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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6 日發布 

【2019 工藝之夢】年度最大工藝設計盛典 

「2019 臺灣工藝競賽」百萬獎金得主 12/06(五)現場揭曉！ 

技藝傳承，跨界交鋒，台灣工藝設計界年度壓軸盛事—「2019 工藝之夢」，自 12/05(四)起，於新光三

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台南新天地 6F 及台中中港店 10F 巡迴展出。 

 由文化部指導，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與新光三越百貨共同主辦之

「2019 工藝之夢」，至今邁入第 26 年，百位匠師在此聚首，堪稱工藝設計界年度壓軸盛會！今年共分五大

展區主題：工藝界百萬鑲金大賞「臺灣工藝競賽」73 件精彩得獎入選作品，帶您感受台灣世代的創作能量；

邀請台灣結晶釉大師、獲九位評審一致通過受頒年度「國家工藝成就獎」－孫超先生，展出他 30 年來窯火

淬煉的精華；由台灣製造、設計與生產並獲國家認證的「臺灣優良工藝品&Yii」展出 41 件優秀評鑑工藝品；

2019 新藝商號與大人物首度聯手，以「台味設計發酵」為主題，邀集超過 30 組台灣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設計好物，一同解密台味設計如何在生活中發酵又發威！展期週末現場與《潮人物》巡迴餐桌

計畫共同策劃，邀請多位工藝職人開班授課，蒐羅全台可頌、台味麵包的美食快閃、似顏繪現場創作等多

場「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等您來體驗！12/05 起至 1/13 止，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出，您不可

錯過的工藝設計盛典！  

 2019 臺灣工藝競賽｜73 件精彩得獎入選作品 

 工藝成就獎得主－孫超個展｜九位評審一致通過．台灣結晶釉大師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共 41 件國家認證台灣優良工藝品 

 新藝商號－台味設計發酵｜超過 30 組台灣家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設計好物 

 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美好生活新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2019 台灣工藝競賽」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2/06(五)下午 2 點，於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頒獎

典禮現場揭曉！更多活動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參觀資訊 

 首展開幕暨頒獎典禮｜2019/12/06(五)下午 2:00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展覽時間地點 

12/05(四)-12/17(二)  新光三越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 樓 

12/21(六)-01/01(三)  新光三越 台南新天地本館 6 樓 

01/04(六)-01/13(一)  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 10 樓  

※ 上述閉展當日皆開放至晚間 6:00 止。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新光三越 

 協力單位：大人物、FliPER、Shopping Design、潮人物、ACCU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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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介紹 

A.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作品展 

匠師淬煉畢生精隨只為演繹工藝完美純粹，「臺灣工藝競賽」為工藝界國家級競賽，透過不限主題的傳統技藝及創新創

意，為台灣工藝、設計挖掘多位新秀人才。今年特別調整獎掖機制，設一、二、三等大獎、創新獎、美質獎、機能獎、

佳作獎與入選獎及 1 名新光三越特別獎，本屆一等獎將獨得獎金一百萬元！此次共吸引 568 件參賽作品，經過審慎及

嚴謹的初選、複選及決選後，僅 73 件(組)優秀作品脫穎而出，其中更有 14 件是年輕學子，讓人看見台灣工藝的傳承

與創新；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2/06(五)下午 2 點，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9 9F 頒獎典禮現場揭曉，歡迎蒞臨觀禮。 

 

生命特徵｜張凱亘 

栓木、楓木、橡木等｜90x90x90、100x100x100cm 不等 

描述不同生命階段的姿態，整體造型結合宇宙天文的概念，作品

分四部分：初始、囚牢、探尋與平衡，強調真實自我、不忘初心。 

 

種子的旅行｜尤雅容 

紅土、瓷土、粗熟料、透明釉｜40×40×60、50×50×60cm 

以建築人文為雛形融合植物元素作焦點；粗曠厚重的肌理，點綴

輕巧物件相互映襯；以樸實素顏為基底，施以光亮釉色營造對比。 

 

格紋椅 Lattice Chair｜陳冠呈 

楓木 、積層竹片、曲木、天然木蠟油｜每 54x60x76cm 

將竹藝融入了木作，透過編織的方式同時保留了竹的彈性與曲木

的剛性，相輔相成，發現新的可能性。 

 

