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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何肇衢是一位客籍藝術家，擅長的領域是油畫。他自擔任國小美術教師開

始，便經常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創作，並積極參與各類官辦美展，由於他的畫藝

高超，所以頻頻獲獎，可以說是當時台灣畫壇的常勝軍。何肇衢活躍的年代，

正是台灣現代美術蓬勃發展的時期，以五月畫會及東方畫會為主的前衛團體，

高舉創新改革的大旗，衝決美術界舊有的品味與秩序，造成一段激烈的文化論

爭。何肇衢雖創作抽象畫，但是卻未曾參與這些抗爭團體的陣營，而是積極參

與各類美展，努力爭取官方的認可。他的努力雖然獲得名利雙收的回報，但是

卻沒有得到美術史家的青睞，長期被浪漫化的台灣美術史所忽視。本計畫便是

想透過何肇衢的抽象畫藝術，肯定台灣官辦美術的價值，透過每年定期參展競

技，確實能夠扶植台灣美術走向更為現代前衛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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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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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解讀出何肇衢創作時的心思意

念，而我們相信也唯有透過這條研究路徑，才能真正突破何肇衢藝術現有的研

究困境。藝術史的研究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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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何肇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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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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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研 究 人 力 費 180,000 

耗材、及雜項費用 18,200 耗材、及雜項費用 18,200 

管 理 費 1,800 管 理 費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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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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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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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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肇衢的藝術創作來進

行研究。 

    識者或許會問，在客家族群中，像何肇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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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順利，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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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年底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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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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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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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另外一種回應： 

客籍藝術家何肇衢與台灣現代美術史(1960-1970) 

 

前言： 

    客家族群是台灣最重要的族群之一，在三百年的台灣歷史發展中，大大

小小各種事件，幾乎都可以看見客家族群的身影。他們不只是參與其事，部

分事件還是主其事者，所以客家族群在形塑台灣歷史面貌中，扮演非常關鍵

性的角色。 

    本研究計畫，是開始於提出以下的問題：在台灣現代美術發展過程中，

客家族群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台灣現代美術發展歷史，是專指 1950年代

到 1970年代這段時間。因為伴隨著從大陸五四運動以來的傳統，所謂中華

文化傳統存續，或者中國現代化的文化議題，所以這一段台灣現代美術發展

歷史，便多少帶有國族存亡的狂熱激切，回顧台灣現代美術發展時，仍然讓

一些研究者心情澎湃，視 60年代為台灣歷史上最富文化熱情的時代。1 

    那麼，在這段情感豐沛的時代，客家族群擔任的角色會是什麼呢? 翻開

歷史發現，客家族群當時參與了幾個面向，譬如提供發表言論舞台的藝術雜

誌、組織藝術家展出的展覽場地、出版中外藝術家的畫冊等等，都可以看作

是參與這段歷史的部分。但是，這些參與畢竟還是屬於美術活動的外緣，形

塑美術歷史的面貌，最核心的仍是必須提出作品，讓後人檢視這段歷史時，

可以看見美術的「面貌」，而不是成堆成綑的主張、宣言、論爭、商榷…等

等文字。因此，關鍵還是這個時期的美術家，提供給後人什麼樣的圖像? 讓

後人得以透過這些圖像，形塑出一段歷史的美麗外貌。 

                                                 
1 王德育，〈重建台灣藝術史觀：一些名稱與觀念的釐清〉，收於《美育月刊：戰後台灣藝術特

輯 1945-1995》，期 100(1998)，頁 11-20；林惺嶽，《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史》(台北：藝術家

出版，1997)；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

北：三民東大出版，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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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客家族群是否有人參與美術創作，便顯得非常重

要，當然，更重要的是，參與者的創作品質要夠好，屬於無庸置疑的美術

家，就是回答這個提問的最佳選擇了。因此之故，我這個計畫便選擇何肇衢

的美術創作，作為了解客家族群參與這段台灣歷史的研究個案。我希望透過

何肇衢在 1960至 1970年代的美術創作，來看客籍美術家如何參與台灣這段

歷史之形塑，並試著從他的角度，來重新檢視這段台灣現代美術歷史發展的

內容。 

 

