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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唯一大木桶醃鹹菜面臨的熄燈號 

 

名次：國小組人社類第三名                      

學校名稱：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作者：卜德璇、施玨希、高立屏、林柏邑、高豐畯 

指導教師：張景傑、陳怡均 

 

摘要 
我們參訪將軍 林煌津先生所經營的全國僅存大木桶醃鹹菜，感到十分有趣，

便針對林先生木桶醃鹹菜的過程、鄰近麻豆鹹菜的沒落、雲林 大埤水泥桶醃鹹

菜進行實地探勘及深入訪談。 

歷經九個月研究，得知大木桶醃鹹菜有許多難題，包括木桶不易新購和維

修、需要大量人力及時間成本、藥劑問題容易違規且不被消費者接受、製作過

程容易汙染環境、雲林 大埤強勢競爭及銷售管道較狹窄。 

比對日本法規後，發現日本對藥劑要求更嚴格，我們將研究成果以戲劇方式

呈現給社區居民和學校同學，宣導鹹菜製作辛苦及安全鹹菜知識，並在成果發

表時進行品嚐問卷調查，從問卷結果得知：正確宣傳食用黑色鹹菜對民眾具有

成效。 

建議多宣傳安全鹹菜是黑色的且需要冷藏、改良木桶尺寸使維修新購較為容

易、改變包裝及產銷成為精緻農產品、將技術傳承給年輕人、改善製作環境。

林煌津先生這項「大木桶醃鹹菜」的農事技術屬於「無形文化資產（非物質文

化遺產）」之「傳統手工藝」的範疇；在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屬於「民俗及有關

文物」之「風俗」（農事類），期待將「大木桶醃鹹菜」被文化部列入「無形資

產保存人才庫」，使這項傳統產業不要走向熄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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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社會科裡提到鹽田相關的知識，所以老師舉辦了一場「鹽主題」校外教學。

在這偶然的機會，我們參觀位於臺南 將軍 林煌津先生的大木桶醃製鹹菜，這是

全國目前唯一僅存的木桶醃鹹菜的店家。同學一個一個爬上七尺的大木桶，彷

彿變身成哈比人，非常引人注目。後來我們和林先生做了再次的聯繫，發現用

大木桶醃製鹹菜有許多產業困難與危機，讓他萌生了想要結束大木桶醃鹹菜的

事業。這讓我們想來研究關於鹹菜醃漬的過程與困難等，也期待能探討此產業

的困難，並以我們的研究結論提出建議。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將軍木桶醃鹹菜之過程及產業困境。 

二、了解麻豆鹹菜巷現況及探討沒落原因。 

三、參觀雲林大埤水泥桶醃鹹菜之過程加以了解。 

四、雲林大埤水泥桶醃鹹菜及將軍木桶醃鹹菜之比較。 

五、探討將軍林煌津先生木桶醃鹹菜之產業困境。 

六、了解日本醬菜法規以探討臺灣鹹菜藥劑問題。 

六、進行成果發表並問卷調查，嘗試了解正確觀念推廣的功效。 

七、提出面臨困境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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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架構及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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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獻探討 

一、醃鹹菜的起源及芥菜的品種 

鹹菜是由芥菜醱酵所製成，因為臺灣中南部冬季普遍盛產，大量的栽種無

法全部銷售，所以便產生所醃漬的加工手法來儲存食物。 

    臺灣芥菜可分葉用品種及莖用品種，產地以雲林、彰化、嘉義、苗栗、新

竹為主。葉用芥菜包含製作鹹菜使用的包心芥菜；製作梅乾菜，福菜及客家人

的瓿菜的大葉芥菜。而莖用品種包括製作四川榨菜的榨菜、可鮮食的大心芥菜。 

 
 
 
 
 
 
 
 
 
二、鹹菜製作設備的沿革 

(一)高度四尺木桶：供農家自用。 

(二)高度七尺木桶：供農家自用。 

(三)四方形水泥磚造桶：鹽分不易滲透死角。 

(四)圓形水泥桶：內部鋪上磁磚或玻璃纖維。 

(五)土窟：田中挖土窟，鋪上大型塑膠帆布。 

(六)不銹鋼桶：地氣或水分不會滲入。 

 

 

 

 

 

 

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將軍鄉木桶醃鹹菜之過程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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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將軍木桶醃鹹菜之過程及探討 

(一)芥菜種植及割菜 

林煌津先生在冬至前三個月會購買種子請人育苗後，於稻田休耕期跟農家

租地，並雇請工人種植，在種植 40 天後加入複合肥，由於農地所含微量元素會

年年遞減且土質變酸，2～3 年後需要再換地耕作。林先生原本請麻豆農家契作，

2013 年首次租地自耕，生長狀況不佳，僅醃製 15 桶，2014 年則醃製 29 桶。 
 

 

 

 

 

 

 

 

 

 

 
 

 
芥菜結球後可收成時，雇請兩個工人，每次割菜約三千株，一分地約能收

成七、八千斤，工人們以半橢圓形小刀於芥菜結球基部和泥土交接處切斷，斜

放地上，並曝曬一至一天半，讓結球芥菜軟化，醃漬才不易破裂毀損，也才易

與鹽巴緊密混合。 
 

 

 

 

 

 

  

   

 

 (二)收菜及醃漬過程 

林先生在冬至前醃漬芥菜為期二週，每場一輛鐵牛車的芥菜(約一萬斤)來

進行。分別於清晨 4 點及上午 11 點，以鐵牛車上下各站立數人，以拋接方式將

芥菜由車尾往車頭以結球處朝外的方式堆疊成山。堆疊完的高度幾乎兩個車頭

寬，依序下窄上寬逐次堆上，只綁一條繩，工人乘坐芥菜上開回醃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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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有木桶醃製場配置 

林先生原有 38 個木桶，6 個木桶已崩壞，只剩 32 個木桶可用。 

 

 

 

 

 

 

 

 
 

 

 
 

 

2.木桶的規格及造型 

木桶高約七尺，底部有一枝粗的橫杉木，約可醃八千至一萬斤芥菜。木桶

以片狀杉木做成圓柱狀，外圍原先以竹片圈緊木片，目前僅剩大里 林永達先生

會修復，因此若竹條毀損，林先生會以鐵條圈住，鐵條壽命約 5～6 年。 

道路 崩壞的木桶 

道路 

林老先生住家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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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醃漬流程 

(1)掀開鐵蓋放光木桶內清水，並再用水略為清洗內部 

當木桶於前次開封整理完畢後，便將空木桶內注入清水，用鐵板壓石塊蓋

住防止汙染，等到下次開始醃鹹菜前，放水後再清洗木桶。 

(2)放置新鮮結球芥菜及粗鹽 

以鐵牛車載回一車量約八千到一萬斤新鮮芥菜，約可醃漬 1～1.5 個木桶，

而一個木桶要放置 12～15 包 50 公斤的粗鹽。 

先將粗鹽放置在水桶中，工人以木梯爬上車頂，約有兩三人在桶內，一人在

車頂兩人在車上，以接力方式將芥菜稍微整理撿取後傳至木桶內，桶內工人們，

以邊丟一顆芥菜邊丟一把粗鹽的方式，將芥菜和粗鹽在木桶內交錯排列再踩緊。 

 

 

 

 

 

 

 

  

   
 

(3)木桶邊圍起木條(約五尺長)增加高度後繼續丟芥菜和灑鹽巴，當芥菜到達繩子

高度(距離木桶邊一公尺)後，上方鋪上菜葉及壓上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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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芥菜與粗鹽緊密接觸便開始脫水，1～2 天後下沉至木桶高度後蓋上鐵板，防

