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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像為繪畫創作的要素之一，而當今已是影像充斥爆炸的時代，筆者將「像」

（image） 的諧音翻為「隱梅菊」，在音似但詞意完全解構原音而且是用不同國

家語言時，在兩者詞意間拉出了想像及詮釋的空間，諧音在中華文化的創作中，

是很常見的手法之一，筆者以此方式比擬自身的創作方法及過程。「隱梅菊」的

隱，象徵著一種避世的精神，隱士精神的在中國文人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連結西方德勒茲聲稱卡夫卡作品內所勾勒的逃逸線，對於體制的不滿進而追求相

對的自由性，企圖爭脫舊形式而追尋生命的自由度，或像文人遠離塵囂隱居並寄

情於山水中。梅、菊則是現實之物轉為創作的符號，符號則能離開現實承載人的

意念。本文也會從探討東西方創作過程不同「像」的轉化，再現、寫生的具象到

符號化後的形像，最後解構符號的影像。藉此來對應自身創作中對於像的探索歷

程，擬態、疊影等的創作手法，以及不同媒材所生產的像，在畫面中相互對應撞

擊，企圖超越「像」本身的限制。 

 

    「隱」不僅在象徵精神也成為創作圖像的手法之一。藉由這樣的雙向性特質，

一方面在畫面中探索「像」的可能性與超越性，另一方也要回應到自身處於的台

灣，文化認同、環境變化與世代問題等。如何讓藝術創作更飽滿而延展出更多的

可能性，在此不僅是創作也進行論述的努力。 

 

 

 

 

 

 

 

關鍵字：隱、像（image）、符號、擬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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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con i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painting creation and it's era of images explosions 

now so author translate the homonym of "image" into " yin mei chu ", which is 

completely similar in the original sound but meaning that deconstructs  

the original sound in different national languages and interpretation is drawn between 

the two words. The author compares harmony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thod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creation methods and processes. The 

hiddenness of " yin mei chu " symbolizes a spirit of avoiding the world. The spirit of 

hermi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Linking the lines of flight 

described by the Western Deleuze claimed Kafka's works,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 and the pursuit of relative freedom, attempting to compete for the old form 

and pursuing the freedom of life, or like the literati to live away from the dust and 

seclusion in the landscape. Plum and chrysanthemum that be turned into signs of 

creation are real things and signs can leave the reality to carry people's idea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fferent "images"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n the reification of representation and 

sketch from nature to the symbolized icon, and finally deconstruct the image of the 

sign. In this way, it corresponds to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he image in its own 

creation, including the creation methods of mimic and overlapping images, and the  

images produced by different media. 

 

"Hidden" is not only a symbolic spirit but also a means of creating images. 

Thus, bi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image" in the picture and the other side also responds to Taiwan, cultural ident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generational problems. How to make art creation more full 

and extend more possibilities ; herein, it's not only creation but also discussion has to  

make all-out effort.  

 

Keywords: hidden, image, sign, mi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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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筆者的創作源頭，或許可以追溯至青少年時期的生病經驗，來自一種對於身

體無法隨心使喚的莫名恐懼，面對這個意念與身體分離而無法完成簡單動作的瞬

間，意識到身體也是一件物體。然而這個物體卻又充滿著神秘，如同東方思維中

連結大宇宙的小宇宙，在醫學發達的揭示下，身體開始被分化而消除迷霧。然而

這個生病經驗引發了我對於身體探索的興趣，從我小時身旁熟悉的昆蟲著手，藉

由觀察牠們的身體來反觀自己。昆蟲身體外在軀殼中的幾丁質，由其內在趨力和

外在壓力相互作用下，演化成現今多樣的造形，這些身體構造牽動著牠周遭世界

的所有事物，我以牠們的身體結構為基準對人體進行解構及重組，試圖處理人對

於身體這個媒介的焦慮。 

    然而在這進乎於原始衝動的引爆點，藉由創作過程中所思考的問題以及對應

解決的方式，企圖以理論性的方法進行追溯與整理，從藝術史、美學等理論性的

角度，企圖較為客觀性的去梳理自已的創作脈絡，推衍並建構自身的繪畫史，德

勒茲說每個畫家，都有其自身的繪畫史。然而期望自已的研究及創作，能建構形

成對應古今中外的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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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試圖在後現代這樣多元發展的藝術思考趨向中，探討以身體為創作元素

的定位與發展，創作出屬於筆者自身的成長背景與吸收的文化養成，許多是東方

的元素與觀念，然而論文研究是西方邏輯下的產物，需要科學並理性的分析材料

後，組織架構形成理論。然而觀看東方古代的畫論，並非是以這樣的思想所建構，

其中帶有許多神秘連結或以能心靈神會而無法言傳的境界，因此往往有許多名詞

是沒有一個固定的解釋或者在不同的地方解釋也會有所轉變。因此我覺得要全然

用這樣的材料去進行西方邏輯推衍式的論述會產生問題，本質性矛盾不相融的問

題。面對這個問題，我的研究方法將會使用文獻分析法尋找相關資料，從風格分

析、媒材運用、創作理念等，作為研究的基礎。再以綜合比較法將西方美學理論

或藝術史裡的觀念、作品等材料，去對應中國文學、藝術史裡的觀念及水墨等媒

材的運用方式，互相對照去建立研究的結構與脈絡，找出作品的定位。 

陳瑞文在《阿多諾美學論》中提到的例子：「梵谷不是梵谷本人，其作品的

扭動筆觸與爆烈色彩，是十九世紀末的工業體制下不適和悲苦的人文典型。」1。

梵谷，我們常以他所謂藝術家的性格來強化他在作品內的分量，甚至神話般的去

訴說他濃烈的情感和非凡的事蹟，這些資訊會隱藏在我們腦中形成暗示，以致觀

看他的作品時，梵谷的形象會被如同召喚般的出現在作品前，遮蔽著許多訊息，

使我們無法客觀的解讀作品本身。類似這種觀看方式的危機，是很難去全然避免

的。何況還是在自我論述作品及理念的模態下去進行研究，在這種以主體觀角度

下的書寫，不可能全然客觀，只能在其他論點和現象的對應下，來使自己暫時抽

離一些，相對性的客觀來建構論述，在這樣有一定的限制性的情況下，試圖建立

一套自已的論述系統以供外界解讀。 

 

 

 

 

                                                        
1
陳瑞文，《阿多諾美學論：評論、模擬與非同一性》，台北縣：左岸文化，2004，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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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淮南子．主術》：「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2 

「像」在中文名詞是指形貌或模樣，而在繪畫中，涉及許多圖像的問題，因

此有具象、形象、影像等。在本文中主要會提及具象、形象、影像，因怕會與其

他說法混淆，特在此說明。 

 

具象（concrete），現實世界所見的像，傳統再現繪畫所處理的問題，一般

稱為寫實繪畫，相對於抽象(Abstract)性的繪畫。 

 

形象（Figure） 

繪畫應該將感覺形象從再現性的事物中拔離。但培根援引兩個論據來解釋

舊時的繪畫與現代繪畫這兩者與再現式是說明之間的關係並不相同。一方

面，照片在接替繪畫的說明功能及記錄功能上確定性使得現代繪畫不再需

要填補這個過去屬於舊時繪畫的功能。另一方面舊時的繪畫在過去由賦予

再現某種繪畫性的意義的「宗教可能性」來決定的，然而現代繪畫卻是一

種屬於無神論的遊戲。3 

 

感覺形象在培根（Francis Bacon）的繪畫作品中，有相當程度的討論和思考，

在上述文中，可以看出傳統再現繪畫的具象，是包含在感覺形象之中的，但感覺

形象在現代繪畫之後，再現性的具象功能會被攝影取代，並且古典繪畫的平滑再

現技法成為宗教的宣傳工具，繪畫為宗教所服務的情況也在現代繪畫中被推翻。

而感覺形象在現代繪畫的發展下會趨向兩種可能性，抽像和純粹形象。 

 

感覺形象擁有兩種用來逃離再現的可能途徑：或透過抽象，朝純粹形式（la 

forme pure）的方向前進；或透過萃取或隔離，朝著純形象性的事物（le 

                                                        
2 〈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aswhj&o=e0&sec=sec1&op=v&view=1-1（29 

May. 2019）。 
3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13。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4aswhj&o=e0&sec=sec1&op=v&vie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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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figural）走去。4 

 

    因此在這段描述中，指出了現代繪畫的兩個大走向，也就是抽像繪畫和形象

性的繪畫，這種形象是對立於再現性的形象也就是具象，形象脫離再現後能產生

變形、刪減、重組等等的圖像。因此本文中的形象一詞是對立於傳統繪畫中再現

形式的具像。 

 

    影像(image)，德勒茲的思想中，影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從柏格森《物

質與記憶》中對於人的視覺在大腦中如何顯像，影像連結知覺、記憶以時間性的

問題，不是單一的形象，而是一個整體的、不可切片的影像。時間是影像中關鍵

性的問題，德勒茲也在其《電影一》、《電影二》中有所探討，包括現實的紀實性

時間以及藝術時間也就是愛永時間（AION）,是反介定、逃離現實的時間。簡言

之影像是具有時間性的，德勒茲也用此影像的概念來說明培根的繪畫作品中的時

間性。在本文的第三章會有更詳細的描述。 

 

 

 

 

 

 

 

 

 

 

 

 

 

                                                        
4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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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具象之「隱」意 

 

    英國當代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1932－)對於相片影像與繪畫圖

像的見解，圖像一直以來是繪畫創作者所思考的重點之一，無論東西方，就如霍

克尼所言，圖像不止是視覺觀看的問題也涉及心理層面的問題。 

 

難道這就是相片帶給我們的結果嗎？讓世界看起來更無趣？我的確這麼

認為，因為它和我們並非一體，相機以幾何方式觀看，人類卻是透過「心

和眼」。我認為，最終能描述所見的唯有圖像。人們需要圖像去滿足想像，

不過首先必須知道要刻畫的是什麼，三萬年來，圖像幫助人類更用心地

觀看 。5 

 

    大衛.霍克尼說明圖像對於人在觀看世界和理解世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

此圖像對於創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元素之一，尤其對筆者的創作脈絡來說，從研究

圖像的演變是貫穿創作核心的主要關鍵，因此筆者會以圖像為主軸來延展出再現

圖像、符號圖像等的探究，來對應創作及作品作相關的研究。 

     

    在圖像的連結方面，直接的對現實指涉在東方的繪畫或其他圖像藝術中，並

不是最高明的手法，許多都有其隱藏的意味。隱的概念在東方繪畫和文學中，被

賦予相當崇高的地位，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許多文人隱

士，雖在官場不如意，但將大志抒於文學及繪畫間，流傳後世。其中因為政治的

關係，許多為了保全及平安，也是將寓意或想法隱藏在作品中，如藏頭詩般的密

碼化。著名的經典之文學小說《紅樓夢》中的角色命名，也都是以諧音來作為隱

喻，例如甄士隱這個角色的曲折人生，諧音為「真事隱」，作者認為在這個世間

上，事情真相總是被隱藏起來的。另外在繪畫的領域中，也有許多畫物來隱喻人

的情形，如文人喜歡畫竹，竹也隱喻著文人的氣節，節與節之間的中空，讓竹子

能長更高而堅固不易斷，也象徵文人謙虛的情操。這種方式不僅是文人藝術的手

                                                        
5 大衛．霍克尼、馬丁．蓋福特，《觀看的歷史》，韓書研譯，台北：積木出版，2017，頁 25。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A4%A7%E8%A1%9B%EF%BC%8E%E9%9C%8D%E5%85%8B%E5%B0%BC&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A6%AC%E4%B8%81%EF%BC%8E%E8%93%8B%E7%A6%8F%E7%89%B9&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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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民間藝術也可以看到類似密碼化的表現手法，如畫貓與蝴蝶的圖像有祝壽

之意，因「貓蝶」音似「耄耋」，相以以協音的手法非常常見，如畫蝙蝠音似「福」、

畫鹿音似「祿」等，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延展出特有的密碼符號化創作方式，

約定成俗而外國人看不懂的符號。 

 

    並非這種密碼式的藝術手法為中國繪畫所特有，西方繪畫也隱藏了許多的密

碼，尤其是中世紀後的宗教藝術，在被迫害的基督教也發展出許多密碼的符號及

圖像。然而有許多的符號及圖像在經過長年的時間被消磨遺忘了，就如同密碼般

留給考古學家許多研究的可能性，如同文本一般，在對應証據時拉出詮釋的可能

性，也有詮釋錯誤的可能性。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

－1969）形容藝術作品都如同一個謎樣的空間，如希臘神話的斯芬克斯（Sphinx）

人面獅身長著翅膀的女怪（圖 1），這個圖像並非我們視覺經驗裡的常見形象，

將不同符號並置組接，形成一個看似怪誕的圖像，在這個組接的圖像中，差異拉

出了空間，這空間就如同走入謎宮一樣，在謎一般的空間裡產生自我詮釋的可能

性。這些詮釋並非指向同一的可能性，而是多元且複雜的。 

 

    《山海經》裡的插圖（圖 2）是東方關

於這種謎樣性質最為著名的圖像之一，相傳

是戰國末期所作，是一本類似地理著作記載

當時的邦國位置、山海地理、神話巫術、歷

史故事、生物特性、環境生態等，因年代久

遠圖像已迭失，現今看到的插圖為明朝的胡

文煥及蔣應鎬所繪。因時間差的關係，有些

圖像變得無法解釋像謎一般，而這神秘的圖

像也引發許多不同的研究、想像及詮釋，有

人去對照書中描述找出現實的地理山海，有

人說這是部落的密語非真實敍述，後人按密

語想像才畫出如此荒謬圖像，更有人想像這

 

圖 1 〈斯芬克斯（Sph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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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實驗活體物種的過程。可見這種謎樣的圖像，它能產生相當大

的空間，如同一個自由的文本一般，能容許多樣性的解釋，讓人無限漫延及想像

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圖像的力量。 

 

   這種變異性的圖像，涉及到了虛擬的問題，如何將不同性質的生命體組合，

在虛擬的世界中如何體現出來，相對於現代的電腦影像技術能經由數據運算後，

仿真的呈現，傳統繪畫的圖像表達方式，經常形成類似密碼的創作手法，或許有

特定族群了解其意義，也或許是個開放式的詮釋文本，本章節將以圖像作為我創

作的基礎探討，從古今對照出創作過程圖像的轉變，從寫生、再現的觀念探討到

變形、視覺欺騙與遊戲，進而到現代影像的問題。希望就視覺圖像的脈絡為焦點

的探究，形塑及對應出筆者的創作模態。 

 

 

  

 

 

 

 

 

 

 

圖 2《山海經》內頁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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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再現與寫生 

 

    圖像會隨時代在取得或運用等，有不同的方式和工具，然而在觀念上也會

有所轉變，本節會討論再現和寫生所產生圖像的過程和問題性。 

 

圖像的歷史始於洞穴；止於洞穴，現今，則是 iPad。誰知道接下來會走

到哪裡？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圖像的問題會一直在那，將整個世界描

繪到二維平面的困難度永遠都會在。                                

 

    這是霍克尼從事繪畫創作多年後所說出的心得，西方繪畫從柏拉圖（Plato 

BC427-BC347）的洞穴美學以來，理型的模仿成為藝術主要發展的原點，衍生出

對於客體再現的脈絡。再現是以客體為主的描繪方式，創作的過程一般為：看到

對象物，到腦中浮現，再作出符號。如何將客體用客觀的角度在畫面中再次呈現

出來，一直是西方繪畫探索的發展脈絡，關於如何再現發展出許多近乎科學的寫

實方式，從基礎的打格子畫靜物寫生到藝用解剖學、透視法、明暗室投影法也就

是攝影術的前身等，繪畫一直以如何忠實的呈現客體為主要追求的項目之一。而

古典繪畫的再現有三個方向：具象（figurative）、圖解（illustrative）、敍事（narrative）。

古典繪畫以具象寫實為主，在媒材的應用上，常以油彩作為媒材，油畫顏料的表

達是多層次的薄塗，以達畫面非常平整而無起伏，顏料是具象表達的工具，服務

於具象物。但繪畫的再現是否能真實的客觀，還是只是主觀下用再現這個看似客

觀的符號進行操控，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1998）有其獨特的見解。 

 

一幅畫像，要再現一件事物，必須是此事物的符號（Symbol），代表（stand 

for）它，指涉（refer to）它…一幅畫像再現 ── 就如一段文字描述 ─

─ 一件事物，必指涉它，更確切地說，指謂（denote）它。指謂是再現

的核心，且獨立於相似性。6                                                      

    古德曼認為再現是一種意示模式，和相似性是無關的，把一個對象畫得很像，

                                                        
6 謝佳娟，〈繪畫如何再現〉，《藝異份子》，台北市：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學生會，1998，

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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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代表相似性高就是再現了原來的客體，傳統對於再現的概念是模仿論，也就

是對象物被精確的複製。但因為相似性必需是雙向性的，當我們說兩個東西相似

時，必須是雙方的意義能相互解釋並互通的，但繪畫再現的相似性通常是單向性

的。繪畫經常被當成一種手段，圖像背後所操控的權力將繪畫帶向功能性，背後

的意念會比它和對象物的相似性來得重要。以題材區分的風景畫、肖像畫、人物

畫、靜物畫、山水畫等模態，其背後所形構的意義，通常反映創作者或資助者中

心的意念，或許是地位財力的象徵，也或許是宗教意的傳播媒介等。最後圖像的

再現並於與對象物的相似性無關，因為意義無法反向推回，而轉化作為傳達背後

同一性理念的工具。因此古德曼稱再現的核心是指謂，也就是符號指涉性的問題，

而不是相似性的問題。 

 

    傳統再現的模仿論，是將模仿的對象視為真實，所以才會有再次呈現的問題，

關於這個真實古德曼也提出了質疑，什麼是世界的真實？是沒有固定和本來的樣

子，如果將世界當作客體，從量子力學來看，這個客體應該是不斷在變化，每分

每秒就有量子在相互碰撞、分裂、消亡。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的時間觀來說，時空是連續而無法進行切片的，像一個整體一般不斷的在變化，

多元的分子不斷相互作用而變化萬千。因此世界如此的變動之下，既然沒有「世

界本來的樣子」，那何以拿來「再現」呢？另外古德曼也引用了貢布里希（E. H. 

Gombrich, 1909-2001）的論點「沒有無邪的視覺」來批判再現的客觀性問題。 

 

視覺總是對其自身作用習以為常，被它自已的過去以及由耳朵、鼻子、舌

頭、手指、心與腦所給與的新舊暗示所迷亂著。7                   

 

    由貢布里希這段話可知，人在觀看一件事物時，並沒有想像中的客觀，現代

科學研究也顯示出我們兩眼所觀看到的兩個視覺影像，是由大腦所統合為一，在

統合的過程中篩選了許多資訊，也就是大腦的指令下，我們是選擇性的觀看。因

此人的知覺並不客觀，不能像機器反應一樣，是參雜許多複雜情感與情緒在其中，

                                                        
7
謝佳娟，〈繪畫如何再現〉，《藝異份子》，台北市：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學生會，1998，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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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同樣的景色中，人們往往在不同的心情狀態下，會產生不同的觀感和想法，

裡頭藏著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因此古德曼以這兩點去批判再現的本質及客觀性，

如同世界切片式的寫實繪畫，並非再現真實的世界，是經由某種操作模式而產出

的視覺符號，背後隱藏著權力的問題，圖像是作為傳遞訊息的符號。 

 

   在東方繪畫觀點中，寫實的再現手法並非是重點追求的表現形式，尤其在文

人畫的系統，宋朝的蘇軾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繪畫如果只求表現

再現寫實手法或是臨畫稿臨得很像，是幼稚的，認為繪畫應要追求形似與不似之

間，重點在精神，這個觀念也對文人畫影響很深。然而針對一個對象物進行描繪，

在中國水墨畫有「寫生」的概念，而今天所說的寫生是延續古人的說法但又有所

不同。古人用「寫」這個字來指稱繪畫，在《說文解字》的解釋中：「寫，置物

也」。「寫」有移置、放置的意思，另外也有抒發、傾訴、仿效的意思。可見「寫」

是形容一個具有主體意識下的主動性動作，古人在用此字意指繪畫，我們可以看

作是主體看照對象後，依照其仿效而將延伸物移置於基底材，在放置的過程中帶

有抒發、傾訴的感性層面。因此「寫」在此意指性的運用上，比用「繪畫」顯得

更生動而有畫面，衍生了寫照、寫真、寫生等詞。 

 

    「寫真」詞意在古代並非當今的用法，如宋朝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中提

到：「阮知誨者，成都人也。攻畫女郎，筆踪妍麗，反善寫真。…」8是記載阮知

誨對於人像的掌握度很高，寫真主要是人的真容，也就是所謂的肖像，因此寫真

一詞常用於人物畫。 

 

    「寫生」則是常用於花鳥畫，「生」也就是指生物、生氣、生意、生動等，

在明朝唐志契在《繪事微言》卷下中寫道：「昔人謂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是寫

生，畫山水是留影，然則影可工緻描畫乎？」9在這唐志契試圖探討中國水墨畫

分科後的人物、花鳥、山水，其中的畫法及其追求的境界，寫生用於花鳥畫科，

                                                        
8 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山東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31。 
9 唐志契，《繪畫微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89422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8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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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勾墨填彩的畫法說明這樣的畫法可以精緻且準確的將花鳥草蟲的生意畫出，

但其中還是有所貶意，用「工」來對應出畫山水不同的「逸」的技法，他以「風

流瀟灑」形容山水畫，將山水畫的地位提高。因此無論是寫真、寫生，在中國繪

畫中還是以將內心情感化為筆墨，脫離現實既有的固定形體框架，以達心象山水

為最高境界。而「寫真」後來演變為攝影作品的用詞，「寫生」則演變為概括所

有對於對象物描繪的用詞，受日本殖民文化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全盤西化

的政策，包括藝術也是，日本畫接收西方再現寫實的觀念，並追求現代化藝術的

腳步，因此嚮往走出戶外的外光派，包括巴比松畫派(École de Barbizon)、印象派

（Impressionnisme）和後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觀念影響最大。因此台

灣後來也受其影響，走出戶外寫生變成現代化的代表，相對於在室內臨摹古畫。 

 

