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賴哲祥一系列的人體雕塑作品，將人體的體態之美完整呈現

走在淡水河邊的人行道上，就在接近出

海口之處，可見到一尊呈現人體美學的銅像

雕塑，這尊凹折著身軀、雙腿一屈一伸的作

品，將人體的肌肉美學線條完整呈現，就好

像一位身材有緻的女性，在淡水河畔盡情伸

展身體的線條，柔和的肌肉曲線與充滿力道

的動作，讓銅製的雕塑像被注入生命一般，

由冰冷的觸感轉化為能感受到身體溫度似

的。英國雕塑家亨利‧斯賓賽‧摩爾(Henry 

Spencer Moore)曾言：「雕塑蘊含著生命的

動，有機的造型尤具感性，能傳達感情和暖

意。」讓這沒有生命的雕塑媒材重獲新生的

推手，是有著細膩觀察力與豐富的創作力的

雕塑家─賴哲祥。

宜蘭出生  自小具有藝術天分

1961年出生在宜蘭羅東的賴哲祥，父親

從事公職，母親則是典型的家庭主婦，賴哲

祥是家裡的獨子，也是家中唯一的長孫，自

小就被父親寄予厚望，賴哲祥的未來藍圖早

被父親規畫好，希望他成為一位企業家。偏

偏賴哲祥和藝術就是相當有緣份，國小時候

老師看出他的繪畫天份，常常稱讚他的水彩

或素描，有時還讓他代表班上比賽，賴哲祥

開始了自己與藝術的旅程。而每每在美術比

賽中獲得傑出表現的他，累積所獲得的獎狀

都已經比一本書還厚，只不過，爸爸總是認

為課業上的傑出表現才是真正的優秀，因此

雕塑
藝術的

賴哲祥

■ 文、攝影／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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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領獎的喜悅與榮耀，賴哲祥始終不敢

