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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筆者透過高雄氣爆事件衍生出居住安全之問題，環境變遷導致工業化

及都市化的興盛，引發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疏離，進而產生人心的陌生及恐懼。人

格面具是探討人往內心尋找一個現實理想世界，在虛擬異獸中於神話色彩有關聯

性，或許是人們所製造一個自我神話。 

    當藝術創作者建立一個理想烏托邦桃花園的世界，反應出現實不能滿足需

求，透過藝術的手法，進行一個社會批判，因社會沉淪，外在環境壞死，建立現

實的手法，來營造一個超脫現實的世界。 

    為求創作目的，筆者嘗試多元媒材的建構，在圖像中，筆者運用不同的現存

物去營造視覺的怪異性與趣味性，在畫面中，可增加豐富度，並用一種複合表現

方式的手法，以表現圖像的變體、重疊、異質同構、嫁接等混種異獸的視覺效果，

來傳遞筆者內在一種異想世界的思維與情感，並期待轉化為自我的世界。 

 

關鍵字：烏托邦、桃花源、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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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safety problems of living due to the author’s 

experiencing the gas explosion in Kaohsiung, a change of environment leading to the 

ris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alienation of man from natural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creating strangeness and fear in man. A personality mask is 

exploring the inner heart to seek a real ideal world, a connection with the 

mythological color of the virtual animals, or a self-mythology created by man. 

   When an artistic creator builds an ideal utopia, a Chinese utopian Tao-hua-yuan 

world,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reality cannot satisfy our needs, and through artistic 

technique undergoes a social criticism. Because of social decline and destruction of 

outside environment, we establish a practical technique to create a transcendental 

world. 

For seeking creative purpose, this author has tried multi-media construction. In the 

image, this author makes use of different stuff to create strangeness and interest in 

sight and sin the picture, to increase its richness, use a compound way of display to 

express a new style, a reduplication, a different quality of the same construction and 

marriage, etc. of image, the sight effect of a hybrid, a mixture of different styles, to 

transmit the different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a different world inside the author and 

expect to change it into my self world. 

 

 

 

Key words: Utopia, Chinese utopian Tao-hua-yuan world, a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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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人類失去了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連人的價值觀、

道德觀也逐漸扭曲，精神異化，使人與人之間產生疏離感。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

使人類開始步入虛擬世界，而封閉外在，回歸於自我內心世界，創造一個屬於自

己嚮往沒粉擾又安全的純淨淨土。此外，筆者將這些直觀的經驗，以幻想、變異、

混種的圖像為內容，經由筆者的創作歷程，並呈現出個人獨特的藝術語彙，也提

供了一個避世的奇幻世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現今科技工業的迅速發展，造成都市水平快速提升，然而，當人們享受都市

化種種便利的同時，卻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諸如：大自然受到人類恣意摧殘、

空氣及水質受到工業汙染、甚至因為人性及價值觀之偏差，衍生出社會秩序的惡

化、倫理道德的淪喪。若人們繼續無視大自然的吶喊，不斷的濫墾、濫建，遍體

鱗傷的大自然終將反撲，帶來無數的災害，如水災、旱災、土石流…等，人與自

然的關係一旦解體崩壞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再者，大環境的變遷，人與人、人與

自然之間的關係日漸疏離，人的內心進而產生孤獨及恐懼。因此，當我們對現實

世界有所不滿，便會想盡辦法逃離現實，進入自我意識的想像世界，如同現今科

技化的時代，人們透過虛擬及網路世界，將自我投射於其中，並進行角色扮演，

也藉由藝術去抒發個人複雜多元的情緒，將對現實的批判加以淨化、昇華，重新

演繹並創造一個看似夢境的理想世界，以此來滿足自我世界的想像。 

    當藝術創作者建構出一個理想烏托邦、桃花源的世界，主要是為了反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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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種不公平的現象以及人性的不真實，將期待寄託於心靈上，以藝術手法呈現

給世人。因此筆者希望藉由異獸的變形圖像傳達達到真正的內心世界，並透過思

維來轉化、改變現實的虛幻情境，理想國度擁有和諧的秩序並能提供安逸的生活，

是人類心靈長久追尋的地方，筆者將透過藝術的表現將其轉化為幻想的作品。而

烏托邦的思維建構則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概念，超現實的創作表現可呈現出個人內

在世界的氛圍，帶領觀者進入自我奇幻世界的情境意念之中。於是，在這些現象

與問題之中，筆者打算以人獸合的圖像表現來訴說自我對現實世界的想法與訴

求，希望能喚起世人對於自然環境之間互相尊重和互相依存的價值觀。 

 

 

第二節 研究內容 

 

    此次創作的作品，是以自我的混種異獸作為創作的主軸，在自我內在世界中，

早期是以人頭鳥作為筆者創作的主要想訴說的事物，但到了碩一時，將內在的圖

騰重新思考，將鳥的身體拿掉，只保留具有象徵自我的大眼厚唇之人臉，因為筆

者認為不應該一直侷限於鳥體的部分，逐漸開始想嘗試從前沒有畫過的題材加以

融合，也試著將植物移植或組合其中，例如：蓮花與菊花，在作品中幾乎是不可

或缺的符號表現，除了造型上的延伸運用，有時更作為一種沉澱與淨化的過濾媒

介，創造出一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變異形體，作為創作的展開。創作的過程中，

我們在現今社會上生存著，也透過媒體、網路、或是跟人之間的相處及互動經由

這些的關係透過我與內心來作為一種轉化，而畫面主體上，是帶有我很強烈的個

人符號，來投射並且當作筆者內心的自己，透過一個內在的形象，來作為整體故

事的主角，也將時下所流行的卡漫元素注入於畫面之中，來增加圖像和內容的趣

味性，能帶給觀者有會心一笑的感覺。 

    在個人的作品概念裡，都以混種異獸、神話，來說明筆者對於現今社會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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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負面價值觀以及種種的社會現象，以自身所看見或是感受身邊的社會環境為

思想的背景，透過自我的思維及內在的想像，幻化出我所想在畫面呈現的變種人

獸型態，也是為了想要反諷或諷刺當今社會現象來作為個人創作的因素。 

    因此在作品畫面中出現的人獸合體，或是可飄移、蠕動、交界於動植物間的

變異體所產生的混種生物，筆者以「複合式生物變體」或「器官重組單一活體」

等形式展演自我生命敘事而其所形構的異想世界，如一幅幅由各種混種生物統治

的現實世界其景觀再現，扮演著由現代文明思維轉化而來的虛擬神話故事情節。

其作品之中所代表自我的詭異變形生物，也象徵筆者對於外在環境有種難以言說

的勇氣、無奈及情緒，或是對地球變遷、環境惡化批判再介入之最初媒介。然而，

隨著對自我社會價值、環境責任自警意識的逐漸強化，社會政治關注及現實批判

的必要，促使其抽離過往的隱喻性自我，也由異獸和變種生物所編組而成的神聖

圖像、神諭圖譜，透過其自身視覺化社會秩序之重編，構築起已然超越物種演化

知識界限的當代混種神話，並反映其藉以抵抗荒謬現實社會的超自然欲望。 

    筆者以「異」作為這些物種的共通特性，觀察動植物的細微構造與動態皆可

藉由造形的多變去呈現，於畫面中注入魔幻與怪誕，混合出自我想像中的新型物

種與空間環境，並將其運用在水墨膠彩創作當中，進而以微觀的角度去看待它們。

在畫面裡，雖然是在反諷當今社會現象，但是我給觀者在看作品的感覺時，那是

經過思維所呈現出微美的圖像及氣氛，是給人觀看卻沒讓人有壓力的感覺，趣味

性十足。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作品是觀賞者與創作者之間的媒介，創作者運用作品表現方式與觀者溝通，

傳達自身的理念及生活經驗的感知，若無法呈現情感的表達，就不能獲得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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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因此，對生活上的感觸，會轉變成創作靈感的來源，對於現實環境變遷和

人性險惡的面貌，讓筆者在作品的意涵更加豐富與審視，也可自己更真誠面對自

身的情境與個性的轉折與改變。來營造出個人獨特的創作形式及風格，烘托自身

創作情感，表現出筆者內心中對真實的悸動。 

    藉由自身的載體去感受現實世界所發生的事物，透過內在幻化出自我變異的

生物，藉此筆者運用混種的手法來表現內化的自我，變異混種在現今藝術創作中

層出不窮，許多藝術創作者皆引用到創作上，使得創作有更多元的構成，豐富了

其趣味性。在混種的過程中，運用原本現存物的圖像進而拆解為部份元素，其也

失去意義性，藉由與其它現存物產生出相互性，進而轉化另一種新的圖像語彙。 

 

 

第四節 名詞解釋 

 

烏托邦：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 提出「烏托邦」(utopia) 一詞

以來，擺盪在「烏有之邦」(ou-topia) 和「美土樂地」(eu-topia) 這兩種相互矛盾

的雙重涵義上。摩爾的用意是在呈現烏托邦的辦證本質：他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

想國度；因此烏托邦意指沒有的地方。原本烏托邦就是不存生的，無所寄託的地

方。1
 

 

異質同構：安海德（Rudolf Amheim）認為藝術表現的最終原因，就是在藝術品的

力的結構與人類情感的結構是同構，審美欣賞使藝術作品的力的結構與主題情感

結構一致性得到具體實現2。質料雖異而形式結構相同，所以才主客協調，物我同

一，外在對象與內在情感一致，從而在相映、均衡中產生美感。 

 

                                                 
1
 高千惠，《移動的地平線：藝文烏托邦簡史》，台北市：藝術家，2009，頁 43。 

2
 參閱蔣孔陽、朱立元主編，《西洋美學通史》第六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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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嫁接（graft），「將一顆植株的組織接合到另一顆植株上的技術。是園藝常見

的手法。」3在藝術的運用上是將多種的異質元素作為並置或聯結，而產生出一種

新的意念。 

 

混種：又稱雜交種。「指從兩種不同的動物或植物物種所雜交產生的後代。」4在本

創作中企圖運用動物和植物的身體器官功能等利用混種手法而去再造全新的變異

生物。 

 

 

 

 

 

 

 

 

 

 

 

 

                                                 
3
 嫁接，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B%81%E6%8E%A5，2015/5/21 瀏覽。 

4
 混種，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9C%E4%BA%A4%E7%A8%AE，

2015/5/21 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B%81%E6%8E%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9C%E4%BA%A4%E7%A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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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實變異之虛構幻想 

 

 

    筆者首先以高雄氣爆事件來衍生出民眾居住安全的問題，然而當我們面對現

今工業都市化開發、科技產業的進步，所造成的自然環境破壞，導致人與人、人

與自然及社會之間的疏離，形成社會秩序嚴重失衡，進而產生內心孤獨與恐懼，

人性的價值觀和社會觀感因而扭曲變形。而當我們所處在這個現實中，面對他人

所穿戴的人格面具時，卻不知他人內心是否真心的面對我們，在人格面具的隱藏

下，自我產生出一種防衛機制，好讓我們在面對自身的壓抑、焦慮、緊張…等情

緒的同時，將投射於自我幻想的虛擬世界之中，藉此在內心產生一種昇華的作用。

然而虛擬世界中所幻化出的混種變體，就如同神話般的神秘色彩，藉由神話定義

的探索，來說明神話對於筆者在創作上的樣貌，將自身的內在心靈轉化出一種自

我的神話境界。 

 

 

第一節 環境疏離的內心變體 

 

一、環境的變遷 

 

    2014 年 7 月 31 日，發生在高雄市前鎮區與苓雅區的多起石化氣爆炸事件。而

這起讓人痛心的事件發生於 7 月 31 日晚間 21 時，有民眾通報疑似瓦斯洩漏，且

迅速擴散，沿著瓦斯管線多處氣爆並引發火災，現場猶如戰爭後，道路炸裂開來，

水溝蓋頻頻爆開，更有民宅地板爆裂，熊熊火光，照射在夜裡的港都，造成民眾

的傷亡及痛苦，場面嚇人，上千住戶恐慌逃竄戶外，有店家嚇得連門都來不及關

就逃命，警消封鎖道路、沿線噴灑水霧，氣氛緊張，像遭到轟炸般，導致多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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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路嚴重損毀，交通阻礙等等，事後經調查認定是為丙烯爆炸所致。5筆者當時

在房間裡，外頭傳來一陣劇烈搖晃，燈光瞬間全暗，當時以為是地震的緣故，之

後，再透過網路媒體直播，才得知是一場氣爆事件，如同世界末日般的場景，令

人觸目驚心。原本在未發生之前，是有能力可以制止這種情況發生的，但因為政

府的失策與工廠人員的疏忽，導致了這場可怕的災害，也在眾人心中留下難以抹

滅的陰影。 

  自嚴重的高雄氣爆之後，必要探討的是居住環境安全的問題，居住安全的保

障，是維繫居住水準的基礎。既有的海砂屋、輻射屋與環境敏感住宅區域的問題，

直接危害到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加上相關資訊具有高度專業性，且住宅安全相

關資訊的傳遞管道的不足，甚至部份危險住宅居民或所有人不願意將資訊公開導致

問題不易掌握。另一問題，則是因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准許住宅區相當程度

的混合使用，但是在民眾貪圖一時之便的習慣影響，以及對住宅環境品質不夠重

視下，造成住宅區內出現許多危險使用情況，加上違章建築的拆除工作緩慢，使

得住宅環境存在許多潛在的安全危機。因此，住宅區的防災、防盜、治安等問題，

居住者都要嚴格謹慎思考才能有安全的保障。 

此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是人類如何走向科技文明的社會，在 1980 年

代，台灣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科技日益進步，促使人口聚集走向都市化，工廠處

處設立，在經濟上創造出「台灣奇蹟」，又稱之為亞洲四小龍，但是在快速高度發

展之下，卻也同時累積了因工業化所產生出的種種危機，包含有噪音、空氣與水

污染、危險機械、不人性化工作與藥物濫用等，且在工業國家中的經濟、社會、

政治及文化因素有如病源體一般，不斷影響其健康，已經變成了全球的主要議題，

但願在將來幾年間逐漸減少此類之問題。 

工業化趨勢影響科技發達的來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經濟的快速發

展，使人對物質世界有較深刻的認識，同時也提升了物質生活的水平，帶給人們

                                                 
5
 2014/12/13 瀏覽  自由時報–高雄都會組／綜合報

http://iservice.ltn.com.tw/2014/specials/Kaohsiung_explosion/news.php?rno=1&type=a&no=800857 

