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生藝術」具有相對於「原生藝

術」，都有回到原點的藝術特質。「原生

藝術」是樸素藝術家的視覺觀感，重新

審度他的生活體驗，一切皆富原始之美；

「再生藝術」也有樸素藝術家化不可能為

可能的實驗成果，亦是素人雕刻家吳文雄

相當值得肯定的大膽嚐試。

卻力」之主張，也就是說人老了，健忘並

不代表退化，反而是清掃擠爆的記憶盒，

騰出空間來裝入新東西。

   本文在這裡借用一個新造詞，叫做

「孤獨力」，用孤獨來形容素人雕刻家吳

文雄，其實是蠻恰當的性格寫照，實則

亦因吳文雄雖是一名鋼鐵技工，每天接觸

的是堅硬的鋼鐵，心腸卻是軟弱無比，常

將自己陷在孤獨之中。家人溝通障礙，社

會適應困難，遁入自閉苦惱等層出不窮的

窘況，導致一輩子卑微渺小，生活孤單封

閉，僅求自己溫飽而已。

1941年太平洋戰爭方酣，吳文雄出

生於瑞芳，襁褓中遭遇戰亂，年少又逢父

母離異，接著是出身瑞芳豪族之一的祖父

辭世，吳文雄竟然分不到一杯羹，身世飄

零，孤苦貧困的吳文雄，讀到瑞芳國民學

校3年級就輟學了。

他們那一代青少年，如果不唸書就是

去當學徒，以便學得一技之長，好準備未

來謀生之用。1950年初，瑞芳的產業大概

只有煤礦和農業，小型工廠皆偏在八堵。

如果家中無恆產的窮孩子，又不想做曠工

的瑞芳子弟，部分青少年會選擇前往最近

的八堵學手藝。吳文雄人生路的初步，就

是來到八堵一家製造掘炭工具的工廠，從

此命運把他定位在與鋼鐵為伍的一生。

吳文雄天性憨直、老實，不懂得取巧

素人

雕
刻家

孤獨鐵匠‧再生藝術 

吳文雄 

  「再生」是把廢棄物當作雕刻素

材，在上面雕作，因是磚、石、木頭、水

泥等雜物的混成固體，卻意外發出不同材

質的色澤，竟也處理出一件件精彩雕刻。

這種建築廢料常常被散棄在海邊，經年累

月在海水侵蝕下，糾在一起，堅實無比。

吳文雄起先不知道那是什麼材料，只是直

覺它是可雕之材，終至成為他的作品。

挑戰孤獨力

什麼什麼「力」，是近年來在日本流

行起來的勵志用語，比如說現代人對什麼

事都敏感過度，以致於造成比較心而形成

壓力，就有作家以「鈍感力」為題，寫出

一番立論，竟然成為暢銷書。再如今天面

臨高齡化社會，也有心理醫師研究頭腦整

理術，指出思想若要新陳代謝，提出「忘
▲ 大膽多變的魚雕作品，加上斑爛彩繪，
原生藝術味道十足。

▲ 真性情的吳文雄，到了花甲之年才開始
自己的創作生命。

 加上兔子耳朵的魚，是結合12生肖作造型的系
列作品之一。

▲

■ 文／李欽賢     攝影／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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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營，也不會自以為是，所以不知道做過

