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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勁瑞老師導覽解說 

鐘有輝老師解說日本版畫作品 

版畫 DIY體驗 

 

 

  

 

 

 

     

2020的農曆年後，從電視媒體上聽聞有一種

與呼吸道有關的疾病，而且是具有傳染性的，從

那之後外出生活開始邁入戴口罩的日子。而就在

今年的 5月台灣也進入每天感染得病一兩百位的

本土疫情高峰，讓各地夜市及台北熱鬧東區陷入

空城。宜蘭美術館也於此時在 5 月 15 日開始休

館，雖然 7 月 13 日開始微解封，館方也做足各

種防疫措施，但一般人還是有一個共識，就是為

了自身的安全更不要帶給別人負擔，能待在家裡

就盡量不外出，以減少與外面的接觸；小地方的

展館不管作品多豐富精彩還是激不起漣漪。 

就在這個盛夏時節，意外的多了一檔《映像

與物質〜1970年代的日本版畫》，1970年代日本

的版畫

是將攝

影映像

轉換為

版畫的

全盛時

期，讓

我們在

疫情期

間無法

出國之

際可以

欣賞到

當時日

本版、

紙、印

墨版畫

素材，對現代美術的影響有著深遠的關係。這展

是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於今年選定宜蘭及高雄 

 文•圖/過 客(宜蘭美術館) 

兩個點，做為宜蘭人真是榮幸，有機會可以參與。

展期是從 8 月 8 日開始至 8 月 29 日，只有短短

的三個星期，因疫情之故沒有開幕式，中間卻有

一系列精彩介紹及體驗活動。第一堂上場的是 8

月 8日由宜蘭在地 7位版畫藝術家參與一起展出

的「境外〜2021 宜蘭版畫創作展」，由潘勁瑞老

師導覽解說。第二場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宜蘭美

術館於 8 月 14 日共同邀請鐘有輝老師為大家導

覽日本 1970 年代的版畫作品，8 月 15 日再次由

境外策展人潘勁瑞老師精彩解說及現場製作版

畫分享。 

《映像與物質〜1970年代的日本版畫》體驗

課程在 8月 21日舉行，黃育雯老師以今年疫情，

口罩已成為人人生活上的必需品，無罩寸步難

行，帶領體驗者〈戴口罩的臉〉版畫製作，讓大

家在體驗紙版畫的同時也為自己留下疫情時代

的容顏。 

版畫創作的技術常出現在我們的平常生活

中，卻也常被忽略，體驗課程第二場 8 月 28 日

由林仁信老師帶領版畫輕鬆玩〈彩色葉脈布袋〉，

在平時生活中信手拈來重新玩出新的構圖、享受

動手創造的趣味。 

雖然短短的三星期，除了觀賞 1970 年代日

本版畫的發展軌

跡，更有縣籍藝術

家最新的作品一

起展出，藉由此次

藝術的文化交流，

共同舉辦展覽，除

了增廣見聞，更增

加觀摩、學習與成

長的機會。 

 

110 年 9 月 第 83 期 

林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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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戲劇館 30歲活動 

歌仔戲皇帝~楊麗花展示專區 

典藏台灣賽璐珞布袋戲偶 

來逛戲園子  
                                                            撰稿/鄭英珠(台灣戲劇館承辦) 

2020台灣戲劇館喜迎 30，串連在地社區、縣內戲曲
與音樂藝團，辦理一場藝術饗宴，展現蘭陽平原豐富多
彩且深具特色的文化資產，揭示一座小館憑藉著微薄人
力和財源，在逆流中
奮力向上;在逆境中
屹立不搖。悠悠歲
月，走過三十，戲說
從頭，劇看未來，台
灣戲劇館依然為典
藏本土戲曲，為重塑
在地文化，不改初
衷… 
走過三十 
歲月印記 
台灣戲劇館~台灣

首座公立地方戲劇
博物館，1986 年籌
設，1990 年 4 月 21
日落成啟用。以歌仔
戲(主)、傀儡戲、北
管戲曲、布袋戲（輔）
為維護範疇。 
具備典藏、研究、展

示、教育等博物館四大功能，館藏豐富；展示精彩；戲
劇推廣活動熱絡，是維護民間戲劇的重要場所。另為散
播戲劇種籽，將珍貴技藝往下扎根，並附設「台灣戲劇
館歌仔戲傳習班」，積極參與公益性、文化性活動，推
動台灣特色文化。 
一路行來皆秉持一步一腳印務實態度，為保存和發揚

