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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將本府積極發展兼具環保、文化、生活、時尚、設計之綠工藝文創

產業擴至國際，並延續 2013-2014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

中心）與韓國(財)羅州天然染色文化財團共同舉辦之「臺韓天然染色

交流展」，2015 年活動則在 8 月 7 日-8 月 30 日於韓國天然染色博物

館舉行，並由韓國與臺灣兩國染織藝師共同參與，臺灣將以「2015

臺韓天然染織交流展－臺灣經典色」為題，進行天然染色研究成果與

生活應用的展出。 

臺灣部分共展出 39 組 317 件作品，23 天的展示期間約有 7800 人次

紛紛從首爾、大邱、慶州、全羅南道、光州、羅州等地前來參觀，臺

灣天然染色作品在韓國的天然染色界與民眾間，皆留下高水準的印

象。 

除了交流展覽外，並拜會天然染色界的重要人士如韓國重要無形文化

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采藝師，以

及徐承龍工坊、金汪植工坊、金大

鈞工坊、李敬嬉工坊、沈昌燮工坊、

金順子工坊、Ye Som天然染色服裝

設計公司、李珍玉天然染色服裝

店，並拜會、潭陽竹藝博物館、光

州設計中心、東新大學藝術中心、

清道郡柿染聯合服裝公司、大邱市

纖維博物館等，對於韓國天然染色

產業有更深入的瞭解，也為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即

將在 10 月舉辦「2015 臺灣國際天

然染織交流展暨座談」、12 月舉辦

「2015臺韓天然染色 50人展」進行有力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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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展覽交流目的 

(一)有效宣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於 2014 年委託天染工

坊執行之「臺灣經典色—天然染色的臺灣色彩意象」研究成果為主，包括

運用天然的藍靛、茜草、紫膠蟲、福木、石榴皮、五倍子、墨水樹、柿汁

等染材，以二次與多次複染技藝來產生色彩擴充的研究成果，並從赤、橙、

黃、綠、青、紫、茶褐、灰黑等八色系中各選出 8 個代表色，各色之間有

明顯色差，總共有 64個代表色，並運用這些經典色設計出系列性天然染色

產品，呈現臺灣豐富活潑的天然色彩意象。 

(二)有效行銷臺灣豐富多元的染織風貌，邀請呂淑瓊、吳汶錡、陳如萍、

劉俊卿、鄭佳宜、李鈺翔、黃英明、毛佩華、張瑛玲、廖倫光、林淑莉、

尤瑪‧達陸等，以及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新埔柿染坊等天然染色團體，邀

請其提供其優秀的作品與產品，包括服裝、壁飾、吊飾、首飾、包袋、茶

席、文具等美術工藝與生活應用產品，以呈現臺灣染織工藝的多元發展。 

(三)在韓國財團法人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協助下，參訪韓國各地相關

黃土染、墨染、炭染、柿染等工坊及染色工廠，進行技術交流及營運管理。 

(四)拜會韓國重要之天然染色界藝師及天然染色自治團體與企業，借鏡經

營與運作經驗。 

(五)與韓國財團法人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洽

談「2015臺灣國際天然染織交流展暨座談」韓國藝師、學者之推薦，以及

臺韓博物館與產業未來合作等方案進行討論。 

(六)有效宣傳「2015臺韓天然染色交流展」、「2015臺灣國際天然染織交

流展暨座談」、「2015臺韓天然染色 50人展」的訊息。 

(七)觀摩韓國相關公私立博物館與工坊營運，以及相關典藏、展場、賣場、

教室、進駐工坊、植物園區等館舍設施，俾以提供纖維工藝博物館館未來

朝主題館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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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及人員名單 

一、 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出國計畫於有限經費內，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編審

