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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 2：職人の聞き取り資料 
 

1、氏名 陳金福 日期 2009/0905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16      年     2     月     10    日 2、生辰 

旧暦           月         日 御年    87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台北市北投區 

(戶籍) 泉州府同安縣 5、住所 

(住所) 台北市北投區育仁路 8巷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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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福の聞き取り】 

陳：這支是門公尺 

葉：你什麼時候要用到這支尺？ 

陳：這支是放窗戶或放門時要用，因為有時要用好字 

葉：可是現在作古蹟都不用這個，照圖施工時怎麼辦？ 

陳：古時候都有放但現在設計都沒有，古時候都一定要有字，兩尺二、六尺半這些都有字，沒有好字不行，

現在的捲尺都幫你對好了 

葉：那你有作過墓嗎？是之前還是現在 

陳：之前作的 

葉：那這支呢 

陳：這是丁蘭尺，作墓碑用的 

葉：這支尺多久了 

陳：好幾十年了 

葉：這上面的字怎麼來的呢？有參考的書之類的嗎 

陳：以前好像有聽過 

葉：叫什麼? 

陳：陳進財，差不多六十多了還在做 

葉：那你們這輩的呢?八十多的或是比你更年長的 

陳：沒有了八十多歲的都沒在做了 

葉：土水主要是做簡單形式的比較多 

陳：對呀那剩下較複雜的就是做大木的 

葉：洗石子、磨石子、斬石子呢 

陳：洗石子、磨石子、斬石子我那時就有了 

葉：那開模印花呢 

陳：印花是印花，有一種是用手塗在牆壁的用洗的 

葉：那堆花有作嗎？不是開模，是直接堆在上面的 

陳：我沒有做 

葉：那堆花要請堆花專門的師父來作嗎 

陳：要喔 

葉：例如沈清輝 

陳：對，他就會作我不會 

葉：那你開模前要作一個花出來是自己做呢還是請別人? 

陳：自己做 

葉：那堆花為何不自己做呢? 

陳：堆花我比較不專門 

葉：那你開模前不是也要作花嗎 

陳：堆花跟開模的花不同喔 

葉：怎麼說 

陳：現場作的跟開模作的不同，開模的比較好作 

葉：那細花拜託別人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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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時自己作 

葉：有的開模也很複雜 

陳：可是南部有專門的師父 

葉：一般堆花也會請專門剪粘的師傅嗎 

陳：也是會喔，但是你要開模也是要有草稿 

葉：那草稿呢 

陳：草稿也是要自己作，到時候依照草稿要有圖可以看，不然裝不起來否則就要做記號看哪支裝哪辺 

葉：那早期是用什麼模 

陳：紅毛土（水泥）模 

葉：那模做完呢 

陳：模就丟掉了 

葉：那可以重複利用嗎不是可以一直重置？ 

陳：沒有用了不行啦，普遍上不會這樣用啦 

葉：離這最近的廟只有這間嘛還有別間嗎？你有作過嗎？ 

陳：有王爺公廟 

葉：那你還記得你作過哪辺嗎你那時大概幾歲 

陳：六十多歲了，沒有我大的了 

葉：那有大木師傅嗎 

陳：大木師傅也比我小，油漆的剪粘的都比我小 

葉：年輕時作過屏仔璧嗎 

陳：有喔，蘆洲的李宅 

葉：蘆洲李宅厝你是淹水前還淹水後 

陳：淹水前喔 

葉：最近有翻修喔那你是這次的還是之前的那次？ 

陳：之前的那次，李宅厝很大間喔都還有灶喔 

葉：多久前呢 

陳：十幾年囉，七十還是八十年時我有去作到，我去作很多 

葉：最近有翻修，因為一些木頭都被白蟻蛀爛了 

陳：可是以前有放藥，大約三年就要放一次，如果都沒用就會都被白蟻蛀掉，放牆壁會含水潮濕就容易爛，

前幾年被大水淹一次淹很高差不多三米，我不知道了，我那時有去看淹到剩屋頂，已經是古蹟了所以裡面

都沒人了，就納莉颱風那次。 

葉：你那時是做瓦片做多久呢 

陳：幾個月喔 

葉：屋頂呢 

陳：屋頂叫別人去蓋，用的很醜，所以李將軍的夫人重做，我聽説第一批是建筑師設計的，第二批是誰設

計的，是木造的宿舍，我師傅標到的叫我教一些年輕的師父 

葉：你說你以前的老闆是王正雄現在還在作嗎? 

