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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榮一生創作大壁畫幅度的大型油畫作品近廿

幅，最大為目前懸掛於台大醫院大廳的〈生之源〉

（900×600cm），有三層樓高、兩個店面寬，和懸

掛林口長庚醫學院圖書館的〈癌症的征服〉，橫

長900公分、高600公分，其他皆有20英呎（600cm）

長、高5英呎（152.4cm）左右，都展示在台灣及紐

約各大醫院、醫學院及台灣衛生署研究中心。最近

參觀羅馬梵蒂岡教堂，仰望那些巨幅掛毯，覺得

〈生之源〉的幅度和氣勢，比之毫無遜色，而其色

調、畫風和含義更為深遠，是現代的、活的，可以

追溯到遠古時代，也可以前瞻未來。因為〈生之

源〉以深藍的太空襯底，呼喚人仰望全宇宙，然後

看到頂點一個開口，又像天窗，豁然打開，造物主

將手一揮，送出一群天馬，三個小天使（或人類幼

苗），更灑出四項生命的泉源——科技創造、分子

成長、胚胎孕育和人類文明的累積。請再細看畫中

最引人注目的美麗側臉，她閉著雙眼，似在冥想思

索；高貴的頭飾，不再是寫實的珍珠寶石，而如新

娘嫁紗似的頭巾和長袍都在隨風飛揚。台灣的水

牛、水田、廟宇、幽幽地出現在紗巾和長服上。

　初看的時候，好像整幅畫是靜止的，但是端詳得

愈久，愈發感受到畫中的形象舞動起來。譬如，造

撰文．圖版提供／黃春英

生命之喜悅
憶陳家榮繪畫的浪漫視野

物主送出的天

馬、小天使（人

類幼苗）一直不

停地在飛馳，穿

過人類歷史，從

古至今，從天上

至地面（如義大

利文藝復興時代

的畫家，米開朗

基羅、拉斐爾、

達文西等畫天使

下凡），由上至

下，由遠而近。

同時，我們也可

以把天馬和孩子

們的奔跑飛馳象

徵人的一生，由

生到老，還伴隨

著音樂。然後，

在瀕臨死亡的時

候，做何種選擇

呢？無神論者把

骨灰分散在大地

或海洋，呱呱墜

地，再回歸大

地。信徒則祈求

能回到上帝懷裡

或上西天，或也

可能有人相信太

空船能載著他去

尋找永生之處。

即使看似最沒

有動靜的畫面左邊，那一連串零零碎碎的小東西、

派克人（PacMan）也都開始變成機器人似地活動起

來。而整個畫面看來，正中央是一個巨人的形象，

國王或皇后、普通人或上帝，他正面看你，或左右

擺動，如果這個巨人提起一隻手，整個宇宙也會旋

動起來。這就是陳家榮作品的特色。他利用古今中

外各種畫風理論，遠近法、層次交錯法、古典寫

實、或神祕浪漫、立體分割或超寫實手法，全熔於

一爐。

　〈生之源〉成功地展示陳家榮對生命的禮讚。這

是屬於他的「生命」系列創作的總結篇，是從一個

懸壺濟世超過四十年的醫師的觀點，去詮釋人生活

在世所經歷的生老病死，並以鮮活美麗的色彩繪出

造物主創造天地的宏大景光，激發觀者以喜悅的心

情去面對，更以尊嚴的態度在過完一生後如何追求

永生。

陳家榮　生之源（「生命」系列）　1988　油彩畫布　900×600cm（目前懸掛台大醫院大廳）

陳家榮　台北橋　1963　水彩畫紙　15.5×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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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生命」系

