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簡介與創作經歷
姓

名：蒲浩明

生

日：1944.03.01.

學歷
1944
生於台灣嘉義
1963-80 師事父親－－前輩雕塑家 蒲添生先生
1967
中國文化大學第一屆美術系畢業
1978～
台陽美術協會會員
1980-82 比利時國立皇家藝術學院 Martin Guyaux 工作室深造
1982-84 法國巴黎高等藝術學校 Étinne Martin 及 Pol Bury 工作室深造
1985～
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
1999～2008 任教於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教育研習雕塑班
2007～
任教於臺北醫學大學「泥塑與人體之美」
2010
臺北醫學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良教師

參展及作品
參展及作品
1982
1982
1983
1984
1992
1993
1994
1995
1995
1995
2005
2008
2010
2010
2011
2014

「伏羲氏」獲法國藝術家沙龍雕塑類銀牌獎
「葡萄棚下」入選巴黎秋季沙龍
「情深深」入選法國藝術家沙龍
「馬女」入選法國獨立沙龍百週年展
飛元藝術中心蒲浩明首次雕塑個展
「山」
（中型） 入選日本第一屆木內克大賞野外雕刻展
「馬女」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伏羲氏」
、
「生命之花」
（大型）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山」
（大型）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嘉義市立文化局廣場草坪「(外公)陳澄波先生銅像」
臺北市立山高級中學公共藝術〈飛鳥〉
、
〈小水滴—對談〉、
〈誕
蛋〉
、
〈麗山之星〉
臺中景薰樓藝文空間「自在的轉化－蒲浩明雕塑個展」
臺北市大稻程公園「台灣一代歌謠詞人—李臨秋先生銅像」
臺北花博寰宇園區台灣庭園鏡面水池雕塑〈小水滴系列‧散
步〉
、
〈小水滴系列‧親親〉
臺北市蔣渭水紀念公園〈蔣渭水先生紀念銅像〉
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吳明捷投手塑像〈KANO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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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浩明戶外雕塑作品創作經歷
年代：1995
作品名稱：陳澄波先生紀念銅像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約 170 公分
設置地點：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廣場草地

作品說明：外公陳澄波先生個性熱情、天真浪漫、平易
近人，此像落成後常有小朋友依偎其身旁嬉戲、看書，
構成作者希望的場景。
年代：1996
作品名稱：生命力
材 質：銅雕鑲嵌
尺寸(高×長×寬)：1600×770 公分
設置地點：嘉義市立運動公園體育館前牆

作品說明：為二件六層樓高之青銅弧形浮雕，以 100
個飛騰跨躍的舞者，對稱分布於嘉義市立運動公園體育
館前面左右兩側牆上，使體育館產生輕盈及藝術性。
年代：1996
作品名稱：逐鹿
材 質：馬賽克
尺寸(高×長×寬)：1860×1480 公分
設置地點：嘉義市立運動公園體育館後牆

作品說明：巨幅馬賽克作品「逐鹿」，描繪的是諸羅先
民在嘉南平原上獵取鹿群的情形，由此表現了先民的求
生本能，也讓我們瞭解了先民訓練體魄的自然原始方
式，代表了原始的運動精神。
年代：2004
作品名稱：春風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 270 公分
設置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作品說明：以有機曲線的變化呈現成長中不安定的生命
特質，用二度平面空間組織成三度空間，構築出一種精
神語彙。歡迎觀賞者駐足休憩、穿梭，感受藝術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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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2004
作品名稱：白鷺鷥
材 質：不銹鋼
尺寸(高×長×寬)：高 200 公分
設置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作品說明：從前白鷺鷥在此翱翔、棲息，群飛的鷺鷥劃越
時空，產生粼光乍現的美感，是對飛躍生命的一種禮讚。
年代：2005
作品名稱：飛鳥
材 質：不銹鋼
尺寸(高×長×寬)：寬 1400 高 300 公分
設置地點：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作品說明：從前白鷺鷥在此環繞飛翔，並以此為棲息處。
此件作品以近景拍攝手法，強調群鳥並飛之力量的逼視。
飛鳥如躍動的青春，充滿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它同時也是
輕盈、活潑、奮發之理想性的心靈世界。
年代：2005
作品名稱：小水滴-對談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 160 公分
設置地點：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作品說明：天降雨露、春風化雨、傳道授業解惑。對談的
小水滴像師生、朋友、親子之間及知識與心靈的交流互動。
年代：2005
作品名稱：誕蛋
材 質：大理石
尺寸(高×長×寬)：高 110 公分共 5 顆
設置地點：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作品說明：蛋形是『誕生』的意涵。在蛋形上切割不同的
形狀，產生不同的意象，如同原生的生命，接受教育的洗
禮，散發精緻文明的光彩。觀眾可以坐在作品上面，與作
品融合在一起休閒及聊天，甚至可以穿梭群組作品之間以
達到互動性、遊戲性以及親和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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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2005
作品名稱：麗山之星
材 質：不銹鋼
尺寸(高×長×寬)：高 300 公分
設置地點：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作品說明：三角形的作品如學問之金字塔，積沙成塔，即
高且廣，置於學校中軸線最高點有其象徵意義。刻劃之符
號呈現數理科技意象，也點出麗山校風。
年代：2005
作品名稱：川流不息
材 質：不銹鋼彎管烤漆
尺寸(高×長×寬)：高 300 公分
設置地點：臺灣銀行嘉北分行