止雨水及灰塵掉入，上方再壓石塊防止鐵板被風吹走。 

  

 

 

 

 
 

 

   
 

(三)鹹菜開封：約 22 天後第一桶開封，其餘 2 個月後全熟透，如此逐次開封販

賣一整年。 

1. 解開繩子移開鐵板，將石塊下丟再刮除表面粗鹽，將最外層菜葉丟下放入橘

色桶內完成前置作業，這兩桶菜葉，有時會鋪在大溝旁預防溝邊長出雜草，

有時也會賣給別人醃製成醬菜或做成梅乾菜。 
  

 
 
 
 
 
 

 

   

 

2.地上鋪上黑色塑膠布，開始丟下鹹菜，並準備藍色塑膠桶放入已調製好混有食

用級重硫酸鈉(漂白劑)及甲苯酸及二氧化矽(防腐劑)。 
 

 

 

 

 

 

 

 

  

   
 

 

 

 

 

 

 

  

   



9 
 

3.將丟下的鹹菜加以整理 

將最外層葉片部份、最外層葉柄較厚部份、內部結球部份再依大小外觀分

級分別以彎刀割除分開，再放進不同的藍色塑膠桶內。 

 

 

 

 

 

 

 

  

   

 

4.利用連通管原理抽出桶中多餘鹹水，以方便工人進入桶內將鹹菜丟出桶外，但

這些鹹的廢水直接流入排水溝。 

 
 
 
 
 
 
 
 
 

 

  
 

5.整理好的菜葉分類裝入藍色桶內，再加入藥水，桶子上覆蓋菜葉部份，再綁上

塑膠袋，準備後續整理出貨。 

 

 

 

 

 

 

 

 

 

  

   
 

(四)鹹菜包裝及販賣 

1.外層黑色葉片 

林先生會送給佳里老鄧牛肉麵當佐麵的鹹菜，或是丟棄於大溝旁防止雜草

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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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層較厚葉肉 

以輾菜機刨成絲狀。先於水桶中添加黃色四號食用色素、漂白劑及防腐劑，

注入 1/3 清水，再將輾菜機刨細的鹹菜置入桶中。刨一次絲較粗，用來賣給滷味

店及便當店；刨二次絲較細，可加入飯糰、刈包及鯤鯓沿海地區蚵嗲。 
   

 
 
 
 
 
 
 

 

   
 

 

 

3.結球菜心 

置於藍色塑膠桶中，等大盤商到林先生家直接購買，或親自於清晨 2 點運

至佳里果菜市場販賣。 

 

 

 

 

 

 

 

 

 

  
  

 

(五)林煌津先生之深度訪談 

透過現地踏勘和電話訪談了解醃漬鹹菜，詳細訪談內容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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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麻豆鹹菜巷沒落之探討 

(一) 麻豆鹹菜巷現況 

麻豆的草店尾角自清朝以來，便以木桶醃鹹菜聞名。因為巷弄內林立大型

醃漬木桶，所以這一帶成功街、中興街、仁愛路 29 巷便以「鹹菜巷」著稱。 

 

 

 

 

 

 

 

 

  

   

 

 

http://travel.madou.gov.tw/?menu=tourism2&kind=gogo1&g_id=13 

 

但鹹菜巷鹹菜產業隨著老一代的凋零、木桶維修新製不易、需耗費大量人

工成本、雲林水泥桶鹹菜競爭而漸式微，終至全部消失。 

 

 

 

 

 

 

 

 

  

   

 

(二)培文國小木桶鹹菜展示 

麻豆 培文國小位於草店尾，因醃製鹹菜傳統加工農業沒落，社區與培文國

小於校園內設立鹹菜文化園區，收藏社區僅存的木桶，將醃鹹菜的歷史、產業

文化與設備完整紀錄與保存，更有座鹹菜超人為意象的公共藝術活力之星矗立

於校園中。 

由於木桶長年日曬雨淋，竹箍處多處毀損，從事文史工作的林永達先生經

由新聞媒體得知，主動跟園區聯絡並從臺中 大里南下至麻豆免費維修。 

 
 
 

http://travel.madou.gov.tw/?menu=tourism2&kind=gogo1&g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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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麻豆 羅家之深度訪談及木桶達人林永達先生之訪談 

舊時鹹菜巷，有羅家、孫家、陳家等宗族進行鹹菜的醃漬，我們在鹹菜巷

找到羅家後代羅宗賢先生，進行訪談了解當時的產業狀況，而全國目前唯一會

修理木桶的林永達先先生也接受訪談，讓我們了解木桶醃鹹菜的優點及困境，

詳細訪談內容如附件。 
 
 
 
 
 
 
 
 
 
 

 

 
 

 

三、 雲林 大埤水泥桶醃鹹菜之過程及探討 

大埤是臺灣重要的鹹菜生產地，於是對大埤的鹹菜進行探討及實地踏訪。

來到雲林縣 大埤鄉舊稱三塊厝的興安村，空氣中瀰漫著鹹菜味，路旁很多藍色

塑膠桶和突出地面醃製鹹菜之大型水泥桶，還有因水泥桶不夠而在田邊挖洞鋪

帆布的土坑。 

根據當地老一輩的說法，三塊厝以前也是用檜木桶和人工來醃漬鹹菜，後

來因為臺中大里、臺南麻豆和屏東水底寮以及其他地區無法再醃漬鹹菜，鹹菜

需求量又增加，檜木桶的容量不大又容易損壞，才改用水泥桶和半機械化醃鹹

菜。在一鄉一特產政策下，大埤致力於鹹菜，故有鹹菜王國之稱。透過大埤鄉

農會介紹，找到了新一代願意承接家族醃鹹菜事業的吳宗淇先生進行訪談，以

下是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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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芥菜的種植 

目前大埤因為土壤鹽化已不再適合種芥菜，因此多往嘉義溪口、太保和鹿

草等鄰近地區種植，並把來往時間控制在大約 40 分鐘內。 

(二)芥菜收割 

利用細長型鋤頭砍下芥菜基部，置放田中央 1.5～2 天，曝曬軟化後將芥菜集

中於太空包，再請吊車放到卡車上並載進醃漬場。 

  

 

 

 

 

 

 

 

   

 

 

(三)鹹菜醃漬 

1.設備介紹 

大埤主要以水泥桶醃漬，桶直徑約 18 尺，深約一層樓，壁面設有排水孔，

內側會塗一層玻璃纖維，一個水泥桶約可醃 2～3 分土地所種植的芥菜。有運輸

帶將底部的鹹菜運送上來，並建有汙水處理廠處理高濃度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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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鹹菜醃漬及開封流程 

(1)利用吊車及太空包放置芥菜於水泥桶內 

(2)人工利用耙子將菜鋪平  

(3)人工撒鹽：用勺子或手將鹽均勻撒在芥菜上，確保每顆芥菜平均受鹽。 

(4)蓋上塑膠布：石頭有空隙，這樣菜會浮起來，蓋塑膠布壓住芥菜。 

(5)壓上約 6 塊各 1 噸水泥塊(吊車)  

(6)鹹菜開封：以吊車移開水泥塊再用運輸帶將鹹菜運上來，進行分類包裝。 

(7)鹹菜包裝及販售：分成真空、無真空、高溫殺菌等三種包裝方式。 

  

 

 

 

 

 

 

 

 

   
 

  

 

 

 

 

 

 

 

 

   
  

