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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筆者 2014 年至 2016 年間的繪畫創作為論述對象，研究所就讀期間

正值父親告別人世之時，創作與論文不僅描述父喪前後的心理變化，也藉由《定

格的記憶》來回溯逐漸淡忘的童年，甚至尋根至父母的早期經驗，「記憶」在意

識與潛意識之間來回流動，以「定格」凝結意象形成的剎那間，每一段記憶的出

現或消隱絕非偶然。 

筆者透過柏格森的綿延時間觀以及佛洛伊德和榮格對記憶的精神分析建立

創作的理論基礎——生命的意義是在追求不斷的自我創造和超越。藉著自動書

寫、女性藝術、象徵性、創作形式分析，來探討自己繪畫創作風格形成的來源，

並了解個人如何透過創作的行為來進行潛意識的探勘。 

「不確定狀態」成了筆者檢視自己的感覺形象，回溯的記憶和現實的感知彼

此穿梭交融，在不斷的重組、解讀中，重新形塑自己的記憶與認同，也改變繪畫

創作的風格。繪畫行動中的偶然與必然在畫面上融合為一，暗示著意識與無意識

流動的痕跡、生命的不確定狀態、時間與記憶的綿延。「生命的衝動」自然地譜

成自己的韻律，透過藝術創作，我再造了自己。 

 

 

 

 

 

 

         關鍵詞：記憶、定格、綿延、直覺、象徵、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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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aintings by the author from 2010 to 2015 are the discoursed 

objects. While attending the graduate school, the author’s father left the world. 

Creative works and the paper not only describes psychologica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her father's funeral, but also to recall gradually forgotten childhood with the 

works exhibition: Freeze-frame Memories. Even the art pieces root to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parents. Memories flow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Freeze-frame” instantly coagulates imagery. The rise and 

vanishment of each segment of the memories are absolutely not coincidence. 

Through Henri Bergson’s la durée and Sigmund Freud and Carl Gustav Jung’s 

psychoanalysis of memories, the author built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the art work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continuously self-creation and beyond. By Automatic writing, 

female art , symbolic , and the analysis of creative forms, the author tried to discuss 

on the source of the formation of her own painting style , and learn how she get on 

exploration from subconscious through acts of creation.  

“Indeterminate State” became the author’s perception to images of sense. 

Retrospective memories and perception of reality blend with each other. The author 

re-shaped her own memories and identity in the ongoing restructuring, interpreting 

status. By this, the author changed her painting style as well. Haphazard and certainty 

get together as one when the author painted. This implies the trace of the flow of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uncertain state of life and the stretch of time and 

memories. “Impulse of Life” naturally made into the author’s rhythm. Through the art 

creations, the author rebuilt herself.  

      keywords:  memories﹐freeze-frame﹐dur'ee﹐intuition﹐symbol ﹐  

                indetermin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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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本論文為個人《定格的記憶》創作作品的完整論述。阿德勒（Alfred Adler﹐

1870－1937）在《自卑與超越》一書中說： 

 

   在所有的記憶表徵裡，個體的記憶最能洩露秘密。記憶是隨身 

   攜帶的備忘錄，沒有隨機記憶的存在，在所接收數量難以估計 

   的徵象裡，他只選擇記取那些和問題有關的部分，這些記憶代 

   表了他的「生活故事」。1 

 

我的論文和創作作品主題是「記憶」，內容奠基於回溯早期的記憶和融合當

下的感知，想借用「定格」的方式捕捉意識中或潛意識中飄忽不定的「記憶」形

象，並引導至自我的深層內在。「定格」是電影鏡頭運用的技巧手法之一，其表

現為銀幕上映出的活動影像驟然停止而成為靜止畫面，是動作和流動畫面的剎那

間凝結，用以凸顯某個事件的存在。我在畫作中呈現「記憶」中的視覺意象，但

記憶的產生有「定格」與「流動」的現象：記憶的「定格」是凝視自我「曾在」

的過往時空，記憶的「流動」則因為記憶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來自難窺全貌的潛意

識。我追溯自身與父母的早年經驗，希望在流動的記憶中藉由「定格」，能更清

楚地了解事件形成的背後因素，並掌握造成個人創作作品內涵與風格形式的線

索。藝術創造成為記憶重構的一種方式，創作過程也是在處理自身的內在材料，

完成的作品則呈現記憶探索與重整的軌跡，《定格的記憶》系列作品紀錄了這段

探索過程中的心靈變化和成長經歷。 

 

 

                                                        
1 Alfred Adler 著，盧娜譯，《你的生命由你決定》，（台北市：人本自然文化事業，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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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年前從教職退休，僥倖考取台師大美術研究所，懷著雀躍的心情進入了藝

術殿堂。然而這段時間卻正是陪伴父親 後數年的時光，隨著父親病情加劇，精

神上的壓力與日俱增，求學的興奮反倒成了自責愧疚的來源，我以論文研究報告

輪廓出這一段時間的生活樣貌和心理狀態，並探索意識的深層部分，期待能以哲

學、心理學的理性分析了解潛意識與人格特質以及作品風格形成之間的連動關

係。 

我以創作作品和論文展開一段心靈探索之旅，記憶的書寫是創作論文的主

題，內容除了紀錄這些年的生活體驗，並導引到童年的點點滴滴，將模糊的回憶

畫面定格，靜心的思考感受，並以視覺性的繪畫形式呈現，「再現」的對象不是

物質，而是思想、情感、記憶和意識。繪畫的過程中以自動性的技法來探勘潛意

識的秘密，再透過論文的理性分析解開呈現在畫面上的線索，除了期待能完整剖

析自己創作風格形成的因素，也希望能透過藝術創作對自己做一個深度的觀看。 

 

本論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  論文的寫作提供我以理性的方式閱讀、分析生命成長的軌跡。表面上

是探尋父母的早年記憶對他們人格所造成的影響，實際上是對自我深層內在的反

省與整理，並以創作作品及論文紀錄這段時間心靈的轉化與成長。 

二、  透過哲學與心理學來探究生命的真相。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

－1939)和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肯定童年經驗對人格塑造的影

響，但是不可逆轉的生命記憶就牢牢的箝制一個人的身心發展和未來的命運嗎？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對時間的闡述說明了時間與記憶都是不確

定的，處於永恆流變與生成之中，當下、過去與未來的同時性給予人們一個重新

 



 3

選擇整理的機會。那麼，對於生命的展望是否能擁有創造性的扭轉能力？個人如

何透過所選擇的事件以想像力詮釋、定義記憶，來達到自我定義的重新建構？ 

三、  深入了解與自身繪畫風格相關的藝術家。找出藝術史中對自己有影響

的藝術家：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1911

－2010)、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1904

－1997）、傑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1955－）等。這些各以不同的藝術形式來展演自己生命經驗和思想情

感的藝術家們如何在我的創作理念和形式上烙印下深刻的痕跡？我剖析他們的

生命歷史和藝術內涵、形式之間的關係，找到他們藉以表現精神、思想的創作手

法，雖然他們所探討的議題與藝術作品的材質、形式各異，但在創作思維與形式

上皆對個人有相當的啟發。  

四、  分析個人作品風格的形成與潛意識之間的關係。就讀研究所期間正值

父親生病與逝世之時，期間奔波忙碌、心力交瘁，精神上備感壓力，每每坐在畫

布前無意識的揮筆塗抹，但是作品完成後的風格卻指向同一個方向，畫布上呈現

出不願意直白說出的思維情感，潛意識中的生命經驗主宰著畫面的形成，希望藉

著本論文的論述分析整理出潛意識對個人繪畫內容和風格的影響。 

五、  論述個人藝術創作的養成背景與形式技巧。個人從非科班出身的興趣

愛好者到進入專門領域的學府中學習，雖然約有 20 年的時間，但當中的過程並

非細工慢磨，逐漸熬成，而是跳躍性地、適性地選擇個人所長恣意揮灑，創作的

驅動力、表現力是來自靈感或是天性使然。論文的研究寫作使我得以探源自己創

作作品風格的形成背景，現代藝術史中各流派的理念觸發、對藝術巨匠們的私淑

景仰，在在刺激個人繪畫創作的表現方式，期待對於自我的繪畫創作表現有明

確、系統化的認識後，便能在感性的創作行動外，也有理性的自我批判與鑑賞的

能力。 

    六、 掌握主題內容和表現形式之間的契合關係。《定格的記憶》為一完整系

列作品，旨在抒發與原生家庭有關的記憶與情感，如何融入各流派的藝術表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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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繪畫技巧來體現記憶的定格和流動狀態為創作思考的 大困難點，技巧不是

問題，問題在以何種技巧和形式風格，準確的掌握住潛意識浮現時的視象與感

受。以潛意識為材料的創作具有相當程度的非理性處理方式，但須透過理性、審

美的選擇形式，主題才能恰當的被表現出來。藝術作品的本質在於「精神內涵」

的揭示，作品的風格技巧只是為了彰顯其內涵，完成一件藝術作品，意味著揭示

一個內在的精神世界，而當藝術作品恰如其分的表現承載的意義和內容時，就不

僅僅是呈現純粹視覺性的美感效果，而是成為具有生命性的藝術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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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藝術創作研究是指以相關的文獻資料、美學觀點和創作的理念、研究方法作

整合及分析，本論文的研究寫作中偏重於以影響個人創作思維有關的哲學、精神

分析心理學、西洋美術史和美學理論為基礎，提出與本系列作品中「記憶」、「潛

意識」有關的理論來作為創作的理論依據。 

理論的思考是基於藝術創作的事後反省，本論文從分析個人創作作品與藝術

創作理念的對應關係，分別就文獻分析法、風格分析法、心理分析法三方面來進

行探討： 

 

一、文獻分析法 

「記憶」為本篇研究論文和創作作品的主題，對於記憶的理解可分為哲學和

心理學兩方面： 

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提出時間觀念新解，其哲學理論建立在對時間非理性的

闡釋，時間不是線性的發展，無法以空間分割，真正的時間是綿延，只存在於記

憶之中，存在於我們的體驗、情緒和意識之中。《物質與記憶》一書中描繪意識

的連續具有綿延的形式，自我在回憶時把以前狀態和現有狀態構成一個有機整

體，彼此滲透。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這本書中提倡直覺，貶低理性，認

為科學和理性只能把握相對的運動和實在的表象，只有通過直覺才能體驗和把握

到生命存在的「綿延」。直覺的產生同記憶有關，記憶不同於感覺，不同於機械

重複，是一種生命自發的活動，是我們原始的生命經驗、歷史經驗的自動保存，

只有透過直覺才能體現記憶和掌握生命的本質，也才能持續性地實現著生命中無

限的創造與生成。《創造進化論》中體認宇宙的真實就是綿延，而綿延的本質就

是「生命衝動」(elan vital)，這是一種普遍的宇宙生命無限的創造力，此書標示

了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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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和榮格把記憶分成「意識」與「潛意識」，而大部分不被察覺的潛

意識形成其壓抑理論的重要基礎，這些無法意識到的記憶影響成年時的感覺與行

為，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舉出許多軼事、範例作說明。《日常生活的

精神病理學》一書，力圖從有關人類的遺忘心理、回憶與遮蔽現象、誤碼的形成、

記憶中的印象，深入剖析導致心理病症的形成因素。佛洛依德在《夢的解析》、《達

文西對童年的回憶》書中說明夢是失去的記憶再度展現，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橋

樑，也就是被我們人類的防衛機制所壓抑到潛意識中的事物，這些事物並不會憑

空消失，卻會在夢境中輾轉表露出來。為何人們會強迫性地重複引發令自身痛苦

的經驗？在《超越快樂原則》一書中，佛洛伊德否定了一般人所說的「趨樂避苦」

的快樂原則，而指出人們心靈中朝向快樂原則的強烈傾向之外，存在著另外一種

相反的力量，也就是朝向不快樂經驗的動力。 

榮格在《人及其象徵》一書中對潛意識的分析上提出與佛洛伊德不同的見

解，他不認為潛意識是個人意識的壓抑產物，反而是先於意識而存在的，人類進

化過程中的智慧經驗儲存在集體潛意識中，藝術家從集體潛意識中凸顯原型

（Archetypes）形象，成為他創作的來源。在《榮格心靈地圖》一書中陳述榮格

發展出集體無意識、本我與同時性的概念，人類在心靈探索的道路上進行人格整

合，以成就生命的全體，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也必須透過此過程的完成才能夠彰顯。 

 

二、風格分析法 

所有的創作者無不希望能找到一個辨識度高的個人風格，以個人化的繪畫語

彙建立自我鮮明的特徵，成為創作者藝術生涯的 高目標。但風格的形成和個人

性格、思維、生命歷史、學習養成的經驗有關，系列性的作品更是必須對應主題

的內涵和情感導引的方向。因此，本研究論文就藝術史來爬梳個人創作作品風格

形成的背景因素：自動性書寫、象徵、女性藝術，以及美學理論中對於創作作品

形式、技巧的分析研究，以來自藝術史的創作形式與技巧的運用形成《定格的記

憶》系列作品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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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動性書寫 

柏格森認為理性只能認識外表，唯有非理性的直覺才能認清本質；佛洛伊德

強調自由聯想能夠釋放出潛意識的內涵，這兩者說法刺激超現實主義「自動性書

寫」的產生，超現實主義者藉由「自動性書寫」的無意識狀態進入潛意識的領域，

尋找比現實更為真實的意象。《定格的記憶》以記憶、潛意識為作品材料，潛意

識是意識和理性無法覺知的，只有藉著「自動性書寫」的方式觸發誘捕，使創作

作品留下意識流動的痕跡、模糊的符號和象徵的意涵。 

2. 象徵 

    象徵源自潛意識，象徵與圖像、符號的結合觸發豐富的聯想，也是個人意識

和集體潛意識的表露。因此，對於完成後的作品解讀其象徵意義，同時也是自我

潛意識的探索。佛洛依德認為潛意識是模糊矇矓、非理性的，它只能以「象徵」

的方式出現在夢、幻想、神話、精神異常者的症狀或正常人的語誤、筆誤中；然

榮格認為潛意識是先於意識而存在的，即是「原型」或稱「原始影像」，「原型」

具有象徵的內涵，是集體無意識的內容，榮格認為它是出現在人類夢境與幻想中

的所有意象，這些意象可能也會出現在宗教或神話的故事之中。榮格的象徵主義

主要以集體無意識為基底，透過夢、神話、原型所表達的，把自然能量轉化為文

化與精神形式的表達。 

   3. 女性藝術 

    以女性的身分從事藝術，不同於男性立場，其作品成為女性的自我發聲，為

表達女性自身情感思想、自我觀看和自我的認同，其作品形式多半為女性形象或

選擇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媒材表現。女性畫家對於身為女性而從事創作的行為，並

非只是在創作中挑戰父權思維，女性主義的藝術特徵在創作者的意識形態上，只

有當創作者以「女性意識」為創作意識前提時，這樣的藝術才稱之為「女性主義

的藝術」。個人為擁有經濟能力和在職場中具有社會身分的現代女性，我以女性

身分創作作品，並非大聲疾呼解構父權制度，而只是表達女性在承擔天職、社會

責任、傳統教條下的驕傲、自抑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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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作品形式分析 

    當藝術家從事藝術創作時，藝術史的滋養、理念的傳達、情感、潛意識的釋

放是同步運作的，再藉著創作的形式與技巧做綜合整理，交融孕育，產出藝術作

品。《定格的記憶》作品形式與技巧的運用存乎非理性的直覺，但是論文的寫作

則必須從理性的分析研究著手，本論文著眼於形式分析、材質運用、筆法與痕跡

三方面來探討個人作品風格形成的形式要素和技巧手段。藝術作品的內容與形式

是相輔相成的，兩者精準的契合使創作者能充分傳達藝術理念，藝術品也能展現

美感與張力，我以理性方式分析非理性創作作品的形式要素，作品形式的表現是

為了完整地體現《定格的記憶》的主題內容。  

 

  三、心理分析法： 

    心理學家都認為早期經驗對人格的影響甚大，尤其是嬰幼兒時期，其教育方

式是個體形成人格的原型，形成一個人認識世界、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的視框，

解決方法為探索早期記憶，了解其形成的因素，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把潛意識

中的問題提取到意識中，做一個平衡的處理。 

    藝術是潛意識願望的昇華，其目的在於讓潛意識願望在藝術活動中得到象徵

性的滿足，故藝術創作也是在處理自我內在的問題，為自我的心理輔導。《夢的

解析》一書認為人們真正的思想是隱藏在潛意識及夢裡，所以要了解一個人，就

必須先闡釋其夢境，或是分析其藝術作品的形式。佛洛伊德和榮格對於藝術形式

的探索， 終目的也在於想藉此瞭解人的心智功能，透過作品發出的潛意識語言

進行詮釋，了解創作形式和風格形成背後的心理因素。 

    佛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和傳記研究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達文西性心理

發展過程，推論他藝術活動的心理起源，他用心理分析解讀蒙娜麗莎令人難忘的

微笑，藉達文西幼年被禿鷲攻擊的回憶來印證達文西對母親的依戀，達文西將自

己內在心靈的隱密顯現在蒙娜麗莎這位女性的形象上。 

    藝術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治療的過程，被壓抑的潛意識透過形象加以釋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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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形象的呈現、聯想，讓潛意識提昇到意識層面得以理解和統整。藝術行動提供

