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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透過繪畫創作進行藝術治療的過程，經由研究作品中所隱

含的憂鬱和優癒之間的拉扯、對抗、和解與對話關係，進而達到分享自我療癒

經驗的目的。 

       藝術治療是一門專精的學問，本論文雖然以它作為論述的理論基礎，但

所研究的範圍並非醫學、科學或心理學，而是依筆者的親身經驗由果溯因，探

究每件作品背後的故事，並從中找到一種自我療癒的方式。首先，引言研究的

動機與目的，接著，闡述筆者如何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自我釋壓的良方，並以曾

受到精神疾病所苦的藝術家為鏡，取經其長壽的祕訣，然後，筆者從第一人稱

的身份中跳脫，嘗試以第三人稱的角色客觀地對作品的創作內容與方式作導

覽。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以自傳的方式導入正題，藉由事由、作品、心理分

析等步驟進行自省與修正，最後達到優癒的目的。所謂「優癒」雖然是指調整

情緒，使自我處於良好的狀態，但與痊癒畢竟有所距離，因此筆者僅以自身的

經歷作探討，目標是自癒與分享，除此之外，筆者期許本論文能成為自己在未

來結合藝術、靈學、心理學等跨領域研究的第一步。 

 

關鍵字：藝術治療、憂鬱、優癒、自我療癒、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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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art therapy through art creation. 

That is, the study relationship implying melancholy and adjusting the emotional 

situation between pulling & pushing, confrontation &compensation, conversation & 

dialogue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inter. 

   Art Therapy is a branch of advanced knowledge. Although the thesis is based on 

art therapy; however, it’s not the scope of medicine, science or psychology, but based 

on the true experience of the painter, tracing back to the stories behind the painter and 

trying to find one way to cure the painter. 

   This thesis, first, cites th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 and the purpose. Then, 

expresses the way of the painter how to look for relieving herself and adopts the 

painter who suffers from mental illness as a mirror to realize the secret of longevity. 

Besides, the painter regards herself as the third person to guide creation content and 

art style objectively instead of the first person.  

   The study method of this thesis is to utilize autobiography directing the main topic 

through the steps of facts, work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etc. to proceed introspection 

& modification and finally reach the aim of so called “supreme therapy”, which 

indicates the modification of emo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different from melancholy.  

Therefore, the painter hopes that this thesis can become the first step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the near future which combines art, psychology with 

parapsychology. 

 

Keywords: art therapy, melancholy, supreme therapy, self-healing ,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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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日本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Yayoi Kusama, 1929－）曾說：「若非為了藝

術，我應該早已自殺。」1 

    筆者少時內向寡言，由於受到同儕排擠，只能默默度過孤單的小學時期。

進入國中後，因課業壓力大之故，於是更加懼怕人群。高中時家庭遭遇變故，

在休學擔負家計期間，來自周遭的異樣眼光幾乎壓垮了所剩無幾的自信。大學

期間更是渾渾噩噩，每日忙碌地奔走掙扎於學校與工作之間。一連串的打擊與

挫折，讓筆者曾經質疑生命的意義，甚至懷疑存在的價值，但在經過一番深切

的內省之後，找到了一股自我療癒的力量——上天所賦予的「畫畫」本能。對

筆者而言：塗鴉是一種紓解，色彩是一種告白，創作則是不斷重生的過程，也

可以說：若非因為繪畫，筆者應該無法站起來。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論文的研究背景起始於「藝術治療」。 

草間彌生長期受到人格解體障礙症的煩擾2，繪畫大師喬治亞．歐姬芙

（Georgia Totto O'Keeffe, 1887－1986）也曾遭到精神性疾病的侵襲3，其次美國

知名精神醫學教授凱．傑米森博士（Kay Redfield Jamison）在其所著的《瘋狂

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一書中亦曾提及多位患有憂鬱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

症等疾病的藝術家【表 1-1】，這些畫家在與病魔奮戰的同時，皆各自綻放出生

命中撼動人心的藝術火花，此外從杜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憂鬱Ⅰ〉

【圖 1-1】、卡蘿（Frieda Kahlo, 1907－1954）〈一些小刺痛〉【圖 1-2】、培根

                                                       
1草間彌生紀錄片《Infinity》，POPBEE https://popbee.com，檢索日期：2019/2/24。 
2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118。  

3愛密麗．馬汀(Emily Martin)，《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市新莊區：蜃樓，201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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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Bacon, 1909－1992）〈頭部第六號〉【圖 1-3】、石田徹也（Tetsuya 

Ishida, 1972－2005）〈囚人〉【圖 1-4】等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潛藏抑鬱因子的痕

跡，那是觀者可以順藤摸瓜的證據。 

以上這些藝術家的作品，有些能引起社會的共鳴，有些能激發群眾的情

感，有些則驚世駭俗令人側目，即使他們都擁有異於常人的敏銳觀察力，也具

有得天獨厚的豐沛想像力，但是在疾病的面前有人被擊垮，有人卻能持續用畫

筆寫故事……他們是天才？還是瘋子？這成為筆者繪畫創作的契機：希望能在

藝術中找到自己。 

 

表 1-1 憂鬱畫家列表： 

                           藝 術 家  頁碼 

 

  

 英 國 

1.海登（Benjamin Haydon, 1786－1846）  62 

2.達德（Richard Dadd, 1817－1887） 107 

3.科特曼（John Sell Cotman, 1782－1842） 323 

4.甘斯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 324 

5.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 324 

6.透納（J.M.Turner, 1775－1851） 324 

 

  

 美 國 

  

1.巴頓（Ralph Barton, 1891－1931）  83 

2.伊肯斯（Thomas Eakins, 1844－1916） 323 

3.波拉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324 

4.戈爾基（Arshile Gorky, 1905－1948） 338 

5.帕散（Jules Pascin, 1885－1930） 339 

6.羅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 339 

 荷 蘭 1.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 203 

 法 國 

 

1.吉里柯（Theodore Gericault, 1791－1824） 322 

2.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 323 

 挪 威 1.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 324 

義大利 1.巴薩諾（Francesco Bassano, 1517－1592） 338 

2.泰斯塔（Pietro Testa, 1611－1650） 339 

 德 國 1.基爾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 339 

2.萊姆布魯克（Wilhelm Lehmbruck, 1881－1919） 339 

                       資料來源：《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 吳孟澐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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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杜勒，〈憂鬱Ⅰ〉，版畫，24×18.8cm，1514，     圖 1-2，卡蘿，〈一些小刺痛〉，油彩、金屬板，          

資料來源：《杜勒作品〈憂鬱Ⅰ〉之圖像學研究，頁 149。    38×48.5cm，1514，資料來源：《你不可不 

                                                知道的 100 位西洋畫家及其創作》，頁 365。 

          
圖 1-3，培根，〈頭部第六號〉，油彩、畫布，     圖 1-4，石田徹也，〈囚人〉，壓克力、木板， 

93.2×76.5cm，1949，資料來源：        103×145.6cm，1999，資料來源：《再現生命

《西洋繪畫 2000 年（6）》，頁 304。            的魔幻時刻-鄭凱中繪畫創作研究》，頁 24。 

                                  

 

    2011 年二月底在臺北舉辦的「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特展【圖 1-

5】，這是筆者第一次走進故宮博物院，第一次參觀畫展，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內

心世界被翻開的感動。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曾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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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是占有我心靈的一些內在形象的具體表現」。4 又說：  

 

    表現實物對我而言有如夢魘，……好比我會把頭切下放到不可思議的地方 

   ，我之所以不計一切推翻前例，為的是找尋另一真實的層面。5 

  

    在世人的眼中，夏卡爾畫中飛升的人物、上下顛倒的構圖、時空錯置的巧

思，在在顯示出夏卡爾「超現實繪畫」風格源源不絕的創意，但筆者當時之所

以震驚，是因為畫中的景象真實地道出了筆者多年來無法言說的生活體驗：從

小就常有在半夢半醒間靈魂飛升的經驗、聽見並看見來自第四度空間的聲音及

影像，是真非夢的感受竟成了別人口中的幻聽、幻覺、中邪、……，在尋求醫

療協助時，被醫師診斷為「憂鬱症」。因此夏卡爾畫中的真實世界，成了筆者隔

時空交會的知己，「同感」也成了筆者創作研究的動機。 

 

                              

                   圖 1-5 「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特展 

                           資料來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4Giuliana Zuccoli Bellantoni，《巨匠美術週刊 19-夏卡爾》，臺北市：錦繡出版社，1992，頁 32。 
5何政廣主編，《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6，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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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轉化、療癒、分享」是筆者繪畫創作研究的目的。 

    在過往三十年的兒童課後輔導補習教育工作經驗中，因學生不乏過動症、

妥瑞氏症、學習遲緩兒，更多的孩子則來自單親家庭或身為家中獨生子

女……，因生長環境的影響，這些學童在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

一定程度的障礙，並自築起一道與人隔絕的牆，正如筆者從小所走過的自我封

閉之路，因此在同理心的驅使之下，扮演起了亦師亦友的「話療」角色，但話

療的影響力畢竟有限，於是根據筆者自我療癒的經驗，嘗試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一股可以永存、可以分享的正向能量——「畫療」。 

 

一、轉化情緒 

    筆者幼年時期個性孤僻，每當遇到情緒失控時，便習慣在地上、牆上，將

心中的憤怒、不平、恐懼、悲傷，藉由塗鴉吶喊出來，及至漸長，便將紙、筆

當成聊天對象，並藉此轉化內心的慌亂與煩躁。 

    例如：在傷心時畫太陽【圖 1-6】；在鬱悶時畫星空；在憂愁時畫花朵；在

不安時畫樹木；在生氣時塗藍色；在害怕時抹綠色；在疲累時刷白色……，塗

鴉是一種情緒宣洩，它並不需要完美的構圖，只須隨心所欲，任由煩悶的心情

在一筆一劃中逐漸轉變成為淡然的「新情」。 

               

      圖 1-6，吳孟澐，〈小太陽〉，金粉、透漆、漆盤，直徑 12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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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療癒 

    翻開三十多年前泛黃的鉛筆塗鴉，看見了成長蛻變的軌跡，一開始因自我

封閉而不見的五官【圖 1-7】，漸漸在畫中露出了笑容【圖 1-8】，其中也記錄了

筆者成為漫畫家的夢想【圖 1-9】。夢想是建構在掙脫現實枷鎖的基礎之上；現

實是努力前進讓夢想實現的動力，因此：夢想是現實的草圖；現實是夢想的實

踐。 

    將自己夢寐以求的願望，或想說卻說不出口的話，畫出來，作為預言未來

美夢成真的證據，然後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就能找到一股自我療癒的力量，以

及前進的勇氣。 

 

               

           圖 1-7，吳孟澐，〈無題〉，鉛筆、筆記本，21×15cm，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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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吳孟澐，〈笑容〉，鉛筆、筆記本，21×15cm，1984。 

 

                     
              圖 1-9，吳孟澐，〈我的夢想〉，鉛筆、筆記本，21×15cm，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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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驗分享 

   在繪畫中，筆者得到了自信與平靜，雖然情緒仍然每日反覆，雖然想哭的

衝動隨時可能發生，但是經過藝術的斡旋，筆者終能與憂鬱和平共處，並將自

我療癒的經驗展現在繪畫創作中與眾分享，正如草間彌生所說： 

      

    藝術世界樂趣無窮，對我來說沒有比這個世界更能湧現希望、激發熱誠的 

    地方了。因此為了藝術，再怎樣辛苦我也不會後悔，我就是這樣一路走到 

    現在，今後也會這樣繼續生活下去。6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分享筆者透過繪畫的學習與創作進行自我療癒的經

驗，期盼自己也能像草間彌生與歐姬芙一樣，不被病痛擊倒，在人生的長路

上，以畫為伴，勇敢面對生活，並持續自信前行【圖 1-10】，終有一天在藝術的

園圃中開出美麗的花朵。 

 

