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金－金屬工藝展 

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    

金屬堅硬，常給予人們冰冷與生硬的感覺，這是一種大眾的觀感，對於金屬

工藝藝術仍然是停留於傳統中的形式，殊不知金屬這種一直以來伴隨於人們身旁

的塑材隨著時代及觀念的轉換，有著另一種奇妙且無可言喻的可塑性，其間迸出

的火花往往是更令人驚豔。 

 

本次展覽，參展者：王意婷、李俊延、周金團、洪佩琦、曹婷婷、陳妍伊、

陳容瑱、蔡佳妘等人，大家本著一種對於金屬這種材質的迷戀與執著，再加以自

身個性的從中調和，所表現出的，有些是對記憶的戀念，有些是對現世觀點的迷

思，有的展現深沈，有的展現亮麗…，從中可以發現唯一共通點 － 都是金屬，

我們可以發現生硬的金屬經過不同創作人的錘打洗煉之後，展現出的是豐富而多

變的面貌。 



參展者介紹參展者介紹參展者介紹參展者介紹    

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    

台灣省台南市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2001 年  第三屆「尊榮和平 希望 2000 珍珠珊瑚設計競賽」經濟部工業局局長獎 

2003 年  第八屆 台中市大墩美展優選 

2003 年  第十一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工藝之夢〞入選 

李俊延李俊延李俊延李俊延    

台灣省屏東縣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第二屆 Swatch 金屬創作比賽第三名    

展出發表紀錄展出發表紀錄展出發表紀錄展出發表紀錄 

Swatch 金屬創作巡迴展。台北、台中、高雄 

2002年 形.天工.物─金屬工藝創作聯展 

2002年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金工聯展 

2003年 尋找台灣美術生命力－材料與創作研究展 



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    

台灣省金門縣人 

1998 年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畢 

2002年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畢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台灣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敏惠醫護專校兼任講師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2003 年  高雄市美展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1999年  2000 年珠寶飾品設計競賽-優良設計獎 

2000 年  第八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新人獎 

2000年 第九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 

2001年 二十一屆高雄市美展-入選 

洪洪洪洪佩琦佩琦佩琦佩琦    

台灣省高雄市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輔仁大學畢主修流行飾品設計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2002年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金工聯展。高雄～中正文化中心 

2003年   〝尋找台灣美術生命力－材料與創作研究展－〞。台北～大趨勢畫廊 

2003 年  〝藝物〞金屬工藝展。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學院藝文中心 

2003 年  〝巧思絕藝設計展〞。台南～新光三越新天地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2000 年  皇宣緣琥珀珍珠設計設計大賞銅賞獎 

2001 年  De Beers 櫥窗設計比賽佳作 

2002年 Lark Books 1000 Rings 入選 



曹婷婷曹婷婷曹婷婷曹婷婷    

台灣省彰化縣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2003 年  藝物〝 金屬工藝展。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學院藝文中心 

2003 年  〝巧思絕藝設計展〝。台南～新光三越新天地 

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    

台灣省高雄市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1999年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畢（B.F.A.）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2001 年        《煉物癖》聯展。台南-梵藝術中心 

2002 年        《私物》聯展。台北-大東山珠寶 

2002 年  《金糸》聯展。高雄-橋頭糖廠 

2002 年  《形‧天工‧物》聯展。台北-行天宮附設圖書館 敦化分館 

2002 年  《喂！工作室》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應用藝術研究所所展。 

         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南畫廊 

2003 年  《尋找台灣美術生命力材料與創作研究展》聯展。台北-大趨勢畫廊 

2003 年  《自溺》陳妍伊 2003 年創作個展。台南-文賢油漆工程行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1999 年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雕塑系主題創作展-優勝 

2000 年  第 27 屆 台北市美展台北獎-入選 

2000 年  第三屆 SWATCH 金屬創作競賽-入選 

2000 年  第 63 屆 台陽美展雕塑部-入選 

2003 年  第八屆 台中市大墩美展-入選 



陳容瑱陳容瑱陳容瑱陳容瑱    

台灣省屏東縣人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在學中，主修金屬工藝創作    

2000 年  輔仁大學畢主修流行設計經營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2003 年  南瀛總爺藝文中心駐村藝術家成果聯展 

