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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是所有傳奇故事的舞台

李乾朗

李乾朗（右二）於 1978年調查林家花園，請鹿港老匠師施水龍（左二）到場指導

人類歷史中留下來的東西，就像一捲漫長的錄音

帶，聲音有時很吵、有時很靜，有時沒有錄到任何

聲音。不同錄音帶所錄下的漫長的歷史，都有不可

被取代的價值，也就是說，古蹟沒有政治、道德、

美醜之分，它是中性的存在，不可互相取代。

由此觀點去看，有些遺蹟看起來或許很不起眼，但

它們都是歷史錄音帶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學者專家

的專業知識來加以解讀、解碼，還原歷史、生活。

各國的保護法不同，而破壞則是歷史的必然。我們

看西安的半坡遺址，一發掘開來，才發現它有年代

不同的文化層，換句話說，後代一直在破壞前代。

不過，今天的破壞速度高過先前的任何一個時代。

正因如此，今天我們必須訂定更多法令來保存、拯

救、整修過去的文化資產。在戰爭公約中，規定不

可轟炸各國的教堂、寺廟古蹟等等，因為它們不屬

於個別國家，而是全人類共有，是世界的遺產，也

應由全人類共同來維護。

我們政府的都市計畫部門，過去水準一直很低，造

成均質化的結果，鄉村、城市建築景觀毫無差別。

由於城鄉不分，土地暴漲之下，古蹟一遇開路即

拆，遇建商則賣，古蹟保存的籌碼越來越少，怎麼

辦呢？我們從文化資產屬於全民共有的觀念出發，

將古蹟公有化，用納稅人的錢來補償原古蹟擁有

者。現在有一個「空權轉移法」的法案在立法院待

審，它是將受文化資產保護法限建的房地產權，以

附近新建大樓的房價水準計算，補償其損失。但今

天台灣社會的觀念跑得比法令快，以台灣立法的速

度，等到法令立好時，台灣可能沒剩幾個古蹟可以

保護了。

在目前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所謂的古蹟多是單棟

的建築，主要是因為，整片的古蹟問題多，因此多

以單棟建築為主。三峽老街是當時第一個被指定為

古蹟的聚落，沒想到第一次就踢到鐵板。就我所

知，從三峽老街事件到現在，沒有再指定聚落為古

蹟。鹿港也不是整片聚落都被內政部指定為古蹟，

真正在政府古蹟名單中的僅有兩、三棟而已。由於

鹿港早有一條主要的大路疏散交通，其他的老街巷

也是在多數鹿港人同意下，才得以保存下來。但它

們並非正式指定的古蹟，而有另一個名稱叫作「古

市街保存區」，有另外的法令來管轄，即門面保留

原貌，規定天空線的高度，遊客站在街上，看不到

門面後的新建部分，至於內部則可依屋主的意思，

予以現代化。

古蹟的認定因人而異。對於一些沒有被列入官方保

護範圍的老建築，應如何挽救呢？這還是要透過都

市設計，我們看瑞士、奧地利很多地方，其實都未

列名古蹟，但他們的國土規劃良好，城鄉之間的交

通系統順暢，在城市工作的人可以快速疏散，回到

郊區的住家。因此，人們不會想要賣掉老家，到城

裡住，很多人甚至還住在古屋中。

如果有一天民眾賣房子，建築師設計房子的時候，

不只關心坪數及房間數，也會考慮到生活的藝術，

那我肯定我們的社會會比今天更好。前英國首相邱

吉爾曾說：「人創造環境，環境再來改造一個人」，

道理就在這裡。

 ——寫於 1999年

李乾朗的祖先在清初乾隆年間自泉州同安移民來台

灣，定居淡水忠寮。先祖胼手胝足，因取得水源、

擅長營造石頭屋改善了環境，族人陸續高中科舉的

文舉人、武舉人，讓燕樓李家成為地方上廣受敬重

的士族。1949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外公家，在安定

的環境中成長，讓李乾朗的藝術細胞很早就得到啟

蒙。由於成長於充滿故事性的大稻埕與淡水古建築

群中，使他從小具有豐富的想像力。

1965年就讀師大附中，參加李賢文創辦的附中寫

生會，認識美術同好養成愛好寫生的習慣，一生受

用不盡。期間同窗李雙澤教他彈吉他，更是讓吉他

音樂陪伴了他一輩子。無論是繪畫、音樂，還是古

建築，他都是迷上了就樂在其中；而且只要是喜歡

的東西，就會展開收藏規模。舉凡相機與相片，母

親的刺繡、父親早年手繪的建築藍圖、自己的比賽

獎狀、國外旅行速寫，郵票、音響、老唱片，各式

各樣的老墨斗，形形色色的吉他，數不清的建築專

業書籍⋯⋯都是他眼中的寶。由於戀舊，不管是唱

片、音響、吉他、相機、墨斗，讓他幾乎捨不得丟

掉任何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因為蒐藏是他研究的

基礎，透過收藏品的脈絡梳理使他開展了廣闊的研

究視野。

1968年，李乾朗進入文化大學建築系，受父親埋

首建築設計的影響，原想追隨父親的腳步成為建築

李乾朗簡介



師，由於具備繪畫根底，加上總能快速掌握建築

的要領，讓他在學生時代就經常為建設公司畫透視

圖。沒想到因緣際會認識了畫家席德進先生與古蹟

仙林衡道教授，使他的研究興趣轉入台灣古建築這

條路，甚至成為一輩子的研究志趣。長年埋首於中

國古建築的浩瀚之海，也讓他的生命多姿多采。

李乾朗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

座教授。近四十年來，歷任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建築師》雜誌主編等職，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國立臺北大學等

