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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博物館建築主題後，遠築雜誌從本期開始要進入「藝術與環境」

的專題。一直以來大家都知道有公共藝術，卻少知其設置的意涵。事實

上公共藝術除了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品外，也具有扶植藝術家及提昇公民

美學的效益，藉由公共工程釋出的資源邀請藝術家參與公共空間的美化

及創作，讓以往較為貧乏的市街景觀，因為有公共藝術的介入，讓建築

空間和行走的人們有了連結，因而感受到了它的溫度。

這一切的引媒都是來自於公共藝術家，本期介紹知名的藝術家李光

裕，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東方的內斂和西方的淬煉，〈吟詠藝術與環境

共榮的詩篇－李光裕的公共藝術雕塑美學〉透過李光裕創作精神及作

品呈現，瞭解藝術家如何藉由公共藝術讓民眾得以親近環境，並透過藝

術品深蘊的內涵，來形塑屬於空間自有的靈性和感知。〈觸摸環境的溫

度　走遊臺灣的公共藝術〉一文則講述臺灣公共藝術如何誕生及形成，

並一起走遊臺灣的公共藝術作品。

〈 本期主題〉

觸摸環境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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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詠藝術與環境共榮的詩篇－

李光裕的公共藝術
雕塑美學　　 撰文∣杜綺文　圖片提供∣采泥藝術

藝術有種安慰人心的作用，

它把人類弄壞的世界，

重建出一個安定而動人的世界。

－雕塑家  李光裕

傳遞生命哲理的美學意識－

早期公共藝術

在一個下班尖峰期的時段，捷運月台上熙

來人往，一班班列車急速飛馳的進站、停留、

離站，人潮川流不息的穿梭在列車與月台之

間，來往之間不到五分鐘的停留，是在頃刻間

的稍縱即逝。捷運月台上體現著現代性社會的

性格：準確、效率、速度，這樣的疾馳總是在

還來不及掌握些什麼，一切又瞬間轉換了面

貌，心情還找不到一個喘息的片刻，又即將往

下一個階段疾行⋯⋯

這樣的場景，在台北「台大醫院捷運站」

也一樣不陌生。人潮依舊熙熙攘攘的來去，準

確、效率、速度還是圭臬。只是在月台的一

角，有張供行人稍作休息的椅子，造型有些特

殊。以雙手交合成一禪定印的姿態，並放大到

一般人身長般的大小，而成了一張供人入座的

椅子。這張椅子，是臺灣知名雕塑家李光裕的

著名公共藝術作品〈小公園〉，「靜坐者，常

常將兩隻手平放相疊，相扣置於腿上，這件作

品的造形即源於此。後來進而發展成椅子的造

形，因為無論在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疲憊，椅子

都是人們舒適的伴侶，稍作休息，得以平撫人

們躁動不寧的心情。」對於李光裕而言，這張

椅子，乃是為急速奔馳的現代社會，留下一個

停留駐足的空間，亦如同公園的靜謐為城市注

入一股寧靜的氛圍，漫步累了，就找把椅子坐

坐，讓身與心得以舒緩、沈靜⋯⋯

李光裕早期作品〈小公園〉，為台北台大醫院捷運站的著名公共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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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於臺灣高雄，1975年畢業於國立藝專