四、 日本醬菜醃漬與臺灣法規 

林煌津先生認為臺灣食品添加物的相關法規標準訂定太嚴苛，但是從食品

市場資訊第 97 卷第 3 期顯現：約百種添加劑在臺灣使用合法，在日本卻禁止使

用。還有數十種我國認定合法的添加物，在日本雖也合法卻超過日本用量標準，

例如：漂白劑(重亞硫酸鈉)和防腐劑(苯甲酸)。 

我們還發現數種添加物，雖然在臺灣和日本都合法，但是日本的管制標準

較嚴格，使用的食品項目範圍較小，而且使用上有許多限制，像是鹹菜裡為了

讓賣相好看而添加的色素(黃色食用 4 號色素)，在日本被禁用在許多食品上，我

們從相關資料發現其實日本最早醃黃蘿蔔的色素，是靠山黃梔果實來染色。詳

細法規比較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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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宣導健康鹹菜 

(一) 巴克禮公園宣導及問卷調查 

我們利用半年多的時間投入鹹菜研究後，期盼透過演戲讓消費者知道「好

吃又健康的鹹菜其實是黑色的」。費時一個月討論劇本、製作道具、練習、排演，

在巴克禮公園以融合戲劇演出的方式宣導健康鹹菜，內容是一位公主參觀林先

生鹹菜製作過程，後來發生種種困難昏倒，又出現鹹菜超人解釋對策。搞笑、

娛樂又知性的劇本使百餘位觀眾笑岔了氣。戲劇表演受到現場民眾青睞，期盼

消費者能更關注鹹菜問題。 

 

 

 

 

 

 

 

 

 

  

  

 (二)校園宣導與問卷調查之成效 

為了要得知國小學童對鹹菜的認知，於是以戲劇的方式呈現給在校學生，

並在發表前後分別發下鹹菜ＡＢＣ三種鹹菜，問卷內容及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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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戲劇表演前，分別發下鹹菜

ＡＢＣ三中鹹菜，品嘗完一

種就喝喝水。 

 
2. 接著，分別針對香味喜愛、

鹹味感受、色澤喜愛、滿意

度進行評分，1-5 數字越大

程度就越大 

 
3. 也可以在短評進行分析 

 
4. 戲劇表演後，解釋鹹菜 ABC

這三種鹹菜分別是什麼，鹹

菜 A 是將軍有添加物、鹹菜

B 是將軍無添加物、鹹菜 C

是雲林有添加物。看戲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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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將軍木桶醃鹹菜過程之了解 

木桶醃鹹菜是能發揮傳統文化的好產業，除了大木桶令人嘖嘖稱奇外，木

桶鹹菜也別具風味。 

這個產業非常辛苦，尤其醃菜的那二週，半夜三點左右就要集合，摸黑在

寒風中收菜，一直工作到傍晚，讓人十分佩服。難怪年輕人不願意接手，因為

辛勤付出卻也得要看天吃飯。而木桶毀損後不易維修，終於讓林煌津先生萌生

了熄燈號的念頭  

讓我們最擔憂的是藥劑添加的問題，原本從木桶中取出的鹹菜既安全、風

味又好，但為了賣相更好並增加保存時間，添加了食用級的漂白劑、防腐劑、

食用色素。因此如何延續這個值得保存的傳統產業，改善林先生的問題也讓我

們充滿想像力與期待。 

 

二、麻豆鹹菜巷沒落原因之了解 

經由實地踏勘麻豆鹹菜巷與採訪當地舊時鹹菜巷中羅家後代羅忠賢先生

後，發現在物資缺乏的年代，麻豆農民會將生產過剩的芥菜用鹽醃漬的方法加

以保存，但我們了解「物競天擇」的道理，適者能生存，不適者淘汰。因為麻

豆鹹菜巷大部分木桶的壽命已到了需要維修的地步，但是木桶維修新製不易，

況且雲林大埤的水泥桶鹹菜佔有率高，讓木桶醃漬鹹菜逐漸沒落。 

 

三、雲林大埤水泥桶醃漬鹹菜之過程加以了解 

    雲林大埤因土壤鹽化已不再適合種芥菜，目前多移往嘉義溪口、太保和鹿

草等鄰近地區種植。採收之後將已曝曬稍微脫水的芥菜收集置放於太空包上，

再用吊車放入卡車運回醃漬場，醃漬過程採半機械化，但也發現鹽水的排放雖

然已有處理，但仍不夠完善，而藥劑添加也是問題。只是雲林有工會、公所支

持與輔導，目前產業興盛，為我國主要鹹菜製作生產地，其產銷包裝方式都比

較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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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南將軍木桶鹹菜和雲林大埤水泥桶鹹菜之比較 

 

 

 

 

 

 

 

 

 

 

 

 

 

 

 

 

 

 

 

 

 

 

 

 

 

五、問卷調查結果與討論 

針對三種鹹菜於發表前後的品嚐問卷，共得到 144 份有效問卷，結果如下： 

 

 

 

 

 

 

 

 

 

  

表一、臺南將軍木桶鹹菜和雲林大埤水泥桶鹹菜之比較表 

比較 臺南將軍 雲林大埤 

品種 包心芥菜 包心芥菜 

種植時間 冬至前三個月 冬至前三個月 

割菜時間 冬至前十天 元旦起陸續採收 

割菜工具 用半橢圓小刀以蹲姿割菜 用鋤頭以站姿割菜 

曝曬時間 一至一天半 一至兩天 

收菜時間 上午四點 上午六點 

收菜方式 人工、鐵牛車 吊車、太空包 

醃漬場所 住家附近空地 向鄉公所租用鹹菜專業區 

醃漬工具 置於地面上的大木桶 水泥桶(五分之四在地下) 

每桶容量 7000 臺斤 ２～３分地所種植之芥菜 

壓實用具 不規則之卵石 ６塊各一噸的水泥塊 

加高方式 以竹子圍出加高的範圍 有，但無支撐物 

覆蓋物 芥菜葉 20 尺的塑膠布 

開封時間 一個月至兩年 一個月至兩年 

開封工具 人工 吊車 

取出設備 人工 人工及運輸帶 

產品分類 結球部份、外葉肉較厚部

份、最外層葉片部份 

包心、黑絲、白絲、梅乾菜 

添加藥品 黃色四號色素、防腐劑、漂

白劑 

黃色四號色素、防腐劑、漂白劑、

脫苦劑 

鹽水處理 直接排放至水溝 透過污水處理設備處理 

口感比較 有菜香 藥味較重 

桶子壽命 50～60 年 長久但內部玻璃纖維會剝落 

桶子大小 直徑約 1 公尺，高約 2.1 公尺 直徑約 18 尺，深約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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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種鹹菜宣導前後得分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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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效益分析 

 

 

 

 

 

 

 
 
六、將軍]林煌津先生木桶醃鹹菜所面臨之產業困境探討 

(一)木桶不易新購，舊木桶也不易維修 

高達 2 公尺多的木桶，是以杉木或檜木製作，目前臺灣已無人在製作，若

是訂製所費不貲。此外，修理木桶更是一件難事，木桶最容易毀損的地方在桶

箍，早期都是使用竹條，現在除了林永達先生，已沒有人會修理。林煌津先生

變通以鐵圈上螺絲鎖住，鐵圈可維持 5～6 年，但若木桶的木片壞掉，將無法修

復。林煌津先生打算將手上 32 個可用的木桶持續使用到不堪使用為止，並不想

再投入成本設法新做或換新的醃漬方式。 

 

