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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明哲的繪畫        
正因為世間難以安居樂業，所以就該把潛藏的壓抑轉化為文字或圖畫以得

到抒解。藝術家的工作就是把情感視覺化，並且用自身的心靈淘洗之後轉

化給看得到的人。∼翁明哲

島嶼金門是故鄉

居住在新店山上的翁明哲，有其獨特又規律的創作生活，現在的身份除了畫家

還有柔道教練與攝影家和吉他演繹者，可謂多才多藝，他於 1972年出生於當年仍

稱前線的金門，金門的戰地經驗特殊令人難忘，所以翁明哲常以故鄉的街道景色、

親友人物為其表現主題，他的創作緊扣著他成長的時光與地域。如《金門下老街，

2016》、《吉貝港潮退，2016》。

在金門小小島嶼上人口不多，翁明哲的美術天份於國中時被臺灣歸鄉服務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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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老師發掘，在老師免費教學的美術班學

習，高中升學時，因為金門升學的管道有

限，不來臺灣就只好在金門念電工科，老

師建議他來台北復興美工就讀，1987年

15歲的翁明哲為就學過海來臺灣，當時

他和爸爸坐登陸艇來臺灣，總共花 2天才

到高雄，翁明哲笑著說：「我們在前線的

人，生活經歷跟在臺灣長大，大我們一輪

的人差不多，因為金門發展比較慢，國語

是老師在講的，我們私底下是講閩南語、

泉州話。剛來臺北講的國語不標準，人家

聽不懂，講的閩南語帶有泉州腔，人家也

聽不懂，乾脆少講話，所以造就成今天比

較孤僻的性格。」

早熟的繪畫技能

1987年進入復興美工的翁明哲，高

二開始學油畫，高三就獲大獎，1990年

得到北市美展油畫類首獎和教育部文藝

創作獎水彩類首獎，令師長與同學刮目相

看。1991年獲高雄市美展油畫類首獎，

1994年自臺灣藝術大學（前為國立藝專）

▲ 2016年 台北之夜 129x25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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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學士學業，同年獲奇美藝術人才培訓

獎，1996年又獲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學

生時代的翁明哲已具有精湛純熟的繪畫技

巧，揮灑出無數得獎作品。翁明哲說：「我

的繪畫比較早熟，所以得了很多獎，當時

一年獎金 20萬，我還可以把錢匯回家，貼

補家用。」言談中充滿自信。

放逐浪漫西班牙

從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的翁明

哲，因為家裡的一些問題，令他感受到「存

在」這件事的苦悶，竟放下繪畫不再繼續，

他只想去西班牙看看弗拉明哥吉他是否有

趣，當時得到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的人，

大部分都選擇到藝術之都巴黎深造，脫俗

的他不想和一般人一樣去巴黎，翁明哲選

擇西班牙，而且不學繪畫，只是在放逐自

己。之後為了留在西班牙久一點，只好進

入薩拉曼卡（Salamanca）大學藝術學院

就讀，封存過去其所擅長的繪畫藝術，他

嘗試多樣的媒材，尤其是攝影中暗房的技

術效果，他常常實驗各種可能性。他又開

車到很多地方，專門拍地平線和影子，再

回暗房中作業，4年的時間翁明哲學會弗

拉明哥，也將身心融入大自然，在每天都

是藍天白雲的西班牙，語言景觀不同的異

域生活，他的創作卻在暗房黑白之中完成。

回國從事攝影創作

1998年翁明哲獲得碩士學位歸國，

在異域蓄積的力量終於迸發出來，並不斷

衍生新的創作，然而仍維持攝影為主。不

過慢慢他面臨現實生活的考驗，他的攝影

作品沒有辦法社會化，作品是黑白的更難

▲ 2001年 窗子 –散布  是 1998 年攝於西班牙休耕麥田 材質為銀鹽相紙染色 ▲ 2006年 三角形 畫框由翁明哲以磁磚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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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音，但他堅持攝影創作，翁明哲說：

