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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在國外，鑲嵌的技法廣泛應用於造形藝術創作中，使得造形藝術創作更加多

樣化。反觀國內，由於多數人對於鑲嵌的知識概念薄弱，而使得這方面的創作缺

乏，作者將以鑲嵌的技法特色，在此詳述介紹，讓人能更深入了解鑲嵌藝術。作

者以彩色玻璃為創作媒材，運用鑲嵌技法進行創作，配合點線面構圖概念，此多

樣變化的創作設計讓作品更加具有風味。藉由光源從彩色玻璃所投射出的迷人光

影，將環境氣氛點綴的多采多姿，讓鑲嵌玻璃不再只是空間上功能的需求，更將

藝術創作融入彼此相互結合，希望能讓生活品味更加提升，也讓人能對鑲嵌藝術

更加清楚認知，豐富藝術欣賞視野。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鑲嵌、玻璃、造形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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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有底胚的鑲嵌方式 

圖 3 無底胚的鑲嵌方式 

圖2 市面上所販售的作品 

圖 4 燈飾 池本久子 玻璃

工藝情報誌 p76 

 

一一一一、、、、    鑲嵌鑲嵌鑲嵌鑲嵌（（（（義大利文義大利文義大利文義大利文----musavamusavamusavamusava））））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    

    

依據國語辭典所解釋，「鑲」指的是將物放在別種物質中間或上面，「嵌」意

指以物填入空隙；所以這種填補和置放的過程就是「鑲嵌」。鑲嵌這種手法也廣

泛應用在藝術領域上，就如常見的馬賽克藝術。但是作者發現多數人對鑲嵌的技

巧與概念在定義上並不清楚，總認為鑲嵌只侷限在馬賽克上，甚至常將玻璃藝術

與馬賽克藝術畫上等號，但其實本質與技巧上卻是大大的不同。由於國內對於鑲

嵌藝術的相關資料並無詳盡的解釋，作者在此將詳細地說明，讓人清楚了解鑲嵌

藝術的特色。 

 

「鑲嵌」的製作技巧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將一物體嵌入凹洞裡，背部有東西

依靠〈圖 1〉，一般我們在市面上所看到的馬賽克作品大多都是此種類型的創作，

利用填縫劑將物體固定於底胚上〈圖 2〉；另一種無放入的動作，而是靠著外圍

的骨架將物體包圍固定住，背部無底板依靠〈圖 3〉，這種方式在國內較不常見，

但在國外卻非常盛行，尤其以燈飾最為常見〈圖 4〉。作者發現目前國內多數人

對「鑲嵌」的概念多停留在前者，但實際上，上述兩種製作技巧皆屬於「鑲嵌」

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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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哪些是屬於第一種嵌入凹洞的鑲嵌藝術？如同先前所提到的，「馬賽克藝

術」（mosaic）就是其中的一種，又稱作「嵌畫」，蘇美人的神殿牆是最早被發現

使用在建築上的馬賽克，這是一種來自西洋最古老的藝術形態之一（林俊成，

1993）。馬賽克的製作方式是將磁磚或小石子黏於牆壁、地板或其他媒介的底背，

再使用水泥將之固定，大多用以裝飾建築物、天花板、牆壁和地面等，近年來多

運用於建築物與公共藝術上（圖 5）。馬賽克藝術的發展也因時間的轉變，而演

變出相當多不同的素材，藝術家為了豐富其作品，使作品更多元化而將貝殼、陶

片、彩色玻璃珠等材料融入作品。 

 
 圖 5 拍攝於撫順公園 

 

中國的漆畫藝術「螺鈿藝術」也應用了

鑲嵌技法，利用貝殼薄片製成人物、鳥獸、

花草等形象嵌在家具或器物之上的一種裝飾

技法（藝淵閣，2005）（圖 6）。此外還有「漆

畫」作品，是將硬質材料鑲嵌於畫面中。漆

畫之美，在於使用獨特的材料和工藝，漆刮、

漆刷成了繪畫的方式，漆液則成為顏料的調

合劑。利用金屬箔粉、螺鈿、蛋殼等特殊材

料作為創作媒材，藉由嵌、引、撒、罩、磨

等特殊手法創作，使作品具有豐富的表現

力，構成了漆畫效果的特異（中國漆畫藝術

網，2006）（圖 7）。 

 

