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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統籌 序言

計劃統籌
嚴麗萍

每逢節慶，只要有華人的地方，舞獅總是不可缺少的慶祝活動。精彩絕倫的
舞獅表演，包括高竹采青、跳梅花樁等，展現了中國武術的精湛絕技，無不令人歎為

觀止。在香港雖然舞獅表演和紮作藝術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這一門手藝卻因時代的變
遷而逐漸式微。本計劃期望能透過《獅頭紮作藝術──能紋能舞》這本專刊，引起讀者對本土文化

遺產的關注，有助大家重新認識獅頭紮作這一門傳統手工藝的特色。

回想於二零一二年，本計劃成功出版《三小時做出創意骨架花燈──花燈學堂》一書，並大獲好評，曾閱
讀的老師和家長都表示書中的內容簡明易懂。是次，我們除了在《獅頭紮作藝術──能紋能舞》本書中再
次編印花燈紮作教學，好讓讀者重温，或初次認識。我們更期望透過舞獅的起源和種類，與及內地獅與本
地獅製作方法的不同，令讀者能認識舞獅表演和獅頭紮作這門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在此要感謝本計劃小
組成員胡永德老師，分享了教授獅頭手工藝的技巧，藉着圖文介紹，讓讀者可以輕鬆地學會製作簡易的獅
頭小手工。另外，亦感謝歐陽偉乾師傅和許嘉雄師傅接受本刊的專訪，與我們分享寶貴的資料和經驗。最
後，要多謝本計劃的項目統籌吳崇傑及項目主任鄭少捷的用心編輯，期盼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衷心盼望本
書能進一步引發讀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並成為親子與視藝科教學同工的參考書，一同體會獅頭工藝
之美，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

4



吳崇傑

傳統手工藝是中國的民間瑰寶

傳統手工藝是中國的民間瑰寶，在歷史價值上源遠流長。手工藝顧名思義
是一門以手作形式的技藝，一代傳一代的傳承下去，且與日常生活有着緊密的關

係，而部分手工藝更是一種民間美術創作，它們有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風格和不同鄉俗
習性的視覺造型藝術特色。

「紮作藝術」是我國傳統民間手藝之一，而獅頭紮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時至今日，醒獅（南獅）於世
界各地華人社區仍是非常流行，每年節慶必有舞獅助興。

據載早於清朝乾隆年間，佛山已有專門紮作獅頭的作坊。獅頭紮作最重要是一雙巧手，而用料亦相當簡
單，只需一把竹篾，幾層紗紙（或是紗布），再加一支畫筆和一些顏料。工序則為「紮、撲、寫、裝」等
四大步驟。

話說回頭其實一個獅頭紮起來大概要有450多個介面，逾千項工序，殊不簡單。目前紮作獅頭這門手藝雖
被列作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但亦面臨傳承式微。學習此門手藝都是師徒制，加上工序繁複，如果
沒有足夠興趣和耐性，是很難成功的。因此懂得整個獅頭紮作步驟的人，也越來越少。現在整個行業也變
成流水作業，漸失卻手工藝的精粹。

本書得以出版，乃作為對紮作這門手工藝的推廣，希望給予大家對獅頭紮作帶來多點認識，提高大家對這
門手工藝的興趣，使獅頭紮作得以傳承下去。

主編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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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於1992年成立，屬香港非牟利慈善團體。1998
年起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資助至今，為本地最具代表性的美術教育團體。舉辦的活

動主要環繞在推廣本地藝術文化及美術教育方面，計有：各項美術教學研習班、視覺藝術工
作坊、展覽、參觀交流團、專題講座、本港及海外美術教學交流、國際美術教育座談會等。本會

會員包括大專、中小學、幼稚園美術教師、藝術家及藝術行政人員等。歷年致力推廣美術教育與教師
專業的發展；出版的美育書刊，亦成為海內外美育同工的重要參考刊物。本會曾三度得到香港藝術發展

局所頒發的「香港藝術發展獎」，2003年本會榮獲「優秀藝術教育獎（非學校組）」金獎，2008年得到
「藝術教育獎（非學校組）」銅獎，及2010年得到「藝術教育獎（非學校組）」銀獎，備受業界及社會人
士的認同和肯定。

本會主辦的大型計劃如下：

1. 「光的藝術」校園推廣計劃
    （由曼佳美（香港）照明電氣設備有限公司贊助，2008-2012；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2013-16）

2.   塗鴉全方位服務學習與青少年藝術教育社區學校協作計劃 
    （由迪士尼慈善基金贊助，2009）

3. 「展藝跳躍」建共融慈善計劃 
    （由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2010）

4.   見證香港藝術：多元感觀及媒體藝術評賞與創作教學計劃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2009-2011）

5.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20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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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1.

2. 

3.

4.

