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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筷子也將從此失溫。自從外派回國後，陳高明不曾間

斷地以新知和涵養投入竹藝教育，在學校、社區、博物

館推廣竹文化，也在婦女之家或中輟生班教導竹藝。他

將古早生活智慧轉為童玩原理，在課堂上邊低頭手作邊

開朗地說：以遊戲方式延續前人生活智慧的結晶，讓生

活工藝提升至生活藝術，除了有民族代表性外，更回應

人類精神、心靈與環保⋯⋯。近幾年陳高明也在大學授

課，讓愈來愈多人認識到竹的自然與人文價值。

再一次，竹搖響的唧唧聲自竹篁裡響起，愛竹憨人

陳高明殷殷期盼這次它能響遍山林，喚起竹子在人們生

活中曾留下的印記，邀請人們再次接近它，陳高明確信

「竹子是有感情的，它在等風吹，風吹了就知道。」

圖片授權：陳高明、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參考資料：陳高明提供。〈竹藝的消失與重生〉、〈老

祖先的智慧　古早冰箱氣死貓〉《中國時報》／謝錦

芳。〈竹再生先鋒陳高明　竹業傳承尋新意〉《日月潭

雙週刊》。〈清竹的遐想―竹yii大師陳高明〉《潮人

物》／張嘉渝。〈台灣好竹　征服歐美〉《時報周刊》

／陳宛妤。〈臺灣工藝X設計的劃時代之作〉《La	Vie：

漂亮月刊》／高麗音。〈美哉竹龍風華獨具〉、〈竹藝

大師陳高明〉《南投報導》。

	 65	 陳 柏 融

陳柏融
「我們就是一群木頭人，所想只知透過木頭表達。」

—陳柏融

一陣陣樟木馨香從桃園大溪老街底店舖飄出，店裡

琳瑯擺設一株株木雕藤蔓瓜果與一款款鳥蝶蛙蟹，伴繞

著大溪著名童玩陀螺，定睛看著這些作品，忽然間栩栩

木雕彷彿幻化成一座花園，園中依稀傳來此起彼落的童

年呼喚聲與歡笑聲⋯⋯。這是陳柏融經營的大易木雕工

作室一隅所闢出的一方微型農家田園風光，作品細膩令

人驚豔，常吸引遊客駐足流連品賞。 

陳柏融是道地大溪人，十七歲國中畢業後和多數

平民子弟一樣開始負擔家計，機緣拜木雕匠師林清達為

師，整整花了三年四個月扎根學習傳統木器、木雕粗胚

及繪圖技術，出師後跟隨另一位師傅做了一年工，衡量

手上功夫火候純熟，遂自立門戶，開始從事寺廟龍柱、

八角柱、獅座、神桌、佛像等雕刻。早年大溪木器產業

曾繁華一時，舉凡生活器用、精緻家具、神桌神龕，鎮

上製作者高達百人，陳柏融憑著做工細膩、熟悉傳統圖

案掌故，生意和收入都很好；直至1980年代兩岸開放，

中國進口木器搶攻市場，加上現代生活中，民俗信仰

漸漸淡沒，宗教文物市場逐日萎縮，有許多無法應對環

境變化的雕刻師紛紛轉行他去，僅存堅持留守的老師傅

們以一身技藝和環境搏鬥。陳柏融在地苦心經營了十八

上圖： 陳柏融近年來研讀《易經》，衣著、
舉止文質彬彬　2006年

中圖：專注心力創作〈奔〉　2005年

下圖：在工作室創作〈享樂〉　2011年

1960年∼

左上：  應北京清庭公司邀請，於北京天安當代
時間藝術中心指導竹裝置　2011年

左中：  專程北上臺灣藝術大學指導竹編課　
2012年

左下：  與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至竹山古宅校外
教學　2012年

右圖：  為臺中燈會製作竹編燈籠〈巨龍〉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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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雖不曾中斷手藝磨練，唯對木藝的未來發展憂心不

