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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即根源於筆者博士班進修期間對於自身創作系譜的總體反省下，創作

系列與系列之間脈絡的非典型斷裂所造成的創作處境所開展的思辨與探究。 

        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創作思想的原地轉型及其模態」與

「繪畫及視覺的依存關係」三大部分探討。 

 筆者創作系列與系列之間並非真的無關又非完全延續相關的「非典型斷裂」應該如何認

識？創作脈絡的藕斷絲連是否能透過創作觀念的「原地轉型」重新看待，如傅柯在《知識考

古學》裡的激烈陳述：「決定絕對不忽略任何不連續性、斷口、門檻或界限之形式」，視其

為思想越界及褶曲的結果？繪畫創作作為一種呼應自我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聯狀態之擬像物

存在，不作為溝通或宣傳的載體，作品存在意義即為其存在本身，要如何以繪畫實踐這樣的

創作理念？ 

 文獻研究主要援引傅柯的相關著作及德勒茲《千高台》作為理論研究的語境佈置，並列

舉現代藝術領域中創作理念或思考議題與筆者具有親緣性的三位傑出藝術家，分別是葛哈・

李希特、羅伯・莫里斯和艾倫・卡普洛作為思想實踐的證印。 

 作者、作品與作者之創作論述書寫三者之間，應該是追求同質性的差異展現。透過文獻

學理的爬梳與折返，藝術家的作品分析，配合筆者對於當代物理科學及拓墣學的好奇，企能

擺脫自我禁錮，將創作脈絡延續上的窒礙，轉念視其為思想越界及褶曲的契機，作為本篇論

文的進階研究與實踐。 

 

關鍵字： 

他者、越界、褶曲、根莖文體、量子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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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motiv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rooted 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author’s 

works created during doctoral studies. An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atypical break between 

creative series is launched.  

 The dissertation’s research content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primary categori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atypical break in creative context”, “ the ‘transformation autochtone’ and modal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painting’s dependency on the visual”: 

 How does one comprehend the “atypical break” that seem related yet not entirely continuous 

between the author’s painting series? Can the incomplete break between the series be reconsidered 

through a “transformation autochtone” on creative concept? As Foucault passionately states in The 

Order of Things: “decisions shall never neglect any form of discontinuity, rupture, threshold or 

limits” – can it be recognized as the result of transgression or folds in thought and idea?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existence of painting is its existence itself; painting is no longer a carrier to 

communicate or propagate because painting now acts as a simulated matter that echo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ist’s life and the world – but how does one practice such concept through 

painting? 

 The dissertation’s research context will mainly refer to Foucault’s writings and Deleuze’s A 

Thousand Plateaus. Three exceptional artists – Gerhard Richter, Robert Morris and Allan Kaprow – 

whose creative concepts and issues that concern them present some parallels with the author will 

also be discussed as validation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and thoughts. 

 Between the artist, their artwork, and their written discourse, varied exhibits of a homogenous 

nature sh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debate of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analysis of works by art masters,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s curiosity in the realms of contemporary 

physics, science and topolog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be rid of own’s shackles and treat the 

ambiguity of such creative context as the folds and transgression of ideas and thoughts, which wil 

serve as the advanc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is dissertation’s proposition. 

 

Keywords: 

the Other, transgression, the Folds, rhizomatic writing, quantum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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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認為「理論旨在創造知識。」，則創作理論研究

不外乎研究「創造關於創造的知識所謂何如」，其涉及創造的認識論及方法論。而創作是個

人主觀意識的具體實踐，藝術創作者透過名為藝術的梭子，將個體的主觀性與當下生活背景

的客觀現實交織成可感官的作品，藉以呼應時刻變化中的生命存有面貌。作品隨著數量積累

成為某種叢集性的視覺外觀或綿延性的思想模態而成「系列」，對於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聯

如何思考並以如何方式做出回應則為「創作理念」，而系列與系列間綿延串接的宏觀創作樣

態之縱向切片則成「創作脈絡」，差異時空下各個創作系列之間的部署空照圖則形成如立體

星叢般的「創作系譜」。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即根源於筆者博士班進修期間對於自身創作系譜

的總體反省下，創作系列與系列之間脈絡的彷彿斷裂所造成的創作處境所開展的思辨與探

究。 

一、研究動機 

 生命的流轉變化，同步帶來創作思考的變化；而創作亦以姿態及樣貌的持續改變，回應

生命的時刻處境。如同將液體倒在沙丘上形成流路，要積累足以另闢現有創作脈絡路徑的作

用力，除了智性思維的質地變化與因緣際會的時空變遷對創作發酵的普遍現象之外，筆者創

作的個人經歷中，當面臨一個系列的宏觀樣貌塵埃落定，乃至逐漸沈澱並蓄力延續下一階段

創作之際，總是不可自制的過度催化出超過當前系列樣貌所能承受的改變驅力，以「擺脫自

我限制為創作者天職」的熱情，灌溉了原本系列思想的腹地，而每每造成了系列樣貌的潰

堤。相較於典型的自我批判並微調修正創作路徑，取代的是對創作的既有理念及手法所激起

的冒犯與逾越慾望；一種對打破現有作品型態所可能引發的痛感好奇與另闢思路後可能的全

新視野所帶來之快感；及一種朝向未明疆域的試探慾望並同時對於「已知」的背叛與貶抑，

透過痛楚做為慾望的代價去「冒犯」隱形界限之所在，藉此期許自身作為一位藝術創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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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有的草莽性，以及「越界意志之自由與權力」1 的崇高快感；一種永遠意圖另類思考於

于現在所思，另類知覺於現在所看的行動。而這種揉合冒險與背叛之異質組成的創作慾望，

在創作發想時期逐漸積累成型，而使得踏出創作步伐的同時也「踏破」了在這之前的作品系

列樣貌。在將戮力的改變與挑剔視為是對原初系列的創作熱情延燒與敬意的錯覺下，同時意

識到這不可逆的心智變化竟是自身迎接創作上即將發生的叛變所產生的轉機。 

 

 創作的實踐與生成，在伴隨著極大的心力付出與自我批判之後，仍在疊上 後一塊磚之

際產生使之頹倒的慾望。遭遇如此的自我特質，使得筆者繪畫創作的進程篳路藍縷；從創作

的念頭生成之肇始，即被批判性思考放在個人生命脈絡的歷時性與當下生命存在狀態之共時

性2 的手術檯上進行放大檢視，不放棄任何可能可以撚熄念頭的線索，以防它的產出只意味

著虛耗的時間與可能的夭折。回顧過去自己對創作的認識，長期陷濘在處理形式與內容間互

為關係的典型思辨中，那些長期折煞自身創作熱情的問題：「作品處理手法與創作思路上是

否具備精準對應？」、「材料的反覆實驗是否得出創新視覺成果值得展現？」、「理念發想

的思路是否具有別出心裁的切入點？」⋯⋯等等。更別提在發想與醞釀的渾屯期間，時不時

會有天馬行空的創意隕石天外飛來，再次沖刷洗牌一路上思考取徑的足跡。因此發想前期尚

須經過日常的韜洗，靜待這段看似永恆失衡的渾屯時間的沈澱，倘若創作的念頭在如此自我

批判與惡意對待下若仍富有活潑跡象，方才通過自我認同，掛名「創作計劃」，著手進行。

創作就在這樣的自我桎梏的夾縫間交叉圍剿下每多掣肘，使得僅有極少的成果值得瀝篩發

表，而系列樣貌間的跳接外觀使得的脈絡的爬梳更是窒礙難行。 

 

 觀察國內外當代藝術博覽會，以及美術館古今藝術展覽，許多令人讚嘆的藝術家有著清

晰的作品面貌，瞻前顧後的朝著關心的議題或媒材推進演繹；反觀自己創作的歷程，在作品

質量累積至似乎終將成為某種可辨識外觀的「系列」同時，高漲的創作思緒猶如一枚被點燃

的高空煙花，在攀升到 高點處響炸出一霎那火樹銀花的同時亦是整套思維的再度分歧，在

自身異質化的裂解下或有秩序的各馳東西，只留下如虛線般的視網膜殘影，彷彿思想的天空

中一道皮肉綻開後的縫合傷疤。以結果論而言，創作脈絡的非連續性與當今藝壇主流生態強

                                                
1 首先，在任何的意志裏頭，都存在著感覺的多元性（pluralite de sentiments），我們意欲脫離的狀態之感覺，

我們意欲趨向的狀態之感覺，以及這種「脫離」、「趨向」的方向之感覺，以及 後一種附帶而來的肌肉感，

即便我們並未真的動手動腳，不過一旦我們感到「意欲」，它便不由自主地啟動。 
吉爾・德勒茲（Deleuze, Gilles）著，王紹中譯，《尼采》，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頁 135。 
2 歷時性和共時性是筆者分別參照社會學以及語言學對於結構系統的觀察方法，其中社會學中二術語之使用分

別指涉從靜態與動態，縱向與橫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型態的視角。語言學中索緒爾用歷時性指稱對於一

個系統發展的歷史性變化情況，共時性則是某一時刻該系統內部的特定關係。筆者援引剖析觀察自身創作的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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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脈絡分明存在著無法忽視的差異，這除了是筆者生命與世界之間創作關係的難題，亦是

攸關身為當代創作者後續生涯所無法逃避之現實生存課題。這樣的起因進而點燃本論文的研

究動機與熱情，促使筆者產生想要徹底通盤考察自身創作模態及系譜，檢視自身創作的認識

論，藉以認識有如虛線般的「類」斷裂所造成創作脈絡「特殊化」，一解創作者「希望自己

與眾不同，但又希望被認同」的心理情節。著眼於此，因而啟動本篇研究的契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企圖解開自身創作脈絡的彷彿斷裂應該如何認識，以期能否將這樣的

困境心結反轉為一堂值得積極面對的創作課題，甚或作為形成自己與他人創作樣態的差異識

別。因此將本篇研究目的分為初步的認識目的與深度之實踐目的： 

 

（一）初步的認識目的： 

 本研究企圖透過文獻的爬梳及考證，從當代各家理論山頭的綜觀出發，歸納出能涵蓋談

及筆者創作處境的論述背景，藉以推敲出自身創作的認識論。據此將研究進一步帶向證偽階

段，列舉現代藝術領域中創作理念或風格脈絡與筆者面臨之處境具有親緣性的藝術家，剖析

歸納其創作與筆者之間的相關徵候，藉以尋找可以呼應筆者創作難題之實證，以做為研究之

初步目的。 

 

（二）深度之實踐目的： 

 研究之遠程目的則是向自身創作之實踐層次進行推演與深化，透過筆者不同系列的創作

論述，整理出其中的關聯與非關聯，探究是否可能將創作脈絡的彷彿斷裂轉果為因，將此問

題意識以藝術手法「顯影」並「再製」，成為筆者獨特的創作議題，使虛線般的斷裂脈絡成

為一種個人辨識度的風格標記而非自我認同的阻礙，以此逼顯出關於創作模態的另類思考、

創作遊戲的不可預期性等等藝術思維如何建立的深度實踐目的。 

 

 微觀從創作者自身意識中闡述他者如何回應於創作的經驗來談作品的非同一性，又或是

在論文中引述其他評論／他者對筆者創作的觀點形成差異文本的分析比較；繁雜錯綜的多層

次思考取徑，無非企圖將本篇研究的問題意識拋向由多方性質知識灌注的池子，透過知識的

繁多性，盡有限學力融貫通體遍查其身孔縫，使其研究範圍設定在有限的意識體內朝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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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識流動開展，以如此呼應他者命題的研究限制下，藉以托出對象術語在知識系譜中的動

能及位能。 

第二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創作思想的原地轉型及其模態」與

「繪畫及視覺的依存關係」三大部分探討： 

一、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atypical break） 

 第一部分的主要研究內容關注在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筆者系列與系列之間並非真的

無關又非完全延續相關，如虛如絲般、似斷非斷的創作脈絡指向的是一種「非典型的斷裂」

3 ；面對系列與系列之間的進出錨點（anchor）總處在看似無關的殊異彼端，卻又似乎可以

透過這些過遠的錨點而形成虛線般的脈絡連結關係，應視為他者意識對作品脈絡產生之撞擊

效度有限，或是非我意識對於既有作品風格的眷戀？在筆者過於滯澀的思考態度下實踐節奏

是否無法追上由他者迫出的思想潛變，使得創作血脈如同遁入皮下的根莖般，「少小離家老

大回」，從他處竄出之時「鄉音無改」卻也已相覷無言；他者之於筆者創作是否成了吹皺一

池思維的推手，使繪畫的內在性平面波盪出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思想中的「褶曲」4 般的皺褶5，脈絡之線縫紉穿梭於自我意識與他者意識之一體兩面，不論

從哪一個面向觀看都如斷線般的虛線樣態，進而使穿進的 A 點與穿出的 B 點間的關係在皺

褶攤平檢視下成了一種跳接的外觀？ 

                                                
3 斷裂意味著分開與拆離。「非典型」是筆者挪用自醫學病理用語，非典型斷裂是筆者指涉自身創作脈絡為一

種不是普遍斷裂的斷裂，似斷未斷，藕斷絲連，在斷與未斷之間的懸著狀態，在本文名詞釋義（七）也有進一

步解釋。 
4 褶曲（法文為 pli，英譯為 folds）是傅柯思想的術語，用以指涉是一種越界的思想運動後折返向自身的狀態，

其思想圖形可以用莫比烏斯環理解，褶曲返回的是如同我從迴旋梯走上一層之「已非他者的我是」，與「越

界」是孿生運動關係。 
5 皺褶（法文為 plissement）是德勒茲的思想術語，他指出，「矯飾主義」使一切「存在」都成為一種「方

式」，此方式就是使事物折疊彎曲的「褶曲」。巴洛克作為矯飾主義的深刻化，則是將「褶曲」推到無限：

「巴洛克並不指向一種本質，而是指向一種運動功能，它不斷做出褶曲。它⋯⋯褶曲推到無限，在『褶曲之上

褶曲，褶曲循著褶曲』。」楊凱麟認為皺褶是意味著複數褶曲的詞彙。 
萬胥亭著，《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臺北市：唐山，2009，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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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思想的原地轉型（self-transformation）及其模態 

 第二部分的研究內容涉及筆者對於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的重新認識，牽涉到創作思想

核心的「越界時刻」；當意識在「意識到」自身站在將跨出「我」的界限邊緣，所離析出的

我與「非我／他者」呈如碎片般共時存在之怪異臨界經驗應該如何認識。也據此所引發的一

連串提問：究竟是何種因素使面對創作當下的「我」成了由懷疑、思維、存在等等異質概念

共同疊合交匯的凝聚點？由「我」異化為「異質組成的我」的流變關係是否如同退化／還原

至法國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1901-1981）的鏡像

前期，無法區分鏡中之影是我或「他人」的初生之犢？6 而意欲以抹除的動作藉以摸清的

「鏡中之影」，與西方理哲學語境中談及的「他者」7 應做如何的比較與認識？以弗里德里

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說法，「當你望向深淵時，深淵也對你回

望」8 ，他者深淵向自我凝視的同時，是否存在以「佇立於臨界之巔」為生命高度朝向內外

兩造同時開展的慾望與禁慾之創作實踐？創作脈絡的不易明辨是否能「原地轉型」9 ，視其

為思想越界及褶曲的結果？ 

三、繪畫及視覺的依存關係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內容為繪畫與視覺之間的依存關係；當繪畫不再為任何外在價值或道

德服務，繪畫創作作為一種呼應自我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聯狀態之擬像物存在，不作為溝通

                                                
6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認為：「個人主體並不能自我確立，它只有在另一個對象化了的他人鏡像關係中才能認

同自己」。在拉岡的鏡像說中，幼兒對於鏡中完形的本質是想像性的認同關係。張一兵：「⋯⋯在每一個人

初的記憶中，當自己乍一開始與這個在我們入世以前早就存在的世界打交道的時候，我們總是發現身邊的大人

們對他人和他物的指認都是從一個個言說中的聲響和活動中的形象開始的。⋯⋯顯然，拉岡前面說的那個鏡像

式的想像關係大多就是在這種被餵養性中注入的。」 
張一兵著，《不可能存在之真：拉岡哲學映射》，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5，頁 140，196。 
7 羅伯森和麥克丹尼爾認為在哲學中，他者（The Other）是指因與眾不同而被單獨對待的人。 
本篇研究所談及的「他者」，並非一般的常人、普通人，因此對於「他者」作為論文中的核心命題，從「他者

的可不可見」的古典角度去談「他者」更是不夠精確且狹隘的。「他者」是在「我」以外的所有「非我」元素

匯整而成的偶然性集合，以類比於我的變動，交互流動於總體之我。 
尚・羅伯森（Robertson, Jean）、克雷格・麥克丹尼爾（McDaniel, Craig）著，匡驍譯，《當代藝術的主題：

1980 年以後的視覺藝術》，南京市：江蘇鳳凰，2018，頁 62。 
8 弗里德里希・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著，趙千凡譯，《善惡的彼端：一個未來哲學的序曲》，新北市：

大家，2015，頁 150。 
9 筆者此處挪用於傅柯在 1969 年發表的《知識考古學》裡所談及語言自身激進的自我超越與詞語意義的差異化

所佈置成的內在性形式研究時所用到的術語「在地轉型」（法文：transformation autochtone），作為自身創作

思維及手法的重新佈置與理解後，將已存的現況以差異化的方式重新組合及認識，使當現的「問題」或「困

境」不再具有優位性。 
米歇爾・傅柯（Foucault, Michel）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市：三聯，2003，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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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宣傳的載體，其存在意義即為其存在本身，繪畫行為指向自身，是由絕對內在性所標誌的

運動，但繪畫行為不可能透過物質性介面呈現自身的同時卻不涉及視覺化作用，並且，繪畫

行為亦無法透過物質性介面呈現視覺的同時卻不涉及本體化作用。因為繪畫在成為一種感官

感覺的科目類門的同時，必然已因為實踐了此感官感覺而自我建構為主體的存在。但本篇研

究意欲探討的並不是思想與存在的古老命題，而是如何透過繪畫對視覺在存在上的寄生關

係，借鏡於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書寫《千高台》的根莖文體，狹帶

越境的他者之力於繪畫行動，與對於未知的皺褶彼端勇敢突刺之姿，透過繪畫行動實踐一種

關於思想的視覺表達。 

 

 論文的安排將以六個主要章節作為分配。分別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現代西方哲學語

境中的「他者」為開展之論述場域，第三章 現代西方藝術現況中的證例，第四章〈宅／

宇〉系列：一種以思想內容作為形式的繪畫實踐，第五章〈微古粒〉系列：一種以繪畫思考

繪畫的藝術實踐，第六章結論。以上六個章節作為本論文的鋪陳，而研究內容概要分述如

下： 

 

 第一章緒論，探討本論文關於創作核心思辨的研究等問題意識如何成為本論文的啟動契

機，目的與方法等等初步的研究設定。 

 

 第二章現代西方哲學語境中的「他者」為開展之論述場域，本研究摘錄整理現代西方哲

學語境中的「他者」，透過比較分析，拉扯出各自思想系譜間互相牽絆的討論串，從古典哲

學出發，涉及主體論，存有論，倫理學，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經驗認識論，後現代主義結

構批評。透過這一章關於他者的文獻閱讀，來進行對於其歷史脈絡認識。 

 

 第三章透過佈置的「他者」論述場域，援引現代西方藝術現況中創作態度適切本文的證

例，分別為以不可被確定性為己志的藝術家——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以及擁抱差異與重複的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1931-2018），和偶發藝術發起者之一

艾倫・卡普洛（Allan Kaprow，1927-2006），以他們的創作理念手法回應本論文的論述。 

 

 第四章從〈宅／宇〉系列談一種以思想內容作為形式的繪畫實踐，從系列生成之前，到

作為創作理念的呈現以及視覺內容之意義的塌陷，來談不可視的領域與可視之思想界域之間

的交互關係。並於小節中帶入當初繪畫語言轉化的源頭以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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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介紹在〈宅／宇〉系列之後與〈微古粒〉系列誕生之間，創作上所面臨之考驗與

困境，並在認識了傅柯思想後有所突破，試圖將創作脈絡的不易明辨，轉念視其為思想越界

及褶曲的結果，一念之間思考態度原地轉型，拋棄想要透過作品「表達出什麼意義」這種困

住自我創作的想法，轉念為「作品就是一種純粹客觀的事實存在」，至此開啟以「繪畫思考

繪畫」的材料性及視覺性探索，以及透過如同實驗般的創作態度及手法，將繪畫創作的過程

視為目的自身，進一步誕生了以「微觀、時空綿延、思想粒子」來作為創作發想的〈微古

粒〉系列。 

 

 以及文末在第六章結論中，由〈宇宙褶〉系列的創作實踐來外探本研究的箇中命題，

後從過程中交叉詰問出本研究的結論。總結現階段創作之觀察與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使用的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分析法，作品分析法，以及作品實踐作為 後的研究與

證偽。並企圖透過文字部署以及語言表現之文體樣貌呼應筆者對於藝術創作理論研究之書寫

模態的認識。分陳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以如何面對創作系列與系列之間脈絡的彷彿斷裂所造成的創作處境為初步提問出發，整

理爬梳現代西方哲學脈絡至當代各家理論山頭對於「他者」的理論與批評角度，透過閱讀與

歸納，摘錄引文，整理各家理論學說的歷史脈絡已有怎樣的研究成果，爬梳出多方觀點進行

並置與分析，經由摘要的延伸閱讀及反芻重寫，節錄文字並回溯比較操作，作為議題的認識

基礎。 

           

 並接續此基礎認識，歸納出能涵蓋談及筆者創作處境的論述背景，在推敲把握文獻材料

的處理過程中，裂解出理論當中與筆者創作經驗之間的差異樣貌，逐步引動拉扯出潛在於思

考縫隙中相關筆者創作面臨的問題意識，將其拋回諸多批評理論之間；透過精神分析學，主

體論，存有論，批評理論等一連串思辨的討論串，碰撞出自身與他者知識觀點間的相同及歧

異，判斷該論題範疇在當代思潮背景中應該如何認識，來檢視自身創作思想於當今哲學思考

系譜位置，藉以透過本文形成自我證印的論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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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分析法 

 據於筆者建構之他者認識論的基礎下，將研究帶向藝術作品史料考據的領域，列舉現代

藝術領域中創作理念或風格脈絡與筆者面臨之處境具有親緣性的三位傑出藝術家，分別是葛

哈・李希特、羅伯・莫里斯和艾倫・卡普洛，進行個人創作研究的差異文本之佐證與參照，

透過三位藝術大師的創作自述及理論研究學者的相關批評，歸納出與本篇研究之「他者」問

題意識相關的討論項次。 

 

 對於研究——「創作」——此類涉及時刻流變的對象，研究的知識工具必定不可能是單

從理論學科切入的，不可避免需要從跨領域，跨系譜的多元方向來取徑，唯有如此才可能對

於問題意識做出動態的勾勒。藉以剖析三者創作與筆者之間的相關徵候，釐清在創作思維、

創作行動之間的相同與相異，藉以做出對於命題的反省。 

三、作品實踐與研究分析法 

 繪畫創作乃是創作者透過媒材形式揉合其創作思維所實現的思想物質化實踐。繪畫研究

之作品分析是觀者藉由分析繪畫創作行為的終點產物——繪畫作品——進行物質性的視覺構

成分析，並探討作品支撐的可能理論思想。透過對「他者」思想論述的學習及相關名家創作

的考據，探詢創作者在當今繁多的知識增殖和生命質地快速變遷的當下，面對自我的「創作

意識」該如何把握拿捏，以形成自身創作的核心思考以及實踐模態。 

 

 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作者已死」10 的說法來談，作品在被完

成後即切斷了與作者的直接關聯，作品因此是該缺席作者遺留的「精神殘骸」，如此而來，

作者對自身作品的創作論述則可視為作者迴光返照的獨白，可視為其對於自身生命觀點的另

類表達。作品之於作者如其彷彿「自己另一種生命形式存在」的特殊性，也因此對於作品分

析的話語權來說，作者論述其自身作品的觀點是「過去式」第一人稱視角。正確地來說，作

者是透過觀看及論述自己的精神殘骸及回顧創作起落的生命歷程來自我明析，在看似主觀且

霸道的作者權力之下，卻又絕對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及特殊意義。文中以筆者〈宅。宇〉

                                                
10 羅蘭・巴特和傅柯都宣稱作者已死，尚．布希亞並宣告了擬像的勝利。這些觀念在整個 80 年代的年輕藝術

家和批評家之間都非常流行。 
湯瑪斯・克勞（Crow, Thomas）著，吳毅強、陶錚譯，《大眾文化中的現成藝術》，南京市：江蘇鳳凰美術，

2016，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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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及近期的〈微古粒〉系列、〈宇宙褶〉系列，作為創作實踐的研究依據，從三個系列作

品間的觀念延伸以及逐步變異的創作手法，推敲回看創作態度由焦慮逃避轉為期待與積極的

創作軌跡。 

第四節 文獻探討的引用緣由 

 本文理論的佈置以思想觀念與筆者思想處境較具親緣性的兩位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傅

柯及德勒茲作為文獻探討的對象。 

  

 傅柯及德勒茲都生於 1920 年代的法國，同為深受尼采思想影響之哲學思想家，兩位也

是因為對於尼采思想的高度興趣而結識，因此開展了後續二十幾年的互相激盪，成為在思想

著作上交鋒的對手與知己。傅柯曾在 1970 年的一次訪談中說：「或許，未來將是德勒茲的

世紀。」，1986 年，德勒茲以著作《傅柯》向其致敬。2007 年《時代高等教育指南》將傅

柯列為 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學學者。 

 

 傅柯思想充滿謎樣的轉折，其哲學思想的佈置如同一座不斷內凹的立體迷宮。傅柯於

1966 年發表《詞與物》，1969 年發表《知識考古學》，1984 年發表《快感的享用》。綜觀

著作當中，思想異質空間的界限的問題是其思想的核心命題，傅柯透過其精闢的思考語境，

將不連續的斷口所迫現的界限問題引領到衝突且高張的狀態，以書寫形成一種充滿張力，機

智橫生的思想角力場域，那些對於異質空間的原創性描述，在讀者腦中銘刻出各自的傅柯式

思想影像。 

 

 而對比於現代主義思想家如紡織品般清晰的橫縱邏輯，德勒茲的思想則如同盤根錯節的

雙人手工羊毛氈，在其許多著作例如 1962 年的《尼采與哲學》，1968 年的《差異與重

複》，1969 年的《意義的邏輯》書寫如同一場偵探與線索的 激烈對決，而在 1980 年出版

的《千高台》，文字在非單由德勒茲書寫的情況下合法的易容成為彷彿密碼的存在，讀者的

思緒在微觀的意識流動中被文字帶領不斷跨域穿梭找尋，在遍尋不到線頭的同時忘卻自己身

在何處，才赫然發現答案即是自身穿越的所有思考軌跡的總成。 

 

 藝術創作與其說是探尋生命本質的答案，更貼近的說法應是提出自己對這獨特生命當下

的問題作為回應。而對於自身生命的不斷提問，筆者認為就是創作的本質。如傅柯及德勒茲

 



 

 10 

的後現代思想模態以及書寫模式，呼應了筆者對於當前藝術創作的執念。因此在第三章選擇

與二位哲學思想家同時期的三位創作者：葛哈・李希特、羅伯・莫里斯和艾倫・卡普洛，其

各自在 1960 年代時期開始的重要作品作為創作實踐的回應與證印。 

 

 本文因此於第二章第二小節將論述空間搭建在傅柯的思想術語「褶曲」、以及其「越

界」的概念基礎下，透過此二與「他者」不可分割的思想關聯，進行對於「界限」的討論。

「界限」的討論與省思是筆者博士班創作〈宅／宇〉系列的創作核心，透過針對「界限」的

書寫佈置，形成「他者」的延伸論述場域，進一步牽引出筆者問題意識裡在這幾個思考點之

間的細膩轉折。 

 

