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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道漫長，唯誠能臻

──高燈立的水彩畫風導讀

藝評家/陳才崑

曩昔高燈立遭逢人生最大的困頓之際，他曾經和我詳談過以後的去路，記得當下我跟他

說：你多才多藝，能文能畫能詩能樂，雖然都尚未及頂尖，但根基紮實，潛力無窮。若能專

注其一二，勤下工夫，嶄露頭角，指日可期。 

另外，我也告訴他：藝文界成功的案例鮮不由「雙刀流」出發，亦即「顧腹肚，嘛拜佛

祖」，現實與理想兼顧。對此，他表示將以演奏維生，餘暇則積極寫生創作，畢竟繪畫才是

他的最愛云云。於是，我補上了以下幾句：藝道漫長，唯誠能臻！這裡的「誠」是指忠誠藝

術，堅毅勤奮，磨技亦磨心，精益求精，止於至善。簡單說，就是要有藝術家精神。 

果不期然，一向樸實力行的他，數年下來，已經累積了為數相當可觀的作品，令我也大

感驚奇。據他坦誠，這幾年他幾乎跑遍了北台灣的各個鄉市鎮，而每到一處心有所感就會拿

出畫具盡情揮灑。他透露，際此急速變遷中的各地風光，依然可以看見不少傳統景物被保留

了下來。他認為歷史教育須首重愛護鄉土，透過畫筆不僅可以記錄，做到另類保存，並且也

可以傳遞感情。 

高燈立的畫風我曾經把它劃分成二大類，即：鄉土紀實和抒情表現。鄉土紀實類，就鄉

土情懷而言，這類作品表達顯得比較直接，技法相對較寫實，比較忠實於景物的客觀描繪。

實際作品，例如：新北汐止康誥坑、台北古亭紀州庵、台北南港畚箕湖、台北南港湖仔內…

..等。其次，抒情表現類，雖然這也是以客觀景物為素材，但是為了迎合畫面的美感需求，

景物的取捨與變動較大，畫法較率性和隨興。例如：新北三峽竹崙聚落、宜蘭員山內城聚落

、宜蘭五結暮色、台北南港湖旗仔崙產業道路…等作品。就鄉土情懷而言，這類作品則是情

感的昇華與轉化。猶須一提的是，高燈立的水彩畫風，與一般常見的淡彩有別，相對性的他

毋寧偏好乾筆重彩，這很可能與其衷愛古建物有關，意圖呈現出古樸的歷史氛圍，所以整體

上遂予人帶有泛印象風的油畫之感。透過這次的展出，相信交流與分享的不僅僅是畫面的賞

心悅目，他的畫外情懷亦能引發觀眾於心靈深處泛起溫馨的共鳴與漣漪。

高燈立表示，「鄉村」是一個區域甚而是一個國家的文化縮影，因此，寫生的題材多為

歷史相關的地景描寫，這就是有別於文字的另一種歷史記錄。他指出，繪畫除了可喚起社會

大眾對人文關懷注重外，更可呈現台灣人文地景之美，讓民眾也感受自己居住的環境文化內

涵。這場呈現台灣人文地景之美的寫生。

序 文



 童年‧童顏

童年坐擁山林，出入沿著小溪細行於山澗，加上水聲為伴，上學的路程不寂寞……，這

些美好的記憶至今仍烙印在腦海中，於是，透過繪畫追求那疊印在時空的顏色與一張張風景

畫面，是一種小確幸；回憶雖是那般美好，但也有對自然現象感到恐懼的時候，就像小時候

看到彩虹，心中對那種瞬息萬變的自然現象，感覺既好奇又害怕……。 

每到鄉間，除了對聚落歷史的追尋與探討，並透過彩筆將現場實景寫生，這些寫生的對

象，和我的記憶周期幾乎是貼近的，或許是和寫生對象早已結下繪畫之緣吧！又或許，這些

地方早已神遊，只是不知何時經過此地，直到數十年後再次相見，於是：翠綠色、土黃、藍

色、青綠、東方紅……都在腦海中開始隨著畫筆，將這些色彩的密碼一一解密。 

秋天，細雨紛飛時，經常獨自坐在老家屋角的大葉楠木下，凝視著飛行機在松山機場起

飛後，經過汐止白雲山上空的情景，直到飛行機消失為止，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不久後，竟

