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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美濃紙傘與日本岐阜和傘在工藝性、文化性、歷

史性、發展性四大面向的比較研究。美濃紙傘產業奠基臺灣已近百年，

從地方經濟型產業發展為地方文化型產業，並進而成為臺灣客家文化的

符碼。研究者本身為紙傘匠師，26年的工作經驗並長期參與觀察美濃紙

傘產業的動態，發現因為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及產業國際化現象，美濃紙

傘面臨產業生存與文化保存兩大面向發展問題，如何在這二者之間取得

平衡，兼顧文化價值與經濟效益，是延續地方文化特色產業必須思考的

課題。 

研究者藉著以日本岐阜和傘產業為觀摩學習的對象，透過實地田野

調查及文獻資料分析的方式，探討臺日兩地紙傘工藝產業之差異性。經

由實地訪查的方式得到研究成果如下：一、兩地紙傘導入因素不同，產

業發展亦不同。1924年時期，美濃紙傘是地方經濟產業型態導入模式，

屬於個人企業；岐阜和傘則是在三百多年前是以政策型態導入，屬於政

府輔導企業。二、製傘專業分工制度、產銷分離制度，是兩地紙傘產業

最大差異點，此亦是岐阜和傘擁有「細物」美譽之來源。三、民族文化

的差異，表現在兩地紙傘的文化意涵，美濃紙傘屬於「臺灣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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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遷徙歷史，有著圓滿、希望之意；岐阜和傘屬於「大和文化」，注重

的是和諧之精神。四、兩地皆面臨技藝斷層、後繼無人之現象，因為紙

傘需求面低落、產業市場不大，在傳承發展面向需要政府的輔導。對於

「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本研究認為此二者應該是由不同的人分

開並行，傳承者維持傳統、創新者透過傳統創造新的文化價值。關於客

家文化產業在跨國性比較研究的文獻較少，冀希透過本研究成果能作為

美濃紙傘產業未來發展的參考方向及傳統技藝傳承的模式，以及帶動客

家文化產業邁向國際化的趨勢。 

 

關鍵詞：油紙傘、和傘、匠師、地方特色產業、文化產業 



                                   iii 

 

Abstract 

Student ID： M10475007 

Title of the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aper Umbrella Craf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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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Institu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al Industry,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date： July, 2017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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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aiwanese Meinong oil-paper umbrellas and Japanese Gifu 

umbrella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ir craftsmanship, cultural 

significanc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Meinong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has laid a foundation in Taiwan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n which it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from a local economy-based 

industry to a local culture-based industry while serving as a symbol of 

Taiwanese Hakka culture.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is a paper umbrella 

craftsman with 26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and a long-time observer of the 

Meinong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This study found that because of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industr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einong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is faced with two major development 

challenges; namely, industry survival and culture preservation. As a result, 

identifying methods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i.e., 

maintaining its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benefits) is a key issu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local 

culture-oriented indust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Japanese Gifu umbrella industry, wher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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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literatur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differences in the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e field stud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aper umbrella 

industries were dissimilar. The Meinong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which 

originated in 1924, was a local economy-based industry involving private 

businesses. By contrast, the Gifu umbrella industry, which originate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emerged because of policies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ere the government counselled the businesses. (2) 

The division of labor during paper umbrella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aper umbrella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arked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per umbrella industries. This difference 

was the reason why Gifu umbrella production earned the reputation of 

featuring an intricate and organized system of operation. (3)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culture were manifested i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per 

umbrellas. For example, Meinong paper umbrellas exemplified Taiwanese 

Hakka culture and carried the meanings of hope and being complete due to 

the migration of Hakka people. Conversely, Gifu umbrellas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Yamato culture and emphasized harmony. (4) The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in both Taiwan and Japan were encountering the obstacle of lacking 

successors to inherit the craft. Because the demand for paper umbrellas is low 

and market size is smal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ust occur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two paper umbrella industries. 

Regarding the subject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posits that they should be implemented simultaneously by different 

personnel. The former involves maintaining traditions and the latter entails 

using traditions to create new cultural value. Because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topic of Hakka culture-based industries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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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to relevant personnel 

when developing the Meinong paper umbrella industry as well as designing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ransmission models in the future,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akka culture-based industries. 

 

 

Keywords：oil-paper umbrellas, Japanese umbrellas, craftsman, local 

distinctive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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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紙傘工藝產業之比較研
究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的基本理念與方法，共分為四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範圍與對象；第三節文獻探討；

第四節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濃油紙傘」是一項深具地方特色及客家文化的客家工藝產業，

在臺灣其直接關聯的部會就涵蓋經濟部（地方特色產業）、文化部（文

化創意產業）、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產業），為探討其在地性、文化性、

獨特性及唯一性的特色如何保存及發揚，在產業界及政府部門能夠有效

串連，透過產、官、學的配合下，如何讓這項文化特色產業能夠繼續發

展。此外，研究者從 1988 年起開始從事紙傘製作推廣至今，時間長達

25 年以上，長期的參與及觀察此產業之動態，從興盛時期的 12 間廠家

到目前的 6 家業者，已有 10 年的長期時間停滯不進，該產業生產及行

銷模式逐漸浮現諸多問題，例如紙傘製作匠師逐漸老齡化、紙傘在臺生

產簡易化、紙傘製作技藝傳承出現斷層化等諸多現象，讓研究者深刻了

解到美濃紙傘產業的發展已經面臨到瓶頸，需要創新一套符合現代需求

的新產銷機制來因應社會的變遷，並且可以兼具產業生存及文化保存兩

大面向的產業發展模式。目前臺灣許多地方產業在面臨到人力成本的考

量時，選擇了產業生產國際化的方式，將高人力製作的工序轉移至低人

力成本的地區從事生產，而美濃紙傘產業也不例外，業者將市面銷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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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的傘骨架製作部分轉交大陸傘廠生產，久而久之，在臺灣傘骨製作的

技術將被遺忘甚至消失，此現象在美濃紙傘業者的商業競爭下，已成為

全面性的常態生產模式。然而在行銷管道上，仍需依靠著旅遊業生存，

形成高附屬的產業結構，且受限於臺灣整體經濟的因素，銷量有限，加

諸美濃紙傘業者多屬於自產自銷型，規模不大，業者無法單以製作紙傘

的營銷收入維持生活，所以須搭配其他產品或多元經營才能維持營運的

支出，此乃造成年輕人無意投入美濃紙傘產業的最主要因素。 

研究者雖知問題癥結，但因本身的條件不足無法解決當下問題，於

是就讀了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透過學術理論的充實，了解到產業經營

及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於是想透過相關產業的觀察分析，補足經驗不足

之處，以解決實務上的問題。但在臺灣，美濃已是最大紙傘生產地區，

只有向外找尋大宗紙傘生產基地，透過資料的蒐集，瞭解除了臺灣，還

有大陸、泰國、日本、朝鮮半島等地區均有紙傘製作的相關產業。而眾

所皆知，日本是以致力於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維護而聞名於世的國家，其

工藝水準之高更居亞洲之冠。其次是日本的傳統工藝產業出現衰退期始

自 1974 年，當時就由國會議員自主提案，通過「傳統工藝產業振興法」

以保護與振興地方傳統工藝產業，在亞洲諸國中也是最早推動地方特色

產業的國家，1980 年更在大分縣全面推動「一村一品」（OVOP）的活

動，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基於以上因素，研究者決定選擇以日本紙傘

產業為觀摩學習的對象，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文獻資料分析的方式，比

較臺日兩地的紙傘產業，作為美濃油紙傘產業未來發展的參考方向及傳

統技藝傳承的模式。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與背景的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下列四項： 

一、臺日紙傘工藝發展歷史與文化意涵的比較。 

二、臺日紙傘工藝特徵與圖案文化的比較。 

三、臺日紙傘工藝產業現況的比較。 

四、臺日紙傘工藝傳承與發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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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油紙傘，是為美濃最具代表性的工藝之一。雖然美濃並非臺灣唯一

製作油紙傘的地方，但長久以來，美濃紙傘已成為地方特色文化的代名

詞。無獨有偶日本紙傘（或稱之為和傘）在岐阜市於昭和年間的產量曾

高達 1，500 萬支，目前年產數萬支，是規模最大、產量高居日本第一

的和傘重鎮。雖然在日本還有京都、淀江、金澤等地仍留存和傘製造店，

只是位於岐阜市加納地區擁有多數的工作室。故以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

為主要研究範圍。 

 

壹、研究範圍 

一個產業能在當地蓬勃發展，一定有它存在的因素，可能是環境、

歷史背景、或文化因子種種。吾等想瞭解油紙傘，必須先從研究範圍內

尋找與「傘」相關的背景環境，而究竟是什麼因素讓油紙傘能在此處發

展蓬勃，或許可以先從地理環境與土壤及歷史背景尋找。 

一、臺灣美濃地區 

本研究選擇高雄市地理中心區的美濃區為研究範圍（如圖

1-2-1），此區域北與杉林區為鄰，西與旗山區相接，南與屏東縣里

港鄉接界，東南達荖濃溪與屏東縣高樹鄉相望，東以茶頂山與六龜

區相鄰。此區僻處在高屏溪上游之平原谷地，往昔交通稍有不便，

所受外界刺激較少，居民淳樸。 

清乾隆元年（1736），敕賜義民享食耕地為由，准予入殖，是年

秋即有武洛庄民一百餘人，隨林統領前往美濃開庄，以後由武洛及

原鄉遷來者眾多，最初開庄在靈山、雙峯山及月光山麓，當時命名

為「瀰濃庄」（鍾壬壽，1973：74）。乾隆時期瀰濃庄隸屬鳳山縣港

西上里，在縣治之東：「縣治，東至港西旂尾溪臺灣縣界五十五里（又

東歷瀰濃莊、中壇莊、龍肚莊各六十里）」，而且縣東界外為奉生番



                                    4 

 

界，近屬禁地（王瑛曾，1993：8-9）。日據時期隸管於臺南縣蕃薯

寮辦務署，明治 34 年（1901）廢縣置廳，實施後受轄於蕃薯寮廳；

明治 42 年（1909）合併於阿猴廳；大正 9 年（1920）施行臺灣街庄

制，瀰濃改名為美濃，為高雄州所轄（美濃庄役場，1997：1253-1254）；

民國 99 年（2010）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改制後名稱為「高雄

市美濃區」。美濃區位於屏東平原北端，楠梓仙溪支流美濃溪北岸，

海拔 50 公尺，聚落分布作東西向（陳正祥，1993：203）。 

 

圖 1-2-1 高雄市美濃區地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提供，研究者繪製 

 

美濃全區東西寬約 9 公里，南北長約 15 公里，面積約為 120

平方公里。地勢由東北向西南緩緩傾斜，境內中央偏東有橫山山系，

其餘為平緩的山麓平原，中有美濃、柚仔林、羌仔寮三溪會合而成

的美濃溪水系（李允斐，1989：14；洪馨蘭，1999：63）。全境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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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脈連綿，水文系統豐富，加上日據時期，對於河川的疏導整治有

方及水圳的規劃興建有成，使其擁有 4，000 公頃的良田，儼然成為

臺灣南部重要的稻米與菸葉生產重鎮，奠定了美濃客家人的經濟基

礎與生活方式。早期美濃客家人經濟效益最高的稻米與菸葉，則配

合氣候的變化，相互交替耕種，在一年中以「稻－稻－菸葉」的交

互耕作方式展現，即兩期稻米（秋收）及一期菸葉（秋種冬收）的

輪作方式來耕作（李允斐，1989：32），以滿足作物對不同天候的需

求。 

美濃區共有中圳、東門、泰安、瀰濃、福安、合和、祿興、中

壇、德興、清水、吉洋、吉和、吉東、龍山、獅山、龍肚、廣德、

興隆及廣林等 19 個里，截至 2015 年 11 月底為止，合計 382 個鄰共

14，547 戶，戶籍人口數為 40，853 人，其中男性佔 21，434 人，

女性佔 19，419 人。1交通系統主要為公路，東西以省道臺 28 線、

南北以高 181 縣道貫通全區。區內的居民主要為客家人，大約佔總

人口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且祖籍大多來自廣東省嘉應州的鎮平縣

及梅縣等地。美濃客家居民大部分以務農為主，民風大抵保有純樸

傳統，然而文風卻相當鼎盛，高居臺灣地區各鄉鎮高學歷人口比例

之翹楚，素有「博士之鄉」的美譽。 

二、日本岐阜地區 

岐阜縣岐阜市位於日本中部的東海地方，與 7 個內陸縣（富山

縣、石川縣、福井縣、滋賀縣、三重縣、愛知縣、長野縣）相鄰。

在岐阜縣內，擁有高山等古老街道、世界遺產的白川鄉、戰國武士

織田信長曾居住過岐阜城、使用鸕鷀的傳統捕魚方法「鵜飼」等日

本自古流傳下來的文化及街道。並且，這裡擁有大量溫泉，日本三

大名泉之一的下呂溫泉、可充分享受自然之美的露天溫泉奧飛驒溫

                                                 
1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2015，11）。高雄市各區里戶口數月統計。上網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網

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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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鄉等都極具人氣。作為美食的寶庫而知名的飛驒牛、地酒、鰻魚

等在岐阜可品嘗到的日本料理，也深受國外遊客的喜愛。傳統工藝

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木工製品（飛驒春慶、一位一刀雕）、美濃燒、

美濃和紙、關刀具等都是有名的土特產（日本岐阜縣政府，2014：

27）。 

「岐阜」這個名字，與歷史人物織田信長有著很大的關係。戰

國時代，管轄稻葉山城（現今岐阜城）的織田信長命令禪僧澤彥宗

恩考慮一個好名字。澤彥和尚向信長推薦了 3 個地名，分別是中國

典故中的「岐山」（從前，鳳凰曾降臨的山峰）、「岐陽」、儒教的鼻

祖孔子的故鄉「曲阜」。在這些候選名稱中，信長將「岐山」的「岐」

字，與「曲阜」的「阜」字相組合，就誕生了現在的縣名「岐阜」。 

另外，在日本的 47 個都道府縣中，名稱與中國有淵源的都道府縣只

有岐阜縣（日本岐阜縣政府，2014：27）。  

岐阜縣的面積中約 80%被森林覆蓋，自然豐富。飛驒與美濃的

地形迥異。岐阜縣的北部，飛驒地區大部分為山地，以日本阿爾卑

斯山脈為首的乘鞍岳、禦嶽山等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巒此起彼伏。

岐阜縣的南部，美濃地區以木曾川、長良川、揖斐川為中心的木曾

三川綿延而下。 

岐阜市是岐阜縣的縣政府所在地（如圖 1-2-2）。清澈見底的長

良川貫流市中心。青翠茂盛的金華山巍然聳立，讓岐阜市充滿大自

然的氣息。屹立在金華山山頂岩石上的岐阜城，易守難攻，流傳著

「得美濃者得天下」 的說法。1567 年，織田信長攻陷該城，成為

城主，並將原地名改為「岐阜」，「稻葉山城」更名為「岐阜城」。 

岐阜市總面積 203 平方公里，人口 42 萬人，人口戶數 16 萬戶，

主要產業為服裝工業，傳統工藝品有岐阜紙傘、岐阜燈籠、岐阜扇。

由於境內擁有三條河川流經，形成適合竹材生長的地理環境，又能

就近取材於鄰近美濃市所產的手工紙，造就了得天獨厚的製傘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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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扇也是該地區的傳統工藝品。「住井富次郎商店」是一家百年老店，

自明治中期創業以來，一直製作岐阜團扇。以和紙和竹子製作的團

扇，所有工序均為手工製作，成品有塗漆和塗柿油兩種類型。結實

耐用的漂亮團扇很適合作為土特產品，非常受歡迎（日本岐阜縣政

府，2014：27）。 

持續了 1300 多年、歷史傳統行事活動的岐阜長良川鸕鶿捕魚和

與織田信長有著淵源深厚的岐阜城等、大街小巷都充滿歷史文化魅

力而聞名。而且於昭和 63 年（1988），被指定為國際會議城市，進

而以作為國際會議觀光城市得以日益發展。 

 

 

 

 

 

 

 

 

 

 

圖 1-2-2 日本岐阜市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http：//www.gifucvb.or.jp/chc/00_aboutgifu/ 

 

貳、研究對象 

比較研究的定義為經由兩個或多元的現象，以共同基礎單位，經由

資料分析確定其差異性和相似性，進而得更深入之論點（管倖生，2007），

且比較研究的特性有四： 

一、無論範疇，需有共同的基礎觀點，才能進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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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個（或兩個以上）研究的對象，必須具有相同的問題點可比

較。 

三、二個（或兩個以上）研究的對象，其欲研究主題的重要性必須

相當。 

四、研究對象與主題，在個別研究的範疇中，必須具有相同的作用

與意義。（管倖生，2007） 

本研究以臺灣與日本案例為比較，主要基於兩地均有油紙傘工藝、

同樣位於亞洲地區，因此先挑選可界定為紙傘工藝類產業之店家進行探

討，並從中去歸納差異性與相似性，進而去解釋其背後相關因素的發掘，

因日本在推展有其成功之處，所以這樣的兩國比較對於臺灣在推動相關

政策與產業在經營時，都是具有參考價值，故作此比較。 

一、美濃紙傘業者資料簡介（截至 2016 年止），店家分布如圖 1-2-3。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以圖 1-2-3 所示點為 A），前身為原鄉緣紙

傘廠，創辦人李鴻鈞於民國 77 年有感於本土文化之沒落，及客家

文物之流失，毅然從音樂的領域出走，師承林享鴻、劉運招老師父

為師，致力於傳承本土文化藝術油紙傘之保存與推廣，致力於提倡

紙傘藝術生命，於 1994 年成立合灣第一座客家美濃紙傘文化村，

也是全臺第一座紙傘觀光工廠。 

美濃民俗村（以圖 1-2-3 所示點為 B），前身為廣華興紙傘廠，

負責人曾啟華於 1996 年，結合客家文化、美食，油紙傘，創立了

美濃民俗村。 

廣榮興紙傘廠（以圖 1-2-3 所示點為 C），於 1978 年由林義雄

所成立，目前為第二代林庭華傳承，早期電視劇「星星知我心」即

是在此地點拍攝，為當時美濃第一大紙傘廠。 

廣進勝紙傘工作室（以圖 1-2-3 所示點為 D），前身為廣進勝紙

傘廠，於 1993 年結束營業。於 2004 年由第二代林榮君正式成立對

外營業， 



                                    9 

 

廣德興紙傘店（以圖 1-2-3 所示點為 E），於 1996 年由陳榮德

成立，並於 2007 年轉為朱雅蓮接手經營。 

美濃李家傘廠（以圖 1-2-3 所示點為 F），前身為敬字亭紙傘廠

於 2005 年由李明祥成立，於 2007 年改名為美濃李家傘廠。 

 

圖 1-2-3 美濃紙傘業者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 

 

二、岐阜紙傘業者資料簡介（截至 2016 年止） 

在岐阜觀光聯盟協會（2016）推薦的傳統工藝品，有燈籠、紙

扇與和傘，位於岐阜市加納地區擁有多數的和傘工作室，生產量堪

稱日本第一，目前有三家銷售店舖： 

（株）マルト藤沢商店：負責人為藤澤健一。 

（株）坂井田永吉本店：負責人為坂井田永治。 

平野明博商店：負責人為平野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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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網路以「岐阜和傘」為關鍵字，尚有一家專門店：中村

屋傘店，號稱為「岐阜和傘專門店」，根據研究者實地調查，該店並

無實體店面，僅是在網路販售。其店家分布如圖 1-2-4。 

 

 

 

 

 

 

 

 

 

 

 

 

 

圖 1-2-4 岐阜紙傘業者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 

說明：A-藤澤商店；B-平野明博商店；C-坂井田永吉本店田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傳統工藝產業是由透過環境與社會長時間所淬鍊出來的地方工藝

產業，是地方居民的生活產業，亦是地方居民的文化產業。早期地方居

民因生活上的需求，發展出以手工生產的器具，注重的是實用性，其材

料來自於大自然，資源有限，而且又是手工生產，無法大量化，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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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工業發展時期，幾乎都被機器所取代，導致手工工藝逐漸沒落。

經過社會及經濟上的演變，人們對傳統工藝的看法從「實用」轉變到「美

感」，從「無感」到「有感」，從「可有可無」到「傳承保存」，現今傳

統工藝產業的傳承與再發展，應具有傳承地方文化生活的功能，才能確

保工藝產業永續經營之根本。 

地方產業是先民在生活上，以及經驗上的累積，最具有代表地方獨

特性的特色，在地域中具有發展地方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繁榮地方社

會，並形成特有文化的產業特色，所以地方產業在安定社會和諧、發展

經濟基礎，以及地方精神文化的象徵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科技進

步、工業發展迅速的時代中，地方上許多產業面臨著傳統與創新的抉擇，

而如何將地方的產業透過在地文化的淬鍊，將產業特色文化化，進而提

升產業的附加價值，是目前在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上所需探討的面向。 

在公部門方面，政府了解到地方產業轉型的急迫性，以及其所面臨

的困難度，並協助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地方產業特色再造，也針對具有

特色及群聚關係的產業，輔導業者自主發展及轉型，以保存了地方既有

的文化特色、也繁榮了地方，並促進地方社會上的安定。 

「美濃油紙傘」是一項具有地方特色及客家文化特色的產業，在臺

灣其直接關聯的部會就有經濟部（地方特色產業）、文化部（文化創意

產業）、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特色產業），為探討其在地性、文化性、

獨特性及唯一性的特色如何保存及發揚，在產業界及政府部門有效串連，

透過產、官、學、研的配合下讓這項文化特色產業能夠繼續發展。  

 

壹、地方特色產業定義 

臺灣自 1989 年起即開始推動地方特色產業，在中央單位所推動「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明確揭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積極發展活化地方商業、創意型地方特色產業及鄉村型產業，以帶動社

區內部共識凝聚與產業轉型發展，發揮地方特色產業魅力，進而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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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業與就業機會。在地方特色產業的定義及類別選擇方面，《2005 中

小企業白皮書》（2005）更細部指出，臺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要以選

擇具有歷史性或獨特性、消費性且可發展為鄉、鎮、區地方特色的產業

加以輔導；文化建設委員（現為文化部）會偏向具有文化特色的產業；

客家委員會特別針對客家地區具代表性、獨特性的產業，如農特產、建

築、木雕、陶瓷、編織、紙傘、美食、民宿等（如表 1-3-1）。 

 

表 1-3-1 政府單位對地方特色產業的輔導對象 

政府單位 輔導地方特色產業對象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具有歷史性、獨特性、消費性且可發展為鄉、

鎮、區地方特色的產業 

經濟部商業司 中小商家 

經濟部工業局 
具有獨特性、精緻化、高品質的重點新興產

業及產品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部） 
具有文化特色的產業 

行政院農委會 
具有地區特色之休閒農業、農特產、料理餐

飲及創意農特產品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觀光、部落特色產業及工藝產業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家地區具代表性、獨特性的產業，例如農

特產、建築、木雕、陶瓷、編織、紙傘、美

食、民宿等 

資料來源：2005 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5，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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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志（2009：2）認為地方特色產業之必備條件：一、有歷史性

或獨特性；二、對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有特殊貢獻；三、具有團體或公

會組織型態；四、為消費性之商品且可發展為鄉鎮特色產品之行業。而

在產業聚落中指出特色產業中的企業、機構、產業聚落在特定的區域內，

共同進行其產業活動，他們在同地域、同業種、同一市場競爭壓力下，

積極自我地進行產業創新活動，以保持其產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就以廣義的地方特色產業依標的而言，工藝產品及文化藝品皆為其

項目之一。工藝產品是利用當地的原材料，並在產品製造過程中融入特

有的歷史文化涵養，以保存其特殊的傳統產品特色，大多屬於勞力密集

兼具特殊藝能型態，從地方上所產生、孕育而來的傳統性工藝品及其產

業，是在地方的氣候、風土下，為生活與工作的需要而創造發展傳承下

來的產物，具有地方文化特質，代表文明與技藝演進史，因此是產業與

文化的結合體，早期該類產品對專業技能需求較大，且屬勞力密集性質，

無法大量製造，但具有保存或儲藏價值，如鶯歌陶瓷、三義木雕、美濃

紙傘等。 

2010 年臺灣實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

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

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中第

四項即為工藝產業，其內容及範圍是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

生產、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

其主管機關為臺灣文化部。臺灣於 2001 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並於 2012 年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是全球唯一的中央級客家事務專責

主管機關，下轄的產業經濟處，專責客家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推廣，該會

把「美濃」列入客家重點發展區域及將「美濃油紙傘」列為最具客家文

化產業代表之一，近年更將「美濃油紙傘」視為客家符碼代表客家元素

符號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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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方特色產業形成因素 

地方特色產業的形成，基本上是一群相似的企業，在一特定地域內，

利用在地的資源（如氣候、傳統技藝、農特產品、自然景觀、歷史遺跡

等），提供具當地特色的產品或服務，在該地域內群聚而成（楊英賢，

2009：43）。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5：128）的觀點主要源於當地特

有的人文條件或自然資源，吸引產業群聚並具有特色者；也有經政府單

位推廣，成為地方產業結構中具特殊風格的一環者。基本上，所謂地方

特色產業包括幾個要件，諸如：集中在同一區位如鄉、鎮、市、區、村、

里，甚或社區，以運用當地的原材料及勞動力為原則，多屬傳統產業或

勞力密集產業；有些則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或歷史典故，產品以消費性

為主。 

許文志（2009：11-13）指出臺灣的地方產業充滿了地方歷史、文化、

風土、傳統的特色，而在地方因素如天然、地理、氣候、文化、風土的

形成下，創造出地方產業的特色，這些長久累積的特徵約略有九大因素：

地理因素、氣候因素、歷史文化因素、宗教信仰的背景因素、生活習慣

的因素、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小企業的創業精神、從地域產業化到產業

地域化的因素、地方特色產業的組織發展因素。 

楊英賢（2009：49）在探討地域產業（地方特色產業）與一般產業，

就生產要素偏好、生存目標、生產輔導體系創新、本質學習動力等各有

不同地擅長及特質方面加以比較（如表 1-3-2），提出不同的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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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一般產業與地域產業之比較對照表 

        類別 

  特性 
一般產業 地域產業 

偏重的生產要素 
資金、技術、人才等核

心能力 

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傳

統技藝等立地條件 

生存目標 
競爭、利潤最大化、自

我成長 

協力、利益共享、整體成

長 

競爭策略 
大量生產、低成本為主

的紅海策略 

精緻化、差異化為主的藍

海策略 

生產、輔導體系 專業化分工 多元化整合 

創新本質 技術的創新 文化創意的創新 

學習動力 
Learning Oranization 

（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Regions 

（學習型地域） 

資料來源：地方產業創新策略，楊英賢，2009，頁 50。 

 

第一，在不同的生產要素偏好下一般產業注重在傳統的生產資源

（如資金、技術、人才等）及核心能力的運用，而地域產業則偏好在自

然景觀、在地的歷史文化、傳統的技藝等立地資源的應用與發揮。 

第二，在生存目標上，一般產業強調零和式競爭、在商言商、追求

利潤最大化，及自我個體的成長為主。而地域產業則偏向協調合作、追

求利益共享，以及整體產業的共同成長與發展。 

第三，在競爭策略方面，一般產業熱衷於以模經濟取勝的大量生產

方式，生產低附加價值產品以及殺價競爭為主的紅海策略，而地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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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選擇講究小而美的精緻化與高附加價值產品，以開發具地方自我特色、

無人競爭為主的藍海策略。 

第四，一般產業的生產、輔導體系，著重於彼此間的專業化分工及

其熟練化利益，相對的地域產業則注重更能協調各部門資源，發揮綜效

的多元化整合行動。 

第五，在創新的本質上一般產業偏愛技術上的創新，或者是硬體上

的設計改良，而地域產業則喜好文化創意上的創新，擅長於結合在地資

源與當地文化，並且重新包裝或加以詮釋。 

綜合以上對於地方產業的研究、開發，若能明確的了解地方特色（如

分工協力架構、在地條件的優勢等），並加以利用一般產業與地域產業

的差異性特質，營造地方文化特色的特殊因素，形成地方特色產業。 

在油紙傘以遮雨功能為主的年代裡，油紙傘為美濃客家小鎮帶來了

產業的經濟收入，也培育了製作匠師的人才，早期臺灣有臺北、新竹、

臺中、臺南、高雄（美濃）五個油紙傘生產區，直到洋布傘的興起，除

了美濃因文化需求的因素保留了油紙傘的製作技藝，其餘四處的油紙傘

都已停產，形成美濃油紙傘在作為地方特色產業時的在地性、獨特性及

唯一性。油紙傘在美濃發展近百年的歷史後，在時代的潮流衝擊下，傳

統地方工藝產業逐漸轉型成為以發展本土地方文化特色、以觀光產業為

重心的工藝產業。油紙傘從早期的一般產業，經過多元化整合在地資源，

轉型為地方特色產業。 

 

參、地方特色產業類型 

《2005 中小企業白皮書》（2005）同時指出廣義的地方特色產業可

依標的大致區分為自然景觀、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工藝產品、文化藝品

及節慶活動等幾類，如下： 

一、自然景觀 

臺灣的地表形貌因為各種特殊的地形作用，而顯得豐富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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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臺灣帶來特殊的自然景觀，並形成商業活動，發展為一個

產業，成為地方特色。例如泛舟、溯溪、溫泉、冷泉、海水浴

場、森林遊樂區等，又如北投溫泉產業、烏來溫泉產業、秀姑

巒溪泛舟產業等。 

二、農產品及其加工產品 

臺灣早期以農業為主，可能由於氣候或土質的優勢，逐漸發展

出適合生長的農產品；也有利用當地農畜產品加工之後形成特

產。例如大甲芋頭產業、白河蓮花產業、屏東椰子產業、新竹

貢丸產業、金門貢糖產業、員林蜜餞產業等。 

三、工藝產品 

工藝產品以利用當地的原材料，在當地氣候、風土下，所產生、

孕育而出的傳統性工藝品及其產業；也有為生活與工作的需要

而傳承下來的產物，在產品製造過程融入特有的歷史文化涵養，

具有地方文化特質，述說文明與技藝演進歷程，因此是文化與

藝術的結合體。這類產業多屬勞力密集兼具特殊藝能型態，無

法大量製造，但具有保存或儲藏價值。例如鶯歌陶瓷產業、三

義木雕產業、白米木屐產業及美濃紙傘產業等。 

四、文化藝品及節慶活動 

利用原有或新開發的文化和藝術活動或產品作為基礎和誘因，

促成以文化藝術活動來進行社區營造和重建，進一步將文化昇

華成為產業開發和地方發展的資產，藉由文化活動及其相關產

品的銷售，用以振興地方的各種相關經濟活動，不但保存該文

化資產，也使該文化成為國家發展目標的重要環節，具體落實

文化產業化。例如大甲媽祖進香遶境活動，已由宗教文化帶動

擴大成為振興當地文化藝術、經濟發展的基礎。 

戴肇洋（2004）認為地方特色產業依據其發展性質可分為：其一，

具有人文社會背景型態的產業。例如：臺北三峽神桌、彰化鹿港佛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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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雕刻、苗栗三義木雕、高雄美濃紙傘。其二，則為利用地方自然資源

型態產業。例如：臺北文山包種茶、鶯歌陶瓷、新竹水晶玻璃、苗栗公

館裝飾陶瓷、彰化王功沿海魚類養殖、南投鹿谷茶業、竹山竹器加工、

臺南虱目魚產加工、花蓮大理石材加工等。而就以國內地方特色產業活

動又可分為｢地方特性型｣與｢特定區域群聚型｣兩種型態。其中｢地方特

性型｣又可分為利用地方人文社會或自然資源所發展的型態，｢特定區域

群聚型｣則是分成存在生產關聯或交易活動所發展形成的型態。本文所

探討的地方特色產業乃屬前者｢地方特性型｣，故有關｢特定區域群聚型｣

的部分不再另述。所謂｢地方特性型｣的地方特色產業係指，其具備條件

足以構成地方獨有的意象，或是自然資源可以利用進行開發具有經濟價

值之產業，均屬之。換言之地方特性構成包括人文、社會、自然景觀，

這些景觀除了屬於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的古物，以及具有古蹟、民藝、

特產之特色之外，並且能夠利用所存在的背景與條件，發展兼俱觀光、

遊憩等目的，對於協助地方繁榮與促進社會安定，有其一定程度的功能

與貢獻。 

地方特色產業在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由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於 1995

