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白雪蘭  圖／林宗興

康添旺
的感悟創作

捎來美善的飛鳥        

遠離塵囂隱居在大溪大漢溪旁的藝術

家康添旺，每天生活規律單純：畫畫、游

泳、健身房做運動，他的作品從心裡出發，

畫出自己充滿生命力及融入的佛法信念，

藉臺灣的景物為圖像語言，表達寧靜致遠

的心境。

學院派與現代藝術交會

1946年出生於苗栗竹南的康添旺，父

親經營刻印與文具店，並精於篆刻，耳濡

目染下他從小亦擅於書法，高二暑假隨意

畫些花鳥畫，被當時在師大任教的三姊發

現，三姊認為他頗具繪畫天份，因此安排

他到美術系教授李石樵的畫室學素描，期

望他可以進入師大美術系就讀。短短 2個

月的練習，當他返回學校時，作品令美術

老師對他刮目相看，高中畢業後他順利考

取師大美術系。康添旺在師大的學習，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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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清淨時空

炙許多大師人物，他最崇拜的是李石樵教

授，李教授的畫作構圖嚴謹，對美術史有

充實的了解，其他有廖繼春、林玉山、黃

君璧等等名師授課。黃君璧先生要求學生

到戶外看樹寫生，康添旺覺得幫助很大。

除了學院的教育，他躬逢戰後臺灣現代繪

畫運動的興起，所以他與東方、五月畫會

的成員如蕭勤、李錫奇、吳昊相當熟稔，

對李仲生更是景仰，同學之間談論的是超

現實主義，對達利 (Salvador Dali)等畫家

更為瘋迷。

遠赴西班牙

來自竹南鄉下的康添旺，對於藝術

有很大的熱情與夢想。1969年從師大美

術系畢業後，先擔任國中美術老師，之後

接受天主教神父的協助，於 1972年到西

班牙馬德里準備研讀碩士，帶著家裡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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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些許的經費，下決心為藝術闖天下。

然當他進入馬德里大學以後，認為學校的

教育方式並不能滿足他，他說 :「一來當年

馬德里大學他們的教法和技術，我覺得我

在師大所學已經超越他們，二來我去美術

館看畢卡索和艾爾格雷哥的作品，覺得他

們是天才，自己再如何努力也是很難達到

的境界，所以沒有堅持畫下去。」，因此

1974年他帶著妻兒轉到巴塞隆納，為了討

生活而開設中國餐廳，雖然日子十分忙碌

壓力很大，但卻能夠有所積蓄，滿足他在

歐洲各地旅遊參觀美術館的願望。

開中國餐廳累積些財富，但這畢竟不

是他的人生目標，為尋求更好的發展，舉

家移居紐約，然紐約的環境沒有讓他留下

來，再轉到洛杉磯開日常用品店營生。這

期間他離開學院，但對現代美術熱情不減，

經常去參觀美術館，對當代藝術與美術館

的運作有新的觀念。

返台從事藝術行政

1979年他在洛杉磯經營的商店生意

不甚順利，在西班牙居留時父親過世，也

未能回臺奔喪，心繫家鄉的他，在洛杉磯

看到雲門舞集表演的「薪傳」曲目，感動

之際喚起他返鄉服務的念頭。離鄉已經 10

年，異邦生活雖新奇，但畢竟辛酸多於快

樂。1982年他回到臺灣，先在文建會 (今

文化部 )工作，後任職於甫開館臺灣第一

座現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擔任展

覽組長。於是他大力推展現代美術，在美

術館設置「現代藝術新展望展」與「現代

雕塑大展」，以徵件比賽方式挖掘臺灣藝

術人才。當時社會缺少展出現代藝術的空

間，北美館的場地讓臺灣的現代藝術、裝

置藝術有所發揮而進一步能蓬勃發展，康

添旺無疑是幕後推手之一。數年後因緣際

會他又回文建會擔任組長，規劃九九峰國

際藝術村，但因遭逢 921大地震，九九峰

走山使藝術村計畫停擺，之後他轉任為臺

北國際藝術村副執行長，一直致力於國際

間藝術家的交流活動，努力想把臺灣的藝

術推向國際，但終究許多理念與當局者無

法磨合只好退職。

退休後心轉境轉

前 10年在海外打拼事業，遍看各地現

代美術館，後 10年在臺灣致力藝術行政，

有所發揮也有所失落，2002年康添旺辭職

回到家中深思生命的價值，無意間看電視

聆聽法師講經說法，聽到學佛就是要「看

破」、「放下」，找到本來面目，不執著

一切法相，才是真正大智慧。他頓時豁然

開朗：人如果能拋開煩惱，放下自我判斷，

自我成見，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就能找

回本來面目，也就是清淨的本性。幾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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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沉澱，心逐漸平靜，想想過去不斷推廣

藝術，但自己最熱愛最擅長究竟是什麼 ?

