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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引言：藝術啟蒙

回想起我的創作生活，已有五十餘年的歷程
了。如果由最早探索水墨創作開始回顧，又不
能不從童年回憶尋根問底。

1942 年，我岀生於廣東省番禺縣三善村。村
口有鰲山古廟群，是《番禺縣誌》中記載的名
勝。大小廟宇中有祖父靳耀生的灰塑工藝手
跡。他是有「灰塑狀元」美譽的工藝師，退休
在家作畫寫字刻印，令我與二弟杰強耳濡目
染，愛好繪事，想不到日後我倆都成為水墨
畫家。

1957 年的暑假，我只修完初中二年級學業，
移居香港，與父母幼弟們團聚。但為幫助家
計，投身為學徒，任職裁縫師共十年。面對逆
境，我一度迷失方向，將藝術理想埋葬。幸好
我沒有放棄自己，努力自修，培養文藝志趣，
以偉大的藝術家為榜樣，決意灌溉心中之藝術
幼芽，不怕困難地追尋畫家夢想。

1964 年，伯父微天得悉侄兒要學畫，收我入
門下為徒。從素描打基礎，一週一課，半年後
我已轉修習水彩畫。靳氏水彩享有盛譽，以
嶺南畫派沒骨法融合西洋水彩技法開創獨特風
格。我不滿足於承傳師法，在課餘工餘勤奮練
習，自覺求異。在短短的兩年內，我在青年畫
友聯展中嶄露頭角，初嘗畫作受購藏的喜悅。

那兩載踏足藝術的門檻，我的學習熱情高漲，
同時自覺必須請益多師，爭取接觸更廣更多的
藝術知識，追隨更多名師學藝。我經常閱讀書
刊，參觀展覽，希望遇到自己心儀的畫家拜師
習畫。

番禺縣三善村口的鰲山古廟群

靳耀生的壁畫灰塑工藝現存於報恩祠簷下

祖父生前沒有將自己的藝術傳授予子孫。他只
是讓我們兄弟倆快樂地臨摹線裝《介子園畫
譜》，還遠道往市橋鎮買回山水圖冊，贈小孫
兒學習。他把兩顆藝術種子植入我倆的心中。

1953 年，我離鄉到廣州市求學，畢業於太優
小學，修業於廣州市第十三中學；品學良好而
優於文藝，屢獲美術獎項。我萌生了做畫家的
夢想。

靳埭強素描習作 （1965）

靳埭強水彩畫 （1966）

靳埭強水彩畫 （1968）



1966 年，我在王無邪個人畫展中聆聽他親身
導賞，非常欣賞他的現代派畫作。王氏是香港
196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畫會「中元畫會」的
成員。他剛在美國修讀藝術與設計學成回港，
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開班，正在招收學
生。我馬上報名選修他親自任教的色彩學和立
體設計基礎兩個課程。想不到這三個月裏，修
習二十四節的課程，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希望追隨王老師習畫，而他教的是設計基
礎。本來對「設計」一無所知的我，受王氏傳
授包豪斯思想、三大構成美學基礎的啟導，令
我走上了設計的不歸路！

1967 年，由一位設計班的好同學呂立勛推
薦，我進入玉屋百貨公司任設計師一職。這使
我告別十載洋服裁縫生涯，轉向前景不明，開
拓香港設計荒原的歷程。我喜歡王無邪老師的
藝術理念，繼續修讀他策劃的香港首個現代設
計專業文憑課程，追隨更多不同學科的老師學
習設計和藝術的知識。那年，我認識了王氏的
水墨畫老師呂壽琨，也報讀了他在香港中文
大學校外進修部的水墨基礎課程，成為他的
學生。

兩三年間，我的探索是多元的，不分中西， 
繪畫、雕塑、版畫、實驗描繪⋯⋯積極尋覓
新路，開啟水墨創作的序幕。

王無邪著《平面設計原理》封面 靳埭強設計

《調》實驗素描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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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我選修呂壽琨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
校外進修部執教的水墨畫基礎課程。這是一個
每週一課，共十二課的學科，聽課學生眾多。