年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發展模式，已成為目前臺灣振興地

方產業的重要策略與方法，其目的都在於創造地方的再生與活化，藉由

地方的特色轉化成文化，加以創意、創新，展現地方產業的文化特質、

個性、特色與品質（郭曜棻，2007：61）。就｢文化產業｣一詞，最早是

於 1995 年文建會宣示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將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

重要內涵，並舉辦「『文化‧產業』研討會暨社區總體營造中日交流展」，

主持會議的當時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重新定義了「文化產業」的內涵，

區隔出「文化產業」和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文化工業」截然不同的

生產邏輯與型態，使「文化產業」一詞成為一個特定之用詞。因此｢地

方文化產業｣就以此衍生而出，成為地方特色產業中的一環。就地方文

化產業的意義上，郭曜棻（2007：63）指出係以地域為基礎而自然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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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產業，與地域生產業息息相關，尤其強調｢地方｣兩字，更是強調

文化的｢獨特性｣、｢個殊性｣與｢在地性｣。換言之，地方文化產業根源於

地域，以地方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這種文化產業並非所有

地方皆能複製。 

「美濃油紙傘」的生產基地－美濃，是一處保留客家文化非常完整

的地域，其位於臺灣南部六堆客家中的右堆，亦是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

列客家重點發展區域之一，地方型客家產業發展蓬勃。俞龍通（2012：

17）界定客家產業的定義如下：「以客家文化為核心價值，透過文化加

值，可以傳承客家文化、繁榮客庄的產業，稱之客家產業」，並對客家

產業的範疇提出了「客家產業同心圓模型」（如圖 1-3-1）。 

 

 

圖 1-3-1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同心圓 

 資料來源：亮點客家臺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路，俞龍通，2012，頁 18。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研究，研究者認為「美濃油紙傘」在客家產業同

心圓模型中所代表的涵義如下： 

第一圈：在客家無形文化資產中，油紙傘的文化意涵代表著客家先

民對家族的期望。早期客家先民移居臺灣，多為世代單丁或是獨身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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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因臺灣的環境變遷，客家先民移墾臺灣後希望後代子孫繁茂，家

族開枝散葉興盛。此亦為早期農業社會客家人對子孫的期望及對祖先崇

拜的精神。 

第二圈：客庄傳統產業經濟，客家人在臺居住多為靠近山區、丘陵

居住，生態資源多為竹林、木樹，而油紙傘產業即是以竹為骨、紙為皮

所生產出來的地方特色傳統產業。 

第三圈：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油紙傘從早期功能取向的雨傘，隨著

臺灣環境的變遷，逐漸轉為美學藝術取向的工藝紙傘。透過傘面上的作

畫及傘面材質的創新，注入了客家文化元素，從地方特色產業以文化創

意加值的方式，轉型為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第四圈：客家文化觀光產業，美濃因地理環境的關係，早期對外接

觸不多，住民的純樸及客家文化的保存相較完整，是臺灣客家的香格里

拉，而美濃的油紙傘所代表的地方特色工藝及客家文化的意涵，吸引許

多遊客來美濃旅遊，透過文化觀光的形式帶動美濃客庄的觀光及相關產

業的發展。 

由以上可知，美濃油紙傘在臺灣具有多重產業身分，既是地方特色

產業及文化產業，更是客家文化產業的代表。 

 

肆、地方特色產業效益 

本研究的主題範圍，在於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兩地域的紙傘產業為

研究對象，並以｢內在拉力｣與｢外在推力｣二種觀點，來探討紙傘產業的

發展。就內在拉力而言，指的是地域產業內在資源條件的優劣勢，而外

在推力則是政府公部門的政策，兩者之間的推、拉方向關係著產業的發

展。在地域產業的優劣勢方面，透過表 1-3-3 可看出在地特色資源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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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在地特色資源的優劣勢對照表 

優勢 劣勢 

1.歷史、文化、傳統 1.產品古老 

2.氣候、風土、環境共生 2.技術落伍 

3.血緣、地緣、社區緣 3.少子化高齡化 

4.原始、原汁、原味 4.缺少物流路線、據點 

5.自產自銷、產地直銷 5.業種組織力弱 

6.內銷導向 6.外銷導向可能性小、微利 

7.自然生態力強 7.附加價值低 

8.微型產業多風險小 8.研發能力低 

9.一鄉鎮一特產 9.人力資源不足 

10.家族式產業 10.資金不足 

11.不需巨大資金 11.企業經營管理不足 

12.ONE MEN 產業 12.產業在偏遠的山上或海邊 

13.客廳即工廠 13.太依賴地域性 

14.樂天知命的價值觀 14.脫離知識經濟的保守意識 

資料來源：地方產業創新策略，許文志，2009，頁 14。 

 

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應將其優劣勢加以檢討分析，整合優勢較多的項

目並且改善弱勢條件，或是將其轉換成特色資源，以創意、創新、創造

地方特色產業的附加價值，增加產業效益，再深富人緣、地緣、社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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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創造特色，再造地方經濟新活力、新生機，創造地方均衡普遍

的就業機會，這就是地方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也是地方特色產業永續經

營的功能和貢獻（許文志，2009：14-15）。 

在政府公部門的政策方面，依《2005 中小企業白皮書》（2005）指

出，相關地方特色產業的輔導機制如下 

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989 年實施｢地方特色產業輔導｣專案，規劃發展創意型地方

特色產業及部落的地方特色產業，達成｢一鄉鎮（社區）一特

色產業｣的目標，以創造當地特色產業的經濟價值，促進地方

經濟的永續發展促使地方特色產業更富有文化內涵。 

二、經濟部商業司： 

1994 年起，陸續推動｢形象商圈區域輔導｣、｢商店街開發推動

｣及｢商業環境視覺設計｣等措施，並於 1999 年起推動｢改善商

圈商業環境五年計畫｣，以建立共同經營、參與的理念。並為

地方開發新的特色產業與產品組合，再結合新創意與經營模式

加以包裝，使地方產業交流中心的經營模式得以永續發展。 

三、經濟部工業局： 

2000 年起推動｢離島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及辦理｢提升傳

統工業產品競爭力計畫－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2004 年推

動｢地方工業創新及轉型發展計畫｣，發展觀光工廠。另文化創

意產業計畫中｢創意生活產業｣由工業局負責，提升產品品質、

建立品牌形象，促進產品行銷，拓展國際市場。 

四、文建會（現為文化部）： 

因應社區總體營造之概念所衍生的｢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

促成社區文化史料的保存與環境全面改造的動力，帶動地方文

化節慶與產業發展。 

五、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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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為｢輔導地方產業文化｣，引導地方辦理農漁業的產業

文化研習及鄉土產業文化季，以達到傳承文化及帶動觀光人潮，

共同參與文化之旅的目的，並彰顯多樣化的農漁業魅力以及提

高農漁業價值。 

六、客家委員會： 

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業相互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的休閒

產業，以創造就業機會，並發揚客家文化。就客家地區具代表

性、獨特性的產業，如農特產、建築、木雕、陶瓷、編織、紙

傘、美食、民宿等進行規劃設計、合作經營、建立品牌、推廣

行銷與研究發展等方面提供補助。 

張維安與謝世忠（2004）曾以｢經濟轉化｣一稱說明北臺灣客庄將邊

緣農業資源轉變為商業所用，或將農業資源轉換為觀光資源的相關現象，

並進一步提出，資源轉化之後的｢傳統再造｣，可能深具形塑客家新傳統

的潛力。將邊緣農業資源轉化成觀光資源，事實上就是近年來客家地區

文化產業發展的現象與趨勢。 

地方文化觀光是一種串連地方內部特色的食、衣、住、行等相關產

業的重要策略，也因此以地方文化觀光帶動更大的產值，但也因為帶來

人潮可能會對地方產生極大的文化衝擊（廖世璋，2016：313）。 

美濃油紙傘從生活工具品演變至工藝藝術品，從地方產業發展為地

方特色產業、地方文化產業及客家文化特色產業，由產業本身的內部拉

力加上政府政策的推力，結合當地各種地方特色產業的資源（如客家美

食、休閒農業－白玉蘿蔔、橙蜜番茄，古蹟建築、人文文化等），目前

已發展成文化觀光產業中的一環，成為在地社區營造的文化元素，為美

濃地方帶來觀光人潮及就業機會，也為地方帶來豐厚的經濟效益。 

 

伍、與「紙傘」相關的研究 

有關美濃紙傘的學術研究，其大部分偏向於紙傘圖案文化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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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紙傘對於文化創意上的研究，而且篇數不多，經篩選後，研究者摘

選近期文獻整理如下： 

林宥涵、王藍亭（2010a）在《臺灣客家油紙傘文化創意產業及圖

像彩繪與意涵傳達之研究》一文之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油紙傘文化創意

產業及油紙傘圖像人文意涵表現，並針對臺灣客家油紙傘的分類與圖像

彩繪傳達做完整的探討整合。 

林宥涵、王藍亭（2010b）在《臺灣客家美濃油紙傘之圖像視覺與

文化研究》，研究重點乃在於了解美濃油紙傘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涵，

了解美濃油紙傘的色彩表現及美濃油紙傘的傘面圖像之視覺設計。 

歐純純、何明穎（2013）於《美濃紙傘彩繪文化元素之分析及其應

用》指出本文企圖以較為細膩深入的方式，對於紙傘的彩繪進行主題式

研究，針對繪圖時，所運用的文化元素進行分析，讓讀者能清楚掌握美

濃紙傘彩繪時，這些文化元素的圖像類型及其意涵，了解這個部分的內

容後，再去判斷紙傘在行銷上可能面臨的優勢與劣勢，針對這些優勢、

劣勢提出相關建議，以協助業者在未來彩繪設計上的發展、應用。 

吳淑美（2014）於《基於消費者導向之美濃油紙傘的圖像及色彩應

用現況探討》之研究，主要以美濃客家文化產業對油紙傘圖像及色彩作

為探討對象，美濃油紙傘中的圖像包含中國的傳統的人物、花卉與山水

畫以及美濃地景等，另外在色彩的應用上甚為豔麗，其實用性雖然不高，

但是具有在地特色與文化特色的價值，以「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

探討美濃油紙傘的圖像及色彩應用現況，同時分析遊客對美濃油紙傘的

喜愛意向，以瞭解消費者對文化加值的產品購買意願。 

劉柏森（2013）在《美濃油紙傘產業觀光化與社區營造之研究》指

出本研究目的乃探究油紙傘產業的觀光發展歷程與現況，並討論油紙傘

產業與社區營造結合的可能走向。研究對象包括現今美濃具有營業事實

的六家油紙傘業者。 

綜合以上文章的論述，皆以美濃紙傘的文化意涵、藝術特質性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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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紙傘業者的經營模式為研究範疇，而對於美濃紙傘產業，其生產模式

及產業發展過程中與社會背景關聯性方面，所探討不多。研究者試以臺

灣美濃紙傘與日本岐阜紙傘二地紙傘產業的發展模式，來研究紙傘產業

在地方上的發展，就產業本身的資源利用及政府輔導面向探討二地的紙

傘產業。而以日本岐阜紙傘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二：其一，是日本岐阜紙

傘產量，目前為日本紙傘供應量的 90%，是日本紙傘最大生產基地，具

有其代表性；其二，為日本岐阜地區的美濃市與臺灣高雄市美濃區於

2012 年 11 月締結為姊妹市，而美濃地名的訂定，在日據時期因歧阜美

濃而來，故在地方淵源上，有其關聯性，且美濃是目前臺灣紙傘最大的

生產基地，有地方文化上的代表性。此為研究者以這二區域的紙傘產業

為研究對象之理由。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議題涉及臺灣、日本跨地區域內之紙傘工藝及產業之研究與

比較，因此在分析方法上以「比較分析」為主軸，以探究兩地為配合文

化創意產業之推動與當代工藝發展之趨勢。其次，由於時間與人力、物

力的限制，運用歷史研究法可有助於在研究時掌握整個研究主題的概況，

尤其國內目前對日本紙傘工藝相關研究仍處於初始階段，透過既有資料

的彙整、分析可提供本研究在臺灣、日本紙傘工藝及產業的探索性研究

的基礎。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比較分析法」為主，輔以「歷史研究法」、

「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在方法的使用與研究設計上進一步

說明如下： 

 

壹、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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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資料，以考驗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

有助於解釋現況或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王文科，1999：267-268）。本

研究欲歸納以往有關臺日兩地的發展歷史與文化背景的文獻史料，並分

析其兩國間無形文化資產或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之差異，以作為本研究研

究的基礎。因此，除了有關上述文獻之外，也蒐集了相關的地方史志、

紙傘工藝、圖片等等，以資分析探究。 

歷史性研究中史料的來源可分為主要史料（primary sources）與次

要史料（secondary sources）（王文科，1999：272）。本研究所界定的

問題有三大項目：一、臺日傳統紙傘工藝的現況為何？欲從歷史脈絡了

解臺日紙傘工藝的發展；二、臺日紙傘匠師技藝的演變，對傳承的影響

為何？三、臺日習俗中使用紙傘之變遷，探討美濃文化中的油紙傘與日

本文化中的和傘。本研究所採用的主要史料有地方史志、紙傘工藝等相

關研究資料等。至於次要史料，此項資料不是報導者真正目擊事件而提

出的報告；該報告或許是該研究者和真正觀察者交談之後，或閱讀觀察

者的報告之後，再予以剪裁寫成，正因如此，在資訊的傳遞歷程中難免

會造成誤解的現象，因此只有在缺乏主要史料可供引用時，才使用次要

史料。 

研究者目前採集的成果，有岐阜市歷史博物館出版的《ぎふ歷史物

語：傳統の技と美》與《和傘》，岐阜市出版《岐阜市史‧通史編 近

世》、《岐阜市史‧通史編 現代》、《岐阜市史‧通史編 民俗》及岐阜

商業會議所出版《岐阜商工案內》、株式會社學習研究社出版《傳統工

藝品》等書，初步完成採集主要史料的工作。目前正積極進行資料整理、

分析、歸納，做為臺日兩地紙傘工藝內容比較之依據，並供研究報告撰

寫及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除了實地考察廣泛搜集地方文獻、學術

相關論文等資料，並由匠師及業者的口頭證詞（次要史料）中進一步核

對文獻的確實性與補充文獻的不足之處。因此，本研究經由「主要史料」

與「次要史料」的蒐集及解讀，以盼能瞭解臺日紙傘工藝背後所蘊藏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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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無形文化資產。 

 

貳、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研究常被認為是一種在探索性及描述性科學研究的初期

相當有用的工具（Lazarsfeld, 1972；Babbie, 1986；引自王昭正、朱瑞淵

譯，1999）。參與觀察是希望藉此融入被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理解其

思維的文化脈絡，並瞭解當地人如何對展演的行為賦予意義。參與觀察

法主要特徵為觀察者成為被觀察團體中的一員，參與活動或生活，同時

扮演參與者和觀察者的雙重角色。在此情形下，觀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

可以維持觀察時的自然情境，可減低觀察者在情境中的紛擾，並可減少

被觀察者的反作用效果，以獲得比較真實的資料（郭生玉，1986：

175-176）。 

在本研究中主要參與觀察的部份，分成三大面向，第一面向是在臺

灣美濃及日本岐阜地區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紙傘匠師，觀察紀錄其實際製

作過程。第二面向則是實際訪視紀錄調查以臺灣美濃及日本岐阜為觀察

個案，實際在紙傘店、禮品店進行紙傘調查，紀錄數量、形式、擺設的

方式、狀態、尺寸、材質、廣告單、其他等，經整理、建檔，以做為保

存、典藏、活用之基礎。第三面向則觀察臺日兩地紙傘工藝工作室、廠

家活動的過程，做全面的觀察與紀錄，並從其中發掘問題，觀察的重點

在於經營模式與行銷通路（如附錄三、四）。希望在自然的情境中觀察

整個工作室、廠家的運作模式，以獲得相關的資料，並印證由訪談和文

件等其他方法所蒐集的資料。再則也希望經由研究者親身至現場踏勘，

與所蒐集之現況資料進行比對，並紀錄可利用資源現況，更能深刻確實

的詮釋與描寫工作室、廠家成員的觀點與感受。因此，若需瞭解特定的

紙傘製作過程或工藝文化的脈絡發展，就適合採取參與觀察的方式，以

彌補訪談中不易呈現的部分。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0 日六天期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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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岐阜、京都、大阪等地做實地田野踏查，主要針對岐阜目前仍營業

的三家製作批發商作為此次觀察及訪談對象，觀察紀錄其店面及紙傘相

關資訊並了解經營與行銷模式。在美濃方面因研究者長期生活在美濃當

地所以在 2015、2016 及 2017 年度多次到美濃紙傘業者實地觀察，發現

業者經營型態分為二類：一是店面工作室型、二是複合式多元化經營型，

於是選擇美濃李家傘廠及原鄉緣紙傘文化村二家業者作為代表不同類

型的訪談對象。 

 

參、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 

深度訪談，又稱質性訪談，是一種帶有目的對話。此類訪談法往往

沒有預設問題的答案，文崇一（1993：552-561）區分為「結構型」和「無

結構型」的訪談。結構型訪談法又稱為標準化訪談法或控制式訪談法，

此法的特點是將問題標準化，然後由受訪者回答或選擇回答，所有受訪

者都回答同一結構的問題，由於質性方法的彈性較大，研究過程的信度

和效度都很倚重訪談員的經驗和對理論的敏感度。無結構型訪談法即指

事先不預定表格、問卷、或定向的標準程序，大多以一種日常生活對話

進行訪談，訪談內容的深度，係透過訪談員與受訪者間的互動而獲得。

為了集中焦點，易於歸納分析，本研究採用結構型訪談法，將問題標準

化，用相同的問題訪問不同的對象，由受訪者回答或選擇回答。 

本研究訪談對象及訪談內容著重在紙傘製作工藝層面，據研究者之

前訪查，仍在營業的美濃紙傘業者，如原鄉緣、廣華興、廣德興、李家

傘、廣榮興、廣進勝等，日本岐阜紙傘業者，如（株）マルト藤沢商店、

（株）坂井田永吉本店、平野明博商店等（如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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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參與研究業者資料表 

編號 姓名（性
別，年齡） 地點 從事紙傘業 

簡介 
訪談日期 
與地點 備註 

T01 李師傅 
（男，51歲） 

高雄市 
美濃區 原鄉緣負責人 2016.12.2 

店家  

T02 林師傅 
（女，80歲） 

高雄市 
美濃區 原鄉緣彩繪師傅 2017.1.14 

店家  

T03 鄭師傅 
（女，47歲） 

高雄市
美濃區 

李家傘製傘師傅 2017.1.15 
店家  

J01 藤澤先生 
（男，80歲） 

岐阜市
加納區 

（株）マルト藤沢
商店負責人 

2016.11.7 
店家  

J02 平野先生 
（男，60歲） 

岐阜市
加納區 

平野明博商店負責
人 

2016.11.7 
店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訪談內容主要為追溯臺日紙傘產業的源起與開展，並訪談匠師的生

平事蹟（生命史概述、生平年表）、師承體系（師承系統、就業歷程）、

作品（圖稿及作品）、風格特色等，取得匠師的口述製作技術資料，做

為研究的原始資料（如表 1-4-2）。本研究以口述訪談取得第一手資料，

為了慎重起見，訪談過程會在受訪者允許下進行錄音，為求訪談內容的

深入，受訪者接受訪問的次數不限一次，而是依據受訪者個人意願、與

可提供的資訊決定。在訪談逐字稿方面，本研究採下列方式進行: 

一、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訪談的資料，採以全程錄音方式，再將其轉謄為逐字稿，不

能以錄音方式處理的資料，則先以筆記方式處理，再做重點摘要，正式

進行研究。每訪談一次就先繕打逐字稿，進行初步的分類，若資料不足，

就再約另外的時間進行訪談。然後反覆閱讀訪談記錄及重聽訪談錄音內

容，以發現受訪者回答中的深層意義，再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將受

訪者的訪談內容摘要，最後進行整體比較與討論。 

二、完成研究 

進行主題分析詮釋，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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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業者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訪談大綱 

紙傘的發展歷史

與文化意涵 

紙傘的發展歷史為

何？ 

1. 您知道當地紙傘的起源

與發展？ 

2. 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用

途？ 

紙傘的工藝特徵

與圖案文化 

紙傘產品本身有何

獨特性？ 

3. 請問您會做紙傘嗎？製

作紙傘的工具及程序如

何？ 

4. 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特

殊構造？ 

5. 當地紙傘的顏色與圖案

有什麼特點？有比較傳

統裝飾的圖案？  

紙傘產業的現況 經營模式是否為家

族企業或自產自

銷？ 

6. 目前經營的紙傘專賣店

是那位祖先創建的？大

約有幾年的歷史？目前

是實體店面亦是網路店

面？ 

7. 從事紙傘業者（匠師）多

少年？什麼機緣？ 

8. 目前店裡有幾位匠師？

如何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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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4-2(續) 業者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訪談大綱 

  9. 目前店裡的產品有哪些

類型？有什麼特色或用

途？價位如何？ 

10. 現在經營狀況如何？客

戶來源？是否外銷？ 

傳承與發展 政府提供些什麼資

源推廣與保存？ 

11. 請問您有收徒弟嗎？傳

承的問題？ 

12. 當地紙傘業者是否成立

協會？ 

13. 政府有什麼政策輔導業

者？期待政府如何協

助？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肆、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比較分析是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的分析類別之一，其目的

是將所有蒐集到的事件（物件）的差異性與相似性，作質的比較分析，

此種分析可以標示一致的趨勢、一系列獨特的情境，或開展新方向（王

文科，1999：428）。本研究就歷史文獻蒐集、訪談、觀察的資料做兩大

方向彙整： 

一、不同人/物件（如：匠師、製作紙傘技術、紙傘店行銷……等）

的比較：是一種橫向的分析方法。透過比較分析，從中找出事物

的不同點，有利於正確認識臺日紙傘工藝文化的本質。 

二、同一人/物件（如：匠師、製作紙傘技術、紙傘店行銷……等）

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即是前後比較，是一縱向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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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這種方法便於認識同一物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徵和整個

發展過程。 

    本研究計畫採用「不同人/物件的比較」，比較重點為：（一）不同

國家的匠師在學藝過程中對當地紙傘形式及作法上有何差別？（二）不

同時期的紙傘內容之差異為何？（三）不同國家與不同時期在紙傘產業

之變化等不同人/物件的比較。再進一步採用「同一人/物件在不同發展階

段的比較」，比較匠師、製作紙傘技術、紙傘店行銷有哪些差異處等。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價值與貢獻在於對現存案例（臺日紙傘匠師與業

者）的比較與分析，這種研究途徑是當代跨國比較、跨文化研究較少採

取的研究取向。每一案例都進行深入的分析，作為初步性的探索研究，

目的在於透過田野調查的實證性研究，收集和挖掘可以作為未來理論建

構的概念和相關性，進行理論的扎根。其次透過案例的比較與深入分析，

發現每一案例的特殊性和萃取出共同面臨的問題，形成類似普遍性的通

則，建立學術研究的模型與架構，然後慢慢地再擴大研究的範圍與案例，

逐漸建構相關的理論。對於臺日紙傘工藝及其文化的研究，將能提供寶

貴的知識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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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紙傘在臺日等地的發展 

 

臺灣和日本雖然皆歸類於東亞漢字文化圈內，兩地擁有漢文等共同

文化資產，且臺灣曾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1895~1945），由於殖民統

治期間，日本積極在臺灣著手建構新的文化歷史，以做為落實皇民化運

動的基石，但隨著二次大戰的戰敗，日本必須將臺灣、澎湖的土地歸還

中國。臺日兩者不但歷經不同的歷史遭遇，也各自發展出自己的近代的

文化與社會。 

  

 

第一節 臺灣與日本背景比較 

 

壹、臺灣的簡史 

臺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方，地理上與中國大陸十分接近，傳說三國

時代的孫權及隋朝煬帝，都曾經派兵到臺灣。不過，在清朝以前的歷朝，

都未曾在臺灣本島設官治理，只有元代及明代，曾經斷斷續續在澎湖設

巡檢司。元朝至元年間（1264~1295），於澎湖設立巡檢司，負責行政管

理及課稅事宜，是中國第一次把澎湖納入版圖，不過，與澎湖一水之隔

的臺灣，則仍是原住民活動的樂園（薛化元，2000：20-21）。明世宗嘉

靖年間（1522~1567），倭寇大熾，明朝再度於澎湖設立巡檢司，以後設

廢無常。 

西元 1602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積極向東方發展，並多次攻

打澳門、金門、廈門、澎湖等地。1622 年登陸澎湖，明熹宗天啟 4 年（1624），

被明軍驅離澎湖，荷蘭人卻轉占臺灣。1662 年才被鄭成功擊退，退出臺

灣，總共治臺 39 年，主要控制臺灣南部，而西班牙人占據臺灣北部。

鄭氏政權歷經三代至鄭克塽，明永曆 37 年（即清康熙 22 年，1683），

被施琅攻滅，臺灣入清版圖。1895 年，因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滿清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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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直到 1945 年，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勝利才光復，

嗣因神州陸沈，淪於共黨，國府遷臺，以迄於今，臺灣兩岸分裂局面。 

 

貳、日本的簡史 

根據民間傳說，日本於西元前 660 年 2 月 11 日建國。日本在西元

四世紀出現首個統一政權大和國，其後於大化革新後確立天皇體制，引

入唐朝文化。12 世紀末，日本開始六百多年的幕府時代，期間曾經歷一

個半世紀的戰國時代，以及由豐臣秀吉領導的文祿慶長之役。17 世紀初，

江戶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二百多年，到 1854 年黑船事件後，日本國內有

志之士提出「尊王攘夷」等號召，江戶幕府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將政

權還給明治天皇，史稱「大政奉還」。1867 年，明治天皇整頓內政，富

國強兵，一戰後短暫經歷大正民主時期，到 1930 年代落入軍部控制，

實行軍國主義，但於 1945 年被盟國擊敗後宣布投降。日本在恢復主權

後經濟高速增長，躋身先進國家之列，直至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破滅，

日本進入長期的相對經濟不景氣狀態至今（維基百科，2017a）。 

 

參、臺日文化的比較 

同屬東方文化的臺灣和日本有明顯的文化差異。Hofstede（1981）

檢討五項文化構面，其中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日本比臺灣高，表

現日本社會需要許多細節規則來穩定，對於環境週遭需要更多的關注，

而臺灣則相對之下，比較不重週遭的細節，可以輕易的將個體與環境區

隔開來。黃若筑（2011）依據其異同婚姻研究出臺灣與日本有顯著的文

化差異，日本文化需要「讀空氣」，來揣摩對方說話者的心態和想法，

重視環境氛圍，溝通上也相對臺灣來得含蓄婉轉，相反的，臺灣人在表

達方面，相對日本來說較直接，也較不會揣摩對方的想法和期許。 

    在臺日文化差異的相關研究，劉宗其（2004）對臺日美三國的消費

習慣做比較，得出日本講究和諧，重視人際關係以及背景氣氛，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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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守住分際、必恭必敬唯恐說錯話的態度，喜歡強調專業，和客戶保持

友好關係，即是以專業為依歸的文化特徵，也就是說日本人容易受到銷

售員的態度而影響購買慾望或是因主持人的表達而改變自己的想法。臺

灣則屬於非人際交易，相較日本來說比較不重視這些，不容易受到環境

或是銷售員態度影響，而是聚焦於物品本身的折扣價格以及促銷活動上，

可見臺灣人比日本人較重視事件主體，而日本人則是重視整個環境與背

景，因此消費習慣也容易受到周遭環境影響。 

    大導寺慎吾、黃國光（2008）指出臺灣的語言習慣相對於日本來說

較輕鬆，在日本溝通之前必須知道對方的身份地位或與自己的身份關係，

如果不清楚對方與自己的親疏遠近，則無法適當地使用敬語，如果使用

錯誤的說話規則，會造成溝通的困擾，而傷害禮貌與彼此的和諧，相較

而言臺灣沒有此侷限。另外，黃若筑（2011）指出日本有「本心建前」

的文化，表示內心所想的和說出來的話並不是一致，說出來的話也需要

經過修飾。除此在社會方面，日本人講究團體，比臺灣人更願意為團體

壓抑自己的情緒，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但臺灣人卻相對容易表現出來。

國際上也因為臺灣與日本同屬亞洲文化，容易自認比西方更瞭解日本，

也因此會多顧慮日本友人的感受，而增加了心理負擔。 

   

 

第二節 紙傘工藝的歷史淵源概述 

 

傘，據傳是魯班的妻子雲氏發明的。雲氏從建於園林中、風景勝地，

供遊人避雨休憩的涼亭中受到啟發而設計製造出來的。《孔子家語》中

說：「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這裏的「蓋」就是指「傘」。

《史記‧五帝紀》記有與傘同類的雨具，可見傘在中國已有四千多年歷

史了。最早稱傘為「華蓋」，唐朝李延壽寫的《南史》和《北史》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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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傘定名。古時的傘，是達官顯貴的裝飾品和士大夫權勢的象徵物，

帝王將相出巡時，長柄扇、「萬民傘」左簇右擁，乘坐的車輿上張著傘，

表示「蔭庇百姓」。官位、職務不同，「羅傘」的大小、顏色都嚴格區分，

這一慣例一直傳到明朝。紙傘是漢朝以後出現的，唐朝時傳入日本，16

世紀才傳入歐洲，並於 1924 年傳入美濃生產（侯淑姿，2006：10-13）。 

 

壹、臺灣美濃紙傘的起源與發展 

一、臺灣紙傘產業的發展─以美濃為例 

廖又閮（2013：31）指出在日據時期，製傘業在臺灣已逐漸萌

芽，不少地方已出現製傘工廠的紀錄，依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出版

的《臺灣商工統計》書中記載生產統計的傘類項目可分為三種： 

（一）｢本島形｣的傘形：為一種竹骨貼油桐紙的紙傘，屬於中

國式的傳統紙傘（唐傘），亦可稱為｢支那形｣傘，屬紙傘

類。生產地因當下時期流行本島形傘，所以各州廳均有

穩定生產，南部地區相對於臺南州，高雄州產量較為突

出（如表 2-2-1）。 

（二）｢內地形｣的傘形：屬於日本傳統式的和傘外形，亦可稱

為｢日本形｣傘，屬紙傘類。生產地在昭和 6 年（1931）

前偏向中南部地區，尤其集中在；臺南州及花蓮州；1931

年後逐漸擴展至各州廳生產（如表 2-2-2）。 

（三）｢蝙蝠傘｣：偏向現今普遍通用的現代洋傘，相傳於洋傘

傳入日本之初，傘布的花色較樸素，當中更以黑色傘布

最多，因其色系及姿態看似猶如蝙蝠在飛翔，故有此稱

號。生產地明顯集中於臺北州與新竹州兩地區（如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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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日據時期臺灣各州廳生產本島形傘的數量（單位：本） 

 

資料來源：臺灣製傘地理的高山與幽谷，廖又閮，2012，頁 34。 

 

表 2-2-2 日據時期臺灣各州廳生產內地形傘的數量（單位：本） 

資料來源：臺灣製傘地理的高山與幽谷，廖又閮，2012，頁 33。 

 



                                    38 

 

表 2-2-3 日據時期臺灣各州廳生產蝙蝠傘的數量（單位：本） 

資料來源：臺灣製傘地理的高山與幽谷，廖又閮，2012，頁 32。 

 

美濃紙傘，1924 年由吳振興、林阿貴二人從大陸廣東帶來五位

製傘師傅回到臺灣美濃生產紙傘，為美濃紙傘產業打下根基（如圖

2-2-1、圖 2-2-2）。紙傘在臺灣美濃奠基生產後，歷經近百年的演變，

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從早期實用雨傘的本島形傘－黑油傘，2轉為

現在的文化藝術工藝。 

美濃油紙傘在客家文化產業中被視為最具代表性工藝之一，在

早期生活上有雨具、蹉田遮陽之功能。在文化上有男子成年禮、女

兒嫁妝、廟會祭祀及客家舞蹈等用途。油紙傘在客家人生活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除遮陽避雨外，更是心中吉祥的象徵，目前在美濃辦

活動時，總會撐著油紙傘，代表著活動的圓滿成功，所以在美濃人

眼中，送傘象徵著吉祥、高貴的情誼。男孩 16 歲成年禮時，送紙傘

給兒子，表示著兒子已成年。早期男子 16 歲即為成年，可結婚生子， 

                                                 
2 傳統美濃的油紙傘又叫「黑油傘」，傘面呈現黑色，是因為染料調配的關係，製造過程中將鍋底的

一層黑炭刮下後與桐油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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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五位正在製作紙傘的師傅 

