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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蓉
存在於氣之間

的自由形式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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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氣」是我個人對宇宙的探索過程，是我與無垠廣大空間的通連，我無意識地把撕下

來的膠帶貼在油畫布上，然後上色畫出氣漩，撕開膠帶後的空白像是飄浮像是飛揚，

畫面充滿一種奮起的動勢力量，那是為生命的歡呼和感恩。

─韓秀蓉

一個櫻花木畫箱與一盒油畫顏料給她，可

見爸爸對她的期許。小學時每周一次騎腳

踏車去美術老師家學畫，是她最快樂的時

光，國中時老師教她畫油畫，並且多次代

表學校參加比賽，這期間父親到日本作醫

學研究半年，回國時送她畢卡索、莫內、

馬奈等名家一大疊作品明信片，這是她接

觸西洋藝術的開始。進入臺南女中後她參

加美術社，此間她常跟老師、同學到臺南

孔廟、公園等地校外寫生，油畫作品也得

到老師的嘉許，因而決定投考美術系，暑

假中還特別北上到李石樵畫室學習素描，

對李石樵風趣與誠懇教學的方式，深刻烙

印在腦海裡。她說 :「雖然我必須放棄畫

石膏素描的手勢，重新再學習，但我的技

巧及觀念更紮實，這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的事。」

進入學院研讀美術

在臺南女中時努力於繪畫，使她

1976年順利進入文化大學美術系，在臺

北陽明山的環境接受學院的美術教育，畢

幼年的美學啟發

住在美國近30年的韓秀蓉，去 (2016)