目的

計劃內容

發掘學生在視覺藝術方面的潛能，延伸視覺藝術科課程所學，藉着有系統的中
國花燈創作教學，以助兒童建立正向的個人審美價值觀、提昇自信心及共通能力；

以視覺文化學習的形式，發展學生解讀社會文化中視覺符號的能力，透過傳統紮作和欣
賞，加深對中國花燈的造型、紮作技巧的認識，傳承中國民間藝術，凝聚社區情意；

學校、家庭及社區對學生的貢獻及付出的努力作出表揚及嘉許，確定他們的能力及成就，
以建立學生自信心及對以上三方面的歸屬感；

參與計劃的學校及教師根據推行經驗，以校本形式持續設計、發展、推行及深化視覺藝術
科的視覺文化學習活動，並與社區團體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共同設計同時配合學生和社
區層面的需要的學習計劃。

本計劃共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籌備工作；第二階段為專題講座及花燈工作坊，對象
是教師及家長；第三階段為花燈紮作師傅到校主持學生工作坊及到社區主持兒童工作坊；
第四階段為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參賽組別分為小學組及幼稚園親子組；第五階段
為中秋花燈設計比賽作品展覽暨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頒獎禮；第六階段是出版中國
傳統紮作系列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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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後漢書》的記載，漢章帝時月氏王進貢獅子，當時名為「狻猊」。之後，人們開始把獅子視為吉
祥、勇敢的象徵，並開始模仿獅子的形象及動作，形成獅子舞。到了三國時期，曹魏時人孟康注《漢書．
禮樂誌》象人：「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可見當時已經有獅子舞，不過由於戰亂關係，人們
對於當時獅子的形象也不太明瞭。南北朝時期，受到「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羌、羯、氐等胡族的影
響，北方與中原的文化融合下，人們對獅子的印象更加深入。

淺述傳統獅藝歷史
                                                                                                                                                               文 / 鄭少捷    

又有版本是如來佛把獅子引走，
所以在南獅中常有「大頭佛」引領獅子等。

傳說有獅子出現在山中，
吃掉不少村民，

後來村民學懂武功，
成功擊斃獅子，

便開始模仿獅子的形態；

中國傳統民間認為舞獅可以驅邪避鬼，亦相信獅子是祥瑞之獸，能夠為他們
帶來好運，所以每逢節日或慶典活動，都喜歡以舞獅助興。

舞獅起源

舞獅的起源有多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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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唐玄宗十分重視戲曲歌舞，經常組織盛大的獅子舞會，使獅子
舞的發展開始普及。據唐《樂府雜錄》記載：「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方

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劃衣，執紅獅子，謂之列獅子郎，舞太平樂。」可
見獅藝在當時已成為過年過節的必備節目。唐朝詩人白居易曾賦詩「假面胡人假面獅，刻木為頭

絲作尾，金鍍眼睛銀作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長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明、清年間，
舞獅已成為十分普遍的民間活動，每逢節慶時期，都有舞獅表演。

後來，舞獅文化亦跟隨華人移居海外，一到節慶日子，都可以在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地方的華人
街觀賞到舞獅表演。現今的舞獅造型亦不再單純於黃、紅、黑三色，多以色彩鮮艷為主，務求突出，以吸
引更多觀眾。

舞獅主要分為南獅、北獅兩種

南獅活躍於華南、南洋及海外；北獅則流行於長江以北地
區。近年，表演者將南北獅的舞法融合為一，以南獅的
形象，加上北獅的步法，成為「南獅北舞」。舞獅之前

會先由主禮嘉賓進行「點睛」儀式，把硃砂塗在獅子
的眼睛上，象徵給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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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獅的種類

南獅是由北獅演變而來，民
間亦稱為醒獅、瑞獅、雄獅等，

活躍在我國南方地區，以廣東省最
具代表。傳統南獅的紮作考究，獅頭的

面譜畫花都有特定的規定格式。主要以三國英雄人物
作為分類，不同的獅種都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及性格。例
如全身金黃色，配以五色彩紋的劉備獅，象徵富貴、尊榮、文
獅，有「起舞劉備獅、富貴人人知！」的諺語；紅底黑紋，高額、戚眉、丹鳳角、
黑眼的關公獅，象徵團結、俠義、英雄，有「起舞關公獅、義氣人人知！」的諺語；黑底、青邊白紋的張
飛獅，象徵梟雄、好鬥、身經百戰、打獅，有「起舞張飛獅、威武人人知！」的諺語；其餘的還有趙雲
獅、馬超獅、黃忠獅。南派的傳統獅頭都以唐草紋、花籃紋、虎紋、刀紋、如意紋、波浪紋等為主。

南獅造型威猛，而且十分講究舞法與技巧的配合，舞動時注重腰馬步法，主要是靠舞者的動作去表現出獅
子的神態，而眼簾、嘴和耳朵都可動。南獅舞動型態繁多，有：起勢、常態、奮起、抓癢、迎寶、施禮、
審視、酣睡、出洞、發威、過山、上樓台等。在南獅的表演中，「採青」的表演方式最為常見。傳統「採
青」有反清復明之意，「青」代表清朝，「採」有拿掉的意思。不過，現在「採青」大多喻意為龍精虎

猛、生意興隆的象徵。「採青」所用的「青」以生菜為主，有生財
之意。

北獅表演風格與特點

北獅的起源較南獅為早，源於中國長江以北，主要是黃河流域
中、下游地區，包括：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其中以
「河北保定雙獅」及「安徽青獅」較為著名。北方獅的顏色以
青、黃、赤、白、黑色為主。獅頭長鬚、雙耳、突眼、白牙、
紅舌，以多層紙糊重疊而成，全身披滿長毛。造型上與西域胡
人舞的「五方獅子舞」沒有太大分別。

