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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社會環境變異的意象出發，探討人類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原本應是

怡然自得的田園生活，逐漸被工業社會、資本主義所入侵；如今的環境遭受污

染、生活壓力大得讓人無法喘息，於是有抽離、急欲逃避的想法。大眾文化控制

人們的思想，傳播媒體把流行的圖像轉換成神話，透過置入性行銷左右人的思

想，跟著流行走，不知不覺中喪失心靈的追求，放棄人類與自然和平共處的概

念。筆者試圖對此環境空間，經由變異的思考模式，結合繪畫圖像，尋求更多元

性的創作。從潛意識中透過情感的傳達，把自己的幻象表現在畫面上。 

 筆者的構想來自於《山海經》，它是一部中國古代神話的書籍，展現出原始

先民當時的民族精神和心目中的神話圖像世界。加入榮格「集體無意識」中所提

及人類的共同心理結構「原型」之看法。再結合佛洛伊德《夢的解析》所談的潛

意識，人類內心行為與思想受到現實壓力，以夢的方式表現出來，使人類在夢

中充滿幻想與想像力。 

    神話的出現，是為了傳達一種敬天的精神，相信萬物有情、有靈。由董仲

舒所闡述的「天人合一」，強調人類應與自然和平共處，遵循同一規律。但人們

受資本主義文化影響重視工業發展的結果，過度的開採天然資源用以發明尖端

科技，使自然界生態遭到破壞失去平衡。如今大自然反撲，氣候異常天災不

斷，使生物進化過程中，感受到極大的威脅，物種為適應新環境，而產生變異。

在社會的體制下，如馬爾庫塞所提的「單向度的人」，迫使人們如機械般過著單

一化的生活。 

    筆者以蜥蜴作為創作的符號，藉此符號與環境之間的各種現象加以探討，

透過不同空間的呈現，以表達人類應該從社會環境變異的意象中，尋找出屬於

自我生存的空間。 

 

 

 

關鍵字： 

變異、差異、異化、變化、生物進化、水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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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images of mutation i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ings used to live naturally and leisurely. 

This life style, however, is gradually encroached by the industrialism and 

capitalism. Today, environment is polluted and life is full of pressure, pushing 

human beings into the mentality of withdrawal and escapism. Pop culture 

controls people’s thoughts; mass media transforms the popular icons into 

myths and controls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with the concept of fashion. 

Unknowingly, human beings forsake their spiritual pursuits and abandon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with nature peacefully.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aims to 

utilize the concept of mutation, to integrate it with pictorial icons, and to 

attempt multi-faceted creative works. The sentiments pass through 

unconsciousnes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with the images. 

 The inspiration derives from Shan Hai Jing or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ies. This anthology shows 

the spiritual, the mythological, and the iconic worlds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Other sources of inspiration include Carl Jung’s concept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the mutual prototype and mental structures of human 

beings. Freud’s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nd his elabor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udy. For Freud, dream 

is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mental behaviors and thoughts under pressure; 

thus dreams are full of fantasies and imaginations. 

 The advent of mythology communicates a reverence of the higher realm 

and a faith in the feelings and spirits of all things. “Unity of Heav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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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 concept propounded by the Han philosopher Dong Zhong-shu,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live peacefully with nature and follow the 

same rhythm. However, as the result of capitalist culture and emphasi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uman beings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and damage 

the balance of natural ecology. Today, the nature fights back and natural 

disasters abound.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pecies feel great threats and 

have to mutate to fit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In this social structure, we see 

the emergence of “One-Dimensional Man,” as pointed out by Marcuse,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forced to live in a mechanical and one-dimensional 

way. 

 I adopt lizard as a sign for my creative works to investigate different 

phenomenon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its representation in various spaces, I 

try to express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face these image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mutation and attempt to find out a space of living for 

oneself. 

 

Keywords: Mutation, Difference, Alienation, Change, Biological Evolution, 

Creative Ink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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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目前整個社會因工業科技的發達與進步，透過電子產品、網際網路、手機

或行動裝置無線上網等，數位科技的應用，資訊的傳遞，打破了國與國的疆

界，塑造出地球村的新意象。吸收了大量的影像資訊，使得今日創新的藝術與傳

統大相逕庭。自十九世紀末，西方摒棄了對傳統美術的追隨，開始探求新的造

形藝術。如今更因科技進步，創新的藝術品大量結合新科技的媒材如錄像、裝

置、科技等。筆者跳脫當今潮流，選擇以水墨的形式來表現。將其本身與自然

形態具有異質同構之特質，反應筆者內心人與自然環境變遷的感受。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科技文明的介入，數位科技的高度發展，影像資訊快速接收，改變人們生

活的運作，電腦虛擬的世界新奇多變，造就某些人們投入於電腦虛擬的世界而無

法自拔。又因全球經濟不景氣，社會上產生了許多失業狀況，於是有些人生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在現實與虛幻間矛盾衝突，資訊爆炸難辨真偽的情況下，有人

選擇逃避投入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在電影方面陸續興起許多幻想以及有超能力的

虛擬世界呈現在電影上，例如：超人、魔戒、哈利波特等。又因人與人之間缺乏

互動，生活一層不變，社會充滿混亂，人們與大自然界疏離，處在這樣氛圍的現

代人，心中充滿矛盾及不安的情緒高漲，使其極欲逃避目前所處的環境，另尋

一個能讓心靈安定的落腳之處。 

因此筆者以水墨之隨意、自由自在的用筆，呈現道家主張的出世，也就是

藉由隱居、逃避入世忙碌的社會而以道家所強調的逍遙，也就是精神絕對自由

為主。在形式方面不強調西方的解剖比例、以及光線明暗。 

建構寓言性，在魏晉時代社會混亂，文人內心處於矛盾與無奈，為了逃離此

環境，才選擇歸隱山林，尋求精神自由解放。中國所謂歸隱山林，希望追求精神

自由，不受外在人、事、物的牽絆，擺脫違背自己的意願，而去完成各種的任務。

因此東晉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記》，作者把心中的桃花源描寫得像烏托邦理

想世界，虛構出一個與世界隔絕的社會，恬淡名利的田園生活。原本陶淵明在現

實社會中找不到理想的道路有所感嘆，因而退隱田園，他希望追求平靜和諧的人

間淨土，描寫桃花源裡的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強調單純生活與自然和平相

處。陶淵明採取的是一種政治性的退避，他寧願歸耕田園，藐視功名利祿，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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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功名學問的影響，而重視內在的人格和不違背自己的心意過生活，選擇自

己的人生道路。所以他應該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安慰的途徑。無論是人生

的感傷或政治憂傷，在自然與農居生活的質樸中得到了寧靜。陶淵明在田園勞動

中找到了歸宿和寄託，但最重要應該是心靈上可以獲得自由。畢竟生活快樂找到

歸宿與寄託，與世無爭才是最終目的。 

在追求心靈快樂方面，莊子〈秋水篇〉裡所談的「魚樂」之辯，筆者藉由莊

子與惠子的對談，體悟莊子把魚的快樂來滿足自己。「魚樂」的境界，就是「物

我合一」的藝術境界。 

中國人敬天其實就是崇尚自然，自然有一套生生不息的規律，如春、夏、

秋、冬不同的時令就有不同的變化，而中國畫家把自然的生命做為描繪的對象，

其實就是在強調如何與自然相處。但如今科技發達，現代人仗著人定勝天的觀

念，肆意破壞自然，以招致大自然的反撲，造成許許多多的災害，這是現代人應

即時反思的。 

    現實環境使人具有孤寂以及不安的感覺，所以人們產生嚮往遠古單純的生

活美學，開始追求精神生活，這種情境與原始民族生活在質樸環境的心理情形

相似。今日工業科技發達，雖然享有以往生活上得不到的方便與享受，卻也失

去許多精神與靈魂可以寄託的自然環境。所以筆者藉著水墨的幻象建構出亦虛

亦實的奇異世界，實質上是現實生活中一種特殊的心理反映，呈現出對過去或

未來某種幻想的可能性。 

    幻想、想像的奇特場景是不受空間的侷限，打破所有的界線使想像力無限

延伸。想像力是生活體驗中所誕生的一種虛構，幻想的產物雖然不是實際發生

過或看見過的事物，但卻是最誇張的假設，也是反映生活中的象徵。在想像的

世界裡可以超越時空，將現實世界裡不可能的人、事、物化為可能，看似荒誕

與誇張的情節，透過自由想像進而創作，造就出看似真實卻是虛構的事物。想

像可以將自己的情感注入遠古時代，那時人類對大自然的一切，因無知與無力

掌握，抱著敬畏與好奇的心理，產生許許多多的想像。 

資本主義結合科技力量造成地球的破壞，筆者探討環境對生物變異的預測

以及擔憂，將藝術作品的變異與當今時代的現象作對話與反思。以生物演化、

變異為基本假設及研究對象，探討不同民族神話的共同性，建立自我創作的美

學觀點。以隱喻的手法，透過圖像的象徵意義尋找創作的題材，結合本文所探討

的理論進而創作。 

人類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被資本主義產生的制度所同化，又受大眾傳

播媒體的思想左右，結果喪失批判及改變現有社會文化的能力；導致不自由、

被制約、受控制。筆者希望借由變異的思考角度，尋找屬於自己理想的夢幻世

界，並藉此創作達到自我反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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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表現方式 

