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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紮根六十二年製作傳統花牌的老字號元朗「李炎記」花店為例子，就傳統

花牌工藝的存在意義及傳承方法作深入訪談和剖析。同時探討在民間團體﹙民間工

藝﹚的文化管理層面下，尋找當中影響花牌存在價值的因素，以及將近失傳的花牌

工藝應如何被活現出文化傳承與保育的精髓。盼藉著研究花牌，尋找工藝得以傳承

和被保育的重要因素作基礎架構，讓其他工藝日後得以被更好保育和發展作借鏡。

藉本研究希望能推動社會進一步認識並接觸花牌工藝，喚起人們重視與珍惜正續漸

被邊緣化及淘汰的傳統工藝文化。並帶出文化傳承與保育的定義，讓公眾能關注及

了解保育本土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來分析資料，透過以訪談、

觀察及文獻分析以搜集資料。 

 

是次研究對象為元朗「李炎記」花店接捧人黎俊霖 ( Andy ) 以及民間學堂：賽馬會

「藍屋工作室」文化保育計劃主任蔡鈺娟 ( Bouie )。所得的研究結果將以文獻綜述

中所假設的研究框架( 圖 2-1 ) 以「師徒制」、「民間團體」及「商業價值」三方面

因素作深入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工藝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是有工藝師傅願意花時間

心力傳授工藝給新人，印證了工藝交接對其得以傳承的重要性。同時基於種種因素

「師徒制關係」並非能存在於每種工藝當中，所以對於幫助一個工藝的傳承是文化

保育計劃以外的「收穫」。商業價值則是傳承工藝的現實因素，傳承需要足夠的商

業發展空間，保育工藝需有的發展空間和本土獨特性使其有被保留的價值，方能更

易傳承。但因著師傅的價值觀不同，工藝於他們象徵著不同意義，並非每位師傅願

意透過商品化的手法單傳承工藝的視覺層面。而民間學堂的角色則借助教育形式，

與不同工藝師傅合作到校舉辦工作坊，透過演化及活用傳承工藝的內涵，保留工藝

本質的同時，傳承工藝的手作精神及工藝師傅的個人特質。最後，研究結果得出不

同工藝得以傳承的框架視乎工藝的本質、師傅個人性格及工作環境等因素而影響，

因此工藝的傳承沒有固定的框架。基於「工藝」並非一樣獨立生存的，政府的政策

及資源分配直接影響著工藝的存在與傳承，發展及規劃應考慮連帶性影響。建議給

予工藝有足夠的空間發展，更貼地去了解工藝本身需要，花更多功夫實質落地工作，

而非單一把整個資源分配的天秤一面倒向經濟價值等因素考慮。政府在工藝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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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育當中提供資源和發展空間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應就民間團體對工藝的管理

多加鼓勵和認同，並給予實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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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 

「花牌工藝」屬中國傳統紮作工藝部分的分支，紮作手藝象徵著中國人喜歡熱鬧的

性格，也蘊含中國傳統思想價值（壤梓豪，2013）。此工藝的出現，源自昔日社會

文化、傳統習俗和節期的需要。花牌的存在擁有著雙重的社會功能，首先其用途極

廣，例如店鋪開業、婚宴酬賓、週年紀念、祭祀等紅事與白事都會用到。除送禮和

意頭外，它亦呈現著文化和顯示地位人脈之社會功能，牌上「敬賀」部分所記的名

字是鄉里團結的一個憑證，建構了社區網絡及本土生活（曾兆賢、 楊煒強，

2012）。花牌本是香港特別街道風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於香港五十至八十年代

盛極一時，見證著工業發展起飛。不少工藝都是以師徒制傳承，象徵著一代傳一代

的制度，花牌亦不例外。當中「師」是傳授專業技能的導師，而「徒」則是接受知

識和技能的學生。在長期「耳濡目染」專業教授中 ，除了傳授工藝的技巧，「師」

的行為引領和思想導向也直接影響著「徒」(蔡峰,  王公明, 2013)。然而九十年代後

期因社會邁向電子化、文化價值觀轉變、管理限制增多、以致工藝技巧青黃不接等

影響下而日漸式微（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0）。花牌依附在建築物外牆上，

外貌形態最終決定於城市的空間限制，所以形態多樣化（陳靖儀，2015）。結構上

亦近似中國的牌樓外貌，牌身可高達三十呎，上飾有著龍、鳳、孔雀、花卉或富有

內涵的吉祥願句（司徒嫣然，1996）。牌上的文字內容都具有實際的意涵和功能，

配合龐大的體積，高掛花牌有點題及推廣的作用。因此花牌是這些文字的主要載體，

當花牌及其他在載體日漸式微時，也代表連帶的詞句亦失去了存在的場所。 

 

全球一體化在科技蓬勃發展的推動底下不斷增加世界各地的聯繫，趨向共用同一種

語言和思考模式，卻同時漸削弱了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香港是一個空間以呎價量度的城市，凡事講求經濟效益。當社會文化和價

值觀出現變化，傳統習俗和節期首當其衝的被犧牲，間接影響花牌的存活命運。 

此外，即便傳統習俗和節期依然存在，製作花牌的繁複工序，甚至功能上也因著科

技與城市的發展而被取而代之，直接衍生出花牌行業與香港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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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兆賢、 楊煒強，2012）。倘若花牌工藝失去以往在社會上的功能性和商業價

值時，是否意味著其承載的文化意義則變得蘯然無存，因而失去被傳承和保育的價

值？從而引申出，工藝文化為何需要被傳承和保育？當中有何因素影響？傳承和保

育工藝文化會否有一個基礎架構？因此研究者有意就是次議題作出深入探討。 

1.2 研究目的及意義 

本研究以紮根六十二年製作傳統花牌的老字號元朗「李炎記」花店為例子，就傳統

花牌工藝的存在意義及傳承方法作深入訪談和剖析。同時探討在民間團體（民間學

堂）的文化管理層面下，尋找當中影響花牌存在價值的因素，以及將近失傳的花牌

工藝應如何被活現出文化傳承與保育的精髓。盼藉著研究花牌，尋找工藝得以傳承

和被保育的重要因素作基礎架構，讓其他工藝日後得以被更好保育和發展作借鏡。 

 