(二)此工作需要大量人力、勞力、時間成本 

從芥菜的種植、割菜、收菜、搬運、到醃漬場後堆疊、撒鹽、壓緊、開封、

整理、分級、包裝、販賣等一連串產業流程，都需要高度密集的勞力，由於芥

菜種植及採收都有季節性，因此鹹菜的醃漬也有時間密集的壓力，尤其在醃漬

期的兩週內，早出晚歸輪班大量製作，現今願意從事勞力工作的年輕人並不多，

將出現勞力斷層問題。 

 
(三)藥劑問題 

將軍 林煌津先生添加的藥劑是防腐劑、漂白劑(重亞硫酸鈉)、黃色食用色

素三種，而雲林會再多加脫苦劑。對消費者而言，不知道鹹菜需添加這麼多藥

劑，也不知道賣相好保存期長的金黃色鹹菜是添加藥劑換來的，若經媒體披露，

必將引起食安風波。我們在問卷調查宣導前，大家覺得黃色鹹菜滿意度較高，

但宣導後大家似乎也能接受黑色鹹菜。 

林煌津先生曾經被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抽檢出漂白劑超標而被罰款，鹹菜依



21 
 

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漂白劑(二氧化硫)不能超過 0.03g/kg，但被驗到 0.07g/kg，

他覺得鹹菜潮濕，而且不會未清洗就食用，如此訂定法規太過嚴格，我們為此

打電話至衛生局詢問，衛生局回覆說因為鹹菜歸類在其他類不屬於乾燥的脫水

蔬菜，要修改法規需要立法解決。林先生也提到雲林部分超標更多，這將是鹹

菜食安問題的未爆彈，也將會影響鹹菜產業。從臺、日法規的比較，臺灣的法

規其實比較寬鬆，若再超標，相信對人體具有危害。 

 
(四)製作過程對於環境造成的汙染 

在林先生醃漬鹹菜過程中，加入粗鹽的芥菜不停脫水，不管從木桶中滲出

水分、開封過程抽出鹽水，這些高濃度鹽水都直接排入土地或排水溝中，造成

土壤嚴重鹽化，臺南市政府環保局也曾經開單警告。 

製作全程鹹菜幾乎都沒有清洗過、全程踩踏的雨鞋也從未清洗更換，而芥

菜醃漬過程會沾到補木桶的免釘膠，整理時更直接丟擲於地面上，這些過程中

的衛生問題也將會是產業的困難。 

 
(五)產銷問題 

林先生的鹹菜醃漬完成後，將陸續開封販賣一整年，因為需要勞力密集工

作，也需要長期保存，所以需添加大量防腐劑與漂白劑，他的行銷通路為大盤

商收購、果菜市場販賣、私有店家(便當店、牛肉麵店)長期送貨等。 

他提到曾有媒體報導木桶醃鹹菜的奇特性，那年引來大量散客，買光了他

的鹹菜，卻讓大盤缺貨，隔年散客忘了不來了，大盤也跑了，因此已經不希望

透過媒體改變通路，僅願意以舊通路穩穩販售，如此一來，對於改變醃漬方法

或包裝方法而不添加藥劑幾乎不可能。 

 
(六)與雲林大埤的競爭問題 

臺南只剩下林煌津先生醃鹹菜，與大埤鹹菜業者有公所、公會、農會支持、

宣傳與行銷相比，顯得孤軍奮戰，但林先生的產業優勢是傳統大木桶的鹹菜香

氣與文化傳承，只是產量有限，但在競爭上並無劣勢。 

 
七、給將軍林煌津先生木桶醃鹹菜之建議 

(一) 利用媒體及相關宣傳機會教育消費者 

無添加防腐劑的鹹菜外觀為黑色，並要有冷藏及保存期限概念，若市面上

黃色不用冷藏亦可久放的鹹菜，就並非原先鹹菜該有的外貌，若消費者可接受

這樣的觀念，就不需要添加這麼多的漂白劑及色素，也沒有超標被罰款的問題，

甚至可以用安全鹹菜作為號召，在食安問題嚴重的今日一定會深受消費者喜

愛。而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也支持這樣的想法。 

 
(二) 改良木桶尺寸 

以木桶醃漬鹹菜雖風味絕佳，更勝水泥桶，但因木桶尺寸過大，進行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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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漬過程太過麻煩且不便，再加上毀損時維修困難，也無法再度新製，因此建

議換成尺寸較小之木桶，較容易尋求製作的商家，甚至可以推出小木桶直接出

貨。 

 
(三) 改變包裝並增加其他行銷方式及管道 

建議添購包裝相關設備，如真空包裝機與高溫殺菌設備。可以進行一些小

型的包裝，以木桶鹹菜作為號召，配合媒體宣傳，並將宣傳作為固定成本，如

此一來就有機會永續進行。 

 
(四) 將技術傳承給有心入行的年輕人 

林先生的下一代雖無願意承接木桶鹹菜，但可將技術傳承給有心入行的年

輕人，使這個產業有機會發揚光大。 

 
(五) 改善製作環境及過程 

製作過程中環境較為髒亂，工人也沒有注重衛生及對環境造成的傷害，建

議設計 SOP 流程，工人穿戴衣物及鞋具應該清洗消毒，地面維持整潔，廢水排

放尋求解決方案，使木桶鹹菜成為良心產業。 

 
(六) 以延續文化產業為目標 

由於近年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經營以及振興傳統產業，建議結合觀光產業，

以延續鹹菜地方傳統的產業。 

 
八、為將軍林煌津先生「大木桶醃鹹菜」請命，請文化部列為「文化資產保存」，

並將林國己、林煌津父子列入「無形資產保存人才庫」 

 

無形文化資產又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

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我國文化部設有文化資產管理局，明訂文化

資產保存法。若能列為「文化資產保存」，主管機關便能有經費及人力規劃實

行保存、教育、推廣及研究相關工作。 

根據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五款「五、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

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關文物。」木桶醃

鹹菜是農民們在沒有冷藏設備的過去，在過年前後為了保存芥菜而進行的醃漬

活動，目前全國僅剩下將軍的林煌津先生使用大木桶醃鹹菜，其餘的早已經改

為水泥桶或是塑膠桶醃鹹菜，完全沒有木桶醃鹹菜的香味。又文化資產保存法

施行細則第六條：「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定風俗，包括出生、成年、婚嫁、喪

葬、飲食、住屋、衣飾、漁獵、農事、宗族、習慣等生活方式。」因此「木桶

醃鹹菜」屬此法中之農事類，根據上述二項法規，「木桶醃鹹菜」這項產業已

有充分的資格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建議政府將「木桶醃鹹菜」這

項產業列為文化資產並將林國己、林煌津父子列入「無形資產保存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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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留這項產業及人才，如此才能讓後代子孫更了解先民們是如何在那沒有冷

藏設備的過去，如何巧妙地運用他們的智慧來保存食物。 

 

柒、結論 

    臺南將軍 林國已、林煌津父子的木桶鹹菜產業已進行了 46 年，這期間臺南

的鹹菜產業幾乎完全沒落，只剩林家父子將此獨特又深具文化內涵的產業持續

經營，只是人力單薄、無下一代接續、食安問題、環境汙染問題、藥劑問題、

木桶維修問題、與大埤產業競爭問題困擾著林家父子，使他們預計 2～3 年後即

熄燈，結束這個獨特性的傳統產業，我們深覺可惜，建議他們能以發揚傳統產

業為目標，以良心食品為堅持，改變一些製作流程，對消費者進行教育，減少

藥劑添加、改善製作的環境衛生與環境汙染，並增加一些不同的包裝方式，配

合媒體宣傳及鄉鎮特色計畫，將木桶醃鹹菜有機會像一些日本傳統醬菜的經營

模式持續下去；並期待文化部和市政府能重視此項文化資產，加以協助並且發

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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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與相關人員訪談紀錄 

(一)林煌津先生之深度訪談 

1.醃漬鹹菜的起因 

問：請問您為何想用木桶醃漬鹹菜呢？用水泥桶不是比較快嗎？ 

答：從父親那時就是用木桶了，所以就延續下來了。 

問：請問您家從哪一代開始醃漬鹹菜？您的父親又是為什麼想醃漬鹹菜？ 

答：我們家從爸爸那代開始醃漬鹹菜，因為當時許多人都在醃漬鹹菜。 

 

