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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作品由壓克力與油畫創作 學員 徐麗琴 提供

從婦女社區大學到竹塹社區大學
走過 2002

2016

近日，有許多民眾及學員關心「婦女社

國際事務、身心健康與高齡保健、環境生態與

區大學」怎麼變成「竹塹社區大學」了？這兩

永續發展、社區營造與社區培力等學程，希望

間社區大學是什麼關係呢？是的！婦女社區大

提供各式不同領域的學習機會，促使民眾達到

學自105年5月份起，依據新竹市政府「新竹

充實自我內涵、關心公共領域、厚植豐富的人

市竹塹社區大學105至107年度委託專業經營

文與國際視野。

服務方案，正式更名為「竹塹社區大學」。

以婦女社區大學為根基，竹塹社區大學

竹塹社區大學（原婦女社區大學），由

將貫徹優良的辦學理念，實現在地關懷、深耕

社團法人新竹市婦女社團聯合服務協會承辦，

社區，透過社區大學的學習平台，促使社區民

自創校至今已14餘年。婦女社大成立之初主

眾吸收知能、凝聚社區意識，進一步關心、參

要是以提升婦女意識、性平意識及婦女新知為

與公共議題，以達到對自我土地、社會的關懷

主軸，推動婦女終身學習運動。經過學校經營

與認同。相信竹塹社區大學在全體師生、志工

的調整、學習與成長，將地方特色、人文關懷

及各公私部門的協力下，未來會更茁壯、成

及公民素養為終身學習的進修內涵，規劃現代

長。

婦女新知、生活美學與藝術教育、多元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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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鄉詩俚諺與歌謠（一）
在新竹東門城的詩人步道上，有幾首竹

支離甚，偶像同宗石樹蛇」⋯等，也都相互

進嘴裡一合，只聽得「ㄞ」了一聲⋯⋯，結

塹先賢的詩句，其中「竹城西北地勢平，田

印證了臺灣原主大約的生活樣貌；這樣的文

果這一夜犬塚先生是輾轉反側痛不能眠，隔

園參錯續海坪；涼秋九月風怒吼，黃沙滾滾

字記實，是十分珍貴的，著實有助於後人對

天一早，即速奔醫院治療口腔燙傷；這件事

海霧騰」，這是鶴山先生（林占梅

前輩住民生活變遷⋯的瞭解。

傳遍滿新竹城，弄的人人都知道，結果「犬

1821-1868）於清咸豐二年（1852）所作

記得四十多年前有一部閩南語連續劇＜

塚吃芋泥，燙到嘴舌頭疼歸暝 [ 7 ] 」這句話也

「同友人西城樓憑眺即事」＜七言古詩＞的

嘉慶君遊台灣＞，內容雖是稗官野史的鄉野

就這麼流傳下來了；此後只要甜點是「豬油

首四句；在這四句當中就已經告訴大家，新

傳奇，卻轟動全台，究其原因，除了演員編

蔥芋泥」時，大夥都會互相提醒，切莫重蹈

竹城的山川地理風貌與氣候。竹市的東南是

劇是一時之選外，應該是與其連續劇片頭主

覆輒燙傷喉舌了。

十八尖山、古奇峰、客雅山、南十八尖山⋯

題曲，介紹臺灣古早地名有關：

等地勢較高；而竹城西北大約是今天東區的
千甲、水源、前溪這一帶地勢較低，但田園
阡陌相連水稻青蔬豐美，一直到頭前溪出海

一部分，也是前輩們的生活經驗及智慧的累

詞／陳明華 曲／東方白 唱／黃秋田

積，如果我們用「留意」與「品味」來看

古早屏東是阿猴，高雄又名是打狗，台南古

吹向城內，雖然是黃沙滾滾，卻也成就了新

都赤崁樓，永康叫做埔姜頭。

竹的米粉與柿餅。

白河舊時是店仔口，北斗土名是寶斗，人說

止是「新竹城的山川地理風貌與氣候」，而
是包含了他對國家社會的關懷，與個人書生
報國的念想，「⋯我非騷人多坎壈，生平十
事九煩憂。秋前約侶遊榕省 [ 1 ] ，遍海鯨鯢迭

鄉詩俚諺與歌謠本是庶民文學與生活的

＜嘉慶君遊台灣＞

口，及至秋天九降風報到，自南寮海邊直直

當然占梅的這首七言古體詩，寫的並不

台西是海口，清水叫做牛罵頭。
新竹以前是竹塹，嘉義舊名是諸羅山，隆田
叫做番仔田，阿公店是叫做岡山。
竹山蕃薯上介讚，鹿港珠螺是名產，麻豆好
吃是文旦，人講寶島是台灣。

待，那麼有很多事情，就不會多走冤枉路，
也會有很多事情，都能釋懷了；更重要的是
「他」會不時的提醒人們要「反思」，而不
再是「四書讀透透，猶未曉黿、鼇、龜、
鼈、竈[ 8 ] 」，也就是讀書讀到背上去了。
⑴ 今福建省。
⑵ 清廷此時正逢內憂外患，英法聯軍、太平天國之亂
⋯。
⑶

終軍（前133年－前112年），西漢濟南歷城（今

聞警 [ 2 ] ；⋯.空有昂藏七尺軀，才劣終軍 [ 3 ]