徐佩鈴、葫蘆墩文化中心秘書陳富滿、約聘人員張惠茹、天染工坊

藝術總監等 4 人組成。其他自行前往包括為了參展染織藝術家吳汶

錡、陳如萍、毛佩華、張瑛玲、廖倫光、尤瑪‧達陸等合計 10人，

於 104年 8月 6日至 8月 13日共計 8天赴韓國進行展覽及參訪交流。 

二、 出國行程 

天 數 日 期 內 容 地 點 

1 8/6 

（四） 

啟程：臺灣桃園機場、韓國釜山機場、羅州

市 

佈置：展品開箱、點交展品、布置 2015 臺韓

天然染織交流展 

桃園機場→釜山

機場→羅州→韓

國天然染色博物

館 

2 8/7

（五） 

佈置：2015 臺韓天然染織交流展 

開幕：2015 臺韓天然染織交流展  

韓國天然染色博

物館 

3 8/8 

（六） 

座談：臺韓天然染織藝師座談會意見交流 

參訪：羅州市民俗文物館、羅州市軒鶴琴歷

史建築 

講座：臺灣經典色複染的研發經驗 

專訪：韓國 Fashion Journal 雜誌專訪 

導覽：2015 臺韓天然染織交流展 

拜會：韓國無形文化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

采藍染藝師 

韓國天然染色博

物館 

4 8/9

（日） 

拜會：徐承龍工坊、金汪植工坊 

示範及體驗:韓國黃土染及墨染 

羅州 

5 8/10 

（一） 

拜會：財團法人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館

長李泳奎 

參訪：東新大學藝術中心、潭陽竹藝博物館、

光州設計中心 

拜會：東新大學黃土染李相弼藝師 

羅州→潭陽郡→

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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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11 

（二） 

參觀：清道郡柿染餐廳、清道郡柿染聯合服

裝公司、清道郡社區柿染教學 

拜會：清道郡金大鈞工坊、李敬嬉工坊、연시

工坊 

光州→清道郡→

釜山 

7 8/12 

（三） 

參觀：大邱市西門市場 

拜會：大邱金順子工坊、Ye Som 天然染色服

裝設計公司、李珍玉天然染色服裝店、大邱

市纖維博物館 

釜山 

8 8/13 

（四） 

返程：釜山機場、臺灣桃園機場 釜山機場→桃園

機場 
 



 6 

 

參、 展覽交流過程 

此項「2015臺韓天然染織交流展」出國展覽計畫由天染工坊策展，展出「臺

灣經典色—天然染色的臺灣色彩意象」研究成果，以及國內優秀染織工藝

師呂淑瓊、吳汶錡、陳如萍、劉俊卿、鄭佳宜、李鈺翔、黃英明、毛佩華、

張瑛玲、廖倫光、林淑莉、尤瑪‧達陸等，以及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新埔

柿染坊等天然染色團體，提供服裝、壁飾、吊飾、首飾、包袋、茶席、文

具等，合計發表臺灣優質美術工藝與生活應用產品 39組 3174件。 

一、 展覽及講座 

（一） 佈展： 

時間：104年 8月 6日晚上 6:00〜104年 8月 7日下午 3點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說明：展品於 104年 8月 1日運抵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出國人員於

8月 6日晚間抵達韓國後，徹夜進行展品開箱、定位與佈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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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團法人羅州市天然染色財團工作人員及韓國天然染色指導師協會會員協

助下，於 8月 7日下午 3點前完成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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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幕式： 

時間：104年 8月 4日下午 5: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展覽並於 104 年 8 月 7 日下午 5 時舉辦，由羅州市長夫人偕大韓民國

重要無形文化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采、羅州市觀光課長李民哲、韓

國各地天然染色指導師會員,與本局徐佩鈴編審及臺灣陳景林、吳汶

錡、陳如萍、毛佩華、張瑛玲、廖倫光、尤瑪‧達陸等 7 位染織藝師

共同開幕。 

 

羅州市長夫人開幕致詞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徐編審佩鈴介紹臺灣染織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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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共同剪綵 

 

 

羅州市長夫人參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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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首爾及韓國各地的天然染色界藝師 70餘位出席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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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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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後舉辦戶外茶會，羅州市議長洪哲植特地前來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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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韓藝師舉辦交流座談會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上午 10: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內容：由韓國天然染色指導師協會會長朴正元、首爾、全羅南道、濟

州特別自治道、慶尚北道等各地協會協力長金汪植、南惠仁、金順子

等人與臺灣藝師針對兩國天然染色發展，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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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韓國新聞媒體採訪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下午 2: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內容：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徐編審佩鈴接受韓國世界紡織

報採訪，介紹葫蘆墩文化中心於 2014 年委託天染工坊執行之「臺灣經

典色—天然染色的臺灣色彩意象」之研究成果內容及未來籌設纖維工

藝博物館的構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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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講座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下午 2:30-4: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內容：由天染工坊陳景林老師講解「臺灣經典色—天然染色的臺灣色