列只是他的繪畫創

作的一部分，是他

的史詩，他的大塊

文章。說真的，大

家最喜歡的作品是

陳家榮初臨紐約市

時畫的那些作品，

是那時，他不須思

考，隨手挑來，急

急揮灑，豁然出現

的美麗造形；那些

朦朦朧朧、似有似

無的景色，輕步起

舞的小女孩，甜美

溫馨的母與子，色

彩鮮明的情人，或

是引發鄉愁的台灣

美景，他可以用水

彩或粉彩，隨興所

至。大學時代起至

他得病止（約在70

歲），他的創作量

極為豐富，若加上

小品及素描，必有

數千件（詳細數目

還未整理出來）。

假如依照創作年

代，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分為幾個創作時期：

　（一）大學時代的水彩寫生、醫學院綠野社時

期，從寫實到抽象的探索。（二）紐約生活初期

（1967至1975年在曼哈頓藝術與古董中心舉行個展

止），他研究如何把動態表達出來。這段時間，

他參觀美術館，看大師們的原作。（三）從1975至

1984年，是他努力作畫並參加美國畫社的公開比

賽，以建立資歷的一段時期。1975年在新成立的紐

約藝術中心舉行一個月的個展，獲得名收藏家羅

勃．史考特（Robert Scull），以及許多專業畫廊和

畫家的肯定，使他決心走入繪畫這條路。但是他並

沒有放棄他的醫業，他四十年如一日，每週到醫

院工作四十個小時，從1987年開始又每週一、三、

五、六還在台灣同鄉聚居的法拉盛（Flushing）和黎

各公園（Rego Park）開私人診所，故每週工作量增

加為六十小時，是最受歡迎的醫師之一。他唯一放

棄的是在醫學上的研究工作。（四）1984年夏天，

他在紐約聖若望大學舉行三個月長的個展，畫展中

展出兩幅大型油畫〈生命〉和〈故鄉〉，各長33英

呎（1023cm）、高5英呎（155cm），及五十幅中、

小幅粉彩畫和水彩畫，是以故鄉台灣為主題，稱為

「台灣組曲」。9月回台北，在阿波羅畫廊舉行首

次回台個展。兩處都得到空前的成功，陳家榮的繪

畫前程，又呈現另一番景象。因為，當時台大醫學

院開始整建，整建委員會由當時台大的數名大教授

組成，如李鎮源教授、前院長楊思標、前院長林國

勝等一行人，他們到歐洲各國的著名建築物參觀，

結論是所有著名建築物都有藝術品裝飾。當時的紐

約區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黃錦棠教授，趁機帶領

委員會委員，到聖若望大學參觀家榮的畫展。家榮

的畫名早在台大醫學院傳開，也贈送過好幾張畫給

母校，只是都消失了。這一來，由黃錦棠醫師作保

證，正式和院長楊思標及院長林國勝約定，由陳家

榮為母校新建築作裝飾。所以1984年是陳家榮繪畫

事業的重要里程碑。（五）1984年之後，他要把宇

宙萬物包容在畫面上，作品本身要有自己的生命，

時間、空間都要

掌握。他開始在

自家車庫前的

跑道上舖上畫

布，要多大有多

大。醫學院基

礎大樓大廳兩

面的牆壁，沒

有問題，讓我

們設想一幅是5

英呎（155cm）

高， 2 4 0英吋

（600cm）長，

沒問題，就開始

打稿作畫吧！還

邀請在紐約大學

就讀電影課的研

究生來拍紀錄片

呢！1985年〈疾

病〉和〈疾病之

征服〉兩幅大畫

正式掛上醫學院

基礎大樓正門大

廳兩側，接著他

還畫高雄醫學

院的〈熱帶醫

學〉，中部秀傳

醫院的〈追求理

想〉。然後於1988年著手畫台大醫院的〈生之源〉

和長庚醫學院的〈癌症的征服〉，900公分高、600

公分寬，也沒有問題，一卷畫布不夠寬，就把兩卷

畫布接起來吧！1994年再為台灣衛生署衛生研究中

心畫三幅「再生」系列作品。1996年贈送並永遠展

示〈新生命〉大畫於紐約愛姆斯特醫院（Elmhurst 

Hospital）。他還有〈鑽石的遠景〉、〈醫學與哲

學〉等作品，正在尋找適合的場地陳列。

　在創作「生命」系列大油畫之前，陳家榮畫的都

是身邊的人與物，可以分為「情人」系列、「母

與子」系列、「小女孩」系列、「花之夢」系列、

「台灣組曲」系列、「太空」系列、「音樂」系

陳家榮　瓶花中的情人（「情人／花之夢」系列）　1985　粉彩畫紙　102×76cm 陳家榮　母親、嬰兒、紅馬　1986　粉彩畫紙　63.5×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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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室友陳瑜懿看到台大美術社召募新會員時，馬

