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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30 日發布 

【2020 工藝之夢】國家級工藝 強勢登場 

「2020 臺灣工藝競賽」百萬大賞獎落誰家 12/4(五)即將揭曉！ 

技藝傳承，跨界交鋒，台灣工藝設計界年度壓軸盛事—「2020 工藝之夢」，自 12/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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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工藝之夢」，至今邁入第 27 年，百位藝師齊聚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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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件精彩得獎入選作品，從工藝創作中感受手感溫度，一

起見證台灣工藝的薪火傳承；邀請人間國寶、年度「國家工藝成就獎」得主－葉經義先生，展出他近 70 年

的木雕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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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件優秀評鑑工藝品以及

年度話題展售「儀式生活節」，邀集了台中百年木雕品牌-陳彫刻處與 50 家台灣工藝設計品牌、百件限量生

活工藝設計選物，展期週末現場更邀請多位工藝職人親自開班授課，網羅地方美食、似顏繪、手作課程等

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等您來體驗，這個冬天，一起為生活製造浪漫，創造屬於自己的儀

式生活！  

 2020 臺灣工藝競賽｜65 件精彩得獎入選作品 

 工藝成就獎得主－葉經義個展｜從鑿花師傅到人間國寶，堅持工藝最根本的頂真精神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 品牌｜共 38 件國家認證台灣優良工藝品 

 儀式生活節－陳彫刻處&新藝商號主題選物｜50 組台灣工藝設計品牌、百件限量生活工藝設計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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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臺灣工藝競賽」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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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4(五)下午 2:00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展覽時間地點 

12/04(五)-12/15(二)  新光三越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 樓 

12/19(六)-01/04(一)  新光三越 台南新天地本館 6 樓 

01/07(四)-0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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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總會、Buying Power、IDDAT、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大人物、FliPER、潮人物、 

          Shopp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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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介紹 

A.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作品展 

工藝來自生活，從日常生活發展出文化，累積出永世傳承的技法和生活美學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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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獎將獨得獎金一百萬元！此次共吸

引 472 件參賽作品，經過審慎及嚴謹的初選、複選及決選後，僅 65 件(組)優秀作品脫穎而出，其中更有 16 件是年輕

創作者，讓人看見台灣工藝的傳承與創新；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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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荷．漱泉｜林智斌 

台灣苗栗土｜147x66.5x43 cm 

 

天青桃盤｜林冠宏 

台灣陶土、日本瓷土、天青釉｜36x36x11 cm 

 

書山佐流水｜黃怡嘉 

山毛櫸、胡桃木、鐵件｜30x30x40、30x30x40、120x60x60cm 

 

圓夢｜蘇柏源 

胡桃木、紅酸枝、柚木、山毛櫸、樹酯｜18x14x27 cm 

 

B. 工藝成就獎得主－葉經義個展  

從鑿花師傅到人間國寶，堅持工藝最根本的頂真精神 

傳統工藝的鼓勵起源於 1992 年的「國際傳統工藝大展」，後續為推

動工藝發展，由文化建設基金會舉辦「民族工藝獎」，連續辦理了五

屆，成績顯著，之後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接辦了三屆「傳統工

藝獎」，更是在鼓勵創作及延續傳統工藝文化上綻放了豐碩的果實。

2000 年為了配合政府再造和組織功能整併，文建會將「傳統工藝獎」

移由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辦理，並更名為「國家工藝獎」。 
 

葉老師在 15 歲時，於高雄文武聖殿拜泉州蘇水欽為師，自幼聰慧好學，從鑿花師傅到人間國寶，有艱困也有光彩，

有付出也有掌聲，葉老師的成就，不單只是展演傳統工藝的絢爛奪目，更堅持工藝最根本的頂真精神，近 70 年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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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人生，一路行來始終不變，此次展覽描述葉老師之生平、學習經歷、創作歷程及對於工藝的具體成就等等，並有葉

老師精彩木雕作品展出，讓社會大眾對於葉老師有更多的認識。 

C.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 

臺灣工藝品牌認證 Yii 及臺灣優良工藝品評鑑皆經嚴謹的審查過程，作品由臺灣設計、創作、製造，審查過程更對技

藝的延續與創新、文化與時代感的融合、科技與人性溫度的平衡、造形美感與實用性等再三斟酌，本次邀請國內外知

名專家擔任評審委員，透過初審、實地訪視及決審，本年度從 208 組作品中，徵選 38 組臺灣優良工藝品與 11 組 Yii

品牌作品共同參展，本次作品多以傳統工藝技藝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元素，經過不同世代的思維與銳變成果，詮釋出

不同的角度轉化蘊含深厚文化的傳統工藝，造就出文化表情深刻而精采的時尚精品，創造出富有臺灣獨特之作品，以

帶動國家經濟及軟實力。

 

日本首里城「御王座」設計手稿 

 

富貴長春｜234 x122 x12 cm 

Yii 臺灣優良工藝品 

 

梭光系列-吊燈｜光織屋 

竹子、黃藤、鐵件、LED 燈具｜14 x 14 x 63 cm 

以噶瑪蘭族的魚筌做為發想的起點，竹子與黃藤的選用是對傳統

的堅持、流線型的設計與簡練的金屬圈則是現代風格的展現。 

 