彩意象」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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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展場導覽: 

時間：104 年 10 月 3 日下午 4:30-5:3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由臺灣天然染色工藝家陳景林老師親自向在場學員介紹本次作品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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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黃土染與墨染體驗 

時間：104 年 8 月 9 日下午 2:00-4: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及園區 

內容：韓國金汪植老師現場講授黃土染與墨染的原理課程與現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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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拜會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李泳奎館長 

時間：104 年 8 月 10 日上午 0900-10:0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 

內容：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由羅州市政府派前任文化局長李泳奎擔任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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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觀韓國天然染色藍染精煉工廠與染線工廠 

時間：104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0:00-10:30 

地點：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園區 

內容：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園區設有 2 個精煉工廠與染線工廠，目前

已有兩間公司進駐，其中染線工廠由「Vision Land 股份有限公司」進

駐，該公司 2014 年衣服的布料和成衣的營業額就達到 2 億美金，另一

家染色設施部分，染色業者將在補足絲線、布料染色等產業性染色所

需的設備後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正式進場生產藍染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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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拜會 

此行除在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進行展覽與交流活動外，並拜會韓國天

然染色界的重要人士如韓國重要無形文化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采

藝師，以及徐承龍工坊、金汪植工坊、金大鈞工坊、李敬嬉工坊、沈

昌燮工坊、金順子工坊、Ye Som 天然染色服裝設計公司、李珍玉天

然染色服裝店，並拜會、潭陽竹藝博物館、光州設計中心、東新大學

藝術中心、清道郡柿染聯合服裝公司、大邱市纖維博物館等，對未來

纖維工藝博物館織染工藝的發展有極大啟發。 

 

（一） 羅州市軒鶴琴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下午 1:00-1:30 

地點：韓國羅州市 

內容：軒鶴琴為羅州市古蹟，以前為邑長居住之處，目前已提供當

成民宿，並且準備有黃土染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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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羅州市民俗文物館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下午 1:00-1:30 

地點：韓國羅州市 

內容：羅州市民俗文物館為介紹韓國羅州市近千年（從百濟、新羅、

朝鮮時代）的城市發展與地理環境的小型博物館，佔地連園區約 200

坪、館舍 100 坪。陳設內容除了介紹該市因為有榮山江水域，在古

時為全羅南部地區的中心，還有 5 世紀時期由倭系在此大量建立的

前方後圓墳的古墓群，如伏岩里古墓群、潘南面古墓群、大安里古

墓群、德山里古墓群、新村里古墓群等等。另外，朝鮮王朝時代的

羅州邑城，以及殖民地時代的榮山浦燈塔、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建

築物、本町街等仍然存在。因拍攝電視劇《朱蒙》而建造的外景拍

攝場地，也位處於羅州市，該館除為當地小學提供課外教學外。對

於外地人也極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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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鄭官采工坊 

時間：104 年 8 月 8 日晚上 6:00-7:30 

內容：2001 年被指定為韓國無形文化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采

藝師，原本在國中擔任美術老師，2001 年起花費數年復原父親染色

技藝，而成為羅州藍染技能保存者，政府除每月補助約新台幣 6 萬

元，也補助其經費建造展示館，此外還擁有大型染色製靛工作室、

小木屋、以及佔地很廣的蓼藍田，工坊佔地約 2 公頃，一年約可生

產 3 噸藍靛。 

 

製靛工廠 

 

展示館 



 29 

（四） 徐承龍工坊 

時間：104 年 8 月 9 日上午 10:00-10:30 

內容：徐承龍工坊佔地為 2 公頃，在 2013 年曾拜訪過，當時有 2 棟

建築物，一棟為展示兼工作室，另一棟為染色教室，還有蓼藍田、

曬場等，今年參訪時又增加了 1 棟餐廳，工坊原本為夫妻合作的兩

人工坊，今年因為加入兒子與媳婦，成為 4 人的家庭工坊。 

 

展售室兼工作室，產品以服飾、寢具、傢飾為主 

 

鐵皮屋搭的染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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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 1 年內新建的餐廳 

 

 

（五） 金汪植工坊 

時間：104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00-12:30 

內容：金汪植工坊，是夫妻兩人的天然染色工坊，工坊佔地約 300

坪大，有展售室、染色工作室等，該工坊曾幫總統夫人染製作高級

訂製服或製作外賓紀念品，女主人陶藝家讓染色作品帶有陶藝的味

道非常特別，展售室布置的非常雅緻，產品以黃土染、蓼藍、各種

植物染之服裝、包袋、文具以及桌飾、壁掛、窗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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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室 

