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噓，不要吵啦。人家正在玩躲貓貓啦。」

交趾陶及剪黏建構的農村文

化景點

自從台灣各地的村里社區營造如火如

荼發展以來，許多社區在當地人自動自發

的共同整理下，使原來的髒亂或荒蕪變得

整潔清爽煥然一新，不但如此，有些老社

區更發掘出屬於地方原有的傳統工藝、古

早人文、自然資源、古蹟野史等，進一步

將之融入社區營造並呈現獨具特色的系列

文化景點與觀光資源，而吸引各地人士慕

名專程前往觀摩遊賞。

這種社區營造成果雖然來自在地人的

共同努力，但其主要的成功因素乃是少數

有心人無私付出的發起與帶動，嘉義縣新

港鄉的板頭社區就是這樣一個由社區營造

而獨具特色的農村文化景點。

板頭社區的古笨港歷史 

新港鄉舊地名叫「笨港」，至於板

頭社區，當地人目前仍然習慣以閩南話稱

它的舊地名「半頭厝」，「板頭」則是

諧音，所以，外地人要想順利找到板頭

社區，最好先了解板頭社區就是「半頭

厝」。

想
天
開
的

板
頭
社
區

■
 

文
、
攝
影
／
聞
子
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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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嘉義縣新港鄉是台灣

推動社區營造的鼻祖，在地方人士多年來

的努力下，新港市街的面貌越來越漂亮，

已經成為全國各地社區工作者專程取經的

對象。由於當年的「進香鐵道」客運路線

中途的大站─新港站沿線鐵軌荒廢許久之

後，居民有感於廢棄的五分仔車站場雜亂

無章甚為不雅，故而由當地鄉親自動自發

將舊新港車站加以整理，成為現在的新港

鐵道公園，也為舊鐵道的保存與社區環境

的規劃賦予新的面貌。

小小的板頭村子裡，有二級古蹟水仙

宮等社區營造景點。前述這些豐富的文化

資源，配合在地多元自然景觀，已讓板頭

社區成為名副其實的小小藝術文化村。

一走進村子，就會看到台糖早年五分

仔車的舊鐵道，由南向北貫穿延伸於整個

村莊，這段曾經連貫嘉義市與雲林北港的

鐵道，過去曾經有個響亮名稱叫「黃金鐵

道」，日據時期曾經扮演運輸糖廠原料甘

蔗的任務，舊鐵道直到民國71年才功成身

退。民國87年時，政府曾經想將跨越北港

溪的復興鐵橋（北港溪橋）拆除，經過在

地人士及地方文史團體的奔走，加上古笨

港文化遺址（崩溪缺）的搶救考古發掘工

作的進行，鐵橋才終於得以被保存下來，

並在民國90年正式登錄為嘉義縣歷史建

築。

新港鄉北港溪邊的古笨港遺址，後來

在行政院文建會等文化單位的協助下，變

身為「古笨港考古園區」，這座仿十三行

博物館外觀的地標性的景觀牆，矗立於北

港溪的南岸鐵道邊。由嘉義縣板陶窯文化

發展協會所執行的「古笨港越堤及周邊環

境景觀空間改善計畫」的越堤大面積交趾

陶及剪黏建構的牆面，便與「古笨港考古

園區」在此連結，與台灣移民史相呼應。    

沉默的「嘉義線」五分仔車

鐵道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殖民政

策重點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又以

種植甘蔗發展糖業產銷為最大宗，因此日

治時期開發糖業的運輸甘蔗鐵道曾經遍佈

全島，尤其是以彰化平原及嘉南平原為重

心。

運輸甘蔗的鐵道，民間俗稱「五分仔

車」，有一部分曾經兼營沿線民眾可以搭

乘的客運營業線，根據台中后里糖廠台糖

開車到板頭社區，可順著嘉164、159

縣道往西行，經過高鐵高架的下方不遠，

轉彎進入右邊的小路，入口豎立著明顯的

指示標誌。走進板頭社區，沿途每隔一小

段距離就會出現目不暇給頗富創意的陶器

藝術裝置，例如以枕木豎立形成的「大川

詩道」，及一隻隻的陶製「白鷺鷥」，這

些白鷺鷥就是板陶師傅所製作的馬賽克造

形拼貼。此外，縣級國寶的舊嘉義客運售

票亭外停放著鐵皮公車、復原的板頭厝車

站，讓時光回流到3、40年前。

 板頭村入口的招牌「板頭厝車站」，就

是昔日的五分仔火車車站。

▲

▲ 「長山過台灣」大幅交趾陶壁堵，述說閩粵先民渡過黑水溝移民台灣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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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到北港的載運製糖甘蔗的五分仔車鐵