 

http://iservice.ltn.com.tw/2014/specials/Kaohsiung_explosion/news.php?rno=1&type=a&no=8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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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質上較多的滿足，但是科技發達並沒有使心靈獲得相對的提升與淨化，反而

誘發人心更加貪婪。雖然科技發達，所帶來的便利並不普及，在現代仍有很多貧

窮落後的國家，不但沒有得到科技發達的好處，反而身受其害。另一方面，握有

高度科技的優勢國家，已普遍養成過度沉溺於物質享受的習慣，造成自然資源過

度的消耗與破壞，導致不同國家民族間利益的掠奪與衝突，在現代，科技的發展

與應用，使得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掌握及物質創造，較以往任何時代有著空前的

成就，但其所帶來的人類危機也是空前，如何消弭這種危機，並使科技的發展，

真正為人類生活帶來幸福與快樂，是目前世界不可不正視的問題。 

    另一方面，也因為工業的過度發展，導致全世界人類面臨了無數的環境問題

例如全球暖化、臭氧層破壞、酸雨、環境汙染等眾多問題，這些問題顯示出人類

對於環境的價值觀已經改變了。在以前農業時代，人們對於環境抱持著珍惜以及

敬畏大自然的態度，因為當時人類對土地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然而，在工業革

命開始之後，人類漸漸地以自我利益為重，隨著科技日益發展，人類對環境更展

開了無情的對待，恣意地在土地上過度開發，起初對人類的物質文明確實大有提

升，但在這樣肆無忌憚的破壞下，加深了能源、資源和環境衝擊及生態危機。就

在人類的破壞下，大自然也開始對人類進行反撲，把人類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基

礎，給慢慢地吞噬掉。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全球暖化，全球暖化對人類造成的影

響有下列幾項：沙漠化惡化、水災和旱災等極端天氣現象發生頻率高、在健康方

面也會有廣泛不好的影響。比如:由於熱浪發生頻率升高，死亡和傳染疾病將逐漸

增加，某些傳染性疾病的影響範圍也會逐漸擴大。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地影響人類

的居住環境了，但我們反觀這些影響不也都是人類為了自利所造成的嗎？當我們

人類在追求物質文明生活的同時，早已忘了這片孕育我們的土地。 

  因此，我們透過外在的資訊傳遞(如各種媒體報導、網路資訊等)，並從中看見

黑心商人對待環境的態度，是如此的變調，從中得知，日月光 K7 廠排毒鎳廢水汙

染後勁溪，高市環保局公布後勁溪德民橋下採集底泥化驗的結果，銅、鎳及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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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金屬濃度，均超過底泥品質指標，確認遭到汙染。工廠私下埋放暗管偷排有

毒廢水，重金屬超標，導致下游所有的農作物死傷慘重，農民欲哭無淚，無知的

民眾食用下去，也會有致癌的風險，廢水到了最後也大量地流入大海，破壞海底

的生態環境，從這裡看出，商人為了追求個人利益，不惜把工業廢水偷排到溪水

之中，並無考慮到對整體大環境的傷害，財團的無感與漠視，以至於人們對於商

人的荒繆行徑感到厭惡，為求自保，人民群起抗爭，讓全國抵制財團不法的行為。

這兩件案例也同時顯示出現代人之間的不信任的態度，以及人性道德觀的逐漸失

去與迷失，人心美德喪失殆盡，對生命愛心也無法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互相

疑惑，所以形成很荒繆與疏離的自我場域。因人的不信任而對於環境的傷害，把

原來的自我場域給以扭曲改變，失去自我價值，社會環境秩序也嚴重混亂，如此

下去必然造成環境與人之間的惡化。 

 

二、人與環境關係的疏離 

 

    因此人類必須警覺與觀察自然間所發出的訊息，這些暗示出人類與自然社會

之間的關係有所失衡。筆者認為只有不斷透過反覆的思索，並尋求人與自然間的

平衝點，塑造共存的生活環境，回歸到人與自然間的對話。 

因為“地球只有一個”人類必須要好好傾聽自然所發出的訊息，反思自己的

生活方式並且珍惜愛護這個已經疲憊勞累的家園。地球是個整體，環境沒有國界。

無論是環境所面臨到的問題，或是對於環境的研究，都是全世界人類必須要共同

一起面對的問題。在當今世界上，環境問題已衝破狹小的地域現限制，跨越國界，

而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全球性問題。 

  除了環境問題之外，另一項科技的成長發展，也是人類必須審慎思考的重要

問題所在。「我們都被捲入全球化的時代，它無所不在，生活中的每件事無不與它

相關，科技不斷的進步讓無形的網路連結全球，交通的便捷使得世界共用時空，

無論物質與非物質的資訊、影像、金錢、商品......都可以無障礙的流通，每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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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兩億的移民與移工在國際間移動，全球化造成時空的急遽壓縮，使我們進

入一個前所未有、相互依賴的時代，無法回頭也不可能自我封閉。」6，當人們所

依賴的科技發展，在生活運用上讓人類變得更加便利，便會在無形當中逐漸改變

我們的生活型態，且由於科技發達和現代人生活步調緊奏忙碌，人們過度仰賴電

子產品，開始活在自己所虛構的網路世界中，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少，

因而產生疏離感。而這些疏離感，讓人類內心開始產生恐懼，不願意再對別人展

現真正的自我，因此戴上了無數的面具，偽裝、保護自己，對別人懷有猜疑、不

信任之心，但這卻使自己的內心更加孤獨寂寞。因為不願意對別人敞開心房，所

以找不到可以理解自己的人，這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人類世界，大家開

始對所有人事物感到麻木、冷漠。如同很多新聞案例，看到路上有人發生意外，

卻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這種例子層出不窮，我們能感受到人類的價值觀已慢慢

在扭曲，沒有是非對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原本純樸的人類變得如此，這是需要

人類去改變、解決的。 

    在一個失衡、疏離的環境之中，人隨著日常生活的感知，而逐漸對這現實世

界產生了不信任以及不安全感，矛盾與痛苦便隨之產生。現代人開始對現實環境

劇烈的變遷難以承受，進而面臨到焦慮、困境、絕望等感受，新佛洛依德學派學

者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認為疏離感係指人們把自己本身當作例外者，

所經歷的經驗模式，他也提出人的疏離具有多種層面，可能與自然、社會、他人、

其他事物及工作互相疏離，甚至是自我疏離(自我失去了自我的意識，自發性及個

人的自我性) ，以致於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甚至自己不認識自己7，因此，疏離感

並不一定絕對，而是你如何在生活上去感受。然而，無論是何種型態的疏離，都

會使人感到孤獨而漸漸遠離人群，當我們用身體作為一種感知的載體時，不難發

現人與人的互動中大多保持著某種距離，這樣的距離來自於人們內心的恐懼，人

                                                 
6
 亞瑟．丹托 (Arthur C.Danto) 著，《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的籓籬》，林雅琪、鄭慧雯

譯，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2004，頁 39 。  
7
 馬斯洛(Maslow, A. H.)‧弗洛姆(Fromm, E.)著，孫大川審譯，《人的潛能和價值》，台北市：結構

群出版，1990，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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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心裡築起一道防衛的高牆，以隔離外在環境，形成自我逃避的世界。也因為

逃避的心態，導致人們在表面上扮演著各種人格的角色，用無知感官與人對話，

在這種社會型態下的生活，人們若無力改變現況，就只能默默適應，然而，人類

最深層次的需要是克服疏離感以逃離孤獨。 

  此外，在現今發展蓬勃的社會中，人類漸漸顯現出人性的醜陋與道德價值觀

的偏差，這使得社會出現了種種的失控現象，就如近年來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

逐漸脫離了生活匱乏、強調大量生產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物質享受，追求慾望

滿足的消費社會。而身處在經濟富裕環境中的青少年，其消費型態和需求也和過

去強調勤儉樸素的價值觀有所不同。尤其在流行文化及媒體刺激下的青少年所追

求的事物都是求新、求變、求快、求實、求簡的；其在購物和消費的決策過程中， 

選擇商品是為了功能、實用性或耐久、經濟性或商品所附帶的社會及符號意義。 

  物質滿足也會影響人格的扭曲，即對人、事、物，乃至對整個社會環境，人

類並不會在得到目的後，就因此感到滿足，而是會有更多的慾望，這些慾望背後

帶來的是社會的現實以及人心險惡所產生之痛苦和不幸，隨著年紀漸增，生活經

驗不斷累積，更體會到社會上的現實與黑暗，許多人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裡卻

做出危害他人之事；官場和商場上的爭鬥層出不窮，在別人背後道人長短、造謠

生事，更可以為了自已的利益，犧牲他人，就像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食安問題，

商人為了賺取更多金錢，而罔顧人命。而食安問題又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從

數年來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到現在的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混充食用油事件…

等，損害了台灣美食王國的美譽。 

  人都是自私的，當個體的行為或需求與大眾相違背，便會遭受到眾人所撻伐，

這是社會的自私，也是社會的現實面，而且既然社會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中必

定充滿許多痛苦與不幸，理想社會是不可能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當部分人得到

滿足，則表示部分他人被犧牲，就像現今出現的Ｍ型化社會，貧富差距懸殊，使

得貧窮人邊緣化越來越嚴重，而由於人又是以自我為中心，所以不可能犧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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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去幫助貧窮人，大多數人不願意捨棄生活品質和享樂去救濟飽受飢荒之苦的

災民，富人寧可花費金錢投資以賺取更多金錢，也不會將錢拿去幫助困苦窮人，

這也導致社會階級更加明顯，假使又加上在追求滿足時，所為他人帶來的痛苦，

例如蓄意陷害、壓榨他人等等，則我們看到的社會將醜陋不堪。然而，生活在這

種惡劣環境下的人們，為了追求無窮的慾望，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明爭

暗鬥，只要能夠使自己的利益達到最高，便可以不擇手段，人性的自私在此完全

展現出來，漸漸的人類的價值觀偏離了正軌，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也被破壞殆盡，

對整個社會感到失望，從此封閉了自我，不願再為任何人展開心胸，因此人類轉

往內在心靈尋求寄託，即使知道理想社會不可能存在，但在內心深處還是期待著

有這麼一個美好社會。 

 

 

第二節 自我意識之探討 

 

    因為人類的自私自利的心態，不管人民的生命安全，使得人們在短時間內體

會到悲慘、無所依靠的困境，人們對於生存與需求的欲望就更加強大，就正如上

個章節所提及的氣爆事件，筆者根據人本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於《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8所歸納的

五點需求：一、生理需求 (The Physiological needs)、二、安全需求 (The Safety 

needs)、三、愛與歸屬感需求 (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四、尊重需求 (Esteem 

needs)、五、自我實現需求 (The 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以下針對安全需求、

愛與歸屬感需求、以及尊重需求三個層面進行人心的探討。原本氣爆事件使人們

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威脅，而失去安全的生活環境；但因民間團體以及政府方面

                                                 
8
 莊耀嘉編譯，《馬斯洛—人本心理學之父》，台北：桂冠，2000，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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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災民的關懷及物資協助，使得災民能重建家園，安定身心狀況，並感受到愛與

溫暖，體會到自己隸屬於社會中的一份子，此一作為滿足人的愛與歸屬感。 

    但是，一旦需求的不滿足，人們便會從異化的社會之中，轉向內在去追求，

例如：受到社會環境的變遷影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群體的關係逐漸疏離？

以資本主義下的「異化現象」為例，勞工階級遭受資本家的支配，成為一種獲取

利益的工具，勞工失去自身對工作的控制權，更無權決定自己存在的價值，付出

的勞動愈多，所產出的商品卻成為異己、敵對的力量，與自己相互抗衡，此為工

業化社會中的失衡現象。然而，異化更無形地滲入於現實社會之中，現在的人們

受到內、外在異化，而異化的現代人，讓人摸不透、看不穿，過度的包裝文明及

符號，經由不斷再改良、解釋，喪失了本意，使得現代人迷惘在真實與虛假，真

假莫辯。 因此，在孤獨無助的狀況下，人們不曉得如何處理複雜的情緒及尷尬，

因而逃離現實，躲回自己安穩的小小世界，存在主義學者特別強調人的孤獨，也

就是人被拋棄的狀態，而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亦提出人的「焦慮」、

「被棄」、以及「絕望」等問題9。隨著科技文明日新月異，以及工業社會與都市化

趨勢，使外在環境產生劇烈變化，緊湊的生活步調及物質取向的價值觀，人們處

於高度壓力下，逐漸失去人性的本質，而個體一旦意識到孤寂，強烈的絕望及消

極感便隨之而來。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表面上是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其實這是一種自欺 

欺人；現代人是孤立無援的，沒有家，也沒有根；他無法擺脫來自各方的

壓力。他期望回到子宮中，回到自然的家，但這又不可能；他期望用豐富

的物質財富，來填充無疑的精神空虛，然而卻激起了他的無限占有慾望，

甚至整個世界也無法填滿他的慾望「無底洞」。於是在這種進退維谷中，出

現了一種新的疾病─集體精神病。10 

                                                 
9
 松浪信三郎著，梁祥美譯，《存在主義》，台北：志文出版社，1982，頁 21。   

10
 吳光遠，《弗洛姆：說來也挺可笑，世上只有人是唯一自尋煩惱的動物》，台北：漁人文化，2006，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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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處於富足的物質生活中，不斷追求膨脹的自我欲望，但或許表面上的滿

足更加突顯出匱乏已久的枯竭心靈，人類甚至不清楚生活在這現實中究竟有何目

的，當社會化的自己與真實的自己在內部產生矛盾及衝突時，各種壓力便接踵而

至，促發人們的焦慮感，導致人類產生極端的思維模式，道德品格的淪喪，從層

出不窮的社會事件便可輕易觀察出來，正如台北捷運的隨機殺人事件，為社會投

下一顆前所未有的震撼彈，人類扭曲變形的心靈，反映在實際的行動上，一切的

反常現象令人難以想像，但卻活生生的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這無疑是個重要的

警訊，人類在面對不安、緊張的社會時，無法排解自己內心的苦悶與疑惑，遍尋

不著人生的出口，就將憎恨、矛盾、失落轉化為報復行動，以表達對整個社會的

不滿及抗議。面對這樣的異常現象，人們應該深自反省，重新定義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長久以來人際關係淪為表面化、抑或虛偽化，彼此間的不信任造成疏離及

冷漠，在過度自我保護下，人與人之間未能取下偽裝的面具，遑論能進行深入的

溝通、真誠交往、親切接觸和友善相處，因此，人類必須調整自我心態，跳脫偏

見與桎梏，以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一、人格面具 

 

