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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詩人波特萊爾說：「人也許是不幸福的，但是深受繪畫慾念所撕

裂的藝術家卻是幸福的！」這句話的確直指了畫家黃銘哲的內心深

處。現實生活有太多的缺憾與不完美，每次當他憂鬱、失戀、傷痛時，他

便退回畫室，用溫柔的繪畫語言療傷，用狂野的想像滋養，在畫布上虛擬

出幸福，追尋完美。

黃銘哲就是在視覺的造型思維中反覆撕裂自己，才催生出一件件作

品，而那作品又多半隱喻著他個人自傳性的色彩。

繁華抖盡重拾素樸

多情、敏感又愛漂亮的雙魚座畫家黃銘哲，外表並不浪蕩，有點靦

腆，可是他的內心卻是浪蕩的。九○年代他常常徘徊台北最有品味的東

區，用瀲灩痴迷的眼神凝視來來往往摩登入時、妖嬌美麗的女人。世間之

所以有味，正是女人的風采散發出無盡的誘惑，浪漫的黃銘哲那忍心蹉跎

自己即將消逝的青春年華！

一張張 <愛貓的女人

>(1991)、<台北東區的女人

>(1992)、<女人>(1991)，色彩

亮艷，畫中的每位女人似乎

都曾膩在畫家的懷裡的，每

一種顏色都像一種言說，細

訴著難以言喻的甜蜜。

然而愛情只是無中生有

的鏡花水月？抑或是過於短

暫的虹霓幻影？那麼愛戀女

由畫東區女人紛擾飄盪的心境，到十年後靈視自己生命的痛

處，黃銘哲逐漸撥除生命的迷亂，傾聽自己心靈湧現的知性與

感性撞擊的喜悅，更淬煉出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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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黃銘哲

14 藝術人生 15

姿 (1981)

短髮俏麗著紅色旗袍的時麾女性，手持摺扇，

昂揚站立。人物的紅色與背景的紅色融為一

體，無特別的立體明暗，也無特別的肌理筆

觸，僅以行草書為裝飾。黃銘哲作品的平面性

與設計性成為他的獨特畫風。

自畫像(1983)

畫家以一雙憤世忌俗的眼情拋開

大眾，他心中無可化解的壓力，

就如那塊下沈的石頭。一個寫實

的頭像、四條鐵線、一塊石頭，

就構成一張畫像，黃銘哲畫風的

蛻變似已暗示他的反叛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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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黃銘哲，為什麼還不

到白髮暮年，卻不再留戀

美女如雲的東區，安份地

回歸鄉下，是什麼因素使

他甘心沈溺在嘈雜的五股

工業區內，孤獨守著自己

的工作室？能讓他完全投

入的，唯有那晶瑩透亮的

立體造形，那是來自有著

瘋子般憨膽的黃銘哲所坐

鎮指揮的夢幻工廠的作

品。

看盡女人、畫盡女人後，一種玄想又象徵式的畫面，以紅色或黑色為

底，嵌上紅色或白色如帶刺的荊棘的金屬造形，正悄悄取代九○年代亮

麗、多彩、線條駁雜的女體畫面。是縱放後的收束、糜爛後的清明？黃銘

哲的幡然轉變，令人有繁華抖盡重拾素樸的強烈感受。

也許每一樁生命滋長，需要吮汲各式情愛的蜜汁，在邂逅雲煙過眼的

諸多女人後，他放下了。

蘭陽平原的農夫叛徒

這位充滿想像力與感受力的黃銘哲，來自一望無際的蘭陽平原，豐沛

的雨量滋潤了土地作物，也餵育黃銘哲的農民性格，然而他卻不務農，從

小滿腦子想的是如何飛離家園。初中，當他還是黃毛小子，就曾一個人離

家出走，到台北闖蕩。他冒險踏出家鄉的勇氣，往後竟蘊釀出他勇於在畫

布上的探險。

最怕種田的黃銘哲，小時候如果不是蹲在曬穀場上，用彩色石頭在地

上畫圖，就是跑到大廟去看樑上的彩繪與牆堵上的浮雕，那有如連環圖裡

五顏六色的人物，總讓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鮮艷的民俗鄉土藝術是他最早

的藝術啟蒙，而他的心也跟著那些繽紛的色彩翱翔。

羅東中學沒唸畢業的黃銘哲，書讀不成，田也不會種，既不願活在父

母為他選定的路上行走，又沒一技之長，究竟他如何在往後風雨交加的人

生，單槍匹馬地走下去？

日出而作(1976)