                   

                圖 1-10，吳孟澐，〈自信前行〉，鉛筆、紙，18×13cm，1987。 

                                                       
6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臺北市：木馬文化，2017，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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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對筆者來說，繪畫創作是一段自我催眠的藝術自療過程，因曾經遭受的冷

落、霸凌，以及來自於三度空間的、靈異世界的、有形、無形的壓迫，造成生

理與心理上的病痛，這些看似無解的狀態，在創作上卻是源源不絕的靈感來

源。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個人創作，筆者將所見所聞透過隱喻的方式忠實地再現

在畫面上，每一件作品都隱藏著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因此論述內容便採自傳

獨白的方式來增加可讀性。 

    其次，研究方法【表 1-2】是依照作品所呈現的內容，查閱文獻上可供參考

的理論基礎，例如：《超自然經驗與靈魂不滅》、《靈魂出竅 4hr》、《靈魂的旅

程》、《生命歸宿與靈魂法則》、《靈魂附體與精神療法》等書籍上，學者專家所

研究的與筆者情況雷同的實例，同時蒐羅曾患有精神疾病藝術家的作品與背景

資料、療癒情況等，並將所查得的資料作為自我分析心理狀態的依據，接著進

行內省與檢討，然後於修正調整心態後，再進行新的創作，如此反覆，便自然

形成創作與自療的研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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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方法 

 

     所見所聞              

 

 

    繪畫創作             

                            

 

查閱相關書籍、文

獻            

           蒐集藝術家作品、背

景、療癒情況等資料 

                 

 自我心理狀態分析 

                              

    內省、檢討 

                                  

  心態修正、調整 

                     

  

                                              吳孟澐製表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憂鬱症 

美國精神醫學教授傑米森博士說： 

 

憂鬱的症狀包括情感淡漠、無精打采、絕望、睡眠困擾（睡太多或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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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身體動作減緩、思考遲緩、記憶力和專注力受損，以及對通常顯得有

趣的事情喪失興趣。附加的診斷準則包括自殺意念、自責、不恰當的內疚

感、不斷出現死亡的想法、憂鬱症狀至少持續二到四週，以及正常生活功

能的明顯受阻。7 

 

憂鬱症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情緒上的壓抑而產生過度的憂思，日積月累而成 

為失控的病症。以筆者為例，失眠是最常見的症狀，常常因為別人的一句話， 

心情瞬間跌落谷底，悲傷持續的程度少則數週，多則數月，茶飯不思的結果是

導致頭疼、胃痛、身體極度不適，有時也會因為某件事物而突然爆哭，內心充

滿自責、空虛、焦慮、無助、絕望等情緒而不能自已。 

 

二、藝術治療 

 

    美國藝術治療協會給藝術治療所下的定義是：「藝術治療提供了非語言的表 

    達和溝通機會。」在藝術治療的領域中有兩個主要的取向：一、藝術創作 

    即是治療，而創作的過程可以緩和情緒上的衝突並有助於自我認識和自我 

    成長；二、若把藝術應用於心理治療中，則其中所產生的作品和作品的一 

    些聯想，對於維持個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平衡一致的關係有極大的幫 

    助。8  

     

    就筆者所知所謂的藝術治療並非狹義地只界定在平面繪畫方面，舉凡雕

刻、陶藝、手工藝等也都屬於其中的一環，實際上音樂治療也是一條極佳的管

道，只不過對筆者個人而言繪畫是最便利的方式，只要有簡單的紙、筆即可成

                                                       
7凱．傑米森，《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臺北市：心靈工坊，2002，頁 41。 
8陸雅青，《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臺北市：心理出版，199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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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情緒宣洩的出口，然而藝術治療還需要透過合格的心理治療師來進行，這對

於因過度抑鬱而自我封閉的人而言，在藝術治療師面前敞開心扉，無疑是一大

挑戰。 

 

三、自我療癒 

    「療癒」是近幾年來非常流行的詞彙，意指：透過一些能平穩心情的活動

【圖 1-11】、物品、圖片及影片等，讓個人從內心的傷痛中獲得釋放，而得到自

由，並重新找回自我的過程。「自我療癒」則是相信自己，勇於面對，並找到自

我情緒管理的方法。筆者的自我療癒方法是邊聽音樂邊畫畫，讓躁鬱的情緒在

專注中逐漸平穩下來，而達到優癒的狀態。 

 

                                             

        圖 1-11，吳孟澐，〈心情趴趴走Ⅰ〉，鉛筆、素描本，19.4×26.5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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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理念與發想 

 

    俗話說：「眼睛是靈魂之窗」，所以，筆者透過眼睛的「觀」，來誘發靈魂的

「覺醒」，並藉此觸動創作的發想，而本研究論文是以「藝術治療」作為理論基

礎，經由繪畫創作來探討「畫療」的作用，盼進一步達到分享「自我療癒」成

果之創作理念。 

 

第一節 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自我釋壓良方 

 

    曾經從藝術中獲得救贖的畫家盛正德說： 

     

    畫作維持了我生命裡必要的理性，沒有讓情緒全部淹沒在那深不見底的混 

    亂、自責、自戀、及自我折磨的淵源裡，每天，我把畫視為必修的功課， 

    慢慢地，畫與我的人可以結合，也可以對談。經由畫，看到生命中一些潛 

    藏或遺漏的東西，而薄弱的生命力，也一點一滴地從畫中慢慢地積厚起 

    來。9 

 

    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肇因於周遭環境

中所遭受的挫折、壓力，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自我釋壓良方，勇於面對是最快

速，也是最好的療癒方式。 

  

一、靜物與風景寫生 

    2008 年，筆者開始學習油畫，走出鉛筆白描的井底小世界，投入色彩繽粉

的大自然懷抱中，花、樹、山、水俯拾可得，自由、空氣舉手可握，無論靜物

                                                       
9盛正德，《以畫療傷》，臺北市：心靈工坊，2002，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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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或風景寫生，都是靈感的泉源。2012 年首度參加繪畫比賽，即獲得「第八

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水彩油畫類佳作【圖 2-1】，繼之 2014 年在雲林縣政府文化

處舉辦的「閒畫家常」首次油畫個展經驗【圖 2-2】，讓筆者更篤定了繼續藝術

之路的堅持，也對未來更充滿了信心——壓力雖無處不在，但只要調整好心

態，放鬆心情，壓力也可以轉換成為讓人跳得更高更遠的彈力。 

 

 

               圖 2-1，吳孟澐，〈古坑踩風〉，油彩、畫布，91×116.5cm，2012。 

                 

                   圖 2-2  「閒話家常—吳孟澐油畫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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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到 2012 年間，筆者幾乎沉浸在靜物寫生的無我世界中，畫筆的揮動

帶來了一份抑鬱中的寧靜。三月之花孤挺傲視群芳，脂粉薄施，淡雅醉人，

〈Amaryllis〉【圖 2-3】略顯雜亂的筆觸描繪著情竇初開的少女愛瑪麗麗絲墜入

情網時內心鼓動不安的情愫，金箭刺心的痛與不悔化作花兒鮮美的色彩，與牧

羊人共譜雋永感人的愛戀傳說10。 

 

                

                圖 2-3，吳孟澐，〈Amaryllis〉，油彩、畫布，35×27cm，2014。 

    

   〈生意興隆〉【圖 2-4】完成於夜闌人靜時，下班後因疲累而陷入發呆的長時

間混沌中，一時興起將庭院中的金桔植栽，與 2000 年從抓娃娃機取得的龍形布

偶，就著金粉色窗簾，排列組合成一幅有趣的畫面，經過三小時的彩繪，終於

將倦意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滿足與迎接黎明的欣喜。 

 

 

                                                       
10https://www.fivedream.com 三月花語孤挺花 喋喋不休 江明輝 五夢網，檢索日期:20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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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吳孟澐，〈生意興隆〉，油彩、畫布，35×27cm，2014。 

 

    2011 年某夏日，在大賣場避暑購物之後，沿著斗六市鎮南路往雲林古坑方

向一路駕車御風而行，忽然發現路邊動人的景致——美麗的向日葵像一朵朵小

太陽在風中舞動，與不遠處的油菜花田，比鄰相伴，相映成趣，形成一大片金

黃色的花海……，忍不住將這畝田園美景收入畫布中，看著葵花迎著微醺的暖

風，追逐著灰然欲雨天空中太陽的身影，形成一方小太陽〈觀日〉【圖 2-5】的

趣味。 

 

              

               圖 2-5，吳孟澐，〈觀日〉，油彩、畫布，41×53c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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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著雲林古坑進入華山，一座座景觀民宿、咖啡小屋映入眼簾，著名景點

「加比山」之夜，曾經燈海閃耀，遊客如織，驅車前往山上的制高處，尋找僻

靜的「市外逃園」，遠離塵囂，在茂密的林間席地而臥，放縱脫韁的思緒盡情撒

野，任由自己被濃濃的「綠海」淹沒，讓桎梏的心跟著鳥兒展翅高飛，穿越竹

枝的間隙，直奔向〈自由的天空〉【圖 2-6】。 

 

                  

           圖 2-6，吳孟澐，〈自由的天空〉，油彩、畫布，91×72.5cm，2013。 

 

二、人體寫生與速寫 

    

    承載著豐富語言的「身體」，神祕、曖昧而難解，讓千古以來的人們深深為 

    它著迷，並成為藝術的主要表現對象。而相對於男性的身體，女性的身體 

    在西洋藝術史的傳統裡佔有較特殊的地位，不但是西方藝術的精神指標， 

    在遠古時期的女性身體更具有高度的宗教性與生命崇拜的特質。11 

                                                       
11廖玉芳，《凝視身體──女性身體的變貌與潛藏意識》，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

士論文，200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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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筆者第一次接觸到人體寫生，從八、九年的靜物及風景寫生經驗

中急轉為寫生人體，對筆者來說確實是一大難題，其中的原由除了人物描繪需

要扎實的繪畫基礎之外，還需要具備細膩的技法，較之筆者之前率性厚實的油

畫筆法，在創作元素上不但是一大突破，在素描明暗表現上也是一大進步。 

   〈待續〉【圖 2-7】是筆者第一張人體油彩寫生作品，背景的「紅」滿載著對

藝術創作的熱情與期待，在構圖的鋪排上，將人物置中，顯現出蛻變前的孤單

與徬徨，相對於紅色的背景，低調的主體隱藏著內心意欲前進的躊躇與猶豫，

未完成的五官、不完整的畫面，緩緩訴說著憧憬美好未來的待續。 

 

                  

                圖 2-7，吳孟澐，〈待續〉，油彩、畫布，60.5×72.5cm，2017。 

   

    人體是大自然中最偉大的藝術品，既具有音樂的律動性，又呈現優雅的流

線感：一舉手一投足、一伸展一回眸、或唯美、或陽剛，都可以成為畫面中最

吸睛的焦點，因之，筆者嘗試以鉛筆速寫白描的方式【圖 2-8】，單純用線條來

表現人體的純粹之美，並加以收集記錄，以作為未來繪畫創作的靈感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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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吳孟澐，〈人體速寫〉，鉛筆、素描本，39×26cm，2017。 

 

    用碳精條繪圖對筆者來說是一個嶄新的經驗，不但可以畫出鉛筆的線條

感，又可以側刷出大面積的色塊，尤其在二十分鐘內有時間限制的〈人體素

描〉【圖 2-9】時，此媒材的運用比鉛筆純粹的線條描繪多出了一份自由掌控的

樂趣，也為畫面表現增加了更多變化的驚喜。 

 

                          

             圖 2-9，吳孟澐，〈人體素描〉，炭精條、紙，54.5×39.5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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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隨筆 

