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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介紹
93年以前，板頭社區村子沒有公共
空間，於是村長規劃於鐵路旁建造角落
花園，但整體而言，對村子並沒有太大
影響。然而，板陶窯陳忠正先生聽聞此
一構想時，心中湧現一幅願景，接下建
置花園的工作。陳忠正先生本身就是板
頭村裡土生土長的孩子，創辦的工廠也
在村子裡，而營造板頭車站公園時所獲
得的感動，才是真正足以代表這個社區
的精神。原本整個社區每個人各忙各
的，透過營造活動後，社區居民開始有
了新的共識，主動幫忙社區改造運動，
讓自己的村莊變得更美好、更漂亮、更
美麗為目標，但也因這座公園，開啟了
板頭社區的發展。
清晨的陽光照亮三川殿飛簷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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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華麗剪黏、交趾陶及泥塑，輝映著媽
祖婆的慈悲，散發著百年來獨特風韻和
華麗風采。然而與民間宗教信仰息息相
關的工藝技術，隨著工業化發展及經濟
不景氣，逐漸凋萎，也造成原產業工作
的藝師被迫失業，工藝技術也隨之停滯
流失。有35年工藝經驗的陳忠正藝師，
無數次與師傅交談間，總透露出對傳統
工藝流失的憂心；於是，在93年由陳忠
正擔任發起人，並一肩扛起理事長之責
任，召集30位傳統藝師，成立以推廣交
趾陶剪黏工藝為宗旨的文化發展協會。
交趾陶為臺灣廟宇建築裝飾的重要
材料之一，運用傳統工藝製作成活靈活
現的陶偶，並與五顏六色的寶石釉相輔
相成，拼湊出一尊尊栩栩如生的交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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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慶高中傳承教學活動

陶，但此項技藝敵不過時間快速的流
逝，名師一位位老去，而後輩的羽翼也
尚未茁壯，銜接上出現斷層；因此，培
育下一個世代的交趾陶工藝師，是眼下
刻不容緩的目標。
板陶窯交趾剪粘工藝園區成立於95
年，理事長陳忠正從事交趾陶剪粘這門
工藝已三十餘年，從當年的學徒到今日
技藝的老師傅，那雙手創造無數的精
彩，秉持著堅持與傳承之理念，有鑒於
廟宇剪粘交趾陶人才的逐漸流失，為了
延續這門傳統工藝，於101年成立板陶

102年油車國小動手實作課程

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板陶窯一直以來就是以產業扎根、
傳統工藝傳承為主軸，配合學校團體戶
外教學合作，透過園區導覽及觀摩，將
傳統工藝知識與製作方式、工藝品欣賞
與辨別方法傳達給大家，以親身體驗
DIY實作，讓參與者在樂趣中學習工藝
製作的步驟與方法，並藉此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將工藝運用在社區公共藝術空
間上，並邀請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製作過
程，暸解在地的文化產業與特色。
在推動社會企業方面，更是不遺餘
力，以社會價值而言，獎學金制度的推
動、關懷據點的設立，還有贊助社區老
人會的旅遊等，並配合縣府內的活動及
鄉內的活動，都能積極參與。
102－105年期間，每年度板陶窯都
會定期舉辦及推動環境教育相關活動，
如102年舉辦板頭社區交趾剪黏藝術培
育傳承活動、嘉點愛親子文化活動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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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社區信箱「板頭阿弟」等活動；103
年辦理培訓進用人員培力計畫，協助交
趾剪黏培育之推動、板頭社區剪黏藝術
傳承「尋找板頭下一站幸褔」，以及板
頭社區美麗的記憶「交趾信箱」；104
年積極將成果作品推出，參與多項聯
展，如臺南新光三越工藝聯展、梅嶺美
術館「交趾尪仔搬大戲」工藝聯展及臺
中新光三越工藝聯展；105年積極推動
傳統工藝的傳承工作，如辦理培訓進用
人員培力計畫，協助交趾剪黏培育之推
動進階課程，以及在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舉辦「碗碗相連」傳承工藝的
教學活動。
除了每年度活動辦理之外，也配合
環境教育的八大領域（學校及社會境教
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
存、社區參與），將園區各項活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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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內容，讓整體的環境教育面向更
廣，以下就八大領域進行說明。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專業服務項目，以交趾剪黏的展示
導覽，進行戶外教學解說課程及DIY體
驗活動等套裝行程，且針對不同年齡層
對象，進行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對內辦
理教育訓練，提升館內人員專業能力，
並協助擴充展區及教學區。