 

    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想法產生，這些都是變異的思考模式，變異的思考在

社會上無所不在，它創造出不同的生活型態及多元的社會現象。 

 

一、研究內容 

 

（一）環境的變化產生變異 

自然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亦是變異的一種型態。生物的

存活與環境息息相關，地球上早期的生命是從有機物演化而成的單細胞生物，

少部分單細胞生物仰賴環境中有機物生存，但有一天有機物消失時，而又無法

取得新的替代物，那麼這群單細胞生物就會被淘汰。 

單細胞生物為了生存便學會利用太陽來取得能量，也就是行光合作用，光

合作用是將太陽能轉為生物可以利用的化學能，同時間把水分子分解並釋放出

氧氣。把氧氣的能量轉化給生物可以使用，促使生物種類更為豐富，生物種類

不斷增多，在弱肉強食與物競天擇中，彼此之間的競爭成為地球的生存模式。 

當生物基因 DNA 複製時，發生錯誤或改造就會形成突變。在自然環境中不

同的生物為了生存，不斷地進行基因改變，突變出新的基因，將會使得生物變

得更多樣。在污染的環境中，基因突變也可能帶來病變，例如：癌細胞就是基因

發生突變，產生了與原來不一樣的細胞，因為基因的改變所以細胞與周圍的細

胞發生衝突，導致生物失去協調與群體共生的能力，造成主體的死亡。 

人類利用科技製造核能，享受便宜的核能發電，帶來生活種種的便利。但同

時讓人類生存在核能災害威脅的陰影下，因核能的輻射容易使人細胞病變。大自

然環境若遭核災破壞，則動、植物將萬劫不復，若僥倖存活者其基因可能突變，

進而產生新的變異物種。例如：去年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核電廠輻射外洩，造

成嚴重的環境災害，値得人類好好的檢討省思。 

 

   （二）環境空間變異 

某些空間對生物而言，相信所屬的空間存在著自己的信念，自我內心希望

擁有烏托邦的空間概念，資本主義的介入產生另一種空間，其空間的發展關係

值得深思。而異質空間除了相對於既有空間的法則之外，本身帶有多重可能，

容許相互衝突的異質共存。索雅（Edward W. Soja）認為空間性是一種社會的產

物，而所謂的第三空間是一種被遺忘空間的再記憶、再思考、再發現。傅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所謂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q）他認為異質

空間介於真實與虛構之外，確實存在，而且於社會的真正基礎中形成。 

    傅柯曾以鏡子作為異質空間的例子，從鏡子所見非事實，自己本身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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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鏡子為虛構空間，從投射中，面對鏡子那頭的影像，在四目相交的剎

那，自己所佔有的空間卻是一種絕對而真實的存在，透過鏡子作為異質空間的

角色，方能感知「真實」與「虛構」。城市的空間因工業化、現代化，導致建築

物一直擴張，但此空間存在於車水馬龍的街上、商品如林、如陌生人的世界，

人與人互不相識，鄉村的寧靜被都市的喧囂所取代。 

 

   （三）自然環境產生虛擬的幻想變異 

魏晉以來的隱士其思想來自於莊子，隱士的內心世界嚮往退隱山林，隱身於

田園之中，隱士為了消除人與自然以及社會之間的緊張對立，以自然的本質豐富

人性，更深層表現現實人生的精神世界。魏晉時代社會與政治混亂，導致呈現出

隱士的人格精神為嚮往自由的社會形態，許多文人為了逃避政治動亂，而喜愛自

然放棄功名利祿，享受自我而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擺脫傳統的約束與世俗的標

準享受人生，強調真正的自我反映出人的覺醒，表現心中的理想強化和諧之美追

求理想信念，有些人不肯與現實的政治同流合污，堅持不參與政治，隱士與世無

爭退隱山林過著平淡的生活，文人內心處於矛盾與無奈，為了逃離此環境，選擇

歸隱田園尋求精神自由解放。如東晉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把心中的理想世

界，寫在他的文章裡，強調回歸自然與自由的生活，不受外在人、事、物的牽

絆，虛構出淡泊名利的人間淨土及美好的田園生活，追求平靜和諧的虛擬世界，

強調單純與自然和諧，最主要是心靈上可以獲得自由，在恬淡快樂的生活中找

到歸宿和寄託並與世無爭。 

 

  （四）人類干預產生變異 

人類干預自然，利用生物科技研發基因改造農作物，這是產生變異之一。

現今「基因改造技術」（Gene Modification Techniques）係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

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也就是以人為的方式

植入抗蟲害的基因，使植物本身具有抗蟲、抗病毒等功效，雖然過程中可以選

擇優良品種，進行改造以節省噴灑農藥、降低水汙染、減輕病蟲害、節約成

本、提高品質、增加收成，但使自然生態產生失衡，自然的繁殖產生阻斷，必

須仰賴外力介入才可以繁殖，種種現象對植物以及動物的生存浮現疑慮。在大

自然裡，同種生物世代之間或同代生物不同個體間，在形態特徵、生理特徵等

方面呈現的不同差異，所有不同種類的生物，生活在同一區域，其相互影響使生

態得到平衡，但如果人類介入，基因改造將會使自然界產生變異，造成當地作

物和動物無法具備生物多樣性，同時有新病毒產生時，危害植物的病毒將進而

轉變危害人類生存。 

 

   （五）科技虛擬產生變異 

網路資訊真真假假，使人生活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甚至無從判斷虛實。休閒

無聊時，打開電腦螢幕玩線上遊戲，並且與不熟的玩家聊天。上班時靠電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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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資訊、編寫資料與客戶做交易，每當電腦中毒時所有的資料瞬間消失眼前，便

無法查詢資訊與資料；下班回家打開電視隨意按著遙控器，選擇喜歡觀看的節目

打發時間，關上螢幕影像立即消失。這些虛擬的空間存在社會上每個角落，為

科技虛擬變異之一。科技的發展，從早期的真空管、半導體、再到 IC 板，整個

電腦科技因數位化的概念引發了資訊革命。資訊不只是外在訊息的流動，經數

位化後，將有無限的潛能成為人類生活的主流，個人完全為假性需求所支配。商

人藉此技術，大量生產新科技商品，滿足人們被刺激的消費慾望，以達到為其

所控制的目的。社會的需求與個人的願望就這樣達成一致，人們也發自內心地

認同這個社會現象。 

 

   

 

  二、創作表現方式 

 

（一）藝術造形 

在想像空間裡，擬人化手法增加了使世界延伸的夢想，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提及「精靈說它不只對某些特殊

現象提供解釋，最重要的是它經由一種單純的觀點，將整個宇宙置於同一單元之

下」。在溫德特（B.A.Windeatt）的論點中，最原始的圖騰，屬於動物形態。而

最早的圖騰是一種靈魂動物（如鳥類、蛇、蜥蜴等）被認為是容納人死後靈魂的

地方，因為它們能夠很敏捷地行動或輕巧地在空中飛翔。溫德特相信圖騰是直

接與靈魂的信仰有關。圖騰保護人們，而人們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示對它

的崇敬。如果，它是一種動物，那麼，即禁止殺害它；如果，它是一種植物，

那麼，即禁止砍伐它。人類如果依照權威，在長久的歲月裡，產生了三種思想

體系：精靈說、宗教說、科學說。
1
早期的原始民族都有屬於自身宗教的圖騰，

無論是動物、植物或自然物件。靈魂的觀念是整個精靈說體系中最原始的核

心，相信動物、植物與其他無生命與人有同樣的靈魂。通過幻想、聯想達到思

想全能。 

 

  （二）多元材料運用 

     筆者以膠彩技法之ㄧ「揉紙」與傳統水墨的用筆、用墨交叉運用互相結合。

中國傳統的技法中，以皴法為表現山石、樹皮的脈絡紋理，表現陰陽、明暗等

關係，水墨的皴法是從自然的物象本質，透過臨摹描繪其本質的特徵。而膠彩

畫以礦物、岩繪具、水干、貝殼風化後製成的胡粉為顏料，其接著劑為膠。筆

者以胡粉打底的手法，使畫面呈現有厚度的肌理感以及其特殊的裂紋，以此裂

紋呈現物象的特殊質感。 

 

