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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7th century, a lot of poets, painters and writers made their projects or works for Tamsui.  

According to Hsiao Chiong-rei（2004）pointed out that, in Taiwan, there was no place like Tamsui which 

could be portrayed and left bounteous paintings by so many painters. Up-to-date, the preliminary 

estimation about these paintings is more than 500 pieces. Therefore, it could be a deep research and a 

worthy exploration from Humanistic Geography,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sides to discuss 

the Tamsui space image and its extended spiritual image. Due to the bounteous paintings about Tamsui, 

this paper not only considered the Taiwan Fine Art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but paid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trends and categories of Taiwan art groups, 

following the time schedule and Taiwan Fine Art trends, we chose five painters, Ishikawa Kinnichiro, 

Kinoshita Seigai, Chen Cheng-po, Chen Hui-kuen and Lee Yung-two, to represent the painters who have 

portrayed Tamsui before. From above, we tried to apply aesthetics spirit as foundation, and go to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sides, to interpret the space image and its extended 

spiritual image about Tamsui. Hopefully, it could be a new, possible way to interpret space image and a 

new trial to bring the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pla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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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於 2011 年 5 月 22 日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所主辦之「第十五屆台灣地理國際學術

研討會：重新發現地理學—資源、地景創造與區域發展」口頭宣讀後修正，並感謝會中吳鄭重老師

的鼓勵和陳文豊先生所提出之建言，並亦謝謝兩位匿名審查委員所提出之寶貴意見，在此謹此致謝。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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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7 世紀以降，不少詩人、畫家、文學家皆以淡水為題材來進行創作，而根據蕭瓊瑞（2004）

指出臺灣没有一個地方能像淡水這樣，曾被這樣多的畫家，以如此豐美而多量的畫作存在著。而

至目前為止，據初步估計這些畫作應不下五百多件。所以，以人文主義地理學、美學和審美經驗

來談淡水空間意象和其背後所隱含的精神意象應有其值得深究及探掘之處。然，因以淡水為題/

為名者畫作甚多，本文配合自日治時期以降，美術在臺發展的歷程和其流派的演變，按照時間順

序先後選出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陳澄波、陳慧坤及李永沱五位畫家的淡水系列，來試著以美

學上的精神為基礎，然後究其人文主義地理學和審美經驗來形構出一個淡水的空間及精神意象，

以補足或開拓以美術作品來詮釋空間意象的可能，並希冀藉由這樣的嘗試可為地方研究帶來新的

可能性。 

關鍵字：淡水、精神意象、美學、地方意象、審美經驗 

前 言 

景觀是一種觀看的方式，段義孚（1979）云「景觀是一種由心智和感覺（feeling）所建構而

成的意象」。同時，陳文尚（1992：16）亦表示「人們在生活世界的具體表達為圖象，但對研究

者而言，它則是形象。當然，對知覺主體的表達活動而言，也只是形象，並不能窮其知覺意識的

內容，至於知覺主體意向的對象則稱為意象。」亦此，人如何理解地方，有賴於觀看和瞭解。而

以人文主義地理學而言，「人類的地方經驗」為其主要觀照之核心。而在意象與現實間，往往充

滿著隱喻象徵與地方如何被看待的方式上。因在一「存在空間」中，似乎存有著時間與空間、交

錯相承等量齊觀之視野（域），如此當我們在觀看一地的景觀時，或許在某時刻（the moment）

此「在」是可貫穿古今，與天地齊觀，渾然忘我。而如此藉由畫作，是以圖象詮釋來看待地方，

應可提供對地方經驗一定程度的洞察與瞭解。然，在詮釋過程中，或許因畫作中某些看似客觀且

帶似記錄意味之觀察，隱含著當時畫家所瞭解之現況和自然（蕭瓊瑞，2004a：184）。但，不可

否認，圖像描繪（picture-painting）及詮釋仍提供我們經驗世界中，一個對地方的獨特看法，或甚

或是召喚出地方感。亦因此本文以淡水為一開端起點。 

而最早淡水被人用圖畫的方式表現出來，可推溯至十七世紀初期（蕭瓊瑞，2004a：179），

不過很明顯地其圖上除了當時西班牙人所蓋之聖多明哥城外，似乎看不出其它地景資料1，而直至

1654 年一張較詳細的淡水圖，才由荷蘭人完成2（蕭瓊瑞，2004a：179）。然到了清朝之後，不

論是府志、縣志、廳志等淡水形勢圖，其有關於淡水的圖均是以呈現地形方位為主（蕭瓊瑞，2004a：

                                                             
1 根據蕭瓊瑞（2004a：179）指出此圖於 1629 年，在荷蘭人有心驅逐西班牙人之下，派員至淡水附近

海域偵察所描繪，然此圖看不出其它地景資料推測可能跟當時測繪者無法深入內地有關。 
2 此一張地圖為淡彩的手繪地圖，清晰地描繪出當時淡水河流域的山形、漢人與平埔族的聚落、耕地

及荷蘭人的公共建設，同時附有編號。而在這張圖中觀音山是第一次清楚地被描繪標示出來。參閱

蕭瓊瑞（2004a：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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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直至清康熙六十一年（1722）巡臺御史黃叔璥奉呈皇帝御覽的《臺灣番社圖》後3（蕭瓊

瑞，2004a：180），我們才較可能從圖片上獲知一些當時的風俗民情。而「淡水」首次以具當地

特殊風情入畫的則是出現在清同治十年（1871）《淡水廳志》卷首中的「淡水八景」—【滬口飛

輪】（蕭瓊瑞，2004a：181）（圖 1）。在此之前，我們所看到有關「淡水」的圖，應只能是為

辨別方位、軍事、防禦等功能為主的地圖。而黃叔璥的《臺灣番社圖》，在當時亦不免成為向朝

廷中央報告在台治績的另一手法（顏娟英，2001：22）。 

 

 

 

 

 

 

 

 

 

圖 1 淡水八景之一，【滬口飛輪】 

資料來源：陳培桂（1977）：《淡水廳志》。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而明鄭與清之後，漢人來台的移民社會裏，人民多勤勞與樸實，因此為滿足生理和生活上等

的需求後，才會再進而追求精神層面（謝里法，1978；王秀雄，1995）。於此，此時期中國文人

畫的傳統，乃落在一些大地主與仕紳之間4。然，可惜的是仍師古臨摹，因襲傳統，走不出花鳥、

山水及人物寫意等（謝里法，1978；王秀雄，1995）。因此，對於台灣風景之描繪，此時期除官

方仿北宋畫家宋迪【瀟湘八景圖】而成的各地八景圖外（蕭瓊瑞，2006：60），其它則較無實際

著墨且亦較無開端和進展。而近代認知中的地方風景（除山川、形勢外還有人文風情）之美的建

立與形塑，似仍應以日治時期為主，尤以淡水甚是（蕭瓊瑞，2004a：181）。 

因此，本文在撰寫過程間，亦選擇自日治時期以降的美術家及其作品來探討及詮釋其可能形

塑之「淡水」地方及其精神意象，在此以藉重美術家們的視野，而對於當時殖民主義下所造成的

地方意識色彩，並非本文所著重，故對此將不加以詳論。 

                                                             
3 其對於各地的山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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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生動（蕭瓊瑞，2004a：180）。 
4 如林朝英、吳鴻業、林汝梅、洪以南、林占魁、許禹門、許子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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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人之空間意義轉向：意向與意向性 

根據上述，本文確立了以人文主義地理學之「存在空間」觀點來揭示研究中之圖像詮釋的部

分，是以空間是人之經驗、情感所及之意向空間。而本文企圖透過美術作品來詮釋和型塑此一人

之空間的環境氛圍，目的是希冀藉由如此詮釋，可還原在此一存有空間之可能空間經驗。而如此

藉用「存有空間」亦是希冀能彰顯「地方」之空間經驗，並透過感官知覺之地方「空間經驗」來

昭顯地方之地方性。而「空間經驗」中，身體與主、客體間之意向性，又是「存有空間」中重要

指涉之一環。如此根據上述，則再針對此一概念進一步陳述： 

1970 年代後，人文主義地理學主張「空間」應是一充滿人之意義、符號、情感和價值之空間。

而 1977 年段義孚以一篇 ＜空間與地方：從人文主義的觀點而言＞（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應得以透過人類的感知和經驗，來認識地方和瞭解世界。如此

論述，根據 Relph（1976）所言，此舉已在當時廣泛地被評論家接受為地理學之本質（性）。而透

過此一觀點，亦將地理學人與環境之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可能境界，同時亦開啟人文主義地理學研

究之另一思考途徑。 

亦此，我們當知自 1970 年代後，「空間」之於人文主義地理學，已是另一種觀看世界、理解

世界和認識世界的一種方式。而此種「空間經驗」所強調的是一種地方的精神經驗，而非理性的

瞭解（Crang 著，王志弘等譯，2003：139）。而如此的精神根由因是追溯到十六和十七世紀英國

哲學經驗論的傳統法則－人類除非取自經驗，否則無能獲得世界的知識（Peet 著，王志弘等譯，

2005：27）。然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裏則主張我們不會經驗到事物本身，而是經驗到它們在我

