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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記憶是人的生存過程中，情感與思想在生活實踐中過去式時態的印記。個

人的記憶又是一個繁複、龐雜的未命名的經驗和已命名的詞彙揉合而成的封閉體 

系。回返、追憶是生命實踐的創造力為過去的經驗重新認識自身的內在需求。在

時間與空間的不可逆轉特性，在回憶的運動模式下時空被裂解，形成一種逆向的

時間觀。追憶時讓某種新東西重複自身，進而重新建構，而與此相聯的是一種嘗

試，一種「選擇性」的重構，重複所涉及的意志是最深層而內在的要素，是涉及

個人的潛在意識世界。 

創作者將內在的不可見的世界，藉由物質、圖式作為意念的表達，為「自

身」提供曾在的證據，而影像圖式本身是歷史，這個歷史保障了我們自身的真實

性。對於當代的創作者來說，影像和記憶的圖式都是一種體現內在意識的方法，

這種方法實現了從我們有限的感官所不能觸及的過去展現於現時。 

本文藉由記憶的「回返運動」作為認識自身的一種方式，同時將內在的精

神欲望和心靈感悟作為自身表達，透過「曾在」之物的重新構畫與創造，是一種

「思之聚合」，是一種「省察」，是一種不自覺地融入自主意識的過程。回憶不是

邏輯能洞悉的事物，而是探討心靈深處對於生命存在的意義，以及真實的自我與

靈魂的歸宿等，以「認識」和「實踐」兩種方式達到對自身存有的體現，同時藉

著自身創作的實踐，思考內在性的思維意識，在碎片化的時代體現另一種自身的

生活審美意識，以及在超越自身後進行未來的可能。 

 

關鍵字：記憶、劇場、異質空間、綿延、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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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ory is an imprint of the past tens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emotions and thoughts in life. Personal memory is furthermore a closed system of 

complex and cluttered unnamed experiences blended with already-named vocabulary. 

Returning and recalling is the creative inherent need to re-understand the self through 

past experiences. Under the irreversibl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split 

of space under the mode of movement of memory, a kind of reverse view of time is 

formed. Recalling can reembody certain things and then reconstruct them. Associated 

with this is a kind of attempt, a kind of “selective” reconstruction, which is a 

duplication of the mind and is the deepest and most intrinsic element, that related to 

the world of personal potential consciousness.   

The creator will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self” in the inner, invisible world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by means of materials and schemas. While the image 

schema itself is historical, this history ensures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own. For 

contemporary creators, image and memory schemas are methods to reflect the inner 

consciousness. These methods actualize the now that emerges from the untouchable 

past derived from our limited senses. 

This article employs a “return exercise” of memory as a method for 

self-understanding while inner desire and spiritual realization serve as self-expression. 

The re-creation and creation of objects through “gewesenheit” is a kind of “reuniting 

the mind,” a kind of “self-examination,” a kind of unconscious merging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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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ciousness. Memory is not a means to provide logical insight, but rather a way 

to explore the depths of the soul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as well as the true self and the 

homestead of the soul. By employing the two methods of “understanding” and 

“putting into practice,” self-existence materializ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y 

self-creating, we contemplate the inherent awareness of thinking. In the era of 

fragmentation, it embodies another kind of life aesthetics of the self,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beyond the self into the future. 

Key words: memory, theatre, heterotopia, continuation,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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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不論你曾崇仰何人何物，並以誰為師，最後你必須回到你自己本身。藝

術從未遠人，只是人遠離了他真正的自己。在都市中，我們先失去了我們的眼睛，

然後我們失去了一切。」1這是台灣大學哲學系史作檉（1934-）教授所說關於自

身的一席話。同樣地，在古希臘時代的德爾斐神廟裡也銘刻著一句話，寓意是令

人思索的一句神諭—「認識你自己」，這在當代的社會中仍具有深刻的教誨箴言。

在現實的意義上，我們所處的時代瀰漫著信仰危機、功利失衡、媒體與消費無處

不在的時代，對於自我的體認是愈加模糊，「自身」2逐漸消失在流行趨勢的鴻溝

中。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種「液態的3」、「變動的」與「虛擬的」空間，它無法

停 止 下 來 並 保 持 長 久 不 變 的 狀 態 ， 它 是 變 動 不 居 的 ， 而 班 雅 明 （ Walter 

Benjamin,1892-1940）則提到現代世界是一種雜亂性與偶然性的「文化顫音」

（culture tremor）的狀態，4現代人生活在「在綫」、「離綫」的網路中，人與人之

間的接觸瞬間化、淺層化和一次性化，包括我們所追隨的時尚和我們關注的對象，

我們的焦點總是不斷地被轉移，明天可能就會漠不關心了。科技文明的發展不僅

使人奴役了自然，而且也奴役了自身，機械化的操縱壓抑了個性，導致人逐漸「喪

失個性」與「心靈荒原」的現象，而發達的工業文明抹殺了人的真正需要，並也

                                                      
1
 史作檉，〈史作檉美學論文集〉，2017/06/10 瀏覽於 

  http://ourartnet.com/araarts/arts-Q/q001/q001-10.asp。 
2
 傅科指出：「自身就是內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關係網中的自身的存在論。」「自身」，是 

 個人生命的基本單位及其生存過程，是決定個人自由及創造個人生命的審美生存所特有本色的 

 基礎力量。自身無須在他人之外尋求其生存及其生存方式的理由。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 

 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3。 
3
 由英國的齊格蒙．鮑曼 （Zygmunt Bauman）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其意主要是說明當今資訊 

 爆炸的信息社會，生活的面向與社會結構是不斷的處於變動狀態，它無法停下來並保持長久不 

 變，都是變動不居的，液態的世界中我們所需要的是保持「機動靈活」，因此我們希望獲得更多 

 的信息，我們沉浸在「信息高速公路」的網路世界中，手機、ipod，無論白天黑夜、身在何處 

 它都與我們同在。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著 鮑磊 譯，《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 44 信》， 

 廣西：灕江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頁 2。 
4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著 鮑磊 譯，《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 44 封信》，廣西：灕江 

 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頁 03。 

 

http://ourartnet.com/araarts/arts-Q/q001/q001-1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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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個人潛能的自由發展，人成為物質欲望與商品消費所被奴役化的單向度之人，

人的生活漸趨於同質化。 

單向度的人不僅扼殺了藝術創作者的個性和創造力，也扼殺了藝術欣賞者

的自主性與想像力，進而主體個性也喪失了。而如何找回失落的主體，或許透過

曾經的「實在」—「記憶」是其中一項選擇，對於記憶的檢視成為一種認識自身

的方法。布荷東（Andre Breton,1896-1966）在《超現實宣言》中就認為童年記憶

才是最接近內在真實的我。5所以藉由探討過去的「存在」來喚醒自身的覺知。

透過「追憶」的回返運動重新思考自身「主體性」的存有，也作為一種「認識自

己」的一種方式，因為個人的記憶潛藏著自身的性格與其具有絕對性的差異，這

種差異成為自身獨特意象的景觀，也形成個人創作時的元素與靈感來源。記憶中

潛藏的「黑盒子」也成為自身藝術創作的一種材料。 

那何謂記憶呢﹖「記憶」在柏拉圖（古希臘語：Πλάτων,Plátōn,約西元前 427-

前 347）那裏具有神秘色彩，記憶更像是一種學習和認知。在奧古斯都（拉丁語：

Imperator Caesar Divi F. Augustus,前 63-14）看來，記憶與「靈魂」無異。在休謨

（David Hume,1711-1776）的學說裡，記憶是一種「自明意識」（內在思想）。在

海德格的理論中，記憶是對於存在的深入體驗和「反思」，根據維根斯坦（德語：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 1951）的觀點，記憶構成了「內在思想」

的自明性，人們通過記憶才維護著超越理性形式和自明意識的無仲介的認同。到

柏格森的系統認識中，記憶是「綿延」，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本質，是創造性得以

實現的基本條件。6記憶之物，可謂是理念、絕對精神，或是存在意義，也將記

憶所形成的圖式作為逃逸現實的框限，圖式是自身精神理念的承載與認知現實的

判斷。 

                                                      
5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頁 3。 
6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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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日常熟悉的經驗塑造成一種特殊的形式，自身的綜合經驗在思維

的創見中得到一種超越性的領悟與賦值，這就是記憶的圖式，或者說是具有符號

特質的理念（因為理念必須藉由某種媒介符號物才得以呈現）。蘇珊 朗格

（Susanne K.Langer,1895-1982）對於記憶的觀點則認為： 

 

我們記憶中的歷史經驗是具有形式和特點的，它向我們顯示的是

人物（形像）而不是事件和言談的具體細節，是一些碎片化的影像而

不是攏長的敘事文字。另外，記憶通過那些我們後來認識之物改變了

我們自發評價的事物，改造我們的印象。記憶是思維意識的偉大構造

者。7 

 

這種思維的建構者是在一種不斷重複的運動中所體現的，而回憶與理念的創造無

非是同一種生產過程的兩個方面而已，所有的生產皆始自印象，因為只有印象才

能在其自身之中兼具相遇的偶然性與其效果的必然性。所有的生產因而始自某個

符號（或說是印象），並預設了不自覺的深度和模糊性。8所以休謨認為：「記憶

是印象的重複，印象永遠先於觀念發生。」9這種重複的運動就是尼采所謂的「永

恆輪迴」，即記憶不斷地「回返」中所創建出新的觀念，也就是說在前後的記憶

所產生差異的現象裡所辯證出的新理念，這「新」即是人的意識在差異中不斷流

變的結果。 

本論文對於記憶探討的書寫章節，第一章主要是在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7
﹝美﹞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高艷平 譯，《虛幻的記憶-自《哲學新解》發展出來的 

   一種藝術理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頁 277。 
8
﹝法﹞吉爾˙德勒茲，姜宇輝 譯，《普魯斯特與符號》，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頁 147。 

9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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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與方法，以及對象物與創作者關係的方面做概述。第二章的內容主要梳

理記憶的學術論點與其意義，並且討論媒介物與創作者的內在關係，同時也說明

記憶在綿延與變異的事實中是一種重構的創造過程，而不是單純的再現，並以作

品實例加以說明。第三章則是強調記憶的回返是主體再認識的運動，透過「曾在」

與「此在」的差異對現時做出思辨，以及在記憶圖式裡所呈現的「心物場」是一

種烏托邦式的審美意識，同時說明記憶在「他者化」的現象所具有時代性的意涵。

第四章則說明童年意識的遊戲式創作思維，以及自傳式記憶的圖式景觀所體現的

狀態，並述其構念出的異托邦之劇場來闡述畫面特質。第五章則以筆者的作品作

為實踐與解析，並將其創作做了六個主題、九個系列加以說明創作動機與內在思

維。 

 

第一節  創作研究的動機 

藝術的特點就是將自己在生活當中所觸發的觀點，藉由感性的可見形式來

展現所知，體證生命之義、尋找主體之性、認識自身之能。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

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在《哲學中的精神與字義》中即

將藝術的本質與特徵歸結為「自我呈現」的一種表徵。他認為任何藝術品都是藝

術家的「內在心境」或「內心情緒」的表現，是「自由的精神創造」，藝術是心

靈意識的鏡射。10所以回歸最直接的創作思緒，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剖

析自身的思維狀態與潛意識的運作，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從對內在的意識界與

記憶場去認知與理解，進而接近自我的「實相」。佛家所謂「心外無法」，外象一

切都在自身眼界的生成，「理」、「法」是在自身本源，外在只是內心的投射。心、

物之間是一體兩面的，而體悟從生活細節的凝視開始，理念的建立往往從習以為

常中再發現，如此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與了然。 

                                                      
10

 黑格爾 著，朱孟實 譯，《美學》第一卷，臺北：里仁出版社，1981 年初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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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研究的緣由主要是在研究所後，所創作一系列的作品中所表現的

「童年記憶」相關題材，這些作品中所出現的圖像與物件乃是自身經驗過的物質，

而在作品中所形塑出的畫面帶有主觀性的意識與情感思維在其中，因而蘊含了個

人自我的創作特質與性格，其所詮釋的圖像則牽涉創作者個別的經驗與自由意志

的表達。這些由記憶圖式所構畫出的劇場景觀，是對過去與未來充滿著想像與期

許，以及對碎片式記憶所鋪成的斷裂性部分（遺忘），其斷裂形成了自身創造的

虛擬國度，一個並非真實，也並非是再現的作品。這些帶有虛擬的、想像性的影

像作為創作者自身經驗或意識的獨立作法與審美
11
趣味，並且透過非理性的或非

邏輯的，又或是帶有矛盾，費解的圖像關係，藉此讓觀者從自身角度自行轉化或

演繹出新的可能記憶圖式空間，並且讓觀者與現實界中產生某種思辨的互為性，

同時也召喚出觀者自身的意志世界，跳脫現實知識性的單向接受模態，藉由作品

讓觀者有更大的解讀空間與反思自身當下的感知。 

生 命 是 始 於 有 記 憶 的 那 一 刻 。 俄 國 大 作 家 納 博 科 夫 （ Vladimir 

Nabokov,1899-1977）在其著作《說吧!記憶》（Speak Memory）中寫道：「我看到

意識如何覺醒，吉光片羽般的碎片閃光，彼此的間隙消減，終於形成一斷斷清晰

的感知，難以捉摸的記憶由此生成。」12生命如同是自己與世界一場「遭逢」的

儀式，隨著時間而遺忘，又靠著媒介而喚起「曾在」的記憶。 

回首過去，童年的生命歷程之物隨著時間與空間的遷移逐漸消失殆盡，發

現這曾經擁有的時光在社會意識與集體思維下，自身記憶的「圖式」13也幾乎模

                                                      
11

 「審美」不是一種視覺造型、色彩配置的美觀意識，而是具有思想特質的生存思辨，有其自 

  身價值的判斷與內在性的覺醒。 
12

 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張朝霞 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 

  為什麼「遺忘」》，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公司，2013，頁 30。 
13

 圖式的概念最早來自 19 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他把圖式（schema）看成是「原發想像力」

（productive imagination）的一種特定形式或規則，籍此，理解可以把它的「範疇（categories）」 

 應用到實現知識或體驗的過程中的多種感知中。圖式就是存在於記憶中的認知結構或知識結 

 構，每個人頭腦中都存在大量的對外在事物的結構性認識稱為「圖式」（schema）。圖式是對我 

 們生活中的事物的大量個別事例的抽象，圖式總結了這些事物的重要特徵。所以康德說，圖式

「在與範疇的一致中本來就只是現象（phenomenon），或只是一個對象的感性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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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不清，只能透過殘存之物遙想當年事跡。因而，在偶然機會與同學帶著尋寶的

心態到跳蚤市場尋找遺失之物，一件一件地將失落的記憶靠著泛黃與刮痕的「老

東西」們，逐漸拼出自身童年的碎片景觀，那是真實的「存在」。透過傳統文物

跨時空的再思辨，成為藝術家文化身分的「新護照」，也就是說當我們將過去之

物重新審視而作為一種創作媒介時，其顯示了一個現象就是「在地性」，這便與

自身發生切身的獨特關係。這些老東西在時間的洗禮下，積累著主人曾經觸摸的

指印與其情感溫度，同時，散發著一道道的靈光，內在的渴望皆在這靈光的召喚

下注視著祂的存在。於是，透過一次次的尋寶，蒐集了各類別的「老玩伴」，帶

著敘舊的心態說著「好久不見」，談論著當年的美好時光。在久別重逢後，為了

這些「老朋友」構築出一張張它們與我的「自畫像」。而這些自畫像中也揉合了

曾經的故事足跡。因此，這些圖式建構出我們曾經擁有幻想的譜曲與生命的「流

浪記」14。這些由記憶轉化出的作品，其個人的回憶錄不只是個體私人的呢喃日

誌，更是其所屬年代人們共同生活的剪影。 

 

 

 

 

 

 

 

                                                      
14

 「流浪記」陳述的是自我生命流動的過程，以及一次次的尋寶過程中所留下的隻字片語。 

圖1-1：林洪錢，〈關懷古蹟系列1〉，1996，絹、生紙、

紗布、報紙，175×100㎝。 

 

圖1-2： 林洪錢，〈食飽沒〉，2008，絹本， 

內60×60㎝、外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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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重新回到過去，過去的情景只能在獨自一人的吉光片羽中，重新

回視這帶著憂傷與甜蜜的雙重語境中，重新體認這單純而富足的美好，文物像是

一個「時間的擺渡者」，在時間的洪流之中扮演著一位掌舵者的角色，帶領著我

們逆流而行，並群覽那曾經的擁有。自筆者於 90 年代的〈關懷古蹟〉（圖 1-1）

系列作品中，便對歷史的遺迹與殘存之物有著莫名的感懷，也為它們在現實的時

空裡核發一張「出席證」，於是老油燈、舊紙幣、老碗盤、舊戲偶、舊算盤等等

便在我的創作品中點綴性的出現。而研究所的作品〈古往今來〉與〈食飽沒？〉

（圖 1-2），這兩件作品更是強化了收藏物件語意的畫面份量，進而作為創作主題

的初探。碩士班畢業後，《MIT 台灣誌》系列便將收藏的老東西作為創作舞臺的

主角，而進入博士班更將收藏之物作為創作研究主題，從這創作主題中構劃出自

身內在生命的旅程，試圖找回那純真、本心的人性原貌，審視現時此在的自我差

異，思考著未來的期望。 

第二節  創作的研究目的     

本篇文章以「記憶」為主要研究探討的方向，而國內外的學者對於記憶的

認識與研究發現有其獨特的觀點，這些觀點影響著創作者某種程度的藝術理念的

生發，以及與作品背後理念的寓意關係，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如心理學家則認為，

記憶就是對於先前事件或經歷的內部紀錄或表徵。認知科學家認為，記憶是個體

存儲資訊並依據當前目標重建過去經驗的一種能力。心靈哲學家認為，記憶代表

著個體對於過去活動、感受、經驗的印象累積，也是指引當前行為和認識的重要

方法。因此，記憶作為主體的心智活動之一，隨著當代哲學對於主體認識的要求

不斷提高而重新得到重視。 

因此，透過對於自身過往的審視，重新認識主體，「認識自身」成為首要的

目的，藉由回返自身經驗的故事，以梳理主體性與個人意志的存有，並建構自屬

的絕對空間，同時在現實的語境下，辨證現實的各種存在現象，進而建立記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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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創作理念之探討。同時，也將日常之物轉化為理念的可能性，讓文物脫離實

用性後成為創作與思想的起源。這些熟悉的陌生之物的展現，讓作品、物件與觀

者產生多維的對話空間，觀者意識的參與建立其另一個意象的創造空間，讓觀者

在觀看作品時不是單向的「看」作品而已，而是能產生回溯自身過往景觀的一種

運動，自己與自己對話、現在與過去總體交織 。 

過去「曾在」的經驗意識一直潛藏於自身內在的某個角落，這些視覺無法

視見的虛無影像是如何被召喚，並以可見的形式被觀看，進而賦予了現實存在的

意義呢？另外，在這過程中如何轉化為可觸及的對象，又如何與意識發生關係、

與當下產生效應呢？而在過去的記憶影像裡，創作作品的實踐過程中兩者之間有

何殊異？本篇對於記憶理論的研究方法，筆者主要從當代哲學對於記憶、時間、

物質、影像等方向的相關論述做為參考依據，並從傳統實踐的作品、論述與當代

藝術思潮中，對於記憶所形成的畫面與所構成的表現形式予以論證，也從國內目

前對於記憶為主要探討的文章加以思考其論述方式與其思維架構作為參照。另外，

也從文物收藏者的角度來看待與收藏物之間所產生的互為性，同時也從記憶心理

學看待更深層的物、我關係。所以藉由記憶的研究探討，對於「藝術與自身」、「藝

術與生活」、「藝術與創造」的整體關係為本論文研究目的。 

在「藝術與自身」方面，透過記憶的重新審視，進一步達到認識自身、詮

釋自身、創造自身的方法，同時，發現過去，展現未來。個人特質的創作面貌的

呈現，必須在對自身有一定的了解後才能展現出與人不同的繪畫手法或風格，那

如何認識自己，體現自身，則對於自我的分析是格外重要。「內省」或是「回返」

是一種剖析自己或了解自身是一個途徑，若不能了解自己則對於自己的特質無法

完整呈現，也無法運用自身殊異性與人相互存有。由於現代的生活模式趨向於同

質性，展現的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結構，自身差異的本質已被科技的效益與社會

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自我逐漸被扭曲，所以，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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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其複雜的社會政治運作中，我們逐漸地喪失了「自身」，一方面成為知識、

權力和道德的消極性主體，以及成為說話、勞動和生活的被動性主體。另一方面

也不知不覺地淪為歷代社會統治勢力所宰制的對象或客體。現實的主體(社會性

的自我)無非是各種傳統理論對於每個人的自身進行扭曲的結果，也是社會統治

勢力普遍宰制個人的欺詐手段。15因此，試圖通過生存美學的考察，將人從主體

性原則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恢復人之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所以為人，不是他物

的代稱，不是為這種或那種外在於自身的「原則」所界定出來的。不是主體性原

則所為，而是單純其自身而已。換句話說，人既不從屬於「他人」，也不從屬於

某人的世界，更不追求抽象的「意義」，人的真正奧秘就在其「自身」之中。「自

身」，是個人生命的基本單位及其生存過程，是決定個人自由及創造個人生命的

審美生存所特有本色的基礎力量。 

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栗憲庭（1949-）認為作為當代藝術的創作者應該

與當代人的「生存感覺」和「文化情境」有關，並且與在這塊土地產生影響和發

生作用。16那麼重新審視存在於我們生活中的曾在之物，思考物質與自身的內在

關係成為創作重要的課題之一。對於喜愛收藏的我，收藏之物是如何影響與自身

的內在世界，這些陌生而熟悉之物作為作品的素材時，如何產生一種逃逸17的運

動，對於熟悉之物我們難以看清它們，因為我們對它的「習以為常」、「司空見慣」

的觀點而形成了一個盲點，但平庸無奇之物一旦開始關注、思考，它們就會便得

陌生、讓人迷惑。以「靜觀」、「凝視」的格物觀，讓平凡的日常生活作為一種揭

露，並呈現我們可能忽略的「超凡性」的方式。如果我們想要它們便得真正孰悉，

那表面上熟悉的事情首先以凝視靜觀後讓它變得陌生。 

筆者藉由收藏的不同的元素或者是現成物的展示來實踐一件作品，藉由觀

                                                      
15

 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頁 3-5。 
16

 栗憲庭，《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頁 162。 
17

 逃逸在本文意旨是跳脫現實的束縛，而追求閒適安逸、自安恬逸的超世隱居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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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記憶的想像，其展現的是二維空間、三維空間、或多維的對話空間，這是

一種視覺的體現，所以為了將作品的呈現更容易召喚出觀者的記憶，而有更多的

機會進入一種想像影像的「空間製造」，並連結觀者思維的記憶影像，重新回返

曾屬的過往之境。同時藉這熟悉的陌生之物達到人與生活物之間的意識交流，其

中移情與直觀是重要的化學因素。「移情」是因為對其有情、有感，進入這想像

知遇的對象後，是一種自我的解放、意志的自由、心靈的悠遊，無關乎現實邏輯、

框限的。總之，透過這記憶意識的作品，體現觀者在觀看時的一種聯想創發的「空

間製造」亦是我要的企圖。在感性失落的年代，激化出每個人原有的想像力，在

對未來充滿不確定而憂鬱苦澀的年代裡，做出短暫的逃逸，讓心情得以片段式地

得到舒展 。 

在「藝術與創造」上，強調差異性的創作方法，每個創作主體有其獨特的

生活經驗，而將這些與眾不同的面相轉化出創作的方法，生活與創作成為一體，

當代藝術作品的面貌呈現，講求的是個人創作語言的展現。從作品的處理方式、

創作思維、表現手法、媒介的運用都與過去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展現者創

作者自身的立場與藝術觀點。這種非脈絡化的轉變以求自身的存有，在轉化傳統

的符號後給出現時的審美趣味。這種現象所強調的是個人創作意識的覺醒，一個

絕對的個人意志之境的狀態與建構藝術的內在理想的域所。高千惠提到，傳統的

藝術是帶著宏揚精神與理念的姿態，而新類公眾藝術則是屬於私密語言的傳遞。

新類藝術不是定型的方式存在，它是透過藝術家獨特、隱私之眼，在時間與空間

裡流浪，同時傳遞出歷程的經驗。也因此，它的藝術語言流傳是屬於散播式、耳

語式的。在沉默的作品背後，影射著創作者對於現實烏托邦幻滅後的另一支實際

行動力量。18 作品成為創作者自身意志的一種圖像景觀。 

創造即是在一種新的形式、面貌中體現個中的差異性，而非單純的複製與

                                                      
18

 高千惠，《在藝術界河上-當代藝術思路之旅》，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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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回觀現實中，同質性的生活模式，使人原來的本能逐漸被埋沒，成為單向

度的生活模式，而揭開、去蔽於社會意識形態下所埋沒的自由意志是作為創作者

一項重要思考的課題。「敞開」、「揭蔽」不是單純描述外在事物和世界的直接顯

露狀態，而是表示現實中，人同他(他者)的生存世界的審美關係，而這種新關係

正是經由人對其所在的世界的審美超越建構起來的。因此，真正「敞開」的事物

都是令人產生美感的(揭蔽/察覺後能帶來一種超越/理解的愉悅性質)。美學將人

帶到高於普通具體事物表面呈現的層次之上，進入一個高尚的審美境界，感覺到

自己已經脫離原來世界形體表面結構的狹隘界域，體驗到自身親臨詩性生存場域

的那種無限暢快的審美感，尋求「不在的現在」、「丟失的現在」。19而這種「不在

的現在」、「丟失的現在」成為與現實中思辨的對映關係，同時也透過「追憶」、「回

返」性的創造，自身逃逸於現實中，而悠遊在一個想像的審美世界。 

 

第三節  創作研究內容與方法 

「追憶」、「回返」的結果是被轉向於未來，而不是停留過去的狀態，在追

憶的過程中重新檢視、辯證與學習、創造。對於過去存在的既有物進行發掘、

認識、研究，當過去的經驗被昇華為一種藝術材料，且轉化為創作的能量時，

這種記憶圖式將成為個人獨特的創作語彙，其畫面是封閉性的一種自屬世界，

若未經驗過之人則對其內容則難以理解，因為他是一種個人符號或特定符號的

組成。所以藉由過去的記憶景觀作為創作的一種模態，並嘗試將下列四點在後

面的章節中作為思索的概念與其實踐，也為主要的內容探討： 

一、記憶作為創作的方法： 

                                                      
19

 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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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創作實際上大都是在整理自己的美術史，而這個人美術史的原型、

經典的都是不斷地被現時所召喚出，過去記憶文本的重讀是溫故而出新的狀態，

當然這種復活的形式必定是在自己的軀體裡，是個人的演出，演的是自身的一

場「還魂記」。而這還魂記則是重新尋找失去與被遺忘的「真我」，一個天生具

有而重要的本能。胡德夫（1950-）在一次接受電視採訪時說到：「每個人的生

活故事加起來就是台灣的歷史故事，而紀錄每個人的過往記憶是應該被重視的」。

所以創作者經由過去的事迹所建構出的創作形式與風格，則展現的是作者自身

的意識行為與審美意志，或關注的焦點，這也顯示自身內在消逝曾在與自屬的

逃逸世界。 

在這消逝的記憶中，藉由拾遺回來的物件喚起失落的思緒，透過物質內在

潛藏的能量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這股能量為審美意識的生成，提供空間與時

間的條件，而審美意識最終造就了自身成長與自我防衛的武器。當某種珍貴的記

憶吸引我們的注意時，理念便有建立的可能。「觀察」是一種辨識自我身份的行

為，透過周遭經常性的景象和聲音，以及身邊之物的所顯示的符號象徵，被遮蔽

自身則是漸漸的被激盪出來。從過去與前人承繼而來的經驗與自我記憶，是一種

必要的實踐，影響我們建構意義和創作靈感的來源。 

另外，我感興趣的是物件受時空變化後如何「作用」在人的心理過程，這

些逐漸退色、損毀、崩壞的物體與人的情感記憶做連結，它們猶如悲劇敘事裡

的情節，因為悲劇總是能讓人感動與傷懷，與自身產生經驗的連結。這些原本

被棄置無用的空乏之物，再度轉為一個召喚回憶、潛意識和歷史記憶的入口，

重新開啟這不合時宜的廢棄物件與當下狀態對話的可能性，在其衰敗荒蕪之中

找尋另一層意義的「再生」，或者成為另一種建構理念的體系。當這些物質成為

畫面的內容物件時，這些不同時空之物的組合成為一個「壓縮的時間」，同時亦

是具有紀念碑式美感的空間場所，其書寫、記錄的是個人詩意的幻境。幻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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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內部空間是幻象的，並具有象徵意義。透過描述幻境的畫面和填補影

像中缺席的故事與回憶，這樣的創作行為使消逝的空間和物件其意義被提升、

價值被轉化。追憶轉譯的作品，其在尚未形成之初其畫面是看不見的，而創作

者將其內在的畫面透過有形之物予以表現出來，這是一種「嘗試」將無形的視

覺影像給予轉化的運動。 

二、外在圖式與內在意識的關係： 

透過媒介物尋找來時路，在記憶的儲存硬碟區裡，不斷地累進、更新，同

時也厚實了原有的記憶內容。人總是喜歡把人生的喜怒哀樂珍藏於記憶的百寶箱

裡，等待某個機緣再喚起回味。但記憶是個神秘的黑盒子，回憶它並不是先前經

驗的完全拷貝，也並非固定儲存於大腦的某個部位、等待隨時提取。相反的，記

憶具有可塑性，記憶重建過程是不自覺的，是將想像、誤植、虛構、社會的期待

等等編織進來，虛擬記憶的種子便會從栽植、發芽到茁壯。當它參雜了外界各種

的經驗、情緒後，你已分辨不出什麼才是自己原初的真實記憶，這些所創發的現

時圖式因意識的流變產生和實際的事迹而產生殊異。 

記憶是過去的劇場，深植於自身的潛意識裏，期待被挖掘。記憶並非指涉

原封不變的過去，而是過去會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不斷地被修正、加疊，而在綿

延的記憶形式將成為未來創作與希望的原動力。過去不能繼承、複製，也不能被

擁有，但可以體驗。透過「體驗」重新審視消逝的影像，並且將記憶中或過去曾

在的「無用」物件、影像轉化為可見的理念圖式，在未來有繼續作用的可能。讓

記憶承載的「物件」說話，因為它是通往潛意識裡的劇場道具，等待再次被召喚

出自我失去的存有。當曾在的物件再次展現在現實的生活中，一種既熟悉又陌生

的影像，散發著光暈，猶如班雅明所說的「消逝的靈光」，這個物質帶著儀式般

的聖物，而變得有神聖性，然而，這個物體卻是切斷與我們現實常規世界的實用

之物的聯繫，它不是單純的物質狀態，它是一個「被隔絕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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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記憶的空間作為實踐場所： 

當人類開始對過去進行思考、研究及探索時，即是對過去的歷史進行思辨，

進而取得更大的啟示。人類的文明不斷的變化，在近代來看更是突飛猛進，人與

事物之間稍縱即逝的感慨，似乎尚未取得足夠理解即成消失。而片面的、無深度

的，虛擬的、魔幻的與超現實的是這個現實的體現。 

曾在之物的「再思辨」與「再詮釋」是物質活化的具體實踐，那些被體悟

出的現象，產生出可見與不可見的風景，其中一種內在真實的景觀引領著我，慢

慢地轉譯對象物體在知識範圍外所賦予新的意義，重新用現時的自身知覺去感受

另一個記憶的層次。過去曾在的事物能遺留下來的就只有一些碎片，這些碎片成

了追溯過去的啟動器，並且碎片也成為一種創作上可能的元素。將碎片進行擴延

式的想像，並連結成一種整體關係，成為現實語境中獨特的視覺語言，重建一個

已經不存在於現實裡的世界，寓意其個人的思想觀念。從觀看一個碎片的紋理去

想像、構築出整個時代的涵度，帶著一種紀念碑式的感傷，進而可能體現出一個

未來的景觀。 

無論我們在生活中的外在形象如何不同，都有一種很原初的相似性，因為

我們的視覺生活中暗藏著過去曾在的傳統之物，那些「時間的遺留物」觸動了

我們的「內在記憶體」，再次感知、體驗那種彼此之間神奇的交流運動。從各種

形式我們穿越歷史的帷幕，當我看到這些集體影像並列時，會有一種出奇的感

動。也在回憶、思考、反省、判讀、鑑賞的過程中，產生與現實中的意識覺醒，

在一種尼采式的「永恆輪迴」概念中尋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成為一場「內在

生命旅程」的創作實踐。 

四、童年意識於現時語意的書寫： 

過去的「曾在」是時間在身體裏所書寫自身的記憶。童年是每一個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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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經的初始階段，不管是重塑或再現童年的時光都必定牽動著過去消隱的記憶，

也都不免引發現時的想像，而對過去的想像也因不同的機緣、語境，或各種複雜

的意識，對於童年的感知與描述也同樣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和多樣性。「兒童」是

成人社會化的「他者」，因為童年是最接近「原我」性格的思維場域，他與自己

成長後所被社會所建構的自我形成對比。童年所召喚的記憶、所啟動的想像，又

或是在童年回憶中所加入主動與被動的想像，這童年想像所根據的是存在與不存

在的記憶影像去形塑，在模糊與不確定的事件上重建出一個個追憶的紀念場所。 

我們並不是用運用孩童的記憶圖式在書寫創作，而是透過自身親臨在場的

思維去轉向孩童心境的過程，以童年的情愫在創作，這體現的是一種以「童年意

識」作為創作的模態，它指向最原初的藝術創造之生命動力，它反應出不被科技

文明、社會理性思維的牽制，而是以一種童真的率性情懷來展現，它一直潛藏在

我們心靈深處等待被實踐，也在探尋自身內在的原初特質，找出自身存有的意義，

及展現多元複雜的社會景觀下自身的「奇異性」。 

五、當代記憶形式的嬗變與省思 

當今對於記憶的方式的儲存已經大量依靠身體之外的方式予以保存—「記

憶體」，這「記憶體」以虛擬的空間收集著大量的資訊，成為大腦記憶外最直接、

快速、方便有效的載體，且不斷可以被提取、大量複製，不受時空的侷限而被分

享與運用其素材，也不會像人腦產生遺忘、遲疑的狀況，除非記憶體遭到損毀，

否則它將不受其時間與地域的限制，而影響的現代人的思維方式。這種記憶儲存

的轉換，大部分的人對現代科技的記憶的儲存方式的依賴是有增無減，也影響了

自身意識思維增補、綿延、轉譯的天生本能，這也造成自身意識快速的遺忘的可

能。若長期來說，這是否寓意著人終將被外部世界所取代，這是一場現代思維載

體的革命，而人的存有價值也將受到時代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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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憶的研究方法上主要以記憶的文章與相關的哲學理論作為文本的閱讀，

同時藉由相關創作者的創作論述做為參考的資料，同時藉由創作者本身的作品作

為理論與實踐的論證，同時藉由過往歷史中對於記憶的相關創作作為例證，其所

含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都將作為理論研究的訴求，這不僅是對當代創作者所需了解

與關注的，也是對於現實的一種醒悟，更是對於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的傳承作為思

考。同時古今的對照下避免陷入僵化的思維模式與風格，創作者應反映出各個時

代的藝術景觀，展現當代的藝術面貌，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意識與創見觀點。另外

也藉由自身作品做為對照分析，從自身的角度去觀看，是從創作者本身的經驗去

歸納分析記憶的圖式裡所涵載的訊息，也是從學理之外的另一種創作研究，畢竟

理論與創作意識的檢視與印證之間，必須取得相輔相成的觀點，這是一種互為主

體的創作場域。 

 

第四節  研究學理與創作者關係和其限制 

記憶的學說其柏格森（法語：Henri Bergson ,1859-1941）在 1889 年其博士

論文〈意識的即刻材料〉中建立了他整個哲學生命的出發點，改變了空間的形式，

在綿延中創造深層純純的自我，達成主客統一和意識與物質的結合。同時在 1896

年《物質與記憶》中表達了精神與肉體的可分性與統一性外，主要說明：透過純

感知可以進入事物的中心，而透過純記憶可以進入精神生命，經由純感知與純記

憶可以使思想與物質結合，即靈肉的統一。20 

「物質成為記憶附著之地」。對深情於民藝的收藏者而言，老東西所賦予的

是歲月獨特的光暈，而既存的文物與老傢俱可以是我們生活空間擁有另一個純淨

的可能，若從被現代速時裝潢所污染與失憶的家居比照下，屬於台灣老東西則更

                                                      
20

 莫詒謨，《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1，頁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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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情感溫度與無可取代的美感。對於老東西的眷戀已深深崁入前人生命的一部

份，與之結合，且仍然一起在時間中繼續依存著。那些做為「抵押」、「暫時擁有」

的往昔之物，具有某種古老靈魂存在的表達，慰藉著現代人漂浮狀態的一個心靈

棲身之所，它從卡夫卡的「中間世界」穿透過來做為「信使的助手」，21與之相互

交流與彼此對話，體認曾在之物現時的審美意識。 

收藏物近乎是一個無聲的世界，其收藏之物傳述我無法暢言的自我，收藏

的腳本是創造我的默言之神，收藏就是為了提供「故事內容」，以便建構一個過

去存在的內在世界。以收藏之物進行藝術創作就是一種「重述」的行為，收藏和

藝術一樣，它反映自身世界殊異性的方法，是一種意識的「流浪欲」。我的收藏

是我的隱喻，我在這些「無用之物」中描繪了自己，收藏給了我體現自身世界的

方式，並找到自己在裡面的位置，於是乎，我退到一個「幻想」的世界，在那裏

的「無」就足以填滿一切。收藏量越大越能代表我和我的過去，我保留它，因為

它表達了我，它是一個「物我」。收藏本身最終將跳脫所有過往，跳脫出生活的

庸庸碌碌，從中創造出一個永恆的生存美學，一個由「搖頭娃娃22」或任何東西

組合的美好世界。 

收藏和藝術創作的過程非常相近，是將零散的素材組成一個整體，能喚起

一種關於滿足的隱喻。收藏必然會暴露收藏者的生活座標，而我的收藏無論部分

或整體，都表達了我對於目前的空無抱持諷刺的態度，無物收藏之中有某中真實

的東西。23收藏讓人跳離理性經濟的層面，進入直覺與感性主宰的範疇。收藏滿

足了收藏者普遍具備的補償心態，彌補失去的愛，但我收藏對應的是另一個「神」，

一個「不在之神」，是內在的「闕如
24
」。在無實用之物看出潛能、未來。在受輕

                                                      
21

 楊凱麟，《祖父的六抽小櫃---與台灣老東西相處的真實感動》，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 

   07。 
22

 搖頭娃娃是過去 70 年代生活常見的公仔，它成為現時中，紀錄與連結了彼此之間的情誼。 
23

〔美〕威廉．戴維斯．金恩（William Davies King），穆卓芸 譯，《收藏無物》，臺北：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公司，2012，頁 223。 
24

 其意是存疑不言、空缺不書。《論語˙子路》中說道：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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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消亡之物看見可敬的新生，在無中看出有。
25
這種「存有」則需藉由自身內

在意識的直觀方式，而不能以科學理性的分析方式去歸納。邏輯的知識體系中將

無法感知其那種微妙的「光暈」，中國的哲學思想大都隱藏著「直觀」、「體悟」

的思維方式去感受生存的宇宙現象。這些老東西它蘊含著視覺無法觀看到魔力，

或者說是光暈。「光暈」班雅明定義為「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

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26，他又說「一件東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問世那一刻起

