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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往一個情義世界

• 狗，人類充滿情義的好夥伴。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無數狗的故事，它們往往代表了忠誠和勇敢，

但思考故事的背後，狗的這些行為，在他們自己的意識裡，應該解釋成“情義”。

• 狗是勇敢正直動物。面對危機，也要盡全力去守護。

在無數的故事和電影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形象。

• 在夥伴的面前，狗展示的又是最溫柔和善解人意的一面。

你開心，牠與你一起開心；你難過，牠與你一起難過；你孤獨，牠同你享受黑夜.

• 研究統計顯示，狗年出生的人富於正義感，重人情道義，生性純樸正直，忠誠盡責，誠實

友善。他們行動敏捷頭腦聰明反應快。屬狗人的眼睛與心靈都很警覺，明辯是非，心地善

良，奉獻作為，受人尊敬。



狗年，琉璃工房為什麼談情義？

每當狗年，“旺財”與“狗來富”是常見要求，但為什麼2018年，琉璃工房的要求是“情義”？

直白說，是因為觀察到競爭激烈下的社會，人互動上的冷漠、猜忌與自私。

而“狗狗”的無私、信任與熱情，正能給予我們一個提醒。提醒愛、提醒情義世界。

關於“情義”，下敘文字是執行長的說明。

三十年，琉璃工房的生活，

沒有一天是沒有狗狗伴隨。

琉璃工房的每一片刻，

他們都在。

他們默默地把頭放在你的腿上，

成了生活裡的安慰；

他們亦歩亦趨的跟著，

成了挫折時候的鼓勵。

那種奇特的絶對和堅定，

譲琉璃工房的人和狗之間，

成了一種情義。

那種情感，

深深地，

藏在琉璃工房每一隻琉璃狗狗的細節𥚃。

2018年，

戊戌狗狗年，

希望大家看見琉璃工房由衷的吉祥祝福，

也能感覺琉璃工房對一個情義世界的嚮往和期盼。



技術的變革，裹挾著人類的腳步，

不斷行進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卻越來越薄弱。

生活的複雜，讓我們的心,逐漸少了信任、溫暖與感動，

不斷享受著先進的技術的我們

似乎忘記那些關愛著你的人，忘記你和他的情義關聯。

時代變革下，情義的意義



因為有你，我相信愛

世界並不完美，

是狗狗讓我們相信，

一個充滿情義的世界。

琉璃工房的日子，

一直有狗狗相伴，

那一隻一隻狗狗的名字，

一個個凝視，

是一個個記憶，

陪伴琉璃工房走下去。

永遠跟隨，

永遠期盼。

(如果你手𥚃有肉乾;當然更是寸歩不離)。

絶對，

堅信，

任何時候都愛你的感覺，

譲我們慚愧，

譲我們反省。



嚮往一個情義世界

一個情義世界

一種絶對的忠實

沒有條件的陪伴

是榮華富貴

是平凡家常

全然

興高采烈地

奔向你

擁抱你



“狗狗的世界”

應該是什麼樣子？

無論意興風發;

或沮喪失意，它始終對你熱情如一.

狗的世界,只有“愛”。

你開心，牠與你一起開心；你難過，牠與你一起難過；

你孤獨，牠同你享受黑夜.

