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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因為當時歸仁舊社街發展十分蓬勃，又鄰近一大港

口，使窯場產品能大量外銷，歸仁十三窯在明鄭開發時期即為全台窯場突出的

窯群之一，於歸仁往日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地位。又比較北中南三大窯場，

歸仁十三窯終究走向沒落的原因在於所燒製的產品大多都是替代品，及經濟發

展重心北移，且後代子孫未能轉型經營，最終，「歸仁十三窯」在今年四月中

旬已完全被拆除。 

    隨著「歸仁十三窯」的拆除，這段歷史逐漸被淡忘，我們透過此研究重新

了解象徵在地文化及家鄉情懷的「歸仁十三窯」，雖然不像北投窯及水里蛇窯

的轉型成功，而導致窯業的沒落。但是透過學校及社區方面推廣介紹「歸仁十

三窯」相關歷史文化，也順利讓在地文化獲得大眾的認同、敞開鄉土情懷。 

 

 

 

 

 

 關鍵字：歸仁十三窯、在地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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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第一冊歷史課本中我們習得台灣清領前期是漢人大量來台開墾的興盛期，

老師從課本史實帶入歸仁窯的考古發現與相關報導，並觀看歸仁窯出土文物展

示，親手觸摸歸仁窯的陶土破片，我們希望能夠更了解歸仁當地文史資料，與

本土文化接軌，用「窯」一字聯想至歸仁的歷史文化「歸仁十三窯」，憑藉著

對「歸仁十三窯」一片真誠的鄉土情懷，進而對歸仁十三窯產生好奇心，並決

定深入了解及研究。 

    搜尋資料時，我們發現此窯場於往日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身分及地

位。「歸仁十三窯」遺址出土時，發現完整的糖漏，受到外界的熱烈關注，吸

引各地考古、歷史學家湧入，考察那些擁有悠久歷史的文物後，推測十三窯為

台灣最早發展的窯業。可惜，滄海桑田，「歸仁十三窯」雖在有心人士的請願

之下仍無法獲得重視，在今年四月中旬被完全拆除，倍感痛心。曾經的那些風

華歲月，如今已不復返。因此想藉由本次獨立研究讓家鄉文化在消失的同時，

仍然可以藉由不捨、感動、了解、進而展開行動，積極去找回在地情。 
 

 

 

 

 

 

十三窯遺址開挖 製糖用的糖漏 經復原後的糖漏 歸仁十三窯燒製磚瓦 

無情怪手開挖 十三窯被夷為帄地 十三窯上的足跡 蹲踩十三窯上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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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我們想要讓那段風光一時的的歸仁歷史，深深烙印在歸仁當地居民的心中，

讓身為歸仁的一分子，更認識自己的家鄉。想對「歸仁十三窯」盡一己之力的

同時，心中一直有些疑問： 

 

● 「歸仁十三窯」的歷史與發展背景？為何選定歸仁建造發展窯業?建造條

件是什麼？  

● 「歸仁十三窯」從過去到現在的有什麼改變？過去曾經蓬勃發展，卻無法

像北投窯、水里蛇窯被保存下來的原因為何？ 
 

    雖然歸仁十三窯現在已沒落了，但我們及學校老師仍然積極地在學校進行

宣傳，並藉由各種活動、演講、及義賣推廣並宣傳「歸仁十三窯」，希望讓更

多人能認識歸仁這段輝煌的歷史。因此我們也想進一步探討，在進行這些宣傳

後，不同年齡層對十三窯的看法 ： 

 

● 學生族群是否知道「歸仁十三窯」？而本校學生經我們推廣後是否更了解

十三窯？ 

● 社會人士是否對十三窯仍有印象，風光影像歷歷在目或者從口耳相傳中得

知一些有關「歸仁十三窯」的歷史呢？ 

● 我們也想了解怎麼樣的方式能有較好的宣傳效果？提供我們未來宣傳發

想。 
 

    然而，隨著「歸仁十三窯」逐漸被淡忘，但是我們仍然希望能夠透過此研

究讓象徵在地文化及家鄉情懷的「歸仁十三窯」永存在人們的心中，讓年輕一

代的我們逐漸找回自我在地文化認同，將家鄉文化深植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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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   歸仁歷史文化回顧 

