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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主要代表作品解析主要代表作品解析主要代表作品解析主要代表作品解析    

    

    

    筆者本次進修三年期間，所創作研究的完成作品，皆以大溪自然風景為主，

題材內容分為意象表現和對景寫生個兩個系列，其中意象表現以崁津八景詩詞內

容為題材，且有關崁津八景之創作背景和理念的說明，大部分來自前劉校長所著

作的《崁津五十一》一書；對景寫生方面主要以大溪風情為主，包含大溪八景、

自然景觀、河流風貌、自然生態、古蹟等，運用各種媒材：如水彩、油畫、壓克

力等來展現主題，期盼引起思考動機，其中壓克力顏料的表現技法是在進修期間

所學，因此筆者也特別運用在創作作品上。 

    在創作過程中筆者發現到風景與山水是大不相同的，風景會隨著時代背景或

各種開發而改變；山水則不同，以前崁津八景之山水雖因歷史時代改變，但現在

仍然依舊，山還是山，水還是水，如筆者所畫的作品《鳥嘴含煙》的背景是山，

當下雨前煙霧瀰漫的情景如鳥嘴，仍然無太大變化；但風景已和從前大不相同。

此種景象如代表作品《溪園聽濤》中的風景、山水形式等都和前面所描述相同，

這是筆者感觸最多的地方。因此筆者將本類作品歸為對景寫生系列，讓觀賞者知

道大自然長恆之所在。 

    筆者對風景畫中的水景題材，如河流、湖泊、非常熱愛，在創作準備過程中，

歷經圖像與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研讀，以增進對創作背景的深入瞭解，以寫

生、素描和拍照攝影作為構圖時的參考，期望經過此次之努力，能夠更深入體認

大自然之美。 

 本次創作研究中，讓筆者深深感覺到，這次的進修畢業成果展並不是結束，

而是筆者另一層次學習的開始。以下就此次展出的代表作品，各件作品分別加以

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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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一：謝志成，《蓮寺曉鐘》，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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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蓮寺曉鐘》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崁津八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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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級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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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前石階共有一百二十七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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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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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教化等文化的表徵。每到假日總是人潮洶湧，筆者引用草店尾老人、林文昭兩

位詩人之詩詞內容為創作背景：詩詞如下 

（一） 觀音亭鐘聲（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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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蓮寺曉鐘（蓮寺指蓮座山觀音寺）（林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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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筆者先以素描草稿構思，具象設色表現，使光線集中在最遠處，最後再 

    依個人美感經驗利用多層次分割畫面，在作品裡呈現多種變化而完成之。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作品素描構圖     （2）、繪畫表現過程        （3）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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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謝志成，《山峰嵐光》，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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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山峰嵐光》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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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峰嵐光等，吟出角板山景水澤，乃世外桃花鄉，此景是昔

日崁津八景之一。筆者依以下三首詩之詩境來創作。 

（一） 角板行宮（為日天皇太子所建，曾是臺灣 12 勝地之一），（呂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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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山峰嵐光 （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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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竹葉文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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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筆者八十五、八十六年任教於角板山介壽國中此地實是人間仙境，    

   作品仍以具象繪畫完成後再依個人美感經驗分割畫面。 

三三三三、、、、表表表表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 

        

  （1）作品素描寫生稿     （2）具象構思       （3）分割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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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謝志成，《飛橋臥波》，壓克力.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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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飛橋臥波》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大溪吊橋建於民國 23 年（昭和九年六月），大漢溪上曾有一鐵索吊橋，拆於民國 48 年，飛橋臥波為昔日崁津八景之一，當時解決大溪對外交通難題，造型富於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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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閒情乃人生一大享受。筆者雖未曾見過，但也拜訪地方耆老，依以下詩境繪畫創作而成。 （一） 飛橋臥波（劉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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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弓橋雙影 （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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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筆者創作作品嘗試著利用壓克力來繪畫，作品依草店尾老人之作       品作為參考，想像當時大嵙崁溪（大漢溪）每日有一、二百艘船因商務往返，       作品以清晨五點左右船隻出海情形，畫面畫有一艘船代表著一帆風順之意。       也因利用壓克力快乾的特性，故筆者能依詩境快速完成。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構思草圖                      （2）《飛橋臥波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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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四：謝志成，《靈塔斜陽》，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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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靈塔斜陽》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大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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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肅穆悠然，令人悲愴 。筆者前幾年曾經到此參觀拍照，現在齋明寺古蹟正

