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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糖傳奇 

名次：國小組人文類第三名 

學校名稱：成功國小 

作者：鄭兆翔、羅來澤 

指導教師：王志中、康亭華 

摘要 

    學校旁邊有一個賣畫糖的攤位，車上插著好幾支用糖做成的卡通造型棒棒

糖，覺得師傅好厲害，想到這項傳統技藝已經很少見了，又對畫糖很有興趣，

我們想了解一下畫糖師傅這個行業。我們以在台南市工作的畫糖師傅為研究對

象，探討他們的工作現況和需要具備的能力，蒐集資料歸納整理後，發現： 

一、工作時間長短視個人狀況而定，大多從早上 10點到晚上 9點，地點會

選在人潮多的國小如東光、復興和大光國小或觀光景點。剛開始學習用糖作畫

有遇到困難，克服之後變得簡單，長時間坐著會比較累，有時要適度讓身體活

動一下。 

    二、使用白糖或麥芽糖做為原料，再用火燒製成糖水，當溫度到達 160度

時就能將糖水倒在銅板上作畫，並且要在 30秒內完成，不然糖水變硬就沒辦法

畫造型了。 

    三、畫糖師傅需要有基本的繪畫能力，才能依照客人要求做出想要的造型，

最容易畫的圖案是兔子，最難的則是老虎，客人喜歡的圖案會依照流行趨勢而

不同，先前黃色小鴨最受歡迎，現在是可愛的小小兵。 

    四、畫糖完成後，夏天常溫能保存 2-3天，冬天則是一個禮拜，放入冰箱

冷藏可以保存更久，不過還是馬上吃掉比較好，避免糖變質不能吃，那就虧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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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在探討畫糖師傅的工作現況和需要具備的能力。分別就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一、研究動機 

    星期一、四放學後，學校旁邊會有一個賣畫糖的攤位，車上插著好幾支用

糖做成的卡通造型棒棒糖，覺得師傅好厲害，想到這項傳統技藝已經很少見了，

又對畫糖很有興趣，所以我們就把畫糖當作我們研究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畫糖師傅的工作內容。 

    (二)瞭解知道燒製糖水的技術。 

    (三)瞭解運用糖水繪製圖案的技巧。 

    (四)瞭解畫糖製作完成後的保存方法。 

三、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列舉出本研究的相關問題，做為訪問調查的主軸。 

    (一)想瞭解畫糖師傅的工作內容有哪些 (包含工作時間、地點……)？ 

    (二)如何將白糖或麥芽燒製成糖水？ 

    (三)糖水在銅板上作畫時需要哪些技巧？ 

    (四)畫糖完成後，有哪些保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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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文獻探討 

    由於目前針對畫糖的文獻及資料不多，本章只針對畫糖的由來和製作做一

探討和瞭解。 

    一、畫糖的由來 

    相傳唐代四川大詩人陳子昂在家鄉時，很喜歡吃蔗糖，不過他的吃法卻

與眾不同。一代才子首先將糖溶化，在清潔光滑的桌面上倒鑄成各種小動物

及各種花卉圖案，待凝固後拿在手上，一面賞玩一面食用，自覺雅趣脱俗。     

    後來陳子昂到京城長安遊學求官，因初到京師人地兩生，只做了一個小

吏。閒暇無事時，便用從家鄉帶去的蔗糖如法炮製，以度閒暇。有一天，陳

子昂正在賞玩自己的作品。誰知宮中太監帶着小太子路過，小太子看見陳子

昂手中的小動物，便吵著要。太監問明這些小動物是用糖做的時，便要了幾

個給太子，歡歡喜喜回宮去了。誰知回宮後小太子將糖吃完了，哭著吵著還

要，驚動了皇上，太監只好上前如實回禀。皇上聽完原委，立即下詔宣陳子

昂進宮，並要他當場表演。陳子昂便將帶去的蔗糖溶化，在光潔的桌面上倒

了一枚銅錢大的糖液，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小太子手中，小太子立即破啼爲

笑。皇上心中一高興，脱口說出「糖餅」兩字，這就是「糖餅」這一名稱的

由來。由此陳子昂便得到了升遷，官至右拾遺。 

    後來，陳子昂解衣歸里後，爲了紀念皇上的恩遇，同時也因閒居無聊，

便收了幾個徒弟傳授此技。這些徒弟又傳徒弟，並將它傳向四方。有的乾脆

以此爲業，做起糖餅兒生意來。糖餅兒生意雖小，但因曾得到過皇帝的賞識，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729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62568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97128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27385


