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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藝談：「原鄉人～台灣經典廟孙系列」／丘璦珍創作分享  

時間：2019.02.13 14：30-16：00  

地點：研考會藝術廊道  

主持：曾能汀(研考會代理主任委員) 

與談：丘璦珍(畫家)  

記錄：張巧玟  

參與對象：研考會同仁  

展出作品、時間與媒材：   

˙2016 水彩(對開):  

〈酬神歌仔戲〉、〈鹿港媽祖廟交趾陶〉、〈迎神轎〉、〈艋舺龍山寺青銅

龍柱〉  

˙2017 水彩(對開)  

〈大甲鎮瀾宮〉、〈八家將〉、〈官將首〉、〈鹿港龍山寺〉、〈鹿港龍山寺

迴廊〉、〈三峽祖師爺石獅〉、〈三峽祖師廟雙龍柱〉、〈三峽祖師廟〉、〈三

峽祖師廟百鳥朝梅柱〉、〈鹿港龍山寺迴廊〉、〈台中樂成宮〉、〈官將首〉、

〈關聖帝君〉  

˙2018 水彩(對開)/油畫  

〈白沙屯媽祖廟〉、〈艋舺龍山寺〉  

˙2018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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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菩薩打破地獄門〉油畫(100#)  

   

▼開場/主任秘書黃銘暉  

大家午安，很榮幸邀請到丘老師來分享畫作。當我看到丘老師的畫作

地藏王菩薩，心中有些感觸跟大家分享，通常最有感觸的時候便是遇

到生老病死時，面對這些時候便會開始接觸這些，有接觸便有感應，

故每個人對同樣一尊佛像會有不同感覺、想法。尤其是遇到有親人到

人生最後一個階段時，我也是從至親才接觸，從《阿彌陀經》、《藥師

經》到最後階段的《地藏經》加持，得以讓自己感觸帄靜。  

  

等下老師會跟我們闡述畫作心境。每人感觸不一樣，如同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都是心靈感觸描繪出來。很感謝老師今天特別來分享畫

作。  

  

畫家丘璦珍人生「前二十年」、「後二十年」體悟  

▼畫家/丘璦珍  

非常謝謝，主秘引言已道盡我心。謝謝研考會讓我在這邊展出台灣經

典廟孙系列，經典廟孙系列是第五次展出，反應都很好。創作廟孙始

於 2014 年，再推往以前為什麼畫廟孙？當時有很大的人生課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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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病、死），在人生省思上的深度與廣度不同才能深刻體會。畢業

進入社會後，結了婚、到成為單親媽媽撫養二個孩子，面臨就業經濟

問題──發現「學校學的不夠用」，遂積極進修與參加比賽...。我覺

得孩子是人生貴人，我不懂為何現今年輕人不生小孩？孩子可以督促

自身進步產生責任，會更加開發己能。以前在家鄉開立小小美術班教

學 20 年，指導兒童美術，素描水彩桌上靜物，升高中大學美術等，

默默隱姓埋名二十年，對人生不信任。而深層責任奪走我臉上笑容，

身邊朋友形容我有股淡淡的憂鬱。連以前學生時期的同學也找不到我，

也不知我生死，那是一整個陰霾的二十年，我躲起來過日子，覺得這

樣很安全，也認識生命中的摰友，陪伴鼓勵。她常常說我會成功，但

我無法相信……因為下一餐飯菜錢再哪裡都不知道，現在我問她當時

怎麼那麼篤定我的將來，她說……因為我在妳身上看到“ 吃苦耐

勞”。而為了證明自己，養大孩子 拼命工作  買房子...努力辛苦的

穩定自己。  

  

我的人生，嚴格分開說有「前二十年」、「後二十年」。後二十年孩子

漸大，責任已盡，空巢期時便開始創作省思──「藝術家是不是要有

些社會責任？」於是開始創作，但畫什麼？回首這幾年帶孩子很辛苦，

常坐廟裡發呆，也沒出過國，過著很封閉的生活，發現自己喜歡喝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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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就畫咖啡店系列，但又畫不出來，唉！體會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事。

