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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蕭如松是台灣一位著名的客籍藝術家，也是一名盡責的高中美術教師。他

最為人所知的創作是水彩畫。他所畫的水彩畫以抽象般的構圖及多層次的透明

色澤，令人驚艷。這個獨特的視覺效果，讓他在全國性的繪畫比賽中，頻頻獲

獎。但是也引來外界的批評，認為他的水彩創作與油畫效果過於接近，實在不

應該獲得這麼多的榮譽。蕭如松後來也反省自己的水彩創作，努力克服近似油

畫的困擾。這一份研究，就是透過蕭如松留下來的畫作與手稿，探索他晚年針

對這個困擾所做的努力。他一生投注心力於視覺藝術的完美，精神令人感佩。 

 

 

貳、 執行情形： 

一、 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研究所採行的方法，是文字與圖像的結合，只不過相較於那些只能考證

文字內容或作新聞報導的寫法，圖像在我這個研究所佔的比重，非常吃重。一

來蕭如松生前本來便沉默寡言，二來他留下的文字實在精簡。假如我們沒有辦

法處裡圖像的解讀，那麼蕭如松研究便無法有所突破。所謂圖像解讀，並不是

望圖生義或看圖說故事，而是從圖像的各個特點，掌握其突出的創意所在，並

能尋繹其演變的脈絡，真正解讀出蕭如松創作時的心思意念。而我們相信也唯

有透過這條研究路徑，才能真正突破蕭如松藝術現有的研究困境。特別是，我

們如果想一窺蕭如松創作時的種種考慮、選擇，甚至放棄的過程，則除去藝術

史的研究方法不能成事，而這正是我們在此研究中所採行的唯一，應該也是最

重要的方法。 

以一年期為限的學術研究補助計畫而言，自然以能寫出一篇詳實可信的學

術論文，對研究者及贊助單位最有利，也是最合理的貢獻。然而就蕭如松，這

麼一位極少數從事精緻藝術的客籍藝術家而言，僅完成一篇刊登於學術期刊中

的論文，就顯得有點單薄。我期待能寫出一本學術專書來作更為全面的討論，

但恪於客家知識體系建構的徵件規範，個別型計畫只能以一年度計畫案為限，

這個願望也只能期諸下一年度計畫案時，再予以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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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研究時程基本上按照表訂進度步步完成，撰寫完之論文預計投稿至中

央大學出版之《藝術學研究》。 

 

二、 預算支用情形：  

(單位:元) 

計畫核定項目及金額 執行計畫使用項目及金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研 究 人 力 費 120,000 研 究 人 力 費 120,000 

耗材、及雜項費用 73,000 耗材、及雜項費用 73,000 

管 理 費 7,000 管 理 費 7,000 

總計 200,000 總計 200,000 

執行率:100% 

 

叁、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客籍藝術家，特別是投身西方人所謂：「精緻藝術(fine art)」的藝

術家，自日治時期乃至民國時期的台灣，都不乏傑出優異之士。但在現有

的台灣客家知識體系中並不被重視。以人類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及語言

學為主的客家學術建構學群，迫於學科的特性，遂將這類從事精緻藝術的

客籍藝術家，置放於相對偏僻的角落，甚至忽略其藝術的價值。這裡所謂

的「藝術的價值」，並非蒐羅文獻，排比作品等田野調查性質的工作(我承

認這是當前最急需，近乎搶救性質的工作)，而是要考掘這些藝術家創作

的神秘性。憑良心說，這樣的工作並非主流客家知識學群所能承擔，而必

須要有藝術史訓練背景者，方能做成。 

    我們都知道，並不是所有從事藝術性質的工作者，就可以被認定是具

有創意的藝術家；更非憑靠文字影像宣傳吹捧便可以被票選為藝術家。要

認知其藝術家的定位，還得從其藝術創作的本源，也就是「藝術作品」本

身的創意下手才能成功。換句話說，在眾聲喧嘩中，藝術史研究者必須直

接透過藝術品本身，來尋找他畢生投注的心力所在。而我們要檢視的及珍

視的，便是藝術家畢生投入的「藝術創意」到底是什麼? 對他及對我們有

什麼意義? 而這些在外行人眼中不值一顧的小小創意，為何值得他們投注

一生苦苦追尋呢? 當然，對我們來說，他們這份微小的，或許僅是存在於

聽覺、視覺、觸覺，乃至於空間的感受與創意，放在台灣藝術家的行列，

是不是有其重大的地位? 甚至於，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追問，這份創意在當

時為什麼會被觀眾接受(或不接受)? 他們活躍時期的美感世界是什麼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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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為什麼會有這般那般的接納與排斥現象? …等等，我相信諸如這樣的