陳：有阿，像迪化街的一些古蹟，品質不錯喔都有在顧，他本身也有在畫圖、彩繪也不錯他之前是敎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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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那還是會叫你去嗎 

陳：會阿，但是不會叫我作了啦，老了啦 

葉： 還有別的嗎 

陳：3.4 年台大也有去做喔 

葉：那一館呢 

陳：我記得是樓下是敎日語的語文學院之類的，還有第一棟 

葉：幾層樓呢 

陳：大概 2.3 層樓 

葉：那也是王正雄標到的 

陳：現在當展示館之類的 

葉：那是蓋日本屋瓦嗎 

陳：對呀 

葉：那要去哪買呢 

陳：内湖都有阿是最近比較沒有，土地比較賺阿，現在都沒人要作了啦不然之前内湖大直都有出産 

葉：日本人走了之後，日本屋瓦還有再燒嗎 

陳：有阿，台灣人燒的台灣有技術阿 

葉：以前有一個台灣煉瓦會社你知道嗎 

陳：我知到阿 

葉：他上面有一個 TR 是甚麼意思呢 

陳：…正 4吋長 8吋但現在都偷工減料了 

葉：那你作過嗎 

陳：沒有了但我有看過，是師父說的，師父有作過總統府喔 

葉：甚麼時候呢 

陳：我師父是在總統府翻修之後作過，戰後的修理喔，空襲的時候兩個師傅都有 

葉：日本時代就是營造廠了嗎 

陳：光復之後吧  

葉：你說楊宅瓦片是你作的嗎 

陳：對 

葉：那你見過師祖嗎 

陳：我沒看過他工作，但是我見過人 

葉：你之後作古蹟時就都用關子嶺的白灰嗎 

陳：部分還有 

葉：真的嗎 

陳：都不是整個來的，有的打散才來，紙包的來較差，白灰之後才都用關子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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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名 陳世仁 日期 2012/08/08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40      年     6     月     18    日 2、生辰 

旧暦           月         日，御年    59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台北縣板橋市 

(戶籍)  5、住所 

(住所) 板橋宏國路 22 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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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仁の聞き取り】 

葉：一起施作的匠師有何人？ 

陳:劉藤的兒子叫劉小野，我有買過尪仔，表示他會作。其實跟我阿公同輩的的只有這五人，沒聽過不代表

不是，梅清雲下來是石蓮池，輩份算跟我一樣，但年齡差很多，所以我是第二代中最年輕的，興師都已 80

幾歳了，明川年紀跟我差不多，但算第三代上次在淡水遇到。 

葉:現在回想一下，民国五十年代作那幾間廟? 

陳:萬華龍山寺、基隆相公廟、媽祖廟、壽山岩觀音廟、八德三元宮、龍潭大廟，這些都是大廟，其他還有

許多小型的土地公廟還有一些土水工程等，一些人所介紹的，但現在已大部分都不存在。 

葉:50 年代也有民宅嗎? 

陳:有,也又一些民家厝 

葉:哪幾間? 

陳:嶺仔觀音廟的旁辺有一間姓楊的祖厝在路辺 

葉:現在還在嗎? 

陳:現在還在，作觀音廟去作的 

葉:那時是用玻璃作的嗎? 

陳:是用玻璃作的,那個現代都已改成玻璃了 

葉:從山路上去，民宅的位置是哪裡? 

陳:在茶磚路的前面，在路辺可見，那是安磁磚的年代線路安磁磚跟玻璃是同一個年代，退黑跟紅跟碗片是

同一個年代，到了後期 70 年代，磁磚與窯燒又是同一個年代。 

葉:民国 60 年代作了哪裏，有哪些廟宇? 

陳:作了好多家，但在荒郊野外，包括木柵仙跡岩也作過，南勢角的某廟已年代久遠，還有九份的清雲殿，

民国 50 年代跟 60 年代都有作過。 

葉:那時是作好才拿去裝的嗎? 

陳:所有的磁磚、玻璃等材料都是先送至當地的派出所旁辺再從田間小路進入，當時連路也沒有。瑞芳媽祖

廟也作過當時是李順和介紹的，作基隆時介紹過去的。 

葉:知道柯仁來作過哪些嗎? 

陳:只知道城隍廟，他的地盤應該在基隆、汐止一帶。 

葉:柯仁來時兒子有遇過嗎?他的兒子有作過剪粘嗎? 

陳:可能沒學吧,，曾經在山區遇過柯仁來系統的大師，但是不認識。 

葉:汐止的民宅有去作嗎? 

陳:陳應彬的孫子叫我阿公作的，在山上他們的祖厝未拆時山腳下也作了一間土地公廟，街內也作了一間。 

葉:七堵的陳姓祖厝(陳啟猛的祖厝) 

陳:還有龍行的王母娘娘廟，在八里的港口附近，也是陳應彬的孫子作的。 

中壢仁海宮也有去作過，60 年代的時候，那是去修理的也有友師。 

葉:台北保安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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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台北保安宮是鐘鼓樓，五門，偏房的部分，這些都還在，我去作很多，楊瑞西也有去，當時是我阿公承

包的。 

葉:60 年代應該作很多? 

陳:是很多，但不太記得了，大大小小廟，如北投山上的媽祖廟(青學)，關渡宮也去作是阿鏝師承包的，關

渡宮當時很多人去作，如乞師、巧仔師、友師，友師作最多，前殿與後殿是友師作的，我們是作旁辺小的，

很不簡單，這座廟集合許多名家的作品。而當時有位士林的地方聞人相挺，所以士林幾乎都是他作的，如:

芝山巖、神農官等都是當時也常在我家塑捏尪仔，因阮厝是古早厝。 

葉:還有照片嗎? 