 

圖 6 清代螺鈿碟盤圖 

圖 7 盤若明 <夢幻> 第 26 回日

展圖錄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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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木藝 劉邦漢 <海芋

    鑲嵌技術應用的範圍及種類其實非常廣泛，除了馬賽克藝術與漆畫藝術

鑲嵌技術應用的範圍及種類其實非常廣泛，除了馬賽克藝術與漆畫藝術外，

類似的鑲嵌方式創作還有如木材（圖 8）、景泰藍（圖 9）、金屬工藝（圖 10）、

陶藝（圖 11）、麥草工藝（圖 12）、紙藝（圖 13）及皮革（圖 14）等。因為

平時我們對這些類的作品接觸較少，且認知不深，所以往往沒將其製作的方

式與鑲嵌聯想在一起，但其實鑲嵌的技術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只要多

用點心，我想不難發現其存在我們生活週遭。 

 

 

 

 

 

 

 

 

 

圖 11 陶藝 戶出克彥<銀

跡> 第 27 回日展圖

錄 p111 

圖 9 景泰藍 三浦明子 <舞>  

第 27 回 日展圖錄 p134 

圖 10 金屬工藝 木下五郎 

<朧映> 第 26 回日展

圖錄 p81 

圖 12 麥草工藝 金子皓彦收藏 圖 13 紙藝 鈴木峰雄

<流動> 第 27 回

日展圖錄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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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皮革 松浦惠子 <海的譜> 

第 26 回日展圖錄 128 

圖 15 項鍊墜子 

 

 

第二種鑲嵌技法，是靠著外圍骨架包圍物體，例如將銅片包覆緊貼於物

體外緣，利用錫條的焊接方式將其固定。類似此種的鑲嵌方式我們最常見的

多為飾品類（圖 15）。此外，一般門窗也常使用此種鑲嵌方式(圖 16) 

 
 

 

 

 

 

                      

               圖 16 拍攝自北投溫泉會館 

 

從上述的解釋，對「鑲嵌」技法與運用上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作者發

現國人對玻璃工藝的不了解，以及對鑲嵌應用的範圍略嫌狹隘，為了打破國

人對鑲嵌玻璃陳舊看法，企圖將彩色玻璃配合鑲嵌技法，導入至裝飾設計的

層面，讓國人能夠更清楚地體認鑲嵌玻璃在創作上的深度與廣度。 

 

二二二二、、、、    玻璃特性玻璃特性玻璃特性玻璃特性    

    

    對於玻璃的欣賞與認識，有必要認識玻璃本身的特質。來自不同的製作過程

與不同的材料組成會賦予玻璃不同的面貌與趣味，玻璃的特質是緊密結合在一起

而無法分開討論，需要了解這些特質才能完成一件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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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玻璃的面貌玻璃的面貌玻璃的面貌玻璃的面貌    

    在古代，多稱「玻璃」為琉璃，古早時候不同時地也各有許多同義

字。就如漢代時玻璃的古名為「璧琉璃」。後來簡稱「琉璃」、「琉離」。

在「琉璃」係為「琉璃」之古名。在西方國家稱這種材質為「玻璃」(Glass)。    

    製造玻璃的最主要原料是二氧化矽，純粹由二氧化矽熔融在一起的玻璃

也叫做「石英玻璃」或是「矽玻璃」。玻璃是一種硬而脆的物質，通常都是

透明或是半透明的。 

 

((((二二二二))))    溫度的變化溫度的變化溫度的變化溫度的變化    

    雖然其外表是固體，但實際上它是一種液體。因為一般固體在加熱的時候，

它的溫度一定要升高至它的熔點，才會突然開始熔化成液體;而玻璃在加熱的時

候，卻只會慢慢的越變越軟，一直變成流動性很大的液體為止，中間根本無法指

出何時開始熔化。由於玻璃的屬性及特質會隨著其成分和製作溫度而改變，故從

下表 1可以看出不同的溫度，玻璃會呈現不同的型態（新竹市文化局，2006）。 

 