                                                        
1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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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墨實驗 

     水墨的表現除了傳統的皴法，筆者以實驗性，來探討不同發展的可能性，

實驗中除了利用水、墨、膠融合的自動技法外，也運用玻璃、塑膠帶的壓印方

式，呈現流動、停滯的效果，使畫面有無限可能的發生，畫面中呈現水、雲、

風、玻璃的感覺。此特殊效果，使肌理呈現如同虛擬的世界，開創無限的可能

性。筆者在本次創作畫面上所製造的壓印質感，用實驗的方式呈現。經此次研究

讓畫面產生不同的空間，並且呈現流動的感覺，是心靈、潛意識的幻境，也是

另一種視覺的感受。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現今環境中科技進步，資本主義盛行，大都數人類在既定的模式下被制

約，沒有自主性的反思，這是目前整個社會的氛圍。本創作透過三大主題來討

論研究範圍與限制：首先是由當代環境中觀察之變異；再從環境空間之變異探

討；最後再回顧藝術中變異之表現。 

 

一、當代環境中觀察之變異從下列哲學家的觀點作討論研究： 

 

  （一）美籍德裔哲學家馬爾庫賽(Herbert Marcuse，1898－1979)所提《單向度

的人》。在科技文明的發展，帶給人類生活的物質享受，殊不知大多數的人在既

定的模式下，不知不覺中被制約、操控，即單向度的思維。馬爾庫賽指出藝術

的大眾化和商業化成為壓抑性的社會工具，現代人變成一個單向度的生活。有

很多人不滿當代的生活，卻在殘酷的現實中生活，雖然不滿意而抱怨，但也無

從改變，只是一味跟著既定的模式走，人們應該有變異的思考，如何發現自

我，做自己的主人。 

 

  （二）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猶太裔德

國人，馬克思論及的異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異化，工人不自主而失去對生

活及自我的控制，只能以資本家的生產模式而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資本

主義體制內，資本家榨取勞工創造的一切利潤，其所獲得之利潤都是不正當的

掠奪。資本家因榨取勞動者而累積財富，進而引進生產機械設備，導致最後勞

工失去工作，資本家與勞工之間充滿矛盾，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引起社會的對

立。勞動者因現實生活所需的因素，不自覺每天如機器般上班、下班，受資本家

制約及控制而不自覺，勞動者應該有變異的想法，人有一種自然存在，使人作

為人而存在，人就能真正成為人。資本家盲目追求利潤，使勞動者將生存方式

靠著工作來表現。因此，不自主地被強迫勞動，勞動者為人類創造文明，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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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發展中的犧牲品。 

 

（三）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神話學的言談所要表明的

絕不是某種很清晰或太模糊的意圖，而是將一種清晰的意圖在表達後迅速的凍

結，使之成為某種自然的東西。概念的自然化使神話像一種無知的言談，而讀

者也在無知地接收神話，在這種看似無知，實則有意的閱讀與解讀中，使神話

達到意識形態的灌輸。
2
 

  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大眾文化逐漸支配或控制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產品

的傳播、銷售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新意識形態。大眾媒體把文化產品

大量傳播到人們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經過商業化的包裝，潛移默化的接受並被

侵蝕和控制。神話的概念實際上是行為的意圖，概念想對讀者做出何種召喚，

決定著它自身。概念的開放性格，指不受約束地聯想以獲得概念。 

  羅蘭．巴特的神話學，其目標就是運用神話學的方法，將幕後隱蔽而又自然

的東西揭發出來。當小孩被功能性的模型小汽車、廚房器具模型等深深吸引，

小孩玩玩具時表現出幸福感，羅蘭．巴特說：「這一切都是神話。」玩具根本不

是嬉戲之源，只是一種馴化工具，由成人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通過遊戲的外

殼，強加在兒童身上。羅蘭．巴特喚醒我們去尋找真實，不要被資本主義下的大

眾文化支配、控制自己的思想。神話一直是一種語言掠奪。如小說是一種明顯

的謊言，它呈現的是一個虛構的真實世界，一個與真實相似的世界，但它還是

無法掩飾它的虛幻性。
3
社會上充滿神話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新聞媒體滲透到消

費者的意識裡，而這些特徵皆為大眾文化的領域。 

 

  （四）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國

生物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用來解釋生物在世代與世代之間具有變異現象的

一套理論。在此不探討進化論是一種假設的理論，強調交配競爭對演化的重要，

其演化的過程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物種的生存競爭

取決於其特徵具有優勢或劣勢。劣勢不利生存就會被環境所淘汰，優勢得以繁

殖繼續存活在環境中。地球週期性災變，在極短的時間內大陸板塊發生了幾千

英里的移動。物種的發展在短時間內大量繁殖，又因環境變動產生大量毀滅，

殘留之物種和新物種的出現，周而復始。人們一心追求進步，放縱發展，在競爭

中生存，私慾增加，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出現，社會畸形發展、資源耗竭、環境

的污染。而應該正視的是無數光輝的文明消失，在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 427

－347）時代留下的傳說：「發達的亞特蘭提斯文明葬身海底」，史前人類文明如

埃及的金字塔、巨石文化體現一個建築，冶煉等技術，都超過現代文明，為什麼

這些文明會毀滅，讓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重視，應該有變異的思考，不是一味享

受科技文明帶來的便利，而是讓自己有正確的思考模式。 

                                                        
2
羅蘭．巴特，懷宇譯，《羅蘭．巴特自述》，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20－50。 

3
王銘玉，宋堯編，《符號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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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空間之變異從下列哲學家的觀點作討論研究： 

 

（一）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 e，1901－1991）的空間理論《空間的

生產》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物」有四項意涵：1.自然空間消失；2.每個社

會都會生產自己的空間；3.從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4.空

間的生產、形式和再現有其歷史。對列斐伏爾而言社會所建構的空間，反映社

會的事實，其功能成為思想與行動的工具。而都市所呈現的空間被資本主義轉

為商品。 

 

（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國哲學家所提出的異

質空間也有人稱之為差異地點。提出社會空間的觀念來批判、重構我們的生活空

間，展示所存在的空間是一個虛構的空間。異質空間的出現，關照的是彌補社

會所闕漏的義務責任，對於主流社會的作用不僅是成為印證出社會病徵的鏡

子，成為執行實踐的另類場所。傅柯認為：「鏡子是一個虛構空間。…但是鏡子

確實存在於現實之中，它是一個差異空間，鏡子相對於我所佔有的位置，採取

一種對抗。鏡子作為差異空間的作用，乃是所佔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

遭的一切空間相連結，同時又絕對不真實，因為要感知其存在，就必須通過鏡

面後的那個虛像空間。」
4
 

 

三、藝術中變異之表現從下列哲學家的觀點作討論研究： 

 

  （一）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當代的心理

學家提出集體無意識的基本假設。榮格把集體無意識的內容稱為原型，又稱「原

始模型」，根據榮格的解釋，原型是「自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

人類最原始階段形成的。原型作為一種「種族的記憶」被保留下來，使每一個作

為個體的人先天就獲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這一概念表明集體無意識中，無

數確定形式的普遍存在。 

 

  （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寫的《夢的

解析》，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猶太人。談夢是透過象徵性影像由潛意識轉移願

望，而夢境的不合常理，彷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透過符號而滿足精神上以及

內心最深層的渴望需求。 

 

 

 

 

                                                        
4
王志弘，〈理論的鏡子〉，《减速慢行》，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頁 18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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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變異 

 

「變異」指發生意外的變化。由基因或環境造成的個體間遺傳性或非遺傳性

的差異。5 

 

  變種突變不但改變自己，環境也隨著改變。在地球上的單細胞生物靠有機

物維生，當有機物不存在時，單細胞就必須變種突變以維持自己置於環境中避免

消失。除了變種突變免於被吞食消失，許多生物在生命間互動，共生互利，也

是變種所產生的。生物生存模式除了本身弱肉強食而消滅不同生物外，如果因

變種而可以讓生物間共生也是造就繁複的生物世界。 

生物透過細胞的轉化整合到自己的細胞上，獲得新變種的個體。生物為了

生存突變而進化以便適應環境，在不同的環境就會提供不同的方式進行突變而

進化，生物自己有調節的機制，在維持生態範圍內透過變種進化的調節，不斷

的突變進化或淘汰或存活而延續後代。變種的產生是為了適應生活習慣與生活

方式以及生活環境，因此改變生物體的結構，以及外型而產生變異突變。 

 觀察自然的時候，每一種生物在生命的某一時期，要依靠鬥爭才能生存下

來，每一世代或間隔周期中，生物的毀減是不可避免，只要抑制作用加強，物種

數目就會大大增加。
6
各個物種的變異後代，由於習性和構造上更加多樣化，自

然在不同的環境會增加他們的數量；而新的進化物種，不可避免要減少、改進

劣勢的物種。生物的生態需要變異同化或排除而絕種。物種會自然選擇變異的

後代適應自然界，使各個地方的生物得到適應和改進。氣候變化和地理變化也

是生物變異的因素，由於生活條件的間接作用和直接作用所引起的變異，導致

生存鬥爭、自然選擇保存和累積各種變異；變異對生物及所處外界環境的關係

日益改進，進而適應生活，也能長久存活下來。
7
 

 