可以繼承的所有東西，包括它實際存在時間的長短，以及它曾經存在過的歷史證

據。」
27
 也就是說這些文物它除了涵載了歷史與時間的敘事之外，更是代表著當

時人們的美學意識與其情感溫度。它不是用科學理性地去分析判斷這個物的行情，

必須拋開功利性的去評判，而是用感受性的方式對它做出審美性的思維。 

透過物質的重新審視它與現時關係外，也探討創作者自身與它的微妙關係，

在回返的過程中透過挪用、拼貼、重構而給出現時的新語境，也在過去與現在的

激盪下，構劃出未來的可能。現實與想像的撞擊總有新的可能性，也為新的傳統

留下一個伏筆。猶如管執中（1921-1995）所說的：「現實與想像的連結，達到純

粹的美感」，而現實與想像的連結：一半是真實的情景，一半是虛幻的場景，其

中隱含著「曖昧模糊」與「開放語意」的訊息。 

在收藏界，台灣的藝術家梅丁衍（1954-）是享有盛名的一位藝術創作者，

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梅丁衍在 2014 年北美館為他舉辦的展覽〈尋梅啟事〉，其

策展計畫中，思考著物品如何從簡單的消費圖騰之中轉變為一種文化歷史的承載

體，任何物品都有特定的符徵，而品牌的意義並非簡單指它的原創性，還包括它

的語意狀態，就像物質可以被解構或在重組，甚至挪用與複製，物質在此被理解

                                                      
25

〔美〕威廉．˙戴維斯．金恩（William Davies King），穆卓芸 譯，《收藏無物》，臺北：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公司，2012，頁 78。 
26

〔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王才勇 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北京：中國城市出 

   版社，2002，頁 13。 
27

 同註 26，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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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創造「方法」，非僅有實用功能而已。梅丁衍在意的是物品它們如何在歷

史、現實與大眾之間找到一條足夠出聲的管道，梅丁衍說：「只要經由觀念而獲

得的感知，皆可以視為自身性格發展中的一種風格，所有促使與經驗有關的都將

可能成為藝術關聯，它們是語意深奧的，與永無止境繁衍的結果。」28可見老文

物不再單單只是被拿來使用的功能性而已，其背後所象徵的意義遠超於實用價值，

一個文物的出現除了當時的環境所屬外，更多的是「意有所指」或「隱藏真實」

的動機。 

 

 

 

 

 

 

 

梅丁衍在創作時選用舊照片的動機並不單是在宣告照片的「真實」問題，

而是挖掘企圖遺忘真實背後不可見的集體記憶問題，作品（1-3）（1-4）是關於如

何詮釋真實這一個觀念，而不是舊照片情境的擺拍與復現，老照片的重新合成拼

組，以虛擬的畫面召喚出對過去歷史記憶的鄉愁，進以詰問身份認同的問題。取

自這年代並非久遠的老照片，然而照片的被遺棄，顯示了台灣社會普遍未重視歷

史記憶，另外也是顯示了世代之間價值觀的斷裂，致使後輩並不在意先人的生活

                                                      
28

 〈尋梅啟事〉，2015/08/17 瀏覽於 

   http://www.tfam.museum/Exhibition/crew.aspx?ty=a&id=91&ddlLang=zh-tw。 

圖1-3：梅丁衍，〈烽火寫真〉，2016，相紙，70×48㎝。 

 

圖1-4：梅丁衍，〈哀敦砥悌〉，2007，金屬亮麗相紙，90×135㎝。 

 

 

http://www.tfam.museum/Exhibition/crew.aspx?ty=a&id=91&ddl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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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某種程度上遺棄記憶等於遺棄歷史悲情，但這種的惡性循環結果，看似輕

易地解脫了歷史的包袱，卻也加速了歷史被壓縮後的無重力狀態，以及價值觀迅

速崩解的結果。29從追憶的作為上在思考身份與真實性的問題，同時也在回返的

過程中正視與連結過去本源的問題。 

關於記憶的研究，本文限制在「純記憶」的探討。對於記憶來說主要分為

兩類型：一為外顯記憶：外顯記憶是指個體有意識地或主動地收集某些相關經驗，

用以完成當前面臨的任務時所表現出來的記憶。這種記憶是個體有意識回憶的，

因此又被稱為意識控制的記憶，佛洛伊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 1856-1939）

則稱為「習慣記憶」。二為內隱記憶：過去經驗對個體當前所從事的任務產生的

無意識影響稱為內隱記憶。由於這種記憶對行為的影響是自動發生的，是個體無

法意識到的，因此又被稱為自動的無意識記憶，佛洛伊德稱之「純粹記憶」。內

隱記憶和外顯記憶在認知加工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首先，內隱記憶受學習者認

知加工深度的影響遠小於外顯記憶；其次，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的保持時間不同，

內隱記憶保持更持久。最後，干擾因素更容易對外顯記憶產生影響30。而本文主

要探討在於「純記憶」的方面為其限制一，因為它與創作者的「實在」有著不可

分割性，同時具有「創造性」的空間領域。 

記憶的圖式有其「封閉性」，對於以記憶為導向的作品題材，創作者以其自

身的故事、經驗角度去構思，在回憶的過程中又因現時氛圍的不同而感受到的影

像而有所差別，描述的語境也所不同，這封閉性主要建築在個人的經驗。所以，

以記憶做為創作元素在圖像解讀上有其侷限性，一個人的所生長環境與年代會有

不同的記憶影像，而國情的不同也會因文化現象有所差異，而本系列的創作圖像

意識，限制在個人或同屬年代者的時光背景中解讀，呈現「此曾在」的語境，所

                                                      
29

 梅丁衍，〈創作自述〉，收錄於《感性生產》，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2，頁 191。 
30

〈心理研究：二、記憶的種類〉，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2016/03/10 瀏覽於 

  http://www.pep.com.cn/xgjy/xlyj/xlshuku/xlsk1/jcxlx/201008/t20100818_663096.htm。 

 

http://www.pep.com.cn/xgjy/xlyj/xlshuku/xlsk1/jcxlx/201008/t20100818_663096.htm


21 
 

以無法對每個世代的、或無共同經驗的觀者能在當下所被感知，是其限制二。 

在當時的時光中其出現的事物如何影響創作者的，在其生命旅程中扮演如

何角色，為何其在時光的流逝中沒有被遺忘，而持續發揮它的作用性。藉由物質

所呈現的語境而引導觀者反身出自身所成長的過往，記憶有「變異性」，記憶有

其不斷衍生的變化過程，對於過去的描述也會因時空背景不同而有所殊異，對其

認知的細節描述也會有所不同是為限制三。 

另外，在本論文中對於中國傳統繪畫或畫論的引用與解讀，無法具體指證

其作者是用記憶的字眼來創作書寫，只能用說是含有記憶的性質或概念，因為記

憶二字是現代的用語，古代不用記憶字眼來論述，所以是其限制四。 

 

第五節  名詞解釋 

「拾光˙機器」： 

「拾」是一個動詞，具有主動性的作為，當時間成為一種可以被看見，並

被轉化成實體之物後，就如同撿拾物體一般被撿拾，這種撿拾如同追憶的運動一

般，是對於過去的「曾在」積極的參與。而這裡所謂的「機器」並不是指的是生

產運作的機器，而是特指一種自身「本能」，一種內在「自為運作」的模態。猶

如海龜卵會在某黑夜中集體孵化後迅速游向大海，而成年鮭魚集體在特地的時節

裡因體內的化學變化洄游到出生地產卵，或蜥蜴為了生存而斷尾求生的本能，抑

或是蟬在夏至時節從土裡爬出，依序破殼而出的本能。又或是毛蟲作繭自縛後破

繭而出羽化成蝶的本能表現，這些等等例子皆因體內化學性的突發轉變，這是自

為的，而不是當下思考判斷的決定。所以這「內在機器」具有啟動人本能的運作

機制的一種形式，像是為了抵抗僵化的現狀而自主運作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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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機器」的概念存在著德勒茲所說的一種「越界」和「變革」，出自

一種非主體、非人稱的慾望機器，即所謂的「抽象機器」。「機器」是以其生機、

活力和具體，反對僵化不變的結構；「機器」因而不是意味的和被動調整的，而

是歷史不斷地演變的，它向本體（作品）的外部開放。「機器」不是機械式的或

與社會體制融為一體而為常態的，而是有活力行動的或作用主義的。「機器」，因

此可看成一種具有「流變」上的行動，自本體流向客體，自作品激發觀者自身聯

想的追憶性的「意識空間」。從而以作品身分推到一種「力量捕獲」（capture de 

forces）的身分上。作品本體作為一種「力量捕獲」的身分，既非強調一種視覺

裝飾的美感，也非狹義的實用性藝術，而是「無疆界」的人類學上的文化藝術，

一種不斷演繹出可能性的「活力空間」，或者說是自身隨著時代演變的「生存美

學」。 

絕對之境： 

「絕對」可分為兩個層面來意指：一、指個體的、私領域的。記憶的創作

題材的表現大都涉及較為私人的情感經驗，其具有「封閉性」的意志空間，若未

有同樣經驗的觀者較難感知、體驗作品裡面所要傳述到的訊息，除非借用更多的

「道具」來輔助，以達到情境的引導。「道具」通常解釋為演員輔助表達的用具，

而在畫中出現的物件猶如劇場裡的一件道具，或另者在現實所營造的整體氛圍，

其空間中暗示著它的空間所屬性與時代背景，以及與主體的相互關係意義。如在

戲劇中，元朝的服飾與清朝的服飾即有很大的不同，一眼就能知曉所扮演的朝代

時空，又或是一几二椅代表的是廳、堂之意。 

二、指「絕對」二字有精神性的喻意，如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而絕

對精神指萬物最初的原因與內在的本質，先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永恆存在的實在。

黑格爾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絕對精神的外在表現，所謂的「心外無法」，外在

都存在著一種虛象。絕對精神在哲學中最終認識了自己，達到了思維和存在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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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統一，所有在我們面前展現的事物，不僅包括人的精神意識活動，也包括山川

河流、動物植物，人類社會……都是「絕對精神」自己展開、自己實現的結果。

絕對精神否定自然階段中自然界的束縛，回復其自身，是其發展的最高階段。31透

過這「絕對」二字之意，以達到藝術創作的自由屬性，發揮人原本所具有的潛在

本能。 

 

異質空間： 

在這「異質空間」裡，人們可透過現實世界與此空間所產生的對比，做為

與主流現實對話或對照批評的依據。若以鏡像原理解釋異托邦的存在，鏡中之影

雖不真實也不存在，但鏡子本身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主體，透過鏡子才能發現鏡影

與周遭環境物件的關係，也就是說，鏡子是進入另一個「他者」空間的入口。因

為有了這個空間的存在，它反而投射出我們社會所謂正常性的存在。異托邦具有

社會實踐的、自我覺醒的、人我交互的可能，也是一種藝術聯想裡的「另類空間」，

現時的時空想像。而現代人卻身在異質空間中而不自覺，如進入遊樂場的遊憩設

施與景觀建築是與我們生活的空間領域有極大的不同，一個忘卻煩憂，一個面對

當下處境。如進入動物園，所接觸的是各種來自不同地區的野生動物，草原的、

沙漠的、叢林的、濕地的、極地的等等，這是一種異質空間的集合場，另外，如

我們的博物館裡所展列的文物皆是來自不同文明國或朝代所遺留下的戰利品、出

土品、宮廷與商賈士大夫的藏品，這些皆非是這個時代所生產製造出的物質，與

我們所用的家庭用品皆有很大的差異。還有像醫院，科學館、主題館、大型購物

中心等等都是異質空間的所在地，因為它們與我們現實中所每天來往的地區有很

大的不同，那是異地的、異時的、異景的感知體驗。 

                                                      
31

〈絕對精神〉，百度百科，2016/03/10 瀏覽於 

  http://www.baike.com/wiki/%E7%BB%9D%E5%AF%B9%E7%B2%BE%E7%A5%9E。 

 

 

http://www.baike.com/wiki/%E7%BB%9D%E5%AF%B9%E7%B2%BE%E7%A5%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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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意識： 

「童年意識」與真實的童年生活並非相同，童年意識並非只存於孩童，而

是人精神潛藏於生命創造藝術動力的童真情懷，「童年意識」做為一個概念，是

接近白日夢藝術動感的「聯想」活動，一種藝術動能的開啟，這是內在性一種源

源不絕的豐沛能量，潛藏於心靈的赤子情懷，因此所謂純真的童年意識，就是掙

脫、拋離、卸下一切繁雜、理性枷鎖。德勒茲在《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

思索內在性與藝術動力關係，曾說：「或許藝術起始於動物想像」，指向內在性

有一種非人轉向（non-human becoming）、一種宇宙的能動力（cosmic or 

cosmogenetic forces）32，而這種內在性想像是源自於我們對未知與自身缺乏的一

種欲想的創造活動。此外，如前面提到的「我們並非單純地只運用童年記憶在創

作書寫，而是透過『臨在場』轉向孩童的過程，一種童年聚集『情愫』在創作」，

在思維情感上帶著一種紀念式的意念形塑出一座座的紀念碑體，但此處的紀念碑

並不是紀念或哀悼過去，而是在面對的過程重新思考當下所體驗到的現實界，紀

念碑的形式並非是單純地記憶再現，而是同時具有「虛構」與「聯想」的創造力。 

                                                      
32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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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媒介的轉譯與自身記憶的存有 

時間總是依附在物質空間下的表層裡，在一點一滴的變化中不斷向前推演，

從未停歇，而遺留下的痕跡與充滿皺褶的紋理，那是沉澱後的榮枯交集，在皺褶

的覆蓋層中，堆積著記憶的起始之源。對於過去殘存下來的物質媒介總以不斷地

視覺激化、心理感知、思維辯證的綿延、轉譯狀態中，扮演著對人自身啟悟的作

用。在過去與現今的差異下，「反思」與「覺醒」成為表現性中常見的一種創作

思維，「記憶」成為創作中一種直覺式的內在反映，而個人獨特的內在意識之探

索成為建立個人語彙的一種面向，其詮釋著內在世界的私有景觀，也乘載著個人

理念的殊異價值，「反思」與「覺醒」視為個人意識展現的「存有」方式。 

「覺」是一種現時「此時此刻」對於外在事物所感知的一種行為，是「此

在」33的具體呈現。而「醒」則是一種對過去曾在之物與自身記憶的提取、激化

之運動，是「曾在」的一種思維活動。在「曾在」與「此在」兩者交織、揉合的

過程中產新的化學作用，同時，形塑出個人理念的內在意識、審美生存與人生哲

學。當下此時的意識與過往記憶的關係，總是處於一種緊密交織的模式進行著自

身的思維變化，此刻的感知對於記憶也起著關鍵的作用。「記憶」是作為自身存

在的依據、作為「此在」活力的動力點，沒有了過往記憶的提取，「此在」的事

物便無法進行判讀、掌握，也不具認知的意義，形成空無一物的窘境。作為一位

創作者更是在此時的創作思維中，對過往的所學經驗、文化記憶與審美意識作讀

取的動作，不管是在進行創作時的畫面構成、技法運用、材質的掌握等等都是透

過記憶曾在的智識去展現。 

 

                                                      
33

 作為「存在於世」的「此在」本質上是在它的可能性與開放性，具有超越原有的意義的限制， 

  而通過自身實踐的反覆曲折的自我修養和陶冶過程，將自身的在世存在，同在場出席和不在場 

  出席的無限缺席的世界萬物融合為一體。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2004，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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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質覺」在物、我之間的創造關係 

回溯自己收藏台灣民藝的時間表已經二十餘年，收藏的類別包括食衣住行

育樂等，以及醫藥、宗教器物項目，這琳瑯滿目的文物其顯示自我內在欲望所要

建構的是一種空間整體，這個整體是讓人在這空間中感受到「物質」、「媒介」所

散發出的訊息、溫度與靈暈。在這整體中，召喚自我逐漸遺忘、逝去的影像，以

及在冷漠的社會結構中激盪內在蘊藏的情感溫度，同時，將熟悉的陌生之物成為

影像創造的可能性。物不再是實用之物，而成為藝術創造的起始點，在直觀與凝

視的作用下，成為建構理念的思考點。 

在當代藝術領域上，對於「藝術實踐」如何介入「生活」，將生活之物具體

而有效的在作品中實踐，將「生命覺知」、「人的存有」直接搬進，且融入藝術的

白盒子的空間中。「藝術來自生活的體驗、創造來自生命中的醒覺」，藝術與生活

的關係原本沒有距離，藝術創作的起源點來自於人類對生命中的真實經歷與美感

體悟，進而主動抒發在思維過程中所感發的觀念。然而，在人類過度重視科學理

性和物化的消費生活，開始塑立並依賴權威之時，藝術開始與生活疏離。所以重

新關注、凝視、觀照生活中出現的事物，重新思考物我的關係，藉「媒介」、「物

質」來激盪人的思維本能，「物」超越了人所賦予表象的功能性。  

北宋理學家程顥提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

外，思入風雲變態中。」34物質的觀看，在人「靜觀」的功夫後達到一種超越的

性質，這種是從自身心裏所轉譯的過程，是從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感通的作用，

它帶有本質性的一種體驗，也帶著某種程度的覺醒與心理活動。而劉旭光（1958-）

在其著作《論質覺－對視覺藝術中質覺概念的研究》所提出「質覺」的觀念，「質

覺」是在東方的本質中覺醒，是在事物與物質的本質中覺醒。35在視覺藝術中，

                                                      
34

 程顥，《秋日偶成》，2017/06/06 瀏覽於 https://big5.zhengjian.org/node/25602。 
35

 劉旭光，《論質覺：對視覺藝術中質覺概念的研究》，山東：山東美術出版，2006，頁 4。 

 

https://big5.zhengjian.org/node/2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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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意義在於藝術家賦予精神的，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精神性。「質」

是事物的本質、「覺」是指對客體的覺悟與認識，質覺的研究是通過視覺觀物後

產生精神上的作用，並且引發出種種藝術行為的現象與心理的活動，是主體對客

體、客體反作用主體的互為關係。對藝術創作而言，在自然現象中的一切物質，

包含眼睛所不能見到的空氣物質中，都可存在著精神。36藝術本質是自身覺悟的

過程，而質覺的思想根源於中國的傳統哲學觀「道教」、「儒教」、「佛教」、「易經」

等，它所強調的是事物在運動狀態中引發人思維作用的「質點」37的變化，即精

神內部的質點與自然中的質點發生碰撞的過程，而「質點」是存在於主觀與客觀

之中，更接近精神的、抽象的、想像的、或帶有靈感的動力，是主體與客體之間

可以感通的一種頻率。 

「質覺」所追求的不是具體實物的表現，而是藉由東方思想的宇宙觀與物

質內部存在的「實相38」、「本質」，發現其更深入、更寬廣的藝術創作之可能性，

它可以是具體的，抽象的。從「物」的靜止特性來說，因人的介入使得「物」不

再僅是物質，而成為理念的聚生點，「物」成爲一個觀念生成的主導部分。劉旭

光通過研究視覺作用於精神之後引發的各種藝術活動和心理活動，揭示出在這個

過程中基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關係，「物質」被賦予了某種精神性。他從微

觀與宏觀兩個角度去把握「質」，使之由物理性轉化為精神性，成為一種創造能

量。因此，他認識到作為「質」的要素「質點」此時便在自然中活躍。他也指出

物質的「質點」一旦與藝術家內在精神的「質點」碰撞，便會爆發出一種能量並

轉化為對藝術本質的覺悟，藝術創造由此進入一個自由的空間。39 

用「質點」這個概念來說，在《畫論叢刊˙南田畫跋》中惲南田說：「山不

                                                      
36

 劉旭光，《論質覺：對視覺藝術中質覺概念的研究》，山東：山東美術出版，2006，頁 5。 
37

 「質點」是存在於主觀與客觀之中，更接近精神的、抽象的、想像的、或產生靈感的動力。 
38

 本論文出現三種概念的「像」「象」「相」。「像」強調的是一種外觀上的形像，比較是屬於物 

  質的表像。而「象」是一種現象界的象，是一種身體體驗到的一種整體之象，或者說是一種自 

  我感受到的韻或氣質層面。「相」則是一種內在世界的一種實相，是「相由心生」的相，具有 

  精神的特質在，或者說佛教裡說的法「相」。 
39

 劉旭光，《論質覺：對視覺藝術中質覺概念的研究》，山東：山東美術出版，2006，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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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人能言之。」人們讚美刻畫松柏的堅貞、蘭竹的秀逸，與其說這些自然景

物具有所謂的精神特質，不如說是人的精神在這些自然物中對象化了，成為自然

對象的代言者。而這些氣質神韻其實只屬於作為審美主體的人，並不全然是作為

審美對象的物。人在梅的傲骨、松的蒼勁、竹的虛心之中，在主客體的感應下質

點產生交互作用，主體意識將某種氣節情操寄託於象徵物，這也是古人所謂的「托

物見志」、「緣物寄情」的涵義了。40在此，人的介入讓物有了精神特質，在講求

格物致知後，創作主體的性情也不斷與物發生關係，這當中是把歷史、時間和日

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也是藝術家的生活經驗與整個環境的共生性，物質媒介不是

孤立地放置在那裡，而是如梁朝劉勰所說是與人發生了情感遷移。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

陰律 凝而丹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若夫珪璋挺其惠

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或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

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

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葉且或迎意，蟲聲

有足 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林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

聯類不窮。流連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41

 

 

這心與物、情與景的交融，是審美主體在觀照生活中的景、物時，將景物的內在

規律與主體的情感相互聯結，而心與物的質覺關係發生作用、展開交融，一方面

主體對客體產生影響，移情入景，使景、物人格化；另一方面客體對主體產生影

響，景物將既有之屬性蔓延至人的思緒，就在心與物的雙向作用、交流易位中，

主體情感藉物獲得抒發，此為心物交融的審美歷程。另外，當一個物體、媒介因

                                                      
40

 栗憲庭，《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頁 202。 
41

 劉勰 著，王更生 注譯，《文心雕龍讀本‧物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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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生發為一個圖像、影像時，意謂著這個物體的向度逐漸被消除，其重量、觸

感、輪廓、味道、體積等等的外在性質，以及在功能作用的消除。向度的脫離之

後，留下的感知意韻，其影像、圖式才具有了令人著迷的力量，而成為一種「誘

惑的形式」。42 

質點經由感應在客體內轉化，甚至轉化到和某些無法表達的內在存在相一

致，與之化為一體。例如，當我們看到跑車在奔馳是一種運動，是由我這個主體

去看一輛跑車這個客體，這是自身與對象間一種相對的投射情況，而柏格森則強

調觀者已經投身於客體中(物我合一，感同身受)，觀者所感受到的不再依賴客體

所得到的看法(在意念的駕馭中)，因為觀者已經進入客體之中，而各種運動不再

由外來掌控，而是由我，由內在所產生。而做為一張創作畫面，作者大都需要一

個理念為前提，透過藝術形式將抽象的理念轉化為圖式，而這個形象、圖式的建

造是透過作這自身心境累積與投射的入境過程，圖像是我、我是圖像。質覺通過

這種「想像的映射」把自己投入到對象之，使自己和對象完全交融，這是一種脫

離空間侷限的思想。 

質點的映合形成人的移情作用，也讓自然界成為一個詩意的空間，紫式部

（約 973—約 1019 至 1025 年）在《源氏物語》中提到「物哀」的概念，「物哀」

之情是因景而生，具有反思、有審美的詩化的情感。而「哀」的思緒從一般人的

動感現象，生成為審美意識的活動，其中帶有一定的理性與感性的反思作用，並

將理性與感情作自然的和諧，進而產生哀婉而優美的審美感受，這也就是劉旭光

所謂的「質覺」。「物哀」是因客體之物激化主體之情而感同身受，是外物引發的

內心感動而產生一種優美、深沉、哀愁的情感體驗，這當中比較強調「物」的第

一性的作用。43葉渭渠（1929－2010）、唐月梅（1931-）夫妻對日本文化「物哀

                                                      
42

 朱元鴻，〈只有那不是藝術的才還能是藝術：關於布希亞的時態造作〉，收錄於《布希亞：思 

  想與藝術》，台北市立美術館：現代美術學報 29 期，2015，頁 77。 
43

 姜文清，《東方古典美-中日傳統審美意識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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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特徵做了較詳盡的歸納。其主要「物哀」是客觀對象(物)與主觀感情(哀)

一致而產生一種美的情趣，這種客觀對象主要是社會人事和與人密切相關的自然

物；主體在對客觀進行觀照時有真摯的愛心與靜寂的心態。情物交融時觸發起哀

傷、憐憫、同情、共鳴、愛憐等種種感動。主體感動中還包含有對現實的本質和

趨勢的認識。這種感動以詠嘆的方式表達出來。44 

總之，質覺是物與人的關係在移情的作用下，物有了表情與光暈，這當中

去除了理性架構的邏輯與科學知識，也懸置了社會所持的理性思考。另外曾經存

在的「文物」在時光流轉逝去中洗盡鉛華，也讓人產生情感的悠然之心。凝視文

物的變化體現的是一種時間與存在的關係，除了是一種視覺的過程外，也是身體

記憶的過程。在「曾在」的物質中創造出一個現時的圖式，也構成了自己的意識。

它建構了自身的理念，也製造了一個「物我45」。而自己透過認知與感受創造了

另一個世界，一個自身曾在的絕對經驗、一個封閉的言說、一個抽象機器的繪畫

景觀，於是「製造洪錢、洪錢製造」，物我之間的交流作用與持續綿延則創發了

一個新視界，「流變」與「綿延」成為一個真實。 

 

第二節 過去的現時存在：記憶的綿延性 

觀察是記憶的基礎，記憶又是想像的酵母，想像是記憶的昇華。中國的傳

統繪畫觀察與體驗自然的過程中，記憶與想像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所謂的「離景

憶寫」是觀察時的想像與觀察後記憶功夫。46記憶是「積好在心」的累積過程，

是符合內在心理現象的圖式景觀，宋代董逌在〈廣川畫拔中〉提到李成的觀察方

法時說道「…其於山林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崁欹崒嵂，蓋其生而好也，

                                                      
44

 姜文清，《東方古典美-中日傳統審美意識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96。 
45

 這裡的「物我」不是貶抑的物質化的物我，而是具有精神情感在其內的物我，因情的牽動始 

  之為合一，是哲學觀的物我，而不是商業性物化的我。 
46

 畢建勛，《中國畫學原理》，河北美術出版社，201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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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好在心。」
47
創作者靠著廣泛的遊歷與搜盡其峰之後，將自然物象的選擇後收

錄於自己胸臆之間，待日後重新感召，而體現過去的現時美。 

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說： 

 

   「過去」之所以引起我們的興趣，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可以從中發

掘出某種屬於現在體驗到的美，而且過去還有它獨特的歷史性價值，

它是屬於過去的，同時它也是「現在」的。48 

 

「美」是在對過去經驗的積累與養成，也是自身內在的潛在意識的總結，所以「美」

存在於過去，而體現於當下，也在時空的對應下展現獨特的現時美。「美」是記

憶視知覺的截取，帶有多樣性，集合性。而記憶=物質+影像，它以某種形象的形

式喚起往昔，記錄著日常生活中各個時間發生的全部，每次都是一個事實，每個

動作保留著自身的故事與地點、時間，顯示著「濃縮時間的多樣性」，49同時也存

在著過去與現在審美的意識。 

多樣性的時間則具有不斷綿延與變化的特質，一切的事物，無論是物質的

還是我們最深層的內心狀態（感覺、情感、欲望），永遠都在時空的變化之中。

「變化」是我們唯一確定的事實50。變化即創造，即是綿延，是真正的時間。因

時間產生意識，也產生影像，未被知覺的物質對象，就是沒有形成影像的影像，

51
因為沒有變化的影像，很難在意識中產生形成影像。而已被知覺過了的影像並

                                                      
47

 俞劍華 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第二版三刷，頁 658。 
48

〔法〕布希亞（Baudrillard），林志明 譯，《物體系》，臺北：時報出版，1997，頁 18。 
49

〔法〕德勒茲（Deleuze），張宇淩、關群德 譯，《康得與伯格森解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2，頁 139。 
50
〔法〕伯格森（Henri Bergson），姜志輝 譯，《創造進化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49。 

51
〔法〕伯格森（Henri Bergson），肖聿 譯，《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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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消失在「過去」，過去不是靜態的存在，過去積累的記憶也不是現實的倒退。

記憶是一再地擴展的、不可逆的綿延狀態，而我們之所以不能在當前對象中意

識感知到過去的一切智識，那是因為自身知覺過的影像在記憶之流中被陰影掩

蓋著，隱藏於潛意識裡。所以追憶就是將過去潛在的某種東西展現到現在，它

影響著我們的現時判斷。 

生命是霎那間「遭逢」的過程，在我們現實的世界裡，生命的經驗的累積

是事物間不斷堆疊的結果，而這些經驗將轉化為記憶，也形成自我意識的基礎

而形成對於世界理解的方式，同時這些記憶也將以不同形式在現實知覺的遭逢

狀態下，再次被召喚出。這種「遭逢」用伯格森的話說，「記憶就是影像的存活」。

52所以在伯格森看來，不存在沒有被意識和記憶滲透的知覺，兩者之間存在著碰

撞的結果與細胞浸透過程的相互影響。任何知覺都與意識和記憶相聯繫，知覺

不論如何短暫它都是一定程度的綿延，都包含著記憶。記憶的進程就是回憶從

過去的晦暗狀態裡呈現當下的光明之中，當記憶感受到現實的亮光並在其中顯

身時，記憶就會變成知覺，記憶就從想像性變為確實的元素而發展成了感知的

元素。53 

記憶以回視的運動向未來前進，透過反思掌握未來方向。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於 1967 年提出他的「後視鏡」54概念，他說：「我們總是透

過後視鏡來看現在的一切，我們是倒著走向未來。」55這說明當我們朝向未來邁

進時，同時也是「凝視」與「反思」著流逝過的記憶總體，並依賴先前存在的

思維觀點繼續前進、疊加，而不是一種完全拋去過去的態度，是一種過去與現

在「並行」的狀態。記憶的影像圖式不斷地降臨，化身為當前，與現時交織產

                                                      
52

〔法〕伯格森（Henri Bergson），肖聿 譯，《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頁 116。 
53

 同註 52，頁 111。 
54
「後視鏡」其時提醒我們，在邁開步伐迎向未來時，眼睛依然需要觀看著過去曾經走過的行程： 

  後視鏡像是譬喻一樣，可以協助我們接收新的資訊，應用新的媒體，因為新事物中蘊含著舊的 

  元素與概念，使新的有所依據而不會讓人感到無所適從。 
55

〔美〕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數位麥克魯漢》，臺北：貓頭鷹出版股份公司，2000， 

  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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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學作用，而成為新的行動，我們就這樣持續變化的過程中創造我們自己，

我們在時間的交織下自我創造和綿延。 

思想意識是以不斷綿延的方式持續變化，而綿延則融合多元異質的面向，

「綿延」可說是記憶、意識與自由的同義詞。過去對現在的表達可以帶給我們心

靈上的快樂，這不僅僅是因為其中蘊含著這個時代所發現的美，更重要的是因為

它「在場」的本質，那個蘊含其中的思維以及美學的角度所表現的時間感，並且

讓時間變成可以被觀看的「質感」，抽象的時間成為可以被聯想、感知的空間載

體。 

伯格森說：「綿延是生命的衝動，是真正的時間，是發展中的自我。」56是

每個人智識的「綿延」，而「自我意識狀態」構成了他的真正自身，或者說「深

層的自我」，這種自我不是被意識語言和社會規訓化的自我。57所以，伯格森的

哲學中，綿延等於深層的自我、自由的靈魂，人類靈魂和精神的自由才是人類

應該追求的方向。總體來說，綿延=內在意識狀態=自我=自由。58 

伯格森提到的「真正的時間」就是「記憶的時間」，是以記憶為本體論核心

的時間。沒有記憶很難想像時間的存在。而胡賽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則強調；時間本身不能被主體直接感知，我們感知得到的僅

僅是在時間之中發生和進行的事件，即對象在時間的流逝中所產生的變化，他

把內在的時間序列稱之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綿延。過去的知覺是

「持存」，當下的知覺是「意象」，未來的知覺是「預存」。59無獨有偶，奧古斯

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 430）對於時間的論點將其分為三種維度，是為「過

                                                      
56

 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90。 
57

 王理平，《差異與綿延-柏格森哲學及其當代命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156。 
58

 周東瑩，《影像與時間-德勒茲的影像理論與柏格森 尼采的時間哲學》，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2012，頁 126。 
59

〔德〕胡賽爾（Husserl），楊富斌 譯，《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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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以及「將來的現在」。而過去事物的現在便是「記

憶」，現在事物的現在便是直接「感覺」，將來事物的現在便是「期望」。60所

以說，過去一直都是與當前共存著，在「現在」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上說，柏格

森的過去恰恰就是一種「流動的現在」。61 

綿 延 體 現 的 是 一 種 不 斷 雜 揉 的 時 間 序 ， 迪 迪 - 於 貝 爾 曼 （ Georges 

Didi-Huberman,1953-）認為：記憶是一種「時間錯亂」的狀態﹔在回憶之中既

可將兩個不同時間的記憶混合在一起，可以將一個月前與一年前的想法混合再

一起，就像圖書館中將兩個時代的哲學家的思想，混藏於一個空間之中而置於

檔案櫃上，這種的複雜的狀況出現問題時，可稱為「症狀」。而記憶裡的敘事通

常隱藏於某個媒介物上，而記憶與媒介的關係，迪迪-於貝爾曼說圖像媒介是一

個心理的事物，一個電影螢幕和大腦之間就存在著聯繫，圖像在運動，在空間

與時間中運動，圖像總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來來去去，在這種意義上，圖

像可以等同於記憶，而這也說明圖像也是一個時間的錯亂62。這時間的錯亂概念

如同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說的「異質空間」組織，而當代人的

生活就是不斷地悠遊在這種異質的空間中，視覺遊蕩在兩種以上不同時期的文

物裡，而這多種文物也安然地在空間中各自展示它的美，並且也在審視的過程

中重構出新的思維景觀。 

 

 

                                                      
60

 〔羅馬帝國〕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周士良 譯《懺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頁 241-256。 
61

 王理平，《差異與綿延-柏格森哲學及其當代命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301。 
62

 這種錯亂猶如電影的拍攝方法以蒙太奇的影像堆置成一個畫面敘事的集合體，不同空間角度 

   的畫面即是一種不同時間的組合（非線性時間），而在人的意識中自行組織、歸納成一個時空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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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記憶是一種重構的過程 

過去的文化並不僅僅是人類的記憶，也是我們自己棄置過往的生活影像。

而對於文化記憶的再審視、研究會形成一種新的認識，一種新的發現。通過

文化記憶我們不但可以看到已往的生活，而且還看到當今生活的總體文化變動

的形態—「借古鑑今」。這種從現時中體驗的真實是藉由「曾在」與「此在」

共同交織的結果。佛洛伊德曾經思考，如何通過回憶來建構真實，這種回憶與

建構的本質是一種重複、審視的概念。柏格森認為，回憶－影像之間本身並不

會複製過去的印記，而是相近中的變異過程，其中細節成為不確定的可動因。

換句話說，並不留有其再現與分身，所以有別於其他機器複製的影像，形成類

影像的「虛擬性」。胡賽爾說： 

 

回憶本身是當下的，是原有的「再次構造」的再回憶，它本身是

在原素材和滯留的連續統中建造起自身，一個「內在的」或「超越的」

延續對象性。63 

 

綜觀，記憶的特徵：記憶是一種心理現象，它區別於感覺、知覺、思維及想像，

其特點就在於記憶不僅是感知覺的反映，還是思維和想像的基礎為前提，因此，

它具有心理現象的不可見性，以及易變性、不穩定性、無窮性、瞬捷性。64而這

不可見性如同詩意或夢境一般，它不是視覺的辨識，它是有關的自身不斷演繹

與內化的過程，是潛意識裡自行處理、交融、執行「曾在」所形成的重構運動。 

記憶不是現實中事物的表象和再現的媒介或工具，它是對自身的生活經驗

                                                      
63
〔法〕胡賽爾（Husserl），倪良康 譯，《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69。 

64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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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景的一種「重構」狀態，或者說是現時面對過去的一種「投射性」。儘管每

個記憶表象都帶有從前一個記憶表象的描述或再現，然後與另一個記憶交織而

成，但是這種再現的內容其實體的真實性方面是脆弱的、虛飾的，即不穩定性，

帶有變異性，其中的事實是，無法完整的將其「細節」與「精準度」展現出來，

所以是「破碎的」與「不完整性」。這不完整性或變異性的特質，也構成創作者

可以介入的遊戲式之創作空間，讓過去的記憶中有不斷延伸與創造的可能性，

這具有一種綿延的活動性質。所以，當在「回憶」的過程中，腦中影像會浮現

一連串相關或不相關的圖式，其中碎片的圖式將會不斷地被衍發出彼此具有關

連性的狀態，成為一種敘事性的結構語境。 

既然記憶是一種「重構」的過程，那「記」則無法完全真實，一切的「記」

都是一種「再憶」，都是對行為的一種重新解釋。記憶作為一種意識和精神的內

在性原則，及獲得辯證知識的過程，即回憶理念的過程，是通過理念復現、解

釋現象世界的過程。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在深入分析後認為，記憶是

通過確立印象和觀念的表象關係後，而進一步深化「自明意識」。如此說來，記

憶本身並不僅僅是一種保存或吸收原有知識和印象的過程，而是能夠用過去以

儲存的知識和經驗來「再現65」當前事物或事件，並使之又成為過去知識和經驗

的「雙重過程」。這是德勒茲所謂的﹔記憶實際上就是從此時的「在場」經過曾

在的「不在場」，到此曾在的「再在場」，是「再存有」或「再現在」的過程。66

人們可以從對許多個別的事物的知覺記憶中，歸納出某些共同方面特徵而形成

一般表象，並對當下的感覺、知覺重新組織和加工，接近於理性的統整認識，

記憶在感性的認識上而提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65

 這種「再現」是透過過去的事物的認識而對於現實存在之物加以判斷、分析、理解，同時， 

  現時之物才能夠被意識吸收成為知識架構。 
66

〔德〕H.G.梅勒〈中西哲學傳統中的記憶與遺忘〉，載《時代與思潮 7-20 世紀末的文化審視會 

  議論文集》，2000，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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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心理學家曾志朗67
(1944-)提到：「記憶是一種重新建構的過程，而不

是如錄影機把發生過的事件忠實地記錄下來。」68記憶是根據我們當下的智識程

度去重新建構出新的現實，是重組與更新的結果，因為記憶和知覺一樣會受到

當下處理的方式、過程所影響，因我們既有的觀念和知識架構會形成不同的差

異，我們以推論的方式來填補模糊的裂縫與細節影像，重新建構另一個內在現

時，最後記憶裡混合了事實和虛構，記憶體現「擴延性」、「可塑性」的特質，

是不斷地被主體性所更新，溢出新的生命型態。同時在這過去所被「隔絕的奇

蹟」之記憶中給予新的體認，也在再現的情態、對話與領悟之中建構出廣闊的

可能性，同時，在「被隔絕的奇蹟」中塑造出一個被感知的場域，也在記憶的

物件與圖式與產生追憶的逆行運動，以及在思考現時的環境變異，並且在自由

生命的內在意識裡悠遊這崇高的「審美生存」。 

 

     第四節 在物質與記憶間構畫出「被感知的現場」 

收藏是我對現在的遁逃動作。穆恩斯特伯格寫道：「在收藏者的經驗裡，物

體無論真實或虛構，都能讓人神奇遁入一個遙遠而私密的世界，這或許是收藏者

最奧秘的體驗。」69  創作者運用不同的物質元素塑造出一個空間場域，把模糊

的記憶物質化，文物成為一個活的記憶，一種意識的容器，如檔案室、博物館、

                                                      
67

 以認知心理學、神經語言學聞名國際心理學界的曾志朗，一九九四年入選為第二十屆中研院 

  院士，是中研院來台後，人文組中首位心理學院士，同年並獲國際主導認知科學研究的機構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ttention & Performance」聘為委員之一，這項殊榮 

