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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微型創業實務分享 – 以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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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起從事金銀細工學徒工作

中華民國金銀珠寶加工 乙級技術證書

大葉大學造形藝術學系（BFA）

德國 杜塞道夫DUE金屬工藝研習營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MFA）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天然漆藝蒔繪技法研習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金工鍛敲駐村藝術家

台灣工藝研究所 竹材與複合媒材 產品設計證書

台灣工藝研究所 傳統漆器脫胎 製作證書

工藝創作成長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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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經歷談工藝的創新與工藝品牌的創建
，從大葉大學造形藝術學系到台南藝術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從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到
工藝品牌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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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學過程看知識與能量的充實

從傳統創作材質中創新求變

LOGO對品牌的重要性

品牌的經營與社會責任

文化創意產品的防偽造機制

品牌的行銷與新藍海



從求學過程看知識與能量的充實

何處練功去?

自家珠寶店 珠寶翡翠玉石鑑賞、鑲嵌製作

高中美術班 素描繪圖

大葉大學造形藝術系 完整工藝體系 金工、漆藝、編織

國立台灣工藝所 漆藝脫胎、竹藤編織、國際金工

台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所 金屬鍛造、文創產品

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 精緻手工品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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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創作需有一定的養成階段，能夠充分了解工藝材質
，才有辦法透過熟練的技法來創作出自我內心的構想，或
許工藝技術並不一定需要到頂尖的階段，但至少能力要足
以達到與完成自己的創作物。個人因家庭環境的關係，自
小向家中銀樓店舖的香港金銀細工師傅討教，從14歲開始
學習打金與首飾製作，範疇介於制式化K金戒台打造與一
些寶石的鑲嵌技術，讓我比一般人提早接觸金工世界。

高中時勤於作畫，對於炭筆、水彩、毛筆、色鉛筆等工具
並不陌生，這個階段，對於往後屬於精密素描的珠寶設計
手繪圖製作，幫助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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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就讀彰化縣的大葉大學造形藝術系，除了繪畫與雕塑這兩項基本
的藝術基底，在造形能力、色彩計畫、結構組織與意識形態上，皆受
到充分地教育與洗禮，造形藝術系完善的工藝體制更是豐厚了本人的
工藝能量，也滿足了創作上的需求，編織工坊、漆藝工坊與金工坊皆
是本人當時最愛穿梭留連之處；

而位於南投草屯的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定期舉辦的工藝人才培訓計
畫，也提供了寒暑假進修的機會，個人曾利用三個暑假的時間先後參
加了「傳統漆藝脫胎技藝研習班」、「竹材與複合媒材產品開發營」
、「國際金工交流研習營」，在工藝所研習的過程中，除了技藝的精
進與觀念的開發之外，更認識了許多工藝人，結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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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順利地服完兩年的兵役自陸軍退伍，隨後考上心中的夢想國度
－國立台南藝術學院 應用藝術研究所，相信南藝是工藝創作者的天堂，有著
完善的工坊與齊全設備，札實的理論與實務雙行，可以幫助創作者釐清自身
的創作價值與意義，並建構了在工藝（物質）創作之外，更上一層的情境（
精神）價值。

在南藝研究所三年的時光裡，個人創作了一系列的茶具杯盤，以銀製雙層茶
杯為主軸，各個皆以金工鍛造技法成形，再利用建構焊接技術製作雙層中空
架構，輔以複合金屬鑲嵌焊接技藝以成就金屬表面的不同色澤。

自南藝畢業後，為了繼續工藝創作的熱情，自行添購了機器設備與工具材料
，在高雄左營成立了『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提供自我與其他同好創作分
享的空間，也開始以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團體創作的名義，推出工藝品牌商
品， 並申請政府補助案以經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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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創作材質中創新求變

透過對自我文化的認同 給予傳統工藝新生命

文化= 在地特有材質、工藝技術、人文精神

金屬工藝、珠寶設計、天然漆藝、竹籐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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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價值在於擁有一種『獨特性』。」－品牌的『獨特性』是指
本品牌特別具有，而其他品牌所不具備的『特質』。

