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開弘
王炳文

打造府城老店百年榮光
文、圖／林蔓禎

「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臺灣早

期前三大城市的簡稱，臺南府城尤居首

位。這座擁有 300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

曾經歷荷蘭、日本等多國文化的洗禮，在

數百年來的衝撞、演變之後，已內化為臺

南府城的獨特文化。漫步於府城市區，不

經意就會遇見一座百年老屋、一處文創園

區⋯⋯，僅僅臺南火車站周邊，赤崁樓、

孔廟、國立臺灣文學館、林百貨、臺南公

園、321巷藝術聚落⋯⋯，全都是步行可

及之處。古蹟與現代建築比鄰而居、交錯

並陳，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襯托新式建物與

舊時代景致的兼容並蓄。

榮木桶行，臺南唯一手工木桶老

店

臺南，也是保留最多傳統手工技藝的

地方，尤其各式美食、傳統小吃聞名海內

外，因餐飲延伸擴散的周邊效應，包含食

器、工具的製作，更帶動傳統手工產業的

興盛與流傳。坐落於臺南二中旁，與今年

開園滿 100年的臺南公園咫尺相望的「榮

木桶店」，正是一家歷史悠久、祖傳三代

的百年木桶店。

出生於 1889年的王定，是第一代創

始人，他專精於檜木浴桶的製作，以嚴格

品管堅持及精湛手工技藝為後盾，作品深

受日本客戶喜愛。兒子王榮木 17歲就跟

在王定身邊學習，不僅盡得父親真傳，也

因應客戶需求，製作蒸籠、臉盆、飯斗等

民生木製用品。鼎盛時期一天可做出 20

個沐浴桶，必須聘請多位師傅才忙得過

來。之後，因時代變遷，臺灣鋁製業崛起，

塑膠用品迅速取代傳統洗腳盆、泡澡桶、

木桶⋯⋯木料製品的用量，大大打擊木桶

產業。

王榮木辛苦撐過那段艱困時期，大

兒子王開弘與小兒子王炳文也陸續回家幫

忙，共同為延續家業而努力。時來運轉，

隨著養生環保風潮興起，手工木製品再次

▲ 所有竹片都需經過裁切、晒乾、修平步驟，事先備料。

▲ 一竹一木都傳達出傳統手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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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代人青睞，兄弟倆秉持父親傳承下來

