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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理論的建構理論的建構理論的建構理論的建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中國哲學思想對圓的詮釋中國哲學思想對圓的詮釋中國哲學思想對圓的詮釋中國哲學思想對圓的詮釋    

    

    自古以來，「圓」的完滿無缺特點，被人類運用許多地方。分析各民族文化的圖騰

符號，可查覺「圓」是普遍的被運用，並呈現出百變的豐富圖象。或許是「圓」完滿無

缺的特性，使它成為古今中外畫家熱衷其形象的原因。 

在中國的漢代，人們發展出對宇宙中「天」與「地」的意識，與藝術造形上的「圓」

與「方」，已經形成一種明確的相互關係，亦即所謂的「天圓地方」。「圓」象徵永恆不

滅、循環運轉的天穹，安穩的「方」代表井然有序、人事諧和的大地。中國人「天圓地

方」的觀念，可說在精神領域中統合了宇宙萬象的規律以及人間萬物的秩序。 

    筆者對於與中國有關的「圓」，其第一個直覺的聯想，就是「太極」了。「太極」符

號的「圓形」印記，一陰一陽、一黑一白旋轉成圓，亦代表了中國人傳統的宇宙觀與生

命觀，中國人把宇宙觀與生命觀，濃縮在「太極」印記裡。 

「太極」首見於《易˙繫辭上傳》：「「「「是故易有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生兩儀是生兩儀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兩儀生四象兩儀生四象兩儀生四象，，，，四象四象四象四象

生八卦生八卦生八卦生八卦。」。」。」。」1，，，，「易」是指整個宇宙變化的過程，一切變化，皆始於太極，太極是遍佈於

萬物之中，是宇宙生成化育的根本。太極中的一陰一陽，代表一靜一動，兩者更替不已，

萬物得以不守固常，而生生不息，而新新相續。宋儒周濂溪(1017~1073)在《太極圖說》

中謂：「「「「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動極而靜動極而靜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而生陰靜而生陰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靜極復動靜極復動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互為其根互為其根互為其根。。。。分陰分陰分陰分陰

分陽分陽分陽分陽，，，，兩儀立焉兩儀立焉兩儀立焉兩儀立焉。」。」。」。」2，中國人相信在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存在變化，基本上是由一組組

相對的因素配對且交感互動所致，如陰陽更迭、動靜變化。《易˙繫辭上傳》云：「「「「一陰一陰一陰一陰

                                                 
1 王財貫，《易經》，讀經出版社，台北，1996，頁 186。 
2 曾春海，《易經這學的宇宙與人生》，文津出版社，台北，1997，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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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陽之謂道一陽之謂道一陽之謂道一陽之謂道。。。。」」」」3，「一」描述體性相對待的陰與陽相互的一往一來，在相互作用的交感

變化、相互滲透，使得萬物生生不息。《易˙繫辭上傳》中清楚地說明了宇宙萬物變化

之因，即萬事萬物內部兩種對力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就是陰和陽的力量，也就是柔和剛

的交融。 

陰陽的概念，除了在易經理論及之外，在老莊的哲學思想中，亦佔有極重的比例。

老子曰：「「「「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4，何謂道？老子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支配著萬事萬物。

《老子》一書曰：「「「「無無無無，，，，名天地之始名天地之始名天地之始名天地之始。。。。有有有有，，，，名萬物之母名萬物之母名萬物之母名萬物之母。」。」。」。」5，可見老子的「道」是萬物

之始、萬物之母。又曰：「「「「道生一道生一道生一道生一，，，，一生二一生二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二生三二生三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三生萬物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沖沖沖

氣以為和氣以為和氣以為和氣以為和。」。」。」。」6，「道」產生混沌的氣，混沌的氣分化為「陰」和「陽」，陰陽二氣，交

會成一個融合的狀態，萬物，就是從陰陽二氣交合之中產生出來的。 

「道」是老子哲學中心的範疇。老子認為「道」是原始混沌的。老子曰：「「「「有物混有物混有物混有物混

成成成成，，，，先天地生先天地生先天地生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寂兮寥兮寂兮寥兮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獨立而不改獨立而不改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周行而不殆周行而不殆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可以為天下母可以為天下母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吾不知其名吾不知其名吾不知其名，，，，強強強強

字之曰道字之曰道字之曰道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強為之名曰大強為之名曰大強為之名曰大。」。」。」。」7，也就是說「道」是在天地產生之先就已存在的原始混

沌，它是先天的，是絕對的、獨立的，循環運行而生生不息，像母親一樣的生成了天地，

它不靠外力而存在，它自成原則，它包含著形成萬物的各種可能性。 

    莊子延續老子「道」的觀念，並且有了更新的發現。莊子亦認為，「道」是無比的

偉大，它自然的創造了宇宙間的一切，這過程是無意識的，卻是有規律的。莊子：「「「「萬萬萬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其以其以其以其與道與道與道與道」」」」8「「「「道者道者道者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萬物之所由也萬物之所由也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庶物失之者死庶物失之者死庶物失之者死，，，，得之則生得之則生得之則生得之則生，，，，

