的政治革命；又如震撼日本的9.0東北大地

震，同時引發海嘯與核爆汙染危機，這些事件帶

給世界的改變巨大而深遠，特別是我們要思考這

些事件發生的原因，背後的意涵，有哪些是我們

可以修正調整甚或防範未然，因為反省，是人類

有別於其他物種的獨特能力。

曾有人說，人與人之間最遠的距離是即使雙方面

對面，而有情者仍無法讓對方明瞭自己的情意； 

在我來看，這只是男女之間的小情小愛；看到電

視畫面日本海嘯受災戶於災後現場搜尋親人，也

許就在腳下眼前，但滿目瘡痍廢墟，家人何在？

那樣的情感掙扎煎熬，才是真正的咫尺天涯，天

人永隔。而搜救隊為免傷及遺體，僅在可能地點插上紅旗，以便作後續最佳的處理，正是表達對亡者最高的尊重。而

災難發生後，除了受難國以超人的自律與守序，表現出一流大國人民的風範，世界各國亦紛紛伸出援手，人溺己溺，

使我想起一句佛陀法語：「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說的正是悲憫一切眾生的苦，即使無緣相識，凡是有情皆是要

無條件救度的對象。而若我們能體會遇難者受到異於常人千百倍的折磨之苦，生慈悲之心，予以救助，不也正是同體

大悲的具體呈現。

而人，何以為人呢?

最近在英國BBC頻道，有一套記錄片播出，HUMAN PLANET（人類星球），敘述人類是唯一的單一物種的生

物，能夠上山下海，無論是高山大漠或是極熱極寒，有許多原不是上天留給人類居住之處，仍能看到這些向大自然艱

困苛刻的生存條件所挑戰的勇士蹤跡，展現出頑強不低頭的生命力。人，因為心，因為夢，而有無限可能。

日本知名作家吉本巴娜娜於小說《雛菊的人生》中寫道：「如果我們尊重時間，所能作的也就是向前走。」 琉璃工

房於4月至6月推出「堅定的信念」專案，鼓勵人們秉持堅定的信念，從心開始，學習與自然和平共存的相處之道，由

減少資源的過度使用開始，少用一張紙、少喝瓶裝水，生活其實可以更簡單，就如「堅定的信念」文案上寫道：

心簡單，世界就簡單。

從心開始

台灣區總經理

「堅定的信念」專案作品「平安歡喜永隨身」系列項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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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影的展演空間
         琉璃工房漢神巨蛋藝廊

華美改裝豋場
文、攝影／黃阡卉

琉璃工房總是不斷追求著更好的品質與服務，每個支持的聲

音，都是讓我們前進的動力！

為了提供給喜愛工房的貴賓們更優質而豐富的琉璃藝術的體

驗，高雄漢神巨蛋藝廊於3月中盛大改裝開幕，除了樓層改至

二樓，藝廊空間更擴大至40多坪，嶄新的空間規劃設計與專屬

的VIP視聽室，使得漢神巨蛋藝廊儼然成為琉璃工房在南區的

旗艦級藝廊，期許能為更多貴賓、同好帶來琉璃藝術文化的最

佳饗宴！

光，丰采四射 

從二樓的電扶梯坐上來，前方不遠處，「琉璃工房」的紅色 

Logo指引我們前進，寬敞的門面左右各有一方螢幕，左側說

明著琉璃工房對於所承襲的中國琉璃脫蠟鑄造法所自何來，歷

史文化的源頭──漢代中山靖王墓的琉璃耳杯，右側則展示著

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燃燒的熊熊烈火，火光明滅，炙熱無比。

5

轉一個彎，漢神巨蛋藝廊偌大的空間

完整地呈現在眼前。 往前走一步，那熟悉的大片牡丹屏風由天花板連至地面，黑紗網隱約中為此

空間巡禮保留了一股神秘感，向左轉身，你會驚艷那環繞於四周的展示櫃面

如此高挑而明亮，三個品項的作品各自擁有活躍的舞台空間，有的安靜地思

考，有的奔騰鼓舞，各形各色的琉

璃們紛紛訴說著它們的故事。舞台

的正中央，我們自然保留給最特別

的主角演出，開幕期間，特別展出

的「一百年，開出一朵琉璃花－

2 0 1 1楊惠姍現代琉璃藝術創作

展」，藝術家全新創作系列作品

一一展示於專屬的聚光燈下，宛如置身於博物館中，

作品幽遠的山水意境，令人駐足流連忘返，吸引了眾

多媒體報到與貴賓們的蒞臨到訪。

影，幽暗動人

相對於開放明亮的展示空間，有些細膩精采的故事描

述需要黑暗才得以襯托出其美好，好比每一部我們悉

心拍攝的影片，好比台灣心燈系列的作品，漢神巨蛋

藝廊內所設立的VIP室內，提供一個安靜而獨立的角

落，讓人將情緒沉靜下來，坐臥於舒適的黑色沙發

上，飲一口藝廊伙伴們奉上的熱茶，好好地完整欣賞

呈現藝術家創作的影片，或靜靜地觀看矮桌上牡丹花

圖騰於黑暗中所散發出的溫暖光芒，因為有影子的存

在，才使得光特別動人。

各形各色的琉璃作品們在這裡

紛紛訴說著它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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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特展所展出的系列之一「花舞魚

