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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5 日發布 

【2018 工藝之夢】年度壓軸工藝設計盛典 

「2018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名單 11/16(五)「工藝之夢頒獎典禮」揭曉！ 

百位匠師齊聚首，跨越世代的工藝交鋒，台灣工藝設計界年度精彩盛事—「2018 工藝之夢」，自 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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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工藝之夢」，至今邁入第 25 年，堪稱台灣工藝設計界年度壓軸盛會！今年共分五大展區主題：譽有

台灣工藝屆奧斯卡級競賽「臺灣工藝競賽」精彩得獎入選作品，帶您親自體會台灣工藝的傳承與創新；邀

請年度「國家工藝成就獎」得主、台灣工藝國寶大師－張憲平先生，展出他 40 年來創作精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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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件優秀評鑑工藝品；2018 特別企劃－「新藝

商號－分享愛吧」推選台灣 23 家工藝設計品牌與《潮人物》巡迴餐桌計畫共同聯手，與您分享百件手工限

量、值得您細細品味的生活好設計！展期現場另舉辦人氣甜點名店快閃活動、咖啡師、精釀啤酒師現場教

學以及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等您來體驗！11/15(四)起，一起來「2018 工藝之夢」看展覽、買好物、

品美食！  

 2018 臺灣工藝競賽｜65 件精彩得獎入選作品 

 工藝成就獎得主－張憲平竹藝展｜竹籐交織 40 年．台灣工藝國寶大師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共 32 件國家認證台灣優良工藝品 

 新藝商號－分享愛吧｜23 個台灣在地品牌 X 分享生活美好設計 

 好玩藝設計講堂｜美好生活新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2018 台灣工藝競賽」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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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每日皆有三場定時導覽服務（下午 1:30、3:00、7:30），來一趟新光三越，親自感受工藝

設計的絕妙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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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五)下午 2:00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展覽時間地點 

11/15(四)-12/03(一)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 樓 

12/20(四)-01/07(一)  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本館 6 樓 

01/10(四)-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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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物、Shopping Design、FliPER、ACCU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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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介紹 

A.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作品展 

「臺灣工藝競賽」是工藝界的年度壓軸盛會，為台灣培養多位優秀工藝、設計人才，競賽分「美術工藝組」及「創新

設計組」，今年共 494 件參賽作品，經過審慎及嚴謹的初選、複選及決選後，僅 65 件優秀作品脫穎而出，由「美術工

藝組」33 件入選得獎作品，讓民眾一探台灣匠師國寶級精湛工藝以及 32 件契合當前生活型態之「創新設計組」入選

得獎作品；最終得獎名單將於 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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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工藝組 創新設計組 

 
鴻韻生輝｜謝嘉亨 

高溫陶土、釉藥｜75×42×75cm 

隨著視角移動而產生不同陰影的變化效果，就如現實空間中有多

種的虛與實的暗示，實虛之間有著多種交叉與比對。 

 

參數造型面磚｜築房數位設計(代表人：曹瀚元) 

陶瓷｜每塊約為 10x10cm 

這件參數式設計的陶瓷作品，體現了科技工藝的精神，運用 3D

列印加上傳統陶瓷工法，是當代技術與工藝的完美結合。 

 

孔雀開屏｜邱毓寧 

全瓷土、釉料｜每個 18×18×6.3cm 

透過多層次的施釉與厚薄拿捏，窯燒至 1260 度，歷經 20 小時

的烈火淬煉，產生出孔雀羽毛的斑紋與流動。 

 

自油｜一日油行(代表人：諶志仁) 

主體為不鏽鋼、耐熱玻璃｜25x45x50cm 

將傳統「油車間」的榨油工法轉化成能置放於廚房使用的製油設

備，讓吃油生活更單純透明，並重拾「油車間」的民俗記憶。 

 

竹夢憲藝．第 11 屆工藝成就獎得主 

B. 工藝成就獎得主－張憲平竹藝展  

張憲平於竹籐編工藝界耕耘已超過 40 年，家傳事業原是藺草編織，在

因緣際會下投入竹籐編織，繼而開創新局，在 1990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

「民族藝術薪傳獎」，成為最年輕的薪傳獎得主，爾後連續三年更獲得

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民族工藝獎」的肯定，於 2016 年榮獲文化

部授證「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俗稱「人間國寶」的殊榮。 

張憲平先生的竹編創作，極富中國的人文意象，獨創的仿古髹塗技法，使竹編器看起來古拙樸實、風華內斂，極為精

密細緻的編織技法，更創造出一個個古意盎然、莊重質美的竹編，總令收藏家及鑑賞家讚賞不已，國立故宮博物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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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其作，並多次代表國家到海外各國參展，讓常民間使用器皿的竹編，提升至藝術的殿堂。張憲平先生的獲獎，一

方面代表個人長久以來在竹籐編工藝的成就，一方面也對臺灣現階段文化政策，具有象徵性的指標意義，更為每一位

在工藝領域努力經營的後進，樹立一個值得追尋的目標。 

C. 臺灣優良工藝品&Yii 

臺灣優良工藝品及 Yii 為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針對臺灣設計、製造之品牌賦予國家工藝品牌認證，為國內外民

