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 

李光裕美學的  

終極關懷

文｜凃倚佩　圖｜采泥藝術

每當捷運列車行經台大醫院捷運站，都能看到一座巨大的雕塑

映入眼簾，兩只巨掌十指輕觸，那是李光裕的《心手相蓮》，旁

邊還有一座佛手椅，讓在緊湊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心靈和身體

都得以稍稍歇息。這麼多年來與這件作品產生的交會，今天透

過採訪，終於得以和作品的創作者見面。從南港捷運站出發，

慢慢地往汐止山上前去，抵達李光裕的工作室，他親切地與我

們招呼，並先帶我們到庭園散步，這裡是他花了十年的光陰一

花一木慢慢打造而成的，其中許多雕塑作品隱身在樹林，為的

就是不去影響主體的步道，尊重行走者的方便，讓我們感覺到

藝術家的低調與謙和。李光裕每天一定到這裡散步，晨昏定省。

隨後指向遠方，一片蔥鬱的山景映入眼簾，他說：「我作品中的

顏色就是取自這種山的藍綠。」原來整座庭園不止是他的大雕

塑，更是他的靈感資料庫，離開庭園的最後一景，是站在與松

樹同高的高度往下望，濃綠的松葉在風中飄搖，好像一片柔軟

的海洋。李光裕的雕塑總是蘊含飽滿的哲學思維，這與他的人

生際遇有不可劃分的關係，這一天他娓娓道來關於創作與生命

的故事。

成住壞空

進入李光裕的工作室，先看見他製作雛形的角落，我看見一個

紙型人板，上面畫有頭髮和表情，非常可愛，李光裕前來拉拉

它，這個臉的眼睛、鼻子、嘴巴就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原來這

是他用來實驗空間和張力的模型，讓人感覺這位藝術家仍然沒

有一刻鬆懈，專注於自己的創作研究。「我的生活就是創作，

創作就是生活。畢生精力都在追求極致。」李光裕在「動與靜」、

李光裕於工作室創作。

台大醫院捷運站《心手相蓮》作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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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與實」、「飽和到扁平」的造形上反覆辯證，回頭檢視這段

