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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春，產業深秋--夕陽中的紅瓦 

                          

 絮語 

  沒有第六感生死戀那麼浪漫，我在三月初春的暮色，卻，望見的不是初春，

是─傳統產業的深秋，浮世繪一般，唐突上演。這初春，耳際車舞呼嘯、機械聲

隆，雖說是業裡深秋呢！卻，鐵殼兒的蟬，硬是高踞枝頭，傲桀稱王；蒼涼啊！

這螳臂擋車的美感，緩緩播送。 

  高雄縣大樹鄉台 21 線上，你或許瞧見過，那兒有座磚窯，亭亭靜坐；又或

許你知道，它與下淡水溪（即高屏溪）舊鐵橋毗鄰，是僅存傲視南台灣的紅瓦窯，

功蓋世而氣吞天，受封三級古蹟，固守著火龍一族的使命，持續燃燒著、見證著

時代、產業、在在的更迭。老臣心啊！煙霧裡似乎是它的嘆息，舊時代已經不復

存在嗎？那麼刻畫在紅瓦身上的又是什麼痕跡呢？ 

  每一個建築物的背後都有不凡的故事，當工商業的發達及高科技的巨輪急速

輾碾而來，日漸支離破碎的它們往往默默無言，老淚汩汩地靜待─靜待著人們緩

下倉促，重拾那日漸被遺忘的片段，正如它一樣：老兵不死，只是日漸凋零；但

它仍散發著光輝，與斜陽相輝映。正在冒煙的燒窯，似乎正在捻弦傾吐，唱著悠

悠古調。 

 

 緣起 

  看到了『台灣念真情』節目，內容介紹大樹鄉的三和瓦窯，隨著影片的介

紹，我的心泛起陣陣漣漪，是啊~~這就是我的家鄉，伴隨我成長的家鄉，以前曾

有過的繁華與輝煌，如今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而漸漸西落；而我，卻沒有真的深

入去瞭解它，就這麼讓它隨著時代演變，從我的記憶逐漸消逝。隨著被激起的情

感，我心中湧起一股想要去追本溯源的思緒，這條被撥動的心弦，這一次探討夕

陽工業的序曲便展開，彷彿理所當然一般，計畫的擬定如行雲流水，一步一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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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深入三和瓦窯之旅。 

  我來到了高屏鐵橋邊，一棟烙印滄桑歲月的紅磚建築佇立我的眼前；日日吞

吐著的熱氣，顯示它一如從前燒製著傳統瓦片，即將出貨的各式紅瓦製品也仿若

舊日，暖暖地堆在春暉映照的路旁，令人不禁想一窺究竟：那燒紅的磚土裡藏著

什麼樣的記憶…………。 

 

 瓦窯業 

  瓦窯業是歷時久遠的傳統產業，在台灣建築發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被列

為古蹟的它─我們拜訪的三和瓦廠─在文化與建築歷史發展中必有一定的層

級。而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有一段文字，能使我們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 

    

在材料和技術方面，戰國時代的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蓋板瓦、筒瓦的 

   堅實度和半圓形瓦當上所飾花紋，比之西周時期都進步了。戰國晚期，開 

   始出現陶製的欄杆磚和排水管。磚的種類，除裝飾性質的磚外，還有方磚 

   和空心磚。秦漢兩代的圓形瓦當，花紋疏朗而富變化。鋪地的方磚和空心 

   磚，有許多是模印花紋的………………。 

 

，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得知中華民族的磚瓦燒製技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有