飛春光聚」，後方微微幽暗的VIP室

與前方的展台形成強烈的對比。

於VIP室內，

華美的牡丹花

以另一種形式

綻放於人們的眼前。

開放明亮的展示櫃面，成為

三個品牌最佳的展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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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牽著我的手，很實在，很有

力，彷彿有股能量經過我的手

掌、手臂直到我的心。這是我

從來沒有的感覺，我一直在尋

找原因，是她慈悲？是她有愛

心？是她‥‥‥？最後，我終

於找到了答案。

她，是個什麼樣的女子？第一

次見到她，她很靜，不太說

話，坐在她姊姊旁邊。我對她

很好奇，不停的偷瞄她，有時

候問她一兩個問題，也是一句

起兩句止。那時候她已經很有

名氣，我們的戲路截然不同，

所以在影圈十年都沒有碰過

頭。我1979年赴美，在美國待

了一年多，回台灣轉了戲路，

才有機會跟她合作，那時候她

演的戲多數是社會寫實片，角

色也多數是黑社會老大的女

人，我們合作的第一部戲是

《慧眼識英雄》，那是部警匪

片。有一個鏡頭拍她的背影，

她依附著一個男人，從碼頭的甲板走向等著他們的小船。我在攝影機後面欣賞她演戲，她穿著黑色長褲，藏青色

風衣，頸上圍著圍巾，海風把她的衣角和圍巾輕輕吹起，我見到的畫面是一個飄零的痴情女子緊緊的跟隨著她愛

的男人。我嚇到了！她演得太好了！連背影都演得這麼好。那時候我知道我碰到了對手。

第二部跟她合作的是詼諧喜劇片《紅粉兵團》，戲裡有七個女孩子，個個造形奇形怪狀，我的造形是頭頂大毛

帽，頸繫紅領巾，腰纏一排子彈，足登過膝大馬靴，一身勁裝，一隻眼睛戴著黑眼罩的獨眼龍。她戴著一頭刺蝟

狀的金色假髮，假髮幾乎遮住她的眼睛，有點怪異，即使如此，她的戲還是七個人當中演得最為入神的。

第三部是《七隻狐狸》，有一場戲是我們七個勇猛的女子，一個個拿著槍站在牆頭上。在等開機前，幾個女孩子

嘰嘰喳喳大聲說笑，只有她默默望著前方的導演和攝影機。我站在她左邊，彭雪芬站在她右邊，我左邊站的是葉

蒨文，我們三人嘻嘻哈哈說個不停，忽然一聲槍響，葉蒨文的長槍走火，「碰！」的一聲打在她的心臟位置，我

2010年8月，林青霞與楊惠姍攝於上海。

2010年8月，林青霞與楊惠姍攝於上海琉璃博物館。

什麼樣的女子
原文刊登於《南方周末》2011年2月25日  林青霞專欄

文／林青霞

跟雪芬傻了，只見葉蒨文兩手顫抖，驚恐的叫著：「惠姍！惠姍！對不起！對不起！」惠

姍只轉頭望了望葉蒨文，低頭看看打在她胸前那個小泥團，淡然說：「沒事，沒事。」我

們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葉蒨文傻傻的說：「我還以為她會死。」這驚恐後的鬆懈，笑得

我們眼淚直流。笑歸笑，我對她的敬佩之心從此開始。

今年九月到上海，張毅和楊惠姍帶我參觀他們二人打造的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和琉璃工房

