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朋友你們想像一下，這些樹木在

還沒有倒下變成漂流木以前，它們的身體

一定長滿了許多茂密的枝葉，對不對？把

它畫下來，代表你們對它的祝福！」我對

著一群3、4歲的幼稚園孩童，在〈神佑台

灣〉的漂流木裝置作品前，引領他們先合

掌感謝大樹保護大地，再請他們在樹幹上

畫出它們生前在高山上枝葉繁榮的盛景。

許多小朋友畫了樹木、星星、彩虹，

我瞥見一位小小朋友尚不會寫字，她畫一

棵樹冠如雲的大樹，旁邊站著一位小孩又

加上一棵愛心。只是幾根簡單線條的圖形

描繪，我已完全懂得她小小的年紀，打從

心裡愛這棵樹，她已經在心靈的原野種下

一棵茁壯的喬木。

漂流木樹塚

我凝視著她那無邪晶亮的眼睛，彷

與漂流木結一段塵緣

我頓時雙手合十低頭告訴它們：「樹

木啊！樹木，感謝你們把大體捐給我，你

們安躺的這片青草地，前有蔚藍的大洋，

後有綿亙的青山，你們的軀幹將被組合成

『TAIWAN』的台灣觀光標誌，我將會讓

更多人為你們捎來祝福，你們將與台東共

生共榮，守護海邊。蒼生看在眼裡，也該

欣羨你們，化身為瀟灑豁達，根根動人的

漂流木。你們的同伴仍埋身樹塚中，由林

務局或環保局接管。而我此生有幸與你們

■文、攝影/鄭芳和

 徐永進、鄭芳和〈神佑台灣〉裝置藝術 以粗獷的漂流
木組構TAIWAN台灣觀光標誌，橢圓形場域為祈福祭
場，邀請民眾書寫祝福語，祈求諸神護佑台灣。

▲

▲ 吳炫三〈日月星辰〉木雕  牛樟樹
頭凹凸坑洞有如銀河星斗是天雕，

樹身雕刻日月圖騰，鑲嵌牛、羊獸

骨，象徵生命擁有結束之時，星球

則循環運轉不息，具原始天趣。

彿眼前這幾根粗粗壯壯，橫來豎去的漂流

木，忽然被注入了山精水靈，還魂似的

幻化為原本蓊蓊鬱鬱的野樹，在高山上自

由繁衍，與風對話，與雨廝磨，與禽鳥纏

綿，與天光雲影共徘徊，神采奕奕地挺立

大地，恣肆地伸展，恢復做為一棵樹的尊

嚴。

回想之前，我與先生徐永進兩人從台

東海岸迤邐數百公尺堆積如山如樹塚般的

枯骨朽屍中，挑撿十幾棵寧醜勿美、寧跛

勿俊的粗野林木，載回創作基地─海濱公

園。途中我的腦海裡油然升起電影《送行

者—禮儀師的樂章》影片中那位禮儀師小

心翼翼地為往生者淨身、更衣、化妝、鞠

躬、祝福等神聖又莊嚴地儀式畫面。這些

樹無辜遭天災不測，如今在我手裡，我該

如何讓它美麗重生呢？

我仔細端詳著散置在創作區的根根巨

木，樹雖亡，那份桀驁不馴的氣

質仍在，紋理中仍透散著

如鋼的香氣，似乎它

們仍倔強地醒著，等

著看這場悲喜交集，

由死復生的生命奇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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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雖然不能再讓你們迎風搖曳，我保

證能讓你們活出另一種風采，把滄桑還給

天災，把缺憾還諸天地，活出與小草相擁

與星空對看的浪漫。」

我不知道樹是否聽到我的呼喚，我

只感覺在暴風雨停歇，陽光燦爛的此時此

刻，我雖然無法聽到你們傾訴生命裡的痛

苦，驚心動魄，那一夜聯袂奔流到海不復

返的流離故事，然而我知道你們不久將復

生，經由藝術的力量，脫胎換骨，二度誕

生。

我也不知道亡樹是否仍有高貴的靈魂

存在，繼續吐露自然的奧義，只依稀記得

古代有位琴師砍伐一株巨木作琴，卻奏出

天下最悲壯的音樂，也記得席慕容在一首

〈一棵開花的樹〉詩中卻將自己許為一棵

樹，詩云：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此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為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也許我與這些漂流木的相遇就是前世

