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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單色畫」的故事空間：一九九二及二零一二年展覽 

 

鄭然心 

 

本文將討論一九九而年利物浦泰特美術館和二零一二年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辦兩個

「單色畫」的主題展， 如何造就了一個「非人工自然」的故事空間和事件敍述及韓國

現代美學。1 

 

「單色畫」意指戰後韓國抽象畫，亦稱單色調(Dansaekjo)。曾經被用以代表韓國抽象

畫的名詞有很多，本文引用的名詞，於二零一二年尹晉爕策劃的回顧展中曾清楚說明。

「單色畫」為韓國現當代藝術史中的重要貢獻﹐幾個「單色畫」展覽引起了藝術界的廣

泛評論。接下來，我們將探討相隔二十年、分別於韓國內外舉行的兩個展覽。我的目標

是透過綜合展覽的內容和背景，創造跟「單色畫」相關的故事，即使「單色畫」被稱不

帶敍事性和主題的非實體藝術。我期望用一個宏觀的、綜合前因後果的角度去理解這作

品，同時回應推動「單色畫」論述的主要評論家李逸 (一九三二 - 一九九七) 的文章。

我希望「單色畫」可以被重新理解為一個有故事性的「圖像與社會」空間，進而鞏固當

中顯著的批判性故事與革新的表達形式。 

 

1. 「單色畫」: 李逸的「還原」與「擴散」  

 

「單色畫」也就是戰後韓國抽象畫的雛形出現於一九七零年代，並持續出現在年輕一代

藝術家的畫作中。耐人尋味的是此風格不屬任何派系，亦無關畫風運動，而僅僅是一種

以「單色調」作為表現手法的作品的傾向。這種表現手法沒有隨時間消逝，反而成為了

上一代與下一代藝術家的連結。 

 

一九九二年，名為「以自然為出發：韓國的當代藝術」 的展覽集合了第一代的「單色

畫」藝術家，如鄭昌燮、尹亨根、金昌烈、朴栖甫, 李禹煥及李康昭。參與撰寫展覽圖

錄的李逸把作品定義為「後極簡主義抽象畫」，既是後形式派也是後唯物派。這暗示了

李氏所謂「知性上的自我意識約束，以及繪畫行為在投入程度上的約束」。2 這兩股力量

蘊藏於展出的「單色畫」的「自然」之中。Lewis Biggs 及李逸談論這首個開放予外國

參觀者的重點單色畫展覽時，均提到自然。「自然」一詞在東亞有典型的象徵意義，一

般跟西方的詮釋有區別。儘管如此，李氏在展覽中沒有嘗試徹底脫離現代派對抽象畫的

理解，這正是我想在此探討的。 

 

「單色畫」逐漸成形之時，李氏在 AG協會(AG為 Avant-Garde 之縮寫，意指「前衛」) 的

展覽圖錄的前言中提出了 hwanwon (「還原」，reduction)及 hwaksan(「擴散」，expansion)

兩個名詞。3李氏 在著作中把 Hwanwon 定義為「『擴散』與『還原』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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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最基本的形體到日常生活發生的事，還是從最基礎最直接的經驗到由概念凝

成的物質，今日可見的藝術創作都是一種捨棄一切浮華、全力對抗和挑戰藝術的行

為。當藝術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態，其意義不在於它是「藝術」，而在於它對生命的

肯定。今日的藝術就是以這原始的意義為目標……4 

 

文中李氏強調今日的藝術創作行為是「基本的形體」、一種「原始的狀態」和「對生命

的肯定」。他進而為「還原」及「擴散」下定義: 

 

藝術作為「無名性的宣告」本質上就是赤裸裸的藝術。「藝術還未成為藝術之前還

原到最基礎的本體」同時「擴散成一種生命狀態」。在「還原」與「擴散」之間沒

有歷史，也沒有辯證，只有完全的、真正的存在動態，因為真正的創造來自這種存

在模式的覺醒。
5
 

 

AG的展覽為韓國現代派藝術評論與圖象發展的重要概念立下定位。根據刊於弘大學報

「日本畫家眼中[19]71年的 AG」一文，鈴木慶則對首爾的 AG展覽回應如下:
6
 

 

在韓國逗留期間，我看到了當代韓國藝術的一面；不是誇大，這一面在日本是從來

沒有出現過的；我尤其慶幸可以在國立現代美術博物館(景福宮)中看到以「現實與

實現」為題的「AG 71」。鑒於前一次(一九七零年)的 AG展覽主題為「還原與擴散

的動態」，我相信 AG 會注意到自然的初始狀態，並把它與生命的肯定連繫起來……

某程度上，我發現這跟喝下印有韓國商標的可口可樂感覺類似。顯眼的白色韓國字

看來多麼新鮮和新奇，跟可口可樂的味道截然不同。7 

 