陳:民国 50 年代的葛樂禮颱風一來許多東西,照片等..都被流走。 

葉:陳天乞大約是民国 60 年代就不作了嗎? 

陳:應該是秀朗路那間廟是最後，後來都是承包但由我去作,他也老了，由他承包我去作，然後金錢均分。 

葉:大稻埕媽祖宮有去作嗎? 

陳:那是 50 幾年作的，我沒有參與家裡跟我同輩的，只有我仍在作。 

葉:70 年代有去做哪幾間? 

陳:阿公已沒有在作了 

葉:再請教，你有印象你阿公在作交趾陶的時候是何時?在哪裡? 

陳:在家裡 

葉:陶土從哪裡來? 

陳:不清楚，可能是鶯歌 

葉:陶土的量有很多嗎? 

陳:那個年代是要自己去買，不像現在可宅配一包 400 元 20 公斤以前更便宜一斤 6角而已。 

葉:可是要先練土吧? 

陳:對，我第一次作是民国 50 年當學徒時，是在李順龍窯廠，土是用牛踏的。 

葉:是用他們提供的土嗎? 

陳:對，在李順隆那裏，用他們的瓦筒仔土，約 2角。 

葉:是你阿公帶你去的嗎? 

陳:有阮阿叔、阿義跟我三人 

葉:當時是如何開始製作的? 

陳:山景、樹、花等由我作 

葉:阿公作人物，配景由你們作? 

陳:對 

葉:有教怎麼作嗎? 

陳:有，作完后由我們挖土因為要很薄，常挖壞,被打，當時不太喜歡作，現在則不需要挖土，用燒的挖土

很累。 

葉:當時是第二次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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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對，二次燒 

葉:當時的製作過程是如何? 

陳:要用「獅仔 kam」，是用土作的沒有蓋子與底部，將陶土成品蓋住，比如説:花瓶是三尺高「獅仔 kam」

是一尺的話要堆三個才行，古早用目仔窯燒時，不用「獅仔 kam」的話不會精緻。尪仔也是尪仔五仙約一

個「獅仔 kam」約大概的量去租，一直去疊高。 

葉:當時的費用可記得? 

陳:不記得了，以前去三友作馬桶窯 

葉:目仔窯也是二次燒嘛，當時你阿公去捏再送燒，第一次是白的，那要燒多久? 

陳:約一天，每天都在那裏工作，辺作辺燒，燒完后再加工。一排好像火車一樣，依數量多少，再決定是否

租台車(約 6千多元)最早是友仔講的，説鶯歌有窯場，(土也準備好了)，我們只要帶傢私頭過去即可。當

時友仔，巧仔頭腦相當靈活，不像阿公與我，較不懂變通，只能按步就班的做。 

葉:你有自己造窯去燒? 

陳:沒有，去時已是電窯,自動窯了，以前只在家裡看過木材窯，但不知所以然，當時像個灶一樣，裏面有

鐵桶用磚砌的。 

葉:約有多大?直徑差不多多大? 

陳直徑約一公尺，高約這樣 

葉:可以燒幾次? 

陳:可以一直燒 

葉:窯會留下來嗎? 

陳:不會，沒地方放需要再作 

葉:燒完馬上塗顏色嗎? 

陳:不一定 

葉:上顏色的是誰? 

陳:我們這些司仔 

葉:捏土後就上白釉嗎? 

陳:乾了以後就上。 

葉:要多久? 

陳:約一個星期，一星期後就每天都有尪仔可以燒。 

葉:怎麼知道乾了沒有? 

陳:憑經驗就知，作的時候將尪仔放在一塊板子上，滿了以後放在窯的上面，有一些熱度，不能有風，隧道

窯上都有一些架子，作完后都要趕快挖，過 2天後就挖不動了。我了解你説的 

當時我都在做這個，當時體力好，比如一星期後作 10 尊，數量不足以一台車，因此就配合噴馬桶釉的空隙，

將尪仔至於其上一起噴。 

葉:利用空隙的間隔？ 

陳:噴馬桶的一直噴有人作堆放的步驟，噴的人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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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白釉是用噴的嗎?還是用淋的? 

陳:李順隆那裏的瓦仔,水缸等是用淋的，所以叫淋溏要看到才知道。 

我了解，所以會有許多淋不完全的地方，當時已有印磁磚與噴壓縮機，不用噴的不會快。 

葉;白釉完成後的彩釉也是你們嗎? 

陳:是阮猴因仔 

葉:天乞不畫嗎? 

陳:沒有 

葉:要畫什麼怎麼知道? 

陳:他會教，當時會過來看，指導。以前不太懂，只知道青配黃，尪仔配水色 

葉::皇帝要用黃的，其它的還記得嗎? 

陳:王爺用紅的，包公用藍的，趙子龍、薛仁貴用白色的，有時一次五尊，五尊用不同的顏色，放於上面就

不會相打色。 

葉:以前的配景等都有講究顏色? 

