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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畫圖

這位生活背景原本與繪畫一點也扯不上

關係的高秀明，卻在人生最精壯的歲月，拋

棄了世俗的「奮鬥」，一頭栽進繪畫，終日

沈迷畫布，為了追夢，放下一切，甚至把家

庭重擔丟給妻子。縱使如此投入，仍自謙還

在「畫家之卵」（尚未孵出的蛋）階段。然

而對他來說，從門外漢踏入畫家之途，或有

另闢蹊徑的奮鬥目標。

人生遇到困頓與轉折，卻逢繪畫狂熱

般的傳奇，對一個踏入中年，突然「異想

天開」欲朝陌生、荊棘遍布的專業畫家之

路前進的人，內心世界的際遇如何？從一

心投入繪畫開始，如今已過半百之齡，居

然無一日放下畫筆，是甚麼因緣讓他為畫

痴狂？這要從當年主動追逐的老師蔣瑞坑

（1922年—2007年）談起了。在追隨蔣

瑞坑漫長歲月裡，逐漸打開繪畫的眼界，

出身礦工的蔣瑞坑作風豪快，不拘泥，在

毫無章法，沒有具體教學指引的情況下，

高秀明僅憑敏感度，跟在老師身邊一點一

滴揣摩，就這樣一頭栽進去，畫上癮，從

此戒不了。

師徒制的絕響

一貫海海人生的蔣瑞坑，原是礦工，與

洪瑞麟（1912年—1996年）同在瑞芳懷山

煤礦工作，懷山煤礦的創辦人倪蔣懷（1894

年—1943年）又是台灣第一位水彩畫家，因

而促使蔣瑞坑從年少就與畫結下不解之緣，

筆下的九份群屋和九份海岬勝景，散發著山

▲ 101風景（一）油彩  45.5cm×38.0cm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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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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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關風景 油彩 72.5cm×50.5cm  2006年

