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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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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玻璃
Stained Glass

作品版型製作到玻璃種類挑選，切割玻璃的表面後
使用特製扳手撬開，在橫切面上看，會清楚的紀錄
當下切線的力道與平衡，接著玻璃邊緣研磨，包覆
銅箔，焊接作業開始，在錫遇到高溫焊槍後，從固
態瞬間轉化成液態，只有些許時間可作定型，焊接
線條的光滑質感不是用打磨，而是利用液態的表面
張力，使其平整與光滑，最後上蠟擦拭，一件工藝
製品不僅歌頌對雙手的讚嘆，同時也是製作者把時
間賦予給作品，一同延續彼此的生命故事。



品牌精神：
在這樣的世代中，我們用雙手真摯的溫度回
應。

關於
真真鑲嵌玻璃研究所 
zhēnzhēn Stained glass lab

網站：www.zhenzhenlab.com
信箱：zhenzheninfo@gmail.com 02

總監簡介：
張博傑，在空間與當代藝術創作遊走，對創作
形式完全不設限的創作者。曾榮獲臺北美術獎
，在一次研究藝術裝置的機緣下認識了鑲嵌玻
璃工藝，發現此工藝技術在台灣逐漸斷層，於
是開始透過自己的雙手學習、探索、分享、延
續，現為品牌「真真zhēnzhēn」總監。

品牌簡介：
真真zhēnzhēn，一個創造「光」的研究室，
透過製作照明的過程之中，與傳統鑲嵌玻璃
工藝接軌，希冀利用作品傳達出「慢」、
「惜」、「新」等現代日漸消逝的美好態度。
以訂製手工高級燈具為主要服務內容，透過主
題展覽推進照明工藝的各種可能性，在每一年
會與藝術家共同合作專案，以品牌即是平台的
概念，探索未知的創作範圍，共同抵達於光的
前方。



得獎記錄：
2018新竹市金玻獎玻璃藝術暨設計應用創作比賽/第三類組/銀牌獎

展覽經歷：
個展
2019『真真燈器展』/清山寶珠．人味誠茶 Honestea /台北
2018『ReLIGHT』/好氏品牌研究室 /台北

聯展經歷：
2019『台灣文創博覽會』/松菸文創園區NEXT展區/台北
2018『新竹市玻璃設計藝術節』光動Light Driving / 新竹玻璃工藝館 /新竹
2018『海有多深-那些人眼中的瀨戶內』了了空間 /台北

專案合作：
2019『Dear glass』真真燈器x李穎軍 /松菸文創園區/藝思空間/台北

創作駐村：
2018『藝術聚落』晶泉丰旅/晶華集團/宜蘭

特殊訂製：
2019『森丑之助先生與約翰·沃夫岡·馮·歌德的色彩系統』/藝術家：饒加恩

媒體專訪：
1.《焦點藝術 FOCUS 》28期 / p117～p118
2.《室內interior 》303期 /封面專訪/ p154~p159

廣告拍攝：
朝向更好的自己-相遇篇/ porter_international

品牌履歷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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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吹製玻璃
Glassblowing

玻璃技法有許多種，除了吹製以外，有灌模、
空心管加工、霓虹燈管、琉璃珠、鑲嵌玻璃
等。其中吹製玻璃為最依賴設備的技法之一
，主要設備有將玻璃長時間維持在1100度膏
狀的「溶解窯」、塑形用的1200度「升溫窯」
、製作結束後放入500度保溫用的「徐冷窯」
，因此製作過程皆在高溫的環境下，體力消耗
也相對大。製作過程首先以吹管伸進玻璃膏內
撈取材料開始，接著必須在與地心引力抗衡的
情況下不停的旋轉吹管，玻璃在常溫下迅速冷
卻，因此需不斷地進入升溫窯將之加熱到夠柔
軟再進行形狀的塑造。製作小型作品可一人，
大型作品時一次須搭配到四個助手以上，是個
極仰賴團隊合作的一項技藝。

04



作品網站   yingchiunleeglass.com

關於
李穎軍
Ying Chiun Lee

桃園人。畢業於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後任職於藝廊，從事策展工作時在日本作
家辻和美的檔期中首次接觸到玻璃工藝，
便前往金澤Factory zoomer玻璃工房實
習一年。回國後於松菸坤水晶工作，工
作期間前往美國西雅圖Pilchuck Glass 
School研習，榮獲該校獎學金，目前錄
取美國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之玻璃藝術創作碩士，將於2019年前往學
習。

