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與線的鐵道行腳

點之旅是各地車站的巡禮；站與站之

間列車緊貼軌道運行稱線之旅，點與線的

旅路，李欽賢大約於19年前密集地展開這

樣的鐵道行腳，南來北往奔馳已經數不上

多少回合了。

早於19年前的漫漫長路，李欽賢，

1945年生，1967年國立藝專畢業，從事

教職25年至退休，自嘲「職場生涯25年，

卻有50年業績」，因為其間投身美術史研

究、持續繪畫創作，也嚐試文筆寫作，足

足累積25年歲月，所以連業餘所作的功課

算進來共50年。

19年前李欽賢剛離開工作換跑道，變

成美術史家、作家和畫家的怪奇身份，重

新尋求繪畫主題的開發，他開始把風景的

定義放到與台灣產業相關的課題，於是找

到了鐵道文明，將文明推至文化的層級。

以台灣美術史的認知，從來沒有人這麼瘋

狂地追逐產業風景，李欽賢把握歷史的距

離，爭取到詮釋的空間，就這樣一頭栽了

進去，對於車站，他除了用圖畫的方式為

它們留下美麗的倩影，更對台灣鐵道的歷

史如數家珍。

一開始他就設定車站為旅路的一個

景點，如果有較長的班距時間，足以悠閒

出站畫圖；進站徜徉，但若錯過回頭車

班，可能需再等上數小時，那麼這一站將

是今天旅程的終點。19年來，車站竟都是

李欽賢旅行的起點或終點，驛之旅所鎖定

的大小驛站景點，串連成車站肖像的「集

點」，若匯集排列起來亦稱壯觀。

鐵道文明瞬息萬變，往往在不知不

覺間，車站改建，鐵軌換線、車輛更新，

於是出現了報廢的蒸汽火車，棄置的舊隧

道、舊鐵橋等等，其實這都是見證台灣鐵

道史的遺跡，也是線外延伸的鐵道殘影。

鐵道行腳也不能讓這些史蹟景物缺席，它

們不僅是昔日的文化風景，更是今天難得

的歷史風景，其中李欽賢畫得最多的是，

散置全台各角落尚未解體之70餘部蒸汽

火車母，不管是台鐵大小型蒸氣機關車，

或糖鐵、林鐵的五分仔車，這些殘舊的老

車頭到底藏身何處？李欽賢開始追、追、

追，追到天涯海角，從1998年到2000年，

李欽賢花了足足2年的時間「追火車」，從

台灣追到日本，終於尋獲了一百台老火車

頭，每一部都是李欽賢親自到現場描繪，

這百部蒸汽火車的姿影，如今皆已內化成

李欽賢記憶體裡無形的元素；有形的呈現

是百幅火車素描集結成「台灣蒸汽火車速

寫」一書，李欽賢總是戲稱，這是自己小

小生命的超量累積！

對蒸汽火車猶情有獨鍾的李欽賢，

車站肖像 驛之圖畫簿

鐵道文化的愛好者—李欽賢
■ 文、攝影／李詠青

▲ 對鐵道癡迷的李欽賢，投身美術史研究、繪畫創作，
偶爾嘗試文筆寫作已超過25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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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感念它們曾是台灣產業的尖兵，也深

