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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雕刻與泥塑神像的技藝傳承：
吳榮賜以刀斧刻寫人生

撰　　文｜�吳郁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圖片提供｜�吳榮賜木雕工作室

吳榮賜的一生與雕刻有著不解之

緣，從傳統神像雕刻轉至藝術發展，一

路上有著貴人相伴外，更靠著自己努力

不懈的自我進修與深化。不僅在刀法運

用愈發精湛，更加深在意境的昇華。多

年來他也堅持薪傳雕刻、泥塑的技術教

學，以無形文化資產概念而論，是為技

藝傳承的好榜樣。

Wu Rong-chi has an indissoluble 
bond with sculpture in his lifetime. From 
traditional god sculpture to art development. 
Other than the assistance of benefactors, 
he worked hard to further train and study. 
His knife work has become exquisite, and 
further deepened in artistic conception. 
For many years, he insisted on passing 
on sculture and clay sculpture techniques. 
As for the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 
inheritance, he is a great model for passing 
on techniques. 

臺灣於清領初期廟宇雕刻大部分需仰賴大陸的匠師

前來修築，由於漢人移民信仰所需，所以雕刻這門技藝

也唐山過臺灣的進入到這片土地上。在不富足及多子化

的農業時代，孩子前往「學功夫」這件事，在各地也算

普及。吳榮賜也趕上了這輛學藝時代列車，承襲了福州

師傅潘德的技藝，並靠著「說做就做的」的哲學，不斷

努力的自我學習，走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

以刀斧刻寫生命的人

自小於南投名間鄉蕉農家庭長大的吳榮賜，從小就

對於畫畫情有獨鍾，可以將週遭的景物觀察入微，久而

久之自己便發展出「圖像思維」的能力，能夠過目不忘

畫出見過的景物。對於繪畫充滿熱誠的他，某日做了一

個夢，夢境中看見一尊觀音木像，衣履鮮明木紋細緻，

吳榮賜老師年輕時的工作照。（吳榮賜木雕工作

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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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沒有五官，吳榮賜便手持刻刀，將觀音像的臉一刀一刀刻了出來，夢醒後

他反覆思索，認為刻佛就是他想走的路。而當時吳榮賜的父親是相當反對的，

家中只有大哥支持著他，跟他說：「學什麼就要像什麼，就是不要學壞。」，

並交給吳榮賜一個小鐵盒，裡面是一疊紙鈔與零散的銅幣，那是大哥生平的積

蓄，要他堅持信念不要擔心家中壓力北上學藝，於是吳榮賜才有一個輾轉來到

臺北，到恩師潘德所開設的「求真佛店」學藝的契機。

潘德是福州著名的刻佛名家，而「求真佛店」以造像風格逼真為訴求而

命名，在當時佛雕界頗為出名。吳榮賜拜其為師學習刻佛工藝，與其他學徒相

比，他的年紀最大，輩分卻最低，想要學習刻佛工藝，得有一段艱辛路程。但

為了讓自己學有所成，不負大哥的期望，吳榮賜即使花再多時間，也要努力學

刻佛，因此把握每一次能學習的機會，不斷思考刻佛每個角度所帶來的變化。

而努力加上天賦，他總能聚精會神記住師父「開臉」1所用的刀法，終日思索如

何刻出逼真的人物形象，一有問題，也會虛心向師兄們討教。

 當時店裡徒弟一個月的薪水是4百元，而一塊最小、最基本的完整木頭就

要60元了，即使吳榮賜能跟隨師兄們進一步學習刻佛手藝，但受限於昂貴的材

料費，他真正能用來練習的木頭相當有限。他經常在半夜將店裡較小、較為破

碎的木頭偷拿進房間，躲在自己所屬的床鋪上悄悄練習。但功夫進步神速且認

真上進的吳榮賜，深受潘德肯定，常常還主動幫他與女兒潘妙音製造機會。拜

師兩年後便與潘妙音結婚，從此她在吳榮賜的起起落落的人生經歷裡，成為不

離不棄、同甘共苦並適時鼓勵的好牽手。

婚後，獨當一面的吳榮賜，帶著太太前往雙連開設「讚山佛店」，因為

其本身手藝快又精準，加上為人豪爽，很快地在業界闖出名號，訂單不斷。有

日，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非凡的人士從他店面經過，看著滿店佛刻像，駐足許

久，那人正是當時任職於中興大學的漢寶德2老師。漢寶德注意到其雕刻品獨

特，跟一般的佛雕很不一樣，淺聊後建議吳榮賜考慮轉往藝術創作的方向發

展。但此建議，並沒有馬上讓他轉換跑道，最大的原因，來自於沒有讀書的自

卑感。

1　 開臉，又稱開面。神像雕刻歷經選材、開斧、打粗胚、打磨…等過程後，在雕刻步驟
最後會進行開臉，這是將整尊神像的神韻表現出來的重要步驟。完成開臉的程序後，
才能再更進一步驟進行漆線、上漆、安金與開光等更細部的妝佛程序。