    幾乎每天都與頭疼抗衡，不知已多久沒有出門，在憂鬱纏身的日子裡，可

以呆坐一整天，就這樣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不想開口，也不想理人，就像跌

進一個無邊無際、無聲無息的黑洞裡，感覺身體在晃動，意識在飄浮，痛到極

處時會呼吸急促，有時甚至會氣息暫止，彷彿陷入一種不可知的虛無狀態中，

一旦清醒後，宛如歷劫重生。 

    憂鬱症畫家盛正德說： 

     

    憂鬱症有種特色，就是當整個人陷入那像果凍般透明，似有形、又無形的 

    空間時，身體手足及思想都會呆滯下來，根本就無法做適當的連結。而事 

    後的回溯又常是模糊失焦的，好在這段憂鬱症的患病期，我以繪畫當成一 

    種治療工具，每天把繪畫當成一種儀式性的必需，所以也成了日記式的畫 

    作，這些畫作讓我留下一些可循之跡。12 

 

    自我藝術治療的方法因人各異：有人傾倒不滿；有人宣洩哀傷；有人抒發

情感，例如：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吶喊〉【圖 2-10】：令人感

受到強烈的、窒息般的情緒壓抑；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的

〈人生〉【圖 2-11】：畫面充斥著藍色的無奈與感傷；阿部幸子（Sachik Abe）

的〈剪紙〉【圖 2-12】：細長而纏繞不休的紙線，垂掛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憂愁；

侯俊明（1963－）的〈曼陀羅〉【圖 2-13】：全身的細胞似乎掙扎著欲脫離桎

梏……，而筆者的自我療癒方式與盛正德、侯俊明雷同，是日記式的生活隨筆

速寫，藉由記錄稀鬆平常的〈心情趴趴走〉【圖 2-14】來轉化病痛時的恐慌與沮

喪。 

 

 

                                                       
12盛正德，《以畫療傷》，臺北市：心靈工坊，2002，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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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孟克，〈吶喊〉，油彩、畫布，83.5×66cm   圖 2-11，畢卡索，〈人生〉，油彩、畫布，  

，1893，資料來源：《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位           196.5×128.5cm，1903，資料來源：  

西洋畫家及其創作》，頁 244。                      《現代藝術魔術師：畢卡索》，頁 59。 

          

圖 2-12，阿部幸子，「剪紙-利物浦雙年展現場」  圖 2-13，侯俊明，〈曼陀羅〉，蠟筆、紙，                                              

，紙，2010，資料來源：今日爆點 xuehua.us     2000，資料來源：《鏡之戒：一個藝術家 

                                            376 天的曼陀羅日記》，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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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4，吳孟澐，〈心情趴趴走Ⅱ〉，鉛筆、素描本，19.4×26.5cm，2017。 

 

    曾經因為足不出戶而疏於與人交往，漸漸地對他人總有一種陌生的距離

感，久而久之眾生相成了事不關己的存在，於是為了走出困境，筆者做了一個

嘗試，將人臉用鉛筆以曲線方式描寫，明暗處只運用線條加以分割，便形成了

一張張有趣的、令人莞爾的〈臉譜〉【圖 2-15】，然後在畫完了二十張臉譜後，

在日記裡寫下一段畫臉心得—— 

    人的面容皆有不同，藝術創作最忌「千人一面」。所謂「人有臉，樹有

皮」，活在人世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人「面如方田」；有人「三頭

兩面」；有人「八面玲瓏」，當然也有人「面目可憎」。與人交往，若總是「難以

為顏」，倒不如「不徇顏面」，惶惶終日，與其「攢眉苦臉」，寧可「涎皮賴

臉」，老了還能「鶴髮朱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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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吳孟澐，〈臉譜〉，鉛筆、素描本，30.7×21.6c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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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夢的記錄 

    加拿大心理治療師克里斯多福･索頓（Dr. Christopher Sowton, ND）說： 

 

    夢很會溝通，只要我們願意傾聽，夢會告訴我們好多訊息，也有好多問題 

    要問我們。夢會描述我們生活中的局限與膠著點，也會告訴我們為什麼生 

    病，提醒我們別再繼續做蠢事，督促我們該做哪些改變。13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作夢的經驗，在九歲以前，筆者幾乎每晚都在夢

中看見自己綁著雙辮，在一山洞中跟著一位白髮、長鬚、拄杖的老者學習許多

知識【圖 2-16】，據母親描述，筆者三歲時就時常拿著樹枝在地上就著沙土寫著

艱深的、沒學過的字，說要寄信給某某人……，筆者至今對長者的印象仍鮮明

如昨，但當時學習的內容為何卻早已不復記憶。 

 

        

          圖 2-16，吳孟澐，〈夢境 1〉，油性筆、紙，39.5×54.5cm，2019。 

                                                       
13克里斯多福･索頓（Dr. Christopher Sowton, ND），《心理醫師幫你解夢》，臺北市：大是文化，

201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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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境探討是為意識與潛意識建立溝通的方法。此外，夢境探討有可能讓我 

    們觸及通靈的經驗、靈性的異象與意識的其他狀態，從而擴展我們的覺察 

    力。14 

 

    以筆者所繪製的〈夢的記錄表〉【圖 2-17】中的第四個夢【圖 2-18】為

例：筆者在半夢半醒間聽見一陣來自虛空的聲音，然後就騰空而起，穿雲而

飛，直上天際，不久後看見一座金光閃爍、碧麗輝煌的宮殿，宮殿裡雕樑畫

棟、仙樂飄飄，就在筆者驚奇於所見的仙境欲以手觸摸時，靈識卻突然墜回、

清醒。 

 

 

 
圖 2-17，吳孟澐，〈夢的記錄表〉，油性筆、紙，55×75cm，2019。 

                                                       
14瑪格麗特･博瓦特（Margaret M. Bowater），《療癒夢工廠》，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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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吳孟澐，〈夢境 4〉，壓克力彩、油漆筆、紙，75×54.5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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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開夢中自我存在的密碼，筆者查閱了一些相關的心理學書籍，也查

找了坊間有關民俗解夢的記錄，在《圖解･周公解夢 1000 問》一書中提到：「夢

見朝星空飛去，表示將邁向新境界。……夢中出現仙境，表示你心中希望過著

無憂無慮的生活。」15，當然坊間的書籍或許不能成為學理上論證的依據，但

是它卻是筆者繪畫創作的靈感來源之一。 

    解夢是一件有趣的事，無論是言之有據的心理學探討，或是流傳已久的民

俗解夢資料，都詳細記載著對夢中世界的追尋，也因為對尚未可知的未來充滿

著因人而異的憧憬、期待、憂慮與矛盾等各種情緒，因而吸引著蜂擁而至的研

究，隨之而來的是激發了超現實主義畫風的崛起。看到周公解夢的內容時，筆

者雖然希望好夢能夠成真，但也只能選擇一笑視之，另一方面，依佛家的因果

輪迴說與道家的靈魂出竅論而言，夢境似乎隱藏著某種「平行宇宙」16的祕

密，若回歸精神層面來看，筆者認同弗洛伊德所說：「夢是一種對（壓抑、禁止

的）慾望的（偽裝）滿足。」17 

無論如何，夢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必然顯現，它也可以是藝術家最直

接的創作靈感來源，畢卡索曾說：「沒有了夢，我們就什麼也沒有了。」18筆者

認為：夢是最有創意的先知先行者，它引領著我們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透過

想像力、聯想力進行分解、組合、重構，成為一幅幅有趣的畫面，或許敦煌壁

畫以及宮崎駿的一系列電影動畫就是由夢而生呢！對此，筆者以心理治療師克

里斯多福･索頓所說的話作為結語： 

 

    做夢時的心智擁有驚人的創意潛能，因為在夢裡甚麼都可能發生──出現在 

    夢中的人種、動物、慾望、知識、智慧、才智、情緒、洞見、地利、衝 

                                                       
15春之霖、于小刀，《圖解･周公解夢 1000 問》，新北市：西北國際文化，2018，頁 238、442。  
16一種分身的概念，又稱為多重宇宙論。科學人雜誌，https://sa.ylib.com，檢索日期：

2019/2/24。  
17彼得･蓋伊（Pater Gay），《弗洛伊德傳》，新北市：立緒文化，2002，頁 200。  
18追夢螞蟻，《夢控師》，臺北市：凱信企管顧問，2015，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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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殘酷、溫柔、疼痛、魅力、機會、組織、才華等，任何東西都比清醒 

    世界多一些！所以我們若能找到進入夢生活的管道，就可擁有更多的潛 

    能，來產生新的人生見解。因為在造夢器的儲藏室中，有著無限多的夢原 

    料。19     

 

           第二節 與知名藝術家隔時空交流 

 

畫畫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而畫家用耐心、信心與決心，在各自不同的

成長背景中，涵養了自己的本能，並令其持續成長、壯大。 

 

一、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 

    夏卡爾是一位熱愛生命、鍾情藝術、讚詠愛情的感性畫家，他的創作風格

獨特而鮮明。在 1910 年代，他悖逆傳統的「超現實主義畫風」，曾一度不受重

視並飽受質疑，但他率直純真的筆觸、浪漫自由的構圖，以及鮮豔大膽的用

色，終究讓世人刮目相看並讚嘆不已。夏卡爾曾說：「我是魔術師」20，也曾

說：「愛就是全部，它是一切的開端」21，在幻想與現實的衝擊中，他用愛的魔

術，變化出不合邏輯卻又真實存在的幻彩世界。 

    夏卡爾的創作多元而豐富，他不在乎外界對他的評論與看法，「做自己」是

他的創作理念，「隨心所欲」是他的創作方法，他用畫來說故事，讓觀者從作品

中看見他內心世界裡最真實的聲音。在其創作主題中，最常見的是濃濃的鄉

情，這與他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平實的小屋、可愛的動物，以及保守神

祕的猶太教信仰等，在夏卡爾的童年回憶裡，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克里斯多福･索頓（Dr.Christopher Sowton,ND），《心理醫師幫你解夢》，臺北市：大是文化，

2018，頁 46。  
20何政廣主編，《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臺北市：藝術家出版，1996，頁 10。 
21何政廣主編，《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臺北市：藝術家出版，1996，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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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時期的夏卡爾，從周遭的人、事、物中汲取創作的靈感之泉，並儲存

在記憶的一隅，他的生活單純而愉快，這讓他的作品充滿著天真活潑的筆調。

筆者認為夏卡爾畫中的「鳥和魚」代表自由；「花」意謂愛與幸福；「雞」呈現

光明與希望；「小提琴手」象徵閒適與安寧；「馬戲團表演者」是歡樂的展現；

「木屋與教堂」則滿溢內心深藏的思鄉情懷，可見家鄉的回憶在夏卡爾的心中

是最難忘的美麗。 

    〈我與鄉村〉【圖 2-19】是筆者極其喜愛的一幅畫，畫面中央放大的人與羊

之間的眼神交會是溫馨的、是親近的，其中的情感交流正如人手中的植物，隨

著時間的增長而茁壯，直至開花結果。羊的側臉上正訴說著彼此間動人的關係

──人用心養護羊，羊以羊奶作為回報。人脖子上的十字架隱喻著「無私的

愛」，也暗示著「救贖」與「重生」，以佛家的觀點來看，就是「眾生皆平等」。

上方的男人與顛倒的女人，筆者將其解讀為「前世的因果輪迴」，因而成就了這

一世的人、羊之緣。至於畫面上的線條分割，則類似太陽與月亮的日夜交替，

意即歲月的流逝，在廣大的虛空中，無言地重複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故事。 

 

                      

             圖 2-19，夏卡爾，〈我與鄉村〉，油彩、畫布，191×150.5cm，1911， 

                         資料來源：《360°夢見夏卡爾》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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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是夏卡爾生命中最重要的養份，沉醉在愛裡的夏卡爾熱情澎湃，蓓拉