 

產品以服裝、包袋、文具以及桌飾、壁掛、窗簾為主 

 

染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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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新大學藝術中心 

日期：104 年 8 月 10 日 

內容：東新大學是羅州市一所私立綜合大學，藝術中心由染色藝術

家李相弼老師主持，除了定期展覽外，並且蒐羅有韓國近代書畫、

2000 多台各式相機，李相弼老師也特別簡介從事天然染色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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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潭陽竹藝博物館 

日期：104 年 8 月 10 日 

內容：全羅南道潭陽郡是韓國唯一竹產地，因此 1998 年設立一棟 2

層樓具有保存、展示、販賣、體驗竹製品等綜合機能的竹藝博物館，

是，除了展示世界竹子的生態、摘種、以及韓國從傳統傳統農業社

會至今都會生活裡的各式竹製品、生產技術、以及無形文化財製作

工藝品。每年 5 月更配合潭陽竹子節，舉辦全國竹製品競技大賽，

吸引竹藝專家共同交換分享竹製品生產的相關技術資訊。潭陽郡守

崔亨植曾於 2014 年來台灣邀請竹藝各界專家，參加 2015 韓國潭陽

世界竹會論壇暨竹子博覽會，今年適逢韓國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疫情擴大，所以潭陽世界竹會延至 9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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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炭紡織的韓服寢具 

 

（八） 光州設計中心 

日期：104 年 8 月 10 日 

內容：韓國近十幾年來積極邁入國際舞臺，光州市政府從 1985 年起

每二年邀請世界各國工藝家、設計師，舉辦光州國際雙年展(Gwangju 

ACE Fair)，包含視覺、電影、3C、動漫等文化創意產展示會，並已

取得國際展會認證（UFI），除了向全世界表示有志成為文化大國領

導亞洲人進入國際藝術社會之雄心，隸屬於光州市政府的光州設計

中心，則是光州國際雙年展的策畫單位之一，有具有展覽、設計研

究室、體驗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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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光州設計中心企業支援組강승이組長接待，洽談

未來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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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清道郡柿染聯合服裝商場 

日期：104 年 8 月 11 日 

內容：清道郡本為韓國重要的柿餅產地，在韓國(財)羅州天然染色

文化財團協助下，利用廢棄的柿子落果榨成之生柿汁或發酵柿汁可

染製堅牢度高之柿染產品後，成為韓國的柿染重鎮，郡內擁有 60

多家工坊生產各類柿染布，並共同以행복한감(幸福柿子)為品牌，

提供韓國相關飯店、服飾、寢具等產業。為刺激產業，地方政府更

補助經費建設聯合服裝商場，提供給郡內十個優質柿染工坊，展售

服裝、包袋、帽子、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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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郡柿染聯合服裝商場代表이홍렬出面接待 

 

  

행복한감(幸福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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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清道郡柿染社區教學 

日期：104 年 8 月 11 日 

內容：賣場後面有一間廢棄的小學，一半當成清道郡柿染聯合商場

的服裝製作場地，包括打版，裁縫等，另一半則是社區染色講習，

參加人數非常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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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清道郡 zelkova 工坊 

日期：104 年 8 月 11 日 

內容：負責人為金大鈞，年輕時曾於日本染色工廠上班，後來與太

太兩人一起投入天然染色產業，目前約有 15 名員工的小型工坊，專

業生產飯店、服飾、寢具等產業所需之柿染  、墨染等布料，自已

也產包袋、服裝等。也曾在 2008 年協辦大邱市政府主辦 ISEND 國

際天然染色論壇。                                                                                             

  

地下室維持在 15℃存放 1-3 年的發酵柿汁 

  

染色技法多元，例如使用灑鹽防染產生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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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李敬嬉工坊 

日期：104 年 8 月 11 日 

內容：李敬嬉工坊佔地約 300 坪，自宅兼工作室，以教學、創作、

生產供應為主，由李敬嬉老師天然染色自由工作者，沒有加入清道

郡天然染色協力組織。 

 

   

 