2.有關鹹菜的問題 

問：為何醃漬鹹菜工作時間是凌晨 3:00～下午 5:00，而不是上午 6:00 開始？ 

答：因為鄉下人都是早上 3、4 點就起床，下午希望越早休息越好。 

問：為什麼芥菜可以用來醃鹹菜？醃漬鹹菜的芥菜和超市賣的有何不同？ 

答：因為芥菜吃時會有苦味，而超市的芥菜比較不苦。 

問：您是用哪一種品種的芥菜？為什麼您要選擇這種？有什麼特性嗎？  

答：我們採用包心芥菜來醃漬，沒有特別理由，因為上一代就用這種品種。 

問：不同品種的芥菜醃漬過程都一樣嗎？還是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答：客家芥菜、包心芥菜的醃漬過程都一樣。 

問：請問鹹菜要冷凍或冷藏嗎？那如果鹹菜不冷凍或冷藏，能夠保存幾天？ 

答：鹹菜需要冷藏，不冷藏，一天後就變質了，不加防腐劑兩天會變黑。 

 

3.芥菜的種植 

問：請問您的種子來源？一分地需要多少種子？ 

答：我們會向種子栽培場拿取種子，一分地(約 9.7 公畝)需要 3600 顆種子。 

問：種植芥菜大概何時播種？多久可採收？需要用農藥嗎？要施肥嗎？ 

答：約在秋天時開始播種，需要兩、三個月才會成熟，若季節不對會爛掉。

種植需要農藥，對肥料依賴少，太多肥料會爛掉，太少則會長不起來。 

問：您每年都在同一地方種植芥菜，土地不會鹽化嗎？ 

答：我是從 2013 年開始自己種，才種兩年，土地不會這麼快就鹽化。 

問：種芥菜土地會有何改變？幾年要換土地？鹽化的土地幾年後才能復

原？土地鹽化會影響芥菜什麼？ 

答：每三年要換一次土地，土地也要休息三年。如果不休息的話，芥菜有

可能長不起來；  

問：一年中其他月份種什麼？芥菜發芽率高嗎？以前有什麼稀奇的經驗？ 

答：其他月份種紅蘿蔔。芥菜的發芽率高。整片爛掉是最稀奇的經驗。 

 

4.收割 

問：收割時要多少人力？  

答：大約需要 8 位收割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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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為何不用機器收割？您們收割完芥菜，有沒有洗菜呢？ 

答：傳統產業是使用人工、不用機器。割完的芥菜，不需進行清洗的動作。 

問：為何田裡有紫色的芥菜？這些可以醃嗎？田裡爛掉的芥菜如何處理？ 

答：那是長不大的芥菜，沒辦法醃漬，因為沒有吸收到肥料。爛掉的芥菜

會留在田裡當肥料。 

問：為何割完的芥菜要曝曬？要晒多久？ 

答：芥菜割完後要晒 1 到 2 天，讓結球芥菜軟化，在醃漬過程中才不會斷

裂毁損，讓芥菜充分吸收鹽巴，使成品風味更佳。 

問：您們運輸割下的芥菜之工具叫什麼？ 

答：拼裝車，俗稱「鐵牛車」。 

問：將芥菜排在車上是什麼規律？為什麼？您們是怎麼知道的？ 

答：我們會把結球菜心朝外堆疊，這樣不易掉落。這方法之前流傳下來。 

問：怎樣的芥菜才算品質好？ 

答：蟲沒咬或菜沒爛。 

 

5.醃漬芥菜製作過程 

問：您 2013 年和 2014 年各醃漬幾桶？  

答：2013 年醃漬 15 桶， 2014 年醃漬 29 桶。因為我以前都是請別人在麻豆

幫忙種芥菜，2013 年嘗試自己種，但是大部分的菜都爛掉，所以只醃

了 15 桶，2014 年比較有經驗，所以有好些。 

問：您是做鹹菜的外、中還是內層？要怎麼分辨是白絲還是黑絲？ 

答：我們都是整顆去醃，醃完才分。黑、白絲是大埤的說法，這裡沒分。 

問：芥菜放入木桶中的排列方式（繞著桶子內部）有考慮到效率和空間嗎？ 

答：有。 

問：您們是一把菜一把鹽，和水泥桶的全部鹽一起丟，有何不同？為何您

們要這樣做？全部鹽一起丟不是比較快嗎？  

答：這樣做品質較好且一起丟成功率不高，而且成品有的較鹹。 

問：請問需要多少人力踩踏鹹菜以減少水分？壓石頭前要先人工踩踏嗎？ 

答：大約需要 8 人踩踏鹹菜以減少水分，且壓石頭前要先人工踩踏。 

問：大概多久菜汁會流出？ 

答：等竹子與木桶一樣平的時候。 

問：各個品種的芥菜醃出來有差別嗎？是什麼差別？ 

答：沒有差別。 

 

6.鹹菜開箱 

問：為什麼要用鐵片把芥菜蓋住？那些鐵片要如何處理？為什麼要解開綁

住鐵片的繩子，用剪的不是比較快？ 

答：鐵片是為了防止風沙進入木桶，開完箱後鐵片還是放回原位。繩子不

用剪的是因為我們不想再買新的。 

問：壓在鹹菜上的石頭重幾公斤？需要多少人力？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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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壓在鹹菜上的石頭共重 1600 到 1700 公斤，需要一個有力氣的人。 

問：鹹菜開箱有一個步驟是刮去粗鹽，那些刮掉的粗鹽如何處理？接下來

要將蓋在芥菜上的菜葉取出，那些菜葉要如何處理？ 

答：刮下的粗鹽我們會直接丟掉。菜葉會賣給別人醃成醬菜或做成梅乾菜。 

問：為什麼會有鹹廢水？如何處理？對土壤有什麼傷害？為何不留到明年? 

答：在醃漬芥菜的過程，必須讓芥菜的水分流失，會產生水，在加鹽，就

成了鹹水，但那些水沒用，就變成鹹廢水。會利用虹吸現象讓鹹廢水

流入水溝，它會使土壤鹽化，鹹廢水很髒，因此無法留到明年用。 

問：鹹廢水的顏色和自來水一樣嗎？如果不一樣，是什麼顏色呢？ 

答：不一樣，是黑色的。 

 

7.鹹菜包裝及販賣 

問：請問您的鹹菜和雲林 大埤的鹹菜價錢誰比較貴？ 

答：我們的比大埤鄉貴 20 元。 

問：中盤商一個月買多少？除了賣給中盤商，您還會到佳里 果菜市場賣嗎？ 

答：中盤商一個月大約買 6000 多公斤。我們還會到佳里 果菜市場賣鹹菜。 

問：為何還要向雲林 大埤買？  

答：因為不夠賣。 

問：哪一種賣的比較好？ 

答：大埤鄉比較好，因為他們是全國的。 

問：一星期大概要去佳里 果菜市場幾次？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答：一星期休一天，營業時間是凌晨 3：00 到早上 8；00。 

問：有試過真空包裝嗎？您目前是用什麼包裝？一個多少元？ 

答：有試過真空包裝，我們目前是用一個 3 至 4 元的塑膠袋包裝。 

 