路，全長870公尺，後由台糖公司北港糖

廠管理。

北港溪鐵橋是國內最長的運甘蔗鐵

橋，鐵橋繞彎的曲度之大，全台獨一無

二，採用弓形彎曲鐵路橋樑，造型美觀，

復興鐵橋已編屬於嘉義縣21個歷史建築

之一。北港糖廠本來在民國89年5月將復

興鐵橋報廢拆除，後經嘉義縣政府和地方

文史團體等強烈呼籲才保留下來，嘉義縣

府並於90年7月向文建會提出計畫爭取經

費修復，當年11月正式公告登錄為歷史建

築，91年底獲中央補助經費3,900萬元維

修，「北港溪鐵橋」於民國92年12月由台

糖公司移交嘉義縣府接管。

文化園區創作媒材採用傳統

工藝

台灣民間的匠師稱交趾陶為「廟尪

仔」、「交趾尪仔」或「交趾仔」等，交

趾陶主要產地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福建、

浙江，台灣的交趾陶(多彩軟陶)的起源主

要來自廣東，台灣早期的大戶民居（三合

院、四合院等傳統合院）與寺廟殿堂建

築，已大量運用交趾陶的作品作為裝飾，

當時的匠師多聘自閩粵，原料也從大陸

來，因此，從史載資料可知，台灣本土的

早期匠師多數是唐山師父的弟子，在製作

技藝上也傳承中國南方的軟陶系列陶藝。

   台灣民間是多神教信仰，各種神明

所屬的信眾只要是對於廟宇的興建整修都

踴躍於出錢出力，因此，如果說，台灣各

種神明的廟宇在全省各地是星羅棋布並不

誇張，廟宇的屋脊、樑柱、水車堵、壁堵

等大量運用交趾陶也是普遍可見的現象。

由於廟宇內外上下遍佈的的交趾陶所

表現的「齣頭」，不離忠孝節義、民間善

良風俗、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祈福吉祥

的圖案等作為捏塑的腳本，台灣廟宇重視

細部及裝飾效果，表現出裝飾豔麗斑斕堆

砌濃厚的風格，交趾陶搭配剪黏作品的多

變化與釉色，非常適合廟宇色彩裝飾的積

極需求，其多元造型及創作更是造就了台

灣寺廟的獨特風格。所以，交趾陶又被稱

 「玩官兵抓強盜幹嘛扯我的褲子？
太超過了啦！」

▲▲ 用馬賽克「雙喜」妝點的喜
氣粉紅牛「嫁妝一牛車」代

表農業時代的婚禮。 

資深老員工的轉述，民間所謂的糖廠「五

分仔車」，是指「五分仔力」，也就是

說，台糖運輸甘蔗的火車的推力及其行車

速度，大約只有台鐵火車的一半。 

晚近2、30年以來，臺灣糖業受到國

際市場影響，而使蔗糖的產銷逐漸沒落，

加上廢棄無用的「五分仔車」鐵路軌道可

能造成安全上的考量，有些地區的地方發

展也受到鐵路軌道的影響等因素，糖業專

用的「五分仔車」鐵路不得已必須不斷縮

短或拆除。糖業鐵路雖然也兼營民眾的客

運交通業務，但本身就屬兼營性質，但因

時速度不快，僅有10公里，尤其在公路運

輸路線普遍崛起後，糖業鐵路當然難以競

爭。

台灣最後一條糖廠鐵路「五分仔車」

定期客運營業線，是往來於嘉義及北港之

間的嘉義線，這條鐵路曾是當地許多老一

輩的鄉親難忘的客運營業線，因為嘉義線

平常不僅是沿線民眾、學生的交通車，在

民國5、60年時，每年農曆3月期間，更肩

負著載運大量信奉媽祖的進香客，從嘉義

到北港往返的交通大動脈角色，如今鐵路

已停用，鐵軌也拆除，原路線則改為現代

化的一般道路。

在北港堤防一帶，有一條跨越北港溪

的北港溪鐵橋，又名北港復興鐵橋，始建

於日據時代明治44年（1911年），廢止

於民國71年。始建當時隸屬於大日本製糖

株式會社（北港糖廠前身），是當時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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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廟尪仔」。這些交趾陶的通俗題材也

