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跌坐  1953  油彩  38×49 ㎝
15　凝望  1954  水墨  61×81 ㎝

不破不立
劉國松現代水墨之路

林香琴 Shiang-Chin LIN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國文科教師

台灣現代水墨畫的啟蒙

在台灣的水墨畫界提起劉國松（1932-）（圖

1），無人不曉。已經獲得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他，當

年以二十幾歲的年紀，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態勢，參

與了戰後台灣美術第一次的繪畫學術論爭 —「正統

國畫之爭」，捍衛了來自中原的傳統水墨畫才是正

統國畫；之後，1955年，他和幾位同學抱著嘗試的

心理，參加省展，不料全軍覆沒。

落選的挫折雖然打擊了他，但並沒有重挫從小

就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他，他毅然決然地和省立台灣

師範學院藝術系（今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同學郭

東榮、郭豫倫、李芳枝等人籌組「五月畫會」，以

「四人聯合畫展」的方式，採取「落選作品展」的

形式，來對抗保守傳統的官辦「全省美展」。

當時台灣的展覽場所，僅有位於台北衡陽路上

的中山堂。四位甫出校門的窮學生，根本無力負擔

場地的租金和展覽費用，於是只能利用暑假期間，

借用師大藝術系的教室作為展場。他們四人各自

使用一間教室，簡單地在牆上掛起自己的畫作，和

「省展」相比，硬體設備差距頗大。但是，他們開

創性的畫風，卻一新了當時首善之區的台北畫壇耳

目，也為他們的畫作找到了觀眾。「五月畫會」的

作品廣泛吸收西方現代繪畫野獸派、立體派等的思

想，衝擊當時保守傳統的台灣畫壇。

在現代水墨畫耕耘超過一甲子的劉國松，2008

年獲得國家文藝獎（蕭瓊瑞，2011，  p. 7），今年已

經高齡八十二歲，神采奕奕，聲若洪鐘，創作不

輟。其對台灣現代水墨畫的創新與貢獻，堪稱為

「台灣現代水墨畫之父」。

走向現代水墨之路

祖籍山東青州的劉國松，1932年生於安徽蚌

埠，父親為抗日戰爭將軍劉仲起，幼年時隨父親轉

戰大江南北。六歲時父親不幸陣亡，他和母親以軍

眷的身分，跟隨軍隊在湖北、陝西、四川、湖南、

江西等地山區流亡。1948年考入「南京國民革命軍

遺族學校」，美術成績備受肯定，奠定日後走入美術

創作的因緣。1949年 8月，隨遺族學校隻身遷台，

1　 台灣現代水墨畫之父 — 劉國松（華建強攝）

Father of Modern Ink: Kuo-Su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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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師大附中。1951年以同等學歷考入當時台灣

唯一的大學藝術科系 —「臺灣師範學院藝術系」，

接受學院派完整的美術教育訓練。大二時受到導師

朱德群的激勵，開始研究西洋繪畫，並且嘗試諸多

的創作媒材，從其作品可以發現當時廖繼春、馬白

水、金勤伯和溥心畬對他的影響（蕭瓊瑞、林伯

欣，1999，p. 13），這是中西繪畫的奠基時期。

在省展爆發的「正統國畫之爭」時期，劉國

松從 1954年 11月開始，分別以本名和筆名「魯

亭」在報章上發表〈為什麼把日本畫往國畫裡面

擠？九屆全省美展觀後〉（1954）；〈目前國畫的幾

個問題〉（1955）；〈談全省美展 — 敬致劉真廳長〉

（1959）等（廖新田，2010， p. 86），對「全省美

展」得獎作品多是具有日本畫風格的「東洋畫」的

評審結果，大肆抨擊。

師大畢業之後，1956年由廖繼春推薦赴台南成

功大學建築系，擔任郭柏川的助教。受到郭柏川企

圖創作具有東方特色的油畫風格影響，其創作思想

由全盤西化轉為中西合璧，以石膏在畫布上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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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油畫中融入水墨畫的創作實驗。之後，受到建

築系同仁對建築媒材問題的啟發，劉國松開始反省

自己使用石膏和油彩表現水墨趣味作法的正當性。

於是在技法上，他不斷地嘗試拓墨、裱貼等，掌握

了毛筆的書寫性格，進入了 1963年的「大筆觸時

期」。他在沾墨的棉紙紙背上將紙筋抽離，加強了

飛白的延展性（圖 2），是他日後經常使用的「抽筋

剝皮皴」（蕭瓊瑞、林伯欣，1999，  pp. 15-16）。個

人的藝術風格逐漸明朗，也受到藝術界的肯定。

隨後，1966年劉國松經由美國堪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Kansas）李鑄晉教授的推薦，得到美

