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獲第16屆台美文教基金會「傑出

人才成就獎」人文科學獎的國寶級音樂家

郭芝苑，世居苗栗縣苑裡鎮，消息傳出，

這個原本平靜的山城小鎮，再度成為藝文

界焦點。

據文獻記載，清康熙年間，稱苗栗

地區為「崩山」或「崩山八社」，八社包

括：大甲東、德化、雙寮、日北、苑裏、

貓盂、房裏、吞霄。乾隆6年（1741年）

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特別記載：「蓬

山在大度山北，舊名崩山今改名。」其實

「崩山」或「蓬山」皆由道卡斯族語音譯

出。

1670年，鄭經命右武衛劉國軒出鎮半

線（今彰化），屯兵大甲鐵砧山，經崩山

八社，漢人官方正式接觸苑裡，1723年漢

人大規模入墾，1764年清廷正式設治，置

苑裡堡。

沈茂蔭《苗栗縣志》記載：「苗栗

及從前之貓裏社，光緒15年（1889年）

台灣改行省設縣，改稱『苗栗』。」苑裡

鎮的地名，安培明義在《台灣地名研究》

中就道卡斯族語譯為「里灣里」，後簡化

為「彎里」或「灣麗」，古文獻則稱「宛

里」或「苑裏」，與現今的「苑裡」皆為

同音異字的地名。

苗栗穀倉  成功轉型  

苑裡鎮位居苗栗縣西南，土地平坦肥

沃，稻米產量居全縣之冠，有「苗栗穀倉」

美譽。十幾年前養生風盛行，農會推廣有機

稻米栽種，其中山水有機米產銷班栽種面積

高達125公頃，為台灣西部最大的有機稻作

生產區，去年苑裡鎮的農友徐能發還曾榮獲

■文‧攝影／陳泰然

 苑裡鎮有「苗栗穀倉」美譽，秋收後的豔黃

油菜花田裝置木雕作品，更添古樸風情。

▲

▲「心雕居」傳達木雕者與作品的真情對話。 ▲ 農會積極尋求的第二種主力作物溫室番茄。

「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殊榮，農會所推廣

的「灣麗米」也頗受好評。

但自從台灣加入WTO，稻米開放進口

後，對農民產生極大衝擊，農會積極尋求

第二種主力作物輔導農民轉型，最後選定

健康蔬果之冠的番茄，2005年成立「愛情

果園」。

負責管理的鄭年鈞表示，苑裡東北

季風強，戶外植物不易培植，所以「愛情

果園」選擇溫室栽種，果園內所使用的有

機肥，是從稻穀烘乾中心所收集下來的粉

塵，加入米糠、水、石灰發酵而成，相當

符合環保風潮。目前蕃茄有8個品種，約兩

萬株，其他農作還有小黃瓜、甜椒、青花

筍、香瓜、哈密瓜等，這2年試種的香水百

合也頗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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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炎山  礫質惡地

