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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滬尾的中西繪畫藝術概況 

第一節：歷史變遷對繪畫藝術的影響 

荷西佔領時期，其動機純為掠奪地方資源，對永久佔領的計

畫因時勢變異而無法實行，故無藝文上的建樹。是故將歷史分為

一、明清時期，二、日治時期，三、台灣光復前後，四、近代 

一、明清時期： 

  根據《台灣省通志》“藝術篇”記載「台灣初為海外荒陬，“山

胞”巖居穴處，茹毛飲血，以營原始生活，雖有雕刻、繪畫，別

具風格，然其繪刻技術，均甚稚拙；至明末葉，閩粵居民大舉入

墾，中原文化被及全省，美術文化，始有可觀。」(註 1)明清之前

的台灣被視為蠻荒之地，在中國的歷史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較多

的歷史記載，鄭成功入台之後其屬下陳永華（字復甫）努力經營

台灣，在台灣設立學校普及教育甚有功績，立下不少功勞。清朝

自乾隆、嘉慶以來由於沒有征戰，經濟條件自然良好《台灣省通

志》學藝志、藝文篇記載：「乾隆、嘉慶年間，本省地利日闢，

城市繼立，闤閬鼎盛，家絃戶誦，蔚為上國。」(註 2)以這時期的

經濟足以發展藝文活動，工商繁榮時不僅文人對藝文的喜好，一

般社會人士也對此有玩賞的雅興。自然而然書畫家應之而出，當

                                                 
(註 1) 《台灣省通誌》 卷六學藝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80。 
(註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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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有名的是林朝英、林覺二人。林朝英（1739~1816）台南府

治人，字伯彥，號鯨湖英，書畫風格獨特，為當時重道崇文的重

要人物（圖 1）。林覺，字鈴子為嘉義人，擅長人物畫。（圖 2） 

 社會安全、經濟繁榮產生的富商巨賈，有經濟勢力的家族在北

部有林本源等，他們除了科舉之外，要求滿足精神上的生活，延

聘文人雅士前來講學、教育子弟，同時也附會風雅，常在宅第開

詩酒之會，如此則對於藝術、詩畫等的發展十分有幫助，其中謝

穎蘇﹙1811 ~1864﹚，呂世誼二人，均為林家所聘，前來為林本

源講學。謝穎蘇，字琯樵，福建詔安人，詩文書畫俱精，尤擅水

墨蘭竹花鳥。其作品留存不少，對台灣藝文貢獻頗巨，呂世宜

（1784~1858）字西村，號百花瓢主，他來台起居於林家宅第，

（圖 1）林朝英  自畫像 （圖2）林覺  歸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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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金石學、書道，同樣影響了台灣的藝文界。他們受聘來台，仰

慕淡水八景的幽雅秀麗，遊玩之餘，在淡水開館授徒，為淡水子

弟增添不少藝文氣息。其中林覺、郭尚先、陳邦選、謝琯樵、蔡

九五，均為道光以來痕屐淡水的大家。而現今所能稽查的淡水畫

家中最早應是鄭觀圖。鄭觀圖字少翔、號臥雲山人，原籍福建福

州；道光年間客居淡水，工書

畫、擅繪花鳥，與台南才子陳

邦選合稱『八閩藝壇雙壁』人

尊為「南陳北鄭」，他的作品 

被評為「靈趣靄然、體備眾

家」，在清代畫壇上享有崇高

地位。(註 3)從整個中國藝術發展

而言，明清時代台灣書畫作品

可視為一種地方性的風格，尤

其是與福建地方性風格本屬血

緣關係。福建地近全國文化中

心的江浙地帶，反映了相當高

度的文化水準。外地中如謝琯

                                                 
(註 3) 《藝術家眼中的淡水》序文  淡水鎮公所 1993年。 

圖3  謝琯樵  秋景山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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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圖 3）、林紓等，都是福建人，無論地理或藝術風格更與台