國洛克斐勒三世基金會的贊助，赴歐美旅行展覽兩

年，眼界大開。經過這次的遊歷，劉國松不再局限

於過去「抽象＝現代」的概念，受到美國抽象畫派

羅斯科（Mark Rothko）的幾何拼貼組合影響，創作

了「窗裡？窗外？」、「誰在內？誰在外？」的系列

作品（蕭瓊瑞、林伯欣，1999，  pp. 19-20）。由此可

知，廣泛地旅遊，對一位畫家的成長是必要的。

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自太空拍攝地

球的照片震撼了劉國松，1969年他以一幅〈地球何

許〉獲得美國「主流 ’ 69」繪畫首獎。此期，他創作

一系列的「太空系列」（圖 3）— 天與地、地球與月

球以及人類與宇宙，都成為關注的課題。之後，進入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擔

任客座教授，受到美國極限繪畫技法的觸發，使用噴

槍加入拼貼或是轉印，配合壓克力原料，在單幅作品

中產生類似攝影重復的曝光效果（蕭瓊瑞、林伯欣，

1999，  p. 20）。1971年赴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

1975年暑假應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

之邀出任客座教授一年。1983年 2月，劉國松畫展

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揭幕，帶動中國現代繪畫的風潮，

特別是「水拓」技法，給予大陸水墨畫家觀念上的衝

擊，為大陸水墨畫注入新鮮活水（張孟起、劉素玉，

2007，  pp. 196-216）。勇敢追求夢想的他，影響了海峽

兩岸現代水墨畫的發展。

八○年代中期之後，劉國松進入大陸展出十

分頻繁，他在藝術交流之外，也瀏覽了許多名山大

川，這些遊歷經驗，為他增加了許多創作題材。

2　 雪掩關山　76.5×59.5cm　1967
3　地球日　186×46cm　1973
4　霞光籠罩岡底山 — 西藏組曲之五十六　91×59.5cm　2004
5　九寨溝系列之十三　71×79.5cm　2001