表 1 溫度與玻璃狀態
1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玻璃狀態玻璃狀態玻璃狀態玻璃狀態    

攝氏 450 度 徐冷點 

攝氏 600 度 玻璃有下墜現象 

攝氏 700 度 可烤彎玻璃會黏在一起 

攝氏 800 度 熔合像麥牙糖一樣會流動 

攝氏 850 度 脫蠟鑄造 

攝氏 900 度 吹製 

攝氏 1OO0 度 拉絲 

攝氏 1150 度 胚心成形 

攝氏 1300 度 壓模成形接近水一樣柔軟 

攝氏 1450 度 熔融點沸點起泡 

 

 

 

 

 

 

 

                                                
1
 http://163.13.196.43/~raymond/CBMA/record/crys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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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玻璃的顏色玻璃的顏色玻璃的顏色玻璃的顏色    

    玻璃色彩的呈現，主要是在原料中常含有不純物，所製造的玻璃或

多或少會帶有顏色，所以有色玻璃比無色玻璃之製造歷史更為悠久。一

般在工藝玻璃製作時，大多以加工過的色棒來做色彩變化，今日科技已更瞭解

玻璃如何著色，其使用的原料如下表 2（新竹市文化局，2006）： 

 

表 2 燒製玻璃時的著色原料和發展顏色
2
 

顏色 著色劑原料 

紅色 硫化鎘及硒 

紅色（銅色） 氧化亞銅 

石灰玻璃中呈鮮粉紅色 硒（鉀） 

石灰玻璃中呈帶有棕色之粉紅 硒（鈉） 

黃色 硫化鎘 

黃色 硫化鈰、氧化鈦 

黃綠－綠（呈橄欖綠） 氧化鐵 

黃－褐色（琥珀） 硫磺 

褐色（琥珀） 碳 

鉛玻璃中呈帶金之琥珀色 硒（鉛） 

青綠 氧化銅、硫酸銅 

鮮綠色 氧化鎘、絡酸鉀 

藍色 氧化鈷 

青色-螢光 鈾化合物 

藍紫色（鉀玻璃） 氧化鎳 

紫色 二氧化猛 

白色（俗稱玉色） 乳濁劑（瑩石、水晶石） 

黑色 氧化鎳+鈷+鐵 

 

 

 

 

 

 

 

 

                                                
2
 《認識玻璃藝術之美》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玻璃藝術坊紀念專輯 p11 新竹市政府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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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玻璃藝術創作技法玻璃藝術創作技法玻璃藝術創作技法玻璃藝術創作技法    

    玻璃的製作方法，可以主要區分兩大類，在融熔點與徐冷點之間的各種技

法，稱為熱工(Hot Work)(參表 3)；在室溫下進行的加工製作則稱為冷工(Cold Work) 

(參表 4)，各類可再細分。這些方法，是玻璃工藝的基本技法，然而在玻璃藝術

中，並沒有其他的分別，所有的技法皆是含括在玻璃藝術之下（琉園，2002）。 

表 3 熱工技法之種類名稱
3
 

熱熱熱熱    工工工工    技技技技    法法法法    (Hot Work)(Hot Work)(Hot Work)(Hot Work) 

1450℃ 融熔點 Melting Point    

1400℃ 機械壓模 Machinery Pressing 

1300℃ 砂模鑄造 Sand Casting 

1150℃ 胚心成形 Core Forming 

1000℃ 拉絲熱塑 Lampworking 

950℃  吹製 Blowing 

850℃  脫蠟鑄造 Lost Wax Casting 

800℃  熔合 Fusing 

700℃  烤彎 Slumping 

450℃  徐冷點 Annealing Point 

 

表 4 冷工技法之種類名稱
4
 

冷冷冷冷    工工工工    技技技技    法法法法    (Cold Work)(Cold Work)(Cold Work)(Cold Work)    

