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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鋼鐵塵土到鋼鐵史詩
劉柏村雕塑藝術的思想與實踐

　在台灣現代雕塑朝向當代雕塑轉變的過程中，劉

柏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藝術家。他的雕塑創作與理

念，不但為台灣當代雕塑開拓更寬廣的視野，也推

動台灣雕塑與國際潮流之間的對話。

　從2000年以來，當代藝術與裝置藝術的風起雲湧

已經將台灣雕塑帶向擴張的場域，既開拓出寬廣創

新的視野，也展現出豐富多樣的風貌，使雕塑這個

已有漫長歷史的藝術在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中

仍然站立在領導性的位置。而在這個世代的藝術家

之中，劉柏村是備受矚目的開創者。特別是當他面

對當代藝術思潮衝擊時，他不會盲從潮流，而是站

到一個更高的反省位置。他不但全面關注當代雕塑

的造形表現，並且投入雕塑材料的重新檢視。他回

到材料尚未成為作品之前的物質狀態，探索材料的

內在物質原理，並以這個探索做為基礎，從具有反

省性的後設位置，重新建立雕塑的創作思想，發展

出自己的造形特色。

　如今，劉柏村的雕塑作品已經為台灣的當代雕塑

開創了全新的視野，而在台灣當代雕塑的演變過程

中，他也已經成為藝術思想與實踐的領航者。

藝術生命的孵化與茁壯

　1963年，劉柏村出生於台北縣中和市（現新北市

中和區）這個位於都會邊陲的衛星城鎮。他看見農

業的沒落，也看見工業的來臨。自幼他的身體就像

是一團火種，讓他輕易可以掌握原來只是物質的東

西，將它們轉變為材料，最後成為造形。高中時期

他就已具備紮實的翻模技術，進入國立藝專雕塑科

（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以後，培養出寫實

雕塑的能力。1987年，他充滿自信前往法國巴黎，

就讀於國立高等美術學校。

　來到巴黎，劉柏村雖然看見他熟悉的過去，卻也

看見必須重新認識的現在，也必須找尋尚未發生的

未來。過去引以為傲的寫實技法只是雕塑家必須具

備的基本能力，至於要能夠走進現代藝術與當代藝

術，他必須檢視已經熟悉的東西，發現他還不熟悉

的東西。

　這個時期，裝置藝術蔚為風潮，蔓延在西方藝術

的每個角落，巴黎也不例外，劉柏村自然也就投身

裝置藝術。1991年，在巴黎沙拉佩提耶大教堂的一

個聯展中，當時他發表的作品就是裝置藝術的初試

啼聲。他取消台座，將作品排列在地面上，而木材

做成的造形雖然像是剖開的檳榔，卻已不是寫實雕

刻，而是不具明確物象指涉的造形。這時他已經不

再依附於現實事物的形狀與造形。這是一個拋棄與

摸索的過程，固然艱辛，但經過這個過程，他的造

形思維變得更為寬闊，更為創新。

　1991年，劉柏村回到台灣，繼續辛苦摸索。1993

年，他在母校得到教職，創作步入軌道。直到1997

年，他在辛苦摸索以後逐漸開展出全新的造形思

維。從此劉柏村的藝術創作從未間斷，直到今日已

經建立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藝術世界。

　在劉柏村的藝術創作過程中，他一直在進行多層

次的反思。每一個層次的反思，他都能夠從正面進

入背面，他都能夠從表象進入後設。這種後設的創

作思維，讓他能夠從世界已經發生的狀態看見尚未

發生的狀態，並且讓他得到一個新的起點，由他決

定世界重新發生的方式、時間與地點。做為一個藝

術家，這個後設思維讓他找回了自己對於造形、材

料與空間的自主性。

　劉柏村從1997年以來的作品，呈現出三個層次的

反思：

　第一個層次是造形的反思：他讓自己從已經熟悉

的形狀之中解放出來，除了讓自己的造形思維獲得

撰文／廖仁義．圖版提供／劉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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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也讓更多的造形元素得