「當時我想工作歸工作，創作歸創作。我

把我的繪畫技巧拿去賺生活費，來養我的

創作，我的創作跟金錢無關，老實說日子

非常清苦。」翁明哲就一年中工作 6個月，

創作 6個月，慘淡生活舉辦大概 5、6次

攝影展，2001年他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展

覽獎，舉行了攝影個展，2002年於臺北

市立美術館展影像裝置，那時他已經意識

無法再支撐攝影創作。他想生活中的黑色

隱晦也該適可而止了，他的攝影表現使他

成為臺灣攝影二十家中青代的代表，2006

年、2007年在北京展過攝影，2011年在

上海參加兩岸當代藝術家邀請展，他明白

該告一段落。時常看著臺北的地，卻想起

那遙遠的藍天，然後漸漸地懷念起白色畫

布，及其上所堆積的色彩、筆觸與回憶，

他開始重拾畫筆。這其中翁明哲做過很多

工作，如水泥工、臨時演員、做公共藝術

馬賽克拼貼，最後到廣告公司接插畫、攝

影、腳本繪製，很多技能從這裡開始養成，

他為這段時日下了註腳：「學生時因為自

大而閉鎖（比賽得獎拿獎金而自大），出

社會後因為卑微（必需什麼工作都接）而

厚實。」

決心當自主的畫家

廣告公司雖然待遇很好，但是交作

品的急迫性令人神精緊繃，因為每一次的

任務都不同，而且時間很緊迫，翁明哲的

技能就是這樣被磨出來的。然而完成的過

程心很急躁充滿壓力，後來他明白需要練

心，練到心到哪裡，技巧就要到哪裡。終

於翁明哲決定暫停攝影，因為攝影表現已

達到一定程度，又因為畫插畫很卑微，任

人下指令畫自己不能決定的圖畫，日夜趕

工身心困乏，在一次友人的畫展中，他體

悟自己當主人吧，在 2006年（34歲）他

決定重拾曾經在油彩中所享受到的快樂，

那是一種藉由物質性所傳達出來的情感呈

現，簡單、直接並且充滿喜悅。翁明哲說：

「油畫上所堆積而來的印象式光影雖仍充

滿著懷舊與追憶，但是消逝的時光終於亮

了起來，我稱它們為美麗時光中快樂的渣

渣，閃著光帶著彩，還是模糊，但明亮多

了。」之後他曾在 2008年又獲國家文藝

基金會創作獎，2009年他以碧潭的吊橋

為題材獲第七屆「聯邦美術印象獎」首獎，

暖色調的畫刀肌理，畫風獨特。翁明哲說：

「自己像是猴子，善長爬樹，但是不喜歡

爬樹。」，但是他最終明白自己還是當一

位畫家最適宜。

把照片形式帶入繪畫

近期翁明哲的繪畫作品常常有一道黑

色外框，這是他從照片的形式流傳下來的

痕跡，其實在白色的畫布上畫畫，跟暗房

中相紙的顯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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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中慢慢積累上來，慢慢清楚起來，逐

漸成形，就像《尋找地平線，2013》這幅

作品原本是一件攝影作品，轉成油畫作品，

畫作四周留著黑框，像是影窗，畫家總是

把自己藏在作品裡面，一張白色的相紙，

把回憶（影像）慢慢地顯現出來、浮出來，

像水波、河流浮出來。為什麼把攝影作品

轉成畫作，只為了回復 17年前的感覺，

還有對於已內化成故鄉之一的西班牙的懷

念。每一件攝影的作品，拍攝的時間性經

暗房技巧所得到的影像，是翁明哲經營出

來的，過程窮盡心思，現在他認為畫一件

作品比拍一張照片來的容易控制，攝影作

品要拍攝然後再沖洗放大，要假他人之手，

也要有設備，最後成為作品，可能已經過

好多年，可是繪畫在與之相較下卻是更有

個人的自主性，沖洗照片要洗得像畫作這

麼的大是有困難的，這是近期翁明哲在油

畫上保留攝影作品的形式原因之一。

水泥刀當畫刀

翁明哲的作品中使用畫刀去畫畫是他

的特色，所謂畫刀往往是水泥刀，畫刀上

沾上油彩帶出來的混色效果，拖過產生漸

層色是畫筆畫不出來的，大片畫刀的肌理

顯現色彩的豐富性、隨機性、不可重覆性

▲ 2013年 270㎝×178㎝ 尋找地平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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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可預期性。如《迪化街，2016》、《菜