資料來源：回望二十世紀的美濃，林芷

琪等，2014，頁 89。 

圖 2-2-2 上桐油的師傅 

資料來源：回望二十世紀的美濃，林

芷琪等，2014，頁 89。 

 

此時父母贈與油紙傘，主要象徵意義有二：一是象徵希望兒子可另

組家庭，象徵家族的延續，如中文字「傘」之字形，16 歲前是為傘

下被保護之人，16 歲後角色轉換為傘上一家之主（傘上大人），須

保護家人（傘下之人），由被保護者轉為保護他人的身分轉變。另一

則象徵希望兒子成家立業，為家族開枝散葉，如紙傘的傘骨分支往

外發展，為家族帶來繁茂興盛之意。而在女兒出閣，即贈與一對紙

傘，象徵團圓、圓滿、早生貴子、多子多孫之意。油紙傘打開後，

呈圓形狀，也象徵著父母祝福子女婚姻圓滿的意思。還有在客家語

中，「油」紙傘的「油」宇，諧音是「有」的意思，「紙」與「子」

同音，故油紙傘諧音為有子傘，因此送油紙傘給女兒做嫁妝，則有

早生貴子的意思。由於「傘」的字形內，有四個「人」字，代表著

房子裡多子多孫的字意，子孫繁衍眾多，是早期農村生活人們的共

同期望（戴寶春，2006：39）。 

一般客家習俗的宗教慶典遊行中，也常看到將油紙傘撐在神轎

上，做為遮蔽物，此亦是取其圓滿的成就，做為人們遮日避雨、驅

惡避邪的象徵。特別是福德祠滿年福，當空結起祭壇拜天公，神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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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有遮住玉皇大天尊的美濃紙傘（林淑鈴、黃瑞芳、邱靜慧、林

淑瑛、賴郁如，2008：270）。在進行伯公祭典，在「請神」回到

伯公壇（廟）後，由禮生主持「結壇」儀式，結壇時用兩支有頭有

尾的甘蔗，上界神案以長板凳墊高，甘蔗以細長布條綁在上界神案

後方兩隻腳上，甘蔗頭碰觸地面，甘蔗尾朝向天空。在美濃和泗溝

水，都在上界正中間綁一支美濃紙傘，用意皆指向至高無上的上界

玉皇大帝，故必須遮住上界眾神的香座位（林淑鈴、黃瑞芳、邱靜

慧、林淑瑛、賴郁如，2008：243）。而在結婚典禮中，新娘下轎

時的遮蔽避邪所用的器物，也是油紙傘。可見油紙傘在早年的客家

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地位。 

 

 

圖 2-2-3 民國 53 至 54 年間，虔誠婦女信眾持紙傘遮陽 

資料來源：回望二十世紀的美濃，林芷琪等，2014，頁 89。 

 

在客家的習俗裡，油紙傘是一種吉祥物。油紙傘在客家人生活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除遮陽避雨外，更是心中吉祥的象徵，目前在

美濃辦活動時，總會撐著油紙傘（如圖 2-2-3），代表著活動的圓滿

成功，所以在美濃人眼中，送傘象徵著吉祥、高貴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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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紙傘在美濃發展已近百年的歷史，在時代的潮流衝擊後，傳

統地方工藝產業逐漸轉向以發展本土地方文化特色、以觀光產業為

重心的工藝，由地方產業轉型為客家文化產業。在油紙傘以遮雨功

能為主的年代裡，油紙傘為美濃客家小鎮帶來了產業的經濟收入，

也培育了製作匠師的人才，為日後客家意識抬頭，推廣客家文化特

色時打下良好的基礎。早期臺灣有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

（美濃）五個油紙傘生產區，直到洋布傘的興起，除了美濃因文化

需求的因素保留了油紙傘的製作技藝，其餘四處的油紙傘都已停產，

形成美濃油紙傘在作為地方特色產業時的在地性、獨特性及唯一

性。 

 

貳、日本紙傘的起源與發展 

岐阜縣和三重縣、和歌山縣、大阪府、福岡縣並稱為「和傘王國」，

是和傘的重要產地，而其核心就是岐阜市加納。加納在江戶時代為加納

藩的外圍城鎮，作為中山道之客棧匯集地而繁榮起來。西元 1600 年，

德川家康取得「關原之役」的勝利，將加納視為西國要地而築城，並任

命其女婿松平昌信為城主。後來，家康任命其九子義直為名古屋城城主，

掌管尾張藩，因此加納頓失其作為要衝的重要性，最後淪落為僅 3 萬石

俸祿的小藩，直到邁入明治時代為止。到底加納何時開始生產和傘？此

點並無定論，有一種說法指出，西元 1639 年，金右衛門從明石來到加

納從事製傘生意，是加納製傘業的開端。此一人物為加納和傘的先驅，

被稱為「傘屋金右衛門」。一般認為，當時的地方首長永井直陳為解決

拮据的政府財政，而發行藩符「傘符」，並鼓勵下級武士以製傘為副業，

因而確立了此種地方產業的基礎（藪下浩，未詳出版年：18-19）。 

加納地區受惠於其盛產的竹、和紙、澀柿、蕨糊，採取分工制，而

展開了和傘的大量生產。在描寫江戶製傘業的「江戶職人圖聚」、「江戶

職人盡」等許多作品中，製傘職人亦同時製作燈籠，並進行貼紙與傘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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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作。很顯然，江戶、大阪及其他地區的許多製傘業者並非採分工制，

而是將貼紙、傘骨製作工序同時進行，同時也兼製造燈籠。相對的，加

納地區卻非常盛行分工制，其理由並不十分清楚。但一般認為，與此段

歷史事實有關：加納的永井侯為了讓下級武士有副業可做並兼顧武士的

體面，而令眾人在家製作外觀較不顯眼的傘骨。一般人與武士分別擔任

不同工序的分工制度於焉誕生。後來，由於市場需求急增，為了高效率

大量製造，因而把工序更細分化。加納的和傘可說是各職種的職人之精

湛的技藝的集大成（藪下浩，未詳出版年：20）。 

明治初年年產 146 萬支。其後，除二次大戰末期的期間外，在受時

代經濟景氣影響的同時，整體的支數仍呈現正成長。在當時「到戰勝前

絕不貪圖物慾」的精神標語下，各種消費受到限制，糊的原料（木薯粉）、

油脂類都被指定為管制物品，無法自由買賣。開戰時的昭和 16年（1941）

年產量約 580 萬支，18 年時 280 萬支，19 年時 120 萬支，20 年時下降

至 20 萬支。戰後 30 年，亦即，來到昭和 50 年木薯粉的管制才獲得解

禁。 

加納和傘的最盛期為自二次大戰後的昭和 23 年（1948）起至 25 年。

從岐阜縣和傘工業協會於 23 年提出給商工大臣的和傘生產狀況資料，

可理解邁向最盛期的業界概要及規模。 

──岐阜縣所生產和傘的總量占全國總產量的 60%。 

──具有每月 1 百萬支的產能，年產量為 800 萬支，年產值 8

億 5 千萬日圓。 

──協會會員（業者）2000，未參加協會者約 200，從事生產的

人員約 5 萬人。 

加納和傘的最盛期的年產量約 1 千 5 百萬支。此數字亦包含非協會

會員所產製、及透過非正常產銷路徑的地下產品在內。雖然，此產業曾

經輝煌一時，但自昭和 26 年（1951）起急速陷入滯銷狀態，根據 28 年

之 16 家銀行的統計顯示，業者為 433 家，產值降至 3 億 3 千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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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30 年，大阪市的洋傘業者利用電視這項新媒體大力推廣洋傘，使

得和傘的勁敵洋傘正式把觸角伸到日本的各個角落。事實上，昭和 20

年代後期洋傘已經迅速在民間普及開來。在加納地區，許多製造商也相

繼改生產洋傘，30 年代以後，和傘生意一落千丈。其他地區也步上加納

的後塵。和傘從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消失已久。根據平成 17 年（2005）

12 月 31 日之岐阜示工業統計調查，傘及其相關部門的事業所為 8 家，

員工人數 31 人，產品出貨金額 1 億 5952 萬日圓。在事業所 8 家中，5

家為和傘製造商，其他判斷應為傘頭、傘骨業者，這數字與昭和 28 年

的相較，幾乎呈現全盤崩壞的狀態（藪下浩，未詳出版年：20-21）。 

目前日本在岐阜、京都、金澤、淀江和松山等地區仍有和傘製造業

的留存。其中，岐阜市加納尤其擅長製造收起來時傘身變得極細的「細

物」，其代表性和傘為蛇目傘和日傘（如圖 2-2-4）。相較於番傘，蛇目

傘屬於高級品，其骨數多，傘上黏貼多彩的傘紙或羽二重等，並在短骨

加上藏青色的「篝線」（裝飾線）。現在被許多婦女所愛用，而尺寸較大、

色調較深沉者也得到許多男性的青睞。日傘屬於晴天用途，並未裝防水

用的頭紙也傘紙上也未塗油，尺寸也比蛇目傘小一號。由於番傘的主要

用戶為女性，因此作為服飾的一部份，展現設計優異性的產品不在少數。

此外，岐阜和傘產品還包括日舞等使用的舞蹈傘；日常用的番傘；大型

之野點傘、插掛傘；祭祀、歌舞伎用途的特製傘等，幾乎囊括了所有傘

的類別。另外再介紹各產地的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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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蛇目傘 

「中五四」為雨傘的規格，骨數

54 支，長骨的長度為 2.115 尺，將長

骨排列時，寬度為 4.9~5 寸。此為目

前岐阜所製造之一般市售品中最高

級的雨傘。本產品為藤澤商店製造，

傘骨職人為羽根田平男，貼紙職人為

伴清吉，精加工職人為兼松憲一（如

圖 2-2-4）。 

 

圖 2-2-4 岐阜／蛇目傘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29。 

 

京和傘 

京都作為日本早期的首都，經濟

繁榮昌盛，各地名產皆聚集於此，也

養成達官貴族們挑剔的眼光，因此京

和傘使用最考究的材料和技術，以龜

岡的竹材、美濃和紙加上胡麻油塗佈

製成，逐步形成了京都獨有的審美樣

式，一名匠師耗費一個月僅僅生產不

到 10 支的京和傘，從此「京和傘」

之名成為高級和傘的代號（如圖

2-2-5）。 

 

圖 2-2-5 京都／京和傘 

資料來源：曾純純拍攝，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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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傘 

山形縣和傘的歷史可追溯至寬

政元年（1789）水野藩鼓勵下級武士

將製傘作為副業，曾經是東北地區最

大產地。目前，古內和傘店一家仍傳

承著昔日傳統。本產品的特色為，將

印有浮世繪的絹布裁接於傘面紙

上。骨數為 46 支。此外，亦生產蛇

目傘、番傘（素面）、番傘（青奴）、

迷你傘等（如圖 2-2-6）。 

 

圖 2-2-6 山形／浮世繪傘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47。 

 

美馬傘  

這是德島縣美馬市所生產的和

傘，其歷史可追溯至江戶時代，據

稱，昭和 20 年代前半期，包含製造

商、下游承包商共約有 2000 人從事

製造，一年產量約 100 萬支。目前，

僅「三好 Ayano」氏一人從事蛇目傘

的製作。本蛇目傘為將傘面紙、築腦

紙以特產的藍色染料染成。骨數為 48

支（如圖 2-2-7）。 

 

圖 2-2-7 德島／藍染傘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47。 

 

淀江傘 

此傘為米子市淀江町所製造。文

政 4 年（1821），從倉吉來到淀江的

倉吉屋周藏開始經營傘屋，為淀江傘

的濫觴。大正時代傘製造商有 7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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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產量達 17 萬支。現在藉由「淀江

傘傳承之會」將製傘技術傳承，持續

製作蛇目傘、日傘、番傘、舞蹈傘。

此為將中貼紙剪為梅花形狀後貼上

的蛇目傘，是骨數 50 支的較大型傘。

此外，還有製造龜甲紋樣的其他種傘

（如圖 2-2-8）。 

圖 2-2-8 淀江／蛇目傘梅花型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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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地區案例 

 

隨著製傘技術之流傳，油紙傘在亞洲各地皆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觀，

藉由蒐羅各地紙傘，我們得以窺探文化渲染之下的差異與特色。 

 

壹、中國大陸 

一、杭州西湖 

浙江餘杭的紙傘製作已逾230年的歷史，最早紀錄見於清乾隆34

年（1769）董文遠九房開設傘店。1960年代，市場出現鋼製骨架傘，

製傘技藝也瀕臨失傳。後由房金泉等四位老師傅，重新恢復紙傘製作，

餘杭油紙傘目前保有七十道工序，浙江省文化廳將其列入浙江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壹讀，2016）。而杭州西湖以製作綢傘聞名（如圖2-3-1），

西湖綢傘以竹作骨，以綢張面，小巧玲瓏，風格典雅，傘頭造型多借

鑒西湖中的「三潭」，傘柄的造型除了注意藝術上的變化外，還要求

手感舒適、線條流暢。同時，花線的穿製、傘扣的造型饒富民間風味，

也烘托了綢傘的精美工藝，具有濃郁的江南地方色彩。 

 

 

 

 

 

 

 

 

圖 2-3-1 杭州西湖油紙傘 

資料來源：方塘，2016， 2016年7月10

日，取自https：//read01.com/EKaReP.html 

圖 2-3-2 四川瀘州油紙傘 

資料來源：樂游君，2017， 2016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

//kknews.cc/culture/j84p6z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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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瀘州 

瀘州油紙傘起源於明末清初，距今已有400多年歷史，猶以分水

嶺油紙傘最為出名（如圖2-3-2）。油紙傘為何產在瀘州？瀘州地處長

江邊，盛產楠竹、桐油、棉花等，這些是製作油紙傘的必備原料。瀘

州油紙傘傘骨須選用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老楠竹，取其韌性大、彈

力強，經防霉、防蛀等工序處理後不變形。傘托則須選用大山裡多年

生的岩桐木，傘面紙張則是從貴州進的土法皮紙。傘面需選用拉力強

的特製手工棉紙，繪上花鳥、人物、山水、風景等手工精繪彩圖後，

在傘面刷上綠色環保的特製熟桐油（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

2016）。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是瀘州油紙傘極盛時期，瀘州境內共有

大小油紙傘生產廠家100多家，從業人員上萬人，主要集中在江陽區

藍田、泰安、沙灣、分水、彌陀、小市等地，年產紙傘2，000萬把。

七十年代後，隨鋼架傘與布傘的普及，油紙傘漸漸走向衰落。本世紀

初，隨旅遊市場與新古典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油紙傘特殊的

歷史與文化內涵，喜歡油紙傘的人們逐漸增多，瀘州油紙傘開始走向

復甦。2008年，瀘州市江陽區成功將「瀘州油紙傘製作工藝」申報成

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畢六福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油紙傘

製作技藝國家級唯一法定傳承人，被譽為中國「傘王」，2010年上海

世博會中，畢六富在會場上演示油紙傘技藝驚艷世界。 

100多道工序純手工打造，分水油紙傘廠是中國僅存的唯一一家

保持桐油、石印傳統工藝紙傘生產企業，分水油紙傘傳統製作技藝被

專家譽為「中國民間傘藝的活化石」，也是目前油紙傘行業中唯一的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今，瀘州正在不斷創新油紙傘的品種，

成功開發出舞蹈傘、風景傘、裝修傘、道具傘等，並通過互聯網遠銷

美國、法國、韓國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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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韓國全羅北道（Jeollabuk-do） 

油紙傘自中國傳入朝鮮半島之後，韓國稱其為「紙雨傘」（지우산），

傘面採用韓紙及胡麻油製成；韓國油紙傘多為素色，鮮少繪上圖案。 

研究者的指導教授曾純純刻意走訪韓國首爾市專賣傳統藝術的景

點，特別是仁寺洞路，以成行成市的傳統工藝品店聞名，在這裡可以買

到各種製成品，如扇子、布包、韓服、掛飾、書法、刻印等，成為世界

各地遊客必到的熱點。在一家商店前擺放一把紙傘，僅為展示裝潢用，

並不販售（如圖 2-3-32），3唯這把傘，民國 85 年泰國貿易商曾在臺灣販

售過，目前關廟一家廠商還有存貨，研究者的李家傘店內仍有一把。 

 

 

 

 

 

 

 

 

 

圖 2-3-3 韓國首爾市仁寺洞路的紙傘 

資料來源：曾純純拍攝，2017.7.1 

                                                 
3 客家文化發中心六堆文化園區提供「韓國紙傘名匠」的資料如下:「尹圭相（윤규상）是韓國碩果

僅存的紙傘名匠。自幼家境清寒，16 歲時便被迫放棄學業，成為製傘坊的學徒。25 歲那年學成出

師的他，另闢門戶展開人生的新階段，沒想到 1960 年代，簡化傳統竹製傘骨結合乙烯傘面的廉價

藍色塑料傘（비닐우산）大批攻佔韓國市面，以低價大力衝擊傳統紙傘市場。遭遇困境的尹圭相，

仍然堅持傳統韓國紙傘的製作工法，每道步驟皆嚴格把關，散發著手工精淬而成的價值感。終於，

在 2011 年 10 月獲得指定無形文化遺產的殊榮，長久以來的堅持得到肯定。今日尹圭相持續提升

技術水準，並與妻兒共同傳承手作技藝，企圖為韓國紙雨傘注入無可取代的生命力。」以方便後

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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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國清邁 

泰國清邁博桑村（Bo sang）的製傘業始於一位至緬甸邊境朝聖

的僧侶，由當地緬族居民傳授製傘方法，再傳回博桑村，發展至今

已有兩百年以上歷史（如圖 2-3-4）。現在的博桑村又被稱為傘村，

不少居民皆從事製傘工作，也有專門的作坊。1941 年，博桑村村民

組織了合作社，名為博桑製傘合作社有限公司 （Bo Sang Umbrella 

Making Cooperative Ltd.），負責人是 Jamroon Suthiwiwat。製造不同

大小的紙傘（包括 14 吋、16 吋、18 吋、20 吋，另 28 有 35 吋

和 40 吋的大傘）。約在 1957 年，泰國北部工業推廣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Promotion for the North）協助村民，教他們改良技術（如

圖 2-3-5）（維基百科 b，2017）。 

當地以桑樹皮紙（sa）製作紙傘，把桑樹皮煮軟、清洗、搗爛、

再洗、漂白，然後用布撈起多次增加厚度，再於陽光下晾乾。製傘

工序以人手進行，包括削竹、組合傘架、上傘面、繪花、晾曬等。

博桑油紙傘以油彩繪花，全用人手繪畫。傘面設色繽紛艷麗、圖案

多為花草、動物、人物和風景，或有白色流蘇飾邊，極富熱帶地方

的民族風情，是列為國家級重點保護的傳統工藝。 

每年一月份的第三周，博桑會舉行「花傘節」（如圖 2-3-6），整

個村落都會裝扮的喜氣洋洋，所有的商店都會將自己的傘和燈籠展

示到街道兩旁，儼然一個傘的海洋。在傘節舉行期間，大型的文化

演出、當地娛樂表演和競賽也會接連不斷的上演，讓遊客可以更了

解博桑村的歷史和文化（Raycarm，2014）。 

博桑傘村發展以油紙傘為地方產業，透過行銷與宣傳，發展成

為遠近馳名觀光、文化景點（如圖 2-3-7）。其成功之處來自社區居

民有效組織與參與，帶動產業的形成。綜觀其產品內容，其精緻度

與選擇性仍有改善空間，惟其已成為國際性知名的工藝聚落，不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6%A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9%E5%B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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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際宣傳、觀光 配套措施或社區組織自律等，都有其成功過人之

處。 

 

 

 

 

 

 

 

 

   圖 2-3-4 泰國清邁油紙傘 

資料來源：Raycarm，2014，2016年7月

10日，取自http：

//blog.sina.com.cn/s/blog_87f3adeb0101t5

59.html 

圖 2-3-5 博桑手工藝中心 

資料來源：Raycarm，2014，2016年7月10

日，取自http：

//blog.sina.com.cn/s/blog_87f3adeb0101t559.

html 

 

 

 

 

 

 

 

 

圖 2-3-6 花傘節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7，2016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油紙傘 

     圖 2-3-7 被紙傘點綴的博桑小鎮 

資料來源：Raycarm，2014，2016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87f3adeb0101t55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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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日紙傘的工藝特徵與圖案文化之探討 

 

工藝是先民生活的結晶，重視實用功能與美學的表現。洪慶峰（2005）

指出工藝可分為「美術工藝」與「生活工藝」。美術工藝是藝術的一種，

主要作為美化裝飾用品；而生活工藝則注重使用功能，並考慮社會群眾

的接受度、生產的經濟性與行銷的市場，期與大眾生活結合（如表 3-1-1）。

上述兩種工藝類別，都具備產業化發展的條件，它具有的優勢在於－比

工業產品重視美學價值，又比藝術創作具實用性、更貼近人們的生活。

而工藝要形成一種產業，必須符合幾項條件：一、製造的產品主要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二、製造的過程主要以手工製造為主、機械為輔；三、

必須具有某種獨特性；四、為使產業化，工藝產品需能量化生產。具備

以上各條件，才能稱之為工藝產業，也才能使此種工藝產業得以生存。 

 
 表 3-1-1 工藝、藝術與工業之特性 

特性 藝術 

工藝 

工業 

美術工藝 生活工藝 

生產目的 抒發理念 美化裝飾 
藝術與生活

的結合  
生活使用 

生產方式 手工創作 
手工創作、機

械輔助 

手工創作、機

械輔助 
機械生產 

生產時效 慢 中等 中等 快速 

生產成本 高 高 經濟 較低廉 

市場性 易曲高和寡  中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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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續) 工藝、藝術與工業之特性 

特性 藝術 

工藝 

工業 
美術工藝 生活工藝 

實用性 無或裝飾用 多作裝飾用 高 高 

美學性 較高 高 高 美感較低 

量產性 單一創作品  可考慮量產 量產 大量生產 

資料來源：臺灣工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契機，洪慶峰，2005，2016 年 7 月 10 日，

取自 http：//city.udn.com/52504/1656600 

 

美濃紙傘與岐阜和傘二者皆是兼具著生活工藝與美術工藝的特性，

但因雨傘的實用功能性逐漸被洋傘取代，所以其工藝發展方向已朝向美

術工藝的趨勢，在特徵上強調的是手工生產，在圖案上注重的是美學設

計表現及文化意涵的連結。以下就臺日二地的紙傘，其製作及圖紋意涵

作研究分析。 

 

 

第一節 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紙傘工具之比較 

 

臺灣美濃紙傘依傳統製作方式可分為四大工序，每個工序使用之工

具、材料及工法皆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匠師在製傘過程中，也會依照自

己個人的需求，調整工具的型式，重新打造屬於適合自己的製傘工具。

這些工具全都是為製傘匠師專門製做的，主要有刨刀、鋸子、彎刀、木

墩、小刀、轉架、剪刀、裁刀、排刷、鉤針、彎針等。在關於美濃紙傘

製作工具之介紹美濃紙傘匠師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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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的部分，有刀子、刷子、傘架、竹管、剪刀、鐵鎚很多

種，像刀子又分為大刀、剖竹刀、修骨刀之類的刀具，這些工

具都是以前是師傅傳下來的樣式，傘架是民國 78 年左右才開始

使用現在的三腳圓鐵架，以前是竹子做的竹架。(訪談紀錄，

T01-20161202) 

 

做傘的工具有很多種，像以前削傘骨會用到彎刀、大刀、小刀(修

骨刀)；牽線、貼紙會用到竹管、竹尺、架子、刷子；裝柄、包

傘頭會用到鐵鎚、釘槍、剪刀、鋸子。(訪談紀錄，T02-20170114) 

 

日本岐阜和傘，因紙傘結構上的差異，以傘骨的製程為例，岐阜和

傘以機器為主、人工為輔的方式生產，而美濃紙傘則是全手工削製，是

故兩地的製作工具有不同之處，以下就重要的製傘工具分述如下： 

臺、臺灣美濃紙傘之製作工具 

 

一、刨青刀 

  削傘骨之工具，形狀如

半圓弧形彎刀，利用半圓的

特殊造型套用在弧形的竹圓

筒，方便快速去除竹筒綠青

的部分（如圖 3-1-1）。 

 

 

     

圖 3-1-1 刨青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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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竹刀 

  削傘骨之工具，形狀如

方型之片刀，用途為削整傘

骨兩側（如圖 3-1-3）。 

 

 

圖 3-1-3 修竹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四、刨刀 

  削傘骨之工具，作為刨除

竹節及修整竹筒頭尾弧度之

用（如圖 3-1-4）。 

 

圖 3-1-4 刨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二、剖竹刀 

  削傘骨之工具，形狀為

扁長型之長刀，用來剖開筒

竹，一分為二（如圖 3-1-2）。 

 

 

     

圖 3-1-2 剖竹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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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畫記器 

  材料為鐵製直桿，鐵桿兩

側裝有尖錐，作用在於竹筒表

面刻畫線條記號，方便傘骨排

序之用（如圖 3-1-5）。 

 

圖 3-1-5 畫記器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六、修傘骨竹架 

由二根竹筒組合而成，一根竹筒中尖削空，留竹筒薄表皮連接

二端竹筒，並在兩端竹筒下方用繩子連接固定，使其成為三角型形

狀，將另一直竹筒在上端三分之一處挖一深刻痕，作用為放置單根

傘骨，再將此直竹筒套進三角形竹筒頂端內側，並將直竹筒尾端固

定在木製長版椅上組合而成（如圖 3-1-6）。 

 

 

       圖 3-1-6 修傘骨竹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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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工鑽（弓）與槽骨機 

傘骨工序之工具，手工鑽，鑽頭為鐵製尖頭，鑽身材質為木材

構成，尾端有圓凹型狀，方便鑽弓上的綿線纏繞。手工鑽弓，主材

質為細竹管及粗棉繩，將棉繩兩端綁於竹管兩側，有如弦樂器之拉

弦（如圖 3-1-7）。槽骨機是目前的使用器具，作為取代手工拉鑽之

用，及剖開長骨連接短骨處之凹槽，是一機兩用之機器（如圖

3-1-8）。 

  

  圖 3-1-7 手工鑽及弓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圖 3-1-8 槽骨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八、量尺及竹管 

繞線工序之工具，利用竹

片削製而成，用來固定兩根傘

骨間的距離，量尺長度依紙傘

尺寸而有所不同繞線之工

具。竹管為一細直竹管，將線

穿過中空竹管，讓棉線不會打

結（如圖 3-1-9）。 

 

 

   圖 3-1-9 量尺及竹管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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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鐵架 

  糊紙之工具，為鐵製品，

分下基座與上圓盤二個部件

組合而成，可依工作者的需求

調整鐵架高度（如圖 3-1-10）。 

 

  

 

 

 

 

 

  圖 3-1-10 鐵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十、毛刷 

  上油之工具，特殊鬃毛所

製，不易掉毛，寬邊 5 英吋為

最適尺寸，便利上油所用（如

圖 3-1-11）。 

     

          圖 3-1-11 毛刷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3.1 

 

貳、日本岐阜紙傘之製作工具 

一、三角刀 

  形狀為扁長三角形，用途

在於刨除竹子綠色表皮，修整

竹筒二端圓弧的工具，亦作為

竹筒刻畫線條記號之用，功能

相當於臺灣工具的刨青刀、刨

刀、畫記器（如圖 3-1-12）。 

 

 

  圖 3-1-12  三角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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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竹刀 

  削傘骨之工具，形狀為扁

長形之刀具，用來剖開竹筒、

竹片之用（如圖 3-1-13）。 

 

 

   圖 3-1-13 剖竹刀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三、削竹機 

  利用滾輪固定竹片帶動

前進，再將竹片修整為統一寬

度（如圖 3-1-14）。 

 

圖 3-1-14  削竹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四、削粗傘骨機 

  機器二側由鐵塊固定寬

度（可調整），前端二側為滾

輪，最前端為一尖刀，作用為

將修整過的竹片一分為二的

粗傘骨（如圖 3-1-15）。 

 

 

   圖 3-1-15 削粗傘骨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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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鑽孔機 

  電動鑽孔，功能與臺灣的

槽骨機類似（如圖 3-1-16）。 

 

圖 3-1-16 鑽孔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六、削細傘骨機器 

  機器二側由鐵塊固定寬

度（可調整），前端二側為電

動滾輪，最前端為一尖刀，作

用為將粗傘骨一分為二的細

傘骨（如圖 3-1-17）。 

 

  圖 3-1-17 削細傘骨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七、修骨機 

  二側設有夾刀，利用電動

的方式，由中央向二側修整傘

骨，功能如臺灣的修竹刀及修

傘骨竹架之組合（如圖

3-1-18）。 

 

   圖 3-1-18 修骨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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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削長傘骨前端機 

  二側設有夾刀，利用電動

的方式，將長傘骨前端削薄，

以利長傘骨雨傘頭的結合（如

圖 3-1-19）。 

 
 

    圖 3-1-19  削長傘骨前端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九、木製傘架 

前後二側各有一長形木條，前高後低，前側高木條上方為凹狀，

作為放置傘柄之用，後方木條上方有開洞，作為傘柄尾端插入固定

之用途，其功能如臺灣之鐵架工具方便做傘工序之用途（如圖

3-1-20）。 

十、棉刷 

棉製布料搓揉成球團狀，利用棉布吸油特性，以球團狀的棉刷

在傘面上塗抹上油（如圖 3-1-21）。 

 

 

 

 

 

 

 

圖 3-1-20  木製傘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7 

 圖 3-1-21 棉刷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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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臺日二地紙傘工具之比較 

綜觀以上臺日二地紙傘製作工具之分析比較，可發現就以工具的傳

統性來說，臺灣使用的器具較為早期所保留下來之樣貌，而日本則偏向

創新改造工具之使用方便性，強調的是功能便利。再則以糊紙所用之傘

架分析，臺灣的鐵架不占空間，可依不同匠師、不同尺寸的紙傘來做高

度上的調整，便利性高且適合目前的糊紙做法，即是整張紙糊貼在傘骨

上的方式。而日本的木製傘架則較為美觀，適合多張紙糊貼的工法。因

工具之演變，所以造成工法上二地亦有所不同，此為下一章節所探討之

範疇。 

探究二地之紙傘生產器具，最大不同處乃在於傘骨的製作工具，美

濃紙傘匠師從早期到現在，仍然使用著傳統的手工刀具，相較於岐阜的

職人們從武士開始手工刀具製作傘骨，演進到現今的機器削製傘骨，使

其和傘的優點在於製作出更精緻完美的，這是美濃匠師要學習的職人精

神，就是在於追求完美卻不拘泥於傳統，這也是創新的勇氣與動力。但

從另一角度去觀察，美濃的傘骨製作卻因手工削製所以彈性大，可以快

速客製化；日本雖是機器削製，可以精緻標準化，但相對的缺點是製作

彈性小，不易客製化。 

 

 

第二節 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紙傘構造及作法之比較 

 

在臺灣，紙傘仍稱為紙傘或油紙傘、黑油傘；在日本，紙傘則統稱

為和傘。不論是臺灣的美濃紙傘或是日本的岐阜和傘，其源頭皆來自於

中國大陸，經過二地環境及社會的變遷，二者在構造上及作法上皆有所

不同，而造成差異的原因大部分來自於紙傘的功能用途，譬如早期的美

濃紙傘是當雨傘使用，所以塗上了桐油，加強潑水度，補強防水效果；

更傳統的作法是在製造過程中將鍋底的一層黑炭刮下後與桐油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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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面呈現黑色，主要是受到染料調配的關係，因此又稱為黑油傘，更為

經久耐用，不易褪色。岐阜的和傘則分有陽傘和雨傘二種功能性質，陽

傘用途的和傘傘面紙張是不上油的，雨傘的防水則是使用亞麻子油，在

材質、構造、作法上亦有所不同。臺灣與日本紙傘之外觀比較如圖 3-2-1。 

 

圖 3-2-1 臺灣與日本紙傘外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整理，2017.4.10 

 

壹、臺灣美濃紙傘的構造及作法 

美濃紙傘從廣東潮州傳到美濃，當初所傳技法及紙傘的結構發展至

今，因功能性的轉變及製作體制的變革，使得目前的紙傘風貌和當初已

有所不同，從實用型雨傘轉變為藝術型的工藝傘，在紙傘的構造及作法

上亦隨之調整改變，以符合現實社會的需求。 

一、臺灣美濃紙傘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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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紙傘的主要結構是以竹子為骨架、以紙張為傘面所構造而