城礦味，堪稱一絕。蔣瑞坑半生徜徉於逐

漸蕭條的九份，一直畫到60歲，碰巧「悲

情城市」熱潮，九份大大曝光，成為爆紅

景點。又逢1980年，台灣繪畫市場活絡，

蔣瑞坑的九份主題頓成賣點，又有礦工畫

家傳奇性加持，終於從長年蟄伏的黑暗坑

道出土，立足畫壇綻放光芒。

蔣瑞坑坐穩畫壇後，有一天在畫材店

遇到一位年輕人，見他學畫的熱忱，答應

讓他跟班寫生，這位青年就是高秀明。卻

從此歲歲年年，長相左右，竟結下有如父

子般的師徒情緣。

新世代習藝的管道，不是學校就是私

人畫室，絕少以自然穹蒼下，不分晴雨，

不畏寒暑，面對浪濤拍岸，仰望山容雄

姿，或觸摸老屋的質感與溫度，這些都是

蔣瑞坑的教材。蔣瑞坑外出寫生只自顧揮

灑，既無理論也不作刻意指導，總是在輕

鬆戲謔之間，隨口說上一句，領悟力極高

的徒弟高秀明一點就通。高秀明並未正式

經過拜師儀式，僅賴在大師身邊，時日一

久，自然而然就以徒弟自居，蔣瑞坑也樂

得有個同好相隨，畢竟年事已高，上山下

海，這一對師徒父子檔就這樣相知相隨，

高秀明的繪畫生涯也隨老師的足跡一步一

步地踏出去。

要知道蔣瑞坑畫藝以落筆大膽豪快著

稱，這需累積數十年功夫，否則無法手到

擒來。蔣瑞坑也深知畫技傳襲毫無意義，端

看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了。

倒是本來不諳技法的高秀明，但看老

師下筆如神技，沒有包袱的高秀明竟也學得

有模有樣，連老師都對這位後生小子嘖嘖稱

奇。

蔣瑞坑常把大自然當作畫室，勤於野外

寫生，年青力壯的高秀明謹守弟子服其勞，

全程開車負責接送，相互依賴既已形成，師

徒關係更趨緊密。高秀明不顧一切，讓妻子

獨撐家計，有如當年洪通的妻子在廟埕賣金

紙，自己瘋狂畫畫。蔣瑞坑看不過去，也經

常告誡他，找工作養家活口才是男人的責

任。就算在畫壇已有一席之地的蔣瑞坑，也

無法預見這一把年紀才學畫的徒弟能有什麼

未來？勸他別作白日夢了。

可是心意已堅的高秀明，願意等，也耐

心學，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早年學手藝即

展現出眾本領，一直以為自己學藝術亦可如

學手藝般出色的單一信念，支撐著他忍受來

自親友長輩的嘲諷，執意走上畫路。

不懂繪畫理論的高秀明起初以為藝術就

是畫技的表現，當作藝術訓練的開始，但久

而久之，隨師父身邊耳濡目染，逐漸開竅，

終於明白藝術創作貴在藝術的內涵與思考，

而非在畫技。追隨蔣瑞坑十一年，除長年觀

摩畫技以外，不斷地吸收文化資訊，幾乎都

是從蔣瑞坑活動的美術圈子得來的滋養。

天生巧手

高秀明仿效老師繪畫技巧，能夠唯妙

唯肖，入木三分，應歸功於天生靈巧的手

藝。

1958年高秀明出生於苗栗的造橋村

（今造橋火車站對面）。當年這一帶幾乎

都是磚瓦窯，父親也是窯業的經營者，從

戰前製造黑瓦，到戰後轉型一般的紅瓦，

家境小康。高秀明八歲進造橋國小，直至

國中，由於生性桀敖不馴，好打抱不平，

國中時期就開始結拜換帖兄弟，因此被訓

導處視為問題學生。回憶當年，其實不外

乎是狂野少年中的孩子王，他一呼百諾，

儼然群雄中的共主，偶而耍狠好鬥，在所

難免。

國中畢業，高秀明進入高職，已有自

知之明這輩子恐與大學無緣了；然而他也

很想離開故鄉這小池塘，去看更廣大的世

界。高職沒有美術科，面對無趣的課程，

唯一的排遣就是在課本空白處隨興亂塗， 

直到幾十年後，有一位同班同學接到高秀

明開畫展的請帖，才恍然大悟原來繪畫苗

種早就潛藏了，果真是其來有自。在課本

塗鴉，是殺時間等下課鈴響的唯一方法，

可見高職時代他已經收山不撒野，倒是對

於自己的前途，曾經夢想當導遊帶團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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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會有這樣的幻想，歸根結底，就是