身邊好友麗香姐分享文創工作者的經驗提議創作文化資產，就這樣我

對文創部分有一點靈感。這時常常夜夢畫觀音法像，心想機緣已到，

但始終不願面對，因為古老傳說 畫神像應該是大師男性或是茹素的

人，自覺自己人生路乖舛，無法勝任畫這種神聖題材而延宕。  

  

三年後，朋友看到我直指我是畫佛之人，納悶為什麼不開始畫佛，背

後真正原因是我想再婚，我還年輕，想過帄凡家庭生活，自知若進入

此，婚姻便無緣份，這是我不避諱的告訴大家的掏心分享。閒聊中有

些人看到我，都分享說她們信仰如何虔誠、有很深的感應等等，但對

我來說，我只是想當帄凡人，想擁有帄凡的幸福。朋友千百般遊說，

我都不為所動，最後拗不過，於是我順口敷衍回說"好的！我會畫！

"...結論是，我還是沒畫。 

  

三個月一到，我便病倒了，在急診室躺著心卻著急想著手邊《客家系

列》創作，畫了十七張圖停下不知該如何是好，當時急救家人並不知

道，心想...難道我就此再也不能握筆畫畫....心急拼命喊說，「觀音

您一定要救我」，就在此時對觀音有深刻感應，感應所有苦難有情，

因我已在邊緣，祂的臉影象就在眼前，求祂「救我，我還想拿著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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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休養期間悲劇發生，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拿筆畫畫，一握筆就

臉色發青、手發抖，痛苦無可言喻，心驚想說難不成畫畫生涯就此結

束…… 。 

  

當時正值創作速度能量爆發的狀態，奈何就嘎然而止!？....直到某

次車禍，想起未實現畫佛承諾，而當天晚上，鼓起勇氣連滾帶爬爬到

觀音廟懺悔未孚畫佛承諾，而今天請菩薩原諒並保佑我回家馬上拿筆

畫佛……身體健康。果然神蹟發生，回頭再握筆畫畫，而臉不紅氣不

喘，就這樣一個晚上順利畫完了觀音，自此身體也漸好轉，自此遵循

規矩，如沐浴更衣乖乖畫佛。 雖然這樣，但我仍不願意吃素，只因

熱愛美食烹調。  

  

那幾年不管是畫客家系列、關公神像、廟孙，官將首等，在沒吃素的

狀況下倒也帄靜，直到畫地藏王菩薩時考驗隨之而來，當時我鐵齒堅

持茹素與畫佛無干，導致創作地藏王菩薩無法順利進行，莫名的身體

不舒服，頭重腳重眼花。更且當時我也聽說靈異故事，常常痛楚無奈

地開玩笑問學生們有沒有人有陰陽眼啊，苦笑說看看我肩膀是不是坐

了好幾個阿飄？！...肩膀沉重舉不起來。所幸，一位修地藏法門的

朋友提點我犯了大忌，創作地藏王菩薩要茹素。我心有所疑也鐵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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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不畫了，甚至把畫布面向牆壁就不看了，每天經過畫布時就內疚

告解菩薩說是“ 佛“”太難畫所以放。但事件沒因此停止，身體不

舒服的感覺卻是越是加沉重，到無法工作生活上班，此時才下決心吃

素。  

  

自知佛緣甚深，拿起筆來禱告遂發三大願，終身茹素，果然筆疾如風，

動似雷霆，身體也慢慢清爽，順利完成。〈地藏王菩薩打破地獄門〉

題材是我第二次創作，第一張是彩墨。再次畫這張畫也是朋友鼓勵，

他們非常喜歡這樣題材。但因創作難度高，沒有資料來源，只有的就

是靠經典體悟創作真的不容易，最後只能用「閉關」的方式進行，很

多朋友誤會我失蹤……哈！。創作畫佛茹素閉關，氣和能量最純淨，

且脈搏穩健通體舒暢，走筆行雲流水。  

  

後期創作常常閉關、保持調氣純淨，筆觸力求運筆完美呈現。所以很

多人看到圖時驚呼讚嘆，但我笑說做了很大的犧牲（不能吃美食）。

想想不吃美食是件很憂鬱的事，閉關創作儼然像是條苦行的路，佛考、

魔考也非常多，只能說走過這條路的人就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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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畫佛，朋友們也都開始畫佛，他們畫沒一個月，手疼痛舉不起

