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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會是東方畫會，再被人們憶起的一年。60年前

的1956年，一群熱血的青年，他們20出頭，全身

投入擎起現代藝術大旗的事業，他們就像更早一輩的林

風眠、徐悲鴻、劉海粟，顏文樑領軍下的藝壇子弟，曾

經徘徊於東方與西方藝術間的道路，但他們更堅定地走

向現代藝術的道路。其中有8位青年，他們創辦了東方畫

會，人稱八大響馬。響馬，是東北的強盜團夥，他們成

立之初得此令名，可見在1950年代的台灣藝壇，這8匹馬

曾經奔馳出無以倫比的衝撞力與破壞力，在那個戒嚴時

期嚴禁組織小團體的年代，舞動風雲。

一甲子前，他們是飛揚的青年；一甲子後，響馬老

矣，兩位藝術家已逝，但仍健在的藝術家，堪為藝術圈

的國之重寶，他們經歷過的藝術路，就是這一甲子的藝

術風潮。霍剛，東方畫會的創始人之一，1932年次，84

霍剛的圓滿藝境霍剛的圓滿藝境

上　藝術家霍剛。（攝影／王飛雄）

下　霍剛《風雲》．油彩、畫布．162×130 cm．2013。

文｜林亞偉　圖｜采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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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他依舊聲若洪鐘，健步如飛。銀白色的華髮，一根