這樣的鄉土記憶，至今猶在我們這些四

纓敢請！自從遊興動中來，意馬心猿常馳

年級與五年級生的腦海裡迴旋。人們常常在

屬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仲宮鎮）人，字子雲，漢朝政

騁。今日登臨懷抱開，高天迥地任徘徊；歸

說要加強鄉土教育，要落實文化深耕；然而

治家。為「請纓報國」，被南越相呂嘉殺害。死時年

時笑傲閨中友，聊當乘風破浪回。」全詩四

所謂的「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言猶

僅20歲，因其早逝之故，時人惋惜稱呼「終童」。

十句共三百廿九字，字字句句都足以作為當

在耳啊！一首民謠，一句俗諺，如果認真去

⑷ 《台灣通史‧鄉賢列傳》，陳震曜（1779~1852）

時林占梅所處的時代見證。

探究起來，真的可說是人間處處皆學問，前

鄉詩俚諺與歌謠本就是社會現象的反映

人的智慧，隨時都在提醒著我們。

名啟明，字煥東，又字煥啟，號星舟，嘉義人，後移
居台南。1835年選授陝西寧羌州州同，在任10餘年，
清廉慈慧，興學易俗，頗得州民擁戴。1850年因病歸

與投射，也是另類的歷史紀錄與生活見證；

本來熱「豬油蔥芋泥」是臺灣最有名的

對於原住民漢化的一些記憶，嘉義的陳震曜

精緻甜點，在五十年前，通常都會是喜宴結

⑸ 唐守贊（？－1875年）為清朝官員，1874年（同

[ 4 ] 曾經在清朝嘉、道年間寫了一首＜平埔族

束前最後一道菜，要上的甜點；那在日據時

治13年）奉旨接替謝複雲，擔任臺灣北路協副將，總

竹枝詞＞：「狩獵耘田復捕魚，不知囊時不

代更不用說，是極高檔的餐後甜點。有一天

領北路營務，由花蓮港至秀姑巒，察看地形，歷遊遍

知書。是番久已亡番籍，輾轉遷移散漫

城裡的書店老闆犬塚先生，在臺灣友人的盛

數十原住民社。翌年，卒于任。

居。」又清光緒元年唐守讚 [ 5 ] 的＜泰雅族竹

情邀約下赴宴，席間酒酣耳熱可謂賓主盡

⑹ 陳維禮，字必恭，福建漳浦人。拔貢。光緒初年，

枝詞＞：「太魯深幽險萬分，族人繁衍各成

歡，就在宴席結束前上甜點「芋泥」時，主

任職埤南撫墾局（臺東）。作魯凱族竹枝詞。

群，生生死死知多少，逐鹿追蛇效鳥耘。」

人還特別誇說這是「臺灣本土最有名的精緻

⑺ 犬塚吃芋泥，燙到嘴舌頭疼歸暝」這句俗話要用閩

而陳維禮 [ 6 ] 所寫的＜魯凱族竹枝詞＞：「魯

甜點⋯」，話還沒說完，只見犬塚先生用熟

南話唸。

凱排溝並蒂花，山川阻隔始分家。語言各自

練的手，拿起湯匙很有禮貌的一舀，快速送

家，1882年入祀鄉賢祠。

⑻ 詳見蘇子建著《鄉詩俚諺彩風情》新竹市政府文化
局2000.11出版。

閒暇之餘何處去?

在這個城市中，

跟著水圳去旅行，

樂在生活游於藝。

巷弄中許多您不知的故事，

跟著茶香去旅行，

巷弄中許多您未嚐的美食，

跟著花香去旅行，

工作之餘，退休之餘，

巷弄中許多您遺漏的印象，

跟著花生去旅行，

時光總在發呆中悄悄流逝，

巷弄中許多您不識的素人，

跟著戰爭去旅行，

生活在新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您可以游悠在生活藝術與美學，

跟著鐵道去旅行，

甚至更程更久的日子

貼近在地人美的地圖。

跟著美味去旅行，
跟著美學去旅行，

對這城市—新竹

文／溫文龍

游，生活美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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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麗芳

跟著藝術去旅行。

是熟悉、還是陌生。

一年來游於藝的漫遊，

有什麼記印，可以朗朗上口。

走過大街與巷弄，

廟口的米粉、槓丸、新竹風，

貼近傳統產業分享達人的故事，

人生如川流，

十八尖山、南寮漁港，

走進工藝之家體驗手做的樂趣，

急時，如萬馬奔騰般，

科學園區，

拜訪寺院廟宇心靈信仰的洗滌，

緩時，潺潺流向低處，

玻璃的故鄉。

進入社區宅第在地人文的薰陶，

在每個轉變處，

穿梭名勝古蹟跨越時空的往事。

都會激起朵朵漣漪，享受人生∼游於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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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池徑斷小橋通」就成為遊園的主導
動線。
潛園內的建築景觀頗為豐富，且建築密
度頗高。園內亭、台、樓、閣、榭、池、小
橋、土石、小舟、植栽等一應俱全。園中景
點多達四十餘處，極盡奢華之能事。建築物
以水池為中心，散置於不規則的水池邊，登
臨每一不同建築，都可收遙望之效，且可使
人隨時察覺身處園中之位置、方向，而建築
物的水中倒影也處處可見。潛園的水面是組
構全園的中心，「樓台皆倒影，亭榭盡臨
淵」可說是潛園最大的特色。
潛園已完全毀了，說有多美的景致也是
空說。好在有幾張圖片可供參考，雖不多，
照片也很模糊，但總是難能可貴的歷史資

