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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以筆者的冊頁日記系列作品為研究對象，這一系列東方媒材的創

作，內容主題集中在個人生活世界的呈現，為表達日記的意象遂採用冊頁的裝

裱形式。自古至今，冊頁一直是中國歷久不衰的書畫裝裱樣式，筆者創作借重

冊頁可被翻閱的紙本形式來乘載日記內容，探討個人生活的意義建構。文中從

現象學之父胡塞爾的「生活世界」觀點談起，帶入梅洛龐蒂「身體」的概念，

用以解釋每個人的「生活世界」與其選擇的生活實踐方式不同而相異，繼而介

紹筆者反映在日記冊頁上的「生活世界」，探討筆者日記記錄形式的創作行為。 

在創作理念與實踐部分，概述了冊頁裝裱的源起和類型，是為了之後和筆

者的當代冊頁創作做比較。在本文論述的作品當中，顯現一種陰性基調，這種

基調是從陰性書寫而來，所以特用一節介紹陰性書寫於筆者創作之間的關聯。

並提出古今各一位女性冊頁創作者來檢視冊頁創作的變化，一是明末清初的陳

書，另一位是當代的彭薇。 

 除了陰性書寫的特質之外，本文所提及的日記冊頁作品尚有兩項特點：賞

玩的便利性，以及幽僻的小宇宙。 後提出筆者創作與傳統冊頁的不同，以

及，需把握生活世界中的知覺體驗，實踐在日記冊頁創作上，以繼續建構和深

化個人生活的意義。 

 

 

 

關鍵字：生活世界、陰性書寫、日記、冊頁、當代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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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author’s album diary ink paintings, which 

were created by using Eastern materials to represent the personal lifeworld. In order to 

give a more explicit form of the well-known diary style, the different series of paintings 

were mounted into the album leaf format. Album leaf has been one of the long lasting 

mounting formats since ancient time. The author uses this kind of page-turning format 

to present her diary and to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personal lifeworld. Based on the 

concept lebenswelt coined by Husserl, the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as well as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Living Bod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everyone’s 

lifeworld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he/she practices his/her own life. This thesis also 

introduces the lifeworld which the author reflects in her album paintings, and discusses 

her creative behavior of daily record.  

In the chapter of creative ideas and practices, it elaborates about the origin and 

types of album mounting, with a view to compare with the author’s modern album 

paintings. All the work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present certain features of femininity, 

which derives from l'ecriture feminine. Therefore, there is a section connecting 

l'ecriture feminine with the author’s paintings. Meanwhile, this study also mentions two 

Chinese female album artists, Chen Shu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artist 

Peng Wei,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album painting. 

 Apart from l'ecriture feminine, there are two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album 

painting: the convenience of viewing, and the universe of one’s private world. In the 

end, the author reve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r works and traditional album paintings. 

As a conclusion, this thesi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eizing every little experience 

in lifeworld and practicing in diary album painting, for the purpose of deepening the 

meaning of one’s daily life.  

 

Keywords: lifeworld, L'ecriture Feminine, diary, album,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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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冊頁興盛的年代可上溯自宋朝，作為巨幅山水的反動，南宋文人用來怡情養

性之用，攤開於案頭與三兩好友靜謐地閱讀交流，表面上是政治亂世裡文人逃逸

心態下的產物。在筆者看來，越深入探究冊頁那種對小景的取材偏好，越發掘文

人雅致的品味和喜好，使有嗜讀小眾刊物的筆者對冊頁的這些性質更感到興味盎

然。儘管改朝換代，每個大時代環境底下都有壓不住各種喃喃的雜述，冊頁正是

適合作為私人絮語的載體，讓不論視覺意象的圖或語意清楚的文字描述能共處在

同一開的頁面上，自宋朝之後多有圖畫和文字並存的冊頁作品流傳下來，至今，

冊頁仍是今人研究古人生活風采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立基冊頁此歷久不衰的裝裱形式之上，發揮當代的藝術觀點和新意，筆者欲

藉冊頁向來相對自由靈活之形式，拼湊出一塊私領域的版圖。古人用冊頁來抄寫

經文，畫畫折枝花卉配上鳥蝶，或作為圖譜，我則是把冊頁內容聚焦得更私密貼

身，用以書寫日記，於是觀者一冊冊展開來閱讀的，即是我的日記。約莫是帶有

一點這樣自我裸露的成分在與眾人分享創作，將日記發表的這個念頭一旦迸出了，

即在腦中嗡嗡響個不停，遂展開冊頁系列的日記創作。 

人們常說，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但真要細數出自己的與眾不同處，卻很

難確切說出所以然，可又無人願意就此承認自己的平凡，我也一樣。進一步思考，

之所以造成我和你之間不同的，不外乎是過往相異的日子堆砌出相異的面目，因

為我走過的路、駐足的風景、交往的人物、經歷過的味蕾和聽覺感官的變化，皆

與你不同，經年累月下來，我活成一位性格鮮明、與眾人殊異的角色，可是這一

切要不經由記錄便無法證明。過去發生再精采的事也彷若浮雲，加上記憶的有限

性，新的往往一層層覆蓋掉過往的，因此有了日記記錄的念頭。這一切說穿了，

不過就是用我擅長的方式，以東方媒材的冊頁創作來記錄我的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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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當代藝壇似乎有種對巨幅作品的狂熱，就是藝術品的尺幅越趨巨大才越能彰

顯藝術家的才情和氣度，尤其當代水墨作品往往講求連屏尺幅才能懾人，受矚目

的拍賣品也通常主打磅礡凜然的氣勢，然而，巨幅尺寸真是每一位水墨創作者所

共同追求的？筆者不這麼認為。歷代以來的中國書畫作品尺寸有大有小，手卷或

冊頁創作所在多有，然而現在藝壇好像少見專門以冊頁形制來創作的水墨畫家，

遂引發筆者想製作一系列冊頁作品的念頭。並且，很多藝術家和觀者會特別在乎

畫中藏有的細節，對小地方頗具興味，像筆者對小尺幅的作品就有一種特別的喜

好，會有一種想拿放大鏡檢視細節的興致和衝動，也因此小尺幅可翻閱的冊頁，

就成為筆者一開始所設定的創作表現形式。人們常說從作品就可端倪出藝術家的

性格，筆者認為不光是小尺幅此特點，冊頁該有更多值得探索的特性，於是藉由

本文的寫作來研究筆者創作特點與自身個性上的關聯。 

本文寫作的研究方法係以現象學的學理為基礎，依此說明筆者所劃分出來生

活世界的創作角度。現象學的描述和建立意義的方法，有助釐清筆者所關心的創

作主題範疇，藉之來修正和歸納出更聚焦的創作觀點以形塑風格。加上歷來冊頁

發展脈絡的回顧，比較傳統和當代女性冊頁創作者的作品，提出當前冊頁形制之

新應用，希望做出與傳統冊頁的區隔。至於應用在創作層面上，是希望研究出冊

頁的當代性，因為筆者發現，冊頁帶有某種當代人所喜好的觀看取向，它符合現

代特有的閱讀習慣，像是片段式、圖文混雜、滑動翻頁…等。這些因使用科技帶

來閱讀習慣的改變，係由於手機平板等高科技產品上的應用程式之大量使用，加

上智慧型裝置讓攝影變得十分普及，人們對視覺影像越趨依賴和渴望，因此筆者

創作時候應用攝影圖片和印刷輸出的輔助，帶入現代技術於繪畫技巧上的改變，

呈現更為當代的冊頁視覺意象。 

另外，冊頁創作對筆者 切身的功能在於日常生活和心情的記錄，將平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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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筆記和旅遊照經過整理，成為繪畫的素材，而後發展成系列創作。並且，希冀

在本文探討學理基礎和創作時精進藝術性，雙頭並進之下，能提出筆者的日記冊

頁創作與坊間繪本的差異處，進而開展冊頁創作的新面向。 

 

第二節  研究方向 

筆者欲提取生活片段畫成日記冊頁，一冊冊擺開將呈現出私人生活世界的大

致樣態。在此之內不僅帶有個人的意識型態，更希望延伸提出我的藝術觀，然而，

這些被畫成冊的切身瑣事和足跡，所堆積起來的生活的樣子，真能引發觀者一探

創作者私下生活面目的興趣嗎？或者他們會認為裏頭充滿了縈擾不休的個人碎

念，反而轉身不予理會？我的生活世界通過繪畫行為，以創作形式呈現在大眾面

前，會和原本未經藝術轉化的生活世界有何差異？抱持著藝術創作會讓生活 普

遍的小事、 瑣碎的片段記憶不再單純只是雜事，而會有意義萌發這般的信念在

創作，這是筆者欲透過創作過程和學理基礎的研究，想獲得證實的部分。 

現象學（Phenomenology）之父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猶太裔德

國哲學家）對日常生活和人生體驗曾以現象學的觀察方法提出一番見地，並以此

為其哲學思考的重點，提出「生活世界」（Lebenswelt）一詞來討論意義之建立。

1 他在著作《邏輯研究》中提出現象學的基本原則和方針，遂開啟現象學成一種

發展至今的運動，為影響後世鉅遠的哲學分析思考方法。其關注的並非宇宙中存

在的實體，而是透過「意向性」這個居於主體和經驗對象客體之間的意識的實體

性，去追溯一切意義的本質，以此為基點展開討論。現象學在乎的是描述，而非

像其他哲學方法重分析或解釋，這也是本文所著重之處。「生活世界」概念在胡

                                                       
1 至今無人能為現象學訂下一個明晰又絕對的定義，甚至有人說：有幾位現象學家就有幾種典

型的現象學，因此有人用現象學運動取代現象學學派稱之。胡塞爾，現象學的創始者，二十世

紀哲學界的中心人物。1900-1901 年，胡塞爾出版《邏輯研究》第一卷，於該卷首度處理到現象

學領域一些關鍵概念，如意向性。其思想發展順序可簡單說明如下， 初始於對邏輯和意向性

的分析，中間成熟期在分析還原和構成的先驗哲學，晚期則對主體間性和生活世界進行分析。

（參見扎哈維，《胡塞爾現象學》，李忠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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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提出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法籍哲學家）有進一

步的推演。2 它主要論述我們人與外在世界並非二元對立，而是相依相存，因為

世界是相對於我們人自身經驗建構而成的，此概念的首要事實即是確立經驗的重

要性，強調生活經驗的重要。因種種生活體驗，吾人的直觀概念得以進行運作，

這是一種我、世界與生活之間的關係。世界代表的是「我自己」的世界，也是我

個人「人生化」的世界，至於要如何呈現，或者說，以何種方式實踐生活來形塑

人生之意義，每個人有各自的擇選。 

適巧有從胡塞爾而來至梅洛龐蒂延伸討論的「生活世界」概念，回應筆者創

作上的提問，便試從現象學的觀察和哲學思考方法，來作為本文研究方向的切入。

現象學並非硬生生的要找出一套正確的定理或準則，對於筆者的創作來說，現象

學提供的是一種回到 日常生活狀態來思考存於事物之間的意義，它提供的是思

考方向而非規矩，應用在創作上也不會形同綁手綁腳的教條。如同 Mathias Obert

（德國哲學家，中文名宋灝，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所述：現象學

所提供的是一種「描述現象」的思考方法，不同於任何理論性的分析，也不是為

了要辯論劃出一個「正確」的範疇；相反地，這種思索取向為的是將我們有所體

驗而「生活出來」的生存情況和經驗，呈現固有的生存意義並加以開展，使人更

加敏銳地注意和關懷意義。3 也就是說，從試圖描述現象開始，我們等同於有意

識地執行一種生存實踐。 

胡塞爾的描述現象方法，包含兩個部分，對「所識」（What）與「能識」（How）

之描述。胡塞爾的生活世界具有意向性的生活體驗結構，在直觀的生活體驗下，

先被描述到的是屬於被體驗的「所識」對象，此中包括有所覺知的、所判斷的、

所意願的、所回憶的…等不同類型，「所識」對象均背負有意義，這部分是對組

                                                       
2  梅洛龐蒂是現象學運動中的著名人物，法國現象學的首要代表，他從胡塞爾晚期對「主體間

性」的分析出發，結合海德格的「在世存在」概念，發展出他獨有的現象學。於 1945 年出版

《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3  參見 Mathias Obert，〈生活世界、肉身與藝術─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華登菲

（Bernhard Waldenfels）與當代現象學〉，《臺大文史哲學報》，63（台北，2005.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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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脈絡的描述。透過相應於所識的覺知、判斷、意願和回憶等意識方式，於是「能

識」繼之賦予意義，這是對結構的描述。4  此種「所識─能識」的意識結構是現

象學所要描述的對象，這樣的本質結構所帶出的是一切意義之源頭。以胡塞爾的

舉例來具體化說明描述的方法：如要對一幢房子進行描述，首先會注意到「所識

之存有物的基幹」，此中帶有「界域意識」，包括空間界域和時間界域，是覺知成

分以外開放不定但可以感到的空間指涉能力；接著，對房子會出現視覺或觸覺等

不同面相的外在知覺，因此便能對房子做出涉及覺知、回憶、回向和期待等不同

的描述，這些即為能識的類型。5  這便是基礎易懂的，從所識到能識的一種描述

之方式。 

若將「所識─能識」的意識結構訂為本文研究切入點，筆者想從此討論的

是，在生活世界列為創作主要題材的前提下，創作行為是我對應日常事物直覺被

所識對象的方式，也就是創作是否能視為一種能識？生活世界透過創作進而提高

至能識的層次，將會建構出何種意義？而且，日記記錄創作模式中什麼樣的過程、

條件或轉化，促使所識往能識靠近，在藝術層次上的「生活世界」與日常周遭體

驗的「生活世界」，是否能視為一種提昇？而我 後是否能說，我的作品本身即

具有意義？本論文依此展開討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範圍，側重討論筆者自 2013 至 15 年間，以冊頁形式做日記記錄，

