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不見的村落
天空下的

寶藏巖
文、圖／容容

▲ 寶藏巖過去曾是都市邊緣人自力營造的生活居所，
如今已成為藝術與聚落共生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有人說，鄉愁不可說。

於是乎，有人把它摻進了食物裡，

以喚醒味蕾，好似對故鄉的淺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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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改編自作家趙冬苓文學作

品《山東饅頭》的國片「麵引子」，講述

一個離鄉背井來台將近一甲子的老兵，在

政府開放兩岸探親後，徘徊於臺灣和大陸

兩邊的妻兒間，所經歷的複雜情感糾葛，

真實映現了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

電影一開始，老兵孫厚成如同往常捏了

塊麵引子揉麵蒸饅頭，思緒漸漸回到了

1949年⋯因國共內戰，孫厚成被迫離開

家鄉的母親和妻子，落腳臺灣後因見返鄉

無望，便在臺另組家庭。多年後終有機會

返鄉，卻得不到大陸兒子的諒解，只好抱

憾回臺⋯。

電影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場景「饅頭

灶」，低矮的老屋，每天天還沒亮，年邁

的孫厚成就開始忙碌，他生起灶火、和著

麵糰，等到大鍋裡的水沸騰了，便把一個

個揉好的饅頭放進籠屜裡。這時，氤氳的

熱氣瀰漫在昏暗低矮的廚房裡，老人的身

影也漸漸變得模糊，鏡頭游移在山東饅頭

的蒸揉過程，孫厚成默默地把對家鄉無止

盡的思念揉進那一塊塊的麵糰裡，然後用

時間來發酵，就這樣年復一年，卻再也揉

不出那個回家的夢。

影片中低矮屋舍相連的眷村場景，

從揉麵蒸饅頭的饅頭灶、全家聊天的客廳

/神明廳、到團圓聚餐的餐廳等，劇中主

要的場景全在臺北市著名的歷史聚落－以

「自力造屋」演繹出錯落有機的特殊地景

而著稱的寶藏巖內拍攝，因著美術和道具

的設計布置，重現了小說所描繪的眷村風

味。

▲ 在寶藏巖看得見歷史交雜的痕跡，巷弄遊走別具
一番風情。

▲ 由寶藏巖高處下望，前方是緩緩流過的新店溪和萬盛溪，上方則
是車水馬龍的快速道路，老房子的一磚一瓦，都讓這個臺北的邊

緣地帶，有著旁觀似的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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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富想像的神秘地名

寶藏巖，這地名，給人饒富宗教色彩

的想像，又帶點藏寶的神秘感，它位在公館

底部的坡地上，前有新店溪和萬盛溪在此交

匯，背倚小觀音山。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

則名。寶藏巖，確實是因一座觀音廟而得名。

打從清朝開始就有的這座觀音廟，倚靠虎空

山小山坡而建，為公館地區泉州安溪移民的

信仰中心，歷史上曾有多個不同的稱呼，寶

▲ 寶藏巖聚落入口的這株樟樹長得挺拔英武，儼然「村子裡的衛兵」。

▲ 信箱牆承載著寶藏巖的過往和人情味，是一道
永遠不會消失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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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巖觀音寺、寶藏巖觀音亭、寶藏巖寺、

