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的一生奉獻給雕塑 ，雕塑也給了我一生。﹂

(1912~1996)

蒲添生

臺灣西洋古典雕塑拓荒者

打破體制‧自由奔放

日據統治‧尋找夢想

二二八事件‧官方人物雕塑

1982年全國美術展覽會在國父紀念館展出時，發生讓藝術圈譁然的「藝術

蒲添生祖父蒲榮玉是位畫家兼佛像雕刻師，父親蒲嬰以從事

回臺後，蒲添生在岳父陳澄波的推薦下，製作蔣主席戎裝銅

與色情之爭」。究其原因在於當時民風保守，國父紀念館拒絕任何裸體作

裱畫為業，也精於人像畫，在嘉義美街開設「文錦裱畫店」

像和國父銅像。然而，陳澄波在228事件中遇難，遇難前一天

品於該館展出，因此，原計畫展出之所有裸體作品全部移師至附近春之藝

，生活在此環境下，蒲添生從小耳濡目染地對美術產生興趣

，寫了封遺書給蒲添生，交付身後家庭重任，並叮嚀他留意

廊展出，其中包括蒲添生《陽光》作品，此一事件，並未折損蒲添生的藝

。當時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臺灣人是難以出頭的，但是對

性格上的「氣有稍強」，在此後的變局中，蒲添生隱忍求全

術之美，反而更讓他的創作生涯增添光彩，象徵藝術家打破體制、突

藝術著魔的蒲添生不畏困難，努力爭取機會到日本，並在因

，完成臺北中山堂《國父銅像》、《鄭成功銅像》(1956)、《

破自我的創造力，透過古典雕塑之美，融合主觀詮釋的感受力，

緣際會下進入著名的日本雕塑大師朝倉文夫門下前後共10年

蔣公騎馬銅像》(1971)等，同時也接受私人的委託創作，如《

打破當年保守的藝術創作氛圍，讓藝術創作得以甦醒。正如《

，期間不僅培養雕塑的技術能力，也培養對雕塑的執著敬慎

杜聰明博士》(1948)與《連雅堂》(1950)等，並抽空為自己的

陽光》作品中的女體，姿態自然，神情昂然的甦生與呼吸著

。1939年蒲添生回臺與前輩油畫家陳澄波（1895~1947）長

家人塑像，如《母親》(1951)、《父親》(1954)等，並製作了

女陳紫薇結婚後返回東京繼續創作，並積極參與在日本的臺

小品如《睡貓》(1950)。

新鮮空氣的神態。
蒲添生的創作與生命歷程，正處於權力枷鎖與自由奔放
的年代，及尋求生機與能量出口的過程。在歷經日據的
高壓統治、民國的動盪時代與臺灣政黨輪替的民主過
程，蒲添生總是能夠在逆境中，以創作為職志，抒發

灣美術留學生之聚會，包括：陳澄波、李石樵、楊三郎、李

期間雖也面臨塑像完成後，

梅樹、廖繼春等人，討論為設立已七年的「台陽美術展覽會

無人聞問的窘境，或被迫遷

」（簡稱「台陽美協」）成立雕塑部，1941年以《妻子》一

離大正街三條通工作室的困

作參與第七屆展覽，在臺北公會堂展出，並成立「雕塑部」

境；但卻終能堅毅卓絕，突

。爾後，卻也因為中日戰事動盪

破難關，延續岳父陳澄波對

不安，同年他毅然決然地選擇回

其藝術創作發展的深切期許

臺定居。

，並建立臺灣戰後人物雕塑

潛藏於心中
的自由、自
然與美，將

的典範。

生命奉獻給
雕塑。

蒲添生23歲，入日本朝倉文夫雕塑
私墊，前後十年，二人情同父子。

民國36年
蒲添生與國父像土模合影於台
北大正町三條通工作室。銅像
完成於民國36年，在歷經波折
之後，於38年豎立於台北市中
山堂前廣場。2008年台北市政
府指定為古物。