們的感官裡引起的再現（Smith，1993；引自 Peet 著，王志弘等譯，2005：27）。而如此的直觀

形式，之於存在主義則是，個別的人－獨特具有的存在。亦即海德格所及之「一種『存有』之在

世的展現（being-in-the-world）」，亦即人立足在其空間內的「存有點」上，根據其價值系統而不

斷地對其「存在空間」展開源泉混混的「目的性」之文人創造和建構，通過創造、建構之進程和

結果，而使其「存在空間」具有具象、可視的文化景觀承載、滿盈著「意義」5。於此，當一個空

間承載人之意義、價值時，其「在」（be situated in）此空間中已從「be situated in」轉而變成「存

有此在」（Dasein）的一部分，亦此「在」這裏已經不是介系詞，而是一個具有意義名詞的「所在」。 

而日常生活這個「所在」，會因我們與環境的遭逢（encountering）而不斷地進入相對定位之

中。而如此不斷的相對定位和遭逢，正是我們尋找意義之所在。而如此亦如同段義孚認為地理是

「人的鏡子」（mirror of man），它反映人類的存在和未來生存的要素，而這些對於「人間地面

現象」 的研究其實如同文學、藝術研究一樣，都是為了反映人生（謝覺民，1999：26）。 

如此，在人文主義地理學裏對於「空間」的理念，是著眼於「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

而其基本上是由「存在現象地理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所強調的「主體性

空間」（subjective space）建構而成（潘朝陽，2005：69）。而此一空間是個體不斷地參與周遭且

釋予關懷發生意義之空間，在此空間中人與人、人與世界具有一關懷聯結且共同意向之意義性網

                                                             
5  參閱 潘朝陽，＜現象學地理學：存在空間的一個詮釋＞，收編於 潘朝陽（2005）：《心靈·空間·環境：

人文主義的地理思想》。台北：五南。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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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潘朝陽，2005：69）。於此，我們可知此一「存在空間」是因「人」而「存在」而「存有」。

而如此之探討，在段義孚 1974 年所著之《地方之愛》（Topophilia），更是說明人與地方間的情感

連結，其感知環境相當重要。因人的感官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等，皆會以不同的方式

來回應於所處之環境。如此陳文尚（1993：65）亦說明「人的位置、物的位置並非絶對，是透過

我，地域社群才使其具體落實。哲學的說，地理現象的本質是『身體．主體』。人、物在世界中位

置的實現即透過『身體．主體』間相互認同。」而如此說法，正是對於空間之存有，存在著身體

與主體間意向性之說法，意即「存在空間」是一具有主體意向性（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之意

義、價值所在。而如此「空間之存有」亦才能彰顯人居於其之價值意義所在。 

而「存在空間」之探索，「地方」著實提供了一媒介。因在人文主義地理學中，「地方」是指

人們發現自己、生活、產生經驗、詮釋、理解和找到意義的一連串場所（locale）（Peet 著，王志

弘等譯，2005：76）。如此，地方是一具有經驗特質之名詞。而潘朝陽（2001：25-26）亦指出「『地

方』是存在空間中創造意義的源發地或區位，主體人在其存在空間中，經由自身且依據存有歷程

中的重要參點而投射出意義網絡之後形成地方。」亦此，存在空間之存有，在這因地方中之經驗、

意義和價值找到了存在之所。而此一「地方」除確切有人之經驗脈絡存在外，同時藉一此經驗脈

絡去追尋、探索，我們亦可窺見其地方之本質或精華（the essence of place）。於此，池永歆（2000：

56-57）更進一步闡釋「地方特質具備地方的自然環境或物質基礎、歷史與構成，以及地方文化群

體對地方的情感面向等，然如此可並稱為『地方性』（placeness）。」如此，在這脈絡追尋中，我

們可見「存在空間」因地方之經驗、價值和意義而彰顯。同時，「地方」亦因之承載了「時間向度」

的人文活動，而使之有意向性，然最終這意向性之意義仍需由深入其中之人加以掌握和意蘊才得

以存在和存有。如此，「地方」是「存在空間」之意蘊的展現。同時，如此之「空間經驗」是精神、

思想與身體、世界合而為一。而「身體與地方之經歷」亦因此存在而有了「存在空間」，同時「地

方」亦因此一精神、思想、身體與世界合而為一，而產生了意蘊和價值。 

亦 此 ， 本 文 根 據 人 之 於 這 世 界 中 的 遭 逢 （ encountering ）， 來 探 究 及 闡 釋 圖 像 描 繪

（picture-painting）中的地方經驗。 

畫家筆下的淡水 

日治後，台灣本土的人文風貌、地理景觀及庶民生活開始躍然紙上。而光復後，隨著國民政

府軍來台的大陸藝術家，不僅讓傳統的文人畫重新立足台灣，同時亦帶來部分中國近代美術運動

的成果。而如此影響卻也引領著 1950、1960 年代的台灣現代藝術風潮。而至 1970 年代後，台灣

美術亦開始向鄉土吶喊，企圖在這塊土地上，尋求題材，紮根本土。而本文循著美術在台歷史發

展及其流派演變，從日治時期至 1950、1960 年代，而後至 1970 年代，先後選出石川欽一郎、木

下靜涯、陳澄波、陳慧坤及李永沱其筆下的淡水畫作，來檢視或探掘淡水為何如此吸引人? 而就

地理學而言，亦或許從他們的畫作中，我們可以汲取一些地方（元素）或是意象，來探求前述所

論及之「存在空間」。而如下試就五位畫家的淡水畫作，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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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川欽一郎6筆下的淡水 

以「自然為師」，是日治時期台灣美術上的新發現與革新。而在當時「對景寫生」亦是對傳

統水墨畫的一種挑戰，而石川在當時將寫生觀引進台灣，點醒台籍畫家們應正視鄉土，也或許那

是台灣人第一次如此專注又深情地將周遭忠實地記錄下來（蕭瓊瑞，2004a：128）。而素以水彩

傳達濕度氤氳綠野大地的石川認為鑑賞風景時，色彩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然的色彩與光線

不但直接影響風景給人的感受，同時色彩比形狀更易引發美感（顏娟英，2001：33）。而鑑賞台

灣的風景，首要掌握的特徵就是光線與色調，自然的線條看來強烈也因光和色的作用。同時光線

照在空氣中，美麗的自然風景就宛如框入鏡框的畫作般，閃爍發光。尤其在清澄而深沉的蔚藍天

空下，白雲變幻無窮，自然色彩更為豔麗（顏娟英，2001：35）。也因如此的氣候條件，水彩對

於當下（時）的石川，自是最能表現台灣形與色之媒材。而淡水也在石川的筆下有如： 

 

 

 

 

 

 

 

圖 2 淡水歸帆 

資料來源：顏娟英（2005）：＜附錄—山紫水明集＞，《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台北：雄獅美術。 

註：此由石川 1929 年 2 月 3 日贈予倪蔣懷，由倪蔣懷（倪氏家族）珍藏至今? 

 

                                                             
6  石川欽一郎（Ishikawa Kinichiro 1871-1945），出生於日本靜岡市淺間神社附近。中學時代學習英語、

南畫（南宗水墨畫）。十八歲入日本大藏省（財政部）印刷局工作，同時跟淺井忠習畫。二十七歲辭

去工作，赴英國學習英國傳統水彩畫。1907 年被派至台灣總督府擔任陸軍翻譯官，同時任國語學校

（台北師範前身）美術老師，於 1916 年返回日本。隨後，1924 年受台北師範學校校長志保田鉎吉之

邀，再度來台任教，於 1932 年返日。其是日治時期任職北師最久之美術教師，兩次來台共達 18 年，

對於圖畫教育啟蒙工作，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除此之外，其也致力於地方畫會、展覽等推廣活動。

1926 年鼓勵學生倪蔣懷等成立水彩畫會（七星畫壇），1927 年任台展審查員。同時其筆下具英國風

的水彩渲染，很能捕捉多溼炎熱的台灣鄉村風景。而其在台北師範的學生，很多後來都成為台灣早

期西洋畫的先驅者，如倪蔣懷、陳植棋、藍蔭鼎、陳澄波、李澤藩等。同時其亦可能是台灣的第一

位西畫老師，為台灣引進西畫奠定基礎，不可謂不重要。參閱 楊孟哲（1999）：《日治時代（1895-1927） 
台灣美術教育》。台北：前衛。及 顏娟英(2005)：《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台北：雄獅美術。和 新

竹教育大學數位藝術教育學習網(?)：＜石川欽一郎＞，《日據時期（1895-1945）台灣西洋美術—8.40
版》。http://www.aerc.nhcue.edu.tw/8-0/twart-jp/go/student1.htm。（2010/11/30 瀏覽）。與 顏娟英，2008：

22。 



49 

 