已，他自忖：三十歲身強體健可以不眠不休趕工，四十

歲體能已比不上少年仔，五十歲後眼花力衰，為人作嫁

仍嫌吃力⋯⋯。他深刻體會到宗教類木雕的侷限，深刻

自我反省摸索，終於憑著對木器的熱愛，堅信自己可以

突破困境興盛產業，因此下定決心改走創作路線。

因寺廟雕刻工作時間較規律，閒暇時陳柏融喜愛在

住家附近種植果菜樹木自娛，剛開始只栽種容易生長的

絲瓜，日日盼它開花結果，無奈夏天到了仍不見成果，

某日無意中發現一顆成熟瓜果，只因被葉子遮蔽，早已

過熟不能食用，他就把籽刨出擱置不理，過一陣子竟發

現瓜籽自顧自地發了芽，頓時感悟到大自然「自主」運

行的積極法則，「不起眼的絲瓜努力向上，人類遇到挫

折、受到敦促卻仍不一定上進！」驚覺人生道理與土地

實在密不可分。

1995年左右，陳柏融開始用木雕表現自身的生活經

驗、童年印象與家鄉景物；1997年成立「大易木雕工作

室」，潛心化心靈感受為手中雕刻。一沙一世界，陳柏

融帶著敏銳的觀察力優遊在大自然的小角落，以玲瓏剔

透的心眼閱讀大千世界裡層疊的故事；作品〈升〉回應

左頁：

絲瓜是陳柏融永恆的創作題材，他將之擬人

化，賦予人類各種溫情，反映生而在世應然與

應為的態度

1  〈依〉　2002年

2  〈升〉　2003年

3  〈老少（三代同堂）〉　2006年

陳柏融其他題材創作

4 〈祈福〉原型　2006年

5 〈祈福〉，用木頭詮釋千羽鶴　2006年

6  〈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造型簡單卻
貼切刻劃出騰雲駕霧姿態　2006年

7  〈展望之一（生機）〉，露天裝置藝術　
2006年

右頁：

左圖： 於武陵農場駐村創作，以〈生機〉獲
「武陵心木雕情」漂流木雕刻比賽第一

名　2007年

右圖： 於小琉球駐村創作，過程可見作品一體
成型特色；獲「情定小琉球」漂流木藝

術創作比賽第三名　2007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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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依順機緣學上一門技藝，「即使不能做大，至少不要

做壞。」相信生命宇宙是個圓，從有到無再到有，人生

如此、植物開謝榮枯亦如此，國小時讀因果經中人性本

善的警言，多年後再度透過大自然映證圓善本來面目。

陳柏融的創作與思維同樣圓融，〈步步高昇〉中枯蓮葉

寓折腰之謙，虛心求教，小蛙離了垂葉也就無法豋高。

從大自然中悟道通理，細品陳柏融作品，總會令人心領

一笑。

1999年陳柏融以田園雕刻連續兩次參加比賽入選，

回憶這段往事：「比賽也許是為讓後進者有機會出頭，

但我感覺像我們學傳統的人未必要參加比賽。」他堅持

走自己的路。看見高速公路通往大溪閘道口豎立一個顯

眼的入口意象標誌，他就想：「難道這就是大溪嗎？小

市民能做什麼？我們是木頭人，就用木頭。」於是潛心

研究大溪名產豆干的製作方式與特色，表現在作品〈加

官晉祿〉上，鉅細靡遺將大溪名產豆干、豆腐乳、豆

腐糕疊於一座如葉尖的三角塔，讓鎮人以豆為富的歷史

1  〈傳承〉　2007年

藉蓮講述謙虛道理，處處盡顯盎然童趣

2  〈生機〉，細小新芽從木紋泥濘中一點一
點勃發　2004年

3  〈生機〉，抽象變形的巨大三角錐體似蓮
藕，如前人庇蔭，也象徵後人萌發的能量

2007年

4  〈步步高昇〉，《易經》「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也」是創作靈感來源，陳柏融說：

