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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台灣，清水鎮生。清水高中，台北師範藝術科，國立台灣藝術專科美術科雕塑組

畢業。楊英風雕塑事務所［呦呦藝苑］學徒兼助手十年。居台期間為專業雕塑家。專研泥

塑，石雕，木雕 在台灣日本，美國都有展出。  

1979 年 3 月，移民美國。從事裝修工程工作多年。期間並入加州州立 Fullerton 富樂頓大學

修學陶燒雕塑。曾在 

洛杉磯僑二中心聖地牙哥文化中心，陳景榮美術館，西來大學，都有個展。並每年團體展

多次。同時寫藝評。   

TAIWANNES AMERCAN ART ASSOCIATION 第一名 

HILLCREST FESTIVAL OF FINE ART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WHITTER ART ASSOCIATION  第一名 佳作   

 

Tomi Pingeu Yang Biography 

1943 Born in Taiwan 



1963 Graduate from teacher education school in Taiwan, specializing in art 

1969 Graduate of National University Taiwan in Fine Art, specializing in sculptures 

1970~1979 Multiple art shows each year in Taiwan and Japan  

1974 Personal Sculpture show, Taiwan 

1975 Personal sculpture show, Taiwan  

1979 Came to U.S.A. and doing construction work for ~30 years 

1998 Hsi-Lai University (California), Personal sculpture show 

2007 47th Annual Hillcrest Festival of Art, 1st place for “Knots” 

2008 Taiwanese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1st place for “Kissing the Spring Wind” 

2009 49th Annual Hillcrest Festival of Art, 2nd place for “Sink & Reflection” 

2009 Two-man show at Los Angeles Taiwanese Culture Center 

2010 Personal show at San Diego Taiwanese Center  

2011 51st Annual Hillcrest Festival of Art, Honorable Mention for “Bird” 

2012 52nd Annual Hillcrest Festival of Art, 3rd place (Sculptures), “Pray For peace 1” 

2012  52nd Annual Hillcrest Festival of Art, 3rd place (Religion category) for “Pray For 

peace 2” 

 

 

Personal Statement   



 

After family, meditation and art are two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s in my life.  Meditation helps me 

to build relaxation and focus, and find enlightenment in finding peace and kindness around me.  Art, 

especially sculpture, allows me to convey my appreciation of peace and hope to my audience.  

    

 

    

 

    

                                                                                                                                                       



    

