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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觀身-日本傳統工藝傳習推廣制度之旅 

 
 

 

 

 

 

 

 

 

 

姓名：羅又睿 

出國期間： 101 年 7 月 1日至 8 月 4 日 

出國目的地：日本 



一、 前言 

    夢想的源頭，可以追朔到 2010年的夏天，大學剛畢業

的我到鹿港幫忙施鎮洋老師工作，那是一段沒有課業壓力，

非常規律的生活，在幫忙老師的工作之中，我體驗到有別於

學校教育的學習，透過身體的勞動學習，開始形成「以身觀

身」的概念。工作的最後一天，我和施老師聊到日本傳統木

雕傳習工作，並表達我想要親自到日本考察，老師鼓勵我

說：「這很重要，趕快去。」於是我開始收集相關資料，與

思考出發的可行性，這一段回憶可以說是這次旅程的起點。    

    「以身觀身」的概念是從學習工藝的經驗出發，本來解

釋為透過身體的勞動，向身體有豐富經驗他者學習。我在發

想本計畫時，將以身觀身的概念，延續至文化交流的方法，

透過身體的五感，去體驗觀察日本傳習制度其背後的文化現

象，進而解釋其文化內涵。以身觀身是一種平行的文化交

流，深刻認識異文化的優勢，也透過自身的身體經驗，表現

自己文化的實質內涵，以謙虛的態度學習體驗，但沒有沒有

所謂優越或低劣的差別，是這趟旅程一直提醒自己的觀念。 

    以身觀身也是一種溝通的語言，對於不善日語的我獨自

前往日本進行文化考察與交流，除了透過英語和漢字，進行



口語與文字的溝通外，其實更重要的是身體經驗的溝通。在

兩者對於木雕都有一定概念的基礎下，透過身體經驗的溝

通，相對的口語的語言就顯得不太重要了，身體的互動能夠

達到最深刻理解，而這也是本計畫執行最重要的。 

     

    



 

二、 實際執行情形： 

2-1 行程地點圖示 

 
 

7/2-7/11 

井波、金澤 

7/1中部機場、名古屋市 

7/11-8/3 

京都、奈良、神戶 

8/4關西空港 



2-2 行程重點說明 

日期 參訪地點與行程重點說明 

7/1 

台灣桃園-日本名古屋 

國泰航空(CX530) 

11:55 出發：桃園國際機場 

15:40 抵達: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晚上下榻名古屋市 

購買名古屋至南礪市井波巴士車票 

7/2 名古屋→井波 搭乘高速巴士至富山縣南礪市井波 

7/2-7/10 

富山縣南礪市井波 

石川縣金澤市 

1. 拜訪井波彫刻協同組合 

2. 拜訪木彫工藝師 

3. 參觀井波雕刻綜合會館 

4. 參訪井波木雕工藝高等職業訓練校 

5. 參訪井波瑞泉寺、八襎宮 

6. 參訪井波銘木店 

7. 參訪井波木雕刻工具店 

8. 參觀石川縣金澤市兼六園 

 

7/11 井波→奈良 搭乘 JR 從高岡車站至奈良 

7/12-13 

奈良 

1. 參觀奈良興福寺(世界遺產) 

2. 參觀奈良博物館(正在展出日本佛像展) 

 

7/14-7/17 

京都 

(因祉園祭期間京都住宿早已

訂滿，故每日搭乘 JR 列車往

返奈良京都兩地) 

1. 參觀京都祇園祭民俗祭典(了解工藝品於民俗祭典中如何被使

用) 

2. 參觀八阪神社 

3. 參觀天龍寺 

7/18-7/19 

奈良 

1. 參觀奈良東大寺(世界遺產) 

2. 參觀奈良春日大社(世界遺產) 

3. 參觀奈良なら工藝館 

4. 參訪奈良町 

7/20 奈良→京都 

(住宿地點由奈良移動至京都

伏見) 

奈良-京都伏見 IVY 

7/21-8/3 

京都市 

京都工藝參訪 

1. 京都傳統工藝館參訪 



神戶市 2. 京都伝統産業ふれあい館 

3. 京都工藝品賣店參訪：工藝百職 

4. 參觀金閣寺 

5. 參觀銀閣寺 

6. 參觀松尾大社 

7. 參觀清水寺 

8. 參觀南禪寺 

9. 參觀伏見稻和神社 

10. 參觀宇治平等院、宇治神社 

11. 參觀茂賀神社 

12. 參觀神戶博物館、竹中大工道具館 

 

8/4 

日本大阪 

-台灣桃園 

國泰航空(CX565) 

11:10 出發: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13:05 抵達:臺灣桃園機場 

 



2-3 行程詳細內容說明 

第一部 啟程與過客 

2012/07/01 台灣-名古屋 

 

     離開了台灣，飛行 1850公里來到日本的名古屋，入關

時被海關盤問為何來日本時間這麼長？我給他看過行程表

後他皺著眉頭讓我出關。順利的到達中部空港境內，馬轉乘

特急快車到名古屋市，到名古屋市已經是日本時間晚上六點

了，名古屋飄著雨。一出車站就看到商店街、百貨公司，人

聲鼎沸，趕緊拖著行李，找到旅館的位置，前進。沒錯!!!

我在日本了，築夢的第一天，一直在前進，憑著事先查好的

地圖與自己的方向感，順利的完成入境、轉程、飯店 check 

in、吃晚餐、購買明天前往井波的高速巴士票劵，第一天只

有前進，到達一個自己陌生的環境，沒有太大的心情起伏，

反而是異常的冷靜，也許名古屋只是暫時下榻的城市，沒有

任何嚮往，也許是仍不敢相信我已經在日本了，顯得格外的

冷靜。在這樣異常冷靜情緒下，加上明天要搭乘一早的巴

士，到達日本的第一天我很早就寢了，還好還吃得下睡得

著，明天還有新的挑戰!!! 



第一部 啟程與過客(續) 

2012/07/02 名古屋市-井波 

 

    再次上路了，名古屋的早晨充滿活力，上班族、學生有

秩序的排隊過馬路、等巴士，有別於昨天下雨的名古屋，今

天是晴空萬里。坐在往井波的高速巴士上，會選擇搭乘巴

士，欣賞沿途的日本風情，是我最期待的，旅程繼續前進，

日本給我一種安心的感覺。 

  



第二部 路上烏鴉比人多井波 

2012/07/02 木雕與信仰的井波 

 