為事逆則敗為事逆則敗為事逆則敗為事逆則敗，，，，順之則成順之則成順之則成順之則成。」。」。」。」9「「「「流行於萬物者流行於萬物者流行於萬物者流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也道也道也」」」」10這些字字句句，說明了「道」支

配著萬物的變化，是天地事物的規律，所謂的萬物，包括了天地與人。莊子：「「「「至陰肅至陰肅至陰肅至陰肅

                                                 
3 王財貫，《易經》，讀經出版社，台北，1996，頁 158。 
4 張玉春、金國華譯注，安平秋審閱，《老子》，錦繡文化，台北，1993，頁 101。 
5 葛勤修，《老子研究》，星光出版社，台北，1986，頁 2。 
6 張玉春、金國華譯注，安平秋審閱，《老子》，錦繡文化，台北，1993，頁 150。 
7 葛勤修，《老子研究》，星光出版社，台北，1986，頁 9。 
8 黃錦鋐註譯，《新譯莊子讀本》，三民書局，台北，1984，頁 255。 
9 葉玉麟編譯，《莊子新譯》，大夏出版社，台南，1996，頁 425。 
10 葉玉麟編譯，《莊子新譯》，大夏出版社，台南，1996，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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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肅肅肅，，，，至陽赫赫至陽赫赫至陽赫赫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肅肅出乎天肅肅出乎天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赫赫出乎地赫赫出乎地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11，只有在陰陽

的活動中，天地存在；只有在陰陽互動中，萬物滋長。莊子將陰陽的概念，當作是生存

與存在原理，陰與陽，一消一長，形成無限的變化，它存在於天地，亦存在於人的生命。

「變化」是莊子宇宙觀的主要內涵，它使宇宙的無限性和自然性具體化，透過變化發現

道的存在，道存在於變化的自然世界之中，也唯有在變化的自然世界之中，道的不變性、

永恆性及獨存性才能顯現。整個世界就是變化的自然世界，氣是宇宙形象之始，氣變是

自然變化的第一步，以致於形變、生死之變，這些都是屬於自然的變化，他們的循環規

律和四季之運行幾乎相符，莊子的宇宙是自然的宇宙，莊子的變化是自然的變化。  

太極、陰陽與道，形成中國人的宇宙觀、生命觀，它亦影響了中國人的美學觀。《易

˙繫辭傳》的陰陽概念，影響了中國人的美學思想。中國的古典美學把「美」區分成兩

大類形：壯美和優美，或者稱為陽剛美和陰柔美，就如道、易傳的陰陽概念。而易傳的

影響並不只是這兩股美的力量的分類而已，更重要的是在這兩種美的統一，在這種思想

的影響之下，中國古典美學的壯美和優美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相滲透，相統一的，兩者

之間可以「偏勝」而不可「偏廢」。 

老子的審美思想是從「道」的自然無為的觀點來觀察美。老子認為「道」是宇宙的

本源，支配著萬是萬物，當然也支配著審美，也就是世間一切的藝術創造與欣賞，都必

須遵循著「道」的原則。老子道法自然，萬物皆在生死流變當中，應該順應瞬息萬變之

道，守於柔弱而退歛的態度。從老子的宇宙觀延伸到美學觀，關於「美」可引申為著重

在體現自然的「道」的無限性和無規定性。 

莊子：「「「「夫天地者夫天地者夫天地者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古之所大也古之所大也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12「「「「通於天地者通於天地者通於天地者通於天地者，，，，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行於萬物者行於萬物者行於萬物者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也道也道也」」」」13莊子認為「美」是存在於天地之中，能夠了解「道」，便可真正認

識並把握到「美」，「道」的無比偉大，它自然而然的創造宇宙之間的一切，而這個過程

是那樣的無意識，卻又是那樣的有規律，因此，掌握了「道」的變化的邏輯，便可獲得

                                                 
11 黃錦鋐註譯，《新譯莊子讀本》，三民書局，台北，1984，頁 243。 
12 黃錦鋐註譯，《新譯莊子讀本》，三民書局，台北，1984，頁 172。 
13 葉玉麟編譯，《莊子新譯》，大夏出版社，台南，1996，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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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自由。由此可知「道」是絕對自由的宇宙本體，「道」是一切美的根源，人如果

