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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之城》

——陳澄波與阮義忠的淡水系列

蕭瓊瑞

淡水古名「滬尾」，最早出現在圖繪上，可推溯到

十七世紀初期歐人在此爭衡鬥勝的時代。1629年，

也就是西班牙人佔領淡水的第二年，佔據台灣南部

的荷蘭人，有心驅逐西班牙人，曾派員偵察淡水附

近水域，並加以描繪。在這最早的圖繪中，西班牙

人所蓋的聖多明哥城，清楚地雄據在淡水河的河口；

不過可能由於測繪者無法深入內地，淡水河被畫成

為一個港灣的形式，而沒有向內延伸的河道；又可

能是基於同樣的限制，淡水河附近的村落、山形，

都被有意無意的簡省。

較詳細的淡水圖，在 1654年被完成，此時，荷蘭人

已佔有淡水。一張帶著淡彩的手繪地圖，清晰地描

繪出三百多年前淡水河流域的山形、聚落（包括平

埔族人與漢人）、耕地，及荷蘭人的公共建設；地

圖上並附有編號，清楚地說明了各個圖繪的意義，

淡水村落對岸的大觀音山，第一次清楚的被描繪並

標示出來。

此後清朝歷次修纂的府志、縣志、廳志，卷首的形

勢圖，也都可以見到這古名「滬尾」的地區。但簡

略的線條勾勒，只在呈現地形方位，完全失去了山

形水勢的風景意象。倒是康熙 61年（1722），巡台

御史黃叔璥奉呈皇帝御覽的「台灣番社圖」，對各

地的山川、聚落、城市、官署、田園、水陸防營、

道路港灣，乃至番社習俗，均有圖文相參的生動呈

現。「淡水社」位於「淡水城」邊，原住民持矛狩

獵的情狀，及對岸高聳的觀音山，中隔寬闊的淡水

河道，予人以相當豐富的想像。約二十餘年後的乾

隆年間，另有滿籍巡台御史六十七，託畫工作成

「番社采風圖」，其中「瞭望」乙圖，即以淡防廳原

住民攀爬「望樓」、守望禾稻、以防奸宄盜禾的風

俗為內容。畫中所繪望樓形式，及原住民高架式屋

宇，至日治時期，仍可得見於日人所作番人舊慣調

查紀錄之中。

同治 10 年（1871）修成的《淡水廳志》，距離

六十七時代已一百多年，卷首附有「淡水八景

圖」，其中，「滬口飛輪」首次以文人認知形式，賦

予淡水一地較為具體的風光意象；這也是淡水開埠

以來，以港口形式被描繪、認知的較早形式。

然而近代認知中的「淡水之美」，更明確的建立與

形塑，仍應以日治時期為起始。「滬尾」之名也在

此時正式改為「淡水」。

1918年，日本大正 7年，日籍膠彩畫家木下靜涯

（1889-1988）與友人前往印度研習佛畫，返日途

中，路經台灣，因病滯留，為淡水風光所吸引，遂

興長居之意；後並舉家遷居此地，時在大正 12年

（1923）間。木下居淡期間，曾與畫友組成畫會，

招募淡水地方有力人士入會，倡導藝文風氣。1927

年，並催生「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成

立，影響台灣「新美術運動」甚鉅。

木下舉家定居淡水的三年後（1926），楊三郎（1907-

1997）就讀日本關西美術學院二年級，利用暑假返台

期間，四處寫生，尤其看中了淡水一地；因其家境

富裕，乃在此地尋得一間日本宿舍，充當畫室。

楊氏為人海派好客，促使日治時期多位畫家前往淡

水作客畫畫。即使楊氏不住淡水期間，畫家也經常

結伴前往淡水寫生，並留下諸多佳構，陳澄波即為

其中一人。

■

淡水系列是陳澄波（1895-1947）風景創作中的一個

重要構成，迄今可以掌握的相關作品，至少在十幅

以上；其中多幅都可視為陳氏一生創作的經典之作。

陳澄波目前可見最早一幅與淡水相關的作品，係

為 1934年之作。這一年也就是陳澄波因「一二八

上海事件」，中日雙方交惡，以「日僑」身份，被

強行遣送回台，結束在上海的教學生涯的第二年。

這一年也是他和畫友楊三郎（1907-1955）、李石樵

（1908-1955）等人創組台灣最大民間繪畫團體「台

陽美協」的一年；或許也正是發起倡組「台陽美協」

的關係，陳澄波多次北上台北，借住友人家，並抽

空一起外出寫生。

1934年的這幅作品，題名〈淡水〉（圖 1），以臨

江而建、高低起伏的房子為主體，前有拾級而上的

階梯，後方是因陽光反照而明亮耀眼的江面；遠處

則收尾在平緩的觀音山影。近景左方是一棵枝幹伸

展的喬木和掙長有力的草叢，平衡了左方的構圖，

也拉開了和江面的距離。這幅作品，色彩豐富、筆

觸活潑有力，尤其房舍的暗紅、深褐，似乎和土地

就是一個整體，緊緊抓住地面，幾個白色的石灰牆

面，則讓視覺有了提醒的作用，也巧妙地推出了空

間的距離。兩支電線桿，矗立在一前一後、一高一

低，少見的電線，俐落地橫過畫面。這幅 6F大小的

作品，充滿了光影的變化、地貌的起伏，既富含江

邊水氣飽滿、空氣濕潤的感覺，又有一種恬靜、安

和、不與人爭的親切氣息，映著江面，幾件衣服就

晾在屋前的陽台上。綠色的樹叢，參雜在屋舍的前

後左右，色彩的變化，豐富又具生命力。

隨著 1934年這幅〈淡水〉的展開，1935年是陳澄

波淡水系列創作最豐富的一年。首先是題為〈淡水