眾選購優良工藝品的指標；本年度從徵選 28 組臺灣優良工藝品與 17 組 Yii 品牌商品共同參展，歡迎至現場參觀選購。 

D. 新藝商號－分享愛吧！ 

生活工藝選物新平台．新藝商號溫暖開張 

23 個台灣在地品牌 X 分享生活美好設計 

愛，讓你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今年讓我們由愛出發－不論是親情的愛、友情的愛、愛情的愛，都可在【新藝商號】

找到屬於你(妳)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本次共選出 23 家台灣在地工藝設計品牌代表與《潮人物》巡迴餐桌計畫共同聯

手，與您分享百件手工限量、值得您細細品味的生活好設計，展期現場另舉辦人氣甜點名店快閃活動，邀請咖啡師、

精釀啤酒師現場教學以及多場手作體驗課程；詳情請上活動網站查詢。 

2018 參展品牌：（依品牌名稱筆劃排序） 

AKAMU 這地器物｜Chubby bébé 胖寶寶｜Desk+1｜DOMOMO｜even｜Miss. JUYA Illustration｜MUFUN木

趣設計｜quoi quoi 布知道｜Shekinah手工皮革｜TFKandles｜TOSMU童心木｜大春煉皂｜本芯金屬工藝｜禾日香

氛生活｜京好手物｜花生騷&桃布里｜南方設計｜陶引工房｜無所視室｜筑子｜微一設計｜雙鴻｜馨心齋香品  

 
澹潮｜1996 年 

幽靜的海潮連續而平遠的展開，有時轉淡或消逝不見，乍看帶有

水墨畫的韻味。器肩上耳形一分為二，為古拙器形增添變化。 

 
春泥｜1990 年 

連續不斷的環扣般編法秀氣典雅，六面形器體腹部開展成圓弧

狀，提把延伸至兩側底部，兼具稜線的作用。 

Yii 品牌 臺灣優良工藝品 

 
凝靜－藍染山水掛屏｜天染工坊 

染織｜100 x 90cm 

以天然藍靛手工染製，使用縫染技法，一層層染出群山層疊之意

象，冀望將山水凝靜帶入室內，讓繁忙生活有個忘卻塵埃的角落。 

 
雙圓櫃｜壹一木設計有限公司 

木竹｜42x35x55cm 

雙圓櫃採用櫻桃木，以圓弧設計搭配兩個半月圓簍空造型把手，

並保留鳩尾榫接結構，將其特色融合於新型態的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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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個台灣在地品牌 X 分享生活美好設計 

活動詳情：https://pse.is/CA6DT 

 

人氣甜點名店 x 手作體驗課程 x 生活選物推薦 

活動詳情：https://pse.is/C6SYB 

E. 好玩藝設計講堂－美好生活新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展覽現場將舉辦多場生活工藝體驗課程，邀請多位工藝職人現場分享與親自教學，與您一同體驗生活工

藝的樂趣！活動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更多活動詳情請上「2018 工藝之夢」活動網站查詢。 

 
🔺立即報名 

 台北限定課程 

11.17(六) 14:00 南方設計．藍染口金包 

11.17(六) 16:00 南方設計．藍染環保杯套 

11.18(日) 14:00 shekinah．可愛動物鑰匙圈創作 

11.18(日) 14:00 shekinah．聖誕書籤刻字 DIY 

11.23(五) 16:00 木匠兄妹．檜木筷子體驗課程 

11.24(六) 14:00 筑子．竹編小籃 

11.24(六) 16:00 本芯金屬工藝．金屬小書垂飾書籤 

11.24(六) 19:00 印花樂．絹印體驗課程 

11.25(日) 14:00 馨心齋香品．台灣信仰+香錐體驗課程 

11.25(日) 16:00 AKAMU．陶作事 

12.01(六) 13:30、16:00 quoiquoi．做自己的小蠟包 

12.01(六) 19:00 印花樂．絹印體驗課程 

12.02(日) 14:00 禾日香氛生活．乾燥花擴香石 

12.02(日) 15:30 禾日香氛生活．大豆香氛蠟燭 

 展期好康活動 

好康 1. 新光三越貴賓卡友獨享 

展覽期間，憑新光三越貴賓卡至「新藝商號」消費滿千，除可獨享明星商品 85 折優惠外，還可現場參加抽獎，將生

活工藝設計好禮免費帶回家。 

好康 2. SKMC Family 網路會員獨享 

於下述指定期間，加入/登入 SKMC Family 網路會員，至【好康抽獎】頁完成活動登錄，即有機會獲得【quoi quoi．

小蠟包】、【MUFUN．啄墨單筆】與【雙鴻．漾 Ripple-白瓷盤組】等多項嚴選好禮；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新聞連絡人] 行銷/TEL -02 8780 1000 *6702 *6711 *6701 

[新光三越總公司新聞連絡人]   

林郁廷/0919-411-592 /yuting.lin@skm.com.tw；陳怡伶/0931-057-274 /louise.chen@skm.com.tw 

https://pse.is/CA6DT
https://pse.is/C6SYB
mailto:yuting.lin@skm.com.tw
mailto:/louise.chen@sk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