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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mployed bricolage and mentoring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the cultural-creative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Bricolage has been the popular topic to be examined in the litera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elements of bricolage include resource at hand, make do and resource re-combination. Most of the studies of 

bricolage focus on one time bricolage, there was scant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multiple bricolage. On the 

other side, mentoring has bee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s of talent cultivati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recent studies. However there was little study to use mentoring concept to apply to the 

crafts industry. Therefore the study takes the challenges mentioned above. The crafts industry was chosen as 

the research field. The study adopted qualitative method to collect data via personal interview.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ontribute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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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依據文化部統計，從 2008 年～2013 年，工藝產業一直維持 12,500 家～12,800 業者家

數，居文創十五項產業家數第二高，但其成長幾乎停滯。工藝產業及個別廠商營業額成長率

，也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更是連續下滑；在 2013 年每家工藝廠商平均

營業額僅新台幣 7,475 千元，遠低於同年文創產業平均營業額 12,640 千元。顯示出工藝產業

在政府強力輔導下，未見明顯成長，反有逐步衰退之隱憂。 

根據楊燕枝、吳思華（2005）分析，國內琉園將產品區分為限量品、大眾品與客製品三

大項。限量品又分為蒐藏品與販賣品，蒐藏品通常為獨有品，而販賣品則設定為限量品。業

者此種產品分類與其相對應之定價策略，並不了解工藝品的價值內涵，也過於商業導向、以

人為方式炒作增值。一件具有藝術價值的工藝創作，是否具備「蒐藏價值」，除了「歷史價值

」（如故宮藏品）、「文化價值」（如與社會、文化、生活相關之空間、器物等），更重要的是其

「藝術價值」（文化部，2011），也就是工藝藝術創作品本身的技術難度、美感與內涵。技術

難度隨工具和製程的改變或進步，可逐步改善，美感雖較主觀，但仍有其普世共通的基本標

準，內涵則蘊藏了創作者本身內在的人文素養。 

如果業者僅以「限量」的手法，炒作其產品「稀有性」的價值，也許能一時造成風潮；

但終究會禁不起時間的考驗。文創產品不同於一般消費性產品，不論如何一源多用，或轉換

加值，仍會保有其原有的文化因子在內；如何維持「適度」的手作或「有限度」的使用機械

工具，保持以「人」為本的工藝本色，重視與致力於工藝產品「藝術價值的創造」，應為工藝

業者努力目標所在。 

工藝類文創品如何做到一源多用，商品普及化，價值變產值，有許多俯拾皆是的成功例

子。一些有知名度的藝術家，致力於將其藝術創作，利用不同媒材衍生出許多類似原創作品

，提供不同大小、材質或功能，以一般人可接受的價格，成為大眾化的日常用品，大量銷售

。像楊英風美術館，將楊英風許多版畫作品，做成仕女的絲巾，價廉質美，廣為大眾接受；



或將其雕塑作品，縮小尺寸，翻銅成為文鎮或擺飾，雅俗共賞。 

工藝家創作出具藝術價值之工藝作品，再將其一源多用，過程中依靠其社會網絡，運用

手邊已有之資源，進行不同形式的轉換與品質管制，結合通路銷售；此作為已符合創業的「

資源隨創」（bricolage）作為，亦即「將就使用手邊既有資源、轉化資源以解決問題或抓住新

機會。」（Baker & Nelson, 2005）。台灣工藝研究中心每年都會辦理各種項目的工藝創作競

賽，發掘許多工藝師；再透過「工藝之家」的認證，形同豐沛的文化資源存在及散落於民間

，但因未能適度引導創造價值，形成資源之浪費。兼具創作理念與工藝技術的工藝師，堪稱

是工藝類文創產品內容的寶貴源頭，但其營運資金與商業技術相對薄弱，或稱之資源相對上

弱勢，如何善用手邊資源、運用資源隨創原理進行「微型創業」1，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研究的

