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可能對蜚聲國際的趙無極或朱德群較耳熟能詳，然而他們都是長期居住法國的華裔

抽象藝術大家，卻有一位長年在臺灣，生於斯、長於斯的陳正雄，自 1990年以來常與他們兩

位國際大藝術家長期應邀參加著名的巴黎「五月沙龍展」，並且於 1999及 2001年兩度榮獲

佛羅倫斯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最高榮譽「終身藝術成就獎 (Career Achievement in the Arts 

Award)」及「羅倫佐國際藝術金章 (Lorenzo il Magnifico)」，為亞洲第一位得獎人。如今

趙無極與朱德群已先後辭世，更突顯出陳正雄抽象畫的東方美學，是一種參天地造化，不斷自

我化育的有機的、抒情的、混沌的美學觀，更特殊的是他色彩的亮燦、鮮麗，在地球村的美術

變遷演化史上，具有別於西方又有東西文化會通的獨特意義。

文、圖／鄭芳和

生如夏花之絢爛

陳 正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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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4）年他又榮膺國家文藝獎美

術類得主，這位對抽象藝術始終不渝，永不

變節的陳正雄，從 50年代起投入繪畫，至

今已逾一甲子，在美、法、英、德、西、中

等 20餘國舉行個展，他深具東方抒情的抽

象繪畫，為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而

陳正雄在他的創作歷程中，如何一步步地把

寫實的具象畫逐漸變種，建構他的「藝術基

因庫」，把內在的經驗化為抽象畫？

走過臺灣 50 年代管制時期與 60年代

現代繪畫論戰，今年 80歲的陳正雄仍鬥志

高昂，老而彌堅，藝術生命仍繼續在生發之

中。他的藝術人生一如他畫作上的布彩，璀

璨亮閃。究竟這位喜愛美食，常著美服並好

美色的陳正雄，如何以他絢爛多彩的美色，

散發他的抽象藝術魅力？而他與時間拔河，

誨人不倦地推廣兩岸抽象藝術，他不滅的意

志又來自何方？

抽象表現主義的自由、創新

17歲（1952），正是織夢的青春年華，

就讀建國中學一年級的陳正雄，卻一頭栽入

繪畫，編織他的藝術美夢。他私下拜入李石

樵門下，勤畫素描。四年後又向前輩畫家金

潤作研習油畫與現代藝術觀念，在技巧與思

想的藝海中泅游。

文、圖／鄭芳和

2

① 陳正雄與馬英九總統及龍應台部長及國家文藝獎得主共
同合影於 2013年中山堂。

② 陳正雄於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創作 60年回顧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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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中華民國的命運往往被大

時代的局勢所牽動。1950年 6月 25日

爆發韓戰，美國第七艦隊旋即在臺灣海

峽巡弋，除了美國的軍事協助，同時美

援的經濟援助（1951-1965），促使臺灣

在 50年代相當貧窮的風雨飄搖中，能迅

速重建及擴大發展基礎建設。臺灣走向

出口擴張，產業蓬勃發展，經濟日趨繁

榮。

在獲得美援的及時雨時，美國的文

化也同步進入臺灣。50年代美國的藝術

正風行的是抽象表現主義，它是美國受

到歐洲抽象藝術的影響所脫胎換骨而出

的嶄新風格，是第二次大戰後第一個繪

畫新流派。

抽象表現主義集合了立體派、達達

主義、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菁華，

粗獷的筆觸與平塗的色彩，巨大的畫幅，

創就了一種新的視覺語言，充分展現畫

家的身分動作和情感、心緒。

這種象徵著美國反共、自由的意識

形態，映現出美國自由、創新的時代精

神的抽象表現主義，那種繪畫中具有猛

烈動勢感的形與大片的色域塊面，一傳

入臺灣，立即吻上了每一位亟思改變藝

壇現狀的激進年輕藝術學子的臉龐。

③ 創世紀、藍星詩社詩集以陳正雄抽象畫為封面

④ 陳正雄與《紅林系列之一》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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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揭竿而起，風起雲湧。

