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膠彩之美---薪火相傳四代相傳 

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    

膠彩畫在台灣的發展，隨著社會的演變，有著不同的風貌。  

所謂的膠彩畫，是以媒劑材料為表現的命名方式，是指鹿膠、牛膠、魚膠等膠

水為媒劑調入礦物質顏料、植物性或金屬性等顏料所畫出來的，都可以稱為膠彩畫。

不過，對於膠彩畫的名稱，各地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日本稱為東洋畫，大陸稱為重

彩畫或工筆重彩等等。  

台灣早期膠彩畫的發展，受到日本東洋畫與官方舉辦「台展」的影響，有台展

三少年之稱的林玉山、郭雪湖、陳進與林之助等大師，開拓以膠彩畫下台灣獨特的風

物。  

中部地區為台灣膠彩畫發展重地，一九八五年由東海大學首開風氣，聘請林之

助先生教授膠彩課程，正式納入學院的美術教育中，並於一九九五年開設研究所課

程，提昇創作理念與畫風技巧，為膠彩注入新的生命力。  

弘光技術學院為使學子得以欣賞膠彩之美，特別邀請服務於教職、以膠彩為創

作職志的「膠原畫會」成員：藍同利、林萌森、陳騰堂、林必強、吳景輝、呂金龍、

曹鶯等人，與畫會成員尊稱為：曾太老師的林之助教授、太老師的謝峰生先生、老師

的簡錦清先生之作品展出。此亦展覽名稱「膠彩之美─薪火相傳四代聯展」之由來。  

    對於膠彩繪畫呈現獨特的美感，以及現今膠彩畫所展現的新方向，我們充滿期

待，也感謝先賢為藝術創作所做的努力。 



膠彩畫的材料與用具膠彩畫的材料與用具膠彩畫的材料與用具膠彩畫的材料與用具 

壹壹壹壹．．．．    畫的顏料畫的顏料畫的顏料畫的顏料    

膠彩畫使用的原料，可分為:礦物質顏料（取自天然礦物質）與人工合成礦物顏

料。土質的泥顏料稱為水干顏料，藍（花青）、黃（籐黃）等染料系的顏料（國畫中

常用的片狀顏料）稱為水性顏料。 

 

        礦物質顏料礦物質顏料礦物質顏料礦物質顏料 

膠彩中的礦物質顏料猶如寶石般的閃爍晶瑩，非常的美。天然礦物質顏料混了一

些無法除去的不純物，所以比一般化學合成的顏料更有深度及美感，也因研磨的粒子

粗細，顏色有深淺不同。 

    利用化學合成的顏料稱為合成礦物質顏料。這種顏料是將天然的水晶或方解石磨

碎、粗細粒子分開後加入耐光性強的染料作成的。此外在日本發明了化學合成的人造

顏料-「新岩」。 

 

        胡粉胡粉胡粉胡粉    

在中國從西域的國家傳來的粉稱之為「胡粉」﹔但傳到日本，所謂的「胡粉」是指

鉛化合物作成的白色顏料-「鉛白」。目前良質的胡粉是經過在戶外長年的堆放經過風化

的貝牡蠣外殼貝製成的。 

 

        水干顏料水干顏料水干顏料水干顏料    

水干顏料本來指水中區分粒子的水簸工程中製造出來的顏料，或者稱為泥顏料。沒

有礦物質顏料的顆粒狀，厚度感及深度感，色相多，可以自由混色，價錢便宜，很適合

初學者使用。 

 

        箔與金泥箔與金泥箔與金泥箔與金泥（（（（金屬顏料金屬顏料金屬顏料金屬顏料））））    

金屬顏料主要指的是金色和銀色，是用純金、純銀製成的，價格昂貴。但華麗效果

是其他顏料所不能替代的。 

 

貳貳貳貳．．．．膠與礬的使用膠與礬的使用膠與礬的使用膠與礬的使用    

        膠膠膠膠    

光是膠彩顏料是無法附著在畫面上的。必須加入膠液才能將顏料定著在畫面上。因

顏料成分不同，膠的濃度也有所改變。此外，氣候的影響、個人差異、打底、修飾，甚

至因所使用的基底素材不同，或描繪的對象物不同膠的量也不同。 

 

        礬礬礬礬    

為了防止基底材料搶走顏料中的膠，先將基底材料塗上一層隔離膜，這就是膠礬

水。膠礬水就是明礬和膠水的混合液，它的作用就是防止滲透。適量的膠礬水具有對植

物性染料有增強其發色發墨的能力，並且對基底材料有保護作用。 

 

參參參參．．．．絹布與各類畫紙絹布與各類畫紙絹布與各類畫紙絹布與各類畫紙    

現代的膠彩畫因厚塗的傾向愈來愈強烈，所以一般人都是以紙作為基底材料。其

實，不只是紙，絹、板（檜、杉、桐）、麻布、綿布等都是膠彩畫中很好的基底材料。 



肆肆肆肆．．．．筆筆筆筆 

        面相筆面相筆面相筆面相筆    

以前用來勾畫人物的眼、鼻、口，所以稱為面相筆。筆端細長，適合勾細密的線或

鐵線描。 

 