目的之一。 

工藝產業長期存在著廠商「規模小」、「營業額不高」、「少量生產」、「小眾經營」的特性。

溯本就源，固然和傳統工藝之特性有關—手作、細緻、耗時、費工等因素；技藝傳承多以師

徒制為主，更使培育後繼人才陷入困境。「師徒制」與現行由教育體系內專業教師「集體培訓」

各有其優缺點，如何取其長避其短，是工藝產業在人才培育上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人才培

育是蓄積產業創新能量的基礎，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目的之二。 

貳、文獻探討 

資源隨創觀點 

資源包括了物質、人力勞務與技能（Wernerfelt, 1984），資源影響創新創業的成敗」（

Rumelt, 1984; Amit & Shoemaker, 1993）。其實創新創業的本質就是「既有資源的重新組合

以創造價值」（Schumpeter, 1934; Bowman & Ambrosini, 2000）；新產品開發(new product 

development)更被視為是一種資源的組合過程（Barney, 1991）。依照此類觀點，創新創業將

因資源的侷限而很難發展成功（Senyard, Baker, Steffens, & Davidsson, 2014）。但是，許多

                                                 
1 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對微型企業之定義：「僱用人數小於五人之企業」 



創新創業實務是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成功，顯示「資源侷限造成無法創新創業」的假設並非

