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在埃及金字塔的出現，一

世紀的今天，不僅變化出多樣面貌，

玻璃，從
直到

5

手，快速移動、拉絲，不到幾分鐘，一朵嬌艷欲

灼熱的火光中，加入夢想熔煉，再透過靈巧的

大眾目光。

以代表新竹文化的工藝，終於再一次吸引了

師聯手推出玻璃藝術節及群聚網後，這項足

續，但文化已養成。近年來，當地玻璃工藝

玻璃產量數一數二的地區，儘管盛況未能持

有豐富矽砂及天然瓦斯資源，一度成為全球

台灣的發展不過百餘年，但由於新竹地區擁

璃，而顯得更加有質感。雖然玻璃工藝在

室內裝潢、擺設及器皿等，生活因為有了玻

而且在生活中幾乎無處不見，無論是建築、

21

的使命。

承， 是新 竹經 濟依 靠的命 脈， 也肩 負銜 接著 過去 與未來

裝飾 ，但 對新 竹的 玻璃工 作者 而言 ，那 是傳 統文 化的傳

對一般人來說，玻璃也許只是日常生活用品的材料或

外，又多了一點人文魅力。

因為玻璃工藝發展的百年基礎，讓新竹地區在美食之

彩多變，也讓玻璃從一種工業製品晉升為一項工藝。

光、 磨沙 處理 等， 不同的 製作 方式 讓玻 璃的 面貌 更加精

的實 心玻 璃、 平面 鑲崁或 繪製 的藝 術玻 璃等 ，再 加上拋

當多 ，包 括在 製作 過程吹 入空 氣的 空心 玻璃 、脫 蠟鑄造

其實，除了熔煉拉絲之外，玻璃藝術的創作手法相

來，玻璃在冷熱動靜之間，如此瞬息萬變 ！

創作 出如 此精 緻的 玻璃藝 品， 相信 很多 人都 會驚 嘆：原

滴的 花朵 ，就 這麼 完成了 。看 著工 藝師 如同 變魔 術般，

在

■璀璨網展示手工製作

生活好好玩

璀璨玻璃網

風城藝術半世紀典藏

78

前輩新秀共聚，推廣在地傳統工藝
談起新竹特色，相信多數人的直接聯想就是風大、米
粉摃 丸好 吃， 還有 玻璃 創作人 才特 別多 ，而 且在 新竹 市
立玻 璃工 藝博 物館 落成 後，玻 璃與 新竹 地區 觀光 的關 係
更是密不可分。
到訪新竹，除了夜市小吃一定要嚐，玻璃工藝創作的
參觀 更是 不容 錯過 。新 竹特有 的玻 璃產 業， 曾經 創造 當