能得「道」，便能達到永恆無限，也就可以達到至美。 

從易傳、老子、莊子，一直到漢代所確立了「天圓地方」的中國人的宇宙觀、生命

觀，可發現中國人對天道的順應與崇敬。四時的變化、生死之變、日月的變化、陰陽的

變化…都是自然的變化，變化更替、交相循環的規律，產生豐富的自然面向。了解「道」

的變化，人與自然相包容，生命就能圓滿。 

   「圓」的形象，也因中國人對自然宇宙的哲學觀以及人生觀，被大量的展現在中國

的民間藝術上。中國人對人生圓滿無缺的祈求，一直是人生過程中十分重要的心願，因

此在食衣住行用具的造型上，可觀察到中國人對圓滿寄予厚望而呈現「圓」的痕跡。從

史前時期的彩陶，有許多以圓圈或漩渦的紋飾；由圓形繁複地發展變化成各種變化萬千

的圖案常見於夏商的青銅器；周朝化繁為簡，亦可從銅鏡和瓦當見出端倪，內容企圖達

成人生心願：吉祥、福祿壽、天人合一…；漢朝獨尊儒術，講求中庸之道，璧、環、瑗

等玉器，皆以圓形圖案居多，而銅鏡和瓦當的紋飾，常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主

角，外形採圓的造型，表達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成功地結合天道與器物。 

中國從信史時代前一直到漢朝的民間藝術，很容易看到「圓」的痕跡，我想，除了

中國人傳統宇宙觀和人生觀之外，中國人對「圓」的完滿無缺特性的迷戀，亦是被一再

採用的原因之一。圓沒有固定起點，但，每個起點即是終點，隨時可以開始，隨時又可

以休止，圓圓點點，無數的開始結束，構成一個生命的圓。道的原始混沌，是團模糊的

圓，是個開始的點；陰陽二氣、四時更替是個循環的圓；天地之變化、生命之變化是個

循環的變化，亦是個循環的圓；從三百六十度觀察生命的變化，祈求生命的圓滿無缺，

是人生的心願。「圓」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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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對「「「「圓意象圓意象圓意象圓意象」」」」的選擇和詮釋的選擇和詮釋的選擇和詮釋的選擇和詮釋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曾說，「女性不是天生的女性不是天生的女性不是天生的女性不是天生的((((born)born)born)born)，，，，而是被塑而是被塑而是被塑而是被塑

造的造的造的造的((((made)made)made)made)。。。。」
14
女性是被一連串社會預先規定的角色所制約的。長久以來，女性的角

色屈於男性父權社會數千年，男性所建構的社會傳統，劃分了男女的工作，男性主導，

女性遵從；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創造文化，女性創造生命。女性的生活範圍，就此被限

定在家庭之內，任何與家庭建構有關的元素，落在女性的肩膀上，她必須維持社會所賦

予的家庭的形象，她必須作家事，讓男性回家後有舒適的休息環境；她也必須生育，予

家庭完整的意義。 

「女性」是一個符號，一個虛構物，一個結合意義與幻想的混合體。法國詩人波特

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文章中說道， 

女女女女性性性性，，，，是位藝術家所設計的是位藝術家所設計的是位藝術家所設計的是位藝術家所設計的…………不光只是人類中的女性而已不光只是人類中的女性而已不光只是人類中的女性而已不光只是人類中的女性而已。。。。她是聖靈她是聖靈她是聖靈她是聖靈，，，，是是是是

星曜星曜星曜星曜…………是自然界所有美妙事物的光彩結合是自然界所有美妙事物的光彩結合是自然界所有美妙事物的光彩結合是自然界所有美妙事物的光彩結合，，，，並縮影在單一的存在身上並縮影在單一的存在身上並縮影在單一的存在身上並縮影在單一的存在身上；；；；她是最她是最她是最她是最

熱烈的傾慕及探奇對象熱烈的傾慕及探奇對象熱烈的傾慕及探奇對象熱烈的傾慕及探奇對象，，，，能夠提供她的沉思者生活的圖像能夠提供她的沉思者生活的圖像能夠提供她的沉思者生活的圖像能夠提供她的沉思者生活的圖像。。。。她是一個偶像她是一個偶像她是一個偶像她是一個偶像，，，，或或或或

許愚笨許愚笨許愚笨許愚笨，，，，但卻閃亮無比但卻閃亮無比但卻閃亮無比但卻閃亮無比，，，，令人銷魂令人銷魂令人銷魂令人銷魂…………每一件裝扮女人並使她可以炫燿美色的東每一件裝扮女人並使她可以炫燿美色的東每一件裝扮女人並使她可以炫燿美色的東每一件裝扮女人並使她可以炫燿美色的東

西西西西，，，，都是她的一部分都是她的一部分都是她的一部分都是她的一部分…………無疑地無疑地無疑地無疑地，，，，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時候在某些時候，，，，女性是一盞明燈女性是一盞明燈女性是一盞明燈女性是一盞明燈，，，，是驚鴻一瞥是驚鴻一瞥是驚鴻一瞥是驚鴻一瞥，，，，

是快樂天堂的邀請者是快樂天堂的邀請者是快樂天堂的邀請者是快樂天堂的邀請者，，，，有些時候有些時候有些時候有些時候，，，，她只不過是一個字罷了她只不過是一個字罷了她只不過是一個字罷了她只不過是一個字罷了。。。。
15
    

波特萊爾的想法，透露出男性對女性這「東西」的看法，女性是被觀賞的物體。在

藝術史的發展裡頭，也有相同的情況，女性是藝術創作的對象，而非創造者。 

在二十世紀時，女性對自我身分的質疑與覺醒，開始有基進的16女性活動，1970年

代的西方女性運動，成千上萬的女性，肩並肩、手拉手的街頭抗議，女性藝術家也以聯

                                                 
14 摘取自：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藝術家出版社，台北，2002，頁 199。 
15 摘取自：葛瑞席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Vision 

and difference：femininity，feminism，and the history of art），陳香君譯，遠流，台北，2000，頁 110。 
16 Radical，○1 根本的、基本的，○2 急進的、極端的、革命性的，○3 原本的、與生俱來的，○4 【植物】根