（今「臺灣藝術大學」的前身）後，隨即前

往西班牙進行雕塑創作的研究，並先後獲得

聖費南多（S. Fernando）藝術學院、西班牙馬

德里大學美術學院的學位。返台後任教於國

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直到 2006年退休，迄今

專心致力於雕塑創作。他長期針對本土的藝

術品進行觀察，瞭解背後的歷史脈絡、思惟

意理形態與表現形式，加上太極拳和佛法的

鑽研，從中淬煉出東方文化所內蘊的哲學與

生命觀，集結西方雕塑技法之底蘊，形塑出

極富個人特色的雕塑美學風格。

李光裕的早期創作，主要為圓渾美學的視

覺呈現。圓潤飽滿的雕塑量感體現個人沛然無

限的能量，一如延續個人生命開展的動力，台

如果要論及雕塑藝術的屬性，不同於繪畫

的平面性，雕塑屬於空間景觀。從早期帶有膜

拜、崇敬形式的偉人雕塑，或是如紀念碑形式

的景觀雕塑，雕塑多半以崇高的展示姿態豎立

於地表之上，觀者僅能以瞻仰之目予以仰望，

「大型雕塑放置在捷運站、社區等開闊的環境

之中，所需考量的問題是作品在環境中的意義

與價值。如果，創作者從未展示它的作品，或

者作品僅有少數人觀賞，和這件作品放在多數

人都能有意無意接觸到的地方，則有著截然不

同的意義。前者可以純然為己，後者必須先為

觀眾著想。」李光裕這一番話，點出雕塑扮演

公共藝術的角色有著更多的可能性，開啟更多

思考與探究的層面與觀點。

李光裕，臺灣享譽盛名的雕塑家。1954

大醫院捷運站月台上的〈蓮花持〉、〈心手相

蓮〉即為其中的代表。〈蓮花持〉一作主要刻

畫拿著含苞待放蓮花的佛手，飽滿豐厚的手掌

對比輕盈流動的指柔，在舉重若輕之際，體現

雕塑的穩重質感，以及輕柔流暢的動感。〈蓮

花持〉的命名源自於禪宗的「捻花微笑」，以

作品傳遞禪宗頓悟或漸悟的智慧澄清，在優雅

輕盈的動勢中，為生活注入一股清明的思惟探

索，厚實生活質量的密度。〈心手相蓮〉，同

樣寫實技法刻畫兩隻交合的手，象徵情誼的不

可斷裂。另外，在延吉街與市民大道交叉路口

的大型公共藝術〈合〉，則以類似的雙手交合

造型化成更大的量體，聳立在臺北的鬧區之

中。「合」意喻「合作」以及「和諧」，象徵

人與人之間以信任之基礎上的和諧往來。碩大

左頁：作品〈合〉位於市民大道與延吉街交叉路口，

 在光線的映照下更顯其龐然氣勢

右頁

上圖：李光裕早期作品〈心手相蓮〉

下圖：李光裕早期作品〈蓮花持〉



向天地造化取徑的雕塑美學－

汐止雕塑園區

若是要探究環境如何滋養藝術，法國印象

派畫家莫內 (Claude Monet)的「吉維尼花園」

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經典。1983年，莫內移

居到巴黎塞納河畔的吉維尼 (Giverny)，並運用

色彩、造型的敏銳度打造出鮮豔斑斕、饒富風

韻的景觀花園，名聞遐邇。這個花園也是莫內

晚期作重要的靈感來源，讓他發展出著名的

「〈睡蓮 〉，水景系列畫」。儘管，莫內早

已不在人世，這座吉維尼花園，承載著藝術家

對於造化之美的熱情，光、影與色彩交替型塑

龐然的量體體現穩如泰山的氣勢，

細長的手指線條交織成簡約的優雅

氣質，訴說承諾指涉的縱深，

也是言簡意賅的雕塑詩意。

整體而言，李光裕早期的

公共藝術作品，碩大美學的雕

塑風格以厚實的材質量體表現形

制上的和諧氣韻，體現個人早期

關注的佛法、哲理內涵。就藝術

與環境的關係，藝術家則試圖以

美的形象轉換生活空間的調性，營

造和諧與共的氛圍。

的夢境美好，讓這座花園以「莫內最後一件作

品」的美譽，聞名至今；日本「雕之森美術

館」也是藝術與大自然的完美結合之作。園區

林木蓊鬱，群山環繞，營造萬物與共的和諧美

感，宛若一幅靜穆、絕美的大自然光景。園內

眾多大師雕塑作品，仿如藝術的靈魂，人因而

受到感動與啟示。或許，大自然是屬於雕塑的

舞臺，每個雕塑以自己的個性與姿態，回應自

然環境的頻率，兩者之間的和諧共存，呼應了

亨利摩爾的名言：「雕塑是戶外的藝術，天空

是雕塑最好的背景」。

李光裕的工作室，座落在汐止的幽謐山林

之中，離開城市的喧囂，卻又沒有離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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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裕位於汐止的雕塑花園，