相當高超的製作技術，不僅作用於傳統建築結構的基礎組成，更在磚雕裝飾藝術

上，達到相當的水平；而台灣傳統建築、屋頂採用紅瓦為材料，早期紅瓦均由大

陸海運來台，直到清代末葉人口激增才有瓦窯的設立。  

  台灣瓦窯業的發展主要位於大樹鄉，其境內崗巒起伏，與附近的仁武、大社、

鳥松等地聯合成一個大高雄平原區北邊的丘陵帶，而這些丘陵地區就是高雄地區

磚瓦窯分佈的集中地。這些丘陵地區由於有一些土地並不是那麼肥沃，加上土壤

中富含燒製磚、瓦所需的黏土礦物，其黏土礦物土質細緻且具黏著性，上層屬酸



 3 

性，下層屬鹼性，酸鹼土塊必須攪拌中和，燒製出來的陶器，才不會有空隙滲水，

這樣的細緻土質適合燒製紅磚、瓦及陶器，特別是瓦片品質優良，受土水師傅好

評，更頗獲消費者喜愛。大樹鄉的先天優勢，也讓陶藝作家林昭地安然落腳。 

而竹仔寮東臨高屏溪，汲水方便，沒有雜質，濕度黏度洽到處，加上又盛產陶土，

土質細膩，瓦片品質優良，素有好評，燒出的磚瓦不過水，可以燒薄瓦、油面磚、

厚尺仔等此較高級的建材，因此許多瓦廠由於「原料」趨向，紛紛設廠於此。 

  而對於磚瓦窯廠來說，大樹鄉除了製磚、瓦的原料來源充足之外，再加上占

有地利條件，位於鐵路縱貫線高屏大橋西端鐵架附近，鐵、公路運輸方便，早年

行銷南台灣，據大樹文史協會羅景川老師的調查，南部的瓦窯分佈在台南縣六甲

二鎮、高雄縣旗山鎮溪洲及大樹鄉大樹、竹寮兩村。產品銷遍高雄、屏東、台南

四縣市，甚至跨海銷往澎湖，生意鼎盛時期，買主還得雇牛車列隊等貨。就是這

三大主因，使得大樹鄉早年為高屏地區磚、瓦窯業的重鎮。 

  爾後，民國 66 年賽洛瑪颱風從台灣海峽侵襲南台灣，紅瓦厝被掀得七零八

落，大樹鄉瓦廠因庫存瓦片不多，很快被搶購得片瓦不留。救援單位急從北部載

運大量紅瓦救濟災民，結果在大樹均原封不動，無人前往領用。原因出在規格不

符，大樹鄉製燒的瓦片，長九寸三分、寬八寸三分，大於北方瓦片規格。因此南

調支援用的瓦片，不能用於南部的紅瓦厝。紅瓦厝不堪賽洛瑪的嚴重考驗，使為

數有限的買主對紅瓦卻步，間接推動了當地建築的改革，在當時，瓦業遭受重大

打擊，讓原本緩慢進行的建築進步史跨了一大步，也讓大樹鄉邁入一片紅瓦消逝

的夕陽中。日後瓦片市場萎縮，磚瓦窯被淘汱，開始進入專燒磚塊的竹管窯、目

仔窯、八封窯、與現今的隧道窯。完全以人工製磚的磚瓦窯，一位工人工作一天

做不到一百塊磚，陸續改為竹管窯、目仔窯、八封窯、隧道窯後，產量呈等比級

數增加，現今每月每位工人已能生產三十萬塊磚。 

  而台灣南部製瓦王國僅存的瓦窯是曾經獲選為高雄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的

三和瓦窯，西元 1885 年興建於大樹鄉竹寮村。民國 93 年(2004)3 月登錄為歷史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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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和瓦窯 