要如小蛙謹記自己所見所聞只是粗略，虛

心求教才能邁向顛峰　2007年

陳柏融難以割捨家鄉景物與童年印象，豆干與

陀螺是大溪人的驕傲

1  〈加官晉祿〉　2004年

2  〈加官晉爵〉，方形豆干，東西南北鎮四
方，官上加官　2008年

3  〈飄香〉　2008年

4  〈扭轉乾坤〉，陀螺滾動中有時看似即將
停止，卻又峰迴路轉，重新運作，暗示生

命的各種可能　2007年

了初始的種瓜經驗，藤蔓新葉自斑駁處拔升，瓜上巧雕

一隻小蝸牛，童趣盎然。他曾下功夫研讀絲瓜生態再賦

予創作詮釋，成熟的絲瓜可供食用，老瓜可曬乾成菜瓜

布，大腹中滿滿的瓜籽只為繁衍後代、回饋生命；作品

〈老少〉述說的就是一則如絲瓜般內心堅定、自強不息

的故事。

對陳柏融來說，從傳統木雕到創新創作並非是工

作的轉折，田園主題亦非摸索而來，他說：一切都只是

生活而已。在一系列以蓮花為題、名為〈生機〉的作品

中，陳柏融講了一段生活故事，由於經常陪伴父親出入

醫院，看見院裡的眾多老人，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回家

時又見所種蓮花枯葉垂老，梗仍附著於莖，向下垂入水

中猶如老父老母不離根源，等待新芽再生，常人賞蓮看

花，陳柏融但看枯葉、看爛泥中的蓮藕，認為蓮藕有種

「慈母心」，當水面上花葉枯萎，蓮藕卻聚足能量以供

新生命崛起，自我奉獻後再度枯乏。感念親情，他略帶

驕傲地說父親一生做工無數，山上城裡的活都做過，自

1 12 23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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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苦盡甘來〉，苦即苦吧，開了花，蝶
就來了　2009年

