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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百丈禪師說過一句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生命的真理

就是兢兢業業，不斷的精進和努力。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袁金塔意識到人生短暫，不能荒廢，也不能磋跎延

宕。他總是隨時精進，把握當下。曾經是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主任兼所長

的他，在行政、教學兩忙下，卻又能盡情投入創作，愈戰愈勇，國內外展

覽不斷，他苦幹、實幹的精神，或許可以用「一日不作，一日不睡」來形

容。

袁金塔是不折不扣的畫家。他的感覺敏銳豐富，他的舉止溫文帶點激

進；頭腦像陀螺不停旋轉，但內心並不孤高，貼近人間；氣質草莽又慧

黠，衝鋒陷陣，敢於做他人所不敢，他的畫風不是單一，是全方位轉換。

袁金塔的一生都在越界，水彩、油畫、水墨、書法、陶藝、裝置，對

他而言能夠超越領域是最大的樂趣，而在繪畫中探險是最大的挑戰。他挑

戰的正是水墨畫的基因改造。

攪亂一池春水

在水墨天地裡攪

亂一池春水的袁金

塔，並不是一開始就

走學院的水墨路線，

他投入水墨純然是個

意外。在台灣師範大

學專攻西畫的他，只

知在素描與油畫猛下

功夫。大三暑假，有

袁金塔由敦厚樸實的鄉下人，到以藝術體現社會批判姿態的急

先鋒，他的心境轉折與畫風蛻變，在在令人覺得他是以美學形

式召喚水墨革命，意圖掀起千年不變的水墨狂瀾，抒發一位藝

術家對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蒼涼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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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頑童袁金塔

10 藝術人生 11

袁金塔與等高的油畫作品〈廁所〉（1993）。

（攝影/鄭惠美）

換人坐(1986)

椅子的造形多變，色彩藍、綠、紅、

黃，陣式劃一，象徵一場政黨的權力

角鬥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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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陪著女同學去拜師學國畫，不意讓他大開眼界。

他眼睛一亮，心中一楞：「為何國畫的教學總是臨稿？為

何陽明山上沒有穿道袍束髮髻的策杖高士與古代茅屋，而

老師的畫中卻出現仙風道骨的高士與竹林茅舍？」

他甚至鼓起勇氣打破沙鍋問到底，只見那位國畫名家

悠然地回答：「繪畫是習慣成自然。」就是這個答案，讓

他百思不解。他不相信繪畫是習慣成自然，他不解為何國

畫家總是在畫中虛構雲煙飄渺的山水，完全與他注重寫生

的西畫訓練迴然不同。在西畫的經驗中，他們注重的是光

影明暗的層次、空間、結構的佈局，肌理的質感與色彩變

化。可是國畫卻有一套成法，各種畫山的皴法、畫樹的點

法、畫水的描法，都是既定的符號，國畫就是運用這套既

定的成規營造出胸中丘壑。他十分納悶，繪畫創作怎麼可

以與時代脫節，與生活無關？

一千萬個問號寫在臉上，他不輕易被說服，他對國畫

的疑惑愈來愈多。性急的他，乾脆自己畫。沒想到他在西

畫所學的紮實素描功夫與色彩運用，是另一把鑰匙，為他

開啟一扇陽光普照的窗戶。

當時他已看出國畫的危機，正是國畫的契機。

「廁所」，臭氣薰天

愛挑戰禁忌的袁金塔，大二（1973）時在系上的觀摩展中就以一幅

〈廁所〉油畫聞名全系，那畫得如實逼真的毛坑，大門敞開，掛在展覽場

中，簡直令人不忍卒睹，人見其畫，如聞其臭，女同學無不掩鼻而過，陳

慧坤老師甚至開玩笑地說：「趕快叫環保局來載走那張畫，太臭了！」只

有林玉山老師看出他精湛的寫實功力，不敢置信他油畫才只學了一年。其

實早在入師大美術系前，他就讀新竹師範時，他的水彩就已經畫得很不

錯，現在只是轉換媒材而已。

畫廁所能畫出它的髒、它的臭、它的不雅、不潔，讓人看了避之唯恐

不及，誠然已流露出他個人非凡的寫生能力。袁金塔果然傑出，1975年畢

業美展時，囊括油畫第一名、水彩第一名、國畫第一名的「三冠王」頭

銜。從此「袁金塔」成為一個被期待的名字。

蓑衣(1976)