入追查它們的身世，研究每一部火車頭

的構造。台鐵蒸汽火車的前端煙室門扉和

駕駛室兩側，皆懸有型號銘版。英文字母

「C」開頭的是三動輪，「D」字則為四

動輪，端看動輪的英姿，揣摩連桿驅動力

道，不得不令人佩服機械設計之美，有如

象徵產業革命的巨龍。

軌道線外探訪鐵道文化遺產，是接觸

台灣鐵道史最生動有趣的入門教材；之後

李欽賢再度回到線上，點燃驛站旅情，並

發願作終身旅人，寫繪全台灣每一座現役

中的火車站。

車站往往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相逢、

別離、邂逅等各人不同的劇本；然而正值

70年代台灣農村經濟大轉型的時代，南

部的幾座車站曾經躍登歷史舞台，至今仍

為出身農村，事業有成的賢達人士所津津

樂道。這是因為他（她）們成長的年代，

台糖鐵路網四通八達，許多偏遠地區的學

子到城市就學，或求職青年北上南下，

都得就近搭糖鐵轉縱貫線火車到要前往的

城鎮。比方說，虎尾、西螺子弟就讀嘉義

中學，則必須在斗南轉車，而北港、蒜頭

沿線居民就可直接搭糖鐵至嘉義。家住布

袋、岸內一帶的學生，也有到新營的糖鐵

作為交通工具，若是麻豆、佳里的學子考

上台南的名校，就必須先坐糖鐵到隆田轉

乘。

糖鐵的記憶，昔日的通學路，曾經烙

下年輕學子的青春腳印，尤其是前面提過

的斗南、嘉義、隆田、台南等幾座車站，

經過歲月星霜，外觀卻改變不多，有的連

候車大廳的木頭座椅仍然和老車站相互依

存至今，其所承載的共同記憶，就是活生

生的歷史舞台見證者。

木造小站的鄉情

驛之旅探訪木造小站，最足以撩動

鄉情。小站往往兀自立於鄉間道路盡頭，

周遭空曠，人煙稀少，站體本身普遍規模

小，但木料造工卻非常精緻。除了上班上

學時段，離峰時間鮮少有人出入，李欽賢

經常一個人下車，來到連站務員也見不到

的荒僻小站，凝視四周空寂，對李欽賢宛

如修行道場，就算

烈日當空，李欽賢

只取一片蔭影，翻

開圖畫簿，帶著

一種比抄經還要

莊嚴的心情，虔敬地描繪車站容顏。

最能撩人鄉愁的是平溪支線的菁桐

車站，非但是木造驛舍，也是平溪線的終

點。自環島鐵路開通後已無終點站，倒是

幾條支線鐵路尚保留濃郁鄉情的終點驛。

菁桐這座1929年建造的日式木造站房，

原是應運煤礦產業人口及煤炭輸送之需而

設，如今現場仍充滿煤鄉風情，可說是別

具風味的木造驛舍。

以台北車站為中心

上下行的沿線聚落迅速
▲ 李欽賢開始的創作不乏自然素描，家中
擺設的燈塔畫作就是最好的證明。

▲ 李欽賢家中已數不清楚有幾件收藏
的火車頭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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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林鳳營」居然有人以為它只是鮮奶品

