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氣水火皆有形．一筆一線都是情 

鄭麗雲 的藝術人生  
文／白雪蘭   圖／鄭麗雲

我創作的主軸是地、氣（風）、水、火，住在紐約經常看到大海，

引我對彼岸的思念，使我對海洋依戀，在歐洲與美國見過的高山，

不論稜線或山的結構、氣魄，都是我想要讚嘆的，而天空大氣變化

萬千，火焰的炫麗光明，蘊藏其後的大自然能量都讓我敬仰不已。                                           

                                                               鄭麗雲

前言

旅居美國紐約 32年的鄭麗雲，2014年終於在陽

明山建立了工作室，腳踩臺灣的土地，更能積極地創

作和臺灣息息相關的作品。因此發展出以花為主題的

系列創作，及以臺灣山岳如玉山、大小霸尖山為主題

的作品，2015年又展現世界上獨特的山岳美景—冰山

的遼闊剔透，冰河的清澈，再創另一番新的面貌。她

自言身為女性藝術家，不論在美國或臺灣在以男性主

導的藝術環境下，要更加的努力奮鬥才能嶄露頭角。

她有一段不美滿的婚姻，仍要獨力養育 2個子女，她

說：「我在美國吃盡了苦頭，要自己開卡車搬家載畫，

為了畫大畫，從梯子上摔下來，脊椎受傷，開了幾次

刀。」，一個人獨立完成人生的大版圖，她充分展現

女性堅毅的個性。鄭麗雲曾在 1999年和 2005年於美

國獲得藝術家研究獎金，從事研究創作，獨特的藝術

語言備受肯定，她曾是美國的文化大使，在世界各地

推廣現代藝術。作品廣被愛好者收藏，現在定居臺灣，

與臺灣的人事物互動頻繁，創作情感更深入臺灣的風

土人情。

兒時記憶

鄭麗雲 1959年生於鶯歌，家族是貧窮的佃農，

父母親為擺脫困頓的生活，曾到窯場工作，母親的工

作就是負責在瓷器上畫畫，這是鄭麗雲接觸繪畫的初

始。父親生性雅好文藝，所以到台北批書回鶯歌開書

店、文具店，鄭麗雲小時候幫爸爸看書店，而飽閱西

洋古典文學小說，如《咆哮山莊》、《茶花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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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產陶瓷的鶯歌與家庭的行業，正好給鄭麗

雲潛移默化的文化薰陶。她說：「每天上學

的路上，我會看到好幾百隻狗娃娃在曬太

陽，或是大大小小各式陶甕、陶罐正在曬

乾。」。六〇年代社會結構改變後，商業盛

行，家中的經濟好轉，鄭麗雲因學業成績優

異，所以父親送她到台北念私立中學，又因

為喜愛藝術，進入國立藝專 (今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 )深造，優秀的表現讓她畢業之後，