廠房。博物館外牆牆角上，鐵絲網做成的碩大牡丹花隨風搖曳，張毅驕傲的介紹說這是惠

姍做的，惠姍微笑著仰望自己的作品。我望著那外形柔軟質材堅硬的牡丹花，再望望惠

姍，我看不到電影裡那個飄零女子的影子，我望到的是信心滿滿、外柔內剛的藝術家，正

如那爬在高樓上的鐵牡丹。「惠姍！你真棒！」我由衷地說。

我跟惠姍進入吹製工作室，那裡鬧哄哄的，室內溫度高達攝氏45度，因為正中有個大熔

解爐，還有幾枝噴著熊熊火焰的管子，只見幾個大漢頭上包著毛巾，大滴大滴的汗珠子往

下墜。惠姍見我興致很高，說要示範給我看。不一會兒她已經加了件藏青色綿製短外套，

說是裡面那件衣服容易著火。她從工作人員手上接過剛從熔解爐裡拿出棍頭連著滾燙琉璃

的大棒子，一面下達口令，聲音洪亮俐落，幾個大漢迅速的跟隨她的指令配合著。那

一千四百度熔爐的爐門打開，一股強烈的熱氣往外衝，她撩起大長棍，就往爐裡伸，馬步

十分穩健，又彷彿孔武有力，就像是置身沙場指揮若定的女將軍，他們分秒必爭不容有

失，看得我心驚膽顫。工作人員透過那枝大長棍把琉璃吹製成花瓶。惠姍搬了張椅子坐

下：「青霞，我鑲金給你看。」話音一落那琉璃火球已伸到了她面前，她淡定自如的拿著

一張張金箔紙片，纖纖玉手往花瓶上一揮，空中即刻燃起一團輕火，那金箔就貼在幾百度

滾燙的花瓶上，看得我目眩神迷。

在琉璃博物館，我最欣賞的作品是樹脂做成將近五米高的彩色千手千眼觀音，觀音法相莊

嚴而體態輕盈，這是慈悲觀音，有四個面相，四十二隻手臂，每一隻手都有一隻眼，代表

她眼看眾生需求，四面無所不在。我面對觀音，說不出話來，事實上說什麼也是多餘的，

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惠姍離開影圈二十多年是如何一步一腳印的走到現在。她要花多少個

晝夜，用多大的慈悲、耐心和毅力，才能呈現出眼前這座觀音的完美化身。

我仰望惠姍，她長高了，不，她變高了，她彷彿變得跟觀音一樣高，這時候我明白了為什

麼她牽著我的手，有股直透我心的能量。

我和惠姍靜靜的燃上了香，對著觀音三鞠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紅粉遊俠》(1982)，

下排右二：林青霞、

下排右一：楊惠姍、

下排左一：葉蒨文、

下排左二：彭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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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敞明亮的琉璃工房旗艦店，

想要選購博物館伴手禮嗎？千

萬別錯過這裡。

《家居廊》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帶來無限驚喜的地方
文／邢青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自開幕

以來，各大媒體對她的讚譽不

絕於耳。於此，琉璃藝術的震

撼，毋庸置疑！

但實際來到這裡的人會發現，

不同於其他嚴肅的博物館，上

海泰康路25號，帶給你的還有

意想不到的驚喜！

五彩琉璃名片，與琉璃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來到一個新的場所，習慣性地會尋找代表其身份的名片，似乎透過與名

片的短短幾秒照面，就能衍生出對於此處的無限遐想。

一拿到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名片，這種感覺就會油然而生。和印象中

古板、嚴肅的博物館不同，這裡的名片設計十分有趣別緻。以中文古體

文字呈現的「琉璃」二字下，印襯著五彩的琉璃紋，「琉璃」這個材質

似乎瞬間就在眼前立體了，像是隨著光影舞動了起來。更有意思的是，

選用了赤、綠、藍、白、紫五種不同的底色分別搭配起了「琉璃」的色

彩，傳統與現代的風格可謂相得益彰。年輕、時尚、創意，對博物館的

第一印象由此而生。

博物館，午後陽光愜意

沿著博物館餐廳拾階而上，一面遠觀頗具氣勢、近看趣味橫生的「仁」

字牆拉開展覽的開幕篇章。100餘件藝術家楊惠姍及國際大師的藝術創

作，及年代久遠、傳承中國琉璃文化的古琉璃，件件皆是精品。忙碌的

都市人大可在此放慢腳步，沉澱浮躁的心，細細聆聽琉璃輕聲傾訴的故

事，感知一場「身如琉璃，內外明澈」的真諦。參觀的途中，若是累

了，在落地窗旁的陽光步道上小憩一番，有午後暖陽相伴，何等的自在

愜意。

小三堂餐廳，相聚樂趣無窮

來自各地的琉璃藝術愛好者們往往三三兩兩結伴而行，也不乏背著相機

一台，看似寡言的獨行俠。節慶時節，博物館更多的受到眾多團體的青

睞，參觀之餘，這裡也成了與朋友聚會的最新選擇。繼60人的台灣太太

俱樂部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年終聚會，20餘位中歐工商管理學

院的台灣校友們也相聚於此。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把握短暫的小憩時光，於琉光溢彩的博物館餐廳把酒言