研究者身為藝術教育者及藝術工作者，也肩負著把身處的文化更具體地詮譯的使命。

藉本研究希望能推動社會進一步認識並接觸花牌工藝，喚起人們重視與珍惜正續漸

被邊緣化及淘汰的傳統工藝文化。並帶出文化傳承與保育的定義，讓公眾能關注及

了解保育本土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亦期望能為本土「花牌工藝」或工藝文化的傳承

出一分力，供日後更多熱心保護本土文化產業人士作參考之用。 

 

1.3 研究問題 

研究者就著以上的研究背景和目的，綜合研究問題如下: 

甲 )  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重要性有多大？ 

乙 )  民間學堂的文化管理及角色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 

重要性有多大？  

丙 )  為能讓花牌工藝文化得以傳承與保育，當中的商業價值有何重要性？ 

重要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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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綜述 

本章節為文獻綜述，大致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花牌工藝與文化傳承的關係，

透過文獻為文化傳承找出基礎定義，並闡述花牌工藝傳承的重要性何在。第二部份

為探討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的關係，就文化保育嘗試找尋基礎定義，並透過

探討保育下花牌工藝與文化傳承的關係，得出花牌工藝需被傳承及保育的必要性。 

 

2.1 花牌工藝與文化傳承的關係 

2.1.1 文化傳承的基礎定義 

「傳承」代表著傳遞、傳接、薪火相傳等意味。我們所了解的文化是一個人從其身

處社會所獲得的事物之總和。這些事物包含了信仰、風俗、藝術形式、習慣和工藝，

而且並非由一人創造而來，是由過去物質與非物質遺產所傳遞下來（Lowie, 1937）。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與傳統連繫，因為我們都是文化的被動傳遞者，都必然會經過學

習傳統行為的階段。因此文化傳承是一種社會責任，人人都會成為文化的交棒者和

接棒者。若沒有前人把文化透過各種方法傳承，則不會衍生今時今日多樣化的社會

文化和民間智慧。 

 

2.1.2 花牌工藝傳承的重要性 

工藝的傳承能肯定民間智慧對社會文化的重要性與工藝背後的意義，從而提高廣泛

對工藝的認知延續社區文化多樣性。傳承除了代表著把工藝技術從上一代流傳至下

一代，更象徵著文化承接、融合和轉化的過程    (聖雅各福群會，2016)。既然花牌

當中的工藝技巧蘊藏著數之不盡的民間智慧、經驗、回憶和心血結晶，印證著歷史

痕跡，並顯露著這種工藝文化極寶貴之處（曾兆賢、 楊煒強，2012），即花牌工

藝的傳承有著頗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2 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的關係   

2.2.2 文化保育的基礎定義 

「文化保育」狹義指歴史建築的保育，廣義包括非物質的文化及社區網絡等，當中

的使命是保育同時與社會發展平衡（葉蔭聰，201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宣

言強調「文化保護」和「文化更新」的兩部分十分重要，肯定了不同群體的成員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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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等的文化權利，此權利成為公民權利的重要一環。同時文化多樣性值得大力主

張，幫助群體發展及達到共識（Law，2012），可見文化保育呼應著文化傳承的基

本責任。 

 

2.2.3 保育下花牌工藝與文化傳承的關係 

傳承和保育兩者環環緊扣，亦需要社會給予其繁衍空間。跟花牌與之關係密切的香

港潮人盂蘭勝會亦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界定的「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的類別（新聞公

報 ，2011）。眼見花牌的文化意義隨工藝夕陽化而被沖淡，我們更應仔細考慮該

如何把其保育，以免失卻當中寶貴的文化。「保育」二字代表了「保存」和「教

育」，不少文化倡議者著眼推行保護文物政策，只顧「保存」文物卻忽略了「教育」

部分的重要性（曾兆賢、 楊煒強，2012）。花牌工藝透過教育傳承 ，過程可讓工

藝師對花牌製作有了新的感知， 所得的啟發幫助製作上作出各種新嘗試。 此舉同

時也讓周遭的人知道工藝再不單純是一門「維生技倆」，而是演化成把花牌工藝中

重要的歷史價值更昭然地反映出來的藝術能力——需要被妥善保存並容許繼續發展

成一種「文化產業」（曾兆賢、 楊煒強，2012）。這就是文化傳承與保育的功能，

花牌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香港有很多逐漸失傳的傳統行業及技藝，需要好好珍惜、

記錄、保護和推廣。要讓這些傳統行業及本土文化得以承傳，我們需要將這些傳統

行業、工藝「演化、活用」，使其保留傳統精髓同時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長春社

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0）。 

 

2.3 總結 

                     

圖 2-1：從文獻得出研究框架 



 
 

11 
 

回應以上各文獻探討，發現一項工藝文化的存活並不能單顧及社會有沒有需要，而

是必須加入文化意義作考慮因素之一，並竭力尋找幫助工藝文化在社會發展兩者間

得到平衡發展的方法。傳承和保育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於社會發展有著重要且正面

的影響。「工藝文化值得被保育與否」的概念應當建基於甚麼基礎上？（圖 2-1）

「師徒制」、「民間團體」及「商業價值」三方面因素分別對花牌及工藝的傳承有

何及多大影響？以花牌為例，工藝應如何被演化及活用，使其符合社會的需要並同

時保留其文化價值？這些問題亦會於後期的訪談及研究過程中作深入探討。 

 

   圖 2-2：研究分析架構圖 

 

叁‧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研究選擇了採訪已紮根 六十二年製作傳統花牌的老字號元朗「李炎記」花店，

所得的資料能確保研究的可信性。在本研究初期，研究者透過文獻得知 「李炎記」

花店過去一直未覓得接班人而面臨結業。後來報章報道「李炎記」花店終找到兩名

年輕人接捧，傳統得以繼承，因此研究者有意作出邀請進行是次研究的深入訪談。

受訪對象主要為元朗「李炎記」花店接捧人：黎俊霖 ( Andy )。 

晤談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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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何因素讓您選擇走花牌行業的路？ 

