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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裕 Lee Kuang-Yu   思惟 Thinker   銅 Bronze   H227 X 127 X 130 cm   2014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aunch of Flight of the Phalaenopsis Orchid at the Cloud Forest, 
Gardens by the Bay is proud to present A Sculptor's Secret Garden, an inaugural solo 
sculpture exhibition by sculptor-gardener Lee Kuang-Yu (b. 1954). 

The exhibition perspective is from a garden and a sculptor's art practice, inspired by his 
secret garden set against the stunning slopes of the mountains in Xizhi which began in 
1998 as an attempt to unify his sculptures with nature. Lee's Secret Garden where his 
home-studio is located, is a cumulation of his experiences of the tranquil home-studio-
garden of renowned painter Joaquín Sorolla y Bastida (1863 to 1923) in Spain; and visit 
to the Hakone Open-Air Museum, Japan's first outdoor open-air museum of art located 
in a lush green garden with a view of the Hakone mountains. Lee Kuang-Yu would like 
his visitors to find rest and respite in his private garden. Lee’s Secret Garden is ambitious 
project that embodied his visual and olfactory experiences of the plants, trees and air… in 
his garden – just like the sensory encounter with his sculptures.

封面藝術家   COVER ARTISTS

一位雕塑家的秘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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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采泥藝術」也是這項國際展的最主要贊助單位。

只是外界鮮少有人知道，構思李光裕前進新加坡的這個計畫，其實早早就在李光裕2017年參加第57屆威尼斯雙年展聖馬利諾
國家館【有無之際-李光裕大型個展】就同步埋下種籽。但是，審慎評估該如何來呈現，確實更需要好的規劃。很幸運的是在威
尼斯雙年展這個展覽期間，負責李光裕在聖馬利諾國家館展覽的國際策展人楊心一提出好的建議。楊心一建議，不妨讓李光裕

在還沒有到紐約展覽之前，先到東南亞。楊心一的看法是，李光裕的藝術具有濃郁信仰與人文情懷，這樣的精神特質更適合推

薦給東南亞社會來認識。

有了想法，就會出現作法。

李光裕很幸運在威尼斯雙年展聖馬利諾國家館與策展人楊心一合作過後，新加坡的這個展覽能夠夢想成真，則是因為他的藝

術深深感動了新加坡知名獨立策展人陳慧君Tan Hwee Koon。
經由人介紹，2018年是雙方初相識的時候。當陳慧君進一步拿到李光裕詳盡的資料後，也立即表示很樂意能夠讓這位優秀藝

術家作品到新加坡展出盡份心力，並且願意出任李光裕在新加坡展覽的策展人。

一開始，李光裕在新加坡的展覽是設想在美術館發生，也就是回到典型的白盒子空間裡。但這個想法在陳慧君專程從新加坡

到台灣拜訪李光裕位於汐止雕塑花園後，徹底大翻盤。

李光裕是一位心靈空間的建造者。雕塑，對於李光裕來講，那是一項有形的渡化、那是對世間一記有形的嘆息，真正撞擊這

位藝術家內在則是他數十年來一手起造的花園。

這是一個關於「有情」的展覽。

這個有情，見諸在策展人對藝術家的有情、建立在畫廊對於藝術家全力支持的有情、是結構在贊助單位對於策展人全方

位信任的有情。也因此，這個展覽足足在歲月的飄逝間歷經了二年時間、展覽時間一拖再延、作品成本及運輸和倉儲費

不斷遞增，在不斷推翻又更新的情況下，最後成就出一個被新加坡上上下下認為在2020年最具有療癒效益的國際展！

這個展覽就是新加坡濱海灣花園雲霧林區的-【李光裕：一位雕塑家的祕密花園】。

李光裕在花園裡種下一棵樹也好、埋下一株花苗也罷，自然的生命在繁長凋敗，而他的雕塑也跟著這個花園的自然

生命消長而有了改變。他在自己的花園中，學習到自然對於生命的引渡，卻也在這個花園中；看到自己的作品不再只

具備單一的被觀視角度。

陳慧君一方面感受到李光裕從1998年一手起造的花園細膩自然表情，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的作品與花園間緊密結合與
情感融洽，眼前的視覺經驗讓她內心既震懾又覺得激動，這是她在擔任策展人角色、面對眾多藝術家經驗過程裡，未

曾有過的內心洶湧。當際，她腦海跳出了「雕塑家的祕密花園」這個展覽主概念。她想，如果李光裕的展覽也能架設

在這樣的情境氛圍裡面，既能點題了藝術家本身的個性；同時也能闡述他的藝術哲學，這樣的展覽呈現勢必對於李光

裕的藝術有了再一次的超越。

只是⋯只是，有了一個不一樣的展覽構思，但相對陳慧君也格外傷腦筋新加坡哪個地方會適合做李光裕的展覽呢？

彷彿電光石火一般，她的腦海竟然立即浮現新加坡地標建築-位於金沙酒店旁的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 。
但旋念又想，這個地方至今並沒有舉辦過任何型式的藝術展覽，這個地方能夠辦藝術展嗎？儘管未知的因素不斷灌進

