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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存在相遇、與遺痕對峙
             關於物派藝術家李禹煥的「在」與「不在」
                                       撰文｜陳依秋　圖版提供｜National Estate of Versailles and Château de Versailles Spectacles

年
近80的藝術家李禹煥（Lee Ufan）是日本前衛藝術運動「物派」（Mono-Ha, 1967-1974）的先驅與中心人物，早
期運用低限材質如鋼、石頭、泥土、棉花進行雕塑和繪畫創作，其主張物派的核心概念並非在於物的本身，而是

環繞著物件所有可見與不可見的介質所開展而來的原始感知，在西方同時期風起雲湧的貧窮藝術、過程藝術、低限藝

術等創作群體和理念環繞之下，以著重「原生自然」、「無為」所帶來的強大物體本質觀而獨樹一格，不僅受到東西

方藝術界的研究與重視，其作品更是在拍賣市場上屢創天價。今年度李禹煥受法國凡爾賽宮邀請，以整座園區做為創

作展場，展出十件大型現地裝置作品，以輝煌庭園宮殿做為展場背景，李禹煥的作品反向演現了另一個極端，展露出

悠長而啟人哲思的空間氣場。

　「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著，我該在這座完美的人造場地裡

做些什麼？我必須戰勝這份完美無缺。」針對「李禹煥―

凡爾賽」（Lee Ufan - Versailles）的創作源由，李禹煥如此

表示。這十件作品延續他1970年代以來以石頭和鋼為媒材

的創作，以「關係項」（Relatum）命名，其中最顯眼的一

件作品〈關係項―凡爾賽拱門〉就矗立在凡爾賽宮正殿前

方，他打造了寬達3公尺的不鏽鋼板，將之彎成拱形，形成

一座12公尺高的巨型拱門，左右兩側各安放一塊巨石， 拱

門底下則鋪設了一片長達15公尺的鋼片，宛如紅毯。這件

作品有著千軍萬馬的氣勢，兩側不知從何處運來的巨石，

恰巧頂住這座拱門，讓人想到盤古開天的力量，以及大地

亙古綿長的孕育時光。然而，其中構成的要素只有石頭與

鋼，前者代表了自然，後者則代表了工業社會的種種要

素，「對我來說，這兩種物件就足以說明和文明相關的一

切。」李禹煥說道。

　這句話點出了物派思想最堅持的一點，物件本身的樣貌

形態，並非創作者關注的核心，離開了物件，去關注造就

物件生成之因，以及物件本身能夠影響或喚起的周遭世

界，人的意志與時間、場域的關係得到反芻與思考，物件

本身的存在性也才能夠產生意義。

李禹煥　關係項―對話X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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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純粹之物化為藝術物件

　「關係項」系列作品的前身，是李禹煥在1968年創作的

行動藝術作品〈現象和感知B〉，他徒手搬起大石塊，站在

長方形的玻璃上，接著放手，任石塊砸碎了玻璃，玻璃的

裂痕並非藝術家本身能夠操控的事物，石頭也停留在它落

下之處，不再移動。

　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李禹煥並未特別著墨解釋，反

之，他以「反向辯證」的方式，說明這件作品的意義，他

舉證道：「如果一塊大石剛巧擊中玻璃，玻璃會破裂，這

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一位藝術家介入其中的調校功力

不強，那麼在這麼一個微小的物理事件之外，還會更有可

看性。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砸碎』正好是藝術家本身的

企圖，那麼結果就沒什麼意思；如果這是藝術家隨性所致

的偶發事件，那也毫無意義，必須有來自藝術家、石頭、

玻璃這三者所造成的關係張力才行，只有透過這三個元

素，在這三角關係中彼此交叉滲透所產生的裂隙，玻璃本

身才能夠第一次地，成為一個藝術物件。」

　這番言論，乍聽之下有些複雜難解，然而李禹煥繞著彎

解釋的，不只是物件之間的關係，而是在「藝術家」的介

入之下，事物所能開展的、更加寬闊且化約有形遁入無形

的延伸論述。他在1972 年將這件作品更名為〈關係項〉，

並藉由更名這個行動，更加強調環繞於事物所在之處的

「空間」，在他作品中所扮演的包覆性意義。

 李禹煥　關係項―星之影L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關係項―訊息的四重象限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物派藝術先驅李禹煥，受法國凡爾賽宮之邀，展出十件大型現地裝置作品。© Tadz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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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並不重製所見，藝術創造所見