李氏與眾「單色畫」藝術家把「還原」詮譯為還原到最基礎本體的藝術，其後建立了一

個韓國現代抽象畫的評論空間。現代派視「還原」為藝術與生命的原始模式也可見於一

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到十月十日在明洞畫廊舉行的朴栖甫個人展覽。朴氏在韓國日報的訪

談中說：「我的作品是行動，不是表達。」8這早期的個人展覽中，朴氏指出在他的作品

中運行的是一股「脈動」，某層次上是「無為」的表現。有趣的是朴氏既「否定」傳統，

又說「『現代』就是圖像的危機」。此「否定」既優雅地概括前衛藝術散發的衝動，亦秉

承現代主義學者 Clement Greenberg 的主張。李氏及朴氏在一九七零年代巧合地在各自

的論說中鼓勵藝術家回歸零點。讓我們先看李氏所寫： 

 

換句話說，藝術匯聚到最基本的單一狀態，同時擴散到科技文明的每一個複合個

體，或變調成為陌生的物質，或擴展為一種純然不經反思的行為。藝術不再是藝術

了嗎？不。如果我們以任何方式談及「反藝術」，那仍然以藝術之名進行。我們目

前的任務是賦與已經回歸零度[點]的藝術一個新的意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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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零度藝術出發，朴氏繼續解釋當中的原始性及風土性，又提到畫布豐富的反作用力

讓我們感受到它的抵抗，衝動的感覺引領人進入畫布裡面。這個過程使人想起求「道」

之路。10 

 

藝評家 Yoo Jun-Sang也在朴氏於一九七三年的展覽期間闡述過其作品回歸零點的概

念。11當時朴氏批評，在西方思想中，人類是觀察事物的中心，這概念造成了歐洲為中

心的藝術。對傳統的否定跟西方(及現代日本)的美學價值觀與實踐的互相影響下，「單

色畫」評論人及藝術家把他們的藝術擴展成反藝術的模式，努力嘗試在韓國為抽象畫構

建一種烏托邦式的世界語。朴栖甫致力對韓國藝術的文化經濟帶來改變，又期望這些藝

術家的作品能在外國展視。除了他在首爾明洞畫廊及東京村松畫廊舉行的個人展人展

覽，一九七四年首爾獨立藝術展」亦成功向外界推廣「單色畫」的實踐和把形象鎔鑄成

抽象的宗旨。
12
一系列的展覽及評論把「單色畫」的風采延續下去，帶來了「單色畫」

的現代神話，直到一九九二年利物浦泰特美術館的展覽單色畫達至巔峰。 

 

2. 韓國現代主義的雙重命運: 現代主義之否定 vs 現代主義之緬懷 

 

由「單色畫」的出現到一九九二年英國的展覽及二零一二年韓國的展覽，除了鄭茂正寫

過數篇有關的學術文章之外
13
一直都未有認真研究李逸所提出「還原」與「擴散」的兩

極概念，。可是修正主義學者曾抨擊李逸及其他「單色畫」評論者的觀點，指他們擁護

殖民歷史主義，尤其見諸其在撰寫論文及定立展覽標題時特別維護白色及單色仿真畫。
14
 換句話說，現代主義的繪畫性藝術實踐與現代派緬懷並回歸起源及過去並存，而與西

方的概念不相同。李氏的「還原」標誌著與西方抽象畫一致的現代抽象畫，同時扮演另

一個矛盾角色標誌著懷舊氛圍之中的回歸原點。在這裡，我想帶出「還原」的雙重命運，

討論「回歸原點」的呼喚。「回歸原點」即「還原」的原義，亦為它字面上的意思。15 

 

李禹煥最近與尹晉燮的對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單色畫」，值得在這裡引述。16 李氏見

證韓國的變化，也觀察過日本的發展，他回想那個年代時說: 

 

那是一個人人的生命都被極端的貧窮綑綁得無法動彈的時代，是一個抽象[派]的時

代。這就是單色畫的背景。一方面是赤貧生活引起的物質匱乏，另一方面是殘暴的

軍政府；單色風格正好合適，因而有很大的吸引力。採用單色及重覆的技法作為集

體風格就是為了表達抗爭的意志。17 

 

這段陳述讓我們想到一九六零年代末到一九七零年代韓國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政

見輕易被滅聲，左右派就意識形態的辯論非常激烈。同一時間，總統朴正熙把所有精力

和資源投放在把南韓的現代化之上，某程度上抺殺了世代流傳的傳統。 

 