單選購。

可透 過上 網瀏 覽最 新最 有特色 的玻 璃工 藝， 甚至 直接 下

務系 統成 功導 入後 ，民 眾即使 沒空 親自 到新 竹遊 玩， 也

親身 體驗 玻璃 拉、 吹、 壓的創 作樂 趣。 而且 ，在 電子 商

藝品 ，民 眾還 可以 到在 地的工 作坊 提出 訂製 需求 ，或 是

現在，除了參觀玻璃工藝博物館、到店面選購玻璃工

麼多年來沉浸

的轉變，這

今消費模式

道，因應現

的最佳行銷管

創造實質收入

型的 玻璃 工廠 外， 更有 許多幫 忙代 工的 玻璃 工藝 師父 及

決定攜手以群聚

師父們，終於

於工藝創作的

個人 工作 室， 這些 師父 很多是 從小 開始 當學 徒， 談論 玻

網模式出擊，要讓玻

「因為玻璃製造業為傳統產業，而新竹地區除了大

璃工 藝頭 頭是 道， 做起 來更是 出神 入化 ，但 是對 於網 路

璃工藝經濟力再現。

化行銷概念成型

個人工作室，在這些師父手中，

更多人知道新竹有這麼多獨特的

絡，同時以精彩的圖文介紹，讓

色，透過網路建構起文化傳承網

標，就是要將新竹玻璃工藝的特

「此次執行璀璨玻璃網的目

或第 三代 的年 輕人 作為 代表， 甚至 在課 堂上 還常 常會 見

些老 一輩 的玻 璃工 藝師 因為不 懂電 腦， 還會 派出 第二 代

作業 ，我 們辦 理了 一系 列網路 操作 說明 會及 課程 ，有 一

協會的協商會談，從總計約 200
個會員中，遴選出 家
廠商 業者 參與 群聚 。「 為了讓 群聚 業者 能夠 多熟 悉網 路

會、 風城 玻璃 作家 協會 及新竹 玻璃 商業 同業 公會 三個 公

在「璀璨玻璃網」規劃之初，首先透過竹塹玻璃協

■琉璃藝品

地接 近三 分之 一人 口投 入就業 的盛 況， 雖然 在過 程中 一
度沒 落， 但因 為持 續有 許多熱 愛玻 璃工 藝的 人們 投入 創

行銷 卻是 一知 半解 。」 前竹塹 玻璃 協會 理事 長黃 寶雪 女

段標：迎接網路時代，

士， 也是 此次 群聚 網站 的領導 人， 說明 新竹 玻璃 工藝 在

玻璃 工藝 博物 館的 會議 室中。 」黃 寶雪 女士 表示 ，由 於

當地 玻璃 工藝 創作 者多 數都有 點年 紀了 ，對 於網 路行 銷

玻璃工藝的風華如此迷人。」黃

到親 子檔 攜手 出席 的情 景。」 黃寶 雪女 士形 容當 初上 課

10

作， 讓新 竹玻 璃發 展出 獨特的 工藝 文化 ，打 響玻 璃之 都
的美名。

年間，新竹地區的玻璃產業在大小玻璃

「第一次接觸中小企業數位化開運團，就是在新竹市

至

行銷 上的 侷限 ，讓 這項 新竹特 產沒 有好 好展 現它 應有 的
號召力。
民國

劃後 ，都 希望 可以 藉由 經濟部 中小 企業 處縮 減產 業數 位

概念 相當 陌生 ，所 以當 大家了 解這 個電 子商 務專 案的 規

製造業者的共同努力下，創造出年出口額成長了 150
倍
的亮 眼成 績， 也給 予新 竹玻璃 一個 由「 工業 」走 向「 工

寶雪女士表示，網站不僅是工藝

的熱 絡狀 況， 可說 是老 少齊聚 一堂 ，參 與度 出乎 意料 地

產業的發展史，有系統地規劃呈現。

落差 計畫 的協 助， 以及 專家學 者們 的規 劃與 輔導 之下 ，

   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藝」 的契 機。 然而 近年 來因為 大環 境的 變遷 及國 內出 口

＊輔導開運團隊：

建構 出一 個「 璀璨 玻璃 網」的 群聚 ，讓 這群 見證 新竹 玻

70

   http://www.esun.com.tw/website/hcglass/

訂單 的減 少， 讓新 竹的 玻璃工 藝面 臨發 展瓶 頸， 當地 玻

＊網址：

璃工藝半世紀發展的創作者，可以透過作品及圖文介

＊自慢商品：玻璃藝品

璃工 藝業 者體 認到 ，工 藝的發 展除 了要 靠個 人技 藝的 磨

＊群聚參與家數：10家

紹， 將玻 璃工 藝的 深奧 、工藝 家的 成長 故事 ，以 及玻 璃

＊群聚名稱：璀璨玻璃網

練， 更需 要將 它視 為一 項文化 傳承 ，將 它發 展為 地方 特
色。

文化推廣的最佳工具，同時也是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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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化群聚小檔案