釉彩 Enamel     

彩繪 Painting 

研磨 Grinding 

磨刻 Engraving 

切割 Cutting 

刨光 Polishing 

鑲嵌 Stained Glass 

浮雕 Cameo 

版畫 Glass Printing 

噴砂 Sand Blasting 

酸蝕 Etching 

黏合 Gluing 

複合媒材 Mixed Media 

 

                                                
3 http://www.glass.com.tw/index-2.htm 
4
 http://www.glass.com.tw/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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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鑲嵌玻璃在裝飾上的應用鑲嵌玻璃在裝飾上的應用鑲嵌玻璃在裝飾上的應用鑲嵌玻璃在裝飾上的應用    

    

鑲嵌玻璃能體現居家空間的變化，它可以將彩色圖案的玻璃、霧面朦朧

的玻璃、清晰剔透的玻璃任意組合，再用金屬條加以分隔，合理地搭配「創

意」，呈現出不同的美感，令人陶醉。但是台灣的鑲嵌玻璃仍然侷限於教堂

的使用上，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與台灣對鑲嵌玻璃應用方面的認識，台灣的

鑲嵌玻璃藝術也逐漸發展開來的應用。就如室內設計也偶爾流行鑲嵌的門窗

(圖 17)，或者是屏風間隔的鑲嵌玻璃(圖 18)，但大型建築或公共藝術以

鑲嵌玻璃作為主要媒介則較少，顯然地，在 20 世紀初運用在現代建築的鑲

嵌玻璃仍停留在裝飾的傳統中，其原因推測還在於人們對裝飾文化知識的匱

乏，在國人缺乏一定的鑑賞能力的情況下，追求一致與統一往往是最安全的

選擇，這種心態大大壓抑了產品個性化的發展。 

 

 

 

 

 

 

 

 

圗 17 萬華火車站中庭景觀5
                          圗 18 室內屏風間隔的鑲嵌玻璃

6
 

    

四四四四、、、、    點線面構圖原則點線面構圖原則點線面構圖原則點線面構圖原則    

    

    設計是實用性的，裝飾是為了讓人生活更為美滿，在處理實用性問題之前，

得先學會運用視覺的語言。一位創作家在創造一件藝術品之前，必須要顧慮到畫

面安置問題（王無邪，2002）。 

 

作者將鑲嵌玻璃以半立體式呈現應用於居家裝飾設計上，以創新的鑲嵌藝術

方法，讓鑲嵌玻璃更能融入一般居家的裝飾設計上。參照設計的基本視覺概念與

構成元素，以及藝術創作上構圖的模式，從這些線索中架構創作的基礎，使作品

達到藝術與設計構思兼具的功能。 

                                                
5廖修平 節慶 民國八十九年公共藝術年鑑 p40 文建會 2000 
6坤榮有限公司提供建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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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畫面重心 

圖 20 面等量分割 

     繪畫的構圖 

((((一一一一))))設計結構安排設計結構安排設計結構安排設計結構安排    

1.視覺重心 

（1）當視覺是重心位於畫面的中心點，由於是畫面對角與水平垂直

線交會點，有穩定、平靜、安定的感覺，但是卻因此缺乏動態的

活動（圖 19）。  

 

 

（2）但是當此重心在畫面上的位置有所移動時，整個視覺重心的偏移，與畫面

邊緣的距離有所不同，力道的比例有所差距形成移動的感覺。 

 

（3）因此在畫面的安排上，依照橫山了平（1993）教授的在評估許多繪畫構圖

安排的分析，應該置於等份分割後，水平與垂直交會實線的位置的四角上

較為恰當（圖 20）。 

 

 

 

 

 

 

 

（4）根據劉思量博士（2002）的說法：「一般而言，觀者看畫大都由左到右或從

右到左，卻很少從上往下看。觀者也傾向從事也左邊角落做出發點，而把

整幅當作自左向右的組織。也即在畫中也即在畫中左邊的位置較右邊可負

載更多重量。」 

 

