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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美學經濟與創意經濟思潮的快速興起，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新的經濟時

代趨勢。目前歐美先進國家都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發展國家經濟的策略。臺灣政

府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將之納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六大新興產業，並

積極推展多項輔助產業升級的措施。而文化創意產業的根源，在於人才培育，尤

以大學為主力。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該校成立臺灣唯一附設於大學的文化

創意產學園區，以產學合作為營運主軸。到 2012 年 6 月，目前為止園區有 28 家

廠商進駐，以工藝設計產業為大宗， 玻璃藝術為其特色之一，嘉美彩色鑲嵌玻

璃藝術工坊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爰此，本文旨在探討臺藝大文化創意產學園區嘉

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的經營與創意設計，期能為其他文創產業之參考。本文

主要透過個別訪談方法與內容分析方法進行之。結論將提出研究嘉美公司的經營

理念與執行策略，並分析產品的創意設計，包括作品形式、功能、與內涵三方面

之屬性 。 

 

 

 

 

 

【關鍵詞】臺藝大文創園區、玻璃工藝、嘉美玻璃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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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美學經濟與創意經濟思潮的快速興起，文化創意產業已成

為新的經濟時代趨勢。目前歐美先進國家都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發展國家經濟的

策略，涵括國家的文化資產傳承、國民的文化素養、創造力等(經濟部文化創意

產業推動小組，2008)1 。臺灣政府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將之納入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與六大新興產業，並積極推展多項輔助產業升級的措施。文化創意產

業的根源，在於人才培育，尤以大學為主力。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為臺灣

歷史最悠久、師生數最多的藝術大學，設立系所幾乎涵括所有文創產業。該校並

成立臺灣唯一附設於大學的文創園區家，以產學合作為營運主軸，其通過進駐之

廠商多為具有特色之優秀文創產商。目前園區有 28 家廠商進駐，以工藝設計產

業為大宗， 玻璃藝術為其特色之一，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具有相當的代

表性。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探討臺藝大文化創意產學園區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

術工坊的經營與創意設計，期能為其他文創產業之參考。本文主要透過個別訪談

方法用於創業歷程、經營理念、製作技法及材料使用與內容分析方法用於產品設

計分析進行之。 

 

貳、玻璃工藝設計及分析理論 

一、玻璃工藝設計 

(一)玻璃定義 

    「玻璃」原指寶石，古代名稱為「頗黎」，後以相似的發音「玻璃」稱之。

廣義的玻璃，泛指天然寶石、天然水晶、人造水晶、琉璃以及使用矽砂、石灰石、 

碳酸鈉等混合加高熱熔解，冷卻後製成的物質。例如建築用的鈉玻璃、容器用的 

鉀玻璃、理化實驗儀器用的硼玻璃、脫蠟鑄造用的鉛玻璃等均屬之（蕭銘芚， 

2006）2。玻璃是從溶融狀態下，經冷卻而未結晶的無機物質，在室溫下是屬高

                                                 
1
 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8)。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經濟部工業局。 

2 蕭銘芚（2006）。玻璃工藝。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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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的過冷液體。現代人一般認為價格低的透明材質稱為玻璃，其實還包含珍貴

精緻的彩色水晶藝術品也稱之玻璃的。 

 

(二)玻璃的特質 

    玻璃是以氧化矽為主要成分的無機質，在常溫時固化的「過冷液體」，不過

在常溫之下也有液態的水玻璃，一般而言隨著溫度愈高黏度變得愈小而漸行液化，

但是並沒有一定的熔點。又隨著溫度的下降，黏度會變大而漸行固化，然而卻沒

有一定的凝固點（蕭銘芚，2006）3。就玻璃的藝術特性而言，郭源森（2005）4指

出，「玻璃」是在極高熱度狀況下，會形成如蜂蜜的流動物質，因受到地心引力

的關係，在高溫中緩慢且優雅的游移著，藝術家們必須在此瞬間，以各種器械或

技法塑形，待冷凝之後，便能呈現具體的意念出來，玻璃之美傳達的是光的穿透、

折射、反射，是一種令人著迷的藝術材料。 

 