 

    根據歸仁區公所網站上的資料我們得知的「許縣【寬】溪」西南、「二

仁溪」以北的地帶，東接關廟區，南隔二仁溪與高雄市阿蓮區相望，西鄰

仁德區，北邊則與永康區、新化區交界，全境皆帄原，總面積五十五點七

九一三帄方公里，戶籍數有一萬七千八百戶之譜，人口數約在六萬六千人

之間。 

    歸仁昔為帄埔族西拉雅新港社的墾區，舊地在現今看東里「楊厝」庄

東的「舊社街」一帶；另，陳、李兩姓也在現今「歸仁國小」南側聚墾，

因築紅磚蓋瓦之厝而居， 故初稱「紅瓦厝」，鄭氏時期將此劃屬「歸仁里」， 

鄭氏於當時的保西里建立書院教育子弟，因而各方人士遷入，文風漸興，

改名為「歸仁里」，取「天下歸仁」之義。日治初期相沿，大正九年﹝一

九二○年﹞地方制度改革，始以此地為「歸仁里」舊地而改稱「歸仁庄」，

屬「台南州新豐郡」轄。戰後據此改稱「歸仁鄉」，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

改制為歸仁區。 

 

 

 

 

 

 

 

 

 

 

 

 

 

 

台南市行政區劃分圖 

 

 

 



1 

 

第二節  歷史上的歸仁十三窯 
 

    這次的研究主題是「歸仁十三窯」，《終戰前歸仁市街之發展》(簡辰

全，2010)描述的最為詳細。內容主要描述歸仁市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前的基本建設，如水利設施、民俗信仰、人口遷移等。本書的大綱圍繞著

「舊社街」，而「舊社街」位於歸仁的看東里，範圍北至看東里北安宮，

南至崙頂里福德祠，十分廣大，「歸仁十三窯」遺址所在的位置也在「舊

社街」範圍內的看東里(詳圖請看附圖一)。除了《終戰前歸仁市街之發展》

之外，還有《歸仁典籍》(林立武，2002)圖文並茂，介紹歸仁各鄰里歷史

發展，幫助我們了解及對照現今樣貌。《歸仁十三窯》(吳國安，2005)書

中詳細記載「歸仁十三窯」所燒製出的產物和沒落原因記載更是鉅細靡遺，

「......明鄭時期，遠從中國大陸來台的漢人，因為中國大陸已有足夠的

材料燒製高品質的陶器，因耳濡目染，來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找個適

合的地方建造窯場，但由於自然環境欠缺良質原料和能耐高溫的窯材，遂

使台灣窯業停滯於這種『半生不熟』的狀態，形成漫長的過渡期時代。歸

仁十三窯為這一過渡期時代比較突出的窯群，燒製產品除磚瓦和缸缶之外，

遺品之中，有為數不少的椅鼓、飼槽、腳桶、竹篙插和桌腳墊等厚胎笨重

的作品」 

 

 

 

 

 

 

(星號處為歸仁十三窯舊址所在) 

 

 

 

 

 

 

圖一、歸仁行政區域分布圖 

(資料來源: 歸仁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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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研究報告 

未來展望 

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透過實際田野訪查、耆老訪視、蒐集資料……，以豐富的

資料、訪談紀錄描述本文選定的歸仁十三窯主題，藉由歷史回顧、耆老訪

談內容，有助於了解在地文化，相關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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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 

我們一開始進行獨立研究時，對於「歸仁十三窯」這個地點還不太了

解，連確切的坐落位置都不知道。因此，我們下定決心要先從網路上，搜

集各類有關歸仁歷史及十三窯、和台灣其它窯廠的資訊。然而，因網路上

的資訊不完全可靠，因此我們決定閱讀相關書籍，以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文獻資料當中，有完整的研究調查並且提供十三窯挖掘工作、保存和介紹