（十三） 연시工妨 

日期：104 年 8 月 11 日 

內容：연시工坊女主人雖然天然染色學習經驗較淺，但在丈夫(從事

建築業的沈昌燮先生）的大力支援下，建立了號稱韓國最新、最氣

派的天然染色工坊，就讀大學的女兒未來也將協力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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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西門市場 

日期：104 年 8 月 12 日 

內容：西門市場是韓國主要的布料供應市場，如生絲布、蠶絲布、

苧麻布、毛織布、線材、染料、裝飾配件等，加工好之圍巾、手帕、

桌墊，提供給天然染色業者許多材料來源，同時也是韓服面料及花

嫁用品的主要集散地，此外更集結有 200 多攤的天然染色服裝攤位。 

  

布料供應市場 有 200 多家天然染色服裝攤位 

   

韓服面料及花嫁用品 

 

（十四） 大邱金順子工坊 

日期：104 年 8 月 12 日 

內容： 金順子女士為大邱地區天然染色協力組織會長，負責大邱市

相關服裝設計產業、天然染色產業指導師等聯繫合作，也在自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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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工坊，有工作室、展售區，也經常與服裝設計師구정일赴中國推

展韓國天然染色產品。 

 

 

 

 
 

（十五） Ye Som 天然染色服裝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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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4 年 8 月 12 日 

內容：由金順子女士推薦前往參觀 Ye Som 天然染色服裝設計公司，

公司負責人為專業服裝設計師，經常發表相關服裝秀，他也會使用

拼布作法設計包袋、鞋靴、服裝。 

  

   

 

（十六） 大邱李珍玉天然染色服飾店 

日期：104 年 8 月 12 日 

內容：大邱市為韓國的紡織大城，並供應世界各國所需，原本從事

服裝設計的李珍玉從 2001 年起跟大邱自然染博物館金芝希館長學

習天然染色後，即積極運用柿澀染投入成衣產業，並經常參加世界

各地的成衣博覽會或國際纖維博覽會，透過時裝秀讓消費者認識天

然染色的獨特性。2013 年佔地 500 坪規模的「李珍玉 Gallery」在大

邱開幕，並在永川市開設了一天工作八小時能生產 500 碼～1000 碼

天然染色布料的工廠。成功構築了一個從布料染色、後製加工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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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獨立賣店的統一生產流程。現在旗下員工約 30 人（部分使用身障

人士協助製版、裁縫），每年生產、販賣 5000 件的天然染色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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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大邱纖維博物館 

日期：104 年 8 月 12 日 

內容：大邱市政府以韓幣 50 億元建造韓國境內唯一的纖維綜合博物

館，藉以展現韓國與國際纖維、時裝產業的歷史，也蒐藏各時代的

服裝、紡織機、文獻等，在 1-4 樓樓廳中設有時裝館、特展區、兒

童體驗室、工業館、纖維企畫室、未來館、研究室、圓形劇場等、

並外包有化妝品賣店、餐飲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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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效益評估 

