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 

跨領域自主學習計畫 

成果報告書 

 

 

 
陶藝專業培訓 

 
 

 

 

 

 

班級：四產專二 A 

姓名：張益誠 

學號：B10611129 

項 目 ：  

□ 跨 領 域 實 務 專 題  □ 技 術 精 進 學 習  □ 職 人 工 作 坊   

□ 產 業 專 案 執 行  □ 未 來 職 業 探 索  □ 田 野 探 索 壯 遊  

□ 海 內 外 蹲 點 □ 其 他 ：                 

計畫執行地點：雲林縣崙背鄉仁愛街 42-3號(老土工作坊) 

計畫執行期程：107年 7月 1日~107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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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整體計劃構想與目標 

1.職業探索 

2.陶藝相關知識增進 

3.了解目前陶藝產業狀況   

貳、 實施策略 

【前期】陶藝基本技法: 

透過大量基本練習:刮線、割線、拉坏、修坯將手的穩定度提升，以利之後

作品的製作。 

【中期】儀器操作及濕度掌控: 

主要學習各式儀器操作，像是窯燒溫程設定，練土機基本操作及上釉注意事

項。陶土、瓷土溼度掌控，調整至適合加工的溼度。 

【後期】自主創意發想: 

發揮創意製作陶器，各式茶壺、蝦籠茶具組、蟳雕塑、陶燈。 

參、 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7/1~7/30 在老土工作坊執行此計畫，期間透過操作工作室工作學習製   

陶基本程序，增進陶藝知識相關知識 

肆、 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經由此次計畫了解業界製陶的過程，從基本的練土到成品的燒結，都在

計畫中有一定的了解，更體驗古人柴燒過程，充分感受到現今能源的進步比

起以往燒陶是相對輕鬆的。實際產出作品在附件補充。 

伍、 自主學習歷程及心得  

乾濕度掌握： 

經過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大幅提升製陶的相關能力，從最基本的練土

到窯溫控制都有操作到。整個過程中，我覺得最難的部分是去掌握土的乾濕

度，乾濕度決定了作品的黏接成不成功，乾濕度不對，它就會因為乾燥的過

程拉扯而裂，去到老土工作坊起初就是沒注意一些小細節，導致把手黏接處

容易出現裂痕，所以在黏接前須先確認兩個物件的乾濕度相近，黏接後必須

噴水保濕，放入保溫箱中讓胚體整體濕度均勻，才可拿出來晾乾。如果在噴

水的過程噴太多水，胚體會直接斷裂，尤其是瓷土，吸水的瞬間表面會馬上

爛掉，一定要避免觸碰以減低破壞的風險，在溼度掌控完全是經驗上的累積，

就算有溼度計都不一定能精確的控制。 

基本穩定度練習： 

去老土工作坊，每天幫忙工作室的工作，刮線、拉水杯、修坯、練土一

整個早上或下午，做同樣的事做久了真的很無聊，但是我真的從中學了很多，

不管是實做方面還是專業知識方面都有長進，最重要的穩定度在過程中大幅

提升，對未來創作陶藝品定下良好的基石。 

拜訪陶藝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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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訓中，7/20和學長姊一同去拜訪郭建佑陶藝職人請教陶藝相關知識及創業