4 
 

所以生意十分興隆，學的人越來越多，並代代相傳，這一技藝從此就流傳下

來。(中文百科在線，2016) 

 

    二、畫糖製作的步驟 

        畫糖以糖加水煮熟，畫出各種圖案。畫糖的人通稱為「畫糖人」，挑著 

    一頭高一頭矮的擔子，矮的當做坐椅，高的一角放個火爐，其他部分是銅 

    板檯面，在廟口、大樹下或是在廟會的時候看到，小孩子就自動湊上來， 

    於是畫糖人就開始作畫。小鐵杓鍋是調色，攪拌的木棒是畫筆，從爐中取 

    出小杓，把滾燙的糖汁慢慢地傾倒在銅板檯面，木棒揮灑下，不只是飛禽， 

    人物、走獸、花卉、蔬果樣樣都能畫，畫糖的取材非常簡單。主要是水加 

    上白糖，慢慢將糖水煮熟，再把它倒入銅板上，就可以慢慢的畫，畫出想 

    要畫的圖騰。 

        首先從液體變成固體只有短短 30秒，所以需事先想好畫糖的造型，最 

    好是形狀較為簡單的圖形。 

    (一)將白糖加水後加熱，先將糖煮熟，不要一直攪動，以免燒焦。 

    (二)將液狀的糖倒在光滑的銅板上，趁其未硬化，畫出造型。 

    (三)趁未硬化或定型時，用鏟子慢慢鏟離銅板。 

(四)用竹筷黏在背面，放在銅板上待其冷卻變硬。 

    由此可知，畫糖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考驗著畫糖師傅的繪畫能力和

掌握溫度的功力。(中華民俗技藝團，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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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這份研究在了解畫糖師傅的工作內容和需要具備的能力。我們採用訪問調

查法，並且把得到的資料做分類歸納整理。 

    一、研究對象：指在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或孔廟對面府中街擺攤的畫糖師

傅，他的名字叫蘇光祥，今年 70歲。出生於台北，後來搬到台南定居，從事畫

糖工作已經數十年了。 

    二、研究工具： 

    (一)擬訂採訪大綱：由我們三位同學先腦力激盪，用心智圖(如圖一)的方

式寫出想問的問題，再依據採訪大綱(如附錄一)做為研究工具進行實際採訪。 

 

圖一：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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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採訪工具：考量在路邊採訪，我們準備了三張椅子、麥克風、擴音器、

錄音機、照相機和採訪大綱記錄表，如圖二。 

 

圖二：採訪工具 

 

 

 

 

 

 

 

 

 



7 
 

    (三)研究方法：用半結構性的訪問調查法進行訪談(如圖三)，訪談中再根

據蘇師傅的回答適度延伸問題或做更深入的了解，採訪完後回學校再進行逐字

稿的聽打，之後再請蘇師傅檢閱我們整理的資料，確認訪談內容沒有錯誤。 

 

圖三：採訪過程 

 

    (四)研究限制：原來預定要訪問兩位畫糖師傅，可惜的是赤崁樓旁的另一

位畫糖師傅從 104學年下學期開始就沒有再出現，讓我們的研究對象從二位變

成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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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根據研究目的，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是畫糖師傅的工作現況，第二節

是燒製糖水的技術，第三節為畫糖圖案的繪製技巧，第四節是畫糖的保存方法。 

第一節  畫糖師傅的工作內容 

一、蘇師傅個人簡介 

    因為不確定蘇師傅是哪裡人，我們決定問他的家鄉在哪裡做為開頭進行訪

談。 

    「我原來是住在台北，台北算是一個我的老家，這邊台南是第二個故鄉，

是我媽媽的老家。」 

    知道了蘇師傅的家鄉後，我們好奇他一開始就從事畫糖這項工作嗎？ 

    「我過去的經歷有很多!我從比較年輕的時候我做過百貨行、雜貨店、賣獎

券，賣獎券你知道嗎？愛國獎券，以前的愛國獎券，跟現在不一樣，還有做過

刻印，後來的刮刮樂也有做過，然後到最後我選擇了這個對我的最終的工作，

就是畫糖。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以素描和漫畫類的東西，這兩個就是我最喜歡

的，那後來是因為有一個機會認識一個朋友，他也是透過很多關係啦!然後就知

道這個畫糖老師，他是住在新竹，在新竹社教館當民俗工藝的老師，我就透過

朋友跟他認識，然後就跟他學。」 

二、工作時間 

    「我蠻長的呐!我把它當遊戲，所以說我不覺得累，我就愛做多久就做多久，

從早上十點出門，有時候回到家已經九點了，很久，但是我從來沒覺得一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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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我們接著問那有固定的休假嗎？ 