早期作品多以故事出發，擅長將文本中的
想像空間運用於生活之中。在接觸到玻璃
工藝之後被其如舞般自由流動的製作過程
與材料的變化所吸引，三年內仍不斷學習
這項技藝之美，希望以自己的雙手來感受
，透過玻璃的語言訴說空間故事。

2010.09-2015.06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2015.08-2016.04
小慢生活美學

2016.06-2017.05
日本 金澤 Factory Zoomer 玻璃工房

2017.06-now
台北松菸文創 坤水晶玻璃工房

2018.08-09
美國 西雅圖 Pilchuck Glass School

2019.08-Future
美國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lass M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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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作計畫
Crossov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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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s crossover event we invited 
a glass-blowing artist Ying Chiun Lee
to work with us. This exhibition is a letter 
to “Glass.”A letter that expresses writer`s
love and admiration toward “her” by 
incorporating the technique of stein glass
 (cold work) and glass blowing (hot work).
From the making of the paper to the 
finishing of the writing, the writer intends to 
present the work by putting the poetic 
emotions into this material. These 15 light 
fixtures demonstrate the harmonious 
incorporation of cold and hot work of glass.
Experience and savor the tranquility of light
and shadow through writer`s eyes. A love
letter to Glass.

ZhēnZhēn Stained glass lab every 
year we plan to have crossovers with 
different artists. Our brand’s concept 
is to become a platform where we
thrive to search for the unknown area 
of creation. Together we move closer 
to light.

今年邀請吹製玻璃藝術家李穎軍共同創作，分
別使用鑲嵌工藝（冷加工）與吹製工藝（熱加
工），以寫一封信給玻璃的方式透露出對她的
愛戀與崇拜，寫信者從紙張的製作到收筆，將
材料的詩性表現於作品之中。以十五盞燈呈現
冷熱玻璃工藝製程，作品將帶領觀者沈浸在光
與陰翳之間，閱讀這封情書。

真真鑲嵌玻璃研究所每一年度會與藝術家合作
專案，以品牌即是平台的概念，共同未知的創
作邊界，共同抵達於光的前方。

年度計畫
Annu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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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テンドグラス（コールドワーク）と吹きガ
ラス（ホットワーク）という技法を通して、
ガラスに愛慕と憧れを込めた手紙を書く。紙
作りから書くまで、差出人は材料の詩的な要
素を作品で表す。15灯のライトで2つのガラ
ス工芸のプロセスを通して、観客は作品と共
に光と陰影の間で、このラブレターを読む。



This exhibition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a single
glass bubble transforming into a mouth-blown sheet
glass through 15 light fixtures, step-by-step. The
making process of mouth-blown sheet glass originally 
starts with glass blowing. Firstly a bubble is shaped
into a cylinder. After the cylinder is removed from the
pipe, a glass cutter slices it vertically then horizontally.
The cylinder is put into the furnace for flattening. The 
glass  softens and opens up with heat. A mouth-blown
sheet glass is made.

此次的展覽以這十五盞燈的演變來象徵手工平板玻璃的製
程。與目前普遍平板玻璃多以機械製作不同的是，手工平
板玻璃的製程原為吹製，從吹一個玻璃泡泡開始，塑形成
筒狀，筒狀進行切割，冷卻後於筒子上劃一刀，再度升溫
，玻璃便從分割處逐漸攤平成紙板狀，冷卻後用於鑲嵌或
窯燒玻璃工藝使用。

發想
Inspiration

link to the video of mouth-blown sheet glass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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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Glass,

脆弱的紙面上應該還看得見凝固的波紋，將文字細膩的鑲嵌上，透過透明的紙張，
黑色的墨跡，我只想跟你說

今天滿月

Sincerely,

Yours,

Zhēn Zhēn & Ying Chiun Lee



10

Dear Glass, 

You can still see the solidified ripple and deliberate words engraved on this 
delicate paper. 
Contrasting the transparent paper, the dark ink traces out the words that I 
want to say to you..

It`s full moon today.

Yours,

Zhēn Zhēn & Ying Chiu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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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Glass,

脆い紙面にまだ凝結している波の模様が見える。言葉を丁寧に嵌め込み、透け
ている紙を通して、黒い墨の跡、唯あなたに言いたかったのは

今日は満月だ

Sincerely,

Zhēn Zhēn & Ying Chiu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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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材質

玻璃
銅五金燈頭
e27燈泡
230cm電線



一組15盞燈
版次：4

1/4價格：300.000 NTD
2/4價格：330.000 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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