校，講授中國建築史、臺灣建築史、古蹟維護等課

程。近年工作以教學、古蹟調查研究、擔任諮詢委

員、辦理展覽推廣建築文化及推動各地建築交流為

主。曾獲臺北市文化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圖書

金鼎獎、行政院文化獎等獎項。截至 2018年，李乾

朗的著作已接近 80本，代表作包括《金門民居》、

《台灣建築史》、《傳統建築入門》、《臺灣古建築圖

解事典》、《爸爸講古蹟》、《巨匠神工︰透視中國

經典古建築》、《臺灣民居》、《臺灣古建築》等著

作。策劃建築展覽，包括 2014國立臺灣博物館《解

構——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展》、2016新加坡蓮山

雙林寺《氣象萬千——新加坡雙林寺建築藝術展》、

2018山西博物院《穿牆透壁—李乾朗古建築手繪藝

術展》。

台灣博物館剖面圖

鐵道部建築透視圖



台北龍山寺台北北門

台北孔廟大成殿



台北林安泰宅拆遷中，四維路，1978

台北林安泰宅

台北林安泰宅拆遷中，四維路，1978



宜蘭鄭氏家廟

板橋林家花園

宜蘭鄭氏家廟



彰化永靖餘三館

新竹城隍廟

霧峰萊園林家戲台



金門風獅爺，1974

台中市役所，1972



《霧峰萊園 1 9 7 7》

阮義忠

台中縣霧峰鄉的萊園，我少說也去過五、六回，但

每次要從這座佔地一萬多坪的台灣舊式宅園離開

時，總覺得意猶未盡。那股幽遠的魅力深深吸引著

我，讓我忍不住一去再去。

歷盡滄桑的萊園仍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風貌。

雕樑畫棟耐人尋味的裝飾、琉璃磚瓦古樸迷人的色

澤固然讓喜歡攝影的我沈醉其中，但最讓人著迷之

處，便是從踏進的那一刻起。心弦時時被撥動著，

古老宅第、傳統庭園的優雅生活處處令人震撼、感

動。

“萊園 ”俗稱霧峰林家花園，與北部板橋的林家花園

並稱本省傳統建築及庭園藝術的兩大典範。要說它

的歷史，就得從霧峰林家的先祖林石談起。

乾隆十二年，林石由閩遷台，於鹿港登陸，初於

彰化府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鄉一代）務農。乾

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謀反，攻陷彰化府、進逼大里

杙，林石被認為參與抗清，遭官方捕殺，長媳黃氏

遂攜子林甲寅遷居霧峰鄉重整家業。林甲寅之子定

邦、定國兩房開枝散葉，於光緒十年左右分居於下

林家（下厝林）、上林家（頂厝林），至今綿衍不

斷。

下厝：滿清時期台灣械鬥、民變以及番人出草殺害

漢人等事件迭起，各莊地主因而皆擁有自衛武力。

林定邦之子文察因領導鄉勇家丁平匪有功，逐步晉

升為福建陸路提督，後於太平天國之役戰死，追

謚為 “太子少保 ”。其長子朝棟任兵部郎中，立有

征番、平匪、抗法等勳功。光緒二十年日軍侵台，

林朝棟督兵分守彰化一帶。甲午戰爭後台灣割給日

本，下林直系嫡親遂舉家內渡大陸，僅留二房族親

管理族產。由於管理不善，迭遭損壞。1951年軍

人進住，大房嫡系後來雖然返台，但族支已越見繁

雜，維護更加不易。至今存留的原始建築包括 “宮

保第 ”、二房宅第的一部分，以及祠堂的一落屋院。

頂厝：林氏世代務農、習武，林定國之子文欽卻獨

好文藝，於光緒十十九年中舉。頂厝景薰樓的正廳