此一類的作品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所挑選出來的冊頁作品可大致分為三類：心情

隨筆、旅遊雜記和讀書筆記。日子裏頭大小事不斷發生，為何挑選這三類繪成視

覺化的作品？旅遊部分不消說是出自旅程中多有拍照記錄，那些被凝住的時刻成

攝影照片，方便筆者回憶起來好轉化為畫面；至於心情隨筆和讀書筆記，則是挑

出能使我產生視覺意象的感觸和事件來進行繪製。 

                                                       
4 參見汪文聖，《現象學與科學哲學》（台北：五南，2001），頁 40-41。 
5 同上註，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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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中討論冊頁形式之於東方媒材日記創作的應用。一方面是因為當我們

談論日記時，容易聯想到日記本或手帳冊子，冊頁就形式上而言 接近和符合吾

人對冊子的想像；二方面是筆者認為光是深入研究冊頁，即對日記系列作品有很

大的激發和討論空間，遂於此建立起筆者的創作論述。除冊頁之外筆者當然也不

間斷的以各種形式來創作，不過就本文的研究範圍來說，暫且不論另外那些題材

雖同從生活世界切入，但非冊頁形式的作品，例如紙漿實驗、拼貼裱貼、或裱板

的膠彩創作，用意在鎖定集中研究對象，以免旁枝開散。但未來創作如在冊頁的

形制方面有所突破，既能保留冊頁的意象和閱讀特性如翻頁、展閱，卻又不必非

要以紙本來呈現的話，筆者也無意侷限於紙本之上，樂見各式媒材的加入以豐富

冊頁日記的面向。 

另外，因筆者的性別影響作品調性之故，在羅列當代相關冊頁創作者也以女

性為主要對照的對象，舉清朝康雍乾盛世間，領銜 著名的家族畫派的陳書

（1660-1736）和當代中國水墨畫家彭薇（1974-，現為北京畫院畫家）為例。本文

所談論的性別非只限於生理性別，而是更接近陰性書寫所談的，擺脫陽性中心思

維，以陰性身體為出發的自我觀照。雖然男性藝術家的創作也可能帶有陰性特質，

不過女性的確更容易接近此類書寫，但由於跨性別這一類的例子不在本文欲著墨

的地方，所以本文研究範圍，包含自身在內，仍以女性藝術家為例來討論筆者欲

研究的冊頁調性和陰性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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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生活世界」的學理基礎 

 

筆者的冊頁創作主題皆圍繞在發生於自身的大小事，像是片刻心情整理、旅

行風景的回顧或閱讀筆記。因為筆者相信每件事情之所以發生一定存有意義，一

直以來，許多偉大的真理都源自於微小的事物，只是我們很少用自己的語彙去闡

釋屬於自己的道理。筆者冊頁日記的存在，係作為一種對生活事件的再思考，是

一種記錄模式，也是自我意義之建造。 

每一天每個人都會遇到只能私自體會的生活事件，日常事件並不會無端發生，

即使那乍看之下有多日常，甚至應該這麼說，每一個事件的差別在於我們能不能

去挖掘或體悟到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因為所有事件和任何存於世上的萬物都有意

涵。這些瑣事的累加，讓我們不斷做出判斷與選擇，我們價值觀因而有不同的切

面，這些切面反射出千百萬種殊異眾生相。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即從毫釐間的小事

產生分歧，枝微末節的差異加起來就是你我天差地遠的性格表現，所以生活裡頭

重要的也不過就這些小事。 

筆者常常從瑣事得到許多感觸啟發，因此，個人的藝術表現主軸即鎖定放大

檢視生活瑣事，讀出小事間的線索，看看這些以瑣事搭築出來過往時間軸，之於

自身有什麼意義？作者立於現下這個時間點，往後看是過往的時間軸線，轉身向

前看未來的軸線將要往哪延伸？自己未來下一個步伐該往哪去？藝術是幫助筆

者釐清選擇的一個途徑，特別是冊頁創作的記錄過程。冊頁日記是筆者用當下的

觀點，篩選出個人認定值得記錄，或能促使筆者進一步思考的生活事件，透過思

索反省，再用個人的藝術語彙去製造私人生活的圖像。那些經過個人賦予意義再

造的生活世界，也就是經過重新篩選和詮釋，組構在作品上的生活世界，已經不

同於發生當下立時立刻的事件。 

日子之所以有意義，首先是重視「我」存在的這個事實，和「我」拿什麼態

度來生活，「我」花多大的力氣來解釋或記錄這些事，這些日常事件就產生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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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接下來筆者想討論胡塞爾的觀點，因為胡塞爾現象學觀點

提出，人要重視從自身而發的意識，我們如何去描述事件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意義，

我們相同的看法是檢視瑣事發生和個人之間的關係，重視直觀的經驗進一步透過

實踐來形塑生活意義，實際的方法像是梅洛龐蒂接續胡塞爾現象學觀點所說，把

身體借給世界，如此個人的肉體與生活世界將結合在一起，在和現象學共同的認

知基礎上，借重現象學描述生活世界的辦法，來為筆者的冊頁日記創作奠基學理

基礎。 

 

第一節  胡塞爾之「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Lebenswelt）是胡塞爾現象學中著名的哲學觀點之一，此概念

幾經轉變， 後在《歐洲科學危機和先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後簡稱《危機》）一書內有 系統化的討論。「生活

世界」一詞首度出現於《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三卷中的第二卷，俗

稱《觀念二》。6  這裡的「生活世界」是以現象學的方式理解和構成而來，也是從

自然態度觀看而來的和觀念性的，甚至是理想性的世界，係指一種簡單且純粹的

經驗世界。之後胡塞爾在《危機》中進一步推演，他認為在當時科學實證主義過

度成功的風氣之下，人們反而忽略所謂的真理、生活的意義和存在，科學反倒成

為思考上的框架和侷限，以致危機。胡塞爾欲闡明，宇宙是先於科學的存在，從

我們的先驗於科學的經驗裡可知，世界是感知地、直觀地和具體地被給予出，科

學不該以一種過於客觀的態度將一切忽略。 

在《危機》一書中，胡塞爾思想重點並非扳倒科學，而是在質疑過分要求量

化證據的實證科學，不該高高在上成為唯一的真理標準，「人的生活」才是問題

的核心和本質，人的生活應是一種有目的的創作活動，各式的問題該回歸生活的

實踐來解決。也就是說，日常的生活世界是透過主體經驗來的世界，也是先於科

                                                       
6  參見同註 4，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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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先於所有經驗思維，是排除所有理論與思維的覺知的世界。為避免被嚴格的

實證科學方法蒙蔽對真理的無視，在此引述胡塞爾的說法： 

我們雖從實踐生活裡只基於自我給予的素樸明證性出發，但這是所有智

慧不可或缺的起點，素樸的經驗與判斷為本質必然性的前提。這些素樸

性不是膚淺的，卻是原初直觀的，且帶有此意願：「純粹地跟著凡為該

直觀所實在給予者」。從素樸的直觀繼續不斷往普遍本質的領域去審思，

其中所顯示的一種「活生生的真理出於絕對生命之生活的泉源」。7 

無論從上述胡塞爾的說法，或者直截從字面上解釋「生活世界」， 簡易的

了解即是─我們生活於其間的世界。世界之所以有意義是由於主體在「生活世

界」中的實踐，先持有素樸的直觀來體驗生活，而這也正是胡塞爾所重視的，因

生活體驗而致活動，接著因應對事物本質探討繼之形塑出觀念，如此一來，每個

可能的「生活世界」，都是主觀視角下的觀念性的構造。根據汪文聖對胡塞爾「生

活世界」的解讀，「生活世界正提供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活動的場域，界域

呈現在活生生的意向性裡…故生活世界就是具意向性生活所在的世界，它是主體

落實自由與責任的場域，讓主體能構成世界各層級的存有意義。」8  胡塞爾特別

關注「意向性」，所謂意向性指的是當我們「意識到…」的時候，這樣的經驗結

構有一個對象─指向性，也就是意向性。胡塞爾認為，人們並非純粹地去愛和

去害怕，而是愛所愛的，害怕可怕的，無論是感知、思想、判斷、懷疑還是回憶，

這些意識都意向著某些對象。9 由此推論引述裡面：具意向性生活所在的世界，

即是我們有意識地過生活而對應到的一切人事物和場域，也等於我們知覺體驗到

的所有事件。於是乎，基於自我負責的前提下在世界內實踐，「生活世界」也就

被建構出和產生意義。 

                                                       
7  同註 4，頁 60。 
8 同上註，頁 71。 
9 參見扎哈維，《胡塞爾現象學》（李忠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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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胡塞爾所言，世界之所以有存在意義是出於自我負責，目的在落實責任

和實踐主體之自由，此論述重點之必要條件是：個體擁有一個身體，這也是他欲

讓人們注意到的一個事實─「生活世界」和功能性的身體（functioning body）相

關。10  他主張正是肉身與一切所屬物，例如生死、營養需要、慾望等等，組構出

「生活世界」的普遍結構。11  主體擁有身體，相對應身體的外在就是世界，透過

身體的實踐，「生活世界」才獲得了意義，擴大生活的範圍同時也包含著周遭共

生共息的人群。進一步說，身體是生活空間構成的基礎，「生活世界」與人的關

係是透過身體而結合在一塊兒，實際與世界有所聯結的是從身體而發的意識，如

此這般構成一種「我─身體─世界」的關係。 

 

第二節  梅洛龐蒂之「生活世界」 

胡塞爾認為，先有身體才有空間，相對於身體的外在空間即成「生活世界」，

這樣的觀點直接影響梅洛龐蒂在論述身體與人的存在與認知的重要性。立基此上，

梅洛龐蒂加入「局勢」（situation）的概念，將「生活世界」解釋得更具體些。依

此，世界有兩大意義取向，一是先有的，原樸存有的宇宙，二是圍繞著此有的一

切活動，一種事實局勢。用「局勢」而不用「處境」一詞，是因為處境較限於空

間範圍，但是局勢不僅劃出空間也屬時間，是人存有過程中周遭所有的環境勢態，

除了具體的外在條件之外，也和立時立刻個人全有的感知活動有關，根據人目前

的動勢也多少帶有未來動作的預判，總之重點是，局勢一詞帶有時間的意念在裡

頭。身體則以一種作用性的「身體模式」（schéma corporel）來回應世界，也可說

是面向世界的一種態度（posture），以體現局勢的方式來建立一個含有方向的空

                                                       
10 胡塞爾解釋功能性的身體：我並不知覺身體，我就是它。原初地，我的身體被經驗為一個活

動和情感的場域，一個意志結構，一個運動的潛能，一個「我做」和「我能」，我們所處理的活

動是，功能性身體的自我對象化，這活動被一個已經是身體性存在的主體所實施。參見扎哈

維，《胡塞爾現象學》（李忠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頁 107。 
11 同註 9，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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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於是身體和生活合為一體。12 藉由肉身活動來體現真實，這樣「生活世界」

可以很具體地理解成「被活出來的世界」，這就牽涉到個人拿什麼樣的態度和從

事什麼樣的行為來過生活。 

  我們能與世界共存是因為覺知意念以身體為中介向世界進往，生存意義遂與

「生活世界」一體兩面，所以梅洛龐蒂提出「身體」的重要性。回到創作上，我

們創作者往往得要打開身體所有的感官，去主動接收和感應比一般人更多的訊息，

才能有不同於販夫走卒的美感經驗。這樣一種打開身心靈面對世界的過程，梅洛

龐蒂也說道，創作者必須要開放自身身體毫無保留的去感受世界，因為畫家和世

界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把他的身體借給世界，畫家才把世界改變為繪畫。要理解

這些「全質變化」（transubstantiations），必須回到實際運作中的身體，它不是一

塊空間或一簇功能，而是視覺和運動的交纏。」13 這句話表達兩件事，一是視覺

上的可見世界，二是經過身體運動投現的世界，兩者皆出自視覺熟透的自然序列。

從自身的身體運動向外看，其他環繞在我四周的眾多事物就變成我身體的附件或

者延伸，事物就如同嵌進我的肉裡一般，回應到梅洛龐蒂的這一句「世界在我肉

的中心」（le monde est au cœ ur de ma chair）。14 也就是說，因為有身體才有世界，

身體永遠處在世界之中，不可能懸浮於世界之上，所以筆者以一名畫家的身體自

處，讓出自己的身體給世界運用創作，世界也終將回饋筆者以藝術成品，那些因

為我身體而有的產出，能使創作者大聲宣稱擁有藝術產值。 

於肉身與世界交纏的關係裏頭，梅洛龐蒂也提及繪畫提供一種可見的等價交

換體系：「現代繪畫所做的努力在於複數化（multiplier）等價體系，並割斷這些體

系對事物外貌的依附」意思是透過繪畫動作，畫家將視覺的內在狀態翻轉出來成

外在狀態，當作品被觀看之時，繪畫又把可見的外在向內翻轉成肉身內的經驗，

                                                       
12  參見 Mathias Obert，〈生活世界、肉身與藝術─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華登菲