灣息息相關，所謂多獷氣的「閩習」 ，其實也足以說明台灣的

書畫作風。另外在繪畫方面，浙江和廣東地區的水墨畫風之影

響，亦不可忽視。(註4)所以明清時期台灣的藝文繪畫創作相當豐

富，直到甲午戰敗，日本據台後水墨才稍有間斷，但並不全然斷

絕，反而因日本膠彩與西畫的傳入而有另一番局面。雖然明清時

期台灣水墨有蓬勃的發展與成績，但並沒有留下多少畫作，究其

原因是台灣的溼熱氣候，使書畫保存不易，及一般家庭對書畫都

懸掛於大廳堂中，易受蟲蟻之害。 

二、日治時期 

雖然台灣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成為日本的

殖民地，但是台灣的美術發展受到日本殖民政

策的影響，有一度蓬勃的成長，且培育不少後

代精英，播下美術教育的種子。而推廣教育的

最大功勞者之一 為石川欽一郎（1881-1945）， 

他兩度來台，在府立國語學校執教，擔任美術

教官作英育才，首次引進西洋繪畫，傳播西畫

的傳統繪畫理念。光復後，台灣美術繪畫界的

                                                 
(註4) 陳奇祿 《明清時代臺灣書畫展》序文 文建會 

木下靜涯1887-1988 

淡水港     圖4 

膠彩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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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陳澄波    淡江中學 1935 

精英大多數都是他的門生，他的畫作風格是對自然景觀作詳盡細

膩的客觀描寫。 

    其他在日治時

期，來台的日人畫

家教師木下靜涯

（圖 4）、鄉原古

統、鹽月桃甫等，

在台灣教授美術課

程，為台灣培植了不少 

跨越兩個統治時期的畫

家。在滬尾的畫作裡，  

日本人木下靜涯對台灣

傳統水墨最有貢獻，他 

因喜愛滬尾的美麗景色

而定居此地，同時也留 

下許多他的作品，他透 

過多層次的水墨暈染法

效果,營造出雲煙縹緲的

（圖5）陳敬輝  漁船碼頭  1957  粉臘筆  

（圖6）林玉珠 淡江雲霧  1937    3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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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墨畫面。台灣畫壇人士,意外的看到了木下靜涯的獨特彩墨畫

風，認為他給台灣水墨拓新的領域與新的技法,前來拜他為師(
註

5)，他對台灣傳統水墨畫革新貢獻良多。 

三、台灣光復前後時期 

因環境與經濟的影

響，創作者個人的個性還

有心理因素，在繪畫上 

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表達

型態、色彩、結構的變

化、特性。自大陸來台 

的水墨畫家主導了中國

水墨主流，影響近代許多

傑出畫家各成風格。如張

大千、溥心畬、黃君壁…

等諸位大師的教導，融合

產生的新生代，對於滬尾

的中西寫生畫作，更為多

采多姿，值得加以探討。     

                                                 
(註 5)
《2002淡水藝術節 滬尾 過去現在未來》 施翠峰序文  淡江大學  淡水鎮公所  2002年 

（圖9）郭雪湖 淡水港  1969 

（圖10）廖繼春  淡江風光 1971 

（圖8）楊三郎 淡水白樓 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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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前後，具代表性的畫家，以滬尾景物為主的創作有：陳

敬輝（圖 5）、林玉珠（圖 6）、陳澄波（圖 7）、楊三郎（圖 8）、

郭雪湖（圖 9）、陳植棋、藍蔭鼎、郭柏川、廖繼春（圖 10）、

顏水龍（圖 11）、張萬傳（圖 12）、李石樵（圖 13）、陳植棋、

倪蔣懷、盧春元（圖 14）、廖德政（圖 15）、陳德旺（圖 16）、

鄭世璠（圖 17）……等。 

    陳敬輝為馬偕博士的外孫，畢業於京都繪畫專門學校，性情

溫和，極具藝術家特質，畫如其人，線條溫柔，不帶陽剛氣。其

學生林玉珠為滬尾人，戰前參加當時的「台展」、「府展」均得

名，一時成為小鎮美談。及至戰後則有吳炫三、楊維中、蔡擇卿、

張子隆、歸穎華等, 皆為敬輝先生的入門弟子，人才輩出，均有

相當成就；如矗立在三民街上馬偕公園的馬偕(註6)雕塑像，紅毛城

前河堤公園裡以及圖書館前的藝術雕塑等均為張子隆 （圖 18）

的作品。這些雕塑為淡水人文環境傳達了藝術理念與城鎮風格，

適合觀賞遊玩，尤其馬偕雕塑像已漸漸成為地方性標誌。 

                                                 
(註6)
馬偕博士 1844生於加拿大，來台傳教，影響到淡水地區的文明甚為深遠。馬偕在 1872

年登陸淡水後，喜歡此地山明水秀之河港，還與五股鄉女士結婚，他排除萬難，懸壺濟世

並且創立「滬尾偕醫館」，中、法戰爭期間，治療受傷清兵，巡撫劉銘傳親頒獎狀感謝偕

醫館。馬偕對於教育工作則是在 1881年（光緒 7年）得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牛津郡資助， 