雕塑與自然景觀的和諧相容，

營造安和寧靜的氛圍。

作品由左至右為〈大寶海〉、〈亥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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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望去的叢山峻嶺，沿途小徑旁的花團錦

簇，時有的群蝶飛舞，點綴著花園四季千嬌百

媚的面容。雕塑作品點綴在水池或是石徑旁，

以古典優雅或創新前衛的姿態，錯落在林園與

水景之間，在幽謐的山林中，營造寧靜合雅的

舒適境地。

這個雕塑花園，原本只是一片綠意蓊鬱的

山林。2000年，李光裕動下整地的土，開始

一連串釐地、管線、水土保持的擘畫，再到花

木植栽、雕塑作品的定位。轉眼間，十多年的

歲月過去，藝術家也經歷創作生涯低谷，但是

不論窮苦，他始終以純然的投入，一刀一剪創

造有機盎然的花園生機。繁花似錦、瀑布流

水、小徑幽情，營造流淌抒情的空間詩意。層

層的山陵線與花叢間，交織更深層的穿透，牽

臺灣知名建築師與建築學者龔書章曾表

示：「（李光裕）園區雕塑自身的存在感、以

及雕塑與環境之間對話所鋪陳出的言說脈絡，

讓我感受到一位創作者以自身的生命歷程與經

驗直覺，在吸納與釋放之間醞釀了創作的張力

與可能，回應了自然的開放與侷限，而讓園區

的地景不再只是純粹的空間紋理，也讓每個作

品同時承載了時間性、文學性和藝術性的重

量。」細數李光裕園區的大型雕塑，從〈飛

天〉、〈映月〉、到〈層層的山〉，在

在體現李光裕擅長的古典造型美學，營

造的豐盈美感，並於此同時也展現藝術

家博大精深的知識涵養，從佛學、哲學、文學

等的思想底蘊，轉化成雕塑內斂的造型美學，

雋永且深刻。

引著不斷深入的視線，在有限的空間開創無限

的視野與可能，同時也梳理出屬於藝術家不斷

演進的創作理念、生命哲學，以及與自然環境

共處的姿態。在園區石徑旁，一座日式的涼亭

映著荷葉片片，與池面的層層映照著類似京都

的靜謐與安詳。一旁的〈飛天〉以厚實凝重的

黝黑呈現穩重內斂的質地。女子的身體線條則

自下而上地扭動，形成視覺上的張力，凝聚一

股緊斂結實的強大力量，醞釀女子騰空起飛的

當下。在石徑的盡頭，〈映月〉延續著厚實、

內斂的量感，低頭沉思的造型內蘊人生的智慧

哲理：人世變化或總難以預料，唯有靜思沈著

以對萬物，在擾動浮游中，終得一畝深邃安詳

的心田。

左圖：作品〈飛天〉　　中圖：作品〈映月〉

右圖：作品〈層層的山〉，由台灣藝術大學收藏

作品〈海浪〉，

飛揚的裙襬如靈魂起飛，

盡情舞動人生的歡愉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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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光裕卻不僅於此。

