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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作品分析與實踐 

筆者的創作作品分為三系列： 

一、風景篇：滬尾人文要素來自氣候、土地、人民敦厚的本質，

北台灣氣候多雨，冬天寒冷，淡水是一個山海匯集而產生的小

鎮，與國際接觸有三百多年，日治時代被稱為「南蠻色彩的市

街」、「荷蘭味的城鎮」，近代又有「東方威尼斯」及「東方拿

波里」之稱。日治時期是全台八景之首。民國四十年左右，淡水

風景區票選出八景為：觀音吐霧、大屯春色、黌崗遠眺、烈祠松

濤、砲台夕照、鷺洲泛月、煙雨孤帆、漁港影堤，但近十幾年自

然景觀因都市化而受破壞，畫家、文人而漸不復以往，何時再起？ 

二、建築篇：建築古蹟被保存下來，連帶著也喚醒大家「一個古

蹟就是一段歷史」，省思文明的傳承與創新。建築物的存在有其

自明性，與自然文化產生關係，地標性、象徵性、獨特性，建築

物也有時代性，要與環境、人群、藝術、機能結合。 

三、夕陽篇：艋舺增生林逢源曾賦詩一首讚詠紅毛城。詩道：「高

台矗立水雲邊，有客登臨夕照天。書字一行斜去雁，布帆六幅認

歸船。戰爭遺跡留孤壘，錯落新村下晚煙。山海於今烽火靖，白

頭重話荷戈年。」(註 1)晴天的黃昏時刻到淡水岸邊，除紅毛城之

                                                 
(註 1) 林藜 《寶島風情錄》上冊，台灣新生報社，1978年 8月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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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邊步道、漁人碼頭、高爾夫球場、捷運站的休憩公園都是

欣賞黃昏夕陽的好地點，各個地點都有不同的感受，尤其伴著觀

音山及河中船隻的點綴，夕陽光芒照映著每個由人的臉上，散發

出一幅驚嘆與期盼的畫面。 

茲將各系列代表作，列舉如下： 

一、景色篇：（一）遠眺觀音山  （二）楓樹與紅毛城 

（三）消波塊      （四）烈祠松濤 

二、建築篇：（一）鄞山寺      （二）北門鎖鑰 

（三）淡江中學    （四）老街風情 

三、夕陽篇：（一）漁人碼頭    （二）歲月的痕跡 

（三）窗裡窗外 

 
 
 
 
 
 

 
 

 
 
 
 
 
 
 
 



53 

一、景色篇： 

（一）畫題：遠眺觀音山 

尺寸：63cm×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自古以來，觀音山、淡水河的景色與淡水鎮連結為一體的。

因觀音山而增添不少浪漫氣氛，是藝文作家們歌頌創作的對

象。觀音山雖然不雄偉高壯，但是存在淡水河岸，淡水小鎮

的對面，上天給予靈秀的安排放置，令人讚嘆，無論春夏秋

冬或陰晴晝夜，其所見到的景色散發出不同的感覺，讓人沉

思、使人悸動，各種心情油然而生、感動不已。 

學理依據： 

古人作畫用開闊的心胸及意趣來完成，充分的表現出大自然

的生命旋律和精神。山水畫的方法在於隨機應變，記得各種

技法，佈局要遠近相應，與寫字一樣要熟練。「畫法以濃淡

分先後，樹近則濃、遠則淡，山也是近則濃、遠則淡。」 

內容形式： 

基本構圖是ㄈ字型，前景的高樓林立，教堂與對岸的觀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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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呼應，水面的五艘船隻帶有動感，劃破寂靜的小鎮；律動

的水波，視線引入了畫面。墨色有深淺的變化，前景用筆較

粗獷。借用筆法發揮的濃淡乾濕不同的層次、屋舍、樓房層

層疊疊，呈現反覆漸層美，古老的教堂也聳立其間相互輝應。 

表現技法：  

（1）用濃淡墨色線條勾勒。 

（2）國畫顏料染色。 

（3）排筆渲染。 

作品心得：                                               

觀音山之名雖取其形，但顧名思義也十分貼切、適合。她

靜靜地矗立在淡水河邊，看盡人間的悲歡離合，參透世上

的音訊。河中來去自如的船隻，就像忙碌的芸芸眾生，在

她的俯視之下是多麼透徹。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自

古至今沒有絲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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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題：楓樹與紅毛城 