一個管道，讓創作者的情緒得到渲洩，達到心理治療的效果，即佛洛伊德所謂的

昇華。藝術的泉源也是藏在潛意識和夢裡，一般人只能在夢中與之接近，而藝術

家卻能藉著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自由出入於潛意識中，以直覺與之相應。 

    父親生命中的 後數年，我南北往返探視，也日日電話請安，一方面對於獨

居南部的年邁父母感到不捨，再者又為父親的不肯配合醫療以及父母間相處狀況

感到氣餒挫折，直到父親過世後，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專注精神在學習和創

作上。本論文的寫作研究也協助我清理內在情緒，直面生命成長過程，釐清自我

人格形成的種種潛因。 

    佛洛伊德和榮格對人格結構和潛意識的深層探討，使人面對人性的真實，本

研究以創作作品進行潛意識的解放，並以精神分析心理學來探討人格形成因素，

期待藉由對己、對人的完整認識，能得到「個體化」的實現。 

 

 

本創作研究範圍限定如下： 

    一、 時間範圍：本創作論文所研究的時間範圍限於2014－2016年，為個人

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西畫創作組期間，在這段期間所作的創

作實踐。 

    二、 內容範圍：內容以「記憶」為主軸，回溯自己與父母的早年記憶，探

討記憶對個人人格的影響，藉由哲學和精神分析心理學的文獻探討來分析個人創

作的潛在動機，並藉著藝術史中的自動性書寫、象徵、女性藝術的研究來分析個

人創作理念和風格來源的背景。 

    三、 創作範圍：從形式分析、材質運用、筆法與痕跡三方面來闡述作品的

創作形式，形式的表現是為了完整地實踐創作理念，把《定格的記憶》的主題具

體化呈現，並且形成自己創作作品的個人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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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寫的內容與主要架構共分六個章節： 

    「緒論」：闡釋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圍。第一章 :「記

憶的定格與流動」。哲學家柏格森認為記憶就是意識的綿延，精神分析學家佛洛

伊德與榮格將記憶分為意識與潛意識，記憶的追溯便產生了「定格」與「流動」

的狀態。第二章：「記憶的風格引用」。分別就自動性書寫、象徵符號、女性藝術

來研究個人選擇何種藝術風格成為表現記憶的手段，並探源藝術史上的藝術流派

和藝術家對自己創作方式的影響。第三章 :「記憶的表現形式」。從形式分析、

材質運用、筆法與痕跡三方面進行創作形式的探討，這些創作技法也是形成作品

風格的重要原因。「結論」：整合創作作品形式與創作理念之間的互動關係，作品

與論文的完成也是一個人格階段性的成長。 

 

    透過哲學、心理學、藝術史、美學原則分析現階段的作品風格和內涵，其實

也是對記憶和人格的梳理重整，藝術是潛意識的昇華，潛意識中的願望在藝術行

動中得以明白彰顯，獲得紓解，除此以外，也期待藉由作品的形式與內涵的探討

能找到未來創作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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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記憶的定格與流動 

 

 

第一節   記憶說    

 

   一、柏格森的記憶說 

    二十世紀初法國哲學家亨利·柏克森提出新的、非理性的方式來闡釋時間，

否定絕對的時間觀，認為物理的、數學的、量化的時間連續序列，只是人們為了

計算的方便而提出的空間化的形式，而「時間」與「空間」是絕對無法相互比較

的，自然科學只能論及「空間」物質，但它們卻無法從「經驗之連續」的意義上

來討論「時間」，於是他提出「綿延」的時間觀為其哲學的基本概念。「綿延」，

法語是“la duree”，意為延續、持久。真正的時間是非物質、非線性發展，是

一種連續不斷的流程，是一種綿延，綿延使時間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綿延說」和記憶理論有著密切的關聯，時間裡的沉澱物累積成記憶，記憶

之流把過去流淌到現在，也流入未來，未來是現在的繼續，而不是對立，而把綿

延過程統一起來的關鍵正是記憶。《物質與記憶》一書中說：  

 

我們的知覺無疑的和記憶密切相關，記憶只有通過將某種知覺借用 

為其實體，才能變為切實的記憶，知覺與回憶這兩件事實經常互相 

滲透。記憶是物質與精神的交叉點，它把物質和精神統一起來，它 

本身並不屬於物質。但是在意識活動中，純粹的感知和純粹的記憶 

        不斷相互滲合，致使人們不能分清它們的不同作用。2 

 

                                                        
2 Henri Bergson 著，姚晶晶譯，《物質與記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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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回憶滲透形成記憶，「純粹記憶」
3
便是潛意識，「純粹記憶」並非儲

存在大腦裡，而是儲存在綿延中，是一種生命自發的、富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活動，

我們原始的生命經驗、歷史經驗的自動保存，它記載著綿延的每一個瞬間，綿延

尤其是在記憶中表現出來﹐因為在記憶中過去殘留於現在。「我擁有記憶，它將

過去的事物傳輸到當前，我的心理狀態在時間的道路上前行，持續不斷的累積著

綿延，不斷的膨脹，——不停滾動自身，好像在雪地上滾雪球。」
4
記憶把過去

的意識包含在現在的意識之中，生命的經驗在意識的整體中互相融合而自動儲存

下來，因此人們得以召喚記憶，使過去作用於現在和未來，從過去的觀照反省中

看到現在的自己，甚至替未來開啟新的可能性。 

「直覺」（Intuitive）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關鍵，就是對物象所產生的一種精神

共感。柏格森說：「記憶與知覺是不可分的，記憶將過去引入現在，將眾多綿延

的瞬間壓縮成單一的直覺，通過雙重運作迫使我們實際上在我們自身裡知覺物

質。」
5
柏格森對直覺的論述是以他的綿延和記憶的理論為前提的。保存在我們

記憶裡的歷史經驗和當前的知覺彼此渲染， 後記憶中的歷史經驗、知覺、意識

縮約成一個簡單的直覺，只有直覺能夠理解過去與未來的這種融合，才能把握時

間的無數個瞬間，產生了對事物的完整意識。理性的分析只是對事物的外在認

識，只有直覺是體認世界的唯一方法，綿延是無法以理究竟，但可以直覺體驗。

直覺是與理智程序相反的一種精神洞觀，不是探析事物固定的恆常性，而是專注

於世界持續的變化性，柏格森以直覺來輔助理智，並非是全然反對理性，直覺超

越推理分析與語言文字，而直接掌握內在的綿延。 

柏格森強調意識是綿延，是內在生命連續不斷變化的狀態，只有透過直覺才

能滲入自我，深層意識作用複雜多樣而且交織穿透，如被「帷幕」所遮蔽，不易

為人察覺，唯有透過「內省」（introspection）才能感覺到這種「綿延」；唯有專
                                                        
3 伯格森認為記憶是「過去意象的倖存」（the survival of images），可化分為二：（一）身體記憶，又名習慣

記憶（habit memory）；（二）純粹記憶，泛指無意識中的記憶（pure memory）。習慣記憶是機械的重複，純

粹記憶是自發性的，富想像力和創造力。見於 蔡振興著，〈劍羚與秧雞中的童年記憶〉蔡淑慧、劉鳳芯主

編，《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台北：書林，2012），55。 
4 Henri Bergson 著，高修娟譯，《創造進化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8。 
5 Henri Bergson 著，姚晶晶譯，《物質與記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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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自己的「意識」（consciousness），才能體驗到完整的人類經驗，柏格森認為

人應以直覺去洞見「深層自我」
6
之動態變化，唯有直覺才能了解生命真正的本

質。這種直覺是一種本能，人人皆有，非理性亦非衝動，是一種感應的方法，通

過想像把自己投入到對象之內，使自己和對象完全交融，而達到物我相忘，與萬

物合而為一。 

因此與科學不同的，哲學的任務就是恢復知覺中的記憶因素，把知覺還原為

直覺，從而真正地把握宇宙萬物，乃至內在精神世界的真正奧秘，在綿延的時間

中照見宇宙萬物的整體本質。柏格森的理論被視為現代西方社會思潮從理性主義

走向非理性主義的轉折點，他的哲學被稱為「生命哲學」。 

二十世紀初期，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在法國大為盛行，形成「柏格森熱潮」，

自然不排除對同一時期的西方現代繪畫也造成影響，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

－1954）在 1908 年發表一篇重要的畫論〈一個畫家的筆記〉（Note d'un peintre），

文中便很明確地使用柏格森「綿延」的觀點來批判印象主義風格為「一幅急就的

風景畫只能代表綿延的一瞬間」，他提出了「感覺的凝聚」
7
相對詞彙，他說：「我

意欲達到一種感覺的凝聚狀態，並由它來構成繪畫。也許我會暫時滿意於一件一

揮而就的作品，但是，我很快的便對它感到厭煩，因而，我寧可將它重新畫過，

直到後來，我能夠認可它代表我的心靈狀態。」
8
也就是馬諦斯將原本紀錄短暫

印象的作品不斷地重新畫過，直到他認為感覺可以深刻地凝聚為止，於是，他以

厚重的輪廓線和濃密飽和的色彩凝聚來詮釋綿延的連續性與持久性。馬諦斯的理

論奠基於「藝術直覺」的強調，他說：「對我而言，我在畫面上使用的色調並沒

有事先的思考，我常發現自己被色調迷住了，它牽動我的表現或使我停下筆來，

                                                        
6 柏格森認為人對自我的認識也分為「表層自我」和「深層自我」，一般人以「表層自我」為自我，其實 

這只是表象。 
7「感覺的凝聚」意即：在時間之流中直覺到一個綿密的感覺，除了不讓它瞬間消逝外，還要將它深刻的 

印記在心，有如各個瞬間印象之累積與沉澱般予以「凝聚」。   
8
  尤昭良著，《創造與變現》(新北市：暖暖書屋，20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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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憑著一種直覺去挖掘顏色的特性。」
9
馬諦斯對色彩的選擇並不依賴科學

理論，全憑他對事物的觀察和自身的經驗，也就是直覺。 

    立體派畫家葛列茲(Albert Gleizes﹐1881－1953)在 1957 年的《回憶》一書中

說，他為了試驗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一書中所述的：「自我綿延裡的諸多記

憶影像，可經由直覺加以回復」的論述，特別以記憶製作〈奈哈肖像〉(Portrait de 

Jacques Nayral)（圖 1）這幅畫，他並不直接寫生，他以記憶再現當時場景以及模

特兒的動作形體，再以直覺導入層疊交織的繪畫元素，呈現人物與背景交融互動

的整體感。
10
  

 

（圖 1）葛列茲，〈奈哈肖像〉Portrait of Jacques Nayral﹐1911﹐油畫畫布，161.9 ×114 cm. 

                

因此，藝術創作即是通過對自身意識狀態的反省， 終藉主體當下對於綿延

的體悟來描述綿延的本質，這種對自身意識狀態的直覺只能依靠自己完成。直覺

                                                        
9 此段文字出自〈一個畫家的筆記〉。見於 Herschel B. Chipp 著，余姍姍譯，《現代藝術理論》（台北：:遠流， 
 2004），198。   
10 Gleizes and Metzinger﹐Cubism in Chipp﹐p﹐210﹒“Today paintaing in oils allows us to express notions of 
depth﹐density﹐and duration supposed to be inexpressible﹐and incites us to expresent﹐in terms of a complex 
rhythm﹐a veritable fusion of objects﹐within a limited space﹒” 關於這件事情的記載見於 尤昭良著，《創造

與變現》(新北市：暖暖書屋，201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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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藝術的特徵，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就在於他的創作活動需要衝動，通過

直覺使長期被壓抑的意識湧動。高更就曾說過：「我愈年老，我更堅持通過文學

以外的東西來傳達我的思想。在『直覺』這一詞裡是一切。」
11
  

    生命的本質是活潑潑、自由無拘的，整個世界和自我一樣都在不停的變化與

創造中，柏格森說：「如果生命是一種純意識，更進一步地說，如果生命是一種

超意識，那它就會是一種純粹的創造活動。……生命進化確實就像我們說明的那

樣，延續了一種生命衝動。」
12
生命與世界的變化即是創造，即是綿延。真正的

綿延只存在於有機生命界，綿延是一種創造和進化，是一種心智的不斷湧現，宇

宙中的生成變異、萬事萬物的消長、甚至是我們 深層的內在意識、記憶、情感、

慾望，也都處在變動不居之中。柏格森對「記憶」的闡釋超出了自然科學式的理

解，即是生命哲學，柏格森強調哲學研究的是宇宙的本質、真正的實在，這是一

種生生不息、不斷變化的「綿延」、「生命之流」，因此理性、科學的認識是不能

透徹宇宙的真相，只有透過神秘的、內在體驗的直覺方可把握。柏格森的生命哲

學與他的直覺主義是密切相關的，他的生命哲學為直覺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而

他的直覺主義又為他的生命哲學提供了方法。 

 

 

   二、佛洛伊德與榮格的記憶說   

    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解釋人類心智運作 主要的理

論。叔本華和尼采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
13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為佛洛伊德

主義提供了非理性主義哲學和心理學的主要理論基礎，以「潛意識」為基礎的人

格學說是佛洛伊德學說的核心。 

                                                        
11 引自 余秋雨著，《藝術創造論》（台北：天下遠見，2006），152。 
12 Henri Bergson 著，高修娟譯，《創造進化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251。 
13 叔本華指出，意志是真實的自我，統率知覺、記憶、想象、判斷和推理，人的思想、理性應當服從神秘

的、無從解釋的意志。「唯意志論」用意志解釋宇宙萬物，完全否定理性思維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尼采繼承

了叔本華的唯意志論，認為人的感覺、思維等都不過是意志的表現，人的一切行動都受意志的主宰。以叔

本華和尼采為代表的唯意志論，其非理性主義的傾向對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流行於德、法等國的生命哲

學和歷史哲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覺主義，以及存在主義和實用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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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洛伊德指出人格可分成三個層次，即「意識」（consciousness）、「前意識」

（preconsciousness）及「潛意識」（unconsciousness），他並提出人格結構中的本

我、自我和超我來解釋以上三個層次。意識在人腦中清晰地存在可以被清楚的認

識；隱藏得較深，但可被意識召喚的是前意識；前意識是人類記憶與遺忘之間的

閘門，透過回憶而得知過去生命的經歷；潛意識是藏量無限的記憶庫，人的一生

記憶鉅細靡遺地全部儲存於此，有如埋藏在水面之下的冰山。 

    人們會主動壓抑不愉快的訊息，當本我與超我之間發生了衝突，我們會利用

投射、合理化、壓抑、否認等防禦機制來保護自己，這些被強行驅逐、壓抑的記

憶則潛入了意識的 底層，佛洛伊德將其命名爲「潛意識」。潛意識是完全無法

被意識所控制的，不遵從理性，不考慮現實，僅服從快樂原則，而意識則是以現

實原則為指導，抵制和壓抑著不考慮現實的潛意識，然而受到壓抑的潛意識卻支

配著心靈運作和行為模式。例如：無法解釋的焦慮、違反理性的慾望、超越常情

的恐懼、無法控制的強迫性衝動、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無意識錯誤，佛洛伊德認為

都是潛意識願望在暗中作祟的結果。 

潛意識概念是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的基石，初期被視為能量的儲存所，並與

原欲結合起來；而後期著作中潛意識被視為無邏輯、無時間、非理性的原發精神

過程，構成他的人格理論。他的潛意識概念被推廣用之於神話、文學、藝術、社

會學中，如：超現實主義
14
的繪畫、勞倫斯

15
的小說、希區考克

16
的電影、馬勒

17
的

音樂……，佛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發現在二十世紀的藝術領域裡產生重大的影響。 

                                                        
14 超現實主義的形成受到佛洛伊德「潛意識」的影響，他們都認為潛意識中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主張

透過作品將夢的世界和潛意識的世界呈現出來，作品中常將不相干的事物並列在一起，充滿了奇幻、詭異、

夢境般的情景，構成了一個超越現實的幻象。 
15 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為 20 世紀英國作家。他在作品裡堅持不懈地

描述日常生活中無休止的心靈抗爭，著力表現被潛意識所驅動的非理性的自我，並追溯到個人的童年期。 
16 亞佛烈德·希區考克爵士（Sir Alfred Hitchcock，1899－1980）是一位世界聞名的英國國籍和美國國籍電

影導演，他尤其擅長拍攝驚悚懸疑片。《愛德華大夫》（Spellbound）是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構思出來的電影，

如：戀母情結、夢境原理，希區考克將自己的電影與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做了完美的結合。 
17 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為奧地利作曲家、指揮家。他是 19 世紀德奧傳統和 20 世

紀早期的現代主義音樂之間承先啟後的橋梁。馬勒之後，十二音和無調性音樂等先鋒理念崛起，傳統調性

音樂的輝煌時代走向終結。他曾因婚姻觸礁接受佛洛伊德的心理治療，作品中除了表現出對美好事物的憧

憬，另方面又流露出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嘲諷。在他的音樂中常常出現一些怪誕的、痙攣的節奏，尖銳的、

喊叫般的音響和不協調的音程等等，反映了他在黑暗現實面前的痛苦心理，他也可能是西洋音樂史上，第

一位把內心掙扎的潛意識寫進交響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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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提出「本能論」（instinctive theory）
18
的見解，強調了童年經驗對於