    作者的「理性與感性對視覺藝術設計之影響」數據調查研究卻發現，在畫面

平衡感上，選擇左畫面安排較重者屬於左腦型思考人物；反之時則屬於右腦型。

所以畫面中心牽涉觀者的思考模式，重心的決定則是由觀者自行決定，但是畫面

重心的偏移則會造成移動的感覺。而偏移的程度則位於等量分割後交叉於畫面上

的四個點較為確適（卓展正，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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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 

    點是造型中的最基本元素，細小的形象都可稱為點，且不限圓形，但形狀簡

單。點的大小則必須取決於觀察的距離與圖面大小(圖 21)。 

 

 

 

 

 

        圖 21 圖面大小影響點的大小 

 

    這樣的基礎型態，具有集中與凝固的視線效果。在畫面

上因為有集中力，點的安排則會影響安定感，於是放置點的

位置改變時，整個畫面的重心也會因此而產生變動。(如圖

22)a 所示，點置於正上方，比重就會升高，增加落下的力

學，在 b、c 則這種不安定感加劇。於 a'點位下方，重量下

沉，給人穩重感。在 b'與 c'則更有移動性，這樣使空間發

生了變化（青木正夫，1988）。 

 

 

 

 

 

    點的移動則會產生線和方向，將一個點、記號重複時會形成一條線。而這條

線會因為疏密的排列與點的大小關係產生力道。若將點應用在構成上，聚散則會

形成面。 

 

3.線 

    線在幾何學上的定義，是點移動的軌跡，具有長度和位置，而無寬度與厚度。

視覺表現上時則跟點一樣，必須依賴適當的寬度，但是過於寬就會變成面，因此

寬度比長度小時，才可稱為面。（葉國松，1995）。 

 

    由於線是點移動的軌跡，所以本身就具備了動的性質與力量，所以線在感情

的造形設計是很重要的條件。從線的角度變化的到的印象，水平線像無限止的地

平線，有安定、鎮靜、永無止境、無限感；垂直線比較特別的是具有上升及下落

的動感，比較嚴肅緊張；斜線則是傾斜的不安感，不停的上升或落下，不同於水

平垂直的絕對與安定，視覺效果十分強烈（圖 23）。幾何曲線比較工整冷淡，在 

 

圖 22 平面設計構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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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上用尺規便可完成；相較於自由曲線而言，自由曲線較能表達情感、個性。 

 

 

     圖 23 線的角度變化 平面設計構成研究 

 

4.面 

    在幾何學定義上面是線的移動軌跡，具有長度、寬度而無厚度，三點以上連

結就成面。幾何型態的面較為明快簡潔；非幾何形的面可分為有積形與偶然形兩

種，其絕大具有淳樸的感情性格，和幾何的冷漠感有很大的對比（葉國松，1995）

（圖 24）。 

 

圖 24 幾何形面與非幾何形面 

 

((((二二二二))))視覺安排與元素視覺安排與元素視覺安排與元素視覺安排與元素    

    除了應用設計上基礎購成，在畫面在藝術表現安排的美感上也應加入考量之

中。在高中美術教材中，分構圖方法為九種(林曼麗，2001)：水平構圖、垂直構

圖、十字形構圖、對角線構圖、三角構圖、S 形構圖、圓形(或橢圓)構圖、C形

構圖、均質化構圖。在各種構圖方式的呈現下，可以掌握型態佈局的美感平衡： 

1.水平構圖： 

  以長短不同的平行線，讓整個畫面有平靜、穩定的感覺。 

2.垂直構圖： 

 垂直構圖可以清楚的看見垂直排列的平行線，強調垂直線組合帶來的運律

感，畫面較為嚴肅正式。 

3.十字形構圖： 

  這樣的構圖除了具有水平構圖的安定感以外，更有垂直帶來的嚴肅、明快性，  

而他的交叉點便成為視線集中的焦點。 

4.對角線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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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線構圖分為單斜對角線，觀看的視線會隨著傾斜的角度上升或下降，有  