關鍵字：何肇衢、劉國松、李石樵、畢卡索、台灣現代美術史 

 

一、何肇衢在台灣現代美術史中的角色 

    何肇衢是竹東芎林人，母語是海陸腔的客家話，跟他說話時，時不時，

都會聽到他脫口說出海陸腔的客家話，非常親切。他是在台北師範美術科接

受美術訓練，畢業後，分發到北師附小擔任美勞教師。他在這個教育崗位

上，辛勤努力直到退休為止。2 

 
圖 1，何肇衢於台北新聞大樓展覽會場，1960年 12月 

 

何肇衢不只是一位國小美勞老師，還是一名專業的畫家。他 31歲便成為台陽美

術協會的會員，而且是最年輕的會員。他自 1954年開始參加台灣省展，總共有

12次入選，而且還得過優選與第一名的肯定，1970年後，在台灣的藝術市場

上，也非常受到大眾的歡迎。但是縱使如此，他在台灣美術史的地位與角色，

                                                 
2 蕭瓊瑞，《台灣美術全集 35•何肇衢》(台北市：藝術家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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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當時風起雲湧的現代畫運動，似乎就不是那麼亮眼，一直都是陪襯的角

色，成為順帶一提的角色。 

 
圖 2，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書影，

1991，三民東大 

 

為什麼呢? 我認為，那是因為現在台灣美術史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依靠文獻檔

案，來著手所致。當時的畫壇，甚至文化論壇，都聚焦在傳統與西化、中國現

代畫的出路等問題，這些議題，一直都是 1960年代，台灣現代畫壇最主要的聲

音。根據這些主張、論爭、宣示、藝評，來描寫當時的美術歷史，固然相當熱

鬧，也可以呈現年輕人，敢於反叛的朝氣。但是，這樣的認識，就不是那麼全

面，也會失之偏頗。特別是我要處理的何肇衢，就不是一位喜歡寫文章，大聲

喊話，的那一種年輕人。他是用他的繪畫創作，來呈現他自己的藝術。拿他跟

他同期的劉國松相比較，這兩種性格的不同的人，對於舞台選擇的差異，就非

常明顯。劉國松將他這段時間的論戰文章，集結出版《中國現代畫的出路》，日

後還寫了幾本類似的書，陳述他的藝術主張，與中國文化的關懷，相對之下，

何肇衢就很實際，他出版《日本美術館巡禮》、《歐洲美術館巡禮》，告訴你如何

參觀歐美日本的美術館，應該選擇搭乘哪一條地鐵、門票價錢、公車路線等

等，資訊非常豐富。3 

                                                 
3 何肇衢，《日本美術館巡禮》(台北：藝術家出版，2006)；《歐洲美術館巡禮》(台北：藝術家

出版，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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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劉國松，《中國現代畫的路》，文星書店，1965 

圖 4，何肇衢，《歐洲美術館導覽》，藝術家出版，1997 

 

二、各類美術競賽的常勝軍 

    何肇衢是一位技巧很好的畫家，圖 5這一幀照片可能是他的國畫作品， 

獲得省展入選的肯定，坐在作品前，拍下來的照片。背後的兩幅畫，是模仿

黃君璧的山水畫，他當時還聽取同事的意見，想到黃君璧畫室學習，後來黃

君璧建議他，繼續西畫創作，才打消這個念頭。他想以國畫創作，打入省展

的意圖，前後延續了四年，1957後才改採西畫。 

 

 
圖 5，何肇衢省展國畫組第一次入選，1954 

 

他西畫的品質，也非常優秀，很快就在省展，獲得名次。圖 6這幀畫，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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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描繪的是他北師附小的工作室。但是他選擇一種繪畫風格，那就是評

審委員李石樵的繪畫風格，我們將圖 7李石樵日治時期的《靜物》，和這幅畫相

比，就可以知道這個意思。構圖嚴謹、物像寫實，趣味非常相似。4 

 

        
圖 6，何肇衢，《室內》，1958，第十三屆省展西畫部第三名 

              圖 7，李石樵，《靜物》，1933，第七回台展 

 