    現實世界當中，或許人經由偽裝之後，真正很難去了解人們是否會用真心的

來對待眾人，以筆者的體會來說，有時候面對別人，自己就會呈現出一種並不是

原來最真實的模樣，而是為了與他人社交的態度面具，或許就像心理分析學者卡

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所提出「人格面具」，意指「呈現的人」，

而非「真正的人」11，也就是說，當我們身處於陌生的社會環境中所扮演各種不同

角色。我們隨著社會環境變遷，人類所呈現出來的人格特質不同，這是為了能夠

                                                 
11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文化，2005，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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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整個社會，並得到社會的認同，在現代社會，戴上人格面具不僅是迫不得已

的事情，更是十分必要的。它保證了我們能夠與人，甚至是與那些我們並不喜歡

的人和睦相處。它為各種社會交際提供了多重可能性，是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的

基礎。它的作用不僅僅是為了認識社會，更是為了尋求社會認同。如在朋友及家

人面前相處模式會不大一樣，就如同變色龍，在家人面前你會展現出最自由自在

的那一面，因為家人已經習慣不必擔心隨性、邋遢的樣子被看見，但面對朋友你

會害怕朋友的指責與討論以及群體的輿論所以會積極在朋友面前表現出禮貌及最

好的一面。在不同的環境下有著不同的顏色，藉以保護自已，讓自己處於最安全

的狀態下，也許人也是如此，面對著多變的社會環境，有了多重的人格，使自己

找到與社會相處的平衡點。或許，藉由自身的載體去觀看與面對他人的心態學會

配帶人格面具讓心靈更自由。 

 

二、陰影   

 

    陰影（Shadow）與人格面具的關係是相背對的，就如同。呈現出各種對比的

狀態。自我意識拒絕的內容便成為陰影，而積極接受、認同和吸納的內容，則變

成它自己以及人格面具的一部份。卡爾‧榮格將陰影具體敘述出： 

最好不要把陰影看成是一樣東西，而要把它想成是「陰影的」或「在陰影

中」（例如，隱藏的、在某人身後、在黑暗中）的某些心理特性或品質。正

常整合自我的人格中，若有某些部份因為認知或感情分裂而壓抑，就會陷

入陰影。陰影的內容會依自我的態度，和它的防衛程度而改變。一般而言，

陰影具有不道德或至少不名譽的特性，包含個人本性中反社會習俗和道德

傳統的特 質。陰影是自我施展意向、意志和防衛的無意識層面。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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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自我的背面。12 

    或許，隱藏於人格面具之下會產生另一種自我的防衛機制，所謂的自我防衛

機制是指自我用來保護自己的一些心理策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曾提出人格基本結構三個部分，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

（superego），「自我」在面臨「本我」和「超我」的衝突時，一種自發的、無意識

的反應。它們可以用來防止焦慮，並且允許「本我」與「超我」的妥協，我們就

稱之為「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13。以避開生活中遭遇的衝突和焦慮，自

我防衛機制能讓人有多一點的緩衝時間，減緩壓力所造成的情緒，讓人可以處理

生活的創傷，有助於自我在面對無法解決的困惑或傷害，所以如果不要把逃避當

作面對生活的方式，則自我防衛機制反而是具有調適的功能，但因為防衛機制是

屬於主觀的自我意識，只能改變個人對整個大環境的看法，所以多少含有自欺的

部分，若使用不當或過度使用，不但會為自己增添更多的煩惱，也會帶來不良的

人際關係，假使在成長過程中不斷的使用這種防衛機制來面對生活上所有的衝

突、威脅、不滿等等，則會漸漸的讓它成為自己的人格特質，所以我們在適當的

使用自我防衛機制的同時，還是需要努力的找尋人生的意義及目標，面對真實的

自我，用心的體會生活中每個小細節，積極的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 

 

 

第三節 虛擬與神話的想像世界 

 

一、想像的現實 

 

    科技時代不斷加速、追求效率，但也因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步調與時間，在

                                                 
12

 松浪信三郎著，梁祥美譯，《存在主義》，台北：志文出版社，1982，頁 137。 
13

 張春興著，《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1991，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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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更加便利許多，使人們對自身的存在有了無比的信心，然而現今的環境

上有太多現代化的手段可以讓人更方便及快速達到人們所需的目標，但是當人們

逐漸往都市發展遠離自然時，轉眼間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的不平衡、社會道德

淪喪？而人們太過度依賴週遭環境給予的便利而忘了生命原先存在的意義則開始

造成人們的壓迫感及產生大眾環境的不安全感。 

    人們所生長於這個環境之中，面對現實社會而衍生出的不滿、痛苦、疏離等，

人們為了想躲避現實或是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而產生出幻像，而今在這充滿虛擬、

網路世界，人們幻想於劇中扮演的角色，現實與虛幻的界線越來越讓人模糊了，

藉由文字、繪畫、電影，而去抒發情緒，也企圖創造一個看似夢境的奇幻世界，

來滿足自我空間的想像。布洛赫（Ernst Bloch，1880~1959）的幻想藝術論14，認

為藝術是對白日夢的改造，藝術在想像中對現實的超越，在布洛赫的心目中白日

夢本身就是具有企圖改善世界的特徵，我們生活周遭都可看見科技產品，虛擬已

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開始將文字轉為影音，閱讀時的想像，真實的展現

在人們眼前，透過媒體以及電腦數位科技的結合打造出電影虛擬世界，人們希望

獲得的神奇魔法，使得人們幻想自己具有一種超能力的功能，來改變現實環境，

並走向和諧的世界，透過虛擬的再造，就是一個大型的虛擬情境如：哈利波特、

超人、阿凡達等電影情節的虛擬。 

    這些情境以假亂真的充斥在現實生活中，虛擬是心理對現實的反映及轉化，

是讓心靈暫時得到超脫的方法，人們不自覺的走向虛幻的情境中，且在虛擬世界

找尋另一個自己，不同於現實世界的自己，建立了一個新的自己表達個人的思想

所營造的想像與夢想的實現。 

 

二、神話的定義 

 

    現今人在面對現實問題的衝擊時，便開始往虛擬去形構幻想的世界，存在於

                                                 
14

 王才勇著，《現代審美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美學論述》，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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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當中所出現的獸合怪物 就如同神話故事中所出現過的景物，而在筆者的

創作過程中也想呈現出一種擁有神話色彩的表現方式，透過神話中的變形思維來

探討個人作品裡的變形概念。 

    現實與虛幻交織成神話故事，這些看似不切實際的想像，事實上卻深刻反映

出「人」對於世界萬物的渴望、執著與迷戀，無論處於何種時代，神話對於人類

的生活皆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為困頓鬱悶的世界增添許多色彩，更賦予生

命新的意義，藉此重整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連結。 

    神話係指神、超人、超自然事物等相關記載；這些神、人、地、事、物都是

處在普通經驗截然不同的時空中，顯示出先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

的原始理解，並藉由超自然的形象及幻想的形式以表現故事及傳說。 

 

   圖 2-1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 

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提到變形神話，尤其是指描述有關人、物形體互相變化的神話。先民以神話

呈現他們對於宇宙萬物的感知及理解的同時，會忽略既定現實的阻撓，並從自我

層面出發，運用想像的連結，創造出不同於平時所見所聞的一般事件，以主觀的

思想邏輯及全新的視角建構出非比尋常的神話世界。經由變形，人類得以跳脫理

性思考，捨棄秩序及規條，將時間、空間、物體之型態重新組譯，以達到物我合

一之境界，使生命變成永恆，並呈顯出多元的樣貌，展現豐富的內涵及視野。 

    從筆者的角度來探討變形，變形是一種對抗殘酷現實的力量，也間接反映出

正如《山海經》圖 2-1 中的鳥類動物

被賦予溝通人神、預兆吉凶的特殊本

領，因此各種動物、神或人的翅膀造

型，以及道家所嚮往「羽化成仙」的

境界，皆反映出先民對於鳥類充滿生

命力及神秘力量之憧憬；而《山海經》

中的變形神話，即是先民希望超脫肉

體形式，將生命轉化為永生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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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翻騰及掙扎。透過形體的混合、扭曲及變形，每每以全然不同的姿態彰顯

於創作的角色中，而每一個角色事實上就是自我的化身，期望自己能擁有強大能

量來拯救世界，證明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讓命運操之在己，以戰勝現實的不公

平。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提到神話的作用時曾說： 

 

大家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人類所追求的一切。但我不認為這是人們真

正在  追求的。我認為人們真正在追求的是一種存在的經驗，因此我

們一生的生活經驗才能和自己內心底層的存在感及現實感起共鳴，因

此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存在的喜悅，那就是生命。神話是幫助我們發

現內在自我的線索。15 

 

    當代神話的的言談是由一個已經透過加工而適用在於傳播的素材所構成，因

為神話的素材都先設定為一種告知的意思，使人忽視掉他們的真實感且可加以推

論。神話學一書中有提到，作者羅蘭巴特主要初衷是揭示社會中的某些特殊現象，

在大眾傳播媒體下及社會言論之下創造新的神話，將現實隱藏在虛假的話語下，

利用神話取代了現實，使得民眾分不清真實、虛幻，而神話本身固然重要，但神

話該如何解釋而使其在當代具有的意義是更加重要的。巴特認為有必要徹底分析

使民眾瞭解，提高他人的是非能力，進而提出當代神話之論。人們也需要與神話

做存在式的會晤，才能將神話的真諦活化在現實生活之中，現今已有很多學者為

我們解釋了神話的意義，也許提出的立場都不相同，但都具有參考的價值，讓人

們可以更快速的踏上理解神話的道路。 

    神話展現於藝術當中將有著驚人的能量，人們不再只是口耳相傳，更能夠將

神話以多元的方式呈現在作品上，所有藝術及創作行為的背後一定具有核心價

值，而「神話」最初的功能為一種媒介及工具，乘載並傳播人類意念與經驗智慧，

                                                 
15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文化，1997，頁 7。 

 



 

 21 

而現今的神話是一種虛擬崇拜神話的世界。 

 

三、自我神話 

 

    透過心靈想像的意識到神靈所構想創造現實合理化，而把虛擬的角色延伸為

現實生活的一份子，不斷實現潛能和天資達到自我滿足需求實現，從心靈上發揮

到淋漓盡致。現今的神話是追逐崇拜的意念而不是傳統印象中的神秘宗教神話，

它反映出人的慾念所在，如哈利波特，具有魔法神力所塑造的虛擬的英雄，因此，

人們得以將自身的欲望情感轉移至這些所謂的虛擬角色之中，透過虛擬角色可行

俠仗義，改變以破壞現實中環境能還原原來的面貌。 

    人為了尋求新的慰藉，於是將自己也變成神，創造一個全新的世代：自我造

神。最好的造神地點，就是我們的夢境，把平時壓抑的情感、欲望，透過意識及

潛意識不斷轉換，將它呈現於我們面前，一個屬於自我的神話就就此展開。喬瑟

夫．坎伯曾說：   

 

「神話是眾人的夢，夢是私人的神話。」，夢與神話都具有類似的意義結構，

兩者皆以它謎語般非現實或超現實的語言指涉我們內心另一層次的存在：

潛意識。神話就是關於我們心靈深處之奧祕的寓言。16  

 

    透過藝術的方式，可讓創作者所建立的自我世界中，發現作品本身呈現創作

者個人私密的神話。如圖 2-2《水中的優雅者》，筆者家中附近有一條又黑又臭的

河川，稱為前鎮河，從筆者國小至今都未曾改變河川的面貌，聽老一輩說到，他

們還在當小孩的時候，能在河川中抓魚、嬉戲，如今這樣的景象已不在了，因為

上游工廠及養畜場偷排廢水，才導致現今的樣貌，然而當筆者一次又一次的經過

                                                 
16 Joseph Campbell 著，李子寧譯，《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台北：立緒文化，1996，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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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河時，內心就會不斷問自己，它何時才會恢復到原本的乾淨河川，因此就把

這份的想法帶入筆者的創作之中，也透過個人的內化與花卉作為結合，來幻化出

個人神聖化的能力，或許在自我想像中，早已把那汙臭的黑色河川改變淨化於現

實狀態了。也許，神聖化的展現，也是一種擊退現實之境的功能所存在。 

 

 

                                   圖 2-2 洪民裕〈水中的優雅者〉，紙本膠彩 洋金箔， 25×

25 cm，2012 

  

 

 

 

 

 

 

 

 

虛擬世界可修復任何或至製

造，動物建築物件想像空間，

自己現實想要的藉由異獸主體

來建立自我神話，由自己所建

構之虛擬資料庫，配合心靈意

識來達成一個烏托邦及桃花園

的世界異獸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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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我理想世界之建構 

 

 

    現實世界中的紛亂帶給人們的衝擊之下，人們藉著想像，進而築構一個理想

烏托邦的境界，當創作者透過藝術的表現方式，轉變為一種對內在心靈的寄託，

同時也藉由藝術間離本質的手法，探討藝術是在尋求現實且既不存在的東西，因

此，對於現實社會產生了批判的功能，筆者相信有了批判，就可以擁有超越現實

世界的機會。或許，人們不滿現今的社會生活亂象，所以透過幻想所創造出的自

我理想境地，並表現於藝術創作中，進而去營造一種超越現實的世界。以理想國

度來建構思維就是一種超脫現實的概念，說到超現實，在二十世紀西方所組成的

超現實主義之下，也受到佛洛伊德的影響，它們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奇異夢境的荒

謬與怪誕。因此，筆者在創作表現上，藉由超現實的異質同構、並置、變形等手

法，融入於畫面之中，並創作出一種自我理想世界的風格語言。 

 

 

第一節 現實異變的荒謬性 

 

一. 社會批判功能 

 

    當今科技工業化的社會中，人類的過度開發環境，使蒼綠的大自然生態受到

嚴重破壞，當人受到社會的遷制下，人性也會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或許，當我

們感知社會之下，對於現實的不滿與絕望，這時候我們就可藉由藝術對社會有所

批判的功能來作為淨化人心的效用，進而去拯救於現實不滿的情境。 

    然而人們活在這樣的時代之中，人的本質逐漸被現實所侵蝕了，也漸漸的失

去了真正屬於原本的真誠內在，抹殺了人原有的特質個性。所以，對於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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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採取理論批判和精神批判的型態，因而現代藝術彰顯了一種社會批判功