人格成長的養成有著重大深刻的影響，指出早期經驗決定我們思考、感情以及意

志的心智過程，即使是我們在意識上不記得這類經驗。他認為幾乎所有的病症全

起因於人的心靈創傷，精神病之所以會發作，往往是由於某種記憶的反覆重現，

人有重複歷史的衝動，我們會因童年曾經歷的深刻體驗，以致於潛意識地在行為

上「重複歷史─童年經驗」，佛洛伊德因此追溯到了人類不願正視的性意識。他

認為要治療任何一種現存的精神創傷，都必須先追尋出那個可能發生於多年前的

原始創傷，唯有勇敢正視，將它提取到意識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將記憶糾正。心

理療法的目的，就是希望從神經性的症狀追溯出潛意識源頭，讓這些源頭接受成

熟理性的批判，藉此消弭其強迫性力量。  

除了心理治療之外，潛意識 理想的轉移形式是被佛洛伊德稱為「昇華」 

(Sublimation)
19
的過程。佛洛伊德認為藝術是原欲的昇華，藝術創作乃是釋放被現

實原則壓抑的非理性的原始驅力，使潛意識願望在藝術活動中得到象徵性的滿

足，達到享樂與現實二原則之間的妥協。而佛洛伊德認為藝術家擁有天賦，較一

般人更容易觸及其潛意識中的兒時經驗。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分析了潛意識的表象——夢，夢是那些隱蔽

躲藏、無法釋懷的人生挫折，這些令生命承受過折磨的記憶經過意識的壓抑，只

有在夢中輾轉呈現。佛洛伊德說：「夢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現象——是欲求的滿足，

是高度複雜的心靈活動的產物。」
20
簡言之，夢是被壓抑的記憶，夢的本質是「潛

意識中被潛抑的」的欲求「偽裝的」滿足。在《夢的解析》中，佛洛伊德作出結

論：作夢的心理活動和日常生活的規律基本上是相似的。這就是說，不管是作夢

的時候，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潛意識活動為基礎，潛意識除了在

                                                        
18 1920 年，佛洛依德著作了《超越享樂》(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本能論」（instinctive theory），

是人格動力學理論的基礎，認為人具有兩種本能：生之本能、死之本能。這兩種作用相反的力量構成人行

為的原動力。佛洛依德對於本能的看法，提出了新見解，認為本能不只是生物的，還包括了早期經驗的沈

澱物——由此佛洛依德強調了童年對於人格成長的深刻影響。 
19 「昇華」 (Sublimation)是一個由佛洛伊德發明的術語，他指出：性慾能量可以轉化為具有較高的文化或

有益社會的驅動力，例如藝術或發明創造。精神分析學家也指出，昇華是唯一真正成功的防禦機制。 
20 Sigmund Freud 著，孫名之譯，《夢的解析》（台北：左岸文化，2014），182。 

 



 18

夢中呈現之外，還將夢的隱喻轉化成意識可以接受的形式來影響日常生活中的思

想與行為。 

    任何事件的潛意識層面均可能透過夢向我們展露，佛洛依德認為真正思想是

隱藏在潛意識及夢裡，夢並非是偶發現象，而是與意識的思維和問題相關連，所

以要了解一個人，就必須先解析他的夢，夢是潛意識的化妝呈現，夢與潛意識顯

現出來的是象徵性的圖像。榮格也強調檢視夢的重要性，他的結論是：「夢是研

究人類象徵機能 豐富而普遍的活水源頭」。
21
事件的潛意識面在夢中向我們顯

現，但顯現出來的並非理性的思考，而是象徵的圖象（symbolicimages），夢及象

徵性圖象本身是一個事實，可經自我（ego）的意識作用，賦予潛意識圖象視覺

化形式（visibleform）與意義。 

    我在作品〈漂浮的夢〉（圖 2）和〈夢中的飛翔〉（圖 3）的夢境中探索潛意

識。〈漂浮的夢〉中記述在看似安靜卻不平靜的夜裡，流動記憶有如漩渦一般，

簡單勾勒的人體和家屋在浮動的漩渦中重疊著，形體雖重疊但各自孤獨，被召喚

的童年記憶不太明確的游移著。〈夢中的飛翔〉中營造不合理的空間結構，現實

與虛幻並置著，被淘空的兒童形體踩在堅實的階梯上，堅實的階梯並不通往任何

方向，只有飛翔的風車冉冉上升，飛向自由的天空。 

 

                                                        
21 Carl GustavJung 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新北市：立緒，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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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李碧華，〈漂浮的夢〉2014，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 91.0cm.  

 

  

       （圖 3）李碧華，〈夢中的飛翔〉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45.5× 1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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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的恐懼〉（圖 4）則透露一段早年經驗，兒時眷村宿舍旁約一坪多的小

小畸零地被闢建為一個狹長的窄房，只能擠進一床一桌，書桌正背對著走道，我

就坐在這兒寫功課、看書，傍晚時分還可就近聞到暖呼呼的飯菜香，然而當父母

的爭執聲從廚房裡傳來，暴怒的父親焦躁的來回走動著，巨大的恐懼就在背後，

但是我不敢回頭。 

〈寂寞的夜晚〉（圖 5）則體現深夜裡在狹小的房間中讀書的不安，夜深人

靜的夜晚，許多蟄伏的恐懼、擔憂、幻想開始不安分的躁動著，伺機破門而入，

獨坐在書桌前的我總要花好一段時間與之對抗。 

 

 
         （圖 4）李碧華，〈背後的恐懼〉2014，壓克力顏料、畫布，130.0× 9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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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李碧華，〈寂寞的夜晚〉2014，壓克力顏料、畫布，130.0× 97.0cm. 

 

佛洛伊德指出，精神分析治療的任務是使病態的潛意識的東西都成為意識 

，
22
其中影像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它將受抑制的隱藏訊息由潛意識傳遞至意識層

次，影像是深入精神層面 秘密 壓抑處的一條通路。（圖 2、3、4、5）這幾件

夢境探索的作品帶有潛意識的象徵，為影像式的處理，與其他作品不同之處是先

行在草稿上操作，雖是以自動性的書寫開始，然而在反覆的造形推敲後，呈現的

是密閉的劇場式空間，帶有超現實感。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發現夢的表面圖像看起來是時空錯亂、拼湊雜燴、

意義混亂的，然而經由精神分析，可以看到其實夢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意義且互相

關聯的。我在畫中呈現夢的視象，被壓抑在潛意識中的恐懼、焦慮在夢中釋放，

因此夢境的圖象總是帶著神秘和令人不悅的壓迫感。 

                                                        
22 Sigmund Freud 著，宋廣文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胡桃木文化，200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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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潛意識是早年記憶的隱藏的說法，也見於佛洛伊德的學生——榮格，他

對潛意識有更深入的探討。榮格是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他在讀過佛洛伊

德的《夢的解析》一書後，大讚自己的「壓抑機制｣理論與之殊途同歸。然而卻

在 1912 年發表〈原慾之變形及象徵〉一文重新審定潛意識的定義，自此告別佛

洛伊德而創立了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  

    他 將 人 的 心 靈 分 為 「 意 識 」 (conscious) 、「 個 人 潛 意 識 」 (personal 

unconsciousness)和「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三個部分，有意識的自

我是來自可察覺的連續性的記憶，但支配人的行為思想的卻是潛意識。個人潛意

識相當於佛洛伊德的前意識，可以進入意識的領域，包括一切被遺忘的記憶、知

覺和被壓抑的經驗，以及夢和幻想等。而集體潛意識是榮格理論中與佛洛伊德

大的不同點，佛洛伊德認為潛意識是壓抑的童年創傷經驗，一種從意識中被切斷

的記憶，直指被扼殺了的原欲。榮格基本上是同意佛洛伊德有關個人潛意識、性

本能與象徵的說法，但榮格的「力比多」
23(libido)並非只是本能的「伊底帕斯情

結」
24
(Oedipus complex)，在榮格看來，力必多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生命力，涵

蓋了創造、競爭、自我實現等慾望。榮格與佛洛伊德在力必多的研究一開始便不

一樣，佛洛伊德從生物本能方面研究，而榮格對力必多的說法則是一種社會心理

學的研究。榮格進一步提出潛意識不完全是個人潛意識或性本能，而是包括來自

更深層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集體經驗的「種族記憶」。集體潛意識由人的本

能和原型組合而成，所以剛出生的嬰兒並非是一張白紙，而是具有傳承自祖先的

精神遺產，就像我們將個人經驗儲存到個人潛意識中，人類也會將自遠古以來人

類的集體經驗儲存到集體潛意識中，代代相傳。集體潛意識是祖先經驗的儲藏

庫，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說不只將人格與童年經驗做連結，

還與整個物種的歷史記憶做連結。 
                                                        
23佛洛伊德將性欲、性衝動、或性驅力稱為「力必多」(libido)。佛洛伊德在《性學三論》一書中首次提出

力必多概念，他把力必多看成是與性本能有關係的潛在能量，是性慾、性衝動的同義詞，是人們一切心理

活動的動力。 
24佛洛伊德認為：到了三至五歲這個階段，兒童便會首度出現性欲對象，男孩把性的願望集中到母親身上，

並產生視父親為情敵的敵對衝動，女孩也會採取類似的態度。這種意欲親近並獨佔異性父母、同時妒恨同

性父母的情形，在男孩身上稱為「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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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著眼於病態的人格，認為人格為童年經驗決定，後天的創傷性記憶

伴隨個體的一生，潛意識中不被允許的本能慾望是自我要征服的對象。而榮格不

贊同佛洛伊德的泛性論，將力比多理解為生命力，這樣，潛意識領域不只是蘊藏

本能衝動，同時包含了人類精神中的創造力和生命活動力的廣闊領域。也就是

說，佛洛伊德習慣於用先天的本能衝動、創傷性記憶解釋人們現在的行為；而榮

格則主張人的行為兼受過去和未來的雙重影響。榮格的理論：人類會趨使自己的

能力得到實現，「個體化」（individuation）
25
的歷程是一種自發性的驅力，其目的

是為了整合內在心靈的矛盾，促使個體的人格獲得更大的完整性。不論是個人潛

意識或集體潛意識，榮格認為唯有讓自我融入創造性的、不確定的路徑之中努力

去積極想像，才有可能踏上精采的「發現之旅」來與自己的潛意識相遇。 

佛洛伊德過度理性，而榮格更專注於神話與宗教，他自承是個直覺主義者而

非理性主義者。原欲與原型都是人格中的根本動力，榮格把原欲看作普通的生命

力，原型是心靈象徵與模式的主要來源，它會吸引能量、賦予結構， 終創造了

文明。原型的象徵提供了潛能與本質的線索，來自於人類積累起來的集體經驗，

潛意識是心靈的寶庫，能為我們帶來啟示，彷彿是一種召喚，引導人去實現他完

整的人格，達到充分的自性完善和自我實現，成為自在圓滿的整體。 

藝術的本質在於原型的象徵，原型隨著種族的記憶延續，藝術家成為集體無

意識的代言人，意識的「自我」被秘密的潛流沖走， 終，不是歌德創作了《浮

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
26
 

 

 

 

                                                        
25「個體化」（individuation）是榮格理論的核心概念，他認為「個體化」是為了讓「個體」的「自我意識」

(consciousness of ego)獲得更寬廣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即是朝向「自性」(Self)，讓人格獲得更完整的發展過

程，在真實生活中實現心靈與生俱來的潛能。 
26 Carl Gustav Jung 著，馮川譯，《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出版社，1987），143。榮格認為神秘的創造

力來源於潛意識的深處，是人們與生俱來的。而浮士德形象的來源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潛藏在每個德國人

的心中，歌德只是促成了他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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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定格與流動 

 

  一、記憶的定格 

 

佛洛伊德說：回憶的童年視象有如夢景，表現為一幕幕的場景，像一幅幅的

劇照。
27
透過記憶，將自己置於過去的某個場景，類似於將播放的流動電影畫面

「定格」，於是我在流動記憶的視覺意象中擷取美好的畫面：在租來的僅有一床

大通鋪的房間裡，午後醒來偷覷父母蹲坐在門口吃玉米，門外簌簌的冷雨不知下

了多久；冬日裡父母吆喝穿梭著，父親掀開蒸鍋蓋，熱氣騰騰的煙霧瀰漫……。

快樂總與吃有關，父親擅長麵食，經常在廚房裡幹活兒，廚房簡直是美食天

堂……，這數幀溫馨的古老畫面成為我記憶中 珍貴的資產，靜靜地躺在腦海

裡，滋潤著童年的記憶荒原。 

但這些斷簡殘篇的記憶拼貼，實在無能為自己記下詳實優美、有笑有淚的自

傳，說是失憶其實並不正確，但記憶的空洞模糊、思索困難也著實令人困擾。這

種存在但又隱藏不知所蹤的記憶正是佛洛伊德壓抑理論的根源，遺忘是心智創造

出來的「防衛機制」，記憶並未消失，只是躲在某個看不見的角落。應是潛意識

的逃避造成記憶的模糊，模糊的好處是距離感，時間的距離和感知上的距離，彷

彿是記錄在久遠前曾經閱讀過的一本小說，略有記憶的情節和不太明確的喜怒哀

樂。 

父親生病逝世是我生命中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早期記憶的零散失落和近期的

刻骨銘心形成強烈的對比，細膩的情節彷彿還聞得到那濃濃的藥水味。加護病房

裡父親赤裸著上身怒眼圓睜，大聲喝斥圍繞身旁的醫生、護士，病房裡的冷氣一

陣陣襲來……，這一幕深深烙印在心版上而不忍卒睹，伴隨著心痛與自責。 

傳統父權文化下的男人只怕是註定要默默承受著高貴的孤獨，父親經常待在

                                                        
27見於 Sigmund Freud 著，高秋陽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台北:華成圖書，2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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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開著一盞檯燈的房間裡寫些我們從未見過的東西。父喪期間整理遺物，得以無

礙的親近他，抽屜裡整整齊齊的放著數疊未寄出的給大陸兄長的家書，工整的字

跡記載著他長年不被了解的委屈和脆弱，我惘然不曾如此了解父親。 

成長經歷中父親、母親的心理經驗缺席、不在場，也造成我個人寂寞、被遺

棄的孤兒特質，畏縮害怕的自閉心態需要用數十年時間漸漸克服，其中也不免有

些怨懟。 

父親辭世後，弟弟和我從親友處探詢，拼貼重組他們不曾提起的早年記憶，

年幼時的父親因兄長爭奪家產而被拋棄，隨著政府來台，自此不相信任何人；母

親自幼失恃，還需照護二娘、三娘所生的弟妹群……。原來父母也同樣有著被棄

絕的童年，家庭的意義崩解，巨大的心理創傷如陰影隨形。心理學家都認為童年

的經驗對人格的形成影響巨大，拉崗在〈鏡子階段作為我之功能的形塑〉
28
一文

中指出鏡像(mirror image)形塑出「我」，雖然這是一種誤認(misrecognition)，但不

可否認，「鏡像階段」
29
乃「我」之功能的形成階段。若把鏡像階段當作是「認同」

的過程來理解，我是多元認同的結果，主體在成長過程中的認同建立在各種不同

的鏡像反射中，生命經驗在自身轉化而建構出「自我」的意識，決定看待自己和

世界的角度。因此，童年的挫折在自我概念上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即使在個體

長大成人後面對自己的婚姻家庭時，又經常矛盾地複製從原生家庭而來的思想、

行為模式，而父親、母親也是如此將各自的創傷記憶投射在婚姻關係中，就這樣

無奈的互相防衛抵制著。 

榮格以「在裡面的小孩」(child within)指稱兒童原型，內在小孩為過去創傷

記憶的投射，是個人防禦機制的起源，是自我的一部份。內在小孩以防衛的姿態

面對創傷，也因此導致長期的精神症狀，治療方式為找出重要的創傷記憶，撫慰

                                                        
28 英文標題為“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這是拉崗單獨討論鏡像的一篇文章。 
29 「鏡像階段」是指嬰孩在六個月大到十八個月時尚未有走路與自行站立的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抱持才

能在鏡中看到自己的影像，這時候他還不能在鏡像中區分己身與母親和其它對象，嬰兒是把自我與他人混

淆起來的。這個時期是每個人自我認同初步形成的時期，其重要性在於揭示了：自我就是他者，是一個想

像的、期望的、異化的、扭曲的與被誤認了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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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幫助內在小孩長大。電影〈心靈捕手〉
30
中的主角威爾因為內在自我的疏離與

恐懼，建構了強烈的心理防衛機制，他的心理醫生提及威爾時說：「他為何躲避？

為何不信任人？因為他被應該愛他的人遺棄。」對於一個有孤兒情結
31
的人來說，

往往因害怕忽視、害怕背棄而採取自我隔離，拒絕親密關係，拒絕讓別人走進內

心世界，父親、母親間無法信任其實來自早年經驗中被摯愛的家人所棄絕的傷痛。 

我剖析詮釋父母的成長經驗，對照自己，生命以相似的結構鏈結著，我輾轉

檢視自我，一個孤獨而健忘的人在父逝後終於艱難的面對自己，希望藉由人格價

值的轉化重新書寫自己生命的意義。 

記憶的「定格」是為了更清楚的面對，得到重建修補的機會。藝術家比一般

人得天獨厚之處在於可以藉著藝術行動提出問題所在，把事件從潛意識提取到意

識中，將本我、自我和超我作回平衡的處理，便可克服這些障礙或問題，淨化內

心深沉的痛楚。如：藝術對於布爾喬亞來說，是尋求自身情感解脫之道，通過等

同於身體的實體雕塑強烈表達內心的仇恨，藝術成為她宣洩情緒的手段。《密室》

系列再現童年噩夢伊始的場所，她綜合運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的各種感知

元素，侵襲著人們所有的感覺器官，創造出一個痛苦恐懼、扭曲混亂的記憶空間。

但是九十年代後期的《蜘蛛》系列成為轉變的代表作，蜘蛛象徵母性堅韌的精神，

與母親關係的和解。布爾喬亞通過回憶與幻想的結合，在創造的藝術空間中修復

著她的傷痛，終於獲得解放，歸於平靜了。 

強迫性的追溯記憶、重返創痛也見於法國的當代藝術家克里斯蒂安･波東斯

基（Christian Boltanski﹐1944－），他以攝影、裝置做為媒材來建構記憶的形式，

童年、記憶、真假難辨的自傳式敘述（如圖 6）、猶太大屠殺是他作品的主要內

                                                        
30《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敘述年輕人威爾·杭汀（Will Hunting）的故事，一個在麻省理工學院擔