傷心說潛園

料。

文／王郭章

何以稱「潛園」

驚見潛園大門已毀
雖然是意料中的事，今年五月中旬突然

林占梅何以將其園林名為「潛園」，有

發現，潛園倖存的大門已被完全剷除，仍然

謂是取《易經》〈乾卦〉初九爻辭「潛龍勿

不免心中一陣惆悵。

用」之意，但林占梅一生不慕功名，連橫

潛園可曾是「文酒之盛冠北台」的一代
名園哪，極盛之時賓客如雲，詩酒唱和，雅
韻頻傳。園內建築及景觀十分優美，園中植
有數百株各色梅花，「潛園探梅」且因而名
列清代「新竹八景」之一。
如此佳處，先是日治時因闢築西大路、
中山路拆毀大半，其後因乏人整修而逐漸殘
破。但很長的一段時間，潛園的大門仍然一
直佇立在小巷內，供有心人前往憑弔。雖然
無緣目睹盛況，但窺豹一斑，亦足令人遐想
當年，聊慰傾慕之情。
如今連倖存的大門也毀了，一代名園歸
塵土，連供人遐想的幾片磚也蕩然無存了，
「文化」云乎哉，還是經濟掛帥。

《台灣通史》亦載：「福建督撫以占梅急公
好義，品學兼優，奏請簡用。得旨召見，病

▲ 潛園院牆與西門掖爽門

辭，遂不出。」由此可見潛園之命名，應與
《易經》「潛龍」無涉，而只是單純的「潛
居」之意，其〈友人詢潛園近景作此答之〉

林占梅於道、咸年間，在其宅畔修建潛園。潛園構築精美、風
光明媚，為台灣四大名園之一。潛園因位於竹塹城西門內，塹
城人冠以「內公館」稱之。（來源：台灣名所寫真帖）

有句云：「自笑身如蠖，潛居稱此園」，可
為佐證。
如是「潛龍勿用」之意，則時機一到即
「見龍在田」，理想目標乃「飛龍在天」，
功成名就。綜觀占梅一生行止，豈是名利之
徒，傲嘯園林，詩酒風流，才是這位文武全
才的豪傑本色。
▲ 爽吟閣及蘭汀橋

潛園的園林佈局
潛園位面積約一萬六千平方公尺，規模
與板橋林本源園林約略相當。大體而言，潛

潛園內有諸多勝景，如爽吟閣、藍汀橋、碧棲堂、梅花書屋、
涵鏡軒、逍遙館、聽春樓、辨琴書室、綠榕樓、香石山房、著
花齋、桃愛草蘆等等。（來源：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並關
係寫真）

園的布局以「浣霞池」為中心，旁置四園，
位於池東者稱為「東園」，池西者稱「西
園」，依此另有「南園」、「北園」。四園
之內又各有一座水池，與浣霞池相通。
潛園建於竹塹城西門「挹爽門」之旁，
因受圓弧形城牆之影響，潛園的建築布局呈
現放射狀的扇形配置。園內的動線以路徑為
主，不似江南園林以廊道貫穿全園，主要的
▲ 潛園拆除後倖存的大門

原因是為了讓園中的舟舫穿遊園中，園中的

1920年，日政府變更都市計畫內容，兩條計畫道路從潛園中
間穿過，大部分園景已遭破壞，連園中三落大宅也被拆毀。

橋樑多為拱橋，廊道不易與橋身相配，所以

▲ 碧棲堂及梅花書屋
占梅好客，遠近馳名，園中名士雅集，幾無虛日，
文酒之盛冠於北台。（來源：台灣省新竹縣志稿）

▲ 潛園廊壁 (來源：台灣寫真帖)

一代名園終歸塵土
林占梅一代人豪，平日淡薄功名，潛居
園林，悠遊歲月；戴潮春亂事發生，情勢危
及竹塹之際，他立即挺身而出，「毀家抒
難」，不但捐輸家財，且親身歷險，衝鋒陷
陣。誰知最後竟因與鄭家意氣之爭，於四十
七歲之壯年即抑鬱而終。他一生心血打造的
潛園，也灰飛煙滅，世事變幻莫測，不令人
欷噓！

▲ 爽吟閣及迴廊 (來源：台北名勝舊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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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態小旅行
文／圖 洪明仕
「社區」是由特定範圍內的人群所組成，彼此具有關聯
性，而且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有共同性，能建立起歸屬感與認同
感。
「生態」是強調生物與環境的關係，以及生物與生物之
間的關係，關乎環境主動的馴化作用，以及各類物種演化適應
的互動關係或過程。然而，社區生態包括兩種型態，亦即以時
間觀點來看空間的「自然生態」，和以空間角度來看的時間
「人文生態」，透過資源的盤點與整合，各有其相當精彩的景
物風情與生命故事。
「小旅行」則是一個簡單的旅遊活動，在某段時間進入
某個場域，輕鬆地進行知性與感性兼具的遊憩活動。因此，社
區生態小旅行是一種進入社區，明瞭、欣賞及體驗自然生態及
人文生態的旅遊，並以兼顧社區當地「自然保育」、「文化保
存」與「遊憩發展」的活動。從永續經營來看，生態小旅行的
五大基本面向包括：基於自然與文化、重視環境教育、喚起保
育意識、利益回饋社區，以及支持地方永續發展等。例如自然
生態的景觀風情、動物植物；人文生態的老屋老物、傳統產業
以及在地食物等，都是社區生態小旅行所要深度探訪的資源，
旅行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到這些資源利用的永續性。
整個社區小旅行的規劃及參與者，有四個同等重要的對
象，包括對自身環境認知並產生共識的「當地居民」、善盡說