以解放，藉此讓造形能夠自由

自在重新孵化與成長。

　第二個層次是材料的反思：

他讓過去隱藏在形狀背後的

材料及其物質狀態重從新被注

視，而不是只是做為再現現實

事物形狀的材料，也因此他讓

材料及其物質狀態恢復它們原

本的內在原理，並且不經矯飾

地成為雕塑創作的造形原理。

　第三個層次是空間的反思：

他從過去藝術家總是讓既定的

客觀的物理空間規範決定創作

位置，改變為依據材料與造形

而進行藝術創作再決定作品與

空間的關係，因此他在作品與

空間之間建立了相互穿透的關

係。空間不再是規範，而是作

品創造出來的關係。

造形原理的解放與再生

　劉柏村的造形探索演變過

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形狀解構時期；（二）

符號演繹時期；（三）工業史

詩時期；（四）後設工業時

期。

　第一個時期「形狀解構時期」（1997-2004）：這

一時期主要都是現實事物形狀的肢解造形，可以說

都是形狀解放之後的作品，甚至可以說都是屬於反

造形的作品。無論是人體的形狀，或者是世界景物

的形狀，不再是寫實的整體狀態，而是非寫實的分

離狀態，呈現出一個個的肢解的造形。劉柏村返台

初期的個展，例如，1997年的「聚集．分離Ⅰ」、

1999年的「聚集．分離Ⅱ」與1999年的「形．離．

現場」，表現出這一時期形狀解構的造形思維。

　第二個時期「符號演繹時期」（2005-2009）：這

一時期主要都是形狀簡化的符號造形。面對著從自

然到工業的過渡，劉柏村敏銳看見世界的改變；他

不但看見身體活動及其經驗內容的改變，也看見空

間定義及其範圍的改變，但是他並沒有透過寫實的

造形去進行具象的再現，因為他知道它們都已經不

再是我們的肉眼所能捕捉的形狀；做為一個經歷抽

象藝術洗禮的藝術家，他透過抽象的符號造形，使

作品產生多層次的意涵，引導我們正視這個世界從

自然朝向工業的快速轉變。2005年的「在渾厚與輕

盈之間：穿透空間」、2006年的「身體、符號與空

間情境」、2006年的「鋼鐵架構Ⅰ：空間、身體與

中介質地」與2007年的「鋼鐵架構Ⅱ：自然、空間

與中介質地」，都呈現出這個符號演繹的造形思

維。身體符號，自然符號與空間符號，訴說著人與

劉柏村1999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個展「形．離．現場」展場一景

劉柏村2005年朱銘美術館雕塑個展「渾厚與輕盈之間：穿透空間」展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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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間多重而矛盾的關係。從這些作品中，我們