其實李石樵，從國民政府遷台後，就已經將近 10年沒有展出作品，他正在閉關

創作新的畫風，何肇衢當然不會知道。所以他選用的是李石樵過去的畫風，也

是當時所有人所認知到的李氏風格。從這兩個案例中，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何肇

衢的參展策略了。那就是採用省展評審委員，不管是國畫部的黃君璧，還是西

畫部的李石樵，他們的繪畫風格，進行創作，這樣就比較容易入選獲獎。這是

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大家都這麼做的，何肇衢並不例外。 

 

三、 抽象畫風迎接時代挑戰 

 

    但是，1950年代的台灣畫壇已經是現代抽象藝術的世界了。誰還畫寫實風

格呢? 這些現代抽象藝術的訊息，透過美國駐外單位的推廣，向全世界非共產

國家大放送，成為有別於共產世界的自由風格。台灣當時的年輕人便拼命地透

                                                 
4 李欽賢，《高彩•智性•李石樵》(台北市：雄獅美術出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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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些管道，來接受這個席捲全球的洗禮。圖 8是台北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一直對市民大眾展示最快速、最新潮的藝術新聞。透過這些即時報

導與清楚圖片，熱愛世界藝術資訊的藝術青年，可藉此了解現代抽象藝術發展

的大勢。5 

 
圖 8，美國新聞處圖書館，1949 

 

這個時期，各類現代美術畫會快速興起，不少年輕人，還因為這股全球風氣，

趁勢走入了國際舞台。最知名的青年畫家，當然是劉國松，他用撕紙、拓片、

墨漬，高喊「革去書法中鋒的命」，這種激烈的態度，將傳統國畫的意象，與世

界抽象藝術相結合，確實讓人耳目一新。6 

 

圖 9，劉國松在美國堪薩斯納爾遜美術館首次個展，與策展人李鑄晉教授與合影，1965 

 

台灣的那些老畫家也是一樣，面對全球現代繪畫浪潮的壓力，他們也必須求新

                                                 
5 陳曼華，〈新潮之湧：美新處(USIS)美國藝術展覽與台灣現代藝術(1950-1960 年代)〉，《台灣美

術學刊》，總 109 期(2017.10)，共 27 頁；陳曼華，〈台灣現代藝術中的西方影響：以 1950-1960

年代與美洲交流為中心的探討〉，《台灣史研究》，卷 24，期 2(2017.6)，頁 115-178。 
6 劉國松，《現代中畫的出路》(台北：文星書店，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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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變，1959年，李石樵將他閉關多年的創作，公開展示給世人觀看。讓大家驚

訝得不得了，他變得可真多，挑戰自我的勇氣還真的很強。但是，不管他多麼

努力改變自己，多麼努力走入新時代，就是有人不賞光，就像是現在的政論節

目一樣，怎麼說，別人都有意見。李石樵的新畫風，被看做是放大的小…那

個，仍然侷限在印象派的範疇裡。7 

     

圖 10，李石樵，《室內》，1957，家族收藏 

     圖 11，喬治•布拉克，《等待》，1942，私人收藏 

 

何肇衢身處其中，看到評審委員們的畫風都改變了，他的創作風格也必須改

變，才能迎接時代的挑戰。跟以前一樣，他很快便掌握，所謂現代抽象繪畫的

技巧。而且立即喜歡這種畫風，認為跟自己的性格很合。 

 

      
圖 12，何肇衢與《後街》合影，1960      圖 13，何肇衢，《後街》，1960，第十五屆省展優選 

 

圖 12上展示的《後街》，是他改變畫風後，獲得畫壇肯定的一件作品。當時的

李石樵便對其他人說，「何肇衢突破了。」
8
事實上。老畫家們都非常讚賞，也

                                                 
7 劉國松，〈現代繪畫的哲學思想—兼評李石樵畫展〉，《聯合報》(1958.6.16)，版 6。 
8 陳長華，《寫景•抒情•何肇衢》(台北：藝術家出版，2013)，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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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羨慕他的突破，因為他們也想積極的回應新時代畫風的挑戰。相比那些受