     搭了四個小時的巴士，終於到了井波！沿途的風景實

在優美，從都市到鄉村，在一直往山的方向走，看到一整片

的針葉樹林，實在精彩。在巴士上前座是一個年輕媽媽帶著

一個嬰兒兩個小孩，在車上有許多歡樂，不至於感覺到舟車

勞頓。一到達井波下榻的旅館，老闆娘立馬出來迎接，帶我

直接上二樓的房間，旅館是一棟木造房子，房間皆為和室，

與老闆娘一陣比手畫腳後，終於完成 check in的工作，和

確認早餐時間，天氣相當的炎熱，老闆娘貼心的替我準備冰

品，雖然語言無法直接溝通，但我感受到老闆娘的熱情，也

對我來自台灣深感興趣。 

    由於中午就到達井波，下午還有時間就先嘗試的在井波

亂繞，其實我沒有帶地圖，只有一個大概的方向，就職街出

發了，還好有順利的到達街上，看到年輕的木雕學習者，巷

前拜訪，對方很客氣，同樣也是藝術大學的學生，在那工坊

的空間裡，有一名老師和三名學生，老師為男性，學生則是

兩女一男，在空間就能看的出分工，老師作在工坊的最裡



面，兩名女學生作在最外面，中間則是那名藝術大學的學

生。他們在工作中穿著整齊的工作服，腳穿著木屐，辛勤的

在進行木雕工作，那名藝術大學的學生的雕刻刀柄有作變塗

的裝飾，而老師則是作打粗胚的工作，而且是一次做兩件作

品。他們以欄間雕刻的概念，縮小作品的尺寸，以單一元素

的圖案進行雕刻，第一天就能看到如此的景象，心情實在激

動。 

    繼續走在木雕大街上，觀察每間店鋪的擺設，木雕師都

會作在拉門後工作，讓自己成為展演的一部分。走到瑞泉

寺，正殿正在進行修復工作，沒有很正式的拍照，快速的走

過一次，建築量體非常大，雕刻裝飾也相當精緻，雕刻的圖

案與題材都有在大街上看到過，可以想像瑞泉寺在井波的重

要性。 

    吃過晚餐後，回到旅館，我在台灣訂的手機無線網卡也

寄到旅館了，但不懂得如何開卡，老闆娘帶我到隔壁的木雕

店鋪詢問，結果還是沒有開卡成功，卻意外的和店舖老闆聊

起來，再互相交換名片後，我驚訝的發現，老闆高桑良昭先

生就是井波雕刻協同組合的理事長兼職業訓練校的校長。在

與他說明我來井波的來意後，理事長拿出他們協同組合今年



三月到台北旅遊的照片，和井波早期欄間雕刻的老照片，我

也台灣台灣的木雕介紹給他了解，他很開心的拿了一件作

品，叫我聞聞看，是台灣牛樟!!!他說這是台灣的木頭，相

當珍貴，我們就這樣聊了一個晚上到晚上十點，理事長最後

送我雕刻會館的門票，邀請我明天去那邊參觀。回到旅館

後，我覺得這一切也太幸運了，才來井波的第二天就直接和

當地的木雕師有了互動，這是好的開始，也是整趟旅程很重

要的一天。 

 

 

  



第二部 路上烏鴉比人多井波 

2012/07/03 井波雕刻會館 

 

    今天一早帶著理事長送的會館入場卷，走到雕刻會館參

觀，會館屬協同組合底下的展示單位，負責展示、銷售、研

究井波雕刻的一個單位。在會館中可以看到井波雕刻歷史背

景的介紹，雕刻品的展示，以及木雕的基本知識的介紹。在

歷史背景的部分，井波雕刻從興建瑞泉寺的背景開始談起，

當時聘請京都的雕刻匠師來到井波進行興建瑞泉寺的建築

工事，匠師就留在井波，造就今天的雕刻聚落。而在會館中

展示的作品則是井波雕刻師所製作的作品，在作品的介紹內

容有作品名稱、作者以及售價，對於這一件事情是讓我相當

的驚訝，在台灣很少有博物館或木雕展有作品售價的標示，

而會館內的每一件作品皆有售價標示，是相當特別的。在井

波的雕刻項目可以分為獅頭、天神樣、欄間、以及其他生活

工藝品的項目，而圖案選擇則是以植物(梅花、竹子、松樹、

菊花、彩花等)、動物(雞、鳥、龍等)為作品題材。 

今天在會館作示範的是木雕師荒井壽齊先生，在巷前拜

訪後，他熱情邀請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他說他有個朋友會講



英文，在留下時間和地點之後，和荒井壽齊先生告別，離開

會館。而下午則針對瑞泉寺山門進行拍照工作。雖然今天天

氣陰陰的，但拍照工作順利完成。 

 

 

 



第二部 路上烏鴉比人多井波 

2012/07/04 木彫獅頭二代目荒井壽齊 

 

    今天一早，太陽又出現了。在鬧鐘的聲響中醒來，吃過

早餐後，來到了木雕師荒井壽齊先生家中拜訪，昨天因為語

言的關係，無法順利溝通，所以在晚上就拜託台灣友人將我

想提的問題翻譯成日文後，抄寫至本子上，準備今天再透過

簡單英語和荒井壽齊先生溝通。 

    到了荒井壽齊先生的工作室，他與他的朋友已經到了在

等我，我透過昨天所抄寫的日文自我介紹，順利的說明我來

井波的用意，荒井壽齊先生他的朋友 Oya Akira先生會說英

文，因此幫我與荒井壽齊先生做翻譯工作。荒井壽齊先生是

井波人，承襲父親的家業，繼續傳承木雕工作。父親荒井壽

齊一代目是井波知名的獅頭木雕師，所以荒井壽齊先生也是

以木雕獅頭為主要專攻的項目。 

    荒井壽齊先生與 Oya Akira先生熱情的為我說明井波木

雕科訓練學校的學生皆來自全國各地，到井波需要訓練五年

的時間，前三年為生徒，後兩年為實習生。第一年學習磨刀，

第二年學習細修，第三年學習粗胚，第四、五年嘗試不同工

http://www.facebook.com/oya.akira.7
http://www.facebook.com/oya.akira.7


法與主題，五年結訓後，可以出去開設工坊，成為正式的匠

人。新的一期課剛好在 7/6下午開始，荒井壽齊先生替我問

協同會館屆時能否參觀，很幸運的對方同意了，也相當熱情

的招待。荒井壽齊先生下午帶我去參觀井波銘木店，店內展

示整齊，材料完整且多樣，是井波的木雕匠師們購買木材的

所在地，裡頭有兩塊板材老闆說是台灣的材料，向前一聞是

台灣牛樟!!!能在異鄉聞到熟悉的味道實在感動。 

    來到日本的第四天，到目前的行程都意外的非常順利，

旅程前的未知與不安全感全部消失，本來還覺得時間會過很

慢，沒想到一下就第四天了。我想未知的旅程，可以有更多

的驚喜，旅程雖然未知，但有一顆誠懇的心，可以超越國籍、

文化、語言。每天下午六點，井坡鎮上就會撥放優美的音樂，

匠人們也紛紛的準備休息，我也收拾好心情，在暮光下與烏

鴉的叫聲中，往未知的明天走去。 

 

 



第二部 路上烏鴉比人多井波 

2012/07/05 井波瑞泉寺太子殿的銘想 

 

    井波瑞泉寺正在進行正殿屋頂修復工程，我坐在太子殿

的廊道上，微風徐徐，在熟悉的電動鉋刀聲響中，我想起曾

在嘉義與永靖的工作環境，同樣是古蹟修復現場，瑞泉寺給

人一種舒適，並無有任何工地壓迫之感，在這裡不想特別去

跟台灣作比較，但是看到日本人做事情的態度，與各方面的

小細節，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們，這就是老師說的「頂真精神」

吧，時間對他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想要把東西做

好，做完美，再回頭看施老師，雖然沒有受日本直接統治的

影響，但其父親施坤玉老師在日本的影響下，將日本人的做

事態度涵化了，也間接的影響施老師本身。 

    我不認為這是文化差異，沒有一個文化是追求差不多、

隨便的，那是不容許讚揚的。婉君昨天說我出發前也沒想過

這趟旅程會對我可能是影響一輩子的。我不反對，但也不承

認，但是確實是永生難忘。對於現在的我，又重新對自己做

一次的反省，也許沒有想法不是壞事，願意作也不表示能作

好，行動力要永恆的實踐，不可三分鐘熱度，「把事情做好」



就是「頂真」的真諦。回台灣後，態度的改變，內化成自己

的特色，再出發吧!!! 

  

  



第三部 年輕人的木雕夢 

2012/07/06 井波木彫職業訓練校 

 

    我現在很興奮，這次逐夢的「夢」，我達成了!我成功的

來到井波木彫刻職業訓練學校，正在他們的教室內，在此起

彼落木槌打在彫刻刀的聲音中，我的心中很難掩飾興奮的心

情，這裡的學生和我年齡相當，有已經在學校學習五年了，

有在家練及好幾年的，這邊的學員來自全國各地，他們離開

家，來到井波拜師，吃、住都在師傅家中，從早上八點工作

到下午六點，每週五的下午來到職業訓練學校上課，一週只

有週日休息，在他們的眼神中，一點也沒有對傳統木雕沒信

心，反而有一種堅定的感覺，上課中，他們不發一語，專心

的在手上的木雕工作，我看了是非常激動!!這就是我一直夢

想中最夢幻的工作氣氛，我的夢想實景!!!實在太夢幻了，

我不是在作夢!!沒錯，外面下著大雨，這是真的!!我的夢想

成真了!!! 

