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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耿一的藝術創作探索 

 

 

蔡獻友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吳守哲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工程系講師 

 

摘  要 

閱讀劉耿一近四十年來的創作，其內容總浮現出一種愁緒和一種潛藏、低沉

而迴盪不已的聲響，且不斷撞擊視者的心靈。善感的劉耿一，在其纖細的心靈裡

不斷映現著親人與土地的交織影像，這影像是內在真實感受的投影，在每個模糊

隱晦的臉龐裡，總交織著內在千百記憶，在低沉迴吟的色調層疊中，如露水般沁

浸每個觀者的心靈，且也撥動自己靈秘地帶的絃琴。 

劉耿一畫作中的人物形象，或沉靜內斂如詩和哲學般的謎樣；或雄偉、激昂

表現出心靈的狂嘯。畫中的人物容貌，消融在層層交疊的色彩肌理中而模糊不

清。這是生命底層的沉思與吶喊，也是透過自己的審視而所提出對所有生命的沉

思與吶喊。 

   

關鍵字：風格、絕對自由、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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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文獻中的「寮」看台灣空間原初的存在： 

以高高屏史發展為例 

 

 

鄭水萍 

永達技術學院講師 

 

 

摘  要 

台灣「寮」空間是筆者探討台灣一系列空間命題之一；是台灣的原初建築形

式，不被歸為主流建築－「厝」等主流觀念、制度內的建築形式空間。 

台灣明清華人時期形成許多「寮」空間聚落；「寮」，是台灣史上，從原住民、

明清華人時期到現在的一種傳統「非主流建築聚落空間形式」。其涉及台灣－高

高屏空間發展的歷程；本文探索的時空範疇，以台灣明清時期文獻、高高屏空間

發展為主；對動物而言，大半的動物---每一隻動物會自己挖洞棲息；每一隻鳥會

自己築巢而居；每一隻蜘蛛會自己結網。人類建築自己的空間，也屬於原初的本

能；人類逐漸分工後，有匠師、建築師，卻失去本能；台灣「寮」空間，從台灣

原住民時期或原初的發展而言，是原初建築迄今，重要的一種建築聚落空間類

型；原住民時期「寮」建築空間，「番寮」，可能是台灣漢原「寮」空間的起源；

華人最初結寮的工法形式可能來自原住民：「俱照社番居屋建蓋。」；原住民另

有：「社寮」、「田寮」、「倉寮」、「麻裏氏冰」小寮、「草寮」、「竹寮」

等；「竹寮、草舍，移搭極為便易。」1；為華人文獻紀錄；為華人觀點下的「寮」

建築空間。大半是原住民家居房舍外，特殊的建築空間。 

對華人原初的發展而言，也是台灣原初聚落的起源、開始－－「結寮而居」；

                                                 
1 《清高宗實錄選輯》，（一），＜乾隆三十一年＞，１４８頁。 



36                                                                          鄭水萍 

 