風景〉（圖 2）的一幅，畫家下到河岸邊緣，採取一

種平視深遠的畫法，人站在河岸邊，臨江遠望，對

岸草坪上活動的人影，清晰可見，觀音山脈作為遠

景；此岸的三棵大樹，一如框景的畫框，由畫幅右

邊扶搖直上，達於天際，這是陳澄波作畫經常採用

的構圖方式。和這三樹對稱的，是左側的一座房屋

屋角，以及緊臨的棧道，可以通往稍遠的一間茅草

屋頂的小屋，棧道上有行人，也有坐在棧道上臨江

垂釣的釣客；江面兩岸，各有一艘小船，拉開了兩

岸的距離。這件作品，色彩較為暗沈，顯示畫家的

背後應有較高的地形，這是一個位在背光區位、陰

影籠罩下的較低處，可以感受到涼風習習的夏日午

后氣息，陽光就投射在較近對岸的江面和平野上，

也形成了全幅的視覺焦點。

同年，另有〈淡水高爾夫球場〉（圖 3）一作，以畫

面中央一支遠方草地果嶺上的紅旗為中心，四周圍

繞以各式林木。大小只有四號的畫幅，筆力強勁、

波動有致，點、撇、擦、勾，一氣呵成；尤其前景

中央的那棵灌木，樹葉是用接近畫圈圈的筆法表

出，顏色從深綠、淺綠、黃、白到紅，適切地拉出

與遠方果嶺之間的空間距離。

陳澄波的淡水系列，依尺幅大小，大概可分為兩類：

一是 4到 8號的小型畫作，一是 30號或 50號的大

圖 1〈淡水〉1934，布上油彩，6F

圖 2〈淡水風景〉1935，布上油彩，72.5×91cm



型創作。前者有許多是畫在木板上，為的是現場寫

生的方便，因此這些作品，大多即席揮洒而成，率

性自由、筆觸活潑，如前提：〈淡水〉、〈淡水風

景〉、〈樓房〉、〈淡水樓房〉等，均屬此類。至於

30號或 50號的大型畫作，則都是先在現場以素描寫

生，然後再回到畫室中完成，由於經過多次修改，

也就顯得苦心經營、嚴謹且細緻；這樣的作品，也

就展現一種較具經典鉅構的氣勢。1935年就有 8號

大小的〈淡水風景〉（圖 4）同名另作。這幅作品，

以淡水的聚落為主軸，描畫出屋宇櫛次鱗比的群落

之美，最為特殊的，是畫家為了表現出地形的高低

變化，尤其是緊臨坡崁的前方路面與後方聚落的落

差，讓畫面顯得有一些不安定的感覺。不過相同主

題的描繪，很快地就在同年的另一幅〈淡水〉（圖

5）鉅作中，獲得了解決，且達到了高度的成就。這

幅目前典藏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的〈淡水〉，已是該

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這件作品，長 91公分，寬 116.5公分的巨幅創作，

在看似紛亂的屋宇錯落中，呈顯了一種高度穩定、

嚴謹、巨大、內斂的恢宏氣度。這件作品採取的角

度，也不同於前揭諸作之容易尋得畫家觀看的立足

點，而是加大了俯瞰的角度，成為一種類似小說中

的全知觀點；畫家似乎是凌空而視的仙人，我們已

無法尋得他立足的定點，甚至遺忘了畫家的存在，

一如文學中「無我」的境界，大地就如此這般、自

然而然地舖陳在這樣一個寬潤而似乎無邊無際的視

域之中。淡水和觀音山隱藏到右後方的一個角落之

中；但極清楚地，這種安排，一方面顧及聚落本身

緊密完整的構圖，二方面也推開了聚落與後方天空

的距離；我們知道，淡江正由屋後蜿蜒而流，而前

方的街道，也由正中央那間有著煙囟、屋瓦較為深

褐濃重的房子後方，曲行而上，應是可以到達右後

方那間有著拱形廊柱的二層紅樓之前。這些房子，

不是西方那種機械幾何都市計劃下的規矩排列，而

是一種有機的、隨著山形水勢、你讓我閃的自然生

成，看似橫七豎八、方向混雜的屋脊，卻在這種自

然生成而非人為計劃的情形下，得到一種難以言喻

的和諧。從構圖上看，前揭那個濃重瓦頂上的煙

囟，幾成畫面的中心。左右而觀，隱含著兩組半弧

形的聚落構成；上下而觀，情形也是略同：左下由

大而小的一組房子，到達那煙囟邊的樹叢轉往右方

這兩間較為濃重而大的屋頂，是一個下方的半圓；

上方則依最左方的屋頂順勢而下，再轉向右方的山

稜線向上昇騰，仍是一個半圓。如果再換成另一種

視線的移動方式，視點由最前方的屋脊開始，左右

游移，之後沿著街道上行，到達煙囟後，視線可能

往右方的觀音山巔消失，也可能往左方最高的那間

房子屋頂消失。總之，在看似紛亂的屋宇中，畫家

依其直覺，將它放入一個幾近左右上下完全均衡穩

定的構成之中。而紅綠的對比、山水的併陳、土洋

房舍的並置，一切看似矛盾的因素，都在一種歲月

的磚紅色彩中，得到完全的協調。陳澄波在這件

〈淡水〉作品所呈現的，似乎也正是整個台灣人文特

色的一個微妙縮影：紛雜中的穩定。

同年（1935），陳澄波又以另幅〈淡水風景〉（圖

6），參加第九屆「台展」的「無鑑查」展出。可惜

這件作品，目前原作佚失，只留下台展圖錄中的黑

白圖像；不過，構圖幾乎相同的另幅〈淡水〉（圖

7），目前由私人收藏家所珍藏，應可作為理解〈淡

水風景〉的重要參考。這幅〈淡水〉，回到山海各

半的構圖，聚落位於畫幅的左側，高低變化的地

貌，因人立在較高的視點，而顯得層次分明：從左

下方有著護欄的道路，到坡崁下方緊臨的次高道

路，到更下方、蜿蜒於聚落間、人群往來的大街，

