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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路上感恩有您

中華行善功德會常務理事楊麒麟先生長公子楊勝安老師，於2002年12月29日在

澳洲臥龍崗大學攻讀藝術博士時，不慎溺水蒙主寵召。楊理事夫婦痛失愛子，決心

化悲痛為力量，化小愛為大愛，與次子楊勝傑連袂向會員大會提議，在本會組織章

程中，增設楊勝安藝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由楊家每年捐款挹注，每年舉辦「勝安

藝術獎」徵畫比賽，發給若干獎盃、獎狀及獎金，以推動傳統水墨藝術創作，獲得

與會全體理監事及會員一致鼓掌通過。

此後由於優秀作品越來越多，參與的學生更加精進，而陸續增設「熱愛藝術

獎」及「五顏六色獎」以資鼓勵。成立迄今五年來，承蒙各界的勉勵與支持，在社

會上獲得相當肯定的回應。謹代表本會全體理監事及會員大德，對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協助評審的各藝術前輩以及參加比賽的各學校師長、同學，表示無限的感謝，

感謝您們的護持，才能成就這有意義的活動。

本會設立宗旨為救急濟貧，教化世道人心。從增設此獎項後，讓本會全體同仁

深覺更有意義與榮譽。今後仍將與楊理事伉儷與其次子楊勝傑繼續攜手舉辦此項活

動，為推動我中華傳統固有水墨藝術文化盡一臂之力。尚祈各界一本初衷，同樣給

予協助與支持，相信我中華水墨文化必能再現光芒，謝謝大家！

中華行善功德會理事長  陳良山

藝術大愛

從楊勝安老師寫給復興商工美信二學生的離校告別信中（註），可以看出他

是一位有情有義、非常關心他指導過學生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師。依依不捨的叮

嚀、勉勵之情，溢於言表。若從他離校後的意外看來，又更令人感到辛酸。勝安老

師的心真的是跟學生的心緊緊相繫。我們對藝術教育痛失英才而感到非常遺憾！

楊勝安老師也是本校2000年藝術教育學程班的高材生。從他的作品表現以及教

學之餘的研究心得，可以看出他是極為用心的優秀人才，本校也以楊老師的優秀表

現而與有榮焉。

「壯志未酬身先死」勝安老師的無常意外，讓我們感到不捨與惋惜。他在生

前對於中華固有文化─水墨彩繪的執著與表現，深信大家有目共賭。而他的父母親

楊麒麟先生、盛連金女士伉儷以及其胞弟楊勝傑先生的精神化小愛為大愛，要讓勝

安老師熱愛藝術的精神，繼續延續，當本校書畫藝術學系的教授們知道楊家的大愛

之後，非常感動，建議本校給予支持與協辦，共同為我國青年學子的水墨創作略盡

棉薄之力。「勝安藝術獎」截至2009年已舉辦五屆，看到同學們的作品，一年比一

年進步，參加的學校與同學一年比一年踴躍，真的是讓我們大家都感受到收獲的喜

悅。

本校在此非常歡迎各位對水墨創作，或是其他藝術創作有興趣的同學，能夠踴

躍來就讀或進修，在此祝福大家藝術創作路上勇猛精進。

註：在盛連金女士所著：憶─《浴火鳳凰憶我兒勝安》一書中，附有楊老師致復興商工美二信

同學的一封信。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黃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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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安．冬雪屹不屈

楊勝安．自畫像

滿懷的感恩

 一年一度的「勝安藝術獎暨熱愛藝術獎」頒獎典禮，在98年12月19日假臺北板

橋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真善美藝廊隆重舉行，勝安藝術獎之設立，已五年了。據統

計，這五年來，參賽的學生將近千位，超過三百位以上的學生獲獎，受到勝安藝術

獎的激勵，深信對於我國這一代青年學子藝術的精進，水墨的專注，一定有著深遠

的影響。我們相信，凡走過必定留下痕跡！

今年來自全省各地的參賽學校53所，無論是參賽的249幅作品，或是得獎的108

幅作品，水準均比往年更有所提升。作品一年比一年精彩，一幅比一幅讓人驚豔，

為此，應邀擔任評審的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羅振賢院長，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林昌德院長等八位國畫大師，經過艱難的評比過程，才讓108幅作品脫穎而出。

