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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珠寶藝術珠寶 (Art(Art Jewelry)Jewelry)
不拘泥於材質不拘泥於材質,,作品主要呈現創作者的想法作品主要呈現創作者的想法



藝術珠寶藝術珠寶 (Art(Art Jewelry)Jewelry)
作品為藝術創作作品為藝術創作,,著重於作者的觀念與精神著重於作者的觀念與精神

游琇雰游琇雰 HsiuHsiu -- Fen, Yu Fen, Yu 作品作品

Candy&candies04Candy&candies04
(925(925銀，壓克力管，賽璐璐片銀，壓克力管，賽璐璐片

複印日記複印日記))



游琇雰 Candy & candies 創作自述

兒時看來安靜的我，有了什麼新奇想兒時看來安靜的我，有了什麼新奇想

法、每天生活發生的雜事、大人口中禁忌法、每天生活發生的雜事、大人口中禁忌

的事、第一個自己的秘密，這些我說不出口的事、第一個自己的秘密，這些我說不出口

或不能說的，我都一字一句的寫下來了，或不能說的，我都一字一句的寫下來了，

也養成了我寫日記的習慣。也養成了我寫日記的習慣。

直至現在，直至現在，隨時的文字書寫和記錄像是

我的糖果，，是我抒發與自我對話的必需品；；

而那些傷心、痛苦或歡笑、喜悅的曾經，它而那些傷心、痛苦或歡笑、喜悅的曾經，它

們依然存在，那些記憶變成了文字，變成了們依然存在，那些記憶變成了文字，變成了

書寫的情境。而各種記憶的書寫就像是一站書寫的情境。而各種記憶的書寫就像是一站

過一站的風景，不斷喚起似層相識的感覺，過一站的風景，不斷喚起似層相識的感覺，

抑或時光倒流的回溯；紀錄下來是為了提供抑或時光倒流的回溯；紀錄下來是為了提供

日後回憶的痕跡，更重要的是從中獲得靈日後回憶的痕跡，更重要的是從中獲得靈

感，再次展開生命的旅程。感，再次展開生命的旅程。



游琇雰 Candy & candies 創作自述

我的創作來自於我的日記呈現，我的創作來自於我的日記呈現，

是最直接的書寫符號，有我們所熟知，有我們所熟知

的文字符號，也有著個人隨意抒發絮的文字符號，也有著個人隨意抒發絮

語般的線條，這些創作皆來自對生活語般的線條，這些創作皆來自對生活

的表現，所以生活中的元素也是我欲的表現，所以生活中的元素也是我欲

抽取的符號，經過不同的拼湊組合，抽取的符號，經過不同的拼湊組合，

也就產生不同的作品呈現，也是對於也就產生不同的作品呈現，也是對於

不同事件、回憶的描述。不同事件、回憶的描述。

作品：Candy&candies05-06 
(925銀，天然漆，螺絲)



游琇雰 Candy & candies 創作自述

日記是我個人心靈的部分呈

現，也是生活的紀錄表述，，也是生活的紀錄表述，

而而作品亦為創作者的心靈表

述與生活的延伸。日記創作日記創作

的主題設定在飾品上，除了的主題設定在飾品上，除了

裝飾功能外，裝飾功能外，飾品也是佩戴

者的心象表述，正因為貼近

使用者的身心，配戴的當時

也呼應了自身的寫照，而記而記

憶的承載就在這小小文字身憶的承載就在這小小文字身

軀上的耳環、戒指、項鍊上軀上的耳環、戒指、項鍊上

我希望藉由我個人的生活經我希望藉由我個人的生活經

歷，和我的隨身文字記錄，歷，和我的隨身文字記錄，

回顧過去記憶；游離在書寫回顧過去記憶；游離在書寫

文字紀錄、創作中，將我的文字紀錄、創作中，將我的

日記與作品結合。日記與作品結合。

作品：Candy&candies01  

(925銀，鈦金屬，螺絲)



游琇雰 印象系列 創作自述

平凡與美麗僅一線之隔

[映像]系列作品，靈感來自

開車途中經過台北市常見

的景色，玻璃帷幕大樓，

路邊的風景都被真實反映

在它的表面，沒有色彩只

剩下光影形體，透明表面

的真實映像形成另一層映

像，反映動人的自然特性

創造出複雜且微妙的視覺

迷惑。

作品：映像系列

(925銀，壓克力染色)