上邀我一起去參加。我們剛到當年還存在的、靠近

校門口的臨時教室去聚會，忽然間一群人推了一個

小個子戴眼鏡的男生上台，不久宣布他是新會長。

我正感覺有些莫名其妙，報名單就傳到我前面，有

人催著我趕快填寫，原來那是那人答應當新會長的

條件。我這下慘啦！不但每次畫維納斯的石膏像

時，都沒機會自己完成，常被塗改成陳家榮的作

品，而且要把石膏像抱回自己宿舍保管。

　在台大美術社，自然地，我很快就認出這位同

鄉，而他卻一點印象也沒有。每次提到澎湖，他只

記得，太陽好大，他爸爸提著一頂大傘，白光光的

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台大美術社每年會員展，展

出四十幅畫左右，常常半數是他的作品，而且較好

的作品我進前一看就有他的簽名，這般地四年累積

至少也有七、八十幅作品。加入綠野社五年，當兵

一年，再回到台大醫院當實習醫生一年、住院醫生

一年，到底畫了多少作品，我沒有詳細追問，據他

說都被朋友拿走了，只看到一張紙條「我們替你保

管」。台大美術社的作品大都是水彩寫生。綠野社

列、「紐約」系列等。從這些系列作品，可以看出

他的繪畫創作，和他本身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雖

然他在入學之前，即被視為天才兒童，但是大學之

前的作品卻沒有存留。我還有幸，看到他小學一年

級時，用紅藍粉筆在黑板上畫的一隻公雞和一隻老

虎，不過那時我並不覺得怎麼樣。原因是這樣的，

他和我同是澎湖人，祖籍是澎湖縣西嶼鄉，我家在

小池角的下寮，他家在大池角。小池角是西嶼鄉的

文物中心，大池角在邊沿。我於六、七歲時隨家人

回到澎湖老家，到上完初中二年級後，全家再移居

高雄市，我是個說話不帶澎湖口音、不敢和同學說

台灣話的澎湖孩子。家榮則和家人一直住在雲林縣

的斗六和斗南，只在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曾經回

澎湖老家住一小陣子。雖然如此，他在澎湖卻也留

下一些深刻的印象。記得一年級的某天，我們甲班

的級任導師說：「乙班有一位天才兒童，我們請他

來畫畫給我們看。」一個個子小小的男童，從右邊

門口走進來，走到黑板前，拿起為他準備好的紅、

藍粉筆，很快地畫了一隻公雞、一隻老虎，然後轉

身就走了。

　家榮和我正式認識是在台大美術社。1958年，我

從高雄女中考入台大外文系，家榮從台中一中保

送台大醫科。我們家原有藝術淵源，二叔黃清埕是

留日雕塑作品入選帝展的名雕塑家，三叔黃清溪取

得日本醫學校的藥劑師專聘，一生卻以教小提琴為

生，也做過高雄市交響樂團團長，並且他也舉行過

畫展。父親雖沒有展示藝術天分，但寫得一手漂亮

的毛筆字，且會吟詩，喜歡寫春聯。至於我們家姊

妹六人，雖然喜歡聽故事，愛看小說勝於愛畫畫，

卻都是班上的美術比賽的代表，負責壁報刊頭。所

時代的創作可能開始用油彩，並嘗試畫抽象畫，或

可稱為半抽象，因為他保留了一幅叫做〈夢〉的油

畫，可以類推，有些意念。台大當年沒有美術系，

台大美術社及綠野社，依慣例，皆從師大藝術系邀

請教授去指導，他說他和同學蘇武雄是唯一拒絕被

教授修改的，也從未私下拜師學習。事實上，指導

教授們對家榮也都相當客氣，好像是馬白水教授

吧，說他的畫和別人的不同，他的畫中有空氣在流

動，可以感覺到人的氣息。他的學習方法似乎是從

名家畫冊揣摩。有人說他的寫生作品像藍蔭鼎的畫

風，他生氣了，便把筆觸拓寬，去學習法國印象畫

派。

　1967年夏末，他到紐約接受進一步的醫學訓練，

並於翌年結婚。生活與視野的轉變，紐約市及附近

各大城如華盛頓DC、費城、波士頓等各大美術館

豐富的藝術寶藏，古今中外各位大師的原作，給他

的創作注入新活力。他的色彩變得鮮豔，他要在畫

中加入動態。記得有天去洛克斐勒廣場看人溜冰，

回來他就以不透明水彩畫一對穿紅、藍色衣服的男

女小孩在溜冰。穿紅衣服的小女孩，有金頭髮，所陳家榮　暴風　1985　鋼筆　46×61cm

陳家榮　情人　1996　油彩畫布　127×94cm 陳家榮　初舞　1984　粉彩畫紙　63.5×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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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幅畫就由藍、紅、白的塊狀，加上那麼一小塊

