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立  臺  北  藝  術  大  學  文  化  資  源  學  院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College of Culture Resources 

第 五 期



 

 ii

文資學報 編輯委員會 

發 行 人  朱宗慶 

主    編  王嵩山 

編輯委員（依姓名筆劃序） 

王嵩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平  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吉田憲司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日本大阪） 

江韶瑩   世界宗教博物館 

呂鈺秀   私立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林崇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林會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孫大川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張  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萬煜瑤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簡秀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執行編輯  林承緯  

編輯助理  朱禹潔、李芊緰、許倩瑋、曾景斌 

封面製作  曾景斌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Editorial Board 

Publisher Ju Tzong-Ching 

Editor in Chief Wang Sung-Shan 

Editorial Committee  
 

Chang Hsun Chang Wei-An Chiang Shao-Ying 

Jian Hsiu-Jen Li Yu-Hsiu Lin Chung-Hsi 

Lin Huei-Chen Ping Heng Sun Ta-Chan  

Wan Yuh-Yao Wang Sung-Shan Yoshida Kenji   
Executive Editor Lin Cheng-Wei 

Editorial Assistant Chu Yu-Chieh, Lee Chien-Yu, Hsu Chien-Wei, Tseng Ching-Pin 

Cover Design Tseng Ching-Pin 



 

iii 

目  次 

 

論文 

01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與文化意義 

廖倫光、黃俊銘 

33 霧峰林宅宮保第建築彩繪之研究 

蔡雅蕙、陳彥仲 

83 江南文化與江南音樂 

─兼談江南琵琶的界定 

曹月 

101 張啟華的畫業 

—從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接納的脈絡探討起 

神林恒道著、鄭夙恩譯 

129 從策展「再概念化」出發 

—試論在美術館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能性 

鄭邦彥 

田野與資料 

169 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訪談錄 

鄒純強 

 

文資學報│第五期│民國九十八年│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 5│2009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College of Culture Resources 



 

iv 





 



文資學報 ISSN 1814-3121 
第五期│頁 1-31│民國九十八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 NO. 5, pp. 1–31, 2009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College of Culture Resources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與文
化意義＊

 

廖倫光
＊＊

黃俊銘
＊＊＊

 

摘要 

為解決來自社會的、墓地環境及技術供需的動態性需求或衝突，臺灣漢人墓作

具體展現的概念，包括公墓用地越來越有限而墳墓施作更加的富變化；傳統葬俗接

受了包括祖塔在內的新式墓作；以及將經營祖墳視為敦睦宗族的思維。 

墓作常有創見與轉變的臺灣傳統漢人墳墓，其根深柢固的且具活力的文化意

義，主要在於相對葬地不足及火葬盛行的衝擊，為了妥善保存先人屍骨而促使傳統

葬法持續流傳；以及在積極維護祖墳的概念下，追求繁飾的與頻繁修墓的社會態度。 

本文將選擇長時期存在的，及目前尚有後裔祭掃的傳統墳墓做為研究對象。並

從公墓與祖墳的互動經驗、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從簡樸到繁飾的墓作思維

等面向，提出臺灣漢人墳墓如何的流傳與適用於當下的敘述。 

關鍵詞：墳墓、公墓、墓作、二次葬、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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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言 

對於臺灣傳統墳墓的多樣化變貌，除了墓作匠師所稱是與個人的匠作表現有關

之外：「形體是百百種，隨人變的啦」
1
，其成因有來自分化成數階段進行的初塟、

二次葬與進塔，所搭配的多樣化藏屍構築；以及來自這些墳墓墓主的後裔子孫，常

有遷改葬之舉、講求附葬或家族合葬、與積極新修祖墳的葬俗發展。
2
臺灣漢人渡臺

前的閩粵祖居地，在明代已有在重埋枯骨的「墳葬」之前，尚有藏屍入土的「權厝」

此一暫時性的初葬階段，諸如明代嘉靖年間《廣東通志》記錄的：「死三日則權厝之

土中，三年而後，取遺骸為墳葬之」。換言之，遷改葬所需的納骨構築，在技術上提

供了初葬墓得以汰舊換新的機會。對於在各地普遍設置的甚或與聚落緊鄰的漢人墳

墓景觀（廖倫光，2003：31），本文除了探討反覆修墓所需的技術提供之外，並對壙

穴地上化及逐年成長的「祖塔」等的墓作變貌，從屢遷屢葬的民俗與墓作經驗中，

進行現象描述與意義的梳理。 

墳墓又稱陰宅（完顏紹元， 2006：13），墳墓一語依溯往著述與民間報導，通

常是指掩土藏屍骸且堆土為記的構築物。
3
回顧古代漢民族的古籍乃至清代海峽兩

岸、日治及晚近臺灣的禮俗記事中，這樣的墳墓應有堆土為記的概念，皆能相當一

致的長期流傳在漢人社會之中，舉凡鄭玄注釋《周禮‧春官》所稱：「塚，封土為丘

壟」；傳承漢民族喪葬禮儀而在清初寫成的《家禮大成》，所記墳墓，皆為隆高於地

表的構築物：「築堆曰墓，高壟曰墳，封邱曰塚，大阜曰陵」
4
；又在《臺灣生熟番

紀事》中，可見清代臺灣甚至以漢民族的隆土為記：「深埋山岡之上，堆土為記」，

視為不同於原住民殯葬之「番俗」的重要指標（黃逢昶，1885：37）；清末《臺陽見

聞錄》是用「封於土面」指認臺俗墳制(唐贊袞，1891：144)；日治時期《臺灣慣習

記事》又以現今民間尚在沿用的「墓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272），以及土

饅頭之說：「粘土塗其上，如土饅頭」（佐倉孫三，1903：6），指稱臺灣漢人墳墓；

                                                 
1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道公，訪談年度 2002 年 1 月 19 日，筆者訪談。 
2 參見徐福全 1999《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廖倫光 2003《台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

究》。 
3 本文將不採《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所使用的較廣義之墳墓定義。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墳

墓設置管理條例》之第二條：「本條例所稱墳墓，包括公墓及私人墳墓。」並且基於原住民傳統藏屍

土葬，無論室內或室外葬，並無在地表上堆土為記的報導，以及西方人、教徒墓與日本墓，其出現年

代有限、或亦無堆土、或並非普遍現象，因此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4 呂子振，《家禮大成》，竹林書局，1735，1922 楊鑑重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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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莊英章亦視堆土成塚，是辨識墳墓的要件：「傳統的墓一般都堆土成塚，高

出地面而成小土丘，所以稱為墳墓」（莊英章，1990：73）。 

這樣在傳統中長期流傳的墳墓形式
5
，在《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曾景來，

1939）、〈中國傳統喪葬禮儀要義〉（莊英章，1990）、《江浙漢族喪葬文化》（何彬，

1995）、《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徐福全，1999）、《喪葬史》（陳華文，2007）

等論及墳制的喪葬專著中，皆視墳墓是項歷代沿襲的且可類比的文化流傳物。相關

研究指出，自兩漢以下漢民族的喪葬禮儀並無重要變遷，乃至臺灣傳統墳制亦無重

要變貌（莊英章，1990：17、73），或指出至少自春秋之後，掩土築墳一直是與葬俗

並存且持續流傳的喪葬要項之一：「（墨子）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綉必繁，丘陵

必巨…這種習俗，元明清一仍相依，並且不斷增加內容」（陳華文，2007：17-48）。

由此觀之，可依據上述長期流傳的葬俗背景，以此為基礎，探究臺灣傳統漢人墳墓

有哪些具變貌的墓作發展。再則，基於研究主題與篇幅的考量，對於與墳墓及墓作

變貌的有關題材，諸如厚葬與薄葬的殯儀發展、現代化與都市化下的公墓管理及殯

葬改革、現代與傳統的衝突（黃有志，1991：204）與解決之道、掩土成墳堆之外的

其他處理屍骸方式與孤例的富豪大墓等研究課題，在本文中僅是有限的加以討論。 

傳統漢人墳墓及其墓作技術在於保存與文化流傳的面向上，可提出兩個與墳墓

變貌直接有關的問題，一是強調「以澤枯骨，而惠將來」（陳培桂，1871：71）的傳

統墳墓，在長期以來葬地漸感不足，以及民情逐漸接受火葬，更有火化塔葬已成為

殯葬主流趨勢的情形下（黃有志、鄧文龍，2002：193），傳統墳墓是如何的得以持

續流傳？再則，那些擁護傳統墳墓的後裔子孫，是基於如何的概念，發展出既要留

存舊有的、 遠可追溯至渡臺先人的開基祖墳，更要講究繁飾的與頻頻翻新的修墓

表現？本文之研究目的，是針對臺灣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此一長期存在的事實，經

由理解其現象與文化意義的過程，對上述問題尋求合宜的解答。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對此經由挖掘壙穴而後覆土藏棺所完成的傳統墳墓，將

視其為具動態變化的物質觀察對象，此對象的內容包括藏匿在地下的棺墓，及逐漸

升起至地表的浮葬墓，乃至完全興築於地表之上的納骨塔；也就是要經由墓作匠師

所完成的，且是數量眾多及便於直接觀察的人造構築；以及是在方志、風俗記事與

風土社會中，常被提及的且不容忽視的入葬話題。其次，可運用葬法古籍中就已採

                                                 
5 傳統，在此是指延續的或一脈相承的文化系統，如《字彙》「傳，續也」；《正字通》「統，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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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些特定理論，特別是通過檢視舊墳以及墳墓所在的墳場環境，探討傳統墳墓

何以能留存久遠的方法，舉凡《地理五訣》所稱：「書中多覆驗舊塋之法，何也。予

曰：地理之道應驗遲久」（趙九峰，1806：23），或是《七十二葬法》提及的：「余全

據形以斷之……盖理氣原從形勢上講出來」（尹一勺，1796：6-175）；再則，是以墳

場現地所見聞的眾多墳墓樣本進行比對，並且參考與葬地環境有關的溯往史料及匠

師報導。據此，理解墳場所見之個別墳墓的，也是逐漸擴充至整體的傳統墳墓所蘊

含的一般概念、歷史性與文化意義。  

本文針對在墓作技術、墳制及葬俗上，其同質性極為密切的臺灣漢人墳墓，從

墓作變貌與其顯現的文化意義此一課題進行討論，在此將選擇保存良好的甚或歷久

彌新的，及目前尚有後裔祭掃的傳統墳墓做為研究對象。並從公共墳場與祖墳的互

動經驗、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從實用到繁飾的墓作思維等面向，逐步的進

行認識與比對，進而提出臺灣墳墓如何的流傳與適用的敘述。 

二、公墓與祖墳的互動經驗 

社會公義性質的公墓與私塚屬性的祖墳，兩者在本質上原本並不相同，但是基

於傳統墳墓大都集中在公墓之中，且有墓地逐年受限的困境，造成需以墓作，對有

限的墓地加強保護及建立識別，因此越是晚近，越有著動態性的互動關係。 

清代初墾時期就已盛行甚或飽和的義塚，乃至日治時期的「共同墓地」或是現

稱的「公墓」，是三百多年來延續的及頗具一致性的公眾營葬方式。舉凡內政部所刊

行的《墓政管理論述專輯》指出，在時至民國六十八年全臺約計 3260 餘處的公墓，

根據方志研究與民間反映，這些公墓大都是始於清代的老墳場（蕭玉煌，1991：76）。 

至於，入葬在義塚中的死者，除了一部份是基於公義仁政，將無後裔的死屍或

是無主枯骨，就近拾埋至各地義塚內：「見骨則瘞，遂號仁人；拾地而埋，爰稱義塚」

（高拱乾，1694：250），除此之外，主要的入葬者是有後代子孫祭掃的逝世者：「自

古設立義塚，以為附近民人埋葬之地……樵牧孩童每逢清明，伺人祭掃，群討粿物」

（劉枝萬，1994：83）；或如同治六年(1867)〈竹塹堡義冢〉告示，其保護對象是有

子孫祭掃的墳墓：「竟有冒認子孫，將標領銀，墳移別處，其正子孫尋無祖骸，害更

難言……試思棺柩搬徙無定，難免損傷，而子孫無處尋墳，徒深悲戚」（陳朝龍，188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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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納眾多墳墓的公墓義塚，為避免「子孫無處尋墳」的困擾，其與墓作對應的

具體經驗，一則，是從原本的貧戶、戰死者與無主之靈，漸變為富豪也可入葬義塚

的過程中，入葬者的社會身份或生前的經濟條件，已無明顯限制（廖倫光、殷可馨，

2002：9），墳制則有追求顯榮與強固的發展；二則，使得「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

祖墳墓乎」（陳朝龍，1883：219）的祖墳概念，從不祭掃或少有維護修補的祖墳，

易被誤認為「無嗣」荒塚而隨時有被毀之虞（黃有志，1991：152），或如大溪三層

墳場的墓作匠師亦稱，未見撿骨又無維護的墳墓，皆為無後裔的「倒房」之墳的辨

識與保存概念，逐步傾向以厚葬華墳成風的（黃有志、鄧文龍，2002：174）、強調

識別的、重視修繕乃至合族共葬的墓作趨勢。據此，促使無論是在公墓之內或在公

墓之外的墳墓，其墓作從早期通行的簡葬墳制，轉趨繁飾。 

（一）拓墾過程中的義塚經營 

臺灣開發以來，無論官方或民間皆積極劃撥低開發的或公有土地，做為一般民

眾隨處塋葬之用。舉凡初墾時期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勸埋枯骨示〉此一極為

寬鬆的告文中，通報全臺府縣單位應鼓勵軍民人等，將尚未充分開發的未墾荒地，

充當塋葬之所：「為此示仰臺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未墾荒埔，果係官地，聽民

塋葬；若係批照在民，未經開闢者，亦准附近人民塋葬，不許阻撓」（高拱乾，1694：

250）。 

另外尚有由民間富紳或由庄社撥地，所自設的墳墓用地。舉凡現今新竹縣頭重

埔一帶，在入墾初期就已設置的共同墓地，是股內各佃戶藏屍所需的葬地：「各承上

手於乾隆年間合置員山仔番仔湖嵌頂埔地一所，以為各佃塋葬之地…存為各佃牧

牛；貧民埋葬處，斷不許股內外之人擅行私墾」（陳朝龍，1883：217）。 

大凡義塚，是出於義舉與善行所推動的公共慈善事業。諸如道光八年(1828)竹塹

城工總董進士鄭用錫、監生曾青華等，依據樂善慕義的社會心理，對淡水同知李慎

彝所稟報的提議：「為慕義充公，以便營葬事…緣蒙善政風行，諭令城工總董等查買

冢地，利民塋葬」（陳朝龍，1883：134）；或如《淡水廳志》記載的擇定低開發土地，

廣設公共墓地：「廣設義冢，俾小民得一坏之土，以安旅魂」（陳培桂，1871：969），

這不僅使得義塚經由漢人的墾拓進程，成為遍設於各城市與街庄社會中的重要公共

設施，並且為晚近的公墓用地與墳墓保存，奠定深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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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仁政為訴求的義塚經營，可謂好景不常，甚至在清代中期之前，義塚

公墓就已面臨過度飽和的困境。時至晚近的民國六十至七十年代，相對於都市與中

小市鎮的開發建設及房地產的土地需求，早期以聚落為中心的外圍墓地，因為人口

增加而擴大墓地範圍，而被視為土地開發的一大障礙（王鴻楷，1995：5），或如民

國七十三年時，林衡道先生對於非法濫葬的現象，從墓地管理的角度指出已相當嚴

重：「臺灣十之一、二的墳墓之土地，沒有取得合法的權利」（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1984：176）。歸納義塚公墓與其墳墓的受損成因，若以土地開發相對較低的清代為

例，概略有來自閱歲既久的自然損耗與墓地飽和；或是農林開發與侵墾因素；以及

其他的人為建設與破壞等因素。 

1.自然損耗與使用飽和 

早期土地開發主要是可耕地，相形之下非生產用的葬地，則有公墓、私塚及「未

經開闢者，亦准附近人民塋葬」等多種設施。然而，隨開發的由南至北，臺灣各地

亦隨土地飽和以及墳墓多集中在公墓之內等因素，而有葬地漸感不足的報導。舉凡

乾隆四十三年(1778)蔣元樞卸任臺灣知府，由其在此之前所著述的〈建設義塚殯舍碑

記〉為例，當時臺灣首善之區的臺南府城各處義塚，受到經年累月的自然損耗與墓

地飽和，此時就已是放眼儘是滿目瘡痍的隨處亂葬，且已面臨無地可葬的困境：「郡

南北郊及魁斗山等處，皆有義塚。但閱歲既久，葬者益多；纍纍井槨，穿陷於道，

殊為可憫」（蔣元樞，1778：69）。 

2.農林開發與侵墾因素 

低利用的墓地一直是土地開發的重要目標，人鬼爭地的下場，古墳遷葬的情形

就在所難免。針對公墓區的農林開發與侵墾，清代新竹地區的歷任同知及知縣，曾

經三番兩次的頒布禁令，然而效果極為有限。諸如咸豐元年(1851)所立〈義塚石碑〉

的指控：「未墾以前，附近民人葬墳不少，自墾以後，藉墾混界，破罐露體，漫山遍

野」（不著撰者，1895：121）；或光緒元年與二年針對竹塹城南門外，藉故侵墾混佔

官地義冢的違法行為：「不意奸民仍將冢地栽種相思樹木，陰翳叢雜，致貧人死無葬

身之地，骸無乾淨之所」（陳朝龍，1883：137）。 

 

3.其他的人為破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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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林開發之外對於義塚公墓的人為破壞，大都與城鄉發展快速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舉凡道光二十九年(1849)礙於竹塹建城工程，將新竹城內與城外的墳墓，辦

理清塚與集體遷葬：「廳治東門內外前皆叢塚，道光己酉年由各董事捐資清塚，將骸

骨收掩數處」（陳培桂，1871：73），這樣基於城鎮建設及公共衛生所造成的墓地遷

移，在日治初期開始更在各地經常發生，如臺南市大南門外墓地的逐年縮減（胎中

千鶴，2008：131）；或是嘉慶十八年(1813)彰化地方的土石盜採，對於義塚的破壞：

「屢因不法之徒，奸貪漁利，盜挖赤塗、砂土、樹頭，以致山崩石墜，骨骸暴露，

不可勝數」（劉枝萬，1994：83）；又如光緒十三年(1887)縣府告示中所指稱的，牛車

對於墳地的無情踐踏：「近聞有一種牛車不按舊時車路，輒敢向義冢之上逕意直行。

不恤陰靈，遑云追遠，不修切德，甘自喪心。輪鐵所經，坏土竟成虀粉」（陳朝龍，

1883：139）。時至將要改朝換代前的光緒十九年（1893），知縣葉意深依舊是出示曉

諭嚴禁牛車破壞墓地：「金山面為縣治之祖山……且其地近在郭外，捐作義山；故邑

中人多叢葬於斯，荒冢纍纍難以數計，豈容牲畜踐踏。乃附近村農陟山耕作，任用

小車駕牛運物，所過之處損壞甚多」（陳朝龍，1883：140）。 

（二）公墓內的祖墳保護措施 

按清代《會典》官職及庶人塋地，皆有定制，且將當時稱為義塚的公墓責成地

方官保護：「不容他人侵佔，著地方官保護，勿致毀傷……故備載前賢之可考者，以

垂久遠」（周凱，1839：73）。時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之前，臺灣知府蔣元樞亦提及

地方官應遵奉聖訓，積極增設義塚為其份內要務：「地方官加意增設義塚；聖訓諄切，

尤宜遵辦，以廣皇仁」（蔣元樞，1778：69）；或如嘉慶七年〈義塚護衛示禁碑記〉

所記，替一般窮民和無主屍首選擇空地以便多設義塚，確實是地方官的治民職責：「窮

民無力安葬；並無親屬收瘞。該地方官務擇隙地，多設義塚，隨時掩埋，毋許拋露」

（黃典權，1966：438）。 

在雖稱公墓義塚的各地公共墓區內，由於大都是有後裔祭掃的先人藏屍所，自

然成為從初墾時期直至今日，私人的「祖墳」數量 多的場所。例如咸豐二年(1852)

〈員山仔番子湖冢牧申約併禁碑〉敘述清代公墓的管理保護對象，即是普遍民眾的

私人祖墳：「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陳朝龍，1883：219）。 

慈善機構屬性的清代義塚，原指窮人乃至無姓名可考的無主屍骸之集體墳場，

由此不難理解其墓作多屬簡樸。然而事實上，若舉原為清代雞卵面義冢而在日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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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制的十八尖山共同墓地為例，其中不乏八品武職封贈「修職郎」、六品武職封贈

的「武信郎」、清末富紳林汝梅等地方要人之墓（李匡悌，2002：81）。尤其，是參

與《淡水廳志》撰輯的「道銜分部郎中」林汝梅，在生前聲名遠播且富甲一方，然

而死後亦於日治昭和年間，遷葬於此墳場內，與一般凡夫俗子及無名墓穴混置（廖

倫光、殷可馨，2002：9）。這些數量不少且入葬原因不明的地方要人墳墓，其佔地

雖屬有限，但在墳制或裝飾上，相當追求雅致與華美的品味。 

（三）公墓外的祖墳與墳契使用 

祖墳必須有賴陽世子孫的祭掃與管理，才得以完善的往後世流傳。舉凡雲林縣

斗南鎮林子黃姓聚落的嘉慶年間之渡臺祖墳；或是位於嘉義市大林鎮北勢子永定江

姓聚落西緣的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江姓祖墳群（邱彥貴，2008：157），皆是經由單姓

村的全村人力，將公墓之外的古墳，依據舊觀維護至今的範例。 

在將祖墳視為後裔所擁有的一種私有產權的社會情境下， 為積極的祖墳保護

措施，當是在公墓之外，保有一紙墳契作為憑證的私塚。將祖墳自公墓之內往外改

遷，被認為是陽世子孫表現孝道的合法行為，如〈竹塹堡義冢〉告示碑文所指出的，

後裔子孫將祖墳移別處的遷葬，在清代就已被官方所允許：「所有該處墳冢，如有真

正子孫情願遷葬者，自應聽從其便」（陳朝龍，1883：137）。 

民間極為重視公墓之外的祖墳產權，尤其在涉及墓地有關的田契簽署之際，更

為明顯。基於民情使然，清代田產買賣就有不得賣斷田中祖墳的紀錄，舉凡《清代

臺灣大租調查書》1076 頁所記，在咸豐七年(1857)的田契文書，寫著需將祖墳原地

保存的田契文書：「界內原有祖墳一穴…不得遷移左右前後，只得原穴安葬」；或是

同書 728 頁登錄的，在道光十年(1830)所立，在田中尚有不得賣斷的祖墳之田地賣出

字契：「田中有祖墳一穴…其墳前墳後兩邊四處田照舊耕作，永不得經易」。 

此外，亦有將非耕作田地的舊有墓地賣出，改由新業主安葬祖墳的案例。依據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該書 576 頁記載，道光四年(1824)就有買下他人窨墳，用來

營建墳墓的案例：「田面茲有土窨一穴，坐北向南，給與甘清喜安葬祖墳」；該書 551

頁又有將荒埔轉賣異姓，闢建為祖墳地的字契：「其荒埔時交付鄭應元、鄭應魁兄弟

前去開築風水，安葬祖墳」；再舉 575 頁的地契買賣紀錄，明文將原業主的土墳一穴，

交由異姓買主做為修築祖墳的用地：「隨時四界內埔地土墳一穴，概行指交元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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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人等修理祖墳」。 

綜之，透過這些早期字契，可見重視新建或修建祖墳的觀念，由來已久且深植

民間。這也有助於能強化墳地保固與加強識別的墓作技術，在此祖墳保護的觀念下，

得到有力的支持。 

三、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     

無論是在技術與墳制二方面，墓作皆具有漸變的、階段性的動態變化。漢民族

的墓作技術，基礎工項在於挖壙與掩土工事，舉凡中國唐代帝王陵墓就是以宏偉隆

土或自然的山陵，藉此陵墓炫耀功勳，卻少有立碑的情形（王雙懷，2000：153）；

或如臺灣早期葬俗無論初葬或是遷改塟的墓作，都要以土封穴，可窺豹一斑。 

其後，這樣的堆土築墳技術在歷經長期的傳承之後，在晚近以來，經由水泥匠

作以及陽宅匠師轉作於墳場的影響，又有相當劇烈的變貌。臺灣傳統墓作是逐漸的

將土堆形式化或廢除，以及將壙穴向地表提昇為浮葬或陰塔，至於附屬構件則有多

樣化繁飾的發展。若舉盛行狀況對上述變化給予分期，簡易墓堆的盛行時期約在民

國四十年代之前，其後是陽宅匠師積極轉作墳場的時期，至於包括陰塔在內的祖塔，

則盛行在民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 

（一）傳統土墓的施作項目 

經由眾多墳墓樣本之間的比對，並理解與墓地擇址有關的地理狀況，也就是如

風水古籍所稱方法：「以墳比墳，恭以形家龍穴砂之斷驗」（趙九峰，1806：5），應

不難得知在各式各樣的墳墓樣式中，首要的是以土方掩埋棺槨的墓堆墳。在此之後，

才有將骨甕擺在地面，再覆土料，並經各種外觀修飾與石碑所完成的風水吉墳，

後再繁衍出可收貯數位的乃至巨量骨甕的祖塔。
6
據此，傳統墳墓的掩土現象可由剖

面加以觀察，概略有地下壙穴的沉塟、地上化的浮葬、局部覆土且多為吐葬的陰塔

等數種發展，至於相對「墳墓」的構築則是不覆土的陽塔（圖：1）。 

在上述發展中，傳統土墓的墓作要項，除了隆起於地表的墓堆之外，尚有為保

護墓堆免於水蝕雨侵的危害，而有的地下壙位及附屬構件群等施作項目。 

                                                 
6 祖塔容量有如宜蘭羅東武淵練氏大公墓的十位，在埔里、水里常見僅容二位的祖塔，桃園縣全境與臺

北縣、新竹縣沿海等福佬與客家鄉鎮內的祖塔容納，較其它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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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墓堆墳 

臺灣傳統漢人墳制的基本形式，是不立碑牌的而有如土饅頭的一坏黃土。以泥

土夯實者民間稱之「墓堆」，若以石灰夯實者則稱「灰墼墓」或「白墓墳」（圖：2）。

大都作為初葬用途的墓堆墳，外觀極為簡單是其特色。據悉由於這樣的墓堆僅是前

後不分的、且無任何標示的一堆土坵，因而就連後代子孫都曾有拜錯方向的趣聞。
7  

在前人著述中已注意無碑牌的墓堆，是與建立碑牌的正式墳墓形成對比：「鑿地

僅二三尺置棺，粘土塗其上，如土饅頭。經過三、四年，而開棺洗骨，改葬於壙穴，

建標；但貧者經數年猶不能改葬，土饅頭沒於草萊之間」（佐倉孫三，1903：6）；或

如《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七卷所記載，對於僅在平地上覆土掩棺的墓堆，是以

未立墓碑為其特徵：「所謂風水係建有石牌者，稱為墓堆者未建石牌」（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1991：272）。 

這種在目前公墓裡已不多見的原始墳制，可經增修或改建的墓作，成為有碑碣

記誌的碑墓，甚或有如陽宅而尚有掩土的陰塔、或是無掩土的陽塔。 

2.地下壙位 

土墓概略有墓堆與正式墳墓二種，地下壙位是這種二分法中，重要的但是從外

觀上不易察覺的關鍵。不過，若是換個角度，從墓堆的地表下部份加以認識，就容

易明瞭為解決藏屍納骨的「塟」或「葬」
8
，所挖掘的壙位是否在地面之下，是判斷

到底是初葬或是二次葬墳的重要參照。 

為求肉屍快腐快化，初塟就必須貼進潮氣流通及生物分解能力 強的通氣層土

壤。通氣層是夾在地表與地下水線之間，能夠通氣且容許水份互滲的淺土層。若非

如此，缺乏水氣而長期不爛的初塟肉屍，常會乾縮成皮包骨般的「木乃伊」（黃文博，

1992：166-172）；或是水份停滯造成過溼而有如醬料，甚至有塘虱寄居的腐屍。
9
因

此，為避免肉屍未「化」也就是俗稱「蔭屍」為害的困擾，初塟勢必要入土夠深且

通水氣。 

相形之下，撿骨後所需的枯骨保存，雖然也要考慮濕度適中，避免潮氣不足而

                                                 
7 報導自林宗里，臺南縣新市汕砂，時年 47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2 月 28 日。 
8 依據調查「塟」大都用於入土藏屍，如血塟、大塟；「葬」常指廣泛的入葬。 
9 報導自地理師范姜龍一，桃園縣新屋清福堂擇日館，時年 47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4 月 28 日，筆者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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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骨頭遭致老化或龜裂粉化的危害，但是已不像初塟一定要有化肉水份的需求。又

為了便於反覆開墳揀骨，更促使二次葬的正式墳墓，大都是採取將地下壙位升高至

地表之上，再以土方覆蓋住納骨甕壜的「浮葬」墳墓。 

上述壙位地上化現象早在清代之際，就已是墳場中的常見景觀。舉凡《臺陽見

聞錄》所見證的，在慎重其事的將枯骨收存進正式的風水吉墳之際，骨罈僅僅是擺

放在地表而已：「臺俗人死埋葬後，必揀骨於甕壜，富者用石灰、窯磚，封於土面」

（唐贊袞，1891：144）。因此，諸如臺南市安平墳場常見的「浮葬」（廖倫光，2003：

119），是將金斗甕擺放在不需下挖的平地上，然後直接從骨甕上覆土培護的施作，

已是全臺海濱與平原上常見的一種葬法。 

3.附屬構件群 

傳統土墓施作為因應雨蝕水侵或為穩固土方，因而產生有助於改善墓堆水土環

境的多種附屬構件。依據臺南縣新市大道公庄墓作匠師的經驗觀察，
10
可依據構件形

態與其水土功能，將墳墓附屬構件匯整為一字碑牌構件群、環溝排水構件群、外緣

高肩構件群等項（圖：3）。個別附屬構件群在於墳墓剖面上的對應關係，概略是豎

立在中央的碑牌構件群、較低的溝與環構件、較高的外緣高肩構築等的高度配置。 

由於附屬構件群是在「墓堆」的掩土基礎上，由匠作刻意增添的人工物件，在

繁飾墳墓的社會需求下，又有價廉物美的水泥與陽宅匠作轉至墳場的助力，使得二

次戰後的這類構件常有創新的豐富變化。 

(1)一字碑牌構件群 

在隆起墓堆的前端，為阻擋墓龜土方的前傾，常以石碑與墓耳構件拼組成一字

形的大面牌面。舉凡臺南所稱的「蝦蛦婆」而在新竹改稱「見光式」的簡易碑墓（圖：

4），其整體平面有如半月形，牌面則形同擋土牆 （廖倫光，2003：51），是採用一

字碑牌構件群的典範。 

 

(2)環溝排水構件群 

在墓堆外環部份，加入淺溝或矮環一類的排水構件將有助於地表排水。配置有

                                                 
10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道公，訪談年度 2002 年 1 月 19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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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心圓且高度有限的環溝構件，俗稱上有「溝」或「圈」以及「環」。大致有內宅

環或稱交椅背、墓龜環或稱內環、矮牆的外環或稱後宅及山灣嶺、水巷、內溝、外

溝（廖倫光，2003：8），與 外圍的位於披山內緣的陽水溝，以及南部客家墓龜上

特有的「束圈」等項。溝環排水構件雖說名目眾多，然其功能僅限於疏通落雨與土

方養護之用。 

(3)外緣高肩構件群 

高度落差更大的且在墓堆外緣應用的外緣高肩構件群，包括以高牆環抱在墓堆

外圍的「外環」或稱「山灣嶺」，與興築在後方的「假外宅」，以及將石碑後的交椅

背，高度拉高至碑牌以上的「駱肩」或稱「肩」等構件。 

此一擋土作用 為紮實的水土構件群，是與中國東南近山地區的「椅子墳」之

墳圈或稱高椅靠、交椅梢（何斌，1995：157），藉由環弧形的高牆，以達成防水護

墳的原理相通。另外，高肩構件的高度落差，依據匠師說法在山坡地內高度較高，

在平坦之地才可降低構件高度：「看山勢，山勢較高山灣嶺就較高，較平埔（山灣嶺）

不可超過墓牌」
11
。 

（二）陽宅匠師的轉作墳場與修墓   

日治之後墓地管理漸趨嚴格，使得可用墓地日益縮減。此時為精挑吉地而需屢

葬屢遷的遷葬舊俗，已不如以往盛行，取而代之的是在老墳原址上，反覆的進行修

繕、擴增及改建等，強調推陳出新與專業化的修墓施作。 

漢民族的墳墓構築，從原本的如《禮記》所稱「古也，墓而不墳」的地下藏屍

構築，逐漸改進為隆起在地面上的、堆土為記的墳堆。此一轉變又是古代漢人講求

厚葬的重要表現（具聖姬，2003：33-34），這使得自春秋戰國開始的帝王或是要人

墓陵，在外觀上，高聳宏偉而如地標般的立足於曠野之中，是藉由以土示之的視覺

效果，營造具紀念意義的人文地景（宋航，2006：65）。 

在漢代之後，雖然有晉朝為例的薄葬思想的抵制，然而厚葬之風誠如《喪葬史》

所稱，歷代以來直至晚近「一直保持著一個旺盛的勢頭」。只是直至清代至民國初年，

墓堆規模已不如古代般的講求壯觀（陳華文，2007：46-53），不過，在墓堆立面的

                                                 
11 報導自李榮芳，台中縣后里，時年 48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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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與象徵上，在清代之後的中國南方（圖：5）與臺灣，卻有趨於華麗的衍變（完

顏紹元，2006：164-165）。  

上述經由墓作以展現顯貴的厚葬概念，亦隨著入墾移民輾轉傳播至臺灣。如時

至清代咸豐年間的厚葬時尚：「臺地飾終皆從厚，被劫所以多也」（劉家謀，1855：

12）。其後，在地下藏入珍寶的作法，雖已淡薄，然而在彰顯祖德的厚葬趨勢下，晚

近以來的修墓風氣，則表現在陽宅匠師的轉作墳場、與陽宅有別的陰宅技術、地方

墓作的風格差異等，促使傳統墳制更加創新與多樣化。 

1.陽宅匠師轉作陰宅 

可廣泛應用在建築營造及裝飾修面的水泥作，是陽宅匠作移轉至陰宅的首要指

標。據悉約在民國四十年前築墳砌墓多屬草率，大都是由自家親友施作，晚近才由

泥水師傅包辦（黃文博，1992：49）。另外，專業的修墓施作，大多數並非運用在簡

陋的大塟土墓上，而是用在撿骨後所需的正式墳墓上。 

這些墓作匠師在日治中期以後，尤其是約略在民國四十至七十年之間，將原應

用在陽宅建築上的施作技術，舉凡普遍應用的水泥粉光與砌作、南臺灣的洗石子、

剪黏泥塑、中臺灣與安平的彩繪、宜蘭的貼磁磚、台北地區的打石與雕花等，陸續

的轉作至墳場，適時的回應通過修墓，得以彰顯祖德甚或招福避禍的社會心理。 

試舉宜蘭三星的墓作匠師邱俊明為例，其原本是從事造廟安石堵的陽宅匠師，

在轉業墳場之後所見「一年一年變」的墳制演變，據稱其實是和陽宅的流行風格相

當。如水泥粉面流行一段時日之後；約在民國六十年後改由馬賽克磁磚貼面大肆盛

行；其後又有二丁掛之類的修面風氣。
12  

2.陰宅與陽宅的匠作差異 

完成一門墳墓的墓作匠師，常見打製墓碑的「打牌仔」師傅，以及與陽宅匠作

差距甚大的墓作水泥匠，諸如臺中后里墓作匠師所述：「建築與這不同途，寸尺不同。

陽宅和陰宅就不同……叫伊來抹作粗胚，會啦，叫伊來洗石仔底、叫伊來開寸尺，

無法度啦」
13
。 

陰宅與陽宅的匠作技術比較，陰宅裝飾較注意細部的與象徵性的巧飾，墓作項

                                                 
12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邱俊明，宜蘭縣三星鹿埔，時年 55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3 主要報導自李榮芳，臺中縣后里，時年 48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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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常基於一時的風俗變化，而進行調整。如在宜蘭別稱為「風水厝」、「厝形」或

「祖宗佳城」的房屋形家族墓，原本在墓前所採用的日式四角燈座，具有諧音「出

丁」的求子祈福意味，不過其後又認為四角形易招煞犯沖而不再採用；進而也將風

水厝的屋頂四角，從一般的方角改採圓角造形；至於，曾經流行一時的獅龍壁飾，

也在晚近被認為先人尚且要仰賴子孫奉祀，怎有餘力養獅養龍因而不繼續沿用。
14  

3.地方墓作的風格差異 

陽宅匠作轉用於墳場的一段時日之後，基於各地技藝專長或是墓作的求新求

變，造成臺灣墳制約在光復之後至民國七十年之間，開始傾向地方性及重視繁飾效

果的風格表現。因而，使得各地方的匠作傳統與人文狀況，能在此穩定的墓作風氣

中，得到特殊的延續與調適。舉凡《台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究》以及

曾在臺灣南北墳場從事墓作的泥水匠所描述，臺北墳墓是以當地生產的觀音山石片

貼面為特色；新營以南地區的墳制及洗石子裝飾，是全臺 為複雜者；至於，安平

地區是將整個墓龜以水泥覆蓋；南部家族墓有所謂六角、八角、四角的平面格局，

是「平架」式的獨棟祠堂；墳場常設在山坡地的新竹，則將俗稱「陰塔」的家族墓，

埋藏在俗稱「穿地龍」的土坑之內；其他地方亦有各具區域性表現的墳制。
15  

除此之外，彰化墳墓常在屈手壁堵上貼彩瓷或是彩繪；宜蘭常見貼馬賽克與拱

形帽仔頂的「陰牌」墳墓（圖：6）；安平墓碑上的彩繪磁磚，則見彩繪大師陳玉峰

等，以黑白色釉藥，所點描繪成的遺像畫作為其特色（圖：7、12）
16
；或是作廟堵

的石匠兼作墓園石雕等現象，顯見陽宅匠作對於墳制與裝飾的影響。 

（三）祖塔興築風潮與陰塔墓作 

在經濟條件許可及家族具共識的條件下，將水泥作充分應用的祖塔，是約在民

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的三十年之間，自北臺灣的福佬與客家地方開始流行，且方興

未艾的擴散至全臺各地的一種藏屍選擇（徐福全，1999：510）。據報導只需一門水

泥磚造的祖塔，就足夠收容大量的骨甕，以及將四散各地的墳墓集中祭掃等優點：「甕

                                                 
14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邱俊明，宜蘭縣三星鹿埔，時年 55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5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6 報導自彩繪匠師陳壽彝，時年 75 歲，2008 年 8 月 23 日，筆者訪談。陳壽彝報導其父陳玉峰曾經從

事陰宅磁磚彩繪，安平鬼仔山墓地內至今尚有數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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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硿一門，四散做介麻煩」
17
。由此觀之，一則，祖塔是介於傳統墳墓與公共的納骨

設施之間，一種替代的或過渡的藏屍構築；二則，祖塔的磚造墓室，比棺槨更具保

護作用且容量大增，這點與東漢開始，以拱券形磚室墓取代木槨墓的作法（陳華文，

2007：145-148），其仿照陽宅居室而擴大貯存量的意圖相當。 

在北臺灣，稱以水泥施作而有如房屋或庫房的家族墳墓為「祖塔」，其中又有「陰

塔」與「陽塔」之分。覆土保護壙硿的祖塔稱「陰塔」、「陰硿」或「家族墓」
18
，民

俗上尚屬「墳墓」；無土掩蓋壙硿的祖塔，則稱「陽塔」、「明硿」或「納骨塔」。除

此之外，苗栗與高屏客家稱之「家塚」；福佬語有稱其為「墓厝」；桃園大溪乃至廣

東汕頭皆有「硿仔」用語；又如福建同安當地話則稱「棺間」；廣東省陸豐潮州話稱

為「棺窖」；廣東陸河客家話稱之「陰亭」
19
。上述語詞，皆有構築一處空屋，以便

將棺木或骨甕，加以貯藏之意。 

能收存大量的骨甕、比傳統墳墓更為豐富及具創意的陰塔與陽塔，亦是當代水

泥墓作的重要變貌。不過，陰塔尚屬掩土覆蓋壙穴的「墳墓」，至於無土覆蓋而無「墓

堆」此一墳墓要件的陽塔，就不宜列入傳統墳墓中討論。 

1. 陰塔與陽塔的墓作衍化 

水泥建造而有室內貯存空間的家族墓，俗稱「祖塔」、「硿仔」或「風水厝」。祖

塔又可概分為必須在墓塔上覆蓋泥土的「陰塔」或「落土硿」，及完全不掩土的「陽

塔」或「明硿」（圖：8-10）。由此觀之，墳制演變到了陽塔此一階段，已完全脫離

傳統土葬的入土觀念，諸如桃園大溪福佬地方的墓作匠師所述，陽塔與陰塔的差異

在於掩土一事：「作明的叫明硿，甲作落土仔無同款」
20
。 

又如桃園海濱地區報導，指出高度僅限一層樓又稱「穿地龍」的水泥造「陰塔」，

早出現在民國四十年前後。其後，約在民國七十幾年間，由於墓地不足以及當時

的公墓管理較為鬆散，因而盛行可達二層或多層樓高的「陽塔」。陽塔的方位地勢已

被劃訂的公墓所侷限，因此據稱已無法適用形家的相地之術：「所以說那（陽塔）就

                                                 
17 報導自李進衍，桃園大溪湳溝自宅，時年 70 歲，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18 家族墓又有大型土墓式或稱「巨塚」，而內常有較大磚槨或墓室者；以及地上化較明顯，墓室仍加以

覆土的陰塔。不過，巨塚與陰塔兩者之間，界限並不明朗。 
19 報導自徐雀林，福建省同安縣頂下埕，時年 41 歲，2006 年 8 月 28 日；陳少景，廣東省陸豐縣，2006

年 8 月 29 日；羅偉達，廣東省陸河縣狐狸坳，時年 50 歲，2006 年 8 月 29 日，皆為筆者訪談。 
20 報導自墓作師傅蔡慶火，桃園縣大溪三層庄尾寮，時年 35 歲，2006 年 4 月 9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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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風水，無穴……比如以前建塔（陰塔）要選地理，要有好的前案後岸，看來龍，

看水路。有公墓以後，只要抓方位」
21
。 

2.祖塔的盛行地區 

經田野訪談與參閱溯往資料得知，祖塔一詞及祖塔構築出現甚晚，但是基於能

貯存大量骨甕的優點，已使祖塔成為北臺灣常見的納骨構築，並且逐漸的推廣至全

臺。值得注意的是不應將祖塔盛行地區，與客家地方劃上等號，溯往研究已有南部

客家與福佬，皆少有祖塔，相對的在北臺灣不分「閩粵」皆有祖塔的論述（徐福全，

1999：510）。 

此外，依據田野報導與觀察，在民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盛行祖塔的宜蘭縣南部、

臺北縣市、北桃園六鄉鎮、新竹市、及新竹縣與苗栗縣的局部臨海地方，是福佬優

勢地區；再則，這類家族祖塔約創始在昭和十年至十三年間(1935-1938)，已知地點

有宜蘭縣羅東練氏及新竹縣新豐張氏，新竹市雞卵面泉州南安曾氏（李匡悌，2002：

52），蘇澳亦有年代相當的盧氏祖塔（圖：8），這些地點多數在福佬地方。 

相形之下，南部客家尤其是屏東縣客家地方，祖塔極為少見，在《臺灣民間傳

統喪葬儀節研究》一書中亦指出「南部之粵籍皆罕見此類風水厝」；至於北部客家的

祖塔應用，也不能視其是具備一致性與普及性的族群文化表現，若以時至今日的苗

栗縣中南部的三義鄉雙湖、苗栗市龍崗、三灣鄉大南埔、卓蘭鄉矮山、及新竹縣東

南的北埔鄉、竹東鎮軟橋為例，在這些客家地方的大型公共墳場內，放眼所見多數

是土墓景觀，且持續的有土墓修築的需求，祖塔則極為少見的或有限的散佈在這些

客家墳場外緣。 

3.祖塔的樣式來源與承載量 

新型的祖塔樣式，除了是由匠師自行模索乃至創舉之外，常見挪用陽宅樣式的

案例。例如宜蘭 早的水泥造「陽宅形」或稱「厝形」的家族墓，據悉是由羅東福

佬地方的武淵練姓家族，在昭和十三年(1938)的鹿埔公墓內所創建的開基祖之「大公

墓」（圖：9）。當時的泥水工程是由羅東街上請來的陳正芳承攬，由於這種厝形的構

想在當時尚屬首創，並無現成的案例或圖面可供參考，於是就根據羅東市內至今尚

                                                 
21 報導自客籍地理師田有祥，桃園縣觀音白玉村，時年 64 歲，2006 年 4 月 21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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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范姜診所」，依照其磁磚貼面的牌樓興築這門祖塔的牌面外觀
22
。 

小的祖塔，在容量上與祖墳相當，可小至四或六人的祖塔在東北角稱為「厝

仔子」，意指小型的「陰厝」或「墓厝」
23
。家族成員將散佈於各地荒郊野地中的初

葬和二次葬吉墳，匯聚於高層化、樓房化、特殊化與地上化的祖塔內，已成為臺灣

殯葬俗慣中的一門顯學。舉凡塔樓共計五層，呈六角尖頂與漢式裝修的桃園縣觀音

鄉大牛欄「葉五美祖塔」為例，塔內的骨甕承載量早已超過二萬四千門之譜（圖：

10）。此一原籍在廣東陸豐的觀音地方望族，憑藉血緣關係所發起的清明掃墓大典，

據報載場面極為壯觀，常湧進近七千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派下子裔，至祖塔前參與盛

會。
24 

四、從簡樸到繁飾的墓作思維 

傳統漢人墳墓或具地方感的新墳修築，皆是經由流傳久遠的墓作技術所完成。

自古樸實用漸至繁飾宏偉的各種傳統墳墓，可從祖墳與傳統土塟技術的保存意識、

新興的水泥墓作對葬俗的影響、後裔是傳統墳墓的維護者等墓作思維，理解墳墓不

僅是功能性的藏屍構築，並可將其視為後代子孫，為表達尊崇先賢的孝道表徵，乃

至各家族藉此凝聚族脈情感的概念下，使得傳統漢人墳墓成為可歷久彌新甚或精益

求精的文化流傳物。 

（一）祖墳保存意識與傳統土葬技術 

基於後裔子孫的保存意識而流傳至今的漢人古墳，大都是具土墓形制的有主祖

墳25。 傳統漢人葬俗 重視的是入土為安的親土思想，舉凡《新竹縣采訪冊》所指

清末社會對於喪葬的概念：「俾使死者得土為安」（陳朝龍，1883：137）。原本僅藏

                                                 
22 報導自練錦源，宜蘭縣羅東武淵，時年 80 歲，訪談年度 2008 年 4 月 17 日，筆者訪談。 
23 報導自墓作師傅吳文瑞，臺北縣貢寮福隆田寮洋，時年 61 歲，訪談年度 2009 年 3 月 26 日，筆者訪

談。 
24 楊德宜〈7000 人祭祖，住巴西趕回來〉《聯合新聞網》，2008 年 4 月 5 日報導，取自 2008 年 9 月 10

日，http://blog.xuite.net/akay27/akay?&p=5。觀音大牛欄葉氏原籍在廣東陸豐時，是以福佬話為母語，

且在〈是福佬人還是客家人〉一文中亦強調大牛欄的葉氏是福佬人，而不是客屬（葉倫芳，2007：

24-27）；此外亦曾求教過《臺灣客家地圖》作者邱彥貴，其亦肯定此一見解，訪談年度 2009 年 4 月 7

日。 
25「有主」墳墓是指有後人祭祀者。如恆春東門外有「恆春鎮無主之靈」納骨塔，就是無人認領之枯骨

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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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媽二人的泥墳土墓，若有後代祭祀，則如《臺灣私法人事編》所記在忌日與清明

時節，就有祭掃活動：「公媽忌日，清明佳節，應當奉敬，禮所當然」（不著撰者，

1994：478）。其後，經由世世代代的維護，初期的公媽墳墓，就能升格為子孫定期

會祭的「祖墳」甚或「開基祖墳」。 

舉凡雲嘉地區的眾多單姓村中，其對道光初年之前修築的祖墳，是採原地及原

貌保存的方式加以保存（圖：11），顯示著祖墳與姓氏開基地，對照著後裔群聚地的

相互指認之意圖（邱彥貴，2008：156）。綜之，祖墳為主的古墳表徵著姓氏群體的

存在，後裔群體又是祖墳得以長期保存及展現意義的社會力量。 

上述這類土葬墳墓的墓作技術，大致僅限於地表以下的壙穴開鑿、整地與掩土

成墓堆，也就是屍體得以妥善土葬的葬法（陳華文，2007：180）。這樣的傳統土葬

技術，在臺灣又衍生了從單純的藏屍初塟，漸進為寄巖、正式墳墓、陰塔與陽塔之

納骨塔的多種樣貌。 

常見的與土葬有關的藏屍納骨葬法，有沉葬、吞葬、浮葬與吐葬。在早期臺灣

有壙穴具相當深度，且適用於初塟的沉葬法：「臺人重葬典，棺槨必選良材，坑穴必

欲深，最稱古聖賢喪死之遺旨」（佐倉孫三，1903：4）。除此之外，在撿骨之後，先

在山岩開鑿巖洞，再將骨甕收貯在橫穴之內，而有如吞葬法的寄巖墓作：「貧者即以

瓦甕置諸山中」（唐贊袞，1891：144）。另外，是臺南安平墳場常見的，將擺放於地

面的骨甕覆土封實的浮葬法（圖：12）：「臺俗人死埋葬後，必撿骨於甕壜，富者用

石灰窯磚封於土面」（唐贊袞，1891：144）。 後，山坡地常見需增修半圓形墓埕的

墳墓，以及目前在北臺灣越來越盛行的「陰塔」，大都是尚需掩土而有如吐葬法的納

骨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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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墳墓衍化、葬法與貯藏物一覽表 

貯藏物 
編碼 墳墓衍化名稱 葬法 有無火化

屍 骨 灰

連續關係 

(隨後的遷改葬) 

1-1 初葬 

(凶葬大葬) 

沉葬為主、吐葬
無 ●   寄巖或吉墳或進塔

1-2 寄巖 吞葬 無  ●  吉墳或進塔 

1-3 正式墳墓 

(吉墳) 

浮葬、吐葬 
無  ●  進塔(或遷葬吉墳) 

1-4 陰塔 吐葬為主、浮葬 無或有  ● ● 無 

2-1 陽塔 (無覆土) 有   ● 無 

註：1.貯藏物欄項之「灰」，包括灰燼及縮骨的骨灰。 

2.1-1 至 1-4 為堆土為記之墳墓，2-1 為墳墓所衍生之非墳墓的藏屍納骨建築。

早期寄巖有鑿土封洞以藏屍，亦屬墳墓概念，並有半葬的俗稱。 

將多樣的土葬技術反應在漢人葬俗上，大致可分為藏屍初塟，以及二次葬時將

骨甕以灰作磚封於土面的風水吉墳，或將骨甕置諸山中的寄巖葬，乃至局部覆土的

「陰塔」等類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土葬技術，對應的仍舊是「入土為

安」與「堆土為記」的概念，並且越至晚近，越有壙位逐漸往上提高的地上化現象。 

（二）水泥墓作對葬俗的影響 

約在昭和十年(1935)之後，積極的祖墳修繕，確實在各地方創造了新式或稱半西

洋式、牌樓式、家塚或家族墓、宜蘭陰牌等等，以水泥施作為主的多樣化墳制繁衍

（廖倫光，2003：83-54）。尤其，是能大量貯藏骨甕的祖塔，在符合家族共同經營

與降低殯葬開支的社會需求下，更加的促使水泥墓作成為收入穩定的新興行業。據

此，不僅促成修墓活動精益求精且力求創新，更使得原用於陽宅的水泥作及各種建

築裝飾，順利的轉作於墳場。 

長期的且穩定的修墓商機，再加上墓作匠師亦被認為掌握了「寸尺」、「字行」、

「關門」及「四水歸堂」等，與禍福吉凶有關的特殊技術，因而專業化的形象也已

大幅提升。諸如臺中至雲嘉地方，就對此新興的墓作匠師尊稱其為風水師：「作墓仔

站墓牌叫做風水師，地理師看地理」26。 

「風水師」此一行業的淵源，是與南方漢民族重視風水術與二次葬的風氣密切

                                                 
26 報導自蕭武和，嘉義市北社尾，時年 63 歲，2008 年 1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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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地理師是以風水術數為職業，此一助長遷改葬與反覆築墳的風水術，原在江

西開始盛行，其後又傳播至廣東、福建與臺灣三地（周建新，2007：141-147）。按

照臺灣民間說法，約略在民國七十年代之後，在地理師之外又有「風水師」的用語

出現。誠如《臺灣禮俗語典》所記述，在此之前少有「風水師」的方言應用：「臺灣

很少聽到風水師之名」（洪惟仁，1986：330），相形之下，時至當下則有以「風水師」

名號，專指從事墓作的水泥師傅。「風水師」之名的出現，確實是喪葬語彙中，展現

水泥墓作是越來越受到尊重的重要創見。 

為求祖墳更趨繁飾而積極修墓的行為，基本上是合乎《荀子‧禮論》指出的孝

道傳統：「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中庸》亦記有：「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

智備矣」。據此「飾死者」所需要的墓作技術，近年以來，又有極為專業及注重行銷

的企業化新貌。例如在一日的工作天之內，就可將「家族宗祠」完工的屏東縣南州

鄉七塊的傳說藝品公司，其祖塔產品遍及全臺各墳場，該公司宣傳文字，對於祖塔

兼具表達慎終追遠、合族共祀、與經濟實惠的諸多優點，給予精闢的描述：「一代努

力的建設，前代祖先再相逢，後代子孫免費用」27。 

另外，在臺灣葬俗中提倡火葬的過程，是與水泥墓作的應用歷程相當，兩者之

間幾乎是並行不悖的存在。日治以來的火葬政策及葬儀改善措施，如〈風水與變態

風俗〉《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所稱，由於土葬是依附在風水說及陰陽五行說、龍脈

說、方位說等迷信陋習上，而使得傳統土葬盛行不衰，甚至造成日治期間積極推行

的火葬措施乃至公墓整頓，成果極為有限（曾景來，1939：261）。此外又有火化土

葬的變相發展，也就是將屍骸熱縮去肉成易於進甕的「靈骨」28，然後照樣要以土墓

封儲靈骨罐，成為墓基用地並未有效縮減的「火葬墓」（蕭玉煌，1991：107）。上述

佔地頗大的土葬墓與火葬墓，基於水泥作與陽宅匠師轉作於墳場，使得墳制與裝飾

更具多樣變貌。 

（三）傳統墳墓的維護者 

傳統墳墓的祭掃與維護，是由一代傳一代的家族後裔或稱陽世子孫所傳承的。

再則，清代以來的傳統社會，數代人或全族累世同居的習俗，亦助長民俗風水甚至

是風水迷信之風，但是亦對祖墳維護有直接的助力（曾景來，1939：260）。將先人

                                                 
27 報導及文宣品提供自傳說藝品公司業者林復準，2006 年 10 月 8 日，筆者訪談。 
28 靈骨大都是指屍骸經火化後，但尚具骨頭形狀的縮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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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骨反覆的遷改葬，據說 能造福世世代代的後人，因而有此民諺：「九葬九遷，十

葬萬年」（吳瀛濤，1987：159）。就算家族在分房與分家產之後，亦有以「祖墳」為

表徵的共同經營與祭掃行為，諸如昭和十三年(1938)宜蘭武淵練阿通在事業有成之

後，出資將開基大公練可進的個人墓興築成規模較小的家族墓；其後，時至民國八

十年代(1991)練家又另擇新址，籌建更大的全族共祀的「大公墓」29。 

傳統墳墓經由後裔，在屢次修繕或增改建的過程中，經常將祖墳修築的益加華

麗，達成彰顯祖德與氣感而應的用意：「厚葬華墳成風」（黃有志、鄧文龍，2002：

174），甚至將傳統墳墓擴充為大容量的家族墓，在私有墳墓的定位上，提供有效的

解決墓地不足，以及便於祭掃與會族敦親的務實作法。舉凡桃園觀音大牛欄望族的

葉五美祖塔為例，一門「陽塔」可容納二萬四千罐骨甕的承載量，這樣由簡而繁的

葬俗衍化，造成原本僅是掩土藏屍的初葬或吉墳之屬的傳統墳制，逐步轉變成營建

在地表之上的，且與陽居建築幾乎相同的龐然大物。 

時至今日，在當前殯葬政策與現代化火化塔葬的趨勢下，傳統墳墓已漸趨式微，

而被民俗學者指出是漢民族中萎縮型民俗模式的當代典範（葉濤、吳存浩，2002：

243）。回顧日治時期至光復初期政府雖積極推動喪葬改革，然而在當時這些政策頗

為失敗，大部份地區仍依舊俗進行土葬（王鴻楷，1995：5），公共的「火化塔葬」

與墳制平面化等政策，要在民國六十五年(1976)起，才開始漸具績效（莊英章，1990：

67-68）。其後，據內政部資料指出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尚僅 38％的火化率，時至

民國八十九年(2000)卻已達 66.84％，至民國九十五年度(2006)止更高達 85.83％，30

由此可見臺灣社會目前已普遍接受火化塔葬的實情。 

再則，公墓公園化的政策推行以來，公墓內的新建墳墓，大多改採與傳統土饅

頭式墳墓有別的平面式「墓」。舉凡在《台閩地區喪葬活動空間之硏究》一書中，臺

灣省政府社會處代表就指出除了「平面草皮式」的墓作之外：「至於其他造型，缺點

甚多，許多學者專家已經再三強調」（王鴻楷，1995：142），也就是說，傳統「墳墓」

被認定是違背現行法令及墓政管理政策的藏屍構築。 

相對於已成優勢的火化塔葬與平面式墓，那些在公墓、私塚與濫葬區中已相對

                                                 
29 報導自練錦源，宜蘭縣羅東武淵，時年 80 歲，訪談年度 2008 年 4 月 17 日，筆者訪談。 
30 徐福全，〈安葬禮俗與墓政革新〉《禮儀民俗論述專輯（第四輯）》，內政部，1994，第 183 頁；內政部

民政司，取自 2009 年 02 月 10 日，http://www.moi.gov.tw/dca/02funeral_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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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中的傳統墳墓，流傳的是臺灣漢人重視家族的一種禮俗經驗：「喪葬禮俗……理

念的表現不外是家族延續與圓融的維繫」（莊英章，1990：82）。因此，無論是古老

且未修的、修繕過的、甚或是延續傳統墓作所新造的傳統墳墓，雖已不如以往盛行，

但皆是後裔子孫重視家族傳承經驗並積極加以維護的文化產物。 

五、結論 
在葬地不足及當代社會傾向現代化、多元化與小家庭為主的衝擊下，火化塔葬

已在目前成為極具優勢的新葬俗，臺灣火化率亦在民國九十五年度(2006)止已高達

85.83％，至此，傳統土葬確實已趨向沒落。相對這樣的消長現象，在各地未更新的

老墳場或在私塚地中所見的傳統墳墓，其根深柢固的文化意義，基本上是蘊含在還

未完全消失的、長期的被傳統社會所遵守的舊葬俗之中。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文化意義，包括了針對祖先屍骨的保存意識與重視反覆遷

改葬的風俗經驗等二事，進而重視入土為安的、掩土成墳與堆土為記的、且允許反

覆修繕的墳墓構築及其墓作，據此善盡「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的孝道傳統。

為了妥善保存先人屍骨與「祖墳」，促使傳統墳墓持續的流傳至當下，以及在積極維

護祖墳的需求下，使得這樣具有厚葬及私有概念的傳統墳墓，持續的追求頻頻修墓

的、繁飾的且具多樣性的墓作表現，而與公共的及強調簡便的火化塔葬，形成對比。 

眾多的初塟墓、二次葬吉墳以及家族合葬的陰塔，這些皆是自舊有葬俗中所生

成的修墓經驗，並促使傳統墳墓在各地形成「形體是百百種」的多樣衍化。依據墳

場現地所見，新舊並列與墓作日新月異的傳統墳墓，大都是有後裔祭掃而被泛稱為

「祖墳」的入葬設施，亦是在藏屍的原始功能下，進而做為表現孝道乃至聚族合葬

的祭祀場所。 

面對來自社會的、墓地及技術供需的動態性變化與需求，臺灣傳統墓作具體展

現的概念，大都是來自傳統的且尚在當代流傳的一些社會經驗。包括傳統墳墓的後

裔子孫，將敦睦宗族及風水庇蔭後人的「私利」思維（黃有志、鄧文龍，2002：124），

與家族的祖墳經營聯繫在一起；墓地雖然越來越有限，但是對於傳統墳墓的修改建

活動，長期以來乃至目前尚屬發達；以及傳統墳墓接受了修改建的、水泥作的、包

括陰塔在內的新式墓作技術等等。這些經約定成俗而有如規則般的一般概念，使得

一坏黃土為其特徵的傳統墳墓及其墓作表現，得以持續的甚或歷久彌新的存在於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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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前。 

（一）妥善保存先人屍骨的風俗經驗  

與現行法令及墓政管理政策有所違背的，並且逐年被現代化火化塔葬所替代的

傳統墳墓，這些每每在掃墓時節，被清掃出來的這種堆土為記的眾多藏屍構築，長

期且穩定的反映著後裔子孫對於祖墳保存的積極意識。這些後裔透過具體的作法，

諸如定期的陪墓祭掃，以及修改建甚至遷葬等習俗，有效的避免私有祖墳受到毀損。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向來是如《三國志‧魏書》所記的，是經由掩土以藏死屍：「夫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見也」，或是將骨甕覆土「封於土面」為其墓作焦點（唐

贊袞，1891：144）。這樣的以土方掩蓋壙穴的傳統葬法，至今尚在臺灣流傳。大體

而言，傳統墓葬中的保存對象，有首次入土的棺屍，也有在撿骨之後成為便於遷葬

的甕中枯骨，晚近又有以火化縮骨的靈骨。無論屍體或骨骸，覆土無碑的稱「墓堆」，

有碑的稱「碑墓」，墓室較大而有掩土的稱「陰塔」，至於無掩土的祖塔已不屬「墳

墓」，俗稱為「陽塔」。 

至於，配合葬俗所產生的墓作技術，大致是從後方墓堆的封土整地，逐漸的轉

向墳墓立面的景觀營造。首先，是重視剖面有關的墓壙挖鑿與整地施作，隨後是地

表上的格局規模與構件配置，甚或如各地陰塔所見的著重在立面效果的求新求變（廖

倫光，2005：8）。 

上述並存於墳場的各種未修的或已修的古墳，以及經傳統墓作所完成的新墓，

大都是有後代祭掃的並給予妥善保存的神聖物件。且與入土為安、維持一處可舉辦

祭掃活動的私有場所、以及葬地風水能夠將福氣感應給後裔的土葬經驗有關。 

（二）維護祖墳所導致的修墓概念 

將傳統藏屍思維及維護者給予結合的修墓概念，允許對老墳墓進行頻繁的修

繕，這是在如同臺灣方志《新竹縣采訪冊》所記：「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

的態度下（陳朝龍，1883：219），長期存在於民間的一種社會經驗。墳墓此一特殊

文物及其施作技術，在籌備、興建、維護及使用等活動中，大都是由墓主的後裔子

孫所完成，因此修墓概念是與祖墳保存意識聯繫在一起。 

透過經常籌辦的修墓及祭掃，尤其是針對已繁衍數代後裔的「祖墳」的修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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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達成《論語》所稱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敬孝用意。這樣基於私有

或稱私利心理的傳統墳墓，不只將許多古墳與土葬技術留存下來，也難以避免的沿

襲了舊墳翻新或屢遷屢葬的修墓精神，在維修或遷改葬時，力求墓作新穎。結果是

造成墓作具豐富變貌，不斷推陳出新，甚至產生不再需要掩土，也就是說不再屬「墳

墓」的陽塔構築。再則，亦促成原本基於墳墓是屬「陰的」，而使陽宅匠師不願從事

的陰宅墓作，31因勢利導的發展成為獨立於陽宅建築之外的、持續翻新而造成墳制更

趨多樣化的、且已被民間尊稱為「風水師」的墓作匠師所掌握的墓作技術。 

自日治時期開始，傳統土葬雖被視為相對於火葬政策及葬儀改善的「變態風

俗」，但是遷改葬之風，未因葬地受限而有所改善（曾景來，1938：231）。二次戰後

甚且更加的重視外觀的繁飾，以及將壙穴漸升至地表之上，並引進原在陽宅應用的

水泥墓作，至此，傳統墳墓就更具多樣性的變貌與專業性。綜之，這些流傳至今的

傳統墳墓及其墓作變貌，是傳統中的孝道表現、風水術與儀俗等風俗的殘留現象；

也是得以理解傳統土葬技術與其文化意義的一種風土性文化資產。 

 

 

 

 

 

 

                                                 
31 報導自陽宅匠師黃景豐，臺中縣清水，時年 68 歲，2007 年 12 月 15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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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沉葬、吐葬、浮葬墳墓與陽塔的剖面比較 

 

圖 2：不立碑牌的墓堆墳，臺

南 

 

圖 3：墳墓附屬構件示意圖 圖 4：蝦蛦婆式擴充的明寧靖

王墓 

  

圖 5：清代之後中國南方墳墓繪

本（完顏紹元，2006：164） 

圖 6：宜蘭陰牌樣式，宜蘭二

結泰山 

圖 7：陳玉峰施作的磁磚彩繪

墳墓，安平（1940 作）

棺壙穴位 
(新竹市) 

棺壙或骨甕位(臺南) 

骨甕穴位 
(台北) 

骨甕穴位(新竹)

【地下壙穴的沉葬】                   【地上化的浮葬】

 
【墓堆覆土的陰塔\吐葬】               【不覆土的陽塔】

改繪自新竹雞蛋面墳場道光黃墓 

碑牌 

外環(後宅.山灣嶺) 
外溝 

墓龜環(內環) 

墓龜(墓堆) 

交椅背(內宅環)  陽溝   屈手 

水巷(內溝) 墓埕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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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早期蘇澳新式塔（1953

攝，陳一泓，國家文化

資料庫 0002274793） 

圖 9：武淵練姓家族的大公墓

（1938 作） 

圖 10：觀音大牛欄葉五美祖

塔（1986 作） 

 

 

圖 11：原貌保存的雲嘉單姓

村清代祖墳 

圖 12：臺南安平大正年間的浮葬

（1922 作，杉山虔三，國

家文化資料庫

000576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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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Han People's Traditional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aiwan 

Liao, Lun-Guang＊ 

Huang, Jun-M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dynamic requirement and conflict from the society, the tomb 

environment, and techniques, Han people's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in Taiwan display 

general concepts such as more and more limited public graveyard and more and more updated 

tomb 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burial custom accepts new tomb building such as ancestral 

pagodas. The management of ancestral tombs is taken as the thought of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relatives. 

Judged from the change of Han people's traditional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in Taiwan, 

the rooted and animat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results from the shock of deficient graveyard and 

prevailing crema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ancestors' remains well, traditional burial is passed 

down. Besides, people attempt to conserve their ancestral tombs with the social attitude of the 

emphasizing decorations and renovating the tombs frequently. 

The selected subjects of the essay are traditional tombs which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still been worshiped and swept by the descendents. It describes how Han people's 

tombs in Taiwan are passed down and suitable for the present age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tombs and ancestral tombs, the building items and 

development of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and the process from simple tomb-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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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to complex ones. 

Keywords: Graves, Cemeteries,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Secondary Bur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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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林宅宮保第建築彩繪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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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霧峰林宅主要由頂厝、下厝、萊園所組成，是臺灣少見的大規模宅第建築，其

中本文研究的主體建築為下厝的宮保第，由林文察於咸豐八年(1858)始建，至今已有

150 年的歷史，但民國八十八(1999)年一場九二一地震損毀了這棟百年古蹟，也引發

各界人士對於是否廢除古蹟指定及重建有甚多的爭議。 

在此前提之下，本研究以宮保第中的彩繪研究作為主題探討，內容包括：一、

宮保第之建築歷史。二、地震前後宮保第彩繪的分布及保存狀況。三、宮保第彩繪

的特色。期望藉由此研究深入了解宮保第彩繪的意涵及未來保存的方向。 

關鍵詞：霧峰林宅、彩繪、建築裝飾、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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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霧峰林家的歷史，是典型的臺灣歷史縮影」，曾對霧峰林家歷史進行深入研究

的黃富三教授一句話點出「霧峰林家」在研究臺灣歷史上的重要性。（劉永毅，2003：

34）霧峰林家開臺祖林石從一個無產階級的「羅漢腳」，冒險三度來臺發展，發展成

全臺五大家族之一，除了經營墾拓及腦商事業外，與臺灣其他大家族不同的是，家

族代表人物之一的林文察，靠著軍功及對清朝廷的輸誠，成為受封的將軍、封疆的

大使。然而，隨著日治時期眾多的打壓政策，屬於霧峰林家下厝的林文察一脈，終

究無法延續清政府時的士豪格局，暴起暴落的歷史也堪稱是臺灣歷史上 富戲劇性

的家族之一了。 

而作為林文察住所的宮保第雖在家族發達之際創建，卻在日人治臺前倉促完

工，因此，宮保第雖堪稱 氣派的建築，實際上內部裝修並不如想像中的華麗，但

「這不表示宮保第不講究，事實上，宮保第講究的很低調，如支摘窗的數量及樣式

變化相當多，第三進並有獨特的廊院和穿心庭」（劉永毅，2003：73），但作為建築

裝修的彩繪工程，在歷經多次重繪後，目前幾乎已看不出當時初建時的樣貌。 

從現況及歷史資料看來，目前所保存的彩繪作品應是清末至昭和三年(1928)間的

畫作，從底層剝落的彩繪層來看，部份作品甚至經過兩次以上的重繪，而單彩髹漆

的部份則可能經過更多次重新漆刷，但宮保第既已以國定古蹟之姿站上文化資產的

舞臺，筆者認為，保存及記錄現有的作品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二、文獻回顧 

有關霧峰林家之文獻專書約可分為四種類型，以數量多寡依序為：家族歷史的

研究、以古蹟照片為主的圖集、田調訪談紀錄及地震後所整理的文物清查紀錄等。

然，在建築的部份，除了民國七十七年(1988)兩本由霧峰林家後代委託臺大王鴻楷教

授所主持研究的《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上下兩冊，及民國八十年(1991)由臺中

縣立文化中心委託許雪姬教授所主持研究的《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

報告書》外，關於霧峰林家建築史的相關資料並不多，尤其是關於營建匠師及多次

整修的詳細紀錄部分，可說相當缺乏。 

其中，《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是目前修復工程單位所倚重的重要參考書籍，

但本書除了數頁建築歷史及特色的描述外，並沒有更詳細的營建資料的探究，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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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因並非霧峰林宅的專書，故也未

針對宮保第建築有太多的探究，因此，在建築相關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僅能從田調

訪談紀錄、照片及家族史研究中探究出宮保第建築歷史的端倪。 

然而，若從家族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也可以了解為何文獻多談論家族史而少

建築工程的部份。宮保第的初建至倉促落成，其時間從咸豐八年(1858)至日人治臺前

的一八九五年(明治 28 年)，共約 37 年左右的時間，而此時期雖是宮保第的男主人們

在外拼鬥殺敵，立功厥偉的光榮時刻，但林文察及其家人亦在此時遭逢不測，官司

纏身，後又因不滿日人登臺，林朝棟舉家遷至中國，因此筆者認為宮保第在這麼多

變故的情況下進行建設，雖「磚工很好，有極出色之磚雕牆基，支摘窗、窗櫺花樣

甚多」（李乾朗，1979：135），但整體來看，其建築除了規模宏大之外，比起臺灣其

他望族，宮保第在裝飾的部份是顯得樸實的多，而這或許也是日後研究者多著重於

其戲劇性的家族歷史，而沒有在建築上多有著墨的因素之一吧。 

因此，在缺乏史料的狀況下，本研究針對宮保第的彩繪裝飾進行研究，主要參

考書籍除了上述兩本跟建築相關的書籍外，多參考歷史學界對霧峰林家的家族史研

究、訪談紀錄及古蹟圖集等，並擴及中部地區的彩繪史料，以完整呈現宮保第建築

彩繪的歷史與特質。 

三、宮保第之歷史沿革及建築特色 

臺中霧峰林家是臺灣史上少數幾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巨室家族之一，自清乾隆

初年開臺祖林石從福建渡海來臺墾荒開始，歷經幾個世代子孫的經營，至清光緒年

間，已成為臺灣第二殷富之家，僅次於北部的板橋林家。（王世慶，不著撰年 a：2）

除了財富的累積，林家第五世林文察，在戰場上屢建奇功，而受清廷重用，曾官拜

至水路兼陸路提督，為清代臺灣史中唯二的一品武官之一。而林文察之子林朝棟遺

承乃父之風，同樣因軍功被授命多項武職，並因而獲得相當崇高的社會地位。 

霧峰林家發展至第四世時，兄弟之間正式分家，各自買地建厝，繁衍子孫。大

房被稱為「下厝」，二房為「頂厝」。頂厝與下厝共同成為壯大家族的兩根支柱，而

將林家帶往官家之列的林文察、林朝棟父子，則是大房「下厝」的子孫。以下，將

說明霧峰林家（下厝）的家族發展及宮保第的營建過程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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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述霧峰林家下厝的家族史 

1.家業的建立：開臺祖林石～第四世林定邦兄弟 

乾隆十一年(1746)，來自福建漳州的十八歲青年

林石，首次踏上臺灣的土地，準備加入開拓的行列。

乾隆十八年(1735)，他二度來臺，並就此定居。林石

初的落腳處是彰化縣城，後來遷至當時新開闢未久

的大里杙（位於今臺中縣大里市內）。（台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編，1971：101）林石選擇中部地區的原因，

推測是當時的嘉南地區已經開發了一段時間，能夠供

給新墾民發展的土地已有限，相較之下中部地區不管

於農、於商，都具備了優良的發展潛力。（黃富三，

1987：42） 

大里杙位於彰化平原北方，屬於近山的丘陵地，

具備豐沛的水源，是一處擁有農業潛力的處女地，然

而鄰近原住民泰雅族的生活範圍，經常發生漢番衝突事件。林石在此地展開開墾工

作，勢必同時自行負擔防衛的需求。不過，林石靠著勤儉與善於經營的個人特質，

在短短數年間已成為地方上的富豪階級。（黃富三，1987：57）乾隆五十二年(1787)，

中部爆發林爽文率眾抗官事件，林石身為大里杙林姓族長之一，與亂首林爽文關係

密切，因而受到牽連入獄，所屬田產也被抄封。林石來臺數年奮鬥所成，一夕之間

化為烏有，子孫四散，其中，林石長媳黃氏（長子林遜早逝）帶著林瓊瑤、甲寅兄

弟遷居阿罩霧（位於今臺中縣霧峰鄉內）。1 （黃富三，1987：94） 

阿罩霧位於臺中盆地東側，介於草湖溪與烏溪之間，東為大橫屏山之山麓丘陵

地，西為平坦的平原地形。（黃富三，1987：94）早期水利建設尚未發達之時，阿罩

霧未能蒙受烏溪的水源之利，加上迫近泰雅族的生活範圍，需時常面臨泰雅族攻擊

的風險，因此墾民稀少。但另一方面，阿罩霧土地平坦遼闊，一旦水源供應不虞匱

                                                 
1 林爽文亂事平定之後，林家子孫遷至塗城（位於今台中縣大里鄉境內），然而黃氏受到婆家的排擠，

故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後，帶著年幼的林瓊瑤兄弟離開塗城，遷居阿罩霧。 

圖 1：林文察擔任陸路提督

的賞牌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從

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

（1729-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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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便可開發成良田，且鄰近山林具豐富的林木資源，可供伐木燒炭謀利。（黃富三，

1987：96-97）黃氏的次子林甲寅便在這樣的環境下，重新累積家業。林甲寅的致富

方式與其祖父林石有所不同，他先因經商而獲得資本累積，之後再購置田產成為地

主。2（黃富三，1987：102）接著又進一步開發山區的林木資源，伐木燒炭，販售

獲利。（黃富三，1987：10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05） 

林甲寅生有三子，以長子林定邦、次子林奠國兩人表現 為突出，為名揚於後

世的下厝、頂厝奠下了基業。林定邦生於嘉慶十三年(1808)（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1：198），於而立之年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06），父親林甲寅預

先處理了身後事，讓兄弟各自分家。林定邦以承接自父親的產業為基礎，一邊繼續

購置田園，一邊將耕地租給佃戶以收取佃租，同時他也獲得地方頭人的地位，手下

擁有族人子弟或長工所組成的私人武力，可保護自身家族利益及排解地方糾紛（黃

富三，1987：111-115），然而，他也因此命喪於一場排解地方紛爭的場合之中。道

光三十年(1850)，同為地方頭人的林媽盛之姪子林嬰，認定林定邦族人林連招姦污林

媽盛家內婢嫺，因而互起衝突，林定邦路過而介入勸解雙方，卻被林媽盛家的工人

開銃擊中腹部，當場死亡，時年僅四十三歲。（黃富三，1987：129） 

圖 2：林甲寅舊宅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

疆大吏（1729-1864）》 

圖 3：林甲寅分產後，林定邦兄弟所住房舍

來源：同上圖 

 

                                                 
2 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多數可耕地已完成開發，因此林甲寅無法像當年的林石，可以直接墾拓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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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運的鴻達：林文察～林朝棟 

林定邦遇害那年，定邦長子林文察已是二十三歲的青年。（黃富三，1987：132）

林文察於次年(1851)率領族眾，親手制裁了殺害父親的兇手。（黃富三，1987：135）

咸豐四年(1854)，閩南小刀會會黨進犯北臺沿海地區，林文察帶罪受命，自行招募鄉

勇參與作戰，在雞籠一役中大敗亂黨，受封六品軍功，但此為虛銜，而後文察捐銀

供朝廷作為軍餉，才獲遊擊3一職，分發福建補用。而林文察為報父仇所犯下的命案，

約此同時獲判無罪。（黃富三，1987：148）咸豐九年(1859)，福建受到太平軍進犯的

影響，民亂四起，林文察受命帶其子弟兵，渡海至內地協助平亂，他在幾場戰事中

皆立下戰功，而擢升參將4，並獲賞巴圖魯名號暨花翎。林文察再度捐銀助餉，而進

一步獲得副將之頭銜。咸豐十一年(1861)，林文察在浙江追討太平軍有功，獲副將儘

先補用，並賞烏訥思齊巴圖魯之名號。之後，林文察憑藉個人的驍勇善戰與領導才

能，屢次建功，陸續接掌四川建昌鎮總兵、福建福寧鎮總兵， 後得獲受命福建陸

路提督，統轄建寧、汀州、漳州、福寧等四鎮，職掌福建全省軍政，與他省之總督、

巡撫並稱為封疆大吏。（王世慶等編，1991：6-7；黃富三，1987：251） 

林文察從一介地方將領一路爬升至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所經歷的時間卻不過

短短七八年而已（黃富三，1987：207）5，朝廷與民間對他的評價也相當高，如時

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上疏稱曰「閩中健將，群推文察為最」，清廷也稱「林文察

打仗，頗能奮勇」。（黃富三，1987：207）同治二年(1863)，林文察遂以福建陸路提

督6的身份，回臺平定戴潮春亂事。然而亂事尚未全面平定之際，林文察先是被閩浙

總督左宗棠以軍務危急之由徵調回內地，另又被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多項罪名彈

劾。林文察於隔年九月率軍內渡，十二月被太平軍包抄，戰死於漳州。林文察死後，

獲贈太子少保銜，及獲賞騎都尉世職，兼一雲騎尉，並准建專祠，備極哀榮。7（王

世慶等編，1991：8-9） 

                                                 
3 依據清代綠營兵制，遊擊的等級為武職之從三品官。 
4 依據清代綠營兵制，參將的等級為武職之正三品官。 
5 若按照歷史學者黃富三的看法，自咸豐九年轉戰閩浙當年開始算起，林文察僅費了四年多的時間便爬

升到提督。詳見黃富三，1987：207。 
6 林文察回台之前曾身兼水路與陸路提督二職，惟時間不長，不到半年水路提督一職又遭撤銷。詳見黃

富三，1987：266。 
7 太子少保屬文職正二品，品位崇高。騎都尉與恩騎尉是一種由子孫世襲的爵位，是清廷對陣亡遺族的

撫卹辦法。見黃富三，1987：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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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察投身軍旅生涯之前，積極的購置田產以擴張家業，加上他與其弟林文明

在父親死後並未分家，所以林定邦派下的大房勢力能夠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擴張。

林文察雖然本身驍勇善戰，但不可諱言的是他所擁有的雄厚家產，能夠讓他在適當

時機捐銀助餉，提昇自己的地位，並可培植大批鄉勇，壯大私人武力。（黃富三，1987：

152、176） 

林文察死後，長子林朝棟世襲其父獲封的騎都尉之職，此外另捐官換得兵部郎

中一職。少年時期的林朝棟，為了叔父林文明公堂上遇害一事，上京向朝廷申冤，

因而滯留北京多年。返臺後，適逢福建巡撫岑毓英籌劃治理大甲溪，林朝棟不但帶

領自家佃農壯丁、並且捐銀協助，因而深獲岑毓英的嘉許，光緒十年(1884)法軍犯臺

之時，岑毓英便將林朝棟推薦給督辦軍務的福建巡撫劉銘傳。林朝棟未負所託，自

備軍糧與鄉勇加入作戰，在基隆協助清軍擊退法軍，因而獲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

（王世慶等編，1991：12-13） 

林朝棟自中法一役之後，深受劉銘傳的賞識與信賴，從劉銘傳接任福建臺灣巡

撫後，任命林朝棟為撫墾局局長一事，可見一斑。開發山地是劉氏上任後計畫推行

的首要工作，生番不服為亂是開發工作的 大障礙，而林朝棟曾率勇討伐多處番社，

獲朝廷賞給二品頂戴，並賜勁勇巴圖魯徽號。此外，光緒十四年(1888)，地方上因為

劉銘傳另一項新政而民心不安，進而導致民變。劉銘傳推動清賦政策，重新丈量全

臺田地，朝廷稅收可望增加，但此時彰化知縣卻遭百姓懷疑行事不公正， 後由施

九緞發難，眾人群起圍攻縣城。林朝棟奉劉銘傳之命鎮壓亂民，亂平後獲賞穿黃馬

褂，成為當時有清一朝以道員身份穿黃馬褂的頭一人。（王世慶等編，1991：18） 

  
圖 4：林文察衣冠塚遺址 

來源：同上圖 

圖 5：林文察牌位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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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林文察雕像 

來源：同上圖 

圖 7：林朝棟像 

來源：《臺灣先賢先烈傳（第四輯）林

朝棟傳》 

除了朝廷賦予的榮銜與地位，劉銘傳也任命林朝棟辦理中路的撫墾事務與營務

處事務，讓林朝棟與其家族藉此獲取了龐大的經濟利益。劉銘傳將中部沿山一帶的

野地以及近海的河川沖積地之開墾權，盡數特許給林朝棟，林朝棟挾著職權在身的

優勢，偕同頂厝的堂叔林文欽合資開墾。林家開墾的區域南至集集大山（今南投縣

境內）、北及大甲溪、東臨番界、西至林家舊墾地，其中隸屬下厝經營的範圍，為頭

汴坑及抽藤坑等地（皆位在臺中縣境內）。數年下來，林家頂厝下厝新開墾與舊有的

田地之歲收，僅次於當時的全臺首富板橋林家。下厝在林文察戰死、林文明遇害的

那段時期，影響所及，一度家道中落，到了林朝棟這一輩又再度重建，而林朝棟這

一房的地產就佔了下厝總額的十分之七。（王世慶等編，1991：19） 

林朝棟的開墾事業，還包括了製腦一項。臺灣近山地區，富含豐沛的樟樹資源，

而樟腦在清代臺灣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林朝棟同樣以其職權之優勢，招募腦丁

在開墾區內開灶伐木製腦，設隘並分派隘勇，維護治安，防禦原住民的侵襲。林朝

棟並經常在下厝訓練新勇，以便隨時補充兵力，因此下厝常駐有兵勇二至三百人不

等。（王世慶等編，1991：20）林朝棟所統領的兵勇，稱為「棟」軍，後世也多以此

職銜「統領」稱呼他。 

林家不僅自行製腦，其他腦戶所製造的樟腦，也均由林家統包收購，成為中部

大的總經銷商，而林朝棟這一房所經營的樟腦，經銷量即佔臺灣府轄內的一半之

多。林家憑藉著壟斷經營的樟腦生意，獲取了巨大的財富。（王世慶等編，1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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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對於聲勢如日中天的林家來說，投下了

變數。割臺之初，林朝棟曾率鄉勇北上抗日，但隨著臺灣民主國瓦解，官員四散，

林朝棟也帶著家眷返回中國，光緒三十年(1904)卒於上海，葬於漳州，享壽五十四。

（王世慶等編，1991：2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21） 

3.家道的中落：林季商 

日本治臺後不久，殖民政府實施了樟腦專賣政策，計

畫逐步將樟腦事業收歸官有，對於仰賴樟腦事業致富的林

家來說，不啻是一大打擊。為此，下厝的林輯堂、林季商

與頂厝林允卿，曾向時任臺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陳情，情

況遂暫時得以緩解，林家的樟腦產量仍佔全臺的四分之

一。（王世慶，不著撰年 b：60、61、67） 

林季商為林朝棟的嫡長子，林朝棟過世後，龐大的家

產便由他所主掌。林季商雖然擁有讓人稱羨的身家背景，

然而他卻遇上了改朝換代的時代衝擊。進入大正年間，林

家的樟腦業日漸衰頹， 後於大正八年(1919)，其僅剩的腦業與山地的經營權，盡數

被殖民政府所收購。8除了樟腦事業，林季商尚有另一項可支配運用的家產，就是巨

大的地租收入。日治初期，頂厝下厝所屬的土地共有兩千多甲，尚有十餘萬石的地

租可收，而林季商這一房所持有的土地，據稱，其筆數用十三行紙登記（每行記一

筆），有一寸多之厚。林季商將這些父祖的遺產，盡數投入他的革命事業中。大正初

年，林季商出售了內新庄（今大里市境內）土地一百餘甲，並攜眷內渡，定居廈門

鼓浪嶼。同時，他向日本政府申請撤銷日本國籍，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他的弟弟林

資鑣仍繼續替兄長變賣在臺家產，匯寄中國，支援國民革命所需。大正七年(1918)，

林季商被孫文任命為閩南軍司令，轉戰閩南各地，大正十四年(1925)，遭軍閥暗殺，

得年四十八歲，而林家自林季商返回中國參加國民革命之後，家族領導權便轉由頂

厝的林獻堂所執掌。（王世慶，不著撰年 b：69-70。鄭喜夫編著，1979：124、126） 

下厝受到林季商大舉變賣田地的影響，家產急速的衰減，加上其他房的事業未

見發展，且下厝各房兄弟眾多，分家之後，家產遂越分越少，家勢也大不如前。一

                                                 
8 林家的樟腦業在林季商的弟弟林瑞騰之手，全部由殖民政府收購，殖民政府再發給股券。詳見王世慶，

不著撰年 b：68。 

圖 8：林季商像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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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五年之後，國民政府施行三七五減租等一連串土地改革政策，以經營土地事業

起家的林家下厝，至此所擁有的地產，可說是所剩無幾了。（王世慶，不著撰年 b：

71；王世慶，不著撰年 a：13） 

小結：霧峰林家從林石以一介平凡的移民之姿渡海來臺開墾開始，逐步擴展成

為稱霸中部、甚至全臺第二的巨室豪族，在臺灣發展史上，稱得上是一則傳奇。林

家得以發展，首先奠基於購置田產、放佃收租的土地事業之上，其次，林文察等多

位林氏族人以軍功或（兼）捐納的方式取得官職或榮銜，即藉由經濟力量協助取得

政治與社會的地位與影響力，而家族的經濟實力自然也因此得以繼續往上提升。 

綜觀有清一代，霧峰林家的發展關鍵，皆繫於下厝的林文察、林朝棟等人之上。 

歷史學者王世慶即以一句臺灣俗諺「大叢大影」，來形容霧峰林家的頂厝下厝之

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頂厝是藉由下厝之故而富貴發達。（王世慶，不著撰年 a：8）

然而，日本治臺後，頂厝下厝面對改朝換代的事實，作法有所不同，卻也因此讓兩

房的運勢產生逆轉，下厝的輝煌家運，在日治初期便率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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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霧峰林家下厝世系表 

林石

林遜

林瓊瑤

林四吉

林朝棟林朝雍林朝宗

林資鑣
（字瑞騰）

林資鏘 林資鏗
（字季商）

林資銓 林資鍠

（略）（略）

林文察林文明林文彩

（略）（略）

林甲寅

林定邦林奠國林振祥

（略）（略）（略）

（略）

 

參考資料來源：《臺灣霧峰林氏族譜》 

（二）霧峰林宅宮保第的建築 

隸屬於霧峰林家林定邦一派的建築群，因位於下竹圍，而得名為「下厝」。（王

世慶，不著撰年 b：87）下厝包含草厝、宮保第、大花廳、二房厝及二十八間等數

座建築群，其中的宮保第為林定邦之子林文察當家時期所創建，而「宮保第」之名

號，是在林文察戰死之後，清廷追贈太子少保官銜，始得其名。在臺灣留存的傳統

民宅中，宮保第以嚴謹的空間格局、龐大的建築規模，堪為當中之首。 

1.宮保第的興築沿革 

林定邦、林奠國兄弟於道光十七年(1837)分產，各自遷居至今下、頂厝所在地。

據說當時林定邦移住的草厝，屋宅狹小簡陋。咸豐八年(1858)六月，林文察獲清廷任

用，任游擊一職，搖身一變從逃犯變成了武官9，因此其手下兵勇數目激增的可能性

很高，因而有擴充宅地的需求。此時林文察憑著戰功及官職，與官方建立當年的正 

                                                 
9 參見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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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即已向族親買入阿罩霧庄前的大片土地，準備起

建房厝，完工後的房厝應是今日宮保第的第三進正身

與左右內外護龍，另外尚包括作為駐兵房之用的二十

八間。（王鴻楷主持，1988b：10） 

10但另有一說：謂宮保第於同治年間起建，且因當時

林文察正帶兵轉戰福建各地，故營建大厝之事，實由

其弟林文明發落。（王世慶，不著撰年 a：88）根據

林文察自咸豐八年 (1858)獲授游擊之後的征戰記

錄，他於隔年即率領鄉勇赴福建，協助清廷官軍平定

民亂，之後又陸續征戰浙江等地，直到同治二年(1863)

始奉命回臺協助平定戴萬生之亂，隔年隨即回返內地

而戰死。如果興建大厝的工程是在林文察買入厝地之

後隨即開始進行，那麼由留守在家的林文明主持工程

的可能性極大。11此外，林文察兄弟在父親過世後，為了發展家業，而未依循社會傳

統析分家產，所以雖然是林文察這房起蓋房舍，由林文明來發落不無合理之處。 

由上可知，宮保第在林文察時期奠下基礎，文察之子林朝棟接管家業後，繼續

增建第二進的正身護龍、第一進門廳及後落（王鴻楷主持，1988b：10），也就是戰

後所見的「五落大厝」之宏偉規模，興築時間大約是光緒中葉。（王世慶，不著撰年

a：88）林朝棟在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役中立下戰功，因而獲頒道員職銜，之後

又獲巡撫劉銘傳賞識，受命辦理中路撫墾，並以職務之便經營腦業，使得一度中挫

                                                 
10 但歷史學者黃富三認為林文察 先起蓋的是今宮保第的第一、二進的合院建築與二十八間（駐兵房）。

詳見黃富三，1987：176-178。今日宮保第第一進為面闊十一開間的建築，其規模形制為全台罕見，

若第一進建築從興建之後未曾增修，以林文察當時僅位居低級武官來看，興建此種建築的可能性較

低。 
11 林文明曾於同治元年(1862)赴內地協助林文察平亂，同年七月即因戴萬生之亂返臺。詳見《霧峰林家

的興起》之林家大事年表。 
15 劉銘傳與林朝棟建立良好的賓主關係，而劉亦為李鴻章之得意門生，因此筆者認為可能因此關係，宮

保第得李所贈之書法作品，後由彩繪師傅拓寫至壁板上。 

圖 9：林文察購買大厝建地

地契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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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運得以再興，的確是擴建宅邸的絕佳時機。而後落之第四、五進的正式完工時

間，則遲至日本割臺當年(1895)才倉促完工，據說因而來不及謝土。第四進則於日治

時期因昭和十年(1935)發生墩仔腳大地震，災後為整修後落中庭的穿心亭，而遭到誤

拆。（王鴻楷主持，1988b：10；許雪姬主持，1991：128；黃棟群，2006：53） 

表 2：宮保第興修大事記 

年代 建築興修大事記 相關歷史事件內容 

道光十七年(1837) 林定邦、林奠國兄弟分

產，各自遷居至今頂、下

厝所在地。 

－ 

咸豐八年(1858) 林文察向族親買入阿罩

霧庄前的大片土地，準備

起建房厝。 

咸豐、同治年間 第三進正身、左右內外護

龍及二十八間興建完成。

咸豐四年(1854)，林文察受封六品軍

功，後因捐銀供朝廷作為軍餉，獲遊

擊一職（武職之從三品官），分發福

建補用。 

咸豐九年(1859)，林文察立下戰功，

擢升參將（武職之正三品官），並獲

賞巴圖魯名號暨花翎，後再度捐銀助

餉，而進一步獲得副將之頭銜。 

咸豐十一年(1861)，獲副將儘先補

用，並賞烏訥思齊巴圖魯之名號。之

後，陸續接掌四川建昌鎮總兵、福建

福寧鎮總兵， 後得獲受命福建陸路

提督，與他省之總督、巡撫並稱為封

疆大吏。 

同治二年(1863)，林文察先是被閩浙

總督左宗棠以軍務危急之由徵調回

內地，另又被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多

項罪名彈劾。 

同治三年(1864)，林文察九月率軍內

渡，十二月被太平軍包抄，戰死於漳

州。林文察死後，獲贈太子少保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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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賞騎都尉世職（太子少保屬文職

正二品，品位崇高。騎都尉與恩騎尉

是一種由子孫世襲的爵位，是清廷對

陣亡遺族的撫卹辦法），兼一雲騎

尉，並准建專祠。 

林文察死後，長子林朝棟世襲其父獲

封的騎都尉之職。 

光緒中葉 增建第二進正身護龍、第

一進門廳及後落。 

光緒十年(1884)法軍犯臺之時，林朝

棟在基隆協助清軍擊退法軍，因而獲

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後曾率勇討

伐多處番社，獲朝廷賞給二品頂戴，

並賜勁勇巴圖魯徽號。 

光緒十四年(1888)，林朝棟奉劉銘傳

之命鎮壓施九緞之亂後獲賞穿黃馬

褂，成為當時有清一朝以道員身份穿

黃馬褂的頭一人。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第四、五進正式完工。 光緒二十一年(1895)，隨著臺灣民主

國瓦解，林朝棟帶著家眷返回中國。

明治四十三年

(1910) 

★頂厝抗議宮保第的水

亭沖犯他們的風水，而將

水亭拆除。 

大正元年(1912) ★林朝棟夫人楊氏命人

填平日、月池。 

昭和十年(1935) 第四進遭到誤拆。 

昭和十五年(1940) ★第一進門廳因地震損

毀，進行整修。 

大正七年(1918)，林季商轉戰閩南各

地，大正十四年(1925)遭軍閥暗殺。

下厝受到林季商大舉變賣田地的影

響，家產急速的衰減，家勢也大不如

前。 

大正八年(1919)，林家僅剩的腦業與

山地的經營權，盡數被殖民政府所收

購。 

民國七十三年

(1984)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

素貞興慈會委託臺大土

木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執

行頂厝下厝的建築測繪

民國三十四年(1945)之後，國民政府

施行三七五減租等一連串土地改革

政策，以經營土地事業起家的林家下

厝，至此所擁有的地產，可說是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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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民國七十四年

(1985) 

受到內政部指定為第二

級古蹟。 

民國八十八年

(1999) 

遭到九二一大地震的侵

襲，建築物嚴重損毀。 

民國九十四年

(2005) 

「霧峰林宅下厝宮保第

整體修復工程」開工。 

無幾了。 

 

註：本表除了「★」項為引述自《大木匠師陳天平執篙傳統大木作修復程序之研究：

以霧峰林宅宮保第修復為例》表 3-10「霧峰林宅興修記錄」，其餘均整理自上述

內文。 

2.宮保第的建築形制與裝飾藝術 

今日的宮保第，由第一進正身、第二進正身

及左右護龍、第三進正身及左右內外護龍、第五

進正身及左右護龍等建築空間所構成，為五進（第

四進為殘蹟）、三院落、十一開間的空間格局，每

一進落的空間格局形式不盡相同，以下分述之： 

第一進，面寬十一開間，中央三開間為穿斗

式大木構架，其餘為斗砌磚牆構造所構成。入口

處的六扇門板上繪有文武門神六尊，為具有藝術

價值的彩繪作品，且左右兩側壁體也有精緻的泥

塑與彩繪。 

第二進，正身面寬七開間，明、次間為穿斗

式大木構架，左右兩側護龍前均有過水廊，以捲棚式屋頂與正身相鄰。正身明間內

有李鴻章手字壁畫，雖非李鴻章親自來此撰寫，但代表林氏與清朝廷具有良好的政

治關係15，頗具重要的歷史價值。 

第三進，前設拜亭，拜亭為疊斗式大木構架，捲棚式屋頂，明間則為穿斗式，

圖 10：宮保第空照圖 

來源：《臺灣傳統建築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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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柱樑上的雕刻與彩繪均相當精緻華麗。正身的左右兩側各有內外護龍，呈現出左

右對稱的空間格局。 

第五進，正身面寬十一開間，於明、次、稍間為穿斗式大木構架，其餘為斗砌

磚牆構造形式。明間內廳有牆裙板，以漆料仿大理（壽山）石畫法，相當特殊。正

身與左右護龍有支摘窗，各自為中門兩側排開，其樣式變化之多，堪稱全臺之冠。（黃

棟群，2006：53-57） 

宮保第的空間單元構成方式，則是呈左右對稱的配置，再加上中落的拜亭與後

落的穿心亭，共同形塑出一條明顯的中軸線，整體而言呈現出嚴謹的空間格局型態。

（許雪姬主持，1991：129）宮保第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則彰顯出傳統漢人社會講究

風水的觀念。宮保第是一組背山面水的回字型合院建築，在林朝棟營建時期，將阿

罩霧圳引至宅邸前方作曲折環繞，並在圳邊建築一道高牆作為照壁之用，牆邊開挖

日、月兩座水池，水池上設有水亭。此外，正門前方種植三棵大榕樹，所連成的軸

線，可與後山的一座小山頭對應配合。（許雪姬主持，1991：128） 

 

圖 11：宮保第前景(1971)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12：宮保第門廳右次間門神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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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宮保第第一落門廳明間左一縫架棟 

來源：同上圖 

圖 14：宮保第第二進前庭與秀面 

來源：同上圖 

圖 15：宮保第第二進正身明間正廳壁畫 

來源：同上圖 

圖 16：宮保第第三進正身前拜亭左棟架 

來源：同上圖 

圖 17：第五進的支摘窗 

來源：《傳統建築手冊》 

圖 18：宮保第鳥瞰 

來源：《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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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宮保第的建築空間分配 

林定邦育有三子，分別是林文察、林文明、林文彩，而以林文察、文明兩人表

現較為突出。下厝所屬房產的幾座主要建築群中，宮保第屬林文察這房產業，林家

子孫稱之為「大房厝」，與宮保第隔著大花廳的合院建築，屬於林文明這房，故稱「二

房厝」。（許雪姬編著，1998：102）林文察育有三子，林氏戰死後家業由長子林朝棟

繼承，林朝棟一房同時繼任宮保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之際，林朝棟舉家

遷回福建，但考量日本人的規定：在臺產業必須有子入日本籍才能保存，故林朝棟

命四子資鏘回臺入籍，但資鏘在上海染病身亡，因此三子季商與五子瑞騰於明治三

十一年(1898)回臺入籍，並由季商主掌家業。16然林季商於大正年間舉家遷往福建，

宮保第等房厝家業，遂轉由瑞騰主持。 

圖 19：宮保第大門內的正廳。林朝棟派下

第四房的林正霖於一九三０年與王克純結

婚，與家族在正廳合影 

來源：《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記錄（下厝

篇）》 

圖 20：宮保第第三進正身前。林朝棟第三

子林季商，娶妻多人，圖為第三個太太郭玲

瑜與其子女攝於所居住的正身廊 

來源：同上圖 

 

 

                                                 
16 林朝棟有五子，長子早逝，次子是書癡，三子季商是嫡長子，需留在福建繼承林朝棟的世爵，而 小

的兒子瑞騰好賭，因此林朝棟指派四子返臺管理家業。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122 註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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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保第的第一、二進，是做為接待賓客或商議公事的空間17，第三進與第五進則

為居家使用。第五進原為林朝棟居住，林文察的神位也安奉在此進正廳內。（王世慶，

不著撰年 b：89）林朝棟的夫人楊氏，在林朝棟過世後，偕同她的子女從中國返回

霧峰定居，宮保第第三進即為楊氏所居住，一直到昭和十年(1935)她過世為止。（王

世慶，不著撰年 a：32、34）楊氏在世時，每年過年的正月初一凌晨，她都會在正

廳接受子孫的拜年。而於大正初年赴中國定居的林季商，於大正十四年(1925)遇害身

亡後，其部分家眷回臺定居，第三太太郭玲瑜及其子女便曾短暫居住在第三進。18戰

後林季商的次子林正傳自中國返回臺灣，也曾居住過第三進。（王世慶，不著撰年 b：

89）然而，歷經時代的變遷，林家房產的區分與歸屬也無法完全按照傳統規範出井

然有序的劃分；原屬大房所有的宮保第，日治末期後，也曾有二房子孫居住在內。19 

四、宮保第的彩繪 

經由以上家族歷史及建築本身的整理歸納，筆者認為以當時宮保第一脈堪稱臺

灣富豪的身分，建築格局又如此宏大，雖說支摘窗樣式變化甚多，但一般富紳宅第

中常見的精緻木雕，卻僅在宮保第第一進的步口秀面上裝飾較多，其他的裝修顯得

相當樸實，實在頗令人好奇。但細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宮保第建造時期，其當家

的男主人正逢戰事，因此建築物拖了民國三十七年才匆忙完工可說是其來有自，而

裝飾的部分或許也因家事紛亂，因此也並沒有特別的奢侈華麗。但值得注意的是宮

保第的色彩，從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認為，霧峰林家基於對清政府的效忠，因此在色

彩裝修的部分亦遵守清朝所頒布的相關規定，以符合其官職身分，這與日治時期彩

繪色彩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也是筆者研究的重點所在，以下，筆者從宮保第

的彩繪師傅談起，進而分析彩繪主題與內涵並說明地震前後宮保第的彩繪分布及保

存狀況。 

 

                                                 
17 下厝子孫的家族公共事務，舉凡婚喪喜慶與祭祀儀式，多半在大花廳內進行，宮保第的正廳以接待外

客為主。例如林朝棟夫人楊氏發喪，參加的賓客至大花廳享用早餐、午餐，又如二房林幼春娶媳婦，

也是在大花廳舉行。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74、85 註釋內容。 
18 郭玲瑜晚年曾遷往印尼棉蘭、日本東京、中國北京等地。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33 及附圖圖說。 
19 林文明的孫子林少梅一家曾居住在宮保第，後來林少梅自行在宮保第旁購地，始遷出。參見許雪姬編

著，19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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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宮保第的彩繪師傅 

根據宮保第彩繪的現況來看，部分木構件因顏料層剝落而顯露出底下數層的圖

案及色彩，因此，筆者以肉眼判斷臆測，宮保第自清代創建以來，其部份彩繪應曾

經過兩次以上的重繪，但目前所能見到的年代及畫者落款，除第五進正身有「戊辰

夏月 石莊」等字跡，確認此空間畫者為石岡劉沛師傅外，僅有第一進步口「甲子冬

月」、「磺溪漁人」；第三進拜亭「時在乙丑年元月中旬書」、「樵子」、「漁人」等時間

及畫者落款名，其資訊可說相當稀少。另外，目前筆者所蒐集到的舊照片，均為民

國六十九(1980)年代以後所拍攝，因此，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並無法判斷除劉沛外，

另外的彩繪者為何人，於是，筆者試圖從目前所見到的落款中尋找線索。 

1.宮保第彩繪落款的部位及內容 

前面曾述，目前所見宮保第的彩繪落款時間共有三個，其一為第一進步口壽樑

上有「甲子冬月」的落款，其二為第三進拜亭的明間右棟架上有「時在乙丑年元月

中旬書」等落款，證明這兩個部分彩繪可能繪製於宮保第建造期間20的清同治三年

(1864)及清同治四年(1865)，但由於臺灣目前清代建築中留存較多彩繪者僅有潭子摘

星山莊（繪於 1876 年）、社口大夫第（繪於 1881 年）及神岡筱雲山莊（繪於 1886

年）等，因此，若宮保第能保有清代時的彩繪作品可說是相當難得的發現，但筆者

觀察其色彩及筆法後認為，這兩個空間中的彩繪畫作，不論色彩及筆法風格，顯得

較為新穎，並不像清代留存至今應有的樣貌，因此筆者認為宮保第目前所見的彩繪

作品應為日治時期的可能性較大，也就是為大正十三年(1924) 及大正十四年(1925)

的作品。 

而第三個落款位於第五進正身明間，其中脊及燈樑皆有「戊辰夏月 石莊」等落

款，就宮保第建築歷史來說，戊辰年可能為同治七年(1868) 或昭和三年(1928)。但

經由田野調查及訪談得知，「石莊」為石岡知名師傅劉沛常用的落款名稱，而劉沛的

生卒年為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七二年，因此證明第五進彩繪 後施作的年代不可能早

於劉沛出生之年，應確為日治時期昭和三年(1928)，時值劉沛四十三歲無誤。21 

 

                                                 
20 宮保第第三進及第一進分別建造於咸豐至光緒中葉期間。 
21 此部份所指稱的彩繪施作年代為劉沛有落款者，不包括其他油漆上色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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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第一進步口壽樑落款（現況） 圖 22：第三進拜亭的明間右棟架落款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23：第五進正身明間中脊落款（現況）  圖 24：第一進步口灰壁落款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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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進 

中脊：戊辰季夏 石莊 

燈樑：戊辰夏月 石莊 

 

■第三進 

拜亭木構件：乙丑，樵子、漁

人 

步口步通：乙丑 

■第二進 

無時間落款 

 

 

     

 

■第一進 

步口壽樑：甲子冬月、樵子 

步口灰壁：冬月、磺溪漁人 

圖 25：宮保第彩繪落款的部位及內容 

底圖來源：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2.彩繪師傅的確認 

綜合以上的敘述可知，目前所見宮保第有落款的彩繪應為日治時期一九二四至

一九二八年間的作品，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除了劉沛外，是否可從落款名或筆法

風格即知另外的彩繪師傅為何人呢？事實上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現存的落款名稱「樵

子」、「漁人」及「磺溪漁人」這三個名稱在日治時期中部地區（臺中、彰化、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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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傳統建築彩繪中，是相當常見的落款名稱，尤其是「樵子」及「漁人」更

是廣泛使用的畫名，唯一不同的是「磺溪漁人」這個名稱，是彰化地區的彩繪師傅

才會使用的。22因此，本研究在調查宮保第的彩繪師傅時，便將範圍縮小至彰化地區

的師傅群中。 

在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後，筆者雖仍無法確認「磺溪漁人」究竟為何人，但從

這些調查資料中得知，日治時期除了一般熟知的鹿港郭氏彩繪家族外，還有一批來

自彰化田中及永靖的營造匠師亦活躍於建築界中，這些匠師並非如郭氏專職於建築

彩繪，而是統包整個建築工程，但截至目前為止，筆者仍無法得知更多的資訊繼續

此部分的研究，不過，可以知道的是，這批匠師不但與鹿港郭氏彩繪家族在執業區

域上重疊，而且畫風相當近似，但其筆法卻不如郭氏細膩端正，探其原因，筆者認

為，以民宅來說，自清代潭子摘星山莊建成以來，臺灣中部地區的建築彩繪因郭氏

家族的領導地位而風格漸趨相近，進而影響日治時期整個中部地區的彩繪風格走

向，也就是說，由於當時著名的富紳宅第的彩繪畫作幾乎皆由郭氏家族所執筆23，顯

見其細膩抒情的畫作風格廣為富人所喜愛，以致成為其他的彩繪師傅學習的對象，

可說是一種時尚潮流，所以，目前在中部地區所見日治時期的彩繪風格都相當近似

也就不足為奇了。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筆者一開始也認為宮保第既同為富貴人家，其彩繪師傅應

為鹿港郭氏無異，但仔細觀察其筆法後卻發現，除第二進正身明間左右壁堵的作品

為細緻外，第一進及第三進的彩繪都不如同時期郭氏在其他建築中的作品樣貌，

且從落款中可知，第一進步口為大正十三年(1924)冬天所作，第三進拜亭則為大正十

四年(1925)春天，由此猜測，這兩處應為同批師傅所作，而第二進雖無時間落款，但

由於作品較細膩成熟，且畫作色彩多已褪色，不同於第一進及第三進的筆調色彩，

則可能為日治時期之前的鹿港郭氏作品24，至於木構件底下數層的畫作因無任何文獻

史料及清楚的照片可供研究，實無法做出判斷。 

 
                                                 
22「磺溪」從歷史文獻來看，本屬於地域的名稱，為大甲溪以南到虎尾溪以北的統稱。目前，從筆者的

調查中發現，彩繪作品上使用「磺溪」作為落款名稱的建築多集中在彰化地區。 
23 如潭子摘星山莊（繪於 1876）、社口大夫第（繪於 1881）及神岡筱雲山莊（繪於 1886）等。 
24 第二進書法內容為清李鴻章及石魯所贈書法，因此筆者猜測，此書法作品可能是清末所施作的，但真

實情況可能還需詳細檢測底層是否有重複描繪的痕跡。另第一進正身中脊檁因較為細膩，猜測可能

亦為郭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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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由以上種種敘述可知，目前宮保第的彩繪並非由個人或同一組師傅所完成，而

是包括了鹿港郭氏家族、彰化地區師傅及石岡阿沛司等人在不同時間施作所呈現出

來的結果，但不可諱言，其整體風格相當一致的原因，在於郭氏於當時彩繪業界的

領導地位影響了其他同業的畫作風格，以故，即使無法追查出彩繪師傅究竟為何人，

仍能透過鹿港郭氏的作品了解宮保第彩繪之風格特色，若未來需進行修復，則鹿港

郭氏的畫風可成為一個選擇的方向。25 

（二）宮保第彩繪現況 

截至目前（2008 年六月）為止，宮保第正由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進行整體修復

工程，預計於民國九十七年(2008)十二月完成修復。由於彩繪作品所剩不多，因此此

次的修復工程保留中軸線彩繪的部分未作修復，避免可保存之彩繪在修復過程中損

壞，讓僅存的彩繪可留待日後再進行專業的修護或新作。 

                                                 
25 有關鹿港郭家之研究可參考李奕興所著之相關書籍，而劉沛的資料則可參閱筆者所著 2003：298-358。 

圖 26：九二一地震後第一進損壞狀況 

來源：吳昱瑩攝（2004 年） 

圖 27：九二一地震後第二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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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亦以中軸線空間中的彩繪為主，而單彩部份，目前雖

可從部分木構件中見到底下數層多色的重繪痕跡，但若無更詳盡的證據，仍以現有

舊照為標準，而不以臆測為之，另外，色彩因經過調色，且經歷數十年的時間，也

有褪色的狀況，因此本研究僅能從現況及舊照中描述色彩，以下說明各進彩繪的現

況。 

1.第一進 

第一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中脊檁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神 為重要，也是目前此空間中保存較好的彩繪作品。其

他的彩繪則以左次間壽樑仍可辨識其畫作，至於明間及右次間的壽樑兩端雖從舊照

中隱約可看出繪有畫作，但無法清楚看出作品內容為何。其他木雕構件則以化色、

貼金及螺鈿裝飾為主。此空間之單色髹漆部分除 前方兩柱褪色的紅色外，其他構

件以黑色為主，但步通下的員光則以綠色為主。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中脊檁為主，也是此空間中僅有的彩繪作品，現況除右端兩

幅畫作已損壞外，中央包巾圖案及左端兩幅畫作還算完整。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黑

色為主。 

圖 28：九二一地震後第二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圖 29：九二一地震後第三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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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進 

第二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楣及其下方的花罩 為重要，但目前其彩繪雖仍可辨識，

但木基層已損壞甚多。此空間之單色髹漆部份以紅色、藍色為主，步通下的員光則

以綠色為主，但筆者認為，此空間的色彩應是日治時期或戰後重漆的顏色，而非原

始色彩，但目前並無資料可顯示 早色彩為何。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壁堵及封屏門為主，其次為次間的圓月

門框上的勾勒蝙蝠圖案，但除明間的壁堵及封屏門因收藏至倉庫中保存還算可以

外，其他彩繪的狀況並不理想，木基層皆已損壞甚多。正身明間之單色髹漆有黑色、

藍色及綠色，筆者亦認為，此空間之色彩應是經過多次重漆的結果。而次間之構件

幾乎皆為新木，僅有一張舊照可供參考，但此照之色彩頗為新穎，應是重漆後的樣

貌（見圖 44）。 

圖 30：第一進步口現況 圖 31：第一進正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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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進 

第三進彩繪主要繪於拜亭、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拜亭 

第三進的拜亭是宮保第中彩繪作品 多的空間，但目前除了明間壽樑、中樑、

左右兩棟架束仔、束橢、瓜筒及少數斗仍留存舊木件外，其餘皆已換上新木。此空

間之單色髹漆有黑色、藍色，應是經過多次重漆的結果，其他木雕構件則以化色、

貼金及螺鈿裝飾為主。 

(2)步口 

第三進的步口空間僅有明間，彩繪以步通、束仔及壽樑為主，但除壽樑保存外，

其餘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紅色及黑色為主。 

(3)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為主，其次為明間壁堵的壽山石紋處理，

但除了燈樑有輕微損壞外，中脊檁及壁堵狀況並不理想，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

色髹漆以黑色及紅色為主。 

 

圖 32：第二進步口現況 圖 33：第二進正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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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五進 

第五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楣及其下方的花罩為主，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

漆以黑色、紅色及藍色為主。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及引腳為主，其次為明間壁堵下方裙堵的

壽山石紋處理，但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黑色及紅色為主。 

 

圖 34：第三進拜亭現況 圖 35：第三進步口現

況 

圖 36：第三進正身現況 

   

圖 37：第五進步口現況 圖 38：第五進正身現況 圖 39：第五進正身現況 



蔡雅蕙、陳彥仲∣霧峰林宅宮保第建築彩繪之研究 61 
 

（三）九二一地震前的彩繪分佈情形 

從以上的現況敘述中可知，目前宮保第的彩繪構件多已換上新木，其主要原因

還是在於地震所帶來的災害。以下兩張圖分別為九二一地震前及目前彩繪分佈的狀

況，由圖中可明顯發現目前完整的彩繪構件已不多，而僅存的彩繪在經過筆者的觀

察後發現，有些圖案雖完整，但木構件表層其實已腐朽損壞，著實相當可惜，因此

也必須趁其未完全敗壞前加速記錄的工作。 

  

圖 40：宮保第九二一地震前彩繪分佈的狀況 圖 41：宮保第九二一地震後彩繪分佈的狀況 

底圖來源：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說明：此說明圖以中軸線彩繪為主，灰色部分為黑色髹漆的空間；藍色部分為藍色髹漆的空間；紅

色部分為繪有彩繪主題及文字的構件，從舊照中得知第二進正身明間髹漆為藍色與黑色，次間則為

藍色與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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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宮保第彩繪之色彩、堵頭裝飾與彩繪主題 

由前文說明中可看出，宮保第彩繪的現況相當不好。由於彩繪原本就不多，在

九二一地震後，其整體木構架幾乎全倒的情況下，彩繪更是無可避免的遭受嚴重的

損壞，而由於目前筆者所能搜集到的照片也都是民國六十九(1980)年代以後所拍攝

的，因此許多構架的彩繪雖看得出曾經過多次重繪，但已無舊資料可知其歷史。 

從目前所蒐集的彩繪圖面及現況中，筆者也歸納宮保第彩繪畫作的特色，包括

色彩，堵頭裝飾及主題圖案等，以下分別說明。 

1.色彩  

早期臺灣漢人在建築上彩繪各種色彩，不但是有保護木結構及防腐防蟲的作

用，也包含了禮制規範的意義在內。 

從舊照及現況來看，宮保第髹漆所使用的色彩大約有四種，分別為黑、藍、紅、

綠，其中又以黑色為 主要的色彩，其次為藍26、紅、綠等，另在少部分構件上，也

以貼金的方式呈現華麗的樣貌。 

前文曾述，筆者所收集到的舊照片拍攝的年代約為一九八０至一九九０年左

右，因此，更早之前的色彩究竟為何，在沒有其他證據的狀況下，實在很難判斷。

若根據臺灣傳統建築「紅宮黑（烏）祖厝」的說法，宮保第塗刷黑色髹漆可能會被

認為是作為宗祠之用，但根據前文內容所述：「宮保第的第一、二進，是做為接待賓

客或商議公事的空間，第三進與第五進則為居家使用，而第五進原為林朝棟居住，

而後林文察的神位也安奉在此進正廳內」。由上面的敘述看來，宮保第似乎並非為祭

祀使用的宗祠，因此，宮保第為何大多使用黑色的確是個疑問。 

從文獻資料可知，霧峰林家的林文察及林朝棟父子為清代臺灣二品官職以上者

（林會承，1995：125），若從清朝頒訂的《欽定大清會典》，定規制如：「凡第宅、

公侯以下至三品官……門柱飾黝堊27，中梁飾金，旁繪五采雜花。……」（《欽定大

清會典》〈府第〉康熙朝：667）來看，宮保第所飾之黑色應與作為宗祠無關，而是

符合清代的規制。而在其他裝修的部份，《大清律例》亦規定「限職官一品二品，斗

                                                 
26 藍色主要塗飾於第二進及第五進的樑柱上，但此兩進所使用的藍色略有不同，應是不同時代所為。 
27 史籍中將黝堊解釋為「以黑色和白色作塗飾」，但「堊」亦可泛指用來塗飾的各色泥土，因此「門柱

飾黝堊」指將門柱用黑色塗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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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彩色繪飾；……三品至五品，斗拱青碧繪飾」（《大清律例》〈服舍違式〉：633）；《欽

定大清會典則例》「……又定公侯以下官民房屋……梁棟許繪五彩雜花，柱用素油，

官員住屋中梁貼金，民不許貼金」（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府第〉乾隆朝：40）。 

由以上的歷史資料及現況看來，筆者認為，宮保第在初建之時的用色，應是根

據清朝頒布的規制髹漆飾彩，但到了日治時期整修時，有部分的用色是被後裔誤改

的結果，尤其是第二進及第五進的門面及室內所髹漆的色彩，看起來與其他院落並

不協調，且呈現較新穎的感覺。 

圖 42：第一進步口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圖 43：第三進拜亭 

來源：同上圖 

圖 44：第二進正身次間室內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45：第五進正身室內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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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堵頭裝飾與彩繪主題 

(1)堵頭裝飾 

堵頭圖案在建築彩繪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裝飾性功能，也考驗設計者的創意及

細膩度。以宮保第來說，其彩繪作品雖然留存不多，但每一幅圖畫仍搭配了細緻的

堵頭設計，並以各種吉祥紋樣組合在其中，顯現傳統漢式建築中一貫的象徵意涵。 

圖 46：第一進正身中脊檁兩端堵頭圖樣 圖 47：第二進正身燈樑兩端堵頭圖樣 

(2)彩繪主題 

宮保第的彩繪主題如同其他的傳統民間吉祥圖案，其主要特點是將人們理想和

美好的願望反映在彩繪主題及文字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吉祥意涵的動物、植

物、器物、文字及象徵忠孝節義的人物故事等，甚至於現實生活周遭所常見的事物，

也被藉著各種圖騰符號加以表現。這些主題不僅有美觀的外在意義，它更進一步的

包含了子孫孝悌、吉祥富貴、趨吉避凶以及勸戒教化的內在意義。以下圖表為宮保

第彩繪的主題及內容說明，目前部份圖案已損壞不存，因此我們僅能從舊資料中看

出過去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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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宮保第彩繪的主題及內容說明 

   

說明：第一進，由左至右分別為明間門神【神荼】、【鬱壘】、左次間門神【天官圖】（手捧花及

晉鼎，有榮華（花）富貴、科名及第之意）、右次間門神【天官圖】（手捧冠及鹿，象徵加官（冠）

晉祿（鹿）之意）。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一進宮保第匾。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一進步口灰壁彩繪，分別落款有「臨

藍泉戈叟之大意 時維季冬月 磺溪漁人寫」、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仿東坡居士筆法○○

氏○」、「瑤池獻瑞 ○○○○○」。28現已不存。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28 無法辨識的文字以○為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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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一進中脊，兩端為花鳥主題。（現況） 

  

說明：第二進建築。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二進步口，門楣上為【篆團】圖案及

花罩下的吉祥紋飾。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二進正身明間壁堵（下文有詳細說

明）。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二進封屏門彩繪，由左至右分別為人

物主題【孝：望雲思親】及【忠：出師表】。（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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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二進中脊及燈樑彩繪。（現況） 說明：中脊中央圖案，兩端為依稀可看出為人

物主題，但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二進燈樑。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

代） 

說明：第二進燈樑中央圖案，兩端為花鳥主題。現已損壞。 

來源：《臺灣傳統建築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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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第三進拜亭左棟架及右棟架，其彩繪主題以人物、花鳥及詩詞教化文字

為主。目前僅 6 件花鳥及文字束仔構件放回原位，其他已損壞嚴重。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三進步口。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三進步口花鳥彩繪。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三進燈樑（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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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五進建築。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五進步口，門楣上為【篆團】圖案及

花罩下的吉祥紋飾。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五進中脊及燈樑。目前作品保存尚好。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五進正身明間室內樣貌。現已損壞嚴

重。 

來源：《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 

經由筆者的調查，因九二一地震損毀了大多數的彩繪，故以上圖表中的圖片除

少數為現況外，多為筆者蒐集個人拍攝及文獻中所得，但所有照片皆拍攝於民國六

十九(1980)年代左右，也就是說，更早期之前，或許彩繪的樣貌與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並不相同，尤其在第三進的許多木構件中已發現兩層以上的彩繪層，可證明某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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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曾經過數次的重繪，但由於並沒有更近一步的資料（照片或整修資料）可知完整

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為尊重歷史變遷的過程及不可臆測的原則，若真的沒有資

料，也就沒有必要汲汲追查原始的樣貌了。 

由以上的圖表說明，筆者認為，宮保第雖擁有十一開間的壯闊建築群，但彩繪

裝飾的部份相對來說實在不多，大部分的構件以單色髹漆塗飾，因此，以古蹟保存

的立場來說，目前仍存在的彩繪也就顯的格外珍貴。其中，宮保第 引人注目的彩

繪作品即為李鴻章落款之書法兩篇（於第二進壁堵中分四個段落書寫），此兩篇文字

圖 48：第三進正廳中脊彩繪剝落時露出下層

彩繪圖案 

圖 49：第三進拜亭斗座，彩繪剝落時露出下

層彩繪圖案 

圖 50：同上圖 圖 51：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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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自董其昌29之書畫創作、評鑒的理論著作《畫禪室隨筆》，其一為〈酣古齋帖跋〉，

原文為「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

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

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為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

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為書各種，

以副清臣之請。」，在宮保第中，後段文字略修改為「……予學書三年，不敢謂得古

人三昧……」， 後兩句「為書各種，以副清臣之請」則可能因空間不夠而沒有寫上

去。另一幅字原文為「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

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

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

不苟且，亦不免為名使耳。」，於宮保第中，亦略改為「……鮮寫寫至成篇者……此

亦惟自己能知之。轉○前人作書不肯苟且，亦不免為名字而使耳。」 

雖然李鴻章並沒有親自來過宮保第，但或許所送這幅字也可顯示當時林家與清

政府的友好關係。 

而第二進正身壁堵的另一篇文字，則為清光緒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吳魯30所書之王

融31作品〈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的其中一小段，原文「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

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32，來仕允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目前無法得知吳魯是否曾至宮保第，但從歷史資料中得知，吳魯曾三度遊臺，

並與當時望族交好，或許因這樣的關係而成為霧峰林家的好友，並贈予這幅書法。 

                                                 
29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香光，為明代大家，擅長畫山水，師法黃公望、董源、巨然等。 
30 吳魯，為光緒十六年(1890)狀元，其書法善小楷，整秀無匹，曾三度遊臺，曾館於磚橋吳宅，或館於

板橋林家，其子鍾善且任林本源西席。詳見：崔詠雪，2001：http://www.tmoa.gov.tw/action/twwrite.htm 

(2008.06.20) 
31 王融，字元長，南朝齊琅邪臨沂人。 
32 宮保第中，將「……分陝流勿翦之懽……」寫為「……分陝流勿翦之歡……」，但兩個字意思是一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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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第二進正身左棟架壁堵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圖 53：第二進正身左棟架壁堵 

來源：同上圖 

 

圖 54：第二進正身右棟架壁堵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55：第二進正身右棟架壁堵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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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宮保第彩繪色彩及主題說明表 

 第一進 第二進 第三進 第五進 

柱 － － 黑色髹漆為主。 － 

樑 － － 

壽樑：兩端繪有花

鳥圖畫，其他為藍

色髹漆。 

中樑：兩端繪有花

鳥圖畫，其他為藍

色髹漆。 

－ 

瓜筒 － － 彩色化色、螺鈿 － 

員光 － － 
木雕彩色化色與

單色髹漆。 
- 

拜亭 

其他 － － 

斗：書畫、化色、

螺鈿。栱：單色髹

漆。外簷栱：書

畫、單色髹漆。看

橢：木雕。束仔：

書畫。束橢：木

雕。雀替：木雕。

－ 

柱 
前 廊 兩 柱 為 紅

色，其他為黑色 
藍色單彩為主。 黑色單彩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樑 

壽樑：兩端繪有圖

畫，其他為黑色髹

漆。 

藍、黑色單彩為

主。 

壽樑：兩端繪有圖

畫，其他為藍色髹

漆。 

黑色單彩為主。 

瓜筒 木雕化色、螺鈿 － 木雕化色、螺鈿 － 

員光 綠色為主。 綠色為主。 藍色為主。 綠色為主。 

步口 

步通 黑色單彩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花鳥畫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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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彎枋：木雕化色、

貼金、螺鈿 

門神：六扇 

其他木構件：化

色、貼金、螺鈿 

門楣：壽團 

花罩：吉祥圖案 

斗：彩繪文字 

拱：單彩或化色 

看橢：木雕 

束仔：單彩 

束橢：木雕 

雀替：木雕 

門楣：壽團 

花罩：吉祥圖案 

柱 黑色為主。 黑、藍色為主。 黑、藍色為主。 藍色為主。 

中脊檁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兩幅補筆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燈樑 － 
中央為捲雲紋，兩

端為花鳥圖。 

燈樑整體為連續

性的花鳥圖案。 

中央為捲雲紋，兩

端為花鳥圖。 

壁堵 － 

頂堵：花鳥 

身堵：書畫 

裙堵：吉祥紋樣 

身堵：仿石紋 

裙堵：紅底仿石紋

身堵：紅色髹漆 

裙堵：仿石紋 

正身 

其他 － 

彩色髹漆、螺鈿 

封屏門：人物、吉

祥圖案。 

於木雕上髹漆紅

色及貼金 
藍色為主。 

五、結論及未來保存的重點 

宮保第建造於清末時期，由於其家族的風光歷史及建築的碩大華美，對於臺灣

文化資產的保存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但九二一地震損毀了這棟百年古蹟，也引發各界人士對於是否廢除古蹟指定及

重建有甚多的爭議，但無論如何，本研究仍希望藉由彩繪的研究來探尋過去的歷史，

以作為下一階段規劃設計的基礎資料。以下歸納前文的研究，分別說明宮保第彩繪

的內涵特色及未來保存與修護重點。 

（一）宮保第彩繪的內涵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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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禮制規範下色彩使用 

由前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知道，建造於清末的宮保第建築，在整體色彩的運用

上應是符合清朝二品官職的身分規定，但可能因日治時期後裔誤改的結果，導致色

彩看起來並不協調，尤其是第二進及第五進，明顯看出曾經過數次的塗刷。由於目

前臺灣留存的清代建築已寥寥可數，尤其是規模那麼大的建築群落，因此，宮保第

不但是林氏家族的歷史證物，從彩繪色彩的研究角度來看，也可見識清末漢式建築

遵循禮制規範的實例。 

2.遵循傳統的主題與設計 

除了色彩的使用符合清朝的規制外，宮保第的彩

繪主題及堵頭設計則沿襲了傳統吉祥圖案的意涵，不

僅達到建築的裝飾藝術效果，同時也成為人們寄托理

想、心願和情感的重要形式，也表達其忠孝節義的寓

意，僅有第五進正廳引角上的小幅西洋風景畫，呈現

比較不同於傳統彩繪的樣貌。 

若以風格特色來說，臺灣在一九二０年代的許多

建築彩繪作品，已經出現相當多樣的彩繪主題，除了前述的西洋風景畫外，還有當

時流行的現代仕女、人物、生活器物（如時鐘）等等，因此，比較起來，宮保第的

彩繪不但在構圖的設計上相當規矩，主題也相當傳統，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的風格，

而這或許也反映主事者傾向舊有制度習慣或傳統的態度。 

（二）未來保存的重點 

除了研究宮保第的彩繪畫作及色彩之外，如何保存修護（復）也是當前歷史研

究外，另一項重要的討論焦點。事實上，從前文分析中可以了解，目前宮保第僅存

的彩繪已不多，能夠完整保存下來的「實物」實在非常的少，並且有部份彩繪層（塗

膜層）實已損壞相當嚴重，若強加修補，除了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金錢外，也可

能無法完全修復，因此，評估其藝術及保存價值後，筆者建議將彩繪分為三種方式

處理： 

1.原物保存：門神及第二進板壁書畫因是相當具有歷史及藝術價值的作品，建

議原物保存（移至恆溫恆濕之處如博物館，加固清潔即可）。 

圖 56：第五進正廳引角的

西洋畫作 

來源：《台中縣建築發展‧

民宅篇》 



76 文資學報│第五期 

2.修護：以現地保存為主，少部份木表層損壞較少的彩繪作品以修護方式處理。 

3.新作（包括仿作及新作）：大部分的彩繪由傳統彩繪師傅依舊圖仿作新畫，若

無舊圖可供參考者，依前文所述，可參考鹿港郭家的彩繪作品。 

至於色彩的部份，即使得知宮保第 早的門柱可能應全部為黑色才對，但不論

是否曾誤改顏色，筆者認為，在無證據的情況下，第二進及第五進在未來進行修復

時仍須維持舊照所呈現的色彩，而不是改為黑色，以符合尊重歷史修改的真實性的

原則。 

 

圖 57 宮保第彩繪修護（復）方式 

說明：專業修護人員包括文化資產領域的相關專業人士或傳統匠師、藝術家。 

（三）後續研究 

霧峰林宅自民國八十八年(1999)震毀以來，重建與廢除古蹟指定等種種聲音不斷

爭論角力，而也因此突顯出文資法的種種問題及過去保存古蹟方式的不合時宜。筆

者長期關注文化資產的研究與保存，也了解學者眾多意見的背後所持之理論根據並

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是因關切角度的不同而對於古蹟有不同的定義。但無論如

何，以宮保第來說，此建築不但未被解除古蹟指定，甚至躍為更高層級國定古蹟，

對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用新料修復的古蹟來說，筆者以為這是「感性的古蹟維護觀」

多過於「理性的古蹟維護觀」了。33 

                                                 
33 參考自劉永毅，2003《霧峰林家等待明天》：200。引用漢寶德於 2002 年 4 月 22 日於中國時報的專欄

文章〈動態的保存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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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宮保第的木構彩繪，在初作此研究時，相當訝異這樣一棟百年古蹟的

建築歷史研究並不如想像中豐富，在沒有任何匠師、營建過程資料留存的狀況下，

僅依循舊照片的重建方式也正是學者間爭論不休的關鍵所在，如今，在紛紛亂亂之

中，宮保第已逐漸完成復建工程，但在此過程中也正凸顯過去建築研究的缺乏。以

建築彩繪來說，因過去並沒有完整的紀錄，以致，在地震倒塌後，許多散落的彩繪

構件根本無從得知原來放置的位置，只能隨大木師傅的經驗來修復，使得部分構件

並未置回原來的位置，如此沒有研究依據的倉促修復態度，也是相關單位及全民應

該修正的觀念，否則，未來仍會有許多文化資產在「假古蹟」的論戰中爭議不休。 

宮保第的建築彩繪其數量雖不多，其精采度亦不如其他富紳宅第，但嚴謹的色

彩配置及含蓄的教化意涵是宮保第彩繪值得欣賞之處，未來，筆者希望能將景薰樓

及二房厝納入研究中，進而完整呈現霧峰林宅建築群的彩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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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Gong Bao Di 
of Lin-family-house, Wufong  
 

Tsai, Ya-Hui* 

Chen, Yen-Chung** 

Abstract 

Lin-family-house of Wufong is composed of ding cuo（頂厝）, xia cuo（下厝） and lai 

yuan（萊園）, it is an rarely seen enormous construction in Taiwan.   

The mainly study of this researches is the gong bao di（宮保第）of xia cuo.  It was built 

in 1858 when lin wen cha（林文察） was the master in gong bao di, and it has been already 

standing for 150 years.  However, the severe earthquake in 1999, the 921 earthquake, has 

damaged the historic building and also brought up a lot of controversy about if it needs to 

abolish the monument designation or reconstruct this house. 

To discuss under this issue, the main topic of this theme is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of 

gong bao di.The contents are as following：（1）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gong bao di .（2）

before and after of the earthquake,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this building.（3）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gong bao di.   