「採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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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羅斌、朱梅著：《舞龍舞獅—中國國粹藝術讀本》。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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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獅在造型方面酷似真獅子，亦與站立在廟堂或宮殿建築物門前的雕石獅
相似。它的體積不及南獅龐大，獅頭亦沒有南獅五彩繽紛的裝飾，只以獸毛顏色示

人，舞者所穿之褲子及鞋款都與真獅子的腿部毛色相近，舞動時無論動作或神態都與真實
獅子一樣，與南方獅的風格截然不同。而北獅的舞法講究技巧及武術基本功，動作千姿百態，

栩栩如生。常見的動作有爬、退、喜、蹲、滾等動作。表演時，舞獅頭者會配合引獅員演出各種舞
姿，同時，舞獅尾者亦要充分配合，首尾相引合，步法整齊合一。

舞獅運動的文化傳承

自舞獅問世以來，它不僅活躍於中華大地，
甚至在海外各地，有華人聚居的地方，都會
出現舞獅活動。雖然北獅與南獅的表演風格
不同，但其目的也是希望通過舞獅活動去表
現出人們團結、強悍、積極、勇敢、樂
觀的精神。因此，作為我國傳統民間
藝術活動的舞獅運動，是需要大家去
傳承，將舞獅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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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紮作步驟超過1300多個

完成「撲紙」

紗紙及竹皮穩固接口

獅頭製作的方法
                                                                                                                                             文 / 胡永德  

一、傳統的獅頭紮作 

製作一個傳統的獅頭工序多而繁複，分「紮」、「撲」、「寫」及「裝」四個部分。

「紮」即紮作，利用竹篾、紗紙及漿糊製成獅頭的基本頭架，
是紮獅頭最重要的部分。由開竹、定獅頭架、紗紙及竹皮穩

固接口，到紮嘴、眼、腮、角等獅頭各部分，超過1300多個
步驟。一個良好的獅頭必須具備「枕企額高、眼精眉亮、背
寬、飽額、杏鼻、面頰飽滿、口闊帶笑、明牙震舌、雙龍
腮、竹筍角」等形態。

「撲」即「撲紙」，是最花時間的部分。先把紗紙剪成小
塊，然後以稀釋的漿糊把紗紙貼在竹架上，最後把紙邊收好
及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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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紙及竹皮穩固接口

為獅頭繪上花紋，突顯個性

能活動的嘴巴部件

「裝」即「裝配」，是替獅頭裝上不同的裝飾物及機關等，如毛
髮、獅鬚、活動的部分等。一般會在額上加大鏡，於獅鼻裝大絨
球，以魚絲作獅鬚，於獅眼加上硬毛、小燈等，以兔毛、羊毛或蘿
白絲等作獅毛。

裝配用的大、小絨球

完成獅頭後，再製作獅被，一頭舞獅便告製成

「寫」即「寫色」，也是替獅頭上色。待「撲紙」風乾後，先以白色油勾
勒雛形，再繪上花紋或線條。傳統的獅頭會以歷史人物為藍本，如以金黃、五彩作

主色調的劉備獅；以紅、黑為主色的關羽獅；黑、白、灰作主色的張飛獅。而一般民間用
的獅頭會以紅、黄、綠等較鮮豔的顏色作主色調，令獅頭更吸引。除此之外，更會在獅頭上繪上

不同的花紋，突顯個性。待主色及花紋乾透，最後塗上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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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合中、小學生的獅頭紮作

要讓紮獅頭這門技術用於教學，便得簡化部分工序，以便一般中、小學生也能掌握基
本的技巧。傳統獅頭以竹篾紮作基本頭架，但竹篾容易生刺插手，因此改用了圓芯藤取代，較

適合中、小學生使用。而「撲、寫、裝」三個部分可按實際時間或需要取捨，如以下的示範就是把
「撲、寫」合併，以顏色紙「撲」，便可減刪「寫色」的時間。

建議教節（以每教節35分鐘計）：紮6-8教節， 撲6-8教節，寫及裝4教節

物料及工具

       紮作基本頭架：圓芯藤

       撲紙：白色棉紙 / 紗紙

       裝配：皺紙、銻紙、鐵線、響鈴、或其他不同種類的顏色紙

       工具：剪刀、白膠漿、幼皺紋膠紙（5-10毫米）

1. 以平接法及十字交差法紮成半球
     體，成獅頭架的雛型。獅頭的大
     小因應各同學的頭部大小而有所
      不同。

2. 在半球體獅頭架雛型紮上眼睛、耳朵、鼻子、角等。
      可先以不同的幾何形體紮成不同的部分：如三角錐紮
      成觸角，以半球體紮成凹陷 / 突出的眼睛，等腰三角
      體紮成鼻子等，再紮上獅頭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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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圓芯藤上塗上白膠漿，再撲上剪裁好的
      白色棉紙 / 紗紙。如撲紙的位置過於凹凸
      不平，可先以清水 / 稀釋白膠漿水浸軟紙
      張，使之更貼服。