研究議題，都不是現有客家知識體系建構之主流學群所能回答，而必須求

諸於藝術史學者才能回答。 

    我們這個研究計畫，便是從台灣客籍藝術家：蕭如松(1922-1992)的

藝術創作來進行研究。 

    蕭如松在台灣藝術史上以水彩畫聞名，但是他的藝術創作，當然不會

只有水彩一種，只是在創作量及創意表現上以水彩表現，量高質精，所以

便以水彩畫家聞名。可惜的是，蕭如松雖然非常珍惜自己的畫作，但是晚

年卻發現其早期作品，幾乎全遭白蟻蛀噬。因此，我們今日了解的蕭如松

藝術，雖然其人離我們未久，但卻已經殘破不堪，難窺全貌，必須作更多

基礎性的整理工作。1幸運的是，我們透過蕭如松存世的水彩畫作，無論是

參賽作品、教學習作、寫生草稿、甚至同仁贈畫，基本上還是可以鋪排出

一系列蕭如松水彩畫藝的變化，而這也就是成為我們研究其藝術的基礎。2

蕭如松的職業是國立竹東高中的美術老師，雖然他在退休前夕才獲得高中

教員的任教資格。但他在竹東高中任教時期，一直兢兢業業的教學，比學

生早到教室，清潔好教室才離去，課外寫生裝備齊全，嚴厲訓誡學生，這

些教學特色成為日後許多竹東高中學生最有印象的一景。當台灣政治解嚴

之後，族群意識高漲，作為客家族群之一員，蕭如松在台灣畫壇的經歷以

及他獲獎無數的榮譽，無疑的，會引來客家運動主事者的更大注目。竹東

高中的宿舍群被重新整理為當地著名的觀光景點，而他也成為代表客家美

術創意的象徵圖騰，讚美之聲四起，遠遠超過他生前靜默的生活基調。 

    圖 1是 1973年蕭如松與榮獲第 28屆省展第一名之作品《靜物》合攝

的照片。攝影地點應是在竹東高中位於鎮上的日式宿舍內。 

 

圖 1，攝者不詳，蕭如松與省展作品，1973，竹東自宅 

                                                 
1 在這方面用力最勤的應該是凌春玉，其著作最先見於 1997 年的《台灣前輩畫家蕭如松繪畫及

生命史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她整理了蕭如松的圖像與文獻資料，其後又出版了〈台灣美術史

第二期水彩畫家蕭如松(1922-1992)之繪畫及生命史研究）收於《如沐松風：蕭如松紀念畫集》

(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1998)中，但性質上仍比較偏向整理性質的工作。這些成果其後又總

結成《靜謐．清澄．蕭如松》(台北：藝術家出版，2011) 及《台灣美術評論全集 第 24 蕭如

松》(台北：藝術家出版，2004)兩本著作。當然，還有借重其檔案資料所架設的網站：蕭如松網

路美術館：http://ourartnet.com/xiao.ru-song.asp ，將主要資料都放上網路供世人參閱。 
2 目前發表蕭如松的文章，基本上以學生親友憶往念舊的文字為主，比較學術性的論文是魏志

菁，《蕭如松的人與畫：兼論其繪畫之現代性》(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3)，她將蕭如松獨具特色的水彩畫作，解釋為向現代藝術方向的歸趨。 

http://ourartnet.com/xiao.ru-song.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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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掛有其他水彩作品，而手上捧舉的便是該項得獎作品：《靜物》。蕭如