看到黃昏的彩虹，在屋後綠竹林上空升起，我們家鄉將它稱為「通天框」。其中七彩虹中以

紅色最顯眼，直覺這好像會吸人的血，不然「管子」裡的紅色從哪裡來？等到它再出現時，

更不敢直視，於是跑進屋裡躲起來，等到上小學的自然課程時，才明白彩虹是多麼的美啊！ 

小學四年級開始，最喜歡的課程是國語、音樂、美術，如果教室門口功課表有這些課程，

一整天的心情都會特別好，當科任老師林明華用粉筆在黑板上作畫示範時，那流利的線條揮

灑令人欽羨不已，於是萌生對美術課的喜愛；由於沒有學過畫，於是透過腊筆，臨摹畫家郭

博修的水彩名信片作畫，內容大多為台灣早期風景寫生，那生動的台灣街景描繪令人愛不釋

手。直到國中三年級，原本要放棄升學做機工學徒，但受到美術老師黃誠成的鼓勵報考復興

商工美術工藝科，入學後更受李琪蓮和畫家胡笳兩位老師指導；原本國中畢業後，即需投入

職場工作，結果因家境因素勉強念完高中，畢業後即優先找工作，歷經：從幼獅文化、報社

編輯乃至採訪工作，直到工作三十五年後離開職場。

為了一圓少年畫家之夢，於是重拾畫筆創作，從業餘的繪畫興趣，轉入水彩寫生及油畫

創作；如今重回山林，解開童年至今儲存已久的色彩密碼。

最後，感謝大華科技大學提供藝文中心的展出空間，也感謝藝評家陳才崑教授對敝作精

確評析，更感謝支持我的家人，及鼓勵我的師長與友人。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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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燈 立 ／ 繪 畫 歷 程 簡 介

‧高燈立（桐歌），臺北市南港人，民生報退休

‧美術啟蒙：舊莊國小／林明華老師 

‧設計啟蒙：南港國中／黃誠成老師 

畫展經歷： 

．名家畫桃園作品聯展 

．桃園縣文化中心展出(水彩) 

．臺北市龐畢度藝術空間開幕展(油畫) 

．美國懷俄明州凱斯堡市巡迴展(油畫) 

．臺北市社教館油畫八人展(油畫) 

．水返腳十人油畫聯展(油畫)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懷恩畫廊畫家聯展(油畫) 

．臺北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名家聯展」油畫 

．基隆市一方天地藝文中心「開幕展」(油畫) 

．臺北縣水返腳驛站美展聯展於汐止火車站大廳(油畫) 

．臺北縣汐止藝術家聯展於汐止民眾活動中心(油畫)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畫家聯展(油畫) 

．臺北市國立中正紀念堂藝術家聯展(油畫) 

．臺北市萬芳醫院畫廊父親節聯展(油畫) 

．臺北市野草畫會聯展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油畫） 

．作品捐助九二一震災復建(水彩)  

．臺北市萬芳醫院首次應邀水彩個展（2013.10） 

．大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水彩個展（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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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窯大尖山　四開　2008.06.20
故鄉的容顏

清晨 鳥兒把太陽公公吵醒後

     接著灰窯大尖山也醒來

     它帶著金色的「皇冠」向山腰上的子民道早安

中午 窗外微風陣陣的說：春天來了

     大尖山披著一件白色的輕紗

     依偎在她身旁久久不去

黃昏 枯葉被風捲起又落入草叢

     太陽揮手道別後

     雪山也披著薄紗在蘭陽平原散步

向晚 風兒掠過秧苗嬉戲的田野

     水珠在姑婆芋的葉裡隨風起舞

     故鄉的影子在池塘裡盪漾

子夜 灰窯溪水靜靜底流

     大坑溪畔的搗衣聲

隨著節奏迴響到天明…。

註：灰窯大尖位於臺北市南港大坑灰窯與新北市深坑土庫聚落的界山，鞍部為通往

石碇及深坑楓仔林的要道，高約 300 公尺，這裡是作者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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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寮　四開　2014.11.18
南港產業包種茶  腦寮研發銷世界

　　初冬的山雨，滴在臉龐愈覺青冷。在品嘗坪林所產製的包種茶後，讓我想到包

種茶的研發始祖，分別為南港大坑腦寮的王水錦與魏靜時兩位研發者，隔天即驅車

上山，用畫筆追尋台北市南港包種茶原鄉腦寮的產業故事 ....。

　　臺灣包種茶研究發展的原鄉在今臺北市南港大坑的腦寮聚落，主要研發者為清

代的王水錦和魏靜時兩人，直至日治時期，腦寮成為臺茶研發製造傳習所，如今僅

剩破落遺址而未見古蹟全貌。

　　觀此一廢墟，等同是臺北市南港包種茶產業風華不再，就目前所遺留的危牆，

是製茶師魏靜時祖厝遺跡處，這曾經由魏靜時住過的石牆建築，如不再被正視，這

段歷史可能將飛灰湮滅。

　　為了保存這有力的圖象證物，在寒風中除了用影像記錄外，在古蹟即將隱歿之

際，以水彩寫生創作方式，留下珍貴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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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秋色　四開　2014.10.21
「湖仔內」山谷 秋陽映彩樹