(一) 韓國工藝師與參訪民眾的迴響，達到了全國性的影響。 

在 23 天的交流展展示期間，參訪人數有 7800 人次，對於位居鄉下且交

通不便之韓國天然染色博物館而言，參觀民眾的比例可說是相當高。 

由於 2013 年台韓天然染色交流展引起韓國很大的迴響，本次展覽參訪

者不只羅州當地居民，還吸引包含韓國各地天然染色界的代表性人士 60

多位會員，甚至遠道開了 7 小時車程來參加開幕及觀賞臺灣的天然染色

作品，達到了全國性的影響。 

台灣天然染色藝師對於作品的題材選擇、染織技法、獨創性與商品價值

等各方面，都獲得極高評價。 

對於性急的韓國人而言，慢工出細活的展品，不僅獨具有開創性，連實

用性高的包袋、服裝等生活用品也獲得民眾一致好評。 

因此 2015 年台韓天然染色交流展，在韓國的天然染色專家與一般民眾

再度留下高水準的印象。 

(二) 促進台韓國兩國天然染色藝師進行實質的交流，達到雙贏局面 

活動期間，韓國(財)羅州天然染色文化財團特別規劃辦理多項活動，招

募全國各地的天然染色指導師協會，辦理台韓兩國藝師展覽等，所以在

佈展期間，有 20 多位韓國藝師徹夜協助台灣部分的佈展，而座談會也

彼此交換名片與意見，建立未來互訪或互學的良好基礎。 

此外，韓國(財)羅州天然染色文化財團並協助安排參訪羅州市民俗文物

館、羅州市軒鶴琴歷史建築、大邱市西門市場等 3 個相關地方文化館或

市集，以及拜會東新大學藝術中心、潭陽竹藝博物館、光州設計中心、

大邱市纖維博物館、韓國無形文化財第 115 號染色匠鄭官采藍染藝師、

徐承龍工坊、金汪植工坊、清道郡柿染聯合服裝公司、清道郡社區柿染

教學、清道郡金大鈞工坊、李敬嬉工坊、연시工坊、大邱金順子工坊、

Ye Som 天然染色服裝設計公司、李珍玉天然染色服裝店等 15 個單位及

工坊，且安排所有成員體驗韓國特有之黃土染及墨染技藝，對於一同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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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參展染織藝術家吳汶錡、陳如萍、毛佩華、張瑛玲、廖倫光、尤瑪‧

達陸等，有實際深入了解韓國天然染色技藝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機會，可

說是收穫很大。 

(三)相關新聞報導 

2015 臺韓天然染色作品展，在大力推廣下，總計有 1 則電視新聞報導、

16 則報導，吸引許多觀光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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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韓國與臺灣飛行航距約 1-2小時並不遙遠，天然染色界原本鮮少有互

動，但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持續韓國(財)羅州天

然染色文化財團合作下，於 2013-2015年期間，一年韓國、一年台灣，

舉辦「台韓天然染色交流展」後，快速刺激兩國藝師交流，並促進產

業文化觀念的交流。 

臺灣擁有多樣化的染料萃取技術、高飽和度的天然色澤、多元化的編

織技法、獨創性的作品設計與高價值的商品等，但産業基礎仍然薄

弱，天然染色界多以教學或創作為主，少數投入染坊營運，因此永續

經營困難。 

而韓國天然染色界從 2006 年以後，(財)羅州天然染色文化財團以短

短 9年的時間，從人才的養成、輔導工坊創業、建立資格認證制度（達

600多人）、建立全國化的自治團體、引進大型染色工廠，逐步擴大

落實建立天然染色上中下游之產業鏈，並同時延伸發展至醫療、弱勢

服務、全民教育等經驗。並分別於全羅南道羅州市、濟州特別自治道、

慶尚北道永川市、慶尚北道、清道郡設立天然染色自治體，因此韓國

天然染色產業發展良好，商機很多，至今仍然有很多人願意投入此行

業，甚至如鄭官采、徐承龍、연시工坊、李珍玉、洪路加等天然染色

工坊，已開始由第二代共同參與。 

鄭官采父子 李珍玉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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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韓天然染色交流展持續的舉辦，將提供兩國染色專家與民眾互

相觀摩學習的機會，本活動的舉辦不僅產生良好的觀摩交流機會，並

產生互相提升的積極作用。 

 

二、 建議 

(一)加強與韓國天然染色界之交流 

2013 年在韓國舉辦的「臺韓天然染色交流展」開啟了臺韓兩國天然

染色交流與合作的新頁、2014 在台灣舉辦的交流展，共有 84 位韓國

作者參展，則是樹立台灣編織文創史上最多的韓國參展者，而「2015

臺韓天然染色交流展」，除展現台灣多樣化的編織風貌，韓國天然染

色產業的極積與雄心更刺激了台灣的藝師思考如何永續經營。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持續與韓國(財)羅州天然染色

文化財團合作，將於 104 年 12 月 23 日〜105 年 1 月 31 日在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舉辦「相逢與緣分~臺韓 50 人天然染色

交流展」，30 位韓國藝師、20 位台灣藝師將接辦延續兩國天然染色

界之交流。 

(二)借鏡（財）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營運的經驗，作為纖維工藝博物    

   館未來營運之參考 

財團法人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從 2006 年開始營運韓國天然染色

博物館，擁有不到 7 位人力之財團，卻能整合文化、勞動、農漁業等

資源，透過全羅南道羅州市、濟州特別自治道、慶尚北道永川市、慶

尚北道、清道郡自治團體，。 

因此韓國天然染色雖為傳統文化，但 9 年來在羅州市天然染色文化財

團努力下，正朝產業化的方向努力，且目前在已有大幅進展。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正籌建纖維工藝博物館之際，建議參考（財）羅州

市天然染色文化財團之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