松生前一直抱怨自己終其一生也只是名在鄉下教書的業餘畫家，不能全然

以藝術家之身全力投入創作為憾，因此便不斷參加全國各種競賽，藉此磨

練畫技，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填補內心想與其他專業藝術家爭雄的心

態。據蕭如松的自述，其水彩創作淵源自鹽月桃甫(1886-1954)，但影響

他最巨的前輩畫家，卻是石川欽一郎的學生李澤藩(1907-1989)。這個淵

源從其存世的畫作中，確實可見。但是他個人的創作特性也很快建立，並

且以全新的面目，參加各地畫展，獲獎無數。蕭如松在照片中羞怯且滿意

的表情，無疑的自豪於這樣的創作新貌。 

    蕭如松的水彩畫，在台灣畫壇當然獨具特色，甚至無人企及。但是這

樣獨特的水彩畫，對於急於吸收西方繪畫新知，趕上世界潮流的台灣繪畫

界而言，卻顯得非常怪異。西方水彩畫界此時的發展，是整個藝術發展潮

流中的一支，也都意識到彰顯創作媒材本身的特性，才是畫科得以獨立自

存及發揮特色的關鍵，因此如何在各種繪畫類型中凸顯水彩的特性，便成

為當時水彩畫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水彩畫不是水墨畫，也不是版畫，更不

是油畫，它就是它自己。水彩畫的特質在於巧妙的呈顯「水」的特性，將

顏色與水作有機的組合，讓作品更光亮直接，自成一種其他畫科達不到的

效果。實際上水彩畫也唯有如此，才能逃脫長期被看作是油畫家的業餘之

作，或是創作油畫前的備用草稿，不被看作是一門正式畫科的弊端。因

此，蕭如松的水彩畫深具油畫效果的這個特色，便被當時水彩畫界強烈質

疑其得獎的合理性。3而這樣的指責，他並非充耳不聞，實際上也一直困

擾著他，在與好友鄞廷憲的信上，他便對此多所表明： 

 

繪畫應該不只滿足於寫實，一般認為那是油畫家的特權。在畫面上

所追求的，加減是為了呈現出創作動機的中心思想。如果是較厚的

紙的話，水彩也可以達到毫不遜色的深度，這是這幾年從經驗中得

到出來的結論。…但是，由於成品仍被稱為像油畫之故，如何將水

彩畫的感覺表現出來，就成了我現在最大的課題。4(蕭如松致鄞廷

憲信札 1982/10/02) 

 

    蕭如松的困擾，在於他認同現代水彩畫應走的方向，但是筆下的創作

卻難以擺脫既有的制限，在過去的認知中來回掙扎，無法脫困。 

    本研究計畫，並不打算重新走「挖掘被埋沒之藝術天才」的老路，而

是想跳脫蕭如松之創作是否貨真價實的無謂爭論，直接討論我們可以處理

的部分，即蕭如松是否如他所說的，努力邁越創作上的瓶頸? 而這個瓶頸

又是如何讓他來回掙扎與克服的過程。我們不需要如其授業學生般，一味

稱美其畫藝與教育熱忱，進而想將他的水彩創作平反，認為過去遭受的冷

落不當，應該與台灣其他藝術大師同列，畢竟蕭如松生前確實是各類畫展

的常勝軍，晚年他又頻頻獲得當局的褒獎，自有其客觀的真實。對於這些

學生而言，推舉老師進入藝術大師之林，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職志，但是對

                                                 
3 主要見李仲生的批評，見李仲生，〈全省美展面臨危機---評十八屆省展西畫〉，1964.2.1 聯合

報，版 8。 
4 蕭如松，〈致鄞廷憲），《教學手札》(198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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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而言，蕭如松作為一名台灣客家籍極為少數從事精緻藝術的創作者，

他是如何面對自身創作的困境? 並勇敢的去克服它，無論成功與否，這樣

的姿勢或努力或許更為重要。社會上成功或失敗之際遇，自有其幸運與命

運的巧合，惟獨在自我認知上、自我天份的發揮及自我挑戰的部分，才是

本人可以確實掌握的。也唯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可以看出其人是否為

大師之身量與氣度。蕭如松面對創作上的瓶頸，猶然不以當前成就自滿，

專心不懈的去加以克服，如此才可以看出它是否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實

際上，就研究的成功與否而言，蕭如松晚年的自省文字與作品保存得比較

完整，相較於處理其早年水彩創作的演變過程，這樣的探索成功度也比較

高。 

    識者或許會問，在客家族群中，像蕭如松這種投身精緻藝術的工作者，

人數向來有限，那麼這樣的研究，對客家知識學術之建立有何價值? 我們

以為，這樣的研究既是客家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廣大客家族裔或許躬耕於田野，但少部分人在晴耕雨讀的祖訓下，進入主