    「我通常都是很少休息啦!但是隨時如果說有什麼事情，家裡有什麼事或者

朋友有事啦!我就放下工作，我就去玩了或者去辦事情，沒有限制，所以我就會

常常休息呵呵!假日在我府中街裡面唬，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六點，大概就是這

麼長的時間，一進去十點開始就一直忙，有時候午飯都要拖到四、五點才吃，

生意好到這個情況。不過最近因為登革熱的打擊哦，把客人都打散掉了，要一

段時間慢慢恢復，登革熱實在太嚴重了，外地的遊客都不敢來。」 

    那現在的生意如何呢？我們好奇的問 

    「現在已經慢慢恢復七、八成了，如果以前是有 100 個的話，大概現在 6、

70 個有。最少的時候，曾經一個禮拜六在孔子廟對面那個老街，一天只賣掉十

支，呵、呵~~~很少很少，十支非常少。」 

三、工作地點 

    「星期六、星期日或者國定假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孔子廟的對面，中

間靠近後半段的地方。那個地方人潮多是文創區，所以說很適合我這個東西，

還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通常都是用輪流的方式，每個國小或是幼稚園一直輪

下去，阿如果人潮多的地方，我就衝上去，然後小朋友少的地方就很少去。」 

    我們接著問大部分都去哪些國小呢？ 

    「國小多的有東光，還有大光，還有那個有一個叫做復興，喔!復興，復興

國小，這三個國小好像都還蠻多的。因為每個學校我大概都去過了，那然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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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點仍然多，但是不見得你有地點可以擺得下去，所以也沒什麼用，不見得

就人少的地方就生意差，也不一定，我說是常常去的這幾個而已，還有一些也

有。」 

    如果是這樣，我們學校人很少，您怎麼會選擇這裡呢？ 

    「這邊有一個氣候的原因，夏天很涼快，這個夏天通常太陽都是西照，如

果碰到學校的大門是向西的，我熱的不得了，一熱就沒有生意的，就涼快的才

有生意，這種東西很特別，賣冰的喜歡熱，我這個就不喜歡熱，那這邊小朋友

也都對我很熟悉，因為我有一陣子沒來，然後最近一陣子再來的話，他們就很

高興說：『蘇伯伯又來了!』」 

四、工作時遇到的困難 

    「困難喔？剛開始學蠻困難的，我老師住在新竹，我住在台北，那個時候

長途電話好貴哦，你要打一個長途電話問，那真的花不起，後來我就只好算了，

我自己練吧。大概將近三個月，自己一個人在家裡一直練，練習練習，大概三

個月我就捉到要領了，就沒有困難了。我本來就會畫，所以說圖案對我來講不

難啊，難的就是怎麼把糖燒得剛剛好，那個剛剛好就是說你前後不能超過，前

十五秒，後十五秒，等於半分鐘的時間，如果超過了不是燒不成就是燒焦，要

在這個三十秒當中，你要捉住剛剛好的那個點，就拿起來了，半分鐘要很注意，

盯著它看，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五、工作辛苦的地方 

    「耐磨，就是耐磨，你就是要一直磨，從早上一直磨到下午，有時候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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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的會累，屁股會痛，因為我不能站起來，我回家也是坐輪椅，幾乎坐了一

整天的椅子，坐久了，臀部會不舒服，辛苦就辛苦在這裡，所以說有時候畫一

畫我就要挪動一下，身體要活動一下，長期壓住，血液不循環，會不舒服，大

概我的體質比較好，我不會腰酸背痛或者是頭昏腦脹，我都沒有這個毛病。我

告訴你哦，身體要保養好，長期的這個身體沒有保護好，將來年紀大了，就什

麼病都有，所以你們要保重身體，多吃有營養的，多吃增加免疫力的。」 

六、換工作的可能性 

    「我想應該沒有機會了!哈哈哈!我太老了!我已經有七十歲了，三十五年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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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燒製糖水的工具和技術 