 

二、異化 

 

是西洋古早的名詞，意思為身份認同的喪失，或對身分認同的感受。青年

馬克思作品中論及的異化（Entfremdung，又譯疏離），指原本自然互屬或和

                                                        
5
教育部委員會編：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012 年 4 月 20 日瀏覽。 

6
達爾文，葉篤莊，周建人，方宗熙譯，《物種起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9，頁 72。 
7
同註 6，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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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的兩物彼此分離，甚至互相對立。8 

 

假使自己的活動是屬於別人，不屬於自己，那這活動是一個異化的活動。

對馬克思而言，不斷的自我膨脹，剝削、奴役、壓迫別人的角色，乃是異化。

馬克思談「自我異化的過程」指出自我異化的工人，喪失了自我。原因是他並非

不知不覺，而是欠缺自己決定的感覺，連同存在與生活的意義，逐漸變成沒有人

格，都在外力的命令吩咐下進行，所有活動都屬於異化的活動，變成對自己都

是陌生的，以至於活動不再是屬於他本人所有，屬於外在控制他的陌生勢力。 

 

三、意象 

 

在《周易》的「觀物取象」以及「象者，像也」，其實並不通向模仿，而

是通向象徵。9 

 

「象徵」，是一種符號，用來表達思想。從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的「象」

是具體的、變化的，而「意」則是深遠的。在藝術形象以單純表現豐富，以有限

表現無限的特點。
10

 

人類透過意象、想像，對事物的特徵抽象化，通過想像創造新的形象，以

此反應人類多彩多姿的客觀生活。事物的觸動對美感情緒產生波動，不只停留

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質來寄託呈現。 

 

四、社會空間 

 

列斐伏爾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自然空間慢慢消失，進入資本主義下

的都市空間。在都市的日常生活空間裡，網際網路的世界為人類生活展開了新

模式空間，像迷宮超越時空的界線，只要在網路的時空裡，可以產生另一個世

界的空間，此空間是城市空間的進化，取代了生活現實實踐的城市空間。在現

代資本主義的空間呈現，消費化、商品化、物質化下，日常生活將面臨精神貧

乏。 

 

五、單向度的人 

 

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這樣的人不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

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像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因為他成功地壓制

了這個社會中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

                                                        
8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5%8C%96，，2012 年 4 月 20 日瀏覽。 

9
馮友蘭，《馮友蘭選集》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394。 

10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台北：滄浪出版社，1986，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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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

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11 

 

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裡，生活的需要被滿足後，人們安於現狀，大多數的

人受到既定的模式制約，使人們的思維有了固定模式，人們也安於現狀不期待

任何改變，因此認為是社會正常的運作規範，而不再去反省現實的社會現象，

在不知不覺中受控制，成為單向度的思維即固定的思考模式。 

 

 

六、神話學 

 

羅蘭．巴特指出神話學不是虛構、離奇的故事；而是一種符號學，為一種傳

播、訊息、言談的形式。使神話學能夠在形式的基礎上談論歷史，並將社會現

實重新介入其中。但也保留傳統神話學原有的虛假性，象徵性的特徵。
12
 

 

七、異質空間 

 

異質空間（heterotopias），也有人稱之差異地點，是由法國學者米歇爾．傅

柯所提出的社會空間論述，藉由鏡子的虛構空間觀念重構我們的生活空間，傅

柯對於異質空間基本上的定義即是「那些存在於既有空間中的特有空間，兼具真

實與虛構的特性，其功能異於現實空間甚且與現有空間相反」。如同異質空間雖

然與社會正常規範互相衝突，是一種反空間，並具有顛覆常規的力量。 

 

 

 

                                                        
11
 郝柏特．馬庫塞，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台北市：桂冠，1990

頁 2。   
12 羅蘭．巴特，懷宇譯，《羅蘭．巴特自述》，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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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觀察環境影響變異的意象 

 

在廿一世紀，科技發達創造人類無窮的慾望。人們沉迷浮華、追求享受，怎

知這是工業發展進步後，資本家提供就業機會讓人們創造財富，而使一些社會

聲音或力量慢慢被同化；殊不知這些財富或被服務的享受是資本家提供就業，使

人們如機器般做相同的工作，而精神上的自由慢慢被消滅。但這種制度待遇可以

滿足對物質的需求及享受，於是人們盲目跟著資本家所創造的時勢走。社會發

展中不可避免壓制不同意見和聲音，壓制對現狀的否定和批判；而造成拜金主

義的流潮。 

 

 

第一節  環境的變異現象 

 

    科學技術發展使人類的慾望無止境，在西方盛行拜金主義，沉浸於物質享

樂的結果，往往喪失理智和道德，遂造成許多災害與痛苦，例如工業的汙染、

生態環境的破壞、核子武器的研發，核廢料使人類的生活環境受到汙染。核能

災害是人為創造出來的，自然災害永遠比不上人們製造出來的核災那樣危險及

具有殺傷力。因此人類更要警惕，並開始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尋找心靈寄託，

使徬徨無主的心靈得到慰藉。使當今社會看似繁榮的表象裡，埋下許多潛在具

有毀滅性的危機。 

 

一、變異的現象 

 

（一）奇怪的現象，古代人們稱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 

（二）生物學名詞，同種生物世代之間或同代生物不同個體之間在形態特

徵、生理特徵等方面所表現的差異。13 

 

在變異的現象，二十一世紀的基因工程，帶給人類無限的思考空間。因技術

的進步，基因改造利用無性生殖，而培養出另一個生命，如「複製羊-桃莉」，

其基因來自雌性個體，如植物的插枝繁殖。不須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卵子結合

而形成受精卵；卻直接透過細胞分裂成胚胎，培育下一代。假使其複製的基

因，所創造出的生物，不具有細菌的抗體，對人類將產生危害，無形中將毀滅

                                                        
13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649.htm， 2012 年 4 月 20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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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從衍生出的道德、倫理、觀點來看，是違反生存之道。人的生老病死

是食物鏈循環中的一節，一直都是不變的道理。假如人類企圖想利用基因改

造，這種變異的想法，那麼整個物種生態，將會大受破壞，生態平衡也將失去

原來的樣子。人非勝天，需順從自然規律，以免造成大自然的反撲。
14
 

 

二、變異在當代環境中的價值 

 

當代社會變異的產生，是因為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只知一味要求幸福快樂，

卻在不知不覺中過著商品化、規律化的生活。科技、工業、經濟突飛猛進，生

活水準不斷提升，但社會處在制式化的運作下，人們如機械般過著單一化、標

準化的生活，漸漸疏離自然。又因科技帶來便利，使生活富裕、舒適讓人們更接

近科技文明。馬爾庫塞說：單向度必然造就發達工業，社會中的人與現存制度

的單一化。所謂單一化，即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人會因實際利益而與現代工

業社會融為一體。他認為現代工業社會技術進步給人提供的自由條件越多，給

人的種種強制也就越多，這種社會造就了只有物質生活，沒有精神生活、沒有創

造性且麻木不仁的單面人。而單一化的生活方式控制著人們的生活態度，人的

自主性喪失，被單一化的模式制約，影響身心靈的平衡發展，產生了種種的社

會問題和現象。
15
 

馬爾庫塞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不同於從前的對抗性社會。因此當代

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失去其雙面性，變成一個只有肯定、沒有對抗的單向度社

會。 在這種社會裡，無論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還是科學、工藝、藝術或哲學

以及日常思維，都趨向一個維度、一個色調、一種聲音。生活在這樣社會中的

人都喪失了具有創造性、社會批判的功能，只剩下維護、肯定現在秩序這樣一個

向度。  

 

用馬爾庫塞的觀點來說藝術已失去了它傳統的功能:「現在幾乎每個人的手

指尖都能有出色的藝術作品，只要他轉動電視機旋轉鈕，或走進雜貨店就

行，這點是好事然而在這種擴散中，人們變成了複製藝術品之文化機器上

的齒輪」16 

 

馬爾庫塞認為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資本主義社

會的人已成了單向度的人。所謂單向度是相對於雙向度而言。雙向度是既有肯

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只有肯定性，沒有否定性、批判性，即是單向

度。當代工業社會是一個富足的社會，它高度發展的生產率，透過創造出更多物

                                                        
  14

 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洪蘭譯，《基因複製－從複製羊桃莉看人類的未來》，台北市：

