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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想像，國家文藝獎得

主畫家鄭善禧，詼諧逗

趣，操一口標準的閩南語，四

書五經、歷史典故、傳奇小

說，朗朗上口，像今之古人，

卻又草根性十足。

更難想像，這位台灣師範

大學美術系退休的教授，看似

工人，又像農人，時常推著一

部工地載沙石的小三輪車，前

去住家附近的一家鋸木廠，揀

拾廢木塊，在家躬親燒柴煮

飯，自在地過著「撿柴薪，生

灶火」的古早生活。

撿拾廢木材的國家文藝獎得主

台北縣的林口，一處幽靜、寬闊的庭園，檸檬樹、柚子樹、木瓜樹、

相思樹零零落落地生長，嫩綠的雜草驚人地抽長著。在這座滿眼翠綠又有

些荒涼，白鷺鷥常駐足的「秘密花園」裡，有幢「謙軒農舍」。廳內掛著

一幅「室有圖書樂，門無俗務煩」行草對聯。他每天作畫、寫書法、讀

書、拔草，晚上對月獨酌，有時下山畫陶。他經常穿著一套衫服，上面沾

染著些微墨漬。興來，與年輕畫家多喝兩杯，便表演金雞獨立，醉時仍不

忘為人揮毫，醒時再鈐印「君當恕醉人」，自我解嘲。

鄭善禧這位無所不畫的丹青妙手，來自學院，卻有著民間美術

的活潑生命力，今年七十三歲的他，仍精力充沛，老當益壯，

鎮日在林口的謙軒農社，日日挑擔，荷鋤如農，過著簡樸清淡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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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髮稀，鬍子翻白，老而不老的畫家鄭善禧，

每天生著爐火，吃蕃薯粥，儉樸過日，知足常樂。面

對自己一路走來，由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再到畫家

的心路歷程，他不禁興起無限的謂嘆：「沒想到，我

只是一個教員，如今卻不務正業成正業。」鄭師母羅

昆芳女士也說他是十項全能。的確，鄭善禧無論在山

水、人物、花鳥、畜獸或生活器用品、民藝品，都無

所不畫，又兼擅書法、彩瓷，在畫壇上是難得的全

才。

一個人但凡在專業上有所超越，必是因為曾跋涉

過生命的荒地，一路披荊斬棘，才能達到豐美的勝

地。鄭善禧原先只是想當個教員，茍全性命於亂世，

卻憑著一股狂熱，勤奮不懈地作畫，一如他畫作上的

題字：「撐上水船，一竿不得放鬆。」在教書之餘，

一步步地走上畫家之路，只是作為畫家卻是他一輩子

作夢也沒想到的事。

出生殷實商家，喜看民間匠師展絕

活

鄭善禧出生時（一九三二），正值「一二八」松

滬戰爭，正是日本繼「九一八」事變後，全面展開侵

華行動的開始。鄭善禧家中經營碾米廠，並經銷各省

土產雜貨，又代理洋貨，是殷實商家，卻過得十分簡

樸。他的母親勤勞守份，是位姨太太，不幸在他四歲

時去世，他完全是由誠正仁慈的嫡母（大母親）及任

勞尚義的庶母（三母親）撫養長大。尤其三母親自小

訓練他撿柴升火，鄭善禧從小就練得磨石劈柴的俐落

身手。

此外，他還是鄰近大廟師傅的得力助手，原來是

每當學校放假，他便跑去寺廟看師傅畫壁畫，那薛仁

貴東征、薛丁山征西，像章回小說不斷鋪陳開來的故

事，高潮迭起，看得他目不轉睛。師傅看到這位忠實

鄭善禧 春耕 水墨 一九六七

的觀眾，樂得抓他當小差，讓他

幫忙端墨盤或遞遞東西。

而平日，一放學他便把書包

一扔，不是跑去看木匠師傅雕神

像、雕布袋戲尪仔頭，就是去看

建築雕刻師傅做浮雕假山或廟宇

剪黏，或看糊紙匠師紮彩樓、糊

大厝。遇到七月普渡，家家拜

拜，他更常在露天下看野台戲，

往往看得出神，忘了回家。他對

世界充滿了好奇，他的童年似乎

就是周旋在民間匠師之間。這些

民間美術繽紛的造型與豔麗的色

彩都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

裡，成為他日後創作的最大泉

源。

蒼皇逃生，亡命來台

小學、初中都在抗戰的烽火

中渡過的鄭善禧，沒有任何專

長，在國、共衝突日益擴大，動

盪不安的社會裡，一個初中畢業

生於是做起小本生意，在漳州賣

布為生。一九四九年當國局丕

變，許多人紛紛逃離，鄭善禧一

介老實的平民，仍謹守共產黨的

工農兵政策，安份地繼續賣布。

只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攻打金

門，鄭善禧卻親眼目睹共軍在九

龍江畔造成死傷慘重的悲劇。共

產黨把江上所有行船的船隻與人

員，不管是平底船或尖底船，全

鄭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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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集合，往金門開去，又用人海戰術，將人圈在木材釘成的三角架上，任