過印象派畫風糾纏的老畫家而言，他們小心謹慎的新畫風，確實缺少何肇衢畫

面上所呈現的一股強勁的力量，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這一股強悍的生命力，

讓他的繪畫轉變，非常成功。 

 

             
圖 14，李石樵，《畫室(百合花)》，1958，家族收藏 

                                        圖 15，何肇衢，《靜物》，1965，省展第二名 

 

何肇衢與當時許多創作現代繪畫的年輕人一樣，都是透過外國雜誌的藝術報

導，獲得最新的訊息。但是因為他擅長日語，所以他又多了別人沒有的管道，

那就是透過日本藝術雜誌，得知全球藝術新知。有關他以鳳梨罐頭寄到日本

《藝術新潮》雜誌社，換取過期雜誌的軼事，已經是藝術界裡人所共知的趣

談，9在此就不多發揮了。 

 

 
圖 16，日本《藝術新潮》前期雜誌書影 

 

                                                 
9 陳長華，前引書，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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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60年代開始，他的現代抽象風格建立之後，他曾經做了幾次微幅的改

變，但是變化的範圍都很小，主要的畫風還是相當一致。我們從圖 17及圖 18

來看，確實如此。他用這種畫風創作的畫作，只要參加比賽，大概都會獲獎。 

 

    

圖 17，何肇衢，《夜色》，1965，私人收藏      圖 18，何肇衢，《河畔》，1970，私人收藏 

 

四、 興旺的台灣畫廊時代 

 

    1970年代以後，台灣進入畫廊時代，他的畫作非常受到歡迎。不但駐台美

軍會購藏他的作品，連一般市民也都搶著購買。弟弟何恭上說某年除夕發生的

案例， 一位女兒為父親支付購畫的尾款，沒想到離開之前，自己順手也預定了

一幅剛完成的畫作，連油彩都尚未乾透。何肇衢自己也告訴訪問者，一位永和

盧先生在他首次個展的第一天，就衝進展覽廳，訂購了兩幅畫，他深受感動，

請三輪車將畫，載送到永和盧家去的案例。當然，另外一個比較知名的案例，

便是他淡水畫室的房東蔡先生，要他什麼都不改的，將過去的畫作重畫一張，

送給他。10 

                                                 
10 客家電視台，《那個會畫圖的人—畫家何肇衢世紀的寶貝 EP72》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7s05bbwfk (取用日期，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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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何肇衢，《碼頭》，1965，新竹教育大學藏 

                                      圖 20，何肇衢，《碼頭》，1965，開放博物館登載 

 

我們用圖 19上的 1965年繪製的兩幅《碼頭》來看，這是不同的兩幅畫，分別

收藏在不同的收藏家手中，看來何肇衢必須像當時的國畫家一樣，為幾位不同

的買家畫一模一樣的畫，才能應付市場上的需求。也就是，在展覽廳裡，不同

的買家在畫幅下面貼上紅紙條，貼幾張，他就得重畫好幾幅，價錢一樣，在當

時台灣現代藝術畫壇上，他可謂名利雙收。而這種受藝術市場歡迎的現象，至

今未衰，直到現在，九十多歲，他還是愉快而充滿活力的創作不已。 

 

結論 

 

    圖 21是 2016年在台北中華文化總會，觀看老前輩李石樵的紀念展。他專

注地看著李石樵的《大將軍》，縱使在喧嘩的展覽廳，他還是能夠靜靜地與李石

樵對話。 

 

圖 21，何肇衢參觀李石樵紀念展，2016年 3 月，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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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軍》是李石樵本人最私密的創作，也是他最具政治批判意識的畫作。這

幅畫創作於 1964年，描繪的是當時台灣的總統蔣介石，李石樵顯然是模仿英國

畫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1953年繪製的《英諾森十

世》而做，除了可怖的張口造型，就是身體與背景的半透明處理，與蔣介石嚴

肅的官方畫像相較，李石樵顯然傳達了他對當前政治的一些看法。有趣的是，

縱使面對如此容易讓人情緒激動的主題，李石樵的構圖與筆觸，仍然顯現出一

貫的嚴謹，絲毫沒有太多的放鬆。11 

 