　　秋陽彷如掃瞄機，讓臺北市南港四分仔「湖仔內」野溪山谷的綠樹，在秋陽斜映下，呈

現多姿多彩的容貌。

遠望山邊左側是大屯山系主峰七星山，右方是內湖與汐止山列的五指山系。來到這裡觀山看

谷，必須從「湖口」轉進這看似不起眼的聚落道路，卻有著豐富的人文產業地景。

　　此一入口處是「光復」前後的煤產焦炭窯所在地，現已做為瓦斯分裝廠；再沿著山徑順

著「鐵枝仔路」的遺路，入內約五十公尺左方，可謂拾荒者的天堂，加上崖壁層層堆疊的神

佛陳設，應是當年大家樂和六合彩的遺構吧！

　　接著，聚落的土地公廟銜在左方山壁，據在地人士口述：由於聚落居民多為礦工，生活

清苦，學生放學後行到此處，幾乎都會在土地公廟前的石桌寫功課，直到天黑之前才回家，

這可說是礦區學童在困苦中學習的心路。

　　由於，小徑兩旁雜草叢生，加上荒疏山徑分外虛冥，如果這是說首善之區的台北市顯然

有些諷刺；愈行至路的盡頭，展望點愈佳，頗有期待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驚豔！

再往山路上行不久，眼見路旁有一農戶，於是在庭前欣賞秋陽西斜的美麗山景，除了山谷綠

樹，還有三號國道線陸橋跨越「湖仔口」上方，在動與靜之間增添山谷寧靜與喧囂的高速公

路車陣中。

　　西落斜陽映照，山谷綠樹呈現秋色之美，這裡曾經是礦區，山谷小野溪旁是小台車運輸煤

炭的通道，這野溪源頭正是三腳木山與山豬窟山綿延羅列至一等三角點的土庫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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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仔崙產業道路　四開　2014.11.17
旗仔崙產業道路

　　行於「湖仔內」往後山的產業道路上，兩旁盡是鐵皮屋和聚落廢墟‥…，其它

就僅剩下高聳的五結芒，及瀰漫在初冬的近山遠影；這裡就是臺北市南港的九如旗

仔崙山區。

　　由於，丘陵地為土庫岳山的支脈，爪字形分布的稜線致使產業道路蜿蜒曲折，

在每一條稜線中順山谷向下望，除了遠望「新埤仔口」外，「湖仔內」礦業聚落、

茅草埔及中華工專的潘、蘇兩姓聚落，再轉進另一處彎道後，俯視「十八羅漢洞」

那聳立兩旁的巨石正向你招手，最後一處彎道即是後山紅棪林的王姓聚落。

　　微雨中，俯視「十八羅漢洞」，令我想起青年時期，和同鄉友人在十八羅漢洞

烤肉的情景，當時手提收錄音機才開始流行，在山谷中播放起萬沙浪所唱的「娜魯

娃情歌」，當年此地可是極具熱門的景點，山谷遊人如織，加上處於兩列巨石聳立

下的山谷，唱起歌來節奏響亮，迴音又大，我倒覺得比較像「迴音谷」。

　　關於十八羅漢洞的傳聞很多，如：長輩談及這裡曾有和尚誘騙當地少女出家、

失蹤，當然這也僅是傳說，但在當年前往烤肉後沒幾年，十八羅漢洞隨之封山，最

後只聽說過發生火警後，即未再造訪該處。

　　天色在沒有霞光的時空中漸漸暗下，心中還和畫筆游走中憶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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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箕湖余家老樟樹　四開　2014.10.28
霜風山谷起 老樟護余家

　　午後，山谷颳起霜降後的第一道寒風，微弱的陽光似也帶著疲憊氣息說，咱們

走吧，來去畚箕湖山上老同學家旁的老樟樹下休息看風景吧！

　　「畚箕湖」是台北市與新北市大坑溪上游兩岸聚落的地名，由於地形酷似畚箕，

故名。大坑溪上源左岸余家古厝聚落，有棵百年老樟樹，這棵百年老樹是台北市登

記有案的老樹，由於身分特殊，誰都不能動它，它更是南港大坑畚箕湖余家古聚落

的守護神；它看到山區聚落的興衰，也守望聚落居民世代更替，原來畚箕湖的余氏

古厝家族，早在明鄭時期即移民來台，最後定居畚箕湖……。

　　老樟樹迎接山谷吹來的寒風，隨之將山邊的白匏樹葉翻起，層層粉白捲浪，樹

下的鐵皮三合院舊屋正廳，以坐東南朝西北方向，俯視山谷小徑的動靜，而部份土

确厝山牆已傾頹，大廳披覆著紅色的鐵皮「外衣」，帶來些許暖意。

　　這裡的原始建築形制為三合院複護龍的民居格局，建築材料以：土确、硬質沙

岩岩塊為主，屋頂再覆以茅草，台基以長條硬質沙岩砌成，再以岩塊砌約三尺高，

再疊砌土确以硬門風，更以較講究的紅磚砌建門面。

　　目前，余厝的聚落建築，不再是當年傳統民居原型，雖有三合院形制，但再用

覆鐵皮覆蓋屋頂的情況下，在新舊建築交疊中愈顯突兀，但老樹依然挺立，哪怕是

陣陣寒風進逼……。

　　此時，天色逐漸昏暗，冷颼颼的寒風，正響起下山的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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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豬窟坑仔口　四開　2014.11.24
垃圾掩埋山豬窟 坑口守護福德宮