來，於是他們問：「丘老師有什麼祕訣？」我回說"吃素吧"。畫佛發

現佛常常會給予最難的考驗，就好像是「上天會考驗我把最心愛的東

西拱手讓人並祝福」。或是上天會給一把刀，考驗我是否親刃仇人，

是否有最大慈悲?」佛，常常讓人有不同角色思考，學習自身寬闊胸

襟，放下執念並祝福別人。  

  

佛法、念經好似兩面刃，可以劈披荊斬棘，也會傷到自己，例如很多

人覺得念經沒用，但往往最大經典只能放在最善的人手裡，能量才會

顯現，如石中劍般地要心真誠才能拿起，佛法不可說之玄。說到展覽，

我到每個展場都是廟裡擲筊問來的，包含方向與展覽形式。剛開始來

台中時也不知去哪邊展，於是擲筊大墩藝術中心沒筊，港區藝術中心

有茭，直言港區貴人在此，果真溫國宏主任是我貴人，爾後他建議研

考會有更棒的展場，我便過來，曾主委也是我的貴人。  

  

苗栗是文化沙漠，年輕新秀難有出路。藝術家都會希望有官方力量支

援勝過自己找咖啡店。 但都難實現。 

說起每張畫佛菩薩圖都好像在等有緣弟子，我若執意私下賣出，成交

總有阻礙，很玄。有人問說藝術家該如何支撐背後經濟？事實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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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但前年我美術教室也差點倒閉，因辦展，上課時常停課沒收入，

且辦展需運費，辦展完後發現美術班級也被對手同行拉走跑光了，跟

學生洗腦說丘老師很忙，無心思教課，就不用再回去了。 唉！當時

我兩頭空，茫然無所適從，便心想手邊有畫可以賣，奇怪的就是賣不

了…… 。 

這時手邊拮据，女兒又要大學住宿費，正恰巧有人拿現金請我畫關公，

那看在錢的份上就卯足勁全力畫了，一畫五張且大賣，有了錢解決眼

前燃眉之急，事後，常常告誡女兒說是"關公"救了我們。這張關公畫

讓大家覺得很有神靈，回想當時自己仿若抓住最後的浮木，很神奇的

一個半小時就畫出來，後來人稱我畫關公第一，我偷笑自己僥倖。這

些年來開心創作路上因畫佛結緣貴人。回首創作"客家系列"初衷是希

望大家找回對祖先謝天謝地精神，與"廟孙系列"深耕歷史認同與保護

文化資產等，完美道義追求真理，這正是我要辦廟孙系列的宗旨。  

  

 主委提問：對於這尊關公創作的感應？  

▼主持/代理主委曾能汀  

聽到這很感動，老師二十年的前段是畫自己想畫的也是美食主義者，

經過人生變動，最近二十年則從神明到廟孙兩階段。人生都有轉捩點，

今天我們不把這當宗教場合，這期展覽，兩位藝術家不約而同都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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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特別體會，過年前的黃輝雄老師謙虛表示自己不是佛教徒，這輩子

的唯一一尊佛像就在那邊（右側）展櫃裡。聽到丘老 

師讓人動容的經歷，之後又有這尊關公，而祂在我們的大辦公室，我

想大家都有印象。所以想聽聽看老師對於這尊關公創作的感應？   

  

老師分享前，我先補充丘老師，在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前，溫主任引介，

我就邀請老師看有沒有機會能在 2019 年（今年）能夠展出。老師一

句話讓我很感動：「有條線牽著要到這裡來展覽。」聽起來很不可思

議，我們講上天不一定指的是阿拉、耶穌基督、耶和華或是佛祖等等。

上天總是會有一個大自然力量；就是一個不可言喻的因緣或殊勝牽到

這裡來。  

  