能，藝術通過單純的存在批判社會，在這裡「藝術對社會的批判，就是認識批判

以及批判認識17」，因而透過這種批判創造出新的社會主體。 

    由於當今的現實社會中已經失去原本真正的面貌，當我們面對這樣的社會

時，人們處於絕望狀態，因而，我們只能把現實中所失去真實樣貌引向於意識，

在意識中對其嚮往和追求，而具有批判功能的藝術恰好彌補了人們對於現實的絕

望。阿多爾諾與馬庫色就認為真正的藝術作品都具有批判虛假之意識形態的社會

功能，只有在尋求理想的昇華作用，或是在集體意識的理想化作用中，藝術創作

的欲望才可獲得轉化，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呈現，同時也具備有理想與批判的功能。

他們除了擁有社會批判價值以外，更在藝術美感的實現，所具有重建意義的作用，

也就是說，藝術的批判性，是經由藝術反思追尋隱藏於意識當中的思維，將顯於

意識層面以便可被理解，這才是藝術批判的意義與價值的重要概念。 

    在現代社會高度開發和工業發展中，人對自然的開發日益加深，人的自主意

識也日益受到摧殘，理性主體隨著對於外在世界的控制，也同時迫害著理性主體

自身的內在自然，現代對自然的控制達到相當程度的工業化社會中，人們自身也

受到同等程度的規範，隨著工業化的高度發展人性的真實內容也會逐漸消失殆

盡。因此，在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中，人們失去了希望，也變得絕望，

但希望儘管在現實中幻滅了，可是它並不就因此不存在，而是在人的意識與精神

生活之中，這希望依然存在著，人們也相信並嚮往真實內容，追尋著在現實世界

中所失去的這份希望。藝術能把人在現實中所失去的希望重新展現在人面前，從

中給人希望。阿多爾諾在分析藝術與社會的關聯時所說：藝術在與現實的關聯中，

使它自身的一切東西，包含屬其自身又完全非屬自身的東西，都置於“拯救狀

態”。18 

    由於現實社會的沉淪，使得藝術審美特質去拯救現實中所失去的人性真實內

                                                 
17

 王才勇著，《現代審美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美學論述》，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 63。  
18

 同註 17，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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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就是說，藝術必須承擔著批判現實，來尋找人對於現實希望的使命。所以，

人們對於現實的絕望時就需要被這種具有批判功能的藝術，從而拯救人們對現實

世界的絕望。可見，阿多爾諾是從資本主義現實出發去論述藝術的社會批判功能，

他對於藝術批判現實中指出，藝術批判現實是一種認識藝術、精神批判，這就是

指藝術精神性的特質，其中，也包含著使人在精神上從不合理的現實中獲得解放

的思想功能。因而強調藝術對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現實的認識具有批判的功能，甚

至藝術之所以能在當代社會中存在著，就是因為它具有一種拯救的作用。 

 

二. 間離現實與異在性的意義 

 

    現代社會受到資本主義下利益取向之影響，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也破壞了孕

育萬物生機的大自然，環境無情的反撲是人類無知貪婪的後果。在阿多爾諾的眼

裡現代的資本主義現實是令人失望的世界，藝術要表現真正屬於人的世界就不能

追求這令人不滿的現實世界，真正令人滿意的世界在現實中還未出現。因此，唯

有藝術的滋養才能拯救異化的人心或科技所帶來的文明病，藝術要追求的是尚未

出現的完滿世界，這樣藝術自然指向內在精神的發展，這個尚未存在的東西，就

是藝術的目標和主宰19。但是，一般傳統美學認為，藝術是對於現實的模仿，而現

實是藝術的追逐目標。而阿多爾諾卻是具有批判性地指出，藝術恰恰是通過否定

現實經驗而存在的。並且進一步來指出，藝術所追求的是那種尚不存在的東西，

是尚未在現實世界中出現或是尚未被人們所曉得的存在東西。也就是說，藝術是

對現實中尚未出現之物的先期把握。在現實中尚未存在，而藝術獲得到超前顯現。

藝術作品中所展現的東西必定異於現實，為了在現實中追求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

的東西，就由自我本身的感受與需求來呼應並且去創造，這樣，才使得藝術能注

入具有精神思維的特質，將藝術獨特的精神特質給表現出來。 

    阿多爾諾強調藝術追求非現實之物，並指出藝術與現實不具有直接的同一

                                                 
19

 黃海雲著，《從浪漫到新浪漫》，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1991，12 月出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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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具有審美上的同一性20，它並不是指向現實，而是精神性的層次，藝術本來

就不能等同於現實，必須要有一些異在性的特質存在，否則，藝術將會失去藝術

性，而藝術就不能稱作是藝術了。因此，而便與現實分離，但憑藉著藝術卻能提

供慾望來轉化與昇華，而在藝術創作中審美映像是被主體所構想出又或是想像出

來的東西，並且透過藝術把現實經驗逐漸昇華到了理想層次，也就是說，藝術始

終離不開精神性。阿多爾諾說：「沒有虛構就沒有審美形象存在，藝術為了追求現

實上不存在的東西，與現實分離，按自己所追求的去進行創作，這樣藝術就具有

了精神性的特質，所有種類的藝術都是由精神要素所完成的，可見精神性在藝術

創作上的重要。」當筆者在思考創作時，必須會經由自我現實經驗的直觀與感知，

由內心的想像，去建構出屬於自我的虛幻世界，並且將自我的情感轉化、組合、

再生成，再加以描繪出來，進而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藝術創作。 

    藝術所追尋的是現實之中尚未存在的東西，那麼，藝術就必定會表現出“異

在性”的特質，即異於現實。阿多爾諾認為：藝術所追求的作為真實內容的東西，

實際上是一種異於現實的“異樣事物”。藝術只有在這種與現實脫離中成為異在

的東西才具有批判現實的力量，藝術總是在追求異在性，然而，異在性並不是某

種統一的東西或概念，而是那種“非均一性”和“非一致性”的21。因為，藝術在

追求尚未出現的東西，間離既存現實，就必定導致異在，因此，異在性的出現也

就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一種抗議、一種反思的效果。阿多爾諾嚴厲批判資本

主義工業文化中的醜陋面，也強調藝術本身具有可能拯救人性絕望的力量，把藝

術視為存在能量之欲望的轉化與提升，重新去尋求真正的藝術與美感在整體文化

與現實經驗中去找尋適合的定位目標。     

    藝術儘管追求現實中尚未存在的東西，但它離不開對於現實實在性的模仿，

藝術對現實實在性的模仿就使藝術駐足於生活的經驗中，這使得藝術與個人經驗

相關。然而，藝術並不是對實存物的模仿，而是對尚未實存的自在自存的先期把

                                                 
20王才勇著，《現代審美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美學論述》，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 55。 
21

 同註 20，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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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只有在創新中，模仿才可以拋棄重複而獲得合理性，因此，這種模仿就是作

為對現實存在的間離中模仿了現實尚未存在的東西。阿多爾諾指出：偉大藝術家

最強烈的現實意識是與現實的異化相連在一起的，這種「反社會」或「對現實的

異化」就是與社會的逆反22，正因為有逆反的力量才能夠對社會昇華給予動力，這

就是藝術是社會的社會性逆反現象。   

    藝術具有社會性與自主性的雙重特性，具有社會功能的藝術由於抹殺了藝術

與現實的差異，因此必須脫離現實。藝術既離不開現實，又不同於現實，它由現

實的事物出發，卻達成現實的間離，而既存現實的間離本質就是對審美藝術中的

邏輯所在，打破了既存現實，並對於既存現實產生了批判功能。 

 

「間離本質」的藝術論述，是由法蘭克福學派美學的代表之一阿多爾諾所

提 出，有關「間離本質」的論述核心有三個問題，一、藝術追求的是非現

實之物，二、藝術離不開對現實的模仿，三、在者和非再者共時並存的辯

證。23 

 

    間離就是與現實相異，藉由客觀描寫的事物經利用「陌生化」的效果，使人

對它產生了驚異與好奇，也引導你從另外一種角度來去探討、批判事物的本質意

涵。這種手法在藝術中我們稱之為「間離效果」（Verfremdungstechnik），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1898~1956）又把它叫做「陌生效果」。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

就提到，主角格里高爾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大甲蟲，遭到人們的棄厭，

孤獨與恐懼，但是在他的心理層面上卻是保有人的情感與思維，可見，在生理與

心理的雙重痛苦之下煎熬著他，也顯示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漠與虛假。作者藉

由寫實的手法來描寫虛妄的事物，讓主角作為“蟲形人心”的效果來表現，其實，

卡夫卡藉由荒誕變形的效果，來達到一種對現實間離的感覺，在當代藝術中，也

                                                 
22

 同註 20，頁 59。 
23

 同註 20，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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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普遍看見。 

    藝術功用說和為藝術而藝術論是兩種典型的藝術論，阿多爾諾指出，具有社

會功用的藝術由於抹滅了藝術與現實之間的差異與關聯，所以藝術必須要脫離現

實；因此，阿多爾諾也認為，藝術從實存的經驗現實中即取材料，並使之進入到

一個新的關聯中，即藝術是在現實存在的東西去追創造非實存的東西，在者和非

在者的共同存在時，可以說就是藝術所具有幻想性的構造24，也就是說，藝術是一

種對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模仿，藝術既離不開現實，又不同於現實，藝術由現實

事物出發，卻達成對現實間離，藝術在現實本身中尋求現實不存在的東西。這種

辯證精神也觸及了藝術本質的真諦，通過對現實的間離達到現實本身的真實，因

此，藝術的間離本質就是打破既存現實，所產生的批判功能，也就是說，藝術之

中的間離本質就是審美邏輯所在。 

 

 

第二節 理想世界之概念 

 

    當人們逐漸感受到自然生態的失衡，人群的異化與疏離，這些現實世界的衝

擊之下，人們就往內在去建構自我烏托邦，心靈上的寄託，也是一種不存在於現

實而難以實現於現實的理想世界，也因為是人們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而衍生出的

思維，當人們想尋求完美的理想世界，逐漸興起對於改變世界一種超越現存的想

像慾望。因此，藉由藝術來作為理想的寄託，也作為人們內在心靈活動的表現方

式，人們一直以來都是以追求意義與價值為目標。所以，在人類的歷史與生活中，

創作的夢想始終潛藏著個人心靈與集體文化的潛意識深處蓄勢待發，是個人創作

欲望的來源，也是反思人們形塑理想烏托邦的潛意識。 

    當代思潮裡，「現代性」的另一面鏡照也可以稱為「烏托邦意識」。從歷史的

                                                 
24

 同註 20，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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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到文化的現代性，乃至藝術的現代性，中間有一座想像的過度之橋，那是

同樣在「對現代性永遠不滿的追求」下產生的文藝世界。這個介於現實和想像之

間，屬於批判也屬於期待的領域，被泛稱為烏托邦25。「烏托邦」是指描寫一種追

尋宏觀的理想社會精神與信仰的建構，是屬於社會倫理的概念之一，是宏觀的、

社會的、是全體重於個人的集體式理想。它關乎社會的夢想，也跨越現實與夢想

的領域，一體兩面存在著。「烏托邦」只是存在於人類幻想之中，就好像做了一場

白日夢，它介於現實與夢想之間，雖然是空想，但為了能使現實世界中的人們異

化消失，而需要去構築理想的社會，尤其是現代混亂的社會中，它具有關懷世俗

的精神與象徵意味的異質空間中，使人們能達到自我淨化的效用，在當今社會上

更加具有意義價值。 

    烏托邦是觀念，是時間，是空間，也是形式。是故，烏托邦可以是有形的空

間，也可以只是無形的思想；可以說不管是「為社會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

「為個人而政治」或「為群體而政治」，認識它，能讓人去探索個人行為準則和理

想替代空間距離，並面對現實與夢想之間共有的荒謬性。26然而烏托邦不僅是對於

未來方向的思慮，更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正視態度，所以烏托邦不僅是蘊涵了批

判的合法性或者必要性，它甚至包含著批判的起點、視野，以至於在某種程度上

就決定進行批判的方法，因此，烏托邦心態與現存秩序之間是有一種「辯證」上

的關係。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認為：「在本質上，藝術家乃是一個逃避現實的人，

因為他無法與本能滿足的受阻取得協議，於是他轉而進入幻想世界，讓他

的性慾與野心在其中馳騁。但他發現一條通往幻想世界的道路—藉由其特

殊稟賦將幻想塑造成另一個「新現實」，而使人們認為他的幻想產物乃是現

實生活有意義的反映。因此，他利用這種捷徑，實際變成他渴望成為的英

                                                 
25

 高千惠，《移動的地平線：藝文烏托邦簡史》，台北市：藝術家，2009，頁 8  
26

 同註 25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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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國王、創造者及其他角色，而不必實際去變動外在世界。而他之所以

能夠如願，是因為其他人像他一樣，對現實的阻礙具有同樣的不滿。 」27  

 

    在個人的創作上，企圖去營造一種自我的烏托邦世界，主要反映我們對於人

性的不真實及現實所帶來的不滿，對於環境感受而產生的期待，寄託在心靈上，

藉由畫面圖像的傳達，來達到一個真正的內心世界。就因為筆者本身沒有任何的

力量與能力來改變現實的情況，但藉由筆者所直觀事物的感知，並透過思維，來

轉化出一種能主導自己任意改變現實的虛幻情境。 

    在筆者作品的圖像表現上主要是從記憶中讀取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情感，以表

達生活中和記憶之構成且創造出新的世界。因此，除了反映真實世界的生活之外，

也融入於潛意識之中，個人圖像語彙或是符號，都從生活上去細心觀察並瞭解感

受人生，而從中去獲得藝術的啟發，整理出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筆者所運用的

形式與內涵上也企圖以超現實藝術表現的思維來尋找自我內心的烏托邦的核心價

值。 

  「桃花源」是陶淵明作為寄情的仙境世界，藉由脫離殘酷的現實社會之下，而

隱居於人煙稀少的深山，與世隔絕。在詩人的筆下，桃花源是超脫於現實的另外

社會，美麗的理想和殘酷的現實之下形成很強烈的對照，通過對理想社會的讚美

有力地否定現實社會。詩人渴望這樣的幸福樂園能夠在現實社會中出現。 

認識到了社會的黑暗，因而對於現實世界的不滿，而想到另外一種社會裡去生活

著，獲得短暫的幸福，滿足內心永遠失落的一塊，然而環境對於社會已造成極大

的影響。對筆者而言，桃花源是一種自然的，更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能滿足

自我空虛的心靈，也能淨化人心的煩躁。透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可以明白：

境界由造景而生境，而境則由心而生、由人之情感而來。得知，現代的人對於現

實世界所產生的恐懼與逃避，且生活與夢想的距離遙遠，轉而尋找生命中微小而

                                                 
27

 王溢嘉著，《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出版社，1989，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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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的幸福。因此，個人的作品創造一種自我的世界，藉由人心對理想之投射感