    在學員的木彫工作中，我看了「匠」的身體自然反應，

俐落熟練的動作，我也有類似的經驗，我想，還是要從以身

觀身後，才有如此的想法與信心。 



第三部 年輕人的木雕夢 

2012/07/06-07 夜，共同的夢想 

 

    下午五點，大雨過後一切突然變的很安靜，學員們紛紛

收拾自己的工具與打掃教室，本來認真嚴肅的學員們，紛紛

露出笑容在進行打掃工作，他們也主動與我溝通，似乎是對

我來自台灣很感興趣，因此他們邀請我晚上繼續聊聊。 

    回旅館洗澡後，簡單吃個東西，約晚間七點他們已經到

了旅館找我，然後我們一起到其中一名學員渡邊文矢的家中

集合，而渡邊文矢已經準備好零食與飲品等候大家。我們透

過手機的翻譯軟體、英文、漢字進行溝通，從自我介紹、為

什麼會想學習木雕等話題開始聊起，溝通不算有太大問題。 

    我發現這些學員幾乎都是大學就開史接觸木彫課程，畢

業後繼續來到井波接受師徒制的訓練，希望自己也能獨當一

面，而他們也有談到現在日本的傳統工藝學習者越來越少，

所以他們就有使命更想將這份技藝傳承下去，我聽了其實非

常感動，原來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也有和我一樣對傳統工藝

充滿著使命感，正在努力學習，希望這項技藝能繼續傳承。 

    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個小時的交流，卻讓我充滿著鬥志，



使我在學習木雕的過程中，一點也不覺得孤單。 

    在問過他們各自工坊的位置後，隔天一早一一拜訪，實

地了解他們在工坊的工作情形。 

 

 

 

  



第三部 年輕人的木雕夢 

2012/07/08 以身觀身 

   

    到日本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其實很快，也很充實，今

天本來是要到五箇山看合掌屋聚落，但早上去公車站牌等車

時才發現禮拜日沒有巴士運行，因此今天計劃繼續留在井

波。禮拜日的井波街上觀光客的數量有多一些，但大部份的

彫刻師傅是休息的，所以雕刻師的收入應該不全部依賴觀光

客。這讓我非常吃驚，在這小聚落中，有一百多間的彫刻店，

但卻都不是以觀光財為主要收入，而期他店舖(食店、販賣

店等)今天沒有休息來應付觀光客就夠了。一個禮拜下來，

我真的認為井波沒有很多觀光人潮，但居民可以不愁生計，

雕刻師有作不完的工作，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這真的是太神

奇了，鹿港到假日有非常多的觀光人潮湧入，但匠師們的工

作卻沒有相對的增加，這也是非常不可思議。 

    寫到這裡，渡邊文矢看到我，問我怎麼沒有趣五箇山？

我告訴他今天沒有公車，他說他下午要帶我去金澤走走，帶

我去看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兼六園。在等他收拾工坊的東西

時，我跟他說我想買這邊的雕刻刀回去當樣本，他馬上帶我



到隔壁的道具店，請老闆拿出彫刻刀給我看，在我看過之

後，決定買下一支平口刀，而渡邊文矢也說晚上到他家做木

柄。離開道具店後，我們就駕車前往金澤。 

    金澤兼六園的庭園景觀真的是沒話說，樹木巨大且奇形

怪狀，整個庭園讓人走起來非常舒服，在遊園的過程中，我

和渡邊文矢分享學習木雕的心路歷程，相當愉快。 

    傍晚回到井波，簡單的吃過晚餐後，我帶著今天買的雕

刻刀去渡邊文矢的家中，他也拿出一支上未裝柄的刀，要作

示範，於是我就跟著他的步驟開始做木柄。在過程中渡邊文

矢很要求每個動作都要做到位，才能在進行下一個步驟，並

且非常有耐心的用圖示解釋，也告訴我每個動作為什麼要這

麼做，有何用意？我們就從晚上八點工作到十一點，也互相

交流了使用工具的經驗，而我認為今天晚上則是體悟以身觀

身的最高潮。在這過程中，我終於了解為何大家對於日本的

匠師做事態度非常尊敬也認同，我想跟他們的學習經驗有

關，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非常要求每個動作都要做到確實

才能繼續往下一個步驟進行，因此會讓人感覺到頂真與敬業

的精神，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再者，匠師的工具是手的延伸，因此每一件工具都是匠



師們自己依自己的使用習慣再進行做調整，而非買來就可以

用，從工具就開始要求確實的態度，到對作品的施作動作確

實的要求，這就是日本匠人讓人受欽佩的地方。以身觀身

後，完全能夠領悟這些道理。 

  

 
 

  



第四部 夢幻的木雕地 

2012/07/09-10 滿滿的感謝 

 

    這兩天忙著寫寄回台灣的明信片外，也忙著寫給井波曾

幫助過我的人的感謝信，同樣也是請台灣朋友幫我翻譯感謝

信的內容，在逐一的寫在感謝卡片上，在親自交到他們的手

上，表達最深的謝意。 

    回到第一天來到井波閒晃後休息的地方，回想在井波的

這幾天，從本來陌生到漸漸熟悉環境，到認識這邊的雕刻

師、和一群正在學習木雕的年輕人，想起來非常過癮。也許

我很幸運，申請到經費，遇到很多很好的人，順利完成夢想，

但其實我也很努力，構築這夢想，很努力克服所有問題，實

現這夢想，我想這一切不是和台灣朋友分享照片上的如此容

易，是有累積、沉澱、行動後的結果，當然我還是非常幸運

的。 

手上剩下最後一張卡片，是要給在廣場對面的小吃店的老公

公老婆婆的，在這幾天，他們準備好吃的炒麵與鯛魚燒給我

吃，在言語完全無法對談的情況下，透過寫漢字，我們有更

深刻的認識，感謝非常慈祥的老公公老婆婆。收拾好心情



後，再出發遞送卡片，深深的一鞠躬，表達最深刻的感謝，

謝謝井波，謝謝曾幫助我的朋友們，我一定會再回來的。

 

 



第五部 工藝與生活 

2012/07/11 離開，再出發 

 

    完成了井波的旅程，帶著內心充滿的感謝，和井波的朋

友道別，沒有感傷，因為總覺得我們很快就會再見到面，所

以不難過，拖著行李箱，搭上巴士，沿途皆是熟悉的景象，

看到朋友們仍辛勤的在工作著，這小鎮依然平靜，我沒有留

下太多不捨，也不認為自己是過客，相信一同在為木雕努力

活著的人，一定還會在見面的。 

    11:30到了高岡車站，我選擇了 13:22特急號的自由座，

可以省日幣 500元，想說時間充裕，就拖著行李走到高岡的

國寶寺廟瑞龍寺，日頭赤炎炎，非常炎熱，地圖上距離沒有

太遠，兩個綠口，沒想到在太陽底下走了 15分鐘，看到要

入場門票 500元，還是把錢拿出來了，但是相當的值得，看

到柿葺的屋頂，天氣超好，拍了很多照片。回到車站搭上車，

往奈良的路上，希望接下來的旅程能一切平安順利。 



第五部 工藝與生活 

2012/07/12-20 奈良世遺與京都祉園祭 

 

