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迪將綠竹編織成一
艘船，造型與達
悟族的拼板舟
有幾分相似，
但船上卻載著
三盆樹，顯得
相當突兀。
原來，船寓意
著臺灣，而船
上的樹則象徵大
自然，兩者齒唇相
依，密不可分。船的兩

石門老梅

上，仿如農作物在田間綻放秋收
的喜悅。雖說是模擬，但創作
時，藝術家與社區居民卻如實進
行﹁插籤﹂的勞動，辛苦不在話
下。竹籤是自然材質，會隨著時
間而產生變化，甚至長上竹斑，
轉為與環境交融的色
彩，讓旅人充滿
對秋天的懷
想，以及
豐收時的
感恩 。

石
門的海與風相遇，總有說
不盡的故事。這次藝術祭
有四位藝術家選擇在石門創作，
利用漁網、廢棄保特瓶和漂流
木，和小學生大玩再生藝術，引
人注目。

嚮網．交織
徐瑞謙、江喬勤、葉應萱的︿嚮
網．交織﹀，以及朱威龍的︿風
之島﹀就位於老梅國小旁的草地
上。︿嚮網．交織﹀以廢棄魚
網、漂流木架構而成，一根根漂
流木，或直或橫地插在鐵桿上，
宛若造型殊異的海上魚族，魚的
身上紋飾著小花、人像等圖騰，
充滿著樸拙的童趣，這些可都是
老梅國小學生的創意喔。
魚群前方的漩渦，由橘、紫、粉
紅三種顏色的魚網織成，一層層堆
疊圍繞，有如捕夢網。走進﹁夢
想﹂裡，有一個鐵製的祈福鐘，敲
響彷彿上課鐘響的祈福鐘，對小朋
友而言，是築夢開始的訊號。

風之島

木岩

看，漆成金屬亮光的風車造型相
當特殊，有的是轉著風向器的帆
船、有的是裝有螺旋槳的炸彈
魚，加上成群的飛魚，形成神祕
夢幻的銀色海洋。
船上的風向器、螺旋槳，因著
海風吹拂而旋轉、飛舞，這是藝
術家看見老梅附近的風力發電所
帶來的靈感。而大量使用塑膠寶
特瓶，則是希望孩子能學習環境
保育和資源再生的創意。

〈嚮網．交織〉

離開老梅國小，前往風箏公園的
路上，遠遠地就能看見黃文淵的
︿木岩﹀架設在鐵橋之下。
漂流木拼成的拱門，遠看像是一
岩體石門，與 公里外知名的石

門洞有異曲同工之妙。︿木岩﹀
不只外觀像一座門，藝術家更利
用漂流木堆砌成一長形甬道，藉
著沙灘高低起伏的特色，走入其
中，有如木偶奇遇記的皮諾喬，
掉落鯨魚腹中，饒富趣味。

品茗賞月話茶鄉
由阿斯匹靈計畫工作室策畫
的﹁石門茶香計畫﹂位於白日夢咖
啡廳樓下，這裡是乾華國小草里
分校。有別於其他創作取材海洋元
素，﹁石門茶香計畫﹂則重現石門
茶鄉的繁華，在教室裡擺上茶席，
教室一側，有一輪白色的電子月亮
照映在布幕上，歡迎旅人坐下來，
享受喝茶賞月的寧靜。
此外，工作室也透過工作坊與

來訪民眾分享創作過程，並繪製
了﹁訪茶之路﹂地圖，讓人可以
按圖索驥，上山品嘗帶著海味的
石門茶文化。

的透明塑膠袋，懸掛在空中，就
像攤販用來驅趕蒼蠅的工具。所
不同的是，經過藝術家巧妙安
排，懸空排列成海浪的形狀，
通過反光折射的原理，在陽光
下，塑膠袋頻頻閃爍著銀白色的
光芒，宛若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浪
花。唾手可得的素材加上巧思，
如實呈現海洋的律動，也呼應了
沙珠灣衝浪勝地的特色。十月以
後 ， ︿浪 的 瞬 間 旅 行 ﹀ 將 移 到 萬
里獅山公園，相信又會呈現另一
番光景。

〈聲巢〉

〈秋天的傳說〉

︿嚮網．交織﹀一旁，是大量
使用鋼條、鋁片、寶特瓶製成各
式風車的︿風之島﹀。仔細一

專題特寫

〈茶香計畫〉

再生藝術尋寶

〈風之島〉 〈木岩〉

藝
二

〈MERMAIDS〉

專題特寫

金山萬里

細一瞧，眼前竟有一群螃蟹大軍
爬上岸來，橫行在國聖海灘上的
草地︙︙
原來這是蔡坤霖的︽橫行萬
里︾，他以玻璃纖維、鐵材焊
接，做成一隻隻威風凜凜的﹁萬
里蟹﹂，以螃蟹橫行的姿態，排
列草地上，形成逗趣的畫面。在
此，不時還能看見大冠
鷲低空飛行，彷
彿也被五顏
六色的萬
里 蟹 給