台灣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善盡職責，戮力不懈，讓戲曲
文化綿延流傳、永續發展。2012年 8月 27日通過環教
認證，成為全國唯一「戲曲文化保存~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2016年列名文化部博物館。 
談典藏 
戲劇視聽圖書室珍藏書籍、手抄本、唱片、影音視聽

品等 1萬餘件，開放民眾閱覽及研究運用。制定典藏文
物管理要點，明訂蒐藏政策與目標，設置庫房典藏文物
五千餘件。 
多年文物蒐藏有：宜蘭萬春歌劇團及大羅泉歌劇團戲

箱；葉讚生、陳旺欉、林榮春、廖瓊枝、楊麗花、葉青
、許秀年、司馬玉嬌、黃香蓮、王金櫻、許亞芬、郭春
美、石惠君、小咪等歌仔戲名家戲劇服飾;宜蘭新福軒
、福龍軒及大陸泉州傀儡;台南鹽水正樂軒和頭城集興
堂戲箱;宜蘭總蘭社、頭城統蘭社、羅東福蘭社、頭份
結蘭社、礁溪玉蘭社、頭城下埔協蘭社、二結仔暨集堂
等精美北管文物;中國大陸漳州、泉州和台灣木刻、賽
璐珞等布袋戲偶，其中不乏江加走、徐竹初、許協榮、
徐柄垣、邱文福、何禹田、李宜穆、葉泰鷹等名家作品
。其間諸多珍貴有形文化資產，足堪鎮館之寶。 
論研究   
研究是博物館展示、教育的基礎，也是資料庫建置的

根本和來源，台灣戲劇館透過以下方法，累積戲劇保存
與維護之資源與能量： 

  
一、田野調查：蒐羅民間劇團和藝人之歷史現況資料、

技能研究紀錄，留下當代報告書、出版物，提供後人參
考研究。如：1988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臺灣戲劇中心研
究規劃報告，是宜蘭首件針對歌仔戲及傀儡戲的官方田
野調查報告。1988 錄製出版歌仔戲第一套基本曲調唱
腔教材及第一套基本身段影像教材。 
二、典藏文物選件研究：豐富館藏，分類選件研究，

拍攝文物圖像及詮釋資料，運用於展示教育及出版推廣
上，便於大眾探訪寶山滿載而歸。如掌中西遊記、薪繫
歌仔•藝傳蘭陽~廖瓊枝、老歌仔的守護神~陳旺欉藝師
紀念專輯等書，均依不同主題蒐錄館藏文物圖錄。 
三、戲劇薪傳教育成果：結合薪傳教育，整理老戲齣；

編創新劇本；記譜戲曲樂；攝錄表演圖像、影像，運用
書籍、光碟、文創品等媒材承載，為戲曲推動提供素材
與學習管道。 
看展示 
三十餘年匯聚豐沛內涵的戲劇知能，經營優雅細緻的

展示場域，將傳統戲劇轉化為博物館中的陳列，讓戲曲
表演透過多樣展示手法而再生。時刻用心打造特色鮮明
的展示園地，希冀引領公眾浸淫在這座小而美的戲劇博
物館之傳統藝術氛圍間，遨遊戲劇寰宇，感受戲曲魅力。  

1990 年 4 月開放參觀迄今，陸續設置三間展室及運
用館外空間，八千多個日子，館內外策展及參展百餘檔，
包括：台灣第一苦旦~廖瓊枝、歌仔戲皇帝~楊麗花、戲
曲人生~葉青等表演藝術家特展，入館參觀民眾近兩百
萬人次。  
見教育 
籌辦戲劇教育

推廣活動的積極
作為，對培養戲
劇參與人口有極
大影響力，這些
年在志工組織協
力推動下，成果
豐碩。現階段除
館內推出周末劇
場、環境教育課
程、嬉遊・戲曲
DIY、戲曲影片賞
析會外，館外亦
推出歡歡喜喜扮
歌仔戲巡演、手
作教具扮歌仔~
長照 DIY 及館際
文 化 交 流 等 活
動。  