任清潔工，卻在高級數學方面有著過人天賦的叛逆天才。在教授西恩·麥奎爾和朋友查克的幫助下，威爾

終把心靈打開，消除了人際隔閡，並找回了自我和愛情。 
31 我們內心的孤兒原型，是由小孩時所經歷的遺棄、背叛、虐待、忽視或幻滅所形成，還包括沒有安全感、

對世界的不信任。見：Carol S﹒Pearson 著，張蘭馨譯，《影響你生命的 12 原型：認識自己與重建生活的新

法則》（台北：生命潛能文化事業，20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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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波東斯基在早期的作品中不斷地重回自身的童年，以「雙重虛假」
32
 的方式

敘述童年的創傷經驗，反映了他想解決某些問題的思考。佛洛依德認為當主體無

法承受巨大的受創經驗時，會以固著方式強迫自己反覆演練，以便進行某種轉

移，
33
波東斯基不斷重回扮演童年的重要時刻，得以從自我修復中達到佛洛伊德

所謂的「昇華」。  

 

 

（圖 6）波東斯基，〈十張波東斯基的肖像照片〉Ten photographic potraits of Christian  

        Boltanski﹐1946－1964。 

 

 在佛洛伊德的記憶理論中，記憶之門必須被打開，過去才得以釋放。記憶

的「定格」不只是感性的緬懷，還具有積極建設的企圖。  

 

   二、記憶的流動 

因為時間的綿延，所以真正的記憶是處在不斷的流動中，「流動」讓記憶產

生了不確定性。我試圖以當下的心智狀態來重譯童年的經驗，綿延的記憶在意識

                                                        
32波東斯基說：「我以一種完全可笑的方式敘述同樣的事，我告訴人們：我向你敘述的是假的，即使事實上

這是真的」。見於 Lynn Gumpert：The many faces of CB，Reconstitution-Christina Boltanski，Londres，The Authors 
and Tustees of the Whitechapel Art Gallery，1990，n.p. 
33 Sigmund Freud 著，宋廣文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胡桃木文化，200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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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潛意識之間來回流動，相互交融滲透，以「定格」凝結意象形成的剎那間，形

塑生命的樣貌，被凝視的早年記憶於是有了新的建構與解讀。年輕時與父親的隔

閡造成「心理上父親的缺席」，卻在父親撒手人寰後因諒解而思念與日俱增，究

竟何者才是真正的缺席？失去父親與擁有父親的定義曖昧難解！童年記憶中冷

漠強悍的父親令人畏怯疏離，直到他走下人生舞台後方才了解其脆弱孤苦，記憶

與存在形象顯然因時空的變異而有不同的闡釋。 

我在畫作〈故事的開始〉（圖 7、9）中回溯父母的生命故事，拼貼的版畫人

物象徵「流動」在生命背景中無以計數的人、事、物，覆蓋著以自動性技法塗抹、

潑濺的顏料而曖昧不清、若隱若現，人物造形的勾勒以父母早年照片（圖 8）為

摹本，然而面目空洞無物，除了暗示記憶的模糊難以辨識外，也是人子無能了解、

寬慰父母的一種告解方式。 

          

 

    （圖 7）李碧華，〈故事的開始〉，2016，壓克力顏料、版畫、畫布，116.5×8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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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父母照片，年代不詳。 

   

    

   （圖 9）李碧華，〈冬日的午後〉，2016，壓克力顏料、版畫、畫布，91.0×72.5cm. 

 



 30

綿延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意識的流動」，即是意識流。記憶的形式、內容因

當下意識的改變而產生不確定性，個人因記憶的定義而衍生的自我認同也自然有

了可塑性。在自傳式的文字書寫中，記憶是以「現在」為中心，現在的自我對過

去自我的詮釋，透過所選擇的事件、角度及想像力的包裝，描繪出自我的形象。

記憶是一種「收集」過去，重新建構生命的故事，作者如何自我定義記憶，解釋

自己的生命故事正反映出作者當下的人格發展。 

    父喪之後，我凝視自身形象，我提取記憶，自我的再現不只是包含過去，還

有現在、甚至未來，經過當下的我篩選、重譯，這種透過現在回溯的記憶有了選

擇與重新建構的機會，於是，我創造了自己。我在綿延中重回當時的體驗感知，

並與父親、母親內在的小孩對話，感同身受他們的創傷經驗，擁抱撫慰，並為原

生家庭中父母的「缺席」找到諒解的理由。 

柏格森說：「對於一個有意識的生命來說，存在在於變化，變化在於成熟，

成熟在於不斷地自我創造。」
34
在綿延的時間裡，過去和現在不斷疊層交織成為

一個有機整體，交融成新的形態復現在意識之中，就這樣我們不斷創造新的自

己。因為時間與意識的流動不止，所以記憶與生命便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個體對

於 自 我 的 定 位 也 有 轉 變 的 契 機 。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家 尼 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同樣也強調人的不確定性和可塑性，他認為人類存在的

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經由我們的計畫不斷地創造自己，這即是人的自我超

越性。 

於是，「不確定狀態」（圖 10、11）便成了我檢視反省自己的感覺形象
35
，德

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所說：「身體並不是作為一個如同對象物般

被再現出來的東西，而是作為一個體驗這樣的感官感覺的身體。」
36
 被畫出來的

身體不是具象，也不是抽象，而是表達一個感覺的身體形象。我畫女性的身體，

                                                        
34 Henri Bergson 著，高修娟譯，《創造進化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8。  
35具象的事物（figurative）脫離了再現、敘述的內容，走向直接呈現感覺本身，這也就是德勒茲所說的感覺

形象（figure）。 
36 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台北：聯經，2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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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是自己，只是以女性身體來知覺生命中的綿延、不確定的時空和流動的意

識。我在直覺當中以一種非自主性的力量進行繪畫行動，以草圖
37
和偶然的概念

解放線條和色彩，意外到處都是，也就與再現更加斷絕，線條和色彩的運作是為

了產生感覺形象，體現流動的記憶、感覺、意識的本質。「不確定狀態」不但是

創作的中心主旨，也是完成的畫作狀態。 

 

   

（圖 10）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一〉，         （圖 11）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四〉，  

   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2016，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在柏格森的時間觀中，時間的綿延是一種生命能動力，記憶在時間綿延裡流

動著，不但時間改變記憶的內容，個人內在追求自我實現的驅動力也促使記憶隨

之重整。記憶並非固定，隨時空情境的轉換，不斷流動的記憶會在牽引推移中被

                                                        
37 草圖是線條和區域、短線條和和非指涉性的以及非再現性的印跡的操作性整體。就再現性的已知事物而

言，這是一種爆烈的混亂，但就繪畫的新秩序來說，這是一種韻律的萌發：它「開啟了感官感覺性的領域」。

見於：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台北：聯經，2009），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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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檔案熱潮》（Archive 

Fever）中思索潛意識是消隱的記憶檔案，而考究記憶檔案並非純屬於過往，而

是朝向未來。
38
  

 

 

 

 

 

 

 

 

 

 

 

 

 

 

 

 

 

 

 

 

                                                        
38 Derrida, J. (1996).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E.Prenowitz, Tra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轉引自：蔡淑惠、劉鳳芯主編，〈序言〉《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台北市：書

林，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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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記憶的風格引用 

 

 

    藝術史學者貢布里希（E.H. Gombrich﹐1909－2001）說：「一切藝術都源自

人類的心靈，出自我們對世界的反應，而非出自可見世界的本身；而且恰恰由於

一切藝術都是『概念性』的，所以一切再現作品都能夠由它們的風格來辨識。」

39
風格是創作活動的藝術整體表現，根據風格概念來觀賞藝術品，讓我們進一步

思考：為什麼藝術家要用這種風格來表現他的創作理念？藝術品的創造形式來自

創作者的自我內在探索以及受到藝術家以外的因素所影響：藝術發展史、當代哲

學文化潮流、政治社會氛圍……。一件藝術品透過視覺所呈現的不僅是個人的理

念傳達和審美經驗，還涉及了藝術中各流派風格的承襲或影響。正如同我們透過

風格認知來辨識藝術家的作品，分析作品的內涵意蘊，藝術家也藉由作品表達自

我，並企圖建立新的藝術風格標示自己存在的姿態。 

    就如達利（Salvador Dali﹐1904－1989）的作品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和幻想的

超現實主義，〈記憶的永恆〉呈現出一個錯亂詭異的夢幻世界。夏卡爾（Marc 

Chagall﹐1887－1985）融合了超現實主義和立體派的技巧，將童年家鄉記憶重

組成一幅幅愛與美的畫面。而病態、頹廢的特徵充分顯示在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作品上，他花費三十年創作《生命的飾帶》（The Frieze of Life）組

畫表達他對生存和死亡的感受，不幸的童年回憶深刻地影響其創作風格，他的作

品總和疾病與死亡的陰影糾結在一起，其創作有如自傳。培根深受北歐怪誕風格

畫家的影響，研究過尼采著作和浪漫主義的繪畫，他從過去大師的畫中選材，他

形容自己的作品是情緒形象化的產物，認為沒有一種藝術是屬於再現性的，在他

的畫中，身體不是如同對象物般被再現出來的東西，而是做為一個體驗感官感覺

的身體，用以掌握意識中 深層的感覺的流露。 

                                                        
39 E﹒H﹒貢布里希著，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譯，《藝術與錯覺》（湖南：長沙科學技術，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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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建立自我風格形式準確地傳達他對世界的感知和態度，體現他的生命

情調，而觀者也透過風格鑑賞深度了解並鑑定藝術作品的價值。風格的形成與創

作的理念互為表裡，也與創作者的生命哲學息息相關，本研究論文就藝術史來爬

梳個人創作作品風格形成的背景因素：自動書寫、象徵、女性藝術，以來自藝術

史的藝術理論和創作形式的比較分析探究《定格的記憶》這一系列作品的風格形

成來源。 

 

第一節  自動性書寫 

 

    柏格森的直覺理論和佛洛伊德的潛意識論都是放棄理性思維，主張開發為意

識所不容的另一個精神領域，這種非理性的認識世界的方法刺激 20 世紀超現實

主義（Surrealism）的誕生，主張放棄邏輯、理性的經驗記憶爲基礎的現實形象，

嘗試呈現人類深層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和潛意識、夢的經驗相融合。 

    超現實主義在 1920 年後成為歐洲藝術界的主流。1924 年，布荷東
40
(Andre 

Breton, 1896－1966)在他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中使用了有名的「純粹心靈之無意識

行為」（pure psychic automatism）一詞。「超現實，名詞，一種純粹的心靈『無意

識自動作用』。它藉由書寫、口語和其他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其思想的

表述完全不受理性的控制，也超越所有的美學或道德的關照。」
41
，意指一種心

靈的自由運作，完全不受規範。 

    超現實主義繪畫者常以自動性（Automatism）技法誘發自由聯想，捕捉其潛

意識下的意象，這是來自布荷東將佛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發現和自由聯想的方式運

用在藝術創作中。自動性即是一種自動自發，不須經過大腦運作的自主性行為，

如舉手投足等，運用在藝術上即是無意識的精神狀態加上藝術的自動性，其作用

                                                        
40法國詩人、散文作家和批評家，是超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和代言人。1921 年脫離巴黎的達達運動，並

促成超現實主義從達達分離，自成一派。1924 年他發表了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並協助「超現實主

義革命」期刊頭幾期的出刊。 
41曾長生著，《超現實主義藝術》（台北：藝術家，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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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掙脫理性的桎梏、道德的約束和傳統美學的限制，由「任意」、「偶然」來達成

記述的任務，以求得思想的解放，奇幻詭譎的視覺現象。 

    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1896－1987)在 1926 到 1927 年間實驗一系列具

有象徵內涵的「自動性書寫」（Automatic writing），他擺脫理性的藩籬，以飢餓

或借助藥物等極端方式讓自己處於無意識狀態，而創作了大量鋼筆墨線的自動性

繪畫作品（如圖 12）。他相信這種「自動性書寫」的自由發揮，可以融合現實與

夢幻，進入潛意識的幻想世界。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宣稱，

這種釋放過程可視為發現潛意識的途徑，其目的在展示詩意靈感的機制，所以自

動性書寫的過程意義重於結果。 

 

  

              （圖 12）馬松，（Automatic Drawing），1925－6， 墨水和紙 

 

    超現實主義「藝術源自於無意識」的理念給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1912－1956）相當的啟發，他以印第安人在沙地上作畫的概

念讓意識暫停運作，只憑直覺反應在媒材上而創造了「滴流畫」。他將畫布鋪在

地面，自己則圍繞著畫布周圍走動，利用棍子、鏟子、沙子、碎玻璃等素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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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灑、擲等方式將油漆甩濺在畫布上，甚至站到畫布上如印第安人儀式般地舞

蹈。1947年帕洛克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繪畫〉，曾經談到他作畫的心得，他說：     

 

當我置身在自己的畫作中時，根本沒有意會到自己正在做什麼。 

只當我與畫作有了某種程度的交會之後，才會發覺出自己正在創 

 作出什麼東西，畫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讓這生命自然 

       的生長。42  

 

在繪畫過程中，帕洛克利用直覺使身心靈與畫布合而為一，作畫過程中充滿節奏

的自由運動，在那鋪在地板的巨幅畫布上留下了痕跡。 

    藝術評論家羅森柏格（Harold Rosenberg﹐1906－1978）徹底研究這種繪畫，

1952年在《藝術新聞》（Art News）雜誌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提出「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一詞，強調行動繪畫的關鍵在於繪畫時產生的直覺性與自發性的動作，

藝術家在無意識之下的創作行為，使畫布成為他的行動場域。 

    超現實的潛意識表達方式主要來自「自動性書寫」，布荷東初期強調其為超

現實主義的關鍵，但 1912 年後，馬松、米羅（Joan Miro﹐1893－1983）、坦基（Yves 

Tanguy﹐l900－1955）陸續以自動性書寫創作，其形式出現具象造形，這令人懷

疑其中是否真的全是出自潛意識，看來自動性書寫的發展並非是純粹的無意識、

自發性的行為，在進行的過程中，也曾有理性的交替時刻，故自動性書寫應視為

以無意識開啟，釋放想像力的半自動性的行為。 

    超現實主義國際協會曾經以「超現實意念不足」的理由拒培根於門外，培根

不但因此停止創作，還幾乎銷毀自己在 1929 年至 1940 年期間的所有畫作。事實

上，培根作畫的過程中也使用了自動性的操作方式，根據德勒茲的描述，培根作

畫有如進入無意識狀態中，為了拒絕再現繪畫性，企求被畫出來的是感官感覺，

                                                        
42 該文刊登在《可能性》（Possibilities）雜誌中，1947 年 8 月冬季號，編者是馬瑟威爾和羅森柏格，但只

出一期就停刊了，這篇文章經常被評論者引述。轉引自 Norbert Lynton 著，楊松鋒譯，《現代藝術的故事》，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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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意外」產生選擇或行動，培根在畫布上「無意的揮灑」，隨機創作他自己

所謂的「偶然」效果，他的直覺便在這些揮灑的東西中開發形像（圖 13）。
43
《培

根訪談錄》作者 Sylvester 提到 1985 年杜象在休士頓的一場演說： 

 

藝術家具有靈媒的特性，在美感的層面上，我們必須否定他在具體 

意識情況下的作為，以及為什麼要這麼做的理由。所有他在執行藝 

術工作時的決定都關係於純粹的直覺，而不能被詮釋為一種自我的 

      分析。44 

 

    培根為了強調感官知覺，探險似的往畫布上甩濺顏料或以海綿、碎布、刷子

塗抹。培根說：「我知道有時候，當繪畫工作進行得不順利之時，我會拿起一把

刷子，把顏料隨便塗上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而突然之間情況便有了轉

機。」
45
培根如同靈媒一般，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去開發形象，但是當他對意外與

偶然進行選擇時除了直覺之外，也有理性的分析，「丟擲顏料和意識操控的持續

動作其實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部分」，他說：「作畫時很難區分什麼是意識，什麼

是非意識或是直覺的作品。」
46
  

 

       （圖 13）培根，〈佛洛伊德的三張肖像研究〉，35.5×30.5 cm﹐ 1969. 