多少鋼鐵模具，或各種機器的大小零件，

甚至北中南東台灣走透透，從一家工廠輾

轉到另一家工廠，他謙虛的說，每一次經

驗都好像才剛起步。甚至自稱沒有什麼

技術，只是糊個口、圖生存而已。其實，

他亦有一段時期曾經賺了一些錢，就是台

灣大量生產水泥消波塊，到處填海作為防

波提的時代，他所製作的鋼鐵開模極受歡

迎。雖薄有積蓄，卻也都還債還光了，又

回到囊空如洗的地步。

他戲稱30歲結婚以後的生活，簡直像

螃蟹一樣橫著走，意思是夫妻之間像永遠

不能交集的平行線，彼此觀念難以溝通，

儘管已有家庭仍難逃孤獨的宿命。孤獨感

繼續啃囓著他，終究沉澱為內心深處的

痛，孤獨扭曲了他的性格，造成半輩子長

年的陰影。

孤獨人加上自卑，益顯得自信心全

無。一直以來不敢強行的個性，已經到了

無法自拔，快要賠進一生之際，過了60歲

以後，突然手癢，將勞工之手轉為緊握雕

刀，重新展開樸素藝術家的人生面向，吳

文雄的命運在頃刻間改變了。

吳文雄一生孤單，自命身在紅塵卻

踽踽獨行。他有一件作品名曰「我很孤

單」， 他自己取名，自我咀嚼，有如道

出我的命運般之反顧與發現。這或許是不

經意雕成的創作，但是吳文雄以素人思考

的模式，假若算是自我發現，這樣的「發

現」， 畢竟還有自嘲、自怨等負面的意

思。我的看法則正好完全相反，我會很肯

定的將之提昇至「禮讚孤獨」的另類思

惟，做出全新的解釋。為什麼？因為相信

吳文雄已不再「孤單」，而是一名遠離塵

俗，雙手作雕刻的「單獨者」，「單獨

者」的我執境界，並非是每一個人都求得

到的。獨處才可能逼出創作，確信吳文雄

不會孤單。

古諺「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吳文

雄在孤獨中，獨對朽木的琢磨，亦算是一

種修行，無意間喚起精神性的自我剖析，

如果是類似這樣的孤獨，當然是積極的、

充實的，吳文雄可以否定過去的命運，因

為他挑戰孤獨產生的爆發力，呈現「刮目

相看」的局面就在眼前。慶幸他向來保有

孤單，反而免去狐群狗黨，渾渾噩噩過一

生。

漂流木的聯想

不擅文詞表達的吳文雄，相對於妻

子的強勢作風，貌合神離拖了半輩子，直

到60歲以後才分手。長期間吳文雄在外

工作，也只能求得自己溫飽而已。有生之

年的最後職場，大概都在花蓮和東北角海

邊。在花蓮一度重新燃起他早就槁木死灰

的感情之火，說得明白一些，是吳文雄淪

落到花蓮的一段時間，也從事與鐵工相

關的工作，彼時正在做北二高隧道推進機

的工作鋼架。偶然間在當地邂逅了一位女

土，編織出半百之齡的情網，竟是吳文雄

一生中最快樂、最春風得意的光陰。

戀戀花蓮終在倆人不宜公開的默契

下，暫時冷卻。未幾，吳文雄申請到勞委

會「多元就業輔導方案」，被安排赴「東

北角國家公園管理處」當臨時工，起先負

 吳文雄擅長觀察石頭的特

性，賦予每個作品獨一無二

的光彩。

▲

▲ 吳文雄的作品都是以魚為創作主軸。

▲ 表情豐富的石雕創作，是驚恐或是發動
攻擊，就留給觀賞者自行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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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環境清潔，後來奉令隨一群人到北宜縣