根亮白的頭髮，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藝術嘗試；霍剛雙眼

湛然，雙瞳裡的世界，倒映的是他從台灣到歐洲創作逾

半世紀的藝術行旅，如今，他決定從義大利米蘭回到台

北定居。5月28日，台北市立美術館盛大舉行「霍剛．寂

弦激韻」（Reverberations．HO KAN）個展，完整梳理

他整整一甲子的創作，近150件作品是藝術家1950年代創

作迄今的完整呈現，讓人們一睹霍剛，如何一步步走向

抽象繪畫的歷程。北美館大展由在國立米蘭Brera藝術研

究院取得碩士學位的劉永仁擔任策展人，由熟悉義大利

藝術氛圍的劉永仁擔當大展策畫，是了解霍剛藝術源泉

不容錯過的展覽。

除了北美館的個展呈現，霍剛的經紀畫廊采泥藝術，

也於6月18日在台北畫廊空間舉行「原點．解析－東方抽

象語法」的霍剛個展，並在6月23日的高雄港都藝博會舉

行個展；亦將前進首爾，於10月13日揭幕的韓國首爾藝

博會（KIAF 2016 / Art Seoul）展出霍剛之作。在東方畫

會創辦一甲子後，今年，是名副其實的霍剛年。采泥藝

術要讓霍剛從昔年東方畫會展覽之地台北出發，從台北

到高雄，再到韓國；此外，還同步籌備霍剛明年於歐洲

的展覽，讓霍剛之作，回到他創作的第二個故鄉歐洲。

在采泥的經紀推廣下，霍剛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台灣現代藝術之路

當前的收藏市場，亞洲正興起一股抽象藝術收藏的風

潮，也歷經重新審視各國藝術流派勃興發展之際，收藏

市場曾經遺漏的藝術家。這3年來，最明顯的代表即是

日本具體派的華麗登場，與韓國單色畫派的崛起，以銳

霍剛《源起之9》．油彩、畫布．40×30 cm．2009。 霍剛《源起之2》．油彩、畫布．60×72 cm．2006。

不可擋之姿走入當前藏家的視野。這兩大流派，是日本

與韓國在各自美術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運動與團體。1970

年，韓國單色畫派建構成形，開創出具備韓國特色的美

學創作風格。1954年，日本具體派以吉原治良為首，聯

合其它17位藝術家，在日本大阪成立具體美術協會。具

體派成員作品的收藏價值，就在沉寂逾半世紀後，在這3

年大放異彩。

與日本同時，比韓國單色畫派更早，台灣的藝術現代

化運動，在1950年代風起雲湧，最知名的五月畫會與東

方畫會，皆是於1956年的台北成立，比具體派成立稍晚

2年。而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道路，從此走上一條與日、

韓迥異的發展道路。那個年代的青年藝術家，許多都是

跟著國民政府一路從大陸來到台灣，有著深厚傳統文人

山水畫底蘊，這些底蘊，對他們而言是資產，同時也是

包袱，他們都想破繭而出！以東方畫會成軍的八大響馬

為例：李元佳、歐陽文苑、吳昊、霍剛、夏陽、陳道

明、蕭勤、蕭明賢，他們幾乎都負笈出國，離開半世紀

前戒嚴的台灣，擺脫思想的枷鎖，尋求創作的新樂園。

如果說要尋覓二戰之後，亞洲各國藝術思潮的代表，台

灣的五月與東方畫會，必然載入藝術史冊。那麼，在當

前的亞洲收藏市場上，五月畫會有劉國松的崛起，東方

畫會裡必然也有人們曾經遺忘的名字。

霍剛，他是迄今仍活躍創作的響馬藝術家之一。他就

是1956年東方畫會成立時，提出「東方」兩字的畫會創

始人之一。從1956到2016年，整整一甲子，霍剛的風

格邁向幾何抽象，在當前亞洲收藏市場吹起抽象風潮之

際，他是不容錯過的藝術家。過往逾半世紀在歐洲創作

的他，亞洲收藏界較不熟悉他。而今霍剛返台，他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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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創作心路，恰恰正邁向圓融大成之境。

霍剛的藝術，化繁為簡，可說是他一直以來追求的目

標。他1951年在台北師從李仲生，是最早拜入李仲生門

下的弟子之一，從此開啟了更多創作想像，進入超現實

主義創作領域，再到1964年定居米蘭，霍剛漸漸確定

了自己的藝術道路，邁向抽象之途。1960年代中期的

歐洲，百花齊放，超現實主義已然發展成熟，美國抽象

表現主義到極簡主義也影響了歐洲藝壇，隻身赴歐的霍

剛，就在這個藝壇熔爐裡鍛練自身，尋覓自己的路。這

塗塗抹抹的歷程裡，他最終在幾何抽象領域樹立自己的

獨特風格。

從東到西的藝術征程

從南京到台北，再到米蘭的霍剛，他的創作就像地理

上的遷徙，一路汲取養分。他從小就愛畫畫，中原戰亂

時期缺乏紙張，他把家裡抽屜翻轉當成畫紙塗抹；他師

從祖父學習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成

為日後到米蘭大學兼教書法課的才

能。他從南京來到台北，就讀台北師

範藝術科（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當時缺乏現代美術師資，讓霍剛以為

鉛筆畫的單色就叫素描，直到他在

報上讀到李仲生的藝術文章而豁然開

朗。在好友歐陽文苑的引薦下，他拜

師李仲生學畫。李仲生，成為開啟霍

剛現代藝術創作的啟蒙導師；1950

年代初的那幾年，李仲生的安東街畫

室有兩個班，每星期各上3天課，霍

剛、蕭勤、陳道明、李元佳是星期

一、三、五班；夏陽、吳昊、歐陽文

苑、金蕃是星期二、四、六班。在安

上 霍剛《承合之3》．

油彩、畫布．200×100 cm×2．2011。

下 霍剛《抽象2015-05》．

油彩、畫布．195×130 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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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街畫室，再到後來霍剛任教的景美國小美術教室，