This study expects the meaning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can be known more and the 

way of how to preserve this historical culture can also be form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n-family-house of Wufong, Architectural painting,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Tradition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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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與江南音樂—兼談江南琵
琶的界定＊

 

曹  月
＊＊

 

摘要 

不管是江南的文化、江南的音樂，還是其主要演奏樂器—琵琶，在它們的產生

和發展過程中都體現著江南特有的柔性、靈動與自然婉麗，顯現著與江南自然景觀、

人文氣質相一致的細膩、清秀、精緻、詩性。本文就江南文化的概念，江南文化的

形成、演變、特徵，以及與江南音樂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對江南琵琶的界定表述了

作者的觀點。 

關鍵詞：江南文化、江南音樂、江南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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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的概念 

要探討江南的音樂與琵琶，首先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對「江南」的概

念給予準確的界定，然後才可能在這個概念下進行闡述和深入研究。 

「江南」不管是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或現實生活中，它既是一個區域概念、地理

概念、歷史概念，同時是一個極具豐富內涵的文化概念，性情的概念和美學的概念。

並且還是一個至今沒有統一共識的概念。 

從自然地理和字面而言，江南，應該是指長江以南的地區，尤其是近現代以來，

說到「江南」，人們心目中就會浮現出小橋流水、唉乃歸舟、吳儂軟語等最能代表江

南文化的特徵景象來，但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地域劃分。 

然而在歷史上，人們使用「江南」一詞時，不同時期卻賦予它不同的地域範圍，

徐茂明先生在《江南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1 一文中，曾引用了諸多學者考證：「江

南「之詞始見於春秋時期，時指楚國郢都（今江陵）對岸的東南地段，範圍極小。

戰國時期，楚在長江南岸拓地日廣，江南的範圍亦隨之向東南擴展，延及今武昌以

南及湘江流域2。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

全部，南達嶺一線3。而在實際應用中，「江南」的範圍極為寬泛，所用此處已到「一

意之下而形勢瞭然」的程度，如李斯《諫逐客書》雲：「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

不為采」4。《史記•始皇本紀》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5金錫歷來被視為東南吳越之方物土貢6。秦漢時人指稱下游的江南地區用得最多的還

是「江東」、「江左」等名詞。當年從吳縣起兵反秦的項羽，在烏江亭長面前即口口

聲稱：「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

目見之」7。 

自孫吳立國江東後，江東經濟得到了新的發展。後歷經東晉南朝，都城建康（今

                                                 
1 徐茂明，江南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J]史林，2002.03。 
2 沈學民，江南考說，手刻油印稿，約 80 年代初。 
3 周振鶴，釋江南，中華文史論叢，第 49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1 頁。 
4 《史記》卷 87《李斯列傳》，[M]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543 頁。 
5 《史記》卷 6《始皇本紀》，[M]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34 頁。 
6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 74《考工記總序》：“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M]中華書局，1987

年，第 3119 頁。 
7 《史記》卷 7《項羽本紀》，第 336 頁，[M]中華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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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已經成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江南」所指的範圍也由西向東轉移，成為了

一個意有所屬的特指概念了。南朝文學家謝眺的《入朝曲》曾說的「江南佳麗地，

金陵帝王州」，就已經明確標示了江南的範圍已由長江中游兩湖地區移至了下游的江

浙一帶。從歷代的行政地理方面來看，最早以行政區劃稱「江南」的是王莽改夷道

縣（今湖北枝城市）為江南縣。在漢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地域已十分寬廣，包括今

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蘇南部地區，以會稽郡北部為「江南」的概念由此產生。唐太

宗貞觀六年，隨著十道的劃分與命名，出現了「江南道」，它囊括了今天長江以南，

南嶺以北，西起四川、貴州，東至海濱的近半個中國，可謂名符其實的江南。盛唐

時，今浙、閩二省與蘇、上海、皖南部和贛東北部被劃為「江南東道」，其餘地區則

列入「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宋朝改道為路，設江南東、西路，江南東路轄一府（江寧）、七州（宣、徵、江、

池、饒、信、太平）、二軍（南康、廣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贛東北部分地

區；西路則約當於今江西全省。在今鎮江以東的蘇南、上海、浙江地區設兩浙路，

建炎南渡之後又分為浙東、浙西兩路。浙西路包括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

安吉、常、嚴三州，江陰軍，也就是環太湖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與唐代浙西道

相近8。從元代起，「江南」一詞不再被用作行政地區的正式名稱，而較多地被用來

專指原被稱為吳、三吳或浙區的一些地區。 

清順治二年(1645)，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

三省市。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省設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駐江甯，領有今安徽

及蘇北地區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駐蘇州，領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五府，

這為江南分省邁開了第一步。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蘇、安徽分省最終確立，江

蘇因事務繁劇，又增設藩司一員，「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江甯藩司

管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分隸蘇州藩司管轄」9。當時，由於「江南」一詞

不是正式的行政區域，所以清代人們運用時也比較隨順，有時僅用作蘇南的代稱，

有時則不僅包括八府一州（蘇、松、常、鎮、甯、杭、嘉、湖八府及蘇州府劃出的

倉州），而且還包括了浙東的甬（今寧波）、紹二府。即使在上述八府一州範圍內，

往往也只用來指其中的幾個州府。由於沒有統一的用法，因而也造就了某種混淆不

                                                 
8 宋史卷 88，地理志四，[M]中華書局，1977，第 2173-2711，2178-2198 頁。 
9 清高宗實錄，卷 619，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M]中華書局，1986，第 965 頁。 



86 文資學報│第五期 
 

清。這大概就是今日「江南」一詞沒有統一定義的根源10。 

我們研究某種藝術及音樂類型等的產生和發展，是不能忽視經濟發展的各種因

素對它們產生的影響，因而還有必要從經濟地理方面來關注對「江南」概念的研究

成果。在明清經濟史學者中，對江南的概念也無一統一的認識。在諸多學者論點中，

筆者較為傾向李伯董、劉石吉先生的觀點，即「江南」的合理範圍應當包括今天的

蘇南浙北，即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

及後來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隸州。因為這八府一州不僅在內部生態條件上具有統

一性，同屬太湖水系，經濟方面的相互聯繫也十分保密，而且在其週邊有天然屏障

與鄰近的地區形成了明顯分隔。 

從「江南」的歷史演變來看，無論從自然地理還是行政區域方面看，都有一個

由西到東，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不斷變化的趨勢。「江南」這一稱謂也由單純

的地理、區域概念演化為更多經濟、文化內涵的專指性概念。據上文的討論，我們

可以從區域的共性上將本文江南的核心區界定在：明清時期的蘇州、常州、嘉興、

湖州五府與太倉直隸州的全部，也就是傳統所稱的「狹義的江南」，而從文化區域共

性輻射的意義上，將廣義的江南界定在：明清時的八府一州，即今天的以蘇南為中

心的長江三角洲一帶地區。當然也應該包括先吳、吳越之地，後又屬楚，中唐後屬

華亭縣（松江府）的華亭海，也即今日之上海，以及同屬江南經濟區的南通地區。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歷史與演變 

江南音樂和琵琶藝術作為江南文化的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必定受到整體

文化體系的影響和限制，因而我們在探討江南琵琶藝術以前，有必要對江南文化的

形成歷史和其特徵作一個簡要的概敘。 

（一）江南文化的發軔期：商周以前 

江南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一九八五年在吳縣三山島發現的舊石器時

代文化遺址可表明江南文化的淵源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而杭州灣南岸寧紹地區的

河姆渡文化、杭州灣以北及太湖周圍的馬家濱文化及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和良渚文化

等則顯現了這裏極其燦爛的新石器時期的文化，並從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吳越文化進

                                                 
10 詳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J]中國社會經濟研究，1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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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文明時代的標誌。「新石器時代吳越居民在水稻種植、陶器、玉器的生產及漁獵

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極具特色的原始文化，尤其是玉器最能體現江南先民的

藝術想像力，並為後世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尚玉體現的和美、柔

潤的精神理念對後來江南文化物質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1。 

夏商周時期北方文化高度發展，江南文化則相對沉寂。此時太湖平原的馬家文

化與寧鎮丘陵，皖南東部地區的湖熟文化趨於一致，形成了完整而統一的文化區域

狀況。周代末年，因太子泰伯（亦作太伯）自願放棄王位從岐山遷徙到了江南，建

都於無錫梅裏，自號為「勾吳」，開創了吳國的歷史。據學者考證，「吳」，即「蘇」

字，義為「魚」，因吳地居民以魚為生，故有此稱。孔子在《論語》的「泰伯」篇中

道：「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讓位予三弟季曆

和無視功名富貴的境界，不但得到孔子的讚美，應該說也是形成江南文化之無為、

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這些核心精神的 「基礎原型」。 

越又稱「於越」，早在河姆渡和馬家濱文化時期，越地的石鉞就十分發達，良渚

時期出現了製作精美的玉鉞。有人認為戒不僅僅謂古越族所發明，而且其諧音之「越

「含有「超越「之意，故越人以越作為族名12。 

吳越俱遠離中原的東南，屬同一文化區內的兩個政權，兩國在不斷的相互征戰

中彼此卻結合得更為緊密，它們語言相近、習俗相近、信仰相同，吳越先民還有著

共同的圖騰—龍、馬。當然吳越間也有一定的差異，如在地理位置上，吳與中原的

關係更近，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要大些，越則保留了較多的土著特色13，越總體經濟要

落後於吳，但民風則更質樸一些。 

（二）江南文化的成型時期：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逐漸崛起。在吳越爭霸中出現了吳王僚、闔閭、夫差、

越王勾踐及伍員、專諸、孫武、范蠡、西施等歷史人物和有關傳說故事，這些歷史

人物本身體現的精神和傳說的感染力，成為了江南文化精神的內在物質，持續影響

著江南文化的發展。此時，吳越的青銅冶煉、造船、編織、稻作農業、漁業等都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青銅冶煉。 

                                                 
11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12 參見：衛聚賢，吳越釋名，吳越文化論叢，[M]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13 參見：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90-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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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文化的過渡時期：秦漢 

越滅吳後不久，國力下降並再次淪為楚之屬國，最後為秦所滅，秦統一中國後

設會稽郡，統領江南吳越故地，使江南文化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逐漸由尚武學霸

向尚禮崇文轉變。 

西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曾將大量中原百姓遷居會稽郡，移民使得江南的生產

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也促使江南文化的特質發展轉變。但江南仍然保留了其許多特

有的生活方式。農業生產上主要還是水稻種植和漁業，此時的江南相對於經濟文化

發達的中原地區，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後的，但也出現了如西漢時的陸賈、嚴助、朱

買臣，東漢時的嚴光、王充、戴就、彭修、謝夷吾、趙曄等江南士人。 

（四）江南文化的轉型發展期：魏晉、南朝、隋唐 

魏晉到唐是江南文化大發展的重要轉型期。「江南相對於戰亂不斷的北方而言社

會轉為穩定，再加上東晉、南朝政權建立在江南，所以江南經濟文化都有了很大的

進步。華夏文化在江南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文學、藝術、史學等都出現了新的氣象。」
14在這個江南文化嬗變與轉型期中，文化形態由尚武向尚文的轉變最為明顯，其影響

後代的文化新特質大多形成於此階段。 

許多學者認為，魏晉六朝時期是江南文化形成的軸心期，「江南的文化傳統在此

時發生了重要的蛻變，其重要的標誌是永嘉東渡，代表文獻是《世說新語》和南朝

樂府民歌」15。在《世說新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群與眾不同的文人形象，在他們

的眼中，藝術的境界超越了政治的功利而成為了生活的主體。他們如此醉心於藝術，

不僅體現出的是一種閒情逸致，更是一種精神個性的自覺外在顯露。這時期是一個

「精神史上極為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16。嵇康在《琴

賦序》中所說：「餘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

此不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17。因而所謂

的「魏晉風度」我們應該理解為審美個體從名法禮數中獲得真正的解放，得到人性

的回歸，而正如郭平先生所說：「音樂與魏晉士人結合，使兩晉都成為幸運者，音樂

                                                 
14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15 朱逸寧，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詩性精神闡釋，[J]江淮論壇，2006.02。 
16 宗白華，藝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7 [晉]嵇康，琴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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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了魏晉士人，而魏晉士人賦與音樂以非凡的意義」18。 

在這個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時代中，共同六朝江南文化的另一載體是優美動人

的樂府民歌。江南文化通過它在民間也獲得了屬於自己的聲音，並且已經滲透到大

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了江南文化特質的有機組成部分。 

東晉以後，江南經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建康不但成為了經濟政治中心，同時

也是文化中心，東晉至南朝漢族政權的南遷，大量中原貴族士人的移民江南，不僅

促進了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交流，誕生出以「士族精神，書生氣質」為審美核心

的江南文化，因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說：「東晉南渡，長江流域正式代表傳

統的中國」19。同時也促使得江南在經濟崛起後人才輩出，文化藝術得到了很大的發

展。 

在隋朝大運河的開鑿溝通了中原與江南的水系，也極大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和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交融。特別是隋煬帝登基以後，重新依靠江南士族，使江

南文化再次崛起。除了隋煬帝本身對江南文化的大力提倡和推崇外，南下的中原士

族出於政治的需要，必須籠絡、聯合江南士族；而江南士族也需依靠北方士族來保

護和鞏固其地位。北方士人將北方的哲學、土風帶到江南，給江南文化充實了新的

內含，使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產生了更深層次的碰撞，整合，交融。「南朝時期江東

世家大族的突出標誌，除了世襲政治持權外，主要在於高度的文化而不是雄厚的經

濟。」20東晉商朝時期，在文化上南方佔據主導地位，江南也成為了文學中心，也很

好地印證了這一觀念。此一時期，除了「永明體」開創了詩歌聲律化的新時代，「宮

體詩「、「吳均體」等也對後世的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產生了陸機、陸雲、

葛洪、丘靈鞠、沈約、吳均等傑出的江南文人。清新活潑的江南民歌，是江南自然

環境與社會環境下的特有產物，它以情歌為主，受儒家傳統理論的約束較少，感情

表達強烈而執著，具有純真樸素的審美風格，天然明朗的韻味及動人的情致。這些

都讓無數後代文人為之心醉神迷，並直接或間接從中汲取營養。 

東晉南朝的書法、繪畫、雕刻等藝術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出現了如顧愷之、

陸探微、張僧繇等畫家；顧寶光、孔琳之、張永、范歸華、王僧虔、陸杲等書法家，

                                                 
18 郭平，魏晉風度與音樂，[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19 錢穆，國史大綱，[M]商務印書館，2005，第 237 頁。 
20 方北辰，魏晉南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M]臺北，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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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六朝的陸墓石刻、佛寺石刻等雕塑藝術，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隋唐之

際江南的社會風俗基本上完成了由崇武到崇文的轉變。 

唐朝以後，江南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時期，經濟地位也不斷上升，安定、平和

的社會環境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到唐代天寶年間，江南地區的人口

密集程度已僅次於河北、河南，位居全國第三位，並且大量的人口由農業生產向航

運、手工業、商業轉移，江南經濟的發展，使潤州、常州、宣州、蘇州、杭州、金

陵等都成為了當時重要的中心城市21。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加速，中唐

以後政府的財政收入更仰仗江南。江南在戰亂中大量接受北方移民，保存了中原地

區的文化菁英，其影響是進一步雅化了江南的社會風尚，也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

和轉型的進一步深入22。 

唐代江南詩人輩出，實質上已成為了一個與京城並立的文化中心。在南北朝以

後，「江南」也已作為風景優美，物產富饒的代稱和具有鮮明文化內涵的地域概念，

也成為用來形容和區別「江南」以外地區的一個概念。宋代以後直至近代，江南文

化走向完全成熟和穩定，並進入發展的高峰時期，近代出現了李叔同、周作人、豐

子愷、柳亞子、葉聖陶、林語堂等一大批文人學者群。千百年來，江南可謂俊才輩

出，風騷行世。 

（五）江南文化的定型期：南宋至明朝早期 

宋室的南渡是江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靖康末年奢華萎靡的風氣與江南的陰

柔文化氛圍相結合，使得江南文化向著愈加文弱精緻的方向發展。此期間由於工商

思想的萌芽，南宋定都臨安後，不但人口劇增，歷年的財政支出也超過北宋時期的

最高額度，形成了江南文化中的消費特徵，工商萌芽對文化發展的推進，使經典意

義上的「江南文化」得以整合完成，並形成了主導中國文化發展七百餘年的主流文

化23。 

（六）江南文化的輝煌期：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 

應該說後世文人對「江南文化」的感性認識都是源於對這一時期的印象和緬懷。

                                                 
21 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初唐宋經濟研究[M]長沙，岳鹿書社，1996。 
22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23 詳見：陳堯明、蘇迅，長三角文化的積累與裂變， [J]江南論壇，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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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特別是明代，江蘇蘇、松、常、嘉、湖五府的稅糧之和已占全國總和的

五分之一。那時的蘇州、杭州、揚州就已經是人們心目中的「天堂」了。清朝康熙、

乾隆皇帝幾下江南，也是江南文化達到輝煌時期的一種標誌。此時期不論是文學、

藝術和手工藝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質的各大流派，而且都是當時全國最主

要，這種優勢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乾隆以後，就江南文化的整體發展而言就明顯乏善可陳了。但隨著全國經濟中

心和南方文化中心向上海的轉移，部分文化藝術領域仍然有著新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以後，全國的經濟中心和南方的文化中心已經從揚州和蘇

州逐步轉移到上海去了，因此也出來一個應該是江南文化的分支—「海派文化」。「海

派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絕非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蘇州、寧波、杭州、無錫對它的

文化輸出尤為突出和明顯，上海與這些城市的文化互動也異常活躍，因而它應該是

指以上海為龍頭和軸心的一種文化形態。「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或說長三角文化發

展到近現代的必然結果，是「江南文化」繼續發展的一次新生24。 

三、江南文化的特徵 

從整體上說，中華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北方以黃河文化為標識，南

方以長江文化為標識。從地域概念上看，長江文化是由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吳越

文化三部分組成。由於歷史的原因一般吳越文化都是「吳文化」的概念來涵蓋，它

們也是江南文化之源。從前面的江南文化的形成與演變中已經可以看出，江南文化

在不斷的整合與重構中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體系以及鮮明的個性特徵。 

（一）江南文化的「柔性「與「靈動」 

說到江南文化，人們很自然地會與古鎮、小橋、流水、畫舫、吳歌、園林、湖

山、曲徑、荷池、清竹、書畫、詩歌……這些精緻小巧、優美典雅的文化景觀和藝

術形式聯繫起來。 

江南地區在地理環境上具有典型的水鄉澤國和山川秀美的特徵，亦被稱為魚米

鄉，佳麗地。江南居民的靈秀穎慧與「水」性的特徵有關，水性在中國傳統思維中

是與「柔」、「靈動」聯繫在一起的。生活於江南清麗自然環境中的人們性情多柔和，

                                                 
24 詳見：陳堯明、蘇迅，長三角文化的積累與裂變[J]江南論壇，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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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細膩而思維活躍。與北國「駿馬秋風」的闊大氣象相比，江南的「春花秋月，

暖寸熏風」雖顯得有點纖弱、陰柔、委婉，但也更凸顯出其人情之風雅。江南的三

秋桂子，十裏荷花，遍地綺羅，盈耳絲竹，不僅澤潤了人們的靈性，造就了感覺的

敏銳，在魏晉後也培育出一大批江南詩人、書法家、畫家和音樂家。吳越先民對玉

的崇尚，與玉的溫潤、皎潔、柔和、纖巧特點有關，更能反映他們柔與靈動的審美

追求及品質個性。吳越方言的溫柔細膩，民歌的清新婉麗，也反映了江南文化水玉

潤澤的特點。 

不管是江南文士的詩、文、書畫兼長，還是文學藝術風流之士崇尚清秀俊逸與

自然婉麗的風格特點，都無處不體現著江南文化的柔性與靈動。誠如鄭振鐸先生所

云：「在這樣的好風光，好鄉地裏，所產生的情緒自然而然的會輕倩秀麗了」25。特

別是在明清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崑曲、彈詞、越劇、滬劇、姿劇、十番、絲竹等藝術

形式中，「曼麗婉曲」、「清辭俊語」、「輕倩秀麗」等柔性和靈動的江南文化精神和藝

術個性都一脈相通的體現於其中。 

（二）江南文化的「詩性」 

江南與中國其他區域文化相比較，物產豐富與人文發達是兩個最顯著的特點，

但如果僅僅是這兩點是無法形成或說概括江南文化的本質特點的，劉士林先生指

出：江南文化的神韻與精妙之處，在於「與人文積澱同樣深厚悠久，諷誦之聲不絕」

的禮儀之邦相比，它還多出了幾分「超名教而任自然」，代表著生命最高自由理想的

審美氣質26。在於其文化中比其他地域文化多了一些超越實用性的審美創造與詩性。

劉士林先生還曾把江南文化與齊魯文化的差異描述為「審美－詩性」與「政治－倫

理」的對立。 

由於江南地區長期處於政治中心以外，其文化中很少有政治的優越感，江南文

化的自信不是通過意識形態來表現的，而表現為濃厚平民風度的江南士大夫文化，

同時具備了精雅絕倫的文化外形與樸素簡約的審美取向。正是這些詩性的人文氣質

和審美的內涵，使它成為了「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27。這種具有濃厚非意識形

態性、非政治經濟學性的人文精神，是一種與當代語境中大眾文化和審美文化最接

                                                 
25 轉引自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人民音樂，2005.01。 
26 劉士林，江南詩性文化：內涵、方法與話語，[J]江海學刊，2006 .01。 
27 劉士林，江南詩性文化：內涵、方法與話語，[J]江海學刊，200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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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傳統精神之源。與江南文化的詩性特點相對的另一特點則表現為江南文化中的

責任意識。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高攀龍的「學者以天

下為己任」，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的責任意識。

詩性與責任是「江南文化」的兩極，也是江南之所以成為繁華、富饒江南的很重要

的方面。 

（三）江南文化的「崇文」 

前面已談到在秦漢以後，江南文化逐漸由尚武崇霸向尚禮崇文的轉變。至東晉

起江南社會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直接推動了整體文化的興盛。東晉至南朝北方士人

的大量南遷，也從外部促使江南文化的快速發展，使江南很快成為了當時漢文化的

中心。東晉南朝世家大族政治文化的雙重優勢，不但使家庭內部出現了眾多文學藝

術家，並且都普遍重視學術。同時江南還出現了大量的職業化文人，他們聚集在王

室，權臣周圍，形成很有影響的文人群體，也突出了江南的文化優勢。東晉南朝時

江南的公學、私學皆繁榮，藏書、讀書風氣日盛，這種崇文尚學之氣對後來江南文

化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到了唐代這種「崇文」之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現存唐代詩歌中，江南詩人

存詩量超過五分之一的狀況就可看出江南人文傳統對唐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四）江南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從江南的地理環境可以看到，這裏溯長江，可直抵荊楚、巴蜀，環太湖，可周

行浙皖，而運河則可貫通京杭，濟大海，可橫跨大洲。開放的地理環境，及水作精

神山為骨影響下生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態，註定了江南文化先天具有的自覺開放

性。 

江南文化自遠古以來就是在不斷吸收，融合其他區域文化的過程中發展、成熟

的，如江南文化多次與楚文化、中原文化的震盪融合。佛教在江南的傳播也突出顯

示了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東晉南朝，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在江南傳播甚

廣，上層社會與民間普遍流行這種新的文化，名刹眾多，信佛者日眾」28。 

另外江南士人樂意與外來之文士交流相處，江南地處沿海，對外交流廣泛。頻

                                                 
28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其主要特點，[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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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對外交流也使人們的視野開闊、樂於接受異域文化。在近代之後，隨著西方資

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以海洋文明為特徵的西方資本主義工商經濟與文化開始登陸並

對江南文化產生衝擊。但江南文化以善於吸收、善於學習、積極開放的文化心態來

對待外來文化的侵入。近代以來，江南文化也因為受異質文化的影響而發生嬗變，

遞轉，進而出現新的發展與勃興。 

這種開放性還決定了江南文化中自我突破的意識和行為，這種不斷的「超越自

我「貫穿在歷代文化整合的過程中，僅從江南地區的文化名人來看，他們中的許多

都是走出家鄉而成名的，他們很少有侷限和固守於江南一隅的保守思想，總是在探

索著突破地域的侷限或藝術、學術本身對他們的侷限。 

四、 江南文化與江南音樂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窺見到江南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由「柔性」、「靈

動」與「詩意」構成的樂感極強的文化，而在此中生成的江南音樂則體現為細膩、

清淡、和婉、典雅、柔潤、流暢、華彩等特點。可以看出江南音樂並不是依靠黃鐘

大呂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而是隨風送來茉莉芬芳一般沁人心脾的清柔，在江南音

樂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江南絲竹了，下面我們就江南絲竹為例，從其音樂的形態

特徵和江南文化的關係來進行探討。 

喬建中先生在其著文中曾說：「一些根植於特定地理環境、歷史悠久而又蘊藏豐

厚的民間音樂品種，常常以其濃烈淳厚的樂風，提示出某種地域文化的精神和個性，

甚至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表和標誌」29。在我們談到「嶺南文化」時，我們會不自覺地

聯想到「廣東音樂」或「潮州音樂」，談到「閩南文化」時不能不提泉州南管，同樣

談到江南文化不能不談到「江南絲竹」。流傳於蘇南、上海、浙北交匯地帶的「江南

絲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典型氣質和個性。在前面兩節中我們已經多

次談到江南文化的得天獨厚，「江南絲竹」就是在這樣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於明清

間脫穎而出的江南音樂的代表形式之一。 

在我國古代，「絲竹」既指採用絲、竹兩種材質製作的兩類樂器，也指由它們相

互配合的合奏之樂。江南絲竹以絲絃樂器和竹管樂器為基本編制，其中有二胡、琵

琶、揚琴、三弦、笛、笙、簫等。一千餘年來，「絲竹」在歷代歷朝，南北各地都有

                                                 
29 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J]人民音樂，2005.01。 



曹月∣江南文化與江南音樂—兼談江南琵琶的界定 95 

 

傳播，但大都在長江以南，流傳在江、浙地區的絲竹音樂另有「蘇南絲竹」、「吳越

絲竹」、「韓匯絲竹」、「揚溪絲竹」等稱謂，一九五０年後由幾位專家倡議才將江、

浙、滬一帶流傳的絲竹音樂定名為「江南絲竹」，進而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 

關於江南絲竹的音樂及文化特點，許多專家都作過論述。金祖禮、高厚永先生

將其概括為「小、輕、細、雅」；《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 ▪ 江蘇卷》歸納為：花、

細、輕、小、活；李民雄先生在《民族器樂概論》中歸納為：柔細、輕等30，其中的

「小」多指樂隊組和樂由結構小型為多；「輕「多指情趣輕快典雅；「細」多指演奏

風格上的精緻細膩。「雅」則多指曲調優美典雅，柔和清澈。在其中我們還可以進一

步體會到江南絲竹中「小中見大—小大由之；輕不失重—輕重相宜；細中透巨集—

巨集細有致；雅中含俗—雅俗共賞」31的內涵和外延。江南絲竹音樂的基本特點首先

是和北方音樂相區別的，其次又是與長江中上游、嶺南、閩南等地相對的。如果說

崑曲、越劇、江南民歌是江南文化聲樂載體的典型代表，那麼絲竹樂無疑就是器樂

體裁的典型代表了。尤其是它那以「六板」、「三六」、「四合」等音樂「母題」衍生

出的諸多曲目，一下子就讓聯想到姿態萬千但又趨於同一稱呼的「水鄉」。它們雖然

屬於人類文化創造的兩個極端，即物質與非物質，但深入其中，仔細比較，我們就

會發現二者在文化選擇、結構邏輯、審美追求乃至意蘊風格方面存在著很多內在一

致性32。也就不難看出將「絲竹」專稱給予江南，完全是由於它與江南水鄉自然景觀

和人文精神的契合，它更有資格代表這類音樂和體現江南文化。 

如果說：「江南絲竹」中，我們還不能全面詮釋江南音樂與江南文化關係的話，

我們不妨再從江南聲樂體裁的典型代表之一崑劇中的南崑來進行探討。雖然崑劇產

生、孕育在江南，但也有南崑、北崑和湘崑三大流派，從風格上說，南崑細膩文雅，

北崑粗獷豪放，而湘崑則直爽樸實，帶有一股「辣椒味」33這些特點的形成和發展，

也是與各流派當地文化和語言形態密切相關的。 

南崑也是指流行於蘇、浙、滬等江南一帶的崑劇。「吳儂軟語」的方言和民歌奠

定了南崑唱詞、念白的藝術特點，它結合了蘇南的地方民歌，具有濃厚的江南鄉土

                                                 
30 詳見：劉承華，江南絲竹音樂的形態特徵及其文化詮釋，[J]中國音樂，2005.04。 
31 高厚永，從中和之美讀到江南絲竹的審美情趣，[A]江南絲竹音樂大成編委會，江南絲竹音樂大成，

[C]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 第 1558 頁。 
32 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J]人民音樂，2005.01。 
33 徐蓉，地域文化與崑劇流派的形成，[J]上海戲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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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儘管經過歷代文人的加工、雅化，崑劇已走出了江南一隅的侷限，但「中州

韻，姑蘇音」的韻白特色仍是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 

雖說崑劇被譽為「百戲之主」，但在南崑的發展上還受到同是江南地域的越劇、

蘇劇、錫劇、滬劇等的影響。崑劇的整體特點為文詞典雅，曲調清逸，而南崑則更

加清麗抒情。在崑劇的傳統伴奏樂器中，雌、雄昆笛，古琴，古箏，琵琶等也無不

體現出江南絲竹的特點，並將江南水鄉風情和文化特點演繹得淋漓盡致。 

五、江南琵琶的界定及文化詮釋 

通過前面對江南的概念，江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變，江南文化的特徵及江南文化

與江南音樂的論述，我們再回過來給「江南琵琶」作界定似乎就很容易得到答案了。

「江南琵琶」就其地域範圍而言，應該指以南京、蘇州、上海、長江以北的南通、

海門、啟東34和浙江北部等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為核心，周邊可拓展到包括北至皖南、

東到海濱、西至江西、南到閩浙等地區。從近代琵琶發展史中可以明顯看出，到十

九世紀中葉前後，除直隸派、諸成派以外，最有代表性的幾個琵琶流派都在上述的

「江南」區域內，如：無錫派、浦東派、崇明派、平湖派、上海派。從江南文化整

體特徵方面來看，「江南琵琶」既非一般區域性派別的概念，更不是個人派別的概念，

它應該是一個大的地域性的音樂人文的概念。有學者曾說：「中國琵琶只有兩派，新

疆派和江南派。」以近代和現代琵琶界的狀況而言，劉德海先生認為：「新疆派早已

化解，只剩下江南一派了。」35無錫派、浦東派、崇明派、平湖派、上海派雖各居江

南一隅，表面上呈現的是單線式的傳承關係，但在江南近代文化特有開放性與包容

性影響下，又使各流派之間顯現出多重橫向的、複線式的相互影響、兼收並蓄的關

係。如：上海派的代表人物汪昱庭，其琵琶技藝啟蒙於王惠生。後王惠生把浦東派

陳子敬琵琶譜傳授給汪昱庭。汪昱庭後也得過浦東派倪青泉、曹靜樓與平湖派殷紀

平的傳授。因而筆者認為要深入研究中國近代琵琶藝術的發展，有必要在研究單個

流派及演奏家的基礎上，以更宏觀的視野從江南文化的整體特徵上進行探究。一九

八０年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市場及區域經濟的結構與發展》

                                                 
34 參見許伯明，吳文化概觀，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6，第 1 頁。許伯明先生認為海門、啟東在長江

入海口北側，是吳文化的側翼，其先民原從江南吳地遷入，語言同屬吳語系，文化傳統、風俗習慣

均源於江南吳地。 
35 劉德海，流派篇，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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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特別強調：「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個比較恰當的研究單元，既不是府，也不是

省，更不用說是整個帝國，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點的區域所綜合而成的經濟區域。」
36雖然施堅雅的此觀點主要是針對社會經濟研究提出的，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即著眼

於自成系統的特定經濟區域，綜合考慮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因素，注重局部與整體，

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方法，筆者認為在中國近代琵琶藝術史的研究上，特

別是江南琵琶藝術的研究上同樣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相對於「江南琵琶」地域性上的界定而言，文化語意上的界定和詮釋則困難一

些。在前面我們論及江南音樂、崑劇及江南絲竹時，都涉及到幾個關鍵字—細膩、

精緻、婉約、柔潤、典雅、清麗、輕快、平和等。筆者認為這些關鍵字同樣可以用

來界定、詮釋江南琵琶的整體文化特點。首先，「江南琵琶」是從人文氣質、審美情

趣、藝術風格、技巧演進等方面對具有共同特點的流派加以整合的一個大概念。不

管是江南琵琶中的哪個流派，他們的演奏風格、音響形態、美學追求等都顯現著與

江南自然景觀、人文氣質相一致的細膩、清秀、精緻。這種特點的形成，與江南地

區人口稠密，物產富饒，但人均佔有空間較少，許多人文的創造都是在有限的空間

中進行的不無關係，蘇州園林藝術的特點就是非常能說明此問題的一個例子。在這

種有限空間中創造和發展的人文藝術，一般來說很難達到廣袤雄渾的境界，只能是

立足有限的空間進行精雕細鑿般的創造。因而不管是江南的建築、園林、器具、書

畫，還是琵琶藝術，表現出來的都不是雄渾、粗獷、闊派，而是細膩、精緻、婉約，

是淺吟低唱，無限品味。就人文氣質及演奏形態而言，如果說北方琵琶藝術表現為

「琴色神韻」、「雄勁灑脫」的特點，那江南琵琶各流派則更多顯現出的是江南文化

風格特點和精神個性造就的「小、輕、細、雅」。 

其次，在「江南琵琶」上還突顯的是典雅柔潤、輕快平和、小中見大的特點。

在具有江南特點的琵琶曲譜中，無論是無錫派華秋萍、華子同編著的《南北二派秘

本琵琶譜》，還是平湖派以李其鈺、李芳園、吳夢飛、朱荇青編著的《南北派十三套

大麯琵琶新譜》、《怡怡室琵琶譜》、《朱英琵琶譜》；浦樂派鞠士林、陳子敬、沈浩初

編著的《鞠士林琵琶譜》、《陳子敬琵琶譜》、《養正軒琵琶譜》；崇明派沈肇州編著的

《瀛洲古調》，它們的節奏基本上是平穩的，節拍的速度是趨於均勻的，即使有變化

也是平滑和緩的，而非幅度較大的起落和突然性的張馳轉換。同樣，在它的曲目中，

                                                 
36 轉引自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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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都不是表現某一特定的情感或形象，而是一種抽象的情緒、一種氣氛。江南的

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還決定了其文化中特有的「閒適性「的產生和存在。人與自然

的關係與中原和北方比較要和諧得多，對抗少、衝突少，充實、安定而富足必然顯

現出其生活狀態、文化藝術和音樂形式中的從容、悠閒和平靜。再者，如崇明派沈

肇州創編的《瀛洲古調》，是以風格清新、曲短而趣長，音疏而韻足而見長的，江南

水文化的柔性、靈動，也促使江南琵琶中更具柔和、輕快的美學內蘊。 

近代江南是中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半殖民地社會的起源地，是中國民族工業和

中國近代文化發展的重要起點，也是近、現代中國琵琶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和典

型區域之一。在近代琵琶藝術的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江南特殊的地域

人文背景、產業佈局和生產力發展水準，使其文化轉型的軌跡表現得更典型、更集

中、更完整。對江南琵琶文化的整體研究將能更好地揭示出中國近代琵琶發展中普

遍存在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的內在原因；展示中國近代琵琶藝術發展中出現的文化

形態的裂變、蛻化、積累、擴展的過程和結果。 

作為一種獨立的演奏樂器和江南絲竹的主要演奏樂器，琵琶它不但對江南絲竹

音樂、江南地方戲曲等藝術特點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受到江南地域文

化和人文精神中浸潤的器樂及演奏者（家）們，必然會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江南文化

的外象和內蘊融合在其作品、演奏方式及美學追求之中，也必然會形成具有江南地

域和文化特點的流派、曲譜、演奏家及演奏技巧。如果我們暫且放下目前比較熱衷

的以流派代史的研究方法，而是從整體江南區域文化的角度來「以史論派」，或許會

給近代琵琶藝術研究帶來更多的啟迪，也會使近代琵琶藝術的研究向著更為多元、

寬容、前瞻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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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nan Culture & Jiangnan Music: Another 
Definition of Jiangnan Pipa 

Cao yue＊ 

Abstract 

The culuture, music in Jiangnan (the area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major 

musical instrument:Pipa, in the course of its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all possess 

geographically unique flexibility, agility, and natural grace, matching with the exquisition, 

delicacy, refinement, and poetic inspiration revealed from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in Jiangnan. This culture’s concept,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features, along with its 

connection with music in this area, will b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The definition of Jiangnan 

Pipa, however, merely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academic assertion. 

Keywords: Jiangnan culture, Jiangnan music, Jiangnan P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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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華的畫業—從日本與台灣近代
美術接納的脈絡探討起＊

 

神林恒道著
＊＊

、鄭夙恩譯
＊＊＊

 

摘要 

在台灣近代繪畫史上，張啟華的繪畫成就佔有特殊的位置。台灣近代繪畫的展

開無法忽視與日本畫壇的關係。首先是東京美術學校，其次是文展（文部省美術展）

與台展的關係。張啟華出身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而且又出展獨立美術協會，這可

說是很特別的。他可以說是相對於官展的在野的反叛性人物。 

張啟華在日本學習到的首先是塞尚等後印象派的畫風，同時也是從中脫離成為

獨立美術協會核心的當時最新穎的野獸派藝術。這種繪畫表現中，有相通於東方文

人畫的味道。戰後，獨立美術協會取得日本具象繪畫的主導權；其中心人物在關東

的是林武，在關西的是須田國太郎。此次發表論文的旨趣，在於經由日台的緊密美

術交流的視野試著來眺望張啟華的繪畫成就。 

關鍵詞：張啟華、台灣美術、獨立美術協會 

 

                                                 
＊   收稿日期：2009.06.15；通過日期：2009.10.10。 
＊＊ 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 
＊＊＊

亞洲大學資訊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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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台灣近代美術的歷史，無論喜好與否，都無法無視其與日本近代美術的關

聯性。這同樣可以用來說明當時同處日本統治下的韓國‧朝鮮的美術現象。亞洲藝

術學會的日本分會近來著手翻譯首爾大學金英那教授的《二十世紀韓國美術》，預計

明年(2009)出版。在這本書籍中，探討了日本近代美術對於殖民時代韓國近代藝術開

展的絕大影響。在第一部當中，編排了「1930 年代東京的韓國前衛集團」這個章節。

此一九三０年代所代表的時代意義，是西歐的前衛運動在日本紮根的重要時機。我

這次所要討論的重要焦點來自高雄的愛鄉藝術家張啟華先生的畫業，其實深受日本

的在野展「獨立美術協會」所影響，而其前身便是名為「1930 年協會」的團體。 

明治政府透過官方的力量，積極推動美術的近代化，其重要的組織乃是「東京

美術學校」與「文部省美術展覧會」（「文展」）。此後，這一類型的組織成為引領東

亞美術邁向近代化的重要推手。當時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仿傚如是的組

織，分別創辦了「台灣美術展覧會（台展）」與「朝鮮美術展覧會（鮮展）」。 

日本的「文展」事實上也是以法國官設展覽會

「沙龍」為範本，由當時旅法歸國的黑田清輝所介

紹引進的美術制度，雖說他同時也帶回了印象派、

外光派等嶄新的藝術風潮，但日本的「文展」與法

國「沙龍」展一樣，體質上富涵了守舊的色彩。就

法國的情況而言，近代美術所指的「近代」，正是淵

源於意圖顛覆保守、舊態的「沙龍」體制。從這個

意義面向上來看，革新派的畫家屢屢被稱之為「分

離派」，甚至被更為激進地冠上「前衛」的稱號。近代美術一言以蔽之，正是與主流

的「官」方體制對峙，由非主流、「在野」團體的批判與挑戰觀點所構築而成的歷史。

在日本的畫壇，這股近代美術運動所開展的批判狂潮，可謂濫觴於「二科展」與「獨

立展」。 

至於台灣近代美術的開展，則與日本的情況不盡相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近代

化，不可諱言的，是藉由自上而下的啟蒙或教化形式所達成的。之所以形成如是的

差異，易言之，台灣相對坦然、順服地接納近代化的運動，乃是因為台灣長久以來

處於移民社會的狀態，因此抵制反抗的勢力連帶地益形薄弱。在美術的領域中也有

相同的現象。提及台灣近代美術史的開端，絕不會被遺忘的是石川欽一郎。石川是

圖 1：黑田清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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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唯一的最高學府－國語學校，也就是日後改名為台北師範學校的美術教

師。台灣美術的近代化運動，便是在這個集結台灣俊秀的國語學校開跑的。而台灣

近代美術的先驅者－黃土水，也正是石川欽一郎的門生。擅長水彩畫的石川設立了

「台灣水彩畫會」，培育了為數不少的畫壇新生代。在美術教育的投入過程中，石川

也開始著眼於美術行政，並積極建議舉辦「台展」。而受到他教化薰陶的台灣學生，

紛紛以石川先生的出身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為目標，計畫繼續升學。一九二七年「台

展」正式創立，正好提供給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新生代一個發表場域，一個競逐

活躍的舞台。也因此，從日本發訊的近代美術，開始在台灣人的祖先之地既深又穩

地向下紮根。 

這股植根於台灣文化風土、屬於內發性的原動力，雖然不易衍生出反抗官方體

制的批判性格，但台灣也並非沒有在野的美術團體出現。持續至今的「台陽美術展」

便是在野美術團體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像是更早的「七星畫壇」、「赤島社」、以

及後來的「ムーヴ美術家協會」1、「台灣造形美術協會」等，這些在野的小集團活

動共同形塑了屬於台灣獨特性的、自發性的美術運動。相對於秋季舉行的「台灣總

督府展覧會（府展）」，「台陽展」作為春季不可或缺的重要展覽，與官辦展覽和平共

存，而非對峙抗衡。 

日本的美術集團大致可以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歸類於官辦展覽「文展」大傘

底下，以「工部美術學校」出身者為中心的「明治美術會・太平洋畫會」系統，以

及由黒田清輝所主導的「白馬會・光風會」系統。前者稱為舊派，由工部美術學校

禮聘來日教授的義大利畫家 Antonio Fontanesi 為核心，引進巴比松派的寫實主義。

後者稱為新派，以黑田清輝為靈魂人物，帶回印象派或外光派的概念與表現。一大

類則是與「官」抗衡，集結了批判勢力的「在野」團體，「二科會」為其始祖。 

當時「文展」下的日本畫部區隔為新舊兩科，而審查制度較傾向於接納新風格

的作品。而在西洋畫部裡，以甫從法國學成歸國的有島生馬、山下新太郎為中心，

於一九一三年建議採用新舊兩科的審查機制，無奈時機尚未成熟，而未能獲致贊同。

於是他們憤而退出「文展」，以追求美術的自由、創造性的發展作為目標，重新組成

了在野美術團體「二科會」。在這個組織中，任何人、任何物件皆可以自由參加「二

                                                 
1 MOUVE 美術協會由陳德旺、洪瑞麟、黃清呈等留日洋畫家所組成，亦有行動美術團體之稱。（譯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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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的展覽，唯一明文規範禁止的，是不得參與「文展」的出品作業。亦即「任

何人皆可出品二科會展覽會，然而意圖同時出品文部省美術展覽會與二科會展覽會

者，將被列為拒絕對象」，由此樹立了「二科會」反文展的明確立場。 

以嶄新美術風格的開展為職志的風潮，其實早

在「白馬會」成軍時便已經萌芽。例如青木繁便主

張，「即便笨拙生澀亦無所謂，我只想畫描繪出不同

於畫匠技法，立基於人類真實的作品」。對於嶄新藝

術的期待，終於跨越了專職美術家的範疇，雜誌《ス

バル》（《昴》）、《白樺》相繼創刊，積極介紹西歐近

代的藝術新思潮，致力於新時代新藝術的關注與引

進。其中最具決定性影響力的，是一九一０年《ス

バル》四月號中由高村光太郎所發表的「緑色的太陽」宣言。他在宣言中做了如下

的敘述。即便有人描繪出綠色的太陽，我也不打算做任何的非難。因為我相信，說

不定真的可以見到綠色的太陽。相信「綠色的太陽」之存在，我更無法無視於該作

品所蘊含的全盤性價值。因為繪畫的優劣，並不取決於綠日或是紅蓮之差別。 

 

圖 2：青木繁《海之幸》 

 

圖 3：高村光太郎《自畫像》 圖 4：第二次後印象派展廣

告 

圖 5: 保羅・塞尚《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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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光太郎極欲發揚的，其實是藝術家自由創作的個性，也就是跳脫桎梏、

充分展現藝術表現的自由。在過去，光太郎的「緑色的太陽」宣言被視為是日本的

印象派宣言，但在實質上，毋寧說是後印象派宣言，或者應該說是表現主義或是野

獸派宣言。將光太郎的主張加以擴充完整化的，是一九一二年一月《白樺》中所刊

載的、柳宗悦的「革命的画家」。這篇文章記述的是「馬奈與後印象派」展之騷動與

始末，此展乃是一九一０年十一月、由評論家羅傑・弗萊（Roger Fry）所企劃、在

倫敦格拉夫頓畫廊（Grafton Galleries）所舉辦的展覽。而後印象派的相關論述，其

實早在一九一０年五月發行的《白樺》中，有島生馬便發表了「畫家保羅・塞尚」

的文章。後印象派的首次展覽，挾帶著火熱的話題性，獲致了成功的經濟效應，並

於一九一二年舉行了第二次的展覽。首次展覽是以法國畫家為中心，第二次展覽更

網羅了英國與俄國的畫家團體，展現了國際性的寬廣面貌。受到此企劃展的刺激，

一九一三年紐約舉辦了「軍械庫展」（Armory Show）。從近代藝術的歷史角度做觀

察，「軍械庫展」不僅創造了劃時代的意義，更形構出具有可見性的、具體的近代美

術的清晰脈絡。而親身在巴黎體驗百花繚亂國際潮流的日本新生代，便是在這個時

期陸陸續續學成歸國。與「緑色的太陽」發表同年，湯淺一郎、藤島武二、有島生

馬、南薫造、津田青楓、山下新太郎於一九一０年回國，再加上一九一二年齋藤豐

作、石井柏亭歸隊，整個日本畫壇風靡著後印象派以後的美術運動風潮。而一九一

三年梅原龍三郎、一九一四年安井曾太郎的陸續歸鄉合流，讓過去以來以「逼真技

法」作為競逐焦點的寫實主義隱退，而由強調自由、創造性的個性表現成為主流風

潮。於是，將「文展」的審査基準予以二科會化，勢必成為自然而然的趨勢與訴求。

所以，甫歸國的年輕世代藝術家自然成為這股運動的核心推手，從「緑色的太陽」

宣言，再到「二科會」的集結啟動，我們可以視這段時期為日本近代美術歷史的轉

捩點。 

此時台灣的畫壇除了先前提及的台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之外，還

有台北第一中學美術教師鹽月桃甫、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圖畫教師郷原古統、以及

竹内栖鳳門下的日本畫家木下靜涯，共計四人。坦白說，除了石川，其他三位在日

本美術史的脈絡底下，都是沒沒無聞的畫家。但是在他們的指導下，確實培育出不

少以美術為職志的學生。其中更有遠赴日本本島繼續求學，在文展與二科展中頻繁

出品參展的學生。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台灣終於誕生了第一個美術團體「七星畫壇」，

成員以石川弟子倪蔣懐為首，以及曾經在東美求學的陳澄波、藍蔭鼎，與早折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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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陳植棋等七人。「七星」似乎源自於巴比松畫派「七星」的自我比擬。三年後的

一九二九年，再度加入了曾經於京都美術工藝學校求學的楊三郎等人，由十三位青

年畫家共組了「赤島社」。主要的幹部為東美的留學生或畢業生，畫風皆擷取後印象

派以降的藝術風潮與影響，呈現穩健的寫實主義風格。誠如陳澄波針對「赤島社」

的定位所揭示的，「讓官展與民展相互提攜，促進台灣美術的向上發展與普及化」，

這些民間美術團體並非激進地與官展對峙抗衡，視其為「衛星」般的存在會更加貼

切。 

至於張啟華決心以揮灑畫筆作為終身職志，

進入東京的「日本美術學校」就學，正是一九二

九年的事情。在學期間，分別受到爾後成為日本

藝術院會員的大久保作次郎、安宅安五郎、鶴田

五郎、兒島善三郎等老師所教導。橫跨二次世界

大戰前前後後漫長的時間裏，張啟華始終將大久

保作次郎奉為恩師，留學期間首次參展的也是由

大久保、齋藤與里、高間惣七等人所集結而成的

「槐樹社展」。然而，影響張啟華至深至鉅的，應

該是他入學前年甫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兒島善三

郎。張啟華在兒島一手創設的「獨立美術協會」

首次展覽中參展，同時也獲得入選。自此時開始

直到晚年，張啟華的創作活動或直接或間接都受

到「獨立美術協會」的影響，針對這個部分，我想有必要將「獨立美術協會」對應

到台灣近代美術史的脈絡中加以思考與說明。「獨立美術協會」的前身，是一九二六

年創立的「1930 年協會」。其淵源自「如同楓丹白露、柯洛、米勒、杜米埃等一八

三０年派，以愛、尊敬、藝術舉辦展覧會」的理想，並將如是的期許投射至二十世

紀的畫壇，並訴諸實現。首次展覽的參展者包括了木下孝則、小島善太郎、前田寛

治、佐伯祐三、里見勝藏等人，作品幾乎都是滯留歐洲期間的創作。對於「1930 年

協會」而言，在值得紀念的關鍵年—一九三０年為止，共計舉辦了四次的展覽，期

間新的參展者包括了野口彌太郎、中山巍、林武、中野和高、木下義謙、宮坂勝等

人，另外，古賀春江、兒島善三郎、鈴木亞夫、福澤一郎、川口軌外、伊原宇三郎、

鈴木千久馬則是預定參加第五次的紀念展。這些成員都是在日本近代繪畫領域中名

圖 6：兒島善三郎《獨立美術首

途：第２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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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青史、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些「1930 年協會」的成員，與「二科會」發起者的第一波歸國者相較，其實

是年輕了一個世代的第二波歸國藝術家。這群新世代的成員與第一波歸國者有著大

相逕庭之處。首先，過去以來以畫家為終身職志的，幾乎都出身自東京美術學校；

相對的，第二波的歸國畫家卻有著各自迥異的經歷。當然還是有出身自美術學校的

人，其他像是圖案工、插畫家、擁有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慶應大學、關西大學等

高學歷的人都有，而且他們不以畫家為目標，而是立志當個藝術家。他們造訪巴黎

之際，正是巴黎畫派最活躍的全盛時期。與日本瀰漫的印象主義尾端之寫實風格截

然不同，負笈巴黎的日本年輕留學生們身歷其境地體驗到巴黎畫壇在視覺藝術創造

上的巨大改變。而在這裡值得留意的重點是，除了佐伯祐三、里見勝藏之外，其餘

的成員都沒有特定的老師予以指導。過去以來赴歐的日本留學生，如是白馬會系統

的成員，便在 Raphael Collin 的 Académie Colarossi 畫塾學習技法，太平洋畫會系統

的便在 Jean-Paul Laurens 門下學習繪畫技術。而這批第二波的留學生，為了淬鍊自

身的感性，親炙巴黎畫派名作，走訪各畫廊接觸野獸派、立體派、達達派、超現實

主義等藝術風潮，自由地啟發、形塑自我。他們不再如同過去一味地追隨或模仿西

歐美術，而是在歐洲孕育屬於近代的獨特感性，再返抵日本，與國際畫壇同步跨進。 

「1930 年協會」的第四次展覽締造了預期之外的盛況。各大報社也紛紛刊載展

覽評論，「在眾多的評論中，外山宇三郎指稱 30 年協會的會員為『野獸』，鈴木亞夫

則稱之為『日本野獸的群體』。……『1930 年協會』與後繼者『獨立美術協會』之所

以被稱之為『日本野獸』，便是淵源於此。」於是在這裡必須質疑、思索的，是歷經

二十世紀初期百家爭鳴局面的前衛藝術論爭，再到逐漸穩定、百花齊放的巴黎畫派，

為何親臨體驗國際畫壇多彩樣貌的這批藝術家，要特立獨行地標榜野獸派的風格

呢？在作藝術樣式演進的思考時，如是的選擇似乎是走了回頭路。但是，我們應該

將這個選擇與主張理解為追求自由的、創造性的個性表現，也就是野獸派的真髓所

在；易言之，他們所追求的並非流行的藝術樣式，而是尋求二十世紀前衛美術的原

點所在。或許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高村光太郎「緑色的太陽」的主張，終於在這個

節點上被真正地理解，真正獲致了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 

「1930 年協會」並不如二科展，它並沒有反官展的企圖與意識。「1930 年協會」

派閥不拘，門戶開放地由「帝展」與「二科展」等新人自由組成。然而，「二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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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期許為未來相當具有發展性的十多位成員，已強行佔據了整個 1930 協會，可謂

二科會的分身；說的再辛辣一些，他們其實是危害「二科會」存在的「獅身跳蚤」。

於是這些既得利益者明文規定禁止二科會會員身兼協會會員，這種疑神疑鬼的措

施，可解讀為原本以反體制為出發點的「二科會」已逐步墮入體制化、腐敗化的徵

兆，所以意圖革新的青年畫家瞬時脫離原本所屬的團體，集結成嶄新的、可以獨立

獨行的美術團體－『獨立美術協會』。 

值得注意的，在「獨立美術協會」深具紀念意義的一九三一年首次展覽中，不

僅巡迴了東京、大阪、京都、福岡、名古屋，同時也遠赴台北開展。之後的第三次

與第六次展覽，也分別巡迴到台北。張啟華在第一次到一九三三年第三次「獨立美

術協會展」中連續獲得入選，並於同年結束日本美術學校的學業返抵台灣。不難想

像的，獨立美術協會的巡迴展為文展的亞流版—台展帶來一些衝擊，畢竟台展的風

格走向偏重於微溫的寫實表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日日新報」一篇題

為「迎接獨立美術展」的記事中，陳清汾做了如下的評述。 

「獨立展於數年前曾經兩度來台，為台灣畫壇投下震撼彈，一時之間

全島流行起獨立的藝術風格。姑且不論其影響是好是壞，至少刺激了台灣

沉睡的畫壇，可說是獨立的功績。為何自二科會分離出來的獨立美術協

會，可以挾帶著龐然大勢凌駕二科會，擄掠了年輕世代的絕大人氣？那是

因為獨立美術協會的中心思想與近代的追求是一致的。獨立的中心思想又

是什麼呢？野獸派這個語彙流傳至日本，引起一般的關注應該可以歸功於

 

圖 7：里見勝藏《女》 圖 8：須田彌太郎《鵜》 圖 9：鳥海青兒《午睡的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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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展。野獸派興起於 1906 年左右，是塞尚畫業獲致肯定的決定性關鍵，

也是第二次的革命。以現實世界中的科學為依歸，所引導出來的藝術傳習

與手法，使得塞尚與印象派的成員成為孕育現代繪畫的母體；而印象派以

後，以破壞一切的傳習、繪畫為前提，鼓動了另一波藝術風潮的興起。野

獸派不同於未來派、立體派等狹隘的主張或表現樣式，主要著眼於尊重個

人創作的自由，這可說是文藝復興時代以降千枝萬葉下所歸結的一個結

論。」 

上述的筆者陳清汾同時也是畫家，與張啟華同樣就讀於日本美術學校。他曾經

在日本美術學校展覽會勇奪金獎，前後也入選「1930 年展」與「二科展」。如果從

美術學校的入學年份來看，陳清汾是與張啟華相差兩屆的學長。雖然兩人皆具有日

本本島留學、「1930 年展」或「獨立展」的共同經歷，但雙方在台灣畫家行列中是

否有交流，論者因寡聞而無法知曉。比較具有對照性的，是陳清汾活躍於戰前，而

張啟華高度的繪畫評價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陳清汾當時師事有島生馬，後來

一同赴法留學。而陳清汾與畫家 Oskar Kokoschka 深交，因為這層特殊關係，所以可

以窺探出他的畫風表現。陳清汾返台之後，以首位赴歐留學畫家的身分，舉辦了個

展。雖說陳清汾保有「二科會」的會員資格，而與「獨立展」適度保持著距離，但

在這篇記事中，陳清汾確實為「日本野獸」做了最正確的辯駁，這說明了畫家與藝

術家在態度與定位上的不同。以陳清汾的話語來說，這是以傳授為導向的「傳習繪

畫」，以及尊重個人自由創造的「自由主義創作」之不同。在東洋美術的世界中，可

說是職業畫院的「院體畫」與士大夫的「文人畫」之差別。這也正是野獸派或表現

主義為何在亞洲可以迅速被認同、接納的關鍵所在。同樣是二十世紀的前衛繪畫，

對於立體派的接納便呈現了些微的抗拒感。因為對於亞洲的感性而言，立體派僅只

是象徵近代感覺的「西洋的符號」。結果，與野獸派相較，立體派始終無法在亞洲的

近代美術中獲得穩定而正向的一席之地，這同時可以在歷史中得到印證。 

至於野獸派，以及被視為是野獸派源頭的後印象派，特別是塞尚與日本美術或

東洋美術的類緣性，在之後屢屢被加以解讀與再詮釋。易言之，就是日本主義的塞

尚接納。例如：當時日本畫壇的龍頭老大，同時也是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的藤島武二，

曾明白指出高更、塞尚與與梵谷的藝術表現中，與池大雅、與謝蕪村、曽我蕭白存

在著共通之處。而最早將後印象派與野獸派的影響反映在自身作品當中的萬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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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也明確指出南畫當中的「筆韻」、「墨韻」所衍生的「氣韻生動」之表現，與塞

尚的筆觸、風韻有著共通之處。另外伊藤廉也論述，塞尚令人震撼的存在感「似乎

等同於謝赫畫六法當中的氣韻生動。亦即，『骨法貫穿對象，在予以對象化的同時，

對象亦貫穿骨法，構築出骨法化的形體』。」美術評論家森口多里也說:「（來自自然

與精神相互呼應的絕大韻律）有著厚實的深度，在這一點上南宗畫的傑作或許更超

越了塞尚之作。對於日本現代的油畫來說，南宗畫傑作所帶來的啟發其實是至大至

深的。」 

至於獨立美術協會這股野獸狂熱對於台灣畫壇有多少程度的影響力？根據手邊

僅有的稀少資料，或許可以在楊三郎、張萬傳、早殞的天才畫家陳植棋等人的作品

中找尋到些許的蛛絲馬跡。但由於張啟華自日返台後，便投入岳父林迦氏龐大的實

業經營，所以不得不中斷原先的創作活動，一直到戰後才又重拾畫筆。林保堯教授

編集的《台灣美術全集》中的一冊，揭載了張啟華在日本美術學校榮獲銀賞，且在

台展中出品的「旗後福聚樓」彩色圖版。張啟華以速寫的筆觸，描繪白天海岸邊籠

罩著沉鬱氛圍的酒樓，是他二十歲時的作品。在這個作品當中，已經多少可以窺探

到他的藝術潛質，更可以確定他日後將有如花綻放般的獨特才華。而畫面中佇立於

路徑，面對三角畫架作畫的，或許正是創作者張啟華自身。 

據聞張啟華求學時期的作品在二次大戰末期因

戰禍紛失而不復存在，這的確是令人相當遺憾的事

情，但張啟華或許原本就是個大器晚成的藝術家。在

這層意義上，張啟華與同樣出身自日本美術學校，同

時也是「獨立美術協會」靈魂人物的林武是很相像

的。林武是「獨立美術協會」的創立會員，但在戰前

並不活躍、搶眼。真正的嶄露頭角，則一直要到戰後。

林武戰後值得紀念的出發，是一九四九年第一回每日

美術大賞的得獎作品—「梳妝的女人」。林武嚴謹的

畫面構成、厚重的材質感深受眾人喜好與關注，並延

續到梅原龍三郎、安井曾太郎的時代，可謂林武的時

代就此到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三年，林武任教於

東京藝術大學，一九六七年榮獲第三十七回朝日賞與文化勲章。張啟華正式跨入藝

圖 10：林武《梳妝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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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也同樣是戰後的事情。屢次獲得「全島美術展」入選、特選，甚至到無審查參

展，最後更榮昇為評審。同時也進軍台陽美術展，大力推廣了南部地區的藝術活動。

尤其是與劉啟祥協力促進故鄉高雄地區的藝術發展，創立了「南部美展」與「高雄

美術研究會」。林武與張啟華之間，冥冥之中似乎存在著不可思議的緣分。 

不可否認的，張啟華早期的作品瀰漫著陰暗苦悶的色調與印象。然而卻隨著時

間的流轉，畫面逐漸明朗而澄澈，色彩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展現南國風情的熾烈

陽光、豪邁的景緻固然出色，從窗邊灑落柔和日光的室內風景也讓人聯想起波納爾

既洗煉又纖細的味道。這些作品有著共通之處，便是以充滿著微妙陰影變化的白色

作為基調，添加了赤橙色，再以綠色與青藍色相互滲透融合，創造了張啟華自身獨

特的色彩表現。依據林保堯教授的說法，這種變幻莫測的白色表現，正是南國強烈

閃爍的白色陽光，赤橙色是台南孔廟與安平古城的中國朱紅，綠色則象徵台灣自然

美的草木，深青色是環抱著美麗福爾摩沙島的碧藍天空與湛藍海洋，所有的色彩一

氣呵成地反映在張啟華的畫作當中。這並不是單純表現風景、風物等題材，而是在

藝術性的表現當中，反映出南國高雄的風光。這應該可說是真正的地方色彩表現。 

然而最值得矚目的，應該是藉由充滿力動感的運筆，所構成的具有生命張力的

畫面。這些筆觸乍看之下毫無造作之虞，但事實上卻是在意識的運作下，很精確地

去掌控整體的均衡感。最具代表性的畫作，或許可說是一九九五年壽山紀事畫展的

《高雄風景》。畫面上方隱約可以窺見天空的微弱藍色，整體則是包覆了赤褐色的單

一色彩。在這裡完全不需要過多色彩的揮灑，便可以展現十足的藝術張力，因為他

透過動態的物體與空間的組合，凸顯了強韌有力的構築性。這股強勁厚實的構成力，

應該可以說是張啟華畫業的真正價值所在。而凝聚了這種情感與表現，高雄壽山成

為引發藝術家創作的重要動機，故終其一生，一直描繪著《山之組曲》等主題，不

是嗎？ 

像是《山之組曲》這種描繪山景的系列畫作，日本人一定會聯想到葛飾北齋的

《富岳三十六景》。北齋摯愛被尊稱為靈峯的富士山，他依循《凱風快晴》、《山下白

雨》等各種景緻的變化，描繪了富士山的眾多表情與面貌。不同於如同將扇子倒置

的秀麗富士山，或許對高雄在地人來說，張啟華所描繪的壽山，是無法遺忘的存在

意象。放眼望去，剝離裸露的山脈肌理突顯了荒涼的山貌，絕對不會讓人聯想到美

麗的青山等美好的意象。無法不想起的，是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的系列畫作。這是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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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普羅旺斯的岩山，但並不是特別有名的山。此山引發了塞尚的創作動機，所以

他描繪了 11 件油畫作品以及不少水彩創作。將 motif 這個字從音樂用語轉用為繪畫

用語的，正是塞尚本人。它原本指的是以充滿自由與創造性的契機，開拓美的世界

與藝術的世界，所以有時被譯成「動機」。張啟華所描繪的壽山，並不是死沉歸靜的

山，而是持續活絡地進行著造山運動的山脈，蓄積著自然的龐大生命力。以東洋畫

論為基礎，壽山的表現讓人感受到「生動」的「氣韻」。不論是塞尚還是張啟華，都

不是客觀地將眼中所見之山單純加以寫生而已。他們將令他們感動莫名的山貌，再

以畫筆重新構築在畫布上，也就是所謂的客觀自然的主觀化。塞尚將這個過程稱之

為藝術性的實現。如果再從東洋的藝術觀來檢視，應該可說是自身內在「胸中丘壑」

的表現。日本俳歌詩人齋藤茂吉稱這種藝術的境界為，「觀入實相，映照出自然與自

我融合為一的生命力」。 

塞尚揮別主流畫壇，回到故鄉普羅旺斯定居，以聖維克多山為繪畫動機創作；

張啟華也回到故鄉高雄，以壽山為持續進行藝術活動的主要契機，兩人各自創造出

獨屬於故鄉山脈的變奏曲與組曲。以日本主義或是更根源性的東洋主義來看，過去

以來塞尚的繪畫被解讀成東西方美學合流共構的藝術。從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的接

納史脈絡來看，張啟華的藝術正是這種傳統的承繼者。我深切期望，如同在歷史的

演變中看待近代美術中的塞尚主義一樣，大家可以藉由這種具體的型態模式，重新

認識「獨立美術協會」延伸到台灣的關聯性。同時也可以再次遙想張啟華以壽山為

象徵物，在南台灣所刻畫出的美術近代化之偉大足跡。台灣藝術的傲人之處，在於

多元文化撞擊、融合下所孕育出的豐厚土壤。而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之間的接納與

影響關係，正是這個多層土壤結構下的基層。然而因為此行演講的契機，我深切體

 

圖 11：葛飾北齋《凱風快晴》 圖 12：葛飾北齋《山下白雨》 圖 13：塞尚《聖維克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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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到，無論台灣還是日本，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尚未正式啟動。在極其有限的歷

史資料搜尋查證中，對我大有助益、讓我深深感念的，是顏娟英氏的《風景心境台

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這部勞心之作，相信是未來要投入這個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的

學者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最後，我還要向林保堯教授致上誠摯的感謝，他所編集、

執筆的《台灣美術全集 22 張啓華》，讓我找到了這次研究的曙光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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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啓華の画業について―日台近代
美術受容の文脈から 

神林恒道 

台湾の近代美術の歴史を語ろうとすれば、好むと好まざると日本の近代美術

との関わりを無視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これは同時期に日本の統治下にあった、

韓国・朝鮮の美術についても言われることである。アジア芸術学会の日本支部で

は、ソウル大学の金英那教授の『二十世紀韓国美術』を翻訳し、明春、日本語版

を出版する予定である。そこには、西欧近代美術への窓口となり、植民地時代の

韓国近代美術の展開に大きな影響をもった日本の近代美術の影響について触れら

れている。その第一部に「1930 年代の東京における韓国前衛集団」という章があ

る。今回、ここで取り上げる台湾高雄出身の愛郷画家、張啓華画伯の画業に、大

きな影響を持ったのが、日本の在野展「独立美術協会」であり、その前身は「1930

年協会」という。1930 年代というのは、いわば西欧の前衛運動が、着実に日本に

根づき始めた頃に当たる。 

明治政府が「官」の力によって、美術の近代化を推進するために組織したの

が、「東京美術学校」であり、「文部省美術展覧会」、すなわち「文展」である。以

来、これらの組織が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美術の近代化をリードしていくこととなっ

た。その後これに倣って、当時の植民地であった台湾と朝鮮にそれぞれ開設され

たのが、「台湾美術展覧会（台展）」と「朝鮮美術展覧会（鮮展）」であった。もと

もと「文展」は、フランスの官設展覧会である「サロン」を手本としたものであ

り、新帰朝の黒田清輝が印象派、あるいは外光派の新風をもたらしたとはいえ、

その体質はモデルとなった本国フランスの「サロン」と同様に、基本的にその体

質は守旧的なものであった。近代美術の「近代」の意味は、フランスの場合、旧

態依然たる「サロン」の体制を打破していくこと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その意味で

革新派の画家たちは、しばしば「分離派」とも呼ばれたが、より急進的な意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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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を込めて「前衛」とも称されたのである。近代美術とは、ひと言で言えば、「官」

を批判する「在野」の挑戦の歴史であったのである。日本の画壇におけるその嚆

矢と見なされるのが、「二科展」で、「独立展」であったと言えよう。 

ここで台湾における近代美術の展開は、日本のそれとは事情が異なる。日本

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の近代化は、有無を言わさぬ、上からの啓蒙あるいは教化と

いう形で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れが比較的すんなりと受け容れられたのは、台湾

が基本的に移民社会であり、これに敢えて阻もうとする抵抗勢力が少なかったか

らだとも言える。美術について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よう。台湾の近代美術史の発端

に位置する人物として、必ずそ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るのが石川欽一郎である。石川

は、当時の台湾における唯一の最高学府である国語学校、後の台北師範学校の美

術教師であった。台湾美術の近代化運動は、この台湾人の俊秀が集った国語学校

から始まったのである。台湾近代美術の先駆者である黄土水も、この石川の学生

である。水彩画を得意とした石川は「台湾水彩画会」を設立し、そこから台湾の

次代を担う多くの画学生を育成したのである。その過程で、台湾の美術行政にも

関わり、「台展」の開催を建議するに至る。その薫陶を受けた学生たちは、師の出

身校である東京美術学校を目指したそして 1927 年に「台展」が設立されるや、彼

らはその活躍の場を、生まれ育った台湾に見出すことになる。これによって、日

本から発信された近代美術は、彼らの父祖の地にしっかと根を下ろすこととなっ

たのである。 

だがこのような文化的風土から内発的に、アカデミズムに抗う反体制の批判

勢力は生まれにくい。しかし台湾に在野の美術集団が存在し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

い。今日まで継続する「台陽美術展」がそれである。これは、それ以前の「七星

画壇」(1924)や「赤島社」(1927)、あるいはそれ以後の「ムーヴ美術家協会」（1938）

や「台湾造形美術協会」（1941）などの小集団の活動を共通の底流とした、台湾独

自の自発的な美術運動であったのである。だが「台陽展」は、秋の「台湾総督府

展覧会（府展）」に対する春の展覧会として、不可欠なもの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よう

に、対抗勢力ではなくて、官設展と平和的に共存していたと見るべきであろう。 

日本における美術集団には二種類がある。まず官設展である「文展」の傘下

にあって、これを構成する「工部美術学校」出身者を中心とした「明治美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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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画会」系のグループと、黒田清輝が主宰した「白馬会・光風会」系のグル

ープがある。前者は旧派と称され、工部美術学校教授として招かれたイタリア人

画家フォンタネージがもたらした、バルビゾン派のリアリズム、後者は新派と称

され、黒田がもたらした印象派、あるいは外光派風の表現によって特徴づけられ

る。もう一つが、「官」に対する、批判的勢力が結集した「在野」のグループであ

り、その始まりが「二科会」の発足である。 

当時、「文展」の日本画部では、新旧二科に分かれて、新しい傾向の作品も比

較的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審査制度が取られ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フランス留学

から帰国したばかりの有島生馬や山下新太郎を中心とした若手のグループが、

1913 年に洋画部でも同じように、二科制の審査取るべきことを建議したが、時期

尚早として認められなかった。そこで美術の自由な創造的発展を目標として文展

を脱退し、新たに在野美術団体「二科会」が結成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の際「二科

会」に参加する作家は、「文展」に出品しないことが規約として掲げられていた。

すなわち「本展覧会へは何人と雖も随意出品する事を得、但し同時に文部省美術

展覧会に出品せんとする者に限り之を拒絶す」と明記され、反文展的姿勢が明確

に打ち出されたのである。 

新しい美術の展開を目指す傾向は、すでに白馬会のグループにも芽生えてい

た。例えば、下手でもいい、「エカキ」の職人技ではない「ニンゲン」の真実にも

とづく絵を画きたいと語った青木繁がいた。やがて新しい芸術への期待は、専門

の美術家の枠を超えて広がっていった。そうした風潮から、雑誌『スバル』や『白

樺』が創刊され、西欧近代の芸術新思潮を積極的に紹介し、新時代の芸術を牽引

しようと努めたのである。その中でも決定的であったのが、1910 年『スバル』四

月号に発表された、高村光太郎の「緑色の太陽」の宣言である。そこには次のよ

うに述べられていた。 

「人が『緑色の太陽』を画いても僕は此を非なりとは言はないつもりである。

僕にもさう見える事が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からである。『緑色の太陽』がある許りで

其の絵画の全価値を見ないで過す事はできない。絵画の優劣は太陽の緑色と紅蓮

との差別に関係ないのである。」 

ここで光太郎が主張しているのは、芸術家の自由な創造的個性の発揚、つ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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りあらゆる桎梏から放たれた表現の自由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はかつて、日本

における印象派宣言だと言われてきたが、むしろこれは実質的に、ポスト印象派

宣言、いや表現主義ないしはフォーヴィスム宣言と言わ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こ

の光太郎の主張を補完し、さらに拡充したのが、1912 年１月発行の『白樺』に掲

載された、柳宗悦による「革命の画家」である。この記事は、1910 年 11 月、ロ

ンドンのグラフトン画廊で開催された、評論家ロジャー・フライの企画による「マ

ネとポスト印象派」展の騒動の顛末を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ポスト印象派との関わ

りで言えば、すでにこの記事に先んじて、1910 年 5 月発行の『白樺』に、有島生

馬による「画家ポール・セザンヌ」が発表されていた。 

ポスト印象派の第一回の展覧会は、その話題性もあって経済的にも成功を収

め、1912 年に第二回展が開催されている。第一回展では、フランスの画家たちが

中心であったが、ここでは新たにイギリスとロシアの画家グループが加わり、国

際的にも幅が広がっている。この企画が刺激となり、1913 年にはモダン・アート

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アーモリー・ショー」が入―ヨークで開催され、近代

美術の文脈が目に見えるかたちで形成されていく。まさに百花繚乱といった、当

時の国際的な潮流を、パリで身をもって体験した若い世代が、続々と帰国してき

たのがこの時期である。 

「緑色の太陽」が発表された、同じ 1910 年に湯浅一郎、藤島武二、有島生馬、

南薫造、津田青楓、山下新太郎が、1912 年には齋藤豊作、石井柏亭らが帰国し、

ポスト印象派以後の美術運動が画壇を風靡していく。さらに 1913 年に梅原龍三郎、

その翌年に安井曾太郎が帰国している。今や世はあげて、「逼真ノ技」を競ったリ

アリズムから、自由な創造的個性の「表現」へと大きく変わりつつあったのであ

る。「文展」の審査基準を二科制にすべしという運動が起こってきたのは、これは

当然の成り行きであった。そして、この運動の中核をなしたのが、これら新帰朝

の若い世代の画家たちであったのである。「緑色の太陽」のマニフェストから、「二

科会」の結成に至るまでの時期は、日本近代美術の歴史の大きなターニング・ポ

イントとなっていると言うことが出来よう。 

当時の台湾の画壇は、先に触れた台北師範学校美術教師の石川欽一郎に続い

て、台北第一中学美術教師の塩月桃甫、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図画教師の郷原古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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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れに竹内栖鳳門下の日本画家の木下静涯の四人を中心に成立していた。はっき

り言って、石川を除けば、他の三人は日本の美術史では無名の画家たちである。

だが彼らの指導の下で、美術を志す画学生たちが着実に育ちつつあった。なかに

は内地の美術学校に進学し、文展や二科展に出品する者も出始めていた。やがて

1926 年、台湾で最初の美術集団「七星画壇」が誕生した。メンバーは石川の弟子

である倪蒋懐を初めと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に学んだ陳澄波、藍蔭鼎、夭折した鬼

才、陳植棋ら七人の台湾人画家である。「七星」とは、おそらくバルビゾン派の「七

星」になぞらえたものであろう。三年後の 1929 年に、京都の美術工芸学校に学ん

だ楊三郎らが加わり、十三人の青年画家からなる「赤島社」が結成される。幹部

は主と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の留学生と卒業生で、その画風は、いずれもポスト印

象派以後の影響を採り入れた穏健なリアリズムであった。陳澄波は「赤島社」の

役割について「官展と民展とが相携えて台湾美術の向上と普及の世話役となった」

と語っているように、これらのグループは、「官」展と対峙する「在野」展という

のではなく、むしろ台展の「衛星」として存在したのである。 

さて張啓華が絵筆をもって立つことを決意し、東京の「日本美術学校」に入

学したのが、ちょうどこの前後、つまり 1929 年である。在学中に教えを受けた教

授として、後に日本芸術院会員となった大久保作次郎、安宅安五郎、鶴田五郎、

児島善三郎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ている。今次大戦を挟んで、張が終生自らの恩師と

して、変わらぬ礼を尽くしたのは大久保作次郎であり、留学中に初めて出品した

展覧会が、大久保が、齋藤与里、高間惣七らと結成した「槐樹社展」であった。

だが最も強い影響を受けたのは、張の美術学校入学の前年、フランスから帰国し

たばかりの児島善三郎ではなかっただろうか。張は児島らが創設した「独立美術

協会」の第一回展（1931）に出品し、入選を果たしている。この時以来、張が直

接あるいは間接的に、晩年に至るまでその創作活動に影響を及ぼしたと思われる

「独立美術協会」とは何かについて、台湾の近代美術史の文脈との関連において

説明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独立美術協会」の前身は、1926 年に結成された「1930 年協会」である。そ

の命名は「フォンテーンブロー、コロー、ミレー、ドーミエの 1830 年派のやうに

愛と尊敬と芸術とを持つ展覧会をおこそう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理想を、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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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日本の画壇に実現しようとした呼び掛けに由来する。第一回展の出品者は、木

下孝則、小島善太郎、前田寛治、佐伯祐三、里見勝蔵らで、それぞれの滞欧作品

が展示された。この会にとって記念すべき 1930 年までに四回の展覧会が開かれた

が、その間に新たに参加したのが、野口弥太郎、中山巍、林武、中野和高、木下

義謙、宮坂勝の面々であり、ほかに新たに古賀春江、児島善三郎、鈴木亜夫、福

澤一郎、川口軌外、伊原宇三郎、鈴木千久馬が、第五回記念展に参加が予定され

ていた。いずれも日本の近代絵画史にその名を留めている、錚々たるメンバーで

ある。 

彼らは「二科会」結成の契機となった第一波の帰朝者よりも一世代若い、第

二波の新帰朝者のグループである。この新しい世代には、前代と決定的に異なる

所がある。まず従来、画家を志す者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東京美術学校の出身者で

あった。ところが新世代の画家たちの経歴は実に多様である。もちろん美術学校

出身者もいるが、図案工、挿絵画家から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慶應大学、関西大

学といった高学歴の持ち主もいた、なかでも異色なのは林武で、東京歯科医専門

学校中退という学歴である。彼らが訪れたパリは、エコール・ド・パリが全盛期

を迎えていた、活き活きとした時代にあった。日本の若き留学生たちは、日本に

育った印象主義の末流の写実とは異なる、新たな視覚による芸術創造の動きに目

を見はったに違いない。そこで重要なことは、佐伯や里見を除いて、これらの留

学生のほとんどが、師というべきものを持た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かつて

の留学生は、白馬会系ならば、ラファエル・コランのアカデミー・コラロッシ、

太平洋画会系ならば、ジャン・ポール・ローランスに学ぶなど、特定の師につい

て「技術」を学んでいた。ところがこの時期の画学生は、自らの感性を磨くため

に、エコール・ド・パリのなかにあって名画を実見し、画廊で現代のフォーヴィ

スムやキュビスム、ダダやシュルレアリスムなどのさまざまな動きに触れて触発

され、これを自由に自らの血肉と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彼らはかつてのように、

西欧美術の模倣や追随ではなく、近代的感性を培って日本に帰り、国際画壇と同

時代的に歩むことに努めたのである。 

1930 年協会の第四回展は、予想をはるかに上回る盛況であった。各新聞もこ

ぞって展評を掲載した。「これらの評中で外山宇三郎が 30 年協会の会員を指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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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ォーブ》と言い、鈴木亜夫が《日本野獣派の群》と言った。…1930 年協会及

びそれを継いだ独立美術協会が《日本フォーブ》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

これを嚆矢とする」と。そこで問わ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二十世紀初頭の「百

家争鳴」ともいうべき前衛芸術論争を経てようやくたどり着いて、エコール・ド・

パリの「百花斉放」ともいえる国際画壇の多彩な在りようを、身をもって体験し

てきた彼らが、あえ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を標榜したのは何故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それはスタイルとしては、後戻り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彼らが追求したのは、流

行のスタイルではなくて、二十世紀アヴァンギャルド美術の原点に位置した、自

由な創造的個性の表現というフォーヴィスムの「精神」にあったのだと理解すべ

きである。敢えて言えば、高村光太郎が掲げた「緑色の太陽」の主張は、ここに

至って初めて真の意味で理解され、具体的な「芸術」という形を得たのだと言う

ことが出来る。 

1930 年協会は二科展のように、反官展という意識が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

「1930 年協会」は派閥にこだわることなく、「帝展」と「二科展」などの新人た

ちでもって自由に構成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が「二科会」で将来を嘱望さ

れる十数名が、すべて協会に拠っていたために、ある意味で「二科会」の分身の

ようにも見え、悪くすれば、「二科会」の存在を危うくしかねない「獅子身中の虫」

のようにも受け取られたのである。そこで規則をもって、二科会員が協会会員を

兼ねることを禁じたのである。この疑心暗鬼から取られた措置は、反体制のはず

に「二科会」がすでに体制化しつつある堕落の徴候であったと言えよう。そこで

美術の革新を目指す青年画家たちが、一挙に各所属団体を離脱して、新たに独立

独歩の美術団体を結成したのが、「独立美術協会」の発足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注目すべきは、その記念すべき 1931 年の第一回展が東京、大阪、京都、福岡、

名古屋を経て台北でも開催されたことである。その後も第三回展と第六回展が、

台北に巡回している。張啓華は、この「独立美術協会展」に第一回から 1933 年の

第三回展まで、連続入選を果たし、その年に日本美術学校での学業を終えて台湾

に帰国している。この独立美術協会の巡回展は、文展の亜流である台展の微温湯

的なリアリズム表現に衝撃を与えたであろう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張はこの日

本的前衛主義を、台湾で初めて身をもって会得した最初の画家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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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 12 日の『台湾日日新報』に「独立美術展を迎へて」と題して、陳清

汾は次のような論評を載せている。 

「……独立展は数年前に二度ばかりもつて来た事があり、大いに在

台の画家たちを刺戟し一時は独立ばりが全島に流行つたものだ。その影

響の良し悪しはしばらく置き、眠れる画壇を刺戟したことは何より独立

の功績とせねばならぬ。二科会等から分離した独立が、非常な勢で二科

を追ひ越し、若い人達の人気の中心となつたのは何故であるか。それは

その会のもつ主義が近代の要求に一致するからである。しからばその主

義主張とは如何なるものか。フォヴィズム（野獣派）」なる言葉が日本

に伝はり、一般の注意を惹いたのは独立展が出来てからであるが、その

フォヴィズムは一九〇六年前後に勃興したもので、セザンヌの偉業が決

定的になつた第二次の革命であつた。伝習や手法などすべて現実的科学

的に導いたセザンヌ及び印象派の人達の仕事は現代絵画の母体ではあ

るが、さうした印象派以後は一切の伝習絵画の破壊を前提とする絵画へ

の新発足であつた。フォヴィズムは未来派や立体派のやうに、せまい範

囲の主張、傾向の表現様式にばかりとらはれてゐない。もつと自由な個

人的創造を尊重する自由主義創作の仕事である。これは文芸復興期以後

の絵画のすべてに一つの結論を与へたと云つてよからう。……」 

筆者の陳清汾は画家であり、張啓華と同じく日本美術学校で学んでいる。同

校展覧会で金賞を授与され、前後して「1930 年展」と「二科展」に入選している。

美術学校入学年次からすれば、張の二年先輩に当たる。内地留学と「1930 年展」

あるいは「独立展」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共通する画歴をもつ、この二人の台湾

画家の間に果たして交流があったのかどうか、論者は寡聞にして知らない。対照

的なのは、陳の活躍時期が戦前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張の画家としての評価が高ま

ったのは戦後のことである。陳は当時の画壇の大御所であった、有島生馬に師事

し、伴われてパリに留学している。そこで陳が交友を深めた画家がココシュカで

あったといえば、その画風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を察することが出来る。

帰国してから、台湾で初めての欧州留学の画家として個展を開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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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そらく「二科会」に籍を置いたであろう陳としては、「独立展」とはいささ

か距離を置きながらも、この記事では「日本フォーブ」が目指したものを正しく

代弁してくれている。そこには、絵画に向かい合う「絵描き」と「芸術家」の姿

勢の違いが説かれている。彼の言葉を使えば、絵の描き方を教える「伝習絵画」

と自由な個人的創造を尊重する「自由主義創作」の違いである。東洋美術の世界

でいえば、画院の職業的「院体画」と士大夫の「文人画」の違いだと言えるので

はなかろうかこれがなぜアジアにおい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あるいは表現主義がす

みやかに受容されたかを解く鍵であるように思う。同じ二十世紀アヴァンギャル

ド絵画であっても、キュビスムの受容にはある抵抗感がある。アジア的感性にと

って、これは「モダン」を象徴する「西洋の記号」としか映らなかったのではな

いか。結局、フォーヴィスム的なものに比較して、キュビスム的なものはアジア

の近代美術にほとんど定着しなかった。これは歴史が示すところ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そしてその出発点に位置づけられたポスト

印象主義の画家たち、その中でもセザンヌと日本美術あるいは東洋美術との類似

性を指摘する解釈が、その後、続々と出てくる。すなわち日本主義のセザンヌ受

容である。例えば、東京美術学校教授で、当時の日本画壇の大御所的存在であっ

た藤島武二は、ゴーガンやセザンヌやゴッホには、池大雅や与謝蕪村、曽我蕭白

などと共通のところが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また最も早期にポスト印象派やフォ

ーヴィスムの影響を作品に反映させた、萬鐵五郎は南画の「筆韻」「墨韻」による

「気韻生動」の表現が、セザンヌの筆致にも共通して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

た。さらにまた伊藤廉は、セザンヌの凄まじいまでの存在感は「どうやら謝赫の

いふ六法中の気韻生動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であるらしい。即ちそれは『骨法が対象

を貫き、対象化すると同時に、対象が骨法に貫かれて、骨法化した形体である』

と述べている。美術評論家の森口多里は「（自然と精神の呼応からくる大きな韻律）、

そういう韻律の深さに於て、南宗画の傑作はセザンヌ以上かもしれない。現代の

油絵に対して南宗画の傑作が啓示するところのものは実に大きいと思ふ」とまで

語っている。 

さて独立美術協会のフォーヴの熱気が、台湾画壇にどれだけの影響を残した

のか。乏しい手もとの資料でみる限り、例えば楊三郎や張萬傳、あるいは夭折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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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画家、陳植棋らの作品にその痕跡を辿ることが出来るかも知れない。もちろ

ん張啓華も例外ではない。だがしかし、日本からの帰国後結婚した夫人の父君で、

高雄の大実業家であった林迦氏の厖大な事業経営に参加し、中断を余儀なくされ

た創作活動が本格的に再開されたのは戦後のことである。『台湾美術全集』の一冊

として、林保尭教授が編集執筆された画集のカラー図版に、日本美術学校で銀賞

を獲得し、台展にも出品された《旗后福聚楼》が掲載されている。昼間の海岸通

りの物憂い雰囲気の酒楼をモチーフに速写的なタッチで描かれた、二十才の時の

作品である。そこには既に後年開花する才能の片鱗を窺うことが出来る。通りに

三脚を立て画布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は作者であろうか。 

初期の修学時代の作品は、第二次大戦末期の戦禍で失われ、現存していない

と聞く。これは甚だ残念なことであるが、張啓華はもともと遅咲きの芸術家だっ

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その意味では、同じく日本美術学校の出身で「独立美術協会」

の重鎮であった林武と似ている。「独立美術協会」の創立会員ではあったが、戦前

はそれほど目立った存在ではなかった。その彼が頭角を現すようになったのは、

むしろ戦後のことである。林の戦後の出発を告げる記念すべき作品となったのが、

1949 年に第一回毎日美術賞を受賞した《梳る女》であった。林の厳格な画面構成

と重厚なマチエールの魅力は多くのファンを捉え、梅原龍三郎、安井曾太郎の時

代に続く、林武の時代を招来した。1952 年から 63 年まで、東京芸術大学教授を

つとめ、1967 年には第 37 回朝日賞、文化勲章を受けている。張啓華が台湾の芸

術界に進出してきたのも戦後からである。「全島美術展」で入賞、特選を重ね、た

ちまち無鑑査から審査員へと栄進を果たした。台陽美術展にも出品し、南部地区

の芸術活動を大いに推進した。特に故郷の南部高雄の芸術発展を目指して劉啓祥

と協力し、「南部美展」と「高雄美術研究会」を創立している。林と張はどこか不

思議な縁でつなが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する。 

張啓華の初期の作品の色調は、どこか暗く重苦しい印象が否めない。だが次

第に画面は晴れやかなものに変化し、その色彩は透明度を増してくる。南国の強

烈な光を表現した豪快な風景も素晴らしいが、窓から差し込む柔らかな光の中で

描かれた室内風景は、ボナールのそれを想わせる洗練された繊細な味わいがある。

これらの作品には共通して、微妙な陰影と変化に富む白が基調としてあり、そ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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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赤橙色、それに緑と青藍色が溶け合う、張ならではの独自の色彩表現がある。

林保尭教授によれば、変幻するホワイトの表現は、白光にまで耀き照りつける南

国の陽光、赤橙色は台南の孔子廟や安平城の朱のチャイニーズ・バーミリオン、

緑色は台湾の自然美を象徴する草木、深い青はこの美しい島を包み込む紺碧の空

と光る海の輝きが、自ずと張の画面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のだと説いている。風景や

風物といったローカルな題材によるのではなく、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な表現その

ものに、南国高雄の風光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れこそ真の意味での、ローカル・

カラーと言うべきもの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よりも注目すべきは、その力動的な運筆による、生命力溢れる画面

の構成である。そのタッチは、一見したところ無造作に見えながら、全体のバラ

ンスを常に意識した確かな構成力に裏打ち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を端的に

示しているのが、1995 年壽山紀事画展の《高雄風景》ではなかろうか。画面上方

に空の青色がかすかに窺えるが、全体は赤褐色のほとんどモノクロームによる作

品である。そこにはもはや色彩の魅力に凭りかかることを必要としない、ダイナ

ミックな物体と空間の組立による、強靱な構築性が指摘されよう。この構成力こ

そが、張啓華の画業の真骨頂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そしてその想いをこらしたモチ

ーフが、高雄の壽山をモチーフとして、終生描き続けた《山之組曲》ではなかっ

ただろうか。 

《山之組曲》のように、山をシリーズとして描いた作品として、日本人なら

ばだれもが思い出すのが、葛飾北斎の《富岳三十六景》であろう。北斎は日本の

霊峯と称された富士山を《凱風快晴》あるいは《山下白雨》といった具合に、さ

まざまに変化する、その姿を描いている。扇を逆さに伏せたような秀麗な富士山

とは違って、張が描いた壽山は、高雄に住む人たちにとっては、ある思い入れの

ある山かも知れないが、見たところ所々山肌が剥き出しになった荒々しい山容で、

所謂美しい山だとは思えない。そこで想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が、セザンヌが

描いた、サント・ヴィクトワール山のシリーズである。これもまたフランスのプ

ロヴァンス地方に聳える岩山で、特に名山と呼べる山ではない。この山をモチー

フにしてセザンヌもまた、十一点の油彩と水彩による多数の作品を描いたのであ

る。モチーフという音楽用語を、絵画に転用したのはセザンヌである。モチー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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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もともと意味するものは、それを手掛かりに自由な創造性に満ちた美と芸術の

世界を拓いていく切っ掛けのことであり、しばしば「動機」と訳される。張啓華

の描く壽山は、死んで静まりかえった山ではなく、未だ活発な造山活動が続いて

いるかのような、自然の生命力が漲っている。東洋の画論に基づけて説くならば、

寿山の表現には「生動」する「気韻」が感じられるのである。セザンヌも張も、

それぞれの山を目に見えるとおりに客観的に写生し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ぞれが感

動をもって捉えた山の姿を、もう一度、絵筆をもって画布の上に再構築するので

あり、いわば客観的な自然の主観化なのである。これをセザンヌはレアリザシオ

ン、つまり（芸術的）実現と称している。再び東洋の芸術観に立って言えば、自

らの内なる「胸中丘壑」の表現なのだとも言えるであろう。日本の歌人の斎藤茂

吉はこの芸術的境地を「実相に観入して、自然・自己一元の生を写す」と称して

いる。 

セザンヌは中央の画壇を去って、故郷のプロヴァンスに居を構え、サントヴ

ィクトワールの山をモチーフに、張啓華もまた故郷の高雄をその芸術活動の拠点

として、寿山をモチーフとしてそれぞれの山の変奏曲と組曲を生み出したのであ

る。 

セザンヌの絵画はかつて、日本主義、あるいはより根源的に東洋主義の視点

から、東西の美の世界に通底する芸術であると解釈された。日台近代美術受容の

歴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張啓華の芸術は、まさしくその伝統を継承したものであ

っ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あろうか。その歴史の流れの中で、美術における近代

という視点からするセザンヌ主義を、目に見える形で、この台湾にもたらした「独

立美術協会」との関わりもここで再認識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それと共に、張

啓華が「壽山」をシンボルとして南台湾の地に刻んだ美術の近代化への偉大な足

跡を改めて想起すべきであろう。台湾の芸術の優れた特色は、その文化的な多元

性に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日台近代美術の受容と影響関係もまたその重層的構

造の一つの基層をなすものである。しかし今回、この講演を行うにあたって、そ

の方面についての研究が、日台双方でまだ本格的に始まっていないことを痛感し

た。数少ない歴史資料を検索するなかで、論者にとって有り難かったのが、顔娟

英氏の『風景心境 台湾近代美術文献導読』であった。この労作は、今後さら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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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回のようなテーマに関わる者にとって不可欠な基礎資料となろう。最後にこの

度の研究の導きの糸を与えていただいた『台湾美術全集 22 張啓華』を編集・執

筆された林保尭先生に深甚の感謝を申し述べ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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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hua’s Achievement in Paninting  

Tsunemichi Kambayashi* 

Abstract 

Zhang Qi-hua’s achievement in pain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of Taiwan and that of Japan can not be disregarded-firs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okyo Art School, and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t exhibition held b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apan. Chang was educated in Tokyo Art School and also painted for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extraordinary. As to the government, he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resistance of authority. 

What Chang had learned in Japan First was the skill of Cezanne’s post-impressionism, 

and later he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Fauvism which was the latest painting style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Fauvism which was the latest painting style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The style of Fauvism was somehow resembled to 

Easterners’ ink painting. After war,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became the leader of 

figurative styl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in Kantou was Hayashi Takeshi, whether the 

representative in Kansai was Suda Kunitarou. The main point of the thesis is going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if Zhang’s achievement in painting by means of the exchange of art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Key words: Zhang Qi-hua, Taiwanese Art,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Dokuritsu Bijutsu 

Kyokai)  

                                                 
* Dr. Prof,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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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展「再概念化」出發1—試論在美
術館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能性＊ 

鄭邦彥
＊＊

 

摘要 

透過「策展」機制，美術館得以作為再現社會秩序的場域，有時經由「導覽」，

打破觀眾對策展主題的距離感，進而直接面對、欣賞藝術品，形塑觀眾特有的博物

館經驗。將「性別議題」納入策展，始於七０年代西方藝術史裡的女性運動，並開

展出多元歧異的思考脈絡與以性別為主體的策展意識。作為非正式學習場域的美術

館，近期台灣展覽是否試圖（有意或無意）將性別議題納入？有哪些代表性展覽？

觀眾可否透過欣賞「藝術創作裡的性別形象」，進而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並與

策展主題相呼應？基於以上提問，本文首先引介台灣與「性別」有關的四個展覽，

接著透過與策展團隊訪談，試圖釐清其策展意識與落實策略，再與觀眾博物館經驗

及其回饋進行比對。結論中，借用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再概念化」的思維，提出在

美術館裡實踐性別平權教育可能的努力方向及其倡議。 

關鍵詞：性別平權、策展、再概念化、多元文化教育 

 

                                                 
1 本文初稿曾於 2006 年 6 月 23 日在香港教育學院主辦之「第二屆亞太性別平等教育國際研討會」上宣

讀。復蒙 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給予詳盡的批評與建議，使本文架構與思路得以更加清晰，謹此致謝。 
＊ 收稿日期：2009.10.20；通過日期：2009.12.10。 
＊＊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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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為西方教育課程研究思潮下的產物，並成為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所關注的面向之一。傳統論及「課程」總以

「產品」（product）視之，並可經由教師單向傳遞給學生，而在 Pinar(1975)主編《課

程理論化－再概念學派》（Curriculum Theorizing - Reconceptualize）一書裡受到批判，

認為課程應當是個「動詞」，由師生互動中共同創造有意義的經驗過程（process）。

此時，經「再概念化」的課程已遠離其作為線性「跑馬道」（race course）的原始意

涵，由過去重視知識的「傳遞」，轉朝向知識如何「詮釋－理解」及其批判上（陳伯

璋，2003）。若再與多元文化教育關注的性別議題相結合，其課程再概念化的終極目

的，在於「不僅是兩性差異或是社會制度對兩性發展的限制的知識層面理解，更重

要的是性別意識的敏覺、自我價值的肯定、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培養，應以人為主體， 

表 1：研究對象：台灣以性別為題的四個展覽 

展覽名稱 基本資料 展品類型 相關教育活動 
2003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

與才藝》 

策展：劉芳如、蔡玫芬、馬孟晶等

展期：92.04.01 ~ 06.25 三個月 
主辦、展場：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國清宮舊藏 展期適逢 SARS
侵台取消 

2003 
《「寂寞的撫慰」攝影

展－鄧南光、潘小俠、

林柏樑、何經泰、劉清

儀聯展》 

策展：鍾君竺、陳定傑 
展期：92.11.28~12.02 五天 
主辦：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 
展場：春鳳樓（原公娼館） 

1.台灣攝影家

過往作品 
2.邀請攝影家

進入公娼生活

場域裡的記實

影像 

座 談 1. 鏡 頭 之

外：攝影人和風

塵女子的相遇 
座談 2.寂寞的撫

慰：嫖客陳先生

一百種樣子 
2003 
《同畫故事－11 位男

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

作展》 

策展：鄭邦彥、賴念華、王明智 
展期：92.12.25~93.01.03 十天 
主辦：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展場：晶晶藝廊（同志活動空間）

台北男女同志

參與藝術治療

工作坊的作品 

當「同志生命故

事」遇上「藝術

治療」座談、同

志導覽 
2005 
《女人香－東西女性

形象交流展》 

策展：高千惠（藝術家出版社） 
展期：94.11.12 ~ 95. 02.12 三個月 
主辦：國美館、故宮、奇美基金會

展場：台中國美館 

台北故宮、台

中國美館、台

南奇美美術館

藏品（中國、

台灣、歐洲）

選件 

中 小 學 校 長 導

覽、講座等教育

推廣活動 

（本研究整理）

以學習者自我解放與意識覺醒為目標」（劉美慧，2001a：76-77）。本文以「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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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理論背景，將「展覽」類比為博物館裡的課程，選擇台灣近期四個與「性別」

有關的展覽作為研究對象（表：1），企圖分析其由「策展」（詮釋展覽主題）到「導

覽」（與觀眾溝通）及座談等活動的動態過程中，策展團隊如何形塑其策展意識？導

覽員又如何轉化成為行動策略？以及觀展後觀眾能否感受到其策展意識，進而產生

自我性別解放及意識覺醒？ 終，嘗試回應本文「在美術館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

能性」之提問。方法論上，因與研究對象關係之不同，筆者採取不同研究方法與資

料蒐集（相關訪談、參與觀察與文件蒐集之時間、對象與編碼，詳表：2），分述如

下： 

表 2：資料蒐集與編碼 

資料類型（代碼） 
展覽 
名稱（代碼） 

策展訪談及 Email 
（訪/EM） 

展場觀察 
（展） 

觀眾回饋 座談 留言 
（座/留）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

與才藝》 
（群） 

策展人 A（女） 
2006/03/31 晚約 1.5
小時（訪-群-A）, 並

於 2006/04/26 審閱初

稿 Email 回覆。 

  

策展人 B 提供 
（2005/02/22Email）（EM-寂- B） 

《「寂寞的撫慰」攝影

展－鄧南光、潘小俠、

林柏樑、何經泰、劉清

儀聯展》 
（寂） 

策展人 B （女） 
2005/02/22 審 閱 初

稿 , 並 Email 回 覆

（EM-寂- B）, 並介

紹另位策展人 C, 另

安排訪談 2005/03/25
晚, 約 1.5 小時。 

策展人 C 展場觀

察（12 人,電子檔

筆記）。 

1. 座談觀眾回饋（1 人）觀

眾 C （座-寂- 26~32、
64~67）。 

2. 留言本（22 位觀眾,電子

檔 ） 觀 眾 D （留 -寂
-14）、觀眾 E （留-寂
-22）。 

《同畫故事－11 位男

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

作展》 
（同） 

與策展人 D（男）討

論 2003/10/26 晚（訪

-同-20031026）。 

筆 者 展 場 觀 察

2003/12/25 晚 
1. 座談觀眾回饋。觀眾 A

（座-同-555~570） 
2. 留言本（77 位觀眾）。

觀眾 B （留-同-10） 
《女人香－東西女性

形象交流展》 
（女） 

導覽員 A（女）

2006/03/17 下午（訪-
女-Ａ）約 1 小時, 另

訪談兩位策展協辦, 
並經其審閱初稿。 

筆 者 展 場 觀 察

2006/01/14 全天

（ 展 - 女

-20060114）。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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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筆者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合作，以《同畫故事－11 位男女同志的藝

術治療創作展》（Visualizing Others: An Artistic Puzzle of Lesbian & Gay Stories）為題，

得到台北市文化局補助，展開一連串策展行動。在形塑策展意圖階段，筆者扮演策

展提案與催化者的雙重角色，跨領域邀請邀請藝術治療師（賴念華女士）、心理諮商

師（王明智先生），共同設計、發展以同志議題為主軸的藝術治療工作坊，希望透過

工作坊裡的藝術創作，建構以同志生命故事為主體且結合同志社群觀點的策展。在

設計展覽階段，為使策展主軸符合行動初衷，接續邀請參加工作坊的男女同志，進

行焦點團體訪談（每週一次，每次約兩個半小時，由筆者或王明智先生輪流主持，

歷時約二個半月，自二００三年八月起至十一月），一方面了解工作坊參與者有哪些

生命故事被勾動，另一面檢視筆者原先策展提案有無調整必要，進而修訂、設計出

得到參與者認同的展覽名稱、總說明文及策展子題。進入正式開展階段，除安排同

志定時導覽外，並透過留言本、策展人座談會和問卷，試圖了解不同觀眾（男性與

女性、異性戀與同性戀等）觀展後能否感受到策展初衷與其意圖（「同志情誼」污名

之抗拒與轉化），產生自我性別意識的覺醒與解放。總之，筆者即是《同畫故事》展

的主要策展人，並持續於展場觀察（2003/12/25~26），設計留言本、座談以及蒐集觀

眾（觀眾 A、B）回饋。 

接續為本文初稿於研討會中發表，自二００五年春起，筆者密集安排與《群芳

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策展人 A 訪談，2又因緣於筆者曾試圖邀請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共同策展，當時日日春策展人 B 以 Email 回覆筆者《「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

南光、潘小俠、林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諸多二手資料（如展場影像及觀眾

C、D、E 回饋回饋），並安排與策展人 C 訪談。隨後，另一個以「女性」為題的《女

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於台中開展，隔年一月，筆者基於對性別議題持續關

注，親至展場觀察（2006/1/14），並與該展導覽員 A 安排訪談。3訪談大綱大致以筆

者先前策展經驗為基礎，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架構，按上述形塑策展意圖、設計展覽

與正式開展等階段為訪談內容，初稿並經訪談人過目修訂後定稿。 

二、尋覓「美術館」與「性別教育」的交集 

一九九二年，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出版

                                                 
2 另一核心策展人因公務繁忙，婉謝訪談。 
3 2006/03/16、17 另分別訪談兩位策展人，本文未引用，一併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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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與平等－博物館的教育與公共面向》（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一書，開宗明義指出：當代博物館已由傳統保管、典

藏文物的角色中，轉化為教育機構，此轉變乃直接對博物館專業造成挑戰，並以「卓

越」與「平等」兩概念作為博物館的新定位，此定位儼然成為博物館（學）自許對

當下變動快速世界 有意義的回應（AAM, 1992: 3）。面對當下社會的快速變動，「性

別」概念已由靜態本質論的爭論中，漸轉向動態社會建構論的共識裡，在不同場域

與學術研究（學校、社會運動、政治、媒體、教育學、社會學、女性主義等）裡均

有豐富成果，而「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學門的形成頗具時代意

義，「性別」為其論述主軸之一，以「性／別」的同一、多元與差異作為核心。然而，

博物館在追求「卓越」與「平等」的同時，可否找到與「性別」的可能交集？若僅

論美術館（art museum，藝術類博物館），其又將扮演怎樣角色？ 

歐美美術館對「性別」的關注，始於「性別的多元」。由特定同志事件的史料搜

集，乃至於不同世代男女同志的形象再現等議題，均有著墨。譬如，一九九四年於

紐約展出的《變為可視：石牆遺產》（Becoming Visible: The Legacy of Stonewall）乃

是以美國同志平權史中六 O 年代重要的「石牆暴動」（The Stonewall Riots, 1969）為

主軸的策展，四年後，由該展覽所延伸的圖錄《變為可視－廿世紀美國男女同志生

活 史 》（ Becoming Visibl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Lesbian and Gay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McGarry & Wasserman, 1998）更將視野由單一事件擴展

至廿世紀同志形象的再現上。同年在另一端的澳洲，由澳大利亞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策劃《別用這種方式離棄我：愛滋年代下的藝術》（Don’t Leave 

Me This Way : Art in the Age of AIDS）特展，試圖以美術館角度結合性別與當代社會

議題（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愛滋病與少數族群等）有所回應，並探究美術館可扮演

的社會角色及其責任（Gott, 1994）。此外，剛誕生的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以保存、

展示與性別多元有關的影像、物件及其背後的生活形態與歷史為典藏政策（劉家蓁，

2005），均為歐美美術館實踐性別平權教育的先聲與典範。 

反觀台灣，二００五年出刊的《博物館學季刊》，係以「博物館與性別」為題，

雖有科學博物館裡的性別與觀眾（劉德祥，2005）、博物館與女性於理論上的探究（林

慧嫻，2005）等多篇專文，卻看不見台灣博物館透過策展對性別議題有何具體回應。

此現象可否說明台灣博物館對性別議題的漠視？事實並非如此，早在二０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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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特展（以下簡稱故宮，《群芳譜》特

展），即嘗試再現中國傳統女性「理想的形象」。同年十一月，協助台灣公娼社運團

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則透過《「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柏樑、

何經泰、劉清儀聯展》（以下簡稱日日春，《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希望呈現性產業

裡的女性工作者在理想之外的「撫慰的形象」。緊接年終，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策劃，《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以下簡稱熱線，《同畫故事》

展）乃是台灣首次以同性戀生活世界為主體的展覽。二００五年，於台中國立台灣

美術館策劃《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以下簡稱國美館，《女人香》展），乃

跨機構商借台灣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與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冀以勾勒古今中外女性

形象及其多元歷史的發展脈絡。 

有別西方文化，中國傳統對女性形象的特有規範與期待，無論是大家閨秀或紅

樓名妓，均構成我們面對性別議題特有的時空脈絡、處境與視框。誠如江雪齡（2000：

5、23）指出： 

就算一個人生長在該社會中，並且了解自己的文化，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知

道所有「文化」的細節，也無法了解社會中某一特定人群的行動、思想和

生活。……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性別的認識包含與該性別有關的規則和期

待的知識，使我們知道在社會各種情況下，如何遵行和表現，當然，這些

規則也限制了很多人的抉擇。 

故將性工作者、同志列為弱勢族群，並非因其性別差異，而是因著多數人所建

構的主流世界對「性別」知識上的侷限及偏見所致。在「怎樣的」社會氛圍裡，台

灣有了上述四個均直指性別多元卻形態迥異的策展？無論是美術館或社運團體，策

展團隊如何突破典藏品的限制，形塑鮮明的策展意識？觀眾可否透過「藝術創作裡

的性別形象」，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在展覽與觀眾互為主體的經驗裡，美術館

可否作為「實踐性別平權教育」的場域？以下分別針對「策展」（詮釋展覽主題）與

「導覽」（與觀眾溝通及其回饋）及座談等不同面向活動，探究「在美術館實踐性別

平權教育之可能性」，首先擇要引介研究對象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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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近期與「性別」有關的展覽 

（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Blossoming Through the Ages: Wome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二００三年春推出

的特展，試圖由「婦容」、「婦職」、「婦才」三種角度，冀以「具體勾勒出中國古代

婦女的豐富面向，進而探討，並且詮釋與女性攸關的課題」（劉芳如、張華芝，2003：

10，詳附錄一）。在《群芳譜》策展主軸下，所謂女性所關心的課題主要有三，首要

為「婦容」，女性自身的容貌，透過歷代繪畫、仕女俑及生活器用等選件，呈現不同

時代對女性容貌、體態的要求與品味，隱約略見男性／創作者／觀賞者的眼光（如

19 幅選件畫作中，10 幅署名為男性）。明唐寅(1470－1523)〈陶穀贈詞〉以「名妓入

畫」為創作主題，為此單元中的特例，與另一選件明人〈聽阮圖〉同樣將男性觀賞

者入畫，實「反映了以男性為中心的觀念……更以美人相伴為風雅韻事」（劉芳如、

張華芝，2003：47）的意識形態。 

接續策展子題為「婦職」，將視框擴展至女性身份與職責。縱觀選件，不論是教

養子女的課子圖，或投入勞動生產的耕織圖，女性形象總是典雅內斂，與身旁孩童

共構和樂家園的美景，而描繪為準備出征的夫婿縫製冬衣的〈禱衣圖〉，也是充滿著

平和恬淡氣氛，與家園美景相呼應。唯一僅見，宋李嵩（生卒年不詳）〈市擔嬰戲〉

乃以寫實筆法勾勒行走各地的貨郎（攤販），帶來農具、食物以及各式童玩，忙於哺

乳中的村婦帶著孩童前來採買的庶民生活場景，實有別於理想中的婦女，將忙於勞

動與推動搖籃的母親形象寫實再現。「婦才」是以女性創作者為主的選件，除名門閨

秀的才女作品外，名妓的身影再次出現，如馬守真(1548－1604)〈蘭竹〉似乎試圖將

蘭花轉化為名妓自身的象徵。 

邱士華（2003：86）指出《群芳譜》特展無非是再現了過往傳統中國對「女性

的創造」與「被創造的女性」兩種不同觀點，藉由與女性息息相關的容、才、德，

鋪陳出策展意識，試圖使觀眾理解「怎麼的女性被描繪？」（婦容、婦職）與「女性

創造些什麼？」（婦才）。此評論或為《群芳譜》特展的精闢註腳，並與觀眾經驗交

感相融，進而批判千年以來中國傳統的女性理想形象是如何透過男性「被創造」，並

保留於當時藝術創作裡。此外，展場播放公共電視製作的「當代女性藝術家紀錄片」

用以參照台灣女性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有延續也有變化的處境（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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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入口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劉芳如小姐提供 

 

圖 2：《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展場一隅   國立故宮博物院劉芳如小姐提供

（二）理想之外：近代台灣的性產業與「寂寞的撫慰」 

相對於「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性產業及其工作者的形象往往是刻板的、受污名

化的。二００三年終，由日日春策劃《「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

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試圖為性產業裡的女性工作者不只是留下身影，更冀

以再現理想之外、女性亙古相通的「撫慰」形象，不因其職業與身份有所差異，並

在一幅幅攝影作品中與男性寂寞相呼應，細訴她們與他們的故事。在《寂寞的撫慰》

攝影展總說明中（詳附錄二），足見其策展動機，或可管窺策展團隊重新詮釋女性性

工作者之於勞動階級男性的重要性及其隱微不彰的貢獻，且不單單想要洗刷其污

名，更有「以展作史」（建構台灣性產業女性工作者的主體性）之企圖心。又，因工

作環境及時空差異，此特展所再現的女性性工作者有著不同稱謂，卻在參展五位攝

影家眼裡轉化為台灣底層特有的生命力與故事，並因攝影家身份與背景的差異，其

所瞬間補捉下的真實形貌各有千秋，透過攝影與創作自述鮮活再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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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五、六 O 年代沒有電視或卡拉 OK，都會男性的夜生活去處是

酒家。他們在那兒消遣、交際或談正事，而酒家女郎的溫柔相伴或熱絡對

飲，除了助興，似乎也短暫慰藉了彼此的生活壓抑與失落。 

（潘小俠）那一、兩年，我和他們作息一致，經常下午四五點起床，和他

們作夥喝酒抬槓，醉了，替小姐拍照作畫取樂，清晨，這些人又從都市裡

消失，逸散到更邊緣的角落去了。 

（何經泰）我喜歡讓弱勢者面對鏡頭，如果數量夠多的話，一雙雙凝視你

的雙眼，會讓觀看的你不能不震懾。我曾經很希望也能讓小姐面對鏡頭，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題材，遠比其他弱勢更困難。 

（劉清儀）作一個老闆，手下帶著幾百個工人，商場上你爭我奪，天天趕

三點半，往往白天是精神緊繃到極點，到了晚上，若想要能快速放鬆，酒

是最快不過的鬆弛劑。 

（引自《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總說明，附錄二） 

而攝影家林柏樑說「我想還原她們作為一個『人』的面貌」，透過日日春的協同，

在台北市政府透過法令將公娼推入歷史的二００一年，林柏樑開始為她們做記錄，

試圖以細膩而嚴謹的鏡頭表達對她們的關懷。他慣用仰角，藉以表示對拍攝者的尊

重，即使是拍小姐的胸部，也是以此表現她們對男性的撫慰與接納，而非如主流媒

體般刻意慣用以俯角突出她們的性特徵。時間上，這五位攝影家作品橫跨五 O 年代

到千禧年，地域上跨越艋舺、大稻埕到台中，涵蓋不同形態性產業，包括流鶯、茶

室、娼館、酒店、酒家，甚至是華西街原住民雛妓，都成《寂寞的撫慰》攝影展中

為女性性工作者造像的場域與主角。同時，搭配展覽，舉辦「鏡頭之外：攝影人和

風塵女子的相遇」、「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兩場座談（圖：3、4）。 

（三）規範以外：跨越性傾向，回歸生活的幸福想像 

由男性為主所建構的異性戀社會，因而產生「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以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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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默默隱身的女性性工作者（無論是古中國的名妓，或是寂寞撫慰下的各式女

性），卻同時忽略規範以外其他「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及其生活型態。對異 

 

 

圖 3：《「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展場一隅   日日春協會鍾君竺小姐提供 

 

圖 4：「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座談  日日春協會鍾君竺小姐提供

 

圖 5：《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療創作展》   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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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而言，「同性戀／同志」是十足的「他者」（others），不僅陌生，更充滿各式怪

異想像與理解。再者，同志被看見的理由及其形式，多半受到特定社會事件、意識

形態與刻板印象所影響，未能真實再現，多有侷限。在此背景下，構成二００三年

終的《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Visualizing Others: An Artistic 

Puzzle of Lesbian & Gay Stories）及其接續於二００五年六月《大同小異－同志生活

物件網路徵展》兩個具挑戰性的策展行動。 

《同畫故事》展源於兩次同志藝術治療工作坊，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主辦，賴

念華女士、王明智先生與筆者共同策劃，展期緊接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後的聖

誕節至隔年元旦，展覽地點為同志活動的晶晶藝廊。透過工作坊以及與創作者先後

7 次的訪談，策展意識初步定案，將展覽重新訂名「同畫故事」，意指「『同』志『畫』

的『故事』」，再直接以「藝術治療創作展」作為小標，說明展品的產生方式，策展

團隊試圖提供觀眾替代性「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乃是邀請觀眾回到自身性

別經驗，反思同志與異性戀的「同」與「異」為何？策展意識乃由同志創作自述中

整理所得概念，並經再概念化為「展覽總說明」（圖：5，詳附錄三）： 

童話故事，人人愛讀， 

造就了你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幸福想像。 

同畫故事，誠懇真實， 

是一幅幅同志生命故事的藝術拼貼，更是在創作中的自我治療。 

工作坊結束後，透過七次同志創作自述，可知這些創作內容不外乎回到生命本

質上、對於愛情的期待、親密關係的渴望，都是藝術治療中的創作主題，其又與原

生家庭的成長經驗交錯在一起，甚至與更大的以異性戀為主之社會結構，息息相關，

透過訪談發展出四個策展子題「認同的開始」、「愛情的滋味」、「幸福的想像」、「幻

滅與重生」。《大同小異》網路徵展則延續相同策展意識，強調同志與異性戀間的「大

同」乃超過「小異」，「大同」在於大家都有情感的需求，在愛與被愛間，交雜慾望

流動，試圖與同性（或異性）建立或長或短關係，惟我們社會總慣以窺視角度，扭

曲、放大同志與異性戀彼此間的「小異」，並擴大展覽徵件範圍延展至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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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越東西的「女人香」：由神話到勞動、由感官到兩性政治 

二００五年終至隔年二月，策展人高千惠小姐規劃《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

流展》（Scent of a Woman: The Collection of Female Subject in Taiwan），由國立台灣美

術館承辦，選件來自北、中、南（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奇美美術館）

三館精品，分別代表中國、台灣、西方三種不同時空範圍裡的女性形象。 

策展主軸有六個面向：Ⅰ神話－女性幻境、Ⅱ萱堂－人間慈話、Ⅲ宮院－金粉

世界、Ⅳ閨閣－青綠年華、Ⅴ微光－勤力歲月、Ⅵ畫室－藝術之眼，試圖再現女性

在不同時空及場域裡的諸多形象，包括：「神性故事」再現在西洋神話裡女性的豐饒、

守護天性，以及愛情故事裡的占有與猜疑等陰性氣質；「母性故事」跨越東西與階級

差異，試圖再現普世的母性與慈愛；「女性故事」則以上流社會裡女性的梳妝打扮與

娛樂生活為主；「性情故事」以女性面對自我與對未來的未知，不分大戶人家、小家

碧玉、新婚或已婚，均有其特有期待、等待與落寞之心情；「人性故事」則論及女性

勞動對家庭的貢獻及其社會關係；「藝性故事」回到創作，呈現古今中外、男性與女

性藝術家對女性的觀察及其背後差異與兩性政治（王婉如，2005，詳附錄四）。 

跨越時空與地域界限，《女人香》特展在中西藝術史架構下顯得宏偉，雖以通俗

探戈舞曲「女人香」作為吸引觀眾的起點，卻有許多不同女性故事透過展覽婉轉傾

訴。同時，作為國美館年度大展，該館舉辦各種推廣活動（如邀請台中縣市校長到

館參觀的晚會、中小學來館教學活動），並安排系列講座，與當代女性生活結合，如

「女人不可不知的法律」、「投資理財與女性自主」等，為《女人香》特展帶來更多

可能（圖：6）。 

 

圖 6：《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流展》海報   國立台灣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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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展性別意識的「再概念化」 

誠如緒論提及，若同意本文將「展覽」類比為博物館裡的「課程」，並按課程「再

概念化」的訴求，強調展覽（課程）裡與觀眾共創有意義的互動經驗，那麼實有必

要針對學校課程改革的「再概念化」，有所釐清。故接續以 Banks(1993)提出四種不

同取向的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模式，進一步說明。 

Banks(1993)從課程架構改變情況，提出四種不同程度「再概念化」的多元文化

課程改革模式，有「貢獻」（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附加」（the additive approach）、

「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與「社會行動」（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等四種課程改革模式，彼此關係如（圖：7）所示。又，因此四模式的層次不同，各

有其優缺點，於教學實施上的難易程度不同，通常交錯運用。若以「再概念化」觀

點論「性別課程架構改變」的程度，「貢獻模式」仍服膺於主流價值觀，僅片斷強調

英雄的貢獻，例如於婦幼節安排介紹台灣女性科學家吳健雄的故事；「附加模式」則

與「貢獻模式」類似，以不改變課程架構為前提進行課程設計，如在文學課程中附

加閱讀女性作家琦君的文本；「轉型模式」則完成超越前兩者，強調課程結構、本質

與基本假設的整體改變，譬如社會課程以不同性別與性傾向（男性、女性；異性戀、

同性戀、雙性戀等）探究男女職業選擇及其職場處境，以取代「男主外、女主內」

刻板印象；「社會行動模式」包含轉型模式的要素，除以不同性別觀點探究社會重要

議題外，並進一步對社會問題作成決定，發展反省性的行動，以降低性別偏見與歧

視為終極目標。4 

就「再概念化」的程度而言，雖「貢獻模式」簡單且易實施，卻恐對性別議題

流於簡化，停留在表面理解，或尚無再概念化可言，而「附加模式」仍是以男性父

權立場看待女性處境與相關議題，其再概念化程度有限，「轉型模式」乃為較理想的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模式，其再概念化程度高且規模大，對授課教師而言，自身需要

對性別議題須備齊某種程度的素養與自我敏覺（如安排在職進修或另設專責課程發

展單位，有其必要），「社會行動模式」的再概念化程度 高，同時影響學生對性別

議題的認知，進而培養其批判思考、作決定與社會行動的能力（譬如，透過課堂討

論，全班共同決定對班上女性化男同學或男性化女同學的同理與友善對待），以降低

性別偏見與歧視為課程理想。 

                                                 
4 此例舉主要參考劉美慧（2001b：209-211），並改寫成以性別為主的學校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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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Banks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模式四階段 

資料來源：Banks（1993）、劉美慧（2001b）。 

據此，重新思索上述四個與「性別」有關展覽，並類比於課程「再概念化」，分

述於下： 

二００六年秋，與《群芳譜》特展團隊之一的策展人 A 安排訪談，又重新回憶

該特展之種種，包括：重新思考上一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小標，

是否即為該展覽核心概念？抑或為筆者觀展後的殘存印象？同時，也才了解作為美

術館體制內策展，在尚未論及策展概念前，策展團隊間意見溝通與共識凝聚的必要

及其困難。 

《群芳譜》特展由六位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女性研究員共同策劃，其分屬

不同歷史與藝術史專業（器物、書畫、檔案等），針對不同文物（早如西周銅器，晚

至清宮裡的婦女頭冠）如何呈現女性於當下時空之意義與重要性，不同研究員或有

各自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又，面對策展內容與典藏品本身的限制，策展意識又如何

與觀眾生活經驗接軌，進而產生共鳴，其中的策展歷程與考量實有別於體制外的《寂

寞的撫慰》攝影展。以「千年規範」作為小標，實係筆者殘存回憶，只單單記得該

展有「婦容」、「婦職」兩子題，卻遺忘「婦才」女性藝術家的特有創作。在與策展

人 A 訪談時則一語點破，《群芳譜》特展「雖呈現傳統古典的女性形象，但策展團

階段一：貢獻模式 
在主流課程中，加入英雄、節慶與片

斷的文化要素。 

階段四：社會行動模式 
學生對重要的議題作決定，並採取行

動以解決問題。

階段三：轉型模式 
改變課程架構，學生能從不同族群、

文化觀點理解概念與議題。

階段二：附加模式 
在不改變課程架構的情形下，將文化

概念、主題與觀點加入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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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裡對女性議題的關懷不能說是没有的」，如「婦才」子題裡以女性藝術家為主角，

展出她們的創作即具有相當的批判意識，因為若回到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裡，她們

是不會被留下任何一筆紀錄的，也可能不會作為常態展覽中精品選件（2006/03/31, 

訪-群-A）。又，故宮典藏品多數反應特定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僅能透過選件重組中

創造不同的可能詮釋，但對多數觀眾（也可能與筆者相同）還是只記得如「婦容」

子題裡藝術史大有名氣的〈陶穀贈詞〉之類選件，但經策展人 A 提醒，筆者才記起

「婦才」子題裡的女性刺繡，以及其他諸多女性藝術家的存在。5 

《群芳譜》特展採取傳統角度詮釋「婦德」與「婦容」的同時，卻另行利用「英

雄」方式（重新肯認女性藝術家的地位，不再附屬於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有意識

地將「婦才」納入一點點有別於以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重新尋覓、肯認「女性的

創作」，忝為「貢獻」。但此貢獻卻似乎在男性藝術史觀中被稀釋，甚至被邊緣化。

或許，更值得深思的是，難道具平權意識的策展子題只能悄悄地邊緣化呈現？或有

其他可能？此意圖實延續七０年代西方藝術史裡對「為何獨缺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Nochlin, 1971）之批判，值得肯定。但為何筆者作為《群芳譜》觀眾之一，事隔

兩年與策展人 A 訪談時，才回憶起自己看到什麼，並與策展團隊自明意圖相比對時，

才意識到體制內以美術館典藏品為主的策展實多有限制，且要考量觀眾能理解的詮

釋，進而形塑與性別有關的策展意識，完整體現於策展主題與選件上， 終呈現於

不同文化資本的觀眾眼前，實不容易。 

論及《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在與日日春策展團隊電子郵件互動中，筆者曾以

「……『由物件到情感』」乃是以『他者』為題的展覽必備的內涵之一，以『情感』

作為物件與觀眾互動的基礎乃是跨越時空、階級與性別（性傾向）的差異」等文字

作為回覆，這與該展策展人 B 表示「希望透過文化活動的平台，讓社會不同位置的

人可以關照彼此」（2005/02/22, EM-寂- B）有異曲同工之妙。日日春《寂寞的撫慰》

攝影展以其激進社運團體特有的能動性與活力，巧妙挪用博物館專屬文化主體性與

發言機制，將展場選擇在原公娼館，其意義與象徵性不可言喻，有意識刻意突顯弱

勢社群的身處情境並為其發聲。若按 Banks(1993)所言，實可視為是「轉型」的課程

模式，雖相較於體制內博物館，其吸引觀眾顯然有限且特定，又展期僅有五天，但

                                                 
5 經訪談與為撰寫本文反覆思索，或應將上一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的小標，修改為

「規範與創造：中國女性形象的理想與真實」，或較為接近原策展團隊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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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策展意識的形塑乃相對成功，且在「鏡頭之外：攝影人和風塵女子的相遇」、「寂

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兩場講座烘托下，遂將策展意識「轉型」為

人人易懂的故事，雖其故事可能有別於你我生活經驗，但強調女性性工作者之於勞

動階級嫖客的貢獻，更進一步轉型為你我皆能同理的感受與體驗。 

談到《同畫故事》展，筆者與策展團隊透過藝術治療工作坊與接續焦點團體訪

談，將策展意識更為精確再現。例如，將「同（志以）畫（說）故事」等同於「（異

性戀的）童話故事」，乃直指同志對幸福的期待與未來的「成家」想像，就情感本質

而言，實與異性戀一樣没有不同，乃再現了不同性取向的多元社會秩序。又，當不

同性取向觀眾的經驗投入時，無論是對「同志情誼」有先入為主的排斥與污名化眼

光，或是能夠感受到策展所提供另類觀點並產生抗拒與轉化等不同的觀展經驗（詳

下一小節），不僅已撐出一個小小的文藝公共領域，並跳脫異性戀將同性戀他者化的

思維，應可以「轉型」課程模式視之。6 

總之，《同畫故事》與《寂寞的撫慰》的策展意識鮮明，成功轉化為不同的策展

行動、展覽策略和設計（如同志藝術治療工作坊和網路徵件）、選件模式（如透過向

攝影家尋覓、重組作品或邀請攝影家進入性工作者的生活場域），實有別於體制內《群

芳譜》展以美術館藏品為策展範圍，或跨館借展《女人香》展之模式。不同體制與

模式的策展有其困難與挑戰之處，已如前文引述，但就實際展期而言，前兩個展覽

均由社運團體企劃，受限經費，展期分別為五天、十天，雖觀眾至多不超過七百人，

但其因刻意選擇展覽場域於原公娼館或同志活動空間，以致於其觀眾對弱勢議題較

為認同與同理。《群芳譜》特展適逢 SARS，觀眾有限，相較之下《女人香》展期長

達三個月，觀展人次破十萬，加上國美館投入大量資源，如邀請教師學童到館參觀

並安排導覽等，其觀眾經驗、互動與感想不可不談。 

五、觀眾性別意識的位移：由其觀展經驗、互動與感想談起 

美術館觀眾如何跨越時間、空間與文化上的距離感，進而直接面對藝術品產生

共鳴的觀展經驗？在策展意識主導下，先為一目了然的「展覽題目」與「總說明」，

介紹策展核心概念及其子題，冀以作為觀眾或為好奇和想像、或為參與觀展的基礎，

                                                 
6 附帶一提，本文無意深究《女人香》展之策展意識，主因於雖有安排訪談，但兩位訪談人均表示非核 

心策展人，僅為協辦借展單位承辦人員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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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展覽子題」將展品選件分組成群，穿插簡要說明文字，借以深化觀眾理解，

後，面對單一選件則有「標籤」（label）標註其名稱、時代、作者等基本資料，同

時配合圖錄、導覽手冊等出版品，如此安排無非是為協助觀眾觀展時有所共鳴，不

至於感到陌生、看不懂，有時配套形態不一的導覽或座談，冀以提供並深化觀眾理

解策展意識的多重路徑，以促成觀眾觀展意識有所位移的可能。 

在《同畫故事》展中，安排了以「當『同志生命故事』遇上『藝術治療』」為題

的策展人座談，在近兩小時對話中，有許多精彩且細緻的交談，其中， 特別是一

對異性戀情侶回饋，至今仍記憶猶新。 初，這對情侶對此策展預設想像為「可能

像是情趣商品店罷！」然進入展場，這位女性觀眾 A 問她男友： 

這些畫裡面哪一幅讓你覺得最寧靜？……他跟我說是那一幅時，我完全沒

有想到，也許在他的生命裡頭，他想追求的就是兩個人的世界，我們有一

個共同的家庭。我才驚覺到原來他有些部分的渴望是那樣的。 

可是我一直不斷的在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跟我想要過的生活模

式。……我覺得今天讓我有一個很大的發現，我也想要回歸到那種單

純，……在我追求我自己想要的過程中，我可以看到我的週遭、我的愛人、

我的家人他們要的是什麼。而不是盲目的在過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覺得

生命當中有更多值得該珍惜該感受的部分。這是截至目前為止我的感覺。

謝謝！（座-同-555~570） 

當觀眾 A 男友答覆是〈我和她和牠〉那幅（圖：8）時，引起當事人諸多回饋。

因該作品畫的是兩個女同志（我和她）和她們心愛小貓（牠）的全家福，其所外顯

的安定氣氛及「與愛人在一起」的意象，實與這對異性戀情侶男生的深切期待相契

合，相較之下，觀眾 A 較汲於追求個人成就。透過此幅同志作品，不單單呈現這兩

位異性戀情侶的性格差異，同時開啟兩人重新交談的契機。 

此又與〈我和她和牠〉所屬「子題三：幸福的想像」不謀而合，該子題引言為

「『從今以後，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是童話世界裡，關乎幸福的想

像。以全家福合照的形式，畫出〈我與她與牠〉，並『盼望哪天我的家人們也能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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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起。』對同志而言，這可是好深切的期待！……這些幸福的想像，真實動人，

與你我有何不同？（引自《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總說明，詳附錄三）」。 

當《同畫故事》策展討論時，筆者被問及「你期待觀眾看到什麼？」當時筆者

的答覆是「希望透過作品看到自己（指觀眾）的處境，因為展覽本身，或是你去看

什麼東西有感動，一定是跟自己生命某些經驗有關，可能是抽象的美感，喜歡或不

喜歡，或也可能是有些事件打動你，或對什麼……是有共鳴的，所以對我來說是很

真實、鼓勵的經驗」（訪-同-20031026）。這與另一位女性觀眾 B，在展場細細欣賞作

品，並在留言本裡畫上一片藍色海洋，寫著「從海底往上看，可以看到微弱的光，

但離自己浮上水面，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或許你們是幸福的勇者，加油囉」（留-

同-10，圖：9）的回饋，不謀而合。 

 

 

圖 8：〈我和她和牠〉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提供   創作者同意授權使用 

 

圖 9： 《同畫故事》展觀眾留言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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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裡，日日春策展團隊慷慨分享大量展覽紀錄，其中，

觀眾經驗回饋多元且豐富，超出筆者預期。譬如，在搭配展覽的兩場座談「鏡頭之

外：攝影人和風塵女子的相遇」、「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結束後，

一位女性觀眾 C 寫了封長長的信，給主辦單位，她說： 

本以為這兩個是操著台灣國語或只會講國語的兩個「中下階級」人士，但

出乎我意料地，這兩個講話很有層次，尤其是陳先生一，完全打破了我對

嫖客的看法，光是他們兩個講話的語氣與用詞，就挑戰了我對嫖客的看

法。當陳先生二開始分享他小時候性壓抑的經驗，到現在可以尊重女生的

身體這件事情，我很訝異，我甚至開始去思考，是不是早一點接觸（多元

的？）性經驗就比較能快一點地了解最佳的兩性對待關係？性開放是不是

讓普羅大眾的生活能夠更健康？更快樂？他們的講法，是在鼓勵嫖嗎？還

是在鼓勵提早有性經驗呢？我的頭腦一直在迴旋這樣的問題，甚至連什麼

性工作合法化的連署簽名，到現在都讓我猶豫不已。……這是我自己想出

來的結果，可能也不是你們座談所要給的，那就是：我們把家庭／道德這

個東西太神聖化了，神聖化到造成人們壓力，神聖化到看嫖、看婚外情、

看任何關於人的自然身體或心靈之流露都是污名的，如果不那麼道德神聖

化地看婚姻，是否也可以讓這些「性交易者」，或甚至是所謂的「變態」，

有一個更自然的眼光去看待？（座-寂- 26~32、64~67） 

此外，引起筆者動容的則是另兩則女性觀眾 D、E 的留言，她們分別寫下： 

（觀眾 D）沒有絕對的幸福或不幸，看著一些文字，某幾張影像會想哭，

推門簾要進去ｘｘ〔指原公娼阿姨的房間〕的房間好不忍，不同於 museum

美術館裡的光鮮亮麗，有冷氣、大樓電梯、飲水機……來這裡，蚊子、不

夠流通的空氣，上 wc，還有不適應，嗯……還有不適應，嗯不是排斥、

不認同，只是，在心中很真實的感觸，我待在春鳳樓第一次一個小時又

10 分。（留-寂-14） 

（觀眾 E）高中時代，我在這裡走了三年，學校總是不准我們走歸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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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偷偷走過幾次，因為好奇……直到我明白，理解，並且試著去感受……

我只能說，看著勇敢的女性們這樣努力的活下去，努力爭取自身的權利，

年輕如我，也想給自己多一點勇氣去面對自己的生命～（留-寂-22） 

女性觀眾 D 已由欣賞不同時空場域裡性工作者的形象，擴展到與展覽場域（春

鳳樓，原公娼館）的互動，真實感受此展覽場域「不同於 museum 美術館裡」的種

種，雖然有蚊子、空氣不流通，卻曾有公娼與嫖客在此活動。此時的春鳳樓已瞬間

被挪用作為博物館策展機制下的展覽場域，不著痕跡將公娼與嫖客群像成功轉化為

一幅幅具有尊嚴且多元差異再現的影像，傾訴她們與他們的生命故事，此轉化在觀

眾 E 留言裡更清晰呈現。總之，《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的策展意識或可謂早已無聲無

息與觀眾觀展經驗交融，且迴觀至個人過去不同的性別經驗裡。 

論及《女人香》特展「中小學來館教學活動」，國美館女性導覽員 A 表示已舉

辦了近百場，動員百位工作人員，超過三千位學童與教師受惠，主要三部分，首先，

由義工向學童介紹國美館及該展覽緣由、主題和擇要介紹重要選件後，才請教師搭

配「學習手冊」（低、高年級兩不同版本），帶領學生到展場直接面對藝術品。若尚

有時間，則邀請學童到國美館獨有的兒童遊戲室。當筆者詢問：學校和學童有何回

饋？反應如何？導覽員 A 表示多數反應算是正面。不過，A 說「曾接到老師來電，

希望我們將展覽裡有性特徵明顯的展品拿走，譬如以女性碩大乳房作為主要表現的

雕塑，不然，没法子帶學生來館參觀」（訪-女-A）。面對「性／別議題」，這位教師

如此保守反應，似乎無須太意外，或已彰顯部分基層教師面對學童如何談「性／別」

的基本立場與態度，而這位來電教師所指應是距今西元前 5000-4500 年的「陶裸體

小雕像」（圖：10），而筆者在展場定點觀察裡，也留意到這件陶裸體小雕像。格外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組家庭觀眾（爸爸、約小學一年級五六歲的小男生、小女生）

與女性導覽志工的對話，導覽是這麼開場： 

導：（起初這個小男生看到裸體小雕像的乳房很害羞）你有看到什麼嗎？ 

男：（害羞躲到爸爸身後，爸爸示意鼓勵他，小聲回答）我看到ㄋㄟㄋㄟ。 

導：那，這ㄋㄟㄋㄟ怎樣？ 

男：媽媽的ㄋㄟㄋㄟ很大 

導：為什麼媽媽ㄋㄟㄋㄟ很大，因為這件作品是……（展-女-200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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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小男孩不再害羞，能夠面對「陶裸體小雕像」與導覽員開始交談，有了

好奇與疑問。面對以「女性」為主軸的《女人香》特展，無論導覽人員或教師的「性

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格外重要，誠如女權運動健將 G. Steinem 的名言「治

理我們的並非軍隊與警察，而是觀念」（羅勒譯，1992）。當教師對性別觀念有所保

留、或無知到面對裸體藝術作品，只能去脈絡刻板聯想到「兒童不宜」時，或許更

該反思乃為「是怎樣的性別觀念、認知與意識型態，造成學校教師如此反應」，同理，

博物館裡策展團隊、導覽員又是如何整理自身性別經驗，將其早已內化的性別意識，

合宜轉化為對策展選件的體驗、解說與詮釋，進而形塑成為導覽觀眾（學童）看見

「性／別差異」的基礎，始作為落實策展意識「再概念化」之基礎與核心價值。 

綜觀以上，觀眾觀展經驗回饋及其性別意識的位移，再回到本文將「展覽」類

比為「課程」，並以「再概念化」為訴求的嘗試裡，基於筆者展場觀察、觀眾回饋（留

言本、座談）及策展人訪談、文本分析，或得以管窺如何透過策展意識的「再概念

化」出發，搭配多元、差異的導覽座談與觀眾共創「有意義」互動經驗之可能。若

再結合多元文化教育所關注的性別議題，同意將博物館策展視為等同於學校課程，

其再概念化的終極目的係在於「不僅是兩性差異或是社會制度對兩性發展限制的知

識層面理解，更重要的是性別意識的敏覺、自我價值的肯定、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培

養，應以人為主體，以學習者自我解放與意識覺醒為目標」（劉美慧，2001a：76-77），

透過以上不同策展裡觀眾的所見與有感而發，不難發現其性別意識已有不同程度的

位移、反思與敏覺。 

譬如，《同畫故事》展裡的座談會女性觀眾 A 已敏覺到其男友的未來憧憬與自

己或有不同，因而有意識地重新思考她們共同的未來。當另位女性觀眾 B 書寫留言

的當下，筆者正巧也於會場進行 後佈展，她細細凝視每一幅作品的同時，我則凝

 

圖 10： 陶裸體小雕像 奇美美術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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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到此塗鴉與留言背後，或許正有一個個不同差異正隱身於異性戀世界裡的同志身

影，正與你我遙遙呼應，也深化了筆者作為策展人試圖透過行動探究，再現同志真

實處境的初衷，且觀眾 B 留言似乎透露了其身為女同志，活在異性戀為主的世界裡

有所迴避的處境。 

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裡，則透過嫖客陳先生的另類座談，試圖扭轉你我對

性工作者的看法，一如參與該座談會女性觀眾 C，不僅感受到更巨大社會結構如何

將公娼污名化，更敏覺「道德神聖化」對性工作者的殺傷力，對觀眾 D、E 而言，

於其留言內容裡則已透露兩位均不單單在欣賞「藝術創作裡的性別形象」，並且經由

「性工作／他者的差異再現」的策展意識，進而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與策展意

識相呼應。對《女人香》特展女性導覽員 A 而言，基於職責面對不同性別意識與類

型的中小學教師安排導覽，在其接觸教師的不友善經驗裡，或已突顯面對性別議題

先要自行解構自身已內化的意識型態且經「再概念化」之必要，而筆者觀察《女人

香》展裡導覽開場白，係呈現了該女性導覽志工如何回到個人母職經驗裡，合宜將

策展裡的性別意識型態「再概念化」後的效果，同時，肯定小男童觀眾所見所言，

作為這場平易近人導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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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從策展「再概念化」朝向性別平權教育 

作為學術殿堂的美術館，主要以研究員（curator）與典藏品（collection）為核

心，透過研究員建構策展意識、選件，再透過展覽、導覽座談與觀眾互動。回顧傳

統美術館建構策展意識， 初多半以「大敘說」（master narratives, grand narratives and 

universal stories）為主，重視「同一」（unity）遠勝過於「歧異」（difference），若展

覽選件過於歧異時，有別於大敘說的不同詮釋往往會被排除在外 （Hooper-Greenhill, 

2000: 24）。又，當博物館不同文化展示時，通常會採取兩種詮釋途徑，其一為透過

差異或對立，使觀眾產生異化及隔閡之觀感與經驗，其二為在觀眾與選件間找到類

似或同一的宣稱（Karp & Kratz, 2000: 194）。然而，無論透過差異或同一的宣稱均為

策展意識「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歷程，但若僅透過策展意識的「概念化」

似乎無法回應多元文化社會的多元且差異的觀眾需求。Hooper-Greenhill（2000: 

31-38）研究倫敦國家肖像藝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指出該藝廊自 1856 年成

立起初十年，策展主軸乃試圖呈現英國貴族的好品味與教養，屬於上述「大敘說」

下的策展意識形態，當時典藏女性肖像畫只有 22 件，其餘 203 件均為男性（一如《群

芳譜》策展 19 幅選件畫作中，10 幅署名為男性），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女性是被社會

區隔、隱藏的一群。由此可見，美術館以其藏品為核心之策展與選件，實有其困難

度，但如何另覓新徑，本章所倡議「策展意識的再概念化」或有其必要與可行之處。 

一九九八年，英國諾丁漢城堡美術館及畫廊（Nottingham Castle Museum and Art 

Gallery）舉辦《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Every Object Tells a Story）特展，其中一

小單元為〈愛的故事〉“Stories of Love”，其說明文字為（圖：11）： 

物件具有喚起人類強烈情感的能力， 

於此展示物件乃象徵人類最有爆發力的情感－愛情。 

不同的物件－有不同類型的愛情， 

您有珍藏任何作為愛情象徵的物件嗎？ 

Objects have the power to evoke strong emotion in people.  