便入圍亞洲十大傑出才藝青年，但當時是以

水墨畫類得獎，和現在以油畫為主題不同，

然而東方的靈魂依舊存在她的筆觸之中。

留美期間的奮鬥

1983年鄭麗雲遠渡重洋至美國留學，

隔年獲得華盛頓州立大學藝術學士（M.A），

1985年取得紐約州立大學藝術碩士，1994

年又取得該校美術碩士學位（M.F.A）。之

後在美國大學教書 10年，

從事專業繪畫。離開臺灣後

13年，1996年於臺北市立

美術館舉行個展，當時參展作品獨特的刮線

創作方式，給觀眾與藝術界留下深刻的印

象。1999年和 2005年獲選為美國傑克森．

波洛克．克拉斯納基金會的藝術家聯盟獎，

獲得實質贊助讓她得以專心畫畫。克拉斯納

為傑克森．波洛克的妻子，她的抽象繪畫表

現成就很高，但先生的畫名氣更大，所以克

拉斯納的成就完全被掩蓋，甚至被視為先生

的附屬風格，直到 1969年才受肯定，得到

應有的歷史定位。1984年克拉斯納去世，

依照克拉斯納的遺囑，成立獎助基金會，就

是贊助窮苦奮鬥的藝術家。兩次得到這份來

自女性贊助的榮譽，讓她更感不能辜負這個

獎項的真諦，更加努力創作成為專業的女藝

術家。

美國文化大使

2001 年鄭麗雲參加義大利佛羅倫

斯雙年展，獲得繪畫米堤其「Lorenzo Il 

Magnifico獎章，及海倫納盧賓斯坦榮譽獎

章，體驗義大利的生活品味，豐富了她的視

野。2002年她到西班牙北邊卡特濃那藝術

村創作一系列作品—「大地，在駐村期間，

她登上高山，飽覽山岳風光，也深入了解

火山土質地貌。1999到 2005年間，鄭麗

雲在臺灣與西班牙兩地創作，

在西班牙對火山土壤深入的探

訪，觸發她臺灣故鄉鶯歌陶瓷

窯廠的經驗。藉火燒土成為陶，陶器上釉再

刮出波紋般的線條，在大型陶碗上的裡外劃

出律動。她曾發表的裝置作品「冥想之室」，

就是把水經由裝置，從天花板滴下來，依不

同速度，滴下到不同的碗裡，久久才滴下的

水滴聲，由聚光燈投射，在靜寂的黑室內，

吸引觀眾的視覺、聽覺。這是結合水、土（陶

碗）、空氣、和火（燈）等元素，相互衝擊

而產生獨樹一幟的裝置作品。

在心中烙印大自然中土地的氣勢與實

在的質量；不懼婚姻的折磨，長期的奮鬥，

終於 2005年受當時美國的第一夫人蘿拉‧

布希之邀，至白宮參訪，同時期的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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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鄭麗雲 2014年攝於工作室

③ 灩瀲美人 192x189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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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3個美國大使館、總領事館，及世界各