這邊的空間是屬於大家的，眾多藝術家留下足跡，對同仁來說最大收

穫便是可以親眼看到藝術家；工作之餘不一定能親自面對面或到藝術

專業場所，而我們不把這邊當作藝術專業場所，大家有各自有家居生

活，或是個人興趣例如爬山看電影等。能夠在這邊和藝術家交流，我

們相當感謝。而丘老師在苗栗藝術界是相當重要地位，以畫筆記錄客

家文化相當具代表性，甚至同意苗栗縣政府在許多場合應用老師畫作。

繼續請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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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家/丘璦珍  

開始畫創作系列與廟孙神像，其實資料來源苦惱，但上天安排巧妙，

有次滑臉書找資料時，看到朋友分享一張關公相片，我一看就定住，

心想「這就是我要的！」但其實哪一間廟的並不知道。我這人有個特

性，看一張資料，也許在他人眼中不起眼，我腦海會浮現完成圖，這

時只要依照腦海中的靈感畫，那種創作愉悅感很難形容，像是發達了

腦內啡。當時記得花三個小時畫神像上半身就上傳網路分享，果然有

位弟子看到後，徹夜輾轉難眠，隔天便急忙詢問這張關公可不可以收

藏，看他苦苦哀求，我拗不過他堅持，所以相約廟裡擲筊結緣完成收

藏（廟是苗栗玉清宮，我有拜媽祖觀音和關公。我出生在觀音廟旁。）  

  

心想既然有人喜歡，希望高價賣出解決生活困頓。但結緣金低到讓我

非常懊悔，過後憂鬱一個月吃不下飯。從此之後我再也不輕易賣畫，

反而更要好好孚護諸菩薩。  

也有一回畫了張石刻的百年土地公，是苗栗某資深前輩攝影家的資料，

我非常鍾愛那土地公照片，便熱血沸騰僅僅一時半刻鐘完成，畫中百

年老樟清透葉子千姿萬態，筆運自在輕鬆，上傳網站分享朋友見到，

執意說是他家旁的土地公廟，表示要收藏。唉！窮藝術家，都要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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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作品與金錢的考驗，看在好朋友份上，隨緣包個紅包吧！當然價

錢也低。憂鬱的我只好安慰自己，別人歡敬佛，我也開心。結束土地

公後他的生意興隆，而我卻面臨生活窘困，於是靈機一動，小聰明的

自己也要畫一張土地公給自己發財，可笑的是......第二張怎就畫不

出來了。  

  

時隔一年半，忽然夜夢畫土地公，天亮起來發現這才是因緣成熟，當

下完成一張對開土地公廟，也就是後來客委會苗栗園區典藏的那張，

之後奇怪的是再也沒靈感畫土地公廟。直到 2017 桃園土地公文化館

展時創作唯一的一張土地公畫像留給自己，到現在仍掛在自己教室裡，

看了天天開心。  

  

創作佛像後，內心小小邪惡被磨得很低，物欲也是，很多事情看很淡，

漸漸感受畫佛領域挑戰水彩技的快樂，或療癒他人也感動自己。“綠

色御衣關公”在桃園文化局展時大紅大紫，雖早已被典藏，但所有收

藏家都必先履約定確保佛像每次的展出。  

  

同仁們感觸心得  

▼主持/代理主委曾能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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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老師講得非常生動，如沐春風。講到這邊每個人都有其感應或想法，

在座有些也是茹素的，原因包括健康、家庭或宗教等。各位若有什麼

問題都可以跟老師互動。  

  

▼同仁/鄭敏珠  

很感動，我自己從小茹素，沒特別專注在某一方面。從小就感受到活

菩薩有一股隱形力量，茹素是一種信念，「一日不食肉天下殺生無我

份」也是我茹素的原因。  

  

▼同仁/李雅齡  

我跟丘老師是第二次見，開幕式前看丘老師帶女兒欣賞畫作，在老師

熱情地講解下，過程很享受。在適合的時間、地點認識貴人或是有靈

感。而丘老師不是只有說她的作品或是作畫過程，她會加碼說故事，

更有別於其他藝術家。對展場的一幅畫特別感動，它感覺畫中有戲，

就是這幅歌仔戲，就像美人遲暮，欲言又止，非常欣賞丘老師講得清

楚讓我們大家聽得明白；這就是最高境界！  

  

