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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
2004 91X116 墨 壓克力彩 畫布
畫家畫自畫像，在西洋美術史上不勝枚舉多如繁星。像畢卡索十五歲畫不梳頭
的自己，梵谷自言“我在自畫像中畫自己也畫所有的印象派畫家”；孟克悲悵“我
病痛不斷，我一生是在深不見底的懸崖邊行走，行走，”。像馬蒂斯、羅丹，也有
精彩的自畫像留世。
畫家自畫像多少是自戀情結的表達，就像現在手機自拍一樣。畫家總喜歡作
自己，作真實的自己，用自己的思惟表達別人無法撞見或深入了解的層面。畫家對
景物創作是要真情實感的表現，刻畫堅定的實在感。一幅作品的質量與畫家是否誠
實表達出本人的內在緊密連結在一起。藝術家因心性因體質而異，作品表達不同風
格，當然自畫像也就不同了。多數的自畫像，皆在外顯寫實的風格上打轉。
這張自畫像表現手法迥異於其他畫家，起用卡通漫畫、分割、結構，硬邊線
性，嬉謔的自我調侃或批判人性反胃的語境，來詮釋2003年視網膜剝落開刀後心
境，色彩的灰暗不僅視覺的隱憂也對週遭環境的感嘆，不離不棄的野百合，與相伴
三十年的破舊高筒靴，自然是表達出戀物有情的胸懷及我的刻儉思緒了！
我自畫像不多，只有少數五張，而洪根深美術館典藏兩張，一為1964年油畫，
其餘個別為國美館，高美館，台灣創價美術館典藏之。
圖、文：洪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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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林傳貴書畫收藏展
演 藝 《豬牛讚起來之悟空大戰紅孩兒》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中正國小、馬公國小開讚演出！

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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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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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弱，不要欺負我
第 23 屆菊島文學獎

自由年代 / 金嶼「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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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全縣藝術歌曲比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為推廣本縣音樂文化，拓展藝術欣賞層面，文化局辦理全縣藝術歌曲比賽，鼓
勵學生及民眾踴躍參與音樂活動，培養民眾欣賞音樂之美，110年全縣藝術歌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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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訂於110年11月24日(三)在澎湖縣演藝廳舉行，比賽組別分為國男獨唱組、國女
獨唱組、國中重唱組、高男獨唱組、高女獨唱組、高中重唱組、社男獨唱組、社女
獨唱組、社會重唱組等9組。
報名時間自110年10月19日(二)至10月29日(五)，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
12時、下午2時至5時，報名表請逕送文化局展演藝術科或傳真至9260642(傳真後請
再以電話確認)，相關比賽注意事項請詳文化局網頁(https://www.phhcc.gov.tw/
index.jsp)、文化局臉書頁面查詢(https://m.facebook.com/phhcc.gov/)，或洽
展演藝術科莊小姐，電話9261141轉232。