2. 您認為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重要性有

多大？ 

3. 花牌工藝行業現時的入行現象是怎樣？為何有這現象？ 

4. 您現時所接的生意是李翠蘭師傅留下還是您個人新接的？ 

5. 承上題，若是新接的單，會有別於舊有的生意營運模式嗎？ 

6. 您認為花牌行業或“李炎記”的傳統花牌能如何與時並進同時保留傳統

文化精髓？ 

7. 您認為花牌工藝能傳承及被保育的重要因素是甚麼？ 

8. 政府的政策或資助和民間團體的發聲對您花店有何影響？ 

9. 您對花牌行業日後發展的信心有多大？ 

10. “李炎記”面臨的挑戰是甚麼？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會採用三角測定法，結合訪談、觀察及文獻分析法蒐集資料以

增加研究的效度與信度。研究者會在訪談中把觀察得到的配合文獻，整理集得的資

料。從而更趨客觀和仔細的描述研究分析結果，並比較訪談得到的資料與文獻的異

同以回答研究問題。為確保研究的公信性，本研究亦會邀請聖雅各福群會創辦的民

間學堂作訪談，以填補研究潛在的缺口。民間學堂有著豐富的人際網絡，長期跟傳

統工藝師傅合作策劃文化活動，並對文化傳承與保育有深入見解和抱負。他們已就

「花牌工藝」進行四年以上的文化保育工作，由當初只探討如何提高大眾對花牌工

藝的關注及興趣，至現在思索如何把花牌工藝連繫到生活。他們的觀點配合「李炎

記」花店深入訪談的資料，亦能幫助了解民間團體在文化管理層面上，對花牌工藝

文化傳承與保育的角色和重要性。在訪談過程中會以錄音及筆記的方式作為紀錄資

料的方法、 錄音方便保存訪談內容、 日後作出分析（ Sharan,B.M.著/ 顏寧譯， 

2011）。 

晤談問題如下： 

1. 您認為文化的傳承和保育間有何關係？ 

2. 民間學堂的文化管理及角色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 

3. 就您所知，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重要性有多大？有

何重要性？ 

4. 傳承當中，商業價值的因素重要嗎？原因為何？ 

5. 您認為花牌行業能如何與時並進同時保留傳統文化精髓？ 

6. 民間學堂在保育和傳承工藝上面對甚麼挑戰和困難？ 

7. 政府的資源分配對花牌行業的發展有何影響？ 

8. 對香港工藝文化和保育日後的發展方向，您有何建議？例如：做到發展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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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工藝文化在社會上失去功能性和重要性時，是否仍須被保育？原因為

何？ 

 

3.2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二零一六年二至三月確立研究題目、初擬研究主題、研究問題、研究取向、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於同年三月中初擬及提交研究計劃書。在三至六月探討有關

文獻 ，九月尋找研究對象 ，十至十一月設計訪問問題及完成文獻綜述和修定研究

計劃書，十二會提交文獻綜述。在二零一七年一至四月約見訪談、資料分析及諮詢

導師的意見。同年四月會初擬論文研究及就論文研究作口頭報告，五月撰寫及提交

論文研究報告（詳見表 3）。 

 

表 3-1：研究日程 

實施日期 實施事項 

02-03/2016 初擬及提交研究計劃書 

03-06/2016 探討有關文獻  

09/2016 尋找研究對象  

10-11/2016 設計訪問問題 

01-04/2017 約見訪談 

資料分析及諮詢導師的意見 

04/2017 論文研究初擬 

04/2017 論文研究口頭報告 

05/2017 撰寫及提交論文研究報告 

 

3.3 研究範圍與限制 

基於研究者的能力和時間限制，本研究只針對一間於本港屬傳統老字號的花店作深

入研究，所得資料和研究結果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花店的觀點。 

 

 



 
 

14 
 

肆‧研究結果及分析 

此部分為研究者訪問了元朗「李炎記」花店接捧人黎俊霖 ( Andy ) 以及民間學堂：

賽馬會「藍屋工作室」文化保育計劃主任蔡鈺娟 ( Bouie )所得的研究結果，並以文

獻綜述中所假設的研究框架( 圖 2-1 ) 以三部分作深入分析。 

 

4.1 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文化傳承與保育的重要性 

4.1.1 ）工藝的交接是延續傳承的要素 

約見訪談之先研究者以為元朗「李炎記」花店接捧人黎俊霖 ( Andy ) 是以「拜師學

藝」的徒弟身份接棒，但晤談後得知原來 Andy 以往正職是搭棚學徒，由搭棚師傅

推薦下跟師弟李嘉偉共同頂手「李炎記」生意，可說是在機緣巧合下接手了花店 。

因此 Andy 認為跟花店兩位後人（李氏兄妹李翠蘭、李志南）的關係並非完全是傳

統拜師的「師徒制」關係，但事實上大家關係跟拜師無分別，原因是： 

 

「皆因我只是以老闆身份接手，再由伙記教我邊做邊學這門手藝。 

我們之間沒有稱大家為師傅或徒弟，但我一直稱她（李翠蘭）為老闆娘， 

最重要的是我和拍檔（師弟李嘉偉）能夠學有所成並保持水準， 

並經營好花店。」(晤談，Andy，A2) 

 

Andy 認同自己和拍檔的出現讓「李炎記」花店的傳統得以延續，即便他與花店兩

位後人口頭上沒有以「師傅徒弟」稱謂對方，卻道出了工藝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

是有工藝師傅願意花時間心力傳授工藝給新人，印證了工藝交接對其得以傳承的重

要性： 

 

「能夠讓我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是李氏兄妹二人願意教的心， 

我想學的他們都盡能力教我。沒有師傅傳授的話，工藝都不能被傳承， 

已有不少師傅認為工藝夕陽化而放棄傳授，斷絕了傳承，很可惜！」 

(晤談，Andy，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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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師徒制關係是文化保育計劃以外的「收穫」 

經 Bouie 在民間學堂計劃中所得經驗與觀察，她認為「師徒制關係」對於幫助一個

工藝的傳承是難能可貴的，皆因這關係並非每種工藝都能有，需視乎工作性質或工

藝師傅有沒有店舖或空間讓徒弟持續學習等因素： 

 

「例如：白鐵師傅需要四處工作而很難收徒弟；但木工師傅就有足夠 

地方聚集學徒實習；舞火龍是大坑村內習俗，所以火龍師傅自然有村 

內男丁為徒幫助傳承。當中亦牽涉個人因素，有的師傅為免影響生意 

而未能花時間授徒，也有學堂所接觸的花牌師傅因為工藝行業式微因 

而無收徒弟。」(晤談，Bouie，A3) 