我們呢？

生活的複雜，讓我們的心,逐漸少了信任、溫暖與感動，

對於琉璃工房而言，狗狗,一直是我們永遠的學習和快樂。

從工房成立的第一天，我們的生活便有一群狗跟著我們成長茁壯。

喚醒我們內心的純真，

看見世界總是美好。

2018.狗年，

一同相信：愛,一直都在。

狗年主題文字 ： 相信愛



從工房成立的第一天，

我們的生活便有一群狗跟著我們成長茁壯。

喚醒我們內心的純真，看見世界總是美好。

琉璃工房狗年生肖新作，

藉由一隻只小狗，

訴說情義、訴說陪伴，訴說忠誠，

喚醒我們內心的純真，看見世界美好。

對於琉璃工房而言，狗狗是我們永遠的學習與快樂



為什麼琉璃工房的狗狗創作如此傳神

每一件可愛的琉璃小狗，在創作過程中

都經過藝術總監楊惠姍的反覆關照。

肉肉的小狗怎樣才能做到可愛，

而不是變成一坨毛線？狗狗的姿勢，

怎樣才算是與你有互動產生？

那些標誌性的小熊耳朵，怎樣表達

出它關注的專心？

問題的背後，都是楊惠姍、張毅對狗狗的愛。

與狗狗們朝夕相處的生活，讓每一次琉璃狗創作，都蘊藏著深深的情感。

張毅曾說過，從事藝術工作要對動物有情，不珍惜有情生命，就創作不出動人的作品。



除了琉璃小狗，琉璃工房還有這些關於狗的創作

2002年起，張毅啟動了a-hha工作室，第一個動畫作品就是一只流浪小狗的故事——《黑

屁股》。為了將故事中的小狗完成到心目中的樣子，張毅投入了十幾年的時間，歷經無數

次反覆的修改。

2008年，a-hha工作室，推出《廢械狗》及同名影片。這些有廢棄金屬零件製作的廢械狗

，2013年受邀參展《八爪魚與廢械狗的聯歡三城Galaxy微動漫邀請展》廣受好評。



作品說明



【錦繡威旺】

一片繁花

帶無限吉祥氣

錦繍高懸

圍拱

神武大旺

一派溫柔

卻威風八面

召福祛邪千年

不忘親情深深



• 作品取自中國傳統的美術風格。一大一小兩隻狗，身披錦繡繁花，雕塑的處理中，無論是狗狗的毛

髮還是身上的團花紋樣，刻畫繁複精緻，令作品整體視覺充滿華美的視覺。

• 兩隻狗狗相互依偎，大狗表情堅定威風，小狗則一臉溫馨的相偎身邊，兩者的互動親密、表情自然，

致敬這世間的堅實情義和感恩之情。

• 狗狗背後的風鈴草，花開兩支，構成了一顆大大的愛心，線條柔和優美，呼應著狗狗身上捲曲的毛

髮與花紋。風鈴草的花語有感謝的意義，是小狗與大狗彼此陪伴感謝的表達。

• 此作品的設計草圖，原僅是一隻大狗的年畫剪紙。後經董事長修正，增加了依偎的小狗與大愛心。

旨在提醒、喚醒：“愛”與“關懷”的珍貴與必要。

• 本次系列中，體量最大的作品。適合作為居家擺放、贈父母。

設計說明

關鍵字：富貴 彼此的陪伴 感恩 情義 傳統風格



抬頭,旺!

抬頭

因為期待

抬頭

因為相信

沒有任何疑惑

絶對的愛

世間最珍貴的心

因為愛

源源好事自然來

善念富貴抱滿懷，



• 一隻充滿期待和信任的小法鬥（法國鬥牛犬）。幼犬柔軟的身子，小小的前腿撐起身體，大大腦袋努力抬

起，一對耳朵豎起，眼睛瞪得圓圓，把全部的關注都集中到你的身上。神態把握十分精彩。

• 「抬頭，旺」寓意「抬頭見喜」的美好祝願。祝福在新的一年，無論到哪，都能擁有無所不在的如意美好。

• 民間歷來有“狗來富”的說法，小法鬥抱著大大的元寶，在農曆狗年新春到來，既是將源源好事送上，將滿

懷的善念富貴帶給您，又有守護財富的象徵。開年之際，家裡有這麼一隻旺旺的可愛小狗，定會成為全家

好運的最佳祝福。

• 琉璃工房擅長的寫實手法在作品上完全體現，鼻翼上細微毛孔，身體上肉肉的皮褶，唯有對狗狗極其熟悉

的人，以及精准的雕塑和琉璃材質，才能體現如此絕佳視覺感。

• 有回會議，執行長針對【抬頭，旺】，特別提及眼睛的部分。狗的凝視，是絕對的忠誠，即便他身下坐擁

金元寶，牠注視的仍是你。如同說明文訴說：沒有任何疑惑，絕對的愛，最珍貴的心，因為愛。極切合主

題，『嚮往情義世界』，提醒世間有愛。

• 適合作為居家擺放、饋贈親友長輩。

設計說明

關鍵字：富貴 狗來富 愛的表達 寫實風格 抬頭見喜



【只有愛】

看門?