造訪南隘社區的老荔枝園

明旅遊模式責任的「帶隊者」、制定規章為旅遊品質把關的
「管理部門」，以及尊重當地居民及環境的「遊客」。其中，
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在於好的解說服務，尤其是以社區當地人來
擔任解說員最為適合。當地人生活在社區內，自然對社區內的
「地」、「物」、「人」、「產」及「景」最能充分了解，知
道什麼是「值得走」、「值得碰」、「值得聽」、「值得買」
和「值得賞」的資源，因此，只要找對人或跟對人，就能體驗
到一次精采的社區生態小旅行。
另一方面，成功的社區生態小旅行會有一個8E的過程，

體驗康樂社區的古井取水

香山玻璃工房體驗吹製玻璃

亦即邂逅(Encounter)、欣賞(Enjoyment)、探索(Exploration)、
感情(Emotion)、鼓勵(Encourage)、經驗(Experience)、啟發
(Enlightenment)以及期待(Expectation)。只要記得到社區進行
生態小旅行，可以充分感受空間、緬懷時間，並從從中獲取經
驗與啟發，終究能讓自己喜悅當下、增長智慧、體悟生命。
新竹市的社區生態小旅行，推薦如下：
(1)老樹之旅：金山社區、水源社區、樹下社區、公園社區等
(2)水圳之旅：水源社區、千甲社區等
(3)軍事之旅：建功社區、軍功社區、康樂社區等
(4)河川之旅：舊港社區(頭前溪)、香村社區(三姓溪)、光鎮社

虎山社區紅樹林公園在地解說

區(客雅溪)、南隘社區(鹽港溪) 等
(5)海岸之旅：港北社區、大庄社區、虎山社區、朝山社區等
(6)山林之旅：高峰社區、仙宮社區、金山社區、香村社區等
其他還有玻璃產業(香山及古奇峰)、清領及日治建築(舊
城區)

宗教寺廟(舊城區)等，都有相當精彩的人文生態資源，

相當值得造訪。
目前竹塹社大有許多老師的課程，會帶領學員到社區進
行戶外學習，傳達社區發展的概念，包括永續經營、保護優
先、環境承載、開發適度、忠於原味、環境教育、多方參與、
環保衛生、安全健康、法治監控以及利益回饋等，在過程中，
可以當成一種進入社區時空的生態小旅行，也歡迎大家一起加
入。
參訪新雅社區的百年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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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築美學與在地漫遊
這門課我已經上了好幾學期了，因為每
期都有新生加入，老師不免重複講解，我得
以「溫故知新」不亦樂乎！

文／葉映珠

指導老師／吳宗錤 老師

⋯⋯從各個層面詳細去解說。

建築是什麼？

台中國家歌劇院的前身，原本要蓋古根

老子道德經云：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漢美術館，當時由前陣子過世的建築界首位

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月學期開學老師就以今年2/6南臺灣

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扎哈·哈蒂

西方哲學家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大地震倒塌的維冠大樓為例，教導同學如何

設計，萬事具備，卻因經費及遭議會杯葛以

分辨建築的良莠，他讓同學們聽五月天唱的

致胎死腹中，經過這些年，世界各地蓋了好

「突然好想你」這首歌，說：這歌詞中提到

些個分館，我們只能拿台中歌劇院充數，想

最多的是（最怕⋯突然⋯），建築物真的如

想不無遺憾。

歌詞所言最怕突然。例如：突然變更設計，
或工程中途停擺，或換建商接手⋯⋯。

最近上「整個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遺產的
布拉格」，老師由蔡依林的布拉格許願池這

台北市巨蛋的停工，衍生出來的衝擊，

首歌揭開序幕，同學們很快就進入狀況，雖

老師從設計師與建商的分工、新舊政府交接

然沒有找到許願池，卻被布拉格這黃金之

後政令的接軌，立法人員如何讓法令更周延

城、千塔之城深深吸引。

壓克力與油畫創作
非常非常慶幸，當年自己一時衝動，選
了婦女社大的課！

文／詹郁寧

老師則說建築其實關係著人們食衣住行育樂
各方面生活，也關係著歷史、文化、藝術、
哲學、政治、經濟、宗教⋯⋯
我會一直學習下去，只因老師對建築的
專業加上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帶領著同學
們，讓我們在每個星期一晚上，短短兩個小
時，有著如此豐厚的收穫，由衷感謝。