 

因此，Bouie 認為民間學堂提供的平台幫助工藝師傅接觸更多年輕人，而從中能吸

引這班年輕人成為工藝學徒並投身行業，就是文化保育計劃以外的「收穫」，對於

一個工藝的傳承是「錦上添花」，木工就是成功例子，數位年輕人因著民間學堂的

計劃接觸木工師傅，繼而投身行業，接續傳承。 

 

4.2 民間學堂對花牌工藝文化傳承與保育的重要性 

4.2.1）民間學堂對工藝的文化管理與角色 

「民間學堂」是聖雅各福群會於 2011 年推行的社區發展服務計劃，計劃連結不同

合作伙伴，鼓勵從親身經歷學習中反思現有急速的生活模式；肯定與承傳民間智慧

和手藝，同時延續社區文化多樣性 (藝頻, 2014)。在文化管理層面，Bouie 指出民間

學堂除了看重傳承工藝本身，更看重師傅的個人成長、經歷和故事，對學堂而言這

些是更值得被傳承的： 

 

「有一些在工藝上難以反應的特點， 就是師傅的個人特質，  

例如： 花牌黃師傅很擅長與人互動及交流，這一切對於民間學堂 

來說是極其保貴的，真的期望多年後仍然可有一班師傅親身為著 

工藝而傳承。因為 ‘Living before heritage’ ，要先有人的因素 (工藝交接) 

才是傳承，傳承工藝的精神  (做工藝的態度)更為重要。」(晤談，Boui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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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學堂的角色是幫助一班不同背景的工藝師傅尋找出路和發展空間，介紹他們進

入學校教學。一來提供導師費幫助師傅生計，二來確認他們的身份讓他們站得更前

接觸大眾，確立他們自身在社會上仍被需要的身份，鼓勵並肯定他們的工藝技巧是

仍有意義及價值。  

 

4.2.2）「演化、活用」傳承花牌工藝 

民間學堂傾向以教育傳承工藝文化，介紹不同工藝師傅進入大、中、小學進行工作

坊，例如:  到小學教授製作迷你花牌或與大、中學生到社區做大型花牌等。透過人

與人的交流，除了教授當中工藝技巧知知識外，能夠讓學生更多認識自身周邊的社

區。此舉讓花牌不再純粹是一門工藝，而是演化成一種教育工具，讓社區人與人之

間得到更多互動關懷。 

 

跟民間學堂合作的花牌師傅是新忠花店老闆黃乃忠師傅，他在深水埗重建時被迫遷

出，失去工作地方而無空間繼續經營，但他卻以花牌工藝師傅的身份積極參與地區

發展，並到中小學及不同機構教授花牌工藝及分享工藝與社區的關係，他與民間學

堂是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並合作。以花牌為例，利用教育的形式傳承工藝可以非常靈

活彈性，課程視乎教學對象和教學所需而改變。針對不同年齡層可以有不同主題和

形式的工作坊，師傅可活用花牌各部件並抽出元素，讓不同人從花牌學習不同知識。

例如：抽取花牌上的圖像教導兒童和長者利用視覺元素創作。 

而對於 Andy 而言，他認為保育工藝的民間團體未能直接幫助到他的花店，皆因單

單花店的訂單已讓他應接不暇，因而沒有時間透過教育傳承工藝。只是近年保育聲

音多了，不少報章和團體覺得「傳統花牌」題材有本土特色而主動提出約見他做訪

談，這一切對花店的好處是提高了更大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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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商業價值對花牌工藝文化傳承與保育的重要性 

4.3.1）傳承需要足夠的商業發展空間 

Andy 提出保育工藝需有的發展空間和本土獨特性，使其有被保留的價值，方能更

易傳承。不然工藝技巧再好，但行業沒有空間發展的話，只是空談保育，工藝的精

髓終會因沒人接棒、沒人關注和發展市場以致失傳: 

 

「因大多數年輕人怕辛苦及危險，同時花牌戶外工作體力 

勞動程度與三行(泥水、木工、油漆)相約，但人工卻未及 

三行高，所以現時很難請新人幫手或入行，有時甚至需要 

太太幫忙趕工 。」(晤談，Andy，A3) 

 

以現時來看，Andy 對於花牌行業未來的前景抱尚可的態度。他認為政府跟他的花

店沒直接的關係，皆因只有每年接過幾項旅發局的訂單，而這些並非他主要收入來

源： 

 

「我曾為花牌申請列入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但失敗。 

以我所知，政府所分資源是給旅發局傳承本土文化， 

例如把本土花牌工藝帶到外國，但花店並非直接得到資助。」(晤談，Andy，A8) 

 

面對「行頭細」，行內競爭激烈，Andy 最看重的是如何打理好花店的生意。當花

店所接的生意額增多，會面對產量多質素下降的問題，而相對同行生意少則能提升

質素與他競爭，因此 Andy 需不時配合良好的交際飯局去談生意，可見商業價值是

首要影響李炎記花店存活和工藝得以傳承的要素。 

 

4.3.2）保留傳統精髓同時與時並進 

接手花店後 Andy 主要接生意及花牌設計，拍檔李嘉偉則主要做電腦平面工作。他

認為傳承工藝不可缺少的是「對工藝的興趣 」，對工藝感興趣才能夠越做越好，

入行後他對花牌愈做愈有興趣。同時，Andy 認為更重要的事是學曉傳承傳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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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花牌時他不會任意刪改傳統的部分，接手三年多以來花牌生意一直秉承「傳統」

製作，客人有特別訂單需要才會作出微調： 

 

「傳統需要傳承的地方一定不能改！先學好傳統，創新是其次！」(晤談，

Andy，A6) 

 

例如花牌上的龍柱（圖 4-2）跟其他花店的形態並不同，是由「李炎記」花店創辦

人李錦炎師傅獨創，Andy 更幫它申請了專利。花牌上需要用準確的文法，老闆娘

李翠蘭堅持教 Andy 要告訴客人文法的規律，否則寧可不接那宗生意，可見他們對

保留及傳承傳統精髓的擇善固執。 

                                                  