其飄流到對岸，攻打金門。慘絕人寰的戰術，看得鄭善禧膽顫心驚。

再加上他三哥曾參與國軍的徐蚌會戰，又擔任過營長，早已成為公安

人員的黑名單，兄弟倆決心逃亡。而伴著他們亡命天涯的竟是一輛破腳踏

車。

考入師範，以校為家

一九五○年鄭善禧經歷離鄉、逃難之苦，終於來到台灣。那一年適逢

台南師範學校第一次招考「藝術師範科」，這位流亡學生尚來不及準備，

只好孑然一身應考。也許天公疼憨人，居然讓他考了第四名，無父無母的

他，感念上蒼厚愛，讓他進入有飯吃，又有書可讀的師範學校，從此他以

校為家，奮發圖強。

在師範學校期間，他把速寫

像練單槓一般，天天毫無間斷地

操練，他幾乎跑遍台南市的名勝

古蹟與大街小巷，以土法煉鋼的

方式，訓練自己眼手合一的寫生

能力，也練就了一手絕活，提起

筆來要畫什麼，就畫什麼。不為

別的，只為畢業後能多畫插圖，

在動亂時期謀口飯吃而已，他那

敢奢想成為畫家？

天上的浮雲沒有一定的行

蹤，人生的際遇亦同樣不可預

料。一九五三年鄭善禧南師畢業

後當了三年小學教員，在寒暑假

期間他曾北上參加雕塑前輩蒲添

生的「雕塑講習班」，隨即以一尊

〈孔子像〉入選全省教員美展，激

起他進入師大美術系再深造的決

心。結果他在大學部落榜，卻意

外在專修科名列榜首，因為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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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東埔 水墨 一九六七

年為了九年國教實施，在大學部外又增收了一班二十五人的專修科。鄭善

禧的人生每每在重要關頭，峰迴路轉。後來他又插班美術系三年級，在這

裡名師雲集，有淡雅秀逸，詩書畫合一的文人畫家溥心畬；強調觀察自

然，講究寫生的台籍畫家林玉山；擅長飛瀑煙雲的國畫大家黃君璧；追求

色彩和諧的廖繼春及水彩畫家馬白水、李澤藩。他在師大這樣具有中原傳

統畫風及本土南國色彩兩種不同地域風格的名師教學群薰陶下，又在國

畫、西畫、設計不分組，全方位學習的教育體制下，穩穩地吸收諸師之

長，臨摹與寫生並重，傳統與現實兼顧。

閒暇時，他徘徊在裱畫店，觀賞大陸名家傅抱石、徐悲鴻的作品，不

但背臨筆意，回家後又依實默寫，他的學習不僅在學院內，更在學院之

鄭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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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國當「畫工」