所結的塵緣吧！

為漂流木淨身、化妝、祝福

我們在巨型吊車與小山貓的通力合作

下，把漂流木依「TAIWAN」6個英文字母

依序擺位，它們的身軀體型的確夠份量，

每每稍作角度的挪移，都需仰賴機械力，

翻動驅幹，才能順利就位，組字成形。而

每個字母都蘊含著好客又熱情的台灣人身

影。

擺置妥當穩貼後，我又請大會幫忙載

水，噴灑、清洗一番，讓它們乾乾淨淨，

素面容顏，仰躺大地。之後，又為它化

妝，刷塗護膚柏油，讓它在大自然的風雨

搥打中，鍛鍊成金剛不壞之身。這件如哲

人、如老僧、如不動的地景藝術，它的綠

色靈魂已再次重生，俯仰於天地之間。

最後，我們以小漂流木圍起一圈圓形

場域如祭場，既是樹之祭也是天之祭，邀

請民眾在漂流木上寫下對台灣的祝福。讓

台灣在眾人齊聲祝福中，在諸神庇護下，

永保安康，福祚綿延。

漂流木是來自八八水災，洪水氾濫

的自然產物，它既原生又有機，朽、奇、

野、怪，見證著台灣世紀浩劫的生態災

難，我們希望藉著漂流木的裝置藝術，召

喚在地的儀式精神，建構漂流木化腐朽為

神奇的「復魅」過程，書寫台灣子民的當

代集體記憶，傳播愛的祝福。

漂流木化身人間守護神

同樣接受台東生活美學館之邀來台參

加「東海岸漂流木國際藝術創作展」的金

大鉉、朴鏞昊是2位韓國藝術家，他們日

以繼夜以傳統雕刻刀雕鑿，不用鏈鋸，以

最原始、簡單的工具，雕出他們內在最純

淨的虔敬之心。當一尊作為守護神的〈長

丞〉和象徵人與天溝通樞紐的雁、鴨、烏

鴉等鳥形雕刻長柱〈蘇塗〉立在台東海

岸，為台灣子民召喚神祇護持台灣時，我

終於知道愛不分國界，不禁讓我微微顫

動。

藝術家從靈魂深處發出愛語，正好

療癒我們最需要被撫慰的傷口，死去的漂

流木正從每一吋肌膚復甦，湧出勃發的

力量，彷彿那立在空中的飛鳥正在替劫後

的一切生命鳴鑼開道，為大地、為生民祈

福，萬物又將欣然上道。

災難是為了重生

此外，日本藝術家矢田真之的〈再

生〉，以團團火焰刀紋象徵浴火重生的力

量。初來台，他靜心觀照了2天才逐漸沈

澱出他的創作主題，希望為我們遭受無情

天災蹂躪的美麗島嶼，燃起希望的火種，

藝術家心中的那一把火正充分流露出他內

金大鉉、朴鏞昊〈長丞、蘇

塗〉木雕  「長丞」是韓國門
神，守護村民免於災難。「蘇

塗」是雁、鴨、烏鴉等飛禽長

桿，是民眾祈求夢想成真，人

間與天上的連接紐帶。

▲

▲ 見維巴里〈守護山河〉裝置藝術  裹著白色紗布的漂流木，中間塗繪鮮明又尖
銳的紅色樹木，淌血的樹如何守護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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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田真之〈再生〉以熊熊向上燃燒的火焰象徵再生的力量