石壁潭寺、觀音媽廟等，歷來遷居此處的

安溪移民莫不來此參拜，寺內有乾隆辛亥

年的題詩碑刻，還有一塊日月八卦形的鐵

牌，鐫刻著「臺北觀音亭，大正辛酉年造」

字樣，由此可見寺院年代的久遠。寶藏巖

寺主祀觀音菩薩，因著此廟，也招徠一群

群移民到此落地生根，民國 76年 8月 5

日，寶藏巖觀音寺被臺北市政府公告指定

為市定古蹟。

穿過古剎旁的小徑，只見一處高低錯

落看起來有些雜亂的聚落被綠意包圍著，

屋舍多為磚石砌造的兩層民宅，這裡便是

自臺灣光復以來就被畫為軍事用地的寶

藏巖歷史聚落。過去曾是都市邊緣人、弱

勢族群自力營造的生活居所，依地勢而建

的聚落自成一格，造就獨特景觀風貌，村

子的範圍雖然不大，但屋舍沿山錯落的形

態，也被稱為臺北市的「小九份」。從聚

落裡「山城廣場」、「山城排練場」這樣

的名稱也不難看出一些端倪。2004年整

個聚落被列為歷史建築，是臺北市指定的

第一處歷史聚落，但不同於華山、松菸、

四四南村等舊建物，僅是修葺後再利用的

展覽場域，寶藏巖的居民與駐村藝術家在

同一個空間中生活，相關單位著手進行不

破壞原有景觀及當地居民生活的原則下，

實現了藝術造村的計畫。

將一個老舊到幾近殘破的老聚落改造

成可以永續發展的藝術村，這其間遭遇的

困難和阻礙是可想而知的，但經過多年的

耕耘，諸多藝文團體和個人的奔走，寶藏

巖國際藝術村終於在 2010年 10月成形，

並正式對外開放。原有的 82幢老房子維

持了既有的格局和樣貌，這其中有 22戶

為民宅，原住戶繼續其山城生活，名為「寶

藏家園」，其他 17戶為藝術家駐村工作

室，成為導入藝術創作者活化能量的「寶

藏巖國際藝術村」，招待旅人體驗寶藏巖

住居生活的「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藝

術與生活在這裡有了交集，居民與藝術得

以共存，社區鄰里和各類藝文創作者創造

「共生」的聚落生活基調，從此展開一場

雋永的對話。

與藝術共生

從寶藏巖的入口開始，就會看到畫

家潘羽祐以艷麗、活潑的筆觸，描畫出寶

藏巖的探訪地圖。右邊一株長在石砌牆

基上的樟樹，人稱「村子裡的衛兵」；左

邊是一面信箱牆，綠色的老式信箱一字排

開，這是臺灣很多眷村入口的標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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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幾戶民宅的牆壁上，嵌著「×宅」的

紅色家戶故事燈箱，行草的姓氏很像昔日

大宅院的標示，如今放在這老屋相連的舊

牆上，竟也多了一點裝置藝術的味道，從

這些宅院的家戶故事可以一窺寶藏巖的滄

桑過往。據說，早期遷移定居於此的僅 6

戶人家，多為榮民，他們以日據時期留下

來的軍眷宿舍和倉庫權充遮風避雨之所，

當時僅有柏油紙屋頂和木板牆，屋況不

佳，隨著生活需求與家庭人數的增加，各

戶人家開始改建房屋的工程，往前、往後

加蓋，東補補西補補，有的在房後蓋了豬

舍，養雞養鴨養鵝，有的在屋頂闢菜園種

菜，房前的巷道則變成了現在的室內空間

或庭院，只能從房屋側面開一條斜坡連接

馬路。這種從木板牆到磚牆、磚牆再到水

泥牆的改造，都是經過歲月一點一滴的累

積，靠著居民自己的雙手慢慢搭建而成的。

很多住戶一輩子住在這裡，不曾離開過，

最久的已是第五代孩子成長的場所，這些

初期移民對寶藏巖不離不棄，並愛屋及烏，

餵養著許多流浪貓狗，是名符其實的「寶

藏家園」。所以對於這些還有住戶的私宅

老院，遊客在造訪寶藏巖時切忌「侵門踏

戶」。也有一些老屋大方的打開窗子，開

門揖客，提供咖啡、輕食，讓遊客歇歇腳。

還有一些老屋則變成了展演空間、藝術家

工作室或微型聚落。藝術工坊、裝置藝術

與民家的戒線似有若無，稍不留神，就會

錯過精彩角落，拐過一個彎，看到的可能

是居民曬在外面的衣物，穿過這間房，也

可能看到藝術家的工作場域。藝術融入老

聚落，生活與藝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不

可分，走逛其中，可感受傳統與現代兩風

情，但也因為這樣，探索多了玩捉迷藏的

樂趣及意外驚喜。

依著探訪地圖的指示前行，映入眼簾

的是一幢幢依山起伏、保留著水泥調性的

灰色房子，屋前牆角鑲著繡蝕的鐵欄杆，

遊走其間，幾株老樹也親暱地挨著路、倚

著老房子，瞬間的視覺落差，猶如跨越時

光鴻溝，回到了那撿拾物資的年代。一株

▲ 名為「觀光」的藝術創作，把拿著相機的遊客變
成了主角，宛如讓遊客從鏡子裡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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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成 90度的龍眼樹，旁邊的住宅曾是寶