高。

家業者聯手，打造璀璨玻璃群聚

年來

黃寶雪女士介紹，此次參與群聚的業者，都是新竹
當地 相當 有資 歷的 玻璃 工藝創 作者 ，足 以作 為近

年的 「正 一玻 璃儀 器

品， 是以 瓜類 為主 題創 作的一 系列 造型 擺飾 ，蜿 蜒而 細

射雕刻等訂製服務，並且還成立了 DIY
教室，讓民眾可
以親 身體 驗創 作玻 璃工 藝的樂 趣。 他們 最具 代表 性的 作

品、 琉璃 精品 、琉 璃珠 飾品、 禮品 、水 晶玻 璃獎 牌、 雷

陣容 ，包 括李 文福 、李 國陽、 歐明 宗等 人， 提供 玻璃 藝

（晶 璃有 限公 司） ，擁 有竹塹 風城 之玻 璃藝 術創 作名 師

位於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館斜對面的「玻璃王國」

張力十足。

銅塑 品般 的粗 爌與 厚實 ，再加 上琉 璃的 色光 流轉 ，視 覺

合早 期紋 飾呈 現手 法和 現代意 象， 以創 新風 格表 現出 若

法等 ，製 作一 些紋 飾精 細的作 品。 近年 來， 創作 上更 結

統手 工實 心雕 塑空 心吹 製、編 織、 烤彎 、熔 合和 脫臘 技

初期 專注 於玻 璃藝 品的 設計與 製作 ，後 來開 始以 新竹 傳

由一群軍中好友共同創立的「漢民琉璃工坊」，開業

現得淋漓盡致。

入新 思維 ，線 條細 膩動 人，將 玻璃 藝術 的美 與多 元性 表

供特 殊器 材以 及玻 璃藝 術禮品 訂製 服務 。他 們的 作品 融

式。 由於 有著 一批 熱愛 玻璃工 作的 朋友 作後 盾， 同時 提

有限 公司 」， 是從 傳統 玻璃產 業轉 型成 多元 化的 經營 模

的創 作代 表。 例如 ，成 立於民 國

50

「雖然有些業者之前也曾嘗試推出個人網站，但是他
們對 於群 聚網 更是 寄予 厚望。 因為 群聚 網的 特色 在於 網

化效益更顯著。」黃寶雪女士表示。

頁及規劃的整體感，而且一次的 eDM
宣傳可以同時推廣
數家 廠商 的行 銷訊 息， 強化印 象， 並且 建立 民眾 對群 聚
主網的信心，讓
因為「璀璨玻璃網」的群聚目標之一，是提升實體營
收， 所以 開運 團在 規劃 網站時 ，同 時建 置了 一個 電子 商
務整 合行 銷平 台， 協助 群聚業 者在 展示 作品 、傳 達理 念
之餘 ，也 能使 用現 今網 際網路 的科 技優 勢， 創造 另一 個
行銷 管道 。群 聚網 推出 後，除 了期 望將 新竹 玻璃 的在 地

68

彩，有如花瓣之舞，非常有愛戀的浪漫感覺。

年成立的「銘昇玻璃藝品社」，雖然開業時間
1994
餘年 ，但 老闆 許源 榮先 生從事 玻璃 藝品 開發 卻有 超過

生活 美學 專業 者共 同創 立，期 望透 過這 些設 計生 力軍 的

「山月桂工藝」則是由一群愛好藝術的科技、建築、

動， 對於 藝術 玻璃 的創 作與新 竹玻 璃產 業的 發展 有著 相

玻璃 的熱 情與 執著 ，讓 他從未 缺席 於玻 璃藝 術盛 宴的 活

事長 。許 源榮 ，人 如其 名，非 常「 圓融 」。 而因 為對 於

年的 功力 ，為 第四 屆「 風城藝 術玻 璃作 家協 進會 」理

加入 ，將 更多 靈感 創意 融入玻 璃工 藝之 中， 進而 創造 一

當貢獻。

藝坊 」， 創作 技巧 充分 表現出 投入 玻璃 工藝

年的 老到

以代客設計禮品、贈品自製自營為主的「豐航玻璃工

個價 格親 民的 全方 位美 學生活 消費 平台 。他 們的 作品 ，
有別於一般傳統工藝師父的創作，最具特色的作品，
是將 琉璃 的多 彩與 絢麗 收進小 小的 鍊墜 之中 ，交 織的 色