（Bella）、維吉尼亞（Virginia）與娃娃（Vava：Valentia 的暱稱）三位女性，在

他的創作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1909 年夏卡爾與蓓拉邂逅在浪漫的維臺普

斯克（Vitebsk），甜蜜的愛戀在思想契合的兩人間迅速滋長，頓時乏味的生活閃

亮了，希望的花朵在夏卡爾的心中綻放，雀躍的心情如氣球般飛升，熱戀的愛

侶在六年後結為連理，之後夏卡爾為愛妻創作了三十多幅畫作，其中最膾炙人

口的莫過於 1915 年的作品〈生日〉【圖 2-20】。 

    在夏卡爾二十八歲生日當天，為了給壽星一個驚喜，美麗的蓓拉帶著花束

來到他的住處，紅色的地毯、紅色的桌布，畫出了作者滿溢的熱情，明亮的窗

戶象徵兩人純淨的心，一見到愛人，欣喜若狂的夏卡爾快樂地飛了起來，並忍

不住轉身親吻摯愛的未婚妻，而害羞的蓓拉頓時睜大了眼睛，顯得不知所

措……，往後這幅如夢似幻的作品，成了夏卡爾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圖 2-20，夏卡爾，〈生日〉，油彩、畫布，80.8×100.3cm，1923， 

                         資料來源：《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頁 91。 

               

    幸福在蓓拉因病去世之際消失得無影無蹤，悲傷的夏卡爾失去了前進的動

力，直到維吉尼亞的出現，才重新點亮心中已然熄滅的燭火，夏卡爾活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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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雖然無法停止對蓓拉的思念，但創作的熱情得以再度燃起。在〈華蓋下的

新娘〉【圖 2-21】中，夏卡爾的雙手緊抱著維吉尼亞，天使的祝福讓夏卡爾心花

朵朵開，蓓拉飄然遠去後，維吉尼亞成為夏卡爾心中最大的慰藉，但是這段曾

經攜手同行的愛，因維吉尼亞有夫之婦的身份，以及蓓拉在夏卡爾心中的無可

取代，終究還是無疾而終。華蓋下的新娘雖被愛人緊擁入懷，但與夏卡爾深情

相對的卻是蓓拉的側臉，這情景如何不令維吉尼亞神傷，而選擇黯然離開！  

                  

                  

       圖 2-21，夏卡爾，〈華蓋下的新娘〉，油彩、畫布，115×94cm，1949， 

              資料來源：Rita's 天使寫畫 ritamandala.blogspot.com 

    

    維吉尼亞離開之後，撫慰夏卡爾孤寂之心的天使之手，就是娃娃。若說夏

卡爾與蓓拉的愛銘心刻骨，與維吉尼亞的關係是相互依靠，與娃娃之間的情則

是相知相守。娃娃與夏卡爾同為猶太人，在同樣的種族背景之下，自然而然在

相處上就少了一分隔閡，並多了一分信賴，因此兩人在生活上或許缺少了一些

浪漫情懷，卻也能彼此擁有細水長流的甜蜜。 

    在 1955 年的水彩作品〈給娃娃〉【圖 2-22】中，夏卡爾化身為溫馴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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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依偎在娃娃的身旁，雖然對蓓拉的思念絲毫未減，但他已懂得隱藏心事，

只讓蓓拉隱約出現在畫面右側，與夏卡爾遙遙相對，這是對娃娃的尊重，也是

對娃娃的依賴，兩人在往後三十三年的歲月中相惜相伴，讓夏卡爾得以保有赤

子之心，並繼續彩繪夢想。 

                    

               圖 2-22，夏卡爾，〈給娃娃〉，水彩、紙，64×48cm，1955， 

                         資料來源：《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頁 211。 

  

    在宗教的面前，夏卡爾曾吶喊： 

     

    如果有主存在，請把我染上藍色，燒盡，變成月亮吧！或者把我和律法隱 

    藏在祭壇裡面？主呀！為了我做一些事吧！我祈願著。22 

 

    剛出生便經歷瀕死經驗的夏卡爾，幸運地被猛然浸入水中，又奇蹟般地活

了過來，此後他曾自稱為「靈媒」畫家23，這與筆者與生俱來的通靈能力有些

                                                       
22何政廣主編，《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臺北市：藝術家出版，1996，頁 258。 
23何政廣主編，《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臺北市：藝術家出版，1996，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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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相同之處，姑且不論夏卡爾是否真的能與靈界接觸，但他的畫中世界，確實

曾在筆者心中投下一顆震撼彈……2011 年驚喜地發現自己親身經歷的「超現

實」世界出現在夏卡爾的作品中，不合比例、飛天、上下顛倒的人物，在筆者

的生活中是真實所見，也解開了筆者多年來緊鎖的心門。 

 

二、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 1887－1986） 

    開始注意歐姬芙是因為〈紅罌粟〉【圖 2-23】。兩朵紅花相依偎，互為伴侶

與依靠，不論是親人、朋友還是夫妻都需要這種彼此相依相惜的溫度。與此類

似的構圖還有〈黃色仙人掌花〉【圖 2-24】，有別於罌粟狂野的紅，淡雅的色彩

在畫面上充滿了和諧與寧靜的氛圍，流暢的曲線勾勒出了極為優雅的弧度。因

為「花」，筆者愛上了歐姬芙的畫。 

 

      

圖 2-23，歐姬芙，〈紅罌粟〉，油彩、畫布，     圖 2-24，歐姬芙，〈黃色仙人掌花〉，  

76.2×101.9cm，1928，                       油彩、畫布，76×105cm，1929， 

明尼蘇達大學韋司曼美術館藏，               德州佛特沃斯藝術中心藏，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86。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92。 

 

    出生在一個有七個小孩的大家庭，除了哥哥之外，歐姬芙需要長期照顧五

位弟妹，以同樣身為長女身分的筆者來看，生活的壓力應該不小，但這樣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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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環境也容易造就個人自主獨立與堅毅剛強的性格，因此筆者推論：歐姬芙之

所以終其一生堅持創作，生活環境的影響功不可沒。 

    歐姬芙擅長用極少的顏色與極簡的構圖來完成非凡的畫作，筆者認為這與

她低調的個性有極大的關係，在家中長年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早已習慣了處

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繁瑣的事務，以補償的心理來說，或許會不自覺地嚮往平淡

簡易的生活，而呈現在畫作上的也會是直接而毫不猶豫的筆調【圖 2-25】。 

 

 

  圖 2-25，歐姬芙，〈藍色的線條〉，水彩、紙，62.2×47cm，1916，聖塔非歐姬芙美術館藏，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23。 

 

    歐姬芙喜愛音樂，除了名為「音樂」的作品之外，內涵的音樂元素，在她

其它的畫作上也可找到不少蛛絲馬跡，例如：〈星夜〉【圖 2-26】中的繁星點點

雖然不合常理地以幾何形狀依序排列，但是滿布的星群竟像閃耀的音符般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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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的心律跳動，彷彿為靜謐的夜注入了不可思議的動感與生機。與〈星夜〉

的構圖截然不同的〈晚星〉【圖 2-27】總能深深吸引筆者的目光，柔和的曲調似

在天地間輕輕流淌、盤旋，而最動人心弦之處是：被緊緊擁抱、懸掛天際、璀

璨明亮的那顆「心」。 

 

            

圖 2-26，歐姬芙，〈星夜〉，水彩、紙，22.9×30.5cm，1917，歐姬芙基金會藏，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21。 

 

            

                  圖 2-27，歐姬芙，〈晚星〉，水彩、紙，1917，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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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姬芙最迷人之處在於她安靜的氣質，筆者認為她心胸寬廣、情思細膩，

卻大而化之，這從她的抽象畫中可看出端倪，〈青色沙洲〉【圖 2-28】的實景筆

者並未見過，主調青色也令人匪夷所思，極簡的構圖倒完美地展現出遼遠壯闊

之感，卻不顯得孤寂，這讓筆者聯想到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1903－

1970）的矩形方塊畫作〈灰上的黑〉【圖 2-29】，同樣的極簡風，類似的色塊分

割手法，卻帶給筆者完全不同的感受——歐姬芙是自由；羅斯科是壓抑，同樣

的觸動人心，卻予人不同的心情——想跟歐姬芙一起飛；想隨羅斯科一起逃。  

    

圖 2-28，歐姬芙，〈青色沙洲〉，油彩、畫布，     圖 2-29，羅斯科，〈灰上的黑〉，1970， 

76.2×102cm，1928，                            資料來源：《羅斯科傳》附錄圖版 18。 

阿拉巴馬私人收藏，                                    （Rothko Estate） 

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162。                

 

     之所以覺得〈青色沙洲〉的設色令人匪夷所思，是因為：黃沙堆積之洲在

星辰閃爍間，被皓月染上一層青紗，原以為是夜的藍卻與晝的白左右交錯分

割，令人分不清到底是晝還是夜？這般：非晝的藍、非黃的洲、非夜的白，正

是：非理性的感性展現，也是非常理的抽象之相。 

    歐姬芙最深植人心的作品除了局部放大的花之外，還有對動物骨骸【圖 2-

30】的描寫。花顯現開朗愉悅，骨骸讓人有抑鬱死亡之感，兩種題材之間有著

彼此格格不入的矛盾，卻又存在著不可切割的關聯，因為它們都出自於自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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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不受世俗綑綁的靈魂：歐姬芙。筆者以為——花代表人的外貌，骨頭象徵

人的內涵，看似毫不相干，實則緊密相連，俗話說：畫如其人，若從畫可以瞭

解一個人，那麼，堅韌的傲骨就隱身在柔美嬌豔的外表下，「外柔內剛」就是歐

姬芙對自我性格所下的最佳註解。 

 

                   

圖 2-30，歐姬芙，〈鹿頭骨與沛得諾方山〉，油彩、畫布，91.4×76.2cm，1936， 

波士頓科特西美術館藏，資料來源：《歐姬芙：沙漠中的花朵》頁 129。 

                        

三、草間彌生（Yayoi Kusama, 1929－） 

     

    我一天到晚都在製造這些令人生畏的形象，藉此克制我的情緒，我做了不 

    知道多少根軟雕塑的陽具，試著睡在那些物件當中。結果可怕的造型慢慢

變成了古怪的造型，甚至是可笑的造型，變得好像可以光明正大、坦率歌

頌自己的疾病。就像這樣，我溫柔地創造了好幾億根陰莖。24   

                                                       
24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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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性」是筆者對草間彌生的觀感。別人的非議對她向來不具意義，他人

的批判於她從來不構成威脅，她要的結局最終只是一句：對得起自己。走在時

代尖端、作風前衛的女性：草間彌生是日本當代舉足輕重的藝術創作家，2006

年她在美國獲頒終身成就獎，也贏得世人對她「圓點女王」【圖 2-31】的稱譽。 

 

           

       圖 2-31，「圓點女王」，圖片來源：www.wowlavie.com，檢索日期：2020/1/18。 

 

    十二歲時，在草間彌生的身上開始出現了幻覺與幻聽，那是在 1941 年太平

洋戰爭時期，草間彌生剛成為女子高中新生，一如往常，她坐在堇花花圃裡發

呆，這時堇花開始如人一般對著草間彌生說話，逐漸增強的音量，震痛了草間

彌生的耳，也震出了草間彌生從此長期與病魔對抗的漫漫長路。 

 

    有一天  我的聲音突然 

    變成堇花 

    鎮定下來  屏住呼吸 

    真的嗎  一切 

    今天發生的一切25 

                                                       
25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93。  

http://www.wowlav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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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堇花事件之後，不可思議的幻象世界如潮水般源源不絕朝草間彌生席捲

而來，幻聽、幻覺已不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結束，就在某個萬籟俱寂之夜，

一個陰森幽暗的池塘邊，一個溺斃的鬼魂，牽引著神情渙散、被附身般的草間

彌生一步步走入池水中……。 

 