　　山豬窟聚落，位於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底，為山豬窟入坑坑口，此地正是

昔日的梯田盡頭，道路右轉為山豬窟溪溪底上山起點；早期傳統產業以稻米、柑桔

為主；後來，礦業進駐後，山豬窟溪成為污流，再匯入大坑溪，這些礦泥水，這些

污水主要來自豐台煤礦的煤屑和堆土造成不定時污染。

　　山豬窟溪經龜山巷聚落匯入大坑溪，兩岸散居：林、鄭、高、蘇、周、羅、潘…

等族姓聚落；後來，因礦業開採成本高，加上採礦屬高危險工作，而逐漸沒落，直

到臺北市政府在山豬窟設立垃圾掩埋場後，使部份住戶它遷，原始地貌也為之改變。

　　聚落守護神──舊莊山豬窟坑口福德宮，原始廟身為石板砌成，後歷經多次改

建成今日規模。據從更寮腳來山豬窟溪畔種菜的張姓居民表示：除了坑口福德宮，

在南深路也有一座，主要是從坑口分靈，以負起保護居住偏遠深山區居民之責。

　　「坑仔口」早期非當熱鬧，往來行人多，是進入山豬窟主要通道；目前，因

掩埋場設置其中，並設游泳池一座，因此除了泳客外，其餘幾乎沒有什麼人煙出

入……。

　　目前，山豬窟坑口處蓋有舊莊街最早的社區──田園綠莊，這裡是進入山豬窟

的坑外起點，而隱於社區內的林姓和鄭姓民居，仍保有一條龍傳統古厝，這古建築

正靜靜底訴說在地聚落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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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古亭紀州庵　四開　2015.01.16
臨溪寫生紀州庵 飲食文化古亭庄

　　清晨，金色的陽光灑在宜蘭平原，一如陽光普照雪山口之晨，是那麼的亮麗純

淨，就趁這好天氣，正是最好的寫生日，於是收拾畫具至臺北古亭庄紀州庵寫生！

　　位於臺北市同安街的紀州庵，是日治時期 (1917~1928）平松家族在新店溪畔興

建的「紀州庵支店」；記得中學時期到螢橋時，曾行經此處，今日所見已是列入市

定古蹟，成為人文藝術餐廳與咖啡等休閒空間，環境也乾淨很多。

　　該建築緊臨新店溪畔，此際遠眺新店溪時，可想像昔日沙洲上的秋芒及堤外跑

馬場，與遠望公館方向的水源地，還有朝山之雪山山脈北段盡收眼底，足令人想像

當時騷人墨客駐足的場景；惟惜，水泥牆高架道路阻隔，擋住人文天際線，還好市

政府設置了觀景高架梯道，俾利旅者登高益發思古幽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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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宮暮色　四開　2013.05.13
龍潭大埤南天宮

　　桃園龍潭的地名和龍潭大池有關，大池是早年居民興築而成，因為池塘裡遍佈

野菱，最早稱為「菱潭陂」，相傳久旱時在陂塘旁祈雨就會下雨，因為靈驗，又稱

為「靈潭陂」。

　　而大池的南天宮，是一座：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廟宇，建築雄偉，美侖美奐，

莊嚴中透露著古色古香風貌，除廟宇正殿壁兩廂樓房外，還有南天盆景園，南天水

上育樂場等設施。

　　由於廟前潭水清澈，湖光澈灩，天然美色，令人低徊吟詠，足心神嚮往之。早

年服役陸運總部時，常至此散步寫生；如今回到舊地寫生，一轉眼過了四十年，除

了廟宇，景物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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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光晨曦　四開　2009.08.20
魚池「東光之晨」

　　南投縣魚池鄉的東光聚落，早期以生產木屐和稻米為主，由於人口外流使稻田

荒蕪，於是改種：四季豆、過貓、金針、檳榔……等。

　　東光聚落舊地原為原住民「木屐囒社」所在地，因生產木屐木材都在東光村之

故，故當地居民喚「木屐囒」而得此一地名；聚落姓氏以：蔡洪兩姓為當地望族，

東光聚落與仁愛鄉的中正村的「卡度」布農族部落相鄰，族群互動和諧。

　　「木屐囒社」是日據時期日月潭七社之一，國民黨來台統治後，改名東光村。

由於風景秀麗，更可在東光聚落中仰望旭日東升，映照水社大山之金黃山頭美景而

得名「東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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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韶林班宿舍　四開　2013.06.05
部落雲霧多變化 洛韶深谷聽清音

　　午后，至洛韶山中參訪古琴製作古琴陳光先生，從中橫公路上山途中，千折百

轉迴盪山中，在層層雲霧裡，一下子隱沒，不一會兒又從雲霧中竄出山嶺，直到洛

韶時，雲霧已在山谷中沈浮徘徊。此情此景千變萬化，心中振奮無比；於是在天黑

前，畫具在陳光居所門口落下。

　　陳光大師門埕入口處，有一林務局巡山宿舍，及一旁巨聳的扁柏樹，再往山谷

俯視雲海正在簇擁形成中……；時近黃昏，加上美景不遠求，心中直覺美景就在當

下，於是執筆繪之。

　　山谷由遠而近傳來不同鳥鳴，村落疏竹掩映，稀寥燈光漸漸稠密，遠方慈惠橋

的瀑布聲愈趨明顯，原來天色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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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廢棄的煙樓　四開　2014.08.22
美濃菸樓形猶在 產「葉」風華成絕響

　　菸樓，可說是美濃極具特色的建築，在菸業顛峰時期，幾乎是「三步一菸樓、

五步燒煙飄」的產業地景；目前，美濃菸樓所剩無幾，高雄市政府正有系統規畫保

留中。

　　有「菸城」之稱的美濃，菸草一直是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早在 1938 年，日本人