    而日本提倡這種偏向西方的寫生觀念，來自於西方哲學中的經驗論。十七世

紀以來所發展的經驗論主要在探討主體到客體之間的關係性，所以強調觀察，要

仔細且不帶主觀意識的去認識對象物，而在觀察的過程中去整合和歸納出一個觀

點和思想。因此在許多注重寫生觀的日本畫中，畫家們並不致力於表現自我的特

別或奇想，反而是鉅細靡遺的將觀察的對象寫生，經由小草圖畫到大草圖再進行

原作作品的移稿，再多次調整、校正、統整之下，完成作品。作品是回到讚頌自

然的角度，從自然之中體悟到藝術以及人生的道理。 

 

    回溯中國的寫生觀，除了宋畫之外多是以畫家主體出發，客體對象處於被動

狀態，重點是它引起了主體的情感、精神而移置在畫面上，如媒介一般，不同於

西方追求客體的再現，雖說再現論後來受批判也指向是另一種為主體服務的工具，

也非客體的客觀呈現。出發點不同發展出來的圖像系統也不同，東方發展出相對

於西方系統的線性圖像，而西方則是面的圖像，這是相互對應出來的關係。並不

是東方繪畫沒有發展面的繪畫，也不是西方繪畫就沒有線條表現。就此圖像的特

性延伸到下節探討其在我作品中對應的演變及應用狀態。然而不論再現或是寫生，

經由客體延展出的繪畫創作模式，是和現實中的視覺有所連結的，而傳統繪畫中

再現形式的具象，在攝影的發展下逐漸將具象的功能性取代，具象繪畫在過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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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作表現理念的工具。在現代繪畫的觀念中，這種再現的具象繪畫方式對作為

對立的基準，古典繪畫的感官感覺形式所強調的圖像敍事性和功能性，也不再是

現代繪畫所要探索的方向。而東方繪畫的寫生觀對應到西方的經驗論後，在對客

體的認識過程中，如何去將取得的資訊或觀點作整合和歸納，在十八世紀的休謨

（David Hume，1771－1776）以經驗論的觀點提出要更小心謹慎的看待材料，不

能超出既有的範疇。而寫生的觀念並不會被很明確的規範出，在寫生過程中幻想、

聯想的加入，甚至是把客體當作花瓶來說自已的事，寫生的對象只是工具，重要

的是表達「生」，因此這個具象能有隱喻、理念等等的置入。因此具象會面臨到

敍事性的框架下，這些隱喻或理念同樣也會在此框架下延展和掙扎。 

 

    因此無論是西方早期古典繪畫的再現觀，或者東方的寫生觀所延展出的圖像

通常都是具象，而這種具象會成為一種敘事性或權力意志下的工具，常被用來服

務於另一個概念或理念，例如基督教的理念、生動的概念或者。在這裡像不是主

要被探討的對象，而是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筆者的作品也有部分用到具

象的部分，可能來自於寫生，但當筆者再處理具象時，是將之當作一個像的脈絡

體系，而會去並置或疊影其他不同像的脈絡。並非作為敍事或承載筆者理念的容

器，而是以它的體系去衝撞其他的體系，形成新的能量場域。這個部分會在後面

談疊影的章節繼續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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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具象的線性與平面化 

  

    具象的形態在繪畫中，東方繪畫主要以線性來表現具象，而西方則多以面來

表現。線的表現的自由度、流暢度會大於面，能承載現實轉化的輪廓線，融入情

感、想像和表現度在其中，因此文人畫將書法性線條融入繪畫的線條中，以書入

畫使水墨畫的線條表現更為豐富。而面所表現有較強的視覺張力和空間感，表現

的手法、媒材也更多元，形成的圖像脈絡也相對東方繪畫多元化。 

 

   

 圖 3 胡文煥  明 《山海經》內頁插圖    圖 4 十驎  2017 《山海獸》插圖畫冊   

 

    前面所謂線條之所以表現度空間較大，並不是視覺錯覺上的空間感，而是回

到單純線性繪畫時，自由度較大相對於寫實的具象繪畫。例如對比圖（3）及圖

（4）同樣出於《山海經》裡的一個角色－帝江，《山海經》第二卷《西山經·西

次三經》內記載：「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

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状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

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10這段文字如同文本，有人詮釋這段文字只是在形容

黃帝統治六族遺裔，但在時間的演變下，有些同音字的變異或誤讀，造成後世無

法解讀的狀態。然而原來的插圖迭失，（圖 3）為明朝的胡文煥根據此文本再詮

釋出的圖像，而（圖 4）則是現代插畫家十驎將故文煥的圖像以寫實的方式再創

作並集結成《山海獸》11的繪畫作品集。對比這兩個圖像，皆有前文所提「謎樣

                                                        
10 李娈，《山海經》，北京：學苑音像出版社，2004，頁 33 
11 十驎，《山海獸》，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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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圖像特質，胡文煥是以單純的線條表現，而十驎則是偏寫實重體感和量

感的精緻畫法。在單純的線稿中，我們會依循著輪廓線去對應我們的視覺記憶，

看似獸腳、鳥翅和象身的圖像輪廓，會用想像去填補及連結這個圖像。反觀十驎

所繪的帝江，空間、體感和質感都處理得很到位，看得出人的皮膚質感，鳥羽毛

的質感，但這兩種質感組接在一起時，讓我們的視覺產生一種差異的感覺，像是

拼貼而不是一體的感覺。畫得越仔細，交待越多的質感和細節，卻反而阻斷了觀

看者的想像空間。線條拉出想像性的空間給觀者，或許這也是《山海經》線稿能

流傳至今的神秘魅力吧。 

 

    筆墨的運用，書法性的線條

也是水墨重要表現方式之一。另

一將線條自由度運用到極致的

八大山人，在他的作品中（圖 5），

墨在紙上自然暈開，看似不經意

的團團墨塊，拉了幾條細線後，

就能將之看成或想像成鳥。在西

方現代化後所提倡的為藝術而

藝術的概念中，媒材自身是相當

重要的一環，在抽象表現主義的

波拉克（Jackson Pollock，1912

－1956）將顏料依身體運動潑

灑在畫布時，顏料並非服務形體

或畫家的想法，顏料脫離了工具

的範疇，行成自身的意義，這被認定為繪畫現代性的主要特徵之一。對應到八大

山人的作品，墨在這看似在服務鳥的造形需求，但其實有著強烈的自身表現性格，

團團墨與水所撞擊在紙上痕跡，呈現了媒材自身的美感，若無那幾筆線條的視覺

牽引，媒材還是自身的延展。那幾筆簡單的線條，還是帶有強烈的材質感，但他

能帶領我們去想像這團墨是一隻鳥。這樣的圖像讓人在現實和想像之間拉出空間，

 

圖 5 朱耷 1626－1705《晚安冊》之七 〈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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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看過程中產生樂趣，如遊戲一般。這個像鳥的墨團被孤立於畫面的中央位置，

留白讓墨的特質更加突顯，材質感與想像間拉出空間，這層空間或許能讓創作者

隱藏些情緒或思維，形成文本讓觀者自行觀看填入想像。 

 

    這兩個例子

中，不同運用線條

的方式，同樣呈現

出令觀者在觀看

的同時，填入想像。

創作者在繪畫的

過程中，將媒材以

線條的形式表現，

表現過程本身如

同模擬現實般，形

構出可辨視並且

能夠連結到現實物的圖像，但線條與媒材的性格卻沒有被完全工具化，如同擬態

一般的存在。在筆者的創作中，也運用了這種方式如（圖 6），畫面中白色像花

瓣的部分，是以人的手指造形所構成，然而如果以寫實的手法繪製，手指的體感

會與花瓣的輕盈感起衝突，因此將之

刪除，單純留下形與胡粉暈染的質感。

外面包著用金線勾成若有似無的女

性後腦勺、頭髮等輪廓線，旁邊的蝴

蝶也是中性沒有太多情緒的描線，搭

配簡單的平塗及暈染形成圖像，以手、

眼等器官所構成，簡化而讓視覺產生

想像的空間。 

 

    想像性空間不僅在線的範疇內

 

圖 6 黃柏維 2017〈菊花弄蝶圖〉局部  膠彩、壓克力、麻布  60x60cm 

 
圖 7 伊藤若沖 〈雪芦鴛鴦圖〉局部  絹本著色 

110.4 x 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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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表現，面的表現也相當多元，例如日本傳統浮世繪、日本畫中，運用大平面

的留白、色塊或漸層色面，去表現空間但不過於描繪，留下想像的空間。如（圖

7）為伊藤若沖（1716－1800）的作品，在日本被歸類為奇想派畫家，作品有相

多有趣及現代性的特質。在這件作品中的水的表現方式，並沒有畫出水紋是或暈

染漣漪，就是如同布一般的一個平面。鴛鴦像被布蓋住一半的身軀，像薄紗一般，

還透出下面被蓋住的鴛鴦頭部。同樣觀者看著絹所呈現質感，半透明的狀態下搭

配如此的造形巧思，拉出的現實材料質感與想像的水面之間的空間性。 

 

    中國傳統民間剪紙藝術在面的處理

方面也相當精彩的表現。（圖 8）抓髻（吉）

娃娃象徵著吉祥、好運、驅邪避兇，可

以看到有許多特殊的造形。在陰陽兩面

的配置中，可以將圖案隨意擺放，如圖

中的娃娃臉是用植物的葉、花、鳥、等

拼出五官、身體。人的形體和自然物是

相通互相建構而成的，在看似娃娃的圖

像中，隱了許多不同的生物，或許也反

映出人與自然間共生的關係，如同生物

學家愛德華.威爾森（E.O.Wilson，1929-）

在其著作《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

及其保存之道》12中所描述「親生命性」

（biophilia）的概念，也是人天生都會有

想要親近其他生物的渴望，在長期的演

化過程中，我們的演化是和生物多樣性產生關係而演變，若失去生物多樣性演化

也可能會有所停頓。因此在藝術作品中常見到人和其他生物的圖像連結，剪紙透

過簡單的陰陽兩面能呈現出形體間的自由度，人、花、雞、蛙、龍…等，實體或

虛構的圖像都能輕易相互跨越無違合感的都呈現出來，提供觀者如同辨識找尋隱

                                                        
12愛德華.威爾森，《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金恒鏕、王益真譯，台北：商周

出版，2017 

 

圖 8  剪紙 抓髻娃娃

http://www.sxlib.org.cn/dfzy/gczy/sqsh/sb/2017

06/t20170602_774456.html （29 May. 2019）  

 

http://www.sxlib.org.cn/dfzy/gczy/sqsh/sb/201706/t20170602_774456.html
http://www.sxlib.org.cn/dfzy/gczy/sqsh/sb/201706/t20170602_774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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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圖像的樂趣和無限想像的空間。 

 

    陰陽面的配置應用，在筆者的作品也經常應用於貼箔的部分。箔在過去的繪

畫中，不管的宗教畫或日本畫中，常扮演著背景的角色，但筆者應用它以如同剪

紙的圖像思維，去跳脫傳統背景的思維。如（圖 9）的金屬箔部分，看似倒過來

的花瓶，正面看而是菊花。其中有人的手指在大的形象中隱藏許多人體器官，但

在平面性的陰陽範疇中，相融並不突兀，在畫面中可看作是背景但也可以想像為

實體，形成非單向意指性的圖像，拉出想像性的空間。 

 

 

   圖 9  黃柏維  2017〈菊煙圖〉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 x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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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具象的視覺遊戲 

 

    線條與面的表現手法，顯示

出東方傳統繪畫相較於西方的

隱晦而含蓄的特質，然而西方傳

統中也有隱藏和錯視等視覺上

的探索與遊戲，如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探就夢與潛意識

的能量，以超越現實的僵化與限

制。以及艾雪（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在錯視設計

中探討人的視覺問題與限制等，

西方是以較為科學或心理學的

角度來看待圖像隱藏這件事。如超現實主義的達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

探討人的潛意識。達利擅長玩錯視的圖像，看似遠景的圖像中，用視覺把元素組

合起來會浮現出另一個完整的圖像，如夢境般好像脫離現實，但在感知上又如此

真實，而且是好幾重的真實感。如（圖 10）中間奴隸群中形構了一個隱藏的伏

爾泰石膏像，伏爾泰是西方主張言論自由抨擊專制的代表性人物，在奴隸間藏著

他的圖像，或許有所諷刺寓意，超現實主義的反戰和戰後檢討為其主要思想脈絡

之一，因此這像夢境式的場景搭配隱喻式的圖像，反應出非單一角度或詮釋的世

界觀，所追尋的真實或許隱藏在看似平凡無奇的事件中，交疊的圖像成為達利的

回應方式。 

 

    同樣屬於超現實主義，另一個以圖像更激烈回應的馬格利特（Ghislain 

Magritte 1898－1976），從探討視覺符號與大腦接收訊號的聯結，轉而批判西方

文化建立的價值體系。其作品〈形象的叛逆〉（The Treachery of Images）（圖

11）中畫了煙斗下面卻寫著「你看到的不是煙斗」，文化價值體系教育著人們思

考，讓而藝術、符號等皆淪為權力的操作工具時，引發戰爭等毁滅性的事件時，

 

圖 10  達利 1940〈奴隸市場和消失中的伏爾泰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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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檢視及批判此體制與意識型態，並且企圖超越之。 然而西方以人文科

學的方式，將藝術從純粹感性的范疇中拉出，交錯著歷史和時代氛圍，理性分析

出明確的分類和脈絡。若從這個度來看我作品中隱藏性的符號及喻意，或許反映

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混亂，也或許呈現出現代人對於自然關係的怪異及無能為力。 

 

    上述的線性和視覺遊戲，都是以具象的形式但對於現實世界作相當程度的逃

離，企圖在其中切斷一點現實世界的敍述性，打開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但還是運

用和現實世界的連結性，讓觀者能夠在具象和現實中連結出相對性，而在這裡的

具象並非傳統古典寫實繪畫中的具象，已經產生了變化。在古典寫實的具象是帶

有再現性意圖，而藉由與現實的投射殖入理念和概念於具象中，在同一性的訴求

中形成感覺運動性讓觀者能進入其中形成感動。而在這章談的具象運用線條、平

面性以及視覺遊戲等方式，拉出了圖像中的彈性空間，不再只是單純一種解釋性

的圖像，而是有不同可能性包涵其中，去除了同一性的概念。然而具象引發出其

他可能性的震動，在相對於現代主義後的繪畫表現中，還是處於較為隱晦和保守

的階段。現代主義後關於繪畫的發展，對應時代進步的腳步，解構的速度也隨之

加速，形成更多且複雜的可能性。 

 

 

 

 

 

 

圖11 

馬格利特 

1929 

〈形象的叛逆〉 

布面油畫 

60 × 80 cm 

美國加州洛杉磯郡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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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梅菊」符號的嫁接 

 

    以梅花、菊花為中華文化中很具代表性符號的花卉，具象來說梅花、菊花有

其現實結構的生命體造形，在文明、文化中，人們對於他們的情感投射，以及附

予他們象徵性的意義。而且因為文明或地域性的不同，他們所承載的意義和象徵

也會不同。如梅花在中華文化中，因為是在冬天開花，象徵堅忍不拔的精神，也

有許多的情感投射其中。如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官到黃州時，在宋神宗元豐五年

(1082)作了〈紅梅三首〉，其中之一：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13 

    蘇軾以詩來詠嘆紅梅後，進而詠嘆自已，以人去模擬花同時也用花來模擬人，

物我雙寫，也藉由梅花來明志。因梅花開得較其他花晚，在寒冬中綻放，象徵自

已品格高尚不入雜流之中。但好像又需要和體制有些連結和關係，不然就會被無

視或忽略，像在白雪中若花瓣也是白的就會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像桃花一樣讓自

己染點紅色。但不是俗氣的紅而是像酒酣耳熱時，臉頰微微透出的粉紅色。將白

雪中的紅梅比喻為嫩白美肌裡透紅的氣質感，達到一種人和物之間，想像和感受

一種奇異的連結。最後批評一般人像老詩人石曼卿14都只是用樹枝上有沒有綠葉

來看說這是紅梅還是桃花，紅梅是沒有綠葉的。用這種通俗的概念在區別，彰顯

不出梅花特有的氣質，也暗指自己創作詩的敏感度較高，以對比出自身高尚品味

和細緻的情感。蘇軾用梅花的格調來對應出自己的人格，詠梅即詠人。  

    梅花被稱為歲寒三友之一，有高潔、堅強等的象徵，另外一朵梅花有五瓣也

象徵五福，分別為快樂、幸運、長壽、順利、太平。梅花也是國花，代表著一種

國族意識，因此梅花已經不再是純粹生物性的特質，人們附加了許多的意義和文

化脈絡，變成了另一種符號，而這些複合在它身上的符號，會如同嫁接般在梅花

                                                        
13 蘇軾，〈紅梅三首〉，《蘇軾詩集》，孔凡禮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頁 107。 

14 石曼卿〈紅梅〉詩句：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紅梅三首 （14 Jun. 2018）。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紅梅三首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紅梅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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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像裡，改變我們都對於梅花的觀感。然而菊花同樣也有另外一個意指性的系

統，象徵如君子的高尚情操，清高而亮潔。現代主義在戰爭後的反省中，因為國

族主義而演變戰爭，納粹主義所分出的種族優越性，名正言順以屠殺低等的猶太

人為正義的行為，種種戰爭等毀滅性的迫害，進行檢討及審視。對這樣違反人性

的發展，所導致毀滅性的結果，藝術創作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回歸」，強

調反文明、反意識型態、反體制的，解構文明和文化，回到文明、體制建構、意

識型態形成之前。所以西方藝術家有許多的作品在進行回歸且批判的動作，比較

早期發展出的達達( Dadaism )，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以作品〈噴

泉〉（Fountain）在1917年間，用現成物（ready-made）小便斗倒置並簽名於畫

廊展出。這件以反美學尤其是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美學為主

的作品，不僅批判了藝術過往非功利性等文明式的界定，也同時打開了藝術在媒

材使用上的觀念限制，「什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的形式也開啟之後多元

可能性的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杜象有幾句名言：「每一件會成為觀念的

事物，都取決於事物本身，而非視網膜」15、以及玩笑話：「笨得像一個畫家。」

裡可以看出，繪畫是被視為落伍的藝術形式，在攝影術發明之後曾有人預言繪畫

會死亡，更在1965年美國極簡主義（Minimalism）雕塑家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

宣布繪畫已死。繪畫形式也受到批判，圖像的效度也遭受到質疑。然而繪畫並沒

有因為這樣就死亡，還是有許多可能性的發展。繪畫在西方現代化的歷程經歷了

許多流派的轉變，從印象派（Impressionisme）被視為現代化的開端，到現代繪

畫之父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開啟繪畫的新觀念後，繪畫逐漸脫離再

現或服務形象的工具論，開始延展出自身的可能性。 

 

    回到東方，像之前提到嫁接在梅花上的符號，充滿著文化的累積和意識型態

在其中，我們東方人在看梅花時是否能回歸到純粹性的梅花，沒有權力意指性的

梅花，梅花只是意指梅花自身的梅花。要在就只是梅樹這種植物的性器官上，達

到沒有複合性的純粹視覺，筆者看來應該是有困難度的，從小所唸的詩詞文學、

唱的歌、校徽、十元硬幣等等，諸多的梅花符號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不自

                                                        
15 王俊傑〈若絲計畫：真實流動〉，伊通公園展覽論述，2011，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29/609/254 ，（14 Jun. 2018）。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29/60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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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大腦接收了這些訊息與暗示，如前文所提到的－沒有無邪的視覺。權力掌握

者透過運用這些符號教導我們如何看待事物，如何集結群體意識。  

 

    東方亞洲的現代化，最早應該是出現在日本，明治維新（1867）提倡去除過

去受中國影響的儒家精神，應學習西方的科學理性的研究精神。因此在藝術上也

有變革，將藝術分科化，分為美術和工藝，也將學校系所科別分開，發展出日本

畫、日本美術史、雕刻、設計等。其中的重要推手之一岡倉天心（1863－1913），

他將日本重要的茶道文化用英文書寫介紹，企圖讓日本的茶道國際化。也致力於

建立日本美術史。他也主張把西洋繪畫的觀念，融入到日本畫之中，不是改成西

方繪畫的創作方式，而是將其融於傳統日本畫之中。因此還是以國族主義的思想

為中心，並非是真的學習現代性的精神，而是用西方現代精神下的產物，比如科

學研究的成果。繪畫也是，還是大多拿具像寫實的範例作為學習對象，因此日本

畫非常強調寫生，受印象派到戶外寫生的觀念影響，但這種學習還是帶有強烈的

國族意識，畫家們還是致力於表達所謂日本畫中的日本精神。然而藝術上這樣的

國族意識在亞洲國家經常是強烈的，我們所強調的水墨是以代表大中華文化相對

於西方繪畫的代表媒材，常以文人畫的系統作分級，純黑白的水墨會比上顏色的

彩墨境界更高、更純粹，在中國現在這樣的觀念還很普遍。 

 

    藝術的現代性在東方亞洲國家的理解或許和西方還是有所出入，或者是經由

地域性文化的不同而有所篩選的，上述西方現代化以還原和解構的訴求是反體制、

反文明的，而東方多數帶有強烈國家意識和要相對於西方的宣示，包括媒材的宣

示如現代水墨，或者國家的畫種如日本畫、韓國畫，背有都有一個國族或群體的

意識，要有別於西方藝術或者甚至是超越西方藝術。然而這樣的意識背後就會與

西方所謂的現代性方向相左，現代性在談的：為藝術而藝術、藝術回歸自身的純

粹性，這種純粹性是超越種族、媒材等現實存在的框架。在我們宣稱現代化的同

時，是以某些意識再運作，不是去除國族主義也不是在反體制、批判體文明、回

歸人性，現代化變成了符號，可讓權力者或創作者操作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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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認為歷史就像是檔案一樣，是能讓任

何人都可以一個個抽出的檔案，然後自行詮釋。過往的圖像學，是人們文化累積

下的產物，這些圖像也如歷史檔案一般，能讓創作者自行詮釋和運用，傅柯所說

的歷史概念，如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提「文本」的概

念相似，文本如同一個空間般，能斷除自身原有的脈絡

和所屬的系統，成為一個中性的元素，可以任意的再詮

釋或延展等運用。梅、菊這種有文化意指的圖像，也能

看作為文本，能夠任意的詮釋和拼裝。梅花與菊花，承

載著中華國族情操的圖像。上述的現代性的回歸觀念，

也許在東方要去除文化所累積的指涉，相對是困難的，

這或許也是東方面對問題時有不同的思維和解決因應方

式。因此梅花、菊花在這我是以這熟悉的東方象徵性符

號，引出背後思想體系的相對性以及圖像上的問題，以

延展出圖像之外藝術問題。 

 