2021 澎湖學第 21 屆學術研討會，已開放報名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喔！
本屆研討會為以「澎湖學」的定位，跳脫現有框架、開創全新格局，於是再次
全面盤點相關研究主題及成果，將在地知識體系統中，尚未成熟發展之各面向，進
行研究與討論。本屆研討會有鑑於澎湖群島發展史與生活史，受地形、地貌影響而
與海洋密不可分，澎湖更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優良的港灣條件，成為交通往來的重
要舞台與軍事要地；在回顧過去海洋與交通相關的研究與調查，不僅篇幅不足且內
容較為侷限，為了能夠再次發展相關議題，在海上活動廣義的探討中，補足歷史記
載之不足，重新架構澎湖完整的歷史觀，因而將本屆的研討主題定訂為「從海洋、
交通視野拓展澎湖學新領域」。
2021澎湖學第21屆學術研討會將於11月6-7日（六-日）於澎湖生活博物館B1多
媒體簡報室辦理，進行「異文化的相遇」、「歷代航海與交通」、「水下與考古」
及「其他與海洋、交通相關之研究」等4大子題之探討，共安排有2場國內專題演
講、5場論文口頭發表以及1場綜合座談。
11/6及11/7兩日上午分別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臧振華所長以及財
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陳仁勇院長擔任演講人。前者將講述〈澎湖學的一個
新領域-水下考古學的開展與課題〉，臧院長（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與其團
隊，為國內水下考古最重要的研究團隊，臧院長帶領團隊長期於澎湖海域進行水下
探勘、調查活動，將以其豐富的考古經驗與會眾分享關於澎湖水下考古的最新研究
成果與概念；後者－陳院長則將以〈聖嘉民與媽祖的巧遇：天主教靈醫會在澎湖的
故事〉為講題，由祖聖嘉民所創立天主教靈醫會，之於以媽祖為信仰中心之一的澎
湖，彼此互為異文化的兩方。陳院長的演講主軸將環繞在外國宣教士近70年透過惠
民醫院在澎從事醫療與傳道故事，期待與會人員一同來了解並認識此一澎湖與異文

化相遇的最美風景。
前述的5場論文口頭發表，4大研討主題共有12篇論文即將登台發表。論文發表
投稿者不乏大專院校教授、中研院研究員等重量級人物，論文篇數多且探討範疇廣
泛，面對龐大陣容，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則是邀請多位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為論文發
表場次進行主持與現場評論，期待透過評論、交流、與討論，震盪出不一樣的學術
火花。
研討會即日起接受報名人數以100名為限，備取20名，額滿即止。請親至文化
局澎湖生活博物館服務台現場報名，服務時間為週五至週三，上午9時至下午4時至
30分（每週四閉館），報名費每人新臺幣200元整；可先行至本局官方網站活動訊
息（報名）https://reurl.cc/Y6vAAo項下登記報名後，於11月3日前至澎湖生活博
物館服務台繳交報名費用，亦可以匯款方式匯入本局公庫，並備註「大名－學術研
討會」等字樣，匯款後請將滙款收據傳真至06-9210438，傳真時請註明報名者大
名。帳戶資訊如下，銀行名稱：臺灣銀行澎湖分行、戶名：澎湖縣政府文化局、銀
行帳號：024038002822。依限完成報名且繳費者，為報名成功並優先錄取。報名相
關問題，請洽06-9210405分機6101（服務台）或6412（許小姐）。研討會之辦理將
視疫情狀況調整、延期或取消相關活動。

澎湖海洋年～擁抱大海閱讀推廣
澎湖群島，是個歷史
悠久、民風淳樸，具有豐
富海洋資源的地方，賴峰
偉縣長上任後提出「海洋
活化12箭」，辦理海洋復
育、維護漁業秩序、管制
內海汙染源等作為，全面
復育海洋，110年元旦宣
布2021年為「海洋年」，
延續過去兩年海洋活化政
策，今年以「海洋永續」
為主軸，力拚恢復昔日漁業榮景。
文化局圖書館為呼應「海洋年」政策，配合推廣澎湖海洋文化，將閱讀與海洋
做一結合，鼓勵民眾閱讀海洋、親近海洋，串聯本縣各公共圖書館合力辦理海洋年
系列活動。
擁抱大海書展
●

辦理日期：110年11月13日至12月18日

●

辦理地點：澎 湖縣圖書館、澎南圖書分館、湖西鄉立圖書館、白沙鄉立圖圖書
館、西嶼鄉立圖書館、望安鄉立圖書館、七美鄉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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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由各館挑選與海洋相關之圖書、繪本，於各館展示供民眾借閱或館內
閱讀。

海廢與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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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日期：110年11月13日(六)上午9時30分