的、根生的，○5 【數學】根的，○6 【語言】，字根的、基，參閱《遠東常用英漢辭典》，遠東圖書，台北，

2005。在此被翻譯為基進的，表示更根本的革命立場，主要取其語源上的「根」(root)這個意義，「基進女

性主義」者認為壓迫女性的根源必須加以根除，約七○年代，基進女性主義開始展開許多基進的女性活

動。參閱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文化，台北，1996，導言、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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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團結的方式，舉辦了許多突破性的聯展，經過了積極的抗爭，女性心理矛盾的自我掙

扎，才改變了西方藝術家環境的生態。 

在西方的藝術發展，女性參與藝術創作過程身分被受限制，造成這種弱勢的情況是

因為以男性藝術生產為論述中心被社會認定為唯一的評定標準，但是，這種標準並不符

合女性藝術生產過程和複雜的自我創作經驗，因此女性藝術家無法進入以男性為中心思

想的討論範圍內，女性藝術家形成邊緣化角色。 

社會傳統劃分了男女的工作，女性被界定為具有理家和養育的功能，被認定屬於自

然本能的領域。在慣性思考下，陽性與陰性的關係對等於強與弱，被視為是天生的性別

差異的結果，這種思考方式被廣泛的套用於各層面，包括藝術。女性藝術家被認為是次

等的，其作品的風格，亦被認定為是陰柔氣質的，在男性主宰的藝術圈內，更是把陰性

氣質視為是劣等的。這種把女性藝術作品同質化為自然性別制約的陰柔刻板印象相當難

以破除，故女性作品的特殊性、個別生產者的異質性，是需要被強調的。女性主義者，

露西˙李帕(Lucy Lippard，1937~)曾說：「「「「如果藝術來自於內在如果藝術來自於內在如果藝術來自於內在如果藝術來自於內在，，，，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男女經驗不同男女經驗不同男女經驗不同男女經驗不同，，，，

所呈現的藝術也必然不同所呈現的藝術也必然不同所呈現的藝術也必然不同所呈現的藝術也必然不同，，，，而這些而這些而這些而這些『『『『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如果不呈現於女性藝術中如果不呈現於女性藝術中如果不呈現於女性藝術中如果不呈現於女性藝術中，，，，必定是某種壓抑必定是某種壓抑必定是某種壓抑必定是某種壓抑。」。」。」。」

17。內在「經驗」的不同，絕對影響藝術作品的不同。    

在藝術作品創作上，女性較注重直覺，創作中強調專屬女性經驗的題材，如：生育、

為母、居家意象、窗、月經、自傳、家庭背景、有人肖像、食物、清潔用品、地板…，

這些經驗題材，常常進入女性作品之中。 

女性對時間性的儀式過程有較大的表現傾向，譬如私密的、日記式的行為或紀錄，

而且幾乎是不分區域、年齡所共同交集出的領域。月事是年輕女性對個體最大的生理困

擾，它週而復始的反覆出現，情緒因之起伏，月事伴隨而來的青春美麗之消長也牽動著

女性的情緒。而經血是一個活性的生命泉源，又是髒亂惡臭的身體廢材，但在女性的內

在又害怕失去，女性對月事混合著矛盾而複雜的情緒。它反覆的發生、短暫消失、最後

長期消失，它關係著女性驚恐、嚮往、憤怒、惆悵等極致的情感，它無法被男性物化或

                                                 
17 摘取自傅嘉琿，《袋子與子宮˙管子與陽具，談女性藝術與女性意象》，藝術家，期 253，1992，3 月，

台北，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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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它是女體所擁有，也是無法被掠奪的部分，也因此普遍地成為女性主義者創作的

主題。 

女性藝術創作在材料、形式與手法上也有一些突顯的特質。材料上常取自布料或居

家環境中所能發現的材質，在藝術形式上，有的選擇具冷熱情緒抒發、感性與理性介入

其中的抽象表現形式，藉以認識形而上的精神自我；有的選擇寫實或具象式的人體、器

官解剖，藉以再現個體在社會被看待的位置，並對形體自我進行解構與建構。 

在表現的手法上常採用掩蓋、禁閉、圍繞、壓迫、阻礙、限制、成長、解脫、展開

等形象，同時賦予較為視覺感官的平面處理—裝飾性圖案。有些女性藝術家會選擇傳統

女工文化產業的表達方式，以編織、細繪、敘述、紀錄等途徑，點點、滴滴、縫縫、補

補、拼拼、貼貼，作為精神上與情緒上的安撫。雖然裝飾性圖案被高藝術
18
視為雕蟲小

技而不被重視，但在七○年代中，美國藝術在極限主義風潮帶領之下，發起了「圖案與

裝飾」運動(Pattern and Decoration)，加上女性主義對傳統手工的重視，重申傳統手工的

價值，兩者互為助力，使裝飾性圖案及手工藝術得到肯定。這些手工的裝飾性技巧，在

女性巧手與耐性的製作之下，呈現繁複瑣碎的表現形式，成為女性藝術發展當中十分重

要的一環。此外，同質性的材質、密度、視覺上的觸覺感受、遍佈的線性、袋狀、片斷

性、層疊、遮蓋、鬆散彈性、固執重複、突顯細節、缺乏主從關係等特質，屢屢出現在

女性創作形式之內。 

女性藝術家所處生活環境，也對作品表現產生重要的影響。女性藝術家常常得在家

庭、婚姻、藝術工作上作妥協調整，獨身的藝術家亦有其孤獨面，壓力較男性藝術家為

大，因此，這些現象使得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較少有敦厚渾實或大格局的藝術表現，反而