2　 漢寶德(1934-2014)，為台灣知名建築師暨建築學者，亦是台灣現代建築思想的啟蒙
者。曾任總統府資政、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主任及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籌備
主任及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文建會委員、台北
市文化局顧問等。漢寶德於1994年獲教育部一等文化獎章、2006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第
一屆建築獎、2008年台灣大學榮譽博士、2009年雜誌最佳專欄金鼎獎、2010年中國建
築傳媒獎─傑出成就獎、2012年第二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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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漢先生又數次來看吳榮賜的木雕，並

且買了不少關於雕刻的書籍送他，期待他能多

看看別人的作品，多增長眼界，更希望他能嘗

試從神佛雕刻走向更寬廣的創作空間。但好大

喜功的荒唐歲月與債臺高築的壓力，讓他心中

萌芽的創作火花不斷地被澆熄。

兩、三年後，吳榮賜將店面從三重埔遷到

新莊。因不想再當只會賺錢還債的佛刻匠，想

起了漢先生對他的鼓勵，但那時已經有兩年沒

有跟漢先生聯絡，而狼狽的處境導致根本無臉

見他。他開始嘗試的參考漢先生給他的雕刻書籍，在雕刻中增加新元素。而此

時漢寶德正在籌備嘉義「吳鳳紀念館」，便派學生蔡寶明去參訪民間傳統的雕

刻店，因緣際會路過吳榮賜的店。當時佛刻店裡有尊包公形象的「劊子手與虎

頭鍘」，是有個忠義廟請他製作的，由於此件雕刻所需的時間遠比廟方約定交

件的時間短，於是經由借閱有關包公的相關書籍，揣摩後才動刀的作品。蔡寶

明看到後為之讚嘆，感動之餘下詢問後，意外牽回漢寶德與吳榮賜的緣分。

在與漢寶德老師坦承自己想嘗試藝術手法雕刻後，自此吳榮賜便改刻各種

人物。為了能常常請教漢先生，也將工作室從新莊遷到臺北市來，且每星期提

著木雕作品去找漢先生指點。吳榮賜的認真上進和對於雕刻可以徹夜不眠的創

造衝動，引起了漢寶德的愛才之心，總是從最基本的美學相關概念耐心解說，

引導著吳榮賜一步步踏上藝術創作的路。

活到老學到老的超越自我

在漢寶德的鼓勵下，累積不少作品的吳榮賜於臺北春之藝廊舉行首次特

展，自此一舉成名，接連受邀於臺灣各地、香港、新加坡、比利時、法國…

……等各國進行展覽。當時只擁有小學學歷的吳榮賜，在進入了藝文界的世界

後，更萌生「我要上學」的念頭。當時45歲的吳榮賜從國中開始，歷經聯考一

路念到碩士，展開了13年的求學歷程，成為業界的楷模。

吳榮賜認為「大師」就必須在思想上要有深度，所以當他在選擇大學與碩

士班的科系時，就立定不是讀純藝術，而是選擇中文系所深造。這樣的歷練也

讓吳榮賜對著每件作品可以講出一段故事，秉持著藝術家要理解作品內涵，才

能製作出到位創作的精神。

漢寶德老師與吳

榮賜老師合影。

（吳榮賜木雕工

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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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吳榮賜創作作品介紹，形容他的作品，

粗獷細膩兼具，欲表現人物姿態，必定事先洞瞻故事脈絡之軸線。觀察人物特

性了然於胸，再憑藉經年累月深厚技藝，一刀一鑿果斷俐落、一揮而就。如同

2011年受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邀請，主持〈十八羅漢尊者〉、〈八宗祖師〉等大

型石雕創作。

吳榮賜老師專注雕刻情形。（吳榮賜木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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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歷文學內涵體悟下的創作，甲骨文系列作品「眉」與「山」。（吳榮賜木