1986 年台灣戲劇館籌備期即首辦全國歌仔戲研習
營，為歌仔戲傳承教育開啟新頁。2002 年附設歌仔戲
傳習班著力歌仔戲前後場人才培養，戲苗日漸茁壯，回
饋機制良性循環的模式，對館務推動助益良多。此外亦
輔導社區、學校傳習戲劇技能，全方位強化戲劇傳承一
環，實踐戲劇行動力，活絡地方戲曲風氣。 

 

 

本地歌仔(小紅帽)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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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廊道環繞著原民圖騰 

 

認識泰雅文化課程 

 

泰雅歌曲教學 

 

努力地練習泰雅舞蹈 

 

 

                                            文•圖/呂佩儒(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督導) 

 

很榮幸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能夠受邀參加

宜蘭縣政府文化大使志工團主辦的「2021 實地

探索南澳原住民泰雅文化研習活動」，大夥兒皆

帶著一顆期待的心情搭上了通往武塔車站的列

車，沿途風光明媚的風景搭配著夥伴們此起彼

落的歡笑聲，一會兒就抵達目的地〜武塔。 

研習地點位在南澳鄉的武塔國小，這裡也

曾經是 110 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傳統狩獵競賽

場地，

武塔國

小的室

外活動

場上，

仍然留

有當時

運動會的頒獎足跡呢！大夥兒興奮的參觀此所

泰雅族原住民國民小學，校園挺直的行道樹形

成了綠色的廊道，寬敞的教室走廊環繞著原民

風格的圖騰，廣闊的校園與翠綠的草皮在群山

環繞之下讓人感覺心胸開朗！ 

研習營第一堂課由曹天瑞校長帶領我們一

同認識泰雅文化，曹校長首先深入淺出的講解

原住民族名及命名的由來，再為我們揭開泰雅

族文化的神秘面紗，在曹校長循循善誘的敘述

下，從中認識到泰雅族的文面意義，包括有驅除

邪魔、美麗

雅觀、族系

的識別、榮

耀的象徵

及成人的

標記等等，

此外，除了

美觀、避

邪，也代表 

 

 了女子的善織、男子的勇武以外，文面也是泰雅

族死後認祖歸宗的標誌；除了文面文化，也介紹

了關於泰雅族的傳統男女分工及兩首著名的歌

曲:《莎韻之鐘》、《月光小夜曲》，曹校長生動的

上課模式，使每位志工夥伴皆受益匪淺、意猶未

盡。 

緊接

著第二堂

課是眾所

期待的泰

雅語教唱

及舞蹈課

程，藉由

廖美雅組

長耐心的教學羅馬拼音及旋律，大夥很快地便

能琅琅上口的哼著歌曲，隨後眾人皆移動到室

外活動場，彷彿回到校園時期的青春少女般，每

位夥伴皆揮灑著活力的汗水，跟著美雅組長學

習舞步，隨著音樂的伴奏，大家皆自信地展現出

曼妙的舞

姿，歡喜

快樂地投

入其中，

共譜一場

美好又動

人的泰雅

族舞蹈成

果秀。 

此次的「探索泰雅文化研習營」，不僅讓我

深入瞭解泰雅族文化歷史，也進一步地認識泰

雅族的生活形態:包括居住環境、器具、生活模

式等等……，其中也體驗了射箭活動，豐富的課

程內容，為我打開了原民文化的視野，使我有滿

載而歸的收穫，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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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書紀(摘自正中書局網頁) 

以皇后為肖像的大日本帝國拾圓紙幣 
          (摘自姜朝鳳宗族痞客邦網頁) 

 
 

 

文•圖/林麗貞(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隊長) 