陳:越來越少了，跟價錢也有關係，例如基隆土地公廟，二騎三重要價 6000 元，就用電金的方式，塗的時

後是黑色，電出來是金的，當時原料一罐要一千元，很貴。 

葉:當時的釉料? 

陳:日本釉再加上松膠與水，一片松膠放入溶化以後，松膠的作用是防止釉料的碰撞脫落。 

葉:釉料要塗多久後才會乾燥? 

陳:上午擦下午就乾了，沒有乾燥不可入窯。 

葉:燒的時後幾度?(第一次燒) 

陳:約 1100 度 

葉:第二次燒? 

陳:約 800 度 

葉:窯不一樣嗎? 

陳:第一次跟馬桶一起燒，第二次是電窯。 

葉:那第一次是馬桶窯還是目仔窯? 

陳:是高溫窯，至三友時已改為自動窯，用重油燒，目仔窯是老式，好像火車一小時出一台車，全部燒是

12 小時，實際燒時為 4小時，剛開始是預熱，最中心處在 6小時的地方約 1小時。 

葉:在李順隆時是目仔窯 

陳:對，但第二次都是電窯燒，因為釉是不平均火度，會釉化，燒過頭也不行，例如紅的或某色還在就是沒

有釉化，現在的釉如水彩也可畫色。 

葉:師兄弟都在同一地燒嗎? 

陳:不太一樣。不管何種窯，以前都二次燒，現在則可不用。電窯或瓦斯窯的火度都很足，木材窯則無。 

葉:木材的原料是? 

陳:相思木，到處皆有販售，且耐燒、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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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學徒開始的龍山寺一直燒到何時? 

陳:大約 63、64 年的秀朗路那間，是最後在鶯歌燒，70 年代以後幾乎沒有了，因為沒有競爭力。 

葉:什麼原因? 

陳:當時東港企業已可買到成品民国 60 幾年一騎約 350 元，但在鶯歌燒要好幾千元，現在一騎更低只要 280

元例如台北保安宮皆買成品去裝。 

葉:東港企業的匠師 

陳:原本三兄弟是作土水的，後來才轉交趾，坤地原是那裏出身的後來才跟阿三哥。 

葉:碗片也是那買的嗎? 

陳:不是，東芳陶瓷買的，是用印的，有蝦子有點類似印表機用印刷的。 

民国 40 年代前期用碗片後改用玻璃。日本時代即有玻璃的剪粘，叫做「燈打仔」但不曉得是誰先去叫林貴

府(龍山寺委員)去燒，例如台北孔廟有很多「燈打仔」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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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名 廖文蜜 日期 2012/09/20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24      年     11    月    22    日 2、生辰 

旧暦 生肖  屬  豬 ，    月      日，御年      79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桃園縣觀音郷  

(戶籍) 桃園縣觀音郷觀音村中正路 222 號 5、住所 

(住所) 桃園縣觀音郷觀音村中正路 222 號 

6、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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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密の聞き取り】 

葉：民宅與廟都做嗎？ 

廖：三合院都自己作比較多，廟就分工，圓仔都跟別人買 

葉：哪一間的廟是用木作的？ 

廖：霧峰林家是用土角的，在做的時候我看到的，我沒有去作。 

葉：中脊畫八卦，拜託油漆畫還是？ 

葉：以前的工錢多少？ 

廖：以前一天抵三天的土水價，以前價錢好，以前作土水一天三千多。 

葉：除了作林口竹林觀音寺，還有哪裡呢？ 

廖：烘爐地也有，三峽紫薇天后宮，板橋 OO 寺(這還沒開始但設計圖已經好了) 