長年浸淫於天地造化的消長，自然的榮枯

轉化藝術家觀看世界的眼光。花木扶疏，光影

在林木交錯中灑落，樹蔭山石間，處處可見植

物與空間交替的豐富—原來，空缺是為了迎接

下一次的完滿，這是屬於大自然的智慧。於

是，不同於過往的圓渾美學訴諸的飽滿，李光

裕的雕塑造型開始有了孔洞，作品交揉著虛實

空間，是源於自然的啟發，以層層積累的立體

層次，引入山林之境，回應生命的變化層理的

豐饒。於是，園區中的〈荷畔〉，將人體與荷

葉合而為一，人的身體亦實亦虛，遁入荷葉殘

影之間，透過造形的正負虛實結構，描繪身體

的虛幻，洞察生命似有似無奧義。〈思惟〉一

作以沈思者的姿態座落於園區的大草地，營造

一股靜謐的哲思氛圍。其創作靈感源自東方文

化的「思惟彌勒像」，在簡潔且輕盈、舒緩又

帶有勁道的線條轉折，勾勒思惟者專注且不容

撼動的沈思神情。作品以片狀結構建構虛實交

替的空間造型，讓思惟者無論處於何處，都得

以融入周遭空間，一如冥想靜思後如入無人之

境，四周環境都融為己身的精神世界。這個造

型的穿透，李光裕將山水放到自身生活處境來

雕琢，進而將造化自

然所觸發的生命感懷

幻化成更具包容性的雕

塑美學，這個美學，不僅關

於自我，也試圖向外連結，型塑一

個含括生活、天地乃至宇宙的普同性

共榮。

虛空的開放性－開創雕塑與

建築互容的更多可能

在一個社區的公共水池旁，潺

潺流水汨汨流過，居住的民眾坐在

池邊談天，或是看著小孩沿著池邊

嬉笑的走走跑跑，一幅天倫之樂的

美好境地。水池旁邊，有件高達三

米的大型雕塑豎立在一旁，這是李

光裕 2016年的新作〈一線天 II〉。

在作品中，李光裕援用片狀造型讓雕

塑線條更為流暢，表現向天祈求萬物至

福的姿態，尋求來自天地的智慧，得以

通透生命無常的本質道理，邁向人生順

暢的坦途。作品呼應「天人合一」的東

方哲學之道：人處於天地之間，是為天

地相連而通達以「成萬物」，企及天地人

合一的境地。這件近三米高的雕塑身軀儘

管高大，卻不顯突兀，反而以流暢的細

長線條與簍空的身體造型恰如其分地襯

於社區的樑柱結構，適切地融於社區空間

之中，展現藝術家對於雕塑內外

空間掌握技巧的高明，在空

間的吸納與吞吐，實體與

虛空的替換之間，轉

換自如。

在當代建築的發展

中，建築與雕塑之間的

關係，不斷存在著空間

辯證與實驗的可能性。雕

塑與建築的表現意義各自獨

立，代表不同形式的立體藝術。

同時，在建築、雕塑與環境地景

之間的關係，三者之間無論是透過

尺度的轉換，或是形式的改變，製造更

多空間實驗可能性，一直是有趣且饒富

可能性的議題。

從李光裕的雕塑與建築、環境的相

互關係中，我們毋寧看到更多轉換與開

創的可能。早期的圓渾風格的雕塑作品，

儘管猶如紀念碑形式的獨立存在於空間

之中，作品內的生命意理與哲學

內涵的觀察，則以藝術

的情感與觀眾產生連

結，以美的形象轉

換空間的屬性與氛

圍，或是透過雕塑功

能性的延伸（如：〈小

公園〉），強化與觀者的互

動性，強化作品與空間關係的多元

性。爾後，汐止雕塑園區的經營，

自然造化的生命教導藝術家

重新觀看生命的視野，也

讓他懂得放開形體，以

「虛空造形」開啟下個

創作階段的面貌。於是，

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李光

裕在形體的技法表現上，

增加了多種的呈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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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頁： 作品〈思惟〉，以鏤空的片狀造型，與周遭環境

和諧並存，營造冥思而入無人之境的自在與靜謐

右頁：作品〈一線天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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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裕雕塑造型演變之系譜
撰文∣杜綺文