●

辦理地點：西嶼鄉立圖書館

●

活動對象：親子20組

●

活動方式：講座、海廢DIY

●

活動內容：邀請O2Lab海漂實驗室負責人唐采伶老師進行「海漂垃圾如何變成文
創商品」講座，鼓勵大家付出行動讓地球更美好。第二階段進行海廢
魚磁鐵的DIY製作，由唐采伶老師及2位助教指導參加的民眾進行彩繪
與組裝，最後參加者與其他民眾分享交流自己對海廢議題的認知及現
場海廢魚磁鐵DIY的創作理念。活動限20組親子，有興趣的民眾逕洽
西嶼鄉立圖書館報名，電話998-1500。

鯨豚與我～認識海洋之美：
●

辦理日期：110年11月20日(六)上午10時

●

辦理地點：澎湖縣圖書館新知講堂

●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60人

●

活動方式：講座、影片分享

●

活動內容：台灣是許多鯨豚研究的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寶島，尤其在鯨豚的世界地
圖中，台灣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監督與守護角色，我們作為海島國家的
居民，仍有許多人對海洋生態不夠了解、保育觀念不夠。本次活動邀
請海洋公民基金會顧問巫佳容老師分享她與鯨豚的互動經驗，現場可
以看到她在東加王國拍攝的大翅鯨美麗的身影。

●

報名日期：自110年11月4日(四)上午9時起，請至文化局圖書館櫃檯或於文化局
網站報名。網址：https://www.phhcc.gov.tw/

永續海洋～走讀鎖港漁市：
●

辦理日期：110年11月21日(日)下午2時

●

辦理地點：澎南圖書分館、鎖港漁市場

●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約30人

●

活動方式：走讀、講座

●

活動內容：參加民眾至澎湖縣圖書館集合，搭乘公車前往鎖港漁市場，海洋公民
基金會顧問巫佳容老師介紹鎖港漁市的緣由及運作方式，配合鎖港漁
市時間參觀漁貨進港與拍賣流程，再回到澎南圖書分館介紹漁市場之
漁貨以及永續漁場等議題。

●

報名日期：自110年11月4日(四)上午9時起，請至文化局圖書館櫃檯或於文化局
網站報名。網址：https://www.phhcc.gov.tw/

110 年度影音讀書會
◎時間地點：第一場次：11月27日（六）、28日（日） 下午2:00～5:00
第二場次：12月4日（六）、5日（日） 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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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帶領講師：高世澤老師（一筆站長）
活動地點：第一天場地為文化局演講室，第二天為戶外參訪。
參加人數：每場次限20人，參加人員須18歲以上。（每場次為２個下午，均須
參加。）
報名費用：每場次每人新臺幣100元整，限11月21日（日）前至縣圖書館櫃檯繳
交。
報名日期：11月10日（三）上午9時起，由文化局網站－活動訊息報名https://
www.phhcc.gov.tw/home.jsp?id=60，額滿截止。
第一場次：－空間美學與澎湖未來聚落活化－
●

首日11/27：走入電影《高第聖家堂》紀錄片欣賞，
一筆旅行巴塞隆納所見所聞的空間美學
照片分享與解析（3小時）。
巴塞隆納在高第等新藝術主義建築大師的領導

下，建構了未來數百年將奉為圭臬的城市居住美學標
準。我們走訪新銳建築獎得主座落於隘門的緣民宿，
與民宿主人來一場空間美學的生活哲學對話，並透過
新舊建築的時代對比尋找澎湖老屋活化及空間美學價
值新定義。
●

次日11/28：走出電影【隘門緣民宿參訪】
與民宿主人進行腦波清水膜建築美學的空間設計對話，暢談澎湖老屋活化與聚

落空間美學未來發展。
第二場次：－從眾年代的個人風格經濟學－
●

首日12/4：走入電影《海的蓋子》電影欣賞，跟著一筆從世界尋找風格店家的故
事分享（3小時）
這是以吉本芭娜娜連載小說拍攝而成的小品電影。
活在當代，從眾是輕鬆的，但有時也可以看看那些
走著自己風格選擇的人，我們一起到菓葉去君彤客棧餐
廳拜訪老闆，在他的空間中從生活到客棧與餐廳，處處
都是自我選擇的風格，處處都是從眾的另外一個方向，
但那正建立著不可取代的風格。杜老師的木工與收藏及
人生之路與生活態度。
●