腦門，陳慧君還是揮不掉對這個展覽地點的思思念念，她直覺；這個地點是對的。但，未知並須等待著去尋求答案，

細述⋯ 李光裕允諾新加坡一個秘密花園始末

文 / 鄭乃銘    圖片提供 / 濱海灣花園、采泥藝術

李光裕 Lee Kuang-Yu   空行 Empty Procession   銅 Bronze   H181 X 89 X 87 cm   2014

李光裕 Lee Kuang-Yu   
無逝歲月 Timeless   
銅 Bronze   
H94 X 170 X 106 c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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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的心理卻也湧現一股前所未有想要挑戰自己所設定的這個高目標勇氣。

濱海灣花園完成於2012年，它是新加坡政府全力打造的國際級觀光門面，它就像是電影《阿凡達》的真實版本，潘朵拉星球
被茂密的叢林植被與高山雲霧纏繞，這樣的場域充分吻合李光裕藝術的特質。尤其她觀察到這座花園其中一處植物冷室-雲霧林
區(Cloud Forest)，竟然有一個35米高垂直水瀑，就好像模擬高山森林水霧與雲霧相糾纏的自然美景，這都讓她想到了李光裕在
台灣汐止的祕密花園，可以隨著不同時間與氣溫變換著自然景致。

只是，濱海灣花園畢竟不是美術館、畢竟不是以做藝術展覽為主要目的的場域，藝術展覽能夠進來嗎？

陳慧君有著新加坡人講求體制規矩的個性，對於執行工作則更講究嚴謹思考。她依照程序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幸運的

是，李光裕的作品很受到管理單位的肯定，但到底濱海灣花園未曾推出過藝術展覽，管理單位的態度也相當慎重，評估的工作同

樣斟酌再三。

等待，還是有獲得好的回應。

初步，雙方展覽的共識覺是落在2019年。只是，2019年在眾多因素打亂之下，又延期到2020年。最令人無法招架的更在於，
2020年初Covid-19所造成全球性影響，這個疫情的破口大大侷限了移動的自由、限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改變了生活的常
規，李光裕的新加坡首展，好像陷入雲霧中，明明感覺得出彼岸就在前方，卻屢屢有一種登不了岸的無奈。

慶幸的是，陳慧君、李光裕；甚至新加坡本身，沒有一方對這個計劃打過退堂鼓。

2020年新冠疫情舒緩，濱海灣花園雲霧林區的【李光裕：一位雕塑家的祕密花園】終於拍板，訂於8月6日正式開幕，因為展
期在這過程中的延緩，因此展覽更是拉長至2021年6月27日止。
這個展覽大大開啟了新加坡社會對濱海灣花園-雲霧林區另一層認識。尤其是，當整個佈展工作完成，管理單位被眼前藝術品

與環境的緊密相連所產生的和諧感，簡直感到不可思議到極點，好像李光裕這些作品是特地為雲霧林區量身打造！

而對李光裕而言，這個展覽有別於過往在美術館的展出方式，雕塑將從白盒子的空間束縛解放。作品被設置於雲霧林區，該區

以涼爽濕潤熱帶山林氣候，並具有35公尺、覆滿攀附植栽的山岳與瀑布為地標。16件雕塑在雲霧林區中以三個主題動線串連起
來並呼應展場風貌：「休憩空間」、「美麗回憶」、「天人合一」。一場宜人的又具變革性的藝術與自然之旅就此展開。

整個展覽以設置在入口「大瀑布」，向羅丹經典之作和亞洲雕塑傳統致敬的李光裕代表作〈思惟〉開場；緊接於海拔兩千公尺

山頂處「遺失的世界」區的熱帶雲霧林植栽，〈空行〉以幸福之姿迎水景翩翩起舞，與周邊環境一氣呵成；沿「雲霧廊」前進，

後續行程來到「岩洞」，欣賞市區優越景觀的同時，可窺見山林中的〈雲山行旅〉與〈山人〉─李光裕對於人體與山岳姿態的表

現於此融合為一；展覽的尾聲藉由完整的環形動線回歸到「秘密花園」中，靈感來自於蓮花池的作品〈無逝歲月〉搭配周邊石灰

岩地森林與洞窟的超現實氛圍環境，呈現於水景中。藉由在市中心欣賞展示於雲霧林之中李光裕的雕塑，體驗寧靜的時光，巧妙

地提醒著花園作為一個避風港，讓觀者可以沉浸在藝術與自然之美中，在吵雜的日常生活中獲得暫歇喘息的重要性。

因為受到疫情緊繃的影響而不得不對外暫時關閉的濱海灣花園，在疫情趨緩情況下，於這個展覽的開幕日重新啟動，新加坡主

流媒體五大電視台聯合報導以及當地發行量驚人的海峽時報、聯合早報大篇幅報導，更也為這個當際新加坡慶祝國慶形成相當特

殊又有意義的內容。

一個藝術家無法親自親臨現場、一個來自台灣的藝術家首次新加坡個展、一個發生在濱海灣花園雲霧林區的第一個藝術展覽，

造成空前的成功。

藝術，成就了想像。

藝術，也把陌生蛻變成相互欣賞與瞭解。

上帝未曾允諾給李光裕一座花園，但李光裕卻給了新加坡一處雕塑家的秘密花園。

這全都因為有情，讓整件事得以夢想成真。

左圖 / 李光裕 Lee Kuang-Yu   探春 Visiting Spring   
銅 Bronze   H240 X 156 X 127 cm   2016