尺寸：69cm ×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能反映出台灣歷史、文化建築等藝術價值的可貴。從西元

1629年西班牙人佔領淡水建（聖多明哥城）西元 1642年被

荷蘭人打敗，而接收聖多明哥城，並重建加固，即現今紅毛

城的主體,本地人自此稱呼為「紅毛城」。從西班牙人佔領建

成之後歷經荷蘭、美國、英國、澳洲、日本到中華民國的接

管，七度易手，可以說經歷豐富蔚為傳奇。他內部的建築設

計及對外的景觀令人贊歎！ 

學理依據：                                              

寫生搜集大自然題材，觀察體會整理並安排構圖。以前景為

重心，在繁多處層層疊疊，稀鬆處清淡色彩，虛中有實、實

中有虛，達到密不通風，而疏能走馬。樹葉也須大小、疏密、

橫直相間來呈現出畫面的節奏感。 

內容形式：                                              

樹枝、幹呈現老嫩、粗細變化，彩度、明暗呈現對比，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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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密表現前後層次感，整幅畫面以綠色系為主與右下角的

紅色建築紅毛城成對比。 

表現技法：                                            

（1）乾筆皴、擦樹幹，淡墨渲染。 

    （2）以雙勾填彩畫楓葉。 

    （3）排筆染色。 

作品心得：                                              

真理大學校園裡有幾株高大壯碩的楓樹，姿態古樸優美，樹

皮紋理富變化，每當清風徐徐來，搖曳生姿。校內的牛津學

堂，鄰近的姑娘樓、小白宮、淡江中學及山崗上的紅毛城等

不少古蹟映入眼簾，淡水真是個充滿人文藝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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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題：消波塊 

尺寸：69cm ×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隨時光的前進，景物亦跟著變化，雖然巨觀仍然有著其形

影，但是細微的式樣卻隨時有增有減。走過悠悠的時光隧

道，人生是短暫的，而藝術生命是無限的無止境的。但是無

限與無止境卻需要短暫的人生來堆積，而且是以其精粹來堆

積，使其發出燦爛的光輝。在茫茫的世界裡物換星移，並沒

有將人們追求平安、寧靜、美好事物的意願改變或淹沒，而

是以其潮起潮落、陰晴圓缺、寒暑交替來告訴人們該做些什

麼？ 

學理依據：                                              

山水篇幅以山水為主，山是實，水是虛，畫水村圖，水是實

而坡是虛，寫坡岸平淺遠淡，正見水之闊大，此畫以消波塊

為實，以河川、沙洲為虛。留白空靈處，傳達了以少勝多的

效果。 

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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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取一河兩岸式，畫面前景佔二分之一，底部的消波塊厚

重堅固反覆排列著，有統一感。中景的河水流動、遠景留白

的沙洲，有想像的空間。消波塊為體，流水為象，一遠一近、

一強一弱，剛柔並濟，偶而飛來停駐、休息或覓食的白鷺鷥，

使畫面生動起來。 

表現技法：                                            

（1）用紙版加樹脂做出凹凸版型。 

    （2）以肥皂水拓印消波塊的質感。 

    （3）墨色皴、擦成形。 

    （4）鮮奶畫草，留白後再染色。 

 

作品心得：                                              

一塊塊人工水泥礁沿岸堆置著，它是用來抵擋那無情的浪花

侵蝕美麗的岸邊，因為岸邊有著人們利益的所在，不能受到

損壞。相對地，它對於環境的破壞也比照加諸於岸邊的水泥

礁，他驅走了在水岸邊生活的小生物及以小生物為生的鳥類

們，這個食物鏈固定它而斷裂，不知道是浩劫還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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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題：烈祠松濤 