50年代後期那股新興的現代藝術熱潮

竟也感染了陳正雄繪畫的啟蒙老師，這位曾

在日治時期 7次入選帝展的李石樵，1958

年他在臺北中山堂展出他終止寫實主義以

來，沉潛、探索現代藝術的實驗成果，包

括塞尚（Paul Cézanne）、馬蒂斯（Henri 

Matisse）、勃拉克（Georges Brapue）、

畢 卡 索（Pablo Picasso）、 克 利（Paul 

Klee）等後期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等現

代繪畫流派的心得結晶。

50年代臺灣的畫壇存在著兩股勢力，

一股是國畫上由中國大陸來臺的溥心畬、張

大千、黃君璧的「渡海三家」及六儷、七友、

八朋等畫會的傳統國畫家；另一股是在日治

時期便揚名的林玉山、郭雪湖、陳進的「臺

展三少年」以及廖繼春、李梅樹、郭柏川、

李石樵、楊三郎、洪瑞麟等等受日本外光派

影響的臺籍畫家。

現代繪畫風起雲湧

年輕的藝術分子不願繼續苟活在僵化、

保守的傳統中，紛紛追逐西方的現代繪畫，

它們籌組現代畫會，1957年 5月、11月，

以臺灣師大美術系學生為主的

「五月畫會」及李

仲生督導的「東

方畫會」先後舉

辦展覽，1958年

又有「現代版畫

會」展，1959年

也有顧獻樑、楊

英風、席德進等

人籌組「中國現

代藝術中心」，

50年代的現代

畫會像一場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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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一年（1958），正就讀中興

大學經濟系 3年級的陳正雄竟把這 6年來

好不容易多次入選臺陽美展、全省學生美

展的榮耀暫拋一旁，開始研讀現代藝術，

尤其鍾情於抽象畫家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經典名著《論藝術的精神性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及赫

伯里德（Herbert Read）的《現代藝術的哲

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Art）》。

50年代在反共抗俄的高

壓統治下，這群初生之犢的藝

術先鋒，擎著現代藝術的大

旗，邁入 60年代。然而現代

藝術的腳步儘管來得急速又踉

蹌，它並無法順利地長驅直

入。就在 1960年美術節正當「中國現代藝

術中心」連結 17個畫會，140多位畫家沸

沸揚揚正準備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召開大會並

展覽時，忽聞秦松的《春燈》被人指控有「倒

蔣」的政治嫌疑，眾人譁然，氣氛緊張，剛

要成立的大會，從此煙消霧散。

接著 1961年又有東海大學徐復觀教授

發表《現代藝術的歸趨》一文，大力抨擊現

代藝術的未來只有為共黨世界開路，引來畫

家的一陣恐慌，更激起一場激

烈的「現代畫論戰」，這場論

戰使得「五月畫會」畫抽象水

墨的劉國松等一群藝術新銳愈

戰愈勇。

許多觀眾每每對沒有形體

⑤ 陳正雄《青春之火系列之
二》，流淌的色彩，交織的線條，

呈現如詩的隱喻

⑥ 陳正雄早年作品《池畔》、
《藍花瓶》，是具象轉向抽象的

過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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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識的抽象畫嗤之以鼻，認為抽象畫畫家

是畫不了寫實畫才以抽象畫嚇唬人，更荒謬

的是觀眾竟然要求抽象畫家舉行一場破天荒

的「現代畫家具象畫展」，這場抽象畫家的

具象畫展，1961年終於在臺北中山堂熱熱

烈烈地展開。

在極端反共、思想禁忌、抽象畫發燒的

50、60年代，畫家與詩人常常相濡以沫，

共生共存。詩人踩著現代主義的步伐，寫著

人盡不懂的現代詩；畫家則在點、線、面，

色彩裡，架構著人盡不懂的抽象畫。五月畫

會與藍星詩社，東方畫會、現代版畫會與現

代詩社，往來頻仍，陳正雄與他們也時有交

流。

抽象畫理論的文藝先鋒

在「現代畫論戰」中，為支持現代畫

家、詩人余光中常為文力挺，留美的水墨畫

家陳其寬也撰文解釋抽象畫。希望社會大眾

對抽象畫多加了解，而研讀抽象畫原典多年

的陳正雄也自 1965年起在「文星」、「東

方」等雜誌不斷介紹抽象畫，以正視聽，並

大力鼓吹抽象藝術。

當許多抽象畫新銳，以草莽的勇猛之

姿，策馬入林衝鋒陷陣，一如陳庭詩所製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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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畫《文藝先鋒》（1961）。而陳正雄

