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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逸出主流，喜歡一筆一筆慢慢地畫，一寸一寸如實地耕耘，千絲萬

縷，又短又細的線條，密密實實地游動著，又妥妥貼貼地安頓著，發出點點碎

光。那幅《內視的湧現》(2007年)，藍的、黃的、白的線條，層層相疊，疊出波

浪的湧動，細緻、縝密的筆線，細柔如水，一點也不飛濺，平靜的波，傳唱著

海朝音，迷濛的氣氛，湧生曖曖的光輝，那光輝湧自內心觀想的靈光。

游牧，隨處放逐

愛海的郭娟秋（1958年生），如今安居在花蓮東海岸鹽寮，出生於基隆

八斗子海邊的她，行過中年又回到海的懷抱，日日照見海，聆聽陣陣海濤，

那抹持續蕩漾的煙波藍，這兩年不時瀰漫在她的畫中，如《鹽寮清晨4：50》

（2005年）。藍，自由出沒的藍，不動聲色款款而舞，舞出大洋、林木、草

原、晴空、山丘的律動。藍，像一支游牧民族，如煙似霧，又悠然漫遊，也映

現出她的游牧性格。一組她的攝影作品《鹽寮生活》（2006年），有光、有

樹、有海、有彩霞，透顯出她十分自在的心境與生活。

文．圖片提供／鄭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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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娟秋　光之夢土　2005年  混合媒材  116.5×80 cm
 她以深沉內觀的放光觀想，把內在湧現的紅光、黃光融入

創作，使萬物沐浴在佛光中，一片盎然生機。

▲
 

召換內在的神信
藝術家郭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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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根平直的石柱夾峙出一截深邃大海，石