大力推動菸葉生產，更造就美濃 162 座菸樓特殊產業地景，這是美濃有計畫種植菸

葉的極盛時期；美濃將近一半的可耕地，幾乎都用來種植菸葉，菸樓也多達上千棟

之多。

　　據導覽人員指出，入冬後到農曆春節前後，是菸葉收成期，當菸葉採收後，即

送進菸樓裡燻製，製作流程要十幾天，且日夜都不能斷火，因此菸農全家人都要輪

流看守，極為辛苦。

　　由於，菸葉產業沒落，菸樓景觀也因閒置而荒廢，幸好經過在地的美濃文化保

存協會發動「菸樓保存、文化長存」，及當地文史工作團體和市政府將老菸樓規畫

為：民宿、咖啡屋、藝術創作工作室，或展示空間等，讓廢棄空間活化再利用，因

此美濃的文創產業未來前景正升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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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漁港　四開　2008.07.14
馬公第一漁港

　　七月正熱，閒逛澎湖港邊，任由海風拂面，感覺上是鹽份敷臉，更帶些許鹽味。

   天空無雲，陽光熾烈更顯得刺熱，於是俟著店家一間間的參觀欣賞海景，於是

在「澎湖故事妻美術館」店家落下，主人陳真修（丘緩）夫妻有著一股濃厚的藝文

氣息，一場講聊之下了解到她世居桶盤嶼，後來舉家搬遷至馬公本島成立澎湖故事

妻。

    細看了店家文創品，果然有創意，她說：這裡賣澎湖的故事，哪怕是一粒沙或

一件手繪衣服，都會讓人記一輩子，這就是「故事」。由於被港區風景所吸引，於

是商借她小女兒的簡單畫具，在門口畫了兩幅（另一幅被收藏）港區作品。

從畫面顯示，港區已從傳統街道立面逐一改變中，右方的大樓已一幢幢蓋起，昔日

的港區，不再有從前的歷史氛圍，欲了解其史，只有從「澎湖故事妻藝術館」裡查

詢了……。

　　她的「故事」正在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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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聚落尋幽　對開　2012.11.03
車坪寮山北港溪 廖家聚落柯子林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溪旁的汐萬路，是通往車坪寮山（五指山 699 公尺）觀景極

佳之處，於是驅車從川口沿山谷挺進，到了北港溪中段的柯子林廖家聚落橋頭，發

現美景當前，應歇息寫生。

　　以北港溪之名的溪流，在台灣最少有十條以上，而位於台灣北部新北市汐止區

的北港溪，係屬淡水河系之基隆河支流。由於，北港溪發源於車坪寮山系，向東南

流經：柯子林、烘內、川口（叭嗹路與汐萬路叉路口），最後從伯爵山莊旁注入基

隆河。

　　廖氏聚落位於北港溪右岸柯子林段，該處有一平坦河階，廖家聚落依河階地緊

貼丘陵地興建；該聚落為傳統合院建築，取材以硬質沙岩砌牆相當堅固；由於北港

溪風景優美，小橋、流水、人家，有如桃花源勝境，美景當前令人流連。

　　此一畫面小橋橫跨北港溪，溪畔綠樹掩映，村人遊走於間鄉間，呈現一幅悠閒

之樂的氛圍。畫作右邊為汐萬路沿溪而上，如入桃花源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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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誥坑水源地　四開　2013.04.30
聚落古道康誥坑 產業歷史水道頭

　　位於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的康誥坑溪上游，係白雲社區境內的誥坑水源所

在地；此一水利設施是日據時期汐止街長陳定國在擔任街長時創建，始建於大正 15

年（1926 年），是汐止人早期最重要的現代化水利設施，也是當地居民主要的飲用

水源。

　　早年的「水道頭」曾有水壩設施，因水災沖毀，目前尚遺留有水源汲水口遺跡，

和石門崁的淨水場。由於，此一水源是日據時期汐止現代化的水利設施，因此，當

年（日據）竣工時還立了「汐止水道佈設記」勒石記於康誥坑溪溪谷中，此畫主題

亦為此，除了留下影像外，藉以留下寫生作品歷史見證。

　　由於「水道頭」的竣工，也引領當年汐止人飲用水走向現代化。惟惜，這汐止

重要的歷史文物，目前碣石蔓草覆生，主管單位未能有效管理至為何惜。因此，此

一歷史遺跡是見證汐止水利現代化發展的唯一歷史印記，應予保留為汐止重要文化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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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角驟雨　四開　2012.09.03
有木落雨狂 黃土成飛瀑

　　新北市三峽的插角山區美景早已心嚮往之，奈何車行到山區，午後暴雨直直落

下，產業道路幾乎成為河道；雨水從山壁沖下令人驚悚，心想，反正都來了還是得

到目的地寫生！

　　到了制高點，以為可以看到大豹溪谷的層層山巒，當暴雨洗滌山林後不久，整

個出林被霧鎖住，能見度不及一百公尺，顯然無法看山作畫了，只好在可避雨的空

間外廊下寫生作畫。原本可畫兩幅畫，就因這場雨下得太久，僅能畫一張……。

　　眼看雨勢漸歇，望著溪澗源頭上端，帶著黃色的泥巴水急流而下，進入人工水

潭中，就以這「驟雨後的溪澗」為題材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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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微雨　四開　2013.05.04
多山平溪煤產豐 天燈知名天下知