視覺流動的動感；雙斜對角線又稱Ｘ形構圖，這種構圖會讓畫面穩定、且具有

深度。 

5.三角構圖： 

  三角構圖是以畫面上端危中央頂點，從這頂點向左右兩側連結而成三角構圖，

有崇高、安定、偉大、永恆的感覺。 

6.S 形構圖： 

  以 S形構圖表現深遠曲折的空間，能表現畫面延展的深度、並且具有強烈動感

及韻律性。具有現代流動感的特性，可以在這樣的畫面結構下表露無疑。 

7.圓形(或橢圓)構圖： 

圓形構圖是指畫面中的物體圍繞成圓形，而觀者的視線隨著圓形軌跡移動，週

而復始，具有圓滿、永恆、統一的感覺。 

8.C 形構圖： 

  圓形有了缺口，就是 C形構圖，此缺口位於任何方位皆可，無限於左邊或右邊。

觀賞者會隨著原形軌跡移動遇到缺口即停止，這個缺口就會成為視覺焦點。 

9.均質化構圖： 

  捨棄形式、色彩背後的意義時所採取的一種構圖方式，將造型、色彩簡略到最

單純的境界，讓畫面呈現均勢，沒有主題、輕重趣味中心的效果。 

 

五五五五、、、、    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作品創作    

    

此次創作研究中，加入非同過去以平面作為玻璃設計發展的基礎，而是以鑲

嵌營造的層次作為起始思考點，讓整個作品似浮雕，具有半立體的概念；又因玻

璃的材質屬於片狀、透光性，除了具有平面構圖的組織，鑲嵌的轉折、重疊技術

讓層次更豐富、鏤空則使空間產生交流，可讓觀賞者的樂趣因為觀賞者角度不同

而隨之改變。創作內容結合窗花、鍛鐵、窗櫺的花樣設計，增加鑲嵌玻璃應用於

裝飾藝術之多樣化，融入日常生活中，透過鑲嵌玻璃為媒介，呈現光影之美，增

加生活空間的層次感，提昇國人生活美感，重視玻璃工藝的發展。其創作作品如

下： 

    

（（（（一一一一））））    馬賽克馬賽克馬賽克馬賽克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Mosaic」它的原義是，由各種顏色小石子、玻璃片或陶瓷片鑲嵌於一層石

膏或灰泥中，用以裝飾建築物天花板、牆壁和地面組成的圖案，又稱「碎錦畫」、

「鑲嵌細工」，目前一般直接稱馬賽克
7
。馬賽克鑲嵌藝術源起於三世紀，由當時

的建築裝飾逐漸演變為現代生活美學的表現媒材，看似簡單的鑲嵌技法，卻為平

                                                
7馬賽克藝術工作室 http://www.mosaicart.com.tw/c-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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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無奇的牆面、瓶罐等注入生機、色彩、律動。 

馬賽克的鑲嵌手法看似粗糙，卻能組織成細膩的幾何、具象圖面，別具一番

意境呈現。目前的馬賽克作品已經與美化生活概念相結合，將馬賽克鑲嵌藝術作

創新的美學呈現，並將其運用於生活用品上，讓居家美學更具創意。鑲嵌具有極

濃厚的裝飾意味，物體或器物不同質地的材料，用手工排列在物體表面裝飾，提

高該物的美感價值。鑲嵌製作應用繪畫修養與特殊鑲嵌技巧，藉建築或器物以及

其他媒介，表現其特殊藝術意味，一方面增進物體視覺美感，一方面保護物體堅

固。因之鑲嵌藝術甚獲中外工藝家與建築家的青睞應用範圍日漸廣泛。 

    

   
    圖 25 作者的馬賽克作品 1            圖 26 作者的馬賽克作品 2 

 

作品說明(圖 25、26)： 

    此兩幅作品屬於水平構圖。表現風格啟發自高第的作品（圖 27），高第擅長

利用鐵作為建築材料，其晚期自然主義的作品又好以自然的材料、形狀，彎曲線

的奇特造型，彩色瓷磚拼貼、和馬賽克的拼貼雕飾，以及鑄鐵鐵件來完成其創作

作品。 

 

 

    

    

    

    

    

    