尺寸：143cm ×73cm 

媒材：色棉、水墨設色、金粉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松林夾道，枝柯蔽日；盛夏履止，暑氣所消。海風輕拂，

日夜松濤不絕。」沿著往忠烈祠的引道斜坡，兩旁遍植松樹，

是淡水有名的風景區。在日治時期，為同化台灣，在全省遍

設神社，西元 1939年選擇此地點以取代於淡水國小旁原來

的神社。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於西元 1974年將神社改建

為台北縣忠烈祠；為中國宮殿式建築。在松濤之中矗立著忠

烈祠的牌坊，顯示出現況，雖然祭祀對象不同，但是其精神

的指標永存。 

                                                  

學理依據：                                              

畫松樹的原理取自傳統山水畫法，樹要四面有枝、有幹，要

圓滑。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互相侵犯，密

中有疏，疏中有密，須得宜。前景石頭的部份則是以石看三

面，用方筆圓筆方法自如運用，方筆要多用，圓筆少用。畫

面的遠景山腰用雲、霧表現，使得高山深不可測。用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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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有勾、擦等，用墨蒼潤蓊鬱。 

內容形式：                                              

寫松柏之後凋，狀磐石之永固，描雲煙之重深。這些都是寫

生、寫實的特色。此作品佈局較緊密，將大自然的物象佔滿

空間，表現松樹的量多而茂盛。近景的石頭草地，中景為濃

密的樹叢與高聳的牌樓，遠景是濛籠的山嵐，構成重疊有層

次的美感，在清晰的小徑上，人物尋幽探勝的點綴，引導視

覺的移動，凸顯牌樓主體。 

表現技法：                                             

（1）噴水後渲染出遠山。 

（2）金色壓克力原料加金粉、凸顯牌樓的題字。 

    （3）排筆刷染色彩。 

作品心得：                                              

筆墨、設色思考以傳統出發。松柏後凋於歲寒，中國人心中

是君子的象徵，不畏寒冬的傲骨節，文人雅士歌詠的對象。

以淡水小鎮在清晨時刻薄輕霧籠罩，古木參天松樹叢下的小

徑，有尋幽的訪客也會對忠烈祠的烈士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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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篇： 

（一）畫題：鄞山寺 

尺寸：69cm ×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飲水思源是我們的優良傳統思維，對於族群融合、互助互勉

精神的具體表現就在鄞山寺歷經 180多年時光仍維持原貌。

鄞山寺雖然是清代閩西汀州客家移民來台，為了供奉家鄉守

護神「定光佛」，乃集資營建這座寺廟，同時也當作初次來

台或鄉親住宿的旅館之用。它是第二級古蹟，原貌的保存實

屬首台，所以在建築藝術價值上都有可觀的欣賞之處。鄞山

寺讓我感受到先人們勤勞刻苦、節儉、誠樸而不忘本的精

神。值得傳承保存下去。 

學理依據：                                             

（1）先近後遠，先主後賓，先利形勢後加點景，先大處結

構再小心收拾。 

（2）人與景並重，景為人而生，人為景之魂。 

（3）遠山無紋，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水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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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形式： 

畫面的視點中心在於中景的鄞山寺建築物，用筆、用墨、設

色、注重筆法、墨色濃淡變化，色彩的明度、彩度之調和。

前景為樹叢用墨較深厚，人物的穿插及動線將視覺引向古樸

莊嚴之建築。遠景現代的現代建築物，井然有序的出現，用

筆墨清淡，營造平面上不同層次的空間。 

表現技法： 

（1）用濃淡墨作畫。 

    （2）用鮮奶畫出磚塊的線條。 

    （3）排筆作渲染。 

作品心得： 

在鄞山寺古蹟的背面，有著現代式的高樓建築物，相互對

比，突顯古今的差異及環境規劃，是我們應該重視考慮到視

覺空間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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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題：北門鎖鑰 

尺寸：69cm ×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銀粉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進到從前的軍事要塞裡面，仍感到一股緊張的氣氛，也意識