2003 年  第十一屆工藝之夢暨巧思絕藝設計展 

2003 年  〝藝物〞金屬工藝創作聯展。台南-藝象藝文中心 

2003 年  〝尋找台灣美術生命力材料與創作研究展〞聯展。台北-大趨勢畫廊 

得獎記錄得獎記錄得獎記錄得獎記錄 

2000 年  第九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 入選 

2001 年  九十年台南縣地方美展  入選 

2003 年  第十一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  入選 



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    

 

姿態姿態姿態姿態．．．．ⅠⅠⅠⅠ(別針)／2003／ 

925 銀、鋁、鋁染色、木頭／84 × 46 × 11 cm(含木盒)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    

 

看花非花，物種間依存著某種令人敬畏的姿態 

蝶 學習著各種姿態，來保護生命 

蝶是花的行者 花是蝶的隱者 夢樣的花盡落入花樣的夢 

花與蝶 批著著迷瀁的色彩  策劃著斑斕的一生 等待著剎那間綻放 

 

自然裏，對生命的坦然面對 如此美麗而短暫 

運用鋁染色 捕捉自然的面貌與氣色 

讓它永遠展現最美的舞姿 隱藏在花朵裡 

那 無聲的語言…… 

 

蝶 學習各種姿態 保護自己的生命 

幻化成花的隱者 生根在花朵的生命實體中 

落入記憶 成為一種收藏 等待展示 



 

等待等待等待等待／2003／ 

925 銀、鋁、鋁染色、琺瑯、黃銅、木頭／42 × 18.5 × 5 cm(含木盒)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王意婷    

    

蝶 穿批著迷漾的色素 飄落 

如蝶刺般微微顫動的花瓣 依舊 綻開最初的美 

一連串 美麗而短暫的故事 等待墜落… 等待延續… 



   

迷路指南迷路指南迷路指南迷路指南ⅠⅠⅠⅠ／2002／ 

紅銅、化學染色、現成物、柚木、壓克力／直徑 5.2cm 高:2.5cm 

迷路指南迷路指南迷路指南迷路指南ⅡⅡⅡⅡ／2003／ 

紅銅鍍銀、軟木塞、壓克力顏料／12 x 7 x 15 cm 共七件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李俊延李俊延李俊延李俊延 

旅行到哪裡並不重要旅行到哪裡並不重要旅行到哪裡並不重要旅行到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旅行重要的是去旅行重要的是去旅行重要的是去旅行，，，，不斷的來與去不斷的來與去不斷的來與去不斷的來與去‧‧‧‧‧‧‧‧‧‧‧‧‧‧‧‧‧‧‧‧ 

  丟掉手邊的旅遊指南，它只是一本別人的二手旅遊經驗，並不一定適合你。旅遊指南適合的對

象是常常需要帶著正確答案出門的人，他們或許害怕迷路，也或許害怕無所適從，所以他們需要藉

著別人的經驗來告訴自己一個明確的答案，使自己不會感到孤立無援，也讓這段旅程畫下一個美好

的句點。 

  少了地圖和旅遊指南，我把自己放在空間的迷宮之中，沒有目標，沒有方向，不知道下一站該

往哪裡去。也許睡在公園或車站，那樣我可能會覺得害怕﹔也許就索性躺在草原上，望著那黑夜的

星空，看看自己是否有一種「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感覺﹔或許我會走的很慢很慢，慢到自己都忘

記自己是走在城市中，因為太快的速度讓我們習以為常，也讓我們忽略或錯過許多有趣的事。 

  我在旅行的途中迷路了，但那並不會讓我覺得不安，因為我不用擔心時間不夠而需要加緊腳

步。有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考古學家到南美洲的山區探險，在一次的趕路中，當地的印地安嚮導

全部忽然停了下來，考古學家不知何故，便問其中最年長的嚮導，他回答說：「沿途我們太趕了，

停下來是為了讓我們的靈魂趕上。」(1)的確，我們的旅行有時候帶著太多的目的性，常常讓我們

變的像個觀光客似的，也讓我們變得更加忙碌了。 

  作家蘿倫‧艾翠絲(Lauren Artress)著有一書，書名為「迷宮中的冥想」，書中她認為迷宮本來

是依據神聖幾何學所建立的神聖空間，藉由迷宮之旅，人們可以放下觀光客的心態，轉變為虔誠的

朝聖者﹔她也認為迷宮中的曲折路線就是象徵我們的意志、慾望與神性衝突的混亂心境。當我們走

向迷宮的中心，其實就是走向自己最深層的內在存有，探索者因此可以找回自己的存在價值和生命

力量。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如同朝聖者一樣擁有這種虔誠的心態，但至少迷宮中的旅行讓我覺得這段