　　河床平平，水流緩緩；山尖高高，鐵道彎彎；河階層層， 天色鬱鬱；落雨微微，

溪谷和龢。

　　悠遊平溪拱橋隨，溪畔街屋引塵灰；遠山集雨挾雲霧，一陣雨落催人歸。

　　零星飄雨，在平溪的谷地上，在沒有雨具的情況下，還是硬著頭皮畫下去，看

是否老天賞臉能不再下雨。

　　畫了許久，忽然有遊客站在後面，不知看了多久，寒喧之下，原來是來自桃園

中壢市的一家三人；由於，擔心雨愈下愈大沒有人為我留下影像記錄，於是在畫未

完成時就請來自中壢的黃先生協助拍照，留下五四文藝節在平溪寫生的記錄。忽然，

接續一陣大雨，只好將畫具搬到橋下邊躲雨邊完成後續未完成的部分。

　　平溪區位於基隆上游，也是基隆上源處，為新北市下轄之區，由於境內多山，

且陡峭的狹谷地形，加上就業機會少不利就業，因而成為新北市人口最少的行政區，

但也因平溪天燈民俗活動之賜，每到新春放天燈的季節，平溪 地區成為知名的觀

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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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秋暮　四開　2014.09.28
坪林望深秋 賞景北勢溪

秋天在北勢溪落腳

跟隨深秋的腳步

在溪水中駐足

直到冬日蒞臨前夕

山坡的包種茶田

在夕日斜映下散發清香

這茶香從十九世紀傳來

水庫正逐漸淹沒那歷史的清香

蔣渭水高速公路

採走了茶街的商機

於似乎新北市用低碳來餵養坪林的胃口

坪林人直呼：呷袂霸啦！

水柳腳古橋是兩岸經濟命脈

從北勢溪古橋望秋景

第五國道橋跨越鑽入雪隧中

金瓜寮溪水流讓低碳加重了

坪林秋暮

　　坪林是文山包種茶產量最豐的區域，惟

因翡翠水庫興建，茶田面積逐年減少。出了

坪林交流道後，街道茶莊林立，此一地景略

古意，更展現在地產業特色。

　　日暮餘輝映在多彩的茶山及林地，雪山

隧道口的高架橫越北勢溪，這時不禁回憶

三十多年前，曾在橋下露營的往事，沒想到

幾十年後，此處變得如此光景。行於水柳橋

上回憶當年，相較之下，北勢溪快被橋樑覆

蓋，不再是曲流無盡處的詩意情懷……。

　　在思索昔日種種，不知不覺中日落昏

暗，此時已忘秋深時節晝漸緊，再不畫就摸

黑了；於是，將畫架立於水柳舊橋，用水彩

筆賞景兼塗鴨。

　　昂首，西邊山頭上的彩霞，如燃煤炊煙

散去，只有西天的天光向東看去，星星閃亮

在水聳棲坑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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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茄　四開　2012.05.24
有茄苳樹的後院

　　年前，在宜蘭羅東鎮「若水藝文空間」後院，有一棵四層樓高的大茄苳樹，從

一樓窗台看出去，竟望不到建築頂端，樹冠枝業茂密，是盛夏乘涼的好所在，奈何，

年前（2014）因地主結合建商建屋，樹被砍除不知去向，於是後院被四層連棟樓房

檔住視線及早晨的陽光，從此後只能被強迫興遠方的雪山山脈說再見。

　　這裡地名稱為樹林，其實是「柿林」衍伸成為「樹林」，後來成為聚落的地名；

後院如果扣掉空地，僅剩一條窄窄的防火巷，目前這塊土地已和建商合建至四樓頂。

　　當年居住此地居住，主要是看到這棵茄苳老樹的才定居下來，除了雪山山脈北

段的晨昏美景，更與這裡的鄉里好友結下好因緣！

　　為了與這老茄苳樹道別，在老樹被砍除之前半年，在後院寫生而留下這茄苳的

形貌，同時在砍除之前也舉辦了一場茄苳老樹的惜別音樂會，並邀集地方文化工作

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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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日暮　四開　2011.11.27
湖畔日暮

　　宜蘭羅東林場文化園區昔日種植的細木今日已成林，能在秋風舒爽的日子裡於

林間散步是一大享受；此際正值「日頭」已近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落下，那湖

光（貯木池）映著天光，彷彿鋪了一層棉紙隨風吹拂擺動，讓人忍不住的想取筆墨

揮灑一番，旅人在湖畔的步道上迎著深秋的微風，散步於湖畔，欣賞那湖與天光，

悠閒自在。

　　風漸漸涼了，旅人陸續散去，此時轉身驚覺湖面之美，加上行人穿梭湖畔的步

道，那靜動畫面極為感人，因時間的關係，於是取出畫紙速速畫完剎那間的美，約

十數分鐘，留下這一段令人難忘的記憶。

　　為了不破壞此畫面，以隱藏方式簽名，讓渲染的效果不至於突兀。初晚，華燈

初上，行於羅東街頭，建築新舊雜陳，已感受到羅東正在蛻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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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暮色　八開　2014.05.23
行於仁五路 鑿痕五結史