青鸞｜東方纏 

嫘縈絲、銅線絲、紙墊片、玉石、銅圈｜27 x 17 x 3.5 cm 

選用湖水綠搭配青綠色系，並加以玉石點綴，突顯青鸞不凡的氣

宇，彰顯幸福安康、吉祥高貴之兆。 



 

4 

D. 儀式生活節－陳彫刻處&新藝商號生活選物 

當生活多了儀式感，一切的要求與講究，都是為了成全浪漫的隨處可見 

超過 50 組台灣工藝設計品牌 X 百件限量生活工藝選物 

小王子：「儀式是什麼？」狐狸說：「它就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他時刻不同。」—《小王子》 

集結超過 50 家台灣在地工藝設計品牌共同參展，精選百件別具特色的生活工藝選物，特別邀請首次進駐百貨之台中

傳承百年木雕老店－「陳彫刻處」共同展出，分享 50 款限量手刻生活道具，展期現場消費達檻可享滿額好禮，加入

SKMC Family 網路會員即可立即享 9 折優惠，機會難得錯過可惜！週末現場將舉辦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

玩」活動，與您分享生活美好事物，創造屬於自己的儀式生活！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 2020 參展品牌：（依品牌名稱筆劃排序） 

A｜陳彫刻處．舊式美 木刻生活器物展 

B｜職人生活．品牌快閃店 

參展品牌：quoi quoi 布知道、六陽、潮人物選物店 

C｜新藝商號．生活選物店 

參展品牌：A.M IDEAS、AVANT GUARD FASHION、Buying Power 社創購給力、Desk+1、Funwood、Hands、IDDAT 台

北市工業設計發展協會、NETTA、TFKandles、一間兩手、小小逐月坊、不拔毛時代 FURFUR、元泰竹藝社、左翌設計、光山

行 漆器工藝、米口．陶、京好手作、鳥控 birdcone、麥考艾裘、森下樹、童心木 TOSMU、雙鴻 Shuang Hong Living 

D｜好玩藝設計講堂 x 假日好食玩<週末限定> 

參展品牌：EUREKA 爆米花、二人一日 FutariHitohi、小嶼森 kojimamori、台灣工藝美術學校、朵莉絲的西點工坊、林記糕餅舖 

 

 

 

 

  

陳彫刻處 

舊式美 木刻生活器物展 

 職人生活．品牌快閃店 

職人手作 嚴選推薦 

 新藝商號．生活選物店 

為生活製造浪漫 

好玩藝設計講堂 

美好生活體驗 x職人設計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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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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與「台灣工藝美術學校」聯手打造生活工藝體驗課程，由多位設計、工藝職

人現場親自教學，邀您透過手感溫度創造專屬「儀式感」，一起為生活製造浪漫

吧！課程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更多活動詳情請上「2020 工藝之夢」活

動網站查詢。 

 

好玩藝設計講堂 

🔺立即報名 

 

活動官網 

🔺詳情請見 

 台北場活動限定 

好玩藝設計講堂＆一日店長<手作課程> 

 

12.05(六) 14:00 陳彫刻處展區導覽＋雕刻老工具體驗 

12.05(六) 14:00 手作窗花杯墊／Hands 

12.05(六) 15:00 手作能量串珠手鍊／大吉事務所 

12.05(六) 16:00 纏花首飾體驗課／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05(六) 16:00 做支專屬逗貓棒吧／Hands 

12.05(六) 19:00 纏花龍舌蘭／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06(日) 13:00 水晶花首飾／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06(日) 13:00 雪季餐盤／米口．陶 

12.06(日) 16:00 水晶花首飾／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06(日) 16:00 迎接冬陽 暖作花器／米口．陶 

12.11(五) 12:00-18:00 似顏繪／鳥控 birdcone 

12.11(五) 13:00 竹編窗花杯墊／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11(五) 16:00  竹編童玩 DIY／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11(五) 19:00  竹編童玩梭織體驗／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12(六) 12:30  剛好．兩用帆布袋／quoi quoi 

12.12(六) 14:00  手作窗花木榫花架／Hands 

12.12(六) 15:00  手作能量串珠手鍊／大吉事務所 

12.12(六) 15:30  經典傳統臺繡／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12(六) 16:00  做支專屬逗貓棒吧／Hands 

12.12(六) 19:00  剛好．兩用帆布袋／quoi quoi 

12.13(日) 13:00  掐絲琺瑯墜飾／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12.13(日) 17:00  木藝製筆／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假日好食玩<市集活動> 

 

◥ 好玩｜小嶼森 kojimamori 

駐點場次：

12/04(五)-12/06(日)  

12:00-18:00  

 

◥ 好玩｜二人一日  

駐點場次： 

12/04(五)-12/06(日) 

12:00-18:00  

12/11(五)-12/13(日)  

12:00-18:00 

 

◥ 好吃｜朵莉絲的西點工坊 

駐點場次： 

12/04(五)-12/06(日)  

12:00-18:00  

12/11(五)-12/13(日)  

12:00-18:00 

 

◥ 好吃｜林記糕餅舖  

駐點場次： 

12/04(五)-12/06(日)  

12:00-18:00 

12/11(五)-12/13(日)  

12: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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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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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點店別：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9 9F 

mailto:paitao.tsai@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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