游琇雰 印象系列 創作自述

選用透明壓克力材質與

金屬框架結構，將生活中

常見的景色重新賦予紋理

質感。 例：花朵有各種不

同的面向，我選擇的描繪

方式，是以簡單而規則的

框架，透過表面壓克力染

色效果，以光影創造花朵

鮮豔色彩的意象。透明表

面的真實映像形成另一層

映像，反映動人的自然特

性，創造出複雜且微妙的

視覺迷惑。

作品：映像系列

(925銀，壓克力染色)



游琇雰 Paradise Ring    創作自述

此組作品以文字循環

述說象徵我期待探望朋友

的心情，在設計上以色彩

營造甜蜜、適合年輕女生

的感覺，每片壓克力片都

可轉動，增加配戴上的樂

趣，從色彩變化的直觀感

受而延伸至花園、幸福意

象的想像世界。

作品：Paradise Ring
(925銀，壓克力染色)



本階段將分享台灣在地藝術家，利用不同材質物件本階段將分享台灣在地藝術家，利用不同材質物件((如如::
金屬、羊毛氈、塑膠、皮革、現成物或是回收品等多元金屬、羊毛氈、塑膠、皮革、現成物或是回收品等多元
材料材料))，呈現精神層面的思考價值，並闡述飾品是屬於身，呈現精神層面的思考價值，並闡述飾品是屬於身
體上的裝置藝術，在飾品與人體的互動之間，傳達出物體上的裝置藝術，在飾品與人體的互動之間，傳達出物
質與精神的曖昧情懷，也表現出每位藝術家的飾品創作質與精神的曖昧情懷，也表現出每位藝術家的飾品創作
中藝術價值所在。中藝術價值所在。

吳雪瑛作品吳雪瑛作品 羊毛氈系列羊毛氈系列—— 觸動生態觸動生態

飾品創作與藝術珠寶分享飾品創作與藝術珠寶分享 ---- 台灣台灣



吳雪瑛吳雪瑛 羊毛氈系列作品羊毛氈系列作品 ---- 生態生態

利用羊毛氈的保暖材質特性做成圍巾, 除了可以實際
佩帶 更傳達出, 時時關懷台灣的特有保育類動物 .



吳雪瑛吳雪瑛 塑料系列作品塑料系列作品 –– 理性與感性理性與感性

利用網狀塑料材質, 搭配大顆玻璃珠做成戒指與手環, 造成實際佩帶時必須尋找
平衡點, 讓身體與飾品產生曖昧的效應,  呼應出作品 理性與感性的抗衡意義 .



吳雪瑛吳雪瑛 塑料系列作品塑料系列作品 –– 無限的連結無限的連結

利用彩色塑膠材質特性做成戒指, 戒指因為材料而有彈性, 一體成型的造形,

除了可以實際佩帶 更傳達出, 無限的永恆聯結關係.



吳雪瑛吳雪瑛 金屬網系列作品金屬網系列作品 –– 自由行走自由行走

本作品充分利用不鏽鋼網材質特性, 創作
出彈性手環, 實際佩帶時只需環繞住身體

即可因為彈力而附著在身體上, 讓身體與
飾品產生互動的效應,  彰顯出作品 在身
體上 “自由行走”的明確意義 .



林清雲林清雲 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

看似細緻的華麗首飾, 所使用的材質其實是抽油煙機
的濾油網, 在裝飾了數顆彩色玻璃珠之後, 搖身一變
成為科技感飾品, 精準表現了隨手可得的”創意”一辭.



林清雲林清雲 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

利用在台灣很容易買到的竹製坐墊, 經過創
意加工之後, 蛻變成可穿掛在身上, 類似古
代武士的盔甲, 再次精準表現了隨手可得的
創意首飾 .



林清雲林清雲 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隨手可得的創意首飾

利用電阻零件與竹製零件, 結合而成的創意
首飾, 除了在創意巧思與造形美感的著墨之
外, 更圖顯了台灣在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的
衝突與拉鋸.



李承溈李承溈 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

以皮為創作材質, 經過手繪的創意概念, 展現出類似
整人效果的驚喜之作, 讓穿戴者與旁邊的觀者產生尷
尬的狀態, 常常引來會心的一笑 .



李承溈李承溈 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

創作者原為繪畫藝術家 畢業於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在嘗試皮件創作時加入了
繪畫創意思考, 成功地媒合了兩者, 並意外地開展了創意商機 .



李承溈李承溈 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驚人皮件的創意產值

是手? 是腳?  傻傻分不清楚…… , 在嘗試皮件創作時加入了繪畫創意思考, 
成功地造成飾物穿戴時的趣味情境, 替自我與大眾的生活增添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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