當時歸仁興盛時期的資訊。因此，我們開始進行閱讀、搜集、及整合資訊

的工作，在當中得知十三窯的地理位置、歸仁的歷史、及當時的經濟發展

過程等重要資訊。同時間，一邊編輯網路問卷，藉此了解不同年齡層對十

三窯的了解程度，一邊思考即將訪問鄰近耆老們的問題，希望藉由他們的

口頭傳述，能讓我們了解最真實的十三窯，以及那繁華年代背後的動人故

事。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決定採用上述研究方法，其流程如下：  

(1) 擬定研究計畫：依照主題以及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擬定 

研究計畫。 

(2) 蒐集相關資料：蒐集關於歸仁十三窯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與窯業發展 

等資料。 

(3) 進行田野調查：透過實際田野訪查、訪視耆老、使用古地圖的方式， 

                  整理所蒐集到的相關現況資料，發現歸仁十三窯的古 

                  今過往文化發展。 

(4) 分析歸納資料：透過閱讀相關資料，好讓我們對研究的主題有個輪 

廓，再將田野實查所得，問卷調查內容加以歸納、整 

理，以照片說明及圖表方式呈現。 

(5) 提出發現並做成結論：根據實際歸納、整理之結果，做成結論。 

(6) 撰寫研究報告：整理上述各項步驟的內容，進行研究報告之撰寫。 

 

     現場考查～          現場考查～          思古幽情～          思古幽情～ 

 遺址所遺留之磚瓦    耆老還原十三窯舊貌       古厝挖寶          古厝磚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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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歸仁窯繁榮的過往歷史 

 

    從文獻資料可得知，往日興盛的「舊社街」的確存在，因此推測「歸

仁十三窯」興建在歸仁的原因，應該是造窯燒窯並且運送磚瓦，一定要在

人口繁多、交通便利、或者是鄰近市區的地方，但中間仍有些空白的部分

未解決，且只光靠一些紙上的資訊實在缺少說服力，所以我們決定往看東

里附近的耆老們進行調查有關十三窯及舊社街繁榮時期的歷史資訊。目前

鎖定訪問的耆老如下: 林福源、劉火榮。他們兩位都有深入了解歸仁十三

窯。 

    林福源先生現在擁有歸仁十三窯遺址的那塊地的使用權，且年帅時有

親自看過完整的「歸仁十三窯」遺址，對十三窯的樣貌、規模十分了解，

不過年代久遠，資訊還需再對照、考核；劉火榮先生則是有參與探勘、保

存「歸仁十三窯」遺址文物的人員，雖然當時「歸仁十三窯」遺址已不完

整，但劉火榮先生對「歸仁十三窯」的歷史背景瞭若指掌，有助於還原歷

史。他們兩人對「歸仁十三窯」的認知層面都有不同，但鄰近的地理位置

及環境卻是兩人訪談的共通點，「......歸仁十三窯位於府城的東方，也

就是東門城外，附近有間大人廟，那裏在明鄭時期時是一個大潭，名為「鯽

魚潭」，這個「鯽魚潭」是水源地，由於地勢偏高，經常形成大大小小的

溪流流經歸仁四處，因此以前歸仁像灣厝、紅瓦厝國小都是一個個的大潭。

當然，歸仁也有許縣溪、二仁溪、鹽水溪流經，而這些水源的匯集地，就

是「龍蝦潭」。那時龍蝦潭的水位十分的高，船隻都可以從這進出，而歸

仁十三窯的商品也從這裡被運送到各地......」。經由耆老口述，可以更

準確知道「歸仁十三窯」被建在看東里的理由，且與《歸仁典籍》風水師

火燒龍脈一說相應證，再加上兩人的說詞經對照後與文獻記載相同，兩人

的說詞給予了文獻資料更大的可信度。 

 

 

 

 

 

 

 

 

 

 



5 

 

第二節 歸仁窯沒落的歷史軌跡 

 