葉：廖先生抱歉打斷您的工作，請問何時開始從事這一行？ 

廖：當兵回來後，大概22 歲（約民国46 年）時，那個時代多半是伝統建築，先拜彭由昌為師 

葉：彭由昌是客家人 

廖：後來成為我的丈人。 

葉：你的出生年月日？ 

廖：我的出生年月是民国24 年11月22 日。 

葉：問當時有做過哪些房子？ 

廖：大概五十年前，不記得了。工作項目也做土埆磚（客語：泥磚）、牆基（客語：石腳）。 

葉：你師父是觀音人？師兄弟有多少位？ 

廖：師父是彭由昌，師兄弟是彭細班、廖運振、彭金興及廖運強，我排行第四，彭金興是彭由 

昌的兒子，彭由昌跟彭福學建房子，跟蘇陽水學蓋廟。 

葉：蘇陽水非常有名，是泉州人，那彭福是客家人？ 

廖：彭福是中壢客家人，蘇陽水能畫能作能設計。 

葉：那彭由昌有學到蘇陽水的設計嗎？ 

廖：設計沒有自蘇陽水那兒伝承下來。 

葉：廖先生您本身會設計會畫嗎？ 

廖：我本身不太會。只會畫簡單的施工圖。 

葉：大概學多久？ 

廖：從開始一直學到現在，終身不斷學習。 

葉：那你何時出師？ 

廖：我一直跟著師父作。 

葉：他大概何時過世，你才自己獨立作？ 

廖：他大概八十八歲過世，那時他到嘉義布袋做個廟後沒多久就去世了 

葉：你們這個領域，有自身匠派特別的作法嗎？或者工法北部與南部有沒有差異？ 

廖：一般来説大同小異，有點差異的是南部的護龍，北部我們通常說是九步或者十一步，南部 

通常是七步，這個是指正身前的庭院，北部比較深，南部較淺。 

葉：一般瓦隴不要是六的倍數，你們的規則呢？ 

廖：我們的規則是笑槽要單數，哭瓦要雙數，桷木數才是要天地人富貴貧，要六的倍數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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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名 陳三火 日期 2012/04/21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38      年         月        日 2、生辰 

旧暦 月      日，御年      66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基隆市 

(戶籍) 臺南市麻豆區油車里 18–1 號 5、住所 

(住所) 臺南市麻豆區油車里 18–1 號 

6、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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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火の聞き取り】 

葉：陳師傅我請教一下，什麼機緣？以我瞭解就我的背景資料的瞭解，你的父親是從事建築 

陳：彩繪匠師，做彩繪 

葉：那什麼原因你會沒去學彩繪，反而去學剪粘？ 

陳：有時候這就是咱的命運，算是我的使命，初期我在麻豆關帝廟文橫殿，正在古廟整修時，就是

請陳專有(有師)來做的。 

我父親當時在那辺做彩繪，哥哥在當兵，而我當時還小， 

大概是初三時，所以暑假就跟著去那裡辺做辺玩，最後剪出興趣。 

後來初中畢業後，就出來工作。 

剛開始我的父親原本跟陳溪本(溪本師）說好，要我過去那辺做。 

後來因為我哥哥退伍以後，就和天傑師的兒子估呆 ，和天發的兒子張發亮三個一起在接工作做， 

我當時 17歲就和他們一起工作。 

九份金瓜石的青雲殿(供奉神農大帝)就是當時一起做的。 

當時我的兄哥是三個當中比較會剪黏的。 

在九份待 3.4 個月後，他們就回到南部繼續做，而把我放在龍山寺做。 

葉：龍山寺的你也有做過？ 

陳：對。 

葉：那你是做三川殿還是做？ 

陳：當時還是小孩子做工，是做廟習，在護龍。後來後殿才是天乞他們去做。 

葉：三川殿是添發他們去做。後面武門是和天乞他們做對場。而你當時是去做廟#？ 

陳：對，當時還是學徒，所以是做廟習，在護龍那辺。 那時候有很多師傅在那辺 

葉：當時是民国五十幾年嗎？ 

陳：對。 

葉：就我所瞭解，民国五十幾年那次，龍山寺正殿由姚自來、天乞他們做了四場。 

陳：姚自來嗎？目前我還沒碰過姚自來。  

葉：很可惜。姚自來先生在前幾年已經過世了。 

陳：那目前是他的兒子在做嗎？ 

葉：目前是他的徒弟在做居多。 

陳：我從 19歲的時候回來做 

葉：請問為什麼當初明明父親已經安排好要您去跟他做彩繪，後來為什麼沒有？ 

陳：最主要是要從我哥哥說起。他是從一中畢業的，他頭腦聰明， 

我父親當時在媽祖廟做彩繪，他去現場學個一週就可進入狀況。 

葉：我發現你跟您兄長都有一個型體，是因為家裡父親是做彩繪的關係嗎？ 

陳：應該是。我哥哥脾氣不好，他那時候在麻豆有一群兄弟，有時會惹事。 

葉：跟估呆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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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聽說後來去做師公。因為剪黏很辛苦，是我太認真，不然很多人後來都沒辦法繼續做下去。 