也就是本來面目是什麼？

有一天他提起畫筆，把自己的情感訴

諸畫布，想要呈現平和靜謐的心境。經過

14年了，這期間他鮮少與外界社交，他想

要的是找回自己本來面目，而更希望透過

作品，分享給大家—心的轉變才是斷絕煩

惱真正的源頭。當漸漸平靜想要表達內心

感悟時，康添旺開始和臺灣的山水對話，

憶起過去蘊育他的這塊土地似乎親切又陌

生，現在可以擁抱她、了解她。當時他住

淡水，日日遠眺觀音山，所以就從觀音山

為題材開始創作，並且走訪踏遍國內各地

山水。

野生花草的生命力

在淡水住了數年，2006年康添旺搬

到三峽臺北大學附近居住，開啟了他新的

創作靈感，爬山與騎腳踏車是他的健身運

動，走在山路上，他常看到大漢溪乾涸的

河床與群聚的溪石，溪邊長滿野薑花；登

鳶山步道時，路邊不被人注意的紫背鴨拓

草、鳳仙花、牽牛花、姑婆芋，都散發出

強盛的生命力向他招手，石縫中、崖壁上

隨處生長，這些野生草花如同臺灣民間的

生命力，蓬勃強韌。鳳仙花顏色變化多端，

一年四季都可開花，超強生命力每天只

要 2、3小時的日照，就能生長。姑婆芋

常見於鄉間的樹蔭下，有心型葉片與紅色

漿果，生命力極強不容易剷除，紫背鴨拓

草葉長卵形，葉面平滑銀灰色，有金屬般

光澤，中肋與葉緣、葉背為紫紅色，繁殖

很快。康添旺決定以它們為畫中的圖像符

號，因為它們如臺灣人般生存力強，這就

是康添旺要歌頌的對象。

回想自己當年不論在西班牙或美國，

在異域中求生存，也是要有強韌的意志力

才能活下去，他心中讚嘆這些幽徑旁不被

重視的野生花草，於是將它們成為畫面的

主角，佛法說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

▲ 2016康添旺攝於作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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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萬物都是生命，世間最有價值的莫

過於生命，而這些野生花草最能詮釋生命

的意義，因為它們可以絕處逢生，堅忍不

拔。一開始他畫一大片的姑婆芋，或是一

大片的野薑花，雖是單一的植物，卻是臺

灣鄉間最常見的景象。

靈石的冥想

接觸佛法以後，他領悟「人生無常，

國土危脆」，世間沒有恆常不變的事物，

也為自己的人生歷程有了合理的解釋，於

是拋開過去的不順心，積極的創作。康添

旺從野柳千年的女王石頭發想，認為石頭

有其自身的生命歷程，人的生命比石頭短，

而看不到她的整個的生命過程，女王頭原

本不是女王頭的樣子，經歷千年風和水侵

蝕，成為女王頭像，再往後的百年也許斷

裂倒塌，就不成女王頭，不再是我們看到

的形象。

於是他畫中的石頭逐漸人形化，因為

石頭也像人一樣有演進歷程，把石頭畫成像

打坐的人，人打坐不動就像磐石一樣。又石

頭上面纏繞著野草藤蔓，每個人都有習氣束

縛而失去本來面目，順著自己的習氣行事說

是個性如此，習氣綁住人的思想，掩蓋人的

真性，如石頭上的藤草束縛了自我。

佛家所謂本來面目就是佛性、無我的

自在、解脫的境域。人難免帶著面具在世

間過活而不快樂，畫中花草包紮了不同的

人形石頭，也綑住不同的內心，往正面思

▲ 快樂生命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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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他想野生花草可以賦予石頭新的生