    梅菊的符號會讓我們覺得親切、熟悉，從小的圖像

記憶和文化、教育等，都充斥這傳統的符號，筆者的創

作也將既有的符號再次解構後模擬如（圖 12、13、14），

這個名為〈隱梅菊〉的系列有三件作品，以人手、骨模

擬梅枝，而長出手掌模擬的菊葉和手指組接的菊花，插

在頭骨模擬的青花瓷，上面有用人體模擬出的蝴蝶等圖

案，可能是手、腳的翅膀中帶眼睛的花紋等。再次解構

模擬後，會再次產生敍事性的斷裂，而會形成一種熟悉

感又莫生的感覺。這樣的創作模態是運用具像之中的彈

性去拉開一種空間，也就是在熟悉感強的符號中，以擬

態的方式拉出不同的視覺解讀空間，藉由身體符號擬仿

的具象，去衝撞圖像所連結現實世界的具象。這樣擬態的手法會造成視覺上的偽

裝術，也形成了一種跨域的狀態，在具象的圖像世界中，人體的具象和具有文化

 

圖 12 黃柏維 2018 

     〈隱梅菊 1〉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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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性的既定具象符號，其中形成一種奇異的空間，

具有某程度的關聯，但又是解構的性質。然而這樣生

成的圖像空間已經無法再以具象來定義，是以具象去

破除另一個像，解構其原來的文化脈絡及符號意指性，

產生出流變的形象。 

 

 

 

 

 

 

 

 

 

 

 

圖 13 黃柏維 2018 

     〈隱梅菊 2〉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31cm  

圖 14 黃柏維  2018 〈隱梅菊 3〉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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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身體觀念的演變 

 

    身體在筆者的作品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章將從多個面向去探討身

體，現實、心理學、歷史、藝術史、美學等面向，討論身體在現實到心理的感受，

和繪畫創作、思想所對應出筆者作品中的身體，是什麼樣的狀態。由於關於身體

的論述相當多元且複雜，因此盡量整理並梳理出創作的脈落。以經驗論的角度，

身體是我們感知及體認世界的媒介，而身體存在著共感經驗的特性，因此在藝術

創作中，以人的身體作為題材或主題，在藝術史中也是被藝術家們探討最多的對

象。西方從早期傳統對於用人體來表現神話、紀時性、宗教性的功能，人體是神

聖的，是神的形體的衍生，以人的裸體用接近完美形體的方式來表現神，身體是

一個附屬品。直到文藝復興人的意識抬頭，身體開始有主體意識的表現，也開始

成為可以研究的對象物。開始將身體視為客觀的物件，從主體更明確的分離開精

神性的靈魂和物質性的身體，所以物質有其原理原則可以被處理，在藝用解剖學

供獻極大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將身體視為物件，去除了身

體在當時既定的神聖性和傳統道德倫理觀，解剖及分析死者的身體。然而發展到

現代主義後，身體開始成為更激烈被解構、批判的對象。如 1960 年代末女性主

義思想發展，出現身體像是戰場的觀點和言論，女性藝術家運用身體在藝術的表

現上，以一種有政治性意圖的對立意識，身體的性別徵上的差異，成為對抗男性

主體的符號象徵。另外，知名的現代主義代表性的藝術家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在其立體派的時期，常將人的身體作為解構和重組的對

象，可以將非洲面具形像的臉孔，和白人女體組接在一起。對於主體文化作解構

性的批判。身體在這已經被畢卡索所解構為符號化，藉由並置不同文化特徵的身

體符號，來表現去除高低級的傳統價值觀。 

 

    然而這種去主流價值系統的觀念在當代思潮中，成為非常重要的探討重點，

當單一主流價值觀越來越擴張時，會形成集體意識型態的力量，例如國族主義。

國家集權能形成強大的進步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會形成戰爭或毁滅性的力量，它

是一體兩面。在這個集體的狀態下，會為了某些利益去犧牲掉個人獨特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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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常是違反生物性的狀態，像是為國捐驅這種冠冕堂皇的精神。身體在這樣的

意識型態下，並沒有自由的意識，反而只是國家機器中的一種工具。因此現代主

義的藝術作品中，「還原」是蠻重要的議題之一。也就是回到人的本質，沒有接

收到教育、文化、文明的影響之前，人性的狀態。從印象派（Impressionism）顏

料開始離開服務再現的形體，形體中隱涉著文化、文明、資本、權力等的意涵在

其中，可能是權力者的肖像、宗教教意的圖像、顯示地位階級的靜物等。印象派

繪畫中顏料突出於畫布，不再是平整而具服務性質，而有其自身的意義。到畢卡

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的立體派、野獸派（Fauvism）、美國抽象

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等，顏料的自由度和可能性也越來多元。到

了達達（Dadaism）之後，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以現成物（Ready-made）

作為藝術創作的媒材，打開了傳統對於媒材的設限，當什麼都可以成為媒材的觀

念開放之後，身體也可以是媒材的一種。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中對於人

的身體也有許多的探討，逐漸要擺脫過往倫理、道德、文化、教育、國族等等的

包袱，還原到自身的探討。之後更發展出將身體媒材化的藝術表現形式，如身體

藝術(Body Art)、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等，將身體視為創作媒材的一部分，

肉體、聲音甚至整個行為的場域都可以包括在作品之中。 

 

    身體在不同的時代，因為科學、醫學等知識的進步，會影響思想及藝術上的

觀點和表現方式。然而台灣的當代藝術氛圍，所承接的大部分是西方藝術的觀念

和脈落，所有的知識系統也是傾向西方發展出的系統。因此上述的關於身體觀點

的脈落，主要都是西方的演進，然而台灣本身也傳承了中國的文化和觀點，我們

知道就醫學來說，中醫和西醫對於人的身體觀點是非常不同的。西醫是將人體視

為可以處理的物件，以解決問題為首要取向。中醫則是將人體視為一種相互平衡

的小宇宙，治病主要以取得內臟之間的平衡循環為主。在台灣這兩種都存在，而

且都各自有許多的信眾，因此我們的社會充斥著許多完全不同論點的知識體系，

在當代藝術的發展中，也呈現相當多元的角度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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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傳統身體觀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曾說：「帶著肉體去探索任何事物，靈魂顯然

是要上當的。」16西方對於人和身體的看法，有一段蠻長的時間是以身體與靈魂

的二元論，身體以性的角度出發，指向的是現實的、世俗的、慾望的、動物性的，

常代表罪惡、墮落、自私、貪歡的象徵。而靈魂相對的是指向純粹、理智、崇高

等高級價值的代表。而這樣的觀念其實影響後世很深，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的心物二元論也是由此延展，將心靈和肉體區分成理性和感性，而

肉體又會被詮釋為獸性，對比於理性。因此身體在傳統的觀念中常帶有貶意，由

其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身體所象徵的慾望是需要被克制甚至禁止的。阿奎那

（Thomas Aquinas,1225-1274）主張人在所有生物界中，因為人的靈魂有理智，

所以高級於其他的生物，靈魂被提高地位而肉身相對的是較低等的、動物性的。 

 

    感官出於肉身，在二元論的角度裡，是帶有貶意的，快感甚至是羞恥的。然

而在後人對身體、感官的觀念發展出不同的思考角度，身體不再是低於靈魂的，

尼采說：「我完全是肉體，不再是別的，靈魂不過是附屬於肉體之某物的名稱而

已。」17由此可見尼采也將靈魂視為某物件，並沒有高級於肉體。身體是我們感

知及體認世界最直接的媒介，酸、甜、苦、辣，聽覺、視覺、觸覺、知覺、痛覺

等等，用感官來建構世界的認識。身為人的我們對於身體的感受，或許有些許的

差異，但會有一定基礎的共同感覺。而身體存在著共感經驗的特性，因此在藝術

創作中，以人的身體作為題材或主題，在藝術史中也是被藝術家們探討最多的對

象。西方從早期傳統對於用人體來表現神話、紀時性、宗教性的功能，人體是神

聖的，是神以自身的形體所衍生出來的，以人的裸體用接近完美形體的方式來表

現神，身體是一個附屬品。直到文藝復興人的意識抬頭，身體開始有主體意識的

表現，也開始成為可以研究的對象物。因此西方傳統的觀念中，身體、肉身是完

整性的概念，從二元的動物性身體、神的延伸關於人體的神聖性，到文藝術復興

的回歸人的自主權，人的身體都是以一個整體的角度來被思考的。到了現代主義

                                                        
16柏拉圖，《斐多篇》，楊降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頁 13。 
17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楚圖南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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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開始解構這種完整、同一性的概念。 

 

    相對的在過去東方的中國，對身體的概念也是完整而有許多道德規範的，在

藝術表現上相對於西方也是保守、含蓄的。《黃帝內經》是中華文化的經典，在

其〈素問.天元紀大論篇〉：「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

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18將陰陽五行視為天地運行間根

本的道理，在〈靈樞.歲露論篇〉中：「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
19
說明

人的身體也是和宇宙天地相關連，體內的運行法則也和陰陽五行相通，在〈素問.

寶命全形論篇〉也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

天地合氣，命之曰人。」20也在強調人體和天地環境的相闗性。因此在《黃帝內

經》的觀念裡，人的身體和外界宇宙是相互連接呼應的，身體生於並處在大宇宙

間，身體內部如同小型宇宙般的進行運作，呼吸出入、生死循環等都順應自然運

行的陰陽法則，也就是整體觀。在大世界的整體中，身體是小世界，運行的法則

也是順應大世界的系統，整個體系是同一而完整的狀態。然而在現今這樣的觀點

還是普遍存在於現代東方社會當中，例如中醫、大極拳等活動，並沒有完全因現

代化而完全消失。 

 

    完整的同一性觀念，在東西方的傳統中，不論在藝術、思想或醫學中，都可

以看出來是以此種模式進行，而衍生形成大同世界的思維，然而這種發展到一定

程度一定會形成限制。在德勒茲看法中，會以「動物全體性模型」來形容同一性

與全體性的國家，德勒茲以普魯斯特小說的繁多性，用來對應國家想像：「以植

物模型取代動物全體模型。」21。所謂的植物模型是可以接受異種的嫁接，不同

於動物模型的全體性，動物不可接受被破壞或其他異質的東西侵入，可能會有生

命的危險。因此是一個封閉的整體，就如同我們的身體一般，不能隨意嫁接、移

植，有很強的獨立性和排他性。德勒茲之所以會有植物模型的國家想像，有多元

異種在同一個整體之中，能夠互相包容、共生，不相互傷害而有多樣化的可能性。

                                                        
18 段永德，《黃帝內經哲學思想探究》，2000，頁 23。 
19 段永德，《黃帝內經哲學思想探究》，2000，頁 27。 
20 段永德，《黃帝內經哲學思想探究》，2000，頁 28。 
21 陳瑞文，《德勒茲與藝術理論》，台北市：五南，2018，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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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傳統的身體觀念中，以同一性、中心主義、全體性的動物模型，當單一主

流價值觀越來越擴張時，會形成集體意識型態的力量，所形成的封閉系統如國族

主義。中心會被權力者所控制，集權而會產生爭權和戰爭等問題。國家集權能形

成強大的進步力量，如同動物模型般，整體的概念也會形成毁滅性的力量，它是

一體兩面。個人的身體在整體模型中，並沒有獨立的意識，而是被國家機器洗腦

的一種工具。然而當今的思想以解構且突破之，以植物模型思考多元性，符合現

代主義中多元、自主性、䌓多性等特質。 

 

    而這種同一性、單一價值系統在傳統繪畫藝術的身體表現上，例如神話、宗

教畫都很常見。統一的光源、細緻到看不見筆觸的繪畫表面、精美的構圖和同一

中心的敍事性，在古典繪畫是主要呈現的模態。在這樣的模態中，身體的表現會

趨於工具化，也就是背後權力者可進行操控的元素。例如古典繪畫中常見女性的

裸身象徵希臘神話的寓意，宗教畫中耶穌的裸身與傷痕象徵神蹟的宗教意義。因

此這樣的創作模態，會簡化身體多重且複雜的存在狀態，截取所需要的角度進行

詮釋。而達到畫面同一性具有教化意義的圖像。然而對比當今環境的創作模態，

這些模式和思考是能作為對應和批判的對象，從其中延展出新的觀點和創作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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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身體空間的詮釋 

 

    在時代對知識體的累積下，醫學、科學對身體有更多的研究與發現，對於肉

身的觀念漸漸趨向多元豐富的度，不會只是被簡單視為動物性的欲望層次的二元

思維模式。而有更廣闊的可能性，身體的空間意義開始拓展，不再只限於現實上

的解剖學空間，其他包括胚胎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狀態和單體與群眾的關係、

身體與社會結構、人工智能和機械身體等等，身體所能發展出的議題及研究越來

越擴。因此身體空間能有多樣化的詮釋，談到詮釋就涉及權力的問題，發話者的

角度、權力結構等等，皆是如何詮釋的關鍵。性與性別議題，在身體的權力結構

中，是被討論的重點。路易絲.麥克尼（Lois McNay）對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解讀：「人身體位於種不同權力構成之間鬥爭的中心，歷史力量以

某種方式作用於人的身體，並且也通過人的身體而發生作用。」22指出人的身體，

不是我們想像擁有全然的自主性，他其實存在許多不同的權力在裡面作用，不論

是歷史、文化、教育等，許多權力下的觀念都深植在身體中。傅柯在如 1960 年

代末女性主義思想發展，出現身體像是戰場的觀點和言論，女性藝術家運用身體

在藝術的表現上，以一種有政治性意圖的對立意識，身體的性別徵上的差異，成

為對抗男性主體的符號象徵。 

     

    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指出：「他人的注視對我赤裸裸的身體進

行加工，它使我的身體誕生，它雕琢我的身體，把我的身體製造為如其所是的東

西。」23視線也是有權力的問題存在。女性的身體一直以來常會以被動的姿態呈

現，被視為觀看的對象物，也就是所謂雄性的凝視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觀者

的視線會被女體所吸引，被動的女體會去服應觀看者的審美角度，會去把自已的

身體塑造成觀看者的偏好，相互之間產生關係。女體在這個狀態下，延展出一種

詮釋的空間，是在看與被看之間所產生的，而女體的詮釋空間不僅於此，在看與

被看之間延展出許多關於性別、權力、社會等詮釋的角度。自古以來在藝術表現

與詮釋上，女體相對於男性，代表著美麗與自由的象徵，如德國漢學家顧彬

                                                        
22 路易絲.麥克尼，《福柯》，賈湜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94-95。 
23 沙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譯，三聯書店，1987，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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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IN, Wolfgang，1945-）認為在西方父權文化下的女性，扮演著「他者」的

角度，在社會發展追求秩序、紀律、進步的同時，女性世界的特質則是如異者般

在訴說原始、自由。他說：「對男人來說，女人是處在他們的世界之外，女人是

美麗和自由的象徵，代表一種還沒有被異化的生活。」24女體被詮釋為自由、美

麗、原始的代表，這在西方繪畫中也很常見，女體的表現主要是以希臘女神為主，

最常見的是代表美的女神－維納斯。我們常見藝術史裡描繪希臘神話的例子有許

多，大多是以完整、同一性的方式表現女體的原始美與自由的象徵。文藝復興前

期的知名畫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ocelli,1445-1510）所畫的〈維納斯的誔生〉

（The Birth of Venus）( 圖 15)，體態勻稱、比例完美無比，然而藝術史學家池上

英洋說：「這種站姿很難達成，各位站站看就知道，她的重心嚴重左傾。簡言之，

波提切利並非照著模特兒的姿勢描繪，而是將腦中對美的想像化為線條與色彩。」

25因此畫家對於女神的描繪，是根據現實的女體出發，再結合自已的想像去超越

人原有的限制。女體圖像會讓觀者連結現實中的女體，就會有性的指涉、雄性凝

視的角度、身體權力等問題，古典繪畫將顏色的處理、層次變化等，都為再現柔

軟的肌膚、長而飄逸長髮的工具，畫面平整有多餘的筆觸干擾視覺，能使觀者順

利觀看並將情感融入其中。旁邊的春之女神要為其披上衣服，也帶有窺視的視野

角度，另人聯想女性沐浴後的情景，也帶有暗示性。但若太過指涉現實人性的狀

態會讓作品顯得庸俗，而當時還是以二元思維肉身和靈魂的角度，宗教畫避免將

肉身再現的太真實，大多將人畫得有些僵硬，企圖切斷性的指涉。文藝復興雖人

的意識抬頭，但還是以希臘女神為題，不直接描繪、表現現實的女體，因此波提

切利改變人體原來現實比例和姿體的限制，避免太過親近現實的肉身，畫家用希

臘女神的題材來拿揑藝術與人性之間的問題性。 

 

   而這樣的「之間」筆者覺得在藝術創作中是很有趣的一點，不會像寫實主義

把人體的肉身感再現表達到極致，他存有某種空間在裡面，這個空間不會把一個

形象就固定在某個指涉中或單一的詮釋方式，會包容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在這種 

                                                        
24 顧彬，《關於「異」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46。 
25 池上英洋，《情色美術史：解讀西洋名畫中情與慾》，林佩瑾譯，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2017，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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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波提切利 

〈維納斯的誕生〉 

（1482－1486） 

蛋彩、畫布 

172 x 278 cm 

    

 

女神、女人之間的空間，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性，他們是有可能疊合的，可能

從現實的女人作為想像基礎時，引發女神般的想像，在想像世界中，是統合在一

體的。然而在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的眼裡，這些詮釋皆為陳腔

濫調，對於身體的處理，他有自已一套的方式。培根：「透過攝影影像，我發現

自已開始游移在影像裡面，而且比直接觀察更能觸及真實。」26培根畫人的時候，

並不喜歡直接觀察真實的身體，他不會請模特兒在現場作畫，而是如他所說透過

攝影的影像來作畫。從真實肉身到影像之間，再到影像和繪畫之間，培根的繪畫

脫離了古典繪畫的製程和邏輯，切斷了對於身體現實的再現問題，轉而討論繪畫

形象構成的問題，畫裡的身體無關乎再現，而是「像」與「像」之間的構成，重

點在於繪畫自身的問題，繪畫已經不再只是再現的工具。藝術創作一直以來透過

身體的共同感覺為基礎所發展，但現代主義之後開始有所轉向，轉為後設的角度

從人類視覺探討為出發點，從光學、醫學、科學等去討論人是怎麼看世界的，以

一種反觀繪畫角度如印象派。運用肉眼可見光譜和補色視覺暫留等原理，解構了

繪畫以再現為目的的方向，以一種更為理性科學、後設性的方式去拓展出繪畫的

可能。 

 

    筆者作品中的身體，也結合許多女性的器宫和肢體，然而在創作時筆者並沒

                                                        
26
 David Sylvester，《培根訪談錄》，陳品秀譯，台北市：遠流出版，1995，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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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區分男性或女性的身體，女性圖像在模擬或被觀看的過程中，難免會引起

現實肉體的連想，這樣的連結是自然的，而筆者會盡可能的避免和切開再現的問

題，和關於性別、權力、慾望等的指涉。如（圖 16、17）畫面中的身體，若非

仔細看，男女肢體、器官是解構後相互組接、交雜在一起的。去除單一性別的對

立他者的權力關係，如雲一般能變幻自如。這樣的手法和過程，企圖切斷所謂身

體指涉現實肉身的性或者慾望等問題。以半透明的質感透出下面堆疊後打磨所形

成碎裂、斑剝的色塊，色塊自身的有機性，不是為了再現皮膚的質感、人體的美

感，營造某種同一性而產生的。相反的是獨立出來不同色塊，在畫面中互相對應，

人體的輪廓只是區隔不同的空間，非固定的單一指涉而保有多種詮釋的可能。 

 

  

圖 16  黃柏維  2015  〈輪廓雲〉    

膠彩、壓克力、麻布   21 x 19 cm 

 

 

 

 

 

 

圖 17  黃柏維  2015  〈渡山水〉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8 x 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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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體的肢解與破壞性 

 

    破壞身體的完整性，現實的情況中在戰爭或屠殺等事件，可以看到讓身體物

件化的例子，軀體在其他意志的驅動下，例如國族主義或是宗教信仰等，成為了

可以犠牲的物件。 

 

西蒙.韋伊（Simone Weil）在他那篇談論戰爭的雄文章〈伊利亞德或力

量之詩〉（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中點出，暴力令任參與者都

只淪為「物件」。27 

 

    在戰爭中所有的參與者好像都失去了人本來的價值，愛、友情、同理心、仁

慈、個性等都可以掩蓋，形塑出的大意義，被權力者操控的視為血肉物件，只是

完成目的之媒介，生命被簡單化也被視為是次要的。然而在這樣扭曲的意識教育

影響下，身體也變得工具化、物件化，身體脫離和靈魂連結的神聖性，進而能切

斷情感把其敵人當物件而進行殺戮。 

 

    身體「物件化」在藝術創作中會以突破原有身疆界的方式進行，因此破除身

體的完整性的藝術創作方向，也有許多的成果和許多人在進行。知名的現代主義

代表性的藝術家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在其立體派的時期，常將人的身

體作為解構和重組的對象，可以將非洲面具形像的臉孔，和白人女體組接在一起。

對於主體文化作解構性的批判。身體在這已經被畢卡索所解構為符號化，藉由並

置不同文化特徵的身體符號，來表現去除高低級的傳統價值觀。其最著名的作品

之一〈格爾尼卡〉（Guernica）（圖 18）描繪西班內戰的情景，以黑白的畫面分

割人、動物、空間，身體在其中呈現出不完整感，肢解的牛、馬和人，哭泣、驚

嚇、恐懼、無肋的面孔與神情，營造出詭譎、恐怖的視覺氛圍。突顯出戰爭的無

情和荒謬，是什麼樣的意識和權力，能將人們洗腦致不將人看為人，甚至不是生

命，而是如同物件般得以被肢解和破壞。 

                                                        
27 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陳耀成譯，台北市：麥田出版，200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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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畢卡索  1937〈格爾尼卡〉  油彩、畫布  349 x 776 cm 

 