年終於回到臺北定居一年，這次回臺灣頗

有「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之近鄉情怯的感覺。她的母親一直在電話

中驕傲地向她說臺灣非常進步，能在一年

的時間內重新體驗故鄉臺灣的美，心中感

到感激也充滿驚奇。

韓秀蓉是臺南新營人，外祖父是醫

生，娶一位日本福岡武士之後的女子為

妻，母親和外祖父母曾在東北生活一段時

間，後返回臺南居住，母親自長榮中學畢

業後，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嫁給台大醫科

畢業的父親，父親對人文科學深感興趣也

喜歡美術。韓秀蓉就讀臺南女中的時候，

和外婆同住在臺南，外婆精於花道、擅長

唱歌，是典型有教養的日本女人，韓秀蓉

說優雅的外婆自小給她美學的種子，教誨

她要謙虛、自律、有德行，深深影響她的

人生至今。韓秀蓉幼年展露她的繪畫興趣

與天分，且獲家人肯定與鼓勵，猶記得小

學五、六年級時，爸爸就從臺南的書局買

 幻  2014年。▲ 27January 2017



業後曾到中國海專指導美術社，一年後考

進第一屆師大美術研究所，師事王秀雄、

陳景容等老師。研究所畢業後於臺北市立

美術館任職，擔任古物維護員，負責典藏

品的維護，當時國內油畫修復的技術尚待

啟蒙，北美館邀法國巴黎的油畫修護專家

Natalie Pincus蒞館演講，示範 -「如何修

復油畫」，引起她的興趣，因為油畫的修

復要有科學的知識，她想這樣的工作可以

像醫生父親一樣，父親是救病人，她若修

復畫作，一樣可延續藝術品的生命，所以

她計劃到美國進修。

1988 年 她 獲 得 斯 達 基 金 會 (starr 

foundation)的獎學金，到美國紐約大都會

美 術 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東

方維修部門學習 6個月之後，再到紐約州

立大學以特別生身份學習，當時因先生要

到美國南部紐奧爾良大學任教，所以 1990

年她也移到紐奧爾良於一私人油畫修護室

實習，實習結束她忙著家庭生活，參加三

個俱樂部活動占據她大部分時間，因為在

紐奧爾良附近棉花田中，有許多南北戰爭

時代留下的大宅邸，她對這些建築產生興

趣，想要進入建築研究所研究，因申請

上獎學金，所以她進入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唸建築，這段期間完全沒有畫

畫，就在建築研究所學習，對立體空間更

有概念，過去繪畫是在平面上追求空間，

因為研究所的學習，奠下她日後立體多媒

材創作的基礎。現在的三度立體作品和此

時唸建築研究所，作模型等等空間概念連

結起來。如 2014年「金色的心」(Heart 

of Gold)，在回收的白色搖椅上有紅色的椅

墊，上面釘滿釘子，椅背上有立體的金色

愛心，這是一顆堅持、忍耐、感恩、體念

的心，愛心中間有一個日本風鈴，搖椅搖

的時候，可以發出聲音，是出於內心的呢

喃，好像是在她的心裡也有訴說不盡的語

言。椅子上的釘子，象徵人生旅途的困境

難處，如坐針氈。

移居紐約州波茨坦

居住紐奧爾良一段時間之後，她和先

生發現當地的治安相當不好，促使他們想

要離開紐奧爾良，先生重新申請教職，最

後決定到紐約州最北邊非常寒冷的小鎮波

茨坦 (Potsdam) 任克拉克遜大學電機和

▲ 金色的心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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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工程學系教授 (Clarkson University 

faculty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這裡的居民一

半從事乳牛畜牧，他們是在地人，普遍貧

窮，消費能力很低。因該地有兩所大學，

學校的教職人員和行政人員，多半是外地

遷居至此，知識水準較高，而東方人則是

非常稀少，所以她的朋友很少，住在這裡

韓秀蓉的鄉愁一年一年日漸加深。2000

年七月夏天到達這個小鎮時，她必需蓋三

條毯子，來自南臺灣的韓秀蓉，整個心冷

凍起來，無法圓自己的夢，沒有機會繼續

學建築，異鄉人不被接受的感覺常常縈繞

心中，她的心境開朗不起來。在這鄉間有

高大的林木，冬天是一望無際的銀白世

界。春天來了，她從窗外看出去，期待看

到陽光、希望、新芽，當她看見綠色新葉

時，她興奮地把家中一個一個窗景畫下

來，如此重拾畫筆開始創作。

旅居巴黎的轉折期

韓秀蓉的先生經常到各地大學或研究

機構進行學術交流，韓秀蓉也陪伴前往，

2003年到巴黎，她畫下「盧森堡公園的

▲ 盧森堡公園的夏景  2003年。 29January 2017



夏景」，成片的林木中有條幽徑，引領觀者

彷佛置身其中，濃綠蒼鬱的綠葉，讓人心情

沉靜，她第一次在這樹林裡感受到空氣的流

動與大氣的存在，這種感覺使她想起東方所

說的氣的運行，現階段的作品也是源自這次

的感受，同時她的風景畫產生不同的畫法。

2006年 8月因先生教學年休，要到巴

黎的實驗室研究，她隨先生帶女兒再次到巴

黎居住一年，離開冰天雪地的波茨坦，她可

以在巴黎優游於各個大小博物館、美術館和

公園，當中最喜歡的是小皇宮美術館和盧森

堡公園，巴黎除了藝術、人文引人駐足，四

季風景的變化明顯，激發她創作的欲望，在

小小的公寓裡，她勤奮地作畫，這時她完成

「十字路口」，巴黎的地鐵是她每天搭乘的

交通工具，在微亮的 METRO標誌上有一隻

鴿子棲息，鴿子就是她自己的投射，色調深

沉中帶著幽雅，當中一塊塊交疊色塊是抽象

化的雲。「Loire河邊的春天」中河邊的草地

已經翠綠，但筆直圖案化的緊密林木尚無綠

芽，誇張的手法表達強烈的期待。旅行給韓

秀蓉最大的刺激和靈感，她常常在旅行中帶

著速寫簿，以簡單的線條描繪眼前的風景和

心中的悸動。每一件作品都承載著當時的心

情與感動，誠懇真實記載著從自然得到的感

悟。開車到法國南部畫出油菜花田的「黃色

風景」，描寫一望無際一波一波的黃色油菜

花田，和藍色天空與靜止的雲，形成線條簡

▲ 十字路口 2008年。

▲ Loire河邊的春天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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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畫面，富有生命力的黃色花田讓