    大自然、宇宙、人類、血、花，還有各式各樣森羅萬象的事物，自從我懂 

事以來，他們便以神奇、恐懼或者只是神秘的方式，在我的視覺、聽覺， 

還有內心深處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們牢牢糾纏住我的生命，不放我離開。 

這些未知的、隱隱約約躲藏在靈魂背後的可怕東西，像怨靈一樣頑固，一 

步一步把我逼到妄想的死角，結果讓我長年陷入一種半瘋狂的狀態。26   

 

    每當迷失、徘徊在現實與虛幻之際，草間彌生都會生病，壓迫性的恐懼與

無法消減的憂鬱伴隨著日趨嚴重的幻聽、幻覺而來，心悸、喘氣、呼吸障

礙……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此時的草間彌生只能一直畫畫，靠畫畫讓病痛、憂

愁與無力感從她的身體裡短暫脫離，並獲得片刻的寧靜，草間彌生說這就是她

之所以能持續創作的動機。 

 

    當心律不整  陰森的波動瞬間發作 

    全身末梢的血液一定會聽見 

    地獄低低絮語的聲音 

    那是怎麼發出來的呢 

    這聲音  我總是和這聲音 

    和心律不整抗爭  扭打 

    一起從懸崖跳下27 

                                                       
26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95。  
27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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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57 年起，留居在美國的十年間，草間彌生從畫家蛻變成了一位環境雕

刻家，最巨大的轉變莫過於 1965 年開始，以融入嬉皮風潮形式展開的行為藝術

表演【圖 2-32】：「乍現」。嬉皮們前衛思想與行為模式的開端，原先只是意欲找

回因時代變遷而日漸異化、疏離的本性與人心，後來逐漸失控，演變成一眾狂

亂、酗酒、雜交等種種行為脫序的族群。然而，嬉皮的風行在當時雖然重重地

震驚了美國社會，但也間接促成了 1967 年初，草間彌生在美國紐約聖派崔克教

堂前所主導進行的、演員全裸演出的乍現表演——「人體彩繪祭典」。 

 

          

     圖 2-32，「行為藝術表演」，圖片來源：《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附錄照片 10。 

 

    回歸到理性與現實的觀點，「乍現」演出確實驚世駭俗，根據草間彌生的自

白，無論男女性徵都是她極度厭惡之物，她說：「我是把自己的心結和恐懼直接

轉化成為表現的對象。」28換句話說就是：越害怕的越靠近，越恐懼的越前進

——這是草間彌生打破舊我以重建新我的一種藝術展現方式，也是她持續創作

的原動力。 

    圓點與南瓜無疑是草間彌生的代名詞，她的大型南瓜裝置藝術【圖 2-33】

                                                       
28草間彌生，《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0，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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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對觀者造成視覺上的震撼，但是最讓筆者感到驚奇的是：草間彌生作品中

類似「變形蟲」圖案的畫作【圖 2-34】，這些為數眾多、不斷變形的黑白色光影

總在筆者眼前閃爍、移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它們已成了如影隨形、無法

擺脫的存在，這種圖案筆者也曾在一些民俗服飾上看過，也許在世界上的某處

還有不知名的許多人，也在用藝術的方式描繪自己所看見的異視界。 

 

   

圖 2-33，草間彌生，〈南瓜裝置藝術〉，           圖 2-34，「創作中的草間彌生」， 

圖片來源：www.wowlavie.com，                 圖片來源：www.wowlavie.com， 

檢索日期：2020/1/18。                         檢索日期：2020/1/18。 

 

 畫家創作的目的，從藝術的層面來說是「分享」，從生活的層面來說是

「紓壓」，從心靈的層面來說是「解放」。感性的夏卡爾、理性的歐姬芙和率性

的草間彌生，他們用藝術灌溉生命，用畫撫慰人心，其偉大之處皆在於創作不

輟，並以此「畫療」傷痛。在逾九十多年豐富長壽的一生中，他們視困境為轉

機，化挫折為力量，在創作上發揮了形而上無比的想像力與熱情，交織成一幅

幅精彩動人的畫與詩，也是筆者在繪畫創作中一路同行的知己與心靈導師。 

 

 

     

 

http://www.wowlavie.com/
http://www.wowlav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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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創作內容與方式 

      

    畫家侯俊明在《以畫療傷》——給朋友的一段話中寫道： 

    

    我為什麼要留下來畫畫？我為什麼不跑出去玩？當所有小朋友都在外頭遊 

    戲，我都一個人畫畫，在屋子裡在荒郊野外，在鵝群裡在夕陽西下時，我 

    為什麼要畫畫，是因為我是生命的見證者，是因為我所有的一切，所有的 

    一切都來自繪畫，是因為不只是因為這是使命，而且是為了活命！29 

     

    畫畫可以自救、可以療傷，筆者的自我療癒繪畫創作，就是在每天與畫交

談的過程中一張張累積而來，一幅畫是一個故事，畫中的主角是自己，畫面的

背景則是情緒內化後的理性呈現。  

 

           第一節  創作主體 

 

    筆者將創作主體分為兩部分：一是主角，二是背景。 

    「自我」是筆者所有創作中的唯一主角，包括：自己的喜怒哀樂、自己所

接收到來自第四度空間的訊息、自己被靈界附身的經歷、自己的夢境記錄，還

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感等。在構圖上，有時將自己隱身在花叢中，有時自己就

藏在大樹後，有時只露出眼睛看自己……，自己看自己，總能讀懂潛藏在靈識

最深處的自我。 

    背景在筆者的繪畫創作中也是主體的一部分，它的內涵是「自我療癒元

素」，筆者在本論文第一章第二節的轉化情緒內容中曾提到：在傷心時畫太陽；

                                                       
29盛正德，《以畫療傷》，臺北市：心靈工坊，2002，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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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鬱悶時畫星空；在憂愁時畫花朵；在不安時畫樹木；在生氣時塗藍色；在害

怕時抹綠色；在疲累時刷白色……，筆者以「反向操作」的方式作畫面的呈

現，也就是筆者所說的自我療癒元素。 

    筆者將自己的繪畫創作內容彙整為一樹狀圖【表 3-1】如下： 

表 3-1 繪畫內容樹狀圖 

                                    情緒爆發當下 

                   主角：自我                     第四度空間的訊息 

                                    日記          被附身的經歷 

       主體                                       夢境記錄 

                                                  日常生活有感  

                   背景：自我療癒的元素 

                   畫面呈現方式：反向操作 

 

    以〈亞當夢見夏卡爾〉【圖 3-1】為例，此作品的主角是右方的男模特兒人

體寫生，這是最先畫完的部分，也是筆者日常有感的反射：看似強大高傲，實

則弱小卑微。背景的構圖取材自夏卡爾的油彩作品〈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

【圖 3-2】，背景的綠則是：因畏懼別人的眼光而感到害怕時的自我保護色。 

 

                  

     圖 3-1，吳孟澐，〈亞當夢見夏卡爾〉，壓克力彩、油彩、畫布，53×65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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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夏卡爾，〈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油彩、畫布，190×284cm，1961， 

尼斯 國立馬克･夏卡爾聖經之聲博物館藏，資料來源：《西洋繪畫 2000 年(6)》頁 199。 

 

    在〈亞當夢見夏卡爾〉中，以強大的主角之姿呈現的「偽我」正充滿自信

地鼓勵左方以弱小的〈大衛像〉造型出現的「真我」，兩個人在畫面上的鋪陳及

位置關係，根據繪畫心理學的理論來分析【表 3-2】，結果如下： 

   表 3-2 「人」的畫面配置分析表 

畫面配置                   分 析 

 

人的大小 

 大 權威、外向、情緒化 

 中 理性、自信、自制 

 小 害羞、內向、膽怯 

 

 

人的位置 

 上 樂觀、聰明 

 中 個性穩定 

 下 壓抑、悲觀 

 左 較偏激 

 右 較極端 

 

人的面向 

正面 期盼被人瞭解 

側面 注重隱私 

背面 缺乏勇氣 

             資料來源：《心理畫—繪畫心理分析圖典》頁 72-77。 吳孟澐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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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繪畫心理學常被應用於藝術治療上，而且經過專家學者們不斷地研究

修正後，分析結果也愈加地精準，因此筆者也將其運用在自己的創作分析上，

以期作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第二節 符號與意象 

 

    畫家在畫作的構成元素上，大多有常用的符號與意象。除了筆者曾在本論

文論述中針對夏卡爾作品裡常出現的符徵提出個人的看法之外，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也曾對自己繪畫中「圓圈」【圖 3-3】的意象

做出說明： 

     

    為什麼圓圈讓我動心？因為：1. 它是最謙虛的形狀，但我行我素地自成一 

    體；2. 它很明確但又可作無窮的變化；3. 它同時是既穩定又不穩定；4. 

    它同時是既順服又倔強；5. 它是帶給自己無數張力的張力。圓圈是巨大對 

    抗的結合，它把離心和向心結合在一種形狀和一種平衡中。在三種基本形 

    狀中 (三角形、方形、圓形)，圓形是第四空間最明顯的標誌【圖 3-3】。30 

 

                     

       圖 3-3 康丁斯基，〈幾個圓圈〉，油彩、畫布，140.3×140.7cm，1926， 

        紐約 古根漢美術館藏，資料來源《西洋繪畫 2000 年(6)》頁 132。 

                                                       
30黃文杰編譯，《西洋繪畫 2000 年(6)》，臺北縣：錦繡出版，1999，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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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作品上常用的符號與部件：花、眼睛、樹，參閱《心裡畫—繪畫心

理分析圖典》、《符號全書-解讀 1001 種圖文象徵》、《符號與象徵》等書籍的內

容，三者都各別具有不同的意象【表 3-3】： 

 

表 3-3 符號意象表 

符號與部件       意 象               資料來源 

    花 愛、美 《心裡畫—繪畫心理分析圖典》頁 133 

 

 

眼  睛 

1. 佛眼： 

   慈悲的智慧 

《符號全書-解讀 1001 種圖文象徵》頁

142 

2. 第三隻眼： 

  心靈超凡的智慧 

《符號全書-解讀 1001 種圖文象徵》頁

142 

3. 荷魯斯之眼： 

  右-太陽，左-月亮  

《符號與象徵》頁 107 

樹 生命力 《符號與象徵》頁 94 

                                                                   吳孟澐整理、製表 

 

    在筆者的心目中：「花」代表愛與美。〈下午茶〉【圖 3-4】是懷念筆者父親

之作，夢回某秋日，殘荷滿池，一朵清蓮仍盛開獨立水中，筆者與父親品茗暢

言，午後四點零五分，和風輕拂，沁人心脾的是慈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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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吳孟澐，〈下午茶〉，油彩、透漆、金粉、漆盤、手錶、畫布，53×72.5cm，2018。 

 

    〈十二月的清晨〉【圖 3-5】天未亮，半夢半醒間，牆上滿掛的五顏六色彷

彿還覆蓋著一層灰濛濛的紗，潛入窗櫺的微光迷濛了「雙眼」，慈悲的佛就翩然

佇立在眼前。 

 

                  

圖 3-5，吳孟澐，〈十二月的清晨〉，壓克力彩、油漆筆、畫布，80×60.5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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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千百年的風霜，〈生命樹〉【圖 3-6】依舊傲然挺立，斑駁的樹皮，汲汲

營營的樹根，鮮嫩的小綠悄悄萌芽，寧靜的春晨，透著薄薄的涼意，撥開層層

霧簾，映入眼中的不知是「樹」還是人？ 

 

               

          圖 3-6，吳孟澐，〈生命樹〉，油彩、畫布，60.5×50cm，2017。 

 

                   第三節 創作技法與媒材應用 

 

    生活在超越三度空間的異視界裡，虛實不停地轉換、重疊、具象與抽象之

間的分際彼此存在著矛盾，卻也不可思議地充滿著和諧，因此為了將筆者親眼

所見的超現實世界如實展現，在繪畫技法、媒材與色彩的應用上，筆者做了一

番嘗試與研究，力求在創作上實現意象與形象的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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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技法 