遠流出版社，1998，頁 38－100。 

 15 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紹一誕譯，潘光哲校閱，《馬庫賽》，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92，頁 22－65。 
16 同註 15，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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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財富而造就出整合、包容所有社會力量的可能。社會控制已達到一種程度，

甚至個人藉以保存自己的私人空間也不存在，私人空間漸漸被侵蝕，使每個人

都變成消費社會中的一個環節，慢慢成為勞動中的一個符號，大都數的人沒有

獨立自主存在的空間可言。他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發達工業的社會上，追求科學

理論，使科學和技術成了統治人的工具。馬爾庫賽用人的內在性和內在必然性

的滿足來解釋社會的現象，指出現代社會文化理論的構想更需要審美、藝術、

幻想等，屬於人文思潮的追求。 

因馬爾庫塞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體認到資本主義社

會的人已成了單向度的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雖然生活富裕，但受

壓抑和異化卻更嚴重。因為在發達工業文明的面紗背後，所顯現出的現實是全

面的奴役，奴役是受到需要和滿足的奴役，但他們畢竟還是奴役。人作為一種

單純的工具、人淪為物的狀況、人的尊嚴淪喪，但接受溫和、合乎情理且民主

的不自由。
17
顯示出它的意識形態功能是階級差別的平等化。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闆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並漫遊同樣的遊樂勝地。如果打

字員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也擁有卡迪拉克名牌的高

級轎車，如果他們閱讀同樣的報紙。這種相似並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是

表明現存制度下的各種人，在大多程度上分享著用以維持這種制度的需要

和滿足。18 

 

可見，由於人們的需要得到滿足，生活安定、富裕。人們就很容易為現存

社會所馴服、操縱。按照廣告、電視、電影、廣播等媒體上不斷湧現的刺激性

宣傳，去追求社會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假性需求，從而失去個性、失去反抗及否

定的能力。 

當今社會裡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如財產、資本、金錢、勞動等。不是

涉及想像的幻影，而是涉及十分實際的具體事物。人生中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上

烏托邦的意念因對立而產生異化。 

馬克思最初的異化觀是受黑格爾的影響，帶有明顯黑格爾主義的色彩。黑

格爾是第一個在哲學意義上有系統使用「異化」概念的哲學家，他在《精神現象

學》中有系統地闡述了「異化」的概念，認為異化就是作為主體的絕對觀念分裂

出與自己本性不符的對象。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

從自然主義出發，假定人有一種自然存在或現在具有，使人作為人而存在的「類

本質」。「類本質」是指人類本身的特質，在宗教觀念的影響下，人把自己的本質

交給上帝，自己成為上帝的奴僕，這就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異化。只要消除宗

教觀念，就能把人的類本質還給人自己，人就能真正成為人。馬克思的「異化」

                                                        
17

李小兵譯，《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上海：上海三連書店，1989，頁 175。 
18

郝柏特．馬庫塞，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台北市：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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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對人之「類本質」的抽象理解為前提，人本來是應當具有這種類本質的，

但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人在勞動中異化了，勞動不再是人的生活，人失去

了自己的類本質，現實的人不再是人，這就是勞動的自我異化。
19

  

 

在經濟生活異化的現象，馬克思提出四種表現，其一為勞動者從其產物中

異化；其二為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從事其操作的重複中異化出來；其三為

了爭生存，勞工與雇主發生糾紛，從其工作夥伴中異化出來；其四為勞動

非工人表現其內心、才能的表達方式，這也是人從本質中異化出來。
20 

 

馬克思說：「人的異化，是人對待自己的每種關係。」接著說：「每一個人自

我異化，從其本質異化，把其本身與其本質放置在與別人的關係之上」。而上

述，第一種與第四種異化，從人類本身的特質異化出來，接近自我異化。第二種

和第三種的異化則為勞動過程之間或人際之間的社會之異化。而馬克思所談的經

濟生活的異化，在當今社會存有與現實中最嚴重的異化。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異

化，因為每個人藉著勞動為社會添磚加瓦，然而個體的社會面向是透過私有制

表現的，其中個體只是工具，而非社會的存在，這一切後果包含在這樣一個規

定中：工人同自己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同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因為根據這個

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

己之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

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己的就越

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是屬於對象

了。因此，這個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勞動產品的東西，

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本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

他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

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與他對立的

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做為敵對和異己的東西與他相對立。
21
 

人的異化源於人的本質、人與自然的關係。勞動之創造者的本質，人在勞動

中創造和使用工具，人類自身與工具一樣是工具類的一部份。工具是異化，於

是異化伴隨著人的本質永恆常在的本體範疇。人類在不斷超越自己的過程中，

創造出高於實在的精神商品，這些精神商品因人為得支解，世界社會和自身政

治家以這種精神程序組織社會，以此異化為實踐的習慣，成為反對人自身的一

種力量。市場經濟悄悄走近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金錢泯滅人性，社會交換關

係，使整個社會處於普通的異化狀態。商品交換不知不覺進入人類的活動中，不

論是科學，日常生活皆是金錢作業場所，人類追逐金錢的時候是把自己的追求變

                                                        
19

中共中央馬恩列毛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頁 14。 
20

洪鎌德，《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與演化－略談對運動哲學的啟示》，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10，頁 195。 
21

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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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人的追求，從而使自己的生存變成他人的生存。社會的政治系統把它們的

支配力量伸向每一個角落，使一切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等都變成了非他自己

的異化力量，這種最嚴重的異化正在被國家所強化。
22
 

人類因科技進步、生活舒適、衣食無缺，因生活需要被滿足，也就安於現

狀，殊不知社會提供物資生活，而沒有精神生活與創造性的思維，只有單一化

的思考模式，長期下來使人喪失反省的能力。人改變自己的現實，同時也改變

自己的思維，人造成異化是失去自我發展，人不是只為了需要而使產品銷路順

暢，也是讓生產的人像商品一樣出賣自己。資本家控制一切，使人失去對勞動過

程和產品的控制，也失去對自己的控制。人因受物質及商品的誘惑轉變成異己

的力量，反而被物質文明所操控，這種社會現象是人們的生產活動及其產品對自

己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關係，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喪失思維，遭到物資力

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使人的個性無法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發展。藝術家應該

反省，馬爾庫賽所指的藝術已經淪為大眾化與商業化，成為壓抑性的社會工

具，將導致人與文化的單向度，他強調藝術是一種美學形式，充滿詩情畫意，

美的世界，應該用新的美學形式來表現。 

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發展，人不是機器，特定的工作形式會使人

物化，因此人產生變異，想走出繁華的社會、逃離都市、進入郊區等異類的想

法。筆者觀察都市的生活便利，交通發達，如購物商場 24 小時營業、公路四通

八達的興建，但環境的便利也帶來前所未有的災害，如空氣污染迫使空氣的品質

極度下降，生活在緊張環境裡，無形間壓力不斷地增加，人類的文明病隨環境的

改變而產生。有些人體內細胞變異造成可怕的癌症，就是一種變異。上班族的苦

悶，各行各業都有其壓力，因此社會上有一群人，開始有著變異的思考角度，脫

離繁華便利的都市，遠走生活機能佳的環境，放棄高薪選擇簡樸的生活，到鄉下

築夢、栽種蔬果、培養花卉、翻鋤雜草，如同實踐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世界，

這些種種都是變異的思考，因此筆者有著變異的想法，離開都市的便利，到鄉下

生活找尋自我。 

 

三、當代意識形態的神話 

 

羅蘭．巴特指出：神話是一種話語，是一種溝通系統，是特定歷史階段。神

話符號有多種可能性，不只是一種言語，而且還可能是一種圖像，一個對象、

一種公式形式等。實際上，神話符號的運作及其變化是無窮的，因為神話符號

本身從一開始，就被賦予自我變化的潛力和自行創造的功能。 

資本主義文化工業迅速發展，大眾文化已經逐漸成為支配或控制人們思想

的主要手段，進而全面地傳播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大眾潛移默化地

接受商業化對自己思想觀念的控制。羅蘭．巴特所提的神話雖保留傳統神話的虛

                                                        
22

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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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性、象徵性，在他看來也是一種傳播、訊息，又同時把它歸為研究形式的符號

學。神話可以在形式的基礎上談論歷史，並將社會重新介入其中，將現實轉換

為人類歷史，把每一件事物的形式轉換成神話，所以神話既是形式又是歷史。

因此羅蘭．巴特認為神話是社會的意識形態轉化最適合的工具。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是一種虛假的意識，他顛倒並扭曲現實是有