    完成這趟旅程的前半部井波的行程後，來到了日本關西

地區的城市奈良，正式宣布旅程的第二部份開始。這一部份

主要是要到京都參與傳統祭典「祉園祭」，但因為這一段時

間京都的旅館都客滿的狀況，不得以只能到奈良租屋，再透

過每天通車的方式到京都參加祭典。 

    祇園祭是日本京都每年一度舉行的節慶，源自 869年，

當時疫症爆發，居民把祇園的八坂神社內神像搬出神社，在

京都市內巡行，祈求潔淨及消除瘟疫。祇園祭不但為「京都

三大祭」之一，也為「日本三大祭」之一，並被認為是其中

一項最大規模及最著名的祭典。整個祇園祭長達一個月，在

7月 17日則進行大型巡遊，京都的 29個區，每區均會設計

一個裝飾華麗的山車參加巡遊。 

    這次參觀的重點為各區的山車上頭的木雕工藝，以及京

都如何保存與推廣這項民俗活動。在山車上皆有精彩的木雕

作品，是京都當地的木雕匠師的作品，京都是日本的工藝大

鎮，而井波雕科的最源頭也是從京都的匠師到井波才開始發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0%E6%85%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86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87%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9D%82%E7%A5%9E%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83%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7%E6%9C%8817%E6%97%A5


展的，因此可以透過山車上的木雕作品看到日本雕刻的最源

頭。而祭典儀式方面，透過強而有力的地方民間組織與政府

機關的合作，讓祇園祭的活動相當精采有活力，而且也表現

日本民族性與京都傳統民俗活動的生命力，而在祭典活動

中，非常強調小孩或年青人的參與，才能表示這項儀式是有

在傳承，是有年輕的氣息。 

    這段時間除了參與祇園祭外，也到奈良與京都的世界遺

產參訪，欣賞當地的建築工藝技術，從這些世界遺產鐘可以

看到大工、雕刻、石作、屋頂作、金工、庭園造景等工藝，

相當震撼。 

    從有形的建築到無形的民俗祭典，都能看到日本工藝的

存在，可想而知的是日本的工藝是與他們的生活仍密不可分

的，是無須太強調「保存」這一件事情，而是去思考怎麼讓

這些工藝更貼近民眾的生活，才能使這項工藝延綿不絕的傳

承下去，沒有來日本，還真的無法體會。 

 



第六部 工藝推廣 

2012/07/21-2012/08/04京都工藝推廣 

 

    在旅程的第三部份，祇園祭的主要活動結束，京都觀光

人潮散去，我再從奈良租屋處搬至京都的租屋處，在這部份

我想要透過參觀博物館或工藝館等館設，了解日本如何著手

進行工藝的推廣工作。 

    首先在 7/24搭車到離京都兩小時車程的神戶，主要是

要參觀竹中大公道具館，這個館在台灣已經聽過太多人說一

定要來參觀，以展示大工工具為主的館設。進入到館內，非

常興奮，也非常震驚，首先在一樓先看到一整面滿滿的大工

工具，相當震撼，一樓的工具概說與特展，對於大工工具做

簡單的介紹，二樓分別各種類的工具做如何使用與施作後效

果做展示，全部都是真品展示，相當淺顯易懂。三樓介紹各

工具的發展史與各國工具之比較更讓人震撼，日本對於工具

的展示做的相當用心，也透過工具的展覽解釋建築的發展進

程。雖然這個館設只有三層樓，卻讓我整整看了一整個下

午，如果台灣也能對於工藝的工具這麼用心的進行研究與展

示，也許更能突顯台灣工藝的特色。 



    這幾天中，再參觀京都各世界遺產後，在 7/27我來到

了京都傳統工藝館參觀，本來想由這個館延伸至其他工坊去

拜訪京都的工藝匠師，但來到這個館參觀之後，發現這個館

是二本松學院的附屬設施。二本松學院底下有三所大學，分

別為京都美術大學、京都傳統工藝大學校、京都建築大學

校，而京都傳統工藝館則主要是展示老師與學生的作品。展

示項目有金工、木工、雕刻、佛像雕刻、漆藝、蒔繪、陶藝、

竹工藝等分類，除了表現傳統工藝的美外，也展示了工藝新

趣，新的題材、新的工法的結合，相當精彩。三樓的匠人展

演區有人在現場示範，在很久沒聽到彫刻聲的我，今天非常

感動，而在二樓發現只有展示一件畢業學生，是渡邊文矢的

「十二支」，非常驚訝，他的畢業作品受到日本太子的賞識，

被工藝館永久典藏。在四樓則是建築大學校的畢業展，有論

文也有模型展示，而且論文都語文化資產有相關，二本松學

院是一個結合工藝、建築的組織，也是京都重要文化財的重

要保護團體。 

    除了參觀傳統工藝館讓我驚豔外，在 7/29參觀了京都

傳統產業館，也同樣讓我非常震撼，尤其是他的圖書室。這

是以傳統工藝與美術為主要圖書收藏的圖書室，空間雖然不



大，但藏有相當多且完整日本工藝與美術的相關書籍，實在

讓我大開眼界，日本從事工藝研究多年，在這圖書室可以見

得，從各式紋樣的基本資料書籍，到各工藝的相關書籍、民

藝研究、美術品，甚至還有兒童書籍，兒童的工藝書，介紹

了日本國內的各種工藝，工藝的基本概念，以及工藝士、人

間國寶的介紹，相當入門且內容豐富，是了解日本工藝的重

要書籍。若台灣也能有一間以工藝書籍為主的圖書室，收集

各類工藝叢書，也會是一種進步的象徵。 

    在第三部分的旅程，也是在日本最後一部份的行程中，

我參訪了京都的世界遺產建築類，也參訪了與工藝相關的館

設，實地了解京都的工藝項目與推廣工作的實行狀況，也看

到一些非常好的概念與想法，也許可以思考如何在台灣發

生，讓台灣的工藝推廣能更深刻，更有成就。 

    這趟旅程結束了，回想剛到日本的緊張與期待，到安定

與放心，這一切都很不可思議，一個不會講，也聽不懂日語

的小夥子，到日本受到很多人的幫忙與照顧，是多麼的幸運

阿!每天起床還是不相信自己在日本，直到出了門，看到右

駕的客車，行人靠左邊走，這邊的人講的是日語，我才確認

這不是作夢。這個夢也許很小，但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經



歷，人生好像又累積了什麼，成長了什麼，要回台灣了，很

期待也很惶恐，真的要沉澱下來後，再好好梳理這次的成

果，與大家分享。旅程一切平安、順利，感謝一路上支持與

幫助我的人。 

 

  

  



三、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羅又睿 」受補助參加 101年度築夢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   用   別 
金  額 (台幣) 說   明 

項 目 名  稱 

一  學雜費 

62,831 

1.學雜費補助以新臺幣 10萬元為上限，所

附單據與原計畫相關(請說明)。 

2.與相關單位聯繫之郵電係指出國與計畫

相關單位聯繫之郵電，與家人聯繫之郵電

(請於生活費支出)不可核銷。 

3.學雜費取據以出國前一個月至返國後一

個月為原則(申請、報名費除外) 

4.請備註學雜費單據與計畫之關聯性 

二 1 機票費 

14,900 

機票費用報支請檢附機票票根、登機證及國

際線航空機票購買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

付收據並檢附護照影本(附照片面)及出國

期間所到國家之入出境戳記、簽證等影本。 

2 船舶及長

途大眾運

輸工具費 5,786 

機票、船舶及長途大眾運輸工具費用，請加

附票根等能證明往返日期、時間及地點等之

資料；計程車及租車等非大眾運輸工具費用

不得報支，又市區公車、火車、捷運等短途

交通費已包含於生活費中支給，故亦不得報

支。 

三  生活費 

48,160 

1、 一日內跨越兩國以上者，其日支生活費

以當日留宿之國家為準，不得重複。 

2、住宿免費宿舍、過境旅館、或在交通工

具歇夜及返國當日，生活費按左列日支

數額標準之四折支給。 

四  保險費 1,108 
保險費補助以保額為新臺幣 400萬元為上

限。 

五  手續費 2,403 
 

 

合   計 
135,188 

 