歡，在戶外牡丹平台上談天說地，既欣賞了古今中外琉璃藝術之精粹，又享受美食、相聚之樂趣，不失為忙碌工

作中犒賞自己的一種方法。

彰顯生活態度的旗艦店，博物館中的博物館

位於博物館一樓的禮品店歷經短暫的休整，在2011年元月1日新裝開幕！這裡可是琉璃工房的旗艦店呢！與其說

這是一家旗艦店，不如稱之為博物館中的博物館！

面貌一新的禮品店，讓人眼前一亮。200平方公尺左右的空間，以簡潔、純淨的白色為主要色調，將所有的色彩

都留給了琉璃，在暖光的襯托下，琉璃，優雅地呈現東方文化之美。錯落有致陳設著的琉璃作品從工藝品、辦公

用品、到器皿、飾品，各種領域的使用無不齊全！除了保留原來博物館

自有紀念品及文創類設計師作品，更增加了琉璃工房旗下為生活美學而

設計的LIULI LIVING品牌及女性時尚態度佩飾品牌LIULI PLUX作品，

琉璃原來可以不只是工藝品，而是成為一種生活態度，竟然也可以深入

我們生活的衣食住行。著實讓參觀者在正式參觀展覽前好好地享受了一

份前菜。

上海泰康路最美的盥洗室 

如果想懷著愉悅的心情去盥洗室，恐怕到哪裡都不是件易事。然而不得

不說，在琉璃博物館就連最不起眼的盥洗室都能給你帶來驚喜。琉璃於

細節處的點綴，輕柔舒緩的背景音樂、自然的氣味香，搭配著適合當下

節氣的花藝，恰到好處。水池在精心的設計下宛如一趟涓涓的細流，不

過出水口卻暗藏機關，尋找的過程中憑添了一抹小樂趣。

琉璃博物館的盥洗室被參觀者所津津樂道之處，絕不僅於此。周到之處

在於其所提供的許多貼心服務，馬桶座蓋消毒液、還有人性化的紅外感應垃

圾桶，以及和成衛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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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馬桶，小小空間裡

也充滿了設計和時尚的元素。細小之處皆可看出設計師的用心。口口相傳之

間，被譽為泰康路最美的盥洗室！

2011年，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還將帶來更多驚喜，新增的「美學教室」將

從琉璃知識出發，為藝術愛好者們帶來一場關乎生活美學的盛宴。讓我們一

起期待吧！
小三堂餐廳內有多種類

型的美食，精緻甜點蛋

糕更是令人驚喜萬分！

博物館內的小三堂餐廳，儼然已成為上海田子坊最時尚的聚會場所。

五彩的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名片，可是蘊含

著一個和琉璃起源有關的古老神話呢！有興

趣的朋友不妨親自到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來

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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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oZine》雜誌

好友、美食、書香環繞，

這裡的歡樂聲不絕於耳。

Journal no.32 April 2011

《ilook》 《周末畫報》 《新聞晨報e周間》



15
Journal no.30 Jan / Feb 2011

美食中的童話

來到TMSK小三堂餐廳的所有客人都會好奇，為什麼會有三隻大鴨鴨。

因為琉璃藝術家楊惠姍幼年時在農村中長大，鴨子是她童年時的玩伴，

如今將鴨子帶到TMSK餐廳來，呈現的不僅僅是精美的藝術品，還凝聚著童年美好的記憶。

這是楊惠姍的鴨子，也是大家的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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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金色牡丹花
　　綻放於新加坡濱海灣
　　    Marina Bay Sands Gallery

站在55層樓高的「空中花園」

（SkyPark），蔚藍的天空，

一望無際，寬廣的城市美景盡

收眼底！這裡是新加坡最新地

標──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

金沙酒店的樓頂。景色壯觀的

金沙空中花園如同一個巨型的

衝浪板橫跨於三座酒店的頂

部。新加坡的天際線，從此改

頭換面。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的金沙

集團耗資80億美金，所精心打

造結合了賭場、頂級酒店、科

學藝術博物館、購物中心、展

覽廳等的綜合娛樂城，濱海灣

金 沙 購 物 中 心 （ T h 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是新加坡首家大型豪

華購物商場，自開幕以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廣大遊客，購物中心擁有超過80萬平方英尺的零售和餐飲空

間，共設有300多間商店。世界各大著名精品品牌如Hermes、Chanel、Louis Vuitton……等，皆競相在此

設立旗艦店。 

寬闊的一樓商場，於各大精品店群中，一朵盛開的巨大金色牡丹花，靜靜地閃耀著光芒，吸引著眾人好奇的目

光，原來是琉璃工房於新加坡所設立的最新藝廊。

獅城的夜景增加了最新地標──濱海灣

金沙綜合娛樂城，從此光芒四射。

鋼鐵的意志、溫柔的心，

LIULI PLUX代表了女性

最真實的自己。

LIULI PLUX店中店

走進新加坡濱海灣金沙藝廊，讓人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藝廊內的整體空間大量運用了白色展示櫃，明亮的燈光照