出生蘭陽平原的他，七○

年代投入鄉土寫實繪畫，

以寫實的風格描繪家鄉父

老迎著晨曦，日出而作的

農村簡樸生活。黃棕色的

色調，烘托出美麗、溫馨

的家園。來自農家，成長

於鄉野，畫鄉土是他對土

地的真情流露。

以軍人為模特兒磨出本事

他唯一鍾情的仍是繪畫，可是在鄉下沒人教，只是自發性自己隨意塗

抹，雖然小學老師小說家黃春明曾對他鼓勵有加，可是那描繪得唯妙唯肖

的技巧仍有待磨鍊，即使他擁有稟賦與能量。

十八歲執意到台北；去過劉其偉創設的「中國藝苑」，向席德進、李

德等前輩學畫石膏像；進過油畫家賴武雄的畫室，然而叛逆的他，每次拿

著碳筆量比例時，就再也畫不下去了。他需要的是感覺，是對真實人體的

感覺。

真正磨出本領的是他當兵時期，同袍都樂於當他的模特兒，他一個個

畫下去，不但畫出真實的形體與正確的比例，也找回自己失落的信心。

踏出鄉土寫實繪畫第一步

作為農人，黃銘哲是失敗的，他

性似頑童一直想飛；作為畫家，他是

可以被期待的，他擁有農民憨厚的幹

勁。一九七六年未出國前的黃銘哲，

一心耕耘的是鄉土寫實繪畫，那是他

一生中僅有的純情，對家園、對土地

真情流露。

他的〈日出而作〉(1976)，描繪

勤勞的家鄉父老坐著牛車迎著晨曦，

在群飛的白鷺絲與鴨群的相隨下，展

開一天的工作。黃棕色的色調，烘托

出唯美而溫馨的家園。〈家園〉

(1976)，所畫的正是自己的母親，餵

養雞隻為家務操勞，是典型的農家婦

女。黃銘哲以細膩的寫實技巧，營造

出平實而動人的畫面，也含藏著他對

母親的敬仰。撫他育他的母親，是他

生命中的第一位女性，從此女性的角

色在他畫中成為揮之不去的魅影。

飛越城堡的女人(1991)

黃銘哲常把女人比喻為

貓。在城堡中的綠色原野

上，紅色的貓兒正用力蹬

腳，伸出利爪，急於逃

脫，而男人卻攔也攔不

住。紅、綠的色彩對比，

凸顯出畫面的戲劇性張

力。黃銘哲的畫常常是他

心境的呈現，具有濃厚的

自傳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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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婚姻(1985)