界海邊撿拾漂流木，運回來之後，由他進

一步裁切、打磨等去蕪存菁的作業程序，

最後變成一株株姿態萬千的天然木，再由

管理處分發至各觀光區的遊客中心作裝飾

之用。這件工作對吳文雄來說，算是有生

以來對「美」的首度接觸與感知，卻也逆

轉了他的命運，重新叉出人生轉捩點。

從打磨大株漂流木過程中，吳文雄漸

漸發現了木紋之美，偶而也順手撿回一些

小株的漂流木，稍加整理之後，居然還能

換點微薄的金錢補貼。因而又聯想起是否

可以做一點加工，按照漂流木本體順紋路

雕出某一種形狀，亦即藝術家所謂的「造

型」或「雕琢」。 

當時吳文雄根本不曉得何謂造型或雕

刻，但他已經著手根據木頭原始形狀和天

然紋路，隨手拿鑿子刻出魚的姿態，如果

大型木頭就依凹凸面雕出數尾；小枝木頭

按紋路走向設計成魚形。

吳文雄的花蓮行，一度撞出火石戀

情；轉業到東北角，則真的手持火石（高

速手輪機）磨木頭，磨到驚覺內心猶潛藏

美意識。

魚雕啟示錄

年過了60歲的吳文雄，結束流浪返回

瑞芳，事實上仍然一無所有，雖有完全歸

零的打算，可是如何再出發？曾經賣售過

小漂流木原形的經驗，驅使他的好奇心，

去逛逛台北玉市，看看所謂珍木奇石的市

場。於是吳文雄也興起到海濱尋寶的念

頭，他開始騎著摩托車到龍洞、鼻頭角附

近的海邊，挑朽木、撿石頭，帶回家琢磨

加工。先把石材拋光，再配上自雕的漂流

木底座，作成賞石飾品到處寄賣，但即使

價錢很便宜，可是效果不佳，對他的生活

也沒有實質上的助益。

吳文雄是瑞芳人，長久以來瑞芳是

九份的民生供應站，九份與瑞芳的依存關

係，有其歷史的連帶情感。近年來九份蛻

變為觀光區，民藝品店如雨後春筍，當也

是吳文雄所最熟知的，所以他也有將自己

的雕刻品，拿到九份尋求通路的打算。

從磨賞石變為專事雕魚是由「九份鄉

土館」的啟發得來的，主持人賴志賢拿大

陸進囗的便宜木雕魚形小品，試探吳文雄

是否也能仿作來賣賣看，就這樣吳文雄一

小隻魚一小隻魚地刻下去，也許售出不是

很順利，但其中一次作品被偷了，他方才

驚覺自己的木雕也有人想偷，不正表示這

個「東西」還有一點點價值嗎？  

其後有一天吳文雄拎著一具木頭魚

雕，來到賴志賢的「九份鄉土館」求售，

賴先生給他一些修正的建議。隔數日後，

吳文雄又帶了同一件作品前往「九份鄉土

館」請教，這下賴志賢終於對他的雕刻功

夫刮目相看了。

他帶去的是一件極度凹凸不平，甚

至還有孔洞的漂流木上，原先是刻著七條

魚和一隻露頭龜，前回賴志賢提示他，

何不將龜改成魚頭，再加上一條魚，不就

象徵「久久有餘」（九九有魚之諧音）了

嗎？賴先生說「假如雕造成功，我保證收

購」。結果，吳文雄就真的把龜改成魚

首，成為本作品的主角，另外又在孔洞內

雕一尾小魚，賴志賢頓時拍案叫絕，相信

吳文雄必是可造之材。吳文雄也因為有人

賞識，信心大增，從此認真投入雕作，完

成後由賴志賢加以詮釋，吳文雄的雙手遇

上賴志賢的慧眼，之後新出爐的魚雕，魚

亦有喜怒哀樂的表情，魚雕組合系列又富

吉祥徵兆與幸運的圖騰。

人們欣賞吳文雄的魚雕，竟然會說出

人間的故事，這都是賴志賢用貼近鄉土、

重拾童心的點子，提供吳文雄靈機一動

的思路，終於換取到素人雕刻的新賣點，

相得益彰下從而激發吳文雄持續創作的信

念。

延伸原創思惟

完全素人手法的吳文雄，從事雕刻才

不過幾年，這一位先天自卑，婚姻受挫，

老來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又不知何去

何從的賦閒殘生中，賴志賢算是他首逢的

知遇之恩，始自孤獨、徬徨、猶豫的人生

低潮鑽出來，宛如「久久有餘」一作，魚

首從洞窟探頭，原來他是藉雕刻影射了自

▼ 象徵「久久有餘」的作品，讓吳文雄與
賴志賢結下不解之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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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然而天生性情加上生活落魄的社會