可以看見劉柏村對於大地與符號之間的關係仍然帶

著焦慮與不安。相同的，2008年的「相對複製」與

2009年的「擬象喚景」，也都是延續這個符號演繹

時期造形探索。

　第三個時期「工業史詩時期」（2010-2012）：這

一時期，劉柏村走出大地與符號之間的矛盾，他從

世界一切事物的物質狀態的源頭，找到人類與大地

擁抱共舞的詩篇。每一個時代都有史詩，工業社會

當然也有史詩，只不過工業社會的史詩可以是對工

業的抗拒與批判，也可以是對工業的擁護與歌頌，

但也可以是透過工業的材料與技術，去表現人類的

創造能力。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工業

也可以為藝術提供創造的元素。這時，他由於得到

東和鋼鐵公司的支持，也創造出超過一個藝術家

肢體界線的藝術造形。從2010年的「鋼鐵之森」到

2010年「東和鋼鐵駐廠藝術家作品發表會」，一直

到2012年的「自然與工業之間」，都是氣勢磅礡的

工業史詩。這幾次展覽的作品，主要都是鋼鐵人的

造形，它們固然都是鋼鐵焊接的身體形狀，卻都展

現出古代神話中巨人家族的雄偉氣勢，彷彿從洪荒

之中誕生，將要帶領子民開天闢地。我們也可以把

這一個工業史詩時期，視為是他走過造形解放之後

的造形重生。

　第四個時期「後設工業時期」（2012-2015）：劉

柏村既然經歷過造形解放的時期，如今走向造形重

生，當然不會是另一種形狀思想的擁護者，也就是

說他不會變成是工業社會的形狀擁護者，在不斷進

行造形反思的態度下，他仍然是一個後設位置的造

形探索者。工業技術讓他可以更直接、更清楚去面

對藝術創作的材料，看見它們在尚未成為作品也尚

未成為材料以前的物質狀態。劉柏村藉由工業回

到工業以前，進入他鋼鐵藝術的後設工業時期。

從2012年的「金剛變身」與2013年「劉柏村與菲利

普．金（Phillip King）雙個展」，劉柏村已經從材料

的物質狀態與物質的自然狀態找到了原創性的造形

元素與力量。

材料狀態的發現與改造

　在劉柏村的創作歷程中，材料的反思佔有高度的

重要性。正如許多藝術家，他也曾被訓練成只是把

材料當作是必須轉化為作品才會具有意義的東西。

材料的地位只是被用來建構形狀，形狀一旦完成

了，材料就會被覆蓋或隱藏。經歷專業訓練，他當

然熟悉每一種雕塑材料。舉凡木材、石材、金屬與

複合媒材，經由他的雙手，都能成為出色的雕塑作

品。但是從1997年之後，他逐漸將重心放在金屬與

複合媒材，特別是致力於鋼鐵焊接作品。

劉柏村2010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個展「鋼鐵之森」現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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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留學巴黎時期劉柏村就已開始從形狀的造形