疫情期間甚麼地方都不能去，在朋友引薦

下跟隨吳武明教授神遊世界各地的古蹟，所謂

「神遊」就是想像實地旅遊。吳教授提供資料給

大家先研讀，然後神遊時再互相討論和分享，吳

教授謂之「啟發式群體學習和形成社會價值」。 

5 月 28 日〜6 月 1 日共五天的神遊主題是〈跟

著徐福與神功皇后的足跡遊日本九州佐賀〉，在

網路打關鍵字「徐福」兩字，即會出現介紹他是

秦朝的一方士，奉秦始皇之命找長生不老的藥，

遂率百艘船隊帶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五穀、百

工，到達現在的日本。至於徐福從哪裡登陸?眾

說紛紜，各地爭相競逐稱為徐福上陸之地，多達

二十多處。吳教授研讀文獻，以及實地走讀遺跡

的探討，認為佐賀是徐福上路的地點，並推論徐

福就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的神武天皇。西元 711年

的《古事記》和西元 720年的《日本書紀》兩本

古史記載，第一代天皇的神武天皇是在西元前

660年建國並即位。神武天皇即位是紀元，稱日

本皇紀，比西曆早 660年，即西元 2021年等於

皇紀 2681年。神武東征乃講述原居九州的勢力

向東遷徙至大和，建立大和王權的神話故事，舟

師從九州橫渡瀨戶內海，征服東土而帝位於今

奈良縣橿原宮（今橿原神宮），但那時期還是繩

文時期的日本，只有分散各地小小的部落，土著

根本沒有造大船的技術，唯有徐福所處的秦朝，

才擁有海上遠航大型船隻的造船技術。現多處

考古遺跡如佐賀的吉野里遺址、奈良唐古鍵遺

跡、大阪的池上曾根遺跡、尼崎市田能遺跡等彌

生時期(やよいじだい)的秦漢出土文物，反而

處處顯現符合西元前 210年前東渡的徐福的足 

(摘自 miko org網頁) 

 跡。徐福是在九州佐賀登陸，在吉野里開始屯

墾，後繼續往東開墾經今天的門司海峽到宇佐，

再經瀨戶內海到廣島、岡山、到達大阪。由於當

地土著的抵抗，徐福只好轉到熊野(今新宮)登

陸，再順著陸路前往奈良稱王，徐福的足跡都有

考古遺跡為佐證。 

神功皇后(170年〜269年)是仲哀天皇的皇

后，她在仲哀天皇死後長期攝理朝政，是日本史

上首位女性君主，她曾三度出征朝鮮半島。她征

討新羅將秦始皇後裔移民到日本，安置於高宮

郡(今廣島)、桑原郡(今鹿兒島)、佐摩郡(今岡

山)、忍海郡(今奈良)

等地。神功皇后是中國

所稱的邪馬台國的女

皇卑彌呼，也就是我們

所稱呼的「倭國」。吳教

授認為從吉野里考古

發現推算，卑彌呼很可

能就是留守吉野里人

經幾百年後，成為領導

邪馬台國的女王，吉野里應該就是當時統治九

州的邪馬台國首都。明治維新以前是將神功皇

后看成天皇或準天皇的地位，明治維新時期，也

曾發行以神功皇后為肖像的大日本帝國拾圓、

五圓、壹圓紙幣。 

縱觀各界學者對於神武天皇到底是不是就

是徐福，至今仍是有不同的見解論點。不管徐福

是不是日本的開國「神武天皇」，無可否認的是，

徐福確實給日本帶來了重大影響和幫助，在日

本徐福被尊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而後

來也有可能是秦後裔的神功皇后征韓時又帶來

一批的秦裔，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不是只有到中

國學習文化而

已，從徐福東

渡到日本就已

與中國有緊密

的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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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閱讀起步走記者會第一次參加戲劇演出 假日故事劇場說故事時間 

 

我與 的緣分

                             文•圖/林宇曦(醜小鴨故事劇團) 

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每週六、日有空時就帶

著她們去文化中心圖書館看書、借書、看影片或

聽故事媽媽講故事，有時候也會陪著孩子們坐

下來一起聽故事，一直覺得故事媽媽們好厲

害！故事講得好有趣，孩子們也都聽得津津有

味、樂開懷……。當時在腦裡也會閃過一個念

頭：我也可以像故事媽媽們一樣給孩子們講故

事嗎？ 

2019 年的某一天在網路上看到「醜小鴨故

事劇團」招募志工的訊息，猶豫了許久，深怕無

法勝任，經過再三自我鼓勵之後，下定決心報名

試試看。培訓的過程才瞭解到，原來我一直在圖

書館看到的故事媽媽們就是醜小鴨故事劇團的

志工們。 

培訓老師們講解了說故事的各種技巧，也

各自展現了說故事的不同呈現方式……，令我

獲益良多。參加培訓之前，我也常常給孩子們講

故事，但幾乎都是在念故事而已，沒想過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說故事，與孩子有更好的互動。志工