在這前提下，令人對「還原」更感興趣的，甚至引起各種爭辯和問題的，是「原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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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原始狀態」到底是甚麼。要回到哪裡去？甚麼是零點，零點在韓國有何與別不同

之處？前者是要回歸到的一個象徵性的地方，後者是要回歸到的一個圖象的狀態。18我

的目的不同於修正主義的藝術史學者，我不是要評論「單色畫」藝術家對政治冷處理以

及對形象進行實驗性探索的原因，而是想透過查明源頭，帶出「還原」和「零點」的概

念在韓國抽象畫扮演的角色。 

 

李逸撰 (「白想」) 一文在東京畫廊舉行的《五位藝術家—五白》的展覽圖錄中刊出，

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問世，裡面提及李東熀、徐承元、朴栖甫、許榥及權寧禹的作品。

在評論者眼中，「白」不是「只用白色」這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在「想像場域」裡的一

切可能性。李氏亦指出「對我們的藝術家來說，白的單色其實是倡議在精神層面上接受

世界」，這有別於西方單色畫家尋找繪畫未被發現的可能性之動機。19「單色」字面解釋

從此開始被應用，雖然這批藝術家不只用一種顏色。對藝評家來說，這種回歸原始的零

度狀態使文學和藝術創作散發出一種韓國性。
20
朴氏不懈地為藝術零點作註腳，亦嘗試

訂立抽象畫的本土性和獨一性，以強調身體地和重覆性的表演行為效果。對這位藝評家

兼藝術家來說，「單色畫」不僅是一幅畫作，更是一個參與演出的「場域」。換句話說，

「繪畫行為本身就是畫，以上整體也就是畫，以上整體也就是畫……」。因此，畫者舉

手投足都在累積他們反藝術的形態，或所謂非定型藝術。 

 

另一方面，一位展覽評論者 Joseph Love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日本時報》

中寫過一篇文章解說白色的意思。他寫道：「韓國和日本地理上很靠近，可是很難在日

本看見大型韓國藝術藝術展覽。高麗時代以後就有那麼一種隔離的感覺，在當代藝術中

也感受得到。」到文章結尾，他的語氣則較為平和：「當代韓國藝術志不在符號、形象

或空間，而在探索肌理和質感……藝術家的製成品成為自己的符號，每一筆所成就的質

感比其他抽象風格都更有份量…… 一種不落虛假民族傳統主義窠臼同時保存傳統那是

真正的激進主義。21在政府壓力下為政府服務而繪畫民族紀錄畫以紀錄韓國國家發展的

前衛藝術家成為此真正的激進主義的一大挑戰。這一類帶喻義的繪畫跟從韓國政府偏好

的寫實風格﹐降低了他們作為前衛現代派畫家的名聲和地位。22儘管如此，韓國抽象畫

依然留傳到朴氏的下一代藝術家，金泰浩等人都有同類抽象風格的作品。23 從他們的作

品中層層塗疊的顏料可以看出繪畫的表演行為及身體的抵抗。但是「『單色畫』韓國藝

術家與自然為伴」展覽下，現代派的典型作風及懷緬情感在一九九二年英國的展覽中被

全然抹去。 

 

3. 「單色畫」未完成的任務：「單色畫」藝術家隠藏的聲音，及他們的故事發生之後 

 

二零一二年的「單色畫」展覽以「撩動現代主義的火灰，重燃現代主義的餘燼」為策展

目標，回顧過去四十年的韓國藝術發展。在博物館學的層面，展覽的確成功帶出韓國現

代主義的議題。可是展覽的設計壓抑了社會政治方面的聲音，也未能創立上文提到的韓

國現代主義雙重命運的「故事空間」。 

http://catalog.lib.kyushu-u.ac.jp/en/recordID/10014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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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鍾賢帶政治語氣的早期作品，特別是一九七一年的〈作品 71-11，對位，一邊是堆疊

的報紙，另一邊是普通紙張。從地上疊起報紙是新穎的做法，原因是書和報紙兩種媒體

都呼應[現代]城市的藝術時代。河氏選用書本和報紙，兩者都是他在 AG的活躍時期(一

九六九 - 一九七三)用來傳播消息的媒體。當時韓國報章經嚴格審查和大幅刪剪，刪剪

的部分用白色覆蓋。任何批評韓國政府或總統的文章無一句不被剔除。一九七二到一九

七三年，此名藝術家在平面板上纏起帶刺鐡絲，畫布的背面是打結的鐡絲。鐵絲、報紙

堆等的運用貫徹他的藝術信念:  