正確（Baker & Nelson, 2005），也說明創新創業行為不止於經濟交易層面，而是鑲嵌在社會

脈絡，創新創業行為有五種元素，包括藝術(art)、工藝(crafts)、工程(engineering)、中介

(brokerage)、以及「隨創」(bricolage) (Stinchfield, Nelson, & Wood, 2013)。 

「隨創」概念源自於法國人類學家 Claude Levi-Strauss 對部落民族的觀察。他發現生活

在南加州沙漠地區的印地安族人從未用盡過當地的自然資源，如今這個地區的資源，卻只夠

少數白人家庭維持生活。Levi-Strauss 依此觀察提出隨創，認為隨創為人們運用與結合手邊

的資源，以因應各式各樣的問題與機會的過程（Levi-Strauss, 1966）。許多學者相繼提出對

隨創的解釋，Baker 與 Nelson（2005）綜合各領域文獻提出隨創的定義：「將就使用並重組

手邊資源，以運用於新問題與新機會。」最廣被引用，隨創定義有三項元素：就地取材、將

就著用、資源重組，分別代表資源的來源、取用與轉化，以下討論其在工藝產業應用情形。 

就地取材（the resources at hand）資源可能是有形的物質資源，也可能是無形的，像

是技能、點子等等。隨創者的資源來自手邊的零碎資源，因隨創者認為遲早會有用而累積、

保存著，因此隨創者會建置手邊資源存量（a stock’s of resources）與對資源之熟悉感（

Duymedjian & Rüling, 2010）。例如，木雕工藝師總是手邊存著一些好的木頭，但不見得馬上

使用，需要工藝師與木頭一段不算短的互動過程與時間，再決定如何雕塑此木頭。 

就地取材的想法也暗示隨創者的資源世界是封閉的，就手邊現有的資源來回應與解決問

題，與一般「依照設計好的方案去設想原料和工具的需求，並設法（自外界）取得資源。」

之思維相比，有極大的差異（Levi-Strauss, 1966）。就地取材的另一個重點是設法開發資源

價值。隨創者手邊資源通常都容易取得，便宜或是免費，其它人多視之為無用的素材（Baker 

& Nelson, 2005），但在隨創者的操作之下卻能讓資源有用。由此可見，資源的價值並非客觀

存在，而是具有社會建構的性質在內，因此隨創者才能就地取材、創造手邊資源的價值。 

工藝產業本具備在地性，工藝師或業者運用許多當地資源，但相關研究較少探討資源的



取得來源與特性，比較在意的是資源的成本。另外，相關文獻都有提及資源的使用，然而卻

鮮少深入討論工藝資源是如何組合、如何轉化，以解決問題或開創新機會。 

將就著用（making do） 隨創第二個元素針對資源的取用，隨創者手邊有的可能是參差

不齊的工具和材料，和眼前的任務無關，對每一種特定目的來說，可能並不齊全，但對隨創

者來說，卻是足以敷用的（Levi-Strauss, 1966）。將就著用也呈現出「不受侷限」的意義，

就是隨創者不會接受既有的限制，例如，手邊資源的「過去用途」就是限制，隨創者會不斷

地試驗、修補與嘗試各種完成任務的方法，不拘泥於要使用某一「正確的」工具、資源或技

巧（Senyard et al., 2014）。 

隨創者在取用資源前，會對各個素材加以推敲，以發現每個物品能夠意指（signifier）什

麼，有助於其接下來要實現的組合（Levi-Strauss, 1966）。隨創者會將原先看似無用的資源

變成有用，其轉換的關鍵，在於隨創者能挑戰限制，而非順應這些限制（Weick, 1993）。以

將就著用的特質來看工藝類文創產品，就是工藝師如何從手邊資源庫選用資源，以主動回應

問題與機會，以及他面對傳統規範和限制的反應和態度。像是導演胡金銓打破邵氏片場一貫

的道具使用規則，在電影場景的美術設計上，使用同一道具物件但創造出不同意義，就是展

現出隨創作為中的將就著用特質（黃猷欽，2014）。 

資源組合（combination）隨創第三個元素是資源重新組合，重組是創新的核心（Hargadon 

& Sutton, 1996; Senyard et al., 2014），隨創的資源重組卻有不同的意義，其差別在於一般重

組的組件，可能有不錯的產出，組合起來自有優勢；相反地，隨創者並非運用已使用、可用

的資源來進行價值創造，隨創者的資源多被視為沒有價值的，甚至與該任務毫無關聯，但透

過資源重組而被賦予了新的使用價值(Baker & Nelson, 2005)。 

文創產業的特性就是「資源的侷限」(Hotho & Champion, 2011)，業者普遍規模偏向小

型甚至微型企業，資源不足、運作受到侷限；文創創業者手邊可用的資源通常跟社會網絡有

關，（Oliver, 2010）。De Klerk(2015)指出，文創產業的績效受到「創業選擇」與產業內行動



者的「投資行為」影響，因此運用創業觀點研究文創產業非常適合；該研究發現文創產業的

工作者趨向於合作型隨創(collaborative bricolage)作為，靈感啟發與師徒傳承(mentoring)是

其隨創作為中很重要的兩個成分。不過以隨創觀點進行文創產業方面之研究目前仍很缺乏。 

國內黃猷欽(2014)研究胡金銓導演在電影美術設計的處理，展現隨創作為，主要是「道

具物件符號意義」的挪用，以及電影中經常出現之各類「機關陷阱」（traps）等兩個面向；

胡金銓常在既有之片廠道具庫，巧妙挪用物件的符號意義，例如作為「貨幣」的銅錢，在其

電影作品<大醉俠>中，初次呈現成為殺人的「武器」；以及運用身邊現有素材，如在其電影