指導老師／劉佳琪 老師

一定要聲明，在此之前，我對壓克力的
認識，僅止於一種名詞，壓根兒不知道它是

習，好開心！就算進步緩慢、畫得不好，也
不想放棄。

非常非常慶幸，當年自己選課，原只是

種水溶性顏料；對油畫的看法也好不到哪

單元結束，同學們的作品照例會在教室

為了紓解工作壓力，卻在這兒，認識了最棒

去，就很臭(調和油與洗筆用品的味道)和厚

前層層排開，大家的圖各有千秋，好不壯

的老師，最優的同學，和交了最好的朋友！

重！純粹是因為很喜歡這位好老師的教學，

觀！看到同學的畫作，原先自己沒選擇的

才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試試看。

圖，也變得好吸引人，心中總忍不住想：

三年前，為了讓受損的身體，自工作壓
力中釋放，報名了婦女社大帶著「色鉛筆去

事實證明，老師的教法，不只打破我的

旅行」課程，希望在忙碌緊張的生活中，找

成見，也讓許多學過油畫的同學，發現壓克

到紓壓的片斷時間，不意，卻從此踏入繽紛

力與油畫的互補與無限變化！

的繪畫世界，也展開個人生命的另一章！

「有空，我也要畫另一張⋯」。
跟著佳琪老師，上課氣氛總是輕鬆愉快
笑聲不斷的，但，輕鬆歡樂的背後，絕非鬆

在壓克力與油畫班，美女老師一如以

散無效率。事實上，我又一次見到，同學們

記得，在劉佳琪老師的色鉛筆班中沒有

往，用心安排每個單元的內容。從：瀑布、

在佳琪老師指導下，因為見到自己的進步，

畫不好的壓力。因為老師透過精心設計的上

靜物、名家作品模擬、戶外寫生、楓紅、山

越來越投入學習，也越來越熱愛繪畫，所

課內容，讓不同程度的同學，都能找到適合

景、雨夜、超現實、廢墟、花⋯等等，皆讓

以，上班的擠出時間畫、退休的整天在畫、

自己能力的繪畫方式，進而完成一幅幅有趣

我們嘗試。而且每個單元老師都準備3~4種

連半夜三點睡不著的都不停的畫！

的畫作。

不同氛圍的照片供我們選擇，大家儘可依照

記得，在佳琪老師的課堂中，色鉛筆絕

個人喜好挑圖練習。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老師的以身作則與完
全不藏私，這個班每堂課都有同學認真的錄

對不只是色鉛筆。因為老師運用無限的創

每堂上課，老師總會耐心示範如何將一

下老師的現場示範，並分享到油畫班社群

意，加上提供她私房收藏的許多工具、紙膠

張圖，由空白畫布、打底、打稿、開始繪

中，供大家回家練習時參考；也有同學逐一

帶等，讓每堂上課，都是場華麗的冒險，也

製，到成為完整的一張油畫。而在示範過程

拍下老師每個步驟的示範，貼到社群裡，讓

讓同學在驚呼連連中，勇敢嘗試，甚至回家

中，老師又經由各種方法(如：單色打稿)，

請假的同學可以觀摩！此外，大家也樂於分

還繼續繪製第二幅、第三幅練習！

訓練我們的素描能力和空間感。就這樣，跟

享生活經驗、繪畫瓶頸等問題，讓我覺得，

著老師一步步畫下去，我們也見到了自己的

上課不只是學到技巧，更得到一群相扶持，

進步。

共成長的朋友！

記得，在佳琪老師的班級中，她從來沒
有因為我們業餘、上班忙碌、甚至上了年紀
的身分，而把繪畫中重要卻困難(例如：透

課堂中間，等顏料乾的時候⋯(哈哈，

我認為，最棒的課，是大家搶著報名、

視)的技巧，略過不教；相反的，老師總認

老師有自虐傾向，她既不中場休息，也無視

又捨不得翹課的課！我認為，最棒的的老

真講解，逐一示範，讓我們得以展現更豐富

九點半了，自己的晚餐才咬了一口⋯)，老

師，是具備專業素養，又懂得運用指導方

的內容。但，老師也舉插畫做例子，提醒大

師會讓大家將上週所完成的作業，一字排

法，既能將專業技巧帶給學生，同時又能用

家，就算沒辦法掌控複雜技巧，也可以呈現

開，一一做檢討並提供改進意見。對初學的

個人魅力，凝聚學生學習的心與班級氣氛的

另一種趣味，不需沮喪！

我而言，那其實有點恐怖，把自己的醜東西

老師。

所以，每週一次的上課，是最令人期待

放在同學前接受批判，這，好難堪啊！

我，還是這個領域的菜鳥學生，但，非

的時光，哪怕忙得昏天暗地，時間一到，我

但，在佳琪老師的課堂上，檢討是充滿

常非常喜歡畫畫，非常非常喜歡佳琪女神的

會立刻丟下一切，奔赴與女神老師的約會，

歡笑的！因為老師親和的態度，和多所肯定

課，非常非常慶幸自己能參加婦女社大壓克

然後半夜不睡地畫完當週的作業。

的指導，讓大家即使只打稿，也敢拿出來接

力與油畫班！

因緣際會，社大讓劉佳琪老師任教油畫
班，身為老師粉絲的我，二話不說隨之跳
槽，也開始了歡樂的油畫與壓克力探險！

受審視。而老師的態度也帶動同學，讓大家
敢批評，肯讚美，也願分享繪畫時的心得或
竅門！我覺得能和這樣的一群同好一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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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記行─我的天府之國參訪錄

文／圖 方有凱

2016/6/22
期待了很久囉！3月15那天，是一個濕
冷又飄雨的清晨，但我們的熱情卻一丁點都
沒有被澆熄。華航715號班機在早上08:00
時，飛越了海峽，我們「竹塹社區大學」的
師生學員以及由胡九蟬老師所率領的「北京
文化藝術研究所」的成員們，一同開啟了這
次四川之《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的神
州之旅。
行程開始，班機飛到四川成都後，第一
站便是參訪詩聖杜甫的「草堂」故居。杜甫
的草堂建築於「浣花溪」畔，這「浣花」二
字，本是「洗滌、洗濯」花朵之意，浣花本
來就已經是夠浪漫的事，而「浣花溪」三
字，更讓人聯想到莫非整條溪畔的人家都在
滌濯花朵，試想若真如此，這簡直是從頭到
尾的徹底浪漫啊！
第二天，行程安排參訪四川省「都江