  全世界只給予三十位認知心理學者。教育心理旨在研究如何有效學習以獲取知識，而當時以實 

  驗方式探討人類行為運作的學說，使得心理系從哲學漸漸轉變為科學，數理邏輯強的曾志朗， 

  覺得這比思考人生哲學、存在主義等佛洛依德學說要來的有趣。曾志朗一步步接觸認知科學， 

  他的研究是以科學實驗，找出記憶或學習的歷程中，大腦的運作機制。許碧純，〈曾志朗-台灣 

  教育的心靈捕手〉，收錄於 2000 年 9 月《遠見雜誌》http://www.ylib.com/author/jin/media4.htm。 
68

 曾志朗，〈記憶羅生門〉，收錄於《記憶 vs.創憶--尋找迷失的真相》E˙Loftus & K.Ketcham， 

  洪蘭 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頁 2。 
69

 威廉．˙戴維斯．金恩 William Davies King，穆卓芸 譯《收藏無物》，遠足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2012，頁 62。 

 

http://www.ylib.com/author/jin/media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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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其是為了召喚或保留殘存的記憶，也是自身另一個（想像）世界的入口。

杜象（法語：Marcel Duchamp,1887-1968）說：「一個物體從它通常的意義中移離，

我們突然用新奇的眼光看它，響應它內在的視覺特徵。」70對於與自己朝夕相處

的生活物品產生審美的感覺，而歷史之物當它脫離了原有的功能性與當時的審美

角度時，以現時的知覺眼光、直覺感受去欣賞物體自身存在的美感判斷，脫離人

們賦予的功能性與符號，而以更純粹、超越性的形而上的存在，覺知物體所具有

的生命體，並且脫離僵化的意義與被遮蔽的本質。 

收藏之物不是簡單的物質集合，不是標本的陳列室，而是營造了一個留下

許多生命活體的「記憶的場所」，一個超越物質之外的疆域，借助純粹的物質

性來充分敍事和喚起自身故事。文物的出現能喚起的情感既可能是過去的美好

故事，也可能是憂鬱和傷感，而對過去回歸式的想像，常建立在一種對過去曾

在的消逝所留下的「虛空」感，而正是這種「空」引發了對往昔的哀傷，如魯

國名士周豐說道：「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71。這是一種對於當下現象

的感悟，在這裡的空間中形成了一種「被感知的現場」，而一些創作者正是藉由

過去曾在之物做為創作元素與表現意識，進而轉化為創作構思與空間部署的實

踐，而這些以記憶為題材的作品所展示的作品形式與畫面造型，讓特定的人的

意識產生激化作用，這種激化現象猶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所提到的「刺點」72（punctum）的概念。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作品時，共同

所熟悉的形像物體時，因物象而引發出內在個體的記憶圖像，對象物與腦海影

像彼此之間以自由流動的方式擺盪在當下，彼此不同的記憶情結因物象交織在

一起，引發出創作者與觀者之間記憶影像的「並置時空」。如同，我們都有同樣

的經驗，就是當彼此見到熟悉的玩物時，會引發出共同的討論話題，並各自出

                                                      
70

 栗憲庭，《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頁 142。 
71

 孔子 弟子等，《禮記·檀弓下》，阮元校《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0。 
72

 根據羅蘭．巴特的主張，指的是一張照片中的某個細節會從整個景象中跳脫出來，有如利箭 

  一般射穿觀賞者的心，刺動觀賞者的感覺。當我們在照片中找到刺點，這張照片才會真正的感 

  動我們，長留在我們的腦海當中，反過來，如果你想不起某一張照片的景象，通常是因為那張 

  照片沒有你的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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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從前的畫面與故事種種，在此時物象上演出兩齣不同的故事劇情，而且兩者

之間在物象之前共同創作出一種「並置時空」的情結與故事，這種現象即是作

品所擴展、帶領的感知現場。 

在記憶相關的這些作品所營造出的感知場域，在觀看時，對於對象物必須

去除一切與現實文明中的任何知識關係，而以自身角度直觀事物的真實（存在），

感受事物的本質，以瞭解對象物的意義與價值。直覺是一種廣義的心理能力，

稱為哲學的直覺，乃人所天生具有的本能，是本能之淨化、昇華，去除了社會

成規與理智的分析，心力集中地深入對象之中，進而與之產生「同情共感」

（sympathy）的直接意識，在動物界稱之為本能，而人則稱之為直覺。73它一反

以理智探析事物固定的恆常性，改而注意到世界持續的變化性，它又是一種凝

神的意志。柏格森認為直覺用以輔助理智，並非反對理智，它超越推理分析與

語言文字，而直接掌握內在的綿延。如此，拋開社會化的理性，人的本能可以

充分發揮，潛能亦可不斷被激發，自我獨特的本能則產生出與他人殊異的自身

特質。這種感受性的審美本能，蘇聯時期的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俄語：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說道： 

 

藝術之所以存在是恢復人對於生活的感知，為的是使人感覺事

物，使對象更像對象。藝術的目的是要人「感覺」事物，而不是僅

僅知道事物……感覺的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的目的。74 

 

所以某些藝術家以整體空間性的作品為創作形式，作品營造了觀者感知的現場，

                                                      
73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臺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6。 
74

〔俄〕什克洛夫斯基（Samuilovich Shklovsky），方珊 等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臺北： 

  三聯書局，1989，頁 6。 

 



40 
 

也提供了另一個非現實空間的虛幻語境，這個虛境是一個自身內在潛藏的一個理

念世界，但這個世界常被現實的社會常規與知識體所遮蔽。然而，這被遮蔽的狀

態需要主體以直觀的方式去知覺現實的對象物，所以我們打開自身原本的直觀本

能而去感受現實之物，是去遮蔽的一種方式，讓自身的覺知能力被啟動。 

 

 

 

 

 

安東尼．強森說﹔「裝置藝術家創造了一個另外的世界，它是一個自我的

孙宙，既陌生，又似曾相似。」75這些被創造的新視界，則需觀者以自身的本能

去覺知，不是靠理性的文字閱讀。國內在影像裝置的藝術家—陳順築（1963-2014），

其作品常藉由繪畫、現成物來處理展示的形式，其作品帶有對土地與家族記憶的

創作意識，讓觀眾直接感知所成列的作品物件，以喚回觀者的記憶思緒。他在

1990~1991 年於遊學歐洲期間，受到歐洲各種文化的衝擊，體驗出藝術創作的可

                                                      
75
〔美〕安東尼．強森（Anthony Janson），徐淦 譯，《裝置藝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頁 1。 

圖2-2： 陳順築，〈水相〉，1993 ，黑白照、25 個木箱、 

25個玻璃箱空間裝置，依現場尺寸。 

http://etat.com/itpark/artists/shuh_chu/exhibition.htm。 

圖 2-1：陳順築，〈家族黑盒子－自傳〉，1992，相片複

合媒材，長 64×寬 39×高 29cm。

http://annt225.pixnet.net/blog/post/272060647?m=on。 

 

http://etat.com/itpark/artists/shuh_chu/exhibition.htm
http://annt225.pixnet.net/blog/post/272060647?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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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進而投入複合媒材的裝置創作。回國後，開始以「攝影」做為主要的創作

語言，他結合了繪畫、雕塑、攝影、裝置、版畫等形式，多年以來以自傳式的家

族經驗為敘事內容，在其作品（圖2-1、圖2-2）在「既有的空間內」藉由交織手

法互異的照片和物件，顯現過去／現在，消逝／再現等等各自內在語意的完備，

卻又有多層次觀點的影像意義，這些影像的意義是媒介的敘事性，以及觀者參與

其中擴延的想像作用。陳順築認為： 

 

「記憶是可以編造創作的」。「重組老照片，有時候根本是再編

造其實根本不存在的故事…，創作的文本來自鬆動的記憶隙縫，尋常

的事件變成有觀點的動人故事。」76 

 

這些現成物包含著兩種訊息：一種為外延的，即相似物本身，這將會回歸到觀者

的自身經驗裡去搜尋；另一種為內涵的，具有特定的符號意指功能，它在社會中

有一定程度上讓人解讀它所代表、想像事物的特質。 

畫面的構成或空間的營造皆是藝術家對其作品議題的感受做出自身的判斷

部署，德國前衛藝術家波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曾對這個部署、塑造概

念作解釋，並描述創作時的內在感受。說道： 

 

塑造這個觀念是多個局部組成的，其開端是無法區別的，混沌混

亂的一個流動的東西，不能辨識的一團...。此乃混亂的元素，而人

的本身卻與之相結合，...此一力量...首先是在不能區分的，如意志

                                                      
76

 李維菁，〈傳記〉，收錄於《家族黑盒子-陳順築》，台北市立美術館，2014，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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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東西之內被發現。於此可將眼光投向心理學上所稱的潛意識或無

意識。……與之相對的是如理念般的抽象的東西，亦即形式。此處，

我們已有二個相對立的原則，它們導向塑造，亦即導向那混亂－如意

志般的以及思維的－如形式般的（原則），它們交會在一起彼此互爭

長短。此二者之間存在著無數具有些微區分的概念，例如：那些人們

所稱的韻律，亦即那些由感覺所引發的東西；我將之當真正平衡的中

心點。77 

 

這種部署牽涉的是個人在潛意識裡所構成的，是先驗的經驗所構劃的，而作者將

這些局部的各個物件賦予了象徵與符號，隨著藝術家的意圖進行擴延與質變，其

觀者在深入思辨期間時也共同創造出另一個空間影像，並將對物質的刺點激發了

自身意識的理解與聯想，遂因物質與形象造就了變化無窮的故事，然而這實際上，

是藉由特定的物質與其元素的部署，造就出不同的自身內在的藝術空間。 

在許多作品中，無論其是反思批判性或詩意幻想性的，其作品目的均在重

建出第二自然「客體」，或者說新建構的一個「被感知的場域」，以藉此呈顯出該

客體的運行規則（功能），因此客體的擬像（simulacre）仍具有一定的結構性，

而此擬像具有某種訊息與寓意，且含有創作者要表達的意圖，如連建興的作品（如

圖2-3）在個人創作命題思維裏，之所以選用過去曾經存在的荒廢地景、廢棄礦

場、工廠或荒廢景觀，作為藝術圖像表現的語彙元素，是基於重新召換、感知這

你我曾屬過往、記憶之熟悉的陌生物，並對成長經驗中對時代變遷、產業變遞的

無常感傷、懷舊，也是對回不到過去的純真童年時光之感歎，以及對傳統質樸的

勞動價值消失的憑弔。另外，藉由真實與魔幻的對比手法，將不同視覺經驗的廢

                                                      
77

 曾曬淑，《思考＝塑造：Joseph Beuys 的藝術理論與人智學》，臺北：南天出版社，1999，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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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的景象聚集於一個畫面，這些廢墟的礦場、坑道，斑駁的建築鐵架，還以看似

荒廢角落中的石塊、牆面、木架、水源、動植物等構築成一幅陌生而熟悉之景，

把荒廢的風景變形為一個幻想空間，藉由俯視、廣角的空間呈現，使風景、廢墟、

動物交織成一片虛虛實實的幻景，來象徵虛幻的現實世界並暗示生命的渺小與無

常。 

 

 

 

 

 

 

 

 

因此，創作與反思之間並非對世界原初「印象」的複製，而是創造出一個

與原來的世界類比的「藝術場」，且其間目的並不在於複製（copier）原來的世界，

而是要使其明晰可以被現實所理解的藝術場。78對於創作作品而言，其強調藝術

是一種「作用體」(art as form of action)，客體的製作其實是一種對觀者思緒和行

動的影響方式，而藝術其實形塑了一種社會性組構的特殊客體範疇，而這些客體

具有神奇力量與位階，因此對於藝術製造者、接收者和表現本體而言，其實經歷

                                                      
78

〔德〕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陳志敏 譯，《符號的想像》，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 

  頁 269。 

圖2-3：連建興，〈浪漫航行〉，2004，油彩 畫布，80×116㎝。 

http://www.ravenelart.com/artwork.php?id=2501&lan=tw。 

 

 

http://www.ravenelart.com/artwork.php?id=2501&la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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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藝術作為客體對象的一種誘發作用與動力。例如神聖意義的物件和媒介物本身

就具有這種作用，像基督教的聖杯或排灣古老的家傳陶壺，都必須在特有的方位、

神聖空間裡擺放。79這些總體的空間構成或者空間塑造，皆是讓觀者的浸淫在場

域間能夠感受出作品訊息，建構出觀者自身的藝想世界。 

 

第五節  記憶圖式建構了一個現時「想像域」 

藝術家一方面從現實生活裡得到靈感，一方面又總是想擺脫枯燥、痛苦、

令人窒息、煩惱和混亂的現實世界，所在這兩者之間，藝術家藉由作品形式成為

一個二元世界的仲介者，以承擔介於現實與非現實的創建者。 

黑格爾（Friedrich Hegel,1770- 1831）提出的藝術是人的「自我創造」或是

「自我復現」學說。他認為人具有意識思考的能力，人能以「認識」和「實踐」

兩種方式達到對自己意識的體現，前者是在內心形成概念和理論，後者是通過實

踐活動去改變外在事物，在上面「刻下他自己內心生活的烙印」。因此，人把他

的環境人化了，他自己的性格在這些外在事物中復現了，外在事物的頑強性消除

了，在事物的形狀中他欣賞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實體，藝術正是這樣一種實踐活

動。80藝術作品或其文本並非是一個封閉的、穩定的，從實際(已經)存在的系統，

轉而變成一種開放的、不定的、自我解構的一種創造力。藝術不在是指一個靜態

的視覺符號系統，而是一種動態的生產過程，這也是藝術家、創作品、視覺場域

的轉變(transformer)的場所。81這種場所是創作者所另外提供觀者感知的空間場

                                                      
79

 萬煜瑤，〈原住民藝術創作知識：藝術物與符號的想像、感知與實踐〉，引自《2012 年無形文 

  化資產國際論壇—無形文化資產的重構與再生文化性與東亞視野》大會手冊，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2012，頁 72。 
80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臺北：淑馨出版社，1996，頁 376。 
81

 萬煜瑤，〈原住民藝術創作知識：藝術物與符號的想像、感知與實踐〉，引自《2012 年無形文 

  化資產國際論壇—無形文化資產的重構與再生文化性與東亞視野》大會手冊，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2012，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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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作品/影像（圖式）是形成概念所必要的，沒有一個單獨的概念是天賦的。

影像對主體而言是具有一種思維的功能，這種功能在進行反芻當中會引進記憶、

聯想和感知。就像藝術家常表現的題材，常來自熟悉的事物，或者現實中發生過

的議題，又或許是一張張泛黃的照片中出現熟悉面孔，一旦被感知就會在記憶中

固定下來，並且脫離真實世界而在精神上發生作用。伯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

曾表示：「影像─表象首先是在「理想上」被孤立起來，而實際上卻是被連接到

其它一切影像上的一種影像/記憶，然後，當影像成為一個影像/記憶時，人們就

會看到它理想上的孤立後成為實際上的孤立，它疏離了世界而在精神層次上變

化。」82也就是說，過去的影像看似一張與自身沒有關係的媒介物，但實際上，

自身卻會對這影像的內容作出「想像」、「溢出」的狀態，即自身類似經驗的回

想動作，於是影像與自身發生對話關係，從孤立到與共感，進而召喚過去的記憶

影像，也形成對象物（媒介）、意識、聯想物、記憶影像等多重在場的「藝術場」、

「想像域」，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交互作用的化學性的潛藏力量。就如連建興的作

品（圖2-3）來說，在變造後的風景增加了觀者的感知能力，它像戲劇一般，生

動、有效地引發了情感共鳴，這些荒景廢墟召喚出來的是一種對於自身的認識與

對土地情感，透過情境變造的形式，將古蹟的碎片殘留、景象的位移乃至如樂園

般的模擬場景，讓觀者在閱讀後完成了自身經驗的想像回顧，這些真實與虛擬的

異象，也讓個人對環境進行觀察、反省，重拾歷史與現時的辯證關係。 

記憶不是單一的畫面而是一堆影像的組群，任由主體在引發物前，瞬間選擇

不同單一畫面或連續片段，重新跑片以往的時空情結。它不是完全複製先前畫面，

所以具有綿延的特質差異性。記憶可以是點狀的也可以是帶狀的出現，記憶中的

回憶如同夢境一般，沒有邏輯性，也缺少時間的因果關係，像是意識流的電影拍

                                                      
82

 顧世勇，〈記憶永遠成為有意識的〉，2015/08/15 瀏覽於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39/111。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3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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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手法，呈現片段地跳躍思考，也因為如此我們也經常使用一個一個片段或象徵

性的事物，如一張照片、一個玩具、一個紀念品等物件，將那些繁複的思緒、龐

雜的細節，隨著時間的洗滌簡化，使特殊而有意義的記憶放置於這些記憶體之內，

沒有時間與時空的限制而穿梭其間，隨機而任意地翻過往影像，自記憶體中抽取

出來回想或運用，而我們的記憶就如同一座圖書館隨時提供我們藝術創作的靈感。

就像我們的語言是由過去所認識的單字，將它有意識地組合排列，表達主體意識

層的觀點與思想。 

我們必須把所有過去的影像看為有機且有生命的細胞，而非單一的圖式或

形象。回憶的過程不單單只是拿過去的回憶來重新消費，也不是推翻後重新創造

新的記憶，而是介於這兩者之間，所以英國認知心理學家巴特萊特（Frederic C. 

Bartlett, 1886-1969）認為記憶不只是一種再現，而是一種「構念」的狀態： 

 

在記憶中，一個人是根據一種「圖式」來進行構念的，而在通常

所稱的意象中，它或多或少地已經構成若干不同「圖式」的事件和經

驗組合在一起……，正如已經反覆表明的那樣，縮略、精心製作和創

造乃是普通記憶的共通特點，而且這些都十分經常涉及到原先屬於不

同「圖式」的各種材料的混合。83 

 

在提取無數個記憶圖式時，記憶是一種意象的重構或構念，是與我們現實生活

交互產生之下的複雜表述，因此我們也將藝術創造作為記憶重構的一種方式，

創作過程通常也是在處理自身的心理材料，心理材料在創作之後作為一種記憶

                                                      
83

〔英〕巴特萊特（Bartlett），黎煒 譯，《記憶—一個實驗的與社會的心理學研究》，臺北： 

  額爾古納出版，2007，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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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顯。我們從過去的記憶中選擇適當的影像，再反射到現在之事物上，是精神

的集中與後退的運動過程。 

 

 

 

 

 

 

 

英國的藝術家瑪雅海薇（Maya Hewitt）的作品（圖 2-4）談及自身對於記憶

的創作觀時說道： 

 

嘗試再創我所見、我所感、所記憶，以動念畫下真實、私密的

事物，且要好到可以與更多人對話，因此扭曲、變形，自成一個疆

域、一個王國。我渴望從日常中看見部分的逃逸，扮演一個永恆的

精神漫遊者，讓神經官能症能逐漸而秘密的萌芽，使記憶變異，讓

層層疊疊的情緒為記憶染上色彩。讓畫中的主角找到可以稱之為家

的安身之處，我無法不讓現實與想像收攏在作品之中。我想創作行

為都是為了要淬鍊出生命的意義，在銘記個人經驗的同時，又為著

經驗中的普世性而懷抱希望—即使作品不過揭露了引人共振的脆

圖 2-4：瑪雅海薇 Memorial，〈記憶的〉，2015， 油彩畫布，152×182cm。  

http://www.nunufineart.com/maya-hewitt-1-1-1-2/。 

 

 

http://www.nunufineart.com/maya-hewitt-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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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畫作成為「說書人」作品極為個人的，一旦要在直覺與闡述之

間拔河，就勢必要帶著距離，進行自身內在的對話，作品超越解釋，

如一首動人心旋的音樂，無須文字說明。84 

 

從生活汲取的影像去召喚更多人過去的記憶，啟動想像與覺知、醒悟，經過轉化

後讓記憶溢出另一種世界、「想像域」，一個現實與想像的連接的「藝術空間」，

這種創作過程則是來自於知覺、再認、回憶這三個層次。 

 

 

 

 

 

 

 

 

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認為，世界是心物的，經驗世界與物理世

界不一樣。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覺的現

實稱作物理場（physical field）。但是人類的意識活動卻是兩者結合而成的「心物

                                                      
84

 路由藝術，〈藝術家訪談-「世界的另一端」及創作〉，收錄於《路由藝術報》，2015/8 月份。 

圖 2-5：林洪錢，〈風城˙記憶〉，2012，絹本、金箔、岩繪具，8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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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85
也就是說，一件物質的存在除了是對其對象物的普遍性認知外，通常也

會夾雜著自身經驗的故事情節。如一把老式椅子，年邁的母親視為珍品，因為它

蘊含著一段自己的歷史。而紀念性的物品，在擁有著的經驗裡隱藏著一段親身經

歷的故事。這也說明了心與物所建構的「場」是相互依存的整體。又或如筆者作

品（圖 2-5）其畫面建構出一個虛與實的場景，賦予此空間一個意念的表達，畫

中的火車站是兒童階段時一種內在的渴望，它代表著一種逃離現狀的意圖，一種

流浪欲的思維，這非現實的景觀中將過去的圖式與現時的思緒雜揉成一個心物

場。 

 

第六節  記憶是過去心靈圖式的意象景觀 

記憶是人的生存過程中，情感與思想在生活實踐中過去式時態的印記。個

人的記憶又是一個繁複、龐雜的未命名的經驗和已命名的詞彙揉合而成的封閉體

系。回到記憶，追尋記憶是生命實踐的創造力為過去的經驗命名的強大的內在需

求，回憶當中未命名的經驗是已命名的記憶辭彙碰撞的有機作用力。時間與空間

的不可逆轉特性，在回憶的強大力量之下被破壞、裂解。回憶是語言體系的造句、

是寫作、是敘事，而人的生存時、空是記憶的不斷生產、積累、重組、翻新、再

生產的動力過程。 

記憶的體現的是對於過去整體的「意象景觀」記憶是對過去所發生事件的

儲存與加工，對於過去事件的記憶是靠著一個個的影像重現而形成的，以及眼前

東西不存在的一種感性形象，依靠這種感性形象才能使用我們的記憶功能，記憶

與意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意象是在感知覺的基礎上形成的表現在記憶和思維

活動中的一種感性形象，是當前物體不存在時的一種心理表徵。意象是潛意識裡

                                                      
85

 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2016/04/12 瀏覽於   

  http://www.21ccom.net/book/story.php?id=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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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傾向，它表徵著個體對過去事物的印象和累積。
86
說其寫「意」

87
的表達，

莊子（約前 369-前 286）在其《雜篇‧外物》解釋道：「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

之人而與之言哉！」。而清代笪重光（1623-1692）在《畫荃》也說道：「空本難圖，

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88也就是說，創作者所構築的

象是寫實也好、非寫實也好，形似也好、形不似也行，其對於作品的品評不是最

為關鍵的。它超越實像的具體有限，也超越了虛象的虛構與不可及之地，一種「象

外之意」，而這個象不存在於別處，而是存在於畫面或形象的「連續性」中，存

在於作者與觀者的想像之中，存在於特定的形像觸發之中。所以，對筆者的作品

來說，寫實的工筆畫是表現抽象的意，我只是藉寫實的形式來表達內在所感知、

思維的事物，它以工筆寫實的形式來傳達抽象的想法－立像（象）來「盡意」，

若只是聚焦於在形體的像或技巧來討論是沒有太大的意義，也偏離作品「創作」

的本質，因為一切的創作品都是在「表達」自身的理念。同時，在工筆細緻的堆

疊敷染中亦是過去情緒與意念逐漸地轉譯於所繪之物，是過去影像逐步地向畫面

中植入，在點滴的過程中完成過去意象的具體實踐，所以工筆的製作不是單純地

寫實而是寫意。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唐勇力先生在其著作《厚德載物》與課堂上也多

次談到「工筆的寫意性」的觀點。唐先生認為： 

 

工筆是包含作者思想情感和原創性理念的靈活性作品，它本身

                                                      
86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105。 
87

 這裡的寫意不是按照畫面處理的細緻與否，也不是按照中國繪畫裡的繪畫類型來分辨。寫意 

  是一種「內在精神」性的體現，書寫其心中之「意」，非只在視覺形式上的區分，而是強調一 

  種內在意識的表現性來指涉自身的創作觀與理念，這種理念的聚合的是在自身經驗所體悟的整 

  體觀，而非單一對某種思想學說的單一表述。 
88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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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藝」的創造因素內隱其中，含有寫意性。…是在繪畫的過程中不

斷地進行語言創造的產物，也是繪畫創作中一種必要的表達方式，具

有一定的符號意指性。…也是在不斷的深化過程中慢慢地注入作者的

情感、思想、理念和追求的。…通過「取神得形、以綫立形、以形達

意」，進而獲取神態與形體的完美統一、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和諧。89 

 

因此，以形取神、以漸進式的自身情感移入於畫面之中，將細微而內斂的思維轉

化於尺幅之中，追求形神的統一。另外，南京藝術學院的院長周京新認為：從製

作層面將「工筆」與「寫意」分為「精細」與「粗放」兩種是一種誤區，中國畫

應該都是寫意的。寫意就是藝術的表現，「工」與「寫」是可以交融的，不宜分

割。所以筆者將工筆的寫意的概念結合記憶的意象空間，是將過去的意象與現時

創作的意向做「此曾在」的揉合，象是作者內在意識的形象表達。 

至此，象外之象愈豐富，象下之意就愈深遠，而象外之意越深遠促成象外

之象愈擴張，其構成了作品深遠的藝術意境。90無論是實像、虛象還是象外之象，

最終都是為了表達「意」的概念，「象」只是「盡意」的工具而已，象有明確的

「旨歸性」(意指性)。 

古人認為言不盡意，於是以象盡意，是因為人們認知到「圖像化」是對於

文字表達侷限性的一種超越，語言表達能力不及之處，所以通過構築畫面讓人展

開畫外聯想，於是透過可觀可感的畫面所具有的空間感和質感，詮釋出通達曖昧

豐富、不可捉摸的意象。
91
《周易略例˙明像》「象者之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的美學主張。「意」和「象」正是古人的具體觀點，「意」在說明無論是意與象一

                                                      
89

 唐勇立，《厚德載物-當代中國畫藝術論著》，江西美術出版社，2010，頁 41-42。 
90

 蕭帥，《立象盡意與影像表意-中國傳統美學在影視藝術中的理論再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4，頁 68。 
91

 同住 90，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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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還是重意輕象，「象」的最終目的都是表意。而這個「意」是創作者內在思維

對於現實所體驗到的整體覺知與情緒表達，透過所構築的心象，詮釋內在複雜情

感的一二，這個影像永遠無法表達出深幽的內在思維，因為圖像語言無法完善地

表達出內在思維，只能接近其意。《周易》提出：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立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知

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92 

 

這些象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但都是為了表達創作者主觀心意而想像虛構出的，

這些實象或虛象是天地自然之象，抑或是人心營構之象，其目的都是為了通過「象」

來表達人的思想、意念，以及對於宇宙人生哲理的體認。 

要說形象的寫實性莫過於攝影與照片了，但有些攝影並非單純表達自然世

界的現實影像，其中也寓意了作者的意念表達。集錦攝影的第一人郎靜山

（1892-1995）先生，以擬仿的方式來展現國畫的意境（圖 2-6），注重作品意境的

表達，在形式上模仿傳統國畫的氛圍、題材和主題的意趣，多取自古畫、古詩詞，

是中國繪畫風格和攝影技法的統一，既具有個人的藝術風格，又將藝術中寫「意」

的特質表現其中，他的藝術成就大都數的人皆感到無庸置疑的，不因寫實而否定

其藝術作品。 

 

                                                      
92

 周振甫，《周易譯著》，中國：中華書局，1991，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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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攝影家汪蕪生93（1945-）（圖 2-7）認為東方的藝術本質上是「寫意」，

其作品反映的是他心目中的事物的印象，若以黃山來說，他說道：「不同的文化

背景、教育、生活經驗、個性和愛好造成了人們對世界的不同反應，因此，每個

                                                      
93

 1945 年出生於中國安徽省蕪湖市，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物理系。現在以上海和東京為基地活 

  躍在世界藝壇上。大量的作品被德國柏林 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 Collection 和維也納國立藝術 

  史博物館等世界各國的美術館及個人收藏家所收藏。作品「黃山幻幽 W01(夢中芙蓉)」成了北 

  京中國美術館所收藏的第一幅攝影藝術作品。 

圖2-7：汪蕪生〈天域黃山〉系列，黑白照片，選自http://goo.gl/09PHal 。 

圖2-6：郎靜山 黑白攝影作品 http://toutiao.com/i6272077822626365953/。 

 

http://goo.gl/09P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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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主觀的黃山，黃山只存在於我自己的心中」。
94
中國的詩

是寫意的，但卻以寫實而具體的形像勾勒出作者心中的意境。宋代馬致遠（1255

左右）的詩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

腸人在天涯。」作者藉實際的景物來表達出內在抽象的景致，形象的再現非目的，

而是手段。 

意象作為主體心智活動之一。意象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心理表徵。意象

是在感知覺的基礎上形成的表現，是在記憶和思維活動中的一種感性形象，存在

於「心中的」，並非是一個客觀存於當下的「實在」，而是自我過去的知覺印象。

（例如說道酸梅，在心裡會馬上浮現酸梅的影像，以及酸酸的味道和讓口水吞嚥

的動作。這是因為對於酸梅的意象已經在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種意象的

標誌是人們心中想像的一個觀念而已，這也涉及「原型」的概念。原型是一種不

可描述、無意識的、先前就存在的（非自發性的），是一種潛意識的心理傾向，

是一種創造潛能，這種潛能不受意志所控制。95 

意象不能脫離主體而談的。美國哲學家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

所言，在任何認識活動中，都必須有認識的主體參加，沒有認識的主體就談不上

認識的對象，我們意識到的對象總是和意識同在一起的。意象表徵混合了人對事

物的主體意識或情感傾向，是融合了主觀情意的物象（看古松會有對於古松既有

移情作用的看法），它不是客觀的「實在」，但借助「物象」表現出主體意識。96 

圖式影像是為了敘事和表意而存在，儘管追求客觀真實的存在性，但選擇

後的影像已經不是現實自在的客觀存在物，而是具有很強的敘事和表意的「合目

的性」，是創作者的主觀參與的物象。而影像的合目的性，說到底是創作主體的

目的性，及創作主體根據敘事和表意的需要，選擇繪畫語言的手段，對客觀物象

                                                      
94

 巫鴻，梅玫 肖鐵 施杰 等譯，《時空中的美術》，北京： 三聯書局，2009，頁 152。 
95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105。 
96

 同註 95，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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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化呈現。法國安德烈 巴贊（André Bazin ,1918 -1958）認為：「只有通過選

擇，藝術才能成為藝術。」97我們常在回憶過去一些支離破碎的事物片段時，會

主動地、不自覺地將這些片段選擇後加以整合，形成合理的、符合作品邏輯敘事

的意象畫面。記憶是一個存在之物，但這個存在不是一個實體之物的存在，換句

話說，記憶不是一個能夠被感知之實在物，它的存在需依賴人們對於眼前對象物

（刺激物）的關注，一旦這種關注被經驗喚醒則記憶就形成了。而我們所喚醒的

不是「真實」所見之物，而是我們通過直覺、潛意識和意識對一種現象的理解，

一種記憶圖式的景觀。它是由一個個碎片的時間影像所構成的整體把握，是一個

封閉的個人經驗所構成景觀，一個由自身過往經歷的先驗圖式所建構的「心靈圖

式」。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認為：記憶是一種「先驗的圖式」，是現

時感覺刺激了對過去記憶的喚醒。他認為感覺經驗提供了知識的資料，先驗的範

疇提供了知識的形式，人的認識正是用先天的認識能力（或者依賴於記憶的能力）

去整理後天的感性經驗，從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識。98這種認識的能力乃潛藏於

內在的意識裡，是一種自我心理的智識空間、心靈圖式，透過瞬間的搜尋方式對

於現時對象做出判斷與解釋。「心靈圖式」是存在於腦海中的空間表象和環境特

徵，是由各種生活體驗、感受、經驗所組成的一個圖式。但這種心靈圖式景觀一

但被我們所忽略或者是遺忘，則形成像廢墟般的荒蕪景致，變成與現實無關的空

間意識，而這種空間也是在現實裡可能產生激盪的藝術理念或是人生哲學的場

域。 

 

 

                                                      
97

 蕭帥，《立象盡意與影像表意-中國傳統美學在影視藝術中的理論再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4，頁 84-85。 
98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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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記憶圖式成為遺迹裡的廢墟寓言 

遺迹或廢墟是過去的顯現、記憶的場域點。記憶在被我們遺忘或未顯現之

前如同廢墟的遺跡一般，默默地等待被發掘與重新體認，一旦被現時的介質所激

發時，過去的記憶即被召喚出現。而過去的記憶與廢墟在現時中也產生某種現實

意義的生成，以及寓言、啟迪之效。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對於

「廢墟」的概念認為，我們可以找到如何透過記憶來認識過往自身的方式，過去

的記憶影像如同「廢墟」，過去的回憶不是沒有用的「餘生」，隨著時間的歷練，

透過回憶我們可以排除記憶之外不相關的影響因素，更能透視的認識與澄清到自

我。看到記憶中自己所經歷的片段，所體認到的，或記憶中自己心靈有所感動的

事物，從這些事物與現象便可以再次「認識自己」，這就是探尋記憶的重要性。 

人自出生逐漸長成但也趨向死亡，而新的事物在創發生產後，隨著時間沖

刷而朝向衰微。日本建築師磯崎新說：「未來城市是廢墟。99」，但他對廢墟的

概念是一種樂觀的認識，是一種人生哲學的啟悟觀。透過記憶的聯想創造出新

的視覺空間，也從回憶的探索轉化出未來的可能、並將意念寓意其中，而成為

一個寓言故事。「寓言」則是相對於物質層面「廢墟」的一種表徵（representation）

或表現（expression）形式：「寓言之於思想領域猶如廢墟之於事物領域」100，廢

墟的意義首先是建立在省思與警世的層面上。其次是廢墟所體現的是人類獲得

救贖的仲介，班雅明則通過廢墟、死亡獲得救贖的觀念揭示一種超越塵世一切

善惡紛擾，讓生命找到通往永恆的入口，傳達了生命永恆的本質性。就此層面

                                                      
99

〔日〕磯崎新：「廢墟」有幾個不同的理解，第一點就是對時間概念的理解。我們現在的時間 

  概念是近代才出現的，事實上對時間，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比方説“瞬間”，在這個點， 

  未來和過去都在同一個地方出現，過去的廢墟會留存到現在，就像將來也會變成廢墟一樣。我 

  認為在某個時間點上，未來的廢墟和過去的廢墟是同時存在的，這個情況我們有時候會從一些 

  電影中看到。第二點，以前的東西漸漸成為廢墟，然後消失，接下來又在未來重新建成，因此 

  可以説未來的城市是現在城市的廢墟狀態；而現在的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在未來的城市 

  也可能會變成事實上的廢墟。瀏覽於 2016/02/26，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656341.htm。 
100

 路況，〈班雅明的「廢墟」美學〉，2016/04/19 瀏覽於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546356/。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656341.htm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546356/


57 
 

來看，「廢墟」所彰顯的不再於外在頹棄般的荒煙景象，而是彰顯一種生命永

恆的本質，是通過救贖而來的永恆，傳達一種超脫精神的體現。再者，如同班

雅明將人的思想與經驗皆當作廢墟，是一種促使新視野和再生生命湧現的反面

力量和思考過程。「廢墟」在這個意義上不再只是過往的空間體現，而是把它

置於「超越」之旁，「廢墟」歸納出以下兩個層面的意義：作為一種「批判省

思」的現實呈現；其次是作為一種「超脫精神」的體現。 

對一座廢城進行記憶和描述，其一是把城市作為一個美學客體，作為思考

和憧憬的外在對象；其二是將自己置身其中，不斷以自身經驗去體會城市的消

損狀態。第一種是把當下的凝視和往昔的城市進行並置，以導致凝視者的悵惘

和惋惜，藝術家本身是廢城的一部分。廢墟是一個極其富有生命力的概念，一

種既懷念又想擺脫的複雜心理。廢墟的「內化」（internalizing）過程，對廢墟

的表現從外在的和表面的跡象中解放出來，愈發依賴於觀者對特定地點的主觀

反應。101我們必須體認到，處在時間洪流的自己，當下的思維與活動都將逐漸成

為記憶的片段。時間的推移，總是將我們推向一個我們再也無法回去的世界，

當下所發生的種種將成為過去的歷史，並形成我們意識對象之後的記憶，慢慢

地堆疊這些記憶。如同一座廢墟，我們將記憶暫時存放在那裡，這座廢墟如同

我們的金字塔，神祕且機關重重，而且有時記憶就此消失在廢墟當中。 

透過時間的交織，讓我們能用另一種角度對過去進行挖掘和探究，事物與事

件本身一些無關的攪擾因素都去除了，我們可以直達真相的內部來認識自身。同

樣地，當我們透過創作來認識自身的方式時，藝術創作的過程多半是挖掘那些即

將要被遺忘的片段、思維，用以客觀的立場來認識自身的記憶，透過這些記憶來

找尋現在的自己，因為現在將成為過去，我們唯有去認識過去的片段才能稍微捉

住現在的形貌。 

                                                      
101

 （美）巫鴻，肖鐵 譯，巫鴻 校，《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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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記憶回返作為他者的現時思辨 

思辨一詞具有「自我回溯(selbstreflexiv)」之意，而伽達瑪（Gadamer, 1900- 

2002）指出「思辨」所顯示的是一種「反映的關係(Verhältnis des Spiegelns)」，並

且是對照於生活日常經驗的獨斷性之模態作出新的思考。也就是說，「思辨」像

一面鏡子，在其中一般的經驗或思維模式對其自我日常事物未加思索的預設作出

反思，以修正其本來的僵化、片面性或意識形態的狀態。故此，庫侖卡姆夫 (A. 