門上，至今仍掛有御賜文魁匾額。清末，林文欽興

建萊園，梁啟超來台下榻園內的五桂樓，萊園一時

聲名大噪，而後林文欽更是廣邀文人墨客於萊園吟

詩雅聚。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曾於萊園舉辦暑

期講座，敦聘連雅堂講學。連氏的《台灣通史》即

為當年講學之底本。林文欽長子獻堂深受梁啟超影

響，致力於民族、民權運動，對當時的社會文教有

顯著貢獻。台中第一中學即為林獻堂創建。

頂厝林宅保留地相當完整，景薰樓、蓉鏡齋仍具原

貌。萊園改建成萊園中學後，原先的擣衣澗、木棉

橋、荔枝島、萬梅崦、望月峰、千步磴、夕佳亭等

勝景面目全非，唯留五桂樓、小習池。目前統稱的

萊園包括下厝的宮保第、二房宅第以及上厝的景薰

樓、蓉鏡齋。

我習慣在天剛亮就開始遊覽風景區，那時的景物就

像剛睡醒，帶著清新、安祥的表情。這次也不例

外，晚上自台中搭乘前往中興新村的巴士，於霧峰

下車，在萊園附近的新峰旅社過夜，第二天大清早

便可趕去。

霧峰鄉的街市平凡單調，一條大馬路、兩排水泥公

寓，令人難以聯想這兒就是富甲半個台灣的大家族

所在地。許多人即使路過，也不會曉得非常值得一

遊的萊園就在附近。

步出旅館，走向對面公車站牌左側的萊園站，整條

小路有如時光隧道，一跨就進入一個十九世紀的天

地——頂厝林宅。

遠遠便看到景薰樓，晨光輝映，磚色格外紅豔。這

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建築，屋舍隨著院落延伸，一

進比一進高，盤踞半面山麓，有如紅磚砌成的陵丘。

打景薰樓的門亭經過，來到正廳前院，院子在屋簷

的陰影陪襯下顯得格外清冷。兩側的廂房門窗均已

褪色，在陰影中透著曖昧，就連那對石缸上刻的避

邪獅頭，都好像並非真實。恍惚之中，感覺自己有

如置身夢境，成了一個古老之夢的元素。廂房門突

然被推開，一位現代裝束的婦人拿著掃把出來，把

我嚇了一大跳，彷彿被人搖醒，驚愕於時空的剎那

轉變，分不清什麼是夢、何者為現實。

景薰樓的四進院落都有人居住。在一般情況下，只

有前廳的庭院准許遊客參觀，但跟主人客氣地商

量，後院也進得去，沿著門亭外的圍牆走到巷底，

過一道木柵門即可進入。庭院相當寬敞，正堂高

聳，兩旁廂房低矮，烘托家庭成員的地位高低。正

堂前的天井內有個大瓜棚，陽光斜射下來，在地上

映出有趣的圖案，為空蕩蕩的庭院帶來幾許活潑朝

氣。整個院子被前後兩進宅第以及左右圍牆隔成一

個詩意的空間，讓人心清慮純、了無凡念。

蓉鏡齋位於景薰樓右鄰，前堂為住家，遊客只能

在庭院參觀。庭院甚小，缺乏意趣，但花架上的

瓷台、牆壁上的瓷窗，無論顏色或造型都展現了細

膩而精巧的變化，值得喜歡美術與工藝的人細細欣

賞。後院原為書塾，空間佈局不適家居，目前無人

在此生活。

書塾的玻璃窗上雕著花鳥，屋檐板上鏤著花飾。兩

側走廊皆有瓜棚，台階上的欄杆，正廳內的屏風以

及屏風後面的書桌椅無不精工雕刻。富家子弟唸書

之處，果然考究。

從頂厝去下厝宮保第，只需沿著萊園路走個三、四

分鐘。宮保第的外型依典型官宦宅第規制，埕前一

對石獅、門上兩尊門神，門檻前方立著一排石鼓。

午後時分，一位工人大剌剌地橫臥在石鼓前歇息。

這是在林家鼎盛時期不可能有的景象，如今卻代表

了下林家的現況寫照。

宮保第為上、下林家建築中最花心思的一座，彰顯

當年下厝身為官府的地位表徵。此處經常有建築學

人前來觀摩，喜歡民俗的社會大眾亦常來拍照。所