   《歸仁典籍》中提到，據說歸仁及舊社街沒落的原因有兩種。第一種，

是當那時有位進士騎馬經過，不小心把馬糞濺在一位從外地來的地理師，

卻堅持不下馬道歉。於是，地理師懷恨在心，召集當地人民建造十三窯，

以火燻龍脈來敗壞其地理及風水，街上每個人都罹患了怪疾，死的死，逃

的逃，風光ㄧ時的舊社街就此沒落，歸仁也因此沒落了。龍蝦潭在明鄭時

期是水源匯集地，也是當時的風水寶地。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則是在《台

灣通史》裡的一段記載，寫著鄭成功請陳永華教導人民如何造窯燒窯及製

造磚瓦，至於沒落的原因，則是移民之間的衝突－「漳泉械鬥」，兩地人

為了土地、水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經常起衝突，由於泉州人勢力較大，漳

州人寡不敵眾，離開了歸仁里，移動到鄰近的關廟定居。但是長期的衝突

使歸仁當時的經濟中心「舊社街」重創，之後瘟疫盛行，人民也都漸漸的

搬離歸仁舊社街，以上就是目前文獻資料中提及歸仁舊社街沒落的兩種可

能原因。 

   《歸仁十三窯》（吳國安，2005）書中都有詳細記載，其中對於「歸仁

十三窯」所燒製出的產物和沒落原因記載更是鉅細靡遺，「……歸仁十三

窯燒製產品除磚瓦和缸缶之外，遺品之中，有為數不少的椅鼓、飼槽、腳

桶、竹篙插和桌腳墊等厚胎笨重的作品；類似這些器物，早期都是刻石作

成的，因台南台地原為沙質土壤，缺乏可利用的石材，所以燒陶便成為最

好的替代方法。另外如粿印、米斗、米升或椅鼓、飼槽、腳桶等本來都是

用木頭製成的。顯見當時的人無法取得樟或杉、檜之類，可供雕刻或造桶

的木材，才代之以窯燒的陶製品。在沒有可資利用的木石材料，也沒有現

代金屬器之前，燒陶是一種最好的方法，而且比刻石、刻木都來得簡單而

容易……」 

隨然，在這一過渡期窯業中，歸仁十三窯雖為比較突出的窯群，正因

為所燒製之產品(例如：磚、瓦、糖漏……)均為替代品，事實上是面對淘

汰的一種殘存，一有風吹走動，勢將熄火倒窯，乃意料中事。一八九五年

台灣割讓之後，隨著日人登台，新穎的民生雜器源源而入，尤其是現代糖

廠的引入更讓歸仁十三窯所燒製的糖漏更無用武之地。擋不過這波衝擊，

歸仁十三窯終於熄火於一八九八至一九零零年之間。歸仁十三窯沒落的原

因就是燒製的產品品質低劣，且缺乏創新，最終被時代的潮流所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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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歸仁地區居民對十三窯的認識 

   

    由上圖可得知看東里居民大部分(90%)了解歸仁十三窯，比例較看西

里(60%) 歸仁里(62%)來的高，而歸仁十三窯也位於看東里，與我們原先

所推論的：因十三窯遺址位居看東里，所以當地居民知道的比例相對較

高。此外，歸仁里和看西里的了解程度並不低，推測可能是因為：①其地

理位置距離十三窯並不遙遠 ②舊社街沒落後，原在十三窯工作的人們，

可能就此離開了看東里，前往附近地區（如看西里、歸仁里等）發展，進

而將這段歷史分享給他人。 

 

  

    由上圖可看見，在地國中生對十三窯的了解程度超過社會人士的了解

程度比例，而在地國中的了解程度比例甚至高達近 80%。推測原因可能是

我們積極地在學校藉由各種活動宣傳「歸仁十三窯」，希望有更多人能認

識歸仁這段輝煌的歷史。因此由圖可觀察到國中生的了解程度較高

(79%)，社會人士的了解程度偏低(66%)，由此可見：在國中的介紹及推廣

下，有明顯的效果產生，若持續在各個地方做宣傳，即可使更多的歸仁在

地人更了解自己的家鄉，得知有關歸仁十三窯之資訊。因此證明 

我們在校對於歸仁十三窯的各項推廣與活動是有效的。 

90% 

10% 

看東里居民對十三窯

的了解度 

知道 不知道 

[百分

比] 