就景觀再現而言，石川在淡水畫作中採遠、中、近景之構圖方式，亦即朦朧的遠山、帆船及

河岸邊，如此構圖，層次豐富、穩定（林育淳，1996：14；蕭瓊瑞，2004a：220），再加上其能

很快地化約淡水風景重點特色（顏娟英，2001：26），於是淡水河岸邊無論是孤帆、遠山及水氣

迷朦，其鮮明特色很快就被石川勾勒突顯出來。而石川不僅畫淡水，對淡水亦有多所描述，其曾

說道： 

火車到達淡水河前通過的隧道是看見優美的全景畫前刻的暗道。當光明重現時，視

野也完全改變。清澈的河水映著晴朗的天空，愈看愈澄淨真令人想縱身跳入。紅色帆船

緩緩移動，劃過映入水底的觀音山影。岸邊的楊樹葉子甚少，初冬之風從山中呼嘯著掃

過水草吹拂到水面，漣漪消逝的遠方是輕煙籠罩的淡水港，連港邊必有的戎克船也看見

了。淡水…臨水倚丘，背山而更擁山的勝景，正是北台灣文人墨客的樂園。近年此港有

逐漸蕭條之說，但是對我們而言，反而是再好不過，或可說是天意，這樣才能免於俗化

而回歸到原本幽邃的自然。7（石川欽一郎，初冬漫步 引自顏英娟，2001：39） 

而以石川善長的水彩來畫作，「淡水」在他的筆下是雲霧山水。就地理視野來看，其所描繪

之淡水，不論是早晚出現的雲、霞、靄、霧，或是天空雲朵的變換或河岸旁霧氣的迷朦等，均色

調明快。同時，其對於當時火車從關渡出了隧道後親臨淡水河，光線從明到暗，視野從窄小到寬

廣，亦有深刻描述。而就石川的畫作來看，他捕捉的是：淡水河面上，因不同的天候而有不同雲

霧色彩之剎那，而遠山（觀音山）總是因水氣迷朦而若隱若現，而天空多層次雲彩的變幻，亦是

他想捕捉的剎那，水氣、雲朵的變化無時無刻，但他總是透過他的筆努力且貼近的表現，而帆船

自然是他筆下點綴在淡水河岸旁的對象，而同時以前、中、後的布局拉開畫面，其寬廣之延伸性

亦是表現我們站在淡水河岸旁佇足停留之視覺感受。而石川把「對景寫生」之概念，帶入且挑戰

傳統的文人畫，自始亦打開我們對於在空間中的「遭逢」，有了當下的記錄，而不是只在限於傳

統中國文人畫中，其留在想像中的畫，或在畫中想像之境。如此「景觀」再現，對於以圖像描繪

來記錄地方，石川的畫確實替當時或是現在的我們，打開另一詮釋地方之境。而如此「存有空間」

之再現，亦是石川在一身體-主體之當下（the moment）的具體存在。如此「當下」在石川筆下的

再現中潛藏著一股淡雅，但卻也令現今的我們感受到當時其欲所捕捉的剎那。亦此，在石川筆下

的淡水「存有」著一股淡雅懷舊之風（氣）。 

 

 

 

 

 

 

 

 

                                                             
7 原文刋載於《台灣時報》1926.12.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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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時雨之日                              圖 4 泊船 

資料來源：李欽賢（2003）：《台灣的風景繪葉書》。資料來源：李欽賢（2003）：《台灣的風景繪葉書》。 

台北：遠足，33。                           台北：遠足，35。 

（二）木下靜涯8筆下的淡水 

木下畫作較注重寫生現實感，其改良式的傳統水墨畫在日治時期有別於其他畫家。然也因於

此其不但將新彩墨引進台灣，同時亦開啟傳統文人畫的新視野（施翠峰，2002；李欽賢，2006）。

而木下的畫作多是台灣山岳煙雲與淡水晨昏，同時其亦歷任「台展」9每屆之審查員，亦可見當時

對台灣畫壇影響深遠（李欽賢，2006：6）10 。 

而木下出生於日本長野縣上伊那郡中澤村，年少時即喜愛藝術，後師事於日本畫巨匠竹內栖

鳳11，而後練就一手水墨寫生的好本領（李欽賢，2006：7）12，1918 年 12 月木下與友人遊歷中

                                                             
8 木下靜涯（Kinoshita Seigai 1889-1988），生於日本長野縣上伊那郡中澤村，本名源重郎。少小時即

喜愛藝術，也從流寓村裡的畫家學過水墨，及長擔任過小學教員。後來因逃避家庭問題而進人明治

時代素以軍樂隊聞名的陸軍戶山學校，然不到一年卻因病中輟，轉往京都參加日本畫巨匠竹內栖鳳

甫成立的「竹杖會」，從而練就一手水墨寫生的本領。1918 年 12 月協同畫友三人赴印度研究佛畫，

途中經由台灣順道舉行個展，同行友人生病，因而移留台北看護，從此和台灣結緣，長期居住達 28
年。1923 年裕仁皇太子訪台，台南市委託製作「蕃地風景絲卷三卷」，總督府始政 30 年紀念明信片

製作，引起朝野注目，遂打算定居台灣。同年關東大地震，其將驚魂未定的家眷遷至台灣，並在淡

水落定，寓居取名為「世外莊」。1930 年和鄉原古統、陳進、林玉山等共組梅檀社，在台期間受官

方委託作畫，奉納台灣神社、建功神社、總督府、台中神社、州廳、學堂，有台灣御用畫師之稱。

同時，其於 1927 年至 1943 年期間，擔任 15 回台府展審查員。終戰第二年（1946）其和所有在台日

本人被遣送回國。晚年蟄居北九州小倉市，默默以設帳授徒為生，對象亦以業餘人士為主。參閱 楊

孟哲，1999：180。及 李欽賢，＜彩墨台灣新典範  木下靜涯研究展＞，收錄於 臺灣創價學會，2006：

6-9。 
9 日治時期日人仿其「帝展」的制度，在台創辦「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形成「官展繪畫」，亦即

參展的一般畫家必須履次參展後，經過入選、特選後才能得到免審查、推薦的榮譽，之後等待一步

步進階或期望能加入審查委員之小圈子，成為所謂的「畫伯」，其共歷時 10 屆（1927-1936）。而在

臺陽美術協會創辦（1935）之前，台灣没有一間美術學校或非地方性的美術團體，台展是唯一每年

公開競賽之美術展覽會，因此無形中亦建立了學院式的權威。參閱 謝里法（1978）：《日據時代—台

灣美術運動史》。台北：藝術家。及 顏娟英，1989：178。 
10 李欽賢，＜彩墨台灣新典範  木下靜涯研究展＞，收錄於 臺灣創價學會，2006：6-9。 
11 日本自江戶時代受明清南宗畫影響，文人畫亦開始發達。其在十八世紀中葉以 池大雅（1723-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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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欲前往印度觀摩石窟壁畫而取道台灣順便開畫展，卻突因朋友病倒而自願留下來照顧，卻

陰錯陽差從此留在台灣（施翠峰，2002；李欽賢，2006）。而關東大地震（1923）後，他遂下決

心居留台灣，放棄回東京的念頭，而大約在這一年左右他定居淡水（顏娟英，2001：414）。因為

淡水清雅秀麗，因為淡水的氣候、景物、色彩都很適合作畫，所以木下決定在此定居（謝里法，

1978：92；林育淳，1996：12）。而其一生作品也多以「淡水」為題材而大量入畫（顏娟英，2001：

414；施翠峰，2002：70）。不論是雨過天晴的觀音，或者從前景的相思樹林間遠眺河裡的戎克船，

每每都是其作畫的好題材（引自 顏娟英，2001：414）。 

然其「淡水」畫作有別於其他畫家慣用淡水街道比肩鄰立的紅瓦屋頂和洋樓錯落其間的表現

方式，木下更喜愛再現淡水之清幽安靜（施翠峰，2002：70）。而此一淡水特殊環境氛圍，木下

自是透過筆下多層次的水墨暈染達到雲煙縹緲之境。 

 

 

 

 

 

 

 

 

 

 

 

 

 

 

圖 5 淡水港                         圖 6 淡江帆影 

資料來源：顏娟英、黃琪

惠 、 廖 新 田

（2006）：《台

灣的美術》。台

北：群策會，

32。 

資料來源：李欽賢（2003）：《台灣的風景繪葉書》。台北：遠足，137。 

                                                                                                                                                                               
與 謝蕪村（1716-1783）為代表。前者以犀利眼光觀察自然，後者則被譽為俳畫先驅，然其發展到

最後已和南宗畫迥異。而同一時期，京都有一門畫派特別重視寫生現實感，其首創者為圓山應舉

（1733-1795），然又因這些畫家們都住在京都四條通上，故稱「圓山四條派」。而此派至明治時期大

家輩出，竹內栖鳳（1864-1942）在當時可謂是領導者。李欽賢，＜日本水墨畫源流＞，收錄於臺灣

創價學會，2006：11。 
12 引自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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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木下筆中所再現的淡水，其取景大約都從淡水海濱眺望觀音山（施翠峰，2002：70），構

圖亦是採遠、中、近法，但其以細膩柔和的手法營造出「淡水」的清幽安靜，在眾多淡水畫作中

格外顯得清新闊遠（蕭瓊瑞，2004a：186）。而其又因善用「待水」之暈染技法，使得淡水的雲、

霧、霞、雨、風、水、流、波、空氣等，皆呈現一種詩意般的表現。於此，淡水的幽緲沉靜也在

木下的筆下襯托無疑。而以地理視野來看，他捕捉住了淡水河畔，觀音山旁其薄霧輕上，雲霧飄

渺間的剎那。而觀音山在他的筆中總是初露山頭，雲霧總飄緲在山腰間，彷彿少女輕掩薄紗，又

似猶抱琵琶半遮面，欲語還休般。而如此身體-主體之空間經驗亦如同大雨剛過或初春的早上我們

行走至淡水河畔，其可能所遇之景。而河面上的點點帆船，自是點綴，也似真實。如此「景觀」

再現，在木下的筆中其不只只反映個體身體-主體間其時空的遭逢，同時透過畫作，亦展現他對於

此「空間」意義之追尋，是一種景之於人再反映於心境上的意義追尋，如此追尋包含著人之空間、

意義與意向所在。如此「存有」不僅是對於自身所存在理念之追尋，同時亦是透過「空間」所反

映的一種意象性指涉。亦此，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木下再現的淡水雖不如石川的色彩豐富，但他卻