  推算起來，「三和窯」已是四代經營的事業，為目前台灣最具規模的傳統

瓦窯。窯廠成立之初，一開始名稱為「順安煉瓦廠」，接著又將它改名為「源順

安煉瓦廠」，後來才取名為現在的「三和瓦廠」。為瓦廠定名『三和』的起名者，

是第二代廠長李意先生，乃因「三」是華夏文化的吉祥數字，「和」是移民族群

寄居的盼望，但最終原因還是希望自己最心愛的三個孩子可以互相合作、共同打

拼配合，其實蘊含了父親對子女之深切期許。 

  創辦人許安然，屏東人，晚年轉讓給竹仔寮人李意，後來由兒子李玉柱繼承

接管。當時，李玉柱任職屏東縣警察局，只能間接管理，直到五十歲左右，發現

瓦業面臨時代及建築材料轉型，業績緊縮，他不願看到這項傳統生產技術失傳，

基於保存紅瓦厝傳統美的建築風貌，遂辭職回竹寮繼承父業，專心經營。其後十

來年，二十幾家瓦窯相繼關閉，變成廢墟，唯獨三和瓦廠在李玉柱苦撐下，尚保

有四座瓦窯的生產線。然李玉柱約在接手二十多年後中風，他的兒子對經營已近

黃昏的瓦業興趣缺缺，目前由第四代傳人李俊宏代為管理，而李先生原本是銀行

的行員，問他為何捨高薪的『鐵飯碗』而就這個冷門無趣的行業呢？『其實也沒

有什麼很特殊的原因啦，最主要是伯父年事已高，必須承接瓦窯祖業，免得這特

殊的傳統行業失傳；二來就是不想讓家人再累下去了，想分擔一些家業責任。』

他幽幽的說著。問他後悔與否，他回：『不後悔，既然選擇這條路，人只能往前

看，就一直努力捍衛著這個獨特的傳統。』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似乎看見了他

的毅然，正如磚窯製作過程中堅持傳統那般堅決。 

  三和窯為間歇窯，三窯合併，窯型為「瓦窯」，大陸稱「饅頭窯」，台灣稱

為「包仔窯」或「龜仔窯」，外觀呈長橢圓形，窯室寬大，高度可達五公尺以上，

有循環遇熱保溫、互相鞏固的作用。三個窯輪流合作，「三和窯」這個名稱，其

實也具有三窯相互配合的意義。 

  現存之窯體為民國79年，184縣道拓寬時因切割窯廠，拆除部分窯尾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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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瓦窯，只有窯肚是舊的，窯頭與窯尾皆為新築的窯體構造。 

  所謂間歇窯乃指具有單獨窯室，裝窯、焙燒、冷卻、出窯依次循環進行，每

循環一次，即為一個焙燒周期。因為生產間歇進行，所以又叫間歇窯，一般的土

窯都是採用此一製造過程。過程中以木柴和稻殼為主要燃料，從最早的雜草、竿

榛、柴、土炭、煤、重油，一直到現在的稻殼粗糠，時代演進也可窺此一斑。煤

炭因容易造成空氣污染，而重油會造成燒窯失敗且效果不佳等問題而不再採用。

現以燒磚瓦為主，由於燒的時間很長，經軟火久燒而成的薄瓦，不同於一般以瓦

斯窯來燒磚瓦，短短兩、三天就好，是其他窯爐無法取代的，且具有樸素美學的

特點。 

  

(圖 1 為「龜仔窯) 

  龜仔窯雖外型毫不起眼，但所蘊有內涵令人肅然起敬。一般瓦斯或煤油窯燒

一批陶瓷，通常需要三到一周的工作日即可完工，而龜仔窯從生起火苗到成品出

爐，每一片磚窯至少都要歷經 53 天的爐火粹煉。 

   在這 53 天中，要用木材和稻殼粗糠悶燒、以稻草灰用大火延燒，最後再讓

窯本身慢慢降溫，過程的緩慢與艱辛讓人驚嘆不已，但爐火穩定且講求慢工出細

活，薄薄的三合院瓦片，精緻的質感令人愛不釋手。 

      龜仔窯如此耗時費工，主要是因瓦片實在太薄太寬，厚度不過 0.5 到 1 公分，

面積卻幾乎是 15x15 公分以上，如果用瓦斯或煤油窯燒，很容易扭曲變形，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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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龜仔窯燒並讓其慢慢冷卻，才能維持平整而且可以堅固擋風雨。 