氣候變遷
推動環境友善措施，如使用水質淨
化、雨水回收再利用、製作馬賽克垃圾
桶（減少塑膠垃圾桶的損壞）、優先採
購節能與低碳產品，以及降低「待機
中」能源使用 。
購買在地且當季的食物，園區內自
行種植蔬果，並推出風味低碳食物，使

巴斯奈諾參訪

104年國立雲林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傳承教學

102年藝高參訪

102年自然史教育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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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東大附小參訪

用園區自有燒製的陶器作為碗盤，鼓勵
員工及遊客自備環保餐具，並將廚餘製
成堆肥。

災害防救
對旅客宣導各項自救、救人或旅遊
安全之確保等相關防災理念，熟悉災害
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防止觀光旅遊事
故或重大災害之發生。
設有完善消防設備及定期維護計
畫，服務人員須接受緊急的救護訓練、
認識緊急事件現場處理方法及意外事件
通報演練等。

自然保育
園區設置生態池，並搭配雨水回收
系統，種植水草植物，以及使用簡單、
耐久的建築技術與材料，製作園區所需
的建築，並備用材料，以利修復及替
換。

公害防治
定期清理環境、消毒水溝與水盆，
以減少蚊蟲孳生，降低相關疾病發生機
率，並製作環保捕蠅器，以減少蒼蠅孳
生造成的蟲害。

環境及資源管理
定期巡視、記錄社區交趾、剪粘、
馬賽克等裝置藝術品，並定期進行相關
維護及修繕。而園區及社區內的裝置藝
術品，也以板頭村早期常見之白鷺鷥及
梅花鹿為主軸，讓大小朋友得以見識到
臺灣農村特有生物之美。

文化保存
交通旅遊局於95年臺灣國際青年旅
遊推廣計畫中，以媽祖遶境吸引國際青
年認識臺灣，而園區的主題剪黏交趾陶
工藝正是廟宇華麗殿堂的裝飾物件，現
將傳統工藝與生活創意相結合，將是園
區朝向與國際接軌的最佳舞臺。
蒐藏因廟宇汰舊換新而被汰換的交
趾剪黏作品，這些作品多半是老師傅們
精心製作的作品，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化
工藝意涵與價值，讓臺灣早期珍貴的文
化藝術品被保存，並讓後人得以從中窺
探早期作品的精妙之處。

社區參與
舉辦「2013板頭社區美麗的記憶－
交趾信箱」、「2013年板頭社區交趾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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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藝術培育傳承活動」、「2014板頭社
區剪黏藝術傳承，尋找板頭下一站幸
褔」等，吸引民眾投入傳承這項工作，
讓社區的孩子們暸解在地產業，進行環
境教育推廣。
與新港國小、新港國中、新港藝術
高中合作進行環境教育推廣，也與當地
社區發展協會和村裡的居民共同營造社
區，利用二級馬賽克磁磚，妝點社區每
個角落，讓大眾更能體驗交趾剪黏的傳
統藝術。