與家人分享。賴哲祥優秀的藝術天份，讓

他更投入在藝術領域中，加上學科成績的

退步，讓他決定這輩子要走上藝術創作之

路。賴哲祥在第一次大學聯考落榜後決定

報考藝專，這個決定讓父子的關係就此撕

裂。後來靠著母親偷偷的資助，賴哲祥才

順利考上藝專。

在就讀藝專的過程中，賴哲祥逐漸

愛上了雕塑這個領域，他的作品也總是讓

他得到優秀的成績。賴哲祥早期的作品，

受到羅丹（Augeuste Rodin，1840年∼

1917年）的影響，在人體雕塑的線條上展

現出一種精細且寫實的味道，賴哲祥細膩

的觀察力、近乎成熟的手勁與技術讓他的

作品在同期的學生中特別出色。1983年賴

哲祥在就讀藝專二年級的暑假自創第一件

大型組合式創作《瞧》，以兩人一正一反

的交錯造型，並將視覺引導在射標槍的手

指方向，產生了三角形力量的平衡感。沒

想到這件雕塑作品獲得第38屆全省美展雕

塑類省政府獎，得知獲獎的他打了通電話

回家，父親竟連夜趕到臺北，帶著賴哲祥

一起去領獎，間接肯定了賴哲祥的創作之

路，父子兩人的關係才得到修補。

畢業後，賴哲祥並無法順利的靠雕塑

藝術創作得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因此一開

始他進入了台南東帝士百貨，擔任活動企

劃一職。其後又跨入服裝設計圈，繼續行

銷企劃的工作，為了更加瞭解服裝設計產

業，加上自己對創作的熱忱，賴哲祥從打

版開始學服裝設計，慢慢闖出一番名號。

儘管事業稍有基礎，也逐漸打下一片王

國，然而，賴哲祥心中仍舊有著想要出國

深造的想法，這樣的念頭讓他無法拋下對

藝術的熱情。在服裝界努力3年的時間，存

了約台幣百萬元，在學長的介紹之下遠赴

西班牙留學。

西班牙求學

70、80年代，台灣藝術家因應時代

趨勢，紛紛赴笈度洋學習西洋美術，其中

又以美國、法國為主。但賴哲祥卻不一

樣，他選擇西班牙做為目標，一則源自西

班牙有著優良的傳統美學藝術基礎，二則

因為拉丁民族樂觀、開朗的性格深深吸引

了他。賴哲祥曾說：「動人的藝術來自真

摯的努力」，陽光般的笑容以及開朗的性

格，真實地刻劃出一位自我奮發向上的藝

術工作者的生活寫照，紮實的寫實功力與

執著的個性，伴著他一路走來，使他充

實、滿足而不孤單。

在馬德里大學，賴哲祥除了必修的

藝術學科之外，還得克服語言的障礙。打

從國中開始，接觸到國外的語言對他就是

種挑戰。雖然在馬德里大學就讀，跟同學

與老師的溝通尚可，但面對筆試的壓力，

賴哲祥總是為無法獲得平均以上的分數苦

惱。出國時手邊帶的盤纏又即將用盡，

賴哲祥腦筋一動，考取馬德里觀光勝地太

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的街頭藝人

執照，這份證照讓他得以在旅遊景點中為

遊客畫速寫素描，因此每逢假日，賴哲

祥就在太陽門廣場消磨時間，不僅為自己

賺取在西班牙求學的生活費，融合興趣與

工作，還能感染歐洲人度假的浪漫氣息，

更讓他樂此不疲。就在畢業年限的最終一

年，賴哲祥終於突破了語言筆試的障礙，

更以連續3年獲得馬德里大學藝術學院獎學

金的優異表現，取得碩士學位。

都會男女系列

1992年初秋，賴哲祥自西班牙馬德

里大學藝術學院學成歸國，在沈寂了半年

的時間後，賴哲祥試圖尋找一個創作的方

向。當時在一片混屯低迷的藝術環境中，

賴哲祥觀察到都會中的男男女女，外表上

看似生活忙碌且完整，但內心裡確有著寂

寞及失落的靈魂，更深刻的感受到他所生

長的地方，已從昔日的純樸轉變為追求外

在、外表的虛華生活。因此決定再度以

「人」為主體，加入自省、自律的人生哲

學，創作出一系列的雕塑藝術，稱之為都

會男女系列。

賴哲祥認為就雕塑而論，藝術創作無

非就是「意」、「形」、 「質」、「量」

▲ 具有細膩觀察力的賴哲祥，靠著不斷累
積美學資訊及人生經驗，讓自己擁有源

源不絕的創造與想像力

 淡水河畔的「迎曦」作品，圖為同款翻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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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意」就是內涵的表達；「形」

就是形式的傳遞；「質」就是材料的表

現；量就是空間的塑造。而好的一件作品

能因年代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意義與價

值。在21世紀的今日我們回首戰後雕塑，

大體上自然主義的寫實風格已經沒落了，

而主張空間概念的意識形態加深了，後現

代現象各潮流、派別呼應而生，更加添美

術活動的蓬勃興盛。

 