受其「境」，畫面中也融合夢幻與詼諧的氣氛，適時提供一個讓人得以暫時喘息的

窗口，用短暫的寧靜撫慰長期壓抑的心神。 

    但不論是「烏托邦」或「桃花源」，都是人們對於現實世界的不滿而衍生出的

種種境界，其中隱含著深邃的思維結構與美感結構，它也連接現實於夢想之間。

雖然烏托邦是西方文化的典型表現，然而能期盼擁有和諧、秩序、安逸生活，這

是人類心靈長久追尋的地方，透過藝術的表現來作為想像與幻想的作品，可以上

天下地，穿越時空的限制，滿足必然有限的物質世界的不足，在藝術世界既可置

身於已逝的既往，又可奔向想像的未來。而當現實與理想對立衝突時，藉由藝術

創作，可以暫且排憂解悶，忘記現實生活中的焦慮。 

 

 

第三節 烏托邦之超現實表現 

 

  烏托邦的建構思維是一種超現實的概念，超現實也就是一種看似真實的現

實，卻又是存在於潛意識的幻境之中，並且創造出一種內在超脫現實的魔幻世界。 

超現實與現實兩者所呈現於不同境界，以混合不同平面與不同空間的現實，來呈

現日常現實生活之外的現實，一種超脫現實之境，其藝術創作根本精神是超越於

生活概念之上，把想像的層次定位於對具體世界的抽離或再造，將藝術與美感塑

造成為另一種虛構，提供人們對世界觀的神聖超越想像，超越不是逃避，不是擺

脫，而是為了掙脫封閉於自我之內存在的威脅，是朝向無限的超升，而真實與夢

幻之間，創造一個充滿詭異奇特的超自然景象，會讓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表現在畫面之中經常利用到圖像語彙的象徵符號、造型的隱喻、背景的變化等創

作手法，使畫面呈現出混亂荒謬、脫離現實的美感，然而建構出奇妙怪異的幻覺

性。利用奇特而非自然的視覺透視，使畫面中充滿詭異與不安的氛圍但藝術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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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幻想，是「白日夢」，是不滿足於現實世界的人在幻想世界所建立的生活，在幻

想中實現願望，藝術的幻想是藝術家憑藉藝術才能創造出理想的藝術形式，藉此

藝術作品轉化欲望，使欲望昇華，使藝術家重返現實世界。藝術的想像和幻想，

可以天馬行空、穿越時空、可以奔向想像的未來，也可以置身已逝的過往時光，

滿足物質世界的不足，當現實與理想對立時，即可藉由藝術活動，暫時排憂解悶，

忘卻現實中的不悅，使心靈逃避於一時。 

  筆者所探討超現實藝術表現之外，超現實主義是一個橫跨文學與藝術的美學

思潮。全新的藝術思維與創造能力的展現，使得二十世紀的藝術家喜愛追求新穎

且怪異的題材，越是荒誕、變異、神秘越能引人目光及討論，也能呼應自我的內

在精神性。因此，超現實主義也是二十世紀時發展現代藝術化的過程中最有影響

性的運動之一。超現實主義是透過現實與幻想結合並衍生出潛意識的過程，給予

藝術家對自身探索內心的模式，也能夠讓藝術家盡情展現出自我潛意識所帶來的

奇幻世界，曾長生對於超現實主義的描述中所提到： 

 

超現實主義所描繪的是人類感覺的重要部分 對於夢境與幻想世界的嚮

往，就是理性/非理性的二元論言，它屬於非理性的範疇；它依持的是靈感

而非規則，看重的是個人幻想力的自由表現，而不是社會與歷史理想觀念

的集結。28 

 

    超現實主義也標榜繼承了達達主義(Dadaism) 反邏輯、反社會、反傳統的美學

觀點，這種思維是不會受到任何理性、美學、道德觀念的影響所束縛著，這也使

得藝術家們在創作過程中可運用多元的方式來釋放心靈最初的衝動，其中，經由

發展創作技法的實驗和研究，與受到心理分析家佛洛伊德理論的影響，試著透過

在夢境與潛意識之間的世界裡探索人類的內心層面，將藝術創作中嘗試把現實

                                                 
28曾長生著，《台灣現代美術大系．西方媒材類：超現實風繪畫》，台北：文建會，200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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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潛意識、夢境及本能的經驗相互柔合，並昇華到一種絕對的、更超越真實的

境界。 

    超現實主義是循著佛洛伊德心理學的論點來作為主要架構，也影響當時候超

現實藝術家的思維創造，並且帶領他們探索更寬闊的潛意識領域裡的夢境，幻覺

與本能，解放人類意識中較為深層心靈的部分，而這些都是藝術家創作靈感的泉

源。在創作過程中也利用到圖像語彙的象徵符號，造型的隱喻等創作手法，讓畫

面呈現出混亂荒謬、脫離現實的美感，建造出許多怪異的魔幻世界。由此可見，

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對於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中極為重要，密不可分，曾長生認

為超現實主義與潛意識理論的關係，在《超現實主義藝術》提到說： 

 

超現實主義企圖發現並揭示比真實背後的真實世界更為真實的意義，此意

義是可以擴散延伸至事實的底層，要以心理學而不是解剖學來重新建造人

類世界：要重新恢復神話學、物神崇拜、寓言、箴言及隱喻。要藉由佛洛

伊德對潛意識的分析來重新創造人類的活力。29 

 

    由於深受到佛洛伊德潛意識學說的影響，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們相信在創作中

藉由內心情感的宣洩，並找尋真正的需求，這些需求也逐漸引導藝術家們符合個

人特質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出原始的衝動與釋放，滿足心靈慾望的意象，以達到一

種超現實的情境。超現實的觀念是一個開放性的觀念，而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其

多樣的內涵下卻有一個類同的主旨—一個完整的人的徹底實現。因此，在許多當

代藝術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某些藝術家們都帶有一些超現實的創作風格，來

表現出個人內在世界的氛圍，帶領觀者進入創作者的奇幻世界中，所以超現實元

素對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當中是缺一不可的。超現實主義畫派在現代繪畫中佔了

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認為在夢境中所思考自由、不約束的潛意識世界才是真正

                                                 
29曾長生著，《超現實主義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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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實的世界，所以將夢境中所獲得的靈感以及內在自我的真實思緒在創作上表

達出來。因此，超現實藝術家們嘗試在作品裡帶入許多獨特的表現手法，例如「拼

貼、蒙太奇（Montage）及其所衍生的手法，均是依據矛盾不調和的結合原理而來，

而自動素描、精致屍體、拓印法、印花釉法（Decalcomania）及其他衍生手法，則

是根據蛻變的原理而來」。30這些主要的手法，都是經由自由聯想而不注重邏輯與

理性的審美規範，企圖將各種創新的技法，在繪畫上表現出這些非具象卻極為真

實的內心面貌。 

  在許多當代藝術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某些藝術家們也都帶有一些超現實

的創作表現，來呈現出共個人內在世界的氛圍，帶領觀者進入創作者的奇幻世界

中，所以超現實的元素對於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當中是缺一不可的。筆者所創造

的幻境世界，是間離而不真實的，以超現實的模式來表現出自我烏托邦的情境，

重新去建構觀看的思維，而不是去辦識物體的現實面貌，只希望觀者能嘗試將真

實世界裡不同的形體重新組合於特殊場域中，以建構出自己的藝術語彙，並以超

現實風格的手法來呈現出獨特的自我內在世界的氛圍，主要就是要營造出筆者內

心的烏托邦，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感知或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透過繪畫創作的

表現，將現實與內在的交融、轉化之下變成我心中對現實世界的訴求。然而在超

現實的表現中具有多元獨特的繪畫風格，在畫面中也融入充滿神話寓言、潛意識

與夢境的場域，使得整體畫面所呈現於荒誕、戲謔、神秘等的情緒狀態，透過創

造與想像力的運用可使畫面變得充滿趣味，也令人有無限想像與探索。筆者也試

著利用超現實的表現形式與畫面的空間配置來作為創作參考，並僅舉出筆者在創

作過程中所參用到的部分表現形式： 

 

一、異質同構 

 

  藝術表現上許多成功的創作者，常常就是對藝術符號的機智採用。從心理學

                                                 
30

 同註 29，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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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藝術的符號象徵是對「異質同構」關係的一種調動。這種調動，比許多單

質單構、異質異構關係遠為深刻。世界的審美聯繫，就是由無數「異質同構」網

路組合而成的。世界因處處有可能存在的「異質同構」，而變成了審美意義上的有

機整體。人們發現各種部件之間的對應關係，實質上也就是發現了客觀世界和人

類生活存在著有魅力的呼應關係。人們因此而互相確認、互相映照、殊途同歸、

會心相對。31對筆者而言，「異質同構」就是運用多樣性的媒材或基底材來加以創

造出新的面貌，或者是利用兩種性質與表像不同的圖像上，進行嫁接、混合、重

組的手法，來組構新的圖像表現。  

 

    當今藝術創作者如袁旃、李振明、莊連東等在畫面分佈上都可看出異質同構

的創作形式，經由重組的過程中，因而創造出個人的語彙及風格。 

 

圖 3-1 袁旃 獨立 重彩、絹           

182.2 × 87.6 cm  1997  

                                                 
31

 余秋雨著，《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0，頁 227。  

在袁旃（圖 3-1）的繪畫作品中，帶有形式

主義的思維，在山水圖像中以心造境，運用各種

不同的符號性質，再重新解構，反映出個人感知

經驗的意識形態，她大多以轉借或是挪用古畫的

山水形式，最近她的創作帶有純真浪漫的童話趣

味，更能感受到他創作上求新求變的企圖心，色

彩配對上常使用對比色，來增加鮮亮感，而畫面

虛實相映，又充滿東方精神的美感，在構圖上運

用「散置」、「重置」、「概念式的透視」等的圖像

組構，加入更多主觀的嘗試，利用裝飾性、平面

性和玩樂趣味構成一種內在精神的狂歡、愉悅和

幻想性，因而展現出一種超現實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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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李振明 對觀之二 48 × 97 cm 2006 

    李振明（圖 3-2）選擇台灣本土自然生態以隱喻的手法來抒發情感或關懷生態，

其作品融入象徵符號，運用異質圖像的空間並置方式，畫面上選用自動性和半自

動性技法與傳統筆法混合使用，也用到金箔、蓋紅印等多元的媒材，來反映出對

於台灣當下互相重疊並列的社會生活現象，形構出獨特個人的語彙。 

 
                               圖 3-3  莊連東  喜從天降  45x45cm  2012 

 

    莊連東（圖 3-3）的作品

中，利用平面的紙張，透過

香所沿燒在紙面上痕跡，並

以線性燒痕於圖像輪廓中，

再以燒過的粗纖維紙質重疊

黏接一起鋪陳，然後使圖像

介面與空間分佈上相互交

錯，因而產生出新意象的表

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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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置 

 

  「並置」所指涉的是一種事物不適切，不合常理的，非常態的存在情境，並

置在時間與空間之中，影像互相重疊、虛實相融合為一體。「並置」空間與意義是

對於空間與時間邏輯的反叛，而因此引發了超現實的美學革命，超現實都以多重

透視及多重空間的表現，來呈現出並置的空間，解構了空間與意義，同時也解放

了自由，來說明藝術與現實之間有存在著多重的可能性。 

 

                                          圖 3-4 德基里科 心神不寧的謬思 96.5×66cm，1916 

三、變形 

 

   「變形」就是改變現實之形，也就是與現實決裂，更是對於現實作為反抗。藝

術中變形是具有能獲得一種超越內容諸要素的重要意義。變形在藝術的表現形式

會使人在視覺上產生各式各樣的感受，如︰怪異、奇誕、詼諧、逗趣、神秘、沉

重等，藝術創作中，變形指藝術家經由自我經驗的轉化，面對自己所需要的創作

思維來作為養分，刻意改變客觀物體的正常樣貌，表現方式是極具有創造能力的

德基里科（C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

的作品中（圖 3-4），看見藝術家嘗試著將

物件任意在畫面中移位放置，讓人在邏輯

上創造出怪異而不尋常的錯覺景色。因

此，在空間的錯置上，除了並置不同視點

的再現空間之外，藝術家也企圖將再現空

間與想像空間並置在同一平面空間中，這

樣就會造成畫面空間邏輯的錯覺與混亂視

點的差異性，使得畫面呈現出一種多重現

實並陳的荒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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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在藝術作品中常見的手法有改變比例、拉長、縮短、錯位組合、誇張特點、

形態誇張、動態誇張、神態誇張、擬人、擬物等。變形思維是超越意識認知，此

思維是人類對於未知的事物想像而成的，把現實的感知透過幻想而聯繫出來，創

造出超越現實般的效果。變形是想像力作為創造性認識的結果，藝術正是在這種

變形功能中造就了新感性，透過對現實的變形擺脫了現實，超越現實，從而按照

想像獲得一種新感性，展現一個別於既存現實的新世界。 

    以圖 3-5 當今藝術家華建強把自身投射於作品之中所型塑出「老頭」的樣貌

上，且透過誇張變形的表現方式，去詮釋內心自我的幽默與詼諧。也藉由「老頭」

的角色，去觀遊於華麗繽紛的花花世界，看盡人間眾生相，並對於現實社會批判、

譏諷、揶揄，來凸顯現今浮華空洞的社會和人們孤寂的心靈。藝術家選用膠彩來

作為創作媒材，去營造出一種桃花源的仙境，山水之間的虛實交錯，詭異虛幻又

充滿趣味性。 

 

     圖 3-5  華建強〈分離式–超冷變頻〉100×80 c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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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理念與實踐 

 

 

第一節 創作理念 

 