老師們個個多才多藝、有趣、幽默且平易近人，

在培訓過程中給予我很多的鼓勵，讓我更有信

心，更讓我體悟到： 

◎原來說故事可以有很多元的方式。 

◎原來說故事可以這麼有趣。 

◎原來說故事可以這麼快樂。 

◎…… 

 

 經歷了培訓與其他的課程，取得合格後，

2020 年 1 月我正式成為「醜小鴨故事劇團」的

一員，抱著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成為故事媽媽，

開始了在圖書館為小朋友們說故事的旅程！ 

這一年很幸運也很感恩，與「醜小鴨」前輩

們一起歷經了很多開心的事，例如和大家一起

到台北「林老師說故事」交流，跟隨粉比老師、

美兒、淑苑姐姐等同伴一起參加了「2020 宜蘭

縣閱讀起步走」的演出……等等，每個人都給了

我很多幫助與温暖，也讓我越来越有信心，更努

力朝向成為更好的故事媽媽。 

我們常說世事無常，生命無常，每個人都無

法預知好事或壞事，無法預知生或死，因為疫

情，說故事也暫停了，每個人都嚴陣以待，相信

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慨，但面對生活，我們

依然要抱持著一顆熱忱的心，人生來來往往，陪

伴 日 久 天

長，有愛就

有希望，相

信不好的一

切 都 會 過

去，期待疫

情盡早穩定

下來，快快

帶上喜愛的

繪本，說說

孩子們喜愛

的故事。 

 

 

 



文化志工園地  第 83期  6/8 

李建興先生懷德亭 

三貂嶺古道入口處 

2021淡蘭古道金字碑古道走讀記 

                                                     文•圖/林東海(文化大使志工團團長) 