    另外陳界仁是一位台灣蠻早期就在關注影像創作和社會議題等多樣性的藝

術家，以戰爭、痛覺、身體元素作創作的藝術家，陳界仁的〈魂魄亂暴〉（圖 19）

影像系列作品，視覺震撼非常的強，讓觀者第一眼就感覺到不舒服。有人評論他

的作品如同恐怖片一樣是限制級的，甚至有人覺得恐怖到無法感受及理解作品所

要表達的意念。然而這麼強烈的恐懼感來自於那些正在受痛、受苦的身體影像，

是否我們大腦讓我們在面對重大危機時，必須停止思考而逃開危險，所以部分的

觀者會選擇避開作品。這也是我覺得這系列作品有趣的地方，創作者在身體很直

接性的痛覺呈現中，將權力及觀看等問題，隱性的呈現在作品裡。 

 

 

圖 19   陳界仁  1998  

〈魂魄亂暴系列－連體魂〉  

 像紙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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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系列的第一件作品〈本生圖〉（圖 20）將中國清末的凌遲酷刑舊照片後製，

原本受苦的身體被接上了創作者自已的頭，並且後製這些影像，陳界仁：「當我

將原本就十分模糊的歴史影像，輸入電腦，並放大成巨大的尺寸後，這影像呈現

一種迷霧中的歴史遺跡般的地理感，一種不確定的影像在其中迴盪，一些失去五

官的臉孔，一些失去連接的肢體，只存氣味在其中遊走的殘像，然而他們是誰？

當我試著在這無邊際的影像幽靈上，依憑著想像，試圖描摹他們可能的面容時，

我的每一筆都像是在背叛他們原有的面孔，那樣描繪出的面孔，更像是我套在歴

史影像上的面具，一個可能帶著我自身印記的他者之臉。」28 

 

 
圖 20    陳界仁   1996   〈魂魄亂暴系列－本生圖〉  像紙輸出   

 

   創作者運用身體的影像，一個他者的身體，重新運用電繪的技法將自已融入

其中，是一種模擬的狀態，並非真實性的體驗酷刑，而是存於影像上的想像。石

瑞仁分析其作品：「陳界仁展出的影像作品就技術而言，是把傳統繪畫的素描知

能和影像拼接的電影科技作了機巧的結合。」29另外他也以道教的孽鏡台來比喻

陳界仁的作品，作品反映了社會、歴史與權力的多重問題。這也反映出創作者對

於自處環境的省思，他對於台灣的現狀以「無法移動」的身體來形容，台灣在全

                                                        
28 黃寶萍，《台灣美術大系，媒材篇：身體與行為藝術》，台北市：文建會，2003，頁 97。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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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處境下，他說：「很樂於當跨國企業和媒體所營造的消費世界的尾端接收

者，滿足做一個被支配者和參與者。我們所處的後殖民情境仍然是殖民的延伸，

它以文化、資本、科技和全球化形態等不同的方式持續掌控著，後殖民時代本身，

雖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一些思想對抗上的契機，但整體又是一個不可逆、

予矛盾的狀態。」30身體在直接觸發痛覺的共感聯結後，創作者以一種隱喻式的

方式，讓身體成為載體，可以容下權力問題、台灣政治、社會環境等議題，並且

提出「集體恍惚」的狀態來形容台灣政治的動盪。他的作品〈凌遲考〉讓筆者聯

想到中國神話故事中的哪吒，若身體這個載體，去除了父母親的給予後，留下來

的純粹靈魂會是什麼？台灣去除了所謂的殖民文化、文球化的強勢文化後，剩下

的文化是否真正純粹？成為一種無法運作國家機器的文化信仰，或許都是能讓我

們從作品中受虐而狂喜中的身體裡，去思考的問題。 

 

    陳界仁的作品以黑白的照片再製，去除顏色的黑白影像中，有著水墨黑白視

覺的親切感，這種手法也常在電影中見到，常用來表現過去時間與回憶。然而在

後製繪畫的過成中，藝術家也是以點的方式去結構出形象，以黑白灰來表現出空

間感受。黑白去除了原本應是血肉模糊的紅色調，這個黑白影像直接觸動我們的

視覺神經，不是用紅色的血肉來直接激起我們對於受傷的苦難身體，所帶出的共

感情緒，而是用一種有些抽離感的，好像和現實世界有些距離，是一種旁觀者的

角度在看待的他者身體痛苦的感受。我們可以從旁以表情、動作、行為等等觀看

受苦的、加害的、變形的種種身體。藝術家把身體當成能夠處理的物件，複製、

刪減、連接、重構等等，身體不再是神聖的完整體，打破了完整性後，觀者被直

接觸動的，是那無數不完整的身體，那個讓我們看了感到不適，因為在現實世界

中，動物身體的完整性被破壞後，帶來的就是生存危機與死亡。藝術家以這樣不

完整的身體對當時的時政提出看法，國家機器有如動物般，完整而封閉才能集體

運作，然而在拆解化分後，失去完整性所感受到的陣痛與狂喜中，如何思考下一

步？維持現狀、重構等等。身體在影像化後變成藝術家操作及表現其思考的承載

物，能牽動著我們的共感神經，但又能夠被理性的處理。 

                                                        
30黃寶萍，《台灣美術大系，媒材篇：身體與行為藝術》，台北市：文建會，2003，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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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的解構、肢解等破壞行為在筆者的繪畫創作中，也是蠻重要的程序。然

而作品中對於身體的解構並非強烈的去意指現實界身體的傷殘，非真實肉身的寫

實再現或攝影影像處理，而是比較趨向繪畫表現圖象上的處理，當然在畫面中觀

者可能從圖像辨視中發覺是肢體、不完整的身體時，會引發經驗性的連結，而聯

想到現實。圖像的處理會比較偏向繪畫自身的問題探討，拉開與現實的距離，是

無關或者說是離開再現的，圖像切斷現實連結後，會產生自身的可能性。如（圖

21、22、23）這是〈裊人系列〉在白色的部分是眾多肢解如雲的人體，去除現實

肉身的質感，以胡粉暈染的方式表現白透如煙的胡粉質感，身體在解構之後，還

原成身體的符號，不再只是對於現實血肉肢解的指涉，形成另一個狀態有了新的

可能性。可能是複雜、焦慮、不穩定的狀態，去反應現代人在資訊爆炸變動性甚

大的時代。解構在圖像上最激烈的應該是〈裊人 3〉，其中包涵了多樣性的圖像

在其中，似遠如空拍地圖，似近如肖像側臉，拉出單一時間和空間的圖像詮釋，

作品畫面不再是具同一性而有完整敍事性的，這個部分會在下個章節從圖像的演

變去作更完整性的探討。包括單一圖像到具時間性、多重性的影像演變，如何以

多元性的「象」打破單一敍事性的傳統作品中心論。 

 

 

圖 21   

黃柏維   

2015   

〈裊人 1〉   

膠彩、壓克力、麻布   

50 x 4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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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黃柏維  2015  〈裊人 2〉  膠彩、壓克力、麻布    55.5 x 55.5 cm 

 

 

圖 23  黃柏維  2015  〈裊人 3〉  膠彩、壓克力、麻布  50 x 4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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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媒材化的身體 

 

一． 身體藝術 

 

    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在其著作《認識媒體－人的

延伸》31中提出人藉由媒體、媒材來延伸自已的身體，例如車子是腳的延伸，衣

服是皮膚的延伸等，而這些媒介可以給人的器官、感官有放大、強化的作用。媒

介在藝術創作時在表現形式相當重要的，用什麼樣的媒材也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息

息相關。麥克魯漢也認為文藝復興能發展出透視法，也是因為當時印刷術的發明

進而改變人們的視覺而產生的，也就是說人所延伸的媒介也會相互影響而形成多

重感官的狀態。在這樣的媒介世界中，如同是人的義肢般的在人和世界之間，提

供了更多認識的可能性，然而這些義肢在現代主義的眼中，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形

式，滲入了文化、意識型態或國族主義等在其中。現代藝術也對媒材進行審視，

轉而走向探尋媒材自身的藝術表現。 

 

    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將身體視為客觀

的物件，人不再是神所衍生的而有自身

的意義。另一方面科學也是相當發達，

從主體更明確的分離開精神性的靈魂和

物質性的身體，所以物質有其原理原則

可以被處理，在藝用解剖學供獻極大的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將身體視為物件，去除了身體在當時既

定的神聖性和傳統道德倫理觀，解剖及

分析死者的身體。然而發展到現代主義

後，身體開始成為更激烈被解構、批判

                                                        
31麥克魯漢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認識媒體－人的延伸》，鄭明萱譯，台北：貓頭鷹出版

2006。 

 
圖 24  杜象  1924－1925  〈剃髮禮〉 

      行為藝術記錄於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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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另一方面藝術媒材的擴張，可以追朔到達達主義（Dada/Dadaism），杜

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 在 1917 年所作的《噴泉》作品，以小便斗

作為創作媒材，打開了現成物（readymade）在藝術創作上媒材使用的可能性，

演變出之後的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將這樣的可能性更為拓展，把身體也

可以視為一種物件，進而成為藝術表現的媒介。杜象也將自已頭上剃出星型圖讓

自身成為藝術品（圖 24）。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以身作則：身體行為藝術〉

（2015）的策展人維洛里歐.德候（Valerio Deho’）在其策展論述寫道：「身體

藝術（Body Art）一詞首次使用在 1969 年，用來命名維托.阿康奇（Vito Acconci）

及楊.威爾森（Jan Wilson）在紐約表演的類型。布魯斯.諾曼（Bruce Nauman）、

克里斯.波頓（Chirs Burden）則是提升到極為概念化層次，已經把身體做為一種

『表達材料』來使用。」
32
因此，身體在過去傳統觀念裡的完整性、單一性、同

一性概念已經被解構，在身體藝術的作品中，身體不再只是一個被再現對像，或

是從同一的概念中融入其他媒材作延伸的創作，開始有了新的可能性，各種的表

演性、隨機性的發展，甚至讓身體本身材料化的呈現。 

    然而這種表演性和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並不相同，在姚瑞中的《台灣

行為藝術檔案（1978－2004）》寫道：「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與我們所知

的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不盡相同，其中開發的『藝術自律性』與『身體觀』，

從西方美術史發展來看，存在著基本面的差異。」33他將行為藝術視為把藝術家

當作藝術觀念的「承載體」，而這個載體帶有表演性質公開呈現的特性，以試圖

打破過往藝術所定義之框架去表現，和表演藝術所要傳遞的本質不盡相同。他又

說：「行為藝術…往往有反敍事、無調性、重複性、過程性、隨機性、隱喻性及

在地性等特色。而其他周邊演出型式、技術、體制和技巧，也與表演藝術完全不

同，而慢慢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表演藝術的美學觀。」34表演性在身體藝術中，佔

了很重要的角色。 

 

                                                        
32 維洛里歐.德候 Valerio Deho’，〈藝術家身體〉，《以身作則：身體行為藝術》，高雄市：高雄市

立美術館，2015，頁 8。 
33 姚瑞中，《台灣行為藝術檔案（1987－2004）》，台北市：遠流，2005，頁 6。 
34 同上 

 



 42 

二． 他者身體的藝術表現 

 

     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中，能看到批判主流文化價值觀的現象，許多藝術家

都帶有「還原」的特徵，例如畢卡索意圖要回到兒童時期的狀態創作，克利（Paul 

Klee,1879-1940）要回到圖像形成意義之前充滿更多可能性的符號，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用潑潵、滴流去讓繪畫還原到顏料自身，而不是

服務形像的工具。而在這樣的思潮中，延續到當代，身體也逐漸要擺脫過往倫理、

道德等等的包袱，還原到自身的探討。這種還原的特質，在英國當代藝術家赫斯

特（Damie Hirst, 1965-）的作品中，也能明顯的感受出來。赫斯特有受到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影響，培根在其繪畫創作過程中，企圖避開大腦的

思考系統，所謂大腦系統也就是詮釋的方式，藉圖像去連結文化、社會等價值與

意義，看圖說故事的形式。而培根要避免這種陳腔爛調的方式，試圖去觸及和直

接震撼觀者身體的神經系統。這種具前膽性的觀點，需要對人的身體有一定程度

的理解，包括有醫學和科技的進步，才能分析出大腦和脊神經不同的感官和感覺。

然而赫斯特在其大量的動物標本作品中，有

的是直接泡在福馬林的作品，有的則是經由

精密的切割處理能看到身體的內部結構，有

的甚至是展示出從新鮮的屍體慢慢腐化、長

蛆到分解的過程。從觀者在直觀他者的身體

時，重新回到面對自身死亡的問題。他之後

更以人自身的身體為創作的素材，利用人的

頭骨鑲進白金與鑽石創作〈為了上帝的愛

（For the Love of God）〉（圖 25），不僅跨越

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將人的身體物件化後，

去除了神聖性、不可侵犯性。在東方有所謂

死者為大的觀念，大部分的文化對於死亡的

身體，都會給予尊重，而赫斯特則打破了這

樣的神聖性，把身體還原成物質，成為一個

 

圖 25 赫斯特  2007  〈為上帝的愛〉 

鉑金、鑽石、人類牙齒 

17.1 x 12.7x 1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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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而能拿來鑲鑽，去凸顯且呈現死亡的議題。 

 

    筆者的創作有一個系列也是蒐集生物的身體作為創作的媒材。在蒐集的過程

之中，各個生命體的軀體會有其特性，依據其特質進行材質之間的結合與重組。

如（圖 26）是用筆者在台中二十號倉庫駐村時所做的作品，因為是老倉庫，有

許多的蚊蟲在其中，影響生活品質，每天要打蚊子、踏蟑螂，雨天燈下會飛滿白

蟻，老鼠在屋內爬磚牆等，有天來到倉庫打開鐵門發現地上鋪滿了一層半透光薄

膜，近看才發現白蟻脫落成堆的翅膀。引發筆者思考能否成為創作的媒材，繪畫

材料自古發展以來，許多來自生物如牛皮膠、珊瑚末等。然而身體的媒材化，並

不是在指身體失去生命後，成為物件再製的工具化，而是某程度保有其軀體特質、

自身性的創作方式。〈日記〉是駐村期間將每日所蒐集、打到的蟲子以簡單的構

圖，用牛皮膠黏在宣紙上，一天一張集結裱貼在被拆除的宿舍老窗上。若是我們

用媒材所定義的給繪畫是指將顏料、色粉透過媒合劑固著在基底材上，通常以媒

合劑作為命名的焦點，如油彩、膠彩、壓克力彩等。因此若是顏料換上了昆蟲的

軀體，是否能拓展繪畫的可能性？以實驗的方式探討，（圖 27、28）也是以果蠅、

蚊子、白蟻翅膀等作為繪畫的媒材，以手印的符號作為圖像視覺，所創作出的複

合形態的作品。 

 

 

 

圖 26 

黃柏維 

2013 

〈日記〉 

複合媒材 

57 x 10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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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黃柏維  2015  〈合掌印〉  複合媒材  21x29cm、27x29cm x2 件 

 

    手印來自於佛教的經典符號，人們相信不同特殊的手印能帶來不同的能量。

筆者挪用此符號作為此系列作的主體。水墨所使用的墨，是由松木或其他物質燒

成煙，集結煙灰調膠製成墨條。運用生物的死亡成為繪畫的資源，是我們習以為

常的價值觀。人是萬物之靈，這樣的概念正當化了我們對於萬物的資源觀。我將

昆蟲的屍體，打死的蚊子及蒐集蟬殼、白蟻翅膀，藉由其不同色階的外殼幾丁質，

排列組成繪畫的效果。藉由手印脈絡為基礎，以打蚊子合掌的相似圖像，以屍體

的形象直接而不經轉化的呈現給觀者。讓圖像與意義之間互相消解其意義。試圖

解構人為主體去對應世界的主觀價值。 

 

    身體在切斷原有的意義性和聯結性後，形成一種符號般的存在，不在是固有

邏輯的思維，而展開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在現代主義的思潮影響下，作品還原到

自身，繪畫、身體藝術等也都走向媒材自身的發展，創作者也逐漸去除了自我中

心主義的表現，拉開媒材自身表現的可能。但這也可能形成新的問題，也就是物

質的過度放縱： 

圖 27  

黃柏維 

2013   

〈揮手印〉   

複合媒材   

32 x 5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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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繪畫變成一種災難。畫家不再以畫筆和畫架為工具。手解放了，並

且應用了棍子、海綿、破布和噴射器。畫家「瘋狂舞動」。35 

 

這是書中談及抽象繪畫後對於材質自身發展的情況，波拉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的行動繪畫開啟繪畫的另一走向。顏料自身的表現其可能性，滴流、

潑灑、噴發等，開拓新的繪畫模態，也使觀者能直接視覺接觸媒材自身。但德勒

茲認為這樣的繪畫帶有種暴力的方式，他說：「行動繪畫所有暴力的方式，棍、

刷子、掃帚、破布，甚至製榚點用的噴射器，全部爆發在一種繪畫－災難裡；這

回，感覺確實達到了，但卻處在一種無可救藥的混雜狀態。」36他形容這樣的繪

畫作品是「處在一種無可救虊的混雜狀態」。因此媒材自身過於極致的表現與發

聲，釋放出多樣的資訊會呈現雜亂無章的狀態，觀者可能也會有所失焦。而回到

運用他者的身體作為繪畫媒材的創作，會不會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他者身體在運

用上呈現的是死亡狀態，生物的死亡狀態一般是是無生機、殘敗、不乾淨、缺陷

等，世俗評價往往不好而盡而避開之。腐壞是屍體不可避免的問題，如果沒有把

防腐工作處理好而做作品的話，可能會造成衛生的問題，作品的保存性也會出問

題。若是媒材物質論將腐壞也是其自身的特性之一，在論述上得以成立，上述赫

斯特（Damie Hirst, 1965-）也作過讓牛頭自然腐壞的作品，長蛆、發霉、分解等，

作品每分每秒都處於不同的狀態，挑戰傳統藝術品固定而追求永恒想像的邏輯形

式。但這樣的形式會不會也是一種對物質的過度放縱？觀者如何選擇觀看的時間

性才能有效的接收創作者的思想？身體的物質性能否在藝術創作的範疇中真正

脫離資源或工具的角色？開創新的可能就必然產生新的問題和審視，需要再持續

的實驗創作及探討。 

 

 

 

 

 

                                                        
35 陳瑞文，《德勒茲與藝術理論》，台北市：五南，2018，頁 69。 
36 陳瑞文，《德勒茲與藝術理論》，台北市：五南，2018，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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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重組化的身體 

 

    當代藝術發展到實驗性與極致性，身體還原自身甚至是成為表現媒材，解構

性的創作模態在當今藝術也是相當重要的思考角度。然而在解構、破除整體的過

程中，會不會又面臨新的困境，類似上述物質的過度放縱等問題，如希利斯．米

勒所批評的「把某種統一完整的東西還原成支離破碎的片斷或部件。像孩子把父

親的手錶拆開成毫無用處的零件。」37的窘境。而解構之後是否能再重構？或是

有沒有重構的必要性？關於未知的未來走向，或許能回到原點重新審視後，再思

考發展的可能性。在拉崗（Jacques Lacan,1901-1981）的鏡像理論中，談及人們

在嬰兒時期第一次觀看鏡子時，對自已身體的感覺： 

 

觀看鏡子的小孩在嬰兒時期（6－18個月）就形成了對於自已的身體結構

的想象性圖像。他預見了一個身體的統一體，並把自已與他統一起來。38 

 

因為自已控制身體的能力有限，所以在看鏡中的自已時，會試圖的去整合自已動

作和想像性圖像，肢體之間是分散的，理想中的身體在想像與現實之間作統整，

帶有重組的一種特性，然而這樣的鏡像對比之後會轉向他人，從他人的對應之中，

建構自已的想像性圖像。拉崗說：「這是最初的經歷，人類從中獲得最初的經驗，

他看到自已，他反映自已，把自已當成他人，而不是他自已－這是人性的基本面，

它們構成它全部的想象生活。」
39
他認為人在現實的身體，會不斷的對應想像性

的身體，以達成精神的統一狀態，因此會產生很多想性的圖像，在自我的身體上

產生幻想並不斷的去想讓自已變成、達到想像的那像。精神分析的史祖佛洛依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也指出身體和自我的連結過程，自我並不是一開

始就是統一的，而是透過一些階段慢慢統合而成的。他說：「自我首先是肉體的，

它不僅僅是一種表面的存在，而且其本身就是表面的投影。」40也就是自我的形

成會經過現實身體的自我性行為轉化為自戀情結，再由自戀對應到他人。拉崗的

                                                        
37 楊大春，《德希達》，台北市：生智，1995，頁 155。 
38 格爾達.帕格爾，《拉康》，李朝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3。 
39 格爾達.帕格爾，《拉康》，李朝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4。 
40 格爾達.帕格爾，《拉康》，李朝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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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像理論中，理想自我會將鏡像裡的人當作再現的產物，認為自我是主人，但另

一方面又會在那個統一圖像上認為自已是僕人，也就是會把自已當作他人，想像

性圖像要達成的他人，同時也是對他人有所欲望的複雜心理。 

 

    拉崗：「鏡像階段是一部戲劇，其內在缺陷的矛盾在預想性的基礎上被跳過，

主體對富有吸引力的空間認同感抓住不放，想出種種幻象，這種幻象從對於身體

的支離破碎的圖像出發，最終形成我們可以稱之為具有矯形作用的完整形式，形

成一副甲，其僵硬的結構將決定主體整個心理的發展。從內在世界到周圍世界的

突破就成為永終止的自我考驗。」41因此內在的想像性圖像與現實的身體之間，

有著一定距離，現實的身體拉崗用支離破碎的慾望來形容，就像肢體、器官一樣，

不是完整的。因為不能全然的如自已所願的控制，只能局部性的控制。然而有這

種支離破碎感是因為幻想和想像造成的，現實身體和心理想像的身體圖像若是沒

有達成一定的心理平衡，把支離破碎的現實身體看成他人的時候，避免承認自已

的失敗或挫折，有可能就會有自殺和自殘的危險。因此我們的內在不斷的在自我

統合，把現實世界的不滿、挫折、失敗所產生的破碎感，再次的和心理的想像圖

像做調整，而再形成新的統合體。這個統合體拉崗稱為矯形的完整體，也就是包

裝出來的狀態，也非真正的統合。像一副盔甲般，抵擋下次現實的衝擊，若破碎

後再統合，統合出問題也就可能發生精神的病症。 

     