Kulenkampff,1898-1948) 很 恰 當 地 把 「 思 辨 」 界 定 為 「 對 於 預 設 的 反 思 

(voraussetzungs bezogene Reflexion)」。這就是說：思辨的哲學反思是「再思想」的

過程，是作為對世界的思想的思想 (als Denken des Denkens der Welt)」。由此觀之，

思辨其實是一種「後設的反思(metatheoretische Reflexion)」；思辨可免除了所有立

場之所以為立場，其必然附帶著的片面性。正如布納 (R. Bubner,1941-2007) 所

言，思辨「其實不過是那些本來僵化了的一種反思結構，讓其變得清楚透徹的過

程」。102也就是再回返已發生的事物中去分析、檢視其中的有誤或不夠完善的決

定中予以辯證，以過去記憶的意識與現在思維同時進行整體維度的思辨。 

記憶不是課本中的知識，因為記憶的表徵由理解，或者說是由我們的自身

「覺醒」、「反省」來支配。記憶為生活空間新事物的「發現」和「創造」提供了

前提條件，因為記憶由自身的意識所組成，其中有已形成的中心理念與認知判斷，

藉由先前形成的觀點來對現時事物做辨別。我們通過過去對象的理解來意象未來，

並通過記憶，對當下靜態（書籍）的和動態（環境）的知覺事物提供了一個認知

概念，而形成記憶表象，這種記憶表象是對知覺的概括和重組。人們可以從對許

多個別事物的知覺記憶中，抽取某些形成一般表象，對感覺、知覺的重組和加工，

接近於理性認識，記憶便在感性的認知上轉換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

                                                      
102

 劉創馥，〈黑格爾思辨哲學與分析哲學之發展〉，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五期， 

  2006 年元月，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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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103

在這裡性思維的判斷與思考中建立出新的觀點，記憶是從感知到思量的

橋樑，也是想像力與建立個人思想觀念的馳騁基地，思想在腦中唯一的功能是「記

憶」，透過記憶的回返對當下進行感知與辯證。 

柏格森認為感知(perception)本身不含認識行動，只是適應環境的行為，所以

純粹感知應該是在外的，它並不代表個人意識，但純粹感知應當是純粹的「存在」，

也就是「觀念」潛在的實體。柏格森的感知是由外到內使主客觀產生作用的一個

活動。104感知一定要有外界事物的表象才有意義(發揮作用)。每一個感知行為都

含有不同層次的記憶，記憶又構成感知的「主觀作用」，是這樣才使感知產生意

識，就是這樣靠感知、記憶將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的大腦融入物質的世界，經

過一連串後就形成了一種「直覺」於潛意識裡的「認識觀」，而這種形成則從幼

兒階段後則不斷地厚實的其量體，成為自身內在的「潛在本質」，或者說是一種

「先驗的存在」，這種存在也成為現時語境中另一個「他者」，它作為對新事物思

辨的一種依據。 

 

 

 

 

 

                                                      
103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80。 
104

 莫詒謨，《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1，頁 14。 

意識的建立 

(觀念、思想) 

直覺 

 

客體 
 

感知 
記憶  

(標本)   

圖表 3-1：直覺的構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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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是一種沒有符號特徵的認識方法。直覺是一種單純生命內在的方法。
105

個人初期的本能都是一些真正地生命過程，本能就是直覺的前身，感應成為本能

的一種最真實的單純的活動。直覺是在感知與記憶之間所形成的觀念意識，也就

是說，觀念的成形是由外表實體中一種表象的濃縮。表象隨著實體而移動，觀念

是靜止的，思想是一連串的變動，106或者說具有一定的綿延運動。在這種綿延的

狀態下，傅科的理論將創造和思維活動看成自身的生命，當成一種生活藝術，當

成「關懷自身」(souci de soi)和進行自身完善的過程，當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

一種「自身技術」(technique de soi)或「自身的實踐」(pratique de soi)。拒絕給自己

的人格、觀念下定義或進行界定，因為他期盼自己永遠成為一位不斷更新和不斷

有所創造的活人和自由自在的人，精神生命的自我再生產，不斷地自我轉化和自

我更新，尋求新的目標，並在自身的反覆更新中享受生活美的樂趣，傅科將這樣

的生活態度和思想模式稱之為無止境的「永恆遊戲活動」：在遊戲中冒險、在遊

戲中挑戰、在遊戲中蛻變和更新。傅科認為：「哲學的任務不應該是進行抽象意

義的探討，也不是為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是純粹探索和總結生活的藝術，

尋求生存美學的各種實踐技藝。人是一種永遠不甘寂寞、時時刻刻試圖逾越現實

而尋求更刺激的審美愉悅感的特殊生命體，真正懂得生存審美意義的人，總是要

通過無止盡的審美超越活動，盡可能地使自身整個的生活過程，譜寫成一首富有

魅力的詩性之生存讚歌。」107而這種生命的詩歌卻暗藏於你我的記憶與潛意識裡，

等待再次的召喚、甦醒，所以回返「曾在」成為自身的醒覺的過程與思維辯證的

依據，也是現實世界「認識論」的一種觀點。 

 

 

                                                      
105

 莫詒謨，《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1 初版，2003 年二刷，頁 156。 
106

 同註 105，頁 14。 
107

 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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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曾在」與「此在」記憶的懷舊式思辨 

人只有在失去後才看到自己曾經所擁有的，而哲學家或藝術創作者的責任

就是賦予失去的物件給予某種理念或觀點，進而讓物件擁有未來的思考判斷的價

值，建構出新的思想，這存在著一種「後見之明」的哲學思維。這種「後見之明」

也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事後性」。「事後性」是對那已經消

逝或即將消逝之物的重新解釋，歷史事件也只有在事後被人審視、思辨中，才能

進行「寓言化」的解讀。再重新檢視過去的事物時，給出新的看法、新的認知，

對象一旦被定義，或符號化就會失去能動性和本質性的意義，「審視」、「反思」

是讓我們理解經驗事件裡所含載的意義，以及此時存在價值的一種方式。 

「失落的重現」這是一種「被壓抑者的返回」，而「追憶」成為自我認識、

辨證，思想建構的空間。傅科（法語：Michel Foucault,1926-1984）創作不是現實

的仿造，是在回溯自身與當下感知的運作中一種瞬間詮釋、表達。而當下覺知的

「此在」則涵蓋了過去的記憶與此時此刻的絕對感受，同時也包含著未來的景觀。

而傅科在文化記憶的回返中，探索生存和創造的各種可能性，將自身生活經驗和

現時的創作活動當成自身追求「審美」的獨創性生活過程。人們的記憶不是對現

象的完美複製，而是對現在面對過去的一種「投射」，但大多的情況下是一種「省

察」、「思辨」的過程，是一種不自覺地融入自主意識的過程。108 

「省察」、「思辨」即純粹思考，英文字源於拉丁文 speculari，意為反省、

探詢、及發微探隱。就哲學而言，思辨是一個解釋心靈思考其本身或精神方面，

即「先驗的直觀」。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認為思辨是在純粹理性的，

亦即沒有經驗對象的範圍內進行的哲學推論，理性是最高的認識能力，能把經由

感官所得到的知識綜合成最完整的體系。理性又以絕對的統一體，即先驗理念為

                                                      
108

 白潔，《記憶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107。 

 



62 
 

對象，沒有其他認識工具能讓理性把握絕對的統一體。109而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對於「思辨」的看法則認為，它代表著一個不斷自省的反思

過程，一種不斷自我批判的哲學態度。思辨哲學並不固守於任何一立場，亦不執

著於任何一前題─每一個範疇，如存在、無、變化、有限、無限等等，都在理性

思維中自我反思的過程裡展示其真正的內容，110黑格爾提出「絕對精神」（the 

absolute spirit）為宇宙的本質和萬事萬物的實體，是一個具有創造性、處於變動

發展過程中的主體。「絕對精神」既是客體又是主體，既是存在又是思維，所以

本質上，黑格爾哲學是一種典型的思辨哲學。111
 

對於思辨性的意義來說，其批判性思考的一道防線，就是現實的超越。112現

實物質的存在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面對的現實，但物質的實質存在現今已被虛擬

影像所逐漸取代，被虛擬所吞噬，對於事物的判斷常藉由做出來的影像作出思考，

一般人對於知識的認識也常根據虛幻的影像來理解，而非藉助親身面對實際對象

去分析研究。所以，讓事物回歸世界之謎的起點，或渾沌狀態，喚起自身的微知

覺，重新以直觀的審視與思辨是在現階段中必須思考的課題。 

透過過去曾在的「實在」來探討現實中事物存在的意義，藉著思辨的方式

找出未來的方向，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 ）所言，當代文化生產無

法重建曾為實存的過往，只能在柏拉圖洞穴的牆上描繪自身的心靈影像。113借助

過去的所建立的思想意識來判斷當下所發生的事物，而在緬懷過去所真實的景觀，

或者說，藉由過去所遺留下文物、殘跡碎片來思考，這可稱之為在一種「媒介懷

舊」的模態下建立新理念。這所呈現的過去亦是根據當下社會情境，將過去素材

                                                      
109

 劉貴傑，〈思辨〉，載於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臺北：文景出版社，頁 182-183。 
110

 劉創馥，〈黑格爾思辨哲學與分析哲學之發展〉，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五期，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2006，頁 100。 
111

 同註 109，頁 182-183。 
112

 馮絲華˙蓋伊亞（Francoise Gaillard），〈布希亞：決絕的思想家〉，收錄於《布希亞：思想與藝 

   術》現代美術學報 29 期 2015.05，台北市立美術館，頁 33。 
113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2006 年 4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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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媒介邏輯加以篩選、編排而成。與其強調這些選擇性重構的懷舊，既不完美

亦不完整，不如視之為某種看待過去的「特殊觀點」，或者說是「以古鑑今」。

據此回顧過往，必定歷經系統性的整理歸納、判斷分析，由物品名稱喚起的記憶，

以「懷舊效應」的形式表現出來。114這種由人與物品之間產生出的情感發酵的懷

舊效應就是物的「臨在場」的特質。 

在二十世紀是開始於對未來性的烏托邦幻想，卻終以回顧性的追憶與懷舊

風潮作為自身逃逸或作為創作表達的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復古風」的氛圍下回

歸自屬的私密語境，它是生活中自我逃向一種異質的另空間。這種異質的空間，

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後現代藝術觀點的一種創造模態，藉由經典或消逝的以重新看

待、審視「原文本」。全球性之「懷舊風115」在二十一世紀初繼續蔓延，成為當

代文化的重要主題之一。 

｢懷舊｣（nostalgia）一詞原是十七世紀瑞士醫生 Johannes Hofer 為了描述在

外征戰士兵思鄉成疾的事，其字的組合是兩個希臘字根 nostos（返鄉）及 algia（憧

憬）而成。這種追憶的特質不僅是對家園的渴切懷想，更是因變遷及時光飛逝所

導致之失落感與眷戀感。116簡單說，追憶原指懷鄉所致嚴重的憂鬱思緒，在當代

則常被用來形容期望重返記憶中美好往日的渴望。而「追憶」依美國社會學家戴

維斯（Kingsly Davis,1908-）的分析研究，可將懷舊含意分為三類：第一類對過

去抱持愉悅回憶，而對現在微有反感，雖惋惜過去的消逝，但亦知重返舊日並無

可能。第二類之重點在於個體的經驗分析，指懷舊者檢視回憶內容的正確性與適

切性，對過去與現在有所關連性的「思考」，有意瞭解個體之過去經驗及現在對

其（過去）之感覺，進而思考如何得以幫助當下的「自我瞭解」。第三類更具分

                                                      
114

 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張朝霞 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 

   為什麼「遺忘」》，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公司，2013，頁 59。 
115

 在台灣懷舊風的盛行從 90 年代開始，可從報章雜誌、文集、攝影展、網路個人新聞台、拍賣 

   網站、電視劇、電影、廣告、流行音樂、歷史文物展、消費商品、餐飲空間、觀光旅遊、企 

   業博物館均爭相呈現中外各年代的懷舊圖像，尤以五○至八○年代之「古早」台灣最受青睞。 
116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2006 年 4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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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性，試圖省思懷舊行為的重要性，找出懷舊理由及懷舊經驗對「自身的意義」。

117另外，蕭學仁在《老台灣柑仔店》一書中也對於懷舊提出其看法，他說到： 

 

懷舊復古不應該只是一種流行、一種時髦；它應該是一種新的

認知、一種新的觀念，它是從母體孕育出的一種新生命；就像歐美藝

術大師從自己的生活文化中汲取養分，也唯有確認和這塊土地的親情，

才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118

  

 

然而，對於身為收藏民藝的筆者來說，懷舊的收藏物不只是對文物單純的占有，

或者抱持著對文物的升值空間的一種期待，更多的是一種擬人性與抽象事物的一

種對待，那是一件美麗的事物、是具有情感對話的影像，它蘊含著人文氣質的故

事溫度。收藏並不是（像戀物癖）以衝動的滿足為目的或被物所奴役，是一種內

在精神轉化為對自然永恆的體驗。所以摩里斯˙杭斯（Maurice Rheims）說:收藏

的愛好是一種激情的遊戲。其中，主體性可以在一種毫無紛擾的狀況下建立自我

想像的悠遊心境。文物是「時間的鏡子」，在鏡中看到自己，在文物中回到那個

屬於自己的年代，是避世的，也是封閉的自我狀態。物品可以被佔有，為心裡能

量所投注，如此物品正是意義下的一面「鏡子」。他不反射真實形象，而反射出

人的欲想世界，看著它卻不必反過來被看，這便是為何所有人在人際關係中無法

投注的心理能量都被投入到物品身上，人自願地在它們身上進行心理退化，以便

在此「靜心默思」，物品成為日常生活中一個「導流者」
119

的角色。 

                                                      
117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2006 年 4 月，頁 53。 
118

 蕭學仁，《老台灣柑仔店》，臺北：上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27。 
119

 「導流者」扮演著對於當下個人思緒抒發的一種管道，同時也扮演逃逸者的角色，帶領著意 

   志自由翱翔的無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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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默思對與消逝的對象物之關係時，其實正是我們自身想念或缺乏的

一種現實，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缺乏」的生活狀態，這種困境暗示著自身在當

下無法解決或處理的事務，而這種狀態會潛入在潛意識裡，然後在夢境空間完成

現實的期望，猶如兒童經常以玩具對象物的互動方式，編造故事以達成內在的需

求與想像。另外，自身的缺乏上的需求，也反映在自我創造出某種不可見的對象

物（神靈）之上，透過祂完成內在欲望實現與消彌自身的無助感。美國神話學者

喬瑟夫 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研究早期透過人類對於神祉的塑造其

認為：「神祉只是我們表達對於某超越與奧秘事物的一種概念表現。」神的觀念

本身就是一個隱喻或超越的象徵。任何可以命名，並且被賦予形象的事物都是一

個象徵的符號，象徵著背後所存在的精神，其故事只是一個起因。同時他認為人

類不單純為了聽讀故事而讀神話，人們讀神話是為了找尋其中的意義，在神話中

以接觸永恆，認識「內在的自我」120。 

總之，從懷舊理念的基礎上，於現時語境下注入養分、思維，從時間的橫

向發展上與縱向的空間，建立出整體性的新觀點。媒介懷舊不只是複製、傳佈與

強化意識力量的工具，也是個體自我認知與社會群體溝通省思的寶貴資源。所以，

古物媒介所應當思考的並非依循既有的認知生發懷舊記憶，而是進行內部的自我

逸出與辯證。在這現實中充滿虛幻與造作的模態下，分化衍生出與現實抗衡的「反

作用力」，並以顛覆、質疑的思維對創造與想像進行試鍊激發，同時，在主流勢

力盤據於集體意識時為眾多邊緣與離散的聲音提供抒發、集結與對話的空間。換

句話說，社會透過懷舊回顧過往之際，媒介應當反身回顧自我，以內在辯證維持

自立與自新的張力，力求在當代仍能保有自主空間及批判能力。121如此，自身才

能在現實的困頓下，想像進入那遙不可及的烏托邦世界，在那裡，我們正視個體

                                                      
120

 「內在的自我」與「自身」是相同之意，並且與佛洛伊德所說的「原我」同義。社會中常說 

   的「自我」與「自身」其差異上主要是在於，「自我」是被社會所建構、形塑的外在自己，是 

   符合於現實社會中的形象要求，以符合社會的需求標準。而「自身」是一種內在性的真實自 

   我，或者說是「原我」，一種非社會化、未被訓化的自身，是與生具有的特質與本能。 
121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2006 年 4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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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群體、世代或族群間普遍與特殊、共通與分歧的歷史脈絡，而非同質、單一的

俘虜者，是在異質空間中穿梭的機動性主體位置，也創造多元的藝術形式與自身

風格。同時在自身本質的探索下，展現出一種差異、終極的、絕對的，並使得我

們能夠把握自身的「存有」。 

 

第二節 永恆回歸的追憶建構出差異思維的認識觀 

   記憶是通過「我思」將新事物置放於前意識、歷史情境中，其喻意著記憶是

「先驗的」知覺世界，又通過「我思」將世界交予未來。我們的思想即是在前意

識的基礎上所產生的，而我們又在現時的感知能力下激化我們記憶的浮現，經過

舊有的記憶來分析新的事物，進而建立主體的思想。記憶是一種「先 驗 場 域」 

(champ transcendantal)，是在當下的感知前就已生成的。我們常常藉由回返這先驗

的存在來辨別當下的事物，或者透過反思間的差異過程再建立新的觀點，所以德

勒茲認為「做哲學，就是由差異開始」。122而思考差異則是思考其差異自身，那

麼哲學的起源不也正是重複的真正開始？也就說，我們透過重複、差異，或追憶

的回返運動下，辯證出一種新理念的可能。「回返」 (re-venir) 不是再現，而是

「重複」，在這種由差異及其回返所構成的思維中，被思考的差異成為基本的組

成物，差異不涉及任何再現。德勒茲因此寫道： 

 

「差異必須成為元素，終極的單元 (ultime unité)，它必須

因此參照 (renvoie) 從未同一於它、卻差分化 (différencient) 

它的其他差異。系列裡的每一已經是差異的項目必須置於與其他項

                                                      
122

 楊凱麟，〈起源與重複：德勒茲哲學的差異問題性〉，收錄於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三十 

   一期 (2014 年 1 月)，臺北：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頁 111。 

 



67 
 

目的變異關係中，且由此建構不具中心與收斂性的其他系列。必須

在系列本身之中肯定發散性與去中心。每一事物、每一存有都應該

觀看它自身被吞没於差異中的同一性。123 

 

差異（名詞）在差異（動詞）重複作用中，是為自身差異的表達與顯現，思想卻

是透過近同與類似間的差異，企圖以「他者」再現自己，自我即在記憶前後的差

異性中逐漸被建構出一個殊異的自身。 

德勒茲用尼采的「永恆回歸」來代表這個獨特的問題，他指出「回返」即

是「存有」，每一次的回返都同時更強化了「差異」。因此當差異它透過一種重

複的論述強化了差異自身，而每次記憶的回返都形成了更大的差異，因為在記憶

的積累中是不斷地加入更多現時新的構念於其中的。差異不僅是哲學中成為問題

化與創造的概念，而且哲學思想本身就是其自身實踐。作為個體存在的個人，在

生活的感知上其思想的建造需要的是一種屬於個人的個體理性，具有獨立意志的，

而不屈從現實框架的，屬於個體生命本身的思想和意識觀點，個體需要透過記憶

的綿延性、流變或差異化去認知內在的自我。我們在規律或安逸中會失去反思的

能力與力量，而真正的思想就是一種在常規的例行事物上所做出的「出軌」能力

124。認知是從感性出發，而在理性的判斷上不斷地進行分析辯證，理性真正的核

心在於人能夠能動地依靠自己的感受、體驗、心智和力量去認識世界，並非只順

從於某種以形成的既定法則、教條與常識性的思維軌道。 

當過去的消逝成為一個被思考的對象，它在想像領域裡存在著，而過去的

「曾在」在當代思考中遂成為一個被遮蔽與被凝視的對象。125追憶不是形象的再

                                                      
123

 楊凱麟，〈起源與重複：德勒茲哲學的差異問題性〉，收錄於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三十 

   一期 (2014 年 1 月)，臺北：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頁 119。 
124

 姥海永，《神話與鏡像-關於精神性的藝術與思想》，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頁 101。 
125

 周郁齡，〈塵埃落定〉，收錄於《家族黑盒子-陳順築》，臺北市立美術館，2014，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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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是揭露出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不是傳送，而是被解釋，在差異中梳理出理

念。楊茂林創作的面貌從政治行動轉換為歷史文化記憶的追溯，其系列作品「圓

山紀事」（圖 3-1）、「百合紀事」、「熱蘭遮紀事」（圖 3-2）、與 「大員紀事」，內

容是關於台灣原住民、外來族群殖民、清朝 治理台灣時期，至十九世紀末的歷

史斷代。他企圖以其擅長的圖像風格重新詮釋、整理台灣的歷史，且不依照編年

的歷史概念，而是以片斷、多元時空的敘述法則，建構出新的歷史存在感，同時

也顛覆了既有的、主流的、正統的史觀。他依照個人的記憶，提出不同的歷史論

證，以開放的形式去理解歷史文化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彼此之見的差異下找出各

自的殊異與真理，以及生存的審美意識。 

 

 

 

 

 

 

所以德勒茲說：「追憶重要的議題是記憶與時間，更關鍵的是探索我們未知

曉的、未發覺對象背後所象徵事物的意義，而透過再剖析、再學習，我們會理解

圖 3-2：楊茂林，〈熱蘭遮紀事 L9301〉，1993，油彩畫布，

112×194 ㎝，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 3-1：楊茂林，〈圓山紀事〉M9301，1993 年，壓克力 

油畫 畫布 80×117 ㎝ 

http://www.ravenelart.com/artwork.php?id=2331&lan=tw。 

 

http://www.ravenelart.com/artwork.php?id=2331&la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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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意義與真理。」
126

這種未知曉、未發現的通常是因為未能及時察覺或對對

象未能產生某種的交集而被忽略的，我們常常將習以為常的事物做出慣性的理解，

卻很少會對事物予以質疑而重新思考，但在當代的學說裡，更多的是「再詮釋」

與「再思考」的觀點，進而發現事物有更多的可能與新意義，而「反思」、「辯證」

也成為創造者必要的創作途徑，這才有可能建立出自屬的審美意識、生存美學

觀。 

記憶做為主體存在的顯現與再認識。如果說因時間而產生記憶，那麼透過

記憶的「回返」作用能夠讓我們更近一步地看見自己、認識自己，影像記憶是「時

間的鏡子」。127在鏡中看到自己，在影像記憶檔案中回到那個屬於自己的年代，

是避世的、框限與封閉的自我。而藝術創作本身就像是在顯現自身過去的行為，

我們可透過藝術創作的過程來瞭解自身，也可以經由回憶找到藝術創作可能性的

靈感，因此藝術創作不只是反映當下的狀態或情緒的抒發，也不只是對於事物當

下的回應與反思，更是用一種反向回憶探究自身與認識原我的方法。 

然而，比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存在著某種「引發思想」的事物，比哲學家

更為重要的是詩人，因為他在「思索」對象之物。追憶的議題就是「促使」這個

作用，那些促使我們去觀讀、去解釋、去思考，以尋找出背後的真理而形成思想。

128哲學家則是在對像中觀看出一般人無法觀看到的哲理，將自然中「道」的實踐

成為一種思想、觀念建立的方法，而思想成立後成為一個被解讀的符號物，以符

號代替思想。所以說，符號的呈現是哲學家來「類比」的思想物，這個思想物是

哲學家在總體生活的體驗後，經由意識的心驗場的判斷、辯證後，在空間象限中

所總結的一個理念。 

                                                      
126

﹝法﹞吉爾．德勒茲（Deleuze）， 姜宇輝 譯，《普魯斯特與符號》，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頁 90-91。 
127

﹝法﹞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物體系》，臺北：時報文化，1997，頁 22。 
128

 同註 126，頁 94-95。 

 



70 
 

 

第三節  媒介意識與紀念碑式的美感空間場所 

回憶成為「歷史的再閱讀，生命的再複誦」。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前 384-

前 322）發現記憶和想像（表象或意象）的關係，所有可以記憶的對象，本質上

都是想像的對象，而那些含有想像的事物，則是偶然地成為記憶的對象。當人們

記憶回返「不在場」的事物時，所出現的只是影像而已，人們必須在靈魂中有這

樣的影像（先驗的），再由感覺刺激形成圖像，進而思想成一種（詩的）畫面，

這便成為記憶的最佳狀態。在中國的畫作作品中大都是對於所處的環境空間有感

而發的創造，透過自身遊歷的方式以「記」、「憶」的方式將作品意識予以表現出

來，眾所周知的，如顧閎中（五代南唐）的作品〈韓熙載夜宴圖〉（圖 3-3）即是

透過作者以「目識心記」的方式所表現出的一件作品。 

 

 

 

 

 

 

 

〈韓熙載夜宴圖〉這幅畫卷不單單是一幅描寫私人生活的圖畫，更重要的

圖 3-3：五代十國南唐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絹本，28.7 ㎝×335.5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136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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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的事蹟面貌。透過作者顧閎中細微的觀察與體識，將所

有的細節一一再現，把主人翁－韓熙載的某生活情景描繪得淋漓盡致，所有人物

的笑容面貌刻畫出栩栩如生的表情姿態。在這幅長卷中有四十多位神態表情各不

相同的人物，藉由移動式點、蒙太奇式的方式加以複現與敘事，男女性別、身分

位階皆突出其性格，神情描繪自然而不做作。作者藉由觀察生活的一個側面，生

動而鉅細靡遺地反映了當時仕官、權力者歌舞昇平、生活奢華的場面。畫家秉著

超出常人的觀察力與記憶力，和對韓熙載為官失意的境遇、情操有著深刻理解，

而創作出的這幅深具意義與精湛的佳作。構圖的人物與物件錯落有致，色彩設色

華而不艷俗、人物姿態各異其趣、場面敘事有動有靜。整體在人物的詮釋上絲絲

入扣，而對韓熙載的表情刻畫尤為突出，從右至左的畫面中反復出現，或正或側，

亦動亦靜，描繪得神采自若而精微有神，在其他同室的人物中表現得超然自適、

氣宇非凡，但臉上卻無一絲笑意與逼人的傲氣，與這整幅歡樂的場景格外突兀，

似乎心不在此而有所愁思，更是完善地揭示了他內心抑鬱和苦悶的詮釋。而韓熙

載在這種沉湎聲色來消磨時光的做法，實際上是力求自保，想借此來表明自己對

權力沒有興趣，以避免受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和迫害的目的。所以顧閎中心知如

此，所以特別將畫中韓熙載的表情思緒與這喧囂縱意的場景做出極大的差異與對

比，這也呈現出作品裡要傳達的訊息與意識，這也是作者所欲意其作品之中的，

這種作品意識也可說是作者意識的完美詮釋，或所賦予的精神意志。 

每個人的創作實際上都是在整理自己的藝術史。而美術史的原型，經典的

或過去的都是不斷地被招喚出成為現時材料，文本的重讀是溫故而出新的，當然

這種復活的新形式是在自身軀體裡所轉化生發的，是自己演出追憶思維的理念劇

本，演的是感知被遮蔽的「還魂記」。德勒茲認為每件藝術創作會是一座「紀念

碑」，但此處的紀念碑並不是紀念或哀悼過去，而是某種臨在轟烈活動的聚集（a 

bloc of present sensations），紀念碑行動並非只是記憶，而是聯想與虛構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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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ulation），一種連結自身想像力的圖式。
129

孟浩然的詩中「人事有代謝，往來

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

罷淚沾襟。」130懷古之情必然為歷史的殘迹及其磨滅所激發，記憶的性格特徵包

括「內省的目光」、「時間的斷裂」，以及「消逝與追憶」。 

紀念碑式的作品，我們藉唐代的李成（919-約 967）作品〈讀碑窠石圖〉（圖

3-4）來說，其作品散發出一種對過往的緬懷之意，畫面表現出人世滄桑，往事

如煙，不堪回首之感，也表現出他憤世嫉俗、高傲孤寂之遺族品格。古木勁挺、

孤石矗立、枯草荊棘，這些的景物都烘托出無盡的悽愴之氣氛。在這嚴冬荒寒的

原野、石碑的體現，使人產生對逝去歷史的追憶和時代變遷的感慨。在右下角，

一位騎騾的老人正駐足在古碑前作看碑文，但碑尚未書寫任何文字或象徵性的形

象，更顯現出一種寓意深遠的天書性，激發出觀者無限的解讀與遐想空間，「無」

勝於「有」的連想特質。  

 

 

 

 

 

 

 

                                                      
129

 巫鴻（美），肖鐵 譯，巫鴻 校，《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15。 
130

 孟浩然，《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 145。 

圖 3-4.：宋 李成，〈讀碑窠石圖〉， 絹本墨色，126.3×104.9cm， 日本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http://jsl641124.blog.163.com/blog/static/177025。 

 

http://jsl641124.blog.163.com/blog/static/1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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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畫面景物氣氛散發出寂寥凝重，不禁讓人陷入一種蒼涼冷落的

情境之中，而在山水畫中的留白空間更蘊含著耐人尋味的哲理，同時幾顆古木的

造型各自殊異，枝節舞動旋繞出生命力，在畫裡顯現出山中的荒蕪性，猶如南北

朝王籍《入若耶溪》的詩句中所寫的「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這是了無人

煙的世界。另外，張牙舞爪而未修飾的枝葉與蕭瑟的靜態圖式中更顯現出「動」

與「靜」的差異性。這種表現是緬懷一個「此曾在」的情景，一個人去樓空、事

物以非的景觀，呈現出蕭瑟荒涼的氛圍，一種棄絕的、不在場的狀態，以一種特

別的詩意而感動著人。它是在喚起一個整體，或者說，喚起一個過去完滿的世界，

一種追憶性的意境，畫面空間述說了時間流逝也體現出一種「美感空間場域」131

與生命存在的「美學意識」。 

〈讀碑窠石圖〉其畫中的意象空間只是一種虛置，是一幅超現實時空的停

格，時間和空間一步步在辨識當中隱沒，而沒有特指的時空觀，退向非物質的「心

理場域」。這是一種沉醉的、懷舊的、儀式的，使逝者重新浮現，而後把自己從

現實的瞬間存在中拯救出來，進入一個 「靜態的虛影」，這個虛影是由記憶的想

像而形塑的。一塊空白的石碑刪除了特定的歷史時間(超越時間的限制)與內容，

從憑弔式的心態上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心理空間。石碑具有豐富的象徵性，它「指

涉」了過去，而非再現過去。「碑」定義了一種「合法的場域」，在那裏「共識的

歷史」被建構，並向世人呈現曾經所上演的故事。在幻覺包圍裡，當下性消失了，

追悼、思念、感懷、憑弔，促使人意識到時間無情的流逝，感受到生存稍縱即逝

的意識，那是我們對於時間與物質的本真感受，那是一種過去時態的定格，它記

錄著某種殘痕、碎片、瞬間，並且讓我們知曉感受此現時的差異，但它又是消亡

的見證。132 

                                                      
131

 這個「美」不是單指一般裝飾性的「視覺美」或令人「愉悅的美」，而是具有某種「啟發作用」 

   與「省思性」的美，就像美術不是指的是美麗的作品，或美學不是單指美化的學問一樣，它 

   回歸到人的內在體現，一種具有人生哲學的特質。 
132

 吳亮，〈帝國的虛影〉，收錄於張悅然主編，《世界的殼-作家與徐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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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科認為創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建構某種永恆的完美體系，也不只是以撰寫

出優美的語詞所構成的文本，而是僅僅為了建構和豐富自己具有獨特風格的個人

經驗：一種可以隨時不斷更新的個人經驗，一種能夠引導自身跳出舊的自我，開

創新領域的個人經驗，一種不斷把自己推進生命的極限，達到最切近「不可生活」

的可能領域的個人經驗，使個人「主體性」不斷得到改造，時時蛻變成預測不到

的新生命型態。133而在個人經驗所積澱「曾在」的過往記憶中，藉由記憶回返作

用，將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予以連結起來，只有在記憶裡我們才能掌握過去、詮釋

自身。在過去「曾在」的生命經驗裡，積累出個人獨特的理念與生活型態，在其

生活的智慧觀、視覺的美學觀上，同時將「曾在」做為體驗自身存在的一種方式。

從體驗自身記憶的過程裡，直入自我內在的潛意識世界，試圖看到自我意識的過

去與現在的轉化。叔本華（Schopenhauer,1788-1860）認為，人是生活於物質空

間的感性存在，透過凝視消逝「曾在」的方法，我們才能超脫出社會所建構的理

性邏輯判斷，進而知覺出對象的本質與存有意義，從凝視的瞬間拋離意識的偏見，

讓我們脫離現實的窘境、越出權力的宰制，察覺另一種從未正視存在的可能，透

過凝視的動作，重返自我童年記憶裡的「被隔絕的奇蹟」與「烏托邦」世界。 

  

第四節 重返烏托邦世界以安頓的自身的靈魂 

身體空間與歸屬空間的凝視與輻射，是當代藝術思潮的兩大精神黑洞，在

已知的形體裡探求未知的象徵，從物化與沉淪過程中，體驗肉身文化的迷失與迷

思，遂成為一支當代藝術實驗新潮，而追求藝術創作實驗之外，總有一個嚮往的

世界，不是「失樂園」，便是「烏托邦」。134藝術成為創作者內在逃逸的一種方式

之一，在苦澀的人生中以「苦中作樂」作為一種現實裡的遁逃，而在塑造自己的

                                                                                                                                                        
   2013，頁 24。 
133

 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33。 
134

 高千惠，《在藝術界河上- 當代藝術思路之旅》，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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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世界時，記憶也成為一種被思考或創作的領地，透過「回返」以作為建構自

身的棲身之域。 

各種神話、童話或宗教性的各種彼岸前景、人道主義的觀點，以各種幻想(想

像)、遊記傳奇的方式，則是為了持續不斷地改變著他們那時對於實際生活中所

「缺乏」的東西作為一種表達。135在想像中，個體與整體、慾望與現實、幸福與

理性得到調和，而成為「烏托邦」。烏托邦「topia」(來自希臘語詞 意即「家園」)

是充滿希望並且發揮著某種「革命」作用的意象，一個相應有關超越生存的觀念。

一種「超驗性」的觀念或者「非現實」的觀念。這相觀念內容永遠不會在社會中

得到實現，也是因為現存的社會秩序範圍內，人們不可能根據烏托邦進行生活和

活動的。136「烏托邦(形式)(理想的聯邦)」作為各種實際存在事物的理想性之對

應物，其思想是根據事物應當成為什麼來發展觀念自身的，烏托邦的思維成為批

判已經存在的，但還沒有變成它應當變成某形式樣子的事物來批判。137所以在某

種程度上來說，烏托邦帶有反叛、顛覆的意念，這將會變成摧毀現存秩序的各種

界限的爆炸性觀點材料。 

「烏托邦」首先是作為一個個體充滿「幻想」與「逃逸」中而出現的，它

存在於「回憶」之中，或「渴望」之中，它不是獨立於社會生活的領域而出現，

這種情境的構成常常是因外在事物所引發的，且是一種封閉性的欲想世界。而「幻

想」象徵的是在實現欲望中所想像出來的一個場景，在幻想的場景中，欲望不只

是被實現、滿足的，而且是被主體所建構的。通過幻想構建起來的欲望，就是對

「他者」幻想發揮作用的方式，這個「他者」則暗示著自我現狀的缺乏。這可以

藉由康德《純理性批判》予以解釋。他說：「在欲望機體中，幻想的作用類似於

知識過程中的『先驗性圖式』，先驗範疇決定了我們感受和想像經驗客體的方式。」

                                                      
135

﹝匈﹞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霍桂桓 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220。 
136

 同註 135，頁 207-208。 
137

 同註 135，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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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也就是說，對欲望的幻想，是因為這幻想的圖式在現實的狀態中，早已存在於

潛意識裡。如拉康的說道：「只有當女人進入了男人幻想的框架中，男人才會與

女人交往。139」因此，幻想出的烏托邦世界是在此時之前就已隱藏在自我的內在

當中，而未被主體意識到的，正如曼海姆所說的「烏托邦通常指不過是先前產生

的真相而已。」140 

幻想不能被解釋的，它只能被穿越，我們必須作的全部工作是去體驗，因

為在它後面一無所有，一個非實體的影像物。佛洛伊德指出「幻想」是作為一種

擺脫現實原則束縛的心理活動，而在其《心理作用的兩個原則》一書中描述： 

 

 隨著現實原則的引入，一種新的思維活動分離出來，它不受現

實的檢驗，因而只從屬於快樂原則。這就是幻想的活動，它早在兒童

遊戲中經開始出現了，此後以白日夢的形式繼續存在，從而擺脫了對

實在物體的依賴性(反物慾)。141 

 

這個「幻想」在心理結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把無意識的最深層次與意識

的最高產物(藝術)相聯繫，把夢想與現實連結(現實與想像的連結，達到最純粹

的美感)，它保存了原形，即保持了持久但被壓抑的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的觀念，

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142佛洛伊德把「幻想」看作是一種具有自己的規

                                                      
138

﹝斯洛維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季廣茂 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166-167。 
139

 同註 138，頁 167。 
140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霍桂桓 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217。 
141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黃永 薛明 譯，《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 

   版社，2012，頁 126。 
142

 同註 141，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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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真理價值的思想過程，同時他揭示了這種思想方式的發生與快樂原則的本質

是相互聯繫，因為幻想是追求一種「快樂原則」與不受壓抑的自由本能，這改變

了現實被限定與框架的局面，幻想成為「意志自由」的狀態。 

幻想/想像和本我一樣，仍然本存著對前歷史的過去之記憶。那時，個體的

生命就是屬於生命本身，它呈現出在快樂原則支配下的普遍存在與個人特殊生發

的影像。然而人類以後的歷史則與這原初性有所不同而逐漸被破壞，而佛洛依德

的原心理學恢復了想像的應有權利，將幻想作為一種基本的、獨立的心理過程，

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的經驗和真理價值，這就超越現實而回到人類的「實在

界」，這實在界是未被符號化的、未被定義的，僵化的主體，是佛洛伊德所說的

「原我」或「原質」（das Ding）。其所指的是主體最內部、最隱密的核心，它是

主體內的一個陌生體，卻不是被社會化的主體，它是主體內部無法符號化的「實

在界」。143 

在社會現實中我們透過某種物質化的方式，進行片刻的逃逸，例如我們對

於名牌或流行之物的擁有，就是物質化的體現，透過擁有滿足自我的欲望。但現

代很多物質化的東西都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於其中，將某物注進現代人對其依存

的某種幻象，它將被賦予為某種記號的意義時，它便將賦予佔有它的個人一項權

利，去享有某種物質化後的「幻想」，就像資本家將商品賦予了某種欲望幻想的

特質，使消費者沉浸於這被建構的意識形態的迷戀之中。「意識形態」的整體感

是一種「想像性」的功能，它與理想自我（ideal ego）連繫在一起。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將「意識形態」144作出做出兩種區分：一種是指稱階級的

思想「偏見」的意識形態，一種是新興階級的思想「觀念」－「烏托邦」。同時，

                                                      
143

﹝斯洛維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季廣茂 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182。 
144

 古典的意識形態是被定位於「知」，話語權者將某種企圖隱涉其中，帶有官僚體制的，成為國 

   家的機器。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季廣茂 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  

   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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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兩種意識形態中做出區分：一種是具體意識形態，一種是整體意識形態。「具

體意識形態」是個別人的觀念和表象，目的是在於掩飾個人的私利。「整體意識

形態」是特定歷史時期或特定社團的意識形態，目的在於塑造特定的世界觀，確

定理論思維的總體架構和主體的認知態度。145 

另外，阿爾都塞（法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認為意識形態是

具有獨特邏輯和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人們需要意識形態

是因為它能成為人類體驗世界、確立某種模式，沒有這種模式人類就失去認識世

界和體驗世界的可能性。146所以，以任何一種方式對外部世界的逃離，或逃逸，

皆構成了個人精神生活的開端，沒有對這世界的某種疏離感，就不會有精神性的

衝動。個人意識的醒覺和反思，就是對個人自身存在的某種疏離感產生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旁觀者清」的觀看距離。另外，在精神性的自足空間來說，

「詩詞」對於現實社會而言是一種創造性的遁逃，因為詩詞在創造出的那一刻，

自身必定是處於某種逸出或孤獨的疏離狀態下，所有的遁逃都指向自身存在的實

在界或個體生命的原我。 

由此上述可知，創作者透過藝術的幻想活動尋求自身的樂園，作品本身也

會分泌出一種具有慰藉性的精神藥物作用於藝術家本身，從而達到一種自我療癒

的功能。藝術的內在性暗藏著的超現實色彩，構成了處於絕對現實之中的藝術家

夢境、逃逸式的存在。夢總是無法離開身體、超越身體，雖然它無時無刻不表現

於超越身體的存在，但它自始至終被囚禁於身體的黑暗內部，不過卻也以另一種

超越身體的形式在其中自由飛翔。藝術作品通過自身的建立，賦予藝術家一種超

越現實的虛擬性力量，而這種力量的真實性遠遠大於一個人處於夢境中所感到的

那種切膚般的真實性。147這種以作品的實境代替幻想虛境的「實像虛設」形式作

                                                      
145

﹝斯洛維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季廣茂 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前言 頁 13。  
146

 同註 145，頁 14。 
147

 姥海永，《神話與鏡像-關於精神性的藝術與思想》，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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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身內在欲望的詮釋，實像之一是一種近乎寫實的方式畫出某種意象。而虛設