成，骨架的構造可分為：傘頭、傘托、長骨、短骨、傘柄以及按馬；

傘面是由紙張所構成，施以桐油於表面，達到避雨防水之效果；黃

藤握把及內線則是加強結構的強度及使用的舒適度之構造（如圖

3-2-2）。 

 

        圖 3-2-2 臺灣美濃紙傘構造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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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紙傘結構說明如下： 

（一）傘頭 

材質為黃銅木，木製圓葫蘆平頭

形，尾端有齒槽連接長傘骨，齒槽數以

紙傘尺寸不同而異，目前規格化有 24、

32、36 三種規格（如圖 3-2-3）。 

 

 

 

 

 

 

 

 

     

圖 3-2-3 傘頭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

製，2017.4.10 

 

（二）傘托 

材質為黃銅木，木製圓倒葫蘆平

頭形，尾端為按馬支撐處，頂端有齒

槽連接長傘骨，齒槽數以紙傘尺寸不

同而異，目前規格化有 24、32、36 三

種規格（如圖 3-2-4）。 

 

 

 

 

 

 

 

 

圖 3-2-4 傘托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

製，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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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骨 

材質為孟宗竹，連接傘頭後，糊貼傘面紙張於上，依紙傘

尺寸不同而有 50 公分（1 尺 7 寸）、45 公分（1 尺 5 寸）、40 公

分（1 尺 3 寸）、33 公分（1 尺 1 寸）、24 公分（8 寸）五種規格。 

（四）短骨 

材質為孟宗竹，與傘托連接，依紙傘尺寸不同而有 50 公分

（1 尺 7 寸）、45 公分（1 尺 5 寸）、40 公分（1 尺 3 寸）、33 公

分（1 尺 1 寸）、24 公分（8 寸）五種規格。 

（五）傘柄 

材質為桂竹，串連傘頭與傘托，裝有按馬及黃藤皮繞柄。 

（六）按馬 

材質為竹子，又稱傘馬，裝在傘柄適當處，做為開、收傘

之開關按鍵。傳統按馬上下端太薄，容易斷裂故障，更換不易。

新式按馬是參考大陸紙傘的方式，更換容易，不易故障（如圖

3-2-5）。 

 

圖 3-2-5  按馬位置（左），改良式按馬（中），傳統式按馬（右）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4.10 

 

（七）黃藤握把 

材質是黃藤皮，「手握黃藤一把傘」，這是老師傅所流傳下

來的口訣，指的就是傘柄尾端握把處的黃藤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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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傘面 

材質為棉紙或宣紙，糊貼長骨上既成傘面。 

（九）內線 

材質是棉線，穿繞在短骨尾端，加強短骨與傘托的連接強

度。 

二、臺灣美濃紙傘的作法 

早期傳統美濃紙傘製作分為傘骨、糊紙、上油、裝髹等四項工

序，每項工序由一位師傅負責，亦即完成一把紙傘需要四位師傅分

工合作（如圖 3-2-6）。 

 

圖 3-2-6 傳統美濃紙傘分工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7.4.10 

 

在技藝傳授過程中，由四位師傅分別以各自專長傳授其徒弟製

傘知識與技能，且限定每人只能學一種，學黏紙需六個月、做傘骨

要一年二個月、裝傘柄和上桐油分別要學四個月。由於一把傘分為

四位師傅純手作工，歷經 25 道嚴謹工序製程（如圖 3-2-7），製傘速

度慢所造成的低產量是其最大缺點。且各種材料大多取自美濃以外

的地方，如竹子、棉紙、杮子、桐油、黃藤等，備料過程亦極為費

工耗時。在美濃紙傘的鼎盛時期，由於訂單太多，一些簡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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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穿線，往往是全家大小甚至鄰里鄉親一起分工參與，夥房與禾埕

就是一座辛勤熱鬧的客庄家庭工廠。 

 

圖 3-2-7 傳統美濃紙傘分工製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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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美濃紙傘製作工序之介紹美濃紙傘匠師敘述如下: 

 

做傘過程來講，之前有分削傘骨、貼紙、上油跟其他細工部分，

現在因為師父難請，很多都是老闆一個人包辦全部，尤其現今

傘骨都是跟人買進口的，所以沒有在削傘骨了。(訪談紀錄，

T02-20170114) 

 

做傘的程序以早期來說有傘骨、糊紙、上油、裝髹四大工法，

由四個不同的師傅完成，每個大工法又細分為很多小工法，總

共有一百多道工法才能完成一把傘。(訪談紀錄，T01-20161202) 

 

美濃紙傘在民國 62 年（1973）時，由美術老師李登華先生開創

在傘面作畫的風氣，將美濃紙傘添加了美學價值，由工藝提升到藝

術的層次。現代為了能夠降低成本、提昇製傘效率，大量改以機器

取代人工，由原先四項分工 25 道工序，簡化為 18 道工序，加速製

傘速度（如圖 3-2-8）。 

 

目前美濃紙傘的製作工序分項說明如下： 

（一）鋸竹、刨青 

依傘規格裁鋸，然後放入水池中浸泡 30~45天，目的在於

去除孟宗竹內的糖份，防止蟲蛀。再將泡水後的竹筒刨除竹材

的青色表皮。 

（二）削長骨 

竹筒刻畫線條記號，削開竹材，先劈成八片，每片再細劈

為四至五條，共 24 至 40 根長傘骨，另長骨規格依照不同尺寸

的紙傘，其長度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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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現代美濃紙傘工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4.10 

 

（三）削短骨 

  削開竹材，先劈成八片，每片再細劈為四至五條，共 24 至

40 根短傘骨，另短骨規格依照不同尺寸的紙傘，其長度亦有所

不同。 

（四）鑽孔 

  孔眼用槌子慢慢穿鑿鑽孔，以穿棉線連接傘頭、傘托及長

短傘骨。 

（五）修傘骨 

  將長、短傘骨修薄以插入傘頭。 

（六）打槽骨 

  在長骨適當處，利用齒輪鋸將其剖開凹溝槽，以利長、短

傘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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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新排組 

  將長、短傘骨依畫記刻痕順序依序排列，串成竹排。 

（八）串傘頭、傘托 

  將傘頭、傘托與削好的長、短骨依序串接組合。 

（九）串傘架 

  將組合好的長、短傘骨架，以棉線連接起來。 

（十）裝按馬 

  在傘柄適當處，裝入竹製傘碼，為開、收傘的開關。 

（十一）裝柄 

  將套好按馬的傘柄裝入組串好的傘架中取其適當位置將頂

端多餘的部分裁鋸。 

（十二）繞線 

  於長傘骨尾端繞線五圈，繞線的功用在於保持傘骨間的距

離相等，舊時曾以頭髮搓編為線。 

（十三）糊紙 

  此工序包含裱紙、貼邊紙、築腦紙、上柿子水、收傘、封

腦紙。 

（十四）彩繪 

  糊紙後的紙傘經曝曬乾燥後，於傘面進行彩繪。 

（十五）上桐油 

  在傘面塗上桐油，使其具有防水效果。 

（十六）穿內線 

  在短傘骨的鑽孔處穿上棉繩加固，使短傘骨不易斷裂鬆

脫。 

（十七）繞黃藤 

  在握把部份繞上黃藤皮，使握柄更紮實舒適。 

（十八）包傘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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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傘頭上方結上過油的傘布，使紙傘更加防水、美觀。 

 

茲將美濃紙傘傳統與目前改良工法之比較說明如下： 

（一）傘骨 

傳統工法：一人獨立完成，含長短骨削製、上傘頭、下傘

托製作及組合。 

目前工法：細分為刨青、削長骨、削短骨、鑽孔、修傘骨、

打槽骨、重新排組、串傘頭和傘托、串傘架。而上傘頭、下傘

托已由外包廠家製作，傘骨製作技術僅餘長短骨削製及組合。

在鑽洞的部分，早期為手工拉弓鑽洞，現在則是機器鑽洞，快

速許多。 

傘骨尺寸由早期實用性的雨傘尺寸一尺七或一尺五，演進

至目前的工藝傘規格，尺寸有一尺七、一尺五、一尺三、一尺

一、八寸，其傘頭、傘托齒槽數目由早期的 36 齒槽演變為現在

的 36、32、24 齒槽。 

（二）糊紙 

傳統工法：在長傘骨尾端繞線 5 圈，保持傘骨之間的距離

相等，此為繞線（牽線）。將棉紙依三根傘骨間的區域面積裁成

扇形紙張，貼上箭型棉紙，依序糊貼在傘骨上，此稱之糊紙。

接著將傘尾端多餘的紙張往傘內部折疊，然後沿著傘緣處貼上

一圈棉紙，稱為貼邊紙。然後在傘頭圓圈處糊上棉紙，謂之築

腦紙。待紙張乾燥後，於兩根傘骨間取其中線對摺傘面棉紙，

並沿著每根傘骨兩側將紙張壓抹平整，此為收傘。在傘頭處浮

貼上棉紙以保護傘頭，稱為封腦紙。 

目前作法：分為繞邊線與糊紙（裱紙、貼邊紙、築腦紙、

上柿子水、收傘、封腦紙），作法與傳統工法相同，惟在裱紙上

有所不同，目前的作法是整張棉紙或宣紙直接貼上而非扇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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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三）上油 

傳統工法：上天然桐油，桐油的製作是先將炒過的紅丹及

搗碎的土珠放入生桐油中一起加熱攪拌，將煮好的桐油放入冷

水中冷卻並倒入炒熱過的石灰（作用為加速乾燥），即為熟桐油。

上桐油時以棉紗沾桐油，以搓揉方式推揉傘面，反覆幾次以求

達到均勻，第一天上好桐油的傘讓它陰乾，第二天再上一次，

讓傘面防水效果達到優化，就如同上了一層保護膜。 

目前工法：使用樹脂桐油，因天然桐油須加紅丹與土珠，

而紅丹的化學學名為四氧化三鉛，是一種有毒物質，所以在加

熱及攪拌過程中，會導致製油師傅長期的吸入，造成身體傷害，

所以在民國 80 年（1991）後，業界就改用化學桐油塗在傘面，

其優點為防水效果佳及無桐油味，而且塗上一次既可達到效果，

可適合掛於家中各個場地。 

（四）裝髹 

傳統工法：早期製作時會先裝入工作用柄稱之為假柄，作

為代替傘柄之用，待整把傘上好油時再將裝有傘碼、黃藤皮握

把的傘柄裝入。分為裝按馬（套傘碼）、裝柄及穿內線、繞黃藤、

包傘頭五個工序，傳統的傘碼如圖 3-2-9。 

目前工法：分為套傘碼、裝柄及穿內線、繞黃藤、包傘頭

五個工序，改良的傘碼如圖 3-2-10，其優點在於彈性高、不容易

斷裂、方便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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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美濃紙傘傳統式按馬 

資料來源：美濃李家傘廠提供 

 

圖 3-2-10 美濃紙傘改良式按馬 

資料來源：美濃李家傘廠提供 

 

（五）彩繪 

傳統工法：早期油紙傘的功能性為雨傘，注重的是防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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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以並沒有在傘面上作畫。 

目前作法：於 1973 年開始在油紙傘傘面上作畫，提高了美

濃油紙傘工藝藝術的附加價值。 

 

貳、日本岐阜和傘的構造與作法 

一、日本岐阜和傘的構造（如圖 3-2-11） 

圖 3-2-11 和傘構造圖（蛇目傘） 

資料來源：傘の構造と和傘の工程，水の文化 50 号，2015，2017 年 7 月 10 日，取

自 http：//www.mizu.gr.jp/kikanshi/no50/03.html 

 

（一）頭（天） ロクロ 

材質為黃楊木，木製

圓葫蘆平頭形，尾端有齒

槽連接長傘骨，齒槽數以

和傘種類不同而異（如圖

3-2-12）。 

 

 

 

     

圖 3-2-12  傘頭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整理，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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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元口ク口 

材質為黃楊木，木製

圓倒葫蘆平頭形，尾端為

按馬支撐處，頂端有齒槽

連接長傘骨，齒槽數以和

傘種類不同而異（如圖

3-2-13）。 

 

     圖 3-2-13 傘托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整理，2016.11.6 

（三）親骨 

  材質為竹子，連接傘頭後，糊貼傘面紙張於上，依和傘種

類及尺寸不同而有不同規格。 

（四）小骨 

  材質為竹子，與傘托連接，依和傘種類及尺寸不同而有不

同規格。 

（五）柄 

  材質為竹子，串連傘頭與傘托，裝有按馬及黃藤皮繞柄，

尾端裝有石突（金屬環）。 

（六）はじき（ハジキ） 

質料為木材或鐵，

又稱按馬或傘馬，裝在

傘柄適當處，做為開、

收傘之開關按鍵（如圖

3-2-14）。 

 

圖 3-2-14 日本和傘按馬 

資料來源：中村屋傘店，2017，2017 年 4 月

22 日，取自 https：

//www.facebook.com/nakamurayakasaten/phot

os/pcb.1076754109099188/107672830910176

8/?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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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藤卷き 

  材質是黃藤皮，就是傘柄尾端握把處纏繞細片黃藤皮。 

（八）平紙（傘面） 

  材質為和紙，糊貼長骨上既成傘面。 

（九）飾り糸 

  材質是棉線或紗線，穿繞在短骨尾端，加強短骨與傘托的

連接強度，搭配手元紙，增加小骨區域的美觀度。 

二、日本岐阜和傘的作法 

傳統日本岐阜和傘的工法是以傘屋（傘的工作屋）型態分工進

行，以蛇目傘為例（如圖 3-2-15），有傘骨屋、柄屋、組合屋、紙

屋、張屋、完成屋，分別負責不同的製傘工序，每個工作屋的製傘

職人負責屬於自己的專長項目完成後移交至下一個傘屋進行製作，

直到最後完成屋完成和傘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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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5 日本岐阜和傘分工製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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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岐阜和傘每個傘屋的技藝工法說明之（如圖 3-2-16）。 

圖 3-2-16  日本岐阜和傘工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4.10 

 

（一）骨屋：負責傘骨的製作，細分五道工序。 

1.伐竹：依和傘規格裁鋸，然後放入水池中浸泡，目的

在於去除孟宗竹內的糖份，防止蟲蛀。 

2.削皮、記印：將泡水後的竹筒刨除竹材的青色表皮；

在竹筒上刻畫線條記號。 

3.切竹：使用手工刀具，削開竹材，劈成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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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削骨、打洞：將竹片利用削竹器之機器一分為二，再

分為四根傘骨，然後將傘骨放入修竹器中修薄以插入

傘頭；在傘骨適當處鑽洞。 

5.傘骨排序：將傘骨依畫記刻痕順序依序排列，利用細

竹條將其串成竹排。 

在骨屋還有一道工序是視情況而定，即為傘骨的染色，

如欲將傘骨染色，須在此完成。 

（二）柄屋：負責柄竹的製作、轆轤製作及重整串和。 

1.柄竹製作：將柄竹刷上保護漆，一般是黑色的，然後

在柄竹的適當處裝上按馬及尾端繞上黃藤皮。 

2.轆轤製作：即是傘頭、傘托的製作，這道工序會製作

的職人已漸漸減少，目前為和傘製作的核心技術，一

般是不對外透漏的。 

3.重整串和：將製作好的轆轤修整中心中空的內徑大小，

然後將其套入柄竹中，即完成柄屋工序。 

（三）組合屋：負責工序為傘骨架組合 

1.傘骨架組合：將骨屋的製品—傘骨竹排及柄屋的製

品—轆轤（傘頭、傘托）以棉線串合起來，裝上傘柄

並以棉線穿連親骨尾端的軒穴（此為軒系—邊線），即

完成組合屋之工作。 

（四）紙屋：負責傘紙的準備，包含紙張染色或特殊紙張製作、

審查紙張及裁紙。 

1.染紙、紙張製作：將紙張染色或是特殊紙張的製作（如

羽二重紙）。 

2.審查紙張：將傘紙每張逐次的檢查是否有瑕疵破損。 

3.裁紙：將傘紙按照規格裁斷。 

（五）張屋：負責工序有骨架準備、間距調整、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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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骨架準備：將傘骨架組合好，並整理調整。 

2.間距調整：將每根親骨之間的距離，透過職人的手感

經驗，平均分配。 

3.貼紙： 

軒紙—利用軒紙將每根親骨之間的軒糸長度平均固

定。 

中置紙—貼於親骨在跟小骨連接處（中節）表面。 

平紙—貼於傘面之紙張，有多張扇形或是一張圓形

紙。 

天井紙—平紙材質貼於扇形平紙與傘頭間的區域。 

天井上紙—材質為棉紙，貼於天井紙上方，靠近傘頭

周圍處。 

手元紙—貼於小骨靠近傘托周圍處。 

白張頭紙—材質為白色棉紙，將傘頭圍繞封住。 

收傘—將親骨兩側抹平，使其收合成形。 

（六）完成屋：將張屋完成後的半成品移交至此處工作，內容

有軒切、停止釘安裝、刷膠、塗底漆、滑磨、塗表面漆、

穿線、藤卷、裝石突、傘頭布安裝。 

1.軒切、停止釘安裝：將親骨尾端切齊，在傘柄上方（傘

頭下方至傘托上方適當處）安裝插梢，防止開傘力道

過大，導致傘骨開花。 

2.刷膠、塗底漆：在傘收合狀態下，在傘面（親骨部分）

刷上透明膠及底漆。 

3.滑磨：將傘收合放入上下滑輪磨合器中，前後拉動滑

磨增加傘面的光滑度及和傘的扎實度。 

4.刷油、曬乾：傘面上以搓揉方式塗上亞麻子油，增加

傘面的防水強度，然後放在戶外曬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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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塗表面漆：在傘收合狀態下，在傘面（親骨部分）刷

上黑色或紅色的漆。 

6.穿線、藤卷：在小骨部分穿上多種色彩的棉線，及在

傘柄握把部分纏繞細藤皮。 

7.裝石突：在傘竹柄底部空心處裝上金屬環狀物。 

8.傘頭布安裝：在傘頭頂端別上摺有造型的傘頭布，再

用線綁繞固定。 

 

叁、臺日二地紙傘構造及作法之比較 

紙傘在臺灣美濃的生產歷史從 1924 年起至今約近百年，而在講求

雨傘功能性的年代，美濃紙傘保持了大陸的原有風貌，在構造上是以耐

用、扎實為第一考量，在作法上追求的是製作的方便性，而「美觀」則

非匠師追求的境界。 

一、臺日二地紙傘構造之比較 

在紙傘構造上，美濃與岐阜有個很大的差別，第一是在岐阜和

傘的「軒爪」構造，這個部份是美濃紙傘目前沒有的構造，美濃紙

傘功能性還是雨傘的時候，貼邊時會把長傘骨的尾端外露出約 0.5

公分的傘骨（即是岐阜和傘構造的軒爪），當美濃紙傘作為工藝藝術

品時，匠師們漸漸地把外露的傘骨包起來了，原因在於其外露傘骨

的滴水功能已不再需要，而如此包邊方式，在製作過程中不會互相

刺破傘面，大幅度的降低了不良率或損耗成本。其次是在按馬（傘

馬）的構造型式上，美濃紙傘也出現了改良式按馬，原因在於此款

式按馬相較於傳統式按馬，比較不容易斷裂且維修方便，而新按馬

的形式與岐阜和傘的按馬是類似的。以下即為臺灣美濃紙傘與日本

岐阜和傘的構造（如表 3-2-1）的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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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1 紙傘構造名稱對照表 

紙傘構造名稱對照表 

臺灣美濃紙傘 日本岐阜和傘 

傘頭 頭（天） ロクロ 

傘托 手元口ク口 

長骨 親骨 

短骨 小骨 

搖光 中節 

傘馬 はじき（ハジキ） 

傘柄 柄 

內線 飾り糸 

黃藤握把 藤卷き 

邊線 軒糸 

搖光線 中糸 

邊紙 軒紙 

築腦紙 天井（上）紙 

傘面紙 平紙 

無此構造 中張り紙 

無此構造 中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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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續) 紙傘構造名稱對照表 

紙傘構造名稱對照表 

臺灣美濃紙傘 日本岐阜和傘 

無此構造 手元紙 

無此構造 軒穴 

無此名稱 軒爪 

無此構造 石突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3.10 

 

由表 3-2-1 可了解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二地紙傘在構造上仍然

維持基本的架構及方式，但因為在不同時間的傳入，經過不同的社

會環境及人文歷史的淬鍊之後，亦發展出不同的紙傘風貌。其二者

在構造上主要的差異在於臺灣美濃紙傘偏向實用性及方便性，日本

岐阜和傘除了注重實用、方便之外，則多了美觀上的構件，如中張

紙、中置紙、手元紙、石突等臺灣美濃紙傘所沒有的構造。其次是

按馬（傘馬）部分的差異，美濃紙傘是以竹子為材料，岐阜是以木

材或鐵為材料，款式亦有所不同。 

二、臺日二地紙傘作法之比較 

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二地紙傘在做法上仍然維持基本的架構及

方式，但因為二地社會對紙傘的需求不同，以及匠師與職人的製傘

理念不同，在工法上亦呈現有所差異之處。以下即為臺灣美濃紙傘

與日本岐阜和傘的作法（如表 3-2-2）的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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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2 臺灣與日本紙傘製作工法對照表 

紙傘製作工法對照表 

臺灣美濃紙傘 日本岐阜和傘 

分工 序號 工 法 傘屋 序

號 

工 法 

 
 
 
 
 

傘 
 
 
 
 
 
 
 
 
 
 
 
 
 
 
 
 
 
 

骨 

1 刨青 

 
 
 

骨 
 
 
 
 
 

屋 

1 伐竹 

2 削長骨 2 削皮、記印 

3 削短骨 3 切竹 

4 鑽孔 4 削骨、打洞 

5 修傘骨 

5 
傘骨排序 

6 打槽骨 傘骨染色 

7 重新排組 柄 
 
 

屋 

6 柄竹製作 

8 串傘頭（托） 7 轆轤製作 

9 串傘架 8 重整串合 

10 裝按馬 組
合
屋 

9 傘骨架組合 
11 裝柄 

 
 

糊 
 
 
 
 
 
 
 

紙 

12 繞邊線 

紙 
 
 

屋 
 
 
 
 
 
 
 
 
 
 
 
 
 
 
 
 
 
 
 
 
 
 
 
 
 
 
 
 
 
 
 
 
 
 
 
 
 
 
 

 

10 染紙、紙張製作 

11 審查紙張 

13 糊紙 
12 裁紙 

 

張 
 

屋 

13 骨架準備 

14 彩繪 
14 間距調整 

15 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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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3.10 

 

在作法上，研究者以美濃紙傘匠師的觀點切入探究，從傘骨、

糊紙、上油、裝髹等製作型態來分析二者間之差異。 

（一）、傘骨的製作 

臺灣美濃紙傘為完全依靠刀具手工生產，日本岐阜和傘則

為機器為主、手工為輔來製作，所以導致美濃紙傘在傘骨上的

呈現較為粗獷，粗細有所微差，岐阜紙傘因為是機器削製，傘

骨呈現標準化，再加上有蒸煮染色傘骨，色澤多樣呈現出精緻

化的效果。在傘骨形式上，如搖光處（中節），臺灣是凹溝槽，

單片短骨插入長骨連接；日本是半圓形突出，分岔雙片短骨夾

表 3-2-2(續) 臺灣與日本紙傘製作工法對照表 

 紙傘製作工法對照表 

臺灣美濃紙傘 日本岐阜和傘 

分工 序號 工法 傘

屋 

序

號 

工法 

上
油 15 

上油 

 
 
 
 

完 
 
 
 
成 

 
 
 
 

屋 
 

16 軒切、停止釘安裝 

曬乾 17 刷膠、塗底漆 

 
 

裝 
 
 
 
 

髹 

16 穿內線 
18 滑磨 

19 刷油、曬乾 

17 繞黃藤 
20 塗表面漆 

21 穿線、藤卷 

18 包傘頭布 
22 裝石突 

23 傘頭布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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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長骨連接，做工較為臺灣複雜但不容易出現「偏槽」，4刺破傘

面。 

（二）、糊紙製作 

臺灣與日本早期皆為多張扇形紙張糊貼，目前則有整張紙

糊貼方式，二者較為不同處為岐阜蛇目傘的傘面紙張分為多種

有平紙、中張紙、天井紙，而臺灣只有平紙與築腦紙二種；其

次和傘的蛇目傘或遮陽傘等會用到｢裁接｣的技法(紙接)，即在傘

紙上將模樣剪出，用色紙貼上，或者其他顏色的傘紙裁接成大

的圖案，貼在傘上完成（岐阜市歷史博物館，2011：69）。值得

一提的是日本和傘在糊紙中多了一道中置紙糊貼的工序，其作

用是保護傘面，避免短骨在搖光處（中節）偏槽刺破傘面，這

是臺灣美濃紙傘所沒有的作法。再者是繞線方式，臺灣採用的

是綿線纏繞長骨尾端以固定間距；日本是在長骨尾端約 0.5 公分

處鑽洞，以棉線穿過軒穴串聯，再以事先裁好寬度的軒紙夾貼

穿過軒穴的棉線固定長骨間距，此種方式較為耗時、技術性較

低、容易製作，而臺灣的繞線方式所需時間少、技術性高、製

作較有難度，但是優點是彈性高，可做不同變化。在傘面圖案

的製作方式，臺灣美濃紙傘轉型為工藝藝術品後，開始在傘面

上以手工彩繪的方式製作傘面圖案，讓傘面呈現多樣風貌；日

本和傘是以印刷圖案為傘面的表現方式，可呈現不同的主題。 

（三）、上油 

臺灣採用的是桐油或是樹脂桐油，優點在於防水度高；日

本則是使用亞麻子油，成本較桐油低且取得容易。 

（四）、裝髹 

此部份包含多種不同型態的工序，尤其是日本工序中的滑

磨、塗表面漆及裝石突這三項是對日本和傘增加了精緻度的做

                                                 
4 凹槽處一側破裂，導致短骨脫離長骨凹槽情況，稱之為「偏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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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是日本所謂的「細物」精神，5這是臺灣所沒有的。 

 

綜合以上的論述，臺、日二地的紙傘在分工體系上即有不同，早期

都是以「分工生產體系」為主，美濃紙傘是以 4人分工，岐阜和傘則是

以 6個傘屋分工生產。後期，美濃紙傘在製作方式產生重大改變，就是

在傘面多了手工繪製圖案，由於需求因素，導致生產方式揚棄分工制度，

改以一人全程生產，此乃美濃紙傘在製作方式的重大改變；反觀岐阜和

傘從早期到現今，並無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其生產體系仍然維持著分工

制度，也存在於完成屋中精密加工的多項工序，此亦是美濃紙傘所欠缺

的工法，所以在作法上岐阜和傘的分工制度，尤其是傘骨屋的部分是美

濃紙傘可學習之處。其次，於構造上，美濃紙傘偏向實用性及方便性，

岐阜和傘除了注重實用、方便之外，也較美濃紙傘存有其他多種構件，

此乃岐阜和傘能維持「細物」的職人精神所在，亦是美濃紙傘與岐阜和

傘在品質上令人感覺到有所差異的工藝特徵。在傘面紙張模式中，岐阜

和傘的「裁接」方式是一項獨特的技法。「裁接」是傘的一種裝飾技法，

預先將傘面紙對準圖樣後將之裁下，接著，剪下不同色樣的傘面紙並接

上，藉由此方式創造出新的紋樣。此岐阜和傘的獨特技法，亦稱為「紋

樣接」或「紙接」。「裁接」作業由被稱為「裁接師」的專業人員進行。

在其下，還有在切下的圖樣上貼背紙的「背紙匠」。然而，現在裁接的產

品僅在批發商有少量生產，所以產品數量不多(大塚清史，2012：32)。與

單純將紋樣紙黏貼於傘面紙上的作法(美濃稱之為剪紙)完全不同，撐傘時，

紋樣均勻透明，無論使用者、旁觀者皆可感受此一技法所展現的獨特風

情。靈活運用傘為圓形的特徵，可發揮無限的設計巧思。 

 

第三節 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紙傘圖紋及材質之比較 

                                                 
5 ｢細物｣是指在折疊的時候，傘身可以很纖細的加工而成。蛇目傘、遮陽傘、舞傘等等都是這樣的

例子，其中還有被稱為｢極細｣的遮陽傘。極致的纖細傘身、折疊適中的設計，讓這個特徵毫無保

留的發揮出來（岐阜市歷史博物館，2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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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紙傘的藝術是由竹藝工藝、紙類工藝及美術工藝三大面向的綜

合呈現。在美學方面講求的是在傘面上作畫，誠如上述在民國 62年（1973）

美濃即在紙傘傘面彩繪圖案，從此開啟了美濃紙傘走向工藝藝術發展之

路。而紙傘傳入美濃時，紙傘也成為客家禮俗中所不可缺少的文化用品，

舉凡婚禮、祭禮級生活文化上，紙傘都有其代表之意涵 

岐阜和傘在當地發展出有蛇目傘、番傘、日傘、兩天傘、舞踊傘、

野點傘、祭典傘多種不同圖紋的和傘，其圖紋皆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

尤其在宗教祭儀儀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使用上，不同的身分亦對

應其不同的和傘。在早期和傘被廣泛的使用，有男女之分、晴雨之分、

尊卑之分、場合之分，此與日本之民族性有所關聯，而這種「講求完美」

的特性亦使得岐阜和傘朝向「細物」 發展，即所謂「精緻工藝」的精

神。 

 

壹、臺灣美濃紙傘圖紋意象及材質 

一、臺灣美濃紙傘圖紋意象 

在關於圖紋意象之論述，美濃紙傘匠師鄭師傅敘述如下： 

 

最早期的紙傘是素面的傘面有茶色、黑色、紅色，一般來說

做傘用的是茶色，廟裡用的是黑色，結婚用的是紅色。我記

得美濃紙傘開始畫圖的時候，有畫幾片花或竹子，在民國

70 幾年的時候流行像牡丹花、梅花、山水這些傳統的國畫

圖案，過後又有劉鳳祥老師開始畫美濃的鄉村圖，就是我跟

他學畫圖的老師，再來就是有畫客家圖案的傘。（訪談紀錄，

T02-20170114） 

 

早期美濃紙傘是素面的，就是沒有圖案，後來才有畫花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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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傳統國畫式的圖案，顏色很鮮豔。後來就有美濃的鄉村

圖，像東門樓、敬字亭、菸樓、中正湖（美濃湖）這些我們

當地的特色，接著又有油桐花、夜合花、藍衫等客家特色的

圖案，還有花布傘，這是在中央的客委會成立後才有的圖案。

最早期的圖案就是幾片墨色的竹葉點綴在傘面上，很簡單的

圖案。（訪談紀錄，T03-20170114） 

 

目前店裡的紙傘有很多種像是花鳥圖、鄉村圖是比較暢銷的，

因為像牡丹花代表的富貴吉祥，鄉村圖很多是我們美濃當地

鄉親買來送給朋友，一般圖案的紙傘價位大概是在 500~1100

元左右，看大小尺寸，如果是特殊的圖案就比較貴。（訪談

紀錄，T03-20170114） 

 

研究者根據鄭師傅的訪談，並以社會發展背景來探討傳統紙傘

產業如何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以傘面圖紋創新的方式來因應社會變

遷的文化背景。 

（一）、1924~1960 年代 

油紙傘是以實用性工具為主要生產目的，當初並無圖案設

計而是以紙張耐用性作為考慮，傘面紙張以素面或是單色（紅、

黃）為主，一般顏色呈現的是柿子水的原色—褐色。褐色為一

般雨傘之用，因為是柿子水的原色，不需要再加工處理，成本

相較之下較其他顏色低，所以作為日常用品的款式。而紅色紙

傘多為結婚儀式中，新娘所使用，取其紅色在臺灣社會中代表

著喜氣之意。在黃色及黑色紙傘則是宗教儀禮長久以來所使用

的款式。此時期為日據時期及國民政府來臺初期，國民所得不

高，所以消費上以民生必需品、日用品為主，當時的美濃紙傘

即是功能性雨傘之用途（如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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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1924~1960 年代紙傘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二）、1961~1980 年代 