是幻想的、神秘的、心靈的、自剖的，大量的被選擇灌注在作品當中，成為女性藝術家

作品的特質。 

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1939~)和米芮˙夏洛比(Miram Shapiro，1923~)提出了核

                                                 
18 「高藝術」(High arts)一詞是在現代主義的工業化、資本化的背景之下產生的階級現象，現代主義的社

會出現了「精英份子」、「中產階級」、「貧窮戶」，在藝術上也出現「高藝術」、「低藝術」的階級分野。「高

藝術」即意指純粹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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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象(Central Core Imagery)之理論， 

我們發現我們發現我們發現我們發現，，，，核心意象常被應用核心意象常被應用核心意象常被應用核心意象常被應用，，，，通常是一朵花通常是一朵花通常是一朵花通常是一朵花，，，，或是花朵的抽象形式或是花朵的抽象形式或是花朵的抽象形式或是花朵的抽象形式，，，，周周周周

圍充滿了蜷曲的或是波動的皺摺圍充滿了蜷曲的或是波動的皺摺圍充滿了蜷曲的或是波動的皺摺圍充滿了蜷曲的或是波動的皺摺，，，，就像陰道結構一樣就像陰道結構一樣就像陰道結構一樣就像陰道結構一樣。。。。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

性欲的形式性欲的形式性欲的形式性欲的形式，，，，乳房乳房乳房乳房、、、、屁股屁股屁股屁股、、、、女性器官女性器官女性器官女性器官。。。。我們確信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確信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確信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確信我們所看到的，，，，正反映出女性正反映出女性正反映出女性正反映出女性

對他們身分認同的探索需求對他們身分認同的探索需求對他們身分認同的探索需求對他們身分認同的探索需求，，，，並說出她對自己情慾的感覺並說出她對自己情慾的感覺並說出她對自己情慾的感覺並說出她對自己情慾的感覺，，，，就像我倆已經做過就像我倆已經做過就像我倆已經做過就像我倆已經做過

的的的的。。。。但但但但「「「「…………影像的象徵使用影像的象徵使用影像的象徵使用影像的象徵使用…………絕對不能簡單的被視為絕對不能簡單的被視為絕對不能簡單的被視為絕對不能簡單的被視為『『『『陰道藝術陰道藝術陰道藝術陰道藝術』』』』。。。。而是而是而是而是…………女女女女

性藝術家用中心洞穴的圖像來表明她性藝術家用中心洞穴的圖像來表明她性藝術家用中心洞穴的圖像來表明她性藝術家用中心洞穴的圖像來表明她們身為女人的身分們身為女人的身分們身為女人的身分們身為女人的身分，，，，就像是整個意象的框就像是整個意象的框就像是整個意象的框就像是整個意象的框

架一樣架一樣架一樣架一樣，，，，並徹底扭轉了這個文化看待女人的方式並徹底扭轉了這個文化看待女人的方式並徹底扭轉了這個文化看待女人的方式並徹底扭轉了這個文化看待女人的方式，，，，亦即亦即亦即亦即：：：：身為女人就是身為被身為女人就是身為被身為女人就是身為被身為女人就是身為被

輕蔑的對象輕蔑的對象輕蔑的對象輕蔑的對象，，，，而陰道這個女性戳記而陰道這個女性戳記而陰道這個女性戳記而陰道這個女性戳記，，，，更是令人鄙視的更是令人鄙視的更是令人鄙視的更是令人鄙視的。。。。女性藝術家女性藝術家女性藝術家女性藝術家，，，，把自己當把自己當把自己當把自己當

成是令人嫌惡的東西成是令人嫌惡的東西成是令人嫌惡的東西成是令人嫌惡的東西，，，，帶著它的印記帶著它的印記帶著它的印記帶著它的印記，，，，並將之視為他人圖像的驗章並將之視為他人圖像的驗章並將之視為他人圖像的驗章並將之視為他人圖像的驗章，，，，藉此建立藉此建立藉此建立藉此建立

一個能表白她身分的真實和美麗的管道一個能表白她身分的真實和美麗的管道一個能表白她身分的真實和美麗的管道一個能表白她身分的真實和美麗的管道。」。」。」。」
19
    

露西˙李帕曾在 1976 年，發表《來自中間—關於女性藝術的女性主義論文》，其中

指出一般所謂的女性意象， 

圓圈圓圈圓圈圓圈、、、、圓頂圓頂圓頂圓頂、、、、蛋形蛋形蛋形蛋形、、、、球形球形球形球形、、、、盒狀盒狀盒狀盒狀、、、、生物型態的生物型態的生物型態的生物型態的，，，，可能有帶條紋的可能有帶條紋的可能有帶條紋的可能有帶條紋的，，，，或層層或層層或層層或層層