在真善美藝廊，這些得獎的大作，綻放著五彩繽紛的異彩，這實在得感恩臺灣

藝術大學黃光男校長的鼓勵，美術學院羅振賢院長和書畫藝術學系林進忠主任的大

力支持、協助，才能讓勝安藝術獎全國性的創作比賽有今日輝煌成果。

震暘企業董事長簡添富先生，今年也繼續委託慈濟師姐陳秀琇提撥獎學金十萬

元，鼓勵榮獲「五顏六色獎」的學生；紅光建聖企業董事長藍振順伉儷每年有持續

義助四萬元獎學金，以及每年認養護持熱愛藝術獎助金的善心大德們，皆期望熱愛

繪畫的學子能夠精益求精，用「美」的藝術作品為發揚文化盡份心力。

 時光荏苒，勝安離開摯愛的親友、師長、同學、學生也已七年了，「七」對

基督徒來說，是個圓滿的數字，次子勝傑發心設立的勝安藝術獎，其熱衷投入的精

神，可從今日頒獎盛況看到成果；參賽學生的熱忱，師長熱心的教授，才能有今日

的輝煌成果，對我們來說，這不只是圓滿，也是一種幸福，感恩大家！

中華行善功德會附設楊勝安藝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  楊麒麟

54

楊勝安老師作品



林進忠教授．牛轉乾坤

羅振賢教授．荷塘交響

蘇峰男教授．九九島泛舟

吳長鵬教授．強風驟雨妙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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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才松教授．鬧春圖江明賢教授．台北府五城門

白宗仁教授．吳哥窟遺址

林昌德教授．峨眉雙橋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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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安藝術獎

李謦羽．暗香浮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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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展．薪傳 陳禹彤．鴨寮語聲樂融融

12

優選獎

13

優選獎



陳冠廷．童年野趣 洪嘉甫．濤浪

14

優選獎

15

優選獎



呂庭萱．豐收

劉儷琪．殘恆斷牆野趣生  群雀相聚論古今

潘楚廷．弱肉強食

林柏廷．古蹟之旅

佳作、熱愛藝術獎

17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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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獎、熱愛藝術獎



蕭凱中．末日.毀滅.新生

陳奕甫．敢情

張有慈．啟示錄之始 蔡惠羽 ．校園一景

蕭郁凡．捉迷藏

18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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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李昕霖．學海無涯

蔡宜雯．迎春曲 王俊凱．對峙

陳宣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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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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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林宛慧．聳立驕傲

陳宣安．小宇宙

簡維宏．故鄉寄情

林辰勳．天南地北
22

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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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陳有威．潺潺流水

盧君聿．潛在危機 陳科廷．流感

楊文琪．生命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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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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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林吉明．獅憶

洪晨峰．九份風光

蘇信銓．仲夏夜交響曲

楊淨之．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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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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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陳薇文．掙脫

張少薷．終殘陳冠廷．時空殘影

劉宜婷．華麗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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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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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王煜榕．慧生於自在

江佩玲．十七未滿 徐藝瑄．宓境

謝芝萱．Taiwa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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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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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林益生．爾來了

陳韻茹．豐收 王子瑄．優遊自在

熱愛藝術孝心獎
謝天生．山水

熱愛藝術獎

張喬菀．傘，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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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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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獎、熱愛藝術獎



楊人丞．詩遊溪行記

入選、熱愛藝術恆心獎

吳健瑋．逃離虛擬世界

熱愛藝術恆心獎

郭禹成．傳承

入選、熱愛藝術獎

蔡佳勳．原點 黃于珊．庭院深深

張伊雯．新傳

何佳朕．度一切林佳橤．魚悅 施皓嚴．豐收稻來

35

入選

34

入選、熱愛藝術獎



洪存孝．旅.人生 張家綺．生命的關懷 林柏諺．花．生

張凱翔．甜蜜-秤-負擔王昱翔．怒海中的方舟

魏庭歡．十八羅漢 游慈葦．化蝶 蕭孟婷．迷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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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怡卉．生活 朱玉甄．老街一隅 陳貽菱．恬靜─優雅之美

謝采瑄．舞動生命 林彥宏．虎霸之態

陳子倢．人生之窗 江平皓．真實與虛偽 廖御宏．關懷

雷心予．盼

周柏均．蠻荒蛻變 黃佳琪．懷古遊藝 黃國倫．神話異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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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珮珊．憶八八水災 張宇華．食．人魚陳佳妤．藏夢
李心寧．情愫 李昀叡．月橘

廖佳容．我有話要說 陳柏諺．秋色觀景 游黎郁．嘉賓聚詠

黃路玉苓．枯槁

張庭甄．寒林鵲鳥 王政中．增壓時代 曾玟琦．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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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婉伶．抉擇 陳詩婷．戲子

吳怡慧．聚集 陳奕安．褪色 黃筑畇．歷程

張巧靜．畫中游 黃翌岭．褪色 詹庭瑜．獨唱

戴國筠．追念 孫雅慧．希望？ 謝欣陵．祭祀

鍾靜宜．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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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品慕．繁瑣 林承翰．殘燭 陳逸文．山郊行

廖育婕．角落 許慈芸．蛻變與懷想 蘇以珊．形色匆匆

吳汶津．建築奏鳴曲 洪永欣．紅顏羞花 李姿璇．進化的遺憾古逸瑋．躍．青春 羅翊華．舞動人生徐慧如．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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