人感動。這個系列共有七件，都是從

速寫發展出來的。在歐洲開車旅行，

看到這一大片的油菜花田，感受到巨

大的能量在黃色的表層之下，巴黎的

許多廣場前如羅浮宮、協和廣場，普

遍有很多鴿子，激發她以鴿子隱喻自

己，行走在不屬於自己的國度，她曾

以法國麵包入畫，記錄這段時日的風

物，後來她將雲畫成近似法國麵包

的形狀，如「MPF733 的窗景」。

MPF733是她住在巴黎的小公寓，以

天空的雲將室內與室外連接一體，部

分透明的牆面可看到樹枝，是為了強

調樹屋的趣味。在巴黎時期是她創作

的一個轉折點，她開始許多主題，作

品數量也漸多，創作的企圖心增強，

投入藝術的態度積極。從巴黎回來兩

年之後，她投注在居住地的北國風

景，和黃色風景相比，北國之美的作

品寫實，視角也近距一些。

紐約的首次個展

韓秀蓉去巴黎之前陸續參加地方

國際的評審展，2006年她應邀在波茨

坦 (Potsdam)的 St Lawrence County 

Arts Council舉行首次個展。從巴黎

返美後自 2008年她專注 Potsdam鄉

▲ 黃色風景 2008年。

▲ MPF733的窗景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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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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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創作北國之美系列作品，開始開放她的

畫室供人參觀。9月成為紐約曼哈頓雀兒

喜 Pleiades畫廊的會員。12月申請通過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the Art(紐約藝

術基金會 ) 的 MARK09 專業訓練，接受

一個為期六個月專業藝術家自我作品的呈

現與管理的訓練課程，之後她又參加一個

名為 MIX A Dozen聯展。二年辦一次個

展，2010年她舉行了首次紐約個展，展

名為「詩情追尋」 (Chasing Poetry)，以

風景畫為主，強調詩意。內容分為四個部

分：一是林中散步，二是黃色風景，三為

北國之美，四即是浮雲。這也是「氣」觀

念的前身，在巴黎時期常常到盧森堡公園

散步，仰望天空她感覺到大氣的存在，空

氣的動態，這也是她 2012年以後以大氣

為題材的伏筆。

浮雲與紙鶴

在她所居住的環境中，她往往渴望看

到大片的綠色，因為一年有六個月會在有

雪的環境中，常常一覺起來窗外一片銀白

世界，固然美麗，但來自常綠的臺灣，她

希望綠色的生命在發芽中成長，所以她喜

歡畫窗外的綠樹。

漂浮的雲朵和飛翔的鳥兒經常撩起韓

秀蓉心中的鄉愁，韓秀蓉在尋根探索過程

中，發現童年常見的紙鶴把他帶回記憶和

文化的深處。她常想起小時候和外婆住在

一起，外婆愛摺紙，紙鶴象徵和平、和諧、

希望、長壽、尊崇與親善。所以她以紙鶴

或禽鳥成為她的創作主題，而另一韓秀蓉

創作語彙是浮雲。韓秀蓉說：「紙鶴、紙

青蛙、紙飛機是摺紙工藝中最常見的，對

我來說他們不僅是我創作時的靈感來源，

也代表著我從上一代傳承而來的文化。」，

2012年作品「期待」(High Expectations)

中有裝著橢圓形蛋殼的玻璃罐，上面有一

隻紙鶴，下面有一隻青蛙，紫色調中有溫

柔與優雅。這件作品是訴說東方社會對子

女的期望。她笑著說 :「外婆對我影響很

大，從她那兒奠定了我的審美觀，又從母

親那裡傳承女性要堅持溫柔、勤儉，尤

其要謙虛等等在美國社會不實用的價值

觀。」

在美國居住了快 30年，她一直處在

兩種東西文化衝突裡，這點不僅表現在生

活上，也表現在韓秀蓉的畫作中，她試

圖想要取得平衡。2012年 3月日本發生

311的海嘯，她希望遠在東方的親人朋友

都能平安，所以 2012年 9月 15日在紐

約曼哈頓雀兒喜區 Pleiades畫廊舉行第

二次個展「浮雲與紙鶴的世界」個展中，

除了展出畫作之外，她為日本大地震發起

「和平與希望 1,000 隻紙鶴認養計劃」，

吸引許多善心人士共襄盛舉。韓秀蓉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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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裡親自摺了超過 1,000 隻的彩色紙鶴，