賴哲祥深刻的認為藝術家必將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藝術的路上，嘗試

不同形式的表達，透過對生活體驗、自

然呈現各種風貌，當他越加深明白所謂現

代語彙的同時，就更重視部份靈視自我與

自主性的重要，而對作品的詮釋，也只是

純粹的記下一種符號，而不再是媒材的問

題！賴哲祥細膩的觀察度，不斷的反映在

都會男女系列的作品數量及成品上，特別

如《靚》、《倩》、《妮》、《空》等等

的作品，以青銅為素材，以大量體的面積

呈現人體不同的姿勢之美，但又大膽的削

去身體中圓滿的臀部，或是大腿的肌肉，

讓作品在某個角度呈現完美的體態，但一

旦轉換另一角度，就可看到扁平、不圓滿

甚至骨瘦如柴的殘缺感。特別是《空》這

尊作品，一位站立著、展開雙手，讓身

體成十字形的人，以放鬆、深呼吸的姿勢

享受著深處大自然的歡愉，拋離世俗繁瑣

之事，而其身體部分呈現長方形的鏤空，

代表著迎像未來，超脫世俗，放下心中煩

惱的歡樂。整尊雕塑看似不完美，但這尊

「人」臉部線條的放鬆以及整體意境的完

美，讓雕塑本身與傳達的意念產生了另一

種衝突的美感。賴哲祥的藝術，就是如此

兼具人文精神與超然立場。

賴哲祥在雕塑作品自述中也說道：

「當我在作品裡減化了人體的正常機能性

後，表現出單純的線條及量塊，發現邏

輯是可以單純化，這或許就是現代語彙所

要的「減化」作用，也因此我再一次用人

體做一次體界表達，我追求的是一種對身

體的想像與推理，並賦予雕塑空間的暗示

記號，沒有區域的分別，也不被儀式給束

縛，雕塑外象的凹凹凸凸，虛虛實實；正

是我內在波動起伏的景致，而高高低低的

視覺牽動；訴說我疊疊落落的心情表白，

而想像的空間是可以無限延展，視覺的距

離應該是觸動知覺而來，所以我在每件外

貌的語彙中，用物象解部再現，告訴我最

原始的經驗，也將它給自然化了。都會男

女系列的成功，不僅是由於賴哲祥具備了

與當時的時代對話，更由於他介於現實與

超然的作品呈現，讓整體作品更能記錄當

代。」

速寫素描反應藝術家的

內在個性

賴哲祥認為，速寫素描在一般人的印

象中是繪畫前的初稿，也是日後改成一幅

重要作品的前奏，但不變的是他是藝術家

內在的，每一線條及光影變化最能傳達出

藝術家的個性，情感和思想。追溯歷史，

素描是人最早的繪畫；記載著人類種種生

活的寫照及當時生活真實的樣本，至今素

描依然是繪畫、雕刻等藝術工作者必須具

備的本領，有好的素描訓練及概念，才能

在作品中呈現良好的結構組織能力，相對

地一張吸引人的素描，必定也是出自一位

傑出的藝術家手中。

在他的速寫素描中，速寫素描給予

他滋生的許多的靈感，是創作出一座座雕

塑的前身影像，在反覆地研究中獲取了太

多地想像空間及基本的造型美學，就如同

作品裡人物動態的掌握，簡約乾淨的線與

面的交代，在整體的結構中做出層次與肌

理，使「形」的了解更加敏銳，粗獷的線

條筆觸也呈現出濃厚的雕塑感。

總之速寫素描在藝術的領域中，是落

實基礎紮根繪畫的前導者，在不同的時代

中成就出優秀的藝術工作人，藝術觀念的

變遷，也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好的觀念，

不斷地自我要求，才能展現出耀眼奪目的

藝術生命。

 在賴哲祥的作品中，總是能看到展現人體力與美的協調之美
▲  賴哲祥的藝術創作作品「含」，在蜷曲的軀體中，蘊含著

一股無形的生命力，如甦醒的曙光劃過天際，正蓄勢待發

全力以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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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油畫個展  

從生活中累積靈感

賴哲祥的藝術天分，並不僅限於雕塑

作品，速寫素描是從小的興趣，在國外求

學時街頭藝人的身份更促使他提升速寫素

描的功力。今（99）年7月，賴哲祥在淡

水的藝術中心舉辦了個人素描油畫個展。

幾幅抽象、寫意的油畫，充分顯示賴哲祥

的藝術天分。對於賴哲祥創作上的多產及

全面性，讓許多上過他的課的學生感到欽

佩與不解，欽佩的是老師永遠能夠做得完

美，不解的是為何老師總是能有源源不絕

的靈感。其實，賴哲祥的靈感來源不像抽

象的雕塑一般，反而非常的生活化。不斷

的蒐集資料、在心中勾勒雛形，這就是賴

哲祥豐沛的靈感來源。賴哲祥有隨手剪下

圖片的或文章報導的習慣，大量的閱讀讓

他有大量的想像空間與聯想能力。所以賴

哲祥往往能夠馬上發想到新的構思，甚至

同時進行多個作品的製作，不設限，讓自

己想更多、做更多，有時候也會是一種想

像力的激發。

賴哲祥說，以往他覺得做作品是孤單

的，就像一般人印象中的藝術家，往往都

是形單影隻，唯有孤單的寂寞才能創作出

驚人的曠世之作，所以認為孤單是一種通

往成功的考驗，一個人在工作室中，面對

著一些冰冷的半成品，總有遇到瓶頸無法

突破的時候。

晚婚的賴哲祥是在近40歲的時候才結

婚，當時是在教繪畫的時候認識了現在的

老婆，結婚之後育有一個可愛的女兒。走

入婚姻之後的賴哲祥，創作的風格較以往

更增添了一些圓滿。目前他正著手進行一

系列別具禪味的藝術雕塑，例如總是容光

煥發、特別有福氣相的彌勒佛，或是坐在

小豬身上、握著豬鼻子的頑皮小孩等，賴

哲祥分享著他的新作品時，我們同時也嗅

到一股濃濃的幸福的味道，與以往的都會

男女系列帶著些許寂寞的惆悵有著不同的

感覺。婚後定居於桃園的賴哲祥，繼享受

家庭生活，也能兼顧作品的創作，疼愛女

婿的岳父還為了他在家後面搭了一個工作

室，讓賴哲祥一家三口能夠一起待在工作

室中，一起創造幸福。在這個工作室中，

有著妻子與女兒的支持，讓賴哲祥的創作

更無後顧之憂。有時，他專心在雕塑、翻

模，妻子和女兒若累了就先在一旁的躺椅

上休息。不論如何，都有人陪在一旁的感

覺，讓賴哲祥感到格外的幸福。

而為了讓收入更加穩定，賴哲祥開

始參與一些公共藝術的製作，例如縣市政

府的大型雕塑案、或是與建商的合作案，

除了讓賴哲祥更盡情的發揮創作才華，也

讓他的作品能在公共空間中被人看到，其

中最為人知的就是淡水河畔的「迎曦」作

品、以及民權西路的福音鐘樓作品，其他

的公共設計如設置於羅東鎮民生市場的年

年有餘等作品。
賴哲祥的好友余彥良為「賴哲祥雕

塑集」寫的序中寫著：「生命的可貴，在

於靈魂的清澄與喜悅，進而使內在質量的

磁場提升，自由自在，毫無邊界。藝術即

是如此，理念的形成，在於前人的創作或

革命後的軌跡，每個人都努力尋覓及傳達

自己的想像空間，使作品更具生命，提升

作品的靈性，跨越國度，使參觀者感動其

作品的真實、可貴，與交融的喜悅。」賴

哲祥將內心的情緒、細膩的觀察、社會的

脈動，一一的融入作品當中，透過他成熟

的技術，我們看到的是一尊有故事、有生

命、線條美麗、具有張力的雕塑藝術，賴

哲祥用雙手創造出雕塑的生命，也讓觀賞

著作品的我們，感受著素材本身的溫度，

聆聽著他所傳達出的生命故事。

▲ 不自我設限的賴哲祥，油畫創作也別具
一番意境

▲ 為了讓作品更生動、更有故事性，賴哲
祥將每個細節都考慮周詳

▲ 賴哲祥近期的作品，散發著圓滿、令人
會心一笑的禪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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