中圖：  〈黃金瓜〉，最大的黃金瓜深埋枯葉
中，榮枯乃一念之別　2007年

右圖：  〈享樂〉　2010年

左圖：  〈福祿（全家福）〉　2006年

右圖：  〈福祿（全家福）〉　2007年

的報導日多，形同鼓勵，在在使泓儒更具自信。

陳柏融將這一切看在眼中，明白任重道遠，父親

必須負起關照之責，師傅更該擔負傳承與保持技藝品質

的責任，回想自己當年初試啼聲拿下兩項創作入選獎

前，可是扎扎實實經過十八年的打磨光陰，因此不鼓勵

孩子倉卒參加比賽，他告訴兒子：「還是先不要出頭；

學技藝是分內的事，先把分內工作做好。」泓儒坦然

接受父親指引，雖然已經學了七年多的雕刻，自認無論

在技藝層次或面對事物生態、精神的掌握都還需摸索研

究。「只要他們願意，我就會一直把所學教給他們，一

生技藝找到人傳承是最重要的事。」陳柏融希望有一天

孩子能走出父親的田園，開拓出個人的創作場域，他保

有傳統師徒制中師傅的脾氣，期望理想遠大、評語不假

修飾、擔心獎勵會使年輕徒弟自滿自溢，只有在被問起

兒子的進步時，他才說「最近看到泓儒有了點自己的東

西」。

陳柏融是臺灣木雕壯年輩代表之一，陳泓儒則屬青

年一輩，而今即將高中畢業的小兒子也開始學習手藝。

後繼有人，不僅是陳柏融的技法與創意，更是大溪木雕

的傳承，猶如絲瓜含籽終成瓜瓞綿綿。陳柏融夢想在大

溪成立一個藝術村，讓早年離開的師傅歸隊並吸引更多

青年加入；跳脫工藝，他期許兒子學藝能為青少年做一

意味恰到好處地在木香中復甦重現。大溪無人不曾打過

陀螺，小時候陳柏融與玩伴買不起玩具，就以九芎木加

一根釘子自製，而今他用在地生活作景觀，將大小陀螺

一體成型串為人形〈奔〉，陀螺往前滾動，人則奔向理

想未來。自然與鄉土之美成為陳柏融工藝技法承載的主

角，也和他的「心」契合，唯有內在飽滿才能提升，這

何嘗不是一個圓！

陳柏融的生命中還有另一個圓：以自己的經驗引領

兩個兒子，為他們的未來鋪路。長子陳泓儒十七歲時開

始跟著父親學木雕，高中畢業前陳柏融告訴他，人當學

一技之長才好，這番話激起了孩子的企圖心。陳泓儒從

小在充滿雕刻與木香的環境中長大，比上一輩更早體會

製造與創作間既互為表裡又彼此辯證的關係；他也了解

到木雕後繼無人的危機，眼見老街上還是有

人前來物色作品，只是製作師傅日益老去，

因此他決定勇往這條路走去。陳柏融從熟

悉的絲瓜開始教導兒子工具技法以及觀察

物件生態、精神，泓儒每天跟著父親學習超

過八小時，陳柏融坦言，相對於「外界」生

活，學藝對年輕人來說枯燥且無味，一旦

過早接觸外界，兒子或許就不願回來了；

幸而泓儒磨出了耐心更磨出了趣味，體

會到「看」或「耳濡目染」是一回事，

親自「做」才會發現其中蘊含的奧秘。

曾有外國人相當讚賞泓儒的細緻手藝，決

定購置一件作品收藏，並告訴他：明年

我還會再來買一件你的作品，你必須給

我更好的成品。這個經歷讓泓儒深受鼓

舞，發現除了受人賞識，這個行業真可

以溫飽養家，自此更加努力。當伯樂越

來越多，他看見了木雕路途的未來，加

上「臺灣工藝之家」掛牌後，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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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彭春林　2009年

下圖： 於〈纏繞系列〉發表現場　2009年

	 73	 彭 春 林

1965年∼

左上：  1989年出生的陳泓儒，持續勤奮學習
2012年

陳泓儒作品

左中：  〈伴〉，作品呈現屬於年輕人的「相
依」情懷

左下：  〈新綠〉，造型呼應陳柏融另一件名為
〈升〉的作品，流露父傳子的軌跡

右上：  「全家福」是陳柏融最大成就　2009年

種示範，他以活力生猛的臺語說：「就我看，孩子天分

攏總都差不多，但是認真就有成。老師傅都這樣說。」

這正是陳柏融向眾人應證的自己的故事。

當我們閱讀大自然延伸至陳柏融作品上的寫實刻

痕，聆聽他述說自己的創作機緣，再也無法忘懷，這是

關於大溪一草一木、屬於大溪人民的故事。

圖片授權：陳柏融、陳泓儒。

參考資料：陳柏融、陳泓儒提供。〈臺灣工藝之家：陳

柏融〉《臺灣工藝》、「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網站。〈陳柏融以蔬果花鳥成就木雕藝術新生命脈〉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網站／陳大鵬。〈大

易木雕工作室〉「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網

站。〈陳柏融創作走新路　豆乾、陀螺入木雕〉、〈木

器工作者投入瓜果創作　陳柏融作品將在工藝節展出〉

／陳大鵬。〈陳柏融千禧年有新作　喜鵲蓮花牽牛雕童

年〉／厲蕢誌。

彭春林
在臺灣原住民魯凱族的傳統文化中，男女分工嚴

謹，男性包辦打獵戰鬥，女性專責耕作編織刺繡；傳說

男性若接觸女紅，會在狩獵中空手而回。然而，傳承多

年的習俗抵擋不了現代生活的滲透，如今魯凱文化正迅

速式微，獵刀罕見抹血，織布機不再作響，傳統，已逐

漸淡出部落生活。

二十年前，屏東縣三地門鄉唯一的魯凱部落青葉

村，族名Kaludasan的魯凱青年彭春林，一反傳統打破禁

忌，愛上了原屬女紅的編織刺繡。Kaludasan此名來自祖

母系同輩兄弟、表兄弟，依「三代隔一代」傳統命名，

這種根柢深固的家族血脈傳承思維，讓彭春林在離家求

學、外出工作後，仍不停地回頭尋找自我本源。他從小

由奶奶彭玉梅扶養長大，習慣在織布聲中玩耍，每晚總

要摸著奶奶的裙襬才能入睡，因此布線的溫度、肌理早

已鑽入潛意識裡，「原住民工藝家都很會做夢，夢中有

百步蛇、蝴蝶、百合花⋯⋯，但我的夢從小就一直是一

縷縷的線，不斷地纏繞再纏繞⋯⋯。」

國小畢業後，彭春林離開家鄉到高雄讀書，大學插

考上嘉義農專（現嘉義大學）畜牧獸醫科，退伍後為了

滿足家人期望，從事獸醫工作近五年，期間雖也陸續做

過一些短期零工，身體裡卻不時躍動著對手工創作的欲

望。他生性心思細膩一如奶奶精緻的勾織技藝，在學時

期就喜歡用布、石等媒材製作禮物贈送好友，居家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