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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十七年的椅子 -薛惠瑩

木質藝術創作 -孫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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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為「生存」用「工具」

「意匠」經「生活」展「工藝」

「哲匠」傳「生命」成「品牌」

鉋刀

在過去傳統價值是「工具」

在現在創新思維是「工藝」

在未來臺灣木藝是「品牌」

《福鉋》展

是用「鉋」紀錄臺灣歷史

木藝造器·福鉋台北
時間：2017 年 10 月 20 日 -2018 年 1月 21 日

地點：台北故事館（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181-1 號）

2016

由 1912 臺北科大《福鉋·臺灣》展起跑

2017

走向 1913 台北故事館《木藝造器·福鉋台北》展

2018

將是 1912臺北科大，走進 1913台北故事館，邁向 1914華山⋯⋯

讓「木藝復興·品牌臺灣」發酵

帶領咱們

走進臺灣歷史

邁向國際未來

Exhibition 藝之展 | 木藝造器·福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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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School易校而教打造跨域平臺

跨校實作課 臺大生的一週木工藝心得

今年暑假北科大與臺大兩校首度聯合開課，由北科大木藝培育暨設計研發中心主任陳殿

禮率領 5位北科大學生為 20名臺大創新設計學院課程的臺大生開設「木工藝實作課程」。

特別為從未接觸木工的臺大生設計的緊湊課程中，不僅完成多件作品，還舉辦了成果展。

在這群跨校選課的同學心中，「動手做」是最深刻的啟發。來看臺灣大學政治系四年級

的謝君君，在一週的木工實作課中，學到了什麼手藝和觀點。

（以下摘錄自謝君君的心得分享）

要在一週的時間內「學會木工」這件事情是

很困難的，為了體驗到木工的精髓，陳老師用心

的設計了一套課程，在過程中我們學習到了如何

使用木工中傳統的四大工法：鉋、鋸、鑿、鑽。

除此之外也使用到很多的機器設備，包含

CNC、線鋸機、路達機、雷雕、平刨機、圓盤機、

懸臂吊鋸等等連看都沒有看過的機具。而我們這

5 天就利用傳統工法融合現代機器設備完成了老

師為我們設計的作業：十字鍋墊、手機架鉛筆盒、

花器、木玫瑰花及板凳。

這門課程是由 20 個不同系所同學所組成的班

級，對我們來說都是「跨域結合」。或許有些科

系較能與木工做結合，卻也有來自政治系、護理

系、法律系、國企系等等看似無法連結的科系。

但是我要說，這們課程帶給我們的是反思，是開

始思考要如何整合我們的專業與他們的技術的過

程。

這堂課對我來說之所以影響很大，在於老師

給了我們很多想的空間，也給了我們器材與資源。

每個作業都有可以善加發揮的地方：像是手機架

鉛筆盒，每個人拿到的素材都是一樣的，老師只

講解我們需要了解的原理以及機器的操作，剩下

的都是自由發揮。有些人將手機架的部分用線鋸

機鋸出了各式各樣的形狀，而我則是將木材裁切

成一半後進行砂磨、雷射切割變成一把尺。實際

操作之前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唯有當自己認

真去做出來那種真實感才是不可言喻的。

我相信要讓木工藝被更多人看見，需要的是

老師以及團隊的技術，也同時需要更多來自不同

背景的學生願意分享。唯有將資訊觸及到各個不

同的領域，木工藝才有機會再度被大家重視、保

存以及學習。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這堂實作課程，

成為推動木藝復興的一份子。

Event 藝之事 | D&W. School Event 藝之事 | D&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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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聯大校友參訪