    想像性圖像的來源可能有父母教育、社會價值觀、文化、道德觀等。每個人

都因自身的成長經驗而有其不同的想像性圖像。筆者的作品中，可看到許多肢體、

器官等不完整的身體。以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筆者所創作的繪畫圖像，應該會有

蠻大的詮釋空間。身體的解構和重組的過程，每個器官、肢體好像獨立出來，先

切斷了與整體的連結，再重構成新的模態，筆者會以其他生物作為模擬的對象，

再構成新的一個整體。如（圖 29、30）將解構的手指、手、腳肢體，重新組構

成花的形態。 

 

                                                        
41 格爾達.帕格爾，《拉康》，李朝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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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狀態下，若以圖像分析來說，

以他者的形象作為模擬和統合的模組，

而模擬出來的肢體和肢體之間，並無現

實演化的統合過程，功能和相互作用間

是失衡或無效的， 所以它還是停留在想

像性的圖像。然而這樣的想像能根劇現

實也能脫離現實，甚至做更複雜、華麗

的組合如（圖 31）。這件作品是以天然漆

為媒介，以金屬箔、金屬粉、雲母粉等

媒材所完成，這些反光性強的媒材所呈

現的，已經不是原來身體的質感模擬，

身體是符號，組接成的花、草、石、盆

等，質感華麗而細緻，脫離現實而存在

於想像身體中。 

 

    另如（圖 32、33、34）泡剩菜的系

 

  圖 29  黃柏維   2015   〈指菊〉              圖 30  黃柏維   2015   〈苞拂〉 

      天然漆、木  12 x 12 cm                     天然漆、木  21 x 21 cm  

 

圖 31  黃柏維  2018  〈盆景圖〉 

天然漆、木  90 x 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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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解構身體後，手指、胸部、手、腳、頭、骷髏等分散的肢體，再次統合成一

個整體，只是這個整體不再是本來人的形象，而是剩菜的模樣。剩菜在人們眼裡，

應該是低價值甚至是廢棄物的東西，為什麼會以這樣的東西為模擬的對象，其實

是有意識的企圖去解構人們的價值體系。剩菜只要再泡進乾淨的水，以植物的生

長系統，儘管被裁切到只剩不好咬的部分，還是可以再次生長。德勒茲所提的植

物模型，筆者以本來屬於動物模型的人體解構之後，去模擬植物體，動物是無法

承受如此大體積的去除，但我們去除不要的植物剩菜可以，或許借此讓觀者轉換

角度思考。 

 

 

    當然這樣身體的解構重組也能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討，為何對於身體有如

此的肢解和重組，在精神分析的角度說明，肢體的斷裂可能代表內心對於現實的

事物有所失落、挫敗或不滿來解釋，轉而以另一種的想像來平衡自我的心理。然

而若都以精神分析來詮釋藝術作品，可能都會淪為心理問題或病徵，而忽視了藝

術的創造性和超越性。畫面中有女體的器官，也能從雄性的凝視或心理學所謂性

   

圖 32  黃柏維  2015  〈泡剩菜 1〉              圖 33  黃柏維  2015  〈泡剩菜 2〉 

膠彩、壓克力、麻布  21x19 cm                膠彩、壓克力、麻布  21x1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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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滿足或斷裂情節去解釋。但我個人覺得若是陷入這樣的角度思考作品，作品

會變成某某人因為現實、性的失落轉化為繪畫圖像，類似在藝術治療的自我療癒，

那作品就會被限制在一個框架，也就是「我」本身的框架。不能否定創作時的心

理和感受，圖像的引發或呈現一定會從自已的心理產出，因為是人也無法避免上

述的鏡像建立的對應現實系統、性在社會壓抑的問題、現實與想像的落差所造成

對自身失落的精神問題、對於死亡的焦慮等等，但如果都以此來詮釋作品的話，

那作品只是我的延伸，還是在我思的範疇中。如何超越我思的角度而將作品推向

藝術的層次，從藝術學的角度，理性的去分析和推衍形像、圖像及現代主義後的

藝術觀念，如何對應古典時期而反應現代人的當下狀態。這個部分會在下一章從

形象開始有更深入的探討。 

 

 

  圖 34  黃柏維  2015  〈泡剩菜 3〉   膠彩、壓克力、麻布  30 x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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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形象的流變與退隱 

 

    上一章的圖像的討論，從具象的指涉性到形象的複合性與自由度， 在這個

章節則是探討形象自身的能耐，以及繪畫的發展過程中，能否藉由形象超越圖像

之外的可能性，而這種超越必需建立在相對傳統繪畫的圖像基礎上，也就是在了

解圖像的限制後，才能再進行在限制之外的探討。在古典時期的繪畫中，圖像是

於一種被動的狀態，是被使用的工具，如同顏料油彩一般，所有的媒材、圖像皆

是圍繞著創作者中心的理念而產生意義。圖像和對象物之間並沒有溝通，如前文

提到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1998）所批判再現與對象物的相似性，並沒

有所謂的相似性，因為傳統古典繪畫的圖像是單向的具象，並不能和對象物產生

雙向的作用。而這種單一、同一性的具象是平滑的，它是權力中心者所支配的工

具，所以具象反映的無關對象物，而是中心者的理念。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其著作《美學》說：「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他將藝術視為一種表達方式，藝術是純粹主體也就是藝術家所自治的世界，因此

理念至上，藝術為表達的工具。藝術家成為了中心者，但真正背後的中心，或許

是神學、國家、種族主義等，藝術為宗教、國族、貴族等服務。 

 

    理性主義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所說的：「我思，故我

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句經典名言顯示了我們的知識和思想體系是如何

建構而產生的。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將我能感知、經驗以及設想推衍的世界分析

之產生編碼化之後，建構出一個知識系統和體制，以便自己在裡面舒服的活著，

有活著的存在感。然而如何涉及「我思」以外的部分？真實的世界是否能被思考？

如何定義那些我們無法感知的事物的存在，還是只是停在現象學的詮譯框架中。

十九世紀所發展出的藝術詮釋學，是以黑格爾為典範，「詮釋」是一種翻譯，在

現實世界和理解的世界之間，會有所差距，十七世紀的宗教攺革後，宗教的教意

不再是高高在上不變的真理，而產生自我解釋的空間，巴洛克藝術的皺折與複雜

化就是回應了這個狀態。然而詮釋就涉及了「理解」和「解釋」，就會牽涉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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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文字的應用技巧與技術，因此會形成一個結構體。在「我思」這樣架構出來

的詮譯體系，是由某個中心出發，背後有權力在操控。如何離開既有的框架、逃

離開同一的中心、脫離習慣性的思考模式？有一個方式就是流變，。就如同生物

需要基因突變來讓自已能在險惡的環境中，演化自已的基因產生變數和變異，而

讓物種存活下來的可能性提高。談到人文學科上的流變案例，最經典的末過於文

學界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小說《變形記》了。牽涉到一個最基

本的問題是，為何流變？藉由流變的方式去除掉「我思」中的「我」。在卡夫卡

的作品裡，從小說裡生動的描述著現代生活中，生為人的無奈和無形背負著文明

社會體制的包袱。 

 

一貫的早起使他忘了人是需要充足睡眠的。「我的上帝阿！」他想，我怎

麼偏偏就幹這一行呢？整天在外奔波，安排火車、找旅館和不定時的飲食，

讓人苦不堪言。有的只是泛泛之交，即使相識也從未有過一個知己… 42 

    在這樣日復一日，看似民主自由的生活，真相則是在文化體制的控制之下無

法逃離，現代人們之間的冷莫感，親情、工作、生活等現實壓力下，流變的想像

成為精神的出口、逃逸現實世界的一種方式。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 1788

－1860）也說創作的歷程中會產上求贖，而創作的本身就是逃逸。在現實世界的

生活裡，體制和生命限制的無可奈何，在流變的過程中，形象的變異產生新的空

間，既非本體也非他者，不可辨識也無法認識。就如同創作一般，從本體轉換或

延伸出另一個樣態，好像出於現實，又好像和現實無關。卡夫卡的作品訴求是自

由，從社會體制、文明、文化中解放，親情的關係和人際情感間的拉扯、社會的

制約與權力的操控等，並不能侷限住人對於自由的追求。而《變形記》的最後，

原本是支撐一家經濟的男子變成蟲後因無法適應在社會和人造的空間中存活而

死亡。逃逸不一定會有好的下場，自由是需要有代價的。而他死後原本依賴著他

的父母和妹妹，也都找尋到自已生命的出路和方向，也證明了沒有非誰不可，生

命是獨立的個體。 

                                                        
42
 卡夫卡，《變形記》，吳麗英譯，北京：學苑音像出版社，200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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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作品裡的逃逸中，是對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大同世界的恐懼，為逃離只

能用共同語言而非自身言的現實世界，以反歷史宰制的、爭取自由的態度回擊或

回應。東方關於形體變幻也有相似的作品，但是以完全不同角度作為出發點。何

以跨出自身之外而去和對象物產生關聯性，莊子的物我兩忘常是被用來談跨越的

問題，人和物之間的界線模糊化，產生交融共通的感覺，物我合一成為一直以來

人們對於最高境界的想像。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

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此之謂物化。43 

    莊子在作品《齊物論》中，以萬物皆平等的觀念出發，而人並非最特別的物

種，沒有所謂高低級的分別。因此在莊周夢蝶這段中，人與昆蟲能相互連結，分

不出到底是誰夢見誰。而這裡講到了物化，物化的概念自古以來，眾說紛云，宋

人林希逸(1193-1271)言:「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 萬物變化之理也。」44這裡對物

化的解釋偏於一種自然變化的感覺，帶有種物我同化的解釋。相似於傅佩榮（1950

－）的說法:「『物化』是指物我同化為一，亦即明白死生變之理，而不再有任

何執著。」45也就是指萬物皆難逃一死或消亡，所以在這個基準點上，物我是同

一的。但有人也不全然認同這樣的說法，范壽康(1896-1983)先生指出:「所謂生

死 也是物化的一種，由生變死是與蝶變周一樣，這是無所用其悲哀與恐懼的。 」

46認為生死是萬物的共同特質外，是以我出發去看萬物的，以我為基準去對應出

對象一樣的特質。但要真正的物我同一需把主體意識去除掉，沒有主體就不會有

情緒性的反應，我悲哀、我恐懼等的問題，或許才能中性的融為一體。 

 

    莊子又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43 陸永品，《莊子通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頁 56。 
44 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校注》，周啟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45。 
45 傅佩榮，《傅佩榮 解讀莊子》，臺北市：立緒文化，2002，頁 50。 

46 范壽康，《中國哲學史綱要》，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1964，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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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均。天均者, 天倪也。」47指出萬物都像種子一樣，可以轉換不同的形體，原

子如同積本般能多樣化的組合而產生不一樣的形態，開始和結束如同圓圈循環一

般，不能知道其中的奧秘，變幻無常的現象。而我們知道科學家對於生命的起源

有幾種說法，大多指像大霹靂，一個爆炸式的碰撞展開。對應到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演化論，我們和其他生物的親近，是經演化而轉

變的，從生命中的變數、基因突變而形成物競天擇的說法，回溯其源頭，指像共

同的祖先為藍綠藻。而這離我們幾萬年前的回歸，能解釋所謂萬物同源的說法，

但在長年演化過程中，我們知道不同物種的基因序列已經天差地遠，要互相組接

跨越已不容易，會相互排斥。除非是現代前述的基因工程學若能解開基因序列的

密碼，才能互相結合。 

    有趣的是在莊子的思維中，能夠流變或跨越是出於同一性，因為同源所以可

以相互轉化，最終能達到無我的境界，而世上或許就沒有紛爭和搶資源、戰爭等

問題。這一層的想像是浪漫的，要回到不知幾世紀的前世，還可能是藍綠藻時而

和萬物互通，或是期望在未來基果解碼後的與萬物基因互相編排而跨越既定的身

體界線，這種趨向同一性而流變共通的可能性，可用「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

見山又是山。」來作一種想像式的詮釋。然而對應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的懼怕同

一而產生流變，完全是不同的出發點，在不同時代的背景之下，求同與求異的轉

折中連結出相似的交會點。 

    圖像反映著人的思考以及文化和時代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下，雖說當今網

路資訊發達，在全球各個地方的圖像都能有更多元的交流，是全球化的時代。媒

材、技術也扁平化和平行化，許多圖像和製作過程都能互相混搭、融合並且簡易

化。然而對於圖像的探討與研究，會從不同的角度和面向，去對應自己創作時發

展出的圖像。因為創作模態的需求，以及在創作過程的提問，會藉由其他藝術家

或是美學理論作為參照，對應出自己對圖像的思考，以及如何使之在作品上產生

作用。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慢慢形構出創作脈落的樣態。上個章節談圖像的呈現、

                                                        
47 莊子，《寓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uangzi/metaphorical-language/zh ，（29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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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和承載、指涉等問題大多指的是具像的部分，這個章節則是以形象為主作延

展性的探討，形象跨越上章所提具像的框架。從符碼化的操做，以具像突破另一

具像系統的限制，而流變為形象；或者以多重疊影使具像辨識無效化；以及如何

超越再現性的繪畫，解構具像而讓形象相互對應，形成有時間感的影像畫面。經

由這樣對於繪畫中圖像的思考方式去延展出關於筆者的作品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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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擬像與符號化身體 

 

像（image）它是基本現實的反映；它遮蔽並顛倒了基本現實，它遮蔽了

基本現實的「不在場」；它與任何現實都沒有關係，它純粹是自身的「擬

像」。48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在其著作《象徵交換與死亡》
49
中對於

影像提出了一個擬像（simulation）的看法，在這個符碼化的世界中，他指出擬

像有四個階段，第一是符碼化（coding）的過程，是將一個實物單元化的過程，

以便於歸納。第二個階段則是還原、重構，此階段的符碼再度重構、簡化，開始

掩蓋了所指涉的實物，自實物中抽離出來。第三個階段是消滅原件，也就是符碼

和實體完全分離，感觀活動、思維活動都被消解了，無法看到物的自身，而符碼

可以隨製造者任意的調整。第四階段則是超實體（Hyper-real），是指比真實還要

實體，一個過度的實體，如一種程式，把所有東西結合在一起，以一種符碼的形

式，數位形式，不是重複的拷貝，而是一種最小的模組化。 

 

    現實是沒有辦法再次呈現的，時間、空間的分子結構每分每秒都在變化，擬

像是重新的模擬，而不是再次呈現過去。這樣的符碼化，能將現實消解，只取所

需的部分加以變造，形成奇特的狀態。在藝術創作中，不妨看到許多如此的例子，

將身體符號化之後，可以隨意的變形及組接。從生物學的角度，當動物嫁接或更

換另一動物的器官時，身體的同一性會被破壞，身體對於新植入的器官會產生排

斥，不論多親近的血緣關係，多少都還是會產生排斥，動物生命的獨立個體性是

很強烈的。因此當我們再看到組接的動物形態時，內心會產生莫名的恐懼和不安，

文藝復興早期的畫家－波希（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看到了這點。在其

作品〈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圖 35）是幅三連畫的作品，

分別由左到右為：天堂、人間、地獄，作品內有許多怪異的造形與組合，在人間

的部分許多是穿戴式的拼接，人們穿著植物、果實甚至是動物等，像在舉辦大型

                                                        
48 季桂保，《布希亞》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15。 
49 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象徵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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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狂歡會，大部分的人皆是裸身，呈現享樂的氛圍。地獄的部分則出現了人

和動物的組接（圖 36），鳥頭人身呈現藍色並吃著人、蛤蟆頭人身頭戴似婚紗

的東西，吐著玫瑰莖般帶刺的舌頭…等，畫面裡充斥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奇特組合，

而這種組合也讓觀者產生不安的視覺感受。雖說此作品是為宗教目的而創作的幅

三連作品，以便攜帶在外進形宗教儀式，但裡面的圖像相當豐富具想像力，成為

這類組接動植物與人體圖像的經典作品。 

 

    在波希的畫中，他組接了動物、植物、人體等，將不同生命體組接成一個怪

異的狀態，他分了天堂、人間和地獄三個區塊，因此說明他結合這些圖像，還是

背後有一個宗教的意圖性。可以看到地獄的局部圖中，右下角有個載修女頭巾的

豬抱著男人，詭異弘帶有諷刺的意味。波希結合這些圖像時，藝術史家推斷他有

受一些宗教插圖影響，裡頭有許多惡魔形象，將不同的物種和人結合起來，會造

成不適和恐怖感。波希將人和其他生命體的形象符號化，變成可任意組接的零件，

去依他的目的組成畫面，雖然今天的我們看這些圖像時，時間久了已經斷裂了他

原本組接的意義，以謎樣的空間來看待，但當時他應該有其組接的道理和意圖。

而這樣的意圖性，其是也是在感動模式的邏輯中創作，是要去營造某種恐懼感，

以達到宗教的目的，雖然有眾多物種和豐富的元素在畫面中，但其時他還是有同

一的想像，單一敍事體的方式指向同一而完整的世界想像。而這和後現代主義的

解構性思維的拼組是不同的，解構的本質是反同一性，是多元且眾聲喧嘩的形態，

因此看似同樣的組接手法，但動機並不相同，一個是用多樣的語言在敍事一個完

整的事件，但另一個則是用不同的語言相互碰撞瓦解彼此本身的脈絡，形成多重

敍事或根本就反敍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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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波希  1503-1504〈人間樂園〉 木板、油彩  220 x 389 cm   

 

 

圖 36  波希  〈人間樂園〉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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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種將身體符號化

的作品，在現代也相當的多，

特別在卡漫世代這種幻想性

的圖像也充斥在動漫、電影

之間，像蜘蛛人、蟻人、像

天使有鳥翅膀的人（圖

37）…等。在電腦動畫和特

效工業發達的今天，這些合

成的圖像在動態電影影像中

更趨向真實，也改變現代人的視覺經驗。因此這種身體組接的圖像開始形成一種

語言，並非全然像傳統給人恐怖、不舒服的排斥感。當今科技進步，基因工程學

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複製羊、在白老鼠身上培養出人的耳朵、在豬體內培養

人的心臟等器官…等，在未來人和動物間的界線可能在基因工程的解碼下，模糊

化。因此人們對於這樣的圖像漸漸習以常，甚至改變過去毁滅性、排斥性的恐怖

感，反而是感覺與自然連結，回應之前所提的「親生物性」，是一種新奇感和延

伸的感受。 

 

     這樣的視覺親近性也反應在現今的年輕

創作者，而且並非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化的。

許多年輕創作者會用這樣的手法進行創作，在

藝術博覽會中，常會看到此類的作品，算是蠻

流行的圖像視覺。如（圖 38）這是西班牙的

年輕創作者 Elisa Ancori 的作品，生於 1900

年的她，是位新世代的女性創作者，擅長結合

人體與水生生物，常以水母、魚、水藻、海葵

等去組接女體，在柔性弧度間企圖找尋柔合、

唯美的形態表現，探索人和自然的關係。她的

圖像呈現一種溫合、輕鬆感，相對於波希的作

 

圖 37  電影〈X 戰警〉片段中截圖 

 

 

圖38  Elisa Ancori 2015〈戀愛關係〉 

紙、鉛筆、水彩 100 x 70cm x 2件     

 

 

https://www.facebook.com/ElisaAncori/?hc_ref=ARS7h8jJAbWWYh4gb98iX9V03-1XNWVO80wtnc_nHMCFSf-BKFkQxe2EV3mzFEBIBh0&fre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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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波希的組接圖像給人一種莫名的不安與詭異感，而 Elisa Ancori 相較下輕盈

許多，或許和時代氛圍與科技進步下的視覺經驗改變有關。像 Elisa Ancori 這樣

將人與動物或生物作結合的創作者在台灣或世界上並不少見，尤其在插畫界。然

而在今天繪畫藝術和插畫的疆界已經模糊，環境議題也正熱門的時代，使得這類

型的作品並不陌生，甚至在廣告看板等也能看到相似的圖像。 

 

    當虛擬影像充斥的現今，虛擬的概念已滲透於我們的生活中。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在其著作《差異與重複》中提到：「虛擬之現代化永遠是

透過差異、分岐或區分而發生。…現時化、區分在此意義下永遠是一種真正的創

造。」50虛擬影像是有別於傳統圖像的創作

模式，傳統的創造是以主體為出發點的延伸，

和虛擬的經由電腦演算數據所產出的，是相

對不同的。傳統趨向「我思」的同一性展開，

而虛擬則是多元化的運算所產出，如先前布

西亞提的擬像，是經由許多不同領域下去演

算出數據而類比模擬出最貼近現實的影像，

搭配先進的媒介，最後能讓人有超越真實感

受的，稱為超真實。它也改變了人認識世界

的經驗。 

 

    符號化身體，讓異質的圖像並置連結已

經不僅是存在於想像的笵疇，在基因工程學

已有實踐的可能性，所以圖像上的語彙也會

隨時代有所變異。然而筆者早期的創作也試

圖並置人體和昆蟲軀體的圖像，符號化身體

的創作模態也進行了一陣子，但後來感覺這

樣的異質性並置圖像說明性和敍述性非常

                                                        
50
 陳瑞文，〈德勒茲創造理論的非人稱與非人稱性〉，《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台北市：國立政

治大學，2011，頁 15。  

 

圖 39 黃柏維 2015〈微刺〉  

      膠彩、壓克力、麻布  50x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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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觀者在圖像中會依尋差異和異質間的敍事

性，或者因為現代電影、動漫的視覺與情節影

響下，圖像容易帶領觀者進入看圖說故事的套

路中。因此我改變了異質的部分，符號化身體

中只有人的符號，我將人體進行解構之後，用

這些符號去模擬其他的生物，產生擬態系列

（圖 39、40）。這樣的轉化對我來說或許是一

種較為積極主動性的圖像顯現，異質並置結合

的圖像相對處於一種被動狀態，兩者被組接、

被融合，被動式的顯示著主體和他者之間的關

係。而擬態的圖像則是較主體主動式的流變，

焦點會稍微離開敍事性而回到流變的問題

上。 

 

    以人體進行解構並非是對人自身的否定。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曾

說：「哲學上的建構必須是分解，這並不是對

傳統的否定，或是把它指責為一無是處，完全

相反，它正意指對於傳統的積極作用。」分解

是一種帶有批判性的步驟，對於傳統之運用分

解的技術引出新的可能性或新想法的源泉。然而在對人體的分解過程中，我某程

度避開了現實的人體，而是從傳統繪畫圖像所建構中的人體圖像進行分解。從東

方對於人物畫或佛像畫的表現脈絡中，一種線性、平面性的思維裡著手，這些經

由文化累積對人體線條弧度的美感經驗整合，在分解之後的重組過程中，圖像會

產生一種既莫生又熟悉的樣態。找尋這個「像」是否有突破性的可能，介於人體

和他者的中間，對應克利的灰點，一種在白色和黑色之間，建構之後又還未達到

敍事性的中間。這樣的中間是脫離再現、體制和圖像辨識系統脈絡的，而且會有

種未知隱藏性的神秘感。畫面裡充滿血肉、骨骼、肢體，都是人的片段，也都不

 