　　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仍未見停歇，只好趁雨隙黃昏的一點時間，在宜蘭縣五

結鄉仁五路雙興橋上寫生作畫。

　　走在曾經採訪過之有機農戶的田埂上，往返經過路底的灶君廟，再折返至雙興

橋，看著五結大排支線的水道波光，想必是日頭西斜的光景，腦中回想灶君廟「觀

落陰」的陰陽對話傳達的流程，在腦海中產生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迷團；再遠溯清

史背景的台灣，這習俗就跟開墾的先民傳到平原上，甚至成為原漢合一的共同習

俗………。

　　由於，當時民智尚未開，生活簡陋，風俗習慣自是原始，加上其居處多為平地，

故稱「平埔蕃」，族群以狩獵為主，居其曠野豪放無拘，過著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的生活，社會關係一切皆屬草莽。

　　據史五結公所網路記載五結的地名，係傳說是清代平埔時期的五蕃社聚落之

地，直到清代，福建人林漢生率眾到此開墾，是為漢人開發該地之始，到了嘉慶

十五年，五結鄉已略具村落規模，遂更名為五結。

　　從雙興橋朝西望去，回想過去，望見當下是一片平疇綠野，幾戶農舍參差其間，

加上五結大排居中流過，呈現寧靜的農村樣貌。

　　五結鄉經過歲月邅遞，在指隙間流過數百年，而曾經在這土地走過的各族群，

萬萬沒有想到，昔日的草莽、爭戰、打拼，終可換來寧靜和安定的文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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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行館三川聚　四開　2014.11.16
棲蘭行館三川聚

　　昔日原為宜蘭縣大同鄉棲蘭苗圃招待所的「蔣介石行館」，今改為供遊客參觀

蔣介石視察苗圃的影像史料展示空間，由於，地處林中隱密高處，成為棲蘭苗圃的

制高點，從高點俯視苗圃園區，風景極為優美。

　　從庭前俯視，除了朝山的太平山系外，山谷更有三溪匯聚，分別為：多望溪、

田古爾溪、及蘭陽溪等三溪匯流，成為山川美域，而三條溪流稜脈末端酷似三龜汲

水，於是有些駐地解說員，更穿鑿附會說蔣介石為龜神轉世來解說地理。

　　由於行館空間為當時戒嚴時期的產物，其設施安全備受重視，在建造之初大概

也都有安全考量，除了居高臨下之制高點安全考量外，取好的風景畫面角度也是很

重要的。

　　山中傳來陣陣鳥鳴及淙淙的流水，而遠處山谷深處的蘭陽溪，傳來的風聲，更

增深秋的涼意……，這麼好的環境，好景美在天成，坐在美地寫生是人生一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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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林望梅開　四開　2013.12.03
枯林望梅開

　　棲蘭山莊的梅花初綻，在櫻花樹葉落盡後，也蠢蠢欲動的亟欲擠出花苞來……。

山莊的後方有一條登山步道，此一步道為山莊後方的小泰山，老子說：「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沿途猴群熱情隨行，更在巨楓樹上伸展四肢表演「特技」，真是欣羨

獼猴的武功及靈活的手腳；欣賞完特技後，實有見好就收之感，於是有上行太平山

行旅的打算，那就心動不如行動吧！

　　於是取出畫具擺上畫架，進行一場冬陽下的寫生，將遠山及「枯林」躍然紙

上，而遠處的山莊建築屋頂作三筆收尾；美景當下，藍天遠山近樹為成為寫生的藍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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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梵微雨　對開　2014.05.15
梵梵微雨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部落為泰雅族聚落地，原布落社名為「梵梵」（Bon-bon），

是鹿角茸的意思，分下部落及上部落，梵梵溪彎曲流過部落山谷，最後匯入蘭陽溪，

再循梵梵溪灘地上行深谷，可達梵梵溪溫泉，此處為野地溫泉。

　　梵梵溪（芃芃溪），泰雅族語稱 Bonbon, 應譯寫為芃芃，「芃」，音「朋」。

而一般地圖幾乎全被誤寫為「梵梵」；而山谷中的梵梵溫泉，依地質分類屬於雪山

山脈變質岩溫泉，依型態分類屬於野溪溫泉。

　　行至梵梵巷的英士部落，入口處有一梵梵亭，專供欣賞溪谷景觀而設；此時，

天空下著微雨，於是進入亭內躲雨寫生。作品畫面以橫越梵梵溪口的英士橋為前景，

順著水的流向，遠望蘭陽溪谷的河階地形，及溪埔地的西瓜田。

　　寫生結束，雨亦停歇，該是返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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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蘭部落　四開　2014.04.29
加蘭部落 蘭陽美山水

