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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創作主題背景創作主題背景創作主題背景創作主題背景    

    

    

    大溪是以自然取勝的觀光聖地，有山有水、有懸崖、有河濱，是水鄉山城之

古鎮，民情淳樸、文風鼎盛、風景優美，宛如人間仙境。昔日的「大嵙崁」，今

日的大溪，當您了解她的過去風華，相信我們將會更加珍惜現有的一切。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思古幽情思古幽情思古幽情思古幽情－－－－大嵙崁的歷史由來大嵙崁的歷史由來大嵙崁的歷史由來大嵙崁的歷史由來    

    

    

一一一一、、、、    大溪的歷史由來大溪的歷史由來大溪的歷史由來大溪的歷史由來：：：： 

    大溪昔稱「大姑陷」，地名源自於凱達格蘭族霄裡社人，以其稱大漢溪

「Takoham」之音譯而來，也就是泰雅族語的「大水」。據《淡水廳志》記載：

乾隆年間，漳州漢人移民大溪開墾，居住於月眉一帶，因嫌大姑「陷」字不吉祥，

遂依月眉位於「河崁」之地的天然地勢，將「大姑陷」改稱「大姑崁」。同治五

年（西元 1866），由於月眉地方李金興出仕、李騰芳（1814－1879）獲中科舉，

庄民為彰顯地方之「科」舉功名，遂更易「姑」字，改名「大科崁」。光緒年間，

劉銘傳巡撫在此設立撫墾總局，策劃「山」地開發，並推廣樟腦產業，又將「大

科崁」的「科」加上「山」字頭成為「大嵙崁」。 

    中日甲午之戰後，臺灣割讓給日本，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日本人又將「大

嵙崁」改稱為「大溪」，沿用至今。原為平埔族霄裡社與泰雅族等原住民散居之

地的大溪，自清代漢族移民入墾後開始發展。1863 年因為中英天津條約的修訂，

增開打狗港(高雄港)與淡水港為通商口岸，而舊名大嵙崁的大溪，是淡水河系最

上游的河港，也是當時台灣最內陸的港口，可說是國際貿易通商的重要轉運港口

之一。當時，還有桃竹苗農產品、日用品、茶葉、樟腦油等，也都藉由大溪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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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 
清末大嵙崁據地方人士描述如下：（劉先生之祖母及耆老游阿土口述） 

1、 街道狹小、黃泥土路、風吹塵土滿天飛，無排水溝，雨季路面泥濘難

走。 

2、 房屋土塊厝蓋瓦、草店尾及后尾一帶蓋草，「草店尾」地名由此而來。 

3、 公園內即有應公崎、亂葬雜處，還有兩座小廟。附近雜草蔓延，金斗

甕滿地。 

4、 林本源城堡包括今大溪國小在內，到今中正路，城門三座，分別南、

北、中各一門。 

5、 三角公園有座城門，桃客車站附近一座城門，尾寮、三板橋、三層崎

各有木柵。 

6、 行人行走悠閒，盛行賭博吃鴉片，清廷未予取締禁止。 

7、 河上船隻往來頻繁，陸上有橋。 

8、 醫療未發達，有中醫但就醫者少，大部份問神、求佛、祭鬼、服草藥。 

9、 三餐簡單不講究，蔬菜自種。盛行醃漬食物、魚、肉等，過年逢節時

才準備應景佳餚。 

10、 裝著素色服裝，夏季白色、冬季黑色，著唐裝布鈕扣，女裙男褲。 

11、 男留辮髮，女留破鬃梳，上流婦女纏足，一般赤足，勞動者穿草鞋。 

12、 廟會多而隆重，演戲下午開始到翌日天亮，皆請北管亂彈戲，連演   

多天。 

13、 無自來水皆用井水，無電燈只有商家掛上幾盏油燈，黑夜人影朦朧

視線模糊。如此情形以現在來看，實在無法想像，真要感謝科學發達

和時代的進步。註 19 
 

                                                 註 18桃園縣大溪鎮歷史街坊再造協會，《大溪文化導覽》，大溪，宏技，2004，頁 4。 註 19 劉慶茂，《崁津五十一》，作者自行印刷二十本，未出版，2001，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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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嵙崁的興盛與沒落大嵙崁的興盛與沒落大嵙崁的興盛與沒落大嵙崁的興盛與沒落    