以精密寫實的畫風完

成，有國畫的筆墨趣

味，又有西畫的取景、

構圖與透視，令人耳目

一新，是他躍起水墨畫

壇的代表作。

在鄉土寫實繪畫中崛起

七○年代的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驚濤駭浪中，一連串政治橫逆，由

1970年年底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繼之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

問大陸、中日斷交，直到1979年中美斷交。

面對盟邦背棄、國際地位失落，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覺醒了，引發文

學界的「現代詩論戰」（1972）與繼之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

激戰之後，寫實或現實主義成為再現鄉土的法寶。這波開展於七○年代初

期的鄉土文學運動，在中、後期達到

頂峰，它召喚知識份子擺脫西方文化

邊陲，把眼光集中在腳踩的土地上，

從關懷斯土的現實環境出發。

在鄉土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

美術界的洪通、朱銘適時被媒體挖掘

出土，這兩位未受過學院訓練的素人

是百分之百的鄉土藝術家，洪通在美

國新聞處開畫展，朱銘在歷史博物館

舉行木雕展，轟動一時。

而真正美術學院的新生代，畫的

又是什麼？

袁金塔一幅描繪新店農家的〈蓑

衣〉（1976）說明了一切。為了捕捉濃

厚的鄉土味，他煞費苦心地以三種不

同質感的紙拼組畫面，上半部土埆牆

是祭拜神明用的冥紙，粗糙的土黃色

正適合古樸的屋舍，下半部石材砌成

的牆面是灰色色宣，而蓑衣採用黃色

色宣。他不但在現場速寫又拍成照片

回畫室再細細琢磨，大門的自然紋理

則拓印自日本木板門。他懂得以最適

切的材質與技法，呈現最需要的肌理

效果。這張以美國懷鄉寫實主義魏斯

調車廠(1976)

融合精密寫實與照

像寫實技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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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1988)