認識從「生存」到「生命」的木藝哲學

過去人們為了生存而做木工，現代人們為了生活而玩木藝，陳殿禮教授認為木藝不

只融入生活，更能與生命產生深刻的連結。藉由聯大校友參訪北科大的機會，木藝

中心積極地向校友們介紹木藝哲學的不同層次，希望喚起大家對木藝的喜愛，進而

加入木藝復興的行列。

臺北科大與台北大學、台北醫學大學、臺灣

海洋大學四校結盟目前已邁入第四年，木藝中心

特地舉辦參訪活動，將木藝精神呈現給 400 位四

校校友。藉由參觀木工廠了解木藝的製程與教學、

初步認識北科大木藝中心，並透過動態體驗及靜

態作品欣賞，讓校友們加深對木藝的印象與好感。      

活動一開始先安排講座介紹北科大木藝中心

的歷史文化及創辦目的，還規劃了有趣的有獎徵

答與校友們互動，獎品是生動美麗的木玫瑰花束

或胸針，這是陳殿禮教授的太太特地來支援，利

用回收鉋花木屑製作的，是蘊含心意的小紀念品，

希望校友們對木藝留下更親切的印象。

展場外佈置「城市魯班」的學員作品，包括

兼具實用及美觀的桌椅及書櫃以及「總統用．生

根桌」的模型，讓校友更了解木藝中心的近期成

果。駐校工藝師阿農師現場親自示範製鉋，校友

們並能細細欣賞「福鉋臺灣」特展中介紹的鉋刀。

演講廳外安排了刨花生糖及摺木玫瑰體驗，

是活動現場最熱鬧的部分。沒拿到有獎徵答獎品

的校友們可以現場學摺木玫瑰，帶自己做的紀念

品回家。使用花生糖鉋的方式則跟平常鉋木的鉋

刀是一樣的原理，只不過是從前往後拉，而且力

道不需太大就可以鉋出很多花生粉。校友們紛紛

動手體驗，刨完馬上能品嘗。

透過這些體驗讓校友了解鉋刀同時，也把鉋

刀應用於休閒娛樂中，加上展出的「城市魯班」

作品多是兼具創意、個人特色，並能融入生活的

實作，扭轉以往木工只是勞力產業的印象，而是

能把它當作一種生活的樂趣、品格上的修練。希

望校友們一同見證北科大木藝中心正朝向木藝復

興之路前進。

Event 藝之事 | 台北聯合大學校友會Event 藝之事 | 台北聯合大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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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半生心力，專注在製作鉋刀這一門功夫上，詹益農可以認出幾十年前

自己製作的鉋刀，因為堅持精準的職人態度就等於他的署名。

在電動機具興起之前，傳統製鉋師為許多不同工種的木作匠師製作功能各

異的鉋刀，人稱「阿農師」的詹益農宛如一本「鉋刀活字典」，通曉數十

種鉋刀製作，它們每一把都曾經是工匠們「吃飯的傢伙」。

儘管鉋刀產業沒落，詹益農轉而以「製鉋傳統藝術技術保存者」的角色，

繼續在用鉋刀寫歷史，把他「頂真」的態度發揮在傳承的工作中。一輩子

做好一件事，成就匠師中的匠師。

製鉋傳統藝術技術保存者

「鉋刀活字典」詹益農

Artist 藝之師 | 詹益農Artist 藝之師 | 詹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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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益農民國 33 年生，幼時父親早逝，母親務