以及夏陽、吳昊、歐陽文苑任職空軍時的龍江街防空

洞空間，都成為這些熱愛藝術的青年聚首之處，他們

只有簡陋的畫室空間，歷經了煤氣燈到電燈的時期，

但他們不改其志，陋室之中綻放光華，東方畫會八大

響馬的7匹馬，就在這裡結識譜寫傳說的開始。

霍剛性格灑脫，最開始的創作卻有著軍人家庭的嚴

謹。李仲生為了激發他的能量這樣說：「你的腦筋很

頑固，你的腦筋不開，你最多畫到野獸主義！」霍剛

氣不過，「我就畫超現實給你看！」他的超現實主義

風格，相伴他到了義大利。

霍剛直率的說：「那時候的義大利，什麼樣的創

作形式都有，抒情抽象、超現實⋯⋯，都畫得很好，

我已經沒辦法跟人家比。這些藝術家是專業的，藝術

創作就像談戀愛，不能三心二意的，東一點、西一點

的是不會有成就的。」於是，霍剛以原本在台灣的超

現實風格語彙為基礎，逐漸延伸拓展，他的畫面色

塊、線條逐步邁向幾何抽象。人們而今熟悉的圓點、

線形、色彩慢慢形塑霍剛的畫風。霍剛畫作能有迥異

他人的形、韻、意，來自其深思熟慮後一筆一筆的嚐

試。霍剛的畫作，一眼望去看似簡單，但是能夠「簡

單」，卻是無數的不簡單構成。

霍剛，他有著強大的信念，才能數十年如一日的，

在抽象的道路一以貫之，不離不棄。這些年，他拆解

1932 出生於中國南京，本名霍學剛

1938 抗戰時舉家移居重慶

1949 隻身與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來台灣，台北，台灣

1950 遺族學校初中畢業。入省立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

大學）藝術科就讀，台北，台灣

經歐陽文苑介紹赴二女中，拜訪李仲生老師，台北，台灣

1951 入台北市安東街李仲生畫室學習現代繪畫，台北，台灣

1953 省立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畢業，台北，台灣

景美國小任教，促成全省第一個國民美術教室，台北，台灣

1954 加入台灣省教育廳（今教育部）教師研習會，台北，台灣

於安東街畫室共組繪畫觀摩會，台北，台灣

1955 研究超現實主義。李仲生關閉安東街畫室，赴員林任教職

1956 籌組創辦第一個現代繪畫團體「東方畫會」，台北，台灣

1957 擔任全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美術輔導員至一九五八年，台

北，台灣

「第一屆東方畫展」，衡陽街新生報大樓，台北，台灣

1958「亞洲青年美展」，東京，日本

1960 「國際抽象畫展」，伯拉多，義大利

1964 前往歐洲，後轉往義大利定居米蘭，義大利

1965 國際藝術發展獎，古比奧，義大利

1969 久賽彼 莫利首獎，萊科，義大利

「國際繪畫年展」，阿契雷阿萊，義大利

1970 「第七屆國際繪畫聯展」，坎比奧奈，義大利

布蘭巴哈畫廊個展，巴塞爾，瑞士

奧萊茲畫廊個展，海牙，荷蘭

1971 工作室畫廊個展，馬特拉，義大利

藝術中心畫廊個展，米蘭，義大利

巴爾巴畫廊個展，卡斯代蘭札，義大利

封答各畫廊個展，邁西拉，義大利

交爾基畫廊個展，佛羅倫斯，義大利

1972 馬斯佩斯與羅美佳里工作室個展，松德里奧，義大利

 AeA畫廊個展，大朗多，義大利

覺維奧畫廊個展，科摩，義大利

1973 藝術中心畫廊個展，米蘭，義大利

中義協會個展，米蘭，義大利

拜奈待地尼神父隱修院個展，菲那爾碧亞，義大利

獅子畫廊個展，特拉達得，義大利

霍剛大事紀

霍剛《抽象2015-03》．油彩、畫布．130×97 cm．2015。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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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線條，畫面裡許多的符號援引自他解

構的書法筆畫，但解構之後，這些符號已經看

不出是書法線條，轉化為霍剛的語言。霍剛解

釋作品裡的源初符碼，例如書法字都有原本的

結構，每個字的大小、筆畫都呼應的很好，從

單字再擴大到中堂、條幅、楹聯等等，都有原

本嚴謹的結構。例如「釘」這個字最後一筆的「勾」，

這個「勾」是15度還是30度上揚，是拉長還是截短，

都有不同的美感呈現。霍剛，他不斷拆解金石書法，從

單字到字句，從筆畫到形體之間，在這龐大的書法寶庫

裡，轉化成他的獨特符碼。

直臻圓滿的藝術之境

一筆，一畫，霍剛致力達成抽象畫面圓滿平衡之境，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多一點，少一畫，