楊平猷生命中的兩件事──佛法與雕塑 

2013 年 楊平猷台北師範畢業五十週年紀念 給同班同學的一封信 

楊平猷，要不是這幾年(約 2006)來，開始參與加州的社團活動，需要中文名字的話，可能

連他自己都忘記這是誰了。二十幾年來，都用 Tomi Yang，朋友親戚只這樣呼他，寫文章

時則常自稱木匠。 

著有，木匠的日記 木匠的論壇 木匠說故事 木匠詩集。其中 ［從三界四食的角度來欣

賞先師楊英風教授］一文，在楊英風的國際會議上發表，網站上可以找到。所有的論著，

都跟改變自己的生命的品質有關。目前正進行旅美鄉情藝術家專訪，陸續發表在當地［太

平洋時報］上，並準備成册專書出版。  

楊平猷，一九四三年生於台中縣清水鎮。依命算家的說法，他命帶文昌與華蓋，不僧則

道。資質聰明有藝文天才，註定與佛道及藝術脫離不了關係。他一生的經歷也果真如此。  

從他的記憶裏，三歲在牆上塗鴉時，就能找出如阿拉伯彎刀的一筆，還天天自我欣賞，稱

讚線條美妙。               

進小學後，美術比賽總得第一。五年級時，即每天被美術老師帶到校外，背著畫具，作水

彩寫生練習，直到六年級因為升學，被母親制止。              

初中一年級，從同學處借來台中陳克元畫室鋼筆畫函授的講義，不斷自我練習，奠定了

優美筆觸的基礎。從雕塑作品刻痕或木刻上電鉅切痕，都可以感受到作品中的軌跡上所

表現的力道與美感。  

同時，在 [清中畫室] 紀有權 (杭州藝專) 老師的帶領下，也學到了配色的善巧，只要一

看，就能配出非常接近的色澤。 

一九五九年，考入台北師範學校藝術科，在級任周瑛老師的特別指導下，專攻素描。周



老師是福建師範學校畢業，在北師任教多年，培育知名藝術家滿台灣。素描，水彩，版

畫是他的專長，也得到國家各界的肯定。   

北師最重要的是以愛的教育方式，學習文化的傳承。在周瑛老師這種教育方式引導下，

改變了楊平猷農村個體與自卑思惟模式，師生同學間群體生活建立的個人與團隊自信， 

同學間相互評比逼迫與鼓舞激勵，全班同學突飛猛進，楊平猷也立下藝術著力的實質基

礎。在往後的整體生崖中，不論藝術上或生活態度上，有著決定性的方向轉折點。  

拿著周老師給他素描教室的鑰匙，得以夜間逃睡加班。同時得到大哥楊加猷的資助與鼓

勵。大哥給他余光中的梵谷傳，令他對藝術的嚮往堅定不移，並對藝術家熱愛生命的氣

質，有初步的認識。透過叔公楊肇嘉推薦與好友吳木星的引領，又在李石樵教授的畫室

學習，學得下筆更加準確與肯定。後又在大哥的好友工業設計家王練登教授的額外指導

靜物素描，學習單色處理多元光色間明度與彩度的調配與掌握。同時了解物物之間相互

的關係的必然性，這些成果最後又得到周老師的認可總結。  

有一次 在台灣藝術館，李德老師的素描展裏，看到李老師對畫面整體氛圍的處理方式  

大為吃驚。拜訪了一次之後，雖然沒有直接就教，背後多時的模仿與練習也受很大的影     

響，幾年後再見面，也得到他的認同，算是他的學生。  

在北師三年中，吳承燕老師座下，也學中國水墨畫。但比起素描，他對中國畫與水彩軟

性的毛筆自嘆力不從心。   

當時台北師範圖書館，藏書很多。其中武術與中國歷代文仕畫家的傳記思想語錄，是他

的最愛。尤其畫馬韓幹的 [大自然就是我的老師 ] 。與謝赫六法中  [氣韻生動] 的論說  

這樣濃厚的道家思想對他影響最深。即使是素描，他對大自然一粒水果一個杯子的虛心

學習。對整體架構，氣韻氛圍的掌握，都與這些思想有關。甚至他對生命觀點，人格的



塑造也在這種勳習中逐漸建立。   

一九六三年，北師第三年，看到楊英風教授在歷史博物館的雕塑展，令他開了眼界。發

願有朝一日，一定要學雕塑。 

一個高中生年齡的青年，三年中，過著多采多姿浪漫而充實有意義的生活，現在想來都

會發笑，也感恩全校師生共同營造的一切。  

北師畢業後，三年教書生涯中，對華夏百家思想也發費了不少時光去研讀。  

一九六六年考入板橋國立藝專藝術科。次年，一年級的下學期，楊英風教授從義大利回

國。在他南海路的門口製作土地改革紀念館的浮雕。有幸得到好友吳木星傳來的情報，

並設計路過參觀，蹲下來就幫忙。依傳統禮俗，成為入室的學徒。一幫就是十年。當然，

配合了藝專雕塑組的學歷，一生就和雕塑綁在一起。 

在楊英風教授的指導下，接觸各種不同的材料，技術的學習是自由發揮。生命的品質與

思想的確立，才是教育的重點。因為沒有特定的技術，所以在楊平猷的雕塑生涯裏，沒

又固定素材與技法，拿到甚麼材料就用什麼。運用當地出產，當下可得的材料，自由發

揮其特性，淋漓盡致。這和時下許多藝術家刻意取用別人不曾用過的材料的 [獨創] 理念

不同。  

楊教授留學義大利時，曾在義大利銅章藝術家球波勒門下，學得古典銅章製造法。這一

門技法在台灣，楊平猷有幸得到獨傳。他的浮雕，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在楊英風的呦呦藝苑裏  [天人合一] 不執取己見，把自己容入環境中的教化外，還給了

楊平猷一位老師--愛新覺羅毓鈞。毓老師是清末禮親王。是台大政大的文史哲教授。其中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樣的頂天立地的思想，在往後楊平猷的佛教八正道生活中，