雕工作室提供）

2. 吳榮賜老師近年作品―關公。（吳榮賜木雕工作室提供）

3. 殘影刀法岳飛，翻攝自臺北縣淡水鎮公所，2007，《淡水藝文中心14周年

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卷》，臺北縣：臺北縣淡水鎮公所，頁：25。

4. 波紋雕刻―二郎神，翻攝自臺北縣淡水鎮公所，2007，《淡水藝文中心14
周年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卷》，臺北縣：臺北縣淡水鎮公所，頁：13。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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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吳榮賜更展現了中文系特長，將中國古典融入雕塑創作中，著手雕刻

中國小說四大名著中的經典人物。含括取自羅貫中《三國演義》、施耐庵《水

滸傳》、吳承恩《西遊記》、曹雪芹《紅樓夢》等章節

故事而形成的作品。運用他從文學作品中領略精髓與人

生智慧的共鳴，讓這些經典的人物，透過木頭與雕刻藝

術，跨越文字展現在民眾眼前。吳榮賜尤其喜愛自己刻

出來的劉姥姥，並自認為把逛大觀園的姥姥詮釋的相當

出色、彷彿類似於40、50年代的鄉下人到臺北西門町的

感覺。

中國四大名著經典人物的雕塑展，經歷世界巡迴，

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展覽時，吳榮賜接受了當地華人媒

體專訪中提到，因透過理解作品內涵，運用生命經驗的

體悟後，有些獨創的手法。像是「波紋雕刻」，即是思

考利用水漣漪的原理，理解時間跟空間變化，在雕刻作

品上呈現波紋的物理感。又或著發想電影的原理，獨創

的「動態殘影技法」，就像是一張張的底片連續的播放

之後就會在人眼中留下殘影，連續的影像呈現拔劍的動

感，廣受工藝界先進後輩所讚揚。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吳榮賜甫完成淡江中文所的

學業時，年近耳順的他，因移民紐西蘭的臺灣醫師余新

牙，欲在紐西蘭籌建佔地百頃的木雕美術館與公園，希

望他能到紐西蘭負責雕刻大佛的工作。余新牙為此木雕

美術館，也積極購入許多紐西蘭國寶級神木貝殼杉3，此

特殊邀約使吳榮賜難掩興奮之情，於是不放棄跨越世界

與任何挑戰自我的機會，一舉完成目前世上最大一體成

型巨尊大佛的創舉。

吳榮賜覺得藝術創作是以生命的體悟創作於木頭

上，這是跟神像雕刻不一樣的經驗，工藝並不同於藝

術。最好的雕刻藝術境界就是作品會幫你說話，觀賞者

自己就能跟作品得到共鳴，這也是他不停地在木雕領域中創新的動力。也因為

如此用心的態度，讓他無法選擇出哪一件是他最喜歡的作品，畢竟每一個都是

費盡巧思的藝術結晶。

3　 貝殼杉，俗稱考里松，這種樹齡可達4萬5千年的巨木，最高甚至可長到170英呎，即
使沉沒在沼澤之中也不會腐朽，是世界稀有珍貴樹種。

近期吳榮賜老師創作―楓

橋夜泊，將張繼的〈楓橋

夜泊〉實體化的木雕作

品，其中將秋季的落葉與

枯木呈現細膩。（吳榮賜

木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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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在於真心實踐

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4定義，等同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謂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亦或是日本、南韓兩國所稱的無形文化財，記錄著不同民族與

地域在不同時間點的相關生活文化。國內《文化資產保存法》在2005年公告修

訂版本，將「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合併，形成無形文化資產的概

念。對於無形文化資產擁有傳統技藝的師傅，在日本稱之為「保持者」，韓國

稱之為「保有者」，但還有一個非正式，但更廣為人知的名稱「人間國寶」5，

相較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制度和我們熟悉的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日

本、韓國對於無形文化財的認定累積了長年的經驗，也對國際社會發展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概念，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兩國認定「人間國寶」策略與傳承模