以工藝品牌為基底，工藝的獨特材質與手感技藝的優秀質感，無疑是
品牌支撐的一大利多，檢視了個人累積的傳統工藝技術，金屬工藝、
珠寶設計、天然漆藝、竹籐編織，豐富了品牌商品所能呈現的面向與
型式，但品牌的中心精神當然不能因為型式的多樣而有所離歧，這是
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的夥伴們達成的共識。

在設計與工藝的媒合之間，孰重孰輕常常困惑著設計師與工藝家，而
三丰品牌將是以工藝精緻手感為主、設計限量生產為輔，將工藝創作
產物以時尚精品方式推出，滿足對於品味與質感有獨特標準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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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品牌與工藝產品的關係是什麼呢？ 簡單來說就是精神與物質的關係。

如果說品牌是一個人的氣質、內涵、心靈與精神，那產品就是她的軀體、肌
膚、眼睛與秀髮，雙方渾然天成。品牌與產品所帶來的『品味與質感』會讓
消費者有兩種價值體驗：

一、是產品功能的滿足面。從工藝產品的設計與製作過程中，運用材質
特性與工藝技藝，創造出不同的產品體驗，如利用銀材質的特殊光澤度，讓
其所承載的金黃色茶湯，更顯光彩耀眼，增添品茗時的怡人經驗。

二、是精神上的愉悅面。除了在工藝產品上的創新體驗，優秀的工藝品
牌在其產品的形象包裝，品牌的露出機制、DM、媒體，與流通管道的展現方
式，將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氛圍，形成一種震撼人心的『品牌形象』，這種軟
性的價值力量同樣具有強大的愉悅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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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的工藝產品而論，為了展現工藝精緻手感商
品的優秀個性，除了金屬工藝的基底創作之外，更加入了天然漆藝與
竹籐編織技法，為求打造出前所未有的獨特美感經驗；

拜求學過程之賜，個人榮幸得以向許多漆藝界和竹籐編織的前輩請益
，如：『天然漆藝』先後受教於顧琪君老師(大葉)、王清霜老師、王
賢志老師、王賢民老師(工藝所)、黃麗淑老師(南藝古物所)與賴作明老
師(南藝應用所)，

而『竹籐編織』則先後受教於吳汶錡老師、張憲平老師(大葉)、林秀
鳳老師、黃塗山老師與李榮烈老師(工藝所)，在各位老師的細心教導
下，使得本人可以將金屬工藝與天然漆藝結合，甚至把金屬工藝、天
然漆藝與竹籐編織交相互惠，創作成時尚飾品。



金工與珠寶設計

金屬工藝與珠寶設計的創作基底

從金屬工藝中找出特殊性從金屬工藝中找出特殊性

之 ㄧ



珠寶設計珠寶設計 與與 金屬工藝金屬工藝
珠寶飾品 Jewelry  & 金屬器皿 Metal Crafts



珠寶設計 (Gem .Jewelry)

通指以貴金屬材質鑲嵌寶石之設計品



珠寶設計 (Gem .Jewelry)

寶石透過金屬工藝技法鑲嵌而可以配戴



金屬工藝
金工飾品 &   金屬器皿



月 輪 - 雙層銀製茶杯



天然漆工藝

傳統工藝技法.  天然環保樹木汁液

可利用天然樹漆塗裝器物表面

可以貼附 鏍鈿. 蛋殼. 金銀箔. 金屬

之 二 工藝材質的複合性創作



鏍鈿(貝殼貼附)



鏍鈿(貝殼貼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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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材質的複合性創作 金屬 & 天然漆

金屬盤 – 天然漆 烤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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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天然漆

楊承峰 - 雙層950銀製茶杯 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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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天然漆

楊承峰 - 雙層950銀製茶杯 雙木成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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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天然漆

楊承峰 – 金銀箔. 木胎淺盤 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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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天然漆
楊承峰 – 天然漆的表面紋理處理



陽明櫻花 – 金工漆藝銀製茶杯



竹籐編織

利用台灣所產之竹種. 藤蔓 進行編織

交織. 梭織. 結繩. 輪口. 建構

之 三 工藝材質的複合性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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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利用台灣本地特產之桂竹特性, 韌性佳可編織, 搭配於
金屬製品表面, 除了添加紋樣外,對於金屬製品的隔熱
效果頗佳, 若髹飾上天然漆更可得到豐富的色彩展現 .



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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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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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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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金屬 & 竹籐編織 & 天然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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