表現了淡水薄霧輕上，雖不見陽光時的清幽之美，而如此正是反映木下之於此存在空間之追尋。 

 

 

 

 

 

 

圖 7 滬尾之丘 1940 

資料來源：林育淳（1996）：＜夢想的國度—日治時期畫家筆下的淡水＞，《台北縣立文化中心季刋》，

12。 

（三）陳澄波13筆下的淡水 

江衍疇於 1993 年為淡水鎮公所出版的《藝術家眼中的淡水》一書為序時，寫道：在早期知

名畫家中，描繪淡水景物最力者，首推陳澄波。而陳澄波有別其他畫家的「淡水」描寫，應是在

                                                             
13 陳澄波（1895-1947），台灣嘉義人，1913 年進台灣總督府國語師範學科，受石川欽一郎啟蒙，對西

洋美術產生興趣。1917 年師範科畢業任嘉義第一公學校。1924 年考進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

1926 年以【嘉義街外】入選第七回「帝展」，為台灣人油畫入選第一人。1927 年自師範科畢業，入

同校西畫研究科，1929 年畢業後任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教授兼系主任，及上海昌明藝專藝教科教授

兼西畫科主任。課餘亦勤於觀摩中國畫家們之表現方法，從傳統國畫中獲得很大的啟發。1933 年返

台後，與友人在 1934 年創辦「台陽美術協會」，仿照「帝展」徵選及評審模式，推動國內美術活動，

貢獻良多。其為人真誠率性，創作不懈。然在台灣光復（1945）年後，憑著己身之經驗正準備一展

抱負為國家民族貢獻心力時，不幸因「二二八事件」於 1947 年犧牲寶貴生命，成為無辜冤魂。參閱 
林育淳（1998）：《油彩．熱情．陳澄波》。台北：雄獅美術。及  林育淳，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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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筆下的律動感和樸拙的畫風。然又因淡水之趣味，不在於她只是一個擁有歷史、文化且走過

風華繁盛的港鎮，同時，她亦是一個建立在坡道蜿蜒上，充滿空間變化之美的山城（蕭瓊瑞，

2004a：203）。而自日治時期以來，繼陳植棋14之後，對淡水山城屋宇有大量描寫者應就為陳澄

波（蕭瓊瑞，2004a：205）。又 2006 年 10 月 9 日中央社新聞報導： 

香港蘇富比九日舉行的「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會上，已故台灣畫家陳澄波的「淡水」油畫，

以三千四百八十四萬港元（約合新台幣一億四千四百多萬元）創下世界華人油畫拍賣最高紀錄。15 

 

 

 

 

 

 

圖 8 淡水 1935 

資料來源：林育淳（1998）：《油彩·熱情·陳澄波》。台北：雄獅美術，115。 

 

如上這張圖，在 2006 年的蘇富比拍賣16會場，為陳澄波的藝術市場帶來另一高峰。日治前期，

不論是以石川欽一郎等人為首的西畫或是以木下靜涯為首的東洋畫作，以淡水入畫之畫作不勝枚

舉。17究其因，應是：畫家們在此長期經營寫生後，所留下的共同語彙（林育淳，1996：13）。

而如此的共同語彙，根據林育淳（1996：13）云：早期畫淡水的作品中並無樹立固定的視角與創

作母題，但是後來隨著畫家們對此地景物熟悉後，有些角度總是百畫不厭，因此描寫淡水的畫面

便衍生出一些具地域色彩的特定模式，而從此觀者便很容易能夠從中輕易辨識淡水景致，同時這

其中的某些型式至今仍被持續使用著。而從地理的視角來看：以觀音山、淡水河、岸邊街屋所再

                                                             
14 根據蕭瓊瑞（2004a：203）表示陳植棋有很多與淡水相關的作品，然這些作品相當部分均以淡水聚

落屋宇為題材，包括其入選為帝展的遺作亦是。而在他不幸早逝後，其師吉村芳松深深感嘆說：「此

後再也看不到陳君筆下的淡水風景了。」。而陳植棋（1906-1931），台北市南港人。1924 年為台北師

範應屆畢業生，時因率領同學抗議學校安排旅行不公，被開除學籍。當時石川欽一郎因惜才，與鹽

月桃甫說服陳父，其於 1925 年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並跟從吉村芳松習畫，同時鼓勵後進不遺餘力。

第一回台展，其畫作以特選入選之。而自 1928 年起，開始連續入選帝展與日本其他重要的美術展。

然，可惜卻在 1931 年春突然病逝。參閱 顏娟英，2005：145。 
15 轉引自大紀元（2006/10/09）：＜台灣畫家陳澄波作品創華人油畫世界拍賣紀錄＞，《社會新聞》。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0/9/n1481596.htm。（2010/10/13 瀏覽） 
16 於 1744 年由山姆‧貝克（Samuel Baker）在倫敦創立，爲世界歷史最悠久的藝術拍賣商之一。 
17 如浦田丈夫、吉村晋、山中七雄、渡邊悟、稻桓進、片瀨弘、藤島武二、桑田喜好等。相關資料可

參閱 林育淳，1996：11-18。及  顏娟英（2001）：《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讀（上）》。台

北：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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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遠、中、近景，其不僅僅表現視野的延伸感與寬闊度，同時其亦代表此三個地方元素所揉合

而成的地方意象，從此水鄉船影、觀音風情皆是畫家入畫首選。然除此之外，在淡水居高臨下，

其可眺望，視覺上更見全景式之地理景觀，然眼前除了山河，高高低低層層錯落之屋宇亦盡入眼

底，如此多層次之視覺景觀亦是吸引人前來之處。 

而 1935 年至 1937 年間，陳澄波常至淡水一帶活動，其也常與楊三郎18等畫友結伴前來（林

育淳，1998：114）。他說： 

陳澄波氏每年慣例必到淡水，今年也花數月時間在此作畫且分析、研究淡水風景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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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而其一系列淡水佳作（1934-1936）中21，皆將台灣當時特有的紅瓦建築表現淋漓盡致，拙樸

有力。同時其對淡水屋宇的構圖，亦與別人迥異，係採一種對角線構圖之方法，將淡水港灣的幅

度，以優美的曲線呈現，房子延著弧形的港灣而建，屋宇高高低低、由近而遠，頗具變化之美（蕭

瓊瑞，2004a：205）（圖 8 和圖 9）。而 圖 10 則是再現當時「淡水」錯落屋宇的最佳註解。 
 

 

 

 

 

 

 

 

 

 

圖 9 黃昏淡水 1930 年代                          圖 10 淡水 1935             

資料來源：林育淳（1998）：《油彩·熱情·陳澄波》。 資料來源：林育淳（1998）：《油彩·熱情·陳澄波》。 

台北：雄獅美術，117。                        台北：雄獅美術，116。 

                                                             
18 楊三郎（1907-1995），出生於台北縣永和網溪。父親經營菸酒專賣事業，所以家境還算不錯，家中

時有賞花詩會，文人時相往來，耳濡目染下，自幼喜好藝術。1922 年為了學習美術，不惜離家出走，

乘船奔赴日本，後獲得家人諒解和支持，先後進入日本京都美術工藝學校和關西美術院。1932 年至

1933 年間旅法，臨摹羅浮宮作品數幅及常外出寫生。1934 年返台後，與同好共創「臺陽美術協會」，

致力推展美術活動，直至逝世前堪稱臺灣西洋畫壇舉足輕重領袖型的人物。而其繪畫創作偏好寫生

風景，作品用色濃艷飽滿，繽紛厚實。參閱 李乾朗、林育淳，2009：12。 
19 請參閱 蕭瓊瑞，2004a：187。 
20 原文刋載於《台灣新民報》1936.10.19，引自 顏娟英，2001：164。 
21 如：1935 年的【淡水風景】、【淡水】、【淡江風景】及 1936 年的【淡水河邊】、【淡水中學】及【紅

毛城】等。參閱 林育淳，1996：11-18。及 林育淳（1998）：《油彩．熱情．陳澄波》。台北：雄獅

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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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畫微妙的調整了描繪的角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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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在一種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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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那間有著煙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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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下的規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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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情形下，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和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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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的併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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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完整的協調。陳澄波在這件作品所呈現的，似乎也正是整個臺