    目前在創作技法上，筆者運用了五種方法：直接畫法、挪用、拓印、轉

印、剪紙等，以下將一一做舉例說明。 

 

                            (一) 直接畫法 

    僅使用單一媒材的畫法，構圖、上彩、背景、修潤一氣呵成，通常運用在

寫生或須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作品時為之。 

    〈虎爺〉【圖 3-7】就是使用單一媒材：油彩的作品。一矗無法以單人雙手

合抱的巨木，天然形成的樹幹紋路，近看有如百條粗壯的繩索垂掛，遠觀就像

眾虎盤踞其上，宛若臺灣民俗信仰中的虎爺般威凜生風，形成觀虎不是虎的趣

味。 

 

 

圖 3-7，吳孟澐，〈虎爺〉，油彩、畫布，50×60.5cm，2019。 

                                



51 
 

                              (二) 挪用 

    「同感」和「分享」是筆者繪畫創作的動機與目的。筆者將對其產生共鳴

的藝術作品汲取轉化成為背景組件，然後挪用融合在創作中，一則可作為自我

療癒的元素，二則可分享更多的交流與感動。 

    某個細雨飄飛的早晨，筆者正準備取景寫生時，在一個造型奇特的樹洞裡

發現兩個靈體正在裡頭休憩躲雨……，一個樹洞、兩個靈，原本該是駭人的畫

面，換個物件、換個構思，洞中景象挪用了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1475－

1564）〈創造亞當〉【圖 3-8】中動人的神之手來代替，〈創世紀〉【圖 3-9】便立

刻變得生意盎然了起來。 

 

               

             圖 3-8，米開朗基羅，〈創造亞當〉，濕壁畫，280×570cm，1510， 

             梵諦岡西斯汀禮拜堂，資料來源：《西洋繪畫 2000 年(3)》，頁 61。 

 

             
            圖 3-9，吳孟澐，〈創世紀〉，油彩、畫布，65×91c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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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拓印 

    雕刻刀和橡膠板是製作版畫的工具與媒材，筆者以竹片交錯編織的圖像為

背景，在橡膠板上一刀一刀小心翼翼地刻畫出手捧玫瑰，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矛盾情懷。 

    〈第一次〉【圖 3-10】是筆者第一次做版刻，不是為了印版畫，而是當作拓

印的模版，換句話說就是軟質印章的概念。模版在下，畫布在上，以壓克力彩

或油彩顏料為媒材，經過雕刻再拓印出來的效果果真有與眾不同的驚喜。 

                                              

 

圖 3-10，吳孟澐，〈第一次〉，橡膠板，30×45cm，2019。 

 

                              (四) 轉印 

    創作上的轉印作法不只一種，有些轉印用油味道嗆鼻，而且對身體健康容

易造成威脅，因此只針對目前筆者所使用的方法做說明。 

    首先將欲轉印的圖案做雷射影印，再將影印紙的正面圖案部分用無酸樹脂

黏貼在畫布或其他表面平滑的載體上，待無酸樹脂乾後，在紙上噴些水，搓掉

紙的部分，就完成轉印圖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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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老星君〉【圖 3-11】是筆者碩士班畢業創作個展——「推開心門，讓憂

鬱出走」中，掛在展場主牆上的作品，畫面作為背景的結婚照都是以轉印技法

完成，主角與紅色姻緣線是以油彩顏料描繪在轉印時預留的畫布空白處，畫中

的故事則是講述一段不離不棄、相互扶持的現在進行式。 

 

 

    圖 3-11，吳孟澐，〈月老星君〉，油彩、轉印、白紗、畫布，116.5×91cm 二聯屏，2019。 

 

                              (五) 剪紙 

    筆者在蒐集研究憂鬱症畫家的資料時，在書上認識了馬諦斯 （Henri 

Matisse, 1869－1954），也從此迷上了剪紙，原來剪紙可以發揮得如此自由，剪

紙也可以表現得如此多姿，僅憑一支美工刀、一把剪刀、一張紙，筆者就獨自

開始了剪紙世界的探索。 

    〈八家將〉【圖 3-12】的創作發想源自於臺灣民間信仰中的八位將軍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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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容神武威嚴、震懾鬼靈，是神明遶境活動中的開路先鋒。此作品上層部分

以傳統的一體成形紙刻方式完成，下層部分運用手撕拼貼的技法創作，兩者結

合，形成一件蘊含當代風格的中西合璧創作。 

 

 

圖 3-12，吳孟澐，〈八家將〉，紙、紙板，54.5×79cm，2019。 

 

二、媒材與色彩 

    在媒材的運用上，由於創作過程是以自我療癒為訴求，因此會根據創作當

下的情境來決定使用單一媒材或結合油彩、壓克力彩、蛋彩或漆畫等兩種以上

的複合媒材來進行創作，至於載體方面，筆者目前只使用了畫布、紙材或木

板。 

 

                              (一) 油彩 

    油彩是筆者至今使用最頻繁的媒材，因為以載體而言，畫布比紙材來得好

保存，再者因為油彩本身可層層堆疊的特性，不但可薄刷、可厚塗，而且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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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因此可在畫布上製造各種有趣的肌理。 

    油彩作品〈天上聖母〉【圖 3-13】的創作發想源自於每年天上聖母聖誕時盛

況空前的繞境活動，天上聖母是臺灣人民最虔誠信奉的神祇，筆者構圖座落於

馬祖南竿的巨型天上聖母雕像為主角，背景鋪陳傳統藍染花布圖騰為海，意喻

祈求海神天上聖母護佑臺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圖 3-13，吳孟澐，〈天上聖母〉，油彩、畫布，116.5×91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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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壓克力彩 

    壓克力彩是筆者認為在創作使用上最富有變化的媒材，壓克力彩是水性顏

料，依加水量的多寡可以決定顏料的流動性與色彩的飽和度，適用於直接畫

法，也可以應用自動或半自動技法作畫，所謂自動技法就是利用水性顏料的流

動性任其自由擴散上色，半自動技法則是由創作者控制顏料流動的方向，來達

到預期的效果。 

    〈星空的聯想〉【圖 3-14】是壓克力彩半自動技法的實踐，創作靈感來自心

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經文的心得。 

 

圖 3-14，吳孟澐，〈星空的聯想〉，壓克力彩、油漆筆、畫布，65×91cm，2018。 

 

                               (三) 蛋彩 

    蛋彩畫法盛行在中世紀時期，早期只使用蛋黃調和顏料畫在以石膏或白石

灰打底的木板上，但是蛋黃容易使色調變黃，而蛋白乾後容易脆裂，因此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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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出現了全蛋調和使用的方法。 

 

    蛋彩的優點在於可以描繪出相當明顯的調子，而且一旦乾了之後，便不會 

    再有變黃的現象。因為具備良好的覆蓋力，所以可以層層相疊，並可作細 

    膩筆觸的描寫，只要在足夠乾燥的環境底下，蛋彩通常都可以幾近奇蹟似 

    地被完整保存下來。31 

 

    〈夢非夢-我是誰〉【圖 3-15】是調和蛋黃、蛋白、水彩顏料後繪製在木板

上的黑白色調蛋彩畫，其上再部分罩染油彩做上色與修潤工序完成的作品，內

容是筆者曾看見某個人的前世對今生造成的影響，因有感而發，故而以類似拼

接的手法創作，以表現靈體時空轉換的概念。 

 

                

       圖 3-15，吳孟澐，〈夢非夢-我是誰〉，蛋彩、油彩、木板，25×20cm，2019。   

                                                       
31陳淑華，《油畫材料學》，臺北市：錦繡出版，199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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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漆畫 

    所謂的漆畫就是利用樹漆強力的黏著性，將金箔、寶石、貝殼等材料入畫

的方法，漆畫色澤鮮麗，可以永久保存，而且只要能附著，就可以使用在任何

胎體上作表現，如：陶瓷、木材、布、金屬……等。 

    〈吉祥〉【圖 3-16】是先在漆板上作雕刻構圖，再上透漆做為黏著劑，吉祥

二字與作者的落款都是以貼金箔的方式進行，最後在左邊的雕刻線條上撒金粉

黏著完成。 

 

 

         圖 3-16，吳孟澐，〈吉祥〉，金箔、金粉、透漆、漆板，直徑 15cm，2018。 

 

                            (五) 色彩運用 

    色彩是筆者作品中最重要的自我療癒元素，筆者查閱了一些色彩心理學的

相關書籍，學者們根據統計後的大數據做研究、推理、驗證、發表，並經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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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而成為準確度極高的專業理論學說，然而統計心理學並不適用於所有人，以

反向操作的創作方式而言，色彩心理學套用在筆者身上並不成立。 

    俗話說：畫如其人，筆者也常用此來做為觀察他人的第一步，但實際上並

不能以一概全，不過筆者仍彙整了簡單的「色彩性格自我透視表」【表 3-4】做

為參考，再提出自己的作品〈十歲的我〉【圖 3-17】做分析說明。 

 

表 3-4 色彩性格自我透視表 

色系 性格強項 群體接納度 情感互動度 個人自由度 

紅 

 

行動力 社交關係良好 客觀理性 群體型 

黃 執行力 

綠 親和力 獨立思考為主 真誠溫暖 自主型 

藍 創造力 

              資料來源：《不一樣的色彩心理學》頁 266-281。 吳孟澐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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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7，吳孟澐，〈十歲的我〉，油彩、畫布，72.5×53cm，2018。 

 

十歲的我──                         

    一個人看書 

    一個人畫畫 

    一個人發呆 

    一個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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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小學四年級時，筆者在日記裡寫下的、難以忘懷的一段話，雖然經過

無數次搬家，日記本早已遺失不見，記憶卻仍鮮明地歷歷在目，也是筆者躲避

人群、自我封閉的起始點。 

    在空白畫布上構圖的瞬間，眼前浮現的畫面就是十歲時寫日記的自己，背

景的「綠」，是筆者自由的小天地，十歲時曾遭受班上同學的誣賴，當時因不善

言辭也不知如何為自己辯解，就為了自己從未做過的事，被老師嚴重體罰，從

此心中開始畏懼人群，為了療傷，躲進了閉鎖的、孤單的小世界裡──有時是附

近的甘蔗園、有時是人煙稀少的茂密竹林、有時則一人獨自上山……只希望濃

濃的「綠」淹沒自己。 

    小時候喜歡穿「紅色系」的衣服，不是因為討喜、不是因為個性開朗，而

是因為恐懼，因為天生帶有靈異體質的關係──常常看見往生者，因此為了不受

莫名的干擾，童年時期幾乎只穿紅色，或是顏色鮮豔的衣物。 

    畫面上的向日葵，背後的那一朵：代表自己雖然期盼被瞭解，卻又因為懼

怕而躲避「他人」。前方的花：隱喻「自己」心中的太陽在默默地綻放，也象徵

嚮往光明的生命力。 

    簡化的五官描繪，一則是因為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傑出的漫畫家，再者也

因當時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只是低調的、不起眼的存在，唯有在自我建構起的

童話世界中，才能自信地微笑……。 

    色彩是筆者作品中最重要的自我療癒元素，在進入臺師大美術研究所就讀

之前，筆者對色彩心理學從未涉獵，2018 年因臺師大宋曉明教授的指導──

『在最短的時間內，以直覺畫出三十年前或更早以前的「我」』，就在五秒鐘不

到的時間裡，在毫無準備、毫無頭緒、不加思索的當下，只能讓本能觸動心底

最深處的靈魂，此時靈感忽然在瞬間如花火般爆發，然後 20P 油彩作品：〈十歲

的我〉在九十分鐘內完成了。 

    之後，宋教授問：「在直覺的瞬間，妳為什麼這樣畫？為什麼用這樣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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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是筆者從未思索過的問題，因此對色彩學開始產生了興趣，現在回應