歷程，他說：「有一段時間，我不斷的挖洞，後來發現挖洞裡

有更大的乾坤世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領悟到一切現象

變來變去，就是佛家所說的『成住壞空』。我將這個體悟運用

在雕塑上面，當一件作品做到完美的『成住』，我就進行破壞

去讓它『壞空』，不斷地『成住再壞空』、『壞空再成住』」於

是他用造形和線條表現心底的萬象大千，所有的現象在李光

裕的作品中都可以化約成點、線、面的造形和它們之間的相

互關係。以此類推，人生的美好可能化為一個溫潤的圓，敗

壞與痛苦則化為深刻的粗糙痕跡，就這樣，他找到了自己轉

化人生體驗於創作的詮釋方式。

不忘初心

「這樣不斷的反反覆覆，我開始思考，這些現象和我有甚麼關

係？這些現象的價值何在？」創作了 40 年，李光裕向外觀照

也不斷反思自己作為雕刻家的意義。雕刻對他來說就像在塵

世中去蕪存菁，提煉珍貴的人本價值──樸素與安樂。透過

『成住壞空』在雕刻上的體驗，我認為一切都要回歸到『人』，

因為人不能離開『人』。而且我們在經驗世界看到的一切都是

具象的，抽象到最後會有一個很大的盲點，它在顏色、空間、

點、線、面上解構到最後會失掉人之情，所以我更要將抽象

的體驗透過具象的『人』表現出來。我長年來感悟到由內而

外的喜悅可以淡化在人世間的痛苦，因此我創作的實踐有樂，

美學的最高境界就是安樂。」

人本自然

《二葉松》（2008）是兩只上下交會的手掌，和台大醫院捷運

站的《心手相蓮》造型相似，兩作相隔十年，這是李光裕從

大自然的落葉現象感悟到的創作：「二葉松開葉時兩葉同生同

落，落葉時卻各自凋零，簡單之物卻蘊含一個豐富世界。」李

光裕說，「我發現這世界不再樸素，所有的事情都不樸素了，

現代人越來越焦慮，腦袋就像計算機。藝術家的人本，必須

奉獻，要去做一些『成住壞空』中『住』的東西，思考什麼

可以讓人感到溫馨、安住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小

孩躺在媽媽的懷裡，這小孩不是哲學家，不是製造商，不是

成就者，無需觀念思想，但是心是很溫暖感動，好像船靠岸

的感覺，事業做再大，口袋有多深，人到最後，還是要有安

住，有個溫暖，這就是《二葉松》的由來。」

面對《二葉松》，可以有許多層面的解釋，從作品意涵，同生

葉落時分離，如同人和人之間最不捨又難以承受之輕；從具

象外型，兩隻輕觸的手掌所傳達的溫柔，感受自己無形中被

輕輕地撫慰；線條和空間的配置中展示極致的平衡；一種回

歸初心的召喚，迴返到自己本身，慢慢地盈縮，感受自己的

情緒、身體、呼吸、心跳、皮膚的觸感、耳朵聽見的聲音、

眼睛看到的顏色，回到在媽媽懷抱裡的清靜。

結束採訪前，再回頭觀望一次李光裕的工作室，工作室的架

台上有許多尊佛像，再往更高的地方看去，還有一尊白色的

大佛，他笑笑地說這些也都是他的作品。外表和氣的李光裕，

很難將方才在訪談中所感受到悸動和這樣的平和聯想在一起，

更難聯想這位藝術家早已感悟佛學道理，提煉出現代人淡忘

卻又渴望的溫暖與安樂。

李光裕於工作室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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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裕的雕塑銜接了台灣雕塑家前後兩個時期的寫實思維與抽象思維。在李光裕

之前，從日治時代以來，台灣就已經呈現出極為成熟的寫實雕塑，例如黃土水、

蒲添生與陳夏雨；而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也已經發展出非常前衛的抽象雕塑，例

如陳庭詩、楊英風與李再鈐。而做為一個在 1950 年代出生的雕塑家，李光裕雖

然跟他們並沒有師承關係，但是在他的造形思維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看

出他一方面延續了極為嚴謹的寫實功夫，另一方面卻也積極地在開拓抽象語彙。

李光裕在 1954 年出生於台灣高雄，1975 年畢業於國立藝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前身）雕塑科。隨後在 1978 年前往西班牙繼續雕塑創作的研究，1982 年畢業於

聖費南多（S.Fernando）藝術學院，又在 1983 年獲得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美術學

院碩士，返台後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現在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直到

2006 年退休，迄今繼續潛心創作。

抒情寫意

回視李光裕接受雕塑養成教育的 1970 年代中期台灣，那是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化

正在激烈纏鬥的一個年代。年輕的李光裕當時已經意識到這個衝突，也曾經備受困擾，

但是這一切紛擾，在他負笈西班牙求學而後返國任教以來，似乎都已消解；他的創作

已經完全自主地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所有關於東方與西方、或者傳統與現代的糾葛，

都已不再是困擾。一方面這是因為 1980 年代以來，台灣已經逐漸轉變為一個藝術觀點

多元並存的社會，二方面也是因他的創作既是現代雕塑，卻也融合了傳統元素；既有

來自西方的技法，卻也蘊含東方的意境。在被界定為現代雕塑的台灣藝術家之中，李

光裕已經成為以抒情與寫意做為中心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美學選及其出路，值得我

們持續關注。

得意忘象  

李光裕早期雖也接觸過各種雕塑媒材與技法，但近年來專政塑造，主要是因為泥塑最

能讓他表現造形的各種活動狀態，及其豐富的情感與情境。

從年青時代，李光裕就已專注於身體的塑造，遍及人類與動物的身體。不論是身體的

全部或局部，都能表現出栩栩如生的生命力。在 1980 年代中期前後，李光裕對身體

造形的掌握己經達到純熟，也以寫實的技法完成許多至今膾炙人口的作品。他以人體

李光裕空身幻影般的  

深刻心境

文｜廖仁義　圖｜采泥藝術

李光裕｜寶印　銅　64x56x123cm　1996

李光裕｜手非手　銅　41x29x85cm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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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材所完成的幾件作品，不論是處在任何姿勢與動作，都

能維持身體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不論是多麼誇張的姿勢或

動作，都符合以身體的整體結構與運動原理為依據的合理狀

態，例如 1988 年的《蛻變》。他也曾經以貓做為題材，依其

不同姿勢與動作，完成多件作品。這些作品，不僅能透過身

體的外型與運動，讓物質媒材釋放出生命的表情，而且也讓

我們能從動物的身體外型，彷彿觀看到身體內部那些看不到

的生命機能；更確切地說，他塑造出動物的情感與心境，例

如 1988 年的《聽動》。

這個時期，他也開始探索身體局部的造形，開始研究手掌與

腳掌。但是，這些作品已經出現不同於寫實的思維特色，它

們不再固守寫實的形狀，開始流露形上學的觀點。或許一方

面，這是因為他開始講究造形的神韻多過於造形的形象；或

許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他自己的身體在這時期開始出現體

力與心力的危機，他正在尋求改造自己身體的途徑，因而

在作品中明顯流露出藝術家探索自己生命難題的痕跡。例如

1986 年的《手非手》與 1990 年的《幽蘭》，一隻手掌飽滿地

撐起了一個世界，那是堅挺的巨峰，也是豐饒的大地；它那

圓實的手心與每一根手指的關係，除了凸顯出凝聚的生命力

整體，也表達出肢體形象之外更深遠的意境；既是佛手的傳

統意象，亦是眾生覺悟的手象。

其實年輕時期的李光裕好讀老莊，返國後又涉佛學以解生命

艱難，所以我們不會驚訝他這時期作品呈現形上學性格。也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作品名稱從描繪形象與動作的詞