手系列

《手系列》為李光裕早期代表系列

之一，主要體現李光裕的「圓渾美學」

表現形式。雕塑造型多為寫實具象，俱

有厚重紮實的體積感。在該系列中，李

光裕以碩大完滿的形體美學建構厚實的

雕塑形象，手造型充滿豐盈之氣的量感，

也作為藝術家延續個人生命力的動力來源，

式，整體的造型上也較以往多變，宛若掙脫後

重獲自由的輕鬆自在，造形更加鮮活。「鮮活」

是一種心態的重生，「隨意蓬發，任憑一切都

可以發生，就什麼都有可能」。於是，近期作

品的簍空造型以虛空的開放性轉換了雕塑與建

築、環境的關係，當雕塑不單止是獨立於建築

的一個部分，甚至於因為虛空的開放涵納周圍

背景與環境成為作品的一個部分，或是與建築

語言相互輝映，創作相互共容的美學效應，李

光裕的公共藝術不再僅是單一個體，而是隨著

時空的差異，展現更為多元的空間美學。

而這一切只所以成為可能，無論是早期透

過雕塑傳遞生命哲理的美學藝術，抑或是近期

以鮮活與開放的包容性，開創雕塑與環境更多

共鳴共奏的交織，一切攸關藝術家長年累月將

工作室視為創作與修行的道場，從內在自持到

萬物造化的感召，取自於環境的感知體悟，轉

換為更貼近人心的美學語言，重建一個安定且

動人的世界。不管時光如何婆娑，山林與人世

都處於動態。城市的喧鬧讓人反思生活如何改

變靈魂，在新北汐止的山區，李光裕以一座雕

塑花園吟詠著靈魂如何改變生活；以公共藝術

走入人群，讓日常生活有了美的姿態。

一如某天我們將藝術探尋的腳步走得稍遠

一點，走到座落於台中的「國立臺灣美術館」。

在空橋與入門大口交接處的牆面上，靜靜地臥

著一尊佛頭，安詳斜倚在掌上。這件李光裕著

名的作品〈凝 II〉刻畫一種心靈放鬆的神態。

當佛頭完全交托給那隻斜陳的手，身體的其他

部位宛若在另個時空，形成一種凌空的輕靈，

也是個人內在精神的意

境，以一種無形的

狀態，在靜謐之中

漸漸抒發張力，

讓人擺脫意識慾

望的紛擾，而臻於

老莊哲學「滌除玄

鑒，澄懷坐望」

的思惟境界。這

是藝術家以雕塑藝

術刻畫的生活美學景觀，在地景烙

下美的印記，宛若一位空間詩人，

吟詠藝術與環境共榮的詩篇，並

在觀者心靈留下美的餘韻，

還有生命焠鍊後的純粹。

作品〈凝 II〉，斜倚在國立臺灣美術館入口處前

作品〈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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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新作系列

李光裕將於 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作

品，則在「開放的虛空」的造型美學範疇下，

以一種更為成熟的形式語言體現鏤空與片狀

造型的實踐，發展出一套幾乎完善的新造型

語彙。在《鬥牛系列》中，李光裕將牛的形體

簡化僅剩骨架，以二維平面精準開創三維的立

體空間，牛隻的簡約造型卻醞釀更為生動的表情

與張力，觀者宛若可以預期兩隻蓄勢待發的鬥牛下

一個怒狂賁張的頃刻。此系列也體現李光裕如何以其

鏤空的造型語言回應雕塑與空間表現的本質性層面，

開創雕塑藝術表現形式的新猷。

如：〈寶印〉、〈蓮花持〉。而在〈息印〉、〈寶瓶〉等作品中，李光

裕開始結合「鏤空」的概念，在雕塑量體上挖洞以開拓空間表現形式的

多元性，也作為開展後續創作系列的鋪陳。

空山系列

在《空山系列》中，李光裕延續「鏤空」

的概念，同時結合片狀造型、團塊結構的結

合，以更多的平面素材開創立體空間的造型

表達。在個人精湛的寫實技巧基礎下，李

光裕援用更多抽象造型的刻畫，交替使用

「寫實」與「抽象」兩種異質語言，在虛

與實之際開展全新的造型風格，同時也延續

藝術家慣有的抒情詩意，開創更為悠遠的

想像意境，如：〈雲山行旅〉、

〈在水一方〉。

空系列

延續《空山系

列》的造型結

構，在《空系列》中，李光裕的造型表現更

加呼應立體主義 (Cubism)的表現形式：將物

體進行破壞與分解，再重新組合，藉此突破傳

統透視法的侷限，也開創造型結構的新表現

形式。個人近期援用的片狀造型與鏤空結構，

消解傳統雕塑的量感，雕塑不再以厚重的體

積佔據空間，而是以一條簡單的線或面表現

立體空間的寫意技法，也包容了周遭環境與

觀者視線的穿透，讓作品得以在空間與環境

進行有機互動，如〈思惟〉一作座落於園區

大草原時，含括自然環境於己身，共譜一股

靜謐的哲思氛圍，也體現李光裕獨特「開放

的虛空」造型美學觀。

作品〈在水一方〉

作品〈雲山行旅〉

李光裕的威尼斯雙年展新作《鬥牛系列》，以更為成熟精湛的

鏤空造型與雕塑技法，開創雕塑藝術表現形式的新猷。

作品〈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