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月四日，在淡水海關碼頭的
廣場上，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與藝術家林舜龍，手拿小槌子，
合力將最後一塊木板敲入木船，
完成︿漂航紀事﹀大型裝置藝
術，也為二 ○
一六北海岸藝術祭
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開幕當天，除了有藝術工坊、
藝術市集擺設，還邀請金山高中
原民藝能班、八里坌少年擊樂
團、淡水藝術動能舞集等團體進
行藝文展演。
金山高中原住民學生，身著傳
統服飾，帶來多首卑南族歌謠大
師陸森寶的創作歌曲。其背景，
即是林舜龍用漂流木打造的︿漂
航紀事﹀，外表像一艘翻覆古
船、一條魚，也像一座島嶼；走
進船艙，陽光從縫隙灑入，光影
交錯之際，彷彿走入神聖空間。
今年的藝術祭，強調以北海岸
地貌、人文及歷史融入藝術創
作，除了二十多位國
內外藝術家駐村
創作，更邀請
藝術家進行
大型的常設
創作，︿漂
航紀事﹀是
其中之一。
另一件﹁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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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北海岸藝術祭」正式啟航，
展區橫跨北海岸四區，
透過藝術創作、展演活動與小旅行，
讓藝術家與鄉親合力創作，
打造北海岸的藝術饗宴。
本期焦點

區邀請創作﹂ —
︿嵩山竹曲﹀
座落於石門嵩山梯田間，是由擅
長大地藝術的李蕢至，依山勢地
景量身打造。
在群山環抱中，這道由竹子構成
的曲線，彷彿巨龍一般，從天際奔
馳而下。﹁竹子屬於山，是山的元
素，而彎曲的主幹象徵流水，因為
在梯田中，水脈很重要，水的灌溉
才能讓大地生生不息。﹂
主幹下方繫著高低錯落的竹
筒，猶如天然帷幕，﹁這是竹製
風鈴。﹂李蕢至解釋，許多傳統
宗教都是藉著風傳遞訊息，當山
風吹響了竹筒，﹁叩、叩、叩﹂
彷彿傳來山中的故事與祝福，引
領人們遙想，營造一個人與自然
對話的靜謐時空。
九月二十五日﹁撼動大地﹂的展
演中，優人神鼓、法鼓山社大二胡
班及嵩山社區發展協會鑼鼓陣受
邀在梯田上表演，與民眾同樂；
嵩山社區居民則在竹筒風鈴上寫
下祝福，總幹事陳國志寫的﹁夏
天看山頭，冬天看海口﹂，流露
當地居民的生活樣貌。
目前嵩山社區正推動農田復
育、農村轉型與再生，相信假以
時日，﹁嵩山竹曲﹂必有不一樣
的風貌。

藝術北海
鄉親
張錦德

11/25社區活力再造論壇
理想家園邀您來參與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長
譚慶鼎接任

區發展協會陳國志、心靈環保農法果祥
法師等人，邀請鄉親一起來，為土地種
一個希望，打造理想家園。
時間：08：30∼16：00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綜合大樓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700號）

怎麼做才能讓社區永續？如
何重新開啟人與人的連結？11
月25日，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嚴長壽、法鼓文理學院惠敏法
師、天空的院子何培鈞、不老部落
Kwali、南機場忠勤里方荷生、嵩山社

「很榮幸可以來到金山分院，參與這個團
隊，跟大家一起努力。」九月新任臺大醫院金
山分院長的譚慶鼎表示，除了持續維持社區醫
療與居家安寧的好口碑，也希望金山分院不只
是醫病的地方，還是一個能促進大家健康快樂
的社區醫院。（編輯室）

▲〈嵩山竹曲〉

攜手
打造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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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0842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555號
網址：http://goldminers.ddc.com.tw
電話：02-2498-7171
傳真：02-2408-2084
發行人：果東法師
發行所：法鼓山佛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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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淺水灣附近，有一排各
具特色的咖啡簡餐店，在
這一排餐廳裡，﹁馬蹄灣蔬食咖
啡﹂的招牌或許不是最顯眼的，
但卻是淺水灣唯一的蔬食餐廳，
也是營養師羅緯琪勇敢實現自我
的地方。

來自臺中的羅緯琪，由於自己
和家人茹素，經常有機會拜訪坊
間的素食或蔬食餐廳，多年下來
發現，餐廳提供的多以青菜和澱
粉類食物為主，加上經常聽到朋
友在餐後表示：﹁吃了很多，卻
沒有飽足感。為什麼？﹂憑藉深
厚的專業訓練，羅緯琪明白這都
是因為飲食不均、蛋白質攝取不
足的關係，尤其素食者長期缺乏
蛋白質，更容易有體寒、體虛的
現象。
於是，一個小小的夢想在她的
心中發芽：是否可能結合專業知