8.醃漬鹹菜的木桶 

問：請問您一開始要醃漬鹹菜時，有估計木桶大約保存多久嗎？您覺得用

「木桶」醃漬的鹹菜在何時面臨熄燈號？您的木桶平均可以再用幾

年？木桶最老的幾年了？最年輕的呢？ 

答：一開始沒有估計木桶大約保存多久。木桶的熄燈號危機開始於當有水

泥桶醃漬法出現時。我覺得如果木桶有保存好可以一直用。我的木桶

最老的四十幾年了，最年輕的則是三十幾年。 

問：如果用木桶醃漬鹹菜這個產業真的熄燈了，接下來您決定要做什麼？ 

答︰退休。 

問︰請問您總共有幾個木桶？壞掉的木桶有幾個？剩下幾個可用木桶？ 

答︰目前共有 38 個木桶，壞掉 6 個了，剩下 32 個。 

問︰請問您有自己修過木桶嗎？修木桶的材料是什麼？ 

答︰我曾用免釘膠自己修過木桶。 

問︰請問木桶通常如何壞掉？ 

答︰整個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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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為什麼不要請修木桶的師傅來幫您修木桶呢？ 

答︰師傅難找且技術失傳。 

問︰您認識臺中的一位林永達修木桶師傅嗎？您為什麼不請他幫忙呢？ 

答︰認識。 

問：為什麼要用大木桶而不是小桶子？ 

答：大木桶產量較多。 

問：以前木桶是用竹子繞，為何您的是用鐵絲繞？又為何竹子會毛毛的？ 

答：以前木桶都是用竹子繞，因為這些木桶已經用了很久，用鐵絲繞更能

撐住木桶。竹子用久了，就會起毛。 

問：免釘膠是用來做什麼? 為何要用? 

答：免釘膠是用來補木桶的裂縫，維修困難，所以會先用免釘膠略為修補。 

問：木桶和水泥桶比較，哪個比較好? 

答： 

 
問：醃漬鹹菜會使木桶發霉嗎? 為何木桶底部黑黑的?會定時清潔嗎? 

答：木桶不會發霉，底部黑黑的是因長期浸水，我們會定時清潔。 

 

9.藥劑 

問︰添加的藥劑是什麼？多少元？添加時間是什麼時候？生產地是哪裡？ 

答：我們會添加黃色四號色素(日本製、一罐要 1000 到 2000 元)、防腐劑和

二氧化硫，從大木桶取出略為分類後分裝至藍色塑膠桶時添加藥劑。 

問︰添加的方法是什麼？ 

答︰先在桶加入黃色食用四號色素(名稱是「黃」色，實際顏色卻不是黃色

而是「橘紅」色，加入水才會變黃)及兩種白色藥劑粉末：漂白劑和防

腐劑，接著在塑膠桶內注入 1/3 的清水讓三種粉末溶勻，再放入鹹菜。 

問︰有沒有試過不加防腐劑、或用別種方法(例如用真空包裝)來處理？  

答︰有試過不加防腐劑，但鹹菜很快會壞掉。 

問︰一個大木桶可以裝多少塑膠桶？每桶可裝幾公斤的鹹菜?  

答：一個大木桶的量約可分成 44 個能裝 100 公斤的塑膠桶。 

問︰不同鹹菜加藥劑一樣嗎?鹹菜會吸收藥劑成分嗎？只是外表染色？ 

答︰不同鹹菜加的藥劑都一樣，且鹹菜會吸收藥劑的成分，外表也會染色。 

 

表一、水泥桶與木桶比較表 



29 
 

我們在製作過程現地問答及電話訪談林煌津先生後，得知林煌津先生從父

親那代便開始用木桶醃包心芥菜，2013年開始自己種並醃15桶，去年2014年已

有種植經驗，收成較好，所以醃29桶。 

在種植方面，林先生說如果在不對的季節(除了秋天外)或在鹽化的土壤種芥

菜，芥菜會爛掉或長不起來，無法醃漬。種子的部分，約9.7公畝(一分地)的地

可撒3600顆種子，大約2至3個月可以收成，每3年必須換1次土地，並讓鹽化土

壤休息3年才能再使用，整年除了種芥菜之外，其他月份會種紅蘿蔔，另外一

個重點就是千萬不可以加太多肥料，不然芥菜會爛掉。 

而採收芥菜時約需8個人，採收後讓芥菜曝曬1至2天，讓結球芥菜軟化，這

樣菜葉在醃漬過程才不容易斷裂。鹹菜進桶醃漬時必須儘量讓水分流失，所以

要約8人踩踏，另外也會在鹹菜上壓石頭，石頭重量約1600至1700公斤，開封

時需1人將其搬開才可分類鹹菜，分類時會添加從日本進口、一罐1000至2000

元的黃色四號色素及漂白劑和防腐劑。過程中排出的鹽廢水是黑色的，會使土

壤鹽化。 

另外現在每個木桶已使用30至40年，為增加使用年限，會用鐵絲加強固定

及用免釘膠來修補木桶。 

一桶大木桶可分裝成100公斤的藍色塑膠桶約44桶，每星期會去佳里 果菜市

場6天做零售，每個月賣給中盤商約6000多公斤的鹹菜，並使用每個3至4元的

塑膠袋包裝，在無防腐劑的狀況下，未冷藏的鹹菜容易變質且最慢兩天顏色會

變黑，相對賣相不好，另外，以高科技傲視全國的大埤鄉鹹菜，亦對傳統大木

桶鹹菜造成威脅。 

 

(二)麻豆 羅家之深度訪談 

問：請問芥菜是自己種還是請別人種？ 

答：有些是自己種，有些是請其他人種。 

問：那自己種的都種在哪裡？ 

答：我們都種在下營區 西連里。 

問：什麼時候播種？ 

答：有時會買人家育的苗，有時用自己的種子，有時直接整塊地請人契做。 

問：什麼時候採收？ 

答：冬至以後到過年前。 

問：採收時是自己採收，還是請人採收？ 

答：都是自己採收。 

問：那採收是用鐵牛車嗎？如何載運芥菜？ 

答：大概在民國 70 年之前，都是用牛車，後來都是用三輪的鐵牛車。 

問：土壤是否都鹽化？ 

答：像附近這些都已經鹽化，無法長出草。 

問：是用哪一種芥菜？ 

答：芥菜有很多種，大多是用包心芥菜，包心芥菜越大顆越好，也很多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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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種植的時候大約多少人力？ 