  這樣長時間的堅持並不容易，一般窯場燒一塊磚瓦，只要三、五天功夫，最

多一個禮拜即可完成，但秉持古法的三和瓦窯，生產過程多靠人工，不但製作過

程如印瓦、疊窯、燒窯等相當繁複，燃燒的柴火還選擇木材、稻穀，因此，一塊

磚瓦沒有五、六個月是無法上市，比起一般窯場，花下去的人力、時間成本相當

驚人。 

  然而，就是這樣的『慢工出細活』孕煉之下，三和瓦窯的瓦片可以薄到小於

1 公分，材質仍是細緻堅固。至於價格，一分錢一分貨，外頭快速窯一塊磚瓦

NT$20 多元，這裡要賣到 NT$50 元，不過講求真材實料的消費者，還是會選擇三

和瓦窯。而三和窯燒製的磚瓦產品，有各種尺寸規格，如防水防熱油面磚、尺四

磚、尺二磚、正尺油面磚、台灣紅瓦、瓦筒、花格磚、花窗，到寺廟、古蹟用各

種壁牆、壁磚、庭磚、地面磚、路磚、六角磚油面磚及壁磚，甚至有柳金錢、龜

型、梅花等形狀的花格窗等，民俗陶器有油罐、筷子籠、花器等，每項產品都充

滿濃濃的傳統風味。 

  而秉持傳統古老的窯燒方式所燒製出來的，每一塊磚、每一塊瓦都彌足珍

貴，這也為台灣許多許多古蹟、古厝……等建築，在修繕及建造工程方面有著莫

大的貢獻。現今，台灣古蹟修復或仿造所需的磚瓦，大都是來自三和窯磚窯。 

 

 
 

(圖 2 為三和瓦窯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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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寫著「古蹟別墅瓦磚、日本文化瓦、陶藝品」的三和瓦窯，為全省難得

一見，南台灣僅存的紅瓦窯。隨著時代變遷，建築方式改變，瓦窯業已逐漸沒落，

如今所生產的磚瓦多供應傳統建材與古蹟修繕使用，北部的林家花園與鹿港的天

后宮是最大宗客源，李先生笑稱：『古蹟一旦修護好，我們就沒有生意可做。』

愉悅的笑語中，卻讓我有股莫名的哀傷。 

 

 深秋悲歌 

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工商活動極為熱絡，昔日之高聳入雲的煙囪與廠房逐漸

走進人們的記憶深處。其探究沒落的原因有以下五點︰ 

 

一、建築形式的改變 

  隨著建築形式的改變，建材使用也隨之變化，新建或改建的房屋，逐漸採用

新的建材，如：鋼筋混泥土、夷泥、白磚、水泥瓦、琉璃瓦、石棉瓦、鋁鐵皮、

塑膠，以及現代的釉面磚。這些材料有的以堅固取勝，有的以期施工便利，有的

則因價格低廉，使得傳統產業一年比一年減縮，在在消費市場幾乎完全絕跡，慘

澹經營，極為吃力，銷售困頓，隨之產生許多問題，銷售不易，隨之降價求售，

利潤降低；為了平衡成本不得以降低品質，且傳統磚瓦日漸乏人問津，需求不高，

銷售方面沒有太多通路管道而遭遇瓶頸，因此訂單不穩定，造成「設備閒置」或

「原材料之存量太多，增加成本」，本地工資又相對偏高，工廠紛紛外移，該地

現僅存「三和瓦廠」仍在努力經營。 

 

二、原料的供應與成本 

  大樹高品質的黏土，已被挖得所剩無幾，有著土源缺代的危機。加以水土保

持及水源地保育政策，限制擅自取土，近年來，為尋求適合的土，要到各地奔波

探覓。過度的開發，許多地方表層黃紅色酸性土質大幅減少，多屬黑中帶綠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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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層，不好中和。而原料進口關稅又過高，影響生產成本。 

  再加上 WTO 稻米開放進口，種植稻米的比例變少，粗糠等燃材漸形短缺。

三和瓦窯一直以來，除了第一屆廠長是屏東士紳許安然之外，都是以家族企業的

方式經營。身為李家第四代瓦窯廠長的李俊宏說：「現在要買到這些粗糠已經不

像以前那麼容易了。」此外，他又指出要買這些燃材，必需透過特殊管道，而且

價格時有波動，品管無法掌控，燃材成本由於需要大量的粗糠，根本無法將燃材

成本的價格穩定下來。李俊宏還說：「其他的燃材的效果沒有粗糠好，媒油會造

成空氣污染，我們很早之前曾經試過，但沒多久就沒在用了。」 

 