目的性的。馬克思從產生虛假性的社會中認為：只有徹底根除產生虛假意識形

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生產關係，才可能真正消除虛假意識形態的存在。羅蘭．巴

特指出：流行就像一部機器，卻是沒有固定意義的機器……人類有能力把毫無

意義的東西變成有形式的一種景觀。流行看起來就像形式的作用，變成人類的

符號。
23
 

現今的社會，廣告圖像、傳播媒體充斥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電視、電腦

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廣告、傳播媒體左右人全方面的思想，讓人一味地

跟著流行走，只知物質享受例如購買名牌、上高級餐館…等，沉溺其中喪失了心

靈的追求。 

在《單向度的人》中，他指責藝術的大眾化和商業化，使之成為壓抑性社會

的工具，導致人和文化的單向度。他強調藝術是一種美學形式，是充滿詩情畫

意美的世界。他認為藝術具有對現實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對現實的否定性

和超越性等特性。馬爾庫塞認為藝術可以改造世界，它用新的美學形式來表現

人性，以喚來一個解放的世界。
24
 

科技文明讓大部分的人盲目地跟著流行走，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陷入

現實浮華奢侈中，因此傳播媒體的廣告成為支配人們思考的一種代言人。廣告

傳播已經深入生活的重心，它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在未知的領域中培養

既定的思考模式，這將使生活藝術的創造性慢慢消失，心靈上的自由漸漸被取

代。因人性已被追求物質慾望所覆蓋，不知真正的需求及幸福，只能盲目跟著流

行走。
25
 

 

四、環境變遷新變種的出現 

 

工業的進步加速經濟的發展，改善人類的生活水準，提升了生活的便利

性。人類因進步太快，以至於大量砍伐森林，謀取土地的利用，追求更高的經

濟發展。再因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量開採石化燃料，以取得更多能源。人類繁

榮了經濟，卻使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導致氣溫上升造成溫室效應。 

地球因溫度上升而產生變化，環境氣候的改變造成生態不平衡，影響生物

在覓食與繁殖之間產生問題，迫使生物在族群中需要新的突破或依靠突變來改

善。通常環境一旦改變，在新環境中會讓適應良好的生物繼續存活、突變的新

                                                        
23

羅蘭．巴特著，許薔薇，許綺玲譯，《神話學》，台北市：桂冠新知叢書，1997，頁 169－201。  
24

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紹一誕譯，潘光哲校閱，《馬庫賽》，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2，頁 67－88。 
25

麥克倫泰，詹益宏譯，《馬庫色》，台北市：結構出版社，1989，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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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也將誕生。而無法適應環境的生物將遭受迫害甚至滅亡，所以氣候的變化影

響著地球上整個生態系統的變化。 

從達爾文進化論的法則研究，生態在自然的狀況下產生變異，出現變種，

生物必須與不同物種進行爭鬥，而產生優勢的物種，用最優良的基因繁殖後

代；且產生的後代必須優於當地生物的許多物種，因變種、變異而形成物種，

其各種條件必須對於變異有利，甚至這條件還要持續有利於變異。在自然界中

占優勢的生物，由於留下許多變異和優勢的後代而存活下來。 

生物的祖先經歷各式各樣的變種進化，世代不知付出多少努力才擁有生存

的行為能力，但這種行為能力必須經過大自然的篩選，使每一個新變種有足夠

的能力適應環境，經得起環境的考驗而獲得較多的繁殖，不適應的變種就自然

而然地被淘汰。原本生物不懂自己為了甚麼目標而存活，也不知付出的努力是

正確或錯誤。只知依照前人的腳步走，在冬天來臨之前要努力儲藏食物，為了

生存而準備。假如生存環境改變，取得糧食不易，物種可能面臨滅亡。變異的新

物種因構造改變而獲得生存能力，那麼新變種將取得大量繁殖的優勢，其餘物

種將大量死亡。 

假使生物的變種擁有兩種以上的生存模式，那麼環境改變出現危機的時

候，生物就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存活下來，但大部分的生物只擁有一種生存本

能，或只能將此本能加以強化。大環境產生巨大變化如食物消失，物種可能集體

滅絕。人類如今生活大多過著相同的模式，每個人幾乎被工業化、資本化、商

品化與規律化，占據整個生活模式，人的本能慢慢退化，生存的行為漸漸被削

弱，人類應特別關注此現象。 

 

 

第二節  環境空間的變異 

 

一、社會空間 

 

列斐伏爾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形成的空間，反映資本與國家之權力，空間由

知識和權力交錯建構而成，用來控制社會組織的人。資本主義下仰賴媒體傳

播，流行消費的社會現象，此現象發生在另類流行消費觀點的空間裡，後現代主

義的觀點帶著濃厚之價值觀，自我滿足成為主流空間。消費型態空間，促進後

現代社會的多元發展，各種空間的符號，讓空間的特質更明顯，成為主流空

間。烏托邦的空間來自於主流空間的差別，隱含自己另類的思考模式。 

列斐伏爾提出第二套討論空間本身的生產時提出三點：其一，空間實踐，為

新資本主義下的空間實踐在感知的空間裡，體現了日常事務和將保留給工作、

私人生活和休閒的地方連結起來的路徑和網路，之間的緊密關連。其二，空間再

現，列斐伏爾提出概念化空間，而科學家、都市計畫師、社會工程師是屬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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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他們是具科學傾向的某類藝術家，他們都以構想來便利生活和感知空間

的概念化傾向於憑智識製作出系統。其三，再現空間，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

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藝術家和從事描述

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間。
26
 

列斐伏爾空間實踐指「對應於社會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指涉及物質環

境和空間結構。包含物質空間形式，人類使用與感知，以及橫跨空間的轉換和

互動過程。秉持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區分的物質性，指生產再生產的社會關

係。構成了持續生產與再生產以達到一定連續性和凝聚力的空間過程。而美國

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 -)認為空間再現是屬支配，讓個別主體敏銳

感受到置身全球體系之位置，他針對跨國資本的世界空間，達到再現世界空間

的新模式。空間再現的概念，再現為知識、神話、意識型態或許很難界定，關鍵

在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立場，在特定權力關係的操作，如何使某些再現呈

現神話效力。傅柯認為知識與權力形成一個知識與權力複合體，為資本主義下

權力、技術官僚的主導空間。而再現空間，是身體與想像的張力形成無意識，管

制了慾望，並追尋無法挽回已喪失對象中確認了主體。
27
 

詹明信提到再現空間試圖挪用拉岡的想像界、象徵界和實在界，人類現實

性的三層結構學對應自我的幻想、語言法則、身體的逃逸於象徵之外。拉岡的

想像界、象徵界和實在界：其一，想像界由幻想構成意象，是一種潛意識的映

像，指映像世界沿虛構方向或  誤認的基礎上被構成。想像界不受現實原則支

配，但卻遵循著視覺的虛幻、邏輯，想像界形成自我虛幻是妄想，是不現實的

幻想；經由幻想誤認和空間場域功能創造主體的自我。其二，象徵界是社會與文

化的象徵現象，拉岡認為言語活動表達慾望和情感，在社會上具體表現各式各

樣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拉岡所提的象徵化就是把客觀轉變為不在場，用某種符

號代表對象的在與不在時，象徵化就開始，思想上表達如神話般是心靈建構的

空間。其三，實在界是歷史，是展示歷史主體的歷史，它是唯物主義成分，拉岡

提出實在界是那個絕對無法用符號手段呈現，超乎人的經驗之外，在我們可知

界限以外的範疇。實在界概念不能和現實混為一談，現實是可知的，拉岡所提

的慾望主體，現實完全是一個幻想的層面。
28
 

拉岡提出想像界是象徵和再現的開端，是慾望、記憶、神話、研究，無限

地探索以更新泉源。列斐伏爾指出再現空間具複雜的象徵作用，偏向於非言詞

象徵與符號系統。拉岡提出的象徵化，連結身體節奏的真實界，以及想像界的

自我幻想來設定再現空間的特質。再現空間的場域裡，身體與想像彼此緊密相

關，身體的生活節奏構成商品化和資本化的動力，想像為自我幻想和誘惑的意

識形態，是幻想和誘惑的象徵化。哈維（William Harvey, 1578-1657）把再現空間

納入我們每天生活方式的感官、想像、情感和意義的生活空間。再現空間透過

                                                        
26

王志弘，《多重辯證》，地理學報第五十五期，2009，頁 3－4。 
27

同註 26，頁 1－17。 
28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3，頁 16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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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和象徵的空間；居民和使用者被支配的空間；但想像力試圖改變和佔有

他。我們生活在社會空間裡，應該有自己存在的社會空間，不要為了商業利

益，使此空間商業化，成為資本主義下操控的主導空間，而破壞社會、文化的

歷史，應該使每個人感受到自己在此空間擁有幸福，充滿象徵、夢想、神話和

慾望如藝術家、文學家筆下，建造一個有靈性、有精神文化的思考空間。 

 