疊疊的疊疊的疊疊的疊疊的，，，，不過不過不過不過，，，，那又說太明確了那又說太明確了那又說太明確了那又說太明確了。。。。那麼那麼那麼那麼，，，，去想碎裂的斷片才更有趣呢去想碎裂的斷片才更有趣呢去想碎裂的斷片才更有趣呢去想碎裂的斷片才更有趣呢，，，，它它它它暗示暗示暗示暗示

了某種反邏輯了某種反邏輯了某種反邏輯了某種反邏輯、、、、反線性的手段反線性的手段反線性的手段反線性的手段，，，，在女性的作品中也相當普遍在女性的作品中也相當普遍在女性的作品中也相當普遍在女性的作品中也相當普遍。。。。
20
    

她對女性美學做出了界定，成為西方女性研究的經典，她認為： 

一種一致性的密度一種一致性的密度一種一致性的密度一種一致性的密度，，，，一種全面化的肌理質感一種全面化的肌理質感一種全面化的肌理質感一種全面化的肌理質感，，，，常常是肉慾的觸覺常常是肉慾的觸覺常常是肉慾的觸覺常常是肉慾的觸覺，，，，而且是而且是而且是而且是

經常重覆突顯其執迷縈懷經常重覆突顯其執迷縈懷經常重覆突顯其執迷縈懷經常重覆突顯其執迷縈懷；；；；以圓形和以圓形和以圓形和以圓形和

中央的焦點成為主體中央的焦點成為主體中央的焦點成為主體中央的焦點成為主體，，，，常常是空洞常常是空洞常常是空洞常常是空洞

的的的的，，，，圓圈的或橢圓的圓圈的或橢圓的圓圈的或橢圓的圓圈的或橢圓的，，，，拋物線形成的拋物線形成的拋物線形成的拋物線形成的

袋狀形式袋狀形式袋狀形式袋狀形式，，，，層層相疊或層層相積層層相疊或層層相積層層相疊或層層相積層層相疊或層層相積，，，，一一一一

種難以定義的釋放種難以定義的釋放種難以定義的釋放種難以定義的釋放，，，，意種對昔日視為意種對昔日視為意種對昔日視為意種對昔日視為

                                                 
19 摘取自： 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穿越花朵》(Through The Flower)，陳宓娟譯，遠流，台北，

2003，頁 146。 
20 摘取自：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藝術家出版社，台北，2002，頁 187。 

(圖一)〈三個紅圓頂〉茱蒂˙芝加哥，1968， 
33”×33”×6”，圖片來源：《穿越花朵》，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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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季的粉紅進季的粉紅進季的粉紅進季的粉紅、、、、粉彩色系和虛無飄渺色彩的新愛好粉彩色系和虛無飄渺色彩的新愛好粉彩色系和虛無飄渺色彩的新愛好粉彩色系和虛無飄渺色彩的新愛好。。。。
21
    

在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中，「圓」的元素相繼出現，「圓」被女性藝術家選擇，被女性

藝術家詮釋，因此，女性與「圓意象」一直是被廣泛

討論的題材。茱蒂˙芝加哥在 1968 年所做的一件作

品，〈三個紅圓頂〉(圖一)，她選擇了最簡單的「圓」

的形式，壓克力材質的半球體，分別代表身體、乳房

與生育能力，嘗試著創造出一種新形式來代表女性是

什麼。這三個半球體的單位形，分別代表著父親、母

親和小孩，同時也代表她多重的性慾。膚色、紅色、

綠色的漸層，她揣摩著這些顏色被包夾在乳房的腫脹

中。
22
 

台灣女性藝術家，黃靜怡(台北，1976~)的作品

〈漩〉(圖二)，以瓦楞紙堆疊，採用中心向外擴張的

形式，中心的凹洞有著似黑洞般的強力吸力，外形不

規則的圓形，像變形蟲或蕈類一般，擴張蔓延，瓦楞

紙縱剖面的細格，是細胞，意圖表現生命的力量。林

珮淳(屏東，1959~)〈寶貝—回歸大自然系列〉(圖三)，

以壓克力為媒材，以橢圓形簡化了貝殼的造型，象徵

地球，貝殼上佈滿花的圖案，來自海洋的貝殼和來自

陸地的花朵，藉由貝殼

中央的燈光投射到天

花板，達到海陸空三個

空間的圓融交集，寶貝

                                                 
21 摘取自：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藝術家出版社，台北，2002，頁 238。 
22 參閱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穿越花朵》(Through The Flower)，陳宓娟譯，遠流，台北，2003，

頁 54、55。 

(圖三)〈寶貝—回歸大自然系列〉， 
林珮淳，130×40cm，40 個，圖片來源：
http://www.ylib.com/art/artist/200202/ 
artist01-11.html，2005/1/11 瀏覽。 