    削用筆削用筆削用筆削用筆    

削用筆的特性是筆尖細、筆肚粗、腰力強。不管畫細硬的線或粗軟的線都很方便，

也可以用來上色。 

 

        則妙筆則妙筆則妙筆則妙筆    

筆毛長而柔軟，適合於畫柔而優美的細線，細部上色也很合適。 

 

  骨書筆骨書筆骨書筆骨書筆    

像面相一樣筆尖長。筆腹的腰力很強適合畫強有力的線條。 

 

        隈隈隈隈取筆取筆取筆取筆    

暈染專用的筆。利用含水量佳的羊毛製造。 

 

        彩色筆彩色筆彩色筆彩色筆    

筆毛以含水量佳的羊毛製成，筆蕊有的用狸毛或鼬毛。筆端尖而柔軟，筆腹可以充

分吸收顏料，一般在上色時使用。 

 

        平筆平筆平筆平筆    

 柔軟的羊毛製成，尺寸各不相同。使用面相當廣，特別是上礦物質顏料時。 

 

        連筆連筆連筆連筆    

比平筆、刷毛（排筆）能沾取更多顏料。 

 

        刷毛刷毛刷毛刷毛（（（（排筆排筆排筆排筆））））    

大面積的平塗或暈染時很常使用。 

 



藝術家簡介藝術家簡介藝術家簡介藝術家簡介    

林之助林之助林之助林之助 

1917 年生於台中縣。日本國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師事兒玉希望畫伯。膠彩作品

入選日本帝展、日本新興美術院展、日本畫院展、府展特選第一名總督賞兩次，

自第一屆即任全省美展評審委員。現任全省美展顧問、台灣省膠彩畫協會榮譽理

事長、中華民國台陽美術協會評議委員、台灣省立美術館諮詢委員。曾任台中師

專、實踐家專、東海大學教授。 

謝峰生謝峰生謝峰生謝峰生 
1938 年生，台灣省台南縣人，師事林之助教授、詹浮雲老師。作品曾獲第 18、23、

26 屆全省美展第一名，14、20、24 屆全省美展第二名，第 22屆全省美展第三名。

第 22屆台陽美展台北市長獎，第 23屆台陽美展省教育會獎，第 24屆台陽美展台

陽獎。曾任全省美展、南瀛美展、台南市美展、桃園縣美展、竹塹美展評審委員，

大墩美展評審委員。台灣省膠彩畫協會第五、六屆理事長、省美館展品評審委員。

現為全省美展評議委員、台陽美術協會常務理事、台灣省膠彩畫協會評議委員、

中部美術協會常務理事、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全國美展籌備委員。 

簡錦清簡錦清簡錦清簡錦清    

1955 年生，臺灣省臺中市人 

臺中師專美勞組畢業 

啟蒙於林教授之助，師事謝峰生老師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全省美展第 44、45 屆膠彩畫部獲教育廳長獎 

全省美展第 46屆膠彩畫部獲省政府獎，並獲得永久免審查資格 

臺陽美展第 50、53 屆優選，第 54、55 屆銅牌，第 57、58 屆銀牌 

南瀛美展第 5屆膠彩畫部優等 

中部美展第 30屆國畫部第二名 

畫歷畫歷畫歷畫歷 

1994 年第六屆臺中縣美術家接力展於臺中縣文化中心，並出版簡錦清膠彩畫集 

1996 年個展於臺中市文化中心 

       作品獲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臺中縣政府、臺中縣議會、臺

中縣立文化中心等單位收藏 

       曾任全省美展、大墩美展、中部美展、臺中縣美展、南投縣美展等評審委

員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縣瑞峰國小主任 

全省膠彩畫協會總幹事、中部美術協會理事﹔臺陽美術協會會員 



藍同利藍同利藍同利藍同利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師院美勞教育系畢業 

師承簡錦清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縣龍山國小教師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臺灣省膠彩協會會員 

臺中縣美術協會會員 

臺中縣藝術創作協會會員 

膠原畫會會員 

龍井畫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臺中縣美展第二名 

全省美展入選三次 

臺陽美展入選四次 

大墩美展入選二次 

臺南美展入選二次 

中部美展第三名、入選三次 

林萌森林萌森林萌森林萌森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師院初教系美勞組畢業 

師承簡錦清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現任竹山鎮中洲國小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中部美術協會會友 

全省膠彩協會會員 

膠原畫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第四十二屆中部美展膠彩畫部第一名 

第五十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五十一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金牌獎 

第五十二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優選 

第六十一屆臺陽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五十三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四屆大墩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十三屆南瀛美展膠彩畫部佳作 