深深影響早期台灣民間社會，具有教化人

心助長善良風氣的功能。近年來，有許多

現代化、生活化的交趾陶作品，更在新一

代的藝師創新及鋪陳推廣下，使交趾陶逐

漸成為民間的高價工藝收藏品。嘉義地區

一向是台灣交趾陶與剪黏工藝技術與人才

薈萃的大本營，新港鄉的交趾陶與剪黏工

藝也人才濟濟，故而也屬於其中一環。

陳忠正及謝秋緞夫婦2人，是土生土

長的板頭人，也是已擁有幾間工廠的社區

菁英，但認為應當運用自己的專長對地方

有所貢獻，所以義無反顧地跳出來帶領著

板頭社區居民，腳踏實地關心並照料古笨

港園區的一草一木，其中最有創意的是，

本性純樸的陳忠正利用2棵已枯死的景觀樹

木主幹，做成「新港阿兄」、「阿嫂」兩

尊大型立體馬賽克雕塑，形象簡樸敦厚，

一如他生長的農村每天會見面打招呼的左

鄰右舍的阿伯阿嫂，現在這2尊馬賽克雕塑

已是新港板頭村很有代表性的景觀指標。

還有園區旁先前的荒地，現在也已變成一

池香水蓮花，後來陳忠正又有將越堤點綴

以交趾與剪黏的構想，該計畫後來被選入

文建會「藝術介入空間」的15件計畫之

一，這是台灣唯一以傳統工藝為主要創作

的社區營造計畫，格外具有意義。

從「長山過台灣」到「鄉村

四季」的設計轉折

北港溪越堤剪粘大壁畫呈現春花、夏

葉、秋果、冬枝的氣候循環美感，是擷取

了台灣原生植物苦楝樹代表四季分明的意

象，並象徵剪粘工藝在台灣的永續傳承。       

堤防邊利用瓷碗片黏貼樹木、樹葉、花

朵、飛鳥、昆蟲等等圖案所建構的大型剪

黏壁畫，唯妙唯肖，可以仔細欣賞，令人

嘆為觀止。

板頭厝這個地方的氣候特質是冬天海

風凜冽，使一般樹木生長不易，但苦楝這

一種台灣原生種的樹木卻能生長得很好。

苦楝春天時開淡紫色夾帶白色的花蕊，但

一般人遠看時常誤以為苦楝樹開的是一片

白花，夏天則純為綠葉，秋天則結成黃色

果實，入冬後整棵樹則葉子掉光，呈現枯

枝的冬眠狀態，以待來春再含苞待放。所

以一開始設計的是4棵分別代表一年四季變

化的苦楝，後來認為4棵似乎不夠代表性，

最後徵得社區同意，又決定以1棵樹來涵蓋

所要表達的四季意象。

陳忠正在板頭厝越堤現場施作他的作

品前，必須先要準備的剪黏苦楝花朵約有

1,000多朵，這部分用掉的材料需有1,000

多個特製的白瓷大碗，及不知數量多少的

紫碗，每一朵剪黏苦楝花如由熟練的師傅

製作也需要3個多小時，所以，僅是準備苦

楝花這個部分就至少需要5,000個工時，其

他如燒製高溫瓷碗及交趾陶（與苦楝共同

搭配的昆蟲），再加上葉片、果實所需的

酒甕，收集工作還得耗費許多時間。

當年5月中下旬，陳忠正終於開始帶

領他的工作團隊現場施作，從大壁堵壁面

整理、放樣（打底稿）、鎖壁虎、綁白鐵

條、放白鐵網，之後才能上混凝土，塑造

苦楝樹的大型，最後才是師傅在現場製作

剪黏與加工修飾。陳忠正團隊中負責越堤

牆面剪黏的師傅，每個人都至少有2、30

年以上的資深工作經驗，師傅的「功夫」

自然不在話下，越堤牆面的大壁堵作品可

以靠近再加上細看，從現場施作成品的細

 北港溪沿岸的南港堤防被妝點成為繽紛絢