The objects in this section are symbols of the most powerful human emotion –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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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objects – different kinds of love. 

Do you have any object that you treasure as symbols of love? 

 

圖：11《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愛的故事〉總說明文 筆者攝影 

此單元選件為三個物件並置之展示，分別為：（一）死於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

士兵 John Batty 的懷錶及給愛人的情詩；（二）由 Rabari（印度少數民族）為兒童製

作的外套；（三）以及命名為“Lovers”的大型人物彩繪陶碗（圖：12）。此陶碗人物造

型仿希臘風格，為表達創作者 Andrew 對其同性愛人 Neil 的思念。此單元展覽概念

已跨越傳統美術館以質材分類的架構，重新組合三件選件背後所共通的「人類情

感」，此情感早已跨越歷史、異性戀與同志情誼（懷錶／John、陶碗／Andrew ）、親

情與愛情（母為子縫製外套、異性戀或同志愛人）之邊界。研究指出，如此安排雖

涉及敏感的同性戀議題，但對多數家庭觀眾並無造成不悅反應（Sandell, 2002:14）。

以小觀大，《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特展以感性、真實的「情感」作為策展概念

和主軸，無非是以希望觀眾「看見彼此的相同或類似」作為出發點，而非利用「對

立」手法產生異化的觀展經驗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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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愛的故事〉展覽選件   筆者攝影 

若將《同畫故事》、《大同小異》與《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均視為是面對台灣當

下性別議題的回應，其試圖將不同處境下的同志與性工作者「性別視覺化」之努力，

別具匠心，並於策展意識裡找到重新「詮釋他者」的眼光，在看似迥異的各式物件

中，找到和觀眾交流共通的情感基礎，實有別於社會（同志與公娼）運動的抗爭與

對立，係透過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策展意識、展覽選件及其策略，試圖與社會不同立

場、價值觀與階級的觀眾交談、互動。以上諸點，或與《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

特展之立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是嗎？ 

本文所例舉台灣近期四個展覽，在美術館體制運作下的《女人香》策展主題宏

偉，展品豐富，展期長，人潮破數萬人次，相較之下影響層面廣泛；《群芳譜》特展

小而美，因逢 SARS，雖展期延長但觀眾較有限，其再現歷史中女性藝術家及其創

作實乃罕見；《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由社運團體策劃主題鮮明，重新詮釋攝影作品，

試圖洗刷性工作者的污名，批判意識強烈；《同畫故事》展實驗色彩高，試圖透過男

女同志藝術創作與社會大眾溝通，呈現同志與異性戀彼此間相同的情感需求。《寂寞

的撫慰》攝影展、《同畫故事》展均在體制外的非博物館場域開展，展期與文宣均有

限制，雖目標觀眾群明確，但總未若《群芳譜》、《女人香》特展能夠與廣泛社會大

眾（學童）等不同類型觀眾互動。若再回到 Banks（1993）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模式，

《群芳譜》特展或採用「貢獻」及「附加」模式，於「婦才」子題有意識地將女性

藝術家以「英雄」方式呈現；《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同畫故事》展，不約而同採

用特定社群觀點（日日春協會對公娼情境的去污名化、同志諮詢熱線以同志生命故

事服務同志）將策展意識「轉型」為人人易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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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個個案均為在美術館裡實踐性別平權議題，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帶來

更大的能量、潛力與可能，面對觀眾（學童），體制內美術館擁有行政資源作為後盾，

具有將策展作為提供學校以外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的影響力；體制外社運團體

對性別平權議題的特有立場與觀點，有別傳統的保守更顯激進、批判，不僅呈現台

灣當下社會性別的多元樣貌，更提供「再概念化」的替代觀點與詮釋，催促著性別

平權教育不斷往前邁進的腳步。總括而言，兩者不可偏廢，如何更積極搭配、整合

應是未來可期待的努力方向。 

本文結束之際，有必要交待筆者撰文時「再概念化」歷程。基於一手規劃《同

畫故事》之策展經驗及有感於觀眾回饋，筆者總相信美術館「當然可以」落實性別

平權教育，因而無可避免產生「體制內的美術館是否也關注性別平權議題」之提問，

由此形構本文研究動機，引導訪談、資料蒐集與文本分析的走向。當筆者穿梭於此

四個研究對象時，難免以為：此四個均以性別為題的展覽「必然」有意識地想要從

不同角度共同為落實性別平權教育而努力，且試圖透過策展將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性

別規範與期待「視覺化」，為觀眾帶來理解「性別的多元與差異」的可能管道與路徑。

惟此信念背後，存有筆者「隱而未彰，卻了然再現」的視框（指以上「當然可以」

的天真信念）。隨著安排訪談與行文撰寫，筆者對「性別平權教育之信念是否存在於

不同策展團隊心中，以及觀眾經驗裡？或僅為筆者一廂情願」之質疑漸已有所澄清，

並在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指正下更為肯認，忝為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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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 

展覽說明 

天下，男女各半，女性在綿延數千年的文化進程中，自有其不容漠視的地位與貢獻。

而談到以女性為表現主題的藝術作品，也確實與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同等地源遠流

長、品類豐富。祇不過，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聽到「女性的藝術」，總習慣把它跟

美人畫，或者美女雕像聯想在一塊兒。事實上，女性藝術所包含的內容，又何止如此狹

隘？誠如現實生活中的女性一般，女性藝術既可以描寫為持家、育兒的賢內助、好母親，

也可以涵蓋才華洋溢的文藝家，乃至於在政壇上、戰場上不讓鬚眉的女強人。 

然而不容諱言，中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基本上仍是一種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架

構。因此，諸如「男尊女卑」（語出《周易》）、「男主外，女主內」（語見《大易通解》）、

「女子以弱為美」（源自班昭《女誡》），與「女子無才便是德」（參見《易酌》）等說法，

確實對中國的女性影響深遠，也已發展成多數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導致極多女性的才

藝，終其一生，都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些女性的處境與心聲，透過一些優秀藝術品

的詮釋，才幸運地博得同情與關註。 

故宮藏品中，以女性為描繪對象，或者由女性所創作的作品，質量相當可觀。不僅

從藝術鑑賞的角度看，頗多精良的一時之選，即便就內容分析，其所涉及的題材，和能

夠反映的層面，也十分廣泛。本次故宮策劃「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特展，其目

的，除了向觀眾介紹展品本身所含容的藝術美感，另一方面，更期待能夠藉著以下三個

分項主題，具體勾勒出中國古代婦女的豐富面向，進而探討，並且詮釋與女性攸關的課

題。 

主題一，名為「婦容」。女人天性愛美，加上「為悅己者容」（語見《戰國策》）思

維的推波助瀾，整裝修容、追求外貌的姣好，遂變成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環節。不過，美

的準繩卻非千古不移的定則。諸如：唐人豐肥，宋人溫雅，明清文弱的流行時尚，透過

唐人〈宮樂圖〉、宋人〈繡櫳曉鏡〉、仇英（約 1498－1552）〈漢宮春曉〉、陳洪綬（1599
－1652）〈縹香〉、溥儒（1896－1963）〈紈扇仕女〉等作品，適足以反映不同時代女性

美的典型，因此添加副標題曰「環肥燕瘦兩俱美」，觀眾賞覽之餘，當可會心一笑。 

主題二，命名「婦職」。在男耕女織的傳統社會裏，女性所擔負的職務，主要包括

養育兒女、操持家務，乃至兼理養蠶、繅絲、紡紗、織繡、製衣等多重的勞動角色。展

品中，李嵩（12－13 世紀間）〈市擔嬰戲〉、明人（舊傳周昉）〈麟趾圖〉、牟益（1178－？）

〈擣衣圖〉、明人〈乞巧圖〉、冷枚（18 世紀前半）〈耕織圖〉，甚至清院本〈親蠶圖〉、〈棉

花圖〉等作品，均不乏細膩且真實的描繪，正可據以捕捉古代婦女生活的具體形象。 

然而，儘管多數婦女的生活重心都圍繞著家庭，藝術品中仍可得見若干知識婦女和

巾幗英雌的形象，諸如陳居中（13 世紀前半）〈文姬歸漢圖〉中的蔡琰（162－229），金

廷標（?－1767）〈曹大家授書圖〉中的班昭（約 49－120），〈女才子書插圖〉中的馮小

青（16－17 世紀間），〈十二寡婦征西〉中的楊門女將，和清無款〈油畫像〉中戎裝美人

的英姿。由於這些美麗而兼具智慧女子的現身，女性才得以甩脫「柔弱」、「無才」、「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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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標籤，站在與男性對等的立場，開拓其多彩多姿的人生經驗。 

除了概括呈現女性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之外，主題二也嘗試透過宋人〈女孝經〉與明

人《閨範十集》等作品，揭示古代女子所服膺的價值觀。副標取名「閨範與典範」，一

方面固然有表彰女德之意，再者也具體反映了在男性價值觀主導下，女性所揹負的歷史

包袱。 

主題三，是為「婦才」。女性之投注於藝文活動，見諸著錄者，最早可追溯至舜的

妹妹嫘。（源自《說文》）其後，歷代均有善作書畫的女性，留名於青史。儘管與男性相

比，數目的差距極為懸殊，但其中不乏筆墨清麗，風格自具的佳構。此次選展的女書家，

如吳彩鸞（9 世紀）、楊妹子（1162－1232）等，女畫家如管道昇（1262－1319）、曹妙

清（14 世紀下半）、仇氏（16 世紀下半）、馬守真（1548－1604）、趙文俶（1595－1634）、
陳書（1660－1736）等，俱屬其中的佼佼者。 

至於女性從事詩文創作，成績同樣不遑多讓。譬若唐代的女詩人薛濤（約 758－
831）、魚玄機（845－870），宋代的女詞人李清照（約 1084－1151）、朱淑真（約 1135
－1180）等，筆下莫不情感真摯、意境嫻雅，以女性特有的細膩與婉約，佔居文壇的一

席地位。附標題名為「從閨房到書房」，其立意，正是欲從不同的工作場域，來審視歷

代女性曾經展露過的才藝。 

本次特展，毋論由展出品目或類型觀之，均屬於一種宏觀角度的陳列方式。而展品

的時代，也涵蓋了西周至民國時期，饒具代表意義的精品。觀眾於欣賞之餘，應能具體

捕捉到古代婦女生活的豐富層面！ 

 

引自：http://www.npm.gov.tw/exh92/beauty0328/chinese/01.htm，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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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 

展覽說明 

「五、六 O 年代沒有電視或卡拉 OK，都會男性的夜生活去處是酒家。他們在那兒

消遣、交際或談正事，而酒家女郎的溫柔相伴或熱絡對飲，除了助興，似乎也短暫慰藉

了彼此的生活壓抑與失落」張照堂在鄧南光攝影集裡如此陳述。1950，那是個相機極為

昂貴、人們鮮少拍照的年代，人們工作很苦，食衣住行娛樂都相對簡單，上酒家是最頂

級的消費，划拳、聽小姐唱曲、那卡西，便是消遣。身為台灣的攝影先驅，鄧南光因其

身世條件，得以上酒家小酌，更將鏡頭指向當時攝影家普遍所避諱、忽略的角落。 

「那一、兩年，我和他們作息一致，經常下午四五點起床，和他們作夥喝酒抬槓，

醉了，替小姐拍照作畫取樂，清晨，這些人又從都市裡消失，逸散到更邊緣的角落去了」

拍照二十年餘的潘小俠，在萬華長大，對老地名歷歷可數，不修邊幅的性格，使他貼近

社會底層「和」的能力一流，曾是解嚴前黨外報紙自晚的攝影記者，八 O 年代開始尋根

回看自己長大的地方，便這樣，他以「酒醉」打開他和這些人的藩籬，鏡頭下的茶室，

和他拍的萬華底層─算命師、盲人按摩、遊民、撿破爛的─是同一時期的作品。流鶯與老

人路邊議價、與遊民相遇的影像，說盡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慰撫與艱辛。 

「我喜歡讓弱勢者面對鏡頭，如果數量夠多的話，一雙雙凝視你的雙眼，會讓觀看

的你不能不震懾。我曾經很希望也能讓小姐面對鏡頭，但後來我發現，這個題材，遠比

其他弱勢更困難。」甫獲台北市政府文化獎的韓國華僑何經泰，在韓國出生、十八歲才

回台灣，自陳這樣的背景讓他「一直有不被認同的感覺。」或許是這樣的感受，加上因

緣際會，激發他在二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去拍邊緣的人們─工作傷害斷手截肢的工人、白

色恐怖的受害者、都市底層的邊緣人，也包括了華西街的原住民雛妓，一個在台灣經濟

發展和娼妓史上不能不被看見的角落。 

「我想還原她們作為一個『人』的面貌。」曾獲吳三連獎、從事攝影創作已經邁向

三十個年頭的林柏樑，專注於拍攝民俗古蹟，是受到鄉土文學論戰衝擊、相當「文以載

道」的攝影家。透過日日春的協同，林柏樑在兩年前公娼走入歷史時開始為她們做紀錄，

總是細膩而嚴謹的表達對她們的關懷。林說，他拍攝小姐時，總是用仰角，以示對這些

對象的尊重，即使是拍小姐的胸部，也是以此表現她們對男性的撫慰接納；不像某些人

的取角，只是以俯角突出她們的性徵，譁眾取寵。 

「作一個老闆，手下帶著幾百個工人，商場上你爭我奪，天天趕三點半，往往白天

是精神緊繃到極點，到了晚上，若想要能快速放鬆，酒是最快不過的鬆弛劑」劉清儀，

曾經是在營造業裡經營奮鬥的董事長。大學時代從小工幹起的經歷，讓他對工人的勞動

別有情感，為了紀錄自己工地裡的工人，才開始踏入攝影世界，白天帶著相機拍工人，

晚上帶著相機到酒店去應酬。他的隨和，很容易讓人忘記他曾是大老闆的身分，更讓災

區的低收入戶也都能接納他的鏡頭跟隨。鏡頭下九 O 年代的酒店不是壹周刊的情色羶

腥，而是一種從上緊發條的工作裡出走的放鬆自在。 

幸好有他們，為這個在夜裡出現、卻為白天日復一日的運轉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的



鄭邦彥∣從策展「再概念化」出發—試論在美術館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能性 161 

 

空間，留下不同觀點的歷史紀錄。日日春想做的，其實是為觀看的你，準備一副不同的

眼鏡，那莫也許你也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有著不同的顏色。從窺探轉變到對風塵世界的貼

近與理解，來春鳳樓走一趟，你會從不同的視界看見，在輕薄表面的酒與色底下，胭脂

巷裡的滄桑，和撫慰的力量。 

 

引自：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1550.html，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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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 

展覽說明 

童話故事，人人愛讀， 

造就了你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幸福想像。 

同畫故事，誠懇真實， 

是一幅幅同志生命故事的藝術拼貼，更是在創作中的自我治療。 

或許你會好奇：為什麼「同志」需要「藝術治療」？我們的答案是：這個展覽不是「需要」

的展現，而是同志朋友接近自己的開始。在兩次連續六日的藝術治療工作坊中，參展的 11 位男女

同志重新回顧自己身為同志，由查覺到接納的歷程，分享彼此在這歷程中，由期待、破滅到重生

的交錯情懷，同時，畫出一幅幅動人的驚豔作品。 

策展主題《同畫故事》乃是回到「同志生命故事」遇上「藝術治療」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中，

這些作品或可套句團體帶領者賴念華老師的話：不論是色彩選擇，或是媒材運用，同志創作有更

多鮮明的活力與扭曲的張力，每一幅作品充滿震撼力！ 

工作坊結束後，透過七次的創作者分享與自述，可知：這些創作內容，不外回到生命的本質

上，對於愛情的期待、親密關係的渴望，都是藝術治療中的創作主題，這些主題又與原生家庭的

成長經驗交錯在一起，甚至與更大的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因此，以「認同的開

始」、「愛情的滋味」、「幸福的想像」、「幻滅與重生」等四個子題，以及集體創作的【完成一首詩】。 

子題一：認同的開始 

「看見了，請微笑！」是 Lucy 創作〈演講廳〉時的自述，她「最渴望的事，不過就是：在想

被聽見的時候，被聽見。」創作〈「小我」與「大我」的御風而行〉的 Moses，則是以「好好疼惜

自己心中的小白人」作為註腳。在同志自我認同的歷程中，除了不斷自我對話外，多期待能夠得

到親人朋友的支持。要是哪天一個個活生生的同志，在你面前出現時，請記得保持微笑！這將會

是個認同的開始。  

子題二：愛情的滋味 

「關於愛情，當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不知道了。」這是小段創作愛情時的心情寫照。畫出

〈我到過〉的 Frank，誠懇訴說出「情感陷溺，自毀毀人，在業力的火焰中燃燒」時的無奈。回顧

愛情的滋味，是甜甜蜜蜜，還是凌亂思緒，有待整理？在球的〈噓…〉中，以「看透卻又看不穿，

是你不敢，也是我不敢」，與我們分享追尋兩人世界時，不可言傳、別具滋味的自我對話與進退功

防。 

子題三：幸福的想像 

「從今以後，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是童話世界裡，關乎幸福的想像。阿寶

以全家福合照的形式，畫出〈我與她與牠〉，並「盼望哪天我的家人們也能和我們一起。」對同志

而言，這可是好深切的期待！小兔以〈畫中的女人〉，在重重框架裡，畫出面對關係時，難以形容

「不自由啊」之焦慮。北寶在綠綠草地上，勾勒出一道彩虹，還想「和自己的『伴』（男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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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紐約參加同志遊行。」這些幸福的想像，真實動人，與你我有何不同嗎？ 

子題四：幻滅與重生 

面對現實中的「分、合、聚、散…，塑造人世間無限的幻象，那最可愛的真實卻虛妄，會在

最失控的時候，偷偷地…創造了些什麼？」在想像幻滅之際，大慰以最大的能量，塗繪出近乎嗑

藥出神之後的〈灰〉。創作〈宇宙和平之彩虹共生〉的小玉，在面對現實的變動時，她總是相信：

「這世界變動的能量。終究會將一切帶向更大的接納。海天一漾。包羅萬象的愛。」這是一個幽

遠的境界，在幻滅與重生交替中，向我們招手！ 

【完成一首詩】 

身為同志，由查覺到接納，那將會是個不斷幻化破滅的歷程，這歷程化為一首詩！ 

路上的風景一直往後 

是離開 也是停留 

先天加後天的默契 

是愛人必勝守則 第一條 

不要害怕改變 

Go on, and Move on 

期許自己能夠－ 

疼愛自己 寶貝自己 

笑容裡有最強的陽光 

每一道溫暖 都會反饋到有愛的人們身上 

有時呆呆的 反而不必擔心太多 

學會了誠實 也學會了勇敢 

學會了體貼 與疼愛自己 

真是辛苦你們了 

親愛的夥伴 好為你們感到心疼 

接近你 用我真實的想法 

 

引自：http://www.heart.net.tw/newspaper/index.php?action=view_content&paper_no=101，

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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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女人香－東西女性形象交流展》 

展覽說明 

「女人香」（Scent of Women），旨在借古今藝術作品裡的女性形象，呈現女性多方

面被留存的特質與魅力，並透過典藏品味，展示出東西女性在文化承傳中的情性與社會

角色之演變。 

此展將綜合具代表性的北、中、南三地，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和奇美

博物館之東西女性形象典藏，展示台灣地區擁有的女性主題作品。選擇以地處南北之間

的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為展場，則期能折衷出一個中道的女性美學交流角度，以及南北

地緣上的觀看便利。作品總計 104 件，包括水墨、膠彩、油畫、雕刻、瓷器、書冊、新

媒材等類型。 

在典藏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和奇美博物館，分別擁有歷代至現

代的女性人物畫。故宮的女性形象典藏，提供了華人封建社會的女性角色和審美觀。國

美館的女性形象典藏，具有近代東亞女性的時尚發展和自主性的覺醒。奇美館的女性形

象典藏，則擁有西方文化對女性的幻想和泛文化的表徵。此三個不同來源的區域館藏，

提供了〈女人香〉的新觀看。這些作品，不僅搜集了藝術家們的表現成就，收藏者的品

味，同時也蘊藏著女性歷史如春蠶吐絲般的緩進發展，以及對古今女性世界的反思。此

展分為六區，以六個面向觀看藝術裡的女性話題。 

第一區為：神話—女性幻境，以古代傳說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性表徵為子題。 

第二區為：萱堂—人間慈話，以普世的母性與母愛為子題。 

第三區為：宮院—金粉世界，以宮院女性的物質生活世界為子題。 

第四區為：閨閣—青綠年華，以女性的教養、文化、心境等精神世界為子題。 

第五區為：微光—勤力歲月，以女性的勞動與社會關係為子題。 

第六區為：畫室—藝術之眼，以男女藝術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和兩性認同為子題。 

神話—女性幻境 

古神話裡的女性，表徵了早期人們對女性的特質想像。先期藝術作品中人們對女性

形體的歌頌與故事擬造，也顯現女性被期許或歸納的人格特質。目前既存的古神話藝術

世界之女性描繪，多已屬於父系社會對女性的情性想像，但不論是母性社會或父系社

會，女性被共同認可的天性是：有關孕育、豐饒、守護的性質。進入父系神話之後的女

神傳說，則多愛欲和唯美的想像。 

萱堂—人間慈話 

以女性的天職為主題，提出女性特質中最接近神性的母性品格。母愛和母職能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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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和階級，是多數人的人生記憶力量。母職除了慈愛之外，也兼具生養教育的工作。

東西藝術作品，皆有課子或訓示的內容，流露出女性的社會影響力。此展區選出女性的

家庭圖象，呈現出女性在傳統與今日社會裡未曾退位的社會角色。 

宮院—金粉世界 

因應贊助者與收藏者的興味，宮院豪門的女性生活得以在藝術史上獲得記錄。女性

的時尚文化、娛樂生活、物質世界，足以顯現社會經濟的發展一面。上層社會裡的女性

社會，也反映出女性的生存條件。此展區選出女性進出名流文化的社交生活圖象、時尚

粉妝的記錄，以及深宮後院鶯燕爭強的才貌追求等生存情景。 

閨閣—青綠年華 

女性的閨閣心境與精神生活，有多重心思。東西藝術作品多以女性的青綠年華為唯

美對象，藝術家亦多喜捕捉女性臨窗、遠脁等孤寂與期待的鏡頭，以呈現女性精神空間

裡的秀稚、甜嫩、嫻熟、落寞、春思、秋愁等內在氣質。此展區選出中產階層的女性生

活為主題，試圖從閨閣世界，一窺女人心海底針的神祕微妙所在。 

微光—勤力歲月 

女性勞動有其美麗與堅靱的生命力，從日常家事到戶外勞動，她們均是社會生產史

的重要一員。東西方藝術作品裡的市井與農作婦女，美化中亦反映出女性涉入人間的現

實面。此展區選出不同地域與不同年齢的女性勞動內容，呈現女性介入與福澤社會的辛

勞面。她們的工作雖非功業宏大可鑑，但能瑣碎和冗長的過程裡曖曖含光。 

畫室—藝術之眼 

藝術家眼中的女性形體描繪或詮釋，成為女性在藝術史上被閱讀的內容或觀看角

度。藝術家是女性形象的再現者，藝術家們的女性經驗，也無形地影響了作品的表現形

式。此展區選出以藝術家為方位的女性主題，透過藝術家的獨具隻眼，呈現出其看待女

性和兩性關係的心理和審美態度，以期能微妙地比較女性在藝術形象裡的幻化。 

 

引自：http://www1.ntmofa.gov.tw/women/mainpage.htm，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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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hibition Curating to its Re-conceptualization: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rt Museum as the Agency of 
Fulfill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heng , Pang-Yen＊ 

Abstract 

Art museums could be a public field to reproduce social orders by the exhibition 

curating mechanism. Visitors could face artwork directly, enjoy it, and then shape their own 

personal museum experience. Sometimes through an exhibition docent, the distant might be 

broken away between museum artwork and visitors. Combining gender issues with exhibition 

themes, it began at the women's right movement in Western art history of 1970s, and carried 

out a diverse and divergent thinking and exhibition curating consciousness about gender issues 

as a subject. Art museums, as a field of informal learning, are there any exhibition trying to 

includ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gender issues recently in Taiwan? Is there any good 

practice? Can visitors appreciate and reflect “their own gender experience” from “watching 

those sex images on artwork,” and then corresponded with exhibition theme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four exhibitions included gender 

issues in Taiwan, and interviewed the exhibition teams to clarify their curating consciousness 

and strategies, and then compared with visitor feedbacks and thei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idea “re-conceptualization” from multi-culture education, the conclusion wa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ies of art museum as the agency of fulfill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how to 

develop exhibition curating strategies and programs. 

Keywords: Gender Equality, Exhibition Curating, Re-conceptualiz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e Edu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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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 
訪談錄＊

 

鄒純強 

摘要 

本訪談之目的，旨在對陶藝家孫超個人在陶瓷藝業上之成就，作一面對面直接

對話的機緣與請教。特別是其藝術成就與技法上的創舉，有機會在其工作室中，親

臨其現場的傾聽與觀察，並見其創作的實力與能量。 

孫超身為一九八七年國家文藝獎美術類得主，實是陶藝創作者得此獎項第一

人，事實至目前為止，仍是陶藝界為一之人。再者，其有多件作品為國內外重要博

物館收藏，因此選定其為臺灣陶藝人物誌訪談標的，以為孫超陶藝創作生涯的重要

紀實。 

 

 

 

                                                 
＊ 收稿日期：2009.05.01；通過日期：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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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瓷藝術家－孫超訪談紀錄（第一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林保堯老師（以下簡稱 堯師）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2/01/14 

堯師：孫老師好！今天很失禮，和純強一起來拜訪您，很想有機會作老師陶藝的專

題研究。純強是學陶藝的，根據他在師大作的陶藝，已作到極純熟的水準，

對陶藝作品不僅都可以看出燒幾度用什麼材料的實力，而且較一般專研者還

專門；我覺得他能做陶藝為主的專題研究的話，實在是個極好的精進修行，

因此，他跟我談，本來他也想做一些比較屬於傳統性、民俗性、宗教性的東

西，但是，我覺得，那些東西目前是個理想，因為，那是要配合相當的各面

基礎條件，而且還要另外一些更基礎性的東西，那還沒有學到，就去對那些

造型去處理的話，在碩士的階段總是不划算的，碩士是應該以你過去的大學

和你職場的基礎，建立一個完整體系的思維學習與實力建構，可能勝過一切；

等我慢慢了解他之後，發現他在陶瓷、陶藝這方面投入非常的多，那我在想

說陶瓷、陶藝該怎麼做呢？大概可以有很多方式，做歷史的、做台灣各地的，

就像我去年暑假帶北藝大研究生到邯鄲博物館去；孫老師如果下次有去到河

北，一定要去邯鄲博物館，邯鄲博物館有 大的磁州窯，即所謂的磁州窯博

物館現在已經做出來了，以前我們在做台灣地方文化的時候，看到很多什麼

陶枕這一類的，白白的畫上黑黑的一道道線條，我才曉得那是來自磁州博物

館。眾所周知，磁州博物館，簡直是中國歷史上 大的民窯大本山，歷史

長，長到今天為止，從河北那一邊一直賣到福建、廣東，然後福建、廣東的

移民再將它移進到台灣，所以台灣那個白白的畫黑黑線條那個，其大本山總

部是在那一邊呀！那天看到一個個的磁州窯作品，很多人都嚇到說，原來台

灣老祖母時代的這種東西在這一邊呀！那時我就說，這種東西哪裡是本土

的？台灣的本土弄到現在，有句很不好聽的話用國語來說：即本土弄到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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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溺在台灣海峽裡面，被溺死掉」；那個「本土」……，我就是搞本土的嘛！

回來搞台灣美術全集、中、小學鄉土藝術教學，但是，本土的學習了解，一

定要在時空縱線上，也就是歷史的時空縱線，使其相對的時、空間放大來看，

唉！這樣做是要反省檢討。話說回來，我跟純強講，因為他站在師大從事教

職的方便和這個好的條件，我覺得應該做一個台灣陶藝家的人物誌整理的雄

心和企圖。事實上，我們老師也只是開一個頭，我希望他能對台灣陶藝藝術

家，能像當年我回來做台灣美術全集，作出陶藝家的台灣美術全集，那時候

我們一群有志伙伴慢慢推，推到 後也能出來，我覺得也應該對台灣重要的

陶藝家，也要為他們做人物誌；一般而言，人物誌沒有做好之後，那陶藝史

這種歷史時代的風格命脈， 後空泛，因為藝術品 後就是「那個人」，那個

人沒有把握住，一切虛浮不實在，就沒有辦法深入探討。我記得十二月多的

時候，一群收藏家找我談了很久就是說，他們覺得張萬傳很重要，然而藝術

家一直沒有做他的專輯，那我說以前規劃不是沒有張萬傳，而是他身邊自己

擁有的「好的作品」的數量幾乎散光了，藝術家投資一本台灣美術全集那種

那麼硬殼子的書，一印就印二、三千本，那是二、三百萬在投資，投資這東

西他有很完整的智慧財產權在處理，這些作品自己作家都沒有，就是商量老

半天叫人怎麼做；他們又對我說等他生病回來以後，這一次帶我去跟他談一

談，結果，哪想到還沒有談，就已經過去了。大家講的這麼熱心，聽說是在

新店台北小城有一位姓姚的姚大哥收藏張萬傳二百多幅到三百多幅，他說願

意拿出來提供做研究，如果是這樣還能解決第一個版權的問題的話，我們倒

是覺得可以使得上一點力量，但是，人就是這樣，想要發現的時候，就是來

不及就走了。陶藝家裡面，我覺得很可惜，前一陣子我在台北，好像是去年

在印象畫廊，看到林葆家的展覽，就林葆家的展覽來講，台中縣文化中心做

的時候很注意他的整個歷史史料，林葆家好像做得比較完整性的，過去屬於

田野採訪口述的整理，我一直沒看到，但是作品圖錄好幾本，對於林葆家個

人怎麼開始學習創生，到其成就的過去篳路藍縷過程，我比較沒有看到，但

他現在人也走了，沒有辦法了；所以，他是日據時期好像本來是學醫的？（超

師：不是，他本來是學陶的），看他在日據時期的資料很多，懂得配方的也很

多，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完整性，所以，目前我就國內來講，應該是

孫超老師的作品和各方面已經到達可以，如果有興趣的話，應該來指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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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幫老師一生成為一個陶藝家的人物誌立場；反正現在學生嘛！有心的人不

多，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從田野的立場，來跟老師請教，老師如果不嫌棄的話，

來幫我們好好來指導一個學生吧！把一篇論文做出來；老師就住在台北，這

很方便，有人就住在很不方便的地方，因此也很難；目前純強他還要上班。 

超師：前一陣子，有一個他說他是佛光大學博士班的學生，（堯師：應該是別的中文

或其他所，因為藝術所還沒有博士班）那名學生來我這裡，說看到我展覽的

消息，他就跑去看，看了以後他就買了一本書，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二十年前，

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就是關於傳統的那些釉，我那個時候公佈的；他說，老

師你沒有騙人，那是真的，都能夠燒的出來；我聽了好高興，我說，我的東

西寫出來，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做出來，我寫假的幹嘛呢？他都做出來了，看

到這個展覽，他又要來看，因為這是新的東西，那時候沒有公佈的那麼詳細，

本來那個時候跟藝術家講的，就是一期一期一期地全部寫完，寫了幾樣東西，

後來就沒有再繼續寫下去。 

堯師：沒關係，假如是現在如果有一個學習的弟子的話，你只要口述，叫他好好來

記錄，這也是一個藝術傳承的方式，老師提供經驗、提供一生、提供實際的

藝術的腳本，叫這些下一輩的弟子們如何依附著去做一個資料展。 

超師：不過陶藝這東西，你得實際去做，你不實際去做沒有用（堯師：對），還有一

個 簡單的，我們畫畫老師教學生，告訴你怎麼畫、怎麼畫，你可以那樣子

畫，也可以模仿老師那樣子畫，雖然，畫得不怎麼像，還可以八九不離十；

可是，陶藝不行（堯師：你進去以後不知道會變成怎樣）；對，陶藝每樣東西

（堯師：對，不能捉住近似，這是陶藝之厲害，那 Discovery 就在講，陶這東

西，要做的東西和成品，有一段是你作者不能在現場、現景裡嘛！實際的場

景裡面嘛）對！你做過陶，你就知道，像你在畫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根本看

不到這個燒後的顏色，它只是一個單一色彩。只有我自己配的配方，我知道

它出來是什麼顏色，但是那個濃、淡、深、淺，我在畫的過程中，我是無法

知道的，那麼就靠記憶，我這裡多噴兩下，那邊我少噴兩下，顏色它就有變

化。那你做多了，你可以八九不離十，可以掌控那顏色是多少；可是，在你

做的那個瞬間，你完全沒有辦法，沒有那種百分之百的把握掌控，所以你就

要記得非常清楚；而像我通常，我在畫畫的時候，我不准有人在我身邊，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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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畫大的畫，我根本就把門關起來，不是說怕人家看，比方說我們舉例（指

牆上的一幅作品），像那個顏色，那都是藍的跟紫的，這兩個顏色在沒有燒之

前都差不多，不太能夠分得出來的，那我用的時候是，每一個顏色給他一個

號碼，都有一個號碼，我在噴槍上面貼一個號碼，釉上面一個號碼，我分好

的，我這個噴槍裝這個，那個噴槍裝那個，我畫的時候，我就這樣地交替噴

過去的，可是我畫的時候是全神貫注，你站在我旁邊，或者講一句話，我回

頭轉過來答你這句話那可怎麼辦，因為，我這樣子過去，刷刷刷過去，在它

沒有乾之前，它有那個濕的痕跡比較深，我知道是剛剛噴到那裡，我一轉過

來，這顏色變淺了，那我剛剛到底是這一條線，還是這一條線，記憶便銜接

不上，所以一點都不能夠分心，你分心就完了；假使沒有構圖這個目的，那

就無所謂啦，那 多就是那一塊顏色淺一點；可是如果你有構圖，你這筆怎

麼會這樣子怪呢？為什麼會這樣子畫呢？就成了敗筆，畫這個困難就是在這

裡；像我們噴一個瓶子，那完全在你的眼睛之內可以完全掌控的，你這個槍

這樣子拿，瓶子在轉，可是它轉的速度，跟你這個釉噴的速度，還是得配合

好，如果你不注意，就有的地方有釉，有的地方沒有，所以你要不受打擾，

才能夠把這些東西全部掌控。 

堯師：那老師做的這釉藥，就是現在的第一個陶嗎？ 早的時候是差不多民國幾年

的時候？ 

超師： 早……？（堯師：那五０年代？），我想想看，我到故宮，到故宮開始沒有

多久，我就做了；我在故宮，我那個時候負責保管陶瓷器（鄒生：一九六九

年）（堯師：民國五十八年？）。 

堯師：那老師做的陶瓷來講，歷史上的陶瓷跟我們現在的陶瓷， 大的不同點是在

哪？ 

超師：我做的陶瓷， 重要的是，釉是我自己研發的； 大的不同點就是，我由瓶

罐器物，把器物展開來變成平面，變成畫畫，因為我是學美術的，原來沒有

學過陶藝，在腦子裡面就一直有一個想法，我能不能夠把這個東西拿來，像

我繪畫一樣來畫，一直想的是這個；但是，我開始的那些年，做不到，因為

用釉還沒有摸熟，所需要的顏色那些都沒有，都是人家的，你沒有辦法做；

當我把這些顏色，釉藥都發展出來了，然後才開始，就是從器物上面，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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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板；那陶板，現在你看到這樣大的都很平整，可不是那麼簡單，它非常麻

煩，我當初開始做這麼樣大，它就變形，你做過（鄒生：我知道，對，我知

道），這麼小就變形，我現在是做到三米多（鄒生：難度更高），一片它都不

變形（堯師：不要說去講顏色，講本身平整，陶板能夠不變形就是一種挑戰），

對，這就是一個大的挑戰（堯師：因為陶土整個做的過程難以掌握），對，那

你想他們陶瓷工廠，他們有設備，有這些東西，他們作的樣子照樣變形，那

何況我們是一個陶藝工作者，根本沒有那麼多的設備，變形的更厲害；但是

我就一直追問，就是想，它為什麼會變形？為什麼？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問：為什麼？它為什麼會變形？它為什麼會是黑的？為什麼是藍的？

你要把這個東西給找出來；但是我在做的時候，也覺得奇怪，擀麵棍擀出來

一個陶板這麼小小的不大，我翻過來翻過去，奇怪它怎麼就是變形，它就是

變得翹得歪七扭八的，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後來，終於被我想通了，就

想到它的結構，物理結構的問題；那我們就想到這個 簡單的，就看到這三

夾板，三夾板那麼薄那麼大，它怎樣不變形？對不對，那就想到它的結構，

對，它是一個二片直的，一片橫的，這樣子貼的，它變形的張力剛好，它兩

邊都向中間彎， 後張力剛好抵消；然後，就想到，我做這個陶板，它為什

麼會變形呢？因為泥土有記憶，它有記憶，你做你就知道，比方我們拉坯拉

好了，我們不小心手壓了，把它壓歪了，它還是軟的，你用手摸一摸，它不

是又平了又好了；但等你燒的時候，就是那個地方凹陷，因為它有記憶，它

的記憶來自物理性的，它的組織被你破壞了，它泥土的結構被你破壞了，等

到燒的時候要恢復它原來的結構，道理就是這樣子；現在我講起來很輕鬆，

可是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這個原因；我就想到這一招，

擀麵棍擀，就想到以擀麵杖擀的時候它就會這樣子彎，我們擀餃子皮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子彎過來，我就想到這樣彎過來，這第一個我已經知道這原理了，

我翻過來再來一下，照理說，這樣應該抵消了嘛，可是你沒有辦法做到兩個

壓力一樣大；後來我就是慢慢解決這個問題，我就用了一個滾筒正面壓過去，

反面壓，正面壓，壓完了以後，我可以再調整力量都是一樣的這樣過去，果

然好多了，沒有變得那麼厲害，然後，再想我能不能夠在乾燥上面改進，先

把四面邊切掉，再用報紙把它蓋起來，讓它乾燥的速度慢，乾燥的速度慢，

它變形的機率又減輕了一點，又好了一點點，可是這些雖然你都處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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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結構你沒有處理好的話，你燒的時候，因為放到窯裡面，它的溫度高，

它原來的結構又出現，它又變了，你乾燥過它沒有變，燒的時候它又變了，

所以，我就一直思索這些問題，就是 後的結論如何讓它的結構一樣不變，

後來我就用兩個滾筒。像那個壓麵條的機器一樣的。我用兩個滾筒，同時上

下壓，兩個滾筒都是相對的方向，它的張力同一邊，當我把那個理論想通了，

我就做了這個機器，做了以後，果真不假，連三米的它也不變了；現在講起

來很好玩，可是當時毀掉了好多泥板。 

鄒生：可是現在人在做，他們會在土裡面加上熟料或是燒粉，他們說這樣子的話，

土板也不容易變形，可是，當然表面就會比較粗糙，那為什麼老師不願意採

用這種方法？ 

超師：採用那種方法，我覺得那沒有必要。 

鄒生：可是我看現在外面很多年輕的創作都是這樣做。 

超師：我知道，我知道， 重要的是我覺得對我沒有必要，你何必給自己找麻煩，

你熟料要花錢去買，再不然你自己做，你做了要把它粉碎，這些都是麻煩，

你只要懂得它的坯體的結構，跟釉藥結構，陶板就不會變形了，你為什麼要

加這個東西，你加的目的是幹嘛？ 

鄒生：目的？像我看他們在做，他們那麼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要省工夫（超

師：怎樣會節省工夫），他們不願意像老師這樣花時間去研究說，怎麼把應力

消除掉，然後可以做出很平滑的土片，我覺得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不願

意花時間去研究，他們覺得說加熟粉進去，把土可塑性稍微弄小，可塑性弄

小的話，它的收縮率就會變小，就不容易變形；講白一點就是說，理論學得

很好，所以用「偷吃步」；可是，事實上我也不喜歡加那個東西，因為我覺得

加那東西，你就破壞土本身的結構，那它怎麼還叫「泥土」，它就不叫「泥土」

了，它已經是變成，好像變成不是純粹的土，而是……，那種感覺我不會說，

所以，我就看到老師，你願意用塑性這麼大的土，然後花這麼多工夫去設計

想那個機器，然後去消除應力，我就覺得到底是老師比較有那種心，會去想

說要怎麼去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可是我覺得年輕一輩的陶藝家，就不這

樣做，他們能夠用什麼外力來幫忙，他們就儘量的投入，儘量不要自己花腦

袋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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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加上熟料以後，會影響釉面的顏色和質感。你做一個藝術，學一樣東西，你

不徹底去解決它，那你學這個幹嘛呢？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有目的，加熟

料，你主要的目的是為什麼？你要克服那一項的困難，克服什麼困難，有沒

有別的方法可以去做，當然加熟料，它可以又解決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問題；

像那個陶瓷工廠他們生產的磁磚馬賽克，是沖壓出來的（鄒生：用乾粉），對，

他那個是乾粉，雖然是乾粉它含有 6％的水，然後那機器是幾百噸的壓力，

這樣打下來，說給他打緻密一點，打緻密點，我沒有去做過，但我可以想像

這個東西，如果壓力沒有非常平均分佈的話，照樣變形，只是生產的動作快；

那我們是在做陶藝，而不是工廠生產產品，雖然他那個很快，但是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那麼大的量，我這樣做一做，我已經燒不完，還有那個設備要多少

錢，太多錢了，不是我們學藝術的人可以做的。任何東西，比方你剛才講加

熟料，都是可以加的。本來陶瓷這個行業，這個學問，就是加這個、加那個、

加這個，就是各種石頭磨成粉加起來。所謂「泥土」，「泥土」地球上本來沒

有泥土，這是經過億萬年的風化，石頭被風化了，才變成「泥土」。本來沒有

泥土，像那個海水，是鹹的，它為什麼鹹？就是當時的地球的形成，我們都

知道是一個大火球，然後凝固了，表面冷卻了，變成一個大石頭在空中飛，

飛！飛！飛！飛了多少億萬年，它有了水，我們曉得這些泥土，這些石頭裡

不外乎就是有鉀、鈉、鈣、鎂，像鉀、鈉它是會溶於水的， 明顯的像桂林，

那些石林，那些本來都是山，然後不斷的雨水淋！淋！淋！切削，切削，變

成一個一個那種形狀。這是經過億萬年歲月的侵蝕、沖刷完了以後，才能把

石頭給分解了，分解了以後，鉀、鈉就隨著水，就帶到海洋裡面，所以，因

此海水應該是鹹的；那留在原地的，就是鈣、鎂、矽跟所謂的高嶺土，就是

氧化矽跟氧化鋁的化合物，那我們 常用的是「長石」，「長石」它就含了鉀

鈉鈣各種東西，理論上，好的「長石」，鉀長石、鈉長石，它就是含了還沒有

經過雨水分解，鉀鈉那種成分比較多，如果經過雨水的沖刷，洗了以後，鉀、

鈉、鈣、鎂，全部都跑掉了，都流開了，流剩下來在原地沒有動的，那稱之

為「高嶺土」，高嶺土分「一次高嶺土」跟「二次高嶺土」，「一次高嶺土」就

是長時經過分解，輕的物質走了，重的物質沉下來，然後呢，經過了河川的

搬運，會流到一部分遠的，那個叫做「二次高嶺土」。講起來，陶瓷就是這些

東西形成的，我們就是把這些東西找到一起和一和，然後去燒，再創造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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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陶瓷它還是石頭（鄒生：還原地球形成的過程），對，（鄒生：這個我

第一次聽到），第一次聽到？（鄒生：不，過程我大概知道，但是老師這樣講

回來後，我突然就直接聯想到，我們再還原一次地球的形成的過程，我第一

次這樣想到）；所以開玩笑的說，陶瓷大家就說怎麼造的，都說錯了，都不是

這個起源，第一個陶瓷啊！是上帝造的，造這個大地球。你有了這些關鍵認

識以後，做陶瓷，就是我們把這些原料，拿來和一和，然後去燒，燒到它熔。

每一個單獨的東西，它的溫度都很高，像氧化矽、氧化鋁，單獨都要在 2000

℃以上，才能夠把它熔掉，2000℃以上那你想想看，純強，我還開過一個玩

笑，地球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會被熔掉的，那這些數字，我都不記得了，假

使我要再教書，這些數字我都要背得熟熟的。 

堯師：這樣講起來老師五十八年開始做這個陶瓷到現在，足足三十年了。 

超師：對，民國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二年了，快三十五年了。 

鄒生：三十五年來講，老師自己做作品來說，幾個大的轉變期，那幾個大的類期，

能不能請老師簡單的說一下，像現在我看到的，是差不多在……。 

超師：對，現在所看到的，大概多是，像那些畫，就是十幾年吧！十幾年（堯師：

是九０年代開始）；瓶子 早的還有那個金黃色的，那是比較早的（堯師：是

六０年代、七０年代），六０年代底吧，這個你看到都是早的，這是比較後來

一點，開始就是單色（堯師：青青的，影青），對這個多是早期的。 早我就

是按照陶瓷史料那個系列做下來的，我從黑陶、彩陶、唐三彩、宋瓷（堯師：

傳承那歷史傳統），對，一路做過來，實驗過來，但是，這些東西我都沒有拿

出去過，沒有賣過，我去做研究，結晶就是我後來做「油滴」，做天目系列做

油滴釉，就研究那個東西怎麼燒出來，我們宋朝有幾件就在日本，它們都列

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大部分是國寶；但是，我們中國沒有，故宮也沒有，

都在日本（堯師：大陸怎麼挖那麼久，挖不出來呢？），挖出來啦，現在新的

有，我說那種特別好的（堯師：可傳世的），對，都到了日本，日本他們懂得

比我們早，（堯師：就在大阪的水東洋陶瓷博物館，東京的出光美術館，那真

是多啊！），對，（堯師：嚇死人了！東京出光美術館，怎麼那麼多而且又大

啊！一天都看不完），出光美術館，我那個時候到他們博物館去參觀，我就找

他們要埃及出土的中國陶瓷片來拍，然後他就告訴我，他說：你是我們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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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第一個人我們打開櫃子，拿出來這個東西讓你拍照片；他那時候就告

訴我，你准拍，你可以寫，你不准發表，因為我們還在研究中，很有意思，

那就是三上……（堯師：三上次男），對，三上次男，（堯師：很有名）， 很

有名，我去拜訪他。我認識他是一個機緣，我那時候在故宮上班，在研究陶

瓷，看到他出來一本書叫做《陶瓷之道》，我就把他那一本書的地圖放大，貼

在一個黑板上，做上很多的座標，我的意見跟他不同的，我認為應該是怎麼

樣，我就貼上座標，寫上紙條，貼上座標貼在那一點，對照他的書，正在研

究這個問題，其實，我並不是想要發表什麼，只是推想他講的對不對，照我

的道理，應該是怎麼樣子。有一天，他來故宮，我根本不知道，我們那個院

長蔣復聰，一推門就進來了，帶著三上次男，三上次男一看，是他的地圖，

放大的在那裡貼了很多的小紙條，望著它非常高興，高興的不得了（堯師：

還有人這麼認真在研究；我們在那邊，唸過書曉得，他們對那個作品非常專

注……，一定給你指教），然後，我的意見跟他相反的，我的認識是非常的深

刻；我告訴他，你這個不對，這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才合

乎道理，我說我在小孩子時代，我還看到過什麼樣，什麼樣，怎麼走的，我

就跟他講，哦！他高興的不得了；然後，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做黑陶、彩陶，

他看到了擺在那個架子上，他就說：我要那一件，他直接找我要，一點都不

客氣，那我就乖乖地趕快送給他，當時給我的感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長輩，那麼樣地愛護青年，（堯師：三上次男的評價非常高），哦！那種

感覺，跟他在一起會覺得如沐春風，他那個時候已經七十多歲，差不多我現

在的年紀，他好高興，然後我去日本就去找他，所以他才會開櫃子給我看，

他講你不要發表（堯師：對，這應該是學術倫理，學術規範），對，你要發表

要等人家先發表，他還在研究。講到這裡，還有個笑話，我那次去日本，因

為是我第一次出國，很土，在飛機上填那個表，就是今天晚上住那裡，你要

幹什麼，我都填了；今天晚上住那裡那一欄我沒有填，我為什麼沒有填呢？

我那時候還在猶豫，我到底是住大阪呢？還是去東京？還是去九州？這三個

地方，我都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就沒有填，我就準備到了大阪，下了飛機，

打電話給他們，先聯絡上誰，我就先去誰那裡，我是這樣一個想法，可是日

本人不讓我進關，就跟我翻臉了，後來我實在沒有辦法，我的英文又不好，

他的英文也不好，那中文就更免談，後來我就拿出來名片，我就拿出來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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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片，還有中里太郎，他是第十三代老陶藝家，他的爸爸是人間國寶……。 

超師：……然後，我就把它遞上，他把我的護照翻閱地看，我們的護照很可憐的是

貼著一紙，他就在我那張上用筆給我劃掉，我上面寫的是觀光，他就劃掉，

說是「拜會」，不是觀光，他說你是貴賓，（堯師：他們的官僚體制對文化的

認知和意識相當夠，他們不管那個行業，多少自己會有那個文化，他尊重別

人，也是提升自己；因為陶瓷文化在日本，是一個非常高的……，沒有在那

邊待過你不曉得，他們對藝術、對中國古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是他們一個

「迷」），然後他跟我講，「我去過他這裡，我也去過他這裡」，他跟我講他都

去過，然後，我就進了關，當天住在大阪一個朋友家，第二天一早，我就到

九州，比較近嘛，然後就到中里太郎那裡，我一到那裡，正在聊天，一下東

京來的電話響，就說找我，他先報名，說他是出光美術館出版社打來的電話，

問：你來這裡做什麼？待多久？我心裡面想，我還沒有打電話給出光呢！出

光怎麼會知道呢？實際上就是海關人員，看你是不是冒牌的。剛好，那時候

我到的是那個「人間國寶」他那裡，我也沒有告訴海關，他們就把你的行蹤

都給看清，他們不曉得我是幹什麼的，還是冒牌的，還是怎麼樣。在那裡，

待了一、二天，然後就到瀨戶去看陶瓷機械展覽（有陶板機、滾筒），那一個

朋友告訴我，你下了飛機以後，不要坐新幹線，坐新幹線你會找車站，這些

很麻煩你找不到，你直接坐計程車，直接去；我就按照他的意思，直接坐計

程車，差不多從台北到新竹，那計程車我發現他們都是走小路走近路，不會

像我們台灣給你繞圈子，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方向感特別的強，

不是一般人，是特別的強，我到了那地方，我就知道他走的是近路，他們就

在路上用無線電話打電話問對方的車，怎麼走，對方告訴他怎麼走，他也不

熟，比方台北到新竹，他也不知道怎麼走，但我覺得，這是我的經驗覺得，

本來像我來說，我對日本人是非常仇恨的（堯師：這種過去的歷史是非常那

個，但是他們今天已進入世界文化圈，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推廣，你不得不佩

服的，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做，這個我們去那兒念的就曉得，

像中國的佛教造像藝術，人家是怎麼推廣國際化？早已變成國際的主流文

化，在這一點上你不跟他配合，你根本就進不了國際，台灣怎麼走得出去呢？

國際的這些東西，你怎麼做都沒有用嘛！因此只有透過他，這個只要念過東

方傳統古代東西的人都曉得。那書法藝術也是一樣的，你說「禪」，人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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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禪」—ZEN，其實就是他們怎麼把「禪」推成國際的一個文化圈；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怪自己，自己祖先的東西葬在自己的手上，沒有把它……，

講到這個……），很傷心，很難過，還在那個畫小圈圈（堯師：台灣自己還在

弄，還這樣……）還在本土本土，唉！真是，不談這些，我跟你講，還有更

好玩的、還更精彩的，那個計程車，你知道他把我帶到那裡的展覽會場，他

也不曉得展覽會場在哪，他把我帶到市中心，他們叫「市役所」，把我帶到那

裡就問，這展覽會場在哪裡？然後那個計程車跑掉了，就把我丟下來了，那

猜怎麼樣？市政府派一部車，一個年輕人就開車把我送到展覽會場，陪我看，

看完了以後，我給他錢幫我買張車票，什麼新幹線的……，那種感動（堯師：

對，你一個外人去那樣的地方，語文又沒有那個，實在不好走，因為那個地

方不是都會區，我知道）對呀！（堯師：九州福岡那邊下來過瀨戶內海坐船

也可以，坐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到大阪，要不然就新幹線到大阪，那條線我

跑過），那我就在想，人家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到，比方我們在台北常常看到問

路的，比方說我是在忠孝東路，問說：台北火車站怎麼啊！有的人會眼睛一

瞪，一直走不就是了嘛！或者是，你轉個彎嘛！就到了，他不曉得，他根本

是外地來的，你這裡他根本不知道東南西北，他不會這樣設身處地地替人家

想，（堯師：日本在國民文化基本教育真的是，我們在那邊待過的人，知道這

一點），所以那一次我真的仇恨完全沒有了，（堯師：那是歷史的有趣邂逅吧！

就像今天大陸也很難，他要計畫、要近代化、要整個國際市場化，面對所有

的八國聯軍，都是當年民族情結的）因為，歷史時間長一點會淡忘掉，可是，

我是親身受害，這一點 大不同，整個毀於戰火，真正的家敗人亡，（鄒生：

所以老師你感受這麼深，就因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就突然仇恨之心就全消

了；你的感受這麼深，我看你的書上面，在大陸因為日本轟炸的關係，你整

個家破人亡，所以你對日本仇恨的心理，其實應該比我們還要深刻，因為你

是親身去經歷過的）對，深刻太多了（鄒生：可是你會因為去了日本那一趟，

整個過程的感受，就讓你覺得，沈澱很多）你會向另一個角度去思考，為什

麼我這樣說，比方我們現在沒有戰爭，大家都是很好的，人跟人之間都很有

禮貌，等到戰爭一爆發了以後，人性改變了，（堯師：對，你死我活）對，根

本就是進入到 原始狀態，（堯師：叢林法則，沒有文明，沒有人性），因為

像這種事情，我不僅看過日本人，我也看到過我們自己，國共戰爭同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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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那為什麼會那樣子呢？！我們看看！越南，對不對，那不都是他們

自己人嗎？看柬埔寨；當我們看到人家是那個樣子，不要搞錯了，如果，這

兒小撮的搧動分子，那樣去做，我們台灣人同樣的會變成那樣，完全就是沒

有理性，（堯師：老師小時候是在大陸哪一地區？）徐州，（堯師：徐州！我

去幾趟，我指導幾個學生在做徐州，徐州是研究西漢， 重要的據點，17 座

楚王陵，現在已經開放 7 座，現在有兩個學生，一個去三個月剛好回來，現

在我們在做不少課題，漢朝的所謂的歷史文獻、文學的研究，過去都有相當

的累積，但是漢朝這個大帝國，如何將三代的文物藝術的文明，整個彙整之

後，才傳接到下面，過去都不明，我們的中國美術史，漢朝，當然現在因為

有中山勝王墓，還有馬王堆幾個大墓出來，事實上， 重要的是徐州有一個

「徐州漢畫像石博物館」，老師有沒有去看）沒有，我一次都沒有去（堯師：

徐州是我們必親到的地點，改天你去我跟你一起去。） 

堯師：好，徐州去有點不方便，你從南京、上海去有點距離，你從山東下去也不方

便，徐州有觀音機場，坐火車 方便（超師：對），徐州就是靠坐火車，從南

京坐上去也可以，從北京坐下來也可以，徐州現在的畫像石已經整理出 500

多片，其他尚有 3000 多片，其實我們年前就配合大陸，很想把漢代的畫像石

能做成台灣版資料庫。從畫像石裡面去看他們的生活起居，真正的漢朝人是

怎麼過日子的，因為畫像石留下各種從他們出生到死，到所有的帝王將相、

車行圖，到 後人死的世界；大陸現在的畫像石整理得更多，一個是河南的

南陽畫像石，徐州是畫像石的大本營，徐州再結合出來到許昌，許昌就是曹

操的地方，再過就是洛陽，這三個點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這三個點我們經常

去，我帶一些學生一直在做這三個地方，講到徐州，老師要不要回徐州啊！

聽說大陸現在重慶改為院轄市第 11 個之後呢，第 12 個就要徐州，因為他們

發現徐州淮海一帶是他們得天下的地方，但是淮海所有的農民包括安徽那一

帶，都非常的窮困，他們想透過徐州，把當年淮海大平原一帶拉起來，現在

徐州道路整理得非常漂亮、非常棒，每一條都有跟楚王陵結合，所以在徐州

參觀楚王陵、徐州博物館都非常方便，而且徐州博物館前年才開，我第一次

去是在清朝乾隆御院，新開的徐州博物館是非常典型的小而精、小而美。漢

代的 好的玉器，都在徐州博物館，做玉的人一定要去徐州博物館，做畫像

的人也一定要到徐州，美術史的人徐州是必定要到，山東，漢代山東是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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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心；那時劉邦會回來祭祖，所以在西漢的時候，徐州等於集經濟所有文

化的菁華，所以他的每一座楚王陵都特別的大、特別的精緻。這幾年我每年

暑假都帶學生到大陸已十幾次，做美術史的田野參訪，各地方看，看博物館、

考古點、石窟這類，不管他學什麼，讓他去走一趟，將來他有機會當老師，

他也知道怎麼帶學生，怎麼規劃；這是美術史田野，像今天帶他來拜訪老師，

這些都是我們教學的一環，因為從一個人的過去的生命成長、心路歷程和他

創作的一個思維模式，以及他成長的環境，不同時代背景牽動的時空社會背

景，來探討藝術家， 後的東西，更不能不看。若只就作品，你又不是他，

你講得再準都不如原作者嘛！那是說原作者他的生命成長移動過幾個空間，

那個空間跟當時的社會是怎麼互動，這才是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作品上的變和

不變，特別是，他怎麼轉換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生活背景上的課題，亦是

生命成長文化藝術，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對台灣的陶藝家，能做到這點；因

為，老師這一輩的人就是歷史課題上 典範的，因為，他成長於過去大中國

的封建，那種帝國文化的遺緒之下，又經過戰爭，又經過逃難，今天到台灣

來也渡過非常困苦的時期，那他的晚年時變成台灣的經濟跟世界平步，這種

三個空間之下，三個社會背景之下，這個藝術家創作作品是怎麼顯現，他可

能出現怎麼樣的主題，所以，已經不是研究一個藝術家，是研究透過一個藝

術家的研究裡面，了解一個大時代性，藝術史裡面人在裡面的角色怎麼取捨，

所以你要做一個極典範型的課題，不要去做那些小小的溺在台灣海峽又溺不

出來的，這個雄心壯志，大概蠻難的。 

超師：不過我覺得，像我們是過來人，我們時空比較多，（堯師：我覺得老師的時空

點你要掌握住，做老師的人物誌裡面，這個在這些書裡面都沒辦法）對人生

對這一切的看法，跟普通人不一樣，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像當初我家不是一

個很窮的家庭，還算是小康之家，可是日本人一來把我們家整個都破壞了，

我們就變成赤貧，我是逃散了，然後等到日本人整個安定的佔領，我們就被

「掃地出門」，我們家被日本憲兵給佔了，（堯師：在徐州的那個角落？）城

市中心，縣政府的後面，（堯師：徐州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就是興化寺）不

曉得，都不知道（堯師：興化寺，我們曉得山西商人，做票券的山西商人，

我在興化寺本來是在做幾處石窟的調查，興化寺實在留下不少，那時我看到

非常多的明代大鹽商，山西人在徐州開鹽、運鹽，運去裡面賣，所以在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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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裡面捐了非常多的碑刻在那邊，所以徐州的那個地方是山西、徽州鹽商的

盤據地，其實徐州還出現一個 重要的藝術家—李可染，李可染的家是在徐

州，我還拜訪過、看過、拍過資料回來，很多人都跑到北京去看，錯誤了，

李可染是徐州人，在舊城那個地方）我再跟你講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朱德群

他也是徐州人，他告訴我一件事情，他說你曉不曉得，我們徐州出產什麼東

西？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東西？他跟我開玩笑講，他說我們徐州出產畫家、

藝術家，然後，他就告訴我李可染也是。他跟我講這話已經十幾年前，（堯師：

李可染，我親自去拜訪，他那個房子都保留在，全部從樓上到樓下到庭園，

全部拍回來）那時已經有 60 幾個出名的徐州畫家，他跟我數了一遍，名字我

通通忘記，（堯師：徐州那地點從中國古代來講，實在是經濟的重心）我開玩

笑說，我們徐州應該出的多是驃悍將軍這一類的應該多才對，怎麼會出產那

麼多畫家，（堯師：一個是鹽，古時候鹽是賺大錢的東西，還有鐵，因為山東

的經濟強）還有煤（堯師：對，所以在國民政府的時候，古代的歷史地圖，

徐州是屬於山東的，那因為山東太有錢了，鐵礦又多，所以到了中共以後，

為了平衡江蘇的經濟，就把徐州撥為江蘇省，鐵礦、煤礦撐著江蘇的財政；

事實你到徐州跟山東吃的味道是一樣，我帶團一去就說，你跟我「三去」—

去辣、去油、去鹽，味道太重了）生活習慣語言都一樣，跟山東（堯師：一

聽你講徐州，非常想再去）好啊！你那一回去我們一起去，（堯師：我只要走

山東就會一直走下來，或者從南京圈的話，到徐州大概開車高速的話在八小

時上下，不塞的話就到達南京，為什麼從徐州包車開六到八小時，高速公路

都修好了，不過要進到南京裡面，真難進啊！幾座大橋不知道修好沒有，記

得有一次二個鐘頭才進去，早就看到南京市，就是進不了）要從長江大橋過

去（堯師：對，聽說現已經全部都變了）；接著我在徐州，在家鄉待了一年，

第二次我又出來，那個時候是自主出來的；像我們那一代的這些人，出來從

軍的，是真正的「滿腔熱血」，因為你親身經歷到，你的國家不強，被人家那

樣子破壞，所以自己只要有一點血氣的人，就是一定要當兵報國，就是這樣

子；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目標清楚得不得了，（堯

師：現在的兵和戰爭，大概都不是歷史上那樣子了）目標清楚得不得了，（堯

師：二十歲）第二次離開徐州，我就去考那個青年軍，去當青年軍，然後就

打到台灣來了，那個打擊之大，到台灣那個時候就想像，（堯師：二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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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二十歲啊！一來的時候，從基隆登陸，然後坐船到了嘉義，然後

下來一看，怎麼搞的，滿街都是「ㄎー ㄎㄨㄚ」、「ㄎー ㄎㄨㄚ」、「ㄎー ㄎ

ㄨㄚ」那個木屐，全部大家都穿木屐，就覺得很希罕，很驚訝，我們還穿著

是棉衣，四月份還穿著是棉襖，大陸還冷，感覺上完全跟大陸那邊氣候不一

樣，生活習慣大。（堯師：現在又另外開一條路了，比較好，以前我早年—九

五、九六的時候比較難，聽說現在又另外開一條，徐州好！真精彩，沂南、

徐州、南陽、洛陽、許昌，那是畫像重點；原來老師是徐州人，那麼好的地

方，老師在徐州待多久，那離開徐州差不多幾歲？）。 

超師：八歲。（堯師：哦！那很早，很小）對，很小（堯師：八歲，一直到台灣差不

多幾歲？）我到台灣來二十歲，離開徐州我是二次，第一次是抗戰我離開徐

州，等到勝利的前一年我回到徐州，徐州大致相同，就是穿著木屐，是 大

的不同，那個時候，軍人也很窮，老百姓也很窮，大家都窮，難過的地方就

是看到小朋友都說：兵啊！兵啊！死兵啊！垃圾兵啊！聽了那話，真是非常

非常的難過，我有一次被一個小孩叫哭了，就是從眷區走過去，一個小孩端

了一碗飯，坐在門檻上吃飯，先走那邊過來小孩就講：垃圾兵啊！阿兵哥，

錢多多，給我一毛錢買汽車！講這種話，聽了很難過，你對小孩能怎麼樣呢？

你也不能罵他，你用眼睛瞪一下都不可以，因為他無知嘛！他無知你不能無

知啊！所以心裡非常難過，幾乎頭都抬不起來，我的眼睛根本就不向兩邊看，

就向前直走，然後，走！走！另外一個小孩就坐在門口，髒兮兮的滿臉端著

碗在那吃飯，他話還講不清楚，他說：「叔叔」，他叫我「叔叔」，我就轉過頭

來看他一眼，然後他說：你吃飯了沒有，我聽到這句話，真難過，眼淚都掉

下來；這兩個小孩的強烈對比，（堯師：那時是民國三十六年，還是三十七年？）

三十八、三十九，好難過，（堯師：那時是台灣 窮的時候，三六、三七、三

八、三九、四十都非常的苦，聽父母那一代講）大家就是吃那個地瓜簽，我

們軍隊也配發地瓜塊，可是那個時候另一種氣氛也會感覺到大家都很努力。 

堯師：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是那個時代出生的那一群，打下後來台灣的經濟奇蹟。 

超師：對！三七五減租，這一點很厲害，讓台灣佃農能夠有土地，老百姓翻身很大；

我們搞藝術的，政治不關咱們的事，管他的，根本也不要去想，只要你真正

的愛國、愛這個土地，盡心做你自己的事就夠了，盡力做就行了；要想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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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世界，一定要具備世界的心懷，你沒有那種胸懷，那是永遠沒有可能，

常常我們古人說：法乎上，取乎中；我們學那個 好的，你只能夠得到中間

的已經不錯了，那你要「法乎中」不是「取乎下」嘛！所以目標我們要定得

很高、很遠，心胸要很大，盡力的走，能夠達到七、八十已經不錯了，要再

多一點那就更好了，想達到理想不是不可能，只是有沒有毅力，有沒有那個

雄心去堅持下去，這一點很重要，但是絕對不能夠「見風轉舵」，一定要給自

己確定的目標；所以剛才講的做那個陶瓷，別人加那些東西，加熟料、加這

些東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想，思考這個問題，這對他有幫助嗎？如果會

使這個東西更好，這是一件好的事情；比方我們陶瓷容易破，我們加了一些

東西下去以後，使他比較不容易破，像那個康寧鍋，那也是陶瓷啊！它比較

不容易破；比方我們加那些東西下去，他們去走這個路去，把科學跟藝術結

合在一起，這是件好事，不是一件壞事，（堯師：陶瓷本來是科學性很強，它

是科技藝術的一環）對，這分不開的（堯師：它也是 高科技，現在太空梭

的面板，是陶瓷開發出來的）我覺得陶瓷，像我 近還在研究，陶瓷這東西

給我的一個感受，你這一輩子學不完，下一輩子加起來還學不完，就是這樣

的感受；還有一個，另外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感受，覺得化學基礎不夠，因為

我不是學科學的，我是學藝術的，（堯師：這個就是兩難，任何一個藝術到後

面都會少一面，你有強力的一面，就會有弱的一面，這個沒辦法，這應該是

結合化學科技人才）對（鄒生：我是學理工的）（堯師：哦！那太好了，那可

以做理工，老師這麼大的東西是自己在家裡就燒出來，還是在外面燒？）在

家裡燒，我有窯（堯師：有這麼大嗎？）有，等一下，我們看看，（堯師：像

那瓶子這麼大也是自己燒？）對，都是自己燒，（堯師：有的是做完燒的地方

沒有，我看我們學校很多學生）（鄒生：學生窯不夠大）（堯師：對，他是用

那種所謂然自的傳統柴窯呢？還是電窯？）我是用電窯、瓦斯窯，電窯我在

小的實驗上可以加瓦斯，這個燈光打開，看起來會好一點，我有一幅畫，一

幅大的畫，被林口的致茂電子收藏，那一幅畫在那裡看起來跟我這裡完全不

一樣，他那裡環境大，燈光、牆壁這些都有關係；……這些全部是用噴槍噴

的，不是用筆畫的，……這是用那個油壺、噴槍代替畫筆。 

鄒生：我看老師那本書看完之後， 大的感觸就是說，像老師剛才講的，那麼多的

東西你上過之後，釉顏色都很像，我們自己玩釉藥我知道，顏色都很像，你



186 文資學報│第五期 

怎麼知道到底你上完，那邊我到底上過了沒有？會忘記，你如何去掌握那個，

因為當初要做你一定先想好，大概要做什麼樣的構圖，那做過去，這塊到底

噴了沒有？對，怎麼樣去……？ 

超師：沒有錯，一點都沒有錯，我畫的時候，早都在腦袋裡面想好了，我就從這裡

一筆一筆這樣過去，這個顏色，然後用第二個顏色，那我就不管前面的，第

二個顏色我再上過去，然後再第三個顏色過去，這樣子一次一個顏色；那你

走到畫到這裡的時候，比方說，我畫到這裡時候，這一槍又已經沒有了，已

經沒有了，哇！這個非常非常的困難，你問這個非常好，那你就在這裡用手

刻一下，劃一個記號，然後再來用，不然你就忘記了，一定忘記了，不會知

道哪裡厚、哪裡薄，慢一點點就完了，像這個釉，你看這六片，那兩片釉就

上得多一點點，顏色就變，這邊釉少一點點，就是這顏色，（鄒生：底色不太

一樣）對，這常有的事情，（鄒生：不過我覺得這也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它

每一面都不一樣的，都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它在轉，我在噴，它會自然地不

一樣，但是你腦袋還是要構想好，還是要構想，你的速度有多快，轉到這個

地方的時候，你大概應該是槍要怎麼樣變化，向上提、向下拉，還是怎麼樣，

像我看那個形狀，我就從上面這樣……，可是這瓶子還在旋轉，所以它自然

成為這樣子的形狀構圖，那你就要控制好，你要那裡多、那裡少，又怎麼樣

的變化；像這個我只要它在這裡結晶構圖，產生這種感覺，我們看起來這個

好簡單，你這樣構圖嘛！對不對，可是你做的時候，就好難的，為什麼別的

地方不出來就只有這裡出來，你怎麼樣控制，那就稍為少一點點，少一點

點……，你像這一幅畫，我這樣畫，這邊就是釉很薄，那個刮痕是梳子，我

用梳子刮的，可是這個當時做的時候，你看到這幾個顏色可以看得到，我知

道它燒出來會是什麼樣的，那裡該畫，那裡不該畫，像這個我畫的這個，是

那裡呢？就是我的門口，我不需要出去取材，像那個也都是我院子裡面的，

不需要出去取材；這一幅，是在法國 strassburg 大教堂，坐在公車上，車子過

去我一看，啊！這種感覺，當時那心裡「ㄉㄊㄧ」，就牢牢的記住，記在腦子

裡前景、後景、中景，回來就用……這一幅本來是有五幅組合在一起，結果

三個被我打掉了（堯師：不滿意？）對，雖然展覽完了，還是覺得不行，那

時候在歷史博物館展過，也在故宮展過，拿回來以後，總覺得這樣看也不舒

服，那樣看也不舒服，……（堯師：一天工作幾小時？）， 近我沒有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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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近我腰疼，今天你們來我不疼，（堯師：原來老師腰疼，不好意思？），

好疼，因為我今天吃了，昨天他們叫我吃「美國仙丹」，我說好吧，那不能多

吃；我現在發覺還不錯！都不疼了！（堯師：坐骨神經是不是？），對……，

這是我剛才講我設計的機器……，就像壓麵條一樣，泥土從這裡進，那邊出，

走到那裡以後，就經過擠壓，擠壓到了這一頭，好了，把邊切掉，切掉以後

就用這板子擺在泥土上，然後用夾子把他夾起夾鎖起來，都鎖好了以後我就

把這個機器拖離，拖離主機以後，讓它一百八十度翻轉，翻轉以後我就把那

個堆高機推過來，泥板再轉放在堆高機上，拿走晾乾。 

超師：這我發明的。（堯師：這老師發明的？）對，（鄒生：自己設計的，所以才了

不起！）（堯師：做到 後變成真的是工程師了）。 

超師：這機器就是我自己搞的，我設計出來拿到工廠請人家做，沒有任何一個工廠

會做全套，所以就分開來做，滾筒廠就幫我做滾筒，做齒輪的做齒輪，然後

我自己再組合，組合起來，鐵工這些工具那你就要會去焊……，這個出來是

一個管狀的東西，這管狀直徑是 27 公分展開，成為 27×3.1416 寬的泥片。展

開再壓，如果你不這樣子做的話，那出來是一條土，那怎麼行呢？！本來這

出口徑就這麼大約 15 公分，那我就算它出口徑，平面積的土是多少，然後把

它改成中空，（鄒生：所以這一段是老師後來自己加的，中間就是加了這一塊，

讓它變成一個水管的樣子）對，（鄒生：那你是從這邊的體積去算，它能夠展

成的面積有多大，這樣子算）對，改天有空的話，看實際操作，現在這些我

都不能操作，沒有力氣，動不了，現在 5 公斤以上的東西，醫生都不讓我

提，……；還有這個東西，一次又一次的改良，這不是第一次，這是 後一

個完成的；我先做的是這個東西，（鄒生：那這個為什麼後來不能用？太小

了？）不是，不是，一樣大，這是結構不一樣，這個結構我是那樣子把它吊

起來的，這土會來回這樣子擠，後來我就改成一整個的片，這樣子它會比較

更順利一點，擠一下子很簡單，（鄒生：這不少錢，這不鏽鋼做的，而且這個

要開模具，開模具很貴，因為等於是單一個零件這樣做）……，（堯師：老師

要兼研發機器，這比我們這一行還可怕）那你看這個架子，這都是我自己搞

的，自己回來裝，自己動腦筋，用什麼東西 輕，你要拿起來要搬，這樣重

的話，用木板多重啊！所以我就動腦筋，用什麼方法 輕 好用，就想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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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保麗龍板，……我現在還在設計一個機器，現在已經做了一半的，……，

這是一個看起來是堆高機，這是一個桌面，然後，我讓它上升，上升就變成

八十二度這個樣子，那我的陶板就一片片靠在這個上面，那我就可以畫，我

從前畫這 10 片的時候，是在車庫裡畫，因為要畫更大，車庫不夠高，我現在

做的這個，這沒辦法改了，這個房子不夠高，這板子是三米半，……，我這

個房子當初設計的是四米，蓋好了完成變成三米三，蓋房子沒有經驗，四米

我是從裡面算，他們算是從外面算，就少掉半米，蓋好了以後，他就問我：

孫先生，你要不要下面舖石頭，我說，舖石頭幹嘛？他說，防潮濕啊！我說，

那當然舖啊！我就下面舖上卵石，舖了 20 公分的卵石，所以，這個一下子又

少掉 20 公分，現在到頂就三米三，到樑就不到三米，樑是 60 公分，所以這

樣子就擺不下了，（鄒生：老師設計那機器的意思就是說，直接在堆高機拿起

來，就直接在上面作畫，省掉搬的過程），對，就是直接的畫架，就不需要畫

架（堯師：等於一個畫架了，等於堆高機經過轉成畫架了），對，（堯師：這

厲害，省掉很多時間）；（鄒生：你現在都還要再搬過來再放下去，才能作畫），

不然，那麼重你怎麼搬啊？！也會斷掉嘛！你看像這樣子薄，這樣一弄，（堯

師：那不得了！）這麼薄一片，這麼長，這個會斷掉啊！搬這個東西要非常

有技巧；這個機器它 大的奧妙，……（鄒生幫忙用機器……，超師解

說……）。 

超師： 近我在研究新的釉，要讓它無光，沒有光亮這種質感出來，這裡就是第八

次的……（鄒生：這是黑釉的系列嗎？）從黑到綠，這是同樣的基本配方，

成分的多寡不同，它就變成這樣，那你燒火的方法不同，它也會變，你看像

這個，這兩個是一個釉，看到沒，是一個號碼，這兩個號碼是一樣的，這燒

火方法不同，（鄒生：老師這是不是有結晶的現象？）對，這個是還原燒的，

這個是氧化燒的，那就變成二個東西，這多少差一點點，質感就不一定；所

以我說如果還有下一輩子，再繼續做也做不完，沒有辦法（鄒生：那釉藥

難做就是黑色的）；你看這一系列，這個是這個樣顏色出來的，它們倆你看顏

色又變了，……，你看多好玩，這種感覺好像金屬（鄒生：有金屬的光澤），

對，金屬光澤，我是用夾子拿出來（鄒生：等不及它涼），對，等不及要趕快

看；……，另外還有幾塊，拿出來叫他們去燒成品要比照；所以，這工作做

不完的，這幾天我腰疼也在搞這個；像這個桌子（鄒生：可以升降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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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升降的，除了升降還可以用來切割，（鄒生：切邊的），對，切那個邊，

所以看起來是張桌子，實際上多種用途，這個都是我自己在那邊搞的，包括

焊接（堯師：老師陶藝的成就是建立在器具、工具的……），沒有這些東西你

做不出來（堯師：對，做不出來，已經不是在單純的陶土），對，你要去想辦

法克服那些陶土的問題，怎麼樣克服，你要用什麼東西去克服，……，我就

做菩薩像（堯師：這是地藏王），對，這地藏王。 

鄒生：老師你自己塑的，還是翻模的？ 

超師：我自己塑的，還沒有完全完成。 

超師：還有這些相片，也是我自己拍的，（堯師：作品不假手他人拍，自己拍？）對，

全部自己來，（堯師：老師這樣會很累的，把身體累壞了），（鄒生：可是這有

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老師只要跟陶瓷有關的事情，都

樣樣精通），你不自己做，別人做達不到你的要求。 

超師：這是我當學生時的；那時代都是用石膏，又沒有 FRP，這個比我高一點，展

覽完以後打掉，要一個頭，沒有地方擺；（鄒生：這個窯也是老師自己設計的？）

對，（堯師：窯也自己設計？）（鄒生：外面沒有賣那麼大的窯），不是，還有

一個我讓你看這個東西，從前台灣的窯分為二種，一種大光，一種大和，就

是這台車你推進去以後，這裡有一個縫，這個縫會漏氣，熱效能會跑掉，從

前我在鶯歌看的時候，他們怎麼辦呢？就是在這個邊上有一個鐵片，然後向

裡面灌沙子，密封起來，那時我就想，這樣太不科學了，這應該解決，然後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看到沒有，這是一個槽鐵，這個槽鐵我裡面裝上耐火棉，

我就用拖板車的原理，後面裝一個拉桿，代替油壓，一攪這二個上來，就把

那個縫封起來，空氣就進不去了，因為都是棉，所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超師：那這一個窯，原來這個窯是在那邊，我為了這大畫架要擺到這裡，那個做好

七米二……，你看這個窯爐像那個翹翹板蹺蹺板？）燒到高溫的把它斜起來，

讓釉流動，才有那種渲染的效果，不然「死死的」，構造很簡單……，（堯師：

每一個都自己來做，自己來做），（鄒生：老師是為了理想，自己去設計機器；

可是現在有很多人創作是遷就現有的，就這樣去做，然後他有理想的時候，

他不會去想辦法，能做出什麼東西來實現這理想），對，將就於現實；這電線

拆下來還沒有裝，就是這幾天不能裝，我腰痛，而且請人家來裝這一動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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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萬，自己賺，賺工錢，自己裝也比較合意，（鄒生：老師連電都要自己重新

來一次），對，電都是我自己搞的，不僅這個，我連裡面都做；（堯師：水電

工的本領也要），水電工你要很懂。……（機器操作）…… 

鄒生：那個黑釉？（超師：這是藍的，這是紫顏色的）……，顏色都一樣……，燒

出來一個藍色，一個紫色，可是現場看起來粉狀都差不多…… 

超師：這些都是我畫畫的工具，（鄒生：都自己做的，連工具都要自己創造），大小

畫筆…… 

鄒生：老師那你大的立起來的作品就沒辦法這樣吸了呀！ 

超師：大的就沒有辦法了，大的要用抽風機向外抽，也可以做（鄒生：等於把它吹

進去裡面就是了），對…… 

堯師：所以說一個陶藝工作者，他的困難度要比各個行業要難。 

鄒生：這是孫老師願意花時間，以我在外面所認識的也是可以很輕鬆！真的，可以

很輕鬆的，所有東西都是現成的，不用自己花時間；這是孫老師執著某些創

作的理想，才會這樣子。 

超師：你看這個你還沒看到的吊噴槍的吊環。這個很簡單，（鄒生：為了方便移位），

滑軌左右移動很自由，才可以畫，不然你整根拿著，拿八個小時試試看，再

加上釉兩公斤，你這樣舉，舉一天試試看，這個好累好累，不是普通的累；……

（鄒生：這還做軌道，這也是當初老師自己的設計），對，有沒錯！ 

堯師：這以後就變成一個典範型陶藝工作室。 

鄒生：老師工作室看起來很乾淨。 

超師：你現在修這個課，自己也在做是不是？ 

鄒生：我在學校教學生，小東西會做，我本身做拉坯大概可以做到四、五十公分高

吧！然後，我對於現代陶瓷的東西比較沒有涉獵，因為我一直比較喜歡傳統

的那些紅釉、寶石紅，我對那個比較有興趣，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著迷在那

些釉料的研究；那我在念大學的時候，那時候開始我聽到孫老師的名字，是

因為結晶釉的關係，所以我們也曾經很瘋狂地去試著燒燒看，但是都一小顆，

但是，後來畢業就教書，也就沒有繼續再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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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現在你們方便，書都有了，配方都有了。 

鄒生：但是，前面還是要很勤快地去試驗，不是說那樣拿來就可以做，可是，現在

很多人都是拿來就照著抄去做，其實我絕對相信，照著抄出來顏色絕對會不

太一樣，你還是要自己去做個實驗，才會達到你要的標準，可是我發現好像

願意花工夫的人，其實不多。 

超師：噴釉多一點點，燒火的方法變一點點，結果就不一樣了，你控制不到那樣多；

像有的東西不是我不說，而是無法說（鄒生：對，這我絕對相信），你怎麼說，

像剛剛我們在那兒談那個釉，在那邊畫東西，你怎麼講，我怎麼能告訴你，

你加多少就是這個顏色，（堯師：燒出來就是那個顏色）……，（堯師：你搞

這些設備就不得了了！），這個新的控制器就是我自己組裝的，絕不輸給專業

的人，我開始燒窯的時候，根本沒有，等我有了以後就去學怎麼安裝、怎麼

改良。那個是開始，是人家組裝的，……（操作機器）……。 

超師：本來我也不懂，我有了這第一個控制器我就懂了，線路我們怎麼走，該怎麼

樣做，就不要按照他的去做，自己改；第一個控制器是我直接去日本買的，

第二個是我自己組裝的，這樣子省了很多錢。 

堯師：老師除了作陶藝之外，像陶藝的創作過程，從 原始到所有的工具開發，是

一部百科辭典，那才是一個要紀錄的工作。 

超師：像現在我用電窯燒瓦斯，我就是用 簡單的方法；用這瓦斯噴頭插到這裡頭，

就可以；你現在看的試片，就是用這方法燒的。 

鄒生：所以還是要電熱絲改良材質比較好，我記得我以前在大學時，這樣玩，那個

電熱絲，沒有幾下子就爆掉了。 

超師：不是，你們大學學校的電熱絲，不怎麼好；公家做事總是這樣；我做事情就

是要 好，表面上你多花了很多錢，實際上你一點都沒有多花，就像我，這

一個窯爐，當初做的時候，我介紹給我同學，跟他講這個窯爐很好，你要按

照這樣子去做，然後他就找這家去估價，一估價，是別人的倍數，結果，他

當然就不做了，他就找另外的便宜的去做，便宜的去做沒有幾次，整個窯爐

就報廢，不能用，後來回過頭來，再來找報價高的窯，當初那個人就跟他講

過了，你燒窯爐一年以後，所省下來的電費、維修等等，這個窯爐等於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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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你，可是他聽不進去這句話；我當初第一次做窯爐，一分鐘 0.7℃上升，

我後來做的窯爐是燒完全一樣的東西，一分鐘 3℃，相比看電費差多少。 

鄒生：這個馬也是老師做的，那該算是早期的作品了？！ 

超師：對，這個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是我從故宮出來的時候做的，那時候，我彩陶、

黑陶、唐三彩全部都做。 

鄒生：可是在故宮做黑陶一樣也是用薰燒的方法去做嗎？ 

超師：沒有，用電窯燒出來的。 

鄒生：用電窯燒出來的？！（超師：那很簡單），裡面包木屑還是什麼去做？ 

超師：不是，電窯你就用匣鉢，生坯放到匣鉢裡面，再裝木炭，然後把匣鉢蓋緊。

現在若用電窯燒，直接接瓦斯燒還原就好了，游離水沒有了，就可以開始還

原。（孫師母送飲料……），自己拿，來了不要客氣。 

鄒生：我們後來學做薰燒，在外面那邊挖窯，埋燒半天，等於是在玩。 

堯師：學校學到的只是開始讓你知道而已，要進門是另外的一個階段。 

超師：我覺得，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像你在師大學陶藝，你們老師教了你什麼東西

嗎？教了你一些什麼？ 

鄒生：他其實沒有教什麼，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摸索出來的，他大部分跟我們講一

些觀念，然後把一些配方告訴我們，然後叫我們自己去做試驗，他說：我給

你們這些配方，你們照著燒其實燒出來的感覺，絕對不是你們要的，他也是

教我們自己要去做實驗；他一直上課時候只說：我跟你們說的都只是大概，

沒有一個確實，你們要自己去摸索，那像我們是有興趣的會去摸索，那很多

沒有興趣的，陶瓷後來就放棄，就變成不是他們專攻的項目，就去學別的，

因為我們學的範圍太廣了，有的就跑去學電腦，有的跑去學機械；我是因為

對傳統的東西比較有興趣，後來就比較偏重學陶瓷、家具的製作、還有做金

銀器加工，我後來比較偏重學這一方面，我在大學的時候，系上的東西太廣

了，所以你要自己比較有興趣的挑一門學。 

超師：你看這個家具如何？（堯師：今天發現老師是天才！）（鄒生：這家具是老師

自己做的？），我畫圖給木工做的；你看那書櫃，那是我二十年前做的（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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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自己做東西，蹲在地上，要不就是畫機械圖，要不就是做東西，喜歡

用手）。 

超師：……這讓我想到什麼呢？想到萬里長城，萬里長城砌的是磚頭、石頭是用「糯

米」，「糯米」是有機物，我說古人大概可以採用的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堯師：用蔗糖，還有那個「蚵仔殼」，「蚵仔殼」其實曬乾以後被打粉弄下去以後，

它變成有機物，其實都是有機物，它 後變成很硬，我看美國 Discovery 做那

個安陽殷墟城遺址挖出來，和現在磚塊燒起來，抗壓度多少；就是說殷墟那

個夯土，弄出來殷墟的抗壓度，比我們今天的磚頭都還那個，它沒有經過燒，

就是有機物經過時間凝結以後，那個節目我看過；我今年也到過安陽，看新

挖出來的一座城，我去年的七月也到安陽，我們請了一個社科院的胡秉華教

授帶我們去參觀。 

超師：我在這告訴你們 重要的一個基本觀念，我們很多的人發現一個東西，「這個

怎麼做的呀！」—這是第一類的人，下面沒有了；第二類的人—「這有什麼

了不起嘛！」，理都不理，看都不看；還有一種人，連想都不去想；另外有一

種人—「這很奇怪，這是怎麼做上去的！」，他看到了以後，這個問題就在他

腦子裡，他要去找答案；我們有問題算是不錯的，但是這個不夠，一定要有

答案，你一定要找出來答案－他是怎麼搞的？所以我就想了很多方法，古人

容易取到的東西，一個是蜂蜜，一個是糯米漿，就是這些東西，那我在想，

當時他們已經懂得畫那線條了，在生坯上畫，像那個磁州窯、定窯，磁州窯

黑白那個東西，畫那個黑釉，你做過就知道，那個黑釉怎麼在生坯上畫，根

本不能畫，一畫就吸住了，可是他們的線條可以畫的那麼流暢，是什麼原因，

用什麼東西，是蜂蜜跟糖（堯師：就是甘蔗磨出來的第一層黑膠糖），對呀！

就是用這個東西；從這裡讓我就推想，他那個用蜂蜜畫出來，他不會用蜂蜜

去黏這個東西嗎？我想到這些問題，然後，我就趕快倒出蜂蜜來，抹在塗了

釉漿的乾葉脈上一貼一燒，一下就出來，就是那麼簡單，可是當初在沒有燒

之前，我也做了實驗，丟下去燒，揪成一團，還有我就在想辦法，不讓它揪

成一團，我把葉梗打碎讓它沒有收縮的張力，不能捲起來，但是它是支離破

碎，那我就想用溫度上的問題，慢慢地來，不要那麼快速度，行不行？因為

太快了一下就捲起來，如果慢慢的；還有我用紙用樹葉，用火點著了，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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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片葉子在空氣裡面，我都試過，試了然後我就有了一個概念；蜂蜜會

吃到坯裡頭去，因為燒完了會把木灰微量的黏在一起，可是蜂蜜已經進到坯

裡去了，葉子就捲曲不了了，就等於印刷（堯師：等於古代的印刷，這就是

釉燒的印刷），對，所以試了這個以後，我就有塗有不塗，燒出來就不一樣了；

那像這些東西，我就一再的講，不要光有問題，要有答案，要去找這答案，

這樣才是真正的做學問（鄒生：我問題很多，沒有去找答案），要自己去找，

不光要是問別人，光問別人有一點偷懶，除非你對這東西實在是搞不懂，光

想也不是辦法，那應該問別人快一點， 重要要自己想；有的時候，你看我

整天坐在那裡，根本不工作，我說我比你們累多了，我的腦子從來就沒有休

息，我可以這樣講，除了睡覺一分一秒都不休息，睡覺還會作夢，我不是天

才，這是靠時間累積的，尤其像我來說，是半路出家，不曾學這個東西，你

問誰呀！問誰誰都不告訴你，誰都不肯講，我問過一個教授，我問他：灰釉

是怎麼燒出來的？我說，是不是就把灰塗到罐子上燒出來，你猜他的答案怎

麼講，他說，對！對！就是那樣；其實，他不曉得在我問他的問題之前，我

既然出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研究過，因為，從前古

時代，在我小的時候，用灰來洗衣服，那個稻草燒成灰，然後把灰泡在水裡，

然後經過過濾用那清水來洗，那個就是「鈉」，我們早就在用這些東西。 

堯師：我看你從現在寫，現在一月，年底交論文，一般是十二月底交出來，大家看

一個月，在一月二十日前完畢；上學期的 後交是十二月底，一月三十日審

完畢；要不然就是五月底，六月審完畢；從現在開始規劃一年，跟老師配合

做一下；老師這些書裡面有的，你去整理，找出問題來，寫論文不是寫那個。

今天來這裡走一趟，實在是因緣，我覺得一個人的住居與生活空間環境，是

影響人的思維，很重要，（超師：沒有錯，還有這是人創造出來的），我看老

師種樹，還有每個機器都在研發。 

超師：我之前來的時候這裡是三塊梯田， 高的地方像那個桌面高 60 公分，我把這

裡 60 公分土推掉，推到前面去填前面，因為這落差很大，落差好幾公尺，結

果還不夠，我又去買土再填，把它填平起來；然後，第二年我就開始種樹，

先種的就是琉球松在那邊，然後全部死掉，又趕快再種黑松，都是庭園黑松，

有 10 多公分這麼粗了，很漂亮，我一口氣種了 50 棵，然後一棵棵死，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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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問一個朋友，他說很簡單，全部放火燒掉，一棵不留，（堯師：沒有錯），

我一聽，心裡跳了一下，想說這怎麼可能，結果，後來一棵一棵全部死掉，

門口還有一棵上百年的松樹，從派出所蓋房子時挖過來的，通通死了；那我

又趕快想辦法來補這些樹，這些都是後種的；環境是人創造出來的，你不要

想等到那個環境，有這麼好的環境怎麼可能，你更不要想，一個什麼東西現

成的你都有。 

堯師：這是第一章：居家與環境，我覺得很多人在做人物誌的時候，馬上就切入人

的作品範圍，就開始談，才幾歲呀！居家的空間包括環境，外的環境，內的

擺設裝置，這都是生活空間，居家與生活，空間與佈置。 

超師：還有一個 大的特點要告訴你，你進來有沒有發現大門（鄒生：沒有大門），

對，為什麼沒有大門，我問你，為什麼不要大門？ 

鄒生：因為經過這邊沒有感覺到這有住家，我經過的時候，如果不是師母說，看到

一排杜鵑花，我們還在那邊繞，我不曉得這邊有住家。 

超師：對，我告訴你，有門是一個人想把自己圍起來，要把別人分開。 

堯師：還有第二點老師有很多創意研發，我今天看了很多，創意研發有二個：一個

是專業的陶藝不講，生活空間的創意，所以，你在做一個「人間國寶」的時

候，要非常注意一個人看不見的無形生活文化，我們學生在做論文的時候，

就一直捉那個有形看得到的，我帶他大陸去看的時候，我說你看那些壁畫那

些東西，在他挖出來的墳墓墓室裡面，那個空間位在什麼，他的意義值就不

一樣了，你一個銅鏡擺在核心墓室，或外室、或耳道；擺在墓室，擺在墓室

的頭上或肚子和腳邊，意義不一樣；但是你只一直講銅鏡怎樣，我說他沒有

進到那個空間生涯裡面，所以，你做論文應該可以建立一個點，一種立體空

間，立體關照的一活生生主體，不是把主體抽出來，擺在一旁一直論一直講，

而是那一主體在他生活空間裡面的角色，那這樣做出來就很動態，雖然是文

字敘述，但感覺到是一個生活空間，一個人在那邊動；「要寫那種美術史」。

目前，我們訓練太多，那是因為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做一千年、二千年，已

經死掉的歷史，所以就看考古空間，所以說那種美術史是永遠做不出答案，

幾千年都要一直做下去，一直碰到對的答案來；做當代人有個 好的東西就

是做他的生活空間，所以，「生活與空間」、「居家與環境」這是一類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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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研發，從這邊可以分兩方面看，一是專業的，一是他真正、無形的，

這個就是無形思維， 高的精神文化；這樣人家才會說，你看出來的孫超藝

術家，跟看到作品所看到的孫超藝術家，是兩個不一樣的，是活生生的，有

人是把孫超的作品搬出來，拿到不一樣的地方擺在博物館看；不一樣，這作

品是他在這生活空間裡面跑出來的，和你把他切割出來，單獨一個作品擺在

博物館，或自己的儲藏屋看，那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對待方式。 

超師：我剛才講這個大門的事情，我為什麼不做大門；你在台北街上，鐵門、鐵窗，

除鐵門還不夠…… 

堯師：鐵窗、鐵門，尤其我住二樓多可憐，小偷多厲害，你不做會遭連環偷，那一

次洗竊多可怕，我們沒有東西，但是偷一次把你家東西全部翻光；……，我

們去旅行回來，嚇死了，我帶學生去，回來一看，家裡門一打開，像一座山

一樣，進不去，門都要敲掉重新做門。 

超師：那我為什麼敢不做門？因為我基本心態，我從來沒有想過偷人家東西，也沒

有羨慕過別人，雖然我是從那種 窮困生活出來的人，但是我從來沒有羨慕

別人；那你有門，表示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沒有這樣想，我不做大門，

在別人看起來，這不是他的，那外面也不是他的，這是別人猜想；但是我自

己內心，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的，我眼睛所及，都是我的；這觀念是「人活

在世間，只有使用權，沒有擁有權」，比方前面那個地，如果是我的，我能不

能種呢？我一個人怎麼種？一定給別人種！所以我心裡想。我不做門、做圍

牆，我眼睛一看出去，這全都是我的，心裡頭沒有把自己縮小，一個圈圈裡

面，你要佔有的，我根本就沒有；常常有人開車跑進來轉一圈就跑掉了，經

常有這些人，但是，對我來說，雖有一些打擾，讓他發現「新大陸」也不錯

嘛！還有新娘，跑到這裡來拍結婚照；從前那邊全部是樹，看不到對面，那

現在我又開始種，原來這路進來是從樹蔭下進來，都是颱風吹的，反正，它

一吹掉我又馬上第二天開始趕快種，這正前面全部是櫻花，是白色櫻花，結

果被蟲子吃得好可憐，我乾脆整個挖掉，今天我又在打電話動腦筋，我再種

另外一種品種，看看讓牠不要吃，再加上用藥「吊點滴」，所以，如果，一個

人你的佔有慾不強，還有一個好處，你沒有防人防得那麼厲害，你猜怎麼樣，

別人也不來找你麻煩，你都不在乎嘛！所以別人也不來找你麻煩，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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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因素，另一方面，我也從實際生活經驗得到，怎麼樣從實際生活呢？

我當兵的時候，沒有櫃子也沒有什麼東西，你的錢就是帶在身上，但是我嫌

裝在身上麻煩，我就向被子裡去塞，那就是我裝錢的地方，我發覺我也沒有

丟過錢，別人經常丟東西，反而我糊里糊塗的都沒有丟過，但是，別人為什

麼不會那樣，他不會那麼糊塗那樣放嘛！我是那麼樣想；所以我到這裡來，

那個蓋房子的人就說：你做個大門嘛！我說做大門，太麻煩了，不要做；我

說你有大門也沒有用，防止不了，人家要偷你，你大門沒有用，他不偷你，

你要大門幹嘛呢？！他說：你做個棍子嘛！總要擋一下；我說，棍子我進出

也麻煩；我這裡也有小偷進來過，沒有動過一針一線，因為我從前後面是個

木板門，爛木板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戳過的，就是那樣一個門，後來爛得太不

像話了，我才換了一個鐵捲門比較方便，那時候小偷就從後面進來的，我沒

有丟東西，（堯師：這就是無形的空間，是 大的財富），有一次，他把我車

牌給拆去了，他大概跟我開玩笑，「你不要覺得你不怕我」，就把我車牌給拆

掉了，讓你知道，我來過了；這跟個性也有關，我一向對人，一開始全部都

是一百分，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然後在相處期間，我就一分一分的扣，扣

到他不及格，斷絕來往（堯師：這就是先正面表列，再負數減法），還有我看

到那個金光黨那種事情，我就覺得非常的可笑，這個世界怎麼會有這種；我

也遇到過，我用很簡單的道理去思考這個事情，我有 好的東西，我要便宜

賣給誰？如果是你，你要賣給誰？（鄒生： 親近的人），對嘛！ 親近的人，

你怎麼會可能給一個無緣無故的人，這就是 簡單的事，所以我不會上當；

我碰到過，那個時候我在唸書，有人拿到學校宿舍去賣，就說義大利布料，

說怎麼好，他說因需錢用，不得不便宜賣，我說太可惜了，這麼好的東西，

不要賣，你忍一忍留著吧！ 簡單的方法去思考嘛！他怎麼可能把那些好東

西給我呢？那麼便宜絕對不要，就不貪那個便宜，我宿舍那些同學說你怎麼

把人家打發走了，那麼好的東西，我說只有你們這些「笨蛋」才會知道，你

有好的東西，你要送給誰嗎？我還有一個同學就上了當了，在火車站碰到一

個金光黨，他講：先生，剛剛那一個人，想要買我的手錶，你看這手錶多棒！

我同學一看，這錶是很好；他說，我現在想要賣給他了，可是我不好意思拿

去給他，你能不能給幫我一個忙，把這錶拿去給他，他講的那個價錢就賣給

他好了，然後，這個人就講那錶多好多好多值錢，如果我拿給你，你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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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不如你押個東西給我好了，你身上相機押給我，你拿

那個錶去給他，賣了分你錢；結果，他把相機給了他，他拿那個錶去找那個

人，他到了那裡，那個人沒有了，他回來給他錶的這個人也沒有了，他的相

機也沒有了；我是一向沒有想過，我是上帝的特選者，有好處會落在我身上，

我從來不去這樣想，我任何所得到的都是每一滴血汗換來的代價。 

堯師：這就是生活的態度與行為思維模式；這東西也是教學上讓他學習的，若能做

出一篇論文出來的時候，就會訓練到一個方法，那方法當然是從實際的拜訪、

交談、整理紀錄，再來一次一次的請教，那當然 後會進入到分析，到這個

時候相當清楚以後，再看作品，會恍然一悟，真的是從他的生活空間裡面訓

練出來的精神文化，或是生活文化，再投射到作品；那很多東西就是從作品

裡面取出來，用他所知的語言開始去剖析作品；所以作品的研究就是兩個方

式，批判性的就是把作品用他的語言，他的思維方式切進去，這種東西就是

所謂的辯證型，辯證型充其量就是一時代的綜合、公約數，不是一個藝術家

的真實數，真實性一定是從他的生活工作、生活思維、生活態度，去敘明延

展出作品的詮釋；所以剛好，我們所做的就是跟過去我們所看的相反，所以

我們站在這個台北的旁邊……，還好，我們從那邊過來一下，只要是老師有

假日或者那天老師身體好，要做東西時，一次來了解，拍他整個工作程序—

工序，要了解一個人，看他工作態度及工作程序就聊出來了，老師腰痛多久

了？幾年了，（超師：很久了），在那個醫院看，（超師：國泰），仁愛路那個？

哇！怎麼去那麼遠，（超師：因為那邊有熟朋友），老師自己開車去嗎？（超

師：對，另外還有一年輕的朋友，跑到家裡來給我推拿，他是台大中文系畢

業，再參加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然後做中醫師，他也研究推拿，我

就跟他討論一些東西包括針炙。 

堯師：看他回去以後，再安排一年十二個月的進度、作業，做這訪視就是一口氣一

直下去，所以什麼東西都先擺一旁；明年這個時候就論文完畢了（鄒生：希

望能那麼順利），一定要這麼順利，那還可以拖。 

超師：多看一些別人的傳記，看看人家怎麼寫，怎麼樣分析別人。 

堯師：我倒覺得現在比較重要是這些即時性的，口述的內容整理和分析，太多外在

的方法或方式，可能還沒到那時候，因為現在掌握這個人的全盤的，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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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相關記錄，這才是第一步工作，基礎工作，有這個很真實、很堅厚的這

些基礎資料之後，再開始用所謂辯證方法，否則，徒有辯證方法，沒有基礎

內容還是空的，所以不要想說像他們剛開始的時候，著重在那邊。 

超師：你看別人的東西，他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這樣子畫，比如顏色來說，他為

什麼常用這顏色，而不用另外一個顏色；這些都是那思考……（堯師：生活

態度和行為思維），對。 

堯師：重要的是，不是說那個好看，而是那個顏色用起來，特別有那個生命的厚度

的重量在那邊，譬如說，同樣的書法的一條線，我以前聽杜忠誥，他到韓國

做書法的講演，在那邊時，韓國人問他一很簡單的問題，就是中國書法都是

所謂線條，那你常講說書法的美，那書法的美到底是講書法本身的美呢？或

者是說書法結構線條的美呢？杜忠誥回答：你把它當做一作品看的時候，當

然是所謂整體的美，結構的美，他說那個沒有意義；書法的 基礎構造是線

條，而你線條本身沒有重量，沒有氣，就沒有用，什麼美都不美；他說，線

條就是用氣，就像人有沒有氣，線條就是有氣和沒氣；人家問他說，你怎麼

看出線條有氣和沒氣？他說大家都開車，那輪胎沒有氣你車子開起來什麼感

覺，氣剛剛好的時候是 好啊！那線條就像輪胎的內胎充滿氣那種感覺，就

是線條 美的，境界把握；好比你寫出來就像沒有氣的內胎一樣，那工夫練

來就是一下筆就像飽滿的內胎，所以他很會寫，你要他講這個深的道理他怎

麼不會講，從甲骨文講到這邊他都會講，他一直講書法的什麼道理都是對的，

但是你要回歸書法 原始的東西， 基礎的條件是什麼，就是那線條嘛！線

條怎麼看出美和不美，好和不好，就像人一樣有沒有氣，沒有氣躺在那邊，

有氣就是覺得人就是美；氣在那裡？就像腳踏車內胎，沒有氣就軟軟的站不

起來，字那麼多寫在那邊，就是軟軟的；有氣，線條氣就像輪胎圓圓一個，

就是有氣，那線條寫起來就像有內胎的胎壁，裡面也有氣，（鄒生：形容的真

好），他已經非常有體會，用 淺顯的語言都有辦法講，真的是有體驗的人生，

他面對韓國那麼多書法社的人，可以講出淺顯聽得懂，書法的線條像飽滿的

內胎一樣，有氣就像人，沒有氣就軟掉了，所以沒有氣軟軟的線條是死的。 

超師：你看的人要具備那個素養，沒有那素養沒有用，（堯師：那就不談了嘛！連有

氣沒氣都看不出來），每一樣東西你都要發出問題，你去思考，你才能夠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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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裡邊，才會知道為什麼？ 

鄒生：那老師過年期間，有沒有計畫要去那裡？（超師：沒有），還是，在家裡思考

你的釉藥。寒假期間，我回去整理看看，再找些問題出來，再跟老師排個時

間。 

超師：我現在出來一個問題，你自己可以想，凡是一個人做出來的作品，一定跟那

個人有關，因為是那個人做出來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那樣做，要找出

一真正的原因，從這個形式，找到他的內心，這樣才是正確的（堯師：外在

的形式到內在的），比方說，你現在看我為什麼把這個配方都這樣的公開？為

什麼？ 

堯師：跟老師講沒有門一樣，這……你經過我們替大家做了解答，當場請益之後徹

底了解，因為他家就是沒有門，因為我們請教之後有一口述的紀錄，這是書

本看不到的，不透過談話聊天，很多東西找不到，因為這些東西不會寫在書

裡面，那是 根本的核心點，對，很多人都不願意把配方公佈出來。 

鄒生：這我們做陶瓷時感受 深刻。可是我們以前在師大的時候還好，因為我們有

一社團，所以，吳老師他大概會把他常用的幾種釉藥配方給我們，但是他會

說，這些給你們燒出來是這樣，但是你燒的和我燒的不見得會一樣，你們一

定要自己去做實驗，那我們因為學生時代很瘋狂，做了很多試驗留下很多試

片。 

堯師：……選個典範就是全盤皆贏。 

超師：還有我們要進步，看到人家進步，我們為什麼不能進步呢？因為就是留起來，

不給別人，你這樣就永遠不會進步，你留起來，他也留起來，你永遠得不到

別人的知識；如果你放出來，他也放出來，發現他那做得不錯，如果改一下

會怎麼樣呢？那你就可以一個新的出來，所以，不怕人家知道我的配方，他

做出來也不見得跟我一樣啊！因為這是火的藝術，它變化太大了，可是你說，

我怎麼不把他全部仔細地寫出來？我怎麼寫？沒有辦法寫，連我自己都掌控

不住，我寫出來不是害人嗎？！ 

鄒生：不過老師還是和別人不太一樣，我去看外面一些釉藥的書，他上面寫比如說

灰釉，上面寫骨灰加多少，木灰加多少，可是我看完之後我還是不知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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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為，天曉得骨灰是什麼？木灰是什麼？可是我看老師的書，都把骨

灰成分、木灰成分寫出來，其實我看的時候，感覺就跟別人寫得不太一樣，

因為坊間一些釉藥的書，一般性的釉藥，當然寫得很清楚，但是等到那些關

鍵性的，譬如像那些灰釉，那些燒出來比較會有趣的，他就只寫骨灰加多少，

木灰加多少，問題是我哪知道骨灰、木灰配方是什麼？看到那邊我就很急著

翻看有沒有寫骨灰、木灰配方，可是我都翻不到，可是我看老師的書上都有

寫，其實您真的很多都放出來了，外面很多表面上是放出來了，可是事實上

還留一手，我看得懂。 

超師：像我剛才講高雄的同學，他原來是在當教員，二十年前他就看到我公佈的配

方，他就照著去做，結果他燒出來了，高興得不得了，那現在這本書出來，

他高興得從高雄跑到台北來找我，告訴我這件事情，一直說是真的，（鄒生：

可見他在外面有燒過假的，拿別人的做，做出來不一樣嘛！），（堯師：他一

定是身受其害，總算遇到一個肯說真話的人，可能被騙過太多了），那些上面

的配方，你都可以拿去試，看看能不能燒出來，還有結晶釉的部分，我就寫

多少到多少，那你就不要偷懶，你就在這範圍去試，我為什麼沒有寫得那麼

肯定，因為我自己有過經驗，我有一次，燒綠色的結晶釉，奇怪怎麼燒也燒

不出來，我說原料都一樣的，都是一批進來的，份量都沒有錯，都是那樣啊！

我搞了半天就是燒不出來，後來有一天，我突然想奇怪怎麼可能燒不出來，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我拿出原料看，當初這袋都是粉，現在怎麼像石頭一樣，

難道是這個問題嗎？我就想到衝壓磁磚，那是 6%的水，但是你摸起來是乾

的，（鄒生：受潮了！）對，受潮了！然後我把它放到窯爐去燒、去烘，烘四

百多度烘完了拿出來一秤少 6%，你想我如果沒有那個經驗，我就會把那個配

方呆呆地寫出來。我這書上都有提醒，因為我不曉得你那原料擺了多久，它

吸收的水分差這麼多，那當然差得很多了，所以那你就在這範圍內加加減減，

我也是加加減減，加了很多就是多加了 6％的原料，後來覺得我雖然已經燒

出來了，可是你有多少時間呢？半年，我是天天在做，你看這多冤枉，半年

的時間，你曉得我試了多少次，毀了多少東西，那你們一定燒不出來嘛！我

想你們 多了不起燒十次，不太可能，你看我一個配方，我上面寫的這已經

是第八次了，還在繼續找，都是差一點點，不是很多；絕對不能偷懶；再告

訴你一個方法，用「加差法」，像砲兵射擊一樣用「加差法」，比方目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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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一發砲彈打過來沒有打到，我看差不多差 200，我加 400 就打到這裡，

看應該要減多少就到目標，你不要一發一發加，一點一點加減，給他一個大

距離，是「加差法」，不是累進法，那太慢了，我一下子加減得遠遠的，兩個

差距出來，截然不同，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中間是怎麼樣，你就有經驗；我用

的方法比較快，一下子就捉出來。像從前我開始的時候，就是按規矩打上座

標，0.1、0.2、0.3 這樣加，這整個一次 24 片，找到 相近的再繼續調，現在

做久了比較有經驗，不需要那麼麻煩了，我就用「加差法」，幾次就達到了，

但是你對這很熟練就可以這樣做了，開始的時候還是怪怪的。 

堯師：老師我想現在已經六點三十分，太晚了，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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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瓷藝術家－孫超訪談紀錄（第二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林保堯老師（以下簡稱 堯師）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2/05/30 

堯師：今天非常抱歉，又要麻煩老師，今天來比較重要的是，他的這份報告已做了

綱要，基本上他上次來訪後，做了一份綱要，有了綱要以後即要提出論文的

架構，做一論文體式的大綱，基本上他們學校，佛光大學已同意他做這個研

究課題，之後，就開始可以做正式論文，以後論文做完還有論文的審查會，

通過以後頒正式碩士；所以，現在就老師的課題好好做，不敢說做的很深入，

但我的期待是說，比較能做一完整性。那所謂的完整性，當然，我們希望的

是，在論文架構、內容裡面的章節設計的完整性；當然，一個藝術家 重要

的，還是要回到作品的世界，在作品的世界裡面，我也勸他說，因為他在科

技這方面懂，以數位的方式，將老師的作品做一完整性的整理；作品的整理

一般會有兩個現象，一個是真正是成為可以認為作品的作品，有專門處理的

作品；但是在做研究的時候，一般不上舞台的作品，檔案性紀錄的，其實也

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也帶數位的器材，來跟老師研究，現在馬上開始六

月，六、七、八、九的四個月，很密集的來配合他論文的綱要、章節，做一

完整性的整理；剛剛講的，論文的內容，作品的內容，還有一些過去老師所

有外面看得到的，點點滴滴的一些紀錄，刊載過的有關老師的資料；他也有

搜集，師母也提供了她搜集的剪報資料，這些東西我想或許能有用處，相信

在今年年底，能把這些做一初步階段的完成，希望六、七、八、九到十二月

把底稿寫出來；做出來，當然請老師看一下，提供各種意見，因為在做資料

整理，總是有錯誤遺漏的地方；也就是說任何的努力，己經沒有被忽視的地

方，所以，現在開始的工作就是朝向這個地方；那當然，一般做一個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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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家，在做的態度上面，是要寫一個像切結書、保證書之類的，就是說

做的這些東西，只供研究用，不會牽涉到商業；那當然這些東西以後要轉變

成怎樣？還是要交給老師來處理，這是他們做學生應該知道的；這些是剛才

講的資料，這些東西能不能做出來，或是做得多好呢？也還不曉得；那這邊

有一類似論文要發表的大綱題目「孫超陶瓷藝術的研究」，請老師看一看，有

什麼意見提供給我們。 

超師：我看的很慢，我看文字看的很慢，不像看畫看這些東西，像我看除了文字以

外的東西，都非常的快，一般人簡直不敢相信的快；像我進百貨公司，如果

我要去找一套衣服或者一條領帶，我不要進門，就在門口，只要一眼，所陳

列的一下就看完，（堯師：一下看完，好壞已經知道。）對，他們都不相信，

然後，就要我進去看兩個人一起找，我說，好！我再陪你找，一件件的，我

說，沒有嘛！他就知道，我就一眼……；這個在文字上面，我沒有辦法速讀，

可是在「形象」的這些東西～色彩、形狀，我可以速讀，一眼（鄒生：這是

不是直覺？）不是憑直覺，一眼就真的看完了，真的就看到了，有沒有那個

東西，不是靠直覺；我要找的東西，需要那個東西，那東西在我進去一眼就

看到了，不要的就是沒有；那他們就不相信，我說那個衣服，就一件件翻，

我說你們看好了，我不用看，我已經看完了，你看有沒有，結果，就是沒有；

像這種東西，學藝術的，我是覺得，我常常覺得這是如何訓練，一眼看你所

要的東西，不要的不看。在我看畫展，差不多也是那個樣子，一眼看完，但

是，你不好意思調頭就走，你總要在那裡，轉啊！轉啊！轉個半天，（堯師：

那純強，你那個綱要計劃，讓我來跟老師談一下），對，你乾脆講。 

鄒生：我跟老師報告比較快，論文發表這一段，其實就是一些文獻的梳理，就是坊

間有一些雜誌，曾經寫過老師評論的，然後把他們寫的看一看，再加上一些

我個人的意見進去，那 後我在文獻梳理，大部份還是講老師那本書《窯火

中的創作》，從那本書的一些老師寫的話，去整理一些觀點出來，然後把它當

作是緒論這一章；緒論這一章是這樣，前面是文獻梳理，那第三節是研究方

法，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做老師的藝術研究，那大概就是說，我是用訪問調

查，還有看老師的一些作品相關資料；然後，第二章就是我要開始對老師這

個人著手撰寫，那我有看了一些資料，不論是找到的，還是老師那本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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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東拼西湊，我自己把老師那年代斷一斷，第二段我寫老師的時代背景，我

從大陸寫到老師從軍，這一段是在大陸期間，然後就來到台灣；到台灣之後，

就是寫老師的軍旅生涯，跟 後從軍中退役下來，到藝專求學，是不是這樣，

中間還有一年是去養雞，是不是？養雞那一年我沒有寫，因為，我搞不清楚，

只看到一小段文章說「用科學的養雞法」，後面也找不到其他東西說，到底是

怎麼個養法，到底在哪裡養、做什麼，所以，我並沒有寫進去，但是，如果

等一下老師願意談，我們可以談；第二章時代背景的第三節，我就是寫老師

在藝術路途上遇到的一些貴人，因為我看老師的一些相關資料，我大概覺得

對老師影響比較大的幾個人，就像：李德老師、李梅樹老師、丘雲老師、還

有趙越老師，這是我從資料上面所能夠找到相關的人，其他在相關資料我找

不到，老師如果覺得在老師藝術路途上的貴人，當然，還有其他那些幫助你

的，像劉亨通醫師、洪氏兄弟，因為我想他們只是在幫助老師做，應該不是

直接對老師有藝術的啟發，所以沒有把他們寫進去，但老師如果覺得他們有

相關的話，那也是可以寫。那第三章就是老師從藝專畢業之後就到故宮，所

以我就寫老師在故宮這十年所做的研究，譬如說你研究的古陶瓷，還有上次

你講到你在科技室工作時候三上次男去看老師的一些經過，這個我把它寫進

來， 後就是在故宮待了十年，然後出來，我第三章就是寫在故宮十年這一

段，老師對古陶瓷的研究與突破，還有對陶瓷的一些觀點與看法。第四章，

就是老師從故宮出來，一直到這邊做田心窯，在這邊蓋房子之前這幾年，那

老師好像有在和平東路蓋了簡單的工作室，在那邊有做一些對釉藥更深入的

摸索，我自己從資料梳理出來，我不曉得對不對，我先把梳理出來的向老師

說明一下，老師如果覺得不對的再補充；那在和平東路那邊摸索完之後，七

十年或七十一年的時候，有一中日陶藝展，那好像是老師第一次參展，然後，

在那展覽上面，那一年展覽我看了很多相關資料，對台灣的陶藝界來說，那

是一個非常大的，那叫「啟發」也好、「重創」也好，就是明顯感覺到，我們

雖然是陶瓷母邦，但是我們在陶藝上跟日本比起來差很多；可是我又翻了幾

篇文章，發現說，雖跟別人比起來，好像是差了一點，但是裡面有一個吉田

耕三，他對老師的晶花頗為讚賞，可是我找到的相關資料並不多，日文雜誌

《焱》上曾有文章報導。老師如果有跟他交談過，老師可以提供我一些相關

的資料，這大概就是第四章，就您從故宮出來，一直到您來這邊蓋房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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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這田心窯之前那一段，大概就是研究更深入的釉藥，然後，第一次的個展，

在阿波羅畫廊（超師：第一次在龍門），第一次個展，是在創窯之前，還是之

後？還是來這邊之後，（超師：對）；所以，老師第一次在陶瓷界嶄露頭角，

應該就是在中日陶藝展那一次，（超師：對），那應該沒寫錯。接下來就是第

五章，老師在搬到三芝之後開始一系列的工作，除了自己開始辦個展之外，

也有參加一些國外如法國陶藝展、義大利國際陶藝展，也都有入選；接下來

還有，來這邊之後，剛開始幾年，參加好幾次外貿協會辦的展覽，（超師：對），

還連續拿了好幾年的獎金；我依順序講，是先參加了外貿協會辦的展覽，（超

師：我都不記得了，次序不記得了 ），反正就是這些事情，來這邊之後比較

重要的事情，就是外貿協會的「優良產品設計獎」、還有義大利的國際陶藝展、

法國的國際陶藝展，（超師：還有一個手工藝研究所，在草屯的）（堯師：在

台北也有一展示中心）；再來就是老師首次的個展（超師：首次的個展就是在

龍門），那我這邊有一些，因為是第一次個展，老師為什麼要做這個展覽？做

完之後有一些什麼感想？這可能也是我今天訪問的重點；接下來，就是另外

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後來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翻了很多資料，在國家文

藝獎陶瓷類，拿到這獎項的，好像只有老師一個，因為大部份都是美術家，（超

師：對，也是第一個，到現在沒有第二個），對，到現在即使得獎也都是繪畫

的，沒有做陶瓷的，這個我在緒論裡也將其列為很重要的，為什麼我要研究

孫老師，因為，「國家文藝獎」這麼重要的獎項，就像桂冠一樣，但是，卻大

部份都是畫家拿到的，陶藝家拿到的非常少，所以這更值得研究；那這章的

第五節，大概就是老師國內的展覽已經不再參加了，大部份是參加贊助式的

邀展，就是得了文藝獎之後，就是當評審，國內展覽大多參加邀請展；接下

來，就是老師比較重要的在國外的一些展覽，紐約、德國、法國，那是這一

章的重點；然後，第六章也是我比較難寫的，因為我剛講那麼多，大部份是

老師的一些經歷過程，那第六章我要直接進入所有的作品去分析；分析作品

第一個我就需要知道老師的陶瓷藝術觀，在上次的訪問稿，老師大約有講了

一些，那我可能要從這些，還有從這本《窯火中的創造》、還有從老師的一些

文章，還有從往後幾次的訪談當中，我要自己去整理老師的陶瓷藝術觀，老

師不用特別強調觀點，老師大概要介紹作品，我再去擷取一些老師的觀念，

然後寫出來；第二個重點，就是要把老師在故宮那幾年，還有老師這幾年對



鄒純強∣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訪談錄 207 

 

陶瓷釉藥的一些研究，我要了解一下，就是老師從黑陶、彩陶到唐三彩、宋

瓷，整個中國的傳統陶瓷，你都有做，這個在一般陶藝界的人來說，好像很

少有人會親自去這樣嚐試，（超師：很少），對，就是說即使是陶藝家，他比

較偏重造形方面，他就去做造形的一些變化，但他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

整個釉藥的過程，那老師會去研究中國整個傳統釉藥的過程，我想這應該有

特殊的意涵在裡面，所以這有列入我探討的重點；那當然老師也不用特別去

說明，譬如這訪問稿裡都有約略提起，那我會花時間去把它列出來；第三節

就是老師來到這邊，大部分是做結晶釉比較多，那這結晶釉跟老師從中國傳

統陶瓷這樣一路研究下來，到底有沒有相關，這是我要研究的重點，尤其老

師是從還是鐵結晶一路變化過來到鋅結晶，也許人家看來是鐵跟鋅是切開

的，但是我的看法那應該是連續過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前面的基礎，到

了後面這個，即使做出來，大概就是像人家講的，一顆大大的花，其實是「死

的」，不會「活」；但是因為有前面那些基礎在，那顆大的花才會「活起來」，

這是我的看法，我可能要跟老師再請教一下；第四節就是老師來這邊之後，

其實作品是有一些變化，譬如說，早期做的結晶到這邊是屬於立體的比較多，

但是後期就比較偏向平面，那這一轉變的過程，我也要做一分析，這些大概

是我六章的內容，不曉得，我這樣的切割，有沒有漏掉一些東西。 

超師：這樣可以！可以！比方說，你剛才談到為什麼從瓶罐然後變成平面，這 重

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學美術的，這瓶罐不足以表達，不足以表現裡面的心，

裡面的空間感，不足以表現，因為它太小了，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造型；那你

可以做現代新造形，為什麼不做新造形呢？因為， 大的一個原因，我是學

雕塑的，你用陶瓷來跟雕塑相比，它怎能夠比呢？對不對，比方說我要一個

造形，這樣子伸出去的，這樣一個運動造形，你陶瓷沒有辦法做，因必須要

經過火燒，火一燒它就塌掉了；那這個東西太困難了，不是困難，太麻煩了，

還有一個觀念，我做雕塑，那是做大的，一個陶瓷能做多大呢？受到窯爐的

限制，受到種種條件限制，所以用造形的觀念來用陶瓷，它跟雕塑不能比，

所以我就覺得這太小器了，所以就一直不願意去做它，如果我不是學雕塑的

話，可能我就會用陶瓷來做，因為你做一點點，就覺得蠻好的，可是我學雕

塑的人，想要做的是大的，這陶瓷做不了，你要拼啊！接啊！感覺那太麻煩

了；還有一個，它的成功以我的要求，它的成功太低，對一般人的話，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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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拼接接管他的，一個造形就成了，對我來說，不行，我要要求它沒有瑕疵，

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因為比方說，我研究了這麼多的釉，我們把釉用上去

嗎？任何一個藝術你要講求它的特性，它的特性是什麼，要是失掉他的特性，

在我感覺上，這個藝術它就價值減低，那你何必去搞這個，你搞另外一個不

就算了，所以，我不願意去嚐試它，原因在這，我要它發揮陶瓷的特性，陶

瓷的特性就是一個土，一個是釉，這兩種東西都要經過火燒，然後它產生變

化，那陶瓷你溫度越高，它變化越大，它的質感跟量感都不一樣，那就是我

要求的；如果你要燒出低溫，我覺得就不一樣，低溫就是好成形，可是低溫

的話那質感沒有了，量感也消失了， 重要的就是那質感會消失，出不來，

不經過那麼高的溫度，那個釉的變化、質感就出不來，你看像青瓷，燒高溫

出來它才有玉的那種感覺，低溫怎麼會有那種感覺，沒有。高溫釉緻密、堅

硬，特殊柔和色調引發的美感，是它重要的藝術特質。這種美感，沒有煙燻

火燎之氣，卻是火的高溫熔融，粉碎了釉的分子到極微小的尺寸所成就出來

的「火的藝術」。低溫你燒出來的釉， 多就像低溫的玻璃，那種質感；我沒

有做造形的原因和釉的流動性及累積性有關。因為你燒一個造形，你這一塊，

跟下面一塊，它的轉折接合的地方，這個釉在這裡會產生變化，然後它會流，

流的話如果有阻礙，它這個就會不順，尤其是結晶釉，那是絕對不可以用，

結晶釉如果在它轉折的地方形成，就破壞了造形的構圖，就破壞了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不能用；假使那是普通的那種釉，只是色釉，可以用，可是這個釉

流下來接縫，到了這裡又產生一條溝痕，這感覺就不是那麼的好，（鄒生：所

以做平面的，就是為了要……），對，做平面的話這些問題都不會存在；還有

一個，因為是學美術的，你總是喜歡講求畫，畫比較容易表現內心的那種感

受；不是說造形不能，造形能夠，就是受到條件的限制太多，如果我用寬鬆

的裝置藝術的眼光去做，那是可以，那是什麼阻礙都沒有；可是，我對那來

說，因為我不認識它，我對它不了解，我不了解這種，也不願意去嚐試；我

希望我做的東西，是我真正的真有，我了解的東西，比方我要去創造一個東

西，那也是經過我思考演變出來的，變化出來的，而不是說隨性所至，隨便

找，管他的好壞，這種事情我做不到，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藝術天分，我

都是很刻苦耐勞，一點一滴，在真知的在我的掌控之下做出來的，（鄒生：老

師講的客氣，現在很多藝術家可不這麼認為），但是，那是別人，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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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生：老師講話很厚道）；像我畫這些，我每一筆是經過思考以後，做下去，

而不是這樣隨便就甩下去的，可是在陶瓷上面來說，往往我那一筆下去，跟

繪畫、油畫完全不一樣，可以修改，這就沒有辦法，跟水墨也完全不一樣，

水墨還可以有逆筆的方法，這你一下筆就下去了，不能動，然後等到燒的時

候，不見得就是你剛才所畫的那種感覺，它會變，為什麼，釉多了一點點，

它會把直線衝下來，會把它變彎曲，那力量就會散掉；所以，常常有人問我，

哪一幅畫你 喜歡？說實在我都不喜歡，因為我都知道那個有缺點；可是，

這個是陶瓷跟繪畫不同，就是每一點不是你能夠完全掌控的，它會起變化，

你原來的構想都會破壞，像那荷葉是 明顯，那釉多了一點點就滑下來，我

那時候線條力量，我是這樣子轉過來，結果那一撇就……，（鄒生：借我看一

下），你看……；像我畫這些東西，像這荷葉，我的靈感、構想是來自於什麼

呢？是敦煌的「飛仙」，（鄒生：哦！飛天），對，「飛仙」飛起來的那種感覺，

那種姿態，那個衣帶飄起在空中的感覺，那線條我是這樣來的，那荷葉怎麼

會飛，不會飛；我的感受是這樣來的，我要把它變化，但是，這只是一個進

步，並沒有達到我的要求，有的時候是顏色，有的時候是線條，有的時候是

釉的厚薄的渲染，造成的失敗，所以沒有一幅是沒有缺點的，每一幅都沒有

達到，（鄒生：沒有達到老師心中所構想的那個意象），對，所以都在嚐試，

一直也都在砸掉，重新來過…… 

------------------------------------------------------------------------------------------------------------ 