四、成效評估(應含對客家發展的成效評估)。 

(一) 學習傳統木雕技藝，增廣見聞，自我成長。 

     參與文化部指定傳統木雕人間國寶施鎮洋老師的傳習

計劃，於2012年起展開為期四年的傳習課程，透過實際學習

傳統木雕技藝，更深刻的了解傳統木雕技藝。再透過此次的

日本行程，了解日本井波木雕傳習課程的設計安排，交互比

較，思考兩者的差異與其因素。本來計畫實際參與日本井波

職業訓練校的課程，但因對方沒有接受過短期課程的安排，

加上工具使用習慣差異太大，因此我仍以在台灣學習木雕為

主要重點，至日本主要以增廣見聞為目的。 

(二) 觀察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傳習、推廣制度。 

    實地至井波木雕刻職業訓練笑參觀上課情形，透過交流

了解井波木雕仍是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承技藝。另外參觀了井

波木雕會館、京都傳統工藝館、京都產業館、竹中大工道具

館等館設，了解日本在工藝各方面所作的推廣工作實地情

況，將看到不錯的方式記錄下來，提供未來台灣工藝推廣工

作參考用。 

(三) 提供傳統工藝傳習建議書，作為客委會、文建會等文

化主管機關未來規畫文化傳承及推廣制度的參考資料。 



    這一部份將在檢討與建議部分敘述。 

(四) 推廣傳統工藝，鼓勵年輕人投入傳統工藝的傳承。 

    目前在每周五晚上皆有在中區職訓中心傳統木雕鹿港

班擔任助教的工作外，在北藝大也嘗試讓同學體驗傳統木雕

的製作，希望會有更多人對傳統木雕有興趣，對自己的文化

有興趣。 

五、檢討與建議。 

    在這次的日本傳習推廣制度的考察中，我鎖定木雕工藝

作為觀察對象，並針對富山縣井波木雕工藝中工坊、木雕

師、工具、作品類型、材料、協同組合、職業訓練校等面向

進行參訪。行程結束後，嘗試將所取得資料沉澱後整理，並

回顧台灣傳統工藝傳承工作，希望能進一步思考台灣傳統工

藝的下一步該如何前進。 

 

5-1日本井波木雕 

    在日本的傳統工藝並非全由文化部全責負責，對於日本

政府來說，工藝本為一項產業，有其原有的生產者與消費

者，故屬經濟產業部之權責，而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指定了

許多日本國內各地的傳統工藝品，其用意就是要找出每個地



區的特色工藝，並進行推廣工作。 

    而富山井波的木雕工藝也是日本濟產業大臣指定的傳

統工藝品，並透過該區域的木雕工匠於 1942年的 11月組成

「井波彫刻協同組合」，並於 1947年成立「井波木彫職業訓

練校」。「井波彫刻協同組合」類似台灣的職業工會的組織，

透過這組織集結井波木雕工藝工匠，並協助工匠銷售工藝

品，宣傳井波彫刻；而「井波木彫職業訓練校」則是在保有

師徒制度的工匠訓練方式制度下，另外開設的訓練校，訓練

校的課程有別於師徒訓練的內容，以素描、雕塑等美術課程

訓練為主，目的是加強生徒的美術訓練。五年的訓練後，透

過經濟產業大臣的認可，可以成為工藝技術士，獨立開設工

坊的資格，正式的獨當一面。職業訓練校的學生平日在各師

父的工坊工作，僅有每周五下午至訓練校上課學習，在師父

工坊工作師父皆會支付學生微薄的生活費，以維持學生的平

時生活開銷。而職業訓練校則是由協同組合的會員輪流教

授，整個傳習過程皆無接受國家的資金補助，政府單位僅協

助該木雕工藝品的銷售與宣傳工作。 

    再者，與井波木雕職業訓練校的學員交流後，該學員的

年齡層約在 22-27歲之間，多為大學畢業後，前來井波拜師



求藝，大部分的學生皆在大學時就已經開始在學校學習木

雕，而該畢業學校多屬各地的工藝美術大學。由此可知，在

日本年青人若對木雕有興趣，在大學就可以選擇相關工藝美

術大學就讀，而像京都傳統工藝大學就有木雕專業的訓練，

學生畢業後，若要繼續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可透過學校的

推薦至井波拜師，展開長達五年的訓練。在這五年當中，每

周僅有一天的休息日，每年僅有兩周的長假能返鄉，一開始

都住師父家中，每日除了木雕工作外，也必須分擔師父家中

家事，學習過程相當艱苦。可想而知，這群學生若不是對木

雕有著深厚的興趣與執著，很難完成五年的訓練。因此我想

透過回顧台灣工藝的訓練環境與傳習工作，作為與這次日本

參訪行程進行對話。 

5-2台灣傳統工藝傳承工作 

5-2.1國家型傳習計畫回顧 

    回顧台灣著手辦理國家型傳統藝術保存傳習計畫，最早

是從民國六十九年由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與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進行「我國民間傳統技藝調查研究

及改進」工作開始，對於傳統民間藝術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在每年所公開的調查研究報告書中，皆針對各項傳統藝術進



行初步調查與保存困境之探討，是台灣最早傳統工藝保存傳

習國家型計畫。調查研究案之後，國家開始著手進行傳統藝

術的傳習工作，筆者針對本文欲探討的傳統工藝，將國家型

傳習計畫共分成三個時期，如下： 

5-21.1教育部「重要民族藝術藝師」(民國 69-81) 

民國 69 年 9 月 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與國立政治大學邊政

研究所進行「我國民間傳統技藝調查研究及改進」工作 

民國 71 年 5 月 26 日 總統令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為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

聘之重要依據。 

民國 71 年 7 月 28 日 教育部以台(71)社字第 25532 號函委託國立台灣藝術專

科學校研擬「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聘及設置辦法」初稿。

該校經邀請專家學者研討，於同年十月底將初稿送教育

部參考。 

民國 72年 11月-民國

73 年 5 月 

 

教育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聘及設

置辦法」起草小組，共開五次會議。 

民國 73 年 6 月 

 

教育部完成「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聘辦法」草案及「民

族藝術訓練機構設置辦法」草案。 

民國 73 年 9 月-民國

74 年 10 月 

 

教育部將「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聘辦法」草案及「民族

藝術訓練機構設置辦法」草案送行政院審核，民國 74

年 4 月 19 日行政院各部會副首長會議結論：關於民族藝

術訓練方面，宜以傳統收徒傳藝方式辦理，請教育部訂

定優先順序及項目內容，發掘人才，目前尚無設置訓練

機構之需要。 

民國 74 年 11 月 13

日 

教育部台(74)參字第 50539 號令訂定頒布「重要民族藝

術藝師遴聘辦法」 

民國 77 年 3 月-78 年

3 月 

教育部核定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聘審查委員會組織章

程，著手進行審查委員會之成立，並同時接受推薦藝師

候選人。 

「重要民族藝術藝師」各初審小組評審委員名單： 

傳統工藝組：施翠峰(兼召集人)、何昆泉、林衡道。 

傳統戲曲組：李殿魁(兼召集人)、邱坤良、林谷芳、王

振義、王銀麗、王秋貴。 



傳統音樂組：許常惠(兼召集人)、呂錘寬、馬水龍、楊

兆禎、張炫文。 

傳統舞蹈組：劉鳳學(兼召集人)、高棪、黃素雪。 

傳統雜技組：林恩顯(兼召集人)、吳騰達、張愚、周繼

春、張迎春。 

 

民國 78 年 5 月-民國

78 年 6 月 

 

初審小組訪視各地區藝師候選人 

民國 78 年 6 月 28 日 

委員會投票選出第一次重要民族藝術藝師當選人： 

傳統工藝組：黃龜理(木雕)、李松林(木雕)。 

傳統戲曲組：李天祿(布袋戲)、李祥石(梨園戲)、張德成

(皮影戲)。 

傳統音樂組：侯佑宗(鑼鼓樂)、孫毓芹(古琴) 

民國 79年-民國 81年 

 

藝生徵選工作(79 年 4 月 1 日止)，隨後開始執行為期三

年的「重要民族藝術藝師傳習第一期計畫」。 

 

5-2.1.2文建會傳統藝術中心「民間藝術保存傳習」(民國 84-92) 

民國 84 年 7 月 

 