因布雨傘開始大量生產，是為油紙傘產業的蕭條時期，油

紙傘以裝置藝術性質為主，在傘面上作畫只是點綴作用，所以

圖案設計上較為簡樸，以簡易花鳥圖為主，但花色不多。這段

期間紙傘的圖案為簡單的竹、梅系列為主，以墨色的線條勾勒，

簡單卻不失古樸之風貌，此時的社會經濟是以輕工業為主、農

業為輔，是臺灣的經濟產業轉型期，經濟開始好轉，此時美濃

的紙傘以墨色點綴傘面，呈現單調、簡樸之意象（如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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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1961~1980 年代紙傘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三）、1981~1990 年代 

臺灣經濟起飛，民眾生活條件漸佳，美濃紙傘被視為臺灣

地方特色工藝，傘面圖案出現多樣化，以花卉圖、山水圖、人

物圖為主，用色漸漸的朝向鮮豔色彩，整體上以國畫題材為表

現方式，運用書法、山水、人物、花卉等圖案元素，賦予紙傘

「舊工藝、新生命」（如圖 3-3-3）。其圖紋意象及文化意涵以繪

畫類別分述如下： 

1.牡丹圖 

牡丹花向來是中國最受重視的花王，等同於歐洲人心目

中的花女王—玫瑰。此圖代表著花開富貴、富貴吉祥、國色

天香之意，常用於結婚嫁妝、伴手禮、新居落成等用途。 

2.梅花圖 

梅花通常在冬春季開放，在中國傳統文化上，與蘭、竹、

菊一起列為「四君子」，也與松、竹一起稱為「歲寒三友」。

此圖代表著梅開五福、五福臨門、冰清玉潔之意，常用於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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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禮、攝影道具、裝置藝術等用途。 

3.荷花圖 

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認為荷花聖潔高雅，所以在古代詩詞

歌賦，經常會有歌頌荷花的篇章。此圖代表著和和氣氣、百

年好合、佛教寓意，常用於新人結婚、新居落成、佛教布置

之用途。 

4.竹子圖 

竹子的空心，被中國文人引伸為「虛心」；竹子的竹節，

被引伸為「氣節」；竹子的耐寒長青，被視為「不屈」；竹子

的高挺，被視為「昂然」；竹子的清秀俊逸，被引伸為「君

子」。傳說在鞭炮發明之前，人們以燃燒竹子發出的爆裂響

聲來驅逐邪祟，所以有竹報平安（竹爆平安）這句成語，表

示趨吉避凶。此圖代表著高風亮節、步步高升、竹報平安之

意，常用於同事升遷之用途。 

5.書法圖 

書法是一種書寫的藝術。書法縱向穿透兩個層面：「使

用」與「審美」；橫向跨越文字兩個層面：「文字」、「繪畫」。

書法也是一種研究書寫者心理與性格的工具。此圖代表著傳

統士大夫文人雅風之意，常用於文人之間餽贈交流、裝置藝

術之用途。 

6.山水圖 

傳統中華民族的書畫型態，也是各朝各代文人雅士另一

種寄情於山水的表現，有水墨及影墨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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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1981~1990 年代紙傘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四）1991~2000 年代 

這段期間是國民旅遊漸漸在臺灣興盛的時候，政府提倡「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強調鄉鎮社區的特色化，本土客家意

識抬頭，此時圖案多了美濃客家地景，如東門樓、美濃湖（中

正湖）、菸樓、敬字亭等圖像，深具客家特色意涵（如圖 3-3-4）。

而這些富有豐厚歷史文化地景的圖樣結合客家特色工藝—紙傘，

創造出美濃紙傘的新風貌，也開啟了美濃紙傘朝向在地化特色

的發展，以下就鄉村圖圖紋的特色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做說明： 

1.東門樓 

代表著美濃人的精神堡壘及開啟文明的文化象徵，位於

東門里庄頭河岸，永安路頭的東門樓，為目前無城牆聚落中

最大的城門樓，具體創建年代已經難以考察，相傳是瀰濃庄

民於乾隆 20 年（1755）間將村落既有的東柵門改建而成，

當時庄民為防野獸外人的攻擊及掠奪，便在庄東築樓架砲。

據聞臺灣第一位客家籍進士，黃驤雲，高中舉人還鄉路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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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樓題字「大啟文明」於樓牌上，以示美濃為文明之鄉。 

2.敬字亭 

象徵著美濃的文風鼎盛，客家人晴耕雨讀、崇文敬字的

族群特性。美濃人對文字特別敬重，因此對字紙特別慎重，

不但不能隨意扔棄，焚化後的紙灰，亦要舉行「恭迎聖蹟」

儀式將紙灰送往河邊，祭拜「河伯水神」後讓紙灰隨水流走，

具有建立「愛物惜物」的教化精神。瀰濃庄敬字亭建於乾隆

44 年（1779），位於美濃下庄永安路與中山路交叉口，是最

美濃地區出現最早的敬字亭，已列為三級古蹟。 

 

 

 

 

 

 

 

 

 

圖 3-3-4 1991~2000 年代紙傘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3.菸樓 

象徵著美濃人克勤克儉的精神，代表著菸葉產業的發展

指標，其衍生出來的「交工」文化是宗族鄰里的農村生活特

色，鄰里間的互相幫忙，凝聚團結的力量。菸葉是美濃的重

要作物，在 1970 年代，美濃甚至享有「臺灣菸城」的美譽

及「菸草王國」之稱，烤煙葉所用之菸樓，在美濃區聚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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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中，也成為一種特殊建築景觀，由於經濟轉型，菸葉逐漸

沒落，並於 2017 年走入歷史。 

這一類鄉村地景圖是美濃當地人們贈送朋友的首選紙傘，

因為她就如一本故事書，敘述著舊時的回憶，承載著情感的記

憶，而人們總是想把最美好的送給朋友，於是「以傘結緣」亦

成了美濃人與朋友互動情感的表達方式之一。 

（五）2001~2010 年代 

由於客委會的成立以及各地政府相繼設立相關客家事務的

單位，推動客家文化以及振興客家產業，而紙傘產業發展的歷

史文化背景讓美濃紙傘搭上這波客家熱潮，被視為臺灣客家文

化產業特色工藝，圖案設計呈現客家元素（如油桐花、夜合花、

藍衫等），傘面材質也增加了布料（客家花布、綢布）等材質，

此時客家花布傘開始生產並獲得各方的好評與使用（如圖 3-3-5）。

現以油桐花、客家花布傘、藍衫意象圖案分析其象徵意義及文

化內涵。 

1.油桐花 

油桐樹生長在臺三縣客家人居多的地區，就其早期的地

域性及經濟性考量，客家委員會成立後，積極推動油桐花為

客家符號，在公部門扮演領頭羊的帶領下，快速地被臺灣人

民所認同視為代表客家符號之一，而美濃紙傘業者在公部門

的政策輔導計畫影響下，也快速地反應社會需求，將兩項客

家符碼（紙傘與桐花）結合一起，創造新的紙傘圖紋，象徵

著客家意象的表現。 

2.客家花布傘 

客家花布，如桐花的發展背景，在客家委員會的推動下，

以儼然成為呈現客家意象最普遍的布置，在這種社會氛圍中，

紙傘業者將客家花布作為紙傘傘面的材質，這是紙傘產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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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大的新嘗試，提供舞蹈團體更多表演客家舞蹈的道具選

擇，也為相關客家主題的機關團體，如餐廳、展場、園區等

場所呈現客家意象的表現。 

3.藍衫意象 

藍衫是傳統客家婦女的服飾，也是代表客家意象的符號之

一，象徵著客家婦女的四頭四尾精神—灶頭鍋尾、田頭地尾、

針頭線尾、家頭教尾，以及刻苦耐勞的毅力。在紙傘業者與藍

染產業業者的相互配合下，創造出以藍染布為傘面材質或是藍

衫圖紋為基底的紙傘，是在這段時期裡如同客家花布傘，為美

濃紙傘注入許多客家元素在傘面上的表現。 

 

 

 

 

 

 

 

 

 

圖 3-3-5 2001~2010 年代紙傘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六）2011~迄今 

臺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為傳統文化事業注入新生命，

強調以傳統文化精神為主，創意表現為產品新風貌，美濃油紙

傘不論在傘面材質或是圖案表現上大鳴大放，不再受於傳統意

識觀念的束縛，許多創意的紙傘被開發出來。在這段期間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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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文化創意作品，如客家傘、美濃故事傘、縷空傘等，現

以文創紙傘的圖紋探討其象徵意義及文化意涵。 

1.縷空傘 

打破傳統觀念，「傘非傘」，讓紙傘不是具有傳統功能性

的傘，創新思維，融入燈光投射藝術，創造紙傘美學的另一

種表現（如圖 3-3-6）。 

 

 

 

 

 

 

 

 

 

圖 3-3-6 2011~迄今紙傘圖（縷空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2.美濃故事傘 

以美濃鄉村地景為背景，串聯每個景點的故事性，整合

敘述右堆美濃客家先民的遷徙歷史，呈現美濃開庄三百年的

在地文化（如圖 3-3-7）。 

3.客家傘 

延續上一時期的客家文化符碼，以客家元素藍衫意象及

客家花布為基底，用螺旋創意的方式呈現客家文化生生不息

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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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2011~迄今紙傘圖（美濃故事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繪製，2016.10.8 

 

二、臺灣美濃紙傘材質 

美濃紙傘的主要材質是竹子、紙張、木頭、柿子水、桐油四大

項材料。 

（一）竹子：傘骨、傘柄及按馬材料 

以製作油紙傘聞名的美濃小鎮，位於氣候炎熱的南部，當

地盛產麻竹、刺竹等叢生竹類，但韌性不強且含水量過高，因

此美濃師傅多親至臺灣孟宗竹品質最好的竹山或臺南、里港等

產地選購孟宗竹。而傘柄的部分則採用美濃、旗山一帶生長的

桂竹，桂竹細緻堅韌、抗彎強度最大，且竹桿筆直、直徑較小，

適合作傘柄（如表 3-3-1）。 

孟宗竹的竹肉內含糖份極高，易遭蟲蛀，因此必須先泡水

一個月以上或煮過去除糖份，運用特製的彎刀、刨刀，去除外

皮並將竹節及竹筒刨光滑，再使用各式工具製作傘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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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孟宗竹及桂竹之特性 

差異 孟宗竹 桂竹 

外型 筆直、桿面平滑細緻 筆直、桿面平滑細緻 

直徑 較大，最粗約 18 公分（可

做足一定的傘骨數量） 

較小，最細約 2 公分 

節間 5-40 公分（下段短、上段長） 12-40 公分 

肉厚 較厚，約 0.5-1.5 公分（便

於劈削成適當的厚度） 

較薄，約 0.4-1.0 公分 

特性 堅韌不易變形損壞、易於劈

裂成細條狀 

堅韌、抗彎強度最大 

產地 臺南、里港、竹山 臺灣最普遍、產量最高的

竹種，美濃、旗山一帶多

有生長 

用途 傘骨 傘柄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文化園區提供 

 

（二）紙張：傘面之材料 

美濃油紙傘的傘面有宣紙及棉紙兩種，各家製傘廠的選擇

不盡相同。最初多使用棉紙，因為棉紙強度大、不易破損，但

後來選用宣紙的比例較高，因為美濃油紙傘的功能由原本的實

用轉為裝飾，所以強韌的棉紙逐漸被適合作畫題字的宣紙取代。

此外，棉紙吸水性較強，所以在塗佈傘面時需要耗費較多的塗

料，成本考量之下改用吸水較差的宣紙（如表 3-3-2）。美濃油紙

傘的紙材來源各異，有來自永豐餘紙廠、國泰紙廠、埔里紙廠、

廣興紙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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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棉紙及宣紙之特性 

 宣紙 棉紙 

原料 雁樹皮、竹漿、稻草漿 構樹（楮樹）皮、木漿 

熬煮時間 6 小時 24 小時 

纖維長度 短 長 

吸水性 強，可呈現墨色層次 弱，塗料耗用較多 

色澤 較黃 較白 

特性 紙質柔軟，紙面平滑細膩 紙質堅韌不易破損，紙

面較粗糙 

用途 書畫 手工製品、包裝、裱褙

等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文化園區提供 

 

（三）木頭：製作傘頭、傘托之材料 

傘頭、傘托的製作材料，早期是由黃桐木製作，因木質鬆

軟容易鑽洞且韌性強，不易遭蟲蛀。近年來只要是具有相同特

性的樹種皆可用來製作傘頭（托），並非限制為黃桐木材質。 

（四）柿子水：早期黏劑之材料 

早期糊紙時將紙張黏貼在傘骨上之黏劑。在端午節後，製

傘匠師會向六龜地區的柿農收購青柿（未成熟的柿子），壓榨成

汁後放置一年以上，讓其發酵，發酵後的柿子水存放愈久，塗

上傘面的顏色就會愈深、愈有古樸韻味，這也是傘面呈現淺褐

色的原因。 

（五）桐油：防水功能的材料 

美濃紙傘會有仿水功能，主要是在紙張傘面上了桐油，而

桐油是由油桐樹的果實提煉而成，為南部客庄製傘的重要材料。

日據時期油桐樹因政府鼓勵而被廣泛種植，以客家人聚居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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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地區及中部山區栽植最多，當時臺灣的桐油工廠分布於竹

山、東勢與斗六一帶，也是美濃油紙傘最早的桐油來源。油紙

傘所用桐油必須先由「生桐油」煮過加熱為「熟桐油」才能使

用，煮桐油也是一門功夫，必須控制好火候。因桐油的成本高、

熬煮不易，所以現在美濃紙傘業者多以樹酯桐油代替了天然桐

油。 

 

臺灣美濃紙傘傘面材質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油紙傘 

以孟宗竹為傘骨，桂竹為傘柄材質，傘面以棉紙裱背，再

塗上桐油為防水效果，傘面有素面及手工繪圖二種，早期雨傘

功能的款式即為素面傘，民國 62 年（1973）開始在傘面上有彩

繪圖案，以強調工藝之藝術性（如圖 3-3-8）。 

 

 

圖 3-3-8 素面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10 

 

（二）客家花布傘 

以油紙傘骨架為基礎，傘面材質是以客家花布為面料，初

期為紅牡丹花布，後期則加入了油桐花花布。此款式是因應民

國 89 年（2000）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後，所推廣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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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布，將其轉換成客家花布傘，讓紙傘更有客家流行元素（如

圖 3-3-9）。 

 

                           

圖 3-3-9 客家花布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10 

 

（三）綢布傘 

以油紙傘骨架為基礎，傘面材質是以仿綢布為面料，因布

料較油紙傘及客家花布傘的材質重量還輕，所以可以單手甩傘

開啟，此款式的傘多為專業舞蹈團體所用，因其透光性強，可

作為傘燈或裝置藝術上的表現（如圖 3-3-10）。 

 

 

 

 

 

 

 

 

 

 

 

圖 3-3-10 仿綢布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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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岐阜和傘圖紋意象及材質 

一、日本岐阜和傘圖紋意象 

說到和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傘面上有個同心圓的蛇目傘。

演變至今，和傘與其說是日常用具，毋寧是展現時尚趣味的道具，

因此其色調、紋樣更趨於變化多端。譬如，原本就樣貌豐富的舞蹈

傘，除了仍具備原有的功能外，當成日傘或室內裝飾也很賞心悅目。

關於和傘的色紋、圖案，在外觀上與實際撐傘時會有很大差異。隨

著陽光穿透和紙的狀態，傘面的色彩、紋樣、裝飾線都會受影響，

感受也就不盡相同。 

日本的和傘文化從早期的使用性質分析，強調的是「傘」與「天」、

「地」、「人」的關係，不同的季節時間、不同的場合地點、不同的

人（身分），所搭配使用的和傘款式亦有所不同，注重的是彼此之間

的「適合性」。 

除了原本就是以讓觀眾看為目的的舞蹈傘外，一般的和傘可說

是以「讓撐傘的人滿足視覺享受」為目的而設計的。岐阜和傘發展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出現許多不同款式的紙傘，依其使用性質分述

如下： 

（一）蛇目傘 

日語「蛇目」指雙重圓的圖紋；從十八世紀起，在日本女

性之間流行的雨傘，傘面撐開，從上面看就有雙重圓圖紋，因

而俗稱「蛇目」 （如圖 3-3-11）。江戶時代，蛇目傘主要是僧侶、

醫師、婦女在使用。當時，除了貼藏青或黑色色紙的方式外，

還有以塗抹澀柿子水取代貼色紙來著色的「澀蛇目傘」，及特別

加大白圈的「黑蛇目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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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蛇目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07 

 

（二）番傘 

番傘比起蛇目傘，傘骨、柄都比較粗大，白色的傘紙上印

上屋號或紋樣，也可以做為日常使用，多為素色較多。作為日

常用具，因重視其性價比，故無黃藤握把及短骨上無篝線，此

外，在長骨方面，竹節使用中節及間隔較短的竹，因此在傘邊

附近可看到節。相較於「細物」，番傘是「粗物」的代表例，因

其重量較重，所以早期是男士用的雨傘（如圖 3-3-12）。 

 

 

 

 

 

圖 3-3-12 番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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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舞踊（蹈）傘 

舞踊傘在祭祀時，表演舞蹈時使用，柄要比其他的傘長，

傘紙除了和紙以外，還有絹。傘面圖案形狀多為圓形圖或螺旋

圖，圖案內容一般以小碎花居多（如圖 3-3-13）。圖 3-3-14 也是

使用於舞蹈的傘，傘邊塗上紫色。傘面有手繪的山茶花與梅花。

篝線採用 4 色線，形成「三網」結構，非常醒目。將傘骨染黑，

內側塗黑漆，因而特別使繪畫與篝線顯得突出，骨數為 40 支。 

 

  

圖 3-3-13 舞踊傘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8 

 

  

圖 3-3-14 舞踊傘二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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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傘 

功能性如目前的陽傘，傘面不上油，不同於番傘的雨傘功

能性，在日本雨傘與陽傘是分開製作使用的。日傘比蛇目傘、

番傘更講究圖紋上的表現。 

圖 3-3-15，此一日傘在藏青色的傘面紙上加進了菖蒲的裁接

紋樣。柄為木柄，採兩段式，使用時先以附隨的螺絲接合。這

種採分段式結構的柄，在野點傘等大型傘上經常可見。骨數為

36 支。 

圖 3-3-16，此日傘的骨數為 36 支，長骨在邊部分各一分為

二，並連接。形狀被稱為「松葉骨」，長骨的情形叫「長骨松葉」，

短骨的情形則叫「短骨松葉」。據稱此架構係出自加納藩家中坪

內國助的創意，可惜的是，今日其製造技法已經失傳（大塚清

史，2012：38）。 

 

 

 

 

 

圖 3-3-15 日傘／裁接紋樣／菖蒲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頁

37。 

圖 3-3-16 日傘／長骨松葉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38。 

 

（五）野點傘 

「野點」是指在野外舉辦品茶會的意思。在櫻花、紅葉的

春秋時節，天氣好的時候，一邊觀賞風景一邊喝品茗，享受與

大自然合為一體的感覺，自古以來，日本人甚好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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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野點」的情形，山川草木儼然成為茶室內插花、字

畫掛軸。若在此一場合插上一把傘，與會者的情緒就有了焦點，

不輕易受周圍景物所分散，空間也得以凝聚。此外，穿透傘的

陽光會變得柔和，讓茶具表情更豐富。茶屋所用之傘，日本的

茶屋就是品茶之處所，即是臺灣之茶藝館、茶館之意（如圖

3-3-17）。 

野點傘是傘面直徑有 150 公分、180 公分、210 公分的大型

傘，通常在放在戶外較多（如圖 3-3-18）。 

 

  

圖 3-3-17 野點傘 

資料來源：野点傘の趣向，倉斗宗

覺，未詳出版年，頁 59。 

圖 3-3-18 曬傘中的野點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2.12 

 

（六）祭禮傘 

日本各地區皆有不同的祭祀活動，而在舉行祭祀典禮時，

祭禮（祀）傘是不可或缺的，每個祭禮都有它相對應的祭禮傘。 

圖 3-3-19，因幡傘舞起源於江戶時代的祈雨舞，其後發展為

持長柄傘跳舞的藝能，跳舞時持此傘。現在此舞承傳於鳥取縣

鳥取市。骨數為 48 支。由於一邊跳舞一邊將傘旋轉，因此安裝

一對傘馬支撐傘托，並將轆轤和傘柄鑽孔，插入短棒，將傘固

定。位於臺灣臺南的江南度假村於 2013 年舉辦「江南輪傘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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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活動即是使用此款傘，並由美濃李家傘廠製作百支因幡傘

作為祈雨活動用傘。 

圖 3-3-20，此傘使用於「曾我兄弟焚傘祭」時，該活動於鹿

兒島縣鹿兒島市甲突川河畔舉行。據傳，在鐮倉時代，曾我兄

弟在報父仇時，曾以燒傘當作火把。此為骨數 36 支的小型傘，

傘面加上文字。 

 

  

圖 3-3-19 因幡傘舞之傘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頁

46。 

圖 3-3-20 曾我兄弟焚傘祭之傘 

資料來源：和傘，大塚清史，2012，

頁 46。 

 

現在岐阜和傘佔據全日本生產的 90%以上，也是因為其他產地

在逐漸的消失，可以對應各地來的各種訂單的主要原因。自豪於世

界的日本傳統藝能，歌舞伎使用的傘，近年在岐阜生產就是一個象

徵。和傘作為雨具的使命幾乎結束了，但是在日本的傳統文化裡是

不可欠缺的，岐阜加納地區現在一直在延續著（岐阜市歷史博物館，

2011：67-69）。 

 

二、日本岐阜和傘的材質 

歧阜境內有木曾川、長良川、揖斐川三條河流流經，適宜竹子

的生長，周邊亦有美濃和紙等原料的供給。製作和傘主要的材質是

竹子、紙張、木頭、亞麻仁油四大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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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子：傘骨材料 

使用的是岐阜真竹，於 10-11 月收割 4 年生的長節竹子，其

特性在於堅韌性及抗彎性高，不易斷裂。 

（二）紙張：傘面之材料 

紙是以構樹為材料製成的美濃紙，主要由武儀郡所生產。

美濃和紙具備光澤、縱橫強度均衡、厚度平均、著色良好等的

特色，使其極適合於製作和傘。 

森下紙是較厚的一種紙，被廣泛使用於雨傘的製作上。在

美濃地方，自中世以來，是以武儀郡為中心進行製造，除雨傘

外並使用於傳統雨衣上。其尺寸基本上為縱 1 尺 1 寸 5 分，橫 1

尺 5 寸，此尺寸通稱為「森下判」。1 張森下判可提供四八（48

格）蛇目傘之三間貼傘面紙 2 張。其生產，在江戶時代為大和、

淡路地區，現代則為若狹地區。而美濃地區所生產者則稱為「美

濃森下」紙。依照原料不同，森下紙有不同稱呼。「本生」係指

僅用構樹皮為原料所製造的森下紙，亦稱為「純生」。它雖屬最

高級別，但紙的染色困難，且厚度不易均勻。「半生」係指在構

樹皮中混入紙漿製造而成的森下紙。染色時容易著色，因此最

被廣泛使用。「鼠森下」紙亦稱「鼠森」，是以模造紙、帳簿、

舊書本為原料製成的森下紙，通常作為染色用途使用。 

（三）木頭： 

轆轤的原木為野茉莉、山楸、櫻木等，除縣內生產外，也

來自山口縣。野茉莉的質地強韌，不易受損。自古以來就被當

成製作轆轤的原材，在岐阜地區通稱「轆轤樹」。 

（四）油：防水功能 

油是使用紫蘇籽油、桐油，從中國進口；由於戰後進口變

得困難，所以改用亞麻仁油，從阿根廷、加拿大、印度、紐西

蘭、墨西哥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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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漆：精加工用材料 

戰前，漆也是從中國大陸進口，戰後則改用日本製造的上

花漆、朱合漆。柄竹使用山口、島根、滋賀、九州一帶所生產

者。 

在成本結構上，至貼白紙為止的工序，材料費最貴者，在

番傘方面為傘骨，在蛇目傘方面為傘紙（含塗漆成本）。在工資

上，番傘與蛇目傘都以貼紙占大部份。此外，在精加工的工序

上，材料費占最多者為油（岐阜市，1981b：388）。 

 

日本岐阜和傘傘面材質可分為以下五種（大塚清史，2012：10）： 

（一）「蛇目傘」被認為是在 17 世紀末問世，由於在傘中央有

白圈紋樣，看起來就像蛇眼，因而得名。 

（二）「六十間」是指骨數為 60 支的傘，其係源自業界將骨與

骨之間稱為「一間」的說法。現在，一般的蛇目傘為 44

間，即使高級品也僅 54 間，此 60 間為極多的數目，傘

的製作相當耗時。 

（三）「番傘」起源於 17 世紀後期的大阪地區，「大黑屋傘」是

其濫觴，據稱，因傘中使用了印記、圖章（判），因此稱

為「判傘=番傘」。 

（四）「兩天」傘係晴雨兩用之傘，傘紙上塗了薄薄的油層，使

傘具備了某程度的防水性。 

（五）「日傘」係在晴天避免日曬的傘。其中，使用藍色傘紙的

「青日傘」在 18 世紀前半期頗受醫師、僧侶的喜愛，中

葉以後則受婦女青睞。「小傘」是尺寸較小，孩童專用的

傘。 

 

叁、臺日紙傘圖紋及材質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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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紙傘在不同的地域紮根發展，在各自擁有的環境中尋找最有利

的資源，「以竹為骨、紙為皮」的主要材質，架構了百年的紙傘工藝，

演進出不同的圖紋特色並發展為地方文化特色產業。 

一、臺日紙傘圖紋之比較 

美濃紙傘於 1973 年開始在傘面作畫後，圖紋上從迎合社會的通

俗文化到地方特色、文化創意的圖紋意象，隨社會時代的演進而跟

著變化，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產業求發展、業者求生存，這是岐阜和

傘所不及之處。岐阜和傘在主流產品的圖紋上除了色彩的變化，圖

樣款式幾乎是不變的，這個原因是在於圖案的設計來自製作批發商

而非製傘職人，所以批發商在市場萎縮的狀態下，只會針對銷售較

好的舞踊傘進行圖樣設計，其他的和傘在訂單不足的情況下很少更

改圖樣。不同於岐阜和傘，美濃紙傘在圖紋上是大鳴大放的、是隨

心所欲的，因為文化創意的圖樣是廠家業者（匠師）自己設計製作，

可以循著自己的創意在圖樣及工法上做創新式的突破，例如縷空傘

即是最明顯的例子。 

由上述分析臺日紙傘的圖紋意象可知，美濃紙傘在順應社會的

演進時，在圖案的表現是快速地與社會市場做結合，這是美濃紙傘

從地方經濟型產業磨練出來的韌性，或許這也是美濃人的客家精神。

日本是充滿祭典文化的國度，岐阜地區亦是如此，而相隔千里的美

濃，在四百多座的土地伯公（土地廟）環繞下，敬天敬地敬鬼神，

還多了崇拜祖先的文化，所以在二地的祭典文化中總是有紙傘的出

現。美濃紙傘在祭禮中代表著圓滿、驅惡避邪及保護之意涵，所以

美濃紙傘在圖紋上是呈現匠師想要表達的主題性，直接又明顯地呈

現在圖紋上；在岐阜每個祭典總是有不一樣的紙傘出現，代表著每

個祭禮中的特殊文化，如祈福傘、舞踊傘、祭祀傘這些不同意義的

和傘，但在圖紋上卻不明顯標示所要表達之意涵，而是使用間接的

方式表現出與各種場合相對應的意象，這也是屬於「大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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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表現。在日本有一種被稱為「職人精神」的和傘工藝，不論在

製作、圖紋設計都是講求精緻細物的技術要求，這些高標準技術要

求皆來自於職人在製作時所感受到作品在被使用時的價值感。 

二、臺日紙傘材質之比較 

美濃與岐阜二地紙傘的主要材質同為竹子、木頭、紙張、植物

油，因環境不同，所以材質的屬性亦不同，但大部分皆取材於周遭

的大自然環境。以下就二地的材質分析列表（如表 3-3-3）。 

 

表 3-3-3 臺日紙傘材質比較表 

美濃紙傘 岐阜紙傘 

材 質 用 途 材 質 用 途 

竹 子 
孟宗竹─傘骨、按馬 

桂竹─傘柄 
竹 子 岐阜真竹─傘骨、傘柄 

木 材 黃桐木─傘頭、傘托 木 材 野茉莉─轆轤 

紙 張 棉紙、宣紙─傘面 紙 張 
美濃和紙─傘面 

森下紙 

油 桐油 油 亞麻仁油 

柿子水 傘面染色 漆 精加工 

布 
客家花布、綢布─傘

面 

絹 羽二重傘面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2017.7.10 

 

由上述材質比較得知，二地的材料皆來自於當地附近的大自然

環境。因社會環境變遷，二地的材料已有所變動，以傘面塗料來說，

美濃從天然的桐油改換為樹酯桐油，岐阜的油料從紫蘇籽油、桐油

改為亞麻仁油，而轉換替代品的原因來自油料取得的方便性及成本

考量。在二地的材質方面美濃紙傘業者可考慮岐阜的油料選擇以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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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仁油為主，第一是取得方便，其次是天然用油具有環保效果。傘

面材質的部分可借鏡岐阜的方式如羽二重、染色紙、美濃和紙等不

同材質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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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日紙傘的產業現況之探討 

 

臺灣與日本的紙傘產業雖然在不同時期傳入當地，但在後期發展所

面臨到的問題卻是大致相同，同樣因為產業沒落，聚落人口外移凋零，

今日傳承出現斷層以及創意、創新再發展等問題。就紙傘的在地性而言，

美濃紙傘與岐阜和傘皆為當地的群聚產業，材料來自周邊區域，盛產時

期是地方上的經濟型產業，為當地居民帶來豐厚的收入，而歷經社會環

境變遷，紙傘已成為地方文化型的產業，具有當地特色文化的特殊性及

歷史性，所以紙傘產業在臺、日二地的發展，已經以「文化」作為基礎，

配合當地社區的人、文、地、產、景等特色，作為發展地方特色的文化

產業。 

 

 

第一節 臺灣美濃紙傘產業分析 

 

美濃居民使用油紙傘的紀錄於清領時期既已出現，但製傘技術卻是

在日據時期由美濃人吳振興、林阿貴從中國大陸廣東潮州邀請了五位廣

東師傅回到當地發展油紙傘事業，為美濃油紙傘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

礎。 

 

壹、美濃紙傘產業源流與發展 

美濃油紙傘產業的發展依《美濃鎮志》（1997：586）引邱錦輝《臺

灣美濃客家鄉土軼事》敘述，從 1924 至 1978 年分為五個重要時期： 

第一代為 1924~1927 年為期四年，由吳振興、林阿貴所開設之紙傘

廠（名號已不可考）為主，從大陸請來的師傅生產油紙傘。紙傘廠經營

四年後結束營業，大陸紙傘師傅除汪玉堂留在美濃改行從事木屐製作，

其餘師傅有的，回大陸，有的往臺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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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為 1928~1962 年共 34 年，美濃在地人古阿珍受到汪玉堂的

鼓勵，在牛皮寮（美濃中莊）開設「廣珍昌」紙傘廠，開始生產油紙傘，

紙傘師傅有從大陸來，也有地方學徒，當時民間有流傳「古阿珍的紙傘

『講真張』」來形容其紙傘的品質優良。 

第三代是在 1935~1951 年共 16 年，美濃青年宋永書於 1935 年開設

「宋益泰傘號」。 

第四代是從 1947~1949 年共兩年時間，時值臺灣光復，美濃當地有

林阿貴、林景貴等人共同組織成立「廣和興」公司，適逢 1949 年國民

政府來臺，推行輕工業政策，利用日本人於 1923 年起在新竹生產黑布

傘（只回銷日本本國地）的技術，大量生產布傘，所以相較之下，紙傘

逐漸被布傘所取代。1970 年美濃鎮民邱德光開設紙傘店，當時任教於旗

美高中的美術老師李登華，即在店裡從事紙傘描繪簡單樣式圖案，首開

傘面作畫之風氣，提升紙傘的藝術價值，而大量彩繪紙傘則始於 1973

年（侯淑姿，2006：111）。1976 年 12 月號的英文版漢聲雜誌《ECHO》

大幅報導當時僅存的紙傘廠「廣進勝」，引發國內外媒體的關注。1977

年英國 BBC 電視臺至美濃拍攝文化節目《Long Search》介紹油紙傘工

藝。 

第五代是在 1978 年林義雄分配生產一萬支外銷訂單中的九千支紙

傘，於是在中正湖畔成立了「廣榮興紙傘廠」，營業至今。 

美濃油紙傘從 1924 年傳入至今，產業興衰時期可分為： 

一、1924~1960 年為產業興盛時期，從萌芽到成熟期，產家最高多

達 12 家，年產量為二萬多把。 

二、1961~1980 年為產業衰退時期，因洋傘（布雨傘）在臺灣大量

生產及普遍使用，導致製作耗時費工的傳統紙傘業逐漸沒落。 

三、1981~2005 年為產業復甦期，此時臺灣經濟起飛，人均所得大

幅提高，也開始注重旅遊活動。1983 年「星星知我心」電視劇

熱播及 1984 年臺灣區運動會以大型油紙傘領隊進場，打響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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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客家文化小鎮的特色產業－油紙傘的名氣。在 1999 年臺灣發