 
[百分

比] 

看西里居民對十三窯 

的了解度 

知道 不知道 

62% 

38% 

歸仁里居民對十三窯

的了解度 

知道 不知道 

66.1% 

33.9% 

社會人士對十三窯 

的了解度 

知道 不知道 

79% 

21% 

在地國中生對歸仁十三窯 

的了解度 

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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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 

社會人士是否願意更了解歸仁十三窯 

願意 不願意 

 

    從左圖中可見，有高達 99%社會人士希望更進一步地了解歸仁十三窯

的歷史與興盛產業。這顯示出歸仁地區的社會人士對歸仁這片土地的熱愛

程度極高，想知道歸仁的歷史發展及過去的樣貌。 

 

 

 

    由上圖可發現填寫問卷者較嚮往的了解方式前三名為： 

    ⑴報章雜誌報導 

    ⑵教科書提及 

    ⑶邀請專家演講 

    可見一般民眾帄常還是較常透過報章雜誌來獲知訊息，未來我們也期

許可以透過目前的通訊軟體 APP或網路社群，將失根的文化再次找回，也

讓更多人了解家鄉、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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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從文獻探討、與耆老的訪問，進行本次研究，我們得知許多有關「歸

仁十三窯」以前的歷史文化發展，也解決了我們心目中的疑惑。因此歸納

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歸仁十三窯在當時也成為全台窯場中突出的窯群，原因有三，第一是 

    因歸仁舊社街於當時十分繁榮，帶動經濟發展；再者，因為其地理位 

    置鄰近龍蝦潭（當時一大港口），使得窯場產品外銷較易；最後則因   

    為從明鄭時期移居來台的漢人擁有極佳燒窯技術，促使發展出歸仁十 

    三窯此相當具規模之窯場。 

二、因歸仁十三窯所燒製的產品大多是替代品，且於日治時期經濟重心也 

    從以往的南部移向北部，且若比較歸仁十三窯比較其他外在因素如材 

    料、產品品質及多樣化，歸仁十三窯都略遜一籌，因此歸仁十三窯逐 

    步走向沒落。 

三、從問卷調查結果統計中，我們更了解居住歸仁地區或附近地區民眾對 

    歸仁十三窯的認識與看法。居住地鄰近歸仁十三窯舊址的社會人士了 

    解歸仁十三窯的比例高。此外，因為學校相關活動宣導及課程融入之 

    緣故，就讀歸仁十三窯的附近國中，知道歸仁十三窯的人比例也提高 

    了。而且身為在地居民有高達 99%的人都希望能與文化對話，重新了 

    解失根的文化，根據調查普遍大眾還是習慣透過報章雜誌來認識文 

    化。 

 

陸、未來展望 

     

從感動出發，付諸行動。未來在推廣歸仁十三窯的方式，可包括設計

一個能展示歸仁十三窯文物的空間或請專家達人來演講，甚至也考慮要將

歸仁十三窯的歷史列入教科書或校本課程，或是培訓在地文化解說員。未

來我們也期許可以透過目前的通訊軟體 APP 或網路社群，將失根的文化再

次找回，也讓更多人了解家鄉、認同文化。我們相信透過更多的管道，抱

持著同樣不能讓歸仁十三窯的那些風光歷史被時代湮沒的理念，一直努力，

一定可以讓其背後的歷史價值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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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一、問卷 

哈囉~~各位帥哥美女~~我們是○○國中的學生，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探討家

鄉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希望各位能夠幫助我們填寫這份問卷喔~~~~ 

為了資料統計正確性~請勿重複填寫~~ 

謝謝您的協助~~~~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身分是？ 

  □國小生   □國中生(曾就讀或正就讀歸仁國中)   

  □國中生(非歸仁國中學生)   □高中生   □大學生  □社會人士 

2. 請問您居住在哪裡？(如：看東里、看西里、歸仁里.......等) 