3

2 4 5

91

美
育
第

198
期
／JO

U
R

N
A

L O
F A

ESTH
ETIC

 ED
U

C
ATIO

N
, N

O
.198



六十八歲時，西藏大學邀請去講學，創作了「西藏

組曲」系列（圖 4），也因為在旅遊海拔六千多公

尺的珠穆朗峰時，貪看風景，停留了三個小時，下

山時回到拉薩，左耳忽然失聰。樂觀的他說：「大

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幅就是後來為了表現九寨溝

的特殊效果，在創作上的大突破」（張孟起、劉素

玉，2007，  pp. 259-261）。「九寨溝系列」（圖 5）採

用了漬墨法，在兩張紙之間上色，利用夾在兩張紙

之間的長條形氣泡，達到視覺上水面波紋的效果，

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創作技法。

為台灣現代水墨畫開路

日治時期台灣美術蓬勃發展，「台展」與「府

展」，提供台灣年輕學子豐厚的獎金，促成現代美

術在台灣迅速地發展。1949年中央政府遷到台灣，

帶來大批來自大江南北的畫家齊聚台灣，年輕一代

畫家要嶄露頭角，勢必要另尋出路，於是促成受西

方抽象表現主義影響的抽象現代畫派興起。

來自大陸「決瀾社」的李仲生，率領門下八

個學生 — 霍學剛、李元佳、吳世祿、夏陽、陳

道明、歐陽文苑、蕭勤、蕭明賢等，於 1957年

組成「東方畫會」。他們的職業多是軍人或是小學

教師，大部分是台北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受到

李仲生現代繪畫思潮的薰陶，其中霍學剛、李元

佳是劉國松「南京遺族學校」的同學，霍氏邀請

劉國松加入「東方畫會」，而劉說他們也正在籌組

自己的畫會。其時，現代主義繪畫的思潮，正在

「東方畫會」和劉國松所籌組的「五月畫會」之間

萌芽（陳履生，1996，  p. 93），並衝擊同樣來自中

原的傳統保守畫派。

清末民初，中國一連串的現代化運動，無疑地

也衝擊到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康有為的《萬木草

堂論畫》在 1917年就發出「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

敝極矣」；呂徵、陳獨秀也在 1919年提出「美術革

命」的主張；1931年 9月，倪貽德、龐薰琹基於中

國繪畫再不注入新的生命力，將走入窮途末路，於

是結合志同道合者在上海成立「決瀾社」。

「決瀾社」的主要成員倪貽德、龐薰琹、周

多，和丁衍庸、方干民、李仲生、林風眠、林鏞、

汪日章、郁風、趙無極、關良等，於 1945年 1月

在重慶舉辦了「現代繪畫聯展」，之後再舉辦「重

慶第一屆獨立美展」，提出了中國美術現代化的問

題。其中，李仲生對台灣美術運動的興起有巨大的

貢獻（陳履生，1996，  p. 121），因為他隨著中央政

府遷台，在台灣散播現代繪畫的種子。 

「五月畫會」與「東方畫會」成員的作品走向

抽象主義畫風，徐復觀（1904-1982）等人非常不以

為然。在海峽兩岸關係緊張時刻，1961年 8月 14

日，他在香港《華僑日報》發表了〈現代藝術的歸

趨〉一文，把「破壞具體形象」的現代藝術認定為

「只有為共產黨世界開路」，原本單純的學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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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轉向成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性指控」。

對於父親在對日抗戰中捐軀沙場，跟隨「南

京遺族學校」隻身渡海來台的劉國松來說，他一向

厭惡政治。然而，他知道此時若不對徐復觀的挑戰

做出反擊，那麼徐氏對現代藝術的指控將會蔓延整

個社會，扼殺現代美術運動。於是，他舉起另一支

筆，和徐復觀就現代藝術的看法打起筆仗，終於在

守舊派龐大的政治勢力環伺下，為現代藝術開出一

條道路來。徐復觀因為理論不及他充足，屈居下

風，憤而寫下《中國藝術精神》一書（劉國松口

述，2011）。

畢業之後，到巴黎留學的李芳枝，其〈巴黎

藝壇現況〉報導一文，認為蘇聯共產黨在藝術中提

倡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不但沒有「利用抽

象繪畫來攪亂自由世界」，並且還利用現實主義畫

家去反對抽象繪畫。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赫魯雪夫，參觀了抽象派的畫展後說：「我真看不

出來這畫是用人手畫的，還是驢子用尾巴畫的」，

譴責這種畫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格格不入（陳履生，

1996，  p. 155），正如劉國松所說的 — 抽象繪畫不

是為共產黨開路。

「國共內戰」之後，蔣介石率領一兩百萬軍民

撤退來台灣，台灣成為他準備東山再起的復興基

地，實施緊急戒嚴（1949年 5月至 1987年 7月），

凍結憲法賦予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等的自由。

並且，鑒於大陸執政時期，輕視文藝政策，以至於

文人及藝術家等思想左傾，因而喪失大片大陸河

山，來到台灣後即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

（1897-1968）來組織「中國文藝協會」，於 1950年

5月 4日在台北中山堂成立大會，其下設十個專門

委員會，培植忠黨愛國的文人和藝術家。 

現代繪畫的當面論爭，始於 1961年「中國文

藝協會」採納劉國松的建議，於 12月 19日舉辦了

影響台灣現代繪畫發展的「現代藝術座談會」。 

贊成現代藝術的有現代派畫家：劉國松、席德

進、秦松、彭萬犀等，以及鼓吹現代詩的詩人余光

中，還有支持新生代畫家的前輩理論家虞君質、顧

獻樑、張隆延和畫家孫多慈。反對現代藝術的有：

趙友培，他是發起「中國文藝協會」的成員之一；

李辰冬，為師大教「文學概論」的教授；王藍，是

文藝協會的常務理事、著名作家；梁又銘、梁中銘

兄弟，為政工幹部學校美術系（今政治作戰大學） 

教授（漫畫家秦松曾稱之為「蔣家御用畫閥」，因

為在「現代藝術中心」成立前，他們四處告狀，誣

陷現代畫家，並指秦松的作品有「倒蔣」意識，查

封他的參展作品，致使美術節的幾項活動流產，

幸賴張隆延的即時營救，方免於牢獄之災）；朱白

水，是文藝協會的總幹事；劉獅，曾留學日本，是

位西畫家和雕塑家（陳履生，1996，  p. 183）。雙方

立場，壁壘分明。

反對現代繪畫者說：「你們搞抽象繪畫的人，

都是畢卡索的崇拜者，而畢卡索是共產黨員，所

6　 劉國松畫室一隅（華建強攝）
7　 劉國松畫室裡的畫筆和顏料

（華建強攝）
8　 劉國松畫室裡的繪畫材料（華

建強攝）
9　「一個東西南北人」印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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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們的思想一定和共產黨的思想有關係。」劉