之意說的是這些意象之間的關係是虛擬的，具有超現實的意味，以一種「焊接」

兩種媒介的方式，結合圖像之間的思維關係，或語法關係。 

創作品真正的觀賞目光應該保持著遊蕩，不斷地搜尋，尋找各種分歧，以

及發現這種曖昧關係的鮮活性，體驗到一種盎然的生機，並在實像虛設的烏托邦

的世界中，靜觀沉思尋找到真正的自己。英國美學家兼藝術理論家奧斯本(Harold 

Osborne)認為透過這種全神貫注的視美感沉思(aesthetic contemplation)的形式，注

意力和淡然態度專注在媒介客體上，則是激發美感知覺的重要條件，一旦專注於

美感的當下，透過「沉思模式」(the mode of contemplation)，通常時間感、地點感

或身體感覺會暫時消失，注意力集中在物體對象上，148進而進入幻想之地，藉此

築構出一個屬於自身悠遊、的理想境界，以回返的方式與過去再次接觸，我們更

需要一個可以創造的故事，以及自身回憶之地的「欲想世界」，同時，在這個烏

托邦的「他者之域」中逐漸梳理出「原我」的實質存在。 

 

第五節 記憶的嬗變成為他者化的鏡像觀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符號與圖像的時代，現象背後的本質與真相已經淹

沒在圖像、擬像、符號表象的迷霧景觀之中，它們已經超越了再現對象指示的意

義 ，而逐漸認為被虛擬的景觀是真實的存在，忘卻了自身的「實在界」才是真

實的存在。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 1931-1994）1967 年出版的《景觀社

會》一書中第一句話說：「在現代生產條件下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

一種景觀（spectacles）龐雜的堆聚，而真實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

                                                      
148

 萬煜瑤，〈原住民藝術創作知識：藝術物與符號的想像、感知與實踐〉，引自《2012 年無形文 

   化資產國際論壇—無形文化資產的重構與再生文化性與東亞視野》大會手冊，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博物館研究所，2012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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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149

「景觀社會」成為主導性的生活模式，自然被圖像世界所湮滅隱退，

而讓位給視覺化的景觀虛象。感知在被圖像、媒介的操縱和控制下，從一種原自

身本能的能力置換、顛倒、位移，成為一種被標準化，給定化、預先形式化、塑

型化的社會所共同認定的，感知已經被萎縮成為被接受「獨斷之言」的景觀社會。

不過，若以任何一種方式對外部社會的逃離，那將構成了個人精神生活的開端，

沒有這種逃逸行為就不會有精神性的衝動，就無法體現自身存有，因疏離景觀的

社會而自我的覺知才會發現自身的實在界，所有的逃離都指向存在的本體或個體

生命的本性。
150

從景觀社會的醒覺，從「心」認識自己，找回自身原有的本質與

本能，作回自身的主體性才可能體現出自身的崇高性。而在觀照自身的認識觀中，

《老子》第三十三章說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51

而「認知」自身成為老

子一項重要的課題。另外，莊子《外篇‧駢拇》中也說到：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

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

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152 

 

從上述可知，如何重新審視自身的本能與差異，找回自身感知，重新審視自己，

自我必須要有「自明」意識的覺知。遂剝除社會所附加的定義之束縛與框限，回

                                                      
149

﹝法﹞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王昭風 譯，《景觀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6，頁 3。 
150

 姥海永，《神話與鏡像-關於精神性的藝術與思想》，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頁 86。  
151

 老子，沙少海 徐子宏 譯著，《老子》，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81。 
152

 莊子，黃錦鋐 注譯，《新譯 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印行，2008，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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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生命原初自身狀態的「實在界」，而創造自身的一種「存有」性。將「記憶」

化作一個「他者」，而「記憶」成為「他者化」時，我們也可以藉此以超越社會

現實所被給定的自我，將被社會意識形態所遮蔽的本我，以理性的地分析過去記

憶所保留的「實在」，其所被隱藏在潛意識裡的自身原貌，做為一種真實的省視

與思辨的運動，將這潛在於自身之「被壓抑物」的「回歸」與追憶的「想像」，

視為現實思辨裡的一種驅動力。對「曾在」沒有獲得重視的和被社會現實箝制的

理念，其暫存於潛意識記憶中予以重新審視而得到自由，並辨證、梳理出這種僵

化的生活模式。辯證法是自身的審美的認識論，生命不是機械的、被動的反映，

而自然與客觀世界的主觀反映。不是哲學理性感知，而是自身的直觀感受。不是

概念的判斷，而是對形象的感悟。生命情感體驗與直覺感知的敏銳，取決於自身

本能的能力，需在社會形式架構或形象符號創造賦予中做溢出的行為，辯證自我

生命的意義特質，體現出直覺感知的深刻性和殊異性。 

差異是存在界真正的平等，任何差異都是獨立性的個體，每一種差異都要

視為具有價值性的存有。在辯證法的理論中，是透過其兩者或以上之間的差異作

出梳理與思考，而黑格爾將「差異」作為兩者的相互關係的獨有的特質，並將這

種相互關係視為「保持距離」和「合為一體」的悖論觀點，其在整體中存在著個

體，而我們的自然界是一個整體，而在這整體下也存著不同的屬種，成為相生亦

相剋的生態系。在生命結構中 沒有差異和矛盾就沒有動能，沒有相對立的「兩

面」，就形成不了張力，「動能」都是對立兩面之間的聯繫所產生的。而劉勰《文

心雕龍》說道「異音相從，謂之和」，思想家對於辯證法的具體運作成效的大小，

往往取決於「異（對立）」與 「和（和諧）」的程度。對立面的相互貫通，包

含著依據一定條件各自向相反的方面轉化的趨勢，而尋找對立面之間的內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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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發現和造成「合二而一」的內在本體，構成對立面的雙方互相作用，相互依

存、相互貫通 相互轉化的生成的機制，才是關注差異對立面的認識觀之目的。153 

在生命體系中，自身的領域若沒有「他者」差異下的幫助就無法被完整的

體現出來，藉由他者的存在，凝聚自身、強化自身、襯托自身。換言之，受到生

活的碎片化的衝擊，自身需要他者的幫助來確認自身，而「我」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需要在這環境的對映下發現自身的存在。而作為他者的對象，自身與他者

的辯證法可以說是一種自身表明。154透過「他者」的論點達到彼此理解各自的異

同，也強調了各自的獨異性，藉由辯證的方式梳理出彼此的唯一性，「瞭解」是

人的存在性徵。155在此藉由「他者」的理論，將「記憶」化作為「他者」的一個

對象介體，來說明自身與記憶的認識關係，藉以實踐「認識自己」為一個永恆的

課題。 

「他者」可以是一個具有生命體的對象，可指是某個人，或著是某種動物，

又或者是某種植物。而他者也可能是一種無生命的介體﹔好比說，當人面對鏡子

的時候在鏡中所出現的自己影像，看似一個人體卻是一個虛幻的形體。另外，他

者也可是一件物品或抽象的形式，因為那些物品都隱含著自身內部所缺乏的欲望

體，是一個「他者化」的一種對象物。大體來說，「他者」是相對於主體這個角

色來對應的，藉此來分析理解兩者之間差異性。但在他者的招喚下，意味著在「忘

我」的衝動下自身的身分與對象之間作了倒置的現象，成為自身與他者之間互為

一體的情況。這好比移情的作用，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交融下，主體與客體已經

無法分辨彼此，這是一種侵融的現象。所以我們在移情中超越自我，然後在我們

已經成型的模樣中發現自我。移情是一種認識本質必要的幻覺。這種自我衍生出

另一個自身時，可以稱對象為「他我」，是自身的他者性角色，也就是從對方身

                                                      
153

 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智慧形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63。 
154

﹝法﹞保羅．利科（Paul Ricoeur），佘碧平 譯，《作為他者的自身》，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2013，頁 462。 
155

 陳榮華，《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03 年，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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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質料上被自身知覺到與理解到的東西與自身相協調，自身隱含著一種自身

的他者性。自我與他者的合而為一時，他者不是我意識中的一個對象，而是像我

一樣具有一個思想的主體。從「彼」了解「此」、藉「此」知曉「彼」，從對象

物中觀察到自己所能未見的，因為沒有藉由他物，我們永遠無法親眼看到自己。 

「他者理論」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1901-1981）將它分為「小

他者」與「大他者」之別（Other 與 other），所謂的「小他者」是作為反射性的

鏡像介體在場的對象物，即一種鏡像的概念所觀察到主體形象。而「大他者」則

是在社會能指言說的系統所建立起來的自我象徵，是一種自身未意識到的現象，

以及不斷的重複其過程的作用，這成為社會體制下所被形塑的「虛自我」，這是

一種歷時性的演變所成的。 

在鏡像的小他者的概念中，鏡中的虛像我與現時實體的我，可說是同一個

形貌，此時的彼此在形體的表象上幾乎難以辨別，現實的我轉換到虛鏡裡，這種

小他者開始是鏡像中那個無語的影像，是另一個「虛自我」。「虛自我」正是在這

種非語言性的另一個物件性關係中被現實地建構和識別到的。小他者總是與感性

地與他者面容為伍，可是我們不可將虛鏡中的他者簡單地視為他人的一個實體物。

小他者雖然以形象被看見為一個形象體，但它終究不是另一個或者其他的人。 

 

 

 

 

 

圖 3-5.：林洪錢，《觀˙自˙在》系列 部份，2013-2015，紙本、岩繪具、丙烯，直徑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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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他者」這種自我被投射到另一個介體上可稱為「統覺遷移」
156

效應，或者說是「移情作用」（這種常見於主體與對象實體之間的互動，如中國

山水畫的意境表達，或兒童與玩具之間，又或成人與收藏物對之間的情感連結）。

簡易地說，「統覺遷移」就是在於一種被主體知覺到的他人身體中的具有相同的

元素，一種「類似化」的把握到對象，而後形成「他我」的狀態。所以，對於「他

我」最合適的意義解釋就是第二個自身。在他者的召喚下，自身在忘我的衝動下

自身倒置為他者。這種的過程在向度上體現了類似遷移的現象，他者不再被判決

為一個外來人，而是可以成為與我相似的對象物，也即某個像我一樣的我，我思

就是類似遷移或同理心的運動。157如在兒童在觀看卡通節目時，常將故事的主角

幻像成另一個自己，因為主角對象總有著特殊的超能力與才智，藉此可以彌補兒

童自身所缺乏的窘境，以克服現實中所無法完成的夢想，此時兒童與對象交結為

一，彼此合為一體（圖 3-5）。 

這種「他我」彼此不分而合而為一的模態，莊子《內篇‧齊物論》中也提

到相同的概念：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

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

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

                                                      
156

「統覺遷移」亦可稱為「統覺論」為赫爾巴特所提出。統覺論就是認為新知識必須建立在舊經 

   驗上，如此，新舊聯合，各種呈現的經驗連成體系，彼此有所聯屬而不孤立，則新系統的知 

   識就能形成。呈現於眼前的對象物雖多，但如果妥善予以歸類分析，使之與既有的經驗建立 

   親密的同屬的編碼關係，則產生類化作用而給新對象進行理解而作出判斷。如此經由感 

   官印象進而類化，最後形成概念類化即是統覺作用。 
157

 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智慧形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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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若以明。
158
 

 

這就是說，萬物沒有不是「彼」的，萬物也沒有不是「此」的，彼方是出自於此

方而來的。同樣的，此方也是因由彼方而來的。彼和此是相互對待而產生的，此

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此。彼此不要互相去對立，這樣就可以接近道的樞紐了，而

順應宇宙萬物無窮的變化。用明靜的心去觀照事物的本然，體現出相互和諧的關

係。這種彼此互為一體的現象可以讓自身了解，或者認識自身與他者的關係，可

以大致上知曉自身的特性，於此便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作出自身存在的意義。 

此外，這種「彼」「此」相倚，並轉換為藝術生成或轉化的根據，西方古典

哲學稱之為「潛能」。亞里斯多德對「潛能」解釋為「潛能就意味著變化和運動

的本源存在於他物之中，或在自身中作為他物，同時，也是被他物或作為他物變

化和運動的本源」。159「潛能」成為他物的激化效用，或說過去的「記憶」、「曾

在」在現時中成為一種潛能的作用，並作為事物變化和轉化的內在動因，這揭示

了「個別潛能」向他者相反方向轉化、嬗變的可能，進而形成「相互的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曾在」是為一個主體、而「此在」也同為一個主體。對於我

們存有的自身來說，我們的存有並不僅限於這種的「同時性」，而是在彼此存在

中相互體驗，一種「共同在場」的主體關係。透過「他者」和「自身」的關係，

建構出在世存有的「共同在場」的可能。 

我們的存有就建立在相互的理解的可能上，而我們對於世界的瞭解方式最

常使用的就是「觀看」。觀看自身所存在的世界、察覺「自我」與「他者」，透過

體觀的活動，人類在意識中建構起自身的日常生活態度與世界觀，使外物或他人

                                                      
158

 莊子 著，黃錦鋐 注譯，《新譯 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印行，2008，頁 18-19。 
159

 姜耕玉，《藝術辯證法-中國智慧形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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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我的存有產生互為作用，產生所謂的「主體際性」160或「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ité），也就是所謂的「互為主體」的結構關係。 

1955 年拉康第一次談到這種主體與他者的辯證法，認為每一個主體各自擁

有兩個物件的主體，一個是自身，另一個是他者，而自身伴隨著一個他者，這是

一種介體間的一個作用，遵照佛洛伊德所說「他者就是『他』自身所發現的，稱

之為無意識回憶的場所。」按拉康的解釋，這個他者的前身是主體間性，這種發

現的認出即是主體間性的言說的過程。161也就是說在一個人時自己不知道自己稱

作「人」，「人」是藉由另一個人出現在眼前時，「人」才被發現自己與其他物種

的不同。在確認為人之後，自己才會斷言自己是個人，才不會被誤認為其他物種。 

彼、此之間，對於相互主體的共同面向的參照，或者可以說，介體被當作

是他者的他者，即他們相互是他者。一個人只能在他人身上認出自己，在此，他

者是個象徵性語言的介體，個人只是通過這個介體才成為人。或者換一句話說，

人在鏡子看自己的時候，也是以他者的身分來看鏡中的自己，因為如果沒有作為

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的形貌。此外，拉康認為他者的理論也涉及到自身

存在的核心問題，即對我們自身存在的一種判斷與思辨，也就是認識你自己的學

問。所以拉康說「自我是在由無意識決定的新主體之佈局中根據他者而構成的。」

162自我的完成是建立在他者的作用下逐漸被釐清的，這種關係發生主體之間相互

辯證法，把這種主體間性的辯證法拉康將它視為自我主體的真正內在結構，在這

結構中彼此相互作用成型。這意謂著每一個主體各自擁有兩個物件的主體，一個

是自我，另一個是他者。 

然而，在社會的體制結構中，現實的自我總是以他人的言說中的認同關係

                                                      
160

 「際」是一種空間領域的概念 各個獨立於所屬空間，也是相對性的主體，時而互動而交流融 

    合、時而封閉而自行運作，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方式則是一種「際」的概念。 
161

 張一兵，〈魔鬼他者：誰讓你瘋狂？―拉康哲學解讀〉，2016/04/28 瀏覽於 

   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318。 
162

 同註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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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也就是那個被從外部標示或他人說道的「自我」。自我常常透過別人或

體制下的定義框架慢慢被形塑出，（例如如何才是符合別人眼中一位道德高尚的

學者，又或者是在團體中如何才扮演好一位稱職的角色，有些事即使想做卻礙於

職位形象而不敢去做。）拉康在他者理論提到，主體是通過對別人的言說來承擔

起他自身的歷史，即所謂的主體是被言說中的「他性」（otherness）所建構起來

的，是由別人的語言和言說話語所構成象徵性的他者，它是一種外部的東西所所

附加的，非自內而外的。不過這種外加式的構成，卻被誤認為自己最重要的東西

人類主體，一種被社會所塑造的個體性，社會下的「自我」，其實是被大他者蹂

躪的「偽主體」，非內在實在界的本我。在現實社會中，我是他者化的我，我是

被別人以某種形式或語言所建構出的，自我就是他者，而非自身。一種被社會所

認可的角色，被標誌化、被定義化的，或理想化的。而我們總是在力圖扮演好自

我的「角色」，就像台上戲曲中某個角色的扮演，你不是他，你無法成為真正的

他。如此，在意識型態的催眠下，我們就習慣將這個別人所賦予的角色誤認為是

我。在這種情景，自我以為是他自己的主體，可他卻是被社會無形的另一種力量

所控制的「假我」、「偽主體」，自己不過是他者的形式化的映射。這種先驗式的

決定論，其在這情境中所塑造的主體，可視為個人受他性力量控制的「木偶」或

是「魁儡」，這是現實語境中常發生的，因為在社會體制下自我為了生存而做出

麻醉式的讓位，這是一種時代下的社會「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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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記憶書寫的水墨景觀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體 現 往 往 包 含 兩 個 歷 程 。 其 一 ， 是 藝 術 家 自 己 的 心

路歷程：這跟自身的成長經驗與記憶有所緊密相連，這展現出與眾不同

的意識世界。若從傳統的中國繪畫來說，許多藝術家大都是以目識心記

的方式將自然中的景物佈局在畫面之中，並非單純地對景寫生 來完成，

更多的是以記憶作為創作方式。如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以 遊歷 浙江

富春江的記憶 為背景，這幅山水的長卷構圖疏密有致，將不同時空的景

色以墨色濃淡乾濕並用，秀潤淡雅，極富變化，是黃公望的代表作。而

近代的張大千的〈廬山高〉則是 藉他遍遊 名山的記憶來構成。其作品集

合了黃山、華山、青城、峨眉、長江三峽一帶等等崇山峻嶺所 構成 一幅

移動視點的山水畫。其二，則是藝術家所處的時代歷程：這將形塑出藝

術家的作品觀念與藝術形式的建立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調 ，

北宋紀念碑式的量體山水與南宋的邊角山水在尺幅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

而與元代的山水畫體現出一種超逸脫俗的氣韻 又有不同 。  

此外 ，若 從 當代水墨創作思維來看，則體現出兩種方向的模態，第一種

是從先前的歷史文化的脈絡中尋找靈感，並將其運用、改造或再詮釋。第二種則

是從自身的內在意識中去挖掘被遺忘的、或被忽略的事物。這兩種從本質上的意

義來說都是對於過去所生發的經典、傳統的繼承。傳統永遠體現在當下的視覺與

意識之中，在暗流之中湧竄。傳統並非過時，而是未加以內化後給予新的詮釋、

新的語意。所以從自身的內在精神中展開，從個體的潛意識去挖掘，正視與生俱

來的潛能與性格才是作品生命的靈光來源，而作品表現的深度和內涵才最生動可

人，畫面的張力也隱隱生發。 

在 20 世紀的後半葉，當代的水墨藝術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種變化除了

來自於外部藝術的氛圍影響外，也源於自身對時代發展的內在反映。當代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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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呈現著多樣化與異質化的面貌，而人們熟悉既有的一種藝術形式之後，總會

出現其他不熟知的藝術型態，而這種陌生化的視覺圖式是連綿不斷，匯聚成一股

影響當今藝術審美的驅動力。這些當代水墨藝術作品以多元的水墨藝術語言，傳

達出在這個消費時代、網路資訊化、速食文化等的時代現象，而人也在環境的變

動下開始反思、省悟與冥想等精神性的自由活動，去追求與嚮往符合自身的內在

欲望。因此，他們水墨的作品許多隱含著新世紀的一種傳承水墨生活化的「水墨

精神」，這是一種精神回歸的生活，它追遠歷新，連接我們對過去的記憶和對當

下的認知，在這往返的回溯運動下，展現了現時的內在性之辯證活動與藝術的現

實反映。 

另外，當代一些藝評家將水墨藝術看待作一種媒材，使用其元素以來作為

藝術家抒發情感的工具，進而改之以觀念和精神雙線出發，將東方傳統水墨納入

綜合性的當代藝術行列。163高千惠認為中國傳統水墨傾向一種抽象的精神觀，欠

缺人性或主觀性的情緒表現，賞析者欲在創作中尋求藝術家之個體意識只能從筆

墨、線條上解讀，使中國繪畫侷限於考據式的痕跡、符號研究。164而為了破除考

據式的痕跡必須與自身經驗和存有意義，將其對文化的集體記憶與現實連結，透

過個人智慧和情感嘗試與當代對話。因此，此章節主要透過「記憶的重構」、「聯

想的運動」、「異質的空間」、「場域的部署」，以及「未來寓意式」等幾個創

作思維與課題來討論，藉此耙梳一個創作者在記憶的影響下所展現的繪畫景觀於

實踐過程。 

 

 

                                                      
163 高千惠，〈可能超越傳統的限度嗎？—觀念性水墨與水墨新觀念〉，《藝術家》，第 251 期 (1996 

   年 4 月)，頁 224。 
164

 同註 163，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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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記憶是為重複與更新的遊戲 

在重複的更新觀點中，過去經驗的重新凝視，對於傅科來說是一種永恆的

回歸，也就是一種永恆的出發。在傅科的觀點中，他不喜歡同樣作為的重複，他

所欣賞的是重複中的創新和往返中的曲折。這種重複就帶有一種「遊戲」的思維，

一切的遊戲都是在重複和來回運動中進行，這種具鑑賞的遊戲式來回運動並不是

意義重複，而是「重複的更新」，就像兒童在遊戲中每次的過程狀態皆有所不同，

有所差異。從錯誤中習得經驗，經驗與思考的模式也在思辨中逐漸更新、置換。

165遊戲是一自然的歷程，在兒童遊戲間是不需任何確切目的或意圖，一種無目的

性而合目的之概念。所以遊戲是一個不斷自我更新的活動，這當中並非遊戲者決

定遊戲的本質，而是遊戲的本質決定遊戲，即使是遊戲的規則也是受遊戲本身所

決定，而非全然為遊戲者。換言之，藝術作品是主客體間的相互遊戲。 

「更新」成為一種對審美生存的追求，傅科探求是無止盡地「不在的現在」

或「丟失了的現在」，現有的現在是不足為奇的，也是不值得迷戀；最珍貴的，

乃是現在中所「缺乏」、「不見」的那些東西，或者說被我們忽略、遺漏之物。166

換句話說，「創新」或「超越」現有既定的規範是一位創作者應有的創作態度，

除了在傳統出新的觀點之外，也在對先前的自我作品風格再次超越，不以既有的

風格自我滿足與依戀，一旦成風格形成也意味著沒有創發性，若只是不斷的複製

前人或昨日的自己，那只是將自己設定為一部生產機器而已。也就是不把風格硬

套進傳統的範式結構中，這就意味著創作者要賦予作品屬於自己的生命，不要讓

想表達的內容服務於任何一種形式，而是要讓這幅畫為自己而存在，超越現實的

框架，去解構現實，創造一種新的現實。所以，開創、變異，或者說，超越現在

則是創作者的同義詞。「現在」不是一個定點、而是一個不斷被更新、被疊加的，

所以傅科說：「『現在』並不是把時間收集到一個點上，相反的，『現在』像一個

                                                      
165

 高宣揚，《傅科的生存美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47。 
166

 同註 16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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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收拾和無法修復的散播敞開大門，以便敞開一個被重建的閃閃發光的『過

去』」。167傅科所期盼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思維場域，不是一個陳舊無變的框架領

域，不是一位在回憶中老舊的「我」，而是一個處於流變思想的現時「自身體」。

這種狀態猶如我們自身的記憶也處於一個開放與隨時變動的不安場域，隨時有越

出陳舊與溢出的可能。 

作為一個創作者，風格的建立不是創作的第一追求，而是如何在創新中體

現自身的價值，也在回返與永恆輪迴式的狀態下體現自我的創作語言。透過當代

作品的創新實踐來說，自二十世紀的九○年代後，年輕世代的藝術家在藝術創作

上所表現的題材，逐漸走向於藝術家自身經驗的內在風景來傳述，在面貌上已經

脫離了畫院裡的單一師承，體現「多元」與「個性化」的藝術風貌。在這些作品

上可以看出新一代的藝術家在追朔過往的記憶、經驗與想像時，透過感性的藝術

形式對所居住的生存空間體現一種間接式的一種反叛。同時，在一種「隱形存在」

的記憶裡，質疑與凝視自我「曾在」的童年之過程，重新思考與摸索這消隱的時

空，以驗證自身存在的構念與意義。 

筆者這次在童年意識的記憶相關一系列作品中，有過去的延續、也加了新

的創作觀，在重複與更新的思維下創作出主題性與系列性的操作，體現了記憶的

遊戲觀。這種遊戲的方式是在一種沒有現實邏輯思維，沒有理智的時空觀，而是

任由現時醒覺的組織與建構，在碎片的局部下所構成的新整體。這些碎片是過去

的依據、而整體是碎片化重複的拾遺與更新。另外，也在個人潛在的世界中找尋

內在生命旅程、秘境與存在的喜悅，以及脫離現實後，沉浸在一種優遊意識與白

日夢的情節。作品是一種潛意識中的現實，深入到精神世界之中，潛入記憶的深

處，嘗試走入過去，讓過去的影像瞬間復活。畫就是一扇打開的窗戶，讓我們看

到新的世界，一個圖像的世界，一個由過去的瞬間和印象組成的世界。其第一個

                                                      
167

 同註 16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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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系列是以「神格化」
168

為探討的主題，藉由神話的觀點來探討其中所隱含的

哲學性思維與觀點來陳述，並藉此發覺創作者自身的內在關係。〈神者˙能也〉

（圖 4-1）在作品中反映的是自己孩童時期的時代歷程與一種內在的意識狀態，

在其意念上期盼在忙碌的日常作息中能有神助，助其分擔粗重的工作量，能像一

般的孩童過著自在而快樂的生活，像野馬般的在草原上奔馳。這時孩童並沒有神

佛的完整概念，更多的是在卡通裡所認知的虛擬偶像，或者說是如神一般的「鐵

金剛」以作為心理念想的助力。在這虛擬的玩具之神格符號下，放大其之間的比

例關係，讓其呈現一種碩大性與崇高感，置換其原有的把玩關係，偶像化的玩具

成為神的替身。神化的出現即體現的是一種自身的無力狀態，或者說是一種逆境

中與自身缺乏的空無現狀，藉由神來幫助當下的欲望實現，它總是超乎現實的。 

 

 

 

 

 

 

 

 

                                                      
168

 神格化或說神化，與神話的關係語意是相通的，只是在狀態有所差異。神話強調的是一種敘 

   事性或是故事性，帶有傳遞意志的狀態，而神化指的是一種轉變或昇華的羽化過程。有神化 

   的性質才有後續的神話故事。 

圖 4-1：林洪錢，〈神者˙能也〉，2016，絹、箔、岩繪具，畫心 16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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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話 」 若 從 早 期 的 意 義 說 ， 德 國 神 學 家 布 爾 特 曼 (Rudolf 

Bultmann,1884-1976)認為： 

 

    神話的目地並非呈現一幅關於世界的客觀圖景，而是表達人類在

其所生活得這個世界對自我的理解。因此，神話不應從孙宙論的角度

來闡釋，應從人類學的角度，或者更進一步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闡釋。

神話不是對世界的一種描述，而是人類對世界「體驗」的一種方式。

神話不是一種解釋現象，而是一種「表達」，一種對於生活在這個世

界上「感覺」的表達。169 

 

另外，神話在心理學的解釋，認為人類各族神話雖有差別，但都是共同的「內在

心理」、「潛藏意識」因素投射的產物。此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把神話看成人類被壓抑之本能衝動的現象，是一種欲望的象徵性釋放，而榮格則

把神話看成民族集體的夢，把夢看成個人化的神話。 

此外，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

在探討神話意義時，他所強調的是人的生命「內在意義」，肯定人的情感與想像。

在謝林眼中神話是絕對個人自身本體所顯示的一種方式，神話更是人表達自己的

一 種 語 言 、 一 種 符 號 。 所 以 ， 後 現 代 的 學 者 喬 瑟 夫 ‧ 坎 伯 (Joseph 

Campbell,1904-1987)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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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皆以謎語般「奇異化」或「超現實」的語言指涉我們

內心另一個層次的存在－「潛意識」主體。神話就是關於我們自身心靈深處之奧

                                                      
169

 席格(Robert A .Segal)著，劉象愚 譯，《神話理論》，臺北：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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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的寓言，神話故事表面上可能描述的是英雄外在的探索與歷險，但是其意義卻

永遠是深層的。170所以說，藉由神話的探討以理解個人內部的世界，也藉由神話

來詮釋個人的一種欲所。另外，內部的世界是集合了個人記憶中可說與不可說的

秘境。坎伯認為：「一生的生活經驗(記憶)才能和自己內心底層的存在感，以及

現實感起共鳴，因此我們才能體會到存在的喜悅。」171因此，透過回返的來回運

動，在過去與現在同時並存時，自身的審美意識才能浮現，也在過往的吉光片羽

中審視現時存在的意義。 

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在其著作《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一書

中探討神話與童話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一個神話可以被解釋為一個成人的兒童故

事，用純真的赤子心將無法理解或道不明的東西轉化為某種訊息的傳達。所以，

「來自天空的神話與來自大地的童話，構成了一個藝術精神的張力。」構成神話

與童話場域的核心乃是人類生命的追求，它為藝術實踐訂定了一個精神高度。172

在創造了神話與童話的同時，主體會隨著外部條件置入了歷史和文化的符碼與訊

息，同時也藉著神話與童話所塑造出的角色將自我轉移入對象中成為一體，演化

如「超人」的形象，自身在角色的合而為一時，歷時著一場幻象時間的洗禮，一

個超越現實的劇場情節，優遊在「逍遙」與「無稽」的烏托邦世界，在這陌生又

熟悉的現場，是自我的一個「內在生命旅程」。 

上述對神話的概述筆者只是藉其形式來詮釋個人內在的一個想像欲，也成

為一個自我生命的一個自傳旅程。「自傳式書寫」為藝術創作者自身經驗的一種

「存有」式的表達，是在現實世界的多元性中異質性的書寫觀，這涉及了個人過

去曾在的記憶影像。在這影像中揉合了自屬的情感與覺知，以及存在著被社會體

制下一種宰制性的文化輸入，尤其是在封建的學習體制與童年時期被形塑的階段，

                                                      
170

 坎柏(Joseph Campbell)著，李子寧 譯，《神話的智慧》，臺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二刷，頁 19。 
171

 同註 170，頁 6~7。 
172

 徐岱，《基礎詩學-後形而上學藝術原理》，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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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權力化的時代現象。 

藝術世界，想像多於現實，打開童年「潘朵拉盒」封存的記憶，以冷靜的

思量，站在不同的視野，回溯和重審自身童年被宰制之種種，透過童年的再現，

這些年輕世代藝術家以一種啟蒙的態度，藉由過來人的身分扮裝、回朔童年，以

一種揭穿現實框架中「國王新衣」的假像，來突顯被現實世界的權力壓制與被形

塑一個符合文明教養的孩童。同時，記憶的回返也進一步的細微檢視過往，找到

一種療傷止痛之方，亦是一種自我的心理與精神治療。 

 

第二節  消隱的童年意識在碎片化重建與創造  

童年的記憶並非真正地離逝，只是消隱於精神體的潛意識層面，童年圖式

會在我們當下的生命現時中，藉由感知的智識召喚出片段地「曾有」景觀。過去

與現在是同時並行的，而生命是時間在身體綿延的一種狀態，童年時光只是消隱，

處在一種「隱形存在」的模式中，而並非全盤消逝。這種的消隱源自於權力社會

體制的一種宰制性的悲劇，而這種消隱的夢景也形成往後藝術創作者的靈感泉源，

而這種原有的「童年意識」思維也成為一種自由創造的態度。因此，關於最初純

真情懷的消隱與召喚，是「童年意識」的主導意識。173「童年意識」是內在性藝

術動力轉化的昇華力量，一種生命轉向藝術理念創作過程的行為運動。 

童年意識的自由創造態度即是一種遊戲觀，遊戲是一種創造過程，它脫離

現實社會的一種規範與束縛，而將疏離與超越作為自身向自由的一種回歸。「疏

離效應」（alienation）是孩童主體被社會形構的第一個狀態，這種被迫式的疏離

效應，是因為在學習語言符號過程中，將某些「原我」的性格與欲望予以割捨、

                                                      
173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臺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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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棄而符合現實社會，它消隱於潛意識之中，形成潛意識活動的存有面，也成為

日後我們想要找回「消隱」的愉悅感與幸福感。童年最美好的部份莫過於心靈尚

未完全受到社會理性束縛的時候，處於一種好奇探索、無拘束、無邏輯和展現奇

異的思維模態，是最接近人類原初「真實生活」的階段。當我們欣賞或閱讀被「重

建」童化藝術相關作品時，它召喚我們內在童年的意識與記憶，而所浮現的畫面

會瞬間體現童年憶像片段的愉悅感知，因此，我們當下意識則出現雙向迴盪—「過

去」與「現在」並行，而這兩種時間的同時並置，讓觀者不自覺地會發現到內心

世界的「童年情愫」之純真意識在當下瞬間甦醒。 

德勒茲在《電影二》（Cinema 2）曾引用費里尼的概念，他說:「我們並非

運用童年記憶在創作書寫，而是透過臨在場轉向孩童的過程，一種童年聚集『情

愫』在創作」。」174這種童年「情愫」、「意識」指向藝術創作的生命動力，帶

著拒絕現代文明社會中理性思維的宰制，這種童真情懷隱藏於我們心靈深處而未

被省視，而一位創作者以挖掘過去的記憶圖式在當下的情感意識中加以重建，但

這種重建絕非是一種單純的再現表達，而是一種活潑的記憶元素透過現實的覺知

加以轉換與實踐，是現時決定的創作實踐模態，而這個「現在」是非現實空間的

現在，而是藉著童年的「臨在場」轉換到一種帶虛幻性的現在，潛意識裡所建構

的「聯想」圖式。所以筆者在博士班的系列作品中，藉由心智的轉換於孩童的心

性過程中，任由過去的媒介所觸發的片段影像予以集結、再造，也在重新蒞臨過

去的生活場景中，審視當下所感受到過去的美，以及在時空變異中所察覺的另一

種的異象。 

當記憶感受到現時的遭逢與意識召喚時，記憶就會變成當下知覺，記憶從

「想像性」轉化為實在而與感覺的元素同時生發，用伯格森的話說，「記憶就是

                                                      
174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臺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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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存活」。
175

而記憶等於物質加上影像的模態，記憶是將過去的某種東西推

到現在而加以重建。記憶不斷的降臨到身體，化身為當前，成為新的行動，我們

就這樣連續地創造我們自己，176若以筆者的作品《觀自在》（圖 5-6）系列中，即

運用了童年所經歷過的事蹟，或者說藉由過去的碎片影像來構成了自身過去的生

命歷程，也是將過去單一的卡通影像集合成一個事件的整體，但這個整體並非只

是展現過去的整體，而是賦予了圖像群本身背後一種現實新的語意，這種新語意

是因現時感知所生發的。在刻意選取的圖像經過色彩的轉變後賦予新的趣味，同

時在組合後讓其整體產生另一種新的意涵，並且在過去記憶碎裂的狀態下瞬間聚

合與相互對話，是多重時間與意義的並置。 

人透過回憶探索過去、發現自身，回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追憶」的一

種運動。然而追憶也是對單一價值觀與現實狀態的一種反動，因為自然世界的存

在是建構在一種繁多、異質的模態下所進行，生活亦是在一種反思、批判與質疑

的性格下，不斷地在意識上加疊、更新。追憶的回返，體現的是一種「時間的革

命」，這種時間逆反動作不是現實中時鐘滴答滴答的計時運動，不是過去、現在

和未來的線性聯繫關係，而是時間不斷地綿延的一種運動。因為追憶的聯想運動

形成了碎片的畫面，同時在這斷裂的、遺忘的情節中衍生新的時空元素，逐漸形

成一個過往形象的重整與創造。這些點滴地堆疊、建構、勾勒出自身的過去與思

維特質，「碎片」建構出「整體」，這也顯露出內在真實的主體性格。這種碎片

式的綿延狀態即是一種「時間之外」的聯想運動，如同生命中的意外與插曲般，

是無法預料與刻意創發的。 

筆者的創作中，其意念在浮現後進行創作的構思與實踐，而構圖的初稿與

完成的作品也總是存著某種程度的差異，這非當初所設想好的，而是創作當下所

進行綿延的聯想運動。在創作當下每一筆的物質性勾勒都會影響接下來的運筆與

                                                      
175

〔法〕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肖聿 譯，《材料與記憶》，華夏出版社，1999，頁 116。 
176

〔法〕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姜志輝 譯，《創造進化論》，商務印書館，200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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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和佈局，這種意外性的動源不是原初構想的，而是一種繪畫物質性與思想性

在當下的召喚，是由畫面決定這種綿延的聯想特質。繪畫不是單純的一種權力意

志的表現，它還牽涉到當下運筆時一種綿延與聯想的創造過程，不是我的原初意

識告訴我如何詮釋這張畫，而是當下畫面物質性的視覺感知所創發的與調整的，

是與當下外部不斷連結想像的綿延狀態，是一種時間之外的具體運動。 

過去的影像存活於當下，而過去和記憶的事件也總是依存在當下，「當下」

則是無止境地由時間的斷裂和生命的遭逢所穿越，這些斷裂的隙縫中以各種新的

維度，綿延出當下意義的聚成。然而我們透過追憶的運動回到自身過往的經驗時，

這非線性時間的回返，所浮現的影像則會顯露一種另類的「異質空間」之場域。

這種「異質空間」是一個非真實的「異托邦」場域，是與生活的真實空間呈現出

對立的狀態，現時空間是被建構的，帶有權力與意識形態所建構，而「異質空間」

則是實現空間之外的，帶有個人自身欲望想像的場所，不受理性規範，沒有邏輯

性的框架，展現的是自我的權力與意志的自由運作，一個「逍遙遊」的理想國度。 

 

第三節  「異質空間」他者的召換 

藝術創作以不同的空間集合作為一種創作的表現手法，以「蒙太奇」或「異

質性」的空間形塑出奇異化的場域，而這「異質空間」的建構是創作者自身對某

個景觀的召換，也是一種創作者內在性的表達與詮釋，這不是再現事物的原貌，

而是創作者自身審美意識的展現，一種生存的美學觀。 

覺知成為創造的動力點，也成為對「他者」的召換儀式。當童年生活的田

野綠地變成車水馬龍的戰場，當充滿歡笑嘻鬧聲的山城變成空蕩蕩的廢墟，當快

樂天堂的樂園變成工業重地的危險場所，換來的只是「社會進步」虛假的代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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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那曾經眷戀的花草樹木如今只能在照片中想像它的味道，童年的巷道土牆，

孩子們的嬉戲天堂，只能在記憶中憑弔，「曾在」成為一個想像的空間，「過去」

透過物質（文物）成為他者化，而在科技化中漠然的生存「現狀」與過去形成二

元對立而遭異化，也殊途同歸地「他者化」了。雙重他者化的情況下，陷於似無

出路的兩難之境──美化與神聖化的過去無法重現，「他者」只能遙想，而現在

卻又異化得令人疏離與逃避。在喧囂的時代中忘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

被宰制的生活模式中醒覺被彌平，因此試圖透過常民事物來恢復集體記憶、重構

文化主體性，以療癒的歷史失憶與時代壓抑，並抗拒跨國資本主義下的主體崩解

與歷史斷裂。 

追憶並未面對記憶的整體，而是以重返美好舊日的感傷渴望為基調，再透

過選擇性重構，系統性地壓抑排除各種歷史歧異與傷痛，並將常民記憶與經驗加

以美化和神聖化。追憶所呈現的過去是根據當下現時情境將過去素材透過媒介邏

輯的影像加以篩選、編排而成，這些選擇性重構的影像既不完美亦不完整，但可

視之為某種看待過去的特殊觀點，據此回顧過往，必定歷經系統性的收納與排除、

強調與忽略。當代文化生產無法重建曾經實存的過往，只能在柏拉圖洞穴的牆上

描繪自己的心靈影像。177並在這潛藏的心靈影像透過創作的拼貼並置，作品以虛

擬的異度空間加以形構，成為現時的「異托邦」視界。 

異托邦（heterotopia）是一種「異質空間」的概念，「異托邦」結合了異質

性（hetero-）以及空間（-topia）兩字，是傅柯所提出一個真實存在的內在空間。

「異質空間」作為「他者」實踐場所，若從記憶所形構出創作品的異托邦觀點，

任何記憶場所都包含了未知的「多重意義」與「多重時間性」，這種多重性乃因

並置與重構的意識所形成。如果我們將古蹟或歷史性街區視為異托邦的一種類型，

那麼在這些再現歷史的場景中，必然可找到種種同時並存、卻又彼此不同的空間

                                                      
177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 民 95 年 4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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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時間性，被各種失序、零散之集體記憶的場所所形塑。因此在過去遺留下的