明，打造出清新的活力感。琉璃工房亦首次於藝廊內，採用「店中店」的概念，為旗下品牌LIULI PLUX規劃出一方

完整的專屬展示區域，開幕時更請來美麗的模特兒實際佩戴，經由人的溫度讓LIULI PLUX的作品線條與彩度更加突

出，成為佩戴者的鮮明性格之一。

LIULI PLUX豐富的色彩與細緻的質感呈現，讓許多踏入藝廊參觀的旅客都感到驚艷，藝廊店長Karen向我們分享，

有一次遇到一位來自美國的女士，因為被琉璃佩飾深深吸引而在PLUX展區前流連忘返，完全忘了還有一位在一旁苦

等她的朋友！

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一位在峇里島上設有自己的玻璃工作室的美國玻

璃藝術家，參觀了藝廊之後，對於每一件作品都

讚嘆不已，「怎麼可能做出這麼絢麗的顏色？實

在是太神奇了！」除了對作品工藝技法嘖嘖稱

奇，藝術家更深深感覺到工房每件作品中所表達

對於中華文化的深厚情感。

金沙藝廊活潑、明亮的環境氣氛，讓東方琉璃藝

術更容易貼近，傳統文化與藝術的展現，頓時年

輕了起來，她像是另一座連接琉璃工房與西方及

東南亞各國遊人的橋梁，讓屬於華人的琉璃藝

術，通過這樣的一個展示空間，與新朋友們對

話！

樓高55層的「空中花園」（SkyPark），

建有「空中泳池」（Infinity pool），坐擁

一望無際的藍天與天際線。

巨型的金色牡丹花在

眾多國際品牌和精品

店當中綻放異彩。

文／Ee Peng Koo

藝廊中特設LIULI PLUX專屬展區，

以清新、亮麗的視覺意象，吸引走在

潮流尖端的現代女性。



Journal no.32 April 2011 19

文／王行恭 

中國古琉璃造形一直都存在著二元論，也就是說，由西漢之前的玻璃管、珠

等受西亞影響的裝飾造形，逐漸走向璧、劍飾等中國特有的裝飾功能造形。

此一階段，除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一盤二耳杯外，極少出現具實用價值的

琉璃器皿。這個現象一直發展到東漢、六朝，則具有一定數量的薩珊琉璃及

東羅馬琉璃等實用器皿，隨著東西文化交流及佛教東傳等因素而進入了中

國。

在琉璃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件魏晉到隋代的鑲琉璃銅劍飾（圖1），由劍

具的外觀造形上判斷，它是一件受西亞風格影響甚深的劍具，劍上的裝飾紋

樣，鑲嵌著有色琉璃，雖然部份脫落，但從殘存的遺留還是可以感受到它當

年強烈西亞風格的艷麗。與其說它是鑲嵌工藝 ，倒不如說是源自西亞的特殊

工藝技法「塗飾琉璃」。正如《新唐書》中所記載，唐代「掌冶署」的職掌

中有所謂「……掌範鎔金銀銅鐵及塗飾琉璃工作……」這種所謂的「塗飾琉

璃」，大約和元代即已發展完整的掐絲琺瑯工藝技法類似，可以當做早期琺

瑯看待。這件劍具，是中國琉璃發展歷程中的一件重要的見證物件，具有較

高的歷史意義。

唐風宋韻

唐  雙六子

單珠平均直徑1.2cm

唐  琉璃鉢

寬9.5cm，高4.5cm

菩薩與迦葉

唐  琉璃盤口瓶

寬10cm，高7.2cm，口徑4cm

1 劍柄

隋末李淵起兵於太原，因成功的運用胡兵，征服群雄而建立唐朝，因此

來自域外的胡商、旅人、使者、宗教人士長期居留長安者，曾達數十萬

人之象，這史無前例文化交流的繁榮景象，因生活及文化所需，而引進

大量產自西亞的薩珊琉璃及波斯琉璃。也因為西亞人口的移入，而在域

外人士的居留地，也出現琉璃工藝的作坊，供應日常生活所需的琉璃器

皿。例如工房藏品中做為酒器的盤口瓶（圖3）和食器的鉢（圖2），都

具備著特有的胡風造形。在敦煌二七六窟，隋代說法圖中，立於佛側的

迦葉和菩薩；其中迦葉左手持鉢於胸口，右手拈花，菩薩則右手持柳

枝，而左手食指及中指間夾持著一個廣口淨瓶，在造形上都和工房所藏

唐代琉璃一致（圖4）。這些出現在敦煌隋唐時代壁畫中，使用來自西

亞造形琉璃器皿的例子不勝枚舉。西安法門寺曾在地宮中出土一組唐代

透明琉璃茶盞及盞托，是近年出土唐代琉璃器皿中，產自中國本土的國

造生活器皿，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此組唐代琉璃茶具，曾隨同其他法門

寺重要珍貴文物，在台北的歷史博物館盛大展出。在展覽期間，我曾針

對這件琉璃器皿，幾度專程近身仔細觀察紀錄，確實是一件難得的唐代

琉璃作品，要不是地官中《物帳》上明確記載著迎送真身的盛況和物品

名稱，確實很難令人相信唐代吹製琉璃，曾出現這等高超的工藝技術。

這類具有鮮明中國生活造形的吹製琉璃，在唐宋宗教遺址中經常出現，

尤其做為舍利瓶使用的葫蘆瓶最具代表；在琉璃博物館中展出的長頸蘆

瓶（圖5），瓶身高達14.7公分，是葫蘆瓶中的姚明，甚是壯觀。

正在琉璃博物館中展出的216顆唐代「雙六」棋子，則更是難得一見的

古琉璃文物。我國角智的娛樂活動中，圍棋的出現歷史久遠，早在東漢