在維修中，本作品依草店尾老人之畫作和兩位詩詞內容做為思考創作背景。 

（一） 靈塔斜陽（靈塔在齋明寺後方）（呂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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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白骨黑影：（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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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筆者以油性蠟筆素描構思，因齋明寺離住家不遠故常利用黃昏到  

    此造訪。雖然現正在維修中，但昔日詩景依然清晰可見。筆者依拍攝照片以    

    具象呈現，再依個人美感分割，此為昔日崁津八景之一。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油性蠟筆素描構圖思考  （2）油彩設色過程       （3）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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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謝志成，《三民蝙蝠洞》，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83

作品五：《三民蝙蝠洞》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距離大溪不遠的復興鄉三民村北部之溪谷內，由溪谷仰望，但見石壁矗立，

高不可攀。藉由石縫中小橋登上洞口，天地豁然開朗，蝙蝠洞口成半圓形，足可

容納千人。此洞乃是天然岩洞，洞外有瀑短長流、水沫紛飛，其聲隆隆如雷怒吼，

簷上掛滿綠茸芳草直垂畫面，點點滴滴清泉連珠下滴，直是水濂洞，形勢隱閉險

要，此天然洞口真是鬼斧神工之作。蝙蝠洞現雖無蝙蝠出沒，但在該洞未被發現

之前，仍是蝙蝠的棲身天堂，至今洞內地面佈滿紅土，即是蝙蝠排糞所堆積而成，

可見當時有上萬隻蝙蝠倒懸之盛況。日據末期，此洞被居民發現，且視蝙蝠為佳

餚，因此蝙蝠被射殺燻烤為食，未幾，乃告絕跡。 

    筆者多次探訪此地，內心感受良多，因人為疏失而造成生態之大變化，讓人

難以想像。如果今天能再看到成千上萬的蝙蝠在此洞內休憩，相信一定是世界一

大奇景，只可惜今天已不再有昔日景觀，實為嘆矣！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作品以油畫創作，先以素描構思，具象寫生方式構圖，依需要做 

    綜合立體分割畫面並加入新元素-蝙蝠。多次到此地拜訪，雖未看見半隻蝙 

    蝠，但筆者利用意象表現加入五隻蝙蝠，代表五福臨門之意。 

三三三三、、、、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現過程如下：：：： 

    

  （1）素描草稿           （2）具象寫生       （3）美感分割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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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謝志成，《聆聽》，油彩.畫布，72.5×91公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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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聆聽》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稻穗飽滿之時，媽媽利用星期日的下午為女兒述說稻子的成長小故事，恰巧

我們經常餵食的鴿子也來報到，邊聽媽媽說話。 

    筆者剛搬到這個充滿鄉野情趣的屋子時，每日生活的驚喜就是發現田間時常

出現不同的鳥類、昆蟲及四時的變化，急著與孩子們一同分享。在大自然中成長

的小孩當然也像發現新大陸般，每日報告所見所聞，在無形之中也學會了愛護和

珍惜大自然。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筆者利用照片和油畫將當時情形記下，隔些時日屋簷上飛來一群不速    

    之客－鴿子。因光線變化無常和加入不同元素和風景當背景，使畫面顯現空  

    間感，筆者先以素描的方式起稿，再利用暖色調設色，畫面分割創作而成的 

    作品 。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構圖         （2）油彩構思            （2）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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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謝志成，《石門水庫的楓葉》，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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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石門水庫的楓葉》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石門水庫是早期迷人的風景之一，如石門織雨、水庫洩洪，經常吸引大批遊

客駐足。近年來水庫內遍植楓樹，深秋楓紅層層，落葉飄飄，將大地染成鮮紅色

彩，到了春天又是綠油油的一片，如此景致更是吸引不少墨客與民眾到此踏青遊

玩。 

    筆者以水庫洩洪作為背景，表現綠葉叢中一點紅的效果，在意象表現中一片

樹葉代表著整個遍布的樹葉之意。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筆者以簡單的構圖方式，如一片樹葉為主題，整遍綠色和石門水庫洩洪為

背景作為作品之遠近。希望利用對比色、明度的比較和色塊的形式重疊交錯組

合，使作品內容能更加豐富。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構思和草圖                   （2）綜合立體分割     

    

      （3）重新構思                    （4） 作品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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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謝志成，《崁津歸帆》，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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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崁津歸帆》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崁津歸帆是昔日有名的崁津八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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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忙碌不已，新婚嬌娘離別五日，如千秋等待伊人歸帆了。筆者本章作品雖未作