作品<俠女>外景中的「竹林」，以隨創手法產製出可傷人的「機關」表現，展現出隨創者運

用巧思、顛覆傳統的價值創造。 

綜合以上整理，本研究主張以文創產業中工藝創作家為對象，探討其發展工藝產品的隨

創歷程，如何以隨創取得資源，以了解工藝品的價值創造活動。 

師徒傳承 

師徒關係(mentoring relationship)中的「師」，並非正式教育體系之教師，而是指「師父

」。「師徒制」的定義在文獻上雖然未能完全統一（Dawson, 2014），但由此名詞而延伸的師

徒關係一般被界定為：年長且較有經驗的人與年輕且經驗較淺的人間，密切的互動關係，前

者為後者的領航員，雙方在師徒關係得到滿足與益處(Kram, 1988; Zey, 1984)。 

一個人不會只跟單一來源學習，而在不同階段，從多元、不同的師父身上，得到職涯發

展的幫助(Kram, 1988)。因此 Higgins 與 Kram(2001)使用社會網絡觀點來詮釋師徒關係，主

張師徒間是一種多元的發展關係，稱為「發展型網絡(developmental network)」，分為創業型

、傳統型、投機型與接受型等四種，其分類標準有兩面向，首先是多元性，指網絡中訊息來

源的多樣性，其次是連結強度，指師徒兩者間的情感影響程度、互惠程度及溝通的頻率。由

此觀點看師徒關係，比較是由「徒弟個人成長的需求」出發，而非由組織或環境的角度出發

。 



現代組織內普遍存在同儕間的師徒，在合作達成工作目標之餘，同儕也為彼此提供職涯

發展和心理社會的幫助(Pullins, Fine, & Warren, 1996)。同儕間有許多的互動機會，因此更

了解彼此的工作表現，當向對方提出回饋時，比較容易被接受，而且因為擁有相似的經驗，

所以在心理社會功能的幫助上更能貼近對方的需求(Russel & Adams,1997)。同儕師徒關係會

依照個人的年齡與職涯發展而有所改變(Kram & Isabella, 1985)，和師徒關係一樣是動態的關

係。同儕師徒關係較傳統師徒關係更為親密，相較於傳統師徒關係普遍維持三到八年的時間

，同儕師徒關係持續較長，直至 20 到 30 年之久(Kram & Isabella, 1985)。 

 日本的工藝品世界聞名，其工藝師就是透過師徒制培養，徒弟跟著師父從掃院子等雜務

做起，不斷觀摩與磨練；工藝是一套嚴謹的程序，像是石川的輪島漆就是經過 100 道以上的

標準工序而生產出來，至於徒弟要如何能達到師父的水準，除了認真學習，還必須自己揣摩、

運用想像力。  

臺灣過去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許多需要經驗歷練或技藝巧思的工作，其學習成長過程

也是透過師徒制的方式訓練，學藝的時間一般都以三年四個月為期。學徒大多從十歲出頭，

約國小畢業幾年內，依個人興趣或父母之命，到師父處所學藝。師徒起居生活都在一起，師

父供吃住，但沒有提供薪資，徒弟通常從灑掃雜務工作開始，一段時間後才有機會接觸實作

、循序以進，40 個月後，師父認為可以離開自立門戶（所謂出師），或是繼續在師門工作磨

練；出師的重要差別是自此成為一個薪資勞動者（侯念祖，2006）。 

國內對師徒制在工藝產業的研究，像是王肇楠等人(2010)探討台南及鹿港「細木作」工

藝，承襲了明、清時代的風格與技法，係透過「口述心傳」、「不立文字」的「師徒相傳」形

式培養著一代代優秀的匠師，其探討重心放在木作的技法與藝術風格如何傳承。侯念祖(2004; 

2006)研究鹿港小木工匠，探討師徒制的內涵：技藝傳習主要透過早晚期學徒之間的傳授（師

兄傳給師弟），師父僅扮演補充性的角色；師父有較多的實務經驗，學徒在遇到難題時需要師

父給予訣竅上的指導。學習過程中，學徒們從工具的使用開始, 循序漸進的由簡單到複雜，



學習製作各種產品及克服問題，不但累積必要的經驗與技術，也發展感官與身體的能力。師

徒制不僅是技藝的傳承，還包括品德的養成。 

金書帆(2005)則認為，工藝業者組織內，將有如藝術作品的工藝品能夠量化，需要設計

、研發與製造部門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工藝產品的設計與製造單位合作關係最為緊密

，設計創新需要工藝深度的支持，設計師藉由「設計圖」將理念傳達給藝匠，藝匠利用「原

型」與設計師溝通，才能創作出一件件美麗的作品。而藝匠的培育，則必須參考傳統師徒制

的優點與特色予以融入。 

師徒制在工藝產業人才培育上，占有重要角色。但「復古」並非最簡單有效之方法，而

是應該整理出傳統師徒制的特色要素，融入現代的教育或企業培訓內涵。Dawson(2014)整理

出師徒制有 16 個設計要素，包括：目標、角色、基數性（師徒間數量的搭配）、師徒關係強

度、相對資深性、關係長度、如何選擇（師與徒）、活動設計、資源與工具、科技角色、訓練

、報酬、政策、師徒制、終止等，可參用設計師徒方案。 

資源隨創觀點適合檢視文創產業的實務，不過目前相關研究卻很缺乏；師徒制在人才培

育、經驗傳承上有其優點，但較少研究探討工藝創業家如何將技藝資本、關係資本轉化為創

新創業資本。本研究將以工藝之家案例為研究對象，融合資源隨創與師徒制文獻觀點，檢視

工藝家學習傳承與資源實踐之歷程。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Pettigrew, 1987; Sutton & Hargadon, 1996)，主要的資料蒐集方