二、異質空間 

 

傅柯早期（1967）提出一個「異質空間」的理論，它兼具真實與虛構的特性，

傅柯曾以鏡子來比喻這種微妙之處「使我在我缺席之處看見自己，這乃是鏡子的

虛構空間。但……鏡子相對於我所佔有的位置，採取一種對抗。」王志弘分析

「傅柯對異質空間的理論意涵：異質空間的分析碰觸到了主體之建構與反省的

過程，這裡的主體不僅是人類個體，也可以是某個社會群體或某個社群，……

藉由對異質空間之建構與釋義而完成。」
29
  

索雅在《第三空間》中提出後現代人類的思維應本於「空間性、時間性、社

會性的三元辯證」，而真實的「第一空間」與想像的「第二空間」綜合之後繼而

「第三空間」是真實又想像的「它者」空間。而此「異質地誌學」(heterotopology)

有六大原則：第一原則，異質空間是個人面臨危機時所居住的空間如老年、懷孕

所居留的地方屬於危機空間或在規定模式之外的空間如精神病院，屬於偏差異質

空間。第二原則，其功能與意義可順時而變的異質空間。第三原則，可在同一空

間並置許多不同異質空間，如電影的影幕。第四原則，脫離傳統的時間與時間

性，如博物館的空間，通常是異質空間與異質時間相交。第五原則，預先設定一

套開放與關閉系統的異質空間，使之控制權力，則端視「訓育科技」之運作。第

六原則，創造幻想的異質空間；另一種空間是創造一個真實而又完美的異質空

間。
30
 

傅柯定義下的異質空間雖然與社會正常規範互相衝突，具有顛覆常規的力

量，是一種反空間。若以異質空間的理論來探討離散社群，則應該考慮離散社

群在現實生活中遭受主流社會打壓與內在自我唾棄等狀況。另一方面對於漂泊

離散中的人民而言，能夠共同屬於一個想像的社群並以之為抗拒與歸屬的基

地，又有著「烏托邦」的理想。 

「新世界」即美洲，其本身就是族裔離散、多樣性、混雜性和差異性，這個

「新世界」構成一個社群的場所，一群懷抱著「烏托邦」理想的移居者，重新創

造了回歸母親的懷抱，在此空間達成創造永無止境的慾望，給予我們深刻和特定

                                                        
29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 1991－1997 論文選》，台北市：田園城市出版社，1998，頁 8

－9。 
30

馮品佳，創造異質空間： http://www.eng.fju.edu.tw/worldlit/paper/pingchia-rude.htm，2012 年 

  4 月 20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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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
31
 

    不同世代產生不一樣的生活模式，而當今科學進步，高科技產品在日常生

活中隨處可見，新世代更是離不開網路世界。不論是交友、傳遞訊息、買賣物

品、吸收知識，只要擁有虛擬的網路世界即可暢行無阻，甚至不用搭乘飛機等

交通工具，只需透過無線網路即可與國外進行交易買賣、線上交友、接收國際重

要大事等資訊，都可以在瞬間輕易取得，如此便捷以至於現今社會難以離開電

腦、網際網路以及電視媒體等科技產品，舉凡學生使用電腦查詢資料、視訊交

友；公司行號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買賣交易；空閒時打開螢幕漫無目的打發時間，

而所有聲光娛樂只要關上螢幕立即瞬間消失。當今人類活在種種虛擬的空間當

中，而生活上虛擬空間與現實環境息息相關。在大環境裡社會快速的變化，機

器、電腦等先進的科技取代人工，使得大部分的人失去工作機會，生活沒有重

心，種種壓力迎面而來，以至於出現許多年輕人選擇生活在自己的虛幻空間裡，

這都是變異的選擇。虛幻空間滿足現實的不足，忘掉現實的憂愁、壓力、悲

傷、鬱悶與無力感等情緒，似乎沉浸在虛幻的世界才能擁有自我的存在；也因

此暢銷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集，以及阿凡達等虛幻電影能如此風靡全球。 

拜科技進步所賜，我們身處步伐快速的環境，在不知不覺所形成的壓力

下，一直被推著往前進。但大部分的人害怕壓力，許多人因此睡不著、精神崩

潰，這種種都是社會環境的變異所引起；於是嚮往摸不著碰不到的虛幻空間，

只有在虛幻的空間，方能自由自在的遊走，如同壓力在情境中消失得無影無

蹤。 

 

 

 

 

 

 

                                                        
31 Kathryn Woodward 編，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6，    

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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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異在藝術中意象 

 

不論在神話或藝術形式創作中，「原型」影響著文化層面或心理層面，表現

出一個超個人的深層心理能量。深層的意義，體現出作夢者追尋精神的心靈過

程。原型模式對於自我生命內在的探索，有其特殊的意義，傳達了夢和心像，

許多夢的景物，以象徵的形式偽裝在夢境中，與夢表面上的意思不同，有其無

法理解的思想，透過象徵的方式反映在神話和其藝術創作中。 

 

 

第一節 回到人的內心問題 

 

    現代人生活在文明之中，內心卻渺茫無所寄託；年青人感到生活沒有目

標、人生沒有歸屬，因此在悲憤恐懼之中陷入虛幻的世界。過度物質享受常常

忽略精神性，使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有所偏差。人類的慾望無止境，得到亦不滿

足，還欲求更多更好的物質生活。太多的慾望，將引發更多的災難浩劫，甚至

悔恨付出慘痛的代價，而陷入精神空虛和迷茫，於是人們轉向內心世界，把幻

想能力增強，想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桃花源。 

    人們在內心世界自我探索的表現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作用。隱含個人探索

自我生命的一種歷程，隱喻追求自己的理想。榮格認為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環

境，就有多少原型，無窮無盡的重複經驗進入精神的心靈中，不論是神話或是

其藝術創作，原始意象做為藝術意象的本體象徵。其象徵在我們的精神中，並

不是充滿著有意義的形式出現，而首先是：「沒有意義的形式，僅僅代表著某種

類型的知覺和行動的可能性。」32反映內在探索歷程，成為一種精神象徵性的寓

言。 

 榮格注意到部落傳說與原始藝術家常常不斷反覆出現在世界不同的民族。

榮格試圖在許多個案中找出共同的心裡脈絡，研究人類共同心理結構，說明集

體無意識存在於先天模式，在人類身上透過遺傳所形成的一種心理現象。 

    在 1875－1961 年，當代的心理學家榮格提出集體無意識的基本假設。榮格

把集體無意識的內容稱為原型，原型的形式仰賴遺傳，原型的內容則依時空的

差異而千變萬化。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與原始時代，存在的形式有關，以及自遠

古時代就存在的宇宙形象亦有所關聯。原型是本能的無意識形象、是本能行為

                                                        
32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馮川、蘇克譯，＜集體無意識的概念＞，《心理學與文學》，台北：

九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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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本身是空洞的純形式、是一種先天的能力；人類心理的原型是由環境

制約而成。原型研究實際上包含神話的內容、儀式、傳說、圖騰、禁忌。在原

始人看來，人與自然存在某種互相呼應的關係，所以人們透過象徵性活動，如

巫術儀式將自己的願望、感情賦予自然，以控制自己無法掌握的自然。植物有

四季的變化、有生命的興衰、生命的循環；動物、植物都一樣有自己繁殖延續

下一代的功能。因此祖先們看待動物、植物的生命，相信牠們皆有屬於自己的

精靈或靈魂，並且都給予崇敬的地位。而人類透過一些活動嘗試控制無法掌握

的自然災害；相信自然與人類具有秩序和規律。 

    榮格在現實經驗和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發現他的病人之夢魘和幻想中，察

覺許多現象似乎源自原始社會的集體經驗，而不完全是個人經驗，因此他相信

人類都有著「個人潛意識」，而且也都具有一種「集體無意識」。 

 

所謂「集體無意識」，用榮格的話來說，並非由個人獲得而是由遺傳所保

留下來的普遍性精神機能，即由遺傳的結構所產生的內容，這些就是各種

神話般的聯想。換句話說「集體無意識」是指人類自原始社會以來世世代

代普遍性的經驗，也不是個人後天獲得的，而是生來就有的。這是一個保

存在整個人類經驗之中不斷重複非個人異像的領域。33 

 