    筆者是從一場高雄氣爆事件所觀察或體會到問題，在關注人類生態的角度

下，環顧周圍的事物，觀察身邊萬物的生長，唯有讓自我有感於生活中每一件大

小事，才不會使自我麻木，現今文明的社會需要的是充滿情感的人，才能使世界

更加美好，有太多人只知道追求自我的慾望，而忘了人類最初的精神。 

    現今的我們雖然身處在科技化的社會，物質也滿足，但同時也會失去了自然

環境與人群之間的情感，呈現了社會失衡現象，越來越多的貧富差距、全球暖化、

生態破壞等等嚴重危機，人類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而犧牲了大自然環境，任意的

在這片淨土上破壞，土地過度開墾，只為了賺取更多利益，然而人類為了利益捨

棄的不只是孕育我們的土地，還拋棄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如食安問題，黑心廠

商為了金錢、利益，而不顧民眾的健康著想，政府部門的監督也讓人民有所質疑，

在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之中，人互相變的不信任彼此，使得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

離，人們也不再對他人敞開心房，而是偽裝了自我，穿戴上層層面具，保護自己，

對別人懷有猜疑、不信任之心，但卻使自己的內心更加孤獨寂寞，漸漸人們的價

值觀扭曲，逃避現實，不再與人接觸，封閉了自我，因而取寄宿於網路虛擬世界。

筆者認為這個嚴重的問題是需要被改變，並且應從心靈層面開始改變，人們必須

先走出被自己困住的框架，才能用美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物。 

    當藝術創作者想建構一個理想烏托邦、桃花源的世界，主要是反映我們對於

社會的種種不滿以及人性的不真實，而產生期待，並寄託於心靈上。藉由畫面圖

像異獸的傳達，來達到一個真正的內心世界，並透過思維來轉化一種能主導自己

 



 

 40 

任意改變現實的虛幻情境，雖然理想國度是一種能期盼擁有和諧的秩序，安逸生

活，這是人類心靈長久追尋的地方，透過藝術的表現來作為想像與幻想的作品，

而烏托邦的建構思維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概念。超現實的創作表現可呈現出個人內

在世界的氛圍，帶領觀者進入自我奇幻世界的情境意念之中。於是，在這些現象

與問題之中，筆者以人獸合來述說自我所對世的想法與訴求。 

 

 

第二節 變異活體的意識建構形態 

 

    筆者開始將身體以獸化的混種形式呈現，臉部特徵是以圓圓的外型，大大的

眼睛以及豐厚的雙唇代表著內化的自我，這種從自我到混種獸化的變異過程中，

都會引發個人內在對於自身感知與心理狀態的影響。之所以會選用混種獸化的呈

現，是因為筆者認為，在社會中大家都穿戴各式各樣的人格面具，當脫下面具，

人就跟動物是一樣的，所以筆者想藉由透過自身感觸來創造自我，試圖建構自我

內在的樣貌。至於對外在世界的影響，焦慮與疏離的意識存在內心之中，這些種

種的負面情緒都會衍生出多樣的變體樣貌，將自身經驗來作為載體，並且幻化出

新的異種物體，以看似非人非獸的型態，賦予一種類似怪獸的形象，藉由動物與

人類外貌作為結合的方式，表達對於人性本質的詮釋。人性與獸性就猶如善惡一

體兩面，互相排斥但同時共存，並表現出形象跟現實是在內在世界的自我結構化，

透過結構組織，並將自我深層意識傳入，付予感知生命，也把內在的真實重新建

構。此外，藉由內在「主體」的變化，也想將儲存在大腦中的記憶片段構成自我

潛意識的移植，透過記憶移植與嫁接某些物體元素，相互連繫，來衍生彼此的思

維共生，使其產生振盪，並訴說對於環境的情緒與焦慮。筆者也相信生存在這世

界的每一個人中，對於人們的內在潛意識一定存在自我多變體的生物形象。在作

品圖像上，筆者是使用混種的創作手法，先拆解現存的動植物的整體造型，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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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過往擬像姿態的塑造，更將現實環境中材料集結成為個人的選取資源，日後在

創作圖像的應用上，就可以經由儲存於大腦的資料庫，去自由與隨意選取想要混

合的部分元素，進一步創造出新的活體生物。 

    異獸的細微與動態皆可藉由造形的多變去呈現，在畫面中注入一種怪誕的氛

圍，混種出幻像中的新物種與新環境，並將其運用在創作之中，從而以微觀的角

度去看待它們。而藉由異獸合的圖像來創作，其用意是經由本體可以感覺到直觀

或者接觸到社會性的問題，如自然環境變遷、惡化汙染、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等，

因為受到這些感知經驗，在畫面中所形成的異獸合是內化的自己，當身體每個結

合的部份都成為了對抗現實武器的功能，在反抗的同時，便能防衛躲避現實的衝

擊。 

    筆者藉由新聞媒體的報導或與人相處的外在現實問題，因為我們本身並無權

力去改變現實，只能透過藝術創作，在藝術繪畫上去改變現實，型塑一種間離的

功用。圖 4-1 表現的是對於現今的執政者因政策制度不公，造成民心不安，但我

們依然堅持生存在島嶼上，如象徵家的概念，把自己幻化成異獸，來守護我們的

家園。 

 

 

     圖 4-1 洪民裕〈島嶼的守護者〉，紙本膠彩 金箔，70×45c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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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李小鏡，十二生肖，1993 

服，又多了文明的約束」32，李小鏡認為人獸本是同源，只是人經由文化的洗禮約

束後，人類就會變得誰是獸，誰是人，就難以分辨了。 

 

    此外，我們經由歷史古籍的探討，會發現在東西方的神話中早已存在著多元

混種的人獸形態，記載於神話故事中。相傳華夏太古三皇之一的伏羲和女媧一樣

都具有蛇身人首，而《山海經》是一部最早在中國原始文化上最為豐富的典籍，

在書中也記載各種變異混合的走獸樣貌，這些奇形異獸的怪物都帶給人們恐懼與

害怕，例 

   

    圖 4-3〈鴸鳥〉  

 

                                                 
32

 阮忠義訪談紀錄，《李小鏡眾生相》，台北：時報出版，1996，頁 74。  

此外，圖 4-2 以李小鏡「人獸合」的作品

為例，主要是以肖像的表現形式來呈現，

可以說嘗試把人還原到動物的樣貌，透過

臉部的處理以動物的外型輪廓，加上人的

五官配置而成，再利用不同的皮膚質感與

打光的方式來強調某些動物特質，藉此整

合獸化與人化的形象，暗示隱藏在人性深

層的獸性本質。在李小鏡的創作自述中曾

提到：「其實我們仍然是動物，只不過穿上

了衣 

 

如「鴸」是人與鳥禽所換化而成的混合體，圖

4-3，《山海經‧南次二經》中便提到「柜山，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

鴸，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若是聽

見鴸鳥的叫聲，會讓國家造成不安，使有志之

人紛紛流外。還有，四大名著之一的古典神魔

小說《西遊記》，經由文本中的描寫，對於人獸

混體的形象就更為常見了，如孫悟空、豬八戒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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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文化中對於人獸混種形象的描寫則可由聖經或壁畫認知，所以更加不

陌生，古埃及的神話中常見到各類神者都是以獸面人身的樣貌顯現出來，例如引

魂之神與墓地守護神阿努比斯(Anubis) 為犬頭人身，王權守護者鷹神和露斯

(Horus)，人面獅身獸斯芬克斯(Sphinx)；希臘神話中也有呈現出人獸混體的概念，

是藉由當時藝術家們的想像與創造力的表現，不過在繪畫裡頭大多希臘神者是以

神聖化、人格化、具體化的呈現而衍生成為宗教的題材，但其中較為次要的精靈

神獸都是半人半獸的形態，如半人馬的肯陶洛斯(Centaur)。因此，不論東西方的變

異怪物解釋為何，人類對於大自然以及生命的恐懼與崇拜所顯現出人獸變體的想

像，藉由動物與生俱來之能力與傳說結合，也意謂著象徵某種力量與職權。 

    在變異的想像世界中建構，是當代藝術創作者創作的趨勢之一，反映出一種

台灣的集體「社會想像」；此觀念由法國當代哲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斯托里亞迪

(Cornelius Castoriadis) 提出，認為當今社會主體認同觀點，可能就發生在一種文化

想像裡。如果說自我建構來自於所謂的意識形態，人們透過意識形態，自由地表

述、創造出一個虛擬的世界，然後在此中將自我召喚出來；那麼，必須瞭解到意

識形態的建構，卻是由真實的生活經驗與具體社會關係而來。現代藝術創作者的

想像中 我們看見的是台灣當今社會生活上「現實」的各種面向的縮影及投射。 

 

 

第三節 創作實踐 

  

    建立創作方法論是藝術創作者需要去釐清的個人論述架構，先從分析創作媒

材的運用到創作步驟的確立，進而讓觀賞者可以清楚知道藝術創作者所繪製作品

的思維與技法上的應用。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無國界，無限制的多元時代，透過媒材去創造新形式，

拋棄過往的理性表現。謝東山曾說：「藝術是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是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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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機組成的一部份，因此，作為文化的獨特組成成分，藝術必然受到社會文

化的制約和影響，尤其是藝術活動的觀念與行為方式。可以說，每一個社會或時

代的藝術，都是那一個社會或文化的特殊產物。」33 因此，筆者認為在現今的年

輕世代中，因網路資訊的傳遞，也接觸到來自各種東西文化的薰陶之下，藉由藝

術可傳達創作者本身的生活體驗與自我情感，同時可以反映出時代的背景與趨

勢。近年來觀察一些年輕創作者因受到日本膠彩繪畫的影響，被礦物顏料的材質

美感與特性所吸引並嘗試融入創作之中，讓畫面呈現出不同的視覺感受。回想筆

者在大學時期，因為接受到較為傳統保守的工筆繪畫表現教學，因此學習到勾勒

填彩的制式技法，走向較為淡雅、細膩的情調，以薄塗暈染的表現技法為主，在

題材、佈局、空間等屬於較傳統的模式，但是那時非常幸運地學校有開相關的基

礎膠彩課程，才讓我有機會去認識到不同的東方媒材，膠彩所用顏料就較為多元，

本身具有獨特的性質且帶有一些半寶石的亮麗光澤，不像傳統的國畫顏料只有少

數幾個顏色，膠彩用的紙張與技法部份，也跟我們一般所學習到的技法有所不同，

透過接觸到不同媒材的影響，使我往後創作作品上的形式風格轉為較多元活潑。

因此，在媒材上不一定要區分為水墨或是膠彩，因為這兩種媒材的特性皆為不同，

所以筆者自己不再去限定於單一媒材的表現上，嘗試著把這兩種媒材融入於創作

之中，讓自己能夠更開闊的去選用適合表現自我理念的媒材，同時我把水墨、膠

彩都歸屬為東方繪畫媒材來看待，更具備了東方獨特的精神與色彩，多元的材料

與工具上的應用和表現，是時代必然的走向，也正因為每種材質都會有一些限制，

因此需要試著讓媒材與媒材之間的互碰撞、改變，才有可能產生無限的創造想像。

此外，也可更深入去探索各種可能的形式表現，利用豐富變化的語彙和詩意的色

彩，透過隱喻或是諷刺的題材展現，來傳達個人內心的衝突矛盾和對於現實社會

的想法以及觀點。 

 

 

                                                 
33

 謝東山，《藝術概論》，台北：華都文化有限公司，2008，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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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膠彩媒材 

 

    膠彩顏料分別為礦物顏料、水干顏料、土繪具與胡粉，其中，這些顏料都需

要混合動物膠（三千本膠、鹿膠）才能使用。 

    礦物顏料是採集大自然中的礦物寶石，經由機器層層研磨而成的，因此，研

磨過後的礦物本身會呈現出粉末狀，也會依照研磨的次數來區分礦物顏料的顆粒

粗細，號數越大顆粒越細，號數越小顆粒越粗。而在作品上敷彩烘染時，在畫面

中，則會呈現出一種有如半寶石般的光澤質感。礦物顏料本身是呈現粉狀物，不

易附著於畫面上，必須要調合膠水才能附著，而調合膠與水的比例是看礦物本身

的顆粒粗細來配置的。 

    水干顏料是用的外觀是呈現粉塊狀，它與礦物顏料則不相同，在使用上並須

將水干與膠水倒入碟中然後運用手指的指腹調合磨細，直到沒有粒子感覺即可，

並且依照個人所需顏料濃淡來加入適當水分使用。 

    土繪具與水干顏料的特性相近，只不過土繪具是將世界各地比較特別的土

質，經過水解去除雜質再精製而成的顏料，沒有添加化學染技，全屬於天然的顏

料，色澤柔和，用於烘染底色的處理上會有雅致的感覺。 

 

    筆者在創作過程中也會使用到多元媒材來融入，希望讓作品的視覺可增進多

元豐富的層次感，並且透過不同媒材的質感，來傳遞筆者的創作意境及想法。 

    運用金箔、銀箔、鋁箔製造華麗的效果，膠彩作品畫面中，華麗閃亮的效果，

則運用金銀箔黏貼來增加豐富性，或使用金泥烘染上也可達到此效果。或用霧吹，

噴於畫面上，來表現一種朦朧的氛圍感。 

 

二、創作技法分析及步驟 

 

    媒材的使用部分，筆者歸分為前後兩部分來探討，因為筆者在大學到碩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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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有嘗試著利用水干、少量的礦顏與箔類來放入創作作品中，直到碩班後期，

紙本的更換，顏料選擇也變多了，也想真正試著畫出純膠彩的感覺，雖然自己知

道我的技術還尚未成熟，但是希望從中慢慢去學習與改善。 

 

(一) 前期的創作方法 

 

    以圖 4-4《輪迴中的開始》為例，首先基底材是為蟬衣宣，它是屬於較為超薄

的熟宣紙，然後把所畫的草圖墊於在蟬衣宣下，再進行勾勒描線，整體勾勒完成

之後，就用水干加膠融開再加入大量的水，使其呈現出極為較淡的顏色，之後開

始對於物象本身進行淡淡的烘染，反覆烘染五到十遍左右，這很類似我們所學習

工筆技法的步驟一樣，淡染到整個主體差不多時，背景就要逐漸開始去進行，像

筆者背景所用的顏料就是土繪具中的英國金茶與少許水干(黃土、焦茶)來進行大面

積的烘染，先正面染到三到四次，紙本背面先用胡粉染一至二次，再用原先的土

黃色再染上，好讓背景有豐富的層次感，然後再對主體反覆染，主體加上背景前 

 
                             圖 4-4 洪民裕〈輪迴中的開始〉，紙本膠彩 洋金箔 金泥，184x168           

                             cm，2011 

後烘染到二十次左右，有

點飽和時，這時筆者就加

入一些礦物顏彩，背景與

主體之上，也是淡淡的上

彩，不過礦顏上在蟬衣宣

就會附著不上去，那就要

把膠的比例再調配濃一

點，接著慢慢在繪畫中去

克服技法上的不足。然後

在光環的部份，筆者先用

胡粉加上岩胡粉，利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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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特性，側面觀看可看出胡粉之間的厚度存在，然後放置二天的時間，等胡粉