這位非學院出身，在大學主修經濟，又是合

唱團團長、指揮，既不是「五月畫會」也不

是「東方畫會」成員，卻也堪稱抽象繪畫理

論的「文藝先鋒」，陳正雄正是以他清晰的

頭腦，明確的思路及精通英日文，為 60年

代現代繪畫資訊尚未發達的臺灣，紮下抽象

繪畫的理論根基，使許多藝文人士及社會大

眾，對抽象繪畫的源流與演變有較為全面的

了解，以化解偏激的爭論與無謂的紛爭。

且看他在文星雜誌所發表的〈談抽象

畫〉（1965），他開宗明義地說：「與其

說抽象藝術的特質是描寫的，不如說是召喚

的。它就如同音樂一樣，旨在激發內在情

感，而非述說故事。它係藝術家內在經驗

（例如情緒、心情或情調等）的一種強烈表

徵，是一種視覺的隱喻而非視覺的描繪。」

光這句話可說已精簡扼要地道盡抽象藝術的

表現方式與精神性，一來他指出抽象藝術不

是描寫的，即不是如寫實繪畫有故事可言，

有形體可描繪；二來他指出抽象藝術如同音

樂，是召喚藝術家內在的經驗，激發內在的

情感。

之後陳正雄又將抽象繪畫的形成敘述

得十分詳細，從野獸派對色彩的解放，立體

派對形的解構，表現主義繪畫對內在情感的

強烈表達，終於誕生僅憑純粹形象抒發內在

情感的抽象繪畫。同時他也介紹美國的抽象

表現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關係，並將歐洲與

美國的抽象繪畫作一比較，論述條理分明，

7

⑦ 陳正雄《桃花紅》(1993)  壓克
力彩  93×145.5cm  大片桃紅與滴
甩的點及游絲般的線條，交織成如

歌樂音

⑧ 陳正雄《市夜》(1983) 壓克力
彩  130×194cm  如琉璃般的色彩
在一片黯黑中璀璨亮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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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確是一篇難能可貴，擲地有聲的文

章。

因而陳正雄對抽象畫的創作，是先從理

論研究開始，全盤掌握抽象藝術的來龍去脈

後，便大膽實驗，勇往邁進。由 50年代《池

畔》（1953-1954）、《紅花瓶》（1959-

1963）、《舊樓》（1958-1960）、《檸檬》

的具象與抽象之間的抽象「化」階段，再到

60年代《深處》（1960-1962）、《秋歌》

（1967）至今的純粹抽象，他一頭栽入，

忽焉已 60年，在抽象畫中永不退轉。且又

積極於中國大陸開講，出版《抽象藝術論》

推廣抽象藝術。

建構原住民藝術基因庫

臺北市立美術館為陳正雄所舉辦的「陳

正雄回顧展，1953-2013」完整地呈現他

60年來對抽象藝術的探索歷程，正印證他

所說的：「藝術不是短程衝刺，它是跑一輩

子的馬拉松競賽。一個藝術家必須能在長期

艱苦、孤單的環境中，展現出『路遙知馬

力』的『執著」、『專業精神』。」北美館

展畢，又巡迴上海最大的美術館─中華藝術

宮展出，陳正雄已年高 80，卻後勁十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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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現場展出他由早期至晚期各個不同