一群螞蟻瘋狂地旋轉

不知所為何事。

〈調車廠〉（1976），以鳥瞰的角度融合魏斯的精密寫實與照像寫實技法，

把近景華山調車廠，火車調度場景與遠景基隆港的船隻一一鋪陳而出。合

乎透視大空間與描繪細密的大場景，袁金塔把水墨一向所表現的空山幽

谷，化為舉目所見的日常景物。

〈煉油廠〉（1978），以前景的山坡圍繞出中景根根矗立的油井，當年

蔣經國院長所全力推動的十大建設，在他的筆下不是文明的廢墟，而是文

明的燈塔。袁金塔儼然在鄉土寫實繪畫中建構他的新台灣山水美學，每張

畫都在當下的時空中具現時代氛圍，有記錄性又有視覺性與時代感，水墨

的新品味於焉誕生。袁氏水墨也成為青年學子跟進仿效的目標。

袁金塔的特出才智就在於他把原本是西畫的題材內容與造形思維，巧

妙融入水墨畫中，中西繪畫的混血產生優生品種。如果他只是以所擅長的

油彩或水彩呈現，則無法與當時的西畫新生代拉出距離。他的確有兩把刷

子，一把是中國水墨，一把是西方油彩。靠著這兩把刷子，他刷新了水墨

的記錄。

別人做過的，我不做

可貴的是他不畫「習慣成自然」的題材，畫中絕無策杖高士，也無空

山靈雨，更無逸筆草草，他早已立定創作的信念是：一、別人做過，我不

做。二、別人不敢，我敢。三、別人不能，我能。所以他筆下的新山水不

是斷垣殘壁、髒亂牆角，就是油煙迷漫的煉油廠、蒸汽沸騰的調車廠或煙

囪林立的磚廠。他瘋狂地實驗，憑著「我敢、我能」的信念，闖出一條血

路。

七○年代中期，台灣在一片回歸鄉土、回歸民族的運動中，袁金塔以

水墨表現斯

土斯景，一

掃故國神遊

的 雲 煙 山

水，在當時

的確是開風

氣之先。不

管是時機巧

合或時勢弄

的精密寫實畫風完成的水墨畫，既有國畫的筆墨意趣，又有西畫的取景構

圖與透視，勇奪當年《雄師美術》新人獎（1977）。

中西繪畫的混血雜交

〈被遺忘的角落〉（1979）描繪紅磚柱白粉牆旁，一叢叢小草正從披掛

的破草蓆下努力探出頭來，為了凸顯雜草盎然的生命力，袁金塔肆無忌憚

地以油彩畫出飽滿的濃綠。細密的草蓆編織紋理與雜而不亂的野草，十足

鄉土，十足寫實，又讓他贏得第一屆全國青年畫展首獎。

袁金塔利用油彩畫在宣紙上，或用色宣當底色，用揉、拓、擦等技

法，全盤營造出台灣鄉野的土與濁，他的大膽嘗試與表現令人側目。

除了歌頌鄉土景緻外，袁金塔對於發展中的工業文明也觀察入微。

生命之泉(1996)

運用普普藝術的連

續圖像，影印女體

胸部圖片再拼貼塗

繪，批判台灣情色

文化的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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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知識份子對「家事、國

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熱

情。

有探觸人性的盲與忙的

〈瘋狂〉（1988），一大群螞蟻成

漩蝸狀旋轉；或一整片網狀樹

葉，三三兩兩的瓢蟲啃食出大

大 小 小 裂 口 的 〈 蠶 食 〉

（1988）。而〈魚〉（1992）、

〈潮〉（1989）成堆的魚群或青

蛙塞爆畫面，袁金塔有意從小

生物的世界，投射出現實人生

的種種不堪。

也有訴說人生如戲的〈戲偶〉（1988）或只有人形沒有心肝的〈稻草

人群英會〉（1988）。布袋戲玩偶或稻草人曾是袁金塔童年歲月中的鮮明印

記，如今在畫中現形，已是意有所指。袁金塔以來自學院的嚴謹訓練，在

色彩分佈、線條趣味、空間結構、筆墨濃淡，甚至題材的逸出傳統，都有

著新穎的面目。然而八○年代的作品微熅，只是含蓄地透露他的心緒，袁

金塔真正的批判火力，引爆在九○年代。

關懷社會的人文批判

當他的觸角愈伸向廣大社會與歷史時

空，他以台灣經驗、台灣意識為主導的作

品，彷彿在水墨這盤宛如素菜、素湯中加進

辣椒，頓時充滿辛辣。

叛逆的袁金塔，始終以黑色的幽默構思

作品，而且媒材多元，不拘於水墨，也加入

陶瓷、壓克力、書法；技法不限於彩繪，拼

貼、裝置、影印也大膽運用。

世紀末，袁金塔人文的批判角度就從此

處切入非常解構時期。

〈換人坐＞（1996）以水墨彩繪藍、綠、

潮，當鄉土的浪潮拍岸，袁金塔

始終在浪頭之上。

可是，袁金塔滿足了嗎？八

○年代他再接再厲以超寫實主義

的照相寫實技法，精描細繪了許

多枝葉層層交疊的蘋果樹、甘蔗

園、木瓜樹，淋漓盡致地宣洩了

他的寫實能力。

1982年赴美攻讀碩士的袁金

塔，以油畫及多元媒材為主，但

他竟以水墨在描圖紙上畫了許多

雪景，他描繪在白雪皚皚的大地

上，草木在霜雪覆蓋中，仍盎然吐蕊的強勁生命力。雪景的確不常在亞熱

帶的台灣出現，袁金塔將它捕捉入畫。描圖紙的半透明性及不吸墨，使色

彩產生暈染晶亮的效果。那幅〈雪〉（1984）巧妙地表現出雪融化時的濕

氣，枝葉黑色的層次變化與白雪亮澄澄的黑白對比及點點紅色的穿插，畫

面抒情又唯美、凍結又生機活現，這是他作品中少見的純情與詩意。

政治解嚴，繪畫解嚴

七○年代的台灣在岌岌危危中，大家攜手為家園打拼；八○年代的台

灣經濟富裕了，人心卻變了。市井裡，大家樂睹風盛行；都會裡股市、房

地產狂飆；國會裡立委肢體衝突；街頭上，各種自力救濟團體抗議不斷；

政治上，戒嚴結束，開啟解嚴之後的繽紛亂象。

解嚴後台灣人長期被壓抑的生命力如洪水猛獸般四處流竄，歷經九○

年代，台灣的社會仍尚未成熟，充斥著「怪、力、亂、神」。過去那種人

與人或人與家園的凝

聚力量早已消失。鄉

土本身發生劇變。

藝術家的敏銳促

使袁金塔逐漸捨棄既

往的鄉土題材，轉而

關心人的存在處境，

16

解放(二)(2003)