一九六九年他因緣際會，被

台中師專派往紐約參加國際兒童

美術教育會議，一週會期結束

了，他並沒有回來，熱愛藝術的

他，竟然在人文薈萃的紐約待下

來。他到美術館看展覽，又到處

旅遊寫生，最後在一家工廠畫裝

飾畫。裝飾畫是裝潢建築內部用

的圖畫，顏色須配合室內的家居

色彩，也須因應四季不同的變

化。以一位堂堂的大學教授，卻

在工廠畫裝飾畫，他也不以為

忤，有時還耍耍中國的毛筆技

巧，或用掃把大力揮掃，讓老外

大開眼界。

就在這段當「畫工」一年多

的日子裡，他對色彩的使用更加

大膽，再加上對畢卡索、馬蒂

斯、米羅等現代繪畫大師的認

識，更增加他要在中國繪畫上闖

出一條生路的信念。他主張中國

繪畫應該回復丹青，而不單只是

水墨而已，他畫下第一次在美國

看到的雪景，第一次看到滿山紅

遍的秋景，第一次看到異國的奇

珍異獸，色彩鮮麗明亮，著實令

人耳目一新。

不成名堂，才是名堂

一九七一年回國後鄭善禧又

外。他更常到西門町

紅樓戲院附近的舊書

報攤尋找美國雜誌上

的繪畫圖片，尤其那

具藝術性又大眾性，

詼諧逗趣的卡通圖

片，最令他激賞。他

博雜廣泛地吸收各方

資源，只為讓自己的

藝術更具可塑性。

不 成 章 法 的

「台灣山」

一九六○年鄭善

禧師大美術系一畢業，便被網羅到台中師專當助教。這位助教非同小可，

又教書又編輯《國教輔導》月刊雜誌，他不但在雜誌中畫插圖又設計封

面，編得圖文並茂，令學校師生刮目相看。更難得可貴的是，在教務、編

務兩忙下，他並沒有忘記畫畫，每當他到偏遠的南投縣信義鄉東埔等各處

的山地小學進行輔導教學時，常忘情地與當地原住民喝酒、聊天，打成一

片。歸來後他成竹在胸，把宣紙釘在門板上，將蘊釀數日的激情一一宣洩

而出。他畫得如瘋似魔，塗了又塗，改了又改，畫到入木三分，門板竟烏

黑發亮。

由於常常出沒於山中，鄭善禧開始發現台灣山不同於大陸山，台灣山

渾圓不峻，終年草木蒼鬱，山路上沒有持杖過橋穿道袍的高士，只有腳踏

實地，務實耕作的台灣農夫。他同時發現，台灣海島的自然風土，不是以

舊傳統國畫的各種皴法就足以傳達出他所見的真山真水。為了打造眼前這

片有血有肉，完全不同於大陸江山的新山川，鄭善禧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創

作挑戰。他索性以豪勁的大筆觸，胡塗亂抹，汲取自然再參以己意，畫出

他所領會的台灣山水，這樣看似狂野粗亂的畫，在當時保守的畫家眼中，

竟被批評為「台灣山」。殊不知這個在當時不堪入目的戲稱，竟成為鄭善

禧後來崛起畫壇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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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在台中師專教書，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回母校台灣