我只能汪汪叫,

另外,我也不咬人.

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麼拖雪撬.

但是

你出門

我就等你回來

你回來

我就跟著你

看著你

抱歉

我似乎什麼不行

我只有愛

只有愛



• 作品《只有愛》，是一隻幼年松獅犬的造型，表情憨態可掬，大大腦袋，短短小腿，卻努力爬上大大的

愛心。抬起頭，小小眼睛萌萌望向你，想表達愛意，卻又欲言又止的羞澀樣子。

• 小松獅趴在一個大大的愛心上，肥肥的身體，引得無限愛憐。身體上的毛髮塑造得柔軟蓬鬆，將松獅幼

犬的特徵表現的十分精准。

• 松獅犬的面部比較平坦，在雕塑中有較大難度，琉璃工房通過常年的鍛煉，不僅刻畫精彩，並且通過琉

璃材質對光的透視，建立起立體感的視覺。

• [小故事]在琉璃工房與狗狗的故事裡，有著有許許多多可愛的幼犬。其中一隻小狗，楊惠姍為它取名“小

寶貝”，是楊惠姍領養的朋友撿來的小流浪狗。每天，楊惠姍將小寶貝 “視如己出”，天天把它放在布書包

裡，帶進帶出，須臾不離，每4個鐘頭就用小奶瓶喂一次奶，甚至連尿尿都是在馬桶上用“把”的呢…

• 如說明文，適合作為贈送愛人、案頭擺放。

設計說明

關鍵字：愛的表達 可愛 呆萌 寫實風格



【輩輩長旺】

長，

不是平常的長，

是一生一世的長。

旺，

不是普通的旺，

是我旺，

你旺，

世世代代的旺。



• 一對臘腸狗，昂首闊步，開心向明天。兩隻狗都身著錢幣紋的衣衫，口中含著大銅錢。奔跑時候，還彼此

默契對望，滿滿情義。這對臘腸狗，亦可以想成父子，夥伴，朋友，彼此目光一致，步伐一致，寓意齊心

協力。

• “輩輩”長旺，飽含“代代”長旺的祝願，寓意對美好的“延續”、對生命圓滿的“延續”。

• 臘腸狗的設計產品有很多，多以造型的寫意為主，琉璃工房的這一對，不僅表情設計十分生動傳神，，同

時也從常年與狗狗一起生活的經驗中，尋找畫面。跑動中的臘腸狗的耳朵，大耳朵隨風翻飛，好像活了一

樣。

• 民間“狗來富”的說法，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兩隻狗狗攜財富而來，亦是新年美好的祝福。

• 適合作為居家擺放、饋贈親友長輩、企業贈禮。

設計說明

關鍵字：富貴 狗來富 彼此情義 共進 代代旺 延續



【代代旺】

跟著

跟著

寸歩不離

你是世界

帶著

帶著

寸歩不離

你是世界

愛的世界

是生命最絶對的祝福

代代永旺



設計說明

關鍵字：情義 相伴 神勇 護佑 延續 代代

• 一大一小兩隻獅子狗，大狗體態健壯，表情堅毅，脖子上的項圈還帶著一隻鈴鐺，挺立的身軀上，

肌肉健碩、毛髮卷起，一副威風凜凜的神武姿態。小狗則仰望著大狗面部，四肢躍躍欲試，有著初

生牛犢的勁頭。

• 作品上方的階梯圓形，構成了畫面中的太陽。與作品整體輪廓一起，建立起世界的概念。

大狗帶著小狗，寸步不離，這既是你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在愛的陽光下，祝福代代永旺。