藏巖的第一家雜貨店，過去居民買完東西

後都會在此龍眼樹下聊天，小孩也會順勢

買個糖果飲料在那邊玩耍，不知道是不是

這樣，這株龍眼樹越長越歪。雜貨店的「老

班長」，擅長什麼都自己做，土木水電樣

樣行，是村子裡的「寶」。

寶藏巖的房子也就這樣越建越多，

幾乎占據了一整片山坡地，除了原有的住

戶，也不斷有新住戶搬進來，很多陸軍退 ▲ 名為「三角窗服務棧」的老屋是寶藏巖的
遊客服務中心，也是居民意見反映處。

▲ 這裡曾是寶藏巖的第一家雜貨店，老住戶一磚一
瓦自己打造了這幢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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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的最尾端是寶村的星空電影院，曾播放過
以寶藏巖為背景拍攝的影片。

伍的老伯伯，成了寶藏巖聚落的長期租客，

不少老兵孑然一身，終身未娶，於是就在

這裡租了一輩子的房子。由於這裡鄰近河

濱，每日出外散步成了他們固定的休閒活

動，生活用品則分次採購，一天從早到晚，

來來回回可以走上好幾趟。

寶藏巖是這些榮民的棲身之所，聚落

裡自然少不了戎馬倥傯的語彙，像是機槍

堡廣場、防空洞廣場、邊境廣場等，都讓

人彷彿看到那個年代特殊的歷史痕跡。

既混雜又融合了歷史過往與各個年代

元素，寶藏巖的特殊氛圍也吸引電影工作

團隊前來取景，尤其電影《麵引子》片中

老兵揉饅頭的場景與陳設，如今都還保留

得很完整，連木窗上的窗花都在，成為遊

客拍照留念之地。

名為「三角窗服務棧」的老屋是寶藏

巖藝術村規畫工作室，也是居民意見反應

處，有點像里長服務處，不過它最重要的

功能還是如何讓外來的遊客邊聆賞生活藝

術，邊與這裡的居民和諧相處，透過積極

與街區內外、國際間互動，與不同族群交

流碰撞，為寶藏巖藝術村發展提出富有歷

史價值意義的想法。走進服務棧可以看見

木頭牆面上貼滿便利貼，這些都是社區居

民對藝術村的活化、再生議題，積極投票，

提出意見，到訪的遊客也可以寫下對寶藏

巖的期許和想法，一起為寶藏巖按讚。這

時一抬頭，只見中正區的區花木棉紅通通

的「開」在綠色的門牌上，窗口的小紙鶴

在風中擺動，幾隻瓷娃娃歡喜迎客，讓老

屋更顯藝文的氣息。

寶村點燈  溫暖每個人

由三角窗分岔，往下是平緩的階梯，

轉過一處爬滿薛荔的街角，眼前是一塊八

卦圖形的菜園、還有水池、綠地，名為心

房廣場。這裡有一個用紅磚堆砌而成好像

客家圓樓的裝置藝術，取名「寶村點燈」，

它是寶村協會和藝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燈

節藝術作品，再現寶藏巖自力造屋生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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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精神，每到傍晚，寶燈利用太陽能