黃色團塊中是父親、

母親，兩位孩子與一

隻貓的溫馨家庭，畫

家就是畫中的男主

人。畫布左右兩旁又

有兩個正方形小孔

洞，象徵著畫家既渴

望安定的家庭生活，

卻又怕被束縛，時時

想逃離，飛向自由的

天地。

大膽畫風，似已顯示

他未來畫風的轉型蛻

變。

平面的婚姻，

虛擬的家

他索性在畫面上

築起愛的小窩，〈平

面的婚姻〉(1985)，

一片澄明的黃色團

塊，圈出父親、母

親、兩個孩子及一隻

貓的和樂家庭，畫中

的男人正是他自己。

只是畫面左右兩邊又

鑿出兩個小小正方形

孔洞，他既渴望安定

的家庭生活，卻又怕

被婚姻箝制，時時渴

望逃脫，飛向自由天

地。

他果真結婚了，只是在畫面上，幻想帶領他到達幸福顛峰，遠超過現

實世間所能實踐。也許本質上他是不適合婚姻的，他一直想飛，那能安於

家巢，安定的家反而會斲傷他那奔馳的野性與征服的慾望。他早已把靈魂

交託給風的翅膀。

女人是貓，不是眷屬

既不想把女人當成眷屬，又不想失去女人的呵護，黃銘哲把愛情當成

最美的學習，獻情追尋。就在人來熙往，五光十色的台北東區，他從中品

味愛的高亢與悲的哽咽。

若不是身繫情中，他無法如此細膩捕捉女人的情思，每個女人都在他

心上烙印。一張張〈台灣的貓〉(1991)、〈花園的貓〉(1991)，他把女人

比翼雙飛，單飛回國

想飛的黃銘哲終於飛越大洋，一九七六年在省立博物館開完第一次個

展後，他遇到生命中可以相伴的女孩，一位來台灣遊學的英國女學生，愛

可以讓人長出結實的翅膀，他倆比翼雙飛，在英國定居下來。

可是四年後他卻單飛回國，或許是他們太貼近了，一顆害怕被囚禁的

心，終於讓他忍痛選擇捨離。

聲名鵲起的困鬥之獸

獨自噬飲情傷苦酒的黃銘哲，並沒有被破裂的婚姻擊倒，反而把自己

的想像繁殖更豐饒，在畫面上深情地織成一張華麗的網，網住的仍是女

子。〈姿〉(1981)，一位短髮俏麗的時麾女性，著紅色綴花的中國旗袍，

手持摺扇，昂然而立。背景的大紅與紅衣女子幾乎沒有景深，只以幾個金

色大字暗示前後關係，多次平塗的畫面，不見肌理筆觸，細緻勾勒的線條

沒有明暗光影，極富設計性與裝飾性，已逸出當時的美學品味。他柔合奧

地利畫家克林姆精練的形體與亮麗、平塗的色彩，竟奪得第三十五屆全省

美展第一名。

接著又以〈第三個希望〉(1982)在第三十六屆全省美展中奪魁。一再

得獎，讓他聲名鵲起，而他最大的困擾也在畫作裡，〈傳人〉(1981)，在

鮮明而搶眼的大紅背景中，以黑色為對比凸顯子孫三代的傳承關係，而男

主人卻從畫面逃逸了。

黃銘哲所畫的是他生命中所遭逢的

切身問題，作為一個農夫的叛徒，既不

能如父母的期待，躬耕於田，又不能如

父母所願成家生子，海外歸國的他，在

傳統的農村社會中，所承受的社會壓力

與情感壓抑，令他如困鬥之獸。那張

〈自畫像〉(1983)，他以憤世忌俗的眼神

拋開社會，那不可名狀的憂鬱與無可化

解的壓力，是心中的桎梏，一如那下沈

的石頭，寫實的頭像，留下大片的空

白，那空白正是一堆無解的矛盾。他的

帶劍在東區(1992)

九○年代的黃銘哲

時常流連台北東區

街頭，以痴迷的眼

神凝視來來往往的

妖嬌美女，為了掩

飾內心的孤寂，只

得帶劍捍衛自己，

武裝自己，一如武

士佩劍，雄姿英

發，其實他內心是

不堪一擊。這是黃

銘哲幽默與調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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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試圖讓自己重新歸零再思索下一步的踏出。這一步踏出，非同小可，