保存場所之中，空間不再只是保存記憶的容器，而是一個不透明而且不能被完全

瞭解的媒介，而其藝術作品更是一種被現時檢視與思辨的空間。以《凝視的風景》

系列（圖 5-46~50）來看，在這單一封閉性的博古架空間中，集合了不同屬性物，

將殊異的圖式有意味的安置在其中，也在這異質物的矛盾性、無關性、費解性的

對映下形成不斷臆測、聯想與創造的空間。這種空間成為真實與虛構的部署之地，

並且也將展現物給予了符號的隱喻，當然這些符號所隱藏的的意念則連結成一個

創造的敘事情節。 

記憶圖像是一種以片段方式串連不同事件的「異質空間」藝術，記憶乃是

真正力量以及其對觀者想像掌握的驚訝、斷裂與翻轉戰術中，記憶是一種不可局

部化的思想與創作來源。當記憶場所被視為一種異托邦時，在其間過去事件就不

再是無生命的或一去不返的，而是再一次變成現存的影像，透過這種影像資源的

使用，現在的思維得以廣延，從這個觀點來看，與其說「曾在」是記憶的倉庫，

不如說它是記憶的存活與綿延。透過記憶片段式的影像進行創作上的空間部署，

成為實踐自身的藝想之地，而這個「部署」成為一個圖式空間的劇場，一個異於

現實空間的場域。 

 

第四節  部署一個非場域的場域 

一個記憶場域往往需要兩個部分的元素，一部分是物質形態，另一部分是

故事，兩者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建構出一個影像、圖式場域，而這空間的「部署」

行為成為藝術家理念的構築，一種思想化為的影像的實踐。記憶不只是一種再現，

而是一種「構念」的狀態，記憶並非由無數毫無生氣和零星的「圖式」、「痕跡」

所重新堆疊，而是一種逝去意象的「重構」與「部署」，這是與我們現實生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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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產生之下的複雜表述，因此我們也可將藝術創造作為記憶重構的一種方式，創

作過程通常也是在處理自身的內在材料，這個內在材料在創作之後作為一種記憶

的顯現。 

藝術創作上的記憶重構也牽涉了「空間部署」的思維，而這種「空間部署」

的概念，強納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在其《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

視覺與現代性》的文章中說到：「『空間部署』具有歷史批判與科技批判的特質，

也更具有世俗化的精神。」178換句話說，創作者藉由作品的空間部署展現的是一

種自我權力意志的展現之外，也藉此對現時的現狀做一種「思辨」與「批判」的

立場。 

 

 

 

 

 

 

 

就以筆者的作品〈聖像〉（圖4-2）來看，其作品中，筆者部署一個「非曾

在之場所」，將此畫面空間形塑出一個「異質性」的空間，將過去的記憶變成一

種「回到過去當下」歷史情境的思考方式，是所謂的「非場所的場所」。自身可

                                                      
178

 強納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著，蔡佩君、王嘉驥譯，《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 

   與現代性》，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頁 8。 

圖 4-2：林洪錢，〈聖像〉，2012，絹、箔、岩繪具，7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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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將自己移置到這個「非場所的場所」中，確認出作者自己的存在，同時這

個確認卻具有一種虛擬的性質。就此畫面而言，是一個「異質空間」、「異托邦」。

在這「異托邦」的世界裡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去疊加很多不同的場址，如同電視螢

幕所呈現的視覺空間，或是中國園林建築裡的造境，亦或是一些宗教性的繪畫作

品，都是一種「異托邦」的體現。這種「異托邦」成了一個映照現實的場所，「異

托邦」可以說是一種可見性的部署。這種可見性的空間部署，使得觀者回視於自

身為主體的現實存在，主體因作品部署得以彰顯，而不只是陷入對象所形塑的氛

圍中不可復見，所以主體被一個不可見的關係力量（自身經歷、記憶）形構出某

種觀看自身的方式。 

觀看「異托邦」的世界如同是一趟心靈涵養之旅，展示是一個「儀式化」的過程，

它提供給自我一個瞻仰過往文化的契機，不帶現實意識與邏輯的分析，脫離一個

現代文明所宰制的時空，藉由心神領會的過程，沉浸在異文化所散露的氣息之中。

「異質空間」展示是一個「異化」過程的開始，展示所存在的空間是一個虛構的

空間，以再現內在真實樣貌的手法，思辨出我們認為的現實世界與被建構真實的

意涵。人們穿越過這個虛構空間，將所接收的訊息作一具體的成像，成為我們自

身的參觀經驗。 

一.自傳式記憶裡的無稽世界及其部署 

筆者以「自傳式」的記憶作為藝術實踐的自身表達，透過過去影像的存活

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作品的畫面構成成為一種心境的語意書寫，在隱去時

間的圖式中構成了在此的異質空間，一種「域望」179的思想傳達，也在具象的言

說中，言說現時的異境，這個異境是與現實迥異的，那是對過去「曾在」的童年

光景再一次的重生，在這空間的部署中展現的是一種「無稽」的童真意識。藝術

                                                      
179

 「域望」作為自身潛意識裡的影像構成，透過不同時空的曾在影像，建構出一個空間的想望 

    與自身存有的實踐。 

 



103 
 

創作就是要喚醒一股內在掙脫文明理性枷鎖的動力，強調一種最純粹的「心理自

動書寫」（psychic automatism）逃脫理性僵硬的束縛而激戰，呈現了一種不斷變

化的「無稽的樂趣」。180 

伯格森說：「對於一個有意識的生命來說，存在在於變化，變化在於成熟，

成熟在於不斷地自我創造。」181他也認為：「『變化』是我們唯一確定的事實，變

化即創造，即是綿延，是真正的時間。」182一切的事物，無論是物質的還是我

們最深層的內心狀態、感覺、情感、慾望，永遠都在持續變化之中。對布荷東而

言，改變的起點與終點皆是個人能否放棄理性的觀看世界的方式，轉而盡情沉浸

於孩童的遊戲情懷。183如此看來，脫離理性思維進入一種想像的世界，猶如探索

外太空的奇異旅程，讓我們暫時性地跳脫出僵化的思維模式，置身於一種內在世

界的心靈感動之「詩境」活動。在想像的時空裡就是讓現實的自我缺席，而邁向

一種崇高與超越性的心靈生命洗禮。在沉浸於孩童遊戲的情懷中，將童年的意識

作為表達自身，也成為「自傳式記憶」的現時實踐。 

「自傳性記憶」自一九八 O 年代起心理學家開始以來，它指稱個人生命經

歷的記憶，它可以說是一部紀錄自身的風華史。184從翻閱「自傳性記憶」的圖式

中找到內在的「原我」。然而，「自傳性記憶」的回憶與遺忘卻是同時進行的。而

我們藉由過去的經驗與記憶思考，其的目不只是在於創造出新的價值，更是在無

意識層裡思考生命本能的創造，以及思維的動力與泉源。 

在筆者的作品〈出釋圖〉(圖 4-3）中，童年的理解概約化地在作品被重新

                                                      
180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頁 3。 
181

〔法〕亨利˙伯格森，姜志輝 譯，《創造進化論》，商務印書館，2004，頁 13。  
182

 同註 181，頁 249。 
183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27。 
184

 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著，張朝霞 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 

   又為什麼「遺忘」》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公司，201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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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部署，這些記憶的「碎片」重新打造一個「此在」所創的世界。畫面中記

憶的「碎片」作為一個個的局部，被一個個新的視覺邏輯重新組裝為一個整體，

每個局部都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圖式，藉此將觀者帶入一個被建構、部署的場域。

而那個畫面比例狹小的人成為觀者自身的一種符號，在我們欣賞並試圖將自己的

情感帶入畫面之時，那小小的人猶如了觀者的替身。但在這情況下，這種記憶卻

又帶更多的觀者個人的資訊，觀畫者的情感是無法完全進入，也無法真正自我替

換成畫面中那位小小人，於是觀者重新回到欣賞和理解的角色，其重點就落在了

觀畫者的記憶和想像之上了，帶著一種笑意感受著這帶有一種「荒唐」之境。 

 

 

 

 

 

 

 

筆者所表現的這類作品是通過作品召喚出觀者自身過往的記憶、歷史或集

體經驗，其所生發的種種或局部之類似事件，使我們於感知與體悟於相對性的當

下，再一次地重新將這些經驗或記憶作出一種重新認識或連結思辨的方式。這種

「對話」是多向性的，也就是觀者與作品的直接對話，以及觀者自身過往的對話。

作品在被觀看過程中被重新組合和體驗，作品只是一個仲介質、一個連結自身的

過往經驗。這種作品展現觀者自身的記憶錯位，在觀者這裡成為了一種思維反身

圖 4-3：林洪錢，〈出釋圖〉，2014，絹、箔、岩繪具，畫心 15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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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與視覺「奇異化」的表現，這無疑是當代藝術的基本表現方式之一，而當

代藝術的體現幾乎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模態進行對話與被策動。 

童年是每個人都會歷經的階段，而每個世代也都各有不同的童年形式活動，

也形塑出自己的童話故事與烏托邦世界，而建構的故事情景也往往是與現實世界

不相符，具有「超現實」與「神化」性質的異象世界，一種在虛擬的空間維度所

建構出桃花源的領域，是心靈暫時性的棲身之所，一種逃離現實的方法。筆者另

一件作品《三聖圖》(圖 4-4）以神格化的哲學性思維、觀點來討論，畫面企圖營

造出具有神靈般的氛圍，一個陌生又熟悉的現場，這是自我的一個「內在生命旅

程」。在創造了神話與童話的同時，也會被編入了歷史和文化的符碼與訊息，而

人也藉著神話與童話所塑造出的角色將自我轉移入對象中成為一體，演化成「超

人」的形象，自身在角色的合而為一時，歷時一場幻象時空的洗禮，一個超越現

實的劇場情節，悠遊在「逍遙」與「無稽」的藝想世界。 

 

 

 

 

 

 

 

二.劇場式的現時映射及其部署 

圖 4-4：林洪錢，〈三聖圖〉，2013，絹、箔、岩繪具，11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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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式記憶」的水墨景觀是一種記憶圖像的折射，透過藝術創作的想像

與部署，建構一個「劇場空間」的小世界，而這種部署是活潑的經營處理方式，

更是創作者自身經驗與審美意識的直覺性詮釋。 

透過客體對我們發生作用而有表像能力叫做「感性」，感性能提供我們「直

覺」的瞬間反應。理智是我們由內向外的活動，而直覺則是由外向內的流動。柏

格森認為感知是由外到內使主客觀產生作用的一個活動。感知一定要有外界事物

的表像才有價值及其發揮作用。每一個感知行為都含有不同層次的記憶，記憶又

構成感知的「主觀作用」，是這樣才使感知產生意識，就是這樣靠感知、記憶，

將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的大腦融入物質的世界，經過一連串後就有了柏格森的

「直覺」觀念。185而創作者透過「直覺」的內在本能形塑出一個空間劇場，藉由

形象、色調、部署、姿態與審美意識的相互作用，營造出一個情境與視覺張力，

加上具有聚光的亮暗之視焦，成為浪漫性格的「劇場世界」。 

透過自身的記憶創造一個「劇場式」的、被處理過的，但又保持一個場景

的真實性，不特別擺置也不特別給予一個觀光地理的辨識，它好像是呈現個人內

心紋理的追求，紋理就是細節與質感，把那些紋理都擺在現實世界裡，或是從現

實世界中把它抽取出來。186這種「場景調度」以當下的視點往返、擺盪在舊時代

的記憶內層。 

在劇場式畫面的作品其特質有下列幾項；1.聚焦的視覺感：如（圖 5-4）這

種帶有鎂光燈的效果，聚焦強化了主角的份量，而觀者的視覺能在瞬間掌握與辨

別賓主關係。2.人工化的自然：如（圖 5-46）在這空間是非自然的視覺景觀而帶

有矯飾主義的成份，畫面形象內容的安排在創作者刻意的佈局下達到某種寓意性。

3.表演的舞台性：如（圖 5-47）畫面的物件如道具般鋪陳在特定的空間，每個物

                                                      
185

 莫詒謨，《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1 初版，2003 年二刷，頁 15。 
186

 余思穎，〈回返：陳順築影像/裝置中的複數空間〉，收錄於《家族黑盒子-陳順築》，臺北市立 

   美術館，2014，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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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有其自屬的符號語意，並強調空間之中各元素的關係，營建出某個特指的場

所。4.隱意的故事性：如（圖 5-3）劇場本身就是強調敘事的情節，作者將理念

透過不同角色扮演來詮釋故事內容，5.空間的封閉性：如（圖 5-50）這種空間主

要是指畫面形象的流動感集中在主角的形態上，或者說非輻射狀的而是不強調畫

面外的形象關係，只在畫心尺幅之中，是獨立自主的自足世界。6.幻覺的時空感：

如（圖 5-43）7.構成的簡易性：如（圖 5-1）沒有錯綜複雜的空間處理，沒有繁

多形象的，只將幾個圖像在畫面做簡單的部署。8.非邏輯的誇張性：如（圖 5-2）

畫面是超現實的，不強調現實中的邏輯觀，所以畫面的形象安排呈現出反比例、

反常理。9.強調與觀者的意識互動：如（圖 5-36） 

「劇場世界」的部署與情境營造是透過自身的直覺做為展現，柏格森在 1889

年其博士論文〈意識的即刻材料〉中建立了他整個哲學生命的出發點，改變了空

間的形式，在綿延中創造深層純純的自我，達成主客統一及意識與物質的結合。

透過純感知可以進入事物的中心，而透過純記憶可以進入精神生命。經由純感知

與純記憶可以使思想與物質結合，即靈肉的統一。187中國的山水畫講究的是一

種移情作用，透過對山水的體驗、感知將我與其轉換，透過對松樹的理解，將其

性格人性化，這人性化是藉由聯想的移情為手段。另外，園林建築更是具有劇場

的空間實體，透過山水的意象風景建構出一個桃花源式的景觀，在這景觀中以遊、

望的方式進行交融。 

 

第五節  未來完成式的圖式觀看 

在第二章節中談到，記憶隨著時空的變化形成了轉譯的現象，當下的記憶

揉合著過去的「曾在」與現時的「此在」，並且朝向未來生發，記憶在文化的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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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詒謨，《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1 初版，2003 年二刷，頁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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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展開一種具有動力觀的方式而存在，「記憶」是作為自身存在的依據、作為

現時「此在」活力的動力點。沒有了過往記憶的提取，「此在」的事物便無法進

行判讀、掌握，也不具認知的意義，現在包含著過去與未來。 

記憶不是停滯的影像片段，而是不斷被喚醒與疊加的領域，一個持續進行

與未完成的圖式。「曾在」不只是複製與被觀看而已，也是個體自我認知與社會

群體溝通省思的借鑑之域。所以，過去的圖式所應當思考的並非依循原有影像持

續產製緬懷式記憶，而是進行內部的自我分析與辯證關係，其衍生出與其外界權

力對應的反作用力，以批判、顛覆、質疑現實的異化狀態，對創造與想像進行試

鍊、激發，以拆解和還原介入虛幻與符號化、同質化的現實進程，並在主流勢力

為眾多時作為邊緣與離散的聲音，提供抒發、集結與對話的空間。換句話說，透

過追憶過往之際，應當反身回顧自身，以內在辯證作為自立與自新的張力，力求

在現實權力的壓力下仍能保有自主空間及批判能力。如此，我們才能開始想像某

種似乎遙不可及的烏托邦實踐，在那裡，各種觀點與型態的歷史書寫相互競爭，

促使我們正視個體或群體、世代或族群間普遍與特殊、共通與分歧的時代景觀。

容許在雜然羅列的多元論述間進行詮釋與論辯、交流與競爭，以開展出更豐富多

元的歷史圖像。 

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995）說:「回憶過去並非心理退行，而是傾向

未來。」在《普魯斯特與符號》（Proust and Sings）也解釋著「尋找消隱時光就

是一趟對真實的追尋。」（the search for truth）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

也在《檔案熱潮》（Archive Fever）中也認為「潛意識是消隱的記憶檔案，而考

究記憶檔案並非純屬於過往，而是朝向未來。」188從上述可以瞭解，人過去的經

歷與思想永遠是伴隨著當下思維，並且是以不斷綿延的方式持續變化。記憶在現

時的激化中持續的衍生，被形構出與過去原象不同的圖式。 

                                                      
188

 蔡淑慧、劉鳳芯，《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童年˙記憶˙想像》，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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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潘朵拉盒」封存的記憶與未來圖式疊加 

經典的文本夾雜在瑣碎的日常生活知覺裡，在膚淺的情緒中營造深刻的思

維工廠，常進入遺忘與被遺忘的玻璃裡。189無論我們在生活中的外在形象如何不

同，都有一種很原始的相似性，那些「時間的遺留物」觸動了我的「內在記憶體」，

感受那種神奇的交流感。從遺留物中穿越歷史的帷幕，當我看到這些過去影像並

列時，會有一種出奇的感動，而重拾這「潘朵拉盒」封存的記憶裡，企圖喚醒潛

藏的意識，召喚出與殘存之物的對應關係，釐清自身的自我特質。 

創作者一方面從現實生活裡得到靈感，一方面又想擺脫這個冷酷、痛苦、

令人窒息、煩惱和混亂的真實世界，在這兩者之間，創作者成為一個二元世界的

仲介者，以承擔介於真實與非真實地臨界者。而利用過去的訊息物件將記憶與現

存之間，體現一段過去真實的片刻，而被化為虛無的永恆思緒。在這當中記憶的

影像並不是一個可觸及的「物」，而是以它的形狀、顏色、位置等形式顯現出來，

這種顯現，它的存在不同於事物的存在，它以另一種形態來存在，即做為個人「意

識」而存在。 

心路歷程的回溯是一個截然不同於外在的一個殊異世界，一切都反邏輯進

行，但卻在現實的吉光片羽中被閱讀，心緒也逐漸浮現。那是真實與虛幻的比照，

存在的意識被閱讀，又會產生新的價值辯證。記憶影像做為「意識」的存在，就

像思維是由各種影像的拼湊組合，進而把思維歸結為影像體系來暗示事件和影像

之間的關係，當然這也是客體與意識之間的關係。如此，記憶中的影像在精神生

活中產生作用，一種和現實世界抽離的內容，然後在和現存的意識產生聯想，這

是從記憶的影像過渡到有意識的影像，以及潛在的東西怎樣能具現化的創作模態。

當然，在模糊的記憶深處，總是伴隨著運動的影像，這和時間的前後流動並無直

接關聯，相反地，卻能賦予影像以一種靈活的動能來和知覺統一於意識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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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千惠，《在藝術界河上 當代藝術思路之旅》，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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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拉盒」中，過去的事件不會完全的重複發生一模一樣的狀態，也無

法全面性的繼承，更不能被擁有，但可以體驗。圖（4-5）筆者試圖將「無用」

的物件予以觀念化為思想，希望在未來有繼續存在的可能，企圖讓「物件」說話，

因為它是通往潛意識的場域中，等待被挖掘而重新定義。人只有在失去後才看到

自己曾經擁有的過往，而創作者的職責就是賦予失去的物件給予某種訊息，進而

讓物件擁有新的意義與詮釋功能，這是一種「後見之明」的展現，也就是從忽視

或未見的狀態中，再次檢視、思考失去之物所存在的意涵。 

 

 

 

 

 

 

在記憶遺址與隱形的廢墟探尋中，在創作者以遊牧的狀態在無疆界的心理

場域裡，找尋可以依靠的港口，讓心靈有所依歸。於是，記憶與經驗成為當代藝

術版圖上的個別指南。190也就是透過記憶的建構形塑出個人的內在歸屬，一個逃

逸現實的疆域。 

二.碎片影像的空間集結與未來式的反詰 

童年是被成人的目光所凝視的，但這種「凝視」卻帶著龐大的權力宰制意

                                                      
190

 高千惠，《在藝術界河上-當代藝術思路之旅》，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6。 

圖 4-5：林洪錢，〈聖物˙˙剩物〉，2012，絹、箔、岩繪具， 9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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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而身為權力與論述的制定者，成人隨時可以改變心意，任意操縱童年的思想

與行為。兒童的意識，是成人不斷所賦加的結果，孩子的特質，也無法由孩童自

己來加以塑造與詮釋的，而往往是由成人世界的價值體系及傳統概念進行單方的

建構與解讀。然而，脫離一個權力下所變造的現實與被建構的歷史宰制，去建立

一個夢想的自屬空間，是內在性的一種渴望與訴求。消弭理性社會所建造的單義

性獨有存在，超脫智性所搭建的人類社會，避免理性的過度宰制，朝向自我超越

的理想境界，塑造自身權力掌握的合法性，「揭蔽」與「思辨」是人成為卓越的

一種方式。 

在思想體系中「影像」是形成概念所必要之一，生活中沒有一個單獨的概

念是先天所具有的。影像是一種思維的功能，這種功能在進行反芻當中會引進記

憶、聯想和感知。作品中的形象都是來自自身的視覺經驗，一個個熟悉的影像、

物件一旦被感知就會在記憶中安置下來，並且排列展開、鋪陳，脫離真實世界而

在精神上發生作用。處理「記憶」和「知覺」時可說是同時形成的，正是在影像

─事物被知覺的同時，影像─事物也就成為記憶；換句話說，記憶的形成從來就

不在意識形成之後，它是和意識同時形成的，隨著意識的不斷創造，其記憶也就

在它旁邊顯影了。 

「碎片」的痕跡是過往的時空中所真正能遺留下來證據。因此「碎片」成

了追溯「曾在」的模式。利用「碎片」拼湊出一個自我曾在的世界，「碎片」成

為一種創作元素，「碎片」建構出一個整體。在腦海記憶中累積豐富的碎片，在

混沌不明的空間內，搜尋著它們使它們復活，成為強而有力的視覺語言。嘗試重

現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裡，勾畫出一種逝去事物的輪廓，從觀察一個碎片的狀

態去構想整個時代的涵度，思考的是一種未來的視野，卻又帶著一種回憶的感

傷。 

藝術作品是自我創造一種世界的形式，也可以說是自我復現、演繹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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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一種「思辨」的意識，以及「創造」和「實踐」兩種方式體現出自我意識

的存有。前者是內心形成概念和思想，後者是通過實踐活動而轉變外在事物，在

作品中刻下自己內心生活的感知。因此，藉由作品來表達自身過去的狀態，一個

矛盾的對話與展現自身權利的部署空間。把作品空間、物件予以「人性化」了，

將自己的性格在這些外在事物中復加了，外在事物僵固性的概念被抹除了，消弭

了制式化的符號語彙系統。因此，在作品構成的事物形狀中，欣賞的只不過他自

己的外在實像，藝術正是這樣一種實踐活動。 

「記憶就是影像的存活」，柏格森這句話中記憶既指向物質與存在，又指向

表像與精神。精神是一種記憶，精神是過去與當前針對未來的綜合體。記憶由此

成為意識—事物、物質—精神之間的交接點。191物象引起的幻象創作，當面對共

同所熟悉的形象物體時，因物像而引發出內在個體的記憶圖像，彼此之間以自由

流動的方式「擺盪」在當下，個人不同的記憶情結因物象交織在一起，引發出人

與人之間的「並置時空」。例如，我們都有同樣的經驗，就是當彼此見到熟悉的

玩物時，會引發出共同的討論話題，並各自出現從前的畫面與故事種種。此時，

物像上演出兩齣不同的故事劇情，也就是作者本身與觀者自身的情節。而且兩者

之間的情節在物像的面前，共同創作出一種「並置時空」的構成。 

筆者另一個創作要素是時間，當然時間在記憶中所形成的「逆返性」只是

提供一個聯想的主要意義，這裡所提的時間當然不是意指牛頓的「線性」時間，

是一種「遊移」與被「構畫」出的時間，一種不是時間的時間。在作品內容的鋪

陳過程中，是一種過去的時間與思緒之再現，腦海中的「影像」在知覺和記憶之

間是自身精神活動裡，一種具有活力的一個場域，因為沒有影像的思維中是一片

空無。筆者的作品《記憶˙風城》(圖 4-6）中藉由過往影像或符號，而在第一眼

的視覺層面上的確帶有一種「懷舊」的錯覺，但是，其目的卻絕對不是重返舊文

                                                      
191

 〔法〕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肖聿 譯，《材料與記憶》，華夏出版社，1999，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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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舊傳統，而是藉由過去的曾在與當下的現實情景去比照自身的差異，並且對

於現實中所宰制的現象做出一種批判性的語言。同時，也藉由純粹地一種美感氛

圍的營造，或帶有超現實式的物像並置手法，將沒有直接關連的上下文，以及沒

有情節必然性的物像擺置在同一場景之中，一方面使每一物像擺脫其僵化的文化

語彙，另一方面，藉著新的構成關係，聚集、對話、反詰，以衍生出全新詮釋物

件語意的可能性。 

 

 

 

 

 

 

 

第六節  小結 

記憶中的回憶有時如同夢境一般，沒有邏輯性，也缺少時間的因果關係，

是「時間之外」的想像運動，像是意識流的電影拍攝手法，呈現片段地跳躍思考，

也因為如此我們也經常使用一個一個碎片或象徵性的事物，如照片、信件、紀念

品、玩具等物件，將那些複雜思緒、繁複細節，隨著時間的洗滌簡化，使精華的

記憶放置於這些物體之內，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能夠隨機抽取出來回想或使

用，而我們的記憶就如同一座圖書館隨時提供我們創作的靈感：我們的記憶與夢

圖 4-6：林洪錢，〈記憶˙風城〉，2013，絹本、金箔、岩繪具，8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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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都是個人的「圖書館」，它們可以成為有利的動機與靈感，透過這些現實情境

的感知將其部署一個「劇場空間」，這個「劇場空間」是「曾在」與「此在」的

綜合性表現。隨著時間的歷練，透過回憶我們可以排除記憶之外不相關的影響因

素，更能透視的認識與澄清到自我。看到記憶中自己所經歷的片段，在記憶中自

己所體認到的，或記憶中自己心靈有所感動的事物，從這些事物與現象便可以再

次認識自己，「自傳式記憶」成為當下自身存有的一種反動，這就是探尋記憶的

重要性。 

我們必須體認到，處在時間洪流的自己，當下的思維與活動都將逐漸成為

記憶的片段。時間的推移，總是將我們推向一個我們再也無法回去的世界，當下

所發生的種種將成為過去的歷史，並形成我們意識對象之後的記憶，慢慢地堆疊。

這些記憶如同一座廢墟，我們將記憶暫時存放在那裡，這座廢墟如同我們的金字

塔，神祕且機關重重，而且有時記憶就此消失在廢墟當中等待發掘，在這神秘的

廢墟當中透過現時的覺知再次召換，也部署了一個「異質空間」的「異托邦」世

界，在這「異托邦」完成現實無法達到的情緒出口。 

透過時間的交織，讓我們能用另一種角度對過去進行挖掘和探究，事物與

事件本身一些無關的攪擾因素都去除了，我們可以直達真相的內部來認識自身。

同樣地，當我們透過創作來認識自身的方式時，藝術創作的過程多半是挖掘那些

即將要被遺忘的片段、思維，用以客觀的立場來認識自身的記憶，透過這些記憶

來找尋現在的自己，因為現在將成為過去，我們唯有去認識過去的片段才能稍微

捉住現在的形貌。宇宙無盡的綿延，而綿延意謂著創造，意味著全新的事物不斷

地生產，透過「自傳式記憶」的書寫留下自身的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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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實踐與解析 

記憶的探討是關於某件事物的故事，創作者透過返回去審視曾經、回溯現

象的起源，所以在本章節中除了實踐、梳理記憶的圖式、理念印證之外，也解析

作品背後所生成的動機、意念與「故事」的因緣。這個故事是關於自我的一本「傳

記」。 

一個哲學家或者是一位藝術家其著作或作品，應該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創作

和表現其思想觀念而已，而如何透過其著作讓讀者產生思維性的啟迪、體悟，並

啟發他人觀念性的再超越，這將顯得更是具有意義，這些創作出來的人造物、藝

術品也將觀者的生命和宇宙觀揉合在一起。換句話說，作品要與真實的心靈共存，

而藝術家的創造物只是展現生命中的不可見之物，藉藝術材料賦予一種有形的可

見物，使觀者知悉其中被我們忽略、未發掘的事理中看見生命的真義，作品不是

單純的物質而成為一種具有生命的言說物，讓人親臨體驗這「審美歷程」。 

在這世間人不是唯一的存在，而是同自然之間自然物、人造物、無機物、

有機物等萬物共同共榮，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與世間萬物相處在一個場域裡，並感

知與其體認，而與物交結互通成為我們生命不可迴避的課題。莊子〈齊物論〉中

所說：「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192又說：「一受其成形，不亡以殆盡。與物相

刃相靡，其行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193我們如何去處理自己與外物

之間的關係，透過我們的身、心、靈三個層面來說的話，身體的觸覺是直接與外

在之物的直接體驗，接觸對象物屬於物理上的關係，而心是內在感受的層面屬於

化學性的關係，且因人而異地掌握對象之物。靈是最高級、也最為奧妙的層面，

祂綜合身心兩者一種很神祕的生命交合，這個生命交合才是創作者創作中的核心

問題，因為祂表現的不是視覺的形象物，而是對生命中的感悟。筆者自小學就收

                                                      
192

 莊子 著，黃錦鋐 注譯，《新譯 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印行，2008，頁 17。 
193

 同註 19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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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不同的物件，在不斷地拓展收藏面向，進而整理物件、展示物件與物件對應也

是我生活中的樂趣，物件對我是有靈的，它和飼養寵物一樣，它會和你對話，相

處久了，彼此之間了解，物我交會成了我生命的一種享受。我與物件合成一體，

展現我生命所向，它帶領我從對立中超越，而達物我兩忘，進入生命中的逍遙。 

「乘物以遊心」、「 玩物以明志」，也「藉物以表情」。透過收藏之物作為自

我認識與建構理念的一種方法，藉物的實體達到一種意識催眠，進而步入一種漫

遊在自我之境的劇場，畫面的空間體現的只是一種虛置，是一幅超現實時空的停

格。矯飾化的主題佔據了畫面，拆解了空間，也組構了另一種空間，時間和空間

逐漸在視覺的辨識當中隱沒，退向非物質的心理場域。這超現實的目的在「化解

現實與夢境的衝突，達到一種絕對的真實。」也在現實與想像之間達到超越現實

的美感，以一種「虛設情境」來表現自我內在的真實，在境象解析、物象構成、

語意賦形、符號詮釋和現成物展示的對應空間中，希望從非現實的幻境中重整和

倒敘，展現潛意識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在本章節的作品實踐與解析中，筆者分成不同的形式去呈現，並探討記憶

的圖式觀看視野，同時透過不同的記憶系列作品來鋪墊，依序分成「『入境』作

為記憶空間的神化想像」、「鏡像˙他者之域」、「消逝的詩性緬懷」、「自傳式的書

寫語意」、「過去與現時的反思」與「寓意的未來式」等六個主題、九個系列做陳

述。 

第一節 記憶圖式的觀看視野 

如今我們正活在一個充斥著符號與圖像化194的時代，生活中現象背後的本

                                                      
194

 圖像化並非專屬於現代和後現代圖景的狀況。早在古希臘晚期、基督教興起的 6-7 世紀，以 

   及佛教傳入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了爭取更多的信眾，講經人也使用與佛經內容相關的 

   圖畫進行輔助說明，這些視覺藝術產生重大影響。梅維恒(Victor H˙Mair)全面考察過世界各 

   地的看圖講故事的情況，詳見其《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王邦維  

   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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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真理已經淹沒在圖像、擬像、符號的浩渺煙波中，它們(圖像、符號、擬像)

已經超越了再現的對象和指示的意義，本身就被認定是唯一真實的存在。195 

20 世紀初匈牙利美學家和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Béla Balázs,1884-1949）

在預言電影的命運時曾分析說，對於視覺能力發達的人類來說，面部表情比語言

文字更能傳達人的個性，……電影影像的出現使人類的印書文化進入視覺文化，

肢體形象語言是唯一的去民族，去文化的世界共通語。196也就是說，當今的社會

以圖像化的直觀閱讀方式作為新事物的理解，也成為觀者最直接地訊息接收方式，

而成為一種言說的方式，形成世界共通的語言。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來說，當代水

墨更加著重於個人的本體意志，內在思緒透過圖像化來體現，並帶入當代文化精

神與社會矛盾，具有人文關懷的現實性和批判性。這些圖像不只是表面性的單純

解讀，更帶有創作者寓意式的意念承載，姚瑞中說：「對於傳統的中國山水畫而

言，『文以載道』是必然的，不過在我的作品裡面並沒有任何的附庸風雅，畫裡

面的內容圖像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197這個自身投射的圖像便成為當下的一種

書寫方式。姚瑞中透過傳統圖像的嫁接與改寫成自身經驗的「自傳式」書寫，所

以，他說：「我的作品關注的，其實是『再詮釋』的問題。我只是對已詮釋的歷

史，透過自身的觀點再去詮釋，進而逆轉、改編，甚至玩弄歷史中不可逆轉的關

鍵點，找出其他的可能性來。」198可見當代性的作品符號圖像，不能以傳統的語

意、象徵來解讀，他須回到創作主體所「給出」的另一種符徵來思考。 

在筆者博士班的作品中，部分作品內容、圖像雖帶有童年時卡通的人物造

型，但這些作品的理念卻與所謂的「卡漫風格」199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從創作

                                                      
195

 高燕，《視覺隱喻與空間轉向--思想史視野中的當代視覺文化》，北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22。 
196

 同註 195，頁 121。 
197

 林奇伯，〈藝術與書寫的纏繞式前進-姚瑞中顛覆歷史文本〉，《台灣光華雜誌》，2011 年 4 月， 

   頁 96-103。 
198

 張禮豪，〈進入重新覆寫的歷史系譜：姚瑞中〉，藝外雜誌 2009 年 11 月號。 
199

 概略來說，卡漫風格通常帶有漫畫的特性，以可愛、詼諧、滑稽，以誇張的表情與造型來處 

   理，藉此諷喻現實中的人事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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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發點、思維、意念都沒有直接關聯。這些圖像只是在追憶的過程中重新解讀、

論證圖像與主體間所蘊含的深層意義，透過形像去理解主體與對象間微妙的關係，

也透過對象物建構出一種過去與現時意識的情感交結。另外也透過共同的時代記

憶，召喚出觀者自身的時代故事影像，所以這些圖像具有下列幾種特質： 

首先，圖像成為一種獨特的觀看視角，並具有再創影像的特質。這些圖像

是過去經驗中所熟悉的形象，是創作者與觀看者兩者視角之間的結合，並帶有意

識召喚的功能。在此意義上，圖像都體現了一種觀看方式，也就是當觀看者觀看

這個圖像時，他會回到自身經驗裡以自身的觀看方式去感知圖像，在觀看時同時

可能出現自我經驗中過去的情節，形成圖像中的圖像，一種綿延的多重影像。其

二，圖像衍伸出自我過去的存在事實。圖像與觀者的存在關係是藉由通過圖像與

過去生活經歷的關係來體現，圖像的存在是將存在物以圖像的方式激發出觀者的

記憶，讓觀者了解自我與存在物的存在性，同時在意識的過程種中形成思維的一

種運動，並且體現出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總體觀，在反思的過程裡展現一種自身的

存有。其三，圖像體現出一種時代性，同時也將時間成為一種不斷重複性的運動。

這些圖像以逆時間的方式將觀者回到過去的時代背景，當下的線性時間因此消失，

圖像中看到過去的時代背景，它保存和記錄了此時不在場的存在者的外象，這個

印證了圖像存在的正當性與具體事實，而非虛構。其四，圖像解讀具有後設性的

觀點。臺北藝術大學的教授蔡懷國（蔡根）說： 

創作雖然是我生命中的紀錄，但一旦它呈現為圖像之後，我個人

的生命故事已經完成，對於觀賞者來說這已經不是重點了。也就是說

創作者沒有權利要觀賞者去閱讀創作者的生命經歷，它因該只是還原

為圖像，去面對觀賞者。如何讓觀賞者透過圖像進入到他自己生命的

對話。200 

                                                      
200

 蔡懷國，〈創作自述〉，收錄於《感性生產》，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2，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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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是知識的傳授，而是具有思維的閱讀空間，作品沒有特定的意指答案，作

品的解讀在於觀者自身的審美經驗，是一種後設理論的觀點。尼采的「作者以死」

表明的是作品的詮釋權在於觀者本身，觀者的權力意志是可突破作者的作品表意，

作品圖像只是一個引媒是讓觀眾直接面對作品，把自己投入一個完全屬於自身

「感知世界」、「悟性空間」，一種直觀的「第二自然」。 

圖像從美感到美學的質變，是需要主體的積極介入，這種的介入不只是主

體在選擇權上與技術的表達上，更多地是在主體情感的思緒上，將自己充分與影

像揉合，並且將所表達的情感、意念、思想注入其中，最終賦予影像於精神靈魂，

讓影像不只是形象而是具有生命力。周月亮稱畫面是「圖像客體與精神圖像疊加

映射而成的『圖像主體』，圖像主體僅僅在圖像客體中被意指，圖像主體借助圖

像客體而被意識到」。也就是說，主體將精神性投射於圖像之中，離開這個圖像

客體則思維意念將無所賦形。周月亮借用中國傳統美學的術語說：「圖像主體就

是立象盡意的意，圖像客體則是用以盡意的象。」
201

 

解讀圖像的意義還需思考的是其背後所指稱的文化符碼之意義。英國視覺

文化學者理查德„豪厄爾斯（Richard Howells）認為： 

 

任何事物都不能代表它們自身，而是要靠社會和文化的灌注才能

獲得意義。世界上每一個物體都是經過社會調試，從一種沉默封閉的

存在過度到發聲的狀態的。」202 

 

                                                      
201

 周月亮，《影視藝術哲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 6。 
202

 查理得˙豪厄爾斯，葛紅兵 等譯，《視覺文化》，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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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圖像具有地域性的特質，離開了所屬地區則圖像代表的意義則可能會

產生巨大的變異，甚至無法解讀。所以說，圖像的語符具有封閉性，必須在特定

的地方、文化才有溝通性。讓„米特里說：「圖像符號和表意是相互依存的，我

們不可能關注一個符號而忽視它所表示的內容意義，也不可能關注表意活動而不

牽涉表意活動的承載者。」203而表意是一個觀眾在心理上「完形」的過程，也就

是把對象(理解之意)引入影片(敘述事務)的特定上下文之中的結果。 

第二節「入境」作為記憶空間的神化想像 

     藝術給予我們一種直觀的統一性；科學給我們一種思想的統一性；宗教和

神話則給予我們一種情感的統一性。藝術向我們敞開一個「生活形式」的宇宙；

科學向我們展示一個規律和原則的宇宙；宗教和神話則關注生活的普遍性和根本

的同一性。神話原本就具有指導生活的作用，規範生活的背後則是對生命意義的

關注。204另外，理想是藝術的動力，神話醞釀與塑造了我們的理想，因此神話是

具藝術的動力。神話的思維和形象表達了人類對於自己和宇宙關係的感知，然而，

超越真實的表象或荒謬的現實，其真實感永遠是通過生命和情感的意識來呈現的。

德國的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將神話看作知識的一種形

式，即人類創作符號、創造世界活動的一種形式。 

    美國神話學者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認為：「神祉只是我

們表達對於某超越與奧秘事物的一種概念表現。」神的觀念本身就是一個隱喻的

象徵。任何可以命名，並且被賦予形象的事物都是一個象徵的符號，象徵著背後

所存在的精神。故事只是一個起因，而閱讀後所啟悟的心得是更為重要。佛洛伊

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說，若只從神話的表象或其字面意義來解讀，往

                                                      
203

 讓˙米特里，崔軍衍 譯，〈影像作為符號〉，收錄於李恒基等主編，《國外電影理論文選》，上 

   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 291。 
204

 韓雷，《弗萊批評思想研究-神話批評論》，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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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會掩飾了其中所潛在性的象徵意義。
205