市場，2016》作品，以前是筆觸藏在所描

寫的景物街道裡，今年作品的畫刀筆觸就

逐漸明顯，形體就變得比較抽象模糊，少

了理性，感性全部都放在畫面上了。

身材壯碩也是一位柔道教練的翁明

哲，他的畫刀畫法，是用身體的運動把力

量投注在畫布上，油彩瞬間凝結，要把黏

稠的油彩拖拉挑起或甩起，需要整個身體

大動作的力道。如同書法的書寫，是要運

氣讓身體去帶動的，所以全神貫注去刮、

去刷、去點、去拉起，畫刀下刀後馬上收

手立即結束，不再琢磨，感情就停留在上

面，凝結於畫布之上。

他說畫畫要像貼磁磚一樣，動作要快

又準，沒有修改的機會。瀟灑不羈的翁明

哲說：「用畫筆畫很難過，一筆一筆的，

用畫刀畫的話，身體的力道當全部展現在

畫布之上，把能量交付到畫布之間。」又

說：「我現在是想的時候不畫，畫的時候

不想，我用身體去畫，我不喜歡拿畫筆繪

畫，因為筆一拿起來，技巧性就上來了，

繪畫性因而一筆一筆失掉，若養成習慣，

最後會畫不下去，就像每天在跑步機上跑

步，會跑不下去，清晨我會開車到很多地

方慢跑，遠至基隆八里，近則碧潭安坑，

一直在一個地方跑步就麻木了，我盡量把

描繪性降到最低。」翁明哲說畫畫是身體

在運轉，心靈在飄移，這是他的畫刀美學。

腦內啡的生成

作為一個畫家要持續創作，進入畫室

需要清明的頭腦，敏銳的感受，和愉快的

心情，每一年翁明哲要獨自去旅行數次，

平時不太與人往來，就是要保持自我精神

狀態平衡，一天的開始在山區運動 2個小

時，不與人交談，讓腦內啡生成，然後進

畫室彈他熱愛的弗拉明哥吉他，彈一首舞

曲，情緒高揚，彈一首情歌，溫柔纏綿，

不僅彈別人的歌曲，也彈自己創作的歌

曲，他喜歡變調即興，自彈自唱，約 1小

時後進入狀況，把心安定好將情緒培養好

聚精會神創作，因為畫布像一面鏡子，折

射自己的心境，畫家像演員一樣，要笑就

要笑，要哭就要哭，或者笑的外表，隱藏

哭的情緒，不管如何全力以赴和畫布廝守

直到自己滿意。

敬業又忠於自己的翁明哲在畫室裡

雖然許多畫架上擺了畫，但是他說：「畫

要一張一張畫，便當只能一個一個吃。」

作畫時他是全部的情感投射在專一的畫布

上。

尋找地平線

今（2016）年 4月在藝術中心的個

展，翁明哲將展覽名為「尋找地平線─心

中的閃閃亮亮」，展出的作品中題材總

是有地平線，但是內涵上畫家要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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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中的閃閃亮亮，因為心中曾經陰暗，

現在表現的閃閃亮亮，其實是畫家喜悅

心境的傳達，畫作中有數件畫面取之畫家

在西班牙內陸留學時所拍攝的作品，翁明

哲從 1998年就在拍地平線，開車到安達

魯西亞 (Andalucía)，他所住的薩拉曼卡

(Salamanca)去拍，不僅拍地平線也拍影

子，表現廣闊的空虛感與孤單的幸福感，

如《尋找地平線，2013》是在內陸的撒拉

曼加 (Salamanca)省，旁邊是秋收後的麥

田，又如《心中的一片紅，2015》是他唸

書撒拉曼加春天一望無垠的豆莢田，但紅

色是罌粟花，這是由高彩度的幻燈片轉換

而來，《在麥田上磨蹭的影子，2015》表

達孤單、低彩度的畫作詩意盎然如《竊竊

私語的橡樹，2015》是安達魯西亞的橡樹，

這些都是攝影的作品，將之轉換為油畫作

品。

地平線是陸地的盡頭，但也是另一個

場域的源頭，地平線代表現在、走進是過

去，走出是未來，而影子是一個暫時的存

在狀態，一群影子是一群個體存在狀態的

聚集；它們隨時保持在移動、不穩定、瞬

間即滅與相互交集的狀態。它們或可藉喻

▲ 2015年 竊竊私語的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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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存在的類狀態模式，因為，本質上他