左 / 李光裕 Lee Kuang-Yu   風影 Shadow of Wind   銅 Bronze   H100 X 55 X 60 cm   2016
中 / 李光裕 Lee Kuang-Yu   白雲 The Clouds   銅 Bronze   H64.3 X 49.5 X 35 cm   2007
右 / 李光裕 Lee Kuang-Yu   春之華 Spring Prime   銅 Bronze   H72 X 25 X 26.5 cm   2014

左頁右圖 / 李光裕 Lee Kuang-Yu   一線天 II  Skein of Heaven II
銅 Bronze   H310 X 150  X 100 cm   2015

左頁左圖 / 李光裕 Lee Kuang-Yu   偶得 Accidental Find   
銅 Bronze   H165 X 60 X 46 cm   2019

展期：2020年8月6日 ─ 2021年6月27日
策展人：Tan Hwee Koon 陳慧君
展覽會場：新加坡濱海灣花園雲霧林

                  (Cloud Forest, Gardens by the Bay)
主辦方：新加坡濱海灣花園

主要贊助：采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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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中能接受破碎，才有機會學習圓滿」。李光裕說。

從這樣的角度裁切進入李光裕的藝術，就會彷如看著水流順勢而走的自然與服貼。

李光裕是從他1988年起造自己的花園，一路下來；他從花園的一棵樹、一株花、一塊石頭、一處流水，逐漸的啟發了
自己在藝術上的內在進退觀，這就如同中國傳統文人從大自然的遠與對大自然的親近過程中，拾掇出人與自然如何達成

和諧的共處。

當他在面對自己的創作時，李光裕是以一種全然的直覺來面視。藝術，能懷抱直觀來面對，這源自於內心的不爭。內

心之所以能不爭，起於內在的安靜。一旦有了安靜，身心就能找到處所安息。有了安息之心，就會升起安樂。這一環有

李光裕⋯ 一位精神上有信仰的人

文 / 鄭乃銘

一環的扣接，充分說明了李光裕的藝術的美學核心精神。

而這些，竟然都只是他從自己的花園一點一滴感悟出來的

哲學。

李光裕認為，自然性；是他對於建造自己花園的最基礎

想法。他並沒有特別著意或設定花園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因

為，如果心中有了設定，就是心理有了計較，既然有計較；

又如何能體悟到殘缺/圓滿的一體兩面呢？
於是，花園的每棵植物或每個轉折，都能呼應天地的四

季變化，都能有自己應該長成的生命姿態；充分能展現出不

同階段的丰采。這份對自然的尊重，也被放到他在藝術創作

上的表現。他手起手落所呈現出來的人物，不在於外相上的

圓潤與美麗，卻總是煥發出一股生命的圓滿、一份內心的耽

靜，那就像一棵樹；經歷無數春秋，卻依然卓立於歲月之

河，為自己爭氣；而不為世俗的逢迎趨炎附和。

李光裕覺得，他在自己的花園中感受到「轉」這個字真

義。轉意味著轉換與變化，也就像自然的天命。這樣的一份

思維，也如同他的藝術進入花園一樣，空間因為有了不同的

介入，使得視覺帶動內心有了感受上的層次，當生命不再單

一；其實也等於一切的美好都等待著正要發生。

所以，李光裕的藝術進入新加坡濱海灣花園的雲霧林區，

為何能夠顯現出一股合該發生在此地視覺觀感，並非是沒有

道理的。

尤其李光裕很喜歡他的花園能帶出的一個字-「舒」；舒服
的舒。

他說，我喜歡舒服的「舒」這個字的原因是，「舒」字

的左邊是取捨的「捨」；去掉提手旁，那就是「舍」。舍，

指的是居所、是處所，是很外在也能是很內在的地方。而

「舒」字的右邊，則是給予的「予」。一個居所，能夠給予

人或自己，那就是一種豐足。

一位對新加坡毫無淵源的藝術家，卻滿心想要透過藝術給

予眾生一種如處於居所般的豐足。

難怪，這位藝術家的作品會贏得大家的喜愛。李光裕 Lee Kuang-Yu   映月 The Reflection of Moon   
銅 Bronze   H125 X 160 X 110 cm   2006

李光裕 Lee Kuang-Yu    心子 My Beloved Child   
銅 Bronze   H288 X 102 X 104 cm   2015

左 / 李光裕 Lee Kuang-Yu   山人 Hermit   銅 Bronze   H147 X 68 X 48 cm   2016
右 / 李光裕 Lee Kuang-Yu   雲山行旅 Wandering in the Misty Mountains   銅 Bronze   H125 X 43 X 19 cm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