再到遠方的江面。藝術家巧妙地表現了這種多層次

變化的淡水空間特色。由於採取俯瞰的視角，那些

具有統特色的紅瓦屋頂，也就特別的凸顯，搭配明

亮的白色牆面，顯得精神奕奕。紅磚、紅瓦，原本

也就是土地提煉、燃燒後的一種成品，既是自然，

也是人文。相於淡水這樣一個既曾繁盛一世（五口

通商、洋行林立）、又是沒落衰微的城市；既是山

城、又是港口，顯然樣貌多元而人文豐美。不過，

私人收藏的〈淡水〉，確切的創作年，還有待進一

步確認，一說 1935年，一說 1937年。

1936年，陳澄波又以兩件都是取材淡水的風景畫

作，參加第十屆「台展」「無鑑查」的展出。這兩件

作品，分別是〈曲徑〉（圖 8）和〈岡〉（後名〈淡

水中學〉（圖 9）。

當年 10月中旬的《台灣新民報》，有相當篇幅的

「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對陳澄波這回的參展作

圖 3〈淡水高爾夫球場〉1935，布上油彩，23.5×33cm
圖 5〈淡水〉1935，布上油彩，91×116.5cm

圖 4〈淡水風景〉1935，布上油彩，30F 圖 6〈淡水風景〉1935，參展台展第九回

圖 7〈淡水〉1931，布上油彩，91.5×116.5cm

圖 8〈曲徑〉1936，參展台展第十回



品與心得，提出了報導。文中寫道：

「陳澄波氏每年慣例必到淡水，今年也花數月時間在

此作畫並且分析、研究淡水風景。這回（台展）參

展作品也是淡水風景，一如往昔準備好滔滔不絕地

談論描寫風景的要點以及淡水風景。此回的淡水風

景畫也是這樣精心策劃後所描寫的。淡水風景中多

歷經風霜，充滿古淡味的建築物，特別在雨後或陰

天的次日，空氣極潮濕的日子，屋宇及牆壁的顏色

或樹木的青綠等，分外好看云云，他如是漫長地說

明淡水風景。此待有機會詳細說明，本文則介紹陳

氏本年台展創作的苦心談。

動手作畫時第一個遇到的問題便是如何選擇題材，

接著其他應備條件自然能迎刃而解。

譬如，塗色彩時，遇青調子畫者便用青，紅調子畫

者便用紅，接著再處理明暗問題。其間存在的山川

草木、人物、花鳥等配置疏密，便按個人喜好，循

序適當地排列，一般通例如此。

正因為如此，若事先研究、吟味所畫場所的時代精

神，該地的特徵等，便具備作畫的好條件，如果作

畫上有所謂利器的話，便是以此為出發點，動手作

畫。因故本年的台展作也從這裡（淡水）取材。」

（顏娟英《風景心境》）

〈曲徑〉一作，構圖仍同於 1935年的〈淡水風景〉

和〈淡水〉，只是視角稍為退後而壓低，凸顯了畫

幅左前方彎曲的山徑，遠方馬偕教堂的尖塔，也變

得比較高聳，可惜也是原作佚失，只留黑白圖像。

至於〈岡〉一作，更具備高度的人文象徵意涵。

如果說淡水是台灣文化的一頂冠冕，在這冠冕上最

明亮的一顆明珠，便是淡水中學。這座淡水人引以

為傲的中學，前身即是馬偕博士設立的牛津學堂。

百年來，她為台灣培養了無數優秀的人才，包括台

灣的第一位博士、前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杜聰明醫

師，及台灣的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先生。也是該

校畢業的知名文學家鐘肇政，在其自傳體的長篇小

說《八角塔下》，以深情的筆調如此寫道：

「我幾乎願意用『莊麗』這個最高級的詞兒來形容

它。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第一眼接觸到我即將置

身其中的中學⋯⋯。

進了校門，開始是寬約二公尺左右的紅磚路——一

塊塊紅磚頭舖起來的。它在兩旁的無數棵榕樹挾持

中蜿蜒伸展開去，直伸入虛無縹緲中⋯⋯。那林

蔭、碧草，彷彿深不可測。

左邊每隔十幾公尺遠便有一幢形式各異的房子，那

就是學寮。從第一幢數起，是和寮，其次是信寮、

義寮、仁寮、智寮⋯⋯。

右邊則是修剪得很整齊的草地，籃球場、網球場散

布其中。

然後，紅磚路一轉彎，眼前豁然開朗，校舍映現在

前面。

正中是一座八角塔，大概有四層樓那麼高——這不

算很高，但比起台北總督府那瘦而長的塔身，卻顯

得格外沈著安靜。⋯⋯

學校位在高岡上——地名叫砲台埔——面臨淡江

河口，西邊隔著淡水河是曲線優美的觀音山，東

是大屯、七星等火山群。藍天、碧海、翠巒、綠

茵、⋯⋯。」

陳澄波〈岡〉一作，描繪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景緻。

雖然陳氏並未把淡江中學的內部呈現出來，但已把

這座歷史悠久的學府週遭的氛圍，作了完美的呈

現。淡江中學的八角塔位於整個畫面最崇高的地

位，左方是起伏有緻的高岡坡地，民舍田地分散其

間，田中有工作的農人，路上有持傘、擔物、背小

孩的行人，還有一位站在門口階梯上的婦女；右方

坡地田埂上，則是幾隻休憩、啄食的白鷺鷥。畫面

有著一種扭曲、旋轉的活力，綠意盎然而多變、生

活平實而自足，而那遠方高處的淡水中學，更是平

實生活中提升的精神力量與仰望的對象。