生嚴重的 921 大地震，造成中部旅遊區的癱瘓，使得旅遊動線

往南部移動，年底國道 10 號高速公路全線通車，高雄到美濃的

時間縮短為三分之一，讓來往美濃的交通便利許多，提高了人

們來美濃旅遊的意願。 

四、2006 年至今，臺灣經濟停滯低糜，相對地衝擊美濃油紙傘產業

的發展。但由於客委會的客家文化產業輔導計畫措施及客家文

化的推動，美濃油紙傘已儼然成為客家的符碼代表，提高了美

濃油紙傘的利用性及收藏性，對產業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貳、美濃紙傘產業業者介紹 

一、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美濃六家紙傘業者中紙傘空間最大，其 DIY 體驗空間可容納

150 人（如圖 4-1-1）。在客源定位方面，因為是觀光旅遊區，所以

客源層次面向多廣，以紙傘文化為吸引客群策略，多元化經營，營

業收入不以紙傘銷售為主，因其客源廣泛，導致紙傘產品主題定位

方向不明確，目前與客委會配合，未來以紙傘的客家文化為軸線，

重新打造紙傘區的視覺意象，並以文創為未來創作路線，朝向體驗

行銷的多元化模式。 

 

圖 4-1-1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資料來源： 研究者拍攝，2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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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華興紙傘廠（美濃民俗村） 

  民國 85 年（1996）擴大營業，遷徙至目前營業場所，隸屬於美

濃民俗村其中一個部門（如圖 4-1-2）。原來廠內有三位製傘師傅，

因負責人曾啟華、吳麗娟夫婦轉作民俗村，負責行政工作業務，而

另一位師父乃負責人姑姑曾梅英女士也因年事已高，無法長期駐點

工作，又無新人肯學習製作紙傘，所以廣華興紙傘廠逐漸走向以觀

光為導向發展的商店，而非以製作紙傘為主業，其營業主軸則朝向

地方特色觀光旅遊景點發展上。 

 

圖 4-1-2 廣華興紙傘廠（美濃民俗村）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5.8 

 

三、廣榮興紙傘廠 

  位於美濃湖畔（原名中正湖）（如圖 4-1-3）。由林義雄先生於民

國 67 年（1978）成立，目前是第二代林庭華先生負責經營，因林庭

華先生另有專職工作，對店面生意較無暇置放心力，故其紙傘來源

多向貿易商訂購或是之前製作的存貨，因位於觀光旅遊熱點—美濃

湖畔，佔有地利之便，所以經營方向偏向觀光旅遊商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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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廣榮興紙傘廠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12.14 

 

四、廣進勝紙傘工作室 

  位於美濃湖畔的三合院，保有傳統客家建築之風貌，因營業場

所空間不大，區域規畫朝向小而美、精緻化的風格（如圖 4-1-4）。

紙傘作品以創意為設計理路，將剪紙及撕畫等不同創意技法融入紙

傘，作品曾獲選為客家文化特色商品，其經營方向朝向文創商店的

模式型態。 

 

圖 4-1-4 廣進勝紙傘工作室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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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廣德興紙傘店 

  民國 85 年（1996）由陳榮德先生成立，民國 96 年（2007）轉

由朱雅蓮女士接手經營，位置是廣華興紙傘廠舊址（如圖 4-1-5）。

因陳榮德先生原為木工師傅，承作美濃民俗村裝修工程，並於完工

後承接廣華興舊店面，重新開張經營紙傘生意，其紙傘最大特徵為

傘柄握把處是木柄套，此乃非美濃紙傘之款式，而美濃另五家紙傘

業者所製作的款式，則是握把處為黃藤皮纏繞，即所謂的「手握黃

藤一把傘」的典故，這也是美濃紙傘與大陸紙傘最明顯的差異點。

因為是家庭式經營，在製作及銷售方面自主彈性大，所以經營型態

朝向客製化訂單及觀光商店模式，並於民國 105 年（2016）列為客

委會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輔導廠商。 

 

圖 4-1-5 廣德興紙傘店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9.8 

 

六、美濃李家傘廠 

  前身為敬字亭紙傘廠，於民國 94 年（2005）由李明祥先生成立，

並於民國 96 年（2007）更名為美濃李家傘廠，其製傘理念在於堅持

（傳統紙傘）基本精神─實用、創新（傳統紙傘）現代潮流─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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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傳統紙傘）永續傳承─文化（如圖 4-1-6）。銷售方面以批發

及客製訂單為主，民國 100 年（2011）起，開始朝向教學傳承紙傘

製作技術，與學校及政府單位合作，開辦紙傘教學課程，紙傘作品

有美濃油紙傘、客家花布傘及有子傘（百子福）獲選為客家文化特

色商品，目前以文化創意為設計理念，開發以故事為背景的故事傘，

如美濃故事傘，將地方文化以故事性表達，融入在紙傘上，增加美

濃紙傘的文化強度。而在經營型態則是以教學體驗課程為主及文創

商店的經營模式。 

圖 4-1-6 美濃李家傘廠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7.8 

 

參、美濃紙傘產業現況分析 

關於美濃紙傘產業，美濃匠師訪談內容如下： 

 

美濃紙傘是由吳振與林阿貴二位鄉親去大陸做釀酒生意後，從

大陸帶了 5位師傅回美濃開設傘廠，最好的時候有十二家(傘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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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產量近 2 萬支。在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震垮中部旅遊區，以

及國道 10 號的通車之後的幾年，是美濃觀光人潮最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濃很熱鬧，相對的紙傘的銷路也很好。從民國 94 年

開始，美濃做紙傘的就只剩下 6 家在做，一直到現在還是維持 6

家的局面。 

原鄉緣是我創立的，中興路這邊是民國 83 年成立，之前 77 年的

時候是在中山路敬字亭附近就是現在李家傘的位置，以前老店

就在那裏，廣華興那時是在隔壁就是目前廣德興的位置，廣華

興的曾老闆看見我在這邊經營的不錯，民國 85 年的時候就在福

安那裏開了民俗村，廣華興就移過去了，原來的位置就留給裝

潢師傅陳老闆開了現在的廣德興。目前原鄉緣有實體店面跟自

己的網路店面，明年也會在福建福州設立據點也是以原鄉緣的

名義登記。（訪談紀錄，T01-20161202） 

 

聽師傅們講起過，以前是由林阿貴跟吳老闆去大陸帶了師父回

來美濃做紙傘，我們師傅有些是從林家(林阿貴、林義雄的紙傘

廠)出來的，72 年的時候星星知我心的電視很紅，那個時候中正

湖旁邊的廣榮興生意很好，我們紙傘店很多師傅之前都有在那

邊做過，美濃最多家的時候大概在 77 年到 85 年之間有十來家紙

傘店，在中山路那邊就有 5 家左右，那個時候社會上大家都有

錢，生意很好做。後來景氣不好，很多人都不開了，師父也老

了，沒有人要做了，目前來說只剩 6 家。 

我只有教過我的兒子，現在沒有人要學做紙傘了，不過我的兒

子都會做紙傘，做紙傘很辛苦而且紙傘生意不好做，現在的年

輕人喜歡到都市，不喜歡留在鄉下，所以要年輕人學做紙傘很

難，現在紙傘的技術快失傳了，像削傘骨、煮桐油已經沒幾個

人會了。（訪談紀錄，T02-20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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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李家傘廠是登記我的名字，這裡原來是原鄉緣的老廠地址，

登記是在民國 94 年，那個時候原來剛登記的時候叫做敬字亭藝

坊，成立的時候就開始有這裡的店面跟網路店面了。 

現在我們店裡包括我自己有 3 位師傅，客人需要特殊的傘骨，

就由我先生負責，他平常在外面上課，像是大寮監獄去教做紙

傘，還有在學校上課，假日就在店裡，網路訂單跟批發店面的

單子都是他負責接洽，我就負責做傘跟店裡的生意，我婆婆負

責畫圖。 

目前店裡的生意以批發為主，像是機場的新東陽店面、昇恆昌

的免稅店、誠品書局，之前還有作陸客團的大型觀光商店，都

是我們主要的客源，外銷很少，都是臺商回來的時候訂製一批

帶回去賣。去年有外銷美國一年約 200 支左右，這幾年網路的訂

單越來越多。（訪談紀錄，T03-20170114） 

 

研究者根據訪談內容與 2016 年調查之所得，分析美濃六家紙傘業的製

作、人力資源、產業經營狀況，以作為後續規劃與推動紙傘產業之參考。 

一、製作分析—主要就傘骨、糊紙（繞線、貼紙、貼邊、執腦、封

腦）、彩繪、上油（如表 4-1-1）等四部分。 

二、人力資源－以紙傘製作匠師、彩繪師傅、銷售人員等三種不同

人力來核計（如表 4-1-2）。 

 

 

 

 

 

 



                                    124 

 

表 4-1-1 美濃紙傘產業製作分析表 

業 者 傘 骨 架 糊 紙 彩 繪 上 油 

原鄉緣 

大陸進口， 

有削傘骨技

術 

廠裡師傅製

作 

駐廠及兼職

師傅製作 

廠裡師傅

製作 

廣華興 

大陸進口， 

有削傘骨技

術 

部分大陸生

產， 

部分廠裡製

作 

兼職師傅製

作 

廠裡師傅

製作 

廣榮興 

大陸進口， 

無削傘骨技

術 

大陸生產 

部分大陸生

產， 

部分兼職製

作 

部分大陸

生產， 

部分廠裡

製作 

廣進勝 

大陸進口， 

無削傘骨技

術 

廠裡師傅製

作 

駐廠及兼職

師傅製作 

廠裡師傅

製作 

廣德興 

大陸進口， 

無削傘骨技

術 

廠裡師傅製

作 

兼職師傅製

作 

廠裡師傅

製作 

李家傘 

大陸進口， 

有削傘骨技

術 

廠裡師傅製

作 

駐廠及兼職

師傅製作 

廠裡師傅

製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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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美濃紙傘產業人力資源分析表 

業 者 
駐 廠 紙 傘 

匠 師 

駐 廠 彩 繪 

師 傅 

專 責 銷 售 

人 員 

原鄉緣 1 1 2 

廣華興 1 0 2 

廣榮興 1 0 0 

廣進勝 1 1 0 

廣德興 2 0 0 

李家傘 2 1 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製作 

 

三、產業經營狀況（行銷通路模式）－說明如表 4-1-3 

 

表 4-1-3 美濃紙傘產業行銷通路模式 

業 者 行 銷 通 路 行 銷 模 式 

原鄉緣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官網網站 零售為主 

廣華興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官網網站 零售為主 

廣榮興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 零售為主 

廣進勝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官網網站、客家等

路大街網站 
零售為主 

廣德興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官網網站 零售為主 

李家傘 

美濃自營實體店面、官網網站、客家等

路大街網站、新東陽機場門市、新東陽

關西國道服務區、升恒昌免稅特產店、

臺灣手工藝中心門市、誠品書局（臺北） 

批發為主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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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資料所示，美濃紙傘業者的型態為一~四人的微型企業，

且為家庭工作室生產方式，人力資源以生產兼顧銷售分配方式，除原鄉

緣與廣華興（美濃民俗村）走向多元複合式經營，其他四家皆為小作坊

的模式。在銷售模式方面，除李家傘以批發為主外，其他五家多以零售

為主，業者互相沒有合作意願，資源無法整合。 

美濃紙傘的傘骨、糊紙、上油、裝髹四大工序中，削製傘骨及煮桐

油這二大項製傘技術，目前已無人在生產線上製作，傘骨製作僅存美濃

李家傘廠匠師在教學時才有削製教作，而業者所需傘骨皆仰賴中國大陸

進口。在桐油部分，則是購買熟桐油或是樹酯桐油替代，所以在製傘技

術這個區塊已出現很大的缺口。在製作人才方面，因後繼無人，技藝傳

承也出現斷層。此二種因素的影響下，美濃紙傘的技藝傳承已面臨著重

大危機 

 

 

第二節 日本岐阜紙傘產業分析 

 

紙傘，781 年製傘技術由遣唐使和僧侶帶回日本，因當初紙傘來源

地中國屬唐朝時代，故稱為唐傘。對於從江戶時代，岐阜和傘主要在岐

阜市南部，以加納藩為中心（岐阜市歷史博物館，2011：67-69）。但岐

阜地區的和傘製作則是相傳於寬永 16 年（1639）始傳入當地，松平光

重從播磨明石移封至加納藩（現岐阜市加納）之際，名為「金右衛門」

的傘店（屋）隨其而來，據稱這就是岐阜和傘的起源（大塚清史，2012：

1）。 

 

壹、岐阜和傘產業源流與發展 

寶曆 6 年（1756）當永井直陳成為加納藩藩主，為幫助下級武士維

持生計，而獎勵從事和傘製作，因而奠定了正式生產的基礎。根據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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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1859）的紀錄，加納藩內一年的傘生產數量約 50 萬 8 千把，產品

除岐阜、名古屋外，並銷售江戶（東京）、京都、大阪。加納藩將和傘

視為該藩之特產品，為藉由擴大生產來穩定藩之財政，而將專賣制度予

以強化。 

來到近代，作為雨具，和傘的市場需求日益增大。由岐阜所製造的

和傘，明治 5 年（1872）年產 146 萬把，昭和 20 年代中期邁入最盛期，

達年產 1 千萬把以上。 

然而，伴隨洋傘的普及，自昭和 20 年代後半期起，和傘的生產開

始減少。受其影響，在全國各地和傘產地逐步消失的狀況下，岐阜亦聚

焦於設計性高的日傘、蛇目傘、及祭禮、舞蹈等有別於雨具用途的和傘；

生產技術代代傳承未曾間斷，所以現在岐阜是日本第一的和傘產地（大

塚清史，2012：1）。 

製傘業是岐阜的代表性傳統工業，戰爭一結束後快速恢復其樣貌。

由於是採手工作業之無需大規模機械設備的家庭工業，因此技術的復興

容易。傘屬於日常生活必需品，且並無其他足與岐阜匹敵的產地，此外，

其腹地也相當廣闊。在 1948 年之前，竹、紙受國家管制，因而設立了

「岐阜縣和傘商工業協同組合」（協會），提供會員們此類物資的配給。

後來，在營運上引發爭議，因而促成了「美濃和傘商工業協同組合」的

誕生。在會員數上，前者為 889 個，後者為 69 個，大多數的業者都分

布於目前的岐阜縣市區域內。此外，和戰前相同，其大多數都位於加納

及鄰近之上手川、下手川地區。又，如後所述，製傘業者採取精加工業

者、貼紙業者、轆轤業者等的分工制，以及存在著當成副業來做的家庭

代工業者，因此在計算時，會因範圍設定的不同，而導致最終統計數字

的差異。上述兩組合的會員是以經手完成品的批發商為主，但其中還包

含雖為加工業者卻同時兼營批發的業者，或是，為了取得原料配給而在

表面上從事完成品經營的掮客（岐阜市歷史博物館，2011：385）。 

1949 年當物資管制解除，生產與流通的機構幾乎都恢復原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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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規模上，除一部份貼紙業者外，大多為家庭代工。實際的業者分

工更加複雜，兼業的情形頗多，譬如，重整串合業者兼做轆轤，鑽孔業

者兼做傘骨，裝飾業者兼做精加工，或是由後述「製造批發商」安排。

其中，穿線作業因不需熟練技術，幾乎全都是家庭代工。 

將上述分工關係統籌整合的是批發商或貼紙業者。亦即，各業者接

受批發商委託及材料供應，作為批發商之下游承包業者，以加工品換取

工資。或是，貼紙業者獨立於批發商之外，對各業者進行委託及提供材

料的情形。前者的情形，係由批發商策劃製造事宜，故稱為「製造批發

商」。後者之貼紙業者的情形，僅一部份較具規模，大多數則為零細的

家庭代工，他們通常接受具規模之貼紙業或批發商提供已穿線的傘骨、

傘紙，進行貼白紙加工，以換取工資。 

在二次大戰前，作為分工制之組織者，批發商扮演重要角色，戰後，

批發商之勢力衰退，相對的，貼紙業者則加重了其角色。從原本以批發

商為核心的生產機構，演變為以貼紙業者為主的生產機構。因而，也出

現了不涉足策劃製造事宜而僅經手完成品流通的新批發商（岐阜市歷史

博物館，2011：385）。 

關於岐阜和傘製作的技藝傳承，藤澤商店的第二代負責人藤澤先生

提到： 

 

早期的學習制度是招集 15~20 歲之間的學徒，在訓練所學習做

紙傘，沒有工資但包吃包住，學會之後分配到各個傘家就職，

到了 25、26 歲，覺得自己的手藝不錯了，就自己起來獨立，像

我父親就是 26 歲獨立，然後漸漸的做下來，……。以前有 500

家，現在剩 3 家。最盛期時年產量可達到 1200 萬支，在戰後 5

年（1945~1950），因為洋傘是鐵做的，而當時鐵的材料被供應

其他產業用，無法生產鐵製雨傘，所以在那 5 年間和傘的需求

大增，達到頂峰，然後慢慢的往下減，……。我父親是從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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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1931）開始創立藤澤商店，我是從 65 年前開始繼承，當

初有 25 年輸出（外銷）的繁盛期，但是從日圓升值（1 美金）

到 100 日圓時，馬上就不行了。削竹的有 1 個（在藤澤商店任

職專業職人），貼紙的 3 個，整個岐阜做紙傘的人數加起來一共

15 人，削竹的有 2 個人，有 1 個人在我們公司，貼紙的 3 個人，

並不一定在哪家，他的工作來源是整個岐阜的店家的工作量。

（訪談紀錄，J01-20161107-1） 

 

由藤澤先生所述，可瞭解到岐阜和傘早期的傳藝制度是在技藝訓練

所集體式的訓練養成，學成後再分配到各個傘家，所以當初的生產制度

是每間傘家都有屬於自己專職的職人，而非是現今的模式，並且根據研

究者的實地訪查，目前這三家批發商皆有存放傘屋製作的機器及設備，

所以如同藤澤商店的發展狀況，上一代是擁有製作技術的傘廠批發商家，

因為時代的演變，和傘的需求量無法支撐整個產業的製作人數，於是產

業結構因應社會的需求，調整為現今集合式的生產現況。 

 

貳、岐阜和傘產業業者介紹 

目前岐阜迦納地區和傘產業分為二個體系，一是生產製作，二是接

單銷售，屬於產、銷分離的方式。在銷售體系中，目前實體批發商有三

家，分別為藤澤商店、平野明博商店、坂井田永吉本店，網路虛擬店面

有一家為中村屋傘店，其中中村屋傘店根據訪查的資料顯示並無實體店

面存在。6 

在生產體系中，岐阜區內目前共有 15 位製傘職人，其中負責傘骨

的有二位，其他職人則負責骨屋以外的工序，各司其職，在這 15 位職

人中有二位專職在藤澤商店，其他 13 位則是負責岐阜三家批發傘店的

                                                 
6 根據日本翻譯者大西祐子聯繫及研究者實地訪查，且向計程車司機查詢後，並無中村屋此家實際

營業場所，推測僅在網站的官網上行銷。 



                                    130 

 

訂單製作。批發商依工序順序下單給各個傘屋，分別是骨屋、柄屋二者

完成後的半成品分別移交到組合屋結合為傘骨架，然後移交到張屋（貼

紙屋），張屋的職人依據訂單，由紙屋提供所需的紙材，糊貼於傘骨上，

完成後再移交至完成屋，即所謂的精加工階段製作完成，最後由訂貨者

（批發商）負責品管、驗貨、入倉、包裝、出貨，不同傘屋負責不同的

工序。7 

在銷售體系方面，岐阜三家業者原是以接受日本其他地區的訂單批

發為主，如京都、大阪、東京等大都市的和傘經銷商的需求訂單，現在

因為電子通路的興起及觀光旅遊的因素，也開始經營零售的行銷模式。 

岐阜和傘批發商業者簡介如下： 

一、藤澤商店 

藤澤商店是由藤沢藤伍（藤沢健一之父親）創立於昭和 6 年

（1931）的傘批發商。現任社長藤澤健一先生也誕生於昭和 6 年，

已年過八十，仍每天 24小時思考傘的製造及生意的事（如圖 4-2-1）。

他在慶應大學修過經濟立地學，於昭和 29 年繼承家業，當時正值洋

傘取代和傘邁入大量生產的時期。岐阜的製傘業者紛紛轉向製造洋

傘，而其上一代店主也購入了生產洋傘的材料和設備。 

 藤澤健一先生當時反對只生產洋傘。約有 3 年左右兩種傘都賣。

對於和傘業績的大幅掉落，有著切膚之痛，但內心的堅持並未改變。

使用天然材料、機能美、風雅及集眾人心血結晶，這和傘獨有的特

點都讓他深深著迷。雖然目前和傘的需求的確大減，但市場仍有需

求，即使不多但若集中於這類需求，藤澤健一先生仍認為頗有可為

（如圖 4-2-2）。 

專職職人：羽根田平男、兼松憲一。 

                                                 
7 據平野明博口述：「我還不算是一個職人，就是一般的店家行銷，就是一個商人，來了的話（職人

做好的紙傘送來），就會檢查出來哪個的地方有甚麼問題，做的話，是做不來的，就是經營者的角

色。」（訪談紀錄，J02-20161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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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藤澤商店實景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07 

 

 

圖 4-2-2 藤澤商店實景二 

（紅色圈框是臺灣美濃原鄉緣紙傘廠的紙傘傘筒）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07 

 

二、平野明博商店 

平野明博商店由平野先生（平野明博之祖父）創業於 1900 年，

極盛期有技術熟練的 13 名職人（如圖 4-2-3）。製作的商品有：羽二

重蛇目傘、紙蛇目傘無地、紙蛇目傘柄、紙蛇目傘中張、番傘、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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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紙舞傘、絹舞傘、壽傘、傘袋。主要用途為和室的裝飾傘、日

式旅館提供客人使用、婚禮的紀念品及小裝飾品等，以單色的紅、

綠、紫、藍、黑等色為主，也提供店家設計的傳統花紋傘，除了以

和紙與絹為材質的最高級品─羽二重蛇目傘的單價為 37,800 円，其

餘單價約在 15,000 到 20,000 円之間。店家請客人下單後，再依照數

量來決定交貨時間。目前無專職職人。 

 

 

圖 4-2-3 平野明博商店實景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07 

 

三、坂井田永吉本店 

大正 2 年（1913），坂井田永吉設計了絹日傘（絲綢陽傘），開

始經營傘店（如圖 4-2-4）。大正 14 年（1925），成立「坂井田永吉

本店」商號。昭和 38 年（1963），二代目英吉，成立公司組織「株

式会社坂井田永吉本店」。昭和 54 年（1979），3 代目永治，23 歲，

全面接管家族事業。 

專職職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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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坂井田永吉本店實景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07 

 

參、岐阜和傘產業現況分析 

岐阜和傘產業分析說明如下： 

一、製作分析 

近年由於職人的高齡化和後繼者的減少及職人的消失緣故，出

現了和傘製作技術的斷層，分工制的維持也越來越困難。根據平野

明博的訪談： 

 

以前是三個三個（三根傘骨）的貼，現在因為技術比較複雜、

比較難，所以現在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貼，分的比較

大塊，分為四張紙貼（一把傘面），……現在就是說，職人

越來越少，貼的人就少了，現在變成貼大塊的，容易貼這個

意思。（訪談紀錄，J02-20161107-1） 

 

由於這個緣故，業者簡化一部分的工程，逐漸變成了多數（多種）

的工序集中在一個地方進行，就是所謂職人的技術整合，原本是由

多人分工製作的工序，現在集中在特定的職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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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資源 

目前岐阜和傘製作職人人數為 15 位，其中兩位職人專職在藤澤

商店，另 13 名則是分散在各個傘屋工作，負責生產批發商交付的訂

單。在批發商的商店人力方面，根據研究者實地訪查顯示，每家商

店都是一至二人，且是家族成員居多。 

三、產業經營狀況（行銷通路模式） 

目前岐阜和傘產業是生產與銷售分別由不同的人來負責，生產

方面由各個傘屋來製作，而銷售方面則由批發商負責，行銷客源主

要定位在大都市的和傘經銷商，如東京、京都、大阪等地的和傘專

賣店，近年來岐阜地區推動觀光旅遊，使得當地的特色逐漸被凸顯

出來，如岐阜和傘、岐阜提燈、岐阜團扇等特色工藝，亦是吸引遊

客項目之一。而電子商務的興起，也使得岐阜和傘批發商開始著手

於網路店面的行銷，甚至在岐阜出現了無實體店面，但有網路商店

的經營模式。 

在岐阜這三家和傘批發商店的規模及規劃方面分析，因接受批發訂

單居多，觀光遊客熱潮尚未成形，所以這三家業者目前的營業場所空間

不大，且空間規劃不是商店行銷模式，而是製作工作室的設計空間，甚

至是倉庫存放空間，由此可知目前的岐阜和傘尚未進入到當地觀光商店

的型態。 

根據藤澤健一的訪談及研究者循著藤澤先生的敘述到中國杭州地

區實地訪查結果發現，日本岐阜業者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因為杭州

市與岐阜市締結為姐妹市的關係，設廠於杭州地區，並派和傘製作職人

教導當地居民和傘製作技術，目前該地區的日式紙傘工廠也持續與岐阜

業者配合訂單生產。以下是藤澤先生關於中國製和傘的訪談內容： 

 

Q：店內的紙傘中國製與日本製有何差別？ 

A：不管是中國製還是日本製的，在設計上還是日本的設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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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買不到的。 

Q：中國製與日本製的日本傘在價格上有何差別？ 

A：中國製價格約在 6000 元（日幣）而日本製的傘價格在 20000

元（日幣） 

Q：中國製與日本製的傘款式是否一樣的？ 

A：款式是一樣的，只是在價格上問題，中國製價格約在 6000

元（日幣）而日本製的傘價格在 20000 元（日幣）。30 年前

杭州與我們岐阜是友好城市，我在杭州開了一個廠，目前

也還有。當初不是我想去，是杭州那邊一直叫我過去，因

為意識到紙傘是要延續下去的，但是因為職人（大陸製傘

者）的關係，所以把好的傘跟壞的傘都混合下去了，這種

感覺對我來說是失望的。本來這是傳統文化是要傳承下去

的，但是沒有，所以是比較失望的。我在臺中也開過廠，

在臺中的一個尼姑庵。在福建也開過一個廠，也聽說過福

建人不是很好，當時也賣了很多，當初說在藤澤商店做的

傘不會賣到別的地方，後來在廣州的廣交會，（福建的人）

把我的傘也拿去賣了。把我們做過的產品都拿去賣了，所

以當時的感覺是不好的。但是當時廣州（應該是口誤，福

建）那邊對我們是還好的，是廠家那邊不好。這是心理不

舒服的地方。 

Q：現在還有在那邊（福建）辦場嗎？ 

A：現在在福建已經沒有了，在杭州還有。主要是工人的問題，

熟練後就走掉了，然後是工資的問題。工資在漲，但傳統

的工作工資漲不高，所以就去別的地方了，這樣一把好的

紙傘就沒辦法一直傳下去，這樣質量一直在變，我自己作

為全日本做傘最好的公司，覺得這樣很可惜，把這項技術

傳給你們了，希望能夠一直做下去，相反的學會了，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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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辛苦了就不做了，或是工資達不到理想就走掉了，所以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不太好的，與其這樣，我不如還是在日

本做還比較好。 

A：日本有舞蹈用的傘，有時需求量要 500 個，所以沒辦法採購

日本製的傘，因為每把要幾萬塊，而且跳完舞有時紙傘會

被用壞，最主要還是價格問題，所以還是採用中國製的傘。

（訪談紀錄，J01-20161107-2） 

 

在岐阜和傘製作方面，目前最緊迫的是轆轤（傘頭、傘托）的製作，

全日本僅存一間「長屋木工所」專業生產轆轤，全國的訂單靠著所裡的

社長及 60 年資歷的職人，二人負責生產工作。其次是各個傘屋的職人，

年事漸高，已見凋零，而年輕人不願投入此行業，技藝傳承恐將出現斷

層。 

 

第三節 紙傘產業在臺日的傳承與發展 

 

地方產業是地方上以經濟發展為主的聚集產業，早期為地方帶來豐

厚的經濟效益，隨者時空的轉變，產業特色及地方文化形成地方產業發

展的新契機。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的紙傘產業，是當初地方百姓經濟收

益的主要來源，亦是代表當地的特色工藝，在強調「在地文化」的當下，

美濃紙傘與岐阜和傘產業正以「特色文化」的型態再度重現產業的新生

命，就其發展及傳承面向分析，研究者以 SWOT、TOWS 及五力分析的

產業分析方法來探討紙傘產業的所面臨的問題。 

 

壹、分析法介紹 

一、SWOT 與 TOWS 矩陣分析的意義 

SWOT 矩陣分析經由對產業內在環境的優勢（Strengths）、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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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和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

各項條件之考量，再透過 SWOT 矩陣，列出產業發展的策略配對，

可得到 2*2 種 TOWS 策略型態分析為結合優勢與機會之策（SO 策

略）；改善弱勢掌握機會之策略（WO 策略）；發揮優勢避免威脅之

策略（ST 策略）；改善弱勢避免威脅之策略（WT 策略）（如表 4-3-1），

可提供執行者執行之決策參考（薛義誠，2008：269）。 

 

 表 4-3-1 SWOT 與 TOWS 矩陣分析架構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列出內部優勢 

（Strengths） 

列出內部劣勢 

（Weaknesses） 

列出外部機會 

（Opportunities） 

  SO策略 

Max-Max 

  WO策略 

Min-Max 

列出外部威脅 

（Threats） 

  ST策略 

Max-Min 

  WT策略 

Min-Min 

 資料來源：策略規劃與管理，薛議誠，2008，頁 268。 

 

二、五力分析 

由麥克.波特（Michael E.Porter）於 1980 年提出，波特認為影

響產業競爭態勢的五大因素為：新進入者的威脅、替代性產品或勞

務的威脅、購買者的議價能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及既有廠商的競

爭程度（鍾憲瑞，2013：85）。透過分析五種競爭力，有助釐清企

業所處的競爭環境，同時系統化瞭解產業中競爭的關鍵因素，藉以

得知產業的競爭強度與獲利潛力，進而決定產業最後的利潤率，即

長期投資報酬率。五力分析真正的目的是要「辨識出產業中有哪些

作用力是最為關鍵的，或是哪些力量是可以先放在一邊的」，企業

組織的資源有限，不可能去解決每一個「力」，只能聚焦在關鍵的

項目上。好策略的核心是「辨識真正的問題、聚焦在關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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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分析就是一組辨識和聚焦關鍵問題的架構（如圖 4-3-1）。 

 

 

圖 4-3-1 五力分析 

資料來源：產業分析精論：多元觀點與策略思維，鍾憲瑞，2013，頁 86。 

 

貳、臺灣美濃紙傘產業分析 

美濃紙傘從 1924 年起在美濃發展迄今已近百年，由民生必需品演

變成工藝藝術品，結合了生活工藝與美術工藝，具備產業化發展的條件，

在臺灣的閩南、客家及原住民多元環境裏，發展出在地的特色，成為特

色文化的美濃紙傘產業。以下就產業發展的內部優勢與劣勢及外部機會

與威脅作 SWOT、TOWS 矩陣與五力分析： 

一、SWOT 矩陣分析 

在優勢方面，美濃油紙傘是項百年工藝、傳統地方特色產業，

品牌已具知名度且媒體曝光率高，在臺灣只要提到美濃，大家就會

聯想到紙傘，所以紙傘已是美濃的代名詞之一，具有高知名度。其

次，近年來客家意識抬頭、族群認同度提昇，客家文化愈受到社會

上的尊重與接受，美濃紙傘作為客家文化特色產業，也受到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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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青睞。在政府輔導方面美濃匠師鄭師傅提到： 