國松馬上站起來答辯：「你們說我們畫抽象畫是畢

卡索的崇拜者，錯了。抽象藝術放棄客觀的具體

形象和生活內容，在畫面上作幾何形體的組合，

或作抽象的色彩和線條的揮灑。但畢卡索一直是

用素描和色彩來不斷地進一步洞察世界和人們的

意識，他畫《亞維儂的少女》，蘊含自己內心的

跡象，人物形象的描繪和極不對稱的面孔，使平

面出現立體感。他畫《格爾尼卡》單純樸素，易

於理解，表現戰爭的主題，以象徵性地利用普通

的人和事物，毫不誇大地又富感情地把苦難表現

出來，從而使用以傳達某一事件為中心情緒的方

法，塑造一個永久的超越形象。至於藝術和政

治，在那個時代，學院派藝術的頑固分子，幾乎

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陳履生，1996，  p. 187）。

檢視白色恐怖時代，反對者在束手無策之下，扣

上共產黨紅色帽子是最容易的策略。 

在這次座談會中，有人質問劉國松的石膏作

品，既無內容，何來思想，劉氏雖以「繪畫的思

想，並不是文字或哲學思想」為理由，一再解釋，

但仍無法說服。最後，以自己身為孤兒又遭逢戰

亂、流亡來台的坎坷身世，解釋說：石膏的白色，

象徵自己慘白的童年經歷，上面的某些紅點，則是

戰亂、傷亡的回憶⋯⋯，這種說法，暫時止息了反

對者的質疑（蕭瓊瑞，1991，  p. 342）。看來，不依

循傳統的現代派畫作，被傳統派的畫家視為沒有內

容思想之創作，誤解甚深，劉國松企圖從自己顛沛

流離的童年經歷來述說畫中的思想內容。

此後，座談會變為專題演講，到了第六次，也

是最後一次，梁又銘態度終於軟化說：我並不是反

對抽象畫，但是我反對有些抽象畫家的胡亂作畫，

本身毫無繪畫基礎，也跟著胡畫（陳履生，1996， 

pp. 187-188）。經過多次的座談與演講，守舊派終於

卸下對現代繪畫抗拒的心，並且說明自己對現代繪

畫的認知尚有不足。

歷時三個月的藝術座談會，終於在 1962年 3

月 18日落幕。現代派畫家，在強大保守的守舊派

之中，開出一條道路來。過程艱辛，卻也開創了現

代水墨的發展史。

現代水墨畫的試驗與成熟

第三屆「五月畫展」在 1959年 5月，於台北

衡陽路新聞大樓舉行。畫展的目錄上印著印度詩人

和現代繪畫先驅泰戈爾的詩：「只管向前去採！不

必逗留著去採集鮮花攜帶著，因為鮮花會一路盛開

在你的前途的。」這次畫展，劉國松一共展出九幅

作品：「紊亂的情緒」、「一夢鉤天已惘然」、「失樂

園」、「剝落的壁畫」、「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流

浪者之歌」、「城春草木深」、「天鵝湖」、「玲玲的

夢」（陳履生，1996，  p. 191）。這是劉國松水墨畫

的試驗時期，此時期的新作，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充滿活躍的生命力與敏銳的感受性。

這一年，在現代水墨中努力了多年，劉國松忽

然有所感悟地說：「西洋繪畫給我的感覺，就如同

大二那年中國繪畫給我的感覺一樣 — 不再新鮮。

同時，我更覺得這樣一味模仿西洋也不是我應該做

的」（劉國松口述，2011）。在深究西方繪畫之後，

劉國松開始反思他的現代繪畫之路。

經過一段長時間深思與反省，劉國松領悟出

「藝術的本質是創造，藝術的目的在表現」，過去

追隨西洋藝術思想、模仿世界最新畫風，自以為

即獲得了創造，並譏諷傳統畫家的守舊，其實只

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幼稚行為。因此，他為自己

寫下座右銘：「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舊的；抄

襲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劉國松口述，

2011）。那時，尋遍各種方法，就是要改革中國畫

的他認為：發現民族性的表現在於精神，而不在於

材料工具。

剛開始試驗現代水墨畫的創作手法的劉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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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西洋繪畫的材料來表現水墨潑灑的趣味，先是