流知識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的成就，尤其是他們在知識本業上

的成就(諸如各類詩文創作)，必然是客家知識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既

然如此，那麼，以獨異的藝術創意，在當時藝術界建構出自我美感知識體系

的客籍藝術家，為何不值得我們投入心力加以研究呢? 為何任令這些客籍

藝術家的努力，以資料檔案聊備檢閱，而不彰顯他們的藝術智慧? 研究這

些藝術家們的努力與創意，正是積極的向其他台灣族群呈示，客家族群並

非只能活躍於產業、傳播、語音等相對不以精緻美感為訴求的領域，也能夠

在精緻藝術領域中發揮其創意與影響力。我們的研究正是證明，客家族群

是一群熱愛美感的族群，也是一群深具美感創意的族群。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由於事先規劃詳細，所有計畫皆按照進度實施，所以並未出現與原訂計

畫落差之情況，論文順利完成。 

 

三、建議 

    近年來，客家知識體系之規劃，似乎都在形塑客家族群為一群勤耕儉學、

樂天知命、拓殖產業、保留傳統的族群。沒有錯，這確實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

客家人。但是形塑或固態化這樣的客家人，卻容易漏失掉比較小眾，但非常重

要的一群人，即在精緻藝術上有高超表現的客家人。客家人在精緻藝術上，成

績並不比其他族群差，甚至比他們還優秀，無論是在音樂、美術上都是如此。

很抱歉，我不懂音樂，只是稍微懂點圖像藝術，所以我處理的客籍藝術家，都

屬於電影、漫畫、水彩、油畫、攝影等與視覺有關的人。這些客籍藝術家的表

現，在他們身處的年代是最好的，其創作的藝術也直接形塑了我們對那個年代

的認識，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要說的是，台灣客籍藝術家在他們耕耘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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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都拓展出一片值得族群為之驕傲的天地，也與其他族群共同建構出台灣整

體藝術的未來發展，像這樣的一群客家人，絕對值得好好的研究他們一生辛苦

探索的領域，並將他們的創意放入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肆、研究成果全文 

 

前言 

    蕭如松是台灣一位著名的客籍藝術家，也是一名盡責的高中美術教師。他

最為人所知的創作是水彩畫。他所畫的水彩畫以抽象般的構圖及多層次的透明

色澤，令人驚艷。這個獨特的視覺效果，讓他在全國性的繪畫比賽中，頻頻獲

獎。但是也引來外界的批評，認為他的水彩創作與油畫效果過於接近，實在不

應該獲得這麼多的榮譽。蕭如松後來也反省自己的水彩創作，努力克服近似油

畫的困擾。這一份研究，就是透過蕭如松留下來的畫作與手稿，探索他晚年針

對這個困擾所做的努力。他一生投注心力於視覺藝術的完美，精神令人感佩。 

    事實上膠彩仕女畫並非蕭如松參加省展的唯一選擇，他後來還試圖以《噴

水池》(1969)、《草》(1970)等相對「現代」構圖的畫作參展，但是這些前衛的畫

作，似乎都未能吸引評審的青睞，兩次嘗試之後，他便再度改回以膠彩仕女畫

參展的路線。從 1967 年到 1985 年，將近 20 年的創作歷程，這個主題是他參加

省展最主要的創作類型。針對外人質疑他創作的理由時，蕭如松當然可以風趣

的說是為了多獲得一本省展圖錄送給好友鄞廷憲而製作膠彩仕女畫參加省展。5

但是他想以這個創作主題展示自己的專長，以與台灣繪畫界同好爭競的心情應

該是有的，畢竟蕭如松參加的是有競爭性質的全省美展。問題是，他想憑什麼

獨特的畫藝與同好爭競呢? 而他的獨特的畫藝又是如何在這些作品中呈現呢?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持續 20 年的膠彩仕女畫終究要停止製作呢? 難道這只是一

堆功能取向的製作，其目的只是為了競賽得獎，並沒有放入太多個人創意於此

嗎?  