不甘蟄伏，亟欲打開眼界的心靈憧憬。對

往後縱身投入美術圈來說，這種初步憧

憬，確已在冥冥中啟動他的生涯落點了。

高職課業並非興趣所在，高秀明在學

中有很多時間都在幫忙家中燒窯，另外也

有稻田和果園需要照顧，事實上對土地和

土質的瞭解，以及掌握機器原理乃至農工

產品的市場行銷，已累積許多實務經驗。

高職時代的高秀明雖還是學生，其實已具

備了職場的專才，他不僅手巧，腦袋也靈

活，成了家業的好幫手，此時他已收拾玩

心，準備開啟認真過生活的決心。

未料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19歲的

高秀明甫從高職畢業，父親突患中風，驟

▲ 九份觀海  油彩  53.0cm×45.5cm  2008年

▲ 101風景（四）油彩  
33.0cm×24.0cm  2007年

▲ 蒸氣機關車 油彩  
33.0cm×24.0cm  2008年

▲ 宜蘭草堆  油彩  
41.0cm×31.5cm  2008年

頓然成空的挫折，在他的青年人生浮現陰

影，如何走出困境？是人生前途的嚴苛考

驗。

幸得在鐵路局任主管的舅父引介，

獲得一份比較安定的工作，被分派在鐵路

局台北機場擔任小零件翻砂作業。高秀明

不敢怠忽工作，卻也有未來的隱憂，但看

同事中有人待了一輩子，待到只剩老邁軀

殼，無奈地等退休。他彷彿看見幾十年後

的自己，「難道我也要一輩子做工？毫無

理想的過一生嗎？」。他知道自己學歷不

足，只是個「士級」技術員，升級不易，

又寄居親戚家，也有諸多不便；但想到薪

資雖微薄，卻是按月給家鄉母親補貼家計

的來源，他只好無奈地繼續當個鐵路局的

小員工。每到放假，最期待的是乘坐免費

的火車回造橋老家，隨著火車飛馳，掠過

車窗風景，一過竹南，心情就莫名興奮，

下一站就是造橋！熟悉的地景，熟悉的鄉

音，都是離鄉遊子心所繫念的鄉愁，人

然離世。此際兄長皆在外地就職或服役，

唯有他依從母命，扛起父親留下的窯業，

繼續生產磚瓦。幾凡廠務、外務到客戶應

對等，在短短一段時間內，皆已能得心應

手，農忙的時候也得分身下田、採收，工

廠、商場、農場的磨練下，他對自己生涯

的未來很有信心。

創業夢碎

勤奮投入家業一年半後，造橋車站

前闢出寬闊的「台三線」（省道），首當

其衝的是家中的磚窯廠變成道路，磚廠消

失了，只好另謀出路。21歲以後的高秀明

輾轉於塑膠工廠、植毛廠，甚至離鄉背井

進入電子工廠等等。本想一心振興家業，

就是這麼矛盾，想要出海，又頻頻回首陸

地。這種戀鄉情結，是往後他鍾情大地，

圖繪母土滋養孜孜不倦的源頭活水。

其實，高秀明的事業心極強，從小協

助家業就被父親委以重任，認為這小子是

塊做生意的料。所以鐵路局的死薪水很難

綁住他躍躍欲試的心。

家鄉母親最期待的是這個么兒能早日

成家立業，30歲那年高秀明結婚，憑這個

理由向母親提出辭去鐵路局台北機場工作

的意願，他對母親說：「過去我都聽母親

安排，現在我要自己去拼生意了！」從此

高秀明脫離翻砂生活，開始進入五光十色

的商場，從布料出口商到水泥漆販售通路

等行業，最後頂下一家鋼筆、原子筆的電

鍍工廠。這是一種專業技術，從外行到內

行，繳了不少學費，遇上許多難題，一一

克服之後終於穩定下來。

工廠營運漸有起色，高秀明對合股公

司猶有不足，想要獨資經營，由自己全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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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佳車站  油彩  53.0cm×33.0cm  2008年

▲油車口風景  油彩  41.0cm×31.5cm  2005年

求拜門的後生晚輩，到底畫到什麼程度再

說？於是39歲的高秀明用摩托車載著75

歲的蔣瑞坑，從南港騎到松山的住家。看

完畫下來泡茶聊天，蔣瑞坑客氣地說道：

「沒有看到實物，可以畫得如此，實在不

簡單，但大人畫畫不該如此；必須要看到

真實景色然後寫生，方是正途」。這的確

是一記當頭棒喝，蔣瑞坑感受到這年輕人

的熱忱，也答應先不談師徒關係，你可以

跟著我去寫生就是了！一星期之後，高秀

明戰戰兢兢隨蔣瑞坑外出寫生，此後，老

師想去哪裡寫生，徒弟負責開車接送。跟

班跟久了，師徒關係自然而然成了兩人之

有一天，高秀明循例到熟悉的畫材店

添購油畫顏料，老闆悄悄告訴他，站在櫃

臺邊選畫材的老先生是知名畫家蔣瑞坑，

正渴求拜師學藝的高秀明立刻機靈地把握

機會，上前請教，開門見山對蔣瑞坑說:

「請收我為徒弟！」弄得蔣瑞坑不知如何

回應，只好遞出一張名片，暫時緩和尷尬

的局面。沒想到拿到名片，高秀明更有積

極追到家的本事。他先去跟表弟借錢買禮

物，直接按址前去蔣家，表明想要拜師的

決心，蔣瑞坑雖一再推辭，高秀明卻不

到黃河心不死，經過一連串死纏爛打，終

於拗到大師點頭，答應先看看這位苦苦哀

掌舵，所以另起爐灶成立了新的電鍍廠。

投入全部積蓄之外，還向銀行貸款，不意

才剛剛站穩腳步，卻被一場無名火燒毀辛

苦創下的成果，一夕之間，全部化為烏

有。

人生大扭轉

高秀明經過這一人生重擊，非但一貧

如洗，還負債累累，再找工作也必定難以

如意，債務無法解套，僅靠消極的心態等

待柳暗花明。此時，他33歲，已為人父，

人夫，暫時依賴妻子一份薪水度日，生活

困窘加上心情鬱卒，未來宛如烏雲覆頂。

高秀明放膽走向繪畫之路，其實最

有力的支撐莫過於妻子毫無怨言的接納他

的夢想藍圖，她從不強出頭，對丈夫的創

作也從未加干涉，幾乎是無條件支持，就

算他永遠只是一顆畫家之卵，仍是一本初

衷，誠為高秀明最安定的力量。

什麼因緣和契機讓他產生繪畫的念

頭呢？1993年2月，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

莫內展，展覽會場萬頭竄動的消息每日見

報，高秀明的妻子有意讓賦閒在家的丈夫

抒解鬱悶心情，邀他一起觀賞莫內畫展。

高秀明看完畫展回家後，竟然技癢，興起

提筆作畫的衝動，起先只用隨手可得的紙

筆塗鴉，愈畫愈有勁，竟然想嘗試油畫。

很快地，他跑到住家附近一家文具行，探

問油畫材料的基本價錢，老闆回答約2,000

元。於是高秀明無師自通，玩起油畫來，

從家鄉的記憶裡繪出果樹、稻田、池塘、

野花、火雞、磚窯等等印象題材。尤對自

家曾經擁有的磚瓦窯更是難以忘懷，遺憾

開路之後消逝的祖業無以為繼，更悲嘆自

己辛苦創業燬之一炬。現在一切成空，幾

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讓子孫懷念的

了，就用彩筆將家鄉故園的景物畫下來留

作精神遺產吧！他開始終日閉門造景，但

僅憑腦海中的印象，畫來畫去很快就觸礁

了，不能突破的苦惱，讓他浮起拜師的念

頭。就他單純的思考模式裡，還停留在古

時學功夫，要跟隨師父三年四個月才能出

師的想法，加之經濟拮据，他只想到在師

父身旁作小廝、做雜務，怎麼吃苦都可

以，就是不要收我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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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風景  油彩  60.5cm×41.0cm  2008年

世，不正表示自己力爭上游是認真的嗎？

至少讓協助解決銀行債務的家人和親友，

證明自己沒有墮落，而是傾注所有的心力

學藝術。反之，剛涉足畫壇會不會給老師

漏氣？也會今他忐忑不安。個展之後，畫

廊開始資助他，讓他按月有一筆收入，不

必擔憂沒錢買畫材，經此鼓舞，他更加緊

腳步衝刺。

2007年，風燭殘年的恩師蔣瑞坑病痛

纏身，這段期間，從往來醫院反覆檢查、

看病理報告、入院治療，從頭到尾一路陪

伴，蔣瑞坑生命最後一程，師徒之情更形

同父子，連老師的家人也為之動容。在高

秀明心目中，他的藝術生命由恩師所賜，

蔣瑞坑是他重生之父。

開過個展總算踏出第一步，小小的滿

足，一掃過去失志、迷惘、灰暗的生命，

終於出現一線曙光。他恍然大悟，原來他

拋開一切，瘋狂迷繪畫，竟是一種藝術治

療。

近年來高秀明的創作鎖定山與海的

專題，山之氣勢，海之豐饒，他冀望深掘

下去，期許立足山海情操的台灣風景新意

境，繼恩師傳承之後，再創新局。

開始寫生的前幾年，都是師徒兩人

組，爾後開始陪同參觀畫展，出席各種活

動，更有機會認識畫壇先進，透過蔣瑞坑

引薦，加入星期日畫會。初出茅廬的高秀

明，自始即聽到一再重申的忠言：要走出

老師的影子。一段時間之後，高秀明恍然

大悟，藝術非技術，老練猶不足，建立自

我風格才重要。從此跳脫傳統手藝的技能

觀，去試探西洋美術的源流，也慢慢懂得

品評作品的優劣。此期間，最豐富的養分

來自閱讀「梵谷書簡」，感受最深刻的地

方，在於梵谷的悲劇性格和勤勉作畫的精

神。悲情加上奮鬥，有部分好似自己生命

的縮影，梵谷的生命力成為高秀明永不退

卻的原動力。

2000年，蔣瑞坑與竹東一家畫廊旗下

的日籍畫家有約，偕高秀明驅車前往，途

中師徒倆先到新竹寫生。到了畫廊，免不

了談藝論畫，大家要高秀明秀出油彩未乾

的畫，想不到畫廊主人非常激賞，當下力

邀他來開畫展。獲得老師首肯後，高秀明

首次個展就這樣低調、慎重地在竹東名冠

畫廊推出了。

自從工廠遭到祝融，落難的高秀明

一直在逃避親朋的數落，忍受嘲諷譏評；

另方面默默重新起步，轉戰藝術，如今總

算撥雲見日。若能將幾年來的心血公諸於

在那個年代，高秀明早就過著今日所謂

「御宅族」的窩居生活。

曙光乍現，再創新局

就創作理念和畫壇區塊，皆算從零知

識開始的高秀明，最初在蔣氏的侷限中打

轉，老師選景，就跟著塗景。蔣瑞坑沒有

教學法，也不幫忙改畫，不經意說出的畫

理，卻一針見血，比如譬喻畫畫如炒菜，

再翻兩下更入味之類的話，領悟力極高的

徒弟頗能體會並確切執行。

間的默契，正因為如此，年事已高又有腿

疾的老畫家，才能留下許多深入荒郊村野

的風景寫生，而高秀明長年追隨，潛移默

化，正一點一滴的匯聚出豐沛的創作力。

也許上天早已注定他下半輩子要走畫

畫的路，居然就讓他遇上從不自以為自己

是什麼大師的「礦工畫家」蔣瑞坑。

1996年，高秀明跟在蔣瑞坑身邊已經

3年多了，這段時間他連想找工作的念頭

也沒有，心甘情願跟隨老師。妻子忙於上

班養家，不僅不責怪，還要提供畫材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