苑裡鎮除有適合種稻的平原外，還有

火炎山區的丘陵高地，近南北走向的山脊

為該鎮與三義鄉的天然界線，火炎山主峰

海拔602公尺，本區礫石以石英岩礫和砂

岩礫為主，直徑由數公分至2、30公分不

等，大小混雜、層次不明，結構鬆散，礫

岩層經長期的風化、侵蝕、崩壞和堆積，

形成今大安溪北岸的尖峰、陡坡、崩崖、

蝕溝、卵石河流等「惡地」景觀。

所謂「惡地」，是指地表遭受強烈

的侵蝕，出現無數深峻相鄰的溝谷，導致

崎嶇不平，難以作為農地利用的地區，但

其獨特的地形景觀、地質、氣候條件，卻

是最佳的大自然教室，1986年6月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火炎山自然保留

區」，除保護地理景觀之外，還保護原生

馬尾松林。

藺草原鄉  幾度興衰

苑裡鎮另一項聞名國內外的特產，

就是曾經創下1年外銷1,600多萬頂輝煌

記錄的「藺草帽」，名聞遐邇的「大甲蓆

帽」，產地其實是有「藺草原鄉」封號的

苑裡，只因以大甲為集散地而被商販冠以

「大甲」之名。 

藺草屬於莎草科宿根草本植物，莖呈

立體三角形，最高可長到160公分，具纖

維柔軟、韌性強、不易斷、吸濕脫臭等特

性，是相當優良的編織材料。早在18世紀

初，就有平埔族婦女利用藺草編草蓆，一

般稱為「蕃仔蓆」，由於吸汗散熱，還散

發特別的藺草香，漢人也開始學習編織技

巧。

日治時期，1897年，總督府苑裡辦務

署長淺井元齡，看到當地婦女擅編草蓆，

遂將頭上戴的小禮帽取下，詢問是否能仿

編，西勢庄婦人洪鴛幾經試編終於成功編

出「藺草帽」，還不藏私的四處教學，由

於「藺草帽」質感柔軟、清涼通

風、遮日防曬且攜帶方便，日治

時期已成為行銷海內外的鄉土特

產。

編織草蓆、草帽是苑裡婦女

貼補家用的副業，據地方耆老表

示，手藝越好的女子聘金越多，

甚至高出外地5倍之多。當地還

有多首描寫草編的歌曲，音樂家

郭芝苑也為郭玉雲的詞作〈阿嬤

的手藝〉譜曲：「透早起床天未

光，買蓆來到廳中央，價錢公道

有久長，日作暝作為三頓；指頭破孔腰痠

軟，草蓆作來鋪棉床，頭戴草帽人人問，

手藝欲湠趁這陣。」歌詞中「指頭破孔腰

痠軟」，一語道盡從業婦女的辛勞。

藺草的基礎編法有：上下各一根草，

經緯交錯的「壓一」，由於圖案變化多，

多用於提袋或草帽；另一種上下各兩根

草，經緯交錯的「壓二」，密度高且耐

用，多用於草蓆。由基礎編法還變化出：

鳳梨花目、網仔花、六角形（龜殼紋）、

茶花、菱形花紋、銅錢花紋⋯⋯，端視編

者的巧思。

當地判定藺草編織手藝高低的專門說

法為「幾行寸」，亦即在1寸（約3公分）

的寬度內編幾行，館內藏品中，有多達30

▲ 「指頭破孔腰痠軟」的歌詞道盡草編婦
女的辛勞。

▲ 用藺草編成的茶壺杯組。

▲ 苑裡磚質優且產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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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珍貴草編皮包，但這種巧藝如今已不