 他者的思考研究在當今哲學領域為一門諸多交鋒的討論領域，術語牽扯出思想系譜的繁

複性，若用結構主義的喬木狀內容架構作為研究認識方法則必未能把握術語的真撤領悟，務

必配合呼應於後結構主義哲學的書寫文體模態認識論作為其思想入門的取徑，因此在本文第

二章第三節以德勒茲著作《千高台》中文體書寫的活潑特性作為書寫藝術創作的範式，並以

其書寫的根莖文體模態作為一種思想、書寫雙重技術性操作的研究討論對象，來窺其如何藉

由內容、詞句、概念之間彼此團塊而互生的叢集塊狀根莖性，以文字的物質性配合術語的變

形，羅織出思想影像，以及由此文學佈置所持續開展的內容生成，作為研究之學習，參照如

何運用文體作為「創作性書寫」以及「如何書寫創作」作為筆者創作理論研究之書寫圭臬，

進一步於後續第四、五章節的書寫，以一種他者的切入方式進行對自身創作理念的「他者論

述」，作為如何客觀顯影創作處境的文體策略應用技術手冊。 

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名詞釋義 

 論文的本質是一種學科智識的思想實驗與論述發表，實驗的目的除了發現思想創新的可

能性或實踐推展的具體方法之外，必定潛藏於研究過程中的不可預期或意外的侷限，但整體

而言，亦是研究成果屆時發表時同樣珍貴的一體兩面，而這些都是可作為日後延伸研究的參

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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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圍與限制 

 本篇論文的研究範圍從筆者的〈宅。宇〉系列及近期的〈微古粒〉系列、〈宇宙褶〉系

列的繪畫創作作為創作思想與創作實踐之間相互催生的研究母本，並配合傅柯的「越界」、

「褶曲」等思想術語，以及德勒茲的「根莖文體」以書寫製造思想影像的技術，將視覺中對

繪畫的不可見感覺和對於文字在腦海中形成的腦內視覺這兩者之間，透過文字的來回書寫如

晶體般折射出一種介於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交互激盪。 

 本篇研究起始於筆者觀察自身創作脈絡歷程，對於作品樣貌缺乏延續性的狀況，想要一

探究竟，並反省從〈宅。宇〉系列後創作節奏停滯的原因，重新檢視自身創作態度，針對創

作脈絡的跳躍及不連續，創作主題的跳接以及創作手法的不斷更迭，尋求解決之道，因而再

次回到「創作為何」及「為何創作」的核心問題，適逢本篇論文的初步擬稿，也在當時接觸

德勒茲的著作，從其《千高台》及《培根：感官感覺邏輯》中知識如創作般被書寫所生產出

來的思想影像的造影技術，試圖了解後現代哲思與當代藝術領域的相互關係，企能從差異的

思考角度檢視自身創作在知識理論領域會是如何的樣態。德勒茲是一位閱覽群書的博學多聞

的哲學家，思想龐雜博大，筆者有限的閱讀背景使得要跟上德勒茲如逃逸般流變的書寫相形

困澀，而在持續著相關閱讀的文獻資料整理時，接觸了傅柯的思想，從幾本傅柯的譯本中，

才開始有一些之前閱讀德勒茲著作時的心得與之呼應，於是開始進行傅柯著作的瞭解認識，

也因此發現筆者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似乎如同傅柯理論亟欲重視的界限問題、不連續的斷

口、歷史的門檻等等，傅柯視其為切入改變力量的關鍵。著眼於此，再次重新面對自身創作

脈絡的非斷之斷，將觀看自身創作的態度重新調整轉換，以積極的心態開啟〈微古粒〉系列

的創作實驗，心境及環境的轉變對於創作思維產生的影響，都在這個系列呈現 深刻明顯的

變化。在完成了〈微古粒〉系列後，開始著手於本文的初稿書寫，在創作態度及思維觀念已

然原地轉型的同時，並尋求在藝壇上創作的證例，整理論述的架構，而有了近期的〈宇宙

褶〉系列，作為整個研究範圍的階段里程。 

 

 任何實驗測量都會遭遇誤差，遑論本研究屬於理學科目與感官感覺科目的綜合研究，而

研究的項目主題又是當今哲學思潮運動中眾家意欲爭鋒拿下的浪頭標竿，因此筆者以有限的

學力及對於法文原著的陌生，亦只能從相關的翻譯本或英譯本，將其相關學理意義確定至某

種相對於筆者所能理解的程度。但是後現代書寫的多重出口與多層次語意編織，其衍生之作

品誤讀性以及可寫性，無論是來自文獻哲理成果中與「他者」問題意識相關的線索，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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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未定論的研究階段，都何嘗不是研究者不可錯失的思想錨點，用作來觀看物質性作品中

的意識與非意識間的交錯，可以視為一種越界的實踐。 

二、名詞釋義 

（一）他者（the Other） 

 在以人的思想為一種多元異質的統籌整體的認識下，人的意識是多元性的偶然組成，其

隨著時空變遷而能具流動變化之自由展現。也因此，此刻的我可能是明日的非我，非我從自

我察覺自身之「不合時宜」的時刻出現，「他者」則是在「我」以外的所有「非我」元素匯

整而成的偶然性集合11 ，以類比於我的變動，交互流動於總體之我。以視覺影像來思考，其

模型彷彿是泳者互為關係的「水」，是之於自身以外不斷外延的所有事物；「我」是正型，

而水則是「他者」，是「我」的負型／補型，在這個形象當中談總體我，必須將我與水都視

為總體的「我」來把握。而我的思想是隨著生命歷程日新月異新陳代謝的，因此我和他者之

間的關係在本文中視為偶然性下思想不斷流動變異的集合，他者與我因此成為彼此意義上的

存在，沒有他者就沒有我，反之亦然，共存共生，是不可分開之意識統籌。 

 

 由此可知，本篇研究所談及的「他者」，並非一般的常人、普通人，因此對於「他者」

作為論文中的核心命題，從「他者的可不可見」的古典角度去談「他者」更是不夠精確且狹

隘的。也因如此在定義術語時，出現了範圍限制的研究核心提問。術語本身涉及的問題本質

首先是和生物的辨識性相關，其次是思想內在性平面的共時又差異的存在。換句話說，論文

中提及的他者，是意識中非人稱的他者，是文字的物質性書寫下的擬像他者，是哲理辯證過

程中自我異化下的異於我的「我的他者」⋯⋯諸如此類像這樣的指涉與非指涉之交叉辯證，

透過分裂分析的語言敘述，則「他者」的性質在不同語句構成中變換，且透過每一區塊書寫

的差異，使讀者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流變的論述場域；因此，要在論文開頭這名詞釋義的區塊

中去界定出「他者」的總體形象，是把「他者」以過度簡單化的方式去不正確把握的。12 也

                                                
11 這裏的集合，參照了數學對這個術語的概念。簡單來說，所謂的一個集合，就是將數個物件歸類而分成為一

個或數個形態各異的大小整體。 一般來講，集合是具有某種特性的事物的整體，或是一些確認物件的匯集。

構成集合的事物或物件稱作元素或是成員。集合的元素可以是任何事物，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字母

或數字等。 
12 尼采以批判的氣質在否定的方向上其中之一就是拒絕以簡單化或權威化的方式提出啟蒙的要求。 
弗里德里希・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著，趙千凡譯，《論道德的系譜》，新北市：大家，2017，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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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他者在西方總體哲學語境中的樣態，至少必須要放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去切

入，並由整體文章的不同段落片段交叉理解作為深入認識與釋疑。 

 

（二）越界（transgression）、褶曲（the Folds）、界限（limit） 

       本文中的「越界」一詞，不是單純跨越邊界，也不是簡單的違禁或違規，越界在詞面上

意義本來就有邏輯的矛盾點存在，字面來說界限的意義就是具有不能被穿越與跨越而存在，

能跨越或可跨越之界限則其從意涵來談從一開始便不能稱為是界限。但文中討論之界限所在

之論述場域乃是意識的內在性平面之自我或非我意識變動或差異化之時刻所「現形」之界

限，而「我」之時刻變動如前段「他者」之定義中提到一般，因此界限在此並非恆常不動之

地域性意義，亦非時刻存在之顯現，而是處於時刻變動的非定性出現。而界限與德勒茲的書

寫術語「節段」，是不同的內容。13 

 

       因此越界不僅是作為對界限的挑戰之字面意義，嚴格來說，是對於界限的「定義」所做

出更高層次的逾越與跨越。在文獻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相對於德勒茲的「皺褶」術語於《千

高台》一文中以多種層次的書寫堆疊描述，過於曲折艱澀，筆者論述的概念中界限與越界之

意義朝向傅柯越界思想貼近，而越界亦是傅柯思想中 重要的觀念之一，因此主要詞源意義

是參照傅柯思想，而傅柯的「越界」思想，與「褶曲」術語是孿生的共構運動關係，是一種

對偶而生的存在。有如時光機器般，褶曲運動在思想越界當刻同時折返，讓我之所思中的非

我可以透過褶曲與未來之我在臨界時刻錯身而過，「互相交換自身」，越界的是「已非是

我」的他者，褶曲返回的是如同從迴旋梯走上一層之「已非他者的我是」，而兩者術語又跟

「界限」無法分勾，因此在名詞釋義上應該要一起解釋，方能較貼近其術語意涵。對應於創

作的狀態，以筆者自身的創作經驗來說，如同在創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視覺表現方式，或

是在創作想法上有了嶄新的念頭或思考突破的契機，則強度的離開自我思想及既有創作奔走

離去的是「已非是我」的他者，而實驗、實踐未嘗試過的手法而得到嶄新思維的則是「已非

他者的我是」，而這樣的過程，即是創作中的越界與褶曲。 

 

                                                
13 「節段」是德勒茲思想中指涉思想平面經過紋理化的部署後所呈現的一種凝固僵硬的思想模態。「節段」的

進一步釋義將於名詞釋義（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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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哲學從不曾與界限思考分開，楊凱麟於《分裂分析傅柯》的界限本體論14 中提到

傅柯對於界限問題之重視；「《古典時期瘋狂史》的出版序言宣稱要從事一門『界限的歷

史』」；「《詞與物》以目眩神馳的華麗文筆將『人的存在自身就座於其激進的界限』」；

「《知識考古學》則『決定絕對不忽略任何不連續性、斷口、門檻或界限之形式』」。在

《何謂啟蒙？》中，更於論文 後一句話「我想，必須永遠於我們界限上工作⋯⋯」作結。

不同於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思想認為「應將智性活動勉力停駐於

界限之內，嚴格遵守不應跨越的原則」，傅柯如同德勒茲及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雅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後結構主義的學者，對於古典

思路之喬木式結構所造成的思想凝固都具有反動的意識形態展現於各自的學說主張。 

 

 越界行動的出現因此是一個「時刻」的概念，非定現的界限由「自我中的不再是我」所

「迫出」，形成一個界限與越界同時發生的思想動作瞬間，一閃即逝。因此越界的術語是跟

時間相關並跟空間無關。越界除了此時間點之外何處都不在。 

 

（三）考古學方法（archeology）、反式考古學（trans-archeology） 

 考古學目標只有一個：「在文獻所說的基礎重新構造過去，試圖恢復說話主體及其時代

背景的原貌。」是一種層次分析。15 考古學意味著是「越界」、「褶曲」、「佈置」的結

合。越界涉及界限、域外與差異的論述。褶曲連結著域內，內部空間、臨近性、自我對自

我，以及一切涉及複製、倍增與切分的操作。佈置一方面成為以異托邦（heterotopia）16 與

另類空間有關的構思，另一方面賦予前者考古學意義，考古學成為一種歷史共時性研究，是

對各時代褶曲形式的固執展示。17 相對於考古為對於古代文物文明文化的出土及發現，反式

考古學則是「回到未來」考古，書寫成為一種越界實踐，成為從「已是」的過去逆反折往

                                                
14  楊凱麟著，《分裂分析傅柯－越界、褶曲與佈置》，南京市：南京大學，2011，頁 39-40。本論文後續再引

注於此著作則略語為 SMF。 
15 楊大春著，《傅柯》，臺北市：生智，1995，頁 45，67。 
16 傅柯在 1966 年的《詞與物》的序言第一次提到這個術語，法文為 hétérotopie，對應的英文為 heterotopy，這

是源出於生物學及醫學領域的術語，用來指出臟器或組織不在其應有的位置上的「異位」現象，1970 年英譯

本將其譯為 heterotopia，較為接近傅柯運用此術語到知識論的批判領域的本意；相對於想像作用所構築而成的

烏托邦（utopia），異托邦則是如同鏡像般褶曲返回的思想運動所建構的實存擬像，既證明了主體的存在與缺

席，是由越界所給予的虛構，在傅柯對此術語的設定涉及的是語言的唯物操作，其介於真實空間與虛構的烏托

邦之間的異質存在，與前兩者為三元的互存關係。 
米歇爾・傅柯（Foucault, Michel）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市：三聯，2002，頁

9。 
17 SMF，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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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所是」的未來，如此激烈的越界行動迫使語言只能以赤裸的狀態呈現，「並且沒有任

何內容能連結於它⋯⋯」18，可理解為對於越界後的「未來知識結構」的創造及再發現。 

 

（四）系譜學方法（genealogy） 

 相對於考古學關心靜態的描述，系譜學則要求提出解釋。按照蓋瑞・葛汀（Gary 

Gutting，1942-2019）的分析：「系譜學方法首先意味著讓考古學方法回到同時描述推理性

實踐和非推理性實踐兩者，並揭示知識與權力的本質聯繫，而利用這種連繫來對推理性構成

和知識的變遷提供因果說明。」19 

 

（五）根莖文體（rhizomatic writing） 

 德勒茲挪用於植物學範疇的專用名詞「根莖」轉化為針對思想的連結模態做為此術語指

涉，是相對於統一、有固定中心軸的喬木狀連續、確定之系統的差異性存在。是以域外做異

質連結，以增殖、繁多其材料20 之多樣偶然性作為術語特徵。可以看作是對比於傅柯的鏡像

與異托邦。 

 

（六）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再結域（reterritorialization） 

        解域與再結域是德勒茲挪用生物學的詞彙，他在《千高台》中一段著名的觀點：「蘭花

解域而成為一個形象，一個黃蜂的仿圖（calque）；然而，黃蜂在這個形象之上再結域。但

黃蜂也被解域，其自身變為蘭花繁殖器的一個部分；然而，通過傳播其花粉，它使蘭花再結

域。蘭花和黃蜂——作為異質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莖。」21 

 

（七）非典型斷裂（atypical break） 

 斷裂意味著分開與拆離。「非典型」是筆者挪用自醫學病理用語，例如 2003 年在中國

廣東、香港、北京所爆發的流行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即指不同於細菌感

                                                
18 米歇爾・傅柯（Foucault, Michel）著，郭軍譯，《僭越序言》，收錄於《傅柯讀本》，汪民安編，北京市：

北京大學，2010，頁 16。 
19 同註 15，頁 66。 
20 材料可以是文字、音符或是顏料。德勒茲的根莖文體以文學自身的重複作出褶曲，如鏡像或多重鏡像般形成

自我再現的書寫繁殖。 
21 吉爾・德勒茲（Deleuze, Gilles）、菲力克斯・瓜達里（Guattari, Felix）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

裂（卷 2）：千高原》，上海市：上海，2010，頁 11。本論文後續再引注於此著作則略語為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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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而是由未知的病原體引起的非典型肺炎。非典型斷裂是筆者指涉自身創作脈絡為一種作

者當下也不明原因造成的斷裂，似斷未斷，藕斷絲連，在斷與未斷之間的懸著狀態。 

 

（八）鏡像（mirror image） 

 傅柯說：「鏡子中呈現的是一個我所不在之處，一個虛擬開敞於表面之後的非實在空

間，使我能看到我在我缺席之處，⋯⋯而也是從鏡子裡，我在我現在位置上缺席，因為我看

到我在那邊，而且是有景深、能分辨前後的。」22 

 

 傅柯認為，在越界動作迫出未知領域界限的當刻，褶曲而返回的是被未知所鏡像顯出的

自身樣貌。在時間軸線不停歇的現實下，生命個體演進的狀態如同倒車般，人人皆無法轉頭

看見未來，只能透過眼前不斷出現、遠離的景象／歷史事實來判斷行駛的方向，以「後退」

作為「前進」，而未知且陌生的身後域外是透過後照鏡般的鏡像去認識，在不斷移動的當

刻，過去與未來間的「當下」之界限，亦是本體所處在的「即將成為已存的現場」；如同筆

者透過創作來認識自己，創作即為認識自身的工具／鏡子，透過觀看眼前的過去，同時透過

鏡子探索身後的未來鏡像／未知擬像23，思想晶體鏡像折射後返回所獲得的自我認識則是此

趟旅程的「駕駛指南」，在這樣的方式下，朝向未來前進。 

 

（九）節段（segmentation），節段性（segmentarity） 

 節段是德勒茲千高台第九高台用來談論慾望的政治流變使用的術語，相對於濃稠、平滑

的空間，紋理空間是一種經過編碼，或條紋化、織品化後的權力化空間，指涉一個思想平面

經過紋理化的部署，呈現一種凝固僵硬的思想模態。但德勒茲的理論並非古典的二元對立

論，節段的實質意涵可於第二章第三節由更多的敘述進一步釐清。 

 

                                                
22 SMF，頁 14。 
23 鏡像與擬像不同，鏡像乃實體的鏡中映射，擬像則與實體無關。擬像產生於這個虛擬視覺的技術不斷進步的

世代——「只有想不到，而沒有做不到的視覺」。「創作」若說是件彷彿鏡子的工具，更像是某種晶體，映照

出來自未來／越界彼端而返回的，是既非鏡像（完全是自身）亦非擬像（完全非自身）的夾縫中差異的存在；

綿延在「已非是我的他者」與「已非他者的我是」之兩造思想影像當中，未來鏡像成為了「相關於我的擬

像」，而未知擬像則變成「非關於我的『我的鏡像』」，在這種如異托邦般真實又虛幻的所在，兩者反覆疊加

的樣貌總成即為「創作」，筆者認為是創作者認識未知自身的指南工具。 

 



 

 17 

（十）意識（consciousness） 

 藝術創作概念涉及的是除了在可見的物質24 世界之外，更多的部分是觸及了生物感知的

意識層次。而也因為術語的範圍設定觀點牽涉到必須對於思想的內在性平面：「意識」這個

區塊做出範圍及限制的認識，也因此，不可避免的需要觸及「 臨界的當代意義下『意識』

為何？」，雖然不是本論文的申論術語，但因為所談之所有關鍵術語都坐落在「意識」這個

思想平面，並且，在於筆者〈微古粒〉系列創作中作為他者的「思想操場」，也就在這個出

發點下在底下名詞釋義中展開說明。 

 

 意識存在於非物質世界，想必是大多數人對生命世界的基本認識。但在近幾年人類對於

意識的本質認識上，可由義大利神經學家朱利歐・多諾尼（Giulio Tononi）在 2008 年提出

的學術研究《Consciousness a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A Provisional Manifesto》25 中談起。多

諾尼指出，要了解意識，不能從大腦開始，而必須從意識之外的「他者」來認識，相對於從

物質中認識意識，他是從意識中去尋找物質，所以我們要先認識意識的本質。 

 

 知識世界對於意識的認識，從笛卡兒提出從「我思，故我在」談「意識的行為」開始，

但這部分能談的也就一直停在這個位置。但物理學家馬克思・泰格瑪克（Max Tegmark，

1967-）在 2015 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Consciousness as a State of Matter》26 從另一個角度

切入，認為意識對事物的「體驗」（experience）就是「意識行為」27，組成這個體驗的，就

是「資訊」，而每一次的體驗，都包含著非常雜多的資訊，體驗有著不可將其中資訊拆解還

原的特性，也因此，即便面對同一件事物，每一次的體驗都存在著差異。多諾尼指出28，意

識的系統必須要有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這個系統必須要能夠儲存並處理龐大的資訊，意

識本質上就是資訊的一個現象（思考本質上就是思想內容的一種形式化展現）。第二個特

徵，這個資訊必須要被結合成一個無法被分解成獨立個體的統一，而他是具有不可還原性

的。每一例（instance）意識都是一個「同一」，不可被拆開的元件。驚人的部分是在於，

多諾尼這兩個特徵都可以被以數學的方式解釋，這也意味著，意識並非「非物質」，而能讓

物理學家像是泰德瑪克去用物理的方式詮釋他們。這種對於意識的嶄新認識，相對於筆者第

五章第二節中提到的可以呈現物理性視覺的二維材料「石墨烯」（graphene），可說是臨界

                                                
24 科學上泛指靜止質量不為零的東西。 
25 Tononi, Giulio. 《Consciousness a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A Provisional Manifesto.》 ( The Biological Bulletin, 
215(3), 216-242, 2008) 
26 Tegmark, Max. 《Consciousness as a State of Matter.》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76(Jul.), 238-270.2015) 
27 文中用 experience 來指出「意識」的行為動作。 
28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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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維的「二維屬性意識」，與從三維越界朝向二維極限迫近的「石墨烯」成為互相貼近的

極限所在，當意識可被以數據化表示，而視覺可以存在於純粹二維空間，也就是接近於數學

平面上的一個幾乎沒有體積的點，卻在物質世界可以被微觀運算29，這部分啟示著人類對於

意識的物理性認識仍有相當廣大的空間，這個世紀的大躍進，將莫過於此。 

 

 有趣的是，他者的哲學思想意義正好就存在於「迫出無限之有限性的臨界點後，得到的

「結論之外」後的外延可能性」，所以對於域外的無止盡探索，就是他者命題的宿命，亦是

以藝術為己志的藝術工作者的無上使命。 

                                                
29 泰格瑪克在 2015 年的研究中，由兩位同樣出身 MIT 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 Norman Margolus 和 Tommaso 
Toffoli 創造的術語「computronium」來形容可以做到多諾尼指涉的這一個物質粒。這裏用「粒」來代稱物質粒

子，以指涉粒子物理學中組成物質的 基本單位，其內部結構未知，所以尚無法確認是否由其他更基本的粒子

所組成，因此基本粒子的定義會隨著人類對於構成物質的認知知識逐漸深入而持續變化。泰格瑪克認為意識如

同水有冰有蒸氣的多態性，也如光的波／粒二元性，這使得這幾年從量子力學衍伸出的量子物理學的研究皆顯

示，研究意識與物質之間臨界的某些特質極可能在未來被發現就是主宰我們宇宙的物理法則。但是以目前的電

腦運算層級測出這個物質粒的數學算式還差 38 個數量序／數量級，也就是 10 的 38 冪次方  。 

 



 

 19 

 

第二章  現代西方哲學語境中的「他者」為開展之論述場域 

 德國哲學家米凱爾・德尼森（Michael Theunissen，1932-2015）在其著作《他者》一書

中指出，他者問題是二十世紀哲學的首要命題。30 然而「他者」放在這個論述章節之首，並

非欲以「他者」議題作為本篇論文的中心，反而是佈署出一個廢黜單角度敘述，混合搭建出

各家思想，形成一種外在性論述空間，並於第二、三小節以「皺褶」、「根莖文體」等在西

方哲學語境中有「他者」基因相關的術語「斜射」陳述，作為對於「他者」的各種外在性認

識，企能綜觀其在歷史軸線的發軔與去蔽化；另一個部份，他者作為當代創作無法逃避的議

題，但因為牽涉變動的思想質地，亦不允許用條列式的綱目整理對於他者的認識論。筆者以

自身創作歷程的「越界時刻」為基，以考古學態度將他者議題放在歷時性的脈絡下形成對自

身創作系譜學的認識，期能爾後透過創作進行觀念的實踐作為對於他者研究的實質回應。對

於他者的相關文獻爬梳下，整體研究外觀呈現一種力的多向性運動；由外向內透過文獻的理

解與再書寫進行術語的繁殖與分裂分析，以及後續實踐部分由內向外對於議題的撐開、突破

之力。在論文寫作的過程，隨著資料的整理與閱讀，越是深入越是發現，在解構主義強力影

響下的當代哲學語境中，在去中心的思想態度使得思想因無所邊界而也因此無須找尋固定圓

心，或者說，到處可能可以是它的圓心。因此，對於一個去中心思維下的術語認識若是想要

從結構主義的中心認識論去把握它，得到的結果註定是與其背離的。因此本章節對於文獻的

整理爬梳其目的並不在於歸納知曉他者的不可知樣貌，亦不在於把其當成工具來「解決」他

者在筆者創作上面對的處境。嚴格地來說，是希望藉由整理各理哲學家對於一個當今首要議

題的差異思考方式，建立起筆者今後創作遭遇當現面臨之處境時應做如何回應；能在面對域

外的他者時給出自己正確的提問。 

                                                
30 Theunissen, Michael, The Other: Studies in the Social Ontology of Husserl, Heidegger, Sartre, and Buber, trans. 
Christopher Macan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ed R. Dallmayr,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p.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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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勉力停佇於臨界之巔的非我與他者 

 在近代主體性哲學中，主體概念 初指的是主客二元對立的主體，爾後發展到現代的主

體性哲學中的獨立主體，一直到現代認識為主體間性31 哲學中的主體，主體概念呈現出對

立、從屬、平等 終演變為和而不同的概念流變史。 

 

 「他者」問題意識的展開與哲學主題變遷緊緊相扣， 早可以追朔古典哲學諸家對

「一」與「多」的辯證，例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的名言：「人無法兩

次走入同樣一條河中」（“You can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或者 “you cannot ford the 

same river twice”）以及「恆新的河水流過走入同一條河中的人」（“Ever-newer waters flow 

on those wh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就是在談世界的「多」，認為不斷的流動才是世界

的真相。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斯（Parmenides, 515-445 B.C.）則主張宇宙的存有是一和

諧、統一、不變、不動的無限實體，認為我們的感覺所知的多元與變化的現象只是宇宙的表

象。亞里斯多德則認為每一個其有自然統整性的物體均為實體（substance）；世界是一切實

體的集合，各種實體是由因果關係而互相關聯，但因果中含有或然性和隨機性，所以實體間

的因果依存並未把它們凝結成一個團塊。所以世界是「實體的鬆散結合」，世界本身不是實

體，是「多」而非「一」，亦即是差異性的思考。 

 

 康德將哲學的理論層次拉降至「人」。康德認為，透過第三批判，人可以脫離、躍出現

實世界的框限，將相對於理性知識的美感知識，提高到哲學的層面來談，進入美學範圍。好

比以漫無目的的從第一筆畫至第十筆，每經歷過一筆時，內心當下的知覺已與前一筆的彼

時，有了微妙的變化，到了第十筆落筆的當下，已被目前累積似有若無目的性的前九筆積累

所牽引，無法完全自主，亦非完全無目的性。這個不可全知的自身，被自身以外未知的「他

者」挾帶著神秘目的性，通往無法預設的彼端。康德透過「目的自身」這種幾乎不可能的沒

有目的的目的性，使藝術提高到人、自由的境界，視為「越界」。他者的神祕性與不可知論

已然露首。 

                                                
31 「間性」（inter-sexuality）這一術語來自於生物學，據廈門大學教授黃鳴奮考證，「間性」亦稱為「雌雄同

體性」（hermaphrodism），指的是某些雌雄異體生物兼有兩性特徵的現象。 「間性」一詞目前也被人文社會

科學工作者所使用，指的則是一般意義上的關係或聯繫，除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一點相通外，與其生

物學意義幾乎風馬牛不相及。 
黃鳴奮著，〈網絡間性：蘊含創新契機的學術範疇〉，《福建論壇》，第四期，2004。收錄於黃鳴奮著，《互

聯網藝術》，上海市：學林，2008，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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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初，弗里德里希・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與格奧爾格・黑格爾