圖 40 黃柏維 2015〈微顫〉  

      膠彩、壓克力、麻布  50x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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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整的人，不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全人，那種身為人的自信與不斷超越自身限制

到神的地位。被分解的文化和國家認同，我們是台灣人、中國人、美國人、日本

人，重組的角色認同，片面拼接的文化混搭，好像是這樣又好像是那樣，但堅決

宣稱自已是擁有主體性的矛盾。在非同一的事實中不斷找尋或硬套出同一的想

像。 

 

    符號化身體是以身體為基礎再進行轉化，身體因符號化後擺脫一定的現實程

度而產生更大的自由度，可以進行流變和變形的材料。在德勒茲談培根的繪畫作

品時，也有談到身體流變和變形的問題： 

 

身體，是感覺形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感覺形象的材料。我們尤其不應

該把形象的材料和位於另一邊的具有空間構成性的物質性結構混淆在一

起。身體是感覺形象，而不是結構。51 

 

    身體在這裡培根將之解構及還原，身體變成是形象的材料，不是現實結構性

的生命體，或是承載文明的人體。它是能夠有流動性的，形象這個給觀者從視覺

經驗有所感覺的引發點，來自於身體，能夠流變和還原到動物性的狀態，把現實

的臉部形象鬆開，重新建構和找尋出頭部。臉是可辨識性的，代表著具象的意指

性，梵谷肖像畫中的梵谷象，是具像的，具像就有具體的意指性，它承載了梵谷

的人生及以他為中心所延展出的意義。相對於頭部的形象，是沒有特定指涉性的，

因此形象的空間自由度會變大。進而這個出於身體的形象能流變成另一個奇特的

形象，身體在這變成了複合詞，成為一種非特定意指或固定不變的狀態，能夠多

元解釋或像謎一般的文本，不是趨向同一或指向單一性的意義。 

 

    筆者作品中的身體形像是和現實斷裂的，沒有特定的人類文明意指性、辨識

性或者現實生命體的結構性。是一個中性的形像，消解情緒、表情等能牽動觀者

感動模式的元素，回歸到一種低限的聯結，身體才能變成材料而進行流變和擬態

                                                        
51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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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這流變過程中，身體和擬態的對象之間，會產生許多變化和效應。亞陶

(Antonin Artaud, 1896 - 1948)寫的無器官身體，以胚胎學說明當受精卵在進行細

胞分裂的時期，各個細胞都還未成行確立為什麼器官之前，分裂到一定狀態後如

同爆炸一般的在那個瞬間，形成生命。在形體、器官等形成之前，圖像在敍事性

之前，是有一定的由度和可能性的。相對於西方逃逸同一性的流變身體，東方則

是探究本質同一性的平行變幻，兩者看似皆是變形但差異性極大，然而這也反應

出東西方不同的家庭觀念，西方走向個人主義，卡夫上文學中也反映對家庭的逃

逸，生命不是父母的延伸，而是自我完成的意義。活在東方世界的我們，家庭連

結性相對是強烈許多的，相互妥協達成同一的狀態。因此我的形像看似變幻多端，

然而全都是人體去產出來的（圖 41），有許多變異的可能性和延伸性，但隱藏其

中的還是帶有同一性的人，也回應了我們是無法全然客觀的看待事物，而多是以

自身經驗出發，以同理的方式進行去除自己的觀點，而達到無我的境界。 

 

 

 

 

 

 

 

圖 41 

黃柏維 

2015 

〈軀體寄居〉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 x 100 cm 

 

 

    符號化的藝術並置、切換的手法，並不是當代才有的，早在日本傳統浮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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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可以看到類似的手法的「見立」，浮世繪興起於日本的江戶時代（1603－

1886），見立繪則是一種大眾文化和高級文化之間的模擬遊戲，： 

 

「見立」一詞的辭義相當於中文的「擬」字，具有「模擬」、「模仿」之意，

在英文中則為「parody」之意，除了模仿以外更具有諷刺的意味。浮世繪

中運用此一「見立」手法表現的畫便稱作「見立繪」。52 

 

這種手法不只用在繪畫，也可以用在文學、詩歌、歷史故事等，把經典文學的作

品改成一般平民的常用語，在一般我們生活的笑話中，也會用諧音去解構過去留

下來的東西。浮世繪則是用這樣的方法，創作出許多有趣的作品，如（圖 42）

是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所磚畫，這是其拓本，畫上面畫了七位中國魏晉南北朝時

受老莊思想影響的七位隱士，各有其放蕩不羈、風流倜黨的事蹟故事，清流而避

開俗世的羈絆，是賢人雅士的模範。而（圖 43）則是鈴木春信畫的《見立竹林

七賢》，他換置和模擬了竹林七賢的內容，把男人換作女人，後面有竹林，女人

手上也是拿著風雅之物，原本清高不俗的竹林七賢變換成俗世的美人畫。男女之

間在日本的社會結構下，地位是不平等的，這也帶有將高低級反置的手法和幽默，

將主題和經典符號化之後，解構他的高級價值，可以任意的更換其他符號，去組

構出另一面向、親民帶有諷刺、幽默的作品。 

 

                                                        
52 劉梅琴，《藝術思維的現代詮釋》，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頁 59 

圖 42    

未知  南朝（420－589）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 

磚畫拓本   

88 x 240 cm x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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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種見立的手法，在西方美術史也能看到類似的手法，如馬奈（Edouard 

Mane，1832－1883）的名作奧林匹亞（Olympia）(圖 44)，馬奈以傳統維那斯女

神的側躺案例來構圖，他將希臘女神維納斯換置妓女，䏜侍的人員也從白人變成

是黑人，馬奈完全打破了傳統繪畫的高級價值觀，不是女神不能裸露身體，黑人

是被歧視的、不能入畫的。東西方有所交流，經濟貿易外也會影響到藝術觀點，

因此會有類似的手法和觀念。 

     

    除了題材上的換置，另外也有從形象上作模擬的趣味作品，（圖 45、46）

是浮世繪畫家歌川國芳（1797－1861）的作品，乍看之下像是一個半身的人像，

圖 43 

鈴木春信 

江戶時代，18 世紀 

〈見立竹林七賢人〉 

橫大判 紅褶繪 

圖 44 

馬奈 

1863 

〈奧林匹亞〉 

油彩、畫布 

130 x 1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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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細看進去，發現很多人體在其中，是由許多的人體聚集起來模擬一個大型圖

像的臉和手。這個手法相當的有趣，他打破我們慣性的視覺方式與圖像的認知，

人臉是用小人體去組織而成，人臉和人體也都符號化了，可以任意的調動、組合。

這像的繪畫會帶給觀者在視覺上尋找人體圖像的樂趣，打破傳統單一圖像的方式，

繪畫也有這樣多元、有樂趣。浮世繪也對應當時有高級價值的日本畫，題材和內

容都相對自由、活潑、幽默許多。 

   

圖 45   歌川國芳                             圖 46   歌川國芳   

弘化四年-嘉永五年（1847－1852）            弘化四年-嘉永五年（1847－1852） 

〈人をばかにした人だ〉                    〈みかけはこわいがとんだいいひとだ〉 

大判、版元                                 大判、版元 

 

    筆者的作品中，也有如「見立」般的手法，模擬並解構原來的體系，切換另

一個角度去重構出新的可能性。如（圖 47）貓與蝴蝶諧音為耄耋，在中國傳統

圖像中的符號代表祝壽之意，以金箔以剪紙的視覺方式呈現，看似背景但有以人

體模擬蝴蝶的顛倒圖像，下方有人體去模擬貓頭頂俯瞰的角度，裡面有一朵牡丹

花，牡丹在中國也有富貴的象徵。花也是人體去堆疊模擬出來的，同時也像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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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因此在看似象徵吉祥的圖像中，皆是人的肢體所構成，肢體在圖像是不完整

不吉祥的，但也因為這樣的解構才能完成新型態的模擬。在圖像中隱藏其他的訊

息，也就是「見立」所切換過程中拉出的空間，看似吉祥又不是吉祥，牡丹好像

火燒島一般，繁華聳立骨骼高樓，多重的敘事能破除單一詮釋的角度。 

 

圖 47  黃柏維  2018〈耄耋於牡丹島〉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 x 100 cm 

 

    另外是作品〈福䘵壽〉（圖 48）傳統彩繪在台灣廟宇文化中，常以同音字

的諧音去表現喜氣、吉祥，例如蝙蝠象徵福氣、鹿和䘵是諧音、花瓶是指平安等

等，因此有許多我們習以為常見到的符號，如密碼一般都有所吉祥的指涉。我以

相同的邏輯，將三種昆蟲取其吉祥諧音：蜉蝣－福遊、鹿花金龜－䘵花金歸、瘦

蜂－壽豐，模擬福、䘵、壽三神駕鶴的形式，以傳統彩繪的色彩、造形、貼金箔

等表現方式，以人體解構再重新模擬出來。作品看似相像於傳統彩繪的形式，但

其中並置小蟲和大神，以肢體弧度去模擬花草卷雲，試圖消弭其高低級價值的關

係，小昆蟲替換了原來傳統圖像的福星、䘵星、壽星三位星君，以新的可能性來

詮釋福、祿、壽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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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黃柏維  2019 〈福䘵壽〉 桐油彩、金箔、木板  30 x 90 cm 

 

    符號化後，不管是身體或是神話、宗教等，都解構其完整性和本來高級價值

的脈絡，皆成為可以互相轉換的符號。而符號在互相切換、組接、並置的過程中，

除了解構本來的脈絡外，也幫這個脈絡拉出其他的可能性，當今的藝術表現也常

見到這樣的表現方式，僅管常會見到叛經逆道、甚至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手法，都

能讓我們重新的審視本來既有的價值體系，是不是太過相信或者是被權力者所教

育植入的固著想法，如何回歸到一個自由、自然的人，或許和回歸到符號一樣，

去掉許多附加的、教化人心的、高級價值的片面性想像，才能離開原有的安全區

和束縛，創造出其他的可能，然而這些可能不是既定高級價值觀所認可的，所以

可能帶有相對的不確定、不安、沒意義的感覺，那也是開創者所必需面對的處境。

創造是要面對許多失敗的可能性，如何解決問題更進一步，也是創作者需要面對

和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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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超越圖像後的影像 

 

超越再現（也就是超越既是說明性的事物也是描述性的事物）的方式有兩

種：朝向抽象的形式，或朝向感覺形象。塞尚（Cézanne）為這條感覺形

象的路徑，取了一個簡單的名稱：感官感覺（sensation）。感覺形象，這

是和感官感覺有關的感覺形式（frome sensible）：它立即地在性質上屬於

肉體的神經系統上作用。
53
 

 

   德勒茲在論培根時，重要的觀念就是感官感覺的邏輯。之所以要強調感官感

覺，就是要解構掉再現具象的敍事性，繪畫的觀看需要避開大腦思考的控制系統，

而直接性的觸及神經系統。敍事性是古典繪畫的特徵，運用再現的技術，畫面具

象且平整，使觀者容易進入閱讀的敍事性。關於再現的批判，現代繪畫之父塞尚

（Paul Cézanne 1839－1906）提出感官感覺，對於關於藝術自身進行提問，以一

種後設性檢視的角度去看藝術，藝術是否還有再現敍事功能性以外的可能性？這

個觀點是符合現代性思維的。塞尚以攻擊藝術本質，攻擊油彩、透視觀念以及藝

術的根本性的問題，並非是用藝術去攻擊什麼，是用攻擊自身來表達自身。繪畫

不該只是再現對象物，或被用來作什麼的工具論，如古典繪畫的材質和再現形象

皆是為服務同一性的理念。繪畫有其自身的問題，如何用二維的平面媒材去表達

三維的複雜性空間？塞尚運用畫地圖的球體、圓柱、圓椎去作探索而非再現的手

法。因此藝術、繪畫逐漸脫離再現或服務形象的工具論，開始延展出自身的可能

性。 

 

     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的作品也是追求還原的現代性以避開再現，

從兒童繪畫以及簡單的符號作為創作的元素，因而引來幼稚病的批評。在《現代

藝術理論》中克利為自已辯解：「有關我的繪畫之中的幼稚病的無稽之談想必是

因為那些線繪的作品，在其中，我試圖將對客體的觀念──比如說一個人──與

運用線性元素所進行的純再現結合起來。如果我想要如實地表現這人，那我本應

                                                        
53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47。 

 



 70 

該採用一團令人狂亂的線條。其結果不會是一種由基本要所構成的純粹再現，而

只能是一團人們無法辨識的塗鴉。」54指出再現的具象繪畫才是落伍的，克利的

作品帶有種未完成感，並不是沒有畫完，而是在形象上的敍事性完整前，將形象

抽像化，是非意義化的。因此形象能擺脫敍事性，無時間限制的，並在空間之間

任意的梭，如同有行的流動體。提出了「灰點」的創作觀念，在混沌的世界之中，

需要如數學概念的點來定位出位置，這個點是數學的抽像思維的點，而不是畫中

的點或是圖像有所意指性的點。灰則是指非白非黑，是一種中間的維度，還未被

定義的狀態。灰點就是用來打破媒材的工具性，讓媒材本身成為探尋的對象，成

為一個對應點，在混沌分子化交錯的世界中，再去對應其他的點。這個論點說明

了媒材自身的可能性，已經不再只是服務形象的工具。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打破再現時慣用的單一視點和透視

法，與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創立立體派（Cubism），在立體派

時期的畢卡索，大膽解構傳統繪畫的形式，以不同視點及色塊拼貼畫面。之後也

拼貼現成物到繪畫作品中，或把非洲人的面具套在西方裸女畫的頭上，畢卡索打

破了傳統繪畫的同一性訴求，用異質性的元素將傳統繪畫的同一性及感動模式打

破，破除傳統繪畫一直以來淪為權力者展現權威或教化人的工具，繪畫不只為了

再現、工具論，繪畫有更多元化的可能性。畢卡索選擇了非洲面具的作用是為了

還原人的自身，以樸素、原始來對抗及解構西方文明的一種象徵，之後也影響了

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85）研究並從原生藝術(Art Brut)中尋求養分，以

反文明式的美學以還原性的角度進行創作。另外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波拉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2）也從他的行動滴流畫中，

將顏料解放，顏料隨著創作者的身體互動，潑潵、滴流等顏料不再是服務形象的

工具，破除了形象後顏料有其自身的問題。在這滴流的過程中，這件作品沒有開

始與結束的問題，破除以往繪畫作品的時間觀，而所滴流出的顏料，也沒有要承

載什麼創作者理念的問題。繪畫的發展到此時走向純粹性，脫離敍事性和功能性

以繪畫自身開展出自由的可能性。 

                                                        
54
 保羅.克利，《現代藝術理論》，余珊珊譯，台北：遠流出版，1996，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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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發展脈絡中，再現的具像一詞已經沒辦法承載這些具現代性特徵的繪畫，

形像相對於具象，也是代表現代性相對於古典繪畫的用詞。形象是經由變形或流

變之後的具象，古典寫實的再現，透過油畫顏料以一種單一材質複雜化的美感表

達，形成同一性的畫面表達。形象則是具有一種臨界性，也就是不完全屬於再現

性的具體事物，這個不像，那個也不像，是有其混亂、具有變數和生動性的。而

形象的再演生，也就是影像。影像在此並非一般所說的 video 的攝影或數位影像

等，而是指一種特定具有動態感的畫面。 

  

    在德勒茲引用柏格森的影像一詞在談培根繪畫作品，影像是相對於古典繪畫

中具像而清晰並且是較為固定性、同一性的概念。影像是動態的，依培根為例在

畫面組成中，他所使用的繪畫方式及語言，是以不同於古典繪畫的邏輯，在畫面

中常是以孤立方式處理形像，以隔離、平塗、不連續的方式結構畫面，所以並非

像古典繪畫追求同一宗旨的可閱讀性，在培根的繪畫中試圖在打破這樣古典形式

的感動性模式，例如在抺除具像的混色塗刷過程中，顏料充滿不定撞擊的變數；

雜亂無章的黑色筆觸，看起來厚重而渣漬的感覺；以及不完整或被破壞而帶有未

完成感的形象等。這些都是相對於古典繪畫的圖像語彙，以具象寫實、光滑平整

的顏料層提供觀者舒適的融入而形成感覺模式。 

 

    他以這些手法企圖阻斷古典模態感動感覺的方式，透過孤立、分裂讓顏料和

形象各別獨立出自身，在畫面上產出一個能量堆，是不同一性而繁多的構成，將

幾個作用物放置於一場域裡，讓它們相互作用而產生質變。所以這些像所產出的

影像，是無法用過去古典思維的詮釋法來解讀的，它不是定格住的狀態，而是連

續不斷的變化延展。而這個部分可以在柏格森論影像中看到連結，他提出人的大

腦在知覺運動的過程中，是連續而不能停格的影像運動狀態，所以從量子力學的

角度中可發現場域內參雜了多樣且多變的物質元素，無法切片定格的使用單一面

向來解釋或敍述。因此德勒茲在根據此來談作品現代化的問題，古典繪畫如切片

定格式的圖像，媒材顏料和題材、再現的具象間有強大的連結性，共同服務一個

宗旨，形成讓觀者感動的模式，而這樣的圖像和現代繪畫的像是很不同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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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像德勒茲則以影像稱之，影像的觀念涉及到作品的動力論，媒材自身、形象

自身在場域的能量堆中交互作用，非外力趨使或控制的，是自身自覺性的綿延。

而這樣的場域會行成自已的時

間感，媒材間的相互撞擊、形像

的變質變異等，如進入遊戲般的

時間，超出現實世界的紀實時

間。 

    在理解繪畫中影像一詞時，

筆者在想是否有一種非如此絕

對性的影像存於繪畫中，德勒茲

以古典繪畫去對應出現代影像

的絕對性，以排除古典構成的感

覺運動性來確立定位。而談培根

的孤立的手法在水墨畫中的留

白也可以有所對應，如先前所提

八大山人在宣紙上水與墨撞擊

留存的㾗跡，媒材好像可自身又可

隱射什麼，留白好像沒有東西的孤

立又好像可以想像什麼，最終我們

還是用感覺邏輯在看待水墨，也沒

有要離開地面現實到宇宙的抽象

思維中探險。 

 

    在筆者的作品中，運用媒材之

間不同的特性和技法相互撞擊出

不同的視覺感受。關於時間性的思

考能從筆者的創作過程中看出一

些端倪，基底為畫布，在打底時會以相似抽像表現主義的繪畫方式，以平塗、滴

 

圖 49  黃柏維  打底過程 

 

圖 50  黃柏維  打底過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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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抺刷等，相疊好幾個畫面層，

每一層都如同一張抽像畫（圖

49）。然而在層層疊疊的厚重顏

料堆之後，再進行打磨的工作，

如同切面般的切開顏料堆，進而

產生不規則的破碎色塊（圖50）。

這些色塊在不同的時間累積而

成，像地質考古學般的把地質切

開，看出不同時間沉積而形成岩

層之間的相互關係。那每一層的

繪畫層皆消失而切面產生完全

不同那每一層，但又有相關連性

的另一個畫面。這個畫面會形成

自己的一個系統，將這個系統和

其他系統並置，例如（圖 51、52）

的這件作品並置的是漆畫，黑色

部分是天然漆有著其獨特材質

的美感，運用了沉金和鏍鈿的技

法，在這個系統中有不同的材質

語彙，有向下刻的細線再填上金粉，以及貝殼切片再黏在漆裡磨出，搭配一旁的

礦物質膠彩顏料，媒材並置會形成不同的系統而有不同的時間感，視覺在在不同

的系統間跳躍，會拉出不同的相對性而在不同系統中相互撞擊和作用，超出具像

和形像的范疇而產生影像。如（圖 53）則是並置金屬箔的形象，金屬箔已經不

再只是傳統繪畫中背景的功能性形像，過去像日本的琳派常以金箔為背景，為的

是用金箔的強烈且平面性的質感，來襯出由礦物顏料表現具深度的主題，是一個

帶有高貴、增加室內採光並且襯托的服務性功能。而筆者所用的金屬箔形像，是

如剪紙一般有其自身的造形意義，可以在整個畫面看成背景也彷佛能獨立出形象，

在這件作品的藍色和綠色的金屬箔中，可以看到人體去模擬出的喜鵲造形，看似

 

 

上 圖 51 黃柏維〈菊花弄蝶圖〉2017  60x60cm 

下 圖 52 黃柏維 〈菊花弄蝶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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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存在，但又有內容。如台灣廟宇中的柱頭，支撐的功能性外，梯形或三角

形裡面，會雕象、獅、龍等吉祥物裝飾。畫面中央的金箔造形，可以看作連結上

方的花蕊，也可以看作是迧結下方的山峰。是以不同的系統去讓觀者觀看的同時，

能將這幾個形像系統相互連結打破單一的觀看模式，回應上述的影像問題。 

 

 

 

 

 

 

 

 
            圖 53 黃柏維 2018〈喜上福到蕊香峰〉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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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重形象疊影的歇斯底里 

 

    感官感覺（sensation）是德勒茲為了相對於感覺所提出的詞，因為相對性的

關係，感官感覺強調的是在肉體的神經系統上作用的感覺，而不是大腦系統活動

的感覺。這種直接撞擊神經系統的感覺，正是培根在繪畫中所要追尋的，培根說：

「你可以說吶喊是恐怖的影像；事實上，我想畫吶喊勝於恐怖。」55這裡所說的

吶喊是一種面對未知的不安狀態，是無法言說而直接性的複雜感受，視覺中的吶

喊情景，直接觸及的是觀者的神經系統。而恐懼代表的是一種經過腦部整理後的

呈現，一個事件被歸為駭人的、恐懼的，而培根最排斥的就是這種初淺的再現和

定義，將一件駭人的事件再現來呈現一種給人恐懼的畫面，這在培根的眼中是陳

腔濫調的。因為這是經由大腦的系統去整理過後，有目的性的進行再詮釋的結果，

因為這層詮釋的關係，會牽涉到背後權力的問題，是誰有詮釋的發表權，涉及到

霸權文化和社會組織甚至是宗教等等的問題。因此感官感覺所要去追求的是直接

性在神經系統的作用，而不是大腦的詮釋系統。對應到哥本哈根詮釋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的說法，量子力學的圖表化是無效的，量子是每