    對於畫糖工具，我們一點也不了解，請蘇師傅幫我們介紹： 

    「工具也不多啦!工具算起來蠻簡單的，我拿給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還

有一個工具，八件，只有八個(如圖四)，這個是我們吃的炒菜用的油，隨便你要

什麼油，花生油、麻油、那個沙拉油，沙拉油有比較差，它的品質水分太多，

水分多的話，對這個板子不好用，水份多的話它會黏到糖，油脂類重一點的，

像什麼最好，像麻油最好，所以我一直都採用麻油，老師告訴我的時候咧，是

說用苦茶油，苦茶油很貴，太貴了，我用不划算，一瓶一千塊。這個是麻油，

這個是玻璃彈珠，跟剛才二個鍋子遊戲的道理是一樣的，這個叫做平衡，剛才

那兩個鍋子也是平衡，這個常常倒下去，油就流下來，我想到說，如果用到最

後還剩有一點沒把油用完的時候，如果太輕了，這邊比較重。這個不好封，沒

有可以轉的，而且你每天都在用，要打開那個蓋子很麻煩，我一邊畫一邊都會

用到這個油，所以就想到說，那放一個玻璃珠放在裡面加重，本來是說放鐵的，

鐵的會生鏽，對吃得不好啊，玻璃沒關係啊，玻璃本來就是可以跟吃的混在一

起，我想到這一招，大家都很好奇，我為什麼要放玻璃珠？你有沒有看過不倒

翁，它屁股上有一塊鐵，道理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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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左圖是畫圖工具，右邊是麻油瓶 

 

    「燒糖通常燒到一百六十度，我也不知道有一百六十度，是一個專門製作

糖果的人告訴我的，他說糖要燒到水乾掉之前一定要達到一百六十度，它不能

超過一百六十度，超過一百六十度以後，水乾掉以後就變成焦糖，啊焦糖就不

好吃就苦苦的，焦糖吃起來苦苦的，那淡淡的苦，一點點的苦還可以哦!如果真

的很苦根本不能吃，比咖啡還難吃，就是黑黑的，那也不好吃。」 

    「那你的畫糖有時會有點苦苦的，有一點苦那就是過頭了，有時候你在做

的像現在前面的就是標準的顏色，然後我一個給你看，做比較你就知道了，這

個有一個顏色比較深，像這一支還可以，不會覺得難吃，然後如果再比這個深，

哇!那就不好吃了，我就把它丟掉，那這個算是有點過火的，但是吃起來不會很

嚴重的啦!」(如圖五) 



14 
 

 

圖五：左圖顏色較深，右圖顏色透明均勻 

 

    我們接著問那夏天和冬天燒糖有差別嗎？ 

    「差別好大，你在煮糖的時，就是夏天你所需要的時間要更長，冬天你需

要的時間可以短一點，這個跟我們的常識是相反的，我解釋給你們聽，你們就

會知道(如圖六)。夏天空氣潮溼，糖本身也有水，如果你沒有把水完全煮得乾

乾淨淨的，然後它裡面有一點點水，再加上外面空氣潮溼，它很快就壞掉，所

以說你必須要用更長的時間把水逼出來，把那個水份逼出來，然後冬天外面很

乾燥，顛倒過來，它稍微有一點點，就是說有一點點的百分之幾的水份在裡面，

它不至於影響，所以時間會反過來。這個老師沒教，是有一次我出去做，怎麼

今天天氣這麼熱，老是做不好，旁邊有一個先生，他在賣花生糖，他說『你怎

麼都燒不起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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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糖水燒煮溫度到 160度 

 

 

 

 

 

 

 

 

 

 

 