品分割，但是藉由兩位詩人之畫境，希望能將昔日崁津歸帆情形表現於畫面。 

（一） 崁津歸帆 （溫武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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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伊人等郎 （草店尾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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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草店尾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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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筆者參考莫內的作品《阿江突倏的帆船》和其素描稿《行走中的 

帆船》的船，船身影和以上兩位前輩詩詞內容再三吟詠構思而成的作品。筆

者依傍晚溪中帆船二、三百歸帆停泊之情形，繪製過程中以油性蠟筆設色再

上油彩，使畫面能回到當時情景，背景乃是現在所呈現之大溪鎮。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油性蠟筆素描構圖思考            （2）崁津歸帆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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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謝志成，《阿姆坪》，油彩.畫布， 91�65 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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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阿姆坪》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阿姆坪為現代大溪八景之一，阿姆坪位於石門水庫中游的右岸，是「悠哉遊

哉式」真正清幽休閒玩法的清靜選擇。昔日芳華人聲雜沓，如今寂寞冷清還它靜

謐面貌。阿姆坪屬大漢溪河階台地，但見碧波瀲灩與綠野山林，而因繪畫形式上

略為分割，筆者將其歸類為意象表現方面，此圖為筆者從高處往下眺望一景。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每次到此景造訪皆有不同之景色，時而看到煙霧瀰漫、時而水意相連， 

   因此在多次寫生及修改之下，整幅作品大多以綠色和藍色為主，在構圖上背  

   景成上、中、下三等分，利用多棵垂直的樹幹將背景和主題融合，使畫面有 

   錯中複雜的感覺；本作品表現技法受李石樵先生《蟬聲》所影響而完成。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寫生構圖                    （2）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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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謝志成，《溪園聽濤》，水彩.水彩紙， 92�74 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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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溪園聽濤》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昔日有名的崁津八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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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卻囀啼，忙裡偷閒，倚在涼

椅小憩片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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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憩一刻，是人間一件樂事。筆者利用午休片刻到此拍照，參考前人

詩詞內容完成此作品。 

（一） 溪園聽濤（即現在的中正公園）（林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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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水聲蟬鳴（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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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筆者以水彩表現方式來呈現，背景和主題運用了透明水彩的特質，重疊  

    法和渲染法並用；構圖上利用透視法，近大遠小的原理將橋身拉遠直到對 

    岸，除了現場寫生組合外，還配合照片依詩境內容完成此作品。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草稿                      （2）作品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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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謝志成，《鳥嘴含煙》，油彩 . 畫布，116.5�91公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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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鳥嘴含煙》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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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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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冨家閨女，一片寂靜清爽，天下一大幻景。作品背景乃是鳥嘴尖，作品人物依

葉文樞、草店尾老人的詩詞小姑出閨內容所寫生創作而成。 

（一） 鳥嘴含煙（永福里後山，今之金面山，狀似鳥嘴）（葉文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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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小姑出閨（草店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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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本作品依崁津八景所遺留之景色如背景鳥嘴尖山，利用素描先構圖，再  

以油畫技巧和照片組合而成，按詩境不斷的修改，始完成作品。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依詩境素描寫生構圖                 （2）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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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謝志成，《崁津大橋》，油彩.畫布，116.5�91公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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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崁津大橋》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崁津大橋位於大溪粟仔園通往內柵之外環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通車。歷史

山水之城大溪鎮，在最近幾年來，出現了「新橋變舊橋，舊橋變新橋，無橋變有

橋」的有趣變化。原來橋齡最新的武嶺橋，在舊大溪橋重新打造成復古吊橋，以

嶄新面貌重現時，武嶺橋一夜之間則變成了舊橋，老舊的大溪橋反而出現新貌成

了新橋。而新近通車的崁津大橋，則是一座「無橋變有橋」如同變戲法般蹦出來

的天際彩虹大橋。 

        崁津大橋沿大漢溪河畔橫越，直接銜接台七線，使往來車輛不再阻滯於古鎮

狹窄的市區中，全橋為大跨距鋼構結構，帶給人充份的視覺美感，是一座極具現

代感的景觀大橋，筆者經常利用空閒之餘到大溪圖書館附近觀賞此景。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筆者以素描寫生構圖方式，再以油彩設色，天空和遠水皆以透明方式表 