1882年理學堂大書院落成，又稱牛津學堂，作為學生教友之學習場所，也是外國人在台灣

實行新式教育的開始。著作《臺灣遙寄》表示對臺灣的愛。座右銘「寧可燒盡，不願鏽壞」 

Rather Burn than Rust Out，1901年病逝後葬於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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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顏水龍 （圖12） 張萬傳 淡水風景 1967  24*33 

（圖13） 李石樵 1950 （圖14） 盧春元 1964 

（圖15） 廖德政 觀音晚霞  1989-1993 （圖16）陳德旺 觀音山1974

（圖17） 鄭世璠 淡水白樓朓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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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張子隆 馬偕像 

陳澄波西元 1895年生，受教於日本

水彩名師石川欽一郎，畢業於日本東京美術

學校研究所。之後一段時期前往中國大陸上

海教畫並在西元 1931年獲選為中國當代十

二位代表畫家，並以「清流」一圖代表中國

參加美國芝加哥博覽會。回台後勤於到各處

寫生，「陳澄波每在忙完展務後於楊三郎等

老畫友結伴到淡水寫生，淡水是陳澄波熱愛的小鎮,在這裡留下

無數的足跡，亦發展了穩健動人的畫風」(註 7)因此許多畫作是以

滬尾為背景而寫生的得獎作品。他曾說：「作品只要是技巧高妙

便俱有價值，同時能表現自我也很重要，又還要讓鑑賞的人也能

滿足。」有幅「淡江中學」的油彩足以說明他的心境。 

林玉山（圖 19）生於西元 1907年台灣省嘉義市人，他生長

於書畫藝術浸潤的家庭中，

自幼接觸中國水墨線條的民

間風俗畫，在用色方面奠定

厚實的基礎。其後受教於一

                                                 
(註7) 《2002淡水藝術節 滬尾 過去現在未來》    
施翠峰序文 淡江大學 淡水鎮公所 2002年   
 

（圖 19）林玉山 關渡風物 1986 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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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精通漢學且善於南畫的日籍人士伊版信江，而跨入中國傳統文

人水墨繪畫的境界，加上與同為嘉義人的親戚陳澄波的影響，獲

得西畫水彩、素描的技巧，增進他對繪畫創作更寬廣的領域且前

往日本留學以提升其創作能力。回台後，又認識日本大畫家堂本

印象先生，經過其指點寫生觀念，以自然事物來改變創作內涵。

在這期間他亦參加「詩社」以使詩文繪畫表現於相互激發啟迪境

界之中。他在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擔任教學工作期間教授國畫創

作，融合中西畫寫生的要領，帶領學生校外寫生，把中國傳統水

墨繪畫聯結並開創新的藝術思潮是近代台灣美術界的大功臣之

一。今日許多滬尾的傳統水墨寫生畫，都受到他「寫生」觀念的

影響。 

光復後大陸來台灣的水墨畫家如黃君壁、溥心畬、馬壽華、

馬白水、袁樞真、傅狷夫……等，主導中國水墨，影響近代許多

傑出畫家，各成風格。從當時的時勢來說，他們認為在台灣只是

暫時性，所以沒有很快的融入台灣的藝文界。又因二二八事件的

影響，使台灣的藝文界步入另外一個指標。但是不可磨滅的是他

們在師範學院美術系或政戰學校美術科裡培育了不少對於近代

影響深遠的藝文創作家。 

四、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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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之後，藝文界的束縛頓時解脫，袁金塔老師曾謂：「質