灣人文特色的一個微妙縮影：紛雜中的穩定。（蕭瓊瑞，2004a：208） 

陳澄波在畫面中所營造的空間並不會因為遠近而有了濃淡的差別，而是利用物像與物像間來

呈現彼此的空間關係，在畫面上形成相當的律動22（蕭瓊瑞，1997：347-348）。如此效果，卻也

再現早期山城淡水亦富繞趣，且頗具生動之紅瓦建築（顏娟英，1992；林育淳，1996）。亦此，

此種登高遠望、層層錯落的地理視野亦是現在我們在淡水登高遠望時其視野上的感受，雖紅瓦已

少見，但其層層錯落之景致卻也使得當我們回顧其「淡水」系列畫作時，可感同的歷史傳承。同

時，其在畫作中山水並置，中西建築交雜，此不正也代表淡水老街周遭在「地理」和「歷史」上

的錯落並置，在看似二元對立的元素中，卻互相的融合和穩定存在? 如此在「空間」中而有了「時

間」的存在，而陳澄波所捕捉淡水的「存在空間」，相較木下和石川，觀音山似乎已不是重點，

同時水氣雲霧亦不是他所重視，他所觀照的是：淡水河沿岸之蜿蜒和錯落有致的屋宇，和其有別

於其他畫家，物像無遠近濃淡之分，畫面充滿流動性之視覺之效。就美學而言，此一效果十足彌

補了其畫中常常退居一角的淡水河—畫家畫河，常因河面上有船，而使得河面有了律動感。而陳

澄波卻讓淡水最能表現律動感的河面和雲霧從主角退居一旁，而讓層層的屋宇位居主角，此也因

為「層層」而「錯落」使得屋宇有了生命，有了律動。此一畫作關注焦點相較於石川和木下對於

「自然」之景之再現，陳澄波則是把這再現空間從「自然」面向之關懷轉而傾向於「人文」面向

之關注。如此再現空間之轉變，我們似乎亦可想像當自日治時期，石川把「對景寫生」傳入台灣

後，對於當時台籍畫家們其啟發，似乎已是慢慢開始重視身旁之生活世界之描繪，如此關注，並

非「對景寫生」其焦點轉變，而是在於「空間」再現之意蘊之轉變，如此陳澄波筆下所舖成的「淡

水」存有空間，其蘊含顯得是在一時空脈絡下具歷史與地理的具體存在，具有時間之延展性，同

時亦展現當時空間之存有。而如此淡水一「存有空間」更是在陳澄波之再現下愈發顯得生命盎然。 

 

 

                                                             
22 根據蕭瓊瑞（1997：348）表示陳澄波此種全無遠淡近重的墨色表現方式，在淡水系列中發揮極致，

同時達到更成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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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慧坤23筆下的淡水 

站在淡水的下坡路上，多教人會有視覺上的開闊與延伸之感，然如此問題對於畫作的再現，

卻是不易之事，絕大部分的畫家都會避開這個難題，而畫家陳慧坤卻用心思索著要如何解決此問

題（陳淑華，2001：55）： 

「知道了! 我走了! 會回來吃晚飯的！」陳慧坤揹起沉重的畫具，拎著便當就往門

外走，此刻他的腦子裡，只剩這兩天從櫃子裡拿出的前幾年來所畫的「淡水下坡路」系

列寫生的影像了。（陳淑華，2001：54） 

陳慧坤是台灣少數前輩畫家中，在油畫、東洋畫及水墨等方面均有獨特成就者（邱坤良，2006；

林正儀，2006；黃永川，2006）24。其特別強調以實際寫生的方式，將近代美術幾個流派的主要

技巧及理論以膠彩、水墨及油畫等東西繪畫媒材來突破限制，展現其個人風格（陳淑華，2006：

44）。就因其實事求是及不斷探求之精神，從 1953 年 4 月開始，一幅以淡水紅毛城附近為題材的

【淡水下坡路】系列的試驗及觀察，成為他此後 8 年間在相同的地點，同樣的時間和天候下，不

斷反覆分析再重畫再比對的結果。這其中為的只是在畫面中呈現較好的下坡視覺效果（陳淑華，

2006：45）。 

坐在前往淡水客運的一路上，陳慧坤還是一直反覆不斷地思考研究著這幾年以膠彩

所畫的「淡水下坡路」怎麼下坡的感覺就是始終不夠強烈呢? 要運用什麼色彩，透過什

麼樣的調子變化，才能充分烘托出下坡路消失在遠方的空間感受呢? 這已經是第八次，

也是第八幅以相同的主題、相同的取景作畫了。這一回一定要有所突破，否則明年一定

還要再回到原地再實地寫生實驗一次，反正在未能成功地在畫面上詮釋出下坡的感受之

前，決不輕言放棄（陳淑華，2001：54）。 

 

 

 

 

                                                             
23 陳慧坤（1907-2011），生於臺中縣龍井鄉。父清文雅好文藝，深受其影響。1927 年赴日入東京川端

繪畫研究所，1928 年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1931 年畢業返鄉，1947 年受聘於省立台灣師範學院 
（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講師，至 1977 年退休。創作風格強調以寫生的方式來觀察描繪，1960
年至 1969 年間，以東洋畫、國畫及西畫的古典派、印象派、那比派、野獸派、立體派等各派技法之

融合表現為主，1969 年以後，五度歐遊參觀美術館，臨摹描繪印象主義時期諸名師之作，行跡遍及

西歐、北歐及美日。陳慧坤融合運用了塞尚的表現法、莫內的筆觸、梵谷的描繪法以及「立體派」

的構圖視點來描寫臺灣風景，這正是陳慧坤重要的繪畫風格。參閱 陳淑華（2001）：《雋永·自然·陳
慧坤》。台北：雄獅美術。及 陳淑華，2006：44-57。與 臺北市立美術館（2011/04/06）：＜陳慧坤— 
日光東照宮唐門＞，《典藏》。

http://www.tfam.museum/TFAM_Collection/ProView.aspx?mesenmID=842。（2011/04/09 瀏覽） 
24 參閱 邱坤良，＜序—雄峙百代，藝苑長春＞；林正儀，＜序—澤被藝壇的大師＞；及 黃永川，＜

序—百慧藏坤:陳慧坤百歲誕特展＞，收錄於 陳慧坤 作，王庭玫、王雅玲、謝汝萱 編（2006）：《百

慧藏坤:陳慧坤百歲誕特展》。台中市：台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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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淡水下坡路 1956              圖 12 淡水下坡路研究圖-6 1958 

資料來源：蕭瓊瑞（2004b）：《台灣近現代藝術 11 家》。資料來源：蕭瓊瑞（2004b）：《台灣近現代藝

台北：藝術家，41。           術 11 家》。台北：藝術家，43。 

根據林育淳（1996：13）指出畫家何以鐘愛「淡水下坡路」，其主因可能是，此丘巒綠樹叢

中的樓房景觀，頗能展現淡水混雜中國傳統民房及深具異國風味建築重重堆疊的特殊風情，若就

構圖的眼光來看，此地有山有水，房舍隨著地勢錯落有致的起伏，予人極富流動變化的視覺震撼，

故能時常吸引藝術家前來。亦是就「景觀」再現而言，如此之構圖，是自然與人文之相輝映，除

了有因自然地勢關係，而產生視覺延伸之效外，同時隨著地勢起伏之民宅錯落的人文風貌亦是盡

入眼底。 

 

 

 

 

 

 

 

 

 

 

 

 圖 13 淡水下坡路 1960                圖 14 淡水下坡路 1989                

資料來源：陳慧坤 作，陳文玲 編 2005，《陳慧  資料來源：蕭瓊瑞，2004b，《台灣近現代藝術 11
坤九十回顧展》。台北市：台北市立             家》。台北：藝術家，43。 
美術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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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視覺延伸感就審美心理而言，它可讓人置身於一時間或一空間內，並使人有一種更大且不

同世界之感。同時具延伸感之處亦會讓人想要有探索及體驗之心，而藉由空間邊界之遮掩，亦使

人產生一寬敞空間進而再引發身處其中全心沉浸之意（引自 韓可宗，2002）。而就地理視野而言：

下坡路的延伸感，易讓人有天涯無窮盡之意，它的景不是闊，而是拉長再延伸，而盡頭之後的端

點又彷彿是另一路途的開始，無窮無盡，無限延伸。然在畫中又有蜿蜒曲折之處，此相對上又有

再拉長延伸之視覺效果。除此之外，蜿蜒曲折處除神秘外，又會激起讓人想要探索之心。如此身

處在淡水下坡路的身體-主體之存有空間，亦是陳慧坤終其一生研究及實踐之方向。而從實驗性質

到隨心所欲地作畫，淡水一帶的風光景色應亦可稱為或完整代表陳慧坤一生在畫藝上的追求，以

及其在繪畫上深入研究所獲得的豐碩成果。而如此身體-主體意向性之存有「再現」空間，其不同

於木下和石川雲霧變幻的再現，亦不同於陳澄波錯落有致屋宇之再現，其重要的是以實驗的精神

再現淡水下坡路段其位居丘陵地之另一視覺景觀。而在此一「存有空間」之再現，在他的實驗下，

淡水亦愈發顯得亦柔亦剛。 

（五）李永沱25筆下的淡水 

1970 年代，台灣鄉土意識高漲，素樸文化運動興起26，淡水地區尤以李永沱、陳月里27兩位

為代表（蘇振明，1990；江衍疇，1993；蕭瓊瑞，2004a）。李永沱以大膽厚艷的筆觸描繪淡水，

其以素人藝術並非美術專業出身，作品不僅具有個人獨特的原創風格，同時也展現了民族與時代

的文化意象，雅俗共賞，同時亦代表著大眾市民素樸的文化語言（蘇振明，1990：27）。而江衍

疇（1993）亦云：「其創作更見淡水人文風物上的薰化之功」28。同時，李永沱亦自述說：「在

完全沒有向師友請益，畫架、調色板等都沒有的條件下，並未畫出偉大作品，但我誠心誠意希望

                                                             
25 李永沱（1921-2005），出身於淡水望族忠寮李家。1941 年淡水中學畢業後，赴日留學，入芝浦工業

大學機械工學科就讀。畢業後曾在日本帝國石油會社當技術員。1946 年返台，受聘於台灣省臺北工

業職業學校（臺北工專、臺北科技大學前身）擔任機械製圖教員。1949 年受聘回母校私立淡江中學

教授高中數理課程，1961 年則受聘為臺北市立大安高工教師，直至 1982 年退休。五十歲那年暑假，

偶然發現家中之前經營文具店所存有之油畫顏料，一時興起，找了一塊整修房屋時拆下的舊三夾板，

開始面對自家西窗風景畫畫，兩個星期後完成第一幅作品【西窗外黃昏的教堂】。從此利用閒暇作畫，

大部分作品多以淡水圖像為主軸，其作品展現出不同於學院派的生命力。參閱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編（1998）：《一九九八年淡水地區人物誌》。台北：台灣學生書局。及同註 18。頁 26。 