在的悲憫之愛。結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認

為火是力量，是人類由生食到熟食的主要

仲介。如火般燃燒的生命能量，為人類由

原始燒出文明，而回歸生命似火的熊熊能

量，正可為爛熟文明下日漸消蝕敗壞的山

川大地再造新生的力量。

火既無情又有情，燒出過去也燒出未

來，災難是為了重生，重生是為了享受生

命的美好，享受生命的美好是為了開展人

類的智慧，回到樸素、開放、原真的野性

思維。如果我們的心中只有「人定勝天」

的工具化理性思維，那麼我們一定不斷濫

墾原始森林，墾荒山地為平地，締造土石

流的業績，創造經濟的奇蹟；如果我們心

中仍只有「人定勝天」，那麼我們一定不

斷填土入海，開挖海埔新生

地，再造都會新文明。曾幾

何時，清代郁永河渡海

來台所見到的台灣黑

熊、雲豹、水鹿、山羌處處出沒的森林野

地，如今空山寂寂，台灣已成為全球排碳

率最高的國家，蓊鬱的山林大地只剩一片

文明的荒野。

我們究竟該如何祝福我們的土地，讓

它永遠存在著善的循環與美的再生呢？台

灣人口占全球3‰，但所排放的CO2卻占

1%，位居高檔，我們這一代實在無權為福

爾摩沙美麗之島寫下墓誌銘。

人生的命運一如漂流木

吳炫三的〈日月星辰〉，使用有6百

年以上的老牛樟樹頭為素材，當鏈鋸一刀

刀地切割時，陣陣樟香隨風飄逸，這種混

融海洋的鹹濕味，來自死樹的體香，獨具

一股逍遙的香氣。樹死猶香，宇宙的奧妙

何等神奇。

吳炫三日日迎著晨曦，在錯綜複雜、

盤根交錯的樹頭上，雕刻如原始圖騰般的

線條，象徵日月天地無盡的循環，又在死

亡的樹頭上再鑲嵌羊頭、牛頭枯骨，朽上

加朽，成就藝術的不朽。側立的樹頭含藏

無數的小石頭與土團，凹凹凸凸、坑坑洞

洞，猶如滿天星斗，那是樹根深入土壤，

紮根大地，汲取日月精華的泉源所在，也

是一棵樹與宇宙相連的血脈根源。

吳炫三說：「大自然是最好的雕刻

家，我向它學習，大自然刻得比我好。」

的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神奇力量是天

雕，是蓄積宇宙能量的自然迸放，往往是

人的思維無以倫比的。這件所雕不多的作

品比起前幾年吳炫三在一根根平直、滑順

的印尼木所雕刻的作品，確實較為耐看，

又充滿原始的拙趣，著實印證他所說的

「大自然刻得比我好」。

在自然與人為之間，吳炫三寧選自

然，熱愛原始藝術的他，也十分喜愛漂流

木。而漂流木歷經潮汐的淘洗，時間的

沈澱，泛發原始自然的質樸野趣，與他的

人、他的藝術渾為一體，難怪他已迫不及

待搬運了好幾板車的漂流木回台北，準備

馬不停蹄地雕刻，漂流木對於這位長年旅

居異國，飄遊他鄉的遊子，的確有著無以

言說的濃厚情愫，由出生的宜蘭而台北、

西班牙、美國、非洲、新幾內亞、波羅

洲、法國，永無止盡的流轉遷徙，人生的

命運一如漂流木，起起落落，盈滿流浪的

生命情境。漂流木那種被迫離鄉，不知安

歇何處的命運，似乎神秘地召引著阿三，

一步步地由晚年走回中年、少年、童年，

走回充滿無限天機，反璞歸真的根源世

界。

經濟效益斲傷生態

由阿三選中的樹頭，讓我想起美國攝

影家羅伯‧亞當斯（Robert Adams）90年

代所拍攝的一系列「返回」作品，記錄美

國西海岸因濫伐而消耗殆盡的雨林，畫面

上一棵棵殘存的樹頭，有的平整，有的留

有鋸痕，一片狼籍不堪的生態浩劫，令人

怵目驚心。亞當斯以人道的關懷為土地的

倫理伸張正義。

台灣學界的保育聖戰士陳玉峰教授則

以文字呼籲保護天然林，在《台灣生態悲

歌》一書中，他說：「林業單位數十年伐

盡台灣原生林木，多少天然林為所謂造林

而屠殺，透過餓貫滿盈的環狀剝皮，進行

▲ 包括台師大及台藝大等10個創作團隊齊
聚台東海濱公園集體創作

▲ 蔡根與北藝大創作團隊〈地上的球〉百根
漂流木串成立體的圓，意味靜止、不再轉

動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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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變更、林相改良』，活將演化百萬