（Georg Hegel，1770-1831）兩者在藝術哲學上雖然許多觀念互相對立，但都認為哲學是能

夠對社會體制的不斷更新而能有所回應與反省。而尤其在黑格爾將哲學視為形而上、藝術視

為形而下的認識論中，認為藝術的存在必先於哲學，藝術比哲學更真實，而藝術史的發展便

記錄了人的解放過程。在《美學》中，拋棄傳統過去藝術與美感的思考模式，相對於古典時

期以「美感」認識藝術，黑格爾相信藝術乃個人理念與社會的總體反應，並以跨領域的方式

從藝術與宗教、社會、哲學、歷史性之間提出藝術的認識論。黑格爾在 1817 年出版的《哲

學科學百科全書》中的第三大部分，可以體現黑格爾哲學中藝術的歷史主義，將藝術、哲學

與人被疊合三位一體並共同思考，相互滲透的歷時性關係延展出藝術理念的特殊性和歷史流

變，可視為談論境外之域的開始。黑格爾思想雖然非常強調差異性，重視「同中有異」，並

在其主體論裡，試圖在主體與客體，個別與普遍的矛盾中尋求參與介入的途徑。但回朔他於

耶拿時期出版的《精神現象學》中對於眾多精神形態作為一條道路上的諸多停靠站而包攬在

自身的正反合思辨之中，不難看出，黑格爾的「純粹知識」和「絕對精神」明顯的對於「和

諧性」及「一致性」有著更為高度的追求，這種偶化下的擴張了本體（正）及客體（反）的

人（合），會將意識形態透過權力，虛構自我的價值。這也使得黑格爾的內在同一哲學仍與

謝林屬於「同一哲學」的系譜。 

 

 相當程度上，丹麥哲學家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所提出的

「荒謬性」起源於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他不同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將主體看得比個體

更為重要的論述傾向，他用「絕對孤獨」來談，認為「孤獨」不屬於認識範疇，與「知道」

無關；並從「孤獨」是一種籠罩著神秘、不知真相的心情，來談孤獨的他者／我。他以亞當

逃出伊甸園的例子，指出人透過「墮落」（fall）實踐了自由，同時知道了何謂羞愧與道

德，進而標誌著不再是野獸。他用一個處境比喻「自由的暈眩」（the dizziness of 

freedom）；他說，一個人從崖壁上往下望，他感到的是一陣暈眩感。那暈眩感不只是因為

他或許會由此墮下，那暈眩感是他發現自己在恐懼的同時，卻有選擇墮下的自由。這種恐懼

引發的焦慮，是由「自由的可能性」所引發的。進一步來說。他者就是那墜下的慾望。捷克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延伸齊克果的說

法： 

凡以「某些更⾼高的事物」為⽬目標的⼈人，總有⼀一天會受暈眩所折磨。︒｡甚麼是暈眩？對墜

落的畏懼？那麼，觀光塔都裝有堅固的扶⼿手了，我們何以還能感受它的存在？不。︒｡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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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是害怕墜落以外的東西，那是扎根於我們之下的空洞感的聲⾳音。︒｡它迷惑我們；餌誘

我們。︒｡那是墜落的欲望……。︒｡32 

 米蘭・昆德拉提到的「以某些更高的事物為目標的人」，如同筆者在面對創作時對於思

考及繪畫行動上的臨界經驗，一種似乎來自意識以外的非意識／他者——迫示出了自身朝生

命之外自由探索的慾望。齊克果把墮下視為一種自為生命慾望的自由選項，這個慾望及附夾

著焦慮來自於兩者，一為對於以失去為代價的「實踐自由之可能性」的慾望，而焦慮則來自

於於即將踏上臨界之巔33 的「我」對於「保存自我」而放棄自由的「禁慾」，這種跨界時刻

的慾望及焦慮經驗是在創作意識啟動的時刻經常相伴隨的。第二種慾望根源於「權利意

志」，意識中意欲征服所有妨礙自身擴張的事物，一種以擺脫自我限制來完成自我的迴圈慾

望，如前文所提及之尼采的說法：「當你望向深淵時，深淵也對你回望」34 ，已一腳踏進深

淵的他者／我向著界限另一端焦慮的自我凝視的同時，正是創作者自身的非我／他者意識臨

現的須臾剎那間，立於「臨界之巔」的力量高度朝向內外兩造同時開展的慾望與禁慾之創作

實踐的「臨界時刻」。對此，傅柯在《性特質史》第二卷《快感的使用》中尖銳地寫道： 

推動我的動機，它⾄至為簡單。︒｡我希望在某些⼈人眼中這動機就⾜足以⾃自我完滿。︒｡它就是好

奇——總之，僅僅是好奇，便值得略帶頑固地去實踐；不是那種想去吸收認識之物的

好奇，⽽而是允許擺脫⾃自我的好奇。︒｡35 

 傅柯的擺脫自我並不應以一般意義下對主體性的抹除去認識，一個層次來說，抹除的手

勢是為了將鏡中之影摸清，一種想要看見自已以外「還可以是誰」的可能性，一種永遠意圖

另類思考于現在所思，另類知覺於現在所看的激進運動。進一步來說，抹除也的確是透過對

過往自我的所思、所看、所作的抹除，留下不再是我的所思、所看、所作的非我存在。但如

同埃德蒙德・胡賽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在現象學中談及的：

                                                
32 米蘭．昆德拉（Kundera, Milan）著，尉遲秀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臺北市：皇冠，2004，頁 76。 
33 越界時刻跟時間相關跟空間無關。筆者臨界之「巔」，所指出的是一個時刻性下的能量高度，而非地理性上

或可視的高度。 
34 同註 8。 
35 米歇爾・傅柯（Foucault, Michel）著，余碧平譯，《快感的享用》，收錄於《性經驗史（第二卷）》，上海

市：上海人民，2005，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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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自我如何面對世界建構而能擺脫唯我論的陰影」，以及德勒茲思想所指涉關於「排除

信仰、習慣和成見之後，思想如何可能」，這該如何辦到呢？傅柯接著說： 

知識的激情所為何事，如果它僅應保證認識的獲得，⽽而⾮非在某些⽅方式與竭盡所能下保

證認識者的迷途？在⽣生命的某些時刻裡，去知悉是否能夠另類思考于現在所思、︑､另類

知覺於現在所看對於繼續觀看與繼續反思是不可或缺的。︒｡或許有⼈人會對我說，這些與

⾃自我的遊戲僅應停留於幕後；且其頂多構成準備⼯工作的⼀一部份，在獲致其效果後便應

⾃自⼰己抹消。︒｡然⽽而到底什麼是今⽇日哲學——我指的是哲學活動——，如果它不是思想對

其⾃自⾝身的批判⼯工作？且如果哲學不在于從事知悉如何與直到何處另類思考的可能性，

⽽而⾮非對已知事物的合法性？在哲學⾔言說中總是不乏那些可笑之物，當它想從外部對其

他⾔言說制定法律、︑､告訴它們何處為其真理與如何去發現，或者當它強勢地以天真的實

證性對其預審時；藉由陌異於它的知識所做的練習，探索在他⾃自⾝身思想中能被改變之

物卻是其權利。︒｡「論⽂文」（essai）——必須理解為真理遊戲中⾃自⾝身更動的檢驗

（épreuve modificatrice de soi-même），⽽而⾮非在溝通⽬目的下對他者的簡單占有——就是

哲學的鮮活形體，如果哲學現在仍然⾄至少是它過去所是的，亦即，在思想中的「修

⾏行」（ascèse）。︒｡36 

 在這一段激進的要求以「我」戮力「擺脫自我」的文字表達下，傅柯的思想並不是停留

在外部的概念構思，而是如其在《快感的使用》中的著名表達方式：「要問題化客體，必須

先自我問題化。」37，「我」在擺脫自我後變成曾經是我的「他」，內在思想本體的自我問

題化形成了自我對自我／他者的「褶曲」，而異化為他者與他者「之間」38 的間性問題，

                                                
36 同上註。 
37 SMF，頁 5。 
38 人類思想對於「事物與事物間居中的關係」的重新重視，可以從立體派的出現來認識。立體派的出現其實是

跟科學革命是同步的。 現代物理學排斥固定狀態，他們發現事件之所以不同，常是一事件與另一事件「之

間」的關係造成的，這造成一種新的思考方式：瞭解，是在考慮所有「居中事物」。黑格爾 先發現這種新思

考。到了量子力學導引出來的結論，更進一步揭示孤立一個單獨事件的不可能性——測不準原理。 立體派一

 

 



 

 24 

「我」因此成為一個超越的存在／虛無，褶曲的術語也因此必須與越界的他者迫出的界限問

題一同處理，方能部署傅柯對於思想的問題化場域，儘管意圖區分出「越界（他者）」與

「褶曲」兩者術語間的互為運動如攣生般不可分割之特殊模態是失真偏頗的，但就法理上仍

應辨識各自創生起因，以及後續的效應，將在下一個小節進一步處理。 

 

 從現象學及存在論的哲學角度來看中，胡賽爾將「他者」定位為主體建構自身形象的必

要構成要素。在現象學中，「他者」問題首先涉及的是「他者」的意識的認識問題，其次才

是「他者」的意識的存在問題。現象學思想家胡賽爾提出的問題是：他者到底是是存在於自

我意識之外還是存在於自我意識之中。胡賽爾在處理主客關係問題時，將他者意識歸屬為主

體範圍，承認他人／他者是獨立於主體之外的存在，而不是自我主體認識對象的附屬物。這

使得「他人／他者」問題走出主體性哲學，獨立建構出一個哲學主題。 

  

 吳俊業說： 

「他⼈人」就如其餘⼀一切我所經驗的對象⼀一樣，其同⼀一性與其意義皆並⾮非⼀一開始便是既

成既予之物，⽽而是逐步隨著相關經驗之開展⽽而構成的；這個構造歷程涉及雜多元素—

—包括在時間空間界域中種種已現與未現的顯相，也包括各種⾁肉⾝身的運動與表達，以

及各種⾼高層次的記號與語⾔言交流等——之綜合，⽽而在其中進⾏行穿針引線的⼯工作，策動

經驗順次展開的，胡賽爾認為就是主體的意向性。︒｡39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站在現象學——存在論的立

場切入問題，不同於胡賽爾針對他者意識與自我意識間的分析與認識，海德格直接處理「他

人／他者」問題。在海德格看來，「他者」揭示作為人而生存的一種對於非本真的狀態，自

我受到「他者」的獨裁，「他者」是自我的存在方式。我與他者之間是相互依存關係，是不

可分離這一事實。 

 

                                                                                                                                                            
樣感受到十九世紀開始演變出來的新思想的衝擊，他們也關注「居中的事物」，實踐出「觀看與觀看之間」的

繪畫。 
39 吳俊業著，〈胡賽爾與他者問題——基本規模的闡釋與初步定位〉，《哲學與文化》，三六卷第四期，

2009，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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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也很重視對

「他者／他人」問題的闡發。其著作《存在與虛無》用四分之一的篇幅闡述「他者／他人」

概念。 

對⼈人的實在來說，我與我的⾝身體⼀一起發現了與⾃自為存在同樣重要的另⼀一種存在⽅方式，

⽽而我將稱之為為他的存在。︒｡40 

 拉岡首次區分了「他人」與「他者」的區別。我們知道在英語中，「他人」和「他者」

都是 other，但拉岡首創用（小寫）other 表示「他人」，用（大寫）Other 表示「他者」，並

且明確了他人是一個具體所指的對象，也就是普通人所說的別人；而「他者」則是籠統、一

般的概念，即非具體的人，而是一種抽象的代稱符號。並將「他者」概念分為「小他者」

（other）和「大他者」（Other）兩個維度。想像域是小他者的存在之所，所指構成其生命

力活動的意象；象徵域是「大他者」的存在之所，其能指構成其生命力活動的意象；在拉岡

看來，「小他者」是虛幻的鏡像，是他人。 「大他者」是虛無的能指鏈。拉岡也否認有獨

立的主體論存在，認為主體是經過「他者」介入而形成的主體。無意識話語構成某種語言結

構，「他者」的話語即無意識。 

 

 而同期的沙特則認為「他者」意識是一種自在意識，是一種凝固化的觀眾理念。41 它以

強大的注視，使被注視下的「他者」非本真化和凝固化，它更不允許本真、獨立、有個人意

識的人存在。 

                                                
40 沙特認為，身體的本性把自身推向他人的存在和我的為他的存在。沙特說：「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我們論

述了認識的問題而沒有提出身體和感官的問題，我們甚至一次也沒有涉及它。我們並沒有貶低或忽視身體作用

的意圖。但是，在本體論中，和在一切別的學科中一樣，首要的是規定討論的嚴格秩序。然而，身體，不管它

的功能可能是什麼，它首先顯現為被認識的東西。因此我們不能把認識建立在它之上，也不能在定義認識活動

之前論述它，也不能以無論什麼方法或方式從它之中派生出有其基本結構的認識。而且，身體——我們的身

體——其特性即本質上是被他人認識的：我認識的東西是別人的身體，而我關於我的身體知道的主要東西來自

別人認識它的方式。」 
尚－保羅・沙特（Sartre, Jean-Paul）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頁 262。 
41 沙特思想有一個重要方面：「一個人同他人的關係問題。他這一方面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也 大」。例如，

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也許是沙特 為人熟知的一句話了⋯⋯然而也就是這一句話，人們對他的誤解也

大。「他人就是地獄」的意思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多一個他人就是多一層地獄，多一個劊子手；人不是在相互

衝突中冷酷無情地消滅別人，就是沒沒無聞的被別人所消滅⋯⋯但是人與人的關係還有一個必然存在的方面：

一個人的自由又必須通過同他人的關係才能實現。⋯⋯這樣說來，他人對一個人的自由就有著雙重意義：既是

限制又是條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層次的肯定。如果只看到了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一個方面，

那就不能很好地同他人的關係：那麼，他人就很可能是「地獄」。 
黃忠晶著，《傳奇薩特》，北京市：中共中央黨校，2005，頁 19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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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做了「自為」（純意識，虛無）和「自在」（對象意識，物化）概念的區分。「他

者」概念構成的層次是在他人對自我主體的對象意識構成意義上講的。簡而言之，就是說，

沒有他人意識，也就沒有自我意識的存在。「我必須通過他人以獲得某種關於我的真理，他

人對我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對當代解構主義來說，自我主體和真理是不存在的，環繞我們生活和語言中的秩序也都

是被強加的結構。所以後現代主義「他者」的思想背景是解構哲學否定主體哲學；傳統主體

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遭到「他者」哲學解構，形成了多元化言說和多角度敘述的文學理論批

評新局面。 

第二節 從傅柯的「越界」和「褶曲」看創作脈絡的非典型斷裂 

越界除了此時間點之外何處都不在。︒｡42 

 傅柯這一句話中，越界其意義並非簡單的地理跨越，與任何既有疆界無關。是越界動作

的瞬間，同時「迫示出界限」，也同時「實踐跨界」，兩個動作的同時性存在與不在。並僅

由「存在抵達其界限且界限在此定義存在」所述說。界限則只在與越界運動共生且共毀於界

限時刻。 

 

 也因此，越界跟時間相關並跟空間無關。界限的「所在」在「多」的宇宙繁多性下因而

不是普同性概念，而在「一」的絕對空間下因為越界是失效的所以等同不會有界限的出現，

而在「零」的虛無的無限空間的情況下其存有似乎又是二律背反的，界限在未出現時等同於

空間上的無／不存在，而其出現時刻又可以在思想平面上的任何一處，就在這樣在思考空間

上幾乎極限的悖論意義下，界限因此與空間無關。界限的出現由他者越界的煞那迫出，其存

在於一種並非不動、亦並非恆現的閃現時刻，是在往「一」與「零」開展的兩造之間，以一

種在有限下追尋淺薄的深度為方向朝著無限進行迫近。  

 

 而越界與褶曲構成傅柯的文學佈置，楊凱麟說： 

                                                
42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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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哲學或許正奠基於越界與褶曲的孿⽣生運動中，越界⽽而無褶曲是魯莽的，褶曲⽽而未

越界則是天真的。︒｡43 

 越界即我對自我的僭越，以非份的冒犯自我的偶然過去，同時給予出未來的差異可能。

因此，越界而沒有褶曲是魯莽的，原因即在於失去了越界的地誌學意義，即失去了以一種以

褶曲運動向未知展開的超連結途徑，一種將材料的處理迫至臨界的逼顯，從中帶回原本的我

不可知的「可能知道」，褶曲運動因此如時光機器般，讓我之所思中的非我可以透過褶曲與

未來之我在臨界時刻錯身而過，「互相交換自身」，越界的是他者，褶曲返回的是如同從迴

旋梯走上一層之不同層次的我，以縱向來看，是為己重複所重複，是作為重複者的重複，是

透過材料本身所召喚的為己重複，以橫向來看，並在重複中自我裂解增殖，由慾望他者帶領

產生差異，而差異從不存在於中心或核心，而是存活於邊緣，透過越界顯現的界限所標誌。

若越界是對於等待自由的不耐而主動去創造「顯現自由的時刻」，那「差異」的存在所標示

出的便是「自由即將發生」的座標，透過文字、繪畫、音樂等材料的強勢操作，迫出材料的

越界，其所解放的正是材料本身。正是這種傅柯式的反式考古學，一種奇特而殊異的型態以

差異為操作目的反覆來回處理下，書寫成為了一種對於材料及知識的反考古，是由越界書寫

創造出來的材料的再次被發現，藉以捎回此材料來自未來的種種可能。在這樣的獨特材料操

作的臨界點上，書寫勉力停佇在即將不再是日常溝通或邏輯分析的界限之巔，繪畫亦戛然而

止於即將是不可敘述，不能為任何情節經驗所包覆的視覺邊緣，越界迫使材料剝除其一切既

有內容，並使材料只有自己認得自己，而無法再連結予他本身以外的任何客體，是一種材料

的赤裸狀態，赤裸存在於材料自身的界限，一種可能外觀呈現理性斷線、語無倫次、錯亂及

瘋狂的邊境——即為異托邦。44 而越界是他者的臨現，褶曲而未越界則等同只有動作而沒有

動作的歸屬，是徒具形式的。楊凱麟認為： 

笛卡兒的我思僅僅是⼀一種空洞存在：我作為正在思考的東西，重點並不在於任何被思

考的內容，⽽而是思考運動所造成的褶曲與回返：我思考我⾃自⾝身⽽而並⾮非任何外於我之

                                                
43 SMF，頁 84。 
44 參閱註 16。楊凱麟說：「異托邦必須嚴格區分於烏托邦，因為後者（不管是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永遠脫離不

了想像，且必然是一種關於內容的文學；然而異托邦卻是由越界所給予的虛構，涉及的是語言的唯物操作。」 
SMF，頁 90。 

 



 

 28 

物，所以我作為⼀一種思考我的東西存在。︒｡我思沒有內容，只是⼀一個由我到我的褶曲，

⼀一個形上學回彈所圈出的空⽩白或空洞。︒｡45 

 這個由文學所讓渡出的書寫對象的缺席與空白，是所有字詞可指涉於此空間的的相反空

間，是這些烏托邦式的想像和物理性空間的缺席，其所瞄準的靶心並非在此字詞堆中的任何

實體，但反而是讓所有除了文字自身之外的出現成為不可能。而在字詞與字詞間由文字的物

質性構出的虛擬空間，文學在此「憑藉著反式考古學而有了實在的虛擬性」46 ，而這正是越

界與其所指向域外之處。 

 

 傅柯對系譜學的著名定義：「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之物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

做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做或所思的可能性」47 。又是一次傅柯式的激烈擺盪，試圖振掉自

身所有曾經的已是、已作、已思。從自我中再分子化，試圖從成為「我」的偶然性中映出

「非我」的交互鏡像，迫出偶然性中不屬於我的那個非我的時刻，亦迫出「我」的界限形成

越界動作。 

 

 而越界時刻由德勒茲的另類時間——艾甬時間（Aiôn）48 與另類空間——傅柯的異托邦

之間所交互定義下的越界特殊性，是一種時間暫停和空間凝結的瞬間交會。艾甬時間的發生

在越界時刻，由他者越過界限的瞬間所發生，對抗現實世界的計時器時間，兩者為互不相容

但又無法分開，艾甬時間是無限綿延的時間感受，德勒茲在其《電影ＩＩ：影像——時間》

裡，舉出實驗電影的剪輯手法，使電影情節越界達到針對性和叛逆性而進入艾甬時間。創作

時面對材料或思想的越界體悟，亦會進入艾甬時間的狀態；有時，隨著思考的出神，或是媒

材實驗的發現，身體緩慢進入一種跑馬燈般的慢速流轉，才經過了一些時刻卻得到比之前他

者尚未在自我覺醒時不成正比的經驗及心得；或是，在經過一陣子投入於創作之後，卻忽略

了生理上的飢餓、現實的時間⋯⋯等等，相信這是許多創作者都有過的經驗，只是筆者透過

德勒茲哲學將自身創作經驗與之連結。 

 

                                                
45 SMF，頁 88。 
46 文學作品是語言自我呈現於其結構與其虛擬性之中。SMF，頁 90。 
47 楊凱麟著，〈傅柯哲學中的文學佈置與褶曲〉，《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二十五期 ，2001， 頁 71。 
48 早是西元前四世紀的斯多葛學派，用「艾甬」形容遊戲的「活潑」，但斯多葛學派對「艾甬時間」是禁止

的，而尼采的「酒神論」亦來自西元前六世紀的赫拉克里特（Heraclite）的遊戲論，而德勒茲的艾甬時間可說

是來自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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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逼近界限而不越界，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的文學是一種臨界

的歷史範式，傅柯視其為歷史門檻，然而，將文學放置於界限的接觸關係而不越界如何可

能？界限無形，怎知放在哪理？它必須由不斷的練習得來，一種對於「高張但不高潮」的控

制，薩德侯爵在其《索多瑪 120 天》49 中的性虐待及虐殺，以一種瘋癲的流水帳式敘述50，

在書寫的同時不斷的逼近想像的界限，界限的將至而不斷延遲使之未至，是一種以禁慾為慾

望的被虐與自虐。 

 

 德勒茲說： 

它是⾮非－慾望（non-désir），但同時也是慾望。︒｡它根本不是⼀一個觀念，⼀一個概念，⽏毋

寧說，它是⼀一種實踐，⼀一系列實踐的集合。︒｡無器官⾝身體，我們決不會達到它，我們無

法達到它，我們不斷地接近著它，他就是⼀一個界限。︒｡51 

 德勒茲在《千高台》的第六高台「1947 年 12 月 28 日怎樣將自身形成一個無器官身

體」，透過介紹何謂無器官身體（corp sans organes，簡稱 CsO）52，將書寫物質化為可感官

的質地，企圖將閱讀的經驗逼向於一種受虐狂的身體的越界未來經驗。 

                                                
49 《索多瑪 120 天》Les cent vingt journees de Sodome 是 18 世紀時的禁書，內容描述法國專制舊王朝時期，四

個淫惡的貴族帶著妻子，以及擄來童男童女，四名陪媼、四名老鴇、八個有巨大陽具的肏漢，躲在人跡不至的

西林堡裡度過一百二十天極盡荒淫、殘忍的日子。四名老鴇輪流，每天述說五則有關情慾的故事，亂倫、雞

姦、食糞、鞭打、車刑、虐殺，無所不包。伴隨著老鴇敘述的故事越趨殘暴，童男童女陪媼也一一慘遭虐殺。

薩德侯爵其獨特、潔癖又荒誕脫序的文學越界書寫的風格，彷彿創造了自己的語言系統，結合了原創性符號，

從而能展現不同凡響的獨特意義。而如同薩德侯爵的傳記電影《鵝毛筆》中所敘述，其《索》一著作，在被薩

德藏在巴士底監獄並一同遭遇法國大革命的焚毀，竟在百年之後出土而震驚各界成為許多文學家的「歷史門

檻」，名教授、古今名作家的推薦就多達五十幾頁。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2004，頁 62-87。  
50 傅柯：「瘋癲是 純粹， 完整的錯覺形式。它視謬誤為真理，視死亡為生存，視男人為女人，視情人為復

仇女神，視殉難者為米諾斯。但是，它也是戲劇安排中 需要的錯覺形式，因為無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獲得某

種真正的解決，而只須將其錯覺推至真理。」 
米歇爾・傅柯（Foucault, Michel）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市：北京新華，2012，頁

34。 
51 德勒茲也在《千高台》的第六高台「1947 年 12 月 28 日：怎樣將自身形成一個無器官的身體。」裡提到類似

於傅柯對於薩德 600 的文學門檻中所標示出來的範式，筆者認為無器官身體（CsO）也可對應指涉到傅柯所指

稱的異托邦其原文 heterotopy 在醫學及生物學上是用來指出「臟器或組織不在其應有的位置上的異位現象」的

用語原意。MP，頁 206。 
52 《千高台》開宗明義地提到：「身體就是身體。它是獨自的。不需要器官，身體決不是有機體。有機體是身

體的敵人」，就如同器官離開身體而可以成為一種存在，有身體而無器官亦成為了一種物自在與存在，陳瑞文

認為，德勒茲理論中 CsO 的加入，讓理論性的存有學，染上前衛作品自文化母體逃離的逃離色彩。 
陳瑞文著，《德勒茲與藝術理論》，臺北市：五南，2018，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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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有機體就是⼀一個可惡的無效之物；為什麼⼈人類有⼀一張嘴和⼀一個肛⾨門——他們都

具有失調的危險，⽽而不是只擁有唯⼀一⼀一個多⽤用途的孔洞，它可以⽤用來吃飯和排泄？我

們可以將嘴巴和⿐鼻⼦子封死，將胃填滿，並直接在肺上穿個通氣的洞——從⼀一開始就應

該這樣幹。︒｡53 

 德勒茲指出「放棄外在的快樂，它的延遲，或它的無限倒退，這些反倒證明了這樣一種

完成的狀態——在其中，慾望不再缺乏什麼，而只為其自身所充盈，並構建起它的內在性場

域。」54，透過內在於慾望本體的愉悅——快樂結局的無限延遲，而能享受無窮的慾望。 

 

 而傅柯在談及薩德文學所帶往的性特質界限時，又將性慾的指涉與人分開，強調此文學

的書寫之越界並非關任何與性慾相關，這個相關只跟其書寫自身相關。在此筆者認為，越界

的文學、哲學、藝術都是用一種相關於美學的鋪陳，用材料引誘出差異，並以人的好奇天性

為把柄，將「材料帶領感官」迫往暴力擾動的纖薄時空邊緣，在透過與材料操作的相關技術

下，感官的存在被共生在材料的來回拖動下逼觸臨界極點，用一個差異的句子，一個音符，

一個筆觸，把吊橋的繩索切斷，讓觀者的意識在那瞬間只能選擇墮下，例如哲學即是用文學

的筆鋒無傷大雅的把暴力對著你做出生死的決定，正是這樣的文體操作使得臨界成為可能

的。因而這不是歸屬於經驗式的描述性，而是描述先驗經驗的創造性場域。 

 

 研究至此，筆者對於自身創作系列的非典型斷裂，是該視為創作思維或手法不夠穩定成

熟的「病徵」，或其實是創作思想或手法越界後回到未來的「徵候」，答案已然漸漸浮現。

這也是筆者在全然誠實的面對自身狀態下所真切反省得出的心得，而非以後設理論的角度寫

出創作理念；是透過如此實實在在的研究，赤裸面對自己處境的歷史時刻。回顧在創作的過

程中面對自身當下莫名的焦慮感受，一種想要全盤否定既有面貌，逃躍出當現我的樣貌的無

名衝動，現在回想起來，的確可以理解成因即將迫顯裂解出的自我差異化下的他者，而有心

                                                
53 德勒茲在這裏引用了跨世代（beat generation）理論教父威廉．布洛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在

1959 年的《裸體午餐》文中的一段書寫，試圖透過他者來進行書寫向書寫自身的暴力極限擠壓推進，這個暴

力以暴力的自身為暴力的慾望對象，是對暴力運動本身的狂熱，而非耽於於施人以虐。德勒茲在此高台企使文

字的物質質地產生閱讀的影像感官體驗以達到說明性及經驗性的雙重企圖。 
威廉．布洛斯（Burroughs, William）著，何穎怡譯，《裸體午餐》，臺北市：商周，2009，頁 146。 
54 MP，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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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生理上因出現了「自己不認識的自己」，「不知道這樣胡搞下去是要去哪裡」的焦慮感

受，透過本研究也讓自己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第三節 從德勒茲的根莖文體談繪畫慾的「思想影像」 