 

目前有真正幫助到我們的只有客委會跟經濟部，因為美濃是

客庄，我們有參加客委會的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還有經

濟部的臺灣製 MIT 微笑標章，這些都是在行銷方面的輔導，

而且成效還不錯。（訪談紀錄，T03-20170114） 

 

臺灣美濃紙傘產業在行政院客委會成立（2000 年）前，業者們

各自摸索著前進的道路，找尋生存之道，將美濃紙傘延續下去是每

個業者的使命。客委會成立後，積極的輔導客家產業如何紮根發展，

如何從地方產業轉型為地方文化產業，美濃紙傘產業也跟隨著客委

會的輔導方向逐漸轉型為地方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多年來在相關政

府部門的輔導政策中只有客委會、經濟部在美濃紙傘的行銷領域有

相關的輔導措施，如客委會的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及經濟部的臺

灣製微笑標章認證，皆是注重在行銷的範疇且對紙傘銷售助益頗大，

但在技藝傳承方面的輔導計畫卻不見成效，探究其因，在於產業業

者們沒有把實際核心的問題跟輔導單位溝通，以致於輔導計畫無法

有效地落實在產業的技藝發展層面。 

在劣勢方面，產業能否永續發展，行銷是最為關鍵性因素之一，

美濃紙傘的行銷面臨以下二個問題，一為閩客習俗的差異性，美濃

紙傘文化發展從實用性日用品到藝術性收藏品，以目前臺灣社會的

風俗民情來說，閩南與客家又有不一樣的觀點。在客家人習俗中紙

傘是高貴的禮品，是圓滿吉祥的象徵，而在閩南習俗卻是有著傘（散）

的忌諱，同處在一塊土地上，二種不同習俗的文化衝突，這是美濃

紙傘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二是外地一般實體店面無法經營，首要問

題在於價格方面，首先是美濃紙傘因業者競爭狀態下，產地零售價

格偏低，批發價格跟產地零售價格相差不多，導致外地實體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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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意願不高。再來是消費者心理因素，因為臺灣地域不大，且

網路及物流的方便性，導致消費者喜歡找美濃當地的業者購買。在

生產方面，第一為業者為降低成本，從大陸進口傘骨架回臺加工生

產，導致技藝工法無法完全保存。第二是產業利潤偏低及匠師社經

地位不高，對此美濃匠師鄭師傅表示： 

 

現在沒有人要學做紙傘了，來應徵的聽到作紙傘都沒有意願。

所以在紙傘傳承的部分，我們業者真的沒有辦法，沒有人要

學，因為學了這門技術市場性不大，很多家長也不願意小孩

學這個。站在我們作紙傘的立場，真的不希望紙傘的技藝就

斷在我們這一代。…，在技藝傳承的部分，我們業者真的沒

有辦法，沒有人想學，但是我們又不想讓這項技術失傳，所

以希望政府能夠幫我們在這個傳承方面，讓我們的紙傘技術

跟紙傘文化能夠傳承下去。（訪談紀錄，T03-20170114） 

 

基於上列因素導致年輕人不願從事紙傘製作，傳承出現斷層現

象。在創意及創新部分，紙傘工藝匠師為師徒相傳的教育體系所培

養，保有濃厚傳統民俗文化的風格與精湛的工藝製作技巧，但卻缺

乏創新設計的理念，而目前的社會環境講求的是創新與創意，如何

將文化與創意連結起來，又能順應現代的流行趨勢，對當前年紀已

邁入中老年的紙傘師傅來說是一大挑戰。在業者規模來說，紙傘產

業廠家多為微型企業，且彼此間互不結盟，以致於無法達到產業群

聚及規模經濟之效益。 

在機會方面，體驗經濟與休閒市場的來臨以及文化觀光與鄉村

旅遊的興起，帶動了美濃客庄旅遊人潮，加強紙傘產業的發展。美

濃紙傘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一，而文化創意產業則是政策發展重

點與世界潮流趨勢，在政策輔導及潮流趨勢下，帶動了紙傘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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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發展。 

在威脅方面，面對亞州四處紙傘生產區域（臺灣、中國、日本、

泰國）來說，臺灣是生產基地及內需市場最小規模的一處，面對其

他競爭者的低人工成本威脅，對美濃紙傘在國內外市場的行銷確實

是一大挑戰。近年來美濃文創風潮蔚為流行，相關產業皆推出屬於

當地的文創產品，如藍染、藍衫、陶藝及其他的伴手禮替代美濃紙

傘在地伴手禮的市場空間。 

由以上分析可得表 4-3-2，其中優勢因子 4 個、劣勢因子 4 個、

機會因子 2 個及威脅因子 2 個。 

 

  表 4-3-2 美濃紙傘產業 SWOT 矩陣分析 

優勢（Strengths） 

S1.百年工藝品牌已具知名度

且媒體曝光率高。 

S2.客家文化在社會上的尊重

與接受度提高。 

S3.政策上的輔導與推廣。 

S4.文化觀光帶動了美濃紙傘

產業的發展。 

劣勢（Weaknesses） 

W1.行銷方面，一為閩客習俗的差

異性，二是外地一般實體店面無法

經營。 

W2.生產方面，第一為技藝工法無

法完全保存。第二是傳承出現斷層

現象。 

W3.創意及創新方面，紙傘工藝匠

師缺乏創新設計的理念。 

W4.業者規模多屬微型企業，無法

達到產業群聚及規模經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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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續) 美濃紙傘產業 SWOT 矩陣分析 

機會（Opportunities） 

O1.體驗經濟與休閒市場的來

臨，以及文化觀光與鄉村旅遊

的興起。 

O2.文化創意產業是政策發展

重點與世界趨勢。 

威脅（Threats） 

T1.其他競爭者的低人工成本威脅。 

T2.美濃地區文創產品及其他伴手

禮的替代品威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五力分析策略 

五力分析是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其架構有五種力量會影響

到產業長期獲利空間及競爭程度，這五種力量分別是潛在進入者的

威脅、替代品的威脅、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購買者的議價能力及現

有競爭者的威脅，以下以美濃紙傘產業作分別說明： 

（一）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愈大，產業的長

期利潤空間愈會被壓縮。 

美濃紙傘產業是一項高技術性及高品牌知名度的手工業，

雖然進入障礙強度高，但仍面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以現況來

說，臺灣除了美濃是最大的紙傘生產基地，但在屏東地區（東

興紙傘）及臺北地區（紙天空紙傘）各有一處紙傘工作室小量

生產，銷售通路分別在臺灣手工業中心中華工藝館（紙天空）、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東興），因二者不屬於美濃製傘體系，所

以在其構件及工法上與美濃紙傘有所差異，但對美濃紙傘產業

在行銷上仍構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二）替代品的威脅：替代品的存在相當於為該產業設定了定

價的參考基準點（替代品的相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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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紙傘在購買者的需求上有一部分是舞蹈用具及布置

裝飾用具，在購買者面臨需求性及價格、預算壓力考量時，則

會轉換其他替代品，如大陸的紙傘、絹傘、泰國的清邁紙傘，

因為替代品的價格相對較低，而臺灣市場亦有銷售通路及網路

購物的高便利性，因此顧客的轉換成本低，導致消費者很容易

傾向使用替代品。 

（三）購買者的議價能力：買方的議價能力愈高，產業的獲利

空間相對被擠壓變低。 

美濃紙傘屬於工藝藝術品而非生活必需品，在臺灣目前經

濟景氣持續低糜的狀況下，文創高價紙傘遊客購買意願不高，

而一般性的美濃紙傘在銷售上因為購買者的購買數量大、替代

品的取得便利，導致買方議價能力高，相對壓低產業的獲利空

間。 

（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供應項目對產業的差異化或成本的

影響度。 

在美濃紙傘產業的供應項目較為關鍵性的是在傘骨的部

分，因為製作傘骨的技術性高、取得不易，目前傘骨匠師凋零，

所以在臺灣傘骨生產成本較高，所有業者的傘骨材料皆來自大

陸生產，在面對強勢的紅色供應鏈，美濃紙傘產業業者顯得極

為弱勢，因為臺灣美濃紙傘構造與大陸紙傘有差異化，所以會

製作臺灣紙傘骨架的廠商只有少數幾家，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過

高，是賣方市場決定價格，對美濃紙傘產業影響甚鉅。 

（五）現有競爭者的威脅（業內競爭）：當業內競爭愈激烈時，

產業的獲利空間就愈低。 

關於業內競爭部分，美濃匠師鄭師傅表示： 

 

整個美濃加起來做傘的總共才 6 家，店家老闆因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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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上的競爭，大家都沒有在聯繫，有些甚至會去說別

人不好的地方，所以要共同組成協會是比較不可能的

事情。（訪談紀錄，T03-20170114） 

 

美濃紙傘產業目前有 6 家業者，雖然是家數少，但彼此間

卻互不往來，各立山頭，分析其競爭因素如下： 

（一）間歇性的產能過剩，導致同業可能會削價競爭，以

擴大銷售額，消化閒置產能。 

（二）產品同質性高，顧客轉換成本低，導致購買者的議

價能力高，造成業內削價競爭程度高。 

（三）業者成長因素，美濃紙傘產業在整個不景氣的大環

境下逐漸呈現衰退現象，而業者在追求成長時，可

能就必須爭奪有限的顧客，於是會發生直接競爭的

狀況。 

在五力分析架構下的形成策略研究，因美濃紙傘產業每家業者

的特質不同且資源有限，在生產規模、行銷通路及產品定位目標皆

不一樣，所以這五種力量對不同廠商造成的影響，會因個別廠商業

者的特質而有所差異，產業業者要針對自己的組織資源辨識出—哪

些作用力是最為關鍵的，或是哪些力量是可以先放在一邊的，聚焦

在關鍵的項目上，利用現有資源，找出適合自己的有效策略。就產

業的形成策略安排於本節之第肆項「紙傘產業策略分析」中詳述。 

 

叁、日本岐阜和傘產業分析 

岐阜和傘從寬永 16 年（1639）起在岐阜發展迄今已近 330 年，從

早期為了維持下級武士的生計，發展成為地方產業，為岐阜地區帶來豐

厚的經濟效益，與日本其他製作和傘地區不同的是，岐阜採用的是一把

傘由各個不同工序製作的傘屋分工製作完成，這正是培育出技藝精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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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堅持的「細物精神」。以下就岐阜和傘產業發展的內部優勢與劣勢及

外部機會與威脅作 SWOT、TOWS 矩陣與五力分析： 

一、SWOT 矩陣分析 

在優勢方面，岐阜和傘產業歷史悠久，三百多年的製傘技藝傳承，

製作技術扎實，奠基產業的基礎。在產銷方面，屬產銷分離制，分工

製作使得職人可以負責岐阜所有批發商所下的訂單量，擁有較多的收

入，減低職人的流動性，而且生產資源由三家批發商店共享，節省商

店的成本，在這種狀態下經營行銷的批發商則擁有更多的時間、空間

及人力資源做行銷推廣或是設計傘面創意、創新圖紋。生產製作在工

序上採取分工作業，由不同工序的傘屋業者負責，製傘職人專職特定

工序，技藝熟練提高生產效率，此為其他產地所無之岐阜特有的作法，

適合於大量生產。在傘骨部分因機器削製，傘骨規格標準化、精緻化，

職人提倡「細物」精神，所以岐阜地區製作的和傘在日本是屬於高精

緻產品。這幾年來因為電子商務的興起，岐阜出現了無實體店面，完

全以網路行銷為主的傘店，所以批發商店也紛紛成立屬於自己的企業

網站，推廣自己商店的歷史及行銷和傘。 

在劣勢方面，岐阜三家商店以批發銷售為主，所以店面較無設計

規劃，無法吸引一般觀光遊客的參觀興趣。而在產品部份，中國製與

日本製的和傘一起在店面銷售，容易讓消費者混淆並且產生「劣幣驅

逐良幣」8之效應，反而導致生產人力（製傘職人）加速衰退之現象。

根據平野明博先生在關於技藝傳承的訪談表示： 

 

就自己來說，女兒稍微懂一點點，兒子對這一方面則是不

感興趣，也就是一種個人的價值觀問題。然後就是說，現

在還是處於，我要做了，也是向其他職人說，幫我做好後，

                                                 
8 劣幣驅逐良幣法則泛指價值不高的東西會把價值較高的東西擠出流通領域，主要指假冒劣質產品

在多種渠道向正牌商品挑戰，並具有膨脹和蔓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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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回來，然後我再去賣，不會說完完全全一本（一把傘）

在我這邊做完。（生產跟銷售是分開的）也希望有這樣的

可以繼承，但是沒有辦法，因為現在年輕人的想法不是很

願意，就自己的女兒、兒子都不是很願意做這一行的事情，

所以就沒太大的能力（來成立公會）。（訪談紀錄，

J02-20161107-2） 

 

因為和傘市場的萎縮，年輕人多無意願投入和傘產銷市場，尤其在

和傘的製作學習，更是乏人問津，技藝傳承逐漸出現斷層現象。在

銷售業者部分，商家多屬微型企業，無工會組織或聯盟，所以行銷

資源無法整合、共享。而在和傘的傘面圖紋多為印刷圖案，需大量

生產，導致紙屋業者或批發商行增加存貨成本，圖紋創新受限。目

前岐阜和傘產業在生產面向所面臨的問題是：職人日趨高齡化，缺

乏繼任者；再者，因竹林的種植變少，竹材取得困難，以及加納地

區住宅化，使得烘乾場場地不易取得等（岐阜市歷史博物館，2011：

381）。 

在機會方面，岐阜城歷史悠久，古城文化多元、觀光資源豐富，

文化觀光的體驗旅遊興起，可帶動人潮進入岐阜觀光。近年來岐阜市

政府及岐阜歷史博物館常舉辦活動及展覽，推廣岐阜工藝與文化。在

岐阜周圍的大都市中，如大阪、京都祇園祭等文化活動的復甦，相對

帶動和傘產業的發展，如觀光地區推動和服及和傘出租，讓遊客體驗

古都文化之旅。 

在威脅方面，因電子商務的興起及網路的普及，許多網路店家在

網站上銷售中國製的和傘，如果中國製的和傘銷售量持續增加，在買

方、賣方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和傘產業將會出現「檸檬市場」8現

象。而在整個日本和傘產業的供應面，除了岐阜尚有其他地區製傘業

者的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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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得表4-3-3，其中優勢因子5個、劣勢因子5個、機會

因子3個及威脅因子2個。 

 

表 4-3-3  日本和傘產業 SWOT 矩陣分析 

優勢（Strengths） 

S1.產業歷史悠久，技術扎實，具有

品牌知名度。 

S2.產銷分離，職人收益高且產銷各

具專業性。 

S3.分工製作生產，生產率高。 

S4.提倡職人細物精神，屬高端產

品。 

S5.電子商務興起，網路行銷興盛。 

劣勢（Weaknesses） 

W1.批發商店面無設計美感，無法

吸引遊客參觀興趣。 

W2.自製與他製和傘混合販賣，容

易引起劣幣驅逐良幣之效應。9 

W3.年輕人多無意願投入技術部

門，技藝傳承將出現斷層。 

W4.行銷業者無公協會組織，資源

無法共享。 

W5.印刷圖案需大量生產，增加存

貨成本，導致圖紋創新不足。 

機會（Opportunities） 

O1.古城文化多元，文化觀光興起，

帶動人潮。 

O2.政府部門定期舉辦展覽及傳習

活動推廣和傘工藝。 

O3.臨近都會區文化活動復甦，帶動

和傘產業發展。。 

威脅（Threats） 

T1.中國製和傘在網路及實體店面

銷售，恐將出現檸檬市場效應。 

T2.其他地區和傘廠家的競爭。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8 檸檬市場顯示，在資訊不對稱下，因為市場中的價格過低，價格機制將驅使擁有好車的賣方離開

市場，形成逆向選擇。最終造成市場中充滿劣質品，使市場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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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力分析 

五力分析是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其架構有五種力量會影響

到產業長期獲利空間及競爭程度，這五種力量分別是潛在進入者的

威脅、替代品的威脅、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購買者的議價能力及現

有競爭者的威脅，以下以岐阜和傘產業作分別說明： 

（一）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愈大，產業的長

期利潤空間愈會被壓縮。 

岐阜目前所面臨紅色供應鏈的問題尚不嚴重，但因電子商

務的崛起，中國製的和傘進入岐阜地區及國際市場，勢必將衝

擊到岐阜和傘內外銷發展的空間。 

（二）替代品的威脅：替代品的存在相當於為該產業設定了定

價的參考基準點（替代品的相對價格）。 

岐阜地區所生產的和傘在日本市場是屬於高價位產品，而

目前日本和傘在數量上使用最多的是祭典時期表演或競賽用

的舞踊傘且多屬一次性使用，所以消費者通常會以價格價值觀

念衡量且在轉換成本低的誘因之下，將會採取購買其他地區甚

至是中國製售價較低的和傘來替代岐阜和傘。 

（三）購買者的議價能力：買方的議價能力愈高，產業的獲利

空間相對被擠壓變低。 

 日本和傘市場在主流產品中分為二大類別，第一是屬於使

用性質，如祭典傘、舞踊傘及觀光旅遊市場的蛇目傘、番傘，

此類和傘有多數地區（岐阜、京都、金澤、淀江和松山）廠家

生產，來源地甚置包括中國，所以購買者的選擇性多而賣方競

爭性強，此款和傘的購買者的議價能力相當高。第二是屬於藝

術收藏性質，根據藤澤健一先生對於職人精神的訪談看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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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師對於傳統文化的｢匠心｣－一種職人的精神，我

既然有這麼好的手藝，我就要做出一把這麼好的傘，

不是說我做出來的一定要賣，因為我的手藝在那個

地方，不是我的手藝去迎合市場的需求。既然我的

手藝這麼好的話，我不去做浪費掉了，可能做出來

的作品很貴，但這是職人匠師的一種心境，所以才

會做出特殊的傘，但是也有特別的客人會欣賞，只

是 一 般 的 消 費 者 不 會 接 受 。（ 訪 談 紀 錄 ，

J01-20161107-3） 

 

如羽二重傘，此款紙傘反映出岐阜的分工傘屋制度所形成的職

人「工藝細物」精神，是一種文化傳承的精神，藝術價值極高，

所以此類產品相對來說，買方的議價能力就顯得低。 

（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供應項目對產業的差異化或成本的

影響度。 

岐阜和傘最特殊的材料供應為「轆轤」，即是美濃紙傘構

件的傘頭、傘托，目前整個日本只有一家「長屋木工所」，是

碩果僅存的轆轤專業製造廠，來自全國的訂單全由社長及 60

年經歷的職人兩人包辦。在其他材料部分，因皆為天然的木材、

竹子或是紙張、油料等大自然的產物，在資源有限、取得越來

越少的情況下，材料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越來越高，造成和傘成

本增加。 

（五）現有競爭者的威脅（業內競爭）：當業內競爭愈激烈時，

產業的獲利空間就愈低。 

整個岐阜和傘批發商實體店面 3 家、網路店面 1 家（無實

體店面業者），業者間並無聯盟組織成立，以研究者從文獻及

實地訪查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藤澤商店是目前岐阜和傘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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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規模較大者，是唯一有聘請職人在內部生產的製作批發商，

且有與政府配合傳承習作教學，整個岐阜和傘屬於高度寡佔市

場，產品性質可能相同、可能不同，所以在業內廠商的競爭程

度並不激烈。 

 

肆、紙傘產業策略分析 

本研究著眼於美濃紙傘產業，而岐阜和傘位於日本，非吾所能建議，

但岐阜和傘產業之優點是吾可借鏡之處，故在此只對美濃紙傘產業提出

分析因應策略。根據上述美濃紙傘及岐阜和傘的 SWOT 矩陣分析各項因

子及五力分析各種力量因素，研究者研擬適合美濃紙傘產業的對應策略，

茲歸納如下： 

一、TOWS 策略分析 

根據上述 SWOT 矩陣所列各項因子，利用 TOWS 矩陣策略型

態分析並研擬適合的對應策略。分析結果顯示，在結合優勢與機會

之策略（SO 策略）部分，得到 4 種策略；在改善劣勢掌握機會之

策略（WO 策略）部分，得到 3 種策略；在發揮優勢避免威脅之策

略（ST 策略）部分，得到 2 種策略；在改善弱勢避免威脅之策略

（WT 策略）部分，得到 1 種策略，總計合併共有 10 種策略。茲將

TOWS 策略型態的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一）SO 策略：善用優勢、利用機會，研究結果策略說明如下： 

1：利用休閒旅遊推動美濃紙傘體驗 DIY 活動，讓年輕人能

更加了解美濃紙傘。 

2：利用文化觀光推動美濃紙傘客家文化歷史，藉著紙傘的

文化意涵讓遊客更加深入了解客家文化，進而產生文化

認同。 

3：利用地方特殊景觀及地方特色產業的結合，搭配社區營

造及當地居民的投入，發展觀光產業，拓展美濃紙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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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通路。 

4：相關政府單位的輔導與支持，並投入資源開發紙傘文創

產品。 

（二）WO 發展策略： 改善弱勢、掌握機會之策略，研究結果

策略說明如下： 

1：藉著文化觀光，讓所有族群遊客了解美濃紙傘的客家文

化意涵，消弭原有的歧見，重新認識美濃紙傘。 

2：藉著文創理念，創新美濃紙傘的新風貌，進而提高產品

價格，區隔批發市場，開拓行銷新通路。 

3：利用鄉村旅遊休閒產業的興起，帶動社區營造並串聯紙

傘業者相互結盟，整合資源，讓紙傘產業達到規模經濟

之效益。 

（三）ST 策略： 發揮優勢，避免威脅之策略，研究結果策略說

明如下： 

1：利用地方特色產業的在地性、獨特性、歷史性創造美濃

紙傘的文化特色，並以「顧客價值」10為導向的生產模式

及「客製化」來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推動「體驗行銷」

模式，讓遊客憑著手感感受美濃紙傘所帶來的溫度。 

2：落實「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精神，利用美濃紙

傘的元素融入地方文化中，創新傳統工藝。 

（四）WT 策略：減少弱勢、避免威脅，研究結果策略說明如下： 

1：規劃完善的技藝傳承系統計畫，培養美濃紙傘製作匠師，

吸引年輕族群投入紙傘產業，創新紙傘價值，避開低價競爭

策略。 

                                                 
10 顧客價值是指顧客對於公司績效在整個業界的競爭地位的相對性評估。具有以下兩種不同的意義：

（1）.心中價值：顧客以他們從產品或服務中所獲得的核心利益來定義價值，也就是說顧客以自

己從產品或服務那獲得的滿足感大小，主觀地判別其價值高低。（2）.價格價值：用「價格」來認

定他們所獲得的價值；顧客認為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相同的產品，所獲得的價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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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美濃紙傘文創人才，開發相關文創產品。 

二、五力分析形成策略 

根據美濃紙傘產業五力分析下之 5 種競爭力作用，本研究將所

形成的策略歸納如下： 

（一）在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替代品的威脅、購買者的議價能

力此三種競爭力量分析，美濃紙傘產業應該提高與其他

地區紙傘的異質性，並強調美濃的在地性、獨特性及文

化性，創造美濃紙傘的唯一性，並且加強創意及創新的

藝術表現，如同岐阜和傘職人的「匠心」及「細物」精

神，提昇附加價值，讓進入者的威脅、替代品的威脅及

買方的議價力量降到最低。 

（二）在供應商議價能力的部分，美濃紙傘產業的製作面應回

歸於臺灣生產，強調 MIT 精神，不再受控於傘骨供應商

（中國大陸），在此前提下美濃紙傘業者應互相聯盟，規

劃產銷機制，如此才能達到規模經濟資源共享及技藝傳

承、文化保存之目的。 

（三）現有競爭者的威脅（業內競爭），這是在五種競爭力中美

濃紙傘產業內部的問題，也是造成惡性競爭作用力最大

的因素。唯有業者自我定位，開發屬於自己的產品，在

產業中找出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此業者才能和諧，在良

性競爭狀態下，產業才能發展。 

三、綜合策略分析 

美濃與岐阜二地皆擁有豐厚的文化觀光資源，岐阜在每年每個

月份都有節慶祭典活動的舉辦，一則保存文化資產，延續文化的生

命力，二則在於推動當地的觀光旅遊，這是美濃地方政府可以借鏡

之模式，將美濃當地的既有活動，如字紙祭、二月戲（祭）、花海節、

水圳玩水趣、田園音樂季、黃蝶祭、白玉蘿蔔節，甚至可將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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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產業及人文景觀融入於節慶之中，如增設文學祭、紙傘節、粄

條節、菸草祭等不同主題的相關活動，依節氣時間串聯每一個活動，

吸引國人及國際遊客到美濃一遊，推廣在地特色及客家文化，並將

紙傘元素融入於活動中行銷美濃紙傘。 

研究者在岐阜的田野中發現岐阜當地的產業，如餐廳、博物館、

觀光區、車站以及相關文宣中都有和傘的元素（如圖 4-3-2、圖 4-3-3），

這對岐阜和傘的推廣行銷助益匪淺。而岐阜和傘的產銷分離及專業

分工是美濃紙傘產業應該學習的制度，這是提昇美濃紙傘產業的改

革方向，如此可降低匠師的流動性，提高匠師的經濟收益、吸引年

輕族群的投入以及開創相關紙傘的文創產品。 

綜合以上，「美濃紙傘」傳統工藝的文化資產目前正面臨「保存」

與「傳承」重要的課題。文化資產保存的精神在於保存與保護並且

保留給下個世代，所以當初在汲汲於保存下來的文化精神或是文化

價值，是否會因為創新而有所改變，而如何使得文化價值與經濟效

益兩者並存，本研究認為傳承與創新應該是分開的，如同岐阜和傘

的產銷分離制度，由不同的人來從事這兩個項目工作。文物不能隨

意改動，改了就不再具有歷史價值。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把

文化資產當「歷史文物」，以至於傳承者在改，政府在改，專家學者

也在改。就美濃紙傘而言，許多人認為，如果只強調維持原樣的傳

承，就意味著工藝將不再繼續發展，就會永遠停留在原點裹足不前；

如果刻意強調創新，顧及到了經濟的發展和工藝技術的進步，但美

濃紙傘將不會再有歷史的認識價值。所以，如果將「保護傳承」與

「創新開發」這兩項重任都放到一個人身上，他都會無法承擔起這

一歷史的重任，這是一個「魚」與「熊掌」般的矛盾，是無法承受

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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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岐阜市觀光型錄（工藝品－岐阜和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7.7.10 

 

  

圖 4-3-3 岐阜博物館簡介（岐阜和傘）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20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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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紙傘在臺灣、日本都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化型地方產業，發展至今

從傳統實用的手工藝工具化身為文化創意的工藝藝術品，從地方特色產

業逐漸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本研究深入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二地，田

調資料研究成果主要詳述於第三、四章，本章將總結研究成果並重點闡

述研究發現，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所不足之處，以及提供後續可深入

研究之方向。 

 

 

第一節 結論 

 

綜合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可知紙傘工藝在臺灣與日本二地的發展深

受當地的自然環境、社會發展及人文背景等因素影響，在不同文化的薰

陶下，呈現出屬於自己的紙傘風貌，以下是透過上述研究得到的四項結

論。 

 

壹、紙傘工藝發展歷史與文化意涵的比較面向 

美濃、岐阜的紙傘在不同年代傳入當地發展至今，各有不同的歷程，

就其發展歷史及文化意涵的異同，本研究歸納如下： 

一、發展歷史面向： 

美濃與岐阜紙傘的起源皆來自於中國，因為年代的不同，所以

當初傳入的工法亦不盡相同，所生產出來的紙傘樣式也不同。美濃

紙傘在百年前傳入發展是以地方型的產業型態作為發展基礎，而岐

阜和傘則是三百年前以政策型態導入，為的是照顧下級武士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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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因導入的考量及資源不同，發展亦有所不同。岐阜和傘因為有

政府的資源及政府權力的介入，在當地發展的相當迅速且分工完整，

甚至有年產量 1500 萬把的紀錄。反觀美濃紙傘產業完全是個人企業

經營資源短缺，加上臺灣政策轉向輕工業全力發展洋傘，導致美濃

紙傘產業比岐阜和傘更加快速走向衰退時期。從另一個角度思考，

因為較早邁入產業的衰退期，所以美濃紙傘產業在面對社會變遷及

產業生存的反應度上，也相對較岐阜和傘產業靈活的多。 

二、文化意涵面向： 

在臺日文化差異方面，日本文化注重和諧，即所謂的「大和文

化」，臺灣人則比較直爽，注重事件主題的直接感覺，二者不同民族

文化差異亦表現在紙傘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上。美濃紙傘在當地有著

圓滿、吉祥的客家文化，其來自於美濃紙傘在形、音上的直接意涵，

如「油紙傘」客語為「有子遮ㄟ」，諧音為「有子傘」；傘下多人代

表著「多子多孫」，這些意涵皆是來自先民的生活文化。岐阜和傘講

究的是傘與天、地、人之間和諧度的關係，凡事皆以「和」為重，

人如此，傘亦如此。 

 

貳、紙傘工藝特徵與圖案文化的比較面向 

美濃與岐阜二地紙傘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發展出不同的紙傘工藝，

本研究就其工藝及圖紋上的異同歸納如下: 

一、工具 

美濃紙傘產業可引進日本岐阜的傘骨製作機具，藉以提昇傘骨

製作之速度、精緻度、標準度，並保留美濃原有的傘骨手工削製技

術，維持客製化的方便性。其次，在糊紙工具的傘架方面，美濃所

使用的三腳圓鐵架其功能性及方便性遠大於日本的木製傘架，比較

適合美濃目前糊紙做法的傘架器具。 

二、構造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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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紙傘可學習岐阜和傘的精緻及美觀的方式，如中置紙、手

元紙、石突之構件。在紙傘製作方面，第一，美濃紙傘可參考岐阜

和傘在傘骨及傘柄染色的做法，可增加其美觀度及防蛀效果，其次

是滑磨的工序，可減少美濃紙傘在收合時的厚度，讓傘型更為漂亮。

再者可考慮岐阜和傘的傘頭布安裝模式，只用線綁繞，如此可避免

鐵釘的出現（目前美濃紙傘的作法），更增加其古意盎然之味。在傘

面構圖方面，美濃紙傘比岐阜和傘靈活度高了許多，手工繪畫及花

布材質都是岐阜所不及之處，但岐阜和傘傘面花樣的「裁接」及「印

刷」方式可提供美濃紙傘業者另一種傘面創新模式之參考。 

三、材質 

美濃紙傘已定位為工藝藝術品，防水需求已不具第一重要性，

所以在防水材料的選購上，可以採用取得容易、成本較低的油料，

如岐阜目前使用的亞麻仁油或是其他替代品。在傘面材質方面，第

一，美濃紙傘可採用染色紙張取代柿子水的染色功能（柿子水早期

的黏劑功能目前已被樹脂或漿糊所取代），一來可節省製作耗時（需

曬乾）及人工成本，二來可節省採購大量柿子、榨汁人力及儲存的

成本。其次，可採用特殊紙張如埔里的手工紙，猶如岐阜所用的美

濃和紙（森下紙），做為傘面創新的新材質。 

四、圖紋 

美濃紙傘的手繪圖案模式在亞洲地區是一項很特殊的技術，有

別於其他地區的傘面印刷圖案，這是代表著美濃紙傘的特別象徵，

是應該被保存、傳承的模式。在岐阜和傘的借鏡方面，第一，岐阜

印刷圖案強調的是傘與天、地、人間的和諧，這個模式可供美濃紙

傘產業做為未來文創發展的新思路，如開發故事傘當成伴手禮模式，

將地方的人、文、地、產、景其故事性轉換為傘面的印刷圖案，既

可降低圖案成本，又能增加美濃紙傘的行銷廣度。其次，岐阜和傘

使用場合及身分的和諧適合度，這是美濃紙傘產業可以學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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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岐阜每年當中有不同的祭禮，在祭典舉辦的時候，有住持和尚使

用的傘、有祭禮中使用的傘、祭禮舞蹈時的傘及其他相關的傘，其

傘圖、傘型皆不相同，而美濃地區每年當中同樣擁有相當多的祭典

活動，紙傘業者可思考如何將美濃紙傘與當地的祭禮活動互相結合，

如此將可提升美濃紙傘在宗教祭禮中的地位以及擴大使用度範圍。 

 