                                                        
43 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台北：聯經，2009），125。 
44 David Sylvester 著，陳品秀譯，《培根訪談錄》（台北：遠流，1995），110。 
45 同上註，105。  
46 同上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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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兩年的實驗階段，嘗試拋棄作畫前的打稿，直接在畫布上進行無意識

的自動性操作，企圖以直覺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時空中找到潛意識中的感覺形

象。作畫的開始與過程中經常是不經選擇的顏料打底和無意識的畫筆揮動，畫面

上充滿了線條、色塊和非指涉性、非再現性的印跡，可能是一些塗鴉或一處色塊

足以引起自由聯想，「培根說這是『 暗示』，進一步說是引入『事實的可能性』」

47
我在反覆打底的過程中尋找形象或符號的觸發。自由選擇綜合媒材，隨意地拼

貼版畫和布料碎片，有如遊戲一般，亦可說是對於圖像和材料的直覺作用在畫面

上，添加了非繪畫性的異質材料有如闖入了一個意外，打破僵局，這些偶然與操

控全憑直覺運作，繪畫的驅動力製造許多的偶然，直到找到形象為止。 

   「自動性書寫」是一種達到自由聯想、啟發靈感的操作方式，繪畫過程中也

需理性的判斷，如同超現實主義者的「自動性書寫」作品被質疑不是全然的自動

性書寫。帕洛克以直覺和偶然因素進行「行動繪畫」，但滴流與潑濺需要精確的

判斷與機敏，所以帕洛克說：「我能夠控制顏料的流動，而沒有任何意外產生。」

48
他認為決定創作過程的每一步驟是選擇，不是偶發，因此他的潑濺和滴流出於

意外的部分並不多。在以直覺為引導的繪畫行動中，理性與感性並非是對立的，

而是相互輔助，形象開發往往要經歷破壞、再重建、再破壞的反覆試探過程，這

其中便是以理性來駕馭意外與偶然，來達到構圖上的美學原則，所以我在畫布上

進行的探險不全然是毫無限制的衝動。以作品〈不確定狀態之三〉（圖 14）修改

前為例，在打底的狀態下，畫面上充滿縱橫交錯的恣意線條及色彩，經過理性的

修正後（圖 15），疏密相間的構圖便產生了韻律感。又如：在草圖狀態中的畫作

〈化身〉（圖 16）局部出現獅子形象的可能性，在確定以獅子為主體形象，其身

體被肯定地描繪出來（圖 17），由於構圖的考量，獅子頭部上面的老鷹移到了左

邊，但還是刻意保留了底部無意識的筆觸，這些被保留下來的筆觸痕跡顯示了創

作過程中感性與理性交相輔助的作用。 

                                                        
47 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台北：聯經，2009），132。 
48 Anna Moszynska 著，黃麗絹譯，《抽象藝術》（台北：遠流，1999），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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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三〉修改前，       （圖 15）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三〉，       

      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圖 16）李碧華，〈化身〉局部，修改前，    （圖 17）李碧華，〈化身〉局部，修改後， 

        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50F×3.           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50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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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識的自動性書寫提供我豐富的幻想力進入潛意識的領域，但適度的理性

得以發現潛意識中的感覺形象「定格」在畫布上，理性與感性的輔助與交換除了

憑藉多年作畫的經驗，還須不斷的嘗試演練。在直覺裡，繪畫中的操控與偶然、

時間與空間、記憶的定格和流動狀態便自然地融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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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象徵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大陸在工業革命後進入了號稱為「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的都市文明生活，尤其是世界藝術之都——巴黎，但是在這繁榮歡樂的

背後，卻隱藏著一股世紀末不安、苦惱、空虛、頹廢的氛圍。象徵主義（Symbolism）

即是在此時孕育而生，強調以暗示、隱喻的象徵手法，透過文學、詩歌、音樂、

繪畫，表達內心對生與死的不安與苦惱。評論家奧里葉（Alber Aurier﹐1865－1892）

於 1891 年針對高更的作品撰寫一篇評論〈繪畫中的象徵主義〉，用以解釋象徵主

義藝術的創作理念： 

 

藝術品唯一的理想在於以形式表達觀念，以一種普遍認知的模 

式來呈現這些形式和符號，它所描述的事物是主觀認知觀念的 

表徵，必然是裝飾繪畫。因此，藝術品必定是「觀念的、象徵 

        的、綜合的、主觀的、裝飾的」49 

 

象徵主義者摒棄對現實的直接再現，喜歡用隱喻和暗示的手法，賦予畫面或物體

象徵的意義，來表現絕對的真理。 

    高更的「綜合主義」是象徵主義繪畫發展的先驅，他的代表作〈我們從哪裡

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圖 18），整幅畫描繪人從出生到老死的生命歷程，從右

開始，狗象徵高更自己，畫中的嬰兒即是人類誕生，中間年輕人採摘智慧果是人

類茁壯時期的發展，左邊的老婦暗示即將邁入死亡的階段，鵝是靈魂的象徵，背

景中的雕像是人類的精神信仰。這幅長卷似的畫被視為高更 重要的象徵主義作

                                                        
49 此為評論家奧里葉在 1891 年 3 月號的《法國信史》上發表的專文，被認為是 能說明象徵主義藝術 

  的文獻。轉引自 西班牙視覺管理美術家學會(VEGAP)編，張瓊文譯，《象徵主義》（台北：縱橫文化，19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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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年老的高更以此畫表達他內心的痛苦和矛盾，也寄寓著他對人類生命意義的

哲理性的追問。 

（圖 18）高更，〈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裏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油彩畫布，139×375cm. 

 

    象徵主義肯定每件事都具有象徵的意義，「象徵」（Symbol）一詞的含義由

「一種標記或符號」轉變為象徵暗示的意義，一個字或名詞，或語言、色彩、造

形都可能是象徵的符號，被用來傳達超出表面字義的豐富內涵，人類藉著象徵的

符號來表現情感的強烈、文化的精緻優美、宗教的虔敬崇拜、對大自然的畏懼景

仰，甚至蘊涵著某種對我們來說模糊、未知、隱而不顯的東西。 

    一般的象徵符號來自約定俗成的習慣性標幟或是藝術家個人自創，將個人內

在的精神和情感具象化。象徵作為一種視覺語言，在古今中外的各種藝術形式中

大量出現，象徵的暗示、婉轉、模糊的特性來自個人潛意識或集體潛意識含蓄的

表露，超出理性思考的範疇。如同夢是潛意識的隱喻表達一樣，夢中的圖像也是

象徵性的，佛洛伊德認為藝術作品的畫面如同夢的景象一般，提供一個根據幻覺

重現的情境，所有的作品都可從中找到一些相關圖形而發現潛意識的秘密。 

    繪畫和夢所創造出的形象比在覺醒的現實生活中要鮮活得多，因為它們更能

表現出潛意識的內涵，人們運用象徵符號投射自我的潛意識，以求得到共鳴。在

許多的象徵主題中，動物的主題通常象徵人類原始本能的特質，古巴比倫人把天

上諸神變成地上牡羊、公牛、獅子、蠍子等動物形象——及黃道十二宮，希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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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也充滿了動物的象徵，即使在基督教中動物象徵也扮演重要角色，基督本人

既是羔羊又是魚，同時也是十字架上的大蛇、獅子，這些象徵顯示，即使是上帝

之子，擁有那麼高的精神層次，也免不了帶有人類原始的動物本性。
50
藝術和宗

教中不可數計的動物象徵強調人與動物不能完全割除的原始本能的共通性，動物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也是其中一支分類，動物非善非惡，人也是依照本能求生

存，本質上是相同的。原始人類製作圖騰，把動物人格化、神格化，也是崇慕動

物的力量、速度，期盼自己能藉此獲得神秘的移轉，「動物象徵」也意味著潛意

識中渴望的補償。榮格也提到，在許多現代國家的民間藝術中，動物的面具扮演

重要的角色，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面具使戴面具的人轉化成原型形象。
51
 

    布爾喬亞創造了「蜘蛛」的象徵符號，象徵她那位勤奮的母親。她的母親花

了所有的時間在修補東西、縫補衣物，蜘蛛安靜的待在房子裡編織著網，是母親

形象的投射。1994年後《蜘蛛》系列作品被放大到駭人的尺寸，這個35英尺高的

〈媽媽〉（Moman）（圖19）是一隻異常巨大的蜘蛛，以青銅、不鏽鋼、和鐵做

成彎曲弧形的形象，並且攜帶著被包覆的卵，矗立在美術館內或者是戶外，蜘蛛

不再與房間結合，象徵女性自我的覺醒，並試圖在社會上尋找自己的立足空間。 

 

 

      （圖19）布爾喬亞，〈媽媽〉Maman, 1999，青銅、大理石和不銹鋼，895×980×1.160 cm, 

                                                        
50 見於 Carl Gustav. Jung 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新北市：立緒，2011），297。 
51 同上註，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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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化身〉（圖 20）這件作品上以和高更類似的「長卷」概念拼接三張 50F

的畫布，創作具象徵性的繪畫作品，女性的多重身分使得自我認同經常搖擺不

定，畫面上以女性的生理特徵和動物的形體拼接，畫面中由左而右隨機出現動物

的造形符號：魚、變色龍、章魚、狗、牡羊、鷹， 後止於穩坐在沙漠中安靜的

獅子。在東西方的神話中均對動物有人性上的指涉，我以動物符號象徵女性的性

格多變：溫柔、堅毅、多情、善變、殘酷……，也暗示女性在社會關係的角色扮

演中不得不為之的轉換和無奈。 

 

 

      （圖 20） 李碧華，〈化身〉，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91.0cm）×3. 

 

    古埃及神話中，獅身人面像是巨人與蛇妖所生的怪物：人頭、獅身、牛尾、

鷲翅的合體怪獸，據說是仿照人面怪物斯芬克斯（Sphinx）所刻的。斯芬克斯

初是源於古埃及的神話，被描述為長有翅膀的怪獸，通常為雄性，意指「地平線

上的荷魯斯」；荷魯斯神是獵鷹之神，祂給予法老統治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權力。

到了希臘神話裡，斯芬克斯卻變成了一個邪惡的雌性怪物，十九世紀末的西方藝

術中將斯芬克斯描繪成半人半獸的女性，塑造為動物性、聰明、毀滅、嫉妒、殘

忍，會致人於死卻又具有魅力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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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作品上右邊的獅子被相較明確地畫出來，與左邊一群人與動物的合

體相對峙，獅身與紅色的女性胴體合而為一，融合上述的說法，此處的獅子，被

賦予冷靜與力量的象徵，大自然是陰性的——稱為大地之母，坐立在赭黃色大地

上的獅子有著複雜的象徵意義。我在這件作品中使用大片的赭黃色為背景，不僅

是代表孕育人面獅身的沙漠地理環境，也是想用色彩象徵以大地之母為原型的女

性堅毅的性格。 

    榮格把藝術的本質理解為原型的象徵，原型是集體潛意識的主要內容，象徵

也就是集體潛意識的具體化，人類遠古時期對於動物力量的畏懼與追求經過遺傳

潛入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中。在世界上的許多古老文明都能找到這種類似於人獸合

體的聖獸形象，象徵某種神力，這種對力量的追求應是來自人類的集體潛意識。

〈幻化〉（圖 21）中的野獸已是多種動物的混合體，尖爪利齒被刻意誇張的表現，

線條運動的速度象徵強烈的、難以明說的情緒狀態，奔馳的野獸與曖昧的人體即

將合一，潛意識在象徵的圖像中透露出內心的渴望。 

 

 

       （圖 21）李碧華，〈幻化〉，2015，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91.0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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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Friedrieh Wilhelem Nietzsche﹐1844－1900）對於動物的象徵有著哲學

上的思考，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的〈精神三變〉這篇文章，以「駱

駝、獅子、小孩」比喻人類與命運奮鬥的三個階段。駱駝（我應）接受了教育，

承載負重地在艱困的沙漠中奮力前進；當精神蛻變為獅子（我要）後，轉被動為

主動而主宰自己的沙漠；在回歸自主自由的獅子後，尼采對於人類的追尋提出了

小孩的創造（我是），即是樂觀積極的「自我創造」：「孩子是天真而善忘的，一

個新的開始，一個遊戲，一個自轉的旋輪，一個原始的動作，一個神聖的肯定。」

52
尼采的「精神三變」 終變成了小孩，這是象徵人在肯定自我後，以赤子之心

開發內在活潑的潛力，重新創造新的生命意義。 

    除了動物形體之外，在這次創作的作品中也出現許多房屋的符號（圖 22、

23），巴舍拉在《空間詩學》的著述中提到「家屋是我們的第一個宇宙」，塑造了

我們往後對外在各種空間的認識。
53
他認為，家屋的內部配置營造的是一連串有

自己的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我們透過身體、心靈與家屋的持續互動而確立

自我的認同。  

 

 

 

                                                        
52 Friedrieh Wilhelem Nietzsche 著，林建國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遠流，2005），25。  
53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北市：張老師文化，200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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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一，       （圖 23）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二， 

 2015，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畫布，         2015，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畫布， 

（41.0×31.5cm）×7.                            （41.0×31.5cm）×7.      

 

    手掌的造形也與家屋、女性職責的概念同時產生，〈兩人關係〉（圖 24）這

件作品的構圖形式有如樹枝上的一個鳥巢，採自家屋的寓意，手掌造型來自我對

厄瓜多爾已故畫家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Oswaldo Guayasamin﹐1919－1999）的

繪畫的感動，他以立體派的畫風塑造人物畫像，用誇張的手法來畫手、嘴、牙齒

或眼睛，尤其喜歡誇張手部特寫來寄寓內心情感。他愛畫骨節嶙峋的枯瘦雙手摀

掩著扭曲的面孔（圖 25），省略了手部的細節，只是採取粗獷簡練的方法表現手

的個性，手佔據了主要畫面，人物表情居次，手的吶喊姿態象徵瓜亞薩明對拉丁

美洲人民所受到的屈辱與痛苦而感到憤怒。我強化手部的特寫（如：圖 26、27），

並且以版畫刻出有歲月滄桑感的手，在我畫面上的手並沒有強烈的控訴意味，只

是藉著手的姿態語言暗示撫慰關懷的心理需求，和胼手胝足撐起一個家庭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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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李碧華，〈兩人關係〉2015，         （圖 25）瓜亞薩明，The Cry No. 3﹐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 cm.                1983，油畫、 畫布， 130×90 cm. 

      

（圖 26）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三，2015， （圖 27）李碧華，〈家之二〉局部，2015， 

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41.0×31.5cm）×7     壓克力顏料、炭精筆（145.5×112.0）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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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女性藝術  

 

    佛洛伊德 為人詬病的是性心理發展論中對女性的歧視，他的精神分析以

「陽具妒羨」（penis envy）
54
來界定女性因性別而產生的人格特質。女人由於沒

有男人的陽具而產生「陽具妒羨」的心理，對自己性器不滿意，導致在人格發展

上產生種種偏差；又因為女孩沒有「戀母情結」的壓力，使得自我認同不穩定與

超我的薄弱，而缺乏正義感、責任心與社會興趣等。佛洛伊德的人格理論明顯的

是以男人為「正常人」的基準，而女人是脫離「正常人」的偏差人。 

    新佛洛伊德主義者卡倫·霍尼（Karen Horney﹐1885－1952）著作《女性心理

學》一書，挑戰佛洛伊德男性觀點的人格理論，建立了以性別為焦點的心理學。

女性主義思想一詞 早由她提出，她並不認同「陽具妒羨」和「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55
造成女性人格發展的偏差現象；相反的，她認為女性因擔

任母職，過度為家庭奉獻容易導致缺乏自信。1967 年，霍尼提出「子宮妒羨」 

（womb envy）的觀點，指出男人也會嫉妒女人能懷孕、哺育孩子的天賦本能，

男女二性其實是互為欽羨的，只是男人會將缺乏生育的能力轉而致力於自我領域

上從事創造性的發展，男女在人格上的差異乃由於社會不平等的期待造成，而非

由遺傳因素所決定，因此霍尼強調文化和社會因素對人格發展的影響，肯定教育

對人格的促動力量。 

    法國女性主義（Feminism）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在 1949 年出版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書中宣稱「女人不是天生的，而

是造就而成的。」“Woman is not born, but made.”56
 認為性別特質及性別角色的

塑造受到社會及文化機制之宰制，而較少受自與生俱來女性的生物本性之影響，

                                                        
54 由佛洛伊德提出的一種心理狀態假定。佛洛伊德認為由於男女生理構造的差別，女孩很容易對男孩的強

壯以及各種生理狀況產生妒忌，於是產生了試圖成為男孩的性別困擾——構成了所謂的陽具崇拜。 
55 佛洛依德 先於 1908 年描述閹割情結：兒子害怕父親因為要佔有母親而對他進行閹割，在成長過程中

才慢慢克服恐懼，直到把戀母的對象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而女孩發現自己缺乏男性性器官而埋怨母親，並

轉移到依戀擁有陰莖的父親，以彌補自己的缺陷。 
56 Simone de Beauvoir 著，歐陽子、楊美惠、楊翠屏等譯，《第二性》（台北：志文出版，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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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女性在經濟上無法獨立，使女性為了生存必須取悅男性，並將以男性為中心

的價値觀與倫理觀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喪失了自我。波娃主張沒有永恆固

定的女性氣質或女人的宿命，她透過存在主義強調：誠實面對自我與處境，勇敢

地作抉擇，女人仍然可以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 

    女性為人妻、為人母柔順堅強的傳統形象被根深蒂固地代代相傳，這是父權

社會為了馴化女人為男人服務而建構的。〈觀點〉（圖 28）一畫中即是陳述傳統

父權文化的思維影響女性看待自身的觀點，女性被教導要吃苦耐勞、包容寬厚、

處處為他人著想、願意為家庭犧牲奉獻，通常女性也認分地將這些標準內化為自

己理想的人格特質。 

 

 

       （圖 28）李碧華，〈觀點〉，2014，壓克力顏料、畫布，130.0× 97.0cm. 