呂壽琨是著名的香港水墨畫家，1919 年生於
廣東省廣州市。父親呂燦銘是位畫家，使他自
幼研習傳統國畫。1948 年移居香港，工餘勤
於繪事，力求新意，並用功研習畫史畫論，
1957 年岀版《國畫的研究》一書，盡顯對中
國繪畫的熱愛。他以開放的態度接觸西方藝術
新思潮，探索以半抽象及抽象畫融入水墨畫的
創新。1959年起多次在美國、英國舉行個展，
獲得好評。1962 年，呂氏受香港博物美術館
（現為香港藝術館）委任為名譽顧問。

呂氏授課情理兼重，令青年學生深受啟發，大
膽實驗，探索創新。他以點、線、面、肌理等
代替梅、蘭、竹、菊，做基礎水墨技法練習，
用自主思維誘發新意。我剛學習王無邪的設計
基礎構成課，更易心領神會。然而僅僅十餘份
功課，當然不可能掌握水墨畫的基本技法，但
已引起我對水墨畫濃厚的興趣。

《水墨習作》（ 1967年）

當年我學習繪畫和設計都很勤奮，每個習題都
盡量多做。老師會逐一評論，分析比較，讓同
學們從中懂得思辨，追求進步。

這幅《水墨習作》是我至今還留下來的其中一
幅功課。我已記不起呂壽琨老師當時怎樣評析
這件習作。然而，我每次看它還是很喜愛，當
我捐贈一組水墨習作給香港文化博物館時，也
特別把它留下來，珍而重之。

這個課題是擦染練習。老師要求學生運用不同
的毛筆，濃淡乾濕的水墨，在宣紙上探索筆墨
的肌理變化。我以面的構成原理，正方作基本
形，重覆骨格編排岀菱方覆疊的畫面，十五個
方形呈現岀各自不同的肌理，輕重深淺的墨色
以躍動的節奏，譜成生動的韻律。我很自然地
將剛學到的包豪斯理性美學，運用在中國水墨
媒材中。呂壽琨老師的教學方法，成功予我自
主創新的空間。《水墨習作》於我的水墨創作
歷程上，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 

課程完結之後，我馬上報讀呂氏另一水墨課
程：中國繪畫史，繼續研習水墨創作。

《水墨習作》（1967） 水墨紙本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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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壽琨的中國繪畫史課程是從中國文化與哲學
思想，分析歷代中國繪畫的發展，對不同朝代
的繪畫風格、古人用筆用墨的特點，都有精闢
的分析。他更重視畫法畫理的研討，對「六
法」作深入淺出的詮釋，對石濤「一畫論」的
解讀與及對畫品意境的推崇，身體力行，以誠
明理，法自我立。

呂氏授課鮮有示範，批評以老師畫稿為範本臨
摹練習的教學方式，亦從不修改學生的習作。
他愛用批判性的評述，引導學生明辨是非。
我非常慶幸遇到這樣的老師，他的教導終生
受用。

在這個課程中，呂壽琨常鼓勵學生臨寫古畫，
尤其是荊、關、董、巨、范寬和李成等名跡
（當然只是畫集中的印刷品），還給我們觀賞他
自己的臨本，分享心得。當年，我已開始了設
計師的忙碌生活，工餘還進修多種學科，功課
頗多；加上自己年輕、性格反叛，追逐時尚，
嚮往現代藝術潮流，多方面嘗試西方媒材的創
作，沒有認真地完成那些巨匠經典名作的摹寫
功課。

我在這段日子裏，放下了水彩畫筆，也未積極
投入水墨的創作，轉而熱衷於抽象的立體和平
面構成創作中。

1968 年，我的立體構成作品《進展》獲得
1970 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香港館雕塑設計
比賽首獎，以半工讀學生的身份，挑戰前輩藝
術家而獨佔鰲頭，成為佳話。

1969 年，我的丙烯膠彩布本平面構成作品
《構圖之二》，與及立體構成雕塑《作品一號》
和《作品二號》入選香港博物美術館主辦之
「香港當代藝術展」。這是香港官辦的公開藝
術比賽（「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的前身），
作品經專家評審後入選展岀，當年還未設獎
項。然而，對一位青年人來說，這已是一種榮
譽—獨以三件跨媒材作品同場展出，尤其
難得，使人注目。另一方面，展覽展出了不少
入選的水墨畫新秀作品，作者多是呂壽琨的學
生，呈現着一股新氣象！這使我更有嘗試水墨
創作的興趣了。