有建材，無論一磚一瓦，在在展現了那個年代的工

藝巔峯。整座建築除了部分雕空門檻重新粉飾過，

其它部分幾乎都保留了原貌。時間剝去精工巧飾的

華麗外衣，為其累積厚重的古拙色調，醞釀出凡夫

手藝無法達到的成就。

宮保第旁的祠堂前庭已塌廢，後院似乎住著幾位退

伍軍人，幾次想進去參觀都被一隻大狼犬給吠了出

來。這一回，連門檻都還沒跨就聽到兇猛的狗吠

聲，只好趕緊縮腳，掉頭離去。

祠堂與宮保第四周的房屋已成了零零落落的居家空

間。後山種有許多荔枝樹，時逢盛產的夏季，下厝

的每戶人家幾乎都有大人、小孩在門前剝荔枝。大

盆大盆的褪皮去核果肉，會有加工廠來收購做成荔

枝罐頭。時間倒退個數十年，這兒的場景很可能是

小兒在園內盡情嬉戲，婦女在閨房裡悠閒安適地

做女紅。當時的他們，那能想到下厝林家會衰落至

此！

從下厝宅第前往萊園內的五桂樓、小習池約莫要走

二十來分鐘。五桂樓正是梁啟超曾下榻的客房，如

今已被改為萊園中學的羅藝社。顏色經過重新粉

刷，把原來的典雅氣息全給塗掉了，小習池上的虹

橋以及池上亭閣也未能倖免，所幸環境優雅，仍不

失為納涼歇息的好所在。繞著池旁走進對面竹林，

從對岸觀看池上亭閣，情趣更添！距離稍遠，亭閣

新漆的俗色不再刺眼，垂垂竹葉點綴前景，小習池

和四周環境也顯得配合巧妙了。

遊罷全園，我循原路回去，在小習池和宮保第之間

的路上碰到一對情侶。只見兩人一下指東、一下指

西地熱切討論，顯然不諳遊覽路線。見我迎面而

來，不約而同地問道：“這是林家花園嗎？ ”言下之

意，好像還不太願意相信自己所立之處就是目的地。

“沒錯，這就是林家花園！ ”也許他們想去的地方，

是一座有花有草，遊樂設施眾多的現代花園。林家

花園不是那樣的，它是一座包羅萬象，有歷史、有

藝術、有文化，也有豐富生活氣息的古老夢園。

——原載《家庭月刊》1977年 8月號



景薰樓入口，1977

底片受潮發霉，反而讓霧峰萊園的影像顯現出時間的侵蝕痕跡，1977

依山而建的深宅大院，遠眺可見華屋重重，1977



住在古宅裡的老人，1977

騎車經過蓉鏡齋的小頑童，1977

霧峰萊園庭院深深，1977



當年大部分的屋舍都還住著人，1977宮保第清幽陰涼，附近的工人特別喜歡來午休，1977

部分雕刻已受損，1977



大宅院的每個角落都非常考究，1977霧峰萊園當時堪稱台灣保存最好的古蹟，可惜後來毀於 921大地震，1977



孩子們聚在一起寫作業，與宅院的書香氣自然呼應，1977光陰穿梭於古傢俱與現代童車之間，1977



小習池原貌，1977林家先祖墓園，1977



用照片說故事．讓故事傳真情

地點：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30 巷 33 號� 展期：2018 年 7月 2日至 9月 23 日

第 3檔展覽
李乾朗《古蹟圖影》

阮義忠《霧峰萊園 1 9 7 7》

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宜蘭市民代表會

宜蘭市 � �市長 � �江聰淵

宜蘭市民代表會 � �主席 � �林智勇

台灣故事館 � �館長 � �劉美華

敬邀

夏季荔枝盛產，下厝的居民在門前剝果肉、賣給加工廠製罐頭，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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