返，原因山上停電、飯館無法烹煮、纜車停

堰」市的孔廟祭孔大典。這座都江堰孔廟又

駛，而且天候路況不佳、一片霧氣茫茫，若

稱「文廟」，其內部的佈局相當完整。皆仿

上金頂也應不見金身法像，但我們卻比其他

照古代書院格式而建，像：櫺星門、儀門、

團體暢順，一路綠燈，如有神助。

大成殿及崇聖祠等。在文廟前建置「櫺星
門」表示此廟的祭祀規格是比照祭拜天地一
般，這是對大成至聖先師的最高崇敬之意。
第三天我們則是上青城山，是趟「修心

纜車登臨三千公尺高的金頂站，頓時陽
光普照，雲霧散去，春回大地，如登聖境。
又眼見到咱們台灣建築設計大師李祖原先生
所設計的標高四十八米，重達六百多噸的通

求道演武功」之行。青城山是中國道教名

體鍍金、世界最大且最高的普賢菩薩聖

山，也是道教的發源地之一，而古來青城山

像，金頂大雄寶殿也在眼前。面對普賢菩

素有「人間仙境」，以及「青城天下幽」的

薩，我的內心深處著實有份深刻的感

美譽。散步在青城林道中，除滿眼綠意外，

動，對於菩薩金身面向十方，象徵誓願

陣陣山風撲面吹來，十足地讓人感染那樹林

度化十方眾生的大願大行，那份景仰效

間分多精的沁入心脾。

法之心油然而生。

此次上青城，本團還與青城武術仙館的
館長、道長，兩岸學者們舉行了一場「青城

四川成都，第一天與中國詩聖杜甫

論道‧兩岸學者青城道學文化論壇」。當天

的「遇見」，第二天與孔夫子的

的文化論壇，兩岸學者菁英們討論熱烈，一

「結緣」，第三天上青城山的

直到晚上十點才結束，彼此間留下了很深刻

「求道」，第四天到凌雲山的

的印象。論壇結束時，我們打著手電筒沿石

「見佛」，第五天上峨嵋向普賢

階山路下山，仍是意猶未盡啊。

菩薩「學習」，就在這「遇

行程到了第四、五天我們則是參訪佛教

見、結緣、求道、見佛、學

聖地：「樂山大佛」及上峨嵋山拜謁「普賢

習」十個字中畫下句點，同

菩薩」。

時也在我心中領悟出人生路

樂山大佛位於四川省樂山市郊的凌雲

上的心得，也分享有緣見此

山，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

文的好友：

之處。相傳，此處自古常有水患，居民深受

一、杜甫一生雖憂國憂

其苦，在唐朝開元初，貴州僧人海通和尚發

民，但總不忘以浪漫情

願興建大佛像，以改變強勁水流地勢，藉此

懷，詩化美麗人生。我

護佑居民。樂山大佛修塑歷經九十年終告圓

們為人也應如此，雖

滿，成為世界第一高石像佛，也是最大的彌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

勒佛像。

九，總要留一片讓心

樂山大佛參訪後，我們一行人便前往峨

靈唱詩歌休憩之

嵋山拜謁十大願王—普賢菩薩。峨嵋山是自

處，樂活地展現自

魏晉時期佛教傳入後，改觀為寺，成為佛教

己。

的普賢菩薩道場。此山氣候多變，地勢陡

二、至聖夫子的

峭，遊客須得轉乘索道纜車後再步行上山。

精 神 ， 須 從

老天爺真的是疼愛我們遠從台灣而來之
誠心，沿途遇到我們前面的團體，中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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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這幾天的行程，從台灣來到

「 定 、 靜 、
安、慮、得、

105 春季號

遨遊學海

中」，以「修身、齊家」開始，這為人的根

你。因為不斷的領悟，不斷的分享，才能持

本，也是儒家根本，人民若以此為本，本固

續無間斷的成長，如此便是力行普賢菩薩的

自邦(國家)寧，這道理古今通達不變，從內

大願，你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

心誠意、正心，實在做起。

有一句話說：「就算去到很遠的地方旅

三、人來自於自然，大道亦法自然，所以人

行，見到的也是最近的真心。」我想，所謂

立身於世，本就應了道、行道，道不用遠

「最近的真心」就是一種體悟、一顆覺醒的

求，自自然然，真誠率性，實心實地做人，

心。人若找到自己這顆覺了分明的心，就是

人就能與道合一。

人生旅程中的最大收獲。再次感謝主辦單

四、佛法無邊，佛法亦不用遠求，有緣自能

位：竹塹社區大學、北京大學文化藝術研究

相應。如樂山大佛，一直鎮座在凌雲山中，

所，還有承辦單位：胡說草堂文化會館、都

眾生只要有心，定有大佛鎭座你心。

江堰國學院等團體的協辦，感受到你們的用

五、十大願王普賢菩薩，從第一願：禮敬諸

心。因為你們的用心，使我們豐富了生命，

佛(也是禮敬所有眾生)，到第十願：普皆迴

更有內涵、步步踏實地走下去，真的，再次

向(無盡的分享)。在此資訊巨量、世界一家

感恩。

的地球村時代，尊重所有人，其實就是尊重
你自己，最善於分享的人，最富裕的人便是

楊氏太極劍—柔情養生版
「起」緣
偶然取得一紙太極劍的課程傳單，喚起
了潛伏內心成為俠女的魂，迫不及待的到社
大報了名。

「承」先
第一堂課自我介紹時，有人為了追求心
靈提升，有人為了健康因素，少數幾人是衝
著想當俠女而來，我就是其中之一。殊不知
學習的第一堂功課是”磨劍”(將已上漆的
木劍磨去漆面)，笑笑問方老師何不購買未
上漆的，就可省去磨漆這道手續，老師說
了，這是祖師爺傳承下來的，練劍先磨劍藉
此來沉澱心境並與劍培養感情，磨劍並未如
想像中容易，砂紙由粗磨到細，心情由興奮
轉為沮喪⋯，因為磨至細微處時手很酸很想