逃避心理，依舊逼罩在吳文雄的心底。人

海茫茫，孤單身影，他獨對大海，無言問

石頭，默默撿朽木，應該是吳文雄最能忘

我，與抱持一點生機的剎那時刻吧！

他不懂材質，僅知朽木易劈裂；石

頭較堅硬，所以他開始嘗試石頭雕刻。可

是刻石頭的難度更高，以前雕朽木從來也

不知有雕刻刀，還好他是鐵匠，懂得磨鐵

器，木頭的鑿、挖、掏全靠自磨的鏍絲起

子當做雕刻刀。後來才漸漸摸出電刀鑽石

磨棒使用在石材上已能得心運手。

最堪稱叫絕的是，他撿到混凝土建

材夾雜海濱岩塊的混合材料，小卵石混水

泥的凹凸質感，應用天然石的肌理，或

連在一起的磚頭色澤雕成作品，竟然極度

自然，富構成之美，不但無材質衝突的問

題，更妙的是廢料的再利用渾然天成，極

符合現代環保觀念，吳文雄不愧是「再生

藝術」的實踐者。

吳文雄的創作屬於「原生藝術」的素

人性質；但廢物利用，點垃圾成金是「再

生藝術」，給予文明廢棄物二度生命之契

機。當然「再生藝術」從畢卡索抽象雕刻

（畢卡索用廢腳踏車的把手當牛角，皮坐

墊當牛頭，所完成的一件現代藝術） 以

降，至當代裝置藝術不勝枚舉，可是拿混

凝土建築廢料來做雕刻的，舉目全台卻是

寥寥可數。

目前鎖定主題的魚雕創作，吳文雄還

常到基隆文化中心圖書館找圖鑑資料，當

場描繪下來當作創作參考。海濱覓石頭，

屋頂工作間刻石頭，圖書館翻尋魚類圖

鑑，大概就是吳文雄的創作動線，他依舊

形單影隻默默進行。

▲ 利用石頭獨特的紋理及材質，像極了海底世界真實的魚種。

▲ 這一組作品猶如海中的魚兒們歡唱合音，
回收廢物再利用，為作品增添了不同的趣

味。

▲ 吳文雄的工作室中，到處可見描繪著草圖
的石頭。

困窘的生活殘酷地逼近眼前，作品

雖有人欣賞卻屢屢遭賤賣的打擊，那種血

本無歸的灰色念頭，始終盤據他的心靈。

前一陣子身邊僅有的幾把「賺吃傢俬」電

動雕刀，突然失竊，令他一度心灰意冷，

萌生放棄雕刻。不過回頭一想，如今好不

容易作品漸漸被注意，也有少數被收藏，

表示這條路總算還有一線曙光，如果不堅

持走下去，恐怕真的是功虧一簣了。幸好

有關心他的年輕朋友，熱心協助他申請到

基隆文化中心開展，很幸運通過了，就在

2010年到2011年的跨年，吳文雄展開了第

一次的個展。

展覽這檔事對吳文雄而言，可說是一

無所知，如同他對藝術之認知，本來也是

白紙一張，現在要他面對展覽，難免惶惶

不知所措；但創作之動力卻因而愈燃愈熾

烈。首先是創作思考的延伸，吳文雄參考

過魚類圖鑑之後，有意變造魚的造形，一

開始就想到將各種水果變形為魚身，一件

件魚鰭加肢，黏成一體的單座雕刻，然後

敷上斑爛彩繪，造形拙趣，賦色鮮麗，原

生藝術味道十足。

接下來吳文雄將以魚之圖騰結合12生

肖作造形，企圖心激起創發力，作品愈做

愈大，手法愈來愈粗獷，未來這一組作品

的原創性發展，值得拭目以待。

至於前期的小品魚雕，樸拙中見生

動，大膽中有內斂，從作品可以看到創作

者吳文雄的真性情─含蓄、謙卑、羞澀與

怯場。他不擅言詞，僅有藉著雕魚替他說

話，但他面對作品的確實心境則是，他把

魚當啞巴，自己亦無言，雙方卻能無聲勝

有聲，保留永遠的、沈默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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