鄒生：老師您對機器這麼熟悉，是不是因為在部隊裡面是「裝甲兵」的關係？ 

超師：不是，不是，因為我要做一個東西要把它完成，比方說，我要畫大的陶板，

這問題就來了，你怎麼樣把這陶板立起來呀？不立起來要怎麼畫呀？對不

對，還有一問題，它會斷掉，它不是紙啊！不是畫布你擺那邊就好，它會斷

掉；那你怎麼樣要克服這些困難？  

你不克服這些困難，你怎麼畫，所以，工作上的需要，其實我不是學機械的，

那我就一直思考，一直思考怎麼樣克服這些困難，讓它不要破，怎麼樣克服，

讓它能夠立起來；有的東西我們要平面才能畫，因為它是「釉」，你知道嗎？

不是像畫筆，你畫上去，它黏在上面；你那個釉弄上去，它會流下來啊！有

的時候你要讓它平倒畫，有的時候要立起來畫，那這個就麻煩了，你這個要



210 文資學報│第五期 

動，假使單獨都像畫一樣的，那用筆畫，那就太簡單了；還有一個 大的問

題，就是「釉」，比方紫的跟藍的，你在那個深的釉藥沒有燒之前，它的顏色

幾乎接近，如果你不寫上編號，你根本不知道那一個是藍的，那一個是紫的，

根本分不出來，所以這個很困難，你根本沒有辦法分，那它的深淺變化，就

是釉你噴的厚薄，釉薄，燒火以後，它就顏色淺；釉厚，它顏色就深；就像

海水一樣，海水你在淺的時候看出來，是透明的過去，但在太平洋深海看的

時候是黑的，稍淺一點就是深藍的；釉也是靠它的厚薄，光線造成的折射，

就產生的顏色的變化；可是，你噴釉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畫的時候我要淺

一點，我每一筆用油畫或水彩，你都看得到，我調的顏色，這裡淺，那裡深，

我多塗兩筆，多上兩筆；可是「釉」不一樣，「釉」你深也是那個顏色，淺也

是那個顏色，你根本肉眼看不出來，但是你怎麼樣知道呢？就是靠經驗了，

我這裡多噴幾下，我這裡少噴幾下，它的顏色就產生了變化， 大的困難度

在哪？就在這裡。 

鄒生：老師我請教一下您從軍的生活，如果，我這樣子看您過來的方法，跟我爸爸

一樣，應該有榮民身份，對不對？  

超師：有啊！榮民身份我去榮總看病，沒用過幾次。 

鄒生：我爸爸也是榮民，跟老師一樣，看到國家宣傳，就從軍去，然後從軍去之後，

就像老師講的，踏上不歸路，一路當兵到現在退伍了。 

超師：那時代背景是這樣，像我們現在這時代，你只要去外面找工作，去闖，去幹

什麼都可以，你可以任憑你去選擇；那個時代沒有出路，你知道嗎？沒有工

業，根本沒有工業，也可以說沒有什麼商業，如果商業的話，就是「一根扁

擔」、「兩個籮」，你挑著東西去賣；那個時候，唯一青年能夠有發展的，就是

到軍隊裡，軍隊所謂的發展，一方面是報效國家，一方面到處跑；到處跑，

你在這中間可以充實自己，可以有機會，看到人事物的差異性。 

鄒生：老師跟我父親一樣，我父親也經過八二三砲戰，那時候他剛好人在金門，他

是步兵營，他幾個要好的朋友，都是砲兵。 

超師：哦！那他們比我要辛苦，因為我是裝甲兵，比較好一點，步兵太辛苦了，我

親眼看到過他們的那種辛苦的境地，辛苦的境地真是讓人落淚；那時候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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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砲戰，不是被砲彈封鎖嗎？我們的團就是用那個登陸艇搶灘，然後，就是

運用多少分鐘，把這一船東西給搬完；搬不完，就是軍法審判；結果，有一

天就是船來了，還有一點毛毛雨，不管你是軍官、士兵都一樣，一個人扛一

包，抽一根長竹籤，然後放到那邊去，就是計數量，搬了多少包，當時有一

個兵，體力不是那麼好，摔倒了，然後兩個人跑過去，把他架起來，他重新

把那一包放在肩膀上，一路哭，這樣走過去，那團長過去，一句話都沒有講，

拍拍他的肩膀；那真是讓人受不了，真是受不了！我這樣講，你可以體會哪

個……。 

鄒生：其實我爸爸也會跟我說，我爸爸有時也會跟我講他們在部隊的一些事情，常

罵我：「你這小孩子不懂得知福！」。 

超師：那真是，你們這一代真是太幸福了，那砲彈打起來，封鎖起來，真是……；

那通訊兵死的 多，（鄒生：為了架線），都被打死；還有一次，我送一個弟

兄到醫院去，我那弟兄是……，我忘了，是怎麼被打傷的，還是怎麼樣忘記

了，但是我到醫院，看到一個排長，那個排長瘋掉了，（鄒生：受不了那個壓

力），什麼壓力呢？就是，限期完成碉堡，他就哭啊！鬧啊！「報告醫官，你

要放我回去，我不能留在這裡，我一定要回去，我那些士兵好可憐，好苦哦！

不能完成要槍斃的，你放我回去，我帶他們做啊……」，那真的是苦，那真是

讓你看了受不了。 

鄒生：老師你沒有像我爸爸，我爸爸跟老師其實一樣，沒什麼學歷，然後就當兵去

了，後來他看大概要在部隊待滿久的，就在部隊裡面，找進修管道，去念陸

軍官校的專科班，所以後來就當軍官，所以退伍的時候是中校退伍，（超師：

我到中尉就退了），你沒有走在部隊進修的這一條路。 

超師：那個時代我真是說起來很「呆」，因為我是青年軍，大家程度我算是比較普通，

不是那麼高的，有高中有大學畢業；去當兵那時候一心一意想要報國，因為

那時剛好抗戰勝利，剛好是三十五年；所以那時候「國破家亡」，你真正親身

體驗一個國家不強盛，是怎麼樣一個情況，用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然後跑

去從軍，從軍後來三十五年還是三十六年，我忘了，那時候保送軍校，就是

二十一期，保送我去，我怎麼樣都不去，我說當兵是我應盡的義務，「當官」

覺得好丟臉的感覺，是職業軍人，我不當官，我就要當兵，那時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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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嘛！就退伍，這叫「復員」，復員我可以就學我可以去念書，那我「復員」

去念書可以不要繳學費，當過兵可以不要繳學費，想的是這念頭，怎麼會去

當職業軍人；那我在想當初，他們為什麼會看中我呢？這些連級的軍官，就

是那種愛國，那種是真正的從內心發出來的那種愛國，你想我經過抗戰的洗

禮，知道那種「國破家亡」是怎麼回事，所以他們會選我去，我不去，就是

不去，後來接著一年就跑到台灣了，說轉進，實際上是撤退。 

鄒生：那來台灣後有沒有機會在部隊再進修？來台以後部隊應該是有進修的管道？

老師還是沒有去？ 

超師：沒有，我到了五十一年的時候就退休，那時是中尉。那是因為之前我去了裝

甲兵學校，是軍官養成教育，所以才升到中尉。那時候楚戈也常常開玩笑罵

我，他說你「晚節不保」，跑去當官；那時候為什麼會去，因為被他們整得太

慘了，那士兵被整得太慘了；我原來是青年軍，到了台灣叫做裝甲兵，看到

裝甲兵是 現代的裝備，卻是 落伍的思想，那打擊非常的大，那簡直是度

日如年，那時候我常講，前面舖上刺刀，你爬過去就可以脫掉軍服，我就會

爬。因為在青年軍我沒有聽過「三字經」，沒有聽過，但到了裝甲兵，我看到

還有打屁股，那不用說「三字經」了，什麼粗的話都有，那精神打擊很大，

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這樣講你沒法感受，就等於現在把你放到瘋人院去，

你是他們的同伴，（鄒生：所以您選擇去退伍，然後去唸書），對，那時候，

我常常另有一種感覺，什麼事情就是一體的兩面，在那種被折磨之下，非常

痛苦，痛苦到極點，你的精神自然會昇華；所以，我就想到佛家那「苦行僧」，

他認為人有所謂的痛苦，就是因為你有「臭皮囊」，所以你不能夠升天，解決

了你的「臭皮囊」，讓你的靈魂昇華，那你就能夠升天；在那一階段，我就體

驗到這樣子的，這體驗，當時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現在回想

起來，何嘗不是一件好處，那是 嚴苛的訓練， 嚴苛的認知，讓你知道生

命的價值，人的意義是什麼；當時，真的就想「自殺」，而且「自殺」的人數

還不少呢！（鄒生：管理方式很粗暴），不能說粗暴，它整個的環境是那樣，

那些人是那樣子，所以大家都一樣，他不覺得粗暴，就連你現在在台灣，你

一開口，講那個粗話「三字經」，這不覺得是習以為常嗎？你不講這個還不夠

意思呢！你不講這個還不夠親，是不是？它成了一種風氣，所以，這是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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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悲哀。在台灣，比方這麼樣反外省人，看到外省的阿兵哥是那個樣子，

因為他會把國軍跟日本兵做比較，日本軍隊你看不到的，他們紀律嚴明，一

切都是國家就分配好的；那我們國軍不是，抗戰期間不發糧餉，沒有糧餉，

你找他要糧餉，給你槍桿子；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也看到他們可愛的一面，

也看到他們可恨的一面；我親眼看到，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子，看到日本人掃

蕩打過來廣東，那記得一清二楚，就是那個阿兵哥肚子上打了一槍，被日本

人打了一槍，然後，擔架就是一個門板抬到他，然後，我跑到他面前，我問

他你疼不疼，面不改色，告訴我為了國家這算不了什麼，我很感動；然後看

到那些沒有受傷的人，你猜怎麼樣？就是土匪樣，把人家的雞捉起來，綁起

來掛在槍桿子，就是那個樣子，（鄒生：落差這麼大），你看那種愛國的熱忱，

就是那樣；可是他們就是沒有給你槍又沒有糧餉給你，你怎麼活呀！敵人還

打你，不單是日本人打你，共產黨也打你，兩邊都打你，那你要活，只好搶。 

鄒生：那我看老師的一些資料，你退伍之後考大學，您好像選擇比較屬於文史哲方

面的，那大概因為跟老師當兵時喜歡念那種中國哲學有關係的，可是後來你

還是沒有選擇走哲學這一條路，選擇走藝術這一條路，這雖說到 後是「殊

途同歸」，但一開始還是有分界，（超師：對），那這樣的分界是怎麼造成的？

（超師：你說是怎麼樣？），我是說，你在念哲學的東西，當然你說哲學和藝

術 後面是一樣的，（超師：對， 後面是一樣的），但那還是到 後，但是

剛開始老師選擇的時候，本來好像選哲學，但後來好卻選擇了藝術這一路，

這中間的轉折是？ 

超師：這道理很簡單，我的程度沒有那麼好，因為，外文不行自己很清楚，（師母：

不要說那麼多，就說當年沒考上哲學系……），因為，當時在沒有讀這之前，

胡適之的書我都一直都在讀，他的《中國哲學史綱》，他只有一本上冊，為什

麼沒有下冊呢？因為他不會印度文，（堯師：對，他不會印度文），他沒有佛

學的資料，讀人家翻譯的，他真是了不起，只寫自己會的，他不會的沒有東

抄西拼，所以，我當時看這些，我自己也很清楚，我喜歡的，跟我能力所能

達到的，不是成正比，你基本條件不夠，如果是從按部就班這樣讀上來，我

可能會去選這條路；你工具不夠，做一個木匠，你只會用鋸子，那刨子不會

用，你怎麼行啊！做不了好木匠；順便講到這裡，「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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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自己的長處，自己的缺點，我覺得我比較有自信的，我知道我能完成；

如果給我時日的話，能夠讓我活二百歲，那我當然可以，可是不可能啊，你

只有那麼長的生命啊，你學不了那麼多；你們太幸福了，因為沒有經歷那麼

多，你不會體會那些，我這樣講你不會體驗，你真正肚子餓了，沒有其他東

西吃，你才知道，哦！飢餓是什麼滋味，你真正知道飢餓是什麼滋味；你老

爸跟你講這些東西，你會聽不進去，我講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還有， 好

玩，我說當時沒有發展的空間，沒有那個社會，你根本沒辦法，那小孩常常

會問，怎麼會呢？你們可以去做別的嘛！去找別的工作，一直到台灣，我脫

軍衣的時候，那時候的工作都不好找，到民國五十一年，你想找一個好的工

作都沒有辦法。 

鄒生：那既然工作這樣難找，你為什麼這麼毅然決然退伍呢？ 

超師：我跟你講，就是因為當兵我恨透了，我用「恨」這個字，那是真正是惡夢（鄒

生：所以那時你只想離開部隊，完全沒有考慮以後要怎麼生活），沒有脫掉軍

衣的時候，還在那裡做夢，我說只要有一支槍就夠了，我走到哪裡，打到哪

裡，吃到哪裡，因為我的槍法還可以，反正有鳥、有兔子我一定打得到，好

玩、作夢，有斑鳩，我一天 少可以打多少斑鳩，我就可以活了，真正是作

夢；那時候想，我有槍、有畫架、有書，我走到哪裡，打到哪裡，吃到哪裡，

幼稚，真是幼稚（鄒生：不知道社會的可怕），不知道；投到社會，我真的是

白痴，你想想看，我從十五、六歲到了軍隊，然後到三十多歲，根本沒有跟

外面的人接觸過；像從前放假的時候，人家放假出來，到街上去逛、去玩，

我不是，我放假是到山裡去，我不跟人打交道；我是覺得……，這怎麼說呢，

我感覺這人是「兩腳動物」，這給我的感受，所以一直到現在才比較好一點，

願意跟人打交道，實際上我是不太喜歡跟人打交道；比如展覽來說，這幾十

年，個人畫廊展覽總共 3 次，高雄展 1 次，台北龍門、歷史博物館展覽 2 次

（鄒生：到現在還是不喜歡跟人家打交道），我不是看不起別人，沒有那個心；

我是覺得，我到那裡面，變得很孤獨，人越多，我就孤獨，我覺得我好像消

失了；所以，像這些展覽，嚴格講，實際上不是我得的，是他得的，我根本

就不要；我什麼都不要；我不是真的什麼「退縮」，我不是那個意思，而是我

覺得，能活就好，不需要；因為，我們看人生，一定要去看到你當下，這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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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時間，你進步嗎？對人生，人說實在真是太卑微了，太渺小了，不值得

去拼啊，去幹什麼，沒有意義，我覺得你活在當下，怎麼樣掌控你的每分每

秒，不要浪費，就夠了。所以，我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我能夠有今天的知

識，不就是這樣子點滴得來的；人家就常說，你做什麼消遣，我本來想告訴

他，我沒有活的不耐煩，可是我不是要挑剔；連時間都不夠，那還「消遣」；

還有，人不管怎麼樣的聰明，怎麼樣有高智慧，在你人生的過程中，總有一

個盲點，這個盲點……。 

------------------------------------------------------------------------------------------------------------ 

鄒生：偉大的人做愚蠢的事。 

堯師：現在都看到偉大的人做愚蠢的事，那就是因為有盲點。 

超師：你看那些人為功名、為了利在那邊斤斤計較，人生不過幾十年、百年，你以

歷史眼光看，多麼短暫，若以宇宙的眼光看，簡直是不值得一提；你在看歷

史，那些有名的人，再看現代的這些人在那裡爭，再過幾十年，誰知道這些

人，沒有人知道，所以爭那個不是無聊嗎？尤其，看那個張學良（堯師：實

在是那麼年輕就這樣），那真是感慨很深，他活了那麼大年紀，他能夠用的年

齡有多少，真正能夠為國家效力的有多少？我不敢說他白活，他如果有一點

腦袋，當時這個國家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中國也不會那麼悲慘，（堯師：他

這屬於歷史關鍵，當時怎麼會變成這樣，他也不要去跟著回來，也不要送他

回來，就這麼一戰，被軟禁以後，四川、廣西那邊…），我聽他那些講話，你

就會知道這個人，…… 

堯師：我看你要開始下次集中焦點，對老師全面做好這藝術，一段一段來……。 

超師：我那個畫架搞好了，（堯師：應該要做老師的紀錄片，這機械創作品，那個豎

起來那麼高，屋頂都突破了），這個不夠……；我常常告訴你們年輕朋友，你

們以興趣去做事，怎麼樣辛苦都不要怕，你堅持去做，你就會成功，一般解

決困難的，我感覺到都不是那個絕頂聰明的人，而是那個會堅持的；聰明的

一覺得那個不好，馬上轉一個方向，所以一輩子換來換去，就換掉了；像我

做陶瓷，給我深深的感覺，就是因為我太笨了，我不是謙虛，因為我不會轉

彎，我沒有辦法做出來，我就不管，非把他搞出來不可，生活怎麼樣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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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都不太考慮。 

鄒生：老師你要不要談談你在藝專的求學階段？我在你的書上有看過一些，但是那

些大概沒有二千個字就寫完了；你在藝專唸書的時候，在那本《窯火中的創

造》有寫，但字數不是很多，大概就是提到利用寒暑假打工畫畫，大概就是

這些；但我想這四年絕不只有那樣，譬如老師學雕塑，可是寫雕塑的東西，

寫得並不多；所以老師要不要談談，你在藝專求學的年代是怎麼樣情形？ 

超師：我進藝專，就是大專聯考以後，我知道我一定會考取，考取的時候身上一毛

錢都沒有，真正的一毛錢都沒有，吃 後一碗陽春麵，那時候我跑去找趙越

老師，我跟他說：老師我身上一毛錢都沒有了，他說：沒錢（他是東北人），

然後，就講了這麼一句，因為他那時住長安東路，很熱，他拿出草蓆，兩人

一起躺在草蓆上，然後就開始問我，他說：孫超，我問你，你有沒有賣過血；

我說：老師，我沒有賣過血；他就哈哈大笑，你還沒有賣過血，你知不知道，

當年我窮得去賣血，你到現在還沒有賣過血，那算啥，怕什麼怕，沒錢怕啥，

不要怕，明天跟我去上班；這句話講出來，你曉得當時給我的感覺如何，我

心裡的石頭，碰！就掉下來了，我說我窮得，還沒有去賣血，老師當年去賣

血，那他叫我明天跟他去上班；當時那樣一句話，比給你多少錢都來的有力

量，馬上就恢復自信，就有那種信心，隔天，就跟他去上班；上班，他畫草

圖，我就幫他填顏色，幫他著色；那時他設計—烏拉圭的商展，我跟他說，

老師如果你這些牆面用蠟染，做出來不是很漂亮嘛！用蠟染做出來這種古樸

的感覺很漂亮，他說，這個主意好！我們就來設計這個。 

鄒生：其實我一直不太了解我爸跟我講的話，因為老爸沒有像孫老師跟我說這麼大

的道理，他只跟我說，當軍人有什麼好，你老爸當了一輩子，還不是這樣子，

不要，不要；可是，我想他的心情大概就是像孫老師這樣，因為他也是青年

軍，所以，他可能也覺得說，你是為了什麼去當軍人；他說你去當老師，不

要當軍人，所以我就選擇唸師大，可是說實在話，我到現在還是對我爸爸不

讓我去唸國防醫學院，我還是有點耿耿於懷。 

超師：現在時代不同，如果你當軍醫的話，也十年就可以退職；不過你要想，你沒

有當軍醫，你離 SARS 很遠，那當有一天，你要知道，你做這事情到底為誰，

為啥乎？當你有這問題存在，你發覺這問號是空的，不值得的，那你就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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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滅了，你思想想得越深就越痛苦，（鄒生：思想想得越深就越痛，所以只好

寄情於藝術），然後，假使你真正能夠想透，那就好了，那就不痛苦了，可是，

你在那個年齡也無法想透，後來有一次就想自殺，因為看到這些貪污，這些

社會的事情；後來有一個長官就告訴我，這些就像你床舖上的臭蟲，臭蟲是

要吸人的血，那個臭蟲只不過吸你二滴血，你就要為了這臭蟲去自殺嗎？他

這句話，把我搞醒了，那些人渣就是在整個社會來講，他就是臭蟲，你要為

了那幾個臭蟲要去自殺，你要是厲害有辦法，你就用 D.D.T 將牠消滅，把你

的床舖板，搬出去用開水燙，消滅臭蟲。有一次，他們漢聲出版社舉辦攝影

展，送了一套書《中國歷史影像》，我當時沒有掀開看，拿回家來看了那照片

本以後，泣不成聲，因為那些照片，就等於把我從前小時候那一段的記憶，

那些事情，等於全部喚回，（堯師：苦難中國，是嗎？），對，苦難中國，（堯

師：逃難時代， 悲慘的小孩子的影像？），我看了那照片的小孩，那就是我，

我當年就是那個樣子，（堯師：在徐州啊？），對呀！在那個時代來說，痛苦！

痛苦！也很感謝的讓我活得比別人要充實…… 

鄒生：那個趙越老師，他幫你籌學費？ 

超師：對，然後他帶我跟他去上班，上班設計那東西，我建議他設計蠟染，然後，

那蠟染我可以做，我做又可以賺到錢，那時候台灣沒有幾個人會做蠟染？所

謂「蠟」，一定就是用「蠟」嘛！然後蠟染，怎麼染搞出來，我就在那裡想，

在那裡思考這問題，問他們怎麼可能告訴你，根本不可能；然後，想到小時

候點蠟燭，那蠟會不小心滴到身上，滴到身上你會把那蠟摳掉，一般就會有

裂紋，我就想到會不會是這樣，然後，我就到書店去找書，被我翻到日文的

書，但是，我看不懂日文，半讀半猜，那有些字知道有些是漢文，然後，就

講蠟熔了以後怎麼樣塗到布上去，顏色怎麼搞進去，普通這布，顏色進不去，

要脫脂去掉脂肪，那上面有寫，這太重要了，然後，就買了那個氫氧化鈉，

就是「火鹼」，那時候只知道叫「火鹼」就去買了，買那個時候不太懂，不知

道那個厲害，倒到盆裡面，然後澆水，「啪」就爆炸，我手上這個疤，就是那

時燒的一個泡，然後，就把白布放在裡面泡，把棉花脫脂，脫脂後就可構圖

染色，那蠟很簡單，跑去漢口街買，就刷上去，凝固後掰開裂紋再上色，再

去掉蠟，用蒸的定色，成功，你只要有心想去做，我常常自己當老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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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這是什麼？這是怎麼做的？」，只打了一個問號，從此沒有答案，這

還算不錯的；另一種人，根本連問號都沒有，我常常鼓勵小孩，你有了問題

然後去找答案，我就是那種人，就去找答案，怎麼做？所以，我一下就研究

出來了，就做實驗就成功了；然後，第二步，就去找染料，染料有直接染料、

酸性染料，鹽基染料，分為這幾大類，那你要知道，棉布是要用直接染料，

酸性染料是對毛織品，鹽基染料是對化學尼龍纖維，很快我就研究會了，只

是沒機會做。當時接這個工程的廣告公司叫「雷克」，我就向雷克包這個工作。

但是有別人來搶這個生意，本來我是向雷克要一萬元，那時一萬元很大，搶

生意的人說願意五千多元就做了，雷克說人家開價這樣，我說既然人家可以

做，我當然也可能做，他們說如果我做就給六千元；我就連夜做，搞了一個

禮拜，碰到天下雨沒有辦法拿出去曬，就用熨斗燙，在那小閣樓裡，然後上

班時候就打瞌睡，然後就被老闆看見了，看到我一臉「倒楣相」，你身上一毛

錢都沒有，人窮志短，那東西會表現在你的臉上，你相不相信，沒有經過這

個你不會相信，（鄒生：我以為那是書上寫的），那小偷是被警察怎麼捉到？

是他臉上寫的；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越倒楣之下，看到我老瞌睡，那老闆就說：

趙越這個人我不能用，那個趙老師很護短的，聽到這個氣死了，「他不是來賺

你們的錢，他來幫我的忙的，一毛錢都不要領，他明天就走」，我當時在那裡

多難過，可是我那種難過，只是惋惜，我說，你們吃得太飽，不知道別人的

飢餓，你看我在打瞌睡，你曉不曉得，我已經一個禮拜沒睡覺，只是說不出

來啊！好吧，我就離開了，剛好做了半個月，一個月都不到，拿了一千元，

一千元那時候多大的數字，本來一個月二千元，我可以做一個暑假，結果二

個禮拜就滾蛋了，然後蠟染完成了，拿了六千元，加起來七千元，哇！好多

錢；然後，又一個朋友介紹我到「美軍顧問團」，他們聖誕節畫壁畫，我去幫

他們畫，介紹我的人是杭州人，他不曉得我畫素描的功夫，他不知道，他看

我幾百尺就給他畫出來，那個牆 7 尺的夾板，一片片這樣拼起來，那圍牆之

大的，我就畫出來，因為那有底稿，就是聖誕卡照著那個畫，畫了以後，他

就很驚訝，然後那個外國老闆，就是那個總經理，就這樣看；然後我那朋友

就幫我去著色，像油畫一樣，結果他畫不過我，後來，那些美國人太太、小

姐，就抓著我：來！來！來！我們一起拍照，哦，那老闆高興得不得了，然

後在那一個小時八塊錢，（堯師：那時是民國幾年？），大概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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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師：民國五十三年的經濟物價我講給你聽，他們這一代還沒有出生，他講那多少

錢？可能沒有意義。我民國五十二年進北師，一天早餐、中餐、晚餐，北師

的伙食費用六塊錢，一天伙食費六塊，一個月是一百八，你就知道，五十二

年到五十七年畢業，伙食費都一百八，畢業呢？教書一個月多少，民國五十

七年的時候，一個月七百八，教小學七百八，口號喊好久，一個月七百八，

很可憐，他們這一代不曉得，我就是在那個，（鄒生：我還沒出生），所以，

他不曉得，聽到一千塊、七千塊他不知道多大，（鄒生：不知道多大），等於

快要半年到一年的薪水。 

超師：七千塊很大的數字，（鄒生：那一小時八塊，也算不錯了），很好哦！那進不

去的，（鄒生：我剛一直對一小時八塊沒感覺），（堯師：我跟你講民國五十七

年小學老師一個月七百八，我可以算出來），然後，我跟他們總經理在一個辦

公室上班，那時就發現，外國人上班時態度之認真，那總經理客人一來他跟

客人談事情，客人走了他沒有事了，就叫我給他一塊板子，幫我填顏色；那

有一女上尉，是管財產打字的，好的不得了，他們可以去軍官俱樂部，我們

不可以，我們只可以去士官俱樂部去買東西吃，他們階級觀念非常清楚，但

她每次回來就給我帶蛋糕，帶什麼給我吃，那白天在那太陽底下畫那白色板

子，夠刺眼的，然後，她就把她的太陽鏡給我戴，我那個時候，一句英文都

不會講，不敢講，一天到晚上班像啞吧一樣，尤其我的自尊心非常強，因為

美國人根本就看不起，他們動不動鈴一響，所有的人都不准動，在幹嘛？那

憲兵便對中國檢查搜身，就是那個（堯師：那是我們那年紀長大的，聽到就

知道，他們這年紀都不曉得，無法想像），那你想你那自尊心受多大的打擊，

我上班的時候，我的衣服洗了以後，會借人家的熨斗燙平了去上班，都是筆

挺的，然後又沒有草帽，我就用一紙箱，做一草帽戴在頭上，那上尉的眼鏡

給我戴，對我愛得不得了，然後對我講，暑假後就開學了，開學就要新生報

到，我去藝專報到，跑去找教官，因為我是軍人，他是戰車科的，我也是戰

車科的，那我就跟他講，我可不可以晚幾天來，那軍訓我不需要嘛！那邊有

工作我去做，他說：可以可以，你去吧！我就多做了半個月，多賺了一點錢；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那總經理就跟我講，只要你一畢業，或者你暑假，你

回來工作，我都非常歡迎！我心裡想，我不是那種奴才的人，我不要賺那種

奴才錢，因為你自尊心受到打擊，那時候你看看，我年齡那麼年輕，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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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我下了班回去，躺到那裡不能動，就是要爭口氣，不是所有的中國人，

都要你去檢查口袋，我不是那個人，開始他們試驗我，就是為準備聖誕節換

季而加班，工作忙得不得了，我晚上就加班，加班他們所有的人都走了，就

剩下我一個人，給我一把鑰匙，然後他們故意把錢丟在地上、桌上，我心裡

面想，你這一套免了吧！就想試驗我，我從小就不撿地上的東西，我逃難的

時候，人家東西掉在地上我都不撿，更何況是現在；從那以後，他們就把鑰

匙交給我，隨便上班，自己打卡，所以，我走的時候，他們非常捨不得，那

個時候，人家託人買酒、煙，那時美國的東西台灣很缺乏，我從來不找任何

人買任何東西；這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別人也會尊重你，（堯師：這就是

藝專的點滴，這段外面大概不知道），（鄒生：這在外面我沒看過，老師好像

沒提到過），閒聊嘛！ 

鄒生：那李德老師呢？我在老師的書上有看到你提到李德老師？你是跟他學畫嗎？

（超師：學素描），（堯師：素描，對，他是素描），可是我看他年紀跟你差不

多…… 

超師：對，他比我大一些，我那時剛開始養雞，也剛拿到「准予報考」的證明，先

試試看考大專院校，那時在師大考，郭軔我都很熟，他監考，然後，就跑到

我面前來說，孫超，你怎麼搞的，還不趕快上色，叫我上色，我跟他講，我

不會啊！但是我會畫那個輪廓，用那線條，但是我不會著色，我沒有學過，

我不會呀！真是好玩，他講你怎麼還不著色啊！後來到第二次聯考我總算會

了，也考取了；我想當時閱卷的人一定覺得奇怪，怎麼搞得，這個人完全不

會著色，那種表現；用炭筆皴那個光影，我不會，我只會用線條表現立體。

上了藝專，我才學得更好一點。在李德老師之前，沒有任何老師教我素描或

美術，我一直是「比葫蘆畫瓢」，但是李德老師教的素描，是他自己的風格，

他畫的很好，卻不適合用來教學生，學生又領悟不了他的深度，只能模仿出

他的形，這種模仿我無法接受的。（鄒生：那你上藝專再去學著色那些東

西？），有點忘了，藝專之前還是藝專之後，也看過日本素描的書。（鄒生：

我看書上是寫，老師是要考藝專術科之前跟李德老師學素描），我考了二次，

第一次考的時候，我正在養雞，（鄒生：所謂的科學養雞法）；大概是第二次

考前，我去李德老師畫室好幾次，他也不收學費。第一次考學科，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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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我看了似乎都知道，就是答不出來，那時候完全沒有準備；等到第二

年，第二次我就知道了，要準備去考，然後去那補習班去補，那時候叫建國

補習班；那老師在上面講歷史、地理，他在上面講，我在下面翻書找，找不

到，不曉得在講些什麼，你根本沒有讀過，你怎麼會知道呢？後來第二天上

課，我就知道了，我就先在家裡，先看一看準備好了，然後他講我就知道了；

我考歷史、地理，我全部畫圖，歷史我畫座標，縱座標、橫座標，所以複習

的時候，我就是看我的座標，當時，我在想，考地理、歷史我一定拿滿分，

那種強烈的自信，尤其地理，我那時腦子常出現那地圖，尤其那氣候，我簡

直是一清二楚，就是定要拿一百分，結果都沒有拿到，沒有戰場訓練，你知

道嗎？考試的時候，答卷都被我手上的汗搞濕了，真可憐；你要曉得，我還

在那裡算，幾塊錢我這餐吃什麼，下餐吃什麼，還是吃一個饅頭，還是吃碗

陽春麵，考完了一毛錢都沒有，你自尊心又強，退伍軍人好像腦袋上刻了字，

比囚犯都不如，那個心情真是難過呀！你無法體驗，我記得我去彰化銀行去

領錢，腳踏車放在部裡，那時我在南陽街上班，出來以後，我的腳踏車不見

了，我跟那警衛講，我腳踏車被偷了，他在我耳邊悄悄說，我告訴你這就是

退伍軍人偷的，你想一想，我沒有勇氣告訴他，我就是退伍軍人，那時候桂

林路，那些賣舊貨的就是退伍軍人，你去看東西，你不買他會罵你，台灣話

說什麼「小偷街」還是什麼，當時，對我是很大的傷害，現在聊天，我願意

談這事情，我覺得如果人生的過程中，有所值得回憶的話，這是我 得意的

回憶，為什麼 得意呢？那些苦我吃過，如果我跟你一樣這麼好運，我不是

今天這個樣子，（堯師： 後那事情是兩面的），我 喜歡談這些，這是我

得意的，吃那些苦頭，（堯師：因為你人生裡面沒有「怨」，任何一塊顏色你

都沾到），我畢業以後就到新莊中學去教書，我教了八個月，就到故宮，（鄒

生：為什麼沒有機會教下去呢？），我去故宮參觀，然後就遇到楚戈，（鄒生：

是同學嗎？），同學，在軍隊裡又是同事，我一遇到他，那時沒有去過，第一

次去，一看，天啊！這麼好的環境，然後，我說，你在這裡啊！他說是啊！

我說這環境太好了，這裡適合我，我要到這裡來，楚戈就問我，有沒有關係，

我說什麼關係，他說人事關係…… 

超師：然後，當時我就跟他講，我一定進得來，就是那種信心，我一定進得來；然

後，我就回去了，而且常常打電話給他，問他你們那裡有沒有機會，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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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有缺你告訴我，我就自我推薦；有一次他說，有，有缺，然後我就自我

推薦，就去了，那時是器物處，器物處當時要製造一個復古仿製的模型，我

說這個，因為先得到資訊，就好辦了，就連夜速仿唐三彩，用油畫顏料塗一

塗，像是陶瓷的，然後，帶著我參加全省美展得第二名的獎狀、素描及鉛筆

畫，跟這仿製的唐三彩，我說我會做這些東西，我有得過獎，然後這是我的

素描是這樣子，這是我當時畫的玉蜀黍、還有風景畫；他們一看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跟他們還講了「驢話」，那真是「驢」，現在想起來真是年輕，我說

我會這些，你們要不要，但是我要問我到這裡來工作，你們要叫我做什麼？

如果這些工作適合我，我就願意做；如果不適合我，就是再好的名稱，再好

的職位我不要；我那天就講這個，他們這樣子看我，人家還沒有要你呢，你

就講出來這些，然後，他們另外也想，沒有碰到一個年輕人這麼狂傲的；那

個時候，黃昌惠我跟他講，我有去故宮，他說：不可能的，我說我一定去得

了，結果我去了，他說：孫大哥，我真是佩服你了，你真的做到了；後來，

見了院長，他們講過一個禮拜等通知，然後，副院長跟我講，還要調查；我

當時聽到要經過「調查」，很驚訝一愣，我說啊！還要調查，他說，你有犯過

案嗎？我說，沒有，沒有，我只有 光榮的歷史，希望你調查；我真的就只

有 光榮的歷史，結果，一調查，就通過了，然後，就找了一個立法委員，

那是我老師的先生做保，就進了故宮，很有趣吧。我跟你講我教書的經驗，

去教書我就在想那種熱情，自己年幼時沒有好老師沒有人教，自己摸索，一

直就希望有人指點我一條路，我在當兵的時候受過教官訓練；我教書的方法，

我就按照我在軍隊當教官的方法，美國人的那一套，一個小時的課要準備八

十個小時做準備，不然的話，你這一套講義教給別人，別人照念跟你教得一

模一樣，是要這種要求，我就是用這種方法，充分的準備，然後，把軍隊那

一套，全部都準備好去上課；第一天，我就把學生給唬到了，我就跟他們講

「美」對人生的重要性，怎麼樣，怎麼樣，然後我就講，現在講這些，如果

你們不信，那我做這個實際的給你們看，我說在藝術家眼中沒有醜陋的東西，

學生都很皮，我說什麼都是美的，然後眼睛用探視的方法，看講台後的掃把、

垃圾桶、畚箕那些，我眼睛在看那些，那有學生就很調皮，說「老師，那字

紙簍也是美啊？」，我說，對，你說對了，我就等他說這句，然後，就把那些

字紙簍跟掃把，往講台上一擺，前面的學生就後退摀鼻子，我說，好！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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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黑板把它畫下來，畫的時候，我是用他們的角度來畫，不是我的角度，

是他們在看，不是我在看；我是事先演練的，在我沒有上課之前，我就在黑

板上畫了很多遍，都研究好了，那時東西向上一擺都是那個角度；畫好了以

後，我說，你們看如何，那學生，哇！就這樣「哇！」一聲，第一次就被我

征服了。後來上課，我就給學生規定，老師上課不准講話，不准擾亂別人，

你們對於老師的課沒有興趣沒關係，你們不可能每一個將來都成為藝術家，

所以，老師不讓你們浪費時間，你們乖乖的看自己的書，不要擾亂別人，到

時候你們每個人都及格，但是我規定你們畫的畫，你多畫一張畫就給你多幾

分，但是， 多你也拿不到一百分，但是， 低你也拿七十分，你們都可以

及格，但是，絕對不可以妨礙別人，老師講的有興趣，你聽一聽，沒興趣，

你不要聽；學生真是高興得不得了，那我也真的這樣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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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訪談記錄（第三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3/07/30 

超師：……我的個性是這樣，當一個東西沒有做成，你就宣揚自己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不好；我一向都喜歡悶著頭做，等做出來以後再說。那個日本交流協會

的聯絡人叫「郭島」，是他在聯絡主辦，然後，領隊是日本的吉田耕三，非常

有名；那時候，由於郭島常常跑故宮，跟我們院裡面、院長很熟，他那時講

日文，我們院裡有日文翻譯，院長秘書黃敏惠小姐，就帶郭島來我家；來我

家以後，黃小姐拿了一件東西，一件青瓷的作品，她帶著郭島她說我要去還

朋友這個陶瓷，那個郭島一看到她拿的是青瓷要來還我，他就要求黃小姐說

我能不能跟妳一起去妳這個朋友家拜訪一下看看，她說：可以啊！她就帶著

他來我家；一看到以後，哇！他就非常的驚訝很高興，然後，因為是他主辦，

他就直接邀請我，然後，第二天，他們整團全體都來，那些人提出了很多問

題，我當場就跟他們解答，他們高興的不得了；他說你沒有參加，這樣子我

們也都看了，也可以，後來他還是再次邀請我，要我參加；我再一想，如果

不參加，人家會說你「自命不凡」，對不對？我說，好吧！那我就去參加；就

是這樣子。 

鄒生：我看那些雜誌上面，只知道前因不知道後果，現在大概知道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有看那雜誌，在那一次展覽，似乎對日本……就是吉田耕三他們對台灣

的陶瓷似乎覺得好像跟他們比起來，有一種我們被他們比下去的感覺，那孫

老師您在現場看的感覺怎麼樣？就是說把我們的作品，跟他們的作品比較起

來，這是他們雜誌上的，甚至他們後來還開了一個座談會，大家都還在深切

的反省，說我們不如人家，那孫老師你現場這樣看，真的是那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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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天上地下（鄒生：天上地下），我們的幼稚園（鄒生：真的那麼慘！），非常

慘，我們的作品一擺出來，黑壓壓的一片，都是一個調調，沒有幾個有釉的

質感，那這樣擺在一起，就是黑壓壓的一片，造形也比不過人家，那釉就都

不用談了，人家來的人，有很多都是個個名家，那名家每一個都有他的特色，

那都非常好，我們怎麼跟人家比，不能比。你知道現在來說，我們跟他來比

還是輸給他們，（鄒生：還是輸給他們？）當然輸；主要輸的原因在那裡呢？

他們有傳統的根基，做陶藝的傳統根基，我們是斷層，突然冒出來，你了解

嗎？（鄒生：嗯！）應該說，我們的根基比他們深厚，但是，我們中間一段

斷層，沒有真正多少人去學陶藝，去學陶藝去做陶藝，沒有多少人；那在這

個中間，像你在師大，那你自己想想看，你學到什麼東西沒有？你學到什麼

樣的釉？學到什麼樣的造形，照理說，你們算是 強的，可是你實質上來說，

到底學到了什麼，那外面的人更不用談了，在那個時代，釉方這些東西，都

是保密的，絕對不肯外洩的、不肯教、不肯講的，因此在這方面，我們不但

比別人差；還有一個，做陶藝的，當時的一種心態，就是一種玩的心態，不

是真正的一種專業的精神，要靠這個維生去做的，那就不一樣了，那當然就

比人家有差了；你要看人家的名片，這樣一拿出來一張名片給你，他都是第

多少代，他們都是世襲的，家裡面都是做這個東西的，然後來做；那我們台

灣恰恰相反，真正做陶藝的做陶瓷的人，反而沒有幾個人參加，沒有幾個人，

十個手指頭扳出來，都數得出來，沒有幾個人。 

鄒生：所以意思就是說，當時那個年代我們的專業陶藝家，其實幾乎是沒有。 

超師：幾乎是沒有，太少了，就是靠這個維生的，太少了。那我記得很清楚，當時，

做這個釉上彩的，包括中華陶瓷、市拿，市拿他們剛開始是從香港請了一個

師傅，那個香港的師傅教他們怎麼樣畫釉上彩，那時候就二、三個人，我忘

了是那些，那剛開始，（鄒生：他們還是七十幾年開始，那時候我們在大學唸

書的時候，常去他們那邊參觀）那時候你們去參觀，已經有了一個規模了。（鄒

生：一個規模了，對。那時候，大概是七十八年的時候）那已經有了一個規

模了，在那之前就請香港師傅，他財力雄厚，有錢（鄒生：也就是說他在台

灣找不到專業人可以教他們），沒有，沒有人，會的人……，畫釉上彩……那

時候……中華陶瓷應該有（鄒生：許佔山他們），任……（鄒生：任克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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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鄒生：他們也不會教人……）不可能的事情，這些人……他

們實際也不能畫，（鄒生：對，他們都找別人畫）。 

鄒生：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在七十六年的時候，我還在唸大學，剛好對陶瓷

剛開始有興趣的時候，我們社團有訂藝術家雜誌，那我就看到孫老師在上面

有發表一篇文章，講那個銅紅釉藥，那時候我就覺得，怎麼會有人願意把配

方，寫這麼詳細公佈出來，我們那時候有學長就講說，這搞不好是騙人的；

我們就想說，反正上面都有材料、有數字，就試試看；那我們一試，當然是

因為我們火候控制的可能不好，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那個東西是可以燒

得出來，只是因為我們的機器設備等等不夠完整，所以我們燒不出來；那我

們學長說奇怪，他就看看名字，就是孫老師你的名字，就覺得這個人是誰，

怎麼沒有騙人，那時候，我們自己都很訝異。 

超師：怎麼沒有騙人。 

孫師母：我補充一下哦！那個時代本來是想一系列全部都寫完的，後來寫完鈞釉以

後，沒有再繼續，是因為藝術家雜誌配合圖的部分太差了，圖的彩色的部分

太差了，（鄒生：對，那時候的印刷好像也不好）看了很生氣，後來決定不寫，

算了，要不然會全部寫好了寄去。（超師：全部都寫完了） 

鄒生：那時候我記得我只看到銅紅跟黑釉，青瓷我好像就沒有看到，青瓷好像就沒

有發表（註：其實有發表青瓷）；那時候我們就很好奇，其實那時候我們都不

認識孫老師，七十六年我們大概隱隱約約有聽過孫老師的名字，但是，孫老

師您可能在外面的展覽等等比較少，我們就不太了解，也不曉得孫老師您長

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們在社團做參觀也都是去……，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所以都是去教育單位，譬如說我們去看劉鎮洲的，或是去看林葆家的，或是

去看市拿，也不會想說去拜訪陶藝家看看，那時候也不敢，總覺得陶藝家好

像離我們很遠；我們學長都有把那個實驗拿來作，有幾個學長，現在他們

都……，譬如像郭義文，還有林新春，這些學長我們都認識，他們都真的有

去作那些實驗，這些學長都覺得，怎麼會有人……，就是覺得怎麼沒有騙人，

那時候他們有做出來，只是燒得不好，燒得不好是因為我們的還原窯沒有那

麼好，（超師：也自己知道控制不來那麼好）對，因為我們的還原瓦斯窯，我

們其實大部分都燒電窯比較多，（超師：還原窯不太會燒）對，燒還原窯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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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燒，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那顏色好像有出來，只是技術的關係；但是，後

來又覺得，怎麼後面一系列都不見了，就沒有再……，因為記得之前看的時

候好像說，有研究的一系列要發表出來，怎麼都沒有看到，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時候我們還在唸大學，所以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超師：還好，這樣算起來還不錯；奇怪，那我現在怎麼發覺，看這些研究陶藝的，

做陶藝的，很喜歡看書的人不多，好像是……（鄒生：做陶藝的喜歡看書……，

不曉得），好像不多……；我為什麼提出來這個問題，這是，我自己碰到很多

人，叫他看書，他搖頭，很奇怪，但是學畫的人，好像比較喜歡看。 

鄒生：譬如說我在佛光研究所有一教授，不知道孫老師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倪再

沁，他是現在東海美術研究所的所長，我曾經跟他討論過陶瓷這一樣東西的

藝術價值，他就一直覺得，陶瓷因為要燒火，還要使用泥土，所以他一直覺

得說，陶瓷藝術性的價值，應該是，在一個作品裡面應該呈現出「火」或是

「土」的感覺，那我就跟他說，如果照老師這樣講，那譬如說古代那個青瓷，

那個你也看不到「火」，也看不到「土」，它純粹講顏色，那您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變得沒有藝術價值，他說這種東西，它有歷史性，當然它的顏色感覺

很溫潤，但是他一直認為說那個東西，技術性太高，（超師：技術性太高）對，

他說技術性太高的東西，它的藝術性就很難……（超師：很弱）對，他就一

直持這種論點，但是我一直很不以為然，可是我又……（超師：沒有辦法提

反論……），我沒有辦法，因為它真的技術性比較高，因為你不是這科班的人，

或研究這類的人就做不出來；因為，我也沒辦法反駁他，當然，我覺得沒錯，

「火」跟「土」是很重要，可是，你跟我說，像這種技術性高的東西，你跟

我說它沒有藝術性價值，打死我都不承認；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很有力的

去說服倪再沁老師，不曉得，孫老師您有什麼看法？ 

超師：OK，他提出來的這種問題是有很多外行人覺得正確；但是火和土的藝術性，

是有不同層次的表現形式的，重點在於陶瓷作為藝術，是要擺脫它的工藝性

格，把創作者個人的美學呼應出來，而不在於它的技術性高低與否，也不在

於它是直接烙記著火舌的痕跡，還是高溫熔融後的美感。「技術性高，所以藝

術性很弱」是因為技術就把你困住了，當然藝術就很難表現。因為你學得還

不夠徹底，沒有辦法回答他，很簡單，比方陶跟瓷你現在很明顯的可以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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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是那個低溫的、沒釉的陶，跟高溫的、有釉的瓷，他的質感是完全兩

回事，怎能一定說誰優誰劣？你再回憶一下，中華陶瓷所做的陶，不是在上

面也是畫畫嗎？也是畫畫嘛！對不對，可是那種陶瓷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樣

的感覺，那現在這個高溫的陶瓷燒出來的，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所謂的藝術性， 重要的一個質跟一個量，這兩樣東西，它呈現出來的

藝術性，比方像金屬給你的那種「剛硬」的感覺出來，陶和木材給你的是「溫

暖」的，溫和的這種感覺，瓷給人的感覺它是「溫潤」，很高貴的那種感覺，

在它的質地上，也會感覺它很堅硬，而且再細分每一種高溫釉瓷，也有它獨

特性的質感，像像青瓷它很「溫潤」，像玉一樣的這種感覺，銅紅這種寶石紅，

它那種紅的變化，自然得像蘋果一樣，這都是它的特性，其他東西做不出來

這種感覺，像那個汝窯，它給你那種「沈穩」、那種「空曠」、那種「內斂」，

那種的質感，其他東西沒有這種感覺；所謂的「藝術」，真正的要給「藝術」

下一個定義，很難，尤其是現在，現在也不講究「質」，也不講究「量」，也

不講究「美」，你要給它下一定義，真的很難；從前我們講求的是這些「質」、

「量」給人的感覺，還有 重要就是「美」—美感，還有一個它的內涵，這

個東西呈現出來，這個作者所要表現，所要述說的是什麼東西，它會把這訊

息傳達給對方，比方像國畫，像范寬的《谿山行旅》我要形容的是這個山的

壯麗，那我要告訴你是這種，它可以說出他自己，別人可以感到「啊！真棒

啊！」這種感覺。像古代的東西，除了它的內涵精神以外，還有作者的這種

功力，他運筆的筆的力量，可以呈現在紙面上，所以中國畫，我們叫「寫」，

而不叫做「畫」，可以「寫」出來，是他們每一筆用筆的力量，人們從畫裡可

以讀出來，可以知道這個人，他下了多少功夫，而不是徒具那種形象，它代

表書法的意境在裡面。陶瓷這種媒材雖然不易掌控，但是確實可以表達出這

種內涵的。另外，那種「觸」的感覺，以雕刻來說，它有兩個特質，一個是

浩大，佔據空間的震撼感，另一個就是精細，它做出來的主題、內容，要說

的東西，你也會感受得到；像雲崗的石佛，那種「大」，那種讓你看到心靈起

了震撼，這就是「藝術」，就是這樣子；那陶瓷，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跟你

帶鑽石，意思是相近的，因為比較小，所以是珍玩它、把玩它、欣賞它，它

沒有像大的作品，給人震撼的力量，陶瓷缺乏這種，這是在過去；現在就不

會了，現在你作一幅大的壁畫出來，就會讓人震撼；陶瓷同時具備了繪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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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某些質感，這是它作為藝術的一個獨特性。所以講藝術，你要給它下

一很明確的定義，我只可以這麼說，什麼是藝術，一個東西做到了「極致」，

做到了 好，那這個東西沒有時間限制，沒有空間限制，這個東西擺到那裡，

它不會被淘汰，你都會欣賞它；像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它更是有歷史價值，

那些圖騰，那些造形，如果我們換個話講，它就是 「現代」的，它那線條

的變化，是 好的創作；我當初沒有去故宮之前，我那時候就想到美國去唸

書，因為我學的雕塑，我就想到美國去學雕塑，結果，有一天，我去故宮參

觀，看了那銅器，看了那個什麼……，什麼我忘了，上面就是（鄒生：饕餮

文那些）對，饕餮文，它那轉折、線條，我一看，天啊！這不就是雕塑嗎？！

這就是浮雕嘛！因為雕塑，用正面拍下來是這個樣，你可以畫得出來，對不

對，可是那拍不出來的，你就不曉得是什麼樣，因為它是立體的，你必須要

在另一個面，你才能探討，所以這就是繪畫所辦不到的事，繪畫是二度空間，

雕塑是三度空間，所以這個轉折的地方，這種線條的美照不出來，當時我看

了，我說原來老祖宗那個時代，幾千年前，他們就能夠做了，我還要出去學

什麼，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從那時候，我就死了這條心，不再想出去，

就下定決心，在故宮好好學；然後，為什麼會去搞陶瓷，我在器物處，分發

到器物處，我保管陶瓷，這東西我又不懂，結果我就放棄了雕塑，我一定要

把我本身的職務，要搞清楚自己是幹什麼的，我在這個職位上，我不懂陶瓷，

要保管陶瓷，這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嗎？我以我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要明

正言順，你在什麼崗位，要做什麼事情，絕對不要把這個時間白白的錯過。 

鄒生：那我在看那個資料的時候，孫老師本來在器物處管陶瓷，後來有怎麼樣的轉

折，就變成仍然在器物處，但是跟陶瓷就脫離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超師：那是器物處後來成立科技室，那個時候，我就深切的感覺到一件事情，光從

外表鑑賞陶瓷，從幾本線裝書，靠這眼力來認識陶瓷，我覺得完全不夠；你

對陶瓷，要能夠真正的知道它，從它的製作然後再換回去再去看歷史，這才

是真正的，不能光從那幾本線裝書，跟別人寫的文章，那我覺得完全不切實

際，寫文章的人不是製作的人，真正的精神，真正怎麼做的，寫作的人不知

道，我感受到這問題，我覺得必須要自己親自去做，親自去了解，它真正好

的精彩的東西，寫文章的人根本不知道，做的人才知道，做的人不會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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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會寫的，他不見得願意說出來；所以我就真正的下去做，成立科技室就

是我促成的。當時我就找蔣復璁—蔣院長，我說一個現代的博物館，都有研

究室，真正徹底的去研究，將來在世界的博物館裡面才能站得住腳，光有這

些東西讓人家看，不像是真正的學術單位，我給他建議成立科技室，然後就

招兵買馬，就找了一個……（鄒生：楊文霓）楊文霓是後來的，剛開始成立

就我一個，還有一個周鳳森先生，還有一個宋龍飛，我們都是一組，都是陶

瓷，那時候他在中央研究院，然後到了故宮，後來成立科技室，我就把他拉

下來，從前他也一直說「害他」，拉他下海，科技室那時候就我們三個人，誰

也沒實際燒過窯，後來他就告訴我，中央研究院有在做陶瓷，實際操作的人，

是我藝專的同學，是美工科的，也姓宋，後來我就找我這個同學到故宮來上

班，然後就開始買這個窯爐，找顧問，後來在做的過程中間不順利，我就自

己一個人買了窯，買了轆轤，買了球磨機，球磨機是我自己到鐵工銲的做的，

到現在還在，那時候我在故宮宿舍裡面磨釉，劉萬航氣死了，跑過來罵我，

那聲音太吵，後來他們反對，只好再搬到北投（鄒生：那我有看到，就是你

的朋友提供了一個房子）很好玩，但做這個很辛苦，那你住在單身宿舍，沒

有一個地方，好讓你放作品，這很辛苦，但是我樂在其中，越是困難，困難

越多，那我對這研究的精神就更起勁。 

鄒生：那時候開始藝術家就有一個誌上陶藝展，就宋龍飛寫的（超師：對！這開始

說來話長）。還有一個我比較好奇的就是，我寫到孫老師離開故宮，可是講實

在話，我這樣看下來，你應該是沒有多少積蓄，多少錢，（超師：一點都不錯）

也不過就是領公家那一份「死薪水」，（超師：一點都不錯）那叫「鐵飯碗」，

你怎麼捨得就這樣子，好像我感覺，到你應該其實你也不知道，錢……，就

是以後能研究出什麼東西來，其實你也搞不清楚，那你怎麼敢下定決心，（超

師：一點都不錯）把這個……，我寫到那邊，我想寫，但是因為我不是你，

我不曉得怎麼描述，我在相關的文章也沒有看到孫老師有講過這些事情，但

是我自己的推論就是說，什麼都沒有，怎麼捨得把這所謂的「鐵飯碗」把它

丟掉，在外面重新來過，其實我覺得蠻好奇的？  

超師：好，（師母：我有在工作。）哈……靠她，（鄒生：哈……，那我沒有看到，

書上沒寫）那時候她二份工作，一份在師大，就是師大國語中心，在那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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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我一開始在台大，那時候台大畢業以後當助教，做了幾年，後來身

體不好，……，離開了助教的職務，我就考上師大國語中心的老師，然後另

外在一個朋友的公司裡做 part time。）（鄒生：那孫老師這樣辭職，妳贊成？

那薪水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可是蠻重要的）說實在的很好玩，說實在的非

常有意思，包括我結婚，我是 怕窮的人，因為我是一直窮，所以就很怕，

那為什麼不結婚呢？我們談戀愛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是不敢結婚，後來有一

次，她問我為什麼不結婚呢？我說沒有錢，光嘴巴談戀愛，說「愛、愛」，沒

有實際的物質，沒有麵包，不能談愛情的，我一個月的薪水就這麼多，那薪

水還不夠我買書，那時候不夠我買書，我買那些大漢和、二十五史，我都是

分期付款，因為我 愛投資的就是書，知識方面，買工具，買這些儀器，這

個花再多錢，我不會心疼，可是，你叫我買衣服、鞋子，我真的捨不得，像

買這件襯衫，師母押著我去，「買，今天非買，不買不准回家。」可是我買其

他的那些我不心疼。後來怎麼樣結婚呢？我說我養不活妳啊！對不對，男人

要養家，我說我養不了，她說「笑話，我賺的錢比你多，你養我？我養你還

差不多。」那個腦袋，突然像閃電，對啊！男女平等，一個家庭，真正的愛

為這個家嘛！誰有能力為這個家貢獻，誰就去做啊！她有能力去賺錢，我在

家洗衣、煮飯、帶孩子，有什麼不對啊？！為什麼一定是要女生在家裡做這

工作，這不平等嘛！我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觀念，突然像觸電一樣，我說，

好！結婚，你養我，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我就做雕塑，（鄒生：那時候還在北投嗎？）在台北租房子，做觀

音像一個還賣不少錢，我一算這比我當公務員要好的多，所以乾脆辭掉，專

心做雕塑、做陶瓷，雕塑來補我開銷，就是這些菩薩保護，賺那些錢讓我維

生，講到這裡，還有一個人—林財福，德國留學回來的，是我的助手，原來

跟著我，在和平東路， 辛苦的那一段，我們倆做菩薩像，有一次我們倆，

一個禮拜沒有睡覺，白天晚上工作趕，到 後一天，他在那裡手裡做、做、

做，噗咚！坐在地上就睡著了，真的很辛苦，他二十多歲，我不忍心叫他，

我一個人就把 後階段做完了，三十萬！那做完了全部搞好了，我們就在家

睡覺；以後你有機會應該去訪問林財福，他跟我實際工作，我們倆怎麼樣燒

窯，這些事情，你問他更有趣！（鄒生：他現在在……？）他現在在陶瓷廠

工作，他跟羅森豪是同學，在德國是同學，（鄒生：可是我在台灣的陶藝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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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少看到他的名字，林財福的名字？）對，（鄒生：他在陶藝界沒什麼涉足）

對，他主要的沒有真正去做；還有我發覺他跟我犯同樣的毛病，就不願意拿

出來展覽，不願意去展覽，就覺得不夠好，有那麼一點不合時宜，我就是一

直如此，你看看到現在我展覽幾次，（鄒生：次數不多）我就是不願意，那我

發覺他也有這毛病，（鄒生：因為像我們學這東西，你看羅森豪多有名，紅遍

陶藝界，講出來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剛講林財福，我就沒有聽過）他就是不

願意，他有在（鄒生：在那邊1做事情）在北美館教，在那裡教陶藝，可能還

有另外原因，家的關係，現實因素。 

鄒生：還有我要問孫老師一件事情，就是當你把這「鐵飯碗」給辭掉了之後，然後

跑到和平東路去租房子，就是因為師母養你，所以在那邊就拼命把那些釉藥

研究出來，（超師：沒錯）可是我這樣看下來，從一九七八年……你辭掉工作

到…（超師：那個青瓷這一類，在那以前已經做出來了）那你到和平東路都

是在研究結晶釉。 

超師：結晶釉一開始是看了《Glazes For Special Effect》這本書，我還在故宮上班時

便燒出了一個雛形，當然以後這將近三十年，幾乎天天都想著它。我覺得陶

藝，真正去做不是那麼難，我沒有花很長多少年的時間，才把它研究出來，

我覺得很快，一下都出來了，就是這一道門一進去，你就看到了，可是在你

沒有進去之前，你在外面覺得裡面好深奧，好難！好難！當我一踏進去，就

一個接一個，很快都出來了，尤其在開始的階段，能進展很快，這裡面有一

個 大的關鍵，就是我的好朋友劉亨通老師，他陪著我一起研究陶瓷原料和

燒火，排列組合列出很多實驗配方，我太太一下班回家就配釉磨釉，然後塗

上試片，接下來，我再燒火作記錄，再修改配方，繼續再燒再改，每天工作

的效率是很高的。我覺得做陶藝的人，我們往往有一錯誤的觀念，就是講我

研究這個十年、二十年，我做這個十年了，聽起來十年很長的時間，實際上

他在這十年上面下了多少功夫，真正去研究這個，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我們

做這個就好像開飛機一樣，我們要問你飛行多少記錄，是多少小時，而不是

多少年，你十年只開一次、二次飛機，那有什麼用呢？像我開汽車來說，我

民國四十二年就有駕照了，到現在我的技術能跟開計程車的比嗎？（師母：

                                                 
1 蔡曉芸。 



鄒純強∣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訪談錄 233 

 

講重點，講到哪兒去了）（鄒生：這也是重點）所以這我是提醒他，（鄒生：

這也有相關），我研究陶瓷，是分秒必爭，我是整個鑽進去，白天晚上、吃飯

睡覺、上廁所，我都在想這問題，都在思考這問題，然後我雖然三個月，三

個月超過你二十年的時間，瞭解嗎？ 

鄒生：瞭解，但我還是有個疑問，我看了你在和平東路那四年，你當然做了很多研

究，但似乎發表的也不多？（超師：對）你後來為什麼會想搬遷到這裡？ 

超師：因為我住台北，我怕髒，我在和平東路一從家裡出來，就不敢抬頭，眼睛一

直看地上，就怕踩到狗大便，你了解嗎？和平東路那時候一條巷子，還蠻荒

涼的，到處都有狗，跑出來到處大便，我很怕，我經常從家門口掃地一直掃

到巷口，掃整條巷子；另外一個，我覺得燒窯會妨礙別人，一磨釉鄰居就嫌

吵，我 怕妨礙別人，我就想，無論如何要到鄉下找一塊地，能夠真正安心

的去燒窯，不會妨礙別人，然後，我就斷斷續續找地找了三年，就到處看，

以台北市為中心，跨一大領區，像景美、深坑、安坑都去過，鶯歌、桃園一

直到楊梅、湖口，這邊是林口都去過，後來找到這邊來，發現台北還有這麼

好的地方，就到這邊；像鶯歌、三峽這些都離鶯歌很近，但是我覺得絕對不

能在這環境裡工作，那時候鶯歌家家戶戶做陶藝的門都是關起來，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這印象，（鄒生：有，我們去參觀的時候，他們讓我們看的都是很表

面的東西，）家家戶戶都是關起來，像防「賊」一樣，像這樣的環境對我而

言不適合，這是心態問題，假使你經常在那種環境裡面，你自己無形當中也

會把自己變成像那樣的人，那你做藝術的人，心胸不夠開闊，那你做什麼藝

術，何必去做這個東西呢？！你做其他賺錢的工作，不必去做這個，做這個

你心胸要擴大，不要怕你的東西被人家學去，我 討厭一種什麼樣的人，就

像「賊」一樣的，這個我很討厭，心胸不夠開朗，來你這偷偷摸摸地好像……，

你乾脆需要什麼，你可以問我可以告訴你，不要像做「賊」一樣的偷偷地，

這個我很討厭，所以我也不要跟外面的人打交道。 

鄒生：那孫老師您一九八二年來這裡，自一九八四年開始就擔任很多美術館的評審，

還是八六年？ 

超師：八幾年我忘了2，那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我的東西拿出去了，中日陶藝展

                                                 
2 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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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就讓人發現了，那你看這櫃子裡的東西，是那以前燒出來的，在那

以前我就燒出來了，我是一步一步來的，但為什麼人家來找我當評審……，

大概是因為……，（鄒生：因為他一聘請你，我覺得你等於就不能參加比賽

啦！）啊！（鄒生：他如果聘請你，你只能去……）不是，我也不喜歡比賽，

我根本就不喜歡比賽，有什麼好「賽」的呢？有什麼好「比」的呢？你的東

西到什麼程度，你自己心裡應該肯定，而不是讓外面的人來肯定你，這觀念

是錯的，你要給自己一個肯定的價值，外面的人也不見得是……，合乎他的

味道，他喜歡你，而不合乎他的味道，他不喜歡你，對不對？！尤其是評審，

在過去那個制度，從前都是派系、師生，這個都有關係，像從前全省美展，

這些美展都是這個樣子，誰的學生，誰那一派的就給他，沒有做到真正非常

的公平。 

鄒生：所以感覺你一搬來這田心窯之後，好像就已經自成一家了，後面大概就是你

個人的展覽等等，比較辛苦的是田心窯以前的事情？（超師：對。）那老師

來到田心窯之後，你的作品……，我們早期看到的還是以這些……（超師：

瓶瓶罐罐的，器物為主），對，器物為主，那我曾經在劉振洲他有寫過一次台

灣陶瓷的文章，把使用陶瓷器分作五類，有一類是傳統器型，就像這樣瓶瓶

罐罐盤子這樣，但是在做釉藥的變化，那他把孫老師分到這一類，那你覺得

他這樣子歸類，是否恰當？因為他的文章我沒有帶來，帶錯資料了。 

超師：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不曉得，講到這裡，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我的為人，外

面人很少跟我接觸，他不會了解，我一向不求別人了解，能夠了解你的人，

你不必向他解說，他自然會了解你，我想你做人跟交朋友，也會有這種經驗，

對不對？不能夠了解你的人，你解釋有什麼用？沒有用，我一向只要求自己

不管別人，我只要求自己盡了多少力，做了些什麼，我只有要求我自己不管

別人，別人也知道我這樣，我覺得那個沒意義，那種人生，不是我要求的人

生，是虛假的，我要求的人生，是真實的、是自我的；像從前我在故宮，那

時候蔣復璁，他看我的表現，就要升我，我就跟他講，我說：院長，你對我

已經夠好的，你把這種恩惠，好處分一點給別人，也讓別人感謝你，多好呢！

我不需要這些。我是真正這樣做的，我覺得別人升你的時候，那都是別人給

你的，加諸在你身上，而不是自我，我要求的，我要的，我要的東西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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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可以拿走的，而且，我要的東西是任何人都肯定的，肯定那個價值；

所以我一向對這些不計較。 

鄒生：可是你不要出名，反而出了名。 

超師：像我得國家文藝獎一樣，（鄒生：對）實際上是你師母得的，不是我得的，（鄒

生：怎麼說？）是你師母逼我去參加，非送出去不行，（鄒生：也就是說老師

對那個也沒什麼興趣？）對，沒什麼興趣。 

鄒生：這是臺南藝術學院的教授謝東山（超師：謝東山我知道）他寫的一本書，很

有趣，他這邊有羅列出一些台灣現在的藝術家，如：龔宜琦、范仲德……，

每一個人的後面大概都寫一下他們的師承，那我就在那麼多人名上百人裡

面，我好像只看到一、二位，像看到林妙芳上面寫是跟孫老師學的，其他的

幾乎都沒有看到，也就是說孫老師你收的學生不多，是不是？ 

超師：我根本沒有收學生，妙芳可以說是我的助手，她來了以後，我一向就說，我

的助手就等於是我的學生，我是一點都不會藏私、或者含糊不教，都不會的，

來了進了門的，你既然做這個，就要學這個，要不然浪費嘛！只是賺了一點

錢嘛！當時我是做雕塑，做一個小型的蔣公頭像，送到二個工廠翻模，妙芳

正好在那裡翻那個樹脂，她在那裡工作，她那時候高中不知道畢業了沒有，

還是剛畢業；因為我要求很嚴格，然後她跟老闆講：你能不能夠跟孫老師講

一講，我去他那裡工作好不好。他們那工作非常辛苦又髒，簡直就是垃圾場、

垃圾堆裡面工作；我說：好啊！我看那個小孩不錯就讓她來了，來了就住在

我家，跟我女兒二人睡一個房間，那我晚上就教她拉坯，很嚴格的要求。那

時我看過很多人，比較會拉的是翁國珍，他也比較會跟外面打交道，其實還

有一個姓謝的謝師傅，還有一個姓林的，這幾個拉的更棒；但是這些人，他

不跟外面打交道。像是我畫一個什麼形狀，你幫我拉，那個姓林的林師傅，

他拉的時候歪歪扭扭，但是他可以拉出來，能夠掌握那個形狀，他們都幫我

拉過坯的；在他們覺得拉坯，也是一個神秘的事，不能教你。我在鶯歌看到

很多，像拉這個，這個凳子，這要接好幾次，接起來的，不是一次、二次可

以完成，你叫他一次拉，四十公分高他拉不出來。我也碰到很厲害的，拉那

八十公分、一公尺的大盤子，拉那個大的水缸，這些人很厲害，但這些人就

是老師傅，他不是搞基本研究的……。那因為我做事情，要做就去研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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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為什麼這坯可以上升原因何在？我就去研究這東西，不能拉起來原因

何在？主要就是中心不穩，你中心不穩，搖搖晃晃就很難拉了，另外一個，

你的手指跟肌肉用力不當，你看這手下去，十個手指下去，就是十把車刀，

是在車這個泥土，像車床就那一點點著力那就被削掉，如果你整個吃到車的

那個東西，就壞掉了；那一般人，他沒有這個思考的能力，不去領悟這個，

就在那裡用蠻力在那裡頭；我教妙芳就不是這樣，我教他抱中心，我嚴格的

要求， 起碼抱三個月，你抱到什麼程度，就是這樣大的一塊土丟下去，我

喊一、二、三，這個坯就要不動，你要做到這個程度，然後，第二步開始拉

開就開洞，開洞的時候，這泥土不會打手，開洞開不好就會一邊厚，一邊薄，

（鄒生：對）那你接著它就會歪上去，我要求推開完全是穩的它不動的，練

到這程度，第三步才開始上升，上升一次能夠升多高儘量的升多高，升起來

→下去→拉開→合起來，就這樣來回的練，就是不准拉成東西，不准拉一個

花瓶、拉一個碗，就是不准許；我記得好像很快就成功了，主要的是，把一

個東西做分解運用，你手下去練抱這個東西，你要知道你的那一塊肌肉在用

力，那一塊肌肉用力那泥土會成什麼樣的反應，它打你手的時候，是那裡歪，

那裡歪你那一個手指頭用一點力它就可以過，我就讓她有這種感覺，十個手

指十把刀，同時下去你要知道那一個刀吃的太多太少，很快的，沒有幾個月，

她就這樣做好。那現在拉坯的，真正拉坯的能夠拉過她的，我看沒有，因為

你畫什麼造形，她可以拉什麼造形，不是僅僅拉起來，她可以控制造形，一

次能拉多高，是看手臂有多長，她就拉多高。 

鄒生：孫老師像我這樣講的，在上面的你收的人並不多，你是對這個東西沒有興趣

呢？還是你也沒有想到過說要廣收門徒？ 

超師：太麻煩，還有一個，這個人的個性跟要求，我要求非常嚴，沒有幾個人能夠

受得了，他就會不幹，就跑掉了，沒有幾個人，能夠跟著我做下來的。這些

功夫都不錯，可是沒有多少人能夠受得了，我是即刻糾正，告訴你怎麼樣做；

你可以問問妙芳啊！ 

鄒生：妙芳我跟她不熟，可以跟孫老師報告，她去考鶯歌高職的教師那一年，我也

有去考，她是第一名錄取的，我是第四名，共錄取 6 個，我也有錄取上，但

是後來因為家裡的因素，沒有去報到，但我有同學跟妙芳是同事，她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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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去留學去了。 

超師：對，她在這裡受到的訓練，跟我女兒一樣，我女兒去幹什麼，她就去幹什麼，

學鋼琴，她也學鋼琴，同時一起學。 

鄒生：我們那一年考試，分三科目，一是試教，就是教給評審看，一是筆試，一是

口試；我筆試第一名，（超師：那當然，筆試她就比較差。）那時候如果跟她

當同事就好了，現在要做孫老師的訪問，就可以問問她，（超師：問她都知道。）

對呀！對呀！她回來了嗎？ 

超師：回來了……好像還沒有到台灣。 

鄒生：我同學說，她到現在都還沒確定是否要回鶯歌高職任教。 

超師：現在確定了，她要回來。 

鄒生：我前一前子跟同學聯絡是說，她這樣子等於學校是開代課缺，學校想趕快確

定她是否要繼續教，因為你如果不教，學校要趕快處理缺職的問題，前一陣

子問我同學，好像她還不是很確定。 

超師：她要回來，因為我覺得，她回來利多於弊；你想要在美國那環境，必須要英

文非常好，要很會「蓋」，你要能夠說得出來，（鄒生：對呀！要會說）然後

也可以做得出來給人看，那「做」她可以做得到，不然的話她拿不到二個碩

士，老師都非常喜歡她，可惜的就是她們學校沒有缺額，不能留她，（鄒生：

留在美國的學校）對，有機會她回來，你可以去問問她。 

鄒生：我的論文大綱裡面就是，除了訪問孫老師之外，對孫老師比較熟識的人，也

可以列入我訪談的對象，但是我一直還沒有開始。 

超師：林財福是 早跟我的，我們倆個塑菩薩像，塑那地藏王、觀音像，他都參與

的。 

鄒生：孫老師你們塑這些像塑了很多個嗎？ 

超師：沒有做幾個，翻了好幾個。 

鄒生：就是一個模型，翻了好幾個。 

超師：對，塑了 3 個，尺寸大小不一樣，那時候也是一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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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生：孫老師有沒有宗教信仰？ 

超師：我沒有。 

鄒生：沒有宗教信仰怎麼會去塑菩薩像？ 

超師：我感覺廟裡面的菩薩都太醜了，（鄒生：廟裡面的菩薩太醜了？）太醜了，

早的一個機緣就是因為我……，說起來話很長，當時我還在故宮上班的時候，

葉公超還活著，我們故宮有他的辦公室，那時候他收藏雕塑品，常在辦公室

會打電話：「孫超，你過來。」我就過去，然後他就拿東西給我看，埃及的，

埃及金字塔裡的那些東西，還有觀音像，他嫌那觀音像的手太僵硬了，他一

直跟我講：你能不能夠把這二隻手打掉，然後重新做。我說：不可以，這樣

不妥，這太醜就算了。擺在那邊，等我將來有空，我另外給你做一個，重新

做一個。他很多東西，都擺在我那裡，有些擺在我的辦公室鐵櫃裡；有一次

故宮山崩，我就親眼看到那觀音像被埋掉，從此以後就沒有了，在我內心裡

面就覺得欠他一個東西。後來他去世了，那另外我一個好朋友，信菩薩很虔

誠，也要我塑一個菩薩像，就這種機緣，然後我塑了菩薩像，第一座菩薩像

就是替曉雲法師，（鄒生：華梵大學）華梵大學，當時還沒有成立，她就找我

去跟我談話，我就談佛教史，談到供佛，我是學美術的學雕塑的，當然我知

道，菩薩每個朝代的特徵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樣子，早期的菩薩像一犍陀羅

制，我就講這個給她聽，她是學這個的，聽了就很高興，因為你都知道的很

清楚。我就第一個先替她塑了釋迦牟尼像，塑好了她高興得不得了，接著她

就要我塑觀音，我就塑觀音給她，那時候就在北投做，塑好了我請她過來看，

她說：不行，不像。我塑了 3 次，她改了 3 次，她每一次來了以後，我就拆

掉雕塑重來，重新再做， 後一次，她給我當頭棒喝，她講：你塑的不是觀

音，你塑的是西方聖人，你不能把解剖的知識用在觀音像，用在菩薩像上面，

就解剖學來看，菩薩像是不合理的。她就舉例給我聽，她說菩薩像要二耳垂

肩，如果一個人他二耳垂到肩膀，那像個什麼樣。她講：觀音是柳肩，是沒

有肩膀的，你想想一個人沒有肩膀，是成為什麼樣子，你要打破你解剖學的

知識，解剖的觀念。我一聽到這話，馬上就了解，然後她走了以後，馬上就

劈嚦啪啦開始按照她告訴我的，就塑好了，那時候年輕，都是拼命趕，那時

趕了幾天幾夜，塑完了她很滿意，就交給她了。從那以後，那是第一尊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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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然後第二尊，我就做得更好了。 

鄒生：孫老師這些作品，除了這邊之外，其他都還在嗎？ 

超師：陽明山永明寺、文化大學、華梵大學等等。還有一個就是很多年前在那個張

克東開的什麼酒店，那酒店已經倒閉。 

鄒生：有空我應該去找出來拍拍照，只是到那邊去孫老師也不曉得。 

超師：菩薩像拍照片不好看，為什麼不好看，像我這個可以拍，其他為什麼不能拍，

他是貼金箔，金箔一反光臉都變形，拍出來那種感覺不好；要沒有貼金才好

看，貼金的金光閃閃，你都看不出來那種感覺。比方說觀音像，我就一直研

究，觀音實在來說祂是男身，不是女身，這是在宋朝宋昭帝的時候，才開始

化為女身；這本書上陶瓷有寫到我嗎？（鄒生：有啊！）怎麼說？ 

鄒生：翻給孫老師看，（超師：我都沒有看過）他有分年代，他是照年代來分的，他

把台灣的陶藝家也照年代來分， 早開始做的，中間的還有比較後面的，那

他把孫老師是列在現代陶藝先驅者這邊；比較早的這裡面有：蔡川竹、吳開

興、吳毓棠、林葆家、吳讓農……，那孫老師在這裡，……。在大部分的陶

藝書籍裡面，孫老師都是被歸在自學成功的那一邊，就是你好像也沒有什麼

師承，沒有什麼（超師：完全沒有），對啊！譬如說家裡面做這個，或唸書的

時候學這個，都沒有就好像突然冒出來一樣，大部分的歸類，都是把孫老師

歸在這邊。 

超師：他沒有寫到其他的。 

鄒生：我有貼紙的這些，都是有孫老師的名字出現在裡面，…… 

超師：他這不是講我獨佔鰲頭、獨樹一幟嗎？！這是獨一無二的3……，這是 近一

個美術館的館長，就是北美 大的陶瓷博物館，不知道什麼…，（鄒生：伊佛

森）美術館館長他在那邊寫想要收藏我的東西，他講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個

人出現。 

鄒生：孫老師早期都是做瓶瓶罐罐的造形比較多，但是後來為什麼會……？ 

                                                 
3 無獨有偶的，有這幾句評論的文字記錄有兩處：(1)美國 Everson Museum 館長 Mr. Ronald Kuchta (2)

德國 National Kassel Museum 館長 Mr. Ekkehard Schmidberger，原德文名稱：Steatliche Museen K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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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我感覺很簡單；我做事情不是以金錢這些東西為定律，我是只要夠活了，我

就不管；你曉得嘛！我只要夠吃飯就夠快樂了，瓶瓶罐罐好賣呀！對不對？！

當然一開始就做那個，你要活呀！像我今天有這麼樣好的環境，在當時是朋

友幫忙的，幫忙合夥買的這些土地，所以，我只要錢夠用……。 

鄒生：……，所以才會把你以前心中想要做的繪畫做出來。 

超師：還有 重要的一份東西，就是談到那一份我是從苦難中長大，我對於人生的

了解，比一般人深刻的太多了。對於人生的認知，人，活在這世界上到底為

什麼？我從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一直想自殺，我想了很多狀況（鄒生：就

是當兵的時候），對，當兵的時候；我就想把戰車開過來，砲轟總統府，想幹

這些事情；所以這個我就不談了，那些在軍中的苦難；我就一直在想自殺，

就想人活著到底為什麼？到底為什麼你要活著？這問題我思考了很久，後來

就想通了，我想一個人他動機出發點在那裡，一個人要賺錢他拼命賺，他要

賺更多的錢，他到底能夠吃多少、喝多少，那只能問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那些出家的人，他的動機又是幹什麼？那些苦行僧，像那印度的苦行僧，把

手舉起來，一直要到鳥在他手上築巢，才把手放下，他又為的是什麼？像林

覺民這些人，又有錢、又有才華又是新婚，他為什麼願舉革命的旗子？我想

過，連續這樣思考，想了很多年，到底為什麼你要活？所以活著不同 大的

意義，真實的意義就是「我能夠做得到」；在表象上看起來是我可以捨棄財產，

為革命而犧牲，你做不到；我可以把手舉起來，你沒有辦法；我可以賺那麼

多錢，你賺不到；在精神上這表示他跟你不同，他有他的特質，自我的價值，

自我的肯定；如果你把這些精神上的東西，都給他拿掉的話，這個人他就不

會再去做這些，人就變得沒有意義，就是真的沒有意義；所以人活在這個世

界，所有的一切歸根結底二件事，改善你生活的環境，提升你人生的品質。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修練，那屬於人的品質；我當年在軍中，覺得人生絕望幾

乎到了絕境，就不再理會外在的干擾，我只向內求，更專心的讀書自省，檢

查我自己的起心動念。外來人事如渣滓，把那些原來給我很大打擊的，都當

作臭蟲、跳蚤，冷然以對，再也不放在眼裡，再也不會把心情拉下來了，我

就不想自殺啦。那改善你生活的環境，住得好一點，有好車子，這是膚淺的、

表面的一種評估，那實際上只是改善生活的環境，但 重要是提升你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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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品質，我是用一個簡單的名詞去說。 

鄒生：所以前面做這些是為了生活，後面做這些是開始了自己內心的想法，開始落

實做出來。 

超師：對。這是對自己要有自我的價值，要肯定，而不是建立在別人的嘴巴上。 

鄒生：所以老師你開始土板越做越大塊，上次來你帶我看一很大的機器，你說做出

來的土板會再更大，那這樣子一直追求愈來愈大，不是要有極限存在嗎？ 

超師：這就是突破，突破固有的窠臼。 

師母：你有沒有想到你自己未來的侷限？ 

鄒生：對呀！你一直突破，但是他總是會有一個侷限存在，當你沒辦法突破的時

候……。 

超師：我跟你講，這真的很難，這要靠很多的設備，第一個你做了這麼大，也要有

這麼大的窯去燒，那也要有這麼大的空間去做那個東西，所以這些東西，都

要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還有一個體力，你有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師母：所以在哲學層次上面，你怎麼看你未來侷限？（鄒生：對。）這是你的意思

對不對？ 

超師：知識是沒有邊涯的，人生有限的，你只能用你有限的生命，追求你現在能夠

呈現出來的。 

鄒生：就是莊子講的那句話「生有涯，知無涯」。 

超師：但是 要緊的一件事情，就是盡力，是要把善念和愛，盡 大的努力，發揮

出來。大概是四十年前，我看了一部電影《鐵窗誤我三十年》，劇終的一段，

是那個老人說：「如果有一天上帝召喚我，問我一生到底做了什麼，我會毫不

慚愧的回答，我已經盡了我 大的努力。」這一句話讓我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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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訪談記錄（第四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4/10/29 

鄒生：並沒有寫，但都有翻一些老師的資料，老師您有四年的時間，從故宮離職之

後，就到和平東路去租房子（超師：對），待了四年對不對？（超師：時間我

實在記不清楚）我記得是四年，四年之後老師就來現在這個地方，我認為老

師來這邊之後，就開始有很大的發展，所以我覺得那四年，您應該是在那邊

研究出很多的東西（超師：對），但是，我翻了很多資料，那四年就都一筆帶

過，寫的並不是很詳細，我比較好奇，想問問老師，在那四年裡面，您是不

是有研究出什麼樣比較新的釉色，或是什麼樣比較新的技術？然後，我記得

原本您做的東西，也都是花瓶類的東西，那是不是從來這邊開始就變得平面？ 

超師：應該是還過了幾年，還過了一、兩年，我記不清楚了4；在和平東路那個時候，

我開始也做了實驗，都是做實驗；那時候做的，不怎麼成功，因為陶板它會

變形，都不成功，後來到這裡，空間比較大，場地比較大，我還是繼續研究

陶板，怎麼樣能夠讓它平整，就是從前那陶板……，我只有那小的練土機，

這樣一剖兩半，一個實心圓柱狀的黏土剖開來，一剖兩半，一面向下一面向

上，這樣兩個接起來，然後用手拍打，把它打平，然後在打的過程，主要是

把空氣打出去，然後再來壓，壓的時候因為單面受力，它一定會變形的，它

的組織結構不一樣嘛！那時候我就翻過來、翻過去這樣子壓，可是雖然是這

樣，還是單面受力，它的組織還是不均勻，所以它自然會變形；後來是我研

究出正確的方法，就是兩面受力，上、下兩個滾筒，上面一滾筒，下面一滾

筒，泥土從中間過，那這樣兩面受力，它的張力就相抵消，後來做出來就平

                                                 
4 大約是民國七十五、七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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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釉」的話在那幾年中，應該說都被我研究得差不多了，結晶釉那時候已

經出來了，那時候民國七十……年（鄒生：七十年吧？），那時候中日陶藝展，

我已經展出來了，釉藥我是很早就一直在研究，沒有停，可是後來到這裡，

直到現在，前天我還在做實驗，我還在不停地試驗。 

鄒生：那我再請教老師一下，去年我也沒有閒下來，我去參加鶯歌陶博館所辦的「台

灣彩繪陶瓷的發展跟未來」，那是學術研討會，我去研習三天之後，我提出一

些問題，第三場他們講台灣彩瓷繪畫的藝術性，我就問了師大美術系的袁金

塔老師，他們是在陶板上面作畫，是拿毛筆沾釉藥（超師：對），那我就問他

幾個問題，我說這兩天我看到彩繪陶瓷，也有看到王修功、孫老師，我看過

二位的彩繪陶瓷並不是用筆來畫，你們是用噴鎗來揮灑釉藥，但是感覺做出

來的繪畫性也是很強，那我就問袁老師，對於陶瓷彩繪的界限，到底要怎麼

樣去做一分界？還是就不要分界，直接就把它歸類成彩繪陶瓷？我的意思就

是，像您們這類的作品，算不算像他們所講的這種「台灣彩繪陶瓷」？第二

個問題，我就問他，如果我們要拿毛筆去沾釉藥來畫在土坯上面，那跟畫在

紙上有什麼不一樣？（超師：對，對）我不敢直接這樣問，我講的比較和緩，

我就說那紙上所能達到的意境跟氣氛，在陶瓷上可能沒有辦法對不對？（超

師：對，對！）；我就這樣子問，不好意思直講畫在布上有什麼不一樣？他也

給我一些回答，我本想印給老師慢慢看；我一樣向老師請教這問題？老師您

有什麼看法？ 

超師：我覺得 大的差異性是，在紙上繪畫，墨、顏料、紙，都是人家做好的，那

陶藝在瓷板上畫畫，不一樣，陶板是自己做的、釉是自己做的、畫是自己畫

的，窯自己燒的。所以，這是完全不同，那是把人家調配好的現成色料，你

用那個，我也用那個，我們同樣都用，畫出來的由別人來上透明釉，由別人

來燒。這樣色彩的調子少變化，完全不能表達個人的意願。燒火方法也是別

人代燒，所呈現的一致性，沒有個性。跟在其他媒材上所表現的，我覺得達

不到那個意境，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水墨在陶瓷上畫，怎麼能跟宣紙上筆

觸的渲染、線條比，不能比嘛！對不對？那您用色釉來畫，……那不是色釉

是色料，您用那些東西來畫的時候，那如果用顏色的豐富來比，能夠跟水彩

相比嗎？畫出來的質感，不能夠跟水彩相比；如果是畫布上跟油畫顏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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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能夠跟油畫相比嗎？質感完全不一樣。我覺得 重要的一件事情，陶藝是

「火」的藝術，您要做到用火燒出來的，是其他媒材所沒有辦法達到的，這

才有它的價值。 

鄒生：所以您看他們在上面展覽的東西，我感覺大部分都是這種畫畫的東西（超師：

對呀！），我覺得這種乾脆就畫在布上，為什麼要畫在陶瓷上？！ 

超師：對呀！而且還有一 重要的，畫在瓶子上，根本不能施展空間感，您沒有辦

法嘛！只有畫小小的那種感覺，侷限了！轉動才能夠看，它受到了限制，太

大的限制；當初我為什麼不在瓶子上畫？我一個都沒有畫過，因為 重要的，

我是學雕塑出身的，我覺得空間感，根本沒辦法能施展！學雕塑的人，那個

空間比較立體、比較強悍、比較有動感，你要做出那些東西，不能做嘛！不

是不能做，你花的時間跟這些……代價太大！花的時間太多，而且還有一個

問題，它不一定能成功，因為要靠火燒；那我做雕塑就不一樣了，我心裡所

想的，可以把它塑出來，至於塑得好不好，那是個人素養問題， 起碼第一

步可以達到我所要表現的。 

鄒生：老師像您們這樣平面的作品，算不算是他們所謂的台灣彩繪陶瓷？（超師：

應該不算），所以您覺得彩繪，應該是拿毛筆這樣子畫的（超師：對）；那剛

才老師傳達一個觀念，您認為陶瓷應是從「土」到「釉藥」然後到「燒成」，

藝術家都要自己去動手（超師：對），所以相對的外面有一些陶瓷藝術家，譬

如說拿別人的坯來畫、來燒，或是拿別人調好的熟料土，他拿來做一個什麼

樣的雕塑品（超師：對），像這樣子的話，您認為他們不應該把他放到陶藝家

裡面？ 

超師：我認為應該怎麼解釋，我認為那是一個新的媒材，他們把陶瓷當成繪畫的新

媒材，（鄒生：當作藝術創作的新媒材），對，而不是陶藝，（鄒生：所以他本

身不能算陶藝，那創作者也不應該歸類到陶藝家裡中），對，他不是陶藝家，

因為那些都不是他做的；燒火他懂嗎？釉他懂嗎？都不是他做的。 

鄒生：都是別人做的；所以老師認為要真正做陶瓷藝術家，應該這整個過程都是親

自參與，不應該由別人「代工」（超師：對，你認為呢？）我認為也是這樣子，

我認為也要這樣才對呀！這樣才有資格稱作陶瓷藝術家。如果，他中間有一

項沒有參加，譬如說他不會燒，請別人代燒，那他應該只是把它當作材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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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超師：對，因為陶瓷 大的一個， 重要的特性就是「火燒」，「火燒」不是您燒，

那怎麼能算是陶藝家呢？ 

鄒生：那可惜，偶而我還是會去陶博館，或是一些陶藝展，我覺得他們很多的所謂

陶藝家並不是像老師定義這樣子。 

超師：對，你認為我這樣的界說定義對不對？ 

鄒生：我認為應該是這樣才對。這樣才算「陶瓷藝術家」，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應

該把「陶瓷」二字拿掉，剩下「藝術家」而已。 

超師：他是「藝術家」，他是「畫家」、他是「雕塑家」，他用「陶瓷」這新媒材來做

這東西，他不是「陶藝家」。 

鄒生：那還有我 近去看展覽有看到一些東西，譬如說把木材、金屬等各種東西組

合在一起（超師：對），老師覺得這樣？ 

超師：新的運用媒材的觀念，我覺得這是可以的，為什麼？就是要自由，你自由發

揮、自由創造，想像的空間嘛！不應該把自己限制在這個……，某一種媒材

之下只可以這樣子做，我們讀美術史可以知道，對不對？繪畫也是一步一步

來的啊！ 

鄒生：可是譬如像他們這個……，孫老師您看這個，他們陶藝雜誌社辦的「新陶獎」，

有時候會有一些得獎的作品，作品裡面我的感覺有時候不光是……，就是摻

雜別的元素進去，那這樣子他也把他稱作陶藝的創作，老師覺得這樣可以嗎？

譬如說，今天是一個陶瓷藝術創作的比賽，可是他卻加入別的元素進去，我

都覺得那一作品，你能說是陶瓷品嗎？ 

超師：如果它主體都是陶瓷燒出來的，應該可以；但主體主要的比方加一些其他東

西放進去，那只是一個附帶的，我覺得可以。還有藝術的媒材和題材本來就

是不停演進的。西方油畫在十三世紀才有，在這個之前他們沒有， 早發明

油畫的是放在荷蘭……，是荷蘭？還是比利時？我看看……，年齡大了 糟

糕了，我自己親自去了那個博物館，看了那個畫，那個是在木板上畫的，是

義大利的一個畫家喬托，用油畫在木板上畫的三聯屏祭壇畫。第一次世界大

戰，每一次世界大戰，他們都把那個收起來、藏起來找不到，戰事結束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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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拿出來；這個博物館我去看過，就是世界上 早的一幅畫，是荷蘭？還是

比利時？我忘了，那個誰 清楚，那個……席慕蓉，她 清楚；因為我去看，

你曉得我們學藝術的人，一向不記時間，連人名、地名，唉呀！ 糟糕的。

我親自去看了，就是讓我們想到他發明這個油畫的時候，其他的教會，就

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是那義大利的那些神父，還來偷偷地看配方，

他們還不宣佈，你看是這樣子一步一步進步，從十三世紀演進到十五世紀，

米開朗基羅的濕壁畫，再到帆布畫，油畫顏料都是各人的秘密。我這裡有我

去展覽，帶回來的一些資料，不曉得被我丟去那裡，你可以查查看（鄒生：

好，我去查查看）。那我們可以知道，西方繪畫是這樣一步一步進步，就是從

原來這些東西開始，中國也是一樣；在中國 早沒有宣紙，在蔡倫發明紙以

前都是這樣畫的（鄒生：畫在布上面），對，他的媒材是那個絹，後來發明了

宣紙，宣紙那種渲染的效果很好；但是，那個「絹」還是一直保留到現在，

還有人在畫，像日本那個膠彩畫，中國的工筆畫，都是在絹上面畫的。 

鄒生：老師我去參加過一些研討會，或是看這些雜誌，常有一些人在雜誌上或研討

會上會批評，他們說陶瓷這東西「技術性太強」，所以覺得因此要到藝術的那

一邊去……（超師：很難），對，很難，要有個問號存在那個地方（超師：沒

有錯，很難），老師你的看法是怎樣？很難的話，我們要跨過去要如何再去做？ 

超師：我覺得他講的這個對，沒有錯，但是一般人就是犯了一個毛病，這個東西一

做下去他就不求改進，繪畫也是這樣，你看不是有很多那些所謂的「名家」，

他一輩子從二十歲開始，一直到臨死八、九十歲，他的面貌還是那個樣子，

沒有變；只會因為時間、背景跟空間，他個人的這一些關係，塑造成他就是

那麼不得了。我們持平而論，如果現在把那些有名的畫，都拿來擺在一起，

我們不管他張三李四，那你看他的藝術性有那麼高嗎？那是時空的關係，時

間跟空間的關係。那陶藝一向是工匠在做的，藝術家沒有涉獵，大概是當成

工藝品來看待的，那至於像古代的那些，有名的那些東西，如青瓷、汝窯、

鈞窯這些名貴的東西，我們現在是回過來看，因為那些工匠都回不來了，我

們認為他是藝術家，是藝術品，你了不了解？可是當時還是工匠的東西啊！

（鄒生：當時他們地位就不能跟那些畫畫的……）對，跟這些人不能……；

事實上以他們個人……，我們只能夠講大概的，不能提出特別例外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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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出生背景，他們的教育程度，確實比文人要低，確實要低；那當然他因

為受了後天的限制，我所謂的後天，就是教育、環境這些東西的限制，他很

難創造出來一個很富有藝術性的作品，很難！不是說不能。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故宮的那些，你說它是藝術品，還是工匠品？它是藝術品，不可否認的，

對不對？（鄒生：對）可是這是回過頭來，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可是當時，

不會呀！ 

鄒生：所以如果是我們現代人陶瓷的創作，你要如何把它推向藝術這一邊去？一定

要做得像……？ 

超師：那你要現代的陶瓷，我們這樣說，如果你要做到那麼好的釉，那樣好的東西，

當然它還是藝術品；但是，你現在做不出來比古人更好的，你在抄襲，你沒

有辦法脫離，他塑造出來的金字塔，你還是在這裡面轉，你沒有辦法超越他，

你知道嗎？！像當初我為什麼，從古代一直摸索下來，摸索下來以後，這就

是我們現代人所有的精神，我們要創迼而不要模仿。「創造」不管它好與壞，

它 起碼有創造的精神，至於創造成功，那當然就是先創者，他本身是藝術

嘛！如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再先創，非藝術嘛！但是你還是要具備那個條

件。（鄒生：要具備有原創性）對，你認為我這樣講，你認為呢？ 

鄒生：他們如果把陶瓷做成像這樣子（超師：那些是現代的藝術觀念，無可厚非），

他們只要能謹守創作從頭到尾自己參與的話（超師：對）應該是無所謂。 

超師：對，因為這是時空的問題，這是這個時間，這個空間，藝術走到這一步，因

為大家都要講求「原創」，都要去創造，創造只有那些東西，你怎麼創呢？你

要變一個新的東西，所以很難！真的很難！ 

鄒生：老師你本身有學過繪畫嗎？（超師：對呀！那是必然的），那你在學畫的時候，

你看待一幅畫的藝術性，跟看待一個陶瓷的藝術性，它們有沒有重疊的地方？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超師：怎麼說？因為陶藝方面就是我一再強調的，它因為都是在工匠的手裡，這都

是歷史的關係，跟藝術原創性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歷史的演變中它一直是

在工匠的手裡，想要創作出來藝術品很難，它 多就是工藝品，不能說沒有，

有！那是極少數，極少數，真正鳳毛麟角；但是它創造出來的整體的那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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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還是在某一值得肯定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我們現在講的宋朝的那種「青

瓷」的那種碗，那個腳那麼小，我們純粹用造形的眼光來看，我們能說它不

是藝術品嗎？對不對？（鄒生：對，對）可是那是極少數，他創造出來那個

形式，就變成那個形式永遠存在了，後來就沒有辦法變。我們討論講來講去，

還是藝術的原創性，我有的時候，常常在想，像古代的那個彩陶畫的畫，你

說現代藝術有幾個畫家畫得比那個更好？ 

鄒生：對呀！我在研討會上有問他，我說，如果照歷史來說，那個時候應該沒有毛

筆才對，（超師：對，沒有現代的筆）那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它的線條怎麼可

以畫的這麼流暢？那它的顏料是什麼？（超師：對）它的工具又是什麼？我

就問一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結果他講的也不是很清楚。 

超師：顏料用氧化鐵、紅土礦，來源應該是不難的，畫線的工具有很多，可能把竹

片頭打毛了，或綁上一些毛，也能當筆用。甲骨文裡有「筆」這個字，形狀

如： 。光在紙面上研究沒有用的，因為我從故宮出來，我很了解，但是也

有一個研究員，很有名，宋瓷的「鷓鴣斑」那種碗，他硬說那是畫出來的；

笑一笑嘛！因為我們學陶藝的就會知道（鄒生：對呀！），對不對？！它那一

條一條流下來，因為那個碗當時的沒有擺得很平，這個釉流下來它自動就彎

曲了，那你說那是畫的嗎？（鄒生：那能畫那麼自然），不是，怎麼畫的那麼

巧（鄒生：對呀！怎麼畫的那麼巧），你看那個釉一看就知道了嘛！這是釉流

動產生的紋理，那它那一點一點的東西，是顆粒狀的原料，在高熔點的時候，

那一點破了，然後溶了滑下來；那現在我做是用兩層上釉法，內層用高流動

性的白釉，含有鈦，可以把外層的鐵結晶釉，消色成棕色調，高流動性不含

鉛，就把線條拉長了。 

鄒生：老師，我在看一些陶藝家他們的簡介、創作經歷，陶藝家有時候他們自己都

會說，他們的創作理念可能受到道家什麼的影響、或是佛家什麼的影響、或

是莊子自然的影響，他們說那是他們陶瓷的創作理念；那我想問老師，你的

創作理念有什麼樣的中心，然後去做你的這些研究與創作？ 

超師：OK，好！你這個問得很好。我告訴你，這些東西它是隱藏的，不是一下子我

就這樣子出來，你要是真正問我，怎麼出來的，我也莫名其妙，可是自然而

然就會去那樣子做，自然而然的。常言：「養成大拙方為朽，學到如愚始識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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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藝術工作者，應有這樣的修行與其中心吧！比方說我畫那個「墨荷」，你

看那「墨荷」並不是一般的表現手法的，對不對？那是因為我知道繪畫它的

原創性跟這個變化，我們知道，我們比古人也幸運，我們看的東西比古人多。

我們可以看到敦煌的壁畫，對不對？古人不可能，每個學藝術的都能看到？

不可能；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繪畫，古人不可能，是不是；我們可以讀很多

藝評家他們所寫的文章，古人不可能，都沒有這些東西，那個時代有幾個人

去寫藝評的呢？又有幾個人能夠讀到呢？那個時候的畫家，他們所做出來，

就是憑個人的感覺，就是那樣創造出來的，是跟書法相連，我是說我們中國

的水墨畫，它是跟書法相連的，所以中國我們「畫」不叫做「畫」，叫做「寫」，

你知道嗎？是「寫」出來的，這 大的不同。那我們讀過這些東西，當然無

形當中在潛意識裡面，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那你自然就會變了嘛！你

要說我到底是道家的、佛家的還是什麼影響？我只能說真是好玩，你認為呢？

我不能夠批評人家他們有那種想法（鄒生：我知道），但是對我自己來說這是

自然而然形成的，你累積了那麼多東西，你當然就會變啊！因為你不甘願一

成不變的跟著後面走，所以你自然就會變啊！那像我畫那個畫，那是哪來的，

應該說我的靈感是哪來的呢？就是敦煌壁畫，敦煌壁畫那種飛仙，飄起來的

那種感覺，它不也有飛花飄帶嘛！那我就在想，人家都畫墨荷長在水裡面，

我是喜歡動感的，萬物也無不在動，我為什麼不把它飄起來呢？這不就是我

創造的嗎？就這樣簡單。所以，你說一定要怎麼樣，這個文化的素養的累積，

它不是一天的，是慢慢、慢慢的，一點點累積的。你看我畫這幅「浮玉」，這

幅是哪來的呢？你把它倒過來看，你就會看出來名堂。你翻過來看，那是山

啊，那就是我門口的石頭，你了解了嗎？這樣一看，你從我家大門口向外看

看，那個大屯山嘛！那門口的大石頭；那裡有什麼「這個」、「那個」，只是我

把具象風景重新變形、組合。你自然而然，你不願意寫實，對不對，因為寫

實那條路已經被人家都走死了，我們以古人，那種時間、那種精力，去做同

樣的事情，我們是不能超越古人的，也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求變啊！對不

對？那我們自然就會受到現代繪畫的影響；像影響我走這條路的是朱德群先

生影響我 大，我看到他的抽象畫，對啊！我在想人家能夠變，我為什麼不

能夠變？真正說影響我的，是我去法國；在沒有去法國以前，我不敢。我

重要的就是那個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 Kupka 回顧展（鄒生：那是你跟楚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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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展覽的那一次嗎？），對，是不是跟他一起去啊？我忘了；去看那個畫展，

我就在那裡面整整待了一天，我沒有吃飯；因為在學校裡面讀書的時候，施

翠峰老師給我們看過 Kupka 一張畫葡萄架的畫，現在我看到了真的，他是怎

麼畫的，然後看到他後來所走的，從寫實、印象、野獸到什麼機械構成……

又是什麼，這一系列種種變化的太大，我這裡有他的書，當時在那博物館，

我就在那裡整整待了一天。讓我了解到，看人家現代畫那些變化，人家的功

力多深！人家不是隨便造出來的，人家功力用的深厚，然後才能夠一步一步

這樣子變出來的，對不對？你看畢卡索的畫，十三歲畫的石膏像，我們現在

的名家，有幾個能畫，那功力太深厚了，是他自然而然的這樣變，變，變，

就變出來的，所以他不是一天造成的，是很多時間累積出來的。那我記得五

十多年以前，我還在軍中的時候約二十多歲，民國四十二年，我那時候看《良

友雜誌》，看到畢卡索的畫， 我那時候想這什麼嘛！這樣子我也可以畫呀！

就自己這樣心裡自問，這有什麼了不起，我也可以畫呀！馬上另一個問號就

出來了，那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讚美他？都說他好，都說他了不起呢？難道這

些人都是「逢迎拍馬」嗎？都是要故意寫他好嗎？那麼再想，這些人文章寫

得那麼好，都是有名的作家寫的，他們不會幹這種事嘛！他們怎麼可能幹這

種事。那我為什麼看他這麼簡單呢？就產生兩個對立問題，然後就自己反省。

那時候就有一百本書寫畢卡索；那我算什麼呢？我說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

拍馬；另外一個是我的程度太低，那你再仔細的追問一下，人家絕對不是拍

馬，是我的程度太低，肯定的；認識這個問題，認識了自己，自己太差；太

差怎麼辦呢？我就天天讀，天天看，就是這樣。我這個話講的一點不是跟你

開玩笑，我講的實實在在，我親身的經歷。當我讀藝專的時候，那時候那個

老師……，你看連老師名字都忘了（鄒生：李梅樹嗎？），不是李梅樹，那個

叫劉煜，他是很好的老師，他講法國的沙龍畫展，很多畫現代畫的人都去參

展，評審一眼就看出來，誰有功力，誰沒有功力；當時聽到，哇！會這個樣

子，一眼就看出來，怎麼可能？！當時就打了這樣子的問號，但是我自己知

道，是自己差。等到後來，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我懂

了，我真的懂了！現在我也分得出來好壞。可是（鄒生：不是說某一個什麼

什麼的影響這樣子）這不是，這樣說起來，我 少花二十年的時間， 少；

在這裡還有一個插曲，我後來（約民國五十一年）讀到《讀者文摘》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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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那時候在荷蘭港口，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個雕塑家，塑著一個沒有手、

沒有腳的母親，抱著一個孩子在荷蘭的港口，這個雕塑很有名；就是這個雕

塑家寫的文章，他說從前，我看梵谷的畫，我看不懂，那時候我不覺得怎麼

好，他說，現在我懂了；那我算他的年齡，他說這個話的時候，起碼五十歲

以上，就是他還看不懂的時候，起碼五十歲。所以，像這些東西都給我是「當

頭棒喝」，這個很好的訊息，你算什麼啊？了解嗎？（鄒生：我了解！）然後

你就會虛心地去檢討去注意，這時候你就努力嘛！就是努力嘛！我看到這個

文章的時候，我已經懂這個梵谷的畫了，畢卡索的畫還沒有真的了解。 

鄒生：老師您努力的方法就是多看，然後……（超師：對，多看），看實物或是看……？ 

超師：看圖、看展覽，然後就是各家都看，你要看出人家的優點；看出優點在那裡，

缺點不管，我一向不管，我只看他的優點；那我看自己，只看我的缺點；因

為你這樣才能夠進步啊！如果你認為自己畫的很棒了，那就完全就停在那

裡，你就終生就不變了。你看我每次展覽，我的畫風都在變，風格都在變，

因為你要不停的在那兒探討嘛！這個媒材一直做下去，很多人叫我畫那個墨

荷，他們很喜歡，我就不願意畫，因為我已經知道，那個對我來說很容易，

我說我要找難的，我沒有做過的，有挑戰的；那我現在就一直在畫太空嘛！ 

鄒生：老師，您很久沒有辦展覽了？（超師：很久了！）那您有沒有打算什麼時候

再辦？ 

超師：沒有考慮，就是有機緣再辦，沒有機緣無所謂。還有一件事，你問我這展覽，

我不會像一般人，一直想展覽啊！想幹什麼，我覺得不需要；你 重要的不

是要讓人家看你，而是你要看自己。 

鄒生：可是現代的藝術創作不是都要給人家看？ 

超師：那是別人，那別人的事情我們不管，但是我只管我自己；我是幾十年前，還

年輕的時候，我就講過一句話，我說，如果你是一片瓦礫，即便用金把你鑲

起來，也不能發光；如果你是一顆鑽石，即便把你埋在糞土裡，也不會腐蝕

你。這是我很早很早，年輕我已經體驗了這個人生，名啊！利啊！看歷史就

知道嘛！有留下來什麼東西？你看多少人開畫展，那個花籃一堆擺滿了，可

是那個畫能看嗎？對不對？讓我 感動的作品，我記得是三十年前，我看那



252 文資學報│第五期 

高一峰的畫展，就是當代名家畫展在歷史博物館舉行，當時有名的畫家全部

都有展，可是高一峰的畫在那邊，你的眼睛沒有辦法離開它，它就吸引你非

看它不行，當時我不認識他，他並不是那麼有名，到現在也並不是那麼有名；

可是真正畫水墨畫的人，提到他沒有人敢說一個「不」，沒有人敢。 

鄒生：老師您的觀念覺得藝術只是為了要完成自我？ 

超師：對，本來就是。就是你自己內心所感受到的東西，換一種語言表現，對不對？

會寫文章，你用文字敘述；我會畫畫，用畫來表現；我會做陶藝，用陶藝來

表現；是另一個語言表現你的涵養，表現你的思想深度。 

鄒生：老師您也是來到這個地方才開始做瓷板畫？ 

超師：對，就是正式的開始做。 

鄒生：那您得到那個國藝獎的時候，就是一九八六年得到國家文藝獎的時候，你應

該還沒有開始瓷板的創作，因為我記得那時是一很大的盤子？ 

超師：對，應該是有做不怎麼成功，（鄒生：就是對瓷板的平整性……），對，對瓷

板的平整性、釉藥的掌控跟燒火的方式，主要就是釉藥；那個時候就是釉藥

的運用不是那麼熟練，想要表現的，不能夠表現出來。 

超師：……做陶藝的人來說是（鄒生：很困難，）很困難，對，一直搞不好他們，

紅的結晶色調沒有成功，全面的構圖色系就沒有辦法表現；我自己也研究過

「銅紅」釉方加上碳化矽，看它能不能用氧化火燒成紅色，還有「鉻錫紅」

也是一碰到氧化鋅就消色。這些我都有實驗，另外也有鎳的紅結晶釉，但是

你在和其他色調的結晶釉同一個溫度之下來燒的話，燒不出來，（鄒生：對，

而且你是用電窯燒，那就更困難了！）對，尤其是如果一個需要氧化，一個

需要還原，結晶需要氧化，銅紅那些東西需要還原，那個就很難了，很難！

後來我就買了色料，我去德國的時候，就看到人家的色料，然後就買回來做

實驗，所以現在有各種色調的紅色的出現；不過層層上釉時，一定還要非常

仔細的處理，因為紅色料的呈色一定會受鋅的影響的。我們不是說這個限制，

一定不能夠解決，究竟你的知識有限，因為這是屬於純化學方面，我們沒有

那個基礎教育。 

鄒生：可是如果從化學方面來說，氧化跟還原，不可能在一個窯裡完成，（超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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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市面上有看到，電窯裡可以放瓦斯燒。 

超師：可以，這我燒過。對，可是有的釉藥需要還原，有的需要氧化，你二個不能

同時存在（鄒生：還是有它的困難），對呀，矛盾呀！會「打架」；你看那結

晶釉在還原之下燒（鄒生：燒不出來？）哇！一塌糊塗，完全不能看；我有

那紀念品，就是當初用還原燒，燒出來就像那個癩蛤蟆，燒成功的就是這個

二十六號釉，我給它的號碼（鄒生：這是還原燒出來的？），這是氧化；還原

燒出來就像癩蛤蟆，就是一個泡、一個泡、一個泡、一個泡，（鄒生：那如果

是別人，可能把它當成「新派創作」）。 

超師：談起來這些東西就是很好玩。還有，陶藝為什麼一直這麼困難？它技術性確

實很高；還有一個，一般人都怕難，遇到困難他就不去做；還有它要設備，

要場地。我是因緣際會，如果我不在故宮上班的話，我不可能去做陶瓷，不

可能去研究陶瓷，這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從零開始。 

鄒生：我很佩服老師自學出來；當時我在做這研究題目的時候，我看台灣的陶瓷發

展史，從比較近的開始的話，大概就是比較早的做工業陶瓷方面的，就是王

修功、吳讓農、高東郎……他們那幾個人，他們有幸是在大陸的時候，都已

經在（超師：對，他們是學這個的）……接觸這個東西，還有一個教我英文

的邱煥堂老師，雖然他是學英文的，但是他去美國在美國大學有學過，也有

受過學院派的訓練；那老師比較令我佩服的地方，你幾乎就是從……，就像

我們講的，你是唸文、法、商那一類組的，然後自己去鑽研化學的東西，這

是比較難的，也是我那時覺得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且在台灣的陶藝界，老師

的輩份應該也算蠻高的，也是很早把陶瓷往藝術方面帶動的人，不是只把陶

瓷拿來當生活用品工藝品；所以覺得值得研究老師自學的過程。我相信遇到

很多的挫折跟困難？ 

超師：那是當然的。可是這就是人的個性，我不會因為困難把我打敗，我會因為困

難知道這方法不行，再換一個新的；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下一窯一定比

這一窯好；因為這一窯的錯誤我不再犯，我永遠都是這樣子，永遠用一種希

望的心、歡喜的心去看這個事，我不會沮喪，不會！永遠都充滿著希望，因

為你對自己有信心，就會自然而然踏實的做下去。所以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第一你要有信心，這個信心不是盲目的，是這些東西你接觸了，你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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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有這個大概的輪廓出現了，你就知道該怎麼樣去做。我那時候就在想

一個東西以青瓷來說，我要燒窯就算我一百次總可以研究出來配方吧！結果

沒有到一百次，我已經燒出來了！所以，你自己先不要存著一種幸運的心，

想去巧合把它搞出來；我從來不這樣想，我是把幾種原料做排列組合，把用

量也做上下調整，列出很多配方來試燒，這樣的構思。我這一次失敗了，我

知道這一類的不能用，再換另外一個方式。我做事情是這樣子想。 

鄒生：老師您陶瓷創作這麼久，我看過國藝獎美術類的得主，除了您以外的大都是

書畫的，所以當時是有什麼樣的機緣，讓您得到這榮譽？ 

超師：很好玩。這是師母得的獎（鄒生：師母得的獎？她是幕後功臣是不是？）對、

對。我是不喜歡去參加比賽搞這些東西，我們那時真的也有生計的壓力，您

師母就說，你應該出去跟人家比一比，讓人家知道嘛！你有跟沒有那個作品

價格差很遠的，所以你師母就給我拿送出去了，那我就得獎了；在那以前我

也參加過兩次省府單位辦的比賽，都是手工藝類的，還沒有開始比，據說已

經知道誰人第一名了，所以我當時對參加什麼獎都很排斥的。 

鄒生：我看老師的資料，您在國家文藝獎得獎之前，參加過幾次外貿協會辦的產品

設計獎，連續好幾年都有得獎（超師：對，連續拿到）；老師您連續創作的歷

程，您覺得在技術上 大的 大成……？ 

師母：你說到外貿協會的產品設計（鄒生：對，得了好幾年），那都是我主動去做的，

第一年拿到 佳產品設計獎，第二年就是貿協來通知我們拜託我們再去送

審；第三次他又來通知，拜託我們再去，我說好我們就再捧場一次，接連拿

三年 佳產品設計（超師：我們不好意思）；第四年他又來，我就說對不起我

們不參加了。 

鄒生：為什麼不參加了？我記得看您的文章上面是說，不好意思再參加了。 

師母：對，這些事都是我主動辦的，（鄒生：老師都沒興趣？）所有的這一類的，不

管是別人推薦去參加一個像這國家文藝獎，或者是像外貿協會是我主動報名

這個，老師通通都不贊成，（鄒生：老師為什麼都不贊成？他覺得那是多餘的）

不是，他就是這樣子的人；他就是天生孤傲的性格，這些東西他覺得不必要

得到任何一個人的肯定，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超師：我覺得我要自己肯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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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需要別人），他不需要任合一個人來肯定他，這是他一貫的想法，但是

事實上我是在管我們家的生計，我一定要衝出一條路出來（超師：她需要管

油、鹽、柴、米）。 

鄒生：所以老師還是有藝術家的性格。 

師母：對，純粹就是，非常純粹典型的。 

鄒生：可是老師這種的藝術家與我們一般所認識的不太一樣，現在藝術家莫不想盡

辦法要出名，所以什麼「新派藝術」，脫光衣服在街上走扛著國旗，他還說他

有什麼樣的創作理念；像老師這樣子的創作風格，等於就跟現在「市面上」

的藝壇格格不入。 

師母：我從認識他我就發現他這樣的性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他是又狂

又狷，他不是一個中道的個性；所以也可以說他的想法和作法不是一個比較

符合社會的一般價值判斷，去追求所有社會認同的成功的條件，他不是這樣

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就是他根本藐視社會的那些條件；（鄒生：可是這樣不

行啊！生活還是要過啊！）對，他的對於所有事情的處理態度，他不是過於

狂，就是過於狷；所以我必須要走「中道」。很有意思，我是一直被他罵的很

慘，就是為了這些事情，可是慢慢他也了解到因為這是個務實的方法，所以

他現在不會為這些事情罵我不對，而且這還變成他的一個「小辮子」，你不聽

我的話對不對？（超師：對，真的是個「小辮子」被他捉到）；聽我的話是對

的，（超師：對，聽老婆的話有飯吃）。 

鄒生：老師，您覺得您這樣子在技術上，我看您那本《窯火中的創造》，我的感覺，

以我們也有在做的感覺，您有很多的在技術上的突破，這已經不是時下一般

的陶瓷藝術家所能做得到的；因為他們的突破，頂多就是在土上面，或是在

燒窯，譬如說他從瓦斯窯燒不出來就去燒柴窯，柴窯燒不出來，他就拿去做

鹽燒、做什麼樂燒，就在這邊變來變去；但我覺得老師您不同的就是，您都

做瓷板，就這樣東西，你去想辦法在設備上、機器上變得品質更好，然後燒

出來效果更佳更穩定，所以在燒窯的機器上做改善，在陶板的機器上做改善。

可是，一般人不這樣，我覺得他們沒有一「中心點」，他們做但是他們變來變

去，不像老師我的感覺是有一中心的想法，然後從旁邊一直加東西進去，讓

這中心更堅固；可是他們不是，他們因為在這個東西做不好，或是變不出花



256 文資學報│第五期 

樣，就跳一個、再跳一個，老師你的看法是怎樣？ 

超師：怎麼樣說呢？對這些人的性格老實說我不了解，我不能加以批評，人家是、

否，我覺得……，他們大概也是在想變吧！？變的方法不一樣，這條路走不

通換一個方法變一下；我不是這樣子，我這條路走不通，我要研究一下為什

麼不能？是那裡不通，我要把這障礙克服它，我要走過去，而不是換一個。 

鄒生：老師您上次不是做一個更大的機器？您的瓷板又放大了嗎？ 

超師：對，我還沒有正式的啟動，還沒有正式的用它來畫大的畫，為什麼還沒用呢？

因為我還沒有準備好。這個一次做那東西，那麼大，只有一次機會，壞了全

部都完了，你要花多少功夫啊！所以我要先從小的試、試、試、試，都試好

了，我的構想用這個釉、用那個釉表現能不能夠出得來，好了都可以了，然

後畫大的，一氣呵成，我要一再試、一再試，有把握了然後動手去做。 

鄒生：老師您覺得 可以自誇的技術成就，還有您覺得做得 好的藝術性的價值在

什麼地方？ 

超師：我不覺得，我跟你講真的，我不覺得！因為我一向的想法是不跟別人比，我

從一開始很多年以前，我就有這個想法，我不跟別人比，我要跟自己比，跟

別人有什好比的。比方說你今天在這個環境，又沒幾個人，你在比什麼！？

你比他好一點你還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我常常開玩笑講，三寸丁跟矮子才

比，我比他高，你真的要跟人家去比，你要可以跟那個「高可摘星」的人去

比，你雖然沒有他高，但是你在雲之上，我常是這樣的想法，我不跟別人比；

這是我的真心話，不是唱高調。我就是在跟我自己比，我今天就跟昨天比，

我有沒有進步一點有沒有好一點，一直就在想這點；你想別人幹什麼，跟那

個爛的比，有什麼好比的，一堆爛蘋果比什麼，沒有什麼好比；不要跟別人，

跟自己比。像畫展這些我也常去看，不管他好的壞的我都去看，我吸收人家

好的，對不對，往往一些東西是你想不到的，會觸發您的靈感。 

鄒生：老師我想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您可以考慮要不要回答；因為我在雜誌上，

現在有很多陶藝家的代理商；譬如說當代陶藝館跟某個陶藝家合作……，（超

師：是經紀人），對，經經紀人，老師您有沒有？ 

超師：我從來不要。因為我不喜歡受到限制；你做的東西交給他由他來經銷；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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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說人家喜歡我的東西，找上門來找我，那你說我賣不賣給他呢？他說他喜

歡，我賣給他的話沒有經過經紀人，那是欺騙經紀人，這樣不好。 

鄒生：所以老師您現在沒有經紀人。 

超師：我一直都沒有，我從來都沒有。（鄒生：你不像一般藝術家那樣操作），沒有

意義嘛！幹嘛呢，得那麼一點點「蠅頭小利」有什麼意義？！對不對！你在

台灣很有名，出去看一看，離開台灣誰認得你？對不對，這個事情沒有意義。

人生何必活在那個……，唉！一種……，我覺得那是一種虛幻，自己想好了

不起；在我看起來真的很可憐。像我今年七十幾歲，活了這麼大了；你想想

看，也不過是地球圍繞太陽轉七十幾圈而己嘛！多麼短暫啊！多麼渺小，有

什麼好計較的；我們看那個螞蟻，在那裡圍著一點東西在那裡爭啊！奪啊！

雖然得到一點點小利，可我看起來很可憐。 

鄒生：如果有經紀人，你的自由度就不見。 

超師：不要說人算不了什麼，就算我們的地球在宇宙中也算不了什麼，我們的太陽

也算不了什麼；每一顆天上閃亮的星星就是一顆太陽，我們眼睛所看是我們

這一個銀河系；銀河系就有千千萬萬，單單銀河那太陽就更不用說，地球就

更……，唉！都是微不足道。我並沒有宗教觀，我並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

我觀察自然。 

鄒生：可是老師您講的這些話跟某些宗教的宗教觀是不謀而合的。 

超師：對，這個我在二十幾歲就體驗了，我在 痛苦的時候，已經體驗了人實在是

太渺小的。 

鄒生：老師請教您，因為林保堯老師說我一定要把將老師的作品挑一些出來寫，不

是評論，而是把看老師一些作品的感覺寫出來；因為老師作品實在太多了，

我看那麼多圖錄，我有想法想請教老師，我如果要挑作品出來寫，是挑那幾

個時期的作品出來寫，是老師覺得比較有代表性，就是我寫它可以代表您創

作的歷程這樣；我不能全部都寫，這樣寫不完。 

超師：怎麼樣講呢？這是很難，真的很難！這一幅，背後這一幅，這一幅是我 早

開始能夠做出來這麼大的瓷版畫，那時候高興的不得了！（鄒生：老師我能

不能拍個照片？我只用在論文上面，其他地方我不會用；我把它記下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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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啊！不要緊！這是我去法國的時候，回來之後車子經過那個叫什麼

城……，我忘了5（鄒生：我記得老師書上有寫），那個什麼大教堂，然後旁

邊的那個樹，我們車子過去我就看到，哇！那個教堂好雄偉！跟那個樹這樣

散到那個教堂，看起來我覺得更雄偉，我回來就畫了這個；我就是走抽象的

方式把它畫下來。我這樣講您能夠感受那種感覺嗎？ 

鄒生：教堂的樣子。 

超師：對，對，對。感受得到（鄒生：感受得到），這幅叫《天光山色》。 

鄒生：有些作品老師在您那本《窯火的創造》上面有寫，我大概知道。 

超師：這是 早 早的，我能夠做出來這麼大的陶板。 

鄒生：我在老師書上面看到，就是您從法國看完那個畫家的展覽之後，對您的影響

很大嘛！ 

超師：對。影響非常大，觀念整個一百八十度改變。 

鄒生：可是我要寫的不是只有法國以後的事情，我要寫從您創作到現在；那在法國

之前有沒有一些作品，就是它可能是您……，在研究釉藥您跨過去的一步，

也值得稍為說明一下。 

超師： 早你知道嘛！因為我不是學陶藝的，我對釉藥可以說完全不懂，所以一直

都在試驗中，一直都在試釉，在這個過程中，至於說創作的作品根本都沒有

啟動；等到到了這裡才是真正開始啟動，憑良心講。因為我心裡自己很有作

品，我是學美術的，那個畫跟做雕塑這是我的基本，我非要學的只是釉藥，

所以我一直搞釉藥、搞釉藥，一直都在搞釉藥；等到有了這些東西，就等於

有了畫布，有了顏料，然後就開始畫畫，那以前就是在研究畫布、研究顏料。 

鄒生：所以老師覺得以前這些作品對您來說，其實也是跟實驗差不多而已？ 

超師：對。這單是釉藥，另一方面是上釉的方法，在構圖上已經有空間，（鄒生：喔！

對）那你看這一個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已經有空間在，轉動的時候就更明

顯。 

鄒生：這是不是像山跟雲海？ 

                                                 
5 Stras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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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對。……，這是早期的（鄒生：我知道）……，有一個……，（鄒生：感覺到

有山跟雲海的感覺）對，（鄒生：這有些圖錄上我好像有看過）有看過，對……，

這個時候我就是研究出來釉藥，我把釉藥就當作原料，單純的畫出來我心裡

面想像的空間（鄒生：這也是用噴槍噴的？不是用畫筆畫的？）對，不是；

原本你噴的時候，要你心裡面有構圖，你知道釉藥它會成為什麼樣的表現，

那您要怎麼樣去噴、怎麼樣去佈局。這邊就這樣子……，像這個也是啊！那

你知道你的釉藥會怎麼樣（鄒生：這個像是山光跟水色？）對啊！（鄒生：

您這個有油畫的感覺）這當然油畫的感覺，（鄒生：也有像那個太空彗星的感

覺）對，（鄒生：這都是從巴黎回來之後做的嗎？還是之前）以後，這都是以

後的事情…… 

鄒生：就是您從巴黎回來之後，就大概沒有再做這些瓶罐了？ 

超師：就少做了。像這個你就可以看出來，我學雕塑的總是想，能夠有一個雕塑的

形式變化，就用這瓶子來刻什麼，但是這個釉失敗的，這個釉不是我想像的，

沒有燒出來我想要的感覺。 

鄒生：就是它的顏色跟造形不能夠搭就對了。 

超師：對。這個我做了很多，都失敗了（鄒生：就是都有切割的……），對！對！對！

都失敗了！所以，你想學雕塑的人一定會想去做造形，可是你知道這時候不

值得去做，那我乾脆就用 簡單的坯體，那失敗了就算了，我不心疼。 

鄒生：老師您 近都沒有做東西了嗎？ 

超師：這個就是……，但是不怎麼成功，這個是巴黎回來的時候（鄒生：這個好像

是瀑布森林、石頭是不是）對……，（鄒生：老師說的墨荷是裡面這一幅嗎？）

對；（鄒生：這怎麼跟我上次來不太一樣？）後來我……，因為後面擺……，

這就是……（鄒生：這書上面好像都有？）都有，（鄒生：那我去翻拍書也可

以）對。 

鄒生：老師你現在土片 大做多大片？ 

超師：大概三米多（鄒生：所以這片還不是極限），這個是壞掉，切掉的，上下都給

我切掉，不成功，我要求的沒有出來，這是做陶藝 大的困難，我心裡面想

的，然後我噴出來的這個釉，我預計要產生的變化，它沒有出來，結果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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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花（鄒生：您不要它開花？）對，我就把它切掉（鄒生：下半幅把它

切掉），對，下面畫太……。 

鄒生：這一幅好像看到有一幅國畫有點像？（超師：跟國畫都有關），古人的……，

好像是密林還有山石，（超師：對……，這個是我要求變，用不同的方法來表

現）這上面的紋路還是布的紋路，（超師：對）近看跟遠看還是不太一樣（超

師：不一樣），近看的感覺跟遠看的感覺不一樣。 

超師：所以這個就是陶瓷結晶釉所能夠表現，別的藝術沒有辦法表現的；我們遠可

以觀其「勢」，它那個氣勢。 

鄒生：對呀！我剛剛遠遠看就覺得這幅畫不是這樣子的格局而已，我看到它的時候，

在我的心裡有種好像，是一幅很大的山水的樣子；可是它其實是小小的，但

是心裡面感覺…；但是近看的時候，好像鏡子可以走到裡面去。 

超師：對，近看的時候可以觀其「質」，可以觀察到它的質感，這個是其他油畫、水

墨沒有辦法表現的；你不僅可以近看，用放大鏡看那更好，（鄒生：用放大鏡

看連那釉藥的組織）對。 

鄒生：我看過老師的書上面，用放大鏡把它照出來，我覺得在那個微觀的世界裡面，

它是另外一種美的世界（超師：對），是我們在這個地方這樣看所不能體會的

（超師：對），所以一般的繪畫大概就沒辦法這樣子。 

超師：所以我為什麼走到這條路，因為我發現了，它的其他東西所不能夠表現的，

這就是原創性。 

鄒生：這個就有抽象畫的味道（超師：對）……，老師你這邊這樣佈置像一個展覽

室（超師：對，像一個展覽室）。 

超師：……，這邊是比較早，（鄒生：土片還沒有做那麼大的時候），對，還沒有做

大的時候，做小片拼起來，而且，小的拼起來中間還有縫，你這樣看得出

來……，你這樣子看，從這角度看，看到沒有？（鄒生：喔！對，那也是拼

出來的土片？）不是，不是，因為那個練土機就這麼大，我把它變成一個管

子，管子裡面的心怎麼樣存在啊？你看看（鄒生：那些都是用這練土機做出

來的？）對，你看這個（鄒生：中間…，出來是個空心筒狀的，然後再切開

來）對呀！對，它就是這個東西，土經過這裡它的土就不一樣了，雖然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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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再壓、再壓沒有用（鄒生：土坯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很平，但是燒完之後，

還是全部還給你）對。 

那現在就不會了，現在為什麼不會了，因為我把這個改掉了，這個我只用一

個，我是一片從頭到尾這樣一片，這個中間成一條溝，然後這個插進去，然

後再焊死，然後跟上面轉動，然後就用螺絲鎖起來，那這樣子它就不會有那

個痕跡（鄒生：那痕跡剛好就是你切開的地方）。 

像這樣都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鄒生：所以老師了不起就是在這邊，因為這些東西等於都是自己設計出來的。（超師：

這個我改了再改，這個改了二次， 後又加一道，這個管子加進去，出來的

土波浪比較小），這些是訂做的？工廠的沒這麼大臺？（超師：沒有，工廠用

的我拿來改，……，像這個我自己摸索的，沒有人有啊！），您就是為了搬土

板的時候不要留下痕跡（超師：對，你看這是木板，因為不銹鋼的會黏，我

這個用木板它就不黏了，雖然一點點小東西小技巧，可是就要花很多腦筋去

實驗），對呀！對呀！（超師：我現在能夠做的這板子多長，陶板就能夠做多

長）這些都是乾的土（超師：對，生的還沒有燒）。 

老師您都是一次，就是畫完了就全燒，您有先素燒嗎？ 

超師：先素燒。你不先素燒不行，因為太大了，你一噴一不小心破了就完了，這個

花的工夫太大了。 

鄒生：這板子連素燒也要用機器送？（超師：對呀！）……，老師如果您要這樣從

一片土切割到做到好，其實要花費相當大的時間（超師：對，沒有錯）……，

老師您這樣用土很「兇」，因為那個機器那麼大，土要那麼大一片（超師：對

呀！做那個要二包土）。…… 

老師像您這樣弄，機器那麼大東西也那麼大，您都可以一個人自己操作？（超

師：對，都可以呀！）所以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把省力都設計進去了（超師：

對呀！）。 

超師：像這個是多用途，……（說明機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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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生平年表 

1929 生於中國徐州 

 Born in Hsuchou, China 

 

1968 畢業於台灣國立藝專美術科 

 Graduated from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the 

Arts, R.O.C 

 

1974 雕塑「銅獅」座落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Created the two bronze lions that guard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981 參加中日陶藝展、義大利國際陶藝展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eramics Exhibition in Faenza, ltaly 

 

1982,84 參加法國國際陶藝展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Biennial Exhibition of Ceramics in 

Vallauris, France 

 

1986 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現代館以專題「從傳統中創新」長期展覽 

於台北龍門畫廊舉行個展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ng from Tradition” exhibition at the Modern 

Gallery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Solo exhibition at the Lung-Men Art Gallery, Taipei 

 

1987 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 

獲中華民國國家文藝獎 

 Solo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Honored with the R.O.C.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1988 作品入藏於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 

 Two pieces collected by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1989 於法國巴黎巴哈藝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the Galerie Jacques Barr_r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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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於法國守修市立藝術中心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於法國加布埃爾畫廊舉行個展 

 於台北文建藝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the Maison des Arts et Loisirs de Sochaux, France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by the City 

 Solo exhibition at the Galerie Gabrielle Fliegans, Strasbourg, France 

 Solo exhibition at the CCPD Culture Gallery, Taipei 

 

1992 於美國紐約台北藝廊舉行個展 

 作品入藏於紐約伊佛森博物館 

 Solo exhibition at the Taipei Gallery, New York 

 Two pieces collected by the Everso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3 於德國國立海外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於德國國立卡賽爾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Solo exhibition at the Ubersee Museum, Bremen, Germany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Solo exhibition at Staatliche Museen Kassel, Germany and two pieces 

collected 

 

1994 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作品入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 

 Solo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One piece collected by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95 於盧森堡派特斯畫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Galerie De La Petrusse, Luxembourg 

 

1996 於高雄積禪 50 藝術空間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G. Zen 50 Art Gallery,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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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於台北龍門畫廊舉行個展 

 完成著作《 窯火中的創造 》一書，由藝術家出版社出版 

 名列《Who’s Who in the World》，Marquis Who’s Who 出版 

Solo Exhibition at Lung-Men Art Gallery, Taipei 

 Published “Born By Fire”, Chinese version, by Artist Pub. Co., Taipei 

 

2007 於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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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ist: 
Professor Sun Chao 

Zou, Chun-Keung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Sun Chao in ceramic art by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of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him. Especially for his unprecedented 

accomplishment in art and technique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observe and admire 

his creativity and energy directly from him in his studio.  