發電，溫暖照亮每一個人。

寶村協會是寶藏巖居民的另一個家，

協會的活動中心外觀就像一個大鳥窩，所

以叫做「寶窩」，裡面是一個寶村人招待

訪客的大客廳，內部從塗鴉黑板、櫃台、

植物層架、牆壁上的聚落全景彩繪、大地

圖模型、閣樓小圖書室空間等，都是社區

居民總動員，以再生工作坊和自力營造的

精神來完成的，大客廳裡會播放寶藏巖的

紀錄片。從一幅立體的大地圖模型可以一

窺寶藏巖如水流般蜿蜒的全貌，聚落下方

是緩緩流過的新店溪和萬盛溪，縱橫交錯

的巷弄、櫛次鱗比的高矮屋舍密不透風地

緊緊依靠在一起，寶藏巖就這樣置身於都

市的邊緣地帶，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

寶村協會也會以寶藏巖過去及現在的

故事為主軸，不定期的舉辦與寶藏巖歷史

文化相關的講座、活動。同時這裡也是寶

藏巖資訊交流平台，提供寶藏巖藝文、觀

光、藝術家創作等資訊，是到訪的遊客認

識寶藏巖的第一站。

露天影院 留下美麗身影

村子的最尾端是一面家庭電影院的白

牆，牆上幾株梅花綻放著。這裡是寶村的

露天電影院，曾播放過以寶藏巖為背景拍

攝的影片，並有電影語音導覽的活動，透

過聲音地圖，讓遊客在寶藏巖裡恣意聽電

影、逛電影。

▲ 電影「麵引子」裡最重要的場景，「饅頭灶」
也是寶藏巖最吸引遊客的道具。

▲ 寶藏巖的藝術與生活密不可分，到處都有令人驚喜的
發現。

March 2016 63



沿著蜿蜒的階梯往上走，來到隱身

民宅中的「植物語彙金工概念工房」，

創作者呂雪芬以植物花草為創作題材和

發想，每件作品都跟植物有關，打造出

別具巧思的銀飾和茶具，如愛心便當盒，

這裡也提供手工 DIY金工課程及青花瓷

上釉等體驗。另外一間藏身巷內的小本

書，是袖珍的手工書創作坊，完整的一

本小書打開來竟然是小食譜，宛如是動

畫《借物少女艾莉緹》的世界。

寶藏巖的燈節今年已邁入第 5年，

不同於傳統張燈結綵的元宵燈節的燈籠

或生肖燈飾，寶藏巖的「鬧巖宵」環境

藝術燈節，透過當代藝術策展手法，由

當代藝術創作者，跨越傳統白牆展間進

行全村式的展演，以半樓廣場為基地，

在現存之斷垣殘壁上搭建出虛擬生活空

間，回應寶藏巖特殊的地景與歷史脈絡，

借用燈光在山坡錯落的老屋空間，展出

各式各樣天馬行空的大型裝置，讓新店

溪水岸的寶藏巖，綻放出一幕幕眩人的

燈光。

今年的寶藏巖燈節以「邂逅那道光」

為主軸，透過各領域的藝術家參與，規

劃出開幕活動、藝術裝置作品與系列工

作坊三大區塊，讓來到寶藏巖的遊客「邂

▲ 「寶村點燈」是居民第一個通力合作的燈節藝術作品，
再現寶藏巖自力造屋生態村的重要精神，每到傍晚，

寶燈利用太陽能發電，溫暖照亮每一個人。

▼ 寶藏巖聚落的每個角落，寧靜的氛圍與景色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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逅」片刻美好，遇見不同於以往的那道光。

寶藏巖的發展是漸進式的，隨著時間

一點一滴地加入藝術元素。

作家楊志弘在「讀懂一座城市」一文

中寫道：「尋常市民的生活，正是城市居

民集體共識的生活型態，反映了城市的腔

調、態度、個性、精神和情緒。綜合上述

的生活現狀，也形成每座城市各自的城市

氣質。」

寶藏巖的居民以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

面貌敘述著自己的時光故事，露天的窯烤

麵包，手作的食物，散發著成熟誘人的香

氣，大家被吸引著，一口茶一口麵包，細

細咀嚼間，與寶村人閒話著這裡的昨天和

過往。

誰說寶藏巖這些充滿歲月痕跡的建築

不是臺北這座城市的故事？來自天南海北

的人們，集體建構了這座聚落，然後一點

一滴地通過情感、認同及傳承，將其變成

一種文化記憶。

寶藏巖，偶因於自然環境，從戰備棲

身的宿舍、城鄉移民的安身之地，到今日

的共生藝術聚落，這些都是臺北應該留存

的故事。

經歷臺北變化的寶藏巖，一直都是臺

北市一幅奇妙的景色。

▲ 藝術家為 2011年臺北國際設計大展所創作的角色，成為寶藏巖燈節的臺北尋寶隊隊員，也為台北 2016
世界設計之都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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