次日12/5：走出電影【菓葉君彤客棧餐廳參訪】
從人生經歷到君彤的一磚一瓦一木工，尋找杜治理

的風格經濟學與拒絕從眾，思考自己的風格品牌之路。

共筆家族與店舖小誌 勾畫紅木埕地方新故事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於108年製作「百步穿埕－紅木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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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策百點」地圖發掘街區不少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
事，諸如澎湖記憶、宗教信仰、飲食文化及旅宿服務等，
串連成可以自行探索和散步漫遊的文化探索點。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陽明里舊稱為「紅木埕」或
「紅毛城」，過去曾存在舊城的傳說或是紅木置放的埕
場，反映該區可能早在大航海時代起即有人類活動的痕
跡，深藏歷史文化底蘊；又恰為澎湖縣文化園區所在地，
縣內文化館舍，如二呆藝館、化石館、海洋資源館及文獻
中心等館舍集群在此。相較於中正路、中華路附近街區為
觀光客所熟知，紅木埕街區範圍是在地居民的生活圈，仍
有許多歷史文化故事值得探索。
110年至111年上半年，文化部補助澎湖縣政府辦理「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
計畫」，協作計畫「眾誌成埕：紅木埕共筆工作坊」系列活動的舉辦，以作為後續
文化園區與社區共融的基礎。系列工作坊將於110年11月起舉辦4次工作坊課程與演
講以及成果發表會，課程由長期與大溪全昌堂協作家族史並進行現地策展的吳淳畇
策劃，其中場次特別邀請長期從事澎湖廟宇文物研究的陳英豪老師與著有《物志：
從古典到現代的文學「物」語》的鄭穎教授，將透過三位分別在家族史建構、澎湖
研究與「物」的書寫技藝的分享，起手共筆書寫紅木埕。
報名網址
●

https://forms.gle/4HNEvVHVxwEnhU6M9

場次、時間與地點
●

●

場次一 「紅木埕、武聖廟與家族」
時間：110年11月10日（週三） 14:00～16:00
地點：紅木埕武聖廟（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30號）人數：20位
活動內容：
「起手書寫自己的故事～以紅木埕林家為例」—吳淳畇
「紅木埕與武聖廟 」—陳英豪
場次二「書寫家族物誌：從物到文物」
時間：110年11月12日（週五） 14:00～16:00
地點：澎湖生活博物館B1多媒體視聽室（馬公市新生路327號）人數：40位
講者：鄭穎教授（臺北醫學大學一般通識教育組)

場次三「重構家族史的技藝」
時間：110年11月20日（週六） 14:00～16:30
地點：澎湖開拓館（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0號）人數：20位
活動內容：
「重構家族店舖史：從大溪全昌堂的醫藥事業談起」—吳淳畇
  「重構地方家族史：從紅木埕林家談起」學員實作—吳淳畇

●

●

場次四「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時間：110年11月22日(週一）14:00～16:10
地點：澎湖開拓館（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0號）人數：20位
活動內容：
「家族故事敘事與私家文物詮釋」—吳淳畇
「學員實作與故事分析與回饋」—吳淳畇