(圖五) 兩粒五十元〉，陳秋瑾，24×80cm，圖片來源：《台灣（當代）女
性藝術史》，頁 204。 

(圖二)〈漩〉黃靜怡，瓦楞紙，裝
置，2001，圖片來源：筆者攝影自
2001/12/18大趨勢畫廊。 

(圖四)〈針與玫瑰〉陳慧嶠，綜合
媒材，裝置，2001，圖片來源：筆
者攝影自 2001/12/18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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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自然圓滿合而為一。陳慧嶠的(淡水，1964~)〈玫瑰與針〉(圖四)，利用乾燥縮成一

小球的玫瑰以及針來創作，玫瑰花上密密麻麻插著大頭針，被放置在透明的鑲有金屬似

畫框般的容器之中，乾縮成小球的玫瑰，象徵著女性身體的縮影，細細的針插在玫瑰上，

表現女性不斷體驗痛的感受。陳秋瑾(雲林，1956~)〈兩粒五十元〉(圖五)，畫面中以水

彩技法畫了兩個並置的半球體，球體頂端各堆疊著一個圓球體，看起來就是一對乳房的

形象，被取下放置在一個平面上販賣，明喻台灣社會對女體嚴重物化的性飢渴聯想。 

從西方女性運動的崛起，引起西方藝術史對女性藝術家的省思，進而影響到女性藝

術家的創作，每個階段都有女性主義運動者的策略和訴求，我們看到了女性運動改變了

西方的藝術生態，女性獨立開闢自己的歷史脈絡，女性重新以自己的角度與思維方式從

事藝術創作，並以女性的觀點，對藝術作品作價值判斷…。 

台灣的女性藝術家的作品風貌，多數展現溫婉抒情的女性觀點審美特質，或者是和

親近大自然的母性胸懷有關。作品創作的風格呈現精巧細膩，思想方面較偏於傳統中國

哲學的天人合一觀念、老莊的清淨無為、或者是易經的陰陽融合，類似西方女權運動的

策略性革新動機的取向來創作的台灣女性藝術家，在比例上是比較少見的。台灣女性藝

術家比較喜愛表現生命現象，像是植物性的有機線條，繁複同質性的肌理質感，或者將

抒情式的心靈觸動藉以藝術創作來作紀錄。 

無論中外，選用「圓意向」作為創作內容或形式的女性藝術家比例極高，她們選擇

了「圓意象」詮釋自己對身體和生活的感觸、經驗及想法，她們將人類的感官交叉運用，

延伸對內在和對外在的自我觀照。有的女性藝術家選擇「圓意象」來直詮釋女性身體或

慾望，有的女性藝術家則比較喜愛採用「圓意象」來詮釋大自然、生命或環保意識。我

想「圓」在女性藝術家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圓的包容、飽滿、圓融、內斂是陰性的特質，

循環變化的週期和女性的身體有莫大的關係，圓從零點出發，又歸於零的軌跡，也囊括

眾多的生命現象，週而復始，源源不絕，它代表了成長、延續、無限，這些「圓」的特

質和聯想，十分符合女性創作著的思維和觀點，因此女性藝術家鍾情於「圓」來詮釋作

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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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後現代主義的混血表現後現代主義的混血表現後現代主義的混血表現後現代主義的混血表現 

 

「後現代主義」一詞大約是在六○年代中期正式啟用的，它出現在一個很特定的領

域，那就是建築。建築師是第一批有系統地使用「後現代主義」一詞的人，意指「建築

裡的現代主義已經過時了，現在已經進入後現代主義的階段了」。
23232323
 

現代主義在建築上常將人對建築的需求置於客體，以經濟性和物理性的機能為其內

涵，反而忽略了人的需求，造成科技決定美感美學的情勢。現代主義建築是樣造成都市

的冷漠、單調、視覺欠缺親和力，同時也阻隔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歷史的溝通，

後現代主義在此背景之下產生反動思潮。 

後現代主義曾宣布後現代主義曾宣布後現代主義曾宣布後現代主義曾宣布：：：：我們不需要天才我們不需要天才我們不需要天才我們不需要天才，，，，也不想成為天才也不想成為天才也不想成為天才也不想成為天才，，，，我們不需要現代我們不需要現代我們不需要現代我們不需要現代

主義者所具有的個人風格主義者所具有的個人風格主義者所具有的個人風格主義者所具有的個人風格，，，，我們不承認什麼烏托邦性質我們不承認什麼烏托邦性質我們不承認什麼烏托邦性質我們不承認什麼烏托邦性質，，，，我們追求的是大眾我們追求的是大眾我們追求的是大眾我們追求的是大眾

化化化化，，，，而不是高雅而不是高雅而不是高雅而不是高雅。。。。我們的目標是給人歡愉我們的目標是給人歡愉我們的目標是給人歡愉我們的目標是給人歡愉，，，，因而我們不反對裝飾因而我們不反對裝飾因而我們不反對裝飾因而我們不反對裝飾，，，，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我們喜歡雕飾我們喜歡雕飾我們喜歡雕飾我們喜歡雕飾。。。。
24
    

從這一段宣示的字句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後現代主義有企圖心「反」現代主義。現

代主義是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背景之下產生的，意圖讓各個文化素質都有自主性。在藝