26 引自蘇振明（1990：31）。同時開端起於 1960 年吳李玉哥 (1901-1991) 首辦的一次畫展，而此一文

化運動精神，是指一些未經拜師學藝或是未經學院專門訓練，自發性的藝術創作者，其技巧樸拙，

但風格獨特，充分表達個人生命與社會民俗情感等特質。我們可以以「樸素藝術」或「樸素美術」

稱之。相關文章可參閱 蘇振明(1990)：＜臺灣的現代樸素藝術＞，《國文天地》，6(5)：19-41。及 姜

一涵（1991）：＜樸素藝術發展對海峽兩岸藝術發展的啟示—從洪通、林淵說起＞，《美育》，14：2-13。

和 洪米貞(1997)：＜台灣樸素藝術在哪裡?—談其發展及在國際上的定位＞，《現代美術》，78：36-43。

與 余思穎（2004）：＜七 0 年代台灣本土藝術的開展＞，《現代美術》，112：4-13。 
27 陳月里 (1926-)，出生於台北市萬華，臺北龍山公學校畢業不久後，便投入職場工作，1948 年結婚

便以家庭為重。直至 1961 年一次環島途中，開始動筆記錄所見所聞後，自此沉迷於隨手畫畫的快樂。

1984 年對淡水風光一見傾心後，遂於 1985 年遷居淡水，與女兒劉秀美先後在淡水開設民俗藝品店。

在淡水期間，其默默作畫的素樸畫風，在旅人中口耳相傳聲名不脛而走。同時其畫作亦深刻記錄她

與當地風土內涵的互動。參閱 同註 18。頁 29。 
28 引自 江衍疇序，＜伊誰來繪涉紅圖—藝術家與淡水＞，收錄於 淡水鎮公所主辦(1993)：《藝術家眼

中的淡水：淡水藝文中心開幕特展》。台北縣：淡水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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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畫出的圖畫中記述自己的生命。而那是我一生過往的回憶及感想，沒有偉人事蹟，只是一

個純樸鄉村人的生活日記，只有一點鄉土味。」又「每個日子都有日落，每個人的一生也都有黃

昏；我希望我的畫筆，能夠畫出人生光彩的黃昏（李永沱，1972；引自 蘇振明，1994）。」。於

此，「淡水」之於其是故鄉風景，亦是家親人物，更是生活與民俗體驗29（蘇振明，1994：56）。 

 

 

 

 

 

 

 

 

 

 

     圖 15 自畫像 1971                 圖 16 我每天散步的街道 1987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而為了方便觀察和經驗想像，李永沱的畫室四面都有窗口，東看淡水老街與關渡大橋，南望

觀音山與渡輪的擺盪，西瞧淡水紅磚教堂與河口暮色，北眺大屯山與梯田村落。而如此的視覺經

驗感受再加上自身對當地的情感記憶與想像，其就在這完成了著名的「觀音山四季」與「淡水暮

色」一系列等之繪畫（蘇振明，1994：57；蕭瓊瑞，2004a：198）。而如此廣角式風景一次入畫

的構圖方式，在眾多畫過淡水的畫家中亦算少有。然如此全景式的地理視野，卻是我們在淡水高

眺遠望時常有的視覺經驗。而李永沱在窗邊作畫，其不僅畫景，同時也守著自己的心靈窗口，透

過自身的生命經驗來回憶創作及描繪環境周遭的變遷。其展現不同於學院派的生命力30，回憶對

他而言不只是過去的記憶與舊景再現，而也是對於淡水的變遷多所記錄與感悟。而洪堡德云：「人

類的精神會以神秘的方式，回應於外在的自然。」（引自 池永歆，2005：51），如此言說在李永

沱的畫作中，似乎是最佳註解。而以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追求關懷人之經驗之議題而言，似乎在李

永沱的畫作中，將其所追求之意蘊表現極大。因在他的畫作中，我們可看到：淡水的朝日、夕陽、

彩霞、暮靄、翻騰的雲絮、蜿蜒的小徑、錯落的屋宇、教堂、觀音山、淡水河等，一張畫不再是

一個景，而是多種地方元素和生命經驗交融疊合而成。如此其畫作是一種反映意義與意向之世界，

有別於前面以「景」之描繪來突顯淡水地方氛圍之四位畫家。而從其畫作中，我們亦是可以感受

到其不只是傳記式之繪畫創作，同時還有個性化圖像象徵，以及融合了理性與感性之鄉土情懷樸

                                                             
29 此三項亦是李永沱繪畫的主題，另外再加上模仿大家的作品。其作品主要可以分成這四大類。參閱 李

永沱，1994：373。 
30 引自同註 18。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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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美（蘇振明，1994：58）。如此，亦可說明當以人之本質、存有空間和經驗來探究其畫作時，

其畫作亦同時反映了人、真實和存有。而如此地方經驗之「再現」亦是人文主義地理學所云之「以

人的真實」而反映的地理學。如此分別，自然「淡水」在李永沱的再現下就格外顯得獨特又原創。 

 

 

 

 
 

圖 17 東窗外的淡水老街_1971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圖 18 南窗外的淡水風景_1983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圖 19 西窗外黃昏的教堂_1970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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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北窗外的淡水風景_1975 
資料來源：蘇振明提供 

再現意義：畫家筆下所詮釋的淡水（地方）元素意象 

綜合上述五位畫家對於淡水的畫作，我們似乎可見：以淡水之風、雲、雨、霧等的變幻為主

的題材，和以地形起伏而錯落有致的屋宇及全景式的地理視野為一視覺景觀效果，及個人獨特生

命下所經驗的淡水入畫，皆是其一再入畫或實驗的題材。而本文之重點亦是汲取這些（地方）元

素來詮釋其可能形構之空間及其精神意象。而本文透過五位在不同時期以不同手法來描繪「淡水」

的畫家，是希冀透過其畫作再現的空間和氛圍，鋪陳營造一個較有空間感，有秩序感及有地方感

的淡水。以石川欽一郎雲霧變幻「淡雅懷舊」再現的淡水，再加上木下靜涯筆下「幽緲沉靜」的

淡水存有空間和陳澄波之錯落有致極具再現當時人文風貌之「生命盎然」的層層屋宇，最後再輔

以陳慧坤「亦柔亦剛」較理性且實驗性質強烈之自然與人文風貌交相輝映之再現的淡水下坡路段，

和李永沱極具生命之地方經驗「獨特原創」的淡水，來反映淡水之於這些畫家們內心的獨特之處，

同時也藉由其畫作來窺見淡水景觀的獨特性。是以 Relph（1976：31）曾云「地方的重要特徵乃

是出於其顯現（appearance）的特質」，而如此地方顯現的特質，我們卻是不難在本文所選取之

五位畫家之淡水畫作中，略見端倪。而若以實景/實際的空間秩序來看，在這些畫作中我們不難找

出一些共通處，亦就是遠、中、近景的再現模式，如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和陳澄波。而畫作中

以如此構圖再現：岸邊（街屋）、淡水河、觀音山—是以如此除散發出畫面沉穩氣質外，我們亦

可從中感受到其共同的歷史情調（林育淳，1996：14）。而就陳慧坤所研究再現之「淡水下坡路」

而言，因下坡的感覺不容易再現，絕大部分的畫家都會避開此一難題，就唯獨陳慧坤相反地一直

想要突破這個困境（陳淑華，2006：46）。為的只是要忠實地再現站在下坡路上其視野地寬廣度

和下坡路上實際俯衝的壓力（陳淑華，2006：47）。而李永沱以橫幅入畫的淡水作品，其主要應

是要再現其親身的視覺經驗。然若是以畫作之內容蘊含及其五位畫家所代表之時間脈絡來看，從

石川、木下再到陳澄波、陳慧坤與李永沱，其畫作中所再現的淡水從自然寫景到人文風貌再到與

其生命經驗交疊之存有空間之地方再現，如此脈絡轉向，不正亦跟地理學所關注之地方/空間焦點

之脈絡軌跡，有不謀而合之處? 在這，我們似乎可問這以人為本，作為人真實反映之空間/地方，

應是一追尋意義和所在之存有空間? 縱使不可避免，畫作中隱含著畫家個人對於淡水之自我詮釋

及再現之可能。31但，我們仍可就其再現之「淡水」，找到一些一再被重複描繪和所汲取之地方

                                                             
31 筆者於研究之初，考量選取畫家時，已盡量注意該位畫家是否已外出寫生，盡量貼近寫實風格來勾

劃淡水。 



62 

 