時期的系列主題，畫面上豐饒的色彩流淌，

粗細的線條交迸，空間的層次變化，點、線、

面交織成充滿韻律般的旋律美感，更可讀出

他對自己作品的突破軌跡，只因他堅信風格

的突破是藝術家的重要生命，他說：「建立

自己的風格難，突破或顛覆已建立的風格更

難。藝術家最艱難的工作在於如何不斷地超

越自己，尋求突破、顛覆，並不斷地以新面

貌展現自己的藝術內涵。」走過一甲子的創

作歲月，陳正雄正替自己的藝

術烙下了最佳的風格印記。

只是風格的建立、突破與

顛覆必須有一股源頭活水不斷

澆注。藝術的苗圃才不致於枯萎。而陳正雄

與一般畫家不同的是他源源不絕的活水，正

是來自他最喜愛的原住民藝術，他稱原住民

藝術是他的藝術基因庫。他說：「藝術家需

要建構自己的藝術基因庫，懂得從異質文化

的藝術寶庫中尋找新穎的藝術基因，加以萃

取後，以創造新物種的方法，創作出無疆界

的藝術作品來，這才是上上策。」

那幅《市夜》（1983-1984），一大片

黑色中，滲透出不定形的色斑，紅的、黃的、

白的、綠的，由點到線又延展

為塊面，色彩亮透晶瑩，真如

原住民五顏六色的琉璃珠盈滿

跨文化、跨時空的畫面，蘊含

9

⑨ 北美館陳正雄回顧展一景，
右圖為懷素草書與色塊組合成

的《數位空間系列之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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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魔力美的神秘感。

原住民的藝術蘊含神話的超自然力，

更是來自原住民內在的真實，較少文明人的

修飾，它的色彩都極為鮮豔，不是大紅、大

綠就是大黃、大黑。陳正雄的《紅林系列之

五》（1989）即是以鮮麗色彩的對比，象

徵原住民的強韌生命力。《花季》（1991-

1993）在多層次的色塊、色點中，紅、綠、

黃、藍相互交疊、密織如同一片花海。《酒

的夢香系列之三》（1999），如游絲般的

線條，穿梭在有著紅點、藍點、綠點及黃色

塊的大紅中，看似隨性、偶然、無目的性的

滴、甩，其實畫家卻是經過許久的冥思後的

即興揮灑，沒有客體的外在物象，有的只是

內在的潛意識或內心的情感滴流。

陳正雄說：「我是基於對大自然深切

的體驗和冥想來創作的。自然中那恢弘的大

氣、光輝絢爛的色彩，給了我無窮的天啟與

靈感。」因而陳正雄的抽象畫是受到大自然

的召喚，有感而發而創作出的視覺隱喻，像

詩一般，散發著時而濃烈的芳氣，時而淡淡

的幽香，它總是既絢麗又神祕，開顯出亙古

以來大自然存在的盎然生機，畫家所捕捉的

不是某個瞬間的美景，而是內心底蘊的真實

景色，是恆存於天地間，無以言喻的靈動與

生命力。

當草書遇見東正教聖像

此外，陳正雄又對中國少數民族服飾及

清代宮廷服飾多所研究，而他的另一股活水

是中國草書，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尤其草書已將中國文字化為符號，用筆的縱

橫恣放，線條的飄忽飛動，字形的聚散開

合，空間的緊密、疏朗，變化莫測。草書強

烈的節奏，與它的動感張力的律動性，是一

種無聲的音樂，早已吸引 20世紀偉大的藝

術家畢卡索，他說：「如果我生長在中國大

陸，我一定要用書法寫出我的畫來。」陳正

雄不是書法家，卻巧妙的實踐畢卡索以書法

作畫的想法，將草書裱貼在他的抽象畫上的

正中央四方形空間裡。在畫面開四方窗的構

圖來自他 1992年應俄羅斯國際交流協會邀

請赴俄考察藝術，在莫斯科大教堂頂禮膜拜

俄國東正教聖像畫時，忽獲得的聖光靈感，

從此開啟他 1999年起的「窗」系列新作。

而當唐代懷素的草書邂逅美國羅斯可

（Mark Rothko）的抽象藝術時，有如電光

石火，剎時迸發出東西方文化交會的火花，

陳正雄的《數位空間系列之一》（1999）

上方一黃、一藍兩大羅斯可式的平塗色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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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三分之一處懷素的草書洋洋灑灑一大