他竟然大手筆斥資兩千多萬，在北投建工廠，又嫌不夠大，再移往觀音山

下的五股工業區，租廠房、請師傅，即使負債累累，他仍咬牙承受，絕不

容許自己有絲毫退卻。他果真打造一座天梯，尤其是從未做過的立體造

形。

被當成瘋子又何妨？至少他有瘋子般的勇氣。心甘情願在自己的工作

室裡安頓下來，甚至沒有心境再緬懷昨日，因為他已找到自己的藝術信

仰。由平面走向立體，又是創作的另一座高山，只因一個簡單而熱情的信

念，從此他的人生舞台變了。

一個豐盈的生命是永遠在變動中，打從七○年代鄉土寫實的具象繪

畫，到九○年代東區女

人的半抽象繪畫，再到

如今立體造形的抽象結

構，他的風格並不停滯

在某一個定型，然而前

後卻總有脈絡可尋。黃

銘哲像魚終於游到於自

己的江河，他的天地驟

然遼闊起來，終究，熱

情的理想沒被冷酷的現

實所擊倒。

打磨女人的曲線

黃銘哲不止息的慾

望，仍停駐在女體，他

細細打磨女人的曲線，

用最堅硬的不鏽鋼材質

呈顯出最微妙、柔美的

弧度，以最講究的漆料

精心調製出最亮麗的色

彩，為女體噴上最光鮮

亮滑的烤漆。

畫得如貓般的嬌嗔庸懶，

在繽紛的色彩與即興式的

線條塗抹中，展露女人誘

惑的眼神與甜美的笑靨，

然而女人的手、腳卻長著

尖銳的貓爪，冷不防會被

她利爪穿心。

女人若是貓，黃銘哲

是不懂得治貓的人。〈飛

越城堡的女人〉(1991)，

在一片綠色的花園中，紅

色的貓兒，腳一蹬、腿一

張、手一縮，令城堡主人

公抓也抓不住，紅、綠的

鮮明對比，適時凸顯出畫

面的戲劇性。

黃銘哲在九○年代的確畫了不少女人，有的身材姣好，杏眼圓睜；有

的豐腴嫵媚，面如滿月；有的張牙咧嘴，潑辣駭人，在半抽象的造形中，

女人的身體時而捲曲成團，時而張牙舞爪，儀態萬千。他用流暢的線條與

分割的色塊，雜揉著美國畫家德庫寧的抽象表現與義大利畫家莫迪里安尼

的官能美感，把女人的愛怨嬌嗔娓娓道來。

在愛情的國度裡，失去與擁有總是相生相隨，有時他意興風發，宛若

驕子，有時又如鬥敗公雞，垂頭喪氣，他在情濤裡載沈載浮。在最熱鬧的

都會，他反而是〈台北最寂寞的男人〉(1991)，時時要穿戴引人矚目的名

牌，扮裝美麗，掩飾內心的孤寂，甚而〈帶劍在東區〉(1992)，如勇士配

劍，武裝自己，悍衛自身。

在黃銘哲的諸多自畫像中，五官是扭曲的，眼睛是憂鬱的，面容是愁

苦的，遙接著英國畫家培根的畫風。那幅〈城堡中的男人〉(1991)，也是

自畫像，畫中的他竟如人似獸，騷動不安。雖然他砌起了城堡〈國王的城

堡〉(1991)自封為王，然而再堅固的城堡，都無法護衛內心的玻璃屋，他

仍是個情感脆弱，不堪一擊的男人。

也許，只有創作是生命裡唯一的真理。離開東區，離開不是為了逃，

20

黃銘哲在板橋車站的公

共藝術

慾望在飛行(2000)

紅似火的簡約形體，溫

潤而豐饒，活潑而晶

亮，劃破了冰冷的現代

建築的單調感。

似獸似人的動物，嵌上一

個似衣環桂冠又似帶刺荊

棘的金屬造形，黃銘哲說

畫完後，他有種痛快的解

脫感，因為多年來纏痛他

的芒刺，已被他一一拔

除，化為創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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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製作立體造形的過程極為繁複，由最先的草圖，到紙板剪裁，到不

