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姿‧夭夭─七人陶藝聯展 

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    

    來自不同生活背景與經驗的七個人，在這裡激盪出一種有趣的相聚。因此我

們借用了《詩經‧國風》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些新生代的陶藝作品各

具姿態，宛如桃花盛開繽紛的面貌。 

  延續茶藝、花藝主題與陶藝的結合，約略看出台灣生活陶藝的發展。喫茶與

插花是生活興味，如何靜心體會一杯茶與一朵花？柴燒成為表現意境的最好媒

介，廖禮光與杜芃萱都以柴燒擅長。廖禮光的茶具創作，早年投注心血在黑釉的

研製上，近期質地粗糙的茶具作品，也呼應安靜無華的風格；杜芃萱專攻花器，

以手捏塑的自然器形，加上運用柴燒的灰燼所形成的灰釉溫潤色澤，創造出樸素

豐富的面貌。詹志良的茶具則穩重實用，至於蘇保在的陶藝作品在以高溫青瓷為

主，精確控制青瓷燒造技巧，將青瓷釉色之美表露無遺。 

  吳金象與林時植則以陶藝雕塑出發。吳金象多次獲得國內各項陶瓷工藝獎，

行走在具象與非具象之間，精確的造型，令人讚嘆。林時植的作品，則是在一連

串尋找自已的過程中，想像無窮。蘇淑美則別開陶土的新貌，沒有實際用途、目

的，只想告訴你，玩陶是生命的紀錄。在與陶土無聲的對話中，許多的隱喻與想

像，由觀眾來決定。    

參展人介紹參展人介紹參展人介紹參展人介紹    

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991  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 

1996  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畢業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2000  中華民國陶藝雙年展  佳作 

2002  第 56 屆全省美術展工藝類  第一名 

2002  第 7 屆大墩美術展工藝類  入選 

2002  第 16 屆南瀛美術展陶藝類  入選 

2002  第 20 屆桃源美術展雕塑類  第二名 



2002  第 20 屆桃源美術展油畫類  優選 

2003  第 57 屆全省美術展工藝類  優選 

2003  第 8 屆大墩美術展工藝類  優選 

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 

1969 生於屏東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993 就讀日本名古屋石田流華道藝術學院 

     始習陶藝於瀨戶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94 石田流華道藝術學院多次學生展 

1995 名古屋松阪屋華道聯展多次參展 

     名古屋市市民公募展 

1996 於台北成立「陶華緣」工作室 

1998 台北市社會教育館陶藝聯展 

2000 台灣柴燒聯展於台北 

2001 台北福華沙龍春季四人展 台北生活陶藝展 

     至日本茨城縣笠門，習陶於堤綾子老師，現代化陶藝之美陶藝家聯展 

     大陸、台灣兩岸柴燒陶藝交流展 台灣手工藝研究所 

2002 於澳門孫中山紀念館、台灣陶藝家聯展 

     於茨城縣笠門、柴燒個展 

     於東京都銀座、柴燒個展 

2003 至日本各大窯區參訪 

2004 名古屋市民會館陶藝聯展 

     嘉義「世外陶園」茶、華陶個展 

林時植林時植林時植林時植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明新工專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2000  接觸陶藝 

2001  新竹美展  雕塑優選 

2002  全國美展  雕塑入選 



2002  全省美展  工藝優選 

2003  全省美展  工藝優選 

2004  全省美展  雕塑優選 

2004  全省美展  工藝入選 

2004  新竹市文化局個展 

詹志詹志詹志詹志良良良良 

1968  生於台北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987  桃園新興高中美工科畢業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86  桃園美展第二名 

1987  桃園美展第二名 

1988  桃園美展第二名 

1992  桃園美展邀請作家 

1994  應邀台灣手工業研究所─中國春節豬年特展於紐約 

1995  應邀南投陶兩百年展 

1988  陶朋舍 餐桌風景聯展 

2000  中壢太平洋 SOGO 裸陶創作(生活陶展) 

1994  桃園文化局 裸陶創作首展 

1999  桃園文化局 裸陶創作第二次個展 

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文化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畢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94-1998 中華民國現代陶藝學會理事 

