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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28日 朱銘刻劃人間囚態

朱銘刻劃人間囚態 16,657

【《人間系列──紳士》

2 0 0 3 年】■這群紳士面向

梳士巴利道，猶如跟市民

一起等待過馬路。

【《人間系列──囚》（局部）2009年】■朱銘以牢籠
比喻人生的限制，黑白間沒有區隔，為善為惡都是在
人的一念之間。黃賢創攝

【本報訊】「人間是說不完的故事。」台灣雕塑家朱銘以「太極系列」雕塑聞

名於世，卻不滿足於世人只記住那些。今起於香港藝術館舉行的「刻劃人間

──朱銘雕塑大展」，展出朱銘近40年來太極系列以外最重要的人間系列120

組、共180件雕塑，當中包括最新發表的《囚》及《立方體》，展現藝術家對人

生的總結性感悟。這亦是在台灣境外的最大型朱銘作品展。共120組神態各異的

雕塑，刻劃着芸芸眾生面貌，置於香港藝術館室內外，有的在長椅上休息，有

的在藝術館外排隊，正式揭幕前已吸引不少人爭相合照。

作品展示對人生的反省

台灣朱銘美術館館長吳順令說，是次展覽分三個部份，

有情人間、浮世人間及自在人間。有情人間以朱銘早期

的鄉土系列為主，作品都與朱銘有情感上的連結。浮世

人間的作品則由跳脫的角度看人來人往的世間，較具普

遍性，故多無獨立命名，甚至每次展出都會因應環境重

新組合。至於自在人間，則是朱銘探索人生問題的總

結，較哲學性，有別於以往以「快刀法」的直覺式刻

法，這系列的作品是「先有觀念、後有作品」，是經深

思熟慮的作品。

朱銘說，自在人間中的《人間系列──囚》跟《立方體》，都是他對人生的反

省。朱銘以前者說人生的限制與自由，牢籠固然是限制，卻不一定負面，像白

1 2 3

11:24am 張炳良：新居屋年底預售

料售價為市價6至7折

11:17am 聖公會牧師澄清無將佔中

比喻為邪教

11:06am 買地糾紛求判對手敗訴 官

恩娜父申請失敗

410

11:05am 取消《左右大局》 陳志雲

否認為續牌除李慧玲影子

476

10:43am 殺夫後逾年仍具暴力傾向

妄想婦判醫院令

1,511

影片

最Hit

要聞

突發

娛樂

Gadgets

兩岸

國際

登入

http://sin1.g.adnxs.com/click?gh3_BYIAST-CHf8FggBJP0jhehSuR-k_gh3_BYIAST-CHf8FggBJP1B6Iw4Q-EtyrjEZd232KwdL1jxTAAAAAI_zJABNBQAATQUAAAIAAAC2NqUAuG8EAAAAAQBVU0QAVVNEANgCWgAt-AAA9IgAAgQCAQIAAIwASiEbHQAAAAA./cnd=%21YwYPPAjQv5oBELbtlAUYuN8RIAQ./referrer=http%3A%2F%2Fsecure.serving-trk.com/clickenc=http%3A%2F%2Fantiwrinklereview.info%2Fskincare%2Fdailyconsumeralerts%2F4%2F%3Fc1%3Dsin1CK7j5LjXzf2VBxACGND0jfGAgv6lciIOMjAyLjYzLjE1Ni4xNjMoATDLrPOZBQ..%26c2%3D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
javascript:do_stock($('input[name=stock]').val());
http://hk.charity.nextmedia.com/site/index.php
http://hk.nextmedia.com/
http://tw.nextmedia.com/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fbSharer('http://s.nextmedia.com/apple/a.php?i=20140228&sec_id=4104&s=0&a=18640405')
javascript:twitterSharer('http://s.nextmedia.com/apple/a.php?i=20140228&sec_id=4104&s=0&a=18640405' , '%E6%9C%B1%E9%8A%98%E5%88%BB%E5%8A%83%E4%BA%BA%E9%96%93%E5%9B%9A%E6%85%8B');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40228/large/28la7p2.jpg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40228/large/28la7p1.jpg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228/18640405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228/18640405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228/18640405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03/52348826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03/52348870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03/5234886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03/5234873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403/52348787
javascript:switchRtnBox('videonews');
javascript:switchRtnBox('top');
javascript:switchRtnBox('news');
javascript:switchRtnBox('breaking');
javascript:switchRtnBox('entertainment');
javascript:switchRtnBox('gadgets');
javascript:switchRtnBox('china');
javascript:switchRtnBox('international');
javascript:void(0);
http://hk.dv.nextmedia.com/actionnews/index/20140228/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ews/realtime/
http://hk.apple.nextmedia.com/livestream/channel/talk24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index/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eature/onlineforum
http://hk.apple.nextmedia.com/livestream/channe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multichannel/index/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eature/occupycentra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archive/index/20140228/index/


3/4/2014 朱銘刻劃人間囚態 |  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  20140228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228/18640405 2/3

Log in

返回最頂

上一則

民間電台再被撿走兩器材

下一則

鐘聲爆炸　900師生逃火　

劉慧卿母校　34童送院

即like蘋果日報fb！

蘋果Fans | 好友分享

要聞

港聞

法庭

健康

隔牆有耳

論壇

國際新聞

兩岸新聞

環球Pop-up

財經要聞

投資

地產樓盤

娛樂新聞

娛樂名人

名人時尚

國際娛樂

蘋果波經

體育要聞

馬網 旅遊 健康

飲食 文化

科技 專題

汽車 潮流

家庭 運程

親子 蘋果樹下

消費 名采

蘋果基金

手機版

app看蘋果

朱銘

色的那個就象徵新人的婚姻，是幸福的。黑色的代表真正的牢籠，關着壞人。

兩者之間半白半黑的，中間沒牆，但壞人依然站在黑的一邊，不願跨過去改變

自己，「人生呀都是選擇，這叫一步之差」。至於《立方體》，朱銘說那是一

件無關藝術及雕刻的作品，主題是「方」，「方是人類的偉大發明，大自然沒

有的。但人發明方以後，卻被方所限，沒有圓融的思考」，而圓融應是與自然

及他者的配合、順應。

今次香港舉行的朱銘雕塑展，是其《人間系列》世界巡

迴展首站。朱銘說「香港最重要」，只因數十年前他衝

出台灣的第一站，就是跟香港漢雅軒合作。由交易廣場

到中大，都有他最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作品。吳順令也

表示，香港是僅次台灣最多收藏朱銘作品的地方，「朱

老師要為支持他的人繼續創作」。

「刻劃人間──朱銘雕塑大展」

地　點：香港藝術館

日　期：今日起至6月15日

時　間：周一至周五（逢周四休館），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周六、日及公眾假

期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入場費：標準票20元，優惠票10元；逢周三半價

簡　介：完整展出朱銘耕耘逾30年的《人間系列》共120組雕塑，包括最新發表

的《人間系列──囚》及《立方體》

資料來源：香港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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