    玻璃是一種很多特質的材料，因此，玻璃已經使用了數千年，今天仍然活躍

在先進技術的領域。它可以像鋼鐵一樣堅硬，也可以柔軟的像衣物。玻璃異於一

般物品，它具有硬、強、易碎及光滑的特性，當光線穿透玻璃時，在特定的角度，

光線會有反射的效果，以挺直的方式穿透玻璃製品（Norm and Ruth Dobbin，1998）

5。正因為玻璃具有上述特殊性質，因此玻璃工藝品在古今中外一直處於不墜的

地位。 

 

(三)現代玻璃發展趨勢 

    學者陳玉樹，將玻璃工藝之演進區分成古代、近代與現代等三大時期（陳玉

樹，2001）6古代玻璃包含:美索布達米亞玻璃、羅馬玻璃、彩繪玻璃、威尼斯玻

璃、波西米亞玻璃、乾隆玻璃。近代玻璃包含：阿諾努伯、阿諾德格。 

 

                                                 
3 蕭銘芚（2006）。玻璃工藝。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4 郭原森（2005）。粼粼玻光─當前臺灣玻璃工藝創作之困境初探。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 

5
 Norm and Ruth Dobbins(1998). Etched Glass Techniques & Designs.  

6 陳玉樹（2001）。變幻之美─日本玻璃藝術文化。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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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玻璃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玻璃工業受到時代變遷之影響，創作之領域

也受到極大衝擊，過去是由工匠製做出的特色產品，而今是由工匠與設計家的共

同創作，或由藝術家本身獨自創作，藉著玻璃材料，創造出具有個性之藝術品，

因此現代玻璃藝術之特色，已由實用機能之「工藝美術」發展成純粹造型美術之

玻璃藝術創作境界。 

 

    因著國際資訊之發達，藝術家相互交流體驗創作，也帶動了玻璃藝術工房之

風潮，如:個人工房、學習工房的成立以及學校特設之玻璃藝術科系，此種工坊

運動先是由美國傳到歐洲，再傳到日本，各種的新興活動說明了玻璃藝術的新趨

勢到來。 

 

(四)玻璃的製作與技法 

    玻璃技法豐富多變，簡單來說分成兩大類，製造業和加工業。製造業，基本

上擁有一座熔解玻璃的窯爐，作業方式從配方的選擇到配料、熔解、成型、徐冷

最後品質檢驗包裝出貨，一貫作業。加工業則利用玻璃廠的半成品或素材，予以

加工成型，如平板玻璃，使用切刻噴砂，黏著或印刷，熔陷等技法生產多樣化的

產品；玻璃塊用來重新鑄造，使用脫臘技法做出精細的藝術品。（彭茂中、潘國

正，2005）7 

 

    關於技法的演變，出現無色透明的玻璃瓶，推測這時期的人類已發明人工吹

製玻璃的技術，用途並從裝飾品到日用容器。直是今日，玻璃技法繁複多變，無

法詳細羅列。由張毓吟分類來看，簡而列之，可分為玻璃熱工製作技法和玻璃冷

工加工技法兩類。玻璃熱工製作技法:一般可分為砂模鑄造、拉絲熱塑、吹製、

脫蠟鑄造、熔合、烤灣、彩繪等技法。玻璃冷工技法:包括切割、噴砂、鑲嵌、

黏合、拋光、酸蝕、研磨、輪刻、模刻、彩繪、鑲嵌等技法（蕭銘芚，2006）8。 

 

    在眾多技法之中，嘉美玻璃工坊，以冷端加工技法為主，採用鑲嵌玻璃、彩

                                                 
7 彭茂中、潘國正（總編）(2005)。新竹市進出口產業史錄。新竹市：新竹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8 蕭銘芚（2006）。玻璃工藝。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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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玻璃、噴砂玻璃、雕刻玻璃加工。鑲嵌玻璃：將切割好的各行各色平板彩色玻