年以上，地球生界珍異孓遺荼毒殆盡。」

又說：「台灣迄今為止自然生態係保育工

作最大盲點，即低海拔山區、丘陵台地天

然林的全面棄守。」他哀嚎搗毀天然林改

以農業、遊憩業的經營方式，嚴重違反台

灣總體經濟的利益。他認為就經濟效益而

論，天然林提供水文涵養、地力調節、淨

化大氣、穩定地體、公共安全、動物棲

所，河川水庫的根本保障，是台灣島維生

系統的中樞，如今海拔2,500公尺以下原

本為福爾摩沙精髓的綠色海洋，已全盤潰

利，無疑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投

下震撼人心的導彈。在我們以功利、物化

取向的社會中，若非仍有一些有識之士對

家園持續投以熱切的關愛、悲憫的疼息及

深切的反思，才能對國家政策提出最悲痛

的針砭。

受傷的樹血流成河

海濱公園的一角，數根身形壯碩的

漂流木靜靜平躺，腰身裹著白色紗布，布

上畫著如圖案般紅色的角椎形樹木，與

漆上大片柏油的黑色大樹幹形成鮮明對

比。這是原住民藝術家見維巴里的〈守護

山河〉。長於山海的原住民族人，對於倒

地的樹，他們有切膚之痛，在原住民文化

中，一向留有許多神秘的創生神話傳說，

如泰雅族的「巨樹生人」、鄒族、排灣族

的「神木創生」或卑南族、阿美族的「竹

生」神話。原住民與山川大地如同一體，

對大樹十分崇敬。見維巴里的作品，讓我

感覺那被腰斬的紅檜，血流成河，寫染大

地，以殘枝敗體向人類提出無言的抗議，

見證人類殺戮的暴力本質與大地反撲的凶

猛威力。

樹看透人心

大樹是人間的守護神，百年、千年的

巨樹，過往不是遭官方斧斤砍伐，就是被

山鼠啃囓，山巔、谷腹倖存者又遭洪水肆

虐、屍首異位，如何守護河山？這次八八

水災據報載近20萬噸漂流木由卑南溪、太

麻里溪衝撞而下，吞沒台東漁港。若依

國外文獻統計，崩塌地上倒伏木材

約有1/3被洪水沖刷到下游，因

此下游若20萬噸，總數可能

有60萬噸的樹木倒地。果

真如此，大武山的崩塌

可謂十分嚴重，重創台

灣山林生態。

你看過樹瞪著大眼凝視

著你嗎？台灣藝術大學賴永

興與創作團隊的〈祈〉，豎

立一根漂流木，樹上的大眼、

小眼早已看透人類的心，它

們只祈求不再被傷害，不再

一遇颱風，必見土石竄流，穿

流山體，切割樹木，山鳥不再

歡啼，松杉、紅檜無端流離，

一一遁入死亡蔭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楊孟哲

與創作團隊的〈足立的彼端〉，

樹足端高立於岸邊，由原鄉行走

到他地，誰遷徙了它們的祖居地？樹若有

知，它會明白「流離失所」已是當今無可

迴避的宿命，而它的性格也需由定根的固

著轉為無根的漂泊，才不至於遺憾年年。

樹由生到死皆利益眾生

當大樹佇立於3,000公尺的高海拔森

林時，它的身旁常伴隨著苔蘚、地衣或蕨

類等植物，根鬚舞動在大地，展現驚人的

莊嚴。而今它變身為漂浮在低海平面的漂

流木，舞動在大洋，海洋生態小說家廖

鴻基說：「水藻、水螅、藤壺密密麻

麻附生，花彩小魚、剝皮魨圈圈

圍繞，又自成另一個生機盎然的

生態。」無論是生、是死，在

高或低，它都利益眾生，哺餵

山海大地。這是自詡為萬物之

靈的人類可堪比擬的嗎？

台北藝術大學蔡根與創

作團隊的〈地上的球〉，是

由上百枝小根的漂流木或直

或曲，弧度、角度不一，天

衣無縫地串出一個密實立體

的圓球，由於結構堅實，地

上的球無法轉動，也暗喻著

無法轉動的地球，究竟發生

了什麼事？保育專家金恆鑣

在《救救雨林》書中寫道：

「地球的生命歷史，從有葉

綠素肇端，從失去葉綠素結束。」當熱帶

雨林消失，就是葉綠素結束，也是地球生

命的終結。

▲ 連慶忠〈日出台東〉日出的曙光隨著旗
魚躍出，象徵希望與年年有餘。

▲ 希巨‧蘇飛〈地球怎麼
了〉地球破了洞，地球

需要人類的關愛，還給

它一個尊嚴。

爛，他為被肢解死亡而哀嚎的台灣山林悲

慟不已。

藝術家以攝影、作家以文字表達的

生態主題，無論是照片的張力或文字的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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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土地倫理的深層生態學