（（（（二二二二））））    鑲嵌玻璃鑲嵌玻璃鑲嵌玻璃鑲嵌玻璃    

    鑲嵌玻璃源自東羅馬拜占庭時期的彩色玻璃馬賽克拼圖技法。而演變至今將

玻璃質地加熱後，鑲嵌小片有色玻璃，再次加熱形成圖案，這是葛雷從家具的鑲

工理念上所產生的靈感而創作出來的新技法
8
。 

 

 

                                                
8
 《認識玻璃之美》1999 竹塹國際玻璃藝術節玻璃藝術坊 紀念專輯 發行人：許惠成 p16 

圖 27 高第的瓷磚馬賽克 



鑲嵌玻璃造形藝術創作 

 

 
85

 

鑲嵌玻璃最初是以彩色玻璃（Stained Glass）的方式出現，起源時間目前尚

缺乏完整統一的說法，只能說其出現與大批教堂的興起有關。公元 10 世紀，鑲

嵌玻璃就出現在歐美的教堂裡，也因此促進了鑲嵌玻璃的工藝再造，基於以上的

特點，鑲嵌玻璃又常被人們稱為彩色玻璃(圖 28)。 

    

 

 

 

 

 

 

 

 

              圖 28 作者的平面作品 1 

 

作品說明(圖 28)： 

    因受到日本畫風的影響，實屬一系列六幅畫的鴛鴦，帶有濃濃的和風意像，

把六幅畫拼湊在一起並細察其線條，可以導出如真實水流的動線，而破格式的構

圖讓畫面的張力更顯的生動。「鴛鴦」共計有五隻鴛鴦，在畫面的分割安排下，

五隻鴛鴦所在的畫面並非不均的，反而畫面中的留白適當地給予觀者一種想像的

情境，水波上的淡綠色玻璃塊面，更突顯水流的細渦。 

 

 

 

 

 

 

 

 

   圖 29 作者的平面作品 2 

 

作品說明(圖 29)： 

    依照四季的變化做創作，除每一幅畫中的花蕊和葉片會隨著時節而改變顏

色，同時也利用平面的塊狀來表達花的立體感，筆者在這系列中運用三條基準

線，在畫面上衍生出平衡構圖的趣味，在此半立體的空間中，配合光線的照射，

建架出光與影的線條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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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鏤空作品鏤空作品鏤空作品鏤空作品    

鑲嵌技法的發展性不應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固定模式，只應用於居家、建築

及公共藝術等，作者利用此理念，把鑲嵌玻璃和半立體作結合，創造出屬於居家

的獨特品味之餘，更加強空間的裝飾性，營造空間會呼吸的交流，增進人與人的

緊密感。 

 

    除了裝飾功能外，同時也提高鑲嵌玻璃在技術應用上的層次，以期玻璃工藝

與鑲嵌技法在裝飾上跨出一個新的里程碑。有鑑於此，作者希望藉著此次創作開

拓鑲嵌玻璃和藝術裝飾的新風貌，豐富國人的藝術欣賞視野與挖掘鑲嵌藝術應用

在裝飾上的可能性與發展性。 

    

   

              

 

 

 

 

 

 

 

 

 

             圖 30 作者的鏤空作品           圖 31 作者的鏤空作品 

 

作品說明(圖 30、31)： 

     作者將自己喜歡的動物成為一系列創作主題之一，在此二幅半立體的作品

中，可以感受到兩種不同季節的交替，透空處利用燈光投射的效果，強調光影與

實體間的互助關係，使得玻璃與光的變化可以是溫暖的，也可以是孤寂的，畫面

背景上的大量留白是為了讓視覺焦點清楚的集中在貓頭鷹身上，襯托出色系的不

同，讓觀者的情緒也能跟著作品內部的變化而起伏。 

    

（（（（四四四四））））    幾何變化作品幾何變化作品幾何變化作品幾何變化作品    

    康丁斯基在其所著的《點、線、面》一書中提到：點、線、面是構成圖形的 

基本元素，其構成方法是抽象的，即孤立於物質的面和形的實在環境之外。由此

可知，點、線、面是各種形態構成的基本架構，在構成的應用上，可依其垂直、

幾何等特殊的個性構成各種變化的平面圖形，是平面構成不可缺少的元素。造形

創作除了運用構成的基本要素：形態、質感、色彩、空間構成作品之外，還必須



鑲嵌玻璃造形藝術創作 

 