 德勒茲的思想，特別關注慾望的流變主題。德勒茲所談的慾望，並非缺失性的，不是自

我所缺乏之物，而是在自我思想的內在性平面中，任由非我的他者帶領並忘卻自我，以一種

對於材料（書寫、繪畫、音樂）的遊戲態度讓慾望在其中做出強度的流通，而從慾望的越界

中發現材料的可能樣貌，從中重新捏塑把握，以創作作為自我的真實擬像，一種慾望流動過

程的產物。 

 陳瑞文認為： 

 

每⼀一次由「過去與當下」之交互作⽤用所引出的回應，涉及某個時刻對當下某個問題與

過去相應問題的辨識、︑､探尋與判斷，那是⼀一個分化出來的，具有複雜結構的「意願

徵」（le voulant）。︒｡這個複雜的結構，由某種變⾰革性的意願所領導，包含已經不是屬

於主體的各式各樣情感素（affect）。︒｡⋯⋯（⼀一）它位於當下某個問題與過去相應問

題遭逢之間的加碼層次，⋯⋯很類似現代藝術家參與媒材與媒材、︑､先前的混搭與在其

上的加⼊入等承認、︑､刪除、︑､探尋與追求⾏行動。︒｡⋯⋯（⼆二）它涉及以⾄至⾼高幻象（I’illusion 

suprême）在未知開闢⼀一條道路的反應⼒力量。︒｡⋯⋯（三）它隸屬於徵候（symptôme）

範疇，像⼀一種情感衝動狀態的「仲裁的⾃自由」（libre rbitre）。︒｡55 

 

 德勒茲不同於海德格就生物學的意義上來思考尼采「權力意志」，更針對其中引發的生

理學和藝術觀點進行解碼與再加碼，例如根莖文體帶出的的「差異與重複」56 的觀念即為其

                                                
55 在談到尼采的權力意志時，陳瑞文認為，「每次的『意願』（vouloir）回返，只是過去與當下交互作用中一

種反應力的化學變化之症狀或徵候（symptôme）」 
同註 52，頁 360。 
56 尼采對於德勒茲之所以重要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尼采而與當時的也對尼采高度興趣的傅柯成為好友，兩人的

思想也因此產生後續二十年的互相激盪。德勒茲在尼采的永恆回歸說領悟的一件事，就是重複是某種方式的行

為；他總是與某一種獨特的客體相關，也就是說，重複中並不包含相似性，不包含相同的元素。相對於尼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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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又如借助胚胎學，發展無器官身體理論，以異質系列間的流變與不相稱為動力論，將

哲學導向美學這個環節，而尼采「永恆回歸」、「永恆輪迴」則成為德勒茲流變的哲學思想

機制裡一種不可預測的他者行動，慾望的流變，因此直接跟「他者」及「越界」相關。 

 

這個從「當下與過去」所分化出來的意願徵，既和主體無關，也和現實無關，因為那

是第⼆二層次交互作⽤用之反應所延伸出來的，具有某種召喚的適應或附屬東西。︒｡這個在

搏⾾鬥當中開闢出來的⼒力量物，由於是從複雜結構所分化出來的⾄至⾼高幻象，我稱之為流

變的「分化徵」，它屬於反應⼒力範疇且是外部的（在主體或我之外的）。︒｡57 

 

 因此，德勒茲是通過慾望進行各個跨領域的連結闡述，透過根莖文體的操作，以書寫實

現「思想影像的文體造影技術」，開啟其思想向他者知識領域自由流變連結的可能，所涉及

的，是透過文體變形的書寫技術達到思想解構的方法論和動力論，形成《資本主義與精神分

裂：千高原》一書。 

 

 在《千高台》一書中，德勒茲以文體中心論取代作者中心論。詞彙變成牽動文章的「主

詞」，獨特的術語的操作技術，使他對於多方博學的知識見解，可以透過「根莖文體」以扭

絞式的語言包裝狀態，使其思想得以如晶體一般，達到獨特的語言部署及思想折射，透過文

字一層又一層重複的差異堆疊，進行如毛氈般的非編織書寫，創造出其文字的物質性質地。

德勒茲的書寫擺脫章、節式的典型線性書寫，而是層、台的立體式書寫，段落之間的關係成

為可以互換、交叉閱讀的「文字堆」，而透過術語在不同的文字堆裡的變形與易容，以差異

與重複的姿態，配合與菲力克斯・瓜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醫師的合寫、交互加

碼、拼貼串接，貫穿實踐「德勒茲的非人稱」的寫作，形成其自身跨領域書寫的工具。讓閱

讀者在腦海中映照出一座跨域的知識星雲，亦讓閱讀者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方向速寫出對於德

勒茲流變思想的「他者意識」。 

 

                                                                                                                                                            
的重複是一個例外，一種僭越，一種差異。正是由於這一種獨特性，僭越性，無中心的差異性，尼采才將其命

名為「權力意志」。然而，德勒茲認識到，這種「權力意志」並不是指被剝奪了權力的各方力量，刻意追求和

奪取權力的意志。力本身就是權力；權力本身就是意志；或者說，意志就是這種作為權力的力的表達。 
吉爾・德勒茲（Deleuze, Gilles）、菲力克斯・瓜達里（Guattari, Felix）著，陳永國譯，《遊牧思想》，長春

市：吉林人民，2011，頁 2。 
57 同註 52，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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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茲對於思想影像的創造概念，涉及他心目中對於未來哲學58 形態的投射，創造／創

新取決於意識與外部連結「之間」的流變，德勒茲的「之間」，不是「我」和「他」之間，

而是「他」和「他」之間，是「材料」和「材料」之間。相較於笛卡兒的知識原則，德勒茲

以「流變」對抗「建構式的知識形態」，以「根莖文體」對抗「喬木式的知識架構」，拋棄

「我思」，任由「他者」帶領，進而有越界的可能，這個「之間」是無數的，必須挑選 犀

利的系譜概念，來進行越界。例如《千高台》之第九高台微觀政治的節段性即是透過一個差

異的知識系譜，來部署一個論述場域談「一」與「多」；德勒茲用代表微觀及「多」的分子

哲學對抗莫耳質量化、標準化的克分子，視為對政治總體化及中心化的發動的攻擊，並據此

標記出《千高台》一書的核心論題。本研究段落企圖透過對於德勒茲根莖文體的書寫模態分

析，回應個人藝術創作如何與當代的藝術觀點共存，對於作為如同分子的藝術家，與如同克

分子般文化社會潛意識的無形大他者，是否存在相對的呼應關係進行證印，亦作為對於德勒

茲的書寫進行編碼與再編碼，企能形成「不可預測的他者行動」。筆者這一章節以《千高

台》第九高台來觀看德勒茲對於術語變形的操作下以他者的目的自身形成的流變以及根莖文

體所實踐的「朝向他者的書寫」。 

 

 首先，這裡出現了一個年代標記：1933。閱讀本章內容後，便會發現這年是希特勒的法

西斯政權的起點（1933-1945）。在這一年的 10 月，法西斯運動遍及世界 23 個國家，半年

後增加為 30 個。 

 

 而在 1933 年的冒號之後，是微觀政治和節段性。先談微觀政治；談到微觀（micro）與

巨觀／宏觀（macro），讓筆者想到尚－弗朗索瓦・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

1998）在《後現代狀況》提出相對於大敘事（Metanarrative）的小敘事（Micronarrative），

不同於大敘事將一特定的情節普遍化，小敘事強調每一個故事的獨特性以及每一個敘事者—

—同時也是前一輪的聽眾——繼續散播故事的可能性。相對於言說的方式，微觀與巨觀是觀

看尺度及角度的差異；宏觀是組織系統理論，是由上往下，由外往內觀看整個系統結構，而

相反微觀則是組織系統的行為理論，是由下往上，內往外，從組織系統的基礎單元間探索，

若把上與下的位置做政治上權力角色的指涉想像將有助於理解宏觀與微觀政治間的思維差

異。 

 

                                                
58 因為越界，所以是回到未來，請參閱第一章名詞釋義（三），頁 13，關於傅柯反式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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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相對於宏觀／巨觀政治的焦點關注於團體或組織間的互動結構（政治、經濟、社會

等），強調歷史結構與制度變遷的整體面貌，屬於被動的觀看。微觀政治對於局部的規則與

理解特別敏感，關注政治行動眾多不同的脈絡，屬於積極性的探索，焦點放置於行為者的態

度與行為互動，而由於接受政治行動者對於改革的歧義性，它所關注的是這些行動者局部的

抗爭以及他們對特定解放所提出的要求。而後現代的政治十分重視在國家之內各個不同的社

群認同，這樣的認同是多元歧義且分化的 59，是「多」，是「微觀政治」的。 

 

 節段性一般來說是一種常用在醫學上的醫學術語，在哲學上的使用則源自於尼采。德勒

茲在本章60 一開始就說：我們到處、在各方向被節段化。人就是一種節段性的動物。這裡筆

者把「節段」理解成「節段式的意義編碼」，例如居住的節段：商業區、住宅區⋯，生活時

間的節段：上班時段、下午茶時段…，領土的節段：公海與領海，進一步到更抽象的節段概

念：飛彈的射程、飛機的航線，以及第十一章迭奏曲提到兔子糞便、猴子的性器官、孔雀羽

毛等對於勢力範圍界域的節段。談到這裡可以微知覺到這跟其上一個章節迭奏曲所關注的界

域、疆域有相當程度的聯結，也因此勾勒出本章中的重點，可說是在談論政治權力的幾何學

以及權力幾何的再創造與變形的如何可能。 

 

 從字面上來看，德勒茲用一種流動分子式的微觀政治學，對抗結構式的克分子式的巨觀

政治學，或說莫耳的質量政治學。 

 

 分子和克分子都是化學術語，克分子是 1 莫耳分子重，以 g 為單位，是物質微粒的數

量，ex：1 克分子氫 = 1mole 氫分子（H2） = 2 克的氫，有 6.02 * 1023 個氫分子，相對於單

一的分子，克分子是一種分子的單位總體，也因此德勒茲將克分子引申為對標準化同質性的

強調，用來指涉宏觀式的政治學派處理政治權力的模態。 

 

 文章先說明了原始社會／前國家機構，因為沒有固定的中央國家機器，也沒有總體性的

政權和專門化的政治機構，因此社會的節段有某種柔順性及可變異性，也就是說原始社會的

                                                
59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1940- ）說：「由於歧義，我們領會了一種被限定的說話情境類型：對話

中之一方同時理解（entend）與同時不理解另一方所說的話。歧義並不是只一方說白色另一方說黑色的衝突，

而完全是另一種衝突，也就是雙方都說白色，但是所理解的卻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或是完全不理解另一方以白

色之名所說的同一件事。」 
賈克・洪席耶（Rancière, Jacques）著，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譯，《歧義：政治與哲學》，臺北

市：麥田、城邦，2011，序，頁 11。 
60 MP，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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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段性體現一種多義的代碼，而不固定甚至是複數的中心，同時又使外觀體現一種流動的界

域性，德勒茲稱之為分子式的政治，這是政治幾何學的一種類型，德勒茲視其為一種政治雛

形。而這部份相較於後續會提到的僵化式的節段，德勒茲較為肯定這一種，並提到，若柔順

性被過度操作成「微（精細）—節段」則和「僵化—節段」都同樣是有害的。 61 

 

 另一種類型62，是當原始社會環狀（不一定是圓型）的節段，因為權力中心的出現，而

產生共振的時候，原本散焦，離散的焦點開始會聚成一個黑洞，一個中心計算機的眼睛63 

（德勒茲更將其認為是法西斯主義蘊育之所），猶如傅柯的全景敞視理論64 中的監看系統。

這個中心使得原本各自流動的節段開始產生共振，每個節段開始為了終極中心的意義作任務

式的編碼甚至超編碼，這種意義的生產／創造模態是其與分子政治學的 大差異：分子政治

學的生產邏輯以原始社會來說是利用代碼和界域性、界域的部落系統和譜系中的氏族系統等

自我組織，以差異編碼的方式防止共振，使整體無法產生能完全統一操控全局的中心角色，

因此各節段是擁有自動詩性的，是具有創造可能性的柔順節段，這個部份有如第十一章提到

的亞－佈署及混沌之力，如電影《魔戒》中各種不同的種族分庭抗禮，儘管有較強大的和較

為弱勢的族群，但電影情節對於每個族群深不可測的優點和潛能的鋪陳使整體部族呈現一種

權力的流動佈署，一種多眼的泛靈論，反觀魔眼——中心之眼——黑洞則為了統治全部種族

而進行對於權力場域的積極控制，如此行之反而使各個部族產生一種有別於向心力（內—佈

署／大地之力）的共振，而是一種離心力（交互—佈署／宇宙之力）的共振，是一種為了

「去中心」而產生的共振能量，各部族為了「遠離」而「集中」，這部份也呼應了在第十一

高台德勒茲對於迭奏曲的故土性質的的描述：遠離是為了回歸故土65；反觀莫耳政治學的繁

殖原理，其部份特徵甚或整體特徵則永遠都是被動生產出來的，並由這些標準化的共振使原

                                                
61 MP，頁 301。 
62 MP，頁 296。 
63 MP，頁 295-300。 
64 傅柯對全景敞視監獄所做的細膩描述：「其原則被知悉為，移動環形建築在中間；中心，則是一座高塔；後

者由開向環形建築內側的大型窗戶所貫穿；周邊建築被切分成橫跨整份建築厚度的小室；小室有兩扇窗戶，一

扇朝內，對應著窗戶：高塔的；朝外的另一扇允許光線穿透貫穿小室。因此，只要將一位監視者置於中央高

塔，小室禁閉一個瘋子、一個病人、一個被判刑者、一個工人或一個學生。藉由逆光效果，可以由高塔掌握在

胱線中正確切割的周邊小室中被監禁的小剪影。有多少囚室，就有多少小劇場，每個作者在此都是獨自的，完

美的被個體化，且恆常地可視。」德勒茲文中的黑洞，有如黑牢，而在傅柯描述的這種全景敞視監獄理，黑牢

的三項功能：禁閉、剝奪光線、和隱藏－只被保留了第一項，而第二項和第三項，成了中央高塔的權力來源：

幽暗且隱藏地監視著。 
費德希克・格霍（Gros, Frederic）著，何乏筆、楊凱麟、龔卓軍譯，《傅柯考》，臺北市：麥田，2006，頁

118。 
65 MP，頁 30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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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靈活變動的權力幾何外觀變成一種僵化的固定模態。66 這一類型意指法西斯主義，它是一

種國家民族主義運動。67 

 

 國族認同可看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可怕的是被有心的政治操作手段後病變成無限擴張

的國族主義。德勒茲應該就是懼怕這個東西，因為它其實具有微觀政治或說分子性的力量

68，它使個人差異的意識脈絡竟能被用「民族」來堅固其共同節段，而並且保留個人的微觀

意識使其仍舊可以任意變型不至僵化，為集體意識形態效命。因此它可怕的地方，正是因為

它是一種外觀堅固、內部混沌的群眾力量，一種癌變的身體，而不只是極權主義僵化的有機

體。 

 

 語意在根莖中流變，語言分析對變形的術語是失效的（在兩個異質的材料點所形成的軌

跡中要尋找一個不斷流變與逃逸的點是永遠失效的），語言因而逃出權力的宰制，從而可以

使相異的材料在術語上作出強度流竄，無器官的術語，而能產生微知覺，逃逸出社會、文

化、歷史等等的框架進行批判。 

 

 又另一種類型（與前兩種的關係並不是先後順序），分子性的構成的另一種形式：量子

流69， 於此使用「流」的說法，引入「速度」及「時間」，可說是分子性微觀政治的積極逃

逸，筆者個人解讀為單位意識的積極流動。一股變化之流始終意味著某種傾向於規避、逃離

代碼的事物，而量子恰恰就是在被解碼的流之中的解域的符號或等級。 

 

 並利用此說法將「創造」這個術語導入： 

                                                
66 相對於第一種根莖式的流變節段呈現一種樹型化的節段，這樣對於權力或政治的幾何學描述讓筆者想到曾看

過的街頭藝人的呼拉圈表演，表演者可以利用全身可動關節旋轉數百個呼拉圈，一開始慢速時每個呼拉的的軌

跡轉速都不一樣，呈現一種多變的樣貌，表演者甚至可以在維持呼拉圈不掉落的情況下跳一些隨性的舞蹈，靈

活多變的身體狀態已經如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般呈現流變，多中心多軸心的柔順節段；而當繞動旋轉的頻

率逐漸加快時，隨著全身振動頻率的逐漸統一，身體外型輪廓也逐漸的趨於一個定型，形成一種因應於專注統

一全身重心式的快速繞動所產生的姿態，回到「僵化的節段」，閱讀德勒茲的思想形成的影像連結就此發生，

並以此「再結域」、「再根莖」，呼應節段性在原始社會的「慢」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快」節奏所產生與

頻率相關的思想影像。 
67 《大英百科》對法西斯主義一詞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

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可視為一種民粹主義，一種利用先天的種族共命作為集團意識操作籌碼的政治性運

作。 
68 MP，頁 300。 
69 MP，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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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就是⼀一股流的蔓延，對⽴立就是⼆二元化，就是將流置於⼆二元性中，創造，就是不同

的流之間的某種接合或連結⋯⋯70 

        這裡德勒茲很巧妙的將節段的動力圖型連結到創造和流變的模態關係來談兩者間的差

異，什麼是流，以法國社會學家尚・塔爾德（Jean Gabriel Tarde，1843-1904）看來，就是信

仰或欲望，後天決定的信仰和人先天原有的欲望呼應前面的二元化，可視為創作欲的源頭，

間接肯定了生產的自動模態如何可能。 

 

 這個部分對於欲望的描述鋪陳： 

欲望決不是⼀一種未分化的本能能量，相反，它⾃自⾝身產⽣生⼀一種精⼼心構制的裝配、︑､⼀一種具

有⾼高度互動性的⼯工程：⼀一整套柔順的節段性，它對分⼦子性能量進⾏行處理，並有可能給

與欲望⼀一種法西斯的規定。︒｡71 

 這部份德勒茲不同於精神分析視慾望為伊底帕斯情節，認為這樣的設定一開始就是錯誤

的，也不認為欲望應該被資本主義馴化或刻意引導，而肯定它是創作的邏輯起點，認為欲望

是生產性的，而非缺失性的。慾望並非所缺乏之物，在《千高台》之第六高台無器官身體所

談及的慾望，便是這樣的指涉：「我的器官在忘卻自我後，讓快樂在其中做強度的流通，而

從快樂中發現自我」並且「將欲望給與法西斯的規定」這樣的講法似乎太過浪漫與理想化。 

 

 相較於傅柯的哲學書寫的具體化，德勒茲的根莖文體基本的演繹模態即是如晶體般的對

各個領域做出折射與斜射，透過其文體呈現奇特的塊莖狀的文字堆及放任他者進行的意識流

變，造成在認識德勒茲思想不應用歸納的方式去把握，然而在論文的寫作法理上，又應對其

整體外觀鬆散的書寫編織，爬梳整理以下幾點作為深入討論依據。 

                                                
70 MP，頁 307。 
71 MP，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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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書寫形成「意識流」的生成模態 

 筆者將克分子與分子的關係理解成藝術史（克分子）與藝術家（分子）之間的關係。微

觀來說，藝術分子的流動成為量子流，逐漸讓藝術史追得上腳步的前衛藝術作品則相對成為

社會集體意識或拉岡大他者的追捧炸子雞，透過藝術史收編為歷史範式，形成節段的克分

子。藝術史的檔案庫鑰匙則交由藝術評論及學術單位或展覽單位的權力共構下把持，透過作

品外觀的辨識性或是作品理念的殊異性由市場機制及學術權利做分配，而形成藝術史或藝術

派別，形成更為深刻凝固的克分子的節段。 

 

 而在微觀政治量子圖（圖 2-1）72 可以看出整個量子流的思維圖型。本圖可視其為 gif 檔

而非 jpg 檔，也就是說圖型上的線本身是不停的前進閃爍並形成繞動迴圈；圖下方的「Bb」

~「Bb」之間的節段可視為權力中心的克分子節段，亦可替想為主流、歷史、國家、軍隊、

教會、學校、超編碼的抽象機器。相對於除了「Bb」～「Bb」之外的部份即是柔順節段，

也就是「A+」～「A-」，這一整條量子流線上佈署著無數的戰爭機器，整個機制則可視為

一部變化的抽象機器，不斷對抗於圖下方的權力中心。而從「Bb」～「A+」這一段，則視

為分子對於克分子的積極叛逃與逃逸。而從「a’」～「a’’’」則可視為量子的週期，至「A-

」～「Bb」時又形成類似前國家的混沌配置而逐漸產生一個黑洞，使戰爭機器逐漸被歷史

或權力中心馴化，戰爭機器不為戰爭存在，而被收編為國家機器，直到「Bb」～「A+」這

一段，再次以內爆的方式，逃逸出自身。 

 

  

  
 

                                                
72 MP，頁 306。 

（圖 2-1）微觀政治量子圖，MP，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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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微觀政治量子圖（圖 2－1）的圖像因此是一個流動的 gif 檔，如果要以平面圖

像來表意的話，至少應該是三維度的立體螺旋迴圈類似螺旋梯的圖像，並且在這裏，可以將

其流變的模態再與他者與越界同步的認識與理解，如流變的模態示意圖（圖 2–2），就好像

每一次的逃逸（從「Bb」逃逸出的「A+」）都是一種返回（「A+」~「A-」）故土（另一

種層次的疊合、過去的、未來的「Bb」）的行為，也因此「事件」是發生在「過去」與

「未來」，而不存在當刻。而德勒茲於本圖點出了不管是用宏觀或微觀的角度，從上往下或

由下往上所看到的鳥瞰—一種流變模態的俯視圖像。 

 

                    

                 
 

 而上述的思考圖型，可以呼應於第十一高台迭奏曲談到的重複與差異，也正是德勒茲思

想上的核心命題： 

⼀一個環境確實是通過⼀一種週期性的重複⽽而存在的，但是這種重複的唯⼀一效應就是產⽣生

出⼀一種差異，正是通過後者，它才從⼀一個環境過渡到另⼀一個環境。︒｡差異—⽽而⾮非產⽣生差

（圖 2-2）流變的模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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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重複—才是節奏性的；⽣生產性的重複與⼀一種複製性的節拍無關。︒｡這就是「對於⼆二

律背反批判式的解決。︒｡」73 

 相對於反動結構主義者如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人類學家李維斯陀的二元對立概念，德勒茲

在二元對立的架構之外看見意義的無以決定性。整本千高原就是由節奏串起的迭奏曲，不斷

進行疆域與解疆域的流變，這也是為何音樂在德勒茲的書寫概念中是重要的。 

 

 德勒茲企圖透過「書寫」這部抽象機器，模仿法西斯的手段（溫和的法西斯），使「時

代的流」對「歷史」（權力中心），提出「差異化」、「微觀」的看法，企圖製造多軌、多

元的歷史觀，作為對於政治中他者意識的反動動力。 

二、差異學說中他者意識的「微觀的流」。 

 胡賽爾所關注他人意識如何呈現的問題，以及接續由海德格的他我同存提問，乃至於莫

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對於身體的內外正負空間的感知（梅

洛龐蒂的身體是現象學的身體，屬於肉的層次，是人的意識、知覺身體。這與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1859-1941）或是德勒茲的活潑體／身體不同），德希達談及「他者」的

耳邊絮語。而師從海德格及胡賽爾的伊曼紐爾・萊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1906-

1995），從現象學的背景出發，身為猶太裔的民族血統與歷史認識，讓萊維納斯對於鄰人、

他者有特別關注的背景，他經歷 20 世紀慘烈重大的歷史悲劇事件，這種以不同名義出現的

極權主義在萊維納斯眼裏就是同一性哲學在政治領域對「他者」的暴政體現。 

 

 孫慶斌指出： 

他者問題最早源⾃自於現象學的構想，後來在⼼心理學、︑､分析哲學、︑､後現代主義等理論中

進⼀一步豐富深化。︒｡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指出，精神病患通過向分析者的⾔言說來疏通⾃自

⼰己已經「病」的⼼心路，分析者處於不在場的狀態提供給病⼈人⼀一個無⼈人的環境，讓被意

                                                
73 MP，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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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壓抑的無意識來⾔言說，這個不在場的分析者就是拉岡所說的⾔言說結構中的另⼀一個認

知者，也就是他者，「通過他者，你可以被聽到，也可以被認知」。︒｡74 英美分析哲學

在關於⾔言說的闡釋中也涉及他者問題，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他⼈人之⼼心的認同問題，也就

是我們怎樣知道除了我們⾃自⼰己之外存在著具有思想、︑､感情和其他⼼心理屬性的⼈人的問

題。︒｡後現代主義者傅柯通過批判反思現代性⽽而揭⽰示了理性的各種他者命運，不管是他

⼈人的他性或是⽂文化的他性，都表現為對趨同化傾向的突破，並且⼒力主向多元化、︑､異質

性開放。︒｡75 

 在藝術創作的領域，富有草莽性的前衛作品往往是剛踏入藝術圈子甚至尚未涉入的初生

之犢，或是富有冒險性格，不斷創造經典，亦不斷判離自己的大師，以永遠的他者為創作的

目標，無止盡的突破僵化的品味或是歷史定位。 

 

 而在傅柯的權力系譜之後，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著名著作

《東方主義》76 更是揭示了現代西方霸權展現在帝國主義下使非西方世界從屬於自己的長期

歷史過程中所發揮的幫兇作用，使得西方的知識體系發展出以西方中心論的權力話語機制製

造出一個從屬性的他者。在各種權力中心所邊緣化的他者回歸的語境下，萊維納斯指出了他

者在西方傳統本體論哲學中的同一命運。 

 

 呂新雨認為： 

萊維納斯在批判本體論哲學之際建構了形上倫理學，其最終指向的還是哲學的重要論

題——主體性問題。︒｡⋯⋯現象學的意向性分析主要指向是「⾃自我」意識的可能性問

題，與「⾃自我」相對照的是「他我」，這個「他我」後來演化為現象學中的「他⼈人」

                                                
74 達瑞安・里德（Leader, Darian）著，李新雨譯，《拉岡》，北京市：當代中國出版， 2014 年，頁 58。 
75 孫慶斌著 ，〈萊維納斯「他者」理論的倫理訴求〉，《江海學刊》， 2009 年，4 月，頁 63。 
76 薩依德認為：「無論『東方』這個詞語抑或『西方』這個觀念，都不具備任何本體論層次的穩定性，兩者都

是由人為的努力構成，是對於『他者』（The Other）的斷定與確認，這些 高層虛構容易受到操控，容易被集

體熱情組織起來，事例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明顯不過。」 
愛德華・薩依德（Said, Edward）著，王志宏、王淑燕、郭菀玲、莊雅仲、游美惠、游常山譯，《東方主

義》，新北市：立緒，2003，新版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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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象學與存在論沒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義，恐怕它們會變成⼀一些暴⼒力

的哲學。︒｡⽽而通過它們，整個哲學傳統恐怕也會在意義深處與同⼀一的壓迫和集權主義沆

瀣⼀一氣。︒｡此乃光與強權之間暗藏的千年友誼，也是哲視理論客體性與政治技術⽀支配的

久遠合謀。︒｡⋯⋯「只有他者——徹底的他者能夠以共同真理之前的⾯面⽬目，在某種⾮非呈

現（non-manifestation）及某種不在場中呈現。︒｡只有關於他者，⼈人們可以說其現象乃

是某種⾮非現象性的東西，⽽而它的在場就（是）某種不在場。︒｡」⋯⋯暴⼒力的哲學根源在

於對「他者」的處理。︒｡什麼是他者，就是不可以被佔有、︑､把握與認知者。︒｡否則，就不

是他者。︒｡這樣的「他者」理論是反⿊黑格爾主義的，是反「我即同⼀一」的，因為⿊黑格爾

的差異性是內在同⼀一的，它通過有限的⾃自我否定，——⼀一種內部的相對的變動，在⾃自

⾝身中朝向⾃自⾝身演變。︒｡所以，⿊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對於他者是盲⽬目的，無限他者是不可