彫塑創作‧教育工作

生命花朵‧自由平等

為順利完成塑像創作，1945年蒲添生成立台灣光復後第一家

1980年起，蒲添生開始減少人像的委託塑造，將時間留給自

鑄銅工廠，引入日本鑄銅技術，在草創初期，親手參與土模

己的純藝術創作，喜歡以手捏塑，透過泥土直接呈現感情，

鑄造銅像，陸續完成多件重要名人雕像。除此之外，蒲添生

10年間約創作70餘座人體雕塑，強調追求自然的感受與本性

也積極參與臺灣重要美術展覽活動。如1952年台陽展第15屆

。1983年蒲添生年屆72歲，於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

、1956年第三屆南部美展等。1957年再度赴日，在恩師朝倉

博物館）舉辦第1次舉辦個展，同年，他的早期作品《詩人》

文夫的鼓勵下完成《春之光》並入選第一屆日展，此作品已

和兒子蒲浩明的作品《情深深》，

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同時入選法國藝術家沙龍。1988年
前後，受到當時漢城奧運女子體操

蒲浩明為蒲添生長子，亦
為國內知名的彫塑家，畢
業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
後，在父親身旁十幾年的
學徒式生活學習。1980年
遠赴歐洲學習雕塑。現為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臺
北醫學大學副教授。

然而，當蒲添生有名望後，卻不忘雕塑教育的重要性。1949

電視轉播的啟發，蒲添生展開「運

年起，應臺灣省教育廳委託，主辦暑期雕塑講習會長達13年

動系列」的創作，將人體視為具自

，時年尚無任何學校科系設立雕塑課程，蒲添生親自指導而

由韻律表現的線條結構，在此系列

培育雕塑人才。1963年蒲添生工作室自鄭州路遷移至林森北

作品中，著重人體動態的結構，將

路，親自設計並請福州木工師傅以檜木蓋成，挑高兩層樓半

「人體視為花朵，每一朵都有她開放的姿態與表情。」，孫

，上半四面都可採光，可登二樓ㄇ字走廊環繞俯視大型作品

女蒲宜君亦於2005年完成《蒲添生「運動系列」人體雕塑研

之製作，該工作室經過921地震後仍保存完好，為一具有歷史

究》碩士論文，研究此經典系列作品。

價值和意義的臺灣前輩藝術家專業工
作室。由三子浩志規劃整修，開放給

1991年「蒲添生雕塑八十回顧展」於臺灣省立美術館（今國

民眾參觀，成為見證臺灣雕塑史的殿

立臺灣美術館）盛大舉行。因政治環境的改變，蒲添生終於

堂。

以《自由與平等》
男體塑像，首次對
228事件提出回應
，此塑像指天之手
象徵天道、平舉之
手代表平等，期待
臺灣的歷史能走出

2009年10月9日開幕
活動，與會貴賓合影。

2009年 曾鈺涓 文

《陽光》1981年
銅雕 81x30x28公分
姿態自然、神情昂然的甦生與呼吸著新鮮空
氣的神態，象徵找到台灣對於人體美的自信

於杭州寫生的陳澄波
1938年陳澄波受託鑑賞蒲添生所塑的
蘇有讓先生胸像，大為讚揚，欲將長
女許配給蒲氏，成就一段姻緣。
上圖為1936年入塾誓書
下圖為1938年塾生證明書

朝倉文夫與陳澄波是影響蒲添生藝術
之路最重要的兩個人

2009年適逢銅像豎立60
週年，台北市文化局於
中山堂外側廣場舉辦「
國父銅像設立60週年紀
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
，重現國父銅像光采與
蒲添生老師藝術成就。

1963年蒲添生工作室自鄭
州路遷移至臺北林森北路，
親自設計雕塑工作室。

《春之光》1958
石膏模 175x51x48公分
呈現著東方女性的自信、堅決與柔美。
軀體的飽滿，一如春光的乍現，充滿生
命的活力。入選第一屆日展。台北市立
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冤屈的幽徑，邁向
自由平等的大道。

蒲添生與運動系列合照，國立台灣美術館
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2009年奇美博物館
計畫將系列作品放大置於新館戶外草坪。