彙，逐漸轉變為營造意境的詞彙。例如 1986 年的《湧泉》，

雖是一隻孤立腳掌，但是它寬厚的體型與撲拙的肌理，卻充

滿著沛然莫之能禦的自然生機。這種形上學所要探索的不是

物體背後的原理，而是近乎魏晉文人所說的：「得意忘象，得

象忘言」。這既是李光裕的美學立場，也是他的生命立場。

借景造境

或許也是為了表達這種立場，李光裕作品中講究意境的營造。

自 1980 年代後期與 1990 年代初期以來，他採用中國傳統園

林建築所說的借景，透過門窗的設計，使建築實體經由空間

虛體，創造出更多層次的空間結構，一則內外穿透，二則前

後相通，三則有無相依。

在李光裕作品中，借景被運用於許多創作表現。首先，李光

裕將借景運用於身體的結構表現。例如 1990 年的《妙有》，

作品實體是一尊靜坐的僧人，但是在僧人的上半身卻挖空一

個正方形，形成一個虛體。如此一來，身體便失去內外之分，

他的空間亦無前後之隔，而其生命的存在狀態也就不需有無

之辨。

這種結構表現，既有視覺結構，亦有審美觀點，更有生命境

界；從此，也就成為李光裕日後作品的一大特色，一再被運

用於不同的作品中。

其次，他將借景運用於手掌的結構表現。例如 1991 年《臨

風》與 1996 年的《幽谷》，雖然一隻手掌在其五指之間，原

本就有指縫為其虛體，不需另外挖空，但是李光裕卻在手掌上

原本飽滿的部位留下裂口，讓手掌上彷彿乍現山水；也就是

說，手掌不再只是手掌，而是山水妙境，亦是心門已無執著。

第三，他也將借景運用在身體結構中，進而轉換為空間象徵。

例如 1996 年的《山隱》，先是在手掌中挖空一個方形，然後

李光裕｜山隱　銅　

49x26x65.5cm　1996

李光裕｜飛天　銅　

133.5x121x186cm　2008

ARTCO．243

150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151

148-153.indd   151 2012/11/25   上午2:23



在挖空處一人靜坐。此一手法除了延續前述各個

層次的空間結構，也將手掌轉換為修行空間的象

徵，彷彿意味著山林近在掌心，立地即可成佛。

其實，在李光裕的作品中，借景並非是只是為了

建立空間結構，而是為了造境；所謂境，既是意

境，也是心境。也因此，在近年的作品中，更多

的時候，他不見得把借景運用於空間結構，而是

運用於心境的描繪。例如在這次展出的新作《無

逝歲月》中，一名女性身體無憂無慮徜徉在一片

荷葉之中，便是在描寫一種心境；雖然青春短

暫、歲月無情，宛如一片荷葉之茂盛與凋萎，但

在生機盎然的此刻，美麗與歡愉既可以是剎那、

也可以是永恆。藝術家的巧思與巧手已經把這個

片刻化做永遠，關鍵在那片荷葉所提供的借景作

用，增添了整件作品的視覺性、文學性與戲劇

性，充滿著情感張力，使觀者產生想要置身其中

的意念。

空身幻影

雖然我們說李光裕的作品在於探索與表現境界，但是

當我們近身去看他這幾年的作品時，卻不忍心去說這

只是一個藝術家為了創作而去表現的一個形式，那好

像是指他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事實上，人生已到坐五

望六的李光裕，創作能力雖已飽滿成熟，卻日漸面對

生命之殘缺與有盡。也就是說，李光裕的作品之所以

表現豐富的意境與深刻的心境，其實是為了面對生命

的殘缺與有盡。他是一位以藝術創作來安頓生命困惑

的藝術家，試圖安頓的或許是他個人的生命困惑，也

或許是芸芸眾生都會遭遇的困惑。例如《不知年》與

《頑童》這樣的作品，雖然帶著趣味，卻也是一種對

年少輕狂的眷戀；例如《故鄉》，雖是一間瓦窯，其

實卻道出藝術家的傷逝；例如《雨》，雖然表現性愛

歡愉，卻也只不過是對肉身的讚美與感嘆。即使如

此，這些以生活點滴為題材的近年作品，一方面證明

了李光裕是一個擅長抒情的好手，他生動地記錄了每

一個即將消逝的片刻；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

這種重回生活場景的尋訪，說明了他作品所要表現的

境界不在遠方，而在眼前—即使眼前的這一切瞬間

就會消逝，卻都可以靜觀。

李光裕的創作思維中，一方面是對身體的讚美，另

一方面是對身體的煩惱。《飛天》是讚美身體的經

典，充滿由內至外的激情，彷彿隨即就要離地飛舞。

動靜之間，準確掌握了造形每一個瞬間的姿勢與動

作；動靜相隨，並無間斷，形成一個完整的情節。

至於他對身體的煩惱，其實也瀰漫在許多作品中，

此次的展覽便是一個最佳例子，它訴說一種滄桑。

這次的展覽，李光裕自己給了一個標題《空身幻