言之，過去被抑壓，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領域被排除、

或被剝奪其參與機會的大眾，如今隨著新時代來臨，逐步登上這

世界的大舞台，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就是大眾社會。大眾文

化不外是大眾社會的文化形態，其特徵與大眾社會現象息息相

關。」(註 8)因此之故，任何人只要對自己的鄉土有所愛戀，就可

以任何方式來表達對鄉土的熱愛。淡水出了一位素人畫家李永

沱，就是這麼一位執著可愛的人。他生於民國 10年（西元 1921

年）的日據時代，光復後自日本回台擔任教職，直到民國 71年

退休。在他五十歲時才開始作畫，憑著他自己的感覺來創作。他

曾說：「我不懂什麼高深的美術理論，只是為了感動才畫畫。如

果我的畫有什麼可取之處，那就是一個誠字而已。」(註 9)他沒有

受正統的美術教育，僅以理性思考與感性來表達在畫作上，認為

繪畫在他來講，是一位鄉下人的鄉土日記，把自己家鄉的景物寫

下來。二十餘年來共完成了油畫及彩墨二百餘幅，他展現了他另

一階段的人生－繪畫、同時也給淡水小鎮增添一頁人文藝術的章

節，實屬可貴。這種社會條件之下，解嚴之後的臺灣藝文創作家，

因少了政治桎梏，在思想上較為開放而且很多的青年才俊問道於

                                                 
(註 8) 《2002年水墨畫論文集》師範大學美術系 2002年  頁 67 
(註 9)  蘇振明〈李永沱樸素畫集〉《畫山畫水畫阮淡水》台北縣文化中心 1993年 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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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覺得有很廣闊的空間可以發

揮，在吸取台灣前輩畫家的寫實

畫風以及大陸來台傳統水墨人

文主義的精華，用傳統水墨來做

風景實物寫生，兩者融合運用，

加上與大陸新生代的交流，開啟

了台灣傳統水墨新的一頁。因此

滬尾成為許多新生代畫家最喜愛

及豐富寫實的取材所在。歐豪年 

（圖 20）、江明賢老師（圖 21）、

蘇峰男老師（圖 22）、羅振賢

老師（圖 23）、王友俊老師、

袁金塔老師..等，代表著目前台

灣藝文美術創作的另一突出的

生力軍。從其對滬尾寫生畫作之

中可見一二。除了創作之外，仍

然在教育界傳播他們的理念，將

中國傳統水墨帶領入新境界，延

續新的生命。 
（圖 23）羅振賢    水墨畫 

（圖 21）江明賢  淡江中學 水墨畫

（圖 20）歐豪年 淡水遠眺 74*140cm 

（圖 22）蘇峰男   淡水紅毛城    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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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滬尾的人文環境 

    綜觀滬尾藝文作品,當以日治時期開始才漸漸有比較多的風

景建物創作寫生的作品產生；究其原因除了基隆港的取代之外,

地理景觀特殊，各種文物建設及經歷中西政治衝擊而留下的古

蹟。寧靜優美的環境,奇特的生態，地理轉而為旅遊觀光地點，吸

引許多文人雅士藝術創作家們來此地擷取靈感發揮創作題材的

所在。 

    因此,以資料來

推斷,大量出現畫家

取材於滬尾的時代以

日治時代為最多，無

論是西畫、膠彩畫，許多畫家幾乎都有以滬尾為背景的寫生畫

作，而且最鍾愛觀音夕照、教堂、廟宇、紅樓、白樓、河上行舟

等，至於傳統水墨。直到光復， 教育普及經濟發達及諸位傳統

水墨畫家先輩的引導之下，逐漸地產生許多滬尾的水墨寫生，增

加了滬尾的藝文色彩。據台北縣政府的規劃五個淡水硬體建設，

將帶來旅遊觀光休閒業的發展，也增加不少人文藝術的舞台，給

予藝文創作者有許多表達的機會，其計劃內容有：(一)擴建淡水

漁人碼頭（圖 24），在碼頭內設觀光魚市並興建彩虹橋（圖 25）， 

（圖 24）       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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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具觀光價值 (二)闢建八里

渡船頭遊戲區及藍色公路。

從萬華至漁人碼頭沿岸景觀

更加海闊天空，豐富而多

元，沿著藍色公路路線，相

信兩岸有更多的畫作靈感可

得。(三)建「十三行博物館」

（圖 26）對於歷史文物有更

久的推斷來源。(四) 開發台

北商港，台北商港位居淡水

河出口南岸，為基隆國際商港的輔助港，經歷三百餘年的變遷，

如今滄海桑田，又回到八里的港口。（五）劃設「北海岸及觀音

山風景特區」，積極推展觀光資源。 

    政府如此大力規劃建設是近十幾年的事情，與過去比起來則

在人文氣息上好似少了一些，我認為其因素有一、硬體建設比軟

體建設快；二、功利趨勢減低了人文藝術的同步發展；三、旅遊

人潮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及破壞；四、人文工作地方社團合作關係

等四項重大因素，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硬體建設比軟體建設快 

（圖 25）     彩虹橋 

（圖 26）      十三行博物館 

     （圖 25）      彩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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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木板棧道涼亭 