澎湖生活博物館「兒童探索展區」開幕活動
◎時間地點：110年11月27日(六)上午9：30 澎湖生活博物館
「澎湖生活博物館」成立之宗旨，希望能夠以親民、在地、庶民文化傳承為主
要目標，努力貼近常民生活，成為大家的博物館，落實公共服務。
為有效運用澎博館展示空間及明確定位展區目標觀眾，特規劃該館一樓大廳為
『兒童探索區』，其展示主題分為：認識澎湖、自然生態、聽我說故事及童趣角等
四大項。以建構適合兒童觀眾豐富而多元的展示服務及學習環境，強化博物館的紮
根教育，並推動澎湖在地文化之傳承與發展。讓澎博館能夠兼顧大小參觀民眾的文
化權益，以主動、親近的態度成為一座友善體貼的博物館。
該展區經數月的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並於本(110)年4月施工，現終將以全新
樣貎與大家見面。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誠摯的邀請大小朋友們於11月27日上午9時30
分，來生活博物館與我們一起慶開幕。本活動將配合防疫措施採入館實名制登記，
並全程配戴口罩。

‧展區入口

‧展區內部

‧展區內部

‧展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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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傳貴書畫收藏展
◎時間地點：110年11月20日起至12月5日  文化局文馨畫廊
本展覽為林傳貴藝術家珍藏多年涵括本縣藝術家及旅台藝術畫家優秀作品，展
出內容以東方媒材及書法作品為主，水墨畫作形式、結構氣韻之美，及書法作品中
線條揮灑表現，不同特色生活與藝術文化美學，並為推廣藝術文化教育發展盡一份
心力，歡迎民眾踴躍蒞臨觀賞。
文化局提醒：為配合防疫措施以分流入館，入館人員須全面實名制登記，入館
時請配戴口罩及配合體溫量測、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如有發燒現象請勿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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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牛讚起來之悟空大戰紅孩兒》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中正國小、馬公國小開讚演出！
◎時間地點：110年11月30日(二)下午1:40  中正國小
110年12月1日 (三)上午10:00 馬公國小
「豬牛讚起來之悟空大戰紅孩兒」將於110年11月30日(二)下午1點40分於本縣
中正國小、110年12月1日(三)上午10點在馬公國小演出，由南投柯建宇副團長帶領
的「雷峰掌中劇團」帶來精彩的演出！
劇團於102年獲選為「南投縣傑出演藝團隊」。民國107、108、109、110年獲
選「南投縣 藝起同樂-藝術巡迴演出團隊」。目前傳至第二代由柯建宇擔任副團

長，畢業於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民國108、109年入圍雲林縣國際偶戲節，青年
主演競演徵選。近年於苗栗、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東等縣市校園、
社區推廣偶藝，竭盡所能推廣及維護，希望能將這項優良傳統技藝永久傳承。
戲劇主述大唐天子太宗派遣唐三藏往西方天竺國雷音寺取經，中途收下孫悟
空、豬八戒、沙悟淨三人為徒。師徒四人至號山，唐僧遭紅孩兒捉去。悟空兄弟大
戰紅孩兒，未能取勝。悟空欲請觀世音相助，幾經波折，終於盼及觀世音收服紅孩
兒，師徒始西行。
此次將經典故事劇作賦予詮釋，透過手中生動又靈活的布袋戲操偶技藝，讓整
齣劇情變的趣味十足，引領小朋友走入布袋戲的傳奇趣味世界，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戲!

文化局小提醒：
演藝活動仍處防疫期間，將依據文化部公布「表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規範」辦理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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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另一半
作者：布莉．貝內特(Brit Bennett)  出版社：麥田  書架號：874.57 6042:4
2020年歐巴馬最愛小說之一！
《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年度10大好書
四十年歲月，三個世代的迷惘，如果未來注
定有遺憾，什麼樣的選擇可以讓我們更接近幸
福？
十六歲那年，雙胞胎姊妹一起逃離家鄉。妹
妹絲黛兒假扮白人，成了富太太，終於得到想要
的一切。為了隱瞞身世，一生戰戰兢兢，與女
兒、丈夫之間總是隔著謊言。姊姊德姿蕾重回出
生的小鎮，守候她們年邁的母親，日子雖然踏
實，卻從未忘記大城市裡的精采生活，更放不下
從此失去消息的妹妹。
三十年後，姊妹倆的女兒也離家遠行。兩位少女像她們的母親當年一樣，各自
背負著創傷與想望。當兩人遇上彼此，新世代躁動的心靈不禁揭開陳年的家庭祕
密，所有人在時間的長流中，終要承擔起自己的選擇……
《消失的另一半》故事橫跨三代人，綜觀劇烈變動的四十年歲月，從種族、階
級到性別，人們永遠在外界期待與自我之間拉扯，對未來茫然、對親密關係寄予渴
望。當我們決定為了未來賭上過去，生命裡消失的另一半，是成長必然的代價？還
是終生放不下的過往？
《消失的另一半》是一本令人著迷的小說，作者以文學才華、令人嘆為觀止的
情節曲折，以及對角色心理的刻畫與洞見讓讀者深感欣喜。本書喚起了對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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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也喚起了種族歧視後代的影響。