璃以鉛條、銅帶夾燒組合，再以電焊槍將各部鉛陶、銅帶焊接成型的加工技法；

彩繪玻璃:將低熔點的玻璃質色直接彩繪或透過印刷將又要印於玻璃物表面，以

低溫燒成；噴砂玻璃:利用噴砂蝕刻法，以空氣壓縮機將空氣與金剛砂吹向玻璃

表面，使之呈現霧面效果、高低起伏的立體果效，或有層次下陷的加工技術；雕

刻玻璃：利用鑽石筆粗細不同的筆尖，在玻璃器物的表面上打點進行雕刻表面裝

飾技術（蕭銘芚，2006）9。以上四種玻璃加工技法，為嘉美玻璃工坊主要製作

玻璃的方式。 

 

二、嘉美工坊設計分析理論 

 

文化創意轉換產品設計的屬性(林榮泰整理) 

 

    美國學者 Leong (2003)10曾提出研究文化產品設計的架構，將之區分為外在、

中間與內在三層次的文化空間。外在是指有形與物質層次；中間層次是指使用行

為與儀式習俗層面；內在層次則指意識型態與無形精神層面。林榮泰 (2005)11則

根據此文化空間架構，融入三個文化空間的設計屬性。外在或外形層次上，設計

                                                 
9 蕭銘芚（2006）。玻璃工藝。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10 Leong, B. D (2003)，Culture-Based Knowledge towards New Design Thinking and Practice-A Dialogue. 

Design Issues, 19, 48--58 。 

11 林榮泰(2005)，文化創意．設計加值，藝術欣賞 1:7，頁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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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包括：色彩、質感、造形、表面紋飾、線條、細節處理、構件組成等；中間

或行為層次上，設計屬性包括：功能、操作性、使用便利、安全性、結合關係等；

內在或心理層次上，設計屬性包括：產品有特殊涵意的、產品是有故事性的、產

品感情的、產品具文化特質的等。由以上的理論做為基礎，將嘉美玻璃工坊的產

品進行分類，並進一步以此理論分析每類產品的外在層面、功能層面、內在層面，

以呈現出嘉美玻璃工坊之作品特色。 

 

参、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分析 

     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歷史悠久，在早期最先進駐臺藝大文創園區的

之一。而本研究透過與工坊負責人-翁意忠先生，進行深入訪談，了解本工坊的

創業歷程、經營理念、製作技巧及選擇材料，並對作品進行分類和分析。 

 

一、創業歷程 

(一)初期─接觸玻璃工藝(1974–1996)  

    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的創業者-翁意忠，他的人生經歷可說是相當豐

富，大學畢業的他，就到當時很盛行的針織廠工作。當完兵後，找到一份鐵工工

作，但因重視外表的整潔，而轉換到業務部，也因此有機會讓他的事業越做越大。

年僅 32 歲的他，已經是各公司知曉的人物，但因投資的失敗，而在一夕間化為

烏有。而就在因緣際會下，朋友的帶領，1986 年開始接觸了「噴砂雕刻玻璃」，

公司當時重視的是「噴砂雕刻」，而他認為既然公司名字為「噴砂雕刻玻璃」，那

玻璃的重視度必然不可以輕忽，所以又自己去外面學了一手「鑲嵌玻璃」的好功

夫。環境的變遷，也似乎順著他走，「噴砂玻璃」漸漸的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他

的專長「鑲嵌玻璃」。 因此，他的人生又經歷了一場高峰，達到平均時薪有臺幣

2000 元的高薪。(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 

 

(二)過渡期─年紀的衝擊(1997–2007) 

    因年紀上的轉折，45 歲的翁師父，面臨新的一波的年輕人起來創業的衝擊，

使的他也必須積極的趕上時代變遷，學起了電腦軟體、經營部落格…等。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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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輕人的訂單上無法取得訂單，生意也漸漸的衰微，從原有六人的工作室僅剩

