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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具特色的磚雕

▲  美麗的紅磚建築，給人古色古香之感

還記得葉啟田的那首老歌：「有

幾間厝，用磚仔火元，看起來普通普通。

時常出現在我的夢中，那就是我的故

鄉。」用紅磚砌成的圍牆，牆旁隨意栽

植著幾棵香蕉樹，大大的晒穀場，排列

成一列的母雞帶小雞，這樣悠閒的農

村畫面，是四、五年級生的「故鄉印

象」。而在這美好的記憶中，紅磚與紅

瓦，就像是連接童年的意象；一塊疊著

一塊的紅磚牆，不僅代表著遮風避雨的

保護，也象徵著一種永恆—離鄉的遊子

啊！不管你走得多遠，在你的背後，永

遠有一個避風港，守候著一切、包容著

一切。

在使用鋼筋、水泥建築做為建築

主要的結構之前，紅磚與紅瓦，曾是台

磚情
台灣印象

灣主要的建築材料。在那個年代，老師傅

用他的巧手，一塊又一塊地砌出了充滿經

驗與技術的房舍，簡單又樸實，溫暖而堅

固。然而，利用紅磚來建造住屋，其實不

是台灣原來的建築模樣。

在明鄭時期，除了文官武將有正式的

宅邸之外，台灣民間主要的建築類型為以

竹木構造為主的草寮。直至清朝中期，在

富庶的經濟環境下，出現了大量的、有計

畫性的營建街屋，但木作的房屋仍占較高

的比例。直至清朝末年，建築的特色才演

變為磚石多於木作。這演變的其中一個原

因來自於大量的人口由唐山來到台灣，帶

來了不同的建築技術，也改變了台灣的建

築型態。

在這一段建築材料由竹木轉變為紅磚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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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磚原是台灣建築中重要的建材之一

▲ 磚牆與磚房

的過程中，由於唐山運至台灣的紅瓦不敷

使用、且紅磚在地生產可節省運送損失及

成本，而間接促進台灣磚瓦窯蓬勃發展的

契機。在那個年代，由北而南、分布各地

的包仔窯們，靜靜地吐著白煙，成就著台

灣瓦窯業輝煌的年代。

傳統紅磚的製作過程

可別瞧不起這一塊方方正正、價格便

宜的紅磚，在包仔窯盛行的年代裡，一塊

紅磚的製作，從練土到出窯，得耗費師傅

們約5個月的時間。在這漫長的燒製過程

中，每個步驟都得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

會影響紅磚的品質，因而，紅磚的生產過

多」、「放得穩」、「燒得透」等原則來堆疊。堆疊時需要相當的經驗

和技巧，一個有經驗的師傅所堆疊的坏體，其排列方式不僅可以引導火

燄、燒透坏體，若不幸遇到地震，也不致發生傾倒的情況。

五、封窯：窯門以炭磚、泥漿封起來，封窯後還得依靠有經驗的師

傅們來看火，以燒製優良的產品。

六、窯燒：生火的第一階段使用的是木材，第二階段則是廢物利

用，以稻殼做為燃料，將窯內的溫度維持在攝氏1000度以上，日以繼夜

地悶燒2個多月。這個階段的火候控制直接關係到紅磚成品的品質，可說

是製程中的關鍵。

七、冷窯：經過一個月時間的降溫，確認磚瓦的顏色由灰轉紅後，

即可將窯門開封。

程，可謂是「慢工出細活」的最佳寫照。

以下依序介紹這最「古早」的紅磚生

產過程：

一、練土：將黏土和水後充份攪拌，

以調整出水份適中、軟硬也適中的黏土。

在這反覆練土的過程中，可將黏土中的空

氣排出，使黏土成為均質的泥團。

二、成形：將練好的黏土團放入製磚

機中，以切條器製成生坏。

三、陰乾：成形的生坏不能受到太陽

的直射，以免乾燥不均而龜裂。生坏陰乾

的時間需三星期到一個月不等，越晚成形

的生坏，其乾燥的速度得越慢。

四、入窯：將陰乾的生坏依「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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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磚、紅瓦的美，藏身在各個風景中