    清光緒 18 年至 23 年(西元 1892─1897 年)河運全盛時期，帆影終日不息，萬

商雲集，和平路、中山路和中央路的商家達三、四百家之多﹗目前和平路、中山

路老街的街屋仍以古典風華見證大溪曾有的繁盛，從昔日內陸河港的繁榮盛景到

今日以風景和特產聞名的觀光大鎮，大溪的地名由來、地理環境和開發過程都和

「水」有著深厚淵源，佳山勝水造就了大溪的美麗風華，也造就了大溪的繁華興

盛與豐美人文。  

    在代代相傳的歷史長河裡，有先民開墾的可敬功業，有河運全盛期船舶雲

集、商賈川流、繁華如織的盛景，也有如今古典與現代並存、傳統文化資產與新

興產業並茂的世紀新形象。在前瞻未來的同時，讓我們也飲水思源地回顧過往，

一起來溯溪溯源認識大溪。大溪開發得早，幸運地擁有二級古蹟李騰芳古厝(李

舉人古厝)、三級古蹟齋明寺、蓮座山觀音寺，以及其他的知名古厝與建物，如

簡氏古厝、蕭氏古厝、武德殿等。 

    李騰芳古厝屬於古蹟中的宅第建築，三合院加上四合院的建築型式說明了中

國文化的深厚影響；齋明寺、蓮座山觀音寺則屬寺廟建築，不僅傳承民間信仰，

也是民俗文物、民間藝術、社會教化等常民文化的表徵；簡氏古厝再次透露大溪

曾經擁有的繁華，讓我們得以重溫過去宅第建築與文化的韻味；而武德殿則顯現

了殖民時期日本文化崁在台灣土地的痕跡。註 20 
    拜淡水河運發達之賜、舟楫之便，位於大漢溪畔的大溪因而發展，自清乾隆

年間，便有許多漢人陸續遷居於此，形成原住民、漳、泉、客族等各族群文化匯

集之聚落。自 1892 年始，大溪進入了航運的黃金時期，豐富的物產、大量的製

樟腦、製茶、採煤工人及運輸業者湧入大溪，外商也競設洋行於此，而後隨著林

本源家族的開拓以及劉銘傳的山地開發政策，使得此地經濟、人文、宗教、建築、

產業等皆蓬勃發展。   

 

                                                 註 20 http://www.dashi.gov.tw/index-1.htm， 2007、2，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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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溪鎮憑著發達的航運與豐富的物產，在當時就以「大嵙崁」之名成為台灣

最內陸的河港，在淡水河發展史中佔有著重要的地位。然而好景不常，這一個與

水共生的商業重鎮，就在大漢溪泥沙淤塞、不利船行、失去交通的重要地位後，

漸漸沉寂為一個普通的小鎮。但儘管如此，大漢溪曾賦予大溪老鎮與眾不同的城

鎮特色，和平街及老城中心一帶的形式與都市結構，以及通往港口的石板古道，

都見證了當年「舟楫雲集、萬商風雲」的繁華，這些足以傲人的風貌也細膩地記

錄著大溪發展的歷史……。從大嵙崁到大溪、從繁華到沒落，今日幾乎沒有人知

道大漢溪上，曾經停泊過數百艘的商船，更沒幾人親眼目睹過林家的通議第以及

護衛的石城……。然而，歷史曾經走過的，必會留下許多記錄，歷經二百年滄桑

的大溪，除了留給我們一頁生動鮮活的歷史，更用許多古蹟，詮釋它曾有過的輝

煌與燦爛，有誰能夠想像得到，潺潺溪水也會有乾涸的一天。 

三三三三、、、、歷史再造和社區總體營造歷史再造和社區總體營造歷史再造和社區總體營造歷史再造和社區總體營造    

    民國八十五年（1996 年），和平老街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下，居民

對於老街過去的風華也開始有所共識、有所期許。在居民與相關團體的努力下，

一連串有關「老街再造」的相關工作陸續展開，和平老街的風貌逐漸形成，也逐

漸豐富……。而許多建築立面也跟著整修美化，還復它原本美麗的風華。其後電

線、電纜地下化及騎樓舖面美化的工程與夜間照明，則賦予和平老街更乾淨、更

完整的視覺景觀，呈現更獨特的建築之美。 

    如今，這條老街上，傳統木器、豆香、竹玩、藝品、地瓜餅與咖啡香……交

織出這建築之美以外的丰采，一種屬於這條街道獨有的文化；而經常性的大大小

小文化或社區活動，更為這條街道增添活潑與熱鬧的氣息；同時，「歷史再造街

坊」則依然扮演著社區推手的角色，為這條老街的生命與內涵，挹注他們從不間

斷的關注與努力，期盼和平老街的魅力可以永遠不減、一條街道所蘊含的文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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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可以愈來愈淳厚……..。註 21 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大溪案，以經營大溪社