下他一人；年薪也由高達 360 萬漸漸滑落到 30 萬，守著 20 年的八坪小玻璃行，

考量到生活的現實面，讓他一度想要放棄，轉當警衛。(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

理，訪談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 

 

(三)穩定期─入駐臺藝文創園區(2007–2012) 

    人生總是在關上了一扇門，也會跟著開啟另一扇窗，在他 56 歲也就是三年

前的一次的偶然裡，從廣播專聽到臺灣藝術大學附近的臺北舊紙廠的臺藝文化創

意園區徵選進駐廠商，好在他本來熟練的技術加上部落格上對作品的經營，很幸

運的被獲選駐進對象。心境上也從過去為生活的商業創作，轉變為自由自在的創

作， 自然而然作品的樣式也跟著當下的心情呈現多樣化的變化。剛駐進臺藝，

＜無狀＞(如圖 20)作品可代表當時的心境，隨旁人看什麼像什麼，因還在探索自

己的定位何在，尋找認同點，表現出不穩定性。而隨著生活較安定，回顧過往的

經歷，體悟到凡事要多低頭、多認同別人，表現出謙虛的生活態度，而又以＜蘆

荻下的秘密＞(如圖 15)為此理念創作。當生活漸入穩佳境，作品中不免流露出浪

漫輕鬆風格，光芒的出現。又陸續開始愈來愈的的學生來學習，現在的作品往往

呈現出＜豐收、安逸＞(如圖 5)為主題。(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 

 

    翁師傅的作品裡總是透露出對心境上的轉折和人生的體悟道理。 他的人生

可說是都反映在作品上，而作品也為翁師父了記錄下他的心情人生。現在的他非

常的享受生活，沉溺在創作當中，不為獲利作不為現實而做，在這樣輕鬆無意的

態度下，創造了月薪 30 萬元的佳績，連他都無法想像。現在他以工作室為家每

天九點出門到 11 點才捨得回家並，且非常用心、樂意的將他的技術傳承給新一

代的年輕人，更歡迎國內外民眾，來參訪體驗。(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

談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 

 

二、經營理念 

(一)創作理念─隨心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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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因擁有臺藝大文創園區的自由發展空間，在沒有

租金的壓力下，使得玻璃工藝的設計作品可以隨心所欲的創作，不用侷限在商業

的開發，為著生活的現實面去擔憂，作品的呈現也自然而然從必須符和別人的要

求，轉變到可輕鬆自由的表達自己，和過去在外討生活商業化的創作心境，有大

大的不同。作品的創作理念，總在釋放完創作的熱情後，再慢慢回顧那時的意念，

和一般先有理念再創作的方式不同，並以人生哲學作為作品創作理念的後盾，呈

現出無壓力的創新藝術感及真實的藝術之美。(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

日期 2012 年 2 月 21 日) 

 

(二)製作方式─DIY 手工製作 

    作品全以「DIY」手工製作，顯示出精湛的技術。在於「無制式化」的規格

和模式，將當下的心境，投射到作品裡頭，作品彷彿呈現出一個真實生命經歷的

紀錄。多年來，與需求者合作無間。奉行「客戶至上，品質第一，交貨迅速，價

格合理」，以真誠的服務、出色的產品滿足需求者的需求，並美化了生活環境。(翁

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2 年 2 月 21 日) 

 

(三)教學理念-傳承 

    另一方面重於技藝的傳承，翁師父總是無私的將部分可再利用的材料免費提

供給學生，並熱心的將他畢生所學，傳授給出去。從他駐進臺藝到目前為此，已

陸續傳授五、六十學生。也在年輕人身上學習到新一代的創作風格，達到教學相

長的境界。並且熱情歡迎來自四面八方的朋友，來此 DIY，體驗鑲嵌玻璃製作樂

趣 。(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2 年 2 月 21 日) 

 