4. 待撲紙乾透後，可以廣告彩上色或貼上顏色紙
       代替「寫色」。如要貼上以紙條剪成
       的獅毛，緊記必須由下而上的方
       向貼。

5. 最後可裝上響鈴、絨球或其他物料以作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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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紙箱/紙盒/牛奶盒的角切去

2. 以卡紙 / 瓦通紙捲 / 摺成三角形體製成觸角，以皺紋膠紙貼上

3.  以不同種類的顏色紙或環保物料如瓶
      蓋、水瓶、鋁罐等製成眼睛、耳
      朵、鼻子等，並以皺紙、銻紙、
      響鈴、布料等作裝飾。

三、另類獅頭創作

另外也可以紙箱/紙盒/牛奶盒等改裝為獅頭，適合不同年級的學生創作。

建議教節（以每教節35分鐘計）：8-12教節（視乎紙盒的大小及年級）

物料及工具

          紮作基本頭架：紙箱/紙盒 / 牛奶盒

          裝配：卡紙 / 瓦通紙、皺紙、銻紙、響鈴、布料或其他不同種類的顏色紙

          工具：剪刀、白膠漿、皺紋膠紙、廣告彩/塑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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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ttp://www.gdfaca.com/ 佛山市工藝美術行業協會
2. 佛山黎家獅第五代傳人黎婉珍小姐訪問
3. http://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intro.htm 香港電台紮作藝術

4. 如有需要，可以用
      大張顏色紙 / 膠袋 /
      布料製作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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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頭紮作訪問
「雄獅樓」許嘉雄師傅

                                                                                                                                                   文 / 廖健羽    

到訪位於筲箕灣舊式商場內的「雄獅樓」，在
店門外已看到很多獅頭的竹架吊掛在天花上，很是

壯觀。說是店面，實質是「工場」；說是「工場」，
其實主要也只有兩名師傅——許嘉雄師傅和他的父親。進

店門時，看到許師傅正在預備為「撲」好的純白獅頭上色
的顏料。許師傅笑說這陣子比較忙，本地海外也有很多訂

單，很多時候他也要通宵趕工。就說這四個月，他就接了四
十個獅頭及兩條龍來做，工作可謂排得密密麻麻。

入行及學師經過

許師傅是本地少有的年青紮作師傅，入行經過頗順理成
章，主要是受到家族的薰陶。他的家族是經營武館，全
家三兄弟自少就開始接觸舞獅，不過只有他自少對獅頭

紮作產生濃厚的興趣。許師傅憶
起他那時學習紮獅頭的艱辛：「那時由於獅頭
很貴，所以不會隨便給你玩。我起初也是找一些舊獅頭修補，幫師傅補洞，執顏
色。有時會找到很舊，不能再用的獅頭，就可以嘗試逐一拆開它再自己重組。
那個時候也是靠自己摸索，想拜師也沒有人願意教你。這技術是生計來的，一

般師傅也不會外傳。」除拜師難，買料也難，只能去獅頭店鋪找師傅出讓，
通常價格也不便宜，對於當時十來歲的許師傅而言要買紮獅頭用的材料

可謂非常艱難。

許師傅慨嘆，現在這個行業日漸式微，商業價值也日益下降。「以前
我學師那時，獅頭成萬元一套，到我學識做的時候已跌至幾千元。」
「貶值」的主要原因是內地製作成本太低，最便宜二百元已可以買到
一套，讓本港的獅頭也跟着拖低了價錢。現在，很多香港本地的訂單
也會運回內地做，許師傅認為現在獅頭紮作已不能作為維生的技能，

18



只能當是興趣。學師已難，而且需要假以時日才能掌握，經濟價值又不
高，因而沒有人願意入行，也讓這行幾近淪為夕陽行業。

新手入行必備條件

哪對於有興趣入行的年青人而言，有甚麼必備的條件呢？許師傅表示天賦很重要，「否則捉着你的手
也教不了！」另一重要條件就是要有濃厚的興趣。許師傅笑說他那時被人稱「中獅毒」，「以前在學校

讀書時很多人都會在書上繪畫公仔，我就會繪畫獅頭和花紋，還要被老師說：『其他人畫公仔都還算好，
我真不知道你在畫些甚麼。 』」此外還要「厚面皮」，不怕被人笑，要不斷嘗試。「那時跟師傅學舞獅，
試紮獅頭讓師傅看看，被笑『似蛇多過似獅』，但下一次再修改又會有進步。」想入行還要不怕悶才行，
「很多學徒一開始也興致勃勃，然而紮獅頭是一項很講求耐性及恆心的工作，畫圖用兩三日，貼紙也要兩
三日，要全副心機，全神貫注，不能分心。很多時他們做一會，上網，看電視，就沒有下文了⋯⋯而且，
做獅頭失敗率很高，有恆心才能成功。」許師傅能堅持下去，到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擁有上述的條件外，
心態也很重要，就是不能把獅頭紮作當成一門生意，而是視為興趣，一門藝術。他的工作就是興趣，所以
滿足感不是來自收入，而是來自能以自己的專長及興趣得到顧客的認同及讚賞。他坦言這門手藝在傳承上
有一定的困難，到目前，他還未遇上能真心和有耐性的學徒。 