區的理念來建設大溪鎮。前任大溪林鎮長所倡導的「文化展寶」與「生態環保」

治鎮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公部門與規劃團隊之間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良好的合

作關係，是整個社區營造過程中重要的利基之一。  

    前鎮長林熺達先生註 22
擔任鎮長時曾寫了一段話，為喚起大溪居民惜寶愛寶

的情懷，讓筆者深深感動。這段話如下：「文化是我們的寶貝，土地是我們的母

親，天然的景致是我們大溪的生命線。大家要知道好好愛惜，大家要知道保護他，

要讓我們大溪人有好居所，就要做好環保的工作。要讓我們大溪人好謀生，就要

學獻寶的功夫。要做好環保的工作，是要人人動手。要做好獻寶的功夫，就要人

人用心。」註 23。筆者身為教育工作者，更應該努力為這塊土地上奉獻，大溪鎮是

個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也是筆者的第二家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大溪自然山水之美大溪自然山水之美大溪自然山水之美大溪自然山水之美    

    

    

一一一一、、、、    文化古蹟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文化古蹟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文化古蹟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文化古蹟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    

    古蹟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因此，每一處古蹟都有

其歷史背景、特殊功能與形式，透過古蹟，我們可以見證歷史發展的脈絡與文化

發展的軌跡，為歷史與文化找到最深刻的引證；因此，在文明國家，古蹟都被列

為重要文化資產予以保護。 

    古蹟就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能幸運地躲過天災人禍而留存下來的古代遺物。

它不一定是住宅或宮殿，還包括了城牆、街道……。古蹟是古代人類求生存與因

                                                 註 21  0 http://www.tycg.gov.tw/cgi-bin/SM_theme?page=3e9a8c04， 2007、2，瀏覽。 註 22 林熺達先生擔任鎮長期間大力推行各項公共建設，對於文化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現任大嵙       崁文化促進委員會董事長。 註 23本文摘自「社區總體營造的一步一腳印」系列 3——「大溪老街風華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時報文教基金會編，民國 86 年出版，第 9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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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生活需求而存在的產物，它是一本歷史的見證者、是豐富的文化史課本、是思

考力與想像力的泉源、更是人類最寶貴的資產。文明先進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皆

不遺餘力的保護古蹟。我們看到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只要具有持色，也被指定為

歷史紀念性建築而受到保護。因此千萬不要將古蹟視為現代建設的阻礙，相反

地，古蹟就如同一座圖書館、博物館或美術館，它不僅提供了研究與欣賞的對象，

也兼具娛樂與觀光功能，更是人類文明往前邁進的基礎與動力。註 24 
    巴洛克建築註 25 在國內享有高知名度的大溪老街，主要範圍涵蓋和平路、中

山路、中央路三條歷史街屋，不僅規模大，建築外觀與牌樓立面也保留得相當完

整；可惜的是，中央路立面牌樓保留的數目較少。大溪老街是由店面形成的商街，

建築型式和臺灣早期的傳統商家店街並無二致，都是面寬窄、縱深長的深長形連

棟店面住宅的「街屋」型式。直到日據時代的 1919 年左右，因日本總督府執行

等同現代都市計劃的「市區改正」，和平路、中山路等街道依規劃好的建築線拆

除部份建築，當代居民就以牌樓立面來裝飾門面，家家爭奇鬥豔，一時蔚為風潮。                古道：如齊明寺古道、大艽芎古道、打鐵寮古道、百吉林蔭古道，是少數倖

存、未被現代化道路取代的古道景觀，這些古步道於昔日是運送貨物的產業道

路，如今則是現代人通往舊時光的綠色隧道，山門、石板步道………，皆可感受

到山巒的沉靜和人文的風情。  

    古蹟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因此，每一處古蹟都有

其歷史背景、特殊功能與形式，透過古蹟，我們可以見證歷史發展的脈絡與文化

發展的軌跡，為歷史與文化找到最深刻的引證，也是我們生活上的活教材。 

    因此，文明國家，古蹟都被列為重要文化資產予以保護。只可惜大溪當時有

                                                 註 24 李乾朗‧俞怡萍，《古蹟入門》，台北，遠流，1999，頁 5。 註 25 在 1600~1750 年這段時期的藝術，史學家一貫稱之為「巴洛克」，其原來的字義是指「不規     則、變形與醜怪」，在建築形式上是宏偉的。出自於張心龍，《西洋美術史之旅》，台北，雄獅，2000，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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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古蹟現在已消失，只保留一些古老的照片，真讓人惋惜。 