踏足設計行業後，我深受歐美流行文化的影
響，本來是欣賞貝多芬的古典音樂迷，卻轉而
熱愛披頭四（The Beatles）和嬉皮士（Hippie）
流行風尚。當年歐美現代藝術發展風起雲湧，
新流派急速更替，我不自覺地成為隔洋觀浪的
弄潮兒。1960年代是波普藝術（Pop Art）興
盛的時代，這個以流行文化、工商業文明與物
質消費主義為題的藝術運動，主導着國際藝
壇。工商業設計廣告美術變成了藝術家們歌頌
的對象，身為設計師的我自然非常着迷。

《進展》（1968）　雕塑模型 《作品一號》（1969）　木材雕塑

《作品二號》（1969）　塑膠板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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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壽琨 
談水墨畫

波普水墨就這樣成為我水墨創作的起步點。身
在香港，歐美流行文化是遠洋輸入的消費；現
代藝術是隔着空間的仰望，只能從傳播媒體的
二手資料中窺看（我在 1970 年大阪萬國博覽
會美國館內，才首次觀賞到列位波普大師的真
跡原作）。工業文明的差距就更大了，香港街
道上可看見進口名車，但本土正處於家庭手工
業的年代。

1972年 6月 23日，「元道畫會」在香港大
會堂九樓演講室舉行「每月藝談」，由呂壽
琨老師主講「水墨畫的將來」。他從中國畫
和水墨畫的關係、水墨畫的定義，談到香港
水墨畫的根苗和將來的變化，有非常詳細的
思考和分析。

何謂水墨？中國水墨一詞，確立於八世紀唐代王維，主張水墨為上。當時
水墨的意思是：（一）對抗點線勾勒嚴謹而較多艷麗顏色的另一種風格，
主張是畫家精神思想的表現；（二）從墨與水的變化中產生另一種表現
形式。

「水墨」和「畫」的歷史定義既明，今日香港水墨畫的淵源亦由此而得基
本概念。水墨最直接的觸感是物料，其觀念的定義有三：

「一、是傳統觀念：從知性認識筆墨，注重骨法用筆和墨韻的觀念，以識
破識，求個人心性的發展而表現筆墨氣質。

二、是變化觀念：鼓勵個別的自由嘗試，及利用東西方經驗的觸發，轉變
為水墨肌理的探索。

三、是突破觀念：突破所有過去知識與經驗的範疇，大破大立。

物料的定義既明，使用物料必須經過技法，技法受畫家的控制，由理生
法。因此，使用物料技法的中樞，就是畫家的思想與精神⋯⋯亦是表現
於畫的內容之中心。

水墨畫的思想與精神：一是較傾向東方，特別是中國的，一是較傾向於
西方。兩者經畫家個別的接觸後，自定其混交或傾向，而獲得個人的
『適』，表現於具有個人性的水墨作品，就是水墨畫。

關於水墨作品，就這一次當代藝術展（1972）中，梁巨廷先生的作品，
將水墨物料突破另一種表現形式。王無邪先生的畫，是從倪雲林或漸江的
山水觸發而成⋯⋯靳埭強先生採用水墨而和入發光色彩，運用設計觀念
⋯⋯以上各種各種的畫，是屬於水墨畫？抑或稱為『繪畫』？這只有由畫
家自己去決定⋯⋯水墨畫將來所需要的是諸家鼎立，百花齊放。」