金黃色調，構成一幅有韻律感的小畫。我說小畫是

名副其實的小畫，因為他從台灣坐飛機來美國，身

邊帶了一本55公分、高41公分寬的水彩畫紙、一盒

不透明水彩、一隻毛筆，及一盒日本製的櫻花牌油

質粉彩。有一天，他在醫院工作時，身體不舒服，

發燒，請假回家。到家時，把剩下的一張水彩畫

紙，剪成四張，其中一張畫〈情人〉。這畫目前還

掛在廚房飯桌旁，也是大塊的紅色、藍色和黃色組

成，男女兩人合用一張臉，成為他的註冊商標。第

二張畫瓶花，第三張畫風景，第四張就是畫這對溜

冰的小孩子。後來他用油質粉彩畫一對少年少女共

舞的畫。有些糢糊，但卻愈看愈美的臉容，輕步慢

舞的妙姿，男舞伴總是躲在背後當陪襯。女孩穿紅

色衣服鑲著白邊，男孩常是穿著藍色衣服，色調由

深變淡，形成一種動力。他再以粉彩畫同一主題

〈初舞〉參加美國粉彩學會的公開比賽（繼〈倆姊

妹〉之後），再次入選；第三次，以〈大提琴〉入

選後，成為全會員（Full Member）。

　自從兒子出生以後，他開始畫母親和嬰兒各種不

同的造形，看著兒子每日都在成長，嬰兒的造形也

在改變、擴張、變動。女兒們出生後，從嬰兒，變

成小女孩在溜冰、跳舞、學琴、加入交響樂團，

畫面愈來愈複雜，創作的方法也就隨之改變。色調

的變化不足於描繪，多層面的交錯重疊是必須的。

他的粉彩畫不再止於雷丹（Redon）的瓶花，他發

現一種膠著劑可以固定粉彩，固定了粉彩的顆粒之

後，他可以再添加另一層色彩，營造另一個空間和

層次。所以從〈初舞〉到〈倆姊妹〉，再到〈音樂

課〉，再到〈律動〉，他可以無止境地向前推動。

這就是陳家榮的創造力。是的，這個世界，不只有

單細胞，有千萬個細胞，千千、億億萬個細胞，無

休無止。陳家榮要把整個宇宙放在畫面上。他不只

望向太空，他還要從太空望下來，他常作夢，在

太空做逍遙遊。夢中也常回到幼時的故鄉，他的

「根」，那浮蓋著一層煙雨，令人愁思的片片水

田、那深藏林中的廟宇、那投入泥水中的水牛、那

些忽然躍出紙上的武打布袋戲將⋯⋯啊！遠去啦！

是不是只一場夢！

　1996年以後，他把注意力轉向紐約。從1991年

起，家榮和我開始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音樂

會，提拔台灣來紐約就讀的年輕音樂家，讓他們有

機會在著名的音樂廳表演。他設計音樂會海報，畫

音樂系列作品。太空船到火星也吸引了他的想像

力。九一一事件更是一大震撼，初到紐約時，紐約

所代表的熱鬧、希望與憧憬，忽然被挑戰、被威

脅，粉紅金黃充滿陽光的高樓大廈，變成灰色的墳

場，讓時間來恢復信心吧！要寄望的是下一代，兒

子與女兒的婚禮，孫子與孫女的誕生。冬天到了，

前年冬天，雪下得很深，他木乃伊似地被包裹著，

從哥大醫院讓救護車送到療養院，該去就去吧！他

沒有留戀，不再等待到另一個雪深的日子，夢一般

地，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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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榮作品的評語