地重要的政府機構，包含約旦、馬來西亞、

新加坡、奈米比亞、包貝多斯、波札那、菲

律賓、香港、臺灣、丹麥及波蘭，成為美國

聯邦政府的合約畫家。作品展示於世界各國

的美國大使館，其中 3件作品已是美國聯邦

政府的永久典藏。2006年被美國政府指派

到非洲包茲瓦納擔任文化大使，考察當地的

文化藝術，作品典藏於世界各重點美術館與

私人收藏共約 300件。

返回臺灣創作

自留學美國開始，就長期住在美國，但

1997年後因為父親過世，為陪伴母親，開

始常常回臺灣探親，在台時間雖短，仍慢慢

接觸臺灣的藝術界。2012年獲第一屆「畫

家畫玉山」徵件比賽之社會組首獎，隔年決

心返回臺灣成立工作室，最後選擇在自然環

境最優美的陽明山上，實現了藝術與自然共

生的夢想。2014年她開啟主題性的創作，

以花的形象為題，展名「似花非花」的展覽

作品讓人驚艷不已。她畫出海芋、野薑花、

杜鵑、蘭花等多種臺灣獨有的花卉作品，原

本就愛種花的她，在陽明山家中庭院種植花

木，景物抬頭就映入眼簾，花卉自然而然地

成為鄭麗雲創作的靈感來源。鄭麗雲說：「在

臺灣長大的我，對於大自然懷抱著一種深刻

的親密感，兒時溪邊的野薑花，最讓我不能

忘懷。」

於是 2014年以臺灣原生種花卉創作的

系列作品，在她獨特技巧的表現下，呈現

豐沛燦爛的本土生命與韌度，贏得藝術界青

睞，而獲得媒體許多報導，廣受好評。

地．氣．水．火

一直以來，鄭麗雲的作品運用西方宇

宙論所認為世界構成的四種基本元素─地、

氣、水、火為主題，她善於捕捉自然界雲與

海，山與火的各種色相和意象，帶領觀者投

身廣袤的宇宙大氣，感受其中的騷動與自

由，探討自然中維妙維肖的變化；地氣水火

雖是西方的主題，她卻是以東方的精神來詮

釋，為何以地、氣、水、火為創作題材？她

說：「我常被造物者的力量震懾，並受東方

哲學敬天愛地的思想影響，面對大自然，我

感覺到人的渺小，也學到必須無私、包容與

付出。」，因為體會人的渺小，對山對海更

加敬畏，所以她筆下的山岩特別雄偉，她油

彩下的大海內蘊無比澎湃力量。

然而為什麼用減法刮除油彩呢？向來

油畫是將油彩不斷堆疊上去的，自 1993年

還在紐約大學的時候，鄭麗雲便在中國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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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冰河 109.5x211cm 2015年

⑤ 大地 50x60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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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方油畫的基礎上運用變化，用畫刀或筆