漁人碼頭在五年之間由淡

水第二漁港，快速地建設成

遊樂場地，觀景的木板棧道

涼亭（圖 27）、表演台、

歐式漁市場、彩虹橋、遊艇

停泊碼頭停車場…等等的建設，十分快速，但是否參考當地人文

景觀或與地方人文藝術活動者相互檢討不無疑問，因為碼頭裡有

過多的燈光、燈柱，阻礙了廣闊的視野，感覺上十分突兀，尤其

在夜晚的光害，幾乎失去了浪漫的情調，給人一種上菜市場般的

心情，以美學來說，整個畫面失去應有的氣氛。在人行步道上，

竟可供汽車往來，形成一種人車爭道的情況，似乎沒有安詳、柔

和的氣息，而是把都市忙碌緊張的型態原原本本的搬到這裡來。

而如此的型態好像缺少了活躍在滬尾的畫家、文學家和藝術家

們，特別是成長於市鎮裡的民間藝術工作者的影子存在。其他如

河濱步道的整理改建，雖然變寬闊、整齊了，可是看到的竟為旅

遊人潮所帶來的嘈雜，粗糙且零亂而缺少意境美的規劃，這不是

原本滬尾應有的，太可惜了！ 

二、功利趨勢減低人文藝術的同步發展 

在規劃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爭取旅遊人潮所帶來的消費利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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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許多髒亂的死角，破壞人

文景觀，在嘈雜的環境中，

看著寧靜的觀音山，絲毫起

不了一種悠閒的感受。飲食

文化在這裡漸漸地毫無目的的發展起來，對於人文藝術的威脅十

分顯著。 

三、旅遊人潮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及破壞 

假日裡，因捷運車站（圖 28）之便利，淡水小鎮變得十分熱鬧，

各個景點擠滿人潮，熙來攘往，街頭巷尾都是人聲鼎沸，旅客在

此的停留是短暫的，但卻產生大量的垃圾、污染物，造成社區生

活品質的破壞，增加地方上的負荷，如：交通壅塞、空氣污染、

噪音等無形中降低市鎮從前的悠閒品質與藝文氣息，倒是增加雜

亂市儈的現象。如果這種雜亂畫面出現在藝術創作家們的畫作

裡，將形成一種與過去歷史上所見到的截然不同的對比，多麼諷

刺。 

四、人文工作地方社團合作關係 

滬尾有特出的自然及歷史因緣，尚擁有許多歷史上知名的文化藝

術界人士，如：杜聰明（1893 ~1986）臺灣第一位博士、江文也

（1910~1983）音樂家、施乾（慈善家）、王昶雄（1916~2000）

（圖 28）      淡水捷運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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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張萬傳（畫家）、盧春元（畫家）…等，當今相當活躍

的畫家和文學家外，尚有很多比較自主性的文化工作團體，如關

心文化發展、倡導藝文活動（例如：蘇文魁、蔡葉偉….等）， 究

地方史的工作室（例如：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文化基金會…

等）、美術創作工作室、各宗教活動團體等，雖經過多年的經營、

摸索而累積相當多的工作成果和經驗。但是它們基於自身的本位

主義及求取最大的功利，導致各自為政而沒有作整合，團結一

致，因此在硬體建設發展起來的時候，沒有軟體的配套，形成雜

亂而不協調的現象。這是造成景觀過度人工化而少了自然美的因

素之一。因此滬尾人文藝術工作者在目前狀況下所應努力配合、

改造的，是需要提供更多人文藝術氣氛環境，營造柔性條件，賦

予小鎮生生不息的藝術泉源。 

    除此之外淡水第一

在臺灣有以下記錄：第

一古早的燈塔：望高樓

（1796）。第一間西醫

院：滬尾偕醫館（圖 29）

（1879）。第一所女子

學校：淡水女學堂（1884）。第一處對外越洋電纜：淡水至福州

圖 29  滬尾偕醫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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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第一座自來水系統竣工：（1898）。 第一座高爾夫

球場：（1919）。第一座水上機場：淡水鼻仔頭（1941）。第一

座私立大專：淡江英專（1950）。第一間婦女教育學校：婦女義

塾（婦學堂）（1910）（註 10）。有如此豐富的人文、建設基礎，

更值得好好保存與發揚。 

 
 
 
 
 

 

 

 

 

 

 

 

 

 

 

 
                                                 
（註 10）台灣教師聯盟《認識淡水史地人文之旅》台中，台灣教師聯盟，1998年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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