文建會委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辦理「民間藝

術傳習計畫」。 

民國 85 年 7 月-民國

92 年 

 

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承接，並更名為「民間藝術

保存傳習計畫」。 

「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畫」係一中長程計畫，期望透過

計畫之整體規劃與執行，使民間藝術得以綿延不絕，能

獲得再生與創新，並成為當代文化活動的一環。首由文

建會開始，對瀕臨於失傳、人才日漸式微與凋謝的民間

藝術，進行「搶救式」的紀錄，並慎重挑選具代表性之

民間藝人與團體，將其精湛技藝與知識傳承於世。 

本計畫以傳統戲劇、傳統音樂、傳統工藝以及傳統舞蹈

與雜技為主要範疇，計畫執行方法分為調查研究、保存

與傳習三類。透過專家學者的主持、參與，以田野調查

與深入挖掘，建構藝人的生命史；並藉傳習授藝的過程

以影、音、文字與文物整理等方式，記錄藝人精湛的技

藝與容顏。而為使計畫成果為全民所共享，各子案結案

之後，另進行成果的「後製作」，將藝人傳習保存的資料

彙整、出版專書、圖錄及 CD、VCD或 DVD等，以廣流傳。 

 



 

民國 91 年 1 月 

 

成立傳統藝術中心 

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公佈 

傳藝中心依法為「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主

管機關，並與原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並列為「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主管機關，統籌無形文化

資產保存、管理、維護及活用之業務。文建會為統一事

權，於民國 96年成立「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移

撥整併傳藝中心部份法制業務與現有人員；傳藝中心之

業務則回歸為傳統藝術之典藏、保存、展演、教育、推

廣，並作為無形文化資產政策實踐與展示場域。 

 

民國 94 年 12 月 30

日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壹字第 0942131400 號令發布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 

 

 

5-2.1.3文建會文資總管理處「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民國 96~)  

民國 96 年  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無形組承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之業務，執行傳統藝術保存傳習相關計畫，並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辦理指定與登錄「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行政院文會建設委員會文壹字第

0962135525 號函訂頒「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審

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98 年 指定「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並招收藝生進行傳習工作。 

 

5-2.2大專院校傳統工藝課程 

    除了國家型傳習計畫外，國內大專院校近幾年也開設傳

統工藝課程，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

意設計學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四個系所，皆聘任專業技術師資進行實作教學，本文整理各

系所開設傳統工藝課程與師資如下： 

表：開設傳統工藝課程系所一覽表 

 

5-2.2.1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開設傳統工藝課

程之目的可以從其設立宗旨：「主為傳統工藝古蹟修護專項

培育人才，為活化課程領域，規劃工藝創造之生機，以傳統

技藝承繼為主軸」中可以看出，該系所是以傳統技藝繼承為

主要目的，而課程規畫重點則是以文化歷史區域特色的研

究、典故口訣專業技藝之出處、傳統雕刻正確技藝的傳授、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古蹟藝術修護

學系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文化資產

維護系 

國立高雄大學傳

統工藝與創意設

計學系  

國立台南藝術大

學博物館學與古

物維護研究所  

傳統木雕 王慶台、洪耀

輝、洪清課 

施鎮洋 沈明旺 林永欽 

傳統彩繪 陳敦仁 無 陳壽彝 無 

交趾陶 徐明河 

唐國樑 

呂勝南 待查 無 

剪黏泥塑 徐明河 無 無 無 

其他傳統

工藝實作

課程 

捏麵 漆藝、書畫裱

裝、傳統竹

編、傳統童玩

家具 

錫藝、竹雕、玉

石、金工 

鑲嵌、桐油彩

繪、貼金、榫接、

漆藝  



傳統圖稿正確創作方法之訓練、立體、平面雕刻正確方法之

訓練、民俗吉祥圖像吉語、諧音正確之說明、建築傳統資料

的記錄與整理、古蹟修護專才人員的養成為主要目標。 

該系所對於傳統工藝課程之堅持，可從碩士班科目學分表中

的備註看出端倪：「非本科系生入學時，需繳交大學歷年成

績單，經本系專業認定後，未修畢大學部「基礎雕刻」、「交

趾與剪黏」及「寺廟彩繪」課程者，需至大學部修習該課程

技能〈不列入畢業學分數〉。」由此可知，該系所設立之方

向，十分偏重傳統工藝實作課程。 

5-2.2.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開設傳統工藝課程

之源由，是以設立系所之宗旨中的：「全方位關照文化資

產」，聘請國內各項傳統工藝之專業技術人員於大學部開設

傳統工藝課程，其傳統工藝課程皆為選修，無強制規定學生

畢業前一定要選修，但希望能透過傳統工藝課程，幫助學生

實際瞭解傳統工藝之內涵，在未來作為文化資產領航員，能

有更高的眼界。 

 

5-2.2.3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開設傳統工藝

課程之目的，從其設立宗旨：「以傳統工藝美術為基礎，融

合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精神，整合傳統工藝與現代媒材，期

望透過大學教育養成，培育具創意的設計人才。」該系是以

傳統工藝為基礎培育具有傳統工藝與現代藝術的設計人

才，故開設傳統工藝課程。 

5-2.2.4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的教學

方向：「配套的傳統工藝課程：傳統木雕、鑲嵌、桐油彩繪、

貼金、榫接、漆藝等，藉以瞭解歷史文物的材質與製作技巧。」

中可以瞭解該系所開設傳統工藝課程主要目的為輔助學生

進行古物修復時，對於古物的材料與製作技巧有所了解。 

 

5-3結論與建議 

    綜觀台灣與日本兩者傳習分別為「傳人」與「傳藝」兩

個概念，台灣過去與現行的傳習計畫的思考邏輯都是以一位

技藝高操的藝師作為傳習授課的主要對象，其過程皆經過藝

師的審核機制，傳習的規則訂定，並配合專家學者的調查研

究所進行，其概念為「傳人」。反觀日本的井波木彫刻傳習



制度除了仍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授外，學徒在每周五訓練校的

課程中，除了可以接觸到不同於傳統木雕的課程內容外，學

徒之間的交流與經驗討論，有助於增進學習效果，其概念思

維為「傳藝」。 

    邱博舜老師曾在 87年傳統藝術研討會中發表的〈大木

匠師施坤玉技藝傳習的意義〉文章中提到：「所謂傳藝在此

傳授大木技藝，不見得僅由一位匠師擔綱；傳人的話，就只

傳匠師一人的技藝，此人有什麼，能教什麼，就傳什麼。」

直接點到傳習的核心問題，到底是要以人的技藝作為傳習課

程的規劃呢？還是以技藝本身來尋求不同專業的人來傳

授。但基於傳統技藝傳授匠師們仍有門戶之見，故作者仍以

施坤玉匠師的大木作技藝為傳習計畫為主軸，至於這種「傳

人」的傳習方式有可能有會有偏頗，相關的知識再以專家學

者的研講課程來補充。邱老師又提到：「台灣傳統建築的匠

師不應被視為一些古法的遵照者，他們的活用，吸納時代的

新技法，是應被容許的。何況所謂的「古法」又是什麼呢？

時間上要怎麼定位才算古？傳統是個朦朧的概念，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捉摸不定，存之於心，又隨人變化；不墨守，

不抱殘，才是真正因應與學習傳承之道。」這段話直接點到



傳承傳統並非一昧的守舊，而需隨著不同時代而有所調整，

傳統是先賢智慧的累積，而傳承應該要能承先啟後，才是傳

承實質的內涵。 

歸納以上，筆者嘗試提出未來傳習工作之相關建議提供相關

有關單位參考。 

(一) 傳統工藝的未來不該只是文化補助思考，不再只是強調

個人一品作的價值，而是以整個工藝產業的發展去思考

扶植方案。 

(二) 以民間自發性的工會社團為對象，輔導其工藝類職業訓

練學校之成立，並建立完整有公信力的工藝師認證制

度，鼓勵年輕人投入學習傳統工藝。 

(三) 有關單位(文化部、客委會)應鼓勵學者或研究生進行台

灣工藝研究，恢復工藝相關的研究生獎助，鼓勵基礎調

查研究案，建立台灣工藝圖案、形式、色彩、工具、工

序、工料、工法等相關研究之基礎資料。 

(四) 應鼓勵目前現行的國家型傳習計劃補助團體(如人間國

寶與其藝生)與國外傳統工藝傳習團體(如日本、泰國等)