 

    70 年代以後，西方國家女性主義藝術運動興起，藝術家揚棄以男性本位所

建構的世界，強調以女性的生活經驗、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想像及自我剖析為藝術

的表現。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1939－）在 1979 年以《晚宴》（The Dinner 

Party）（圖 29）為題的展覽，成為當代女性主義藝術的代表作，芝加哥提出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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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女性身體觀點的強烈批判，以瓷盤陰部圖騰，挑戰傳統歷史、文化與社會對女

性的定義，用激烈的方式迫使女性重新凝視自己的身體，女性主義興起後，其理

論引導了女性藝術家對自己身體的覺醒，展現對性別與身體的認同。《晚宴》的

主題與形式，帶有耶穌「 後的晚餐」的聯想，讚揚婦女數千年來所做的奉獻犧

牲，並喚起女性挺身而出，開創屬於自己的歷史。芝加哥對女性特質的認同，使

她展開一連串女性主義的藝術創作，重寫女性在歷史、文化、社會上的地位。 

 

 

             （圖 29） 朱迪·芝加哥 《晚宴》The Dinner Party﹐1973－1979. 

 

    讓女性主義藝術評論家感到驚艷的是布爾喬亞為數龐大的自傳式的創作

作品，童年記憶中的性別歧視是她創作的源頭。布爾喬亞的藝術生命長，從素描、

雕塑到裝置作品產量驚人，但無論她的創作風格如何變化，使用的材料如何豐

富，在形式上都離不開她對身體和性別的記錄與描述。1972 年她參與一個在紐

約的公開討論會中說：「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其內在需求全部與性別和性

慾有關。」
57
在布爾喬亞長達 70 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絕大部份的作品都與其性別

意識有緊密的關聯。  

                                                        
57參見: Bernadac, Marie-Laure. Louise Bourgeois: Destruction of the fa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ther . 
1998.p98-99. 

 



 52

    布爾喬亞在1978年舉辦了公共表演藝術作品《身體部位的時尚秀》(A fashion 

show of body parts)（圖30、31），佈置了大量乳房的形象，她不僅自己穿著乳膠

製成的禮服，與會的男女賓客也穿上綴滿乳房形狀的衣服，禮服上滿佈的乳房像

是史前豐饒的女神，有著繁衍哺育的象徵，但同時又帶有嘲諷的意味。 

 

  

（圖30）、（圖31）布爾喬亞，〈身體部位的時尚秀〉Fashion Show of Body Parts﹐1978. 

  

    1984 年創作的〈自然研究〉（Nature Study）（圖 32）這件作品，則像是一隻

斷了頭的人面獅身像——「斯芬克斯」，有一對爪和三對乳房。乳房的形象是多

產而豐饒的象徵，來自希臘月神阿耳忒彌斯
58
（圖 33）的啟示，纏繞在兩腿之間

的尾巴卻令人產生雄性生殖器官的聯想，這是一個嘲諷的手法，突顯出布爾喬亞

所缺乏的性徵，象徵童年記憶中來自父親的性別歧視。布爾喬亞以這些作品提出

議題，也因此被認為是推動女性主義藝術的先鋒。 

 

                                                        
58 阿耳忒彌斯（拉丁語：Artemis），相當於羅馬神話中的黛安娜（拉丁語：Diana）。她是希臘神話中的月

亮女神與狩獵的象徵，奧林匹斯山上十二主神之一。她是宙斯和泰坦女神—麗托的女兒，也是太陽神阿波

羅的孿生姊姊。在古典藝術造型中阿耳忒彌斯被描繪為身材曼妙，梳著長長捲髮的美麗少女。打獵時，手

持銀弓，駕一輛由金色鹿角雌鹿拉動的銀車，一群獵狗呼嘯開路。作為生育女神，她也被描繪為擁有很多

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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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布爾喬亞，〈Nature Study〉,    （圖33）〈美麗的阿耳忒彌斯〉，2nd century 

   1984﹐Pink rubber﹐76.2×48.2×38.1 cm.             身高 174cm.      

     

   「性別」是了解女性藝術創作的重要因素，我以女性身分在繪畫中（如：圖

34、35、11）處理女性的身體，以女性為出發點的凝視，試圖藉個人的繪畫語言

去呈顯感官感覺的「女性身體」。女性胴體美好的曲線、柔軟的皮膚是上天賦予

的形象，乳房、子宮為孕育生命美麗的容器，女性肩負繁衍後代的神聖使命，理

當以此為傲而自尊自重。法國語言學者克麗斯提娃（Julia Kristiva, 1941－）曾提

到的陰性空間(chora, maternal space)
59
，所稱謂的「陰性空間」本義是子宮，出自

柏拉圖「chora」的概念，它是指一種先存於可名狀的形式之前的、不可名狀「如

子宮般」混沌空間，它是孕育眾生的容器，只有母親的子宮可以比擬。
60
女性以

既柔軟又堅韌的身軀孕育生生不息的生命，「母體」在這裡是廣義的意義：美麗、

自戀、包容、壓抑、再造，是生命和欲望的容器。                                         

                                                        
59克麗斯提娃所稱謂的「陰性空間」(Chora)。Chora 的本義是子宮，出自柏拉圖《弟邁阿斯篇》中的概念「玄

牝」，用以解釋符號的神秘混雜特性。 
60 引自 謝鴻鈞著，〈撥游於「陰性空間」的妊娠紀錄〉，《生活在科技年代─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

2003。    

 



 54

  

（圖 34）李碧華，〈我看見〉組畫之一，2014，     （圖 11）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四〉2015， 

  壓克力顏料、麂皮布料、牛皮繩、畫布，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41.0×31.5cm）× 8 

 

 

      （圖 35）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四，2015，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 

                         畫布，（41.0×31.5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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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女性意象或造形，更可能反映出女性的社會

處境，女性藝術家在創作中表現自己裸露的身體，被解讀為女性主體的積極現

身。一般而言，女性藝術家對生理的性別差異和功能特別敏感，喜愛自剖式、自

傳式的感性敘述，比較布爾喬亞的視覺符號所營造的想像空間，同樣也是依賴身

體的譬喻來傳達深刻的主觀內在。 

    女性主義藝術的特徵不在作品表面，而是在創作者的意識型態上，女性主義

藝術家在創作中挑戰父權思想，建立女性為再現的主體，重新建構藝術史的書寫

方式是女性主義藝術家的志業。我以女性身分畫女性的身體（圖 36），只是對於

女性身體特徵的欣賞與眷戀，並意圖藉著藝術形式抒發女性的生命記憶和自我認

定，並不具備女性主義積極現身的意義。 

 

 

   （圖 36）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七〉，2016，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9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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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記憶的表現形式 

 

 

    高更放棄對自然的模仿，突破西方傳統繪畫的慣性，而憑著記憶中經驗的綜

合與想像進行創作。高更的手稿〈雜說 1896－1897〉中有一段自述﹕ 

 

無論誰畫畫，任務可不像圓規在手的水泥匠，只要照著建築師設 

計好的藍圖來蓋房子。年輕人有模型也未嘗不好，只要畫畫時， 

把布簾拉起來遮住就好了。最好是憑著記憶來畫，這樣作品就完 

全是你個人的了;你的感覺、你的智慧和靈魂禁得起業餘畫家的檢 

      驗。61 

 

    不再模仿現實，憑藉想像和記憶進行藝術的創造，高更以簡化和裝飾的「綜

合主義」手法來表現他的主觀世界。藝術家創作的目的不再只是製造視網膜的幻

象，而是藉著藝術創作的表現形式來呈現內在的真實。 

    黑格爾說：「藝術的形式是美的實現，其創意要從其觀念中尋找，觀念之完

成就是其內容的體現，同時也就是形式的完成。」
62
藝術家的感受只有藉著適當

的形式才得以完整體現，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能恰如其分的傳達作品內容

的藝術形式，也才有動人的力量。 

    我透過色彩、線條、造形和構圖的組成，建構自身的繪畫語彙，這是思想、

情感、美學素養的綜合體現。線條與造形本身並不是創作的終點，只是融合這些

繪畫元素形成個人詮釋創作理念的技巧手法，企圖藉著創作形式的完成彰顯作品

的深層意義。我以直覺選擇記憶、媒材、表現技巧，繪畫性與裝飾性兼容並存，

目的是為了有更大的彈性允許意識的隨時轉換，從潛意識中挖掘記憶將之定格，

並探索其中意義，是我此階段作品的內容，為了呈現個人對潛意識中記憶的主觀

                                                        
61 Herschel B. Chipp 著，余姍姍譯，《現代藝術理論》 (台北：遠流，2004)，92。 
62 引自 劉思量著，《藝術心理學—藝術與創造》（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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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我以「形式分析」、「材質運用」、「筆法與痕跡」三者說明創作形式形成的

技巧手段。 

 

第一節  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是引導作品內容的橋樑，基本要素包含了色彩、線條、肌理、形狀、

空間、時間……等，這些要素的集合構成作品的整體外貌，我將個人作品形成要

素中抽離出色彩、線條、造形、多視點四方面來分析： 

 

   一、色彩 

    自現代主義後，繪畫中的色彩就擁有獨立性的地位，高更對於色彩的使用

為「狂野」，飽滿高彩度的主觀性色彩是用來象徵情感的，如：〈佈道後的異象〉

（Vision after the Sermon）（圖 37）畫中既是田野又是天空的大片紅色背景並非

來自視覺，而是畫家的主觀感情所決定。紅色到了孟克的〈吶喊〉（The Scream）

（圖 38）畫中成為血紅色的天空，強烈的色彩、線條沉重陰鬱的流動著，雙手

抱頭、高聲尖叫的骷髏人形孤獨絕望，除了尖叫別無它法，尖叫已變成了可視的

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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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高更，〈布道後的異象〉Vision after the   （圖 38）孟克，〈吶喊〉The Scream﹐1893,  

Sermon﹐1888﹐油彩畫布，73×92 cm.        彩筆、蠟筆、紙板，91×73.5 cm. 

    

     梵谷對色彩的細膩見解表現在 1885 年的畫作〈吃馬鈴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圖 39）。他在信中告訴西奧說： 

 

當我發現首次的嘗試之作，尤其是膚色方面太亮時，我立即重 

 畫。現在這些人物的膚色，像是佈滿灰塵的馬鈴薯。在作畫時， 

我想到米勒描寫農夫時的一句話，頗為貼切傳神，他說：「這些 

       農夫看起來好像是漆上泥土一般。」63 

 

                                                        
63 Pascal Bonafoux 著，張南星譯，《梵谷--磨難中的熱情》（臺北：時報出版社，1994），71。 

 



 59

 

       （圖 39）梵谷，〈吃馬鈴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1885，油彩、畫布，82×114cm 

 

我在《記憶、定格》系列作品中常用的三組顏色為： 

黃色系列：黃主色、深黃、那不勒斯深黃、赭黃、鎳鈦黃、生赭石。 

紫色系列：溫莎紫羅蘭、群青紫色、艷紫。 

灰藍系列：芬戴克棕色、中性灰、群青、亮藍、王藍、暖灰色。 

 

    色彩的強烈語言代替畫家抒發內在的思想情感，在〈化身〉（圖 20）作品中

使用大片的赭黃色為背景，一方面代表孕育人面獅身的沙漠地理環境，再者暗示

以大地之母為原型的女性堅毅性格。在〈家之二〉（圖 40）中使用大量透明的黃

色顏料薄塗，則是為了傳達輕鬆愉悅、自由溫暖的家庭氣氛。但在作品〈家之一〉

（圖 41）中並未使用理所當然的黃或紅色來表現家庭溫暖，卻憑直覺選擇了平

常不用的紫。《定格的記憶》系列作品使用了相當多的紫，脫離平日的用色習慣，

或許真如色彩心理學上所說的：紫色，強烈的女性化，暗示成熟、浪漫、高貴，

也帶著憂鬱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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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0） 李碧華，〈家之二〉2015，壓克力顏料、鉛筆、炭精筆、畫布， 

                       （145.5×112.0）cm×2 

 

 

    （圖 41） 李碧華，〈家之一〉2015，壓克力顏料、麂皮布料、毛衣碎片、麻布、 

                      棉線、畫布，（116.5×91.0）cm ×3   

 

    色彩是思想的結果，而不是觀察的結果，色彩是畫家表情達意的重要手段。

在〈記憶之境〉（圖 42）作品中選擇了暗色作底，以較多比例的黑色混合溫暖的

紅，在這之上再以灰藍、灰紫為主表達記憶中的色彩印象，雖有少許明顯的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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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但仍無法掩飾其憂鬱沉悶的記憶感受，此件作品與〈小休閒〉（圖 43）都

是在父親逝世一年後所作，乍看「休閒」二字應屬閒適愜意，實則憶起父親生前

常以歌唱、音樂自娛的情景。色彩的運用是主觀的存乎一心，即便不是透過有意

識的選擇和思考，也是洩漏了內在的秘密情感。 

                

 

            （圖 42）李碧華，〈記憶之境〉，2015，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 

                         畫布，（41.0×31.5c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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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李碧華，〈小休閒〉2014，壓克力顏料、GESSO、色鉛筆、炭精筆、 

            報紙、瓦楞紙、細麻繩、版畫、畫布，（27.0×22.0 cm）×10 

 

二、線條 

    線條不再只表示物體存在於空間中的形態、位置，畫家以筆觸的運動痕跡表

達個人的情緒和風格。希臘有一個傳說「阿萊佩斯的一根線」
64
，說明畫家只要

一出手，其線條就是一種密碼、記號。馬諦斯的流暢自如、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的簡潔有力、席勒（Egon Schiele﹐1890－1918）顫抖不

安的線條各自傳遞著不同的情感密碼。早年從事鑲嵌業，也是版畫家的法國畫家

盧奧（Georges Rouault﹐1871－1958）作品中厚重的黑色輪廓線以及紅、藍、黃、

綠等色彩組成明亮的效果（圖 44），經常被人與中世紀鑲嵌彩色玻璃技法相提並

論，強烈的色彩、厚實的線條勾勒出陰鬱的形象，描繪人類的痛苦，盧奧以粗黑

濃重的輪廓線條形成自己的繪畫特徵。 

 

                                                        
64 希臘的一個故事。阿萊佩斯（Alai Pace）是公元前 4 世紀末亞歷山大時期一個非常著名的畫家，有一次

他去羅得島訪問另一位著名畫家普羅托格尼斯。普羅托格尼斯不在家，阿萊佩斯就在畫板上畫了一根線。

傭人說，你留下一個姓名吧！他說，不用了，留下一根線，他就知道是誰來了。果然普羅托格尼斯回來後，

一看就說阿萊佩斯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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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4）盧奧，〈老國王〉The Old King﹐1937﹐30 1/4×21 1/4 in. 

 

    我在繪畫作品中常以同樣粗拙的線條來勾勒人的形體（如：圖 45、46），但

是帶有較多的稚趣和剛柔粗細的轉折變化，這可能是受到中國傳統書法的滋養，

或是女性自然的身體靈動感。線條不依憑可見事物為參照，在自動性的書寫中自

我表現，抒發內在情緒、思維的衝動大於描繪現實世界的興趣。那些簡易的符號、

隨興的塗鴉、交錯的線條、塗抹的痕跡參雜並置，畫布成為繪畫行動的場域。操

作痕跡的印記尤其明顯地紀錄在大尺幅的畫布上，以〈幻化〉（圖 21）為例，手

操作的大幅度、快速揮動已無法確定是在「畫」，線條成為身體運動的軌跡，當

身體的運動被轉化為繪畫的能量時，身體是被隱喻在作品構成的筆觸、線條、構

圖當中的，此中可以體會帕洛克沿著鋪在地面的超大畫布周圍繪畫，他的繪畫行

動被稱為是一種舞蹈、一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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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五〉局部，2016.  （圖 46）李碧華，〈家之一〉局部，2015. 

 

    我讓孫子也參與作品〈家之二〉（圖 40）的繪製（圖 47），體驗在這麼大的

畫布上作畫的樂趣，於是讓他們拿著炭筆隨意地在畫布上書寫、塗鴉，並打上底

色，那些自由童稚的造形觸動了我的視覺神經。兒童塗鴉的自然真樸是原生藝術

（Art Brut）65
參照的一個對象，原生藝術是一種表現人類原初生命的創作本能，

冀求創作時能擺脫現實與傳統美學的束縛，回到心靈層次無雜無染的原始直覺，

讓潛意識的自由聯想與自動美學產生出超現實般的奇妙效果。二十世紀法國原生

藝術家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1901－1985)相信直覺、熱情與瘋狂能帶領他找

到表現內在精神與心靈感覺的藝術，他在 20 年代認識馬松，對馬松的作品產生

興趣，並與之成為好友，在杜布菲的藝術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簡約、粗獷和潛意

識等特徵。晚年時他更積極用塗鴉、素描的形式創作向兒童塗鴉致敬，希望讓藝

術能直探內心更原始、更純粹的感動。我在〈家之二〉畫中，為保留孩子稚拙的

                                                        
65 「原生藝術」一詞來自現代藝術家杜布菲的相關理論。1945 年，正在尋找創作可能的杜布菲應瑞士洛桑

市之邀，到瑞士做了一次文化交流之旅，他在行程中參觀了好幾個精神病醫院的美術收藏，精神病人以隨

手可得的平凡物質創造出所謂的藝術品，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1947 年，杜布菲創立了「原生藝術中心」，

並成為「原生藝術(Art Brut) 」一詞的開創者，杜布菲將「原生藝術」定義為「各種類型的——素描、彩畫、

刺繡、手塑品、小雕像等等——顯現出自發與強烈創造性的特徵，盡可能 少地依賴傳統藝術與文化的陳

詞濫調」的作品。見於 何政廣主編，李依依編譯，《反美學的現代藝術大師—杜布菲》（台北：藝術家，201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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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觸使用了大量的透明白色、鎳鈦黃薄塗，在重複的堆疊塗抹中，底層的兒童塗

鴉隱約與表層自由奔放的形、色、線條呼應，孫子與我共同製作這幅畫，具體實

踐這幅畫題名為「家」的精神意義。 

 

 

                     （圖47）  孫子作畫的家庭照片，2015. 