們皆具備著模糊的面貌與遊離的性格。有

暗暗的影子我們才意識到太陽直射的光

彩；若生活充滿無奈與壓抑，就要了解微

笑的可貴。畫被地平線包圍的景象，看起

來什 都沒有，但也似乎什麼都有了。於

是他樂於尋找地平線，看著脚下的影子也

成 樂趣，經過 17年把這些伊比利半島的

景物轉換成遠遠大於相紙的作品，飽滿亮

麗的色彩如蝴蝶紛飛如燈光閃爍。

現在翁明哲站在臺灣的岸邊，望向

遙遠的地平線思想，那海的盡頭究竟存在

著些什 呢？怎 想走近其中卻反倒漸行

漸遠。他說：「每當我望著東邊的基隆嶼

跟西邊的龜山島，總是會想起童年的金門

島，原來故鄉總是飄移的島嶼，原來過去

的光彩與懷想總是如彩蝶般紛飛飄零。」

《心中的一片藍，2016》是實際海水的一

片藍，還是畫家心中鄉愁的一片藍，《太

平洋的奔跑，2016》也是對海平線的遐想

與海那邊的想望吧。

翁明哲對地平線特別有感：「地平線

上的風情接近永恆，地平線下的事物卻稍

縱即逝。天空究竟承載著什麼如此重要，

因為它承載著記憶與情感，那是在地面行

走磨礪後的投射⋯」

心中的閃閃亮亮

畫地平線表示過去跟未來，而閃閃亮

亮應是現在心境的投射，表現閃閃亮亮的

▲ 2015年 心中的一片紅 129x259cm  1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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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幅夜景作品，如《高雄之夜，2015》、

《 碧 潭 之 夜，2015》、《 台 北 之 夜，

2016》，乃因金門以前實行宵禁，夜晚沒

有燈火漆黑一片。翁明哲第一次到高雄，

發現世間有這樣燈火通明的美妙夜景，這

種感觸從那個時候縈繞至今，而把記憶和

現實結合轉化，採遠眺的視角，大場景的

描寫，高樓大廈建築物燈光就像鑽石、星

星一般閃閃亮亮，視覺上特別悅目。這種

描寫法也其來有自，畫家談到他從學生時

代對印象派中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的

風景畫特別欣賞，畢沙羅近似點描但沒有

點描那麼細的筆法，翁明哲看它們像是有

色彩的毛毛蟲在畫布上面爬動。翁明哲就

把這種畫法運用到

《心中的一片紅，

2015》、《心中的

一 片 藍，2016》，

把色塊由毛毛蟲蛻變

成蝴蝶翅膀翩翩飛

舞，呈現喜樂的感

覺，揮別陰霾日漸走

向人間美滿，傳達向

上正向的思維。

把自己的心思

情感放在畫中小小的

色塊上面，每個色塊就像是泡泡、蝴蝶、

或是動感波浪或是彩蝶漫漫，讓觀者看到

風一來就會吹走的輕盈曼妙。其實這都是

一種心情的反射，翁明哲說：「這個世界

是用珠寶做的，所以我相信並且去尋找，

我們所處世界的珠子，那是由希望、信心、

樂觀、喜悅、陽光、溫暖等等這些閃閃亮

亮的光輝所交織而構成的」。

《尋找地平線》題材下帶有框框的作

品，像是一個池子，當中要留有各式各樣

豐富的色彩意象，竭力要建構它的可看性，

表現心中閃閃亮亮的作品則像一條河流，

迤邐緩流，把情感汨汨而出，也有想像的

無限空間。

▲ 2016年 心中的一片藍 1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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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與光的奔跑

每一個人的生活所在總是在移動著，

對翁明哲而言他有很多故鄉；金門、臺灣、

甚至西班牙，故鄉是一個移動的島嶼，但

總是讓人思念懷想。

翁明哲善於繪畫、攝影，也善於寫

作，畫刀揮灑下的繪畫風格，隱藏細膩的

文人詩意思維，厚、濃、稠的油彩與快速

勁道交織出簡潔、耐人尋味的風貌。敏銳

的感受也透過文字傳達，一手拿畫刀，一

手執文筆，並用他藝術家的攝影眼帶領我

們看地平線、海平線、山的稜線與河流的

曲線。

繪畫作品中有溫柔有激情，有具像

也有抽象，都是理性與感性混合。沒有太

多的符號、隱喻、諺語、寓言，只是情感

的視覺化。翁明哲為他的作品說明：「題

材上或者以當下描繪過往，或是用回憶架

構視覺的現實，以感性的破壞開始，用理

性的裝飾結束，想表達的不外乎時間的流

走，光影的律動，自我意識的此消彼長。

繪畫的悲傷應該留給自己，觀看的快樂就

留給別人吧！」

▲ 2015年 碧潭之夜 1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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