在接受記者的訪問中，陳澄波如此描述自己創作

〈岡〉的用心。他說：「面對的右方出現小高崗，左

方山崗前面為農村，其間挾著蜿蜒有趣的田圃。背

景為曾經引起問題的淡水中學校舍在最後，利用前

景水田田埂的曲線，表現全畫的線條韻律感，斜行

的道路斷前景與中景，並且利用道路的色彩增加前

景明朗的快感。然後配置兩、三位點景人物，田圃

的蜿蜒加上幾隻白鷺，全畫的精神中心便在於此，

這是我努力的結晶。」（同前引出處）

總之，不論淡水中學的八角塔，抑或淡水教堂的紅

色塔樓，均是一種人文的象徵，也是淡水在港埠商

業之外，足以傲人的歷史、文化的表徵。

1936年，又有一幅也是 50F的〈淡水河邊〉（圖

10），整個淡水聚落以一種包抄的構圖，圍住了淡

水河的水面，一株枯乾的巨木，橫伸出江面，全幅

色彩較為暗沈，有一種冬日黃昏的氣象。

大抵上述所有山海併陳的淡水系列，都是一種聚落

在左、江水在右的構圖。不過，一幅目前註記為

1937年的〈淡水夕照〉（圖 11），則是唯一一幅構圖

相反過來的作品，江面在左，而聚落在右，收藏界

習稱為「右淡水」。由於畫家取景角度的改變，曾

經作為遠景的大教堂，現在變成在前方，而淡水河

河流的出口，也就成了畫幅的遠景，江水一路蜿蜒

出海，給人更多的想像空間。

淡水，這樣一個山海之城的歷史風華、人文景觀、

自然風貌、時分變遷⋯⋯，都在這樣的一幅作品

中，獲得最佳的呈現。如果這件作品的標記時間無

誤，這幅作品，也應該是陳澄波 1934年至 1937年

間系列淡水之作的最後一幅。具有特殊的美術史意

義。至於此幅，是否就是當年（1937）陳澄波入選

「光風會」的參展作品〈淡江風景〉？尚待查考。

■

就在陳澄波完成 1937年〈淡水夕照〉的 30多年後，

另一位台灣藝術家也來到淡水，以攝影的手法，為

這個風華過盡的山海之城，留下了一批充滿人文風

情的照片，這就是阮義忠（1950-）的「淡水小鎮 70

年代」。

阮義忠出生於和淡水相對應的台灣頭另一端的宜蘭

頭城。1970年代，廿多歲的阮義忠，揹著相機來到

了這個捷運尚未開通的小鎮。

70年代，也是台灣鄉土運動即將展開的年代，年輕

的阮義忠，早期任職《幼獅文藝》編輯，退伍後，

在《ECHO》英文漢聲雜誌社擔任攝影與設計。1975

年，轉任《家庭月刊》的攝影。「淡水系列」正是這

個時期的作品。前往淡水，純粹是散心，拍攝只是

「練手」而已；沒有任何預設，也沒有任何壓力。

「最平常的街景、最平凡的日常、最平實的角度、最

不經意的瞬間」（阮義忠語）。一切都是如此自然，

毫無新奇之處；但也因此，反倒十足展現了小鎮原

圖 9〈岡〉（後名〈淡水中學〉1936，布上油彩 90×116cm

圖 10〈淡水河邊〉

圖 11〈淡水夕照〉1937，布上油彩，50F



本的形貌與風情：「淡淡的愁，水水的美。」（阮義

忠語）

相對於陳澄波喜歡懸空式的大取景，阮義忠的鏡頭

喜歡近距離地捕捉人群的活動。窄窄的巷弄，高低

上下的階梯，是這個山城海港的景觀特色；五口通

商、官商雲集的時代已經遠去，照片中的人群，都

是世居於此、生息於厮的市井小民，忙碌工作的婦

女、嬉戲追逐的孩童，聚集下棋的老人⋯⋯，也有

拿著黑傘，身著黑衣的老嫗，獨自走在斜斜上坡的

巷道中，無言的生活著，不與世爭、不與人鬥，求

的只是一種最基本的溫飽與尊嚴。

偶爾，也會有幾位穿著時髦的女性，從雜沓的人群

中走過，那或許是前往外地歸來的當地少女，也或

許是早已嫁到城市的少婦返鄉⋯⋯，總之，突兀的

畫面，也帶給人許多可能的聯想。

古老的照片，像神奇的時光穿梭機，帶著人們回到

那可能早已遺忘的年代與氛圍。70年代，台灣的

中華民國，正面臨中日斷交、中美斷交、退出聯合

國⋯⋯等等一連串的外交逆境，但也在這個巨大的

衝擊下，重新省視、注目自我腳下所站立的土地。

從阮義忠的「淡水小鎮 70年代」，我們重新回望那

個曾經艱困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年代；也

從這些一度被遺忘的老照片中，看見一個年輕孤獨

的藝術家心靈與情緒。

「1975或 76年的某一天，淡水小鎮下大雨，老

街上不見幾人，而平常經常滿堂的龍山寺茶座竟

空蕩蕩，只見燒水的爐上煨著被雨水泡濕的鞋

靴。真好，我一人獨享婦人為我砌茶的幽靜時

光。⋯⋯⋯⋯⋯」（阮義忠）

這些老照片是阮義忠相當早期的作品，用 Leica 3a

老相機拍攝的。由於當年沖洗時，顯影本就不足，

定影也不夠充分，因此，始終未曾歸入保存的檔案

中，而是隨意地塞在一卷標示「最早的作品」的活

頁夾裡；結果日子一久，很多底片都發霉了，甚至

黏在封套裡！多年後，阮義忠為教學示範早年的拍

攝視角，將這些底片拿出來，用酒精小心擦拭，重

新放大。一個個古老的故事重新浮現，也激起了許

多人的回憶與追認；一個女孩子就在臉書中回應：

「那個泡茶的婦人，就是我的姨婆⋯⋯⋯⋯」

「照相機的鏡頭比眼睛銳利，它把所有細節都捕捉

住。隨著時間消逝，記憶流失，一張張舊照更顯珍

貴；它將一個人的青春、一群人的交誼、一個家庭