牌，竟不知真有「林鳳營」是一座車站。

後壁與林鳳營建造於二次世界大戰正

激烈的1943年，所以只是規格化的簡易站

房，小站之所以逐漸冷清，是因為公路運

輸取代了鐵道，如此，古董級的老車站方

得以倖存。

現存經典大站建築

1920年前後，台灣鐵道的設施與營

運已臻至完備，縱貫鐵路線上的大都市，

火車站是交通樞紐，也是人口流動的聚散

中心，為了使地標醒目，車站建築格外美

輪美奐。彼時階採仿西歐古典風格，凸顯

鐘樓，屋頂急斜，兩翼對稱等西洋建築要

素，業以深深烙印在市民的共同記憶中。

現在還保存原址並持續服役中的大車站，

尚有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五

站，若再加上已拆建的基隆、台北兩站，

是謂「台灣七大經典車站」。

基隆是海運興盛年代台灣的玄關，基

隆驛曾以建築極品之姿佇立於港口碼頭，

1960年代才改建成現在模樣。基隆可以說

是台灣交通史舞台的縮影，戰後海內外運

輸變成以航空為主力，基隆港逐漸沒落下

來。原先基隆是位居縱貫鐵道起點的特等

大站，待環島鐵路完成，火車由八堵叉出

開往花蓮、台東，結果環島列車都不開到

基隆，於是八堵—基隆間形成鐵道術語的

「盲腸線」，基隆頓失台灣縱貫鐵道與鐵

道史坐擁台灣頭的優勢地位。

現在的新竹車站與台中車站，幾年前

才重整門面，恢復舊觀。新竹站於1913年

竣工，台中站落成於1917年，大家仔細回

想，都應該還記得這兩座古典精緻車站，

長年被大燈箱和電子鐘擋住最精華的部

分，形同毀容，幸好整修之後終於回復了

典雅風華，變身為城市中最有氣質的公共

建築了。

擴張，老車站不敷使用，紛紛升等改建之

結果，幾乎北台灣的木造車站早已消逝無

蹤。倖存的新竹香山車站是座破陋的木造

站，只有通勤列車停靠。來到香山，抬頭

看見黑色瓦頂已有點傾圮，最殺風景的是

玄關的三角形屋簷已被不成比例的大燈箱

檔去視線，令人有點遺憾，不過空曠的無

人小站，卻享受到意想不到的悠閒午后。

縱貫鐵路海線從竹南直下彰化，幸運

的還保留住5座木造車站，依次是談文、大

山、新埔、日南、追分等站。這五座車站

造型彷彿出自同一設計，李欽賢戲稱它們

「海線五兄弟」。在每一面三角形屋簷下

都開一口圓形的牛眼窗，好像長了眼睛的

火車站，安安靜靜地長年守護鄉民。其中

有一站「追分」已經聲名遠播，很多沒到

過追分的人卻都持有「追分∼成功」的車

票，票面僅15元，硬卡製成當做幸運符，

期以金榜題名。

南部的民眾若想就近尋訪木造老站，

最著名是緊鄰台南的保安車站，以及分據

新營南北的後壁和林鳳營。保安之所以有

名，因為它以永康、保安兩站名製作「永

保安康」的幸運符打響了知名度。1980

年代，台灣木造驛舍已成為碩果僅存的稀

有建築，鐵道迷也一致公認保安是全台保

存最完整的木造站房，建議鐵路局好好維

護，鐵路局亦從善如流，細心修整保安車

站，還發行了幸運符車票，從此，

保安車站從門可羅雀的小站變成炙

手可熱的觀光景點。

至於後壁和林鳳營的木造驛

舍建築，簡直像一對孿生兄弟。今

天，後壁車站前的階梯和站前廣場因

「無米樂」紀錄片轟動

之後，已經

刻意整修；而

林鳳營則尚保

持原始風貌，提

▲ 工作室中，到處可見的火車相關作品

▲ 除了記錄車站之外，把火車所經之處的
風景記錄下來也是李欽賢樂在其中的工

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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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車站的建築稍晚（1 9 3 3年竣