二二二二、、、、人文與自然薈萃的小鎮人文與自然薈萃的小鎮人文與自然薈萃的小鎮人文與自然薈萃的小鎮 

（（（（一一一一））））崁津吟社與崁津吟社與崁津吟社與崁津吟社與崁津崁津崁津崁津八景八景八景八景：：：：    

    桃園在開發上晚於臺北和新竹，地理範圍的政治統轄曾分屬淡水廳與竹

塹，儘管如此，在文學創作上，桃園的前代文人仍有他們自主獨立的空間，而

文人雅集，成立詩社是再自然不過了。根據「桃園縣誌文教卷」記載，桃園曾

有以文吟社、桃園吟社、陶社、崁津吟社、東興吟社等團體，這當中又以崁津

吟社最值得注意。「崁津」指的就是大嵙崁溪（大漢溪）昔日溪岸津口水勢滔

滔的景象。大溪是桃園開發史上人文、商業發達的重鎮，不僅誕生一位舉人李

騰芳，也孕生了許多藝文人才，如膠彩畫家呂鐵州（1899－1942）、歌手鳳飛

飛（1953－）等。中山老街（舊名新南街）更是藝文薈萃，街上碰到的三個人，

可能就有一個是文人（我們比較少用藝術家稱呼民國前的創作者，因為他們多

具有中國文人典型的本色，詩書畫全才，又懷有報國淑世的抱負，現代稱呼的

藝術家，通常不太願意和政治有瓜葛）。 

     崁津吟社由呂傳琪註 26 在大正十三年創立註 27，「桃園縣誌人物卷」說他是：「胸

懷磊塊之士，往往憑野鶴翻雲之景，落花依草之情，鍛鍊為心聲，以抒其俊逸清

新之藻思。」他有心報國卻不得志，曾做詩「春蠶」聊以解慰： 

蒼生衣披一肩任，滿腹經綸蘊藉深。 

              太息絲成身自繭，綺羅空負濟人心。 

    從首句就不難讀出詩人的壯志胸懷和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

                                                 註 26 呂傳琪，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生於民國前 12 年，卒於民國 32 年，字釣璜。      http://home.kimo.com.tw/tyc_city/report-daxi-scenery.htm，2007、3，瀏覽。 註 27 廖明進，《大溪風情》，桃園，宏技，200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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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乾」可以對照解讀。此種藉物寄情於詩詞或繪畫上的風格，在明代時徐渭即有

異曲同工之妙，他常把某些屬性特徵同他要抒發的思想感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畫石榴、葡萄，隱喻明珠被拋的思想，來自比懷才不遇，那意思就更牢騷滿腹蒼

涼無限了。 

如圖《墨葡萄軸》2-2-1 青藤在畫軸上面題了一首七言絕句： 

半生落魄已成翁，醉立書齋嘯晚風。 

比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明朝徐渭的另一幅如圖《榴實圖》2-2-2 所畫裂口石榴，筆墨蒼老潑辣，石

榴已老，子實外露，榴皮用墨飽和，在他的花卉上常出現，形成一種特殊風貌。

徐渭在上面題詩，懷才不遇的豪邁心情，明白如畫。註28 
山深熟石榴，向日笑開口。 

深山少人收，顆顆明珠走。 

                            圖2-2-1： 明 徐渭 ，《墨葡萄軸》                       圖2-2-2： 明 徐渭，《榴實圖》    116.4 ×64.3 公分  紙本，水墨                            91.4 × 26.5 公分 紙本，水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而呂傳琪仕途不順，只好轉往經營煤礦事業，死後由其弟呂傳命編成「釣璜

                                                 註 28 余素紅論文，《以物喩意－論圖像、意象、心象繪畫創作之關聯性》，200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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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稿」一書，收錄 300多首詩，分草木、人事、遊玩、天文等 15 部主題選詩，