在油畫布上用油畫來畫出水墨的效果，感覺還不夠

時，試驗用石膏來打底，然後在石膏上面做各種的

肌理。利用筆來擦出筆觸或是線條，或是利用水墨

的流淌、滴漬手法，任憑在石膏上產生如宣紙般濃

淡暈濕的效果，他要打破傳統水墨畫的創作形式與

媒材，保有自己一貫前衛的作風。作品出來，也頗

受學術界的肯定與收藏，但是此時他發現只能做到

這裡，已經走不下去了。他必須另謀新法，回頭找

中國傳統的水墨畫媒材。剛開始，尚處於實驗性的

階段，創作出來的作品不及以石膏來表現水墨畫現

代性的效果。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走下去，他相信只

要堅持不懈地走下去，一定能淋漓盡致地表現現代

水墨的東方特性來（劉國松口述，2011）。 

劉國松公開他位在桃園南崁的畫室（圖 6），他

喜歡使用粗筋棉紙作畫，多請製作畫紙的業者專門

製作，命名為「劉國松紙」。他的畫作，畫幅通常

較大，所以多蹲在地上作畫，圖中地板上是正在創

作的作品，旁邊是畫筆和顏料（圖 7），畫室內有他

各式各樣的畫筆和繪畫顏料（圖 8）。他的創作手法

無所不包，染、拓、滴、灑、摺、裱貼⋯⋯，有別

於傳統水墨畫家的方式，他說喜歡在夜闌人靜時作

畫，每畫完一幅畫，猶如打完一場太極拳，汗水淋

漓，也有助於身體健康（劉國松口述，2011）。

一方劉國松常用的青田石印（圖 9），以白文鐫

刻著「一個東西南北人」，具體而微地反映他在漫

長的藝術創作生涯中，面對「東方」與「西方」，

「大陸」與「台灣」，「傳統」與「現代」的挑戰

（李君毅，2012，  p. 12）。此印章代表他的繪畫創作

理念，能夠不斷地創新，才能有源源不絕的活水，

為畫作注入新的生命力。

以當今的時空環境來看，一位畫家要自由選

擇繪畫創作的媒材、題材、具象或抽象等，是一件

輕而易舉的事。然而，回顧半個多世紀以前，戒嚴

時期的劉國松年輕時代，要創作自己所心儀的抽象

延伸閱讀 

郭繼生編（1991）：當代台灣繪畫文選：1945-1990。台北：雄獅圖書。
陳履生（1996）：劉國松評傳。西寧：廣西美術出版社。
張孟起、劉素玉（2007）：宇宙即我心：劉國松的藝術創作之路。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

廖新田（2010）：藝術的張力：台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台北：典藏藝術
家庭。

蕭瓊瑞（1991）：五月與東方。台北：東大圖書。
蕭瓊瑞、林伯欣（1999）：台灣美術評論全集 — 劉國松。台北：藝術圖

書。
蕭瓊瑞（2011）：水墨巨靈 — 劉國松傳。台北：遠景出版社。
國立台灣美術館編（2012）：一個東西南北人 — 劉國松 80回顧展。台

中：國立台灣美術館。

畫，必須在嚴酷的現實政治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

來，還要防止被扣上「為共產黨開路」的紅帽子。

若非有堅決的意志勇敢追求夢想，有一路相伴的繪

畫同好，甚至有不惜捨命相挺的藝壇前輩，都無法

讓他們在 1960年代即完成「台灣現代水墨畫」的

格局，進而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肯定。

半個世紀過去了，回首斑斑血淚的台灣現代繪

畫運動史，劉國松等人力抗保守勢力圍剿的勇氣，

秉著「不破不立」的精神，樹立了戰後台灣新藝術

運動的典範。

  

後記：

筆者至桃園南崁劉宅訪問劉國松教授，受到劉教授

和師母熱情接待，並致贈諸多的作品畫冊與書籍，在此

致謝。劉教授說，現代水墨畫並非靠他一人的力量即可撐

起一片天，只要是喜歡現代水墨的藝術創作者或理論者來

訪，他都是竭誠地歡迎。

學習   

何謂現代水墨畫？

1960年代劉國松等人推動的「現代水墨畫」，結合西

方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思潮，以水墨為媒材所呈現的

繪畫形式，但是跳脫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皴法、用筆等

方法。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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