式規範，還有民間意識皆相對完整。

日本早在1950年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將身懷絕技者的認定，先交由

文部科學省下屬文化廳，在咨詢文化財專門調查會成員的基礎上篩選出認定名

單後，再提交文化審議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由文部科學大臣最終批準並頒

發認定書。文化廳長官負責監督被認定的「人間國寶」在傳承絕技時，要進行

記錄、保存並公開，使他們能實現藝術價值，負起歷史責任。每年可從國家得

到200萬日元補助金，用於磨練並繼承技藝，培養繼承人，但須向國家報告該

款用途。6

而韓國則在1964年開始執行「人間國寶」計畫，將身懷絕技者、且願意以

師徒傳承絕學的著名藝師指定為人間國寶，並提供權利與義務的保護及經濟支

持。傳習制度採分級制度，按月領政府補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傳習者必須秉

持技藝原樣，並毫無保留的傳授及紀錄，也須辦理公演以協助推廣，由政府提

供展覽活動之場地，及相關所需之器材與資金。7

4　 根據2016年7月27日公告的《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範的無形文化資產，包含以下
五種形式： 
（一）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
（二）傳統工藝：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
（三）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
（四） 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
（五） 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與管理，長

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

5　 人間國寶，即是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為報社文宣所創造之用語，雖非法
令用語，但因簡明易懂易具有號召力，是日本、韓國針對已被單獨認證傳統文化擁有
技藝者之通用名稱，近期「人間國寶」此名詞也廣泛運用於其他國家。日本對人間國
寶的定義包含：與衣食住行、生業、年中行事、信仰等有關風俗、民俗藝能、民俗技
術等等的保存者。韓國則包含：音樂、舞蹈、戲劇、祭典、武藝、民俗遊戲、傳統工
藝、飲食等八種傳統文化保存者。

6　 黃貞燕編著，2008。日韓無形的文化財保護制度，頁：98-120。宜蘭，國立臺灣傳統
藝術總處籌備處。

7　 王 苡，2011。阿里郎的堅持與躍升—韓國文化遺產傳承策略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
刊，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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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國發展無形文化資產認定的法規中不難看出，如何傳承傳統技藝，

才是各地面對的關鍵。根據2008年《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8的調

查，已將吳榮賜列入淡水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潛力點中的傳統工藝類別。這次調

查雖只是地區性的普查計畫，但調查過程秉承著《文化資產法》的規範進行審

議後建議列入，具有一定的保存意義。當時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概念與政策不

像國外完善，傳承的概念與模式直至今日，都還是政府單位與民間都需要共同

努力的課題。

在《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

進行時，此時的吳榮賜正是在淡江大學就

讀，並至淡水定居和成立吳榮賜木雕工作

室。在研究所就讀期間，也受邀在淡水社區

大學開設傳統技藝相關的課程。指導的學員

們來自四面八方，有中小學老師、科技新

貴、修車技工、家庭主婦。這些背景與年紀

天差地遠的學員們，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就是熱愛雕塑藝術，2004年第一學期先

開設傳統木雕，便獲得好評。2005年第一

學期除更增開泥塑，吳榮賜認為雕刻是「減

法」而泥塑是「加法」，自學泥塑的他在教

學時加入此課程。木雕不像泥塑有「二次機

會」可以補救，讓學員們靠著泥塑培養塑造

人物的基本功夫，這樣學習木雕才能精準掌

握線條，才不至於覆水難收。

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的概念，雖未透

過政府單位的力量，但在吳榮賜身上可見一

斑。不僅薪傳雕刻、泥塑的手法技術，更著重於凝聚在地的社區意識，積極培

植傳承接棒的師資人選。要讓木雕、泥塑的藝術能綿衍傳承下去，實實在在地

將傳統技藝傳承的理念實踐於生活中。他也常常舉辦展覽，其中不乏有跟學生

一起的聯展，為淡水傳統藝術的學習與創作，注入新的活水。

8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編，2008。「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成果報告
書，臺北縣：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關公泥塑像，翻攝自臺北

縣淡水鎮公所，2007，

《淡水藝文中心1 4周年

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

卷》，臺北：台北縣淡水

鎮公所，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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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014年吳榮賜為回饋母校，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吳榮賜獎學

金」，鼓勵莘莘學子讀書不倦。吳榮賜堅持不斷謙虛學習與創新創作的人生態

度，不曾使他自滿和或退縮，而持續堅持創作的動力，是在於想為這片土地留

下記錄，秉持著「就算木雕會損毀，但是文字影像及經歷會一直傳承下去」的

心意，立志創作可以流傳給後世千古作品。目前吳榮賜的工作室移至桃園大

溪，常常開放或舉辦活動跟民眾互動，樂於分享、回饋與傳承之心可見一斑。

吳榮賜精彩的人生故事，不會止於70歲，他還在為我們後輩創造出更多值得學

習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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