《詩人》1947
72x38x28 銅雕
此作品早在留日時期已經完並參加過1939年第十三回「朝倉雕塑塾
展覽會」的展出。1947年蒲添生又重新創作。以魯迅為對象，傳達
出凝神靜思的動人氣質，讓觀者也融入了「詩人」的沈思世界中。
現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1992年5月15日，健康幼稚園校外教學遊覽車失火，林
靖娟老師為搭救小朋友，與二十位小朋友、二位家長葬
身車內，引起社會震撼，感動於林靖娟老師的英勇精神
，蒲添生應李前總統邀約為
林靖娟塑像，然而在創作過
程，蒲添生的身體狀況快速
惡化，1995年5月15日完成
一座高三百七十公分的塑像
與浮雕結合之巨型雕塑。主
塑像後的浮雕，由其子蒲浩
明協助完成，以三塊八卦形
式拼合而成的浮雕，表現了
二十三位罹難者在天堂快樂
生活的情景。1998年9月28
日教師節，《林靖娟老師紀
念銅像》豎立在臺北市美術
館左側的美術公園。
（圖片提供：行天宮文教發
展促進基金會）

蒲添生故居

藝術‧生命

年表

蒲添生曾言：「當我創作停止時，就是我生命的結束。」即

年代

重要記事

蒲添生為台灣雕塑界的先驅，二次大戰後期，從日本學成返國，即致力

「蒲添生故居」以五個區域展示作品與文物，以漸進導覽路線

使到他病重時，仍奮力完成其生前最後一件巨作：林靖娟老

1912

6月19日出生於臺灣嘉義美街(成仁街)

開拓台灣雕塑界的遠景，一生浸淫雕塑藝術。蒲添生逝世之後，留下的

方式，引導民眾欣賞蒲添生的故居特色

師紀念銅像《浴火鳳凰、羽化成蝶》，此作品以林靖娟老師

1928

組成「春萌畫會」，畫友有林玉山、潘春源、陳再添，蒲添生等。

藝術作品高達數百件，從名人塑像、政商名流的人像、唯美的人體和趣

右手高舉的姿態，向上天呼喊，而中指上，停了一只蝴蝶，

1931

赴日。入東京川端畫學校學習素描。

■ 戶外雕塑展示區：

味小品，風格多樣令人嘆為觀止。

象徵美麗生命幻化成蝶，飛向永恆。歷經4年製作時間終於

綠意盎然的庭園和散落其間的作品相映成趣。

1932

入日本帝國美術學校(即今武藏野大學的前身)。先進膠彩畫科後轉雕塑科。

1996年5月15日完成，半個月後蒲添生旋即辭世，留給世人珍

1934

入日本雕塑大師朝倉文夫雕塑私墊，師事朝倉文夫先生長達八年。

為紀念蒲添生一生奉獻藝術的成就，蒲添生家屬特將蒲添生居住寓所及

■ 作品陳列廳：

貴的藝術創作，這些創作亦是其生命的延續。誠如他所言：

1939

返臺與前輩畫家陳澄波先生之長女陳紫薇小姐結婚，再赴日。

工作場所，整建為「蒲添生故居」並對外開放，提供市民一個欣賞藝術

陳列蒲添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播放介紹影片。

「我把我的一生奉獻給雕塑，雕塑也給了我一生。」

1940

完成等身石膏雕塑作品「海民」入選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覽會」。

1941

首屆「台陽美術協會雕塑部」成立。返臺定居。

1945

製作蔣主席戎裝銅像和國父銅像，並成立臺灣光復後第一家鑄銅工廠。

1946

任第一屆臺灣全省美術展覽會 審查委員。

1947

工作室遷移至臺北市鄭州路。完成「詩人」作品。（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稱其為「臺灣西洋古典雕塑拓荒者 」、亦或「臺灣雕塑第一

1949

完成「國父銅像」樹立於臺北市中山堂前廣場。

人」，自是當之無愧。

1953

應教育部之邀請，參加菲律賓主辦的第一屆亞運藝術展覽會。

1958

再度赴日師事朝倉丈夫先生，接受老師資助，直到一九五九年。

蒲添生的創作，以冷靜客觀為原則，透過細膩的觀察，正確
的掌握人體的型態。然而，他卻在凝視中，融入自己的深情
關注，重新詮釋創作對象的內在，淬煉出具有東方文化的靜
謐特質，建立了自己優美與典雅的創作風格與成就。無論是