在原初沒有大陸的匠師，及大陸的材料（如：花岡石、磚、福杉等），人民自力

造屋，形成「人民建築」形式之始；從澎湖的「漁寮」到「文人寮」（菩薩寮）；

從原初登陸台灣的「漁寮」，到城鎮、村落外圍的「田寮、鴨母寮」；以高屏地區

而言，與原住民第一線的高屏溪沿線---「蕃薯寮、瓦寮、腳帛寮、隘丁寮、莿仔

寮、下寮、象寮、內寮、竹仔寮、青草寮、姜子寮、中寮、和尚寮、寮仔、得勝

寮、埔仔寮、西瓜寮、財寮、溪埔寮、田寮、龍軍寮、竹寮、姑婆寮、三腳寮、

水寮、烏水寮、竹仔寮、溪寮、拷潭寮、大寮、上寮、後壁寮、潮寮」等；到雍

正九年以後，往下淡水（今屏東）開墾－－「（美濃）毛巾寮、金瓜寮、楊寮、

六寮、上九寮、大頂寮、三降寮、羌子寮、東光寮、河邊寮」，發展到中央山脈

（今枋寮沿山公路沿線到南橫入山杉林甲仙六龜鄉枋寮），與原住民早期第一線

接觸的「枋寮、下寮、內寮、水底寮、北勢寮、海風寮
2、新開寮、赤山寮」到

「隘寮、大路關寮、尾寮、舊寮、大山寮、牛寮、菜寮、寮地、寮仔、新寮、狗

寮、橡皮寮、四社寮等」；華人「隘寮」，也是華人防衛開闢土地最前線。 

深入原住民山區有「鹿寮」；中北部種茶、種樟腦發展出山區的「茶寮」、「吃

茶寮」、「腦寮」特殊空間；在攻防、災難上，「寮」也具有一定的用途意絡，形

成體制外、邊緣的重要空間形式；因此台灣「寮」建築空間，有其重要性。 

季鐵男評介：「「寮」的位置處於「前建築」的基本建造，是人類運用環境中

立即可取的材料，經由本能與逐漸累積的經驗所構築的一種臨時性的遮蔽物，其

實際功能以暫時的停留與存放為主，比海德格在〈建、居、思〉一文引述的農舍

還要原始，脫出於住居上的存在意涵，也不適於套入人民建築或風土建築等分類

模式，的確是在一般現象學場所理論脈絡之外的「非」建築與「非」空間。」3 

劉耿一畫作中的人物形象，或沉靜內斂如詩和哲學般的謎樣；或雄偉、激昂

表現出心靈的狂嘯。畫中的人物容貌，消融在層層交疊的色彩肌理中而模糊不

清。這是生命底層的沉思與吶喊，也是透過自己的審視而所提出對所有生命的沉

思與吶喊。 

  關鍵字：「寮」、台灣開發史、原初建築 

                                                 
2 萬隆-海豐寮土地公廟, 海豐寮潘、王姓移民自和尚寮,新開寮--後來移民 
3季鐵男：〈台灣「非」歷史記憶、歷史記錄、歷史意識與台灣「非」空間：[寮] 空間為例〉評介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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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前期（1895-1924）打狗（高雄）1 

產業發展及其領導人物 

 

 

王御風 

成功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日治前期，打狗急速發展，由一個偏僻的小商港，到 1924 年升格高雄市，

成為南台灣最重要城市之一。在這其間，可因打狗港的築港工程，分為 1895 年

至 1913 年，以及 1913 年至 1924 年兩期，前期打狗的產業發展以土地開發、建

築、運輸業為主，後期則正式啟動工業的發展，但這些工業，多半與打狗附近的

農漁業有關，並非純然的重工業。 

隨著打狗的快速起飛，也讓許多商界領導人崛起，明顯的是，因上述熱門的

土地開發、土木建設、運輸及工業等四大產業上而興起的領導人物，均為日商，

台商僅能固守傳統的農業，而政府也多與日商保持密切關係，因此日治前期打狗

的發展，甚至走向，主要是由日商主導。而此時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商界聞人，則

多半是日治初期就來到打狗，1913 年後才來到打狗者，在 1924 年多半還沒有完

全展現其影響力。 

 

 關鍵字：打狗、產業、高雄 

                                                 
1 本文敘述時間（1895-1924），打狗於 1920 年更名為高雄、1924 年升格為高雄市，但絕大時間

稱之為打狗，因此文中除 1920 年後發生之事件外，一律稱之為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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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五校通識教育聯盟」 

建立夥伴關係實施模式之探討 

 

 

翁瑞霖 

輔英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輔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學院、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高雄餐

旅學院，為了提昇五校通識教育的整體發展，乃以五校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方

式，整合及共享現有通識教育資源，有效解決技專校院通識教育發展之不足；並

突破單一校院發展通識教育在課程、師資、設備、教學及研究發展上的困境，於

九十一學年藉由教育夥伴關係策略聯盟之建立，成立了「高雄地區五校通識教育

聯盟」。 

本研究探討與分析「高雄地區五校通識教育聯盟」成立三年來具體推動夥伴

關係策略聯盟的合作方式，包括組織運作、承辦各類研討(習)會、執行專案研究

計畫及日後發展隱藏的危機等。期望藉由五所技專校院教育夥伴關係策略聯盟之

建立，為通識教育的發展開創新的合作模式；更期望能將此實施模式之經驗，提

供其他大專校院分享與參考，共同為台灣通識教育的發展而努力。 

 

 

 關鍵字：通識教育、夥伴關係、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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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謹和八田與一對臺灣水利貢獻之比較 

 

 

于蕙清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林鳳女庒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清代的曹謹與日本殖民時代的八田與一，分別建設了曹公圳與嘉南大圳，影