16 
 

第三節  畫糖圖案的繪製技巧 

一、畫圖步驟 

    「這個糖煮好了倒下去，第一個先用筆畫一個造型，就是一個初胚，初胚

少了眼睛鼻子啊，就用這些工具壓一個紋路出來，這一支可以變化很多種的圖

案出來。粗線、楕圓、正圓、波浪型都可以做，你只要會用，它就形狀可以做

很多種。這個也一樣，這個有一個楕圓的，這個楕圓的，卡通裡面的眼睛就需

要用到這個管子，這個就在畫直線，要畫直線的話這支最方便。全部畫好了，

要拿起來，怎麼辦？就用這一支，把它這樣子搓開拿起來，然後一整片就不會

破掉。啊如果天氣太冷了，你要一搓老，糖片就破掉了，也不能慢，你這個姿

勢要拿對拿對，噢啊對!還有一個工具你沒拍到，我忘了拿出來，這一個東西叫

作噴槍，噴槍就是修飾用的(如圖七)，假如說你線條畫錯了，你把它按下去，

然後它就噴出一個強烈的火柱出來，它高溫喔!它這個不是一般的打火機，，它

的溫度非常高，它很強，然後你這樣一噴，它馬上先融化，融化你就再畫，等

於有一點我們畫圖的橡皮擦的作用一樣，這個是我後來才想到的，這個老師也

沒講到，因為以前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我在一個外國的網站，他也是做那個類

似跟糖有關的藝術品，然後他就拿了一支，ㄟ他在用，我說ㄟ接著這個臺灣如

果有的話，我一定要買，啊!結果我就還真的有，我就趕快買下來，這個很好用，

尤其是斷掉的時候，你一噴馬上接上去，它就黏住。冬天的火爐我也是一直在

加熱，所以說除了有畫錯了或者是斷掉了，這一支才會用到，如果你沒有畫錯，

又沒有斷掉，這支其實就沒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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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小噴火槍 

    「通常我燒鍋，然後一人鍋子能做六隻小隻的，然後六隻小隻的我會分成

前半段和後半段，就是每次先畫三隻(如圖八)，然後好了拿起來，我再把鍋子

剩下的一半的糖再加入，然後再畫一次，然後這個因為就是客人來了找錢，第

二次加熱加過頭了，加過頭不能畫。如果是夏天綽綽有餘，如果是冬天的話，

三支糖果不小心，它馬上就硬了嘛，然後畫好了，可是你要綁起來的時候它會

破掉，不小心的時候，時間就是拉得太長了，有時候耽擱了什麼事情就會破掉。」 

 

圖八：畫糖步驟依序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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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案來源 

    「剛開始學的時候，那個時候網路並不發達，而且外面的那個類似漫畫書、

圖畫書也沒說隨處都可以買到，然後就是要找，先找圖畫本來看，然後有一些

是用借的，有一些用買的，到最後網路很發達了，我想要什麼圖案，我打一下

它網路就有了，我現在大部分都是從網路去找圖案比較多，先用鉛筆看著網路

把它打草稿，打草稿在紙上，紙上先設計好我這個大概要多大，量要用多少，

啊要怎麼樣下筆，這樣就可以拿來實驗這個畫糖。」 

    那最難的圖形是什麼呢？我們追問下去 

    「最難圖形喔，老虎，會常常失敗。老虎身上的那種斑紋很簡單，那就是

用刀子這樣子畫，你愛怎麼畫就怎麼畫，反正老虎也沒有告訴你把我畫錯了，

也沒有說過，老虎也不會說斑紋太少或斑紋太多，就是一看適量，你有畫多大

的老虎，你就有多少的斑紋，可以把牠表達出來，最重要不是在牠身上的斑紋，

斑紋很容易處理，最難的就是老虎的嘴巴跟牠的眼睛，這兩個部份，很難，因

為老虎表情很豐富，你有沒有看到老虎、兔子生氣，沒有，對不對？兔子生氣

也是這個樣子，老虎生氣就不是這個樣子，對不對，所以說你要畫老虎，就是

要畫出牠的那種威嚴，如果老虎沒有威嚴就很難看，那個很難畫的地方就在牠

的臉部，牠的身體很好畫，身體沒有什麼變，你獅子也是這個身體啊，豹也是

啊，對不對，身體都差不多，最難的就是那個頭，很難。 

    除此之外，蘇師傅另外也提到其它動物。 

    「獅子一樣，你老虎會畫，獅子再加上那一些毛，長長的那些，叫做鬃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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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吧，加上那些而已，其實老虎跟豹差不多一樣。」 