即已出現指導圍棋的專論：如馬融的《圍棋賦》即是極重要的代表。但

「雙六」則不然，雙六是唐代遊走於絲路的西亞粟特商賈特有

的娛樂博局，雖然看似與圍棋類似，但其遊戲規則，則不見

有明確記載的著錄，近年在入唐粟特人墓葬中，曾出土兩人對

弈的圖像，才讓唐代的「雙六」棋弈有了具體的形相。如何去

確定這組216顆黑白琉璃棋子，是雙六子而非圍棋子呢？唐宋

出土的圍棋子，大多是陶或石質，外觀造形呈扁豆形，和現今

的圍棋子一致，棋子的直徑較大。而「雙六子」則和圍棋子不

同，是單面弧形的平底扁圓形，棋子的直徑較小；例如日本正倉院

所藏唐代琉璃中，登錄在《珍寶帳》內即有「雜玉雙六子百六十九」

一項，其直徑為1.2至1.4公分，和琉璃博物館所藏基本一致。因此暫

時歸類為雙六子，待日後有更多的訊息出土後，再做更詳細的比對。

2

3

4

日本正倉院藏

唐雙六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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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房所藏的遼宋琉璃器皿，除了一些小件瓶形容器，和宋元近年各地塔基出

土的小舍利瓶類似外，其中有一組遼代的白色琉璃蹀躞帶銙（圖6）和一付

宋代白色琉璃龍紋帶扣（圖7）。較具特色。遼是北方騎馬民族，由於幅原

遼濶，及與西亞間的交流頻繁等因素，曾出土一些在中原地區非常罕見的西

亞琉璃器皿，而且產地擴及伊朗、敘利亞、拜占廷、甚至遠至中亞地區，例

如內蒙古奈曼旗著名的陳國公主墓中所出土的幾件琉璃器皿，可能都來自不

同的產地。

遼代契丹人的生活習俗和中原差異較大，尤其衣著條件為適合騎射，多著重

在身體的裝飾配件上，尤其是繫於腰間的蹀躞帶飾，除功能上一些生活小工

具均繫於腰際外，並特別費神在皮質腰帶上的「帶銙」加工裝飾。一般而

言，多在皮帶上飾以金、銀、玉石或瑪腦蜜臘等珍貴材質，並且加工雕琢美

8

宋  元髮簪

長15cm

化，是契丹衣飾文化的一大特色。琉璃博物館展出

的這一組蹀躞帶銙，雖然並不完整，但大體上可以

瞭解遼代琉璃飾品運用在衣飾上的狀況，更可以證

明遼代貴族，除大量使用珍貴的進口琉璃器皿外，

也自製一些小件的特色生活用品，是推翻遼代契丹

人對琉璃工藝無自製能力之說極其重要的證物。

宋元之際，中國的琉璃製品，因相對製瓷工藝高度

發展的影響，而在生活器皿中逐漸式微，卻又因服

飾髮形的多樣化；如珠飾、耳飾、髮簪等身體飾物

大為流行而遺存了較多的這類例子，博物館中的幾

件宋元時期的髮簪（圖8），即是最佳的代表實

例。工房琉璃博物館所藏的古代琉璃，大多數以具

備中國特色為主軸，雖然數量不多，項目不齊，但

做為中國琉璃的傳承，自有其歷史上和文化上的宣

示意義，是目前工房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之一；它時時提醒伙伴，在探索前進的當下，不忘

隨時回顧，面向歷史探源，向文化習風韻。 5

唐  琉璃長頸葫蘆瓶

2.5cm，3.5cm，高14.7cm

唐  琉璃廣口瓶

4.5cm，7cm，13cm

唐茶托碗

宋  帶扣一組

單一

長10cm，寬4.2cm

遼  白色琉璃蹀躞帶銙腰帶

（方型）長4.6cm，寬3.8cm，厚0.6cm

（水滴型）長1.6cm，寬1.4cm，厚0.5cm

（小長方）長2.9cm，寬1.7cm，厚0.6cm

（大長型）長6.45cm，寬3.4cm，厚0.6cm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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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不可笑，

皆可笑。

自在，不自在，

都自在。

彌勒，真彌勒，

事事樂，

處處樂。

To laugh or not to laugh,

All is laughter.

A free mind or not,

All minds can be free.

A believer, a true believer,

Sees joy in all,

Omnipresent joy.

大樂呵呵
G R E A T   J O Y

萬事無礙 收放大勢 千金頂上

樂得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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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食春盤
《生活即景》