工），是在全球機能主義流風普及化了的

1930年代。線條簡潔，注重功能是機能主

義的原則，3年後（1936年）改建啟用的台

南車站，亦屬機能主義的作品，兩站共通

的地方是挑高的拱門窗。不過嘉義車站的

拱窗下新建堅固的遮雨棚，不管是建材、

比率、美感完全不協調，歷史性的嘉義車

站僅剩下半截，看不出經典車站的全豹。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寺院造

型的高雄車站竣工開業。高雄車站系用更

新穎的鋼筋水泥造法，硬是將古寺院寶塔

套在車站頂部，四邊賦予復古裝飾紋樣，

由於設計堪稱得宜，新建材重返古典風，

看久了也沒覺得那裡不對勁。

目前，高雄車站為了配合鐵路地下化

及共構工程，素有「帝冠威儀」的高雄車

站主體建築，暫時往東南遷移82.6公尺，

將來會回到原址，不過，可能無法再重操

車站功能，而是象徵地位而已。

1935年大地震後的建材

台灣位處地震帶，平均隔60年會發

生激烈強震，20世紀有2次大地震，一次

是1935年「新竹‧台中大震災」；另一次

是1999年的「九二一集集大震」。第二次

才事隔11年，怵目驚心，記憶猶存；倒是

1935年的新竹‧台中大震災，災情慘重不

亞於九二一，大家卻都已淡忘了。

1935年4月21日清晨6點左右，一場

7.1級的烈震摧毀了中部山線鐵道。震央在

苗栗的關刀山附近，遂導致銅鑼、泰安車

站倒塌，跨河橋樑斷裂，所有隧道坍塌，

整條山線柔腸寸斷，火車停駛達3年之久。

泰安車站站場有一座砲彈型的「震災

復興紀念碑」，碑上漢文清晰可辨，敘述

震災的慘重損失及事件始末。這條舊山線

己於12年前被新山線取代，但是大地震後

重建的泰安車站仍屹立原地。這就是經過

地震教訓改採鋼筋水泥棟樑而建的車站，

趨向直線水平構成之特徵。

所以震災後重建之車站如造橋、銅

鑼、泰安、清水，以及同時期一併改建的

二水與橋頭等，概屬機能主義建築理念下

的小站作品。幸好這幾座地方性的車站都

尚在服役中，前往寫生並不困難，比較麻

煩的是泰安舊車站，因新山線通車後新設

的泰安站，離舊站尚有一段距離，只好冒

著酷暑徒步半小時前往。

水泥小站的共同點是平頂屋舍、圓

柱迴廊，形式簡約，旅客出入動線合理，

此類車站中規模最大的是二水車站。當作

鐵道遺跡保存的除舊泰安車站之外，橋頭

站由於與高雄捷運共構，另建高架化的橋

頭車站。橋頭舊站百年來伴隨台灣糖業發

展，功成身退後已被登錄為歷史建築了。

造橋車站最稱小巧玲瓏，因這一帶的

市集在頭份，到苗栗又很方便，所以旅客

乘降率偏低，水泥小站倒成了一處清靜樂

土。再往南行到銅鑼車站，這座車站的迴

廊新加了三根圓柱，看起來比其他小站氣

派一些。

海線的清水車站距市區甚遠，原因是

1935年的大地震毀滅了清水市街，幾乎所

有的公共建築全部遷建，於是市中心移向

縱貫公路兩側，從此搶走火車站附近的商

機。

驛站更新，風格趨新

鐵道發展日新月異，驛站設計也隨

新建材、新技術、新潮流而出現各時代迥

異的車站造型。而且凡通過市區的鐵道，

因為平交道產生的瓶頸，影響交通流暢，

所以到處進行鐵路地下化或高架化工程，

如此一來車站的形式也得因應變更。大台

▲ 李欽賢保存著台灣各車站的戳章

▲ 火車迷不可缺少的車票收藏，當然少不了永保安康的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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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區的鐵路地下化，使松山車站和南港

車站也跟著地下化，呈現寬敞、明亮的都

會建築形貌。4年前完工的「台鐵南港專

案」，系針對基隆河水患將開往基隆的鐵

道及沿線幾個車站高架化，汐止與五堵車

站已全面更新，遠離水患威脅，加上周邊

新興住宅林立，已完全走出鄉間小站的格

局。

縱貫線鐵路山線、海線分歧點的竹

南車站，旅客吞吐量大，本來就非鄉村小

站，縱然改建僅十幾年，可是造型刻板沒

個性，為趕上現代風潮，竹南車站以外牆

「拉皮」方式來整修門面，經過金屬板裝

飾的車站正面，果然煥然一新，站內售票

大廳高架，月台和軌道不變，誠屬改造車

站現代化最經濟的手法。

時髦新穎的斗六車站又是另一個案

例，在原有的基地上一邊營業，一邊施

工，完成後的斗六車站是跨站式站房，增

加後站出口，平衡市區兩端發展，主建體

為帷幕玻璃，屋頂成波浪狀，打破左右對

稱，凸顯新時代地標的象徵，堪稱地方性

車站之佳構。

斗六車站迅速變裝之後，不旋踵間，

李欽賢又聽說位於嘉南平原的大林車站與

民雄車站也正在更新。在此之前，李欽賢

已經畫好的老站原來樣貌，無意間也算是

留下了昔日見證。

探訪車站是李欽賢樂在其中的驛之

旅，於是他再度前往，果然不出所料又有

新發現。承建大林、民雄兩站的負責人黃

木壽先生，不同於一般營造商的，是對在

地文化的設想多了一份使命感，他將自己

的理念實現於在地門戶的火車站，聘請最

善於利用自然材質的建築師，將大林和民

雄車站重新打造成人性化的公共空間。還

有更富文化史觀的一筆，就是保留舊站玄

關作為新車站出入口，如此一來不但留住

鄉民的舊記憶，又將新舊建築調和出最佳

功能。新建的大林、民雄兩站皆高架化，

跨站式的流線形通道，串連前後站動線，

透過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的設計，極符合

節能減炭的環保觀念，創下了21世紀鄉村

車站更新的範例。

描繪車站肖像，刻畫車站表情，得先

深入瞭解車站今昔與當地產業興衰，方有

詮釋的真情。最近李欽賢出版《台灣原味

車站輕鬆蹓》一書，是他奔逐縱貫鐵路70

座車站，畫下、寫下縱貫鐵路通車百年的

今古風貌。

驛之旅當場寫生的圖畫簿，帶回來再

進行油畫創作，部份作品將於10月起在基

隆文化中心展出1個月，這只是李欽賢一點

點心得的發表，開個展，李欽賢的心情可

是虛心的等待他人的鞭策與批評。

車站肖像也許是李欽賢的人生工程，

奔逐鐵道或將沒完沒了，往後還有東部線

的車站、支線車站，或者任何關於鐵道驛

站的變遷等等，都是李欽賢想記錄、探索

與研究的工作，醉心鐵道生態既已是李欽

賢生命的源頭活水，車站之旅也將是李欽

賢保持活力的生命旅路。

▲ 小小的工作室，讓李欽賢有大大的發揮空間

▲ 李欽賢家中有一整面牆，牆上的書籍幾乎都是鐵
道的故事

▲ 閒暇時喜歡寫作的李欽賢，還保有一台
舊式的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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