響深遠。本文比較這兩人之水利建設之興建動機、過程、對當地人民造成之影響，

以及對後世之影響。曹謹乃因過往政績受到肯定而被派遣到臺灣，此時鳳山適逢

乾旱，直接影響到治安。滿清的政策並不鼓勵官員興建水利設施，曹謹為了解決

民眾疾苦，排除萬難，興建了曹公圳。八田與一則是志願來臺灣一展長才，為了

配合日本殖民之需求建造嘉南大圳，並採行甘蔗、水稻輪作制，使水利工程發揮

最大的功效。兩項水利工程對當地的農業均有顯著之貢獻，雖因政權更迭，時空

轉換，而百姓至今仍心存感激。 

 

 

 關鍵字：曹謹、八田與一、曹公圳、嘉南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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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臺灣客家人務實的婚姻契約關係─ 

以民間婚姻契約古文書為立論依據 

 

 

陳瑛珣 

僑光技術學院副教授 

 

 

摘  要 

研究臺灣清代海洋家庭經濟活動，可利用當時的古文書作為研究的文本。從

詮釋歷史的角度來看，其歷史學內涵，勢必從一個古代時空系統中的意義，轉換

到現在另一個時空系統裡頭。當中記載一切發生過的事蹟，所遺留下來的文字紀

錄都是文本。如果夠細心，將可抽絲剝繭，逐一理解這些文本的主要意義。對於

古文書這類文本的詮釋，可從另一種有別於傳統政治史的立場來考察海洋臺灣。

從而可理解到其中顯示的臺灣家庭兩性互動關係的重要性。 

社會學者在解釋女性社會地位的時候，多以階級、勞動力、生理差異來說明

女性受到不平等待遇。考慮到在社會生產機制裡要生存的客家族群，人身依附於

社會組織關係密切。憑藉客家人來臺後所產生的婚姻契約內容，即可說明一向信

守儒家倫理道德的客家族群，在面對生活環境需要之時，還是得採取變通措施。 

婚書所討論的主題是婚姻與家庭。婚姻是兩性關係的合法化，家庭則是包含

一定範圍共同生活的親屬互動。先有婚姻，後有家庭，婚姻是構成家庭的基礎。

不過，在重視家庭的客家傳統社會裡，對婚姻的考量卻是以家族利益為優先。結

果將婚姻與家庭順序錯位，婚姻必須由家庭（或者說「家族」更恰當）來決定，

實際形成了「先有家庭，後有婚姻」的局面。透過招婚書這類變異的婚姻型態，

突顯出清代客家社會在婚姻與家庭議題的考量上，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發展而變

化。這種切合現實的作法，在臺灣社會開發過程裡相當明顯。 



150                                                                        陳瑛珣 

 

在這類婚姻契約中，兩性關係雖產生不同組合型態，但無論如何，一切以家

族永續經營為前提。由此可以理解，客家族群屢經遷徙，何以仍然能夠香火綿延

不絕的主要原因。本文更提供一個新的觀點，即：以客家的務實精神來重新體現

其兩性間的實際關係。 

 

 關鍵字：兩性關係、客家、婦女、婚姻契約、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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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凱族的服飾文化初探 

 

 

吳明訓 

永達技術學院 

 

 

摘  要 

服飾是人們生活上不可缺少的必需品，除了禦寒、保護的功能之外，亦具有

美觀的作用。魯凱族的傳統服飾不僅具備上述三項功能，更蘊涵傳統藝術（另有

專章探討）的特質，同時也傳達了族群認同方面的意義。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服飾本身具有以下六項社會意涵之屬性：第一、它顯示了

社會階層以及特殊身分或事蹟的意涵。例如排灣、魯凱二族，傳統上唯有貴族可

穿戴華服，並施以特定的花紋；鄒族的男子在獵得山豬後，可將山豬獠牙做成臂

環，在節慶祭儀時穿戴出來，以顯示其勇士的事蹟。第二、它與社會組織的組成

原則息息相關。例如泰雅族女子必須習得織布才有資格紋面並成家；而阿美、卑

南二族有年齡階級之分，不同階級必須穿戴不同服飾。第三、它具有男女分工的

特性。例如男子負責織布機的製作，而採麻、處理麻線則男女共同合作，但在女

子織布過程中，男子忌觸織布機，也不能跨越其上。第四、它反映了文化接觸所

造成的社會變遷。例如日治時期以前，大部分的衣服材質，均為自織麻布，後來

才大量使用由日本或大陸進口的棉布和印花布，晚近，更以化學纖維取代所有材

料，這顯然是一種順應環境所產生的變化。第五、它是族群認同的重要表徵。自

三百多年前，漢人大量進入台灣後，原住民文化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服裝方面逐

漸漢化，但在某些特定節慶祭儀上，仍繼續穿戴傳統的服裝，充分表現出自我族

群的認同。最後，它具有傳統藝術美學的意涵。基本上，服飾的色彩、圖案及形



184                                                                        吳明訓 

 