農養大三兄弟。那個年代的單親家庭有多麼艱苦

可能難以想像，詹益農回憶說，媽媽沒日沒夜地

做事一天也只能賺一塊半，三兄弟中只有自己去

上學，但實際上卻讀不到一年書，因為常常得去

田裡撿人家收成後剩在地裡番薯等作物，家裡才

能勉強湊出三餐。

詹家大哥和二哥都去當學徒，詹益農 16 歲時

也被大哥領著去拜師。當時的鹿港是臺灣製鉋產

業的發源地，詹益農還記得大哥問鹿港師傅，學

這行多久能出師，師傅說，一般人學三年四個月，

但也有人學再久也學不會。詹益農當學徒的前三

個月都在裁木料，鉋木塊鉋到手起了水泡磨出血

來，他回家跟媽媽訴苦說不想再去，媽媽卻說你

只能忍耐。繼續鉋了三個月，師傅終於說，我做

什麼你就跟著我做，才開始學技術。

詹益農書念得不多，但用一本簿子記下師傅

教的重點，用自己的符號或畫圖記錄，認真學習

吸收，結果他一月十五拜師、八月十五就出師了，

只花了七個月！出師後每天一早六點多就上工開

始做事。後來文溪工具行的老闆問他要不要到台

北工作，詹益農從此北上，逐步開展北部重要匠

師的口碑。

在文溪工具行工作，詹益農說自己不會跟老

闆計較，別人每天做多少是固定數量，他都一早

就上工做整天，所以薪水比別人多兩百。有一次

文川老闆問他，做這行到底能不能賺錢，詹益農

說，「當然可以，因為我就是最內行的。」文川

老闆便籌資並鼓勵他自己開店，詹益農於是在台

北橋邊開了第一間店「鹿港工具行」。成績果然

不錯，很快就還清了借款。

好品質建立了口碑，「鹿港工具行」很快又

將生意擴充，搬遷到桂林路，詹益農每天六點多

工作到晚上十二點，非常勤奮，其他工具行老闆

也樂意經銷他製作的鉋刀。可惜阿農師的兒子不

願意接班，長期辛苦工作又年紀漸長，終究無法

維持，阿農師最後還是把店收掉了。

民國 101 年阿農師到大仁工具行重新執業，

遇上北科大的陳殿禮老師帶著學生去訪問，因為

這項機緣，阿農師的一身手藝換了一個方式呈現

在世人眼前：北科大木藝中心體認到傳承製鉋技

藝的重要性，聘請詹益農到北科大擔任「駐校工

藝家」，並為阿農師的製鉋手藝留下影像紀錄。

103 年新北市政府正式登錄為製鉋傳統藝術技術

保存者。

北科大設計館的工場中，持續與阿農師進行

傳統技術保存紀錄的工作，即便在市場上鉋刀產

業已然沒落，七十多歲的他卻能走入學術領域，

將「鉋刀活字典」的功夫傳承下去。

Arirst藝之師 | 詹益農Artist 藝之師 | 詹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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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十七年前，當時還是個設計系的學生，

為了節省材料費或搜尋靈感，有時會在學校的回

收場翻找別人丟棄的作品或廢棄物。有一天，一

張倒在角落的綠色椅子吸引了我的注意。

 它是一個髒兮兮、缺一隻腳、鐵件生鏽但還

可轉動的老式木頭椅凳。從重疊的厚漆以及修補

的釘孔看來，應該也是經年使用重複修理過多次

的椅子。不知它為何流落至此，想讓他站起來卻

遍尋不著第四隻腳。

現在也想不透當時的我為何要辛苦把它扛回

家，只有三隻腳的椅子不能坐，沈重又占空間，

只能勉強倚靠在桌子下的牆角，積著灰塵堆著雜

物，就這樣在桌底待了 17 年。

最近突然有個念頭，覺得現在或許有能力幫

它裝上一隻腳。於是將它扛到木工教室，在老師

同學的協助下，拔除鐵釘和螺絲，拆解、清理、

等了十七年的椅子

北科大「城市魯班」課程學員 -薛惠瑩

研究榫頭和五金結構，參考原本的形狀，很快也

很順利的重製出第四隻腳。拆解椅子的每個步驟

都有驚喜， 整理的同時還可以欣賞設計的巧思，

像是鐵件和木腳間的結構原以為只是單純以釘子

或螺絲接合，解開後才發現居然是鳩尾榫結構，

並且上寬下窄讓放進結構內的木腳更穩固。

最後的砂磨讓我猶豫許久，漆留或不留很難

取捨，一方面不捨很喜歡的斑駁綠漆，卻又期待

看到木頭原本的樣貌。除漆過程很累人，但看著

逐漸露出的木材後卻越來越開心，當充滿油漆味

道的粉塵中漸漸的透出了木頭的香氣，它變得不

同了。仔細上完蠟後，充滿亮澤的椅子就像有了

生命，原來它這麼美！

學了許久的木工，突然感覺到了意義，練習

的每個技法似乎就為了這時刻。一張等了我十七

年的椅子，現在終於有能力把它修護，展開另一

階段的生命。

Gallery 藝之廊 | 等了十七年的椅子 Gallery 藝之廊 | 等了十七年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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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 藝之廊 | 木質藝術創作 Gallery 藝之廊 | 木質藝術創作

漫天花雨     2017  25x140cm  水墨 膠彩 木質材料

「木質藝術創作」係將藝術家之創作，經由技術團隊應用專利之數位

化技術，將原木色彩的多層次效果來呈現畫作之深淺變化，再經由藝

術家親手敷以色彩，相互混搭交融出新的視覺感知。每幅作品均具備

唯一性，幅幅都是原創的藝術品，是技術意義式創新與人文藝術高度

結合所激盪出的精采火花，係繪畫藝術結合木藝技術的新藝術創作。

木質藝術創作 孫翼華

藝術家孫翼華舉辦過十餘次的水墨個展，2017 年甫獲全球

500大水墨菁英殊榮。作品曾連續三年榮獲全省公教美展國畫

專業組第一名而頒為永久免審查作家，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專任副教授。她的創作以生命型態的原初為起始點，

藉由半抽象與精緻細膩的手法描寫創作主體。多重性的指涉符

號，經過組合並置之後產生新的脈絡，連結情感因子與自然語

彙，創造出幽微的陰性語境。



Gallery 藝之廊 | 木質藝術創作

藏無盡

2017 40x35cm  水墨 膠彩 木質材料

暗香疏影

2017 35x35cm 水墨 膠彩 木質材料

http://shan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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