而「象徵」或說「擬人論」這是原始思

維所獨有對於世界解釋的方式，是對無生命的世界中所尋找秩序和規律。於是心

靈在尋求類比的方式作出其解釋時，就自然而然地轉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把不

可知的對象以人格化來比擬，擬人論是一種近乎普遍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就像中

國畫的畫家在看一座山或看一棵松樹，總是以體驗性的方式來感受其存在的精神

理念，這就是把對象物看成具有人性的特質一樣。 

    英國人類學家 E„B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認為神話是一種

人格化的一種象徵特質，是非科學的。神話除了引導我們進入內心的世界之外，

也同時讓我們接觸於「終極的真實」。何謂終極的真實？坎伯認為，終極的真實

就是超越一切思想、概念，超越語言，超越時空的範疇，與超越所有二元對立的

境界。神話不能告訴我們超越的真實究竟是什麼，就像詩歌無法為你解釋生活的

經驗，它只能提示經驗，只能迂迴地指點出有著這麼一個朦朧的境界，埋藏在表

面神怪離奇的現實之下。於是，就像神話的冒險故事中，英雄最後發現除了意識

世界外還有一個潛意識的世界，他(她)也同時發現在日常的物質性真實之外另有

一個不可見、非物質的真實，而所有時空中存有的形式都只不過是這個超越真實

的反映，這就是神話終極的意義。 

《封神榜》系列 

    神話在其真正的本質上並不是在字義上的，而在認識神話時也必須把理性的

分析能力降低，而當理性分析功能靜止時，另一種內在心靈意識就可以浮現，那

就是人的「赤子心靈」，「赤子心靈」是人們最早了解到心中的直覺與美學的認

知能力。206一個神話可以被解釋為一個成人的兒童故事，用純真的「赤子心靈」

                                                      
205

 席格(Robert A .Segal)著，劉象愚 譯，《神話理論》，臺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頁 261。 
206

 愛蓮心(Robert E.Allinson) 著，周旘成 譯，《向往心靈向轉化的莊子-內篇分析》，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4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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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無法理解的東西轉化為某種訊息的傳達。來自天空的神話與來自大地的童話，

構成了一個藝術精神的張力，而構成這個場域的核心乃是人類生命的追求，它為

藝術實踐訂定了一個精神高度。207
  

   潘娉玉認為神話圖像是由許多各式各樣生命故事交疊演繹而成，生命故事不

斷的被述說、被活化為一個情感故事而成為集體的記憶。 

 

神話獨特而創造性的敘事邏輯，體現人類與自然之間原始、相屬

的而互動的心靈關係，也顯示了人類與自然之間的『文化關係』。人們

所詮釋的自然形象往往不只有客觀的自然形象而已，還有人類主觀的、

對自然投射的思維與情感。」208  

 

神話是人與自然、意識與欲望、圖像與故事的結合。筆者博士班首張系列

作品以神化的哲學性思維、觀點來討論，以「童話、神化」系列作為發表作品。

作品中借用孩童時期的玩具，並用運神界的祥雲圖騰，佛教的形式圖案，背光、

蓮花座、華蓋與擁有其的法力等，畫面企圖營造出具有神靈般的氛圍，一個陌生

又熟悉的現場，這是自我的一個「內在生命旅程」。透過神化性來探尋主體自身

的潛意識，將其內在性的概念轉譯於童年玩具209、卡通人物的偶像性210崇拜。在

〈聖像〉（圖 5-1）作品中借用了傳統宗教性的形式，中心主題式的構圖，華蓋

                                                      
207

 徐岱，《基礎詩學-後形而上學藝術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50。 
208

 潘娉玉，〈創作自序〉收錄於《感性生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2，頁 202。 
209

 這個玩具是脫離物質屬性、非實用的功能，而是將兒童所知曉的人物作為一種替身，大都是 

   來自於卡通裡具有特殊能力、法力的人物。 
210

 此時的偶像概念不是兒童主所能自主意識到的，並非青年世代對於追星偶像是有強烈性的自 

   主意識，兒童只是單純對於卡通裡的角色崇拜，並將角色想像化身為兒童自身，是可合而為 

   一的。而青年與偶像崇拜的關係是有距離的，如同成人對神的景仰、敬畏之意，對象是被來 

   祈祝而達到心理願望與安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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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式，或者背光的運用。而為了強化對象神格化的特徵，也將無敵鐵金剛長了

羽毛的翅膀，所謂的如虎添翼的概念而更勝一級，也讓其飛行的概念更為凸顯，

同時也像孫悟空擁有「金朵雲」的上天能力，讓對象不同於一般的事物而具有更

獨特的崇高性。在整體的氣氛上以濃重、沉靜的色調來處理。 

神格化的第一張作品圖像是童年所瘋行的卡通之一－〈無敵鐵金剛〉，「無

敵鐵金剛」不只是故事的主角，他喻意了當時科學化的時代背景，是在農業社會

中所創發出來非現實的產物，他擁有鋼鐵般的身軀，能吹溶一般的物質，能發出

炙熱的火焰融化對象，能集合出高壓的電流將敵人摧毀，更能飛天入海，是無所

不能的科學產物。另外他也隱含在人格教育裡象徵的意義，即要有正義感、堅毅

的精神、不怕苦難、更不向惡勢力低頭。所以他的特質成為眾家男孩心中的無敵

之神。同時他也能解決世間的一切苦惡，無敵鐵金剛的能力即是兒童心中所未擁

有、未具備的，因此能成為鐵金剛自然是孩童潛意識裡的心願。所以在現實中男

孩心裡自然渴望能擁有無敵鐵金剛的玩具替身。想擁有當然就得花錢購買，但物

質缺乏的農村社會，一般兒童是不可能有零用錢可花費的，如此就得自個想辦法

攥錢、服勞務。那時孩童賺錢的方法有很多種，做手工、幫忙鄰居做勞動、拔藥

草去賣、撿拾可賣的物品等等。因那時住在山林的我會選擇特定的時節，去桐花

樹下撿拾油桐子，將油桐子的硬殼用鑽頭很吃力地扒開，取出可用的桐樹種子，

拿去賣錢，商人拿去製作銅油，做一些工業用途，所賣的錢自然是慰勞自己，買

心中所期望的玩具。所以這張作品除了無敵鐵金剛之外，便將桐花的安排於作品

之中，作為畫面故事是的因果關聯。 

另外，在這個《封神榜》系列中為了將神格化的特質發揮最大的效果，所

以在畫框的處理上，透過自己設計的圖樣作完稿，然後雷射切割其造型，再經由

噴漆的方式做上色調處理，同時在框的表面上也作了小金屬零件的裝飾，所以框

的形制較為其他系列華麗。自己在大學時就將作品框的裱褙作為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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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自己手工的方式作為處理，有時搭配雕刻的來完成整體的作品呈現，「框

是作品的一部份」，也是畫面的延伸，作品有其作品自身的個性與氣質，需要符

合其作品自身的外衣作為體現，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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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林洪錢，〈聖像〉，2012，絹、箔、岩繪具，7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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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林洪錢，〈三聖圖〉，2013，絹、金箔、岩繪具，畫心 114×55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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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林洪錢，封神榜系列〈神者˙能也〉，

2016，絹本、金箔、岩繪具，畫心 167×82 ㎝。          

圖 5-4：林洪錢，封神榜系列〈出釋圖〉，2014，

絹本、箔、岩繪具，畫心 15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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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系列 

以「童境」的記憶景觀作為藝術實踐的自身表達，透過過去影像的存活重

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而作品的畫面構成成為一種心境的語意書寫，在「隱去」

時間的圖式中構築了現時的異質空間，一種「域望」 的思想傳達，也在具象的

言說中，言說現時的異境。透過童年的思維意識作為創作的方法，這種「童年意

識」與真實的童年生活並非相同，童年意識並非只存於孩童，而是人精神體潛藏

生命藝術動力的童真情懷。「童年意識」做為一個概念，是接近「白日夢」藝術

動感的聯想活動，一種藝術動能的開啟，這是內在性一種源源不絕的豐沛能量，

潛藏於心靈的赤子情懷。因此，所謂純真的童年意識，就是掙脫、拋離、卸下一

切繁雜、理性枷鎖。此外，我們並非單純地只運用童年記憶在創作書寫，而是透

過「臨在場」轉向孩童的過程，一種童年聚集情愫在創作，在思維情感上帶著一

種紀念式的意念，形塑出一座座的紀念碑體，但此處的紀念碑並不是紀念或哀悼

過去，而是某種「臨在」轟烈活動的聚集，紀念碑行動並非是記憶的再現，而是

「虛構」與「聯想」的創造力。 

《觀„自„在》（圖 5-5）這系列作品皆來自童年階段所接觸的電視卡通圖

像來作為表現的題材。為人所熟知的有〈無敵鐵金剛〉、〈科學小飛俠〉、〈天方夜

譚〉、〈小甜甜〉、〈北海小英雄〉、〈寶馬王子〉、〈咪咪流浪記〉、〈海王子〉、〈大力

水手〉、〈小蜜蜂〉、〈宇宙戰艦〉、〈救難小英雄〉、〈小英的故事〉…等等，這些形

像角色的背後各自訴說著不同的故事，也賦予了不同的寓意，其中也夾雜著某種

正向意識形態的灌輸，並暗藏了「禮教」的性質。如〈無敵鐵金剛〉其訴說科學

研發的精神之外，也灌輸著為人要具有正義與膽量的性格。而〈科學小飛俠〉則

體現勇敢、堅強與團結的意識，以及討論汙染、戰爭的所帶來毀滅性的傷害。而

〈北海小英雄〉則傳達出臨危不亂、處變不驚而具智慧的應變態度。〈小甜甜〉

則表達出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仁愛精神。〈咪咪流浪記〉則體現出不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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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力與充滿堅毅的特質。這些主角也都隱喻出一般人無法做到的能力、態度，

這些能力只有暫借於英雄偶像所具有的能力才得以完成某種願望，也透過這種超

能力，對於兒童當下所無法完成的事物，則透過想像來完成心中的白日夢，也藉

由自身與英雄偶像的合體逃逸出當下鬱抑的窘境。這些卡通對於孩童來說，其象

徵的意義其實帶有某種神格化的特質，也藉著神化與童話所塑造出的角色將自我

轉移入對象中成為一體。 

我們的民間故事與童話故事也以偽裝的方式傳遞著神話的概念與原型。所

以《伊利亞德》史詩中傾向於把童話看作是一場宗教化體驗的世俗載體，其故事

在想像層面上繼承和延續著「啟悟」，並從故事裡所提供想像式的啓悟哲思中獲

得利益，一個安頓靈魂的場所。 

 

 

 

 

 

 

〈觀„自„在〉（圖表 5-1）這個系列的製作方式是先將尪仔標圖像進行掃

描，然後在電腦中進行色彩的變異，調製出當下直覺中合適的色調與色彩變化，

所以當下個人的色彩視覺意識與直覺性會影響色彩的變化與選取。同時將系列中

以不同的色彩作為區分，使每張作品中皆有其差異的色相主調。接著將圖像輸出

在紙本或絹本上，然後將圖像進行顏料的鋪設，進行再次的色彩改造（因為人的

圖表 5-1：作品〈觀„自„在〉概略的處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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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總以不斷的綿延與不斷的產生質變，記憶不是簡單的再現，而是帶有因時因

地的不斷創造），並以壓克力、礦物性顏料作為施色媒材，藉此增加其繪畫性與

物質性，以及過程中的偶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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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林洪錢，〈觀˙自˙在〉系列，2013~2015，絹本、紙本、金箔、岩繪具、丙烯，直徑 60 ㎝。          

 



132 
 

第三節  鏡像˙他者之域 

梅洛龐帝提出我們須重先喚醒對世界的體驗，因為我們藉著自己的身體在

世界上存在，用身體感知世界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重新與自己的身體、與世界接

觸，我們將重新發現自己，因為藉自己的身體感知，身體就是一個自然的我，就

是知覺的主體。身體是我們在世界的表達及意象的可見形式，這種以身體作為表

達的構想為二十世紀相關藝術的發展註腳。211梅洛龐帝的《心與眼》（Eye and Mind）

提到：「我的身體同時是能見者與可見者，當身體注視萬物時，也注視自我，並

在他所見之中，認出能建立的『另一面』。」212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觀注自然萬物

的同時，也是在觀注著主體的自我，是一種反觀的躬身內省的概念。這種從外在

世界的自我返觀的活動，它往復於「可見之物」與「自我觀照」的兩者之間，在

此同時，我們在思維的用作之中產生一個新的場域，這個場域應該是不限於物也

不限於我。就像自己在創作時，在專注於畫動物的細節時，不自覺地觀想實際的

對象物，也觀看所繪之物，並且將自己的思緒漸入在所畫的對象之中，自己當下

的情感、心境置換於對象之中。眉宇之間的上色，有時感受到是畫在自己的身上

觸感，達到所畫之物與自身的自然結合，也成為一種「觀物之我」、近似於「物

我」之境。 

梅洛龐帝認為繪畫是能夠觀照自我的魔鏡，他說「畫家在作畫時，就是實

踐一種視覺的魔法理論，畫家要不承認他眼前之物變成主體的一部分……，否則

就必須承認精神自眼睛出竅，而在可見之物間遊走，因為畫家是從不間斷地向事

物調準其洞察能力。」213他又相信「在畫家與可見之物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角

色互換。因此，很多畫家都曾經說過是事物注視他……，所以，在精密的寫實的

創作過程是近似於一種修行，或入境的過程，這當中扮演重要的催化劑是移情的

                                                      
211

 何兆基，〈知覺的身體與被知覺的的世界—當代藝術的身體話語〉，二十一世紀雙月，2011 年 

   4 月號，頁 93。 
212

 同註 211，頁 94。 
213

 同註 211，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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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作用，在這物、我彼此之間難以區別是誰看谁、誰被看、是谁在畫、谁

被畫。 

《美麗„新視界》系列 

《美麗„新視界》系列作品，從孩童時期的「萬花筒」的形式概念而來，

以鏡像的方式來探討自身與映像之間的關係。在鏡像關係中，其主體自身成為被

觀看者的角度，透過映像出的「他者」形象建構出本我的內在世界，這種如同「平

行的空間」的現實形成了彼此存在與認同的狀態。我們生存於網路光纖的世代，

何謂真實與虛構已是模糊而不可確定，而在〈駭客任務〉中談到的何謂真實說道：

「真實只是『殘留的影像』」。我們的世界透過虛擬的現實與實境之「他者」形象

建構出或認識到真實的存在與自身關係，在這種狀態中，自身也成為「他者」所

凝視的對象。因為當自身關注、探究「他者」的同時，「他者」是以「凝視」的

角度在觀看主體自身。 

近年來發展快速的大眾傳播媒介所造成的「真實映像」值得思考，影像世

界的鏡子功能其影響力和說服力無疑讓人們相信了「所見」即」真實」的提法，

對於越來越依靠傳播媒介來構建個體世界的大眾來說，越來越難以真正地認識到

外部世界的真實性。面對影像媒介所引領的視覺時代、圖像時代，我們是無法予

以抗衡與阻擋，它衝擊著我們長期所認知觀念體系。現實中人們腦海中的「真實」

映像其實只是媒介提供的虛假「鏡像」，人們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都面臨著新

一輪的革命。隨著電影等數位媒介的出現，人類社會由原來的文字時代進入了現

在的「圖像時代」。當下的「新視界」是從影像的虛幻造境中認識過去的歷史與

未來世界，世界透過一個母體來展現現實的虛境，藉此接收與建構新的訊息與觀

念。 

在現代化設備的巨型銀幕和環繞立體聲，使我們的「凝視機制」被召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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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起來，觀眾和銀幕聯繫的途徑就是凝視的目光，就彷彿回到嬰兒看著自己鏡

中的影像並迷戀於其中一樣。當觀者在某種「迷幻」作用的狀態下，相信了眼前

的聲、光、影，其所呈現出的「真實感」，在想像和幻象的層面上達到了視覺的

滿足，觀者也就如鏡像階段的嬰兒一樣，完成了「誤認」的過程，即把「幻象」

當成了真實。當觀眾根據影片及其含義來進行自我定位時，鏡像階段的自我反思

就變成了觀者的自我意識，自身與對像的「他者」是同一種角色關係。因此，觀

眾對「他者」的認同實質上是一種自我認同現象。 

影像化的時代，自我表面上是用自己的眼睛觀看著銀幕形像，但從知覺層

面來說，自我所「凝視」的並不是真正的銀幕形象，而是一種新的鏡子裡的自我

的影子、幻象或複製物。也就是說，自我也會如同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

所謂「鏡像理論」中嬰兒與鏡子之間的迷戀關係一樣，向影像中的角色尋求認同，

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影像中的對象身上，然後反過來再與主體所體現的動

機和價值尋求認同。鏡子的特殊性結合了物質的實際映照和精神的虛構察覺，鏡

像所包含的「自我」除了有主動的認知之外，同時又帶了自我對於「他者」的認

知和內在建立，鏡像的理論強調自我對於外在「他」的內化過程。觀察外在世界

的現象並未能將自我在現實世界中定位，也無法分出對象與主體的差異，因為我

們無法確實觀察出自我的形象和完整性，而需藉由「他者」的存在反身出自我存

在的認同與特殊性。 

在鏡像這個系列中，不是用玩具與收藏物為表現對象，而是以小時候常去

六福村動物園的野生動物為描繪對象，這些對象在傳統的語意中都有其特殊的象

徵旨符。這些動物以鏡像作為創作形式，也就是以結構對稱的方式來描繪，在近

乎一樣的圖像中，實像與虛像的對映中是無法辨識出「彼」與「此」的關係，也

就是說在對鏡關係中，誰是現實的主體，誰是虛鏡裡的客體，是無法一眼就能辨

識的。但為了將鏡像關係的彼、此關係做出主體與客體的辨識，我用眼神「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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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的狀態做了彼與此的辨別。也就是說，當我們看鏡子的時候，所看到鏡

子中的形體，其眼睛是向現實的主體觀看，因此眼睛的直視則可喻為一種虛像。

所以作品中我做了眼神的區別（圖 5-6），即直視觀畫的觀眾的那隻動物即是虛

境，因為我們照鏡子時，鏡中的虛像總是觀看現實中的自己。在這作品系列中以

工筆方式來做出虛擬的實境，藉此探討我們現實中，何為實境？何為虛境？但從

另一個角度來說，畫也是一種虛境！現實的我才是實像。但在思考實在時，往往

我們看到現實的主體其實只是個表象，真實卻在我們看不見的內在世界裡，一個

潛藏在精神性的主體之中。 

 

 

 

 

 

 

圖 5-6：林洪錢，〈美麗˙新視界—界˙境〉局部，左喻為實像、右喻為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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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7：林洪錢，〈美麗˙新視界—境˙象〉，2014，絹本、岩繪具，11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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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林洪錢，〈美麗˙新視界—界˙境〉，2014，絹本、岩繪具，100×67 ㎝。          

圖 5-9：林洪錢，〈美麗˙新視界—大吉〉，2015，絹本、岩繪具，5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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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林洪錢，〈美麗˙新視界—空間映像〉，2015，絹本、岩繪具，95×72 ㎝×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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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逝的詩性緬懷 

追憶所呈現的過去是根據當下現時情境將過去素材透過媒介邏輯的影像加

以篩選、編排而成，這些選擇性重構的影像既不完美亦不完整，可視之為某種看

待過去的特殊觀點，據此回顧過往，必定歷經系統性的收納與排除、強調與忽略。

當代文化生產無法重建曾經實存的過往，只能在柏拉圖洞穴的牆上描繪自己的心

靈影像。214並在這潛藏的心靈影像透過創作拼貼並置，以虛擬的異度空間加以形

構，成為現時的「異托邦」視界。 

記憶是一種以片段方式串連不同事件的「異質空間」藝術，記憶乃是形成

於顯示其真正力量以及其對觀者想像掌握的驚訝、斷裂與翻轉戰術中，記憶是一

種不可局部化的思想與創作來源。當記憶場所被視為一種異托邦時，在其間過去

事件就不再是無生命的或一去不返的，而是再一次變成現存的影像，透過這種影

像資源的使用，現在的思維得以擴延。從這個觀點來看，與其說「曾在」是記憶

的倉庫，不如說它是記憶的存活與綿延。透過記憶片段式的影像進行創作上的空

間部署，成為實踐自身的藝想之地，而這個「部署」成為一個圖式空間的劇場，

一個異於現實空間的場域。而創作者透過「直覺」的內在本能形塑出一個空間劇

場，藉由形象、色調、部署、姿態與審美意識的相互作用，營造出一個情境與視

覺張力，加上具有聚光的亮暗之視焦，成為浪漫性格的「劇場世界」。 

《憶未央》系列 

《憶未央》系列則是自北京中央美院回來後所進行的創作。過去的遺跡或

廢墟是過去的顯現、記憶的場域點，記憶在被我們遺忘或未顯現之前如同廢墟的

遺跡一般，默默地等待被發掘與重新體認，一旦被現時的某種「介質」、「刺點」

                                                      
214

 李依倩，〈歷史記憶的回復、延續與斷裂：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 

   究》，第八十七期 2006 年 4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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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激發時，過去的記憶即被召喚出現，而過去的記憶與廢墟在現時中也產生某種

現實意義的生成，以及寓言、啟迪之效。而我將逐漸退色、損毀、崩壞的「曾在」

物質，與觀者的情感、記憶做「回朔」自身展示過程的連結。畫面物件的部署成

為一個壓縮的時間，並帶有紀念碑式的美感空間場所，作品所激化出自身的內部

空間是幻象的，並賦予其形像象徵意義，透過這樣的創作過程使消逝的空間物件

的意義被提升、價值被轉化，這些原本被棄置無用的空乏之物，藉由這「時光機

器」再度轉為一個召喚回憶、潛意識和歷史記憶的入口，重新開啟不合時宜的廢

棄物件與當下對話的可能性，在其衰敗荒蕪之中找尋另一層意義的「再生」。同

時在回返消逝的年代裡，揭開隱藏在物質、媒介背後所蘊藏的「靈光」。 

取名「憶未央」是意旨我們過去事物經驗後，所形成的記憶是一直潛藏在

我們意識的深層，而未真正地消失，但由於新的事物一直不斷的吸收後，逐漸被

新的訊息所遮覆，形成陌生或遺忘。在這個系列中皆出現一個過去的玩具，這個

玩具即是象徵著創作的主體一「我」的符徵，因為它就是自我過去的玩伴、過去

的影子、過去的我，因為玩具的接觸與擁有，必然是主體內在世界的縮影，或者

說是潛意識裡欲望的「認同」，或說是「統覺遷移」。「統覺遷移」就是在於一

種被主體知覺到的對象物內在中所具有相同的元素，一種「類似化」的把握到對

象，而後交合形成「他我」的狀態。所以，對於「他我」最合適的意義解釋就是

第二個自身。所以藉由玩具的「他我性」來表示自己所由歷過的景觀、事迹。 

另外在形式上，《憶未央》系列作品中以自己常見的空間組構的方式作為

視覺第一印象的表現，透過不同時空的拼組集合，意旨在遊歷過程中，腦海所浮

現的意象，這個意象是最為直接與深刻的，而它也是對於當下空間的「整體」認

知，同時也是內在自身所特別關心、在意的，因為通常我們在意的事物才會吸引

視覺的目光與察覺，才能對它進行發掘、進而分析、理解、建構認知體系。 

在《憶未央》系列作品應用工寫並置的手法來完成，而在〈宮城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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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中，是將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故宮參觀、漫遊的體驗作為一種創作內容。在

現代科技文明的景觀下依然存在著數百年前的景物，那是一種超時空的奇異之歷

遊，古今新舊夾雜的文化視覺即是一種「異質空間」的展現，也在這種新舊的對

應下各自顯現出其自身的奇特性與獨特性，這就像我們每個自身意識裡都存在著

新與舊的思維，是不斷地相互激盪與產生理念。作品以泛黃的古色為基調，當中

安排代表故宮的宮殿建築，而在左右兩側分別以夜晚與白天的時間性，作為一種

建築不斷地存在於現實環境裡，即使朝代不斷地更替依然存在。同時左側的宮殿

以未加設色與細節處裡的方式來意旨時間的未完結性，也就是是一種持續性的發

生變化，或者說持續地上演增建與修築的運動，或者建築體因未完成而觀者有更

多的想像性。另外，為了增加其帝王宮殿的崇高性，遂畫了十餘隻代表長壽、尊

貴、靈氣的丹頂鶴，而在紫禁城的宮院之間和後花園所設置景觀石和松樹也安排

其畫面之中。 

 

 

  

圖 5-11：林洪錢，〈憶未央-宮城卷〉，2016，絹本、生紙、岩繪具，2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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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林洪錢，〈憶未央-西湖卷〉，2016，絹本、生紙、岩繪具，27×66 ㎝。          

圖 5-13：林洪錢，〈憶未央-花翎卷〉，2016，絹本、金箔、岩繪具，2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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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林洪錢，〈憶未央-山水卷〉，2016，絹本、生紙、岩繪具，27×66 ㎝。          

圖 5-15：林洪錢，〈憶未央-天方卷〉，2016，絹本、生紙、金箔、岩繪具，2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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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花園》 

另一件作品〈後花園〉（圖 5-16/17）是對於小時候經歷的一種緬懷與悼念。

7、80 年代前，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滿山遍野、各式各樣斑斕炫目的蝴蝶在花叢

間飛舞覓食，因此台灣過去有「蝴蝶王國」的稱號，也將蝴蝶做成工藝的裝飾品，

或將蝴蝶翅膀剪貼做成畫作外銷，但因過度的開發與農作物的噴灑農藥，導致許

多蝴蝶種類迅速的滅絕、消失。而筆者在國小時常在住家附近捕捉蝴蝶、昆蟲，

然後將其做成標本，固定在保麗龍上，並展示於牆面做裝飾215。這些昆蟲如獨角

仙、鍬形蟲、天牛、金龜子、叩頭蟲、螳螂、竹節蟲等等，也都是小時最好的「活

玩具」，但多年之後這些昆蟲顯見於自然之中了，於是對於此景、心境做出現時

的寫照。 

「後花園」的「後」是具有私人性、未開放性，隱蔽獨立的私人空間，這

猶如個人的潛意識空間或過去的記憶是處在一種無法自明、自顯的狀態，需要被

激發、喚起後與人分享才得以被人知曉。「後花園」如同故宮的「御花園」非經

許可、被邀請，一般臣民是不得進入玩賞的。而「後」在私人性的空間裡充滿想

像性，它與現實的理性空間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被幻想、可以被虛擬、可以被

創造，是一個無拘束的欲想之地，帶有「桃花源」的色彩。 

這件作品是自在台灣發想，在中央美院上課期間在工作室開始製作的作品，

完成時間則是回台灣之後繼續處理的作品。這件以波浪鼓為主要載體，分成前後

兩面，作品正面以墨色處理的蝴蝶為主，其中 1隻蝴蝶用製作好的標本釘在上面，

另外 2 隻蝴蝶則賦予色彩細膩的顏色手法來呈現，並盡可能接近真實。而這些排

列的方式就像標本一樣整齊而有秩序的安排，令人觀看、研究。正面各種蝴蝶的

種類、造型、姿態、斑紋皆不同，也寓意著過去台灣蝴蝶種類的繁多，作品的呈

現則放置於地面的台座上，共排列出 50 支白色點金的波浪鼓。正面以墨色詮釋

                                                      
215

 當時物質缺乏很多家庭用報紙、月曆或海報張貼於牆面上，以佈置過於樸素的居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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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對於過去蝴蝶翅膀上的色彩因時間因素已經模糊或淡忘，同時也是對於過去

緬懷與悼念的心境，所以排列的方式以紀念碑式的形式展出。 

而另一面則畫有不同種類的花朵，形成小型的花海景觀。如前所述「後」

是一個私人的幻想、隱蔽空間，所以不願讓人看見的、知曉的都可以在這空間裡

自由發想、編織故事，或是一人喃喃自語的與心愛的玩具互動、對話。所以在作

品之間安排了小時所迷戀的卡通裡的造型圖像，意喻著在這場域中可以自由、無

拘束的任意創造個人故事、編織不同的情節、上演不同的劇碼。在仔細觀察還可

以發現花海當中有幾個是非花非物的奇異生命體，亦可稱之為怪獸吧！因為當時

的卡通裡許多卡通情節都上演著正邪對抗、揚善棄惡的意識，間接灌輸小孩養成

好的品格修養，建立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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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林洪錢，〈後花園〉正面，2016，絹本、標本、壓克力台座、

木板展示台，畫心直徑 10 ㎝。          

圖 5-17：林洪錢，〈後花園〉背面，2016，絹本、岩繪具、

壓克力台座、木板展示台，畫心直徑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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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  自傳式的書寫語意 

《只要我長大》 

以〈只要我長大〉（圖 5-18）這件作品來說，其實講述的是當時孩童的內

心想望。在前面提到ㄧ些 70 代在台灣的最經典的卡通，除了無敵鐵金剛外，另

一部就是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這部卡通主要傳遞的是一種團結合作的概念，

結合了不同才能的夥伴能力以突破個人的能力侷限，截長以補短、團結力量大的

概念，這部卡通的出現是局勢所趨。 

70 年代的台灣局勢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從退出聯合國到中美斷交等等的

政治上的挫敗，影響當時的台灣民心，所以那時候政府打著「莊敬自強」、「處

變不驚」、「團結救國」等等口號，積極宣導新的政治理念、強化人民的心理素

質、提升百姓的未來信心、建設富足的新時代，十大建設也是這時期積極推動的。

所以在電視剛剛普及的時候，將很多新的時代思想藉由電視節目廣泛傳送，〈雲

州大儒俠史艷文〉、〈楚留香〉是當時最火紅的節目，收視率高達九十幾，幾乎

家家戶戶都在觀看，沒電視的也就到鄰長家去守候，是瘋迷全台。而〈無敵鐵金

剛〉、〈科學小飛俠〉等等卡通引進到台灣，則是從學童的角度來灌輸其新的觀

念，這些種種的措施都是為了增加民眾的自信心，以在現實低迷的局勢裡走出陰

霾，朝向新願景。 

這種時代背景的推動也影響當時我的心態，身體裡的正義感由然而發，自

小就喜愛如俠客ㄧ般的行為裝扮。拿掃帚當木馬奔馳，將棉被單、雨衣布作披肩，

用報紙摺成鋼帽，用竹子削成寶劍，用鍋蓋當盾牌，透過遊玩彼此間建立堅毅而

有正義感的意志。這如同貓科動物自小就在遊戲中學習捕獵生存的法則，透過嬉

戲來強化生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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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長大〉這件作品以鳳凰為主要形象，使用鳳凰的原因有二：其一

是因卡通〈科學小飛俠〉空中座機本身被稱作「鳳凰號」，而「火鳥功」是他的

絕命武器，可以轉化成火鳳凰穿爆敵軍的身軀。其二鳳凰的浴火動作寓意當時渴

望生命的一種轉化，在困頓、絕境中的自我超越、提升。所以作品中有一般中國

傳統祥瑞的鳳凰，也有寓意生命超脫的火鳳凰，這三聯作即是三隻鳳凰的體現。

而中間的人物角色即是那時長大後想要成為主角中他的英姿，因此作品也是一種

自身過往的一種自傳式表現，描述當時種種的心態。 

 

  

 



149 
 

 

 

 

 

 

 

 

 

  

圖 5-18：林洪錢，〈只要我長大〉，2014，絹本、金箔、岩繪具，直徑 80 ㎝×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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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林洪錢，〈月光觀〉，2014，紙本、岩繪具、丙烯顏料 ，140×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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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林洪錢，〈聖˙甲蟲〉，2014，絹本、岩繪具，15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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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過去與現時的反思   

記憶一直存在人的意識之中，它隨著不同的狀況做不同程度的提取，人的

思維總是在過去與現在不斷地穿梭來回，也在反覆的運動中思考現時所存在的意

義。這次的作品以童年階段將所經歷過的事物作為創作題材，並且將它做現時語

境的轉換，這再造的「事物」也被賦予新的意涵，亦可說是「第二自然」之物（藝

術品亦屬為是）。藉由事物演繹新的形象、角色，遊逸出一齣想像的劇場空間與

故事情節，以「遊」作為主體自身漫遊的活動，並逐漸構築出一個真實的虛幻世

界，一種虛擬的實境界。這個世界隨著自身想像的展延不斷構劃出屬於自身逍遙

的域逸，也成為生命現時的出口，同時也將生活中的感受透過玩具做為當下的敘

述言語。在《嬉遊記》與《兒戲》系列中，藉由玩具以輕鬆詼諧、隱喻的手法來

詮釋當下的敘事，或者借其圖像做現象的反思與批判216。 

《嬉遊記》系列 

在〈交流„道-沙漠夜〉（圖 5-21）中，思考「文化」做為一種交流的活動

時，其要思辨的是主體性與客體之間的交融關係，在這種關係主體如何將客體做

為一種學習、借鑑，與轉化為自身養分，進而成為主體的一部份。從歷史上的角

度來說，過去的古希臘、羅馬帝國與漢唐盛世中無一不是在文化交融的關係中，

不斷地演化、充實與茁壯自己的文化質量，以兼容並蓄的氣度將它者的文化成為

自屬的一部份。而這兼容的過程其中的關鍵是要去除狹隘的偏見、本位主義與畸

形的意識形態，或者操控性的政治作為。在當代跨文化的傳播與對話過程中，每

個人都不自覺的、無意識地受到各種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圖式影響所支配。我們

從出生就開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周邊文化的薰陶與認同，文化只有與不同的

文化接觸、激盪中才能生發文化的存在與特質。李曉東在《全球化與文化整合》

                                                      
216

 這批判不是具攻擊性的語意，而是提出現象、問題做為公開性的討論、評議與辯正，藉此作 

   為缺失可能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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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說到：「文化的融合首先是實踐的產物，是人類不同的地域文化形式在與

異質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實現在改變物件的同時也使得自身發生改變。」217文

化的「融合」就是作為其組成文化部份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一種「必然性」，

並且在其內容和形式上相互學習、吸收與轉化認同，對外的呈現具有「整體性」

的維度。《接骨師之女》中，論述作者莊恩平則明確地傳達出所提及到書中主人

翁她的新的文化觀，並以開放的心境對待異質文化，寬容文化差異，使跨文化交

流變得有效暢通，讓各種文化友好共存，各文化團體共同描繪色彩斑斕的多元文

化共同發展的景觀。
218

 

文化是交融的運動，像滴水成翰海的現象，是一種累積的過程，而不是削

去的作為。在累積的過程中厚實主體的廣度與深度，也在這化學性的變化中不斷

地超越藩籬與框架，也在綿延的過程與流變中產生未來更大的可能性，而非閉門

造車或狹隘的民族主義而走入死胡同的絕境裏。「變化」是自然之道，也是不可

逆的一種事實，唯有共榮與共存，相互的轉譯才有生生不息的永恆性。 

在〈交流„道-沙漠夜〉這張畫是 2013 年的作品，以劇場性的聚光方式營造

一齣「類舞台」劇場，又在玩具的嬉戲中呈現現時的心境，作品距今雖過了 2

年，但對應現時的去文化現象更符合當下的氛圍。畫面主要以左右的兩種情境做

安排、對照，右方主體以封閉性與排他性的思維武裝自我，但在缺乏新的養份與

活力下，長時間下來主體無源的滋潤中逐漸產生式微的現象，從士兵的裝備、戰

車車體的鏽蝕，顯現出主體缺乏外援與內虛的事實，在意識型態的操弄下，勝景

逐漸凋零、荒涼，無盡的沙漠中只剩孤月與殘跡的紀念碑相伴，不勝唏噓的情景

中遙望過去的事蹟，徒增悲情。然左方在殘跡的衰敗中體現新的生命力，而逐漸

走出過去的落後、失序與時代的悲劇之中，而文化的復興也在國家的政策下賦予

                                                      
217

 李曉東，《全球化與文化整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93。 
218

 莊恩平，郭曉光，〈從文化融合到多元文化的轉向—從跨文化視角解讀《接骨師之女》〉，收錄 

   於暨南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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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民意識，落實與扎根，找回當年在錯誤政策下所遺失的文化根基與本源。

而在基石下所生長的竹子則寓意傳統的文人性與文化觀，以及文人士紳的氣節胸

襟，在此，新筍也寓意著新生命力的生發。「文以載道」－文化是過去、傳統所

奠基出的，是共同人的記憶、共同的資產，也是自身的脈絡源頭，文化具有超越

性，不容偏激的意識形態與黨派所撕裂。過去所有文化既成為事實，應尊重其存

在性，亦是一種文化的教材，我們無法改變過去歷史所發生過的事件，只能以「真

念心」去面對，才能有新的思維再往前邁進。 

另外，作品〈交流˙道-移山〉（圖 5-22）與〈交流˙道-迎客松〉（圖 5-23）

是一組相互對應的聯作。一張向西運行，一張向東朝。一個帶有破壞與建設雙重

語意的機具，一個帶有承載與接納的運輸工具。一張畫面裡的動物是靜態（斑馬

喻意的是停等的概念）、停止的思維狀態，一張畫面的動物是展翅（丹頂鶴喻意

的是吉祥）、舞動的雀躍姿態。一個是鏡頭下的地平弧線，一個是視覺下的水平

直線。一個準備移山219，一個準備造山。一個是佈滿綠色植被的秀山，一個是堅

硬挺拔的黃山。直白地說，一個象徵台灣，一個象徵大陸。在這對應的圖像之間

產生一個對比，也形成某種曖昧的矛盾體。 

「交流」如前面所說的是在一個互動的過程中取得一種平衡，在各自有各

自的主體性狀況下達到自身的存在。而從拉岡的「主體間性」中，與「他者」的

理論下呈現不同的認識觀，以展現各自發展之「道」，這「道」合乎自然、合乎

運行、合乎現時，也合乎本體。在交流的過程中產生化學性的變化，是提升、是

超越。超越的是自身的侷限、自身的偏執、自身的盲點，至此才有可能達到至善

之體。 

 

                                                      
219

 這裡的山不是物質的山，而是隱喻需不斷在累積與厚實的「文化」之山。文化寓意生命的養 

   分來源，失去文化頁象徵精神與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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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林洪錢，〈交流„道－沙漠夜〉，2013，絹本、金箔、岩繪具，8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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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林洪錢，〈交流˙道－迎客松〉，2013，絹本、金箔、岩繪具，100×100 ㎝。          

圖 5-22：林洪錢，〈交流˙道－移山〉，2013，絹本、金箔、岩繪具，10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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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遊天〉（圖 5-24）與〈獨秀〉（圖 5-25）這兩件作品是在描述童年當