術方面現代主義朝向「使藝術純粹」的目標前進，他們認為在歷史上諸如神權、君權、

專制等等都是錯誤的規範，藝術應該走出自己一條獨特又純粹的路。這樣的規範和目的

造成藝術的範圍更狹窄，甚至產生階級制。後現代主義則企圖把階級分野剷平，把它平

鋪為平等的並列型態，讓各層面的文化結構人員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差異性。 

在後現代主義的建築表現，創作者將舊有的材料帶入新的材料之中，將現代主義的

風格與傳統的古典風格作連結，成為一種折衷的混合形式，呈現多樣性。在後現代主義

的藝術上，創作者突破藝術表現形式的界線，呈現出折衷的形式與衝突的美感，其特色

是多元的、混合的、零碎的。關於多元、混合而零碎的藝術特質我們可以回溯到達達主

                                                 
23 參閱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允晨文化，台北，2001，頁 176。 
24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允晨文化，台北，2001，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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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超現實主義之中，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都是反形式、珍惜偶然、重視過程、展現

和偶發性，講求變化性與混合性，後現代主義的藝術表現保有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

特質。因此，從後現代主義思潮所發展出來的藝術，不但是垂直的時間銜接，也形成水

平方向的兼容並蓄，後現代主義它重新組合新的、有異於現代主義的美學觀點，藝術的

純粹性被推翻，藝術不只是在藝術間存在，更交錯其它的類別與超越原有的藝術範疇，

例如雕塑，不只是雕塑，可以包容風景，也可以是建築的延伸發展；繪畫，不只是繪畫，

也可以組合綜合素材，超越平面的限制。我們可以說後現代主義的藝術風格，最明顯的

創作手法在於傳統與創新的混合、自由連結。跨領域、除界線的目的在反現代主義，加

上傳統與創新的混合與自由連結的表現手法，我們可以歸結出後現代主義藝術所具有的

特徵有：裝飾、象徵、折衷、形式主義、遊戲性、偶然性、無秩序性、精巧、去中心化、

分散、零碎、混合、不確定、差異性、獨特性…。 

「挪用」是後現代主義藝術常見的表現手法。藝術家從名畫、廣告、媒體當中去尋

找現成的意象，再與作者本人的想法和意象結合在一塊，產生新的意象，筆者稱之為混

血表現。 

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旨在分析旨在分析旨在分析旨在分析((((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對同構型進行歸納分類對同構型進行歸納分類對同構型進行歸納分類對同構型進行歸納分類。。。。    

後現代主義的研後現代主義的研後現代主義的研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態度究態度究態度究態度，，，，首重綜合首重綜合首重綜合首重綜合((((Synthesis)Synthesis)Synthesis)Synthesis)，，，，以異質性進行雜交配對以異質性進行雜交配對以異質性進行雜交配對以異質性進行雜交配對。。。。
25252525    

這段由陸蓉之教授書中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歸結出兩者之間最大的差

異之處，便可清楚了解「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混血特質」。 

最明顯的「混血特質」在於新舊形式手法的運用，產生帶有衝突感的新作品。後現

代主義藝術家運用傳統繪畫技法來抵抗現代主義，這是後現代主義藝術作品常見的形式

特徵，藝術家常選用古典或傳統的題材，注入現代的涵義，呈現衝突感。採用傳統的繪

畫技法來表達對古典的懷念，運用「挪用」手法創造衍生出無限的新創意，與現代化、

工業化的社會產生強烈的對比。義大利藝術家卡洛˙瑪莉亞˙馬里阿尼（Carlo Maria 

Mariani , 1931~）的創作風格汲取古典繪畫技法，呈現造形典雅唯美，喜愛採用傳統主

                                                 
25 陸蓉之，《破後現代藝術》，藝術家，台北，2003，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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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內容卻涉及當代的社會問題，其所包含的內容卻非常複雜，〈構圖四號—從伊甸

園的逐出〉（Composition 4-The Expulsion from Eden , 1989）（圖六），他的繪畫技巧營造

出古典裸體神秘的場面，並加入藝術家對性的觀感。

這件作品中央，坐著沉靜的夏娃，而亞當並沒有在畫

面中出現，夏娃的下體充滿火焰，並且生出一個個的

小人來，說明當代社會的性問題，誘惑、性氾濫、困

惑、破壞性等。 

後現代主義的「混血特質」，個人認為是一種進步

的動力，就像生物學裡的進化論一樣，經過混血，可

能產生突變，也就可能產生進化。「混血」是藝術的新

生，在藝術手法的表現上，藝術家善用「挪用」、「混

血」產生變動，在創作進行中的一切可能性，是千變萬化的，這是創作中的無限生命力。

後現代主義充滿了挑戰性，不否定一切，在多元的視野裡，兼容並蓄而錯綜複雜，重視

不確定性的原則，在創作的過程中追求高度的自由，創造就是生命，就是自由。 

 

 

 

（圖六）〈構圖四號—從伊甸園的逐出〉
（Composition 4-The Expulsion from 
Eden），卡洛˙瑪莉亞˙馬里阿尼（Carlo 
Maria Mariani），1989，圖片來源：《世界
現代美術發展》，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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