Bestowed with the Award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in 1987 (fine arts), he is indeed 

the first in history to receive such honor as a ceramic artist. In fact, as of now, he is still the 

one and only artist among ceramic field. Moreover, a great number of his art works are 

collections in many selected museum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interview Sun Chao as one of our “Figures of Ceramic Artists in Taiwan” and inscribe his 

important career in ceramic arts in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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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專刊乙種第 1 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Bloch, Maurice 

1993  “Zafimaniry Birth and Kinship Theory.” Social Anthropology 1(1B): 119-132. 
（4） 『……』表示引文裡的引文。 
（5） （……）表示用於正文的說明文字，或劇本（科儀本、樂譜）裡的演出提示；或年代、

外文之註解。 
     【……】表示詞牌、曲牌、板腔名。 
9. 英文稿件，請依西文論文格式打字。 

五、投稿辦法 

1. 向本學報編輯小組索取或上網（http://ccr.tnua.edu.tw/paper_3/news(3).doc）下載報名表格、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填妥後與論文電子檔，以郵件寄送或以電子信箱傳遞至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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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與文
化意義＊

 

廖倫光
＊＊

黃俊銘
＊＊＊

 

摘要 

為解決來自社會的、墓地環境及技術供需的動態性需求或衝突，臺灣漢人墓作

具體展現的概念，包括公墓用地越來越有限而墳墓施作更加的富變化；傳統葬俗接

受了包括祖塔在內的新式墓作；以及將經營祖墳視為敦睦宗族的思維。 

墓作常有創見與轉變的臺灣傳統漢人墳墓，其根深柢固的且具活力的文化意

義，主要在於相對葬地不足及火葬盛行的衝擊，為了妥善保存先人屍骨而促使傳統

葬法持續流傳；以及在積極維護祖墳的概念下，追求繁飾的與頻繁修墓的社會態度。 

本文將選擇長時期存在的，及目前尚有後裔祭掃的傳統墳墓做為研究對象。並

從公墓與祖墳的互動經驗、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從簡樸到繁飾的墓作思維

等面向，提出臺灣漢人墳墓如何的流傳與適用於當下的敘述。 

關鍵詞：墳墓、公墓、墓作、二次葬、文化意義 

 

 

                                                 
＊  收稿日期：2008.09.18；通過日期：2009.09.21。 
＊＊ 中原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 
＊＊＊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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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言 

對於臺灣傳統墳墓的多樣化變貌，除了墓作匠師所稱是與個人的匠作表現有關

之外：「形體是百百種，隨人變的啦」
1
，其成因有來自分化成數階段進行的初塟、

二次葬與進塔，所搭配的多樣化藏屍構築；以及來自這些墳墓墓主的後裔子孫，常

有遷改葬之舉、講求附葬或家族合葬、與積極新修祖墳的葬俗發展。
2
臺灣漢人渡臺

前的閩粵祖居地，在明代已有在重埋枯骨的「墳葬」之前，尚有藏屍入土的「權厝」

此一暫時性的初葬階段，諸如明代嘉靖年間《廣東通志》記錄的：「死三日則權厝之

土中，三年而後，取遺骸為墳葬之」。換言之，遷改葬所需的納骨構築，在技術上提

供了初葬墓得以汰舊換新的機會。對於在各地普遍設置的甚或與聚落緊鄰的漢人墳

墓景觀（廖倫光，2003：31），本文除了探討反覆修墓所需的技術提供之外，並對壙

穴地上化及逐年成長的「祖塔」等的墓作變貌，從屢遷屢葬的民俗與墓作經驗中，

進行現象描述與意義的梳理。 

墳墓又稱陰宅（完顏紹元， 2006：13），墳墓一語依溯往著述與民間報導，通

常是指掩土藏屍骸且堆土為記的構築物。
3
回顧古代漢民族的古籍乃至清代海峽兩

岸、日治及晚近臺灣的禮俗記事中，這樣的墳墓應有堆土為記的概念，皆能相當一

致的長期流傳在漢人社會之中，舉凡鄭玄注釋《周禮‧春官》所稱：「塚，封土為丘

壟」；傳承漢民族喪葬禮儀而在清初寫成的《家禮大成》，所記墳墓，皆為隆高於地

表的構築物：「築堆曰墓，高壟曰墳，封邱曰塚，大阜曰陵」
4
；又在《臺灣生熟番

紀事》中，可見清代臺灣甚至以漢民族的隆土為記：「深埋山岡之上，堆土為記」，

視為不同於原住民殯葬之「番俗」的重要指標（黃逢昶，1885：37）；清末《臺陽見

聞錄》是用「封於土面」指認臺俗墳制(唐贊袞，1891：144)；日治時期《臺灣慣習

記事》又以現今民間尚在沿用的「墓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272），以及土

饅頭之說：「粘土塗其上，如土饅頭」（佐倉孫三，1903：6），指稱臺灣漢人墳墓；

                                                 
1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道公，訪談年度 2002 年 1 月 19 日，筆者訪談。 
2 參見徐福全 1999《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廖倫光 2003《台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

究》。 
3 本文將不採《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所使用的較廣義之墳墓定義。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墳

墓設置管理條例》之第二條：「本條例所稱墳墓，包括公墓及私人墳墓。」並且基於原住民傳統藏屍

土葬，無論室內或室外葬，並無在地表上堆土為記的報導，以及西方人、教徒墓與日本墓，其出現年

代有限、或亦無堆土、或並非普遍現象，因此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4 呂子振，《家禮大成》，竹林書局，1735，1922 楊鑑重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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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莊英章亦視堆土成塚，是辨識墳墓的要件：「傳統的墓一般都堆土成塚，高

出地面而成小土丘，所以稱為墳墓」（莊英章，1990：73）。 

這樣在傳統中長期流傳的墳墓形式
5
，在《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曾景來，

1939）、〈中國傳統喪葬禮儀要義〉（莊英章，1990）、《江浙漢族喪葬文化》（何彬，

1995）、《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徐福全，1999）、《喪葬史》（陳華文，2007）

等論及墳制的喪葬專著中，皆視墳墓是項歷代沿襲的且可類比的文化流傳物。相關

研究指出，自兩漢以下漢民族的喪葬禮儀並無重要變遷，乃至臺灣傳統墳制亦無重

要變貌（莊英章，1990：17、73），或指出至少自春秋之後，掩土築墳一直是與葬俗

並存且持續流傳的喪葬要項之一：「（墨子）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綉必繁，丘陵

必巨…這種習俗，元明清一仍相依，並且不斷增加內容」（陳華文，2007：17-48）。

由此觀之，可依據上述長期流傳的葬俗背景，以此為基礎，探究臺灣傳統漢人墳墓

有哪些具變貌的墓作發展。再則，基於研究主題與篇幅的考量，對於與墳墓及墓作

變貌的有關題材，諸如厚葬與薄葬的殯儀發展、現代化與都市化下的公墓管理及殯

葬改革、現代與傳統的衝突（黃有志，1991：204）與解決之道、掩土成墳堆之外的

其他處理屍骸方式與孤例的富豪大墓等研究課題，在本文中僅是有限的加以討論。 

傳統漢人墳墓及其墓作技術在於保存與文化流傳的面向上，可提出兩個與墳墓

變貌直接有關的問題，一是強調「以澤枯骨，而惠將來」（陳培桂，1871：71）的傳

統墳墓，在長期以來葬地漸感不足，以及民情逐漸接受火葬，更有火化塔葬已成為

殯葬主流趨勢的情形下（黃有志、鄧文龍，2002：193），傳統墳墓是如何的得以持

續流傳？再則，那些擁護傳統墳墓的後裔子孫，是基於如何的概念，發展出既要留

存舊有的、 遠可追溯至渡臺先人的開基祖墳，更要講究繁飾的與頻頻翻新的修墓

表現？本文之研究目的，是針對臺灣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此一長期存在的事實，經

由理解其現象與文化意義的過程，對上述問題尋求合宜的解答。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對此經由挖掘壙穴而後覆土藏棺所完成的傳統墳墓，將

視其為具動態變化的物質觀察對象，此對象的內容包括藏匿在地下的棺墓，及逐漸

升起至地表的浮葬墓，乃至完全興築於地表之上的納骨塔；也就是要經由墓作匠師

所完成的，且是數量眾多及便於直接觀察的人造構築；以及是在方志、風俗記事與

風土社會中，常被提及的且不容忽視的入葬話題。其次，可運用葬法古籍中就已採

                                                 
5 傳統，在此是指延續的或一脈相承的文化系統，如《字彙》「傳，續也」；《正字通》「統，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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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些特定理論，特別是通過檢視舊墳以及墳墓所在的墳場環境，探討傳統墳墓

何以能留存久遠的方法，舉凡《地理五訣》所稱：「書中多覆驗舊塋之法，何也。予

曰：地理之道應驗遲久」（趙九峰，1806：23），或是《七十二葬法》提及的：「余全

據形以斷之……盖理氣原從形勢上講出來」（尹一勺，1796：6-175）；再則，是以墳

場現地所見聞的眾多墳墓樣本進行比對，並且參考與葬地環境有關的溯往史料及匠

師報導。據此，理解墳場所見之個別墳墓的，也是逐漸擴充至整體的傳統墳墓所蘊

含的一般概念、歷史性與文化意義。  

本文針對在墓作技術、墳制及葬俗上，其同質性極為密切的臺灣漢人墳墓，從

墓作變貌與其顯現的文化意義此一課題進行討論，在此將選擇保存良好的甚或歷久

彌新的，及目前尚有後裔祭掃的傳統墳墓做為研究對象。並從公共墳場與祖墳的互

動經驗、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從實用到繁飾的墓作思維等面向，逐步的進

行認識與比對，進而提出臺灣墳墓如何的流傳與適用的敘述。 

二、公墓與祖墳的互動經驗 

社會公義性質的公墓與私塚屬性的祖墳，兩者在本質上原本並不相同，但是基

於傳統墳墓大都集中在公墓之中，且有墓地逐年受限的困境，造成需以墓作，對有

限的墓地加強保護及建立識別，因此越是晚近，越有著動態性的互動關係。 

清代初墾時期就已盛行甚或飽和的義塚，乃至日治時期的「共同墓地」或是現

稱的「公墓」，是三百多年來延續的及頗具一致性的公眾營葬方式。舉凡內政部所刊

行的《墓政管理論述專輯》指出，在時至民國六十八年全臺約計 3260 餘處的公墓，

根據方志研究與民間反映，這些公墓大都是始於清代的老墳場（蕭玉煌，1991：76）。 

至於，入葬在義塚中的死者，除了一部份是基於公義仁政，將無後裔的死屍或

是無主枯骨，就近拾埋至各地義塚內：「見骨則瘞，遂號仁人；拾地而埋，爰稱義塚」

（高拱乾，1694：250），除此之外，主要的入葬者是有後代子孫祭掃的逝世者：「自

古設立義塚，以為附近民人埋葬之地……樵牧孩童每逢清明，伺人祭掃，群討粿物」

（劉枝萬，1994：83）；或如同治六年(1867)〈竹塹堡義冢〉告示，其保護對象是有

子孫祭掃的墳墓：「竟有冒認子孫，將標領銀，墳移別處，其正子孫尋無祖骸，害更

難言……試思棺柩搬徙無定，難免損傷，而子孫無處尋墳，徒深悲戚」（陳朝龍，188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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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納眾多墳墓的公墓義塚，為避免「子孫無處尋墳」的困擾，其與墓作對應的

具體經驗，一則，是從原本的貧戶、戰死者與無主之靈，漸變為富豪也可入葬義塚

的過程中，入葬者的社會身份或生前的經濟條件，已無明顯限制（廖倫光、殷可馨，

2002：9），墳制則有追求顯榮與強固的發展；二則，使得「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

祖墳墓乎」（陳朝龍，1883：219）的祖墳概念，從不祭掃或少有維護修補的祖墳，

易被誤認為「無嗣」荒塚而隨時有被毀之虞（黃有志，1991：152），或如大溪三層

墳場的墓作匠師亦稱，未見撿骨又無維護的墳墓，皆為無後裔的「倒房」之墳的辨

識與保存概念，逐步傾向以厚葬華墳成風的（黃有志、鄧文龍，2002：174）、強調

識別的、重視修繕乃至合族共葬的墓作趨勢。據此，促使無論是在公墓之內或在公

墓之外的墳墓，其墓作從早期通行的簡葬墳制，轉趨繁飾。 

（一）拓墾過程中的義塚經營 

臺灣開發以來，無論官方或民間皆積極劃撥低開發的或公有土地，做為一般民

眾隨處塋葬之用。舉凡初墾時期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勸埋枯骨示〉此一極為

寬鬆的告文中，通報全臺府縣單位應鼓勵軍民人等，將尚未充分開發的未墾荒地，

充當塋葬之所：「為此示仰臺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未墾荒埔，果係官地，聽民

塋葬；若係批照在民，未經開闢者，亦准附近人民塋葬，不許阻撓」（高拱乾，1694：

250）。 

另外尚有由民間富紳或由庄社撥地，所自設的墳墓用地。舉凡現今新竹縣頭重

埔一帶，在入墾初期就已設置的共同墓地，是股內各佃戶藏屍所需的葬地：「各承上

手於乾隆年間合置員山仔番仔湖嵌頂埔地一所，以為各佃塋葬之地…存為各佃牧

牛；貧民埋葬處，斷不許股內外之人擅行私墾」（陳朝龍，1883：217）。 

大凡義塚，是出於義舉與善行所推動的公共慈善事業。諸如道光八年(1828)竹塹

城工總董進士鄭用錫、監生曾青華等，依據樂善慕義的社會心理，對淡水同知李慎

彝所稟報的提議：「為慕義充公，以便營葬事…緣蒙善政風行，諭令城工總董等查買

冢地，利民塋葬」（陳朝龍，1883：134）；或如《淡水廳志》記載的擇定低開發土地，

廣設公共墓地：「廣設義冢，俾小民得一坏之土，以安旅魂」（陳培桂，1871：969），

這不僅使得義塚經由漢人的墾拓進程，成為遍設於各城市與街庄社會中的重要公共

設施，並且為晚近的公墓用地與墳墓保存，奠定深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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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仁政為訴求的義塚經營，可謂好景不常，甚至在清代中期之前，義塚

公墓就已面臨過度飽和的困境。時至晚近的民國六十至七十年代，相對於都市與中

小市鎮的開發建設及房地產的土地需求，早期以聚落為中心的外圍墓地，因為人口

增加而擴大墓地範圍，而被視為土地開發的一大障礙（王鴻楷，1995：5），或如民

國七十三年時，林衡道先生對於非法濫葬的現象，從墓地管理的角度指出已相當嚴

重：「臺灣十之一、二的墳墓之土地，沒有取得合法的權利」（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1984：176）。歸納義塚公墓與其墳墓的受損成因，若以土地開發相對較低的清代為

例，概略有來自閱歲既久的自然損耗與墓地飽和；或是農林開發與侵墾因素；以及

其他的人為建設與破壞等因素。 

1.自然損耗與使用飽和 

早期土地開發主要是可耕地，相形之下非生產用的葬地，則有公墓、私塚及「未

經開闢者，亦准附近人民塋葬」等多種設施。然而，隨開發的由南至北，臺灣各地

亦隨土地飽和以及墳墓多集中在公墓之內等因素，而有葬地漸感不足的報導。舉凡

乾隆四十三年(1778)蔣元樞卸任臺灣知府，由其在此之前所著述的〈建設義塚殯舍碑

記〉為例，當時臺灣首善之區的臺南府城各處義塚，受到經年累月的自然損耗與墓

地飽和，此時就已是放眼儘是滿目瘡痍的隨處亂葬，且已面臨無地可葬的困境：「郡

南北郊及魁斗山等處，皆有義塚。但閱歲既久，葬者益多；纍纍井槨，穿陷於道，

殊為可憫」（蔣元樞，1778：69）。 

2.農林開發與侵墾因素 

低利用的墓地一直是土地開發的重要目標，人鬼爭地的下場，古墳遷葬的情形

就在所難免。針對公墓區的農林開發與侵墾，清代新竹地區的歷任同知及知縣，曾

經三番兩次的頒布禁令，然而效果極為有限。諸如咸豐元年(1851)所立〈義塚石碑〉

的指控：「未墾以前，附近民人葬墳不少，自墾以後，藉墾混界，破罐露體，漫山遍

野」（不著撰者，1895：121）；或光緒元年與二年針對竹塹城南門外，藉故侵墾混佔

官地義冢的違法行為：「不意奸民仍將冢地栽種相思樹木，陰翳叢雜，致貧人死無葬

身之地，骸無乾淨之所」（陳朝龍，1883：137）。 

 

3.其他的人為破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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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林開發之外對於義塚公墓的人為破壞，大都與城鄉發展快速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舉凡道光二十九年(1849)礙於竹塹建城工程，將新竹城內與城外的墳墓，辦

理清塚與集體遷葬：「廳治東門內外前皆叢塚，道光己酉年由各董事捐資清塚，將骸

骨收掩數處」（陳培桂，1871：73），這樣基於城鎮建設及公共衛生所造成的墓地遷

移，在日治初期開始更在各地經常發生，如臺南市大南門外墓地的逐年縮減（胎中

千鶴，2008：131）；或是嘉慶十八年(1813)彰化地方的土石盜採，對於義塚的破壞：

「屢因不法之徒，奸貪漁利，盜挖赤塗、砂土、樹頭，以致山崩石墜，骨骸暴露，

不可勝數」（劉枝萬，1994：83）；又如光緒十三年(1887)縣府告示中所指稱的，牛車

對於墳地的無情踐踏：「近聞有一種牛車不按舊時車路，輒敢向義冢之上逕意直行。

不恤陰靈，遑云追遠，不修切德，甘自喪心。輪鐵所經，坏土竟成虀粉」（陳朝龍，

1883：139）。時至將要改朝換代前的光緒十九年（1893），知縣葉意深依舊是出示曉

諭嚴禁牛車破壞墓地：「金山面為縣治之祖山……且其地近在郭外，捐作義山；故邑

中人多叢葬於斯，荒冢纍纍難以數計，豈容牲畜踐踏。乃附近村農陟山耕作，任用

小車駕牛運物，所過之處損壞甚多」（陳朝龍，1883：140）。 

（二）公墓內的祖墳保護措施 

按清代《會典》官職及庶人塋地，皆有定制，且將當時稱為義塚的公墓責成地

方官保護：「不容他人侵佔，著地方官保護，勿致毀傷……故備載前賢之可考者，以

垂久遠」（周凱，1839：73）。時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之前，臺灣知府蔣元樞亦提及

地方官應遵奉聖訓，積極增設義塚為其份內要務：「地方官加意增設義塚；聖訓諄切，

尤宜遵辦，以廣皇仁」（蔣元樞，1778：69）；或如嘉慶七年〈義塚護衛示禁碑記〉

所記，替一般窮民和無主屍首選擇空地以便多設義塚，確實是地方官的治民職責：「窮

民無力安葬；並無親屬收瘞。該地方官務擇隙地，多設義塚，隨時掩埋，毋許拋露」

（黃典權，1966：438）。 

在雖稱公墓義塚的各地公共墓區內，由於大都是有後裔祭掃的先人藏屍所，自

然成為從初墾時期直至今日，私人的「祖墳」數量 多的場所。例如咸豐二年(1852)

〈員山仔番子湖冢牧申約併禁碑〉敘述清代公墓的管理保護對象，即是普遍民眾的

私人祖墳：「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陳朝龍，1883：219）。 

慈善機構屬性的清代義塚，原指窮人乃至無姓名可考的無主屍骸之集體墳場，

由此不難理解其墓作多屬簡樸。然而事實上，若舉原為清代雞卵面義冢而在日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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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制的十八尖山共同墓地為例，其中不乏八品武職封贈「修職郎」、六品武職封贈

的「武信郎」、清末富紳林汝梅等地方要人之墓（李匡悌，2002：81）。尤其，是參

與《淡水廳志》撰輯的「道銜分部郎中」林汝梅，在生前聲名遠播且富甲一方，然

而死後亦於日治昭和年間，遷葬於此墳場內，與一般凡夫俗子及無名墓穴混置（廖

倫光、殷可馨，2002：9）。這些數量不少且入葬原因不明的地方要人墳墓，其佔地

雖屬有限，但在墳制或裝飾上，相當追求雅致與華美的品味。 

（三）公墓外的祖墳與墳契使用 

祖墳必須有賴陽世子孫的祭掃與管理，才得以完善的往後世流傳。舉凡雲林縣

斗南鎮林子黃姓聚落的嘉慶年間之渡臺祖墳；或是位於嘉義市大林鎮北勢子永定江

姓聚落西緣的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江姓祖墳群（邱彥貴，2008：157），皆是經由單姓

村的全村人力，將公墓之外的古墳，依據舊觀維護至今的範例。 

在將祖墳視為後裔所擁有的一種私有產權的社會情境下， 為積極的祖墳保護

措施，當是在公墓之外，保有一紙墳契作為憑證的私塚。將祖墳自公墓之內往外改

遷，被認為是陽世子孫表現孝道的合法行為，如〈竹塹堡義冢〉告示碑文所指出的，

後裔子孫將祖墳移別處的遷葬，在清代就已被官方所允許：「所有該處墳冢，如有真

正子孫情願遷葬者，自應聽從其便」（陳朝龍，1883：137）。 

民間極為重視公墓之外的祖墳產權，尤其在涉及墓地有關的田契簽署之際，更

為明顯。基於民情使然，清代田產買賣就有不得賣斷田中祖墳的紀錄，舉凡《清代

臺灣大租調查書》1076 頁所記，在咸豐七年(1857)的田契文書，寫著需將祖墳原地

保存的田契文書：「界內原有祖墳一穴…不得遷移左右前後，只得原穴安葬」；或是

同書 728 頁登錄的，在道光十年(1830)所立，在田中尚有不得賣斷的祖墳之田地賣出

字契：「田中有祖墳一穴…其墳前墳後兩邊四處田照舊耕作，永不得經易」。 

此外，亦有將非耕作田地的舊有墓地賣出，改由新業主安葬祖墳的案例。依據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該書 576 頁記載，道光四年(1824)就有買下他人窨墳，用來

營建墳墓的案例：「田面茲有土窨一穴，坐北向南，給與甘清喜安葬祖墳」；該書 551

頁又有將荒埔轉賣異姓，闢建為祖墳地的字契：「其荒埔時交付鄭應元、鄭應魁兄弟

前去開築風水，安葬祖墳」；再舉 575 頁的地契買賣紀錄，明文將原業主的土墳一穴，

交由異姓買主做為修築祖墳的用地：「隨時四界內埔地土墳一穴，概行指交元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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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人等修理祖墳」。 

綜之，透過這些早期字契，可見重視新建或修建祖墳的觀念，由來已久且深植

民間。這也有助於能強化墳地保固與加強識別的墓作技術，在此祖墳保護的觀念下，

得到有力的支持。 

三、墓作技術的施作項目與發展     

無論是在技術與墳制二方面，墓作皆具有漸變的、階段性的動態變化。漢民族

的墓作技術，基礎工項在於挖壙與掩土工事，舉凡中國唐代帝王陵墓就是以宏偉隆

土或自然的山陵，藉此陵墓炫耀功勳，卻少有立碑的情形（王雙懷，2000：153）；

或如臺灣早期葬俗無論初葬或是遷改塟的墓作，都要以土封穴，可窺豹一斑。 

其後，這樣的堆土築墳技術在歷經長期的傳承之後，在晚近以來，經由水泥匠

作以及陽宅匠師轉作於墳場的影響，又有相當劇烈的變貌。臺灣傳統墓作是逐漸的

將土堆形式化或廢除，以及將壙穴向地表提昇為浮葬或陰塔，至於附屬構件則有多

樣化繁飾的發展。若舉盛行狀況對上述變化給予分期，簡易墓堆的盛行時期約在民

國四十年代之前，其後是陽宅匠師積極轉作墳場的時期，至於包括陰塔在內的祖塔，

則盛行在民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 

（一）傳統土墓的施作項目 

經由眾多墳墓樣本之間的比對，並理解與墓地擇址有關的地理狀況，也就是如

風水古籍所稱方法：「以墳比墳，恭以形家龍穴砂之斷驗」（趙九峰，1806：5），應

不難得知在各式各樣的墳墓樣式中，首要的是以土方掩埋棺槨的墓堆墳。在此之後，

才有將骨甕擺在地面，再覆土料，並經各種外觀修飾與石碑所完成的風水吉墳，

後再繁衍出可收貯數位的乃至巨量骨甕的祖塔。
6
據此，傳統墳墓的掩土現象可由剖

面加以觀察，概略有地下壙穴的沉塟、地上化的浮葬、局部覆土且多為吐葬的陰塔

等數種發展，至於相對「墳墓」的構築則是不覆土的陽塔（圖：1）。 

在上述發展中，傳統土墓的墓作要項，除了隆起於地表的墓堆之外，尚有為保

護墓堆免於水蝕雨侵的危害，而有的地下壙位及附屬構件群等施作項目。 

                                                 
6 祖塔容量有如宜蘭羅東武淵練氏大公墓的十位，在埔里、水里常見僅容二位的祖塔，桃園縣全境與臺

北縣、新竹縣沿海等福佬與客家鄉鎮內的祖塔容納，較其它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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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墓堆墳 

臺灣傳統漢人墳制的基本形式，是不立碑牌的而有如土饅頭的一坏黃土。以泥

土夯實者民間稱之「墓堆」，若以石灰夯實者則稱「灰墼墓」或「白墓墳」（圖：2）。

大都作為初葬用途的墓堆墳，外觀極為簡單是其特色。據悉由於這樣的墓堆僅是前

後不分的、且無任何標示的一堆土坵，因而就連後代子孫都曾有拜錯方向的趣聞。
7  

在前人著述中已注意無碑牌的墓堆，是與建立碑牌的正式墳墓形成對比：「鑿地

僅二三尺置棺，粘土塗其上，如土饅頭。經過三、四年，而開棺洗骨，改葬於壙穴，

建標；但貧者經數年猶不能改葬，土饅頭沒於草萊之間」（佐倉孫三，1903：6）；或

如《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七卷所記載，對於僅在平地上覆土掩棺的墓堆，是以

未立墓碑為其特徵：「所謂風水係建有石牌者，稱為墓堆者未建石牌」（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1991：272）。 

這種在目前公墓裡已不多見的原始墳制，可經增修或改建的墓作，成為有碑碣

記誌的碑墓，甚或有如陽宅而尚有掩土的陰塔、或是無掩土的陽塔。 

2.地下壙位 

土墓概略有墓堆與正式墳墓二種，地下壙位是這種二分法中，重要的但是從外

觀上不易察覺的關鍵。不過，若是換個角度，從墓堆的地表下部份加以認識，就容

易明瞭為解決藏屍納骨的「塟」或「葬」
8
，所挖掘的壙位是否在地面之下，是判斷

到底是初葬或是二次葬墳的重要參照。 

為求肉屍快腐快化，初塟就必須貼進潮氣流通及生物分解能力 強的通氣層土

壤。通氣層是夾在地表與地下水線之間，能夠通氣且容許水份互滲的淺土層。若非

如此，缺乏水氣而長期不爛的初塟肉屍，常會乾縮成皮包骨般的「木乃伊」（黃文博，

1992：166-172）；或是水份停滯造成過溼而有如醬料，甚至有塘虱寄居的腐屍。
9
因

此，為避免肉屍未「化」也就是俗稱「蔭屍」為害的困擾，初塟勢必要入土夠深且

通水氣。 

相形之下，撿骨後所需的枯骨保存，雖然也要考慮濕度適中，避免潮氣不足而

                                                 
7 報導自林宗里，臺南縣新市汕砂，時年 47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2 月 28 日。 
8 依據調查「塟」大都用於入土藏屍，如血塟、大塟；「葬」常指廣泛的入葬。 
9 報導自地理師范姜龍一，桃園縣新屋清福堂擇日館，時年 47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4 月 28 日，筆者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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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骨頭遭致老化或龜裂粉化的危害，但是已不像初塟一定要有化肉水份的需求。又

為了便於反覆開墳揀骨，更促使二次葬的正式墳墓，大都是採取將地下壙位升高至

地表之上，再以土方覆蓋住納骨甕壜的「浮葬」墳墓。 

上述壙位地上化現象早在清代之際，就已是墳場中的常見景觀。舉凡《臺陽見

聞錄》所見證的，在慎重其事的將枯骨收存進正式的風水吉墳之際，骨罈僅僅是擺

放在地表而已：「臺俗人死埋葬後，必揀骨於甕壜，富者用石灰、窯磚，封於土面」

（唐贊袞，1891：144）。因此，諸如臺南市安平墳場常見的「浮葬」（廖倫光，2003：

119），是將金斗甕擺放在不需下挖的平地上，然後直接從骨甕上覆土培護的施作，

已是全臺海濱與平原上常見的一種葬法。 

3.附屬構件群 

傳統土墓施作為因應雨蝕水侵或為穩固土方，因而產生有助於改善墓堆水土環

境的多種附屬構件。依據臺南縣新市大道公庄墓作匠師的經驗觀察，
10
可依據構件形

態與其水土功能，將墳墓附屬構件匯整為一字碑牌構件群、環溝排水構件群、外緣

高肩構件群等項（圖：3）。個別附屬構件群在於墳墓剖面上的對應關係，概略是豎

立在中央的碑牌構件群、較低的溝與環構件、較高的外緣高肩構築等的高度配置。 

由於附屬構件群是在「墓堆」的掩土基礎上，由匠作刻意增添的人工物件，在

繁飾墳墓的社會需求下，又有價廉物美的水泥與陽宅匠作轉至墳場的助力，使得二

次戰後的這類構件常有創新的豐富變化。 

(1)一字碑牌構件群 

在隆起墓堆的前端，為阻擋墓龜土方的前傾，常以石碑與墓耳構件拼組成一字

形的大面牌面。舉凡臺南所稱的「蝦蛦婆」而在新竹改稱「見光式」的簡易碑墓（圖：

4），其整體平面有如半月形，牌面則形同擋土牆 （廖倫光，2003：51），是採用一

字碑牌構件群的典範。 

 

(2)環溝排水構件群 

在墓堆外環部份，加入淺溝或矮環一類的排水構件將有助於地表排水。配置有

                                                 
10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道公，訪談年度 2002 年 1 月 19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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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心圓且高度有限的環溝構件，俗稱上有「溝」或「圈」以及「環」。大致有內宅

環或稱交椅背、墓龜環或稱內環、矮牆的外環或稱後宅及山灣嶺、水巷、內溝、外

溝（廖倫光，2003：8），與 外圍的位於披山內緣的陽水溝，以及南部客家墓龜上

特有的「束圈」等項。溝環排水構件雖說名目眾多，然其功能僅限於疏通落雨與土

方養護之用。 

(3)外緣高肩構件群 

高度落差更大的且在墓堆外緣應用的外緣高肩構件群，包括以高牆環抱在墓堆

外圍的「外環」或稱「山灣嶺」，與興築在後方的「假外宅」，以及將石碑後的交椅

背，高度拉高至碑牌以上的「駱肩」或稱「肩」等構件。 

此一擋土作用 為紮實的水土構件群，是與中國東南近山地區的「椅子墳」之

墳圈或稱高椅靠、交椅梢（何斌，1995：157），藉由環弧形的高牆，以達成防水護

墳的原理相通。另外，高肩構件的高度落差，依據匠師說法在山坡地內高度較高，

在平坦之地才可降低構件高度：「看山勢，山勢較高山灣嶺就較高，較平埔（山灣嶺）

不可超過墓牌」
11
。 

（二）陽宅匠師的轉作墳場與修墓   

日治之後墓地管理漸趨嚴格，使得可用墓地日益縮減。此時為精挑吉地而需屢

葬屢遷的遷葬舊俗，已不如以往盛行，取而代之的是在老墳原址上，反覆的進行修

繕、擴增及改建等，強調推陳出新與專業化的修墓施作。 

漢民族的墳墓構築，從原本的如《禮記》所稱「古也，墓而不墳」的地下藏屍

構築，逐漸改進為隆起在地面上的、堆土為記的墳堆。此一轉變又是古代漢人講求

厚葬的重要表現（具聖姬，2003：33-34），這使得自春秋戰國開始的帝王或是要人

墓陵，在外觀上，高聳宏偉而如地標般的立足於曠野之中，是藉由以土示之的視覺

效果，營造具紀念意義的人文地景（宋航，2006：65）。 

在漢代之後，雖然有晉朝為例的薄葬思想的抵制，然而厚葬之風誠如《喪葬史》

所稱，歷代以來直至晚近「一直保持著一個旺盛的勢頭」。只是直至清代至民國初年，

墓堆規模已不如古代般的講求壯觀（陳華文，2007：46-53），不過，在墓堆立面的

                                                 
11 報導自李榮芳，台中縣后里，時年 48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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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與象徵上，在清代之後的中國南方（圖：5）與臺灣，卻有趨於華麗的衍變（完

顏紹元，2006：164-165）。  

上述經由墓作以展現顯貴的厚葬概念，亦隨著入墾移民輾轉傳播至臺灣。如時

至清代咸豐年間的厚葬時尚：「臺地飾終皆從厚，被劫所以多也」（劉家謀，1855：

12）。其後，在地下藏入珍寶的作法，雖已淡薄，然而在彰顯祖德的厚葬趨勢下，晚

近以來的修墓風氣，則表現在陽宅匠師的轉作墳場、與陽宅有別的陰宅技術、地方

墓作的風格差異等，促使傳統墳制更加創新與多樣化。 

1.陽宅匠師轉作陰宅 

可廣泛應用在建築營造及裝飾修面的水泥作，是陽宅匠作移轉至陰宅的首要指

標。據悉約在民國四十年前築墳砌墓多屬草率，大都是由自家親友施作，晚近才由

泥水師傅包辦（黃文博，1992：49）。另外，專業的修墓施作，大多數並非運用在簡

陋的大塟土墓上，而是用在撿骨後所需的正式墳墓上。 

這些墓作匠師在日治中期以後，尤其是約略在民國四十至七十年之間，將原應

用在陽宅建築上的施作技術，舉凡普遍應用的水泥粉光與砌作、南臺灣的洗石子、

剪黏泥塑、中臺灣與安平的彩繪、宜蘭的貼磁磚、台北地區的打石與雕花等，陸續

的轉作至墳場，適時的回應通過修墓，得以彰顯祖德甚或招福避禍的社會心理。 

試舉宜蘭三星的墓作匠師邱俊明為例，其原本是從事造廟安石堵的陽宅匠師，

在轉業墳場之後所見「一年一年變」的墳制演變，據稱其實是和陽宅的流行風格相

當。如水泥粉面流行一段時日之後；約在民國六十年後改由馬賽克磁磚貼面大肆盛

行；其後又有二丁掛之類的修面風氣。
12  

2.陰宅與陽宅的匠作差異 

完成一門墳墓的墓作匠師，常見打製墓碑的「打牌仔」師傅，以及與陽宅匠作

差距甚大的墓作水泥匠，諸如臺中后里墓作匠師所述：「建築與這不同途，寸尺不同。

陽宅和陰宅就不同……叫伊來抹作粗胚，會啦，叫伊來洗石仔底、叫伊來開寸尺，

無法度啦」
13
。 

陰宅與陽宅的匠作技術比較，陰宅裝飾較注意細部的與象徵性的巧飾，墓作項

                                                 
12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邱俊明，宜蘭縣三星鹿埔，時年 55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3 主要報導自李榮芳，臺中縣后里，時年 48 歲，訪談年度 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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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常基於一時的風俗變化，而進行調整。如在宜蘭別稱為「風水厝」、「厝形」或

「祖宗佳城」的房屋形家族墓，原本在墓前所採用的日式四角燈座，具有諧音「出

丁」的求子祈福意味，不過其後又認為四角形易招煞犯沖而不再採用；進而也將風

水厝的屋頂四角，從一般的方角改採圓角造形；至於，曾經流行一時的獅龍壁飾，

也在晚近被認為先人尚且要仰賴子孫奉祀，怎有餘力養獅養龍因而不繼續沿用。
14  

3.地方墓作的風格差異 

陽宅匠作轉用於墳場的一段時日之後，基於各地技藝專長或是墓作的求新求

變，造成臺灣墳制約在光復之後至民國七十年之間，開始傾向地方性及重視繁飾效

果的風格表現。因而，使得各地方的匠作傳統與人文狀況，能在此穩定的墓作風氣

中，得到特殊的延續與調適。舉凡《台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究》以及

曾在臺灣南北墳場從事墓作的泥水匠所描述，臺北墳墓是以當地生產的觀音山石片

貼面為特色；新營以南地區的墳制及洗石子裝飾，是全臺 為複雜者；至於，安平

地區是將整個墓龜以水泥覆蓋；南部家族墓有所謂六角、八角、四角的平面格局，

是「平架」式的獨棟祠堂；墳場常設在山坡地的新竹，則將俗稱「陰塔」的家族墓，

埋藏在俗稱「穿地龍」的土坑之內；其他地方亦有各具區域性表現的墳制。
15  

除此之外，彰化墳墓常在屈手壁堵上貼彩瓷或是彩繪；宜蘭常見貼馬賽克與拱

形帽仔頂的「陰牌」墳墓（圖：6）；安平墓碑上的彩繪磁磚，則見彩繪大師陳玉峰

等，以黑白色釉藥，所點描繪成的遺像畫作為其特色（圖：7、12）
16
；或是作廟堵

的石匠兼作墓園石雕等現象，顯見陽宅匠作對於墳制與裝飾的影響。 

（三）祖塔興築風潮與陰塔墓作 

在經濟條件許可及家族具共識的條件下，將水泥作充分應用的祖塔，是約在民

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的三十年之間，自北臺灣的福佬與客家地方開始流行，且方興

未艾的擴散至全臺各地的一種藏屍選擇（徐福全，1999：510）。據報導只需一門水

泥磚造的祖塔，就足夠收容大量的骨甕，以及將四散各地的墳墓集中祭掃等優點：「甕

                                                 
14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邱俊明，宜蘭縣三星鹿埔，時年 55 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5 報導自墓作泥水師朱自治，臺南縣新市大洲，訪談年度 2001 年 4 月 14 日，筆者訪談。 
16 報導自彩繪匠師陳壽彝，時年 75 歲，2008 年 8 月 23 日，筆者訪談。陳壽彝報導其父陳玉峰曾經從

事陰宅磁磚彩繪，安平鬼仔山墓地內至今尚有數門作品。 



  廖倫光、黃俊銘∣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與文化意義 15 
 

金硿一門，四散做介麻煩」
17
。由此觀之，一則，祖塔是介於傳統墳墓與公共的納骨

設施之間，一種替代的或過渡的藏屍構築；二則，祖塔的磚造墓室，比棺槨更具保

護作用且容量大增，這點與東漢開始，以拱券形磚室墓取代木槨墓的作法（陳華文，

2007：145-148），其仿照陽宅居室而擴大貯存量的意圖相當。 

在北臺灣，稱以水泥施作而有如房屋或庫房的家族墳墓為「祖塔」，其中又有「陰

塔」與「陽塔」之分。覆土保護壙硿的祖塔稱「陰塔」、「陰硿」或「家族墓」
18
，民

俗上尚屬「墳墓」；無土掩蓋壙硿的祖塔，則稱「陽塔」、「明硿」或「納骨塔」。除

此之外，苗栗與高屏客家稱之「家塚」；福佬語有稱其為「墓厝」；桃園大溪乃至廣

東汕頭皆有「硿仔」用語；又如福建同安當地話則稱「棺間」；廣東省陸豐潮州話稱

為「棺窖」；廣東陸河客家話稱之「陰亭」
19
。上述語詞，皆有構築一處空屋，以便

將棺木或骨甕，加以貯藏之意。 

能收存大量的骨甕、比傳統墳墓更為豐富及具創意的陰塔與陽塔，亦是當代水

泥墓作的重要變貌。不過，陰塔尚屬掩土覆蓋壙穴的「墳墓」，至於無土覆蓋而無「墓

堆」此一墳墓要件的陽塔，就不宜列入傳統墳墓中討論。 

1. 陰塔與陽塔的墓作衍化 

水泥建造而有室內貯存空間的家族墓，俗稱「祖塔」、「硿仔」或「風水厝」。祖

塔又可概分為必須在墓塔上覆蓋泥土的「陰塔」或「落土硿」，及完全不掩土的「陽

塔」或「明硿」（圖：8-10）。由此觀之，墳制演變到了陽塔此一階段，已完全脫離

傳統土葬的入土觀念，諸如桃園大溪福佬地方的墓作匠師所述，陽塔與陰塔的差異

在於掩土一事：「作明的叫明硿，甲作落土仔無同款」
20
。 

又如桃園海濱地區報導，指出高度僅限一層樓又稱「穿地龍」的水泥造「陰塔」，

早出現在民國四十年前後。其後，約在民國七十幾年間，由於墓地不足以及當時

的公墓管理較為鬆散，因而盛行可達二層或多層樓高的「陽塔」。陽塔的方位地勢已

被劃訂的公墓所侷限，因此據稱已無法適用形家的相地之術：「所以說那（陽塔）就

                                                 
17 報導自李進衍，桃園大溪湳溝自宅，時年 70 歲，2006 年 2 月 20 日，筆者訪談。 
18 家族墓又有大型土墓式或稱「巨塚」，而內常有較大磚槨或墓室者；以及地上化較明顯，墓室仍加以

覆土的陰塔。不過，巨塚與陰塔兩者之間，界限並不明朗。 
19 報導自徐雀林，福建省同安縣頂下埕，時年 41 歲，2006 年 8 月 28 日；陳少景，廣東省陸豐縣，2006

年 8 月 29 日；羅偉達，廣東省陸河縣狐狸坳，時年 50 歲，2006 年 8 月 29 日，皆為筆者訪談。 
20 報導自墓作師傅蔡慶火，桃園縣大溪三層庄尾寮，時年 35 歲，2006 年 4 月 9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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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風水，無穴……比如以前建塔（陰塔）要選地理，要有好的前案後岸，看來龍，

看水路。有公墓以後，只要抓方位」
21
。 

2.祖塔的盛行地區 

經田野訪談與參閱溯往資料得知，祖塔一詞及祖塔構築出現甚晚，但是基於能

貯存大量骨甕的優點，已使祖塔成為北臺灣常見的納骨構築，並且逐漸的推廣至全

臺。值得注意的是不應將祖塔盛行地區，與客家地方劃上等號，溯往研究已有南部

客家與福佬，皆少有祖塔，相對的在北臺灣不分「閩粵」皆有祖塔的論述（徐福全，

1999：510）。 

此外，依據田野報導與觀察，在民國六十年至八十年代盛行祖塔的宜蘭縣南部、

臺北縣市、北桃園六鄉鎮、新竹市、及新竹縣與苗栗縣的局部臨海地方，是福佬優

勢地區；再則，這類家族祖塔約創始在昭和十年至十三年間(1935-1938)，已知地點

有宜蘭縣羅東練氏及新竹縣新豐張氏，新竹市雞卵面泉州南安曾氏（李匡悌，2002：

52），蘇澳亦有年代相當的盧氏祖塔（圖：8），這些地點多數在福佬地方。 

相形之下，南部客家尤其是屏東縣客家地方，祖塔極為少見，在《臺灣民間傳

統喪葬儀節研究》一書中亦指出「南部之粵籍皆罕見此類風水厝」；至於北部客家的

祖塔應用，也不能視其是具備一致性與普及性的族群文化表現，若以時至今日的苗

栗縣中南部的三義鄉雙湖、苗栗市龍崗、三灣鄉大南埔、卓蘭鄉矮山、及新竹縣東

南的北埔鄉、竹東鎮軟橋為例，在這些客家地方的大型公共墳場內，放眼所見多數

是土墓景觀，且持續的有土墓修築的需求，祖塔則極為少見的或有限的散佈在這些

客家墳場外緣。 

3.祖塔的樣式來源與承載量 

新型的祖塔樣式，除了是由匠師自行模索乃至創舉之外，常見挪用陽宅樣式的

案例。例如宜蘭 早的水泥造「陽宅形」或稱「厝形」的家族墓，據悉是由羅東福

佬地方的武淵練姓家族，在昭和十三年(1938)的鹿埔公墓內所創建的開基祖之「大公

墓」（圖：9）。當時的泥水工程是由羅東街上請來的陳正芳承攬，由於這種厝形的構

想在當時尚屬首創，並無現成的案例或圖面可供參考，於是就根據羅東市內至今尚

                                                 
21 報導自客籍地理師田有祥，桃園縣觀音白玉村，時年 64 歲，2006 年 4 月 21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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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范姜診所」，依照其磁磚貼面的牌樓興築這門祖塔的牌面外觀
22
。 

小的祖塔，在容量上與祖墳相當，可小至四或六人的祖塔在東北角稱為「厝

仔子」，意指小型的「陰厝」或「墓厝」
23
。家族成員將散佈於各地荒郊野地中的初

葬和二次葬吉墳，匯聚於高層化、樓房化、特殊化與地上化的祖塔內，已成為臺灣

殯葬俗慣中的一門顯學。舉凡塔樓共計五層，呈六角尖頂與漢式裝修的桃園縣觀音

鄉大牛欄「葉五美祖塔」為例，塔內的骨甕承載量早已超過二萬四千門之譜（圖：

10）。此一原籍在廣東陸豐的觀音地方望族，憑藉血緣關係所發起的清明掃墓大典，

據報載場面極為壯觀，常湧進近七千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派下子裔，至祖塔前參與盛

會。
24 

四、從簡樸到繁飾的墓作思維 

傳統漢人墳墓或具地方感的新墳修築，皆是經由流傳久遠的墓作技術所完成。

自古樸實用漸至繁飾宏偉的各種傳統墳墓，可從祖墳與傳統土塟技術的保存意識、

新興的水泥墓作對葬俗的影響、後裔是傳統墳墓的維護者等墓作思維，理解墳墓不

僅是功能性的藏屍構築，並可將其視為後代子孫，為表達尊崇先賢的孝道表徵，乃

至各家族藉此凝聚族脈情感的概念下，使得傳統漢人墳墓成為可歷久彌新甚或精益

求精的文化流傳物。 

（一）祖墳保存意識與傳統土葬技術 

基於後裔子孫的保存意識而流傳至今的漢人古墳，大都是具土墓形制的有主祖

墳25。 傳統漢人葬俗 重視的是入土為安的親土思想，舉凡《新竹縣采訪冊》所指

清末社會對於喪葬的概念：「俾使死者得土為安」（陳朝龍，1883：137）。原本僅藏

                                                 
22 報導自練錦源，宜蘭縣羅東武淵，時年 80 歲，訪談年度 2008 年 4 月 17 日，筆者訪談。 
23 報導自墓作師傅吳文瑞，臺北縣貢寮福隆田寮洋，時年 61 歲，訪談年度 2009 年 3 月 26 日，筆者訪

談。 
24 楊德宜〈7000 人祭祖，住巴西趕回來〉《聯合新聞網》，2008 年 4 月 5 日報導，取自 2008 年 9 月 10

日，http://blog.xuite.net/akay27/akay?&p=5。觀音大牛欄葉氏原籍在廣東陸豐時，是以福佬話為母語，

且在〈是福佬人還是客家人〉一文中亦強調大牛欄的葉氏是福佬人，而不是客屬（葉倫芳，2007：

24-27）；此外亦曾求教過《臺灣客家地圖》作者邱彥貴，其亦肯定此一見解，訪談年度 2009 年 4 月 7

日。 
25「有主」墳墓是指有後人祭祀者。如恆春東門外有「恆春鎮無主之靈」納骨塔，就是無人認領之枯骨

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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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媽二人的泥墳土墓，若有後代祭祀，則如《臺灣私法人事編》所記在忌日與清明

時節，就有祭掃活動：「公媽忌日，清明佳節，應當奉敬，禮所當然」（不著撰者，

1994：478）。其後，經由世世代代的維護，初期的公媽墳墓，就能升格為子孫定期

會祭的「祖墳」甚或「開基祖墳」。 

舉凡雲嘉地區的眾多單姓村中，其對道光初年之前修築的祖墳，是採原地及原

貌保存的方式加以保存（圖：11），顯示著祖墳與姓氏開基地，對照著後裔群聚地的

相互指認之意圖（邱彥貴，2008：156）。綜之，祖墳為主的古墳表徵著姓氏群體的

存在，後裔群體又是祖墳得以長期保存及展現意義的社會力量。 

上述這類土葬墳墓的墓作技術，大致僅限於地表以下的壙穴開鑿、整地與掩土

成墓堆，也就是屍體得以妥善土葬的葬法（陳華文，2007：180）。這樣的傳統土葬

技術，在臺灣又衍生了從單純的藏屍初塟，漸進為寄巖、正式墳墓、陰塔與陽塔之

納骨塔的多種樣貌。 

常見的與土葬有關的藏屍納骨葬法，有沉葬、吞葬、浮葬與吐葬。在早期臺灣

有壙穴具相當深度，且適用於初塟的沉葬法：「臺人重葬典，棺槨必選良材，坑穴必

欲深，最稱古聖賢喪死之遺旨」（佐倉孫三，1903：4）。除此之外，在撿骨之後，先

在山岩開鑿巖洞，再將骨甕收貯在橫穴之內，而有如吞葬法的寄巖墓作：「貧者即以

瓦甕置諸山中」（唐贊袞，1891：144）。另外，是臺南安平墳場常見的，將擺放於地

面的骨甕覆土封實的浮葬法（圖：12）：「臺俗人死埋葬後，必撿骨於甕壜，富者用

石灰窯磚封於土面」（唐贊袞，1891：144）。 後，山坡地常見需增修半圓形墓埕的

墳墓，以及目前在北臺灣越來越盛行的「陰塔」，大都是尚需掩土而有如吐葬法的納

骨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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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墳墓衍化、葬法與貯藏物一覽表 

貯藏物 
編碼 墳墓衍化名稱 葬法 有無火化

屍 骨 灰

連續關係 

(隨後的遷改葬) 

1-1 初葬 

(凶葬大葬) 

沉葬為主、吐葬
無 ●   寄巖或吉墳或進塔

1-2 寄巖 吞葬 無  ●  吉墳或進塔 

1-3 正式墳墓 

(吉墳) 

浮葬、吐葬 
無  ●  進塔(或遷葬吉墳) 

1-4 陰塔 吐葬為主、浮葬 無或有  ● ● 無 

2-1 陽塔 (無覆土) 有   ● 無 

註：1.貯藏物欄項之「灰」，包括灰燼及縮骨的骨灰。 

2.1-1 至 1-4 為堆土為記之墳墓，2-1 為墳墓所衍生之非墳墓的藏屍納骨建築。

早期寄巖有鑿土封洞以藏屍，亦屬墳墓概念，並有半葬的俗稱。 

將多樣的土葬技術反應在漢人葬俗上，大致可分為藏屍初塟，以及二次葬時將

骨甕以灰作磚封於土面的風水吉墳，或將骨甕置諸山中的寄巖葬，乃至局部覆土的

「陰塔」等類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土葬技術，對應的仍舊是「入土為

安」與「堆土為記」的概念，並且越至晚近，越有壙位逐漸往上提高的地上化現象。 

（二）水泥墓作對葬俗的影響 

約在昭和十年(1935)之後，積極的祖墳修繕，確實在各地方創造了新式或稱半西

洋式、牌樓式、家塚或家族墓、宜蘭陰牌等等，以水泥施作為主的多樣化墳制繁衍

（廖倫光，2003：83-54）。尤其，是能大量貯藏骨甕的祖塔，在符合家族共同經營

與降低殯葬開支的社會需求下，更加的促使水泥墓作成為收入穩定的新興行業。據

此，不僅促成修墓活動精益求精且力求創新，更使得原用於陽宅的水泥作及各種建

築裝飾，順利的轉作於墳場。 

長期的且穩定的修墓商機，再加上墓作匠師亦被認為掌握了「寸尺」、「字行」、

「關門」及「四水歸堂」等，與禍福吉凶有關的特殊技術，因而專業化的形象也已

大幅提升。諸如臺中至雲嘉地方，就對此新興的墓作匠師尊稱其為風水師：「作墓仔

站墓牌叫做風水師，地理師看地理」26。 

「風水師」此一行業的淵源，是與南方漢民族重視風水術與二次葬的風氣密切

                                                 
26 報導自蕭武和，嘉義市北社尾，時年 63 歲，2008 年 1 月 20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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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地理師是以風水術數為職業，此一助長遷改葬與反覆築墳的風水術，原在江

西開始盛行，其後又傳播至廣東、福建與臺灣三地（周建新，2007：141-147）。按

照臺灣民間說法，約略在民國七十年代之後，在地理師之外又有「風水師」的用語

出現。誠如《臺灣禮俗語典》所記述，在此之前少有「風水師」的方言應用：「臺灣

很少聽到風水師之名」（洪惟仁，1986：330），相形之下，時至當下則有以「風水師」

名號，專指從事墓作的水泥師傅。「風水師」之名的出現，確實是喪葬語彙中，展現

水泥墓作是越來越受到尊重的重要創見。 

為求祖墳更趨繁飾而積極修墓的行為，基本上是合乎《荀子‧禮論》指出的孝

道傳統：「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中庸》亦記有：「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

智備矣」。據此「飾死者」所需要的墓作技術，近年以來，又有極為專業及注重行銷

的企業化新貌。例如在一日的工作天之內，就可將「家族宗祠」完工的屏東縣南州

鄉七塊的傳說藝品公司，其祖塔產品遍及全臺各墳場，該公司宣傳文字，對於祖塔

兼具表達慎終追遠、合族共祀、與經濟實惠的諸多優點，給予精闢的描述：「一代努

力的建設，前代祖先再相逢，後代子孫免費用」27。 

另外，在臺灣葬俗中提倡火葬的過程，是與水泥墓作的應用歷程相當，兩者之

間幾乎是並行不悖的存在。日治以來的火葬政策及葬儀改善措施，如〈風水與變態

風俗〉《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所稱，由於土葬是依附在風水說及陰陽五行說、龍脈

說、方位說等迷信陋習上，而使得傳統土葬盛行不衰，甚至造成日治期間積極推行

的火葬措施乃至公墓整頓，成果極為有限（曾景來，1939：261）。此外又有火化土

葬的變相發展，也就是將屍骸熱縮去肉成易於進甕的「靈骨」28，然後照樣要以土墓

封儲靈骨罐，成為墓基用地並未有效縮減的「火葬墓」（蕭玉煌，1991：107）。上述

佔地頗大的土葬墓與火葬墓，基於水泥作與陽宅匠師轉作於墳場，使得墳制與裝飾

更具多樣變貌。 

（三）傳統墳墓的維護者 

傳統墳墓的祭掃與維護，是由一代傳一代的家族後裔或稱陽世子孫所傳承的。

再則，清代以來的傳統社會，數代人或全族累世同居的習俗，亦助長民俗風水甚至

是風水迷信之風，但是亦對祖墳維護有直接的助力（曾景來，1939：260）。將先人

                                                 
27 報導及文宣品提供自傳說藝品公司業者林復準，2006 年 10 月 8 日，筆者訪談。 
28 靈骨大都是指屍骸經火化後，但尚具骨頭形狀的縮小物。 



  廖倫光、黃俊銘∣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墓作變貌與文化意義 21 
 

枯骨反覆的遷改葬，據說 能造福世世代代的後人，因而有此民諺：「九葬九遷，十

葬萬年」（吳瀛濤，1987：159）。就算家族在分房與分家產之後，亦有以「祖墳」為

表徵的共同經營與祭掃行為，諸如昭和十三年(1938)宜蘭武淵練阿通在事業有成之

後，出資將開基大公練可進的個人墓興築成規模較小的家族墓；其後，時至民國八

十年代(1991)練家又另擇新址，籌建更大的全族共祀的「大公墓」29。 

傳統墳墓經由後裔，在屢次修繕或增改建的過程中，經常將祖墳修築的益加華

麗，達成彰顯祖德與氣感而應的用意：「厚葬華墳成風」（黃有志、鄧文龍，2002：

174），甚至將傳統墳墓擴充為大容量的家族墓，在私有墳墓的定位上，提供有效的

解決墓地不足，以及便於祭掃與會族敦親的務實作法。舉凡桃園觀音大牛欄望族的

葉五美祖塔為例，一門「陽塔」可容納二萬四千罐骨甕的承載量，這樣由簡而繁的

葬俗衍化，造成原本僅是掩土藏屍的初葬或吉墳之屬的傳統墳制，逐步轉變成營建

在地表之上的，且與陽居建築幾乎相同的龐然大物。 

時至今日，在當前殯葬政策與現代化火化塔葬的趨勢下，傳統墳墓已漸趨式微，

而被民俗學者指出是漢民族中萎縮型民俗模式的當代典範（葉濤、吳存浩，2002：

243）。回顧日治時期至光復初期政府雖積極推動喪葬改革，然而在當時這些政策頗

為失敗，大部份地區仍依舊俗進行土葬（王鴻楷，1995：5），公共的「火化塔葬」

與墳制平面化等政策，要在民國六十五年(1976)起，才開始漸具績效（莊英章，1990：

67-68）。其後，據內政部資料指出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尚僅 38％的火化率，時至

民國八十九年(2000)卻已達 66.84％，至民國九十五年度(2006)止更高達 85.83％，30

由此可見臺灣社會目前已普遍接受火化塔葬的實情。 

再則，公墓公園化的政策推行以來，公墓內的新建墳墓，大多改採與傳統土饅

頭式墳墓有別的平面式「墓」。舉凡在《台閩地區喪葬活動空間之硏究》一書中，臺

灣省政府社會處代表就指出除了「平面草皮式」的墓作之外：「至於其他造型，缺點

甚多，許多學者專家已經再三強調」（王鴻楷，1995：142），也就是說，傳統「墳墓」

被認定是違背現行法令及墓政管理政策的藏屍構築。 

相對於已成優勢的火化塔葬與平面式墓，那些在公墓、私塚與濫葬區中已相對

                                                 
29 報導自練錦源，宜蘭縣羅東武淵，時年 80 歲，訪談年度 2008 年 4 月 17 日，筆者訪談。 
30 徐福全，〈安葬禮俗與墓政革新〉《禮儀民俗論述專輯（第四輯）》，內政部，1994，第 183 頁；內政部

民政司，取自 2009 年 02 月 10 日，http://www.moi.gov.tw/dca/02funeral_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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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中的傳統墳墓，流傳的是臺灣漢人重視家族的一種禮俗經驗：「喪葬禮俗……理

念的表現不外是家族延續與圓融的維繫」（莊英章，1990：82）。因此，無論是古老

且未修的、修繕過的、甚或是延續傳統墓作所新造的傳統墳墓，雖已不如以往盛行，

但皆是後裔子孫重視家族傳承經驗並積極加以維護的文化產物。 

五、結論 
在葬地不足及當代社會傾向現代化、多元化與小家庭為主的衝擊下，火化塔葬

已在目前成為極具優勢的新葬俗，臺灣火化率亦在民國九十五年度(2006)止已高達

85.83％，至此，傳統土葬確實已趨向沒落。相對這樣的消長現象，在各地未更新的

老墳場或在私塚地中所見的傳統墳墓，其根深柢固的文化意義，基本上是蘊含在還

未完全消失的、長期的被傳統社會所遵守的舊葬俗之中。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的文化意義，包括了針對祖先屍骨的保存意識與重視反覆遷

改葬的風俗經驗等二事，進而重視入土為安的、掩土成墳與堆土為記的、且允許反

覆修繕的墳墓構築及其墓作，據此善盡「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的孝道傳統。

為了妥善保存先人屍骨與「祖墳」，促使傳統墳墓持續的流傳至當下，以及在積極維

護祖墳的需求下，使得這樣具有厚葬及私有概念的傳統墳墓，持續的追求頻頻修墓

的、繁飾的且具多樣性的墓作表現，而與公共的及強調簡便的火化塔葬，形成對比。 

眾多的初塟墓、二次葬吉墳以及家族合葬的陰塔，這些皆是自舊有葬俗中所生

成的修墓經驗，並促使傳統墳墓在各地形成「形體是百百種」的多樣衍化。依據墳

場現地所見，新舊並列與墓作日新月異的傳統墳墓，大都是有後裔祭掃而被泛稱為

「祖墳」的入葬設施，亦是在藏屍的原始功能下，進而做為表現孝道乃至聚族合葬

的祭祀場所。 

面對來自社會的、墓地及技術供需的動態性變化與需求，臺灣傳統墓作具體展

現的概念，大都是來自傳統的且尚在當代流傳的一些社會經驗。包括傳統墳墓的後

裔子孫，將敦睦宗族及風水庇蔭後人的「私利」思維（黃有志、鄧文龍，2002：124），

與家族的祖墳經營聯繫在一起；墓地雖然越來越有限，但是對於傳統墳墓的修改建

活動，長期以來乃至目前尚屬發達；以及傳統墳墓接受了修改建的、水泥作的、包

括陰塔在內的新式墓作技術等等。這些經約定成俗而有如規則般的一般概念，使得

一坏黃土為其特徵的傳統墳墓及其墓作表現，得以持續的甚或歷久彌新的存在於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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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前。 

（一）妥善保存先人屍骨的風俗經驗  

與現行法令及墓政管理政策有所違背的，並且逐年被現代化火化塔葬所替代的

傳統墳墓，這些每每在掃墓時節，被清掃出來的這種堆土為記的眾多藏屍構築，長

期且穩定的反映著後裔子孫對於祖墳保存的積極意識。這些後裔透過具體的作法，

諸如定期的陪墓祭掃，以及修改建甚至遷葬等習俗，有效的避免私有祖墳受到毀損。 

臺灣傳統漢人墳墓向來是如《三國志‧魏書》所記的，是經由掩土以藏死屍：「夫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見也」，或是將骨甕覆土「封於土面」為其墓作焦點（唐

贊袞，1891：144）。這樣的以土方掩蓋壙穴的傳統葬法，至今尚在臺灣流傳。大體

而言，傳統墓葬中的保存對象，有首次入土的棺屍，也有在撿骨之後成為便於遷葬

的甕中枯骨，晚近又有以火化縮骨的靈骨。無論屍體或骨骸，覆土無碑的稱「墓堆」，

有碑的稱「碑墓」，墓室較大而有掩土的稱「陰塔」，至於無掩土的祖塔已不屬「墳

墓」，俗稱為「陽塔」。 

至於，配合葬俗所產生的墓作技術，大致是從後方墓堆的封土整地，逐漸的轉

向墳墓立面的景觀營造。首先，是重視剖面有關的墓壙挖鑿與整地施作，隨後是地

表上的格局規模與構件配置，甚或如各地陰塔所見的著重在立面效果的求新求變（廖

倫光，2005：8）。 

上述並存於墳場的各種未修的或已修的古墳，以及經傳統墓作所完成的新墓，

大都是有後代祭掃的並給予妥善保存的神聖物件。且與入土為安、維持一處可舉辦

祭掃活動的私有場所、以及葬地風水能夠將福氣感應給後裔的土葬經驗有關。 

（二）維護祖墳所導致的修墓概念 

將傳統藏屍思維及維護者給予結合的修墓概念，允許對老墳墓進行頻繁的修

繕，這是在如同臺灣方志《新竹縣采訪冊》所記：「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

的態度下（陳朝龍，1883：219），長期存在於民間的一種社會經驗。墳墓此一特殊

文物及其施作技術，在籌備、興建、維護及使用等活動中，大都是由墓主的後裔子

孫所完成，因此修墓概念是與祖墳保存意識聯繫在一起。 

透過經常籌辦的修墓及祭掃，尤其是針對已繁衍數代後裔的「祖墳」的修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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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達成《論語》所稱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敬孝用意。這樣基於私有

或稱私利心理的傳統墳墓，不只將許多古墳與土葬技術留存下來，也難以避免的沿

襲了舊墳翻新或屢遷屢葬的修墓精神，在維修或遷改葬時，力求墓作新穎。結果是

造成墓作具豐富變貌，不斷推陳出新，甚至產生不再需要掩土，也就是說不再屬「墳

墓」的陽塔構築。再則，亦促成原本基於墳墓是屬「陰的」，而使陽宅匠師不願從事

的陰宅墓作，31因勢利導的發展成為獨立於陽宅建築之外的、持續翻新而造成墳制更

趨多樣化的、且已被民間尊稱為「風水師」的墓作匠師所掌握的墓作技術。 

自日治時期開始，傳統土葬雖被視為相對於火葬政策及葬儀改善的「變態風

俗」，但是遷改葬之風，未因葬地受限而有所改善（曾景來，1938：231）。二次戰後

甚且更加的重視外觀的繁飾，以及將壙穴漸升至地表之上，並引進原在陽宅應用的

水泥墓作，至此，傳統墳墓就更具多樣性的變貌與專業性。綜之，這些流傳至今的

傳統墳墓及其墓作變貌，是傳統中的孝道表現、風水術與儀俗等風俗的殘留現象；

也是得以理解傳統土葬技術與其文化意義的一種風土性文化資產。 

 

 

 

 

 

 

                                                 
31 報導自陽宅匠師黃景豐，臺中縣清水，時年 68 歲，2007 年 12 月 15 日，筆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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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沉葬、吐葬、浮葬墳墓與陽塔的剖面比較 

 

圖 2：不立碑牌的墓堆墳，臺

南 

 

圖 3：墳墓附屬構件示意圖 圖 4：蝦蛦婆式擴充的明寧靖

王墓 

  

圖 5：清代之後中國南方墳墓繪

本（完顏紹元，2006：164） 

圖 6：宜蘭陰牌樣式，宜蘭二

結泰山 

圖 7：陳玉峰施作的磁磚彩繪

墳墓，安平（1940 作）

棺壙穴位 
(新竹市) 

棺壙或骨甕位(臺南) 

骨甕穴位 
(台北) 

骨甕穴位(新竹)

【地下壙穴的沉葬】                   【地上化的浮葬】

 
【墓堆覆土的陰塔\吐葬】               【不覆土的陽塔】

改繪自新竹雞蛋面墳場道光黃墓 

碑牌 

外環(後宅.山灣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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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早期蘇澳新式塔（1953

攝，陳一泓，國家文化

資料庫 0002274793） 

圖 9：武淵練姓家族的大公墓

（1938 作） 

圖 10：觀音大牛欄葉五美祖

塔（1986 作） 

 

 

圖 11：原貌保存的雲嘉單姓

村清代祖墳 

圖 12：臺南安平大正年間的浮葬

（1922 作，杉山虔三，國

家文化資料庫

000576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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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Han People's Traditional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aiwan 

Liao, Lun-Guang＊ 

Huang, Jun-M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dynamic requirement and conflict from the society, the tomb 

environment, and techniques, Han people's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in Taiwan display 

general concepts such as more and more limited public graveyard and more and more updated 

tomb 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burial custom accepts new tomb building such as ancestral 

pagodas. The management of ancestral tombs is taken as the thought of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relatives. 

Judged from the change of Han people's traditional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in Taiwan, 

the rooted and animat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results from the shock of deficient graveyard and 

prevailing crema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ancestors' remains well, traditional burial is passed 

down. Besides, people attempt to conserve their ancestral tombs with the social attitude of the 

emphasizing decorations and renovating the tombs frequently. 

The selected subjects of the essay are traditional tombs which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still been worshiped and swept by the descendents. It describes how Han people's 

tombs in Taiwan are passed down and suitable for the present age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tombs and ancestral tombs, the building items and 

development of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and the process from simple tomb-building 

                                                 
＊ Doctoral candidate, College of Desig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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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to complex ones. 

Keywords: Graves, Cemeteries, Tomb-building Techniques, Secondary Bur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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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林宅宮保第建築彩繪之研究＊
 

蔡雅蕙
＊＊

、陳彥仲
＊＊＊

 

摘要 

霧峰林宅主要由頂厝、下厝、萊園所組成，是臺灣少見的大規模宅第建築，其

中本文研究的主體建築為下厝的宮保第，由林文察於咸豐八年(1858)始建，至今已有

150 年的歷史，但民國八十八(1999)年一場九二一地震損毀了這棟百年古蹟，也引發

各界人士對於是否廢除古蹟指定及重建有甚多的爭議。 

在此前提之下，本研究以宮保第中的彩繪研究作為主題探討，內容包括：一、

宮保第之建築歷史。二、地震前後宮保第彩繪的分布及保存狀況。三、宮保第彩繪

的特色。期望藉由此研究深入了解宮保第彩繪的意涵及未來保存的方向。 

關鍵詞：霧峰林宅、彩繪、建築裝飾、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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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霧峰林家的歷史，是典型的臺灣歷史縮影」，曾對霧峰林家歷史進行深入研究

的黃富三教授一句話點出「霧峰林家」在研究臺灣歷史上的重要性。（劉永毅，2003：

34）霧峰林家開臺祖林石從一個無產階級的「羅漢腳」，冒險三度來臺發展，發展成

全臺五大家族之一，除了經營墾拓及腦商事業外，與臺灣其他大家族不同的是，家

族代表人物之一的林文察，靠著軍功及對清朝廷的輸誠，成為受封的將軍、封疆的

大使。然而，隨著日治時期眾多的打壓政策，屬於霧峰林家下厝的林文察一脈，終

究無法延續清政府時的士豪格局，暴起暴落的歷史也堪稱是臺灣歷史上 富戲劇性

的家族之一了。 

而作為林文察住所的宮保第雖在家族發達之際創建，卻在日人治臺前倉促完

工，因此，宮保第雖堪稱 氣派的建築，實際上內部裝修並不如想像中的華麗，但

「這不表示宮保第不講究，事實上，宮保第講究的很低調，如支摘窗的數量及樣式

變化相當多，第三進並有獨特的廊院和穿心庭」（劉永毅，2003：73），但作為建築

裝修的彩繪工程，在歷經多次重繪後，目前幾乎已看不出當時初建時的樣貌。 

從現況及歷史資料看來，目前所保存的彩繪作品應是清末至昭和三年(1928)間的

畫作，從底層剝落的彩繪層來看，部份作品甚至經過兩次以上的重繪，而單彩髹漆

的部份則可能經過更多次重新漆刷，但宮保第既已以國定古蹟之姿站上文化資產的

舞臺，筆者認為，保存及記錄現有的作品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二、文獻回顧 

有關霧峰林家之文獻專書約可分為四種類型，以數量多寡依序為：家族歷史的

研究、以古蹟照片為主的圖集、田調訪談紀錄及地震後所整理的文物清查紀錄等。

然，在建築的部份，除了民國七十七年(1988)兩本由霧峰林家後代委託臺大王鴻楷教

授所主持研究的《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上下兩冊，及民國八十年(1991)由臺中

縣立文化中心委託許雪姬教授所主持研究的《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

報告書》外，關於霧峰林家建築史的相關資料並不多，尤其是關於營建匠師及多次

整修的詳細紀錄部分，可說相當缺乏。 

其中，《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是目前修復工程單位所倚重的重要參考書籍，

但本書除了數頁建築歷史及特色的描述外，並沒有更詳細的營建資料的探究，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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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因並非霧峰林宅的專書，故也未

針對宮保第建築有太多的探究，因此，在建築相關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僅能從田調

訪談紀錄、照片及家族史研究中探究出宮保第建築歷史的端倪。 

然而，若從家族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也可以了解為何文獻多談論家族史而少

建築工程的部份。宮保第的初建至倉促落成，其時間從咸豐八年(1858)至日人治臺前

的一八九五年(明治 28 年)，共約 37 年左右的時間，而此時期雖是宮保第的男主人們

在外拼鬥殺敵，立功厥偉的光榮時刻，但林文察及其家人亦在此時遭逢不測，官司

纏身，後又因不滿日人登臺，林朝棟舉家遷至中國，因此筆者認為宮保第在這麼多

變故的情況下進行建設，雖「磚工很好，有極出色之磚雕牆基，支摘窗、窗櫺花樣

甚多」（李乾朗，1979：135），但整體來看，其建築除了規模宏大之外，比起臺灣其

他望族，宮保第在裝飾的部份是顯得樸實的多，而這或許也是日後研究者多著重於

其戲劇性的家族歷史，而沒有在建築上多有著墨的因素之一吧。 

因此，在缺乏史料的狀況下，本研究針對宮保第的彩繪裝飾進行研究，主要參

考書籍除了上述兩本跟建築相關的書籍外，多參考歷史學界對霧峰林家的家族史研

究、訪談紀錄及古蹟圖集等，並擴及中部地區的彩繪史料，以完整呈現宮保第建築

彩繪的歷史與特質。 

三、宮保第之歷史沿革及建築特色 

臺中霧峰林家是臺灣史上少數幾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巨室家族之一，自清乾隆

初年開臺祖林石從福建渡海來臺墾荒開始，歷經幾個世代子孫的經營，至清光緒年

間，已成為臺灣第二殷富之家，僅次於北部的板橋林家。（王世慶，不著撰年 a：2）

除了財富的累積，林家第五世林文察，在戰場上屢建奇功，而受清廷重用，曾官拜

至水路兼陸路提督，為清代臺灣史中唯二的一品武官之一。而林文察之子林朝棟遺

承乃父之風，同樣因軍功被授命多項武職，並因而獲得相當崇高的社會地位。 

霧峰林家發展至第四世時，兄弟之間正式分家，各自買地建厝，繁衍子孫。大

房被稱為「下厝」，二房為「頂厝」。頂厝與下厝共同成為壯大家族的兩根支柱，而

將林家帶往官家之列的林文察、林朝棟父子，則是大房「下厝」的子孫。以下，將

說明霧峰林家（下厝）的家族發展及宮保第的營建過程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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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述霧峰林家下厝的家族史 

1.家業的建立：開臺祖林石～第四世林定邦兄弟 

乾隆十一年(1746)，來自福建漳州的十八歲青年

林石，首次踏上臺灣的土地，準備加入開拓的行列。

乾隆十八年(1735)，他二度來臺，並就此定居。林石

初的落腳處是彰化縣城，後來遷至當時新開闢未久

的大里杙（位於今臺中縣大里市內）。（台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編，1971：101）林石選擇中部地區的原因，

推測是當時的嘉南地區已經開發了一段時間，能夠供

給新墾民發展的土地已有限，相較之下中部地區不管

於農、於商，都具備了優良的發展潛力。（黃富三，

1987：42） 

大里杙位於彰化平原北方，屬於近山的丘陵地，

具備豐沛的水源，是一處擁有農業潛力的處女地，然

而鄰近原住民泰雅族的生活範圍，經常發生漢番衝突事件。林石在此地展開開墾工

作，勢必同時自行負擔防衛的需求。不過，林石靠著勤儉與善於經營的個人特質，

在短短數年間已成為地方上的富豪階級。（黃富三，1987：57）乾隆五十二年(1787)，

中部爆發林爽文率眾抗官事件，林石身為大里杙林姓族長之一，與亂首林爽文關係

密切，因而受到牽連入獄，所屬田產也被抄封。林石來臺數年奮鬥所成，一夕之間

化為烏有，子孫四散，其中，林石長媳黃氏（長子林遜早逝）帶著林瓊瑤、甲寅兄

弟遷居阿罩霧（位於今臺中縣霧峰鄉內）。1 （黃富三，1987：94） 

阿罩霧位於臺中盆地東側，介於草湖溪與烏溪之間，東為大橫屏山之山麓丘陵

地，西為平坦的平原地形。（黃富三，1987：94）早期水利建設尚未發達之時，阿罩

霧未能蒙受烏溪的水源之利，加上迫近泰雅族的生活範圍，需時常面臨泰雅族攻擊

的風險，因此墾民稀少。但另一方面，阿罩霧土地平坦遼闊，一旦水源供應不虞匱

                                                 
1 林爽文亂事平定之後，林家子孫遷至塗城（位於今台中縣大里鄉境內），然而黃氏受到婆家的排擠，

故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後，帶著年幼的林瓊瑤兄弟離開塗城，遷居阿罩霧。 

圖 1：林文察擔任陸路提督

的賞牌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從

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

（1729-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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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便可開發成良田，且鄰近山林具豐富的林木資源，可供伐木燒炭謀利。（黃富三，

1987：96-97）黃氏的次子林甲寅便在這樣的環境下，重新累積家業。林甲寅的致富

方式與其祖父林石有所不同，他先因經商而獲得資本累積，之後再購置田產成為地

主。2（黃富三，1987：102）接著又進一步開發山區的林木資源，伐木燒炭，販售

獲利。（黃富三，1987：10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05） 

林甲寅生有三子，以長子林定邦、次子林奠國兩人表現 為突出，為名揚於後

世的下厝、頂厝奠下了基業。林定邦生於嘉慶十三年(1808)（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1：198），於而立之年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06），父親林甲寅預

先處理了身後事，讓兄弟各自分家。林定邦以承接自父親的產業為基礎，一邊繼續

購置田園，一邊將耕地租給佃戶以收取佃租，同時他也獲得地方頭人的地位，手下

擁有族人子弟或長工所組成的私人武力，可保護自身家族利益及排解地方糾紛（黃

富三，1987：111-115），然而，他也因此命喪於一場排解地方紛爭的場合之中。道

光三十年(1850)，同為地方頭人的林媽盛之姪子林嬰，認定林定邦族人林連招姦污林

媽盛家內婢嫺，因而互起衝突，林定邦路過而介入勸解雙方，卻被林媽盛家的工人

開銃擊中腹部，當場死亡，時年僅四十三歲。（黃富三，1987：129） 

圖 2：林甲寅舊宅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

疆大吏（1729-1864）》 

圖 3：林甲寅分產後，林定邦兄弟所住房舍

來源：同上圖 

 

                                                 
2 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多數可耕地已完成開發，因此林甲寅無法像當年的林石，可以直接墾拓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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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運的鴻達：林文察～林朝棟 

林定邦遇害那年，定邦長子林文察已是二十三歲的青年。（黃富三，1987：132）

林文察於次年(1851)率領族眾，親手制裁了殺害父親的兇手。（黃富三，1987：135）

咸豐四年(1854)，閩南小刀會會黨進犯北臺沿海地區，林文察帶罪受命，自行招募鄉

勇參與作戰，在雞籠一役中大敗亂黨，受封六品軍功，但此為虛銜，而後文察捐銀

供朝廷作為軍餉，才獲遊擊3一職，分發福建補用。而林文察為報父仇所犯下的命案，

約此同時獲判無罪。（黃富三，1987：148）咸豐九年(1859)，福建受到太平軍進犯的

影響，民亂四起，林文察受命帶其子弟兵，渡海至內地協助平亂，他在幾場戰事中

皆立下戰功，而擢升參將4，並獲賞巴圖魯名號暨花翎。林文察再度捐銀助餉，而進

一步獲得副將之頭銜。咸豐十一年(1861)，林文察在浙江追討太平軍有功，獲副將儘

先補用，並賞烏訥思齊巴圖魯之名號。之後，林文察憑藉個人的驍勇善戰與領導才

能，屢次建功，陸續接掌四川建昌鎮總兵、福建福寧鎮總兵， 後得獲受命福建陸

路提督，統轄建寧、汀州、漳州、福寧等四鎮，職掌福建全省軍政，與他省之總督、

巡撫並稱為封疆大吏。（王世慶等編，1991：6-7；黃富三，1987：251） 

林文察從一介地方將領一路爬升至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所經歷的時間卻不過

短短七八年而已（黃富三，1987：207）5，朝廷與民間對他的評價也相當高，如時

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上疏稱曰「閩中健將，群推文察為最」，清廷也稱「林文察

打仗，頗能奮勇」。（黃富三，1987：207）同治二年(1863)，林文察遂以福建陸路提

督6的身份，回臺平定戴潮春亂事。然而亂事尚未全面平定之際，林文察先是被閩浙

總督左宗棠以軍務危急之由徵調回內地，另又被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多項罪名彈

劾。林文察於隔年九月率軍內渡，十二月被太平軍包抄，戰死於漳州。林文察死後，

獲贈太子少保銜，及獲賞騎都尉世職，兼一雲騎尉，並准建專祠，備極哀榮。7（王

世慶等編，1991：8-9） 

                                                 
3 依據清代綠營兵制，遊擊的等級為武職之從三品官。 
4 依據清代綠營兵制，參將的等級為武職之正三品官。 
5 若按照歷史學者黃富三的看法，自咸豐九年轉戰閩浙當年開始算起，林文察僅費了四年多的時間便爬

升到提督。詳見黃富三，1987：207。 
6 林文察回台之前曾身兼水路與陸路提督二職，惟時間不長，不到半年水路提督一職又遭撤銷。詳見黃

富三，1987：266。 
7 太子少保屬文職正二品，品位崇高。騎都尉與恩騎尉是一種由子孫世襲的爵位，是清廷對陣亡遺族的

撫卹辦法。見黃富三，1987：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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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察投身軍旅生涯之前，積極的購置田產以擴張家業，加上他與其弟林文明

在父親死後並未分家，所以林定邦派下的大房勢力能夠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擴張。

林文察雖然本身驍勇善戰，但不可諱言的是他所擁有的雄厚家產，能夠讓他在適當

時機捐銀助餉，提昇自己的地位，並可培植大批鄉勇，壯大私人武力。（黃富三，1987：

152、176） 

林文察死後，長子林朝棟世襲其父獲封的騎都尉之職，此外另捐官換得兵部郎

中一職。少年時期的林朝棟，為了叔父林文明公堂上遇害一事，上京向朝廷申冤，

因而滯留北京多年。返臺後，適逢福建巡撫岑毓英籌劃治理大甲溪，林朝棟不但帶

領自家佃農壯丁、並且捐銀協助，因而深獲岑毓英的嘉許，光緒十年(1884)法軍犯臺

之時，岑毓英便將林朝棟推薦給督辦軍務的福建巡撫劉銘傳。林朝棟未負所託，自

備軍糧與鄉勇加入作戰，在基隆協助清軍擊退法軍，因而獲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

（王世慶等編，1991：12-13） 

林朝棟自中法一役之後，深受劉銘傳的賞識與信賴，從劉銘傳接任福建臺灣巡

撫後，任命林朝棟為撫墾局局長一事，可見一斑。開發山地是劉氏上任後計畫推行

的首要工作，生番不服為亂是開發工作的 大障礙，而林朝棟曾率勇討伐多處番社，

獲朝廷賞給二品頂戴，並賜勁勇巴圖魯徽號。此外，光緒十四年(1888)，地方上因為

劉銘傳另一項新政而民心不安，進而導致民變。劉銘傳推動清賦政策，重新丈量全

臺田地，朝廷稅收可望增加，但此時彰化知縣卻遭百姓懷疑行事不公正， 後由施

九緞發難，眾人群起圍攻縣城。林朝棟奉劉銘傳之命鎮壓亂民，亂平後獲賞穿黃馬

褂，成為當時有清一朝以道員身份穿黃馬褂的頭一人。（王世慶等編，1991：18） 

  
圖 4：林文察衣冠塚遺址 

來源：同上圖 

圖 5：林文察牌位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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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林文察雕像 

來源：同上圖 

圖 7：林朝棟像 

來源：《臺灣先賢先烈傳（第四輯）林

朝棟傳》 

除了朝廷賦予的榮銜與地位，劉銘傳也任命林朝棟辦理中路的撫墾事務與營務

處事務，讓林朝棟與其家族藉此獲取了龐大的經濟利益。劉銘傳將中部沿山一帶的

野地以及近海的河川沖積地之開墾權，盡數特許給林朝棟，林朝棟挾著職權在身的

優勢，偕同頂厝的堂叔林文欽合資開墾。林家開墾的區域南至集集大山（今南投縣

境內）、北及大甲溪、東臨番界、西至林家舊墾地，其中隸屬下厝經營的範圍，為頭

汴坑及抽藤坑等地（皆位在臺中縣境內）。數年下來，林家頂厝下厝新開墾與舊有的

田地之歲收，僅次於當時的全臺首富板橋林家。下厝在林文察戰死、林文明遇害的

那段時期，影響所及，一度家道中落，到了林朝棟這一輩又再度重建，而林朝棟這

一房的地產就佔了下厝總額的十分之七。（王世慶等編，1991：19） 

林朝棟的開墾事業，還包括了製腦一項。臺灣近山地區，富含豐沛的樟樹資源，

而樟腦在清代臺灣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林朝棟同樣以其職權之優勢，招募腦丁

在開墾區內開灶伐木製腦，設隘並分派隘勇，維護治安，防禦原住民的侵襲。林朝

棟並經常在下厝訓練新勇，以便隨時補充兵力，因此下厝常駐有兵勇二至三百人不

等。（王世慶等編，1991：20）林朝棟所統領的兵勇，稱為「棟」軍，後世也多以此

職銜「統領」稱呼他。 

林家不僅自行製腦，其他腦戶所製造的樟腦，也均由林家統包收購，成為中部

大的總經銷商，而林朝棟這一房所經營的樟腦，經銷量即佔臺灣府轄內的一半之

多。林家憑藉著壟斷經營的樟腦生意，獲取了巨大的財富。（王世慶等編，1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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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對於聲勢如日中天的林家來說，投下了

變數。割臺之初，林朝棟曾率鄉勇北上抗日，但隨著臺灣民主國瓦解，官員四散，

林朝棟也帶著家眷返回中國，光緒三十年(1904)卒於上海，葬於漳州，享壽五十四。

（王世慶等編，1991：2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1：121） 

3.家道的中落：林季商 

日本治臺後不久，殖民政府實施了樟腦專賣政策，計

畫逐步將樟腦事業收歸官有，對於仰賴樟腦事業致富的林

家來說，不啻是一大打擊。為此，下厝的林輯堂、林季商

與頂厝林允卿，曾向時任臺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陳情，情

況遂暫時得以緩解，林家的樟腦產量仍佔全臺的四分之

一。（王世慶，不著撰年 b：60、61、67） 

林季商為林朝棟的嫡長子，林朝棟過世後，龐大的家

產便由他所主掌。林季商雖然擁有讓人稱羨的身家背景，

然而他卻遇上了改朝換代的時代衝擊。進入大正年間，林

家的樟腦業日漸衰頹， 後於大正八年(1919)，其僅剩的腦業與山地的經營權，盡數

被殖民政府所收購。8除了樟腦事業，林季商尚有另一項可支配運用的家產，就是巨

大的地租收入。日治初期，頂厝下厝所屬的土地共有兩千多甲，尚有十餘萬石的地

租可收，而林季商這一房所持有的土地，據稱，其筆數用十三行紙登記（每行記一

筆），有一寸多之厚。林季商將這些父祖的遺產，盡數投入他的革命事業中。大正初

年，林季商出售了內新庄（今大里市境內）土地一百餘甲，並攜眷內渡，定居廈門

鼓浪嶼。同時，他向日本政府申請撤銷日本國籍，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他的弟弟林

資鑣仍繼續替兄長變賣在臺家產，匯寄中國，支援國民革命所需。大正七年(1918)，

林季商被孫文任命為閩南軍司令，轉戰閩南各地，大正十四年(1925)，遭軍閥暗殺，

得年四十八歲，而林家自林季商返回中國參加國民革命之後，家族領導權便轉由頂

厝的林獻堂所執掌。（王世慶，不著撰年 b：69-70。鄭喜夫編著，1979：124、126） 

下厝受到林季商大舉變賣田地的影響，家產急速的衰減，加上其他房的事業未

見發展，且下厝各房兄弟眾多，分家之後，家產遂越分越少，家勢也大不如前。一

                                                 
8 林家的樟腦業在林季商的弟弟林瑞騰之手，全部由殖民政府收購，殖民政府再發給股券。詳見王世慶，

不著撰年 b：68。 

圖 8：林季商像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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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五年之後，國民政府施行三七五減租等一連串土地改革政策，以經營土地事業

起家的林家下厝，至此所擁有的地產，可說是所剩無幾了。（王世慶，不著撰年 b：

71；王世慶，不著撰年 a：13） 

小結：霧峰林家從林石以一介平凡的移民之姿渡海來臺開墾開始，逐步擴展成

為稱霸中部、甚至全臺第二的巨室豪族，在臺灣發展史上，稱得上是一則傳奇。林

家得以發展，首先奠基於購置田產、放佃收租的土地事業之上，其次，林文察等多

位林氏族人以軍功或（兼）捐納的方式取得官職或榮銜，即藉由經濟力量協助取得

政治與社會的地位與影響力，而家族的經濟實力自然也因此得以繼續往上提升。 

綜觀有清一代，霧峰林家的發展關鍵，皆繫於下厝的林文察、林朝棟等人之上。 

歷史學者王世慶即以一句臺灣俗諺「大叢大影」，來形容霧峰林家的頂厝下厝之

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頂厝是藉由下厝之故而富貴發達。（王世慶，不著撰年 a：8）

然而，日本治臺後，頂厝下厝面對改朝換代的事實，作法有所不同，卻也因此讓兩

房的運勢產生逆轉，下厝的輝煌家運，在日治初期便率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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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霧峰林家下厝世系表 

林石

林遜

林瓊瑤

林四吉

林朝棟林朝雍林朝宗

林資鑣
（字瑞騰）

林資鏘 林資鏗
（字季商）

林資銓 林資鍠

（略）（略）

林文察林文明林文彩

（略）（略）

林甲寅

林定邦林奠國林振祥

（略）（略）（略）

（略）

 

參考資料來源：《臺灣霧峰林氏族譜》 

（二）霧峰林宅宮保第的建築 

隸屬於霧峰林家林定邦一派的建築群，因位於下竹圍，而得名為「下厝」。（王

世慶，不著撰年 b：87）下厝包含草厝、宮保第、大花廳、二房厝及二十八間等數

座建築群，其中的宮保第為林定邦之子林文察當家時期所創建，而「宮保第」之名

號，是在林文察戰死之後，清廷追贈太子少保官銜，始得其名。在臺灣留存的傳統

民宅中，宮保第以嚴謹的空間格局、龐大的建築規模，堪為當中之首。 

1.宮保第的興築沿革 

林定邦、林奠國兄弟於道光十七年(1837)分產，各自遷居至今下、頂厝所在地。

據說當時林定邦移住的草厝，屋宅狹小簡陋。咸豐八年(1858)六月，林文察獲清廷任

用，任游擊一職，搖身一變從逃犯變成了武官9，因此其手下兵勇數目激增的可能性

很高，因而有擴充宅地的需求。此時林文察憑著戰功及官職，與官方建立當年的正 

                                                 
9 參見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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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即已向族親買入阿罩霧庄前的大片土地，準備起

建房厝，完工後的房厝應是今日宮保第的第三進正身

與左右內外護龍，另外尚包括作為駐兵房之用的二十

八間。（王鴻楷主持，1988b：10） 

10但另有一說：謂宮保第於同治年間起建，且因當時

林文察正帶兵轉戰福建各地，故營建大厝之事，實由

其弟林文明發落。（王世慶，不著撰年 a：88）根據

林文察自咸豐八年 (1858)獲授游擊之後的征戰記

錄，他於隔年即率領鄉勇赴福建，協助清廷官軍平定

民亂，之後又陸續征戰浙江等地，直到同治二年(1863)

始奉命回臺協助平定戴萬生之亂，隔年隨即回返內地

而戰死。如果興建大厝的工程是在林文察買入厝地之

後隨即開始進行，那麼由留守在家的林文明主持工程

的可能性極大。11此外，林文察兄弟在父親過世後，為了發展家業，而未依循社會傳

統析分家產，所以雖然是林文察這房起蓋房舍，由林文明來發落不無合理之處。 

由上可知，宮保第在林文察時期奠下基礎，文察之子林朝棟接管家業後，繼續

增建第二進的正身護龍、第一進門廳及後落（王鴻楷主持，1988b：10），也就是戰

後所見的「五落大厝」之宏偉規模，興築時間大約是光緒中葉。（王世慶，不著撰年

a：88）林朝棟在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役中立下戰功，因而獲頒道員職銜，之後

又獲巡撫劉銘傳賞識，受命辦理中路撫墾，並以職務之便經營腦業，使得一度中挫

                                                 
10 但歷史學者黃富三認為林文察 先起蓋的是今宮保第的第一、二進的合院建築與二十八間（駐兵房）。

詳見黃富三，1987：176-178。今日宮保第第一進為面闊十一開間的建築，其規模形制為全台罕見，

若第一進建築從興建之後未曾增修，以林文察當時僅位居低級武官來看，興建此種建築的可能性較

低。 
11 林文明曾於同治元年(1862)赴內地協助林文察平亂，同年七月即因戴萬生之亂返臺。詳見《霧峰林家

的興起》之林家大事年表。 
15 劉銘傳與林朝棟建立良好的賓主關係，而劉亦為李鴻章之得意門生，因此筆者認為可能因此關係，宮

保第得李所贈之書法作品，後由彩繪師傅拓寫至壁板上。 

圖 9：林文察購買大厝建地

地契 

來源：《霧峰林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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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運得以再興，的確是擴建宅邸的絕佳時機。而後落之第四、五進的正式完工時

間，則遲至日本割臺當年(1895)才倉促完工，據說因而來不及謝土。第四進則於日治

時期因昭和十年(1935)發生墩仔腳大地震，災後為整修後落中庭的穿心亭，而遭到誤

拆。（王鴻楷主持，1988b：10；許雪姬主持，1991：128；黃棟群，2006：53） 

表 2：宮保第興修大事記 

年代 建築興修大事記 相關歷史事件內容 

道光十七年(1837) 林定邦、林奠國兄弟分

產，各自遷居至今頂、下

厝所在地。 

－ 

咸豐八年(1858) 林文察向族親買入阿罩

霧庄前的大片土地，準備

起建房厝。 

咸豐、同治年間 第三進正身、左右內外護

龍及二十八間興建完成。

咸豐四年(1854)，林文察受封六品軍

功，後因捐銀供朝廷作為軍餉，獲遊

擊一職（武職之從三品官），分發福

建補用。 

咸豐九年(1859)，林文察立下戰功，

擢升參將（武職之正三品官），並獲

賞巴圖魯名號暨花翎，後再度捐銀助

餉，而進一步獲得副將之頭銜。 

咸豐十一年(1861)，獲副將儘先補

用，並賞烏訥思齊巴圖魯之名號。之

後，陸續接掌四川建昌鎮總兵、福建

福寧鎮總兵， 後得獲受命福建陸路

提督，與他省之總督、巡撫並稱為封

疆大吏。 

同治二年(1863)，林文察先是被閩浙

總督左宗棠以軍務危急之由徵調回

內地，另又被臺灣兵備道丁曰健以多

項罪名彈劾。 

同治三年(1864)，林文察九月率軍內

渡，十二月被太平軍包抄，戰死於漳

州。林文察死後，獲贈太子少保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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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賞騎都尉世職（太子少保屬文職

正二品，品位崇高。騎都尉與恩騎尉

是一種由子孫世襲的爵位，是清廷對

陣亡遺族的撫卹辦法），兼一雲騎

尉，並准建專祠。 

林文察死後，長子林朝棟世襲其父獲

封的騎都尉之職。 

光緒中葉 增建第二進正身護龍、第

一進門廳及後落。 

光緒十年(1884)法軍犯臺之時，林朝

棟在基隆協助清軍擊退法軍，因而獲

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後曾率勇討

伐多處番社，獲朝廷賞給二品頂戴，

並賜勁勇巴圖魯徽號。 

光緒十四年(1888)，林朝棟奉劉銘傳

之命鎮壓施九緞之亂後獲賞穿黃馬

褂，成為當時有清一朝以道員身份穿

黃馬褂的頭一人。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第四、五進正式完工。 光緒二十一年(1895)，隨著臺灣民主

國瓦解，林朝棟帶著家眷返回中國。

明治四十三年

(1910) 

★頂厝抗議宮保第的水

亭沖犯他們的風水，而將

水亭拆除。 

大正元年(1912) ★林朝棟夫人楊氏命人

填平日、月池。 

昭和十年(1935) 第四進遭到誤拆。 

昭和十五年(1940) ★第一進門廳因地震損

毀，進行整修。 

大正七年(1918)，林季商轉戰閩南各

地，大正十四年(1925)遭軍閥暗殺。

下厝受到林季商大舉變賣田地的影

響，家產急速的衰減，家勢也大不如

前。 

大正八年(1919)，林家僅剩的腦業與

山地的經營權，盡數被殖民政府所收

購。 

民國七十三年

(1984)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

素貞興慈會委託臺大土

木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執

行頂厝下厝的建築測繪

民國三十四年(1945)之後，國民政府

施行三七五減租等一連串土地改革

政策，以經營土地事業起家的林家下

厝，至此所擁有的地產，可說是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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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民國七十四年

(1985) 

受到內政部指定為第二

級古蹟。 

民國八十八年

(1999) 

遭到九二一大地震的侵

襲，建築物嚴重損毀。 

民國九十四年

(2005) 

「霧峰林宅下厝宮保第

整體修復工程」開工。 

無幾了。 

 

註：本表除了「★」項為引述自《大木匠師陳天平執篙傳統大木作修復程序之研究：

以霧峰林宅宮保第修復為例》表 3-10「霧峰林宅興修記錄」，其餘均整理自上述

內文。 

2.宮保第的建築形制與裝飾藝術 

今日的宮保第，由第一進正身、第二進正身

及左右護龍、第三進正身及左右內外護龍、第五

進正身及左右護龍等建築空間所構成，為五進（第

四進為殘蹟）、三院落、十一開間的空間格局，每

一進落的空間格局形式不盡相同，以下分述之： 

第一進，面寬十一開間，中央三開間為穿斗

式大木構架，其餘為斗砌磚牆構造所構成。入口

處的六扇門板上繪有文武門神六尊，為具有藝術

價值的彩繪作品，且左右兩側壁體也有精緻的泥

塑與彩繪。 

第二進，正身面寬七開間，明、次間為穿斗

式大木構架，左右兩側護龍前均有過水廊，以捲棚式屋頂與正身相鄰。正身明間內

有李鴻章手字壁畫，雖非李鴻章親自來此撰寫，但代表林氏與清朝廷具有良好的政

治關係15，頗具重要的歷史價值。 

第三進，前設拜亭，拜亭為疊斗式大木構架，捲棚式屋頂，明間則為穿斗式，

圖 10：宮保第空照圖 

來源：《臺灣傳統建築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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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柱樑上的雕刻與彩繪均相當精緻華麗。正身的左右兩側各有內外護龍，呈現出左

右對稱的空間格局。 

第五進，正身面寬十一開間，於明、次、稍間為穿斗式大木構架，其餘為斗砌

磚牆構造形式。明間內廳有牆裙板，以漆料仿大理（壽山）石畫法，相當特殊。正

身與左右護龍有支摘窗，各自為中門兩側排開，其樣式變化之多，堪稱全臺之冠。（黃

棟群，2006：53-57） 

宮保第的空間單元構成方式，則是呈左右對稱的配置，再加上中落的拜亭與後

落的穿心亭，共同形塑出一條明顯的中軸線，整體而言呈現出嚴謹的空間格局型態。

（許雪姬主持，1991：129）宮保第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則彰顯出傳統漢人社會講究

風水的觀念。宮保第是一組背山面水的回字型合院建築，在林朝棟營建時期，將阿

罩霧圳引至宅邸前方作曲折環繞，並在圳邊建築一道高牆作為照壁之用，牆邊開挖

日、月兩座水池，水池上設有水亭。此外，正門前方種植三棵大榕樹，所連成的軸

線，可與後山的一座小山頭對應配合。（許雪姬主持，1991：128） 

 

圖 11：宮保第前景(1971)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12：宮保第門廳右次間門神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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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宮保第第一落門廳明間左一縫架棟 

來源：同上圖 

圖 14：宮保第第二進前庭與秀面 

來源：同上圖 

圖 15：宮保第第二進正身明間正廳壁畫 

來源：同上圖 

圖 16：宮保第第三進正身前拜亭左棟架 

來源：同上圖 

圖 17：第五進的支摘窗 

來源：《傳統建築手冊》 

圖 18：宮保第鳥瞰 

來源：《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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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宮保第的建築空間分配 

林定邦育有三子，分別是林文察、林文明、林文彩，而以林文察、文明兩人表

現較為突出。下厝所屬房產的幾座主要建築群中，宮保第屬林文察這房產業，林家

子孫稱之為「大房厝」，與宮保第隔著大花廳的合院建築，屬於林文明這房，故稱「二

房厝」。（許雪姬編著，1998：102）林文察育有三子，林氏戰死後家業由長子林朝棟

繼承，林朝棟一房同時繼任宮保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之際，林朝棟舉家

遷回福建，但考量日本人的規定：在臺產業必須有子入日本籍才能保存，故林朝棟

命四子資鏘回臺入籍，但資鏘在上海染病身亡，因此三子季商與五子瑞騰於明治三

十一年(1898)回臺入籍，並由季商主掌家業。16然林季商於大正年間舉家遷往福建，

宮保第等房厝家業，遂轉由瑞騰主持。 

圖 19：宮保第大門內的正廳。林朝棟派下

第四房的林正霖於一九三０年與王克純結

婚，與家族在正廳合影 

來源：《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記錄（下厝

篇）》 

圖 20：宮保第第三進正身前。林朝棟第三

子林季商，娶妻多人，圖為第三個太太郭玲

瑜與其子女攝於所居住的正身廊 

來源：同上圖 

 

 

                                                 
16 林朝棟有五子，長子早逝，次子是書癡，三子季商是嫡長子，需留在福建繼承林朝棟的世爵，而 小

的兒子瑞騰好賭，因此林朝棟指派四子返臺管理家業。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122 註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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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保第的第一、二進，是做為接待賓客或商議公事的空間17，第三進與第五進則

為居家使用。第五進原為林朝棟居住，林文察的神位也安奉在此進正廳內。（王世慶，

不著撰年 b：89）林朝棟的夫人楊氏，在林朝棟過世後，偕同她的子女從中國返回

霧峰定居，宮保第第三進即為楊氏所居住，一直到昭和十年(1935)她過世為止。（王

世慶，不著撰年 a：32、34）楊氏在世時，每年過年的正月初一凌晨，她都會在正

廳接受子孫的拜年。而於大正初年赴中國定居的林季商，於大正十四年(1925)遇害身

亡後，其部分家眷回臺定居，第三太太郭玲瑜及其子女便曾短暫居住在第三進。18戰

後林季商的次子林正傳自中國返回臺灣，也曾居住過第三進。（王世慶，不著撰年 b：

89）然而，歷經時代的變遷，林家房產的區分與歸屬也無法完全按照傳統規範出井

然有序的劃分；原屬大房所有的宮保第，日治末期後，也曾有二房子孫居住在內。19 

四、宮保第的彩繪 

經由以上家族歷史及建築本身的整理歸納，筆者認為以當時宮保第一脈堪稱臺

灣富豪的身分，建築格局又如此宏大，雖說支摘窗樣式變化甚多，但一般富紳宅第

中常見的精緻木雕，卻僅在宮保第第一進的步口秀面上裝飾較多，其他的裝修顯得

相當樸實，實在頗令人好奇。但細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宮保第建造時期，其當家

的男主人正逢戰事，因此建築物拖了民國三十七年才匆忙完工可說是其來有自，而

裝飾的部分或許也因家事紛亂，因此也並沒有特別的奢侈華麗。但值得注意的是宮

保第的色彩，從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認為，霧峰林家基於對清政府的效忠，因此在色

彩裝修的部分亦遵守清朝所頒布的相關規定，以符合其官職身分，這與日治時期彩

繪色彩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也是筆者研究的重點所在，以下，筆者從宮保第

的彩繪師傅談起，進而分析彩繪主題與內涵並說明地震前後宮保第的彩繪分布及保

存狀況。 

 

                                                 
17 下厝子孫的家族公共事務，舉凡婚喪喜慶與祭祀儀式，多半在大花廳內進行，宮保第的正廳以接待外

客為主。例如林朝棟夫人楊氏發喪，參加的賓客至大花廳享用早餐、午餐，又如二房林幼春娶媳婦，

也是在大花廳舉行。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74、85 註釋內容。 
18 郭玲瑜晚年曾遷往印尼棉蘭、日本東京、中國北京等地。參見許雪姬編著，1998：33 及附圖圖說。 
19 林文明的孫子林少梅一家曾居住在宮保第，後來林少梅自行在宮保第旁購地，始遷出。參見許雪姬編

著，19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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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宮保第的彩繪師傅 

根據宮保第彩繪的現況來看，部分木構件因顏料層剝落而顯露出底下數層的圖

案及色彩，因此，筆者以肉眼判斷臆測，宮保第自清代創建以來，其部份彩繪應曾

經過兩次以上的重繪，但目前所能見到的年代及畫者落款，除第五進正身有「戊辰

夏月 石莊」等字跡，確認此空間畫者為石岡劉沛師傅外，僅有第一進步口「甲子冬

月」、「磺溪漁人」；第三進拜亭「時在乙丑年元月中旬書」、「樵子」、「漁人」等時間

及畫者落款名，其資訊可說相當稀少。另外，目前筆者所蒐集到的舊照片，均為民

國六十九(1980)年代以後所拍攝，因此，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並無法判斷除劉沛外，

另外的彩繪者為何人，於是，筆者試圖從目前所見到的落款中尋找線索。 

1.宮保第彩繪落款的部位及內容 

前面曾述，目前所見宮保第的彩繪落款時間共有三個，其一為第一進步口壽樑

上有「甲子冬月」的落款，其二為第三進拜亭的明間右棟架上有「時在乙丑年元月

中旬書」等落款，證明這兩個部分彩繪可能繪製於宮保第建造期間20的清同治三年

(1864)及清同治四年(1865)，但由於臺灣目前清代建築中留存較多彩繪者僅有潭子摘

星山莊（繪於 1876 年）、社口大夫第（繪於 1881 年）及神岡筱雲山莊（繪於 1886

年）等，因此，若宮保第能保有清代時的彩繪作品可說是相當難得的發現，但筆者

觀察其色彩及筆法後認為，這兩個空間中的彩繪畫作，不論色彩及筆法風格，顯得

較為新穎，並不像清代留存至今應有的樣貌，因此筆者認為宮保第目前所見的彩繪

作品應為日治時期的可能性較大，也就是為大正十三年(1924) 及大正十四年(1925)

的作品。 

而第三個落款位於第五進正身明間，其中脊及燈樑皆有「戊辰夏月 石莊」等落

款，就宮保第建築歷史來說，戊辰年可能為同治七年(1868) 或昭和三年(1928)。但

經由田野調查及訪談得知，「石莊」為石岡知名師傅劉沛常用的落款名稱，而劉沛的

生卒年為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七二年，因此證明第五進彩繪 後施作的年代不可能早

於劉沛出生之年，應確為日治時期昭和三年(1928)，時值劉沛四十三歲無誤。21 

 

                                                 
20 宮保第第三進及第一進分別建造於咸豐至光緒中葉期間。 
21 此部份所指稱的彩繪施作年代為劉沛有落款者，不包括其他油漆上色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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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第一進步口壽樑落款（現況） 圖 22：第三進拜亭的明間右棟架落款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23：第五進正身明間中脊落款（現況）  圖 24：第一進步口灰壁落款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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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進 

中脊：戊辰季夏 石莊 

燈樑：戊辰夏月 石莊 

 

■第三進 

拜亭木構件：乙丑，樵子、漁

人 

步口步通：乙丑 

■第二進 

無時間落款 

 

 

     

 

■第一進 

步口壽樑：甲子冬月、樵子 

步口灰壁：冬月、磺溪漁人 

圖 25：宮保第彩繪落款的部位及內容 

底圖來源：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2.彩繪師傅的確認 

綜合以上的敘述可知，目前所見宮保第有落款的彩繪應為日治時期一九二四至

一九二八年間的作品，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除了劉沛外，是否可從落款名或筆法

風格即知另外的彩繪師傅為何人呢？事實上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現存的落款名稱「樵

子」、「漁人」及「磺溪漁人」這三個名稱在日治時期中部地區（臺中、彰化、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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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傳統建築彩繪中，是相當常見的落款名稱，尤其是「樵子」及「漁人」更

是廣泛使用的畫名，唯一不同的是「磺溪漁人」這個名稱，是彰化地區的彩繪師傅

才會使用的。22因此，本研究在調查宮保第的彩繪師傅時，便將範圍縮小至彰化地區

的師傅群中。 

在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後，筆者雖仍無法確認「磺溪漁人」究竟為何人，但從

這些調查資料中得知，日治時期除了一般熟知的鹿港郭氏彩繪家族外，還有一批來

自彰化田中及永靖的營造匠師亦活躍於建築界中，這些匠師並非如郭氏專職於建築

彩繪，而是統包整個建築工程，但截至目前為止，筆者仍無法得知更多的資訊繼續

此部分的研究，不過，可以知道的是，這批匠師不但與鹿港郭氏彩繪家族在執業區

域上重疊，而且畫風相當近似，但其筆法卻不如郭氏細膩端正，探其原因，筆者認

為，以民宅來說，自清代潭子摘星山莊建成以來，臺灣中部地區的建築彩繪因郭氏

家族的領導地位而風格漸趨相近，進而影響日治時期整個中部地區的彩繪風格走

向，也就是說，由於當時著名的富紳宅第的彩繪畫作幾乎皆由郭氏家族所執筆23，顯

見其細膩抒情的畫作風格廣為富人所喜愛，以致成為其他的彩繪師傅學習的對象，

可說是一種時尚潮流，所以，目前在中部地區所見日治時期的彩繪風格都相當近似

也就不足為奇了。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筆者一開始也認為宮保第既同為富貴人家，其彩繪師傅應

為鹿港郭氏無異，但仔細觀察其筆法後卻發現，除第二進正身明間左右壁堵的作品

為細緻外，第一進及第三進的彩繪都不如同時期郭氏在其他建築中的作品樣貌，

且從落款中可知，第一進步口為大正十三年(1924)冬天所作，第三進拜亭則為大正十

四年(1925)春天，由此猜測，這兩處應為同批師傅所作，而第二進雖無時間落款，但

由於作品較細膩成熟，且畫作色彩多已褪色，不同於第一進及第三進的筆調色彩，

則可能為日治時期之前的鹿港郭氏作品24，至於木構件底下數層的畫作因無任何文獻

史料及清楚的照片可供研究，實無法做出判斷。 

 
                                                 
22「磺溪」從歷史文獻來看，本屬於地域的名稱，為大甲溪以南到虎尾溪以北的統稱。目前，從筆者的

調查中發現，彩繪作品上使用「磺溪」作為落款名稱的建築多集中在彰化地區。 
23 如潭子摘星山莊（繪於 1876）、社口大夫第（繪於 1881）及神岡筱雲山莊（繪於 1886）等。 
24 第二進書法內容為清李鴻章及石魯所贈書法，因此筆者猜測，此書法作品可能是清末所施作的，但真

實情況可能還需詳細檢測底層是否有重複描繪的痕跡。另第一進正身中脊檁因較為細膩，猜測可能

亦為郭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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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由以上種種敘述可知，目前宮保第的彩繪並非由個人或同一組師傅所完成，而

是包括了鹿港郭氏家族、彰化地區師傅及石岡阿沛司等人在不同時間施作所呈現出

來的結果，但不可諱言，其整體風格相當一致的原因，在於郭氏於當時彩繪業界的

領導地位影響了其他同業的畫作風格，以故，即使無法追查出彩繪師傅究竟為何人，

仍能透過鹿港郭氏的作品了解宮保第彩繪之風格特色，若未來需進行修復，則鹿港

郭氏的畫風可成為一個選擇的方向。25 

（二）宮保第彩繪現況 

截至目前（2008 年六月）為止，宮保第正由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進行整體修復

工程，預計於民國九十七年(2008)十二月完成修復。由於彩繪作品所剩不多，因此此

次的修復工程保留中軸線彩繪的部分未作修復，避免可保存之彩繪在修復過程中損

壞，讓僅存的彩繪可留待日後再進行專業的修護或新作。 

                                                 
25 有關鹿港郭家之研究可參考李奕興所著之相關書籍，而劉沛的資料則可參閱筆者所著 2003：298-358。 

圖 26：九二一地震後第一進損壞狀況 

來源：吳昱瑩攝（2004 年） 

圖 27：九二一地震後第二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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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亦以中軸線空間中的彩繪為主，而單彩部份，目前雖

可從部分木構件中見到底下數層多色的重繪痕跡，但若無更詳盡的證據，仍以現有

舊照為標準，而不以臆測為之，另外，色彩因經過調色，且經歷數十年的時間，也

有褪色的狀況，因此本研究僅能從現況及舊照中描述色彩，以下說明各進彩繪的現

況。 

1.第一進 

第一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中脊檁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神 為重要，也是目前此空間中保存較好的彩繪作品。其

他的彩繪則以左次間壽樑仍可辨識其畫作，至於明間及右次間的壽樑兩端雖從舊照

中隱約可看出繪有畫作，但無法清楚看出作品內容為何。其他木雕構件則以化色、

貼金及螺鈿裝飾為主。此空間之單色髹漆部分除 前方兩柱褪色的紅色外，其他構

件以黑色為主，但步通下的員光則以綠色為主。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中脊檁為主，也是此空間中僅有的彩繪作品，現況除右端兩

幅畫作已損壞外，中央包巾圖案及左端兩幅畫作還算完整。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黑

色為主。 

圖 28：九二一地震後第二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圖 29：九二一地震後第三進損壞狀況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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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進 

第二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楣及其下方的花罩 為重要，但目前其彩繪雖仍可辨識，

但木基層已損壞甚多。此空間之單色髹漆部份以紅色、藍色為主，步通下的員光則

以綠色為主，但筆者認為，此空間的色彩應是日治時期或戰後重漆的顏色，而非原

始色彩，但目前並無資料可顯示 早色彩為何。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壁堵及封屏門為主，其次為次間的圓月

門框上的勾勒蝙蝠圖案，但除明間的壁堵及封屏門因收藏至倉庫中保存還算可以

外，其他彩繪的狀況並不理想，木基層皆已損壞甚多。正身明間之單色髹漆有黑色、

藍色及綠色，筆者亦認為，此空間之色彩應是經過多次重漆的結果。而次間之構件

幾乎皆為新木，僅有一張舊照可供參考，但此照之色彩頗為新穎，應是重漆後的樣

貌（見圖 44）。 

圖 30：第一進步口現況 圖 31：第一進正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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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進 

第三進彩繪主要繪於拜亭、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拜亭 

第三進的拜亭是宮保第中彩繪作品 多的空間，但目前除了明間壽樑、中樑、

左右兩棟架束仔、束橢、瓜筒及少數斗仍留存舊木件外，其餘皆已換上新木。此空

間之單色髹漆有黑色、藍色，應是經過多次重漆的結果，其他木雕構件則以化色、

貼金及螺鈿裝飾為主。 

(2)步口 

第三進的步口空間僅有明間，彩繪以步通、束仔及壽樑為主，但除壽樑保存外，

其餘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紅色及黑色為主。 

(3)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為主，其次為明間壁堵的壽山石紋處理，

但除了燈樑有輕微損壞外，中脊檁及壁堵狀況並不理想，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

色髹漆以黑色及紅色為主。 

 

圖 32：第二進步口現況 圖 33：第二進正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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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五進 

第五進彩繪主要繪於步口及正身的木構件上。 

(1)步口 

步口的彩繪主要以門楣及其下方的花罩為主，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

漆以黑色、紅色及藍色為主。 

(2)正身 

正身的彩繪主要以明間中脊檁、燈樑及引腳為主，其次為明間壁堵下方裙堵的

壽山石紋處理，但皆已換上新木。此空間之單色髹漆以黑色及紅色為主。 

 

圖 34：第三進拜亭現況 圖 35：第三進步口現

況 

圖 36：第三進正身現況 

   

圖 37：第五進步口現況 圖 38：第五進正身現況 圖 39：第五進正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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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二一地震前的彩繪分佈情形 

從以上的現況敘述中可知，目前宮保第的彩繪構件多已換上新木，其主要原因

還是在於地震所帶來的災害。以下兩張圖分別為九二一地震前及目前彩繪分佈的狀

況，由圖中可明顯發現目前完整的彩繪構件已不多，而僅存的彩繪在經過筆者的觀

察後發現，有些圖案雖完整，但木構件表層其實已腐朽損壞，著實相當可惜，因此

也必須趁其未完全敗壞前加速記錄的工作。 

  

圖 40：宮保第九二一地震前彩繪分佈的狀況 圖 41：宮保第九二一地震後彩繪分佈的狀況 

底圖來源：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說明：此說明圖以中軸線彩繪為主，灰色部分為黑色髹漆的空間；藍色部分為藍色髹漆的空間；紅

色部分為繪有彩繪主題及文字的構件，從舊照中得知第二進正身明間髹漆為藍色與黑色，次間則為

藍色與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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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宮保第彩繪之色彩、堵頭裝飾與彩繪主題 

由前文說明中可看出，宮保第彩繪的現況相當不好。由於彩繪原本就不多，在

九二一地震後，其整體木構架幾乎全倒的情況下，彩繪更是無可避免的遭受嚴重的

損壞，而由於目前筆者所能搜集到的照片也都是民國六十九(1980)年代以後所拍攝

的，因此許多構架的彩繪雖看得出曾經過多次重繪，但已無舊資料可知其歷史。 

從目前所蒐集的彩繪圖面及現況中，筆者也歸納宮保第彩繪畫作的特色，包括

色彩，堵頭裝飾及主題圖案等，以下分別說明。 

1.色彩  

早期臺灣漢人在建築上彩繪各種色彩，不但是有保護木結構及防腐防蟲的作

用，也包含了禮制規範的意義在內。 

從舊照及現況來看，宮保第髹漆所使用的色彩大約有四種，分別為黑、藍、紅、

綠，其中又以黑色為 主要的色彩，其次為藍26、紅、綠等，另在少部分構件上，也

以貼金的方式呈現華麗的樣貌。 

前文曾述，筆者所收集到的舊照片拍攝的年代約為一九八０至一九九０年左

右，因此，更早之前的色彩究竟為何，在沒有其他證據的狀況下，實在很難判斷。

若根據臺灣傳統建築「紅宮黑（烏）祖厝」的說法，宮保第塗刷黑色髹漆可能會被

認為是作為宗祠之用，但根據前文內容所述：「宮保第的第一、二進，是做為接待賓

客或商議公事的空間，第三進與第五進則為居家使用，而第五進原為林朝棟居住，

而後林文察的神位也安奉在此進正廳內」。由上面的敘述看來，宮保第似乎並非為祭

祀使用的宗祠，因此，宮保第為何大多使用黑色的確是個疑問。 

從文獻資料可知，霧峰林家的林文察及林朝棟父子為清代臺灣二品官職以上者

（林會承，1995：125），若從清朝頒訂的《欽定大清會典》，定規制如：「凡第宅、

公侯以下至三品官……門柱飾黝堊27，中梁飾金，旁繪五采雜花。……」（《欽定大

清會典》〈府第〉康熙朝：667）來看，宮保第所飾之黑色應與作為宗祠無關，而是

符合清代的規制。而在其他裝修的部份，《大清律例》亦規定「限職官一品二品，斗

                                                 
26 藍色主要塗飾於第二進及第五進的樑柱上，但此兩進所使用的藍色略有不同，應是不同時代所為。 
27 史籍中將黝堊解釋為「以黑色和白色作塗飾」，但「堊」亦可泛指用來塗飾的各色泥土，因此「門柱

飾黝堊」指將門柱用黑色塗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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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彩色繪飾；……三品至五品，斗拱青碧繪飾」（《大清律例》〈服舍違式〉：633）；《欽

定大清會典則例》「……又定公侯以下官民房屋……梁棟許繪五彩雜花，柱用素油，

官員住屋中梁貼金，民不許貼金」（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府第〉乾隆朝：40）。 

由以上的歷史資料及現況看來，筆者認為，宮保第在初建之時的用色，應是根

據清朝頒布的規制髹漆飾彩，但到了日治時期整修時，有部分的用色是被後裔誤改

的結果，尤其是第二進及第五進的門面及室內所髹漆的色彩，看起來與其他院落並

不協調，且呈現較新穎的感覺。 

圖 42：第一進步口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圖 43：第三進拜亭 

來源：同上圖 

圖 44：第二進正身次間室內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45：第五進正身室內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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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堵頭裝飾與彩繪主題 

(1)堵頭裝飾 

堵頭圖案在建築彩繪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裝飾性功能，也考驗設計者的創意及

細膩度。以宮保第來說，其彩繪作品雖然留存不多，但每一幅圖畫仍搭配了細緻的

堵頭設計，並以各種吉祥紋樣組合在其中，顯現傳統漢式建築中一貫的象徵意涵。 

圖 46：第一進正身中脊檁兩端堵頭圖樣 圖 47：第二進正身燈樑兩端堵頭圖樣 

(2)彩繪主題 

宮保第的彩繪主題如同其他的傳統民間吉祥圖案，其主要特點是將人們理想和

美好的願望反映在彩繪主題及文字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吉祥意涵的動物、植

物、器物、文字及象徵忠孝節義的人物故事等，甚至於現實生活周遭所常見的事物，

也被藉著各種圖騰符號加以表現。這些主題不僅有美觀的外在意義，它更進一步的

包含了子孫孝悌、吉祥富貴、趨吉避凶以及勸戒教化的內在意義。以下圖表為宮保

第彩繪的主題及內容說明，目前部份圖案已損壞不存，因此我們僅能從舊資料中看

出過去的樣貌。 



蔡雅蕙、陳彥仲∣霧峰林宅宮保第建築彩繪之研究 65 
 

表 2：宮保第彩繪的主題及內容說明 

   

說明：第一進，由左至右分別為明間門神【神荼】、【鬱壘】、左次間門神【天官圖】（手捧花及

晉鼎，有榮華（花）富貴、科名及第之意）、右次間門神【天官圖】（手捧冠及鹿，象徵加官（冠）

晉祿（鹿）之意）。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一進宮保第匾。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一進步口灰壁彩繪，分別落款有「臨

藍泉戈叟之大意 時維季冬月 磺溪漁人寫」、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仿東坡居士筆法○○

氏○」、「瑤池獻瑞 ○○○○○」。28現已不存。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28 無法辨識的文字以○為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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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一進中脊，兩端為花鳥主題。（現況） 

  

說明：第二進建築。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二進步口，門楣上為【篆團】圖案及

花罩下的吉祥紋飾。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二進正身明間壁堵（下文有詳細說

明）。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二進封屏門彩繪，由左至右分別為人

物主題【孝：望雲思親】及【忠：出師表】。（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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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二進中脊及燈樑彩繪。（現況） 說明：中脊中央圖案，兩端為依稀可看出為人

物主題，但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二進燈樑。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

代） 

說明：第二進燈樑中央圖案，兩端為花鳥主題。現已損壞。 

來源：《臺灣傳統建築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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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第三進拜亭左棟架及右棟架，其彩繪主題以人物、花鳥及詩詞教化文字

為主。目前僅 6 件花鳥及文字束仔構件放回原位，其他已損壞嚴重。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三進步口。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三進步口花鳥彩繪。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三進燈樑（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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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五進建築。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說明：第五進步口，門楣上為【篆團】圖案及

花罩下的吉祥紋飾。現已損壞嚴重。 

來源：李奕興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五進中脊及燈樑。目前作品保存尚好。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說明：第五進正身明間室內樣貌。現已損壞嚴

重。 

來源：《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 

經由筆者的調查，因九二一地震損毀了大多數的彩繪，故以上圖表中的圖片除

少數為現況外，多為筆者蒐集個人拍攝及文獻中所得，但所有照片皆拍攝於民國六

十九(1980)年代左右，也就是說，更早期之前，或許彩繪的樣貌與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並不相同，尤其在第三進的許多木構件中已發現兩層以上的彩繪層，可證明某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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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曾經過數次的重繪，但由於並沒有更近一步的資料（照片或整修資料）可知完整

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為尊重歷史變遷的過程及不可臆測的原則，若真的沒有資

料，也就沒有必要汲汲追查原始的樣貌了。 

由以上的圖表說明，筆者認為，宮保第雖擁有十一開間的壯闊建築群，但彩繪

裝飾的部份相對來說實在不多，大部分的構件以單色髹漆塗飾，因此，以古蹟保存

的立場來說，目前仍存在的彩繪也就顯的格外珍貴。其中，宮保第 引人注目的彩

繪作品即為李鴻章落款之書法兩篇（於第二進壁堵中分四個段落書寫），此兩篇文字

圖 48：第三進正廳中脊彩繪剝落時露出下層

彩繪圖案 

圖 49：第三進拜亭斗座，彩繪剝落時露出下

層彩繪圖案 

圖 50：同上圖 圖 51：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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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自董其昌29之書畫創作、評鑒的理論著作《畫禪室隨筆》，其一為〈酣古齋帖跋〉，

原文為「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

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

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為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

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為書各種，

以副清臣之請。」，在宮保第中，後段文字略修改為「……予學書三年，不敢謂得古

人三昧……」， 後兩句「為書各種，以副清臣之請」則可能因空間不夠而沒有寫上

去。另一幅字原文為「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

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

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

不苟且，亦不免為名使耳。」，於宮保第中，亦略改為「……鮮寫寫至成篇者……此

亦惟自己能知之。轉○前人作書不肯苟且，亦不免為名字而使耳。」 

雖然李鴻章並沒有親自來過宮保第，但或許所送這幅字也可顯示當時林家與清

政府的友好關係。 

而第二進正身壁堵的另一篇文字，則為清光緒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吳魯30所書之王

融31作品〈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的其中一小段，原文「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

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32，來仕允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目前無法得知吳魯是否曾至宮保第，但從歷史資料中得知，吳魯曾三度遊臺，

並與當時望族交好，或許因這樣的關係而成為霧峰林家的好友，並贈予這幅書法。 

                                                 
29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香光，為明代大家，擅長畫山水，師法黃公望、董源、巨然等。 
30 吳魯，為光緒十六年(1890)狀元，其書法善小楷，整秀無匹，曾三度遊臺，曾館於磚橋吳宅，或館於

板橋林家，其子鍾善且任林本源西席。詳見：崔詠雪，2001：http://www.tmoa.gov.tw/action/twwrite.htm 

(2008.06.20) 
31 王融，字元長，南朝齊琅邪臨沂人。 
32 宮保第中，將「……分陝流勿翦之懽……」寫為「……分陝流勿翦之歡……」，但兩個字意思是一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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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第二進正身左棟架壁堵 

來源：林會承攝（約 1980 年代） 

圖 53：第二進正身左棟架壁堵 

來源：同上圖 

 

圖 54：第二進正身右棟架壁堵 

來源：《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下厝篇》 

圖 55：第二進正身右棟架壁堵 

來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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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宮保第彩繪色彩及主題說明表 

 第一進 第二進 第三進 第五進 

柱 － － 黑色髹漆為主。 － 

樑 － － 

壽樑：兩端繪有花

鳥圖畫，其他為藍

色髹漆。 

中樑：兩端繪有花

鳥圖畫，其他為藍

色髹漆。 

－ 

瓜筒 － － 彩色化色、螺鈿 － 

員光 － － 
木雕彩色化色與

單色髹漆。 
- 

拜亭 

其他 － － 

斗：書畫、化色、

螺鈿。栱：單色髹

漆。外簷栱：書

畫、單色髹漆。看

橢：木雕。束仔：

書畫。束橢：木

雕。雀替：木雕。

－ 

柱 
前 廊 兩 柱 為 紅

色，其他為黑色 
藍色單彩為主。 黑色單彩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樑 

壽樑：兩端繪有圖

畫，其他為黑色髹

漆。 

藍、黑色單彩為

主。 

壽樑：兩端繪有圖

畫，其他為藍色髹

漆。 

黑色單彩為主。 

瓜筒 木雕化色、螺鈿 － 木雕化色、螺鈿 － 

員光 綠色為主。 綠色為主。 藍色為主。 綠色為主。 

步口 

步通 黑色單彩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花鳥畫為主。 藍色單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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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彎枋：木雕化色、

貼金、螺鈿 

門神：六扇 

其他木構件：化

色、貼金、螺鈿 

門楣：壽團 

花罩：吉祥圖案 

斗：彩繪文字 

拱：單彩或化色 

看橢：木雕 

束仔：單彩 

束橢：木雕 

雀替：木雕 

門楣：壽團 

花罩：吉祥圖案 

柱 黑色為主。 黑、藍色為主。 黑、藍色為主。 藍色為主。 

中脊檁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兩幅補筆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中 央 為 包 巾 圖

案，兩端各有兩幅

圖。 

燈樑 － 
中央為捲雲紋，兩

端為花鳥圖。 

燈樑整體為連續

性的花鳥圖案。 

中央為捲雲紋，兩

端為花鳥圖。 

壁堵 － 

頂堵：花鳥 

身堵：書畫 

裙堵：吉祥紋樣 

身堵：仿石紋 

裙堵：紅底仿石紋

身堵：紅色髹漆 

裙堵：仿石紋 

正身 

其他 － 

彩色髹漆、螺鈿 

封屏門：人物、吉

祥圖案。 

於木雕上髹漆紅

色及貼金 
藍色為主。 

五、結論及未來保存的重點 

宮保第建造於清末時期，由於其家族的風光歷史及建築的碩大華美，對於臺灣

文化資產的保存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但九二一地震損毀了這棟百年古蹟，也引發各界人士對於是否廢除古蹟指定及

重建有甚多的爭議，但無論如何，本研究仍希望藉由彩繪的研究來探尋過去的歷史，

以作為下一階段規劃設計的基礎資料。以下歸納前文的研究，分別說明宮保第彩繪

的內涵特色及未來保存與修護重點。 

（一）宮保第彩繪的內涵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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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禮制規範下色彩使用 

由前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知道，建造於清末的宮保第建築，在整體色彩的運用

上應是符合清朝二品官職的身分規定，但可能因日治時期後裔誤改的結果，導致色

彩看起來並不協調，尤其是第二進及第五進，明顯看出曾經過數次的塗刷。由於目

前臺灣留存的清代建築已寥寥可數，尤其是規模那麼大的建築群落，因此，宮保第

不但是林氏家族的歷史證物，從彩繪色彩的研究角度來看，也可見識清末漢式建築

遵循禮制規範的實例。 

2.遵循傳統的主題與設計 

除了色彩的使用符合清朝的規制外，宮保第的彩

繪主題及堵頭設計則沿襲了傳統吉祥圖案的意涵，不

僅達到建築的裝飾藝術效果，同時也成為人們寄托理

想、心願和情感的重要形式，也表達其忠孝節義的寓

意，僅有第五進正廳引角上的小幅西洋風景畫，呈現

比較不同於傳統彩繪的樣貌。 

若以風格特色來說，臺灣在一九二０年代的許多

建築彩繪作品，已經出現相當多樣的彩繪主題，除了前述的西洋風景畫外，還有當

時流行的現代仕女、人物、生活器物（如時鐘）等等，因此，比較起來，宮保第的

彩繪不但在構圖的設計上相當規矩，主題也相當傳統，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的風格，

而這或許也反映主事者傾向舊有制度習慣或傳統的態度。 

（二）未來保存的重點 

除了研究宮保第的彩繪畫作及色彩之外，如何保存修護（復）也是當前歷史研

究外，另一項重要的討論焦點。事實上，從前文分析中可以了解，目前宮保第僅存

的彩繪已不多，能夠完整保存下來的「實物」實在非常的少，並且有部份彩繪層（塗

膜層）實已損壞相當嚴重，若強加修補，除了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金錢外，也可

能無法完全修復，因此，評估其藝術及保存價值後，筆者建議將彩繪分為三種方式

處理： 

1.原物保存：門神及第二進板壁書畫因是相當具有歷史及藝術價值的作品，建

議原物保存（移至恆溫恆濕之處如博物館，加固清潔即可）。 

圖 56：第五進正廳引角的

西洋畫作 

來源：《台中縣建築發展‧

民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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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護：以現地保存為主，少部份木表層損壞較少的彩繪作品以修護方式處理。 

3.新作（包括仿作及新作）：大部分的彩繪由傳統彩繪師傅依舊圖仿作新畫，若

無舊圖可供參考者，依前文所述，可參考鹿港郭家的彩繪作品。 

至於色彩的部份，即使得知宮保第 早的門柱可能應全部為黑色才對，但不論

是否曾誤改顏色，筆者認為，在無證據的情況下，第二進及第五進在未來進行修復

時仍須維持舊照所呈現的色彩，而不是改為黑色，以符合尊重歷史修改的真實性的

原則。 

 

圖 57 宮保第彩繪修護（復）方式 

說明：專業修護人員包括文化資產領域的相關專業人士或傳統匠師、藝術家。 

（三）後續研究 

霧峰林宅自民國八十八年(1999)震毀以來，重建與廢除古蹟指定等種種聲音不斷

爭論角力，而也因此突顯出文資法的種種問題及過去保存古蹟方式的不合時宜。筆

者長期關注文化資產的研究與保存，也了解學者眾多意見的背後所持之理論根據並

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是因關切角度的不同而對於古蹟有不同的定義。但無論如

何，以宮保第來說，此建築不但未被解除古蹟指定，甚至躍為更高層級國定古蹟，

對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用新料修復的古蹟來說，筆者以為這是「感性的古蹟維護觀」

多過於「理性的古蹟維護觀」了。33 

                                                 
33 參考自劉永毅，2003《霧峰林家等待明天》：200。引用漢寶德於 2002 年 4 月 22 日於中國時報的專欄

文章〈動態的保存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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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宮保第的木構彩繪，在初作此研究時，相當訝異這樣一棟百年古蹟的

建築歷史研究並不如想像中豐富，在沒有任何匠師、營建過程資料留存的狀況下，

僅依循舊照片的重建方式也正是學者間爭論不休的關鍵所在，如今，在紛紛亂亂之

中，宮保第已逐漸完成復建工程，但在此過程中也正凸顯過去建築研究的缺乏。以

建築彩繪來說，因過去並沒有完整的紀錄，以致，在地震倒塌後，許多散落的彩繪

構件根本無從得知原來放置的位置，只能隨大木師傅的經驗來修復，使得部分構件

並未置回原來的位置，如此沒有研究依據的倉促修復態度，也是相關單位及全民應

該修正的觀念，否則，未來仍會有許多文化資產在「假古蹟」的論戰中爭議不休。 

宮保第的建築彩繪其數量雖不多，其精采度亦不如其他富紳宅第，但嚴謹的色

彩配置及含蓄的教化意涵是宮保第彩繪值得欣賞之處，未來，筆者希望能將景薰樓

及二房厝納入研究中，進而完整呈現霧峰林宅建築群的彩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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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Gong Bao Di 
of Lin-family-house, Wufong  
 

Tsai, Ya-Hui* 

Chen, Yen-Chung** 

Abstract 

Lin-family-house of Wufong is composed of ding cuo（頂厝）, xia cuo（下厝） and lai 

yuan（萊園）, it is an rarely seen enormous construction in Taiwan.   

The mainly study of this researches is the gong bao di（宮保第）of xia cuo.  It was built 

in 1858 when lin wen cha（林文察） was the master in gong bao di, and it has been already 

standing for 150 years.  However, the severe earthquake in 1999, the 921 earthquake, has 

damaged the historic building and also brought up a lot of controversy about if it needs to 

abolish the monument designation or reconstruct this house. 

To discuss under this issue, the main topic of this theme is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of 

gong bao di.The contents are as following：（1）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gong bao di .（2）

before and after of the earthquake,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this building.（3）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gong bao di.   