 

    線條的使用除了界定物象外，也重要地承擔起營造視覺動感的責任，可以是

形象寫實的線，也可以是抽象幾何的線；是繪畫的線，也可說是潛意識的隱

喻……。我不但不隱藏混亂狀態下的線條筆觸，甚至刻意地保留在畫面上來呈現

繪畫的過程，德勒茲說線條在培根的畫中是一種狂暴的手繪的力量，這是一個手

不再被眼睛所引導的現象，線條的介入如同偶然、意外、自動性的出現，誘捕潛

意識中的真實。 

    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1898－1986）在其創作筆記中如此寫道： 

 

就我自己的經驗來看，有時我畫一張素描時並不帶有一個預先要 

解決的問題。我只不過想在紙上用鉛筆塗畫一下，我完全是無意 

識也無目的地畫上線條、調子和形狀。然而素描作為我思想的一 

 個產物，一旦發展到某一程度，思想就開始變得有意識，散漫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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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開始凝聚起來，然後，一種制約和秩序就開始產生了。
66
  

 

    摩爾有必要將素描作為雕塑的前置作業，但我所開發的圖形並不存在草稿

中。我以自動性的書寫方式在大尺幅的畫布上隨意選擇色彩、畫下線條，排除理

性控制，誘發自由聯想中的物象，捕捉其潛意識。透過無意識、隨機性的、偶然

意外的組合，試圖從游移的線性痕跡中找到新的繪畫語彙，期待在那些堆疊、塗

抹的痕跡當中開發出形象。「假如你觀看那些被弄髒而佈滿痕跡的牆面，你會在

那兒發現類似風景的意象。你可能看見戰場，姿態活潑的形體以及奇特的臉孔，

甚至你可以賦予那些無盡湧現的事物以清晰外形。」
67
達文西觀看滿佈污漬的牆

面，牆面上那些不確定的形象成為一種原型，添加自己的渴望的符號使之成為有

意義的形象。而我在畫布上隨意添加無所為而為的痕跡，畫布表面承載的這些線

條、痕跡、肌理，不但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形象的載入，也可以解釋為潛意識的象

徵符號。 

    馬諦斯對於線的領悟在其素描註解中如此紀錄：「當我執行我的素描之變化

系列時，鉛筆在我的紙張上所畫出的一條路線，有一部分的行為，是類似於一個

在黑暗中摸索尋覓的人。我的意思是我的路線是無法預期的：我被引導，但不駕

馭。」
68
以此段話看來，馬諦斯在素描中也採用了自動書寫的方式。  

    我放棄對自然界的參照，以自動性隨意書寫，繪畫過程當中，手勢的運動軌

跡被紀錄下來了，繪畫已經不是一種技巧，不會因為再三修正而變得更精準明

確，相反的，再次的調整經常是為了阻止影像的再現。如同克利（Paul Klee﹐1879

－1940） 說：「線條不必模仿可見者，而是使得可見」“Art does not reproduce the 

visible; rather, it makes visible. ”，
69
我在畫布上不斷地反覆交疊筆觸，任由線條

開發，試圖讓「沒有被看見的事」能被看見。  

                                                        
66 遲軻主編，《西方美術理論文選 下冊》（江蘇教育，2005），668。 
67 此段文字摘自《達文西繪畫筆記》（trattato della pittmra）第二卷，轉引自 Marc Le Bot 著，湯皇珍譯， 

《身體的意象》（台北：遠流，1996），45、46。 
68 Henri Matisse 著，蘇美玉譯，《馬諦斯話語錄》（台北：藝術家，2002），175。 
69 引自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龔卓軍譯，《眼與心》（台北：典藏藝術家，20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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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形 

    現代藝術已從對外在世界的關注轉向主觀內在的體現。藝術家再現的並非可

見事物本身，常是己身的心理狀態，孟克〈吶喊〉（圖 38）中扭曲的、張口尖叫

的人非來自現實，而是自身受到壓抑的情緒的移轉，這樣的造形也出現在後來的

藝術家的作品中。1953 年培根的〈根據委拉斯奎茲之教宗英諾森十世的習作〉

（Study After Vela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圖 48）畫作乃受到孟克〈吶

喊〉的啟發，教宗的吶喊來自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使他陷於瘋狂。
70
事實上培根的

畫中不乏吶喊的造形，如〈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圖 49）頭部只剩一張嚎叫的嘴，令人覺得恐怖。布爾

喬亞在 2000 年創造一系列的群像（圖 50、51），如同孟克、培根作品中的張口吶

喊，彷彿要藉此將體內情緒釋放出來。布爾喬亞曾經公開讚賞培根作品所展現的

張力，她說：「法蘭西斯·培根作品的強度深深地使我感動，我給予正面的回應，

我強調他的遭遇我感同身受。」
71
 布爾喬亞在培根的創作上找到共鳴，她找到一

個情緒的窗口來吶喊。我以簡化方式處理《定格的記憶》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其

中幾件作品（圖 52、53、54、19）不自覺地也使用了吶喊的造形，在潛意識裡企

圖透過視覺符號與隱喻手法，把人物造形扭曲化，並賦予象徵的意義。貢布里希

說：「藝術家的傾向是看到他要畫的東西，而不是畫他所看到的東西。」
72
這說明

一切的藝術都是源自人類的心靈，出自我們對世界的反應，而非出自可見世界本

身，造形的扭曲變形即是創作者眼中所見到的真實。 

 

                                                        
70「在維拉斯奎茲的創作中，扶手椅已經構成四方體的囚牢……，教宗的披肩則具備著肉片的面向……，

教宗固定而專注的眼睛已經看到了某種從看不見的事物中所出現的東西」，見於 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

《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台北：聯經，2007），72。  
71 Bernadac, Marie-Laure.(1998).Louise Bourgeois: Destruction of the fa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ther . 
p.229.“The intensity of Francis Bacon’s works moves me deeply. I react positively. I sympathize. His suffering 
communicates. The definition of beauty is a kind of intimacy in the visual. I feel for Bacon even though his 
emotions are not mine.” 轉引自 孫道庸《性別意識與藝術創作：論露意絲·布爾喬亞（LouiseBourgeois）1970
年後的作品》碩士，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006），105。 
72 E﹒H﹒貢布里希，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譯，《藝術與錯覺》（湖南：長沙科學技術，2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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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培根，〈根據委拉斯奎茲之教宗英諾森十世的習作〉 

    Study After Vela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1953, 油畫、畫布，153×118 cm. 

 

 

  （圖 49）培根，〈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1944, 油畫、畫布，61×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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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布爾喬亞，〈拒絕〉rejection﹐          （圖 51）布爾喬亞，〈密室 XIV〉，2000， 

   2001， 織物、鉛和鋼，63.5×33.0×30.4cm.                織物。  

 

 

  

「圖 52」李碧華，〈寂寞的夜晚〉局部，2014，     （圖 53）李碧華，〈背後的恐懼〉局部，2014， 

壓克力顏料、畫布，130.0× 97.0cm.               壓克力顏料、畫布，130.0× 97.0cm. 

 

 



 70

      

（圖 22）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一，2015. （圖 54）李碧華，〈家之一〉局部，2015.  

     

   四、多視點 

    在柏格森的綿延理論中，時間和生命顯示出來的是一個過去、現在、未來相

互滲透、變化的運動過程，這個劃時代的論點對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藝術起了很

大的作用，影響立體派、未來派、超現實主義……等。立體派不從一個視點看事

物，畫家環繞著對象物移動，把從不同的視點所觀察和理解到的同時形諸於畫

面，統合為一個整體的意象，並呈現出時間的持續性。此方法類似於柏格森在《創

化論》中強調的：「感知、理智與語言之運作情形，有如將一連串快照加以組合。」

73
 畢卡索與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那些描繪「多視點」的作品代表

藝術家的一種認知心態，有如紀錄物象於時空中的變化過程，因而含有柏格森綿

延哲學的內涵。《立體派》一書中有一段話認為立體主義多視點風格類似塞尚晚

年「柏格森式綿延經驗」之轉換，在繪畫中運用了「同時性」的想法： 

 

立體派繪畫的同時性基本是自 1912 年起就廣為流行的「第四度空 

間」理論的變調。不管是用在不同的面描寫某件物體，或是同時在 

                                                        
73 引自 尤昭良著，《創造與變現》（新北市：暖暖書屋，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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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異的時空中描寫物體，「同時性」源自柏格森在 1907 年的《創化 

      論》裡講到關於人類會累積記憶的觀念。74   

 

    立體派已不再滿足於三度空間的描寫，他們將時間因素置入畫作，畫家觀察

對象不再基於單一不動的視點，而是將不同時間觀察到的對象，以組合或拼貼手

法同時呈現。我以立體派的「多視點」來處理人物造形：把人像側面和正面臉孔

並置，揚棄單點透視，也沒有單一光源，不再注意消失點、角度、合理性、可視

的或不可視的現象，主題融入背景環境，展現與周遭事物間可交融的互動與整體

感。早期曾對畢卡索與布拉克的畫持續一段時間的研究，但並未涉入分析立體派

深奧難懂的科學理性思考，只是擷取初期立體派風格和高更綜合主義畫風形成一

種混合體。有所不同的是，我在畫中加了較多的感性元素：情緒性的筆觸和肌理，

也就是以立體派的繪畫觀點結合表現主義的情感強烈展現。 

 

 

 

 

 

 

 

 

 

 

 

 

                                                        
74 Edward F. Fry 著，陳品秀譯，《立體派》（台北市：遠流，199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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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材質運用  

 

    非繪畫性的材質介入平面繪畫中首先見於綜合立體派。在嚴謹的分析立體派

晚期，畢卡索和布拉克察覺到他們愈來愈接近純粹的抽象，於是感到不安，1911

年布拉克首先將一行字放入作品〈葡萄牙人〉中，1912 年布拉克將其他真實的

物件如：沙、玻璃、報紙、布等置於繪畫性空間中，真實的介入將藝術與生活拉

近距離。
75
畢卡索和布拉克開始在畫面上引用寫實的線索：數字、字母、報紙、

壁紙等拼貼，這是「綜合立體派」描繪視覺世界的新策略 ——描繪真實世界卻

又不訴諸幻象，拼貼元素的質感可以表現物體又帶著雙關的遊戲性質
76
。這種類

似全部或部分由紙張、布片或其他的材料黏貼在畫布或其他二度平面上的方式稱

之為「拼貼」，「拼貼法」（collage）出自法文的（coller），即是「黏貼上去」的

意思。 

    如同畢卡索，安東尼·達比埃斯（Antoni Tàpies﹐1923－2012）也被認為是二

十世紀西班牙 傑出的藝術家之一。他自學成才並且創造「非形式主義」

（formalism）的藝術風格，採用現成物的材料質感結合傳統的繪畫素材，轉化

成一種全新的藝術表達語言。作品中的另一大特點是加入了大量象徵性的符號，

如：十字架、月亮、星號、字母、數字、幾何圖形等。如〈十字拼貼〉（圖 55）

的畫面充滿了黑白十字架，帶來悲傷不安的戲劇性情感，猶如暗示一些重大的災

難事件。這些帶有寓意的符號暗示心靈深處的情感和思想，達比埃斯對材料的選

擇並不是為了追求新奇的效果，而是根據一種內在的需要，一種哲學的思考。 

                                   

                                                        
75見於 Eddie Wolfram 著，傅嘉琿譯，《拼貼藝術之歷史》（台北：遠流，1995），17、20。  
76 立體派的文字除了造形的作用，也有隱喻的成分，使用雙關語的影射來強調視覺曖昧性是立體派的重要

本質。例如：1914 年的作品「看報的學生」(Student with a Newspaper)一畫中，戴著法國學生帽的小學生顯

露著呆滯的笑容，畫中所用 URNAL 已漏掉二個字母「JO」，而此字「URNAL」很容易讓人聯想到「urinal」
(尿)這個字，這樣的語意聯想間接的批判「報紙」就像尿液一般，都是廢物與垃圾。畢卡索應用的笑話和雙

關語是非常隨性而具戲弄效果。見於 陳箐繡著，〈二種喜劇版本，不同的幽默感—畢卡索與克利的藝術〉，

《美育》142，200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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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達比埃斯，〈十字拼貼〉Collage with the cross﹐1947，油畫、硬紙板，52.5×73.5cm.  

 

    藝術家通過材料傳遞自己的感覺、情緒，並昇華為對人性的深入分析，在材

料的選擇上除了自身的情感需求外，當然還有集體潛意識的召喚。材料作為一種

藝術表現，它的物質屬性便轉化為精神的象徵，我在這個階段也實驗著對我有意

義的材質運用，此階段的作品經常選取的媒材約可分為三類： 

 

   一、紙張 

    紙張的類型繁多，不同的紙質、色彩各自有其風情，在平面繪畫作品中我

常拼貼的是信件和報紙（圖 56），因為這兩者的相似處在於和記憶的連結。信件

為父親親筆所寫，寂寞的父親經常在幽暗的房間裡寫著寄不出去的信，自小離家

背井，被至親拋棄的痛楚即使用盡畢生的時間也無法療癒，少數有聯繫的遠方兄

弟成為他僅剩的呼喚親情的管道，父親對他們的思念更甚於子女。信件成為他與

人溝通、宣洩情緒的窗口，他與母親爭執的問題永遠沒有真相、沒有解答，書信

也代替不願認同的子女來陪伴他、任憑他叨唸，年紀愈大、他寫信愈勤。 

    信件來自個人潛意識的記憶——我的記憶和父親、母親的記憶，被記錄在字

裡行間的事件、心情有如記憶的「定格」，雖然陳舊，卻是清晰的播放著；報紙

則與集體潛意識有關，報紙上記載世界的變遷、社會大小事件及穿梭在事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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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故事和心情，一份報紙即是一段歷史的切片，呈現人們時代背景和生活環

境的共同記憶。信件、報紙都承載著無盡的空間和綿延的時間，薄薄的紙張因為

所象徵的精神內涵而產生了形而上的厚度。 

 

    

（圖 56）李碧華，〈記憶〉局部 2016，       （圖 57）李碧華，〈冬日的午後〉局部，2016， 

  壓克力顏料、GESSO、咖啡渣、信件、          壓克力顏料、版畫、畫布，91.0×72.5cm. 

  毛線、畫布，27×22cm. 

  

    作品〈冬日的午後〉（圖9）以數年前與父母出遊的照片為本，當時父母已是

老邁多病，相對於〈故事的開始〉（圖7）中的新婚時期顯得清瘦又佝僂。創作手

法類似，概括的人物線條交代故事中主角的形貌，但底層的版畫作品（圖57）則

是以撕裂、交錯重疊的方式拼貼，象徵記憶的錯置或斷裂，父親信件的複製影本

和報紙、版畫作品混雜在一起，再以潑灑的顏料覆蓋，個人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

在畫面上彼此交融並置，呈現記憶「定格」與「流動」的視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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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畫作品 

     曾經在研一暑期上過短期的版畫研習課程，對於樹脂版（圖 58）的雕刻練

習特別感興趣，樹脂版質軟易刻，容易塑造出稚拙或粗獷的趣味，連油墨的材料

都非常簡單，適合個人在家練習。一般人常言「記憶深深地刻印在心版上」，以

刀痕象徵記憶的烙印是很自然的聯想，通常我以大小圓口刀、三角刀雕刻，刻出

來的線條樸拙隨興、粗細不整，以此來呼應繪畫上自由的線條表現。厄瓜多爾已

故畫家瓜亞薩明也是版畫家，他在繪畫作品上的線條和平塗的色彩有著版畫的特

徵。我在黑色的油墨中混入紅色使之偏向暖性感覺，偶爾使用深赭、深褐和淺褐，

刀刻的力道粗細和我在繪畫中以線條勾勒形體的習慣有關，版畫上線條的處理和

顏色的選擇都帶有記憶的象徵。版畫複數性的特色讓同一個版可以複製多張，因

此一張樹脂版可以印出好幾張圖，拼貼在不同的畫作中，就如同熟識的親友在生

命不同的場景中來來去去，我藉著被撕裂、不完整的版畫複製作品象徵反覆出

現、藕斷絲連的記憶。 

 

 

                      （圖 58） 〈版畫製作〉照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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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論文中回溯到父母的早年經驗時心有所感，於是創作了〈故事的開始〉

（圖 7）這件作品。人生不過是記載著大大小小、或遠或近的故事，故事的內容

還是圍繞著人打轉。作品中拼貼的版畫人物象徵生命故事中流動的人物「定格」，

其中數件是孫子所刻印的，版畫人物上覆蓋上潑濺、塗抹的顏料而模糊難辨，孫

子、我與父母都出現在這張畫作上，象徵家族的故事還在延續，故事的編寫尚未

結束。  

 