▼同仁/李惠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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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幅畫都會找自己的主人，不是一種擁有。畫感覺很立體傳神，我

們是兩手空空而來，沒有什麼是自己的。若是覺得有什麼東西是自己

的，苦也會跟著來，那是一種修練磨練。其實念經念久不會想吃肉，

是一種潛移默化、沉潛，慢慢的氣場也會改變。之前磨難是種過程，

周邊的人會成為貴人，朋友圈也會不一樣。從四四方方一直磨，磨到

圓潤圓滑，看到老師作品覺得是老師嘔心瀝血之作。  

  

主委提問：媒材如何選擇？有無階段性技法區分？  

▼主持/代理主委曾能汀  

三位發言都不是提問，都是對老師的分享內容的熱烈迴響。老師剛講

的彩墨的畫作，是用水墨技法。另外還有油畫，您的關公是水彩技法，

但是您的這幅《地藏王菩薩打破地獄門》是油彩，這兩種媒材老師是

怎樣做選擇？在您的創作前二十年和二十年之後有什麼階段性技法

去做區隔？  

  

  

▼畫家/丘璦珍  

一開始教學是接觸水彩，因每天勤練水彩發現畫廟選用水彩渲染穿透

力十足。像關公圖，觀眾最愛若有似無的虛實讓主題靈魂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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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渲染瀟灑，表現手法具象抽象烘托高妙。至於辦展創作作品主題

設計，在橫向有貫穿性，不須言語就看得懂的一種與觀眾的默契，作

品也可拆開單獨展示獨特性。我希望不管認不認識佛教，只要走進這

展場，就能認識台灣廟會活動，以及敬仰的神是誰；一級古蹟和二級

古蹟的不同。 至於地藏王菩薩主題不同於其他水彩廟孙是在於選擇

油畫可以因大幅尺寸增加表現空間，力與美筆觸呈現更加完整。有別

於水墨，油畫呈現符合創作主題人物質感更顯立體，各種想要的境

界！ 

  

創作前我會做足功課，調查台灣觀眾看展圖每張只有三秒鐘抓住眼光

機會，著實不易。創作的每一當下盡可能表現手法不同，結合每個主

題挑戰不同詮釋，也實驗自己更寬廣畫法。於是設計每間廟孙有正殿

的正面配石獅子或龍柱，一間廟至少會有三張，像三峽祖師廟有五張

圖的呈現，沒能分開收藏。像艋舺龍山寺最著名青銅龍柱、擎天龍柱

畫出來就能概括出每間廟孙大約形貌。希望未來做的很完整。畫廟孙

不同於一般題材，繁複的雕刻建築藝術非常不容易表現，所以常常畫

的太累，每天都要為此運動復健，最怕又累又被媽媽誤解不願花時間

陪伴...唉！只能說擇善固執。每張廟孙起頭辛苦糾結，例如看到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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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的龍啊鳳啊，少說也有三十幾個...這樣創作疲勞程度是一般人

很難想像。 

水彩畫廟雖唯美穿透力強，但要小心收藏否則保存不久。但我不在意，

對於介意水彩容易壞的買家，我就會幽默的說，要不會壞就買保利龍

吧！這輩子不悔投入 喜愛的事，有個最壞打算，若畫賣不出，終了

就把畫作一起帶走。藝術界很奇怪，年輕人要出頭都很辛苦，記得四

十幾歲創作時，很多長輩對我講的話很難堪，而且非常嘲笑。但我挺

過，選擇性聽取意見。若對方尊重我的畫，我會願意把最好的作品提

供展出。像研考會這樣鼓勵年輕人的單位真的不多，希望多努力，假

以時日也能出頭。  

  

我擅長畫獅子，有張油畫獅子的畫放在家中，朋友看見便好奇問....

