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畫家黃美廉出生時，因為醫療疏失造成的腦性麻痺症，重重地打

擊了父母和哥哥所組合的牧師模範家庭，對她和她的家人而言，這是

一段嚴酷的生命歷練。

走過訕笑、欺侮和淚水交織的成長歲月，靠著家人的不肯放棄、良師

益友們的鼓勵、信仰的力量以及自我努力下，她跌破眾人眼鏡取得美

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藝術博士，不僅是這個系所中少數的亞洲女性

藝術博士，她更在當年度三千多位畢業生中，唯四取得年度優良學生

的殊榮。

取得博士學位後，黃美廉告別定居美國的家人，回到故鄉台灣，期望

奉獻一己之力於社會，分享自己成長及學習路程的甘苦過程，鼓勵身

體不完美的朋友們抬頭迎向陽光。

文／張靜安         圖片提供／黃美廉藝術工作室、張靜安

新生命在醫療疏失下的遺憾

1964年出生於台南的黃美廉，出身自基督教的家庭。奶奶在南

庄是有名的資深助產士，接生過的小孩不計其數，個個健康有活力。

黃美廉在台南的醫院出生時，卻因為醫師的疏失造成腦性麻痺。她的

運動神經和語言神經受到傷害。從小就只能全身癱軟的臥在床上或地

上。由於神經受損，她六歲以前幾乎無法行走，常常跌倒。顏面神經

失能讓她的外貌也跟著扭曲變形，口水更無法抑制地不停的往外流，

醫生曾判定黃美廉根本活不過六歲。

這場意外，讓父母和哥哥原本平凡的家庭生活，瞬間蒙上黑暗

的陰霾。母親本是一位秀麗又愛美的小婦人，面對自己生下的女兒，

卻是口歪眼斜，口水流得滿嘴滿身，笨笨傻傻的像軟泥癱在那裡，想

到未來的前途渺茫，不由得沮喪痛苦而傷心落淚。為了那千萬分之一

的可能性，黃美廉的父母帶著她四處尋求妙方。在黃美廉的記憶中幾

乎喝奶和喝藥的時間是同時開始的。盡管如此千辛萬苦的奔波，黃美

只看我所有的⋯

調和生命的顏色
藝術博士黃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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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病況依舊毫無起色，而這個家庭為了求