其中關於草木珍果有 73首最多，獻頌的詩篇最少，只有 2首。呂傳琪詩的風格

崇尚「臺閣體」，所謂臺閣體是指明朝成祖時期，天下承平，當時詩壇領袖「三

楊」：楊世奇、楊榮、楊溥都有入翰林，受政府重用，他們的詩沒有特別深邃奧

義，文字平實中見醇正的思想，臺閣就是比喻宮中庭台樓閣，所以這時期的詩稱

為「臺閣體」，從「春蠶」這首詩就可以看出來。 

    民國 13 年（1924 年）七夕，呂傳琪邀集黃樹林、黃茂炎、簡伯仁、黃師樵

及其弟等 16 人創立詩社，在日據的淫威下，致力祖國文化之潛研創作。每年春

季的文昌君祭日，秋天的孔子誕辰，以及七夕社慶，崁津吟社會有盛大的例會，

詩歌酬唱。詩社全盛時期，社員曾多達 40餘人，呂傳琪去世後，黃樹林繼任社

長，曾有多人詩頌呂傳琪，如林曉峰「怡園憶舊」： 

記得當年擊缽聲，怡園夜夜集群英， 

攤箋擘紙懷諸子，閱卷評詩藝主盟； 

盛極一時文運煥，閒餘十載藻香清， 

醉霞精舍今猶在，不見先生獨愴情。 

    詩中所說的「醉霞精舍」應是呂的故居，而細讀此詩，也可以看出呂傳琪受

景仰的形象。崁津吟社對大溪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們創設之初誕生了有名的「崁

津八景」的歌詠，替古蹟名勝留下文字紀錄。崁津八景如下： 

八景之一八景之一八景之一八景之一：：：：溪園聽濤溪園聽濤溪園聽濤溪園聽濤（即現在的中正公園） 

                花木平原拓崁頭，溪聲浩浩繞園流。 

     風前與後臨崖聽，恍惚松號萬豁秋。（林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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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之二八景之二八景之二八景之二：：：：飛橋臥波飛橋臥波飛橋臥波飛橋臥波（（（（大漢溪上曾有一鐵索吊橋，拆於民國 48 年） 

              跨崖虹影線高懸，不借秦王石一鞭。 

百丈浮梁同鳥道，題詩我欲擬成仙。（劉彥甫） 

八景之三八景之三八景之三八景之三：：：：崁津歸帆崁津歸帆崁津歸帆崁津歸帆        

              飄搖幅幅似張弓，欸乃聲催兩岸風。 

點指石門明滅裡，大溪景似畫圖中。（溫武卿） 

    

八景之四八景之四八景之四八景之四：：：：石門織雨石門織雨石門織雨石門織雨（此石門並非石門水庫，是石門山，山雨欲來，美景似天仙     

          織錦。石門水庫民國 52 年才完工） 

              雨絲入扣走梭紛，谷口迷濛對夕曛。 

絕好沛然風剪就，水簾千尺捲寒雲。（張奎五） 

八景之五八景之五八景之五八景之五：：：：靈塔斜陽靈塔斜陽靈塔斜陽靈塔斜陽（靈塔在齋明寺後方） 

              員樹林中祇樹林， 別開法界境幽深。 

落霞彩散浮圖影，禪味偏從玄外尋。（呂傳琪） 

八景八景八景八景之六之六之六之六：：：：蓮寺曉鐘蓮寺曉鐘蓮寺曉鐘蓮寺曉鐘（蓮寺指蓮座山觀音寺） 

             芙蓉嶂上古香台， 百八聲催曙色開。 

警醒大千迷夢覺， 餘音飛過斗山來。（林文昭） 

八景之七八景之七八景之七八景之七：：：：鳥嘴含煙鳥嘴含煙鳥嘴含煙鳥嘴含煙（永福里後山，今之金面山，狀似鳥嘴） 

              留住閒身未出山，鳴聲從不和關關。 

慢嗤飲酌渾無力，霖雨權操口吻間。（葉文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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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之八八景之八八景之八八景之八：：：：角板行宮角板行宮角板行宮角板行宮（為日天皇太子所建，曾是臺灣 12 勝地之一） 

              靈疊層巒傑古幽，臺灣十二勝誰儔。 

自成少海覃恩俊，爭說名山太子樓。（呂傳琪） 

呂傳琪死後，崁津吟社失去中流砥柱 ，但是他們並未因此沒落，民國 42 年

重陽節臺灣省中北部詩人集缽聯吟大會，崁津詩社派員參加，江雲煙、簡伯仁、

簡欣哲、李子明、邱春木、陳義樹、呂傳命等人，都各有詩入選，十分風光。崁

津吟社與大溪因此有機會承辦民國 46 年的聯吟大會，但是自此之後，崁津吟社

竟也和涸竭的大漢溪一樣，走向衰落的命運。時勢所趨，傳統詩詞的創作人才凋

零是一大主因，白話文運動推行後的新文學創作更是殺傷力十足。 

    民國 50、60 年代臺灣詩壇盡是現代詩的聲音，紀弦、覃子豪、余光中、商

禽、周夢蝶等人發光發熱，傳統詩僻居消隱也就不讓人意外。 

    崁津詩社到底何時解散，沒個準，說法不一，不過坎津吟社的史料、詩人手

稿影像，則還完整保存在後人呂芳畹老先生處。 

    1998 年全國文藝季桃園縣由大溪承辦，活動主題是「21世紀文化大嵙崁－

－溪遊記，闖大溪」。文藝季活動中將崁津詩社史料重見天日，更復古的舉辦了

一次新的大溪八景，結果票選出：石門水庫、中正公園、慈湖、和平老街、阿姆

坪、蓮座山觀音寺、慈湖茶園及人行步道和中山老街。 新的大溪八景選出來了，

可惜少了詩人的歌詠，否則就可以今古輝映了註 29。  

 