▲ 磚瓦窯燒製的各式成品

八、出窯：將成品以堆高機搬

出窯體，準備出售。

在這漫長的5個多月中，若製程

不留意或火候控制不當，則成品就

可能會有缺角、龜裂、顏色不均、

變形等「窯燒失敗」的問題，這些

問題不僅會影響交貨時間、損失金

錢，其對商譽的影響更是難以用金

錢來估計。

台灣磚瓦窯的演進

台灣擁有許多類型的窯種，如

木炭窯、包仔窯、登窯、蛇窯、四

早期登窯主要的燃料是木柴，日人將

其改良為使用天然瓦斯，故現今苗栗市所保

存的登窯，皆以天然瓦斯為燃料。

三、八卦窯（Hoffmann Kiln, 光復至

60年代）

此窯種為德國人Friedrich Hoffmann於

1856年改良設計，日本明治維新時由歐洲

傳至日本，復於日據末期引進台灣。因其外

形像極了運動場的環形跑道，加上燒製的過

程是一個窯室一個窯室循序漸進的燒，像極

了轉動的太極，因而在台灣俗稱為「八卦

窯」。

八卦窯的燃料可分為點火及燒成兩

種。點火時使用的是木材、煤炭、重油、報

紙等燃料，而燒製過程則視需求由投煤口投

入煤炭。由於八卦窯燒成紅磚僅需半天的時

間，故引進後取代了登窯而成為製磚的大

宗。因八卦窯占地面積較大，且燒成時間較

隧道窯長，故60年代後逐漸被隧道窯所取

代。目前台中工業區中有名的八卦窯餐廳，

即是以停用的八卦窯改建而成。

四、隧道窯（Tunnel Kiln,60年代至

今）

隧道窯於1751年由法國皇家瓷器公司

所發明，直至1970年英國才興建少數的隧

道窯作來製造紅磚。早期隧道窯使用煤炭做

為燃料，現今則改用重油或瓦斯。

隧道窯窯體以型鋼為骨架，表面覆以

方窯、八卦窯、隧道窯等，而應用在磚瓦的

製作上，則主要為包仔窯、登窯、八卦窯、

以及隧道窯等，其中的包仔窯與八卦窯更被

視為台灣磚瓦業的重要里程碑。

一、包仔窯（明鄭至日據時期）

台灣的磚瓦窯歷史可追溯至明鄭時期，

在那個年代，燒製磚瓦的窯種就是外觀呈半

圓體、像極了蒙古包的包仔窯。這種窯在不

同地區有不同名字，如大陸稱它為「饅頭

窯」、台灣南部稱它為「龜仔窯」等，皆是

以其外形來命名。

包仔窯可燒製紅磚與薄瓦，但也有人

用來燒製陶器。由於燒製的時間較長，故漸

漸被後續傳入台灣的其它窯種所取代。高雄

大樹鄉的三和瓦窯即是一個仍在運作的包仔

窯，至今仍保留傳統繁複的燒製過程，生產

高品質的清水磚、油面磚等。

二、登窯（日據至光復）

俗稱目仔窯的登窯原為中國傳統窯種之

一，傳至日本後，在日據時代再由日本傳至

台灣。依山而建的登窯呈向上的階梯狀，可

燒製陶器亦可燒製紅磚，由於登窯燒磚的產

量大，故在日據時期幾乎成為燒磚專用的窯

種。由於登窯的窯室分離，故其最大的特色

是裝窯與燒窯可同時進行，是一種半連續式

的窯體。登窯的燒成時間依窯體大小及燒製

成品而不同，一般燃燒室燒成的時間大約是

2天，不同窯室間亦有差異。

鐵皮、內部襯以耐火磚及隔熱磚。整座隧道

窯的窯腔係以預熱帶（preheating）、燒成帶

（firing）、冷卻帶（cooling）三個主要部分所

組成。窯燒流程係分為乾燥、預熱、燒成、冷

卻等過程，以台車及軌道運送磚塊的胚體至窯

內，經過預熱、燒成、冷卻三個過程後，成品

就可以從窯體的另一端出窯，是一種連續式的

窯體，燒製紅磚僅需半小時的時間。由於這種

窯體的燒成時間短，且可以燒製大量的紅磚，

因此，目前國內多採用此隧道窯來製磚。

除了各窯種的操作方式不同外，窯體的設

計建造也是一門學問。由於南、北風的吹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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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窯體的溫度，發生「倒吞火」或