式包括：人員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法及次級文件等。本研究以工藝之家工藝師為個案，訪談

工藝師、工藝品通路業者與工藝中心人員共六場，訪談總時數約 12 小時。選擇工藝之家案例

之標準有三：首先要能創作出具備藝術價值的創作，其在專業領域上受到肯定；其次，其創

作內容有試圖往一源多用的方向去發展；再者，成立工作室或公司，往自行或合作創業方式



營收；因而選出王秀杞、黃瑞元、謝嘉亨與陳景林四位。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步驟係參考張芬芬（2010）的質性資料分析五步驟，包括文字化、概

念化、命題化、圖表化、理論化。為避免或降低研究者的偏見、提升資料品質，本研究採用

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來檢定資料，即蒐集多元資料（觀察紀錄、訪談、次級資料）、透

過不同方法蒐集資料（參與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為避免單方面資料的誤差，在訪談對象

的設計方面，除了訪談兩位（含）以上的相關人員，以互相檢驗、比對不同對象對同一事件

的說法；在文件分析方面，也會蒐集報章雜誌、觀察札記、訪談紀錄等不同資料，檢驗不同

資訊來源的共同性與差異之處。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探討工藝家如何藉由「師徒關係」傳承技藝、開展創新創業潛能，瞭解其於學習

階段如何提升工藝人才或文創創業家所需之能力；並透過「資源隨創」觀點，檢視工藝師，

或稱之文創創業家，如何運用手邊資源，得以成功創業。以下將研究發現分師徒（學習階段）

與隨創（創業階段）檢視分析。 

一、師徒關係 

師徒制在工藝產業人才培育已行之有年，師父所傳承的不僅是技藝，還有心理諮詢、調

解、提拔等功能，更包含了智慧分享。在師徒關係中，分為「傳」與「承」兩個方式，傳指

師父傳授技藝、經驗等給徒弟，承指徒弟吸收師父所傳授之技藝與經驗的內涵後，內化為自

己的一部份，並接續下去。 

1. 練好基本功 



對工藝師而言，技術的培養可以說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多位個案都在訪談中提

到基本功的重要性，基礎打好，才有創新的可能。王秀杞提到： 

「要傳承精湛的工藝技術，一定要訓練教導紮實的基本功夫，基礎打得好，創作自然能

隨心所欲，跟做學問一樣，讀了很多書，才能提筆就寫出好文章，『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

詩也會吟』，傳承一定要給後學者多看、多想、多做，這樣才能精進。」 

陳景林也說到自己在教學時非常重視基礎能力，他認為把基礎能力打好，才能精準控制

創作過程；在藍染的領域，如果對色彩學沒有基本的認識，很難進行創作，也無法知曉染料

的變化會產生什麼色彩或紋路，藉由扎實的學習，減少隨機的可能，往必然的結果發展： 

「我們會著重在基礎能力。比如說對基本色調紅橙黃綠藍紫的認識，所有的工藝有相同

的規律，從偶然往必然發展。偶然的漂亮、偶然的效果是不可靠的，我們要的是必然，學很

多東西真的是偶然的開始，但到最後要變成好東西就是要掌握到必然性，你能夠控制常數、

變數都能抓到。」 

謝嘉亨說起自己求學的經歷，所遇見的老師也相當重視基礎技能，任何學習都是從模仿

來的，先能夠模仿，才能慢慢熟悉，有了技術後，才有可能在不斷練習的過程中發展出自己

的想法，走出獨一無二的創作風格： 

「西班牙的老師會說，你現在連學我都學不成了，你怎麼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要先會臨