—節錄自元道畫會「每月藝談」呂壽琨講話，1972年。

《階》（1969）水墨與水質顏料紙本
180 x 89厘米

香港 M+視覺文化博物館藏品

《構圖》（1969） 塑膠彩布本

《階》（ 1989年）
水墨創作的第一步，我選擇了交通工具作題
材，不是對物質文明的推崇，更似是對城市生
活的反思。《階》的畫面還是存在着平面構成
的理性結構，與解構了車的殘像混雜在不合理
的空間中。這作品運用水墨、水彩、螢光彩和
宣紙等混合材料創作，沒半點中國傳統的承
傳。我沒有想過這是否可以稱為一幅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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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對我來說是豐盛的一年。我不但第
一次走岀國門，到日本參觀大阪萬國博覽會，
親睹波普大師們的新作，還在各國展館和主題
區的世界美術館中，看到來自各地的藝術珍
藏：傳統的、現代的，都是最有代表性、最高
水準的畫作，包括有梵高、畢加索、梁楷、
呂壽琨⋯⋯我的獲獎作品（香港館職員服裝）
亦首次展現在國際舞台，第一套郵票在香港發
行，第一次踏上講台教授設計課，與人合創了
一所設計學校⋯⋯

更重要的是，香港博物美術館主辦「香港青年
藝術家展」，我成為被邀請參展的九位畫家之
一。每位藝術家選展一組水墨畫新作。這個展
覽在香港水墨畫發展史上有重要的意義。館方
策展理念清晰，選展的藝術家張樹生、張樹
新、徐子雄、周綠雲、梁巨廷、吳耀忠、譚志
成、汪弘輝和我，在 1969 年「香港當代藝術
展」都有突岀的表現。大家都曾經修讀中文大
學校外進修部的水墨課程，熱衷於新水墨畫創
作，深受呂壽琨老師新水墨理念的感召。展覽
就是個藝術家舞台，呈示了當年新水墨運動的
藝術家圖譜。

《宙》（ 1970年）

在 1970 年「香港青年藝術家展」我的選展作
品中，《宙》是最巨幅的紙本作品，需要兩張
六尺整幅宣紙拼合而成。回想當年一家六口居
住在公共屋邨的單位內，我沒有畫案，只在
「碌架床」上放入兩平方米的夾板，逐一繪製
而成。我用設計的手法先繪製小型、準確的鉛
筆草圖，構思一個容易左右分割的構圖，然後
分開放大繪寫。運用水墨之外，混合了水彩、
丙烯、螢光彩渲染與平塗賦彩，有平整的硬
邊，亦有混化書寫的肌理，形成具有強烈視覺
衝擊力的畫面。

我從汽車的題材着手，進入機械的內部，嘗試
以齒輪的圖象表現科技的動力。當時香港經
濟發展只是起步階段，屬於低科技的輕工業
時代，「四大工業」之一的手錶行業仍算是初
步發展階段。《宙》的畫題具有時間空間的想
像，意圖以微小探見宏大，恰如其分地與太空
時代對話。

展後，香港博物美術館購藏了這作品，是該館
珍藏我的第一幅水墨畫。我也滿懷信心地走進
了我的「波普水墨」年代。

《原》（ 1971年）
1971 年，香港博物美術館於英倫籌辦香港藝
術藏品選展，編製了《今日香港藝術》（Art 
Now Hong Kong）特輯，分成繪畫、水墨畫、
版畫與雕塑三種。我的《宙》獲選刊在繪畫特
輯中，和白連、鄺耀鼎、潘士超、王無邪四位
前輩一起。他們的作品都是油彩布本繪畫，只
有我的作品是水墨與水質顏料設色紙本。

同年，我還有機會應邀參加美國紐約市利洛尼
斯（Lee Nordness）畫廊主辦的「當代中國
水墨畫家展」。這是我第一次在西半球展岀作
品。一不離二、二不離三，這一年，我的畫作
分別在美國愛文斯菲（Evansville）博物館、
太平洋文化（Pasadena）博物館，還有國際
造型藝術家協會的亞洲巡迴展中展出。

1972 年，香港博物美術館再度主辦「當代香
港藝術展」，我有兩幅波普水墨作品入選，其
中《原》被購藏。經過兩三年努力創作，我用
自己的技法，漸漸成熟地繪出獨特的風格。題
材和意念一脈相承，肌理層次更豐裕細緻，色
光對比更鮮明；尤其我深愛嬉皮士潮流的影
響，盡情運用螢光彩，大膽放任地與東方水墨
融滙和唱！

《七○年香港青年藝術家展》海報（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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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1971）水墨與水質顏料紙本
122 x 122厘米

香港藝術館藏品《宙》（1970）水墨與水質顏料紙本
185.5 x 187.5厘米

香港藝術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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