「逼火」的情況，連帶使磚瓦的生坏受

熱溫度不均，無法燒製完成，因而，選

擇窯的坐落及開口方向，都得經過審慎

的評估。除此之外，為了減少與鄰近居

民間的糾紛，窯的排煙方向得與居民的

聚落相錯開，以免影響鄰近居民的生活

品質；而煙囪排煙亦得採用高煙囪擴

散，以免影響鄰地作物生長、或是造成

環境的污染。

台灣磚瓦窯的分佈

除了瓦窯的操作會影響磚瓦的品

質，製磚的原料對於磚瓦的品質亦占

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而，在各個製

磚的產地中，皆可看到以下幾個關於製

的包仔窯、登窯、八卦窯、蛇窯、木炭

窯、四方窯等多種古窯，這幾乎涵蓋了所

有的傳統窯種。苗栗地區蓬勃的窯業發

展來自於其得天獨厚的環境，不僅盛產

粘土、陶土、矽砂等原料，又有天然氣、

煤、相思林等豐富燃料，造就了苗栗多樣

化的窯業—不僅生產磚瓦、陶瓷，甚至還

有烤肉用的木炭呢！

而在台中大肚山台地這個地區，也

因其紅土土質優良、表土無石塊、腹地寬

闊，再加上台地上遍佈相思樹，因而造就

了台中地區相思炭與磚瓦窯的發展。

雖然這些生產優質紅磚、紅瓦的先

天的環境仍未改變，然而，由於台灣人口

分佈不均，為了讓更多的人得以在都市中

生活，台灣的建築由傳統寬闊的三合院、

透天厝，轉變為可以容納更多人的大樓、

大廈。在建築樣式改變的情況下，製磚業

失去了一般消費市場的支持，經營上備感

艱辛。面對磚瓦業的不景氣，許多的磚瓦

窯選擇了歇業，但也有部分的窯廠，選擇

在逆境中殺出血路，走出有別於傳統的道

路。

磚瓦業的多角化經營

將產業結合文化、教育、與休閒，是

▲ 三合院曾是台灣主要的建築樣式

磚瓦業目前較常見的多角化經營策略，

而在經營的選擇上，南部有三和瓦窯的

磚瓦工坊，中部有八卦窯復古餐廳，而

北部則有金良興的觀光磚廠。

三和瓦窯，是南台灣僅存、且仍運

轉中的紅磚瓦窯，由於它產業的獨特性

與歷史意義，獲選了文建會建築百景第

20名，亦是「登記有案」的三級古蹟。

雖然磚瓦業的大環境不景氣，但三和瓦

窯仍堅持以傳統的方式來製磚。在這堅

持的底下，除了一種保存傳統技術的使

命感之外，還有著一種開創新局、新氣

象的企圖心。

為了這個理想，三和瓦窯不僅守

住家族傳承的清水磚、油面磚等製造技

術，更研發出「黑瓦」的燒成技術，拓

展了產品的應用。除此之外，更結合工

藝設計與行銷，讓磚瓦走出建材的領

域，成為精緻的文化伴手禮。

而在三和瓦窯中，除了可一窺磚

瓦的製作過程，參觀不同尺寸、不同樣

式的磚瓦（筒瓦、柳條磚、清水磚、花

窗）、欣賞衍生商品（吊飾、筷子籠、

項鍊），還可以親手試作DIY。

三和瓦窯所提供的DIY課程比想像

中的更有趣，無論是那一個年齡層的旅

磚原料的特質：附近生產細緻無雜質的黏

土、鄰近可提供充足燃料的樹林、鄰近水

體汲水方便；這也是台灣磚瓦窯分佈的關

鍵。

以南台灣磚瓦生產重鎮竹子寮為例，

它所生產的黏土品質良好、濕度適中，臨

近丘陵地有大片的相思林可提供燃料，再

加上緊臨高屏溪，因而在全盛時期，曾有

百餘條瓦窯運轉的盛況。在那個風光的年

代，竹子寮地區所生產的油面磚、厚尺

仔、清水磚、薄瓦等，皆是市面上頗受好

評的高級建材。即使是瓦窯業逐漸沒落的

今日，全台灣古蹟、廟宇修繕所需的傳統

建材，仍有賴竹子寮地區的瓦窯來提供。

北部的窯業發展則以苗栗地區為代

表，目前全台灣僅苗栗地區仍保存著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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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的磚房，發人思古之幽情