經過這一次參與漂流木創作，我猛然

驚覺，不再活在過去只是陶醉在自然美景

的桃花源世界中，天地有大美固然值得歌

頌，然而當無言完足的生態體系正一步步

碎裂枯萎時，又焉能冷眼旁觀？

當文明逼退自然，當利益創傷生態，

自然的反撲既魔幻又寫實，現代人既已飽

嚐全球化、泡沫經濟的苦果，又因長期的

環境污染，破壞生態，物種大量消失，森

林集體焚燒，氣候極端變異，導致地球瀕

臨滅絕，人類亦將自身難保。

人類所締造的文明正面臨存亡絕續，

瀕臨毀滅的地球，將誕生新文明，以繼續

進行演化的歷程，然而如果新文明的誕

生需付出人類滅絕的昂貴代價，一如科學

家所說的地質年代大滅絕的時間，恰好都

是生命演化的重大轉折，我們何不轉換意

識，透過精神的文明轉化物質世界，放下

闊綽的奢華揮霍，揚棄毒害地球不當的化

學藥品，回歸儉樸生活，就如美國深層生

態學家史耐德(Gary Snyder)所提倡的生態

倫理思想，以萬物眾生為一體，改變文明

生活方式，推動生態改革，締造共生共榮

的社會。

近代生態之父李奧帕德（ A l d o 

Leopold）主張的「土地倫理」將泥土、

水、植物、動物都認為是與土地一體，重

視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倫理關係，人的角

色由大地的征服者到大地的公民，尊重大

地的每一份子，珍愛大地的一切資源。

轉換意識、護持地球

人間重晚晴，早已嘗盡炎涼世情，

失溫已久的大地，更需晚情，無言的山丘

尚未與世間恩斷義絕，只需生息其間的子

民摟抱入懷，細心呵護，澆注愛的火苗，

便可再次燃起生命之火，其實人要與大自

然和諧共處，只要回歸愛心與尊重即可。

人，不該自絕，比起那百年松杉，千年紅

檜，雖然只是芥子般的渺小生命，卻也是

宇宙大我的珍貴一份子，既可締造文明也

可顛覆文明，更可再造文明，只是存乎一

心而已，只要有心，災難就是涅槃，地球

就是淨土。如是，生物多樣性將不再只是

美麗的憧憬，永續發展也不再只是護生的

口號，土地倫理的深層生態將不再只是遙

不可及，無法落實的學術理念。

當聯合國報告指出亞太地區是天災

高頻率地區，全球70％重大災害如風災、

海嘯都發生在此，台灣成為全球暖化，氣

候變異下的重災區。因應排山倒海而來的

巨大災難，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呢？原住

民藝術家希巨‧蘇飛的〈地球怎麼了〉，

雕刻一個殘破的地球，其實該問的是人類

怎麼了？生在這一世代的我們有責任與義

務去修復地球，因為全球暖化，金融大海

嘯、大地震、颶風、洪水已是上蒼對人類

逆天行為的警示。

地球若是眾願之所集，世間也是共

業之所聚。願透過韓國藝術家的〈長丞〉

〈蘇塗〉雕刻上面凌空飛越的禽鳥，向

上蒼祈求，我們願意改變霸權心態，願意

轉換意識，讓心靈的愛力燃燒蔓延，我們

也願意由無情再生感恩之心，涵養善的心

念，為世代生物的綿延，護持地球的尊

嚴。

▲ 幼稚園小朋友在〈神佑台灣〉作品上寫
下對台灣的祝福

▲ 古勒勒〈五渴〉來自災區的原住民藝術家以亟
需民生物資，如南瓜及其他蔬菜為創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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