時的兩種心境。〈獨秀〉所表現的是過去生活在偏遠山村的一種狀態，因家境清

貧所以在很多事物上自我顯得特別卑微，加上父親是養子分配的居住空間是比較

簡陋，做農務但收成無法負擔家中生計，自己不時地得向鄰居借米煮飯。母親因

故也去外地工作，年節才會回來看望，而 5 位兄長大都外地求職，家裡的生活的

起居則落在我和兩位妹妹上，燒飯洗衣、餵養牲畜、幫忙農活等事務都得親力親

為，童年應有的生活色彩大都失了色調。此外，身上所穿都是兄長穿過所留下的，

衣物的縫縫補補、寬鬆拖地是習以為常。因此也常被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時常會

被欺負。雖然左右鄰居都是親戚，也有一些年齡差距不大玩伴，但心裡深處是孤

寂的、無助與自卑的，現在回想起的那段不堪的生活景觀心裡依然是酸楚的。所

以，這種的窘境便在我的作品上體現。 

作品的山體以灰藍的冷色系去處理，與那象徵活潑而色彩光亮的玩具形成

對比，猶如處在一種活耀裡的孤寂感，站在山巔上，眼望無際之地竟無一處是可

以棲身---何處是我「家」？只剩下微薄的空氣，穿透我的身體，與我為伍。而浮

動的雲就像心靈無處依躲的心境，成為流浪者，唱著自屬的悲歡歌調，在五音不

全的音律中自我飛揚。在裝裱形式上，以菱形去呈現，菱形的角指向四方，向外

擴展，具有一種不穩定而隨時變動中的狀態，在這種視覺中也間接成為畫自身的

生命動能。 

〈遊天〉所描述的是在童年階段在心理上的一種渴望---自在遊樂。因家庭

緣故無法像其他小孩一樣過著應屬的童年生活，需承受不同的生活的壓力，它來

自家境、來自不苟言笑家父的性格、來自學校的課程壓力、來自……，以及外界

異樣的眼光，這只有自己在夜深人靜時特別清晰，同時，在野貓的嘶吼聲感到無

限懼怕，棉被是我唯一可以躲藏的身體空間。為了讓童年生活回歸該有的步調，

在生活環境發現可以玩樂的事物，取自山林間的物質做成玩具，得自活體的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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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親密夥伴，來自樹枝上的雛鳥成為說話的對象，讓鬱悶的心得以舒展，讓童

心得以自我體現。所以調整我的心態，將童年不愉快的生活經驗，在遊玩與嬉戲

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玩具」成為壓抑後的心靈解放。在這張作品中，將我的人

人頭向投映在飛行物的駕駛座上，面帶愉樂的心情翱翔天空--任我行。玩具是自

身心靈過去的寄託，靠著想像，編織不同所屬的故事，也在此刻中我與世界脫離，

逃逸在三萬六千里的極樂地，回到兒童自屬的愉快年代，如同得道者的「涅槃之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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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林洪錢，〈獨秀〉，2013，絹本、岩繪具，100×100 ㎝。          

圖 5-24：林洪錢，〈遊天〉，2013，絹本、岩繪具，10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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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哲學以「遊」來貫通之，而「自由」帶來精神絕對的超逸。在「莊

子„人間世」篇中，提到「乘物以遊心」，是說主體透過物的物件得以對其進行

思考與構念，因物而建立思想，最終脫離物的束縛，而超脫於物役的狀態，進而

達到逍遙之境。人往往透過事物來理解這個世界，從物的物理性到觀念性的生成，

從小處見知到人的宇宙觀。在拉岡的「他者」理論中也提到人的見知是從外而內

進行辯證後所建構的思想體系，「他者」成為理念的生發點。換句話說，人無法

憑空去認知世界的事理，而是需要外在的刺激與引導、演繹出觀念，從生活中的

事物去理解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筆者從自身的記憶出發，從身邊的存在之物

作為自身內在的理解，從過去遺留之物思考物我之間的內在性關係，進而在創作

上體現思維觀點。 

《兒戲》玩善系列 

《兒戲》玩善作品系列，「兒」作為過去事實的歷史，也作為過去經歷的緬

懷，是為過去影像的存活。「戲」作為動詞時，可為一種積極主動地介入，是對

世態所經驗的事物給予一種辯證與批判，同時作為自身理念的表達，戲導出一齣

虛擬實境的景觀。而作為名詞時，成為消極地接受宿命所安排結果，借此作為生

命情感的出口，人生如戲的之情笑看所經之事，物鏡幻化成空。 

「兒戲」具雙關語意，是以一種輕鬆詼諧、非正經的手法作為此系列呈現

的語意。另外，也將「戲」作為生存審美的一種表達，也作為對世態的一種反動。

「戲」的活動是脫離現實而存在，由自身意志所構築，而這意志乃與現實所反異

的，因不存在所以被欲求，以完成內在情緒窒礙的調適與個人幻想欲的實踐。 

當代藝術的表現大都呈現出一種非只用眼睛看或常理分析的一種閱讀方式，

作品內容的圖像關係非建立在一種集體性的象徵方式來解讀，及作品形象之間意

義的斷裂造成解讀上的困難度，這恰巧在速時的時代中以逆向性的操作手法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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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對事物的認知越趨表面性、無深度化，對於本質的體悟

觀感不再是關注的議題，這也衍生了人性失落、空乏虛無的狀態，本能無法體現

與發揮其自身價值，所以將熟悉的事物變成陌生化，延長其觀讀、體感對象的時

間，讓主體客體之間生發更多交流的可能性，以達到內在的充實，或者說是主體

藉由客體達到一種修行的活動。「醒覺」成為主體復甦與再認識的過程，  

 

 

 

 

 

 

 

 

 

在兒戲的作品上以傳統的形式作為作品承載，藉由傳統工藝的宮扇作為載

體，但內容形象以現代生活經驗的事物作為呈現，古今時空的交融穿梭，而裝裱

也以傳統的裝裱形式作為展現，改變自己往常的裝裱形式。筆者採用傳統的卷軸

形式作為處理（圖 5-26），其一讓過去的文化記憶在當下繼續呈現，其二讓傳統

形式與當下的作品畫面意識產生衝突性的張力，並進行彼此之間的對話。而在「隔

水」的空間中，用印蓋上生澀而不常用的鉛字字體（圖 5-27），而字與字之間的

圖 5-26：林洪錢，〈兒戲〉系列，2016，絹本、岩繪具。          

 

圖 5-27：林洪錢，〈兒戲〉系列  裝裱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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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式的組合、編排，沒有符合句子的文法，非閱讀性、無關聯性，讓觀者產生

無法直接念讀的現象，因為現代人總以好奇的心態想要了解對象確切的意思是什

麼，以客觀的分析去認識對象，因此往往對於對象的認識流於一種普遍的認識觀，

而缺乏自身對於對象在本質上的體認，藉此諷諭式的概念220來消遣。所以勿因落

款的文字讓觀者產生直接性的訊息語意接收，少了思維的空間與聯想超越性，讓

作品的感知與詮釋能回到觀者本身。 

這個系列作品筆者無意讓觀者能完全看懂或理解創作本身所要表達的真義，

而是要觀者能有更多的空間，以自身直觀的模態作為思維的啟悟，連接自身的過

往或未知領域，讓生活有更多的可能，而非接收訊息成為「單性度」的現代「盲

人」221。 

  

                                                      
220

 一般觀眾喜歡藉由閱讀作品相關文字後，再去知曉作品背後真正的創作意義，而非以直觀的 

   方式用自身審美經驗去解讀，但往往看了說明文字後觀者個人的想像創造力也隨之消逝，作 

   品漸形成知識的傳遞而已，少了啟迪或省思、超越的可能性。 
221

 此盲人非指視覺有障礙之人，而是現代科技文明下，無目的的、無自主性的，跟隨著時代潮 

   流人云亦云、盲從的庸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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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林洪錢，〈出賽曲〉，2016，絹本、岩繪具，27×27 ㎝。          

圖 5-28：林洪錢，〈堆金術〉，2016，絹本、岩繪具，28×25 ㎝。          圖 5-29：林洪錢，〈問鳥焉〉，2016，絹本、岩繪具，29×24 ㎝。          

圖 5-31：林洪錢，〈抓青龍〉，2016，絹本、岩繪具，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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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林洪錢，〈天驚變〉，2016，絹本、岩繪具，28×28 ㎝。          圖 5-33：林洪錢，〈上天雲〉，2016，絹本、岩繪具，28×28 ㎝。          

圖 5-34：林洪錢，〈新樂垣〉，2016，絹本、岩繪具，30×24 ㎝。          圖 5-35：林洪錢，〈大道埕〉，2016，絹本、岩繪具，2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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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9：林洪錢，〈一支鄉〉，2016，絹本、岩繪具，28×26 ㎝。          

圖 5-36：林洪錢，〈壓角獸〉，2016，絹本、岩繪具，26×24 ㎝。          圖 5-37：林洪錢，〈打鳥爾〉，2016，絹本、岩繪具，31×28 ㎝。          

圖 5-38：林洪錢，〈流浪曲〉，2016，絹本、岩繪具，3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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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寓意的未來式 

早期人類的視覺藝術以及傳統的東方視覺藝術，所呈現的往往是一種非視

覺真實的畫面，而是創造出一個內心所感知的世界，在這種宇宙觀來自現實世界

的客觀聯繫，也來自主體思維感知的經營，其目的是藉由客觀真實的自然來獲得

一種精神意味的形式內容。中國的彩陶上的圖式、商周的青銅器，以及最早在馬

王堆一號漢墓帛畫－〈夔鳳引魂升仙圖〉，或是古埃及、古希臘美術、歐洲中世

紀美術也具有這樣的主觀追求。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藝術創造的探索與實踐並不

是單純的客觀再現，其中充滿藝術創造者在生活中真實的體驗，寓意、象徵、暗

示、隱喻、批判、諷諭、寫意、抽象等等創作者性格的呈現。這些作品來自過去

生活空間的覺知，也將創作者的觀點、理念，將「不可見」的形式，以「可見」

的藝術語言形式展現於觀眾，所提出的藝術作品作為批判、辯證的未來寓意，作

品視為一種具有省思、哲學語意的思維空間。 

《記憶的廢墟》 

磯崎新先前提到未來城市是廢墟的概念，那我們正走向廢墟的城市空間，

如此，藝術家本身也成為廢墟一部份的景觀。重新修建的廢墟傳達了人們對消失

環境空間的共同記憶之重建，象徵人們和環境物體是往昔的共同聯繫，也是對於

遭到破壞的物質空間一種歷史悲劇的「集體悼念」。同時也是展現出一種對於時

間性的「綜合再現」，將往昔、當下和未來交織在一起。石濤的作品〈清涼台〉

（圖 5-41）是為展示了「綜合再現」的例子。畫中的建築看不出受損的跡象，但

詩題中卻有「故壘鴉歸宵寂寂，廢園花發思幽幽」的句子。222畫面所表達的是過

去曾經的事物景象，雖然事物已不像從前而出現頹廢景象，但在畫中石濤將它做

                                                      
222

（美）巫鴻，肖鐵 譯，巫鴻 校，《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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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時心理上的一種自然修復，體現出的是未來性的復原，讓景物持續存在於未

來中。在「寓言」的概念上，班雅明指出是相對於「廢墟」的另一層涵義指涉，

認為「物質領域裡的廢墟就如同思想領域裡的寓言，其構成物為一些完好無損的，

具有高度意指功能的殘片（fragment），並展示在人們眼前。這些殘片包含著無

數的謎，如同一個完整的宇宙，埋葬在廢墟之中。」223 

 

 

 

 

 

 

《記憶的廢墟》系列也是自北京中央美院回來後所進行創作的另一個系列，

將在大陸遊歷的過程作為一種創作內容，其思考這些廢墟在現實語境中所體現的

意義與價值。人的認知是藉由過去存在的事實加以理解、認知，過去的遺跡或廢

墟是過去的顯現、記憶的場域點，如前所述，記憶在被我們遺忘或未顯現之前如

同廢墟的遺跡一般，默默地等待被發掘與重新體認，一旦被現時的某種「介質」、

「刺點」所激發時，過去的記憶即被召喚出現，而過去的記憶與廢墟在現時中也

產生某種現實意義的生成，以及寓言、啟迪之效。而我將逐漸退色、損毀、崩壞

的「曾在」物質與人的情感記憶做自身「此在」展示過程的連結，畫面物件的部

                                                      
223

 論蔡明亮電影《黑眼圈》中的殘片展示美學，引述資料 2014/10/12 瀏覽於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1064_1.pdf。 

圖 5-40：石濤，〈清涼台〉，約 1700 年，紙本，40×30 ㎝。南京博物館藏 右圖為其落款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1064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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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成為一個壓縮的時間，並帶有紀念碑式的美感空間場所，作品所呈現的內部空

間是幻象的，並賦予象徵意義，透過這樣的創作過程使消逝的空間物件的意義被

提升、價值被轉化，這些原本被棄置無用的空乏之物，藉由這「時光機器」再度

轉為一個召喚回憶、潛意識和歷史記憶的入口，重新開啟不合時宜的廢棄物件與

當下對話的可能性，在其衰敗荒蕪之中找尋另一層意義的「再生」。同時在回返

消逝的年代裡，揭開隱藏在物質、媒介背後所蘊藏的「靈光」。 

處在當代的我們所展現、詮釋的是用「現實」建造「虛構」，還是以「虛

構」編織「現實」？ 更或者是剝離再生之後無章法的拼湊、重建記憶？筆者透

過「虛」與「實」的交互相映、相生的的手法，將無法共存的事物混融，而後產

生另一種詩意的視覺美感。「實」是觸發想像的基礎，它能顯現直觀後的內容；

「虛」則是借助於藝術的隱喻、象徵手法來召喚出審美意識。故「以實見虛」而

能獲得含蓄美，而「以實襯虛」則能獲致揚飛的自由美。 若虛實交錯並用，則

又能產生不同風貌的靈動美，與整體虛實相生的和諧美，形成更為豐富生動的藝

術審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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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林洪錢，〈玉門觀〉，2016，絹本、岩繪具，27×28 ㎝。          

圖 5-43：林洪錢，〈轉生術〉，2016，絹本、岩繪具，31×28 ㎝。          圖 5-44：林洪錢，〈月夜謁〉，2016，絹本、岩繪具，27×24 ㎝。          

圖 5-42：林洪錢，〈原名源〉，2016，絹本、岩繪具，2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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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的風景》系列 

筆者博士班的作品《凝視的風景》系列，作為作品實踐階段性的句點。「凝

視」作為一種認識對象的方式，也作為精神脫離主體而進入客體的一種活動，是

做為物我合一的介質。藉由「觀看」展示之物與「凝視」客體後的反身作用，讓

主體進入客體的可能，這需擺脫理性知識的框限，而純粹以內在意識的感知作用，

或者說是依靠主體的「意向性」來完成。「凝視」以「觀」做為其活動，必須拋

棄現實世界裡的一切知識架構。「凝視」是觀者身體醒覺的直觀活動，以藝術家

來說「凝視」是一個理念的生發和思想建構的過程，人們在進行創造的同時，就

在體現「不可見之物」的一種具象化的視覺哲學，這種普遍意義的「凝視」活動

的「可見物」，成為藝術家凝視世界後，所形塑出的象徵之物和自我生命內觀後

的昇華。觀者面對藝術品時需要以「觀讀」、「凝視」作為知覺的活動，沒有思辨

的凝視只是一種單純的視覺瀏覽。凝視作為一種觀念的建立條件之一，透過主體

間性的互動過程，主客體之間的置換，以對象作為思想的延伸，透過身體內在性

的空間意識進行一連串的思維辯證，將所見所感的一切中去表達、詮釋對對象的

智識。 

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的《知覺現象學》強調肉身

的主體性，而梅洛龐帝所看重的是身體和眼睛，他力圖把握排除一切符號與框限

後，用身體和眼睛所直接感知的世界，表現出一種人的「意向性」，排除對世界

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就可能得到全新的視覺經驗，將先入為主的觀念懸置起來，

用當下的身體和眼去感知，這意味著我們將獲得一種先於觀念也是最為客觀的知

覺，這時，事物不是通過我們觀念建構加以呈現的，而是用自己的存在方式呈現

出來。在《莊子‧齊物論》以「喪我」的方式來完成，在此摒除個人主觀知識層，

而進入客體的角度去思維－「以物觀物」。「觀物」所開啟了主體內在意識的新

空間，也包括了時空轉化而來的空間，萬物的存在，同時是空間與時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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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物」是透過人的短暫存在，對空間與時間的存在，亦即對普遍性與永恆性之

凝視。在此凝視中，個人的空間存在感，由至小之我，轉化為至大之天地，而且

時間也空間化了，時、空的轉化與再現，實即主體理想境界之顯現，是理境體現

於生命中的美感體驗。觀物活動的要角是存在於時、空中的人，更確切地來說是

「人心」。人之觀物，是觀照存在於時、空中的萬象，先是眼睛所見到的暫時之

「象」，進而由心去體察「象外」的恆常之「意」，而「意」也成為創作與想像

的發跡地，是先驗的存有之物。 

《凝視的風景》系列藉由傳統文人雅室中的「博古架」作為觀看的一個小

視景，「博古」二字帶著對過去消逝的事物、經驗、記憶，重新審視與建構的潛

藏欲望，是一種想像域的探尋，它是一個縮小的林園景觀，一個逃逸的空間場域，

以滿足內在的欲求。「風景」一詞在現代來說不是單單指稱西方的風景畫來說，

它涵蓋了人們可感受的一切事物。廣義地來說亦可將傳統「山水」的概念包含其

中，因為現代人的心中「丘壑」不只是只有山水的視景而已，更包含生活中可見

或不可見、真實與虛擬的一切事物，這些複雜的事物所轉化出來的圖像，用「風

景」的概念比較能涵蓋其中。我們形容現代都市高樓林立的景觀會以「都市叢林」

來形容，這「叢林」不再單指稱樹林而已，它象徵一種視覺觀看到的矗立景觀。 

「博古架」是古代文人雅士在室內空間常見的一種家具用品，將收藏的小

物品擺放其隔層上，多為瓷器、古玩、玉雕，或者雅石盆栽。這些除了是為藏物

的展示功能之外，也帶有對物的觀想與移情轉換的作用，也隱含了中國園林景觀

的一種特質，是文士的異想空間。藉由室內的擺設營造出某種情境，是室外景觀

的一種延伸，藉此滿足人與自然的交結、合一想望，彌補心裡的一種缺憾。所以

「博古架」也具有著想像域的「烏托邦」與「桃花源」性質。「博古架」成為一

種「心域」空間的建構場所，這個空間是非邏輯、非理性的，在這當中出現與現

實相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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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凝視的風景－駯儸記〉（圖 5-45）作品來說，用「駯」、「儸」二字其

部首暗指出一種「獸性」的動物，與「人」的一種對應關係，這種「獸性」狀態

是因對文化的漠視或削去某文化所產生出來的現象，因為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之

一在於人有「文化」的建立。「駯儸記」在更為深層的創造意念來說，它反映台

灣得勢者的對於傳統歷史文化粗暴的切割，幻想建構出一種新的台灣文化或純粹

的台灣文化。在偏執的意識形態中，單方面的片取某一小眾作為台灣文化的代表。

從圖像寓意來說，「駯儸記」乍看是描繪真實恐龍的世界，但再細看卻只是孩童

玩的玩具而已，「made in China」
224

暗藏在恐龍的腹部部位。使用玩具作為創作方

法的構成，除了跟自身的童年經驗有關外，其玩具更是具有無限的創造空間與敘

事情節，因為遊戲是具有一種變化性、隨意性、創造性的活動，它不是比賽有其

規則、法條與限制，它隨著主體的創發而有無限的可能。 

在作品的圖像處理上運用了多重喻意的方式，「梅花」、「松樹」或者「紫藤」，

在傳統繪畫的符碼上都是暗指「君子」、「文士」的象徵語意，但這些象徵「文人」

的圖像皆圍困在封閉的空間，難以發揮諫言的影響力而屈就於強勢的權力力場當

中，成為「無聲」的存在者。「水」是指善的語意，在作品中特指「文化」之意。

老子道德經白話解第八章中提到「上善若水」，其指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的品性

一樣，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而水也是生命的必要之物，沒有水的滋潤，那將只

剩下枯澀、乾涸的物質而已。文化是不斷的累積與厚實的綿延過程，但長期由這

善的累積的文化景觀，卻逐漸流失在膚淺的政治意識形態中，精神與主體將不復

存，剩下沙漠化的蒼涼景觀。「白雲」象徵著一種虛幻、不可捉摸、瞬間消逝的

一種狀態，但身歷其境有往往難以認清而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絕對的權力讓人心

腐化，權力只是短暫的，如何跳脫權力的遊戲中，而能找到主體的永恆價值是需

有絕對的智慧去選擇。 

                                                      
224

 玩具從最早德國製造到日本製造，又從日本製造到「made in Taiwan」，又從「made in Taiwan」 

   到「made in China」，「China」成為世界的工廠，也成為「蔓延」與「影響力」的一種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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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林洪錢，〈凝視的風景－駯儸紀〉，2017，絹本、岩繪具，8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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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林洪錢，〈凝視的風景－馬戲〉，2017，絹本、岩繪具，33×128 ㎝。          

圖 5-47：林洪錢，〈凝視的風景－星域〉，2017，絹本、岩繪具、木窗，窗 55×48 ㎝、直徑 50 ㎝ 罩高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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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如實》 

自己的在眾多收藏類別中，動物的骨骼也是我的收藏列表之一。這些骨骼

有的是透過購買的方式取得、有的是自己製作、有的是檢的，這些動物骨骼標本

也曾經在畫室作為寫生的靜物，也曾經描繪在自己作品當中，成為畫中的某個語

意。而最早接觸骨骼的標本應該是在小學健康教育的課堂上，那是對人體結構的

講授、分析與理解的需要。學生第一眼通常會感到害怕，這種害怕感來自民間恐

怖的鬼故事，也來自宗教性裡的生死觀，一種對死亡的厭惡與懼怕心理因素。而

在西藏的法器中也出現用獸骨、人骨來作為宗教的器物，但在寶石、銀器等的裝

飾下呈現的是另一種視覺特質，不再是陰森恐怖的型態，而是具有一種靈界的法

門，一種溝通的媒介法物。從開始對骨骼「不了解」所產生的害怕，到知悉骨骼

在生命裡所體現結構上的意義，也從物質結構中探索骨骼深層的寓意，骨骼不在

是物質上，而超脫表面物質性的實體，轉譯成對宗教性的昇華觀，一種「實在」

的承載，一種對生命裡的體驗。「生」、「死」是一體兩面的詮釋觀，也是一種永

恆輪迴的過程，它脫離理性、現實、知識的思維架構，如同中國的宇宙哲學觀、

儒釋道的宗教觀，以慧智的態度追問真理與自然之道。然這是一個生命漫長的體

驗過程，不是從科學的理性去判斷結果，那是生命中的「超越界」。 

在藝術創作中，往往將抽象的理念以實體來呈現所知，但另一種創作是以

具象之物來表達一個抽象的理念，這理念是超越現實的視覺界。佛教裡的《心經》

寫到「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其中談到的「色」指的是一種物質呈現的方

式，而這「色」的形體往往只是一個表象而非實相，就像人外觀的表像與精神主

體的實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精神主體的實相透過外在的實體，讓人眼界所能辨

識、撫觸，而不是一個虛無飄渺的虛相。現實中往往有很多事情是科學無法理性

分析說明其原委的，只能透過某種形式說明它的「存在」，用超越現實的形式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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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世。這種超現實的目的在於化解現實與夢境的衝突，達到一種絕對的真實。

225 這種「絕對的真實」是意識界、精神界的，其這類的作品表現、詮釋是以一

種「虛設」情境來表現自身的真實界，作品運用了超現實主義的許多手段，包括

心理學上常用的境象解析、物相變形、符號組合和現成物裝置（Found Object 

Composed），希望從夢境、虛相的重整和倒敘，展現潛意識、靈性和現實之間的

矛盾。226 

人是法規化、樣本式的一個社會，藉由模仿學習到社會性的規範來作為秩

序的陳規。而發明也是透過某個已經存在的事物中，進行創造性或超越性的實踐，

從觀察飛行在天空鳥的姿態，在經過不斷的試煉、演變、調整飛行器，最後研發

出音速的戰機來。「範本」、「標本」，抑或是遺留下的「碎片」皆是激起人們想像

的起點。透過「範本」人開始藉由模仿得到學習與成長，也透過蛛絲馬跡或碎片

進行整體的想像與建構。九零代的電影「侏儸紀公園」即是透過被挖掘出來的化

石，進行數十億年前恐龍外貌想像性的復原與生態環境，而故事的起點經常都發

生在一個不起眼的訊息當中，從局部開始想像而蔓延到整體，就像小小的一粒種

子，自發芽、深根、成長、茁壯，歷經一個生命奇異的過程，或如同一個視覺無

法察覺到的 DNA 樣本經過結合而形成某種生物，一個生命的創造自此發展。 

作品〈觀„如實〉（圖 5-49），「觀」或者是「凝視」成為主要的介入點。

作品藉由不同動物的骨骼與標本置放於博古架中，主要是藉其形體去思考「何為

真實？」。處處體現「虛擬實境」的當代生活裡，面對的不再全是活生生的人性

溫度，而是某種媒介的溝通互動，甚至藉虛擬來認知對象，用「分身」代替「實

像」。在精神錯亂的認知體系裡，人的飄浮感、虛無感、恍惚性成為常態的心理

事實。在這張作品中看似象徵死亡、無生命的骨骼，但在其姿態上卻有種靈動感，

而不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白骨，是具有運動狀態的肢體。有死的象徵又有活的形態，

                                                      
225

 江衍疇，〈隱喻情境中的真實〉，收錄於《典藏今藝術》2002 年 12 月，頁 64-65。 
226

 同註 225，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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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死」同時在一物中體現，且在白骨上又有新生的生命體在生長，死亡

後又以另一種生的形式出現，一種永恆復生的形式輪迴，就像物理學中的「物質

不滅定律」、「能量守恆」的觀念。在這博古架的樣式中，同時出現「枯死」與「新

生」的雙面向，世間視為珍寶的紅珊瑚，探其對象也只是生物死亡後，展現的另

一種人性追求的價值，死亡也可成為珍寶。所以死並非生命的結束，而是成為某

形態的開始。另外在畫面中，象徵幸福與傳遞佳音的信使神鳥－「青鳥」，它代

表著通往「解脫」、「涅槃」的境界，因為一切的事物都需主體自身在現實的狀態

下，能夠悟出生命的價值與超越生死的實相。此外在畫面的左上方將作品割出一

裂痕，露出下面的金箔（象徵實相）（圖 5-48），這舉動是寓意著一切的事物都

需剝除附加在事物表面的遮蔽物，以自身的思維辨別真實，在真實中體現出本來

的實相。 

 

 

 

 

在現實的情境裡常常在思考我們眼睛看到的事物是真實的嗎？那是真相嗎？

往往當你信以為真時，事物又化為虛假。事物的背後往往存在著不確定的因素，

眼見為憑似乎不是絕對的真實，所以回到主體的內在世界尋找一種自身的真實，

成為我的一項功課。而在這件作品我無意要給出甚麼生命的答案，只是藉著繪畫

的形式去探討「生、死」、「虛、實」、「真、假」之間的關聯，就像「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概念，我們無法做出確切的定義，如同老莊哲學中所稱的「道」，「道

可道，非常道」，所有的意義與實踐都需要回到主體去體現，方能為我所用。

圖 5-48：林洪錢，〈凝視的風景－

觀˙如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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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9：林洪錢，〈凝視的風景－觀˙如實〉，2017，絹本、岩繪具、金箔，11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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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空間對話的總體藝術 

前述是所討論的是以作者立場的身體醒覺與認識論為一種創作表述，但一

件作品還是需要觀者的參與才能擴大作品的效益與價值。一幅作品畫面重要的是

深層意念而不是用視覺即能看見的表象景觀，即所謂的畫外之意，這是需要經由

觀者回返的經驗去體悟與感受，並透過聯想才能浮現。也就是說，藝術思想本身

所承載的理念，一部份須透過觀眾的思維運作去完成，而展現藝術中的審美意識，

在時間的軸線上是一種互動的過程與持續流變的未來觀，過去所實踐的作品因觀

者的參與產生新的語意，也使作品在完成後，在觀者想像的創發上而有未來性的

創見。這種創見乃是因作品的關係，激發出觀者內在經驗的覺知，這使在解讀與

詮釋作品的意義上，不再是作者的觀點，而外加入了觀眾的意識。 

藝術作品重要的一點是要從社會結構的、金錢的、權利的狀態中，剝離出

來，它本身具有自我表達的能力，作品並不是說服你去得到一種確切的訊息，不

然它與刻板的知識和一般的商業廣告無異。藝術家原創的意圖和觀眾理解能力所

產生出的差距、誤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觀眾想到什麼，體會到什麼。觀眾的參

與於作品之間的探討不再是物質性的角度，而是具有啟發性的與思辨性的意象空

間。換句話說，邀請觀眾、參與作品的想像或思考，真正有意義的是作品透過觀

者思維的介入後可以激盪出什麼可能性的意義出來，因此作品體現的現時意義是

觀者所賦予它新的價值，不是從文字敘述的權力意志上所給予出的，所以，觀者

在藝術創作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可稱之為 1/2 的創造者，作品的意義不再是創

作者一人完成。 

所以，這次的所展示的除了作品本身之外，也將作品中所出現的對象物一

同展示、陳列於展覽會場，營建成一個新的感知場域。而這尋常之物的親切性的

是最沒有距離的，觀眾直接面對，把自己投入一個完全屬於自身「感知世界」。「場」

是相互依存事實的整體，場域與經驗是相互作用，具有「雙向關係」的活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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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和場域之間的關聯有兩種作用方式。一方面我們對於場的情境認知會從我們自

身經驗裡的習性去解讀其信息，例如顏色、材質的屬性或其象徵性。另一方面我

們又會以我們自身的感性思維去創造空間裡所安排的事物之間的關係，而給出一

個充滿意義的世界與被賦予合理的價值關係。 

「場」的佈局為的是讓觀眾身歷其境，並在短暫的時間內可以讓觀者進入

我所提供的空間氛圍裡，並在現場遊觀的時間與空間中實際感知，進入其自我身

體與意識中的微知覺，形成知覺與記憶的雙重體驗。觀眾觀看的目光除了作品上

也在現成物，並保持著遊移、搜尋的運動方式，尋找各種相似的、殊異的經歷之

物，在此同時也打開被觀者所遺忘的時間存像，觀看中重現發現自己，讓觀眾生

發出不同屬於那個年代的自身故事，座標出時間歷經的維度。在這展覽空間中除

了有作品的畫面形象之外，也多了觀者意識返回所生成的自身影像，這種狀態形

成了一種平行的時空，與製造出多重的影像性。在這模態中作品圖像與觀者自身

影像可能交結出另一個影像，成為影像交換、錯置的數位維度，一種如化學物質

的增生、衍生物。 

在這多重維度中所生成的影像，其關鍵是觀者意識的自由流動，自由意志

表示在一種非理性、非邏輯的一種思維，懸置現實領域裡的知識結構的一種創造，

胡塞爾稱之為「絕對意識」，也可視為「意識流」(Bewusstseinsstrom)。我們所認

知的對象物並不是只從一個視角來定義，而是結合了時間觀與空間觀的整體中所

了解。如我們熟悉的人，不是只從正面去認識他，還包括側面與背面身影的整體

性去歸結，也在時間的作用下了解其性格。所以我們對世界或事物的意義、認知，

可以說是在意識時間化的體現，建構作用之中被綜合而成的整體。
227

 

隨著時間化的運作，沒有任何意識片刻可以永遠停留於現在之中，絕對意

                                                      
227

 羅麗君，〈時間意識和歷史性：胡塞爾現象學中的歷史觀點〉，《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二十六期 (2011 年 7 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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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於本質上會不斷有新的體驗發生，使其與之前的體驗結合成一序列。相應地，

意識體驗的內容也將通過潛在性和現時性之間不斷重覆的轉換關係，不斷沉澱、

融合和開啟新的界域。必須注意的是，處於潛在的對象被給予性既非對當下現時

意識而作為真實的存有，也並不是真正空泛的內容，而是一種隱蔽的存在，隨時

可能再出現，並且藉著自身的再出現而一起參與絕對意識於當下現時運作中的世

界建構。正因為在時間段的「當下」運作所體驗的意識內容，有之前隱蔽、潛在

的經驗內容作為其相關的界域  (Horizont)，並且可以被還原到與之前存有 

(Vorher-Sein) 的綜合關係中。
228

所以，在這現成物與作品圖式及觀者所聯想的影

像，在意識流動的過程中創造了不同於眼界所視單一維度，這種的生成，胡塞爾

稱為「活生生的當下」(lebendige Gegenwart)
229

。而這當下的意識是一個時間「段」，

不是單純的一個時間點，它綜合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體」。另外，現成的實體

之物與作品上所畫之物，其之間的差異也產生了思維對話的新語境，所畫之物已

非原來的實際樣貌，而是作了調整與改造，這中間的殊異也形成作品可藝想與探

討的空間。 

  

                                                      
228

 羅麗君，〈時間意識和歷史性：胡塞爾現象學中的歷史觀點〉，《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二十六期 (2011 年 7 月)，頁 48。 
229

 同註 228，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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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0：林洪錢，「隱形的存在」童年意識的劇場景觀 展覽現場，師大：德群藝廊，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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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1：林洪錢，「拾光˙機器」 展覽現場，彰化：拾光藝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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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2：林洪錢，「兒戲」創作展 展覽現場，台中：大墩藝廊，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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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我們總從過去的傳統與廢墟中去搜尋，從碎片中慢慢拼湊自身身影。對傳

統的認知總是不斷被建構與再建構的，所以傳統是持續進行與具有變動的特質，

就像做為人的思想、意志與記憶，是隨著時空不斷的更替而有所差異，但這也厚

實了我們的智能體系。而對於文化古蹟或其他記憶性的場所可以說是一種儲存了

各種異質、散雜之集體記憶的場所，在這種場域之中，歷史景觀的社會語符仍然

是未定的，有待當今給予新的詮釋與再詮釋。檢視本創作研究的成果，藉由博士

論文的研究與實踐，嘗試歸納與建構出下列幾項的研究心得、觀點，以作為日後

的創作參考。 

一.多元形式的圖式觀 

在這博士班階段的作品與論述中從自身的立場作出發，也從經驗性的故事

背景作為創作的實踐，它是個人的、內在的。藉由不同系列的作品來呈現一個敘

事的自身景觀，讓這些敘述不是用單一化的面貌出現，而是有更多作品內容、形

式討論的可能。我不喜歡同類型的作品用同樣的形式去表現，因為這往往容易落

入重複自己、複製圖像的胡同裡。 

二.創作方法的另一種試煉 

在這創作方法中分為兩種的模態：其一是遊戲的自由意志。這些作品以遊

戲的觀點作出發，隨著思維的延伸產生出不同的畫面，是無目的性的自由模態，

但最終又合創作意志的目的，跳脫出「胸有成竹」的另一種創作方法。另外，遊

戲是一種永恆的回歸，也是不斷地更新、綿延和與時俱進的，或者說是在一種變

化的運動中與未完成的模態。其二是修復式的創作模態。碎片的整體，過去的事

迹因物質媒介而喚起敘事的片段，一旦這些敘事物件開始變得熟悉後，這些尚未

獲得妥善安置的零碎片段將逐漸構劃出一個畫面，這些畫面以變化多端的方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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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個場域，讓我們的記憶得以用某種修復式的形式體現。個別的物件並不具

特殊意義，唯有透過記憶或心理上的聯想，它們才能化為意義的符號，若是沒有

這些依靠物質便失去了內存的認識價值，成為不可見的、無意義的、且靜止不動

的。 

三.過去與此時的意志統合 

藝術的創作是藝術家精神的活動過程，圍繞著人類精神活動對存在的根源

追求過程，這個過程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自身」與心境立足於探索藝術

本源上，才能達到目標。我們的思維存在是處於記憶流向感知，感知回溯於記憶

的雙向流動中，當下的現在時間與過去是相互並存、延展的雙層軌道；一個傾向

過去，另一個朝向未來。時間的過去與現在是共存，不是按序進行，而過往的「純

粹記憶」 屬於「自身」與「本我」的面向。當下意義的建立無法脫離過去而單

獨存在，而「追憶」則是不可避免的永恆輪迴運動，每次意志回返的行使是藝術

家在與過去的遭逢中，重新審視所留下的碎片畫面之疊加作用，並從中探尋價值

與思考主體存在的意義。另外，從個人的內在性回歸到文化集體性再審視，再審

視的過程成中不斷地建立新的可能，同時也厚實與強化所屬的文化主體意識。 

四.繪畫語言的一種嘗試 

在這無稽式的創作語言中，將創作者的思維意識構念出某種思想上的傳遞，

也在這異托邦的景觀世界裡，體現創作主體自由意志的權利，而不在從屬一種盲

目的流行圖式，回歸創作的本質體現。同時，這種劇場性的空間部署，展現出故

事與視覺的張力效果，在故事的聯想下返回自身的生命歷程，思考自我的價值與

意義。另外，創作者提供展覽現場的生活實際之物成為觀眾感知的現場，激發觀

者感知原有的聯想創造本能，也在異質的空間轉變下，思考現實的存在意義。 

五.實物與作品的實質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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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主客體的移情、換位，達到一種主體與客體交融的狀態，是心物合一

的現實。藝術家透過生命反思、心靈對話，喚起內在深層靈魂的覺醒，而每個創

作者，都擁有著最自我的靈魂，在生命歷程不斷的經歷痛苦與快樂的同時，堆疊

的記憶而成為創作時的先驗，深化也增益其內。觀看者由感性延伸理性，再由理

性實現感性，這便完成一種真實理想性創造的成果。藝術家為表達人性或心靈內

在深刻之真實，而建構出一種形式與內涵合一，物與我的合一，是獨創的精神性

空間的表達。這一精神空間創建過程是先透過外在事物的觀看，把握視覺呈現的

情感狀態，經過心靈反覆思維，超越單純現實的空間形式，再運用具體分析之方

法，而逐步建構出一種具有真正理想性的作品。 

六. 誘惑形式的在場作用力 

透過收藏物的再利用與再詮釋，將這「無用之用」的老東西召喚出觀者的

知覺力，也在現場部署的平面作品與現成物的集體性之時空下，形成一種多維度

的對話空間，藉此也作為一種認識觀。同時在時間切片下，自我在現實的氛圍裡

創造一種私密的自屬影像。換句話說，透過這些熟悉陌生物的記憶圖式之體現，

激發出觀者的自身經驗，讓作品衍伸出觀者自身的記憶圖式，將習慣性的看圖動

作再深化到觀者自身思維的意識運動，回到主體自身覺知的人性本質。 

藝術的形式是以視覺的方法來呈現，並帶來人的心理、精神上的愉悅感，

它與物質所帶來的生理快感有所不同。其本質是來自於人的心理，是藝術家「自

身」世界的表現，「自身」蘊含著文明與文化背景，而體現於作品形式之中。藝

術要表現思想是從根源與事物的本質上體悟，其表現的形式也非常重要，但必須

要與本質保持一致性，孔子在《論語》所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質為本質，也是一種內在不可見的理念，文則是形式，透過

可見物展現於觀眾面前，質與文達到和諧才是完美。而現今表現的東西，是以往

的繪畫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新的方式也就會替代舊有的方式，從傳統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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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中走出來，而文與質的美學觀，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在當代藝術體現中，其

意義是深遠的。 

審視與再現自身經驗的童年記憶，作為創作表達的題材與內容，將童年作

為再現、反思、梳理，或與過往對象進行對話。對於童年記憶的文化歷程當中，

藝術家同時也是在解構與反省，亦是重新檢視自己的童年。這種「自傳式書寫」

不是複製傳統語意的架構，也不繼承僵化的藝術典範符碼的創作模式，而是在重

複與更新的創造意識下選擇回歸自我的探尋，在自身之中慢慢耙梳、摸索，尋找

有別於過往傳統之創作靈感，或許可以部份解讀為台灣「在地性」與「當代性」

的一種具體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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