醫，所承受巨大的精神與經濟壓力，幾乎

至崩潰邊緣。有天，黃美廉的姑姑對他的

父母說：「就算你們傾家蕩產，這個孩子

可能也好不了。」漸漸地才停止了週而復

始遍訪良醫的疲勞轟炸。

身為牧師的父親相信「上帝所賜

的，都是對人有益，凡出於上帝都是美好

的」。靠著信仰的力量，他們終於接受

了這個如鐵一般沈重的事實，轉念尋求生

命的出路。黃美廉回憶著：「爸爸媽媽帶

著我四處求醫，聽到有什麼藥就去找，但

仍然不見起色，我想在當時一般有殘障孩

子的父母，很多就放棄小孩讓他們自生自

滅，真是非常可憐。如果當時父母對我放

棄希望，就不會有今天的我站在大家面前

了。我的爸爸媽媽不但不放棄我，反而更

加愛護我，他們每天只要有空就會來抱抱

我和我玩，對我說聖經故事。而且他們會

抱我出去探望朋友，並對朋友介紹說：

『這是我的女兒，上帝愛她，我們也愛

她。』這點影響我很深，上帝是愛我的，

儘管我的身體殘障，但上帝和家人都永遠

都支持我及愛我的。還有我兩位阿嬤，對

我的愛護，讓我深深懷念，我的哥哥從小

就像我的小保姆，時時照顧著我，也要忍

受我給他帶來的種種不便。」

因罹患重度腦性痲痺導致五官扭曲，

四肢不停地抽動，說話困難，生活上一些

對一般人看來十分平凡簡單的例行公事，

連走路、穿鞋等，對黃美廉而言，卻要靠

堅定的意志力和很長的時間練習才能完

成。

家人與信仰裡深深的愛

黃美廉五歲的時候，開始學寫字，

父母很高興的確認黃美廉能讀書，而且智

力完全正常。但是因為手的肌肉不受控

制，無法把筆握牢。有些父母遇到這樣的

情況，往往缺乏耐心或是出於不忍，就乾

脆把功課給代勞了，但黃美廉的媽媽卻握

著她的手，一筆一劃地教她練習。寫出格

了，就擦掉再寫過，往往耗掉一整個下午

只能寫完少少的幾行字。

媽媽要黃美廉認清，她必須對自己的

生命負責，家人朋友只能提供幫助，卻不

能代替她去做每一件事。每天下午媽媽都

流著汗辛苦的握著小美廉的手，整整一年

的時光，直到小學二年時，黃美廉終於可

以控制筆寫功課和畫畫了，經年累月練習

下來的成果對黃美廉後來的自立生活幫助

非常大。

媽媽雖然愛她，也管教她，讓她了解

人要對自己的決定負責，並不因為她殘障

的身體而有所優待。

父母親，在成長過程中一路伴隨著

黃美廉，儘管家人毫不吝嗇地給她滿滿的

愛，但在別人眼中，她卻是一個沒有希望

的怪物孩子。有些惡作劇的小朋友們會拿

小石子或是木棍欺負她，黃美廉從一開始

的無助和依賴，到後來她也在包包裡放了

小石子自衛。

身體的不自由讓她內心對於人的感受

特別敏銳，她回憶著說：「曾有鄰人走到

我外婆的雜貨店前，看到我又瘦又怪的模

樣，就對外婆說：「妳的孫子，將來只有

到馬戲團給人看得份了。」在當時，她只

摸摸我的頭，擦著我的口水，不發一言，

這和她平常熱情親切的模樣完全不同。鄰

居大概也覺得無趣，就走了。這個時候外

婆就把我緊緊抱在懷中。現在回想起來，

我才明白，原來她是多麼忍耐，並堅強的

面對我和別人異樣的眼光了。」

黃美廉14歲那年隨父親工作舉家遷

美，出國前見過外婆那次後，就沒有機會

再見到她了。

初來乍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她充

滿了不適應，黃美廉常常寫信回去台南老

家，雖然一直沒有回應，但她只想向外婆

傾訴她的想念。

黃美廉說：「後來外婆中風，過世

了。也許她在世的最後那一段日子裡，記

憶中仍有我們一家人的快樂，遺憾的是，

但她永遠都沒有辦法對那些當時嘲笑我們

祖孫二人的鄰居說：『我的孫女可不是在

馬戲團給人看得怪物！她很會讀書，而且

▲ 黃美廉因醫療疏失而導致腦性麻痺，
這對她和她的家人而言，是一段嚴酷

的生命歷練。

▲ 黃美廉的幼年（前排右三），六歲前
的她是不會走路的，當時小小年紀的

她尚未察覺自己將面對許多生命中的

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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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時，仍然讓她感到傷心。曾經有次，哥