境外羅伯特｜楊薇霖 

胡桃木、紅酸枝、柚木、山毛櫸、樹酯｜18x14x27cm 

探討社會中既有價值的無形約束，隱約成為自我價值的判斷依

據。看似被社會淘汰，依舊能到異地探尋生命價值的太空機器人。 

 

B. 工藝成就獎得主－孫超個展  

台灣結晶釉大師，榮獲九位評審一致通過受頒工藝界最高殊榮 

1929 年出生於江蘇徐州，卻因一場戰火，翻轉人生。歷經 16 年顛沛困頓軍旅，造就他堅韌不放棄的精神，36 歲考

進國立藝專美術科雕塑組，40 歲進入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決心以科學方法，實際研究傳統色釉，經自學與不斷試驗，

分析每一種窯燒釉料配方，逐漸揭開自古秘不外傳的釉方。 

結晶釉是孫老師致力一生的志業，更是他念茲在茲，致力發揚光大的藝術，近 50 年的陶藝生涯，他不間斷地鑽研與

創作的精神，正是工藝家一生追求卓越的最佳典範；1987 年獲頒國家文藝獎，作品更屢獲國際肯定，獲英、法、美、

德等國博物館收藏，創作作品開始從小型瓶罐轉向大型陶板的突破，營造更自由揮灑的藝術空間，2001 年出版《窯

火中的創造》無私公開其集結三十年的釉方火表，並於 2018 年由文化部頒發「國家工藝成就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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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 品牌 

通過國家工藝品牌認證，工藝中心協助推薦進入國家博物館商場販售，且積極邀請參與國內外商展及交流，提升品牌

知名度，並為消費者在產品與服務上把關，整合產業與公部門的能量，推動工藝產業發展。 

Yii 品牌將授權旗下作品使用國家工藝品牌商標，並製作國際精品卡及防偽貼紙供旗下作品之廠商申請使用，帶領創新

工藝精品邁向國際重要展會，打造國家工藝品牌形象之綜效；本次將展出臺灣優良工藝品 30 組入選作品與 11 組 Yii

品牌商品共同參展，歡迎至現場參觀選購。 

 

2018 工藝成就獎頒獎典禮現場 

 

作品/奔騰 尺寸/240x97x6 cm 

Yii 品牌 臺灣優良工藝品 

 

漆燈 Layer｜一鼓作器設計工作室 

生漆、麻布｜30×30×40 cm 

將漆藝被隱沒的部分直接呈現在作品的外觀上，現出光暈效果呈

現出層次感，耐熱可達 200 度以上。 

 

竹｜長絲藝術 

胡桃木、櫻桃木、檜木｜12×12×20 cm 

以環保出發，將木料應用最大化，由手工的方式摺疊的木材擁有

獨立特性，強壯堅韌，完全沒有多餘的塑膠支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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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藝商號－台味設計發酵 

我講究，故我在－超過 30 組台灣家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設計好物 

生活總是一成不變？就用設計點綴你的美好日常吧！新藝商號 x 大人物首度聯手－以「台味設計發酵」為主題，邀集

台灣在地超過 30 組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設計好物，帶您解密台味設計如何在生活中發酵又發威！12/6(五)

下午 2:00-4:00 邀請網路知名文字創作者－沒有文青現場春聯創作；於「新藝商號」展區消費滿千，即可兌換「沒有

文青．趣味春聯」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消費滿$3,000、$5,000 另有獨家優惠，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 2019 參展品牌：（依品牌名稱筆劃排序） 

C'est Si Bon 散事舖｜Desk+1｜even｜Lighto 光印樣｜mufun 木趣設計｜NETTA｜quoi quoi｜Rabbit Walker｜Shekinah

手工皮革｜TFKandles｜tik á｜YANGYANG｜一間印刷行｜大人物選物店（agooday 好日子、Five Metal Shop、Fuumas 

Puzzle 富馬樂創、HANSCHIU 瀚思、IDEOXO 与熊設計、KNOWS&GOODS 早知道、TZULAï 厝內、一間印刷行、台電文創）｜

工藝的單位（HandsiLife、iLife、Kyou、好造型、南方設計、匠子設計）｜六悅佳居｜光山行 漆器工藝｜好好集｜米口・陶｜

京好手作 trulygoods｜茚 Yin Taiwan｜麥考艾裘｜富山傳產｜森下樹｜森手木工｜畫畫臉｜童心木 TOSMU｜潮人物｜樸陶

堂｜雙鴻 Shuang Hong Living｜馨心齋香品 

 