答：給人家契作，人力不會很重，一般就是種子給人家之後，灑了種子以後，

幼苗長起來了，再一棵一棵拔起來。 

問：是在稻米休耕期間種嗎？ 

答：是用一期的稻子，端午節時再空兩個月，國曆 9 月時種，3 個月後採收。 

問：採收的人力多少？ 

答：除了載運用鐵牛車，其他都用人工，當然越多人力越好。 

問：採收的時候有什麼困難？ 

答：採收的時候最怕就是下雨，萬一被淋到，整桶都毀了。 

問：芥菜採收時需要有什麼步驟嗎？ 

答：會先把它砍掉，再鋪在泥土中使芥菜柔軟。這樣如果脆脆的，在踩的時

候，就會使葉片裂開，軟掉就不會裂開。 

問：鹹菜的醃製方法？ 

答：芥菜鋪一層後，再鋪一層粗鹽，重複上去這樣。 

問：製作過程有什麼困難？ 

答：就是鹽放不夠多，保存就不夠久。 

問：用哪裡的粗鹽？ 

答：以前都是跟臺鹽買，臺鹽有分成工業用和農業用的鹽。農業用的鹽要透

過去跟他買，比較便宜。工業用大多都是賣給工廠，像是醃醬瓜那種。

但是農業用的比較便宜。後來臺鹽沒有了，很少在曬鹽都是進口鹽了，

進口鹽都是跟那個貿商買鹽巴。 

問：醃製鹹菜要多久？ 

答：醃完 4 個月以後可以開封。醃大概比桶子再高，會架竹竿，要用石頭壓。 

問：有分黑絲、白絲或心嗎？ 

答：那個叫做菜葉和菜心，菜葉是用來做梅干扣肉那種。因為大多都是給大

盤，所以菜葉就直接捨棄，葉梗會留下來賣。白絲就是切絲的，一般菜

市場那種小盤商。 

問：你們都是批發給大盤嗎？ 

答：不一定，有些是給大盤，有些是給小盤，但是賣給小盤的大多是菜心；

有時候自助餐需要，就會給他們切絲的。會有一臺加工的機器再切絲。 

問：鹽水如何排出？ 

答：鹽水就直接倒入水溝。 

問：木桶會時常腐爛需要維修嗎？ 

答：木桶不會腐爛，最常壞的是外面那一圈，像是培文國小。以前還好，有

一個專門的師傅在修，大概在民國 60 幾年，住在麻豆，現在已經沒有

了。其實編那個桶子也是一個功夫。以前要修把桶子圈起來的東西，都

還要自己去山上買竹子，再開始編，開始圈木桶。 

問：是如何分裝？ 

答：是用藍色的塑膠桶。以前都是用小型的木桶裝，現在都沒有了。 

問：大概傳了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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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概從我曾祖父那代開始，到我爸爸那代，大概已經三代了。 

問：為什麼會想醃製鹹菜？ 

答：因為從我曾祖父那一代就開始，慢慢傳承下來，就只有這一個行業。麻

豆好像都沒有了，剩下這裡。 

問：有分成哪幾種桶子？ 

答：有分成土坑、水泥桶和木桶。木桶的比較香，因為我們用的是檜木。 

問：為什麼木桶都要給培文國小？ 

答：因為以前就有人來買，有時候都是賣給培文國小。以前我們都還有留，

大概民國 100 年的時候。 

問：那木桶一個大約多少錢？ 

答：2.1 公尺的木桶大概 7000 至 8000 元而已，跟買進來的價錢差不多。 

問：那有放藥劑嗎？ 

答：以前都是用著色劑，因為這樣鹹菜就會改變顏色變成黃色，賣相會比較

好。後來就沒用了，用那種食用黃色色素，大概民國７０多年開始用。

所以如果去買，黑黑的才算正常的，而且也比較香比較有味道。 

問：產業的困難是什麼？ 

答：因為現在醃製類的許多人也不喜歡，還有人力、勞動力、經濟報酬不成

比例，大概 80 幾年就開始沒落。 

 

可以從訪問得知，羅家已經從事了三代的醃鹹菜事業。羅先生從小就和爸

爸一起在麻豆醃漬鹹菜，而每逢冬至到過年期間，也都忙得不可開交。一開始

種植時，大多是請人契作，而採收則是開鐵牛車到田裡載運，醃漬過程是鋪一

層芥菜再鋪一層農業用的粗鹽。以前的藥劑都是使用著色劑，但時代越來越發

達，又加入了黃色色素。漸漸的，直到 80 多年時，因為雲林使用了更先進的醃

漬技術，都是使用科技較進步的用具，再加上人力、勞動力、經濟報酬率的關

係，更無法撐住用大木桶醃漬鹹菜的傳統產業。 

 

(三)木桶達人林永達先生之訪談 

問：請問木桶和水泥桶醃漬鹹菜的差別 

答：表二、水泥桶與木桶比較表 

 
問：請問您為何想做這一行呢？ 

答：因為大里從 100 年前，就有醃鹹菜這個文化，所以我想「延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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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木桶的壽命大約是多少？ 

答：大多數是約 50 到 60 年。有時候因土地、氣候或病毒感染都會影響，所

以壽命較不穩定。 

問：請問用什麼木材做木桶？ 

答：檜木、亞杉或臺灣本土杉木。 

問：請問臺灣有哪些還在訂做或修木桶？ 

答：新竹、大甲、大里、大埤、臺南、屏東。 

問：請問哪個地方醃鹹菜最多？ 

答：沒有很集中，醃鹹菜主要是在大埤，因為產量多。 

問：請問木桶的製作材料：檜木、亞杉及臺灣本土杉木、哪一種使用最多？ 

答：亞杉使用最多，因為品質好、價格便宜。 

問：請問您是先開始做醃菜還是修木桶？ 

答：當初政府要推動農村計劃，我想找回舊有文化，因為大里這邊，60 年前

就開始做木桶，所以我重新找回修理，之後開始種芥菜來醃鹹菜。 

問：請問「土地」和木桶的壽命有什麼關聯？ 

答：土地乾燥對木材品質較好，可以延長使用壽命；當溼度高時，木材會比

較容易腐爛。木桶底下的石頭，八面都要鋪平均，如果高低不平，木材

容易走樣會產生漏洞。 

問：請問如何修或做木桶？ 

答：從木材行將木材裁製好→使用刨刀向四面刨→連接觸計算斜度（分裡邊

與外邊，圓周面積爆有一點斜度）→木板與木板之間有些刺竹（像筷子

那麼粗，像火柴棒長）栓起來。 

問：請問木桶的每個材質用處一樣嗎？ 

答：表三、木桶材質比較表 

 
問：請問木桶壞掉大部分都是什麼原因？ 

答：因為沒有醃漬鹹菜時，放著會氧化、乾燥，會產生細縫（熱脹冷縮的原

理），所以沒有醃漬時，整桶放水，或放滿半桶水。 

問：請問哪種材質木桶較堅固、耐用？ 

答：檜木。 

問：請問為什麼只有檜木、臺灣本土杉木和亞杉可以製作木桶？ 

答：其他木材也可以。但別的樹種較易扭曲，有關節，枝椏、橫芽很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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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來當木桶並不適合。 

問：請問哪種木材最貴？ 

答：檜木最貴，再來是亞杉，臺灣本土杉木則以南部屏東這邊較多 

問：全臺灣的木桶尺寸都一樣嗎？那不同地方的尺寸是？ 

答：不一樣。中部高是 2.1 公尺，南部的 1.8 公尺，北部因氣候溼冷，所以較

不適合芥菜生長。 

問：請問外圍竹子的材料？ 

答：傳統鹹菜桶使用亞杉、檜木製作而成，外頭使用刺竹箍包覆緊實，因為

兩種木質密度不同，會因熱脹冷縮保護木桶不致龜裂，另外竹箍以 3 年

生的刺竹最佳，刺竹過年輕不夠堅韌，過老則纖維粗不易編織。 

 

可以從訪問得知，林永達先生修木桶已經有 60 年的時間。當初因為政府要

在臺中大里推動農村計畫，林永達先生想要找回舊有文化，所以就開始修木桶、

醃鹹菜。但因為科技日新月異，發明了「水泥窟」；「水泥窟」一次可醃較多鹹

菜、壽命也較長，而木桶醃出來的鹹菜有菜香，但是一次能醃的芥菜較少，經

過林永達先生的說明，更發現製作木桶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所以木桶也被

水泥窟給取代。我們覺得林永達先生，「找回舊有文化」的精神很值得我們佩服。

可是我們也不一定要學習林永達先生，如果木桶真得熄燈了，換成水泥窟熄燈，

我們不能召回舊有文化，因為水泥窟的缺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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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將軍木桶醃鹹菜的相關報導 