進行交流，透過實地的經驗交流除了了解國外傳習之經

驗外，也將台灣的傳統工藝介紹給國外工藝團體認識。 



附件： 

1. 原核定計畫書 

 

 

 

 

 

 

 

 

 

以身觀身-日本傳統工藝傳習推廣制度之旅 

 

 

 

 

 

 

 

 

 

姓名：羅又睿 

預定出國期間： 101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 

預定出國目的地：日本 



 

一、 計畫主題：以身觀身-日本傳統工藝傳習推廣制度之旅 

二、 動機與目的。 

2.1夢想的開始 

    大學就讀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對於傳統建築的保存

一直都有高度的關注與使命感，在學習的過程中，體認到保存工作

不只是有形建築量體的保存，傳統工藝技術的保存更是我在大學關

心的議題。有鑒於此，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學習至少一項傳統工藝，

因此我選擇學習傳統木雕技藝，但是要到哪裡學習傳統木雕呢？ 

    在傳統營造的模式中，傳統匠師專業技術養成，是透過傳統的

師徒制，在傳統的師徒制中學徒跟在師傅旁邊學習是有領薪資的，

而學徒長期學習至三年四個月後，師傅會將薪資調至師傅錢，表示

學徒已經完成習藝之工作，有一定的技術能力，這也是我們常聽到

「出師」的意思1。但現在台灣大環境的改變，除了仍存在的「萬般

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價值觀外，現代廟宇的興建，也都改成鋼筋混

泥土的建築結構體，而內裝的部分則直接向大陸購買廉價的木雕、

石雕等工藝品進行裝修等因素，使得傳統匠師的工作越來越少，許

多師傅都無法確保自己的工作，更不可能找學徒來傳承傳統技術。

近幾年來台灣的古蹟修復工程，都是營造廠承攬工程，匠師只能做

                                                 
1
 訪問陳天平匠師與施鎮洋老師對「出師」的解釋。 



底下的小包，而古蹟修復又講求工率，承包匠師只能找尋熟識的師

傅合作，不太有機會找學徒來邊作邊學。 

 2-2夢想的實踐 

    尋求傳統師徒制的方式學習傳統木雕比較不可能了，但幸運的是

國寶級的傳統木雕大師在雲科大開設傳統木雕技藝學分班，使我有幸

能向施鎮洋老師學習傳統木雕技藝。 

    施鎮洋老師出身於雕刻世家，從十歲開始便跟隨父親施坤玉接受

各種木雕技藝磨練，自幼薰陶情境下，執著於木材雕刻，學藝過程不

受傳統廟宇侷限，具有開闊的創作理念。雕刻作品包羅萬象，如建築

龍柱神龕、家具、匾聯大作品，或是雕片飾板、擺設等題材範圍廣泛。

先後承作大甲鎮瀾宮、彰化福吉佛堂、彰化城隍廟、鹿港施姓大宗祠、

彰化元清觀、鹿港城隍廟等廟宇之壁飾、神龕、神桌、斗拱等。1986

年，榮獲國際獅子會民間寺廟雕刻「金獅獎」；1992年，獲頒「民族

藝術薪傳獎」；1996年，獲頒「中興文藝獎」章，並獲選為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籌備處木雕傳習教師；2000年開始，分別於東海大學建築

系、彰師大美術系、成大、台南藝大擔任講座教席，後來在雲林科大

文資學授課；2009年，獲頒「國家工藝成就獎」，為當前國內最年輕

的工藝成就獎得主；2011年，榮獲國家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保存

者」(人間國寶)。 



    與施鎮洋老師學習木雕已有四年的時間，這四年中我透過雲科

大文資系的木雕技藝學分課程、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主辦的「施

鎮洋藝師傳統木雕傳習班」、彰化縣文化局主辦「施鎮洋藝師傳統木

雕傳習班」等傳習課程，持續性的向施鎮洋老師學習傳統木雕技藝。

並在 100年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主辦的「施鎮洋藝師傳統木雕

傳習班」擔任助教一職。四年的時間，我參與了國家文化單位辦理

的傳習計畫，也參與了學校學分班課程，對於國家針對傳統藝術傳

習的政策實際執行的情況有深刻的了解，也參與了施鎮洋老師試圖

將傳統師徒制的傳承方式轉向學校推展的過程，兩者可以說是台灣

目前對於傳統藝術傳承的途徑。 

 

2-3夢想的延續 

    「我想要到日本學習工藝」從我開始學習傳統木雕開始就有這

種想法。我在向施鎮洋老師學習傳統工藝時，老師一直給我們一個

觀念，他認為台灣傳統工藝因受日本影響，開始重視「頂真精神」

影響至今，而台灣的文資法中對於傳統藝術保存的條文訂定，也以

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為參考依據。而我在許多文章及媒體得知，日本

在傳統工藝的傳承仍是以師徒制的方式進行，不過是透過政府、民

間團體的共同支持，才能吸引年輕人投入傳統工藝的傳承，由其是



民間團體，日本有許多以傳統技藝的營利或非營利組織，開辦職業

訓練學校，進行傳統工藝技術的傳習工作，因此我想到日本實地觀

摩，日本政府與民間是如何保存、推廣傳統工藝。透過參與觀察，

了解日本師徒制的實際情境與其精神，並將經驗深刻的紀錄，建構

傳習制度經驗的基礎資料，無論是個人未來研究發展，或國家培育

傳統藝術相關人才，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我要去日本學習工

藝，與考察其社會制度及文化脈絡。 

計畫目的條列如下： 

1. 透過實際參與「井波雕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學校」的傳習

課程，深入了解機構傳習課程實際操作之情況。 

2. 參訪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傳統樣式工藝品產業振興協會等

機構，了解日本推廣無形文化財之實際運作情形。 

3. 計劃完成後，本計劃之成果報告提供客委會、文建會等文

化政策主管機關，作為傳統藝術傳承政策規畫之參考。 



 

三、 實施方法 

3-1實際參與「井波雕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學校」的傳習課

程 

   井波雕刻為日本傳統雕刻的重要據點，已有約兩百多年的歷史，

日本許多重要文化財的木雕裝飾，都是由井波雕刻的工匠施作。昭和

6年(1931)井波雕刻工匠也曾在台北西本願寺施作雕刻裝飾，但是在

1975年西本願寺遭火災焚毀，相關的雕刻裝飾也付之一炬。井波雕

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學校成立於 1947年，是目前日本唯一的木雕職

業學校。培育課程分為實用技能以及實用知識兩種。而我計畫實際參

與井波雕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學校的傳習課程，透過以身觀身的學習

方式，學習日本傳統木雕，並透過每天的實習日誌，詳細記錄實習內

容，作為本計畫執行的重點。 

3-2參訪日本文化財保護單位，了解日本推廣無形文化財之

實際運作情形。 

     傳統工藝不只是要傳承，推廣工作更為重要，因此將透過參訪

日本的政府及民間的傳統工藝產業推廣單位，實際了解日本是如何

維持傳統工藝產業的發展，並將相關經驗紀錄帶回台灣，提供文化

單位參考。 



 

四、 期程表 

時間 地點 內容 

2012年 1月- 

2012年 6月 

台灣 1. 蒐集資料，彙整出欲記

錄、訪談及交流的內容。 

2. 與計畫相關組織及當地留

學生連繋。 

3. 辦理簽證、住宿、交通等

出國事宜。 

4. 加強英語及簡單之日語。 

2012年 7月 1日- 

2012年 8月 4日 

日本 1. 參與井波雕刻工藝高等職

業訓練學校傳習課程。 

2.傳習課程實施方式記錄與

資料蒐集。 

3.參訪日本傳統工藝推廣相

關單位。 

2012年 8月 4日~ 台灣 1. 回國。 

2. 整理相關資料檔案。 

3. 撰寫報告。 



 