三、人才的缺乏 

  目前大樹鄉的入窯師只剩一位五十多歲的謝師傅，還具備完窯技藝，但未收

門徒，後續無人，技藝有失傳的危險。除有技藝失傳危機外，瓦窯廠的磚瓦製造

過程還是多以人工操作方式為主，由於之前加工區與各個工廠的設置，區位又鄰

近高雄工業區，造成人工缺乏。工資自然提高，成本也就跟著提高。 

  三和瓦廠目前員工有 13 人，大多都是上年紀的阿桑們，雖然算來還是頗有

人手，殊不知其中的隱憂：年輕人們不願意學習這冷門而日趨萎縮的技術，導致

三和瓦廠問題日甚。 

 

四、環保設備 

  傳統性之生產事業，因無力提昇環保設備，雖具備文化資產價值而被登錄為

「歷史建築」，仍遭環保單位，以造成「空氣污染」為名，開單處罰。文化的保

存價值最終仍抵擋不住水土保持的聲浪與興起環保意識抬頭。 

    但事實上，從永續經營自然環境資源的角度來看，磚瓦的製造與使用，才能

夠達到符合建立綠色環境的良性循環目標。為了解決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工程開採

廢土、廢棄物、飛灰即可燃性垃圾的減量與回收利用‧並改善目前建築環境劣化

的現象，重新思考磚瓦素材的特性與創新運用，將是台灣人立即面臨的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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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五、外來品的競爭 

  目前一片瓦的單價約在五、六元之間，「大陸貨」則不會超過三塊錢，站在

消費者的立場，誰願花一倍以上的代價買國貨呢？ 

 

 拜訪窯人 

  與李俊宏先生相約的日子是在二月二十日正逢農曆初三，問李先生為什麼過

年還有在開工呢？『因為過年後到初十五是生意最好的時候，各大廟宇都在進行

整修，諸多慶典活動也很多，所以不能放過年咧。』走進瓦廠撲鼻的是一股氣味

是濃郁的木材香，沉重的鐵製大門將在正窯裡燒製的瓦器封住，連一絲熱氣都透

不出來。訪問李先生的時候他正在忙，他請我稍微等候了一下，過了數分鐘後，

他正從龜窯旁走出來，熱絡地招呼來訪的我，同時引領我門走進正在陰乾中的泥

磚區，細心的告訴我：『注意高度，可別撞到頭……。』『這個瓦窯造型好特別喔，

像是隻烏龜。』『對啊，這座窯名字叫做龜窯，希望瓦窯也可以像烏龜那樣如此

長壽。』 

  同時也提起曾在五六年前『台灣念真情』這個節目有採訪他的事情。『對阿！

別看節目只有半小時的，也是花了兩天的時間才採訪完成的。』李先生似回憶又

驕傲的說。訪談中，不難看出他個性沉穩內斂，平易近人的親切態度，讓我訪問

起來格外輕鬆愉快。 

  而我們首先所進入的是陰暗但乾燥的一塊L型、近百坪、用相當厚實的土角

磚所砌成的、專司陰乾之用的區域。李先生提到土角磚牆並沒有參雜穀蹈及草

莖，卻能古老而堅固，三和瓦就是在如此氛圍下靜靜的生產逾百年。只是，泥磚

整齊的靜躺著，入窯燒之前，將保持這姿態約莫一個月，之後在送入窯內續燒及

緩溫降熱約半個月，才形成我們所熟悉的磚瓦。過程當中，除了加裝輸送帶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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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泥土的流程外其他工法多數照舊，除了必要的人工，製瓦的技術還需要智慧