命，每一塊人形石頭若有花草生命，應該

如同人被灌注法水，將開出智慧的花朵，

人形石頭被姑婆芋、紫背鴨拓草與鳳仙花

圍繞，將是生氣盎然的永生生命。

之後他透過人形石頭來表達堅定的自

性，融合周邊野生的花草樹木，呈現充滿堅

韌生命與智慧擴展，花開繽紛的冥想世界。

十年磨一劍的個展

康添旺自職場退下來，10年來累積2、

3百件作品，2013年獲國家文藝基金會補

助而在藝術畫廊舉行個展，展覽以「臺灣

情．菩提心」為名，他藉畫畫來潛心修行，

畫面的元素造型樹石擬人化，而景物以臺

灣的風土為主題，如野柳、樂山、花東的

溪流，在在表現對臺灣土地的情感。

隔年藝術銀行成立，康添

旺的作品連續 3年獲藝術銀行典

藏，他很愉悅地表示：「藝術銀

行成立 3年，我的作品也被典藏

3年，所以大家很有可能在機場

或公共空間看到我的作品。」

擬人化的圖像語言

結 束 個 展 後，2014 年 到

2016年間，康添旺更聚焦於自

己的圖像語言，樹木、石頭為主

要的元素，野生花草仍延續以往

以姑婆芋以及野薑花和鳳仙花、牽牛花與

紫背鴨拓草為主角，樹木與石頭以人形為

造型，而且是跳舞的人形，因為人跳舞是

最快樂的。如「快樂生命樹林」，樹形描

寫成人的姿態，樹枝如人體內的血管，有

交錯綿密複雜的形狀。石頭以人打坐或烏

龜造型穩如磐石於畫面上，石頭上面佈滿

了野生花草。畫面通常是樹木與石頭的對

話。如作品「涵綠對語」，在右邊前景有

一棵大樹，左邊有一顆人形的石頭，上面

長滿粉紅色鳳仙花，大樹和石頭似乎在對

語。前景的地上有紫背鴨拓草覆蓋成片，

大樹挺立，樹枝像人的雙手伸展，蝴蝶停

息於上，小鳥銜來藤草像是捎來消息。每

一隻小鳥，每一片葉子，每一朵花，每一

隻蝴蝶，每一根樹枝，都圖案化了，大

▲ 涵綠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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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致，顏色一樣。又以「淨樹孤蝶」作品為

例，兩棵樹前後並置，右邊的樹像是人體腰部

以下兩腿的倒立，前面的樹像是女性的身體的

倒立。右邊的樹以淡紫色的鳳仙花圍繞，左邊

的則是有粉紅色的鳳仙花佈滿，兩樹的位置形

成空間，一隻蝴蝶為大地帶來生氣，傳播宇宙

生命的訊息。

「戲說鳥語」圖中在平台上有 2個石頭

上面佈滿了紫色鳳仙花，石頭旁邊有紫背鴨拓

草，還有姑婆芋翠綠的葉片與紅色漿果點綴其

中，當中加了 4隻小鳥，小鳥銜著藤草，非常

愉悅舞動翅膀。小鳥的眼睛都以紅色的小花來

表示，這是為了畫面上的色彩組合需要。

康添旺說：「我畫裡面的動物只有三種，

第一是小鳥、第二是蝴蝶、第三是蝸牛，小鳥

和蝴蝶，都是傳播者，在現實世界裡，牠們也

擔任傳播花粉散播種子的功能。在我的畫裡，

他們可以傳播訊息，能將美善的訊息傳播給大

眾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飛越春曉」當

中有 11隻蝴蝶穿梭其間，姿態大同小異。都

是棲息在花葉中。在最頂端有一隻小鳥銜著藤

草飛過山峯，這是典型的傳播訊息者。

蝸牛則是代表樂康添旺自己，因為蝸牛非

常脆弱，人何嘗不也脆弱。蝸牛隨便被人踩到

就會結束了生命，但牠總是有毅力慢慢地爬，

終究還是會達到牠的目的地。不論在樹上的一

隻蝴蝶，空中的一隻小鳥，雖然都是圖案式畫

法，卻有濃濃的人情味，當中蘊含一些哲學觀

▲ 淨樹孤蝶

▲ 戲說鳥語

▲ 陽明蘊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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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來構成創作。