淡蘭百年山徑包括今日尚存的金字碑、草嶺、

嶐嶺古道三段，隨著族群開拓與遷徙、採樟、種

茶等產業經濟貿易的發生，乃至宜蘭設治後從淡

水廳(轄區為今日苗栗縣到基隆市)到噶瑪蘭廳

(宜蘭縣)的正道、便道等闢建，成為深入常民生

活錯綜的淡蘭行道系統。宜蘭的歷史，可以說從

淡蘭古道開始，為使志工體會先民開疆撫番移墾

社會之辛勞，爰舉辦淡蘭古道/金字碑古道走讀活

動，達到認識自然人文資產及歷史空間保存發展

之目標。 

千多年前，從台灣擴散到東南亞、大洋洲諸

島的南島民族，開始有返鄉的潮流，駕平底邊架

船的移民，尋找大溪流緩面河口入島，凱達格蘭

族的祖先從雙溪河口進入後建立四個聚落，後因

人口增加及新移民的遷入，擴大移墾範圍，翻越

三貂嶺大崙，入基隆河流域，並進入台北盆地。

西元 1804年，海盜蔡牽上岸打劫，部落居民不堪

其擾，陸續遷徙，漢族之客家人看準此地樟木甚

多，伐樟製腦，九份、十分皆為焗腦的集中地，

樟樹砍完後，種茶及大青、薯榔、油桐，在河谷

平坦處開闢梯田，逐漸往噶瑪蘭推進。吳沙所帶

領的武裝移民集團，越過凱達格蘭人的山徑，逐

步推進到卯澳一帶，西元 1787年進入宜蘭北邊石

城、大里之間開拓，西元 1796率三籍之民佔據烏

石港設土圍，被噶瑪蘭人驅逐乃退保三貂嶺，此

時噶瑪蘭族遭受瘟疫，吳沙略懂醫術施藥醫治，

仁心獲番和，噶瑪蘭人首肯開墾蘭地得頭圍之地，

二年後吳沙病逝，其妻與姪兒吳化遂大舉進入蘭

陽地區開墾。 

板橋林家的開基祖林平侯以賣米及土地收購

成為巨富，西元 1820 年到宜蘭地區，先向客家人

集團購買土地成為首墾，後召集墾民及佃農往噶

瑪蘭開墾耕種，為了方便佃農及收租人的出入，

出巨資把原本的三貂嶺越嶺路開闢成利於行走的

石階路。連橫台灣通史云:「林平侯…已復開拓淡

水之野，遠及噶瑪蘭，所入益多。遂闢三貂嶺，

以通淡、蘭孔道。…」林平侯過世後，其三、五

子合組林本源墾號，繼續蘭陽地區的開墾，其孫 

 林維源於咸豐年間更花費巨資整修淡蘭古道，並

設私人隘勇以保護行人，故同治六年(1867)劉明

燈巡走淡蘭道路時，此路況是很好的。 

志工團於 4/27(週二)舉辦金字碑古道走讀

活動，由我擔任導覽講師，活動前二週，事先作

路況情境履勘，規劃出一條適合志工族群造訪的

路線。是日早上大夥們搭區間車至猴硐車站下車，

跟貓村的貓咪打聲招呼，裝滿茶水並作行程說明

及安全注意事項宣導之後，沿著嶙峋怪石，水量

不多的基隆河畔前

進，過介壽橋後，

在李建興先生懷德

亭內闡述煤礦開發

史，再到瑞三保安

新村礦工宿舍參觀，可看出當年礦工生活條件極

好，福利設施完善。行經路邊保安宮行禮默拜，

祈求沿路平安順利，過九芎橋見金字碑古道指標，

走大粗坑溪旁產業道路陡坡微行，左側為因大粗

坑溪洪汎土石流受損廢棄

的猴硐國小，續行後見蕭青

陽大師所設計之雙扇蕨路

徑指標，右轉淡蘭橋過橋後

抵天煌亭旁三貂嶺古道入

口，此三貂嶺古道入蘭正道

超過 200 年歷史，1821 年

通判姚瑩的《台北道里記》

描述此山路「嶺路初開，窄

徑懸磴，甚險，肩輿不能進。草樹蒙翳，仰不見

日色。下臨深澗，不見水流，惟聞聲淙淙，終日

如雷，古樹怪鳥，土人所不能名，猿鹿之所遊也。

藤極多，長數十丈。…」，是淡蘭道路極為艱險

的一段山路。在此小憩講述三貂嶺古道之人文故

事後，開始了三貂古道石蹬如梯的行程，階梯長

滿青苔濕滑，還好事先通知大家攜帶登山杖，否

則此行必定艱辛難行。有幸此時正是油桐花開時

候，轉角處台階路處處可見鋪滿路面的油桐花，

欣賞美景之時，也一洗爬階梯之辛勞。鐘萼花在

何處?人間四月天，鐘萼花開了，上次履勘時還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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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碑 

鋪滿油桐花 

快樂走讀金字碑古道 

(接上頁) 