    有關蕭如松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粗淺，基本上還停留在介紹與整理的階

段，並沒有更深的探索。本文便是透過對蕭如松存世並出版的膠彩仕女畫之風

格分析，審知他創作這類畫作的前後思考。 

    就現有的資料得知，這類膠彩仕女畫在蕭如松的創作類型中，角色確實相

當特殊。因為除了參與省展而製作之外，他幾乎很少另有構思繪製的需求與意

圖。它們就像是專們為參加一年一度省展而製作的獨特畫科。可以理解的是，

既然是為參與省展而做，那麼便有獲得獎賞的競技心態孕育其中才是。既然是

想要測試自己的實力，那即意味著想得到評審的好評，甚至或的實質的獎牌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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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因此如何能夠頭評審所好，便是他創作時的一大考量。 

    雖然每年定期舉辦的省展，在 1960 年代已經飽受各界抨擊，但是它在一般

美術學生的心目中仍有崇高的地位，是每位有心藉獲獎以博得全國名聲者最重

要舞台，所以無論外界有多少質疑的聲浪，省展還是儘量維持每年舉辦的期

程。 

省展有其既有的徵選過程，也有入選與落選的差異，最終更有名次與獎金的頒

發，所以省展仍是一種競技性的全國美展。 

 

一、水彩摸出來的線條品質 

    蕭如松的訓練與其他膠彩畫家不同，他對西方正規美術訓練，有一段相對

完整的基礎知識，陳進、林玉山及郭雪湖都不是這樣的訓練背景，他們都是以

師徒相傳受的模式向日本師傅學習，而他們受的素描訓練也比較像是傳統院

畫，而非 19 世紀的西洋學院訓練。 

    選擇膠彩畫，意味著他放棄西洋畫法的慣技，最少也是降低西畫的技巧，

才能達到膠彩畫的效果。在膠彩畫的世界裡，線描，最少自日治以來，自日本

本土傳習過來的東洋畫技，基本上都與中國傳統的院畫技法相當，都是以線描

輪廓線後，再填彩完成。實際上，在台灣本島上若是說與此技法相同者，便是

一般寺廟裡的神佛天王畫像了。而這些畫作，都有師徒相傳流傳甚久的畫稿、

小樣，只需照著畫稿照畫，便能製作出廟方需求的效果。 

以陳進為例，她當然與寺廟的門神彩繪不同，畫稿必須自己創立，因此便可以

處理時髦女郎與近旁物事。她的素描概念亦不同於西方式的概念，而是傳衍自

日本東洋式的技法而來。     

    本研究受益於凌春玉收集與整理蕭如松大量文獻及圖檔資料，可說是在其

研究基礎上再往前一步的研究成績。令人興味的是，蕭如松似乎被自己設定的

創作類型所限，每一類型堅守本位，壁壘分明，與其他類型不相混淆，最少每

一類型都能保留其原有主體，外來的影響最多只能，做微型的修改。蕭如松參

加 1967 年省展的時候，國畫部便已經分成兩部評審，國畫評審不評第二部的畫

作，所以蕭如松的作品是受到第二部評審的評審。當時第二部的評審是誰呢? 

應該是以下這幾位膠彩畫家。除了後來幾位出國、離世外，大概蕭如松在 27 屆

前，遇到的都是這一群評審:林玉山、陳進、郭雪湖、陳敬輝、林之助、許深

洲、陳慧坤、盧雲生、蔡草如。 

 

二、與過去非線描之繪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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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少女》，1967，第 22屆省展國畫部 (優選) 

相較之下，蕭如松的西方素描技法，相對完整，雖然在油畫、素描及石膏上，

畫得不是很道地。但可能是因為他任教高中美術教師之故，所以他對西方美術

技法，有比較完整的概念。就以他目前的繪畫歷程來看，縱使他的西畫經驗，

都是水彩，不是精謹的油畫，但是畢竟不同於東洋畫或國畫，而開始描繪東洋

畫便意味著，他要從西洋畫世界跨入東洋畫世界，最大的轉變，便是外輪廓

線，變成非常重要。因為這是與西洋畫最大的不同所在，當然還包括透視、明

暗及立體，但與其他人相比，蕭如松的水彩畫本來便不是以寫實為依歸，而更

多平面、線條表現的空間，而此時，他在水彩畫上的線條，得到什麼心得?會不

會將這些線條的運用心得放在膠彩人物畫的表現上? 