企劃小組／奚遠緣、黃惠卿、黃阡卉   　文／黃阡卉   　攝影／賴映伃  

從唐代便有於立春之日「咬春」的習俗，

大詩人杜甫曾於《立春》詩中描述：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全盛時。」

更有《四時寶鏡》記載：

「立春日，食蘆菔、春餅、生菜，號春盤。」

雖難究最初食春捲、潤餅的緣由

從何開始，

但經過漫長的冬季後，

以品嚐青嫩綠葉作為與眾人分享

告知春回大地的訊息，

是由古至今不變的喜悅。

春日就在春盤裡

蘇東坡在《送范德孺》詩中寫道：「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

吃了春餅，試了春盤，春天也就來了。唐朝時，盛傳立春吃春餅的習俗，藉

著立春後冒出的野菜新芽，以「大蔥、青蒜、韭菜、芸苔、香菜」五種祭春

神的生辛淨化身體，五辛生菜有開五臟、去伏氣之效，即是古代的養身法之

一，故後來有春盤即五辛盤之說，演變成多種蔬食用麵皮捲著吃的春餅，至

近代逐漸發展成「潤餅」的前身。

一份白紗包裹著的家鄉味

各地的潤餅從內餡到吃法，家家各有巧妙不同，但主要都是以春季時蔬切成細絲，拌炒成

熟食，如韭菜、木耳絲、胡蘿菠絲、芹菜絲、香菇絲、蛋皮絲、高麗菜絲、及豆芽菜、豆

腐乾絲、筍絲……，再拿一張薄而有彈性的餅皮平鋪在大盤子上，抹上一層花生粉，或灑

點香菜末、海苔，雙手一捲，就可以立刻將春天的味道一口通通吃進肚子裡，方便又美

味！

作品由上至下：

一口愉、花舞祥獅盤

（中式餐具組）。

作品由左至右：

花舞祥獅筷子、

筷架（中式餐具組）、

梅花一月。

作品由上至下：

美滿小品（小圓碗）、

花舞祥獅盤（中式餐具組）。

作品由上至下：

美滿小品（小圓碗）、

玉簪七月。

林語堂次女林太乙回憶自家飯桌趣事，曾說薄餅是「手裡捧著一份用白紗包著的禮物」，

這薄如蟬翼的白色餅皮中，包的也是許多人的鄉愁味，以閩南人食潤餅為例，它是冬至、

除夕、清明家庭團聚時必吃的食物，是家人共聚的記憶。現今潤餅的吃法，普遍來說北部

偏廈門煮法，會有飽含湯汁的大鍋菜；南部像泉州，餡料一一分開炒，分層疊進餅皮裡，

再加入台灣各地獨有的飲食習慣，如包紅燒肉，或如盛產蔗糖的南部地區，醬料除了放花

生粉還會再加糖。當然自己動手做樂趣多，口味也更有變化，只要能符合古人以嚐春盤調

節身體、共享春訊的大原則，各家都能發展出屬於自家的家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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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們野餐去！

腳步輕輕地， 

與小菊花在草地上慢慢起舞，

小口小口地，

在口中咀嚼油菜花與蘆筍的鮮嫩，

朋友啊，唯有恣意的享受

才是對於這珍貴的春日時光的

最高禮讚。

琉璃作品：繁花水印（酒杯）—春，夏，秋，冬

SIZE：單件4.4ｘ4.4ｘ7.2 cm

應用花材：油菜花、小菊花、文心蘭、紫包心菜、美生菜……等。

花語：小菊花－美德、真愛、希望。

         文心蘭－又稱「跳舞蘭」，隱藏的愛。

樂活－好久沒敬你
《花舞琉璃》

設計概念：人生要樂活、要慢食，還要學會分享與分食。花朵與輕食，

在精緻的琉璃與白瓷間相遇，決定帶著甜筒式的童年記憶，一起拜訪春

天。以春天的時蔬作為花材搭配。

經驗分享：

‧油菜花為冬春休耕期（十二月至笠年二月間）的時蔬，是易於栽種的   

農作物，整片澄黃的油菜花田景致，也是賞花的好時節。

‧記得當花器插花時，瓷杯中先放入清水或少許碎冰塊。

‧注意白瓷與琉璃是分開的組合作品，享用美食請小心拿取白瓷。

花藝設計／奚遠緣    文／黃阡卉    攝影／賴映伃、奚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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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琉璃紀錄人生的光與熱