獅頭紮作四部曲：「紮」、「撲」、「寫」、「裝」

紮獅頭很講究技巧，因此需長時間的學習及訓練才能有所成果。獅頭製作的
程序主要分四個部分—「紮」、「撲」、「寫」、「裝」。一般來說，需時
七至十日，「紮」、「撲」、「寫」各兩日及一日做「裝」。第一個程序
「紮」，被許師傅稱為製作獅頭中最重要的功夫。整個獅頭的外型美觀與否
取決於紮的功力。最基本要求就是平衡、對稱及輪廓分明。工序是首先要用
剪成條狀的紗紙把竹條固定，許師傅表示這個步驟所運用的技巧最高，需要
長時間訓練，除了能固定到竹條外，還要將它們紮實。這裡所運用的竹條也
要預先花時間處理，每條大約可以削開做六至八條，要削至不手，所以每
條竹條也要經過人手處理，削竹這工序做得完善與否會直接影響紮出來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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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花紋及上色

「撲」完紙後再 
「撲」上布

濃稠的漿糊

架 是 否 平 衡 及 圓 潤 ， 所 以
「紮」這個環節可謂製作獅頭的

「地基」。

第二個步驟是「撲」，即是把紙貼上已
紮好的獅頭骨架上。許師傅分享到骨架中的

虛位(即沒有竹條承托的位置)較難處理，貼這些地方很講究技巧，
「要做到順服而不下陷，但又不能太挺直，要有少少弧度」，就這
樣聽起來也覺得很有難度。許師傅笑道：「要自己慢慢摸索慢慢感
受，教也教不了呢!」做「撲」這個程序，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那就是
漿糊。許師傅強調紮作所用的漿糊一定是要自己煮的，不過這個工序是最簡單的，亦是製作獅頭最基本要
懂得的技術。「煲漿糊」的主要材料是麵粉、糯米粉及白礬（工業用）。紮骨架時要用濃稠的漿糊，才會
較扎實；而撲紙時則需要較稀的漿糊。許師傅解釋這是因為「撲」所用的紙很薄，當太濃稠的漿糊掃上去
時會容易弄穿紙張。「撲」完紙後就可以上布，之後再上一層紙就完成「撲」這個工序。

之後就可以做「寫」的部分，即畫花紋及上色。這亦是非行內人士較看重
的部份。許師傅表示很多人第一眼看就是看顏色和花紋。畫的時候講求
左右對稱，這對初學者而言較難掌握。初學者可以起稿，但他表示起稿
畫的效果會較生硬、較「死」，有足夠經驗就可以不用起稿，會較自然
及順眼。畫獅頭所使用的顏料為廣告彩。在顏色方面，用於不同場合的
獅頭有不同的限制，如新店開張會用金、紅色，象徵喜慶；賀誕則使用
黑獅，會較威猛、神氣；而殯儀會用白獅，代表白事。不過許師傅亦表
示現時因為物料多，變化的可能性相對提高，對顏色的講究也降低了，
規範亦少了，有些大品牌更會自行設計有品牌特色的獅頭紋飾，如運
動服飾品牌Adidas會在獅頭的頂部加上其品牌特有的三行直紋。那最
能代表到香港獅頭的紋飾是甚麼呢?原來是「刀仔花」。許師傅形容此
花紋是一撇一撇的，有如一把把關刀般，是香港獨有的獅頭紋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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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上「品牌名」

色及花紋完成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工序，
那就是寫上「品牌名」，亦即是武館名，以及

紮作師傅的名稱。許師傅表示顧客喜歡獅頭上寫有
師傅的名字，因這樣象徵了品質，也證明是香港製造

的。「其實就有如你買名牌，也想其他人一眼望見就知道
這是名牌來的。」許師傅笑着比喻道。寫好後就可以上光油，令顏色鮮明些，也對顏色起了保護作用。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裝」，即是為獅頭安裝上配件的意
思。主要的配件為獅毛和獅球。獅毛方面要嚴格挑選優
質獅毛，獅毛時要注意順着毛的方向及紋理去，
否則毛就會碎及斷掉。以前獅球是要自己買材料縫
製的，現在大多使用內地貨，「內地造的獅球比在
香港購買材料的成本還要低呢⋯⋯」許師傅嘆道。

製作獅頭的主要地方除了香港外，還有佛山、新加
坡及馬來西亞。許師傅表示現時巿場較流行的是馬
來西亞獅頭，它的特色是獅毛(眼毛)較長及多，外型
就像毛公仔，很受小朋友喜歡。這種新的風格和傳
統的獅頭所表現的威風澟澟、兇猛的感覺截然不同。而
馬來西亞獅頭由於毛較多，「紮」、「撲」、「寫」的時候可省很多功夫，因獅毛可遮蓋不足的地方。相
反，香港的獅頭接近傳統風格，獅毛較短，骨架、紋飾等需要較細膩的手工去呈現。

個人代表作

許師傅所製作的獅頭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他會在光油中加入銀粉，讓獅頭看上去會有閃閃生輝的感
覺，這亦是許師傅製作獅頭的獨特手法，「別人一看就會知道這是許嘉雄的作品！」許師傅自豪地說。許
師傅的代表作是他人生第一個自己完成的龍頭，而這個龍頭更成為了香港著名電影〈古惑仔〉所使用的道
具。另一個讓許師傅印象深刻的作品是為中環一家名叫「興有如」的酒樓製作的五個獅頭。「老闆是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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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說欣賞我們的技巧，想我們做五隻獅頭給他當酒
樓內的佈置裝飾。有人賞識，待獅頭如藝術品，我覺得很開
心！」