宋教授的提問，以〈十歲的我〉畫面上的色彩運用作自我分析： 

    綠色──孤單、害怕 

    紅色──恐懼 

    黃色──期待被瞭解、嚮往光明 

    這與色彩心理學上的解析結果似乎背道而馳，因為在創作中筆者注入的是

自我療癒元素：反向操作的手法，這方法恰巧與草間彌生的方式雷同：因為厭

惡而一直畫陽具，而筆者「憂鬱之於藝術的呈現」則是：希望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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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作品說明 

 

    筆者將 2017 年起的自我療癒創作分為三個系列：一、夢非夢系列，二、異

思與聯想系列，三、向畫家致敬系列，除了前面第一到第三章提過的作品之

外，另提出共十二件作品，針對其背後的故事：創作的發想，作第三人稱式的

說明，也就是排除第一人稱情感上的因素，試以旁觀者的角度做理性的導讀，

只陳述事實，不多做評論。  

 

                          第一節 夢非夢系列 

 

    「夢非夢」系列作品是筆者對自己通靈與被附身經歷所下的註解，當然其

中也包括真實夢境裡的故事。長久以來，經過數十年的抗爭，筆者還是陷在三

度空間與第四度空間的長期混戰中，為了自救，為了求生，嘗試了各種方法：

求神、拜佛、做禮拜、就醫樣樣來，也曾經為了暫時逃避而旅居國外，從抗

拒、自閉、放棄到設法自救，這些過程都透過繪畫記錄在作品裡，當然這其中

也並非只有悲傷與痛苦的經歷，筆者也有過展露笑容的時刻，那就是運用自己

的能力幫別人解決難題，而這過程也成了創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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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夏娃夢見夏卡爾〉 

 

   

      圖 4-1，吳孟澐，〈夏娃夢見夏卡爾〉，壓克力彩、油彩、畫布，65×53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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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夏娃夢見夏卡爾〉【圖 4-1】的構圖主角是女模特兒寫生，背景的部分挪

用了夏卡爾的油彩作品〈艾菲爾鐵塔的夫婦〉【圖 4-2】，以壓克力彩與油彩繪於

畫布上。 

    在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夢的記錄表〉（圖 2-17，頁 25）裡的第三個夢境

就是本件作品背後的故事，那是 1995 年筆者旅居美國期間，某天晚上在似夢非

夢間，看見一個透明無臉的靈體出現在玻璃窗上，祂告訴筆者三百年前被自己

的丈夫殺害後，被割了臉皮，埋在荒野裡。第二天晚上祂又出現說了三百年來

到處尋找仇人的經過。第三天晚上祂出現時原本透明的靈體變得更具體並且就

坐在窗框上，這次祂告訴筆者前世殺了祂的丈夫就住在筆者的隔壁。 

    筆者的隔壁鄰居是一位比丘尼（女性出家眾），筆者跟她並沒有很多交集，

夢境裡靈體的自白只是為了傳達：三百年前被謀害的祂厭倦了尋覓，也不想再

復仇，只希望祂前世的丈夫（比丘尼）能幫祂超渡，往生極樂世界。 

 

             

     圖 4-2，夏卡爾，〈艾菲爾鐵塔的夫婦〉，油彩、畫布，89.3×117cm，1926， 

             日本福武書店藏，資料來源：《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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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似曾相識〉 

        

 

圖 4-3，吳孟澐，〈似曾相識〉，油彩、畫布，72.5×53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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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似曾相識〉【圖 4-3】是以直接畫法完成的油畫作品，背景的鋪陳取材自

1980 年上映的〈似曾相識〉【圖 4-4】電影海報，曇花則有人生短暫的寓意。 

    畫中的故事是：有一個女人對筆者哭訴，她的丈夫常對她家暴，在十幾年

的婚姻生活裡，每天都是在哭泣與忍耐中度過，就為了給三個女兒一個完整的

家。後來她到處求神問佛，希望能平復受傷的心靈，她說：「為什麼看到他（丈

夫），我總覺得悲傷？明明受害者是我！」筆者看見他們的前世是角色互換的夫

妻，場景是：丈夫不是打妻子，而是殺了她。殺人的丈夫轉世成了這一世的妻

子，被殺的妻子轉世成為一看見妻子就莫名暴怒的丈夫。 

 

                

      圖 4-4，電影海報「似曾相識」，圖片來源：blog.xuite.net，檢索日期：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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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福德正神〉 

  

 

圖 4-5，吳孟澐，〈福德正神〉，油彩、畫布，65×91cm，2018。 

 

                              

 

 

 

 

 

 

 

 

 



69 
 

                             作品說明 

     

    〈福德正神〉【圖 4-5】是一件油彩作品，背景是筆者在南投竹山紫南宮前

寫生的廟景，前方的神像與籤詩則是回到工作室後完成。廟景以藍色鋪陳，具

有回憶往事的意味，綠色的臺灣圖像是為了點出紫南宮位於臺灣中部的地理位

置，其在構圖上的考量則是為畫面增添一些色彩與變化，前方的福德正神與紅

筊、籤詩是進入廟內後所見，筆者將廟內與廟外的景象以時空錯位的方式置

放，因為在眾信徒的心中，神明是他們最大的支持力量。 

    背景故事：因為通靈的關係，常有人來詢問筆者一些問題，過程中也曾發

生過令人無法置信的神蹟。一位中年女士，肩脖有陳年舊疾，求醫無門後到紫

南宮求籤，請示神明指點迷津，那天她抽到了籤頭，然後輾轉認識了筆者，最

後病況得到了解決，然而故事並沒有完結，筆者從那時起，手臂上清晰可見有

蜈蚣狀的異物在皮膚下爬行，眾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後來筆者看見福德正神抱

著一隻雞出現，雞啄出了筆者手臂上的異物，蜈蚣的身影就此在眾目睽睽之下

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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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鏡花水月〉 

           

 

 圖 4-6，吳孟澐，〈鏡花水月〉，油彩、透漆、金箔、漆板、手錶、畫布，72.5×53cm，2019。 

 



71 
 

                             作品說明 

     

    〈鏡花水月〉【圖 4-6】是結合壓克力彩、油彩與漆畫的複合媒材作品。在

創作媒材的運用上，筆者先以壓克力彩打底，藉由水性顏料的特質，自然地表

現出水面可穿透的質感，再以油彩顏料寫生盛夏荷塘的景觀，將清晨被曙光喚

醒的新荷綴飾在隨風而動的綠波上。結合在畫面右邊的漆畫作品，則是取其明

亮之圓──形如月的原由，手錶代表時光無情地流逝，意寓：物換星移，此景依

舊人事已非之憾。 

    畫面訴說的是：在夢中，筆者又回到了與父親到臺南白河賞蓮的那天，滿

塘的荷花爭妍綻放，早晨的陽光總是特別的溫柔，反而是毫不客氣的風一點兒

都不知道迴避，抬起頭就是一陣猛打窮追，筆者與父親沿著池邊散步，他微笑

的神情好像從來未曾遠離，時間停止在七點四十八分，而鏡花水月也只能靜待

下次夢中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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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異思與聯想系列 

 

    有別於夢非夢系列：解析自我通靈經驗的作品，異思與聯想系列是單純將

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與對於身邊的人事物所引發的異思與聯想入畫。「平凡

中藏著驚喜」──就是師長與同學們口中很有「吳孟澐風格」的創作。 

 

作品五〈紅珊瑚的聯想〉 

 

 

圖 4-7，吳孟澐，〈紅珊瑚的聯想〉，油彩、油漆筆、畫布，53×72.5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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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紅珊瑚的聯想〉【圖 4-7】是一件油彩作品，金、銀的金屬色部分則是以

油漆筆勾勒、上色完成。筆者偶爾會去拾荒，將別人不要的、丟棄的小物品拾

回，收藏品中也包括自己留存的箱子、餅乾盒、塑膠瓶、鐵罐、報紙、雜誌、

廣告……等，這些別人眼中的廢棄物，往往成為筆者創作時的靈感組件。〈紅珊

瑚的聯想〉乍看之下像是一件拼貼作品，其實只是藉由拼貼的構圖來表達自己

想要抓住的生活中片片斷斷的美好。 

    作品內容：某日在電視上看見有關珊瑚的介紹，覺得很美，不禁讓人讚嘆

大自然的神奇，同時也因為美景的即將消逝而感傷，一時之間心裡充滿了矛盾

的情緒，從而想到自己的百分之五十牡羊座個性，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金牛座

脾性，就是一個最矛盾的混合體，內心時時在對抗、拉扯，最終牛戰勝了羊，

一切都成了停滯、慢速的狀態，紅色的恐懼再度侵襲……紅色的珊瑚就像一張

巨大的網，牛的身影就藏在無限擴張的密網裡，感慨完消失的年歲、憂傷完遠

離的青春，沉澱後，再重新拼接想望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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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生命線之現〉 

                

    

圖 4-8，吳孟澐，〈生命線之現〉，壓克力彩、油漆筆、紙板，79×54.5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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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生命線之現〉【圖 4-8】是筆者第一次嘗試壓克力彩的創作，先以半自動

技法鋪彩在紙板上，再以油漆筆勾勒身體線條後完成。載體的選擇，基於實驗

的精神，筆者先後嘗試了水彩紙和彩色壁報紙，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因為水性

壓克力彩乾了之後，載體便產生了皺痕，接著以筆者所收集的瓦楞紙箱板做實

驗，雖然沒有發生顏料乾後變皺的缺點，但是土黃色的紙箱板顯色效果不佳，

最後選用黑色厚紙板為底材，才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作品故事：每日在佛前獻一炷清香，是長久以來的習慣，回想起自己二十

五年前為了逃避不斷被靈體附身的恐懼，筆者曾在美國準備出家，這時聽見在

虛空中現身的菩薩說：「出家、出家，出什麼家？家在哪裡？如何出家？外相出

家，心未出家，不如回家修身齊家。」隔天筆者就收拾行李與丈夫一起回臺

灣，然後在家供奉菩薩……靜看著菩薩慈悲的臉，幻想著自己是否也有戴上佛

冠，立地成佛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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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懷素〉 

         

    

    圖 4-9，吳孟澐，〈懷素〉，壓克力彩、油彩、畫布，72.5×53cm，2020。 

 



77 
 

                             作品說明 

 

筆者自小喜愛書法，雖未曾拜師習字，但仍時常自書自娛，國小六年級時 

第一次參加校外書法比賽，即獲得全縣第一名的佳績，至此對書法的鍾愛與日

俱增，並屢屢在校內外比賽中獲獎。〈懷素〉【圖 4-9】是一件融合壓克力彩與油

彩兩種媒材創作的作品，媒材選用壓克力彩打底，因其與墨汁同為水性材料，

故能表現出有如書法般流暢俐落的筆調。 

    創作理念：懷素為唐朝狂草書法名家，因家貧，以芭蕉葉代紙書之，世稱

其為醉僧。筆者先用壓克力原料，仿懷素《自敘帖》【圖 4-10】中狂草之行雲流

水線條【圖 4-11】分割畫面，再取芭蕉葉狀之單瓣梔子花形以油畫顏料塊狀填

彩於畫布上完成。  

 

    

圖 4-10，懷素，〈自敘帖-局部〉，墨、紙本，  圖 4-11，吳孟澐，〈仿懷素草書行雲流水之線條 

  ，資料來源：《懷素書自敘帖》，頁 10。    構成〉，壓克力彩、畫布，72.5×53c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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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迴〉 

         

    

 圖 4-12，吳孟澐，〈迴〉，壓克力彩、油彩、轉印、畫布，91×65c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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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迴〉【圖 4-12】是結合壓克力彩、油彩再加入轉印技法創作的複合媒材作