動機。  

【重塑家鄉土的新風貌】 

  建影陶形-一個隱身於雲林水林鄉蔦松的陶藝工作室。取自「斂影逃形」一詞，

具有隱居之意，以工作者的名字、及工作室的特性加以改字換詞，正如同郭建佑

老師及其工作室隱居在這美麗純樸的蔦松庄之中。 

【回應家鄉田土的呼喚，返家創業圓夢】 

  從小在台北生活的建佑老師，一直對黏土有很大的興趣。雖然他身在台北，

夢想卻是回雲林老家生活，因為這裡有許多快樂的童年回憶，他希望這個美麗的

地方能成為生活一部分。 

  在一次回鄉幫忙奶奶務農時，發現雙腳深陷泥土拔不出來，動彈不得，彷彿

是家鄉的土地在呼喚他。經過研究，意外發現家鄉田土是創作陶藝的優良材料。

整合學校所學，成功的調配出可作為陶藝使用的在地材料「蔦松土」。懷抱著對

家鄉的熱愛，他立志用故鄉的土創作出更多有生命的作品。 

【改造舊豬舍，建立充滿童年故事的工作室】 

  別有在地風味的磚造工作室，是建佑老師由老家舊豬舍親手改建的，他特別

保留爺爺在窗框上手寫的母豬待產日期，感念爺爺奶奶含辛茹苦養大一家人，也

讓這個深具故事性的回憶保留下來，使這個空間不只是塑陶、賞陶的工作室，更

是一個充滿對家鄉熱愛與歡樂回憶的故事書。 

【在地情融入故鄉土，推廣蔦松美名】 

  受到了家鄉土壤的啟發，建佑老師把在地的土壤製作成生活陶器，與生活形

影不離；在他眼中，它們不僅是器物，更是一塊家鄉的文化。 

  他期望雲林不只是農業重鎮，透過家鄉的蔦松土，藉由陶藝能讓在地更多元

化的推廣出去。 

柴燒體驗： 

並且我運氣很好，在那時候剛好曾家證學長有接到朋友柴燒的邀約，但起初

對方不希望有不認識的外人來燒，所以學長就直接帶我去認識柴燒的負責人，見

面後就答應了，也因此有了參與柴燒的機會，甚至顧柴窯通霄，投柴是顧柴窯最

基本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將柴投入燃燒室並不是一直丟，一直丟反而會降溫，熱

量都被柴吸收了，那何時投柴才是正確的呢?投柴的時機是當燃燒室的柴火熱量

釋放完畢才能投柴，就像呼吸一樣，一直吸反而吸不到空氣，要有一個節奏，每

個人呼吸節奏不同，當然每個窯的呼吸節奏也不同，在當下真的會覺得窯是有生

命的，當和窯頻率正確時窯溫才會上升，經過這次的經驗真的讓我獲益良多，了

解以往沒有電等相關燃料燒製陶的過程是相對困難且辛苦的。 

陸、 經費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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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核定經費 

經費執行 

 

總計執行

經費 

(A) 

剩餘未執

行經費 

(A)7月執行經費   

材料費 8780 8780 8780 
0 

印刷費 180 180 180 
0 

雜支 790 1030 1030 
0 

合計 9750  9990 9990 0 

 

柒、 結論與具體建議 

主要還是環境問題，希望蚊蟲可以少一點，這次學習了最基本的穩定度和各

式各樣的陶土製作方式及製造過程中的小細節，有人說：「魔鬼藏在細節裡」這

次就深深的體會到了。 

如果有幸下次打算以釉藥成分作為學習的目標，做作品一定免不了在最後上

一層美美的釉，讓作品更有吸引力。 

捌、 佐證附件（有助於瞭解上述內容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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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到達老土工作坊的第一個練習:[刮線杯]，這也是老土工作坊的產品，別看它小小

一個，它的製造過程卻是相當的繁瑣。上面那些線條都是手工一條一條刮出來的，在胚

體成形前要先預留適當的厚度，以便後來的裝飾加工，在胚體濕度的控制也是相當重要

的，太乾刮到手痛、太濕廢料易黏著，還有線與線之間的間隔，掌握了上述原則後，身

產線最講究的就是品質和速度，一開始刮得很歪，一顆要花上 5 分鐘的時間，就這樣刮…

刮…刮…，直到最後達到一顆 3 分鐘速度，比工作室的員工還快，像這種事真的就只能

靠熟練度，透過直接操作增加手的穩定度，穩定度是做陶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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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坏是做陶快速的方法之一，早期沒有電時，轆轤的轉動就必須仰

賴人力，現在有了馬達有了電以後，相對方便很多。 

這也是每天必須的練習，曾家證老師要求拉坏的形狀要是固定的，

每次拉完坯一定要確認符合尺規，厚薄度必須要幾乎一致，而且外

型必須是直線，比想像中還難，如果不固定形狀反而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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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坯教學 
 

 

  

定中心 壓出平面 

挖孔 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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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高完成，確認厚度 開始變形 

將內部水分吸乾 修整坯體口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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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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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完釉的素燒胚依照釉藥熔點由下至上排列，重燒的胚體

必須增大相鄰的距離。排完窯之後，一開始先將下方的進氣

口鎖緊，將各邊瓦斯點燃產生紅色火焰(不完全燃燒)，接著

窯門關到剩一個小縫，讓窯內先烘烤，將窯內水氣烘乾。 

烘乾之後將窯門關上，打開下方空氣進氣口將火焰調整至藍

色(完全燃燒)，緩慢升溫直到 400℃結晶水蒸發，控制瓦斯

管線壓力，瓦斯桶記得要泡水避免太冰，直到上窯溫 800℃

抽掉一塊還原磚，920℃時將磚全抽掉，查看觀火口火焰，

查看是否正在還原，當溫度到達 1210℃時開始恢復氧化

燒，避免釉面因還原產生針孔。繼續燒至上窯溫 1290℃關

閉瓦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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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釉 

釉藥基本知識: 釉大體說來就是玻璃的某種固化

型態。當我們在玻璃中加入使其能與土壤緊密結

合，且使表面變硬的物料，便成了可供陶瓷器使用

的釉了。釉藥原料，大致上可分成三類，從化學性

質來看是鹼類、酸類和中性類。鹼性物料主要有氧

化鉛、氧化鋅、氧化鈣等，其功能在於調整釉材的

熔化度，也被稱為熔劑；酸性物料主要來源是含二

氧化矽的砂粒與土壤，主要功能是構成釉的基本

材；中性物料是使矽酸鹽體強化的基本骨材之一，

可增強釉藥與坏土的密合度，故可防止釉藥下流，

阻礙結晶的形成。 

擦素燒胚 

在上釉前，最重要的動作就是擦坯了，雖然一直擦坯很無聊，但坯體表面不潔會造成脫

釉、縮釉等問題，所以在上釉前會先用海綿將每個坯體都擦拭乾淨，減少釉燒失敗的機

率，因為失敗了它就成為工業級的廢物……. 