（Bernhard Waldenfels）與當代現象學〉，頁 228-234。 
13 參見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龔卓軍譯，《眼與心》（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頁 80。 
14  轉引自同註 12，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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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的藝術價值若要成立，又必須要「創造出新的物質與新的表現手法，然而，

有時候又必須對現已存在的物質和手法進行再考察和再投注。」15 對於畫家來說，

梅洛龐帝把繪畫定義為和世界間的等價交換體系，就如同一種提醒，因為每件藝

術品之所以能另立其獨特美感價值，就建立在不斷地打破舊有手法和表現。 

回到身體的概念，梅洛龐蒂認定，身體是主動賦予世界意義的中介，如他在

《行為之結構》中提及：「所謂世界意蘊並不是純粹由意識或精神活動所建立的，

而是我們透過我們的整個生存活動，即我們的行為，來開闢世界之意義。」16。

歸納從胡塞爾而來至梅洛龐蒂對世界的看法，為確定我們自身的存有，須以操作

型的態度來面對和處理世界，以落實我們處於世界之中生活的這個事實，在各式

各樣的生存活動當中，我們選擇各自對待世界的方式來生活，由於世界的根本意

涵取決於我們如何履行自身的真實存有，由自己來決定和建立生活世界的意義和

範圍。 

 

第三節  日記冊頁中的「生活世界」對應現象學的「生活世界」 

前述提到梅洛龐蒂的生活世界帶有「局勢」的概念，特此提出是因為筆者認

定的生活世界裡，也帶有時間的意念，更像是一種時間軸的展開。被筆者標記出

來的生活事件如同點狀分布在人生的軸線上，筆者用日記創作串連起來的，即富

有私人意義的時間軸。和拍照不同，照片凝住的是瞬間，是片刻的停留，不過當

經過創作者回顧和揀選，重新描繪該生活事件後，這就延長了事件本身的意義。

筆者的生活世界，建構在描述瑣事之上，對瑣事的在意表示保有較敏銳的觀察力，

在體驗生活之一切，若願意進一步記錄，就是一種對生活世界的把握，生活就是

持續的有所感觸。   

至於為什麼本文要談梅洛龐蒂的身體與生活世界？這要回到筆者冊頁日記

                                                       
15  參見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頁

161。 
16  同註 13，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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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的問題。每天發生成千上百的日常事件，筆者如何選擇哪一件要放進創

作裡？通常筆者在一日將盡之時，回想 有感觸、 牽動情緒的事件來記錄到日

記當中，這就反應到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重視的一個概念：知覺體驗。知覺對象

向來不可能孤立，也不可能會有純粹的印象，如果我們真要進一步分析知覺，要

從知覺體驗開始著手，因為透過身體產生的知覺體驗，我和諸知覺對象之間的關

係是連成一體的，這整個知覺現象場，才是實際知覺的結構。17  可見，梅洛龐蒂

也認同重要的其實是個人的知覺體驗，知覺體驗為什麼產生，前提還是因為有身

體的存在。 

從胡塞爾至梅洛龐蒂而來的生活世界概念可發現，意義的發生關鍵在於我以

身體介入了世界之中，那我以身體這個存於世上的中介物，執行什麼樣的計畫、

和環境發生何種互動，來建構意義。以知覺現象學的觀點，身體會主動建構意義，

身體的主動性來自於習慣（habitude）的獲得，這裡的習慣指的是經過長時間的練

習，身體主動產生動作相關的活動，於是梅洛龐蒂說「任何知覺習慣就是一種運

動習慣，在此，一種意義的理解還是通過身體完成的。」習慣的培養，就像是孩

童學習辨別顏色，當他看到紅色，並在心裡意識到這是紅色，這樣習得視覺的方

式，讓他獲得一種身體的新用法，遂能豐富和重組身體圖式。18 筆者的日記創作

模式，可從上述知覺現象學習得認知顏色的身體模式，來佐證和理解。也就是透

過定時日記創作方式，記錄每日的知覺體驗，建立一套創作習慣讓身體自行運動

執行創作，因為很多事是身體一旦學會了就不會忘記，盼藉此建立起自己架構意

義的模式，用日記創作行為讓身體主動地對世界做出回應。 

光我們的生存活動，也就是為延續生活的所有行為，和直覺經驗來的生活世

界本身，即存有生活世界之基本意義，因為所有被所識的事物即為意義的負載體，

但是，要進一步讓「意義發生」，還是要透過「能識」。日記行為就是一種將「能

                                                       
17  參見劉亞蘭，〈可見與不可見的:梅洛龐蒂視覺哲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4：97-98。 
18 參見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北京：商務

印書館，2001），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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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往「所識」推進的一個過程，因為日記創作過程中包含，經過有意識的揀選

和試著用自己的語彙來描述。胡塞爾強調的意義發生，是憑著意識活動的意向性

所組織的、邏輯根源比起任何存有事實更為深遠的「意義」層面上展開，現象學

試圖讓我們理解的是「建立意義」與「建立世界」的結構和過程，這樣的詮釋過

程，已經讓現象學方法轉變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實踐，體驗之且將意義說出。19 

筆者表達出來的方式，就是以作品代口，讓作品幫我描述生活世界的意義，也就

是，透過更深入的意識活動的操作，篩選再重新組構以藝術方式呈現生活事件，

筆者透過創作行為欲將私人的生活世界推進直至意義的產生，為製造屬於自身的

創作價值和生活意義，用日記記錄下個人的體驗，從此闡釋個人的生活世界。透

過日記形式的創作以達整理回顧，甚至是幫助創造一種生活的現實，藉此現象學

的觀點來佐證筆者的冊頁日記創作和生活世界緊密的關聯，以致建構自我的意義，

那些說得清和說不出的意義都將存於創作的過程裡。 

 

第四節  個人化的「生活世界」 

筆者的每一本冊頁創作之內容，都在討論生活所帶來的感受，這些感受唯有

經過身體體驗，誠實地面對自己，並拿出從內而發的感知來放大檢視，才會產生

意義。而且筆者冊頁的內容皆源自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如我旅行的步跡、我閱

讀後的反芻，或我隨手札記的整理，這些都在呈現我個人生活化的世界。從筆者

一冊一冊的日記創作，觀者都能想像得到筆者的每一天是如何度過，這就是為何

要花一章節來討論生活世界。所以本章第一節以胡塞爾主張重視直觀經驗開始討

論，他認為人的生活會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而且人的生活更該是一種有目的創作

活動。接著第二節梅洛龐蒂談到，每具身軀都拿各自的身體模式來對應世界，所

以我們都必須持操作型的態度來處理世界，以體現個體在世界上的責任落實。 

筆者重視日常生活的記錄，源自於不想讓日子從指縫間溜走的念頭，筆者對

                                                       
19  參見同註 9，頁 22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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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小事往往有很多感觸想述說，這也是為什麼筆者需要創作這個出口，創作對

筆者來說是很實際、能把握的意義產出過程，並且能親眼見到成果，我需要創作

來協助記錄。而且，像梅洛龐蒂所強調的身體性，創作的過程即是經由身體來產

出，創作者必須動手繪製，過程中必須迫使自己對事件再思考，而不是放任知覺

體驗飄忽而過，把感知、情感視覺化，這也是藝術創作者特別能做得到的事情。 

筆者透過日記創作所記錄的生活事件，都是切身相關的日常生活，並且係由

我自身主動產生的。因為筆者的日記冊頁非在討論大時代的氛圍，或國內外的時

事批評，那些對大環境議題的討論，是先有社會共同的問題出現，然後人再去想

辦法因應和解決，但我摘錄出來用創作表現的生活事件，全是自己主動去製造和

生產意義的。例如說，筆者旅行、閱讀，與人對話，都不是為了要去回應社會事

件，而是我自己決定我當天想要從事之事，並擇選記錄之，這也是為什麼筆者能

說本文討論的作品是個人化生活世界下的產物。因為幾月幾日，我正在閱讀哪本

書，而幾月幾日，我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上行走，對應這些事件我產出了什

麼樣的想像和感受，如此而來的知覺體驗，不可能和其他人完全相同。由自己來

定義自己生活的價值，這是筆者經過創作思考，和從現象學的「生活世界」觀念

習得而來，欲強化在創作上的實踐。 

接下來的章節會談到筆者選用冊頁作為表現形式，在翻閱冊頁時，有不同於

觀賞其他作品的身體感知，當我們欣賞牆面上裝框或掛軸作品時，只能遠觀，然

而當欣賞冊頁時，需得用手來翻頁，多一層的觸覺體驗。也就是隨著翻閱動作，

帶動視覺跟著移動，當觀者意識到手怎麼運作並移動視點，冊頁所提供的身體性

相較其他裝裱形式得多，在冊頁之上，形成一種可觸摸、可見、視覺和觸覺相交

纏的世界，下一章節就著重討論，知覺體驗如何表現在筆者的創作應用，像是絮

語透過陰性書寫的抒發，日記記錄的身體習慣，以及，冊頁的幾種翻頁裝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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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陰性書寫與冊頁應用 

 

隨手筆記心情的轉折在隨身本子上，或者以圖像創作來傳達日常的思考，這

些是筆者每日原有的、零碎的創作行為，但是透過固定的日記記錄方式，可以統

整和更加強化筆者的創作模式，以期達到完整且良性的創作生產循環，就如同拼

拼圖一樣集結碎片成一幅完景。再來，接續前章現象學所說，透過身體的習慣實

踐，以達意義之理解的話，筆者認為固定寫日記此行為本身就是培養習慣的一種

途徑。所以筆者選擇用冊頁為載體，日記記錄的行為來實踐創作，並放大檢視生

活裡瑣事為創作主題。這其中一定有股莫名的內在驅力推動進行這些事，為什麼

筆者體內會有如此綿延不斷的絮語需要抒發，其吐露於冊頁創作上的圖像和文字

又是從何而來？對上述的提問我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戀人

絮語》的一段文字為之解答： 

事情雖小（這類事從來都是瑣屑的），但卻引出了我所有的語言。我立

即小題大作，似乎這類事由類似命運的力量在冥冥之中一手造成。鋪天

蓋地將我罩了個嚴嚴實實。無數的細枝末節這樣一來就會編成一個大黑

幔，瑪雅之謎的黑幔，幻覺的、意義的、語言的黑幔。我開始竭力將從

發生的事中理出頭緒來。像（安徒生童話裡的）公主的二十層床墊下的

豌豆，這事讓人心神不寧；像白天某個思緒在夜晚夢中化為眾多意緒紛

至沓來，經意象庫的充實，這樁小事催發了戀人的絮語萬千，一發不可

收拾。20 

這才發現縈繞在我心頭裡的那些小事，就好像羅蘭巴特所引述的童話裡的豌豆。

公主之所以睡不好，是因為層層疊疊鴨絨被和床墊下方壓著一顆豌豆，這顆豌豆

                                                       
20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汪耀進、武佩榮譯，《戀人絮語》（台北：商周出版，

2000），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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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是身處 底層，可一旦不除去就會為之不快的渺小事由。而筆者所面對

的生活中豌豆般的小事，種在心底膨脹成強大的意象，突破出口於創作上，也因

此我的日記冊頁裡絮語萬千，要不是有創作一途能抒發，床墊下方可能積留豌豆

無數會讓筆者輾轉難眠。 

  除了成為情感方面的出口，日記也達到重要的記錄功能。日記記錄是不是也

類似現代人於社群軟體上發動態的概念？就發表這個行為來說，的確近似大眾發

動態在社交網絡，不過就意義產出的層面來談，冊頁日記係經藝術創作過程造成

思想的再建構，之後手繪產出圖像，由我身為一名藝術創作者所發佈出來的個人

圖像之意義，已遠超過不假思索的、過剩且隨意的網路打卡文化。筆者欲深入分

析用冊頁日記進行創作之緣由，所以第參章一開始先從筆者創作特有的陰性氛圍

談起，本文討論的創作表現以日記體為主，日記體記錄的一些特性和女性主義中

的陰性書寫概念不謀而合，由此闡述。再來，日記必須要有可書寫的簿冊，於是

介紹日記記錄創作的載體─冊頁，冊頁的裝裱型態對於本文作品的呈現起了相

當大的作用，冊頁讓筆者的創作日記成為一種可閱讀的紙本，這樣一種能讓觀者

親手翻閱的觀看方式，迥異於掛在牆面上的裱框或掛軸，冊頁的形式讓觀者與藝

術品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這也是筆者所在乎的冊頁之特性。本章 後將舉

例兩位女性的水墨冊頁創作者，作為從古至今一種可循的，陰性基質的脈絡，並

比較討論。 

 

第一節  陰性書寫之日記體 

書寫對筆者來說，像是一種天生的、根植體內的動能，習得說話和寫字技能

後，書寫動作就被賦予動能得不斷產出。一旦懂得語言文字，這股動能也就啟動

累積，注定要書寫才有出口。和繪畫一樣，一旦學會運用筆刷和著色等技術，就

迫使潛在的創作動能必須要表達，筆者無法想像自己不畫圖或不書寫說話，因為

兩者同是身體裡重要的組成，為的是同一種目的─創作。這樣的創作意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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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沒有非要達成的特定目標，也不是為了要去樹立一套準則或爭奪權力，就只是