道德經禪修班

文／甄珊芭

指導老師／方有凱 老師

放棄，心想就當小花劍好了，此時，另

劍是”究心”不單單”形外”。

一個聲音浮現“還想當玉嬌龍舞著青冥劍

再者，學員在班級中不論俊男美女、長

⋯⋯”，劍都磨不好還說什麼練劍呢？咬著

幼尊卑皆以師兄互稱，剛開始很不以為然總

牙花了兩個晚上完成了,

並烙上了自己的名

覺得和宗教扯上關係似的，稍後，瞭解了古

字，這一刻領受到人劍合一的微妙感覺（哈

人的智慧，稱謂不過是個符號，不管你是董

哈，享受片刻的自我感覺良好，都還沒開始

事長或販夫走卒，進入太極一視同仁統一律

練劍呢！）

師兄互稱，至此釋懷並每次下課都滿懷著感

「轉」折

激之情大聲的向有凱老師致謝暨各位師兄。

由功操入門時，發現自己是個彎不下

「合」一

腰，抬不起腿及蹲不久的人，頗有跟不上的

終章，學了太極的皮毛而已卻潛移默化

感覺，卻因方老師無為的授課方式去領會虛

中改變了自己，原本保守冷漠的我也變得勇

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太極精神，慢慢地喜歡

於分享，也希望把美好帶給週遭的人，更自

上太極拳幽綿空靈，當然習劍部分仍是我最

我期許由玉嬌龍的外顯進入李慕白形內境

熱衷與期盼的，在”風提荷葉”、“流星趕

界，屆時我一定要打把類青冥劍相伴，太

月”、“玉女穿梭”⋯⋯劍中，雖身處教室

極，有你真好！

卻儼然身處蒼鬱竹林滿天星斗中，原來太極

文／林誌銘

指導老師／胡九蟬 老師

隨著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及資本主義的發

經》。《道經》講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

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學員於去年九月參

展，確已浮現出越來越嚴重的危機，而有將

天地萬物變化的玄機，講述了陰陽變化的微

加「道德經禪修班」的修習，藉由胡九蟬老

人類及世界帶到毀滅邊�之虞，天災人禍不

妙；《德經》說的是處世的方略，道出了人

師深厚的修行根基及巧妙的指導。課堂一開

斷而且有日趨嚴重的趨勢。

事進退之術，包含長生久視之道。《道德

始先從讀經開始，收攝外在紛飛的心靈；然

科技文明帶來便利性，人們卻只有

經》一書中的智慧，源於老子對世情的洞

後進入靜坐階段，開啟身心靈與大自然宇宙

忙、盲、茫，生活步調越來越快，然心靈卻

察。時代的戰亂、社會的動盪、人事的紛

溝通的橋樑，讓身心靈得到充分休息並充電

愈苦悶孤寂，不知所為何來？難怪西方近代

爭、生命的無常，點點滴滴積澱成老子對於

再出發；最後為經文的探索，擷取宇宙人生

哲學家梭羅�到：「文明的進步（巧取豪奪

人性的修養、處世哲學、治國之道、軍事哲

的智慧。

的卑劣行徑導致貧富懸殊），絲毫看不出文

學、養生之道等智慧之學。

明究竟進化在哪裡？隨著文明的演進，物質

學生的修學過程真如老師所說的：需

距離今天約二千五百年的道德經，比

要具足相當的福德及善緣，才有機緣遇到如

對於當前科技進步、資本主義盛行的貪婪、

此的善知識（道德經）及名師指導，開啟發

《道德經》一書雖僅有五千餘言，分

混亂的社會，的確是一劑切中要害的良方。

現另外一個豐富的心靈世界。自己希望藉由

為上下兩篇，上篇起首為「道可道，非常

學員原本服務於高科技產業，生活節

持續的修習及應用於日常生活，逐漸找到待

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人稱《道

奏緊湊，天天面對的是物競天擇的競爭世

人處世接物的良方，也鼓勵有緣人能夠一起

經》；下篇起首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界，除了賺錢、事業及物質的追求，絲毫沒

修習道德經的處事智慧。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所以人稱《德

有放鬆心靈的空檔，更找不到人與人之間、

生活改進了，心靈層面卻不進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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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逍遙音樂會觀賞心得
心得，也分「三心三得」。

各式音效，在聽眾的耳朵，熱鬧非凡。就在

由胡說草堂執行策畫的「萬象逍遙」∼

最後一場演出時，方錦龍突然要求舞台的風

當大師遇到大師，歐豪年書畫與方錦龍東方

箱暫時關閉。

神曲音樂會，於5月18日及5月21日順利落

就在風箱關掉之後，聽眾不約而同地發出讚

幕。

嘆聲，原來之前風箱產生的噪音，如此明
而唯一一場個人秀∼方錦龍共醉千年音

樂會，也在5月22日畫下句點。
這三場，我都全程參與，特將會後的
「三心三得」分享如下：
三心：
1、執行和主辦者用心∼

顯，但我們卻都不自知。
這個舞台上的反差效果，從未感受，所以令
人印象深刻。
方錦龍立即說：「耳朵容不下噪音，就像眼
睛容不下沙子」。
去了噪音，突然有得到真正「淨音」的效
果，此時，任何樂器出來的聲音，更顯純