 圖 4-2：大公網，2017，                                 圖 4-3：改良後的迷你花牌 

              花店創辦人李錦炎師傅獨創的龍柱                 (取自 Andy 面書專頁)   

              (取自大公網)                                                                   

 

雖然花店是老字號，但也會面對淡季、人工和原材料成本的負擔。除了自己一手包

辦設計的花牌，Andy 也會接受客戶經中介設計公司設計花牌的訂單。亦會不時改

良一些特別的新式花牌，跟傳統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材料運用及花牌體積上，例如：

材料改為紅布幔、金粉字、製作室內迷你花牌（圖 4-3）等等吸引客源。訂單的增

加需考慮到傳統手寫字的時間局限，除有客人要求外現時很多李炎記花牌上的字體

已由手寫改為海報打印： 

 



 
 

19 
 

「以海報製作花牌跟用銀油手寫的成本相若， 

優點是更節省時間，美中不足是不環保， 

海報文字內容是一幅過所限，以致不能重用， 

耐曬性這一點也未能代替手寫。」(晤談，Andy，A6) 

 

Andy 把老闆娘李翠蘭的字跡於電腦尋找相近的字跡，再找印刷公司合作，這就是

他在保留傳統精髓同時與時並進的取捨。 

 

4.3.3）幫助不同工藝師傅發展體驗式學習，多於把工藝商品化 

          

            圖 4-4：工藝刊物                          圖 4-5：迷你花牌材料包 

              (取自民間學堂面書專頁)               (取自黃乃忠師傅面書專頁) 

 
 圖 4-6：黃乃忠師傅新忠花店，2015，花牌工作坊黃師傅與學員 

(取自黃乃忠師傅面書專頁) 

民間學堂沒有用資助出產工藝精品作傳承，只合併工藝出產刊物（圖 4-4）。以花

牌為例，學堂曾出售過 迷你花牌材料包（圖 4-5），但黃師傅認為工藝商品化未能

讓師傅和消費者得到互動（圖 4-7），未能傳承花牌工藝的精髓，當中工藝較多買

賣成份或多被視作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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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買材料包是當一門手工或擺設，即便材料包內有加入師父的生平或經歷， 

也不及工作坊中師傅與學員之間的互動傳神。」(晤談，Bouie，A4) 

 

 反而透過工作坊則可以讓工藝達致傳承，皆因有師傅本人在場親身口述更多花牌

的背景、各部件的設計因由或分享師傅的個人經驗等，讓師傅跟學員間的互動變得

更直接，而且更有助教學相長（圖 4-7）。 

 

  圖 4-7：工藝傳承手法對比圖 

4.4） 總結 

研究者把訪談後所集得的資料就文獻得出的框架作分析，分別得出兩個花牌工藝被

傳承和保育的不同框架，現分析如下： 

 

圖 4-8：分析框架 1                            圖 4-9：分析框架 2 

如（圖 4-8）所見，對於「李炎記」花店而言，商業價值是當下現實最影響傳統花

牌工藝得以傳承的因素，皆因 Andy 是以頂手一門「生意」開始，並以花牌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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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作傳承，當中看重的是花店有足夠的商業發展空間。其次是研究者定為「似非

而是」的師徒制關係，拋開傳統拜師學藝的習俗，至少仍有兩位富經驗的花店後人

傳授工藝，讓接棒的新人接續傳承。而民間團體的發聲對「李炎記」花店的工藝傳

承，只有稍為提高知名度的作用。 

 

就民間學堂而言（圖 4-9），他們傳承花牌工藝的方法傾向以教育為首；師徒制的

存在對於工藝的傳承是「錦上添花」，這種關係存在的話會更有助工藝行業的傳承。

而商業價值則是現實為了生計而存在的因素，例如開辦工作坊讓師傅得到基本的導

師費，但商業價值並非民間學堂或工藝師傅最看重的傳承因素。 

Bouie 指出，一項工藝是否值得被保存，不能憑空劃分它在某一時代的價值、某一

用途或是功能而釐定，需得看更深一層，工藝與什麼有關係。例如：花牌工藝跟工

藝精神價值有關，而這種精神價值牽涉與習俗有關。在昔日仍未有 photoshop 的時

代，花牌的確在社會功能上有著一定的地位，並以最有效的方式傳達訊息，但它不

只是過去的存在。現今節慶、紅事白事或戲棚、藝術創作等都仍會用到。花牌就是

一個好的例子，它非只得精神價值 ，更有著豐富且非常值得被傳承的元素：當中

可以牽涉前人經驗、歷史範疇、平面設計、書法、繪畫、環保等範疇。我們應思考

如何把它們活用於社會的需要和發展當中。令人最不樂見的就是把全部前人的心血

結晶單單放入博物館，這並不是最好的傳承和保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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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啓示及建議 

5.1 ) 工藝傳承沒有固定的框架 

 

圖 5-1：假設框架                                   圖 5-2：啓示框架 

 

從 Bouie 的訪談觀察得出，不同工藝得以傳承的框架視乎工藝的本質、師傅個人性

格及工作環境等因素而影響，因此工藝傳承沒有固定的框架（圖 5-2）。 

 

5.2 ) 傳承手法影響表達工藝的視覺層面或內涵 

以下為兩個研究啓示圖，分別由李炎記花店（圖 5-3）及民間學堂（圖 5-4）兩個研

究結果的框架得出，不同的傳承手法會影響表達工藝的視覺層面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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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研究啓示圖 1 

 

從李炎記花店的框架得出，當工藝傳承與商業掛鉤，例如李炎記跟時代廣場合作

（以花牌裝飾商場並以傳承工藝作推廣），能透過媒體廣告影響下吸引讀者，讓更

多公眾得知或到場拍照放上社交平台，有助提高工藝的知名度。但此傳承手法較多

只能傳承工藝的視覺層面，同時基於工藝對於師傅的意義受價值觀在內影響，當工

藝對於師傅代表著某種價值和意義時，非每位工藝師傅願意透過商業渠道作傳承。

沒有與工藝師傅的交流，公眾對工藝的認識只能流於表面。 

    

 圖 5-4：研究啓示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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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間學堂的框架得出，民間學堂的發聲以教育傳承工藝文化，能引起社會公眾及