每一隻都蓋上韓秀蓉的中文印章，並在上

面寫上「和平與希望」，以中文來送給前

來觀賞的觀眾，標示她來自臺灣，紐約世

界日報特別報導了的這次展覽。這次展出

多與雲、鳥、紙鶴為內容，是一種對自己

文化背景的反映，她 12生肖中屬雞，所以

鳥隱喻自己。

存在於氣之間

從 2012年的個展之後，韓秀蓉認為

自己應該從固有文化傳統中解放出來，需

要格局大器一些的創作，無意中撕貼膠帶

於畫布上，後再上彩，帶有一點遊戲的心

情開始，衍生出另一種層次的嚴肅性—思

考人與宇宙的關係。她開始自由地構成畫

面，不拘泥寫實的形式來創作，另一個想

要拋開過去包袱的原因是，她因腫瘤服藥

八年，現在醫生說可以停藥，讓她身體可

以擺脫藥效的控制與干擾，她感到重生的

快樂。2012年一幅「鎖住與不被鎖住」

(Locked / Unlocked)的作品，正是她心情

的寫照，在冰天雪地重重高山中，一隻紙

鶴停留在框框之中，鶴是長壽、優雅、祝

福是她自己，但她卻是個異鄉人被鎖在冰

雪中，而下面的另一個框框是綠色的，是

漫漫嚴冬後對春天的盼望，也是她對自己

未來的盼望。

對於宇宙的探索，她覺得她必須從她

的生活與文化中解放，尋求像宇宙一樣巨

大的空間，讓自己無壓力無重量漂浮其中。

例 2013如「星河之舞」(Galaxy Dance)，

色彩繽紛的彩紙似乎在流動，飄流的點點

星光、雲河、能量，像人生的旅程都併在

一起，用膠帶造成的框框把視覺由地上線

轉到宇宙。這個作品的產生，同時也自我

告白遠離束縛，展翅飛翔。

飄浮是這個階段探討的主題，這個系

列從 2012年年底開始，重新感到自由與

歡樂，一開始從大量的綠色和撕裂的膠帶

▲ 鎖住與不被鎖住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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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筆，在冬天作畫，她喜歡看到綠色

(代表春天 )，慢慢再加入蝴蝶結、

五彩的色紙，象徵慶祝歡樂氣氛，如

2014年的「輕快飛揚」(Flit)和「幻」

(Flashback)。

2014年 5月在 Pleiades畫廊舉

行的韓秀蓉個展─「存在於氣之間」

的展覽，是她在這個畫廊的第三次展

覽，展出油畫作品和混合媒體雕塑，

表現她個人對宇宙的探索過程，是她

對無垠廣大空間關係的遐想，她先把

撕下來的各種形狀的膠帶貼在油畫布

上，然後再上色畫出氣旋，整幅畫完

之後，再撕開膠帶，撕開膠帶所留下

空白的痕跡，像是飄浮也像飛揚，偶

而在膠帶外，加上一些五彩繽紛的蝴

蝶結或是五彩碎紙，呈現節慶歡愉的

氣氛，這樣創作方法稱為自由形體建

構 (Free Form Construction)，一開

始覺得有些困難，因為無構圖或極

簡構圖，在無意識的撕和貼膠帶動

作中，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畫面，必

須中途重新考量與經營，但堅持下去

後，越來越覺得有一種奮起的力道，

為生命歡呼和感恩。這是她創作的一

種融合，也是她個人和大氣的一種協

調。現在她愈努力愈能感受到內心激

發出來的力量，2015年她以水墨材

▲ 輕快飛揚  2014年。

▲ 星河之舞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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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畫「解放」(Liberation)，更接近東方