到為了保障百姓的安居樂業，必須從事許多防衛工程，建造

這樣的建築物。面對著「北門鎖鑰」，彷彿看到一齣古裝戰

爭戲，在隆隆砲聲煙硝下，攻守兩軍間慘烈的廝殺聲中，顯

示出世間無情的一面，死傷者均代表著各自的家庭成員的懸

念與哀痛。很不幸的是，現今仍然免不了這種禍事。古代的

科技與現代雖然不能相比，人們自私自利的鬥爭習性仍然延

續著，想必比古蹟存在更久遠。在殖民地建築式的走廊下，

面對著清朝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所題「北門鎖鑰」的砲台建築

及左邊原為日治時期的神社，今已改建為忠烈祠，砲台右方

是台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來敘述表達歷史給了我們什麼？ 

學理依據：                                             

（1）繪畫不是自然環境的說明，要對素材進行剪裁、重

組。也正是清朝李修易所提到：遊觀山水見造化真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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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畫，佈置落筆，必須有剪裁，得遠近迴環映帶之致。 

（2）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的視

覺效果。 

內容形式：                                            

以淡水「殖民地式建築」之洋樓拱圈、迴廊為前景，中景為

樹叢，遠景為中式建築。構圖取平遠呈ㄇ字型拱圈與樹叢左

右對稱，樹葉形狀有點葉、夾葉、綠葉等，變化中有統一感，

前後有呼應，背景的老舊洋灰城門孤立，城門上的「北門鎖

鑰」新刷上金漆引人注目，城內的遊客可增添畫面的氣韻。 

表現技法：                                             

（1）破墨法畫三拱門。 

    （2）銀粉加膠水畫出古牆的顏色。 

    （3）國畫顏料加水干顏料染色。 

作品心得：                                              

西元 1886年所建的滬尾砲台，今為二級古蹟，留下中法戰

爭的光榮戰役。想起詩人鄭指薪留下：石室摧殘塹壘存，留

供樵牧弔黃昏，覆圖已逐江山改，鎖鑰空鐫鎮北門。的詩句，

令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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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題：淡江中學 

尺寸：138cm ×69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淡江中學的八角樓是極有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其

校園內的規劃俱歐洲建築風格，是淡水的有名景觀之一。許

多名畫創作均以它為材。淡江中學創辦於西元 1914年，原

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培養傳教士的教會學校。在日治時代，台

灣的老百姓在受教育方面有很大的限制，尤其對於殖民地的

思想教育更為嚴厲，所以淡江中學就演變成一般台灣學子規

避日本政府壓迫的升學管道的地方。所以生於斯長於斯的子

民們，何其有幸，在夾縫中找到這樣的樂土提供我們公平地

接受教育，而成長茁壯、庇祐子孫。 

學理依據：                                              

首先需仔細觀察大自然的內涵，將感情投入，讓生命與自然

融合，在以技巧表現出來。構圖疏密相生，枝葉繁密可增加

鬱鬱蔥蔥。 

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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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福作畫，草地之筆、墨、色彩表現出反覆、統一的美感，

椰樹和矮樹叢高低層次、比例有所變化，視覺焦點在於建築

物的歷史性和特色，悠閒覓食的鴿子增加生趣。 

表現技法： 

（1）各種用筆方法。 

    （2）烘托、宣染。 

    （3）水干顏料加膠水，多層次染草地。 

作品心得： 

淡江中學八角塔校舍為合院式建築，它以中西合併方式形成

一種特殊典雅的建築藝術品格，讓人既有親切熟悉又陌生新

鮮的感覺。是全台灣特有的幽雅美麗校舍，以它為背景題材

足以描述與表達一部份淡水的人文藝術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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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題：老街風情 

尺寸：138cm ×69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老街代表看台灣百姓的根植空間，生於斯長於斯顯示出它的