⾒見的。︒｡⽽而存在論也總是藉助於存在的統⼀一性將他者納⼊入這種同⼀一中。︒｡萊維納斯要做的

是在這樣的「歷史」之外去發現歷史，去確⽴立「絕對他者」和「⼤大寫的他者」的存

在。︒｡這樣，與他者的相遇就是⼀一個需要超越「形式邏輯」的隔絕⽽而進⾏行的⼀一種「相

遇」。︒｡77 

 在這一章節裡我們不難發現，德勒茲談論對象但不下結論，透過流變的慾望書寫操作材

料，但不固定它們的組成方式，因此只會有第一時間各式各樣的影像收集，而不會有第二時

間去歸納第一時間的資訊所產生的排他性，也因此刻意的「不佔有、不把握、不認知」，只

有對於創造性書寫的收集，德勒茲的思想能在這樣的文體部署下具有綿延的繁多性特徵。 

 

 作者、作品與作者之創作論述書寫三者之間，應該是追求同質性的差異展現。文體的書

寫模態猶如創作理念與創作實踐之間的互為關係，直接涉及文字對於作品的豁亮或減損。因

為本篇研究在作品分析的對象乃筆者作品，其文稿的撰寫屬於創作自述屬性，作者創作觀應

                                                
77 呂新雨著，〈解構主義、「他者」之正義與啟蒙精神〉，《天涯》雜誌，第六期，天涯雜誌社，2008 年，第

三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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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體現在自身文體書寫樣態的呼應。對於他者與自身界限的解域與再結域是筆者人生思考中

的核心命題，針對筆者作品創作理念自述的部分，試圖實驗以差異於理性線性的論述書寫形

態，藉由多元異質性的引入跨域術語及思想系譜作為筆者創作的外部連結，以跳躍剪輯的文

字部署，意欲呈現離散與碎片的流質文體，參照現代詩體在表意與描述上的半透明性，來呼

應感官感覺的濃稠質地，期許筆者之作品與論述一同逃躍出敘述性的線性圍籬，實踐創作形

態的延展，作為「他者」命題的自我挑戰。 

小結 

 （一）第二節與第三節間前後差異的書寫對象，卻重複出現「他者」術語。暗示出差異

之間的關聯性，而關聯的線索卻僅止於重複，使得此種重複的描述產生一種微妙的差異知

覺，讓筆者想到德希達的「衍異」（defer）78，推想德勒茲以此種書寫型態對海德格的主張

（「同一」完全不可能與「差異」相容）作出反動。 

 

 （二）德勒茲的書寫帶出的除了文章的可讀性之外，更具有一種可寫性及誤讀性。因其

奇特的書寫方式讓觀者彷彿在閱讀的時候可以在腦中書寫出跟書中不盡相同，不完全是德勒

茲，也不完全（確定）屬於我，一種介於我與他者「之間」的一種思想書寫。而這種如同德

勒茲的「多」的概念，對應於筆者的藝術創作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三）傅柯在對界域的文字工作上十分的精闢，將思想 尖銳的芽點放置在「我」與

「他者」之間來回褶曲、擺盪，透過傅柯式的激烈書寫，迫出原本無形的思想界限。而德勒

茲談界域這個術語時，筆者讀出了去功能性的術語操作手法，也聯想到羅蘭・巴特在 1957

年的著作《神話學》（Mythologies）裡提到的觀念，當文字不是僅具有溝通功能時，在表意

denotation（作為溝通功能性的文字，表面意義）之外，還有深意 connotation（文字在文化

背景下的隱藏意義）及神話 myth（讓文字的隱藏／內涵意義被看成表面意義的一種操

作）。如同透過電視和電影，我們看見了增強後的意識形態結構，諸如浪漫愛情的價值，異

性戀規範，民族主義或傳統的善惡觀念。使這些意識形態看似天真自然，其實卻是文化產製

的信仰體系，並以特定的方式運作著。 

 

                                                
78 「衍異」是不斷向後開展、不斷推衍出來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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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較於傅柯提出了如「越界」、「褶曲」、「考古學及反式考古學」、「系譜學

方法」等等許多經典的術語，德勒茲比較不像提出新的哲學概念，而是對新詞的創造和透過

奇特文體（藝術動作）將非哲學術語作哲學改造。德勒茲去功能化的流變文字部署就是一種

迭奏曲的作用，是一種晃動文字的節奏使之產生如符號般的思想影像，從溝通變成表現，產

生界域。並使一種邊緣、叛逆、反霸權、去中心的意識形態思想「擬態」於奇特的書寫模態

背後，使這些「非我」的意識型態有意無意被讀者發現。 

 

 （五）相對於傅柯直接在思想的平面上用文字工作，德勒茲採取更多的差異敘述來埋藏

其思維的隱性脈絡，本文的研究重點術語「他者」的思想系譜援引，將德勒茲的「根莖文

體」安排在傅柯的「越界」、「褶曲」之後，可視為本文為「他者」思想暖身的論述佈置，

期能使本文第二章論述不淹沒在德勒茲幾乎窒息的文字流變堆中，也藉由這兩段的研究，作

為筆者所認為德勒茲及傅柯在「他者」思想上對於尼采「權力意志」及「永恆回歸」的回

應。 

 



 

 45 

 

第三章 現代西方藝術現況中的例證 

 本研究主旨試圖在藝術創作領域中，將「已是的我」拋向未知，任由「非我的他者」作

出慾望的流變、越界、褶曲，企能開發自身在創作上思考跳脫於再現或是象徵主義的範疇之

可能性，探索媒材的特質及可能的隱藏樣貌，而能以「已非他者的我是」之姿返回。 

  

 創作論述及證例在此遂不是用結果論的方式將筆者作品與藝術史的流派靠攏而落入德勒

茲所謂的「一」，而是從藝術家創作的過程中去拉出一條彈性的彎曲縱切面作為觀察藝術史

中「多」的可能存在，而「多」將是除了作為「一」的「我」以外充滿繁多性的「他者」之

所在。因此以「創作態度的開放性」與「保持自身思考的活潑性」這樣的前提下來挑選現代

西方藝術家舉出例證。 

 

 也因如此，證例的援引並不願侷限於只跟筆者創作相關的平面繪畫類別，但又應以筆者

文獻研究及創作思考語境相似的西方藝壇著手探尋，從中找尋與傅柯（1926-1984）及德勒

茲（1925-1995）同時期的現代藝術家作為理論與實踐兩相觀念的認識與比較，遂舉出以自

身創作不可被歸納與確定把握為創作意志的平面繪畫藝術家葛哈・李希特（1932-）、擁抱

差異與重複的雕塑家羅伯・莫里斯（1931-2018）和偶發藝術的發起人之一艾倫・卡普洛

（1927-2006）作為本研究的證例藝術家，並以各自從 1960 年代起的重要作品作為對於第二

章理論文獻的回應。透過國外原文評論專書、雜誌及自述，試圖掌握第一線作者原意，歸納

其創作理念及作品手法與本研究呼應之處。 

第一節 摧毀作品的可被確定性——葛哈・李希特 

 德國的視覺藝術家葛哈・李希特的創作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的信念是，不想成為能

被確定與把握的藝術家，作品風格的可辨識性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僵化與定型，為此他

曾激烈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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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任何沒有⾵風格的事情：像是字典，照⽚片，⾃自然，我⾃自⼰己，還有我的畫作（因為

⾵風格是殘暴的，⽽而我不是殘暴的。︒｡） 

I like everything that has no style: dictionaries, photographs, nature, myself and my 

paintings. (Because style is violent, and I am not violent.) 79        

  

 從李希特自己直爽的宣示，可以明確知道，作品的「開放性」對他的意義：他希望做出

完全不做任何表態的藝術。他說道：「賦予畫作意義是不人道的」，他想要「無情感的圖像

內容」，同時希望這圖像內容「盡可能地有人性」。80  

 

 李希特說道： 

當我在繪畫⼀一個抽象畫作時，我不會提前知道最後作品的樣貌，也不會在繪畫過程中

知道我最後想達到的⽬目標或是如何達到。︒｡繪畫幾乎是⼀一個盲⽬目⼜又極端的⼀一件事。︒｡好像

⼀一個⼈人無助地被拋棄在⼀一個未知的領域中——像⼀一個⼈人擁有⼯工具材料和技巧且迫切的

慾望，想要創造什麼但⼜又不能創造出指涉任何已有名稱的物件；所以他只好慢慢的剔

除並淡淡的希望他那專業⼜又妥當的創造過程能夠在最後得到具有意義的成果。︒｡81  

 這點觀念與筆者的創作理念不謀而合；他者從自身思維及既有創作躍出的時刻是未定

的，而褶曲而返的「已非他者的我是」在尚未越界之前並不會知曉，因此繪畫的旅程只能朝

著一個大方向前進，至於前進的路線，可能遇到的曲折，目的地的樣貌，都是全然的未知。 

 

 李希特的作品形式包含抽象藝術、照相寫實主義繪畫、攝影及利用玻璃媒材等。創作形

式多樣而並非維持單一風格。其繪畫作品完成前有不少步驟。從找到或拍下的一張攝影照片

                                                
79 葛哈・李希特藝術家官方網站 https://www.gerhard-richter.com，Techniques 5，2019/2/10 閱覽 

本論文後續再引注於此著作則略語為 G-R。 
80 Mehring, Christine, Nugent Jeanne Anne, Seydl Jon L. (e.d.), Gerhard Richter: Early Work, 1951-1972,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2010, p.161) 
81  G-R，Abstract Painting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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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從當中取材所要的色調，在畫布上描繪出景物，逐步修飾到完成，時而加上柔軟的刷

子輕觸、時而以刮刀塗抹，製造出獨有的「模糊」效果。幾乎所有李希特的作品都表現出看

似自然的幻覺空間和繪畫的物理活動和材料一一相互干擾。而對於這樣的刻意干擾，李希特

說：「我希望畫作能夠像⼀一張照⽚片般的匿名。︒｡」82 

 

 在當時的一段訪談中，採訪者問道：「你如何解釋你在具象作品中遇到的困難？」李希

特說： 

我可以⽤用幾乎專業的⽅方式來做抽象繪畫。︒｡但具象畫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隨機性被排

除在外。︒｡你還需要⼀一個特定的條件和⼀一個特定的⾓角度——你也必須先找到它們——因

為從攝影誕⽣生的那⼀一刻起，攝影幾乎排除了所有東西。︒｡另外，當我畫⼀一個⼈人物時，我

會盡可能以最美好的⽅方式畫出他：這並不容易，但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周圍的東西

通常是真實的，好的，甚⾄至是美麗的。︒｡當繪畫那些事物時，我們發現⾃自⼰己事實上是虛

假的。︒｡所以這些事物必須被「推」到他們有亮眼美麗的外觀的地步，直到我們想要主

動看他們的地步。︒｡為此，他們必須像歌曲⼀一樣完美。︒｡83 

 可見，對於李希特來說，現實是新的理解和表達的結合；他用他所熟悉的繪畫語彙來理

解我們周圍的世界。當他完成了生動又色彩豐富的〈Ema (Nude on a Staircase)〉（圖 3-1）

後，李希特在此時還在和杜象玩一場假想敵的遊戲。84 李希特的〈Table〉（1962）（圖 3-

2），用漩渦形狀的灰色覆蓋在慣用的照片寫實的繪畫上。 

 

                                                
82  G-R，Techniques 5 
83  G-R，Other Subjects 14 
84 Elger, Dietmar, Gerhard Richter: A Life in Painti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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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Ema (Nude on a Staircase)〉（Ema 

(Nude on a Staircase），油料、畫布，1966，200×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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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特說： 

我認為沒有意義去期待和要求「將看不⾒見的形體化」，或是去思考無法思考的，或是

去理解未知的。︒｡我們可以試著闡述未知；我們可以相對確定地推測它的存在。︒｡它可以

代表的是⼀一種譬喻， 可以闡述但無法成為那「所看不⾒見的」。︒｡85 

這裏我們看到到李希特的創作思維；「未知」只能被試著闡述，但「闡述」（擬像）無法成

為那「所看不見的」（實存的缺席）。 

 

 1969 年，李希特製作了首批灰色單色畫，不過其紋理及繪畫方式各有所不同。86 在詮釋

此作品的自述中，李希特逗弄地説：「如果我將所有可能的排列都畫出來，我想光也需花

                                                
85 Obrist, Hans-Ulrich, The Richter Interviews, (London: Heni Publishing, 2019, p.36) 

（圖 3-2）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Table〉（Table），油料、畫布，

1962，90×113 cm 

 



 

 50 

4000 億年才能從第⼀一件作品⾛走到最後⼀一件吧！ 」87 相對於這個類科幻的推測， 讓李希特更

有興趣的是他所謂的畫作的「人為自然主義」。88 色卡是具有自主存在性且非具象性的建構

圖像。他們沒有絲毫的表達性。更好的是，這個關閉性的系統阻礙了觀者的介入。在李希特

的繪畫生涯中，他第一次成功創作了非具象性的作品。 

 

 
 

 1976 年的〈Abstract Painting〉（圖 3-3）是李希特用新的創作方式讓繪畫自行演變，並

非被創作出來，也因此難以用文字來解釋和命名。在這個系列，李希特一開始是在畫布上刷

上大片的原色，然後再堆疊出許多層次。繪畫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地演變，也保留不經意出現

                                                                                                                                                            
86 1966 年李希特在杜塞爾多夫的五金店的時候注意到並受一系列的油漆色卡所啟發。雖然已常常經過架上無數

的色卡，但今天它們引起了李希特的注意 —— 這些所有的顏色都被科學式的混合出來並編組以代表完整的色

光譜。這些色卡沒有意涵，背後沒有動機；它們是那麼的鮮豔，它們立刻激發了李希特的靈感。李斯特完全著

迷於這一些色彩豐富，工業製造設計的系列，背後的動機完全沒有絲毫美感的目的。他完全拷貝了油漆色卡的

原型，但其中的構圖是完全偶然隨機的。在一開始，李希特的朋友 Blinky Palermo 會參訪他的工作室並隨意挑

選油漆色卡，他挑選出來的色彩 後融入在作品中。李希特希望這些畫作不具有藝術性並保持美感上的中庸，

所以他決定使用工業用的合成聚合物塗料來繪製。此塗料在使用上也是中性的，沒有可辨識的筆觸感外，生硬

的設計也避免了任一部分壓迫整體構圖。 顏色的選擇和配置成為唯二的主觀變數。 
87 G-R，Color Charts 8 
88 Storr, Robert, Gerhard Richter: Forty Years of Painting,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5, p.51) 

（圖 3-3）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Abstract Painting〉（Abstract 

Painting），油料、畫布，1976，65×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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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細節及樣式。89 李希特也利用相同繪畫技巧，抹除和刮除來顯露不同層次紋理及模糊的效

果。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李希特使用一種自製的橡皮刮板來抹除和摩擦他塗蓋在畫布上

的大片油彩。 

 

 早在 1966 年，李希特已開始色卡繪畫系列，使用矩形色塊作為物件，無止境地選擇不

同色調，延伸成大型作品；這系列在 1973 至 1974 年達到一個高峰，如作品〈192 色〉（圖

3-4）。李希特在 1966 年到 1974 年間共繪製了三個色卡繪畫系列，每個系列愈加有野心地

安排更多顏色組合。 早的研究是從 1966 年開始，先用尺寸較小顏色也較少的排列，名為

〈10 色〉。李希特試圖用這種方式，將色彩從傳統、描述、符號、表現用途掙脫出來，也

因此色卡繪畫系列有種匿名的、不帶感情的特色。當他做這些繪畫作品的同時，李希特會讓

他的朋友布萊克・巴勒莫（Blinky Palermo，1943-1977）隨機地叫出顏色，並使用該顏色於

作品當中。90 

 

 

 
                                                
89 此系列創作後期藝術家本人開始自身隨機的挑選色彩，為的是要除去構圖上所殘留的任何藝術性的影響力。

這些色彩豐富的作品成為了李希特未來數十年持續創作的知名色卡繪畫的開端。這系列對於藝術家往後的作品

來說非常的關鍵，因為在李希特的職業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夠捕捉所指物件及其象徵性的表態在同一件繪畫

中。在視覺層面上來說，色卡繪畫系列是純粹的抽象但畫作本身也是工業用色卡的一種再呈現， 所以就本身

的條件來説也是一樣物件。 
90 Widewalls 線上藝廊及藝術資料庫， 2018/12/05 閱覽。 

（圖 3-4）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192 色〉（192 Colors），聚合物塗

料、畫布，1966，200×1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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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雄心勃勃地製作出幾種 180 種顏色的組合，1973 年時已經執行了四個畫作的循

環，每個畫作皆命名為〈1024 色〉（圖 3-5）。正如他們的標題所暗示般，每塊畫布都有一

個超過一千個長方形的網格（排列為三十二個乘以三十二個），每格都有一個獨特的色調。

繪畫之間的區別僅在於顏色的放置，在每種情況下都由抽籤系統決定。91 正如在他的大多數

顏色圖表中一樣，李希特在這裡選擇了長水平矩形的格式而不是顏色的正方形，儘管這使得

繪畫具有穩定性的錨定效果，但它們的整體感覺仍屬於隨機性域所。其實李希特的色卡繪畫

時期，藝壇正有這樣的潮流出現，但看來李希特並不知道艾爾斯沃茲・凱利（Ellsworth 

Kelly，1923-2015）在 1951 和 1953 年間也在做隨機色卡繪畫，或是其 1968 年後的光譜作

品。他看來也不是有意識的在回應吉姆・戴恩（Jim Dine，1935-）在 1963 和 1964 年間或賈

斯培・瓊斯（Jasper Johns，1930- ）在 1964 到 1965 年間的色相作品。 

 

 

 
 

 1970 年代的色卡繪畫系列，李希特將他的焦點從現成的系統轉向概念的系統，發展成

用數學程序來混合顏色及安排位置。所用的顏色範圍及量，用數學方式決定。然後將每種顏

色隨機排列以產生所得的組合物和油漆的形式。李希特在 1973 到 1974 年的色卡繪畫中，加

入了第四種、第五種、第六種元素在其中，將這個系統推向一個極致——一個淺灰色調、深

                                                
91 Shannon, Joshua, The Recording Machine: Art and Fact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69) 

（圖 3-5）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1024 色〉（1024 Colors），聚合物

塗料、畫布，1973，254×47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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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調、到後續的綠色——並且混合出了成倍的色調上的細微差別，做出有時輕微到無法辨

識之間的差異。在創意的 終巔峰，李希特甚至僱用了助手來直接參與整個過程，轉移了身

為畫家本身與作品 直接的連結。92 

 

 李希特的〈4900 色〉（圖 3-6）從 2007 年明亮的單色正方形，轉變成隨機排列的網

格，創造出令人驚嘆的萬花筒效果。同時進行的，還有科隆主教座堂的南面窗戶設計。

〈4900 色〉包括 25 種顏色及 196 種版型，可以組合達 11 種變化–可從表面延伸色塊，或多

種小色塊組合。李希特也為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ies）另外發展了〈 Version II 〉—— 

49 幅每件尺寸為 97 乘 97 公分的繪畫作品。 

 

 

 
 

 美國觀念藝術家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1928-2007） 曾寫道： 

                                                
92 同註 88，頁 51。 

（圖 3-6）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4900 色〉（4900 Colors），聚合物

塗料、畫布，2007，680×6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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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藝術家在想法到完成之間，他的意願相對於過程來說是次要的。︒｡他的意願和想

法可能只是⾃自尊⼼心⋯⋯這個過程應該是要機械性的並不能被⼲干擾。︒｡要讓過程⾃自⾏行完

成。︒｡93 

 

 
 

 勒維特這句話呼應了李希特的創作手段及過程。李希特 2009 年在製作一系列抽象作品

過程中（圖 3-7），他將大片的原色畫在畫布上。接下來是幾乎用整個身體的移動在創作：

李希特拿著一個沾有單一顏料的橡皮刮板並將其拖過畫作表面。每次刮刷都會覆蓋舊的畫

面，並揭示出新的構圖。看著這個作畫過程可能很有趣，甚至令人興奮。畢竟，它提出了一

個看電影時會出現的基本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在當時的紀錄片訪問中他看著正在

進行的兩件畫作，說道「這些畫作還可以好很多！」，這些畫作現在看起來很好，但幾個小

                                                
93 同註 88，頁 51。 

（圖 3-7）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 ），〈Abstract Painting〉（Abstract 

Painting），油料、畫布，2009，60×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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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後，他會看用不同的角度看它們。然後他可能會嘗試新的再配置。他說：「如果不好看，

那這東西就是錯了。︒｡」當他無法再改變這件畫作時，一幅畫就完成了。94 使用畫筆是好控制

的；將顏料蘸在筆刷上，然後用它來繪畫。從經驗出發，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什麼即將發生。

但是使用橡膠刮板時，失去了所謂的控制。並不是失去全部但確實存在著部分的無法掌握。

這全都取決於刮板使用的角度，所施加的壓力，還有所使用的顏料份量。 

 

 關於抽象，李希特注意到「抽象畫作顯形出我們無法看到或描述的現實，而我們可以假

設這現實的存在。」在繪畫作品時，他捨棄了完成作品的意圖直到成為「唯有開放性的完成

畫面」。在創造抽象畫面的同時，李希特破壞了確定性，也破壞了「以抽象作為一種風格」

的想法，來為可以假設的想法開啟更多可能性。 

 

 李希特視偶然性作為作品主題和實踐方法。他認為這是一種接納客觀的方法；也是「創

造我們生存戰略」的一種比喻。95 他認為，創作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但處理了偶然的狀

態、質感和事件，它同時也僅以一個非靜態的「過程」存在著。而就思想來說，計畫、觀點

還有社會項目被否決了 所以我過往以為是自身缺失的部分——也就是我從來不曾想去創

作一件事物的圖像——並不是自身的無能而是一個直覺的嘗試以得到更為現代的真實：而這

個真實我們已在每天生活中體會了。（生命不在於說了什麼而是如何闡述，不在於圖像本身

而是繪畫的過程）96 

 

 對李希特來說， 傳統並不是可測量的範疇而是一個基準，不是思想而是藝術的一種性

質。如同尼采，李希特不認為傳統是一個無法被移動或打破的歷史，或是無法被革新的一套

標準。他認為傳統是我們所「擁有」的「永久的存在」並「迫使我們創造不一樣的事物，而

這不代表會更好或更差，但這需要不同。」97 ，這樣的觀點，跟傅柯的越界相連結，透過擺

脫自我來重塑我，擺脫歷史來創造歷史。 

 

                                                
94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報導， 2019/1/28 閱覽。 
95 G-R，Techniques 5 
96 G-R，Techniques 5 
97 同註 80，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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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特將風格視為一種身外之物，相對於大部分藝術家（被）要求自我的辨識度，李希

特的風格變換則是他的偽裝，藉以逃離大他者對於他作品的「確定」感受。他說：「我不相

信繪畫的真實性，所以我用像服裝一般不同的風格：這是我隱藏自我的一種方式。」98 

第二節 擁抱差異與重複——羅伯・莫里斯 

 本節透過考察現代雕塑以及美國藝術家羅伯．莫里斯的「反形式」，如何一反當時現下

的雕塑藝術氛圍，成為藝術史上斷裂的突起物。如同傅柯將薩德侯爵視為文學歷史門檻一

般，莫里斯對於雕塑創作的觀念態度，橫貫其創作核心思維的是非我的「他者」、並積極擁

抱形式的「非典型斷裂」，並且擁抱所有的「不可抗力」，戮力探究「差異與重複」，使得

其創作在藝術史上按下那不隨波逐流的一個音符，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本研究的這一節以他

作為理論的證印， 直接方式是通過雕塑作品本身與理論作出回應。 

 

 本節首先從 1967 年由英國雕塑家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1924 - 2013）99 製作的

兩件雕塑〈草原〉（圖 3-8）和羅伯・莫里斯使用工業用毛氈做的〈無題—254 條毛氈〉

（圖 3-9）作品作為比較對象。 

  

 這兩件作品於 1968 年在紐約展出，一月在 Kasmin 畫廊展出卡羅的作品，三月在 Leo 

Castelli 畫廊展出莫里斯的作品。卡羅的作品〈草原〉是一種主要由水平組構的鋼製形體，

塗成均勻的黃色。零件本身類似於輕工程中可能存在的金屬形體——矩形鋼板，大樑，金屬

管——但它們平衡的方式並沒有清楚作用。四根管子在其他部件上岌岌可危地放置著，它們

雖有被輕微固定但仍看起來像是漂浮在空中。莫里斯的形式又完全不同：他用了 254 段厚厚

的工業毛氈條，切成不同長度，堆積，堆疊，堆放在畫廊牆上。在五英尺高度處的水平排釘

允許一些較大的毛氈條垂下，使構圖有了垂直性的強調。但整體而言，這件作品看似不定且

隨意。這兩件作品材料上具有獨特性，一個由柔軟的，幾乎無色的紡織品製成，另一種由硬

質，塗漆的金屬製成。 

                                                
98 G-R，Paintings 15 
99 卡羅在 1959 年遇到了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 1906-1965），卡羅曾經是亨利・摩爾（Henry Moore, 
1898-1986）的助手。表面看來，這位雕塑家作品的美學空間和史密斯的相距甚遠，但回頭來看，他當時早有

準備掌握史密斯作品中的根本屬性——不連續性的形式策略。 
羅莎琳・克勞斯（Krauss, Rosalind E.）著，柯喬、吳彥譯，《現代雕塑的變遷》，北京市：中國民族攝影藝

術，2016，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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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 1924-2013），〈草原〉（Prairie），鋼板、鋼條， 1967 

（圖 3-9）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931-2018 ），〈無題—254 條毛氈〉（Untitled – 254 Pieces of 

Felt），毛氈、釘子，1967，尺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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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句莫里斯於 1966 年發表的《雕塑筆記》中的一句話：「掛在牆上的物體不會抗拒地

心引力；它（作品）僅能謹慎的遠離它（引力）。100」認識作品的其中一個條件是通過感知

環境如地心引力在實際空間中的作用。也就是說，雕塑是在三維上作出思考與變化。而地平

面相對於多數展覽品所寄生的牆，是啟動 高感知的必要條件。一些好的作品如果存在於空

間和光線條件不同的場合，也會引發作品更細膩的變化質地。而地心引力更加加強空間及光

線這兩種屬性。 

 

 莫里斯的作品看起來非常不穩定，好像它的 終形式是由材料的本身質地和藝術家所共

同決定的。創作者把作者權利讓渡出給他者：地心引力，陽光，空間環境⋯⋯等等。莫里斯

創作過程中 重要的想法即是如何展現這些讓作品蘊含著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環境因素，而

這個部分，才是他的「作品」。而這也是激發筆者〈微古粒〉系列作出一連串實驗創作的重

要契子。 

 

 莫里斯在 1968 年展出的作品在某些程度上體現了這想法：作品有些懸掛在釘子上，或

者在角落裡坍塌，或者被呈現為無法辨識的一堆東西，而展覽現場這些形體的「佈置」、

「陳列」只可能是偶然發生的。莫里斯為這些作品寫了佈展安裝說明，但這說明使作品的結

果將走向有限度的隨機性。其中一件未標示日期，並由 254 件毛氈節段共構的作品，其佈展

安裝說明如下寫著： 

（1）徹底混合碎段並堆放在地板上，不需特定的排序。︒｡（mix up the pieces thoroughly 

and heap on the floor with no special arrangement of the pieces.） 

（2）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懸掛牆壁，部分⽑毛氈條可以堆疊在地板上，有些可以掛放在

釘⼦子上。︒｡（the wall may be used within special limits, the pieces of felt can be heaped on 

the floor and some on the nails.） 101 

                                                
100 Morris, Robert, Notes on Sculpture Part 1  (Los Angeles: Artforum 4, no. 6, February, 1966) 
101

 Williams, Richard J., After Modern Sculpture: 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1965-1970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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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這件由每層厚度為 6 英尺×9 英尺的共 7 層毛氈，切成了一條條逐漸變窄的條

段，寬度從 72 英寸到 11/8 英寸不等。可看出其製作作品的初期其實已存在過一些較複雜，

牽涉測量與計算，具有決定性技術門檻的細膩「操作」，使得我們可以說這個未佈置的作品

如何形成作品這中間過程的決定，其實是已被思考與設定在其「有限度自由」下，展現「看

似無限」的可能樣貌。而在起初如何設定毛氈條段的型態以及可能樣貌，在美學角度上其實

和卡羅這類較為形式取向的藝術家相去不遠，這就如同去思考：他們的鋼材作品其構圖有多

少程度上是預先就決定好的，真正「因地制宜」的可變性又有多少？以及作品在製作過程中

與環境空間對話下偶然性所能決定的部分又有多少？ 

 

 邁克爾・弗里德（Michael Fried，1939- ） 在文章《藝術與物性》中清楚地區分識別了

這些作品的差異：類幻象的（卡羅）與「反」類幻象的（莫里斯）；強調作品辨識特徵的作

品（卡羅）與強調其過程的作品——包括強調其製做執行前的發想（莫里斯）。102 作品是

從概念的發想起始，乃至各種偶然的變化，直到 後在自己讓渡出作者之席後完成，正是這

樣的創作想法，讓筆者看到呼應自身的相似光譜。 

 

 卡羅和莫里斯的作品在本質上皆是關注作品形式的。在 1968 年的一篇文章《反形式》

（Anti Form）中，莫里斯提出了一種新的製作雕塑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避免作出高度形式

化的作品（他的解決方案即是前面提到的使用柔軟材料來構築類似非構圖的作品）。 

 

 莫里斯在《反形式》103 中寫道：  

⽂文藝復興盛期的草圖和未完成的作品中處處可⾒見藝術發⽣生的過程。︒｡在⼗十九世紀，羅丹

（Auguste Rodin，1840-1917）和羅索（Medardo Rosso，1858-1928）都在完成的⼯工作

中留下了痕跡。︒｡就像他們之後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一般，他們以⾃自傳的⽅方式記錄了

材料的可塑性⋯⋯它仍然超越了透過⼿手才能表達的個⼈人性，更直接地揭⽰示了物質本

⾝身。︒｡  

                                                
102 邁克爾・弗里德（Fried Michael）著，張曉劍、沈語冰譯，《藝術與物性》，南京市：江蘇美術，2013，頁

119。 
103 Morris, Robert, Anti Form, (New York: Artforum, no.8, April 196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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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bility of process in art occurred with the saving of sketches and unfinished work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th Rodin and Rosso left traces of touch in 

finished work. Like the Abstract Expressionists after them, they registered the plasticity of 

material in autobiographical terms. It remained for Pollock and Louis to go beyond the 

personalism of the hand to the more direct revelation of matter itself. 