20

文化 介紹 給全 台民 眾， 也希望 透過 網站 的呈 現， 可以 讓
新竹玻璃工藝重新站上世界舞台。

■璀璨DIY活動

10
緻的線條表現出做工的高難度技巧。

30 10

e

80

新竹地區相當具口碑的老招牌店家。

經驗，無論擺飾或是鍊墜各有巧妙，是
也開課提供玻璃創作教學服務。

件， 還有 玻璃 藝品 的創 作、維 修以 及疑 難雜 症的 解答 ，

年以

的 點 選 目 標 呢 ？根 據 IDC
調
％以上的網路使

查，全球

用者及

％國外買家，都使

用搜尋引擎進行資料搜尋及

「光櫟實業有限公司」從事霓虹廣告工程已有

上的經驗，老闆黃順樂除了曾多次參與台灣玻

採購對象的尋找，所以在群

配合實店行銷，在線上交易的部份先提供價格誘因，以吸引更多消

年的「新中玻璃企

業社」，在謝文增先生的努力堅持

璃工藝展，還曾應邀日本國際霓虹藝術展以

能，讓更多人可以透過搜尋，有

效地造訪網站，成為群聚業者的

「準客戶」。

「 目 前 我 們 有 提 供 廠 商 eDM
的
服務，由廠商提供文案及圖片，

問題提出後規劃分類，個人需求的部份以調整個人版面處理，團體

同樣成立超過

下，不斷創作了各式各樣精美又

如果沒有親自到新竹走一趟，觀賞玻璃燒製的過程，

助群聚業者，設定關鍵字搜尋功

聚網建置完成後，開運團也協

璃管的現代風華，非常有個人特色。

表現，透過木材樸實沉穩的質感，映襯出霓虹玻

及世界霓虹藝術作家聯展。作品常以木材結合

玻璃藝品吊飾、氣染玻璃燭

新奇的玻璃藝品，設計生產的

近年

品，未來期望

實在 很難 想像 玻璃 工藝 的奧妙 。所 幸網 站的 推出 ，讓 還

線上工藝典藏館，肩負多重功能任務

模予以擴展，朝

沒有 機會 目睹 玻璃 燒製 過程的 民眾 ，也 能輕 易擁 有玻 璃

的限制，

觀光工廠的方向發

接觸電子商務作業，所以當網站

統 一 寄 發 eDM
。」黃寶雪女士表
示，由於多數群聚業者是第一次
黃寶雪女士表示，網站的建置不僅提供展示及交流

訂單系統收到客戶留言或訂單

工藝的小常識，想像玻璃工藝創作的揮舞空間。

的平 台， 也讓 群聚 業者 的市場 競爭 力提 升。 「網 路商 店

健康生活 ‧
輕鬆養生 ”
概
「國泰玻璃工廠」，是此次

杯、彩繪玻璃 DIY
等產品，
市場賣相非常好。尤其
來陸續突破既有技術
開發創作許多新作
以現有場域和規
著

”

小時 開張 。業 者早 上一 開電腦 就可 以準

時，業者不僅會收到 email
通知，
開運團也會以電話再次提醒。以

的好 處在 於能

備今 天要 寄出 的貨 物， 項目內 容清 楚， 營運 成本 較實 體

目前的經營模式來看，可望在短

業者中相當特殊的一家，擁有
灣竹炭玻璃先趨者的美名。業者近

低。 不過 由於 訂製 商品 往往需 要討 論許 多細 節， 實體 店

時間內發揮相當大的

玻璃休閒
DIY

的

強調

展。

念
群 聚
台

三年開始研究玻璃與竹炭燒熔結合，

面也 有它 的優 勢， 最好 的方法 就是 透過 網路 促銷 ，將 部

化效益。

並且在健康概念的導入下，採用經國家

份消費人潮帶入實體店面中。」

銘昇玻璃藝品社

e

山月桂工藝

由於群聚網的參與者業務特色不同，所以開運團的做法是讓大家將

國泰玻璃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20

不過，全球大約有數百萬個網站，台灣地區可能也

晶璃有限公司(玻璃王國)

「 CAS
」合格認證之竹炭，製作通過工業技
術研究院與臺灣海洋大學雙重檢測，具遠紅外

漢民琉璃工坊

群聚開運撇步

新中玻璃企業社

90

60

正一玻璃儀器有限公司

24

有數十 萬個 網站 ，如 何才 能讓「 璀璨 玻璃 網」 成為 網友

小頭家做伙ｅ起來

費者上門。

光櫟實業有限公司

以上的玻璃製品，包括茶具組與
0.90
歲開

■玻璃藝品

需求則採取討論方式解決。至於業者的行銷策略，則是以虛擬店面

伍強玻璃工業社

線之放射率達
活力杯等。

「伍強玻璃工業社」的范文正老師從

多年的創作

功力，對玻璃材質之選擇、運用，都有獨到
的見解。而且范文正老師一家人，都是運用
回收玻璃材料創作出美麗玻璃藝術品的箇中
高手。伍強玻璃工業社的主要業務，包括特
殊電子零件、特殊光學零件及人造珠寶的製

豐航玻璃工藝坊

20

始接觸玻璃，至今已經磨練出

6

■玻璃藝品

81

40

■玻璃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