     「孔雀不難，孔雀牠是屬於拼裝式的，牠先從身體、脖子、頭然後尾巴，

然後一片一片拼的，一片一片拼的很容易做，老虎為什麼不好做的原因就在這

裡，你如果頭沒有先畫得很好，你整隻老虎就不像老虎，就像貓，所以不好畫。」 

    最困難的是老虎，那什麼圖案是您覺得最簡單的呢？ 

    「最簡單的，兔子，呵呵，因為是開始學的第一隻，因為我在想，到底我

要先畫什麼，當然是我最簡單的，腦筋裡最清楚的那個造型，先把它畫出來，

做實驗嘛，你不可能說一開始學的時候，就畫孔雀、鯨魚啊，那很複雜的，慢

慢的從最簡單的，一層一層、一天一天的累積起來，越畫就越複雜，我會畫到

最複雜的就是鳯凰，但是鳯凰並不難畫，你只要會畫公雞，鳯凰就會畫，所以

這不難。」 

    現在的小朋友最喜歡什麼圖案？ 

    「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卡通嘛，現在目前最流行的卡通，有一陣子不是黃

色小鴨嘛，黃色小鴨那個時候每天幾乎都是在畫黃色小鴨，啊後來沒流行了，

就改個小黃人啊，就小小兵嘛，很多啦，因為我畫的時候，你不能一直同樣畫

一個造型，你這樣排起來很單調，不好看，所以說我都會搭配以往我學過的圖

案，把它跟現在流行的穿插，就讓小朋友有更多元的選擇啦(如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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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不同造型的卡通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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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畫糖的保存方法 

    那做好的畫糖要如何保存才不會壞掉或不能吃呢？ 

    「很簡單，把它裝在袋子裡面，綁起來，然後像冬天常溫，可以放五天到

六天，都沒有問題，然後如果是夏天的話，大概常溫只能放兩天(如圖十)，還

有一個辦法，把它包裝好了，放冰箱冰，冰幾個月都不會壞，有時候客人在夏

天會訂製大量的時候，我都這樣做，做好了就給它放冰箱(如圖十一)。」 

 

圖十：畫糖裝進袋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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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畫糖放進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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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本節依畫糖師傅的工作內容、燒製糖水的技術、畫糖圖案

的繪製技巧和畫糖的保存方法做一總結： 

    一、工作時間長短視個人狀況而定，大多從早上 10點到晚上 9點，地點會

選在人潮多的國小如東光、復興和大光國小或觀光景點。剛開始學習用糖作畫

有遇到困難，克服之後變得簡單，長時間坐著會比較累，有時要適度讓身體活

動一下。 

    二、使用白糖或麥芽糖做為原料，再用火燒製成糖水，當溫度到達 160度

時，就能將糖水倒在銅板上作畫，並且要在 30秒內完成，不然糖水變硬就沒辦

法畫造型了。 

    三、畫糖師傅需要有基本的繪畫能力，才能依照客人的要求做出想要的造

型，最容易畫的圖案是兔子，最難的則是老虎，客人喜歡的圖案會依照流行趨

勢而不同，先前黃色小鴨最受歡迎，現在是可愛的小小兵。 

    四、畫糖完成後，夏天常溫能保存 2~3天，冬天則是一個星期，放入冰箱

冷藏可以保存更久，不過還是以馬上吃掉比較好，避免糖變質不能吃，那就虧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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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政府方面 

    蘇師傅在訪談中曾說過向政府建議在觀光景點，如赤崁樓外牆增設民俗技

藝攤位，像是畫糖、吹糖、捏麵人……等，讓遊客能夠更加認識傳統技藝和文

化特色，可惜最後並未被採納。建議台南市政府可以再重新考慮這個建議，讓

逛古蹟變得更有趣好玩。 

    二、學校方面 

    蘇師傅跟老師說學校如果有活動可以通知他一下，我們覺得台南市的國小

若是有活動，像是園遊會或是運動會，可以邀請蘇師傅或其它傳統技藝的師傅

到學校表演和擺攤，增加小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與了解，也能讓園遊會和運

動會變得更加熱鬧有趣。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這份研究只針對台南市的畫糖師傅，而且只有一位，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

把研究對象擴大到全國，相信更能了解畫糖師傅的工作現況。 

    (二)研究方法方面 

    我們用訪問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能夠蒐集到的資料有限，如果再用

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各地畫糖師傅的工作現況與需求，相信資料會更完整，

讓研究結果更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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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南市○○區○○國小畫糖師傅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的家鄉在哪裡？喜歡台南哪些地方？ 

    二、請問您如何踏入畫糖這個行業？ 

    三、請問您工作的時間大概多久 (季節、月份、星期、時段) ？ 

    四、請問您工作的地點都在哪些地方呢？ 

    五、哪些時候生意會比較好？ 

    六、從事這項工作有哪些比較辛苦的地方？ 

    七、從事這行業遇到過哪些困難呢？ 

    八、請問你燒糖需要哪些技術？(糖的種類、工具、技巧、溫度、保存方法) 

    九、請問畫糖的圖案靈感來自於哪裡？(困難的、簡單的、受歡迎的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