迎風聽浪款款行
金

山萬里有著鬼斧神工的野
柳地質公園，也可站在獅
頭山公園眺望金山岬、燭臺雙
嶼，美不勝收。這次有不少作
品以金山萬里間的海岸線為舞
臺，很適合騎著單車，迎著海
風漫遊。

橫行萬里
從萬里騎出野柳隧
道，映入眼簾的是
再熟悉不過的燭
臺雙嶼，但仔

林 猷 柔 的 ︿浪 的 瞬 間 旅 行 ﹀ 架
設在金山沙珠灣，背後是沙灘、
一望無盡的大海，即使時序進入
秋天，仍有不少衝浪客，等待著
浪起浪落的瞬間。
初 次 見 到 ︿浪 的 瞬 間 旅 行 ﹀ ，
讓人不禁會心一笑：一袋袋裝水

浪的瞬間旅行

離開萬里來到知名的金山獅頭山
公園，吳修銘的︿聲巢﹀就隱身在
此。循著停車場旁的小徑走去，
字形的竹籬笆矗立林中深處，充滿
著未知的神祕感。竹籬笆一圈又一
圈，迷宮似的通道，引領人們走向
其中，四周被長竹包圍，彷彿走入
巢穴。巢穴內安裝的聲控系統，可
將周圍偵測到的聲音訊號轉化成音
符，這時不妨輕敲竹子或拍手來製
造聲響，為這條清幽小徑增添意想
不到的音效。

聲巢

吸引了。
這群螃蟹大軍的身型比一般萬
里蟹大，身上塗滿繽紛色彩，是
藝術家和社區居民攜手合作的成
果，不但有人題上校名，連近日
流行的手機遊戲﹁寶可夢﹂圖
案，也出現在蟹殼上，處處可見
居民的無限創意。

〈浪的瞬間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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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山梯田
邊有竹編的昆蟲，發出蟲鳴聲，電
子設備模擬自然天籟，譜出一曲和
諧的樂章。

〈橫行萬里〉

部落遺址

秋天的北海岸，因著「2016北海岸藝術
祭」而增添了繽紛的色彩，來自世界各地
的藝術家和社區居民攜手創作，將漂流
木、魚網、寶特瓶……化為一件件藝術
品，本期透過三趟小旅行，邀您乘著藝術
的翅膀，藝游北海。

稻浪裡的藝術耕耘
鄰
近北海岸的三芝橫山梯
田，以田野風光聞名，在
此能一覽湛藍的海洋，而腳下則
是一畦畦水田，一格格的依山勢
排列，無論站在哪兒，都可觀賞
到不同圖形的風光。今年有四件
藝術創作集中在此，漫步其中可
一次飽覽。

WISHING WAVE

走進林敏毅的︿部落遺址﹀，
有如走進小人國，一棟棟宛如非
洲沙漠中的古老建築，以縮小的
比例座落梯田之上，形成原始聚
落。由黏土、瓊麻纖維所建築的
︿部落遺址﹀，其發想來自於古
老傳說，敘述一群辛勤工作與認
真生活的原始居民，開墾家園的
故事，這不正是三芝的寫照？
︿部落遺址﹀設置於此，與同樣
也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橫山
居民，產生奇妙的地緣連結，不
同的是，橫山梯田不是遺址，而
是充滿藝術與活力的生態樂園。

秋天的傳說

八

來自法國的費歐納︵ Fiona
P a t e r s o︶
n 的︿ WISHING
﹀，透過一根根竹管編織
WAVE
成網，乍看有如山巒起伏，但
換個角度再看，縱橫交錯的竹
網則又有波浪的律動，於是山
峰也是浪峰，此時看山是山，
看海也是海。竹管上繫上一條
條絲帶，上頭寫著﹁多坐公
車﹂、﹁願我們都能珍惜乾淨
的空氣﹂ ……
一字一句都是對
土地、海洋的關心與祝福，隨
著輕風吹拂，傳達天際。

︿部落遺址﹀前方，依山勢層
層疊疊而上，即是一片綠油油的
梯田，最頂端的梯田上還長出金
黃稻穗。不對，算算時節，還不
是二期稻收成時刻，怎麼有一片
金黃稻穗獨占山頭？原來這是藝
術家游文富的︿秋天的傳說﹀。
游文富擅於以竹料進行創作，
這次又用竹籤大變魔術，他以約
萬根染上金黃、黃、白三漸層
色之竹籤，插於彎彎曲曲的梯田

張錦德、新北市文化局 提供

張錦德．圖

文

MERMAIDS
此時，仔細聆聽，還能聽
到 ﹁ b e ~ b e﹂
~ 蟲鳴聲，尋聲而
下，只見一支竹編的蜻蜓棲息在
草叢上。溪邊的河階上，是義大
利藝術家魯迪︵
︶創
Rudi
Punzo
作的︿ MERMAIDS
﹀。
同樣以竹子為素材，

游北海

〈WISHING WAVE〉

〈部落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