為了澄清內在思緒和形塑自我價值體系，或不為什麼，純粹是藉由書寫和繪畫動

作獲得情感上的出口。如果今日筆者所擁有的不是這樣一副女性特質的軀體，還

能創作出同樣的冊頁日記嗎？試想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文所討論的作品中，不論

是冊頁形式或日記記錄模式，還是作品所散發的感性氣場，這些特質都呈現出一

種陰性氛圍，來自於筆者體內的特殊驅力，在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埃萊娜‧西蘇

（Hélène  Cixous, 1937-）看來，這就是陰性書寫（L'ecriture  Feminine）的作用。21 

前述梅洛龐蒂認為，意義是透過我自身身體為進往來實踐，進而建構出個人

化的生活世界，而筆者擁有是一副生理與心理性別皆為女性的身體，裡面醞釀了

所有的創作來源，個人的創作意義出自這副陰性身體，就如同埃萊娜‧西蘇所言：

「是妳身體的一部份，替妳保留了一個空間，激勵妳將女人的風格銘寫於語言中。」

22  她主張女性的身體有掌握文本的力量。於 1970 年代，埃萊娜‧西蘇提出首次

提出「陰性書寫」概念，作為一種新的書寫理想，陰性書寫站在男性書寫的對立

面，目的在於跳脫以陽物為中心思考的傳統書寫方式，打破長久以來囿於「男性」、

「女性」以生理性別來區分的二元對立邏輯，主張接受異己的存在，帶有開放且

流動的文本性質。陰性書寫提倡非線性或循環性的寫作，並將經驗置於語言之前，

鼓勵藉創作來拓展自身的情意表現，如：信手而寫、不固定、隨意流動、跳躍幻

變…不只女性能有這些創作特質，生理性別與書寫風格並無限定的一對一關係，

男性藝術家的創作也可能帶有這些特性，只不過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易於接近此類

書寫。23  儘管極力擺脫男性中心的單性思維，不代表陰性書寫欲泯除異性，甚至

                                                       
21  陰性書寫由埃萊娜‧西蘇所提倡，她任教於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為知名女性作家。後世公認

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一文為陰性書寫的宣言，首次發表於 1975 年，經常被轉載與引

用，深具影響，本文提出女性之書寫與男性書寫有本質上的不同。參見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美杜莎的笑聲〉一文，收錄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

思》，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台北：女書文化，1999），頁 87-97。 
22  轉引自朱崇儀，〈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興大人文學報（原文史學報）》，30

（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2000.6），頁 39。 
23 參見孫翼華，〈試論陰性書寫於當代水墨創作中的隱微體現〉，《視覺藝術論壇》，6（嘉義：

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視覺藝術學系/視覺藝術研究所，2011.7），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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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蘇提倡雙性（bisexusality）特質。 

西蘇所說的雙性是，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兩性的存在，只是根據個人不同特質，

每人身體內的兩性比例互有高低，所以每個人散發各異的性別氛圍，不過，各自

體內的雙性間彼此不互相排斥。24  這也是為何本文在討論時都用「陰性書寫」此

翻譯取代「女性書寫」，以免落入生理性別二分法的窠臼。從雙性特質我們可以

發現，陰性書寫是沒有固定中心的流動體，並鼓勵追求差別，因此陰性書寫創造

多元可能，應用於創作方面，更是給人無數啟發。就陰性書寫對應到當代水墨創

作的體現，孫翼華有下述觀察： 

陰性基質的藝術家在題材及媒材上的選擇與呈現，雖多元卻懷抱一定程

度的共相，並且與她(他)們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她(他)們擅於將人類

感官交叉運用，延伸為對內在、外在的自我觀照，關注的面向較傾向私

人的感受，而這種自我觀照又可引申為對心理、生理、生活經驗的探索

及披露，或對周遭事物及外在世界環境點滴積累的生命軌跡。25 

而這些陰性基質的共相之於筆者關心的創作面向，竟如此不謀而合。在我的陰性

身體內，有一團一團的，曖昧不明感性的軟糊存在，它們會流動和膨脹，所以我

必須透過創作這個出口，來幫助那柔軟的內在情感在創作平面上固化成形，如此

反覆調整 後呈現出日記型式的創作。這般摸索自己風格的過程，為的是更深入

地了解自我。 

  再者，透過陰性書寫，筆者混沌不明的情緒皆被容納和接受，在日記陳述上

帶有詩意的模糊和曖昧句子，紙質的冊頁一概溫柔的承受。筆者的每一本冊頁的

調性皆有所不同，從心情隨筆旅遊記錄到閱讀筆記，乍看主題跨度很大沒有統一

性，但在陰性書寫的概念裡，一切都是那麼地合理，埃萊娜‧西蘇不也說了，「她

並不防範自己、抵禦那她驚奇地發現變成了自己的陌生女人。相反，她從這多變

                                                       
24 同註 21，頁 93。 
25 同註 23，頁 41。 

 



20 
 

的恩賜中得到快樂。」26  往往，在翻閱自己冊頁日記時，短詩般記錄語句搭配因

私人感受孵育出的場景圖像，生活中的林林總總變成可閱讀的一頁又一頁，筆者

也常會驚異自己走過了那麼多路，和擁有那麼多的情緒，雖不至於陌生可我也不

怕成為會有令自己訝異那一面的女性創作者。 

陰性書寫裡邊的一些特性，像是擅於觀察身邊人事物，特別在乎生活中的細

節描寫，當筆者在創作時會無意識使用到這些特性，當我回頭檢視我的日記創作

時，突地發現這些陰性的特點多麼明顯。想必，筆者使用日記體來書寫並非偶然，

是體內驅力使然，因為「『陰性書寫』所樂於給予的，就是書寫者自己（把自己

當成禮物），給出樂趣、附加價值，以及補強自我形象。」27  我把自己交付給日

記，然後如同本論文 一開始提及的，筆者創作的意圖即在讓觀者閱讀我的日記，

透過日記分享和他人的往來，的確也加深了創作者的自我形象。至於日記體的應

用，陳曉蘭解釋如下： 

日記體不僅是一種形式或寫作手法，它包含更多意識形態方面的意義。

它是自由的，它可以使作者不受任何文學規則的束縛，沒有什麼規則可

以限制日記寫作的風格、主題、長度。它是一種限制最少，卻能最大限

度地表現自我的形式。28 

並且日記體有個共同的特徵─私密，私密的特點在於讓創作者運用起來可

以很誠實地面對自己，提供自我對話的平台，以進行自我療癒和自我反思等

功能。不僅對自己坦然，還願意敞開自我和他人分享，不求任何回報以及開

放心胸，日記體的確也符合陰性書寫某些特有的邏輯思維。 

 

 

                                                       
26 改寫自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美杜莎的笑聲〉一文，同註 21，頁 96-97。 
27  同註 23，頁 40。 
28 轉引自陳璦婷，〈自我表述、美感經驗重構──論民初女作家日記體、書信體小說〉，《弘光

人文社會學報》，14（臺中：弘光科技大學，2011.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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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冊頁裝裱源起與類型 

日記存在的首要條件，是先有日記本。如果要將日記創作發表，並能讓觀者

翻頁以致閱讀日記之感，筆者認為在東方媒材的裝裱形式當中，冊頁 能表現私

密閱讀的意象。不論是作為小尺幅的集結，圖文的搭配應用，或者具體的冊子手

帳樣式，冊頁皆能對應到筆者對日記的想像，觀者也能直截感受到我想要發表日

記的企圖，於是冊頁即成為我日記創作的載體。 

近現代水墨大家也多有善用冊頁創作來記錄之舉，無論是用來寫生或者各種

他途。齊白石（1864-1957）的冊頁尤其出名，他的冊頁作品在藝術界一向享有很

高的評價，內容囊括萬物，有鳥蟲魚蝦、花卉蔬果等的靜物題材以及人物，冊頁

內一幅幅小品皆生意盎然和活靈活現，令今人讚嘆不已。（見圖 1）至於「五百年

一大千」的張大千（1899-1983）擅工筆更擅潑墨潑彩，冊頁相關作品則在國立歷

史博物館藏有二套「大千狂塗」冊（見圖 2），已指定登錄為重要古物，畫題廣泛

並能見張大千幽默風趣的性格。該冊內容包含印度女子、不抓鼠的貓兒，或將自

畫像與小猴並置，每一開均展現生動過人的畫技，本冊被登錄為重要古物的理由

在於，其中的黑山白水超越寫意的表現方式，是了解張大千潑墨畫法初期發展的

重要參考資料。29  張大千留世的冊頁除了著名的山水和仕女題材之外，令人玩味

的更有菜單食譜冊。據傳，張大千善畫藝之餘，更喜下廚，興之所至便宴邀友人

至家中吃飯，當時宴請友人所寫下來的菜單也被當今藏家視為珍品。2011 年在一

場勸募義賣會出現張大千的《大千居士學廚》食譜冊頁，金黃緞布封面裡頭，是

1956 年他在巴黎所寫的近千字料理秘辛，其中以行雲流水的書法詳細記錄了粉

蒸肉、金勾白菜、水鋪牛肉等獨門配方和料理步驟，從中可想像當時張大千精心

為友人安排菜色和他鑽研料理的情形，煞是親民又有趣。30  由此可見冊頁的發展

應用能夠如此豐富多元，不會憑空而出，往前追溯必有中國書畫文化源遠流長的

                                                       
29  參見國立歷史博物館全球資訊網，〈張大千 大千狂塗（一）〉，

http://www.nmh.gov.tw/zh/collect_4_1_1_46.htm?1，2015 年 12 月 18 日檢索。 
30 參見自由電子報，〈輔大籌建附設醫院 義賣張大千食譜〉，

http://iservice.ltn.com.tw/IService3/photo.php?no=23860，2015 年 12 月 1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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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行文至此有必要爬梳一下這種東方特有的裝裱形式之來源和幾種類型，以

便之後將筆者冊頁作品和傳統的進行比較差異。 

一、源起 

中國書畫特有的冊頁形式並非憑空出現，其來有自，得論及中國書畫裝裱的

源起。回溯中國書畫裝裱史，根據現存文物， 早對書畫裝潢出現記載的為唐代

張彥遠（815-876）《歷代名畫記》：「自晉代已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

31  內容並提及南朝宋明帝時人虞龢，論裝書畫，於理甚暢，已知煮糊去筋、加香

末去蠹、去漬去垢…等，可見晉代裝裱技術已萌芽，推測於南朝宋（420-479）時

更被世人所應用，藝術家們對裝裱也有各自的見地。另《唐六典》記載：「崇文

館有裝潢匠五人，祕書省有裝潢匠九人，專職整理內府書畫。」32  出現了「裝潢

匠」一詞。清代裝裱技藝專書《賞延素心錄》序言：「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

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舟輩等，皆良工好手。」表示裝裱技術發展至盛

唐已具有較高水平，可能也發展出了宮廷形式。 

時至宋代，帝王們重視書畫，立畫院、施獎勵，加上宋代絲織工藝妙絕一時，

為裝裱技術提供更上一層樓的物質條件，使得裝裱此門類能納入宮廷體系，獲得

重視，其形式和風格更具宮廷色彩，裱褙技術愈臻成熟。明清兩代甚至有重要的

裝裱專書出現，一是明末收藏家周嘉冑（1582-約 1661）所著《裝潢志》，另一是

清代周二學（1676-1744）著《賞延素心錄》。33  今人在論及書畫裝裱的重要性常

引用《裝潢志》，該書可謂中國第一本有系統的裝裱技法專書，開頭即寫道： 

聖人立言，教化後人。鈔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不泯。

上士才人，竭精靈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力有限，其經

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亂，黴爛蠹蝕，豪奪計賺，種種惡劫，百不傳一。

于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良可痛惋。故裝潢優劣，實名蹟存

                                                       
31 轉引自杜子熊，《書畫裝潢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頁 3。 
32 轉引自同上註，頁 3-4。 
33 參見馮鵬生，《中國書畫裝裱概說》（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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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切切于茲，探求有日頗得金

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諸公，有獲金匱之奇，梁間之祕者，

欲加背飾，乞先於此究心，庶不虞損棄，俾古蹟一新，乃同再造，則余

此志也。34 

也就是說，少數中國書畫之所以能流傳至今，倖免於各種天災人禍者，可能只有

百分之一，這百分之一的書畫當中，又包含沒遇到裝潢良工，質量不優再被人隨

手丟棄者，實在是令人惋惜之事。所以，裝裱的優劣對書畫的保存來說相當重要，

甚至說書畫的存亡繫於裝裱也不為過，這即是周嘉冑欲寫裝裱技術專書的原因。

文中「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更是為書畫裝裱的重要性予以背書，書中尚提到

「寶書畫者，不可不究裝潢」也是在強調裝裱對於書畫作品起了重要的保護作用。 

至於「裝潢」一詞的出現可參見明代方以智（1611-1671，崇禎年間進士，為

著名科學家）之《通雅‧器用》：「秘閣初為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謂之

太清本。潢，猶池也，外加緣則內為池，裝成卷冊，謂之裝潢。」35  裝潢、裝池

等同於現在所說的裝裱。裝裱理當包含裱褙技術，「裱褙」一詞則在清代《諧聲

品字箋》有清楚解釋：「凡糊物者，必兩層以有畫繪者向外，謂之裱，以無染素

紙托其背，為褙也。」36  現今裱褙一詞比「裝裱」和「裝池」來得常見。裱褙除

了是司管書畫保存的重要關鍵，也是亟為考究，作為藝術品的一部分，助其為後

世所鑑賞和收藏。如今世界各地對於書畫的保存修復技術也多有專門學科。裝裱

的功能除了首重文物保護外，再者具裝飾美化之效，裝裱得合宜，能為畫作增加

視覺美感，錦上添花，尤對冊頁、手卷或摺扇來說，其裝裱重要性不亞於畫作，

為此類藝術品欣賞必備的要素，而中國自古流傳下來的各式裝裱方式，包含手卷、

成扇、立軸以及冊頁，至今仍多所沿用，下面就冊頁深入說明和介紹。 

                                                       
34  楊家駱主編，《文房四譜》（台北：世界書局，1974），初集第二輯，頁 65。 
35 朱元壽，《中國的裱褙藝術》（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86），頁 3。 
36 同上註，頁 2。《諧聲品字箋》係清初時人虞德升所著之分韻字書，收入在四庫全書經部小學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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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型 