    現，因此可看到隱約留白之處。在構圖上運用透視法，將老榕樹和現在新建 

    設的崁津大橋形成一種對話方式，來完成此作品。 

二二二二、、、、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構圖                              （2）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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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謝志成，《大溪哥德式教堂》水彩.水彩紙，80�65.5 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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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大溪哥德式教堂》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哥德式尖塔造型及紅磚砌的外觀，如同童話故事中公主居住的城堡，高聳的

教堂儼然成為大溪的地標。尖塔、紅磚、牆上的彩繪玻璃皆是令人難忘的地方，

筆者本次展覽地點就在此教堂之隔壁。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每次經過這裡總是被高聳、雄偉且莊嚴的建築物所吸引，在大溪鎮上顯 

    格外突出。筆者本幅構圖和繪畫方式受康斯泰勃的作品《從主教領地看索 

    爾斯堡教堂》所影響。在繪畫之前先仔細觀察並拍下照片，先以素描構圖， 

    利用透明水彩繪畫；背景運用渲染法，主題以重疊法來描繪古典建築所呈現 

    的作品。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教堂素描構圖                  （2）水彩創作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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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謝志成，《小烏來瀑布》，油彩.畫布，117�80 公分，2006年 

 

 

    

 

       



 101

作品十四：《小烏來瀑布》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小烏來位於桃園縣復興鄉，峽谷居多，其內風景以小烏來瀑布、龍鳳谷瀑布、

風動石最聞名。泰雅語的瀑布是「烏來」，台北縣烏來鄉也有烏來瀑布；復興鄉

的小烏來瀑布與其比較，毫不遜色，只因烏來是鄉名，瀑布僅是復興鄉的義盛村

一部落，故名「小烏來」。此區以清新秀麗的瀑布和峽谷風光見長，區內以小烏

來瀑布最為出名。 

    由於雨量豐沛，溪水流量可觀，小烏來瀑布幾乎不受冬季乾旱影響。小烏來

瀑布分為三層，但以中段最為壯觀，屬「斷層懸谷型」瀑布，溪水自細窄如巷的

溪谷頂端，突遇斷層陷落形成懸崖，溪水即由左側缺口倏地直墜 50 公尺下深潭，

水霧紛飛，煙水迷濛，堪稱奇景幽境。 

     瀑布風景區旁有一四層賞瀑台可供遊客欣賞。每年 5～6月，及 11月至隔年

2月也是賞鳥季節，在此地可以享受森林浴，也可觀看瀑布及賞鳥。深秋時，宇

內溪兩旁鮮紅色楓葉則鋪陳或漂浮在溪岸與潺潺溪水、瀑布構成絕美的景致。 

    因為此地距離住家不遠，故筆者經常利用假日帶家人到此寫生或遊山玩水。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筆者依一般對景寫生方式利用素描構圖，最後由油畫彩完成作品。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寫生                （2）小烏來瀑布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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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謝志成，《大溪慈湖天鵝》，油彩.畫布，91�72.5 公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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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大溪的慈湖天鵝》創作敘述 

 

一一一一、、、、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創作背景與理念：：：： 

    慈湖，位於大溪鎮福安里，原名「新埤」，俗稱「埤尾」，前後分為二個湖，

中間以溪水相通，湖心時見天鵝悠游，氣勢非凡，又有「近龍湖」之稱，故總統    

    蔣公生前經常駐臨大溪，在蜿蜒而上的山間公路上，遠眺大漢溪,深覺景致

頗似故鄉奉化溪,遂取名為「慈湖」，以追思慈母王太夫人，這也就是慈湖一名的

由來。一長串的慈湖歷史，讓人追思的緬古情懷   蔣公逝世後，靈櫬於民國 64

年奉厝於此，因而使慈湖成為舉世聞名的觀光勝地。慈湖由於早期列為禁區管

制，許多生態環境得以保存原始風貌不受到破壞，現在成為發展觀光旅遊最主要

的資源與賣點，加上鄰近地區有民間陸續開發的花園、農場，及鎮公所開闢休閒

步道、蔣公塑像公園等設施，在北橫公路串連下，慈湖除了供民眾謁陵之外，將

提供民眾更多觀光休憩功能。這兩年來，此地方可說是爭議頗多的地方，筆者只

覺得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慈湖的美就是美。 

二二二二、、、、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此地因離教職地方不遠，故常利用時間到慈湖觀賞天鵝。筆者 

    常以小號油畫或素描寫生，大溪慈湖的青山綠水正是筆者經常運用表現的天 

    然顏色。 

三三三三、、、、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表現過程如下：：：： 

 

      

         （1）素描寫生                       （2）完成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