挪用既成的攝影照片

再加以塗抹，袁金塔

以詼諧的畫面卻是挑

戰性別差異，也把水

墨畫的表現形式大大

地解放。

〈官場文化〉陶瓷

(1993)

直陳人性的貪婪與權

力慾望。

雪(1984)

是畫在描圖紙上，使色彩

與水墨呈現出暈染、晶亮

的效果與濕氣的感覺，唯

美又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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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黃等色彩

的各式各樣椅

子，不知何許

政黨將被輪

替，何種政客

將躍上政治寶

座。椅子的造

形多變，椅子

的陣式劃一，

猶如一場權力

角鬥的場域。

〈生命之

泉〉（1996）女人是大地之母，哺育生命，豐滿的乳房也是性的表徵，更

常成為男性的覬覦，女人也成為被物化、消費的對象。袁金塔以普普藝術

連續圖像的方式，細說台灣情色文化的張狂、流竄。

〈官場文化〉系列（1993），袁金塔利用瓷土及陰刻、陽刻的線條與釉

藥色料的彩度，刻繪鳥官、色官、龜官、肥官等官老爺，而他們的嘴臉卻

被誇張為蟾蜍、烏龜等動物形貌，直陳官員的貪婪與權力慾望。

〈交通號誌〉（2004），當交通號誌成為情慾符號，人人目不轉睛地盯

著，十分趣味又反諷，透露出慾望街車的慾海人生。

〈秘雕魚〉（1993）、〈台灣魚〉（2002），秘雕魚是花身雞魚，棲身在

北海岸海域電廠排水口附近。魚的眼睛凸出，脊椎扭曲，已成為人類科技

發展下的祭品。此外〈台灣魚〉，袁金塔把台灣島畫成如太平洋大海中的

一尾變身魚，歷經荷、西統治，在明鄭時是反清復明基地，清治時是流民

墾拓的異鄉，日治時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殖民地，國民政府時是反攻大陸的

跳板。台灣人承載多少歷史滄桑，隨著不同政權的遞變，隨時轉換身份認

同，作品含藏畫家深刻的台灣意識，與後殖民主義追求主體重構的思維。

掀起水墨狂瀾

當袁金塔遇上了水墨，水墨已不再是水墨，在媒材、形式或主題的變

異上，他注入活水，使水墨變為當代的文化圖像，一語道中現代人靈魂的

不安、渾噩及空虛，揭示了現代科技社會下人性的異化。

這位成長於彰化員林百果山下水果農產集散地與蜜餞大本營的袁金

塔，由敦厚樸實的鄉下人本色到以藝術體現他的社會批判姿態的急先鋒，

他的心境轉折與畫風蛻變，在在令人覺得他是以一種美學形式召喚水墨革

命，意圖掀起千年不變的水墨狂瀾，抒發一位藝術家對台灣政治、社會、

文化的蒼涼天問。

他一個豐盈的生命，永遠在變動。袁金塔有如一位頑童掙脫歷史傳統

與慣性思考的束縛在水墨新天地中玩得手舞足蹈，又越界玩陶藝，他不斷

蛻變新生，用新鮮、批判的眼睛重新觀照自己的文化，表露藝術家的關懷

熱情。他永遠有豁出去的氣魄，隨時準備起跑，一步一腳印。

陶瓷作品〈交通號誌〉

(2001)（局部）

充滿情色符號的交通

標誌，趣味又反諷。

台灣魚(2002)

把台灣畫成一尾大洋

中的魚，歷經不同政

權承載著歷史心酸的

台灣人，隨時轉換不

同的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