憨厚純樸芳香，代代傳承，歷久彌新。「老街」顧名思義即

為年代久遠而且為當地人熟稔的公共通道，是人們互相往來

溝通的主要道路，生活習俗及歷史文化由之而產生。滬尾的

老街有廟宇、住宅混合而成街道隨著地形而有階梯、斜坡，

兩旁紅磚、短牆的古厝，古意盎然，引人發懷古之幽情，感

覺似乎在不同的時空裡迴蕩。 

學理依據：                                             

（1）畫花卉要以得勢為主，葉分濃淡要與花相掩映。花須   

分向背，要與枝相連繫，枝分偃仰，要與根相接應。 

（2）色、墨、水三者自然融合，用筆生動，筆筆分明。 

（3）點景要與現實生活互相融合。 

內容形式： 

採取四角全滿的構圖，但也避免壅塞，前景佔一大部分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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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文珠蘭勾勒，以藤黃、花青、赭石設色，以中側鋒用筆，

表現葉子前後姿態上下參差，濃淡各有所變化。中景右方為

舊磚牆房子，木門表現古樸、老舊；右方為水泥牆房子，用

筆表現出質感。階梯的曲徑路線，引導視覺向上，至遠方的

現代大樓建築，越遠越模糊；左上方的樹葉與右下方的文珠

蘭花卉，產生畫面的平衡、均實，人物的點景帶來動感。 

表現技法：                                             

（1）勾勒法畫出前景花卉。 

    （2）肥皂水拓印老房子的牆壁。 

    （3）用筆勾、皴、擦，用墨色畫出質感。 

    （4）設色，多層次上色。 

作品心得：                                              

在重建街的角落，生長著盛開的花卉，看到其生命力，不由

的內心顫動，從盛開到凋謝，無聲無息，他給傳統舊街市鎮

點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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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夕陽篇： 

（一）畫題：漁人碼頭 

尺寸：63cm×138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漁人碼頭是淡水的第二漁港，主要作為旅遊觀光據點，其興

建碼頭，似如歐美的漁港碼頭，給予人們溫暖熱鬧的感覺。

新建的漁港以休閒旅遊為主要訴求，因此其建築傾向華麗美

觀，尤其與觀音山隔岸對稱形成淡水新的繪畫創作背景，增

加了淡水藝文內容，未來此地的景色將源源不斷出現新的繪

畫、藝術作品，增添淡水的美麗與內涵。 

學理依據：                                              

中國水墨畫須有筆有墨，畫線條表現物象的外型和質感，墨

色用來描繪出物象的陰陽向背與深淺遠近，並用濃淡墨色來

潤飾，前景墨色凝重、線條粗獷，遠景線條較細，墨色清淡，

點、線、面的綜合運用能產生筆墨趣味。 

內容形式：                                              

以寫生的方式進行，近景以濃墨中側鋒用筆勾勒，描繪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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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及固定支架，墨色越遠越淡，呈現明暗對比。水面倒影光

彩，將山光水色表現出來，先以水墨滲透的效果，表現墨色

的漸層，加上色彩的搭配融合在一起，光影交疊，呈現夕陽

餘暉的氣氛，遠山用沒骨法呈現迷濛的遠近感。 

表現技法：                                             

（1）用中鋒、側鋒、扁鋒勾勒。淡墨、濃墨交替使用。 

（2）設色：藤黃、朱標、赫石、廣告顏料染水波。 

    （3）噴墨做出漸層。 

作品心得：                                             

淡水的落日夕照是最迷人之處，每當靜坐或漫步時，面對

暈紅的夕陽，清風徐來，增添幾許浪漫，實不亞於泰吾士

河、塞納河的風光景色。海面上歸航的漁船，使我想起「淡

水暮色」這首歌曲（葉俊麟作詞），歌詞的內容有著淡淡的

愁與深深的期盼，「日頭將卜沉落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

幼塊等待，漁船倒返來，桃色樓窗門半開，琴聲訴悲哀，

啊..，幽怨的心情無人知。」作詞與作曲時間距今四、五

十載，物換星移，雖然現今物質文明有很大的進步，眼前

的各種建設滿足、便利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是精神上與

已前並沒有兩樣，岸上的男女老幼，仍有等待的心情。 



71 

（二）畫題：歲月的痕跡 

尺寸：138cm ×69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婦學堂又名「真樓」，它位於淡江中學內，建於西元 1910年，