冊頁，亦稱冊葉，係為小幅書畫裝裱形式之一。「冊頁原指古代用竹簡記事

寫書，編連成冊，後泛指文書、書籍，如簿冊、畫冊等。」37  卷和冊可能同時出

現，可成捆的稱為卷，以大塊硬質材料作為編輯記錄載體的稱為冊。不過唐代以

前，書畫多為卷軸，如何從卷軸發展出冊頁，係技術的突破以及佛教讀經需求所

致，為之後傳統冊頁與現下筆者的冊頁創作做比較殊異，以下爬梳冊頁發展的脈

絡。 

遠古時代，甲骨文係傳抄在獸骨和龜甲上，隨文字出現中國古代書本裝幀的

初型態即過渡到以木片竹片為載體的簡策木牘為主，但因重量過重改以縑帛布

料代替，也就是帛書，帛書盛行時「卷」的初型因應出現，真正促使書畫向手卷

和冊頁方向演進的關鍵，是紙張的發明，東漢蔡倫造紙讓文化傳播因而有巨幅進

步，隨著造紙技術的進步和普及，書信、書籍、紙上繪畫跟著普世，受帛書影響，

改良後的紙寫本自然而然地採用了卷軸形式，不過紙張實在不如縑帛堅韌，經不

起數次翻閱和來回舒捲，容易毀損和斷裂，紙張經過摺疊後便能增加厚度，於是

書籍裝幀形式從長卷漸漸過渡到摺疊形式的冊頁。 

這之間，隋唐時期從印度傳來梵夾裝的貝葉經，是指以曬乾的貝多羅樹樹葉

來製作之古印度佛教經典，為防止曬乾樹葉破損，上下用木板夾著，此為「梵夾」，

是中國書本裝幀首度出現封面封底的雛型。貝葉經的單葉和單葉之間並不黏著，

而是打孔眼穿線扎在一起，單葉帶來的好處在於，如要查閱特定區段的資料，不

用像卷軸一樣從頭看起。受到梵夾裝的影響出現了唐朝佛教經卷「旋風葉子」，

葉子指一張張單葉，將多張單葉疊起來，也成傳統書本裝幀形式之一，另外特別

的是，從手卷到冊頁的過渡期，出現一種特有的裝幀形式稱為「旋風裝」。其獨

特處在於雙面書寫，當收束起來時，旋風裝與卷軸無異，但展開猶如渦旋的旋風，

其裝裱方式是在一張稍大的長底紙上，逐頁向左鱗次相錯地裱黏，打開後又像龍

                                                       
37  張東華，《手卷冊頁研究與創作》（杭州：杭州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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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故也稱「龍麟裝」。38  旋風裝已帶有現代書籍能逐頁翻查的特性，加上開先河

地出現葉子和雙面書寫，不論從書畫裝裱或書本裝幀來說，旋風裝都是一個很重

要且獨特的過渡。 

發展至唐，因應佛教的盛行，加上有收藏佛像畫的需求，裝裱藝術於唐朝大

幅發展。冊頁形制連帶越趨成熟，為更方便查經使用，加上梵夾裝仍有翻閱不便

處，佛教徒對此進行了改革，經過摺疊增加紙的厚度和硬度，遂出現經摺裝與其

他冊頁形式。於是「自唐起，有把卷軸割成單幅頁子，裝潢成冊的，取名冊頁。

後來凡小幅畫心，為了便於收藏保存，翻閱鑑賞而折疊成頁的都叫冊頁，這種形

式一直沿用至今。」39  從唐朝以來，大抵上冊頁可分成三大形式：經摺裝、蝴蝶

裝和推篷裝。 

(一)、 經摺裝：從字面上拆開經摺二字來解之，經與佛經有關，而摺則是

摺疊，源於印度佛教經文傳入的影響，佛教徒將抄寫的經文折疊，加上由梵夾裝

沿用來的封面封底概念，而成經摺裝，比起梵夾裝更加方便翻閱檢索。較常見於

經書或書法碑帖的裝裱，其特色在於可以全冊同時展開觀看，相當適於欣賞書法

之連貫性。現今使用的簽字簿或歌本，甚至佛經，也常使用經摺裝形式來印刷。 

(二)、 蝴蝶裝：由於經摺裝反覆翻閱容易從壓摺處產生斷裂，而且不論卷

軸或者經摺裝拉開來看時都容易篇幅過長，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產生蝴蝶裝，

其裝幀方法是，將雕版印刷的單面頁子版心向內對折，單口朝外，書背對書背堆

成疊，一疊書頁的背面中縫都黏在一張大張的底紙上，加上封面和封底，一本蝴

蝶裝的冊頁大抵形成。40  蝴蝶裝的冊頁攤開時，猶如蝴蝶雙翼翻飛，遂得其名。

雖然蝴蝶裝很適合雕版印刷，但也有其缺陷，缺點在於每翻一頁就會看見空白頁，

造成閱讀上的視覺斷裂，而且書脊處只用糨糊黏，日久容易散開，因此之後改進

                                                       
38  參見楊永德、蔣潔，《中國書籍裝幀 4000 年藝術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頁

49。這裡寫道的頁子與之前梵夾裝提及的葉子相同，即書內頁面之意，只是引用來源不同，古

人習慣把頁稱為「葉子」。在梵夾裝的部分特別與樹葉有關，所以以葉子來區分，實則與頁子

同。 
39 同註 37，頁 12。 
40 參見同註 38，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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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線裝的包背裝。蝴蝶裝適合豎幅畫心，左右翻閱時，畫心鑲嵌於右面，書

法題字則嵌於左面。 

(三)、 推篷裝：用以展現橫幅畫心居多，尤其是橫寬多於縱高許多的橫式

作品適用，裝裱成可上下翻閱的形式，展閱時如同把篷推開，通常上半開留空或

鑲嵌有書法題字，下半開則是圖畫。歷來很多破損的摺扇作品需要重新揭裱時，

會選擇再裝裱為推篷裝，以延續作品生命。 

除了上述三種形式之外，古人在製作冊頁時，極其講究材料，內至挑選用紙，

外至硬殼和錦緞，處處皆學問，本文就不再多述冊頁具體的製作步驟與材料，現

在市面上多能買到現成的、各種不同規格的冊頁，相較於古代，現在冊頁的選擇

豐富得多，冊頁能沿用至今，表示當前仍有小型畫幅的搭配需要，冊頁可說是有

其歷久不衰的實用價值，只是端看後人如何發揮創意應用之。 

 

第三節  女性冊頁畫家舉例 

本節為提出傳統和當代女性畫家對冊頁的使用態度之不同，特舉年代差異甚

遠的明末清初畫家陳書和當代的彭薇作比較。在向來以男性為重的藝術史觀裡，

要列舉幾位歷古以來具時代性的女性藝術家，實屬不易。中國女性長久被壓抑在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難以出頭，一直要到明清之後思想和觀念逐漸開放，

我們才能從歷史上看到幾位女畫家，尤其在明末清初時期，閨閣繪畫成為社會上

興盛一時的文化現象，甚至還有湯漱玉（1794-1836）撰女性畫家的專書《玉臺畫

史》，首次出現由女性作者來輯錄女性畫家傳記，意義非凡，書中將歷來的女性

畫家分類，其中閨閣名媛畫家指的是出生士宦官家、書香名門或商賈大戶，能夠

得到較優渥的藝術文化教育環境的閨秀大家。41  既然女性畫家在藝術史上一直

被壓抑和忽略，更別提被保存下來的女性繪畫簡直是鳳毛麟角，這裡舉清代 傑

出的女性畫家─陳書為例，一來是因為她是史上作品被收藏近皇室數量 多的

                                                       
41  參見劉芳如、張華芝執行編輯，《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3），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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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畫家，二來是她在中國史上首度以女性身分來領銜整個家族型畫派，後世多以

陳書與錢氏家族稱之。42 

一、陳書 

《桐陰畫訣》此本清代的畫論裡，在閨秀名家部分如此介紹陳書： 

南樓老人陳書。花鳥草蟲。風神遒逸。機趣天然。極其雅秀。余昔見畫

冊十二幀。係寫各種花草。用筆用墨。深得古人三昧。頗無脂粉之習。

上元弟子。秀水人。以子陳群誥封太淑人。卒年七十有七。43 

陳書號上元弟子，晚年自號南樓老人，擅畫花鳥草蟲，不僅於此，也精山水人

物，不論工筆或寫意皆筆到意來，其筆法遒勁遵循古風，備受乾隆喜愛，入藏

的畫作中，有近半數乾隆都加以詩評，能受到乾隆青睞是受到長子錢陳群

（1686-1774）之故。錢陳群官至刑部侍郎，深受乾隆的賞識器重，是乾隆的重

要謀臣和文學知己，常常進貢其母陳書的繪畫精品給皇室，以投乾隆的文趣所

好，所以單是清朝皇室書畫專著《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就著錄陳書二十

四件之作，由此，陳書為史上被皇家收藏 多作品的女畫家。44  陳書之所以成

為當代女畫家一時之選，除了本身卓越的繪畫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她是大

家閨秀，尤其是皇上寵臣錢陳群之母，世多贊其教子嚴而有方，品格高尚，而

陳書也恪守封建時代下的禮儀教條，內化傳統的婦德為其思想價值，畫出合於

世道的冊頁作品宣傳倫理。 

  像是陳書 知名的冊頁《歷代帝王道統圖》（圖 3），就是教化意味濃厚之作，

意在令觀者「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這是她唯一的工筆重彩作品，為

敬獻朝廷所作，之後由子錢陳群獻給乾隆，深受賞識，被品評為上等。45不過就

                                                       
42 陳書和錢氏家族活躍於清初順治到清道光年間（1644-1850）的嘉興地區，歷經清盛世康雍乾

三朝，可說是當時畫壇上成就顯著的書畫世家。參見李湜，《世代公卿 閨閣獨秀─女畫家陳書

與錢氏家族》（臺北：石頭出版，2009），頁 28-30。 
43 秦祖永，《桐陰畫訣》（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45-46。 
44 同註 41，頁 32。 
45 同註 4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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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桐陰畫訣》裡描述陳書的畫風「頗無脂粉之習」，可發現當時的女畫家無法

太過展示女性的繪畫個性，在封建體制下，要得到男性的支持才能繼續創作，更

何況待陳書離開名門嫁給錢綸光（1655-1718）後，因錢綸光樂施好善不擅持家，

家境艱辛導致陳書得售畫以貼補家用和拉拔孩子成長，所以為販售陳書的繪畫題

材也不得不迎合當時封建社會下男性的胃口。 

不過除了《歷代帝王道統圖》這一冊的確是刻意迎合朝廷喜好之外，其他冊

頁相較之下較能顯現她自己的審美意趣，像是表現日常生活所見的十餘種禽鳥花

卉的《寫生圖》冊，畫有虎耳草、梔子、翠鳥、宿蝶…等等，乾隆皇帝倍加喜愛，

還根據每幅畫的內容題上詩文。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的《雜畫圖》冊（圖 4）

更是有趣，內畫有仙果珍禽、眠犬、蘿蔔雙松，和吉祥花等題材；《花卉圖》冊

則畫有紅梅茶花、臘梅天竺、松樹水仙，等等可以反應女性畫家偏好的花鳥題材。

上述冊頁作品選材可發現，陳書展現女畫家對花鳥特有的偏愛，注以細膩的情感

於花鳥之餘，也充分展現陳書平時對周遭景物的洞察力。假如陳書不是生於明末

清初該年代，不用被封建枷鎖綁住的話，其冊頁創作的題材一定不會僅限花鳥草

蟲或蔬果。在那年代，相信陳書一類有才華的女畫家有再多內在陰性特質也都被

社會風氣壓抑下來，冊頁此裝裱形式於陳書來說，也並非作為一種有陰性特質的

符號表徵來使用。直至現代女性畫家對於冊頁的應用，已和古代大相逕庭，現對

比當代畫家彭薇是如何應用之。 

二、彭薇 

當代以冊頁開展水墨畫新局面的中國藝術家彭薇，更帶有女性意識地在使用

冊頁形式。彭薇甫於今年（2015）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個展，展出近十年來的

重要作品，其水墨創作載體不限於平面，更有錦繡、絹鞋、衣服、假人模特兒…

等立體裝置，這裡特別提出討論她《遙遠的信件》冊頁系列作品。2012 年她開始

以《遙遠的信件》為名繪製一系列的冊頁，圖像方面她以古代傳統山水畫為摹本，

但根據自己的想像再重繪一次，題字的部分卻選擇抄寫西方詩人或文學家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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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另張紙，再裱貼於畫有東方山水的冊頁內頁上，透過裱貼，題字與畫分別自