第 23 屆菊島文學獎
我不弱，不要欺負我
作者：張放之  出版社：漢湘文化

自由年代

索書號: J 523 1103 適讀年齡：3歲以上

．陳育忻 ( 高中組美言金句 優等 )

正義出鞘破牆
法律持盾護航
斷 那舊式殘垣
黑暗投降 曙進新光
冬梅夏荷 岸芷汀蘭
褪去滿身標籤
迎風獨唱
自意歌

霸凌無所不在，您的孩子是否正在承
受傷害？
繪本《我不弱，不要欺負我！》帶您
與孩子一同杜絕霸凌！
可愛的童子雞，在校園生活出了狀

金嶼「落海」
．邱子峻 ( 國中組美言金句 優等 )

玄采雄獅盤據北海
潮起潮落是牠的沉吟

況，他知道自己被霸凌嗎？又想出了什麼

蜿蜒海路上

方法解決問題？最後霸凌的遊戲還存在

烙印著世代村民的足跡

嗎？透過本書，讓家長帶著孩子察覺、表
達、改變！
認識霸凌中的角色與可能發生的情
況，以及如何面對與改善！
孩子不做小惡霸，也不該成為霸凌的
標靶！
趁早發現與學習，別讓霸凌影響孩子
一輩子的人生！

踏出頂山漁民不撓的韌性
「落海」的漁婦世世代代與牠相依
是日 初一十五
你 也在嗎 ?

展覽

澎湖生活文化常設館
1/1～12/31(因1樓展區施工，閉館至10/13)

澎湖生活博物館

菊島生活，守護山海～「水保防災起步走」巡迴特展
9/12 ～ 12/31

澎湖生活博物館2樓特展館

好好說畫～二呆藝館與馬公國中美術班聯合策展
3/13～12/31

二呆藝館

洪根深美術館常設展
1/1～12/31

洪根深美術館

西嶼人文攝影‧輪普紀展
10/23～11/7

文化局文馨畫廊

林傳貴書畫收藏展

研習

11/20～12/5

文化局文馨畫廊

南管研習
1/1～12/31（每週一晚上 7：00～9:00、週六下午 3:00～5:00）

演藝廳藝文之家

文化局合唱團培訓
1/1～12/31（每週四晚上 7:00～10:00）

演藝廳藝文之家

青少年國樂研習
1/1～12/31（每週日上午 8:00～12:00、下午 2：00～4：00）

演藝廳研習區

書法研習班
10/7～12/30（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演藝廳研習區

傳統木作雕刻研習班
10/7～12/30（每週一、四晚上 7：00～9:00）

天
人
菊
說
故
事
劇
坊

海田石滬

帶領人:黃豐美、董欣婷、洪莉雅、李麗珠、趙素嬌

11月7日（日）10:00
兒童海洋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呂惠琪、尤品柔、張鳳嬌、王芝芸

11月14日（日）10:00
擁抱大海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曾玉如、蕭瑞勇、葉玉燕、顏美蘭