乍 暖 還 寒 的 三 月 天

裡，TMSK月刊有幸造訪琉

璃工房貴賓林健祥先生的公

司與住家，在缺少暖陽的此

刻，林先生用他的人生故事

溫暖了我們的心。

在13年前，琉璃工房與曹俊

鴻老師合作了史無前例的共

識典藏水晶音樂專輯「月夜

星空下的狩獵」，整個套裝

裡除了四張CD，還有一件同

名的琉璃作品，在遠企藝廊

內，貴賓林健祥先生被這件

作品深深吸引，從此開始，

收藏工房的作品，成為他紀

錄人生旅程的一種方式。

琉璃伴你走過人生

回憶起當時，林先生說那時候其實自己沒有什麼錢，即使很喜歡琉璃藝術品，只容許自己收藏小件的作品，那時

從原本在美國的大公司上班，頂著高分子塑膠工程博士的頭銜回台接手管理父親的公司，而現實等著他的卻是公

司營運狀態不甚理想，面臨著傳統產業必須轉型的挑戰。每次看到案頭上的琉璃作品，是鼓舞、也是激勵自己，

慢慢地，林先生以自身的專業與不斷精進的決心，讓公司營運不但上了軌道，現在所合作的客戶99%皆是來自

世界各國的企業、設計師，令人折服的生產品質與技術，讓人們願意不辭辛勞地飛越半個地球，只為了請林先生

和他們合作。

在這重要的十年裡，每當林先生有新的計畫完成，就會獎勵自己收藏一件喜愛的琉璃作品，每一件作品皆代表著

他人生不同階段中的成長與喜悅，琉璃伴他走過，每個意義非凡的時刻，記錄著自己是如何跨越這無數的挑戰、

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重新詮釋琉璃之美

林先生除了在化工塑膠製造上是專家，對於將琉璃與空間設計結合也有一套獨特的美學概念，於廠房的迎賓大門

空間，林先生設計了一面共有36格的展示牆面，將工房的「經文36佛手」全套一字排開，天花板上的九宮格鏡

面更照映出36隻佛手，站在入門處，上下彷彿共有72隻佛手同時出現，宛如敦煌壁畫中的千手觀音再現！走進

清透中透出的綠光，

令人目眩神迷，

為透明純淨的琉璃牡丹花

展現了她另一華美風貌。

專訪琉璃工房貴賓　林健祥先生
文／黃阡卉

攝影／王漢順、黃阡卉

會議室內，偌大的桌面上，才是此行最驚艷萬分的視覺感官呈現，藝術家楊

惠姍為美國康寧博物館所典藏的經典代表作品「澄明之悟」現身於此，並不

僅僅是過往所熟悉的澄透之美，林先生為了她特別量身訂做了一個特別的

LED底座，底座內鑲嵌了256顆LED燈泡，由下方為「澄明之悟」立體生動

的牡丹花瓣打光，透明無色轉為綠色、紫色、藍色，瞬息萬變的光芒與色

調，令人目眩神迷，為透明純淨的琉璃牡丹花展現了她另一華美風貌。 

每件藝術品在完成的瞬間，便帶著創作者所賦予它的靈魂展開了新的生命旅

程，對於收藏者而言，即便是同一件作品也象蘊含了不同的意義。林先生在

美國唸書的學生時代，十分刻苦，一定要拿獎學金才付得起學費，他難忘當

時曾在哈佛大學博物館裡看到栩栩如生的琉璃花（這套世界僅存的寫實琉璃

遠自美國的一份驚喜，

沒想到拆箱之後

竟是琉璃藝術大師戴爾‧奇胡利

（Dale Chihuly）的作品！

琉璃工房貴賓

　林健祥先生

林先生於公司的迎賓櫃檯後方設計了一面格櫃，

將全套「經文36佛手」作品全時展示出來。



Journal no.32 April 2011

林先生所收藏的

義大利藝術家 Alfredo Barbini 的琉璃作品。

31

花模型是一位教授為了讓學生

一年四季都能研究、觀察的到

植物，而請來一對德國琉璃藝

術 家 父 子 所 打 造 的 立 體 模

型），能夠收藏「澄明之悟」

不單單是對於藝術的支持，同

時也象徵著林先生終於能擁有

學 生 時 那 樣 憧 憬 的 「 琉 璃

花」。

分享藝術的美好

不同於進出拍賣會場上的收藏

家，林先生在乎的並非作品本

身日後是否有增值的空間，而

是讓藝術的美好改變自己的生

活，擺放作品在辦公室、會議

室空間內，藉此與員工分享藝術的美，另一方面也是期許員工能以藝術

家創作時的心情嚴謹地看待公司所製造的產品。管理公司與客戶往來，

林先生說互敬互重是最重要的原則，「我們不只是在技術研發能領先別

人，生產是否能夠穩定產出品質良好的作品、整體服務的水準，每一點

都是我們自我要求的，即使是傳統產業只要誠懇用心經營，也可以發展

出很漂亮的成果」，這樣的信念與工房以誠意待人的經營理念不謀而

合，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期望藉由作品傳達給世界有益人心的訊息。

林先生在專業領域上備受各方的肯定，因此結交了各國的好友，不論是來自何

方，他都不吝於分享琉璃藝術的喜好，工房的作品自然成為最佳伴手禮，客戶們

也因為知道他對於琉璃有的深厚情感，有人特別到美國琉璃藝術大師戴爾‧奇胡

利（Dale Chihuly）的博物館裡買了一件藝術家作品寄至台灣，更有遠從土耳其

的客人帶了一件當地藝術家的創作，並說明作品的造型在土其其即代表著「心」

的意思，希望以這顆「心」表達對於林先生的感謝。

用心待人，不分國界，藝術的美妙真諦也同樣能跨越國與國之間，甚至隨著歲月

的累積，成為人生中最好的陪伴！

放置於女兒房中的「花好月圓」典藏版作品(已絕版)，

小巧精緻，令人愛不釋手。 

置於廚房一隅的「蝴蝶心燈」，

為居家空間帶來溫暖的陪伴。

佛堂一旁的「念念平安」轉經輪作品，

為人們在忙碌的工作中帶來一方平靜之地。

林先生家中以LED水氣泡牆為背景，

襯托無相無無相系列中的「慈悲光照」

作品裡的透明氣泡。

臥房窗前的矮榻，

是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好地方，

用一本好書一杯好茶度過一整個午後。

作品「閑情六式－山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