元素、景點和意象。而根據本文之五位畫家所歸納整理出有關淡水畫作的地方元素有：1) 水鄉船

影；2) 觀音風情；3) 小鎮教堂；4) 山城櫛比；5) 舊城古樓；6) 個人經驗與民俗風情，32而這些

共同語彙亦似乎是淡水在經過世代更迭後，仍依然不斷被抺去、擦寫、汲取及創作之地方（元素）

意象。如此，我們似乎可說這些共同語彙因是就淡水一地而言，其被身處於其中的人，所感知到

的特性所在（place essence/character）。 

而在這裏，我們或可再問，如此再現之淡水地方特性/特質，有其共同之處，是否是一種景觀

偏好？倘若是，試以地理學而言，最早 Appleton 於 1975 年及 1996 年提出眺望—藏匿—危險等架

構分類之時，就主要提出：人類與生俱有一種場所偏好，而所偏好的場所是能增進他們眺望（開

放的視野）與藏匿（能不被看到以免發生潛在危險）的機會，因此人們偏好能受到保護與眺望周

邊情況的環境。同時其認為人類對視覺的美感或是其他知覺評價的產生，可以說是因生物原始生

存而產生需求，而觀看與躲藏是動物生存之原始能力，亦因此偏好視覺廣闊及不容易被發現的藏

身之所可視為一種基本的生物本能。而若以此脈絡來說明本文畫家們在「淡水」作畫取景、再現

時可能的知（直）覺或想法。就視覺美感（心理）而言，或許亦是心理直覺反應或本能？因 Appleton

（1975，1996）所言，不管是全景式（panorama）的眺望或是因有顯著邊界而使觀賞者視野受限，

所產生一延伸、透視效果之眺望；又或是因視野遠處之高點（高塔、建物、山頭…等刺激物）其

後方有更廣闊空間之存在；又甚至是在環境中所呈現偏斜及暗示性消點位置（如彎曲步道、樹林

或圍籬旁），而使得如此轉折之彎道，會使觀賞者產生進一步探索之神祕性。如此，就此一觀點，

擬想像畫家們當初站在淡水起伏不定的山崗上，所取景再現風景之位置，除自身覺得景色開闊外，

其構圖間或許亦擬為畫面有開闊、延伸（展）之感或在不經意轉折處製造神秘探索。而這些感受

即使至今我們在淡水或高或低行走時，亦都能感覺得到。 

而如此感受的再現，就其本文中不論是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陳澄波、陳慧坤或是李永沱

的「淡水」系列作品，其所代表似乎已不僅僅是地方元素揉合下的意象而已，其似乎亦隱藏（含）

著畫家們「精神」之所嚮，是一種身處環境中經反身觀照而成之「淡水」畫作。而就地理學而言，

「場所精神」之所在，乃是在於對地方已超乎了物質與感官的依附，而其「精神之所」更是在於

不同的地方元素不斷地在不同的時空交相錯落與揉合而成。而觀者之心境自是在其中不斷地與之

錯落、交疊、融合與再現。亦此，我們或可說一地之精神意象，是由觀者在不斷地空間錯落中反

身觀己而來。 

詮釋下的再現：有形的（實景）及無形的（精神）淡水意象 

綜合前面的討論和整理，我們不難發現，在畫家們所汲取或再現的淡水（地方）元素，其有

些共通的元素或意象存在，而如此的再現與詮釋，我們殊可就此「存有空間」來闡述及探究其特

殊性，或是就此一「存有空間」因其在某一身體-主體之意向性所投射出來之意蘊下的意涵來進行

討論。而如此「在」（be situated in）的立場和人之空間和氛圍，我們或可就審美經驗來解釋之。

如下筆者就前述畫家所再現一淡水之存有空間，將之區分為有形的（實景）及無形的（精神）兩

                                                             
32 編修自蕭瓊瑞（2004a：184-218）所整理之自日治時期以來畫家所觀看淡水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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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探討。 

（一）有形的（實景）淡水意象33 

1. 山河之景：觀音山、淡水河、大屯山及其山河之間因氣流之關係，所產生的雲霧變化，如：

當來自台灣海峽的水氣被季風吹送來時，遇到觀音山嶺的阻擋，因無法超越便降下化為雲霧，

其有如飄綿滾絮，變化無常34。而淡水這岸則是依山面海、背風向陽。除此之外，因為季節

時日不同，不論是「朝露」、「晨曦」、「日暮」或「日正當中」，這裏除了山、河是在較穩定的

視線外35，其與雲霧變幻之間，是屬於一靜一動的大地之美。而至於河流，若我們把河流當

作是固定的大地刻畫下的痕跡，則河面上水光潾潾、船帆影影或是偶而臨空飛過的白鷺鷥或

是跳躍出河面的魚等，這亦是一靜一動之大地之美。然，淡水河終流向大海。其屬可靜可動

之大地之美。亦因此，我們不難想見，這山河之景，雖實名山、河，但其是變化萬千，不可

莫測。而從審美心理角度來說，人的感覺討厭單調，而喜歡多樣（彭修艮、高玉，1994：155）。

多樣性是審美的一個重要範疇，因為多樣可以培養對美的鑑賞、觀察及敏銳之力。而在此淡

水的山與河，因其特殊的地理位置而產生多樣式且豐富的一動一靜的型態之美，亦提供了畫

家們在畫山山水水時，亦融入山山水水中之感。 

2. 夕陽風情：淡水夕照聞名遐邇，最早將之列為景色應是出現在清乾隆二十九年陶紹景所著之

《續修台灣府志》中所提的淡水廳四景之一「戌台夕陽」36，而之後，清同治九年陳培桂所

修訂之《淡水廳志》亦列之為淡北內八景之一。37自此經日治時期，台灣光復後因地方人士

反映需應有更反映地方現況之八景，於是「砲台落日」38便取而代之。然，賞落日的地點變

了，但，不變的是夕陽。迄今，不論是騷人墨客或是尋常百姓到此，總不忘在日暮時分順著

河面往日落方向看去。而直至 2010 年淡水鎮公所舉辦淡水新八景的徵選活動39，夕陽—河口

霞天，仍是雀屏中選。究其因，抑或許有早先對淡水的河口印象或是官方、半官方宣傳、加

持等作用的影響，然不可否認的，夕陽西下，淡水河口，水氣雲霧，彩霞萬千。不同於山河

之景是其短暫、稍縱即逝。太陽屬恒常，而落日則讓恒常變成短暫。就景觀而論，畫家們畫

                                                             
33 在此筆者先不論及，何謂景觀？此在文化地理學中有多所論述，筆者在此所想強調的是，實際上從

前述的內容中，我們可汲取的一些屬於淡水的（實景）意象。然關於景觀相關論述議題可參考 Crang, 
M. 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2004）：《文化地理學》。台北：巨流，1-78。第一部分至第四

部分的探討。及 Creswell, T. 著，王志弘、徐苔玲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北：

群學，5-26。第一章部分。 
34 如淡北內八景之一坌嶺吐霧。請參閱 陳培桂（1977）：《淡水廳志》。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35 有時大霧一來，亦有河面及連對岸觀音山都看不到的情況。 
36 四景即：坌嶺吐霧、戌台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參閱 蕭瓊瑞，2006：185。 
37 此八景為淡江吼濤、坌嶺吐霧、劍潭夜光、關渡分潮、蘆洲泛月、峰峙灘音、屯山積雪和戌台夕陽。

參閱同上。 
38 此新八景為：觀音吐霧、大屯春色、黌岡遠眺、烈祠松濤、砲台落日、鷺洲泛月、湮雨孤帆及漁港

影堤。其為淡水鎮公所秘書李育鈞所撰，曾於 1966 年 12 月 5 日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

和 1976 年 8 月 4 日在民族晚報刊載。參閱 蘇文魁（2010/06/12）：＜大家來選淡水新八景＞，《Mr. 
Tamsui 淡水開講》。http://tw.myblog.yahoo.com/tamsuitms/article?mid=380。（2010/12/02 瀏覽） 

39 此一新八景為：埔頂攬勝、大屯飛翠、沙崙看海、水岸畫影、紅樹傍橋、河口霞天、觀音水月、滬

街訪古。由淡水鎮公所於 2010 年 6 月 1 日至 2010 年 6 月 15 日舉行投票，2010 年 6 月 21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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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是一種描繪自然事物發展的變化，而黃昏的色彩，則提供了畫家一種除追尋型態美之