分每秒不斷變動、撞擊而形成能量埸域，是沒辦法切片來在作解釋的。因此如同

切片式的詮釋，是一種單一性的呈現，會忽略掉或刻意的遮蔽其他的面向，感官

感覺則是一種多樣、多元的複雜形態，如同量子互相撞擊所形成的能量場域，非

有控制力的切面性詮釋。 

 

    培根的繪畫作品中要去除圖像初淺再現，這種以詮釋方式形成作品的敍事性。

敍事性會把事件有所分級形成價值體系、文化脈絡等，帶出的是一種陳腔濫調。

培根試圖要超越這樣有所控制力的範疇，反對黑格爾所說：「藝術是理念的感性

顯現。」要去除理念，表現物質的本身，反編碼、反高超的技術、同一平面性以

理念為上的服務性質。感官感覺則是一種去除「我思」的詮釋角度，在油彩的物

質世界中互相撞擊、作用，產生互文而消除主體意識。以觸及神經系統性的感官

感覺探求作為基礎的創作模態，所反映出的是一種積極性的認識論，相對於被大

腦意識所框架下的詮譯系統。 

 

    亞陶（Antonin Artaud 1896-1948）將感官感覺稱為無器官身體，無器官身體

的原型是胚胎，是形成動物之前的一種變形、自由度大，還未被定形的狀態。形

                                                        
55 David Sylvester，《培根訪談錄》，陳品秀譯，台北：遠流出版，1995，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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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器官的有機體也就是內部的細胞已經分化好其功能性，被分類並固定在某個範

圍之內。而感官感覺也不是單一詮釋的固定狀態，而是多樣且變動的狀態，還未

被質化、定義的。「沒有嘴巴、沒有舌頭、沒有牙齒、沒有喉嚨、沒有食道、沒

有胃、沒有肚子、沒有肛門。」56這裡形容的無器官身體，像感官感覺一樣，是

形成意義之前的一種過渡狀態。在以感官感覺為基礎來追溯過去的藝術史，連結

到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 1881-1965）所提到哥德藝術的「北方哥德線條」，

他指出這種繪畫性的線條是帶有裝飾性的，不再像古典具像繪畫中的線條，具備

的是再現現實東西的功能性，線條不再是服務現實物體輪廓的工具，而有新可能

性。沃林格形容這種線條：「這因此是一條不停地改變方向的線條，它是粉碎的、

破裂的、迂迴的、向自已折返的、纏繞的、或是超出其自然界線外地伸展的、死

於「狂亂的痙攣」的線條：這裡存在著延伸線條或中止線條的不承擔再現義務的

記號，它們於再現範圍之中或是之外的地方產生作用。57」。這種幾何性的線條「它

也見證了一高度的精神性，因為將它帶離機體性質，以便尋找基礎的力量的，是

一種精神性的意願。只是這種精神性是身體的精神性；精神，它就是體本身，沒

有器官的身體本身…」。在這段說明中，從哥德線條中帶出一種脫離現實的感官

感覺世界，這個世界如無器官身體一般，充滿著多重的能量，是超脫現實世界的，

指向一種精神性。 

 

    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的作品中，感官感覺不僅只是在指材質

上油彩之間所對應、堆疊出的能量堆，在畫作中的形象也是處於一種流變的狀態。

流變的身體是培根在形象形成敍事性之前，以破壞或抺除的方式去作阻斷敍事性，

這樣的破壞性手段，讓畫面中的形象不能去辨識面孔、臉部的特徵等，但它呈現

出一種頭部的形象。古典繪畫系統中的肖像畫，以臉部為表現特徵去意指或企圖

再現某人，包含了某人的訊息和框架以及背後的權力意識。培根避開這樣詮譯性

的再現方式，在阻斷敍事性閱讀方式的過程中，形成非定義而去單一詮釋的多元

性空間。另外這樣的塗抺也破除了單一形成的線性時間觀念，培根繪畫中有不同

對於油彩的處理方式，平塗、描繪、變形、抺除、畫到一半停住的局部…等，顯

示出不同的時間感。也使身體還未形成確定性，處於無器官身體的狀態。 

                                                        
56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62 
57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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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斯底里在這則是使用這樣的病症來形容感官感覺這個類型作品的特徵，並

不是在說創作者歇斯底里所以作出來的作品也是歇斯底里，而是上述哥德式線條

的形容中，作品呈現一種痙攣現象，也反應生命中一種不正常的運動，也就是創

作。因此歇斯底里不是詮釋作品的一種方式，是反應出創作者在追求某種奇特、

不知道什麼的什麼的過程，之中有種執著，是很純粹性的。在這之中是指向繪畫

本身或創作本身，而不是指人。 

  

    筆者的作品會使用重疊的形像，每一個形

像，如同一個符號、元素，像原子一樣，和其

他原子相互碰撞產生能量。人類的圖像辨識的

能力，通常是一個形像，當兩個形像在一起時，

我們的辨識系統會產生接擊。三個以上的形像

複合在一起時，可能會引起辨識的失效。除了

上一章節提到我在創作時，會使用不同媒材系

統達到畫面上不同形像的對應，超越了單一形

象的敍事性框架之外，達到視覺去對應出的時

間性影像。另外也有從形象的部分下手，以形

象去包覆形象，在形象互相解疆域的過程中，

解構傳統繪畫敍事性的語彙。如（圖 54）一開

始是中間的由肢體手形構而成的黑山，再由扭

曲的脊髓骨纏繞，有一個血鸚鸝魚的寫生圖像，

是旋轉向上的，再來是坐姿的女人身體和如服

飾的視網膜，和穿透視覺的腦和肌肉，最後是

用烤過的銅箔，貼出似撫摸又像擠壓的手的圖

像，搭配層層堆疊再打磨後，呈現斑駁的色塊

狀背景。多重的圖像相疊，圖像和圖像之間，觀者會去相互作對應，然而血鸚鸝

是人所配種培育的新魚種，是在水族市場很受歡迎的魚種，因為牠們紅色很有喜

氣，游起來圓滾滾的相當可愛。但因為是配種所以魚本身身體基因就有所缺陷，

不能生育、脊髓骨彎曲而游起來不能太快、嘴因變形成人們所喜受的愛心形而無

 

圖 54  黃柏維  2015  〈整血鸚鸝〉 

膠彩、壓克力、麻布   120x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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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常閉合。因此這種魚是因人們的喜好而得以人工繁衍後代，但這樣的繁衍又

是違反了原來自然法則的設定，而呈現出一種變異而卻大量繁殖的現象，過去可

能是演化自身物種的競爭力，在自然環境中得到更多的資源和生存空間，戰勝其

他物種得以繁衍成功。這種例子卻是相反的狀態，繁殖出來在自然環境中反而更

顯得無能，但能大量的生存在人們飼養的水箱中。筆者以疊影來呈現人與魚之間，

相互複雜而纏繞糾結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就繪畫自身的像之間的探討，在觀者

和多重的像之間，提出觀看的新的角度及可能性。 

    

   這種多重形像所構成的影像，畫面是歇斯底里的，不同的元素、形象、材質

相互的衝撞、融合，而在這解構和建構之間，讓人有時摸不著頭緒。而這種解構

和建構的過程，可對應德勒茲所提的解疆域和再疆域的問題： 

 

在將黃蜂與蘭花聯合在一起的生成之線或斷缺之中，產生出一種共同的解

域：它是黃蜂的解域，因為黃蜂生成為一個（擺脫了蘭花的繁殖系統的）

部分；它同也是蘭花的解域，因為蘭花生成為黃蜂的一種高潮，並同樣擺

脫了其自身的繁殖過程。58 

 

    德勒茲與瓜達里合著的《千高台》中，在迭奏曲的章節談到了解疆域與再疆

域的問題，提到了一個很有趣在生物界的例子，也就是黃蜂和蘭花。這兩種完全

不同的生物體，一個是昆蟲另一個是植物，兩㮔演化差距甚大的物種，卻產生了

奇妙的關聯。蘭花演化成了母黃蜂的樣子，也就是擬態，以母黃蜂的形態作為模

擬的標準，而雄黃峰看到這擬態的花之後會被吸引而上前交配，甚至能達到高潮，

然後就會沾上花粉前往下一朵花。蘭花藉由擬態來吸引黃蜂為其授粉以達到生殖

的目的。在此黃蜂解開了自已的疆域也就是自已的系統，和另一個物種進行交配，

而蘭花同時也解開自已的疆域，流變成黃蜂的形態。兩者之後又各自再疆域，形

成新的狀態，而產生某種共生的關係。 

                                                        
58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加塔利 Felix Guattari，《千高台》，姜宇輝譯，上海市：上海書店，2009，

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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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作為基本去推論，在很多不同的個體，也就是域，這些域能相互的產

生影響，解疆域成為逃逸的流變體，在多重複雜的關係之中，形成龐大的雜交網。

這個網並不是靜止的，而是一直不斷在變動的。而這些個體和個體之間，會有所

連結，也就是德勒茲的根莖理論，在不同各自獨立的系統之間，都會有微妙的連

結，而這些連結會形構出一個複雜的體系。體系和體系之間，會有其特質的差異，

也有可以相互對應的連結。生物的疆域對應到繪畫的輪廓線，疆域的改變，解疆

域到再疆域的過程中，是不停變化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對應到繪畫輪廓線時，線

條是繪畫中很重要的表現元素之一，線條的發展也有非常多變幻的呈現，以書入

畫是水墨畫中常提到的精神，將書法多樣變化的筆法線條，帶入繪畫中以豐富畫

面的視覺感受。但在我的作品中，線條多是回歸到輪廓線的中性狀態，若有變化

也是暗示一種疆域，是要去對應其他疆域的。如（圖 55）〈蟬菊圖〉，以菊花為

主要結構體，裡頭有用毛筆沾墨的大寫意筆法寫生菊花，外層又以工筆線條再寫

生一之菊花，裡頭有些產生變異，將人的肢體介入其中。因此大寫意的線條是一

個體系、工筆勾線填彩的又是另一個體系，植物菊花是一個體系、人體結構也是

 

圖 55    黃柏維  2018  〈蟬菊圖〉  膠彩、壓克力、漆、麻布   200 x 200 cm 

 

 



 80 

另一個體系。把不同體系轉為符號化後，並置、重疊在一個畫面中。然而在兩個

以上的疊影間如（圖 56）可以看到不同的線條、輪廓和材質感交織在一起。過

去傳統的繪畫相當注重整體感，若是大寫意的話著重在筆法的純熟度，追求快、

準的用筆功力，在乾溼、粗細、濃淡變化的線條中，呈現一個整體的世界觀。工

筆的勾墨填彩、暈染，則是另一系統，線條中性而沒有太多表現和情緒，功能以

輪廓準確性為主要目的。這兩種繪畫方式代表這不同的世界觀，一個偏心象，一

個偏物象，是不一樣的敍事方式。而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在 1984

年發表論文提出了「藝術終結論」59，他提出了大敍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往

大家走向共同的單一敍事方向已經不存在，現在是多元、䌓雜的多樣並行的敍事

模態。因此我會將兩種甚至是多種的敍事並置在一起，將他們符號化並試圖在他

們之間產生連結和對應，不再只是各自獨立在自身同一性的疆域裡，而是能跨出

疆界和他者應對、產生新形態的關係。 

 

 

圖 56  黃柏維  2018  〈蟬菊圖〉局部  膠彩、壓克力、漆、麻布   200 x 200 cm 

 

                                                        
59亞瑟．丹托，《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林雅琪、鄭惠雯譯，台北市：麥田

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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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底部是經過多次潑灑、滴流、平刷等之後，再進行打磨而成的效果，

大面積的潑灑、滴流、平刷對比藝術史屬於是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的創作模態，

然而打磨又會相似於漆藝中「變塗」的技法，也就是層層堆疊不同的色漆之後，

至少兩種顏色，每層都要等它乾透且不能上太厚，之後全乾漆的硬度才能打磨，

就會因上色漆時厚薄不同，打磨後的切面產生表面平整而呈現碎破狀的色塊。因

此底部是融合了不同的兩個系統所創造出來的效果，看似雜亂、碎裂、斑剝狀的

色塊組成，色彩和色彩之間有所空間感，但又是平整的。發展於十九世紀後半的

印象派（Impressionism），藉由科學進步光學的啟發，和錫管顏料、豬毛畫筆等

工具的改良，發展出不同於古典繪畫的繪畫方式，顏料開始不是平整的在畫布上，

觀者能看到一小坨一小坨交疊的顏料而意識到它的存在，不會直接性的融入到畫

中的情境，會被顏料的材質感所阻斷感覺的運動性，顏料開始脫離工具的角色，

有其自身的意義。印象派被視為現代主義的開端，而顏料自身發展到極致也就是

抽象表現主義的狀態，如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的行動繪畫，

藉由身體的運動和顏料的關係，在畫面讓顏料自由的滴濺、流動，創作者也只是

引發媒介發展自身的中介者。此時的顏料材質在畫面中，是更突出而不平整光滑

的。但筆者的處理是讓顏料保有其繁雜性，但會是平整的，筆者的思考是，或許

繁雜可以也是一㮔敍述性，抽象表現主義式的畫面也能成為符號，它不再只是顏

料自身的極致而不可閱讀，同樣的它也可能是眾聲喧嘩中的一種聲音，沒有比其

他繪畫方式或流派高級。 

 

    平整而繁雜色彩的底，除了能讓勾線、墨線沒有阻礙的表現，暈染礦物顏料、

胡粉等也能沒有凹凸的干擾，能夠呈現顏料的質感。另外金屬媒材的介入，金屬

箔和金屬粉的使用如（圖 57），金屬有其特殊的反光光澤，在顏料系統中會跳出

另一個系統，藉由反射的顏色光，造成視覺的反差形成空間。金屬粉是用漆藝的

「蒔繪」技法，要先在上色區塊塗漆後，再灑上金屬粉，粉有分粗細，大顆的效

果會像金蔥，小顆的則較平滑。現在已發展出相當多彩色金屬箔或粉的，不只是

傳統的金箔色和銀箔、銅箔，藉由不同金屬、不同的氧化方式發明許多色彩和效

果的箔。而這件作品的直線部分是貼不同的箔，蝴蝶部分則是蒔繪的金屬粉所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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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不只在畫法有許多不同系統並置外，在媒材方面也是以實驗性的方式，將不

同特質的媒材結合，並保有其敍事性，畫面是多重敍事性的，圖像也是非單一指

涉的，在交錯之間會產生時空感，也就跳脫原本圖像的邏輯，形成影像的狀態。

有菊花、山水、蟬、人的肢體、內臟、蝴蝶、湖水、天鵝船等等的圖像，結合在

一起時，畫面不是在講一個完整體的敍事，圖像、媒材系統的交錯形成錯綜複雜

的影像模態。作品不再是有同一的解釋，如同歇斯底里狀的多重敍事，甚至敍事

間互相解構、對立，但還是一樣平等、自由的存在。 

 

 

圖 57  黃柏維  2018  〈蟬菊圖〉局部  膠彩、壓克力、漆、麻布   200 x 2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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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隱梅菊」式的弱操控 

 

    諧音在中華文化中，是被應用類似密碼般的符號，畫蝙蝠、葫蘆、蝴蝶都可

以有「福」的諧音，「鹿」與「祿」、花「瓶」與「平」安等等，各式各樣五花八

門。所以通常外國人會沒辦法理解這些符號和圖像所要表達的意思。而這種隱藏

式的創作方式，筆者覺得很有趣。因此在筆者的作品中，除了形像本身的擬態產

生「隱藏」之形態，在概念上也有所「隱藏」的意含。而這個「隱」對照德勒茲

的球根理論中，球根和球根間，隱約有細根的聯結，比喻體系和體系之間，雖說

皆是獨立存在的個別系統、領域，但隱約都有連結。 

 

    反觀身處的環境，台灣光復初期，摒棄殖民文化，當權者散發反日的意識，

教育人民回歸中華的系統。到了五零年代，稱為文化防衛的時期，1949 年發佈

戒嚴，反共產黨以及反攻大陸為主要的意識。六零年代開始思想趨於開放，多元

文化開始在影響，藝術主要以西方思潮的影響為主。七零年代開始反思自身文化

定位，開始有文化尋根的熱潮，發展出鄉土寫實主義，現代對應傳統、西方對應

本土，提出回歸本土和台灣土地認同的訴求。到了八零年代則是大眾文化的時代，

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台灣屬海島型的國家，多元的文化、資訊、消費形態等，開

始發展快速，而筆者也生於此年代，對於台灣的多元文化，本土的、外來的、鄉

土的、上流的、精緻的、常民的、邊陲的、中心的…等等，交錯融合或相互存在

於同一塊土地。然而這麼多元並行的文化體系中，藝術的發展也是相當豐富多面

向的，因此同樣是源於中華文化但到台灣發展後，和在地的文化會相互影響。 

 

對傅柯而言，民族學唯有在研究自已的文化時才有用，他認為把民族學用

到研究其他文化就和人類學一樣，基本上是誤解結果。在《事物的秩序》

（The Order of Things）的結尾，他提到民族學是一種以相同性的假設

依據的結構科學，也正是這個特點使它能夠「以純理論的方式與其他文化

產生連結」。因此民族學容許各文化之間有一種比較的同源性。60 

                                                        
60 Robert J. C. Young，《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周素鳳、陳巨擘譯，台北市：遠流出版，2006，

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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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傅柯談及文化時，所提出的想法，他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去統合其他文

化的問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他說的相同性的假設是以歐洲思想為中心的假設，

而台灣的藝術或者其他大部分的思想，都是以此為中心去對應，就如同我們這一

代再理解過去中國的文化，也是以新的方式在作認識，現代科技時代使用白話文、

網際網路等新型態去取得新知，不知不覺中，都是隱約有種中心而延展出來的。

好像交融、同源，但歐美思想和邏輯皆深藏其中。台灣藝術的走向、論述、理念

等，也是跟著歐美的邏輯走，許多觀念都是以移植國外的經驗回來發聲、形構的，

就算是屬於中國傳統的水墨，也有現代水墨或水墨現代化的發展和問題。現代也

就是歐美發展出的現代主義。 

 

    因此台灣在多元的文化影響下，藝術的發展和走向主要還是受到歐美的影響，

然而歐美、中國、日本甚至東南亞等文化對於台灣文心的影響性，在生活上是無

法切割的，生活的面向也會反應在藝術中，但歐美的思想和論述方式同樣會以後

現代去歸納邊緣或他者的文化，我們的創作思維多半隱約的都有受其影響，而這

種主導的優勢也成為操控思想的方式，藝術圈的資源和論述也都偏向這樣的模態

發展，要發展出台灣自已的論述則相當的困難。同樣的如何發展自身的創作而不

是走別人的脈絡、再現或再詮釋他人的思想，其實並不容易。因此以現狀思考創

作，雖然筆者常以解構的手法，以解構原來的價值體系創造新的可能，而解構主

義也是出於西方思潮，德西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以差異的角度擊

碎舊殼的思維，提出其他角度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潮的藝術學中，相較其他的思

想是較完整而科學的組織，就會以此來對應不同文化脈絡的思維，也就有隱約的

連結性。筆者在思考創作定位的同時，並不會以切斷的方式去篩出什麼是最純粹

的，反而是去形成衝突、衝撞，去對應出相對的位置和闗係。圖像和圖像之間會

有所隱約的連結，或是某個文化的操控感，但相互對應下，會拉出隱性的空間，

那是目前當下筆者在面對台灣當下這些文化、環境、藝術生態等問題，所提出的

實驗方式。如（圖 58）以菊花為題，以不同繪畫脈絡、材質感、技法所並置的

狀態，菊花為中國傳統四君子之一，這個框架固定了菊花的觀看角度，解構框架

或許不會帶出更好的觀看角度，或是更令人感動的比喻，但或許有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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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黃柏維 

2019 

〈百菊圖〉 

膠彩、壓克力、漆、麻布 

300 x 162 cm 

圖 59 

黃柏維 

2019 

〈百菊圖〉局部 

膠彩、壓克力、漆、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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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畫面中，看似都是菊花，但傳統描繪花時並不會以這樣多樣性的呈現方式

作表現，如（圖 59）有墨畫的、寫生再現的、手指模擬的、盛上貼金屬箔的、

圖案化的、白描線條的等不同脈絡的表現手法，墨畫是文人畫系統，盛上貼箔是

日本漆畫和日本畫的系統，寫生再現來自宋畫或西畫系統，圖案來自日本家徽設

計或是普普藝術的系統等，並置了這些互相對應，產生多重的敍事的方式，單一

敍事或文化的操控感會被削弱，而呈現一種似統合但又雜亂的狀態。這也是筆者

目前對應生長環境下的台灣，所思考的呈現狀態，混雜之中取得某種平衡方式，

在差異之間拉出時空的感受，破除單一的視覺脈絡以及感動性模式，以達到多元

發想影像性的自由狀態。裡頭還是能看到敍事性、文化脈絡、圖像指涉等過去單

一的思維連結性，但是隱在多元之中，操控的權力感也是被削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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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解析 

 

    在這個章節，筆者將會以介紹自已所創作的系列性組件作品為主，組件是筆

者創作常用的方式之一，它能拉出和突顯時間的問題性，可以獨立或一併觀看，

如漫畫或是連畫，不同於單一畫作的思維，有更多表現的可能性。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著名的三聯畫如（圖 60），從宗教畫的祭壇畫之模態所發

展而來，以往的宗教畫的三聯畫是有線性時間的思維，通常中間是主線，左右兩

側是支線，支線是襯托或輔助主線的，像波希（圖 35）的祭壇畫，中間是人間，

兩側是天堂和地獄，是一線性而完整的體系。然而培根的三聯畫並不是同一的線

性時間軸，也不是為了有結合、共鳴的感官感覺，而是對應而分開的個體的共同

事實。 

 

三聯畫無疑地在其形式下精確地存在著以下要求的種形式：在這三個分開

的部分之間，必須存在著一㮔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必須不是邏輯性的，也

不能是敍述性的。三聯畫不隱含著任何的推展，而肛且不敍述任何故事。…

它必須產生一種「實質事實」。61 

 