哥的女朋友決定要和哥哥分手，她的理由

竟是：「我不想照顧你妹妹一輩子。」黃

美廉無法發聲說話，當她知道這件事，將

憤怒與對哥哥的歉疚，張狂地展現在畫布

上。

黃美廉說就技巧上而言，那是一幅相

當失敗的作品，然而在那次宣洩之後，更

堅定了黃美廉一直追求要完全自立、成為

一個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的人的決心。她

說：「自由，對我而言是非常非常寶貴的

事情。」她的哥哥現在在德州任職腦部及

復健科的專科醫師，又更顯出他們一家人

彼此緊緊相繫的深厚感情。

用全額獎學金，努力進入藝

術的殿堂

黃美廉自殘障中學畢業後，先進東洛

杉磯學院，再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

校，主修藝術，副修心理學。

剛進大學時，走在校園裡，看到一般

的同學自卑感油然而生，因為她在殘障中

學整整待了五年，對於新環境，沒有安全

感，但她善於專注的特質，讓她全心努力

著作好一個學生該做好的工作。

她練習作畫的時間比一般藝術系的學

生待在畫室多很多倍，不知道畫斷幾百隻

我的求學過程歷盡千辛萬苦。因為身體的

不便，長期承受別人異樣的眼光之外；有

時候惡毒的話語和暴力的用拳頭、木棍打

我，這些欺負就像銳利的刀片，把我的心

割成一片一片的，血肉模糊，但是漸漸地

我學會堅強自己，我會修補自己的心，外

來的事物已無法傷害我。」

儘管學習著堅強，當家人因她受委

花了三年的時間調適美國當地與台灣截然

不同的文化，每當不能接受異國作風的時

候，就會不禁想起小時候，在台灣鄉下被

小朋友用言語羞辱、用手或棒子追著打的

情形，然後她便會告訴自己要好好讀書，

努力朝著成為一位藝術家的路邁進。

她一直牢記這個從小就有的作家夢和

畫家夢，而且相信那作家夢和畫家夢是上

帝賜給她的最好禮物之一，這為她在心靈

上帶來支持的力量，能夠繼續往前邁進。

黃美廉對上帝禱告著：「主啊！我要

做一個好孩子、好畫家，請你賜給我智慧

與勇氣去面對一切吧！」

黃美廉說：「我是個倔強的人，堅持

規劃好的計畫，一步步去完成目標。雖然

是一個畫家哦！』」這樣的遺憾一直放在

黃美廉心底，成為對外婆永遠的心疼。

挖掘畫紙上跳躍的精靈

雖然因為身上的疾病，讓黃美廉在成

長和求學的過程中難免被欺負，卻很幸運

的遇到了很多好老師。

她從小喜歡塗鴉，對色彩敏感度非常

高，卻鮮少被人注意。小學二年級的馬治

江老師，在黃美廉班上代課僅一個月，就

察覺到她的天份，他向黃美廉的媽媽盛讚

她有很高美術領悟力，這使得黃美廉開始

對自己有了自信，而且就立定志向要做成

為一位畫家。

而四年級的吳素蔚老師，堅持要她

打好中文基礎，使黃美廉即便到美國多年

仍能用中文寫作，她更教會黃美廉要自己

面對困難，不要輕言放棄希望，一次被班

上的小朋友用言詞羞辱，黃美廉賭氣著不

肯再到學校上課，吳老師開導她說：「妳

本來是很愛讀書的，不要因為別人說你什

麼，你就不讀書、放棄學習你所喜愛的，

你喜歡作文，就應該讀更多書才能充實你

自己。」小美廉聽了吳老師的話，體會到

自己應該讀更多的書，不要再因別人有心

或無意的話而灰心失望。

黃美廉隨家人移民到美國之後，總共 ▲ 黃美廉和當牧師及牧師娘的黃爸爸、
黃媽媽。

▲ 深林春光 
 和煦照亮生命，溫柔成就多彩，

 這一刻，轉瞬間，純樸牽繫華麗，

 佇立期待蛻變，盡眼中，收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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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廉也提到：「我本來在青年會永