品。 

    創作發想：本件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臺灣民俗傳統門神圖像。小時候祖父

家的神壇大門上總是貼著兩張威武的紅色門神，每當祖父在幫信眾收驚、化煞

時，筆者就會看見門神從門上走出，忙碌地維持著靈界的秩序，當然這情景已

是數十年前的遙遠記憶，只是不久前在看到弟弟收藏的青花瓷盤門神擺件時，

不知不覺就聯想到將門神與輪迴轉世的題材一起入畫。 

    畫面右半邊的顛倒人像，是先以壓克力彩打底後，再用油彩以類似色描繪

完成，筆者想營造的氛圍是：久遠的、已消逝的年代，左半邊則以油彩彩繪出

時尚的現代人，兩者在畫面上分別隱喻一個人的前世與今生，除此之外，以深

藍色的帽子表現星子閃耀之夜，向日葵意寓白天，如此晝夜不停交替，透過轉

印的旋轉之門，前世與今生不斷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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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向畫家致敬系列 

 

    夏卡爾最動人心弦的作品是他的愛情系列畫作；歐姬芙傾注最細膩的情感

在她的花系列創作中；草間彌生一直不斷地畫畫，終究創建了自己的藝術王

國。感性的夏卡爾、理性的歐姬芙、率性的草間彌生各自用他們特立獨行的方

式深植人心，也鼓舞了筆者在藝術創作之路繼續前進的勇氣。 

 

作品九〈東方歐姬芙〉 

          

     圖 4-13，吳孟澐，〈東方歐姬芙〉，壓克力彩、油漆筆、畫布， 72.5×53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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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東方歐姬芙〉【圖 4-13】是一件壓克力彩作品，畫作特色是：運用加水量

不同的半自動技法層層堆疊，營造厚薄不同、肌理明顯，蘊涵東方元素的西畫

創作。歐姬芙是筆者最欣賞的女性畫家之一，她的「花」系列作品每每觸動著

筆者內心深處的靈魂，或許是一種心電感應，想著歐姬芙，看著她的畫，總有

種心靈震動的感覺。 

    神來之筆：筆者熱愛國畫牡丹，卻從未想過畫它。畫牡丹是一個偶然的奇

蹟，那天筆者正想著歐姬芙的花，手裡拿著調好水的壓克力顏料，突然間手竟

不聽使喚，開始自動熟練地潑灑、引流、再不停地重複調色、潑灑、引

流……，筆者進入了被附靈的狀態，回過神後以油漆筆作幾筆簡單勾勒，結束

了這次短暫神奇的藝術創作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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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邀馬諦斯過新年〉 

 

 

        圖 4-14，吳孟澐，〈邀馬諦斯過新年〉，紅色春聯紙、油漆筆、壁報紙、紙板， 

                                  72.5×53c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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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邀馬諦斯過新年〉【圖 4-14】是筆者第一次嘗試剪紙創作的作品。首先在

紅色春聯紙的背面以鉛筆勾勒出簡單的草圖，再用剪刀與美工刀細細剪割出畫

在草稿上的圖形【圖 4-15】，其次將剩下的春聯紙以金色油漆筆塗繪出古錢串的

圖版，再以同樣的手法剪取出圖樣，然後拼貼紅色與金色的剪紙部件於黑色壁

報紙上，如此完成第一道步驟。在施行第二道步驟時筆者並未先打草稿，而是

僅憑感覺在已黏貼年畫組件的黑色壁報紙上，以美工刀雕刻出魚群的圖像，最

後將成品套黏在淺灰色厚紙板上，此件作品便大功告成。 

    創作構想：筆者對中國傳統年畫一直存有一份濃厚的喜好，根據民俗的說

法──紅色的年畫可避邪，這對於長久以來深受靈界煩擾之苦的筆者來說，它就

有如一道令人感到安心的護身符。畫題名為〈邀馬諦斯過新年〉，是因為筆者欣

賞馬諦斯的剪紙作品，因此融合東方元素與西畫層層堆疊的手法創作，並以此

件作品與馬諦斯隔時空對話。 

 

                    

                         圖 4-15，吳孟澐，〈剪紙組件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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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馬諦斯遇見草間彌生〉 

          

                         

       圖 4-16，吳孟澐，〈馬諦斯遇見草間彌生〉，紙、圓點貼紙、油漆筆、紙板， 

                                  54.5×79c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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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馬諦斯遇見草間彌生〉【圖 4-16】是先依照女體模特兒擺出的姿勢完成二

張紅色剪紙，其次將剪紙排列黏貼於紙板上，再以金色圓點貼紙描邊，最後使

用銀色油漆筆描繪模特兒的第三個動作之後完成作品。 

    與畫家對話：筆者在研究野獸派大師馬諦斯後開始了剪紙創作，而草間彌

生的作品色彩豐富，尤其圓點藝術更是獨樹一幟，兩位畫家的作品皆具有強烈

的個人風格，因此筆者嘗試將二位前輩畫家的創作特色：剪紙【圖 4-17】與圓

點作結合，以兩者對話的方式，在黑色厚紙板上讓彼此形成有趣的碰撞與融

合，然後再以筆者擅長的線條繪畫勾勒樹紋年輪圖像之人體速寫，如此便完成

了這幅畢業個展海報上的作品。 

 

                   

圖 4-17，馬諦斯，〈藍色裸女（Ⅱ）〉，膠彩、剪貼畫， 116.2×81.9cm，1952， 

巴黎龐畢度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藏，資料來源：《馬諦斯：華麗野獸派大師》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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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夏卡爾巧遇歐姬芙〉 

                                 

 

    圖 4-18，吳孟澐，〈夏卡爾巧遇歐姬芙〉，壓克力彩、油彩、畫布， 91×65c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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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說明 

    

    〈夏卡爾巧遇歐姬芙〉【圖 4-18】是結合壓克力彩拓印和油彩罩染兩種技法

完成的複合媒材創作。 

    創作方式：首先筆者使用橡膠板雕刻出木紋模板，在木紋模板上塗刷壓克

力顏料拓印在畫布上，排列成為圍牆的形狀，暗喻筆者長久以來因為躲避人群

而自築的心牆，樹的構圖則挪用了夏卡爾 1908 年的油彩作品〈大紅裸女〉【圖

4-19】與歐姬芙 1929 年的油彩作品〈勞倫斯樹〉【圖 4-20】，從高牆裡抬頭仰望

大樹是筆者意欲在黑暗中尋找希望的契機，以油彩拓印的翠綠色樹葉則代表強

韌無比的生命力。這幅畫不僅是筆者和夏卡爾與歐姬芙的三方對話，也是筆者

最滿意的作品之一。 

 

      

圖 4-19，夏卡爾，〈大紅裸女〉，油彩、         圖 4-20，歐姬芙，〈勞倫斯樹〉，油彩、畫 

畫布，91.5×70.5cm，1908，倫敦私人           布，1929，資料來源：《花．骨頭．泥 

藏，資料來源：                             磚屋-走進歐姬芙畫裡的世界》，頁 16。                        

《鄉愁與愛的畫家夏卡爾》，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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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古代靈感說以柏拉圖為代表，他認為靈感包括兩方面：一是靈魂附 

    體，即神靈憑附在藝術家身上，使他處於迷狂狀態，並把靈感輸入給他， 

    暗中操縱著他去創作；一是靈魂回憶，即不朽的靈魂從前生帶來的回憶， 

    柏拉圖認為人的智慧早已有了，人生的學習只是不斷回憶而已。32   

 

    筆者曾經以為自己的靈界經驗（靈感）只是幻聽幻覺的白日夢，只是一種

脫不開也甩不掉的病態，然而經過探索後才知道：原來在古希臘文中，靈感的

真義就是「神的氣息」，而它對筆者來說：是創意的來源、是創作的過程，也是

創作時的一大助力。 

 

 

 

 

 

 

 

 

 

 

 

 

 

 

 

                                                       
32追夢螞蟻，《夢控師》，臺北市：凱信企管顧問，2015，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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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 

 

    在不斷地創作與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藝術家們對憂鬱的呈現方式各不

相同，例如：波蘭畫家斯瓦夫貝克辛斯基（Zdzislaw Beksinski）的憂鬱表現是

恐怖；日本畫家石田徹也的憂鬱表達是無奈與悲傷；美國畫家羅斯科的憂鬱展

現是震撼；加拿大籍華裔畫家王俊傑的憂鬱表白是繽紛……，儘管藝術家們呈

現憂鬱的方式不同，但他們都有志一同地在畫作上吶喊出求救的訊號，或是試

圖透過藝術來自我療癒。 

    在創作的路上一路走來，筆者跌跌撞撞地尋找自我療癒的良方：轉化憂鬱

為優癒的力量，因此不停地畫畫、不停地創作，最後逐漸形成了日記式的自我

療癒記錄。筆者的藝術自療記錄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塗鴉期（宣洩期） 

    二、模仿期（紓壓期） 

    三、創作期（自控期） 

    2008 年以前的塗鴉期是自我封閉的時期：在地上、在牆上、在紙上塗鴉，

筆者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在尋找宣洩的出口。2008-2015 年的模仿期是走出戶外寫

生的時期，讓腦子放空，和花一起微笑、和樹一起呼吸、和風一起奔跑，模仿

日、月、星辰的運行，與大自然一起紓壓。2016 年開始進入創作期，這是筆者

的自控期，也就是透過創作的方式進一步轉化自己的情緒，讓心情持續保持良

好的控制，以達到平穩的狀態，這時期筆者進入學校再進修，以便進行更深入

的研究。 

    筆者在創作期的繪畫靈感來源有三： 

    一、日常生活有感（意識） 

    二、白日夢（靈界經驗） 

    三、睡夢（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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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列是筆者繪畫創作的靈感來源，雖然藝術家們的創作發想各人迥

異，但總能在茫茫人海中偶遇令人驚奇的「不謀而合」，例如：西班牙超現實主

義畫家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的繪畫靈感彷彿是一場又一場的白日

夢，他曾說：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不梳不洗，即坐到床邊的畫架前，凝視畫布，彷如   

    靈媒一般，看影像湧現到我的腦裡……這些影像無奇不有，或者是兔子頭 

    側影而有鸚鵡的眼睛，或這眼睛屬於魚的頭，有時我還看見魚的嘴邊停了 

    一隻蚱蜢……。33 

 

    以筆者的親身經歷而言，睡夢是最直接的靈感泉源，如：午夜夢〈迴〉（圖

4-12，頁 78）時的〈我與鄉村〉（圖 2-19，頁 29），筆者與夏卡爾都不約而同地

在畫面上描繪了上下顛倒的人物，而筆者與歐姬芙之間的聯繫是日常生活中的

最佳解語「花」，至於筆者與草間彌生的共同點則是與第四度空間的對話。 

    筆者以自我催眠的手法，用隱喻、翻轉的反向操作方式來進行繪畫創作， 

試圖將聽見的、看到的、害怕的、恐懼的，無論虛實都轉化為賞心悅目的構圖

和色彩，進而讓藝術淨化心靈，甚而美化人生──亦即筆者的「憂鬱之於藝術的

呈現」是：光明與希望。 

    黑格爾說：「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34，對美的感受見仁見智，筆者認

為勇敢地展現自我，就是獨一無二的美。將美感性地顯現在藝術創作中，對觀

者來說可以引發內心共鳴的感動，對筆者而言，是抽絲剝繭、坦露內心的呈

現，更是自私的、主觀的、唯我的表白。 

    筆者將藝術創作做為自我療癒的一個手段、一件工具，最後成為藝術自療

                                                       
33追夢螞蟻，《夢控師》，臺北市：凱信企管顧問，2015，頁 258。  
34侯鴻勛，《黑格爾》，香港：中華書局，1994，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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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與此同時也分享創作之美與療癒的經驗。再者，筆者期許自己在未來

能延續本論文中個人藝術自療的經驗與記錄，繼續往藝術、靈學與心理學等跨

領域研究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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