都會破壞畫面中的圓滿之境，這是霍剛直到這些年，才

逐漸滿意的境界。這些年待在義大利的霍剛，他是一位

生活藝術家，他從生活中不斷提煉元素，從而精進他的

藝業，圓滿他的人生。

甫抵歐洲的他是窮畫家，在畫室勤於創作之際，若有

合適的機會，霍剛也會轉換身分，成為一位教師。他在

米蘭大學教書法，組成樂團在中國週表演，甚至曾經掌

勺指導家庭主婦中華料理。「在義大利很好生活的，那

裡的咖啡比台灣便宜，還可以配花生米，披薩；下午去

畫廊開幕看展覽，年景好的時候有一整隻烤豬，搭配紅

酒、白酒、魚子醬，這樣子三餐就打發了。」生活的磨

練，並沒有消磨他創作的志趣，霍剛不改其志，在義大

利的藍天白雲裡，在地中海陽光的滋潤下，讓這位天性

開朗直率的藝術家，這些年的創作更直指本心，透過他

的抽象作品，展現他的心靈厚度。他，就是一位生活藝

術家。

在南歐這塊熱情的土地，霍剛學會了義大利文，當

地豐富的文化藝術養分，一層又一層積澱了霍剛創作的

土壤，讓他從南京，從台北帶來的東方文化種子，在這

塊沃土發芽。他愛聽西洋古典音樂，對樂團裡的不同樂

器音色瞭若指掌；他也拉胡琴，幽默的說自己拉琴像殺

雞。豐厚逾萬片的黑膠唱盤收藏，展現了霍剛的音樂素

養。他就像位指揮家，拿著畫筆指揮棒，在他的畫布舞

台上，用點、用線、用色塊組成他的交響樂章。數十

上 霍剛《承合4-1、4-2、4-3》．

　　油彩、畫布．82×200 cm×3。

下　霍剛《抽象2015-03》．

　　油彩、畫布．130×97 cm．2015。

COVER STORY

118



年的揮灑之下，他畫布裡的天地愈來愈遼闊，也愈來

愈具備藝術普世意義，他創作的符碼完全擺脫了純粹

東方的況味，是能讓地球村觀眾皆能領略的universal

coding，不是單純的東方，也不是義大利的西方。他的

抽象，從歐洲到亞洲的藏家皆能各有所感。

霍剛幾何抽象畫面的和諧平衡，恰恰暗含了老子

道德經的旨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從三十而立之

年，雄心壯志到異鄉發展，到而今已過了「從心所欲

不踰矩」之境，霍剛的作品，恰是他人生境界的展

現。他從早期取經西方，探索超現實主義，來到義大

利後趨向理性幾何抽象，而今的作品畫面色彩愈見鮮

明，構圖愈見簡潔。就像他看到美國極簡主義主流不

發展繪畫後，他依然相信，只要有人，就會有繪畫，

終其一生的探究繪畫之美。於是，霍剛年歲漸長，他

的抽象畫作愈見詩意，簡單的幾何構圖，那些點、

線、色塊組成的空間，成就了霍剛的專屬符碼，一望

即知。他尋求畫外之境，寫入了他的畫內。

年輕的時候，直率的霍剛在東方畫會裡，有一個稱

號是「無情劍」。而今，當年這柄鋒銳的無情劍，歷

經萬丈紅塵的生活磨練，無數藝術磨刀石的砥礪，漸

漸臻至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其作品的圓融之境，恰

是霍剛幾何抽象的終極追求。但其實，理性的抽象畫

面之下，霍剛依然是60年前的八大響馬，熱血澎湃。

因為唯有多情，才能真正邁向圓融之境。霍剛，他是

多情的無情劍。

霍剛《開展之5》．油彩、畫布．98×130 cm．2009。

1975 解邁里畫廊個展，利米尼，義大利

1977 庫茲畫廊個展，索洛，瑞士

1978 藝術中心畫廊個展，米蘭，義大利

1979 馬且拉達美術博物館個展，馬且拉達，義大利

普魯沙爾特畫廊個展，邁斯得雷，威尼斯，義大利

1981 「東方、五月畫會成立二十五週年聯展」，台灣省立博物館

（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台北，台灣

1985 環亞藝術中心個展，台北，台灣

不是書店個展，米蘭，義大利

布雷赫波爾畫廊個展，格蘭斯，瑞士

1986 台北市立美術館聯展，台北，台灣

1988 藝術中心畫廊個展，米蘭，義大利

1990 誠品畫廊個展，台北，台灣

1994 台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台灣美術館）個展，台中，台灣

1997 「東方現代備忘錄—穿越彩色防空洞」聯展，帝門藝術中

心，台北，台灣

獲第五屆李仲生基金會現代繪畫成就獎，台灣

1999 「李仲生師生展」，台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台灣美術

館），台中，台灣

「霍剛的歷程個展」，帝門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01 「東方的結構主義」，帝門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10 大象藝術空間個展，台中，台灣

2011 「藝載乾坤－霍剛校園巡迴展」，清華大學藝術中心，新

竹，台灣

2012 「藝拓荒原—東方八大響馬」，大象藝術空間館，台中，

台灣

「霍剛八十．素描展」，大象藝術空間館，台中，台灣

2014 「抽象．符碼．東方情—台灣現代藝術巨匠大展」，尊彩

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東方視覺」，夢12美學空間，台北，台灣

「台灣美術散步道：1927-2014」，尊彩藝術中心，台北，台
灣

2016 「霍剛．寂弦激韻」（Reverberations．HO KAN）個展，台北
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原點．解析—東方抽象語法」個展，采泥藝術，台北，

台灣

「霍剛個展」，采泥藝術，高雄港都藝博會，高雄，台灣

「霍剛個展」，采泥藝術，韓國首爾藝博會（KIAF 2016 / Art
Seoul），首爾，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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