五、 經費概算表。 

項目 說明 金額 備註 

學雜費 含相關研習進修、

資料書籍、製作成

果報告等費用。 

100,000 支付傳習課程

費用 

交通費 台北─日本(東京) 

經濟艙來回機票 

18,456 網路公告最低

票價 

生活費 預計執行計畫天數

為 35天 

49,000 依補助要點規 

定一天 1400 

元 

保險費 新台幣四百萬元保

險+10%醫療險(90 

天) 

4,000 比照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相關

規定，提供出

國期間新台幣

四百萬元保險 

手續費 簽證、護照、結匯、

兵檢附加險等雜支 

8,000  

總計  179,456  



六、 計畫可行性之評估 

(一) 日本單位協助 

    已取得正在日本及去過日本留學之師友的協助，在生活面及資

料取得方面，都能獲得相關資源的協助，並在朋友的指導下，學習

簡易的日文對話，相信在執行計畫之前，能做好行前準備，增加計

劃之可行性。 

(二)自身的背景 

    我已學習傳統木雕已有四年的時間，且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建築

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無形組，研究的方向就是傳統工藝傳承與推廣的相

關議題。因此對於傳統工藝課程並不陌生，對於記錄及相關工作可很

快的就上手。 

七、 預期成效 

(一) 學習傳統木雕技藝，增廣見聞，自我成長。 

(二) 觀察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傳習、推廣制度。 

(三) 提供傳統工藝傳習建議書，作為客委會、文建會等文化主管機

關未來規畫文化傳承及推廣制度的參考資料。 

(四) 推廣傳統工藝，鼓勵年輕人投入傳統工藝的傳承。 

八、 參考資料 

(一)傳統樣式工藝品產業振興協會 http://kougeihin.jp/top 

(二)井波雕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學校 http://www.inamichoukoku.com/index.html 

http://kougeihin.jp/top
http://www.inamichoukoku.com/index.html


2.相關活動照片（每一活動至少二張）、文件資料並附說明。 

 

在台灣每周六日至鹿港向施鎮洋老師學習傳統木雕 

 

在鹿港學習之浮雕作品。 



 

 

每周五於鹿港開設傳統木雕推廣班，並擔任助教。 

 
六月在北藝大嘗試開設木雕推廣課程，教授陰刻課程。 



 

 

20120702 

井波寺開創於鐮倉末年(1390 年)，山號：杉谷山；宗派：真宗大谷派(東

本院寺)；開基：本願寺五代綽如上人。 

 

20120702 井波美術館該館舍舊稱「旧北陸銀行井波庄川支店」，館內以展

示雕塑作品為主。 



 

 

 

20120703 

瑞泉寺唐門建造於西元 1792 年，南砺市指定文化財。 

 

20120703 

非常有愛心的放飼料在戶外給小鳥吃還刻了兩支小麻雀讓牠們不覺得孤單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3916236758113.153055.1645308829&type=1


 

 

20120704 這是在荒井先生的工作室合影，荒井先生的專門是獅頭，曾經有許多

地方的祭典都是使用他的獅頭，坐我旁邊則是高桑先生，是井波木彫刻工藝高等

職業訓練校的校長 

 

20120704 井波銘木店：木雕師買木頭的店鋪 

 



 

 

20120704 井波彫刻師荒井壽齋(二代目)  

荒井先生 20 歲隨父親學習木彫刻，父親過世後繼承其父親的店鋪跟名，

繼續傳承彫刻工作!!!獅頭為其專業，日本全國各地的許多寺廟祭典都使

用他所製作的獅頭。 

 
20120706 井波木彫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校 

成立於 1960 年，是一個以木彫刻為專門的職業訓練學校，我從大學就一

直幻想著我能到日本的職人學校參觀!!今天終於夢想成真了!!!!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3935298274639.153363.1645308829&type=1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3929318245142.153284.1645308829&type=1


 

 

20120708 木雕學徒渡邊文矢教我做木雕刀柄 

 

20120708 木雕學徒渡邊文矢陪同一起去金澤兼六園 

 



 

 
20120708 在井坡很照顧我的炒麵老闆與老闆娘，兩位都已經 90 幾歲了。 

 

20120709 

炒麵店老闆娘雖然不會英文，但我們卻能用漢字溝通。 

 



 

 

20120710 感謝信寫好後，親手交給對方，表達滿滿的感謝與道別。 

 

20120709 

實在很幸運能來到井波,今天才知道井波彫刻協同組合的組織規模非常龐大,包

含了博物館展示業務、匠師工會業務、彫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校業務等。而彫

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校是全日本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雕刻訓練學校，在全世界

也沒有幾間彫刻職業訓練學校，所以真的被我誤打誤撞的來到了井波，見識到

了這裡非常有組織的在處理木雕刻傳習跟推廣!!!非常難得之機會能夠與他們

談論台灣與日本雙方傳習與推廣之困境 

 



 

20120710 

再次拜訪井波彫刻協同組合的理事長，剛好富山大學的長谷川教授在場，長谷

川是做彫刻研究的，他知道我來自台灣，說他曾經與學生到過打狗做過一件彫

刻作品，再互留資料後，他說過去井波國際彫刻邀請賽只有中國參加沒有台

灣，因為沒有窗口接觸，希望未來有機會能邀請台灣彫刻師參加比賽 

 

20120710 

井波彫刻工藝高等職業訓練校合影，這是一所職業訓練學校，要進入這所學校

研習須先向有加入組合的彫刻師拜師，拜師後，學生們平時在自己的師傅工作

室協助師傅工作，透過師徒制的方式傳習。每周五下午才會到學校內上課，訓

練時間長達五年，前三年的生徒，後兩年的實習生，五年結業後獲頒證書，即

可回家鄉開業或繼續留在師傅的工作室工作。讓我感動的是，這邊的傳習生年

紀跟我相當，皆來自全國各地。一年只有兩周能回家鄉，一周只有休息一天。

每年都沉浸在木彫刻工作之中，重點是!他們都是自願來接受訓練的!!!!!!!!!!! 



 

20120711 

富山縣高岡市瑞龍寺 

  

20120711 

富山縣高岡市瑞龍寺前天王 

 



 

 

20120713 

良興福寺五重塔 

 

20120713 

奈良博物館 

 



 

 

20120714 

京都金閣寺 

 

20120714 

京都祉園祭山車 

 



 

 

20120715 

京都天龍寺 

 

20120715 

京都松尾大社御田祭 

 



 

 

20120716 

京都大阪神社 

 

20120716 

京都清水寺 

 



 

 

20120717 

京都祉園祭山車遶境 

 

20120717 

京都祉園祭神轎遶境 

 



 

 

20120718 

奈良東大寺 

 

20120718 

奈良手向山神社 

 



 

 

20120719 

奈良春日大社 

 

20120719 

奈良工藝館 

 



 

 

20120721 

京都二條城 

 

20120721 

京都水路閣 

 



 

 

20120723 

京都稻荷神社 

 

20120723 

京都宇治平等院 

 



 

 

20120724 

神戶竹中大工道具館 

 

20120725 

京都上賀茂神社 

 



 

 

20120726 

京都賀茂神社 

 

20120727 

京都傳統工藝館 



 

20120728 

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院 

 

20120728 

京都西本願寺唐門 

 



 

 

20120729 

京都產業館 

 

20120729 

京都工藝百職店鋪 

 



 

 

20120730 

京都清宗根付館 

 

20120730 

京都地藏庵 

 



 

 

20120731 

京都刃物店 

 

20120801 

京都美術館 

 



 

 

20120803 

京都 JR 伊勢丹日本職人展 

 
20120803 

京都近代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