紙紮業的前景及政府的角色

談及這一行的前景，許師傅慨嘆政府對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不甚重
視：「由於內地成本低，價低者得，政府帶頭把工作判給內地，變相本
地的工作就愈來愈少。」許師傅認為政府應設有一定的配額予本地的紙

紮業，而非助長內地壟斷紙紮巿場的情況。他建議政府應投放多些資源以
保留此項珍貴的文化，這個資源不一定是指撥款，「當然有撥款資助就最好，可以令這行業重生，令人覺
得有發展的空間及鼓勵新人入行。沒有的話，其實能夠提供地方讓我們開班教學及推廣這門手藝已經很有
幫助。」

在推廣上，雖然政府的幫助不多，許師傅仍很積極地宣傳這項手藝，他會把他的作品、活動及教學放在
Facebook及YouTube，透過互聯網讓
更多人認識這門手藝，希望能夠作為
一個資料庫，將其記錄及承傳下去。
不過他亦慨嘆憑他一人之力，能做的
始終有限。他期望政府能正視這項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在文化政策
上作出相應的協調，讓這門手藝得
以「生存」下去。

* 圖片由許嘉雄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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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頭紮作訪問
「寶華紮作」歐陽偉乾師傅

                                                                                                                                                 文 / 陳家燕    

訪問當天，中午時分，頂着大大的太
陽，轉過數個街口，終於來到坐落於深水

埗福榮街的「寶華紮作」。甫踏進店門，映入
眼簾的是一隻啡黃條紋的家貓，牠懶洋洋地匐匍

於一張小木櫈上，我以目光繞場一周，見到掛於
牆上的盡是供先人用的家居用品、元寶蠟燭香，種

類繁多，使人目不暇給。人稱「乾伯」的「寶華紮
作」老闆歐陽偉乾師傅正倚着靠牆的木櫃檯，娓娓道
來他於六十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個二十出頭年輕小伙
子，便決定投身於紮作行業的經過......

「金玉樓」......大酒樓！？

1949年，歐陽師傅的友人介紹他往「金玉樓」工
作，乍聽「金玉樓」，歐陽師傅還以為這是一所大
酒樓，到了金玉樓門口才知道這是一間紙紮店。
可金玉樓並不是一間普通的紙紮店呢！在當時來
說，座落於中環閣麟街的「金玉樓」可算是一個地
標。「那時候在金玉樓，有十多個紙紮師傅一起做紮作！伙頭做好了菜，還要開兩圍桌一起吃飯。
到了現在，即使有錢，也未必能找到十多個紙紮師傅一起工作了。」歐陽師傅嘆說着紙紮業日漸式微。

歐陽師傅的資歷是現今本港獅頭紮作師傅當中數一數二的，但原來當初在金玉樓工作可沒有受正規且系統
化的訓練，就站在老師傅旁邊站邊看，學到多少全靠自己的領悟力和耐性。而且除了獅頭紮作以外，任何
紮作品也需涉獵。歐陽師傅憶述「那時在金玉樓當學徒的生活相當刻苦，除了要學做不同的紮作品，還要
做打雜的工作，如掃地、倒痰盂，朝九晚七，晚上找塊木板鋪在店舖地上，席地而睡。那時候並不是每個
師傅都願意教授紮作技巧的，我們做學徒的只能在旁邊看邊練習，遇上一些好師傅，才會指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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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門戶「寶華紮作」

1952年，在金玉樓學師三年後，歐陽師傅於紅
磡寶其利街自立門戶，創立了「寶華紮作」。為了
能夠將紮作生意拓展到外國，歐陽師傅特意申請了
「綜合來源證」，有了這張證件，紮作品才能外銷到
美國。而顧客來源主要為外國華僑的舞龍舞獅師傅，
所以一些大型紮作，如花炮、獅頭均是收入的主要來
源。

到了六十年代，「寶華紮作」搬遷到深水埗黃竹街。
那時候紮作業鼎盛，除了做一些大型的龍獅紮作，
一些小型紮作，也相當受歡迎。當時許多店鋪都會
在門口掛燈籠，再配上對聯，以招徠客人。

時光荏苒，來到今天，「寶華紮作」已經伴歐陽師傅走過
六十個年頭。從年輕小伙子，初到金玉樓報到，到現今滿頭

華髮，當中所累積的有獅頭紮作技巧、經驗與智慧，殊不簡
單。獅頭紮作的四大工序「紮、撲、寫、裝」工序繁複，單是

紮一個獅頭就包含1300步驟。歐陽師傅強調，無論「紮、撲、
寫、裝」工序多複雜，只要有心，都能化繁為簡，最重要的是
有耐性。

內地獅VS港獅

後來業主加租，「寶華紮作」逼不得已遷到現址深水埗福榮街二號，店舖附近均是水泥建築店舖，人流零
落，與本港紮作業逐漸式微的景況相互襯托。歐陽師傅說：「從前只做獅頭龍頭紮作，已足夠維生之餘，
甚至有餘錢儲蓄買樓，可是到了現在，本港已甚少人訂製獅頭。」歐陽師傅續說：「在本港連工包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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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都要八千元起，可是在內地，只需千多元便可。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後，
內地商品獲准往外銷售，本地獅頭價錢遠遠也不及內地獅頭廉價，所以獅頭的訂單