旅程才正要開始哩！ 



 

親親親親(胸飾、手飾)／2002／純銀、紅銅、化學染色、銅錢、棉繩、麻布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曹婷婷曹婷婷曹婷婷曹婷婷    

在【親】系列作品中，意識到佩戴的「非舒適性」繼而轉換成意念中相當大的關鍵點。穿戴

行為下，物件與身體枝節所產生的感知狀態，我將其視為「存在感」的寫照。依著這樣的原則成了

這一系列結合現成物(家傳遺物)與金工技藝的 JEWELRY。作品的全貌不僅止於物件本身，還得加

上與佩戴者交際時所產生的關聯。這時影像便成了創作語彙中的重頭戲。美其名獻給父親，然則，

也是藉著他當下的感受投射我自己相當私人的部分。 



 

木質部木質部木質部木質部    ––––    種子種子種子種子／2002／紅銅、化學染色／38.5×10.5×4.5cm（前）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    

喜歡植物，或許他們沒有如動物般豐富的情感世界，少了糾紛和對談，一切只為了一片陽光，

一些養分和人所不需的二氧化碳，展現出來的卻是更多色彩的體態。 

而今，以植物不同生長週期不同體態器官作為創作元素，藉以木質部系列展演這幾年所學及生活關

注點滴，當我完成了植物的整個生態循環時，願以不朽金屬的長久氣質，留下以往紮根時、成長時、

花開時、結果時某個季節中完美回憶。 

木質部系列作品是這幾年來學習金屬工藝和日常生活點滴的段落結合表現。藉由植物，想表

達的是對於時間與記憶流逝這個問題的探討。回想這幾年來一直所關注和哽結於心中的問題，莫不

是對以前生活、朋友、事件的想念以及日益封存不住的件件回憶。以金工技巧製作出不同植物的種

子、發芽、根、莖、葉、開花、結果等形貌代表以往所有記憶，諸如：莖是檜木，葉是荷葉，花是

海芋等等，雖如同時間完成一個生態系循環，但不同的植物之器官屬性、本質卻不一樣，代表的是

各自片段強度、完整、深淺不一的記憶。整組做品以種子為起，結果為結束形成一個永不結束的時

間循環。 



 

木質部木質部木質部木質部    ---- 花開花開花開花開／1999／紅銅、腐蝕、鍛敲、化學染色／18 × 18 × 27 cm(左)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    

 

雨盤雨盤雨盤雨盤／1999／紅銅、腐蝕、鍛敲、化學染色／32 × 32 × 5.5 cm(前)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    

生活經驗一直是自己創作的來源。以兒時家中老房子為時代背景，描寫雨中屋子漏水，而以

大、小盆子接水的情景。其中盆子經過自己構思為盤子，盤壁腐蝕以大小雨滴滴落濺起之樣，整組

以鍛敲技法完成。 



 

箋碗箋碗箋碗箋碗／2000／紅銅、腐蝕、化學染色／14.5×14.5×5.5c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周金團    

我以平日朋友寫給我、叫我起來吃飯的便條紙為構想，再捲曲為碗的形狀，碗身腐蝕以便條

紙中跟吃飯有關的字句，試圖將吃飯與日常生活中朋友的關心融為一體。 

 

禮物禮物禮物禮物／2003／錫、現成物、紅線、紙／50×33×6 ㎝ 一組四件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陳容瑱陳容瑱陳容瑱陳容瑱    

禮物是贈與之物，想將它贈給我的未來，是未來的自己、後代子孫或別人。作品裡有我的過

去、現在、未來，不同的時空底下我是不一樣的。過去的我是一個生活重心放在學校裡的人，有著

對未來的夢想和期望；現在的我有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和生活，有著過去的經驗與記憶，但我選擇把

握與珍惜，這是一個行為動作和時代物質的集合。未來的我有許多的未知和期許，不知道自己將為

如何，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是自己……… 



 