夢想的開端

擇
選
新
▲馬蹄灣餐廳千變萬化的落日，是最佳的佐餐景觀。

圖 吳嘉峯
文 呂佳燕

健康

蔬食。

灣，

▲羅緯

到馬蹄

用心結善緣

大家
琪歡迎

經過多方嘗試，
終於開發出獨家
菜單。以沙拉為
例，由於食材偏
涼，吃多了會感
到不適。為此，
羅緯琪特別設計
一款熱沙拉，以
老薑爆炒豆腐、
香菇、蘑菇和杏
鮑菇，再淋到蔬
果上，讓喜愛沙
拉的朋友多了一
種溫暖的選擇。
以為家人準備
餐點的心情下
廚，羅緯琪也以
回饋第二家鄉的
心來表達對淺水
灣的愛，除了召

圖是民國五十五年左右，港東路
拓寬後，野柳居民迎媽祖繞境的
情景，道路左側的住家是傳統的
紅磚建築，如今已全部改建為五
層樓高的鋼筋水泥建築，而右側
的礁岩也被水泥堤岸取代了。
右圖則是剛開闢不久後的停車
場，停車場前仍可見礁岩的原始
樣貌，這裡就是日後的﹁野柳海
洋世界﹂所在地。

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念佛共修 10/8、12/31
．大悲懺法會 12/24
．默照禪七 12/17～24（即日起接受報名）
．大悲心水陸法會—水陸季10/15～11/25
．大悲心水陸法會11/26～12/3（10/1起接受報名）
．水陸法會義工總培訓11/13（9/1起接受報名）
02-2498-7171

北海鄉情
募三芝青年一起打拚，未來更
計畫在店裡開課，傳達正確的
營養資訊給鄉親朋友們。
十月了，東北風帶來又冷
又濕的天氣，這時候最適
合到馬蹄灣坐坐，除了
享用一頓安心健康的美
味料理，也來感受被羅
緯琪的親切與熱情所包
圍的溫暖吧！

馬蹄灣蔬食咖啡
新北市三芝區
後厝里北勢子十二之八號

(02)2636-9400

．自然環保友善農耕市集 10/15（地點：石門國小）
．新聞稿撰寫培訓課程 11/5
．影音新聞剪輯培訓課程 11/5
．社區活力再造論壇11/25（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02-2408-2593～4

金山法鼓山
社會大學

活動預告

有獨特海岸地質景觀、享
譽國際的野柳，是臺灣的
旅遊勝地和代表性景點。殊不
知，將近半個世紀以前，野柳還
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漁村呢。
民國五十一年，因為電影︽金
門灣風雲︾在此拍攝，讓野柳的
美首度展露於世。民國五十三
年，政府計畫在此設立﹁野柳風
景區﹂，不過當時的聯外道路，
還只是條沿著礁石打造的濱海小
徑，於是政府將道路拓寬，並徵
收土地開闢為大型停車場，這條
公路就是日後遊覽車與旅客往來
頻繁的港東路。
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前理事
長林松堯回憶，﹁野柳風景區﹂
開放後，隨著遊客人潮湧入，原
本寧靜、單純的漁村生活，出現
極大轉變。野柳的觀光業扶搖直
上，加上美軍、日本遊客接踵而
至，打開野柳居民的視野之外，
也讓小漁村步上國際舞臺。
林松堯家中的老照片，為小漁
村的轉變留下了珍貴的紀錄。上

擁
文／林孟兒
圖／林松堯提供

再走一回
野柳港東路

識，以及對餐飲的熱愛，提供素
食朋友美味又健康的餐點？
一次，羅緯琪來到三芝拜訪
朋友經營的馬蹄灣餐廳，立刻
被餐廳後方的美麗海景吸引，
深深愛上這一方天地。碰
巧，朋友在閒聊中提及頂讓
餐廳的意願，深埋心中的夢
想，在此時被點亮了，她決
心將馬蹄灣餐廳打造成一
個純蔬食的溫馨園地。
除了尋找非基因改造、
無毒、健康且供貨穩定
的食材來源，羅緯琪為
了在每客套餐中加進二
份蛋白質而傷透腦筋，
特別是馬蹄灣餐廳以
義式餐點為主食，如
何在西式
餐飲中添加足夠的
豆類，同時滿足食客
的咀嚼感，真是一個
大考驗。
美味的

康又
品嘗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