都愈來愈少了，再不能單靠紮獅頭維生。」到了現在，即使有獅頭訂單，歐陽師傅表示因
地方狹小，都沒有足夠的工作空間可紮獅頭。

歐陽師傅揮揮手，叫坐於店舖一角，正忙著做紮作的兒子歐陽秉志先生遞來一本舊相簿。一幀幀發黃的
舊照片，展現着舊日獅頭紮作的風光。一個個活靈活現、色彩斑斕的醒獅，仿佛要伴隨着鑼鼓鈸的節奏

舞動起來，每一隻醒獅都曾是歐陽師傅的心血、工藝技巧的精華。把舊相簿合上後，醒獅仿佛隨着鑼鼓鈸
的戛然而止靜下來，往後獅頭紮作的工藝，該如何走下去？仔細看看歐陽秉志先生正在做的紮作，原來他
正用竹篾製作一隻類似獅頭框架，然而在獅子兩耳間有一隻鷹狀的框架正要拍翼振翅高飛。但願獅頭紮作
工藝能隨著時代演變，不斷創新，翱翔天際。

* 圖片由歐陽偉乾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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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創意花燈

現代的花燈造型新穎，可分為商業製品的塑料吹氣花燈，以及由多種材料製作的自製
花燈，由卡通造型至抽象創作，包羅萬象，令人驚喜。

花燈的種類
                                                                                                                                               文 / 嚴麗萍

   塑料吹氣花燈

現代的新型花燈主要用塑料製造，吹氣輕巧，以手提電筒的方
式設計，安全又不易毀壞，多以小朋友喜歡的卡通造型設計，
迎合潮流。

   環保花燈

主要利用廢物的自家製創作，如用膠樽、紙皮重新拼砌
出新的造型，亦可用果皮雕製花燈，盡顯無限創意。

   利是花燈

利是花燈通常在農曆新年最常見的花燈，造型多變有趣，
巧妙地運用摺紙及紙雕的技法創作，是非常簡便又易做的
小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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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骨架花燈

傳統的花燈全以人手紮作，工序多，主要運用竹篾、色紙和絹製作，手工精巧，近
代多用彩色玻璃紙裱貼裝飾，令花燈更明亮。

   宮燈

骨架多以雕花的竹條製作，燈面以絹料為主，堅固耐用。造型以多
邊形的立體構成，是古代佳節常用的燈飾。

   楊桃花燈

以縐紙或玻璃紙裱糊燈面，透光度高，配以銻紙或蠟光紙
的剪紙圖案，是最應節的花燈之一。　

   兔仔花燈

玉兔在中秋節的傳說中可謂家傳戶曉。以縐紙或馬拉紙裱糊的全白
或間色兔仔花燈，造型有趣，底部並裝有木輪可以拖着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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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用料及工具

     骨           架：竹篾、鐵線
     裱           材：玻璃紙、蠟光紙、馬拉紙、縐紙、銻紙、絹等
     黏   合   品：紗紙（竹篾骨架適用）、透明膠紙（鐵線骨架適用）、白膠漿（紙類及木類物料適
                           用）、透明萬用膠（布料適用）
     照           明：燭台（鐵絲、膠樽蓋）、燈座
     提線及吊穗：綿繩、縐紙
     黏   著   劑：白膠漿、膠水、熱融膠
     工           具：鉗、剪刀、美工刀、膠水、膠紙、濕毛巾

花燈基本組成

提線

骨架

裱材

吊穗

骨架花燈的製作
                                                                                                                                               文 / 嚴麗萍   

過往骨架花燈主要用料是竹篾，竹篾好處是質地堅韌，可塑性高，但基於近
年原材料短缺的問題，在市面越來越難購買到粗幼適中的竹篾，取而代之的是由紙包

裹表面的手工鐵線，這種鐵線好處是不像竹篾的粗糙和容易折斷，又不會產生竹刺插手的問
題，而且易於掘曲以塑造出不同的造型，既安全又容易黏合，可塑性更勝竹篾，令骨架花燈的造

型更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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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體形式設計的骨架

立體實物形設計的骨架

造型設計圖　

骨架結構　

造型設計圖　 骨架結構　

造型設計圖　

骨架結構　

一、造型設計

1. 首先依自己的喜好設計花燈造型設計圖，造型選材可以是自然或人工類型。

2. 計劃花燈骨架的結構，如比較易製的柱體或較難製的立體實物形作品。

花燈製作方法
                                                                                                                                               文 / 嚴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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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竹篾或紅鐵線接駁處須有至少3至5厘米
重疊，並用紗紙或膠紙打圈黏貼固定 。