柱與海平面幾乎齊平，與一片廣闊的天空

形成四個塊面的組合，充滿了極限主義的

精簡味，灰濛的色彩與幽閉的空間感似乎

吻合她當下的心情，一種在經濟困窘與內

心自由相互追逐的苦澀心境。《達邦》

（1983年）兩位黝黑的原住民小女孩，手

持野百合，面露笑意並排而立，逆光的臉

更突顯出黑皮膚的原真，背景的野樹、野

草與她們手中的野百合，象徵著野性的生

命力，她們就像大自然中的草木，自然生

長。平實的畫面隱約透露出她不受框架束

縛的生命活力。而作品中的兩位女孩，長

大後仍否像手中的野百合那樣保有一份無

邪的潔白與堅持呢？

在社會大眾的眼中，大家所熟知的攝影家大多為男性，他們背負笨重的器

材，操作複雜的攝影機械原理，無論在體能上或腦力上似乎都是男性的天下。可

是攝影藝術家吳嘉寶卻認為，一旦女性能在體能上或個性上克服機械器材的限

制，她們的成就往往更甚於男性。果真如此？他說：「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攝影

行為中，對象的觀察、畫面的安排以及需要精密性、準確性的調焦、曝光、沖洗

等操作，都需要細心、耐心甚至於纖細敏銳的神經。這些攝影行為，毋寧是更女

性化的。」上山下海尋找題材的報導攝影在80年代蔚為風潮，郭娟秋在體能上

克服性別的制約，在攝影上試圖尋出她的藝術語彙，那是在如實的報導攝影之

外，又融入了她個人女性細微體會的心靈層面。她跨越邊界，鬆動性別對立的制

式化思考，走出女性攝影的可能性，吳嘉寶讚譽她是繼王信之後的第二位女性攝

影家，並勉勵她秉持初衷繼續走下去。

攝影開啟她的視窗，這種「瞬間記錄現實」的時間性，在於捕捉當下那一

刻，卻很難營造出內心的空間，而郭娟秋毋寧是較偏愛內心的獨白，不想太受

這位女子不像一般畫家，有著精湛

的繪畫功底，而她的人生歷練又非一般畫

家所經歷，她做過雜誌攝影，行過萬里江

山，她當過林正盛導演的《美麗在唱歌》

電影的藝術總監，她喜歡一個人隨處放

逐，隱於山巔水涯，修行過日。她的畫也

就自成韻味。

人生的際遇，往往無法預設，從小

愛畫畫的郭娟秋，高中就讀基隆商工廣告

設計科，雖然努力學畫，卻與藝專美術系

擦身而過，落入美術印刷系，因而學習攝

影，開啟她另一個廣闊的天地。透過相

機，她的眼睛更犀利，她的心思更細膩，

她的觀察更透徹。

畢業後她在漢聲雜誌當美術編輯，不

習慣工作的她內心總有一股莫名的召喚，

引領著她去畫畫，在現實與理想的拉拔

中，她終於臣服內在的聲音，離職畫個痛

快，習慣海潮音的她，在澎湖自我放逐了

兩個月，把繪畫當成日記，生活上的所見

所感全收束在她的速寫與塗鴉中。

攝影帶她行走千山萬水

既畫畫又攝影的郭娟秋，她的第一次

個展（1984年）不是畫展，是攝影展，

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一處處平淡無奇的

景，在她的鏡頭下，幻化成一張張留有韻

味的作品，可見的素樸表面，隱藏著她不

可見的內在思量。《龍門》（1981年），

▲ 郭娟秋   生命之樹 
 1993年  混合媒材 36.5×41 cm
 枝頭密生大朵紅花的粗厚大樹，樹上生

一個嬰兒，意味著生命的初始。

郭娟秋   樹靈之舞　1993年  混合媒材 57×77.5 cm
短筆觸的細描慢繪有如宋畫，在大氣中舞動枝椏，自在伸展，不急不躁的樹，

折射出畫家不疾不緩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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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娟秋　星宿二　2004年  混合媒材 80×100 cm
 她描繪一種抒情氛圍，是星子自成流動的韻律，充

滿未知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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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外在的對象。然而攝影竟成為她