所以在做陶時，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耐心的，無聊…但還是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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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燒 

柴燒事前準：先將耐火材料，

用白膠固定於胚體圈足，以三

腳或五腳的方式黏妥。壺蓋處

用氧化鋁製成的隔離膏包裹。  

(以避免落灰造成坯體黏在硼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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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的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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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內狀況，利用硼板位置及胚體高低的落差想

像火的通道，進而推測落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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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柴窯:排柴窯也是一門學

問，除了胚體高低落差的配

合外，更需要將硼板前後放

置，讓火焰成 S 型向下延伸

讓灰落得更美，而不是簡單

的讓火焰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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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窯門:每塊磚上都有編號（不然會忘記），

在最上面的地方有一快凸出的磚是為了避

免無法拆窯門，右下方凸出的則是放溫錐

的地方，方便觀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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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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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落下沒熟的灰 

火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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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利用每天晚上做的茶壺，不斷練習的成果，現在看都

會想笑……看著過去的作品，記錄著自己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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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發想：蝦籠茶具 

內壺的製作：除了外直徑要

符合外壺，在做它時最麻煩

的大概就是步驟，因為要修

蓋子的凹槽所以要先將底修

成內凹型以便定中心黏貼，

翻轉過來之後再修成圓的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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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設計理念主要

由魚、蝦、蟹組成，

線條代表他們的移

動，因為在上籠，所

以上籠外觀會產生

扭曲的線條，象徵著

非比尋常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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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籠茶具：你的童年是否曾出現它?它，就是一個蝦籠，

屬於我童年的一部份……只要溪裡玩過的孩子都知道

它！上半部主要是茶杯收納區，一共有六個杯子成雙成

對分別代表魚、蝦、蟹，將杯子取出後上半部可獨立放

置作為茶燈，增添氣氛，下半部是一個雙層壺，內壺上

有魚蝦蟹象徵平靜。 請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



 

  

魚型茶壺 

是否被牠可愛的模樣

吸引了呢?蠻多人跟

我說他也想做一隻魚

型的茶壺，老實說這

隻應該只能說是紀

念，紀念老土的青瓷

冰裂釉，有些地方做

得有點隨便，要再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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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把茶壺 
  

第一支側把壺：側把壺

前面步驟都相同，最後

的壺把就要講究倒茶順

不順手了，壺嘴到壺心

的連線和壺心到把手的

角度略＜90°，因為手

腕轉動角度的關係，沒

做還真不知道，所以外

面不會看到接 90°的壺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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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捏雕塑  

 

  

手捏最重要的就是

想法，如果沒有想

法，那拿在手上的

那團土永遠都只是

土。 

請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



晚餐配螃蟹：這就是我在老土

的生活，無時無刻都是土。 

 

  
我為什麼喜歡做陶?? 

在做陶的時，除了抒發

內心的想法外，當下畫

覺得自己就是創世神

般，將生命注入看似平

凡無奇的土中，無論是

想到的、看到的或聽到

的，只要你想要，都可

以用土把它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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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燈 

過程相對其他作品困難，一樣要先拉坯、修坯，

最後才開始做最費時間的工作:鏤空，先將要割的

部分先用棒針畫線，坯體一定要在適當的濕度，

比[皮革硬度]在軟一些，才能繼續下一個步驟，否

則過程中很容易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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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花我最多時間的作品，叫我再做一個我也不要，花時間是一部

份，主要還是失敗率太高了，瓷土收縮率較一般陶土大，只要在收

縮的過程都有可能失敗，在割的時候真的會想：我為什麼要這麼自

虐??  做一半發現不好割要趕快噴水保濕，噴太多水直接斷掉 or 爛

掉，瓷土算是最難控制的，很多小細節是需要從做中學來的，沒辦

法憑空想像而達成，大概也是這個行業之所以不好入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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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和學長姐們一同前往

水林鄉，拜訪[建影陶形工作

坊]的郭建佑學長，訪問創業

動機及勇氣，並得知經營工

作室必須結合當地特色(有

聯結的感覺)，具備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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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小語】 

「堅持你想做的

事，努力去嘗試，

不管時間長久，只

要是好的，一定會

成功。」 

—郭建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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