的甘苦、一個時代的氛圍都牢牢封存，在日後釋放

出芬芳及啟示。」（阮義忠語）

不過照片反映的，不只是對象物的故事，也映現了

拍攝者當年的心境與情緒；顯然當年那個拍照的年

輕藝術家，在看似旁觀的視角中，其實也投射了自

我相當深沈的心緒與思維。極少拍攝靜物與風景的

阮義忠，當年用了整卷 120膠卷，去拍攝一批空無

一人的淡水角落；靜靜的景物、淡淡的愁緒、古老

的景物，敘說著曾經有過的光華。藝術家說：「物會

壞、人會亡、事會過；那什麼會留下來呢？」

平靜的淡水河邊，一對年老的夫妻，穿著白衣的老

先生坐在岸邊鐵鑄的繩柱上，妻子撐著黑傘，安靜

地站立在先生的背後，似乎有風吹來，吹起了老

太太的裙角，水波粼粼，觀音山靜靜地橫臥在對

岸⋯⋯。

淡淡的愁、水水的美，既是 70年代的淡水，也是

20餘歲的藝術家心情。

《淡水澄波》

陳澄波

我的畫室與其說在室內還不如說在大自然之中，亦大致在現場完成創作，

在家裡不過是偶然有些不滿意之處略加修飾罷了，

所以覺得幾乎不需要畫室。

我在作畫之前，必得將當地的歷史背景所呈現的時代精神，

作為地方的特徵來細加吟味，

然後將獨特的景物選用在作品之中。

 ——陳澄波

陳澄波於太湖留影，1929年

陳澄波畫作數位檔由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岡（Hill），1936

風貌奇異的一座高塔坐鎮於遠方，塔下是順著山坡鋪展的大片農田，

蓊鬱的綠意流淌於各個角落。

田埂、道路、樹冠的橫向線條如五線譜一般躍動起伏，

田間的白鷺鷥與電線桿也應和著旋律，在水平構圖裡蹦跳著趣味變奏。

像是個大指揮家，陳澄波輕快地在畫布上舞動著手中彩筆，

將小山崗上的田園風光，譜寫為一首美麗而歡快的交響曲。

淡水風景（淡水）（Tamsui Landscape, Tamsui），1935

逐漸向上爬升的小徑是三層厝街。

舊時淡水的民宅順地勢興築，又有西洋樓房與日式房舍陸續起造，

文化風貌各異的建築高低錯落、跌宕參差，也隱喻著在地歷史的層層積累。

以小徑為軸線，筆直矗立於右側的兩幢洋樓，

與左側不規則疊起的閩式建築形成和諧的對比。

畫裡的小鎮自成世界，在堆疊中見齊整，在紛雜中見穩定。



從崎仔頂的高處朝海的方向遙望，小鎮與世界相連的歷史圖景，

沿著畫中的烽火街，在陳澄波的眼前蜿蜒流轉——禮拜堂的鐘聲敲響了馬偕的傳教故事，

河畔的碼頭與船隻，訴說著貿易如何帶動近代淡水的繁榮。

遠處山崗上的紅毛城，如同她的過去一般渺遠。

歷史澱積在小鎮的各個角落裡，透過淡水河的夕照，在畫裡閃耀著粼粼波光。

淡水（一）（Tamsui (1)），約 1935

從淡水公會堂的位置俯瞰下街，人可真是不少。

古樸的建築群裡，電線杆沿著筆直的道路排成兩列縱隊，

現代化改造過的街區展現出齊整的秩序。

然而，高低錯落的白色屋牆，卻一個接一個探出頭來，跳動著有趣的節奏感。

陽光在小鎮裡映出大片的溫暖橙紅，與寶石般碧藍的河水相稱極了。

畫裡的淡水像是個迷人的夢境，既優雅也稚趣。

淡水夕照（Sunset in Tamsui），1935



從小鎮北方的山坡望向淡水，大路上的行人正朝著遠方紅瓦厝的群落移動。

越過市街，就是港岸，冒著煙的輪船停泊在棧橋旁，表現了商港的些許朝氣。

鼻仔頭外的淡水河蜿蜒如絲帶，橫過上方的小坪頂山將全幅風景收攏於畫面裡。

這個小鎮邊緣的風景，較少為其他畫家注意。

別出心裁的取景角度，也反映了陳澄波對在地生活的仔細體察。

淡水高爾夫球場（Tamsui Golf Course），1935

形形色色的草木鋪成了大片盈滿的綠，水面與天空也在繁盛的綠意裡，染成碧玉般的顏色。

左側一株大樹緩緩舒展他的手臂，頂抵著天空。遠景的觀音山，

好似也隨著河水與雲氣的流動，呈現波浪般的連綿起伏。

走進球場旁的矮樹叢裡，陳澄波將大自然的蓬勃生機揉摻為調色盤上的油彩，

在小小的畫板上，揮灑成一個純真可愛的綠色世界。

滿載而歸（Back from a Full Catch），1936



太平洋上的戰雲密布，雨後的淡水似乎也籠上了一層戰爭的陰霾。

出征旗上大紅色的「祝」字雖然醒目，

但寥落的人群隊列裡，似乎沒有一樣的歡悅氣氛。

沿著九崁街婉轉上行，就是淡水的古老街區，

那樣懷舊的地方，也許適合一場告別家鄉的遊行吧。

目送著人群隊伍的離去，陳澄波默然勾勒著時代的陰影，為歷史留下了他的見證。

淡水風景（一）（Tamsui Scenery (1)），1935

站在禮拜堂後方的小山坡上，陳澄波眼裡的小鎮風景，

呈現一種和諧的反差——天空與河水清淺如碧，

屋瓦、磚牆、樹幹與帆船卻醞釀著深沉的紅。

淡水特有的潮濕空氣蒸騰在畫境裡，岸上景物的粗獷線條似也隱隱躁動。

但遠方山水寂然無聲，河上慢船投射出寧靜倒影。

樹梢的輕曳隱喻了一陣和風，消融了紅與綠、動與靜的衝突，調和出獨特的美感。

雨後淡水（Tamsui After Rain），年代不詳



習慣以大自然為畫室的陳澄波，或許是在淡水小鎮的郊外，找到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山水畫境。