思維中解放出來，並已開始正視材料及其物質狀

態，試圖從物質狀態中找尋造形原理。因此，當他

面對鋼鐵這個雕塑材料，他不把鋼鐵只當作創作材

料，成為作品之後就被掩蓋，相對地，在他的創作

過程中，他更重視的是對鋼鐵進行後設性的探討。

所謂後設性的探討，就是他不會讓作品掩蓋材料，

讓材料掩蓋物質，而是重新進入被作品掩蓋的地

方，從作品回到材料，從材料回到物質。便是這種

後設探討及其產生出來的觀點，他的作品試圖依據

材料的物質狀態與造形原理釋放出藝術意涵。

　鋼鐵與不鏽鋼大量成為藝術創作材料是工業時代

以後的發展，而特別是被運用在現代抽象雕塑。直

到當代裝置藝術的風起雲湧，更是異軍突起，它們

特別突顯材料的物質狀態。而此一發展，正是劉柏

村從學習到成熟的過程中極為熟悉的材料經驗。從

他的論述中，我們清楚知道，他早已熟悉貢查勒斯

（Julio Gonzalez）的生鐵焊接、柯爾達（Alexander 

Calder）的H鋼構成、塞撒（César）的汽車壓縮，

以及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的鋼板排列組

合，並且能夠清楚解析他們各自的創作立場與材料

主張。而特別近年在他結識英國鋼鐵藝術家菲利

普．金並且一起創作之後，他的材料思維達到更為

成熟的境地。

　正如造形探索經歷演變過程，劉柏村的材料探索

也隨著這四個時期發生演變。

　在形狀解構時期，他關心的是形狀與造形的解

放，而創作方式屬於裝置藝術，因此使用複合媒

材，這時他已經嘗試讓材料轉變為作品的物質變化

呈現出來。例如，在1990年代後期發表「聚集．分

離」系列以後，當他進行形狀解構，一方面是對形

狀進行解剖與肢解，另一方面也讓形狀肢解背後金

屬的鎔鑄狀態呈現出來，刻意要裸露物質變成形狀

的痕跡。

　在符號演繹時期，作品的符號都是鋼鐵材料經由

工業機具切割出來的符號。例如，2005年的「在渾

厚與輕盈之間：穿透空間」，材料幾乎突顯在造

形的每一個面向，它決定著植物符號的形狀；同樣

的，2006年的「鋼鐵架構」系列作品，也是工業生

產技術中的鋼鐵條件決定著身體符號與空間符號，

而這時他已經在探討工業社會的物質美學。

　在工業史詩時期，劉柏村已經到達鋼鐵材料的最

初物質狀態，並且在這裡看見造形的重新誕生。劉

柏村材料探索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他在2009年獲

得東和鋼鐵駐廠藝術創作計畫。東和鋼鐵是一個認

識到工業與藝術之間特殊關係的鋼鐵產業。從2009

年，針對鋼鐵雕塑藝術家設置了藝術家駐廠創作計

畫，提供場地、設備、技術、人員與經費各方面的

劉柏村1997年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個展「聚集．分離Ⅰ」展場一景

右‧劉柏村1999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個展「聚集．分離Ⅱ」展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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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讓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在駐廠創作期間 ，