          財團法人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秘書 

1994-2001 成立北埔窯工作室／前後搭築柴窯兩座 

1994-2001 高古佛像雕塑維修／石雕、木雕、陶塑、泥塑 

1996-2002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師範學院／國立國光藝術實驗學校 

陶藝社教師；新竹縣教師研習營／高雄六龜鹽燒研習營 陶藝教師 

2002      新竹美展工藝類評審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1993-1998 陶藝聯展／高雄福華沙龍／高雄景陶坊／高雄宅九畫廊／台北陶藝後

援會／台北珍傳畫廊／台南邊陲文化 

2002      高雄福華沙龍個展／台北高島屋磁瑤個展 

2003      雲水草堂柴燒個展 

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91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陶藝聯展 

1995   高雄尖特美藝術中心  新古典主義聯展 

1997   台灣本土壺、新展望陶壺展 

1998   高雄宅九藝術中心 陶藝聯展 

1999   高雄福華沙龍 生活實踐家陶藝聯展 

1999   高雄景陶坊 大器初成陶藝聯展 

2000   高雄福華沙龍 生活陶陶藝聯展 

2001   台北磁窯藝術中心 陶藝個展 

2002   高雄福華沙龍 埏埴作器陶藝個展 

2003   新竹陶花園 談土不俗生活陶聯展 

2003   高雄縣文化局  游於藝創作聯展 

2004   台南梵藝術中心  異陶、陶異創作聯展 

蘇蘇蘇蘇淑美淑美淑美淑美    

1969 出生雲林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2002~ 就讀台南藝術學院 應用藝術研究所陶瓷組 

1987    畢業於中台醫專放射技術科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97-1998 參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工藝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rafts Center) Ceramics Program  

1998 Doug Casebeer  寶來鹽燒工作營  

2000    國際陶瓷工作營  台南藝術學院 



2000    任大義國中教師陶藝社指導顧問 

2001    Bill Van Gilder 工作營  台南藝術學院 

2003 美國陶瓷教育年會  聖地牙哥美國 

2003    2003 鶯歌陶瓷嘉年華，陶博館舉行國際大型戶外陶燈設計工作營，擔任

Anne Coroneos 助手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1998    新光三越 生活陶器展 

1998    高雄福華沙龍 陶藝趕集 

2001 高雄福華沙龍生活陶器展 

2002    梵藝術中心陶藝陶異聯展 

2002    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聯展 

2002    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聯展 

2003    曾文之眼，陶色交易聯展 

2004    嘉義市文化中心，大琦 66 陶藝聯展 

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    

        

虛觀虛觀虛觀虛觀  2002 年 

陶、鐵   57×15×91 cm 

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 

柴燒花器柴燒花器柴燒花器柴燒花器  2003 年 

陶   13×13×27 cm 

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 



        

青瓷容器青瓷容器青瓷容器青瓷容器  2004 年 

陶   12×12×22 cm 

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 

柔順的心柔順的心柔順的心柔順的心  2002 年 

陶   16×16×32 cm 

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 

  

蛻變蛻變蛻變蛻變  2003 年 

陶  50×55×21 cm 

詹志良詹志良詹志良詹志良 

合合合合----8888        悠悠悠悠        2002 年 

陶、鐵  143×43×34cm 

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吳金象 



  
柴燒茶碗柴燒茶碗柴燒茶碗柴燒茶碗  2003 年 

陶   12×12×8 cm 

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廖禮光 

青瓷容器青瓷容器青瓷容器青瓷容器     2004 年 

陶   22×22×16 cm 

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蘇保在 

        

四方花器四方花器四方花器四方花器  2001 年 

陶   13×28×30 cm 

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杜芃萱    

一個流浪者的願望一個流浪者的願望一個流浪者的願望一個流浪者的願望   

2004 年   瓷  100×150 cm 

蘇淑美蘇淑美蘇淑美蘇淑美    

    

    

小宇宙小宇宙小宇宙小宇宙  2003 年 

陶、鐵、花崗石 24×28×53 cm 

林時植林時植林時植林時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