數月前，胡說草堂主人胡九蟬先生在北京大

淨。

學時，得知方錦龍先生，只來過臺灣擔任國

現代醫學已證實，噪音會讓身體的營養成分

樂評審一次，卻從未在臺灣有演出的機會。

流失，而且還是大量的流失。

上述，對於一位遊歷世界三十餘國的民族表

所以，盡量遠離噪音污染，就像趕快止血一

演音樂家方錦龍而言，表示相當遺憾。

樣，否則一直在「流失養份」，就如同「流

於是，胡九蟬先生就開始想方設法，邀請了

血」一般。

臺灣水墨大師∼歐豪年先生的「畫」與方錦

難怪乎，古人的養生之道，就談到音樂的

3、方得「開悟」。

龍先生的「樂」，還有一群衆志誠誠的單

「樂」字頭上加個「草」，即為「藥」。

中國著名國樂家方錦龍，不只獨演精彩，此

位，一起聯手促成，最終促成了本次精彩的

是良藥或是毒藥？就看是聽什麼「音樂」。

次來臺灣，還特地與交大國樂社，音樂世家

2、方得「幽默」。

陳志豪，以及臺灣第一名琵琶姐妹花∼邱心

演出。
2、表演者誠心∼

有「中國禮樂大使」之稱的方錦龍，除了用

就在方錦龍先生答應胡九蟬先生的邀請演出

樂器發出「臺灣！臺灣！我愛妳！」之外，

之後，同一時間，中國外交部電訊邀請方先

還用一把五弦琵琶，變奏出世界各地的音樂

生，務必參加外交禮儀，以擔任歡迎摩洛哥

風情。

國王來訪的禮樂使者。

時而北京，時而廣州；一會到印度，一會到

但是，因為方先生答應臺灣的行程在先，於

美國；偶爾西班牙，偶爾阿拉伯，⋯⋯。

是婉拒了中國外交部的盛情邀請。

一般會以為「有量就沒有質」，但在方錦龍

換句話說，此次，在臺灣能欣賞到方錦龍本

的演出上，不僅「質量並存」，而且還「觸

人的演出，當可比喻成比摩洛哥國王更有耳

類旁通」。

福。

只有「觸類旁通」，才能「處眾無畏」，最

3、觀眾們開心∼

終「自在圓融」。

多數的觀眾不僅被歐豪年大師的「畫」給吸
引過來，在作品面前，從山水、人物、花
鳥、走獸及書法等各大主題的展現，確實讓
我們對歐先生的精湛畫藝嘆為觀止！！但節
目結束之後，又被方錦龍的「樂」給震懾住
了。就這樣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表現下，許
多的朋友都在現場流下了感動的淚水，不愧
為當大師遇到大師的世界級水平。

他的自性呈現，偶爾令人會心一笑。因為⋯
他調侃自稱「琴授」∼亦即教琴的教授。
他詼諧自稱「續弦」∼將一般四弦琵琶，再
多續一弦，調整為五弦琵琶。
他幽默自稱「調琴高手」∼高手是「人就
琴，非琴就人」。他能適應任何一把琴，只
需事先調琴，而不是只會一把適合自己彈的
琴。

悅、邱心依同台演出。
演出結束之後，我當著心悅及心依的面前，
請教方錦龍先生說：「不知方老，對兩位姐
妹的演出，有什麼話要說？」。
方老不假思索地說了「悟」字。
「人天合一」，一直就是開悟者的詮釋。同
理，彈琴者，希望「人琴合一」，而方錦龍
做到了。
一般演出者，在演出的前一天可能還要閉關
演練一番，甚至在上台前，還不能太過於分
心。
然而，這些對方錦龍而言，都是多餘的，他
可以在上台前30分鐘，還有說有笑，但一上
台就「渾然忘我」。
「忘我」到∼拿到什麼樂器，那個樂器就是
身上的一部分。因為⋯⋯手會樂器的人很
多，但同時要嘴會講評的人不多；嘴會講評
的人很多，但同時要讓人耳聽懂的人不多；
會讓人耳聽懂的人很多，但最後可以讓人心
生欽佩的，可謂少之又少。

過去，談到武術，大家會連想到「李小龍」

方老師彈琴時，當心念想要舉姆指，馬上就

的中國功夫打遍天下。現在或將來，談到國

可以伸姆指；想要舉食指，馬上就伸食指。

畫及國樂的結合，大家必然會想到「歐豪

手指毫無猶豫，而且眼睛可以完全閉上，當

年」和「方錦龍」藝術走向世界。

下就讓美樂出來，這才叫「人琴合一」。

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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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聚伯樂》主持人/學員 馬健湘

綜上，這是一次特殊的經驗，我私下建

1、方得「淨音」。

議方老，不只要多多演出，而且還要多多說

有「東方樂神」之稱的方錦龍，號稱會演奏

話，透過他的分享，不只是會被激勵，還會

300多種樂器，果然一千年的尺八；二千年

跟著開悟。

的五弦琵琶、阮鹹；三四千年的古琴；四五

有句話說：「激勵是三餐，不是仙丹，

千年的篪；六七千六的塤；七八千年的簧；

欲求仙丹，開悟方得」。用三餐舉例，激勵

八九千年的籥；以及海南黎族的鼻蕭等等，

只是一時的，有吃就飽，沒吃就餓；然而一

均一一上場。

旦開悟，那就是永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