    

台味好物推薦 

<大人物首發實體選物店> 

好玩藝設計講堂 

美好生活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美食甜點快閃 

假日好食玩 x 潮人物巡迴餐桌 

似顏繪現場創作 

假日好食玩 x 畫畫臉 

E. 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周末限定。美好生活新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展期週末現場與《潮人物》巡迴餐桌計畫共同策劃，邀請多位工藝職人開班授課，

蒐羅全台可頌、台味麵包的美食快閃、似顏繪現場創作等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

&假日好食玩」等您來體驗！課程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更多活動詳情請

上「2019 工藝之夢」活動網站查詢。 
 

好玩藝設計講堂 

🔺立即報名 

 

假日好食玩 

🔺立即報名 

https://www.facebook.com/Ruzheness.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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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場活動限定 

好玩藝設計講堂 

12.07(六) 14:00 <親子課程>Hands．逗趣雞毛撢子 

12.17(六) 16:00<親子課程> Hands．巧拼木榫花窗 

12.08(日) 14:00<親子課程>米口・陶．大小飯碗製作 

12.08(日) 16:30<皮革課程> Shekinah．皮革卡套 

12.14(六) 14:00<台味講座>大人物．台味對談 

12.14(六) 16:00<漆藝課程>光山行．金箔漆器別針 

12.14(六) 19:00 <皮革課程> Shekinah．小老鼠皮飾 

12/11、12/13  14:00 <布藝課程> quoiquoi．小蠟扁包 

12.15(日) 13:30、16:00 <布藝課程> quoiquoi．小蠟斜背包 

12.15(日) 19:00 <皮革課程>Shekinah．可愛小小鞋 

假日好食玩 

第一週（12/06-12/08；售完即提早打烊） 第二週（12/13-12/15；售完即提早打烊） 

 寫春聯｜沒有文青 春聯創作 

12.06(五) 12:00-16:00 

 活字玩｜一間印刷行 

12.06(五)-12.08(日) 12:00-18:00 

 吃好食｜全台可頌大搜集 

12.06(五)-12.08(日) 12:00-18:00 

 玩手作｜Leslie 老師的食物插畫課 

12.07(六) 13:00、16:00 

 畫畫臉｜Pegasus 佩格絲 

12.07(六)-12.08(日) 12:00-18:00 

 畫畫臉｜長耳朵 Long Ear StoryPegasus 

12.07(六)-12.08(日) 12:00-18:00 

 玩手作｜手作皮革專屬行李吊牌、個性眼鏡套 

12.08(日) 12:30、15:30(個性眼鏡套) 

 吃好食｜台式麵包大反撲 

12.13(五)-12.15(日) 12:00-18:00 

 吃好食｜喜喜微醺飯糰 

12.13(五)-12.15(日) 12:00-18:00 

 吃好食｜沐日進補的鹹派 Party 

12.14(六) 12:00-18:00 

 玩手作｜帶回一條手作的金絲珍珠項鍊 

12.14(六) 13:00、16:00 

 畫畫臉｜Allantsou-illustration 

12.14(六)-12.15(日) 12:00-18:00 

 畫畫臉｜沒有梗可以嗎 Aw: 

12.14(六)-12.15(日) 12:00-18:00 

 玩手作｜Gin 老師的很慢菓醬 

12.15(日) 13:00、16:00 

 玩手作｜稀有手作大理石立體創作 

12.15(日) 13:00、15:30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新聞連絡人] 行銷/TEL -02 8780 1000 *6722 *6711 *6766 

王貫宇 0972-165-183 guanyu.wang@skm.com.tw  于沛馨 0930-376-540 peisin.yu@skm.com.tw  

蔡百濤 0981-010-730 paitao.tsai@skm.com.tw   李俞萱 0978-601-320 yuhsuan.lee@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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