 

 

                                                 註 29 http://home.kimo.com.tw/tyc_city/report-daxi-scenery.htm，2007、3，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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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傳奇的草店尾傳奇的草店尾傳奇的草店尾傳奇的草店尾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劉慶茂先生民國十六年生，大溪中興國小校長退休，現在居住內壢註 30，自稱

為草店尾老人。他是大溪之寶，也是大溪史料的活字典，將日據時代之大溪歷史

文獻分門別類且有系統完整的編撰，分門別類。有關日據時代五十一年之大溪誌

「崁津五十一」，大約十五萬字皆用毛筆書寫，提供後輩研究參考，其多才多藝，

詩、書、畫皆專精。劉先生之詩詞內容和水彩畫作（手繪本請參考 25頁）崁津

八景是筆者本次研究主題的主要背景來源之一，故筆者於今年（2007 年）二月

實地拜訪並和草店尾老人合照，如照片在 27頁。以下為劉先生所作之崁津八景

詩詞內容： 

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第一景 溪園聽濤溪園聽濤溪園聽濤溪園聽濤            

水聲蟬鳴（草店尾老人作） 

                   水聲蟬聲聲聲來，午憩一刻在崁崖。 

千軍萬馬在腳下，漩渦飛沫如暮靄。 

    崁津公園在日據時代列為 12 勝地之一，唯一以公園景色取勝之勝地，公園

林木蔥蘢，百花爭艷，鳥雀囀啼，忙裡偷閒，倚在涼椅休憩片刻，聽夏蟬催眠，

崖下水聲如萬馬奔騰，時大時小有急有緩，像一場交響樂曲般，小憩片刻，是人

間一大樂事。註 31 
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第二景 飛橋臥波飛橋臥波飛橋臥波飛橋臥波            

弓橋雙影（草店尾老人作） 

兩岸對峙一線牽，行走稱便身飛燕。 

橋上河面倒雙影，森森水聲昔人羨。 

                                                 註 30 劉慶茂先生自稱草店尾老人，他所著作《崁津五十一》只自己印刷二十本提供後人研究，並     未正式出版，榮獲第一屆桃園奉獻獎。 註 31 以下之崁津八景之詩詞和水彩作品轉載草店尾老人，《崁津五十一》（大溪文物史二），2001，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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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吊橋建於民國 23 年（昭和九年六月），解決大溪對外交通難題，造型富

於藝術，二座橋墩掛下半紅形吊索漆上紅漆，映在河面好似一道彩虹在水中。過

去河水豐沛時，水勢、緩流到了橋墩下，引起漩渦翻騰宛如千隻鴨群在溪中弄水

戲耍引起音鳴，在夕陽橋下漫步，如騰雲駕霧，如幻似夢，又如懸掛在空中飄飄

欲仙，如是閒情是人生一大享受。 

第三景第三景第三景第三景 崁津歸帆崁津歸帆崁津歸帆崁津歸帆 

 