主又互相呼應，她讓中國 傳統的書籍形式，承載了新的東西方匯流。 

就舉史博館舉辦彭薇個展同名作品《圓滿的旅程》（圖 5）為例，圖中文字係

來自俄國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arina Ivanovna Tsvetayeva，1892-1941）寫給另一名

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信，這來往的書信內容反映出一次

世界大戰後，因通信聯繫的不便，造成茨維塔耶娃、里爾克和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之間，三人三地淒美而分離的愛情， 後讓茨維塔耶娃因

懷著龐大思念而自縊身亡。46  三位詩人的愛情，在彭薇眼裡分離反而是 圓滿的

結局，用這樣的信件內容搭配上峰巒連綿、林路迴轉的傳統青綠山水，讓彭薇的

冊頁作品帶有文本閱讀的遊戲性。彭薇自己也說在玩弄著文本的遊戲，「我的作

品就是用繪畫的戲仿，在歷史和今天的兩端，玩弄『重置』」。47  她借用西方文人

的書信，替換掉原本傳統山水的題跋，故意製造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之間的

錯位與誤讀，轉變了一直以來冊頁內文字和圖像之間的關係。 

除了冊頁內容上的創新，冊頁這一種古老的裝裱型制也給彭薇源源不絕的靈

感，她視冊頁為一個特殊的藝術表現載體，而不光看內頁可圖繪的部分，她表示

「它（指冊頁）在我眼裡…是一個整體。我畫畫時也會想手卷側邊的圖式及冊頁

的封面，包括盒子都是我訂做的，包作品的布，也是我縫的…藝術好玩之處就是

做這些事。」48  這些在她看來關於藝術好玩的事，包括描繪「冊頁的包首、封面、

束畫的絲帶、連接絲帶的玉別、盛放卷軸冊頁的畫盒」等等。49於是冊頁為她所

整體考量應用，可說從裝冊頁的木盒、封面的花紋繪製開始，都是內頁畫面的延

伸，如此這般擴延了冊頁的意象，不僅將西方文學嫁接在東方傳統的水墨山水，

                                                       
46  參見曾文泉〈策展論述〉一文，收錄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圓滿的旅程：彭

薇個展》，（臺北：史博館，2015），頁 8-9。 
47 彭薇與曾文泉對談錄〈重置：過去與今天的兩端〉一文，，收錄在《圓滿的旅程：彭薇個

展》，同註 46，頁 17。 
48 許玉鈴，〈藝術可以從一個好玩的想法開始──中國當代藝術家彭薇〉，《藝術家》，459（臺

北：藝術家雜誌社，2013.8），頁 194。 
49 彭薇〈遙遠的信件〉一文，收錄在《圓滿的旅程：彭薇個展》，同註 46，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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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展示呈現方面，彭薇更將冊頁推至裝置層次（見圖 6），將二度平面的中國傳統

繪畫立體化。 

細讀彭薇的冊頁畫作，可發現她創作手法是，截取古代的山水畫的局部進行

細部的觀察，再置入她認為符合畫作氛圍的信件文字，她整合和並置東西方、古

今不同語彙的手法，其實也呼應到陰性書寫的特質。例如細節觀察，「中國人很

感性，所謂『散點透視』，其實是『局部觀察』。」「中國山水畫經得起局反覆切

割。正如中國的詩文，早就準備好被後人尋章摘句，抽離全文，形成警句。」50 

她以多情的眼光看待傳統山水，信手抓來正在閱讀的書信集文字，兜在一塊變成

她重組後的意象，這是一種多麼幽微的體察。關於摘擷文人書信內容作為冊頁題

跋的手法，彭薇是這麼形容的， 

在我的每一件作品中，只有這段題跋是逸題的，自由的，此刻的，當下

的，完全屬於我，完全背離畫面。…它既尋求解讀（解讀者當然會發現

它與畫面的歧異），又不期待解讀（很少有人果真細讀題跋）。51 

可以察覺到，她對觀者帶有反反覆覆，欲拒還迎的期待，在看待她那密密麻麻抄

寫的題字，簡直就像藉西方文學家之口，來講述自己內在的絮語。她呼喚觀眾前

來閱讀，卻又滿足於喃喃複誦給自己聽，不期望外界太多干涉的解讀，在筆者看

來，不也是一種陰性書寫的表徵。本文列舉彭薇為當代冊頁的女性創作者，也是

基於她有意識地使用冊頁此裝裱性質，並投射陰性書寫性質於創作其中。 

   

 

 

 

 

                                                       
50  同註 47，頁 17、18。 
51  同註 47，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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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作品分析與說明 

 

回想起來，檢視筆者至今為止的冊頁創作，若不是陰性特質提供一種內在的

驅力，用帶有現象學的觀察、描述和建立習慣的方法，筆者冊頁日記所展示的特

點如：細節觀察、從日常瑣事有感而發、情感豐富…等，就不會如現在這麼彰顯。

筆者認為，這樣易流露情感的體質，使筆者可以聲稱自己比一般販夫走卒擁有更

多創作者性格的豐富面向。冊頁日記裡面，筆者講述旅行的趣事、重述閱讀中覺

得意味深遠的句子、提供自身的生活樣態，是希望藉由作品，筆者的個人形象也

能因此被充實和立體化，為伸張個人是有著豐盈靈魂的女體。 

但是究竟，什麼樣的事件才能被筆者擇選進冊頁日記裡？這也是筆者藉由本

章回顧整個創作脈絡的緣故。本章先檢視筆者創作媒材技法的使用，和歸納幾種

日記記錄型態，有時是當日創作，有時是經日一段時日的再整理，經由一陣子再

回頭萃選仍記憶猶新的情緒，這種記錄和即刻的情緒記錄，差別在何處？記憶中

圖像的變動，使個人的生活世界所產生的意義有所更迭，藉由創作脈絡的爬梳，

整理個人冊頁創作的特色調性，盼為日後創作供應更繁麗的元素和豐富的基底。 

 

第一節  媒材技法與記錄型態 

  根據冊頁的發展脈絡可分為三大類：心情隨記、閱讀筆記、旅遊回顧，用此

三類作為作品介紹的時序呈現，正好也能反映日記冊頁的發展情況。起初，從很

簡單的日記記錄的想法開始，所以冊頁日記的發展初期都是零散的創作，單張單

張的表示該日心情，總在一日將盡之時回想，繪製當日讓我情緒 為波動的事件。

《掉了，幫我撿好嗎》（1-3）（圖 7）三件小幅的單張作品，即是 2014 年夏季八

月正熱之時，每日游泳泡在水光波動的池底，所想像出來的戲謔狀況。一開始是

泳鏡掉了，再來食物大亨堡也掉進池裡， 後更誇張地想像女生比基尼的泳褲也

漂進泳池！排版方面則是受到當時手機社群應用程式 Instagram 在筆者朋友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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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流行，每日使用便也想把該應用程式的有趣互動，例如按讚的按鈕，和顯示

按讚人數，表現在這三張散件的作品上。從此開始，筆者的創作構圖以正方形居

多，也受 Instagram 的每日使用有關，因為該應用程式就是以上傳每個用戶正方

形構圖的攝影照片為主打，所以在構圖的使用習慣上，也出現了對正方構圖的偏

好，正也反映出當代年輕人在圖像接受閱讀方面或多或少受到科技的影響。 

  直至現在筆者也時不時有當日日記創作的習慣，像是《講英文跟喝水一樣》

（1-2）（圖 8）是對當時英文口說課程有感而發；《小鹿給熱得蒸發》（圖 8）是

因應夏日氣溫飆升之故而作；《旁邊的鬆餅好香》（圖 8）是因為聞得到但吃不

到旁人點的鬆餅而戲作。這些散幅作品是片段日子的擷取，臨場發揮的繪圖表達，

作品和作品之間並不考慮前後因果關係，比較像是記錄摸索發展階段的創作。一

直到《數羊日─喃喃日記 2014 夏冊》，首次回頭撿拾片段創作集結成冊，此冊收

集了 2014 年六到八月的日記，那時候特別喜歡試驗紙材之間的拼接剪黏，並且

第一次買了現成的空白冊頁來使用。隔年回顧整理時，發現現成冊頁經繪圖後，

會因吸水變得皺褶不平，正好也想測試印刷字體的文字搭配，因此重新拆解再製

作。本冊可視為冊頁日記創作的過渡代表，之後在個別作品分析一節再進一步詳

述。 

  閱讀筆記的部分也是延續現成冊頁創作，記錄當下的閱讀心得。首度萌發創

作閱讀筆記系列的念頭，是讀到中國詩人王小波（1952-1997）和其妻李銀河的情

書集《愛你就像愛生命》一書，被裡面動容的字句所觸發，讓筆者有想要親手抄

錄之衝動，因而成《數羊日─閱讀筆記六月冊》。之後幾乎每個月選讀一書，希

望同時培養閱讀和創作習慣，以書籍內容來補充創作養分。一開始很直截地以文

字記錄方式來抄寫，導致《閱讀筆記六月冊》文字占了大多數的篇幅，不過該書

於我心中產生畫面的意象也同等強大，所以後續的閱讀筆記創作系列，遂調整圖

和文的篇幅，使比例各半。創作手法比較像是透過名言佳句摘錄方式，邊閱讀邊

記下有畫面意象的字句，繪出圖像和書本進行對話，這也是想要表達閱讀對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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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生活中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閱讀筆記這系列給予筆者額外的創作幫助是，

發現水溶性色鉛筆搭配膠彩應用的創作方法，在膠彩的基底上，水溶性色鉛筆可

以輕易製造各種線質，不沾水能產生清楚俐落的細硬線條，加水後色鉛筆的顏色

又可以巧妙融入膠彩礦物顏料的縫隙當中。筆者從中獲得很多創作上的樂趣，因

此運用該筆法創作出《莫氏硬度 9.0》系列膠彩小品，不過因為該系列膠彩比例

更重，不適合以紙本冊頁來承載，改以裝框裱褙，因此就不收入本文個別作品討

論。相關手法在《小島踩浪花冊》也有搭配使用，後續介紹之。這裡提出是想介

紹冊頁創作過程中，讓筆者試驗很多不同材料的媒合，研發各種新的創作手法，

甚是有趣。 

  旅遊回顧系列這是屬於事後的整理記錄，有別於前兩個系列是立即的反應和

回饋，旅遊回顧是一種回想和補述。旅行的當下是透過相機的幫助記錄，以及每

日隨手的旅行手札，於創作時選出印象猶新的八至十幅途中景致或趣事來入畫。

從冊頁封面可見，旅遊回顧系列是以地點來分冊，共有《內蒙小動物冊》、《青島

臉基尼冊》、《北京氣象台冊》和《小島踩浪花冊》，都是根據近年來個人實際的

旅行足跡創作。記錄方法上異於前兩者的是，有照片輸出作底，選用的照片都是

我個人所拍攝的，輸出在處理過的宣紙上。一般的宣紙太單薄無法進入列表機輸

出，因此我在作畫前特將兩張雙宣小拓在一起，變成四張宣紙的厚度，拓平後手

工裁切成 A3 大小，以供列表機雷射輸出，此作為日記冊頁的基底。根據不同冊

創作重點的不同，在其上有不同繪畫方法，之後個別作品分析會有進一步的描述

和介紹。旅遊回顧系列還有個特色是，每一冊會有關注重點的重複出現，像是《內

蒙小動物冊》是以朦朧的動物團塊串連整冊，並以動物的口吻來講述故事；《青

島臉基尼冊》出現臉基尼此人物角色，以他（有時是他們）的足跡來介紹青島的

風景；《北京氣象台冊》則是建基在我於北京交換學生的生活經驗，當時每天都

特別關注霧霾的指數，從此發揮； 後《小島踩浪花冊》回到故鄉台灣，以台灣

各地的海岸風景進行創作發想。旅遊回顧系列一冊冊攤開來，也等於是我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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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風景的集結和呈現。 

統整一下上述關於媒材技法部分的新應用，使筆者的冊頁日記有幾項特點。

基底材以個人攝影相片輸出於宣紙上，為搭配既有的列印紙張大小，坊間印表機

大能輸出 A3 尺寸（29.742.0 公分）再取正方，單張繪製好以後再請裱畫師傅

接裱，所以筆者的冊頁 大的尺幅多在一才見方之內（3030 公分）。用色方面

除了墨之外，加入膠彩和水溶性色鉛筆的混和應用，補足傳統水墨顏料用色選擇

少的現象。至於為何筆者創作充滿這麼多色彩，是因為當我汲取片段日子的回憶

時，腦中多半充滿豐富又絢麗的色彩，就如同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1879-

1940）在他的旅遊日記裡所說：「色彩占滿了我。我不需要去補捉它。它永遠擁有

我。我知道。這便是這個時刻的意義：我和色彩合而為一。我是畫家。」52  再者，

筆者的冊頁形式的應用有兩種情形，一是使用現成的空白冊頁，二是繪好數張單

頁作品後，再請裱畫師傅幫我接裱在一起。無論哪一者，我的冊頁封面包布都選

擇以素色麻布取代一般市面冊頁的花俏綾布，一來是為求封面包裝的一致性，二

來是麻布特有一種素雅樸實之感，筆者作品內頁色彩已過多，需要一個素色的封

面作為統調，免得觀者眼花撩亂。 

另外就是封面特別中空挖裱，使之有立體鑲嵌效果。在裝裱過程中，挖開封

面的夾板，嵌入和內頁相呼應的底紙，讓封面的那一塊小空間也成為冊頁創作的

延伸。一般來說，進入到冊頁內頁作品之前，會有保護作品的空白夾頁，但筆者

讓空白頁有更多變化，因冊頁內容的不同，而有相呼應的紙材搭配，也是力求每

一冊作品都有各自的主題變化。本節 後簡短介紹為什麼我將冊頁命名為《數羊

日》系列，出自於旅遊內蒙古時，觀看呼倫貝爾大草原風景時有感，要是能就此

躺臥草原，數著羊隻過日子那該多好，取其愜意的意象。二來是有時候朋友暱稱

筆者為羊兒，因姓氏之故，正好相互呼應，也想好好藉創作來好好記錄生活。所

以《數羊日》之命名也可說是細數羊的日子，一般印象裡，數羊是一種助眠的行

                                                       
52  轉引自同註 13，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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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睡不著的冥想，可是《數羊日》創作圖冊，用途超越失眠的冥想，是私人