摹，你連臨摹都沒有能力了，還能做什麼，也就是說等技術養成了，才能有自己的思想。」 

2. 培養創思維 



基礎打好後，培養工藝師的創作思維也是重點，如果只有基本功，只能做出複製品，對

工藝師而言，如何創作出獨特、具個人風格特色的作品是許多人終其一生在追求的。然而創

作題材如此開放，不同時代、背景、文化也會有不同的美學感悟，身為師父該如何培養徒弟

或學生的創作思維，「視野」是關鍵，黃瑞元認為： 

「我覺得技術是可以教導培育的，但是創作思維比較難傳授，要透過一些方法去啓發，

引導創作途徑。…。創作題材方面通常不宜限制，要看每個人的背景，…從文化和生活中找

到一個切入點，切入點可以啓發學生找到文化的特質，再轉換到你的所要的設計或藝術創作

中。…。另外培育新人開拓視野是十分重要，寬闊的視野是必要的。」 

謝嘉亨也提到過去在西班牙學習的過程中，學校的老師帶著他去各地賣作品，開拓了他

的視野，讓他看到陶瓷更寬廣的可能性，因為有這樣的經歷，謝嘉亨的作品有跳脫傳統陶瓷

的發展： 

「我在西班牙讀書時，老師打電話跟我太太說，我帶他去義大利賣作品願不願意，我太

太就說好啊，我就陪他去佛羅倫斯、波隆那、米蘭賣作品，去賣作品當然沒辦法賺多少錢，

可是視野變大很多，你會發現土可以這麼做，比在西班牙看到的更豐富。」 

開拓眼界，不僅是見識不同文化所孕育出的美學，或觀賞自然界巧奪天工的地理風景，

黃瑞元說道讓他開拓眼界的，是用對不同領域—水墨畫之歷史軸線知識，讓他展開思路，體

悟到創作時的環境與自己創作的關係，他說： 



「像學水墨畫，對中國歷朝的水墨畫發展、技法都要知道，再考慮立足現在如何展現畫

作，從歷史的軸線去思考如何創作。在雕刻上，一般老師傅直接要求怎麼刻，不會教你過去

的歷史如何發展。其實從歷史軸線的發展進入學習，對我幫助很大。像唐、宋不同朝代水墨

畫為什麼那樣畫，是什麼樣的背景產生的，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轉折，大環境有什麼改變？回

歸自己所處的環境，要如何面對？如何展現到我自己的創作？那種感覺很快就會有，你指導

學生，如果不討論這些，他就會一直侷限在自己的思維裡，無法從宏觀的角度去定位自己。」 

除了擴大眼界，跳脫傳統思維也是謝嘉亨在指導學生時很重視的一點，利用異媒材的加

入後，改變陶瓷的性質，不但增加功能性，也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陶瓷樣貌，創造出令人眼

睛為之一亮的工藝品，他說： 

「我教華梵大學的學生，在陶瓷裡面加上海綿，做出來後用泥漿去注漿，注漿完之後，

有人做透光燈罩，有人天馬行空去想能讓它變成多孔性，水分吸附在裡面，拿來種植物時不

用常常澆水，像土壤的感覺；有人把多孔性變成隔熱材料，杯子內襯可以裝水，外面有透氣

性，所以拿的時候就不會燙。大家開始用陶瓷材料，做出非陶瓷面貌，可是又具有功能性。」 

王秀杞也認為學習創作時不要怕困難，碰到困難時有兩個方法，首先是思考，其次是看

資料。懂得吸取他人優點多看多思考，才能激發出自己想創作的東西： 

「在創作時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困難，碰到困難解決方法很簡單，第一個就是思考，第