＿＿＿＿＿＿＿＿＿＿＿＿＿＿＿＿＿＿＿＿＿＿＿＿＿＿＿＿＿＿＿＿ 

3. 您是否有聽過《歸仁十三窯》？ 

□有聽過（請繼續作答） □沒聽說（跳答第三部分） 

 

二. 對歸仁十三窯的基本認識 

1. 您知道歸仁的舊地名是？ 

□紅瓦厝 □大目降 □埔羌頭 □香洋 

2. 您知道歸仁十三窯位於目前哪個里？ 

□看西里 □歸仁里 □看東里 □六甲里 

3. 歸仁在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製糖產業發達，請問您知道嗎？ 

□知道 □不知道 

4. 因為製糖產業的需要，所以歸仁十三窯燒製《糖漏》，請問您知道嗎？ 

□知道 □不知道 

 

三. 未來展望 

1. 歸仁十三窯在 2015年的四月中被夷為帄地，您心中的感受如何？ 

□生氣  □不捨 □遺憾 □與我無關 

□其他               

2. 如果以後有機會可以更了解歸仁十三窯，您願意嗎？ 

□願意 □不願意 

3. 您希望以甚麼方式更了解呢？(可複選)  

□報章雜誌  □專家演講  □教科書提及 

□其他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填寫。 

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夠關注歸仁在地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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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耆老訪問內容逐字稿 

1. 訪問對象:劉火榮 

劉火榮:仁壽宮副主委，組成歸仁文物保存協會，且與盧泰康老師一同參與歸仁

十三窯的物保存工作。 

Q: 請問你知道開挖歸仁十三窯的動機為何嗎? 

A: 其實早在開挖前，我們就已經高度關注歸仁十三窯，只是一直沒有資金可以

進行下一步的工作，直到藝術大學的師生們也來這裡探勘，我們就向他們請求各

方面上的協助，好讓歸仁十三窯的歷史不被湮沒。 

Q: 知道歸仁有如此珍貴的十三窯遺址，感想是? 

A: 簡直開心到要瘋了，畢竟歸仁以前舊社街的繁華不再，也有許多人連歸仁在

哪都不知道，現又因歸仁十三窯而聲名大噪，能不開心嗎? 

Q: 那些歸仁十三窯的文物是如何保存呢? 

A: 這個嘛……一小部份的文物是放在歸仁仁壽宮二樓的文物室，但也無作什麼

特殊處理，如果想要多看一點歸仁十三窯的歷史文物，就去藝術大學看，那裏有

一整個房間的歸仁十三窯文物歐! 

Q: 歸仁十三窯被拆除之後的感想? 

A: 很難過，畢竟致力於保存歸仁十三窯的人士也不少，而且也寫了請願書、靜

坐抗議……能做的都做了，卻還是無法保存歸仁十三窯，真的十分可惜。 

2. 訪問對象: 林福源 

林福源:其親人有實際使用過歸仁十三窯，且自己本身也真正看過歸仁十三窯，

現擁有歸仁十三窯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權。 

Q: 歸仁十三窯早期的樣貌大致上長什麼樣子呢? 

A: 參考盧泰康教授與黃翠梅、李匡悌 (2008) 合著，《十三窯傳奇－歸仁窯考

古與研究成果集》，台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Q: 早期泉州移民，製陶手藝精湛的陳、李兩姓家族，也來到了歸仁發展窯事業，

這邊真的有屬於陳、李兩姓的窯場嗎?除了陳、李兩姓外，還有其他家族也來歸

仁發展窯事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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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嗯……是有姓陳的，而且好幾代前我們林家也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窯場，但其

他姓氏我就不太知道了。 

Q: 歸仁十三窯的地理位置，真的與龍蝦潭息息相關嗎? 

A: 對啊，龍蝦潭在以前是各大溪流的匯集地，水源豐沛，船隻都可以入港，鄰

近歸仁十三窯的二甲溪，也是流進龍蝦潭的其中一條河流，聽說，在旱季時，還

會有龍蝦順著溪流而上，爬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