日記形式的冊頁創作。 

 

第二節  冊頁作品的特性 

冊頁不同於架上展示的裝框作品在於，冊頁是一種可以被觀者親手翻閱，自

行掌握觀看速度的書本形式，光是能翻頁這個特性，就讓冊頁作品有很多令人玩

味之處。像是冊頁可以以單幅或連幅構圖來思考，既可以連續敘事也可以片段跳

躍的講述，觀者可自行決定閱讀順序，因為冊頁觀者手裡他能決定要單張單張的

看，或者整冊拉開來以整體的角度來欣賞，甚至觀者還能反覆查閱。諸多閱讀方

面的樂趣就不一一細數，這裡整理兩項與筆者創作時 有共感的地方，進行多一

點的敘述。 

一、賞玩的便利性 

在先前冊頁的源起所說，冊頁與紙的出現密不可分，另外，小幅畫也與之密

切相關。小幅畫的開端源自扇畫，魏晉南北朝時，扇子成為君王賞賜和餽贈友人

之禮，文人在於扇面作畫和吟詠詩詞，不論團扇、折扇都預示中國畫的畫幅形式

走向小幅且多元發展。53  再來就是受限於當時造紙技術的水平， 初蔡倫造紙材

料為樹皮、漁網、麻繩、破布等等，可想見紙質之粗糙，直至魏晉南北朝，造紙

技術大幅進步。東晉時，紙也完全取代竹簡，成為主要的書寫工具，雖說紙張至

此已平整和潔白得多，只是當時的能造的紙張大小仍然有限，此成為小幅畫、小

品出現的物質條件。 

中國欣賞書畫的方法，或者對藝術欣賞著重的情調，向來異於西方，清末民

初書畫家金紹城（1878－1926 年）在其著作《畫學講義》說： 

中國畫品裝置之法，便於賞玩，較西洋畫裝置為勝。西洋畫品，紙

用厚紙，圍以木框，蓋以玻璃；重量殊沈，一經懸掛，遷移大非易事。…

                                                       
53  參見同註 37，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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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品，畫紙絹裝置立軸，懸諸室中，觀玩多時，易以他幅，眼光為

之一變，與趣隨時轉移。卷藏懸掛，一舉手之勞也，便利多矣。然出門

訪友，儶共欣賞，捆載而往，猶覺非便。於是有裝成手卷或冊頁者，舟

車所至，取儶甚便，漸進而繪諸扇頭矣。交際場中，互相觀玩，更無有

便於此者。此中國自古迄今，研究賞玩畫品之便利，逐時進步也。54 

進一步講，中國書畫出現冊頁和手卷的形式，與西方木框裝裱的 大差異在於，

攜帶輕便，能隨時展開賞玩，更有攜往與他人分享的立即性，這也是筆者一直強

調的，能夠和觀者拉近距離之故，因為能夠翻閱是冊頁和其他裝裱形式 為不同

處，隨之而來的優勢在於，能方便攜帶隨時展開和更多人分享。 

二、幽僻的小宇宙 

「一冊一星球，幾冊小宇宙」，筆者在創作時常有此感。因筆者每一本冊頁

都有各自的主題和時期，討論不同的生活面向與事件，片刻時光濃縮在分門別類

的冊頁裡，無論對創作者自身或者觀眾而言，一冊就如同呈現一顆星球般的繁麗，

集結幾冊也宛若一座私人的小宇宙值得探索。筆者選用小尺幅的冊頁作為作品展

示的方式，不單單是為當代巨幅藝術作品的反動，也是想藉由小尺幅讓觀者細究

品味其中所藏之細節，是一種讓觀者進入創作者私人小宇宙的邀請。 

古史所示，南宋時流行小品繪畫連帶冊頁此裝裱形式盛行，高木森在《中國

繪畫思想史》分析幾個原因如下：冊頁與團扇於南宋盛行之前提，是對五代北宋

巨大厚重風格的反動，南宋小品畫帶有浪漫秀美的氣質，和北宋崇高的氣勢很不

同，這無疑受到政治和地理因素的影響，南宋初期兵荒馬亂、顛沛流離，不論畫

家或收藏家都把興趣轉移到冊頁上，因為方便攜帶保存；爾後南方風情浪漫旖旎，

也讓當時貴族和知識分子產生偏安一隅的心態─一種既逃避又陶醉的矛盾心理，

加上南宋內省文化的追求，偏好將書畫平鋪案頭，獨自或與少少的三兩友人孤獨

                                                       
54  轉引自同註 35，頁 6。《畫學講義》則是金城對傳統畫論研究加上自身創作心得所重新編撰

的教學講義，內容除個人的藝術觀點之外，尚論及繪畫材料學、人物山水花鳥等畫法和創作原

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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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地參透大自然的山水意境，進而引發冊頁的流行。55高木森並用「幽僻的小

宇宙」來形容南宋小品畫，從此衍伸討論「小宇宙」一詞對應冊頁的關係。 

在西方的宇宙觀裡，宋灝認為，古希臘哲學談的宇宙，包含所有存在的、美

麗有秩序的 大客觀範圍，此範圍包含一切現象或存有之整體全部，可等同於世

界或大自然，即空間加上時間，這樣的觀念直至現代也尚未消失。56  從古希臘的

宇宙觀，加上前述所提的自胡塞爾到梅洛龐蒂發展而來的生活世界，依照現象學

的脈絡，宇宙或者所謂的生活世界，意味著我們用各自的生存活動來對待世界的

方式，這種行動實踐之於大環境而成的局勢，組構宇宙的基本意義，如此主觀活

出來的世界，對應到個體身上即為個人的宇宙，一種私人主觀的小宇宙。  

東方哲學思想體系裡的宇宙觀，可上推莊子（戰國時代哲學家，生卒年失考）。

57  根據史料記載，首次提到宇宙一詞的是先於莊子之前《尸子》（尸子名佼，戰

國時人），內有言「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可知在莊子之前已有宇宙概

念，但莊子才是首位廣泛且深入地討論宇宙概念的中國哲學家，後世也有將莊子

思想定位為宇宙本體論。莊子進一步擴延宇宙概念並在〈庚桑楚〉解釋「出無本，

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無乎處者，宇

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58 試譯如下，萬事萬物的創始無法被追溯本源，

殞落或消散也沒有孔竅；有實際存在但不占處所者，稱為空間性的宇，有長遠的

淵源但不見始末的，是帶有時間性的宙；也就是意指「宇」是實在但沒有具體處

所的，是所有實在的總和；「宙」是一種沒有開始和結尾的長久的總和，從此可

看出莊子理解的宇宙是實在且無限的。 

另外在道家的觀念裡，人體是個微觀的小宇宙。在莊子的觀點裡，人分社會

我和精神我，精神我也可以改稱為「宇宙化意識」，精神我是透過修練以屏除社

                                                       
55  參見高木森，《中國繪畫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186-188。 
56 參見同註 12，頁 227。 
57 莊子，名周，字子休，生卒年不詳，只是根據史記列傳，莊子約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身

處周秦之際百家爭鳴的時代，莊子之於老子並列道家代表，猶如孟子之於孔子。莊子著書十萬

餘言，大多為寓言，其思想影響後世鉅深。 
58  劉振強發行，《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3），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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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的規訓人格，還原到境界化的原我的一個狀態，這樣的狀態之下，打開身體

所有感官和毛孔，讓機能與情感和宇宙萬世萬物交流互通感應，讓身體的氣和宇

宙的連成一氣，以達天人同構。莊子認為天人同構是人生 高境界，但目的並非

完全摒棄社會我，而是要圓通社會性與宇宙性，進出來去自如。綜合以上西方現

象學和東方道家天人同構的宇宙觀來說，小宇宙的概念可回到每個人自身來尋找，

而筆者就從自己的冊頁創作裡，來尋找個人的幽僻的小宇宙。不只是一種隱遁，

更應該說是一種很切身的自省，冊頁裡的小宇宙帶給創作者精神上的追求，和對

日常生活反省，以檢視自己與周遭事物的關係。 

 

第三節  個別作品分析 

筆者的日記冊頁創作主要採日記體的敘述語調在記錄，雖然，日記體的表達

型態相當自由且無所拘束，看似在揭露很私密的情感，實質上創作者掌握了傾露

的程度，也許我並沒有觀者想像中的毫無保留，否則我也不會選擇詩意的語言在

闡述。可能出自個人對詩句的偏好，或是為了維持朦朧的美感，還是心底仍想留

有一絲遮掩，而不願選用平鋪直敘的方式記錄，對於筆者即使帶有不直白的詩意

在書寫，筆者認為自己仍是以一種相對開放自我的心態在創作，無論如何我都願

意不失真地傳達出 內心的情感在作品上。仍然，日記般的敘述方式也存在些微

隱憂，個人獨白式的表述雖然自由度高，但也難免有股創作者一直叨叨念念之感，

這般的私自話語是否能引發觀者內心的迴響，尚待之後創作繼續拿捏調整。不過

就如同羅蘭巴特〈絮語〉一文所說：「我（內心裡）一直在信口開河，因為我無

法打住話頭：符號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恣肆…信口開河是人們一種特殊的不幸…但

（像舒伯特歌中的搖琴人）我一邊獨自低喃，一邊搖著我的琴。」59  叨絮是我們

創作者所特有的本質，如果不能阻止內心裡符號不停歇的產出，至少還好有作品

提供空間，讓絮語流淌。創作者都好像搖琴人一般，低喃著走入漫天大雪中，那

                                                       
59  同註 20，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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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茫的白雪裏頭，會有追尋藝術的理由。 起碼，被書畫進日記裡的呢喃，是情

緒自然流瀉的記錄，和驅使創作者誠實面對自己，使意識能有個自由竄動的區域。

就讓筆者的絮語在不同冊頁間流轉，接下來就用筆者自己的語調來為每一件冊頁

作品分析。與前一樣，按照主題分類順序心情隨記（《數羊日─喃喃日記 2014 夏

冊》）、閱讀筆記（《數羊日─閱讀筆記六月冊》、《數羊日─閱讀筆記七月冊》、

《數羊日─閱讀筆記八月冊》、《數羊日─閱讀筆記十月冊》）、旅遊回顧（《數

羊日─內蒙小動物冊》、《數羊日─青島臉基尼冊》、《數羊日─北京氣象台冊》、

《數羊日─小島踩浪花冊》），一共九冊，依序介紹之。 

一、《數羊日─喃喃日記 2014 夏冊》： 

原是現成冊頁（1725 公分大小），收集 2014 年六月中至八月中的心情散記，

帶實驗性質嘗試各種紙材的裱貼，例如報紙、麻紙、雲龍紙、各式手工藝紙纖維、

雜誌印刷圖片…等等。媒材上也混合使用蠟筆、墨、壓克力顏料等。隨著每日的

繪製，發現使用現成冊頁的缺點在於，經過大量的膠黏，紙張吸墨吸水後，現成

冊頁會變得非常不平整， 好的方式仍是單張單張創作後，再裁切小拓重新接裱

成一本冊頁。所以事隔一陣子，重新拆解此本冊頁再製作，將原本是長方形的版

面，再製作時拓充頁面，在每一單頁我裱接了別種紙材，讓冊頁的大小拓至正方

形（2525 公分大小）。這正好也變成本冊的特點，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紙材的接

合，也讓筆者在創作時有拼貼的樂趣，可從（圖 9）和（圖 10）看出重新製作前

後之差異。 

另一明顯的差異是，原本手寫的字體改為印刷排版，想藉此嘗試印刷字體與

作品的搭配效果。不過印刷字體雖然整齊卻也生硬，使得整本冊頁偏向繪本形式，

所以之後仍改為手寫體，因為親自手寫的日記，雖然樸拙但帶有類似書法的趣味，

能增強個人日記記錄的意象，並且增加冊頁創作的藝術性。內容方面的記事因當

日而異，像是二○一四年六月十四日之日記內容（圖 10）： 

受格置於變化過的動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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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句是原型動詞加上受格 