鳳仙花的葉子形狀像音符，象徵快樂

的歌曲。因為萬法唯心造，心美看一切都

美，心裡快樂看見別人也都快樂，心裡快

樂所以看到葉子、小鳥、蝴蝶，也都成為

令人快樂的音符。「陽明蘊擎天」的小鳥

拉起一朵由葉藤形成的雲，飄過陽明山的

擎天崗，山與草地的筆觸正是我們所見過

擎天崗的景象。

勾勒線條與中間色

技法上康添旺以線條為畫作的主要

表現技法，如作品「飛越春曉」，右邊有

藍色的野薑花葉，新綠的挺拔的姑婆芋散

落畫中，每一片心形葉子都是正面朝上，

點綴著紅色的漿果。紫背鴨拓草一片一片

整齊的排列著，也都以正面的方向對著觀

眾。加白色成淺藍色中間色的山脈，以中

國傳統山水畫的方式來勾勒石頭，沒有陰

陽面，純粹都是線條的分割。在線條邊緣

染上色彩，把線條覆蓋成更細，等細的線

條是如此費心費時去完成的。又如「林中

的蝴蝶與蝸牛」作品，樹幹的樹皮如春蠶

吐絲的線描法，具有古典中國的表現，樹

木的樹葉是同等大小一筆一筆堆疊出來，

背景米白線條如小草，也是一筆一筆的重

複，這需很專注很有韻律地去構成。裝飾

性的圖案給人工整重複的美感，看不出情

緒起伏而是平靜理性地完成寧靜的畫面。

因為使用壓克力顏料作畫，上色要上 7、

8遍以上，才會有某種程度的厚度質感，

所以也需要極大的耐心去上色。他每天在

相同時間做規律的事，也以同樣的

心境去完成一幅一幅的作品。他笑

著說：「這也是養生之道」。

思考性的圖像

「虛與實」和「實與虛」是

兩件同樣的人形石頭的作品，石上

纏著密密的野草花，兩件人形可形

成對看的角度，也可看成同一個

人形，不同色彩的創作原意是在闡

述虛與實的觀念，即所謂「真空

妙有」。淺色的人形在深色的背景
▲ 飛越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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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好像是穿透的一個洞，像是沒有存在

但其實存在；深色的人形在淺色背景中，

因為光線的錯覺，看起來是實體存在，但

不一定存在。其實有 (實 )和沒有 (虛 )是

一樣，這也說明眼睛沒看到的不一定沒有，

眼睛看到的也會消失成沒有。

「三朵雲的訊息」作品中所畫的樹，

不同過去青翠，呈現枯枝狀態只有些許嫩

芽，咖啡色系的石頭上面有白雲，雲的形

狀像是小鳥或像蝴蝶，因為枯樹需要雨水

滋潤，所以天空上的雲將會變成雨，來滋

潤樹木成長。畫面以咖啡色與灰白色為主，

大部分都是中間色，畫面不鮮豔，深色有

一種沉重的感覺，這種用色美學和佛法強

調慈悲、溫和、縮小自己是一致的。

草藤線條是圖像的靈魂

2014年所完成的「傾聽蝸語」，一大

片綠色的底色中有淺綠色的小草，蝸牛牽起

一條樹藤，形成一條優美曲線是蝸牛走過的

途徑串連出的圖像，又如「飛舞月世界」作

品，七隻小鳥所牽出來的輕盈線條，就是畫

中的靈魂。在樹木與石頭佈局穩定後，依賴

小鳥或蝴蝶所拉出來細細的藤草串連空間，

彎曲的線條飄動的感覺，好像五線譜，這線

可以創造空間，也連起圖像的關係，畫面的

成功與否，這個線條有著關鍵性的地位，恰

當的位置是畫面中的靈魂。

視畫畫為修行

康添旺作品中的樹木樹皮上以細膩的

線條表現質感，背景的空間也以相同的筆

觸重複的畫出肌理，需要極大的耐心與時

間。這些細膩的線條，是先畫下去之後，

再用淺色的顏料將它兩邊掩蓋修成非常細

的線條，而不是一筆畫出來的線條，其實

每一片葉子的勾勒也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畫畫時就像在修行一樣，做著同樣重複的

動作，必須以無比的耐心去完成，每當描

寫這些花草樹木時，康添旺說他的心便安

住在畫每一片葉子，每一朵花，情緒是平

靜的，心中沒有進度的壓力，雖然每天只

能完成有限的畫幅，就像修行一樣，時間

的累積，就能成就一切。

一個畫家最重要的是不斷進步，進步

的動力從何而來？康添旺認為一定要能夠

定而生慧，他說：「我在作畫過程，心中

深處知道自己在作畫，專心一念在當下，

別無他念，日積月累，由定而生慧，明瞭

心是一切的根源，雖然我的外形看不出太

大改變，但我的心是滿足喜悅的，我的作

品就是想要傳達這份眼睛所能看到之外

的意象，能以心印心的無形卻存在的感染

力。」，或許他像蝸牛般進展很慢，但是

一直在向前不重覆不因襲，這才是創作的

意義。對他而言畫畫不是在畫理論，或任

何主義，而是把自己畫出來，畫出自己的

真如本性，而本性就是宇宙萬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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