客，都能找到屬於他的DIY課程。「半成

品彩繪」的課程適合不太喜愛創造、卻

愛塗鴨的朋友；「皂盒製作」適合具創

造力又愛捏泥巴的遊客；「疊喜牆」簡

單又可發揮創意，疊好後就是一小幅立

體圖畫；若想挑戰手巧與耐心，那就不

能不試試「磚雕」了。

由於「磚雕」的過程相當特別，

因而成為許多遊客喜愛挑戰的課程之

一。磚雕和篆刻的過程相似，首先，得

在10公分見方的黏土上，勾勒出想要

刻的圖形。由於不是每個人都有著繪畫

的天份，因此，瓦窯通常會提供可愛的

可通圖案，或是抽象的吉祥圖樣，提供

給遊客貼覆在黏土上描繪。圖案描繪完

畢後，就得決定要採用「陰刻」還是

「陽刻」了。若決定以「陰刻」來表現

圖形，則僅需用工具將描繪好的線條加

粗加深，陰乾後即可入窯燒製，但若選

擇「陽刻」，則得先在10公分見方的黏

土快外圍畫上邊框，在將線條以外的空

間，用特別的刨土工具一層又一層地刮

除，而後再加強線條的立體感，即可完

成獨一無二的磚刻了。

可別小看上述看似簡單的步驟，若

不是親手體驗，萬萬不會想到要刻出一

個「像樣」的成品，需要那麼多揮汗如

雨的時間（這是因為黏土怕風不能開風

扇或是空調），以及聚精會神的集中力

金良興觀光磚廠是苗栗最早的隧道窯

廠，長達162公尺的隧道，生產了無數的紅

磚，以及窯廠特產的清水磚。金良興結合

社區總體營造，利用自家生產的清水磚，

砌成了風車、凱旋門、巴黎鐵塔等知名的

建築物，藉由這樣的磚瓦藝術，讓遊客們

得以在讚嘆中，體會磚瓦的美。

除了磚雕的DIY課程，金良興觀光磚

廠提供了一個相當傳統的體驗活動—挑

磚。別看磚頭紅紅小小的，才幾塊磚頭疊

在一起，放在扁擔的兩頭，就會讓「都市

裡的花朵」們挑得哇拉哇拉叫啦！

這樣的體驗活動看似簡單，其實提

供了深刻的生活教育—別以為付出勞力的

工作就是件簡單的事，只懂念書、手無縛

雞之力的你我，如何能夠在揮汗如雨的大

熱天中，以矯健的身手，將磚塊挑至施工

處？又如何能將一塊塊的紅磚堆疊成房子

呢？老師傅們或許沒有很高的學歷，但每

個行業都有它的專業和技巧，即使是挑磚

頭的工人們，我們也該尊敬他們健步如飛

的專業。

走出磚瓦，結合餐飲

台中工業區中，有一處頗有知名度的

特色餐廳，名為八卦窯復古餐廳。由於政

府播遷來台時需要大量的磚塊，帶動了台

中地區的磚業發展。然而，在建築方式漸

漸改變的情況下，原本磚窯遍佈的台中地

區，竟只剩金勝興窯廠（八卦窯復古餐廳

的前身）一家獨撐大局。

金勝興窯廠製造的磚品質優良，曾是

早年台灣許多家族打造大宅院時紅磚的來

源。然而，因921地震重創中部地區，加

上製磚業的不景氣，金勝興窯廠索性將窯

場改建成餐廳，提供台式料理，讓遊客們

在八卦窯中用餐，親身體驗燒窯師傅們平

日工作的場所。

這樣異業結盟的另類創意獲得當地居

民及遊客們的肯定，在口耳相傳的口碑推

薦下，八卦窯復古餐廳成為了台中地區一

個「有吃又能文化體驗」的特色景點，而

餐廳的生意更是蒸蒸日上。

在品嘗大廚用心製作的餐點的同時，

從八卦窯的出貨口向外看，明亮的陽光照

在窯外的地上，反射著炫目的光芒。曾經

熾熱的窯體如今提供著絕佳的屏蔽，將豔

陽阻擋在外，清風徐來，有一種時光交錯

的美麗。

在時間的流逝中，歷史與文化不斷

地改變著，而這些曾經輝煌一時的磚瓦窯

們，正努力地轉型邁向新天地。結合休閒

資源、教育使命、文化意涵、以及產業的

傳承，每一個嘗試以新面貌繼續站在台灣

這塊土地上的磚瓦窯們，在艱辛中以創意

和熱情，來感動每一個造訪的旅客，走向

另一個永續經營的天空。

（因為每一個線條和轉折都須要處理到有

深度又平順）。然而，當拿到成品的那一

剎那，「辛苦」的過程就搖身一變，成為

可拿來「說嘴」的材料，沒辦法，誰叫磚

刻的成品是那麼地充滿了文化的深度呢！

和三和瓦窯相類似的有苗栗的金良興

觀光磚廠。在經濟部的輔導下，金良興磚

廠將磚窯變為教室，有專人解說製磚的過

程、磚瓦藝術之美，讓遊客能完成一個深

度的旅遊。特別的是，金良興將廢棄的員

工宿舍改成工作室，提供給素人藝術家們

使用，不僅給了藝術家們一個屬於自己的

工作空間，也充份利用了閒置空間，讓參

訪的旅客能感受到創作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