自由時報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報導，林國己先生 30 歲開始醃製鹹菜，目前

他兒子林煌津先生傳承父親四十年在地特色，沿用大木桶醃漬，大木桶對林氏

父子不僅是賺錢的工具，更是當寶貝看待。林煌津先生目前仍保有高度七尺的

大木桶，一個可以裝約 8000 斤的芥菜，需用到 750 公斤粗鹽，堪稱全臺碩果僅

存。每年約冬至前即開始採收、醃漬芥菜作業，開工後，每天凌晨三點開始，

八個工人以鐵牛車到麻豆農田收割芥菜，再運回將軍醃漬，從桶底開始交錯堆

疊芥菜與粗鹽，一層菜，一層鹽，腳踏芥菜壓出空氣，最上層再壓放大石塊，

堆疊高度超過大木桶頂端約三尺，每天早晚還需上去踩踏一次，一個半月後，

等芥菜熟成，去掉苦澀湯水後，才算完成。每年 40 萬斤的產量，早早就被預訂，

搶購一空。林煌津說鹹菜古早味，食材雖簡單，但製作費工，他堅持讓古早酸

味飄香，也希望能為鹹菜文化盡一份心力，被當地居民稱為「鹹菜大王」。 

 

 

 

 

 

 

 

 

 

圖一、林國己（左）和林煌津（右）父 

      子檔以大木桶醃漬鹹菜 

圖二、以人工將芥菜裝進大木桶，層層 

      堆疊起來，並以粗鹽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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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灣與日本添加物標準 

一、臺灣合法但日本禁用之添加物 

表五、臺灣使用合法，日本卻禁止使用添加物表 

甘味劑 我國 日本 

磺醯胺酸鈉(Sodium 

Cyclamate) 

可使用於瓜子、蜜餞、碳酸飲料類 禁止 

著色劑   

β-衍-8’胡蘿蔔酫(β

-Apo-8’Carotenal) 

限定用於幾項產品 禁止 

防腐劑   

己二烯酸鈉(Sodium Sorbate) 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

子醬、醬油等……… 

禁止 

己二烯酸鈣(Calcium Sorbate) 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

子醬、醬油等……… 

禁止 

苯甲酸鉀(Potassium 

Benzoate) 

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

子醬、醬油等……… 

禁止 

去水醋酸(Dehydroacetic Acid) 可使用於乳酪、奶油及人造奶油 禁止 

抗氧化劑   

特丁基苯二醇(TBHQ) 可使用於油脂、乳酪、奶油 禁止 

漂白劑   

亞硫酸鉀(Potassium Sulfite) 可使用於金針、杏乾等蔬果乾製品 禁止 

營養添加劑   

鎂(Magnesium) 可使用於葡萄糖酸(Gluconic Acid)加入鹽 禁止 

鋅(Zinc) 可使用於鹽酸(Hydrochloric Acid)、硬脂酸

(StearicAcid)及醋酸(Acetic Acid)加入鹽 

禁止 

 
二、臺灣、日本都合法但在日本過量之添加物 

表六、我國合法的用量，日本合法但卻超過用量標準(最大值)之添加物表 

甘味劑 我國用量標準 日本用量標準 

醋磺內酯鉀(Acesulfame 

Potassium) 

有需要適量使用 作為砂糖的用量為

15g/kg 以下、口香糖

為 5g/kg 以下、糕餅為

2.5g/kg 以下 

★防腐劑   

己二烯酸 醬菜類、醃漬蔬菜為 2.0g/kg 以

下 

醬菜類、醃漬蔬菜為

1.0g/kg 以下 

己二烯酸鉀 醬菜類、醃漬蔬菜為 2.0g/kg 以

下 

醬菜類、醃漬蔬菜為

1.0g/kg 以下 

★漂白劑   

★為將軍區 林煌津先生使用之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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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硫酸鈉(Sodium 

Sulfite) 

脫水蔬菜為 0.5g/kg 以下；糖漬

果實、蜜餞為 0.1g/kg 以下 

均為 0.03g/kg 以下 

亞硫酸氫鈉(Sodium 

Hydrogensulfite) 

脫水蔬菜為 0.5g/kg 以下；糖漬

果實、蜜餞為 0.1g/kg 以下 

均為 0.03g/kg 以下 

亞硫酸氫鉀(Potassium 

Hydrogensulfite) 

脫水蔬菜為 0.5g/kg 以下；糖漬

果實、蜜餞為 0.1g/kg 以下 

均為 0.03g/kg 以下 

焦亞硫酸鈉(Sodium 

Pyrosulfite) 

脫水蔬菜為 0.5g/kg 以下；糖漬

果實、蜜餞為 0.1g/kg 以下 

均為 0.03g/kg 以下 

焦亞硫酸鉀(Potassium 

Pyrosulfite) 

脫水蔬菜為 0.5g/kg 以下；糖 1\

漬果實、蜜餞為 0.1g/kg 以下 

均為 0.03g/kg 以下 

保色劑   

亞硝酸鈉(Sodium 

Nitrite) 

在水產加工品(魚肉香腸、魚肉火

腿腸)為 0.07g/kg 以下 

均為 0.05g/kg 以下 

 

三、臺灣 日本都合法但使用食品範圍不同之添加物 

表七、臺灣合法使用的食品範圍(品目)和日本有異之添加物表 

甘味劑 我國 日本 

糖精(Saccharin) 可作為代糖，或使用於碳酸

飲料、蜜餞 

只能用於口香糖 

著色劑   

銅葉綠素(Sodium Copper 

Chlorophyllin) 

可使用於麵包製品、果醬 不可使用於這些品目 

★防腐劑    

己二烯酸、己二烯酸鉀 可使用於醬油、飲料 一律限定使用品目及用

量 

苯甲酸、苯甲酸鈉 可使用於果醬、蕃茄醬 一律限定使用品目及用

量 

鏈黴菌數(Natamycin) 可使用於乾酪及經醃漬、乾

燥而未加熱處理之加工禽

畜肉製品。 

只能用於乾酪(僅限用於

硬質及半軟質乾酪的表

面) 

保色劑   

硝酸鈉、硝酸鉀 可使用於水產加工品、鮭魚

卵及鱈魚卵製品 

不可用於此(左) 

抗氧化劑   

丁基羥基甲氧苯(Butyl 

Hydroxy Anisol,BHA) 

可使用於鮮奶油、馬鈴薯

片、穀物類 

不可用於此(左) 

二丁基羥基甲苯

(Butylated Hydroxy 

可使用於鮮奶油、馬鈴薯

片、穀物類 

不可用於此(左) 



37 
 

Toluene,BHT) 
乙二胺四乙酸二鈉(EDTA 

Disodium) 

可作為食品製造用劑，使用

於無酒精飲料、綜合維他命

等 

限用於罐裝和瓶裝的清

涼飲料及食品 

乙二胺四乙酸二鈉鈣

(Calcium Disodium EDTA) 

可作為食品製造用劑，使用

於無酒精飲料、綜合維他命

等 

限用於罐裝和瓶裝的清

涼飲料及食品 

 

表八、臺灣 日本都合法但禁用限用之添加物表 

著色劑 我國 日本 

★化學合成色素 右邊所述，可用 不可用於蜂蜜蛋糕、黃豆粉、魚

肉醃漬品、海綿蛋糕、柑桔類果

醬、麵類等 

天然色素 

(紫膠紅色素 Lac Color、芸香

甘 Rutin 除外) 

可用於各類食品 不可用於海帶類、肉製品、魚貝

類製品、茶、海苔類、豆類、蔬

菜及裙帶菜類等 

甘味劑   

蔗糖素(Sucralose)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抗氧化劑   

乙二胺四乙酸二鈉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乙二胺四乙酸二鈣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膨脹劑   

硫酸鋁鉀(或稱鉀明礬

Aluminum Potassium Sulfate)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溼潤劑   

甘露醇(Mannitol)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食品製造用劑   

硬脂酸鎂(Magnesium 

Stearate)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香料   

丙二醇(Propylene Glycol) 可用於各類食品 有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