麗多彩多姿的大壁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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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會心一笑的

溫馨陶藝創作

早期的嘉義新港除了知名的奉天宮媽

祖廟外，在日據時代運甘蔗的五分仔車舊

鐵道經過的車站中，有一個洋溢濃厚鄉土

味的站名─板頭厝，當地社區這幾年出現

了以拼貼藝術、可愛逗趣的卡通人物等剪

黏與交趾陶作品，展現著另一種農村再生

的新風貌。

近年來推動的社區營造的蓬勃發展，

板頭社區居民以早期在地的復興鐵橋（北

港溪鐵橋）、五分仔車站，展現出「相信

火車有一天ㄟ轉來」的熱情意念，重新展

現農村社區中的樸實精神，位於社區中強

面上的養羊人家與躲貓貓的小女孩交趾作

品等，既可愛又讓人留連忘返，是許多人

對板頭社區的第一個溫馨印象。

漫遊在板頭社區裡，無意中就會讓你

在某一座民宅的彎彎角角、牆面上下等等

小地方，發現幾尊或一整排的卡通化的交

趾陶或剪黏作品，有些會讓你猛然間嚇一

大跳，有些卻會讓你停下腳步對它的創意

會心一笑。還有座落農田旁的白鷺鷥、辛

勤拉著牛車的大黃牛，都默默的重現著農

膩精緻品質來看，他們的工作品質真的是

「照起工作」，十分難得。聽說其中一位

師傅當初甚至用毛筆做泥水作品的細部潤

飾，這在被認為是「粗工」的作「土水

工」同行師傅眼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作

法，難怪現代人因講求效率而急就章的做

事方法與工作態度與陳忠正團隊對照之下

就顯得粗糙缺乏質感。

越堤剪黏工作完成後，大面積牆面上

迤邐蜿蜒的枝幹與散佈的白花、綠葉、果

實，整體參差交錯的造景寫實效果，頗能

與周邊地景互相融合，不論遠觀或近看都

頗具震懾力，它就是板頭厝鄉間苦楝樹的

化身，同樣展現著強韌的生命力，但手法

又低調柔和而不顯突兀，讓觀者流連讚嘆

不已，可見陳忠正與他的工作團隊在剪黏

與交趾陶傳統工藝上的深厚功力與造詣。

許多人看見了完工後的越堤空間作品

「鄉村四季」之美與傳統工藝之精髓，而

驚嘆不已，越堤正以最協調的形式默默地

詮釋在地農村文化的內涵與意旨，讓剪黏

工藝以更貼近民眾生活的角度與自然美學

結合，也讓大眾進一步認識原本就存在於

台灣鄉村社區中的生活意境與工藝文化。

▲ 壯觀大壁堵呈現的是台灣獨一無二的剪黏
與交趾陶融合交錯的精采傑作。

▲ 北港溪河提沿岸的涵洞下，也有精心製作的交趾陶創作。 ▲ 用密密麻麻的剪黏細心建構連結的苦楝樹大
壁堵，造型精巧清靈脫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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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每到假日還有「山寨版」的「蒸氣」