This study expects the meaning of the architectural painting can be known more and the 

way of how to preserve this historical culture can also be form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n-family-house of Wufong, Architectural painting,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Traditional Arts 

 

                                                 
*  Ph.D. Student /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Master /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Culture and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文資學報 ISSN 1814-3121 
第五期│頁 83-100│民國九十八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 NO. 5, pp. 83–100, 2009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College of Culture Resources 

 

江南文化與江南音樂—兼談江南琵
琶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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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管是江南的文化、江南的音樂，還是其主要演奏樂器—琵琶，在它們的產生

和發展過程中都體現著江南特有的柔性、靈動與自然婉麗，顯現著與江南自然景觀、

人文氣質相一致的細膩、清秀、精緻、詩性。本文就江南文化的概念，江南文化的

形成、演變、特徵，以及與江南音樂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對江南琵琶的界定表述了

作者的觀點。 

關鍵詞：江南文化、江南音樂、江南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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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的概念 

要探討江南的音樂與琵琶，首先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對「江南」的概

念給予準確的界定，然後才可能在這個概念下進行闡述和深入研究。 

「江南」不管是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或現實生活中，它既是一個區域概念、地理

概念、歷史概念，同時是一個極具豐富內涵的文化概念，性情的概念和美學的概念。

並且還是一個至今沒有統一共識的概念。 

從自然地理和字面而言，江南，應該是指長江以南的地區，尤其是近現代以來，

說到「江南」，人們心目中就會浮現出小橋流水、唉乃歸舟、吳儂軟語等最能代表江

南文化的特徵景象來，但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地域劃分。 

然而在歷史上，人們使用「江南」一詞時，不同時期卻賦予它不同的地域範圍，

徐茂明先生在《江南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1 一文中，曾引用了諸多學者考證：「江

南「之詞始見於春秋時期，時指楚國郢都（今江陵）對岸的東南地段，範圍極小。

戰國時期，楚在長江南岸拓地日廣，江南的範圍亦隨之向東南擴展，延及今武昌以

南及湘江流域2。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

全部，南達嶺一線3。而在實際應用中，「江南」的範圍極為寬泛，所用此處已到「一

意之下而形勢瞭然」的程度，如李斯《諫逐客書》雲：「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

不為采」4。《史記•始皇本紀》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5金錫歷來被視為東南吳越之方物土貢6。秦漢時人指稱下游的江南地區用得最多的還

是「江東」、「江左」等名詞。當年從吳縣起兵反秦的項羽，在烏江亭長面前即口口

聲稱：「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

目見之」7。 

自孫吳立國江東後，江東經濟得到了新的發展。後歷經東晉南朝，都城建康（今

                                                 
1 徐茂明，江南的歷史內涵與區域變遷，[J]史林，2002.03。 
2 沈學民，江南考說，手刻油印稿，約 80 年代初。 
3 周振鶴，釋江南，中華文史論叢，第 49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1 頁。 
4 《史記》卷 87《李斯列傳》，[M]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543 頁。 
5 《史記》卷 6《始皇本紀》，[M]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34 頁。 
6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 74《考工記總序》：“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M]中華書局，1987

年，第 3119 頁。 
7 《史記》卷 7《項羽本紀》，第 336 頁，[M]中華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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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已經成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江南」所指的範圍也由西向東轉移，成為了

一個意有所屬的特指概念了。南朝文學家謝眺的《入朝曲》曾說的「江南佳麗地，

金陵帝王州」，就已經明確標示了江南的範圍已由長江中游兩湖地區移至了下游的江

浙一帶。從歷代的行政地理方面來看，最早以行政區劃稱「江南」的是王莽改夷道

縣（今湖北枝城市）為江南縣。在漢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地域已十分寬廣，包括今

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蘇南部地區，以會稽郡北部為「江南」的概念由此產生。唐太

宗貞觀六年，隨著十道的劃分與命名，出現了「江南道」，它囊括了今天長江以南，

南嶺以北，西起四川、貴州，東至海濱的近半個中國，可謂名符其實的江南。盛唐

時，今浙、閩二省與蘇、上海、皖南部和贛東北部被劃為「江南東道」，其餘地區則

列入「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宋朝改道為路，設江南東、西路，江南東路轄一府（江寧）、七州（宣、徵、江、

池、饒、信、太平）、二軍（南康、廣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贛東北部分地

區；西路則約當於今江西全省。在今鎮江以東的蘇南、上海、浙江地區設兩浙路，

建炎南渡之後又分為浙東、浙西兩路。浙西路包括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

安吉、常、嚴三州，江陰軍，也就是環太湖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與唐代浙西道

相近8。從元代起，「江南」一詞不再被用作行政地區的正式名稱，而較多地被用來

專指原被稱為吳、三吳或浙區的一些地區。 

清順治二年(1645)，將明朝的南直隸改為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上海、安徽

三省市。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省設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駐江甯，領有今安徽

及蘇北地區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駐蘇州，領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五府，

這為江南分省邁開了第一步。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蘇、安徽分省最終確立，江

蘇因事務繁劇，又增設藩司一員，「將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江甯藩司

管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分隸蘇州藩司管轄」9。當時，由於「江南」一詞

不是正式的行政區域，所以清代人們運用時也比較隨順，有時僅用作蘇南的代稱，

有時則不僅包括八府一州（蘇、松、常、鎮、甯、杭、嘉、湖八府及蘇州府劃出的

倉州），而且還包括了浙東的甬（今寧波）、紹二府。即使在上述八府一州範圍內，

往往也只用來指其中的幾個州府。由於沒有統一的用法，因而也造就了某種混淆不

                                                 
8 宋史卷 88，地理志四，[M]中華書局，1977，第 2173-2711，2178-2198 頁。 
9 清高宗實錄，卷 619，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M]中華書局，1986，第 9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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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這大概就是今日「江南」一詞沒有統一定義的根源10。 

我們研究某種藝術及音樂類型等的產生和發展，是不能忽視經濟發展的各種因

素對它們產生的影響，因而還有必要從經濟地理方面來關注對「江南」概念的研究

成果。在明清經濟史學者中，對江南的概念也無一統一的認識。在諸多學者論點中，

筆者較為傾向李伯董、劉石吉先生的觀點，即「江南」的合理範圍應當包括今天的

蘇南浙北，即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

及後來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隸州。因為這八府一州不僅在內部生態條件上具有統

一性，同屬太湖水系，經濟方面的相互聯繫也十分保密，而且在其週邊有天然屏障

與鄰近的地區形成了明顯分隔。 

從「江南」的歷史演變來看，無論從自然地理還是行政區域方面看，都有一個

由西到東，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不斷變化的趨勢。「江南」這一稱謂也由單純

的地理、區域概念演化為更多經濟、文化內涵的專指性概念。據上文的討論，我們

可以從區域的共性上將本文江南的核心區界定在：明清時期的蘇州、常州、嘉興、

湖州五府與太倉直隸州的全部，也就是傳統所稱的「狹義的江南」，而從文化區域共

性輻射的意義上，將廣義的江南界定在：明清時的八府一州，即今天的以蘇南為中

心的長江三角洲一帶地區。當然也應該包括先吳、吳越之地，後又屬楚，中唐後屬

華亭縣（松江府）的華亭海，也即今日之上海，以及同屬江南經濟區的南通地區。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歷史與演變 

江南音樂和琵琶藝術作為江南文化的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必定受到整體

文化體系的影響和限制，因而我們在探討江南琵琶藝術以前，有必要對江南文化的

形成歷史和其特徵作一個簡要的概敘。 

（一）江南文化的發軔期：商周以前 

江南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一九八五年在吳縣三山島發現的舊石器時

代文化遺址可表明江南文化的淵源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而杭州灣南岸寧紹地區的

河姆渡文化、杭州灣以北及太湖周圍的馬家濱文化及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和良渚文化

等則顯現了這裏極其燦爛的新石器時期的文化，並從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吳越文化進

                                                 
10 詳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J]中國社會經濟研究，1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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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文明時代的標誌。「新石器時代吳越居民在水稻種植、陶器、玉器的生產及漁獵

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極具特色的原始文化，尤其是玉器最能體現江南先民的

藝術想像力，並為後世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尚玉體現的和美、柔

潤的精神理念對後來江南文化物質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1。 

夏商周時期北方文化高度發展，江南文化則相對沉寂。此時太湖平原的馬家文

化與寧鎮丘陵，皖南東部地區的湖熟文化趨於一致，形成了完整而統一的文化區域

狀況。周代末年，因太子泰伯（亦作太伯）自願放棄王位從岐山遷徙到了江南，建

都於無錫梅裏，自號為「勾吳」，開創了吳國的歷史。據學者考證，「吳」，即「蘇」

字，義為「魚」，因吳地居民以魚為生，故有此稱。孔子在《論語》的「泰伯」篇中

道：「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讓位予三弟季曆

和無視功名富貴的境界，不但得到孔子的讚美，應該說也是形成江南文化之無為、

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這些核心精神的 「基礎原型」。 

越又稱「於越」，早在河姆渡和馬家濱文化時期，越地的石鉞就十分發達，良渚

時期出現了製作精美的玉鉞。有人認為戒不僅僅謂古越族所發明，而且其諧音之「越

「含有「超越「之意，故越人以越作為族名12。 

吳越俱遠離中原的東南，屬同一文化區內的兩個政權，兩國在不斷的相互征戰

中彼此卻結合得更為緊密，它們語言相近、習俗相近、信仰相同，吳越先民還有著

共同的圖騰—龍、馬。當然吳越間也有一定的差異，如在地理位置上，吳與中原的

關係更近，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要大些，越則保留了較多的土著特色13，越總體經濟要

落後於吳，但民風則更質樸一些。 

（二）江南文化的成型時期：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逐漸崛起。在吳越爭霸中出現了吳王僚、闔閭、夫差、

越王勾踐及伍員、專諸、孫武、范蠡、西施等歷史人物和有關傳說故事，這些歷史

人物本身體現的精神和傳說的感染力，成為了江南文化精神的內在物質，持續影響

著江南文化的發展。此時，吳越的青銅冶煉、造船、編織、稻作農業、漁業等都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青銅冶煉。 

                                                 
11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12 參見：衛聚賢，吳越釋名，吳越文化論叢，[M]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13 參見：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90-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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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文化的過渡時期：秦漢 

越滅吳後不久，國力下降並再次淪為楚之屬國，最後為秦所滅，秦統一中國後

設會稽郡，統領江南吳越故地，使江南文化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逐漸由尚武學霸

向尚禮崇文轉變。 

西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曾將大量中原百姓遷居會稽郡，移民使得江南的生產

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也促使江南文化的特質發展轉變。但江南仍然保留了其許多特

有的生活方式。農業生產上主要還是水稻種植和漁業，此時的江南相對於經濟文化

發達的中原地區，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後的，但也出現了如西漢時的陸賈、嚴助、朱

買臣，東漢時的嚴光、王充、戴就、彭修、謝夷吾、趙曄等江南士人。 

（四）江南文化的轉型發展期：魏晉、南朝、隋唐 

魏晉到唐是江南文化大發展的重要轉型期。「江南相對於戰亂不斷的北方而言社

會轉為穩定，再加上東晉、南朝政權建立在江南，所以江南經濟文化都有了很大的

進步。華夏文化在江南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文學、藝術、史學等都出現了新的氣象。」
14在這個江南文化嬗變與轉型期中，文化形態由尚武向尚文的轉變最為明顯，其影響

後代的文化新特質大多形成於此階段。 

許多學者認為，魏晉六朝時期是江南文化形成的軸心期，「江南的文化傳統在此

時發生了重要的蛻變，其重要的標誌是永嘉東渡，代表文獻是《世說新語》和南朝

樂府民歌」15。在《世說新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群與眾不同的文人形象，在他們

的眼中，藝術的境界超越了政治的功利而成為了生活的主體。他們如此醉心於藝術，

不僅體現出的是一種閒情逸致，更是一種精神個性的自覺外在顯露。這時期是一個

「精神史上極為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16。嵇康在《琴

賦序》中所說：「餘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

此不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17。因而所謂

的「魏晉風度」我們應該理解為審美個體從名法禮數中獲得真正的解放，得到人性

的回歸，而正如郭平先生所說：「音樂與魏晉士人結合，使兩晉都成為幸運者，音樂

                                                 
14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15 朱逸寧，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詩性精神闡釋，[J]江淮論壇，2006.02。 
16 宗白華，藝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7 [晉]嵇康，琴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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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了魏晉士人，而魏晉士人賦與音樂以非凡的意義」18。 

在這個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時代中，共同六朝江南文化的另一載體是優美動人

的樂府民歌。江南文化通過它在民間也獲得了屬於自己的聲音，並且已經滲透到大

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了江南文化特質的有機組成部分。 

東晉以後，江南經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建康不但成為了經濟政治中心，同時

也是文化中心，東晉至南朝漢族政權的南遷，大量中原貴族士人的移民江南，不僅

促進了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交流，誕生出以「士族精神，書生氣質」為審美核心

的江南文化，因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說：「東晉南渡，長江流域正式代表傳

統的中國」19。同時也促使得江南在經濟崛起後人才輩出，文化藝術得到了很大的發

展。 

在隋朝大運河的開鑿溝通了中原與江南的水系，也極大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和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交融。特別是隋煬帝登基以後，重新依靠江南士族，使江

南文化再次崛起。除了隋煬帝本身對江南文化的大力提倡和推崇外，南下的中原士

族出於政治的需要，必須籠絡、聯合江南士族；而江南士族也需依靠北方士族來保

護和鞏固其地位。北方士人將北方的哲學、土風帶到江南，給江南文化充實了新的

內含，使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產生了更深層次的碰撞，整合，交融。「南朝時期江東

世家大族的突出標誌，除了世襲政治持權外，主要在於高度的文化而不是雄厚的經

濟。」20東晉商朝時期，在文化上南方佔據主導地位，江南也成為了文學中心，也很

好地印證了這一觀念。此一時期，除了「永明體」開創了詩歌聲律化的新時代，「宮

體詩「、「吳均體」等也對後世的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產生了陸機、陸雲、

葛洪、丘靈鞠、沈約、吳均等傑出的江南文人。清新活潑的江南民歌，是江南自然

環境與社會環境下的特有產物，它以情歌為主，受儒家傳統理論的約束較少，感情

表達強烈而執著，具有純真樸素的審美風格，天然明朗的韻味及動人的情致。這些

都讓無數後代文人為之心醉神迷，並直接或間接從中汲取營養。 

東晉南朝的書法、繪畫、雕刻等藝術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出現了如顧愷之、

陸探微、張僧繇等畫家；顧寶光、孔琳之、張永、范歸華、王僧虔、陸杲等書法家，

                                                 
18 郭平，魏晉風度與音樂，[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19 錢穆，國史大綱，[M]商務印書館，2005，第 237 頁。 
20 方北辰，魏晉南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M]臺北，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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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六朝的陸墓石刻、佛寺石刻等雕塑藝術，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隋唐之

際江南的社會風俗基本上完成了由崇武到崇文的轉變。 

唐朝以後，江南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時期，經濟地位也不斷上升，安定、平和

的社會環境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到唐代天寶年間，江南地區的人口

密集程度已僅次於河北、河南，位居全國第三位，並且大量的人口由農業生產向航

運、手工業、商業轉移，江南經濟的發展，使潤州、常州、宣州、蘇州、杭州、金

陵等都成為了當時重要的中心城市21。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加速，中唐

以後政府的財政收入更仰仗江南。江南在戰亂中大量接受北方移民，保存了中原地

區的文化菁英，其影響是進一步雅化了江南的社會風尚，也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

和轉型的進一步深入22。 

唐代江南詩人輩出，實質上已成為了一個與京城並立的文化中心。在南北朝以

後，「江南」也已作為風景優美，物產富饒的代稱和具有鮮明文化內涵的地域概念，

也成為用來形容和區別「江南」以外地區的一個概念。宋代以後直至近代，江南文

化走向完全成熟和穩定，並進入發展的高峰時期，近代出現了李叔同、周作人、豐

子愷、柳亞子、葉聖陶、林語堂等一大批文人學者群。千百年來，江南可謂俊才輩

出，風騷行世。 

（五）江南文化的定型期：南宋至明朝早期 

宋室的南渡是江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靖康末年奢華萎靡的風氣與江南的陰

柔文化氛圍相結合，使得江南文化向著愈加文弱精緻的方向發展。此期間由於工商

思想的萌芽，南宋定都臨安後，不但人口劇增，歷年的財政支出也超過北宋時期的

最高額度，形成了江南文化中的消費特徵，工商萌芽對文化發展的推進，使經典意

義上的「江南文化」得以整合完成，並形成了主導中國文化發展七百餘年的主流文

化23。 

（六）江南文化的輝煌期：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 

應該說後世文人對「江南文化」的感性認識都是源於對這一時期的印象和緬懷。

                                                 
21 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初唐宋經濟研究[M]長沙，岳鹿書社，1996。 
22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主要特徵，[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報），2006.04。 
23 詳見：陳堯明、蘇迅，長三角文化的積累與裂變， [J]江南論壇，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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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特別是明代，江蘇蘇、松、常、嘉、湖五府的稅糧之和已占全國總和的

五分之一。那時的蘇州、杭州、揚州就已經是人們心目中的「天堂」了。清朝康熙、

乾隆皇帝幾下江南，也是江南文化達到輝煌時期的一種標誌。此時期不論是文學、

藝術和手工藝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質的各大流派，而且都是當時全國最主

要，這種優勢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乾隆以後，就江南文化的整體發展而言就明顯乏善可陳了。但隨著全國經濟中

心和南方文化中心向上海的轉移，部分文化藝術領域仍然有著新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以後，全國的經濟中心和南方的文化中心已經從揚州和蘇

州逐步轉移到上海去了，因此也出來一個應該是江南文化的分支—「海派文化」。「海

派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絕非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蘇州、寧波、杭州、無錫對它的

文化輸出尤為突出和明顯，上海與這些城市的文化互動也異常活躍，因而它應該是

指以上海為龍頭和軸心的一種文化形態。「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或說長三角文化發

展到近現代的必然結果，是「江南文化」繼續發展的一次新生24。 

三、江南文化的特徵 

從整體上說，中華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北方以黃河文化為標識，南

方以長江文化為標識。從地域概念上看，長江文化是由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吳越

文化三部分組成。由於歷史的原因一般吳越文化都是「吳文化」的概念來涵蓋，它

們也是江南文化之源。從前面的江南文化的形成與演變中已經可以看出，江南文化

在不斷的整合與重構中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體系以及鮮明的個性特徵。 

（一）江南文化的「柔性「與「靈動」 

說到江南文化，人們很自然地會與古鎮、小橋、流水、畫舫、吳歌、園林、湖

山、曲徑、荷池、清竹、書畫、詩歌……這些精緻小巧、優美典雅的文化景觀和藝

術形式聯繫起來。 

江南地區在地理環境上具有典型的水鄉澤國和山川秀美的特徵，亦被稱為魚米

鄉，佳麗地。江南居民的靈秀穎慧與「水」性的特徵有關，水性在中國傳統思維中

是與「柔」、「靈動」聯繫在一起的。生活於江南清麗自然環境中的人們性情多柔和，

                                                 
24 詳見：陳堯明、蘇迅，長三角文化的積累與裂變[J]江南論壇，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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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細膩而思維活躍。與北國「駿馬秋風」的闊大氣象相比，江南的「春花秋月，

暖寸熏風」雖顯得有點纖弱、陰柔、委婉，但也更凸顯出其人情之風雅。江南的三

秋桂子，十裏荷花，遍地綺羅，盈耳絲竹，不僅澤潤了人們的靈性，造就了感覺的

敏銳，在魏晉後也培育出一大批江南詩人、書法家、畫家和音樂家。吳越先民對玉

的崇尚，與玉的溫潤、皎潔、柔和、纖巧特點有關，更能反映他們柔與靈動的審美

追求及品質個性。吳越方言的溫柔細膩，民歌的清新婉麗，也反映了江南文化水玉

潤澤的特點。 

不管是江南文士的詩、文、書畫兼長，還是文學藝術風流之士崇尚清秀俊逸與

自然婉麗的風格特點，都無處不體現著江南文化的柔性與靈動。誠如鄭振鐸先生所

云：「在這樣的好風光，好鄉地裏，所產生的情緒自然而然的會輕倩秀麗了」25。特

別是在明清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崑曲、彈詞、越劇、滬劇、姿劇、十番、絲竹等藝術

形式中，「曼麗婉曲」、「清辭俊語」、「輕倩秀麗」等柔性和靈動的江南文化精神和藝

術個性都一脈相通的體現於其中。 

（二）江南文化的「詩性」 

江南與中國其他區域文化相比較，物產豐富與人文發達是兩個最顯著的特點，

但如果僅僅是這兩點是無法形成或說概括江南文化的本質特點的，劉士林先生指

出：江南文化的神韻與精妙之處，在於「與人文積澱同樣深厚悠久，諷誦之聲不絕」

的禮儀之邦相比，它還多出了幾分「超名教而任自然」，代表著生命最高自由理想的

審美氣質26。在於其文化中比其他地域文化多了一些超越實用性的審美創造與詩性。

劉士林先生還曾把江南文化與齊魯文化的差異描述為「審美－詩性」與「政治－倫

理」的對立。 

由於江南地區長期處於政治中心以外，其文化中很少有政治的優越感，江南文

化的自信不是通過意識形態來表現的，而表現為濃厚平民風度的江南士大夫文化，

同時具備了精雅絕倫的文化外形與樸素簡約的審美取向。正是這些詩性的人文氣質

和審美的內涵，使它成為了「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27。這種具有濃厚非意識形

態性、非政治經濟學性的人文精神，是一種與當代語境中大眾文化和審美文化最接

                                                 
25 轉引自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人民音樂，2005.01。 
26 劉士林，江南詩性文化：內涵、方法與話語，[J]江海學刊，2006 .01。 
27 劉士林，江南詩性文化：內涵、方法與話語，[J]江海學刊，200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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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傳統精神之源。與江南文化的詩性特點相對的另一特點則表現為江南文化中的

責任意識。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高攀龍的「學者以天

下為己任」，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的責任意識。

詩性與責任是「江南文化」的兩極，也是江南之所以成為繁華、富饒江南的很重要

的方面。 

（三）江南文化的「崇文」 

前面已談到在秦漢以後，江南文化逐漸由尚武崇霸向尚禮崇文的轉變。至東晉

起江南社會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直接推動了整體文化的興盛。東晉至南朝北方士人

的大量南遷，也從外部促使江南文化的快速發展，使江南很快成為了當時漢文化的

中心。東晉南朝世家大族政治文化的雙重優勢，不但使家庭內部出現了眾多文學藝

術家，並且都普遍重視學術。同時江南還出現了大量的職業化文人，他們聚集在王

室，權臣周圍，形成很有影響的文人群體，也突出了江南的文化優勢。東晉南朝時

江南的公學、私學皆繁榮，藏書、讀書風氣日盛，這種崇文尚學之氣對後來江南文

化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到了唐代這種「崇文」之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現存唐代詩歌中，江南詩人

存詩量超過五分之一的狀況就可看出江南人文傳統對唐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四）江南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從江南的地理環境可以看到，這裏溯長江，可直抵荊楚、巴蜀，環太湖，可周

行浙皖，而運河則可貫通京杭，濟大海，可橫跨大洲。開放的地理環境，及水作精

神山為骨影響下生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態，註定了江南文化先天具有的自覺開放

性。 

江南文化自遠古以來就是在不斷吸收，融合其他區域文化的過程中發展、成熟

的，如江南文化多次與楚文化、中原文化的震盪融合。佛教在江南的傳播也突出顯

示了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東晉南朝，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在江南傳播甚

廣，上層社會與民間普遍流行這種新的文化，名刹眾多，信佛者日眾」28。 

另外江南士人樂意與外來之文士交流相處，江南地處沿海，對外交流廣泛。頻

                                                 
28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其主要特點，[J]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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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對外交流也使人們的視野開闊、樂於接受異域文化。在近代之後，隨著西方資

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以海洋文明為特徵的西方資本主義工商經濟與文化開始登陸並

對江南文化產生衝擊。但江南文化以善於吸收、善於學習、積極開放的文化心態來

對待外來文化的侵入。近代以來，江南文化也因為受異質文化的影響而發生嬗變，

遞轉，進而出現新的發展與勃興。 

這種開放性還決定了江南文化中自我突破的意識和行為，這種不斷的「超越自

我「貫穿在歷代文化整合的過程中，僅從江南地區的文化名人來看，他們中的許多

都是走出家鄉而成名的，他們很少有侷限和固守於江南一隅的保守思想，總是在探

索著突破地域的侷限或藝術、學術本身對他們的侷限。 

四、 江南文化與江南音樂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窺見到江南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由「柔性」、「靈

動」與「詩意」構成的樂感極強的文化，而在此中生成的江南音樂則體現為細膩、

清淡、和婉、典雅、柔潤、流暢、華彩等特點。可以看出江南音樂並不是依靠黃鐘

大呂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而是隨風送來茉莉芬芳一般沁人心脾的清柔，在江南音

樂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江南絲竹了，下面我們就江南絲竹為例，從其音樂的形態

特徵和江南文化的關係來進行探討。 

喬建中先生在其著文中曾說：「一些根植於特定地理環境、歷史悠久而又蘊藏豐

厚的民間音樂品種，常常以其濃烈淳厚的樂風，提示出某種地域文化的精神和個性，

甚至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表和標誌」29。在我們談到「嶺南文化」時，我們會不自覺地

聯想到「廣東音樂」或「潮州音樂」，談到「閩南文化」時不能不提泉州南管，同樣

談到江南文化不能不談到「江南絲竹」。流傳於蘇南、上海、浙北交匯地帶的「江南

絲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典型氣質和個性。在前面兩節中我們已經多

次談到江南文化的得天獨厚，「江南絲竹」就是在這樣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於明清

間脫穎而出的江南音樂的代表形式之一。 

在我國古代，「絲竹」既指採用絲、竹兩種材質製作的兩類樂器，也指由它們相

互配合的合奏之樂。江南絲竹以絲絃樂器和竹管樂器為基本編制，其中有二胡、琵

琶、揚琴、三弦、笛、笙、簫等。一千餘年來，「絲竹」在歷代歷朝，南北各地都有

                                                 
29 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J]人民音樂，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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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但大都在長江以南，流傳在江、浙地區的絲竹音樂另有「蘇南絲竹」、「吳越

絲竹」、「韓匯絲竹」、「揚溪絲竹」等稱謂，一九五０年後由幾位專家倡議才將江、

浙、滬一帶流傳的絲竹音樂定名為「江南絲竹」，進而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 

關於江南絲竹的音樂及文化特點，許多專家都作過論述。金祖禮、高厚永先生

將其概括為「小、輕、細、雅」；《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 ▪ 江蘇卷》歸納為：花、

細、輕、小、活；李民雄先生在《民族器樂概論》中歸納為：柔細、輕等30，其中的

「小」多指樂隊組和樂由結構小型為多；「輕「多指情趣輕快典雅；「細」多指演奏

風格上的精緻細膩。「雅」則多指曲調優美典雅，柔和清澈。在其中我們還可以進一

步體會到江南絲竹中「小中見大—小大由之；輕不失重—輕重相宜；細中透巨集—

巨集細有致；雅中含俗—雅俗共賞」31的內涵和外延。江南絲竹音樂的基本特點首先

是和北方音樂相區別的，其次又是與長江中上游、嶺南、閩南等地相對的。如果說

崑曲、越劇、江南民歌是江南文化聲樂載體的典型代表，那麼絲竹樂無疑就是器樂

體裁的典型代表了。尤其是它那以「六板」、「三六」、「四合」等音樂「母題」衍生

出的諸多曲目，一下子就讓聯想到姿態萬千但又趨於同一稱呼的「水鄉」。它們雖然

屬於人類文化創造的兩個極端，即物質與非物質，但深入其中，仔細比較，我們就

會發現二者在文化選擇、結構邏輯、審美追求乃至意蘊風格方面存在著很多內在一

致性32。也就不難看出將「絲竹」專稱給予江南，完全是由於它與江南水鄉自然景觀

和人文精神的契合，它更有資格代表這類音樂和體現江南文化。 

如果說：「江南絲竹」中，我們還不能全面詮釋江南音樂與江南文化關係的話，

我們不妨再從江南聲樂體裁的典型代表之一崑劇中的南崑來進行探討。雖然崑劇產

生、孕育在江南，但也有南崑、北崑和湘崑三大流派，從風格上說，南崑細膩文雅，

北崑粗獷豪放，而湘崑則直爽樸實，帶有一股「辣椒味」33這些特點的形成和發展，

也是與各流派當地文化和語言形態密切相關的。 

南崑也是指流行於蘇、浙、滬等江南一帶的崑劇。「吳儂軟語」的方言和民歌奠

定了南崑唱詞、念白的藝術特點，它結合了蘇南的地方民歌，具有濃厚的江南鄉土

                                                 
30 詳見：劉承華，江南絲竹音樂的形態特徵及其文化詮釋，[J]中國音樂，2005.04。 
31 高厚永，從中和之美讀到江南絲竹的審美情趣，[A]江南絲竹音樂大成編委會，江南絲竹音樂大成，

[C]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 第 1558 頁。 
32 喬建中，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J]人民音樂，2005.01。 
33 徐蓉，地域文化與崑劇流派的形成，[J]上海戲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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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儘管經過歷代文人的加工、雅化，崑劇已走出了江南一隅的侷限，但「中州

韻，姑蘇音」的韻白特色仍是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 

雖說崑劇被譽為「百戲之主」，但在南崑的發展上還受到同是江南地域的越劇、

蘇劇、錫劇、滬劇等的影響。崑劇的整體特點為文詞典雅，曲調清逸，而南崑則更

加清麗抒情。在崑劇的傳統伴奏樂器中，雌、雄昆笛，古琴，古箏，琵琶等也無不

體現出江南絲竹的特點，並將江南水鄉風情和文化特點演繹得淋漓盡致。 

五、江南琵琶的界定及文化詮釋 

通過前面對江南的概念，江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變，江南文化的特徵及江南文化

與江南音樂的論述，我們再回過來給「江南琵琶」作界定似乎就很容易得到答案了。

「江南琵琶」就其地域範圍而言，應該指以南京、蘇州、上海、長江以北的南通、

海門、啟東34和浙江北部等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為核心，周邊可拓展到包括北至皖南、

東到海濱、西至江西、南到閩浙等地區。從近代琵琶發展史中可以明顯看出，到十

九世紀中葉前後，除直隸派、諸成派以外，最有代表性的幾個琵琶流派都在上述的

「江南」區域內，如：無錫派、浦東派、崇明派、平湖派、上海派。從江南文化整

體特徵方面來看，「江南琵琶」既非一般區域性派別的概念，更不是個人派別的概念，

它應該是一個大的地域性的音樂人文的概念。有學者曾說：「中國琵琶只有兩派，新

疆派和江南派。」以近代和現代琵琶界的狀況而言，劉德海先生認為：「新疆派早已

化解，只剩下江南一派了。」35無錫派、浦東派、崇明派、平湖派、上海派雖各居江

南一隅，表面上呈現的是單線式的傳承關係，但在江南近代文化特有開放性與包容

性影響下，又使各流派之間顯現出多重橫向的、複線式的相互影響、兼收並蓄的關

係。如：上海派的代表人物汪昱庭，其琵琶技藝啟蒙於王惠生。後王惠生把浦東派

陳子敬琵琶譜傳授給汪昱庭。汪昱庭後也得過浦東派倪青泉、曹靜樓與平湖派殷紀

平的傳授。因而筆者認為要深入研究中國近代琵琶藝術的發展，有必要在研究單個

流派及演奏家的基礎上，以更宏觀的視野從江南文化的整體特徵上進行探究。一九

八０年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市場及區域經濟的結構與發展》

                                                 
34 參見許伯明，吳文化概觀，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6，第 1 頁。許伯明先生認為海門、啟東在長江

入海口北側，是吳文化的側翼，其先民原從江南吳地遷入，語言同屬吳語系，文化傳統、風俗習慣

均源於江南吳地。 
35 劉德海，流派篇，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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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特別強調：「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個比較恰當的研究單元，既不是府，也不是

省，更不用說是整個帝國，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點的區域所綜合而成的經濟區域。」
36雖然施堅雅的此觀點主要是針對社會經濟研究提出的，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即著眼

於自成系統的特定經濟區域，綜合考慮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因素，注重局部與整體，

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方法，筆者認為在中國近代琵琶藝術史的研究上，特

別是江南琵琶藝術的研究上同樣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相對於「江南琵琶」地域性上的界定而言，文化語意上的界定和詮釋則困難一

些。在前面我們論及江南音樂、崑劇及江南絲竹時，都涉及到幾個關鍵字—細膩、

精緻、婉約、柔潤、典雅、清麗、輕快、平和等。筆者認為這些關鍵字同樣可以用

來界定、詮釋江南琵琶的整體文化特點。首先，「江南琵琶」是從人文氣質、審美情

趣、藝術風格、技巧演進等方面對具有共同特點的流派加以整合的一個大概念。不

管是江南琵琶中的哪個流派，他們的演奏風格、音響形態、美學追求等都顯現著與

江南自然景觀、人文氣質相一致的細膩、清秀、精緻。這種特點的形成，與江南地

區人口稠密，物產富饒，但人均佔有空間較少，許多人文的創造都是在有限的空間

中進行的不無關係，蘇州園林藝術的特點就是非常能說明此問題的一個例子。在這

種有限空間中創造和發展的人文藝術，一般來說很難達到廣袤雄渾的境界，只能是

立足有限的空間進行精雕細鑿般的創造。因而不管是江南的建築、園林、器具、書

畫，還是琵琶藝術，表現出來的都不是雄渾、粗獷、闊派，而是細膩、精緻、婉約，

是淺吟低唱，無限品味。就人文氣質及演奏形態而言，如果說北方琵琶藝術表現為

「琴色神韻」、「雄勁灑脫」的特點，那江南琵琶各流派則更多顯現出的是江南文化

風格特點和精神個性造就的「小、輕、細、雅」。 

其次，在「江南琵琶」上還突顯的是典雅柔潤、輕快平和、小中見大的特點。

在具有江南特點的琵琶曲譜中，無論是無錫派華秋萍、華子同編著的《南北二派秘

本琵琶譜》，還是平湖派以李其鈺、李芳園、吳夢飛、朱荇青編著的《南北派十三套

大麯琵琶新譜》、《怡怡室琵琶譜》、《朱英琵琶譜》；浦樂派鞠士林、陳子敬、沈浩初

編著的《鞠士林琵琶譜》、《陳子敬琵琶譜》、《養正軒琵琶譜》；崇明派沈肇州編著的

《瀛洲古調》，它們的節奏基本上是平穩的，節拍的速度是趨於均勻的，即使有變化

也是平滑和緩的，而非幅度較大的起落和突然性的張馳轉換。同樣，在它的曲目中，

                                                 
36 轉引自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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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都不是表現某一特定的情感或形象，而是一種抽象的情緒、一種氣氛。江南的

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還決定了其文化中特有的「閒適性「的產生和存在。人與自然

的關係與中原和北方比較要和諧得多，對抗少、衝突少，充實、安定而富足必然顯

現出其生活狀態、文化藝術和音樂形式中的從容、悠閒和平靜。再者，如崇明派沈

肇州創編的《瀛洲古調》，是以風格清新、曲短而趣長，音疏而韻足而見長的，江南

水文化的柔性、靈動，也促使江南琵琶中更具柔和、輕快的美學內蘊。 

近代江南是中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半殖民地社會的起源地，是中國民族工業和

中國近代文化發展的重要起點，也是近、現代中國琵琶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和典

型區域之一。在近代琵琶藝術的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江南特殊的地域

人文背景、產業佈局和生產力發展水準，使其文化轉型的軌跡表現得更典型、更集

中、更完整。對江南琵琶文化的整體研究將能更好地揭示出中國近代琵琶發展中普

遍存在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的內在原因；展示中國近代琵琶藝術發展中出現的文化

形態的裂變、蛻化、積累、擴展的過程和結果。 

作為一種獨立的演奏樂器和江南絲竹的主要演奏樂器，琵琶它不但對江南絲竹

音樂、江南地方戲曲等藝術特點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受到江南地域文

化和人文精神中浸潤的器樂及演奏者（家）們，必然會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江南文化

的外象和內蘊融合在其作品、演奏方式及美學追求之中，也必然會形成具有江南地

域和文化特點的流派、曲譜、演奏家及演奏技巧。如果我們暫且放下目前比較熱衷

的以流派代史的研究方法，而是從整體江南區域文化的角度來「以史論派」，或許會

給近代琵琶藝術研究帶來更多的啟迪，也會使近代琵琶藝術的研究向著更為多元、

寬容、前瞻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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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nan Culture & Jiangnan Music: Another 
Definition of Jiangnan Pipa 

Cao yue＊ 

Abstract 

The culuture, music in Jiangnan (the area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major 

musical instrument:Pipa, in the course of its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all possess 

geographically unique flexibility, agility, and natural grace, matching with the exquisition, 

delicacy, refinement, and poetic inspiration revealed from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in Jiangnan. This culture’s concept,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features, along with its 

connection with music in this area, will b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The definition of Jiangnan 

Pipa, however, merely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academic assertion. 

Keywords: Jiangnan culture, Jiangnan music, Jiangnan Pipa 

 

                                                 
＊ Professor, Musical collag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文資學報 ISSN 1814-3121 
第五期│頁 101-127│民國九十八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 NO. 5, pp. 101–127, 2009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College of Culture Resources 

 

張啟華的畫業—從日本與台灣近代
美術接納的脈絡探討起＊

 

神林恒道著
＊＊

、鄭夙恩譯
＊＊＊

 

摘要 

在台灣近代繪畫史上，張啟華的繪畫成就佔有特殊的位置。台灣近代繪畫的展

開無法忽視與日本畫壇的關係。首先是東京美術學校，其次是文展（文部省美術展）

與台展的關係。張啟華出身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而且又出展獨立美術協會，這可

說是很特別的。他可以說是相對於官展的在野的反叛性人物。 

張啟華在日本學習到的首先是塞尚等後印象派的畫風，同時也是從中脫離成為

獨立美術協會核心的當時最新穎的野獸派藝術。這種繪畫表現中，有相通於東方文

人畫的味道。戰後，獨立美術協會取得日本具象繪畫的主導權；其中心人物在關東

的是林武，在關西的是須田國太郎。此次發表論文的旨趣，在於經由日台的緊密美

術交流的視野試著來眺望張啟華的繪畫成就。 

關鍵詞：張啟華、台灣美術、獨立美術協會 

 

                                                 
＊   收稿日期：2009.06.15；通過日期：2009.10.10。 
＊＊ 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 
＊＊＊

亞洲大學資訊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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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台灣近代美術的歷史，無論喜好與否，都無法無視其與日本近代美術的關

聯性。這同樣可以用來說明當時同處日本統治下的韓國‧朝鮮的美術現象。亞洲藝

術學會的日本分會近來著手翻譯首爾大學金英那教授的《二十世紀韓國美術》，預計

明年(2009)出版。在這本書籍中，探討了日本近代美術對於殖民時代韓國近代藝術開

展的絕大影響。在第一部當中，編排了「1930 年代東京的韓國前衛集團」這個章節。

此一九三０年代所代表的時代意義，是西歐的前衛運動在日本紮根的重要時機。我

這次所要討論的重要焦點來自高雄的愛鄉藝術家張啟華先生的畫業，其實深受日本

的在野展「獨立美術協會」所影響，而其前身便是名為「1930 年協會」的團體。 

明治政府透過官方的力量，積極推動美術的近代化，其重要的組織乃是「東京

美術學校」與「文部省美術展覧會」（「文展」）。此後，這一類型的組織成為引領東

亞美術邁向近代化的重要推手。當時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仿傚如是的組

織，分別創辦了「台灣美術展覧會（台展）」與「朝鮮美術展覧會（鮮展）」。 

日本的「文展」事實上也是以法國官設展覽會

「沙龍」為範本，由當時旅法歸國的黑田清輝所介

紹引進的美術制度，雖說他同時也帶回了印象派、

外光派等嶄新的藝術風潮，但日本的「文展」與法

國「沙龍」展一樣，體質上富涵了守舊的色彩。就

法國的情況而言，近代美術所指的「近代」，正是淵

源於意圖顛覆保守、舊態的「沙龍」體制。從這個

意義面向上來看，革新派的畫家屢屢被稱之為「分

離派」，甚至被更為激進地冠上「前衛」的稱號。近代美術一言以蔽之，正是與主流

的「官」方體制對峙，由非主流、「在野」團體的批判與挑戰觀點所構築而成的歷史。

在日本的畫壇，這股近代美術運動所開展的批判狂潮，可謂濫觴於「二科展」與「獨

立展」。 

至於台灣近代美術的開展，則與日本的情況不盡相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近代

化，不可諱言的，是藉由自上而下的啟蒙或教化形式所達成的。之所以形成如是的

差異，易言之，台灣相對坦然、順服地接納近代化的運動，乃是因為台灣長久以來

處於移民社會的狀態，因此抵制反抗的勢力連帶地益形薄弱。在美術的領域中也有

相同的現象。提及台灣近代美術史的開端，絕不會被遺忘的是石川欽一郎。石川是

圖 1：黑田清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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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唯一的最高學府－國語學校，也就是日後改名為台北師範學校的美術教

師。台灣美術的近代化運動，便是在這個集結台灣俊秀的國語學校開跑的。而台灣

近代美術的先驅者－黃土水，也正是石川欽一郎的門生。擅長水彩畫的石川設立了

「台灣水彩畫會」，培育了為數不少的畫壇新生代。在美術教育的投入過程中，石川

也開始著眼於美術行政，並積極建議舉辦「台展」。而受到他教化薰陶的台灣學生，

紛紛以石川先生的出身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為目標，計畫繼續升學。一九二七年「台

展」正式創立，正好提供給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新生代一個發表場域，一個競逐

活躍的舞台。也因此，從日本發訊的近代美術，開始在台灣人的祖先之地既深又穩

地向下紮根。 

這股植根於台灣文化風土、屬於內發性的原動力，雖然不易衍生出反抗官方體

制的批判性格，但台灣也並非沒有在野的美術團體出現。持續至今的「台陽美術展」

便是在野美術團體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像是更早的「七星畫壇」、「赤島社」、以

及後來的「ムーヴ美術家協會」1、「台灣造形美術協會」等，這些在野的小集團活

動共同形塑了屬於台灣獨特性的、自發性的美術運動。相對於秋季舉行的「台灣總

督府展覧會（府展）」，「台陽展」作為春季不可或缺的重要展覽，與官辦展覽和平共

存，而非對峙抗衡。 

日本的美術集團大致可以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歸類於官辦展覽「文展」大傘

底下，以「工部美術學校」出身者為中心的「明治美術會・太平洋畫會」系統，以

及由黒田清輝所主導的「白馬會・光風會」系統。前者稱為舊派，由工部美術學校

禮聘來日教授的義大利畫家 Antonio Fontanesi 為核心，引進巴比松派的寫實主義。

後者稱為新派，以黑田清輝為靈魂人物，帶回印象派或外光派的概念與表現。一大

類則是與「官」抗衡，集結了批判勢力的「在野」團體，「二科會」為其始祖。 

當時「文展」下的日本畫部區隔為新舊兩科，而審查制度較傾向於接納新風格

的作品。而在西洋畫部裡，以甫從法國學成歸國的有島生馬、山下新太郎為中心，

於一九一三年建議採用新舊兩科的審查機制，無奈時機尚未成熟，而未能獲致贊同。

於是他們憤而退出「文展」，以追求美術的自由、創造性的發展作為目標，重新組成

了在野美術團體「二科會」。在這個組織中，任何人、任何物件皆可以自由參加「二

                                                 
1 MOUVE 美術協會由陳德旺、洪瑞麟、黃清呈等留日洋畫家所組成，亦有行動美術團體之稱。（譯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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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的展覽，唯一明文規範禁止的，是不得參與「文展」的出品作業。亦即「任

何人皆可出品二科會展覽會，然而意圖同時出品文部省美術展覽會與二科會展覽會

者，將被列為拒絕對象」，由此樹立了「二科會」反文展的明確立場。 

以嶄新美術風格的開展為職志的風潮，其實早

在「白馬會」成軍時便已經萌芽。例如青木繁便主

張，「即便笨拙生澀亦無所謂，我只想畫描繪出不同

於畫匠技法，立基於人類真實的作品」。對於嶄新藝

術的期待，終於跨越了專職美術家的範疇，雜誌《ス

バル》（《昴》）、《白樺》相繼創刊，積極介紹西歐近

代的藝術新思潮，致力於新時代新藝術的關注與引

進。其中最具決定性影響力的，是一九一０年《ス

バル》四月號中由高村光太郎所發表的「緑色的太陽」宣言。他在宣言中做了如下

的敘述。即便有人描繪出綠色的太陽，我也不打算做任何的非難。因為我相信，說

不定真的可以見到綠色的太陽。相信「綠色的太陽」之存在，我更無法無視於該作

品所蘊含的全盤性價值。因為繪畫的優劣，並不取決於綠日或是紅蓮之差別。 

 

圖 2：青木繁《海之幸》 

 

圖 3：高村光太郎《自畫像》 圖 4：第二次後印象派展廣

告 

圖 5: 保羅・塞尚《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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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光太郎極欲發揚的，其實是藝術家自由創作的個性，也就是跳脫桎梏、

充分展現藝術表現的自由。在過去，光太郎的「緑色的太陽」宣言被視為是日本的

印象派宣言，但在實質上，毋寧說是後印象派宣言，或者應該說是表現主義或是野

獸派宣言。將光太郎的主張加以擴充完整化的，是一九一二年一月《白樺》中所刊

載的、柳宗悦的「革命的画家」。這篇文章記述的是「馬奈與後印象派」展之騷動與

始末，此展乃是一九一０年十一月、由評論家羅傑・弗萊（Roger Fry）所企劃、在

倫敦格拉夫頓畫廊（Grafton Galleries）所舉辦的展覽。而後印象派的相關論述，其

實早在一九一０年五月發行的《白樺》中，有島生馬便發表了「畫家保羅・塞尚」

的文章。後印象派的首次展覽，挾帶著火熱的話題性，獲致了成功的經濟效應，並

於一九一二年舉行了第二次的展覽。首次展覽是以法國畫家為中心，第二次展覽更

網羅了英國與俄國的畫家團體，展現了國際性的寬廣面貌。受到此企劃展的刺激，

一九一三年紐約舉辦了「軍械庫展」（Armory Show）。從近代藝術的歷史角度做觀

察，「軍械庫展」不僅創造了劃時代的意義，更形構出具有可見性的、具體的近代美

術的清晰脈絡。而親身在巴黎體驗百花繚亂國際潮流的日本新生代，便是在這個時

期陸陸續續學成歸國。與「緑色的太陽」發表同年，湯淺一郎、藤島武二、有島生

馬、南薫造、津田青楓、山下新太郎於一九一０年回國，再加上一九一二年齋藤豐

作、石井柏亭歸隊，整個日本畫壇風靡著後印象派以後的美術運動風潮。而一九一

三年梅原龍三郎、一九一四年安井曾太郎的陸續歸鄉合流，讓過去以來以「逼真技

法」作為競逐焦點的寫實主義隱退，而由強調自由、創造性的個性表現成為主流風

潮。於是，將「文展」的審査基準予以二科會化，勢必成為自然而然的趨勢與訴求。

所以，甫歸國的年輕世代藝術家自然成為這股運動的核心推手，從「緑色的太陽」

宣言，再到「二科會」的集結啟動，我們可以視這段時期為日本近代美術歷史的轉

捩點。 

此時台灣的畫壇除了先前提及的台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之外，還

有台北第一中學美術教師鹽月桃甫、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圖畫教師郷原古統、以及

竹内栖鳳門下的日本畫家木下靜涯，共計四人。坦白說，除了石川，其他三位在日

本美術史的脈絡底下，都是沒沒無聞的畫家。但是在他們的指導下，確實培育出不

少以美術為職志的學生。其中更有遠赴日本本島繼續求學，在文展與二科展中頻繁

出品參展的學生。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台灣終於誕生了第一個美術團體「七星畫壇」，

成員以石川弟子倪蔣懐為首，以及曾經在東美求學的陳澄波、藍蔭鼎，與早折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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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陳植棋等七人。「七星」似乎源自於巴比松畫派「七星」的自我比擬。三年後的

一九二九年，再度加入了曾經於京都美術工藝學校求學的楊三郎等人，由十三位青

年畫家共組了「赤島社」。主要的幹部為東美的留學生或畢業生，畫風皆擷取後印象

派以降的藝術風潮與影響，呈現穩健的寫實主義風格。誠如陳澄波針對「赤島社」

的定位所揭示的，「讓官展與民展相互提攜，促進台灣美術的向上發展與普及化」，

這些民間美術團體並非激進地與官展對峙抗衡，視其為「衛星」般的存在會更加貼

切。 

至於張啟華決心以揮灑畫筆作為終身職志，

進入東京的「日本美術學校」就學，正是一九二

九年的事情。在學期間，分別受到爾後成為日本

藝術院會員的大久保作次郎、安宅安五郎、鶴田

五郎、兒島善三郎等老師所教導。橫跨二次世界

大戰前前後後漫長的時間裏，張啟華始終將大久

保作次郎奉為恩師，留學期間首次參展的也是由

大久保、齋藤與里、高間惣七等人所集結而成的

「槐樹社展」。然而，影響張啟華至深至鉅的，應

該是他入學前年甫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兒島善三

郎。張啟華在兒島一手創設的「獨立美術協會」

首次展覽中參展，同時也獲得入選。自此時開始

直到晚年，張啟華的創作活動或直接或間接都受

到「獨立美術協會」的影響，針對這個部分，我想有必要將「獨立美術協會」對應

到台灣近代美術史的脈絡中加以思考與說明。「獨立美術協會」的前身，是一九二六

年創立的「1930 年協會」。其淵源自「如同楓丹白露、柯洛、米勒、杜米埃等一八

三０年派，以愛、尊敬、藝術舉辦展覧會」的理想，並將如是的期許投射至二十世

紀的畫壇，並訴諸實現。首次展覽的參展者包括了木下孝則、小島善太郎、前田寛

治、佐伯祐三、里見勝藏等人，作品幾乎都是滯留歐洲期間的創作。對於「1930 年

協會」而言，在值得紀念的關鍵年—一九三０年為止，共計舉辦了四次的展覽，期

間新的參展者包括了野口彌太郎、中山巍、林武、中野和高、木下義謙、宮坂勝等

人，另外，古賀春江、兒島善三郎、鈴木亞夫、福澤一郎、川口軌外、伊原宇三郎、

鈴木千久馬則是預定參加第五次的紀念展。這些成員都是在日本近代繪畫領域中名

圖 6：兒島善三郎《獨立美術首

途：第２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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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青史、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些「1930 年協會」的成員，與「二科會」發起者的第一波歸國者相較，其實

是年輕了一個世代的第二波歸國藝術家。這群新世代的成員與第一波歸國者有著大

相逕庭之處。首先，過去以來以畫家為終身職志的，幾乎都出身自東京美術學校；

相對的，第二波的歸國畫家卻有著各自迥異的經歷。當然還是有出身自美術學校的

人，其他像是圖案工、插畫家、擁有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慶應大學、關西大學等

高學歷的人都有，而且他們不以畫家為目標，而是立志當個藝術家。他們造訪巴黎

之際，正是巴黎畫派最活躍的全盛時期。與日本瀰漫的印象主義尾端之寫實風格截

然不同，負笈巴黎的日本年輕留學生們身歷其境地體驗到巴黎畫壇在視覺藝術創造

上的巨大改變。而在這裡值得留意的重點是，除了佐伯祐三、里見勝藏之外，其餘

的成員都沒有特定的老師予以指導。過去以來赴歐的日本留學生，如是白馬會系統

的成員，便在 Raphael Collin 的 Académie Colarossi 畫塾學習技法，太平洋畫會系統

的便在 Jean-Paul Laurens 門下學習繪畫技術。而這批第二波的留學生，為了淬鍊自

身的感性，親炙巴黎畫派名作，走訪各畫廊接觸野獸派、立體派、達達派、超現實

主義等藝術風潮，自由地啟發、形塑自我。他們不再如同過去一味地追隨或模仿西

歐美術，而是在歐洲孕育屬於近代的獨特感性，再返抵日本，與國際畫壇同步跨進。 

「1930 年協會」的第四次展覽締造了預期之外的盛況。各大報社也紛紛刊載展

覽評論，「在眾多的評論中，外山宇三郎指稱 30 年協會的會員為『野獸』，鈴木亞夫

則稱之為『日本野獸的群體』。……『1930 年協會』與後繼者『獨立美術協會』之所

以被稱之為『日本野獸』，便是淵源於此。」於是在這裡必須質疑、思索的，是歷經

二十世紀初期百家爭鳴局面的前衛藝術論爭，再到逐漸穩定、百花齊放的巴黎畫派，

為何親臨體驗國際畫壇多彩樣貌的這批藝術家，要特立獨行地標榜野獸派的風格

呢？在作藝術樣式演進的思考時，如是的選擇似乎是走了回頭路。但是，我們應該

將這個選擇與主張理解為追求自由的、創造性的個性表現，也就是野獸派的真髓所

在；易言之，他們所追求的並非流行的藝術樣式，而是尋求二十世紀前衛美術的原

點所在。或許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高村光太郎「緑色的太陽」的主張，終於在這個

節點上被真正地理解，真正獲致了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 

「1930 年協會」並不如二科展，它並沒有反官展的企圖與意識。「1930 年協會」

派閥不拘，門戶開放地由「帝展」與「二科展」等新人自由組成。然而，「二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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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期許為未來相當具有發展性的十多位成員，已強行佔據了整個 1930 協會，可謂

二科會的分身；說的再辛辣一些，他們其實是危害「二科會」存在的「獅身跳蚤」。

於是這些既得利益者明文規定禁止二科會會員身兼協會會員，這種疑神疑鬼的措

施，可解讀為原本以反體制為出發點的「二科會」已逐步墮入體制化、腐敗化的徵

兆，所以意圖革新的青年畫家瞬時脫離原本所屬的團體，集結成嶄新的、可以獨立

獨行的美術團體－『獨立美術協會』。 

值得注意的，在「獨立美術協會」深具紀念意義的一九三一年首次展覽中，不

僅巡迴了東京、大阪、京都、福岡、名古屋，同時也遠赴台北開展。之後的第三次

與第六次展覽，也分別巡迴到台北。張啟華在第一次到一九三三年第三次「獨立美

術協會展」中連續獲得入選，並於同年結束日本美術學校的學業返抵台灣。不難想

像的，獨立美術協會的巡迴展為文展的亞流版—台展帶來一些衝擊，畢竟台展的風

格走向偏重於微溫的寫實表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日日新報」一篇題

為「迎接獨立美術展」的記事中，陳清汾做了如下的評述。 

「獨立展於數年前曾經兩度來台，為台灣畫壇投下震撼彈，一時之間

全島流行起獨立的藝術風格。姑且不論其影響是好是壞，至少刺激了台灣

沉睡的畫壇，可說是獨立的功績。為何自二科會分離出來的獨立美術協

會，可以挾帶著龐然大勢凌駕二科會，擄掠了年輕世代的絕大人氣？那是

因為獨立美術協會的中心思想與近代的追求是一致的。獨立的中心思想又

是什麼呢？野獸派這個語彙流傳至日本，引起一般的關注應該可以歸功於

 

圖 7：里見勝藏《女》 圖 8：須田彌太郎《鵜》 圖 9：鳥海青兒《午睡的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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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展。野獸派興起於 1906 年左右，是塞尚畫業獲致肯定的決定性關鍵，

也是第二次的革命。以現實世界中的科學為依歸，所引導出來的藝術傳習

與手法，使得塞尚與印象派的成員成為孕育現代繪畫的母體；而印象派以

後，以破壞一切的傳習、繪畫為前提，鼓動了另一波藝術風潮的興起。野

獸派不同於未來派、立體派等狹隘的主張或表現樣式，主要著眼於尊重個

人創作的自由，這可說是文藝復興時代以降千枝萬葉下所歸結的一個結

論。」 

上述的筆者陳清汾同時也是畫家，與張啟華同樣就讀於日本美術學校。他曾經

在日本美術學校展覽會勇奪金獎，前後也入選「1930 年展」與「二科展」。如果從

美術學校的入學年份來看，陳清汾是與張啟華相差兩屆的學長。雖然兩人皆具有日

本本島留學、「1930 年展」或「獨立展」的共同經歷，但雙方在台灣畫家行列中是

否有交流，論者因寡聞而無法知曉。比較具有對照性的，是陳清汾活躍於戰前，而

張啟華高度的繪畫評價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陳清汾當時師事有島生馬，後來

一同赴法留學。而陳清汾與畫家 Oskar Kokoschka 深交，因為這層特殊關係，所以可

以窺探出他的畫風表現。陳清汾返台之後，以首位赴歐留學畫家的身分，舉辦了個

展。雖說陳清汾保有「二科會」的會員資格，而與「獨立展」適度保持著距離，但

在這篇記事中，陳清汾確實為「日本野獸」做了最正確的辯駁，這說明了畫家與藝

術家在態度與定位上的不同。以陳清汾的話語來說，這是以傳授為導向的「傳習繪

畫」，以及尊重個人自由創造的「自由主義創作」之不同。在東洋美術的世界中，可

說是職業畫院的「院體畫」與士大夫的「文人畫」之差別。這也正是野獸派或表現

主義為何在亞洲可以迅速被認同、接納的關鍵所在。同樣是二十世紀的前衛繪畫，

對於立體派的接納便呈現了些微的抗拒感。因為對於亞洲的感性而言，立體派僅只

是象徵近代感覺的「西洋的符號」。結果，與野獸派相較，立體派始終無法在亞洲的

近代美術中獲得穩定而正向的一席之地，這同時可以在歷史中得到印證。 

至於野獸派，以及被視為是野獸派源頭的後印象派，特別是塞尚與日本美術或

東洋美術的類緣性，在之後屢屢被加以解讀與再詮釋。易言之，就是日本主義的塞

尚接納。例如：當時日本畫壇的龍頭老大，同時也是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的藤島武二，

曾明白指出高更、塞尚與與梵谷的藝術表現中，與池大雅、與謝蕪村、曽我蕭白存

在著共通之處。而最早將後印象派與野獸派的影響反映在自身作品當中的萬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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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也明確指出南畫當中的「筆韻」、「墨韻」所衍生的「氣韻生動」之表現，與塞

尚的筆觸、風韻有著共通之處。另外伊藤廉也論述，塞尚令人震撼的存在感「似乎

等同於謝赫畫六法當中的氣韻生動。亦即，『骨法貫穿對象，在予以對象化的同時，

對象亦貫穿骨法，構築出骨法化的形體』。」美術評論家森口多里也說:「（來自自然

與精神相互呼應的絕大韻律）有著厚實的深度，在這一點上南宗畫的傑作或許更超

越了塞尚之作。對於日本現代的油畫來說，南宗畫傑作所帶來的啟發其實是至大至

深的。」 

至於獨立美術協會這股野獸狂熱對於台灣畫壇有多少程度的影響力？根據手邊

僅有的稀少資料，或許可以在楊三郎、張萬傳、早殞的天才畫家陳植棋等人的作品

中找尋到些許的蛛絲馬跡。但由於張啟華自日返台後，便投入岳父林迦氏龐大的實

業經營，所以不得不中斷原先的創作活動，一直到戰後才又重拾畫筆。林保堯教授

編集的《台灣美術全集》中的一冊，揭載了張啟華在日本美術學校榮獲銀賞，且在

台展中出品的「旗後福聚樓」彩色圖版。張啟華以速寫的筆觸，描繪白天海岸邊籠

罩著沉鬱氛圍的酒樓，是他二十歲時的作品。在這個作品當中，已經多少可以窺探

到他的藝術潛質，更可以確定他日後將有如花綻放般的獨特才華。而畫面中佇立於

路徑，面對三角畫架作畫的，或許正是創作者張啟華自身。 

據聞張啟華求學時期的作品在二次大戰末期因

戰禍紛失而不復存在，這的確是令人相當遺憾的事

情，但張啟華或許原本就是個大器晚成的藝術家。在

這層意義上，張啟華與同樣出身自日本美術學校，同

時也是「獨立美術協會」靈魂人物的林武是很相像

的。林武是「獨立美術協會」的創立會員，但在戰前

並不活躍、搶眼。真正的嶄露頭角，則一直要到戰後。

林武戰後值得紀念的出發，是一九四九年第一回每日

美術大賞的得獎作品—「梳妝的女人」。林武嚴謹的

畫面構成、厚重的材質感深受眾人喜好與關注，並延

續到梅原龍三郎、安井曾太郎的時代，可謂林武的時

代就此到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三年，林武任教於

東京藝術大學，一九六七年榮獲第三十七回朝日賞與文化勲章。張啟華正式跨入藝

圖 10：林武《梳妝的女人》



神林恒道∣張啟華的畫業 
—從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接納的脈絡探討起 111 

 

術界也同樣是戰後的事情。屢次獲得「全島美術展」入選、特選，甚至到無審查參

展，最後更榮昇為評審。同時也進軍台陽美術展，大力推廣了南部地區的藝術活動。

尤其是與劉啟祥協力促進故鄉高雄地區的藝術發展，創立了「南部美展」與「高雄

美術研究會」。林武與張啟華之間，冥冥之中似乎存在著不可思議的緣分。 

不可否認的，張啟華早期的作品瀰漫著陰暗苦悶的色調與印象。然而卻隨著時

間的流轉，畫面逐漸明朗而澄澈，色彩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展現南國風情的熾烈

陽光、豪邁的景緻固然出色，從窗邊灑落柔和日光的室內風景也讓人聯想起波納爾

既洗煉又纖細的味道。這些作品有著共通之處，便是以充滿著微妙陰影變化的白色

作為基調，添加了赤橙色，再以綠色與青藍色相互滲透融合，創造了張啟華自身獨

特的色彩表現。依據林保堯教授的說法，這種變幻莫測的白色表現，正是南國強烈

閃爍的白色陽光，赤橙色是台南孔廟與安平古城的中國朱紅，綠色則象徵台灣自然

美的草木，深青色是環抱著美麗福爾摩沙島的碧藍天空與湛藍海洋，所有的色彩一

氣呵成地反映在張啟華的畫作當中。這並不是單純表現風景、風物等題材，而是在

藝術性的表現當中，反映出南國高雄的風光。這應該可說是真正的地方色彩表現。 

然而最值得矚目的，應該是藉由充滿力動感的運筆，所構成的具有生命張力的

畫面。這些筆觸乍看之下毫無造作之虞，但事實上卻是在意識的運作下，很精確地

去掌控整體的均衡感。最具代表性的畫作，或許可說是一九九五年壽山紀事畫展的

《高雄風景》。畫面上方隱約可以窺見天空的微弱藍色，整體則是包覆了赤褐色的單

一色彩。在這裡完全不需要過多色彩的揮灑，便可以展現十足的藝術張力，因為他

透過動態的物體與空間的組合，凸顯了強韌有力的構築性。這股強勁厚實的構成力，

應該可以說是張啟華畫業的真正價值所在。而凝聚了這種情感與表現，高雄壽山成

為引發藝術家創作的重要動機，故終其一生，一直描繪著《山之組曲》等主題，不

是嗎？ 

像是《山之組曲》這種描繪山景的系列畫作，日本人一定會聯想到葛飾北齋的

《富岳三十六景》。北齋摯愛被尊稱為靈峯的富士山，他依循《凱風快晴》、《山下白

雨》等各種景緻的變化，描繪了富士山的眾多表情與面貌。不同於如同將扇子倒置

的秀麗富士山，或許對高雄在地人來說，張啟華所描繪的壽山，是無法遺忘的存在

意象。放眼望去，剝離裸露的山脈肌理突顯了荒涼的山貌，絕對不會讓人聯想到美

麗的青山等美好的意象。無法不想起的，是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的系列畫作。這是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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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普羅旺斯的岩山，但並不是特別有名的山。此山引發了塞尚的創作動機，所以

他描繪了 11 件油畫作品以及不少水彩創作。將 motif 這個字從音樂用語轉用為繪畫

用語的，正是塞尚本人。它原本指的是以充滿自由與創造性的契機，開拓美的世界

與藝術的世界，所以有時被譯成「動機」。張啟華所描繪的壽山，並不是死沉歸靜的

山，而是持續活絡地進行著造山運動的山脈，蓄積著自然的龐大生命力。以東洋畫

論為基礎，壽山的表現讓人感受到「生動」的「氣韻」。不論是塞尚還是張啟華，都

不是客觀地將眼中所見之山單純加以寫生而已。他們將令他們感動莫名的山貌，再

以畫筆重新構築在畫布上，也就是所謂的客觀自然的主觀化。塞尚將這個過程稱之

為藝術性的實現。如果再從東洋的藝術觀來檢視，應該可說是自身內在「胸中丘壑」

的表現。日本俳歌詩人齋藤茂吉稱這種藝術的境界為，「觀入實相，映照出自然與自

我融合為一的生命力」。 

塞尚揮別主流畫壇，回到故鄉普羅旺斯定居，以聖維克多山為繪畫動機創作；

張啟華也回到故鄉高雄，以壽山為持續進行藝術活動的主要契機，兩人各自創造出

獨屬於故鄉山脈的變奏曲與組曲。以日本主義或是更根源性的東洋主義來看，過去

以來塞尚的繪畫被解讀成東西方美學合流共構的藝術。從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的接

納史脈絡來看，張啟華的藝術正是這種傳統的承繼者。我深切期望，如同在歷史的

演變中看待近代美術中的塞尚主義一樣，大家可以藉由這種具體的型態模式，重新

認識「獨立美術協會」延伸到台灣的關聯性。同時也可以再次遙想張啟華以壽山為

象徵物，在南台灣所刻畫出的美術近代化之偉大足跡。台灣藝術的傲人之處，在於

多元文化撞擊、融合下所孕育出的豐厚土壤。而日本與台灣近代美術之間的接納與

影響關係，正是這個多層土壤結構下的基層。然而因為此行演講的契機，我深切體

 

圖 11：葛飾北齋《凱風快晴》 圖 12：葛飾北齋《山下白雨》 圖 13：塞尚《聖維克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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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到，無論台灣還是日本，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尚未正式啟動。在極其有限的歷

史資料搜尋查證中，對我大有助益、讓我深深感念的，是顏娟英氏的《風景心境台

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這部勞心之作，相信是未來要投入這個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的

學者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最後，我還要向林保堯教授致上誠摯的感謝，他所編集、

執筆的《台灣美術全集 22 張啓華》，讓我找到了這次研究的曙光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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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啓華の画業について―日台近代
美術受容の文脈から 

神林恒道 

台湾の近代美術の歴史を語ろうとすれば、好むと好まざると日本の近代美術

との関わりを無視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これは同時期に日本の統治下にあった、

韓国・朝鮮の美術についても言われることである。アジア芸術学会の日本支部で

は、ソウル大学の金英那教授の『二十世紀韓国美術』を翻訳し、明春、日本語版

を出版する予定である。そこには、西欧近代美術への窓口となり、植民地時代の

韓国近代美術の展開に大きな影響をもった日本の近代美術の影響について触れら

れている。その第一部に「1930 年代の東京における韓国前衛集団」という章があ

る。今回、ここで取り上げる台湾高雄出身の愛郷画家、張啓華画伯の画業に、大

きな影響を持ったのが、日本の在野展「独立美術協会」であり、その前身は「1930

年協会」という。1930 年代というのは、いわば西欧の前衛運動が、着実に日本に

根づき始めた頃に当たる。 

明治政府が「官」の力によって、美術の近代化を推進するために組織したの

が、「東京美術学校」であり、「文部省美術展覧会」、すなわち「文展」である。以

来、これらの組織が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美術の近代化をリードしていくこととなっ

た。その後これに倣って、当時の植民地であった台湾と朝鮮にそれぞれ開設され

たのが、「台湾美術展覧会（台展）」と「朝鮮美術展覧会（鮮展）」であった。もと

もと「文展」は、フランスの官設展覧会である「サロン」を手本としたものであ

り、新帰朝の黒田清輝が印象派、あるいは外光派の新風をもたらしたとはいえ、

その体質はモデルとなった本国フランスの「サロン」と同様に、基本的にその体

質は守旧的なものであった。近代美術の「近代」の意味は、フランスの場合、旧

態依然たる「サロン」の体制を打破していくこと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その意味で

革新派の画家たちは、しばしば「分離派」とも呼ばれたが、より急進的な意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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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を込めて「前衛」とも称されたのである。近代美術とは、ひと言で言えば、「官」

を批判する「在野」の挑戦の歴史であったのである。日本の画壇におけるその嚆

矢と見なされるのが、「二科展」で、「独立展」であったと言えよう。 

ここで台湾における近代美術の展開は、日本のそれとは事情が異なる。日本

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の近代化は、有無を言わさぬ、上からの啓蒙あるいは教化と

いう形で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れが比較的すんなりと受け容れられたのは、台湾

が基本的に移民社会であり、これに敢えて阻もうとする抵抗勢力が少なかったか

らだとも言える。美術について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よう。台湾の近代美術史の発端

に位置する人物として、必ずそ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るのが石川欽一郎である。石川

は、当時の台湾における唯一の最高学府である国語学校、後の台北師範学校の美

術教師であった。台湾美術の近代化運動は、この台湾人の俊秀が集った国語学校

から始まったのである。台湾近代美術の先駆者である黄土水も、この石川の学生

である。水彩画を得意とした石川は「台湾水彩画会」を設立し、そこから台湾の

次代を担う多くの画学生を育成したのである。その過程で、台湾の美術行政にも

関わり、「台展」の開催を建議するに至る。その薫陶を受けた学生たちは、師の出

身校である東京美術学校を目指したそして 1927 年に「台展」が設立されるや、彼

らはその活躍の場を、生まれ育った台湾に見出すことになる。これによって、日

本から発信された近代美術は、彼らの父祖の地にしっかと根を下ろすこととなっ

たのである。 

だがこのような文化的風土から内発的に、アカデミズムに抗う反体制の批判

勢力は生まれにくい。しかし台湾に在野の美術集団が存在し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

い。今日まで継続する「台陽美術展」がそれである。これは、それ以前の「七星

画壇」(1924)や「赤島社」(1927)、あるいはそれ以後の「ムーヴ美術家協会」（1938）

や「台湾造形美術協会」（1941）などの小集団の活動を共通の底流とした、台湾独

自の自発的な美術運動であったのである。だが「台陽展」は、秋の「台湾総督府

展覧会（府展）」に対する春の展覧会として、不可欠なもの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よう

に、対抗勢力ではなくて、官設展と平和的に共存していたと見るべきであろう。 

日本における美術集団には二種類がある。まず官設展である「文展」の傘下

にあって、これを構成する「工部美術学校」出身者を中心とした「明治美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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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画会」系のグループと、黒田清輝が主宰した「白馬会・光風会」系のグル

ープがある。前者は旧派と称され、工部美術学校教授として招かれたイタリア人

画家フォンタネージがもたらした、バルビゾン派のリアリズム、後者は新派と称

され、黒田がもたらした印象派、あるいは外光派風の表現によって特徴づけられ

る。もう一つが、「官」に対する、批判的勢力が結集した「在野」のグループであ

り、その始まりが「二科会」の発足である。 

当時、「文展」の日本画部では、新旧二科に分かれて、新しい傾向の作品も比

較的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審査制度が取られ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フランス留学

から帰国したばかりの有島生馬や山下新太郎を中心とした若手のグループが、

1913 年に洋画部でも同じように、二科制の審査取るべきことを建議したが、時期

尚早として認められなかった。そこで美術の自由な創造的発展を目標として文展

を脱退し、新たに在野美術団体「二科会」が結成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の際「二科

会」に参加する作家は、「文展」に出品しないことが規約として掲げられていた。

すなわち「本展覧会へは何人と雖も随意出品する事を得、但し同時に文部省美術

展覧会に出品せんとする者に限り之を拒絶す」と明記され、反文展的姿勢が明確

に打ち出されたのである。 

新しい美術の展開を目指す傾向は、すでに白馬会のグループにも芽生えてい

た。例えば、下手でもいい、「エカキ」の職人技ではない「ニンゲン」の真実にも

とづく絵を画きたいと語った青木繁がいた。やがて新しい芸術への期待は、専門

の美術家の枠を超えて広がっていった。そうした風潮から、雑誌『スバル』や『白

樺』が創刊され、西欧近代の芸術新思潮を積極的に紹介し、新時代の芸術を牽引

しようと努めたのである。その中でも決定的であったのが、1910 年『スバル』四

月号に発表された、高村光太郎の「緑色の太陽」の宣言である。そこには次のよ

うに述べられていた。 

「人が『緑色の太陽』を画いても僕は此を非なりとは言はないつもりである。

僕にもさう見える事が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からである。『緑色の太陽』がある許りで

其の絵画の全価値を見ないで過す事はできない。絵画の優劣は太陽の緑色と紅蓮

との差別に関係ないのである。」 

ここで光太郎が主張しているのは、芸術家の自由な創造的個性の発揚、つ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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りあらゆる桎梏から放たれた表現の自由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はかつて、日本

における印象派宣言だと言われてきたが、むしろこれは実質的に、ポスト印象派

宣言、いや表現主義ないしはフォーヴィスム宣言と言わ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こ

の光太郎の主張を補完し、さらに拡充したのが、1912 年１月発行の『白樺』に掲

載された、柳宗悦による「革命の画家」である。この記事は、1910 年 11 月、ロ

ンドンのグラフトン画廊で開催された、評論家ロジャー・フライの企画による「マ

ネとポスト印象派」展の騒動の顛末を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ポスト印象派との関わ

りで言えば、すでにこの記事に先んじて、1910 年 5 月発行の『白樺』に、有島生

馬による「画家ポール・セザンヌ」が発表されていた。 

ポスト印象派の第一回の展覧会は、その話題性もあって経済的にも成功を収

め、1912 年に第二回展が開催されている。第一回展では、フランスの画家たちが

中心であったが、ここでは新たにイギリスとロシアの画家グループが加わり、国

際的にも幅が広がっている。この企画が刺激となり、1913 年にはモダン・アート

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アーモリー・ショー」が入―ヨークで開催され、近代

美術の文脈が目に見えるかたちで形成されていく。まさに百花繚乱といった、当

時の国際的な潮流を、パリで身をもって体験した若い世代が、続々と帰国してき

たのがこの時期である。 

「緑色の太陽」が発表された、同じ 1910 年に湯浅一郎、藤島武二、有島生馬、

南薫造、津田青楓、山下新太郎が、1912 年には齋藤豊作、石井柏亭らが帰国し、

ポスト印象派以後の美術運動が画壇を風靡していく。さらに 1913 年に梅原龍三郎、

その翌年に安井曾太郎が帰国している。今や世はあげて、「逼真ノ技」を競ったリ

アリズムから、自由な創造的個性の「表現」へと大きく変わりつつあったのであ

る。「文展」の審査基準を二科制にすべしという運動が起こってきたのは、これは

当然の成り行きであった。そして、この運動の中核をなしたのが、これら新帰朝

の若い世代の画家たちであったのである。「緑色の太陽」のマニフェストから、「二

科会」の結成に至るまでの時期は、日本近代美術の歴史の大きなターニング・ポ

イントとなっていると言うことが出来よう。 

当時の台湾の画壇は、先に触れた台北師範学校美術教師の石川欽一郎に続い

て、台北第一中学美術教師の塩月桃甫、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図画教師の郷原古統、



118 文資學報│第五期 
 

それに竹内栖鳳門下の日本画家の木下静涯の四人を中心に成立していた。はっき

り言って、石川を除けば、他の三人は日本の美術史では無名の画家たちである。

だが彼らの指導の下で、美術を志す画学生たちが着実に育ちつつあった。なかに

は内地の美術学校に進学し、文展や二科展に出品する者も出始めていた。やがて

1926 年、台湾で最初の美術集団「七星画壇」が誕生した。メンバーは石川の弟子

である倪蒋懐を初めと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に学んだ陳澄波、藍蔭鼎、夭折した鬼

才、陳植棋ら七人の台湾人画家である。「七星」とは、おそらくバルビゾン派の「七

星」になぞらえたものであろう。三年後の 1929 年に、京都の美術工芸学校に学ん

だ楊三郎らが加わり、十三人の青年画家からなる「赤島社」が結成される。幹部

は主と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の留学生と卒業生で、その画風は、いずれもポスト印

象派以後の影響を採り入れた穏健なリアリズムであった。陳澄波は「赤島社」の

役割について「官展と民展とが相携えて台湾美術の向上と普及の世話役となった」

と語っているように、これらのグループは、「官」展と対峙する「在野」展という

のではなく、むしろ台展の「衛星」として存在したのである。 

さて張啓華が絵筆をもって立つことを決意し、東京の「日本美術学校」に入

学したのが、ちょうどこの前後、つまり 1929 年である。在学中に教えを受けた教

授として、後に日本芸術院会員となった大久保作次郎、安宅安五郎、鶴田五郎、

児島善三郎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ている。今次大戦を挟んで、張が終生自らの恩師と

して、変わらぬ礼を尽くしたのは大久保作次郎であり、留学中に初めて出品した

展覧会が、大久保が、齋藤与里、高間惣七らと結成した「槐樹社展」であった。

だが最も強い影響を受けたのは、張の美術学校入学の前年、フランスから帰国し

たばかりの児島善三郎ではなかっただろうか。張は児島らが創設した「独立美術

協会」の第一回展（1931）に出品し、入選を果たしている。この時以来、張が直

接あるいは間接的に、晩年に至るまでその創作活動に影響を及ぼしたと思われる

「独立美術協会」とは何かについて、台湾の近代美術史の文脈との関連において

説明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独立美術協会」の前身は、1926 年に結成された「1930 年協会」である。そ

の命名は「フォンテーンブロー、コロー、ミレー、ドーミエの 1830 年派のやうに

愛と尊敬と芸術とを持つ展覧会をおこそう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理想を、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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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日本の画壇に実現しようとした呼び掛けに由来する。第一回展の出品者は、木

下孝則、小島善太郎、前田寛治、佐伯祐三、里見勝蔵らで、それぞれの滞欧作品

が展示された。この会にとって記念すべき 1930 年までに四回の展覧会が開かれた

が、その間に新たに参加したのが、野口弥太郎、中山巍、林武、中野和高、木下

義謙、宮坂勝の面々であり、ほかに新たに古賀春江、児島善三郎、鈴木亜夫、福

澤一郎、川口軌外、伊原宇三郎、鈴木千久馬が、第五回記念展に参加が予定され

ていた。いずれも日本の近代絵画史にその名を留めている、錚々たるメンバーで

ある。 

彼らは「二科会」結成の契機となった第一波の帰朝者よりも一世代若い、第

二波の新帰朝者のグループである。この新しい世代には、前代と決定的に異なる

所がある。まず従来、画家を志す者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東京美術学校の出身者で

あった。ところが新世代の画家たちの経歴は実に多様である。もちろん美術学校

出身者もいるが、図案工、挿絵画家から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慶應大学、関西大

学といった高学歴の持ち主もいた、なかでも異色なのは林武で、東京歯科医専門

学校中退という学歴である。彼らが訪れたパリは、エコール・ド・パリが全盛期

を迎えていた、活き活きとした時代にあった。日本の若き留学生たちは、日本に

育った印象主義の末流の写実とは異なる、新たな視覚による芸術創造の動きに目

を見はったに違いない。そこで重要なことは、佐伯や里見を除いて、これらの留

学生のほとんどが、師というべきものを持た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かつて

の留学生は、白馬会系ならば、ラファエル・コランのアカデミー・コラロッシ、

太平洋画会系ならば、ジャン・ポール・ローランスに学ぶなど、特定の師につい

て「技術」を学んでいた。ところがこの時期の画学生は、自らの感性を磨くため

に、エコール・ド・パリのなかにあって名画を実見し、画廊で現代のフォーヴィ

スムやキュビスム、ダダやシュルレアリスムなどのさまざまな動きに触れて触発

され、これを自由に自らの血肉と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彼らはかつてのように、

西欧美術の模倣や追随ではなく、近代的感性を培って日本に帰り、国際画壇と同

時代的に歩むことに努めたのである。 

1930 年協会の第四回展は、予想をはるかに上回る盛況であった。各新聞もこ

ぞって展評を掲載した。「これらの評中で外山宇三郎が 30 年協会の会員を指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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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ォーブ》と言い、鈴木亜夫が《日本野獣派の群》と言った。…1930 年協会及

びそれを継いだ独立美術協会が《日本フォーブ》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

これを嚆矢とする」と。そこで問わ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二十世紀初頭の「百

家争鳴」ともいうべき前衛芸術論争を経てようやくたどり着いて、エコール・ド・

パリの「百花斉放」ともいえる国際画壇の多彩な在りようを、身をもって体験し

てきた彼らが、あえ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を標榜したのは何故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それはスタイルとしては、後戻り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彼らが追求したのは、流

行のスタイルではなくて、二十世紀アヴァンギャルド美術の原点に位置した、自

由な創造的個性の表現というフォーヴィスムの「精神」にあったのだと理解すべ

きである。敢えて言えば、高村光太郎が掲げた「緑色の太陽」の主張は、ここに

至って初めて真の意味で理解され、具体的な「芸術」という形を得たのだと言う

ことが出来る。 

1930 年協会は二科展のように、反官展という意識が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

「1930 年協会」は派閥にこだわることなく、「帝展」と「二科展」などの新人た

ちでもって自由に構成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が「二科会」で将来を嘱望さ

れる十数名が、すべて協会に拠っていたために、ある意味で「二科会」の分身の

ようにも見え、悪くすれば、「二科会」の存在を危うくしかねない「獅子身中の虫」

のようにも受け取られたのである。そこで規則をもって、二科会員が協会会員を

兼ねることを禁じたのである。この疑心暗鬼から取られた措置は、反体制のはず

に「二科会」がすでに体制化しつつある堕落の徴候であったと言えよう。そこで

美術の革新を目指す青年画家たちが、一挙に各所属団体を離脱して、新たに独立

独歩の美術団体を結成したのが、「独立美術協会」の発足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注目すべきは、その記念すべき 1931 年の第一回展が東京、大阪、京都、福岡、

名古屋を経て台北でも開催されたことである。その後も第三回展と第六回展が、

台北に巡回している。張啓華は、この「独立美術協会展」に第一回から 1933 年の

第三回展まで、連続入選を果たし、その年に日本美術学校での学業を終えて台湾

に帰国している。この独立美術協会の巡回展は、文展の亜流である台展の微温湯

的なリアリズム表現に衝撃を与えたであろう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張はこの日

本的前衛主義を、台湾で初めて身をもって会得した最初の画家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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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 12 日の『台湾日日新報』に「独立美術展を迎へて」と題して、陳清

汾は次のような論評を載せている。 

「……独立展は数年前に二度ばかりもつて来た事があり、大いに在

台の画家たちを刺戟し一時は独立ばりが全島に流行つたものだ。その影

響の良し悪しはしばらく置き、眠れる画壇を刺戟したことは何より独立

の功績とせねばならぬ。二科会等から分離した独立が、非常な勢で二科

を追ひ越し、若い人達の人気の中心となつたのは何故であるか。それは

その会のもつ主義が近代の要求に一致するからである。しからばその主

義主張とは如何なるものか。フォヴィズム（野獣派）」なる言葉が日本

に伝はり、一般の注意を惹いたのは独立展が出来てからであるが、その

フォヴィズムは一九〇六年前後に勃興したもので、セザンヌの偉業が決

定的になつた第二次の革命であつた。伝習や手法などすべて現実的科学

的に導いたセザンヌ及び印象派の人達の仕事は現代絵画の母体ではあ

るが、さうした印象派以後は一切の伝習絵画の破壊を前提とする絵画へ

の新発足であつた。フォヴィズムは未来派や立体派のやうに、せまい範

囲の主張、傾向の表現様式にばかりとらはれてゐない。もつと自由な個

人的創造を尊重する自由主義創作の仕事である。これは文芸復興期以後

の絵画のすべてに一つの結論を与へたと云つてよからう。……」 

筆者の陳清汾は画家であり、張啓華と同じく日本美術学校で学んでいる。同

校展覧会で金賞を授与され、前後して「1930 年展」と「二科展」に入選している。

美術学校入学年次からすれば、張の二年先輩に当たる。内地留学と「1930 年展」

あるいは「独立展」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共通する画歴をもつ、この二人の台湾

画家の間に果たして交流があったのかどうか、論者は寡聞にして知らない。対照

的なのは、陳の活躍時期が戦前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張の画家としての評価が高ま

ったのは戦後のことである。陳は当時の画壇の大御所であった、有島生馬に師事

し、伴われてパリに留学している。そこで陳が交友を深めた画家がココシュカで

あったといえば、その画風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を察することが出来る。

帰国してから、台湾で初めての欧州留学の画家として個展を開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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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そらく「二科会」に籍を置いたであろう陳としては、「独立展」とはいささ

か距離を置きながらも、この記事では「日本フォーブ」が目指したものを正しく

代弁してくれている。そこには、絵画に向かい合う「絵描き」と「芸術家」の姿

勢の違いが説かれている。彼の言葉を使えば、絵の描き方を教える「伝習絵画」

と自由な個人的創造を尊重する「自由主義創作」の違いである。東洋美術の世界

でいえば、画院の職業的「院体画」と士大夫の「文人画」の違いだと言えるので

はなかろうかこれがなぜアジアにおい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あるいは表現主義がす

みやかに受容されたかを解く鍵であるように思う。同じ二十世紀アヴァンギャル

ド絵画であっても、キュビスムの受容にはある抵抗感がある。アジア的感性にと

って、これは「モダン」を象徴する「西洋の記号」としか映らなかったのではな

いか。結局、フォーヴィスム的なものに比較して、キュビスム的なものはアジア

の近代美術にほとんど定着しなかった。これは歴史が示すところ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て、フォーヴィスム、そしてその出発点に位置づけられたポスト

印象主義の画家たち、その中でもセザンヌと日本美術あるいは東洋美術との類似

性を指摘する解釈が、その後、続々と出てくる。すなわち日本主義のセザンヌ受

容である。例えば、東京美術学校教授で、当時の日本画壇の大御所的存在であっ

た藤島武二は、ゴーガンやセザンヌやゴッホには、池大雅や与謝蕪村、曽我蕭白

などと共通のところが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また最も早期にポスト印象派やフォ

ーヴィスムの影響を作品に反映させた、萬鐵五郎は南画の「筆韻」「墨韻」による

「気韻生動」の表現が、セザンヌの筆致にも共通して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

た。さらにまた伊藤廉は、セザンヌの凄まじいまでの存在感は「どうやら謝赫の

いふ六法中の気韻生動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であるらしい。即ちそれは『骨法が対象

を貫き、対象化すると同時に、対象が骨法に貫かれて、骨法化した形体である』

と述べている。美術評論家の森口多里は「（自然と精神の呼応からくる大きな韻律）、

そういう韻律の深さに於て、南宗画の傑作はセザンヌ以上かもしれない。現代の

油絵に対して南宗画の傑作が啓示するところのものは実に大きいと思ふ」とまで

語っている。 

さて独立美術協会のフォーヴの熱気が、台湾画壇にどれだけの影響を残した

のか。乏しい手もとの資料でみる限り、例えば楊三郎や張萬傳、あるいは夭折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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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画家、陳植棋らの作品にその痕跡を辿ることが出来るかも知れない。もちろ

ん張啓華も例外ではない。だがしかし、日本からの帰国後結婚した夫人の父君で、

高雄の大実業家であった林迦氏の厖大な事業経営に参加し、中断を余儀なくされ

た創作活動が本格的に再開されたのは戦後のことである。『台湾美術全集』の一冊

として、林保尭教授が編集執筆された画集のカラー図版に、日本美術学校で銀賞

を獲得し、台展にも出品された《旗后福聚楼》が掲載されている。昼間の海岸通

りの物憂い雰囲気の酒楼をモチーフに速写的なタッチで描かれた、二十才の時の

作品である。そこには既に後年開花する才能の片鱗を窺うことが出来る。通りに

三脚を立て画布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は作者であろうか。 

初期の修学時代の作品は、第二次大戦末期の戦禍で失われ、現存していない

と聞く。これは甚だ残念なことであるが、張啓華はもともと遅咲きの芸術家だっ

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その意味では、同じく日本美術学校の出身で「独立美術協会」

の重鎮であった林武と似ている。「独立美術協会」の創立会員ではあったが、戦前

はそれほど目立った存在ではなかった。その彼が頭角を現すようになったのは、

むしろ戦後のことである。林の戦後の出発を告げる記念すべき作品となったのが、

1949 年に第一回毎日美術賞を受賞した《梳る女》であった。林の厳格な画面構成

と重厚なマチエールの魅力は多くのファンを捉え、梅原龍三郎、安井曾太郎の時

代に続く、林武の時代を招来した。1952 年から 63 年まで、東京芸術大学教授を

つとめ、1967 年には第 37 回朝日賞、文化勲章を受けている。張啓華が台湾の芸

術界に進出してきたのも戦後からである。「全島美術展」で入賞、特選を重ね、た

ちまち無鑑査から審査員へと栄進を果たした。台陽美術展にも出品し、南部地区

の芸術活動を大いに推進した。特に故郷の南部高雄の芸術発展を目指して劉啓祥

と協力し、「南部美展」と「高雄美術研究会」を創立している。林と張はどこか不

思議な縁でつなが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する。 

張啓華の初期の作品の色調は、どこか暗く重苦しい印象が否めない。だが次

第に画面は晴れやかなものに変化し、その色彩は透明度を増してくる。南国の強

烈な光を表現した豪快な風景も素晴らしいが、窓から差し込む柔らかな光の中で

描かれた室内風景は、ボナールのそれを想わせる洗練された繊細な味わいがある。

これらの作品には共通して、微妙な陰影と変化に富む白が基調としてあり、そ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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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赤橙色、それに緑と青藍色が溶け合う、張ならではの独自の色彩表現がある。

林保尭教授によれば、変幻するホワイトの表現は、白光にまで耀き照りつける南

国の陽光、赤橙色は台南の孔子廟や安平城の朱のチャイニーズ・バーミリオン、

緑色は台湾の自然美を象徴する草木、深い青はこの美しい島を包み込む紺碧の空

と光る海の輝きが、自ずと張の画面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のだと説いている。風景や

風物といったローカルな題材によるのではなく、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な表現その

ものに、南国高雄の風光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れこそ真の意味での、ローカル・

カラーと言うべきもの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よりも注目すべきは、その力動的な運筆による、生命力溢れる画面

の構成である。そのタッチは、一見したところ無造作に見えながら、全体のバラ

ンスを常に意識した確かな構成力に裏打ち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を端的に

示しているのが、1995 年壽山紀事画展の《高雄風景》ではなかろうか。画面上方

に空の青色がかすかに窺えるが、全体は赤褐色のほとんどモノクロームによる作

品である。そこにはもはや色彩の魅力に凭りかかることを必要としない、ダイナ

ミックな物体と空間の組立による、強靱な構築性が指摘されよう。この構成力こ

そが、張啓華の画業の真骨頂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そしてその想いをこらしたモチ

ーフが、高雄の壽山をモチーフとして、終生描き続けた《山之組曲》ではなかっ

ただろうか。 

《山之組曲》のように、山をシリーズとして描いた作品として、日本人なら

ばだれもが思い出すのが、葛飾北斎の《富岳三十六景》であろう。北斎は日本の

霊峯と称された富士山を《凱風快晴》あるいは《山下白雨》といった具合に、さ

まざまに変化する、その姿を描いている。扇を逆さに伏せたような秀麗な富士山

とは違って、張が描いた壽山は、高雄に住む人たちにとっては、ある思い入れの

ある山かも知れないが、見たところ所々山肌が剥き出しになった荒々しい山容で、

所謂美しい山だとは思えない。そこで想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が、セザンヌが

描いた、サント・ヴィクトワール山のシリーズである。これもまたフランスのプ

ロヴァンス地方に聳える岩山で、特に名山と呼べる山ではない。この山をモチー

フにしてセザンヌもまた、十一点の油彩と水彩による多数の作品を描いたのであ

る。モチーフという音楽用語を、絵画に転用したのはセザンヌである。モチー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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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もともと意味するものは、それを手掛かりに自由な創造性に満ちた美と芸術の

世界を拓いていく切っ掛けのことであり、しばしば「動機」と訳される。張啓華

の描く壽山は、死んで静まりかえった山ではなく、未だ活発な造山活動が続いて

いるかのような、自然の生命力が漲っている。東洋の画論に基づけて説くならば、

寿山の表現には「生動」する「気韻」が感じられるのである。セザンヌも張も、

それぞれの山を目に見えるとおりに客観的に写生し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ぞれが感

動をもって捉えた山の姿を、もう一度、絵筆をもって画布の上に再構築するので

あり、いわば客観的な自然の主観化なのである。これをセザンヌはレアリザシオ

ン、つまり（芸術的）実現と称している。再び東洋の芸術観に立って言えば、自

らの内なる「胸中丘壑」の表現なのだとも言えるであろう。日本の歌人の斎藤茂

吉はこの芸術的境地を「実相に観入して、自然・自己一元の生を写す」と称して

いる。 

セザンヌは中央の画壇を去って、故郷のプロヴァンスに居を構え、サントヴ

ィクトワールの山をモチーフに、張啓華もまた故郷の高雄をその芸術活動の拠点

として、寿山をモチーフとしてそれぞれの山の変奏曲と組曲を生み出したのであ

る。 

セザンヌの絵画はかつて、日本主義、あるいはより根源的に東洋主義の視点

から、東西の美の世界に通底する芸術であると解釈された。日台近代美術受容の

歴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張啓華の芸術は、まさしくその伝統を継承したものであ

っ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あろうか。その歴史の流れの中で、美術における近代

という視点からするセザンヌ主義を、目に見える形で、この台湾にもたらした「独

立美術協会」との関わりもここで再認識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それと共に、張

啓華が「壽山」をシンボルとして南台湾の地に刻んだ美術の近代化への偉大な足

跡を改めて想起すべきであろう。台湾の芸術の優れた特色は、その文化的な多元

性に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日台近代美術の受容と影響関係もまたその重層的構

造の一つの基層をなすものである。しかし今回、この講演を行うにあたって、そ

の方面についての研究が、日台双方でまだ本格的に始まっていないことを痛感し

た。数少ない歴史資料を検索するなかで、論者にとって有り難かったのが、顔娟

英氏の『風景心境 台湾近代美術文献導読』であった。この労作は、今後さら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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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回のようなテーマに関わる者にとって不可欠な基礎資料となろう。最後にこの

度の研究の導きの糸を与えていただいた『台湾美術全集 22 張啓華』を編集・執

筆された林保尭先生に深甚の感謝を申し述べ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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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hua’s Achievement in Paninting  

Tsunemichi Kambayashi* 

Abstract 

Zhang Qi-hua’s achievement in pain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of Taiwan and that of Japan can not be disregarded-firs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okyo Art School, and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t exhibition held b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apan. Chang was educated in Tokyo Art School and also painted for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extraordinary. As to the government, he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resistance of authority. 

What Chang had learned in Japan First was the skill of Cezanne’s post-impressionism, 

and later he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Fauvism which was the latest painting style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Fauvism which was the latest painting style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The style of Fauvism was somehow resembled to 

Easterners’ ink painting. After war,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became the leader of 

figurative styl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in Kantou was Hayashi Takeshi, whether the 

representative in Kansai was Suda Kunitarou. The main point of the thesis is going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if Zhang’s achievement in painting by means of the exchange of art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Key words: Zhang Qi-hua, Taiwanese Art, Independent Art Association (Dokuritsu Bijutsu 

Kyokai)  

                                                 
* Dr. Prof,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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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展「再概念化」出發1—試論在美
術館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能性＊ 

鄭邦彥
＊＊

 

摘要 

透過「策展」機制，美術館得以作為再現社會秩序的場域，有時經由「導覽」，

打破觀眾對策展主題的距離感，進而直接面對、欣賞藝術品，形塑觀眾特有的博物

館經驗。將「性別議題」納入策展，始於七０年代西方藝術史裡的女性運動，並開

展出多元歧異的思考脈絡與以性別為主體的策展意識。作為非正式學習場域的美術

館，近期台灣展覽是否試圖（有意或無意）將性別議題納入？有哪些代表性展覽？

觀眾可否透過欣賞「藝術創作裡的性別形象」，進而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並與

策展主題相呼應？基於以上提問，本文首先引介台灣與「性別」有關的四個展覽，

接著透過與策展團隊訪談，試圖釐清其策展意識與落實策略，再與觀眾博物館經驗

及其回饋進行比對。結論中，借用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再概念化」的思維，提出在

美術館裡實踐性別平權教育可能的努力方向及其倡議。 

關鍵詞：性別平權、策展、再概念化、多元文化教育 

 

                                                 
1 本文初稿曾於 2006 年 6 月 23 日在香港教育學院主辦之「第二屆亞太性別平等教育國際研討會」上宣

讀。復蒙 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給予詳盡的批評與建議，使本文架構與思路得以更加清晰，謹此致謝。 
＊ 收稿日期：2009.10.20；通過日期：2009.12.10。 
＊＊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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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為西方教育課程研究思潮下的產物，並成為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所關注的面向之一。傳統論及「課程」總以

「產品」（product）視之，並可經由教師單向傳遞給學生，而在 Pinar(1975)主編《課

程理論化－再概念學派》（Curriculum Theorizing - Reconceptualize）一書裡受到批判，

認為課程應當是個「動詞」，由師生互動中共同創造有意義的經驗過程（process）。

此時，經「再概念化」的課程已遠離其作為線性「跑馬道」（race course）的原始意

涵，由過去重視知識的「傳遞」，轉朝向知識如何「詮釋－理解」及其批判上（陳伯

璋，2003）。若再與多元文化教育關注的性別議題相結合，其課程再概念化的終極目

的，在於「不僅是兩性差異或是社會制度對兩性發展的限制的知識層面理解，更重

要的是性別意識的敏覺、自我價值的肯定、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培養，應以人為主體， 

表 1：研究對象：台灣以性別為題的四個展覽 

展覽名稱 基本資料 展品類型 相關教育活動 
2003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

與才藝》 

策展：劉芳如、蔡玫芬、馬孟晶等

展期：92.04.01 ~ 06.25 三個月 
主辦、展場：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國清宮舊藏 展期適逢 SARS
侵台取消 

2003 
《「寂寞的撫慰」攝影

展－鄧南光、潘小俠、

林柏樑、何經泰、劉清

儀聯展》 

策展：鍾君竺、陳定傑 
展期：92.11.28~12.02 五天 
主辦：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 
展場：春鳳樓（原公娼館） 

1.台灣攝影家

過往作品 
2.邀請攝影家

進入公娼生活

場域裡的記實

影像 

座 談 1. 鏡 頭 之

外：攝影人和風

塵女子的相遇 
座談 2.寂寞的撫

慰：嫖客陳先生

一百種樣子 
2003 
《同畫故事－11 位男

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

作展》 

策展：鄭邦彥、賴念華、王明智 
展期：92.12.25~93.01.03 十天 
主辦：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展場：晶晶藝廊（同志活動空間）

台北男女同志

參與藝術治療

工作坊的作品 

當「同志生命故

事」遇上「藝術

治療」座談、同

志導覽 
2005 
《女人香－東西女性

形象交流展》 

策展：高千惠（藝術家出版社） 
展期：94.11.12 ~ 95. 02.12 三個月 
主辦：國美館、故宮、奇美基金會

展場：台中國美館 

台北故宮、台

中國美館、台

南奇美美術館

藏品（中國、

台灣、歐洲）

選件 

中 小 學 校 長 導

覽、講座等教育

推廣活動 

（本研究整理）

以學習者自我解放與意識覺醒為目標」（劉美慧，2001a：76-77）。本文以「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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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理論背景，將「展覽」類比為博物館裡的課程，選擇台灣近期四個與「性別」

有關的展覽作為研究對象（表：1），企圖分析其由「策展」（詮釋展覽主題）到「導

覽」（與觀眾溝通）及座談等活動的動態過程中，策展團隊如何形塑其策展意識？導

覽員又如何轉化成為行動策略？以及觀展後觀眾能否感受到其策展意識，進而產生

自我性別解放及意識覺醒？ 終，嘗試回應本文「在美術館實踐性別平權教育之可

能性」之提問。方法論上，因與研究對象關係之不同，筆者採取不同研究方法與資

料蒐集（相關訪談、參與觀察與文件蒐集之時間、對象與編碼，詳表：2），分述如

下： 

表 2：資料蒐集與編碼 

資料類型（代碼） 
展覽 
名稱（代碼） 

策展訪談及 Email 
（訪/EM） 

展場觀察 
（展） 

觀眾回饋 座談 留言 
（座/留）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

與才藝》 
（群） 

策展人 A（女） 
2006/03/31 晚約 1.5
小時（訪-群-A）, 並

於 2006/04/26 審閱初

稿 Email 回覆。 

  

策展人 B 提供 
（2005/02/22Email）（EM-寂- B） 

《「寂寞的撫慰」攝影

展－鄧南光、潘小俠、

林柏樑、何經泰、劉清

儀聯展》 
（寂） 

策展人 B （女） 
2005/02/22 審 閱 初

稿 , 並 Email 回 覆

（EM-寂- B）, 並介

紹另位策展人 C, 另

安排訪談 2005/03/25
晚, 約 1.5 小時。 

策展人 C 展場觀

察（12 人,電子檔

筆記）。 

1. 座談觀眾回饋（1 人）觀

眾 C （座-寂- 26~32、
64~67）。 

2. 留言本（22 位觀眾,電子

檔 ） 觀 眾 D （留 -寂
-14）、觀眾 E （留-寂
-22）。 

《同畫故事－11 位男

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

作展》 
（同） 

與策展人 D（男）討

論 2003/10/26 晚（訪

-同-20031026）。 

筆 者 展 場 觀 察

2003/12/25 晚 
1. 座談觀眾回饋。觀眾 A

（座-同-555~570） 
2. 留言本（77 位觀眾）。

觀眾 B （留-同-10） 
《女人香－東西女性

形象交流展》 
（女） 

導覽員 A（女）

2006/03/17 下午（訪-
女-Ａ）約 1 小時, 另

訪談兩位策展協辦, 
並經其審閱初稿。 

筆 者 展 場 觀 察

2006/01/14 全天

（ 展 - 女

-20060114）。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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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筆者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合作，以《同畫故事－11 位男女同志的藝

術治療創作展》（Visualizing Others: An Artistic Puzzle of Lesbian & Gay Stories）為題，

得到台北市文化局補助，展開一連串策展行動。在形塑策展意圖階段，筆者扮演策

展提案與催化者的雙重角色，跨領域邀請邀請藝術治療師（賴念華女士）、心理諮商

師（王明智先生），共同設計、發展以同志議題為主軸的藝術治療工作坊，希望透過

工作坊裡的藝術創作，建構以同志生命故事為主體且結合同志社群觀點的策展。在

設計展覽階段，為使策展主軸符合行動初衷，接續邀請參加工作坊的男女同志，進

行焦點團體訪談（每週一次，每次約兩個半小時，由筆者或王明智先生輪流主持，

歷時約二個半月，自二００三年八月起至十一月），一方面了解工作坊參與者有哪些

生命故事被勾動，另一面檢視筆者原先策展提案有無調整必要，進而修訂、設計出

得到參與者認同的展覽名稱、總說明文及策展子題。進入正式開展階段，除安排同

志定時導覽外，並透過留言本、策展人座談會和問卷，試圖了解不同觀眾（男性與

女性、異性戀與同性戀等）觀展後能否感受到策展初衷與其意圖（「同志情誼」污名

之抗拒與轉化），產生自我性別意識的覺醒與解放。總之，筆者即是《同畫故事》展

的主要策展人，並持續於展場觀察（2003/12/25~26），設計留言本、座談以及蒐集觀

眾（觀眾 A、B）回饋。 

接續為本文初稿於研討會中發表，自二００五年春起，筆者密集安排與《群芳

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策展人 A 訪談，2又因緣於筆者曾試圖邀請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共同策展，當時日日春策展人 B 以 Email 回覆筆者《「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

南光、潘小俠、林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諸多二手資料（如展場影像及觀眾

C、D、E 回饋回饋），並安排與策展人 C 訪談。隨後，另一個以「女性」為題的《女

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於台中開展，隔年一月，筆者基於對性別議題持續關

注，親至展場觀察（2006/1/14），並與該展導覽員 A 安排訪談。3訪談大綱大致以筆

者先前策展經驗為基礎，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架構，按上述形塑策展意圖、設計展覽

與正式開展等階段為訪談內容，初稿並經訪談人過目修訂後定稿。 

二、尋覓「美術館」與「性別教育」的交集 

一九九二年，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出版

                                                 
2 另一核心策展人因公務繁忙，婉謝訪談。 
3 2006/03/16、17 另分別訪談兩位策展人，本文未引用，一併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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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與平等－博物館的教育與公共面向》（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一書，開宗明義指出：當代博物館已由傳統保管、典

藏文物的角色中，轉化為教育機構，此轉變乃直接對博物館專業造成挑戰，並以「卓

越」與「平等」兩概念作為博物館的新定位，此定位儼然成為博物館（學）自許對

當下變動快速世界 有意義的回應（AAM, 1992: 3）。面對當下社會的快速變動，「性

別」概念已由靜態本質論的爭論中，漸轉向動態社會建構論的共識裡，在不同場域

與學術研究（學校、社會運動、政治、媒體、教育學、社會學、女性主義等）裡均

有豐富成果，而「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學門的形成頗具時代意

義，「性別」為其論述主軸之一，以「性／別」的同一、多元與差異作為核心。然而，

博物館在追求「卓越」與「平等」的同時，可否找到與「性別」的可能交集？若僅

論美術館（art museum，藝術類博物館），其又將扮演怎樣角色？ 

歐美美術館對「性別」的關注，始於「性別的多元」。由特定同志事件的史料搜

集，乃至於不同世代男女同志的形象再現等議題，均有著墨。譬如，一九九四年於

紐約展出的《變為可視：石牆遺產》（Becoming Visible: The Legacy of Stonewall）乃

是以美國同志平權史中六 O 年代重要的「石牆暴動」（The Stonewall Riots, 1969）為

主軸的策展，四年後，由該展覽所延伸的圖錄《變為可視－廿世紀美國男女同志生

活 史 》（ Becoming Visibl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Lesbian and Gay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McGarry & Wasserman, 1998）更將視野由單一事件擴展

至廿世紀同志形象的再現上。同年在另一端的澳洲，由澳大利亞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策劃《別用這種方式離棄我：愛滋年代下的藝術》（Don’t Leave 

Me This Way : Art in the Age of AIDS）特展，試圖以美術館角度結合性別與當代社會

議題（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愛滋病與少數族群等）有所回應，並探究美術館可扮演

的社會角色及其責任（Gott, 1994）。此外，剛誕生的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以保存、

展示與性別多元有關的影像、物件及其背後的生活形態與歷史為典藏政策（劉家蓁，

2005），均為歐美美術館實踐性別平權教育的先聲與典範。 

反觀台灣，二００五年出刊的《博物館學季刊》，係以「博物館與性別」為題，

雖有科學博物館裡的性別與觀眾（劉德祥，2005）、博物館與女性於理論上的探究（林

慧嫻，2005）等多篇專文，卻看不見台灣博物館透過策展對性別議題有何具體回應。

此現象可否說明台灣博物館對性別議題的漠視？事實並非如此，早在二０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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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特展（以下簡稱故宮，《群芳譜》特

展），即嘗試再現中國傳統女性「理想的形象」。同年十一月，協助台灣公娼社運團

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則透過《「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柏樑、

何經泰、劉清儀聯展》（以下簡稱日日春，《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希望呈現性產業

裡的女性工作者在理想之外的「撫慰的形象」。緊接年終，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策劃，《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以下簡稱熱線，《同畫故事》

展）乃是台灣首次以同性戀生活世界為主體的展覽。二００五年，於台中國立台灣

美術館策劃《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以下簡稱國美館，《女人香》展），乃

跨機構商借台灣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與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冀以勾勒古今中外女性

形象及其多元歷史的發展脈絡。 

有別西方文化，中國傳統對女性形象的特有規範與期待，無論是大家閨秀或紅

樓名妓，均構成我們面對性別議題特有的時空脈絡、處境與視框。誠如江雪齡（2000：

5、23）指出： 

就算一個人生長在該社會中，並且了解自己的文化，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知

道所有「文化」的細節，也無法了解社會中某一特定人群的行動、思想和

生活。……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性別的認識包含與該性別有關的規則和期

待的知識，使我們知道在社會各種情況下，如何遵行和表現，當然，這些

規則也限制了很多人的抉擇。 

故將性工作者、同志列為弱勢族群，並非因其性別差異，而是因著多數人所建

構的主流世界對「性別」知識上的侷限及偏見所致。在「怎樣的」社會氛圍裡，台

灣有了上述四個均直指性別多元卻形態迥異的策展？無論是美術館或社運團體，策

展團隊如何突破典藏品的限制，形塑鮮明的策展意識？觀眾可否透過「藝術創作裡

的性別形象」，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在展覽與觀眾互為主體的經驗裡，美術館

可否作為「實踐性別平權教育」的場域？以下分別針對「策展」（詮釋展覽主題）與

「導覽」（與觀眾溝通及其回饋）及座談等不同面向活動，探究「在美術館實踐性別

平權教育之可能性」，首先擇要引介研究對象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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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近期與「性別」有關的展覽 

（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 

《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Blossoming Through the Ages: Wome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二００三年春推出

的特展，試圖由「婦容」、「婦職」、「婦才」三種角度，冀以「具體勾勒出中國古代

婦女的豐富面向，進而探討，並且詮釋與女性攸關的課題」（劉芳如、張華芝，2003：

10，詳附錄一）。在《群芳譜》策展主軸下，所謂女性所關心的課題主要有三，首要

為「婦容」，女性自身的容貌，透過歷代繪畫、仕女俑及生活器用等選件，呈現不同

時代對女性容貌、體態的要求與品味，隱約略見男性／創作者／觀賞者的眼光（如

19 幅選件畫作中，10 幅署名為男性）。明唐寅(1470－1523)〈陶穀贈詞〉以「名妓入

畫」為創作主題，為此單元中的特例，與另一選件明人〈聽阮圖〉同樣將男性觀賞

者入畫，實「反映了以男性為中心的觀念……更以美人相伴為風雅韻事」（劉芳如、

張華芝，2003：47）的意識形態。 

接續策展子題為「婦職」，將視框擴展至女性身份與職責。縱觀選件，不論是教

養子女的課子圖，或投入勞動生產的耕織圖，女性形象總是典雅內斂，與身旁孩童

共構和樂家園的美景，而描繪為準備出征的夫婿縫製冬衣的〈禱衣圖〉，也是充滿著

平和恬淡氣氛，與家園美景相呼應。唯一僅見，宋李嵩（生卒年不詳）〈市擔嬰戲〉

乃以寫實筆法勾勒行走各地的貨郎（攤販），帶來農具、食物以及各式童玩，忙於哺

乳中的村婦帶著孩童前來採買的庶民生活場景，實有別於理想中的婦女，將忙於勞

動與推動搖籃的母親形象寫實再現。「婦才」是以女性創作者為主的選件，除名門閨

秀的才女作品外，名妓的身影再次出現，如馬守真(1548－1604)〈蘭竹〉似乎試圖將

蘭花轉化為名妓自身的象徵。 

邱士華（2003：86）指出《群芳譜》特展無非是再現了過往傳統中國對「女性

的創造」與「被創造的女性」兩種不同觀點，藉由與女性息息相關的容、才、德，

鋪陳出策展意識，試圖使觀眾理解「怎麼的女性被描繪？」（婦容、婦職）與「女性

創造些什麼？」（婦才）。此評論或為《群芳譜》特展的精闢註腳，並與觀眾經驗交

感相融，進而批判千年以來中國傳統的女性理想形象是如何透過男性「被創造」，並

保留於當時藝術創作裡。此外，展場播放公共電視製作的「當代女性藝術家紀錄片」

用以參照台灣女性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有延續也有變化的處境（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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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入口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劉芳如小姐提供 

 

圖 2：《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展場一隅   國立故宮博物院劉芳如小姐提供

（二）理想之外：近代台灣的性產業與「寂寞的撫慰」 

相對於「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性產業及其工作者的形象往往是刻板的、受污名

化的。二００三年終，由日日春策劃《「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

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試圖為性產業裡的女性工作者不只是留下身影，更冀

以再現理想之外、女性亙古相通的「撫慰」形象，不因其職業與身份有所差異，並

在一幅幅攝影作品中與男性寂寞相呼應，細訴她們與他們的故事。在《寂寞的撫慰》

攝影展總說明中（詳附錄二），足見其策展動機，或可管窺策展團隊重新詮釋女性性

工作者之於勞動階級男性的重要性及其隱微不彰的貢獻，且不單單想要洗刷其污

名，更有「以展作史」（建構台灣性產業女性工作者的主體性）之企圖心。又，因工

作環境及時空差異，此特展所再現的女性性工作者有著不同稱謂，卻在參展五位攝

影家眼裡轉化為台灣底層特有的生命力與故事，並因攝影家身份與背景的差異，其

所瞬間補捉下的真實形貌各有千秋，透過攝影與創作自述鮮活再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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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五、六 O 年代沒有電視或卡拉 OK，都會男性的夜生活去處是

酒家。他們在那兒消遣、交際或談正事，而酒家女郎的溫柔相伴或熱絡對

飲，除了助興，似乎也短暫慰藉了彼此的生活壓抑與失落。 

（潘小俠）那一、兩年，我和他們作息一致，經常下午四五點起床，和他

們作夥喝酒抬槓，醉了，替小姐拍照作畫取樂，清晨，這些人又從都市裡

消失，逸散到更邊緣的角落去了。 

（何經泰）我喜歡讓弱勢者面對鏡頭，如果數量夠多的話，一雙雙凝視你

的雙眼，會讓觀看的你不能不震懾。我曾經很希望也能讓小姐面對鏡頭，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題材，遠比其他弱勢更困難。 

（劉清儀）作一個老闆，手下帶著幾百個工人，商場上你爭我奪，天天趕

三點半，往往白天是精神緊繃到極點，到了晚上，若想要能快速放鬆，酒

是最快不過的鬆弛劑。 

（引自《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總說明，附錄二） 

而攝影家林柏樑說「我想還原她們作為一個『人』的面貌」，透過日日春的協同，

在台北市政府透過法令將公娼推入歷史的二００一年，林柏樑開始為她們做記錄，

試圖以細膩而嚴謹的鏡頭表達對她們的關懷。他慣用仰角，藉以表示對拍攝者的尊

重，即使是拍小姐的胸部，也是以此表現她們對男性的撫慰與接納，而非如主流媒

體般刻意慣用以俯角突出她們的性特徵。時間上，這五位攝影家作品橫跨五 O 年代

到千禧年，地域上跨越艋舺、大稻埕到台中，涵蓋不同形態性產業，包括流鶯、茶

室、娼館、酒店、酒家，甚至是華西街原住民雛妓，都成《寂寞的撫慰》攝影展中

為女性性工作者造像的場域與主角。同時，搭配展覽，舉辦「鏡頭之外：攝影人和

風塵女子的相遇」、「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兩場座談（圖：3、4）。 

（三）規範以外：跨越性傾向，回歸生活的幸福想像 

由男性為主所建構的異性戀社會，因而產生「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以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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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默默隱身的女性性工作者（無論是古中國的名妓，或是寂寞撫慰下的各式女

性），卻同時忽略規範以外其他「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及其生活型態。對異 

 

 

圖 3：《「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展場一隅   日日春協會鍾君竺小姐提供 

 

圖 4：「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座談  日日春協會鍾君竺小姐提供

 

圖 5：《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療創作展》   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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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而言，「同性戀／同志」是十足的「他者」（others），不僅陌生，更充滿各式怪

異想像與理解。再者，同志被看見的理由及其形式，多半受到特定社會事件、意識

形態與刻板印象所影響，未能真實再現，多有侷限。在此背景下，構成二００三年

終的《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Visualizing Others: An Artistic 

Puzzle of Lesbian & Gay Stories）及其接續於二００五年六月《大同小異－同志生活

物件網路徵展》兩個具挑戰性的策展行動。 

《同畫故事》展源於兩次同志藝術治療工作坊，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主辦，賴

念華女士、王明智先生與筆者共同策劃，展期緊接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後的聖

誕節至隔年元旦，展覽地點為同志活動的晶晶藝廊。透過工作坊以及與創作者先後

7 次的訪談，策展意識初步定案，將展覽重新訂名「同畫故事」，意指「『同』志『畫』

的『故事』」，再直接以「藝術治療創作展」作為小標，說明展品的產生方式，策展

團隊試圖提供觀眾替代性「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乃是邀請觀眾回到自身性

別經驗，反思同志與異性戀的「同」與「異」為何？策展意識乃由同志創作自述中

整理所得概念，並經再概念化為「展覽總說明」（圖：5，詳附錄三）： 

童話故事，人人愛讀， 

造就了你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幸福想像。 

同畫故事，誠懇真實， 

是一幅幅同志生命故事的藝術拼貼，更是在創作中的自我治療。 

工作坊結束後，透過七次同志創作自述，可知這些創作內容不外乎回到生命本

質上、對於愛情的期待、親密關係的渴望，都是藝術治療中的創作主題，其又與原

生家庭的成長經驗交錯在一起，甚至與更大的以異性戀為主之社會結構，息息相關，

透過訪談發展出四個策展子題「認同的開始」、「愛情的滋味」、「幸福的想像」、「幻

滅與重生」。《大同小異》網路徵展則延續相同策展意識，強調同志與異性戀間的「大

同」乃超過「小異」，「大同」在於大家都有情感的需求，在愛與被愛間，交雜慾望

流動，試圖與同性（或異性）建立或長或短關係，惟我們社會總慣以窺視角度，扭

曲、放大同志與異性戀彼此間的「小異」，並擴大展覽徵件範圍延展至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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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越東西的「女人香」：由神話到勞動、由感官到兩性政治 

二００五年終至隔年二月，策展人高千惠小姐規劃《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

流展》（Scent of a Woman: The Collection of Female Subject in Taiwan），由國立台灣美

術館承辦，選件來自北、中、南（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奇美美術館）

三館精品，分別代表中國、台灣、西方三種不同時空範圍裡的女性形象。 

策展主軸有六個面向：Ⅰ神話－女性幻境、Ⅱ萱堂－人間慈話、Ⅲ宮院－金粉

世界、Ⅳ閨閣－青綠年華、Ⅴ微光－勤力歲月、Ⅵ畫室－藝術之眼，試圖再現女性

在不同時空及場域裡的諸多形象，包括：「神性故事」再現在西洋神話裡女性的豐饒、

守護天性，以及愛情故事裡的占有與猜疑等陰性氣質；「母性故事」跨越東西與階級

差異，試圖再現普世的母性與慈愛；「女性故事」則以上流社會裡女性的梳妝打扮與

娛樂生活為主；「性情故事」以女性面對自我與對未來的未知，不分大戶人家、小家

碧玉、新婚或已婚，均有其特有期待、等待與落寞之心情；「人性故事」則論及女性

勞動對家庭的貢獻及其社會關係；「藝性故事」回到創作，呈現古今中外、男性與女

性藝術家對女性的觀察及其背後差異與兩性政治（王婉如，2005，詳附錄四）。 

跨越時空與地域界限，《女人香》特展在中西藝術史架構下顯得宏偉，雖以通俗

探戈舞曲「女人香」作為吸引觀眾的起點，卻有許多不同女性故事透過展覽婉轉傾

訴。同時，作為國美館年度大展，該館舉辦各種推廣活動（如邀請台中縣市校長到

館參觀的晚會、中小學來館教學活動），並安排系列講座，與當代女性生活結合，如

「女人不可不知的法律」、「投資理財與女性自主」等，為《女人香》特展帶來更多

可能（圖：6）。 

 

圖 6：《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流展》海報   國立台灣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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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展性別意識的「再概念化」 

誠如緒論提及，若同意本文將「展覽」類比為博物館裡的「課程」，並按課程「再

概念化」的訴求，強調展覽（課程）裡與觀眾共創有意義的互動經驗，那麼實有必

要針對學校課程改革的「再概念化」，有所釐清。故接續以 Banks(1993)提出四種不

同取向的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模式，進一步說明。 

Banks(1993)從課程架構改變情況，提出四種不同程度「再概念化」的多元文化

課程改革模式，有「貢獻」（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附加」（the additive approach）、

「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與「社會行動」（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等四種課程改革模式，彼此關係如（圖：7）所示。又，因此四模式的層次不同，各

有其優缺點，於教學實施上的難易程度不同，通常交錯運用。若以「再概念化」觀

點論「性別課程架構改變」的程度，「貢獻模式」仍服膺於主流價值觀，僅片斷強調

英雄的貢獻，例如於婦幼節安排介紹台灣女性科學家吳健雄的故事；「附加模式」則

與「貢獻模式」類似，以不改變課程架構為前提進行課程設計，如在文學課程中附

加閱讀女性作家琦君的文本；「轉型模式」則完成超越前兩者，強調課程結構、本質

與基本假設的整體改變，譬如社會課程以不同性別與性傾向（男性、女性；異性戀、

同性戀、雙性戀等）探究男女職業選擇及其職場處境，以取代「男主外、女主內」

刻板印象；「社會行動模式」包含轉型模式的要素，除以不同性別觀點探究社會重要

議題外，並進一步對社會問題作成決定，發展反省性的行動，以降低性別偏見與歧

視為終極目標。4 

就「再概念化」的程度而言，雖「貢獻模式」簡單且易實施，卻恐對性別議題

流於簡化，停留在表面理解，或尚無再概念化可言，而「附加模式」仍是以男性父

權立場看待女性處境與相關議題，其再概念化程度有限，「轉型模式」乃為較理想的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模式，其再概念化程度高且規模大，對授課教師而言，自身需要

對性別議題須備齊某種程度的素養與自我敏覺（如安排在職進修或另設專責課程發

展單位，有其必要），「社會行動模式」的再概念化程度 高，同時影響學生對性別

議題的認知，進而培養其批判思考、作決定與社會行動的能力（譬如，透過課堂討

論，全班共同決定對班上女性化男同學或男性化女同學的同理與友善對待），以降低

性別偏見與歧視為課程理想。 

                                                 
4 此例舉主要參考劉美慧（2001b：209-211），並改寫成以性別為主的學校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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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Banks 多元文化課程改革模式四階段 

資料來源：Banks（1993）、劉美慧（2001b）。 

據此，重新思索上述四個與「性別」有關展覽，並類比於課程「再概念化」，分

述於下： 

二００六年秋，與《群芳譜》特展團隊之一的策展人 A 安排訪談，又重新回憶

該特展之種種，包括：重新思考上一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小標，

是否即為該展覽核心概念？抑或為筆者觀展後的殘存印象？同時，也才了解作為美

術館體制內策展，在尚未論及策展概念前，策展團隊間意見溝通與共識凝聚的必要

及其困難。 

《群芳譜》特展由六位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女性研究員共同策劃，其分屬

不同歷史與藝術史專業（器物、書畫、檔案等），針對不同文物（早如西周銅器，晚

至清宮裡的婦女頭冠）如何呈現女性於當下時空之意義與重要性，不同研究員或有

各自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又，面對策展內容與典藏品本身的限制，策展意識又如何

與觀眾生活經驗接軌，進而產生共鳴，其中的策展歷程與考量實有別於體制外的《寂

寞的撫慰》攝影展。以「千年規範」作為小標，實係筆者殘存回憶，只單單記得該

展有「婦容」、「婦職」兩子題，卻遺忘「婦才」女性藝術家的特有創作。在與策展

人 A 訪談時則一語點破，《群芳譜》特展「雖呈現傳統古典的女性形象，但策展團

階段一：貢獻模式 
在主流課程中，加入英雄、節慶與片

斷的文化要素。 

階段四：社會行動模式 
學生對重要的議題作決定，並採取行

動以解決問題。

階段三：轉型模式 
改變課程架構，學生能從不同族群、

文化觀點理解概念與議題。

階段二：附加模式 
在不改變課程架構的情形下，將文化

概念、主題與觀點加入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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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裡對女性議題的關懷不能說是没有的」，如「婦才」子題裡以女性藝術家為主角，

展出她們的創作即具有相當的批判意識，因為若回到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裡，她們

是不會被留下任何一筆紀錄的，也可能不會作為常態展覽中精品選件（2006/03/31, 

訪-群-A）。又，故宮典藏品多數反應特定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僅能透過選件重組中

創造不同的可能詮釋，但對多數觀眾（也可能與筆者相同）還是只記得如「婦容」

子題裡藝術史大有名氣的〈陶穀贈詞〉之類選件，但經策展人 A 提醒，筆者才記起

「婦才」子題裡的女性刺繡，以及其他諸多女性藝術家的存在。5 

《群芳譜》特展採取傳統角度詮釋「婦德」與「婦容」的同時，卻另行利用「英

雄」方式（重新肯認女性藝術家的地位，不再附屬於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有意識

地將「婦才」納入一點點有別於以男性為主的藝術史觀，重新尋覓、肯認「女性的

創作」，忝為「貢獻」。但此貢獻卻似乎在男性藝術史觀中被稀釋，甚至被邊緣化。

或許，更值得深思的是，難道具平權意識的策展子題只能悄悄地邊緣化呈現？或有

其他可能？此意圖實延續七０年代西方藝術史裡對「為何獨缺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Nochlin, 1971）之批判，值得肯定。但為何筆者作為《群芳譜》觀眾之一，事隔

兩年與策展人 A 訪談時，才回憶起自己看到什麼，並與策展團隊自明意圖相比對時，

才意識到體制內以美術館典藏品為主的策展實多有限制，且要考量觀眾能理解的詮

釋，進而形塑與性別有關的策展意識，完整體現於策展主題與選件上， 終呈現於

不同文化資本的觀眾眼前，實不容易。 

論及《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在與日日春策展團隊電子郵件互動中，筆者曾以

「……『由物件到情感』」乃是以『他者』為題的展覽必備的內涵之一，以『情感』

作為物件與觀眾互動的基礎乃是跨越時空、階級與性別（性傾向）的差異」等文字

作為回覆，這與該展策展人 B 表示「希望透過文化活動的平台，讓社會不同位置的

人可以關照彼此」（2005/02/22, EM-寂- B）有異曲同工之妙。日日春《寂寞的撫慰》

攝影展以其激進社運團體特有的能動性與活力，巧妙挪用博物館專屬文化主體性與

發言機制，將展場選擇在原公娼館，其意義與象徵性不可言喻，有意識刻意突顯弱

勢社群的身處情境並為其發聲。若按 Banks(1993)所言，實可視為是「轉型」的課程

模式，雖相較於體制內博物館，其吸引觀眾顯然有限且特定，又展期僅有五天，但

                                                 
5 經訪談與為撰寫本文反覆思索，或應將上一節「千年規範：理想化的中國女性形象」的小標，修改為

「規範與創造：中國女性形象的理想與真實」，或較為接近原策展團隊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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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策展意識的形塑乃相對成功，且在「鏡頭之外：攝影人和風塵女子的相遇」、「寂

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兩場講座烘托下，遂將策展意識「轉型」為

人人易懂的故事，雖其故事可能有別於你我生活經驗，但強調女性性工作者之於勞

動階級嫖客的貢獻，更進一步轉型為你我皆能同理的感受與體驗。 

談到《同畫故事》展，筆者與策展團隊透過藝術治療工作坊與接續焦點團體訪

談，將策展意識更為精確再現。例如，將「同（志以）畫（說）故事」等同於「（異

性戀的）童話故事」，乃直指同志對幸福的期待與未來的「成家」想像，就情感本質

而言，實與異性戀一樣没有不同，乃再現了不同性取向的多元社會秩序。又，當不

同性取向觀眾的經驗投入時，無論是對「同志情誼」有先入為主的排斥與污名化眼

光，或是能夠感受到策展所提供另類觀點並產生抗拒與轉化等不同的觀展經驗（詳

下一小節），不僅已撐出一個小小的文藝公共領域，並跳脫異性戀將同性戀他者化的

思維，應可以「轉型」課程模式視之。6 

總之，《同畫故事》與《寂寞的撫慰》的策展意識鮮明，成功轉化為不同的策展

行動、展覽策略和設計（如同志藝術治療工作坊和網路徵件）、選件模式（如透過向

攝影家尋覓、重組作品或邀請攝影家進入性工作者的生活場域），實有別於體制內《群

芳譜》展以美術館藏品為策展範圍，或跨館借展《女人香》展之模式。不同體制與

模式的策展有其困難與挑戰之處，已如前文引述，但就實際展期而言，前兩個展覽

均由社運團體企劃，受限經費，展期分別為五天、十天，雖觀眾至多不超過七百人，

但其因刻意選擇展覽場域於原公娼館或同志活動空間，以致於其觀眾對弱勢議題較

為認同與同理。《群芳譜》特展適逢 SARS，觀眾有限，相較之下《女人香》展期長

達三個月，觀展人次破十萬，加上國美館投入大量資源，如邀請教師學童到館參觀

並安排導覽等，其觀眾經驗、互動與感想不可不談。 

五、觀眾性別意識的位移：由其觀展經驗、互動與感想談起 

美術館觀眾如何跨越時間、空間與文化上的距離感，進而直接面對藝術品產生

共鳴的觀展經驗？在策展意識主導下，先為一目了然的「展覽題目」與「總說明」，

介紹策展核心概念及其子題，冀以作為觀眾或為好奇和想像、或為參與觀展的基礎，

                                                 
6 附帶一提，本文無意深究《女人香》展之策展意識，主因於雖有安排訪談，但兩位訪談人均表示非核 

心策展人，僅為協辦借展單位承辦人員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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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展覽子題」將展品選件分組成群，穿插簡要說明文字，借以深化觀眾理解，

後，面對單一選件則有「標籤」（label）標註其名稱、時代、作者等基本資料，同

時配合圖錄、導覽手冊等出版品，如此安排無非是為協助觀眾觀展時有所共鳴，不

至於感到陌生、看不懂，有時配套形態不一的導覽或座談，冀以提供並深化觀眾理

解策展意識的多重路徑，以促成觀眾觀展意識有所位移的可能。 

在《同畫故事》展中，安排了以「當『同志生命故事』遇上『藝術治療』」為題

的策展人座談，在近兩小時對話中，有許多精彩且細緻的交談，其中， 特別是一

對異性戀情侶回饋，至今仍記憶猶新。 初，這對情侶對此策展預設想像為「可能

像是情趣商品店罷！」然進入展場，這位女性觀眾 A 問她男友： 

這些畫裡面哪一幅讓你覺得最寧靜？……他跟我說是那一幅時，我完全沒

有想到，也許在他的生命裡頭，他想追求的就是兩個人的世界，我們有一

個共同的家庭。我才驚覺到原來他有些部分的渴望是那樣的。 

可是我一直不斷的在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跟我想要過的生活模

式。……我覺得今天讓我有一個很大的發現，我也想要回歸到那種單

純，……在我追求我自己想要的過程中，我可以看到我的週遭、我的愛人、

我的家人他們要的是什麼。而不是盲目的在過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覺得

生命當中有更多值得該珍惜該感受的部分。這是截至目前為止我的感覺。

謝謝！（座-同-555~570） 

當觀眾 A 男友答覆是〈我和她和牠〉那幅（圖：8）時，引起當事人諸多回饋。

因該作品畫的是兩個女同志（我和她）和她們心愛小貓（牠）的全家福，其所外顯

的安定氣氛及「與愛人在一起」的意象，實與這對異性戀情侶男生的深切期待相契

合，相較之下，觀眾 A 較汲於追求個人成就。透過此幅同志作品，不單單呈現這兩

位異性戀情侶的性格差異，同時開啟兩人重新交談的契機。 

此又與〈我和她和牠〉所屬「子題三：幸福的想像」不謀而合，該子題引言為

「『從今以後，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是童話世界裡，關乎幸福的想

像。以全家福合照的形式，畫出〈我與她與牠〉，並『盼望哪天我的家人們也能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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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起。』對同志而言，這可是好深切的期待！……這些幸福的想像，真實動人，

與你我有何不同？（引自《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總說明，詳附錄三）」。 

當《同畫故事》策展討論時，筆者被問及「你期待觀眾看到什麼？」當時筆者

的答覆是「希望透過作品看到自己（指觀眾）的處境，因為展覽本身，或是你去看

什麼東西有感動，一定是跟自己生命某些經驗有關，可能是抽象的美感，喜歡或不

喜歡，或也可能是有些事件打動你，或對什麼……是有共鳴的，所以對我來說是很

真實、鼓勵的經驗」（訪-同-20031026）。這與另一位女性觀眾 B，在展場細細欣賞作

品，並在留言本裡畫上一片藍色海洋，寫著「從海底往上看，可以看到微弱的光，

但離自己浮上水面，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或許你們是幸福的勇者，加油囉」（留-

同-10，圖：9）的回饋，不謀而合。 

 

 

圖 8：〈我和她和牠〉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提供   創作者同意授權使用 

 

圖 9： 《同畫故事》展觀眾留言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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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裡，日日春策展團隊慷慨分享大量展覽紀錄，其中，

觀眾經驗回饋多元且豐富，超出筆者預期。譬如，在搭配展覽的兩場座談「鏡頭之

外：攝影人和風塵女子的相遇」、「寂寞的撫慰：嫖客陳先生的一百種樣子」結束後，

一位女性觀眾 C 寫了封長長的信，給主辦單位，她說： 

本以為這兩個是操著台灣國語或只會講國語的兩個「中下階級」人士，但

出乎我意料地，這兩個講話很有層次，尤其是陳先生一，完全打破了我對

嫖客的看法，光是他們兩個講話的語氣與用詞，就挑戰了我對嫖客的看

法。當陳先生二開始分享他小時候性壓抑的經驗，到現在可以尊重女生的

身體這件事情，我很訝異，我甚至開始去思考，是不是早一點接觸（多元

的？）性經驗就比較能快一點地了解最佳的兩性對待關係？性開放是不是

讓普羅大眾的生活能夠更健康？更快樂？他們的講法，是在鼓勵嫖嗎？還

是在鼓勵提早有性經驗呢？我的頭腦一直在迴旋這樣的問題，甚至連什麼

性工作合法化的連署簽名，到現在都讓我猶豫不已。……這是我自己想出

來的結果，可能也不是你們座談所要給的，那就是：我們把家庭／道德這

個東西太神聖化了，神聖化到造成人們壓力，神聖化到看嫖、看婚外情、

看任何關於人的自然身體或心靈之流露都是污名的，如果不那麼道德神聖

化地看婚姻，是否也可以讓這些「性交易者」，或甚至是所謂的「變態」，

有一個更自然的眼光去看待？（座-寂- 26~32、64~67） 

此外，引起筆者動容的則是另兩則女性觀眾 D、E 的留言，她們分別寫下： 

（觀眾 D）沒有絕對的幸福或不幸，看著一些文字，某幾張影像會想哭，

推門簾要進去ｘｘ〔指原公娼阿姨的房間〕的房間好不忍，不同於 museum

美術館裡的光鮮亮麗，有冷氣、大樓電梯、飲水機……來這裡，蚊子、不

夠流通的空氣，上 wc，還有不適應，嗯……還有不適應，嗯不是排斥、

不認同，只是，在心中很真實的感觸，我待在春鳳樓第一次一個小時又

10 分。（留-寂-14） 

（觀眾 E）高中時代，我在這裡走了三年，學校總是不准我們走歸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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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偷偷走過幾次，因為好奇……直到我明白，理解，並且試著去感受……

我只能說，看著勇敢的女性們這樣努力的活下去，努力爭取自身的權利，

年輕如我，也想給自己多一點勇氣去面對自己的生命～（留-寂-22） 

女性觀眾 D 已由欣賞不同時空場域裡性工作者的形象，擴展到與展覽場域（春

鳳樓，原公娼館）的互動，真實感受此展覽場域「不同於 museum 美術館裡」的種

種，雖然有蚊子、空氣不流通，卻曾有公娼與嫖客在此活動。此時的春鳳樓已瞬間

被挪用作為博物館策展機制下的展覽場域，不著痕跡將公娼與嫖客群像成功轉化為

一幅幅具有尊嚴且多元差異再現的影像，傾訴她們與他們的生命故事，此轉化在觀

眾 E 留言裡更清晰呈現。總之，《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的策展意識或可謂早已無聲無

息與觀眾觀展經驗交融，且迴觀至個人過去不同的性別經驗裡。 

論及《女人香》特展「中小學來館教學活動」，國美館女性導覽員 A 表示已舉

辦了近百場，動員百位工作人員，超過三千位學童與教師受惠，主要三部分，首先，

由義工向學童介紹國美館及該展覽緣由、主題和擇要介紹重要選件後，才請教師搭

配「學習手冊」（低、高年級兩不同版本），帶領學生到展場直接面對藝術品。若尚

有時間，則邀請學童到國美館獨有的兒童遊戲室。當筆者詢問：學校和學童有何回

饋？反應如何？導覽員 A 表示多數反應算是正面。不過，A 說「曾接到老師來電，

希望我們將展覽裡有性特徵明顯的展品拿走，譬如以女性碩大乳房作為主要表現的

雕塑，不然，没法子帶學生來館參觀」（訪-女-A）。面對「性／別議題」，這位教師

如此保守反應，似乎無須太意外，或已彰顯部分基層教師面對學童如何談「性／別」

的基本立場與態度，而這位來電教師所指應是距今西元前 5000-4500 年的「陶裸體

小雕像」（圖：10），而筆者在展場定點觀察裡，也留意到這件陶裸體小雕像。格外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組家庭觀眾（爸爸、約小學一年級五六歲的小男生、小女生）

與女性導覽志工的對話，導覽是這麼開場： 

導：（起初這個小男生看到裸體小雕像的乳房很害羞）你有看到什麼嗎？ 

男：（害羞躲到爸爸身後，爸爸示意鼓勵他，小聲回答）我看到ㄋㄟㄋㄟ。 

導：那，這ㄋㄟㄋㄟ怎樣？ 

男：媽媽的ㄋㄟㄋㄟ很大 

導：為什麼媽媽ㄋㄟㄋㄟ很大，因為這件作品是……（展-女-200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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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小男孩不再害羞，能夠面對「陶裸體小雕像」與導覽員開始交談，有了

好奇與疑問。面對以「女性」為主軸的《女人香》特展，無論導覽人員或教師的「性

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格外重要，誠如女權運動健將 G. Steinem 的名言「治

理我們的並非軍隊與警察，而是觀念」（羅勒譯，1992）。當教師對性別觀念有所保

留、或無知到面對裸體藝術作品，只能去脈絡刻板聯想到「兒童不宜」時，或許更

該反思乃為「是怎樣的性別觀念、認知與意識型態，造成學校教師如此反應」，同理，

博物館裡策展團隊、導覽員又是如何整理自身性別經驗，將其早已內化的性別意識，

合宜轉化為對策展選件的體驗、解說與詮釋，進而形塑成為導覽觀眾（學童）看見

「性／別差異」的基礎，始作為落實策展意識「再概念化」之基礎與核心價值。 

綜觀以上，觀眾觀展經驗回饋及其性別意識的位移，再回到本文將「展覽」類

比為「課程」，並以「再概念化」為訴求的嘗試裡，基於筆者展場觀察、觀眾回饋（留

言本、座談）及策展人訪談、文本分析，或得以管窺如何透過策展意識的「再概念

化」出發，搭配多元、差異的導覽座談與觀眾共創「有意義」互動經驗之可能。若

再結合多元文化教育所關注的性別議題，同意將博物館策展視為等同於學校課程，

其再概念化的終極目的係在於「不僅是兩性差異或是社會制度對兩性發展限制的知

識層面理解，更重要的是性別意識的敏覺、自我價值的肯定、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培

養，應以人為主體，以學習者自我解放與意識覺醒為目標」（劉美慧，2001a：76-77），

透過以上不同策展裡觀眾的所見與有感而發，不難發現其性別意識已有不同程度的

位移、反思與敏覺。 

譬如，《同畫故事》展裡的座談會女性觀眾 A 已敏覺到其男友的未來憧憬與自

己或有不同，因而有意識地重新思考她們共同的未來。當另位女性觀眾 B 書寫留言

的當下，筆者正巧也於會場進行 後佈展，她細細凝視每一幅作品的同時，我則凝

 

圖 10： 陶裸體小雕像 奇美美術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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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到此塗鴉與留言背後，或許正有一個個不同差異正隱身於異性戀世界裡的同志身

影，正與你我遙遙呼應，也深化了筆者作為策展人試圖透過行動探究，再現同志真

實處境的初衷，且觀眾 B 留言似乎透露了其身為女同志，活在異性戀為主的世界裡

有所迴避的處境。 

在《寂寞的撫慰》攝影展裡，則透過嫖客陳先生的另類座談，試圖扭轉你我對

性工作者的看法，一如參與該座談會女性觀眾 C，不僅感受到更巨大社會結構如何

將公娼污名化，更敏覺「道德神聖化」對性工作者的殺傷力，對觀眾 D、E 而言，

於其留言內容裡則已透露兩位均不單單在欣賞「藝術創作裡的性別形象」，並且經由

「性工作／他者的差異再現」的策展意識，進而反思「自我的性別經驗」，與策展意

識相呼應。對《女人香》特展女性導覽員 A 而言，基於職責面對不同性別意識與類

型的中小學教師安排導覽，在其接觸教師的不友善經驗裡，或已突顯面對性別議題

先要自行解構自身已內化的意識型態且經「再概念化」之必要，而筆者觀察《女人

香》展裡導覽開場白，係呈現了該女性導覽志工如何回到個人母職經驗裡，合宜將

策展裡的性別意識型態「再概念化」後的效果，同時，肯定小男童觀眾所見所言，

作為這場平易近人導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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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從策展「再概念化」朝向性別平權教育 

作為學術殿堂的美術館，主要以研究員（curator）與典藏品（collection）為核

心，透過研究員建構策展意識、選件，再透過展覽、導覽座談與觀眾互動。回顧傳

統美術館建構策展意識， 初多半以「大敘說」（master narratives, grand narratives and 

universal stories）為主，重視「同一」（unity）遠勝過於「歧異」（difference），若展

覽選件過於歧異時，有別於大敘說的不同詮釋往往會被排除在外 （Hooper-Greenhill, 

2000: 24）。又，當博物館不同文化展示時，通常會採取兩種詮釋途徑，其一為透過

差異或對立，使觀眾產生異化及隔閡之觀感與經驗，其二為在觀眾與選件間找到類

似或同一的宣稱（Karp & Kratz, 2000: 194）。然而，無論透過差異或同一的宣稱均為

策展意識「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歷程，但若僅透過策展意識的「概念化」

似乎無法回應多元文化社會的多元且差異的觀眾需求。Hooper-Greenhill（2000: 

31-38）研究倫敦國家肖像藝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指出該藝廊自 1856 年成

立起初十年，策展主軸乃試圖呈現英國貴族的好品味與教養，屬於上述「大敘說」

下的策展意識形態，當時典藏女性肖像畫只有 22 件，其餘 203 件均為男性（一如《群

芳譜》策展 19 幅選件畫作中，10 幅署名為男性），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女性是被社會

區隔、隱藏的一群。由此可見，美術館以其藏品為核心之策展與選件，實有其困難

度，但如何另覓新徑，本章所倡議「策展意識的再概念化」或有其必要與可行之處。 

一九九八年，英國諾丁漢城堡美術館及畫廊（Nottingham Castle Museum and Art 

Gallery）舉辦《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Every Object Tells a Story）特展，其中一

小單元為〈愛的故事〉“Stories of Love”，其說明文字為（圖：11）： 

物件具有喚起人類強烈情感的能力， 

於此展示物件乃象徵人類最有爆發力的情感－愛情。 

不同的物件－有不同類型的愛情， 

您有珍藏任何作為愛情象徵的物件嗎？ 

Objects have the power to evoke strong emotion in people.  