二個就是多看資料，看別人的經驗做法，為什麼別人能做那麼好，我們為什麼做不好。」 



「我們看資料並不是要去抄襲，只是說同樣創作一個作品，為什麼別人可以有那樣的理

念，不一樣的思考模式，所以要去學習別人的長處，最好能集合百家，自創一家，看了很多

家，累積很多能量，到時自然就釋放出來了。」 

3. 師徒一輩子 

師徒之間的互動並非止於徒弟出師後，個案王秀杞提到，雖然自己的師父已退休，兩人

依舊保持聯繫，在與師父輕鬆的談天中，仍不斷吸取師父豐富的知識、見識，甚至能從中獲

得啟發，他說： 

「雖然我的老師已經退休了，我還是沒事就找他喝茶聊天，我們老師是活字典，沒事就

多問，問也不是像課堂上那樣問，是在喝茶聊天、談笑風生中，吸收老師的知識，因為老師

看得很多，知道得很廣，但年紀大了，不適合再做創作，不過運用他的思想概念，可以激發

我們吸收進來的知識，讓我們可以更上一層樓。」 

由此可見，師徒關係的影響不僅在徒弟學習期間，徒弟出師後，即便遇到困難，也會需

要師父的指點；且生活經驗上，也是彼此互相分享、討論的一大重點，前人的經驗可說是最

好的教材。而所謂的傳承，其實並不一定僅限於師父與徒弟，有時同儕或同行間的激勵啟發

也是相當重要的，王秀杞回想他與一位晚輩創作者在談天過程中，聊到自己不經意的一句話

對後輩的提點，自己也覺訝異，更意識到同行交流中無形的影響是相當具有力量的： 

「我有次到屏東，一位晚輩創作者請我到他家，他說參加比賽都落選，現在常常得獎，

是因為我指導的關係。我並沒有教過他，後來才知道，他以前的作品講究對稱性，我有次告



訴她，要『扭轉』不要求對稱，他聽了我的話，從此就常得獎；所以是我的功勞，這其實是

我無意間說的。」 

同樣透過同行及其他朋友得到啟發的，還有個案黃瑞元，他長期參加讀書會，享受與志

同道合的同伴們分享知識、生活點滴的過程，交流所擦出的火花及扶持的情感也為他在創作

上帶來莫大的幫助，： 

「讀書會剛開始是讀書，用同一題材各依繪畫、雕刻等做不同的表現，再一起辦展覽，

到學校、社區展覽交流，拜訪文學家、藝術家；也一起看展覽、影片、旅遊、共同討論心得，

活動多樣而且深化，體驗不同的生活經驗後再回歸自己的創作領域。」 

歸納上述，練好基本功、培養創思維與師徒一輩子是師徒傳承過程的三個要點。 

二、隨創觀點 

對工藝師來說，創作需要的不外乎是材料與靈感，材料是有形的，但靈感卻是無形，該

如何掌握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當手邊資源不足時，該如何善用以作為創作所需？ 

1. 資源取代 

本研究發現，材料不足時，他們會選擇將就容易取得的材料。陳景林提到自己在建立染

料資料庫時，由於部分材料不易取得，數量也稀少，無法成為資源，故以較易取得的材料作

為主要研究對象，他說： 



「有些是雖然我們知道它可以用又好用，但問題是量太少，也就不成為資源。有些是玉

山上才有，我要到三千米以上才能找到，這也太辛苦了，也有這種的，但是種類少。那我們

研究運用的主要以中低海拔的為主，要取得上比較容易的。」 

王秀杞也說： 

「新材料很多是在建材方面，像我用的石頭，很多就是從建材上自己去發掘的。我們一

般人買不起像羅丹從卡拉拉山出來的大理石，只好用其他的石頭代替。」 

2. 靈感無窮 

 在靈感上，工藝師又是如何掌握的呢？個案王秀杞認為每個人的方式都不盡相同，有人

喜歡透過旅行開闊眼界，接受不同文化風景的刺激，有人則選擇與大自然相處，觀察、感受

大自然的力量與創作出來的美，向自然學習。而說到靈感的培養，王秀杞有他的一套想法： 

「創意的靈感不必等待，也無法等待，有時在生活中，無意就會產生，不用刻意坐在那