師範大學任教，他戲稱自己在師大教的是「光屁股」

（人體素描）、「畜生」（畜獸寫生）的課。他要求學

生要亂畫，「畫得認真要扣分，但不認真沒分。」他

要同學大膽去畫，才能從中找出表現方法與創意。他

又時常叮嚀學生不要模仿老師，因為「像我就不像

我，不像我就像我。」只因他自己既不是文人，也不

是王爺，他只是務實地從學院美術系走出來，又走入

民間，走入草根性的鄉土。他時常幽默地調侃自己：

「我不是白雲堂（黃君璧的堂號），也不是寒玉堂（溥

心畬的堂號），我是不成名堂。」

鄭善禧的「不成名堂」反而是他與眾不同的獨特

氣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把現實台灣好好地畫出

來。以一個閩漳亡命來台的十八歲青年，在台灣接受

完整的師範美術教育後，他體認到：「一般畫國畫的

人，總有一種誤解，以為只有大陸的山川才有勝景，

才能入畫。其實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台

灣雖然是一個海島，但是太平洋的壯闊，阿里山、日

月潭等等，無處不是風景。而且不僅是自然景觀，台

灣的人文活動，經過先民長期的經營，充滿著豐富的

多彩內涵；這些都可以入畫。」那張〈春耕〉（一九

六七），畫中甚無章法的雄偉山水，描述台灣一畦畦

的稻田，戴笠的農夫，紅瓦白牆的農舍人家，加上高

聳渾圓，鬱鬱蒼蒼的青山，饒富鄉俚野趣，正是他畫

「台灣山」的開始，也是他所謂「不成名堂」的作

品。

濃墨重彩，在地感十足

六○年代台灣畫壇，不是一片故國山河懷鄉憶舊

的鄉愁山水，就是「五月畫會」所揚起的抽象水墨。

而鄭善禧卻以恣肆的筆法，畫山、畫水，結合寫生作

畫，畫出在地感十足，又親切樸實的國畫。

沿著這條路線發展到七○年代，那幅〈蕉園村舍〉（一九七四），他層

層鋪陳農家生活景象，由瓜棚、瓦舍、竹林、農夫而蕉園，筆意稚拙，他

把台中住家附近曉民女中的寫生意象，重組熔鑄，畫出他對現實景致的新

感知，並在畫上題跋：「未見大陸名山，不遇林泉高士，樸野農村一角，

蒼蒼幾畝蕉田，拾充畫材一局，愛此樸實生涯。」直抒出他對台灣風景，

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受。而另一幅〈碧潭泛舟〉（一九七四）在他如飛如動

的粗毫大筆淋漓地刷擦下，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台灣，福爾摩沙蓊蓊鬱

鬱的山石草木，在他筆下一片蔥綠，有人划船，有人爬坡，還有屋舍，他

的山水非常「台灣」。

又〈橫貫公路山谷幽深〉（一九七六）中，他以平視的角度塗寫山壑

瀑布，重拙、莽亂的筆線，綠色顏料的厚塗重染，瀑布居中，人車分道，

垂直的瀑布與綿長的公路，隱然是畫面的十字架構，凸顯山川的雄偉、壯

麗，真山真水如現眼前，可親可近，實感十足。它不是如張大千所畫的橫

貫公路，畫出超然出塵的仙境，而是呈現滿眼

綠意的人間美境。從此鄭善禧便以濃塗豔抹，

雜揉著「西洋的壓克力彩」及「中國彩」與

墨，創發出他自家獨特「濃墨重彩」的「台灣

山」。

貼近風土，寫景又寫情

甚至現代文明的產物飛機、汽車在他新式

的山水畫中出現，一點也不令人感覺突兀，如

他的〈蘭嶼之旅〉（一九七九）。而蘭嶼原住民

的生活起居，風土民情也盡在〈今之桃源〉中

被描繪得栩栩如生，野趣橫生。他既寫景又寫

情，經營出可觀、可遊的山水妙境，渾樸而自

然。鄭善禧從現實中取材的創作觀念，不但表

現在山水畫上，也同樣表現在人物畫、動物

畫、花鳥畫或器用畫上。〈林旺爺爺〉（二○

○二），拙趣、拙相的林旺，是比中華民國年

紀年長的老象，在中日抗戰時身負重任馱大

炮，為國軍勞役，來台後又在動物園歡娛世

鄭善禧 林旺爺爺 水墨 二○○二

鄭善禧

不惜歌者苦 水墨 一九八四



墨一介入現實生活，便容易有雅、俗之分，然而鄭善

禧所畫的題材何其平凡，何其通俗，那些通俗常景，

通俗之物在他手上變成不俗，正因為畫家的詩書畫涵

養與入世情懷，化解了雅俗之界。

幽居謙軒農舍，老而不老

鄭善禧以台灣為主體的水墨畫，把台灣山水畫得

深具炎方濃烈色彩，把台灣風土民情表現得十分貼

切，比起許多大陸渡台畫家，他是土味、草根味、拙

味十足，代表著那一代畫家在台灣水墨畫上文化尋根

的新面貌。他入世又樸拙的重彩作品，刻劃著台灣的

季節性、地理性、風土性與人文性，是回歸土地的情

感認同，也見證了台灣水墨在戰後所開展出迥然不同

於中原山水的風貌。

這位四歲喪母，十歲喪父，在大陸歷經對日抗

戰、國共內戰，在顛沛流離中倉皇逃生，落腳台灣的

鄭善禧，萬萬沒想到六十五歲會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最

高榮譽。如今此身倖存，鄭師母羅昆芳女士又深知他

視藝術創作為生命的全部，給予他完全自由的發揮空

間。

鄭善禧這位無所不畫的丹青妙手，來自學院，卻

有著民間美術的活潑生命力。今年七十三歲的他，仍

精力充沛，老當益壯，鎮日在林口的謙軒農舍，日日挑擔，荷鋤如農，過

著簡樸清淡的生活。對於身後之事，他早已了然，逝於山則骨灰播於山坡

曠野，隨風散去；逝於水則骨灰投於水中漂流，波揚四海；逝於西藏，則

入境隨俗，進行天葬，還歸天地。

「年老之人，分陰萬金」，走過歷史烽煙的鄭善禧，他終身全力以赴的

藝術，正值苦澀回甘的黃金期，但願幽居凡囂盡退謙軒農舍的他，能如他

最景仰的白石老人，在衰年變法，再創藝術的高峰。

◎延伸閱讀：台灣近現代水墨畫大系／鄭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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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善禧正陶醉在彩

繪陶瓷之中

攝影／鄭惠美

鄭善禧這張二○○二年

七十一歲的自畫像，他

笑稱自己畫出十年後的

樣貌。

人，鄭善禧稱許牠是國家特別榮民，牠功在國家，惠及眾生，在鄭善禧的

題跋中特別提到應將牠供奉在忠烈祠，塑像、敘勳。一張簡明的圖象與書

法題跋流露出畫家悲憫的心境，他觸景生情，有感而發的作品，感人肺

腑。

他的人物畫〈不惜歌者苦〉（一九八四），是以現實社會中的歌手為題

材，他諷刺世人常是以貌取勝，一如畫中歌手賣力演唱，仍無人欣賞，其

實也隱藏著他自己辛苦一生，然買畫者常是聽風聲買畫，而非真懂其畫的

心聲。〈布袋戲〉（一九七九），鄭善禧以長款把畫中高高低低，五顏六色

的戲偶，串成一氣，並借物感嘆民間藝術之式微。他把文人畫高雅，不食

人間煙火的格調與民間匠師俚俗、質樸的野趣，相融相滲，煥發出嶄新的

光彩，在境界、筆墨、色彩上，別具一格。

鄭善禧從不對民間藝術或通俗之物視若無睹，也從不對台灣本土風景

或人物視而不見，因為他承續的是民初五四運動白話文學的精神。可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