政府關注讓更多人知道工藝的需要。相比之下工藝師傅和大眾有更深入的互動，此

傳承手法較能傳承工藝的內涵，並同時施壓給政府提供資源及保育政策。 

 

5.3 ) 政府政策及資源分配直接影響工藝的傳承 

「工藝」並非一樣獨立生存的東西，政府的發展及規劃應考慮連帶性影響。要保存

工藝，除了師傅個人本身能否有發展空間，或是工藝能否妥善營運外，工藝所需用

的原材料供應都十分重要。 正如 Andy 在訪談中提及過，倘若供應商受重建影響、

搬遷、倒閉、或材料質素下降，其實直接影響生意的原材料來源。政府著眼於重建

和更新項目時，應細心考慮這一點對工藝行業所帶來的影響。政府最基本責任要做

好資源分配，讓社會發展與工藝的保育得以平衡。給予工藝有足夠的空間發展，需

要更貼地去了解工藝本身的需要，實質落地的工作需要花更多功夫，而非單一把整

個資源分配的天秤一面倒向經濟價值因素考慮。例如：建築物外牆不能懸掛物品的

政策，已直接影響花牌在城市的生存空間。Bouie 在訪談中慨歎，基於文化及古蹟

保育屬於社區發展範疇中非生活必需品的部分，政府檢視社區發展的個案時，未必

覺得這部分是生活所需，以致所分得的資源較少。相對地對弱勢社群直接服務的計

劃所分得的資源則較多，所以在申請資助時民間團體需要就不同對象進行不同包裝，

需要用不同面向、重點字眼、不同語言、對象等各樣包裝去推廣計劃書，事實上政

府的政策及資源分配直接影響著工藝的存在與傳承。 

 

文獻提及過，保育二字隱含著「保存」和「教育」（曾兆賢、 楊煒強，2012），

政府在推行保護文物政策同時，也應顧及「教育」部分的重要性。傳承工藝不能單

保留工藝的本質，教育傳承工藝精神及與工藝師傅的相交更為重要。表面上工藝文

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生活物品，但更深層及珍貴的意義是表現著傳承以手作創作的

精神，心意傳達的價值觀，以及透過傳承的互動能夠與師傅生命的交集 。於資訊

性的時代，仍然堅持親手創作就是工藝精神可貴之處。這一班師傅曾經推動某些工

藝，對社會貢獻那麼多；而當大環境出現大變化時，他們於社會的位置更不能被忽

視。因著民間學堂的背景所限，亦未能逐一跟更貼身的去幫助師傅，例如把師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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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工藝品去推出市場，或是幫助他們找經營模式。既然有一群熱心的民間團體

嘗試用教育的方式去為工藝和師傅爭取生存空間，並取得成效；政府更應就民間團

體對工藝的管理多加鼓勵和認同，並給予實際的支持，政府在工藝的傳承和保育當

中提供資源和發展空間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5.4 ) 未來研究方向 

於研究得出的結果下，研究者引伸了以下兩個值得日後探討的方向：  

甲 ) 資源分配理應由政府主導，還是民間團體主導較有助整體社區的發展？   

      （例如：工廈、古建築物的管理 ） 

乙 ) 花牌工藝於傳統的軌跡下又有何創新的可能性及需留意的條件?  

以上範疇和議題有待熱心人士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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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騰寫稿（黎俊霖） 

訪談日期：22/3/2017 

訪談時間：下午 5:00-6:00 

受訪者：元朗「李炎記」花店接捧人黎俊霖 ( Andy ) 

訪問者：林釓妡 

謄稿者：林釓妡 

編號：晤談，黎俊霖 ( Andy ) 

林 有何因素讓您選擇走花牌行業的路？ Q1 

黎 以往我是撘棚出身的，我的師傅幫李炎記花店接撘棚工作。而幾年前老闆娘因身體不適而在短

時間內需尋找接班人， 他的仔女都在國外，所以找來我師傅。而師傅又在轉折下問我和師弟

有沒有興趣，所以是在機緣巧合下於 2014 年 4 月夾份接手這門生意，大家由零開始一手一腳

邊做邊學，老闆娘一家都很多謝我們接手能傳承下去。而現時我們也保持跟撘棚師傅有生意往

來。 我主要職責是接生意與客人溝通，負責設計等，拍檔是一名 90 後年輕人，負責接管電腦

部。 

A1 

林 您認為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重要性有多大？ Q2 

黎 皆因我只是以老闆身份接手，再由伙記教我邊做邊學這門手藝。我們之間沒有稱大家為師傅或

徒弟，但我一直稱她為老闆娘，最重要的是我和拍檔能夠學有所成並保持水準，並經營好花

店。 

A2 

林 花牌工藝行業現時的入行現象是怎樣？為何有這現象？ Q3 

黎 現時為止我一邊工作都在一邊找人，大多數年輕人怕辛苦及危險，同時花牌戶外工作體力勞動

程度與三行(泥水、木工、油漆)相約，但人工卻未及三行高，所以現時很難請新人幫手或入

行， 至今仍在招聘，很多初來報到的都因為太辛苦或是要在户外上棚而打退堂鼓，有時甚至

需要太太幫忙趕工 。  

A3 

林 您現時所接的生意是李翠蘭師傅留下還是您個人新接的？ Q4 

黎 舊有的訂單是老闆娘留下來的，除了這班固定客源外，我自己也在淡季接新的生意。 A4 

林 若是新接的單，會有別於舊有的生意營運模式嗎？ Q5 

黎 我會在空餘時間研究一些特別的花牌， 與傳統不同的地方例如材料的運用，如：大小、紅布

和金粉字等等。想生意做得更好，人工、材料的成本相對提升，需要有更多的客源才能維持。

同時現在很多客人都會聘請設計公司幫他們先設計花牌，這些訂單我們也會接。 

A5 

林 您認為花牌行業或“李炎記”的傳統花牌能如何與時並進同時保留傳統文化精髓？ Q6 

黎 （堅定地說）傳統需要傳承的地方一定不能改！先學好傳統，創新是其次！例如：我們的龍

柱，跟其他花店的形態並不同，是由創辦人李錦炎師傅獨創，我幫它申請了專利，所以即使做

70 個花牌，70 條龍柱都會是同一樣式。又例如花牌上需要用準確的文法，老闆娘堅持教我們

要告訴客人文法的規律，否則寧可不接那宗生意。另外，因為訂單的增加，同時很多顧客希望

在短時間內收到貨，以傳統的方式製作會應接不來 ，所以除了客人要求外，現時好多李炎記

的花牌都轉做 banner 而不是用手寫了。 但是為了保留傳統我把老闆娘的字跡輸入電腦，再找

banner 公司打印接近的字。以海報製作花牌跟用銀油手寫的成本相若，優點是更節省時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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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足是不環保，海報文字內容是一幅過所限，以致不能重用，耐曬性這一點也未能代替手