復見，館內銷售的頂級草蓆最多只能編到

12行。

終戰後，藺草帽蓆業幾度興衰，巔峰

時期，從業婦女達三萬多人，由於塑膠尼

龍製品的興起，曾一度衰微到幾近失傳，

農會為傳承這項地方特產，2003年將位

於山腳社區的舊穀倉整建為「藺草文化

館」，以藺草生態及編織為主題，還精心

製作7組帽蓆製作過程模型，讓遊客瞭解早

期的生產流程，另有藺草編織DIY教室，

體驗親手編織的樂趣。

心雕居  生命真情對話

造訪苑裡鎮時，適逢農民在秋收後栽

種來當綠肥的油菜花正盛開，一片片金黃

花海錯落在農村聚落間搖曳生姿，為隆冬

帶來暖意，驅車至苑裡出水海濱木麻黃林

下，豔黃油菜花田裡裝置著一件「二代三

人」木雕；作品主體為木雕創作者陳清海

搶救百年古蹟所得，2009年嵌入以陳家父

子3人的創作代表作品，傳達「心雕居」對

木雕傳承延續的堅持。

「心雕居」建於1947年間，為閩式一

條龍土角厝建築，1967年陳成合購下作為

農舍。長子陳 輝小學5年級就許願習雕

刻，1963年國小畢業後，以自存的20元，

搭乘火車離家到台北隨鄭玉麟學習木雕，

在此接觸到師傅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木雕

品，深受吸引，出師後前往屏東潮州，直

接仿製排灣族木雕品，薪資優渥，1967年

深入山區與排灣族人同住，鑽研原始木雕

精髓的同時，也目睹排灣族精緻木雕品不

斷被商人低價收刮流失。

1972年，陳 輝在父親的農舍成立

「山地門雕刻社」，仍以仿製排灣族原始

木雕品為職，由於深感只是一昧的仿製，

雕刻生命終將枯竭，毅然向時任文建會主

委的陳奇祿請益，受其激勵，1980年開始

以原始木雕元素創作，因而馳名，台灣原

始木雕創作精神也在此發源，1987年藝術

家栗耘為工作室題名為「心雕居」。1990

年病逝。

痛失愛子的陳成合常至海邊散步，無

意間發現漂流木的多種樣貌與豐富的生命

力，拾回後將傷痛轉換成創作能量，未受

過正統美術教育的他，以豐富的想像力結

合多樣素材加以組裝雕鑿，作品散發樸拙

天真之美，至2003年病逝共完成200餘件

作品。

陳 輝病逝後，「心雕居」由他的學

生在此創作，前後達16年，直到2007年，

二弟陳清海有感於創作命脈斷層，遂於

2007年進行整建工程，堅持以傳統工法整
▲ 華陶窯的「登窯」呈階梯狀。

▲ 華陶窯的老榕樹綠蔭遮天。

「窯前雕」表現層次較豐富。

圖為高雄英國領事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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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燒製磚瓦，燒磚技術對台灣建築產生