 
87

賦予造形一種有生命力的形態。 

    

 

 

 

 

 

 

   圖 32 作者的幾何變化作品 

 

作品說明(圖 32)： 

    作者師法於克林姆作品風格中的螺旋紋樣式，透過畫面的設計，將作品以三

等分的方式，找出屬於之間的平衡點，畫面上的要素都是以連續的螺旋紋架構出

來，有如海浪的韻律，從這裡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窗花與玻璃的結合是可以自由地

運用，充份地展現創作的自在心情。曲線的運用更能表達作品的情感與個性。 

 

 

 

 

 

 

 

   圖 33 作者的幾何變化作品 

 

作品說明(圖 33)： 

    為了尋求一種靈活開放的構成表現，筆者於康丁斯基的畫作中體悟出

點、線、面之間的交互關係，將畫面分割成形塊，再利用形塊間的色彩加以

整合，以幾何圖形為抽象創作的出發點，將春天的綠意與二度空間的交集傳

達出來。 

 

六六六六、、、、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鑲嵌藝術」反映了時代的潮流與文化，隨著時代的演進變化，創作者賦予

鑲嵌玻璃更多的新風貌。作者以一位教育工作人與玻璃藝術創作者的雙重身分，

希望藉由此創作報告帶給國人更多對於鑲嵌玻璃的認知，掃除以往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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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創作中，加入不同過去以平面作為玻璃設計發展的基礎，而是以鑲嵌營

造的層次作為起始思考點，讓整個作品似浮雕具有體的概念；又因玻璃的材質屬

於片狀、透光性，除了具有平面構圖的組織，鑲嵌的轉折、重疊技術讓層次更豐

富、鏤空則使空間增加層次變化。 

 

台灣的鑲嵌玻璃算是工藝藝術一環中，較少創造者投入的一塊領域。為了保

有手工藝的精髓與延續玻璃工藝的文化之美，作者時時提醒自己蒐集鑲嵌玻璃的

新資訊，保有一顆對文化藝術關懷之心，讓自己的視野拓寬，欣賞各種不同的美

學，將之融入自己的創作中，延續手工藝的良好文化。 

 

    作者希望藉由此創作報告帶給國人更多對於鑲嵌玻璃的認知，掃除以往的刻

板印象。藉由一系列創作研究的探討，重新思考鑲嵌玻璃的應用性與發展性，藉

此提昇玻璃裝飾藝術設計，希望把鑲嵌玻璃的技法導入裝飾設計的層面中，讓國

人更能夠清楚地，體認鑲嵌玻璃在創作及應用上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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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卓展正《理性與感性對視覺藝術設計者的影響》 造形藝術學刊出版 2003 年 

5. 青木正夫《平面設計構成研究》台北 武陵出版社 1988 年 

6. 葉國松《平面設計之基礎構成》台北 藝風堂出版社 1995 年 

7. 劉思量博士《藝術心理學：藝術與創造》台北 藝術家 2002 年 

8. 橫山了平《繪畫的構圖》理工學社出版 1993 年 

9. 中國漆畫藝術網《漆畫釋義》2006 年 

10. 新竹市文化局《玻璃小百科》2006 年 

11. 琉園《探問玻璃新知》2002 年 

12. 藝淵閣《中國的漆器和螺鈿漆》2005 年 

 

網路資料來源網路資料來源網路資料來源網路資料來源    

1.http://www.lacquer-painting.com/（2006/2/20 瀏覽） 

2.http://www.glass.com.tw/index-2.htm（2006/1/17 瀏覽）。 

3.http://www.mstz.net/artk/post/lacquer-ware.html（2006/2/15 瀏覽） 



鑲嵌玻璃造形藝術創作 

 

 
89

4.http://www.hcccb.gov.tw/chinese/13museum/mus_b02.asp?station=102&mu 

seum_id=81（2006/2/2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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