 

跟上世紀比較，本世紀的藝術在城市環境中展現。具挑戰性的因素如大量生產、越

來越迅速的資訊交流、城市理性主義及其冷漠的態度、幾何形狀多變的城市建築、

堆疊的油箱和高聳的煙囪。它們在各自無名的領域令人聯想到紀念碑，都直接顛覆

現有藝術概念的秩序...... 結合多種藝術表達模式如繪畫、雕塑、建築、設計等

的過程，將會經歷一次重大的場域擴張。
24
 

 

河氏把現代美學應用到不斷變遷的城市環境。他所用的媒體推展到其他材料及裝置藝

術，低調地發表政治意見，但有心人還是可以在作品中解讀得到。在他於 AG的時期，

這類型的實驗雖然為期不長，但實驗性藝術造就了李逸提出的「擴散」，在現代主義和

後現代主義藝術與生命的思想。一九六零到一九九零年代，這兩個名詞在韓國現代主義

及後現代主義的「本土」發展中同時存在。 

 

評論「單色畫」時，我們亦需探究幾位「單色畫」藝術家的學生作品。這些追隨者接力

發展新世代的韓國抽象畫，以及新寫實畫或所謂的新圖象畫 (李氏稱之為新圖像主

義)，其作品傾向回歸圖像。傾向運用圖像的畫家經常被第一代「單色畫」藝術家公開

批評。最近的一次研討會，參加者包括具象派藝術家高榮勳、朱泰石及金康容)；他們

年屆五十多到六十，都是朴栖甫及河鍾賢的學生。金氏憶述：「我畫一塊磚頭，無盡的

磚頭，那不是磚頭的實物……聯想到單色畫的導師，我的磚頭是引導我作抽象思考的一

件物件。磚頭並非真磚頭，即使觀者嘗試把它與真實的物件聯想在一起。」25 

 

「還原」和「擴散」連帶的畫象與社會空間，蘊藏在「單色畫」富層次和故事性的敍述

中，內容跟「單色畫」作品表面一樣豐厚。李逸在評論中使用的名詞與「單色畫」同樣

萌生自一九七零年代韓國的社會動盪、壓抑及城市化。本文探討了「還原」的雙重命運：

現代派對抽象的否定和現代派對回歸原點的懷緬﹐我稱之為韓國「本土」現代主義。26 

 

 

                                                      
1 (註: 韓文名字以藝術家使用之漢名字為準泰特美術館的展期為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到六月二

十一日，由國立現代美術館(首爾)及泰特美術館(利物浦)合辦，三星電子贊助。可是這個展覽在

外國沒有引起評論，推測藝術韓國當代藝術從來沒有真正傳到歐洲。一九九三年，宮城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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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單色畫展覽，參展的有 12 名韓國藝術家。見峯村敏明，〈永恆的韓國當代藝術〉，《韓國:現

代美術之 12》(宮城縣，一九九三年)，頁 20-23。同一圖錄亦有刊出李逸的文章的日文版本，韓

文重印版本見鄭然心等編，《李逸選集》(首爾:Mijinsa 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卷 1，頁 624-628。 

 

 
2
《「以自然為出發: 韓國當代藝術中的傳統思考」展覽圖錄》(利物浦: 泰特美術館)，一九九二

年) 

 

 
3
 這裡把「還原」(hwanwon) 譯為 reduction，實為複雜，因為韓國評論家傾向格林伯格式的表

現還原。我在本文探討「還原」的雙重意義或雙重命運。我把「還原」譯為 reduction 是參考了

韓國的評論文獻。AG 協會曾四度出版《AG》期刊。第一期《AG》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出版，接著

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及一九七零年五月，最後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4
 這最早見於《「AG 70」展覽圖錄》，重印版本收錄於鄭然心等編，《李逸選集》(首爾: Mijinsa

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卷 1，頁 370。接續的部分如下: 「一條線蘊藏無限的潛能，例如一條連

接宇宙的拉緊的金屬線會在我們的意識中產生極強的張力。另外，無名的物體基於它的無名性質

會面迎一個更有活力和變化的現實，從而引領我們出發冒險去探索新的感知方式。不，世界其實

是無名的，我們的經驗、行為和認知都在這無名中進行。」就如鄭茂正所說，這生命狀態是以

Henri Focillon 的著作為基礎的，李逸的概念也由此衍生。 

 

 
5
 《李逸選集》，頁 370。李逸所用「無名性」一詞也可見於朴栖甫的論著。見朴栖甫，〈當代藝

術與我〉，《美術世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卷 60，頁 108-109。 

 