華麗是讓我在你心中確實種下愛 

等於花一朵 

這樣聽覺上更為優美 

況且比起殺戮我們較會愛人 

這是在記錄筆者學習西班牙語，所描述西班牙文法語式，西語中的愛有很多種說

法，當時正學到愛這個詞而有感而發。在八月五日的日記裡（見圖 11），我盯著

我平日常穿的三雙鞋，發現三雙都是皮製且使用了兩三年，不像其他我所知的女

性朋友往往都有十幾雙鞋在替換。這才憶起平時父母親常交代我的，買一雙耐穿

的皮鞋勝過多雙廉價、但一季可能就穿壞的塑膠鞋，想表達不知不覺自己深受家

訓的影響。於是內容寫道： 

家訓有言 

楦頭要寬不擠腳 

材質若好 

皮鞋三雙可抵廉價包鞋三十雙 

從記錄內容可以看出都是出自對瑣事的觀察，而引發的個人感悟，不論是記錄對

話或描述所見人事物，都不脫離日常生活事件的範疇。 

二、《數羊日─閱讀筆記六月冊》（圖 12） 

接下來是每個月的閱讀筆記系列。一開始是因為讀到中國著名作家王小波寫

給其妻李銀河的信件句子：「 親愛的好銀河，要愛就愛個夠吧，在這世界上，

沒有比愛更好的了。」60  心裡大受感動。在這一本他們來往的書信集裡頭，王小

波常常提到其妻的名字「銀河」是世界上 美的名字，因此在閱讀時，腦中一直

浮現星際銀河的意象，加上很想親手抄錄這些美麗的句子，因此先用膠彩顏料打

底，墨線雙勾標楷體的方式寫出上述句子，雙勾字體內再填入金粉。字與字之中，

                                                       
60  王小波，《王小波全集 9:愛你就像愛生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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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渦輪形的銀河畫面，圖文相佐相依，依此，首本閱讀筆記冊產生，是以文字

占大多篇幅的一本冊頁。 

三、《數羊日─閱讀筆記》系列（七月冊、八月冊、十月冊）（圖 13、圖 14、

圖 15） 

  在《閱讀筆記六月冊》之後，遂調整文字和圖畫的篇幅，讓文字和圖畫各半，

冊頁尺寸方面選擇更小的現成尺寸。這一系列記載了閱讀當下即時即刻的反應，

當筆者閱讀時會畫下重點字句，將之全部抄寫一遍之後，有時寫上我對書中句子

的反饋，或者我假想自己和作者對話，再配上我內心因文字產生的圖像，因此誕

生此創作系列。在手法上先用膠彩顏料薄薄的塗個底層，再用水溶性色鉛筆繪製

其上，偶爾再用礦物顏料補筆。七月冊和八月冊內容方面有延續，七月冊在敘述

筆者非常喜歡的一位小眾刊物的作者，叫做「今晚我是手」，她在刊物內提到的

句子「我這一輩子 想做的也只有兩件事：愛和藝術。」61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後來因緣際會下問到出處，發現這句子是出自作家邱妙津（1969-1995）的日記。

邱妙津是名才華洋溢，卻於廿六歲自縊的傳奇女作家，後人整理出版她的日記，

她於其中強調每日的創作有多重要，反覆討論創作所產生的意象，以及愛之於人

生的意義。她對於創作和愛的種種慾望和困難，寫在日記裡跟自己對話，用日記

記錄來幫助釐清自己的思緒，這一點和筆者的創作理念十分相合，所以八月冊遂

選讀《邱妙津日記》為文本來創作。保留自六月冊的習慣則是，筆者皆於每本閱

讀筆記冊的 後一頁，將會註記出該閱讀文本的出版資訊。 

四、《數羊日─內蒙小動物冊》（圖 16） 

此冊根據筆者去內蒙古旅遊的經歷所作，底圖是用當時我於內蒙古的照片輸

出於處理過的宣紙之上，先用胡粉打底，再薄塗膠彩顏料改變照片的色系，製造

朦朧的氛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顯示回憶經過時日開始變得不那麼清晰，畫上類

似動物的團塊後，為他們編排像漫畫式的連續三格故事變化，自己揣摩了大草原

                                                       
61 邱妙津，《邱妙津日記》（上冊）（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7），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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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動物群的對話，像是冊中 10 月 6 日的日記： 

今年水位好高 

伙伴們 

要怎麼過河較好？ 

（舉前蹄提議） 

要是我們百米衝刺再蹬地而過呢？ 

同意！我也同意！ 

喂！後面的！你怎麼還不跟上？ 

內容是在想像內蒙古草原上眾多動物中的其中一群，牠們正討論著該如何過河，

然而有一隻落單不願過河，所以大家都轉過頭來問牠：你怎麼還不跟上？這就是

我用當時在內蒙古的體察，投射心理在無憂無慮的草原動物的對話上，用我對動

物的揣想語氣來描述，讓草原的重現變得更生動有趣。而冊中的日記日期，當然

也和 2015 年實際我人在內蒙古旅遊的日期相對應。 

五、《數羊日─青島臉基尼冊》（圖 17） 

在這一冊裡頭，基本創作手法就如同內蒙古冊，只是其中的主角改以臉基尼

此小人物來貫穿圖冊，臉基尼是一種青島人特有的面罩，該面罩可防風防曬又能

阻隔鹽水，是青島人在海邊游泳時常見的配備。因為戴上時候造型頗像搶匪，所

以反而變成外地觀光客去青島旅遊時，會注意到的特點。在筆者去青島海水浴場

時，果不其然看見面戴臉基尼的青島民眾，印象為之深刻，所以用該造型，製造

出臉基尼的人物角色，使其穿梭在青島美麗的風景裡頭。在其中一開頁面，11 月

8 日這一則日記便交代了臉基尼的由來： 

臉基尼 

青島大媽的發明 

防曬防寒適於海泳 

青春凍齡活力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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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老老穿著打沙灘排球 

泡泡海水看日落 

其中想像自己年老時，也要到青島去養老，面戴臉基尼然後在青島的海水浴場上，

跟朋友一塊兒戲水和欣賞落日。在其他的頁面當中，臉基尼會化身各種角色，像

是筆者去參觀德國監獄博物館時，看到裡面收藏的一張槍決犯人的照片，在創作

時我就以臉基尼來置換犯人；另筆者在青島旅遊期間，也參觀了啤酒博物館，所

以在這一頁，臉基尼就化身為啤酒工廠的員工。 

六、《數羊日─北京氣象台冊》（圖 18） 

筆者於 2014 年 9 月至北京清華大學交換一學期到 2015 年 1 月，期間生活對

霾害特別有感覺，從小到大從未感受到空氣汙染於自身那麼貼近，並且是看得到

的污染，我用身體切切實實感受到一種來自於環境的隱形傷害，於是在繪製本冊

時，遂查出對應到當天日記，實際的空氣質量指數 AQI，按照霧霾指數由低到高

一次排開，一邊用胡粉打底一邊調入黃土的顏色，越後面打底的越混濁，代表空

氣汙染越嚴重，我也列印出了實際當日的 AQI 圖表，裱貼於畫面的右上方，一冊

下來，以有點類似文件檔案記錄的方式在進行創作，此冊特別的地方還有，文字

不如從前整齊，而是閱讀方向上下左右交替著寫，寫完後，還裱貼了一層落水麻

紙，讓日記文字變得隱隱約約不易讀，好似還原當時看到的生活環境，也像被霧

霾罩了一層不清不楚。 

七、《數羊日─小島踩浪花冊》（圖 19） 

        這在一冊裡頭，整理了過去一年遊遍的台灣各地海岸景色，摘出印象深刻的

記憶，翻找出當日的日記補上文字，把字融入在圖像中。作法則是輸出當日的海

景照片，放大我在乎的細節，這一冊我把重點放在浪花的圖式，再把膠彩薄塗在

影像輸出後的宣紙上，先書寫日記，再加上水溶性色鉛筆進行細部的描繪，於是

文字和圖像交融在一起。這一冊展開，就如同前述所說是為了提供我回顧人生的

時間軸，在旅行的當下我一定對該時刻的人事地組合沒太多感悟，但經過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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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和再現，回頭來看，我放大檢視旅遊中的細節，這讓原本每次去海邊無特別

目的的散心，隨意拍照看海行程，變成了有不同意義的產生，是我自己對過去的

行跡，給自己的一些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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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 

 

後，簡述筆者的日記冊頁創作不同於傳統的地方：從封面開始就是畫面的

延伸，內頁創作上，不同傳統小品一角或半邊的構圖，筆者習慣將畫幅佈滿整頁，

不留綾布裝飾的邊幅，製造一種滿版的視覺效果，有時候運用跨頁，甚至是連三

頁來製作，不似以往冊頁一開就非得要一頁文字搭配一頁的圖。在文本的參照上，

除了閱讀筆記有既定文本，我多半是在自己編故事，或自己重述人生的經歷，主

要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當作文本。即使是閱讀筆記，也是出於文字給我的內心感受。

來產出圖像，圖畫的目的並非是純粹搭配文字的插圖，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為主

客，是更往知覺體驗這部份深入挖掘而來的，這就有別於市面上的繪本，因為，

我仍是本著藝術思維來創作冊頁作品的。 

總結本文，第壹章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筆者的冊頁日記創作，也就是

個人生活世界以日記形式來記錄，創作表現以冊頁呈現的系列作品。因作品內容

討論主軸是筆者的生活世界，遂在第貳章以現象學的生活世界概念來佐證，並檢

視筆者冊頁日記中的生活世界，與胡塞爾和梅洛龐蒂的生活世界觀所相對應處。

第參章討論陰性書寫和冊頁應用，主要是筆者認定自己是更有女性意識地在使用

冊頁型式。筆者把冊頁界定為帶有陰性特質的載體，這樣的載體可以更拉近和觀

者之間的距離，因為當觀者在閱讀時，勢必要拉近和作品的距離，這就得提及冊

頁的裝裱形式。用冊頁來發表創作，用意在於向眾人分享自我，並且展現我人生

的時間軸，我體驗生活並將意義說出，所以第肆章進一步深入探討筆者作品的發

展脈絡。第肆章裡，整理了筆者所使用的媒材技法和記錄型態，能發現到，不論

是創作過程中所使用到的攝影輸出或文字表述，都是為了描述我個人的感受、領

悟和看法，試著製造出我個人化的生活世界之意義。  

筆者將原本只是生活世界的素材，經過藝術創造思考呈現出不一樣的生活世

界，也許現在我的藝術語彙尚未確定下來，不過這也代表我在創作一途上還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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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能，且讓我與我的世界相纏繞，繼續探索未知的更高深的藝術真理。我相信，

意義就萌發於創作過程裡，如果不記錄人生，那麼很多日子也就虛度而去。如同

梅洛龐蒂一直強調個人感悟的重要性，我對生活的認真記錄，盼引起觀者情感上

的共鳴，當觀者閱讀時，即參與了我過往日子的時間軸。至於未來的事，筆者會

繼續用冊頁日記來述說，依舊一冊一冊的累積創作，以開放的姿態等著觀者前來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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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錄 

圖 2，張大千，《大千狂塗冊（一）》（十二開冊頁其中之三），1956 年，紙本設色，每開 24  35.7 公分 

圖 1，齊白石，《冊頁之一》（十二開冊頁其中之五），約 1930 年代後期，水墨設色紙本，每開 24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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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陳書，《歷代帝王道統圖》（十六開冊頁其中之二），1743 年，絹本設色，每開 33.5  37.3 公分  

圖 4，陳書，《雜畫冊》（六開冊頁其中之二），約 18 世紀初，紙本設色，每開 23.9  36.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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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彭薇，《圓滿的旅程》（局部），2015 年，宣紙水墨，145  640 公分 

圖 6，彭薇，《遙遠的信件》，2015 年，裝置，尺寸因場地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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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楊志雅，《掉了，幫我撿好嗎》（1‐3），2014 年，彩墨，每張 25  17 公分  

圖 8，楊志雅，《心情隨記單幅作品》 （1‐4），2015 年，彩墨，每張 33  3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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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楊志雅，《數羊日 喃喃日記 2014 夏冊》（十一開冊頁其中之一），

2014 年，複合媒材，20  14.8 公分，舊版  

圖 11，楊志雅，《數羊日 喃喃日記 2014 夏冊》，2014 年，複合媒材，十一開冊頁其中之一，20  20.5 公分  

圖 10 ：楊志雅，《數羊日 喃喃日記 2014 夏冊》（十一開冊頁其中之一），2014 年，複合媒材 

20  20.5 公分，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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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楊志雅，《數羊日─閱讀筆記六月冊》，2015 年，彩墨，十六開冊頁其中之四，20.5  20.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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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楊志雅《數羊日─閱讀筆記七月冊》，2015 年，膠彩、墨，十二開冊頁其中之四，17  1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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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楊志雅《數羊日─閱讀筆記八月冊》，2015 年，膠彩、墨，十二開冊頁其中之四，17  1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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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楊志雅《數羊日─閱讀筆記十月冊》，2015 年，膠彩、墨，十二開冊頁其中之四，17  11.5 公分  

 



 59 

 

圖 16，楊志雅，《數羊日─內蒙小動物冊》，2015 年，彩墨，七開冊頁其中之四，28  2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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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楊志雅，《數羊日─青島臉基尼冊》，2015 年，彩墨，十開冊頁其中之四，28  28.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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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楊志雅，《數羊日─北京氣象台冊》，2015 年，彩墨、落水麻紙，九開冊頁其中之四，28.5  28.5 公分 

 



 62 

 

圖 19，楊志雅，《數羊日─小島踩浪花冊》，2015 年，彩墨，八開冊頁其中之四，20  19.5 公分 

 


	封面-楊志雅0128
	摘要目次圖次-楊志雅0130
	論文草稿0122
	圖錄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