見鐘萼花，如今卻謝光了，只能在樹下緬懷，訴

說新北三貂嶺、猴硐限定，傳說在花樹下許願就

能好事發生、美夢成真的故事。在林蔭下走著走

著，古道沿線生態資源豐富，潮濕的溪谷側有原

生的各種耐蔭植物與曾經人為種植的大青、九芎、

竹林、姑婆芋等拓墾遺跡，亦見竹林旁的碳窯遺

址。姚瑩赴噶瑪蘭就任時途經所云，所見籐極多，

長數十丈，以抽籐為業者數百人可能就指此處。 

順行 200 米為清同治六年(1867)台灣鎮總兵

劉明燈有感於山路陡峭難行，所書之金字碑就出

現在眼前，該碑刻於摩崖石壁，高 2.4 公尺、寬

1.43公尺，篆書並貼以金箔，全詩以七言律詩小

篆字體書寫，陳述古道的

艱險危巔，沿途景色略作

形容，碑首為雙龍搶珠圖

案，碑身兩側有蓮花紋飾，

碑座飾夔龍圖案，富麗堂

皇顯示官方之威嚴與權

勢，同行夥伴問四個方形

小洞用意何在?此乃當時

石刻匠師用來插腳踏板方

便雕刻用的。續行後路漸

寬好走，過竹林、茅草坡，

即上此行最高點標高 525

公尺的三貂嶺鞍部了。 

鞍部上立最早環保碑文「奉憲示禁碑」，奉

憲示禁碑是明清時代的公示牌，係「奉地方官之

令公告禁止某某事項」所立之碑。「示禁」事項

既是奉官府核准，於是只好把整篇公文(包括批示

者的官銜、事由、批示內容)通通刻在石上，作成

碑記以期長久；當然出錢出力買石刻碑的仕紳大

名也得列上，此碑是清咸豐元年(1851)五月奉淡

水同知張啟暄批示之後，由當地住民集資勒石立

碑的。碑文內容略以「依據三貂當地連姓生員等

住民之陳情，准予禁止砍伐官道二旁樹木，以免

行人無處遮蔭而飽受日曬薰蒸之苦；違者勸導，

不聽者扭送官府究辦。特此告示」。此碑的砂岩

材質原本就比較不耐，字形又小，在光緒二年

(1876)臘月曾加以重修，如今則己因風化腐蝕剝

落嚴重，而字跡難辨了。所幸宜蘭縣政府於民國

七十一年成立「草嶺碑林工作小組」拓碑留下拓

本，拓本上可看到字跡，此乃一幸。 

 早期往來古道民眾辛苦登山路，行旅至此嶺

頂，北眺基隆河，南望草嶺，感念土地公冥冥護

佑，以石板石塊興建土地公廟誠拜感謝，2000年

台北縣府興建探幽亭供遊客休憩，大夥兒於此休

息用餐後，往下走即三貂嶺往噶瑪蘭道路，先人

於此往下走，常懷前途凶險未明之境，我們也想

體會古諺「爬過三貂嶺，沒想厝內某子」的心境，

只是現路況良好，下行不久即接 102 縣道，往北

走經九份從瑞芳下山，往南走直接到雙溪。我們

走原路徑下接牡丹第 2

段，路徑寬約 3尺，以生

態工法整修過，穿越竹林

往下走，路邊一座石砌的

古老土地公廟，續行看到

鋪滿油桐花的十三層保

甲路，令人心神悠揚，右

側有 1870 年重修的有應

媽祠，旁立一碑，只刻捐

贈者姓名金額後無其他記載，前行不久看到廢棄

農舍及耕作田園，百年古樹旁慶雲宮映入眼簾，

廟祝說主神是從大里天公廟分靈，行此徑者皆會

入廟敬拜，感謝神明庇佑行旅安全，除行禮如儀

外，最感興趣者乃在此荒野處廟埕上的戲台建築，

讓我的戲曲田調又多了一筆紀錄。時間還早，在

村落逛了一圈，民屋皆為就地取材之石砌為牆建

築，沿產業道路下行，過牡丹國小、聚落後，直

抵漂亮的牡丹小站，搭上區間車回宜蘭。 

此行

感謝活動

組總理行

政事務工

作，玟蠲

督導也隨

隊參加。

以走讀方式認識古道之人文、生態與自然環境，

除對土地產生認同，也緬懷先民勤勉拓荒的精神。

遙想過去曾是人聲雜沓商旅之路的風華年代，走

過歲月的嬗遞，現已搖身變為生態道路。 

 

註:新北市觀光旅遊局設立解說圖示將三貂嶺

古道定位為「金字碑古道」 

 

 



文化志工園地  第 83期  8/8 

 

 

 

 

活     動     內      容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常設展「紙說 中興造紙故事」 1月 1日~12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常設展「老懂軒」  1月 1日~12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宜蘭縣水墨展暨第二屆中小學水墨畫展 

〜志工線上展前培訓 
7月 26日 羅東文化工場 

宜蘭縣水墨展暨第二屆中小學水墨畫展 7月 27日~8月 29日 羅東文化工場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8月 5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970年代的日本版畫《影像與物質》 

+ 境外〜2021宜蘭版畫創作展 
8 月 8 日~8 月 29 日 宜蘭美術館 

1970年代的日本版畫《影像與物質》 

鐘有輝老師現場導覽 

 

 

 

 

 

 

 

 

現場導覽 

8月 14日 宜蘭美術館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工作協調會 8月 25日 羅東文化工場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幹部會議 8月 31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9月 2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羅東文化工場小小泰雅家巡迴展 9月 4日~9月 26日 羅東文化工場 

2021宜蘭映像節『記憶・技藝』 9月 4日~10月 10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醜小鴨故事劇團志工月會 9月 10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幹部會議 9月 10日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未竟之旅」展前訓練 9月 10日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未竟之旅」導覽演練 9月中旬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第三季季會 9月 22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縣外見學 9月 24日~9月 26日 高雄、屏東 

戲曲賞析話匣子〜漫談臺灣客家戲 9月 26日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戲劇視聽圖書室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幹部會議 9月 29日 羅東文化工場 

   

 ps.因疫情關係，上表列活動之變更事項，由各單位自行公告之。 

 

 

110年 Q3 活動行事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