三、製作技法及材料使用 

(一)製作技法 

    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 20 年來經驗豐富、技術精湛，以「玻璃冷工製

法」為主，搭配鉛錫、銅、木頭、布等「複合媒材」的材料，並以噴砂、雕刻、

彩繪、鑲嵌等加工技法為裝飾。如玻璃噴沙雕刻、彩色鑲嵌玻璃、鑲鉛玻璃、鑲

銅玻璃、彩繪玻璃、玻璃彩繪、鑲錫玻璃製作都是翁師傅所擅長的項目，搭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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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滿腔熱血創作心境，完全達到“理性的技法”和“感性的情感”融合。(翁

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2 年 3 月 28 日) 

 

(二)材料使用 

    因著過往的為生活苦悶日子和隨著政府對環境講究環保。翁師傅靈機一動，

想到隨手可得的玻璃罐、酒瓶、電燈泡、蛋殼…等廢棄的材料，為創作的主要材

料。利用這些可回收再利用的材料，不僅降低創作的成本，更能實現社會的環保

理念，再配上他靈巧的雙手，將那不起眼的材料製作出獨特的生活實用藝術品。

(翁意忠口述，柯雅婷整理，訪談日期 2012 年 3 月 28 日) 

 

四、產品設計分類及分析 

(一) 燈系列 

1.產品設計外在層面 

    翁師傅的工作坊，大多充滿燈系列的作品。在燈系列作品中可從外在角度細

分為三種樣式，第一，酒瓶系列-保留酒瓶本身的造型特色，在作品上利用不同

的技法，切割出不同的裝飾，使呈現出來的光，隨裝飾的不同而有多變化的豐富

趣味。〈虛與實〉(如圖 4)運用空酒瓶製作而成，蝴蝶是將另一個酒瓶切割下來，

巧妙地的結合了酒瓶本身的弧度，並噴砂做出蝴蝶的紋路，線條美麗而自然；〈平

安福抱〉(如圖 3)老虎噴砂造型的配色則大膽的運用紅與綠形成強烈對比；〈潛龍〉

(如圖 2)窗花造型的雕飾巧妙的運用酒瓶本身的顏色(褐色)，製造出一種古典的美

感；彩繪玻璃燈飾則使用鮮明活潑的色彩，使人有愉快的感覺；第二，吊燈系列，

將燈懸掛在空中，展現出另一種浪漫的氣氛。此類作品多以鑲嵌條做支架，展現

各式各樣的造型特色，並在細部運用玻璃彩繪，充滿早期西方教會的的彩繪玻璃

味道，如：〈玫瑰吊燈〉(如圖 12)；或者運用噴砂，使玻璃呈現半透明的唯美氛

圍，如：〈平安〉(如圖 10)也利用玻璃本身不同的材質，製作出光滑面，凹凸不

平不同的特色、不僅增加燈飾的美感，更讓投射出來的光線放大玻璃表面的紋路

特色，如：〈豐收。安逸〉(如圖 5)、〈奔放〉(如圖 6)。第三，小夜燈系列-此系列

運用許多小動植物的可愛造型，如:飄蟲、貓頭鷹、小花。以鑲嵌調為支架，編

織出造型，再以彩繪玻璃的方式，一方面讓色彩多變化，一方面也發揮小夜燈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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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亮度的效果。 

 

2.產品設計功能層面 

    原先只是廢棄的不起眼的酒瓶，經過翁師傅巧妙的改造後，變成美麗的裝飾

品，酒瓶上用噴沙雕飾出中國傳統的圖騰，細膩的處理使人感到精緻，並且由於

是用玻璃半透明的質感做成的燈罩，加上燈後光線微微地向外暈染開來，故除了

擺飾之外，亦有營造氣氛的效果。不僅能壓低成本，更能達到廢物利用環保的概

念，化腐朽為神奇。 

 