完全乾透，然後貼上洋金箔或金箔，不過在貼箔之前，要先在貼箔的地方上一層

薄薄的膠水，黏貼上就會比較牢固。最後用硃砂再勾勒主體一次就完成了。 

 

(二) 後期的創作方法 

 

    因為蟬衣宣本身不能大量的使用礦物顏料來塗彩，我就改用較為有厚度的鳥

子之紙和雲肌麻紙，從一開始先把膠礬水的比例約一根三千本膠、生明礬 2.5g、

600cc 的水，然後在麻紙上塗染，正反各一遍，讓紙張有隔水的效果。 

    東方裝褙的課堂上所學的裱褙與煮糊技術，先把澄粉與水的比例以 2：1 調合，

從糊的製作到畫心托裱都是由筆者所親自打理，然後再把托裱完的畫心裱於木板

之上，為了繪製會先於畫心上薄染胡粉，如此往後在上彩時顯色會較佳。 

    在畫心上開始進行圖像繪製，先在草圖背面使用較深的鉛筆，進行大面積的

塗色，好讓草圖再繪製的過程中，可以清楚掌握到整體性，接著使用較細的自動

筆開始把主體的輪廓線進行描繪於畫心上。 

 

                                        圖 4-5 草圖過程 

如圖 4-5 整體畫面描製上後，再運用蒔繪筆

將墨線勾勒於主體，然後在用水干顏料與土

繪具進行烘染主體及背景的整體性，接著如

圖 4-6 先將礦物顏料混色調合並多層打底，

為了使畫面層次性更加豐富有變化，打底的

次數都超過十幾次，邊打底的同時，要邊用

清水將主體上的顏料清洗起來，好讓打底的

部份與主體可清楚區分，並保留主體，之後

將主體本身的色彩繪製其中，逐漸層層疊染

之後，正因為礦物顏料是屬於覆蓋較強的媒

材，所以當我們剛開始所白描的墨線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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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洪民裕〈薰風中的異聽者繪製過程〉 

 

三、創作面相之分析 

 

    筆者透過生活經驗中所體會到的感知與觀察的各種面向，並經由內在想像及

轉化上，所創造出自我意識的混異生物的表現形象，因此個人創作作品都會有不

同的面貌與意涵，為了讓觀者可清楚了解此作品的意義性，所以，筆者梳理了個

人的創作脈絡與釐清，靈感來源與創作走向的探討過程中，是能使創作者本身進

行分析且了解到在創作過程中的經歷，來歸納出二種作品面相的探討： 

 

一、「人與禽鳥」： 

   《淨土》、《輪迴中的開始》、《表面之下的獨立》、《食花者》的畫面中，都有共

通點，就是人或幻化自我的禽鳥面相，筆者想藉由自身的游離在現實環境，人與

人之間的疏離，也都無法看透人心的真實，因此，筆者藉由禽鳥的肉體來把自我

給投射上，因為筆者認為當本體透過現實世界的洗禮後，造成人性的不信任，因

水干渲染的部分都被礦顏給覆蓋

住了，所以還要在草圖背面上再

打一次碳粉，然後描繪上於畫

心，進而用蒔繪筆把整體上再一

次勾勒出來，並逐漸進行細部的

整理，在主體的陰影上筆者會用

紅色顏料與細筆一一繪製。最

後，黏貼金箔，銀箔來增加畫面

的閃亮華麗的視覺效果或用金泥

刷染來豐富畫面的氛圍，以傳達

筆者幻想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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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往內在去創造新自我的理想世界，只要把人身上的衣裝拿掉，就跟畫面上的禽

鳥（無毛雞）是同等肉身，將自己內化而成為異獸樣貌，並神聖化，來作為感化

及淨化這烏黑的現實社會。 

  

二、「獸與植物」：   

   《天雨》、《分夢》、《白眼》等在作品畫面當中，都可以看見植物與人獸來作結

合，是經由植物的姿態或是照顧的日常印象而入畫。反觀也思考著植物本身並不

會與人交談，因此希望透過植物的生長反應來回覆人。所以，筆者將植物與自我

進行一種內化的想像，以將自我植物化，來傳達植物本身想與人交談的模樣，筆

者也藉由植物的花語可淨化身心的作用，藉此結合於圖像之中，來成為主體的靈

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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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分析 

 

 

    生活體驗是藝術創作的來源，生活當中的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都

有可能啟發藝術創作的動機，李可染曾說過：「藝術，是創作心靈的永恆居所。創

作的泉源來自於現實生活，然奔向生活，認識生活，豐富生活感受，積累創作經

驗，吸取創作泉源是很重要的一環。」34因此，身為一位藝術創作者，個人的獨特

性與風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將現實生活的各種體驗、感受、情感等加以

轉變昇華而藉著畫面給表現出來。所以筆者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想要去一直不

斷地尋找真實的自己，藉由自我的生活經驗來作為創作的材料，並跟神話結合，

進而創造出另一種新的神話意義。此外，讓筆者想描繪出自我本身的內心世界以

及反映出筆者內在的樣貌，把內在的樣貌加以變形與誇張化，還有其中的幽默、

詼諧感及娛樂性，是一種想像的延伸，也不禁會讓觀者會心一笑，並且還結合動

物、植物等題材在畫面之間互相呼應，使畫面如有一些象徵性的意義，筆者從宗

教、人、植物中抽出元素加以整合，把自我的情感來賦予給這些個體元素之中，

並且建構出自我內心世界的型態，而逐漸形成一種很親密變化的個人美學觀。筆

者理序出創作論述，回想實踐的過程中歸納出創作模式，筆者從創作理念作為出

發點，分析作品的理念內容和創作的方法，來作為第五章的目標。 

 

 

 

 

 
                                                 
34

 李可染著，《李可染畫論》，台北：丹青出版社，1983，頁 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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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洪民裕〈未知中的對話〉，紙本設色、壓克力，168×68 c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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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 

作品名稱：未知中的對話 

媒材：紙本設色、壓克力 

年代：2010 

尺寸：168×68 cm 

 

作品說明： 

    在一個我不知道宇宙是怎樣的型態，我就跟自己的內心之中對話，為什麼我

們要有搬離地球離開台灣的想法呢?然而環境的破壞讓大自然無法回到從前那美麗

又乾淨的星球，而在外太空尋找人類下一個居住的星球，難道我們就無法改變地

球的環境嗎?這是我們大家所要省思的地方。 

 

創作方法： 

    以構圖的部份來看，我把二者的主體並置於畫面上，再以勾勒描繪完，頭髮

與翅膀先用墨色層層暈染，再來每個主體都先薄薄上彩，染出立體感，因為我想

讓整體畫面上是呈現出一種仿古的效果，我就泡了大量的普洱茶，在茶裡再融入

一些赭石，並大面積的層層刷染，呈現出空間感的效果，然後對於主體的部份加

以細膩繪製，在畫面的上方有一顆黑色手指的星球，我把星球的表面利用皴來表

現出粗糙和厚實的質感，在星球的洞口也用金色的顏料上彩，洞口就好像在另一

種神秘時空間中所冒出怪異的手指頭，也為了讓頭罩與背景有所區隔，就在頭罩

的部分敷染白色顏料，然後再一次把白色顏料全部洗掉，就會呈現出一種朦朧的

空氣感，到了最後為了讓頭罩裡的空氣感再一次強調，就把空氣的輸送與流動的

感覺實體化，就利用銀色壓克力在頭罩的周圍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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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洪民裕〈淨土〉，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179×77 c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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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作品名稱：淨土 

媒材：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 

年代：2011 

尺寸：179×77 cm 

  

作品說明： 

    藉由本我及內心的自我來作為一個轉換與結合，說明了自己本身在心靈上有

另一個小世界，並且跟自我的小世界與想像的生物來發生某種的關係，藉著這種

關係來演變我與自我的神話故事。 

 

創作方法： 

    我將雞身的脖子給拉長，讓視覺感變得不同，在脖子上有四個嘴巴，在口中

生長出白、紅、黑、青四種象徵色彩，所代表四個自我世界的方位，在人體的部

份，每個人或許在內在中都會有男生性質和女生性質的存在，所以筆者就以自己

的容貌入畫，想像自己在內心也是否存在女性的性質呢？透過髮絲虛實連結至獸

足的部份是傳遞內化中自我的情感，雞的尾部所生長的菊花，就代表著內在所存

在的能量經轉化為養分，供應植物生長。在光環中的圖騰是透過個人所想像而簡

化的形象，在任意隨機去繪製上，利以胡粉的堆肌厚度性質，就呈現立體的效果，

再把洋金箔黏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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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洪民裕〈輪迴中的開始〉，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壓克力，184×168 c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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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作品名稱：輪迴中的開始 

媒材：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壓克力 

年代：2011 

尺寸：184×168 cm 

 

作品說明： 

    藉由動物與人的肉身虛化而相聯繫並傳遞個體的自我意念，進而化為這世界

的載體，吸收能量，透過雞禽的排泄物來作為提供這世界的土質養分，並透過植

物所幻化出的異質生物，藉著嘴中所吸收或攝取的能量，轉化為潔白蓮花來產生

新的個體或產生新的內心自我。 

 

創作方法： 

    構圖的部分先把各個的物件分別繪製後，經由畫面排列重組，並營造出視覺

空間上的奇幻感。藉由雞禽的站立姿態而放置於人臉之上，讓兩者之間的意念有

所聯繫，人裸身的下體也經由虛化可讓人產生一種游移的感覺。然後在排泄物與

空間下半部的部份筆者混調水干顏料焦茶、金茶、黃土，在用蒔繪筆來描線所繪

製的，由線而組成的面，就像是每種不同的情感透過一筆一線所繪於畫面上，進

而產生巨大的力量，但為了讓線有前後虛實之分，就用一些礦物顏料在某些地方

上烘染，並以金泥勾勒局部。看似像蓮藕植物的怪異生物，筆者是透過觀察蓮藕

所種植於泥土下，慢慢吸收土中的養分，而逐漸冒芽並生長出一朵一朵的蓮花，

幻想此生物也把他當作整體畫面上的媒介。出於泥而不染也代表著蓮花本身，筆

者想像當一個人在現實世界接受許多外在的衝擊，使得個人內在改變，無法回頭

於原本自己，因此，我也藉由畫面上蓮花來淨化肉身洗滌心靈，幻化出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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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洪民裕〈釋放後的淨化〉，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80.5×171 c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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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作品名稱：釋放後的淨化 

媒材：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 

年代：2011 

尺寸：80.5×171 cm 

 

作品說明： 

    透過我自己變胖的經歷來作為創作的發想，在畫面中我藉由一位肥胖的女子

來作為我內心的借鏡，也將海參幻想為自我的樣貌，透過觀看的方式，讓自己面

對變胖這件事有所反思，自己也想把體內的能量及壓力全部釋放，讓自己可以得

到另一種的淨化狀態。 

 

創作方法： 

    利用海參全身長滿排列不規則的圓錐形肉刺，藉由肉刺的型態來編造看似乳

房的樣子，因為乳房裡都是脂肪而成的，所以將海參身體由乳房所組合而成的自

我樣貌，以作為借鏡的女性肚臍上生長出荷花，並將人體體內所存的脂肪經由線

性的表現來釋放出去，也可透過對外的出口（口、鼻、肛門）來將脂肪釋放。因

此， 把自我與女性的體內將負面的能量及壓力全部釋放，好讓自己可以得到另一

種的淨化狀態。在蓮花的部分，我運用胡粉與紅色的水干顏料互相調合，呈現粉

紅色的狀態，在以邊疊邊染之間而形成的，在一些部分也用礦物顏料層層烘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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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洪民裕〈花淨〉，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100×70 c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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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作品名稱：花淨 

媒材：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 

年代：2011 

尺寸：100×70 cm 

 

作品說明： 

    當自己所面對現實環境時，內心的不安狀態使得自己逐漸迷失自我，藉由觀

看荷花綻放的瞬間，花瓣一片一片的盛開，彷彿那迷失的道路上出現明燈般的指

引。淨白荷花盛開的瞬間，就好像有自我投射於花開中的情境，並幻化成精靈，

也淨化自己的身心靈。 

 

創作方法： 

    先以墨線勾勒圖像，在調製水干紅，大量烘染於背景中，水面以群青烘染，

最後白荷就用胡粉層層堆疊在用金泥勾勒出，在白荷的陰影就用綠青礦物顏料加

入少量胡粉來繪製整體葉片部份，再利用霧吹所產生出花開瞬間我盛開的光芒，

人物後方的光圈運用沙子筒把箔給搗碎所表現出的效果，最後在以朱紅色勾勒出

主體的形象。 

 

 

 

 

 

 

 

 

 



 

 62 

 
      圖 5-6 洪民裕〈表面之下的獨立〉，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180×90 c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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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作品名稱：表面之下的獨立 

媒材：紙本設色、洋金箔、金泥、礦物顏料 

年代：2012 

尺寸：180×90 cm 

 

作品說明： 

    藉由筆者的本體來觀察(電視、網路)台灣社會環境的現象變化，不論是政治、

經濟、生態保育等等，也企圖去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世界，是一個無憂無慮

又能逃避世界的境界。但在我們生長的土地上人類不斷地破壞它，使得土地逐漸

改變，也不去愛護它，也試圖在自我世界中透過聖像化的意念來感化人心與土地。 

 

創作方法： 

    藉由宗教圖像的表現形式，我在主體上運用雞身與菊花的結合，放置於蓮池

之中，以變形的手法，把動物與植物互相結合變異作為主體，剛開始先以墨色勾

勒出圖像整體樣貌，以淡墨染至於陰影的部份，再把水干顏料分濃淡並將個體層

層烘染，然後背景的部分選用土繪具英國金茶，大量刷染，讓整體呈現出仿古的

效果。再用礦物顏料把主體強調出來，光環利以胡粉的堆肌厚度性質，就呈現立

體的效果，再把洋金箔黏裱上去後，再薄塗一次膠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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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洪民裕〈島上之中的異分者〉，紙本膠彩 金箔 銀箔 金泥，91×72.5 c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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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作品名稱：島上之中的異分者 

媒材：紙本膠彩 金箔 銀箔 金泥 

年代：2013 

尺寸：91×72.5 cm 

 