度過現實沈重生活的唯一憑藉。她的

生活方式是放逐與工作交互而行，從

1985年起，她斷斷續續擔任雜誌攝

影，尤其1987年在「大地地理雜誌」

專任攝影工作，三年之間，她踏遍西

北、絲路、黃土高原、大興安嶺及蒙

古草原，是國內少數在解嚴前後率先

報導中國大陸風土的攝影家之一。

按快門的手更愛畫畫

攝影帶領她走過崇山峻嶺，更體

會到生命的堅韌與渺小，可是攝影也

讓她發覺必須更專注於繪畫，比起按

快門的手，她更鍾愛紙上描繪的手。

《影像四疊》（1993年），郭娟秋將

自己的攝影作品放大，再加以塗抹彩

繪，增增刪刪，形成另類趣味，她遊

走於攝影與繪畫之間的連結。兩種難

分難捨的情感始終存在，她正是藉用

影像的空間與風景構築自己內在的風

景。

她的畫充滿一種似乎與粗獷世

間無關的幽微冥思，她平靜的構築出

半想像、半真實的世界，技巧十分稚

拙。她的確沒有成熟的技法，可是她

善於捕捉秘境，一種充塞在天地間寂

靜裡的脈動。早年的《公園》（1992年），哪裡僅僅只是為了幾棵樹、幾個人、幾隻鳥

與一間房子的對話而已？那畫布上重疊又重疊、混亂又騷動的不確定筆觸，著實映顯出

她想努力捉住白天暗夜交疊時分的氣動。

現實景物固然吸引著她，但更吸引她的是孕育在她心靈脈動的那個專屬於自己的原

初造型世界。像《故鄉的星空》（1993年）在浩瀚無邊的夜空裡，有一座仙山，只見一

位小頑童飛奔而來，手裡拿著仙女棒似的，閃閃發光，星河中不知名的物體兀自漂浮，

那些光或影，似乎稍縱即逝，一切彷彿都在幻化之中，卻又是如夢如幻的真實。很樸素

的畫面，傳達出一個自我完整的原初心靈圖象，那是她生命中的美景，她就像畫中的小

頑童，點著火花，逐步穿越星空，追尋著她正在暗處摸索探觸的光。

探險未知的心地風光

她的作畫從來都不是胸有成竹，

總是在塗塗抹抹中隱約成形，沒有草

圖，沒有素描，更無法預知結局，就是

任意地畫，不用太多頭腦，以直覺感應

讓心靈的彩筆帶動她的手，一遍又一遍

地畫，總是抹去她捨不得抹去的畫面，

再重新造境，讓時間在畫面逍遙遊，看

對眼了再畫，最後的畫面已非她所能控

制，讓畫做它自己，因而能存活下來的

圖象是不幸中的萬幸。她作畫像探險，不斷追尋著一些線索，卻又隱晦不明，可是畫中

就是有一種力量讓她繼續痴狂下去，她想要把握的、想要說清楚的，到最後其實是混沌

又朦朧。

這種作畫行為她認為就是「素描行為」，素描即完成、草圖即作品、隨性即構思、

混沌即清明，她不斷在畫面開掘那未知的礦脈，探觸無法預知的境地，描摹不盡流動的

生命，鋪陳豐盛的心地風光。《山河微影》（1992年），S行大轉彎奔流而下的溪河，

喧鬧異常如長舌婦，在危顫顫的山河裡赫然出現一僧人安然盤坐，構圖奇而安，在驚濤

▲ 郭娟秋　禪　2003年  混合媒材  80×65 cm
 山中那神秘的飄浮物，是她以直覺觀照自然感

通天地所發現的內在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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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被釋放出來。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當

她畫它時是生命極為甘美的時刻。《行

走》（1993年）三角形綿亙的山峰退居

兩旁，黯夜中一排人保持距離居中而行，

兩邊散置著三三兩兩的方盒子，有所意指

又不明確，有如一齣戲正上演，吸引觀者

繼續探索下去。《黯夜》（1995年）、

《音》（1 9 9 5年）、《影》（1 9 9 4

年）、《夜未央（1994年）》、《夜

的潑墨》（1995年）、《海上的夜》

（2002年），是慾望與夢想的出口。

再如《水夜》（1998年），沁涼如

水的夜空，靜謐得不見星子的位移。《海

邊的夜霧》（1998年），濕氣籠罩的雨

夜，晶亮的雨珠在夜中仍泛出光澤，草葉

在滋潤中兀自生長，似乎可以聽見葉子的

沙沙聲，一片盎然生機。《漂浮的夜》

（2005年），雪白的山，映著夜空，空

間漂浮著無以名狀的有機形體，也漂浮著

她一場又一場的夢境。夜的萬籟俱寂，不

聒噪，很符合她喜歡享受靜謐的心境，在

流離的歲月裡，夜總傾聽她訴衷曲。

諦聽草原的聲音

大自然的花草樹木，也是郭娟秋非

常鍾愛的題材。她喜歡樹，也愛畫樹。

《樹靈之舞》（1995年），她以冷色

調畫出樹正在抽芽、長葉的生命狀態，舞動的身子是為了吸盡日月精

華，舞動的姿態婉曲有致，大氣流盪期間，每顆樹都散發出勃發的力

量。她以短筆觸細細描繪的樹，有如宋畫，像郭熙《早春圖》畫中的

林木，正從寒冬中甦醒，枝椏奮力向外、向上伸展，一種無法控制的

生命律動悄悄滋長。

而她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畫樹呢？她說：「沒有一顆樹是相同的，

即使是再不起眼的一棵小樹，也有它的姿態，它伸向虛空的枝芽，一

寸一寸滋長的身姿，密實圓融，沒有一棵樹是急躁的。」的確，她筆

下的樹，自在伸展，不急不躁，是畫家的心緒投注於對象，對象也折

射出畫家的心境。

生命之樹是眾生一體

《山中札記》（1998年），以凝聚又斷續的線條，刻畫一株纖

細、枝椏蔓延的植物，挺立在畫前端，昂首的姿態，猶如一身傲骨，

任誰也無法輕忽它的存在。她的山中札記，似乎是在守護一棵植物的

生長，聆聽它的密語，親澤它的香氣，感應它的生命喜悅。

郭娟秋　守夜者的眼睛 
1992年   混合媒材 36×52 cm
堅實飽滿的大眼睛，是夜空的

搜巡者，也是靈視宇面與亙古

天地同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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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僧人的心境則是水波不興，動靜分