3.產品設計內在層面 

    在創作的情感上，翁師傅流露出他當下的情感，並且賦予作品有不同的意義

和文化特色。如: 〈翠祥福蝶〉(如圖 1)綠色代表：和平、環保、安祥在美國綠色

代表金錢、財富，在中國文化中有生命的含義。綠色可以是保護色的作用。粉紅

色代表：溫柔、舒緩，運用綠色包圍住粉紅色表現出保護、安祥的意思，架構在

深淵上的一切，是虛幻的，只有站在屋頂高處才能看清ㄧ切；也才可以讓他更強

大、更自在。〈潛龍〉(如圖 2)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還在帝制時代時，龍代表帝王；

帝王的地位高無上，稱九五之尊。居住在被包圍的範圍內，裡面雕龍畫棟極其精

緻；笙歌酒舞享受權利的糜爛。利用噴砂方法將環保廢棄物(酒瓶)噴出中國窗花；

宛如中國的宮殿，再將小酒瓶噴出一條龍，然後噴上黃色，象徵古帝王，將小酒

瓶裝於大酒瓶內；就像中國帝王的住居，加上五顏六色變化的 LED 燈，更接近

權力下的笙歌酒舞，權力使自己被包圍限制，唯有放空才能看透、看清。〈虛與

實〉(如圖 4)虛與實一直以來都存在於人的行為中，大庭廣眾下輕聲細語或高談

闊論，私下咆哮或偷雞摸狗，這樣的人類行為一直在進行中，但願人能像蝴蝶一

般真實豪無遮掩的飛舞空中親近他所喜愛的花朵，自由無私地傳撥花蜜。 

 

翁師傅的作品，充滿著許多生命的哲學，將他自己的人生經歷，所看所聽的，

融入到作品裡，使作品不僅有外在的巧思，實用性的功能，更融入作品內在心思

細膩的思想，使作品擁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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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翠祥福蝶〉 

 

 

 
2.〈潛龍〉 

 

3.〈平安福抱〉 

 

4.〈虛與實〉 

 

 
5.〈豐收。安逸〉 

 
6.〈奔放〉 

 
7.〈心星〉 8.〈無 & 亮〉 

 

 
9.〈幾何吊燈〉 

 
10.〈平安〉 

 
11.〈瓢蟲小夜燈〉 

 
12.〈玫瑰吊燈〉 

 

燈系列作品 (圖片來源：柯雅婷拍攝) 

 

(二)平面裝飾類 

1.產品設計外在層面 

    平面作品多以方型為居多，並且利用擅長的技巧，以鑲嵌條做圖案的架構，

適當的填入彩繪玻璃，增加色彩的豐富度，如：〈生之序〉(如圖 13)、〈嘉年華〉

(如圖 24)。但少數作品也有僅以金屬條為造型，成像摟空的狀態，小部分的區塊

鑲上彩繪玻璃，有著虛與實的對比，如：〈蜻蜓〉(如圖 17)。或簡單的以鑲嵌條

和透明玻璃為主，彩繪玻璃當點綴的效果，如：〈蘆荻下的秘密〉(如圖 15)。 

 

2.產品設計功能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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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的作品較少在工作坊呈現出來，多數直接裝飾在需求者的環境中。平面

作品可分為戶外和室內作品，戶外如〈無狀〉是在綠草地上的一點紅，作為戶外

裝飾。〈蜻蜓〉部分摟空的設計，適用於庭院的窗上，讓風自由流通吹，享受自

然的氣息，也減少玻璃破碎的機率，是在室外的細心設計。室內的作品，多運用

在門、窗戶、屏風、鏡子的用途。如〈嘉年華〉屏風(如圖 24)，不僅達的遮掩、

分割空間的效果，並且做為美麗大方的裝飾品。 

 

 

 
13.〈生之序〉 

 

 
14.〈蝴蝶與花〉 

 

 
15.〈蘆荻下的秘密〉 

 

 
 16.〈荷花〉 

 

 
17.〈蜻蜓〉 18.〈龍〉 19.〈鏡子 1〉 

 
  20.〈無狀〉 

 

 
21.〈鏡子 2〉 

 