篇，一個是靜止的空間，是平塗勻襯的色

塊，一個是動勢的空間，是如龍蛇走勢的線

條，動、靜之間，形成空間張力的結構性對

比，而黃、藍本身又是冷暖色彩對比，既寧

靜又奔放，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一

如，令人飽受視覺衝擊。陳正雄以後現代的

拼貼，竟建構出新的視覺隱喻，也是抽象畫

上前所未見的新穎、創新語彙，使他繼《98

窗》之後，二度獲得佛羅倫斯國際當代藝術

雙年展「終身藝術成就獎」與「羅倫佐國際

藝術金章」。

畫作上黃色空間像徵溫暖的大地，藍色

空間象徵蔚藍的海洋，黃、藍合一即是我們

人類生存的地球空間。而草書又是人類高度

文明的極致展現。由草書而到如今的電腦數

位空間，人類文明飛躍成長，陳正雄說它的

數位空間系列一、二、三：「這是對地球時

代與空間的禮讚。」

輝閃出人生的光彩

探討完數字空間系列，他又要向新時

代的新女性致敬，他的《青春之火》系列，

即在歌頌女性內蘊的青春活泉，抉出女人最

私密的青春火焰，紅色飽含精力和衝動，是

新時代女性能量充沛又獨立自主的禮讚。抽

象的形與色，燃燒畫家內在炙熱的情感，再

次映現畫家如詩般的視覺隱喻，一如陳正雄

常說的：「我的藝術是在探索內在世界的

奧秘，將不可見的內在經驗化為可見的視

覺存在。」又說：「繪畫是色彩的遊戲，

也是心靈的遊戲。」那不可見的內在經驗

正是心靈的遊戲，也是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揭櫫的「內在需要」，是種無

法遏止的精神力量。

在《青春之火系列之二》（2012）裡，

由漂浮的點到飛舞的線的流轉，再到橢圓形

如核仁般的紅色狹長色面，在白色上交織成

輕快的旋律，彷彿柔軟又敞開的形，是無形

狀的形狀，無物象的物象，有如老子所形容

的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在無狀、無象中

卻充滿了點、線、面與色彩的動態活力進行

式。因而更可激發觀者以想像力在色與形中

自由地馳騁。自在地感受，當下傾聽色彩的

悅音。

這位 1935年生於臺北，曾經歷過第二

次世界大戰，美軍轟炸臺北，家屋遭毀，舉

家遷徙他方的陳正雄，一生卻堅持表現似夏

⑩ 陳 正 雄《 酒 的 夢 鄉 系 列 之 三 》(1999)  
105×260cm  酒的夢鄉是何種意象，畫家以彩筆的
點、線、面召喚出內在真實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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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絢爛的美麗愉悅。他畫作中亮麗近乎原

始藝術的色彩，流露出人類的原始情感，那

是他內在聲音幻化的色彩，至真且美。當

臺灣的政治讓人感到幻滅虛無，社會亂象又

令人痛心疾首，面對對岸挾著經濟力牽制臺

灣，許多人對臺灣下一代的生存安危陷入躁

動的焦慮不安中，何妨暫時縱身於陳正雄的

抽象畫中，尋訪青春王國的豐饒富足，聆聽

抽象畫的色彩交響樂，洗滌一切凡塵的噪

音，讓生命重返心靈的原鄉，再次盈滿如桃

花源般的美麗光年，也許將會誕生新的觀照

與思維，對這不堪不忍的臺灣現實社會正

在發生的一切。陳正雄的作品像是宇宙混

沌初開無限衍生的一團「氣」，是無數複

雜、多層次的點、線、面的色彩交織共構成

一個非理性、非線性的有機空間。不斷生

發，不斷開展，無狀無象，在混沌與秩序

中，流動著無窮的生機，耀閃出生命的光

彩，他的一生順遂，個性開朗豁達，情感充

沛，他的藝術與人生真如印度詩人泰戈爾的

（ ）詩句「生如夏花之絢

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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