的古老手工做法，古式竹蒸籠、檜木浴桶、

木飯桶⋯⋯等木料作品浴火重生，供不應

求，為古老的傳統手工技藝存留下最珍貴

的資產，也為手工木製品的延續與再生發

揮最大的貢獻。

兄弟齊心，傳承百年手工技藝

一踏進位在公園北路上的榮木桶店，

王開弘、王炳文兩兄弟正一後一前各自埋

頭工作，狹長的店面裡堆滿各種尺寸的

木桶、蒸籠和各式竹片、木片，收音機

裡流洩出陣陣復古懷舊的流行老歌，搭配

滿屋子的手工木頭用品與臺南公園的府城

氛圍，真有一股說不出的老店韻味。今年

56歲的王開弘自退伍後即返家幫忙父親，

三十多年的時光流轉，早已承襲父親一身

的好手藝，小 8歲的弟弟則晚哥哥幾年加

入。2年前王榮木以 97高齡仙逝，王開弘

與王炳文肩負的傳承之路，責任更加重大

了。臺南雖然是全台手工業重鎮，但手工

蒸籠、木桶師傅多已凋零殆盡且後繼無人，

因此榮木桶店是臺南地區唯一現存的手工

木桶老店。「做這一行實在太辛苦，不想

勉強孩子接手，一切順其自然。」，王開

弘邊說邊將剖好修平的竹片兜進已定型的

圓形木板裡，手法俐落、精準，這是 30年

專業師傅的手藝，一點也騙不了人。另一

頭的王炳文正在製作大蒸籠的蓋子，蒸籠

蓋必須做兩層，以加強韌性及耐度，兩層

竹編蓋中間夾一張牛皮紙，「牛皮紙的作

用，不僅能防止氣味外漏，還能吸水氣，

藉著紙張足夠的韌性及張力，使蒸籠蓋不

怕水也不易爛。」，王炳文解釋。轉眼間，

王炳文矯健的以第二層外蓋，往鋪在第一

層內蓋的牛皮紙上一壓，牛皮紙隨即被包

覆在二層竹編蓋子之間。修好紙邊、上完

支架，厚實沉重的蒸籠蓋便大功告成。其

堅固的程度，幾個壯漢踩上去也不會變形

或塌陷，手工編織的竹面紋路典雅精巧，

美觀實用，難怪慕名前來訂製的顧客絡繹

不絕。

手工蒸籠，擎起王家另一片天

店門口擺放著一組雙層蒸籠，黑亮的

色澤透出一股光陰的氣味，滿布時間的刻

痕，一問之下，果然已有上百年歷史。原

來，在塑膠製品成為主流，沐浴桶、洗腳

桶、盛飯桶幾乎全面失守的年代，榮木桶

店靠著製作蒸籠度過慘澹經營的階段，如

今和木桶並稱為榮木桶店兩大主力商品。

訪談間，有位新竹的餐飲業者前來取貨，

他訂製了 30個小蒸籠。選擇材質較硬的

桂竹製成的蒸籠，謹遵古老工法，不浸泡

藥水、不上塗料，如此蒸炊出來的食物不

僅保有原始風味，還帶有木材與竹片的自

然香氣，而且竹蒸籠具有保溫耐熱吸水氣

的特性，能避免蒸煮的食物被水蒸氣滴

溼，不僅深受在地美食業者歡迎，更不乏

來自澎湖、金門及海外的客戶。例如老顧

客之一，也是臺南某知名餅舖，發現王家

兄弟做的蒸籠能讓蒸出來的年糕特別有韌

度和嚼勁，且帶有木香與竹香味，加上堅

固耐用的優點，已成為餅舖的鎮店之寶。

檜木製品，散發濃郁木質清香

    臺灣檜木品質優異，是全世界最好

▲ 米篩在早期仍有一定的需求量。 ▲ 門口的百年竹蒸籠，典雅樸實、古意盎然。

▲ 手工蒸籠天然環保、工序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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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料，也是全球 4大珍木之一，更居全

球七大檜木之首。因生長速度緩慢，密度

高，強度及彎曲度亦分別比居全球第二之

日本檜木高出 1倍以上。並經農委會研究

檢測，在未經防腐處理下，臺灣檜木的自

然抗霉率高達 90%以上。而且泡水後不易

變形、龜裂，是收縮率最穩定的木料。好

的臺灣檜木油分多、耐用度高、重量較重，

氣味清香濃郁，但因生長期動輒上百年，

常出現供料短缺情形，也更凸顯臺灣檜木

的珍貴與稀有。

尤其多位國內外醫藥及植物學家曾經

研究並證實，臺灣檜木確實具有臨床價值，

其中的檜木醇 (Hinokitiol)含有B-thujaplicin

成分，能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A報告 )

及人類病源菌等，臺灣檜木的好處多不勝

數，真正使用過的人最能感受它的美好。

每回聞著檜木製品飄逸在空氣中的天然香

氣，其獨特的香味，聞之彷彿置身於森林

群木中，令人心曠神怡，全身心都得到療

癒。榮木桶店的檜木飯桶，一掀起桶蓋，

撲鼻而來的就是檜木獨有的清香，既濃烈

又清新，筆者忍不住用力多吸幾口，希望

能永遠保留住那份嗅覺的記憶。王老闆表

示，原始木料是有毛細孔、是會呼吸的，

可以釋放水分及保溫，煮好的米飯盛入木

飯桶，能維持最佳的口感及香甜滋味，對

於以米飯為主食的臺灣人是最好的飯食容

器。至於泡澡用的檜木浴桶，因為屬高單

價，數量不多，反而是泡腳桶相當受歡迎。

不論是浴桶、飯桶或泡腳桶，只要是

檜木製品，取材皆經過林務局的認證，每

一塊木頭都有編號，除了製程，材料來源

也都有在地文化的支持。因為兄弟倆知道，

每一件成品都是他們一點一滴努力的成果，

累積一百多年的信譽不能受到絲毫傷害，「用

料實在、製程嚴謹、天然環保」的訴求，就

是永續經營的品質保證。

工序嚴謹，來自祖傳三代的堅持

    除了臺灣檜木，竹料的取得也來自臺

灣在地，從源頭的購買便有專業考量，約莫

冬至前後是最佳時機。因為此時天候寒冷，

是昆蟲的冬眠期，蛀蟲較不會依附在竹料上

面，可減少竹子被蟲蛀的問題。買回來的竹

子必須先做處理，剖開後修平竹節，在陽光

下曝曬十數日至一個月不等，曬好之後再進

行二次修整，並裁切成適合的長度及厚度，

接下來就是繁瑣的製作過程。以蒸籠為例，

哥哥負責底座，弟弟專攻上蓋，兩人默契十

足、合作無間，一整個下午，除了接電話、

招呼客人，兄弟倆的雙手沒有停下來過，一

個個漂亮精緻的蒸籠底座和上蓋一一完成。

底座

1. 首先將桂竹剖成竹片

2. 以機器協助，將有厚度的木片壓出弧度

3. 把木片圍成圓形，外圍以鐵圈定型，這是

蒸籠座身部位的原型

4. 做好第一圈邊框內，再卡上第二緣木邊，

以強固邊框

5. 將一條條竹片編織成面，做成蒸籠的底部

▲ 客製化的小尺寸檜木飯桶及竹蒸籠。

▲ 手工編織的竹片。

▲ 利用第二緣木邊強固蒸籠邊框，圖為製作蒸籠
底座的王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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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蓋