在未乾的油畫顏料上運用「減法」刻出一條

條細膩的線條，線條作為作品的主要符號，

一筆一線如自己的意志一般，細膩綿延如鐵

線，在整個畫面恣意起伏交錯，線與線的交

織為視覺帶來了韻律與明暗；內層與外層的

交錯是類似素描，也是色彩，這樣的風格持

續發展至今快 30年，成為鄭麗雲獨特的藝

術語彙。而透過線條的長短、方向、粗細以

及色彩變化所形成的地、氣、水、火 4種

自然物質現象，不僅讓她的作品顯得豐富可

觀，同時也兼容了東西文化的宇宙思想，形

成她的宇宙觀。

水

鄭麗雲作品的主題是西方宇宙論的四元

素—地、氣、水、火。最令她感興趣的是水

與火這兩種無法被駕馭的元素。水可化為暴

雨、洪水、海嘯； 火則從小火柴到地核熔

岩都似乎離不開毀滅。

以她最著名的「水」系列來說，鄭麗雲

的水承載著來自島國的文化基因，也是對故

鄉的情感投射，而海水瞬息萬變的色彩，在

太陽不同時刻、不同天候甚至不同地域的狀

況下，也會有不同的光線反射。而鄭麗雲正

是擅長於在靜止的畫面中，表現水波不斷律

動的效果。

火

鄭麗雲說：「火之於我的畫，可以是灰

燼是落寞；也可以是暴烈怨恨的意象；更可

以是動感的音符；點燃生命的能量。」畫家

在經歷一段苦難災變，與父親生離死別的衝

擊之後，有透視人生真諦的智慧出現。鄭麗

雲「火的系列」就是這種大徹大悟、浴火重

生的能量表現。火的作品展現了她的純真、

多變、騷動、熱情。這些情感都在作品的外

緣表現，可是作品的內涵卻說出了宇宙的元

素。

氣   

她也畫宇宙星空，大氣中繁星飛過，這

是上帝的「法則」或是中國的「道」，是「科

學」還是「神話」？鄭麗雲畫出了一種支配

宇宙一切的力量。讓我們感受熟悉及無知，

似是與生活非常相近，然人類卻無法左右。

她的作品把大家知道的與不知道的呈現在我

們面前，讓我們感受到卻摸不著。

地

鄭麗雲創作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去除

法，從暗色表層中以尖筆刻刮出有深度的流

轉的線條，靈活穿梭於畫幅之上，讓底層的

淺色露顯於畫面，就像具

有和諧韻律的素描筆觸，

交織出更清晰貼近實景的

作品。她也會以千絲萬縷

來表現臺灣高山不同的風

情，談起她處理作品中的

線條時，她說：「當我面

對事先準備好的畫布 (預

設的圖形 )，塗上一種或

多種色彩當基底，待色料

完全乾了之後又在其上塗

一層較深的色面，像文藝

復興時期製作濕壁畫的方

式，趁最後一道深色顏料

尚未乾透的時刻，埋首在

一個範圍內，一塊一塊地

刻劃著交錯起伏的線條，

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這時她完全沒想也

完全忘了她畫的主題，是

地表綿延起伏的山巒？是宇宙流蕩瀰漫的大

氣？是波濤洶湧的大海？抑或一望無際的汪

洋？還是烈焰沖天的熊熊大火？就像修行在

當下專注同一個動作，沒有雜念。2014年

所創作的臺灣大、小霸尖山，鄭麗雲省去了

山脈的樹木、草石等細節，用色彩僅僅呈現

山脈的形勢如山谷、平台、稜線；加上線條

由外而內，逐漸聚攏的手法，給觀者強烈的

視覺印象；最後再順著山勢引領觀眾欣賞照

耀的光線，在山頂似乎存在著靈光，讓山有

神聖莊嚴的氣象，讓整體作品富有戲劇效

果。

近期鄭麗雲會結合海與天空，山與冰河

2種元素在畫面上，畫海洋畫高山，常用巨

幅尺寸作品來揮灑，這種大規模地一次一次

在畫布上的刮劃，需要力道需要耐力，就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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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澎湃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的迸發，內心激

動澎湃，也感染觀賞者。在 2014年的 Art 

Taipei的個展「一線一念」中，首次發表的

「臺灣百岳」系列，引起觀眾全新的感受與

迴響。臺灣百岳中的玉山、大霸尖山，是她

返鄉擁抱大地的系列創作對象，對於一位海

外遊子，見過各地的大山大水，臺灣山岳仍

是非常執著熱愛。她以她獨有的技法與材質

來作新的詮釋，她在油彩上增加銀箔、金

箔，製造出立體凹凸的感覺，表現高山岩石

地質的肌理，視覺上不同於平面的作品。

鄭麗雲的創作主題環繞在水、土、風、

火，作品中呈現這些自然元素的各種面貌，

例如海洋從清晨到黃昏的表情；蝴蝶撲向火

焰的熾熱之心；大氣中的繁星點點，她似乎

深知水與火的情緒，感受空間的無垠無涯，

透過不斷的滾刷、刮除，以及線條聚散之間

的拿捏掌握，不論是參天的山脈，或是浩蕩

的大海，都在她的尖筆與刮刀下形成別具巧

思的獨特藝術風格。

似花非花

花，歷經了美好的循環，生命的過程

轉瞬即逝。鄭麗雲將花譬喻為人生，從萌芽

到凋零的過程，宛如人的生命週期，同時傳

遞了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不管是藝術或是文

化，東方或西方，女性與花卉向來有著強烈

的聯想意涵。鄭麗雲曾撰文說到：「追溯藝

術史，甚至是整個歷史上的女性，向來是被

男性沙文主義所宰制下的『她者』，她們的

思想、行為被束縛，化約為男性的一部分。」

回顧一些曾經給予鄭麗雲創作力量的

女性藝術家們，她們勇於從男性單一專制的

審美眼光與文化鎖鏈中掙脫，終而在藝術史

中發光發熱。她們就像美麗、自尊又有生

命力的花，值得欣賞崇敬。鄭麗雲以不同

的花種向這些女性藝術家們致上無限的敬

意。其中有著鮮紅色的朱槿，象徵女性藝

術家卡蘿 (Frida Kahlo)；跳舞蘭為義大利

巴洛克時期女畫家─阿特米西亞 (Artemisia 

Gentileschi) ；柔美的三色堇是感性的美國

女畫家歐基芙 (Georgia O'Keeffe)；杜鵑代

表波洛克的夫人克拉斯納 (Lee Krasner)；

蜘蛛造型的君子蘭象徵布爾喬亞 (Louise 

Joséphine Bourgeois)；而仙履蘭為鄭麗雲

自身的象徵。其大肚外形意指女性的包容

力，以盛開的花朵向藝術家們致上敬意。鄭

麗雲表示：「花的花蕊由數個雄蕊圍繞著雌

蕊，雌蕊象徵的是女性的力量—獨立、堅強

地生存在由男性主導的世界中。

她筆下的花卉高雅而具有生命力，花

瓣頑強地綻放開來，如同女性堅強的意志，

她們想突破社會既定的審美眼光與文化鎖鏈

中掙脫，追求心靈自由，如同花朵一般，散

發美麗而堅韌的光芒。過去她常以遠眺方式

看大山大海、大氣（天空的雲），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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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黃金山脈 14.5x144cm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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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距看臺灣的花朵：拖鞋蘭、三色堇、陽