 

圖，陳進，喜事臨門，1971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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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少女》，1968，第 23屆省展國畫部 

圖，蕭如松，《窗》，1965，榮嘉美術館 

蕭如松對線條的概念，與傳統中國水墨畫的概念不同，但是不同歸不同，問題

是他如何以不同於中國的概念去思考這些書法線條的內容呢? 是以日本式的概

念去思考嗎? 他與鄞廷憲的關係甚深，鄞廷憲的書法概念會影響他的書法線條

品質嗎? 這倒是可以想想，但是以蕭如松膠彩仕女畫來看的話，那麼就單純得

多，線條深淺透明造成前後遠近的效果，這才是重點。 

 

圖，蕭如松，《靜物》，1970，私人收藏 

蕭如松寫習書法寫作時，除了注意其間架，線條及筆墨之外，是否還關心線條

本身的趣味呢? 如果要了解鄞廷憲的想法，或許可以看他書法出版物的概念說

明。 

 

三、回應中國傳統筆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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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如松並非此時才開始參加省展，相反的，他從省展創立未久便積極參

與，幾乎每屆都有提交作品參展，可謂是省展競技的老兵。將參與省展的題

材，改繪膠彩人物畫之後，立即獲得比較好的成績。 

鄞廷憲接受專訪時說： 

 

在非正式的情況下，教他書寫褚遂良及歐陽詢的字體。日後，蕭老師非常努力

研習書法，因為當時白紙不容易獲得，他以學校測驗用的 8K白報紙練習。蕭先

生常因鍛鍊筆劃，則將剩紙張之空白處一再書寫利用，為使筆劃線條更加圓

熟，練習再練習，直到將白紙完全寫成黑色為止，才願意更換另一張白紙。一

年多的功夫，收集寫黑的紙，已同一位小孩的身長齊高。6 

 

鄞廷憲晚年回憶，蕭如松初始練習的書風是褚遂良與歐陽詢的風格。而且就他

形容蕭如松努力掌握書法藝術的刻苦努力看來，蕭如松確實想將這門藝術的特

色運用在其繪畫創作之中。而就塌陷有的書跡來看，歐陽詢書風確實是其描繪

膠彩仕女畫時的主要依據之一。這尤其是表現在他描繪仕女畫的輪廓線上，清

勁筆直的線條及銳利尖細的轉折，在在都讓畫中人物因為筆描書法特質而顯現

出獨具活力的勁道。 

    這個非常奇特的線條之質感，在仕女畫上達到最高峰。在《少女》這一幅

畫裡，這些女性的造型，非常單一，除了髮型有所變化外，他們的穿著似乎都

是同一套，可以確知的是，這些人物都是固定的衣架，一個展示的模板，因為

蕭如松想展示的是描繪她們的線條與顏色，而這些元素，目的是讓中人物呈現

遠近前後的關係。 

 

我曾經在參加教員研習會裡，得到李澤藩老師的教益，他用顏色表現校

園夏日草地上的光線和亮度，啟發了我對光線處理、分析的靈感。戰爭

時期，我在高雄跟隨一位書道家，日日研習書法、練字，也對我日後繪

畫上線條的運用，有一定的幫助。我也不斷地研究、吸收西洋美術的觀

念，揣摩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的風格和技法，試圖探詢出屬於自

己的畫風。7 

                                                 
6 凌春玉整理，〈鄞廷憲先生口述稿〉，1996 年 9 月 31 日採訪。 
7 蕭如松口述、潘庭松整理，〈蕭如松先生口述稿〉，《蕭如松藝術展畫冊》(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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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少女》，1971，私人收藏  第 26屆省展國畫二部 (優選) 

在《夏》這一幅畫裡， 

 