小船上的漁夫倚著桅杆打起了盹，一群鴨子在水面漫游。

河的對岸是大片的田野，一直延展到遠遠的大屯山下。

開闊的視野裡，隱約能見到農人的身影在田間默默勞作。

山河間的歲月靜好，坐在河邊垂釣的父子倆人，是否也徜徉於那樣的寧靜裡呢？

淡水河邊（Tamsui Riverside），1936

泛黃的油彩也是老日子的顏色，厚重的故事彷彿就封存在古街舊厝的迷宮裡，

找歷史的人若跌了進去，總得流連上好一陣子，方能尋得回家的路。

遠遠望去，時間與記憶都在山腳下的異境裡相疊成海，寂靜而凝滯的海，

只有海鷗望著總不停息的河，慢悠悠地飛翔。

淡水風景（三）（Tamsui Scenery (3)），年代不詳



古戰場已沒有了煙硝味，破敗的遺跡裡盡是寧謐安詳。

滬尾砲臺只餘下一片斷垣殘壁，數十年前法、日軍隊的砲火聲響都已渺遠。

牆的背面曾發生一場爆炸，在陳澄波的年代，堡壘坍塌的痕跡猶存。

[1]視線越過城牆，是鄰近球場的房舍屋頂，清朗的天空裡還有飛鳥翱翔。

最遠方的兩座山見證了歷史流轉，人世一夕數變，只有山依然蒼翠。

淡水風景（二）（Tamsui Scenery (2)），1935

在山城腳下抬頭仰望，一幢奇特的建物九十度延展，遮攔了陳澄波的視線。

洋房的外廊有成排的拱圈，搶眼的大片白色在周圍土埆厝的群落裡，乍看顯得有些突兀。

但仔細一瞧，樓房的紅瓦與磚牆，卻又表現出強烈的在地特色。

中西合璧的建築，土洋雜陳的風景，

這幅畫宛若小鎮的歷史縮影，投射出異文化在淡水的交會與融合。

淡水舊砲台遺跡（Tamsui Old Gun Emplacement Monument），1935



李梅樹

林玉山

陳澄波

楊佐三郎

中村敬輝（陳敬輝）

郭雪湖

淡水寫生合畫（Tamsui Collaboration），1941

山下房屋、小帆船、鳥是陳澄波畫

山是楊三郎畫。

左邊的樹是李梅樹畫。

大船是林玉山畫。

前面的路是郭雪湖畫。

中間的水波是陳敬輝畫。

昭和十六年春初淡水寫生紀念



《淡水小鎮 7 0 年代》

阮義忠

2018年 7月 23日

總算把最早拍攝的底片拿出來放大了，當年冲洗

時，顯影就不足，定影也不夠充分，加上覺得是失

敗之作，沒有將之歸入保存的檔案中，結果日子久

了便發霉，都黏在封套中。本想丟了，但心想：畢

竟是辛苦拍的，還是留住紀念吧！這是我在《漢聲》

雜誌上班時，利用難得的休息日，用 Leica 3a老相

機在淡水小鎮拍的。也許可以將之整理成一個小展

覽，讓人了解我剛拿相機時的視角。昨天，長沙的

飛機延誤，回到台北家中已是晚上，睡醒，便迫不

急待進暗房。老伴在蒸棕子，我要出去吃午餐了。

大家午安！

2018年 7月 28日

淡水，我去過無數回，卻始終沒在當年的《家庭月

刊》寫篇遊記。四十多年後才將所拍的照片放大，

感覺每幅畫面都是一則故事，幾乎可以看圖回想，

寫成一本小書了。照相機的鏡頭比眼睛銳利，它把

所有細節都捕捉住，隨着時間消逝，記憶流失，一

張張舊照更顯珍貴。一個人的青春，一群人的交

誼，一個家庭的甘苦，一個時代的氛圍都被牢牢封

存，在日後釋放出芬芳及啟示。

2018年 7月 31日

淡水小鎮 70年代的照片公布後，引起很大反響。有

人看到自己的小時候，有人看到父母及祖父母，有

人看到最疼愛他的長輩等等。這使我進暗房放照片

更帶感情了。無意中按下的快門，竟成了別人無比

珍貴的回憶，能捕捉這樣的畫面，是我的福氣。

2018年 8月 1日

1975或 76年的某一天，淡水小鎮下大雨，老街上不

見幾人，而平常經常滿座的龍山寺茶座竟空蕩蕩，

只見燒水的爐上煨着被雨水泡濕的鞋靴。真好，就

我一人獨享受婦人為我沏茶的幽靜時光。就在我為

空座按下快門時，一人入鏡，在慢速度下他成了魅

影。當年，我的煙癮很大，不一會，煙灰缸全是煙

蒂。真好，戒煙已 20年了。

2018年 8月 2日

連續在暗房工作三日，今天可要放自己假了。《淡水

小鎮 70年代》引起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當年去都

是為了散心，拍照只是練手而已，沒有整理且隨意

塞在一卷 “最早的作品 ”活頁夾中。這些發霉的底

片幸好沒扔掉，用酒精擦拭後，挑出受損不嚴重的

放大還行；希望數量及品質都夠一個小展覽。若在

台灣故事館展完後，能移展淡水就更有意義，看緣

份了。

2018年 8月 7日

《淡水小鎮 70年代》的 35mm底片放完了，開始用

120底片放正方形的照片。最平常的街景，最平凡

的日常，最平實的角度，最不經意的瞬間，正是那

天我所採用的視角了。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所以毫

無新奇之處。正因為如此，反倒十足展現了小鎮的

本貌與風情。淡淡的愁，水水的美。然而，這股情

調全被越來越吵的繁華摧殘了。

2018年 8月 7日

我少拍靜物及風景，但 40年前的某一天，整卷 120

膠卷都對著空無一人的角落曝光，而它們都沒被放

大成照片，直到今天。《淡水小鎮 70年代》展覽

時，肯定會將這 4張作品收入。不知這些角落變了

多少，或消失了幾處？物會壞、人會亡、事會過；

那什麼會留下來呢 ? 