外的另一種美—色彩美。塞尚說：「正確地理解自然，就是通過自然的表現來觀察自然。自然

表現為無數點狀的顏色，依照和諧的規律把它們安排停妥。」（引自 彭修艮、高玉，1994：

168）。而在此—淡水河口邊，北台灣的第一大長河，孕育著大台北都會區的生命之母，曾是

北臺第一重鎮，對於畫家們其落日景象，自是有別於短暫的恒常。 

3. 小鎮懷古：特殊的歷史因緣，使得淡水自西班牙、荷蘭、漢（清）到日治時期初，皆是台灣

對外發展的門戶。然也因為此歷史的縱深，使得小鎮的景觀交雜著漢文化與異國文化的影子，

有傳統的閩南式建築及廟宇40，亦有較西洋風貌的屋宇41，同時亦有日治殖民時期所留下來的

和式建築42，當然亦少不了現代式的現代建築。這些建築錯落在老街（現中正路）周遭，再

加上小鎮因地處丘陵地，若有心走訪，除可從較高處體驗沿岸聚落層層疊疊的景致外，再加

上歷史縱深所給予我們的空間想像，使我們走在市鎮傳統老舊的街道中或是隨著地形起伏彎

曲的曲徑與巷弄裏，時而遙想前人建業之初，時而又慨嘆現代文明之摧毀。景物依舊，不變；

變的是時空、變的是人事，「小鎮懷古」夾雜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懷古憑弔的想像間，在時

空的變與不變之間。而懷舊正是畫家們在此所引發的一股集體情緒，不論是因個人生命或是

集體歷史或是對過去的異國文化所產生的想像，都是我們在這可看到的畫家對於小鎮懷古的

情懷，而懷古也或可從人類的審美經驗來探求，它可說是人類在追求永恒性的一種根源。如

此的永恒性我們透過畫作的追尋，亦尋找到共通之感。 

（二）無形的（精神）淡水意象 

1. 浪漫情懷：夕陽、朝日、斜風、細雨、日月、星辰、山川、流水、雲霧、港影、教堂、西式

建築、小徑和古鎮，這些都是畫家們在描繪淡水時所大量汲取的元素，而在畫中這些元素的

交叉變換使用，使得淡水意象呈現兩種不同情境的「浪漫」情懷，一種是寄情於山水天地間，

不問浮事的世外桃源般的浪漫，另一種則是善用風、雲、雨、霧等的變幻，使得淡水意象產

生一種有如「悲劇式」43的浪漫情懷。 

而如此不論是不問浮事世外桃源般或是「悲劇式」的浪漫情懷，在現今淡水的我們，依然可

感受的到，就審美心理而言，在感官的事物中，一切經由感官後使得心理要素再產生一次新

的組合，而如此新的組合已不是感性直觀，亦不是想像、理解突出的心意領悟，而是直覺智

慧突出的妙悟（楊恩寰，1993：153）。而如此的浪慢情懷，亦隨著我們在淡水老街一帶行走

時，所因碰到不同的情境而心境也不停地流轉。 

2. 悠遠寧靜：淡水河源遠流長，是北臺灣的生命之河，其不捨晝夜地流向大海，而不論是坐在

河岸邊或佇足在山崗上，面對觀音山、淡水河，山河之間，一動一靜的型態，寧靜而悠遠；

而若處在淡水小鎮，其後的大屯山有如小鎮之屏靠，論距離，雖較觀音山來得遠，但也因為

                                                             
40 如鄞山寺、龍山寺、祖師廟及福佑宮等。 
41 如淡水教堂、牛津學堂、馬偕故居及紅毛城等。 
42 如多田榮吉故居等。 
43 文學中的悲劇名詞有：風、雨、星、霧、月、秋、網、夢、河、夜、戀、愛、花、愁、船、涙、港、

影、心、酒、醉、燈、夕陽、車站、暮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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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遠，使得小鎮不致因兩山夾峙而略顯狹隘，反而因為較遠，從小鎮回望山頭時，遠遠矗立，

更顯悠遠而寧靜。除此之外，佇足在山崗上，俯視下坡路的延伸，其無盡天涯之感，自是寧

靜且悠遠。 

而優美感是審美經驗中，一種由於對象的和諧、平靜所引起的一種適情順性、悠然自得且輕

鬆柔和的情感狀態和體驗（楊恩寰，1993：154）。從畫家們所再現的淡水畫作中，我們不難

窺見對於淡水河、對於觀音山或之於大屯山，其畫面所給予我們的寧靜之感，但這並非畫家

們所刻意營造的，而是站在淡水高崗上時，其審美的主體與我們的感知相呼應合而成，在此

的地理視野是悠遠，但心靈感受卻是寧靜。 

3. 寬廣沉靜：淡水河自台北盆地流向關渡平原，而出關渡河面愈寬。如此視覺經驗，自荷、西

時期開始，就不斷出現在有關淡水的史料、文學文本、遊記、或是美術創作等地景或視覺景

觀素材中。然，河面變寬是實景，面對淡水河面的寬闊，心境亦開闊不少，卻是不少文人、

畫家或是一般循陸路（公車、火車、捷運及自用車等）從台北出關渡到淡水的視覺心靈感受。

面對暫離台北（都會區），眼前河面變寬，心境亦有所調整；面對一出關渡後，眼前所及之山

河之景，心境亦愈發沉靜許多。 

楊恩寰（1993：157）云「靜觀偉大所產生的情緒是極為複雜的情感網絡，有畏懼、有驚嘆、

有渺小、有脆弱，又有自豪。同時其中又夾雜著矛盾、激盪和振奮，中間雖帶有某種痛感但

卻又是歡愉快樂。」。淡水河自出關渡後的寬廣畫面亦是畫家們在淡水寧靜觀照後，一種對於

實景和心境上的抒發和寫照，因為靜觀的喜悅和意志的超脫，在這空間氛圍裏交融且激盪。

而如此的激盪奮起和積極向上卻又是我們常見於淡水出關渡後的寬廣河面，一種以己度物，

再轉身反己之過程體驗。 

4. 生命經驗：小鎮生活，留下生命足跡。「淡水生活」成為回憶的一部分。生命經驗是獨特的，

但它卻又在歷史機制運作下，會有些共同的記憶或是相通的共同點。然，不同的實際生活經

驗亦會使得空間體驗呈現出種種的文化意涵。而本文所側重的「淡水生活」經驗，不是在於

將這些種種的生活經驗轉化成不同的空間體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涵，而是在於這些生活經

驗早已根植於當事者心中，成為心靈角落的某一處。每當生活有所失落、失意或不順之時，

總會藉由到訪此一心靈角落得到喘息或歇息甚至自省的機會，然這樣獨特生命經驗的心靈角

落是可以藉由回憶而來，並不是一定要回到實景實物才有的感受。 

而回憶的重建與自我認同，是一種對於記憶深層的渴望及召喚，在此畫家透過畫作，再現自

我及對淡水最深層的記憶，是記憶、是想念，同時亦是尋求自我價值之所在。亦因此，畫家

在此對於生命經驗的觀照和抒發其不僅僅只是記憶與回想，而是自身拉回一種與淡水生命相

契且可停歇的「精神之所」。 

綜合上述，則是筆者透過本文之畫家，是以人之「存有空間」所汲取形構而成之淡水有形（實

景）及無形之（精神）意象。 

結 語 

景觀不僅僅是表面意象，身為地理學者的我們也或許更應該去看待景觀觀看者（b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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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靈和眼裏所認知的景觀。而空間經驗所給予我們的是心智與心靈的重現。場所（place）既可

以體現我們之日常生活，同時亦提供我們生活意義之所在。Sauer（1925）在＜景觀型態學＞（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裏云「最佳的地理是不能輕忽美學特質的」。而在這裏筆者所要強調的

美學特質，亦並非學科上所指之光彩、亮度、色澤、明暗等，而是一種之於大地景物自然呈現在

觀者面前之原貌。而也於此，我們可在存在中思考（being thinking），同時其亦似乎可說是人處在

環境中與心理對話之最佳註解。然段義孚（1989）亦說「事物的表象不管美醜都有其未盡之處」，

然這未盡之處最終仍是一種心靈狀態的呈現。回到問題之初，試想：迄今當我們有幸走訪淡水時，

是否這些有形（實景）及無形（精神）之意象仍或多或少影響或感染著我們? 是的，歷經世代更

迭，或許人事已非，但在這些環境氛圍下所形構之有形（實景）或無形（精神）之意象仍不時影

響著我們。然，或許不同的人在不同的時刻來到此地，因感受到不同的環境氛圍，而有了不同的

註解。縱使如此，我們仍可透過畫作、文本拉起一條時間的軸，共同沉浸在現今一個可能相同或

不盡相同，但，的確，卻有雷同之處的淡水精神之嚮。 

而本文最終所想闡述的是一直觀詮釋的地理取向，也或許能達到段義孚所云「地理之終極目

標—美的想望」之萬萬分之一，而藉由藝術或是美學，我們或許可將現行地理學科中看似二元對

立或取徑不甚相同之自然與人文地理，嫁接起來，如此自然與人文相輝映，亦或許正符應了段義

孚所云之「自然、人文與美學」合一的想望（池永歆，2007）。而循著前人的步伐，本文嘗試以

人本精神出發再結合審美經驗來說明畫家所形構之有形（實景）及無形（精神）之「淡水意象」，

然最終似乎亦有未盡之處，因詮釋的過程，必須考量時間脈絡下，美學與之生產之特殊關係，也

因於此也才能更全面性地一窺究竟。儘管如此，我們卻也不能偏廢以美學或審美經驗來探究人之

「存在空間」之研究取向，因此「存在空間」亦是透過人之存在而有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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