1. 以竹片手工編織的兩層上蓋做好備用

2. 第一層內蓋先與邊框做好固定

3. 內蓋鋪上一張牛皮紙

4. 將外蓋放在牛皮紙上，用力一壓，將牛

皮紙包覆於兩層竹蓋之間

5. 修去多餘紙邊

6. 上支架

竹片從裡層一圈一圈疊上，蒸籠越大

圈數越多越耐用。蒸籠製作工序繁複，若

要細究，步驟至少幾十道以上。這裡的大

蒸籠，不論上蓋或底座，竹子看起來有點

醜、顏色有點黑，其實這才是真正質佳，

不經藥水浸泡處理的天然竹製品。這是榮

木桶店的堅持。老闆強調，竹子若經藥水

浸泡，再經類似「殺青」(將竹子上面的青

色外皮去除 )的程序，竹片會變薄變脆弱，

反而大大降低蒸籠的耐用度。消費者只為

表面美觀 (以為白就是乾淨、衛生、安全 )，

反而喪失原有的優點，真是諷刺。然而大

蒸籠的客戶多半為餐飲業者，了解食安的

重要，用過之後都成為長期合作的對象。

再者，老闆覺得東西如果還能用，就不需

花錢換新，因此歡迎顧客將產品送回店裡

維修，並且只酌收零件更換的工本費，實

踐環保的訴求。所以王家做的蒸籠，有別

於一般人對蒸籠外觀白淨的既定印象，竹

子呈現自然的青綠帶點黑的顏色，有天然

環保的概念、堅固耐用的特色，又具備手

工製品的質感，無怪乎會成為知名餅店的

傳家寶。

職人精神，客戶的肯定是最大收

穫

工時長、重複又單調的工作內容，

而且常被竹子的細暗樁刺傷，或者因長期

使力導致手部與指節受損等職業傷害，兄

弟倆卻不以為意，稍做治療便繼續上工，

「雖然付出大量時間跟勞力，很辛苦，但

有收入，得到回饋，讓我們有繼續奮鬥下

去的動力。」，王開弘說。周日固定公休，

每天工作時間接近 10小時，在熾熱的夏

日艷陽烘烤下，兩兄弟在沒有空調的開放

式空間裡依舊賣力工作，這樣的畫面和精

神，令人動容。開店時間固然可自行決定，

但他們認為像這樣的純手工業，兩個人也

只有四隻手，在品質要求與製程固定且無

法量產的情況下，產量有限，但又不希望

耽誤客戶時間，「所以要保持固定的工作

節奏，不能太放鬆，要有績效、要做出東

西來，這就是效率，不能混水摸魚。」。

譬如每天早上會先規畫出當天的工作量，

預計做多少都要達標，「尤其自己就是老

闆，更要懂得自律，不能拖拖拉拉，做

什麼就要像什麼，這就是所謂的工作態

度。」，王開弘雖然學歷不高，也缺乏職

場經驗，但堅守工作崗位 30幾年來累積

的實戰經驗，是生命歷程，也是口述歷史。

幾十年的傳統手工生涯，最大的感

動莫過於來自客戶的認同與鼓勵。曾有

20幾年前訂購過檜木浴桶的老顧客，因

榮木桶店搬家而失聯，最近想訂製全新檜

木桶送給女兒當嫁妝，幾經輾轉才打聽到

現址，見到王老闆的第一句話就說：「找

了好久終於找到你們了，以前訂的那隻檜

木桶我到現在還在用呢⋯⋯。」，邊轉述

這些話的同時，王開弘的臉部表情變得更

柔和了：「這種感動我無法形容，客人一

句感謝的話，就讓我覺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了。」。

訪談尾聲，接近傍晚 6點的天色依

然清亮，但氣溫已略為下降。榮木桶店下

午的營業時間為 2點半到晚上 9 點，筆者

私自揣測，應是為了避開中午最炎熱的時

段，趁著天氣變涼之後趕工，所以固定做

到 9點，同時晚上電話較少，也更能專心

做事。這對生活純樸簡約的兄弟檔，做事

做人一樣實實在在，由他們手中做出來的

蒸籠、木桶，也像他們個性一般，質樸、

厚實、可靠。

▲ 負責製作蒸籠上蓋的王炳文，正在固定蒸籠上蓋的竹片
與邊框。

▲ 等待維修、保養的泡澡桶，體現店家提倡環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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