葉：您父親為什麼當初為沒有要您跟著他學彩繪？兄弟間都沒有人跟著學嗎？ 

陳：我們其實也有跟著學一些，但是都是學粗的。因為我父親那個時代的人什麼都要會，其實什麼都做，

做模版、土木等。 

葉：您父親可能是比較偏油漆，比較不算彩繪。 

陳：像彩繪的一些花鳥、虎頭，主要是ㄤ仔。 

但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剪黏是比畫師還有名的。 

當時畫師比較沒價值，像祿師、蔡草如、阿昇(陳壽彝)都住在我們家。 

現代時代不同了，現在這幾年比較注重這個文化了。 

葉：請問您父親是叫什麼名字？ 

陳：父親叫陳添澳，人稱添澳師。 

葉：他是師承哪位師傅？ 

陳：他們麻豆有一群油漆師傅，一個柳德和跟柳德育，都跟著一起學習的。他們個性都很老實。那時候工

作很多。 

葉：那時候也包含做泥作嗎？ 

陳：對。我爸爸那個時代的人就是作濕式施工， 

要釘模版、油漆、綁鋼筋，什麼都要做，很克難。有時沒有油漆可做，也會去做一些新建工程。 

葉：那時候要你去做草花是什麼原因？是覺得你適合還是？ 

陳：那時候就是因為溪邦師在那辺做，當時友師已經不在這裡做了。 

葉：當時您父親帶您大哥去找友師，是您大哥自己想去找友師的還是您父親決定的？ 

陳：當時是父親決定的，他與我的母親也不知道剪黏是什麼。 

我哥哥世逸當時做沒多久就回來家裡說不做了，說大家都說廟都蓋完了，以後就沒得蓋了。 

母親就鼓勵他，你這個工作，就學滿兩年。 

因為這個工作兩年是個瓶頸，兩年的經驗似乎學會了，但也似乎還不會。 

說不會，其實也會了一些。後來，他的手藝都是在北港媽祖廟跟清露師跟著做工的時候學的。 

葉：我覺得您大哥世逸師做的，手路上，有一半是友師的影響，另一半是受清露師影響。 

陳：到我現在，我跟著很多人一起做過，也受很多人影響，不同的型體，都學習一些， 

大家都各有優點。我學習了大家的優點，然後自己學，在自己突破。 

葉：您現在的確是已經是一種創作的風格了。 

陳：百年來，剪黏都沒有人走出新格局。 

大家都是要顧肚子。會去學做工做剪黏的人，大家都是家庭經濟不好。 

交趾燒是因為經濟不好大家就去捏交趾捏ㄤ仔，捏久了以後就走出去了。 

葉：當時您是否有去學做交趾？ 

陳：我沒有。但是後來我兄長後來有一陣子在做交趾時，我有跟著學。 

我的大徒弟建議我，依我做剪黏的功力，有機會可以轉做交趾，建議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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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大哥本來打算要設窯去做交趾，但是窯一設下去就會被綁在那裡。 

葉：請問依您的瞭解，您大哥世逸師做的交趾現在放在哪間廟？ 

陳：在佳里永昌宮有兩尊憨番是大哥做的。佳里永昌宮的廟是我 83 年做的。 

葉：83 年？算是很後期做的了。 

陳：除了兩尊憨番，還有一組八仙，都在憨番附近。 

葉：請問您開始做的第一間廟是？我是說您開始當學徒是從何開始？ 

陳：當時是從瑞芳九份開始。當時在那辺待了 4個月。當時是做粗工的。 

當時連瓦都有做。後來麻豆漸漸開始有廟翻新的工程， 

我大哥剛好有跟上時代，大概民国 60 幾年的時候。 

五皇廟做完以後，後來去豐原樂天宮，就一直做了。 

後來剛好跟上葉金池一起去日本新宿做，做了兩個月， 

在東京大飯店九樓頂陽台做了一隻龍，可是現在可能拆掉了。 

葉：您當時去日本是義雄他們那次嗎？因為義雄也說他也有去日本做過。 

他們是做堆花而已。 

陳：他們那次應該是比較後來了。 

葉：所以日本有一陣子都來台灣請師傅過去做 

陳：當時的價錢還不錯。當時葉金池的大舅子在日本做華僑會長， 

其實是要找一些工作讓他的妹婿可以過去玩。其實當時葉金池跟我大哥都沒在做了。 

葉：所以全部都是你們做？世逸師跟葉金池沒有先打個胚之類的嗎？ 

陳：沒有，那是老一輩的師傅才會這樣，現場全部都是我跟葉金池的兒子做的。 

葉：除了剛剛講的新宿東京大飯店之外，還有去哪裡？ 

陳：還有香港新界有間佛寺，似乎有設大學。 

葉：是做剪黏還是？ 

陳：主要是做屋頂上的龍。是用堆的，堆了兩堆龍。 

葉：用堆的，所以新宿跟新界的都是用堆的嗎？ 

陳：新宿的大飯店的是用剪黏的。 

這麼多年了可能都掉光了。那間飯店是 9間店面的大小的，大概 8.9 層樓。 

葉：隔壁有沒有比較有名的建築？因為在東京很多飯店叫東京大飯店。 

陳：就在新宿裡面的東京大飯店。有 9樓高。 

陳：現在會比人家強，是因當時的兄長較為嚴格的磨練。 

當時我當兵回來以後，他的場都是我在扶場。 

他也有說我結婚以後也可以自己出去拿工作，但是我想說我如果出去他就沒師傅了就沒人了。 

有時候在鼓勵少年人，因為後來就由我帶徒弟。 

後來新港有人找我過去，價錢比較好，但當時考慮到兄長照顧我很多， 

每個月掏腰包 2000 元供大家餐，也因為自己兄長的場可以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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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長也會放給我們做，但是別人的場做完就沒了，雖然比較好價錢，也沒過去。 