 
22.〈花門〉 

 
23.〈玫瑰花窗〉 

 

 

 
24.〈嘉年華〉 

平面類作品 (圖片來源：柯雅婷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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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設計內在層面 

    此類的作品，多配合需求者的需求，隨著需求者環境的不同，而做出配合需

求者的設計。但也有少部份是為自己當下的心境有設計出的作品。如：〈無狀〉(如

圖 20)作品因還在探索自己的定位何在，尋找認同點，表現出不穩定性。而隨著

生活較安定，回顧過往的經歷，體悟到凡事要多低頭、多認同別人，表現出謙虛

的生活態度，而又以〈蘆荻下的秘密〉(如圖 15)為此理念創作。〈生之序〉(如圖

13)從出生的透明點到青年的綠點，壯年的大紅點，老年的橘點到年邁以去的白

點，表示著人生命過程的象徵，階梯代表人從出生就不斷的往上爬，邁上平穩期，

而右邊的生命樹，無樹葉只有一個黃光代表著希望，象徵著人一生的追尋，只為

了一個希望。 

 

    平面類的作品，可說是翁師傅最早接觸的創作，此類作品多屬大而壯觀，裝

飾在家中的門、窗最為居多，大部分多配合需求者的需要而進行創作，而少部分

作品隨著當下的心境而創作的作品，就顯得格外珍惜有意義。 

 

(三)生活小用品 

1.產品設計外在層面 

    大方而簡單俐落的造型，圓形或方形的盤子，利用不同的紋路和彩色玻璃，

呈現不同的風格，並隨著用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型。如：〈方盤 1〉(如圖 25)

以寶藍色做底，刻畫出許多短而急促的紋路，使作品有動感，搭配輔色黃色小點，

點亮整個作品，呈現極簡的高貴而不樸拙。〈方盤 2〉(如圖 26)紅色和黃色兩暖色

系，做幾何圖形的規則排列，有秩序卻又不呆板。〈小燭臺〉(如圖 28)的造型具

有動感與變化，利用簡單的大小不一的方形透明玻璃片，不同的方向的堆疊，有

如步步高昇的意象，讓燭臺高高的放置在臺面上。 

 

2.產品設計功能層面 

    運用在生活的小用品上，包括:碗盤、珠寶盒、收納盒、杯子等，展現出玻

璃的特性。如：利用玻璃的特色，透明似水晶、珠寶，將玻璃製作成珠寶盒，成

本經濟，和水晶珠寶融合一致。玻璃的透明有光澤，不僅適用在珠寶盒，運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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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碗盤，填加了幾分高貴的用餐氣息。 

 

3.產品設計內在層面 

    利用臺灣所出產的產品特有的特色，如：臺灣啤酒玻璃罐、梅花玻璃窗，做

出附有臺灣味道的作品。如：〈小花瓶〉將臺灣酒瓶，製成小花瓶，保留臺灣啤

酒的標籤，使作品有文化特色的意涵。〈收納盒 1〉利用臺灣就有的的梅花玻璃

窗做為收納盒紋飾，展現出臺灣生活的文化特色。另外，〈小燭臺〉也有激勵人

的創作思想，小燭臺的塊塊堆疊，有如人的步步高升，有著不小看自己的思想，

燭臺雖小，放在高處依然可以照亮別人的意象。 

 

 

 

 
25.〈方盤 1〉 

 

 

 
26.〈圓盤 1〉 

 

 
27.〈方盤 2〉 

 

 
 28.〈小燭臺〉 

 
29.〈收納盒 1〉 

 

 
30.〈珠寶盒 1〉 

 
31.〈珠寶盒 2〉 

 
32.〈雙層圓盤〉 

 
33.〈杯子 1〉 

 
34.〈杯子 2〉 

    
35.〈小花瓶〉      36.〈收納盒 2〉 

 

生活小用品作品 (圖片來源：柯雅婷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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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研究指在探討-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的經營與創意設計，運用深度