作品說明： 

    藉由白身的禽鳥作為布偶裝的面貌，並表現兩個深層的自我，其中一個是穿

戴面具而偽裝的自己，另一個著是想追求真誠的自己，兩者之間都隱藏於自我的

內在，也象徵自我的思緒投射於各種事物之中，幻想在充滿幸運草上的島嶼站立

著，彷彿就像身處於烏托邦世界一樣，並追求和平和諧的理想世界。 

 

創作方法： 

    此作品是在鳥子之紙上先用白描的方式將圖像給勾勒出來，再運用水干顏料

層層宣染，之後用群青的礦物顏料打底，主體再用淡胡粉彩繪上，邊打底邊上胡

粉，然後逐漸將個別的物件層層上彩，並做出空間的氛圍感，將整體色彩大體上

完之後，在影子的部分，筆者利用線的性質，去一一繪製上去的，讓物體本身產

生出立體感。島嶼上的幸運草是利用礦物顏料的堆積而形成的，最後面具與雲朵

分別用銀箔及金箔所黏貼上的，呈現出一種裝飾性強的華麗感，大致的氛圍底定

後再將禽鳥的羽毛給一根一根的強調出來，並作畫面細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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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洪民裕〈薰風中的異聽者〉，紙本膠彩 金箔 鋁箔 金泥，116.5×91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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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作品名稱：薰風中的異聽者  

媒材：紙本膠彩 金箔 鋁箔 金泥  

年代：2014 

尺寸：116.5×91 cm 

 

作品說明： 

    筆者身處於現實社會中，看見人們內心實在太過冷漠黑心，也無法去用真實

的心去對待他人。就像是班級，每個人都企圖隱藏自己，互相利用，往往好處就

往自己身上放，就如畫中，在叢林之中，他們為了想知道對方的思緒，經由手中

的科技產品來監聽他人的秘密，並對於人性的內在感到不真誠，就有如充滿在社

會環境一樣的現實。 

 

創作方法： 

    生活社會環境中，人與人間的交際，溝通上的靈感而來，透過作品的排置上，

先把社會隱喻為南國的森林，並將三人描繪於叢林之中，先用勾勒的方式將整體

畫面給描繪出來，再運用金茶色將背景大量烘染，之後用綠色系的礦物顏料去層

層打底，並將葉子肌理給逐漸表現出來。頭髮先用墨色暈染，再將人物的皮膚與

衣服的部分一起敷彩，然後再以礦物層層疊染，大致整體的氣氛與視覺效果整合

好之後，再背景上選用鮮紅色的硃砂去大面積的刷染，讓畫面對比度強烈一些。

為了讓葉子給凸顯，利用金泥將葉子的局部給勾勒出來，最後把手機和雲黏上金

箔與鋁箔，增加華麗的感覺，也將頭髮一根根以黑色礦顏給繪製出來，人物的膚

色也用紅線給於強調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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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洪民裕〈靈淨地的護主者〉，紙本膠彩 金泥，116.5×91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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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作品名稱：靈淨地的護主者 

媒材：紙本膠彩 金泥  

年代：2014 

尺寸：116.5×91 cm 

 

作品說明： 

    當我們面對環境的破壞，而自我沒有力量去恢復環境，想藉由我所創造的世

界中，去幻想自己為異獸，並想改變環境之間的失衡，也想守護自我心靈的那塊

淨土，避免自己會失去美好土地。 

 

創作方法： 

    此作品是在雲肌麻紙上先用白描的方式將圖像給勾勒出來，扭曲的身體當中

以墨色宣染，再運用水干顏料將主體的層次給表現出來，之後用黑色的礦物顏料

用細筆一層一層重疊成面，主體再用淡胡粉彩繪上，邊描繪邊打上胡粉，然後將

花卉的部分先上底色，然後再以細筆慢慢繪製，空間上用金泥去做出氛圍與層次，

將整體色彩大體上完之後，在影子的部分，筆者利用線的性質，去一一繪製上去

的，讓物體本身產生出立體感。島嶼上的點狀物與乳頭是利用礦物顏料的堆積而

有厚度的肌理，整體氛圍底定後再將禽鳥的羽毛給一根一根的強調出來，並作畫

面細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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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洪民裕〈體內的穿梭島嶼〉，紙本膠彩 金箔 鋁箔 金泥，142×86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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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作品名稱：體內的穿梭島嶼 

媒材：紙本膠彩 金箔 鋁箔 金泥  

年代：2014 

尺寸：142×86 cm 

 

作品說明： 

    經由人與植物的結合，而形成一種人體島嶼，植物由體內向外生長，在肉身

有出口的部份都有植物所在，類似烏托邦一樣，藉由精靈在島嶼上來回穿梭，就

好像無憂無慮的生活在自我世界中，反映現實的不美好。  

 

創作方法： 

    在《體內的穿梭島嶼》這件作品中，整體畫面主色為古色，筆者認為仿古色

是一種很特別的顏色，散發出一種獨特的神秘感，在這種古古的氣氛當中，似乎

好像跨越古今，想藉古創今的感覺。人物的臉上繪製四個顏色不同的眼睛，象徵

四個方位（東、西、南、北），以小精靈是內化出我喜、怒、哀、樂的思緒，而人

體的肚臍所生長的白花，就像鏡子（以鋁箔表現）般來反映我們社會的不美好。

在靠近主體上的背景部分，再以金泥輕輕烘染，來增加畫面的層次感，並將主體

給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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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洪民裕〈白眼〉，紙本膠彩 金泥，116.5×91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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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作品名稱：白眼 

媒材：紙本膠彩 金泥  

年代：2014 

尺寸：116.5×91 cm 

 

作品說明： 

    大地因為人類的開墾，已經處處出現傷痕，雖然心繫自然的美好，卻無奈時

代變遷、環境使然，自己透過白日夢的虛幻，自我雖然只有一體，但卻為兩面，

也藉由觀看人生百態，來尋求自我的平靜和諧的境地。 

 

創作方法： 

    先以大壽菊為頭形的基礎，經由臉部放置於菊花兩側，並將主體描製而成。

整體的色調是以粉紅色為主，是想營造一種夢境的氛圍，對於花辦用較深紅梅水

干調合胡粉，然後先一片一片分明渲染，再用桃紅色的水干顏料於背景上大量刷

染，邊疊染邊上背景，讓背景與主體的色彩飽和。接著幫臉部及手掌上用薄薄的

膚色礦顏上彩，再以清水洗去，等乾之後，就會有一層薄薄的膚色覆蓋在上面。

再用淡淡的朱紅色以線一筆一畫慢慢將漸層逐漸完成的，人物形像運用較深的朱

紅色給加以勾勒出來。最後，在手掌上的眼睛就用胡粉一點一點的疊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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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洪民裕〈不自在的多肉夢 一〉，金泥 膠彩 金潛紙板，53×45.5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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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洪民裕〈不自在的多肉夢 二〉，金泥 膠彩 金潛紙板，53×45.5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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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洪民裕〈不自在的多肉夢 三〉，金泥 膠彩 金潛紙板，53×45.5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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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作品名稱：不自在的多肉夢（一）（二）（三） 

媒材：金泥 膠彩 金潛紙板 

年代：2014 

尺寸：53×45.5 cm 

 

作品說明： 

    就以多肉的姿態多變化、有趣，在植物身上的顏色也令我著迷，不過在自己

照顧的過程中，才發現到其實多肉對於環境的乾淨度與適應環境的問題卻有很大

關係，所以很不好照顧，尤其在渡夏時，碰到烈日、下雨、白蟲等，照顧起來就

要更加的小心了，有時候，一個忘記多肉們，隔天就爛死了，感覺像是磨練自己

的耐心一樣，就很不自在。我才想說，把這份的不自在，透過內在而轉化出自己

對於照顧多肉植物們的感覺給寫照出來，並且也知道真實的自己與植物們都有個

別感知，卻無法互融理解彼此，藉由照顧，內在本身可以透過想像與多肉共存，

而成形出一種生命活體，並能釋放多肉的感知能量，來達到整個活體的養分來源。 

 

創作方法： 

    在此作中，透過培養植物的過程中，觀察到植物的姿態與變化情形，啟發靈

感來作為創作的元素，注入異獸的形體來組合，植物本身是運用礦物顏料層層堆

疊而出的，而身體的部分，是用較淡的胡粉疊製上，再用清水將局部清洗調整立

體感。主體臉部用朱紅色加以勾勒輪廓，凸顯主體。最後再將金泥畫為點滴狀，

來成現體內的能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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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洪民裕〈戲謔的花天使〉，紙本膠彩 金泥，70×45 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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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作品名稱：戲謔的花天使 

媒材：紙本膠彩 金泥  

年代：2014 

尺寸：70×45 cm 

 

作品說明： 

   當我身陷花海之中，彷彿四周都有許多花天使般的圍繞，也將自我幻化成花天

使來遊玩嬉戲，並釋放出於現實世界中不安與恐懼的壓力，也以一種戲謔的方式

去帶給人們歡樂，暫時忘記在現實中的苦悶。 

 

創作方法： 

    首先構圖上筆者以人的型態和花卉來混合變形，其造型表現是呈現怪異、戲

謔的感覺，主體的描繪先用墨線勾勒主體，由水干與膠調合再加入較多的水，顏

料顯為淡，再對主體部分與背景上色宣染，當主體稍微有顏色之後，再用清水反

覆刷，讓顏色不會看起來那麼重，然後用礦物顏料綠青先在畫面上方，淡淡刷染

並呈現出漸層的氛圍，等礦物顏料完全乾透，再用清水刷去，讓背景帶有一些綠

青色，剩下主體就用較濃的水干紫、水干群青和胡粉一層一層地反覆疊染，最後

用金泥勾勒主體局部，好讓主體更加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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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洪民裕〈漆黑之下的白花〉，紙本膠彩 金泥，80×65 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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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作品名稱：漆黑之下的白花 

媒材：紙本膠彩 金泥  

年代：2015 

尺寸：80×65 cm 

 

作品說明： 

    在小琉球的路旁，我看見了黑色的小山羊群被鐵圍籬給困住著，當我逐漸靠

近時，我與山羊之間距離只剩下圍籬，卻還是無法與人更加互動親近。就如同我

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們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正因為陌生、疏離的因素，而導

致人們的內心漸漸地產生了隔閡與冷漠。因此，我所直觀的經驗，藉由內在的轉

化，將自我投射於山羊之中，看似動物的外衣，其實是透過自我的精神性去給於

能量和思考，並一起共存，緊緊相扣著，也不要因圍籬(城市)所困，而不敢去親近

身邊的人們，藉由眼睛所生長白蓮的純淨來淨化人們之心。 

 

創作方法： 

    首先是以個人去小琉球所拍的山羊照片來作為參考，經由個人的想像與當時

的感覺來構成這幅畫。先把構好的草圖移轉至畫心上，再使用墨線勾勒出圖像的

整體樣貌，山羊的身體部分就先用墨的濃淡去一一疊染，把身體的層次給分明出

來，背景就嘗試運用減法的效果，先用礦物顏料反覆地刷染背景，讓礦物疊到一

定的厚度，再放置於一個禮拜，等顏料內層完全乾透之後，再運用清水刷於畫面

之中，所呈現出斑剝而細膩的感覺。主體就用膠彩與類似工筆的方式去刻畫各個

部分，也增加一些肌理和筆觸的技法，是希望讓整體的畫面變得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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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在筆者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也讓自己創作表現及脈絡思維更加清楚明確，盡

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彌補以前的不足，並思考未來所要的創作方向。在個人的創作

上，無論是空間氛圍的營造或圖像混種的形態組構，都是筆者既有的生活經驗表

現，以傳遞個人心靈最真實的理念和想法，來抒發個人的情感。康丁斯基35（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曾認為說：「藝術作品乃是內在需求向外的表達。」，對

筆者而言，每次的創作歷程都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藉由創作表現，來抒發排

解自己內心的情緒、恐懼焦慮或不安。 

    經由一場氣爆事件，使我們對政府失策與工廠人員的疏失，所造成民眾傷亡

與痛苦不安，更嚴重破壞環境的變化，人們不得不從由內心產生疑惑，留下害怕

及焦慮，而無安全保障的生活可言。此外，現今科技工業發達，提高了生產效率，

促進都市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也提升了物質生活的水平，帶給人們在物質上的滿

足，但是，科技發達並沒有在人們的心靈獲得相對提升與淨化，反而誘發人心更

加貪婪。黑心商人為了利益和錢財都可以對人民健康、自然環境…等以不折手段

的方式破壞，人性的扭曲也逐漸失去了自我的價值觀。綜觀現今的環境變遷之問

題，都來自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不尊重，為了利益，人類對樹林土地亂開採，自

然資源嚴重濫用，汙染環境。因此，人類應重新思考與審視東方哲學的自然觀，

節制慾望，認識到大自然與生物之間的因果關係，順應自然，效法自然，在現今

的環境之中，每一個生命都有它的獨特之處，所以我們應該要彼此互相尊重，好

讓這美麗的自然生態環境能得以永續的發展下去。 

藝術創作是筆者生命中的一份子，在生活中不管是喜、怒、哀、樂，都放進

藝術創作之中，都屬於藝術，而藝術創作是指藝術獨創而不是模仿，是一種創新

                                                 
35

 康丁斯基著，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吳瑪俐譯，《藝術的精神性》，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1985，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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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獨特語彙之表現。藝術除了表現美之外，更要求真，也就是反映社會的美

好真實的樣貌，進而對現實產生批判功用，對於藝術創作，筆者一向忠於自己的

理念為主軸，生活在現實社會上，接受層層考驗，為了群體或個人責任，都必須

默默接受，而在藝術世界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滿足。 

透過藝術方式可讓創作者所建立的自我世界中，運用虛擬物件想像空間，實

現自己想要的，藉由異獸主體來建立自我神話。在創作的歷程，透過美學的藝術

表現，如異質同構、並置、變形等，多元文化的混種而形成一種超現實的空間營

造。創作中以個人內心圖像融合了超現實風格，呈現出創作內容，真實的物體放

置於幻想的場景中，讓自我的意涵與混種物互相呼應，創造獨特的個人語彙與幻

想情境，希望能用創作與觀者交流及共鳴，並且從交談中討論觀者的想法與體會，

能探討自我內心的虛幻世界，重視個人的潛在思維。未來的創作，筆者還是會繼

續努力鑽研各種繪畫形式的可能性，在創作之中更深化作品的內涵意義，以期鎔

鑄出自我的藝術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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