   三、布、毛線、玻璃鑽飾 

    在現代主義之後，材料的物質屬性已不存在優劣之分，所承載的精神內涵才

是關注的要點，尤其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廉價材料反而更能喚起藝術家和觀眾的

情感。70年代後，女性藝術家們將女性的身體經驗和生命的覺醒轉化為藝術，除

在圖像上表現符合女性特質的象徵外，也將女性日常生活經驗中有關的材質引入

藝術創作當中，如：布料、編織品的材料選擇，及縫紉、綴補的技法運用介入藝

術，成為女性生活經驗裡 重要的隱喻。如同衣服及布料也成為布爾喬亞的雕塑

作品中的重心，經由那些細線懸掛的衣服帶領，她回到記憶的場景；將編織的地

毯拼湊縫補成人體的形狀，蘊含她對生命 初的回憶，她在藝術創作之中藉由潛

意識的力量回到受創的童年，在拼貼與縫紉中修補記憶的傷口。 

    我在很多的作品上也拼貼著這些柔軟的材質（如圖 59、60、61）。這些女性

化的媒材帶有我情感上的眷戀，布、毛線在我的生命經驗中有著特別的感動，象

徵可以觸摸得到的母愛。記憶中母親總是不停的編織，每到冬天，父親和我們三

姊弟身上穿著的有著複雜花紋的毛衣總能吸引眾人艷羨的眼光，她以一件件的毛

衣織物兜住丈夫和孩子，毛衣象徵母親的懷抱，子宮的幻象；而我和母親一樣擅

長縫紉，幼時，母親為我縫製衣服；結婚後，我替自己裁製美麗的孕婦裝，也為

孩子縫製一件件可愛的小衣裳，縫紉是生命孕育、織就溫暖家庭的象徵。布料於

我是有生命、有個性的，亮片是小女孩時 愛的收集……，因此視覺性的繪畫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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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擁有了觸覺性，我透過直覺選擇綜合媒材，來投射自己的記憶和情感，於是

這些物品便帶有隱喻性的意義了。 

  

（圖 59）李碧華，〈家之一〉局部之二，2015， （圖 60）李碧華〈記憶之境〉組畫之四（局部）， 

    （116.5×91.0 cm）× 3                 2015，壓克力顏料、報紙、版畫、畫布，41.0×31.5cm                

                                             

 

          （圖 61）李碧華，〈我看見 〉2014，壓克力顏料、麂皮布料、報紙、 

              瓦楞紙、牛皮繩、玻璃鑽、鉚釘、畫布，（41.0× 31.5）c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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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筆法與痕跡 

     繪畫是一種語言，藝術家借助繪畫的語言傳達思想理念，宣洩情緒，藝術

家在畫面上不小心洩漏出去的可能比他所察覺到的還要多，甚至是毫無具象形體

的抽象畫。除了形體、色彩、構圖外，筆法的運用 能看出畫家的個性魅力。個

人化的運筆方式已經無關乎技術，多半和創作者的性格和當下的情緒有關，這些

促成藝術風格的形成，也成為辨別畫家作品或是藝術流派的重要依據。 

    十九世紀的印象派為了強調對景物寫生時的即時性感受與直覺，他們保留了

筆觸的偶然性，用細碎的短筆觸和厚塗方式將對比色並置，捕捉光線變化下景物

表面色彩的瞬間印象，並刻意地保留寫生過程中的「筆法和痕跡」，把時間的流

動和大自然的光影變化導入平面繪畫中，揭示了藝術史上一種新的視覺建構特

徵，印象派強調快速的運筆方式與不同於傳統平塗無痕的繪畫技法成為藝術史上

的重大革新，也呼應著一個追求速度、創新求變的大時代的來臨。 

    二十世紀是個變動不居的世紀，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對時間、空間的重

新思考，突破了牛頓的運動定律所堅持的宇宙運轉的絕對真理。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的「不確定原理」也告訴我們：任何人為的衡量標準都

會干擾到被衡量的事物。真理已非絕對，科學如此，哲學、地理、人文等也有許

多新發現，尼采的唯意志論哲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心理

學等新思想的興起，推翻以往理性的、有序的、不變的原理原則。世間萬物自然

已無所謂恆定不變的狀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快速、變動、不確定成為普世

現象，「不確定」在現代藝術或後現代藝術中成為一個標誌性的特徵。 

    藝術創作的意義是從個人的創作實踐中探討人對其所身處的世界的體驗感

受，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處於流動變化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不存在絕對的靜

止，這種在稍縱即逝的流動時間中抓住某一瞬間，對記憶、意識的揣摩本身就充

滿了主觀、偶然和不確定性。藝術隨著科學、文化、社會的變革也在不斷地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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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其表現出來的偶然性、非理性、非預期性的特徵，使藝術展現新時代的革命

性風貌。 

   《定格的記憶》系列作品除了表達對父母的思念，很大的部分在體現童年記

憶的不確定感受，對自我認同與生命價值的定義有著模糊的不確定感，這種模糊

縹緲的感受是無法藉由具體的形象來傳達，轉而藉助創作方式的改變，企圖以直

覺性的筆法操作和痕跡的留存與精神共振；經過反覆推敲的構圖設計往往遠離不

斷流動變化的思維和情緒，只有在進入某種程度的無意識狀態之中， 容易找到

個人也無法準確言說的心靈的感知。在現代主義藝術發展之後，更是大量的出現

以刻意強調「筆法和痕跡」的創作方式來表現自我精神與思想的藝術家，個人化

的表現方式成為一種藝術語言，詮釋藝術家希望如實傳達的理念。 

    50 年代的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其藝術的本質是在抽象

繪畫當中，不強調幾何構成和美學原則，以不精確、不可預知的方式行動繪畫。

德·庫寧在 1950 年代開始進行以女人為主題的創作（圖 62），以狂野的筆觸將這

個邋遢、壯碩的女性身體解構，他在解構破壞的過程中得到了快感，他並不刻意

掩飾繪畫過程中所產生的痕跡，不斷重複修改的線條與輪廓並未被消除，產生不

確定是否完成的曖昧感。他以狂暴性的「筆法和痕跡」見證二次大戰後經濟、文

化價值崩潰之際人心的不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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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德庫寧，〈女人與自行車〉Woman and Bicycle﹐1952－1953﹐ 

                         油畫、畫布，194.3 × 124.8 cm. 

             

    存在主義的代表性藝術家——瑞士的雕刻家傑克梅第，在二戰結束後仍未平

復他的精神焦慮。傑克梅第運用其獨創的視覺符號表達他凝視生命主體後，感受

到的那種飄忽不定的存在感。他的作品像是要捕捉一種稍縱即逝的感覺，對於「真

實」的表達，傑克梅第覺得非常困難，被凝視的「真實」在流動的時間裡一再地

改變狀態，他不停的繪畫、擦去；再畫、再擦去，他充滿疑惑與不安（如圖 63），

他愈努力想畫好一幅畫，這幅畫就愈不可能完成，這個問題來自於他無法描繪對

象物在流動時間中的恆定狀態。對象是誰其實並不重要，他根據記憶中的形象和

現實的感知，試圖以狂亂的線條、模糊的色調、被塗抹擦拭的痕跡來「定格」流

動中的時間和記憶，這種無法確定的創作特質展現了藝術作品從物質屬性轉為精

神象徵的本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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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3）傑克梅蒂，〈紀涅肖像〉Jean Genet﹐1954－1955﹐油畫，73.0 × 60.0cm. 

 

    以線條的擦去、生成來紀錄記憶的「定格」和「流動」的不確定，在南非藝

術家威廉·肯特里奇的藝術作品中充分被展現。他將藝術當作日記，見證南非社

會面臨的不穩定的、瞬息萬變的現實。完成於1989－1998年，以炭筆畫為基礎的

動畫短片——《被流放的菲利克斯》(Felix in Exile)（圖64、65），紀錄下南非歷

史上 重大的政治變遷。 

 

 

（圖64）、（圖65）肯特里奇，〈流亡中的菲利克斯〉（Felix in Exile）﹐1994，紙上炭筆及油畫棒。 

 

 



 82

    記憶的主題使得「筆法」與「痕跡」在肯特里奇的作品中顯得尤其重要，他

不採一般定格的動畫，而是在同一幅畫中不斷的修改、擦除、重畫、覆蓋，並用

16mm 或35mm 攝影機拍攝變化過程的每一個階段，從而形成流動的、連續的

影像。擦拭炭筆所留下的污痕使得畫面愈來愈模糊、複雜，甚至前後交錯，如同

記憶的混亂不清、前後錯置，肯特里奇藉著不斷地塗抹、刪減終於完成情節的敘

述，炭筆留下的污痕不但沒有造成障礙，反而製造模仿記憶的效果，影像的塗繪

和清除彷彿記憶的顯現和消失。肯特里奇的動畫短片準確地表現出世界不是一個

穩定的現實，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記憶、時間和歷史是不確定的，人們在

歷史中被時間的浪潮推動著，然後被淹沒。 

    傑克梅第以不斷的重新繪畫和塗抹的痕跡，表達在流動的時間裡人存在的不

確定感；肯特里奇以線條的塗寫、擦除和流動的動畫形式闡釋記憶、歷史在流動

時間中無法掌控的轉變和消融；我以直覺、非理性的繪畫「筆法」與不刻意遮掩

的「痕跡」來體現生命記憶、自我認同的不確定性，非理性繪畫的表現方式不僅

追求視覺形象的瞬息變化，也是象徵重新定義生命存在的主宰能力。人生無常，

年齡愈長，愈能了解生命中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的準則，人生際遇不確定因素太

多，是非對錯之間出現更多的灰色地帶，對人對己少了堅持，多了寬厚和體諒，

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轉而形諸在畫布上呈現順勢而為、自由自在的創作方式。 

    在我作品中，線條不斷地出現、又被覆蓋，過程中所殘留的印跡可以看見那

些繪畫動作的曾經存在，作畫的軌跡暗示時間的歷程、潛意識的流動和記憶的不

確定，畫面有了空間性和時間性的延展。我以系列作品《不確定狀態》（圖 66、

67、68、69、11、15、36）來體現「不確定」感，一開始是主題的不確定，後來

成為感覺、記憶、自我認同的不確定，記憶與當下的情感融合，成為經驗的一種

創造。沒有計畫的繪畫行動在進行一種風格的探險，來回反覆，不能確定完成狀

態，也是一種思考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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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6）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一〉，2016，  （圖 67）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二〉，2016，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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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8）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五〉，2015，   （圖 69）李碧華，〈不確定狀態之六〉， 2015，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壓克力顏料，畫布，116.5×72.5cm.   

 

    非理性繪畫因其在創作情緒上注重直覺和生命體驗，在創作手法上講求順其

自然、偶發意外、將錯就錯。在《不確定狀態》系列作品中，線條流動的速度顯

現出非經思考，雖仍保有一些與造形的依附關係，自動性的運筆有書法或是音樂

流動的參照，不確定主題，沒有預定的結束狀態，繪畫過程充滿著實驗性，創作

靈感經常是來自於偶然和意外，已無故事的敘述和象徵，純然表現意識流動和對

生命體認的不確定感，這種隨興的繪畫「筆法」與留下的走筆「痕跡」也紀錄作

畫過程的意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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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為了論文的寫作，我借閱甚至購買大量的書籍，雖然不免有囫圇吞棗和斷章

取義的現象，但是通過大師的心靈之旅後，再返身自我省視時儼然有了更大的氣

度與視野，論文的完成已不只是理論和創作作品的整合與闡釋，而是開拓精神領

域的豪邁壯舉。我透過繪畫作品與論文召喚記憶，藉創作釋放潛意識中被壓抑的

意象，「定格」在作品的想像空間中達到昇華；哲學和精神分析理論則提供挖掘

存在於作品中的人格原型，得以做一種深度的自我觀看。 

    柏格森指出：「意識所覺到的內在綿延不是旁的，而只是意識狀態的互相溶

化以及自我的逐漸成長。」
77
綿延即是生命永恆的變化狀態，蘊藏的「生命衝動」

使自我的生命創新、成長。 

    柏格森用文學手法描繪對於綿延的感受說明潛意識的作用；佛洛伊德是決定

論者，他把決定性力量從過往的意識層面推到潛意識層面上；榮格的分析心理學

的特點是把佛洛伊德的理論柏格森主義化，認為力比多不僅包括佛洛伊德所說的

原慾，也是一種心理能量，是個體指向自身發展或個性化過程中的自由創造力，

如同柏格森所說的活潑潑的生命衝動。與佛洛伊德的早期決定論相反，榮格更重

視後半生對人的影響，他認為告別前半生的價值觀需要面對自己的潛意識，實現

「個體化」，即意識和潛意識的和諧整合。尤其「轉化」的對象是發生於中年以

後，人在中年時更容易感性、理性兼容並蓄的自我整理，提出一個更圓融智慧的

生命藍圖，研究榮格學說的學者莫瑞.史丹即認為： 

 

個體化是一種動力(dynamic force)，一種與生俱來的傾向，稱它為 

一種驅力、衝動，或者我會說在某些人生階段是一種強迫性的命令 

                                                        
77 Henri Bergson 著，吳士棟譯，《時間與自由意志》《北京：商務印書館，19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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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了讓存活的個體完全體現自己，在經驗世界的時空當中變 

      成真實的自己。78
 

 

    榮格肯定人生 有意義的轉化就發生在中年階段，在意識與潛意識之間建立

橋樑，剝落人格面具，轉向自性的探索，這是「個體化」過程的重要關鍵，是他

在中年危機後所產生的人生智慧。這對於人生已經走到中年以後的我有著特別的

啟發，我以《定格的記憶》的系列作品和理論來整合自己的意識與潛意識，並紀

錄探索與整合過程中的變化和成長。 

    父親的逝世，家庭的變故使我體悟到人己、親疏、生命的無常。回溯的記憶

在佛洛依德、榮格的潛意識裡有著冰山之下未知的龐大領域，雖然在「定格」中，

流動的記憶無法確定一個永恆的姿態，但因此，我卻擁有了重組、剪輯的自主能

力。 

    我在《定格的記憶》系列作品及精神上做了一個重大的反省，記憶的定格使

我勇於面對過往種種事件與情緒，創作不再只是形式主義的美學實驗而已，植入

情感、思考、意識的創作作品成為生命探索的紀錄，畫布成為藉著藝術行動整合

意識與潛意識的場域，在作品完成及理論的系統性分析與反省後，綜合以下數點

領悟：  

 

    一、 作品背後的理念與思維是支撐作品張力的重要依據，現代藝術並不以

視覺性的美感為追求目標，內在的精神性是藝術創作的驅動力，所有創作的形

式、媒材、元素均是為了表現自我的手段，藝術創作不應只務求新穎的視覺呈現，

精神內涵的彰顯必須找到適切的媒材和形式，才能恰如其分的自我表達。 

    二、 所有風格的形成必有其背景因素，儘管創作題材是屬於個人性的經驗，

但表現的創作形式自然有其產生的淵源，尋訪藝術史中大師的身影，探究其理念

                                                        
78 Murrar Stei 著﹐黃璧惠、魏宏晉等合譯，《英雄之旅-個體化原則》（台北：心靈工坊，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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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想的緣起、藝術表現的演化過程，比照自己尚未成熟不穩定的創作風格，是

一種向大師學習的機會。 

    三、 「生命的衝動」促使創作成為自發性的行為，以直覺開啟深層意識，

達到物我的融合。創作過程中媒材、物體的選擇和造形、色彩、筆觸的變化都是

來自內在的需要，故無意識的操作方式也有其深層的心理因素，而完成後的理性

剖析創作風格和形式即是自我的心理分析和輔導。 

    四、 創作的行為有了哲學、心理學的理論依據，便不只是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的慣性動作。哲學、心理學與社會、藝術、生命理念息息相關，為個人

人格特質、生命情調的生成潛因；柏格森的時間新解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造

就現代藝術中多種藝術流派的興起，這兩者是對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藝術活動推

波助瀾的重要因素。哲學、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學理的研究提供我藝術創作一個龐

大的資料庫。 

    五、 為了詮釋記憶的定格與流動現象，嘗試以各種創作手法呈現，過程中

體會到冒險的樂趣，雖不刻意改變繪畫的風格，但主題變異之後，自然引導至新

形式的探險道路，可惜此次實驗時間過短，期待來日繼續發掘新的可能性，故暫

時以「不確定」來定義此階段的創作特質。  

 

    本論文的寫作存在著一些矛盾：以理性的分析、整理來研究自身的作品事實

上是有某種程度的矯飾，作品的產生是出自偶然、無意識的，過程中從未有創作

學理和創作理念的思考，在完成後強加的歸類、引證，比較近似揣測式的推理和

心得報告，難怪許多藝術大師避免談論自己的創作作品，是否因為鞭辟入裡的研

究無法詮釋既模糊又敏銳的創作靈動力，甚至是背道而馳？但是，理性系統化的

分析能讓我就創作過程和藝術學理研究做一番爬梳反省，了解自己創作方式和風

格表現的心理因素，也對自我的藝術養成有整體性的認識，是論文寫作的重大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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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個人而言，撰寫本論文並不容易，一則是個人長年習慣於非邏輯性的思考

和創作行為，一旦從事學術性的論述不免感到遲滯；再則轉身面對自我內在，梳

理早年記憶的糾葛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封閉性的性格在論文的自剖上幾度來往反

覆掙扎，有相當的困難度。從論文寫作開始時的逃避和茫然，到 後能冷靜地整

理記憶、經驗、情感和作品風格的表裡關係，無疑也是心靈的成長和藝術的昇華。 

   人類與生俱來的創造力在面臨挑戰時自然能產出巨大的潛能，改變自己、改

變環境，在《定格的記憶》的系列作品和論文寫作完成之後，更感受到藝術創作

無盡的可能性和表現性。藝術賜與我一雙翅膀，在我遇到困境與阻礙時得以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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