兄長平時都是抓大方向，我們雖然會做，但是要領眉角有時候還是抓不到。 

我們都會想要黏的很細緻很整齊，經過他指正以後，我都會在中午時間趕快把他拿下來重做。 

以鳳尾為例，在轉角的地方，我們都會想著要讓他很密很細膩整齊， 

但兄長就會說你要想像他像將扇子展開一樣， 

不要只顧到細節要很整齊，而是要抓外面寛裡面密的眉角。像打胚也是一樣。 

葉：其實像打胚，打胚打好就佔七成了。 

陳：其實兄長也懶得去現場，可是他越懶得去現場，我們就越能夠學功夫。 

主要是打好胚以後，隔天早上他去看，差一點眉角，他會再調整一下。 

我就會再繼續做下去。 

葉：其實我看師傅您的手藝很好，胚打的好佔了很大因素，胚打的很熟練。 

因為現在要做細都不難，但是那個體態是很難的。 

陳：當時新港奉天宮在整理廟的時候，他們在台北聽到我的名。 

在還沒開標時，去問了謝東澤， 

謝東澤說：「現在看看，全台灣剩下火師能夠做了。」 

他們那時候來找我，我本來沒有打算接，因為古蹟一修下去，整年整天都要耗在那辺。 

我跟他們說，我可以幾堵幾件我做就好。 

那天下午奉天宮的何董就馬上送了新港貽過來， 

後來新港那辺的師傅林仔就不平，就去找謝說：「新港剪黏的師傅一大堆，怎麼要找火師？」。 

謝說：「我都不比火師了，那你可以嗎？」 

葉：那您去現場時有考試嗎？現在有一些古蹟修復的會這樣。 

陳：沒有啦！現在都是別人跟我訂的，現在有人連續跟我訂三組， 

一組就是大甲鎮瀾宮、嘉義陳林祖，另一組是。 

葉：那廟方其實也很厲害。現在其實很多都是用現成的了，全台灣都快長一樣了，這實在很可惜。 

陳：我常說是因為我認真，我可以做我盡量做。 

可以是政府的財產也是我的財產。 

葉：新港奉天宮那批用玻璃做的其實說起來不太漂亮。 

陳：這次何董來就跟我說想要我做 20 幾堵。我就說我不要，我做幾堵就好。 

葉：你應該幫他們做在室內，室內比較不容易壞。 

陳：他現在就是計畫一辺讓嘉義林光沂做交趾的來做。 

葉：那也算是做對場了。 

陳：這東西也不是說誰好誰壞，各有各的特色。我現在也沒辦法整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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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名 蘇清良 日期 2014/08/28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26    年          月         日 2、生辰 

旧暦 生肖  屬          ，      月       日，御年  77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高雄縣湖內內公館村 

(戶籍)  5、住所 

(住所) 高雄縣大樹內湖內內田尾村 

6、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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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清良の聞き取り】 

葉：哪一年開始作的？ 

蘇：作兩年多，民国九十幾年。 

葉：所以你是負責哪一部分？土水部分，作脊也是你嗎？ 

蘇：作脊不是，鋪瓦也不是，所以我作三遍的覆土，再鋪上防水網，我覺得位置不一樣，所以我作出來的

位置跟圖不同。 

葉：屋頂還有其他的工作嗎？ 

蘇：屋頂沒有。 

葉：所以其他是剪粘的工作， 

蘇：是阿，我作的是下面的白灰與白磚。 

葉：材料從哪來的？那水泥用哪一牌的？ 

葉：太陽牌，那是黑水泥還是白水泥？ 

蘇：黑水泥，現在也很少用了，大部分都用白灰。 

葉：那裡的白灰？ 

蘇：關仔嶺的。 

葉：你做的都是關仔嶺來的白灰，台灣還有其他的白灰來源嗎？關仔嶺的白灰有分品質嗎？ 

蘇：沒有，台灣只剩關仔嶺的了。因為方便，來了泡水就可以用，以前我們還用石頭灰，要打碎摻水後再

混在一起，是用老咕石的白灰。 

葉：老咕石的石頭從哪來的呢？ 

蘇：高雄崗山。 

葉：崗山不是靠山辺嗎？怎會有老咕石？ 

蘇：以前是環球牌水泥在那裡設廠，整個山都是老咕石。 

葉：那現在還用老咕石的石灰嗎？ 

蘇：沒有了，現在都不用了，用買的較方便，雖然品質比較差。 

葉：那以前的老咕石是如何發成白灰？ 

蘇：例如在埕的地方，買來的老咕石先置於此，再澆水后中間挖一個洞，用水淋下后，它就會開始化去，

像電土一樣。 

葉：那打碎之後呢？ 

蘇：就一直擺著，擺多久也沒關係 

葉：古早麻絨以前跟現在的差別？ 

蘇：古早時代的麻絨都用布袋剪成一小塊，就是麻絨，粗糠就去米店買，但有的師傅不用麻絨，所以壁面

常會龜裂，但現今工程都不用麻絨。 

葉：為什麼？ 

蘇：不知道，可能不喜歡麻絨的紋理。 

葉：所以古早粗糠跟現在的粗糠應該沒什麼變化，那海菜呢？ 

蘇：要用煮的，用快速爐煮，像煮飯一樣，海辺的海菜不過跟一般的不同，例如台北賓館的工程，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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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來的。 