把竹篾或紅鐵線以十字形交接，把膠紙從交點處
由上往下繞，同一方向繞兩次，使竹篾固定。

勾合法只適合以竹篾製作的支架，把竹篾屈成勾狀，勾子部分最少預留2至3厘米。注意掘曲時，必須把竹
篾光滑的一面向外，粗糙的一面向內屈。

   平接法 十字交叉法

勾合法

竹篾 鐵線

竹篾

鐵線

竹篾

鐵線

二、基本紮作技法

要製作花燈骨架，必先掌握基本紮作技法，若用竹篾建構骨架，常用平接法、勾合
法、十字交叉法三種。

但若以鐵線為建構花燈的主要材料，則只適用平接法和十字交叉法兩種，勾合法因鐵線勾合部分未能
緊密接合，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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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紮出花燈的外形輪廓

2. 再依樣紮出另一個相同的外框

3. 利用相同長度的短鐵線把外框接合

圓雕設計（依實物形狀立體設計）

1. 首先紮出花燈的外形輪 

2. 於外框兩側加上適當的小圈作經線

3. 由上至下加上適量的鐵線作緯線

4. 觀賞者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到花
    燈的各個側面，以整體表現像
    實物的形態

柱體骨架

圓雕設計骨架

注意鐵線的經緯分佈：
骨架的線應疏密適中，否則裱紙時容易變形

難度較高

小
貼
士

三、骨架結構

    立體圖形設計（如由柱體、錐體或球體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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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骨架連接的部分距離較長，則必須在骨架外框內
    加入適當的間距的手工鐵線，令骨架更加牢固。

竹篾宜用勾合法
連接，但要預留
足夠長度。

鐵 線 綁 紮 必 須 用
平 接 法 連 接 縱 橫
向的骨架。

注意必須把所有手
工鐵線相交點以交
叉 方 式 用 膠 紙 綑
紮。

五、燭台製作

1. 燭台的位置宜設在花燈的底部。

2. 注意燭台的上方及下方必須懸空，以供空氣進出
  （若用燈座代替燭台，則可以把花燈密封）。

用鐵線製的燭台

四、骨架接合

1. 用竹篾或手工鐵線紮作骨架時，必須採用適當的連接方法，才可製作出牢固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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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裱貼花燈前，必需用濕布把玻璃紙抹濕，這才可以令玻璃紙富有彈性，並能繃緊骨架，
令花燈裱貼後產生光滑緊貼的效果，當我們拍打花燈表面時，並會產生「啪啪」的聲音；相
反沒有用濕布抹濕玻璃紙就進行裱貼，這只會使花燈表面容易摺縐，出現鬆散的效果，拍打
花燈表面時，還會發出「潺潺」的聲音呢！

小
貼
士

六、裱貼方法

1. 選定裱材，如縐紙、馬拉紙、玻璃紙 。

2. 決定裱貼次序及用色。

3. 在需要裱貼的地方塗上白膠漿，再用指頭均勻塗抹。

4. 若用玻璃紙裱貼，必須用濕毛巾把玻璃紙抹濕，然後拉平再小心地進行裱貼。

5. 裁剪裱貼部分，最好留有1至1.5厘米的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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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骨 架 都 用 了 金 色 紙 條 包
邊，又有另一種風味。

八、提線及吊穗

1. 於花燈的上方加上提線以便提掛。

2. 吊穗的設計除了運用繩結裝飾外，並可加些創意，如以
    串連手法加入有關主題設計的掛飾。

加上長條
銻紙裝飾主

要骨幹

七、造型裝飾

1. 利用銻紙以對接剪、三接剪等剪出剪紙圖案。

2. 利用長條銻紙特出花燈的重要骨架。

3. 加入擬人化的設計 (如眼睛、四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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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動手創作屬於你自己的創意骨架花燈吧！

創作計劃

決定創
作主題 搜集資料

評賞花燈

及認識基本

紮作技法

設計花燈
草圖

骨架製作：

(i) 立體圖形設計

(ii) 圓雕設計

製作
燭台

裱貼
及裝飾 提線

及吊穗

完成

參考書目
1. 許木榮（2006）《創意燈籠輕鬆做》。台北。紅蕃薯

參考網址
1. http://www.wood168.com/com/9195.html
2. http://www.outstreet.com.hk/poster/view/posterid/25
3. http://www.goldenage.hk/b5/ga/ga_article.php?article_id=1260  長者安居協會網頁-長訊
4. http://photo.sinchew-i.com/node/1551  星洲日報‧2011.09.08 （環保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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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運用之前的介紹，猜猜以下哪些花燈是運用立體圖形原理設計或是運用
圓雕立體實物形狀設計及製作嗎？

 

學生製作花絮及作品欣賞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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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立體圖形原理設計：b, h
2. 圓雕立體實物形狀設計：a,c,d,e,f,g,i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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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教育夥伴

藝術及古蹟資料研究有限公司

贊助機構

曼佳美（香港）照明電氣設備有限公司
Godiva Chocolatier

場地贊助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參與計劃及協助製作人士

崔鳳儀老師
麥榮師傅

夏中建師傅
梁誌誠師傅
陳嘉興先生

歐陽偉乾師傅
許嘉雄師傅
廖健君小姐

歐陽月貞小姐
賴嘉駿先生
伍婉婷女士

*排名不分先後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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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贊助機構

場地贊助

藝術教育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