推動心得
我們希望能透過工藝傳承的教育方
式，持續來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培養下
一代對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的良好觀
念，並學習尊重生命和自然人文概念，
增加對於當地環境的認同。近年來，傳
統交趾陶及剪黏工藝的藝師已偏向老齡
化，許多工藝師二代不願接手臺灣固有
的傳統文化藝術工藝，這個現象造成人
才傳承上的嚴重斷層。我們希望透過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能讓更多人重視交趾
剪黏工藝，活絡傳統工藝的經脈，延續
不能被取代的特有文化產業。
保存及推廣傳統工藝技術，並承襲
舊有文化，發揚光大。將傳統進行重組
及融入新的元素，創造出屬於現代的交
趾陶，並利用懷舊記憶、耆老故事進行
社區營造，與環保風氣結合，創造產業

塭港國小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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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風貌，研發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工
藝產品，並賦予實用性及環保價值，以
及結合地方特色與文化營造，創造出永
續的自然與文化環境。
近年環保意識抬頭且環境教育風氣
盛行，板陶窯基於取之社會、回饋社會
之理念，以身作則發揮影響力，於社區
進行環境再造與維護工作，並與政府相
關單位合作，現今社區已步入軌道，朝
向環境教育典範村莊前進。
板陶窯園區及附近村莊自然資源豐
富，人文歷史傳統深厚，且有大圳及河
川流經該區域，擁有發展環境教育場所
及環保教育極佳的條件，提供並滿足多
樣化的需求。
未來，板陶窯將致力於推廣環境教
育，並以板頭社區為中心，向外推廣，
並與相關單位，如其他自然教育單位及
大專學校相關科系交流合作，並結合優
良商家，發展策略聯盟關係，以期落實
環境關懷具體行動，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及保育自然生態之活動。

未來展望
板陶窯期望將過往的環境教育工作
深植並加廣，將臺灣最具有代表性的傳
統工藝技術加以保存，並透過各式的解
說、體驗活動及培訓課程來進行推廣，
創造及提升集體的生活文化價值。社區
部分，將積極發展社區文化休閒旅遊、
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及致力文化資源保

顧德資優文教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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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共同營造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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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專員，並培養4位通過環境教育人
護，藉此結合故鄉情感，共同營造新港
員認證；長期目標是在10年內可以達到
剪黏及交趾工藝村，讓休閒旅遊結合傳
統產業，並以剪黏及交趾藝術之美為主
40位人員通過認證，志工隊與環境教
軸，配合新港文化休閒之推動，創造新
育團人數達到150位，占社區居民比例5
市場。
成。
「走上舊時的鐵枝路來訪工藝村，
在物力面向，短期會以整合社區環
不僅看傳統也看文化，還能實際參與手
境資源、修復社區鐵道沿線環境為主；
作體驗，營造親子同樂的知性之旅」，
中期目標則是在社區公園、廟宇廣場打
一直是板陶窯想要營造的社區產業文化
造環境教育場所，並每月舉辦2場次文
風貌，並以人親、土親、文化親的層
化交流會談；長期是以運用社區及鐵道
次，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傳統工藝文化，
環境資源，推動鐵道風光之旅，並從中
並結合地方特色，研發工藝產品，營造
教導遊客環境維護及永續發展的重要
一個新文化價值，為文化資源的推廣盡
性，做為努力目標。
心盡力。
財力面向，短期預計先與鄉公所合
具體的發展目標有三大面向「人
作，一年投入50萬經費在維持環境教育
力、物力及財力」，而在這三大面向
發展；在中長期則期望能整合上述資
中，還依時程細分短、中、長期三個階
源，經費自主籌措，期望1年可達到7.3
段性目標，以利每個面向的落實，達到
萬人次參訪，籌措730萬經費，並從中
永續自然與文化環境的目標。
提撥百分之二十，予以維持環境教育組
在人力面向中，短期會以開辦環境
織的運作。
教育講習方式，
使社區居民對環
境教育有初步認
識與認同，並培
訓志工參與環境
改造與環境保護
工作；中期目標
是招募50位志工
為目標，有3位
執行環境相關行
102年福斯俱樂部親子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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