11月21日（日）10:00
龜鄉

演藝廳研習區

圖書館兒童室
帶領人:蔡美琪、曾瓊麗、江心月

演藝

11月28日（日）10:00

圖書館兒童室

豬牛讚起來之悟空大戰紅孩兒～雷峰掌中劇團
11/30（二）下午1:40

中正國小

豬牛讚起來之悟空大戰紅孩兒～雷峰掌中劇團
12/1（三）上午10:00

馬公國小

水師官兵與觀音菩薩的邂逅～「薄海蒙庥」匾
馬公觀音亭，居民稱「觀音廟」，主祀南海觀世音菩薩。當我們說要去觀音亭
時，有兩種涵義：第一種「去觀音亭拜拜」，觀音亭代表了居民信仰的場域；第二
種「去觀音亭玩」、「去觀音亭游泳」、「去觀音亭看煙火」，指的是觀音亭周圍
腹地及海水浴場。我們可以從第二種涵義，認識馬公觀音亭在當代居民的意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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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水環境及遊憩設施。然而在3、4百年前，「觀音亭」具有濃厚的官方意味。

從神助攻到神住宮
康熙22(1683)年施琅將臺澎
收為清朝領土，之後杜臻奉派到
福建、廣東等地考察，其中《澎
湖臺灣紀略》便是於此時所撰。

‧馬公觀音亭-「薄海蒙庥」匾

在《澎湖臺灣紀略》提到施琅當時攻打澎湖的故事。在出兵打戰前的前夕，他夢
到觀音菩薩送了一桶水。他醒後，自我解夢:「水者海也，一桶者大一統也」。而
駐紮在某座關帝廟(按理非澎湖本地廟宇)的軍官士兵，突然聽聞空中傳來謎樣的
聲音:「準備大旗50杆，將幫助施將軍討伐」。有兩位神明助攻，怎麼可能不打勝
戰？這就是施將軍澎湖勝戰的插曲記載。
清代以「觀世音菩薩」及「關帝君」信仰，取代明朝官方信仰的「玄天上
帝」，並於康熙35(1696)年由水師游擊薛奎及康熙36（1697）年水師協鎮尚宣分別
建立觀音亭及武廟，兩座廟宇當時皆由官方祭祀。因此「觀音亭」在清代象徵治理
的正統性，是今日的我們較難想像的涵義。然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觀音亭內保
存許多清代官員的匾額及楹聯，本次所要介紹的便是詹功顯所獻「薄海蒙庥」匾。
詹功顯與「薄海蒙庥」匾
詹功顯為福建福州人，生於乾隆44(1779)年，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清
史大臣列傳續編》記載，卒於道光27(1847)年。嘉慶年間，詹功顯尚未展露頭角
時，在名將王得祿麾下效命，一同剿滅海盜蔡牽，此後多年在外洋追捕海盜，有豐
富的打海盜經歷，並且累功升官。嘉慶18(1813)年詹功顯調任澎湖左營右哨千總，
從此開啟與澎湖的不解之緣，道光12(1832)年升澎湖協標右營遊擊，並署理澎湖水
師協副將，澎湖水師協的工作除了巡防海上外，也必須鎮守陸地上的各個防禦工
事，澎湖水師協的最高長官便是「澎湖水師協副將」，可見詹功顯對於澎湖海域軍
事上的重要性。道光20(1840)年清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廷命老將王得祿重披
戰袍赴澎湖駐扎防守，詹功顯時任澎湖協水師副將，期間協助王得祿各種戰爭籌備
及防堵事宜，道光21(1841)年詹功顯題補金門鎮總兵，但因戰事緊張及水師官兵缺
乏，而且金門海域並無戰爭爆發，於是暫留澎湖以金門鎮總兵身分協防，同年詹功
顯在觀音亭留下「薄海蒙庥」匾，一直到道光23(1843)年鴉片戰爭結束，詹功顯才
赴任金門，並且因協防澎湖有功與豐厚的資歷，被櫂升為浙江提督。
書法家眼中的「薄海蒙庥」
「薄海蒙庥」匾，道光21(1841)年由澎湖水師副總兵官詹功顯敬獻，上款刻
「龍飛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荷月榖旦」，下款刻「協鎮福建澎湖水師等處地方副
總兵官詹功顯敬立」。「庥」音同修，是庇佑的意思。薄海蒙庥意指「承蒙庇佑航
行順利」。榜書，即題寫匾額的大字，因字形巨大，對於整體布局、字體書寫結構
都需要花費許多心力，有時候贈匾者不一定為榜書題寫者，通常會委由書法家來代
寫。「薄海蒙庥」四個字以團狀外形避開了矩形結構，書寫者依照文字外觀設計了
大小、寬窄、方向、走勢等，讓四個字跌宕多姿。每個字下方恰都有鉤畫，因此安
排轉、折交替，形成一種韻律。
歡迎到觀音亭走走，抬頭找找「薄海蒙庥」匾，感受流暢的書寫、刻工的細膩
技巧，在寧靜中享受書法的美好吧！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e Peng-hu County