鏽鋼模型，再放大到１比１的紙模型大型立體造形，再依樣作成不鏽鋼作

品。其間的切割、錘拓、焊接、打磨、烤漆，幾乎把所有工業上的板金

術、焊接術、烤漆術等精良手工技術都運用上。由他的工廠出產的立體造

形，融技術與藝術於一體，精美、細緻，無與倫比，別無分號，那是他半

生情感的熔鑄與歸依。

由單一主體的有機形體，到不斷增添配件，由懸吊到站立，黃銘哲由

全然不懂雕塑到不斷克服力學結構與技術困難，他一手精心打造的女人，

終能昂然佇立大地，只是它的名字不再叫女人，而叫〈飛越東區〉

(1999)，嗆人的紅，艷而不俗，一如畫家的品味。〈慾望在飛行〉

(2000)，紅似火的簡約形體，像一個母體的原型，溫潤而豐饒，一種浮升

的活潑感，劃破了空間，這些抽象形體，每個都是他情感的直接造形，是

混融著創作的艱辛之後的藝

術錘鍊。

當一個人可以選擇工廠

林立的廠區，在其間構築自

己的藝術王國，像工人般汗

流浹背地工作，又優雅地抽

煙，基本上他已找到自己內

心的寧靜，儘管外面是噪音

不斷的世界。

由平面繪畫到立體造

形，黃銘哲跨越了高難度的

界域。其實他的立體造形是

由平面繪畫的造形與色彩萃

取而來。先前的女人軀體，

被化約為一個有機形體，先

前油彩平塗，細緻的紅化為

烤漆晶亮、鮮麗的紅。雖全

心投入立體造形，他仍不忘

情於繪畫，又把立體的形體

融入畫中，在平面與立體之

間出入自如。

桂冠原來是荊棘

近半年來，他的繪畫竟嵌上線性的金屬造

形銳角三角形寶藍又粉紅的環狀線圈，懸掛在

畫面中央，串成如花環般的桂冠，卻又像帶刺

的荊棘，緊緊地扣在一隻似獸人的紅色動物

上，那動物躬屈著背，雙腳撐地，兩眼發亮，似乎正試圖掙脫出他的牢

籠，然而大塊的暗黑正向他襲來，壓迫著他。

詭魅的色彩，戲劇性的構圖，森冷的氛圍，充滿象徵性與神秘感，像

是畫家靈魂的吶喊。黃銘哲直言這幾年他身受現實生活的煎熬，

不自覺地畫出內在的潛意識。另一張不斷擴散的紅色同心圓，同

樣跌入一隻動物，黃銘哲笑稱他捲入漩渦。的確這幾年獨撐工廠

的辛勞，就像繩子把他綑得死緊，日積月累地在他內心形成陰沈

的壓力，他像溺入漩渦，找不到出口。生命可以有不同的姿態，

飽嘗艱辛卻盡力維持生之尊嚴，作為一個畫家，他已對得起自己

的生命了。

糾出惡魔的秘密武器

黃銘哲的畫總是不離他的生活與心境。當九○年代尋尋覓覓

的情已灰飛煙滅，世紀之初的黃銘哲居然能裸裎面對自己，他突

然有種痛快的解脫感，終於把多年來纏痛他的身上芒刺，一一拔

除，化為創作養分。每當他畫出帶刺的荊棘後，他那最內在的痛

楚被觸及了，卻也同時釋放了生命的重擔，進而得到精神的針

灸。

奇異的是，他面對白色畫布的纏鬥，竟是畫出自己的痛點，彷彿把心

中的惡魔糾出，在畫布上完成了生命的儀式祭典。大紅，背景上漩渦加

刺，已構成抽象的符號，那是他創造的密碼，一種把自己從痛苦深淵超拔

重生的秘密武器。

由畫東區女人紛擾飄盪的心境，到十年後靈視自己生命的痛處，黃銘

哲逐漸撥除生命的迷亂，傾聽自己心靈湧現的知性與感性撞擊的喜悅，更

淬煉出美的品質。

黃銘哲站在工作室中與

自己的新作合影。那幅

紅色同心圓般的漩渦，

配上白色突狀刺紋線條

的抽象畫，是黃銘哲所

創造的密碼，一種把自

己從痛苦深淵超拔重生

的秘密武器。前景是他

的立體造形作品〈對

話〉。

黃銘哲的工作室，大而寬

敞，他的名言是：「一個

畫家的成功與否，與他工

作室的大小有關。」

黃銘哲位於五股工業區的

立體造形廠房，地面散置

著１比１的紙板設計圖。

他的立體造形往往萃取油

畫的造形，轉化為三度空

間的立體作品。以不鏽鋼

為材質，經過切割、錘

拓、焊接、打磨、烤漆，

融技術與藝術於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