完成「春之光」入選第一屆日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的空間，讓大眾分享蒲添生精采豐富人生，感受藝術文化之美。

■ 藝術走廊:

「蒲添生故居」位於林森北路與忠孝東路的巷弄中，鄰近「華山藝文園

展示台灣第一尊的國父像和蔣主席戎裝像、鄭成功像和吳稚暉

區」，今稱之為「華山1914」。此寓所，充滿雅趣的庭園和古典風味

像等大型紀念像原模，及大型女體雕塑和雕塑製作過程介紹。

的結構，是一座超過八十年歷史的日式木造建築，工作室部分由蒲添生

■ 工作紀念室:

生前親自設計﹑監工，採用的是上等的檜木搭建而成，而為製作大型的

陳列蒲添生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包含家族系列、動物系列、

吳稚暉銅像，挑高七米五的創作空間，氣勢恢宏，為蒲添生故居中最具

運動系列、政商名流胸像系列等，和眾所周知的臺北市健康幼

特色的一個區域。家屬整修故居時，除保留工作室原建築特色外，特以

稚園林靖娟老師浴火犧牲的大型塑像。

蒲添生日籍雕塑大師「朝倉文夫」在日本東京之故居紀念館為參考，重
新注入展示新機能，使歷史文化和建築美學及現代創意並存。

■ 文物展示室:
展示蒲添生前閱讀及收集的古今中外書籍，生前作畫用具﹑雕

1963

遷移至臺北林森北路，親自設計工作室。

「蒲添生故居」誠摯地邀請參觀者在優閒的假日午後，來到靜謐的巷弄

塑工具和個人文物，更有豐富的家居和藝文界、政經界及社會

1980

參加第二屆「朝象會雕刻展」（由朝倉文夫先生的學生們兩年舉辦一次。）

中，古典雅緻的空間中，感受蒲添生的創作時空氛圍。

賢達人士的合影相片。

進行創作抒情人體雕塑作品，共計約70餘尊。
1982

「陽光」原擬於全國美術展覽會在國父紀念館展出，引發「藝術與色情之爭」。

1983

首次個展，於臺北省立博物館舉行「蒲添生雕塑50年第一屆紀念個展」。

「蒲添生雕塑八十回顧展」於臺灣省立美術館。

1993

「蒲添生雕塑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

1995

「蒲添生 蒲浩明父子雕塑聯展」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舉行。

1996

5月15日完成「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豎立於臺北市立美術館旁中山美術公園。
5月31日因胃癌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年85歲。

加油站

林 森 北 路 九 巷

蒲添生 故居
善導寺

忠 孝 東 路 一 段
捷運善導寺站
3號出口

麥當勞

街

1991

路

文 建 會

參觀資訊
地

址：台北市林森北路9 巷16號

交通資訊：捷運板南線◎善導寺捷運站3/6號出口
開放日期：民國99年1月1日起

北

完成「運動系列」作品。（國立台灣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東

興

1988

平

停 車 場

紹

重新燃起繪畫慾望。至1992年陸續完成一系列畫作共計200餘張。

路

1986

北

北

作品「懷念」入選法國獨立沙龍百週年展。

森

陳紫薇女士（左）
一生始終背後默默地支持蒲添生創作。
《妻子》1941 銅雕 24x11x10公分於第七屆
美術協會展覽展出，該年雕塑部成立。

蒲添生為人豪爽、交友廣闊。1986年攝於臺北福華沙龍「二
代聯展」，此展為兩代藝術家聯展，象徵藝術的傳承。
左起楊奉琛、楊英風，蒲添生、蒲浩明、曾培堯、曾鈺慧。

1984

林

作品「詩人」入選法國藝術家沙龍，作品「亭亭玉立」入選巴黎冬季沙龍。

華山創意園區（公園）

捷運善導寺站
6號出口

開放時間：詳部落格
預約專線：2321-3539
參觀費用：免費參觀
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pts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