深遠影響。明鄭時期，台灣各地紛紛設立

磚瓦窯，其中尤以苗栗苑裡和彰化花壇產

量最多，「苑裡磚」以今之水坡里和山腳

里為主要產地。

隨民生經濟富裕，原是建材的紅磚

逐漸從實用品發展出「磚雕」工藝，磚雕

與木雕、石雕並列為台灣三雕，工匠在特

製質地細密的土磚上雕刻物像或花紋，台

灣傳統建築如三峽老街、板橋林家花園、

苑裡古厝「東里家風」的門樓、門楣、屋

頂皆能欣賞磚雕之美。但隨著建材的多樣

性，鋼筋水泥快速取代磚牆，「磚雕」藝

術也隨之沒落。
直到1996年，位於山腳里的金良興窯

業第二代經營者易榮昌，擔任苗栗縣磚瓦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出版《山城磚瓦》

雜誌，開始蒐集磚雕資料，1998年配合苗

栗文化局舉辦「窯之故鄉」活動，聘請自

行摸索磚雕有成的三義木雕師沈培澤，到

自家窯廠開設磚雕DIY課程，2002年成立

「磚雕工作室」，2004年成立「灣麗磚瓦

文物館」，為全台唯一推廣磚雕的民間企

業。

早期磚雕為「硬雕」，又稱「窯後

雕」，就是在燒製完成的磚塊上創作，由

於磚塊易粉碎，難度相當高，非巧匠無

法完成；現今多為「軟雕」，又稱「窯前

雕」，就是在磚的土胚上刻繪後再入窯燒

製成品，表現層次雖較豐富，但窯燒時土

胚遇高溫會變形，燒成後拼圖常會移位畫

面無法完整。由於材質不耐風吹日曬，時

日一久會斑剝蝕落，但是這種「老化」也

為古厝增添歲月之美。

華陶窯  人文陶藝

苑裡鎮最富人文思維的空間，當屬位

於南勢里的華陶窯。負責人陳文輝是苑裡

人，歷經國大、立委、階下囚等各種戲劇

性人生轉折後，選擇返回故里，以其景觀▲ 古厝「東里家風」可欣賞磚雕之美。

▲ 天下路老街上的歷史巷道「番仔路」。

▲ 華陶窯園區內的特殊植物「辛夷」。

修古厝，由於服役前曾隨陳 輝學雕刻，

陳清海也拿起雕刀刻繪人生，同年夏天將

古厝分區展示；正廳展示父親陳成合漂流

木的雕裝，右側大房展示陳 輝木雕生命

的吶喊，左側二房展示自己的木雕創作，

父子3人透過作品，各自傳達著他們與木雕

的真情對話。

斑剝磚雕 歲月之美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 i l l i a m 

Blake）曾用「歷史鍛鍊出來的情感」形

容倫敦的磚塊，可見磚與人們生活的緊密

度。台灣史前的原住民雖已開始製陶，但

尚未發現用於建築上的磚塊，早期住居多

使用天然茅草、竹、木蓋屋，1624年荷人

治台後，為興建城堡和教堂，從中國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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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景專長結合妻子陳玉秀的花道起家。

1984年，只為了為花尋找適當的花

器，這對夫妻在一片荒煙漫草中，建造台

灣當時僅有的「登窯」燒製自己喜歡的陶

盆，並請來手擠陶老師傅陳常碧、拉坏師

傅陳升堂等人傳授陶藝，1991年展出「花

陶集」甚受歡迎，隔年開放團體預約旅遊

至今。

「登窯」俗稱「目仔窯」，為日治時

期至1950年代的台灣主要窯種，窯室一階

階呈階梯狀，華陶窯取密度高、鐵質豐富

的苗栗土做陶，以耐燃、耐高溫的相思木

為燃料，相思木在窯燒時有獨特的「金黃

落灰」，讓成品更添古樸雅趣。

華陶窯堅持以台灣墾荒者的精神詮

釋在地文化，經20多年的經營，精心規劃

的園林裡，600多種台灣原生植物在此落

地生根，負責人還會以詩映景，或以景選

詩，讓人漫步園區時，不僅能與大自然對

話，還能充分體會「慢活」真諦。

天下路  老街小吃

體驗地方特色產業的同時，特色小吃

當然不能錯過，苑裡是苗栗縣最早開發的

鄉鎮之一，所以與火車站僅兩分鐘腳程的

天下路老街，不僅是數百年間地方發展與

進步的重要通道，全盛時期數十家從事內

外銷帽蓆的中大盤商，皆在此起家，當時

街上曬滿帽蓆的盛況，是耆老們最深刻的

記憶。

如今，天下路老街還有保存良好的

楊合發帽蓆行、苑裡女子樂團、歷史巷道

「番仔路」，還可品嘗當地特色小吃如鯊

魚餅、福菜肉丸、悶鴨、臭豆腐等，其

中，經營4代的百年老店「苑芳齋」，獨家

口味的「花生 」，更是遊客必嘗的點心，

為避免受潮影響品質與口感，花生 需在天

氣轉涼時可開始生產製作，約從每年中秋

過後（農曆9月）至隔年清明節為止。

鎮內有土地公港和苑裡港，所以魚丸

也是特產之一，1953年間，苑裡沿海漁民

用竹排捕沙條仔（小鯊魚），當時的冷凍

技術魚貨無法遠送，數名魚販便用沙條仔

做魚漿，魚丸就此成為當地特產之一。如

今，土地公港和苑裡港皆淤塞，早年苑裡

港「苑港停舟」的蓬山八景已不復見，現

在成為漁民竹筏的船澳，鎮公所正著手轉

型為休閒漁港。

苑裡鎮開發甚早，鎮內有歷史意涵的

古建築隨處可見，在地方文史工作者與鎮

公所合作下，多種地方特色產業也逐漸受

重視、保留與推廣，遊走其間，除可感受

濃濃鄉土氣息外，還有行走於歷史縮影的

時空交錯之感。

▲ 慈護宮是苑裡鎮的宗教信仰中心。

鎮公所正著手將苑裡港轉型為休閒漁港。

天下路老街上的百年老店「苑芳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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