與經驗的積累，就好像謝師傅所說的：『製瓦看技術，燒窯靠經驗』才能製成好

的瓦片。 

  行經轉角的一間小屋裡，一位年約六十歲的婦人在正在灰白的燈光下捏陶，

她的作品已稍稍具有臼的雛形。經李先生一番介紹，原來是李媽媽。『經濟這麼

不景氣，加上我們又是做這種古老的行業，現在做這個越來越難做啦！唉！還好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小玩意……』，李媽媽向我說道。她的背影讓們看到的並非傳

統工業轉型不果所帶來的寂寞衰落，而親近泥土的雙手中所展現的堅定樂天的性

格。在這變異急速的時代裡，瓦片的製程相對非常緩慢，需耗時兩到五個月，令

人對恪守職位的李媽媽油然而生滿懷的敬重與珍惜……。 

 

  李先生同時也談到，在這塊陰乾區，未來將朝展示與教學方向發展。他認為

在傳統產業逐漸凋零之際，傳承的工作變得更加刻不容緩。他想透過現場佈置與

設計教學，讓下一代能夠了解在地傳統產業及大樹的光輝歷史，讓大樹子弟可以

身為大樹人為榮，這是一種厚實的責任。 

  接著，我們越過泥磚陰乾區，撲面而來的是一股熱氣與微紅的光。燒紅的窯

口堆著木材，褪去上衣的工人在坐在前方專注的看著控溫計，以謹慎態度來確保

品質，深怕一疏忽，將使得兩個月來的心血『付之一炬 』呢！問正在燒磚的阿

伯，怎麼知道磚瓦何時會燒製完全？怎樣才算是一個美好的完成品？『哈哈！這

就是要靠經驗，做這行那麼久了，從我年輕二十多歲幹到現在已經當阿公了，怎

不知道？唉！可惜阿！這行產業漸漸不見……，也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時候？做

那麼久了，每塊磚瓦都像自己的小孩，加減都有深厚的感情了……』阿伯操著一

口道地台語說著，再進一步談訪，原來阿伯的孩孫輩都勸阿伯可以退休在家含飴

弄孫，但是阿伯說什麼也不肯，就是要繼續待守瓦窯，阿伯說：『阿伯，人老啊，

來這上班還可以跟老同事聊聊天，順便就把上班當成運動運動，活動筋骨。』言

談之間，可以感受阿伯的不捨還有他永不放棄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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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又帶著我進入旁邊兩座目前閒置的窯座，……『因訂購數量不足，單