訪談探討公司經營，以及運用內容分析探討產品，研究結論如下： 

 

一、公司經營方面 

    分為三個部分，其一，創業歷程三階段，為初期剛接觸玻璃工藝、過渡期面

臨年紀的衝擊、穩定期入駐臺藝文創園區；其二，經營理念方面，創作理念隨心

境變化為主、製作方式以 DIY 手工製作、以傳承為教學理念；其三，製作技法

及材料使用方面，以玻璃冷工製法，搭配複合媒材(鉛錫、銅、木頭、布)為主，

並以噴砂、雕刻、彩繪、鑲嵌等加工技法為裝飾，採用低成本廢棄的材料(玻璃

罐、酒瓶、蛋殼)，環保再利用。 

 

二、產品分析方面 

   可分為三類：(一)燈飾類-外在層面：以不同的裝飾，配上燈光的投射，呈現

出有趣的陰影變化效果。功能設計層面：以吊燈、小夜燈等不同用途的燈飾為主，

內在層面：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和文化特色。(二)平面裝飾類-外在層面：多以鑲

嵌條為架構，填入彩繪玻璃。功能設計層面：多運用在門、窗戶、屏風、鏡子的

用途。內在層面：多配合消費者的需求而製作，也有特別少部分作品，為自己當

下心境做紀錄。(三)生活小用品-外在層面：利用不同的紋路及彩色玻璃，呈現不

同的風格，並做出多造型的變化。功能設計層面：碗盤、珠寶盒、收納盒、杯子

等，展現出玻璃的特性。內在層面：善用融入臺灣文化的元素。 

 

    由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的案例可知，嘉美玻璃工坊的創業歷程、經營

理念、製作的技法及材料，並進一步分析出嘉美玻璃工藝的產品，外在、功能、

內在層面，期能為其他文創產業之參考。建議嘉美工坊能進一步發展出獨特的品

牌，推廣在國內外之間，讓玻璃工藝與生活做結合，使國民的生活美學品味隨而

提升，作為嘉美彩色鑲嵌玻璃藝術工坊未來可供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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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嘉美玻璃工坊 

(圖片來源：柯雅婷拍攝) 
基本資料 

進駐者 翁意忠 

學歷 文化大學畢 

經歷 22 歲 大學畢業後在紡織廠工作 

24 歲 退伍後任外銷工廠鐵工、業務、合夥人 

30 歲 與朋友合作玻璃業 學得玻璃冷工製作 

36 歲 獨立在萬華開家美玻璃  

56 歲 駐進臺藝文化創意園區 嘉美彩色鑲嵌玻璃工坊  

公司資料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28 號 

電話：(02)8275-2596 

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wongpa2002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iameicolor 

 

時間 展覽 

2009 鑲嵌玻璃協會聯展 

2011 晶聲矽語-得寶旺臺藝美學展 

2011 玉兔迎春 藝耀百年(國父紀念館建國百年展) 

2011 晶聲矽語-得寶旺臺藝美學展聯展 

 

 

http://tw.myblog.yahoo.com/wongpa2002
http://www.facebook.com/jiame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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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相關報導  

2009 自由時報板橋創意文化之旅報導 

2011 頻果日報理財王專題報導 

2011 新竹市玻璃嘉年華會 

 

時間 得獎紀錄 

2009 臺藝大舉辦國際姐妹校工藝精品 DIY 交流營 

2009 配合林家花園舉辨手創樂 

2010 新竹市金玻獎玻璃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  

2010 年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玻璃 DIY 創作競賽   第一名 

2010 交通大學璃饗生活—居家‧創藝‧綠點子」創藝競賽  入選 

2010 清大璃饗生活創意競賽  入選 

 

主要營運 / 服務項目  

玻璃彩繪 

鏡子處理 

燈飾玻璃製作 

彩色鑲嵌玻璃製作 

鑲銅玻璃製作 

鑲錫玻璃製作 

噴砂玻璃製作 

噴砂雕刻玻璃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