The objects in this section are symbols of the most powerful human emotion –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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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objects – different kinds of love. 

Do you have any object that you treasure as symbols of love? 

 

圖：11《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愛的故事〉總說明文 筆者攝影 

此單元選件為三個物件並置之展示，分別為：（一）死於一八一五年滑鐵盧戰役

士兵 John Batty 的懷錶及給愛人的情詩；（二）由 Rabari（印度少數民族）為兒童製

作的外套；（三）以及命名為“Lovers”的大型人物彩繪陶碗（圖：12）。此陶碗人物造

型仿希臘風格，為表達創作者 Andrew 對其同性愛人 Neil 的思念。此單元展覽概念

已跨越傳統美術館以質材分類的架構，重新組合三件選件背後所共通的「人類情

感」，此情感早已跨越歷史、異性戀與同志情誼（懷錶／John、陶碗／Andrew ）、親

情與愛情（母為子縫製外套、異性戀或同志愛人）之邊界。研究指出，如此安排雖

涉及敏感的同性戀議題，但對多數家庭觀眾並無造成不悅反應（Sandell, 2002:14）。

以小觀大，《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特展以感性、真實的「情感」作為策展概念

和主軸，無非是以希望觀眾「看見彼此的相同或類似」作為出發點，而非利用「對

立」手法產生異化的觀展經驗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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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每個物件都有自己故事》〈愛的故事〉展覽選件   筆者攝影 

若將《同畫故事》、《大同小異》與《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均視為是面對台灣當

下性別議題的回應，其試圖將不同處境下的同志與性工作者「性別視覺化」之努力，

別具匠心，並於策展意識裡找到重新「詮釋他者」的眼光，在看似迥異的各式物件

中，找到和觀眾交流共通的情感基礎，實有別於社會（同志與公娼）運動的抗爭與

對立，係透過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策展意識、展覽選件及其策略，試圖與社會不同立

場、價值觀與階級的觀眾交談、互動。以上諸點，或與《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

特展之立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是嗎？ 

本文所例舉台灣近期四個展覽，在美術館體制運作下的《女人香》策展主題宏

偉，展品豐富，展期長，人潮破數萬人次，相較之下影響層面廣泛；《群芳譜》特展

小而美，因逢 SARS，雖展期延長但觀眾較有限，其再現歷史中女性藝術家及其創

作實乃罕見；《寂寞的撫慰》攝影展由社運團體策劃主題鮮明，重新詮釋攝影作品，

試圖洗刷性工作者的污名，批判意識強烈；《同畫故事》展實驗色彩高，試圖透過男

女同志藝術創作與社會大眾溝通，呈現同志與異性戀彼此間相同的情感需求。《寂寞

的撫慰》攝影展、《同畫故事》展均在體制外的非博物館場域開展，展期與文宣均有

限制，雖目標觀眾群明確，但總未若《群芳譜》、《女人香》特展能夠與廣泛社會大

眾（學童）等不同類型觀眾互動。若再回到 Banks（1993）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模式，

《群芳譜》特展或採用「貢獻」及「附加」模式，於「婦才」子題有意識地將女性

藝術家以「英雄」方式呈現；《寂寞的撫慰》攝影展、《同畫故事》展，不約而同採

用特定社群觀點（日日春協會對公娼情境的去污名化、同志諮詢熱線以同志生命故

事服務同志）將策展意識「轉型」為人人易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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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個個案均為在美術館裡實踐性別平權議題，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帶來

更大的能量、潛力與可能，面對觀眾（學童），體制內美術館擁有行政資源作為後盾，

具有將策展作為提供學校以外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的影響力；體制外社運團體

對性別平權議題的特有立場與觀點，有別傳統的保守更顯激進、批判，不僅呈現台

灣當下社會性別的多元樣貌，更提供「再概念化」的替代觀點與詮釋，催促著性別

平權教育不斷往前邁進的腳步。總括而言，兩者不可偏廢，如何更積極搭配、整合

應是未來可期待的努力方向。 

本文結束之際，有必要交待筆者撰文時「再概念化」歷程。基於一手規劃《同

畫故事》之策展經驗及有感於觀眾回饋，筆者總相信美術館「當然可以」落實性別

平權教育，因而無可避免產生「體制內的美術館是否也關注性別平權議題」之提問，

由此形構本文研究動機，引導訪談、資料蒐集與文本分析的走向。當筆者穿梭於此

四個研究對象時，難免以為：此四個均以性別為題的展覽「必然」有意識地想要從

不同角度共同為落實性別平權教育而努力，且試圖透過策展將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性

別規範與期待「視覺化」，為觀眾帶來理解「性別的多元與差異」的可能管道與路徑。

惟此信念背後，存有筆者「隱而未彰，卻了然再現」的視框（指以上「當然可以」

的天真信念）。隨著安排訪談與行文撰寫，筆者對「性別平權教育之信念是否存在於

不同策展團隊心中，以及觀眾經驗裡？或僅為筆者一廂情願」之質疑漸已有所澄清，

並在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指正下更為肯認，忝為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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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 

展覽說明 

天下，男女各半，女性在綿延數千年的文化進程中，自有其不容漠視的地位與貢獻。

而談到以女性為表現主題的藝術作品，也確實與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同等地源遠流

長、品類豐富。祇不過，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聽到「女性的藝術」，總習慣把它跟

美人畫，或者美女雕像聯想在一塊兒。事實上，女性藝術所包含的內容，又何止如此狹

隘？誠如現實生活中的女性一般，女性藝術既可以描寫為持家、育兒的賢內助、好母親，

也可以涵蓋才華洋溢的文藝家，乃至於在政壇上、戰場上不讓鬚眉的女強人。 

然而不容諱言，中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基本上仍是一種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架

構。因此，諸如「男尊女卑」（語出《周易》）、「男主外，女主內」（語見《大易通解》）、

「女子以弱為美」（源自班昭《女誡》），與「女子無才便是德」（參見《易酌》）等說法，

確實對中國的女性影響深遠，也已發展成多數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導致極多女性的才

藝，終其一生，都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些女性的處境與心聲，透過一些優秀藝術品

的詮釋，才幸運地博得同情與關註。 

故宮藏品中，以女性為描繪對象，或者由女性所創作的作品，質量相當可觀。不僅

從藝術鑑賞的角度看，頗多精良的一時之選，即便就內容分析，其所涉及的題材，和能

夠反映的層面，也十分廣泛。本次故宮策劃「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特展，其目

的，除了向觀眾介紹展品本身所含容的藝術美感，另一方面，更期待能夠藉著以下三個

分項主題，具體勾勒出中國古代婦女的豐富面向，進而探討，並且詮釋與女性攸關的課

題。 

主題一，名為「婦容」。女人天性愛美，加上「為悅己者容」（語見《戰國策》）思

維的推波助瀾，整裝修容、追求外貌的姣好，遂變成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環節。不過，美

的準繩卻非千古不移的定則。諸如：唐人豐肥，宋人溫雅，明清文弱的流行時尚，透過

唐人〈宮樂圖〉、宋人〈繡櫳曉鏡〉、仇英（約 1498－1552）〈漢宮春曉〉、陳洪綬（1599
－1652）〈縹香〉、溥儒（1896－1963）〈紈扇仕女〉等作品，適足以反映不同時代女性

美的典型，因此添加副標題曰「環肥燕瘦兩俱美」，觀眾賞覽之餘，當可會心一笑。 

主題二，命名「婦職」。在男耕女織的傳統社會裏，女性所擔負的職務，主要包括

養育兒女、操持家務，乃至兼理養蠶、繅絲、紡紗、織繡、製衣等多重的勞動角色。展

品中，李嵩（12－13 世紀間）〈市擔嬰戲〉、明人（舊傳周昉）〈麟趾圖〉、牟益（1178－？）

〈擣衣圖〉、明人〈乞巧圖〉、冷枚（18 世紀前半）〈耕織圖〉，甚至清院本〈親蠶圖〉、〈棉

花圖〉等作品，均不乏細膩且真實的描繪，正可據以捕捉古代婦女生活的具體形象。 

然而，儘管多數婦女的生活重心都圍繞著家庭，藝術品中仍可得見若干知識婦女和

巾幗英雌的形象，諸如陳居中（13 世紀前半）〈文姬歸漢圖〉中的蔡琰（162－229），金

廷標（?－1767）〈曹大家授書圖〉中的班昭（約 49－120），〈女才子書插圖〉中的馮小

青（16－17 世紀間），〈十二寡婦征西〉中的楊門女將，和清無款〈油畫像〉中戎裝美人

的英姿。由於這些美麗而兼具智慧女子的現身，女性才得以甩脫「柔弱」、「無才」、「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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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標籤，站在與男性對等的立場，開拓其多彩多姿的人生經驗。 

除了概括呈現女性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之外，主題二也嘗試透過宋人〈女孝經〉與明

人《閨範十集》等作品，揭示古代女子所服膺的價值觀。副標取名「閨範與典範」，一

方面固然有表彰女德之意，再者也具體反映了在男性價值觀主導下，女性所揹負的歷史

包袱。 

主題三，是為「婦才」。女性之投注於藝文活動，見諸著錄者，最早可追溯至舜的

妹妹嫘。（源自《說文》）其後，歷代均有善作書畫的女性，留名於青史。儘管與男性相

比，數目的差距極為懸殊，但其中不乏筆墨清麗，風格自具的佳構。此次選展的女書家，

如吳彩鸞（9 世紀）、楊妹子（1162－1232）等，女畫家如管道昇（1262－1319）、曹妙

清（14 世紀下半）、仇氏（16 世紀下半）、馬守真（1548－1604）、趙文俶（1595－1634）、
陳書（1660－1736）等，俱屬其中的佼佼者。 

至於女性從事詩文創作，成績同樣不遑多讓。譬若唐代的女詩人薛濤（約 758－
831）、魚玄機（845－870），宋代的女詞人李清照（約 1084－1151）、朱淑真（約 1135
－1180）等，筆下莫不情感真摯、意境嫻雅，以女性特有的細膩與婉約，佔居文壇的一

席地位。附標題名為「從閨房到書房」，其立意，正是欲從不同的工作場域，來審視歷

代女性曾經展露過的才藝。 

本次特展，毋論由展出品目或類型觀之，均屬於一種宏觀角度的陳列方式。而展品

的時代，也涵蓋了西周至民國時期，饒具代表意義的精品。觀眾於欣賞之餘，應能具體

捕捉到古代婦女生活的豐富層面！ 

 

引自：http://www.npm.gov.tw/exh92/beauty0328/chinese/01.htm，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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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寂寞的撫慰》攝影展－鄧南光、潘小俠、林柏樑、何經泰、劉清儀聯展 

展覽說明 

「五、六 O 年代沒有電視或卡拉 OK，都會男性的夜生活去處是酒家。他們在那兒

消遣、交際或談正事，而酒家女郎的溫柔相伴或熱絡對飲，除了助興，似乎也短暫慰藉

了彼此的生活壓抑與失落」張照堂在鄧南光攝影集裡如此陳述。1950，那是個相機極為

昂貴、人們鮮少拍照的年代，人們工作很苦，食衣住行娛樂都相對簡單，上酒家是最頂

級的消費，划拳、聽小姐唱曲、那卡西，便是消遣。身為台灣的攝影先驅，鄧南光因其

身世條件，得以上酒家小酌，更將鏡頭指向當時攝影家普遍所避諱、忽略的角落。 

「那一、兩年，我和他們作息一致，經常下午四五點起床，和他們作夥喝酒抬槓，

醉了，替小姐拍照作畫取樂，清晨，這些人又從都市裡消失，逸散到更邊緣的角落去了」

拍照二十年餘的潘小俠，在萬華長大，對老地名歷歷可數，不修邊幅的性格，使他貼近

社會底層「和」的能力一流，曾是解嚴前黨外報紙自晚的攝影記者，八 O 年代開始尋根

回看自己長大的地方，便這樣，他以「酒醉」打開他和這些人的藩籬，鏡頭下的茶室，

和他拍的萬華底層─算命師、盲人按摩、遊民、撿破爛的─是同一時期的作品。流鶯與老

人路邊議價、與遊民相遇的影像，說盡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慰撫與艱辛。 

「我喜歡讓弱勢者面對鏡頭，如果數量夠多的話，一雙雙凝視你的雙眼，會讓觀看

的你不能不震懾。我曾經很希望也能讓小姐面對鏡頭，但後來我發現，這個題材，遠比

其他弱勢更困難。」甫獲台北市政府文化獎的韓國華僑何經泰，在韓國出生、十八歲才

回台灣，自陳這樣的背景讓他「一直有不被認同的感覺。」或許是這樣的感受，加上因

緣際會，激發他在二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去拍邊緣的人們─工作傷害斷手截肢的工人、白

色恐怖的受害者、都市底層的邊緣人，也包括了華西街的原住民雛妓，一個在台灣經濟

發展和娼妓史上不能不被看見的角落。 

「我想還原她們作為一個『人』的面貌。」曾獲吳三連獎、從事攝影創作已經邁向

三十個年頭的林柏樑，專注於拍攝民俗古蹟，是受到鄉土文學論戰衝擊、相當「文以載

道」的攝影家。透過日日春的協同，林柏樑在兩年前公娼走入歷史時開始為她們做紀錄，

總是細膩而嚴謹的表達對她們的關懷。林說，他拍攝小姐時，總是用仰角，以示對這些

對象的尊重，即使是拍小姐的胸部，也是以此表現她們對男性的撫慰接納；不像某些人

的取角，只是以俯角突出她們的性徵，譁眾取寵。 

「作一個老闆，手下帶著幾百個工人，商場上你爭我奪，天天趕三點半，往往白天

是精神緊繃到極點，到了晚上，若想要能快速放鬆，酒是最快不過的鬆弛劑」劉清儀，

曾經是在營造業裡經營奮鬥的董事長。大學時代從小工幹起的經歷，讓他對工人的勞動

別有情感，為了紀錄自己工地裡的工人，才開始踏入攝影世界，白天帶著相機拍工人，

晚上帶著相機到酒店去應酬。他的隨和，很容易讓人忘記他曾是大老闆的身分，更讓災

區的低收入戶也都能接納他的鏡頭跟隨。鏡頭下九 O 年代的酒店不是壹周刊的情色羶

腥，而是一種從上緊發條的工作裡出走的放鬆自在。 

幸好有他們，為這個在夜裡出現、卻為白天日復一日的運轉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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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留下不同觀點的歷史紀錄。日日春想做的，其實是為觀看的你，準備一副不同的

眼鏡，那莫也許你也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有著不同的顏色。從窺探轉變到對風塵世界的貼

近與理解，來春鳳樓走一趟，你會從不同的視界看見，在輕薄表面的酒與色底下，胭脂

巷裡的滄桑，和撫慰的力量。 

 

引自：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1550.html，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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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同畫故事－11 位男女同志的藝術治療創作展》 

展覽說明 

童話故事，人人愛讀， 

造就了你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幸福想像。 

同畫故事，誠懇真實， 

是一幅幅同志生命故事的藝術拼貼，更是在創作中的自我治療。 

或許你會好奇：為什麼「同志」需要「藝術治療」？我們的答案是：這個展覽不是「需要」

的展現，而是同志朋友接近自己的開始。在兩次連續六日的藝術治療工作坊中，參展的 11 位男女

同志重新回顧自己身為同志，由查覺到接納的歷程，分享彼此在這歷程中，由期待、破滅到重生

的交錯情懷，同時，畫出一幅幅動人的驚豔作品。 

策展主題《同畫故事》乃是回到「同志生命故事」遇上「藝術治療」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中，

這些作品或可套句團體帶領者賴念華老師的話：不論是色彩選擇，或是媒材運用，同志創作有更

多鮮明的活力與扭曲的張力，每一幅作品充滿震撼力！ 

工作坊結束後，透過七次的創作者分享與自述，可知：這些創作內容，不外回到生命的本質

上，對於愛情的期待、親密關係的渴望，都是藝術治療中的創作主題，這些主題又與原生家庭的

成長經驗交錯在一起，甚至與更大的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因此，以「認同的開

始」、「愛情的滋味」、「幸福的想像」、「幻滅與重生」等四個子題，以及集體創作的【完成一首詩】。 

子題一：認同的開始 

「看見了，請微笑！」是 Lucy 創作〈演講廳〉時的自述，她「最渴望的事，不過就是：在想

被聽見的時候，被聽見。」創作〈「小我」與「大我」的御風而行〉的 Moses，則是以「好好疼惜

自己心中的小白人」作為註腳。在同志自我認同的歷程中，除了不斷自我對話外，多期待能夠得

到親人朋友的支持。要是哪天一個個活生生的同志，在你面前出現時，請記得保持微笑！這將會

是個認同的開始。  

子題二：愛情的滋味 

「關於愛情，當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不知道了。」這是小段創作愛情時的心情寫照。畫出

〈我到過〉的 Frank，誠懇訴說出「情感陷溺，自毀毀人，在業力的火焰中燃燒」時的無奈。回顧

愛情的滋味，是甜甜蜜蜜，還是凌亂思緒，有待整理？在球的〈噓…〉中，以「看透卻又看不穿，

是你不敢，也是我不敢」，與我們分享追尋兩人世界時，不可言傳、別具滋味的自我對話與進退功

防。 

子題三：幸福的想像 

「從今以後，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是童話世界裡，關乎幸福的想像。阿寶

以全家福合照的形式，畫出〈我與她與牠〉，並「盼望哪天我的家人們也能和我們一起。」對同志

而言，這可是好深切的期待！小兔以〈畫中的女人〉，在重重框架裡，畫出面對關係時，難以形容

「不自由啊」之焦慮。北寶在綠綠草地上，勾勒出一道彩虹，還想「和自己的『伴』（男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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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紐約參加同志遊行。」這些幸福的想像，真實動人，與你我有何不同嗎？ 

子題四：幻滅與重生 

面對現實中的「分、合、聚、散…，塑造人世間無限的幻象，那最可愛的真實卻虛妄，會在

最失控的時候，偷偷地…創造了些什麼？」在想像幻滅之際，大慰以最大的能量，塗繪出近乎嗑

藥出神之後的〈灰〉。創作〈宇宙和平之彩虹共生〉的小玉，在面對現實的變動時，她總是相信：

「這世界變動的能量。終究會將一切帶向更大的接納。海天一漾。包羅萬象的愛。」這是一個幽

遠的境界，在幻滅與重生交替中，向我們招手！ 

【完成一首詩】 

身為同志，由查覺到接納，那將會是個不斷幻化破滅的歷程，這歷程化為一首詩！ 

路上的風景一直往後 

是離開 也是停留 

先天加後天的默契 

是愛人必勝守則 第一條 

不要害怕改變 

Go on, and Move on 

期許自己能夠－ 

疼愛自己 寶貝自己 

笑容裡有最強的陽光 

每一道溫暖 都會反饋到有愛的人們身上 

有時呆呆的 反而不必擔心太多 

學會了誠實 也學會了勇敢 

學會了體貼 與疼愛自己 

真是辛苦你們了 

親愛的夥伴 好為你們感到心疼 

接近你 用我真實的想法 

 

引自：http://www.heart.net.tw/newspaper/index.php?action=view_content&paper_no=101，

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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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女人香－東西女性形象交流展》 

展覽說明 

「女人香」（Scent of Women），旨在借古今藝術作品裡的女性形象，呈現女性多方

面被留存的特質與魅力，並透過典藏品味，展示出東西女性在文化承傳中的情性與社會

角色之演變。 

此展將綜合具代表性的北、中、南三地，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和奇美

博物館之東西女性形象典藏，展示台灣地區擁有的女性主題作品。選擇以地處南北之間

的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為展場，則期能折衷出一個中道的女性美學交流角度，以及南北

地緣上的觀看便利。作品總計 104 件，包括水墨、膠彩、油畫、雕刻、瓷器、書冊、新

媒材等類型。 

在典藏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和奇美博物館，分別擁有歷代至現

代的女性人物畫。故宮的女性形象典藏，提供了華人封建社會的女性角色和審美觀。國

美館的女性形象典藏，具有近代東亞女性的時尚發展和自主性的覺醒。奇美館的女性形

象典藏，則擁有西方文化對女性的幻想和泛文化的表徵。此三個不同來源的區域館藏，

提供了〈女人香〉的新觀看。這些作品，不僅搜集了藝術家們的表現成就，收藏者的品

味，同時也蘊藏著女性歷史如春蠶吐絲般的緩進發展，以及對古今女性世界的反思。此

展分為六區，以六個面向觀看藝術裡的女性話題。 

第一區為：神話—女性幻境，以古代傳說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性表徵為子題。 

第二區為：萱堂—人間慈話，以普世的母性與母愛為子題。 

第三區為：宮院—金粉世界，以宮院女性的物質生活世界為子題。 

第四區為：閨閣—青綠年華，以女性的教養、文化、心境等精神世界為子題。 

第五區為：微光—勤力歲月，以女性的勞動與社會關係為子題。 

第六區為：畫室—藝術之眼，以男女藝術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和兩性認同為子題。 

神話—女性幻境 

古神話裡的女性，表徵了早期人們對女性的特質想像。先期藝術作品中人們對女性

形體的歌頌與故事擬造，也顯現女性被期許或歸納的人格特質。目前既存的古神話藝術

世界之女性描繪，多已屬於父系社會對女性的情性想像，但不論是母性社會或父系社

會，女性被共同認可的天性是：有關孕育、豐饒、守護的性質。進入父系神話之後的女

神傳說，則多愛欲和唯美的想像。 

萱堂—人間慈話 

以女性的天職為主題，提出女性特質中最接近神性的母性品格。母愛和母職能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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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和階級，是多數人的人生記憶力量。母職除了慈愛之外，也兼具生養教育的工作。

東西藝術作品，皆有課子或訓示的內容，流露出女性的社會影響力。此展區選出女性的

家庭圖象，呈現出女性在傳統與今日社會裡未曾退位的社會角色。 

宮院—金粉世界 

因應贊助者與收藏者的興味，宮院豪門的女性生活得以在藝術史上獲得記錄。女性

的時尚文化、娛樂生活、物質世界，足以顯現社會經濟的發展一面。上層社會裡的女性

社會，也反映出女性的生存條件。此展區選出女性進出名流文化的社交生活圖象、時尚

粉妝的記錄，以及深宮後院鶯燕爭強的才貌追求等生存情景。 

閨閣—青綠年華 

女性的閨閣心境與精神生活，有多重心思。東西藝術作品多以女性的青綠年華為唯

美對象，藝術家亦多喜捕捉女性臨窗、遠脁等孤寂與期待的鏡頭，以呈現女性精神空間

裡的秀稚、甜嫩、嫻熟、落寞、春思、秋愁等內在氣質。此展區選出中產階層的女性生

活為主題，試圖從閨閣世界，一窺女人心海底針的神祕微妙所在。 

微光—勤力歲月 

女性勞動有其美麗與堅靱的生命力，從日常家事到戶外勞動，她們均是社會生產史

的重要一員。東西方藝術作品裡的市井與農作婦女，美化中亦反映出女性涉入人間的現

實面。此展區選出不同地域與不同年齢的女性勞動內容，呈現女性介入與福澤社會的辛

勞面。她們的工作雖非功業宏大可鑑，但能瑣碎和冗長的過程裡曖曖含光。 

畫室—藝術之眼 

藝術家眼中的女性形體描繪或詮釋，成為女性在藝術史上被閱讀的內容或觀看角

度。藝術家是女性形象的再現者，藝術家們的女性經驗，也無形地影響了作品的表現形

式。此展區選出以藝術家為方位的女性主題，透過藝術家的獨具隻眼，呈現出其看待女

性和兩性關係的心理和審美態度，以期能微妙地比較女性在藝術形象裡的幻化。 

 

引自：http://www1.ntmofa.gov.tw/women/mainpage.htm，2009.12.2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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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hibition Curating to its Re-conceptualization: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rt Museum as the Agency of 
Fulfill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heng , Pang-Yen＊ 

Abstract 

Art museums could be a public field to reproduce social orders by the exhibition 

curating mechanism. Visitors could face artwork directly, enjoy it, and then shape their own 

personal museum experience. Sometimes through an exhibition docent, the distant might be 

broken away between museum artwork and visitors. Combining gender issues with exhibition 

themes, it began at the women's right movement in Western art history of 1970s, and carried 

out a diverse and divergent thinking and exhibition curating consciousness about gender issues 

as a subject. Art museums, as a field of informal learning, are there any exhibition trying to 

includ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gender issues recently in Taiwan? Is there any good 

practice? Can visitors appreciate and reflect “their own gender experience” from “watching 

those sex images on artwork,” and then corresponded with exhibition theme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four exhibitions included gender 

issues in Taiwan, and interviewed the exhibition teams to clarify their curating consciousness 

and strategies, and then compared with visitor feedbacks and thei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idea “re-conceptualization” from multi-culture education, the conclusion wa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ies of art museum as the agency of fulfill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how to 

develop exhibition curating strategies and programs. 

Keywords: Gender Equality, Exhibition Curating, Re-conceptualiz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e Edu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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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 
訪談錄＊

 

鄒純強 

摘要 

本訪談之目的，旨在對陶藝家孫超個人在陶瓷藝業上之成就，作一面對面直接

對話的機緣與請教。特別是其藝術成就與技法上的創舉，有機會在其工作室中，親

臨其現場的傾聽與觀察，並見其創作的實力與能量。 

孫超身為一九八七年國家文藝獎美術類得主，實是陶藝創作者得此獎項第一

人，事實至目前為止，仍是陶藝界為一之人。再者，其有多件作品為國內外重要博

物館收藏，因此選定其為臺灣陶藝人物誌訪談標的，以為孫超陶藝創作生涯的重要

紀實。 

 

 

 

                                                 
＊ 收稿日期：2009.05.01；通過日期：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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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瓷藝術家－孫超訪談紀錄（第一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林保堯老師（以下簡稱 堯師）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2/01/14 

堯師：孫老師好！今天很失禮，和純強一起來拜訪您，很想有機會作老師陶藝的專

題研究。純強是學陶藝的，根據他在師大作的陶藝，已作到極純熟的水準，

對陶藝作品不僅都可以看出燒幾度用什麼材料的實力，而且較一般專研者還

專門；我覺得他能做陶藝為主的專題研究的話，實在是個極好的精進修行，

因此，他跟我談，本來他也想做一些比較屬於傳統性、民俗性、宗教性的東

西，但是，我覺得，那些東西目前是個理想，因為，那是要配合相當的各面

基礎條件，而且還要另外一些更基礎性的東西，那還沒有學到，就去對那些

造型去處理的話，在碩士的階段總是不划算的，碩士是應該以你過去的大學

和你職場的基礎，建立一個完整體系的思維學習與實力建構，可能勝過一切；

等我慢慢了解他之後，發現他在陶瓷、陶藝這方面投入非常的多，那我在想

說陶瓷、陶藝該怎麼做呢？大概可以有很多方式，做歷史的、做台灣各地的，

就像我去年暑假帶北藝大研究生到邯鄲博物館去；孫老師如果下次有去到河

北，一定要去邯鄲博物館，邯鄲博物館有 大的磁州窯，即所謂的磁州窯博

物館現在已經做出來了，以前我們在做台灣地方文化的時候，看到很多什麼

陶枕這一類的，白白的畫上黑黑的一道道線條，我才曉得那是來自磁州博物

館。眾所周知，磁州博物館，簡直是中國歷史上 大的民窯大本山，歷史

長，長到今天為止，從河北那一邊一直賣到福建、廣東，然後福建、廣東的

移民再將它移進到台灣，所以台灣那個白白的畫黑黑線條那個，其大本山總

部是在那一邊呀！那天看到一個個的磁州窯作品，很多人都嚇到說，原來台

灣老祖母時代的這種東西在這一邊呀！那時我就說，這種東西哪裡是本土

的？台灣的本土弄到現在，有句很不好聽的話用國語來說：即本土弄到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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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溺在台灣海峽裡面，被溺死掉」；那個「本土」……，我就是搞本土的嘛！

回來搞台灣美術全集、中、小學鄉土藝術教學，但是，本土的學習了解，一

定要在時空縱線上，也就是歷史的時空縱線，使其相對的時、空間放大來看，

唉！這樣做是要反省檢討。話說回來，我跟純強講，因為他站在師大從事教

職的方便和這個好的條件，我覺得應該做一個台灣陶藝家的人物誌整理的雄

心和企圖。事實上，我們老師也只是開一個頭，我希望他能對台灣陶藝藝術

家，能像當年我回來做台灣美術全集，作出陶藝家的台灣美術全集，那時候

我們一群有志伙伴慢慢推，推到 後也能出來，我覺得也應該對台灣重要的

陶藝家，也要為他們做人物誌；一般而言，人物誌沒有做好之後，那陶藝史

這種歷史時代的風格命脈， 後空泛，因為藝術品 後就是「那個人」，那個

人沒有把握住，一切虛浮不實在，就沒有辦法深入探討。我記得十二月多的

時候，一群收藏家找我談了很久就是說，他們覺得張萬傳很重要，然而藝術

家一直沒有做他的專輯，那我說以前規劃不是沒有張萬傳，而是他身邊自己

擁有的「好的作品」的數量幾乎散光了，藝術家投資一本台灣美術全集那種

那麼硬殼子的書，一印就印二、三千本，那是二、三百萬在投資，投資這東

西他有很完整的智慧財產權在處理，這些作品自己作家都沒有，就是商量老

半天叫人怎麼做；他們又對我說等他生病回來以後，這一次帶我去跟他談一

談，結果，哪想到還沒有談，就已經過去了。大家講的這麼熱心，聽說是在

新店台北小城有一位姓姚的姚大哥收藏張萬傳二百多幅到三百多幅，他說願

意拿出來提供做研究，如果是這樣還能解決第一個版權的問題的話，我們倒

是覺得可以使得上一點力量，但是，人就是這樣，想要發現的時候，就是來

不及就走了。陶藝家裡面，我覺得很可惜，前一陣子我在台北，好像是去年

在印象畫廊，看到林葆家的展覽，就林葆家的展覽來講，台中縣文化中心做

的時候很注意他的整個歷史史料，林葆家好像做得比較完整性的，過去屬於

田野採訪口述的整理，我一直沒看到，但是作品圖錄好幾本，對於林葆家個

人怎麼開始學習創生，到其成就的過去篳路藍縷過程，我比較沒有看到，但

他現在人也走了，沒有辦法了；所以，他是日據時期好像本來是學醫的？（超

師：不是，他本來是學陶的），看他在日據時期的資料很多，懂得配方的也很

多，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完整性，所以，目前我就國內來講，應該是

孫超老師的作品和各方面已經到達可以，如果有興趣的話，應該來指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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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幫老師一生成為一個陶藝家的人物誌立場；反正現在學生嘛！有心的人不

多，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從田野的立場，來跟老師請教，老師如果不嫌棄的話，

來幫我們好好來指導一個學生吧！把一篇論文做出來；老師就住在台北，這

很方便，有人就住在很不方便的地方，因此也很難；目前純強他還要上班。 

超師：前一陣子，有一個他說他是佛光大學博士班的學生，（堯師：應該是別的中文

或其他所，因為藝術所還沒有博士班）那名學生來我這裡，說看到我展覽的

消息，他就跑去看，看了以後他就買了一本書，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二十年前，

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就是關於傳統的那些釉，我那個時候公佈的；他說，老

師你沒有騙人，那是真的，都能夠燒的出來；我聽了好高興，我說，我的東

西寫出來，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做出來，我寫假的幹嘛呢？他都做出來了，看

到這個展覽，他又要來看，因為這是新的東西，那時候沒有公佈的那麼詳細，

本來那個時候跟藝術家講的，就是一期一期一期地全部寫完，寫了幾樣東西，

後來就沒有再繼續寫下去。 

堯師：沒關係，假如是現在如果有一個學習的弟子的話，你只要口述，叫他好好來

記錄，這也是一個藝術傳承的方式，老師提供經驗、提供一生、提供實際的

藝術的腳本，叫這些下一輩的弟子們如何依附著去做一個資料展。 

超師：不過陶藝這東西，你得實際去做，你不實際去做沒有用（堯師：對），還有一

個 簡單的，我們畫畫老師教學生，告訴你怎麼畫、怎麼畫，你可以那樣子

畫，也可以模仿老師那樣子畫，雖然，畫得不怎麼像，還可以八九不離十；

可是，陶藝不行（堯師：你進去以後不知道會變成怎樣）；對，陶藝每樣東西

（堯師：對，不能捉住近似，這是陶藝之厲害，那 Discovery 就在講，陶這東

西，要做的東西和成品，有一段是你作者不能在現場、現景裡嘛！實際的場

景裡面嘛）對！你做過陶，你就知道，像你在畫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根本看

不到這個燒後的顏色，它只是一個單一色彩。只有我自己配的配方，我知道

它出來是什麼顏色，但是那個濃、淡、深、淺，我在畫的過程中，我是無法

知道的，那麼就靠記憶，我這裡多噴兩下，那邊我少噴兩下，顏色它就有變

化。那你做多了，你可以八九不離十，可以掌控那顏色是多少；可是，在你

做的那個瞬間，你完全沒有辦法，沒有那種百分之百的把握掌控，所以你就

要記得非常清楚；而像我通常，我在畫畫的時候，我不准有人在我身邊，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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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畫大的畫，我根本就把門關起來，不是說怕人家看，比方說我們舉例（指

牆上的一幅作品），像那個顏色，那都是藍的跟紫的，這兩個顏色在沒有燒之

前都差不多，不太能夠分得出來的，那我用的時候是，每一個顏色給他一個

號碼，都有一個號碼，我在噴槍上面貼一個號碼，釉上面一個號碼，我分好

的，我這個噴槍裝這個，那個噴槍裝那個，我畫的時候，我就這樣地交替噴

過去的，可是我畫的時候是全神貫注，你站在我旁邊，或者講一句話，我回

頭轉過來答你這句話那可怎麼辦，因為，我這樣子過去，刷刷刷過去，在它

沒有乾之前，它有那個濕的痕跡比較深，我知道是剛剛噴到那裡，我一轉過

來，這顏色變淺了，那我剛剛到底是這一條線，還是這一條線，記憶便銜接

不上，所以一點都不能夠分心，你分心就完了；假使沒有構圖這個目的，那

就無所謂啦，那 多就是那一塊顏色淺一點；可是如果你有構圖，你這筆怎

麼會這樣子怪呢？為什麼會這樣子畫呢？就成了敗筆，畫這個困難就是在這

裡；像我們噴一個瓶子，那完全在你的眼睛之內可以完全掌控的，你這個槍

這樣子拿，瓶子在轉，可是它轉的速度，跟你這個釉噴的速度，還是得配合

好，如果你不注意，就有的地方有釉，有的地方沒有，所以你要不受打擾，

才能夠把這些東西全部掌控。 

堯師：那老師做的這釉藥，就是現在的第一個陶嗎？ 早的時候是差不多民國幾年

的時候？ 

超師： 早……？（堯師：那五０年代？），我想想看，我到故宮，到故宮開始沒有

多久，我就做了；我在故宮，我那個時候負責保管陶瓷器（鄒生：一九六九

年）（堯師：民國五十八年？）。 

堯師：那老師做的陶瓷來講，歷史上的陶瓷跟我們現在的陶瓷， 大的不同點是在

哪？ 

超師：我做的陶瓷， 重要的是，釉是我自己研發的； 大的不同點就是，我由瓶

罐器物，把器物展開來變成平面，變成畫畫，因為我是學美術的，原來沒有

學過陶藝，在腦子裡面就一直有一個想法，我能不能夠把這個東西拿來，像

我繪畫一樣來畫，一直想的是這個；但是，我開始的那些年，做不到，因為

用釉還沒有摸熟，所需要的顏色那些都沒有，都是人家的，你沒有辦法做；

當我把這些顏色，釉藥都發展出來了，然後才開始，就是從器物上面，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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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板；那陶板，現在你看到這樣大的都很平整，可不是那麼簡單，它非常麻

煩，我當初開始做這麼樣大，它就變形，你做過（鄒生：我知道，對，我知

道），這麼小就變形，我現在是做到三米多（鄒生：難度更高），一片它都不

變形（堯師：不要說去講顏色，講本身平整，陶板能夠不變形就是一種挑戰），

對，這就是一個大的挑戰（堯師：因為陶土整個做的過程難以掌握），對，那

你想他們陶瓷工廠，他們有設備，有這些東西，他們作的樣子照樣變形，那

何況我們是一個陶藝工作者，根本沒有那麼多的設備，變形的更厲害；但是

我就一直追問，就是想，它為什麼會變形？為什麼？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問：為什麼？它為什麼會變形？它為什麼會是黑的？為什麼是藍的？

你要把這個東西給找出來；但是我在做的時候，也覺得奇怪，擀麵棍擀出來

一個陶板這麼小小的不大，我翻過來翻過去，奇怪它怎麼就是變形，它就是

變得翹得歪七扭八的，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後來，終於被我想通了，就

想到它的結構，物理結構的問題；那我們就想到這個 簡單的，就看到這三

夾板，三夾板那麼薄那麼大，它怎樣不變形？對不對，那就想到它的結構，

對，它是一個二片直的，一片橫的，這樣子貼的，它變形的張力剛好，它兩

邊都向中間彎， 後張力剛好抵消；然後，就想到，我做這個陶板，它為什

麼會變形呢？因為泥土有記憶，它有記憶，你做你就知道，比方我們拉坯拉

好了，我們不小心手壓了，把它壓歪了，它還是軟的，你用手摸一摸，它不

是又平了又好了；但等你燒的時候，就是那個地方凹陷，因為它有記憶，它

的記憶來自物理性的，它的組織被你破壞了，它泥土的結構被你破壞了，等

到燒的時候要恢復它原來的結構，道理就是這樣子；現在我講起來很輕鬆，

可是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這個原因；我就想到這一招，

擀麵棍擀，就想到以擀麵杖擀的時候它就會這樣子彎，我們擀餃子皮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子彎過來，我就想到這樣彎過來，這第一個我已經知道這原理了，

我翻過來再來一下，照理說，這樣應該抵消了嘛，可是你沒有辦法做到兩個

壓力一樣大；後來我就是慢慢解決這個問題，我就用了一個滾筒正面壓過去，

反面壓，正面壓，壓完了以後，我可以再調整力量都是一樣的這樣過去，果

然好多了，沒有變得那麼厲害，然後，再想我能不能夠在乾燥上面改進，先

把四面邊切掉，再用報紙把它蓋起來，讓它乾燥的速度慢，乾燥的速度慢，

它變形的機率又減輕了一點，又好了一點點，可是這些雖然你都處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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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結構你沒有處理好的話，你燒的時候，因為放到窯裡面，它的溫度高，

它原來的結構又出現，它又變了，你乾燥過它沒有變，燒的時候它又變了，

所以，我就一直思索這些問題，就是 後的結論如何讓它的結構一樣不變，

後來我就用兩個滾筒。像那個壓麵條的機器一樣的。我用兩個滾筒，同時上

下壓，兩個滾筒都是相對的方向，它的張力同一邊，當我把那個理論想通了，

我就做了這個機器，做了以後，果真不假，連三米的它也不變了；現在講起

來很好玩，可是當時毀掉了好多泥板。 

鄒生：可是現在人在做，他們會在土裡面加上熟料或是燒粉，他們說這樣子的話，

土板也不容易變形，可是，當然表面就會比較粗糙，那為什麼老師不願意採

用這種方法？ 

超師：採用那種方法，我覺得那沒有必要。 

鄒生：可是我看現在外面很多年輕的創作都是這樣做。 

超師：我知道，我知道， 重要的是我覺得對我沒有必要，你何必給自己找麻煩，

你熟料要花錢去買，再不然你自己做，你做了要把它粉碎，這些都是麻煩，

你只要懂得它的坯體的結構，跟釉藥結構，陶板就不會變形了，你為什麼要

加這個東西，你加的目的是幹嘛？ 

鄒生：目的？像我看他們在做，他們那麼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要省工夫（超

師：怎樣會節省工夫），他們不願意像老師這樣花時間去研究說，怎麼把應力

消除掉，然後可以做出很平滑的土片，我覺得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不願

意花時間去研究，他們覺得說加熟粉進去，把土可塑性稍微弄小，可塑性弄

小的話，它的收縮率就會變小，就不容易變形；講白一點就是說，理論學得

很好，所以用「偷吃步」；可是，事實上我也不喜歡加那個東西，因為我覺得

加那東西，你就破壞土本身的結構，那它怎麼還叫「泥土」，它就不叫「泥土」

了，它已經是變成，好像變成不是純粹的土，而是……，那種感覺我不會說，

所以，我就看到老師，你願意用塑性這麼大的土，然後花這麼多工夫去設計

想那個機器，然後去消除應力，我就覺得到底是老師比較有那種心，會去想

說要怎麼去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可是我覺得年輕一輩的陶藝家，就不這

樣做，他們能夠用什麼外力來幫忙，他們就儘量的投入，儘量不要自己花腦

袋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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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加上熟料以後，會影響釉面的顏色和質感。你做一個藝術，學一樣東西，你

不徹底去解決它，那你學這個幹嘛呢？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有目的，加熟

料，你主要的目的是為什麼？你要克服那一項的困難，克服什麼困難，有沒

有別的方法可以去做，當然加熟料，它可以又解決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問題；

像那個陶瓷工廠他們生產的磁磚馬賽克，是沖壓出來的（鄒生：用乾粉），對，

他那個是乾粉，雖然是乾粉它含有 6％的水，然後那機器是幾百噸的壓力，

這樣打下來，說給他打緻密一點，打緻密點，我沒有去做過，但我可以想像

這個東西，如果壓力沒有非常平均分佈的話，照樣變形，只是生產的動作快；

那我們是在做陶藝，而不是工廠生產產品，雖然他那個很快，但是對我來說，

我不需要那麼大的量，我這樣做一做，我已經燒不完，還有那個設備要多少

錢，太多錢了，不是我們學藝術的人可以做的。任何東西，比方你剛才講加

熟料，都是可以加的。本來陶瓷這個行業，這個學問，就是加這個、加那個、

加這個，就是各種石頭磨成粉加起來。所謂「泥土」，「泥土」地球上本來沒

有泥土，這是經過億萬年的風化，石頭被風化了，才變成「泥土」。本來沒有

泥土，像那個海水，是鹹的，它為什麼鹹？就是當時的地球的形成，我們都

知道是一個大火球，然後凝固了，表面冷卻了，變成一個大石頭在空中飛，

飛！飛！飛！飛了多少億萬年，它有了水，我們曉得這些泥土，這些石頭裡

不外乎就是有鉀、鈉、鈣、鎂，像鉀、鈉它是會溶於水的， 明顯的像桂林，

那些石林，那些本來都是山，然後不斷的雨水淋！淋！淋！切削，切削，變

成一個一個那種形狀。這是經過億萬年歲月的侵蝕、沖刷完了以後，才能把

石頭給分解了，分解了以後，鉀、鈉就隨著水，就帶到海洋裡面，所以，因

此海水應該是鹹的；那留在原地的，就是鈣、鎂、矽跟所謂的高嶺土，就是

氧化矽跟氧化鋁的化合物，那我們 常用的是「長石」，「長石」它就含了鉀

鈉鈣各種東西，理論上，好的「長石」，鉀長石、鈉長石，它就是含了還沒有

經過雨水分解，鉀鈉那種成分比較多，如果經過雨水的沖刷，洗了以後，鉀、

鈉、鈣、鎂，全部都跑掉了，都流開了，流剩下來在原地沒有動的，那稱之

為「高嶺土」，高嶺土分「一次高嶺土」跟「二次高嶺土」，「一次高嶺土」就

是長時經過分解，輕的物質走了，重的物質沉下來，然後呢，經過了河川的

搬運，會流到一部分遠的，那個叫做「二次高嶺土」。講起來，陶瓷就是這些

東西形成的，我們就是把這些東西找到一起和一和，然後去燒，再創造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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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陶瓷它還是石頭（鄒生：還原地球形成的過程），對，（鄒生：這個我

第一次聽到），第一次聽到？（鄒生：不，過程我大概知道，但是老師這樣講

回來後，我突然就直接聯想到，我們再還原一次地球的形成的過程，我第一

次這樣想到）；所以開玩笑的說，陶瓷大家就說怎麼造的，都說錯了，都不是

這個起源，第一個陶瓷啊！是上帝造的，造這個大地球。你有了這些關鍵認

識以後，做陶瓷，就是我們把這些原料，拿來和一和，然後去燒，燒到它熔。

每一個單獨的東西，它的溫度都很高，像氧化矽、氧化鋁，單獨都要在 2000

℃以上，才能夠把它熔掉，2000℃以上那你想想看，純強，我還開過一個玩

笑，地球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會被熔掉的，那這些數字，我都不記得了，假

使我要再教書，這些數字我都要背得熟熟的。 

堯師：這樣講起來老師五十八年開始做這個陶瓷到現在，足足三十年了。 

超師：對，民國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二年了，快三十五年了。 

鄒生：三十五年來講，老師自己做作品來說，幾個大的轉變期，那幾個大的類期，

能不能請老師簡單的說一下，像現在我看到的，是差不多在……。 

超師：對，現在所看到的，大概多是，像那些畫，就是十幾年吧！十幾年（堯師：

是九０年代開始）；瓶子 早的還有那個金黃色的，那是比較早的（堯師：是

六０年代、七０年代），六０年代底吧，這個你看到都是早的，這是比較後來

一點，開始就是單色（堯師：青青的，影青），對這個多是早期的。 早我就

是按照陶瓷史料那個系列做下來的，我從黑陶、彩陶、唐三彩、宋瓷（堯師：

傳承那歷史傳統），對，一路做過來，實驗過來，但是，這些東西我都沒有拿

出去過，沒有賣過，我去做研究，結晶就是我後來做「油滴」，做天目系列做

油滴釉，就研究那個東西怎麼燒出來，我們宋朝有幾件就在日本，它們都列

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大部分是國寶；但是，我們中國沒有，故宮也沒有，

都在日本（堯師：大陸怎麼挖那麼久，挖不出來呢？），挖出來啦，現在新的

有，我說那種特別好的（堯師：可傳世的），對，都到了日本，日本他們懂得

比我們早，（堯師：就在大阪的水東洋陶瓷博物館，東京的出光美術館，那真

是多啊！），對，（堯師：嚇死人了！東京出光美術館，怎麼那麼多而且又大

啊！一天都看不完），出光美術館，我那個時候到他們博物館去參觀，我就找

他們要埃及出土的中國陶瓷片來拍，然後他就告訴我，他說：你是我們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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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第一個人我們打開櫃子，拿出來這個東西讓你拍照片；他那時候就告

訴我，你准拍，你可以寫，你不准發表，因為我們還在研究中，很有意思，

那就是三上……（堯師：三上次男），對，三上次男，（堯師：很有名）， 很

有名，我去拜訪他。我認識他是一個機緣，我那時候在故宮上班，在研究陶

瓷，看到他出來一本書叫做《陶瓷之道》，我就把他那一本書的地圖放大，貼

在一個黑板上，做上很多的座標，我的意見跟他不同的，我認為應該是怎麼

樣，我就貼上座標，寫上紙條，貼上座標貼在那一點，對照他的書，正在研

究這個問題，其實，我並不是想要發表什麼，只是推想他講的對不對，照我

的道理，應該是怎麼樣子。有一天，他來故宮，我根本不知道，我們那個院

長蔣復聰，一推門就進來了，帶著三上次男，三上次男一看，是他的地圖，

放大的在那裡貼了很多的小紙條，望著它非常高興，高興的不得了（堯師：

還有人這麼認真在研究；我們在那邊，唸過書曉得，他們對那個作品非常專

注……，一定給你指教），然後，我的意見跟他相反的，我的認識是非常的深

刻；我告訴他，你這個不對，這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才合

乎道理，我說我在小孩子時代，我還看到過什麼樣，什麼樣，怎麼走的，我

就跟他講，哦！他高興的不得了；然後，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做黑陶、彩陶，

他看到了擺在那個架子上，他就說：我要那一件，他直接找我要，一點都不

客氣，那我就乖乖地趕快送給他，當時給我的感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長輩，那麼樣地愛護青年，（堯師：三上次男的評價非常高），哦！那種

感覺，跟他在一起會覺得如沐春風，他那個時候已經七十多歲，差不多我現

在的年紀，他好高興，然後我去日本就去找他，所以他才會開櫃子給我看，

他講你不要發表（堯師：對，這應該是學術倫理，學術規範），對，你要發表

要等人家先發表，他還在研究。講到這裡，還有個笑話，我那次去日本，因

為是我第一次出國，很土，在飛機上填那個表，就是今天晚上住那裡，你要

幹什麼，我都填了；今天晚上住那裡那一欄我沒有填，我為什麼沒有填呢？

我那時候還在猶豫，我到底是住大阪呢？還是去東京？還是去九州？這三個

地方，我都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就沒有填，我就準備到了大阪，下了飛機，

打電話給他們，先聯絡上誰，我就先去誰那裡，我是這樣一個想法，可是日

本人不讓我進關，就跟我翻臉了，後來我實在沒有辦法，我的英文又不好，

他的英文也不好，那中文就更免談，後來我就拿出來名片，我就拿出來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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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片，還有中里太郎，他是第十三代老陶藝家，他的爸爸是人間國寶……。 

超師：……然後，我就把它遞上，他把我的護照翻閱地看，我們的護照很可憐的是

貼著一紙，他就在我那張上用筆給我劃掉，我上面寫的是觀光，他就劃掉，

說是「拜會」，不是觀光，他說你是貴賓，（堯師：他們的官僚體制對文化的

認知和意識相當夠，他們不管那個行業，多少自己會有那個文化，他尊重別

人，也是提升自己；因為陶瓷文化在日本，是一個非常高的……，沒有在那

邊待過你不曉得，他們對藝術、對中國古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是他們一個

「迷」），然後他跟我講，「我去過他這裡，我也去過他這裡」，他跟我講他都

去過，然後，我就進了關，當天住在大阪一個朋友家，第二天一早，我就到

九州，比較近嘛，然後就到中里太郎那裡，我一到那裡，正在聊天，一下東

京來的電話響，就說找我，他先報名，說他是出光美術館出版社打來的電話，

問：你來這裡做什麼？待多久？我心裡面想，我還沒有打電話給出光呢！出

光怎麼會知道呢？實際上就是海關人員，看你是不是冒牌的。剛好，那時候

我到的是那個「人間國寶」他那裡，我也沒有告訴海關，他們就把你的行蹤

都給看清，他們不曉得我是幹什麼的，還是冒牌的，還是怎麼樣。在那裡，

待了一、二天，然後就到瀨戶去看陶瓷機械展覽（有陶板機、滾筒），那一個

朋友告訴我，你下了飛機以後，不要坐新幹線，坐新幹線你會找車站，這些

很麻煩你找不到，你直接坐計程車，直接去；我就按照他的意思，直接坐計

程車，差不多從台北到新竹，那計程車我發現他們都是走小路走近路，不會

像我們台灣給你繞圈子，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方向感特別的強，

不是一般人，是特別的強，我到了那地方，我就知道他走的是近路，他們就

在路上用無線電話打電話問對方的車，怎麼走，對方告訴他怎麼走，他也不

熟，比方台北到新竹，他也不知道怎麼走，但我覺得，這是我的經驗覺得，

本來像我來說，我對日本人是非常仇恨的（堯師：這種過去的歷史是非常那

個，但是他們今天已進入世界文化圈，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推廣，你不得不佩

服的，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做，這個我們去那兒念的就曉得，

像中國的佛教造像藝術，人家是怎麼推廣國際化？早已變成國際的主流文

化，在這一點上你不跟他配合，你根本就進不了國際，台灣怎麼走得出去呢？

國際的這些東西，你怎麼做都沒有用嘛！因此只有透過他，這個只要念過東

方傳統古代東西的人都曉得。那書法藝術也是一樣的，你說「禪」，人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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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禪」—ZEN，其實就是他們怎麼把「禪」推成國際的一個文化圈；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怪自己，自己祖先的東西葬在自己的手上，沒有把它……，

講到這個……），很傷心，很難過，還在那個畫小圈圈（堯師：台灣自己還在

弄，還這樣……）還在本土本土，唉！真是，不談這些，我跟你講，還有更

好玩的、還更精彩的，那個計程車，你知道他把我帶到那裡的展覽會場，他

也不曉得展覽會場在哪，他把我帶到市中心，他們叫「市役所」，把我帶到那

裡就問，這展覽會場在哪裡？然後那個計程車跑掉了，就把我丟下來了，那

猜怎麼樣？市政府派一部車，一個年輕人就開車把我送到展覽會場，陪我看，

看完了以後，我給他錢幫我買張車票，什麼新幹線的……，那種感動（堯師：

對，你一個外人去那樣的地方，語文又沒有那個，實在不好走，因為那個地

方不是都會區，我知道）對呀！（堯師：九州福岡那邊下來過瀨戶內海坐船

也可以，坐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到大阪，要不然就新幹線到大阪，那條線我

跑過），那我就在想，人家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到，比方我們在台北常常看到問

路的，比方說我是在忠孝東路，問說：台北火車站怎麼啊！有的人會眼睛一

瞪，一直走不就是了嘛！或者是，你轉個彎嘛！就到了，他不曉得，他根本

是外地來的，你這裡他根本不知道東南西北，他不會這樣設身處地地替人家

想，（堯師：日本在國民文化基本教育真的是，我們在那邊待過的人，知道這

一點），所以那一次我真的仇恨完全沒有了，（堯師：那是歷史的有趣邂逅吧！

就像今天大陸也很難，他要計畫、要近代化、要整個國際市場化，面對所有

的八國聯軍，都是當年民族情結的）因為，歷史時間長一點會淡忘掉，可是，

我是親身受害，這一點 大不同，整個毀於戰火，真正的家敗人亡，（鄒生：

所以老師你感受這麼深，就因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就突然仇恨之心就全消

了；你的感受這麼深，我看你的書上面，在大陸因為日本轟炸的關係，你整

個家破人亡，所以你對日本仇恨的心理，其實應該比我們還要深刻，因為你

是親身去經歷過的）對，深刻太多了（鄒生：可是你會因為去了日本那一趟，

整個過程的感受，就讓你覺得，沈澱很多）你會向另一個角度去思考，為什

麼我這樣說，比方我們現在沒有戰爭，大家都是很好的，人跟人之間都很有

禮貌，等到戰爭一爆發了以後，人性改變了，（堯師：對，你死我活）對，根

本就是進入到 原始狀態，（堯師：叢林法則，沒有文明，沒有人性），因為

像這種事情，我不僅看過日本人，我也看到過我們自己，國共戰爭同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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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那為什麼會那樣子呢？！我們看看！越南，對不對，那不都是他們

自己人嗎？看柬埔寨；當我們看到人家是那個樣子，不要搞錯了，如果，這

兒小撮的搧動分子，那樣去做，我們台灣人同樣的會變成那樣，完全就是沒

有理性，（堯師：老師小時候是在大陸哪一地區？）徐州，（堯師：徐州！我

去幾趟，我指導幾個學生在做徐州，徐州是研究西漢， 重要的據點，17 座

楚王陵，現在已經開放 7 座，現在有兩個學生，一個去三個月剛好回來，現

在我們在做不少課題，漢朝的所謂的歷史文獻、文學的研究，過去都有相當

的累積，但是漢朝這個大帝國，如何將三代的文物藝術的文明，整個彙整之

後，才傳接到下面，過去都不明，我們的中國美術史，漢朝，當然現在因為

有中山勝王墓，還有馬王堆幾個大墓出來，事實上， 重要的是徐州有一個

「徐州漢畫像石博物館」，老師有沒有去看）沒有，我一次都沒有去（堯師：

徐州是我們必親到的地點，改天你去我跟你一起去。） 

堯師：好，徐州去有點不方便，你從南京、上海去有點距離，你從山東下去也不方

便，徐州有觀音機場，坐火車 方便（超師：對），徐州就是靠坐火車，從南

京坐上去也可以，從北京坐下來也可以，徐州現在的畫像石已經整理出 500

多片，其他尚有 3000 多片，其實我們年前就配合大陸，很想把漢代的畫像石

能做成台灣版資料庫。從畫像石裡面去看他們的生活起居，真正的漢朝人是

怎麼過日子的，因為畫像石留下各種從他們出生到死，到所有的帝王將相、

車行圖，到 後人死的世界；大陸現在的畫像石整理得更多，一個是河南的

南陽畫像石，徐州是畫像石的大本營，徐州再結合出來到許昌，許昌就是曹

操的地方，再過就是洛陽，這三個點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這三個點我們經常

去，我帶一些學生一直在做這三個地方，講到徐州，老師要不要回徐州啊！

聽說大陸現在重慶改為院轄市第 11 個之後呢，第 12 個就要徐州，因為他們

發現徐州淮海一帶是他們得天下的地方，但是淮海所有的農民包括安徽那一

帶，都非常的窮困，他們想透過徐州，把當年淮海大平原一帶拉起來，現在

徐州道路整理得非常漂亮、非常棒，每一條都有跟楚王陵結合，所以在徐州

參觀楚王陵、徐州博物館都非常方便，而且徐州博物館前年才開，我第一次

去是在清朝乾隆御院，新開的徐州博物館是非常典型的小而精、小而美。漢

代的 好的玉器，都在徐州博物館，做玉的人一定要去徐州博物館，做畫像

的人也一定要到徐州，美術史的人徐州是必定要到，山東，漢代山東是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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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心；那時劉邦會回來祭祖，所以在西漢的時候，徐州等於集經濟所有文

化的菁華，所以他的每一座楚王陵都特別的大、特別的精緻。這幾年我每年

暑假都帶學生到大陸已十幾次，做美術史的田野參訪，各地方看，看博物館、

考古點、石窟這類，不管他學什麼，讓他去走一趟，將來他有機會當老師，

他也知道怎麼帶學生，怎麼規劃；這是美術史田野，像今天帶他來拜訪老師，

這些都是我們教學的一環，因為從一個人的過去的生命成長、心路歷程和他

創作的一個思維模式，以及他成長的環境，不同時代背景牽動的時空社會背

景，來探討藝術家， 後的東西，更不能不看。若只就作品，你又不是他，

你講得再準都不如原作者嘛！那是說原作者他的生命成長移動過幾個空間，

那個空間跟當時的社會是怎麼互動，這才是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作品上的變和

不變，特別是，他怎麼轉換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生活背景上的課題，亦是

生命成長文化藝術，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對台灣的陶藝家，能做到這點；因

為，老師這一輩的人就是歷史課題上 典範的，因為，他成長於過去大中國

的封建，那種帝國文化的遺緒之下，又經過戰爭，又經過逃難，今天到台灣

來也渡過非常困苦的時期，那他的晚年時變成台灣的經濟跟世界平步，這種

三個空間之下，三個社會背景之下，這個藝術家創作作品是怎麼顯現，他可

能出現怎麼樣的主題，所以，已經不是研究一個藝術家，是研究透過一個藝

術家的研究裡面，了解一個大時代性，藝術史裡面人在裡面的角色怎麼取捨，

所以你要做一個極典範型的課題，不要去做那些小小的溺在台灣海峽又溺不

出來的，這個雄心壯志，大概蠻難的。 

超師：不過我覺得，像我們是過來人，我們時空比較多，（堯師：我覺得老師的時空

點你要掌握住，做老師的人物誌裡面，這個在這些書裡面都沒辦法）對人生

對這一切的看法，跟普通人不一樣，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像當初我家不是一

個很窮的家庭，還算是小康之家，可是日本人一來把我們家整個都破壞了，

我們就變成赤貧，我是逃散了，然後等到日本人整個安定的佔領，我們就被

「掃地出門」，我們家被日本憲兵給佔了，（堯師：在徐州的那個角落？）城

市中心，縣政府的後面，（堯師：徐州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就是興化寺）不

曉得，都不知道（堯師：興化寺，我們曉得山西商人，做票券的山西商人，

我在興化寺本來是在做幾處石窟的調查，興化寺實在留下不少，那時我看到

非常多的明代大鹽商，山西人在徐州開鹽、運鹽，運去裡面賣，所以在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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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裡面捐了非常多的碑刻在那邊，所以徐州的那個地方是山西、徽州鹽商的

盤據地，其實徐州還出現一個 重要的藝術家—李可染，李可染的家是在徐

州，我還拜訪過、看過、拍過資料回來，很多人都跑到北京去看，錯誤了，

李可染是徐州人，在舊城那個地方）我再跟你講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朱德群

他也是徐州人，他告訴我一件事情，他說你曉不曉得，我們徐州出產什麼東

西？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東西？他跟我開玩笑講，他說我們徐州出產畫家、

藝術家，然後，他就告訴我李可染也是。他跟我講這話已經十幾年前，（堯師：

李可染，我親自去拜訪，他那個房子都保留在，全部從樓上到樓下到庭園，

全部拍回來）那時已經有 60 幾個出名的徐州畫家，他跟我數了一遍，名字我

通通忘記，（堯師：徐州那地點從中國古代來講，實在是經濟的重心）我開玩

笑說，我們徐州應該出的多是驃悍將軍這一類的應該多才對，怎麼會出產那

麼多畫家，（堯師：一個是鹽，古時候鹽是賺大錢的東西，還有鐵，因為山東

的經濟強）還有煤（堯師：對，所以在國民政府的時候，古代的歷史地圖，

徐州是屬於山東的，那因為山東太有錢了，鐵礦又多，所以到了中共以後，

為了平衡江蘇的經濟，就把徐州撥為江蘇省，鐵礦、煤礦撐著江蘇的財政；

事實你到徐州跟山東吃的味道是一樣，我帶團一去就說，你跟我「三去」—

去辣、去油、去鹽，味道太重了）生活習慣語言都一樣，跟山東（堯師：一

聽你講徐州，非常想再去）好啊！你那一回去我們一起去，（堯師：我只要走

山東就會一直走下來，或者從南京圈的話，到徐州大概開車高速的話在八小

時上下，不塞的話就到達南京，為什麼從徐州包車開六到八小時，高速公路

都修好了，不過要進到南京裡面，真難進啊！幾座大橋不知道修好沒有，記

得有一次二個鐘頭才進去，早就看到南京市，就是進不了）要從長江大橋過

去（堯師：對，聽說現已經全部都變了）；接著我在徐州，在家鄉待了一年，

第二次我又出來，那個時候是自主出來的；像我們那一代的這些人，出來從

軍的，是真正的「滿腔熱血」，因為你親身經歷到，你的國家不強，被人家那

樣子破壞，所以自己只要有一點血氣的人，就是一定要當兵報國，就是這樣

子；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目標清楚得不得了，（堯

師：現在的兵和戰爭，大概都不是歷史上那樣子了）目標清楚得不得了，（堯

師：二十歲）第二次離開徐州，我就去考那個青年軍，去當青年軍，然後就

打到台灣來了，那個打擊之大，到台灣那個時候就想像，（堯師：二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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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二十歲啊！一來的時候，從基隆登陸，然後坐船到了嘉義，然後

下來一看，怎麼搞的，滿街都是「ㄎー ㄎㄨㄚ」、「ㄎー ㄎㄨㄚ」、「ㄎー ㄎ

ㄨㄚ」那個木屐，全部大家都穿木屐，就覺得很希罕，很驚訝，我們還穿著

是棉衣，四月份還穿著是棉襖，大陸還冷，感覺上完全跟大陸那邊氣候不一

樣，生活習慣大。（堯師：現在又另外開一條路了，比較好，以前我早年—九

五、九六的時候比較難，聽說現在又另外開一條，徐州好！真精彩，沂南、

徐州、南陽、洛陽、許昌，那是畫像重點；原來老師是徐州人，那麼好的地

方，老師在徐州待多久，那離開徐州差不多幾歲？）。 

超師：八歲。（堯師：哦！那很早，很小）對，很小（堯師：八歲，一直到台灣差不

多幾歲？）我到台灣來二十歲，離開徐州我是二次，第一次是抗戰我離開徐

州，等到勝利的前一年我回到徐州，徐州大致相同，就是穿著木屐，是 大

的不同，那個時候，軍人也很窮，老百姓也很窮，大家都窮，難過的地方就

是看到小朋友都說：兵啊！兵啊！死兵啊！垃圾兵啊！聽了那話，真是非常

非常的難過，我有一次被一個小孩叫哭了，就是從眷區走過去，一個小孩端

了一碗飯，坐在門檻上吃飯，先走那邊過來小孩就講：垃圾兵啊！阿兵哥，

錢多多，給我一毛錢買汽車！講這種話，聽了很難過，你對小孩能怎麼樣呢？

你也不能罵他，你用眼睛瞪一下都不可以，因為他無知嘛！他無知你不能無

知啊！所以心裡非常難過，幾乎頭都抬不起來，我的眼睛根本就不向兩邊看，

就向前直走，然後，走！走！另外一個小孩就坐在門口，髒兮兮的滿臉端著

碗在那吃飯，他話還講不清楚，他說：「叔叔」，他叫我「叔叔」，我就轉過頭

來看他一眼，然後他說：你吃飯了沒有，我聽到這句話，真難過，眼淚都掉

下來；這兩個小孩的強烈對比，（堯師：那時是民國三十六年，還是三十七年？）

三十八、三十九，好難過，（堯師：那時是台灣 窮的時候，三六、三七、三

八、三九、四十都非常的苦，聽父母那一代講）大家就是吃那個地瓜簽，我

們軍隊也配發地瓜塊，可是那個時候另一種氣氛也會感覺到大家都很努力。 

堯師：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是那個時代出生的那一群，打下後來台灣的經濟奇蹟。 

超師：對！三七五減租，這一點很厲害，讓台灣佃農能夠有土地，老百姓翻身很大；

我們搞藝術的，政治不關咱們的事，管他的，根本也不要去想，只要你真正

的愛國、愛這個土地，盡心做你自己的事就夠了，盡力做就行了；要想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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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世界，一定要具備世界的心懷，你沒有那種胸懷，那是永遠沒有可能，

常常我們古人說：法乎上，取乎中；我們學那個 好的，你只能夠得到中間

的已經不錯了，那你要「法乎中」不是「取乎下」嘛！所以目標我們要定得

很高、很遠，心胸要很大，盡力的走，能夠達到七、八十已經不錯了，要再

多一點那就更好了，想達到理想不是不可能，只是有沒有毅力，有沒有那個

雄心去堅持下去，這一點很重要，但是絕對不能夠「見風轉舵」，一定要給自

己確定的目標；所以剛才講的做那個陶瓷，別人加那些東西，加熟料、加這

些東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想，思考這個問題，這對他有幫助嗎？如果會

使這個東西更好，這是一件好的事情；比方我們陶瓷容易破，我們加了一些

東西下去以後，使他比較不容易破，像那個康寧鍋，那也是陶瓷啊！它比較

不容易破；比方我們加那些東西下去，他們去走這個路去，把科學跟藝術結

合在一起，這是件好事，不是一件壞事，（堯師：陶瓷本來是科學性很強，它

是科技藝術的一環）對，這分不開的（堯師：它也是 高科技，現在太空梭

的面板，是陶瓷開發出來的）我覺得陶瓷，像我 近還在研究，陶瓷這東西

給我的一個感受，你這一輩子學不完，下一輩子加起來還學不完，就是這樣

的感受；還有一個，另外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感受，覺得化學基礎不夠，因為

我不是學科學的，我是學藝術的，（堯師：這個就是兩難，任何一個藝術到後

面都會少一面，你有強力的一面，就會有弱的一面，這個沒辦法，這應該是

結合化學科技人才）對（鄒生：我是學理工的）（堯師：哦！那太好了，那可

以做理工，老師這麼大的東西是自己在家裡就燒出來，還是在外面燒？）在

家裡燒，我有窯（堯師：有這麼大嗎？）有，等一下，我們看看，（堯師：像

那瓶子這麼大也是自己燒？）對，都是自己燒，（堯師：有的是做完燒的地方

沒有，我看我們學校很多學生）（鄒生：學生窯不夠大）（堯師：對，他是用

那種所謂然自的傳統柴窯呢？還是電窯？）我是用電窯、瓦斯窯，電窯我在

小的實驗上可以加瓦斯，這個燈光打開，看起來會好一點，我有一幅畫，一

幅大的畫，被林口的致茂電子收藏，那一幅畫在那裡看起來跟我這裡完全不

一樣，他那裡環境大，燈光、牆壁這些都有關係；……這些全部是用噴槍噴

的，不是用筆畫的，……這是用那個油壺、噴槍代替畫筆。 

鄒生：我看老師那本書看完之後， 大的感觸就是說，像老師剛才講的，那麼多的

東西你上過之後，釉顏色都很像，我們自己玩釉藥我知道，顏色都很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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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知道到底你上完，那邊我到底上過了沒有？會忘記，你如何去掌握那個，

因為當初要做你一定先想好，大概要做什麼樣的構圖，那做過去，這塊到底

噴了沒有？對，怎麼樣去……？ 

超師：沒有錯，一點都沒有錯，我畫的時候，早都在腦袋裡面想好了，我就從這裡

一筆一筆這樣過去，這個顏色，然後用第二個顏色，那我就不管前面的，第

二個顏色我再上過去，然後再第三個顏色過去，這樣子一次一個顏色；那你

走到畫到這裡的時候，比方說，我畫到這裡時候，這一槍又已經沒有了，已

經沒有了，哇！這個非常非常的困難，你問這個非常好，那你就在這裡用手

刻一下，劃一個記號，然後再來用，不然你就忘記了，一定忘記了，不會知

道哪裡厚、哪裡薄，慢一點點就完了，像這個釉，你看這六片，那兩片釉就

上得多一點點，顏色就變，這邊釉少一點點，就是這顏色，（鄒生：底色不太

一樣）對，這常有的事情，（鄒生：不過我覺得這也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它

每一面都不一樣的，都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它在轉，我在噴，它會自然地不

一樣，但是你腦袋還是要構想好，還是要構想，你的速度有多快，轉到這個

地方的時候，你大概應該是槍要怎麼樣變化，向上提、向下拉，還是怎麼樣，

像我看那個形狀，我就從上面這樣……，可是這瓶子還在旋轉，所以它自然

成為這樣子的形狀構圖，那你就要控制好，你要那裡多、那裡少，又怎麼樣

的變化；像這個我只要它在這裡結晶構圖，產生這種感覺，我們看起來這個

好簡單，你這樣構圖嘛！對不對，可是你做的時候，就好難的，為什麼別的

地方不出來就只有這裡出來，你怎麼樣控制，那就稍為少一點點，少一點

點……，你像這一幅畫，我這樣畫，這邊就是釉很薄，那個刮痕是梳子，我

用梳子刮的，可是這個當時做的時候，你看到這幾個顏色可以看得到，我知

道它燒出來會是什麼樣的，那裡該畫，那裡不該畫，像這個我畫的這個，是

那裡呢？就是我的門口，我不需要出去取材，像那個也都是我院子裡面的，

不需要出去取材；這一幅，是在法國 strassburg 大教堂，坐在公車上，車子過

去我一看，啊！這種感覺，當時那心裡「ㄉㄊㄧ」，就牢牢的記住，記在腦子

裡前景、後景、中景，回來就用……這一幅本來是有五幅組合在一起，結果

三個被我打掉了（堯師：不滿意？）對，雖然展覽完了，還是覺得不行，那

時候在歷史博物館展過，也在故宮展過，拿回來以後，總覺得這樣看也不舒

服，那樣看也不舒服，……（堯師：一天工作幾小時？）， 近我沒有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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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近我腰疼，今天你們來我不疼，（堯師：原來老師腰疼，不好意思？），

好疼，因為我今天吃了，昨天他們叫我吃「美國仙丹」，我說好吧，那不能多

吃；我現在發覺還不錯！都不疼了！（堯師：坐骨神經是不是？），對……，

這是我剛才講我設計的機器……，就像壓麵條一樣，泥土從這裡進，那邊出，

走到那裡以後，就經過擠壓，擠壓到了這一頭，好了，把邊切掉，切掉以後

就用這板子擺在泥土上，然後用夾子把他夾起夾鎖起來，都鎖好了以後我就

把這個機器拖離，拖離主機以後，讓它一百八十度翻轉，翻轉以後我就把那

個堆高機推過來，泥板再轉放在堆高機上，拿走晾乾。 

超師：這我發明的。（堯師：這老師發明的？）對，（鄒生：自己設計的，所以才了

不起！）（堯師：做到 後變成真的是工程師了）。 

超師：這機器就是我自己搞的，我設計出來拿到工廠請人家做，沒有任何一個工廠

會做全套，所以就分開來做，滾筒廠就幫我做滾筒，做齒輪的做齒輪，然後

我自己再組合，組合起來，鐵工這些工具那你就要會去焊……，這個出來是

一個管狀的東西，這管狀直徑是 27 公分展開，成為 27×3.1416 寬的泥片。展

開再壓，如果你不這樣子做的話，那出來是一條土，那怎麼行呢？！本來這

出口徑就這麼大約 15 公分，那我就算它出口徑，平面積的土是多少，然後把

它改成中空，（鄒生：所以這一段是老師後來自己加的，中間就是加了這一塊，

讓它變成一個水管的樣子）對，（鄒生：那你是從這邊的體積去算，它能夠展

成的面積有多大，這樣子算）對，改天有空的話，看實際操作，現在這些我

都不能操作，沒有力氣，動不了，現在 5 公斤以上的東西，醫生都不讓我

提，……；還有這個東西，一次又一次的改良，這不是第一次，這是 後一

個完成的；我先做的是這個東西，（鄒生：那這個為什麼後來不能用？太小

了？）不是，不是，一樣大，這是結構不一樣，這個結構我是那樣子把它吊

起來的，這土會來回這樣子擠，後來我就改成一整個的片，這樣子它會比較

更順利一點，擠一下子很簡單，（鄒生：這不少錢，這不鏽鋼做的，而且這個

要開模具，開模具很貴，因為等於是單一個零件這樣做）……，（堯師：老師

要兼研發機器，這比我們這一行還可怕）那你看這個架子，這都是我自己搞

的，自己回來裝，自己動腦筋，用什麼東西 輕，你要拿起來要搬，這樣重

的話，用木板多重啊！所以我就動腦筋，用什麼方法 輕 好用，就想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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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保麗龍板，……我現在還在設計一個機器，現在已經做了一半的，……，

這是一個看起來是堆高機，這是一個桌面，然後，我讓它上升，上升就變成

八十二度這個樣子，那我的陶板就一片片靠在這個上面，那我就可以畫，我

從前畫這 10 片的時候，是在車庫裡畫，因為要畫更大，車庫不夠高，我現在

做的這個，這沒辦法改了，這個房子不夠高，這板子是三米半，……，我這

個房子當初設計的是四米，蓋好了完成變成三米三，蓋房子沒有經驗，四米

我是從裡面算，他們算是從外面算，就少掉半米，蓋好了以後，他就問我：

孫先生，你要不要下面舖石頭，我說，舖石頭幹嘛？他說，防潮濕啊！我說，

那當然舖啊！我就下面舖上卵石，舖了 20 公分的卵石，所以，這個一下子又

少掉 20 公分，現在到頂就三米三，到樑就不到三米，樑是 60 公分，所以這

樣子就擺不下了，（鄒生：老師設計那機器的意思就是說，直接在堆高機拿起

來，就直接在上面作畫，省掉搬的過程），對，就是直接的畫架，就不需要畫

架（堯師：等於一個畫架了，等於堆高機經過轉成畫架了），對，（堯師：這

厲害，省掉很多時間）；（鄒生：你現在都還要再搬過來再放下去，才能作畫），

不然，那麼重你怎麼搬啊？！也會斷掉嘛！你看像這樣子薄，這樣一弄，（堯

師：那不得了！）這麼薄一片，這麼長，這個會斷掉啊！搬這個東西要非常

有技巧；這個機器它 大的奧妙，……（鄒生幫忙用機器……，超師解

說……）。 

超師： 近我在研究新的釉，要讓它無光，沒有光亮這種質感出來，這裡就是第八

次的……（鄒生：這是黑釉的系列嗎？）從黑到綠，這是同樣的基本配方，

成分的多寡不同，它就變成這樣，那你燒火的方法不同，它也會變，你看像

這個，這兩個是一個釉，看到沒，是一個號碼，這兩個號碼是一樣的，這燒

火方法不同，（鄒生：老師這是不是有結晶的現象？）對，這個是還原燒的，

這個是氧化燒的，那就變成二個東西，這多少差一點點，質感就不一定；所

以我說如果還有下一輩子，再繼續做也做不完，沒有辦法（鄒生：那釉藥

難做就是黑色的）；你看這一系列，這個是這個樣顏色出來的，它們倆你看顏

色又變了，……，你看多好玩，這種感覺好像金屬（鄒生：有金屬的光澤），

對，金屬光澤，我是用夾子拿出來（鄒生：等不及它涼），對，等不及要趕快

看；……，另外還有幾塊，拿出來叫他們去燒成品要比照；所以，這工作做

不完的，這幾天我腰疼也在搞這個；像這個桌子（鄒生：可以升降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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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升降的，除了升降還可以用來切割，（鄒生：切邊的），對，切那個邊，

所以看起來是張桌子，實際上多種用途，這個都是我自己在那邊搞的，包括

焊接（堯師：老師陶藝的成就是建立在器具、工具的……），沒有這些東西你

做不出來（堯師：對，做不出來，已經不是在單純的陶土），對，你要去想辦

法克服那些陶土的問題，怎麼樣克服，你要用什麼東西去克服，……，我就

做菩薩像（堯師：這是地藏王），對，這地藏王。 

鄒生：老師你自己塑的，還是翻模的？ 

超師：我自己塑的，還沒有完全完成。 

超師：還有這些相片，也是我自己拍的，（堯師：作品不假手他人拍，自己拍？）對，

全部自己來，（堯師：老師這樣會很累的，把身體累壞了），（鄒生：可是這有

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老師只要跟陶瓷有關的事情，都

樣樣精通），你不自己做，別人做達不到你的要求。 

超師：這是我當學生時的；那時代都是用石膏，又沒有 FRP，這個比我高一點，展

覽完以後打掉，要一個頭，沒有地方擺；（鄒生：這個窯也是老師自己設計的？）

對，（堯師：窯也自己設計？）（鄒生：外面沒有賣那麼大的窯），不是，還有

一個我讓你看這個東西，從前台灣的窯分為二種，一種大光，一種大和，就

是這台車你推進去以後，這裡有一個縫，這個縫會漏氣，熱效能會跑掉，從

前我在鶯歌看的時候，他們怎麼辦呢？就是在這個邊上有一個鐵片，然後向

裡面灌沙子，密封起來，那時我就想，這樣太不科學了，這應該解決，然後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看到沒有，這是一個槽鐵，這個槽鐵我裡面裝上耐火棉，

我就用拖板車的原理，後面裝一個拉桿，代替油壓，一攪這二個上來，就把

那個縫封起來，空氣就進不去了，因為都是棉，所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超師：那這一個窯，原來這個窯是在那邊，我為了這大畫架要擺到這裡，那個做好

七米二……，你看這個窯爐像那個翹翹板蹺蹺板？）燒到高溫的把它斜起來，

讓釉流動，才有那種渲染的效果，不然「死死的」，構造很簡單……，（堯師：

每一個都自己來做，自己來做），（鄒生：老師是為了理想，自己去設計機器；

可是現在有很多人創作是遷就現有的，就這樣去做，然後他有理想的時候，

他不會去想辦法，能做出什麼東西來實現這理想），對，將就於現實；這電線

拆下來還沒有裝，就是這幾天不能裝，我腰痛，而且請人家來裝這一動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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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萬，自己賺，賺工錢，自己裝也比較合意，（鄒生：老師連電都要自己重新

來一次），對，電都是我自己搞的，不僅這個，我連裡面都做；（堯師：水電

工的本領也要），水電工你要很懂。……（機器操作）…… 

鄒生：那個黑釉？（超師：這是藍的，這是紫顏色的）……，顏色都一樣……，燒

出來一個藍色，一個紫色，可是現場看起來粉狀都差不多…… 

超師：這些都是我畫畫的工具，（鄒生：都自己做的，連工具都要自己創造），大小

畫筆…… 

鄒生：老師那你大的立起來的作品就沒辦法這樣吸了呀！ 

超師：大的就沒有辦法了，大的要用抽風機向外抽，也可以做（鄒生：等於把它吹

進去裡面就是了），對…… 

堯師：所以說一個陶藝工作者，他的困難度要比各個行業要難。 

鄒生：這是孫老師願意花時間，以我在外面所認識的也是可以很輕鬆！真的，可以

很輕鬆的，所有東西都是現成的，不用自己花時間；這是孫老師執著某些創

作的理想，才會這樣子。 

超師：你看這個你還沒看到的吊噴槍的吊環。這個很簡單，（鄒生：為了方便移位），

滑軌左右移動很自由，才可以畫，不然你整根拿著，拿八個小時試試看，再

加上釉兩公斤，你這樣舉，舉一天試試看，這個好累好累，不是普通的累；……

（鄒生：這還做軌道，這也是當初老師自己的設計），對，有沒錯！ 

堯師：這以後就變成一個典範型陶藝工作室。 

鄒生：老師工作室看起來很乾淨。 

超師：你現在修這個課，自己也在做是不是？ 

鄒生：我在學校教學生，小東西會做，我本身做拉坯大概可以做到四、五十公分高

吧！然後，我對於現代陶瓷的東西比較沒有涉獵，因為我一直比較喜歡傳統

的那些紅釉、寶石紅，我對那個比較有興趣，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著迷在那

些釉料的研究；那我在念大學的時候，那時候開始我聽到孫老師的名字，是

因為結晶釉的關係，所以我們也曾經很瘋狂地去試著燒燒看，但是都一小顆，

但是，後來畢業就教書，也就沒有繼續再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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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現在你們方便，書都有了，配方都有了。 

鄒生：但是，前面還是要很勤快地去試驗，不是說那樣拿來就可以做，可是，現在

很多人都是拿來就照著抄去做，其實我絕對相信，照著抄出來顏色絕對會不

太一樣，你還是要自己去做個實驗，才會達到你要的標準，可是我發現好像

願意花工夫的人，其實不多。 

超師：噴釉多一點點，燒火的方法變一點點，結果就不一樣了，你控制不到那樣多；

像有的東西不是我不說，而是無法說（鄒生：對，這我絕對相信），你怎麼說，

像剛剛我們在那兒談那個釉，在那邊畫東西，你怎麼講，我怎麼能告訴你，

你加多少就是這個顏色，（堯師：燒出來就是那個顏色）……，（堯師：你搞

這些設備就不得了了！），這個新的控制器就是我自己組裝的，絕不輸給專業

的人，我開始燒窯的時候，根本沒有，等我有了以後就去學怎麼安裝、怎麼

改良。那個是開始，是人家組裝的，……（操作機器）……。 

超師：本來我也不懂，我有了這第一個控制器我就懂了，線路我們怎麼走，該怎麼

樣做，就不要按照他的去做，自己改；第一個控制器是我直接去日本買的，

第二個是我自己組裝的，這樣子省了很多錢。 

堯師：老師除了作陶藝之外，像陶藝的創作過程，從 原始到所有的工具開發，是

一部百科辭典，那才是一個要紀錄的工作。 

超師：像現在我用電窯燒瓦斯，我就是用 簡單的方法；用這瓦斯噴頭插到這裡頭，

就可以；你現在看的試片，就是用這方法燒的。 

鄒生：所以還是要電熱絲改良材質比較好，我記得我以前在大學時，這樣玩，那個

電熱絲，沒有幾下子就爆掉了。 

超師：不是，你們大學學校的電熱絲，不怎麼好；公家做事總是這樣；我做事情就

是要 好，表面上你多花了很多錢，實際上你一點都沒有多花，就像我，這

一個窯爐，當初做的時候，我介紹給我同學，跟他講這個窯爐很好，你要按

照這樣子去做，然後他就找這家去估價，一估價，是別人的倍數，結果，他

當然就不做了，他就找另外的便宜的去做，便宜的去做沒有幾次，整個窯爐

就報廢，不能用，後來回過頭來，再來找報價高的窯，當初那個人就跟他講

過了，你燒窯爐一年以後，所省下來的電費、維修等等，這個窯爐等於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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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你，可是他聽不進去這句話；我當初第一次做窯爐，一分鐘 0.7℃上升，

我後來做的窯爐是燒完全一樣的東西，一分鐘 3℃，相比看電費差多少。 

鄒生：這個馬也是老師做的，那該算是早期的作品了？！ 

超師：對，這個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是我從故宮出來的時候做的，那時候，我彩陶、

黑陶、唐三彩全部都做。 

鄒生：可是在故宮做黑陶一樣也是用薰燒的方法去做嗎？ 

超師：沒有，用電窯燒出來的。 

鄒生：用電窯燒出來的？！（超師：那很簡單），裡面包木屑還是什麼去做？ 

超師：不是，電窯你就用匣鉢，生坯放到匣鉢裡面，再裝木炭，然後把匣鉢蓋緊。

現在若用電窯燒，直接接瓦斯燒還原就好了，游離水沒有了，就可以開始還

原。（孫師母送飲料……），自己拿，來了不要客氣。 

鄒生：我們後來學做薰燒，在外面那邊挖窯，埋燒半天，等於是在玩。 

堯師：學校學到的只是開始讓你知道而已，要進門是另外的一個階段。 

超師：我覺得，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像你在師大學陶藝，你們老師教了你什麼東西

嗎？教了你一些什麼？ 

鄒生：他其實沒有教什麼，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摸索出來的，他大部分跟我們講一

些觀念，然後把一些配方告訴我們，然後叫我們自己去做試驗，他說：我給

你們這些配方，你們照著燒其實燒出來的感覺，絕對不是你們要的，他也是

教我們自己要去做實驗；他一直上課時候只說：我跟你們說的都只是大概，

沒有一個確實，你們要自己去摸索，那像我們是有興趣的會去摸索，那很多

沒有興趣的，陶瓷後來就放棄，就變成不是他們專攻的項目，就去學別的，

因為我們學的範圍太廣了，有的就跑去學電腦，有的跑去學機械；我是因為

對傳統的東西比較有興趣，後來就比較偏重學陶瓷、家具的製作、還有做金

銀器加工，我後來比較偏重學這一方面，我在大學的時候，系上的東西太廣

了，所以你要自己比較有興趣的挑一門學。 

超師：你看這個家具如何？（堯師：今天發現老師是天才！）（鄒生：這家具是老師

自己做的？），我畫圖給木工做的；你看那書櫃，那是我二十年前做的（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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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自己做東西，蹲在地上，要不就是畫機械圖，要不就是做東西，喜歡

用手）。 

超師：……這讓我想到什麼呢？想到萬里長城，萬里長城砌的是磚頭、石頭是用「糯

米」，「糯米」是有機物，我說古人大概可以採用的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堯師：用蔗糖，還有那個「蚵仔殼」，「蚵仔殼」其實曬乾以後被打粉弄下去以後，

它變成有機物，其實都是有機物，它 後變成很硬，我看美國 Discovery 做那

個安陽殷墟城遺址挖出來，和現在磚塊燒起來，抗壓度多少；就是說殷墟那

個夯土，弄出來殷墟的抗壓度，比我們今天的磚頭都還那個，它沒有經過燒，

就是有機物經過時間凝結以後，那個節目我看過；我今年也到過安陽，看新

挖出來的一座城，我去年的七月也到安陽，我們請了一個社科院的胡秉華教

授帶我們去參觀。 

超師：我在這告訴你們 重要的一個基本觀念，我們很多的人發現一個東西，「這個

怎麼做的呀！」—這是第一類的人，下面沒有了；第二類的人—「這有什麼

了不起嘛！」，理都不理，看都不看；還有一種人，連想都不去想；另外有一

種人—「這很奇怪，這是怎麼做上去的！」，他看到了以後，這個問題就在他

腦子裡，他要去找答案；我們有問題算是不錯的，但是這個不夠，一定要有

答案，你一定要找出來答案－他是怎麼搞的？所以我就想了很多方法，古人

容易取到的東西，一個是蜂蜜，一個是糯米漿，就是這些東西，那我在想，

當時他們已經懂得畫那線條了，在生坯上畫，像那個磁州窯、定窯，磁州窯

黑白那個東西，畫那個黑釉，你做過就知道，那個黑釉怎麼在生坯上畫，根

本不能畫，一畫就吸住了，可是他們的線條可以畫的那麼流暢，是什麼原因，

用什麼東西，是蜂蜜跟糖（堯師：就是甘蔗磨出來的第一層黑膠糖），對呀！

就是用這個東西；從這裡讓我就推想，他那個用蜂蜜畫出來，他不會用蜂蜜

去黏這個東西嗎？我想到這些問題，然後，我就趕快倒出蜂蜜來，抹在塗了

釉漿的乾葉脈上一貼一燒，一下就出來，就是那麼簡單，可是當初在沒有燒

之前，我也做了實驗，丟下去燒，揪成一團，還有我就在想辦法，不讓它揪

成一團，我把葉梗打碎讓它沒有收縮的張力，不能捲起來，但是它是支離破

碎，那我就想用溫度上的問題，慢慢地來，不要那麼快速度，行不行？因為

太快了一下就捲起來，如果慢慢的；還有我用紙用樹葉，用火點著了，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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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片葉子在空氣裡面，我都試過，試了然後我就有了一個概念；蜂蜜會

吃到坯裡頭去，因為燒完了會把木灰微量的黏在一起，可是蜂蜜已經進到坯

裡去了，葉子就捲曲不了了，就等於印刷（堯師：等於古代的印刷，這就是

釉燒的印刷），對，所以試了這個以後，我就有塗有不塗，燒出來就不一樣了；

那像這些東西，我就一再的講，不要光有問題，要有答案，要去找這答案，

這樣才是真正的做學問（鄒生：我問題很多，沒有去找答案），要自己去找，

不光要是問別人，光問別人有一點偷懶，除非你對這東西實在是搞不懂，光

想也不是辦法，那應該問別人快一點， 重要要自己想；有的時候，你看我

整天坐在那裡，根本不工作，我說我比你們累多了，我的腦子從來就沒有休

息，我可以這樣講，除了睡覺一分一秒都不休息，睡覺還會作夢，我不是天

才，這是靠時間累積的，尤其像我來說，是半路出家，不曾學這個東西，你

問誰呀！問誰誰都不告訴你，誰都不肯講，我問過一個教授，我問他：灰釉

是怎麼燒出來的？我說，是不是就把灰塗到罐子上燒出來，你猜他的答案怎

麼講，他說，對！對！就是那樣；其實，他不曉得在我問他的問題之前，我

既然出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研究過，因為，從前古

時代，在我小的時候，用灰來洗衣服，那個稻草燒成灰，然後把灰泡在水裡，

然後經過過濾用那清水來洗，那個就是「鈉」，我們早就在用這些東西。 

堯師：我看你從現在寫，現在一月，年底交論文，一般是十二月底交出來，大家看

一個月，在一月二十日前完畢；上學期的 後交是十二月底，一月三十日審

完畢；要不然就是五月底，六月審完畢；從現在開始規劃一年，跟老師配合

做一下；老師這些書裡面有的，你去整理，找出問題來，寫論文不是寫那個。

今天來這裡走一趟，實在是因緣，我覺得一個人的住居與生活空間環境，是

影響人的思維，很重要，（超師：沒有錯，還有這是人創造出來的），我看老

師種樹，還有每個機器都在研發。 

超師：我之前來的時候這裡是三塊梯田， 高的地方像那個桌面高 60 公分，我把這

裡 60 公分土推掉，推到前面去填前面，因為這落差很大，落差好幾公尺，結

果還不夠，我又去買土再填，把它填平起來；然後，第二年我就開始種樹，

先種的就是琉球松在那邊，然後全部死掉，又趕快再種黑松，都是庭園黑松，

有 10 多公分這麼粗了，很漂亮，我一口氣種了 50 棵，然後一棵棵死，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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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問一個朋友，他說很簡單，全部放火燒掉，一棵不留，（堯師：沒有錯），

我一聽，心裡跳了一下，想說這怎麼可能，結果，後來一棵一棵全部死掉，

門口還有一棵上百年的松樹，從派出所蓋房子時挖過來的，通通死了；那我

又趕快想辦法來補這些樹，這些都是後種的；環境是人創造出來的，你不要

想等到那個環境，有這麼好的環境怎麼可能，你更不要想，一個什麼東西現

成的你都有。 

堯師：這是第一章：居家與環境，我覺得很多人在做人物誌的時候，馬上就切入人

的作品範圍，就開始談，才幾歲呀！居家的空間包括環境，外的環境，內的

擺設裝置，這都是生活空間，居家與生活，空間與佈置。 

超師：還有一個 大的特點要告訴你，你進來有沒有發現大門（鄒生：沒有大門），

對，為什麼沒有大門，我問你，為什麼不要大門？ 

鄒生：因為經過這邊沒有感覺到這有住家，我經過的時候，如果不是師母說，看到

一排杜鵑花，我們還在那邊繞，我不曉得這邊有住家。 

超師：對，我告訴你，有門是一個人想把自己圍起來，要把別人分開。 

堯師：還有第二點老師有很多創意研發，我今天看了很多，創意研發有二個：一個

是專業的陶藝不講，生活空間的創意，所以，你在做一個「人間國寶」的時

候，要非常注意一個人看不見的無形生活文化，我們學生在做論文的時候，

就一直捉那個有形看得到的，我帶他大陸去看的時候，我說你看那些壁畫那

些東西，在他挖出來的墳墓墓室裡面，那個空間位在什麼，他的意義值就不

一樣了，你一個銅鏡擺在核心墓室，或外室、或耳道；擺在墓室，擺在墓室

的頭上或肚子和腳邊，意義不一樣；但是你只一直講銅鏡怎樣，我說他沒有

進到那個空間生涯裡面，所以，你做論文應該可以建立一個點，一種立體空

間，立體關照的一活生生主體，不是把主體抽出來，擺在一旁一直論一直講，

而是那一主體在他生活空間裡面的角色，那這樣做出來就很動態，雖然是文

字敘述，但感覺到是一個生活空間，一個人在那邊動；「要寫那種美術史」。

目前，我們訓練太多，那是因為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做一千年、二千年，已

經死掉的歷史，所以就看考古空間，所以說那種美術史是永遠做不出答案，

幾千年都要一直做下去，一直碰到對的答案來；做當代人有個 好的東西就

是做他的生活空間，所以，「生活與空間」、「居家與環境」這是一類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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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研發，從這邊可以分兩方面看，一是專業的，一是他真正、無形的，

這個就是無形思維， 高的精神文化；這樣人家才會說，你看出來的孫超藝

術家，跟看到作品所看到的孫超藝術家，是兩個不一樣的，是活生生的，有

人是把孫超的作品搬出來，拿到不一樣的地方擺在博物館看；不一樣，這作

品是他在這生活空間裡面跑出來的，和你把他切割出來，單獨一個作品擺在

博物館，或自己的儲藏屋看，那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對待方式。 

超師：我剛才講這個大門的事情，我為什麼不做大門；你在台北街上，鐵門、鐵窗，

除鐵門還不夠…… 

堯師：鐵窗、鐵門，尤其我住二樓多可憐，小偷多厲害，你不做會遭連環偷，那一

次洗竊多可怕，我們沒有東西，但是偷一次把你家東西全部翻光；……，我

們去旅行回來，嚇死了，我帶學生去，回來一看，家裡門一打開，像一座山

一樣，進不去，門都要敲掉重新做門。 

超師：那我為什麼敢不做門？因為我基本心態，我從來沒有想過偷人家東西，也沒

有羨慕過別人，雖然我是從那種 窮困生活出來的人，但是我從來沒有羨慕

別人；那你有門，表示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沒有這樣想，我不做大門，

在別人看起來，這不是他的，那外面也不是他的，這是別人猜想；但是我自

己內心，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的，我眼睛所及，都是我的；這觀念是「人活

在世間，只有使用權，沒有擁有權」，比方前面那個地，如果是我的，我能不

能種呢？我一個人怎麼種？一定給別人種！所以我心裡想。我不做門、做圍

牆，我眼睛一看出去，這全都是我的，心裡頭沒有把自己縮小，一個圈圈裡

面，你要佔有的，我根本就沒有；常常有人開車跑進來轉一圈就跑掉了，經

常有這些人，但是，對我來說，雖有一些打擾，讓他發現「新大陸」也不錯

嘛！還有新娘，跑到這裡來拍結婚照；從前那邊全部是樹，看不到對面，那

現在我又開始種，原來這路進來是從樹蔭下進來，都是颱風吹的，反正，它

一吹掉我又馬上第二天開始趕快種，這正前面全部是櫻花，是白色櫻花，結

果被蟲子吃得好可憐，我乾脆整個挖掉，今天我又在打電話動腦筋，我再種

另外一種品種，看看讓牠不要吃，再加上用藥「吊點滴」，所以，如果，一個

人你的佔有慾不強，還有一個好處，你沒有防人防得那麼厲害，你猜怎麼樣，

別人也不來找你麻煩，你都不在乎嘛！所以別人也不來找你麻煩，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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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因素，另一方面，我也從實際生活經驗得到，怎麼樣從實際生活呢？

我當兵的時候，沒有櫃子也沒有什麼東西，你的錢就是帶在身上，但是我嫌

裝在身上麻煩，我就向被子裡去塞，那就是我裝錢的地方，我發覺我也沒有

丟過錢，別人經常丟東西，反而我糊里糊塗的都沒有丟過，但是，別人為什

麼不會那樣，他不會那麼糊塗那樣放嘛！我是那麼樣想；所以我到這裡來，

那個蓋房子的人就說：你做個大門嘛！我說做大門，太麻煩了，不要做；我

說你有大門也沒有用，防止不了，人家要偷你，你大門沒有用，他不偷你，

你要大門幹嘛呢？！他說：你做個棍子嘛！總要擋一下；我說，棍子我進出

也麻煩；我這裡也有小偷進來過，沒有動過一針一線，因為我從前後面是個

木板門，爛木板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戳過的，就是那樣一個門，後來爛得太不

像話了，我才換了一個鐵捲門比較方便，那時候小偷就從後面進來的，我沒

有丟東西，（堯師：這就是無形的空間，是 大的財富），有一次，他把我車

牌給拆去了，他大概跟我開玩笑，「你不要覺得你不怕我」，就把我車牌給拆

掉了，讓你知道，我來過了；這跟個性也有關，我一向對人，一開始全部都

是一百分，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然後在相處期間，我就一分一分的扣，扣

到他不及格，斷絕來往（堯師：這就是先正面表列，再負數減法），還有我看

到那個金光黨那種事情，我就覺得非常的可笑，這個世界怎麼會有這種；我

也遇到過，我用很簡單的道理去思考這個事情，我有 好的東西，我要便宜

賣給誰？如果是你，你要賣給誰？（鄒生： 親近的人），對嘛！ 親近的人，

你怎麼會可能給一個無緣無故的人，這就是 簡單的事，所以我不會上當；

我碰到過，那個時候我在唸書，有人拿到學校宿舍去賣，就說義大利布料，

說怎麼好，他說因需錢用，不得不便宜賣，我說太可惜了，這麼好的東西，

不要賣，你忍一忍留著吧！ 簡單的方法去思考嘛！他怎麼可能把那些好東

西給我呢？那麼便宜絕對不要，就不貪那個便宜，我宿舍那些同學說你怎麼

把人家打發走了，那麼好的東西，我說只有你們這些「笨蛋」才會知道，你

有好的東西，你要送給誰嗎？我還有一個同學就上了當了，在火車站碰到一

個金光黨，他講：先生，剛剛那一個人，想要買我的手錶，你看這手錶多棒！

我同學一看，這錶是很好；他說，我現在想要賣給他了，可是我不好意思拿

去給他，你能不能給幫我一個忙，把這錶拿去給他，他講的那個價錢就賣給

他好了，然後，這個人就講那錶多好多好多值錢，如果我拿給你，你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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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不如你押個東西給我好了，你身上相機押給我，你拿

那個錶去給他，賣了分你錢；結果，他把相機給了他，他拿那個錶去找那個

人，他到了那裡，那個人沒有了，他回來給他錶的這個人也沒有了，他的相

機也沒有了；我是一向沒有想過，我是上帝的特選者，有好處會落在我身上，

我從來不去這樣想，我任何所得到的都是每一滴血汗換來的代價。 

堯師：這就是生活的態度與行為思維模式；這東西也是教學上讓他學習的，若能做

出一篇論文出來的時候，就會訓練到一個方法，那方法當然是從實際的拜訪、

交談、整理紀錄，再來一次一次的請教，那當然 後會進入到分析，到這個

時候相當清楚以後，再看作品，會恍然一悟，真的是從他的生活空間裡面訓

練出來的精神文化，或是生活文化，再投射到作品；那很多東西就是從作品

裡面取出來，用他所知的語言開始去剖析作品；所以作品的研究就是兩個方

式，批判性的就是把作品用他的語言，他的思維方式切進去，這種東西就是

所謂的辯證型，辯證型充其量就是一時代的綜合、公約數，不是一個藝術家

的真實數，真實性一定是從他的生活工作、生活思維、生活態度，去敘明延

展出作品的詮釋；所以剛好，我們所做的就是跟過去我們所看的相反，所以

我們站在這個台北的旁邊……，還好，我們從那邊過來一下，只要是老師有

假日或者那天老師身體好，要做東西時，一次來了解，拍他整個工作程序—

工序，要了解一個人，看他工作態度及工作程序就聊出來了，老師腰痛多久

了？幾年了，（超師：很久了），在那個醫院看，（超師：國泰），仁愛路那個？

哇！怎麼去那麼遠，（超師：因為那邊有熟朋友），老師自己開車去嗎？（超

師：對，另外還有一年輕的朋友，跑到家裡來給我推拿，他是台大中文系畢

業，再參加聯考，考上台中中山醫學院，然後做中醫師，他也研究推拿，我

就跟他討論一些東西包括針炙。 

堯師：看他回去以後，再安排一年十二個月的進度、作業，做這訪視就是一口氣一

直下去，所以什麼東西都先擺一旁；明年這個時候就論文完畢了（鄒生：希

望能那麼順利），一定要這麼順利，那還可以拖。 

超師：多看一些別人的傳記，看看人家怎麼寫，怎麼樣分析別人。 

堯師：我倒覺得現在比較重要是這些即時性的，口述的內容整理和分析，太多外在

的方法或方式，可能還沒到那時候，因為現在掌握這個人的全盤的，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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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相關記錄，這才是第一步工作，基礎工作，有這個很真實、很堅厚的這

些基礎資料之後，再開始用所謂辯證方法，否則，徒有辯證方法，沒有基礎

內容還是空的，所以不要想說像他們剛開始的時候，著重在那邊。 

超師：你看別人的東西，他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這樣子畫，比如顏色來說，他為

什麼常用這顏色，而不用另外一個顏色；這些都是那思考……（堯師：生活

態度和行為思維），對。 

堯師：重要的是，不是說那個好看，而是那個顏色用起來，特別有那個生命的厚度

的重量在那邊，譬如說，同樣的書法的一條線，我以前聽杜忠誥，他到韓國

做書法的講演，在那邊時，韓國人問他一很簡單的問題，就是中國書法都是

所謂線條，那你常講說書法的美，那書法的美到底是講書法本身的美呢？或

者是說書法結構線條的美呢？杜忠誥回答：你把它當做一作品看的時候，當

然是所謂整體的美，結構的美，他說那個沒有意義；書法的 基礎構造是線

條，而你線條本身沒有重量，沒有氣，就沒有用，什麼美都不美；他說，線

條就是用氣，就像人有沒有氣，線條就是有氣和沒氣；人家問他說，你怎麼

看出線條有氣和沒氣？他說大家都開車，那輪胎沒有氣你車子開起來什麼感

覺，氣剛剛好的時候是 好啊！那線條就像輪胎的內胎充滿氣那種感覺，就

是線條 美的，境界把握；好比你寫出來就像沒有氣的內胎一樣，那工夫練

來就是一下筆就像飽滿的內胎，所以他很會寫，你要他講這個深的道理他怎

麼不會講，從甲骨文講到這邊他都會講，他一直講書法的什麼道理都是對的，

但是你要回歸書法 原始的東西， 基礎的條件是什麼，就是那線條嘛！線

條怎麼看出美和不美，好和不好，就像人一樣有沒有氣，沒有氣躺在那邊，

有氣就是覺得人就是美；氣在那裡？就像腳踏車內胎，沒有氣就軟軟的站不

起來，字那麼多寫在那邊，就是軟軟的；有氣，線條氣就像輪胎圓圓一個，

就是有氣，那線條寫起來就像有內胎的胎壁，裡面也有氣，（鄒生：形容的真

好），他已經非常有體會，用 淺顯的語言都有辦法講，真的是有體驗的人生，

他面對韓國那麼多書法社的人，可以講出淺顯聽得懂，書法的線條像飽滿的

內胎一樣，有氣就像人，沒有氣就軟掉了，所以沒有氣軟軟的線條是死的。 

超師：你看的人要具備那個素養，沒有那素養沒有用，（堯師：那就不談了嘛！連有

氣沒氣都看不出來），每一樣東西你都要發出問題，你去思考，你才能夠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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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裡邊，才會知道為什麼？ 

鄒生：那老師過年期間，有沒有計畫要去那裡？（超師：沒有），還是，在家裡思考

你的釉藥。寒假期間，我回去整理看看，再找些問題出來，再跟老師排個時

間。 

超師：我現在出來一個問題，你自己可以想，凡是一個人做出來的作品，一定跟那

個人有關，因為是那個人做出來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那樣做，要找出

一真正的原因，從這個形式，找到他的內心，這樣才是正確的（堯師：外在

的形式到內在的），比方說，你現在看我為什麼把這個配方都這樣的公開？為

什麼？ 

堯師：跟老師講沒有門一樣，這……你經過我們替大家做了解答，當場請益之後徹

底了解，因為他家就是沒有門，因為我們請教之後有一口述的紀錄，這是書

本看不到的，不透過談話聊天，很多東西找不到，因為這些東西不會寫在書

裡面，那是 根本的核心點，對，很多人都不願意把配方公佈出來。 

鄒生：這我們做陶瓷時感受 深刻。可是我們以前在師大的時候還好，因為我們有

一社團，所以，吳老師他大概會把他常用的幾種釉藥配方給我們，但是他會

說，這些給你們燒出來是這樣，但是你燒的和我燒的不見得會一樣，你們一

定要自己去做實驗，那我們因為學生時代很瘋狂，做了很多試驗留下很多試

片。 

堯師：……選個典範就是全盤皆贏。 

超師：還有我們要進步，看到人家進步，我們為什麼不能進步呢？因為就是留起來，

不給別人，你這樣就永遠不會進步，你留起來，他也留起來，你永遠得不到

別人的知識；如果你放出來，他也放出來，發現他那做得不錯，如果改一下

會怎麼樣呢？那你就可以一個新的出來，所以，不怕人家知道我的配方，他

做出來也不見得跟我一樣啊！因為這是火的藝術，它變化太大了，可是你說，

我怎麼不把他全部仔細地寫出來？我怎麼寫？沒有辦法寫，連我自己都掌控

不住，我寫出來不是害人嗎？！ 

鄒生：不過老師還是和別人不太一樣，我去看外面一些釉藥的書，他上面寫比如說

灰釉，上面寫骨灰加多少，木灰加多少，可是我看完之後我還是不知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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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為，天曉得骨灰是什麼？木灰是什麼？可是我看老師的書，都把骨

灰成分、木灰成分寫出來，其實我看的時候，感覺就跟別人寫得不太一樣，

因為坊間一些釉藥的書，一般性的釉藥，當然寫得很清楚，但是等到那些關

鍵性的，譬如像那些灰釉，那些燒出來比較會有趣的，他就只寫骨灰加多少，

木灰加多少，問題是我哪知道骨灰、木灰配方是什麼？看到那邊我就很急著

翻看有沒有寫骨灰、木灰配方，可是我都翻不到，可是我看老師的書上都有

寫，其實您真的很多都放出來了，外面很多表面上是放出來了，可是事實上

還留一手，我看得懂。 

超師：像我剛才講高雄的同學，他原來是在當教員，二十年前他就看到我公佈的配

方，他就照著去做，結果他燒出來了，高興得不得了，那現在這本書出來，

他高興得從高雄跑到台北來找我，告訴我這件事情，一直說是真的，（鄒生：

可見他在外面有燒過假的，拿別人的做，做出來不一樣嘛！），（堯師：他一

定是身受其害，總算遇到一個肯說真話的人，可能被騙過太多了），那些上面

的配方，你都可以拿去試，看看能不能燒出來，還有結晶釉的部分，我就寫

多少到多少，那你就不要偷懶，你就在這範圍去試，我為什麼沒有寫得那麼

肯定，因為我自己有過經驗，我有一次，燒綠色的結晶釉，奇怪怎麼燒也燒

不出來，我說原料都一樣的，都是一批進來的，份量都沒有錯，都是那樣啊！

我搞了半天就是燒不出來，後來有一天，我突然想奇怪怎麼可能燒不出來，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我拿出原料看，當初這袋都是粉，現在怎麼像石頭一樣，

難道是這個問題嗎？我就想到衝壓磁磚，那是 6%的水，但是你摸起來是乾

的，（鄒生：受潮了！）對，受潮了！然後我把它放到窯爐去燒、去烘，烘四

百多度烘完了拿出來一秤少 6%，你想我如果沒有那個經驗，我就會把那個配

方呆呆地寫出來。我這書上都有提醒，因為我不曉得你那原料擺了多久，它

吸收的水分差這麼多，那當然差得很多了，所以那你就在這範圍內加加減減，

我也是加加減減，加了很多就是多加了 6％的原料，後來覺得我雖然已經燒

出來了，可是你有多少時間呢？半年，我是天天在做，你看這多冤枉，半年

的時間，你曉得我試了多少次，毀了多少東西，那你們一定燒不出來嘛！我

想你們 多了不起燒十次，不太可能，你看我一個配方，我上面寫的這已經

是第八次了，還在繼續找，都是差一點點，不是很多；絕對不能偷懶；再告

訴你一個方法，用「加差法」，像砲兵射擊一樣用「加差法」，比方目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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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一發砲彈打過來沒有打到，我看差不多差 200，我加 400 就打到這裡，

看應該要減多少就到目標，你不要一發一發加，一點一點加減，給他一個大

距離，是「加差法」，不是累進法，那太慢了，我一下子加減得遠遠的，兩個

差距出來，截然不同，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中間是怎麼樣，你就有經驗；我用

的方法比較快，一下子就捉出來。像從前我開始的時候，就是按規矩打上座

標，0.1、0.2、0.3 這樣加，這整個一次 24 片，找到 相近的再繼續調，現在

做久了比較有經驗，不需要那麼麻煩了，我就用「加差法」，幾次就達到了，

但是你對這很熟練就可以這樣做了，開始的時候還是怪怪的。 

堯師：老師我想現在已經六點三十分，太晚了，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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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瓷藝術家－孫超訪談紀錄（第二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林保堯老師（以下簡稱 堯師）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2/05/30 

堯師：今天非常抱歉，又要麻煩老師，今天來比較重要的是，他的這份報告已做了

綱要，基本上他上次來訪後，做了一份綱要，有了綱要以後即要提出論文的

架構，做一論文體式的大綱，基本上他們學校，佛光大學已同意他做這個研

究課題，之後，就開始可以做正式論文，以後論文做完還有論文的審查會，

通過以後頒正式碩士；所以，現在就老師的課題好好做，不敢說做的很深入，

但我的期待是說，比較能做一完整性。那所謂的完整性，當然，我們希望的

是，在論文架構、內容裡面的章節設計的完整性；當然，一個藝術家 重要

的，還是要回到作品的世界，在作品的世界裡面，我也勸他說，因為他在科

技這方面懂，以數位的方式，將老師的作品做一完整性的整理；作品的整理

一般會有兩個現象，一個是真正是成為可以認為作品的作品，有專門處理的

作品；但是在做研究的時候，一般不上舞台的作品，檔案性紀錄的，其實也

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也帶數位的器材，來跟老師研究，現在馬上開始六

月，六、七、八、九的四個月，很密集的來配合他論文的綱要、章節，做一

完整性的整理；剛剛講的，論文的內容，作品的內容，還有一些過去老師所

有外面看得到的，點點滴滴的一些紀錄，刊載過的有關老師的資料；他也有

搜集，師母也提供了她搜集的剪報資料，這些東西我想或許能有用處，相信

在今年年底，能把這些做一初步階段的完成，希望六、七、八、九到十二月

把底稿寫出來；做出來，當然請老師看一下，提供各種意見，因為在做資料

整理，總是有錯誤遺漏的地方；也就是說任何的努力，己經沒有被忽視的地

方，所以，現在開始的工作就是朝向這個地方；那當然，一般做一個當代人



204 文資學報│第五期 

的藝術家，在做的態度上面，是要寫一個像切結書、保證書之類的，就是說

做的這些東西，只供研究用，不會牽涉到商業；那當然這些東西以後要轉變

成怎樣？還是要交給老師來處理，這是他們做學生應該知道的；這些是剛才

講的資料，這些東西能不能做出來，或是做得多好呢？也還不曉得；那這邊

有一類似論文要發表的大綱題目「孫超陶瓷藝術的研究」，請老師看一看，有

什麼意見提供給我們。 

超師：我看的很慢，我看文字看的很慢，不像看畫看這些東西，像我看除了文字以

外的東西，都非常的快，一般人簡直不敢相信的快；像我進百貨公司，如果

我要去找一套衣服或者一條領帶，我不要進門，就在門口，只要一眼，所陳

列的一下就看完，（堯師：一下看完，好壞已經知道。）對，他們都不相信，

然後，就要我進去看兩個人一起找，我說，好！我再陪你找，一件件的，我

說，沒有嘛！他就知道，我就一眼……；這個在文字上面，我沒有辦法速讀，

可是在「形象」的這些東西～色彩、形狀，我可以速讀，一眼（鄒生：這是

不是直覺？）不是憑直覺，一眼就真的看完了，真的就看到了，有沒有那個

東西，不是靠直覺；我要找的東西，需要那個東西，那東西在我進去一眼就

看到了，不要的就是沒有；那他們就不相信，我說那個衣服，就一件件翻，

我說你們看好了，我不用看，我已經看完了，你看有沒有，結果，就是沒有；

像這種東西，學藝術的，我是覺得，我常常覺得這是如何訓練，一眼看你所

要的東西，不要的不看。在我看畫展，差不多也是那個樣子，一眼看完，但

是，你不好意思調頭就走，你總要在那裡，轉啊！轉啊！轉個半天，（堯師：

那純強，你那個綱要計劃，讓我來跟老師談一下），對，你乾脆講。 

鄒生：我跟老師報告比較快，論文發表這一段，其實就是一些文獻的梳理，就是坊

間有一些雜誌，曾經寫過老師評論的，然後把他們寫的看一看，再加上一些

我個人的意見進去，那 後我在文獻梳理，大部份還是講老師那本書《窯火

中的創作》，從那本書的一些老師寫的話，去整理一些觀點出來，然後把它當

作是緒論這一章；緒論這一章是這樣，前面是文獻梳理，那第三節是研究方

法，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做老師的藝術研究，那大概就是說，我是用訪問調

查，還有看老師的一些作品相關資料；然後，第二章就是我要開始對老師這

個人著手撰寫，那我有看了一些資料，不論是找到的，還是老師那本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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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東拼西湊，我自己把老師那年代斷一斷，第二段我寫老師的時代背景，我

從大陸寫到老師從軍，這一段是在大陸期間，然後就來到台灣；到台灣之後，

就是寫老師的軍旅生涯，跟 後從軍中退役下來，到藝專求學，是不是這樣，

中間還有一年是去養雞，是不是？養雞那一年我沒有寫，因為，我搞不清楚，

只看到一小段文章說「用科學的養雞法」，後面也找不到其他東西說，到底是

怎麼個養法，到底在哪裡養、做什麼，所以，我並沒有寫進去，但是，如果

等一下老師願意談，我們可以談；第二章時代背景的第三節，我就是寫老師

在藝術路途上遇到的一些貴人，因為我看老師的一些相關資料，我大概覺得

對老師影響比較大的幾個人，就像：李德老師、李梅樹老師、丘雲老師、還

有趙越老師，這是我從資料上面所能夠找到相關的人，其他在相關資料我找

不到，老師如果覺得在老師藝術路途上的貴人，當然，還有其他那些幫助你

的，像劉亨通醫師、洪氏兄弟，因為我想他們只是在幫助老師做，應該不是

直接對老師有藝術的啟發，所以沒有把他們寫進去，但老師如果覺得他們有

相關的話，那也是可以寫。那第三章就是老師從藝專畢業之後就到故宮，所

以我就寫老師在故宮這十年所做的研究，譬如說你研究的古陶瓷，還有上次

你講到你在科技室工作時候三上次男去看老師的一些經過，這個我把它寫進

來， 後就是在故宮待了十年，然後出來，我第三章就是寫在故宮十年這一

段，老師對古陶瓷的研究與突破，還有對陶瓷的一些觀點與看法。第四章，

就是老師從故宮出來，一直到這邊做田心窯，在這邊蓋房子之前這幾年，那

老師好像有在和平東路蓋了簡單的工作室，在那邊有做一些對釉藥更深入的

摸索，我自己從資料梳理出來，我不曉得對不對，我先把梳理出來的向老師

說明一下，老師如果覺得不對的再補充；那在和平東路那邊摸索完之後，七

十年或七十一年的時候，有一中日陶藝展，那好像是老師第一次參展，然後，

在那展覽上面，那一年展覽我看了很多相關資料，對台灣的陶藝界來說，那

是一個非常大的，那叫「啟發」也好、「重創」也好，就是明顯感覺到，我們

雖然是陶瓷母邦，但是我們在陶藝上跟日本比起來差很多；可是我又翻了幾

篇文章，發現說，雖跟別人比起來，好像是差了一點，但是裡面有一個吉田

耕三，他對老師的晶花頗為讚賞，可是我找到的相關資料並不多，日文雜誌

《焱》上曾有文章報導。老師如果有跟他交談過，老師可以提供我一些相關

的資料，這大概就是第四章，就您從故宮出來，一直到您來這邊蓋房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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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這田心窯之前那一段，大概就是研究更深入的釉藥，然後，第一次的個展，

在阿波羅畫廊（超師：第一次在龍門），第一次個展，是在創窯之前，還是之

後？還是來這邊之後，（超師：對）；所以，老師第一次在陶瓷界嶄露頭角，

應該就是在中日陶藝展那一次，（超師：對），那應該沒寫錯。接下來就是第

五章，老師在搬到三芝之後開始一系列的工作，除了自己開始辦個展之外，

也有參加一些國外如法國陶藝展、義大利國際陶藝展，也都有入選；接下來

還有，來這邊之後，剛開始幾年，參加好幾次外貿協會辦的展覽，（超師：對），

還連續拿了好幾年的獎金；我依順序講，是先參加了外貿協會辦的展覽，（超

師：我都不記得了，次序不記得了 ），反正就是這些事情，來這邊之後比較

重要的事情，就是外貿協會的「優良產品設計獎」、還有義大利的國際陶藝展、

法國的國際陶藝展，（超師：還有一個手工藝研究所，在草屯的）（堯師：在

台北也有一展示中心）；再來就是老師首次的個展（超師：首次的個展就是在

龍門），那我這邊有一些，因為是第一次個展，老師為什麼要做這個展覽？做

完之後有一些什麼感想？這可能也是我今天訪問的重點；接下來，就是另外

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後來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翻了很多資料，在國家文

藝獎陶瓷類，拿到這獎項的，好像只有老師一個，因為大部份都是美術家，（超

師：對，也是第一個，到現在沒有第二個），對，到現在即使得獎也都是繪畫

的，沒有做陶瓷的，這個我在緒論裡也將其列為很重要的，為什麼我要研究

孫老師，因為，「國家文藝獎」這麼重要的獎項，就像桂冠一樣，但是，卻大

部份都是畫家拿到的，陶藝家拿到的非常少，所以這更值得研究；那這章的

第五節，大概就是老師國內的展覽已經不再參加了，大部份是參加贊助式的

邀展，就是得了文藝獎之後，就是當評審，國內展覽大多參加邀請展；接下

來，就是老師比較重要的在國外的一些展覽，紐約、德國、法國，那是這一

章的重點；然後，第六章也是我比較難寫的，因為我剛講那麼多，大部份是

老師的一些經歷過程，那第六章我要直接進入所有的作品去分析；分析作品

第一個我就需要知道老師的陶瓷藝術觀，在上次的訪問稿，老師大約有講了

一些，那我可能要從這些，還有從這本《窯火中的創造》、還有從老師的一些

文章，還有從往後幾次的訪談當中，我要自己去整理老師的陶瓷藝術觀，老

師不用特別強調觀點，老師大概要介紹作品，我再去擷取一些老師的觀念，

然後寫出來；第二個重點，就是要把老師在故宮那幾年，還有老師這幾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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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釉藥的一些研究，我要了解一下，就是老師從黑陶、彩陶到唐三彩、宋

瓷，整個中國的傳統陶瓷，你都有做，這個在一般陶藝界的人來說，好像很

少有人會親自去這樣嚐試，（超師：很少），對，就是說即使是陶藝家，他比

較偏重造形方面，他就去做造形的一些變化，但他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

整個釉藥的過程，那老師會去研究中國整個傳統釉藥的過程，我想這應該有

特殊的意涵在裡面，所以這有列入我探討的重點；那當然老師也不用特別去

說明，譬如這訪問稿裡都有約略提起，那我會花時間去把它列出來；第三節

就是老師來到這邊，大部分是做結晶釉比較多，那這結晶釉跟老師從中國傳

統陶瓷這樣一路研究下來，到底有沒有相關，這是我要研究的重點，尤其老

師是從還是鐵結晶一路變化過來到鋅結晶，也許人家看來是鐵跟鋅是切開

的，但是我的看法那應該是連續過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前面的基礎，到

了後面這個，即使做出來，大概就是像人家講的，一顆大大的花，其實是「死

的」，不會「活」；但是因為有前面那些基礎在，那顆大的花才會「活起來」，

這是我的看法，我可能要跟老師再請教一下；第四節就是老師來這邊之後，

其實作品是有一些變化，譬如說，早期做的結晶到這邊是屬於立體的比較多，

但是後期就比較偏向平面，那這一轉變的過程，我也要做一分析，這些大概

是我六章的內容，不曉得，我這樣的切割，有沒有漏掉一些東西。 

超師：這樣可以！可以！比方說，你剛才談到為什麼從瓶罐然後變成平面，這 重

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學美術的，這瓶罐不足以表達，不足以表現裡面的心，

裡面的空間感，不足以表現，因為它太小了，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造型；那你

可以做現代新造形，為什麼不做新造形呢？因為， 大的一個原因，我是學

雕塑的，你用陶瓷來跟雕塑相比，它怎能夠比呢？對不對，比方說我要一個

造形，這樣子伸出去的，這樣一個運動造形，你陶瓷沒有辦法做，因必須要

經過火燒，火一燒它就塌掉了；那這個東西太困難了，不是困難，太麻煩了，

還有一個觀念，我做雕塑，那是做大的，一個陶瓷能做多大呢？受到窯爐的

限制，受到種種條件限制，所以用造形的觀念來用陶瓷，它跟雕塑不能比，

所以我就覺得這太小器了，所以就一直不願意去做它，如果我不是學雕塑的

話，可能我就會用陶瓷來做，因為你做一點點，就覺得蠻好的，可是我學雕

塑的人，想要做的是大的，這陶瓷做不了，你要拼啊！接啊！感覺那太麻煩

了；還有一個，它的成功以我的要求，它的成功太低，對一般人的話，他就



208 文資學報│第五期 

拼拼接接管他的，一個造形就成了，對我來說，不行，我要要求它沒有瑕疵，

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因為比方說，我研究了這麼多的釉，我們把釉用上去

嗎？任何一個藝術你要講求它的特性，它的特性是什麼，要是失掉他的特性，

在我感覺上，這個藝術它就價值減低，那你何必去搞這個，你搞另外一個不

就算了，所以，我不願意去嚐試它，原因在這，我要它發揮陶瓷的特性，陶

瓷的特性就是一個土，一個是釉，這兩種東西都要經過火燒，然後它產生變

化，那陶瓷你溫度越高，它變化越大，它的質感跟量感都不一樣，那就是我

要求的；如果你要燒出低溫，我覺得就不一樣，低溫就是好成形，可是低溫

的話那質感沒有了，量感也消失了， 重要的就是那質感會消失，出不來，

不經過那麼高的溫度，那個釉的變化、質感就出不來，你看像青瓷，燒高溫

出來它才有玉的那種感覺，低溫怎麼會有那種感覺，沒有。高溫釉緻密、堅

硬，特殊柔和色調引發的美感，是它重要的藝術特質。這種美感，沒有煙燻

火燎之氣，卻是火的高溫熔融，粉碎了釉的分子到極微小的尺寸所成就出來

的「火的藝術」。低溫你燒出來的釉， 多就像低溫的玻璃，那種質感；我沒

有做造形的原因和釉的流動性及累積性有關。因為你燒一個造形，你這一塊，

跟下面一塊，它的轉折接合的地方，這個釉在這裡會產生變化，然後它會流，

流的話如果有阻礙，它這個就會不順，尤其是結晶釉，那是絕對不可以用，

結晶釉如果在它轉折的地方形成，就破壞了造形的構圖，就破壞了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不能用；假使那是普通的那種釉，只是色釉，可以用，可是這個釉

流下來接縫，到了這裡又產生一條溝痕，這感覺就不是那麼的好，（鄒生：所

以做平面的，就是為了要……），對，做平面的話這些問題都不會存在；還有

一個，因為是學美術的，你總是喜歡講求畫，畫比較容易表現內心的那種感

受；不是說造形不能，造形能夠，就是受到條件的限制太多，如果我用寬鬆

的裝置藝術的眼光去做，那是可以，那是什麼阻礙都沒有；可是，我對那來

說，因為我不認識它，我對它不了解，我不了解這種，也不願意去嚐試；我

希望我做的東西，是我真正的真有，我了解的東西，比方我要去創造一個東

西，那也是經過我思考演變出來的，變化出來的，而不是說隨性所至，隨便

找，管他的好壞，這種事情我做不到，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藝術天分，我

都是很刻苦耐勞，一點一滴，在真知的在我的掌控之下做出來的，（鄒生：老

師講的客氣，現在很多藝術家可不這麼認為），但是，那是別人，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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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生：老師講話很厚道）；像我畫這些，我每一筆是經過思考以後，做下去，