一窯燒便足以應付訂單，所以計畫將其中一座改為另一部分展示區，可以讓參觀

民眾多了解這個古老的技術……』他幽幽地說道。 

  進入窯座，就如參觀黑盒子劇場般，我不禁為這樣奇妙的空間場域感到興

奮。這空間散發著沉穩且溫熱的質地，巨大的空間卻也讓人一開始很難適應平生

未有神秘的幽暗，但漸漸的，透過微細的磚孔感受進入的光，彷彿帶有一絲宗教

性的氣味，讓人得以漸漸沉靜下來。 

  當我向李先生提議著說：『您可以以朝著做一些教學活動去推廣，像林昭地

師父一樣。』 

  『我也想做一些教學活動，但還沒正式規劃。』李俊宏廠長若有所思的說著，

似乎正為窯業的前途困擾著。畢竟逐漸凋零的工業，似乎若沒有找到順應這個社

會的體制的對策，就無法依存於這個社會。相較於林昭地藝術館，目前不但會有

些學校的老師會帶班級出來做「鄉土教學」，甚至還收了不少學生相比，磚瓦業

似乎比陶瓷業更加困頓。 

  『我以前的那些朋友，現在都沒有在做這個了。』只見李俊宏的眼神放遠，

看著排放陰乾瓦的泥土地，有點落寞，又有點無奈的說著 

  這沒落的傳統產業造成空間的閒置、關閉，幾乎是大樹鄉多數窯座的命運

吧！也是身為目前全台碩果僅存傳統三和磚窯經營者的李先生所要承攬的是「承

接傳統，開創契機」的一種使命。 

  感受在窯座裡這獨妙的氣氛後，李先生指引我向前望去，夕照下，稻穀堆成

粒粒飽滿的金色小丘，餘暉、穗黃、磚紅，在這俱寂的時分，卻令我有種錯覺，

眼前的這一切，彷彿是詩、也宛若是低奏之曲，悠悠遠播。他說，做為一部分燃

料的稻穀，是用來讓瓦的燒製過程更為穩定，顏色更為均勻。說著便走向中央黑

色的稻穀灰，用手拾起一把，流沙般的細緻又往指縫流去，我想這大概就是不語

吧！天不語，卻以此化育萬物，告訴人們一切循環的道理，出於天地而歸於天地，

相生相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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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新契機 

  近年來，勞委會辦理多元就業開發計畫，輔導大樹竹寮社區民眾成立竹寮瓦

陶創作工坊，開辦三年多來，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瓦陶藝術文化，補助輔導社區

民眾投入瓦陶學習及創作行列，逐漸形成竹寮社區重要文化特色。 

竹寮瓦陶工作坊擁有燒陶、燒瓦的專業技術，提供遊客體驗製作瓦片從陶土

印模到修刻製的樂趣並帶回家留念，只要花 250 元就可自己動手做，再由工坊燒

好寄送到家擁有獨一無二的自製瓦片。工作坊主要提供具教育意義的創作體驗，

除結合社區陶藝人才，組織有地方特色的成長學習單位，也與各國中小學合作，

提供學生瓦陶ＤＩＹ學習機會。 

  然而，在時代無情的變遷下，李俊宏先生對自己所經營的傳統產業已經有了

危機意識，並體認到有必要開發產業新路線的前瞻性，改變產業經營方式是目前

重要的課題，所以他表示，拜舊鐵橋河濱溼地公園地利之賜，因此窯廠將結合台

21 線整體的縣政府的觀光動線，加上高雄縣大樹鄉公所也積極規劃一系列活動，

為喚起民眾對於歷史與文化之認同，建立民眾文化資產價值觀，例如鄉公所於

94 年的九月 20 日、21 日兩天配合世界認識古蹟日系列活動，舉辦「山林河海文

化遊—高雄縣認識古蹟日：大樹鄉古蹟遊」，再搭配文化傳承與空間改造計畫，

使三和瓦窯廠朝向「休閒、產業、文化、教育」等目標來經營，讓瓦窯產業能從

傳統走出沒落陰霾，藉以創新的經營方式，使瓦窯業發揚傳統立於不衰，讓三和

瓦窯走向創新且永續發展代代相承……。 

 

 別有風情 

  沿著新台 21 線，幾至地面的纍纍荔枝與交錯相間的鳳梨田，濃郁亞熱帶水

果風情是進入大樹鄉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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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大樹子弟，對於大樹這塊好山好水的淳樸鄉村，有著一份很特殊的

情感及說不出來的驕傲……。以前就讀小學時美術老師常帶領我們寫生，那一片

美好的山水常在畫布上接續的出現著，那麼鮮明那般地靈活。綿延不絕的鳳梨田

襯著櫛比鱗次的夥房（合院），與錯落於田野旁質樸古意的紅樓，交織成一幅大

樹獨特的景緻，鮮明地刻印在我小小的心靈中！ 

  趁著連續假期，讓我有這個可貴的機會可以重新踏上了久違的家鄉，騎著鐵

馬，頂著如火的艷陽，沿著新台 21 線，再行經曹公圳頭、高屏鐵橋、竹子寮取

水站終站落腳於三合瓦窯，豐富的文化景觀令人流連再三，淋浴一連串的傳統文

化的洗禮後，更為傳統產業遭受到外來因素刺激，而面臨萎縮凋零的考驗感到心

疼。畢竟，堅守一生的心血與成就，都只投注在這片賴以維生的土地上了。隨著

瓦窯的式微、沒落，在此行的田野調查中，歷史的記憶已逐漸斑駁，瓦窯的未來

正如燃燒中的裊裊白煙冉冉再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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