陳騰堂陳騰堂陳騰堂陳騰堂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師院初等教育系畢業 

彰化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結業 

師事曾得標、簡錦清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縣霧峰鄉萬豐國小主任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中部美術協會會員、臺灣膠彩畫協會會員 

臺中縣美術協會會員、臺陽美術協會會友、膠原畫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1995 年第四十二屆中部美展優選 

1996 年第四十三屆中部美展優選 

1997 年第四十四屆中部美展第二名 

1998 年第三屆大墩美展第二名 

1999 年第四屆大墩美展第三名 

1996 年第五十一屆全省美展銅牌獎 

1997 年第五十二屆全省美展金牌獎 

1998 年第五十三屆全省美展優選 

1997 年第六十屆臺陽美展金牌獎 

1998 年第六十一屆臺陽美展金牌獎 

1999 年第六十二屆臺陽美展銀牌獎 

林必強林必強林必強林必強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師院美勞教育系畢業 

師事簡錦清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縣龍泉國小老師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臺灣省膠彩畫協會會員 

中部美術協會會員 

膠原畫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第五十二屆全省美展銀牌獎 

第五十三屆全省美展優選 

第五十五屆全省美展第二名 



第五十六屆全省美展優選 

第四十四屆中部美展第一名 

第一屆大墩美展優選 

第二屆大墩美展第三名 

第五十九屆臺陽美展優選 

第六十三屆臺陽美展銀牌獎 

第六十四屆臺陽美展銀牌獎 

第六十五屆臺陽美展銅牌獎 

吳景輝吳景輝吳景輝吳景輝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北市立師院美教系畢業 

師承簡錦清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市永安國小老師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膠原畫會會員 

臺灣省膠彩畫協會會員 

中部美術協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八十七年臺中縣美展膠彩畫部第一名 

第五十二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五十四屆全省美展膠彩畫部第二名 

第五十六屆全省美展優選 

第四十五屆中部美展膠彩畫部優選 

第四十六屆中部美展膠彩畫部第一名 

第四屆、第五屆大墩美展膠彩畫部入選 

第六十一屆臺陽美展國畫部優選 

文化處舉辦八十八年度「故鄉之美」徵畫比賽優選 

呂金龍呂金龍呂金龍呂金龍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市美勞教育系畢業、師承簡錦清老師 

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膠彩組在學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臺中縣龍峰國小老師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膠原畫會會員、龍井畫會會員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全省美展第五十二屆全省美展膠彩部入選 

        第五十四屆全省美展膠彩部第三名 

        第五十五屆全省美展膠彩部優選 

中部美展第四十六屆中部美展膠彩部第二名 

        第四十七屆中部美展膠彩部第三名 

大墩美展第四屆大墩美展膠彩部優選 

        第七屆大墩美展膠彩部優選 

臺中縣美展 八十八年度臺中縣美展膠彩部第一名 

展覽紀錄展覽紀錄展覽紀錄展覽紀錄    

1996 年臺中縣學府藝廊巡迴個展 

1999 年龍井畫會聯展於大甲田園藝廊及梧棲藝廊 

2000 年膠原畫會第一次聯展於臺中市文化中心 

2000 年全國膠彩名家邀請展於臺中市文化中心 

2001 年膠原畫會第二次聯展於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曹曹曹曹        鶯鶯鶯鶯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臺中師院初教系畢業‧墨彩畫師承程雪亞、黃才松老師 

膠彩師承簡錦清老師‧書法師承簡銘山老師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台中縣萬豐國小老師 

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隸屬畫會    

膠原畫會會員、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 

九九畫會會員、臺中畫畫教育協會理事 

清流畫會監事、台灣省膠彩畫協會會友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1998 年臺中縣美展優選 

1991、1994、1995、1996、1998 年省公教美展入選 

1992 年省教師美展優選 

1996 年臺灣區國畫創作優選 

1999 年第四十六屆中部美展入選 

2000 年第四十七屆中部美展入選 

2001 年第四十八屆中部美展入選 

1999 年第四屆大墩美展優選 

2000 年第五屆大墩美展優選 

2001 年第六屆大墩美展優選 

1999 年第六十二屆臺陽美展優選 

2000 年第六十三屆臺陽美展優選 

2001 年第六十四屆臺陽美展優選 



2002 年第六十五屆臺陽美展優選 

2002 年第五十六屆全省美展入選 

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展覽經歷    

1995 年臺中縣學府藝廊巡迴展 

1996 年南投縣九九畫會接力展 

展覽作品展覽作品展覽作品展覽作品    

        
山景  6F 

林之助 1965    
淡水街景 20F  

謝峰生 1985 

        
歸 50F 

簡錦清 1998    

燦 30F 

林必強 2001    



        
金魚 10F 

林萌森 1997    

南國石雕 12F 

藍同利 2000 

        
風獅爺 10F 

吳景輝 2001    

午后 30F 

曹鶯 2002    

        
湖岸 20F 

陳騰堂 1999    

翔 20F 

呂金龍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