影》，可以說是他近年心境的寫照。做為一個一邊禮

佛一邊創作的藝術家，面對著身體帶來的觀樂與煩

惱，他努力放空身體，一旦空身，便也看到生命悲

也好喜也好，盡是幻影，無罣無礙。其中《荷畔》

這件作品，一方面標題引領著視覺，似乎是在描寫

人體與荷葉合而為一，但作品中人的身體亦實亦虛，

遁入荷葉殘影之間，似乎是在透過造形的正負虛實

結構，描繪身體的虛幻，洞察生命似有似無的奧義。

在李光裕的創作思維中，滿也是空，實也是虛，有

也是無。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藝術家

為了安頓生命困惑的一個轉身，從有執到無執的那

一轉身；那既是一個造形的轉身，亦是一個生命的

轉身。一轉身，悲喜已成幻影。

李光裕｜春尖　銅　

24x25x77cm　2010

李光裕｜雨　銅　

115x72x88cm　2006

二葉松　李光裕個展

展期　2012.11.27 - 12.31 

講座　2012.12.08　15:30（廖仁義主講） 

展地　采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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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大直的「采泥藝術」畫廊於今年成立。「采泥」二字

取自《說文解字》，「采」為採集，也就是「繪畫」；「泥」是

「泥塑的原料」，也就是「雕塑」。「采泥藝術」之名沿用負責

人林清汶創立於 1989 年的「采泥藝術印刷事業」。他出身於

台南、長期從事印刷服務事業，因為承接畫冊印製工作，而與

多位藝術家結緣，20 年來也陸續與藝術圈保持異業合作關係，

也逐步透過藝術收藏來支持藝術家，以自己的方式認識藝術、

了解藝術。采泥藝術目前旗下全經紀的兩位藝術家，一位是資

深雕刻藝術家李光裕，另一位則是旅居英國倫敦的藝術家謝貽

娟（Jo Hsieh），在創作上的共同點是融合東方思維與西方造

形，今年以聯展的方式推出首檔展覽「心靈空間」。

李光裕的公共藝術作品之一，就是台大醫院捷運站的「手之

組曲」，國內各大城市都可見其大型戶外雕塑。李光裕 1954

年出生於高雄，畢業後負笈西班牙馬德里聖費南多（San 

Fernando）藝術學院跟隨雕塑大師托雷多（Toledo）學習，

爾後進入馬德里大學美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於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2006 年退休至今創

作不綴。李光裕歷經東西方雕塑訓練洗禮，長年思考生命、

身體與空間的課題，以挖空、隱喻、擬象等方式，將抽象體

悟轉化成具象造形，表現在「二葉松」、「秋藕」與「拈花」

等作品上，其雕塑美學的終極關懷，便是希望透過作品傳達

溫暖與安樂。

謝貽娟（Jo Hsieh）出生於 1967 年，就讀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U.K) 期間獲頒「Royal College of Art 

Lady」獎項，並在費爾茅斯藝術學院 (Falmouth college of 

Art) 取得藝術哲學博士學位。謝貽娟從人類的深層心靈為基

礎開始探索，於 1996 年提出「非空間」（None-Space）的理

念，融合東方禪學與西方哲學，在藍色調中營造穩定且深厚

的氛圍，目的在於凝聚純粹的精神體驗。抽象簡約的「太極」

系列作品以流動的油墨勾勒《易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不息的意象。「四季」系列則以春、

夏、秋、冬為主題，用各色粉蠟筆堆疊繽紛的色彩，但這些

絢麗的色調仍是圍饒她以「藍色調」的中心關懷，延續「非

空間」（None-Space）理念的探索。

「采泥藝術」以「深耕全經紀藝術家」、「發掘潛力藝術家」為

願景，將藝術家推廣至國際舞台，配合藝術論述的出版，讓

收藏家對於藝術家的創作精神與作品能夠更多元的瞭解，創

造出藝術家、收藏家和畫廊三方合作交流的平台。

采泥藝術成立　  

發掘藝術新價值  

採訪整理｜凃倚佩　圖｜采泥藝術

位於台北大直新成立的「采泥藝術」空間。（采泥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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