而不是這樣隨便就甩下去的，可是在陶瓷上面來說，往往我那一筆下去，跟

繪畫、油畫完全不一樣，可以修改，這就沒有辦法，跟水墨也完全不一樣，

水墨還可以有逆筆的方法，這你一下筆就下去了，不能動，然後等到燒的時

候，不見得就是你剛才所畫的那種感覺，它會變，為什麼，釉多了一點點，

它會把直線衝下來，會把它變彎曲，那力量就會散掉；所以，常常有人問我，

哪一幅畫你 喜歡？說實在我都不喜歡，因為我都知道那個有缺點；可是，

這個是陶瓷跟繪畫不同，就是每一點不是你能夠完全掌控的，它會起變化，

你原來的構想都會破壞，像那荷葉是 明顯，那釉多了一點點就滑下來，我

那時候線條力量，我是這樣子轉過來，結果那一撇就……，（鄒生：借我看一

下），你看……；像我畫這些東西，像這荷葉，我的靈感、構想是來自於什麼

呢？是敦煌的「飛仙」，（鄒生：哦！飛天），對，「飛仙」飛起來的那種感覺，

那種姿態，那個衣帶飄起在空中的感覺，那線條我是這樣來的，那荷葉怎麼

會飛，不會飛；我的感受是這樣來的，我要把它變化，但是，這只是一個進

步，並沒有達到我的要求，有的時候是顏色，有的時候是線條，有的時候是

釉的厚薄的渲染，造成的失敗，所以沒有一幅是沒有缺點的，每一幅都沒有

達到，（鄒生：沒有達到老師心中所構想的那個意象），對，所以都在嚐試，

一直也都在砸掉，重新來過…… 

------------------------------------------------------------------------------------------------------------ 

鄒生：老師您對機器這麼熟悉，是不是因為在部隊裡面是「裝甲兵」的關係？ 

超師：不是，不是，因為我要做一個東西要把它完成，比方說，我要畫大的陶板，

這問題就來了，你怎麼樣把這陶板立起來呀？不立起來要怎麼畫呀？對不

對，還有一問題，它會斷掉，它不是紙啊！不是畫布你擺那邊就好，它會斷

掉；那你怎麼樣要克服這些困難？  

你不克服這些困難，你怎麼畫，所以，工作上的需要，其實我不是學機械的，

那我就一直思考，一直思考怎麼樣克服這些困難，讓它不要破，怎麼樣克服，

讓它能夠立起來；有的東西我們要平面才能畫，因為它是「釉」，你知道嗎？

不是像畫筆，你畫上去，它黏在上面；你那個釉弄上去，它會流下來啊！有

的時候你要讓它平倒畫，有的時候要立起來畫，那這個就麻煩了，你這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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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假使單獨都像畫一樣的，那用筆畫，那就太簡單了；還有一個 大的問

題，就是「釉」，比方紫的跟藍的，你在那個深的釉藥沒有燒之前，它的顏色

幾乎接近，如果你不寫上編號，你根本不知道那一個是藍的，那一個是紫的，

根本分不出來，所以這個很困難，你根本沒有辦法分，那它的深淺變化，就

是釉你噴的厚薄，釉薄，燒火以後，它就顏色淺；釉厚，它顏色就深；就像

海水一樣，海水你在淺的時候看出來，是透明的過去，但在太平洋深海看的

時候是黑的，稍淺一點就是深藍的；釉也是靠它的厚薄，光線造成的折射，

就產生的顏色的變化；可是，你噴釉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畫的時候我要淺

一點，我每一筆用油畫或水彩，你都看得到，我調的顏色，這裡淺，那裡深，

我多塗兩筆，多上兩筆；可是「釉」不一樣，「釉」你深也是那個顏色，淺也

是那個顏色，你根本肉眼看不出來，但是你怎麼樣知道呢？就是靠經驗了，

我這裡多噴幾下，我這裡少噴幾下，它的顏色就產生了變化， 大的困難度

在哪？就在這裡。 

鄒生：老師我請教一下您從軍的生活，如果，我這樣子看您過來的方法，跟我爸爸

一樣，應該有榮民身份，對不對？  

超師：有啊！榮民身份我去榮總看病，沒用過幾次。 

鄒生：我爸爸也是榮民，跟老師一樣，看到國家宣傳，就從軍去，然後從軍去之後，

就像老師講的，踏上不歸路，一路當兵到現在退伍了。 

超師：那時代背景是這樣，像我們現在這時代，你只要去外面找工作，去闖，去幹

什麼都可以，你可以任憑你去選擇；那個時代沒有出路，你知道嗎？沒有工

業，根本沒有工業，也可以說沒有什麼商業，如果商業的話，就是「一根扁

擔」、「兩個籮」，你挑著東西去賣；那個時候，唯一青年能夠有發展的，就是

到軍隊裡，軍隊所謂的發展，一方面是報效國家，一方面到處跑；到處跑，

你在這中間可以充實自己，可以有機會，看到人事物的差異性。 

鄒生：老師跟我父親一樣，我父親也經過八二三砲戰，那時候他剛好人在金門，他

是步兵營，他幾個要好的朋友，都是砲兵。 

超師：哦！那他們比我要辛苦，因為我是裝甲兵，比較好一點，步兵太辛苦了，我

親眼看到過他們的那種辛苦的境地，辛苦的境地真是讓人落淚；那時候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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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砲戰，不是被砲彈封鎖嗎？我們的團就是用那個登陸艇搶灘，然後，就是

運用多少分鐘，把這一船東西給搬完；搬不完，就是軍法審判；結果，有一

天就是船來了，還有一點毛毛雨，不管你是軍官、士兵都一樣，一個人扛一

包，抽一根長竹籤，然後放到那邊去，就是計數量，搬了多少包，當時有一

個兵，體力不是那麼好，摔倒了，然後兩個人跑過去，把他架起來，他重新

把那一包放在肩膀上，一路哭，這樣走過去，那團長過去，一句話都沒有講，

拍拍他的肩膀；那真是讓人受不了，真是受不了！我這樣講，你可以體會哪

個……。 

鄒生：其實我爸爸也會跟我說，我爸爸有時也會跟我講他們在部隊的一些事情，常

罵我：「你這小孩子不懂得知福！」。 

超師：那真是，你們這一代真是太幸福了，那砲彈打起來，封鎖起來，真是……；

那通訊兵死的 多，（鄒生：為了架線），都被打死；還有一次，我送一個弟

兄到醫院去，我那弟兄是……，我忘了，是怎麼被打傷的，還是怎麼樣忘記

了，但是我到醫院，看到一個排長，那個排長瘋掉了，（鄒生：受不了那個壓

力），什麼壓力呢？就是，限期完成碉堡，他就哭啊！鬧啊！「報告醫官，你

要放我回去，我不能留在這裡，我一定要回去，我那些士兵好可憐，好苦哦！

不能完成要槍斃的，你放我回去，我帶他們做啊……」，那真的是苦，那真是

讓你看了受不了。 

鄒生：老師你沒有像我爸爸，我爸爸跟老師其實一樣，沒什麼學歷，然後就當兵去

了，後來他看大概要在部隊待滿久的，就在部隊裡面，找進修管道，去念陸

軍官校的專科班，所以後來就當軍官，所以退伍的時候是中校退伍，（超師：

我到中尉就退了），你沒有走在部隊進修的這一條路。 

超師：那個時代我真是說起來很「呆」，因為我是青年軍，大家程度我算是比較普通，

不是那麼高的，有高中有大學畢業；去當兵那時候一心一意想要報國，因為

那時剛好抗戰勝利，剛好是三十五年；所以那時候「國破家亡」，你真正親身

體驗一個國家不強盛，是怎麼樣一個情況，用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然後跑

去從軍，從軍後來三十五年還是三十六年，我忘了，那時候保送軍校，就是

二十一期，保送我去，我怎麼樣都不去，我說當兵是我應盡的義務，「當官」

覺得好丟臉的感覺，是職業軍人，我不當官，我就要當兵，那時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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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嘛！就退伍，這叫「復員」，復員我可以就學我可以去念書，那我「復員」

去念書可以不要繳學費，當過兵可以不要繳學費，想的是這念頭，怎麼會去

當職業軍人；那我在想當初，他們為什麼會看中我呢？這些連級的軍官，就

是那種愛國，那種是真正的從內心發出來的那種愛國，你想我經過抗戰的洗

禮，知道那種「國破家亡」是怎麼回事，所以他們會選我去，我不去，就是

不去，後來接著一年就跑到台灣了，說轉進，實際上是撤退。 

鄒生：那來台灣後有沒有機會在部隊再進修？來台以後部隊應該是有進修的管道？

老師還是沒有去？ 

超師：沒有，我到了五十一年的時候就退休，那時是中尉。那是因為之前我去了裝

甲兵學校，是軍官養成教育，所以才升到中尉。那時候楚戈也常常開玩笑罵

我，他說你「晚節不保」，跑去當官；那時候為什麼會去，因為被他們整得太

慘了，那士兵被整得太慘了；我原來是青年軍，到了台灣叫做裝甲兵，看到

裝甲兵是 現代的裝備，卻是 落伍的思想，那打擊非常的大，那簡直是度

日如年，那時候我常講，前面舖上刺刀，你爬過去就可以脫掉軍服，我就會

爬。因為在青年軍我沒有聽過「三字經」，沒有聽過，但到了裝甲兵，我看到

還有打屁股，那不用說「三字經」了，什麼粗的話都有，那精神打擊很大，

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這樣講你沒法感受，就等於現在把你放到瘋人院去，

你是他們的同伴，（鄒生：所以您選擇去退伍，然後去唸書），對，那時候，

我常常另有一種感覺，什麼事情就是一體的兩面，在那種被折磨之下，非常

痛苦，痛苦到極點，你的精神自然會昇華；所以，我就想到佛家那「苦行僧」，

他認為人有所謂的痛苦，就是因為你有「臭皮囊」，所以你不能夠升天，解決

了你的「臭皮囊」，讓你的靈魂昇華，那你就能夠升天；在那一階段，我就體

驗到這樣子的，這體驗，當時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現在回想

起來，何嘗不是一件好處，那是 嚴苛的訓練， 嚴苛的認知，讓你知道生

命的價值，人的意義是什麼；當時，真的就想「自殺」，而且「自殺」的人數

還不少呢！（鄒生：管理方式很粗暴），不能說粗暴，它整個的環境是那樣，

那些人是那樣子，所以大家都一樣，他不覺得粗暴，就連你現在在台灣，你

一開口，講那個粗話「三字經」，這不覺得是習以為常嗎？你不講這個還不夠

意思呢！你不講這個還不夠親，是不是？它成了一種風氣，所以，這是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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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悲哀。在台灣，比方這麼樣反外省人，看到外省的阿兵哥是那個樣子，

因為他會把國軍跟日本兵做比較，日本軍隊你看不到的，他們紀律嚴明，一

切都是國家就分配好的；那我們國軍不是，抗戰期間不發糧餉，沒有糧餉，

你找他要糧餉，給你槍桿子；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也看到他們可愛的一面，

也看到他們可恨的一面；我親眼看到，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子，看到日本人掃

蕩打過來廣東，那記得一清二楚，就是那個阿兵哥肚子上打了一槍，被日本

人打了一槍，然後，擔架就是一個門板抬到他，然後，我跑到他面前，我問

他你疼不疼，面不改色，告訴我為了國家這算不了什麼，我很感動；然後看

到那些沒有受傷的人，你猜怎麼樣？就是土匪樣，把人家的雞捉起來，綁起

來掛在槍桿子，就是那個樣子，（鄒生：落差這麼大），你看那種愛國的熱忱，

就是那樣；可是他們就是沒有給你槍又沒有糧餉給你，你怎麼活呀！敵人還

打你，不單是日本人打你，共產黨也打你，兩邊都打你，那你要活，只好搶。 

鄒生：那我看老師的一些資料，你退伍之後考大學，您好像選擇比較屬於文史哲方

面的，那大概因為跟老師當兵時喜歡念那種中國哲學有關係的，可是後來你

還是沒有選擇走哲學這一條路，選擇走藝術這一條路，這雖說到 後是「殊

途同歸」，但一開始還是有分界，（超師：對），那這樣的分界是怎麼造成的？

（超師：你說是怎麼樣？），我是說，你在念哲學的東西，當然你說哲學和藝

術 後面是一樣的，（超師：對， 後面是一樣的），但那還是到 後，但是

剛開始老師選擇的時候，本來好像選哲學，但後來好卻選擇了藝術這一路，

這中間的轉折是？ 

超師：這道理很簡單，我的程度沒有那麼好，因為，外文不行自己很清楚，（師母：

不要說那麼多，就說當年沒考上哲學系……），因為，當時在沒有讀這之前，

胡適之的書我都一直都在讀，他的《中國哲學史綱》，他只有一本上冊，為什

麼沒有下冊呢？因為他不會印度文，（堯師：對，他不會印度文），他沒有佛

學的資料，讀人家翻譯的，他真是了不起，只寫自己會的，他不會的沒有東

抄西拼，所以，我當時看這些，我自己也很清楚，我喜歡的，跟我能力所能

達到的，不是成正比，你基本條件不夠，如果是從按部就班這樣讀上來，我

可能會去選這條路；你工具不夠，做一個木匠，你只會用鋸子，那刨子不會

用，你怎麼行啊！做不了好木匠；順便講到這裡，「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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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自己的長處，自己的缺點，我覺得我比較有自信的，我知道我能完成；

如果給我時日的話，能夠讓我活二百歲，那我當然可以，可是不可能啊，你

只有那麼長的生命啊，你學不了那麼多；你們太幸福了，因為沒有經歷那麼

多，你不會體會那些，我這樣講你不會體驗，你真正肚子餓了，沒有其他東

西吃，你才知道，哦！飢餓是什麼滋味，你真正知道飢餓是什麼滋味；你老

爸跟你講這些東西，你會聽不進去，我講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還有， 好

玩，我說當時沒有發展的空間，沒有那個社會，你根本沒辦法，那小孩常常

會問，怎麼會呢？你們可以去做別的嘛！去找別的工作，一直到台灣，我脫

軍衣的時候，那時候的工作都不好找，到民國五十一年，你想找一個好的工

作都沒有辦法。 

鄒生：那既然工作這樣難找，你為什麼這麼毅然決然退伍呢？ 

超師：我跟你講，就是因為當兵我恨透了，我用「恨」這個字，那是真正是惡夢（鄒

生：所以那時你只想離開部隊，完全沒有考慮以後要怎麼生活），沒有脫掉軍

衣的時候，還在那裡做夢，我說只要有一支槍就夠了，我走到哪裡，打到哪

裡，吃到哪裡，因為我的槍法還可以，反正有鳥、有兔子我一定打得到，好

玩、作夢，有斑鳩，我一天 少可以打多少斑鳩，我就可以活了，真正是作

夢；那時候想，我有槍、有畫架、有書，我走到哪裡，打到哪裡，吃到哪裡，

幼稚，真是幼稚（鄒生：不知道社會的可怕），不知道；投到社會，我真的是

白痴，你想想看，我從十五、六歲到了軍隊，然後到三十多歲，根本沒有跟

外面的人接觸過；像從前放假的時候，人家放假出來，到街上去逛、去玩，

我不是，我放假是到山裡去，我不跟人打交道；我是覺得……，這怎麼說呢，

我感覺這人是「兩腳動物」，這給我的感受，所以一直到現在才比較好一點，

願意跟人打交道，實際上我是不太喜歡跟人打交道；比如展覽來說，這幾十

年，個人畫廊展覽總共 3 次，高雄展 1 次，台北龍門、歷史博物館展覽 2 次

（鄒生：到現在還是不喜歡跟人家打交道），我不是看不起別人，沒有那個心；

我是覺得，我到那裡面，變得很孤獨，人越多，我就孤獨，我覺得我好像消

失了；所以，像這些展覽，嚴格講，實際上不是我得的，是他得的，我根本

就不要；我什麼都不要；我不是真的什麼「退縮」，我不是那個意思，而是我

覺得，能活就好，不需要；因為，我們看人生，一定要去看到你當下，這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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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時間，你進步嗎？對人生，人說實在真是太卑微了，太渺小了，不值得

去拼啊，去幹什麼，沒有意義，我覺得你活在當下，怎麼樣掌控你的每分每

秒，不要浪費，就夠了。所以，我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我能夠有今天的知

識，不就是這樣子點滴得來的；人家就常說，你做什麼消遣，我本來想告訴

他，我沒有活的不耐煩，可是我不是要挑剔；連時間都不夠，那還「消遣」；

還有，人不管怎麼樣的聰明，怎麼樣有高智慧，在你人生的過程中，總有一

個盲點，這個盲點……。 

------------------------------------------------------------------------------------------------------------ 

鄒生：偉大的人做愚蠢的事。 

堯師：現在都看到偉大的人做愚蠢的事，那就是因為有盲點。 

超師：你看那些人為功名、為了利在那邊斤斤計較，人生不過幾十年、百年，你以

歷史眼光看，多麼短暫，若以宇宙的眼光看，簡直是不值得一提；你在看歷

史，那些有名的人，再看現代的這些人在那裡爭，再過幾十年，誰知道這些

人，沒有人知道，所以爭那個不是無聊嗎？尤其，看那個張學良（堯師：實

在是那麼年輕就這樣），那真是感慨很深，他活了那麼大年紀，他能夠用的年

齡有多少，真正能夠為國家效力的有多少？我不敢說他白活，他如果有一點

腦袋，當時這個國家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中國也不會那麼悲慘，（堯師：他

這屬於歷史關鍵，當時怎麼會變成這樣，他也不要去跟著回來，也不要送他

回來，就這麼一戰，被軟禁以後，四川、廣西那邊…），我聽他那些講話，你

就會知道這個人，…… 

堯師：我看你要開始下次集中焦點，對老師全面做好這藝術，一段一段來……。 

超師：我那個畫架搞好了，（堯師：應該要做老師的紀錄片，這機械創作品，那個豎

起來那麼高，屋頂都突破了），這個不夠……；我常常告訴你們年輕朋友，你

們以興趣去做事，怎麼樣辛苦都不要怕，你堅持去做，你就會成功，一般解

決困難的，我感覺到都不是那個絕頂聰明的人，而是那個會堅持的；聰明的

一覺得那個不好，馬上轉一個方向，所以一輩子換來換去，就換掉了；像我

做陶瓷，給我深深的感覺，就是因為我太笨了，我不是謙虛，因為我不會轉

彎，我沒有辦法做出來，我就不管，非把他搞出來不可，生活怎麼樣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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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都不太考慮。 

鄒生：老師你要不要談談你在藝專的求學階段？我在你的書上有看過一些，但是那

些大概沒有二千個字就寫完了；你在藝專唸書的時候，在那本《窯火中的創

造》有寫，但字數不是很多，大概就是提到利用寒暑假打工畫畫，大概就是

這些；但我想這四年絕不只有那樣，譬如老師學雕塑，可是寫雕塑的東西，

寫得並不多；所以老師要不要談談，你在藝專求學的年代是怎麼樣情形？ 

超師：我進藝專，就是大專聯考以後，我知道我一定會考取，考取的時候身上一毛

錢都沒有，真正的一毛錢都沒有，吃 後一碗陽春麵，那時候我跑去找趙越

老師，我跟他說：老師我身上一毛錢都沒有了，他說：沒錢（他是東北人），

然後，就講了這麼一句，因為他那時住長安東路，很熱，他拿出草蓆，兩人

一起躺在草蓆上，然後就開始問我，他說：孫超，我問你，你有沒有賣過血；

我說：老師，我沒有賣過血；他就哈哈大笑，你還沒有賣過血，你知不知道，

當年我窮得去賣血，你到現在還沒有賣過血，那算啥，怕什麼怕，沒錢怕啥，

不要怕，明天跟我去上班；這句話講出來，你曉得當時給我的感覺如何，我

心裡的石頭，碰！就掉下來了，我說我窮得，還沒有去賣血，老師當年去賣

血，那他叫我明天跟他去上班；當時那樣一句話，比給你多少錢都來的有力

量，馬上就恢復自信，就有那種信心，隔天，就跟他去上班；上班，他畫草

圖，我就幫他填顏色，幫他著色；那時他設計—烏拉圭的商展，我跟他說，

老師如果你這些牆面用蠟染，做出來不是很漂亮嘛！用蠟染做出來這種古樸

的感覺很漂亮，他說，這個主意好！我們就來設計這個。 

鄒生：其實我一直不太了解我爸跟我講的話，因為老爸沒有像孫老師跟我說這麼大

的道理，他只跟我說，當軍人有什麼好，你老爸當了一輩子，還不是這樣子，

不要，不要；可是，我想他的心情大概就是像孫老師這樣，因為他也是青年

軍，所以，他可能也覺得說，你是為了什麼去當軍人；他說你去當老師，不

要當軍人，所以我就選擇唸師大，可是說實在話，我到現在還是對我爸爸不

讓我去唸國防醫學院，我還是有點耿耿於懷。 

超師：現在時代不同，如果你當軍醫的話，也十年就可以退職；不過你要想，你沒

有當軍醫，你離 SARS 很遠，那當有一天，你要知道，你做這事情到底為誰，

為啥乎？當你有這問題存在，你發覺這問號是空的，不值得的，那你就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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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滅了，你思想想得越深就越痛苦，（鄒生：思想想得越深就越痛，所以只好

寄情於藝術），然後，假使你真正能夠想透，那就好了，那就不痛苦了，可是，

你在那個年齡也無法想透，後來有一次就想自殺，因為看到這些貪污，這些

社會的事情；後來有一個長官就告訴我，這些就像你床舖上的臭蟲，臭蟲是

要吸人的血，那個臭蟲只不過吸你二滴血，你就要為了這臭蟲去自殺嗎？他

這句話，把我搞醒了，那些人渣就是在整個社會來講，他就是臭蟲，你要為

了那幾個臭蟲要去自殺，你要是厲害有辦法，你就用 D.D.T 將牠消滅，把你

的床舖板，搬出去用開水燙，消滅臭蟲。有一次，他們漢聲出版社舉辦攝影

展，送了一套書《中國歷史影像》，我當時沒有掀開看，拿回家來看了那照片

本以後，泣不成聲，因為那些照片，就等於把我從前小時候那一段的記憶，

那些事情，等於全部喚回，（堯師：苦難中國，是嗎？），對，苦難中國，（堯

師：逃難時代， 悲慘的小孩子的影像？），我看了那照片的小孩，那就是我，

我當年就是那個樣子，（堯師：在徐州啊？），對呀！在那個時代來說，痛苦！

痛苦！也很感謝的讓我活得比別人要充實…… 

鄒生：那個趙越老師，他幫你籌學費？ 

超師：對，然後他帶我跟他去上班，上班設計那東西，我建議他設計蠟染，然後，

那蠟染我可以做，我做又可以賺到錢，那時候台灣沒有幾個人會做蠟染？所

謂「蠟」，一定就是用「蠟」嘛！然後蠟染，怎麼染搞出來，我就在那裡想，

在那裡思考這問題，問他們怎麼可能告訴你，根本不可能；然後，想到小時

候點蠟燭，那蠟會不小心滴到身上，滴到身上你會把那蠟摳掉，一般就會有

裂紋，我就想到會不會是這樣，然後，我就到書店去找書，被我翻到日文的

書，但是，我看不懂日文，半讀半猜，那有些字知道有些是漢文，然後，就

講蠟熔了以後怎麼樣塗到布上去，顏色怎麼搞進去，普通這布，顏色進不去，

要脫脂去掉脂肪，那上面有寫，這太重要了，然後，就買了那個氫氧化鈉，

就是「火鹼」，那時候只知道叫「火鹼」就去買了，買那個時候不太懂，不知

道那個厲害，倒到盆裡面，然後澆水，「啪」就爆炸，我手上這個疤，就是那

時燒的一個泡，然後，就把白布放在裡面泡，把棉花脫脂，脫脂後就可構圖

染色，那蠟很簡單，跑去漢口街買，就刷上去，凝固後掰開裂紋再上色，再

去掉蠟，用蒸的定色，成功，你只要有心想去做，我常常自己當老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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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這是什麼？這是怎麼做的？」，只打了一個問號，從此沒有答案，這

還算不錯的；另一種人，根本連問號都沒有，我常常鼓勵小孩，你有了問題

然後去找答案，我就是那種人，就去找答案，怎麼做？所以，我一下就研究

出來了，就做實驗就成功了；然後，第二步，就去找染料，染料有直接染料、

酸性染料，鹽基染料，分為這幾大類，那你要知道，棉布是要用直接染料，

酸性染料是對毛織品，鹽基染料是對化學尼龍纖維，很快我就研究會了，只

是沒機會做。當時接這個工程的廣告公司叫「雷克」，我就向雷克包這個工作。

但是有別人來搶這個生意，本來我是向雷克要一萬元，那時一萬元很大，搶

生意的人說願意五千多元就做了，雷克說人家開價這樣，我說既然人家可以

做，我當然也可能做，他們說如果我做就給六千元；我就連夜做，搞了一個

禮拜，碰到天下雨沒有辦法拿出去曬，就用熨斗燙，在那小閣樓裡，然後上

班時候就打瞌睡，然後就被老闆看見了，看到我一臉「倒楣相」，你身上一毛

錢都沒有，人窮志短，那東西會表現在你的臉上，你相不相信，沒有經過這

個你不會相信，（鄒生：我以為那是書上寫的），那小偷是被警察怎麼捉到？

是他臉上寫的；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越倒楣之下，看到我老瞌睡，那老闆就說：

趙越這個人我不能用，那個趙老師很護短的，聽到這個氣死了，「他不是來賺

你們的錢，他來幫我的忙的，一毛錢都不要領，他明天就走」，我當時在那裡

多難過，可是我那種難過，只是惋惜，我說，你們吃得太飽，不知道別人的

飢餓，你看我在打瞌睡，你曉不曉得，我已經一個禮拜沒睡覺，只是說不出

來啊！好吧，我就離開了，剛好做了半個月，一個月都不到，拿了一千元，

一千元那時候多大的數字，本來一個月二千元，我可以做一個暑假，結果二

個禮拜就滾蛋了，然後蠟染完成了，拿了六千元，加起來七千元，哇！好多

錢；然後，又一個朋友介紹我到「美軍顧問團」，他們聖誕節畫壁畫，我去幫

他們畫，介紹我的人是杭州人，他不曉得我畫素描的功夫，他不知道，他看

我幾百尺就給他畫出來，那個牆 7 尺的夾板，一片片這樣拼起來，那圍牆之

大的，我就畫出來，因為那有底稿，就是聖誕卡照著那個畫，畫了以後，他

就很驚訝，然後那個外國老闆，就是那個總經理，就這樣看；然後我那朋友

就幫我去著色，像油畫一樣，結果他畫不過我，後來，那些美國人太太、小

姐，就抓著我：來！來！來！我們一起拍照，哦，那老闆高興得不得了，然

後在那一個小時八塊錢，（堯師：那時是民國幾年？），大概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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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師：民國五十三年的經濟物價我講給你聽，他們這一代還沒有出生，他講那多少

錢？可能沒有意義。我民國五十二年進北師，一天早餐、中餐、晚餐，北師

的伙食費用六塊錢，一天伙食費六塊，一個月是一百八，你就知道，五十二

年到五十七年畢業，伙食費都一百八，畢業呢？教書一個月多少，民國五十

七年的時候，一個月七百八，教小學七百八，口號喊好久，一個月七百八，

很可憐，他們這一代不曉得，我就是在那個，（鄒生：我還沒出生），所以，

他不曉得，聽到一千塊、七千塊他不知道多大，（鄒生：不知道多大），等於

快要半年到一年的薪水。 

超師：七千塊很大的數字，（鄒生：那一小時八塊，也算不錯了），很好哦！那進不

去的，（鄒生：我剛一直對一小時八塊沒感覺），（堯師：我跟你講民國五十七

年小學老師一個月七百八，我可以算出來），然後，我跟他們總經理在一個辦

公室上班，那時就發現，外國人上班時態度之認真，那總經理客人一來他跟

客人談事情，客人走了他沒有事了，就叫我給他一塊板子，幫我填顏色；那

有一女上尉，是管財產打字的，好的不得了，他們可以去軍官俱樂部，我們

不可以，我們只可以去士官俱樂部去買東西吃，他們階級觀念非常清楚，但

她每次回來就給我帶蛋糕，帶什麼給我吃，那白天在那太陽底下畫那白色板

子，夠刺眼的，然後，她就把她的太陽鏡給我戴，我那個時候，一句英文都

不會講，不敢講，一天到晚上班像啞吧一樣，尤其我的自尊心非常強，因為

美國人根本就看不起，他們動不動鈴一響，所有的人都不准動，在幹嘛？那

憲兵便對中國檢查搜身，就是那個（堯師：那是我們那年紀長大的，聽到就

知道，他們這年紀都不曉得，無法想像），那你想你那自尊心受多大的打擊，

我上班的時候，我的衣服洗了以後，會借人家的熨斗燙平了去上班，都是筆

挺的，然後又沒有草帽，我就用一紙箱，做一草帽戴在頭上，那上尉的眼鏡

給我戴，對我愛得不得了，然後對我講，暑假後就開學了，開學就要新生報

到，我去藝專報到，跑去找教官，因為我是軍人，他是戰車科的，我也是戰

車科的，那我就跟他講，我可不可以晚幾天來，那軍訓我不需要嘛！那邊有

工作我去做，他說：可以可以，你去吧！我就多做了半個月，多賺了一點錢；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那總經理就跟我講，只要你一畢業，或者你暑假，你

回來工作，我都非常歡迎！我心裡想，我不是那種奴才的人，我不要賺那種

奴才錢，因為你自尊心受到打擊，那時候你看看，我年齡那麼年輕，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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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我下了班回去，躺到那裡不能動，就是要爭口氣，不是所有的中國人，

都要你去檢查口袋，我不是那個人，開始他們試驗我，就是為準備聖誕節換

季而加班，工作忙得不得了，我晚上就加班，加班他們所有的人都走了，就

剩下我一個人，給我一把鑰匙，然後他們故意把錢丟在地上、桌上，我心裡

面想，你這一套免了吧！就想試驗我，我從小就不撿地上的東西，我逃難的

時候，人家東西掉在地上我都不撿，更何況是現在；從那以後，他們就把鑰

匙交給我，隨便上班，自己打卡，所以，我走的時候，他們非常捨不得，那

個時候，人家託人買酒、煙，那時美國的東西台灣很缺乏，我從來不找任何

人買任何東西；這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別人也會尊重你，（堯師：這就是

藝專的點滴，這段外面大概不知道），（鄒生：這在外面我沒看過，老師好像

沒提到過），閒聊嘛！ 

鄒生：那李德老師呢？我在老師的書上有看到你提到李德老師？你是跟他學畫嗎？

（超師：學素描），（堯師：素描，對，他是素描），可是我看他年紀跟你差不

多…… 

超師：對，他比我大一些，我那時剛開始養雞，也剛拿到「准予報考」的證明，先

試試看考大專院校，那時在師大考，郭軔我都很熟，他監考，然後，就跑到

我面前來說，孫超，你怎麼搞的，還不趕快上色，叫我上色，我跟他講，我

不會啊！但是我會畫那個輪廓，用那線條，但是我不會著色，我沒有學過，

我不會呀！真是好玩，他講你怎麼還不著色啊！後來到第二次聯考我總算會

了，也考取了；我想當時閱卷的人一定覺得奇怪，怎麼搞得，這個人完全不

會著色，那種表現；用炭筆皴那個光影，我不會，我只會用線條表現立體。

上了藝專，我才學得更好一點。在李德老師之前，沒有任何老師教我素描或

美術，我一直是「比葫蘆畫瓢」，但是李德老師教的素描，是他自己的風格，

他畫的很好，卻不適合用來教學生，學生又領悟不了他的深度，只能模仿出

他的形，這種模仿我無法接受的。（鄒生：那你上藝專再去學著色那些東

西？），有點忘了，藝專之前還是藝專之後，也看過日本素描的書。（鄒生：

我看書上是寫，老師是要考藝專術科之前跟李德老師學素描），我考了二次，

第一次考的時候，我正在養雞，（鄒生：所謂的科學養雞法）；大概是第二次

考前，我去李德老師畫室好幾次，他也不收學費。第一次考學科，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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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我看了似乎都知道，就是答不出來，那時候完全沒有準備；等到第二

年，第二次我就知道了，要準備去考，然後去那補習班去補，那時候叫建國

補習班；那老師在上面講歷史、地理，他在上面講，我在下面翻書找，找不

到，不曉得在講些什麼，你根本沒有讀過，你怎麼會知道呢？後來第二天上

課，我就知道了，我就先在家裡，先看一看準備好了，然後他講我就知道了；

我考歷史、地理，我全部畫圖，歷史我畫座標，縱座標、橫座標，所以複習

的時候，我就是看我的座標，當時，我在想，考地理、歷史我一定拿滿分，

那種強烈的自信，尤其地理，我那時腦子常出現那地圖，尤其那氣候，我簡

直是一清二楚，就是定要拿一百分，結果都沒有拿到，沒有戰場訓練，你知

道嗎？考試的時候，答卷都被我手上的汗搞濕了，真可憐；你要曉得，我還

在那裡算，幾塊錢我這餐吃什麼，下餐吃什麼，還是吃一個饅頭，還是吃碗

陽春麵，考完了一毛錢都沒有，你自尊心又強，退伍軍人好像腦袋上刻了字，

比囚犯都不如，那個心情真是難過呀！你無法體驗，我記得我去彰化銀行去

領錢，腳踏車放在部裡，那時我在南陽街上班，出來以後，我的腳踏車不見

了，我跟那警衛講，我腳踏車被偷了，他在我耳邊悄悄說，我告訴你這就是

退伍軍人偷的，你想一想，我沒有勇氣告訴他，我就是退伍軍人，那時候桂

林路，那些賣舊貨的就是退伍軍人，你去看東西，你不買他會罵你，台灣話

說什麼「小偷街」還是什麼，當時，對我是很大的傷害，現在聊天，我願意

談這事情，我覺得如果人生的過程中，有所值得回憶的話，這是我 得意的

回憶，為什麼 得意呢？那些苦我吃過，如果我跟你一樣這麼好運，我不是

今天這個樣子，（堯師： 後那事情是兩面的），我 喜歡談這些，這是我

得意的，吃那些苦頭，（堯師：因為你人生裡面沒有「怨」，任何一塊顏色你

都沾到），我畢業以後就到新莊中學去教書，我教了八個月，就到故宮，（鄒

生：為什麼沒有機會教下去呢？），我去故宮參觀，然後就遇到楚戈，（鄒生：

是同學嗎？），同學，在軍隊裡又是同事，我一遇到他，那時沒有去過，第一

次去，一看，天啊！這麼好的環境，然後，我說，你在這裡啊！他說是啊！

我說這環境太好了，這裡適合我，我要到這裡來，楚戈就問我，有沒有關係，

我說什麼關係，他說人事關係…… 

超師：然後，當時我就跟他講，我一定進得來，就是那種信心，我一定進得來；然

後，我就回去了，而且常常打電話給他，問他你們那裡有沒有機會，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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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有缺你告訴我，我就自我推薦；有一次他說，有，有缺，然後我就自我

推薦，就去了，那時是器物處，器物處當時要製造一個復古仿製的模型，我

說這個，因為先得到資訊，就好辦了，就連夜速仿唐三彩，用油畫顏料塗一

塗，像是陶瓷的，然後，帶著我參加全省美展得第二名的獎狀、素描及鉛筆

畫，跟這仿製的唐三彩，我說我會做這些東西，我有得過獎，然後這是我的

素描是這樣子，這是我當時畫的玉蜀黍、還有風景畫；他們一看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跟他們還講了「驢話」，那真是「驢」，現在想起來真是年輕，我說

我會這些，你們要不要，但是我要問我到這裡來工作，你們要叫我做什麼？

如果這些工作適合我，我就願意做；如果不適合我，就是再好的名稱，再好

的職位我不要；我那天就講這個，他們這樣子看我，人家還沒有要你呢，你

就講出來這些，然後，他們另外也想，沒有碰到一個年輕人這麼狂傲的；那

個時候，黃昌惠我跟他講，我有去故宮，他說：不可能的，我說我一定去得

了，結果我去了，他說：孫大哥，我真是佩服你了，你真的做到了；後來，

見了院長，他們講過一個禮拜等通知，然後，副院長跟我講，還要調查；我

當時聽到要經過「調查」，很驚訝一愣，我說啊！還要調查，他說，你有犯過

案嗎？我說，沒有，沒有，我只有 光榮的歷史，希望你調查；我真的就只

有 光榮的歷史，結果，一調查，就通過了，然後，就找了一個立法委員，

那是我老師的先生做保，就進了故宮，很有趣吧。我跟你講我教書的經驗，

去教書我就在想那種熱情，自己年幼時沒有好老師沒有人教，自己摸索，一

直就希望有人指點我一條路，我在當兵的時候受過教官訓練；我教書的方法，

我就按照我在軍隊當教官的方法，美國人的那一套，一個小時的課要準備八

十個小時做準備，不然的話，你這一套講義教給別人，別人照念跟你教得一

模一樣，是要這種要求，我就是用這種方法，充分的準備，然後，把軍隊那

一套，全部都準備好去上課；第一天，我就把學生給唬到了，我就跟他們講

「美」對人生的重要性，怎麼樣，怎麼樣，然後我就講，現在講這些，如果

你們不信，那我做這個實際的給你們看，我說在藝術家眼中沒有醜陋的東西，

學生都很皮，我說什麼都是美的，然後眼睛用探視的方法，看講台後的掃把、

垃圾桶、畚箕那些，我眼睛在看那些，那有學生就很調皮，說「老師，那字

紙簍也是美啊？」，我說，對，你說對了，我就等他說這句，然後，就把那些

字紙簍跟掃把，往講台上一擺，前面的學生就後退摀鼻子，我說，好！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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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黑板把它畫下來，畫的時候，我是用他們的角度來畫，不是我的角度，

是他們在看，不是我在看；我是事先演練的，在我沒有上課之前，我就在黑

板上畫了很多遍，都研究好了，那時東西向上一擺都是那個角度；畫好了以

後，我說，你們看如何，那學生，哇！就這樣「哇！」一聲，第一次就被我

征服了。後來上課，我就給學生規定，老師上課不准講話，不准擾亂別人，

你們對於老師的課沒有興趣沒關係，你們不可能每一個將來都成為藝術家，

所以，老師不讓你們浪費時間，你們乖乖的看自己的書，不要擾亂別人，到

時候你們每個人都及格，但是我規定你們畫的畫，你多畫一張畫就給你多幾

分，但是， 多你也拿不到一百分，但是， 低你也拿七十分，你們都可以

及格，但是，絕對不可以妨礙別人，老師講的有興趣，你聽一聽，沒興趣，

你不要聽；學生真是高興得不得了，那我也真的這樣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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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訪談記錄（第三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3/07/30 

超師：……我的個性是這樣，當一個東西沒有做成，你就宣揚自己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不好；我一向都喜歡悶著頭做，等做出來以後再說。那個日本交流協會

的聯絡人叫「郭島」，是他在聯絡主辦，然後，領隊是日本的吉田耕三，非常

有名；那時候，由於郭島常常跑故宮，跟我們院裡面、院長很熟，他那時講

日文，我們院裡有日文翻譯，院長秘書黃敏惠小姐，就帶郭島來我家；來我

家以後，黃小姐拿了一件東西，一件青瓷的作品，她帶著郭島她說我要去還

朋友這個陶瓷，那個郭島一看到她拿的是青瓷要來還我，他就要求黃小姐說

我能不能跟妳一起去妳這個朋友家拜訪一下看看，她說：可以啊！她就帶著

他來我家；一看到以後，哇！他就非常的驚訝很高興，然後，因為是他主辦，

他就直接邀請我，然後，第二天，他們整團全體都來，那些人提出了很多問

題，我當場就跟他們解答，他們高興的不得了；他說你沒有參加，這樣子我

們也都看了，也可以，後來他還是再次邀請我，要我參加；我再一想，如果

不參加，人家會說你「自命不凡」，對不對？我說，好吧！那我就去參加；就

是這樣子。 

鄒生：我看那些雜誌上面，只知道前因不知道後果，現在大概知道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有看那雜誌，在那一次展覽，似乎對日本……就是吉田耕三他們對台灣

的陶瓷似乎覺得好像跟他們比起來，有一種我們被他們比下去的感覺，那孫

老師您在現場看的感覺怎麼樣？就是說把我們的作品，跟他們的作品比較起

來，這是他們雜誌上的，甚至他們後來還開了一個座談會，大家都還在深切

的反省，說我們不如人家，那孫老師你現場這樣看，真的是那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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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天上地下（鄒生：天上地下），我們的幼稚園（鄒生：真的那麼慘！），非常

慘，我們的作品一擺出來，黑壓壓的一片，都是一個調調，沒有幾個有釉的

質感，那這樣擺在一起，就是黑壓壓的一片，造形也比不過人家，那釉就都

不用談了，人家來的人，有很多都是個個名家，那名家每一個都有他的特色，

那都非常好，我們怎麼跟人家比，不能比。你知道現在來說，我們跟他來比

還是輸給他們，（鄒生：還是輸給他們？）當然輸；主要輸的原因在那裡呢？

他們有傳統的根基，做陶藝的傳統根基，我們是斷層，突然冒出來，你了解

嗎？（鄒生：嗯！）應該說，我們的根基比他們深厚，但是，我們中間一段

斷層，沒有真正多少人去學陶藝，去學陶藝去做陶藝，沒有多少人；那在這

個中間，像你在師大，那你自己想想看，你學到什麼東西沒有？你學到什麼

樣的釉？學到什麼樣的造形，照理說，你們算是 強的，可是你實質上來說，

到底學到了什麼，那外面的人更不用談了，在那個時代，釉方這些東西，都

是保密的，絕對不肯外洩的、不肯教、不肯講的，因此在這方面，我們不但

比別人差；還有一個，做陶藝的，當時的一種心態，就是一種玩的心態，不

是真正的一種專業的精神，要靠這個維生去做的，那就不一樣了，那當然就

比人家有差了；你要看人家的名片，這樣一拿出來一張名片給你，他都是第

多少代，他們都是世襲的，家裡面都是做這個東西的，然後來做；那我們台

灣恰恰相反，真正做陶藝的做陶瓷的人，反而沒有幾個人參加，沒有幾個人，

十個手指頭扳出來，都數得出來，沒有幾個人。 

鄒生：所以意思就是說，當時那個年代我們的專業陶藝家，其實幾乎是沒有。 

超師：幾乎是沒有，太少了，就是靠這個維生的，太少了。那我記得很清楚，當時，

做這個釉上彩的，包括中華陶瓷、市拿，市拿他們剛開始是從香港請了一個

師傅，那個香港的師傅教他們怎麼樣畫釉上彩，那時候就二、三個人，我忘

了是那些，那剛開始，（鄒生：他們還是七十幾年開始，那時候我們在大學唸

書的時候，常去他們那邊參觀）那時候你們去參觀，已經有了一個規模了。（鄒

生：一個規模了，對。那時候，大概是七十八年的時候）那已經有了一個規

模了，在那之前就請香港師傅，他財力雄厚，有錢（鄒生：也就是說他在台

灣找不到專業人可以教他們），沒有，沒有人，會的人……，畫釉上彩……那

時候……中華陶瓷應該有（鄒生：許佔山他們），任……（鄒生：任克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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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鄒生：他們也不會教人……）不可能的事情，這些人……他

們實際也不能畫，（鄒生：對，他們都找別人畫）。 

鄒生：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在七十六年的時候，我還在唸大學，剛好對陶瓷

剛開始有興趣的時候，我們社團有訂藝術家雜誌，那我就看到孫老師在上面

有發表一篇文章，講那個銅紅釉藥，那時候我就覺得，怎麼會有人願意把配

方，寫這麼詳細公佈出來，我們那時候有學長就講說，這搞不好是騙人的；

我們就想說，反正上面都有材料、有數字，就試試看；那我們一試，當然是

因為我們火候控制的可能不好，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那個東西是可以燒

得出來，只是因為我們的機器設備等等不夠完整，所以我們燒不出來；那我

們學長說奇怪，他就看看名字，就是孫老師你的名字，就覺得這個人是誰，

怎麼沒有騙人，那時候，我們自己都很訝異。 

超師：怎麼沒有騙人。 

孫師母：我補充一下哦！那個時代本來是想一系列全部都寫完的，後來寫完鈞釉以

後，沒有再繼續，是因為藝術家雜誌配合圖的部分太差了，圖的彩色的部分

太差了，（鄒生：對，那時候的印刷好像也不好）看了很生氣，後來決定不寫，

算了，要不然會全部寫好了寄去。（超師：全部都寫完了） 

鄒生：那時候我記得我只看到銅紅跟黑釉，青瓷我好像就沒有看到，青瓷好像就沒

有發表（註：其實有發表青瓷）；那時候我們就很好奇，其實那時候我們都不

認識孫老師，七十六年我們大概隱隱約約有聽過孫老師的名字，但是，孫老

師您可能在外面的展覽等等比較少，我們就不太了解，也不曉得孫老師您長

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們在社團做參觀也都是去……，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所以都是去教育單位，譬如說我們去看劉鎮洲的，或是去看林葆家的，或是

去看市拿，也不會想說去拜訪陶藝家看看，那時候也不敢，總覺得陶藝家好

像離我們很遠；我們學長都有把那個實驗拿來作，有幾個學長，現在他們

都……，譬如像郭義文，還有林新春，這些學長我們都認識，他們都真的有

去作那些實驗，這些學長都覺得，怎麼會有人……，就是覺得怎麼沒有騙人，

那時候他們有做出來，只是燒得不好，燒得不好是因為我們的還原窯沒有那

麼好，（超師：也自己知道控制不來那麼好）對，因為我們的還原瓦斯窯，我

們其實大部分都燒電窯比較多，（超師：還原窯不太會燒）對，燒還原窯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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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燒，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那顏色好像有出來，只是技術的關係；但是，後

來又覺得，怎麼後面一系列都不見了，就沒有再……，因為記得之前看的時

候好像說，有研究的一系列要發表出來，怎麼都沒有看到，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時候我們還在唸大學，所以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超師：還好，這樣算起來還不錯；奇怪，那我現在怎麼發覺，看這些研究陶藝的，

做陶藝的，很喜歡看書的人不多，好像是……（鄒生：做陶藝的喜歡看書……，

不曉得），好像不多……；我為什麼提出來這個問題，這是，我自己碰到很多

人，叫他看書，他搖頭，很奇怪，但是學畫的人，好像比較喜歡看。 

鄒生：譬如說我在佛光研究所有一教授，不知道孫老師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倪再

沁，他是現在東海美術研究所的所長，我曾經跟他討論過陶瓷這一樣東西的

藝術價值，他就一直覺得，陶瓷因為要燒火，還要使用泥土，所以他一直覺

得說，陶瓷藝術性的價值，應該是，在一個作品裡面應該呈現出「火」或是

「土」的感覺，那我就跟他說，如果照老師這樣講，那譬如說古代那個青瓷，

那個你也看不到「火」，也看不到「土」，它純粹講顏色，那您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變得沒有藝術價值，他說這種東西，它有歷史性，當然它的顏色感覺

很溫潤，但是他一直認為說那個東西，技術性太高，（超師：技術性太高）對，

他說技術性太高的東西，它的藝術性就很難……（超師：很弱）對，他就一

直持這種論點，但是我一直很不以為然，可是我又……（超師：沒有辦法提

反論……），我沒有辦法，因為它真的技術性比較高，因為你不是這科班的人，

或研究這類的人就做不出來；因為，我也沒辦法反駁他，當然，我覺得沒錯，

「火」跟「土」是很重要，可是，你跟我說，像這種技術性高的東西，你跟

我說它沒有藝術性價值，打死我都不承認；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很有力的

去說服倪再沁老師，不曉得，孫老師您有什麼看法？ 

超師：OK，他提出來的這種問題是有很多外行人覺得正確；但是火和土的藝術性，

是有不同層次的表現形式的，重點在於陶瓷作為藝術，是要擺脫它的工藝性

格，把創作者個人的美學呼應出來，而不在於它的技術性高低與否，也不在

於它是直接烙記著火舌的痕跡，還是高溫熔融後的美感。「技術性高，所以藝

術性很弱」是因為技術就把你困住了，當然藝術就很難表現。因為你學得還

不夠徹底，沒有辦法回答他，很簡單，比方陶跟瓷你現在很明顯的可以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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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是那個低溫的、沒釉的陶，跟高溫的、有釉的瓷，他的質感是完全兩

回事，怎能一定說誰優誰劣？你再回憶一下，中華陶瓷所做的陶，不是在上

面也是畫畫嗎？也是畫畫嘛！對不對，可是那種陶瓷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樣

的感覺，那現在這個高溫的陶瓷燒出來的，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所謂的藝術性， 重要的一個質跟一個量，這兩樣東西，它呈現出來的

藝術性，比方像金屬給你的那種「剛硬」的感覺出來，陶和木材給你的是「溫

暖」的，溫和的這種感覺，瓷給人的感覺它是「溫潤」，很高貴的那種感覺，

在它的質地上，也會感覺它很堅硬，而且再細分每一種高溫釉瓷，也有它獨

特性的質感，像像青瓷它很「溫潤」，像玉一樣的這種感覺，銅紅這種寶石紅，

它那種紅的變化，自然得像蘋果一樣，這都是它的特性，其他東西做不出來

這種感覺，像那個汝窯，它給你那種「沈穩」、那種「空曠」、那種「內斂」，

那種的質感，其他東西沒有這種感覺；所謂的「藝術」，真正的要給「藝術」

下一個定義，很難，尤其是現在，現在也不講究「質」，也不講究「量」，也

不講究「美」，你要給它下一定義，真的很難；從前我們講求的是這些「質」、

「量」給人的感覺，還有 重要就是「美」—美感，還有一個它的內涵，這

個東西呈現出來，這個作者所要表現，所要述說的是什麼東西，它會把這訊

息傳達給對方，比方像國畫，像范寬的《谿山行旅》我要形容的是這個山的

壯麗，那我要告訴你是這種，它可以說出他自己，別人可以感到「啊！真棒

啊！」這種感覺。像古代的東西，除了它的內涵精神以外，還有作者的這種

功力，他運筆的筆的力量，可以呈現在紙面上，所以中國畫，我們叫「寫」，

而不叫做「畫」，可以「寫」出來，是他們每一筆用筆的力量，人們從畫裡可

以讀出來，可以知道這個人，他下了多少功夫，而不是徒具那種形象，它代

表書法的意境在裡面。陶瓷這種媒材雖然不易掌控，但是確實可以表達出這

種內涵的。另外，那種「觸」的感覺，以雕刻來說，它有兩個特質，一個是

浩大，佔據空間的震撼感，另一個就是精細，它做出來的主題、內容，要說

的東西，你也會感受得到；像雲崗的石佛，那種「大」，那種讓你看到心靈起

了震撼，這就是「藝術」，就是這樣子；那陶瓷，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跟你

帶鑽石，意思是相近的，因為比較小，所以是珍玩它、把玩它、欣賞它，它

沒有像大的作品，給人震撼的力量，陶瓷缺乏這種，這是在過去；現在就不

會了，現在你作一幅大的壁畫出來，就會讓人震撼；陶瓷同時具備了繪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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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某些質感，這是它作為藝術的一個獨特性。所以講藝術，你要給它下

一很明確的定義，我只可以這麼說，什麼是藝術，一個東西做到了「極致」，

做到了 好，那這個東西沒有時間限制，沒有空間限制，這個東西擺到那裡，

它不會被淘汰，你都會欣賞它；像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它更是有歷史價值，

那些圖騰，那些造形，如果我們換個話講，它就是 「現代」的，它那線條

的變化，是 好的創作；我當初沒有去故宮之前，我那時候就想到美國去唸

書，因為我學的雕塑，我就想到美國去學雕塑，結果，有一天，我去故宮參

觀，看了那銅器，看了那個什麼……，什麼我忘了，上面就是（鄒生：饕餮

文那些）對，饕餮文，它那轉折、線條，我一看，天啊！這不就是雕塑嗎？！

這就是浮雕嘛！因為雕塑，用正面拍下來是這個樣，你可以畫得出來，對不

對，可是那拍不出來的，你就不曉得是什麼樣，因為它是立體的，你必須要

在另一個面，你才能探討，所以這就是繪畫所辦不到的事，繪畫是二度空間，

雕塑是三度空間，所以這個轉折的地方，這種線條的美照不出來，當時我看

了，我說原來老祖宗那個時代，幾千年前，他們就能夠做了，我還要出去學

什麼，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從那時候，我就死了這條心，不再想出去，

就下定決心，在故宮好好學；然後，為什麼會去搞陶瓷，我在器物處，分發

到器物處，我保管陶瓷，這東西我又不懂，結果我就放棄了雕塑，我一定要

把我本身的職務，要搞清楚自己是幹什麼的，我在這個職位上，我不懂陶瓷，

要保管陶瓷，這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嗎？我以我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要明

正言順，你在什麼崗位，要做什麼事情，絕對不要把這個時間白白的錯過。 

鄒生：那我在看那個資料的時候，孫老師本來在器物處管陶瓷，後來有怎麼樣的轉

折，就變成仍然在器物處，但是跟陶瓷就脫離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超師：那是器物處後來成立科技室，那個時候，我就深切的感覺到一件事情，光從

外表鑑賞陶瓷，從幾本線裝書，靠這眼力來認識陶瓷，我覺得完全不夠；你

對陶瓷，要能夠真正的知道它，從它的製作然後再換回去再去看歷史，這才

是真正的，不能光從那幾本線裝書，跟別人寫的文章，那我覺得完全不切實

際，寫文章的人不是製作的人，真正的精神，真正怎麼做的，寫作的人不知

道，我感受到這問題，我覺得必須要自己親自去做，親自去了解，它真正好

的精彩的東西，寫文章的人根本不知道，做的人才知道，做的人不會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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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會寫的，他不見得願意說出來；所以我就真正的下去做，成立科技室就

是我促成的。當時我就找蔣復璁—蔣院長，我說一個現代的博物館，都有研

究室，真正徹底的去研究，將來在世界的博物館裡面才能站得住腳，光有這

些東西讓人家看，不像是真正的學術單位，我給他建議成立科技室，然後就

招兵買馬，就找了一個……（鄒生：楊文霓）楊文霓是後來的，剛開始成立

就我一個，還有一個周鳳森先生，還有一個宋龍飛，我們都是一組，都是陶

瓷，那時候他在中央研究院，然後到了故宮，後來成立科技室，我就把他拉

下來，從前他也一直說「害他」，拉他下海，科技室那時候就我們三個人，誰

也沒實際燒過窯，後來他就告訴我，中央研究院有在做陶瓷，實際操作的人，

是我藝專的同學，是美工科的，也姓宋，後來我就找我這個同學到故宮來上

班，然後就開始買這個窯爐，找顧問，後來在做的過程中間不順利，我就自

己一個人買了窯，買了轆轤，買了球磨機，球磨機是我自己到鐵工銲的做的，

到現在還在，那時候我在故宮宿舍裡面磨釉，劉萬航氣死了，跑過來罵我，

那聲音太吵，後來他們反對，只好再搬到北投（鄒生：那我有看到，就是你

的朋友提供了一個房子）很好玩，但做這個很辛苦，那你住在單身宿舍，沒

有一個地方，好讓你放作品，這很辛苦，但是我樂在其中，越是困難，困難

越多，那我對這研究的精神就更起勁。 

鄒生：那時候開始藝術家就有一個誌上陶藝展，就宋龍飛寫的（超師：對！這開始

說來話長）。還有一個我比較好奇的就是，我寫到孫老師離開故宮，可是講實

在話，我這樣看下來，你應該是沒有多少積蓄，多少錢，（超師：一點都不錯）

也不過就是領公家那一份「死薪水」，（超師：一點都不錯）那叫「鐵飯碗」，

你怎麼捨得就這樣子，好像我感覺，到你應該其實你也不知道，錢……，就

是以後能研究出什麼東西來，其實你也搞不清楚，那你怎麼敢下定決心，（超

師：一點都不錯）把這個……，我寫到那邊，我想寫，但是因為我不是你，

我不曉得怎麼描述，我在相關的文章也沒有看到孫老師有講過這些事情，但

是我自己的推論就是說，什麼都沒有，怎麼捨得把這所謂的「鐵飯碗」把它

丟掉，在外面重新來過，其實我覺得蠻好奇的？  

超師：好，（師母：我有在工作。）哈……靠她，（鄒生：哈……，那我沒有看到，

書上沒寫）那時候她二份工作，一份在師大，就是師大國語中心，在那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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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我一開始在台大，那時候台大畢業以後當助教，做了幾年，後來身

體不好，……，離開了助教的職務，我就考上師大國語中心的老師，然後另

外在一個朋友的公司裡做 part time。）（鄒生：那孫老師這樣辭職，妳贊成？

那薪水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可是蠻重要的）說實在的很好玩，說實在的非

常有意思，包括我結婚，我是 怕窮的人，因為我是一直窮，所以就很怕，

那為什麼不結婚呢？我們談戀愛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是不敢結婚，後來有一

次，她問我為什麼不結婚呢？我說沒有錢，光嘴巴談戀愛，說「愛、愛」，沒

有實際的物質，沒有麵包，不能談愛情的，我一個月的薪水就這麼多，那薪

水還不夠我買書，那時候不夠我買書，我買那些大漢和、二十五史，我都是

分期付款，因為我 愛投資的就是書，知識方面，買工具，買這些儀器，這

個花再多錢，我不會心疼，可是，你叫我買衣服、鞋子，我真的捨不得，像

買這件襯衫，師母押著我去，「買，今天非買，不買不准回家。」可是我買其

他的那些我不心疼。後來怎麼樣結婚呢？我說我養不活妳啊！對不對，男人

要養家，我說我養不了，她說「笑話，我賺的錢比你多，你養我？我養你還

差不多。」那個腦袋，突然像閃電，對啊！男女平等，一個家庭，真正的愛

為這個家嘛！誰有能力為這個家貢獻，誰就去做啊！她有能力去賺錢，我在

家洗衣、煮飯、帶孩子，有什麼不對啊？！為什麼一定是要女生在家裡做這

工作，這不平等嘛！我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觀念，突然像觸電一樣，我說，

好！結婚，你養我，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我就做雕塑，（鄒生：那時候還在北投嗎？）在台北租房子，做觀

音像一個還賣不少錢，我一算這比我當公務員要好的多，所以乾脆辭掉，專

心做雕塑、做陶瓷，雕塑來補我開銷，就是這些菩薩保護，賺那些錢讓我維

生，講到這裡，還有一個人—林財福，德國留學回來的，是我的助手，原來

跟著我，在和平東路， 辛苦的那一段，我們倆做菩薩像，有一次我們倆，

一個禮拜沒有睡覺，白天晚上工作趕，到 後一天，他在那裡手裡做、做、

做，噗咚！坐在地上就睡著了，真的很辛苦，他二十多歲，我不忍心叫他，

我一個人就把 後階段做完了，三十萬！那做完了全部搞好了，我們就在家

睡覺；以後你有機會應該去訪問林財福，他跟我實際工作，我們倆怎麼樣燒

窯，這些事情，你問他更有趣！（鄒生：他現在在……？）他現在在陶瓷廠

工作，他跟羅森豪是同學，在德國是同學，（鄒生：可是我在台灣的陶藝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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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少看到他的名字，林財福的名字？）對，（鄒生：他在陶藝界沒什麼涉足）

對，他主要的沒有真正去做；還有我發覺他跟我犯同樣的毛病，就不願意拿

出來展覽，不願意去展覽，就覺得不夠好，有那麼一點不合時宜，我就是一

直如此，你看看到現在我展覽幾次，（鄒生：次數不多）我就是不願意，那我

發覺他也有這毛病，（鄒生：因為像我們學這東西，你看羅森豪多有名，紅遍

陶藝界，講出來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剛講林財福，我就沒有聽過）他就是不

願意，他有在（鄒生：在那邊1做事情）在北美館教，在那裡教陶藝，可能還

有另外原因，家的關係，現實因素。 

鄒生：還有我要問孫老師一件事情，就是當你把這「鐵飯碗」給辭掉了之後，然後

跑到和平東路去租房子，就是因為師母養你，所以在那邊就拼命把那些釉藥

研究出來，（超師：沒錯）可是我這樣看下來，從一九七八年……你辭掉工作

到…（超師：那個青瓷這一類，在那以前已經做出來了）那你到和平東路都

是在研究結晶釉。 

超師：結晶釉一開始是看了《Glazes For Special Effect》這本書，我還在故宮上班時

便燒出了一個雛形，當然以後這將近三十年，幾乎天天都想著它。我覺得陶

藝，真正去做不是那麼難，我沒有花很長多少年的時間，才把它研究出來，

我覺得很快，一下都出來了，就是這一道門一進去，你就看到了，可是在你

沒有進去之前，你在外面覺得裡面好深奧，好難！好難！當我一踏進去，就

一個接一個，很快都出來了，尤其在開始的階段，能進展很快，這裡面有一

個 大的關鍵，就是我的好朋友劉亨通老師，他陪著我一起研究陶瓷原料和

燒火，排列組合列出很多實驗配方，我太太一下班回家就配釉磨釉，然後塗

上試片，接下來，我再燒火作記錄，再修改配方，繼續再燒再改，每天工作

的效率是很高的。我覺得做陶藝的人，我們往往有一錯誤的觀念，就是講我

研究這個十年、二十年，我做這個十年了，聽起來十年很長的時間，實際上

他在這十年上面下了多少功夫，真正去研究這個，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我們

做這個就好像開飛機一樣，我們要問你飛行多少記錄，是多少小時，而不是

多少年，你十年只開一次、二次飛機，那有什麼用呢？像我開汽車來說，我

民國四十二年就有駕照了，到現在我的技術能跟開計程車的比嗎？（師母：

                                                 
1 蔡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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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重點，講到哪兒去了）（鄒生：這也是重點）所以這我是提醒他，（鄒生：

這也有相關），我研究陶瓷，是分秒必爭，我是整個鑽進去，白天晚上、吃飯

睡覺、上廁所，我都在想這問題，都在思考這問題，然後我雖然三個月，三

個月超過你二十年的時間，瞭解嗎？ 

鄒生：瞭解，但我還是有個疑問，我看了你在和平東路那四年，你當然做了很多研

究，但似乎發表的也不多？（超師：對）你後來為什麼會想搬遷到這裡？ 

超師：因為我住台北，我怕髒，我在和平東路一從家裡出來，就不敢抬頭，眼睛一

直看地上，就怕踩到狗大便，你了解嗎？和平東路那時候一條巷子，還蠻荒

涼的，到處都有狗，跑出來到處大便，我很怕，我經常從家門口掃地一直掃

到巷口，掃整條巷子；另外一個，我覺得燒窯會妨礙別人，一磨釉鄰居就嫌

吵，我 怕妨礙別人，我就想，無論如何要到鄉下找一塊地，能夠真正安心

的去燒窯，不會妨礙別人，然後，我就斷斷續續找地找了三年，就到處看，

以台北市為中心，跨一大領區，像景美、深坑、安坑都去過，鶯歌、桃園一

直到楊梅、湖口，這邊是林口都去過，後來找到這邊來，發現台北還有這麼

好的地方，就到這邊；像鶯歌、三峽這些都離鶯歌很近，但是我覺得絕對不

能在這環境裡工作，那時候鶯歌家家戶戶做陶藝的門都是關起來，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這印象，（鄒生：有，我們去參觀的時候，他們讓我們看的都是很表

面的東西，）家家戶戶都是關起來，像防「賊」一樣，像這樣的環境對我而

言不適合，這是心態問題，假使你經常在那種環境裡面，你自己無形當中也

會把自己變成像那樣的人，那你做藝術的人，心胸不夠開闊，那你做什麼藝

術，何必去做這個東西呢？！你做其他賺錢的工作，不必去做這個，做這個

你心胸要擴大，不要怕你的東西被人家學去，我 討厭一種什麼樣的人，就

像「賊」一樣的，這個我很討厭，心胸不夠開朗，來你這偷偷摸摸地好像……，

你乾脆需要什麼，你可以問我可以告訴你，不要像做「賊」一樣的偷偷地，

這個我很討厭，所以我也不要跟外面的人打交道。 

鄒生：那孫老師您一九八二年來這裡，自一九八四年開始就擔任很多美術館的評審，

還是八六年？ 

超師：八幾年我忘了2，那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我的東西拿出去了，中日陶藝展

                                                 
2 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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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就讓人發現了，那你看這櫃子裡的東西，是那以前燒出來的，在那

以前我就燒出來了，我是一步一步來的，但為什麼人家來找我當評審……，

大概是因為……，（鄒生：因為他一聘請你，我覺得你等於就不能參加比賽

啦！）啊！（鄒生：他如果聘請你，你只能去……）不是，我也不喜歡比賽，

我根本就不喜歡比賽，有什麼好「賽」的呢？有什麼好「比」的呢？你的東

西到什麼程度，你自己心裡應該肯定，而不是讓外面的人來肯定你，這觀念

是錯的，你要給自己一個肯定的價值，外面的人也不見得是……，合乎他的

味道，他喜歡你，而不合乎他的味道，他不喜歡你，對不對？！尤其是評審，

在過去那個制度，從前都是派系、師生，這個都有關係，像從前全省美展，

這些美展都是這個樣子，誰的學生，誰那一派的就給他，沒有做到真正非常

的公平。 

鄒生：所以感覺你一搬來這田心窯之後，好像就已經自成一家了，後面大概就是你

個人的展覽等等，比較辛苦的是田心窯以前的事情？（超師：對。）那老師

來到田心窯之後，你的作品……，我們早期看到的還是以這些……（超師：

瓶瓶罐罐的，器物為主），對，器物為主，那我曾經在劉振洲他有寫過一次台

灣陶瓷的文章，把使用陶瓷器分作五類，有一類是傳統器型，就像這樣瓶瓶

罐罐盤子這樣，但是在做釉藥的變化，那他把孫老師分到這一類，那你覺得

他這樣子歸類，是否恰當？因為他的文章我沒有帶來，帶錯資料了。 

超師：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不曉得，講到這裡，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我的為人，外

面人很少跟我接觸，他不會了解，我一向不求別人了解，能夠了解你的人，

你不必向他解說，他自然會了解你，我想你做人跟交朋友，也會有這種經驗，

對不對？不能夠了解你的人，你解釋有什麼用？沒有用，我一向只要求自己

不管別人，我只要求自己盡了多少力，做了些什麼，我只有要求我自己不管

別人，別人也知道我這樣，我覺得那個沒意義，那種人生，不是我要求的人

生，是虛假的，我要求的人生，是真實的、是自我的；像從前我在故宮，那

時候蔣復璁，他看我的表現，就要升我，我就跟他講，我說：院長，你對我

已經夠好的，你把這種恩惠，好處分一點給別人，也讓別人感謝你，多好呢！

我不需要這些。我是真正這樣做的，我覺得別人升你的時候，那都是別人給

你的，加諸在你身上，而不是自我，我要求的，我要的，我要的東西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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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可以拿走的，而且，我要的東西是任何人都肯定的，肯定那個價值；

所以我一向對這些不計較。 

鄒生：可是你不要出名，反而出了名。 

超師：像我得國家文藝獎一樣，（鄒生：對）實際上是你師母得的，不是我得的，（鄒

生：怎麼說？）是你師母逼我去參加，非送出去不行，（鄒生：也就是說老師

對那個也沒什麼興趣？）對，沒什麼興趣。 

鄒生：這是臺南藝術學院的教授謝東山（超師：謝東山我知道）他寫的一本書，很

有趣，他這邊有羅列出一些台灣現在的藝術家，如：龔宜琦、范仲德……，

每一個人的後面大概都寫一下他們的師承，那我就在那麼多人名上百人裡

面，我好像只看到一、二位，像看到林妙芳上面寫是跟孫老師學的，其他的

幾乎都沒有看到，也就是說孫老師你收的學生不多，是不是？ 

超師：我根本沒有收學生，妙芳可以說是我的助手，她來了以後，我一向就說，我

的助手就等於是我的學生，我是一點都不會藏私、或者含糊不教，都不會的，

來了進了門的，你既然做這個，就要學這個，要不然浪費嘛！只是賺了一點

錢嘛！當時我是做雕塑，做一個小型的蔣公頭像，送到二個工廠翻模，妙芳

正好在那裡翻那個樹脂，她在那裡工作，她那時候高中不知道畢業了沒有，

還是剛畢業；因為我要求很嚴格，然後她跟老闆講：你能不能夠跟孫老師講

一講，我去他那裡工作好不好。他們那工作非常辛苦又髒，簡直就是垃圾場、

垃圾堆裡面工作；我說：好啊！我看那個小孩不錯就讓她來了，來了就住在

我家，跟我女兒二人睡一個房間，那我晚上就教她拉坯，很嚴格的要求。那

時我看過很多人，比較會拉的是翁國珍，他也比較會跟外面打交道，其實還

有一個姓謝的謝師傅，還有一個姓林的，這幾個拉的更棒；但是這些人，他

不跟外面打交道。像是我畫一個什麼形狀，你幫我拉，那個姓林的林師傅，

他拉的時候歪歪扭扭，但是他可以拉出來，能夠掌握那個形狀，他們都幫我

拉過坯的；在他們覺得拉坯，也是一個神秘的事，不能教你。我在鶯歌看到

很多，像拉這個，這個凳子，這要接好幾次，接起來的，不是一次、二次可

以完成，你叫他一次拉，四十公分高他拉不出來。我也碰到很厲害的，拉那

八十公分、一公尺的大盤子，拉那個大的水缸，這些人很厲害，但這些人就

是老師傅，他不是搞基本研究的……。那因為我做事情，要做就去研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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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為什麼這坯可以上升原因何在？我就去研究這東西，不能拉起來原因

何在？主要就是中心不穩，你中心不穩，搖搖晃晃就很難拉了，另外一個，

你的手指跟肌肉用力不當，你看這手下去，十個手指下去，就是十把車刀，

是在車這個泥土，像車床就那一點點著力那就被削掉，如果你整個吃到車的

那個東西，就壞掉了；那一般人，他沒有這個思考的能力，不去領悟這個，

就在那裡用蠻力在那裡頭；我教妙芳就不是這樣，我教他抱中心，我嚴格的

要求， 起碼抱三個月，你抱到什麼程度，就是這樣大的一塊土丟下去，我

喊一、二、三，這個坯就要不動，你要做到這個程度，然後，第二步開始拉

開就開洞，開洞的時候，這泥土不會打手，開洞開不好就會一邊厚，一邊薄，

（鄒生：對）那你接著它就會歪上去，我要求推開完全是穩的它不動的，練

到這程度，第三步才開始上升，上升一次能夠升多高儘量的升多高，升起來

→下去→拉開→合起來，就這樣來回的練，就是不准拉成東西，不准拉一個

花瓶、拉一個碗，就是不准許；我記得好像很快就成功了，主要的是，把一

個東西做分解運用，你手下去練抱這個東西，你要知道你的那一塊肌肉在用

力，那一塊肌肉用力那泥土會成什麼樣的反應，它打你手的時候，是那裡歪，

那裡歪你那一個手指頭用一點力它就可以過，我就讓她有這種感覺，十個手

指十把刀，同時下去你要知道那一個刀吃的太多太少，很快的，沒有幾個月，

她就這樣做好。那現在拉坯的，真正拉坯的能夠拉過她的，我看沒有，因為

你畫什麼造形，她可以拉什麼造形，不是僅僅拉起來，她可以控制造形，一

次能拉多高，是看手臂有多長，她就拉多高。 

鄒生：孫老師像我這樣講的，在上面的你收的人並不多，你是對這個東西沒有興趣

呢？還是你也沒有想到過說要廣收門徒？ 

超師：太麻煩，還有一個，這個人的個性跟要求，我要求非常嚴，沒有幾個人能夠

受得了，他就會不幹，就跑掉了，沒有幾個人，能夠跟著我做下來的。這些

功夫都不錯，可是沒有多少人能夠受得了，我是即刻糾正，告訴你怎麼樣做；

你可以問問妙芳啊！ 

鄒生：妙芳我跟她不熟，可以跟孫老師報告，她去考鶯歌高職的教師那一年，我也

有去考，她是第一名錄取的，我是第四名，共錄取 6 個，我也有錄取上，但

是後來因為家裡的因素，沒有去報到，但我有同學跟妙芳是同事，她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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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去留學去了。 

超師：對，她在這裡受到的訓練，跟我女兒一樣，我女兒去幹什麼，她就去幹什麼，

學鋼琴，她也學鋼琴，同時一起學。 

鄒生：我們那一年考試，分三科目，一是試教，就是教給評審看，一是筆試，一是

口試；我筆試第一名，（超師：那當然，筆試她就比較差。）那時候如果跟她

當同事就好了，現在要做孫老師的訪問，就可以問問她，（超師：問她都知道。）

對呀！對呀！她回來了嗎？ 

超師：回來了……好像還沒有到台灣。 

鄒生：我同學說，她到現在都還沒確定是否要回鶯歌高職任教。 

超師：現在確定了，她要回來。 

鄒生：我前一前子跟同學聯絡是說，她這樣子等於學校是開代課缺，學校想趕快確

定她是否要繼續教，因為你如果不教，學校要趕快處理缺職的問題，前一陣

子問我同學，好像她還不是很確定。 

超師：她要回來，因為我覺得，她回來利多於弊；你想要在美國那環境，必須要英

文非常好，要很會「蓋」，你要能夠說得出來，（鄒生：對呀！要會說）然後

也可以做得出來給人看，那「做」她可以做得到，不然的話她拿不到二個碩

士，老師都非常喜歡她，可惜的就是她們學校沒有缺額，不能留她，（鄒生：

留在美國的學校）對，有機會她回來，你可以去問問她。 

鄒生：我的論文大綱裡面就是，除了訪問孫老師之外，對孫老師比較熟識的人，也

可以列入我訪談的對象，但是我一直還沒有開始。 

超師：林財福是 早跟我的，我們倆個塑菩薩像，塑那地藏王、觀音像，他都參與

的。 

鄒生：孫老師你們塑這些像塑了很多個嗎？ 

超師：沒有做幾個，翻了好幾個。 

鄒生：就是一個模型，翻了好幾個。 

超師：對，塑了 3 個，尺寸大小不一樣，那時候也是一筆收入。 



238 文資學報│第五期 

鄒生：孫老師有沒有宗教信仰？ 

超師：我沒有。 

鄒生：沒有宗教信仰怎麼會去塑菩薩像？ 

超師：我感覺廟裡面的菩薩都太醜了，（鄒生：廟裡面的菩薩太醜了？）太醜了，

早的一個機緣就是因為我……，說起來話很長，當時我還在故宮上班的時候，

葉公超還活著，我們故宮有他的辦公室，那時候他收藏雕塑品，常在辦公室

會打電話：「孫超，你過來。」我就過去，然後他就拿東西給我看，埃及的，

埃及金字塔裡的那些東西，還有觀音像，他嫌那觀音像的手太僵硬了，他一

直跟我講：你能不能夠把這二隻手打掉，然後重新做。我說：不可以，這樣

不妥，這太醜就算了。擺在那邊，等我將來有空，我另外給你做一個，重新

做一個。他很多東西，都擺在我那裡，有些擺在我的辦公室鐵櫃裡；有一次

故宮山崩，我就親眼看到那觀音像被埋掉，從此以後就沒有了，在我內心裡

面就覺得欠他一個東西。後來他去世了，那另外我一個好朋友，信菩薩很虔

誠，也要我塑一個菩薩像，就這種機緣，然後我塑了菩薩像，第一座菩薩像

就是替曉雲法師，（鄒生：華梵大學）華梵大學，當時還沒有成立，她就找我

去跟我談話，我就談佛教史，談到供佛，我是學美術的學雕塑的，當然我知

道，菩薩每個朝代的特徵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樣子，早期的菩薩像一犍陀羅

制，我就講這個給她聽，她是學這個的，聽了就很高興，因為你都知道的很

清楚。我就第一個先替她塑了釋迦牟尼像，塑好了她高興得不得了，接著她

就要我塑觀音，我就塑觀音給她，那時候就在北投做，塑好了我請她過來看，

她說：不行，不像。我塑了 3 次，她改了 3 次，她每一次來了以後，我就拆

掉雕塑重來，重新再做， 後一次，她給我當頭棒喝，她講：你塑的不是觀

音，你塑的是西方聖人，你不能把解剖的知識用在觀音像，用在菩薩像上面，

就解剖學來看，菩薩像是不合理的。她就舉例給我聽，她說菩薩像要二耳垂

肩，如果一個人他二耳垂到肩膀，那像個什麼樣。她講：觀音是柳肩，是沒

有肩膀的，你想想一個人沒有肩膀，是成為什麼樣子，你要打破你解剖學的

知識，解剖的觀念。我一聽到這話，馬上就了解，然後她走了以後，馬上就

劈嚦啪啦開始按照她告訴我的，就塑好了，那時候年輕，都是拼命趕，那時

趕了幾天幾夜，塑完了她很滿意，就交給她了。從那以後，那是第一尊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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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然後第二尊，我就做得更好了。 

鄒生：孫老師這些作品，除了這邊之外，其他都還在嗎？ 

超師：陽明山永明寺、文化大學、華梵大學等等。還有一個就是很多年前在那個張

克東開的什麼酒店，那酒店已經倒閉。 

鄒生：有空我應該去找出來拍拍照，只是到那邊去孫老師也不曉得。 

超師：菩薩像拍照片不好看，為什麼不好看，像我這個可以拍，其他為什麼不能拍，

他是貼金箔，金箔一反光臉都變形，拍出來那種感覺不好；要沒有貼金才好

看，貼金的金光閃閃，你都看不出來那種感覺。比方說觀音像，我就一直研

究，觀音實在來說祂是男身，不是女身，這是在宋朝宋昭帝的時候，才開始

化為女身；這本書上陶瓷有寫到我嗎？（鄒生：有啊！）怎麼說？ 

鄒生：翻給孫老師看，（超師：我都沒有看過）他有分年代，他是照年代來分的，他

把台灣的陶藝家也照年代來分， 早開始做的，中間的還有比較後面的，那

他把孫老師是列在現代陶藝先驅者這邊；比較早的這裡面有：蔡川竹、吳開

興、吳毓棠、林葆家、吳讓農……，那孫老師在這裡，……。在大部分的陶

藝書籍裡面，孫老師都是被歸在自學成功的那一邊，就是你好像也沒有什麼

師承，沒有什麼（超師：完全沒有），對啊！譬如說家裡面做這個，或唸書的

時候學這個，都沒有就好像突然冒出來一樣，大部分的歸類，都是把孫老師

歸在這邊。 

超師：他沒有寫到其他的。 

鄒生：我有貼紙的這些，都是有孫老師的名字出現在裡面，…… 

超師：他這不是講我獨佔鰲頭、獨樹一幟嗎？！這是獨一無二的3……，這是 近一

個美術館的館長，就是北美 大的陶瓷博物館，不知道什麼…，（鄒生：伊佛

森）美術館館長他在那邊寫想要收藏我的東西，他講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個

人出現。 

鄒生：孫老師早期都是做瓶瓶罐罐的造形比較多，但是後來為什麼會……？ 

                                                 
3 無獨有偶的，有這幾句評論的文字記錄有兩處：(1)美國 Everson Museum 館長 Mr. Ronald Kuchta (2)

德國 National Kassel Museum 館長 Mr. Ekkehard Schmidberger，原德文名稱：Steatliche Museen K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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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我感覺很簡單；我做事情不是以金錢這些東西為定律，我是只要夠活了，我

就不管；你曉得嘛！我只要夠吃飯就夠快樂了，瓶瓶罐罐好賣呀！對不對？！

當然一開始就做那個，你要活呀！像我今天有這麼樣好的環境，在當時是朋

友幫忙的，幫忙合夥買的這些土地，所以，我只要錢夠用……。 

鄒生：……，所以才會把你以前心中想要做的繪畫做出來。 

超師：還有 重要的一份東西，就是談到那一份我是從苦難中長大，我對於人生的

了解，比一般人深刻的太多了。對於人生的認知，人，活在這世界上到底為

什麼？我從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一直想自殺，我想了很多狀況（鄒生：就

是當兵的時候），對，當兵的時候；我就想把戰車開過來，砲轟總統府，想幹

這些事情；所以這個我就不談了，那些在軍中的苦難；我就一直在想自殺，

就想人活著到底為什麼？到底為什麼你要活著？這問題我思考了很久，後來

就想通了，我想一個人他動機出發點在那裡，一個人要賺錢他拼命賺，他要

賺更多的錢，他到底能夠吃多少、喝多少，那只能問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那些出家的人，他的動機又是幹什麼？那些苦行僧，像那印度的苦行僧，把

手舉起來，一直要到鳥在他手上築巢，才把手放下，他又為的是什麼？像林

覺民這些人，又有錢、又有才華又是新婚，他為什麼願舉革命的旗子？我想

過，連續這樣思考，想了很多年，到底為什麼你要活？所以活著不同 大的

意義，真實的意義就是「我能夠做得到」；在表象上看起來是我可以捨棄財產，

為革命而犧牲，你做不到；我可以把手舉起來，你沒有辦法；我可以賺那麼

多錢，你賺不到；在精神上這表示他跟你不同，他有他的特質，自我的價值，

自我的肯定；如果你把這些精神上的東西，都給他拿掉的話，這個人他就不

會再去做這些，人就變得沒有意義，就是真的沒有意義；所以人活在這個世

界，所有的一切歸根結底二件事，改善你生活的環境，提升你人生的品質。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修練，那屬於人的品質；我當年在軍中，覺得人生絕望幾

乎到了絕境，就不再理會外在的干擾，我只向內求，更專心的讀書自省，檢

查我自己的起心動念。外來人事如渣滓，把那些原來給我很大打擊的，都當

作臭蟲、跳蚤，冷然以對，再也不放在眼裡，再也不會把心情拉下來了，我

就不想自殺啦。那改善你生活的環境，住得好一點，有好車子，這是膚淺的、

表面的一種評估，那實際上只是改善生活的環境，但 重要是提升你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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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品質，我是用一個簡單的名詞去說。 

鄒生：所以前面做這些是為了生活，後面做這些是開始了自己內心的想法，開始落

實做出來。 

超師：對。這是對自己要有自我的價值，要肯定，而不是建立在別人的嘴巴上。 

鄒生：所以老師你開始土板越做越大塊，上次來你帶我看一很大的機器，你說做出

來的土板會再更大，那這樣子一直追求愈來愈大，不是要有極限存在嗎？ 

超師：這就是突破，突破固有的窠臼。 

師母：你有沒有想到你自己未來的侷限？ 

鄒生：對呀！你一直突破，但是他總是會有一個侷限存在，當你沒辦法突破的時

候……。 

超師：我跟你講，這真的很難，這要靠很多的設備，第一個你做了這麼大，也要有

這麼大的窯去燒，那也要有這麼大的空間去做那個東西，所以這些東西，都

要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還有一個體力，你有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師母：所以在哲學層次上面，你怎麼看你未來侷限？（鄒生：對。）這是你的意思

對不對？ 

超師：知識是沒有邊涯的，人生有限的，你只能用你有限的生命，追求你現在能夠

呈現出來的。 

鄒生：就是莊子講的那句話「生有涯，知無涯」。 

超師：但是 要緊的一件事情，就是盡力，是要把善念和愛，盡 大的努力，發揮

出來。大概是四十年前，我看了一部電影《鐵窗誤我三十年》，劇終的一段，

是那個老人說：「如果有一天上帝召喚我，問我一生到底做了什麼，我會毫不

慚愧的回答，我已經盡了我 大的努力。」這一句話讓我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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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訪談記錄（第四次）                                           

受訪人：孫超（以下簡稱 超師） 

訪談人：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記  錄：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鄒純強（以下簡稱 鄒生） 

訪談日期：94/10/29 

鄒生：並沒有寫，但都有翻一些老師的資料，老師您有四年的時間，從故宮離職之

後，就到和平東路去租房子（超師：對），待了四年對不對？（超師：時間我

實在記不清楚）我記得是四年，四年之後老師就來現在這個地方，我認為老

師來這邊之後，就開始有很大的發展，所以我覺得那四年，您應該是在那邊

研究出很多的東西（超師：對），但是，我翻了很多資料，那四年就都一筆帶

過，寫的並不是很詳細，我比較好奇，想問問老師，在那四年裡面，您是不

是有研究出什麼樣比較新的釉色，或是什麼樣比較新的技術？然後，我記得

原本您做的東西，也都是花瓶類的東西，那是不是從來這邊開始就變得平面？ 

超師：應該是還過了幾年，還過了一、兩年，我記不清楚了4；在和平東路那個時候，

我開始也做了實驗，都是做實驗；那時候做的，不怎麼成功，因為陶板它會

變形，都不成功，後來到這裡，空間比較大，場地比較大，我還是繼續研究

陶板，怎麼樣能夠讓它平整，就是從前那陶板……，我只有那小的練土機，

這樣一剖兩半，一個實心圓柱狀的黏土剖開來，一剖兩半，一面向下一面向

上，這樣兩個接起來，然後用手拍打，把它打平，然後在打的過程，主要是

把空氣打出去，然後再來壓，壓的時候因為單面受力，它一定會變形的，它

的組織結構不一樣嘛！那時候我就翻過來、翻過去這樣子壓，可是雖然是這

樣，還是單面受力，它的組織還是不均勻，所以它自然會變形；後來是我研

究出正確的方法，就是兩面受力，上、下兩個滾筒，上面一滾筒，下面一滾

筒，泥土從中間過，那這樣兩面受力，它的張力就相抵消，後來做出來就平

                                                 
4 大約是民國七十五、七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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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釉」的話在那幾年中，應該說都被我研究得差不多了，結晶釉那時候已

經出來了，那時候民國七十……年（鄒生：七十年吧？），那時候中日陶藝展，

我已經展出來了，釉藥我是很早就一直在研究，沒有停，可是後來到這裡，

直到現在，前天我還在做實驗，我還在不停地試驗。 

鄒生：那我再請教老師一下，去年我也沒有閒下來，我去參加鶯歌陶博館所辦的「台

灣彩繪陶瓷的發展跟未來」，那是學術研討會，我去研習三天之後，我提出一

些問題，第三場他們講台灣彩瓷繪畫的藝術性，我就問了師大美術系的袁金

塔老師，他們是在陶板上面作畫，是拿毛筆沾釉藥（超師：對），那我就問他

幾個問題，我說這兩天我看到彩繪陶瓷，也有看到王修功、孫老師，我看過

二位的彩繪陶瓷並不是用筆來畫，你們是用噴鎗來揮灑釉藥，但是感覺做出

來的繪畫性也是很強，那我就問袁老師，對於陶瓷彩繪的界限，到底要怎麼

樣去做一分界？還是就不要分界，直接就把它歸類成彩繪陶瓷？我的意思就

是，像您們這類的作品，算不算像他們所講的這種「台灣彩繪陶瓷」？第二

個問題，我就問他，如果我們要拿毛筆去沾釉藥來畫在土坯上面，那跟畫在

紙上有什麼不一樣？（超師：對，對）我不敢直接這樣問，我講的比較和緩，

我就說那紙上所能達到的意境跟氣氛，在陶瓷上可能沒有辦法對不對？（超

師：對，對！）；我就這樣子問，不好意思直講畫在布上有什麼不一樣？他也

給我一些回答，我本想印給老師慢慢看；我一樣向老師請教這問題？老師您

有什麼看法？ 

超師：我覺得 大的差異性是，在紙上繪畫，墨、顏料、紙，都是人家做好的，那

陶藝在瓷板上畫畫，不一樣，陶板是自己做的、釉是自己做的、畫是自己畫

的，窯自己燒的。所以，這是完全不同，那是把人家調配好的現成色料，你

用那個，我也用那個，我們同樣都用，畫出來的由別人來上透明釉，由別人

來燒。這樣色彩的調子少變化，完全不能表達個人的意願。燒火方法也是別

人代燒，所呈現的一致性，沒有個性。跟在其他媒材上所表現的，我覺得達

不到那個意境，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水墨在陶瓷上畫，怎麼能跟宣紙上筆

觸的渲染、線條比，不能比嘛！對不對？那您用色釉來畫，……那不是色釉

是色料，您用那些東西來畫的時候，那如果用顏色的豐富來比，能夠跟水彩

相比嗎？畫出來的質感，不能夠跟水彩相比；如果是畫布上跟油畫顏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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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能夠跟油畫相比嗎？質感完全不一樣。我覺得 重要的一件事情，陶藝是

「火」的藝術，您要做到用火燒出來的，是其他媒材所沒有辦法達到的，這

才有它的價值。 

鄒生：所以您看他們在上面展覽的東西，我感覺大部分都是這種畫畫的東西（超師：

對呀！），我覺得這種乾脆就畫在布上，為什麼要畫在陶瓷上？！ 

超師：對呀！而且還有一 重要的，畫在瓶子上，根本不能施展空間感，您沒有辦

法嘛！只有畫小小的那種感覺，侷限了！轉動才能夠看，它受到了限制，太

大的限制；當初我為什麼不在瓶子上畫？我一個都沒有畫過，因為 重要的，

我是學雕塑出身的，我覺得空間感，根本沒辦法能施展！學雕塑的人，那個

空間比較立體、比較強悍、比較有動感，你要做出那些東西，不能做嘛！不

是不能做，你花的時間跟這些……代價太大！花的時間太多，而且還有一個

問題，它不一定能成功，因為要靠火燒；那我做雕塑就不一樣了，我心裡所

想的，可以把它塑出來，至於塑得好不好，那是個人素養問題， 起碼第一

步可以達到我所要表現的。 

鄒生：老師像您們這樣平面的作品，算不算是他們所謂的台灣彩繪陶瓷？（超師：

應該不算），所以您覺得彩繪，應該是拿毛筆這樣子畫的（超師：對）；那剛

才老師傳達一個觀念，您認為陶瓷應是從「土」到「釉藥」然後到「燒成」，

藝術家都要自己去動手（超師：對），所以相對的外面有一些陶瓷藝術家，譬

如說拿別人的坯來畫、來燒，或是拿別人調好的熟料土，他拿來做一個什麼

樣的雕塑品（超師：對），像這樣子的話，您認為他們不應該把他放到陶藝家

裡面？ 

超師：我認為應該怎麼解釋，我認為那是一個新的媒材，他們把陶瓷當成繪畫的新

媒材，（鄒生：當作藝術創作的新媒材），對，而不是陶藝，（鄒生：所以他本

身不能算陶藝，那創作者也不應該歸類到陶藝家裡中），對，他不是陶藝家，

因為那些都不是他做的；燒火他懂嗎？釉他懂嗎？都不是他做的。 

鄒生：都是別人做的；所以老師認為要真正做陶瓷藝術家，應該這整個過程都是親

自參與，不應該由別人「代工」（超師：對，你認為呢？）我認為也是這樣子，

我認為也要這樣才對呀！這樣才有資格稱作陶瓷藝術家。如果，他中間有一

項沒有參加，譬如說他不會燒，請別人代燒，那他應該只是把它當作材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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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超師：對，因為陶瓷 大的一個， 重要的特性就是「火燒」，「火燒」不是您燒，

那怎麼能算是陶藝家呢？ 

鄒生：那可惜，偶而我還是會去陶博館，或是一些陶藝展，我覺得他們很多的所謂

陶藝家並不是像老師定義這樣子。 

超師：對，你認為我這樣的界說定義對不對？ 

鄒生：我認為應該是這樣才對。這樣才算「陶瓷藝術家」，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應

該把「陶瓷」二字拿掉，剩下「藝術家」而已。 

超師：他是「藝術家」，他是「畫家」、他是「雕塑家」，他用「陶瓷」這新媒材來做

這東西，他不是「陶藝家」。 

鄒生：那還有我 近去看展覽有看到一些東西，譬如說把木材、金屬等各種東西組

合在一起（超師：對），老師覺得這樣？ 

超師：新的運用媒材的觀念，我覺得這是可以的，為什麼？就是要自由，你自由發

揮、自由創造，想像的空間嘛！不應該把自己限制在這個……，某一種媒材

之下只可以這樣子做，我們讀美術史可以知道，對不對？繪畫也是一步一步

來的啊！ 

鄒生：可是譬如像他們這個……，孫老師您看這個，他們陶藝雜誌社辦的「新陶獎」，

有時候會有一些得獎的作品，作品裡面我的感覺有時候不光是……，就是摻

雜別的元素進去，那這樣子他也把他稱作陶藝的創作，老師覺得這樣可以嗎？

譬如說，今天是一個陶瓷藝術創作的比賽，可是他卻加入別的元素進去，我

都覺得那一作品，你能說是陶瓷品嗎？ 

超師：如果它主體都是陶瓷燒出來的，應該可以；但主體主要的比方加一些其他東

西放進去，那只是一個附帶的，我覺得可以。還有藝術的媒材和題材本來就

是不停演進的。西方油畫在十三世紀才有，在這個之前他們沒有， 早發明

油畫的是放在荷蘭……，是荷蘭？還是比利時？我看看……，年齡大了 糟

糕了，我自己親自去了那個博物館，看了那個畫，那個是在木板上畫的，是

義大利的一個畫家喬托，用油畫在木板上畫的三聯屏祭壇畫。第一次世界大

戰，每一次世界大戰，他們都把那個收起來、藏起來找不到，戰事結束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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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拿出來；這個博物館我去看過，就是世界上 早的一幅畫，是荷蘭？還是

比利時？我忘了，那個誰 清楚，那個……席慕蓉，她 清楚；因為我去看，

你曉得我們學藝術的人，一向不記時間，連人名、地名，唉呀！ 糟糕的。

我親自去看了，就是讓我們想到他發明這個油畫的時候，其他的教會，就

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是那義大利的那些神父，還來偷偷地看配方，

他們還不宣佈，你看是這樣子一步一步進步，從十三世紀演進到十五世紀，

米開朗基羅的濕壁畫，再到帆布畫，油畫顏料都是各人的秘密。我這裡有我

去展覽，帶回來的一些資料，不曉得被我丟去那裡，你可以查查看（鄒生：

好，我去查查看）。那我們可以知道，西方繪畫是這樣一步一步進步，就是從

原來這些東西開始，中國也是一樣；在中國 早沒有宣紙，在蔡倫發明紙以

前都是這樣畫的（鄒生：畫在布上面），對，他的媒材是那個絹，後來發明了

宣紙，宣紙那種渲染的效果很好；但是，那個「絹」還是一直保留到現在，

還有人在畫，像日本那個膠彩畫，中國的工筆畫，都是在絹上面畫的。 

鄒生：老師我去參加過一些研討會，或是看這些雜誌，常有一些人在雜誌上或研討

會上會批評，他們說陶瓷這東西「技術性太強」，所以覺得因此要到藝術的那

一邊去……（超師：很難），對，很難，要有個問號存在那個地方（超師：沒

有錯，很難），老師你的看法是怎樣？很難的話，我們要跨過去要如何再去做？ 

超師：我覺得他講的這個對，沒有錯，但是一般人就是犯了一個毛病，這個東西一

做下去他就不求改進，繪畫也是這樣，你看不是有很多那些所謂的「名家」，

他一輩子從二十歲開始，一直到臨死八、九十歲，他的面貌還是那個樣子，

沒有變；只會因為時間、背景跟空間，他個人的這一些關係，塑造成他就是

那麼不得了。我們持平而論，如果現在把那些有名的畫，都拿來擺在一起，

我們不管他張三李四，那你看他的藝術性有那麼高嗎？那是時空的關係，時

間跟空間的關係。那陶藝一向是工匠在做的，藝術家沒有涉獵，大概是當成

工藝品來看待的，那至於像古代的那些，有名的那些東西，如青瓷、汝窯、

鈞窯這些名貴的東西，我們現在是回過來看，因為那些工匠都回不來了，我

們認為他是藝術家，是藝術品，你了不了解？可是當時還是工匠的東西啊！

（鄒生：當時他們地位就不能跟那些畫畫的……）對，跟這些人不能……；

事實上以他們個人……，我們只能夠講大概的，不能提出特別例外的人，他



鄒純強∣當代陶藝家孫超（Sun Chao）教授訪談錄 247 

 

們的出生背景，他們的教育程度，確實比文人要低，確實要低；那當然他因

為受了後天的限制，我所謂的後天，就是教育、環境這些東西的限制，他很

難創造出來一個很富有藝術性的作品，很難！不是說不能。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故宮的那些，你說它是藝術品，還是工匠品？它是藝術品，不可否認的，

對不對？（鄒生：對）可是這是回過頭來，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可是當時，

不會呀！ 

鄒生：所以如果是我們現代人陶瓷的創作，你要如何把它推向藝術這一邊去？一定

要做得像……？ 

超師：那你要現代的陶瓷，我們這樣說，如果你要做到那麼好的釉，那樣好的東西，

當然它還是藝術品；但是，你現在做不出來比古人更好的，你在抄襲，你沒

有辦法脫離，他塑造出來的金字塔，你還是在這裡面轉，你沒有辦法超越他，

你知道嗎？！像當初我為什麼，從古代一直摸索下來，摸索下來以後，這就

是我們現代人所有的精神，我們要創迼而不要模仿。「創造」不管它好與壞，

它 起碼有創造的精神，至於創造成功，那當然就是先創者，他本身是藝術

嘛！如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再先創，非藝術嘛！但是你還是要具備那個條

件。（鄒生：要具備有原創性）對，你認為我這樣講，你認為呢？ 

鄒生：他們如果把陶瓷做成像這樣子（超師：那些是現代的藝術觀念，無可厚非），

他們只要能謹守創作從頭到尾自己參與的話（超師：對）應該是無所謂。 

超師：對，因為這是時空的問題，這是這個時間，這個空間，藝術走到這一步，因

為大家都要講求「原創」，都要去創造，創造只有那些東西，你怎麼創呢？你

要變一個新的東西，所以很難！真的很難！ 

鄒生：老師你本身有學過繪畫嗎？（超師：對呀！那是必然的），那你在學畫的時候，

你看待一幅畫的藝術性，跟看待一個陶瓷的藝術性，它們有沒有重疊的地方？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超師：怎麼說？因為陶藝方面就是我一再強調的，它因為都是在工匠的手裡，這都

是歷史的關係，跟藝術原創性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歷史的演變中它一直是

在工匠的手裡，想要創作出來藝術品很難，它 多就是工藝品，不能說沒有，

有！那是極少數，極少數，真正鳳毛麟角；但是它創造出來的整體的那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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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還是在某一值得肯定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我們現在講的宋朝的那種「青

瓷」的那種碗，那個腳那麼小，我們純粹用造形的眼光來看，我們能說它不

是藝術品嗎？對不對？（鄒生：對，對）可是那是極少數，他創造出來那個

形式，就變成那個形式永遠存在了，後來就沒有辦法變。我們討論講來講去，

還是藝術的原創性，我有的時候，常常在想，像古代的那個彩陶畫的畫，你

說現代藝術有幾個畫家畫得比那個更好？ 

鄒生：對呀！我在研討會上有問他，我說，如果照歷史來說，那個時候應該沒有毛

筆才對，（超師：對，沒有現代的筆）那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它的線條怎麼可

以畫的這麼流暢？那它的顏料是什麼？（超師：對）它的工具又是什麼？我

就問一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結果他講的也不是很清楚。 

超師：顏料用氧化鐵、紅土礦，來源應該是不難的，畫線的工具有很多，可能把竹

片頭打毛了，或綁上一些毛，也能當筆用。甲骨文裡有「筆」這個字，形狀

如： 。光在紙面上研究沒有用的，因為我從故宮出來，我很了解，但是也

有一個研究員，很有名，宋瓷的「鷓鴣斑」那種碗，他硬說那是畫出來的；

笑一笑嘛！因為我們學陶藝的就會知道（鄒生：對呀！），對不對？！它那一

條一條流下來，因為那個碗當時的沒有擺得很平，這個釉流下來它自動就彎

曲了，那你說那是畫的嗎？（鄒生：那能畫那麼自然），不是，怎麼畫的那麼

巧（鄒生：對呀！怎麼畫的那麼巧），你看那個釉一看就知道了嘛！這是釉流

動產生的紋理，那它那一點一點的東西，是顆粒狀的原料，在高熔點的時候，

那一點破了，然後溶了滑下來；那現在我做是用兩層上釉法，內層用高流動

性的白釉，含有鈦，可以把外層的鐵結晶釉，消色成棕色調，高流動性不含

鉛，就把線條拉長了。 

鄒生：老師，我在看一些陶藝家他們的簡介、創作經歷，陶藝家有時候他們自己都

會說，他們的創作理念可能受到道家什麼的影響、或是佛家什麼的影響、或

是莊子自然的影響，他們說那是他們陶瓷的創作理念；那我想問老師，你的

創作理念有什麼樣的中心，然後去做你的這些研究與創作？ 

超師：OK，好！你這個問得很好。我告訴你，這些東西它是隱藏的，不是一下子我

就這樣子出來，你要是真正問我，怎麼出來的，我也莫名其妙，可是自然而

然就會去那樣子做，自然而然的。常言：「養成大拙方為朽，學到如愚始識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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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藝術工作者，應有這樣的修行與其中心吧！比方說我畫那個「墨荷」，你

看那「墨荷」並不是一般的表現手法的，對不對？那是因為我知道繪畫它的

原創性跟這個變化，我們知道，我們比古人也幸運，我們看的東西比古人多。

我們可以看到敦煌的壁畫，對不對？古人不可能，每個學藝術的都能看到？

不可能；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繪畫，古人不可能，是不是；我們可以讀很多

藝評家他們所寫的文章，古人不可能，都沒有這些東西，那個時代有幾個人

去寫藝評的呢？又有幾個人能夠讀到呢？那個時候的畫家，他們所做出來，

就是憑個人的感覺，就是那樣創造出來的，是跟書法相連，我是說我們中國

的水墨畫，它是跟書法相連的，所以中國我們「畫」不叫做「畫」，叫做「寫」，

你知道嗎？是「寫」出來的，這 大的不同。那我們讀過這些東西，當然無

形當中在潛意識裡面，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那你自然就會變了嘛！你

要說我到底是道家的、佛家的還是什麼影響？我只能說真是好玩，你認為呢？

我不能夠批評人家他們有那種想法（鄒生：我知道），但是對我自己來說這是

自然而然形成的，你累積了那麼多東西，你當然就會變啊！因為你不甘願一

成不變的跟著後面走，所以你自然就會變啊！那像我畫那個畫，那是哪來的，

應該說我的靈感是哪來的呢？就是敦煌壁畫，敦煌壁畫那種飛仙，飄起來的

那種感覺，它不也有飛花飄帶嘛！那我就在想，人家都畫墨荷長在水裡面，

我是喜歡動感的，萬物也無不在動，我為什麼不把它飄起來呢？這不就是我

創造的嗎？就這樣簡單。所以，你說一定要怎麼樣，這個文化的素養的累積，

它不是一天的，是慢慢、慢慢的，一點點累積的。你看我畫這幅「浮玉」，這

幅是哪來的呢？你把它倒過來看，你就會看出來名堂。你翻過來看，那是山

啊，那就是我門口的石頭，你了解了嗎？這樣一看，你從我家大門口向外看

看，那個大屯山嘛！那門口的大石頭；那裡有什麼「這個」、「那個」，只是我

把具象風景重新變形、組合。你自然而然，你不願意寫實，對不對，因為寫

實那條路已經被人家都走死了，我們以古人，那種時間、那種精力，去做同

樣的事情，我們是不能超越古人的，也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求變啊！對不

對？那我們自然就會受到現代繪畫的影響；像影響我走這條路的是朱德群先

生影響我 大，我看到他的抽象畫，對啊！我在想人家能夠變，我為什麼不

能夠變？真正說影響我的，是我去法國；在沒有去法國以前，我不敢。我

重要的就是那個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 Kupka 回顧展（鄒生：那是你跟楚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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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展覽的那一次嗎？），對，是不是跟他一起去啊？我忘了；去看那個畫展，

我就在那裡面整整待了一天，我沒有吃飯；因為在學校裡面讀書的時候，施

翠峰老師給我們看過 Kupka 一張畫葡萄架的畫，現在我看到了真的，他是怎

麼畫的，然後看到他後來所走的，從寫實、印象、野獸到什麼機械構成……

又是什麼，這一系列種種變化的太大，我這裡有他的書，當時在那博物館，

我就在那裡整整待了一天。讓我了解到，看人家現代畫那些變化，人家的功

力多深！人家不是隨便造出來的，人家功力用的深厚，然後才能夠一步一步

這樣子變出來的，對不對？你看畢卡索的畫，十三歲畫的石膏像，我們現在

的名家，有幾個能畫，那功力太深厚了，是他自然而然的這樣變，變，變，

就變出來的，所以他不是一天造成的，是很多時間累積出來的。那我記得五

十多年以前，我還在軍中的時候約二十多歲，民國四十二年，我那時候看《良

友雜誌》，看到畢卡索的畫， 我那時候想這什麼嘛！這樣子我也可以畫呀！

就自己這樣心裡自問，這有什麼了不起，我也可以畫呀！馬上另一個問號就

出來了，那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讚美他？都說他好，都說他了不起呢？難道這

些人都是「逢迎拍馬」嗎？都是要故意寫他好嗎？那麼再想，這些人文章寫

得那麼好，都是有名的作家寫的，他們不會幹這種事嘛！他們怎麼可能幹這

種事。那我為什麼看他這麼簡單呢？就產生兩個對立問題，然後就自己反省。

那時候就有一百本書寫畢卡索；那我算什麼呢？我說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

拍馬；另外一個是我的程度太低，那你再仔細的追問一下，人家絕對不是拍

馬，是我的程度太低，肯定的；認識這個問題，認識了自己，自己太差；太

差怎麼辦呢？我就天天讀，天天看，就是這樣。我這個話講的一點不是跟你

開玩笑，我講的實實在在，我親身的經歷。當我讀藝專的時候，那時候那個

老師……，你看連老師名字都忘了（鄒生：李梅樹嗎？），不是李梅樹，那個

叫劉煜，他是很好的老師，他講法國的沙龍畫展，很多畫現代畫的人都去參

展，評審一眼就看出來，誰有功力，誰沒有功力；當時聽到，哇！會這個樣

子，一眼就看出來，怎麼可能？！當時就打了這樣子的問號，但是我自己知

道，是自己差。等到後來，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我懂

了，我真的懂了！現在我也分得出來好壞。可是（鄒生：不是說某一個什麼

什麼的影響這樣子）這不是，這樣說起來，我 少花二十年的時間， 少；

在這裡還有一個插曲，我後來（約民國五十一年）讀到《讀者文摘》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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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那時候在荷蘭港口，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個雕塑家，塑著一個沒有手、

沒有腳的母親，抱著一個孩子在荷蘭的港口，這個雕塑很有名；就是這個雕

塑家寫的文章，他說從前，我看梵谷的畫，我看不懂，那時候我不覺得怎麼

好，他說，現在我懂了；那我算他的年齡，他說這個話的時候，起碼五十歲

以上，就是他還看不懂的時候，起碼五十歲。所以，像這些東西都給我是「當

頭棒喝」，這個很好的訊息，你算什麼啊？了解嗎？（鄒生：我了解！）然後

你就會虛心地去檢討去注意，這時候你就努力嘛！就是努力嘛！我看到這個

文章的時候，我已經懂這個梵谷的畫了，畢卡索的畫還沒有真的了解。 

鄒生：老師您努力的方法就是多看，然後……（超師：對，多看），看實物或是看……？ 

超師：看圖、看展覽，然後就是各家都看，你要看出人家的優點；看出優點在那裡，

缺點不管，我一向不管，我只看他的優點；那我看自己，只看我的缺點；因

為你這樣才能夠進步啊！如果你認為自己畫的很棒了，那就完全就停在那

裡，你就終生就不變了。你看我每次展覽，我的畫風都在變，風格都在變，

因為你要不停的在那兒探討嘛！這個媒材一直做下去，很多人叫我畫那個墨

荷，他們很喜歡，我就不願意畫，因為我已經知道，那個對我來說很容易，

我說我要找難的，我沒有做過的，有挑戰的；那我現在就一直在畫太空嘛！ 

鄒生：老師，您很久沒有辦展覽了？（超師：很久了！）那您有沒有打算什麼時候

再辦？ 

超師：沒有考慮，就是有機緣再辦，沒有機緣無所謂。還有一件事，你問我這展覽，

我不會像一般人，一直想展覽啊！想幹什麼，我覺得不需要；你 重要的不

是要讓人家看你，而是你要看自己。 

鄒生：可是現代的藝術創作不是都要給人家看？ 

超師：那是別人，那別人的事情我們不管，但是我只管我自己；我是幾十年前，還

年輕的時候，我就講過一句話，我說，如果你是一片瓦礫，即便用金把你鑲

起來，也不能發光；如果你是一顆鑽石，即便把你埋在糞土裡，也不會腐蝕

你。這是我很早很早，年輕我已經體驗了這個人生，名啊！利啊！看歷史就

知道嘛！有留下來什麼東西？你看多少人開畫展，那個花籃一堆擺滿了，可

是那個畫能看嗎？對不對？讓我 感動的作品，我記得是三十年前，我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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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峰的畫展，就是當代名家畫展在歷史博物館舉行，當時有名的畫家全部

都有展，可是高一峰的畫在那邊，你的眼睛沒有辦法離開它，它就吸引你非

看它不行，當時我不認識他，他並不是那麼有名，到現在也並不是那麼有名；

可是真正畫水墨畫的人，提到他沒有人敢說一個「不」，沒有人敢。 

鄒生：老師您的觀念覺得藝術只是為了要完成自我？ 

超師：對，本來就是。就是你自己內心所感受到的東西，換一種語言表現，對不對？

會寫文章，你用文字敘述；我會畫畫，用畫來表現；我會做陶藝，用陶藝來

表現；是另一個語言表現你的涵養，表現你的思想深度。 

鄒生：老師您也是來到這個地方才開始做瓷板畫？ 

超師：對，就是正式的開始做。 

鄒生：那您得到那個國藝獎的時候，就是一九八六年得到國家文藝獎的時候，你應

該還沒有開始瓷板的創作，因為我記得那時是一很大的盤子？ 

超師：對，應該是有做不怎麼成功，（鄒生：就是對瓷板的平整性……），對，對瓷

板的平整性、釉藥的掌控跟燒火的方式，主要就是釉藥；那個時候就是釉藥

的運用不是那麼熟練，想要表現的，不能夠表現出來。 

超師：……做陶藝的人來說是（鄒生：很困難，）很困難，對，一直搞不好他們，

紅的結晶色調沒有成功，全面的構圖色系就沒有辦法表現；我自己也研究過

「銅紅」釉方加上碳化矽，看它能不能用氧化火燒成紅色，還有「鉻錫紅」

也是一碰到氧化鋅就消色。這些我都有實驗，另外也有鎳的紅結晶釉，但是

你在和其他色調的結晶釉同一個溫度之下來燒的話，燒不出來，（鄒生：對，

而且你是用電窯燒，那就更困難了！）對，尤其是如果一個需要氧化，一個

需要還原，結晶需要氧化，銅紅那些東西需要還原，那個就很難了，很難！

後來我就買了色料，我去德國的時候，就看到人家的色料，然後就買回來做

實驗，所以現在有各種色調的紅色的出現；不過層層上釉時，一定還要非常

仔細的處理，因為紅色料的呈色一定會受鋅的影響的。我們不是說這個限制，

一定不能夠解決，究竟你的知識有限，因為這是屬於純化學方面，我們沒有

那個基礎教育。 

鄒生：可是如果從化學方面來說，氧化跟還原，不可能在一個窯裡完成，（超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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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市面上有看到，電窯裡可以放瓦斯燒。 

超師：可以，這我燒過。對，可是有的釉藥需要還原，有的需要氧化，你二個不能

同時存在（鄒生：還是有它的困難），對呀，矛盾呀！會「打架」；你看那結

晶釉在還原之下燒（鄒生：燒不出來？）哇！一塌糊塗，完全不能看；我有

那紀念品，就是當初用還原燒，燒出來就像那個癩蛤蟆，燒成功的就是這個

二十六號釉，我給它的號碼（鄒生：這是還原燒出來的？），這是氧化；還原

燒出來就像癩蛤蟆，就是一個泡、一個泡、一個泡、一個泡，（鄒生：那如果

是別人，可能把它當成「新派創作」）。 

超師：談起來這些東西就是很好玩。還有，陶藝為什麼一直這麼困難？它技術性確

實很高；還有一個，一般人都怕難，遇到困難他就不去做；還有它要設備，

要場地。我是因緣際會，如果我不在故宮上班的話，我不可能去做陶瓷，不

可能去研究陶瓷，這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從零開始。 

鄒生：我很佩服老師自學出來；當時我在做這研究題目的時候，我看台灣的陶瓷發

展史，從比較近的開始的話，大概就是比較早的做工業陶瓷方面的，就是王

修功、吳讓農、高東郎……他們那幾個人，他們有幸是在大陸的時候，都已

經在（超師：對，他們是學這個的）……接觸這個東西，還有一個教我英文

的邱煥堂老師，雖然他是學英文的，但是他去美國在美國大學有學過，也有

受過學院派的訓練；那老師比較令我佩服的地方，你幾乎就是從……，就像

我們講的，你是唸文、法、商那一類組的，然後自己去鑽研化學的東西，這

是比較難的，也是我那時覺得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且在台灣的陶藝界，老師

的輩份應該也算蠻高的，也是很早把陶瓷往藝術方面帶動的人，不是只把陶

瓷拿來當生活用品工藝品；所以覺得值得研究老師自學的過程。我相信遇到

很多的挫折跟困難？ 

超師：那是當然的。可是這就是人的個性，我不會因為困難把我打敗，我會因為困

難知道這方法不行，再換一個新的；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下一窯一定比

這一窯好；因為這一窯的錯誤我不再犯，我永遠都是這樣子，永遠用一種希

望的心、歡喜的心去看這個事，我不會沮喪，不會！永遠都充滿著希望，因

為你對自己有信心，就會自然而然踏實的做下去。所以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第一你要有信心，這個信心不是盲目的，是這些東西你接觸了，你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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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有這個大概的輪廓出現了，你就知道該怎麼樣去做。我那時候就在想

一個東西以青瓷來說，我要燒窯就算我一百次總可以研究出來配方吧！結果

沒有到一百次，我已經燒出來了！所以，你自己先不要存著一種幸運的心，

想去巧合把它搞出來；我從來不這樣想，我是把幾種原料做排列組合，把用

量也做上下調整，列出很多配方來試燒，這樣的構思。我這一次失敗了，我

知道這一類的不能用，再換另外一個方式。我做事情是這樣子想。 

鄒生：老師您陶瓷創作這麼久，我看過國藝獎美術類的得主，除了您以外的大都是

書畫的，所以當時是有什麼樣的機緣，讓您得到這榮譽？ 

超師：很好玩。這是師母得的獎（鄒生：師母得的獎？她是幕後功臣是不是？）對、

對。我是不喜歡去參加比賽搞這些東西，我們那時真的也有生計的壓力，您

師母就說，你應該出去跟人家比一比，讓人家知道嘛！你有跟沒有那個作品

價格差很遠的，所以你師母就給我拿送出去了，那我就得獎了；在那以前我

也參加過兩次省府單位辦的比賽，都是手工藝類的，還沒有開始比，據說已

經知道誰人第一名了，所以我當時對參加什麼獎都很排斥的。 

鄒生：我看老師的資料，您在國家文藝獎得獎之前，參加過幾次外貿協會辦的產品

設計獎，連續好幾年都有得獎（超師：對，連續拿到）；老師您連續創作的歷

程，您覺得在技術上 大的 大成……？ 

師母：你說到外貿協會的產品設計（鄒生：對，得了好幾年），那都是我主動去做的，

第一年拿到 佳產品設計獎，第二年就是貿協來通知我們拜託我們再去送

審；第三次他又來通知，拜託我們再去，我說好我們就再捧場一次，接連拿

三年 佳產品設計（超師：我們不好意思）；第四年他又來，我就說對不起我

們不參加了。 

鄒生：為什麼不參加了？我記得看您的文章上面是說，不好意思再參加了。 

師母：對，這些事都是我主動辦的，（鄒生：老師都沒興趣？）所有的這一類的，不

管是別人推薦去參加一個像這國家文藝獎，或者是像外貿協會是我主動報名

這個，老師通通都不贊成，（鄒生：老師為什麼都不贊成？他覺得那是多餘的）

不是，他就是這樣子的人；他就是天生孤傲的性格，這些東西他覺得不必要

得到任何一個人的肯定，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超師：我覺得我要自己肯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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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需要別人），他不需要任合一個人來肯定他，這是他一貫的想法，但是

事實上我是在管我們家的生計，我一定要衝出一條路出來（超師：她需要管

油、鹽、柴、米）。 

鄒生：所以老師還是有藝術家的性格。 

師母：對，純粹就是，非常純粹典型的。 

鄒生：可是老師這種的藝術家與我們一般所認識的不太一樣，現在藝術家莫不想盡

辦法要出名，所以什麼「新派藝術」，脫光衣服在街上走扛著國旗，他還說他

有什麼樣的創作理念；像老師這樣子的創作風格，等於就跟現在「市面上」

的藝壇格格不入。 

師母：我從認識他我就發現他這樣的性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他是又狂

又狷，他不是一個中道的個性；所以也可以說他的想法和作法不是一個比較

符合社會的一般價值判斷，去追求所有社會認同的成功的條件，他不是這樣

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就是他根本藐視社會的那些條件；（鄒生：可是這樣不

行啊！生活還是要過啊！）對，他的對於所有事情的處理態度，他不是過於

狂，就是過於狷；所以我必須要走「中道」。很有意思，我是一直被他罵的很

慘，就是為了這些事情，可是慢慢他也了解到因為這是個務實的方法，所以

他現在不會為這些事情罵我不對，而且這還變成他的一個「小辮子」，你不聽

我的話對不對？（超師：對，真的是個「小辮子」被他捉到）；聽我的話是對

的，（超師：對，聽老婆的話有飯吃）。 

鄒生：老師，您覺得您這樣子在技術上，我看您那本《窯火中的創造》，我的感覺，

以我們也有在做的感覺，您有很多的在技術上的突破，這已經不是時下一般

的陶瓷藝術家所能做得到的；因為他們的突破，頂多就是在土上面，或是在

燒窯，譬如說他從瓦斯窯燒不出來就去燒柴窯，柴窯燒不出來，他就拿去做

鹽燒、做什麼樂燒，就在這邊變來變去；但我覺得老師您不同的就是，您都

做瓷板，就這樣東西，你去想辦法在設備上、機器上變得品質更好，然後燒

出來效果更佳更穩定，所以在燒窯的機器上做改善，在陶板的機器上做改善。

可是，一般人不這樣，我覺得他們沒有一「中心點」，他們做但是他們變來變

去，不像老師我的感覺是有一中心的想法，然後從旁邊一直加東西進去，讓

這中心更堅固；可是他們不是，他們因為在這個東西做不好，或是變不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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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跳一個、再跳一個，老師你的看法是怎樣？ 

超師：怎麼樣說呢？對這些人的性格老實說我不了解，我不能加以批評，人家是、

否，我覺得……，他們大概也是在想變吧！？變的方法不一樣，這條路走不

通換一個方法變一下；我不是這樣子，我這條路走不通，我要研究一下為什

麼不能？是那裡不通，我要把這障礙克服它，我要走過去，而不是換一個。 

鄒生：老師您上次不是做一個更大的機器？您的瓷板又放大了嗎？ 

超師：對，我還沒有正式的啟動，還沒有正式的用它來畫大的畫，為什麼還沒用呢？

因為我還沒有準備好。這個一次做那東西，那麼大，只有一次機會，壞了全

部都完了，你要花多少功夫啊！所以我要先從小的試、試、試、試，都試好

了，我的構想用這個釉、用那個釉表現能不能夠出得來，好了都可以了，然

後畫大的，一氣呵成，我要一再試、一再試，有把握了然後動手去做。 

鄒生：老師您覺得 可以自誇的技術成就，還有您覺得做得 好的藝術性的價值在

什麼地方？ 

超師：我不覺得，我跟你講真的，我不覺得！因為我一向的想法是不跟別人比，我

從一開始很多年以前，我就有這個想法，我不跟別人比，我要跟自己比，跟

別人有什好比的。比方說你今天在這個環境，又沒幾個人，你在比什麼！？

你比他好一點你還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我常常開玩笑講，三寸丁跟矮子才

比，我比他高，你真的要跟人家去比，你要可以跟那個「高可摘星」的人去

比，你雖然沒有他高，但是你在雲之上，我常是這樣的想法，我不跟別人比；

這是我的真心話，不是唱高調。我就是在跟我自己比，我今天就跟昨天比，

我有沒有進步一點有沒有好一點，一直就在想這點；你想別人幹什麼，跟那

個爛的比，有什麼好比的，一堆爛蘋果比什麼，沒有什麼好比；不要跟別人，

跟自己比。像畫展這些我也常去看，不管他好的壞的我都去看，我吸收人家

好的，對不對，往往一些東西是你想不到的，會觸發您的靈感。 

鄒生：老師我想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您可以考慮要不要回答；因為我在雜誌上，

現在有很多陶藝家的代理商；譬如說當代陶藝館跟某個陶藝家合作……，（超

師：是經紀人），對，經經紀人，老師您有沒有？ 

超師：我從來不要。因為我不喜歡受到限制；你做的東西交給他由他來經銷；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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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說人家喜歡我的東西，找上門來找我，那你說我賣不賣給他呢？他說他喜

歡，我賣給他的話沒有經過經紀人，那是欺騙經紀人，這樣不好。 

鄒生：所以老師您現在沒有經紀人。 

超師：我一直都沒有，我從來都沒有。（鄒生：你不像一般藝術家那樣操作），沒有

意義嘛！幹嘛呢，得那麼一點點「蠅頭小利」有什麼意義？！對不對！你在

台灣很有名，出去看一看，離開台灣誰認得你？對不對，這個事情沒有意義。

人生何必活在那個……，唉！一種……，我覺得那是一種虛幻，自己想好了

不起；在我看起來真的很可憐。像我今年七十幾歲，活了這麼大了；你想想

看，也不過是地球圍繞太陽轉七十幾圈而己嘛！多麼短暫啊！多麼渺小，有

什麼好計較的；我們看那個螞蟻，在那裡圍著一點東西在那裡爭啊！奪啊！

雖然得到一點點小利，可我看起來很可憐。 

鄒生：如果有經紀人，你的自由度就不見。 

超師：不要說人算不了什麼，就算我們的地球在宇宙中也算不了什麼，我們的太陽

也算不了什麼；每一顆天上閃亮的星星就是一顆太陽，我們眼睛所看是我們

這一個銀河系；銀河系就有千千萬萬，單單銀河那太陽就更不用說，地球就

更……，唉！都是微不足道。我並沒有宗教觀，我並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

我觀察自然。 

鄒生：可是老師您講的這些話跟某些宗教的宗教觀是不謀而合的。 

超師：對，這個我在二十幾歲就體驗了，我在 痛苦的時候，已經體驗了人實在是

太渺小的。 

鄒生：老師請教您，因為林保堯老師說我一定要把將老師的作品挑一些出來寫，不

是評論，而是把看老師一些作品的感覺寫出來；因為老師作品實在太多了，

我看那麼多圖錄，我有想法想請教老師，我如果要挑作品出來寫，是挑那幾

個時期的作品出來寫，是老師覺得比較有代表性，就是我寫它可以代表您創

作的歷程這樣；我不能全部都寫，這樣寫不完。 

超師：怎麼樣講呢？這是很難，真的很難！這一幅，背後這一幅，這一幅是我 早

開始能夠做出來這麼大的瓷版畫，那時候高興的不得了！（鄒生：老師我能

不能拍個照片？我只用在論文上面，其他地方我不會用；我把它記下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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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啊！不要緊！這是我去法國的時候，回來之後車子經過那個叫什麼

城……，我忘了5（鄒生：我記得老師書上有寫），那個什麼大教堂，然後旁

邊的那個樹，我們車子過去我就看到，哇！那個教堂好雄偉！跟那個樹這樣

散到那個教堂，看起來我覺得更雄偉，我回來就畫了這個；我就是走抽象的

方式把它畫下來。我這樣講您能夠感受那種感覺嗎？ 

鄒生：教堂的樣子。 

超師：對，對，對。感受得到（鄒生：感受得到），這幅叫《天光山色》。 

鄒生：有些作品老師在您那本《窯火的創造》上面有寫，我大概知道。 

超師：這是 早 早的，我能夠做出來這麼大的陶板。 

鄒生：我在老師書上面看到，就是您從法國看完那個畫家的展覽之後，對您的影響

很大嘛！ 

超師：對。影響非常大，觀念整個一百八十度改變。 

鄒生：可是我要寫的不是只有法國以後的事情，我要寫從您創作到現在；那在法國

之前有沒有一些作品，就是它可能是您……，在研究釉藥您跨過去的一步，

也值得稍為說明一下。 

超師： 早你知道嘛！因為我不是學陶藝的，我對釉藥可以說完全不懂，所以一直

都在試驗中，一直都在試釉，在這個過程中，至於說創作的作品根本都沒有

啟動；等到到了這裡才是真正開始啟動，憑良心講。因為我心裡自己很有作

品，我是學美術的，那個畫跟做雕塑這是我的基本，我非要學的只是釉藥，

所以我一直搞釉藥、搞釉藥，一直都在搞釉藥；等到有了這些東西，就等於

有了畫布，有了顏料，然後就開始畫畫，那以前就是在研究畫布、研究顏料。 

鄒生：所以老師覺得以前這些作品對您來說，其實也是跟實驗差不多而已？ 

超師：對。這單是釉藥，另一方面是上釉的方法，在構圖上已經有空間，（鄒生：喔！

對）那你看這一個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已經有空間在，轉動的時候就更明

顯。 

鄒生：這是不是像山跟雲海？ 

                                                 
5 Stras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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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師：對。……，這是早期的（鄒生：我知道）……，有一個……，（鄒生：感覺到

有山跟雲海的感覺）對，（鄒生：這有些圖錄上我好像有看過）有看過，對……，

這個時候我就是研究出來釉藥，我把釉藥就當作原料，單純的畫出來我心裡

面想像的空間（鄒生：這也是用噴槍噴的？不是用畫筆畫的？）對，不是；

原本你噴的時候，要你心裡面有構圖，你知道釉藥它會成為什麼樣的表現，

那您要怎麼樣去噴、怎麼樣去佈局。這邊就這樣子……，像這個也是啊！那

你知道你的釉藥會怎麼樣（鄒生：這個像是山光跟水色？）對啊！（鄒生：

您這個有油畫的感覺）這當然油畫的感覺，（鄒生：也有像那個太空彗星的感

覺）對，（鄒生：這都是從巴黎回來之後做的嗎？還是之前）以後，這都是以

後的事情…… 

鄒生：就是您從巴黎回來之後，就大概沒有再做這些瓶罐了？ 

超師：就少做了。像這個你就可以看出來，我學雕塑的總是想，能夠有一個雕塑的

形式變化，就用這瓶子來刻什麼，但是這個釉失敗的，這個釉不是我想像的，

沒有燒出來我想要的感覺。 

鄒生：就是它的顏色跟造形不能夠搭就對了。 

超師：對。這個我做了很多，都失敗了（鄒生：就是都有切割的……），對！對！對！

都失敗了！所以，你想學雕塑的人一定會想去做造形，可是你知道這時候不

值得去做，那我乾脆就用 簡單的坯體，那失敗了就算了，我不心疼。 

鄒生：老師您 近都沒有做東西了嗎？ 

超師：這個就是……，但是不怎麼成功，這個是巴黎回來的時候（鄒生：這個好像

是瀑布森林、石頭是不是）對……，（鄒生：老師說的墨荷是裡面這一幅嗎？）

對；（鄒生：這怎麼跟我上次來不太一樣？）後來我……，因為後面擺……，

這就是……（鄒生：這書上面好像都有？）都有，（鄒生：那我去翻拍書也可

以）對。 

鄒生：老師你現在土片 大做多大片？ 

超師：大概三米多（鄒生：所以這片還不是極限），這個是壞掉，切掉的，上下都給

我切掉，不成功，我要求的沒有出來，這是做陶藝 大的困難，我心裡面想

的，然後我噴出來的這個釉，我預計要產生的變化，它沒有出來，結果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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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花（鄒生：您不要它開花？）對，我就把它切掉（鄒生：下半幅把它

切掉），對，下面畫太……。 

鄒生：這一幅好像看到有一幅國畫有點像？（超師：跟國畫都有關），古人的……，

好像是密林還有山石，（超師：對……，這個是我要求變，用不同的方法來表

現）這上面的紋路還是布的紋路，（超師：對）近看跟遠看還是不太一樣（超

師：不一樣），近看的感覺跟遠看的感覺不一樣。 

超師：所以這個就是陶瓷結晶釉所能夠表現，別的藝術沒有辦法表現的；我們遠可

以觀其「勢」，它那個氣勢。 

鄒生：對呀！我剛剛遠遠看就覺得這幅畫不是這樣子的格局而已，我看到它的時候，

在我的心裡有種好像，是一幅很大的山水的樣子；可是它其實是小小的，但

是心裡面感覺…；但是近看的時候，好像鏡子可以走到裡面去。 

超師：對，近看的時候可以觀其「質」，可以觀察到它的質感，這個是其他油畫、水

墨沒有辦法表現的；你不僅可以近看，用放大鏡看那更好，（鄒生：用放大鏡

看連那釉藥的組織）對。 

鄒生：我看過老師的書上面，用放大鏡把它照出來，我覺得在那個微觀的世界裡面，

它是另外一種美的世界（超師：對），是我們在這個地方這樣看所不能體會的

（超師：對），所以一般的繪畫大概就沒辦法這樣子。 

超師：所以我為什麼走到這條路，因為我發現了，它的其他東西所不能夠表現的，

這就是原創性。 

鄒生：這個就有抽象畫的味道（超師：對）……，老師你這邊這樣佈置像一個展覽

室（超師：對，像一個展覽室）。 

超師：……，這邊是比較早，（鄒生：土片還沒有做那麼大的時候），對，還沒有做

大的時候，做小片拼起來，而且，小的拼起來中間還有縫，你這樣看得出

來……，你這樣子看，從這角度看，看到沒有？（鄒生：喔！對，那也是拼

出來的土片？）不是，不是，因為那個練土機就這麼大，我把它變成一個管

子，管子裡面的心怎麼樣存在啊？你看看（鄒生：那些都是用這練土機做出

來的？）對，你看這個（鄒生：中間…，出來是個空心筒狀的，然後再切開

來）對呀！對，它就是這個東西，土經過這裡它的土就不一樣了，雖然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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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再壓、再壓沒有用（鄒生：土坯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很平，但是燒完之後，

還是全部還給你）對。 

那現在就不會了，現在為什麼不會了，因為我把這個改掉了，這個我只用一

個，我是一片從頭到尾這樣一片，這個中間成一條溝，然後這個插進去，然

後再焊死，然後跟上面轉動，然後就用螺絲鎖起來，那這樣子它就不會有那

個痕跡（鄒生：那痕跡剛好就是你切開的地方）。 

像這樣都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鄒生：所以老師了不起就是在這邊，因為這些東西等於都是自己設計出來的。（超師：

這個我改了再改，這個改了二次， 後又加一道，這個管子加進去，出來的

土波浪比較小），這些是訂做的？工廠的沒這麼大臺？（超師：沒有，工廠用

的我拿來改，……，像這個我自己摸索的，沒有人有啊！），您就是為了搬土

板的時候不要留下痕跡（超師：對，你看這是木板，因為不銹鋼的會黏，我

這個用木板它就不黏了，雖然一點點小東西小技巧，可是就要花很多腦筋去

實驗），對呀！對呀！（超師：我現在能夠做的這板子多長，陶板就能夠做多

長）這些都是乾的土（超師：對，生的還沒有燒）。 

老師您都是一次，就是畫完了就全燒，您有先素燒嗎？ 

超師：先素燒。你不先素燒不行，因為太大了，你一噴一不小心破了就完了，這個

花的工夫太大了。 

鄒生：這板子連素燒也要用機器送？（超師：對呀！）……，老師如果您要這樣從

一片土切割到做到好，其實要花費相當大的時間（超師：對，沒有錯）……，

老師您這樣用土很「兇」，因為那個機器那麼大，土要那麼大一片（超師：對

呀！做那個要二包土）。…… 

老師像您這樣弄，機器那麼大東西也那麼大，您都可以一個人自己操作？（超

師：對，都可以呀！）所以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把省力都設計進去了（超師：

對呀！）。 

超師：像這個是多用途，……（說明機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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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生平年表 

1929 生於中國徐州 

 Born in Hsuchou, China 

 

1968 畢業於台灣國立藝專美術科 

 Graduated from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the 

Arts, R.O.C 

 

1974 雕塑「銅獅」座落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Created the two bronze lions that guard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981 參加中日陶藝展、義大利國際陶藝展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eramics Exhibition in Faenza, ltaly 

 

1982,84 參加法國國際陶藝展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Biennial Exhibition of Ceramics in 

Vallauris, France 

 

1986 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現代館以專題「從傳統中創新」長期展覽 

於台北龍門畫廊舉行個展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ng from Tradition” exhibition at the Modern 

Gallery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Solo exhibition at the Lung-Men Art Gallery, Taipei 

 

1987 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 

獲中華民國國家文藝獎 

 Solo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Honored with the R.O.C.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1988 作品入藏於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 

 Two pieces collected by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1989 於法國巴黎巴哈藝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the Galerie Jacques Barr_r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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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於法國守修市立藝術中心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於法國加布埃爾畫廊舉行個展 

 於台北文建藝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the Maison des Arts et Loisirs de Sochaux, France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by the City 

 Solo exhibition at the Galerie Gabrielle Fliegans, Strasbourg, France 

 Solo exhibition at the CCPD Culture Gallery, Taipei 

 

1992 於美國紐約台北藝廊舉行個展 

 作品入藏於紐約伊佛森博物館 

 Solo exhibition at the Taipei Gallery, New York 

 Two pieces collected by the Everso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3 於德國國立海外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於德國國立卡賽爾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Solo exhibition at the Ubersee Museum, Bremen, Germany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Solo exhibition at Staatliche Museen Kassel, Germany and two pieces 

collected 

 

1994 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並作品入藏 

 作品入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 

 Solo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and one piece 

collected 

 One piece collected by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95 於盧森堡派特斯畫廊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Galerie De La Petrusse, Luxembourg 

 

1996 於高雄積禪 50 藝術空間舉行個展 

 Solo exhibition at G. Zen 50 Art Gallery, Kaohsiung 

 

  

  



264 文資學報│第五期 

 

 

2001 於台北龍門畫廊舉行個展 

 完成著作《 窯火中的創造 》一書，由藝術家出版社出版 

 名列《Who’s Who in the World》，Marquis Who’s Who 出版 

Solo Exhibition at Lung-Men Art Gallery, Taipei 

 Published “Born By Fire”, Chinese version, by Artist Pub. Co., Taipei 

 

2007 於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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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ist: 
Professor Sun Chao 

Zou, Chun-Keung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Sun Chao in ceramic art by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of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him. Especially for his unprecedented 

accomplishment in art and technique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observe and admire 

his creativity and energy directly from him in his studio.  

Bestowed with the Award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in 1987 (fine arts), he is indeed 

the first in history to receive such honor as a ceramic artist. In fact, as of now, he is still the 

one and only artist among ceramic field. Moreover, a great number of his art works are 

collections in many selected museum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interview Sun Chao as one of our “Figures of Ceramic Artists in Taiwan” and inscribe his 

important career in ceramic arts in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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