叁、紙傘工藝產業現況的比較面向 

在產業的現況比較部分，研究者分為生產面及行銷面二個面向敘述

美濃與岐阜的特色。 

一、生產面向： 

美濃紙傘匠師（含彩繪）目前在線上且專職的人員合計有 11位，

而岐阜的和傘職人為 15 位，不同的是岐阜的職人是專職分工製作，

不做營銷的商店行為，而美濃紙傘匠師 15 位中有 7 位是製作兼門

市銷售，且美濃匠師是採個人式生產。就紙傘製作專業度來說，岐

阜職人比美濃匠師要較為專業且精熟，此乃在於岐阜的分工制度及

專業製作。再者，美濃紙傘匠師為師徒制，在製作上擁有熟練精湛

的技藝，但卻缺乏創新設計的理念；而岐阜在創新的設計上因為產

銷分離，所以批發商有更多面向的創新設計，這正是美濃紙傘可以

思考的新路線。 

二、行銷面向： 

美濃紙傘共有 6 家業者，其中 2 家是多元複合式經營，其主要

營收來源並非紙傘部門，其餘 4 家則是店面或工作室型態，以紙傘

銷售為其主要收入，並搭配其他藝品銷售，在銷售型態上，除了美

濃李家傘廠以批發為主要銷售型態，其他 5 家是以零售為主，在店

面布置方面講求的是設計美感。岐阜和傘在批發商的實體店面有 3

家，網路店面 1 家（無實體店面者），這 3 家的銷售型態是以批發為

主，所以在商店店面設計是不講求美觀、整齊，反而是像工作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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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由此可知岐阜和傘批發商其主要客源並非觀光遊客。 

美濃紙傘在行銷方面，90% 屬於國人購買，紙傘在閩南與客家

族群中有著不同的解讀，同處在一塊土地上，閩客習俗的文化衝突，

這是美濃紙傘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肆、紙傘工藝傳承與發展的比較面向 

紙傘工藝在美濃與岐阜二地奠基發展，經歷過興盛、衰退，繁華、

落寞的時期，在講求文化創意及創新的潮流中，二地紙傘的傳承與發展

各有異同，本研究將其歸納如下： 

一、在傳承面向： 

美濃紙傘或岐阜和傘在技藝傳承上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後繼

無人，此現象將導致二地百年的紙傘製作技藝即將失傳，而在技藝

流失的部分，美濃又比岐阜快了 10 年（2006 年起美濃已無人在生產

線上削製傘骨），這是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單位應該審慎思慮的問題。 

二、在發展面向： 

（一）政府輔導 

二地政府在輔導紙傘產業各有不同面向。在臺灣，政府的

力量著重在行銷面的推廣與輔導；日本政府則是偏重於技藝傳

承的保存與傳承，在行銷方面則交給市場的供需自然法則機制。

就美濃紙傘目前所面臨的急迫問題，在政府面向而言，應該如

岐阜市政府的方向著力在紙傘的技藝傳承。 

 （二）業者理念 

美濃紙傘業者無法整合生產及行銷資源，作有效利用及定位

事業方向，以致屬性不明，造成業內同質性高、競爭性強。而日

本岐阜的產銷分離制度讓生產資源共享，這是美濃紙傘業者所不

及之處，亦是可學習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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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臺灣工藝文化創意產業，是一方面保存臺灣文化價值的民族傳統，

另一方面順應全球經濟型態的思維脈動，進而發展現代創新設計的工藝

產業，以適應現代消費模式與生活需求。只有走向創意、文化、精緻化

的途徑，要求具創意、設計與文化特色的高品質工藝產品，配合良好而

適當的行銷計畫，才能為臺灣工藝產業另闢蹊徑、再創新生的契機。這

正是「美濃紙傘」在現今充滿文化創新氛圍下，透過文化創意、創新的

方式，開發新產品，作為延續發展地方特色的產業；而透過文化資產的

保存與傳承，又能保留傳統工藝藝術的客家文化產業之思維。 

 

壹、產業建議 

在全球化下，文化同質化的潮流中，美濃紙傘的客家文化正逐漸消

失，而這項傳統的地方特色產業，如何在這波文化創意的創新思維中保

存下來，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業者面向 

（一）業者間應該拋開既有的競爭觀念，聯合組成「美濃油紙

傘發展協會」，將生產及行銷資源做有效整合並共同利

用。 

（二）各家業者評估自身資源，重新企業定位。 

1.紙傘產品的定位：商品、工藝品、藝術品。 

2.銷售型態的定位：批發、零售、散客、團客、網路行

銷。 

3.經營型態的定位：商店、工作室、工廠、觀光工廠。 

4.經營理念的定位：傳統、文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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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透過各自的定位，尋找在產業中所屬的位置，

避免產品同質性過高而導致業內競爭激烈情況的產生。

唯有彼此互相串連整合，才能達到良性競爭的寡占市場

型態。 

（三）產業結合社區營造，開創客家特色文化觀光旅遊，藉由

地方特色文化的推廣，讓不同的族群更能了解客家文化

精神，進而提高美濃紙傘的認同度及接受度。 

二、政府面向 

（一）在短期方面：第一，政府輔導公協會，團結各家業者集

結，形成產業群聚效益，將美濃紙傘生產面的材料、工

法等導向臺灣生產，落實 MIT 的精神。其次，設立「美

濃紙傘節」，結合美濃當地特色及人文，成為文化觀光

重點區，透過地方節慶祭典活動的舉辦，吸引不同文化

愛好者，創造文化觀光的效益。 

（二）在中期方面，建議將紙傘師傅列為「重要傳統藝術暨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民族藝師或薪傳師），提高

紙傘藝師的社會地位。建議成立「美濃紙傘傳藝機構」

培訓相關人才，開發紙傘相關文創產品，並將「美濃紙

傘」列入教育課程，讓學生認識美濃紙傘，進而去接觸、

認同。 

（三）在長期方面，營造美濃為「紙傘村」的形式，定期舉辦

世界紙傘博覽會及相關論壇，藉由展會及學術論壇的方

式提高美濃紙傘的文化地位。 

 

貳、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範圍在臺灣美濃與日本岐阜二地的紙傘產業，目前日本在京

都、金澤、淀江和松山等地區仍有和傘製造業的留存，研究者受限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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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時間及人力，未能全面調查日本和傘的產業，是本研究不足之處。後

續除了建議未來研究可將日本其他和傘製作地區納入研究範圍對象，進

一步開展對日本和傘藝術的整體研究。除了臺日紙傘產業的比較研究，

研究者尚提出四個研究方向： 

一、可繼續比較臺日兩地文化政策的制訂與論述，並透過兩地歷史

文化的比較過程，做為臺日兩地紙傘產業取長補短之處。 

二、可對於臺灣美濃紙傘與大陸四川蘆洲紙傘、浙江杭州紙傘、福

建福州紙傘的產業發展歷程及非貿易因素連結的產業網絡關係

進行探討。 

三、可將臺灣美濃紙傘與泰國清邁紙傘產業對於當地的文化特色觀

光發展作一比較研究。在重疊的時序及地域上亦可與本研究的

內容對應參照，以完整紙傘產業在亞洲地區發展的整體研究

性。 

四、可將日本京都市政府的輔導案例—紙傘創意燈具，作為紙傘轉

型文創之研究對象，作為美濃紙傘文創開發參考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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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紙傘產業調查表 

 

個案編號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問者  紀錄者  

 

1. 廠家公司行號：                       

2. 廠家地址： 

3. 業者姓名： 

4. 業者性別： □男性 □女性 

5. 廠家經營年數：   

6. 廠家經營模式：主要－□批發 □零售；次要－□批發 □零售 

7. 廠家行銷通路：□實體店面 □網路商店 □其他： 

8. 廠家型態：□店面 □工廠 □工作室 □其他： 

9. 廠家格局：□10坪以下 □10坪以上 □其他： 

10. 產銷模式：□自產自銷 □銷售，無生產 □生產，無銷售（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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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日傘業大事紀 

 

紀元 中國（灰）/臺灣 日本 

前 6 世紀  中國古代的詩集《詩經》中有

「笠」的相關記載。在中世（鐮

倉-戰國時代）以前，在日本只

要說到「KASA」，指的都是沒

有柄的「（斗）笠」。一般民眾

們用「簑笠」來遮擋日曬及雨

淋。 

前 5 世紀 約 BC450 年 

相傳傘是由春秋末年著名

的工匠魯班所發明，以獸

皮、鳥羽或絲帛覆蓋為傘

面。 

在古代東方的浮雕中可看到

「隨從為貴人從後方撐著具

有長柄日傘」的例子。 

前 2 世紀 約 BC220 年 

秦始皇陵中的銅車馬其車

臺裝設有一把大傘。 

 

2 世紀 約 105 年 

東漢蔡倫進行造紙術改良

後，傘面才逐漸改以紙張

塗布油料來防水。 

 

3 世紀  古墳時代（3 世紀後半期～4

世紀初） 

在出土的古墳時代陶俑、青銅

鏡上，可看到長柄日傘的圖

像。此為貴族階級專用、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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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但不能閉合的「華蓋」。 

4 世紀 約 386 年 

後魏時期傘用於官儀，稱

為「羅傘」、「傘蓋」或「華

蓋」。 

 

7 世紀 659 年 

唐朝李延壽所著《南史》、

《北史》之中，繖、蓋終

於定名為「傘」。 

 

8 世紀 781 年 

製傘技術由遣唐使和僧侶

帶回去日本。 

平安時代（794~1192） 

採貼紙方式，可自由開閉的和

傘問世。傘前端呈折彎狀態的

「爪折傘」被作為日傘、雨傘

使用。貴族外出、官吏出巡

時，通常有隨從幫忙撐傘。其

後，「爪折傘」演變為貴族使

用紅色、武士使用白色，亦即

以顏色不同顯示身分差異的

隨身用具。 

12 世紀  鐮倉時代（1192~1333） 

黏貼染黑傘紙的「黑傘」開始

普及。一般人雖也會使用，但

大致上仍為官吏、武士、僧侶

等上流階層在使用。 

16 世紀  16 世紀前半 

佛羅倫斯富豪梅迪奇家族的

凱瑟琳嫁給法國國王亨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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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時（1533），將陽傘作為嫁

妝帶至法國，其後，傘在法國

女性之間也開始流行。 

 桃山時代（1573~1603） 

歌舞伎戲劇始祖「出雲之阿

國」在當時於京都公演的「念

佛踊」中使用極富色彩感與工

藝美的傘，後來它被稱為「風

流傘」。 

17 世紀 

國際競爭

時期：荷

蘭：1624

年~1662 年 

西班牙：

1626 年

~1642 年

（佔領臺

灣北部） 

 

鄭氏據臺

時期：1662

年~1683 年 

1637 年 

宋應星《天工開物》提到

「凡糊雨傘與油扇，皆用

小皮紙」證實傘在明代已

普遍採用防水的油紙製

成。 

17 世紀前半 

路易十三世（1601~1643）擁

有緞子的日傘和金銀蕾絲鑲

邊的雨傘。自此一時期起，傘

的實用性逐漸受到認同。在此

之前，一般歐洲人認為撐傘是

女人才會做的事，男人不撐

傘。傘主要是上流階級用於彰

顯其地位與威信的東西。此

外，有身分地位的人外出時通

常使用馬車，所以不需用傘，

而一般百姓也沒有閒錢可買

傘。在英國等國家，撐傘的人

會被視為買不起馬車的人。 

17 世紀 

清領時

代：1683

年~1895 年 

 元祿年間（1688~1703） 

「蛇目傘」問世。傘的中央部

份及周圍黏貼青土佐紙，染成

紅與藏青色，中間黏貼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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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傘後，黑色圓形中有個白

色的圈，很像蛇的眼睛，因而

得名。 

 江戶時代（1603 - 1868）中期 

黏貼厚實白紙、實用性極高的

「大黑傘」問世。此種傘來到

江戶後，演變為「番傘」。商

店為了在下雨時將傘借給客

人，而在傘面標註商號及編

號，這就是番傘的起源。 

18 世紀 

清領時

代：1683

年~1895 年 

 

1747 年 

英國商人漢威（Jonas 

Hanway）到中國旅行將傘

帶回倫敦。 

18 世紀中期 

英國人漢威發明了蝙蝠形的

洋傘，於 1787 年開始銷售。 

19 世紀 

清領時

代：1683

年~1895 年 

 19 世紀初 

雨傘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製傘業也推出新創意。譬

如，one-touch（單鍵）即可自

動打開的設計。還有拐杖傘、

附帶眼鏡的傘、摺疊傘等多達

100 多種以上。 

 1847 年 

英國發明了金屬傘骨的傘。在

此之前，洋傘使用鯨魚骨或籐

為傘骨。 

 幕府末期（1850 左右~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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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作日傘和雨傘的「兩天

傘」問世。京都、大阪地區大

量生產。 

 19 世紀初中期以後 

許多英國紳士們對走路時撐

傘已習以為常。 

 19 世紀初後期 

法國女性將雨傘當作時尚的

一環而流行起來。 

 明治元年（1868） 

日本從荷蘭、英國進口傘。 

 明治 3 年（1870） 

大阪府嚴禁民眾需攜帶「蝙蝠

傘」。明治維新後禁止帶刀，

這是因為帶傘易被誤認為帶

刀之故。 

20 世紀 

日據時

代：1895

年~1945 年 

 明治 40 年（1907） 

三越百貨總公司開始銷售洋

傘。 

1922 年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實

施酒專賣制度，原以釀酒

維生的美濃子弟吳振興、

林阿貴離鄉另謀出路。 

 

1923 年 

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文

獻紀載，臺北、新竹、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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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臺南各州已有紙傘生

產。新竹州已有三家日人

所設洋傘工廠年產五萬支

的紀錄，主要製作當時稱

為「蝙蝠傘」的黑洋傘，

以銷回日本為主。 

1924 年 

吳振興、林阿貴自廣東延

聘紙傘匠師回鄉開業，高

雄州因此紙傘年產量達

2，560 支，占全臺產量 1/3。 

 

1928 年 

美濃富商古阿珍開設「廣

珍昌」紙傘店。 

 

20 世紀 

中華民

國：1945

年 10 月 25

日~ 

 昭和二十年代後半

（1950~1954）開始銷售

「one-touch」傘。 

1955 年 

第一家臺灣人開設的洋傘

工廠「福太行」成立，洋

傘開始取代紙傘的地位。 

 

1959 年 

政府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經

濟政策，洋傘業此時大放

異彩，新興工廠陸續設立。 

 

1962 年 

名盛一時的「廣珍昌」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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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臺灣僅存林享麟的「廣

進勝」勉強經營。 

1972 年 

因應「客廳即工廠」政策，

農村女性投入洋傘工業，

產量大增。 

 

1973 年 

傳統紙傘皆為素面素色，

當時任教於旗美高中的藝

術家李登華首開傘面作畫

之風氣，提升紙傘的藝術

價值。 

 

1976 年 

12 月號的英文版漢聲雜誌

《ECHO》大幅報導當時僅

存的紙傘廠「廣進勝」，引

發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1977 年 

英國BBC電視臺至美濃拍

攝文化節目《Long Search》

介紹油紙傘工藝。 

「廣進勝」接獲外銷至加

拿大的一萬支紙傘訂單，

並由「廣榮興」召回紙傘

匠師重新開業，共同承製

該筆訂單。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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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從日本手中奪下「洋

傘王國」的美譽，並蟬連

10 年的世界寶座地位。 

1983 年 

臺視連續劇《星星知我心》

熱播，在「廣榮興」取景

的片段讓美濃一夕之間躍

升為著名景點，油紙傘因

此從沒落的民生產業轉型

為觀光工藝。 

 

 平成 6 年（1994），洋傘（9 成

為中國製）進口一年超過 1 億

把。 

資料來源：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文化園區提供；ソクソクモノの历史事典（1）よ

そはラの卷，水尾裕之，2000，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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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日本岐阜田野調查訪談相片紀錄 

 

訪談單位：日本岐阜株式会社マルト 藤沢商店 

訪談地點：日本岐阜市八島町 7番地 

訪談日期：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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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單位：日本岐阜平野明博商店 

訪談地點：日本岐阜市加納北広江町 16番地 

訪談日期：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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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單位：日本岐阜坂井田永吉本店 

訪談地點：日本岐阜市加納中広江町 27 

訪談日期：2016.11.7 

 

 

 

 

 

 

 

 

 

 

 

 

 

 

 

 

 

 

 

 

 



                                    180 

 

 

 

附錄四 大陸浙江富陽田野調查訪談相片紀錄 

 

訪談單位：浙江富陽工藝傘廠 

訪談地點：富陽區銀湖街道金竺村导嶺 

訪談日期：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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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深度訪談逐字稿 

 

 

編號 受訪者（年齡）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T01 李鴻鈞（51 歲） 2012.12.02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Q:您知道當地紙傘的起源與發展？ 

A:知道，美濃紙傘是由吳振與林阿貴二位鄉親去大陸做釀酒生意後，從

大陸帶了 5位師傅回美濃開設傘廠，最好的時候有十二家(傘廠)，年

產量近 2萬支。在民國 88年 921大地震震垮中部旅遊區，以及國道

10號的通車之後的幾年，是美濃觀光人潮最多的時候，那個時候美濃

很熱鬧，相對的紙傘的銷路也很好。從民國 94年開始，美濃做紙傘

的就只剩下 6家在做，一直到現在還是維持 6家的局面。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用途？ 

A:早期是當雨傘的用途，由孔麥隆教授民國 52年在美濃拍的相片可看

出當時還有相當多的人出門撐紙傘遮陽避雨用。 

Q:請問您會做紙傘嗎？製作紙傘的工具及程序如何？ 

A:會，我的師父是劉運招及林享鴻兩位老師傅，是以傘骨為主要技術，

其他的做法也有學。做傘的程序以早期來說有傘骨、糊紙、上油、裝

髹四大工法，由四個不同的師傅完成，每個大工法又細分為很多小工

法，總共有一百多道工法才能完成一把傘。在工具的部分，有刀子、

刷子、傘架、竹管、剪刀、鐵鎚很多種，像刀子又分為大刀、剖竹刀、

修骨刀之類的刀具，這些工具都是以前是師傅傳下來的樣式，傘架是

民國 78年左右才開始使用現在的三腳圓鐵架，以前是竹子做的竹架。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特殊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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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美濃傳統的紙傘是一片一片貼的，就是說傘面的紙張是分為三根傘骨

一張紙，一片一片的貼，然後是在中心圓的部分又多貼了星徽，加強

防水耐用。再來就是長傘骨尾端，我們在 90幾年以前的做法還會露

出來，現在全部是包邊起來了。 

Q:當地紙傘的顏色與圖案有什麼特點？有比較傳統裝飾的圖案？ 

A:美濃紙傘基本上因為早期是用柿子汁當黏劑，所以紙張也因為柿子汁

的關係變成了褐色，在圖案方面，民國 60年以前基本上是素面的，

就是說沒有畫圖，有基本的褐色或是紅色、黑色單一顏色而已，然後

在傘面上蓋上廠印，簡簡單單的。 

Q:目前經營的紙傘專賣店是那位祖先創建的？大約有幾年的歷史？目

前是實體店面亦是網路店面？ 

A:原鄉緣是我創立的，中興路這邊是民國 83年成立，之前 77年的時候

是在中山路敬字亭附近就是現在李家傘的位置，以前老店就在那裏，

廣華興那時是在隔壁就是目前廣德興的位置，廣華興的曾老闆看見我

在這邊經營的不錯，民國 85年的時候就在福安那裏開了民俗村，廣

華興就移過去了，原來的位置就留給裝潢師傅陳老闆開了現在的廣德

興。目前原鄉緣有實體店面跟自己的網路店面，明年也會在福建福州

設立據點也是以原鄉緣的名義登記。 

Q:從事紙傘業者（匠師）多少年？什麼機緣？ 

A:我在民國 77年左右有感於本土文化的沒落，以及客家文物的流失，

毅然從音樂的領域出走，致力於傳承本土文化藝術油紙傘的保存與推

廣。我是油紙傘製造第三代傳承者，師承林享鴻、劉運招老師父，致

力於提倡紙傘藝術生命，成立台灣第一座客家美濃紙傘文化村。 

Q:目前店裡有幾位匠師？如何分工？ 

A:目前固定在村內駐廠的有 2位師傅，1位是畫圖、1位是做傘，還有 2

位是負責銷售的工作，我跟我太太平常負責經營的工作，趕訂單時也

會幫忙做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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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店裡的產品有哪些類型？有什麼特色或用途？價位如何？ 

A: 店裡的紙傘有很多種，像是素面傘、花鳥圖、山水圖、人物圖、鄉

村圖、客家意象圖、文創圖等，圖案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依客人

的需求為主以及自己的創意去做開發新圖案。價位來說，從一般圖案

600元到特殊圖案 6000元都有，依紙傘的精緻度來區分價格。 

Q:現在經營狀況如何？客戶來源？是否外銷？ 

A:目前原鄉緣是複合式多元化經營，村內有紙傘、陶藝、客家美食、農

特產品，還有紙傘跟陶藝 DIY的項目，我們的教室空間比較大，可以

容納 130位左右，所以很多學校機關團體的活動都辦在這裡，目前平

常以團客為主，假日的時候散客特別多。外銷很少，都是國內旅遊伴

手禮及機關團體的禮品比較多。 

Q:請問您有收徒弟嗎？傳承的問題？ 

A:現在年輕人很少要學這個(紙傘)，都是應徵門市的比較多，在傳承部

分來說紙傘製作快面臨斷層了，年輕人不想學老師傅一直在退休，人

不好請，所以在技藝傳承的部分，還是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多注意這

個問題。 

Q:當地紙傘業者是否成立協會？ 

A:沒有，當初於民國 78年的時候，曾經有意成立，那個時候是在中正

湖畔的廣榮興討論紙傘定價的問題，後來沒有共識業者之間就沒有聯

繫了，目前也沒有紙傘協會組織。 

Q:政府有什麼政策輔導業者？期待政府如何協助？ 

A:原鄉緣到目前(2016年)為止都沒有接受過政府的輔導，是企業經營模

式，所有的設計、營運都是自己在負責。期待政府協助的話，應該是

紙傘技藝傳承的部分，希望透過政府的力量培養人才，像是紙傘製作、

紙傘文創開發方面的人才，這個部分是我們企業比較需要的。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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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訪者（年齡）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T02 林秀娣（80 歲） 2017.01.14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Q:您知道當地紙傘的起源與發展？ 

A: 聽師傅們講起過，以前是由林阿貴跟吳老闆去大陸帶了師父回來美

濃做紙傘，我們師傅有些是從林家(林阿貴、林義雄的紙傘廠)出來的，

72年的時候星星知我心的電視很紅，那個時候中正湖旁邊的廣榮興生

意很好，我們紙傘店很多師傅之前都有在那邊做過，美濃最多家的時

候大概在 77年到 85年之間有十來家紙傘店，在中山路那邊就有 5家

左右，那個時候社會上大家都有錢，生意很好做。後來景氣不好，很

多人都不開了，師父也老了，沒有人要做了，目前來說只剩 6家。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用途？ 

A: 早期是當雨傘，我是民國 27年出生的，我記得我還小的時候家裡都

是用紙傘，那個時候很少人用洋傘。一直到 50幾年的時候，美濃還有

人在用紙傘。像作二月戲時，很多人都會撐紙傘遮陽在看戲，很熱鬧。 

Q:請問您會做紙傘嗎？製作紙傘的工具及程序如何？ 

A:我會做紙傘，也會畫圖，我做傘做到 60歲做不動了就開始學畫畫，

已經畫快 20年了。做傘的工具有很多種，像以前削傘骨會用到彎刀、

大刀、小刀(修骨刀)；牽線、貼紙會用到竹管、竹尺、架子、刷子；

裝柄、包傘頭會用到鐵鎚、釘槍、剪刀、鋸子。做傘過程來講，之前

有分削傘骨、貼紙、上油跟其他細工部分，現在因為師父難請，很多

都是老闆一個人包辦全部，尤其現今傘骨都是跟人買進口的，所以沒

有在削傘骨了。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特殊構造？ 

A: 傳統的紙傘跟現在的紙傘比較起來，像傳統的長骨會凸出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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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包邊，為了方便集水、滴水用的，現在的紙傘就完全包邊了，傘

骨沒有凸出來，因為現在的紙傘不拿來遮雨了。 

Q:當地紙傘的顏色與圖案有什麼特點？有比較傳統裝飾的圖案？ 

A:最早期的紙傘是素面的傘面有茶色、黑色、紅色，一般來說做傘用的

是茶色，廟裡用的是黑色，結婚用的是紅色。我記得美濃紙傘開始畫

圖的時候，有畫幾片花或竹子，在民國 70幾年的時候流行像牡丹花、

梅花、山水這些傳統的國畫圖案，過後又有劉鳳祥老師開始畫美濃的

鄉村圖，就是我跟他學畫圖的老師，再來就是有畫客家圖案的傘。 

Q:目前經營的紙傘專賣店是那位祖先創建的？大約有幾年的歷史？目

前是實體店面亦是網路店面？ 

A: 原鄉緣是我第二的兒子成立的，最早是在中山路那邊，民國 83年才

搬過來這邊。 

Q:從事紙傘業者（匠師）多少年？什麼機緣？ 

A:民國 70幾年開始做傘到今 30幾年了，目前還有做傘跟畫圖就我最年

紀最老，其他的老師傅都沒做了要不就是過世了。 

Q:目前店裡有幾位匠師？如何分工？ 

A: 目前店裡有聘請 2位師傅每天在這裡，做傘 1位畫圖、1位做傘，有

另外再請 2位專門顧店。 

Q:目前店裡的產品有哪些類型？有什麼特色或用途？價位如何？ 

A:現今我們店裡的紙傘有分高中低價位從 600元到 6000元都有，依照

作工及畫工來定價，一般來說有畫花的、山水的、東門樓、油桐花，

還有客家花布傘很多種，遊客買去大部分都是送禮的比較多，還有就

是裝飾用的。 

Q:現在經營狀況如何？客戶來源？是否外銷？ 

A:我老了，有空就畫傘，店面生意沒有在管，所以這方面我就比較不知

道。 

Q:請問您有收徒弟嗎？傳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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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只有教過我的兒子，現在沒有人要學做紙傘了，不過我的兒子都會

做紙傘，做紙傘很辛苦而且紙傘生意不好做，現在的年輕人喜歡到都

市，不喜歡留在鄉下，所以要年輕人學做紙傘很難，現在紙傘的技術

快失傳了，像削傘骨、煮桐油已經沒幾個人會了。 

Q:當地紙傘業者是否成立協會？ 

A:以前我記得 78年左右，大家開紙傘店的有到廣榮興開過一次會，主

要是討論價格，那個時候價格沒有標準，每家店面都不一樣，之後大

家就沒聚在一起過了，現在只剩 6家，大家都做自己的工作，因為生

意競爭，所以不太可能會成立協會。 

Q:政府有什麼政策輔導業者？期待政府如何協助？ 

A:現在政府的政策是你有去申請才會有輔導，沒有申請就沒有。政府方

面應該多多關心我們紙傘的問題，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做紙傘技術傳

承的問題，這個是政府單位要真正要去考慮未來的問題。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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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訪者（年齡）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T03 鄭秀技（47 歲） 2017.01.14 美濃李家傘 

 

Q：您知道當地紙傘的起源與發展？ 

A：知道，大約是民國 13 年的時後，美濃鄉親從大陸廣東帶回來的技術。

發展方面，我只知道是「星星知我心」電視劇熱播後，美濃紙傘變

得很有名，那個時候美濃有很多家紙傘店，最有名的是中正湖畔的

廣榮興紙傘廠，還有中山路敬字亭附近就有 5 家，現在全美濃也只

剩 6 家了。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用途？ 

A：聽我婆婆說民國 50 年左右，美濃還有很多人撐紙傘拿來擋雨遮陽。 

Q：請問您會做紙傘嗎？製作紙傘的工具及程序如何？ 

A：我會做紙傘，負責的是繞線、貼紙、裝柄、穿線、包傘頭這幾項工

作，我還會畫圖，偏向的是工筆畫還有人物畫，像是達摩、仕女圖、

百子圖，我的達摩圖是李登華老師教我的，李老師退休後住在附近，

常來店裡畫達摩圖紙傘送給朋友，我在旁邊就邊看邊學。 

做傘的工具有很多，像我常使用的是竹管繞線器、竹距尺，貼紙時候

用的滾輪刷、刮片、小刷子，包傘頭會用到鐵鎚、剪刀、釘槍，這些

都是平常會用到的。 

Q：當地傳統紙傘有什麼特殊構造？ 

A：美濃傳統的油紙傘是三根傘骨一片一片貼起來的，比現在做的現代

改良傘複雜的多。 

Q：當地紙傘的顏色與圖案有什麼特點？有比較傳統裝飾的圖案？ 

A：早期美濃紙傘是素面的，就是沒有圖案，後來才有畫花鳥圖這些傳

統國畫式的圖案，顏色很鮮豔。後來就有美濃的鄉村圖，像東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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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字亭、菸樓、中正湖（美濃湖）這些我們當地的特色，接著又有

油桐花、夜合花、藍衫等客家特色的圖案，還有花布傘，這是在中

央的客委會成立後才有的圖案。最早期的圖案就是幾片墨色的竹葉

點綴在傘面上，很簡單的圖案。 

Q：目前經營的紙傘專賣店是那位祖先創建的？大約有幾年的歷史？目

前是實體店面亦是網路店面？ 

A：目前我們美濃李家傘廠是登記我的名字，這裡原來是原鄉緣的老廠

地址，登記是在民國 94 年，那個時候原來剛登記的時候叫做敬字亭

藝坊，成立的時候就開始有這裡的店面跟網路店面了。 

Q：從事紙傘業者（匠師）多少年？什麼機緣？ 

A：我從民國 82 年嫁過來就開始有學做，不過那個時候還在外面「軍公

教福利中心」上班工作，所以學的不多，那個時候放假中午都要煮 2

桌的菜給師傅用餐。到了自己開店後就專心在店裡做紙傘，然後開

始學畫畫。 

Q：目前店裡有幾位匠師？如何分工？ 

A：現在我們店裡包括我自己有 3 位師傅，客人需要特殊的傘骨，就由

我先生負責，他平常在外面上課，像是大寮監獄去教做紙傘，還有

在學校上課，假日就在店裡，網路訂單跟批發店面的單子都是他負

責接洽，我就負責做傘跟店裡的生意，我婆婆負責畫圖。 

Q：目前店裡的產品有哪些類型？有什麼特色或用途？價位如何？ 

A：目前店裡的紙傘有很多種像是花鳥圖、鄉村圖是比較暢銷的，因為

像牡丹花代表的富貴吉祥，鄉村圖很多是我們美濃當地鄉親買來送

給朋友，一般圖案的紙傘價位大概是在 500~1100 元左右，看大小尺

寸，如果是特殊的圖案就比較貴。 

Q：現在經營狀況如何？客戶來源？是否外銷？ 

A：目前店裡的生意以批發為主，像是機場的新東陽店面、昇恆昌的免

稅店、誠品書局，之前還有作陸客團的大型觀光商店，都是我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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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客源，外銷很少，都是臺商回來的時候訂製一批帶回去賣。去

年有外銷美國一年約 200 支左右，這幾年網路的訂單越來越多。 

Q：請問您有收徒弟嗎？傳承的問題？ 

A：現在沒有人要學做紙傘了，來應徵的聽到作紙傘都沒有意願。所以

在紙傘傳承的部分，我們業者真的沒有辦法，沒有人要學，因為學

了這門技術市場性不大，很多家長也不願意小孩學這個。站在我們

作紙傘的立場，真的不希望紙傘的技藝就斷在我們這一代。 

Q：當地紙傘業者是否成立協會？ 

A：整個美濃加起來做傘的總共才 6 家，店家老闆因為生意上的競爭，

大家都沒有在聯繫，有些甚至會去說別人不好的地方，所以要共同

組成協會是比較不可能的事情。 

Q：政府有什麼政策輔導業者？期待政府如何協助？ 

A：目前有真正幫助到我們的只有客委會跟經濟部，因為美濃是客庄，

我們有參加客委會的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還有經濟部的臺灣製

MIT 微笑標章，這些都是在行銷方面的輔導，而且成效還不錯，但

是在技藝傳承的部分，我們業者真的沒有辦法，沒有人想學，但是

我們又不想讓這項技術失傳，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幫我們在這個傳承

方面，讓我們的紙傘技術跟紙傘文化能夠傳承下去。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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