明，這幅畫的意境正如畫中出現的兩行古

詩：「山色無非清靜身，溪聲盡是廣長

舌。」那入定的僧人，在滾滾紅塵濁世

中，能定、能靜、能安，一位獨行者，安

於自己在天地間的行旅。如果我們說她就

是以出世的心，在繪畫上帶髮修行的郭娟

秋，有何不可？

傾聽夜，訴衷曲

夜總是擄獲他的心，開過「守夜

者」（1992年）、「夜話」（1993年）

個展後，她仍不斷尋探夜路。她不時把自

己放逐在夜裡，讓心思秉燭夜遊，她有對

如貓頭鷹般的雙眼，越暗越亮。夜讓她放

心依戀，夜讓她置身時光的幽谷，夜誘惑

她吐露夢幻囈語，在畫布一一釋放。她追

逐著夜，夜也追逐著她，從此黎明不敢太

早甦醒，以免干擾了她的清修。

那幅《守夜者的眼睛》（ 1 9 9 2

年），一隻偌大的眼睛堅實而圓滿，有如

一座星球，梭巡著無邊無際的夜空，又化

為靈視之眼與亙古大地同在。奇異的空間

佈局，詭異的秘境，充滿超現實感。也許

她的筆仍不能完全描繪她所看到的，也

不能完全表達她所幻想的，夜空中有多

少美麗與失落的夢囈，她的潛意識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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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未知的感知。《季節一，行星》，亮眼的行

星，隨著季節的更迭，恆常出沒，萬物都在它的呼

喚下甦醒。喜愛山居的她，時常深夜不眠，有時聆

聽星子的歌唱，有時觀看星子的挪移，參悟天地間

的種種情趣與宇宙的奧秘。

捕捉無聲的霧、輕盈的煙

郭娟秋時時聆聽天籟，捕捉大自然的處處生

機，她不只用眼睛看，用耳朵聽，更用心靈觀照。

她的《清霧無聲》（1994年），朦朧的幾重山中，

一彎月兒在湖中，幾株樹兒相偎依，一片清新靜

謐。印度詩人泰戈爾，在他描寫霧與山的詩句中說

奇妙的是一幅《生命之樹》（1 9 9 3

年），一棵厚實、粗獷的大樹，枝頭密生一

大朵紅花，樹上竟誕生一個嬰兒，是人與樹

合而為一，人與造化的相冥合。也是佛經中

所說的眾生一體，生命的初始就是自然與人

類的共同而溫情的結合，是生命共同體，她

認為創作是聆聽自己的聲音也是聆聽來自自

然環境他體生命的聲音，聆聽才會產生對

話、產生互動、產生關係。她擅長聆聽大自

然花草樹木的聲音，與之產生相繫的情感，

因而她筆下的花、樹，都一一擬人化，有著

鮮明的個性、身材與生命情調。從來只是靜

靜綻放，自開自落的植物之所以美麗，就在

於它是自然的恩寵，天生地養，生命的流

動，依季節時序循環，生生不息。那股粗野

的生命力，深深觸動畫家的心，一株株野樹

閒花都爬上她的畫布，伴她漫遊。看來突兀

的畫面，卻自成一格。

聆聽星子的絮語

她也擅長聆聽星子的絮語，《星宿二》

（2004年），一片平塗的藍色，散佈著金

黃色的多角形體，像是仲夏之夜，天空的大

海洋，星子聚集，張出一面閃爍發光的鑽石

網。星子匯集成《星河》（1998年），既遼

闊又迷離，她畫出了她身歷其境卻又抽離其

境的想像，那想像是比真實更豐富的感受，

▲ 郭娟秋  影像四疊 1993年攝影、混合媒材
22.5×15 cm×4

 愛好攝影的她，結合影像與繪畫，塗彩成另

類的內在風景。

「霧像愛情一般，在山的心上遊

戲，呈現著美的種種奇妙。」霧

是大自然最美的化身，朦朧、輕

盈、無聲。

她既捕捉霧，也不忘捕捉

雲煙，那些虛無飄渺又如真存在

的空氣，似乎深得她心。她畫一

片樹叢中，煙嵐陣陣飄盪，一波

波起伏如浪的《雲煙》（2003

年）。更甚者，她畫《虛空無盡

藏》（1998年）、《虛空的移

動》（1994年），細密的筆觸佈

滿全畫，如大氣中的懸浮粒子，

山和大地與天空泛發出光彩，真

如佛教所說的「真空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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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內在的神性