2018年 8月 9日

那天，冬陽照暖了淡水鎮民，兩位小女生坐在老街

上吹泡泡。小的等得不耐煩皺著眉頭，直到相機湊

近她才開顏而笑。她倆是姊妹還是鄰居，我沒問，

所以要寫圖片說明，只能註明 “淡水兩女童 ”，如今

可都是為人之母了；相信目睹童年留彩，肯定感慨

萬千。《淡水小鎮 70年代》在臺灣故事館展出時，

歡迎所有影中人相邀來宜蘭開同鄉會。

2018年 8月 10日

待會便要上桃園機場飛廈門了。這一趟行程要 12

天，除了是工作坊的課之外，還有兩場講座。一在

紙的時代書店，一在臺州書城。幸好高鐵很方便，

回程還能從廈門返臺。這幾天一直在暗房放大照

片，重返 70年代的淡水小鎮，暗房真像時光穿梭機

啊！這是用數碼拍照的人無法感受的。照片中的這

幾位鎮民，應該都在天堂，保祐著各自的子孫們。

大家早安！

2018年 8月 29日

昨日循馬偕（偕叡理 Rev.George LesIie MacKay）足

跡在淡水走了一遭。於真理大學的校史館買了《馬

偕日記 1871-1901》，為明年《阮義忠臺灣故事館》

第二檔展覽做準備。要展淡水必須將馬偕的偉蹟再

度彰顯。看了資料方知，他也踩過頭城及噶瑪蘭諸

多村落的土地，不只傳教也設醫館治病，並成為臺

灣女婿。馬偕登陸處立著他跪地禱告的銅像，河對

岸的觀音山正是我在關渡山居的日常窗景；而觀音

山的晚霞，也正是馬偕當年的日常所見啊！

2018年 10月 7日

總算進暗房，可只放了兩張照片。通常藥水調好，

至少也會洗個十幾二十張相紙，才值；因為事後的

清潔、整理同樣費勁。但今天只想補一時找不著的

照片。一是《失落的優雅》，一是明年臺灣故事館

要展出的《淡水小鎮 70年代》。有時，不必求多，

求精便可。這兩幅作品，一是童年的無憂，一是晚

年的淡然，之間的歲月則是悲欣交集，隨風而去，

隨浪滾滾。

2018年 10月 14日

又找到一卷淡水的底片，天未亮便進暗房放大。結

婚前後的兩年間，我和太太最常去這個小鎮。有山

有水又能看海賞落日，小吃美味又價廉。當時，我

倆的薪水不多，到此渡周未最上算又盡興了。每次

要沖底片，相機內的膠卷仍有幾格沒拍，往往就朝

太太按快門。她的身影多半是如此留下來的。我們

是 1976年結婚的，所以《淡水小鎮 70年代》正是

我們的新婚歲月。

在暗房放大《淡水小鎮 70年代》的照片，就像進入時光穿梭機回到半個世紀前，

每每被舊日時光的人事物感動不已，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後就會在臉書發圖寫點感想，

沒想到引起熱烈的反應，許多網友在舊照中看到自己的童年，驚訝自己的祖夫母，

雙親仍在世的模樣，有些人甚至激動落淚盈眶。

因此，要為這個專輯寫文章還不如把當時傳上網的短文重現，

因為這是完全不經修飾的，由內心自然傾洩而出的真情表白。



出海口，淡水，1974

出海口，淡水，1974

出海口，淡水，1974



馬偕街，淡水，1974

老街，淡水，1975

捏麵人，淡水，1974



龍山寺茶座，淡水，1975

龍山寺茶座，淡水，1975

龍山寺茶座，淡水，1975



施家古厝，淡水，1974 下棋，淡水，1975



時裝店，淡水，1974 雨中老街，淡水，1975



重建街，淡水，1976 兩女孩，清水祖師廟前，淡水，1977



母女，淡水，1979

渡船碼頭，淡水，1976

老伴，淡水，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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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和傳道師、學生及挑夫一行十六人從基隆出發