距今已近百年的日子。從前在中國的歷史中，女權是一道高

不可攀的牆。雖然它是殖民地時代所留下的婦女學堂，經歷

了近百個寒暑，仍然屹立不搖，而且告訴站立在眼前的人

們：淡水因我的存在，提高了女權，給淡水地區造就不少貢

獻於此的婦女們。無論是藝術上或文化上，婦女們沒有缺席

於這塊土地上。      

學理依據： 

古人作畫重視筆力的強弱，不太重視外觀之美否，而重視內

部的充實而已。畫面處處注意筆墨沉厚，層次要豐富和筆墨

的趣味。 

內容形式： 

前景濃墨重疊的樹葉，表現厚重斑駁的牆面，先用透明漆

畫過後，再用筆墨皴擦，地面上的草地中鋒用筆，墨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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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分出前後，磚牆勾勒線條後染色，牆上翠綠的爬藤層次

有序，中景的婦學堂、椰子樹，用筆設色較清雅，遠景的

建築物經潤筆烘染後更加輕淡。 

表現技法： 

（1）海綿沾透明漆拍打舊牆的部分。 

    （2）沾墨滾筒印刷。 

（3）排筆染色。 

作品心得： 

今日，風景依舊，人事已非，斑剝的牆壁正是寫下歲月的

痕跡。昔日的風華都在這牆內留存著。今日的舊牆提示我

們，女權至上的今日，正是百年來這棟建築物裡多少人物

所奮鬥而累積下來的成果。而時光在無聲無息當中消逝，

並沒有特別作絲毫短暫的停留，就像空中的噴射機在萬里

無雲的天上劃過一道雲彩般—走過去的痕跡。只有寫下來

的畫面是靜止的，是真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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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題： 窗裡窗外 

尺寸：138cm ×69cm 

媒材：雙宣、水墨設色 

年代：2003年 

創作思考： 

從窗裡往外看的景色，僅在窗戶框架的景色，雖然迷人畢竟

是整個的片段，因此內心交織著自我與無我的掙扎。窗外是 

廣闊的大千世界，處處充滿了生生不息的生命，與美好的現

在和未來，不管過去如何，擁有現在，把握現在可以創造未

來，留住現在的美景，留給未來作一踏腳石。窗內的世界屬

於自我的小小內心世界，有了充實的內心，才能走出廣闊的

世界，奉獻更多的力量。 

學理依據： 

作畫用墨最難，最初用淡墨打輪廓，然後再用焦墨或濃墨加

強於重要處或作畦徑，遠近的區別，紙上會產生許多滋潤。

清朝松年說：悟得只有三等妙訣：一曰用筆，一曰運墨，一

曰用水…作畫固藉筆力傳出，仍宜善用墨，善於用色。…所

謂用色如用墨，用墨如用色，則得法矣。在寫生創作的過程

中盡量依其理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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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形式： 

全幅是直立的俯視視野，前景佔畫面的三分之一，古色古

香的桌椅搭配，放在桌上的書法作品是詩人魏清德描述淡

水黃昏的情景，以行草書寫，窗簾的墨色變化，將畫面分

割為內外，窗內暗窗外亮，成對比。案前古樸的筆筒之筆，

筆尖朝向右上方，以及香爐點著檀香餘煙嬝嬝飄向左上方

的視覺由窗裡帶向窗外。中景的建築物、樹叢、怪手、汽

車，用筆用色皆注重漸層濃淡。遠景的觀音山河水倒影、

燈塔、歸航的漁船以及夕陽，佈局上下呼應，以花青、藤

黃、赭石等色加以多次渲染烘托出來，在暮色中顯得神秘。 

表現技法： 

（1）有筆、有墨交互運用。 

    （2）以茶葉汁多次平塗桌上的書法作品。 

    （3）渲染、染色。 

作品心得： 

「歸漁淡水波，木未秋風起，隔江山可呼，影落清樽裡」優

美詩句的描述不就是窗前的美景？曾幾何時，空地將建大

廈，眼前的景色將被遮蔽住，心裡非常不捨。畫面外還暗示

著傳統與現代、自然與環保、生命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和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