蕭如松似乎是以尺規相助下，描繪成排的直線。就像是他在《靜物》一作中，

畫下橫長豎直的窗稜，形成一層一層透入的幻覺般，這些筆直而肯定的線條，

寬窄一致、乾淨俐落、色澤飽滿、直角相交的效果，絕對是不依靠尺規相助，

無法達成。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些線條是以一種極度自制的、水分飽和的筆墨

繪成。 

  

圖，蕭如松，《夏》，1972，阿波羅畫廊  第 27 屆省展國畫二部(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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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看畫中直面觀眾的高雅仕女，其造型幾乎可說是平淡無奇，在輪廓線上更與

一年前的《少女》相同，缺乏更進一步的變化，對其乾淨直挺的線條，保持原

封不動的堅持。那麼蕭如松在這一年參與省展的膠彩仕女畫到底在哪個地方，

做了有別於以往的努力呢? 看來，便是仕女背景的舞台效果上。蕭如松在

《夏》這名仕女背後，描繪了立體效果不明顯的舞台。仕女左側牆面畫有方形

電燈開關，右側牆面則畫有藍底彩飾的寬邊門框，她站立的位置似乎說明是剛

走進這個房間，等待主人前來招呼的一幕。 

 

這一寬邊藍底的邊框，確實成為最吸引觀眾目光之所在，成功的為顏

色略顯單調的《夏》，增添一塊亮麗的焦點。比較有趣的是，門窗的彩飾邊框，

原來就是日本膠彩畫裡用以區隔空間的母題，緣於日式建築室內結構的特色，

這些切割畫面的邊框，經常成為建構日本膠彩畫構圖美感的重要元素。 

 

 

圖，蕭如松，《信》，1973，私人收藏  第 28屆省展國畫部  

 

在第 28 屆省展，取消國畫二部，所以蕭如松的這件《信》，是放在整體國畫部

裡一起競爭評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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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栗》，1979，私人收藏  第 34屆省展國畫部 

這一屆雖然恢復第二部，但還是一起評審。 

 

圖，陳敬輝，《慶日》，1959，國美館 

 

    將多年苦心思索之成果呈現給評審觀覽的急切心態，非常明顯。當省展國

畫二部重又恢復的 1981 年，他便又以膠彩仕女畫參展，在被迫暫停?年後，提

交出來的畫作，讓觀眾為之驚愕，因為他參展的綠蔭，與過去同樣的人物造

型，相仿的構圖，極少變動的背景，這樣的表象，讓蕭如松在這幅畫上的創

意，很容易便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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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綠蔭》，1981，榮嘉美術館  第 36屆省展國畫二部 

 

 

圖，蕭如松，《休假》，1982，私人收藏 

 

這兩種繪畫單以造型來看，可說是非常不同，甚至彼此間難以相合。而我們唯

一能囊括兩種畫風的，便是他對外輪廓線的興趣，這個興趣又是在人物的邊緣

上，在這幅畫上我們可以看見 

 

四、現代化藝術的轉變 

 

    我們不否認蕭如松這條創作脈絡，比較像是閉鎖於自我的藝術世界中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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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與解決之道，外界的影響相對不是那麼明顯，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省展雖

以切磋為名，但仍具競賽之意含，所以省展評審品味的持續與變異，仍然會影

響他修正的方向。那麼，蕭如松在膠彩仕女畫上是否有這樣的思考與修正呢? 

如果有的話，那麼他又是受到哪一種外在於其藝術脈絡的因素影響呢?  

    1984 年第 39 屆省展，主辦單位取消膠彩畫競技 9 年後，再度恢復這個部

門，這一年蕭如松再又提出評審們熟悉的「蕭如松式」膠彩仕女畫參展。令人

關注的變動是，重新恢復的膠彩畫部評審委員組成與過去完全不同，第一代的

膠彩畫家幾乎全部退出，由第二代膠彩畫家全面接手，當然這樣的轉變並非突

然發生，而是逐漸演變下的結果。多年後，省展膠彩畫部在黃鷗波、林玉山等

人的奔走鼓吹下，終於得以恢復，這個是日治時期以來，便…..的畫科，在幾經

變異後，終於又能在省展殿堂中恢復光彩。1984 年的省展，已經將國畫二部改

為膠彩畫部，蕭如松並沒有改變畫法，但是對於線條的角色，已經明顯有不一

樣的認識。 

 

圖，蕭如松，《夏》，1984，已毀 第 39屆省展膠彩畫部 

 

在人物造型上，蕭如松甚至直接延續過去的模式，鮮少改動。1984 年《夏》的

人物造型與 1968 年《少女》的人物造型，幾乎完全相同，都是一長髮少女，側

身低頭翻看方形畫冊的姿勢。蕭如松顯然沒有打算在人物造型上另創新意，藉

此博取評審的青睞，既然如此，那麼蕭如松又想在畫上給出什麼樣的新意呢? 