前往東部旅行。沿著海岸走了一、兩英哩後，我們

轉向內陸，穿越竹叢，走過蕨類植物覆蓋的丘陵

地，在傍晚進入頂雙溪這美麗的漢人鄉鎮，該鎮位

在兩條湧流不息的溪水之間。遠處有個山谷，看起

來就像老蘇格蘭的幽谷。

隔天早上離開當地之前，我為當地人配藥並講道，

然後沿著彎彎曲曲的小徑走過數不清的丘陵地，也

穿越許多溪流，最後在一處峰頂停下來，俯瞰壯闊

的太平洋。下山的路讓我們備受考驗，但很快就順

利再回到靠海的地方，再度沿著海邊步行，黃昏時

抵達名叫頭城的漢人大城鎮。

 ——馬偕，1876年 11月

禮拜四距天亮還早，我們已動身踏上往東海岸之

旅。當我們抵達三貂的山區時，發現狹窄的小徑非

常容易滑倒，往上爬時相當艱難，但下山就更難以

形容了，雖然我一路彎著膝，還是好幾次跌得後腦

勺撞上滑溜溜的石頭。我知道同行的甘為霖牧師的

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有一次我轉身就看見他

用膝蓋像狗爬式的行進，同行的漢人哈哈大笑。傍

晚我們抵達頂雙溪，落腳在一間潮濕簡陋的客棧。

22日我們又抵達頂雙溪，吃了些食物並休息一下，

我們走到廟前，看到已經搭好的戲台，天色已暗，

廟宇卻大放光明，周圍有很多販賣水果、酥餅的攤

商也亮著燈，我們爬上戲台，顯然因為我倆都蓄著

鬍鬚，看起來就像真的演員一般。我就開始為民眾

馬偕（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 3月 21日∼ 1901年 6月 2日）為加拿

大長老教會宣教士，1872年3月9日從淡水上岸，在台灣北部宣教一年九個多月之後，

於 1873年 10月 21日首度翻越草嶺古道來到蘭陽平原，開始嘗試向噶瑪蘭平埔族人宣

教，直到 1900年 5月 26日最後一次從打馬煙社離開宜蘭為止。

馬偕究竟來過宜蘭幾次？過去的許多說法一直沒有定數。《馬偕在宜蘭：日記、教會與

現場》一書根據馬偕日記及其他教會史料加以統計，共有 28次之多。在宜蘭的停留總

天數超過 300天，達十個月以上。

在受洗人數方面，該書統計馬偕日記當中所記載的噶瑪蘭教區達 2665人，郭和烈牧師

在《偕叡理牧師傳》（1971）統計數字為 2804人。馬偕在 1892年 3月 9日來到淡水剛

好屆滿 20週年的日記中寫道：“這些年來，神讓我為 3082個靈魂施洗，榮耀歸給至高

的上帝 ”，由此看來噶瑪蘭地區的教徒人數佔了北部教區的九成以上，顯見研究馬偕在

宜蘭的宣教史至為重要。

馬偕有兩次長時間離開台灣回到加拿大述職。第一次為 1880年 1月至 1881年 12月，

約兩年；第二次為 1893年 8月至 1895年 11月，約兩年四個月。因此，馬偕在宜

蘭的傳教可以他兩次的離台作為切割點，劃分為三個時期：（一）醫療宣教期（1872-

1879）。（二）教會設立期（1882-1893）。（三）教勢衰微期（1895-1901）。

日記與書信

馬偕博士（偕叡里）（1844-1901）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



拔牙，我的同伴則忙著安排想要拔牙的人維持秩

序。事後甘為霖牧師熱誠地向大家發言，我也接著

講了話。我們就在星空下舉行一場輝煌的聚會，我

確信以此卑微的服事會讓美意源源不絕地湧流

 ——1878年 10月 24日，

 馬偕寫給加拿大麥威廉牧師的信

本月 3日，阿華跟我起程前往宜蘭地區。黎明之

前，我們從基隆頂著低濃的烏雲快步出發，但傾盆

大雨仍然往我們身邊倒落下來。到了中午，我們已

攀登至綠草及蘆葦叢生的 3000英呎山上，接著我們

急速下山，前往海邊一條美麗溪流旁邊那座安靜的

村落，哪裡住著大約 500名原住民。過去 12年來，

我已經來過這裡許多次，許多人都認識我，也跑出

來迎接我們。他們在空地上排了長椅，許多人坐下

來讓我拔牙。不久前才奉派來此的傳道師，則利用

這個時間去替我們尋找過夜的地方。他最後在山邊

找到一座小屋，在黑暗小房間裡的大箱子上面鋪了

草蓆，讓我當床。天黑之後，他們在空地生了火，

燃燒乾草和灌木等等。多麼美好的聚會！稚齡的五

歲孩童也跟著疲倦的大人和皺紋深刻的老人唱歌到

將近午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離開了，大多沿著

海邊前行，在傍晚時分走進打馬煙教會。

 ——1886年 10月 18日，

 馬偕寫給加拿大沃卓帕牧師的信

2月 17日，我與一位學生從淡水出發，展開巡視噶

瑪蘭平原的行程，並在本月 4日回來。天氣變化多

端，路況是難以形容的糟，而各禮拜堂受到去年 11

月的地震影響，受損情況輕重不一。在新社，傳道

師的房間毀損，牆磚破裂。

 ——1892年 3月 19日，

 馬偕寫給加拿大卡索先生的信

回程時，我們又遇上另一場暴風雨，必須在一片漆

黑與大雨中步行 4小時。我十多次在稻田裡與狹窄

蜿蜒的溝渠中，倒栽蔥地跌在水中。途中，有十多

個地方，只要一次失腳，我們就會翻落至 30或 50

呎以下的洪流中。當許多人聚在頂雙溪聚會時，已

是晚上 10點鐘了。

 ——1892年 6月 20日，

 馬偕寫給加拿大沃卡索先生的信

在噶瑪蘭平原巡行是充滿樂趣的，只是每次的情況

都差不多。不過，當有時候有西方的旅客或科學家

伴行時，情況就會有所變化。1888年從德國的漢堡

來的瓦伯格博士，我們一起巡行。他對宣教工作持

有很開放的胸襟，在看到有三百多個人聚在一起禮

拜的情形感到很有意思。

當我們要互相辭別時，瓦伯格博士說：“我在這裡看

到了十六所禮拜堂，以及人們在教堂禮拜的情形，

也看到了本地人的傳教師在講台上傳講基督教的真

理。這些都是我前所未曾見過的。”

 ——馬偕

 《From Far Formosa》（福爾摩沙紀事。1896）

在台灣北部和西部漢人之間有了傳播福音的根基並

建立不少間的教堂之後，我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噶瑪

蘭平原已開化的原住民身上。

翻閱我的日記，它記錄著我們到各地所做的許多巡

行，有很多關於舉行禮拜、教堂設立，以及舉行聖

禮典的簡單記載，也有關於有趣的事件及令人鼓舞

的經驗。每個地方的名字都喚起我愉快的回憶，當

我在寫這些名字的時候，我的腦海裡看到的是一幅

幅的圖像。

 ——馬偕

 《From Far Formosa》（福爾摩沙紀事。1896）

台灣女婿（馬偕全家著漢服）

日本統治台灣，馬偕回淡水與幹部會商對策以因應新局勢（1896）

馬偕博士史料、圖片由真理大學校史館提供



馬偕及其學生們於旅途中休息用餐

馬偕及其學生們徒步四方作醫療傳道 馬偕及其學生們經三貂嶺，翻山越嶺往宜蘭地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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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月 1日至 3月 24 日

第 5檔展覽
陳澄波《淡水澄波》

阮義忠《淡水小鎮 7 0 年代》  

馬偕《從滬尾街到噶瑪蘭》

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宜蘭市民代表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真理大學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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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為宜蘭的平埔族人拔牙（左起馬偕、嚴清華、柯玖），1896

馬偕前往奇萊平原（南方澳附近）

故事館第 2空間於 2019年 1月正式啟用，一樓為傳統暗

房，二樓為攝影圖書室、教室與展示空間。攝影家阮璽

將於第 2空間設立攝影工作坊，自 2019年 1月 6日起開

課，每期 4天，集中於星期日上課。

報名請洽故事館／ Tel：03-9334670或

宜蘭市文化發展所／ Tel：03-9325164轉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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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義忠自拍像，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