　　從棲蘭山莊出發，過了蘭陽溪峽谷底端的家源橋後，叉路的左方是往太平山的

第一站「土場」，這裡就是太平山林場鐵道線的運木起站；右轉是往武陵農場方向，

就在陰天正午，驅車行於台七甲線上，經過獨立山的工務段後，整個蘭陽溪平坦河

階景觀盡入眼簾。

　　數年前，曾經前往南山村享受部落欣賞田園景觀之美，因行程的關係，這次僅

停留在加蘭部落寫生；過了兩座橋樑後，在一處緩坡的河谷農場停下，向農場工作

人員表示寫生作畫後，熱情的農場主人還奉上茶水，並自我介紹一番。架好畫架後，

開始這一趟寫生行程。

　　由於，眼前山景與河階景觀美不勝收，心裡祈禱希望老天不要降雨，讓我將寫

生順利完成；在等待畫紙晾乾之際，引來工作人員圍觀，老闆說「我們這裡第一次

有人來這裡畫……。」

　　為了答謝主人的鼓勵與協助，將隨身攜帶的手風琴，和大夥同樂；此時，農場

主人進一步表明身分，他說：二十年前曾經打過爵士鼓和彈吉他，於是兩人一見如

故，主人取出吉他，我們在蘭陽溪的加蘭部落山谷盡情彈唱，讓樂聲與歌聲迴繞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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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谷　四開　2014.11.09
霧鎖蘭陽溪谷

　　秋末冬初，濃霧一會兒上高山看看風景，一會兒又壓近深谷，和鳥兒、魚蝦說

說話，然後又和風玩起捉迷藏，或又躲在後山，讓湛藍的天空展顏歡笑……。

　　細雨，從往四季和南山部落趕來湊熱鬧，遠看煞是銀白色的布幕，輕輕落下，

似正期待好片即將上映的好心情。這樣的天氣，一天之中三四起，真是精采絕倫！

為了取足水量灌溉農作，蘭陽溪水往往被引到菜圃就近使用，時值初冬，早在夏秋

兩季整理過的溪埔地，更感覺到初冬的寂寥與荒蕪，等到隔年的春末，這溪埔地才

會再掀起一陣熱鬧景象。

　　畫面左方的山路，是台七甲線公路，這是中橫支線之一，南向可經由：獨立山、

加蘭、留茂安、四季、南山等部落，再由南山部落越嶺至思源埡口分水嶺處，這裡

是攀登南湖大山的登山口，下斜坡不久後即可達武陵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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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洋部落秋深了　四開　2014.12.19
找尋莎韻的足跡

　　一早，準好畫具，驅車前往南澳鄉金洋部落寫生；過了東澳後，再往南澳方向

還要繞一座大山，越過山頭後，腳下即是太平洋。進入南澳街道後不久，即進入武

塔部落，再轉入金洋部落之前的莎韻橋，最後到達金洋部落。

　　寧靜的原住民部落，及周邊的山景，在副熱帶的臺灣灣氣候裡益顯變化，美不

勝收。繞行部落的長老教會教堂一周後，那民居建築極具部落特色，為了更多的了

解，與部落居民閒聊，經過訪談後，才得知同為泰雅語言，卻和蘭陽溪泰雅系統語

言有些差異……。

　　回程時，經過莎韻橋，頓時令我想起「莎韻之鐘」的過去那段歷史，於是在寫

生結束後返程時，不由自主的到南澳鄉的武搭部落的南澳南溪橋頭，憑弔日據時期

「莎韻之鐘」的故事；幾年前，為了找尋泰雅族少女莎韻的足跡，企業人林克孝也

曾為此捐軀山林……。

　　除了過去的淒美歷史，告別了金洋部落這好山好水的美地後，腦海中仍依戀著

飯包山下南澳南溪迂迴崇山峻嶺間，所構成的美麗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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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頭　四開　2013.02.19
老火車頭 訴說林業史

　　斑剝的老火車頭，它承載著近一世紀的產業歷史，在宜蘭縣羅東鎮的「羅東林

區管理處」的鐵道森林裡，默默的為遊人訴說當年行於太平山鐵道的故事……。

　　太平山鐵道沿途有十個站，從羅東的竹林站開始，分別有：歪仔歪、大洲、二

萬五（萬富）、阿里史（三星）、天送埤、清水湖、牛鬥、樂水、土場等站；除了

提供旅人憑弔過去宜蘭太平山的林業史的設施外，園區內另一端更有相關生態設施

步道，一旁還陳列的運木材的老火車，供遊客拍照、觀賞。

　　老火車頭的左側為「竹林火車站」，目前改為休閒場所；站體旁更有往羅東 0.6

公里─往大洲 4.8 公里的站牌，以還原當年的歷史氛圍。



31

內城微雨　四開　2014.05.05

竹崙秋意　四開　2014.09.22

內城微雨

　　行於宜蘭員山內城的村道上，天空正下著微雨，在昏暗的西天遠處，落日微光

乍現，這是內城鄰近太陽埤的客家聚落。

　　此處的田園開闊美麗，水質潔淨，座落山邊的內城聚落，在雨中的黃昏格外寧

靜，彷如置身桃花源之境。

　　在畫作未乾之際，一曲「里之秋」透過長笛吹奏聲中響起，讓原本的昏暗，在

夕陽探出光線之下格外美麗。

竹崙聚落 美在初秋

　　颱風過後秋意濃，山中午后一片青綠，這是新北市三峽竹崙美景入畫好時機。

　　驅車到此山中，可能是午前的陣雨留下的山嵐，天空夾雜秋深的氣息，顧不到

往熊空及鹿母潭的公路旁車多，畫架架上就是了，此一好景怎能錯過呢？

　　此處為：新店與三峽中繼村落，也是茶業的集散地之一，加上竹坑溪流貫竹崙

山谷，左岸竹崙路在竹坑橋與三層坪路交會，形成化外美山好水的清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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