壹壹壹壹    圓圓圓圓(胸飾)／2002／紅銅、化學染色、紅線／30×30×0.8cm，20×20×40c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洪佩琦洪佩琦洪佩琦洪佩琦    

從最少的價值中謀取最大利益，壹圓的物超所值，絕對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單純，它變得不容

易叫人遺忘，並且讓人愛不釋手，壹圓將成為大家的最愛，是大眾流行文化的一個新的矚目焦點，

所以讓我們大量的使用它、崇拜它吧。 

 

歌詞歌詞歌詞歌詞（身體裝飾物件）／2003／紅銅、黃銅、掐絲琺瑯／60 × 60 × 1 c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洪佩琦洪佩琦洪佩琦洪佩琦    

在這組作品中，我借用了國歌歌詞的部分片段，零散的文字中刻意突顯了某個單字，這原是

不敏感的字，但卻會讓人解讀出錯誤的意思。它嘲弄了我們的自作聰明甚至是愚昧，殊不知一切都

是極為單純的。 



 

真實的瞬間真實的瞬間真實的瞬間真實的瞬間／2002／紅銅、青銅、琺瑯、化學染色／16×16×24.5c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蔡佳妘蔡佳妘蔡佳妘蔡佳妘    

《真實的瞬間》，一長方盒，盒外似出土般的銅綠透出歷史來，打開盒蓋，長的盒中是一叢

枯萎的花，但那全然凋謝的花瓣上存有一片鮮紅。在這裡過去、現在、未來同在，生與死共存。為

強調內部的幻象，將盒子本身也就是盒壁內外做區分，盒外刻意呈現出歷史因素，盒內則是以微亮

的黝黑破除空間界限，畫框般的四面框架突顯類影像的特質，提示了內部非常態的時間觀。 

花瓣上死亡與生命的顏色共存，與枯萎部份對比的紅，飽和地像水快滴下來一般，這樣的顏

色處理並非懷舊哀悼的情感，而是認為毀壞才是曾經存在的證據，生命是用死亡來印證的，這不過

是循環代謝的過程。 



 

聚塵聚塵聚塵聚塵／2002／紅銅、琺瑯、化學染色、版畫紙、棉紙／30×24cm、24×17cm、32×21c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蔡佳妘蔡佳妘蔡佳妘蔡佳妘    

《聚塵》直接以平面的手法呈現，黑白的影像特意突顯顆粒，顆粒聚合多寡決定了濃淡，如

灰塵般散佈，是生活中遺落以為無關緊要之細微，介於有意無意之間，聚合成隱約可辨識之物，又

似將被吹散而無影無形，並以三個色差撕開了不同的時間及心理層次，花葉等植物形象如幻象般從

平面“長”出來，並展示其絢爛色彩。 



 

Steeped InSteeped InSteeped InSteeped In／2003／紅銅、化學染色、壓克力顏料／28× 28 × 35m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    

一隻原本活力滿溢、恣意悠游的魚兒，沉浸於自己親手鍛造的封閉環境，自得其樂……。 

但隨著時間與現實的侵蝕，看似堅固的堡壘實則危機伺服，岌岌可危。懷疑、困惑、焦慮、不安……

思緒混雜？ 

究竟是危機？轉機？還是絕地逢生的新契機？ 



 

無心花園無心花園無心花園無心花園／2003／陶土、紅銅、琺瑯、陶瓷花盆、土／約 15× 15× 45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陳妍伊    

人，有的時候是難以理解、難以掌握的，對人、對己似乎都一樣。而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彼此間

有形無形經常使對方形成不舒服之感受，亦輕亦重。也因此我覺得人的身上好像都長滿了「刺」，

不經意之中便豎起防衛的利器，往往造成彼此間無形的傷害。並不一定需要實質的身體碰觸，有時

也許是一句不禁意的言語；或是一個強烈的眼神暗示；一個疏離的動作表示；一個不屑的表情；……

傷害立即造成。 

無形的精神傷害，往往比有形的肉體傷害更甚，揮之不去。傷害並非刻意製造，就如同人的

指甲般快速昇長出來，縱使披上一層溫柔的外衣，刻意掩飾，仍藏不住那尖銳的刺痛。這些刺是危

險的、是艷麗的、是令人無法抗拒的，它因保衛脆弱的靈魂而存在，它為膨脹自我而存在，它為莫

名其妙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