 但是，儘管莫里斯在這個階段反對傳統形式化的構圖配置，這篇文章的論點及其挑釁的

標題——《反形式》——明確表明「形式」仍是主要的批判錨點。因此，「反形式」在本章

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辨認出所謂「現代」中的論證斷裂，另一方面明確指出這絕對不

是一個完全的斷裂（即非典型斷裂），要做到作者從頭到尾不干涉作品而成為其作者的作

品，這本身就存在悖論的意涵。 

 

 莫里斯原本想藉此作品談論的時間性；以他者的介入導致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差異」而

來談時間的重複性及其自身的不可能重複之悖論。但是，這些畫廊、美術館策展人，甚至藝

術家本人後來所做的卻是「幾乎沒有差異的重複」——他們竟然依照原始佈展照片中的細節

去重建構這些作品。這使得當這些作品被展出時，策展理念與其強調其過程產生的差異，重

點似乎轉移為：這作品的呈現是否「正確」。而這個有趣的思考錨點，也讓展覽本身溢膩出

原本設定以外的藝術問題，使整個展覽的思考焦點「超展開」，這個歷史偶發事件飽滿著慾

望而引誘筆者提問的是：使「藝術」和「人工製品」從共同價值出發，在所有形式的製造都

沒有差異化的「表態」下，是如何形成兩種差異化的認識論，而能裂解出無論其在藝術品價

值，以及文化意義上的「波粒二象性」？正如他在該篇文章中的導言所說的那樣，《反形

式》一文迴盪著這種欲瓦解或混合界限的聲音。 

 

 在《反形式》中，莫里斯開頭即批評「材料差異下形成的形式統一」——這個概念本身

似乎是衍生自藝術史學家喬治・庫布勒（George Kubler，1912-1996）的想法——然後再提

出新的製作雕塑的方式，其製作過程和 終形式合而為一。104 正如我們之前看到的那樣，

該方法牽涉了軟材料的使用，其操作方法會刻意地模糊工具和材料之間的區別。莫里斯寫

道：「『有時候』，材料在沒有使⽤用任何⼯工具的情況下被（偶然性）操縱控制了。︒｡」很明顯

的，莫里斯選擇工具和材料之間的這種特殊對立不是個偶然，而是一個對庫伯勒的重新詮

釋。 

                                                
104 同註 101，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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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莫里斯撰寫的《反形式》論述了藝術的無形式概念。那年初，莫里斯在他的作

品〈無題（Threadwaste）〉（圖 3-10）中深入研究了無形式的主題，這是一種由非常規材

料組成的無固定形狀的雕塑，如瀝青，銅管和鉛。在他的寫作和藝術中製作，莫里斯「以凌

亂的方式取代了形式主義藝術家和評論家的實證性信念。」105 在隨後的作品〈無題－

Steamwork for Bellingham〉（圖 3-11）中，莫里斯做出了一股蒸汽自一個方形的石頭平台上

不斷上升。莫里斯的作品不是專注於形式構圖而是生態的結構——也就是說有機體彼此之間

的關係以及它們的物理環境。 

 

                                                
105 Jones, Caroline A.,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945（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138） 

（圖 3-10）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931-2018 ），〈無題—Threadwaste〉（Untitled –

Threadwaste），毛氈、瀝青、鏡面、木頭、銅管、鋼條、鉛，1968，尺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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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性和時間性在莫里斯的「過程藝術」或「反形式」作品中有著重要的一席。為了創

作此有機形體的作品，莫里斯放置毛氈在地板上做切割；這動作的製造出型態混亂和鋸齒狀

的輪廓及不規則的尺寸，從一個糾結的物體中溢撒出地板上，沒有任何一致的結構。這種形

式不是永久性的，因為無論何時將〈無題 （粉紅毛氈）〉（Untitled (Pink Felt)）重新佈展至

新的空間，毛氈都會再次掉落，導致每次的詮釋都會有不同的構圖。除了在藝術過程中引入

時間的短暫性之外，〈無題 （粉紅毛氈）〉（圖 3-12）之類的作品與連續重複的幾何形狀

的作品如〈無題（L 型樑）〉( Untitled（L-Beams）)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作品體現

了比其簡樸的極簡主義前身更為溫和的美學，似乎也透過毛氈片的排列重新加入了具象性，

讓人想起有機形體。 

 

（圖 3-11）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931-2018 ），〈無題－Steamwork for Bellingham〉（Untitled – 

Steamwork for Bellingham），石頭、蒸汽，1971-1974，610 × 6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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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莫里斯在美國惠特尼美術館舉辦的 1970 年的個展「羅伯・莫里斯：近期作品」

中，莫里斯展出了許多件過程藝術——混凝土，木材和鋼材的「溢出」 —— 填滿了博物館

的整個第三層樓面，如作品〈無題—水泥、木材、鋼條〉（圖 3-13）。這些結構，包括橫跨

房間長度的九十六英尺長的裝置，是那時惠特尼展出過的 大的裝置作品。這些裝置作品需

在展覽空間中花費好幾天組裝，在三十多名堆高機司機，起重機操作員和建築工程師以及一

小批專業藝術製造商的幫助下建造。106《時代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當工人搬進搭

架，旁有堆高機和液壓千斤頂正幫助莫里斯完成佈展，博物館呈現出一個紐約中城建築工地

的樣子。」107 為了適應大規模的裝置，牆壁在畫廊空間中被移除，同時開始擔心樓層板可

能無法支撐作品和機械的重量。與其舉辦一個傳統的開幕，莫里斯反是邀請觀眾來觀察每日

的「展覽進展」，儘管該展覽的局部展區在一次佈展人員因不當操作器具而被釘住在鋼板下

後結束。108 

 

                                                
106 Bryan-Wilson, Julia, Robert Morris,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2013, p.177) 
107 同上註，頁 177。 
108 同註 106，頁 177。 

（圖 3-12）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931-2018 ），〈無題—粉紅毛氈〉（Untitled –Pink Felt），毛

氈，1970，尺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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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大多數這樣大規模的藝術品需要工作室學徒或佈展人員的幫助，但這個展覽獨特地

並戲劇性的加入了這些工人的現場參與，同時它罕見的提出藝術家和助手之間的平等 —— 

這些碎片是在工人們滾動，散落，掉落混凝土塊和木材後讓它們靜置在原掉落處偶然製造

的。莫里斯藉此空缺了控制構圖的權利，並堅持開啟自己與佈展的工人之間前所未有的合作

關係。不在工作室而是完完全全地在博物館的地板上製作作品，莫里斯將藝術本身作為一種

特定的作品在特定的場所演出，一種即興劇場與現地裝置的混合概念，也使得在偶發藝術的

發展中亦可找到他的名字。 

 

 談到 1970 年惠特尼個展， 初原是策展人瑪西婭・塔克（Marcia Tucker）意圖回應莫

里斯在 Corcoran 畫廊和底特律藝術學院於 1969 年底舉辦的個展，所規劃一個全面的創作生

涯中期的展覽。109 在 1969 年底前，塔克和莫里斯原先都同意此惠特尼個展要展出他的一些

早期著名的作品，以及一些從未展出的新作品。但到了 12 月中旬，莫里斯拒絕了這個想

法，寫信給塔克：「我不想展出舊作。︒｡」幾週後他在一封信中詳細闡述原因： 

                                                
109 同註 106，頁 178。 

（圖 3-13）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931-2018 ），〈無題—水泥、木材、鋼條〉（Untitled – Concrete, 

Timbers, and  Steel），水泥、木材、鋼條，1970，183×488×29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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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三樓以外的⼀一個獨⽴立空間展⽰示以前的作品這件事，與我對這個展覽所採取的

⽴立場是對⽴立的，我想談的並重新定義的是在當代藝術博物館中做個⼈人展覽的可能性。︒｡

我希望博物館可以⽀支持⼀一種展覽模式是讓藝術家能夠參與⽽而不是反芻：⼀一種對觀眾的

挑戰，以及對藝術家的⾵風險。︒｡ 

I feel a separate room of older objects shown somewhere off the third floor is antithetical to 

the position I take with respect to this Show and the point I want to make about a 

redefini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one—man shows in contemporary museums of art.  My 

hope is that the museum can support a showing situation which allows the artist an 

engagement rather than a regurgitation: a situation of challenge for the public and risk for 

the artist. 110 

 作品的自身構成之偶然性成為構成作品之不可缺席111 之要素，而呈現之如缺乏自身構

成的不穩定性，鬆散地排列，隨機性⋯⋯，皆意味著其創作手段的政治性意義；正如莫里斯

在 1967 年的一篇文章中評論的那樣：「開放性，可擴展性，可取用性，公共性，可重複

性，平等性，直接性和即時性皆有社會影響，而且沒有一個是消極的。」在莫里斯的所有藝

術作品中，惠特尼展覽展出的是莫里斯為證明「公共性」和「開放性」的正面積極之社會影

響而探索得 廣的作品。他在惠特尼展覽開幕時發表的一篇文章所寫： 

 

透過無數種⽅方式利⽤用隨機性來建⽴立關係，構建⽽而不是排列，允許地⼼心引⼒力塑造或完成

作品的某些階段——所有這些不同的⽅方法都涉及到所謂的⾃自動性，並從完成的作品中

暗⽰示其過程。︒｡在⾃自動化取代以往相應的「全⼿手⼯工製作」的那些程序後，藝術家已經往

後退讓了⼀一步，以讓更多的外在世界進⼊入藝術之中。︒｡ 

Employing chance in an endless number of ways to structure relationships, constructing 

rather than arranging, allowing gravity to shape or complete some phase of the work—all 

                                                
110 同註 106，頁 182。 
111 莫里斯的作品中的偶然性，已經幾乎僭越成為他的主體，一種權力的遞嬗關係，偶然性成了莫里斯的一個

標誌，當然，偶發藝術的卡普洛曾經攻訐他為「走不出白立方的偶發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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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diverse methods involve what can only be called automation and imply the process of 

making back from the finished work.  At those points where automation is substituted for a 

previous “all made by hand” homologous set of steps, the artist has stepped aside for more 

of the world to enter into the art. 112 

 莫里斯在其對於偶然性的固執堅持展現，使得其開展「何謂作品」定義的柔軟內在性層

面，作為筆者創作之後續借鏡，在〈微古粒〉系列以及〈宇宙褶〉系列中，筆者將創作過程

當中的例如地心引力、表面張力、差異密度的相吸與互斥力、磁力、阻力⋯⋯等等實際的細

微體察後落實於繪畫的實踐，讓筆者的創作手法跟整體的空間與環境關係建立了立體的綜觀

視野，以及對於各種無形之「力」的覺察，實為受益並貼切。 

第三節 遊戲時刻與偶發藝術——艾倫・卡普洛 

 艾倫・卡普洛作為偶發藝術發起的一員，他使用偶發藝術來「陌生化」正常事件並使它

們成為一個新的焦點113，雖然筆者的創作樣態目前無關於群眾、互動，亦無關於偶發藝術所

擁有的表演或戲劇等藝術因子，但是卡普洛的藝術創作觀念——透過引渡他者迫出日常的非

正常性所做出的「越界」，如何迫出繪畫日常的「非正常性」，正是本研究中筆者面對藝術

創作的日常課題。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本研究跨域的選擇了不但並非平面繪畫藝術，甚至作

品擴大至時間軸，場域空間都為其「畫布」的偶發藝術形式，作為本節對於迫出無形的界限

之「越界」的範式。他對於傳統戲劇中的觀眾也持不同的觀念；觀眾並不是指那花了錢來看

指定的表演的人們，而是在偶發藝術中穿梭街道或參與其中的人們，因為觀眾在偶然的條件

下被納入了作品的權力流變場域，同時成為了表演者和旁觀者，藝術正式走出白立方而成為

日常的差異存在。 

 

 偶發藝術作為自身「發生的事件」而存在，不能精準確定何時發生，也不能肯定作品何

時會結束／完成，偶發藝術與整體生活及當下都具有著強烈的密切性，生活的範圍都是藝術

的可能發生地，偶發藝術因此跟藝術與日常間界域的問題無關，而跟遊戲時刻相關，是一種

時間屬性的藝術。筆者認為，當創作者進入艾甬時間的時刻，就是偶發藝術的精神發揮的時

                                                
112 同註 106，頁 182。 
113 Smith, Hazel & Dean, Roger, Improvisation, Hypermedia and the Arts Since 1945 (Performing Art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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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因此無論是抽象表現主義，表演藝術，裝置藝術等等，具有與現實當下做出即時互動的

藝術型態，都多少有著偶發藝術的精神合在其中，筆者的創作觀點更不例外。 

 

 偶發藝術的發展如同他們的創作理念般，似乎不知何去何從，也沒有任何特定的文學觀

點。與過去的藝術型態相比，它們沒有結構化的起點，中間或結尾。他們是開放式的形式，

流動的；不去追求任何顯而易見的固著，所以 終也不會獲得任何東西。 

 

 偶然性而非自發性是一個關鍵，因為「偶然性」意味著風險和恐懼，同時瀰漫著那種當

某些事將發生時令人愉快的緊張感。古典意義下的藝術總是試圖「讓偶然性每次都變得美

好」，或是「只將美好的偶然部分保留下來」，並相信這是一個比生命更真實的真理。114 

只因為直接利用偶然性創作的藝術家將面對更高的失敗風險，並伴隨著藝術性變低而逼真性

變高的「危機」。 

 

 關於偶發藝術跟戲劇不同的的 後一點，卡普洛想談的是在所有討論中所隱蔽的——它

們的無常。它們被發想成為不可預見的、不可複製的偶發藝術事件。偶發藝術的每項表演彼

此之間以差異而存在，並且這些偶發藝術常在觀眾察覺之前即已結束。例如，如果在〈一場

春天的偶發藝術〉（圖 3-14）中，割草機的攻擊象徵活動的結束，那麼其實很多偶發藝術不

透露任何活動結束的線索。115 偶發藝術的演出大多無敘事性或戲劇情節，無懸念和結構，

沒有明顯的「哲學概念」，如爵士樂一般以即興的方式呈現，和許多當代繪畫一樣，不能確

定到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導致觀眾經常得空等一段時間後才發現已經結束了。 

                                                
114 Kaprow, Allan, Happenings in the New York Art Scene in Allan Kaprow, Essays on the Blurring of Art and Life, ed. 
by Jef Kelle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19) 
115 同註 99，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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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偶發藝術環境的材料是 容易腐爛的物質：報紙，垃圾，破布，疊撞一起的舊木

箱，被切碎的紙板箱，樹木，食物，借來的機械，等等。116 無論什麼樣的安排，材料亦都

不能持久。因此，每件偶發事件在發生時，無論好壞都是「 新鮮的」。 

 

 通常偶發藝術團體中存在著幾種不同面向的偶發藝術型態。戲劇屬性的人提供了精緻，

詼諧的作品；作家和音樂家做出的幾乎是非常抽象、幾乎像禪宗一樣的儀式；以及卡普洛

常參與一起的那群粗糙但又感性自發的人——這群源自過去十年的美國繪畫界，參與的這些

人都曾是畫家（或者仍然是）。這些不同的組合間總能激盪出令人驚喜的火花。 

 

 卡普洛透過偶發藝術「不去追求任何顯而易見的固著，所以 終也不會獲得任何東

西。」117 的堅持，批判當代藝術家因為利益而看不清突然衰弱的作品上堆疊的每種不敏

感，一種被德勒茲指涉為節段化下的紋理空間，是一種被資本主義的編碼與徵召。偶發藝術

                                                
116 同註 114，頁 20。 
117 同註 114，頁 17。 

（圖 3-14）艾倫・卡普洛（1927-2006 ），〈一場春天的偶發藝術〉（A Spring Happening），1961，羅伯特・

麥克艾羅伊（Robert McElroy）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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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人們暫時擱置當現俗世的價值觀，並完全參與藝術的真實本質和生活，是一種生活對於

藝術的遣返，並讓人們以「以為在參與藝術行為」的方式參與生活。 

小結 

 傅柯世界的藝術史，本身應是一間雜亂無章的檔案室，其作為檔案整理員，把現存事件

放在歷時性的條件下共時性去把握它，而作為一個回到未來考古的反式考古學家，其檔案室

是不斷分裂的存在現實，透過自身差異化，越界而從未來折返，將自身帶向一個未來的系譜

學認識，這是筆者在這次做研究的過程中，深刻體會過去所不能體會之知識的考古與生產。 

  

 如果說在第二章的理論文獻論證中的「他者」是哲學思想家用文字書寫迫出存於思想上

無影無形的他者，則本章節創作的範式裡藝術家們面對的「他者」則是只隔著媒材與藝術家

自身於創作當刻近身交鋒的「他者」。 

 

 透過這一章節所例舉的各種藝術範式；從平面作品，過渡到立體作品，再到時間性的作

品，綿延融貫其中的創作態度，是對於異己「他者」的開放態度，是對於生命各種遭逢下

「偶然性」的積極擁抱與面對，隨著慾望的流變，迫出自己無形的生命框架，讓自己在不斷

對自己叛逃中，重新的凝聚成為下一個將被自我挑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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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宅／宇〉系列：一種以思想內容作為視覺的繪畫實踐 

 談到界域對於人的影響，首先想起以前國文課老師提過的「橘逾淮為枳」118 典故，晏

嬰由橘子與環境變遷關係來意指不同環境造就出同一事物的不同特性。由環境的變遷帶給生

命的感官感受的變化的確是直接而無法忽視的，而由智識的啟發帶來的思維變遷所給出對於

生命觀及創作觀亦如同「腦袋搬家」一般，會有煥然一新的生命體驗。 

 

 筆者原生活台灣南部的嘉義市，於研究所就讀期間隻身來到台北，環境的變遷對於一個

從未離開家鄉離開家庭而到生活步調如此不同的大都會定居的青年，除了新鮮感與獨立性之

外也充滿了不適應與不安感受，直到漸漸地過了適應期，在生活型態及交友環境等等外在條

件的漸變之下，創作樣態亦同時產生了明顯的差異。 

 

 幾年前考上博士班後，課堂上接觸了德勒茲的藝術哲學，使筆者面對一個從未經驗過的

奇特的書寫模態而達成的怪異閱讀經驗並產生的視覺影像驚奇不已，亦對於後現代解構主義

的相關理論開始產生興趣。也因為當時創作工作空間的不足，從與室友共居的環境搬移到東

湖一處樓中樓，當作複合式的創作起居空間，也在 2017 年搬離前，創作了〈樓中有樓〉

（圖 4-1）做為紀念，那是筆者人生第一次獨自居住、第一次當一整個空間的主人，因為這

樣的環境變遷下，心境也開始對於自我的人生思維及創作觀念重新認識119。而此之時適逢筆

                                                
118 「橘逾淮為枳」意謂著不同環境造就出同一事物的不同特性，如同本論文談及關於界限之間的流動與逾

越。「橘枳」兩字其「原始」出處一般認為是《晏子春秋》〈內編雜下〉一則記載戰國時期齊國晏嬰出使楚國

的故事。傳統上，這則文字記載被認為是「橘逾淮為枳」這個成語的來源。如同筆者將古典文獻中的「橘枳」

嫁接/移植到論文研究書寫使用，就某種象徵意義而言，我從事的也是一種文字及創作「逾」「越」的行為，

是把某個字詞從其 locus classicus 的位置轉寄到它原來無法預期的未來。 
119 在論文寫作這段期間，巴舍拉的空間詩學是各大書局的排行書目，也是這樣的偶然相遇，穿越巴舍拉充滿

詩性的書寫情境裏，筆者回想剛獨居的那段時間，家宅對我心理上深刻的意義：「一個人在宇宙的角落，庇護

白日夢，也保護做夢者。」「我們在家宅中，家宅也在我們之內。」「我們詩意的建構家屋，家屋也靈性的結

構我們。」，讓筆者更加深深懷念在南部的家人和大學時光，一個人在一間諾大的系館教室，整棟的漆黑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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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德勒茲在《千高台》一書中的第九高台談到節段性以及第十一高台談到迭奏曲的章節進

行研讀，以及當時被藝術家理查・迪本孔（Richard Diebenkorn，1922-1993）冷調抽象所影

響，情感呼應下加上當時偶然性的生命機遇，而有了這個系列的創作開展。 

 

 

 

第一節 在〈宅／宇〉系列之前 

 記得第一天躺在剛搬至的新居客廳，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嶄新生活的開始。望著挑

高的斜屋頂，我開始思考著，什麼是一個人「可以是」的生活？「獨居」這件事為我帶來的

                                                                                                                                                            
到天上的閃閃星光，那是創作歇息時刻的療癒時光，蛙鳴蟬噪，有一種遺世獨立的宇宙浩瀚感受。也猜想是因

為這樣的潛在情感，埋下這系列創作的潛因。 
加斯東・巴舍拉（Bachelard, Gaston）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市：張老師文化，2018，

頁 14。 

（圖 4-1） 

吳柏嘉，〈樓中有樓〉，2017，壓克力彩、畫布，130 × 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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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感受源自何處？自我與他人的生活的界域是否有其界限，是否存在一種關係的繪畫性測

量？作為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來說，都是「獨自存在」的，筆者從家鄉大家庭的居住經驗，

到如今存在於一個「人」的生活空間，這中間經歷過太多關於屋宅型態，周遭環境，居住成

員等等的差異120，心理學巨擘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說：「人際

的問題是作為人生存在宇宙唯一的問題。」，某種程度來說，「人類」不也是獨居在這個宇

宙當中嗎？或是說宇宙之間也有著如人際關係般的「星際關係」？又是否存在著屬於人類

大住宅——宇宙之間所開展的繪畫測量？屋宅跟宇宙同是身為人類的我的唯一的家，但兩者

之間的界域又存在於何處？屋宅的物理性給意識一個象徵性的安定之所，而搬家所帶來的異

變感受對比於智識的躍進啟發與觀點變化中，是否存在一種關於意識變遷的繪畫測量？而上

述這些問題，我該如何用繪畫創作，去實踐心中的提問？一連串關於居住的界域的提問，以

一種如莫比烏斯環的迴圈般的縈繞佔據我的思緒，圍繞著關於空間的哲學思考上；而問題意

識從當初屬於視覺的物理性環境改變造成的心理狀態以及思想樣貌的變遷，漸漸切入到人類

的物理知識樣貌所認識的生存界域所謂為何？一種由個人的生活狀態改變所不斷外延的思想

探索於是展開，關於拓墣的地誌測量學的創作樣態從而誕生。 

第二節 不可視的領域與可視之思想界域之互為省思 

界域的可視性正在於它的被冒犯。︒｡121 

一、無限空間下的有限性思考與測量的測不準本質 

 以人的角度去思考空間的界域關係，才會發現如同廣告詞般「心有多寬廣，家就有多

大」。當一隻螞蟻在一個它所未知、極大但有限的空間，以其一輩子的智慧或時間都探索不

了界限，對螞蟻來說，這個空間等同無限，而當現的科學所展示的成果，也都在告訴我們宇

                                                
120  孩提時期，筆者嘉義的老家是三代同堂共居透天厝，與爺爺奶奶、叔叔嬸嬸等分別一戶一層，一樓的客餐

廳是每天家人間共同創造回憶與分享生活的空間，家人之間關係緊密，筆者個人私密空間為一玩具帳篷。國中

美術班之際，父親母親決定搬出移住電梯華廈，筆者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個人房間，並愛上獨處。大學的宿

舍生活是筆者第一次與除了家人以外的他人共同起居生活的經驗，課後的系館術科教室，成了我可以一個人獨

處創作的超級空間。服役期間的起居空間內幾大排的上下舖鋁床架，人的密度使得汗水、氣味、聲音等滲透了

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限，卻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似乎就如蚊帳般，看似隱形卻又壁壘分明。北上就讀研究

所，對於人與人的生活界域的壓縮，以及創作空間的受限感到非常排斥。直到博士班就讀期間，才搬至複合工

作室及起居室的空間，第一次獨自居住。 
121  SMF，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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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不斷膨脹是以比光更快的速度讓界限遠離，因此以我們目前的智識尚無法一探究竟。只

有透過思考能將意識盡可能逼近這個時空的極限，宇宙的邊界存不存在於已經存在的宇宙事

實，這在量子力學的啟示下推向一種「時刻變動的已知」的認識論，這也是目前筆者對人類

及宇宙間的認識論。 

 

 如此之來，有限、無限的概念證偽即是與本體生命的意識組成有關，跟對象的「實存」

無關。這個由量子力學的雙縫實驗122 對筆者思想上的震盪極巨，知與不知，測與不測都影

響結果，所以，世界的樣貌如波粒二象性般，因我們的所是、所做、所思而改變；在觀察完

全無關此存在的條件之下，觀察「此在」的物理樣貌，竟與不觀察「此在」的樣貌不同，呈

現一種如同傅柯或德勒茲思想般極為怪異的測量結果，測量的意義性指向了自身測不準的本

質，123 這也促使筆者對於測量在繪畫上及理論上有更進一步的企圖。 

二、時光旅行與傅柯的越界及褶曲 

 如果測量成為筆者對於思想的內在性平面「認識」的基礎，界限也就至為關鍵，而如傅

柯思想所揭示，界限的存在，是越界的出現時才顯現的。筆者論文書寫至此，對於「越界」

                                                
122 「光是什麼？」是困擾科學家數個世紀的問題，1675 年，英國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提出光是

一束粒子的看法，在當時因牛頓的崇高地位而使得他的論點比對手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