作品說明：金及銀色的台灣形狀波浪象徵取名為台灣的銀
行，中間的顏色是紫色，象徵座落在嘉義的銀行，因為紫
色的紫荊花是嘉義市的市花。作品設置於建築物前廣場以
帶動空間的生命力，也象徵財源滾滾，生生不息，如波浪
不斷的湧現。
年代：2006
作品名稱：密碼
材 質：不銹鋼烤漆
尺寸(高×長×寬)：735×140×7 公分
設置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作品說明：作品是一首蛹化為蝶之美麗過程的浮雕詩歌，
這首詩歌充滿愛心。它用 36 個造形色塊組成影響人類生
活的「0」與「1」的二進位法之意象，形成一長串的生命
鏈柱，意謂各種樣態的生命延續和追求彩色人生的序位。
年代：2006
作品名稱：刺桐花
材 質：馬賽克
尺寸(高×長×寬)：265×525 公分
設置地點：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作品說明：刺桐花是明華國中的校花，因一年四季變化明
顯，故有「四季樹」之名。春天時，刺桐花開，一樹又一
樹的大紅，美得令人感動。本幅壁畫在於捕捉這一份美
感，表現出刺桐花火紅意象和浪漫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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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2009
作品名稱：黃金線、大船入港(鏤空屏風)
材 質：不銹鋼烤漆
尺寸(高×長×寬)：高 300 公分
設置地點：臺北市將捷巴菲特大樓

作品說明：上面為線雕作品「黃金線」，象徵金色的鏤空
牛頭，下面為鏤空年畫作品「大船入港」。大樓附近行天
宮拜的是關公，這件作品創作靈感來自民間的剪紙藝術，
它是一條長長的歷史生命長流，生命的誕生從大船入港開
始，大船入港的民俗語詞是聚財的意思。
年代：2009
作品名稱：李臨秋先生紀念雕像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 152 公分
設置地點：臺北市大稻程公園

作品說明：紀念像是以〈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於大稻埕
淡水河畔凝神寫詞的生活場景為創作藍本，搭配竹編躺椅
椅及石桌石椅，左側的鏤空屏風鑲嵌生平簡介及作詞的中
英日文的介紹。
年代：2010
作品名稱：小水滴系列‧散步、小水滴系列‧親
親
材 質：塑膠烤漆
尺寸(高×長×寬)：直徑 12 公尺水池，高 1 公尺
設置地點：臺北花博寰宇庭園區台灣園水池

作品說明：一組五顆的小水滴，象徵水滴媽媽帶著小朋友
們一起在湖面上散步；而池子的另外一邊的則擺放一對小
親親小水滴，象徵情人嘟著嘴，甜甜蜜蜜的 KISS。小水
滴讓這個水池有了生命，家庭組或是情侶檔來參觀花博的
遊客，像是幻化成水滴在池面上互動共鳴。
年代：2011
作品名稱：櫻花協奏曲
材 質：不銹鋼、玻璃
尺寸(高×長×寬)：高 3.5m，長 15m、寬 3.5m
設置地點：嘉義北門飯店

作品說明：櫻花怒放，表示歡迎貴賓的蒞臨，是進門的意
象。二樓平台往下看，那群怒放的飄飄粉紅色主調的櫻
花，好像長在山頂上。櫻花枝幹著成金色以突顯宴客場地
的貴氣，而天花板的白色增加作品的輕鬆程度，也好像新
娘的白色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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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2012
作品名稱：小水滴系列‧親親
材 質：F.R.P.
尺寸(高×長×寬)：高 1.5m，長 3.0m、寬 1.4m
設置地點：桃園市一品國硯大樓

作品說明：水滴小親親，時時伴你身，雙雙交誓約，世世
愛如新。。
年代：2014
作品名稱：流動
材 質：F.R.P.
尺寸(高×長×寬)：高 2.5m，長 0.6m、寬 0.6m
設置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富宇伯爵大樓

作品說明：曲折中的寧靜，柔軟中的力量，永不止息的生
命。
年代：2014
作品名稱：擁抱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 3.2m，長 2.7m、寬 2.6m
設置地點：新竹縣竹北市中悅皇苑大樓

作品說明：作品看似由一群無感情的幾何塊狀組合而成，
化身為兩個有情感緊緊擁抱在一起的雙人形體，凝聚成一
股龐大的能量，不斷的在空間擴散，那是一股愛的溫柔力
量。
年代：2014
作品名稱：山水
材 質：銅
尺寸(高×長×寬)：高 8.0m，長 1.95m、寬 1.1m
設置地點：新竹縣竹北市中悅皇苑大樓

作品說明：作品取自「山」、「水」二字，左右二座石壁彷
彿千仞峭壁，與中間向上竄升的曲線融合成「山」字與「水」
字。山的造形堅硬是陽；水的造形是陰。藉著陰陽虛實概
念，孕育磅礡的氣勢和生命力，產生生生不息和欣欣向榮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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