裡等天上掉下來；靈感就在生活中去體驗，生活的困難、喜怒哀樂，生活中對每件事不同的

角度，都可能激發靈感。…創作要講究突破，靈感就是思想上的突破，天馬行空的想但要能

落實，從美學的觀點，從歷史的觀點，將各方面集合起來，再去創作。」 

由於受西方美術教育，王秀杞在雕塑觀音像時，會融入西方元素，重新組合創作，使他

的作品有屬於他的風格，由此可見，異元素的融入是創新的重要關鍵。而說到生活體驗萌生

靈感，另一位工藝家黃瑞元也有相同的感受，他的作品深受自己生命經驗的影響，在他遇到



生命中重大的轉折時，黃瑞元選擇將這樣的感受轉化為創作靈感，融入一系列作品，充分表

達當下的情緒、想法： 

「我過去的創作脈絡多源自於個人的生命經驗，比如說我有一段時間去宜蘭，看到美麗

的山水，就發展出『詩意山川』雕刻系列。我兒子出生時，我感受到他以後要去面對的種種

生存環境，發展出『舞台系列』，將人不同的角色，用雞的形體去表現。又比如我在1987年

病倒，無法工作，1991年就發展出『旋風系列』，2000年我換肝臟，2002年同樣發展出『啊！

這個世界』系列，整體而言，我的創作跟生命脈絡是貼近的、相呼應的。」 

而另一種做法，是跳脫原有材料的限制，謝嘉亨為陶瓷創造出耳目一新的面貌，他認為，

文創人一定要碰觸更多領域做到多元的跨界，與王秀杞融入異元素的觀點不謀而合，謝嘉亨

說：  

「我們一般是用陶瓷去做陶瓷，但我相反，把陶瓷不當作陶瓷的材料，我要去塑造新的

想法，做出來的東西會跟現在人所看到的陶瓷不一樣，離開了一般人既定想法的陶瓷觀念；

很多人說我做的像金屬，已經跨到金屬那個層面去，或是各種材質的表現，我感覺現在做文

創的年輕人要更多的跨界，觸碰更多領域。」 

歸納上述，工藝師受有形的資源限制，從手邊易得的資源取代使用；靈感上，卻是必須

突破創新的，許多人的經驗都是從自己周遭的文化風情出發，平時必須多看多見識，甚至學

習不同領域的知識，開拓眼界，再輔以不同的元素或技術，兩相結合。本研究發現師徒傳承

與隨創所共同關注的，是培養工藝師的創思維以及如何透過跨領域學習，讓靈感源源不絕。 



 

伍、討論與結論 

一、理論意涵 

上下傳承的師徒制在工藝傳承已行之有年，近代將師徒觀念擴展到同儕師徒的探討，組

織內平行的互動，提供個人發展性的幫助。本研究發現，師徒關係不僅僅是傳統師徒與同儕

間的互動，在同行或同為創作家的關係中，也會發揮師徒功能，也就是「社群」。例如王秀杞

與晚輩創作者的交流中，透過聊天的方式無意的指導對方，使創作者突破自我；黃瑞元也因

為讀書會的關係，與雕刻家、畫家、詩人、設計師、織布等各種媒材的藝術家彼此交流互相

觀摩，看見自己沒發現的盲點。 

師徒關係除了上下與平行關係，本研究發現了「社群師徒」，具有互相指導、提點、分享

資訊、心理支持等功能。社群師徒相較於其他師徒關係，更具有異元素結合、拓展思維範圍

等功能，作為工藝師隨創作為中無形靈感的補充。社群師徒關係代表師徒之網絡結構更為拓

展，也可能結合到更為異質的成員，也讓隨創作為更為容易。 

二、實務意涵 

根據本研究發現，除了基本技藝的扎實，如何擴大工藝師視野是人才培育的重點；視野

擴大也會讓工藝師更能開發資源的價值，達成隨創的目標。因此，在產業政策上，應多鼓勵

跨領域的學習交流，設置學習交流的誘因，讓工藝師能組成更多主題的社群進行互動，自然



會產生社群師徒關係。當視野擴大，越能就地取材、將就著用與資源重組，辨識與開發原本

不被看好的資源，產出隨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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