他經歷了豐富親密的鋼鐵經驗，他完全處身在鋼鐵

還不是材料、更不是藝術媒材之前的廢鐵世界。

　這種材料經驗，讓劉柏村的思想更加堅定，他確

信自己已經找到金屬雕塑的源頭，已經親眼見到物

質蘊含的藝術原創性。而這時因為看見物質的原創

性，他的感動與激動隨即轉變為創作的爆發力。爆

發力一旦釋放，廢鐵轉眼成為作品。當他與鐵共

舞，廢鐵翩然起舞，成為鋼鐵人。所以，從2010年

的「鋼鐵之森」，一直到2012年的「自然與工業之

間」與「金剛變身」，他已經在鋼鐵這項堅硬的材

料中找到它們的內在邏輯，並且善用工業機具讓它

們靈活地發展出來。

　在後設工業時期，他使用強大的火力熔化堅硬鋼

材，使其表面呈現熔岩的肌理，結合地金的構成，

強化鋼鐵物質的原生語言。他讓材料的內在邏輯能

夠自由表達。這個時期，工業不只是一種生產技

術，工業成為超越它自己的力量。例如，2013年的

「異境—初始」，已經超越了工業的生產技術，它

是藝術家與鋼鐵共舞的產物。

空間觀點的突破與擴充

　在當代藝術潮流中，展示思維是創作思維的一部

分，甚至是它的核心。當代雕塑家必須在適合的展

示場域與展示方式中才能更完整而且更充分地表現

他的作品，甚至也必須在這樣的展示場域與方式之

中進行創作，才能讓作品表現出來。而在劉柏村將

近廿年的創作過程中，我們看見，他的展示思維也

呈現出從現代藝術朝向當代藝術的過程，以及從裝

置藝術朝向當代雕塑的轉變。

　雖然現代雕塑已經走出臺座，但美術館空間觀念

的興起使得現代雕塑受限於白色立方體的結構，而

依附於體制化的展示思維。但是在當代藝術興起之

後，特別是裝置藝術興起之後，當代雕塑也跟著擺

脫現代藝術的展示思維，而將作品的展示從美術館

的體制場域延伸到體制以外的場域。1979年，藝術

理論家蘿莎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發表〈擴

張場域中的雕塑〉這篇文章，正是對當代雕塑的這

項特徵做出合理的解釋。劉柏村是一個思想敏銳的

藝術家，他早已看見當代雕塑這個轉變，他也看見

當代雕塑有它自己的擴張場域的觀念，而不受限於

裝置藝術的影響。

　回顧劉柏村的創作歷程，他1987年出國留學以前

的展示思維顯然是遵守台座雕塑的觀念，也因此受

到美術館的空間觀念的影響，而既然創作的過程

遵守這種觀點，當然展示與觀看也都是依據這種觀

點。但是，1991年他在巴黎所做的展覽明顯已經是

裝置藝術的展示思維，作品非但沒有臺座，也已經

離開傳統的美術館空間。只不過這時只是嘗試，直

到1997年以後，他的探索才逐漸表現出展示思維的

突破，而作品創作出來的空間與觀點也就更具多重

性與反思性。

　1997年進入形狀解構時期以來，劉柏村的創作思

維是以造形探索為主導，所以展示思維也是依照造

形演變在發展。這一時期，既然造形是形狀的肢

解，分布在不同的空間位置，展示的空間狀態自然

也就呈現出相同的肢解狀態，而面對作品的視覺位

置也就是失去中心位置的散焦觀點。這樣的展示思

維及其所發展出來的空間與觀點，應該也是劉柏村

走向當代雕塑過程中試圖經歷的一種重新檢視，甚

至是他對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alism）的視覺思維

的檢視。

　2005年進入符號演繹時期以來，劉柏村的創作思

維日益關注展示場域，而展示呈現的場域思維也就

明顯成為作品發展的原則。在這一時期的場域思

維中，作品透過符號化的造形創造出一種劇場性與

敘事性，使得空間被建構成劇場性與敘事性的文

本。固然這一時期作品與空間布置仍然延續著散焦

觀點，但分布在場域中的符號，也流露出藝術家這

時關注的思想課題。顯然，這時劉柏村在思想層面

關注著自然與工業的關係，甚至是政治與商業的介

入，也因此這些符號既傳達出表面意涵，也傳達出

隱藏意涵，而這兩個層次的意涵顯示當時他已敏銳

感受到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緊張關係。

　2009年進入工業史詩時期，劉柏村的創作思維的

材料探索漸入佳境，也從材料的內在邏輯發展出造

形，而作品與空間的關係進入相互詮釋的狀態。

雖然也具有劇場性，但敘事性變得簡潔有力。一方

面，這是因為這時劉柏村的藝術思想已經成熟飽

滿，二方面是因為工業機具與技術幫他克服了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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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堅硬所會造成的困難。一塊

塊堅硬的鋼板，一團團渾沌的

廢鐵，都因為巨型裁切與鎔鑄

機具的介入而變得靈活，使作

品轉換出詩句一般的意象與象

徵。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

以它們全方位的表達力量，創

造了360°的空間與方位，讓

觀點完全不會因為材料的堅硬

而造成任何距離與界線。更重

要的是，這時他的作品的空間

狀態已經完全獨立於裝置藝術

的框架，充分表達當代雕塑的

空間思維。

　2012年進入後設工業時期，

在劉柏村已經充分掌握材料的

邏輯與情緒特質之後，他的創

作思維翻越到另一個後設的層

次，突顯材料的物質狀態，並

且讓工業技術超越它自己。我

們或許可以做一個哲學式的比

喻，這時劉柏村不但讓鋼鐵

雕塑從物理學翻越到後設物理

學，甚至也從後設物理學翻越

到宇宙論的層次，換句話說，

他透過作品讓我們看見宇宙的

初始狀態。這裡是一切起點的

起點。從「金剛變身」以來的

作品，幾乎就是藝術家身體與

鋼鐵共舞交織而成的空間。

結語：回到神話誕生以前的宇宙

　從劉柏村的創作歷程，我們看見當代雕塑思想的

摸索與成熟的過程。他的成就與貢獻不僅在於創造

力源源不絕，而在於他不會滿足於已經存在的雕塑

思想及其發展出來的審美規範，更在於他總是不斷

翻牆，設法翻越現狀與表象，設法發現躲藏在雕塑

作品發生以前的世界，那裡還沒有造形，只有無盡

的塵土。

　在這段翻越的道路上，他一方面捨棄，一方面摸

索。從1997直到2015年，劉柏村的藝術創作經歷每

一個不同時期的困頓與突破，才能走出如今的成

熟與豐饒。如果說古典時期的雕塑是讚美諸神的藝

術，那麼劉柏村做為神話已經被工業取代的時代的

雕塑家，他的鋼鐵雕塑似乎引領著我們回到神話誕

生以前的宇宙，那裡還沒有山川萬物，還沒有日夜

晨昏，只有無盡的塵土。

　立足在無盡的塵土中，劉柏村為鋼鐵雕塑找到母

親的懷抱，他在那裡與鐵共舞，譜寫著神話誕生以

前的鋼鐵史詩。

劉柏村2006年新竹縣立文化局美術館個展「鋼鐵架構Ⅰ：空間、身體與中介質地」展場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