寫。  

林 您認為花牌工藝能傳承及被保育的重要因素是甚麼？ Q7 

黎 能夠讓我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是李氏兄妹二人願意教的心，我想學的他們都盡能力教我。沒有

師傅傳授的話，工藝都不能被傳承，已有不少師傅認為工藝夕陽化而放棄傳授，斷絕了傳承，

很可惜！ （無奈）保育是想到方法和空間讓該行業繼續能生存下去，不然工藝技巧再好但行

業沒有空間發展的話保育是空談，最終都會因為沒人關注或失去市場地位已失傳。 另外傳承

文化不可缺少的是個人對工藝的興趣，有 feel 才會越做越好，好像我一樣原本接手是因為養家

糊口，後來加上興趣，更發現越做越有市場。 （微笑）其次工藝需要有足夠的發展空間， 當

初考慮到除了舊有客源外，可以引申更多空間製作迷你花牌才令我決定接手。 第三就是工藝

需要有本土獨特性，以及香港市場，非其他地區有才能容易傳承，和有被保留的價值。不像木

工雕素等工藝，內地及外地都好多，讓其他人有好多選擇，削弱了工藝的本土獨特性。 

A7 

林 政府的政策或資助和民間團體的發聲對您花店有何影響？ Q8 

黎 我曾為花牌申請列入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但失敗。以我所知，政府所分資源是

給旅發局傳承本土文化，例如把本土花牌工藝帶到外國，但花店並非直接得到資助。 其實民

間團體沒有幫助到我什麼，但因近年可能因為保育發聲多了，很多媒體跟你們一樣主動提出訪

談，覺得這個題材有本土特色，所以變相提高了我們的知名度。 

A8 

林 您對花牌行業日後發展的信心有多大？ Q9 

黎 （笑）至現時還境外看 ，做到我老仍有一段距離，未來發展方向應尚算可以。 A9 

林 “李炎記”面臨的挑戰是甚麼？ Q10 

黎 第一面對行內競爭激烈，面對「行頭細」，當花店所接的生意額增多，會面對產量多質素下降

的問題，而相對同行生意少則能提升質素與我們 競爭，因此我們需不時配合良好的交際飯局

去談生意， 在這一行懂得交際也很重要。 其次面對入貨貨源的問題， 供應商倒閉或是很多以

往用開的材料公司都北上設廠， 同時他們為了有生意，材料的質素都下降，例如梯花所用的

紙，以往能重用多次都不會掉色但現在質素差了很多，而且也有色差。 在尋找材料上我都花

了很多時間， 始終會影響花牌成品的質素。 陪伴家人的時間因為工作及訂單越來越多而變得

越來越少，初時過渡期的壓力更大，因擔心自己不夠時間學習。 也不敢接內地訂單，因現時

還未有人能放心交付。而且現時政府提出垃圾徵收費，我們所生產的工業垃圾都不少，這也是

一個將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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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騰寫稿（蔡鈺娟） 

訪談日期：15/3/2017 

訪談時間：下午 2:00-3:00 

受訪者：民間學堂文化保育計劃主任蔡鈺娟 ( Bouie ) 

訪問者：林釓妡 

謄稿者：林釓妡 

編號：晤談，蔡鈺娟 ( Bouie ) 

林 您認為文化的傳承和保育間有何關係？ Q1 

蔡 聖雅各福群會是社福機構，由政府拿 fundings 幫助有需要的人。民間學堂負責寫計劃書，目的

是保育生活遺產： 硬件上例如藍屋，軟件上例如工藝。傳承和保育不能單保留工藝的部分，

人的因素很重要，因為其實單單保留那件物件或工藝的話，用現時科技，影相、對製作過程

cap 圖、再出書或擺展覽不難，但最重要的卻失落了。因為 ‘Living before heritage’ ，要先有

人的因素 (工藝交接)才是傳承，傳承工藝的精神 (做工藝的態度)更為重要。 

A1 

林 民間學堂的文化管理及角色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有何重要性？ Q2 

蔡 學堂非主要因花牌工藝而開始保育，而是認識黃乃忠師傅，他在重建過程因發展而失去工作地

方，巧合下跟我們合作。面對政府的資源投放，工藝師傅以個人單位 vs 社福機構，師傅是 one 

man band, 沒有人手或是工廠式的工作，他一手一腳維持工藝很難的，單靠花牌接 job 生存會變

得吃力，所以透過社福機構爭取資源更易。民間學堂的成立是找這班擁有不同背景的工藝師傅

進入學校和社區開設工作坊，一來提供導師費幫助師傅的生計，二來確認他們的身份讓他們站

得更前接觸大眾，確立他們自身在社會上仍被需要的身份，鼓勵並肯定他們的工藝技巧是仍有

意義及價值。文化管理層面，民間學堂的角色是幫助工藝師傅尋找出路，這個平台讓公眾知道

有些訊息是重要的，我們是在開荒，是一個起步點，我們相信在播種，而且亦見成效。 

 