 
6
 李逸的這篇文章是韓文譯本，刊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弘大學報》。鈴木慶則所寫

的原文刊於《美術手帖》(一九七二年三月)，第 353 冊，卷 24，頁 22-23。鈴木(一九三六-二零

一零)為日本藝術家，「幻触」團體成員之一。「幻触」由藝評家石子順造帶領，成員與物派藝術

家志趣相投。見加治屋健司與藝術家的訪談：

http://www.oralarthistory.org/archives/suzuki_yoshinori/interview_01.php。 

 

 
7
 由於李逸在巴黎進修，這個展覽的名稱 AG 選用法文：Réaliser et la Réalité。關於 AG 的活

動，見金美慶，〈韓國的實驗美術 ─ AG〉，《韓國現代美術史學》(一九九八年) ，頁 374-404。 

 

 
8
《朝鮮日報》(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 

 

 
9
《李逸選集》，頁 370。 

 

 
10
《東亞日報》(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 

 

 
11
 劉俊相，〈朴栖甫展覽回顧〉，《朝鮮日報》(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12
 「首爾的獨立」展覽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八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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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鄭茂正，〈還原與擴散的美學：李逸的美術批判〉《韓國現當代藝術史》，期 17 (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頁 123-148。 

 

 
14
 見 Park Carey，〈一九七零年代韓國單色畫的起源與傳統性〉，《美術史論壇》，期 15 (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頁 295-322； “〈朴栖甫的 Éricture 與傳統〉，《韓國現近代史學》)，期 18 (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頁 39-57。關於修正主義者主張殖民歷史主義與單色畫有關的問題，以及柳

宗悅的意見，可參考「韓國單色畫」一節李禹煥的回應，頁 32-35。 

 

 
15
 是次研討會的策劃人馬唯中對我說中文沒有「還元」一詞，因此以「還原」代替；與馬唯中的

電郵對談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李逸刊於《AG》的原文用的是前者。 

 

 
16
 尹晉爕，〈訪問李禹煥〉， 《單色畫》) (二零一二年)，頁 42 

 

 
17
 畫底線部分是作者之強調(英文原稿未畫底線)。尹晉爕，〈訪問李禹煥〉，(《單色畫》) (二零

一二年)，頁 42 

 

 
18
 朴栖甫在明洞畫廊個人展覽的訪問中提到的「風土性/獨一性」。與「起源」或「原點」有關的

資料，可參考鄭然心，〈日本殖民政策及殖民韓國的「回歸故土」〉，CAA 二零零二年 (費城)。 

 

 
19
 李逸，「白想」，《「Five Hinseku White」展覽圖錄》(東京畫廊，一九七五)；又收錄於《李逸

選集》，頁 398。「Hinseku」代表白色。此展覽由曾經參觀一九七二年「首爾的獨立」展覽的畫

廊負責人以及藝評家中原佑介籌辦。 

 

 
20
 李逸為一九八零年於福岡市美術館舉行的「當代亞洲藝術展」撰寫的文章中論到關於傳統與身

分的議題。收錄於《李逸選集》，頁 509-513。是次研討會展示的他所寫的文章亦收錄於《李逸

選集》，頁 507-508。 

 

 
21
 Joseph Love，〈兩個展覽，韓國白與日本藍〉，《日本時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八日，星期日)。

另一篇文章被譯成韓文：“Joseph Love. S.J.” 〈「韓國前衛藝術的根源」〉，《弘大學報》(一

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原刊於《國際藝術》)，卷 19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頁 30-35。 

 

 
22
 見展覽圖錄 (《民族記錄畫》)。展覽於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行，由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

開放至二十七日，文化部為支持機構。 

 

 
23
 Soon Chun Cho 及 Barbara Bloemink，《自然之色：韓國的單色藝術》) (紐約：阿蘇利納，二

零零八年)，頁 208-231 

 

 
24
 原載於河鍾賢，〈韓國美術踏入一九七零年》，《AG》，期 2 (一九七零年三月)，頁 3；節錄自

Kim Mi-Kyung， 〈能量、流動、時間、空間 ─ 談河鍾賢〉 (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二零一

二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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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該研討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 Gana 藝術中心舉行，當時正值高榮勳的展覽。 

 

 
26
 關於韓國「本土」現代主義，可參考鄭然心，〈李仁成對後印象派的研究：尋索殖民地韓國本

土現代主義〉，《「李仁成: 李仁成生辰百週年慶」展覽圖錄》(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二零一二)，

頁 70-75，168-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