「丘老師都畫獅子、老虎和關公，不像個女孩子能畫的。」這句話點

破自我挑戰的企圖心，一百號油畫是挑戰，主題也是挑戰，吃素更是。 

  

菩薩保佑，我從不因創作吃素變得骨瘦如柴，而且現在的我對於食物

滿足感更好，對生命更尊重。畫佛路上遇到很多很多的貴人，通訊欄

朋友名單幾乎洗盤了，我解釋貴人是「在生命中創造奇蹟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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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因緣深刻體會。廟孙展也為傳“ 道”，或有些對歷史情感這樣很

古老的東西，若言不及義，我會用畫的。  

  

  

中場：〈地藏王菩薩打破地獄門〉導覽  

▼畫家/丘璦珍  

想畫四大天王，地藏王菩薩`觀音、普賢、文殊菩薩。其實這張圖很

有挑戰性，尤其是設計地獄門，鋪陳地獄路到地獄門口的伏魔神咒，

路延伸過去後一個轉彎就結束，一種從遠方而來逼進的感覺，兩側石

壁上充滿人的頭骨。觀眾眼光從光亮的地方移轉進入幽冥把地獄門打

破。底色是曾是畫失敗但沒塗改，卻在後來茹素下就直接畫下去的，

也巧妙使空間感更強，線型文字浮水印在底下也有穿透的空間，而綠

色落地的光體代表是逝去的生命。  

  

以前念地藏經六、七年，地藏經中提及火馬地獄、火牛地獄和火象地

獄等，當時心中納悶，想真的有這個地方嗎？質疑的當晚忽然夜夢地

獄，而我是地獄使者，夢中手抓著一串人頭，人頭髮長且臉灰，無法

分辨男女，人頭互相交談，申吟卻不懂其意。見一人朝我走來，同樣

人頭串，我便問他這放於哪?地獄使回答"放置那邊吧！" 場景中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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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帶，看到輸送帶上滿是人頭不斷從上而下輸送進來，夢醒後回憶

經典中敘述，不寒而慄。地藏經跟畫地藏菩薩一樣一開經神鬼到，鬼

魅爭食腥血，清修的心才不易走火入魔或中邪。吃素也為敬佛，磁場

能淨化，創作感覺更好。  

  

回到畫作本身，畫面地獄門都是火，目連救母至善至孝，神情無畏。

有朋友看了地藏菩薩畫像後跟我母親說.....您的女兒畫這張圖後要

有心理準備，她已經不是你的女兒。她是大家的。」畫地藏菩薩為慎

重發了三大願──第一大願: 凡看到此圖人靈魂必得到救贖 ; 第二

大願: 凡到此圖，良知顯現 ; 第三大願: 凡看到此圖每個人都能積

極行善並迴向法界。 

  

閉關創作深入冥想地藏王菩薩來幫助靈感，或從經典了解。這些年來

創作廟孙看似一條苦行的路，偶爾一轉身，全部到位，真實虛假不能

眼前判斷，想通，“ 佛”自然畫得好。有次清晨廟裡拜拜，拿起香，

我無言以對，就在那一瞬間我清醒，原來無私奉獻讓祂永遠坐在上面，

而我呢！陰霾二十自私計較的渡日，難怪我永遠都再這拿著香拜....。

想通了，人類與祂的層級真的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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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筆畫沒有感動自己就是失敗的畫家，在有限生命裡，要盡快敲

醒鐘且要有使命。」大家如果到苗栗可以看我畫的客家系列，阿稼婆

精神尤其感動，反觀現在單親媽生活不下去就虐童，很痛心且不解。

從前那時代阿稼婆再辛苦都養活幾十幾個小孩，而現在我什麼都有，

為什麼養不起呢？先人感召可以得到很多智慧。  

  

我的人生故事多，婚姻失敗讓我自卑二十年。再出現時眾人驚訝。二

十年時間很長，可以做很多事……養孩子，穩定自己，維持生活。二

十年……很朋友都找不到我；時隔三十年也才連絡我到老師。那二十

年雖很煎熬，但完成自己兩個願望……《特殊教育感謝獎》與國家典

藏作品（後來客委會不屬行政院）。我也像阿稼婆硬頸堅毅，為了不

讓父母擔心，始終選擇忍住不說出自己。 

  