有相當的幫助。    



說起楊平猷的佛教養成，應該追溯到十三四歲。當時他母親四十幾歲，更年期後，自認

為身體乾淨了。皈依法師，持齋誦經聽經。這些他都耳濡目染。問題是母親不懂漢學，

拿著經本問遍了清水漢學耆老，不得其解。作為兒子的他，剛好找到一本蔣介石轉進台

灣前，上海商務書局出版的［中華大辭典］。這本書不是ㄅㄆㄇㄈ拼音，而是用上下兩字  

各取上下音陰陽上去來切。適合所有中國各省各地的官方語言。也適合閩南漢音。在幫

忙母親的同時，自己也熟習了［普門品］［彌陀經］［金剛經］等。又陪母親到處聽經，

經論的解讀有一些認識。   

稍長，離家求學時，這些當然擺在一邊。但種下的道因  卻不知不覺地在成長。畫畫雕

塑時，全神專注的習慣與追憶影像的訓練，剛好相同於禪定 [取] 相培育的過程。造就了

日後禪定的基礎。追求畫面的整體性與平衡感也和四念住的觀心法門與覺知訓練相去不

遠。十七歲時，曾有醺醺然與神同在，自然入定的經驗。整整數天陶醉其中。有一次，

手接毓老師給他傅心畬教受的心經觀音圖像時，令他三月(非三日)不知肉味的身心離繫狀

態。這都在發心修習正法之前所發生。當初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在往後禪修有所認知

後才記憶起來。 

一九七九年來美之前，在友人的鼓勵與幫助下，皈依了台南悟光法師。修習東密 。從此

禪修不斷。也認識了共修的重要性。 

一九八一年親近了印海法師與常明法師及南加州諸山長老。言教身教受益良多。在顯如

慈田張大卿等善知識的循循善導下，改讀印順法師的［佛法槪論］ ［佛陀的啟示］等書。  

也研讀了 [阿含經典] ，南北傳諸大師的語錄著作與修行心要。更在(老)法印寺地下室跟

印海法師學習呼吸，中止了持咒。但如意輪本尊的法願仍然存藏在心。   



[清靜道論] 的研讀 (印海法師指導) 與實習。並在張大卿老師的指導下，更得到法義清

楚肯定。其後帶著[呼吸觀]的修習，在工作中即是出坡修行的自我練習，建立了［自依止

法依止］的四念住基礎。在苦難的洪流發生時，能 [ 以己為洲以法為洲 ]  讓正念現前。

在自己建立的沙洲上不被洪流所沖倒。從中經驗了七覺知 (七菩提分) ，確立了八正道 

（八功德水）。 

二零零三年起，參訪了內觀中心，學習葛印卡老師的內關禪法。   

二零零五年起，親近了法鼓山，學習默照與話頭禪法。在聖嚴法師及諸法師與師兄弟的

言教與身教中，獲益良多。   

從此確立了漢傳南傳等禪法的共同性，都是”心”的認知與運作的善巧，印順長老說 

［靜思十方諸佛，諦了一切唯心］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見 浮雕)。  

在這多年的學習過程中，體驗了身心五蘊中，認識色受想行識的分別狀態，與其中的相

互依存性。並體驗了這五蘊剎那生滅的因果關係，與心識變化的不可捕捉性。也感知了

十二緣起中所說的［無明緣行］，那種由於內心潛藏欲愛所開展出來的能量。與它對世間

影響的可怕性。這些體驗都和論書 [阿毗達摩] 與 [清靜道論] 所說的相吻合。毗ㄆ一ˊ  

尤其近幾年，看到自己生生世世，日又一日的，一直拷貝自己所欲所求所厭的生活模式  

輪迴不已。對此深感慚愧不安，只有一心向佛，才是正道。 

他在上面的最後幾小段所描述的，都是佛教的名詞。既陌生又生澀。不是我們這些門外

人仕所容易理解。但是，我們可以理解跟他的生命有關。他以雕塑的方式來具體表達。   

二零一三，七十歲。適逢北師畢業五十年，反觀思惟，雖沒有光鮮耀眼，但，這一生沒

有白走。滿足，無有後悔。死，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