       

圖 22，李石樵，《大將軍》，1964，家族收藏 

                              圖 23，法蘭西斯•培根，《英諾森十世》，1953，泰德美術館 

 

何肇衢回應現代抽象藝術風潮，而採取自由放逸、不受羈制的繪畫力量，仍然

是李石樵難以投入的創作狀態，就這一點而言，李石樵是仍然站在現代抽象藝

術領域之外，並沒有任令自己跨入現代抽象美術領域之內。 

    實際上，所謂台灣現代美術史，基本上是回應歐美現代抽象藝術風潮影響

之歷史。換句話說，就是在這股全球化抽象藝術風潮下，如何利用本土傳統資

源予以回應的歷史。這種現象不只是出現在台灣，其實是以美國為主之反共黨

陣營共有的現象。美國政府透過駐外單位以及援外組織，快速而大量的推廣這

股新藝術思潮，多少有其隱密的冷戰思維，但是藉此引領出全球抽象藝術熱

情，確是令人印象深刻。台灣身為反共陣營之一員，遭逢美國文化輸出壓力的

                                                 
11 許婉禎，《李石樵一九六〇年代作品之價值重構與「台灣現代繪畫運動」》(台北：國立師範大

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4)，共 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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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並沒有太特殊，這是自由世界成員國必須面臨的挑戰，人人無法避免，關

鍵是反應挑戰的結果如何而已。 

    就目前的結果來看，在那段時間台灣藝壇上反應最成功亮眼，也是當前學

界最看重者，便是那些積極吸收歐美藝術新知，並創造自我圖像語彙者。這些

以山海、現代版畫、五月與東方等畫會為主體的前衛青年，急於與世界藝術接

軌，並勇於反叛文化傳統，他們活躍的 1960年代，充滿革命般的激情，是台灣

現代藝術發展的主旋律。然而，在這個脈絡之外，另一些比較安靜低調的反應

者，自然就被鎂光燈所忽略，他們恪守日治以來的寫實風格，緩步前進的回應

抽象藝術的挑戰，顯得無力而蒼白，在前者巨大鋒芒的對照下，更為黯淡無

光。問題是，他們的回應，就沒有意義了嗎? 

    就本研究而言，何肇衢等人的回應，在台灣也獲得極為正面的掌聲，這些

掌聲不只是文化界，同時也包括一般市民大眾，可說是反映了台灣大部分人看

待這場現代抽象美術的衝擊與反應。何肇衢的創作是台灣藝壇想循序漸進、逐

步變新的一種期待。相較於劉國松等人在台灣藝壇，聲勢浩大卻應者藐藐的情

況來看，何肇衢代表的可能更像是台灣一般社會大眾對現代抽象美術的真正理

解吧。 

    作為一名客家籍的藝術家，何肇衢是不是反映出一些屬於這個族群的文化

特徵呢? 就何肇衢的創作主題而言，普遍見諸其他藝術家的創作中，並沒有太

過特殊。至於，其嘗試的創作技巧，無論是顏色、構圖、甚至線條，都無法在

客家文化的圖像傳統中尋找到任何根源，他的藝術純然是學院訓練的結果，正

如同當時的年輕創作者一般，都是透過各種雜誌報導，獲取世界各地最新的藝

術訊息。他的藝術是現代的，是全球性的，與他所屬的族群文化血緣關係，似

乎並不深刻。 

    只不過，我們若是比較起同時代的其他畫家，那麼何肇衢投入藝術創作的

歷程，就會呈現出一種循序漸進、靜謐務實的特質，他積極參加體制內的各項

競賽，逐步突破，而不在體制外場域，高舉「響馬」、「革命」之大旗，彰顯自

己。不依靠聲量與鎂光燈，而是一幅幅畫作呈現自己。就這一點而言，無疑

的，何肇衢顯露出來的是與客籍漫畫家劉興欽一樣的路徑，而這正是當時絕大

部分客籍子弟會選擇的道路。或許在自我藝術志業之選擇，與實踐這份志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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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客家族群的特質才會清楚地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