　如果單從文字上推敲，可能窮究了學理還難以徹底透析李禹煥

作品的精髓，回到凡爾賽宮展場來看，倒是可以從展場的空間特

性進行具體的分析。李禹煥展出的作品，來自於他過去近50年來

創作的積累，展現了低限、返璞歸真、毫不操弄等特質，恰恰與

講求對稱方正且展現高度人為控制的園林造景形成對比，更不

用說奢靡華麗的宮殿了，李禹煥捨棄了過往作品中曾經出現的繪

畫，此次單單以物件組裝成作品，有意識地以石頭、鋼板本身的

質地，提醒觀者注視其中巨大的反差，可以說，這十件作品與凡

爾賽宮展場，組成了一件巨大的作品，參觀遊客漫遊其中，所視

所感的一石一草一木，皆是藝術家不著痕跡地意欲提醒之物，也

許我們逛完花園一圈，什麼也沒見到，但仔細想想，也許我們什

麼都見到了。

　「表達的最高境界，並非從無到有，而是將已經存在的事物，

透過輕微地調度，這個世界因此更加生動顯明。」李禹煥在1970

年就已提出的物派論述，至今仍是他展示作品的最高準則。

　換言之，「不見」這份無形的概念成為李禹煥作品中的核心，

他所展示的物件，儘管巨大或極具份量，但他作品中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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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禹煥　關係項―對話Z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關係項―墳墓―向安德烈．勒諾特致意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波長
空間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關係項―星之影L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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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來自於這些物件的具體形貌，而是來自於物件與其周

遭相互往來而形成的能量。他運用了物件的原始材質創造

了作品，物件特性讓人感受到自然或宇宙，而他刻意地以

「不加操弄」、「不加個人意志」做為介入的方式，使觀

者有機會一瞥其中的永恆意義。李禹煥指出，這些作品做

為一個隱喻，讓人重新以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凡爾賽宮各

個層面皆無懈可擊的完美，並為這份永恆的完美，提供了

另一個感受的次元向度。

　這是當代創作者中少有的表現形式，李禹煥認為自己並

不透過作品表達自身想法，而是透過作品再次展露現已存

在的時間與空間，他並引述藝術家保羅．克利（Paul Klee）

的話：「藝術並不重製所見，藝術創造所見。」這份創

造，在李禹煥的眼裡，得透過反向的「不創作」才能實

現。

有無之間的低限調度

　在凡爾賽宮展出作品當中，有件極具巧思的作品〈關係

項—墳墓―向安德烈．勒諾特致意〉，是李禹煥向法國

園林巨匠、同時也是凡爾賽花園創造人安德烈．勒諾特

（André Le Nôtre, 1613-1700）致敬之作，他挖開了一個長

方形的深坑，將土塊移走，深坑裡擺上一塊同樣大小的鋼

板，上頭再壓上一塊巨石，除了以墳墓象徵這位已長眠地

底、過世許久的園林造景大師，他並未植上任何一草一

木，但其平整、角度鮮明的方正坑洞，讓人格外清晰地意

識到當年大興土木造景造林所耗費的時光與心力。

　儘管從形式而論，物派創作與低限主義有些類似之處，

但很明顯地，物派所意欲表達的，是藉由物件本質的力

量，帶著對於事物的詰問，喚起形而上的感知，並與世界

運轉所留下的遺痕對峙，特別講求以回歸自然的方式來進

行思考，與一般低限主義回歸到物件本身，且講求具體且

毫不猶疑的物質性主張，大相逕庭。

　以上所述，也可以看出李禹煥所代表的物派特別注重於

辯證思考，一般認為這和李禹煥曾修讀哲學有關，然而，

在《弗里茲》（Frieze）雜誌的訪談中，李禹煥表示，他

生於南韓，在20歲的時候離家去日本，當時他的身分在異

國就像是個格格不入的圈外人，沒有藝評願意評論他的作

品，出於被忽略的絕望感，他開始了寫作，寫下關於自己

的想法和創作，「我也進行講座，做了所有必須去做的事

情。」另一方面，因為哲學研究的背景，當李禹煥遇上與

自己想法差不多的同輩創作者，他發現在沒有任何論述支

持或討論這群創作者所作所為的狀況下，相關論述的建立

是必要的，也是基於同樣的絕望感，他只好開始寫下文

字，解釋他們這群人的思想脈絡，這也是為何李禹煥被視

為日本物派領導者的重要原因。

　爾後，李禹煥到了歐洲，即便有機會在法國、德國辦

展，但他發現自己被視為「東方」，一樣身處於圈外人的

情狀，他坦言自己從未受過任何國家的支持，不過這分孤

立感造就了他對於創作的堅持和勇氣，當他有機會於2011

年在古根漢美術館舉辦大型回顧展時，他提及了在觀看作

品的當下，人們應該藉此思考自然、降低國民年均收入等

關係，他說自己對於生展、製造、實現人的各種意志的現

象，永遠抱持著批評的態度，希望人們可以透過他的作

品，再去想想日本發生的地震、海嘯、核能安全等事件。

　在這個運轉飛快、資訊過度傳遞與不斷畸異突變生長的

時代，李禹煥所代表的物派思想可能過於抽象而理想化，

但他的作品提示了一項重要的態度――「踩剎車」，不去

創造什麼，而是總體性地去關照一切環繞事物而生的因果

相生循環。你我身處世界之中，或許無法也無力改變其中

的歧異，但仍舊能夠藉著退一步的思維方式，去理解和融

入這個流動的世界，而不是試著去做無謂的個人單打獨鬥

或是過於意識形態的徒勞對抗。

 李禹煥　巨棍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橋之地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李禹煥　關係項―凡爾賽拱門　2014© 
Tadzio. Courtesy the artist, Kamel Mennour, Paris and Pace, New Y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