培根讓三聯畫有了不同於過去的呈現方式，三者不一定要是連續而完整的時間、

空間關係，可以是各自獨立一起同時發生進行的關係。培根改變了人們對聯畫的

觀看習慣，因此筆者的聯畫也融入了多元的思考，不會以單一線性的時間軸為框

架，而是運用其中的差異，對應出多樣的可能性。 

 

                                                        
61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陳蕉譯，新北市：桂冠出版，2009，頁 92 

圖 60  培根  1968 

〈三聯畫.兩個躺著的人體

與見證人〉 

畫布油彩 

198x157.5cm x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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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蜘蛛系列 

 

    蜘蛛因為外貌的關係，人們會給牠偏向負面的評價，筆者從歷史上以不同角

度對於蜘蛛的詮釋去作聯結和對應，蜘蛛就是其自身存在的狀態，我們的價值體

系會像一層層如膜的東西包在牠上面，而這層層的想像如同多重的敍事般，有其

不同的意義和權力問題。這系列共畫了三件同尺寸的作品，分別是〈奧拉克尼蛛〉

（圖 61）、〈魯迅金剛蛛〉（圖 62）、〈正妹化精蛛〉（圖 63）奧拉克尼是希臘神話

中善於編織的人類，然而其過於驕傲向女神雅典娜提出編織的挑戰，而在比賽之

後雅典娜勝利並將其懲罰變成蜘蛛，讓他終生不斷的在編織，而所編織的網非常

脆弱，大風吹就會破，因此他會不斷重覆的一直在編織。這也在比喻藝術家，終

生編織夢想，很容易破滅但又要不斷的再編織起來，再破滅…的輪迴到死亡。然

而我們現代科學發現蜘蛛的絲是地球上蛋白質結構最強韌又最輕巧的絲，若是能

給人們善加應用，可能創作出最輕又保護性強的防彈衣，蜘蛛絲並沒有想像中的

脆弱。 

 

    再來是魯迅說蜘蛛因為長相給人反感、噁心的感覺，所以儘管牠可能蛋白質

營養豐富、口感不差，但廚師也無法將牠成為美味的佳餚。也就是視覺快感決定

其價值的高低，而筆者對應近年電影產業發展強力的動畫特效，讓我們視覺感官

進入另一種新的經驗，變形金鋼、蜘蛛人等用電腦動畫去模擬出現實無法拍攝但

又給人相當真實的視覺感受，去探討視覺感受是人們的取決評價的感官，或許也

是框和限制所在。最後是以西遊記的蜘蛛精為題，被妖魔化的蜘蛛，在對應網路

美女的自拍，過去女人打扮的美或許有心中所設定要吸引的對象，但網路的自拍

照所吸引的是大量到不知對象為誰，只能化約點擊數或瀏覽數，對象模糊了，這

個形象就如同蜘蛛網般捕獲經過的瀏覽視覺。 

 

    蜘蛛這個符號被附予不同的價值，而這些包覆的文化，在互相對應之下能否

相互解構而還原蜘蛛本來的樣態，或者是無限包覆離本質越來越遠，皆是有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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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黃柏維 

2011 

〈奧拉克尼蛛〉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圖 62 

黃柏維 

2011 

〈魯迅金鋼蛛〉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圖 63 

黃柏維 

2011 

〈正妹化精蛛〉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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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蛤蟆系列 

     

    蛤蟆和蜘蛛一樣，是長像不討喜的生物，有句話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對

比出了我們人對於美醜的審美價值系統。這個系列同樣是三件，也是以過去不同

的角度去觀看蛤蟆而連結出的圖像，作品分別是〈蛤蟆神〉（圖 64）、〈蛤蟆鏡〉

（圖 65）、〈蛤蟆月〉（圖 66）。 

 

   三腳蛤蟆是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神，代表錢財的象徵，傳說的故事有多種版本，

而代表帶來財運和吉祥之意，將神像和寫生觀察的蛤蟆並置，去對應出神像化的

蛤蟆造形，似乎有被擬人化和簡化，和原來的蛤蟆完全不同，圖像辨識無法馬上

連結，蛤蟆變成了符號，能任意改變或增減元素的狀態。第二件則是蛤蟆鏡，日

本知名導演黑澤明（1910－1998）拍攝許多知名而經典的電影，如《七武士》、《羅

生門》等，運鏡和敍事方式都具開創性和獨特性，而他在回憶錄中形容自已的電

影是反觀自身後所產出的，像是一種蛤蟆，牠照到鏡子時身上會流出許多油，而

這個油人們把他蒐集起來能拿來當藥，可擦皮肉刀、擦傷和燒燙傷等。他認為拍

出來的電影也能讓觀者在傷痕中得到療癒。這個觀點很浪漫也很有趣，而蛤蟆是

沒有鏡像的認知，也就是會把鏡中的像當作是他者不是自已，所以有地域和地盤

競爭的本能反應，分泌油質自我保護的機制，然而在人們的眼裡會有不同的想像，

我們都會以自身經驗出發去拓展到他者，這或許也是認知上的限制或自我詮釋而

遮蔽了其他事實。 

 

    第三則是蛤蟆與月亮的關係，神話中月球上有一隻蛤蟆，因為古人觀月時看

月球表面的凹凸光影形成像是蛤蟆的圖案，也有一個故事在講蛤蟆吞月，不停的

想吞掉水裡的月最後喝太多水撐死，比喻野心太大要評估自已能力。蛤蟆和月亮

有莫名的連結，月亮代表週期性也影響潮汐，研究發現月圓和動物的交配期也有

關係，因此可能因為這樣的連結，人們產生出許多想像。蛤蟆的形象也被符號化，

被任意詮釋許多可能出來，筆者也以此作相互的對應，連結或解構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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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黃柏維 

2013 

〈蛤蟆神〉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圖 65 

黃柏維 

2014 

〈蛤蟆鏡〉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圖 66 

黃柏維 

2015 

〈蛤蟆月〉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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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頭像系列 

 

    頭像系列的發想來自於肖像畫，貴族或皇室在過去會請畫家留下自已的像，

在肖像畫的傳統中，筆者將人像切換成昆蟲的頭像，現實中我們很難看到或常忽

略昆蟲的長像，因為體積很小不易觀察。而現代攝技術發達，能將微小的生物清

楚放大的拍攝出來，以利我們能看到另一個微觀下的空間。這個系列同樣在探討

價值系統的問題，分別也是三件作品，〈假面頭像〉（圖 67）、〈候神頭像〉（圖 68）、

〈白常蟻頭像〉（圖 69）。 

 

    第一件是以蜜蜂的頭像為發想對像，人面辨識在過去是我們認為高等生物才

有的能力，然而近年來發現蜜蜂其實也有類似相同的能力，他們能分辨同類蜂群

中眾多不同的面像，並能以肢體動作像是舞蹈一樣進行溝通，蜜蜂在傳統演化論

的分類中並不是高等生物，但如今發現有和我們一樣共通的能力。而這一方面也

解構了我們認為高等的高低級價值系統，筆者疊合了男人的臉一邊，女人一邊如

複眼的兩邊，因為我們也是分左右臉在辨識男、女的面部。以此共通性對應我們

的價值框架。第二件是以蒼蠅的頭像為題，無頭蒼蠅是形容人作事沒方向像亂飛

一般，然而蒼蠅可說是地球演化中非常厲害的生物，翅膀個秒震動數最快，簡化

消化系統減輕重量利於飛行，因此筆者疊合了許多圖像，在揮手的過程中轉換角

度去看世界。 

 

最後則是白蟻的頭像，白蟻和蜜蜂一樣是社會性的昆蟲，在蟻后的費洛蒙控制下，

將蟻群分工成工蟻、兵蟻、養菌蟻等等，讓整個社會能夠維持運作生存下去。這

和道教的思維可做一些對應，天註定是我們常說的話，人一生下來命運就安排好

了，如冋白蟻一生下來也被蟻后安排好一樣，各師其職的為整體社會貢獻。筆者

疊影了七爺、白蟻、人體、拜拜的香等圖像，探討若以昆蟲為主體的視野會有什

麼樣的世界觀和可能性，昆蟲的放大頭像對比肢解拼湊的小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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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黃柏維 

2013 

〈假面頭像〉 

膠彩、壓克力、麻布 

145x112cm 

 

 

 

圖 68 

黃柏維 

2014 

〈候神頭像〉 

膠彩、壓克力、麻布 

112x145cm 

 

 

 

 

 

 

圖 69 

黃柏維 

2014 

〈白常蟻頭像〉 

膠彩、壓克力、麻布 

145x1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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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斷尾圖 

 

    〈斷尾圖〉（圖 70）是兩件一組的作品，作品是從壁虎，學名是守宮而來的。

壁虎在遭遇危險時，為了保其性命，會自行切斷尾巴將身體一分為二，轉移天敵

的注意力，讓對手震驚而增加自已生存的機率。自然界的生物演化出一套神奇而

令人震撼的生存方式，自行切除身體的機制在動物界中是蠻特別而少見的行為，

這不僅會破壞整體性，也會造成身體結構的重大變化。然而壁虎有自我再生的功

能，在斷除後還能再長出尾巴。 

 

    筆者以此為題材，去對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與人有親密性，不論是親情、

愛情、友情等，因為彼此需求或相互照顧而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而這個連結並

不是永遠不變或必然性的，有時遇到危機、價值系統衝突或是意外事件等，關係

就會生變甚至斷裂。筆者將人和活著的壁虎、死亡成乾的壁虎、模擬的壁虎等疊

影作為相互連結和解構的狀態，時間不是單一軸線的生到死、完整到斷裂，而是

事實的同步發生，生死焦慮同時存在，力重力量不斷反應的生命。作品可以單看

或是並在一起看。空間看似有其連續性，但又有斷裂感，可看成一個整體，切斷

後也可各自獨立存在。 

 

 

 
圖 70  黃柏維   2012  〈斷尾圖〉   膠彩、壓克力、麻布  100x100cm x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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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黑白無常組件 

 

    這個系列組件是三件一組，兩直一橫，展出時可以如拱門或鳥瞰三合院的模

態，這是以道教廟宇為題的作品。人在對未知空間的想像帶有一種虛無性， 

因此在畫面中會以人解構重組成廟宇常見的符號，拜拜的手勢、燒香、華麗彩球、

裝飾物品等物件，去襯出虛無空間的黑白無常。而這三件作品分別是〈安藍〉（圖

71）、〈黑無〉（圖 72）、〈白常〉（圖 73）。以顏色作為命名和畫面的主色調，也以

台灣廟宇常用的諧音取吉祥話的邏輯來命名，安藍與安然，平安之意，黑與無，

無裡面並不是消失而完全沒有東西，而是情感、祈禱、想念隱藏在其中。白常則

是日常，生活規律的循環。 

 

    然而這個展示方式乍看會讓人聯想到單一線性的時間軸，左右神像一黑一白

看似對稱的擺置和中間的廟宇建築形象，會有一個整體性的視覺感。在模擬廟宇

對稱形式中，天空中我以青貝箔呈現如月球或太陽運行軌道的樣態，連續性的圓

球排列，大小略微調整呈現空間感。以這樣的方式，企圖解構單一時空的觀看方

式，以動態、連續性的視覺相互對應，黑與白之間，也以銀箔相對金箔去對比想

像性的時空，在看似線性的時間軸中，拉出一些奇特的空間觀，或許不是日也不

是月，而是黑洞或其他的空間。宗教性的神秘主義可以引發很多想像的空間，也

能用這些去為心靈作一些填補和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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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71  黃柏維   2013  〈安藍〉   膠彩、壓克力、麻布  40x80cm  

下左：圖 72  黃柏維   2013  〈黑無〉   膠彩、壓克力、麻布  80x40cm  

下右：圖 73  黃柏維   2013  〈白常〉   膠彩、壓克力、麻布  80x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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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呼吸 

 

    這是兩件一組的作品，分別是呼和吸如（圖 74）。呼吸空氣是我們維生的必

要活動，而應該是一種連續性的動作，筆者分別以兩個組件分開，讓兩者產生距

離，疊合胸腔、肺臟、指菊、白蟻等圖像，然而這些是個人氣胸生病經驗的連結

所拉出的圖像，包括綠配紅的底色，白蟻幼蟲和長翅膀的成蟲。當外在壓力和內

部不同時，肺泡破裂失衡後空氣就會被感知到，會如蟲在體內竄動，感動痛覺的

移動。 

 

 

 

圖 74   

黃柏維    

2014   

〈呼.吸〉    

膠彩、壓克力、麻布   

70x48cm x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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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池上、池中、池下 

 

    這系列的組件是筆者在池上駐村時，〈池上〉、〈池中〉、〈池下〉（圖 75）在

大波池邊感受發展出的作品，池子上、池中的倒影、池下的生態系，在現實和倒

影間，會有許多真實、模糊殘影、想像填充等的影像，〈池上〉（圖 76）是以人

體肢解擬態其他生物的情境。〈池中〉（圖 77）則是從寫生松鼠的頭骨中，延展

出女草的手，再連結到山景，倒影的部分則是人體肢解重組去形成，倒影不是再

現而是擬仿的另一個空間。〈池下〉（圖 78）畫面中有荷葉形像對應蜻蜓幼蟲、

成蟲的形象，裡頭還有花、肌肉、心臟、骨骼等，以及擬態的蜻蜓等，層層疊影。

這些形像如膜一般的相互包覆，產生重疊性的影像，而這些形像會互相撞擊產生

對應性的解構影像。會消除原有的形象意指性而再疆域成新的狀態，達到以形象

破除形象，再以形象建構形象的新影像。 

 

 

圖 75  黃柏維  2015  〈池上、池中、池下〉  展覽示意圖 

 

 

 

 

圖 76  

黃柏維  

2015 

〈池上〉  

膠彩、壓克力、麻布    

8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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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黃柏維   2015  〈池上〉 膠彩、壓克力、麻布   80x100cm 

 

 

圖 78  黃柏維  2015 〈池下〉 膠彩、壓克力、麻布  80 x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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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 

 

    〈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這件作品（圖 79、80），是十件拼成一組的作

品，可以單件看或是兩件看，因為尺幅較大，可以依展出的場地拆開展出，部分

也是完整，不一定要十件全部一起展出。這件作品的拼組呈現方式是從傳統的屏

風而來，現代的電視已經打破傳統的平面面版，發展出許多曲面的面版。筆者以

這樣的概念，發展出以曲面帶有繪畫裝置性的展覽方式呈現給觀者，因為尺幅較

大，在曲面的呈現中會讓觀者有包圍感，以對應筆者所要表現的作品理念。     

 

 

 

圖 79  黃柏維  2017〈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展覽現場（台中文創園區）  

 

圖 80  黃柏維  2017〈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展覽現場（新竹 241 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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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霹靂被推論為宇宙生層的始源，透過爆炸的能量生成所有的可能。微霹靂

是相對於大霹靂，世上無數生命間種種的爆炸，或許具毀滅性而走向消失，又或

許激蹦分裂細胞而新生，熟輕熟重，每分每秒皆在發生。《黃帝內經》將人的身

體視為小宇宙並連結整個宇宙而運行。自古以來人們追求所謂天人合一，也就是

能跨越自身限制而與宇宙全然連結。然而科技進步的今天，人們跨越身體的疆界

已非異想空談，或許豬身上能培養人的心臟作為移植需求、能破解及鍵入壁虎的

再生基因到人的基因鏈中…等，然而這樣的跨越並不只是停在過去想像的階段，

當真的自已心臟來自於豬而在那跳動時，或許豬是被人主觀的當作資源，而非「人

豬合一」的概念。 

     

    畫面中看似多元而豐富的場景（圖 81），仔細看進去則是皆以單一的人體去

肢解並重組的模擬圖像（圖 82、圖 83），腦雲、骨閃電、牙齒山、人形生物等等。

大至山水，小至昆蟲，在畫面中全部都以人體的符號模擬之，形像在被模擬出來

之後，失去了原來指涉的意涵，同時也失去了敍事性，因此沒有了高低級的區分，

只剩下形像在畫面中相互撞擊、連結、對應等關係。在主觀意識下的繪畫活動中，

主觀依賴經驗對應世界產生存在的價值感，看似被主觀的經驗論所框架，然而另

一方面在透過這主體價值的角度，在網路時代能快速交換更多經驗而無限多元的

連結出去。在形像的操作上，不僅只是寫生式的感性再現，也不是用在敍事關乎

現實世界的事件，更不是在讚頌人類的偉大，或者炫耀創作者的轉化能力。這些

形象，在這麼龐大的畫面中如數不盡的多元細胞，人的形像逐漸消失，隱藏在各

㮔形像之中，企圖在消解「我」的概念，讓形像在相互作用中，達到無我的狀態。 

 

    在材質的分佈與形像的互相對應下，如大霹靂一般，除去及解構各種的疆界。

但回溯原爆點時，形象是否只是繪畫的承載情感、意念的容器，能否在自身中使

觀者連結出時間感的影像，並不是想像中能接通萬物的成仙感，反而是讓形像無

限延伸、無限排列組合出自身的自由度以及孤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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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83  黃柏維  〈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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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身體不再是過去藝術史中的身體觀念，身體開始走向一個物質化、符號化的

過程。在這過程中反映出現代人的精神層面問題，在消費文化和全球化的影響下，

我們所相信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是否有其荒謬性的存在？藝術家運用作品中巧

妙的手法，去揭示了在層層美麗包裝和視而不見的遮蔽下，所衍生出的種種現實

及問題，重新用身體的痛覺、感知等讓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性。當身體的部分

成為媒材時，皮膚、頭髮、血液等，它們本身承載的感知、基因、倫理道德觀等，

在探討顏料本身的後設角度西方現代主義之後，建立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並置不

同脈落的發展方式。因此可以將身體器官的脈絡並置到繪畫或雕塑等等的其他脈

絡之間，這樣的手法可能相互消解脈落一直以來的意義，也可能碰撞出新的可能，

讓作品蘊含多元性及更多可被探討的面向。 

 

    傅柯在《知識考堀學》寫道：「我們必須將論述視為一連串不連續的片段，

這些片段在技術上的功能既不一致也非穩定。更精確地說，我們將論述的世界想

像成被二分為被接受的論述與被排除的論述，或是主導的論述與被支配的論述，

而是視之為具多樣性的論述元素，能在各式各樣的策略上操作。」62論述要具客

觀性的「去主體」是很困難的，如他所說這些片段般的論述以元素的方式給權力

者運用並推論出自已要說的話，論述的片段特性在這個時候好像形成了一個整體，

一個他所謂被接受、有用具主導性的論述。但論述本身並不是相關而整體的同一

性質，是分散、不完整、不均衡的，包括筆者在個人創作時的思維和運作模態，

也是如此，並不是胸有成竹的去編排出起承轉合的模式，而是雜亂無章中進行統

整，看到問題再解決問題，然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循環之下產出成品，類似是

德勒茲所形容「波浪去推衍波浪」的創作模態。裡頭存在著多種的異質並置的情

況。相對的創作論述也是如此，論述的形構是把這些不同質、不完整的片段論述

相互對應出來，形成一組關係性的論述形式，從圖像、身體形體、心理、繪畫、

                                                        
62 Robert J. C. Young，《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周素鳳、陳巨擘譯，台北市：遠流出版，2006，

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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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現代思想等等，去對應出一組的關係論述出來，沒有宗旨性和教育

性的訴求和包裝，企圖在關係對應間為自已的創作做某程度的定位。 

 

   身體在切斷現實連結後可以任意調整、調度後，符號化、媒材化等在創作上

有更多能被處理的可能性。如〈微霹靂－擬天人合一之態〉作品的圖像呈現中，

乍看類似於傳統脈落中花鳥草叢畫科的意象，但仔細看其中皆是人體的構成。傳

統花鳥草叢畫大多是以人為中心的思考創作，這些生命體被當作移情的對象，或

是一種資源的想象。筆者試圖藉以此形式解構並重組成「類花鳥草叢畫」在寫生

和解構、重組間，所構成的圖像，試圖去除以人為中心的角度，藉由人的符號去

構成另一個他者的主體或是風景。這樣去中心化的思考在當今是蠻被重視的議題，

包括文化，環境、生態等領域，皆藉由這樣的思考去解決全球化、全球暖化、生

態浩劫、氣候劇變等問題。然而藝術在其中能扮演什麼角色？或許在這樣去中心

化的思維中，能呈現一種不同於過去的視覺思考，呈現當今人類精神焦慮的衝突

及面向，得以開創另一種思維方式的可能，或從中得到心理療癒。 

 

    透過繪畫處理潛在性的心理或所謂精神方面的問題，筆者運用膠彩混合壓克

力，一種連結原始記憶的動物膠，混合高科技工業高溫燒製的顏料，這個媒材與

自然也是斷裂的，在著層層斷裂間，脫離自然、脫離再現試圖去找尋繪畫本身以

及創造的可能性。因此在媒材和技法的應用上，也是複合式的，可能是膠彩的、

西畫的、水墨的、漆藝的等等，這樣複合的狀態，也反應台灣社會的現狀。台灣

在國際間找尋認同的可能，中國、美國、日本甚至韓國、印度、東南亞等文化，

在台灣都相互交雜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可以視為一種文化中的

擬態，例如南投的觀光區為了吸引人潮，模擬日本的妖怪村樣態，但實質賣台灣

小吃、各個觀光區都會有的紀念品；元宵燈會神驕出巡旁邊抬驕的是裝扮日本漫

畫裡的角色，這樣的模擬而錯亂的文化狀態在我們生活周遭理所當然的存在著。

筆者藉用身體來作為探討周遭環境、生命、存在精神等等的中介質，以符號化後

的解構方式去處理身體，讓他能呈現並引發出當今現狀的種種問題。而身體到後

來，可能連同死亡被消解殆盡，也可能如幽靈般的殘存華麗想像。 

 

    當代藝術創作者的作品，跳脫現代主義的高級單一價值觀框架，開始對社會、

環境提出質疑並將其解構再重構，雖有可能面臨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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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所批評的「把某種統一完整的東西還原成支離破碎的片斷或部件。像孩

子把父親的手錶拆開成毫無用處的零件。」63的窘境，解構後並不一定能重構，

重構也不一定就會比過去健全完整。然而藝術家必需要有拓展可能性的實驗精神，

讓身體開展出更多元的角度及面向，超越國族主義、文化、意識型態等，拓展成

為多元價值的世界觀與可能性。 

 

 

 

 

 

 

 

 

 

 

 

 

 

 

 

 

 

 

 

 

 

 

                                                        
63 楊大春，《德希達》，台北市：生智，1995，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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