認為“光是由波所組成”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到了 1801 年，英國科學家楊格（Thomas Young，1773-1829）則進

行一系列實驗為惠更斯的波動說提供了證據。雙縫實驗的基本儀器設置很簡單，將像雷射一類的相干光束照射

於一塊刻有兩條狹縫的不透明板，通過狹縫的光束，會抵達照相膠片或某種探測屏，從記錄於照相膠片或某種

探測屏的輻照度數據，可以分析光的物理性質。簡單來說，光子經過一條狹縫打在屏幕上是一道光的顯示，而

光子經過兩條狹縫打出來應該也要是兩個單縫相加的結果，但是事實上卻不然，光形成了具有波的性質的物質

而互相干擾呈現如漣漪般的條紋，假若，稍微改變雙縫實驗的設計，在狹縫後面裝置探測器，專門探測光子通

過的是哪一條狹縫，則干涉圖樣會完全消失，不再能觀察到干涉圖樣；替代顯示出的是兩個單縫圖樣的簡單總

和。換句話說，用探測器來探測光子會經過兩條狹縫中的那一條狹縫，可以測出準確結果，但原本的干涉圖樣

會消失不見；假若又將這探測器所測得路徑資訊摧毀，則干涉圖樣又會重現於探測屏。從決定是否探測雙縫實

驗的路徑，會決定哪種性質成為物理實在。假若選擇不裝置探測器，則干涉圖樣會成為物理實在；假若選擇裝

置探測器，則路徑資訊會成為物理實在。然而，更重要地，對於成為物理實在的世界裡的任何特定元素，觀察

者不具有任何影響。具體而言，雖然能夠選擇探測路徑資訊，但並無法改變光子通過的狹縫是左狹縫還是右狹

縫，只能從實驗數據得知這結果。類似地，雖然可以選擇觀察干涉圖樣，但並無法操控粒子會衝擊到探測屏的

哪個位置。兩種結果都是完全隨機的。 新版用電子束取代鐳射所做的雙縫實驗更令人困惑的是，單獨電子似

乎可以同時刻通過兩條狹縫，並且自己與自己干涉。這解釋並不符合平常觀察到的離散物體的物理行為，我們

從未親眼目睹老虎在同時刻穿越過兩個並排的火圈，這並不是很容易從直覺就能夠認同的結果。這也是現代量

子力學作為目前 激進的討論科學的原因。 
123 1927 年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提出「測不準性原理」，並於 1932 年因為

「創立量子力學以及由此導致的氫的同素異形體的發現」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在量子力學裏，測不準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譯不確定性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與動量不可同時被確定，位置的不確定性越

小，則動量的不確定性越大，反之亦然。 
柯利弗德・皮寇弗（Pickover, Clifford A.）著，顏誠廷譯，《物理之書》，臺北市：時報文化，2013，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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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圖型，是對比於飛機突破音速時造成的「音障」（圖 4-2），是由物體自身速度即將

超過自己所發出的聲波時迫現的，由他者的越界所迫出的界限。 

 

 

 
 

 而越界作為一種「時刻」的出現，如果不是地理上（度量衡）的意義，那就是在他者的

速度（強度）以及時間的意義，如果繪畫、文學、科學所談的時間不只是日常的計時器時間

那又是什麼呢？這問題亦是幾個世紀來無數哲學家科學家的興趣，而在筆者對於相關資料的

閱覽，的確已經知道時光旅行的可能性。科學家已經說明，以高速移動的物體，其老化的速

度會比位於實驗室座標系的靜止物體來得慢。科學家已經用好幾種方式驗證了這種時間變慢

或說「拉長」（dilation）的效應。124 雖然看起來很困難，但是理論上的確有好幾種方式可

以建造出回到過去的時光機器，而不違背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當然，這些方法通常仰賴非

常大的重力或是蟲洞（假想中的時空捷徑）。對牛頓而言，時間就像一條直線流動的河流。

沒有東西能讓這條河流改變方向。愛因斯坦則證明這條河流是會彎曲的，只是不會繞一圈回

到過去的河道，彎回自己就是回到過去，宛如時光旅行（backward time travel）。但是到了

1949 年，數學家庫爾特・戈德爾（Kurt Godel，1906-1978 ）更進一步證明，這條河流是能

                                                
124 舉例來說，在 1970 年代，科學家曾經把原子鐘（atomic clocks）放上飛機，證明這些鐘真的會比地球上的

鐘慢一些。時間在靠近非常巨大的質量的時候，也會被大幅的減慢。 
同註 123，頁 207。 

（圖 4-2）音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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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回到自己身上的，125 這是歷史上逆向的時光旅行第一次被賦予數學的基礎，而這樣的思

想影像也讓筆者直接聯想到傅柯的「褶曲」，但至於傅柯是否因為受到物理學影響而產生對

於褶曲的思想原型，傅柯沒有以這樣的方式解釋過。 

 

         回顧我們的歷史，物理學家發現，若科學知識沒有明確排除某些現象， 後經常會發

現這些現象是存在的。126 

三、有限體積下的無限平面——門格海綿與思想的內在性平面 

 在思想形成的內在性平面上，筆者對應聯想到的，是拓墣學裡碎型的「門格海綿」

（Menger sponge）127（圖 4-3），其具有無限大表面積的同時，在三維空間內所涵蓋的體積

卻是「零」，呼應於傅柯在談及其思想場域的佈置平面「一種自我對於自我的內建褶曲運

動」128 ，以及「佈置必然等同於一幅碎形影像，登錄其上的並非直線亦非平滑曲線，而是

空間中的異質元素，是使空間微異托邦化的轉向力或角動力」129 這個拓墣思想極度接近傅

柯談到薩德文學時對於臨界的纖薄平面形容。幾個段落的研究，不難發現，時代的知識進

化，使得各個學門之間呈現共流而不同的默契，回顧創作此系列之時，接觸了德勒茲思想，

但卻尚未接觸傅柯思想，但在論文書寫階段，赫然發現，在此〈宅／宇〉系列創作上思考的

觸發點，都與傅柯思想的關注上有不謀而合之巧遇，甚為驚奇，但也因此對比傅柯於《知識

考古學》提到「決定絕對不忽略任何不連續性、斷口、門檻或界限之形式」的積極追尋，反

觀自身對於自身創作的非典型斷裂看成某種困境感到難以為顏。 

                                                
125 他從愛因斯坦的方程式中發現一個微擾（disturbing）解，這個解允許在一個旋轉的宇宙中進行逆向時光旅

行。 
同註 123，頁 207。 
126 有越來越多的間實驗室開始進行時光機器的設計，這些瘋狂的想法包括索恩的蟲洞時光機（wormhole time 
machines）、涉及宇宙絃（cosmic strings）的戈特環（Gott loops）、戈特殼（Gott shells）、帝普勒——范史多

康柱體（Tipler and van Stockum cylinders），柯爾環（Keer Rings）等。 
同註 123，頁 207。 
127 由奧地利數學家門格（Karl Menge，1902-1985）所提出，是一個充滿無數凹洞的碎型物體，要建構這塊海

綿，首先以一塊「立方母體」為出發點，並將之分割成 27 個大小相同的較小立方體，接著把位於母立方體正

中心的那塊小立方體，以及與之六面相連的其他小立方體一併移除，留下其餘二十個小立方體，然後再不斷無

止境的重複相同步驟即可。門格海綿的每一面又稱為「斯爾賓斯基地毯」（Sierpinski carpet），以後者碎行結

構為基礎打造的接收天線，有時會用來當作電磁訊號的強力接受器。而這兩者都具備迷人的幾何特質。謝爾賓

斯基地毯每經過一次的建構步驟，其表面「如同泡沫分解消失一樣」， 終覆蓋不了任何一塊區域，可是卻同

時擁有無限長的邊界：佔據整個平面區域，但在平面上找不到立錐之地，其本質介於線與面之間的時空模型。

門格海綿的概念亦被運用在 2014 年奧斯卡得獎電影《星際效應》之中。 
柯利弗德・皮寇弗（Pickover, Clifford A.）著，陳以禮譯，《數學之書》，臺北市：時報文化，2013。 
128 SMF，頁 124。 
129 SMF，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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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宅／宇〉創作的轉化 

        〈宅／宇〉系列發想以其兩個文字之間的鏡像關係，呈現一種界域的互相指涉，互為完

成，「宅」在巨觀象限就是「宇」，「宇」的微觀就是「宅」，是不可分割的生活總體，對

照於筆者當時因為居住環境變遷的省思，以及累積的創作題材資料做為〈宅／宇〉系列創作

轉化的研究整理。      

 

一、界畫與測量 

 挪用中國的界畫中視覺測量的形式概念，但卻不挪用其文化意涵，以一種「偽」界畫的

方式，延續當時創作〈宅／宇〉系列的前身〈自己人？〉（圖 4-4）130 時的語彙手法，但又

亟欲屏除繪畫之「可敘述性」。因此作品的分割的位置是隨機的，但繪畫製作過程卻是嚴謹

的。 

                                                
130 筆者的創作〈自己人？〉是 2010 年剛進入博士班就讀時期的作品，意識透過作品對於思考誰是「你們」、

誰是「我們」的界域關係之分化意識做出反動與批判。作品夾雜日本浮世繪的語彙精神，以及中國界畫的筆

脈，以觀看者的角度測量畫面中圖像間的文化關係。 

（圖 4-3）門格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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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面分割 

 創作當時受到迪本孔的〈海洋公園〉系列的影響，畫面的分割一方面回應實際的視覺測

量，另一方面則虛探其視覺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心理判準上該如何「測量」。而畫面的分割

亦連結筆者當時對於德勒茲節段性的文獻探討，企圖以看似節段的「一」，創作組圖而成為

繁「多」。因此創作了〈宅／宇〉系列中的〈捕獲〉（圖 4-5）、〈擬態〉（圖 4-6）、

〈內心戲〉（圖 4-7）、〈獵逃〉（圖 4-8）、〈產房〉（圖 4-9），將畫面的正負空間予以

分割為室內的「宅」或戶外的「宇」，並透過幾何的點、線等方式，規劃出不合理又不宜任

意更動的畫面結構。 

 

（圖 4-4） 

吳柏嘉，〈自己人？〉，2010，壓克力彩、畫布，200 × 3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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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吳柏嘉，〈捕獲〉，2011，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圖 4-6） 

吳柏嘉，〈擬態〉，2011，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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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吳柏嘉，〈內心戲〉，2011，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圖 4-8） 

吳柏嘉，〈獵逃〉，2011，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81 

 

 
 

三、淺薄的深度 

 淺薄的材料處理給視覺帶來一種手工的「非人」感受，藉此呼應在星際的空間關係當

中，人只是如同灰塵般的存在。在利用材質透明性的堆疊之下，差異的顏色並置而不混色，

用拓印的方式沾染上去的灰塵般的色點，使繪畫沒有筆繪的特徵，進而產生如同作者被抹除

掉指紋而朝向機械化印刷的非人稱指涉，如作品〈對酒井沒法子〉（圖 4-10）、〈猴搭擂

台〉（圖 4-11）。其目的是為拖開對於繪畫以及「其所繪畫之物」現實的沾黏。界畫的偽挪

用使作品理性沈靜並指向空間的解剖與斷裂，在畫面的視覺「佈置」成指涉宅室空間的陳列

感受中，透露其似是而非的視覺張力與隱喻性；視覺成了宇宙眾多無名日常劇場的一幀宣傳

視覺，曾經在平行宇宙的他處搬演過的生活歷史隱私因為情緒重力產生的時空褶曲使之呼之

欲出，卻又因為域外凝視帶來的艾甬時間般無限展延而懸決於事件發生前的那一刻鐘，無解

的神祕感及因畫面的停滯不前所帶來的焦躁感企圖將讓觀看的意識停留在離開的前一刻。 

 

（圖 4-9） 

吳柏嘉，〈產房〉，2011，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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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吳柏嘉，〈對酒井沒法子〉，2012，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圖 4-11） 

吳柏嘉，〈猴搭擂台〉，2012，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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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痕跡 

 作品中的宅／宇空間作為一個視覺的功能性存在，痕跡正暗示著不在場的「非人稱生

活」的持續存在，如作品〈NT. 108 / hr〉（圖 4-12）及作品〈露天泥浴場〉（圖 4-13）。不

管生活／創作中所發生的一切是不是那麼的（政治）正確，痕跡都是 真實的生命印記，就

如同生命不是僅僅為了產生無瑕的結果，錯誤在生活與創作過程都是重要的堆積。習慣的積

累成為生活，痕跡的印染記錄著思想及視線到此一遊的佐證，在還沒領悟作品是指向「物自

身」的創作當時，企圖型塑畫面的簽名式性格。 

 

 

 

（圖 4-12） 

吳柏嘉，〈NT. 108 / hr〉，2012，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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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林秀蓁131 說： 

吳柏嘉採取的策略，便是以不同的藝術⼿手法模糊認知中的「界限」。︒｡從早期的公仔系

列、︑､〈XIU~PA！〉、︑､〈⾃自⼰己⼈人？〉，⼀一直到最新的〈宅／宇〉、︑､〈微古粒〉系列，

吳柏嘉藉由不明確的時間、︑､空間，展⽰示類現實的⽣生活場景，讓觀者循著畫中線索⾃自由

聯想，⽽而這些因⼈人⽽而異的開放聯想，其實正凸顯了「界限」所在。︒｡法國哲學家洪席耶

討論影像與政治時提到，由於社會發展、︑､知識系統的差異，每個時代有其不同的觀看

⾓角度，「我們」會因為共屬同樣社群，共享同⼀一套符號，理所當然，也站在「我們」

                                                
131  林秀蓁，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理論組碩士，曾獲第三屆、第四屆鴻梅藝術評論新人獎，為筆者

2017 年〈微古粒〉個展擔任藝術評論者。 

（圖 4-13） 

吳柏嘉，〈露天泥浴場〉，2012，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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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思考歷史、︑､⾯面對⽇日常；由此⽣生成的習性社會，⾃自然排斥不屬於「我們」的

「他們」。︒｡然⽽而，現實中並不存在絕對清晰的界限，即使⽀支持同⼀一⽴立場的⼀一群⼈人，也

不全然有相同的觀點。︒｡由此⽭矛盾點著眼，吳柏嘉這次展出的系列作，即展陳了他重新

詮釋「界限」的三種⽅方式：戲謔、︑､模糊、︑､溶合，藉此突破疆界。︒｡ 

 生活總是疆域的問題，而無關時間。離開何處才算回到安身之所？返回何處成就冒險的

旅程？生活的疆域：暫居在租借的地域，臨時生活在他者的射程之中，目光，言談，氣味。

思想的疆域：租借的工作室，用租借來的身體，租借來的語言，談著租來的內容；創作在此

是純一與混沌之間的租賃關係之過程總成，痕跡做為生活／創作過程的累積。 

 

 生活總是不停止的移動，而與方向無關。於是積極的解放疆域，讓身體被金黃色的微醺

穿透，精神與想像都輕巧的擺脫了生活的重力，創作的場域被劃定為不屬於此地的彼端，開

始了輕盈的宇宙跳躍；在座標與非座標間，正面與正面之逆反之間，回憶與想像間，在過去

與未來之間，以不屬於速度能窺看的靜默離竄，以一種奔向故土的陌生質地循著不曾踏過的

足跡返回，如同化身為探刺情報的偵察兵在他者繪製的圖表上漫遊，逃離熟悉，刺探未知；

在旅程中連續的自我觀照使自身解域為他者，形成測量自身的內宇宙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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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微古粒〉系列： 

一種以繪畫思考繪畫的藝術實踐 

 〈微古粒〉系列132 作為筆者於 2017 年的近期發表，與 2011 年的〈宅／宇〉系列之間

的發表空窗，已是如同傅柯於《知識考古學》發表前停筆般真空了近六年。當然，隨著歲月

過去，生活型態的轉變及生命遭遇的變遷，帶來現實層面的負擔，在維持生活所剩下有限的

創作時間裡，「要畫什麼？」卻常是坐在畫布前望著空白出神，或是拿起手稿漫不經心的塗

鴉，抑或安慰自己這一次什麼都不畫，但至少刷上一些筆觸，就當作幫畫布打底，或許會有

什麼樣的想法會從天而降，希望能找到創作的「出口方向」，而更多的時候，我是拿起我信

仰其為人生的那本沈甸甸的「逃生術」：德勒茲思想千高台，進入一種虔誠的心境，期盼從

這纏繞如迷宮般的奇特書寫中，領悟戰果歸來，願能從中習得現實生活可以使用的「逃逸

術」。回想起來這一段日子，真的像得了「繪畫憂鬱症」133 一般，連帶影響著整個生活的

品質及看待自我生命的態度，狀況其實是鬱結堪憂的。 

 

 曾經想過，德勒茲思想對於筆者在創作上的影響如此劇烈，使自身思維長期陷溺其中，

面對創作每遇制肘，是否是自己對於思想自由時刻的主動到來的錯誤期待，讓這個階段的體

悟遲未顯現。本以為，德勒茲對於筆者的影響下，創作應為慾望的流變書寫，但筆者卻看不

到自己的慾望出口，漸漸的，就反向的變成了一種繪畫的禁慾主義。這種「寧可不畫一千，

也不願錯畫一張」的自我情節，糾纏著筆者四年，期間只做過一張算是〈宅／宇〉系列的作

品〈慾／獄〉（圖 5-1），就是透過視覺指涉自身慾望被一層一層的自我期待，道德歸化，

社會觀感，他人價值所禁錮限制的處境寫照。但這時候的創作樣貌，對比《宅。宇》系列時

期，縱使有著相似的冷硬線條與測量的意味，而其實兩個時空狀態的自己相較之下已大相逕

庭。 

 
                                                
132 筆者挪用當時廣告商品之諧音，其創作本意為「微觀，時空綿延，思想粒子」，於本章第三節詳述。 
133 筆者期間，也找過擔任藝術心理治療師的友人，針對這個情況進行懇談，但情況沒有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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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在〈微古粒〉系列之前 

 回想當時飽受創作閉塞停滯的苦悶與焦慮，在現在書寫論文的當刻，已然知曉就如同第

二章的流變模態示意圖（圖 2-2）中，由 a 點的「已是的我」，到 A 點的「已非他者的我

是」之間，正在醞釀、經歷著各種蛻變為「已非是我的他者」的越界與思維的洗牌，從〈慾

・獄〉到〈微古粒〉系列之間，漫漫的走了三年的光陰，直到遇見傅柯。 

  

 在 2017 年，我接觸了傅柯，然後催生了「微古粒」。事實上，傅柯思想在博士班一年

級時曾經相遇，但當時候筆者看德勒茲跟傅柯，如好比兩座高出筆者理解範圍的牆，根本分

不清該從何下手。幾年過去，在德勒茲繁雜龐多的書寫語障裡曾經的迷路與碰撞，竟然讓筆

（圖 5-1） 

吳柏嘉，〈慾・獄〉，2014，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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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後來接觸到傅柯思想後有種豁然開朗的痛快感，而從傅柯思想「折返」後，再次返回德

勒茲，也就似乎更有不同的領悟了。 

 

 於是，在還沒有創作想法的時候，我申請了展覽場地，因為從傅柯在著作中展現出對待

「越界」、「不連續的斷口」、「門檻」的積極態度，讓我反省到自己對於陌生自我的懼

怕，以及對於社會集體文化霸權下藝術應有的模樣有了被制約的狹見。錯把問題放在「他

人」，而未把問題意識放在自我的「非我」，也就是「他者」來研究。只因筆者當時的固執

與駑鈍，認為一定是有什麼是我想畫的、我該畫的，而忽略了應該把思考「畫什麼」這件事

的主角，留給繪畫自身，而作者只要專心享受繪畫這件事即可。於是，這樣的「物自身」的

存有觀念，使筆者開始給出自己一連串的問題：「什麼是特屬於繪畫的界限時刻？」、「透

過繪畫如何可能表達一種界限態度？」、「什麼是界限與越界在繪畫創作的內在性平面上的

變態孿生關係？」、「如何能導出由界限所定義的繪畫語言存在？」、「人要如何繪畫其所

不能繪畫之物？」、「如何透過如反式考古學的方式對於繪畫進行其『可能與不可能的無限

性』開展？」、「以『薩德文學』既是褻瀆者又是模範（薩德不可能成為褻瀆者而不同時間

『抹除在他之前的一切哲學、一切文學、一切語言』。）」此方法論的 終威力是透過激烈

的書寫將瘋癲的錯覺執拗成為感官感覺的真實體驗，而在繪畫裡該如何做到？必須透過上述

一連串的探討，創作的理由和問題性才得以被迫出。 

第二節  無限體積源自無體積的點——思想的誕生 

 在筆者對於科普物理學的興趣之下，創作當時給了自己一個很有趣的提問。感官感覺於

物質表面的點線面視覺構成存在於哪一個象限？似乎需要一個物質性的存在才能表徵出視

覺，因此相較於繪畫離不開視覺的「寄生關係」，影像脫離物質性的可能極限如何存在？134 

如何將三維的視覺極度貼近二維空間的存在？，筆者發現科學家安德烈・蓋姆（Sir Andre 

Konstantin Geim，1958-）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Sir Konstantin Sergeevich，1974-）也是

往這個象限找去，他們師生從石墨中離析出材料「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 薄又 硬的奈

米材料。它只有一個碳原子厚度，小於 3 奈米，幾乎是完全透明，但卻可以透過加工作出如

紙張般的結構存在，不僅可以導電並且是世界現存電阻率 小的材料，重點是，它是屬於二

                                                
134 沙特認為，「作為影像的存在是個非常難以把握的存在方式。必須具有專心致志的精神，尤其需要擺脫我

們幾乎不可克服的習慣才行，因為這種習慣是依據物理的存在類型而組成一切存在的方式。」 
尚－保羅・沙特（Satre, Jean-Paul）著，魏金聲譯，《影像論》，臺北市：商鼎文化，1992，述評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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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範疇的。也因此，他們師生共同獲得 2010 年諾貝爾獎。也因此，那會是未來影像依存的

載體。視覺因此正以極快地速度離開可見的物質性，而德勒茲的根莖文體所羅織出的思想影

像，正是一種沒有時間（四維），沒有空間（三維）的二維存在，思想與影像兩造，將以物

質性的可視性與非可視之間的奇特方式互相迫近。 

 

 在這樣的奇想或可能的謬誤思考之下，視覺從古典時期開始漸漸脫開對於繪畫的依賴，

乃至現今繪畫對於視覺的寄生關係，在這樣的歷史現狀下，繪畫該如何自處？繪畫是否也有

可能朝自身的未來性迫近？於是，筆者的創作發想便從此立基點，將創作的重點將作者主體

性的再現問題從「手繪過程」到「繪畫行動」之間的移轉而出，繪畫變成是為自身（繪畫）

而畫，從某個層次來看，新鮮事物是不可被描繪，是未來屬性的。如果它的到來可以被預先

描繪，那麼它將是「已是」之物。這裏並不是要討論能指及所指的成像邏輯層次的關係，而

是試圖讓物質材料的真實層被直接的凝視135，作者從主角變成配角，將繪畫行為所會產生的

「偶然因素」納入，對非我的他者開放，以德勒茲的話語來說，「繪畫並不是以一種固定的

器官的方式在處理眼睛的」136，繪畫因此對「非繪畫」開放，繪畫在此不是用來說明現實，

而是現實的一個部份，進而達到越界的可能。 

 

 讓我們回想曾經觀看過印象深刻的作品時產生的經驗感受，並將感官的感受進程切片成

一幀幀的時間分格，放慢逐格播放，我們可以發現，當視覺性的感官感覺面對當前視覺的時

候，或者會形成一股相對不可視的感受，它可能是可以征服眼前這個視覺內容的力量，也可

能稱臣於視覺內容的力量，或與之共存為友。形成讚嘆、震懾或恐懼及厭惡等等感官感覺對

於視覺以外的他者，那無形力量的反動與感受。照相寫實被讚嘆的，不是在於畫得真，而是

它的假，因為假，而有不同於真的價值，實際物體的實拍，就失去了藝術性存在的空間——

那些跟真實的不同之處。 

 

 一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所說：   

                                                
135 繪畫原作是沈默而靜止的，但「訊息」從來不是如此。就算把複製畫掛在牆上，也無法與原作相比擬，因

為在原作裡，那種沈默語境只已滲入真實的物質顏料，我們可從中領會到畫家作畫時的姿態。這種特質可以有

效地拉近時間的距離，彷彿我們正在看著畫家揮動畫筆。就在這個特殊意義而言，所有的繪畫都是當代的作

品。因為他們的見證也是當下的。畫家作畫時的那個歷史時刻原封不動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約翰・伯格（Berger, John）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市：麥田、城邦，2010，頁 40。 
136 吉爾・德勒茲（Deleuze, Gilles）著，陳蕉譯，《法蘭西斯 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苗栗縣：桂冠圖書，

2009，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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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的是投注更多關注在藝術的形式上。︒｡假如說詮釋的傲慢是來⾃自於過度強調內

容，那麼針對形式進⾏行更寬廣、︑､更徹底的描述，應該可以讓詮釋的傲慢沈默下來，我

們需要的是⼀一種關於形式的字彙——⼀一種描述性的⽽而⾮非規範性的字彙。︒｡最好的評論

是，把對內容的考慮融⼊入形式之中，但這樣的評論並不常⾒見。︒｡137 

對藝術作品來說，其本⾝身擁有「內容」就是⼀一個相當特別的⾵風格⼿手法。︒｡保留批判理論

的最⼤大任務，是仔細檢驗主體本質的形式功能。︒｡138 

 視覺形象在「成型」的瞬間其意義被「他者」介入；這裏像一棵樹的符號，那裡像是眼

睛的符號⋯⋯，而當視覺擺脫辨識性，或當符號擺脫意義，繪畫擺脫描繪，這些不可見的力

量才能變得可見。針對這樣的想法，衍生出〈微古粒〉系列。 

第三節 微觀、時空綿延、思想粒子——〈微古粒〉系列 

 就如同「他者」是在「我」的觀點上才被我們津津樂道的評斷著，繪畫是讓觀者從一個

靜止的形式上獲得感官感覺的「非靜止」狀態的，而感官感受到畫布表面的運動痕跡是隸屬

於作用在感覺形象上的力量，我們可由運動上溯到力量。在〈微古粒〉系列當中，這些力量

是地球環境恆常基礎的力量，像是大氣壓力、地心引力、慣性、重量、表面張力、流體間的

吸引力、差異密度間的排斥力⋯⋯，隨著創作過程的時間推演，各種力量作用在畫布上微小

色彩粒子的變化與其說是互相震盪，更應是理解成共鳴的範疇，使之創造出畫布上流動般視

覺，每一個力量因素間互相影響，不可分割，從畫面的佈局到定型，我是與非我能控制的

「他者」互動之下而完成的，例如這個系列的肇始起頭〈顯影術〉（圖 5-2），就是在東湖

的樓中樓時期，佇在二樓與一樓的作品互動，想要進一步調整色料攪拌混合的程度，因此有

了〈霹靂二次方〉（圖 5-3）的進一步嘗試。而在一次初期的實驗過程中，將色料平整刮除

的經驗，促成了〈四層與三個節段〉（圖 5-4），作品中色料刮除後所產生彷彿印刷的手工

                                                
137 蘇珊・桑塔格（Sontag, Susan）著，黃茗芬譯，《反詮釋——桑塔格論文集》臺北市：麥田出版，2008 年，

12 月，頁 29。 
138 同上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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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以及色料之間不能完全控制的混合與流動關係，引領筆者繼續創作出了〈流變〉（圖 5-

5）與〈非編織〉（圖 5-6），這兩件大幅作品的創作。（圖 5-7）則為〈微古粒〉系列創作

一隅，嘗試將畫面的流動配合一些刮除及筆觸走向的掌握的創作前準備。〈突波〉（圖 5-

8）及〈脈衝〉（圖 5-9）則是實驗在這樣的流動性前提下，探究對於圓形畫面的視覺來說，

水平與垂直的邊線消失對於何為畫面之「正位」是否仍存在直觀的判斷。而對於壓克力色料

中油水的混合比例掌握，則在〈逃逸術〉（圖 5-10）一作中呈現，柔順的流變，熟練的技巧

性，也因為似乎掌握住了某種不願意過於掌握的部分，怕於是系列的創作就暫告停歇。139 

                                                
139 如本文於第二章第三節談及德勒茲對於流變與節段性的書寫中提到，若柔順性被過度細微的操作，則和僵

化的節段一樣都是有害的。見本文，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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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吳柏嘉，〈顯影術〉，2017，壓克力彩、畫布，130 × 130 cm 