的精神，由成千個小圈圈匯集成一股旋流，

向上噴起的力量源源不斷，正像是內心激

盪不已的熱情。

她的綜合媒材的立體作品多用現成物

和石膏為主要材料，2013年一件名為「歡

樂之碗」( Bowl of Joy)的作品，以石膏做

成盛器的形狀，容器中間用藍綠色水彩畫

出圓圈，鑲上閃爍的水晶玻璃珠，這些顏

色是她內心的語言，與外界有一圈純白的

隔閡，暗示她與複雜的環境的關係。

圓形與圓滿包容

韓秀蓉的油畫有兩個重要的元素，一

是色彩，二是油彩層次的效果，膠帶運用

就是追求層次的效果，抽象的描繪完全是

自由的構成，她致力探索不同形狀尺寸的

視覺效果，目前她喜歡在方形畫布畫菱形

圖案，菱形中有圓形的圖案，如 2014年

的「我的心、我的藝術、我的精神」(My 

Heart、My Art、My Spirit)。圓形是她追求

和諧的語言，因為不論從哪一點起，是起

點也是終點，它有和諧的力量，韓秀蓉走

過人生，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事事和諧圓滿，

其實包容就會和諧，她還要深入探究圓和

其環繞者的關係，也是她持續創作的方向。

2015 年「心靈聲音」，有一個大圓中有一

個空白小圓，旁邊都是花朵，大圓之外有

四分之一小圓，這是社群 (Community)的

象徵，彼此存在的某種關係，當下韓秀蓉

以混合媒體各種媒材來拓展她的藝術。包

括現代水墨、石膏、混合媒體。

崇尚神氣的理念

韓秀蓉認為美是展現令人愉悅的視覺

▲ 解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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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它可以傳達或提升正面能量，喚起

一種希望與感動。她主要以油畫為媒介，

色彩和表層的效果和空間以及文化背景都

是她要結合表現的，她崇尚自然，創作來

源乃東方的哲學，最想表現氣的存在，

傳達在天地之間也稱為能量、精神、靈魂

抽象的無形的力量─氣，不僅要有自然之

美、自然的靈魂，更進一步是中國藝術史

上所陳述的「神氣」，中國繪畫經由「形

丶意丶神」來品評藝術的高低。能表現

「神」者所謂「神品」最被推崇，她相信

「神」是創作藝術最重要的中心，她的藝

術想反映東方主張，藝術應該具有藝術性

和詩意性。一個好的作品不僅要呈現獨一

的形象，也應要以詩意來觸動人心。韓秀

蓉認為在臺灣的成長經驗，直接影響她的

藝術創作，而這幾年來人生的體悟與個人

的感受，創造出有自己的作品，在臺灣奠

定堅強的素描和描繪基礎給她很大的助

益。她說 :「在臺灣受教育期間，被要求

▲ 歡樂之碗 2013年。 ▲ 心靈聲音  2015年。

背誦許多文學和詩詞作品，尤其是唐詩。

40年前的詩境，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我將看過了自然景物，聽過音樂的感動，

和詩詞意境的旋律都融合在畫作中。」

韓秀蓉此次臺灣之行感受到大家的

言談舉止是非常親切有禮與熱心，還有一

股淡淡的踏實開放的自信。人與人間的溫

暖，使她心神上放鬆很多，便捷的交通系

統，尤其臺北的捷運，健全廉價的健保，

豐盛美味的餐飲及許多藝文健身活動，為

人們打造一個生動的生活空間，各類型的

美術館、博物館，和 30年間興建發展的

建築，成為提供藝文營養，再生的重要輸

導，許多畫廊提供藝術家們與愛好者發表

及欣賞空間真的讓她很舒適。她說 :「雖

然我個人的創作屬於純美術，很高興能看

到不同風格風貌的藝術創作，能自由的展

開多元化藝術才是健康的。」我們也期待

韓秀蓉在返鄉的這段期間有和臺灣連結的

作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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