民間學堂主要透過教育傳承工藝文化，帶領師傅進入大、中小學做 workshops，大學、中學落

區做較大型的花牌，小學則做迷你花牌。除了看重工藝本身，更看重師傅的個人成長、經歷和

故事，這些是更值得被傳承的。一些在工藝上難以反應的特點， 就是師傅的個人特質，例

如： 花牌黃師傅很擅長與人互動及交流，這一切對於民間學堂來說是極其保貴的，真的期望

多年後仍然可有一班師傅親身為著工藝而傳承。在工作坊的教學過程中，師父知道除了教授工

藝文化外，能讓學生多認識周邊社區，例如訪問店舖互送花牌等，增加對社區的了解和關懷。 

A2 

林 就您所知，師徒制關係對花牌工藝的文化傳承與保育重要性有多大？有何重要性？ Q3 

蔡 師徒制並非每一個工藝都有，視乎師傅本身有沒有商舖、地方或工作需要四處奔馳等因素。例

如：白鐵師傅需要四處工作而很難收徒弟；但木工師傅就有足夠地方聚集學徒實習；舞火龍是

大坑村內習俗，所以火龍師傅自然有村內男丁為徒幫助傳承。當中亦牽涉個人因素，有的師傅

為免影響生意而未能花時間授徒，也有學堂所接觸的花牌師傅因為工藝行業式微因而無收徒

弟。所以師徒制關係對工藝的傳承來說是 bonus，有就更好！對於學堂的計劃來說，能讓師父

接觸更多年輕人，而同時年輕人對工藝產生興趣並投身行業也是 bonus。 

A3 

林 傳承當中，商業價值的因素重要嗎？原因為何？ Q4 

蔡 商業價值是一個需要並存的現實，需要有經濟產出才能有資源繼續傳承工藝。但民間學堂沒有

用 fundings 去出產產品作傳承，只用合併工藝推出 publication。但有些師父不介意賺錢與否，

放商業價值好低。若是為了錢，黃師傅一早離開了九龍尋找生存空間。以他為例，曾與 PolyU

合作過，教導學生 input 用圖像 develop artistic 的花牌 replace 手寫文字。但因為黃師傅不願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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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妥協，周遭的人其實也很難幫助他。例如學堂曾幫他出產過 box set 的迷你花牌材料包，

但師父不覺得這方法能傳承花牌的內涵，當中只有買賣或被當作裝飾用途。最後發現工作坊是

最好的方法，因師傅本人在場可親自口述他的經驗，與學生的互動會更直接、有更大影響。大

多數人買材料包是當一門手工或擺設，即便材料包內有加入師父的生平或經歷，也不及工作坊

中師傅與學員之間的互動傳神。 

林 您認為花牌行業能如何與時並進同時保留傳統文化精髓？ Q5 

蔡 工藝傳承傳統或是演變要視乎是什麼工藝，例如白鐵及木工，他們的可塑性大一點，可變成

workshops 或精品。但花牌就有限制，例如當師傅有個人的堅持就不能有好大轉變，但教學上

就可彈性一點。視乎對象與教學需要，如小朋友可轉形式教學，抽取當中元素，讓不同年齡的

人從花牌身上學習不同的部分。 

A5 

林 民間學堂在保育和傳承工藝上面對甚麼挑戰和困難？ Q6 

蔡 計劃書的成效也十分被看重，所以會有「跑數」的情況。因著民間學堂的背景所限，未能逐一

跟更貼身的去幫助師傅，例如把師傅做出來的工藝品去推出市場，或是幫助他們找經營模式。 

A6 

林 政府的資源分配對花牌行業的發展有何影響？ Q7 

蔡 （嘆息）文化及古蹟保育屬於社區發展範疇中非生活必需品的部分，政府檢視社區發展的個案

時，未必覺得這部分是生活所需，以致所分得的資源較少。相對地對弱勢社群直接服務的計劃

所分得的資源則較多，所以申請資助時民間團體需要就不同對象進行不同包裝，用不同面向、

重點字眼、不同語言、對象等各樣包裝去推廣計劃書，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及資源分配直接影響

著工藝的存在與傳承。政府在重建時也一樣看不到舖與舖之間密切的關係，例如 13 街全條街

可造成一架車。政府 mindset 是一站式製造，例如工廈一次容納所有車房，但事實上對發展是

不好的。 

A7 

林 對香港工藝文化和保育日後的發展方向，您有何建議？例如：做到發展平衡 Q8 

蔡 （憤慨）很難因一兩個人的生活需要而改善到政府，以藍屋為例成功，不是因居民要留下而保

留，而是由規劃師、學者、藝術家、議員等關注這件事前因後果累積而成功，當然皇后碼頭和

利東街事件也有影響。很多時候因為某些事物失去了，所以政府才做一點事補償。「工藝」並

非一樣獨立生存的東西，政府的發展及規劃應考慮連帶性影響。要保存工藝，除了師傅個人本

身能否有發展空間，或是工藝能否妥善營運外，工藝所需用的原材料供應都十分重要。正如車

房附近的茶餐廳與車房的關係，「藤能瓜瓜能藤」的關係可能存有經濟及需要往來的因素，政

府不能因為地貴，而將整個天秤一面傾就向經濟考慮因素，需要貼地去了解。政府應重新考慮

反思一下經濟是否仍只看重數字化和金融性，卻因不了解當中流程而影響源材料的供應導致成

為工藝沒落的元兇。最基本要做的事資源分配和空間發展，實質落地政府需要花更多功夫而非

easy way out，資源分配應由政府主導還是民間團體主導更好是一個應思考的問題。例如活化工

廈，都需要了解周遭社區變化、社區發展及社區生活等因素，而不是全都給予大商場大財團壟

斷！ 

A8 

林 當工藝文化在社會上失去功能性和重要性時，是否仍須被保育？原因為何？ Q9 

蔡 工藝是否值得被保存，並不能憑空劃分它在某一時代的價值、某一用途或是功能而釐定，需得

看更深一層，工藝與什麼有關係。e.g.花牌工藝跟精神價值有關， 而這種精神價值牽涉與習俗

有關。在昔日仍未有 photoshop 的時代，花牌的確在社會功能上有著一定的地位，並以最有效

的方式傳達訊息，但也非單一過去存在的理由。現今節慶、紅事白事或戲棚、藝術創作等都仍

會用到。花牌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 非只得精神價值 ，花牌工藝有著豐富的元素：當中可以

牽涉歷史範疇、平面設計、書法、繪畫、環保等範疇都非常值得被傳承。政府對於藝術家的資

源分配都隨意時，再細分的話更不關心夕陽工藝的發展，視之為某種輕工業而不是藝術，任其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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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淘汰灰飛煙滅！但事實上或者因民間團體的發聲，讓近年政府更多對工藝保育重視的意識

越來越大，令人最不樂見的就是把全部前人的心血結晶單單放入博物館，這並不是最好的傳承

和保育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