吉會所教小朋畫畫，想不到我現在也在女

青年會、陽光基金會等地教成人藝術成長

班，我雖不能言語，卻能教那麼多學生。

我也出了兩本畫冊，四本書，還繼續畫

畫。

像我這樣一個當年幾乎被人放棄的小

孩，一個在學校不被人了解、被欺負；一

個從美國回台灣，到今天連過馬路仍會害

怕的人，現在怎麼可能像現在一樣站在這

裡和大家分享呢？

在人們看來真是奇蹟，其實只要相

信上帝，熱愛生命，做好我們份內的事，

就能看見上帝的帶領，因為上帝是愛我們

的，在上帝眼中，祂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美

好的。這是我所相信的，也是我所經歷

的。

和她一起工作至今已超過十個年頭，彼此

間的默契和了解，猶如鏡子的倒影，這個

緣份讓黃美廉非常感謝。

她說：「我不依賴也不喜歡被依賴，

所以我和秀錦在工作室裡各司其職，我一

工作起來就停不了，所以有時我們常互相

開玩笑問對方我最喜歡妳哪一點？對方會

立刻回答：離我遠一點！！

本來我可以選擇留在父母身邊過一

輩子，母親起初也非常反對我離開家裡回

台，還好有父親的支持，讓我按自己所選

擇在台灣工作。

一個人生活是有很多困難。我也遇到

資金的壓力。我的想法是上帝在每一個人

的每個階段都有祂給我們的責任和帶領，

如果我們不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如何能

看見上帝的奇妙帶領？」

她知道她已經取得博士資格了。

靠著家人的不肯放棄、良師益友們

的鼓勵、信仰的力量以及自我努力下，她

跌破眾人眼鏡取得美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

學藝術博士，不僅是這個系所中亞洲女性

藝術博士的第一人，她更在當年度三千多

位畢業生中，唯四取得年度優良學生的殊

榮。

當院長為身為年度優良學生撥穗的一

刻，黃美廉的內心充滿著激動的感謝，腦

海中不斷湧現著許多天使的臉孔，那些一

路來支持她的親人與良師益友們。

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黃美廉選擇回台

灣工作，成立自己的藝術工作室。

工作室一開始的確遇到許多辛苦的過

程，她現在的秘書祝秀錦原是她在基督教

女青年會（YWCA）的學生，從1998年起

炭筆；並且花更多時間在讀書上。

因為運動神經不協調，打字打得比一

般人慢，但是在美國大學裡，教授大多規

定報告用打字的。於是別人1∼2個小時打

好的報告，黃美廉往往可能得要花7∼8個

小時才打完。

而對喜歡的科目，她一再修改，這又

花了比原本更多倍的時間了。

然而辛苦是有回報的，黃美廉從大三

到藝術博士班畢業，完全沒有向家人要過

一毛錢，因為她得到的獎學金去繳交學費

和生活費已是綽綽有餘。

終於到了博士資格考試的時間，黃

美廉向上帝禱告後進入面試教室，內心充

滿平靜與安穩，面對由八位美術教授所組

成委員會所提出來的問題，用筆在白板上

一一作答。從教授們開過會之後的表情，

▲ 教導孩子們作畫的過程中，黃美廉克服身體的障礙，
也領略了教學與藝術傳承的快樂。

▲ 黃美廉和畫室學生們的感情親密而融洽。

64 關懷社會 65關懷社會



▲ 黃美廉接受訪問的時候，用筆一字一
字細細寫下她的心路歷程

寫完回頭看看同學後，又在黑板上寫

著：「 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沒有

的。」

頓時，在場的聽眾席傳來熱烈、久久

不停歇的如雷掌聲，人人的眼睛裡都是濕

潤的，在座的每一個人被這一位真心活出

生命色彩的女勇士所展現出的生命韌性所

深深感動著。

這是黃美廉的生命態度，也造就了現

在自信、開朗、活出自己生命色彩的她。

比起黃美廉，很多人的身體有更多的

自由。擁有這樣的自由，是否也同時認真

去珍惜這樣的自由。努力展現屬於妳自己

的顏色，揮灑在一張名叫作「生命」的畫

紙上？

事，她在一場演講中，曾有一位同學問

她：「妳從小就長成這個樣子，請問你怎

麼看你自己 ？妳都沒有怨恨嗎？」，

這是個非常敏感又直接的問題，剎那

間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人知道這樣近乎無

禮的提問會不會讓黃美廉難堪又受傷？只

見黃美廉站起身，有點辛苦又緩慢的走上

講台後方的黑板，她慢慢轉身在黑板上寫

著： 

‧  我好可愛！ 

‧  我的腿很長很美！ 

‧  爸爸媽媽這麼愛我！ 

‧  上帝這麼愛我！ 

‧  我會畫畫！我會寫稿！ 

‧  我有隻可愛的貓！ 

‧  還有 ⋯⋯ 

雖然我們有時候困惑、灰心、失望，

但這些終將過去，因著我們所經歷的，我

們可以去安慰與教導那些和我們有同樣遭

遇的人，而且活的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從失敗的經驗才知道如何去擁有和珍惜更

大的成功。儘管我到今天仍然不有錢，可

是我的心靈是真實而富足的。」

對黃美廉而言，生命中存在著許多無

法推拒的苦難。這不能說是誰的錯，也許

越想是誰的錯，心中的恨意就越濃。

透過信仰她祈求上帝賜給她一顆平靜

安穩的心去面對，去一點一點改變自己的

心，然後慢慢改變環境。即使環境沒有改

變，仍然勇敢又心平氣和的去做好該做的

事就行了。

黃美廉一直有一個廣為流傳的小故

▼ 花樹與溪
 花總是希望成長，

 溪安逸潺流著，

 在相逢的喜悅中，

 樹枝搖曳笑著說，

 「誰是力與美的聯結者？」

 或許你我也正參與了。

▲ 黃美廉畫室的一角，擺滿歷年來嘔心
瀝血完成的作品

▲ 黃美廉和她的自畫像，並將她豢養的
小貓一同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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