若以《夏》及《少女》相較的話，則最大的差異，應該便是背景圖案的不同。

若說 1968 年蕭如松水彩創作的心得，是體現在人物背後的多角形玻璃吊飾的

話，那麼 1984 年的水彩創作心得便應該是曲線與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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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蕭如松，《畫室》，1984，國美館藏 

 

可以理解的是，當蕭如松將畫面的興趣從直線轉往短線段及色點之後，過去還

寓含對線條美感之品質的考量，也隨之消失。畫面上新的組成元素，不再考量

線條的透明度與穩定性，而是以無數破碎但紛繁的色塊，組建成一幅幅輕快如

交響樂般的彩色斑點。而且越是到了後期，蕭如松對具象的興趣也越來越少，

在他的創作中無論人物、靜物，還是建物、風景都越來越簡化，甚至到了不易

辨識的地步。1984 年的《畫室》便是這類型的作品之一。 

 
圖，蕭如松，《畫廊》，1985，私人收藏  第 40屆全省美展 邀請作家 

 

然而他的新嘗試，並沒有獲得評審們的青睞，仍舊以其獨樹一格的姿勢，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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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代諸多新創的膠彩畫作中。 

 

 

圖，蕭如松，《婦人畫像》，約 1985，私人收藏 

 

五、現代膠彩畫風下的「蕭如松膠彩仕女畫」 

 

    蕭如松式的膠彩仕女畫不是為一般觀眾畫的，而是為了參加省展競賽畫

的，因此，如果他創作時有任何預設的觀眾，也應該是那些省展的評審們才

是。實際上，省展的膠彩畫，從國畫部轉而為國畫二部，從國畫二部遭到停

辦，然後再從敗部復活，重新規劃後並以膠彩部為名，但是主導這個部門的評

審委員們也逐漸更換，從第一代膠彩畫家過渡到第二代膠彩畫家，成為省展膠

彩畫部決定品味的關鍵性角色。 

    當他參展的創造力已經逐漸消失，而省展膠彩部評審品味也不再關注，獎

項的取得既已不易，只能以聊備一格之姿與會，那麼每年為省展定期推出來的

作品，便越來越不具參與的意義，那麼製作膠彩畫仕女參賽，對他便不再那麼

具有吸引力了。1985 年後，他停止這項仕女畫的創作，改而選擇以其他畫題參

展，膠彩仕女畫擔負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直到他 1992 年過世為止，再也沒

有製作這項仕女畫的紀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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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蕭如松這一系列膠彩仕女畫，很容易被視為一組呈現其內心理想化之仕女

肖像的創作，因為其技法相同，造型類似，構圖小變，看似無甚差異，幾乎像

是封存於時空膠囊中的古典女性，完全沒有變動。這樣的理解，相較於蕭如松

這段時間對水彩畫技的各種探索，以及在青雲畫會、台陽美展上呈現諸多樣式

的實驗性作品，這一連串的膠彩仕女畫，確實美麗得有點怪異。誠如學界的基

本共識，蕭如松終生勤奮於水彩畫技，探索各種創作技法的可能性，但卻在膠

彩仕女畫領域裡，停滯不動，故步自封，這種解釋簡直讓人難以理解。 

    正如本論文的論證，蕭如松想在膠彩仕女畫裡，呈現水彩技法的創意，並

在省展中與同好切磋較技的心態應該是有的。8何況，自 1967 年省展第 22 屆開

始，他首次以膠彩仕女畫參展，便獲得「優選」的佳績；1968 年省展第 23 屆

又以膠彩仕女畫參展，再次獲得「優選」的佳績，其創作主題、繪畫技藝顯然

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自然也鼓勵他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8 這樣的認識也是當前學界的基本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