各館室開放時間

———
———————————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澎湖海洋資源館 (購票參觀)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 二呆藝館

09:00-12:00 14:00-17:00

週六至週日

◎ 澎湖化石館 (閉館整修中)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 文馨畫廊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洽公民眾請依一般公務機關辦公時間洽辦)

——
————————————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號
TEL : (06)9261141#153
FAX : (06)9275727
https://www.phlib.nat.gov.tw

澎南圖書分館

〈澎湖縣圖書館〉
◎ 澎湖地方文獻中心

週三至週五

電話預約開館

◎ 閱報/期刊區 書庫 兒童/ 視聽室

週三至週日

◎ 閱覽室

09:00-21:00
09:00-17:30

週三至週日
週一至週二

09:00-21:00

(國定假日及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休館)

Ponnan Branch Library

————
——————————
澎湖縣鎖港里309號
TEL : (06)9952749
FAX : (06)9952714

澎湖生活博物館
Penghu Living Museum

———
———————————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

〈澎南圖書分館〉
08:15-12:00

澎湖縣圖書館
Penghu County Library

◎ 中興畫廊

週三至週日

TEL : (06)9261141~4
FAX : (06)9276602
https://www.phhcc.gov.tw

13:30-17:30			

TEL : (06)9210405
FAX : (06)9210438
https://www.phlm.nat.gov.tw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澎湖開拓館

〈澎湖開拓館〉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Penghu Reclamation Hall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TEL : (06)9278952
FAX : (06)9279892

〈 澎 湖 生 活 博 物 館 〉 (購票參觀)
週五至週三

09:00-17:00

(週四休館)

第一賓館
The First Guesthouse

〈第一賓館〉
週三至週五

———
———————————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0號

預約開館

(電話06-9261141#134)

———
———————————
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13號
TEL : (06)9269413
FAX : (06)9275722

〈蔡廷蘭進士第〉
週一至週日

09:00-17:00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資訊服務站〉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馬公金龜頭礮台文化園區〉
週三至週日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09:00-12: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馬公金龜頭礮臺    
文化園區
——————————————
TEL : (06)9262180

14:00-17:00

〈 西 嶼 彈 藥 本 庫 〉 (購票參觀)
週三至週日

———澎湖馬公市新復路5號
———————————

澎湖縣馬公市莒光村10-2號

〈洪根深美術館〉
09:00-12:00

Duxingshi Village Cultural Park
Information Station
TEL:(06)9269100
https://dxsv.phhcc.gov.tw

◎ 澎湖戰役秘徑(地下坑道) 採二梯次參觀 10:00 14:30 (購票參觀)

週三至週日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
保存園區資訊服務站

14:00-17:00

(週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洪根深美術館
HUNG KEN SHEN ART MUSEUM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15-1號
————————————
TEL : (06)9265203

西嶼彈藥本庫
——————————————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村1-5號
TEL : (06)9981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