（圖 5-3） 

吳柏嘉，〈霹靂2次方〉，2017，壓克力彩、畫布，130 × 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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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吳柏嘉，〈四層與三個節段〉，2017，壓克力彩、畫布，100 × 100 cm 

（圖 5-5） 

吳柏嘉，〈流變〉，2017，壓克力彩、畫布，175 × 2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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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吳柏嘉，〈非編織〉，2017，壓克力彩、畫布，200 × 175 cm 

（圖 5-7） 

〈微古粒〉系列創作過程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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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吳柏嘉，〈突波〉，2017，壓克力彩、畫布，Φ 90cm 

（圖 5-9） 

吳柏嘉，〈脈衝〉，2017，壓克力彩、畫布，Φ 90cm 

 



 

 97 

 

 
 

 〈微古粒〉系列是透過在「做」作品的過程中，明確的將遭逢之不可抗力的突發變因加

入其中，面對不斷持續的變化當刻做出回應，直到所有準備的色料在畫布上的流動因為物質

本身的持續揮發和重力及摩擦力影響而趨於停止。創作成為了越界探求的持續性過程，亦是

結果。每一件的創作，都是朝向大方向的差異路徑所展開的全新冒險。 

 

 就結果論而言，〈微古粒〉系列的作品外觀或許會被與抽象表現主義的作品作為比較及

認識，但實際上，當代藝術所強調的，除了作品在視覺上的新穎呈現之外，同樣重要的，是

對於作品創發的觀念想法。不同於抽象表現主義以表達藝術的情感強度為創作訴求，具有反

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及逃避現實的特性，〈微古粒〉系列的作品則是一種迫出越界狀態

後的現場實存物，不做為任何一種情感或情緒的表達而被生產創造，作品純粹的是為藝術慾

望的流變場域，是一面能折射向未來的晶體／鏡子，而褶曲返回的則是來自未來的擬像。 

 

 創作的親密性，是在〈微古粒〉系列的創作過程中，非常特殊的感受。如創作現場一隅

（圖 5-7），從調和一百多個桶杯裡的色料及溶劑的攪拌工作開始，在因溶劑的揮發性而須

（圖 5-10） 

吳柏嘉，〈逃逸術〉，2017，壓克力彩、畫布，100 ×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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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調色時間限縮的條件之下，攪拌調色的工作從以往坐在畫架前拿筆蘸著顏料在調色盤上調

色，變成了必須站起身，或忽站忽蹲，使用整個手臂帶動全身力量的投入，調和出來的色料

份量，更不是以前繪畫方式曾經歷到的；而準備開始在超過我身長的大畫布上橫越身體，跪

爬在用椅子和木桌板組裝搭建起來的橋式台架上移動，一邊喘息一邊拿取各種水桶大小的色

料往畫布傾倒，在一罐顏料用上一年半載的過去，都是無法想像的經驗。每天往返工作室的

路上，眼睛總是東瞧西望，一路上看看有什麼造型的器具可以在創作時派上用場，所有的五

金大賣場，回收場與路邊雜物堆，都是尋寶的地方，例如篩瀝粉末用的不同孔目的篩網與各

種大小塑膠桶身的結合，或是鋼刷與奈米海綿的組合，抑或氣球與擠糕點奶油的花嘴⋯⋯拿

著各種自製組合而成來代替畫筆的工具，在畫布上佈色、刮除，或是用手在畫布上的拍打與

塗抹⋯⋯等等，透過所有肉體及感官的收束專注，它成為讓我更深沈的進入創作當下的有效

途徑，獨特的過程回饋了一種身體與作品之間親密關係的感受與感動，過去能對照這樣感受

的經驗，應該是筆者在研究所期間創作〈咻～啪！〉系列（圖 5-11~5-14）時，在每一幅諧

擬的圖像完成後，將調和了顏料與溶劑的「派」用力地砸在畫布上的那一刻；色料的濃稠度

影響砸落之後飛濺的程度，又希望在「派」的飛濺痕跡是有著絲狀的細節，而砸落的位置也

需巧妙地避開圖像的重要位置，保留其特徵辨識度；這些都是在一下手後就不能回頭的。手

上拿著的一盤顏料，掌心卻是猶豫緊張而來的滿滿手汗，是那樣直接的片刻，建立起了作品

與身體間具體而強烈的連結。相較於當時在每幅作品即將完成前，像蓋章認證般的砸派行

動，微古粒系列的創作體驗則是整個人與時間和環境力量賽跑的時刻變動關係，也因為處在

這樣的關係之中，才進一步察覺，創作過程中的「他者」不在我任何以以想見的內部，而是

我在「他者們」的內部，「我」變得相對渺小，成為了這個製作團隊的一個角色；創作跟身

體及心靈如此的親密性，是在以前沒有感受過的，形成「我與他者」的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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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吳柏嘉，〈天線╳海綿╳叮噹〉，2009，壓克力彩、畫布，91 × 72.5 cm 

（圖 5-12） 

吳柏嘉，〈好澤東〉，2009，壓克力彩、畫布，91 × 7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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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吳柏嘉，〈甜觀音〉，2009，壓克力彩、畫布，91 × 72.5 cm 

（圖 5-14） 

吳柏嘉，〈哈性感〉，2009，壓克力彩、畫布，91 × 7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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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創作總提醒自我去面對存在，去經驗存在、感受存在，〈微古粒〉系列創作讓筆者

第一次感受到與他者「共感存在」的時刻。過去在繪畫創作時累積的對於何謂繪畫創作的認

識，對於繪畫媒材的標準化認識，都在〈微古粒〉系列當中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回到原初

面對一個 熟悉的陌生材質重新產生的冒險與好奇，是試圖回到直觀的知覺感知，放下所有

對於媒材熟悉的標準化判斷。是一種回返的心態調整，不再試圖全然掌握，取代的是讚嘆當

下並回應眼前媒材本質與自然環境力量的交融，理解創作行為背後的動機也變得比理解作品

結果是什麼意義來得重要。 

 

 〈微古粒〉系列作品視覺上呈現的流動感，也正指出著流動的不流動。在所有的色料，

溶劑，器具等物質性的即時面對下，包含著作者及助手在挪移、傾斜、旋轉、晃動、拍打畫

布等人類肉身的力量，以及恆常的物理環境中各種看不見卻持續作用著的等等力量，都服膺

在一個絕對的力量——「時間」之下。因為壓克力色料會揮發乾燥定型的物質特性，使得

「創作」發生的時間成為了一個有限的概念，這相對於作者以往的創作型態大相逕庭；對比

作者之前的〈宅／宇〉系列，繪畫的目的是為了朝向當時預想的視覺圖像而前進，為了能創

造或設計出筆者當時認為能傳達思想強度的視覺，創作的限制，在於筆者對於畫面自我的規

劃或判斷，在後來〈微古粒〉系列所涉及的這些關於恆常力量、時間、肉體的限制⋯⋯，在

當時都還不曾被列入創作的條件下考慮的。〈微古粒〉系列如果能作為筆者在創作思維上的

脫胎，必定是來自於對於「何謂創作」思維的總檢討，是對於何謂「我的創作」在定義及執

行上權力的解放，是對於生命中不可排除的總體「他者」的積極擁抱與面對。 

 

 在這樣的創作型態下，時間的有限性形成了如同「畫布的面積或形狀」這般看得見的實

體限制。這一點非常的有趣，創作的執行過程與其說是在一個人創作，更像是自我與眾多因

素形成的「大他者集合」的合作與競賽，從逐步一罐一罐、一桶一桶的調和超過畫布面積所

需要的各種色料開始，到按下計時器在畫布上執行各式色料與溶劑間以不同方式及比例組合

的「實驗」階段，到 後液態的物質性終於因為在表面積上不斷的流動而逐漸凝固，身體也

氣力用盡，癱坐在充滿流動顏料與汗水的地板上，但是對照於現實的計時器時間，創作時間

的綿延感受更指向彷彿德勒茲的艾甬時間，一種跟遊戲相關的活潑性時間綿延。 

 

 以往對於繪畫上色彩的認識與應用，多是專注在處理畫面色彩關係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

巧；例如在繪畫的同時，腦中打轉於如何在色立體的架構下協調各種配色，而〈微古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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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製作，則是在對於色料本質及調和溶劑需要更實驗性的認識，而這種認識的目的不只是

過去純粹為了視覺而行動的繪畫創作，對於這種認識的努力也不會為自己帶來「完全掌握色

料本質」的終極結果，而是在於一種如同測不準原理所談及的狀態，不斷的測量，不斷的修

正，視覺創造預想與實際執行結果之間的差異也因此產生無限大的可能空間。 

 

 〈微古粒〉系列的創作模態，揭露出「我／他者」曾在畫布上作用過的痕跡，一切過後

只留下「我／他者」曾經的行動證明——作品，這種另一層次的生與死的力量，這是許多作

品傳達出感動的原因之一。作者的「缺席」是由作品視覺的強度所構成，而視覺內容的缺

席，則是由繪畫的強度所標示。畫面產生的力量被持續延異的討論著，繪畫只有在此時才能

成為一種視覺的「反」寄生關係；文生・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作品被後

世激賞，並時不是因為他畫了咖啡廳或鳶尾花等等視覺的內容，而是在於其操作材質的技術

所產生的繪畫強度。因此，繪畫在某些面向上的意義，不是去畫出可見的事物，而是讓視覺

以外的「他者」變成「可見的／可感受的」，是一種無形力量的顯影技術。 

 

 畫面的構成包含著許多複雜的因素，作者操作或實驗這些複雜的因素，而隨著創作的過

程，這些交叉影響下的不定變量產生的不可見力量，又回頭影響著畫面的構成。因此「被看

見」的控制越少，其越界可能就越大，藝術發生的偶然性亦越大；藝術性某種意義上存在於

「精準操控其不操控」之面貌展現，實則向域外之境敞開。 

第四節  〈宇宙褶〉——朝向未知的褶曲 

 回看〈微古粒〉系列，作品的視覺表面沒有可辨識的符號可以落腳之處，每一件繪畫作

品成為了不是任何符號可以攀附的物件，如同德勒茲所指稱的光滑濃稠的平面，作品成了被

繪畫行為覆蓋而成的視覺平面，是不承載任何具有象徵意義的純粹視覺存在。 

 

 這樣純粹的視覺的存在，使觀看作品時感官無可迴避的面對材質 激越的狀態，沒有任

何符號的出口可以讓觀看的心思出走，是將繪畫的材質材料的實存特性，做出充份的展示。 

 

 在 2017 年發表〈微古粒〉系列後，創作延續之前加入環境中的多種物理性力量，一方

面持續的在壓克力色料與各式溶劑的調和比例上做實驗，一方面在畫面色域的部署及流動性

視覺上屢做嘗試，如〈聽說北方流行遊牧〉（圖 5-15），將帶有褶光色的壓克力顏料混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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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加入玻璃珠的人工顆粒效果，當畫面開始傾斜流動的時候壓克力顏料在溶劑及油脂的

牽引之下帶出彷彿火焰般繚繞的擾動視覺在創作的當下再次令筆者沈浸於眼前的驚奇變化；

單向、雙邊的傾斜所帶出來一個不同於之前〈微古粒〉系列作品畫面彷彿不斷多向流動的視

覺，配合適當的溶劑比例，使得顏色可以平薄且均勻。當作品完成的當時，面對著新作，喜

悅的同時失望之情竟也莫名的油然而生。從工作室返家的路上，思索著如何回應這複雜的情

緒，才發現，喜悅與失望的原因是同一件事：似乎這樣的創作又朝向全面性的掌握邁進了一

步。 

 

 

 
 

（圖 5-15） 

吳柏嘉，〈聽說北風流行遊牧〉，2018，壓克力彩、畫布，100 ×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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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相對於李希特將作品的顏色選擇作為隨機的開放狀態來去除作品結果的掌握，筆

者嘗試在彩度的使用及冷暖色的設定上給予自己更多的限制；企圖透過減法來去除自己可選

可不選的顏色，而選擇直覺上不能不選的顏色，透過做出選擇來認識自己，將過去常出現在

創作中高彩度的螢光色系搭配低彩度的灰色調色域，完成了〈溶解的界限〉（圖 5-16），以

及〈越界〉（圖 5-17）。在〈溶解的界限〉中，畫面左側相同明度的灰色調與高彩度之間的

彩度懸殊的銜接關係，促使筆者想要進一步探索明度接近的情況下，彩度高低的並置所流動

帶出的可能視覺變化。 

 

 

 

（圖 5-16） 

吳柏嘉，〈溶解的界限〉，2018，壓克力彩、畫布，100 × 100 cm 

 



 

 105 

 

 
 

 

 而在〈越界〉中，為了嘗試使色料之間不輕易混色，企圖保留調色時對畫面的設定及想

像，又開始實驗調整不同的媒介溶液及其濃度，所做出的視覺因為濃稠而在乾燥後產生浮於

色料表面的裂痕，回應視覺記憶裡，河川在日積月累的流經橋墩時，水泥結構後方所帶出的

層次與痕跡。因此開始對下一件作品有了意欲實驗的方向。 

 

 

 

 

 

 

 

 

 

 

 

 

（圖 5-17） 

吳柏嘉，〈越界〉，2018，壓克力彩、畫布，81 × 1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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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場〉（圖 5-18）中，筆者在畫面上加入如橋墩作用的阻礙物，企圖對畫面的流動

性做出干擾紋理，並藉以由畫面視覺感受出流動方向、流動距離及色料層次等紋理。所調成

的幾十種冷暖灰色也因濃度比例而沒有過度混合，與高彩度的螢光色形成差異的對比。 

 

 

 
 

 

 

 

 

 

 

 

 

（圖 5-18） 

吳柏嘉，〈現場〉，2018，壓克力彩、畫布，91 × 11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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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了〈現場〉之後，橋墩的構想轉化為企圖利用顏料的材質性本體作為呈現，並在

傾斜畫布的過程中加入秩序與順序，完成了〈遠離的速度〉（圖 5-19）。作品中如同橋墩般

靜止的顏色切面，相對於包圍於其四周色塊帶出的視覺速度感，形成了有趣的感官感受，其

中顏色切面的處理，讓筆者開始將創作的注意力轉移到物質剖面所形成的視覺趣味上。 

 

 

 

（圖 5-19） 

吳柏嘉，〈遠離的速度〉，2019，壓克力彩、畫布，175 × 1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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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關於剖面的材料實驗於是展開，從作品〈朝向未來的考古〉（圖 5-20）開始，實

驗如何將壓克力調和成適合透過研磨展現其斷面材質本性，研究色料與媒介劑間的比例產生

對色料透明性的表現，與助手透過由筆者制定的規則，將不同的色料用奶油花嘴擠出各種幾

何造型，經過一層層不同灰階的覆蓋， 後乾燥後再加以研磨，呈現出如同遺跡般的考古現

場。 

 

 

 
 

（圖 5-20） 

吳柏嘉，〈朝向未來的考古〉，2019，壓克力彩、畫布，142 × 14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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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品〈色粒子〉（圖 5-21）中，被灰色包圍的圓型色塊，由之前橋墩的概念而演化，

但這次圓的周圍是如同網格般的紋理平面，自身挾著如自旋般的速度視覺，整齊地排列，彷

彿雷達掃瞄的儀表。 

 

 

 

（圖 5-21） 

吳柏嘉，〈色粒子〉，2019，壓克力彩、畫布，205 ×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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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的視覺是一直在筆者過去作品中出現的，〈越界的預言〉（圖 5-22）透過減

去、刮除顏料，使之離析成為由不同方向的綿延虛線所暗示出來的視覺圖像。研磨的手法讓

筆者對繪畫作品的想像再度越界而返，於是創作了這件〈越界的預言〉，重拾圖像回到畫

面，以畫爆炸紀念創作歷程中的每一次越界的激動感受。 

 

 

 
 

 

（圖 5-22） 

吳柏嘉，〈越界的預言〉，2019，壓克力彩、畫布，Φ120 cm 

 



 

 111 

 〈哲・褶〉（圖 5-23）嘗試將一個褶曲的圖像，配合研磨的技法，結合圖像周圍的抽象

語彙，試圖貼近思想的視覺影像。 

 

 

（圖 5-23） 

吳柏嘉，〈哲・褶〉，2019，壓克力彩、畫布，91 × 1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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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學理的爬梳，從第二章思想領域了解到不可見「他者」是對於「越界」

與「褶曲」的直接相關，是突破自我的必然現象。到第三章舉證現代西方藝術家，不管從平

面繪畫、空間雕塑、時間偶發，都將「他者」視為創作不可或缺如作者同義的存在。再到第

五章的繪畫創作實踐，在觀念及態度已「原地轉型」的情況下，不再視「非典型斷裂」為個

人藝術脈絡發展的畸形，而是將其視為向他者越界，突破自我的蛻變徵候，創作的過程也因

此領悟作品就意義上來說，是由「我」與「他者」所共同完成的，沒有「他者」，才是生命

失去變化可能的「活地獄」。 

 

 創作理論研究作為「創造作為創造的知識」，相較於其他理科學的研究，更多的是涉及

了感官感覺的創造性思考，而面對這樣一個與理哲性學科的差異學門，在研究方法上，理當

也須具備有特殊的研究取徑與論述模態。相對於創作理論作為呼應作品的認識論，文體的策

略應用，可視為以文字的部署作為創作者對於創作理論的反蒐證。體現在實踐方面，將跨領

域知識系譜與個人創作的思辨之間做出連結，透過文字使用以及文體模態的塑型，創造出對

於觀念術語的視觸性，配合書寫的部署與論述的策略，摸索文字如何能既不減損評論對象的

獨特性，又能自由的穿梭於各學科間做外部連結，體現筆者所處的當代思潮對於創作中他者

意識的認識與非認識之間諸多懸而未解的曖昧處境，從無體積的平面與真實物質世界之間的

縫隙，呼應感官感覺的藝術世界。 

 

 文學，哲學，藝術都是使用一種關於美學的鋪陳，以人的好奇天性為把柄，把意識誘往

好像「書寫了些什麼」的作品懸崖邊，在透過與美學的操作相關的技術下，意識被越界的書

寫、演奏、視覺反覆牽引並逼到臨界極點後，用一段不成句子的書寫，一個靜默的音符，一

個不同於過往的筆觸，讓已知裂解，「已是的我」墜落的同時「已非他者的我是」留在原

地，用文學的筆鋒、繪畫的材料，哲學的語言，無傷大雅的把形而上的暴力對著自己做出生

命般重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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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的書寫與創作的實踐研究都是給予自身一種漸強滿溢的節奏，藉以高張出自己的強

度，迫向邊界。是一種自我找尋，自我擺脫，自我折返的差異，不斷重複，但是重複不是複

製，與相同無關，並且是讓自我的重複成為與自我的一點都不相關，藉由全然陌生的自己的

「再考古」，辨認自身。而各種型態的創作就在這樣奇特的原地折返下，不斷地由「已非是

我的他者」帶領，再不斷地回到「已非他者的我是」，在持續如此的思想運動的重複之下，

生命的樣貌才得以產生時刻活潑與激越的差異性，透過觀念的原地轉型，實踐於繪畫創作。 

 

 綜觀筆者博士班的創作歷程，從〈宅／宇〉系列對於創作脈絡的斷裂視為一種困境，直

到因為接觸了傅柯而從德勒茲的哲學中掙脫而出，論文的研究方向也才開啟了轉機，也才有

了〈微古粒〉系列以及 近期的〈宇宙褶〉系列。創作是思想品質與生命質地的綜合展現，

而本研究開啟了筆者對於自身創作思維的反省，並在面對當代哲學家、藝術家有了更進一步

深入研究的機會；因為這些與創作相關的哲理學科研究，帶給筆者在創作態度上更加無懼的

力量，創作的心態也從拘謹而焦慮轉變為期待與喜悅，因爲這樣的求學機緣，終於讓原本閉

門造車、作繭自縛的創作狀態， 終得以破繭而出，透過本研究開啟自我督促與砥礪的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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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錄 

 
 

編號 作者 作品資料 圖版 頁

碼 

圖 2-1 

吉爾・德勒

茲

（Deleuze, 
Gilles） 

微觀政治量子圖 

 

38 

圖 2-2 吳柏嘉 流變的模態示意圖 

 

39 

圖 3-1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Ema (Nude on a 
Staircase)〉，油料、畫

布，1966， 
200 × 130 cm 

 

48 

圖 3-2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Table〉，油料、畫

布，1962， 
90 × 113 cm 

 

49 

圖 3-3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Abstract Painting〉 
，油料、畫布，

1976，65 × 60 cm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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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192 色〉，聚合物 
塗料、畫布，1966， 
200 × 150 cm 

 

51 

圖 3-5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1024 色〉，聚合 
物塗料、畫布，1973， 
254 × 478 cm 

 

52 

圖 3-6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4900 色〉，聚合 
物塗料、畫布，2007， 
680 × 680 cm 

 

53 

圖 3-7 

葛哈．李希

特（Gerhard 
Richter, 
1932- ） 

〈Abstract Painting〉，

油料、畫布，2009， 
60 × 50 cm 

 

54 

圖 3-8 

安東尼．卡

羅

（Anthony 
Caro, 1924-

2013） 

〈草原〉 
（Prairie），鋼板、鋼

條，1967，尺寸不定 

 

57 

圖 3-9 

羅伯・莫里

斯（Robert 
Morris, 
1931-

2018 ） 

〈無題—254 條毛氈〉

（Untitled  
– 254 Pieces of Felt） 
，毛氈、釘子，1967，尺

寸不定 
 

57 

圖 3-
10 

羅伯・莫里

斯（Robert 
Morris, 
1931-

2018 ） 

〈無題—
Threadwaste〉 
（Untitled –
Threadwaste），毛

氈、瀝青、鏡面、木

頭、銅管、鋼條、

鉛，1968，尺寸不定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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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 

羅伯・莫里

斯（Robert 
Morris, 
1931-

2018 ） 

〈無題－Steamwork for 
Bellingham〉（Untitled 
– Steamwork for 
Bellingham），石頭、

蒸汽，1971-1974，610 
× 610 cm  

62 

圖 3-
12 

羅伯・莫里

斯（Robert 
Morris, 
1931-

2018 ） 

〈無題—粉紅毛氈〉

（Untitled  
–Pink Felt），毛氈，

1970，尺寸不定 
 

63 

圖 3-
13 

羅伯・莫里

斯（Robert 
Morris, 
1931-

2018 ） 

〈無題—水泥、木

材、鋼條〉 
（Untitled – Concrete, 
Timbers, and  Steel），

水泥、木材、鋼條，

1970， 
183 × 488 × 2925 cm 

 

64 

圖 3-
14 

艾倫・卡

普洛

（Allan 
Kaprow, 
1927-
2006 ） 

〈一場春天的偶發藝

術〉（A Spring  
Happening），1961，羅伯

特・麥克艾羅伊（Robert 
McElroy）攝影 

 

68 

圖 4-1 吳柏嘉 
〈樓中有樓〉，2017，壓

克力彩、畫布， 
130 × 130 cm 

 

72 

圖 4-2 

網路圖片 
https://ngpatr
iotacademy.c
om/f-18-
sound-barrier 

 

音障 

 

75 

 



 

 122 

圖 4-3 

網路圖片 
https://www.
deviantart.co
m/llexandro/
art/Fractal-
Background-
Texture-04-
711759162 

門格海綿 

 

77 

圖 4-4 吳柏嘉 
〈自己人？〉，2010，壓

克力彩、畫布， 
200 × 350 cm 

 

78 

圖 4-5 吳柏嘉 〈捕獲〉，2011，壓克力

彩、畫布，75 × 75 cm 

 

79 

圖 4-6 吳柏嘉 
〈擬態〉，2011，壓克力

彩、畫布，75 × 75 cm 

 

79 

圖 4-7 吳柏嘉 
〈內心戲〉，2011，壓克

力彩、畫布， 
75 × 75 cm 

 

80 

圖 4-8 吳柏嘉 〈獵逃〉，2011，壓克力

彩、畫布，75 × 75 cm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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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吳柏嘉 
〈產房〉，2011，壓克力

彩、畫布，75 × 75 cm 

 

81 

圖 4-
10 

吳柏嘉 
〈對酒井沒法子〉，

2012，壓克力彩、畫布，

75 × 75 cm 

 

82 

圖 4-
11 

吳柏嘉 
〈猴搭擂台〉，2012，壓

克力彩、畫布， 
75 × 75 cm 

 

82 

圖 4-
12 

吳柏嘉 
〈NT. 108 / hr〉，2012，

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83 

圖 4-
13 

吳柏嘉 
〈露天泥浴場〉，2012，

壓克力彩、畫布，75 × 75 
cm 

 

84 

圖 5-1 吳柏嘉 〈慾・獄〉，2014，壓克

力彩、畫布，75 × 75 cm 

 

88 

圖 5-2 吳柏嘉 
〈顯影術〉，2017，壓克

力彩、畫布， 
130 × 130 cm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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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吳柏嘉 
〈霹靂 2 次方〉，2017，

壓克力彩、畫布，130 × 
130 cm 

 

93 

圖 5-4 吳柏嘉 
〈四層與三個節段〉，

2017，壓克力彩、畫布，

100 × 100 cm 

 

94 

圖 5-5 吳柏嘉 
〈流變〉，2017，壓克力

彩、畫布， 
175 × 200 cm 

 

94 

圖 5-6 吳柏嘉 
〈非編織〉，2017，壓克

力彩、畫布， 
200 × 175 cm 

 

95 

圖 5-7 吳柏嘉 
〈微古粒〉系列創作過程

之一隅 

 

95 

圖 5-8 吳柏嘉 〈突波〉，2017，壓克力

彩、畫布，Φ 90cm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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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吳柏嘉 
〈脈衝〉，2017，壓克力

彩、畫布，Φ 90cm 

 

96 

圖 5-
10 

吳柏嘉 
〈逃逸術〉，2017，壓克

力彩、畫布， 
100 × 100 cm 

 

97 

圖 5-
11 

吳柏嘉 
〈天線╳海綿╳叮噹〉，

2009，壓克力彩、畫布，

91 × 72.5 cm 

 

99 

圖 5-
12 

吳柏嘉 
〈好澤東〉，2009，壓克

力彩、畫布， 
91 × 72.5 cm 

 

99 

圖 5-
13 

吳柏嘉 
〈甜觀音〉，2009，壓克

力彩、畫布， 
91 × 72.5 cm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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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 

吳柏嘉 〈哈性感〉，2009，壓克力

彩、畫布，91 × 72.5 cm 

 

100 

圖 5-
15 

吳柏嘉 
〈聽說北風流行遊牧〉，

2018，壓克力彩、畫布，

100 × 100 cm 

 

103 

圖 5-
16 

吳柏嘉 
〈溶解的界限〉，2018，

壓克力彩、畫布，100 × 
100 cm 

 

104 

圖 5-
17 

吳柏嘉 〈越界〉，2018，壓克力

彩、畫布，81 × 165 cm 

 

105 

圖 5-
18 

吳柏嘉 
〈現場〉，2018，壓克力

彩、畫布，91 × 11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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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 

吳柏嘉 
〈遠離的速度〉，2019，

壓克力彩、畫布，175× 
1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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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 

吳柏嘉 
〈朝向未來的考古〉，

2019，壓克力彩、畫布，

142 × 14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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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1 

吳柏嘉 
〈色粒子〉，2019，壓克

力彩、畫布，205 × 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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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2 

吳柏嘉 
〈越界的預言〉，2019，

壓克力彩、畫布，Φ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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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3 

吳柏嘉 〈哲・褶〉，2019，壓克

力彩、畫布，91 × 1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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