小火車帶著觀光客一同在板頭村這個至今

仍然流露農村風情的社區裡尋幽訪勝，

肯定讓你不知不覺融入充滿藝術氛圍的情

境中。但最具「板頭」印象的是，位於越

堤牆面上的大型交趾作品－苦楝樹和三醉

芙蓉，以剪裁碗片製作而成的剪黏，從花

辦、樹枝到飛舞期中的瓢蟲、蝴蝶與鳥兒

等，都是栩栩如生，傳神的以假亂真精緻

交趾上品，著實讓人一時難以分辨，也讓

越堤牆面上的大型交趾作品藝術有如充滿

了生動的生命力。

鄉野之間的熱鬧觀光景點

陳忠正是新港的在地人，他是依照

過去傳統做滿3年4個月學徒生涯的學徒

出身的老師傅，他不僅是陶藝專家，也一

直是個心懷鄉土的有心人，剪黏、交趾陶

本來就是散發濃郁鄉土味的傳統工藝，他

希望運用板頭村的自然資源，將純樸的農

村環境結合傳統工藝打造為具有藝術氣息

的吸引民眾眼光的地方，例如板頭村的台

糖廢棄鐵道就是陳忠正自掏腰包美化的，

此外，為了讓地方的景觀能從點而線再到

面，陳忠正在取得廟方同意後，免費幫灣

牛在早期的農村是家家戶戶必備的重

要生產力，農家對於牛的勤奮辛勞任勞任

怨都心存感激，所以只要是農村出身的老

一輩都普遍在日常生活中不吃牛肉，這就

是農村鄉親既能厚道又知感恩的純樸與善

良的一面，陳忠正想要重建的社區鄉土景

象，就以牛的形象作為發揮藝術創意的重

點，最特別的是，他製作的陶土大黃牛的

牛角，是使用閃閃發亮的金黃色馬賽克拼

貼而成，民間關於牛的俚語，都是意涵吉

祥的老話，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摸

牛角穩當當、摸牛頭好采頭、摸牛耳活

百二、摸牛嘴大富貴、摸牛尾賺家伙、摸

頭至尾牛乖牛乖賺錢給我開」。這是農村

仔內萬善爺廟以磁磚拼圖美化圍牆，還用

交趾陶創作交趾陶柱，豎立在廟旁。板頭

村灣子內的萬善爺廟，原本只是毫不起眼

的普通水泥圍牆，平常人煙稀少，自從陳

忠正在廟旁規畫江南庭院景觀，又設置板

陶窯牆面之後，每逢假日頓時成為空曠鄉

野之間難得一見的熱鬧觀光景點。陳忠在

圍牆上一塊塊的拚出白鶴圖形，讓萬善爺

廟的外觀亮麗了起來。最引人注目的是陳

忠正自創交趾陶柱，以鐵絲圍出圓柱，再

將毀損的交趾陶，一個個放進圓柱內，成

為萬善爺廟最吸引觀光客的地方。 

陳忠正重建社區鄉土景象的理想，

頗為「藝」想天開，他是想在嘉義縣新港

鄉板頭村台糖的廢鐵道上做滿一系列以

牛為主角的板陶作品，例如台灣黃牛改裝

後重新走鐵道、蝴蝶牛（牛身上蝴蝶則象

徵著板頭村的蛻變）與苦楝花（象徵板頭

村社區營造如同苦苓花般盛開綻放）裝飾

的牛，還有青花瓷小牛等，讓早已停駛的

板頭社區舊鐵道呈現農村公共藝術的新

舞台，也許有一天在這裡可以看見一整排

由交趾陶馬賽克裝飾的彩色斑斕的牛群

「走」在舊鐵道上，或者悠然「漫步」在

農村裡的某個角落、或躺臥在樹蔭下「乘

涼」等等。

一般老年人耳熟能詳的討喜的俗諺，現代

人當然不能充分體會牛在農村鄉親心目中

的感懷，但是，許多遊客只要聽到摸了牛

的肢體或局部就會有好運，尤其摸了金牛

角可以帶來財運，非常具有吸引力，都會

爭先恐後躍躍欲試。

板頭社區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下，結

合地方特色、歷史文化、藝術創作，讓社

區有了全新的風貌。五分車、交趾陶、農

村印象等，都是走入板頭社區就能親眼所

見，成功的社區營造，也為社區注入一股

新氣象，成功推廣在地風光，重新認識鄉

鎮特色。

 層層疊疊精心打造的花團錦簇大壁堵，作

工精緻栩栩如生。
▲

48 49

台灣鄉鎮YUAN 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