                 1、伊人等郎（草店尾老人作） 

  岸上商客挑夫忙，期待綢緞南北郎。 

  桅竿收帆近夜深，盤算利市竊手昂。 

2、前日揚帆是三更，月影到映輕划聲。 

   滿載而歸喧嘩叫，伊人等郎撩裙傾。 

津是大嵙崁大溪雅稱，指大嵙崁溪小丘之小鎮，溫馨又典雅，大嵙崁三次黃

金歲月均以碼頭石板道為中心，遙想當年盛況來往於溪中帆船二、三百，來回四、

五天，運去茶葉、樟腦、木材，運回雜貨、布匹、五金。岸上等貨的挑夫、商客、

家眷企首遙望，心急煩悶，接著遠處傳來水聲，點點船火，船影朦朧，船到時已

是黃昏後，頓時人聲喊叫、卸貨、點貨忙碌不堪，新婚嬌娘離別五日，如千秋等

待伊人歸帆了。 

第四景第四景第四景第四景 石門織雨石門織雨石門織雨石門織雨                

銀絲山谷（草店尾老人作） 

                   疊疊山峰蜿蜒水，細細銀絲朦朧繠。 

遠眺石門數點雨，撐傘獨飲何人隨。 

    遠眺石門層層山峰疊疊起伏，谷間流水蜿蜒出狹口，激起水沫引動音鳴，出

口處像極袷衣開口，眼前廣闊河底，一時溪水向前奔跑，是千變萬化之壯觀，尤

其雨中即景，細細銀絲由天而下，谷間水沫成蒸氣，遠景濛濛，河水悠悠，站在

崁津公園上撐傘，細數雨滴，聆聽雨聲，是雨中作樂之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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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景第五景第五景第五景  靈塔斜陽靈塔斜陽靈塔斜陽靈塔斜陽                    

白骨黑影（草店尾老人作） 

林中孤塔一斜陽，多少富貴津片麟。 

嬌娥美姿成白骨，眾生無常該自吟。 

     員樹林齋明寺建於清光道三十年，寺內珍藏經本文物，稀世珍寶，俗稱份

子城，原稱齋明堂，日據改稱齋明寺。宋代木刻藏經，全台僅有，鮮為人知亦是

本鎮最古老禪堂佛寺，環境幽靜，令人肅然。寺後萃靈塔，奉祀骨骸，民間祭祀

所在，建造樸素，遠看如林中一孤燈，淒寂肅立，告誡芸芸。人生無常，多少殷

商巨富英雄好漢或美嬌人、走卒販夫，死以換來一堆白骨。一相罈雞鴨同籠，共

聚一塔，人生不過如此何必計較。當黃昏洛陽後，鴨聲三叫，生前榮華富貴，千

嬌百媚又如何，生前孝子親朋誰來陪伴您，夕陽漸漸落西，靈塔孤影倒映在地下，

肅穆悠然，令人悲涼 。 

第六景第六景第六景第六景  蓮寺曉鍾蓮寺曉鍾蓮寺曉鍾蓮寺曉鍾                

觀音亭鐘聲（草店尾老人作） 

                   蓮座觀音出污池， 喚醒世人莫延遲。 

遠處傳來木魚聲，陣陣清香破貪癡。 

    蓮座觀音寺建於清嘉慶三年，周圍青翠蓊鬱，由崁津公園遠望如蓮座。早期

大嵙崁溪水量豐沛時，寺下成蓮池，浮出小山，寺開蓮花，妙景絕境。寺前石階，

登上仙境，破曉曙光陣陣傳來，木魚鐘聲喚醒凡夫俗子不貪、不癡，一切隨緣，

佛法無邊，不可苦惱於塵劫苦海。  

第七景第七景第七景第七景  鳥嘴含煙鳥嘴含煙鳥嘴含煙鳥嘴含煙           

小姑出閨（草店尾老人作） 

煙霧嫋嫋出谷間，鳥嘴尖口山雙連。 

含羞脈脈如處子，崁津第一仙女緣。 

鳥嘴尖是大嵙崁時代地方標誌，最接近大嵙崁街坊小山，大嵙崁山峰連綿，

到了春夏春霧繞山，夏霧吐煙，是山城韻味，也是降雨先兆。自山頭煙雲嫋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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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宛如仙女昇天，雷電交加又如惡婦變臉，雨後彩虹懸掛於崙上，山影朦朧亦

如富家閨女，一片寂靜清爽，天下一大幻景。 

第八景第八景第八景第八景  角板行宮角板行宮角板行宮角板行宮               

山峰嵐光（草店尾老人作） 

                 今古山水兩雙連，大霸尖嶺崁津緣。 

綠峰碧潭處處有，天下第一角板巖。 

 