喜歡單純過日子的她，總是以閒適的心情傾聽大自然的風聲、雨聲、蟬嘶、蟲

鳴、鳥語、蛙鼓、魚喋，去看水流、霧起、雲飄、星移、日落、月出，她一直是獨行

於生命的荒原，她愈親暱自然，就愈能聽見自己內在的聲音，也愈擁有一顆美麗的心

靈，愈激發出內在神性的自我。自我與宇宙是奇妙連結，也是她更意識到宇宙萬物存

在的神聖性。

在《禪》（2003年）的畫幅中，幾重山裡出現狀似無厘頭的飄浮物，神秘不可

解，但她認為那些特殊形狀的形體就像宇宙中，某個不知名的東西，雖不知名，但它

存在。於是她的畫就不時幽浮著許多不知名的形體，它們是浩瀚時空裡的神性存在。

那些物體的存在，在宇宙的大氣中，恆常有一種飄浮感、流動感，如《無聲之

音》（2005年）、《潛行》（2003年）、《白色飛行》（2000年）、《石頭之心》

（2005年）、或《行進中的靜謐》（2005年）。她說那些無以名之的形體，是她以

直覺畫出的內在密語，孕育自內在的密語或可說是她直觀萬物，靈視自然，感通宇宙

所依持的密碼，趨近於「詩」那種朦朧的、飄渺的，不大明確的型態的神秘境地。

觀想光，畫出生命之光

她內心的密語是否與她互持的宗教有

關？自從1986年她因車禍受傷，在家療傷

期間無意間接觸佛法，如今她已是藏密的佛

弟子。修行成為她生活的一部份，也是她安

頓身心的方式。雖然她不是一個十分守戒的

佛弟子，會如一般信眾認真地持咒，做大禮

拜或釋迦行經。她只愛以歡喜心一邊持咒，

一邊觀想，觀想「光」，紅光、藍光、白

光、綠光、黃光不時出現在她的腦海中。這

種深沈的內觀的放光觀想法著實融入她的創

作裡。

那幅《你心中一條清澈的溪流》

（2005年），雖有山有水，她的畫眼是

光，一片綠光、黃光由內而外溢出的光盈滿

畫面。《光之夢土》（2005年）大片的紅

光、黃光流洩而下，大自然的草綠也在寧靜

的光照下，展露生機。她的光照不是物裡的

光，是心裡的光、宗教的光，萬物都沐浴在

佛光中，一片祥和。佛法使她的心沈澱下

來，使她的慾望止息，淨化她的身心靈，讓

她更澄明地看見自己，更看見藝術，參悟宗

教的奧秘。她心中恆有一道光，光耀塵與

土，佛光遍灑世間，她的宗教信仰與創作互

融互滲，她已由原先夜的守護者到光的傳佈

者，她的畫，照見她每個當下的生命狀態，

看似虛幻又似真實的圖象，是一種在寧靜中

指涉了生命之光的存在。

修行藏密的郭娟秋，雖不是認真守戒的佛弟子，不過靜心、持咒、觀想是她

必做的課業。（鄭惠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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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生命，詩意的風景

在黃明川導演拍攝的「解放前衛」

藝術家紀錄片中，曾提及郭娟秋的性別取

向，其實現代的女性每個人都是剛柔並

濟，陰陽兼具，性別並非絕對，早在古老

的中國道家思想就已道出宇宙萬物是陰陽

兩種能量的互動，因而每個人內在都含

藏著雙性特質，她的《異鄉人》（1993

年）、《秋籟》（1992年），畫中的自

傳性色彩隱然透露先機。郭娟秋與她的生

命伴侶，她們因開拍「美麗在唱歌」而相

識，兩人一見如故，因緣和合，譜出美麗

的同性情誼，正流露出她豐盛又充滿彈性

變化的生命型態，是一種陰陽能量相互滲

透又重疊激盪的生命樣態。

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詩把大地、微

風、天空、海洋的絮語與夜晚的星子，合

成他對宇宙生命的一曲曲頌歌。而郭娟秋

的畫頌讚宇宙自然，以「心念」為油彩、

飄渺神秘為氛圍，畫出一幅幅接近詩，無

法言說，無以言傳，又無以名狀，卻是真

實的生命風景，在低迴縈繞又細膩的女性

氣質中，又透顯著粗獷的野性活力，抒發

出她對人與宇宙的神秘溝通與合一，散發

樸素、清新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