葉：那市場買的海菜可以嗎？ 

蘇：不行，很大叢的海菜才行。 

葉：那比例呢？2包白灰+8 分滿的水泥+多少水呢？ 

蘇：也不一定，要看要軟一點水就多一點，硬一點水就少一點。 

葉：今天要用完嗎？ 

蘇：今天要用完才行，會乾掉。 

葉：那砂從哪來？現在紅砂沒有了嗎？ 

蘇：沒有了。以前用紅砂，河辺。 

葉：黑砂是從哪來的？ 

蘇：屏東里港來的，也有大陸來的，但品質不佳。 

葉：粗灰裡面有加紅砂嗎？ 

蘇：不一定。 

葉：抹壁的配比砂是佔最多的嗎？ 

蘇：是啊。 

葉：白灰壁有紋路是如何做的。 

蘇：用掃把去拉的。 

葉：都一樣嗎？ 

蘇：每個部位不太一樣。 

葉：細灰有加入砂嗎？ 

蘇：沒有，麻絨要先浸泡。 

葉：有加入其他的嗎？ 

蘇：沒有。 

葉：有加色粉嗎？ 

蘇：看需求。現在的工程黑糖也都規定不加，但加黑糖后會較硬。 

葉：我有一些祕訣，抹壁用的，但不能說。 

葉：Q土跟抹白灰的不一樣？是農田的 Q土嗎？ 

蘇：差不多。Q土是抹土角的!  

葉：你作幾種型（KATA）？用什麼作？ 

蘇：用木頭阿加鉛版。 

葉：這幾年你有作多少印模的？ 

蘇：就台南放送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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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名 沈清輝 日期  性別 ■男  □女 

新暦 民国    42    年      2    月    10     日 2、生辰 

旧暦 生肖  屬          ，      月       日，御年  61    歲 

3、本籍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其の他：  

  4、出生地 桃園縣中壢市金陵路 

(戶籍)  5、住所 

(住所) 竹南鎮龍風里 10 鄰海埔 32-21 號 

6、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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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輝の聞き取り】 

葉：那這間廟要作多久？ 

沈：是完全用貝殼跟珊瑚作的廟，所以要作三、四年 

葉：澎湖也有用貝殼跟珊瑚作的廟，但我沒看過全部用貝殼作的廟，連龍柱也是嗎？ 

沈：是啊！ 

葉：以前蓋廟都要透過營造廠，沒辦法保證品質，所以現在透過網路與文獻來統計跟紀錄這些師傅。我之

前訪問過不少剪粘洗石子的師傅，現在還找了作土水的師傅，那沈司傅有遇過年紀較大的土水師傅嗎？ 

沈：很少了 

葉：以前的土水師傅都好厲害，有一些技術現在都看不到了。 

沈：以前的師傅會埋銅線、磨石、洗石。 

葉：你以前就有剪玻璃嗎？ 

沈：對阿 

葉：以前有剪碗皮你有嗎？ 

沈：有阿，不過現在不易取得，我都直接用花瓶就在旁辺燒，自己燒自己用。 

葉：現在的碗皮大部分是用新港的或是大陸貨，大部分沒什麼特色或變化。 

沈：用碗的話，缺點是它只有一個弧度，角度的比較不適合。 

葉：現在的古蹟修復用碗都比較不好，所以用花瓶真的是不錯的想法。現在其實有些案例，像是北港朝天

宮就是很棒的嘗試。 

沈：恩，那的確是很棒的建築，其實是素材的不同都被受限在碗的侷限中。 

葉：那你是何時才開始用花瓶？ 

沈：我早期也是用碗皮，後來才開始用花瓶，就算用碗也是自己燒的，所以跟別人也不太一樣。 

葉：你作多久了？ 

我四十年次，十四歲到現在。 

葉：那你那時有三年四個月嗎？ 

沈：也沒有特別規定。 

葉：師傅還有做嗎？ 

沈：有阿，在新營那辺。 

葉：當學徒最先學的是？ 

沈：剪玻璃，一開始大家都是先玻璃。再備料→黏花 

葉：你在學徒是哪一間廟？ 

沈：如果是在白河就是台南，在中坑就是嘉義。 

葉：那你當學徒時要煮飯打掃嗎？ 

沈：不一定，如果師母有出去就要幫忙 

葉：那那時有領薪水嗎？ 

沈：一開始沒有，後來才有一個月領一千多元，還有幫我二師伯作，他作交趾陶的。 

葉：那你當時有作交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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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完全沒有。 

葉：那你知道是誰先開始用玻璃作的嗎？ 

沈：不太清楚。 

葉：你怎麼會開始作交趾？ 

沈：一開始也是先從尪仔慢慢開始摸索，越摸越有興趣。還有交趾釉，林光沂作交趾，老師林添木教用釉

的方法。 

葉：從日本買釉料？或是從哪取得釉料？ 

沈：鶯歌就有了，但是配方和材料自己也要懂一點。 

葉：第一次作是什麼時候呢？ 

沈：就是在這大概四十多歲的時候，文、武尪仔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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