明山的杜鵑、海芋都是對象。是對臺灣的情

感，也向世人呼喚多重視女性的努力。花系

列也是鄭麗雲打破地水火氣系列的界線，甚

而突破油彩畫布的框架限制，讓花系列作品

以花卉外型取代方型畫布，融合一貫的繪畫

符號創造出繽紛的花卉世界，是繪畫與雕塑

的結合體。燈光下光線將花的

身影拉長，搖曳著花形剪

影，增添了花朵絢麗

多彩的姿態。

變與不變

鄭 麗 雲 在

30 年的創作旅

途中，一次又一

次地尋找新的創作

模式，企圖以作品表

現藝術的多變可能，從

自然與自我對話中找到和諧

與表達，一個系列一個系列都在蛻變

之中；不變的是她筆下交織的刻線，使畫面

具有深度與立體感，所有的起點都會有完美

的終點，所有的終點同樣暗示著積蓄已久的

新起點。鄭麗雲作品中另一個令人讚嘆之處

在於她在畫面上所顯露的「靈光」，不論是

海水的波光，火焰的閃光，山巒的曙光，抑

或是雲朵旁的天光、星河的幽光，鄭麗雲作

品中的細微光芒神秘而又迷人，代表著無窮

的希望，這也是她不變的心中之光。

總論她的作品除表達對自然敬畏，也

傳達造物者的奧妙，透過影像器材對於大山

的形象、植物、岩石，都能有很細膩的影像

取得。促使她以新的視角技法與材質來作詮

釋。她的畫布不拘泥傳統尺寸，而以山的形

狀呈現稜線，在油彩上增加銀

箔、金箔，閃爍光芒，製

造出立體凹凸的感覺

且色光交映，不僅

表現高山岩石地

質的肌理，也在

視覺上突破平面

的作品，增加豐

富性與媒體的趣

味性。

後記

「一座大山代表一個人

多彩多姿生命大地圖，有時陽光普照，

有時灰暗無光。但就像在兩極之間的灰色地

帶，卻是人生發揮創意與努力奮鬥產生價值

的部分。」

鄭麗雲這樣說著，她的人生從小到現

在，有許多挫折傷害過她的心靈，也傷害過

她的身體，她總是能正面迎對通過考驗。過

度的工作讓她有病痛，但是面對畫布，面

對創作，她總是頭腦動不停，有很多的想法

和企劃；令人更佩服的是她的執行力很強，

從紐約到臺灣建立一個工作室，把紐約的家

與全部作品搬回臺灣，她說做就做，絕不拖

泥帶水。我們看到藝術家為追求突破的努

力，就像她的人生不作等份分割，有直式波

線，也有橫式浪紋，面積不同，也可各自成

為一獨立作品。全幅呈現宛若人生的起伏有

高有低，時在巔峰時在谷底；有繽紛色彩，

也有灰階的呈現；拼圖式的呈現帶給觀者不

同的視覺效果，與富含人生

哲學。鄭麗雲的創作與人生

都有可議論性，然而鄭麗雲

帶著優美、柔和的藝術語彙不僅給觀賞者在

當代藝術創作品之間產生了獨特的印象，而

且在鄭麗雲的作品中，除了呈現了視覺的優

雅，更在觀賞移動的腳步中，發現千變萬化

的光澤後，得到心靈的共鳴。作家湯瑪士‧

海卡（Timothy Cahill）形容鄭麗雲如五代

之畫家荊浩，除了寫實更在畫布上展現自然

的現象，並透過形與氣的交織，尋找心靈的

力量。鄭麗雲將對宇宙的敬畏轉換成創作的

泉源，將她的感動轉換成顏料及筆觸，呈現

出獨一無二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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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星河遙望 152x152cm 2014年

⑨ 野薑花傳奇 130x162cm 2015年

藝術彩風YUAN MAGAZINE

3534 September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