以下是新竹葉文樞作 

                 峰巒重疊往來難，偏有高樓建此間。 

壯麗足徵民力富，翠華何必駐空山。 

日據時代民國二十三年（昭和九年），當時昭和天皇尚是太子時，擬來台巡

視角板，後來礙於交通而未臨，但封建權威時代太子來台巡幸，是何等重大之事，

乃國家一大要事，全台沸騰，動用原住民大興土木，興建行宮太子樓，該樓木造

蓋日本瓦，木材皆用角板上等檜木、紅檜，由日本請來木匠，施工講究，費時經

年始告完竣，堂皇輝煌，肅穆樸素，令人有不敢仰視之的壓迫感，角板行宮一景

又名：角板風光、山峰嵐光，吟出角板山景水澤，乃世外桃花鄉。 

    草店尾老人之詩詞內容和水彩畫作是本次主要創作之背景，其作品如下： 

                            圖 2-2-3：筆者與《崁津五十一》作者合照                 圖 2-2-4： 草店尾老人之水彩作品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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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5：劉慶茂，《溪園聽濤》，水彩               圖 2-2-6：劉慶茂，《飛橋臥波》，水彩 7.5�7.5 公分，2001 年，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7.5�7.5 公分 ，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圖 2-2-7：劉慶茂，《崁津歸帆》，水彩              圖 2-2-8：劉慶茂，《石門織雨》，水彩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圖 2-2-9：劉慶茂，《靈塔斜陽》，水彩              圖 2-2-10：劉慶茂，《蓮寺曉鐘》，水彩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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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1：劉慶茂，《鳥嘴含煙》，水彩          圖 2-2-12：劉慶茂，《角板行宮》，水彩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7.5�7.5 公分，2001 年，崁津五十一繪本  
        

筆者綜合以上崁津八景詩詞內容構思所創作之作品： 

 

 

             圖 2-2-13：謝志成，《溪園聽濤》                圖 2-2-14：謝志成，《飛橋臥波》，油彩 水彩‧水彩紙，92�74 公分，2006 年               壓克力‧畫布， 116.5�91 公分，2006 年    
          圖 2-2-15：謝志成，《崁津歸帆》                    圖 2-2-16：謝志成，《石門織雨》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6 年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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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17：謝志成，《靈塔斜陽》                 圖2-2-18：謝志成，《蓮寺曉鐘》 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7年               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圖2-2-19：謝志成，《鳥嘴含煙》                   圖2-2-20：謝志成，《山峰嵐光》 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三三三三、、、、仁者樂山仁者樂山仁者樂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智者樂水智者樂水智者樂水    

    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靜，智者動。仁者壽，智者樂。」註 32
智者的遊山玩水，不僅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更參透許多人生哲理，並揭

示人立身行道，先「立志」，還要「深思而慎取」，這樣人生才可以無悔。進而又

                                                 註 32 謝冰瑩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5，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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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志」、「有力」、「物以相之」，為能盡遊天下奇觀的三個要件。 

    關於山水的美學意義，孔子早已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人者壽。」（《論語．雍也》）的真知灼見。所謂「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孔子在無言的山水中，早已發現了其象徵著「仁者」、「知者」、「壽」與「樂」

的意義。智慧無分達官貴人、凡夫走卒，欣賞和喜歡山水是不分貧賤富貴的。 

    反觀現在有錢人，不是住在山上，就是住在水邊，所以山和水跟人的生活、

財富、休閒，都有著很密切的關係。有的人喜歡高山，喜歡高山的人，因為山可

以登高遠眺，因為山上有樹木林蔭，因為山上有金銀寶藏，因為山上有各種飛禽

走獸。還有的人不惜一切，為了登山，賠上了生命。當然，高山也蘊育人的道德、

品格、修養、意志，因此一般人常常比喻、讚美他人的人格，就說「有如山高」。 

喜歡高山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人喜歡大海。海邊一望無際，可以漫步休閒，

可以觀望魚游、吸收負離子、聽取潺潺的流水聲以紓解壓力，挖掘能源；更有甚

者，有的人不惜一切冒險航海，固然有人發現新大陸、新海島，但也有不少人賠

上了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筆者發現住在靠近山區的人，家中偏愛掛與水或海有關的圖畫；反之住在海

邊的人，家中卻偏愛掛與山景有關之作品自有其道理。 

故「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和水自古即成為聖賢仁者重要的朋友，石濤

《畫語錄》第 147頁中，正承傳著類似見解：「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行徐也以

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其中強調了把握自然美所具有的人格、

精神特質。 

    山的美妙，在四時不同，所謂春山淡雅、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如睡；

四時之山，筆者將這美妙的畫面直接創作成作品更做為深一層的探討，成為可以

觀，可以遊，可以居的好環境。 

    然而昔日的大溪八景雖然只留懷想，但大溪的好山好水始終引人入勝。從湖

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到林蔭蒼蒼、充滿思古幽情的古步道 ，乃至結合休閒的觀光

旅遊區，都是尋幽訪勝的好去處。石門水庫、慈湖、阿姆坪、頭寮大池的明媚風



 32

光，中正花園、大溪別館、植物藥園的多姿多采，都讓遊客一遊再遊、意猶未盡。 

    故筆者終於知道，為甚麼一遇到假日，總有人欲忍塞車之苦到大溪來觀光旅

遊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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