　在1985年黃玉珊所製作的陳家榮紀錄片裡，陳家榮說：「一個人，有夢的生活，有白天的生活，夢給人

一種靈視，有人以為夢才是真的，而白日的生活是夢。我認為夢和白日的生活沒有界限。⋯⋯做為一個醫

生，我希望對病人的生命能有一些控制；做為一個畫家，我要成就「永恆」。1984年是我離開台灣以後第

一次回去，我畫一套「台灣組曲」，離開台灣愈遠，似乎看得愈清楚。我在想離開台灣這十七年，我做了

些什麼？十七年很短就過去，因為我畫台灣，我才發現「根」是很重要的，深植人心，是十分真誠的，所

以此後我常畫台灣。」

　紐約布魯克林腦神經科醫生，尼爾．柏林納（Dr. Neil Berliner）認為，陳家榮醫生是位人道主義者，對

於病人極為關懷，極敬佩他的專業知識和幽默感。

　紐約聖若望大學美術系主任馬內達博士（Dr. Edward J. Manetta）說，陳家榮醫生對於色彩的採用和

掌握光亮的敏感度，令人佩服。他的畫所表達的，能激發觀眾感受到這個世界所無法看到的美。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及《藝術新聞》雜誌（ARTnews）藝評家傑拉德．海格提（Gerard Haggerty）於

1999年對陳家榮的畫作如下描寫：

　「陳家榮所表達的世界不能只限定地說正在展開。他所創造的世界和將要了解的世界都需要思考。我們

看得愈久，愈能發現空間的關係在轉變，涵義也開始變化；黑暗的地方好像在發亮，而空洞的變成實體。

一分鐘前，看到的是一堵牆，現在卻變成一個窗口。霎一霎眼睛，一個拱門就變成一個圓柱。

　粉彩適合陳家榮的捉摸不著的藝術，就像一隻蝴蝶羽毛上的纖細光亮的塵埃，這媒介的脆弱之美，暗示

著，沒有任何東西是確定的，只有瞬間。

　這些作品使抽象和具象之間的界線模糊了，正因為這位畫家是著名的腦神經科醫生，不得不使我們想到

一個疑問：到底收視神經和感視神經有沒有分界。在哪一刻，我們的視神經停止作用，而腦神經開始活動

呢？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和我們所預先察覺的東西，分別在哪裡？我們能把舞者和舞蹈分開來嗎？」

　余光中的書《聽聽那冷雨》，第八十頁，談論羅青的現代詩，寫道：「在羅青的詩中，意象與意念，互為

表裡，開始的時候，表是表，裡是裡，猶判然可分，等到虛實之間，幾經換位，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已

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終於亦虛亦實，表裡融成一片，不復可分了。這種移形換位、陰陽交錯的手法，

令我想起綜合的立體主義和變形時期的畢卡索。」這一段話用來形容陳家榮的畫最適合了。（整理／寧馨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