• 兩隻狗的塑造借鑒了中國古代的美術風格。人格化的面部，健壯的身體，毛髮的騰起，不僅表達了

情義，有增加了勇敢和護佑的表達，添加了幾分神化的表達。

• “代代”旺，飽含“代代”長旺的祝願，寓意是對美好的“延續”、對生命圓滿的“延續”。

• 大狗帶小狗，除了如同說明文，『代代』旺的美喻外，也可解讀成倫理。

圓的造型，訴說圓融、和合。提醒：知道『倫理』，自我是渺小的，沒有人是可以獨自生活，因而

懂的寬容、包容，共同朝往美善生活。

• 適合作為企業採購、案頭擺放、贈子女。



【抱住富貴不讓走】─經典款

抓住了就不放，

一把抱住，

一生富貴暖懷，

日日安穩高枕，

閒人莫打擾。



設計說明

關鍵字：富貴 得意 幸福

• 經典狗狗作品，一隻小狗突然找到了比自己還大的肉骨頭，笑得嘴都合不攏。

• 卡通風格的小狗，表情誇張，神態可愛，眼睛眯成了縫，大大的嘴巴笑成了一個大月芽。緊緊不放，將

身下的富貴抱滿懷。何為成功，世間最幸福得意的樣子，莫過於此。

• 大骨頭上花團錦簇，雕塑極其極其複雜，傳統風格的富貴牡丹紋樣，配合卡通的可愛小狗，竟是如此相

得益彰。

• 飽含狗來富的創作概念。大骨頭上的花團錦繡，是錦繡富貴的美好寓意。一把抱住了，就不會放手。

• 適合作為案頭擺放、贈親友。



【旺旺新世紀】

全是新的，

生命是新的，

世界是新的，

未來是新的，

在錦繡的起點，

我們是旺旺新世紀。



設計說明

關鍵字：情義，錦繡，新起點，相伴

• 兩隻拉布拉多，體現琉璃工房擅長的寫實手法。

鼻翼上細微毛孔，狗狗撇頭的遠望，似如等待主人模樣。是唯有對狗狗極其熟悉，以及對雕塑和

琉璃材質精確掌握，才能體現如此絕佳視覺感。

• 新的一年，總希望未來、世界，都是美善的新開始。

在設計中，是兩隻狗狗，這是一項祝福。在朝往新的一天、一年、在工作、夢想裡，不會

是一個人的孤軍奮鬥，而是有朋友、情人、家人、貴人的相隨扶持，讓來年，一切順利和順吉祥。

• 兩隻狗狗站在錦繡的清澈之地，亦是一項祝福。

因為【旺旺新世紀】，在開始、啟程時，即占盡錦繡美好，定能事半功倍。

• 適合作為企業贈禮、親友贈禮、表達愛意、個人收藏。



【旺財】

鼻息靈動，腮胡鼓鼓，

我的到來讓記憶變得多彩，

生命好happy。

熱情呼喚友善的臉龐，

我是無人可敵的幸運星。



• 旺財，兩爪前伸，屁股翹起來，作伸懶腰狀，大鼻子嗅來嗅去，仿佛聞到美食的氣息，

它神情愉悅，興高采烈地搖著尾巴，呼朋喚友一起分享。

• 狗鼻子是對靈敏嗅覺的誇讚，潮流新訊都能第一時間掌握。

• 小狗頭頂和身體分別刻有寶相花和纏枝紋，代表花開富貴連綿之意。

• 汪”與“旺”同音，取興旺之意，汪汪汪汪，福旺滾滾。

• 適合作為企業贈禮採購、個人收藏。

設計說明

關鍵字：福旺，富貴，分享



【旺到頂尖】

鴻運登峰，

富貴節節高。

喜福聚，

吉事盡掌握；

看天下，

數我最快活。



設計說明

關鍵字：豐收，蓬勃，高升，好、再更好

• 《旺到頂尖》，造型上，狗狗不是“攀爬”“攀登”姿勢，而是已安坐於頂尖，

寓指在所有耕耘後，已然豐收之意。然而，即便如此，狗狗的頭還是向上，

是一種提醒，因為不戀於穩定現狀，好，還會再更好。

• 竹筍，挺拔向上，素有蓬勃生命之意。

而狗狗，融於竹間，蓄勢向上騰躍，

是祝願每人在來年，都具有旺盛鬥志、旺盛信心，在事業工作上，均能節節高升。

• 適合作為企業贈禮採購、個人收藏。



和琉璃工房的狗狗們

一同相信：愛，一直都在。

2018 戊戌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