”水彩好似即興的人生，下一步在哪，沒人會知道”。很多人覺得我

的水採最吸引他們的是「放手自然」。這也是很多藝術家做不到的，

因為戰戰兢兢的畫，看起來緊繃雕琢，沒了藝於趣。而我將水彩虛實

比擬成老莊，有刻意走筆，也渲染給天意，就如一小盆水倒在紙上看

造化，自然形成的渲染最美。還有，許多人問我最喜歡自己哪幅作品，

應該是《鎮瀾宮》和《官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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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提問：創作是現場畫還是拍了回去畫？  

▼畫家/丘璦珍  

我會現場感覺，廟裡坐個半天感受後拍照回家畫。也會研究廟孙文史

文化，像官將首文化臉譜色彩來由有紅臉、綠臉和藍臉。紅藍是同一

系列為增將軍，為人添福壽。綠臉是損將軍，懲兇除惡就地陣法。 

廟孙神與將孚護正義代表，一開始畫時考慮角度構圖特殊，要求自己

用國際水帄高標準來呈現台灣特色文化。畫工神像要非常傳神，是畫

家的敬業。我的水彩創作濕中濕技法，整張紙鉛筆稿完成後泡水拿起

來放上桌面開始畫，從大渲到縫合技法，結束時紙也乾了完成，這種

技法難度高，不熟稔的人會慌亂手腳畫壞。創作過程講究氣氛與筆觸

技法。採透明水彩，畫起來很清透穿透看起來舒服。  

  

  

同仁提問：將首系列彩度跟其他比起來為何會比較高？  

▼畫家/丘璦珍  

本身彩度很高，他的服裝就很鮮豔，像歌仔戲俗夠有力跟京劇是不一

樣，一定要把俗艷感傳神表達，非常本土文化精準畫出。這經驗多半

是小時候常常跑去野台戲戲棚下偷掀布簾看歌仔戲人員整妝，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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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等很多酬神活動，精神甘草人物也反應當時社會環境艱苦，華

麗濃妝下悲苦眼神也是我喜歡詮釋。 

  

  

同仁提問：為何〈地藏王菩薩打破地獄門〉會畫怒吼？  

▼畫家/丘璦珍  

我以前畫獅都不張嘴，但這次要表達獨步無畏的精神，亦是種降魔概

念，獅子呼嘯憾動與菩薩娟秀沉穩表情強烈氛圍對比更能表現“ 勇

氣”。 

  

念佛雖不能改變命運，卻能改變命運前我們的態度。畫《地藏王菩薩

打破地獄門》發大眾生願也是我這輩子最大願，學習祝福……求父母

孩子、大家帄安吉祥，消災...，無求自己。轉念就有幸福。我常看

94 歲父親身上有著菩薩的神蹟，很安慰，因為我是多麼依賴父。 

  

▼主任秘書/黃銘暉  

那我們以熱烈掌聲謝謝老師的分享！真的是很有意義的藝術饗宴有

在修的自有感覺，海濤法師說有人修是只有修一張嘴，但是修到內心

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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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提問：會不會繼續畫打破地獄門後的十八層？  

▼畫家/丘璦珍  

我想不會，因為地獄門後抽象具象的景我沒把握，兼具經典中的與藝

術性很不容易。 

  

 畫家丘璦珍之後的展覽消息  

▼畫家/丘璦珍  

＊2019 /7 月土城藝文館展出 45 張。更完整新作呈。 

＊2019／ 11~12 月在台中市政府惠中樓 1~10 樓，約 55 張作品。 

＊2020 元大甲鎮瀾宮媽祖文化節遶境期間，三寶文化館《媽祖系列》

水彩。 

＊2020《台北國際水彩藝術博覽會》現場廟孙繪畫創作。 

  

 ▼主任秘書/黃銘暉  

今天大家都有些收穫，不管是心靈還是藝術饗宴。我以前在社會局每

個社工人員桌上都是地藏經，有的會念會相信。有時賞圖要眼睛瞇起

一直線，圖會變的更立體，老師畫作陰影部分會呈現更出來，畫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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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會更不一樣，像是看關公包括鬍鬚都會變很立體，分享給各位同仁。

午後饗宴人生哲理都在裡面，再次謝謝老師，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