制，均符合對稱、律列、均衡的原則，並多據此呈現出獨特的風格。1 

魯凱族的服飾因歷長久之承傳，近代受到荷蘭、日本、漢文化等外來文化的

影響以及鄰近各族不斷地衝擊，在漫長的歲月中湮滅了其原有的特色。 

依據歷史文獻上片段的記載，以及就其傳統文化生態的比較研究，高業榮推

論魯凱族的原始服飾不僅簡單，在皮革衣帽上甚而和布農族密切相關，而原本以

「烏布圍遮」、「圍烏布一片」的原始服制，要等到和漢民族充分接觸後，衣飾的

變化才 

有突破性的進展，而裝飾文樣此時也略呈地方性的差異。這些演變在基本上

是他們「主動選擇」了漢民族上層社會的服飾，並融入傳統文化的要素發展而成；

在北部排灣和魯凱族的飾文方面則受到客系服飾的啟沃，從而大放異彩。迨至日

據後期，因貴族勢力式微，平民仿傚貴族的飾文蔚為時尚。
2 

 

 

 關鍵字：魯凱族、傳統服飾、服飾文化 

                                                 
1李莎莉，1999 年，《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頁 10～11，台北，漢光文化。  
2高業榮《台灣原始藝術探討》＜魯凱族的部落和藝術 10＞，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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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網路德語觀光會話教材—以推廣高雄文化為主 

 

 

 

陳欣蓉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摘  要 

近年來高雄市政府盡力推廣高雄的文化以及觀光景點，吸引外國人來高雄觀

光，推廣觀光時，最重要就是要學習外語，進而用觀光外語向外國人介紹高雄文

化。 

針對外語會話方面常常發現兩個缺點：（1）學生雖然學過很多對話，但是面

對溝通，卻無法找到適當句型，其主要原因：無法辨識溝通關鍵句型，導致每句

都重點，而卻找不到溝通重點。（2）外語學習時，學生常常扭曲自己的意願，只

沿用課文所呈現的句子，不用外文來表達自己真實情況，主要原因：傳統課文只

有呈現一個路徑，以及一種表達可能性，學生只沿用課本句型，而無法用外語表

達自己真正情況。 

為了提升現行外語會話學習效率，本論文以德語為例，首先分析研發觀光德

語會話教材的必要性，再者探討學生學習會話時的缺失，進而提出如何將德語會

話精緻化，讓學生學習輕鬆，而又有效率。 

 

 

 關鍵字：德語、觀光會話、高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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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區生態走廊系統之研究-以高雄市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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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金榮 

國立聯合大學助理教授 

 

 

摘  要 

近二十年中，永續發展成為各國政府重要的議題。其重點在探討對有限資源

的有效利用，回收、循環、再生；對環境則以保護、有限度開發使用、回復自然

生態等為指導原則。 

都市化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然，都會區中的生態走廊，非僅只為便於野

生動物增生繁殖，也為整個生態環境平衡、生活環境改善、永續發展理想，成為

指標工程。高雄市在生態走廊建設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基礎條件，如能再加以周

詳規劃建設，則永續都市環境指日可待。 

 

 

 關鍵字：永續發展、生態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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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白色瘟疫搏鬥的眾生相~~鍾理和疾病書寫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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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文學中的肺結核疾病書寫不勝枚舉，如毛姆的〈療養院裡〉、湯姆斯.麥

恩的〈魔術山〉、A.E.艾立斯的〈酷刑〉、大衛.赫伯.勞倫斯的〈肺癆之樂〉等。

就台灣的肺結核疾病書寫而言，最曲膩詳實者，首推高雄縣美濃作家鍾理和(西

元一九一五~一九六○年)，他以親身體驗描繪與肺結核搏鬥的眾生相，內容呈現

貧病交迫的家庭悲劇、描繪身心的煎熬、刻劃生死的決鬥、尋索生命的意義、傳

送關愛的力量，以及描述醫病關係，充滿慘鬱陰霾的色彩，以及濃厚的人文關懷。

無論就世界或台灣疾病書寫的文學版圖、五 0 年代的肺病醫療史，以及醫學人文

的啟發等視角，皆有其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字：鍾理和、台灣文學、疾病文學、肺結核、肺癆、白色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