    榮格把他的原型理論擴展到文藝領域。榮格認為，原型是人類長期心理未

被直接感知到的集體無意識之顯現，而潛意識進入創作過程，又必須得到外

化，最初呈現為一種原始意象，在遠古時代表現為神話或圖騰和夢的形象，而

這些原始意象即原形之所以能夠遺傳下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藝術載體，因

為在漫長歷史過程中，他們不斷以原本的形式反覆出現在藝術作品。榮格認為

藝術作品是一個自主情節，其創作過程並不完全受自覺意識的控制，而是作者

無意識深處的集體心理經驗的影響，雖然觀者不能直接在藝術作品中發現集體

無意識，但卻能透過神話或圖騰和夢中反覆出現原始意象發現它的存在。榮格

發現在集體無意識裡隱藏著心理的原型，而原型是隱藏在人類心理的共同現

象，是一種無意識的內容；原型的呈現是因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及自然環境所

遇到各種不同情境，某種原型才由潛意識中如夢境般呈現出來。
34
 

    在 1900 年出版佛洛伊德所寫《夢的解析》不但奠定了現代心理學，也影響

當時的哲學、文學和藝術。佛洛伊德發現在人心裡底層存在著不為道德、理性

所容納的本能與欲求的潛意識。內心的行為與思想時常受到現實的壓抑，而以

夢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夢裡就可呈現人性最真實的本我。而藝術創作，把潛意

識本我的夢境與超現實的邏輯，透過自由聯想把思想隨心所欲的呈現。 

人作夢的過程存在著潛意識和前意識，潛意識使那些在清醒狀態未能得到

滿足且受到壓抑的願望，在夢中得到實現，這些願望有些是受社會文化及道德

                                                        
33

朱立元主編，《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67。 
34

同註 33，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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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束，只能隱藏在潛意識裡，使願望在夢中得以滿足、得以實現，為了使夢

得到滿足，必須將願望加以偽裝，其偽裝的方式有濃縮、轉移、象徵、潤飾

等，使潛意識的願望在夢境中得到滿足。 

    佛洛依德以自由聯想，可使隱藏在夢中的意念顯露出來。佛洛伊德認為夢的

本質是願望的滿足。夢的發生與形成是人的願望與欲求，被壓抑後轉化成表現

形式，所有的願望與欲求都受意識的監視和控制。當這些願望和欲求因某種因

素難以實現，便轉入夢中去滿足實現。  

 

 

 

第二節 藝術創作中變異的探究 

 

    變異為奇怪現象、標新立異、變化、不同、形態特徵所表現的差異，在其

藝術中筆者的變異意象只談下列五種意象: 其一神話意象，其二想像意象，其

三夢境意象，其四象徵性意象，其五變形意象。 

 

一、神話意象 

 

山海經是一部幻想虛擬的書籍，描繪不存在自然界的各種神怪，圖中表現

出一些事物的幻想、誇張，記載奇特的動物以及植物，還記錄牠們的功效，表

現當時的迷信；但這些未知以及可怕的猛獸，轉換成圖像，是一種人類心理的

共同現象，因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及自然環境所遇到各種不同情境，如夢境般

呈現出來，是一種慰藉心靈對未知事物恐懼所移情的現象。《山海經》圖中的形

象原始粗獷、率真、充滿野性。
35
圖(3-1) 英招：為明朝「蔣應鎬繪圖本」，英招

是黃帝在槐江之山，平圃天然牧場的管理者。英招是槐江的山神，有人的臉形、

馬的身體、鳥的雙翼、虎的斑紋，常常張開翅膀飛翔在高空中，四處巡遊。圖(3-2) 

刑天 : 為明朝「蔣應鎬繪圖本」，刑天是炎帝的臣子，與黃帝打戰中，被皇帝砍

掉腦袋後，把頭顱埋在常羊山，失去頭顱的刑天，以雙乳為目，以肚臍為口，一

手拿著盾牌，一 手揮舞著斧頭，繼續作戰。陶潛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表達刑天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精神，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
36
圖

(3-3) 顒：明朝「胡文煥圖本」，顒有人的臉型，臉上有四顆眼睛以及耳朵，並且

有鳥的身體，顒出現時，有發生旱災的徵兆。
37
圖(3-4) 陵魚：為明朝「蔣應鎬繪

圖本」，陵魚的外型有人的面孔，人的手與腳，魚的身體，生存與活動在列姑射

                                                        
35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頁 14－15。 
36

同註 35，頁 115－439。 
37

同註 35，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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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帶的海中傳說陵魚出現將起浪濤。
38
 

《山海經》自戰國到漢初已經成書，書中保存著原始神話的圖像。在明清時

期的山海經圖，是畫家與刻工根據《山海經》文本創作。在《古本山海經圖說》

所收錄的三千多幅圖，圖像來源於明清不同時期的十六種《山海經》圖本，這三

千多幅圖像，講故事的方式也不同。筆者對其《古本山海經圖說》把各種動物混

合，轉換成圖像，賦予變形的形貌並且講述故事感到有興趣。《山海經》有圖有

文是中國敘事的古老傳統，為中國原始民族心目中的神話圖像世界。神話是民族

生命力的泉源，是民族文化的根，是民族精神之所在。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

話，他們都以自己的神話而自豪。 

 

 

 

 

 

 

 

 

 

 

 

 

 

 

 

 

 

       圖 3-1：英招                              圖 3-2：形天 

《古本山海經圖說》                      《古本山海經圖說》 

 

 

 

 

                                                        
38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頁 53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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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顒                          圖 3-4：陵魚 

 《古本山海經圖說》                  《古本山海經圖說》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神話的蘊藏十分豐富，要了解一個民族最好從他

的神話入手。神話用藝術的觀點，是將看不到的力量或是抽象的想法，用形象

化表現出來。自然界的力量有些是超出我們知識所能理解，所以才透過想像和

幻想來解釋這些超現實的事物。因此才建構出人神混同的神話世界。 

    雖然神話是憑想像用比較原始的角度去呈現，但也並非任意創造，必須憑

藉自己的生活經驗去觀察、認知才能產生原始的思維，把抽象不可知的概念用

具體形象表現出來。 

要具備神話有四個要件：第一要件，指神話的人物，為不是正常的人類，必

須具備有特殊的能力，這種能力要超越一般人類。第二要件，指神與神或神與人

之間發生的特殊事蹟，或一種神能力的敘述。第三要件，指神所存在的特殊空間

或不可深究的場域，也許就是神的世界。第四要件，為神所存在的特殊時間，這

特殊時間被認為是歷史的一部份或存在於某些人信以為真的記憶裡。
39
 

    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著類似的神話，這些神話有些是幻想、想像，有些帶

有神祕性、象徵性，因詮釋的對象是超現實，而且時空的呈現也是虛擬的、是

屬於特別的場域。雖然神話帶有幻想與想像，其實那些幻想是想控制自然，征

服自然，如千里眼與順風耳。現今網路視訊的發明與應用，實現了古代神話的幻

想。 

    

由 感 覺 經 驗 上 的 相 似 產 生 聯 繫 ， 正 是 李 維 ˙ 史 特 勞 斯 (Claude 

Levi-Strauss)所謂「野性的思維」，這種思維方式不考慮事物的門、類、

                                                        
39

鐘忠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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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屬，不考慮矛盾，也不迴避矛盾，而只關心一種神祕的互滲，事物通

過心理因素的轉移、繫聯而產生的聯繫，原始人類大腦中這種統合的能

力，建立了他們的宇宙觀。40 

 

    人類集體共有的記憶，意識到萬物與自然都有生命，反映社會集體無意識

不自覺的情況下共同相信流傳，對不可理解的自然用一種幻想去詮釋而產生神

仙思想。從孫良的作品中，看到的都是超出日常經驗的心靈體驗，這些詭譎的

形象與現實世界相距遙遠。與獸結合的生物體在沒有背景的空間和時間中懸

空、漂浮，它們聚攏又分散，就像深邃宇宙中的星體與星雲，無邊無際，無窮

無盡。如圖(3-5)《天空幻境》、圖(3-6)《誘惑》、圖(3-7)《悠遠之境》、圖(3-8)

《紋身月亮》。 

在鐘忠憲的《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提出四點對神話的看法：其一，與自然

環境有關，所造成的幻想而產生神仙思想。其二，人們有長生不老的想法所以在

創造神話的時候都會有不死的傳說。其三，人們相信人的死亡只是精神上的轉

換，肉體雖然無法延續使用但事實上只是換一個地方居住，這是一種不死的形

式。其四，有些人相信可以藉由「巫師」使人界和天界得以進行溝通，「死亡」

變成是可以藉由某些力量來克服。其五，大多數的人對現世生活不滿意、不滿

足，將企圖找一個可以由精神上的渴望，轉化為實際環境的改變或藉以超脫實

體上的幻想。
41
 

 

 

 

 

 

 

 

 

 

 

 

    圖 3-5：孫良《天空幻境》                 圖 3-6：孫良《誘惑》 

   2005 年 油畫 150×100cm         1997 年 油畫 80×80cm 

                                                        
40

鐘忠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 283。 
41

同註 41，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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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孫良《悠遠之境》                     圖 3-8：孫良《紋身月亮》 

2006 年 油畫 70×60cm              1997 年 油畫 100×80cm 

 

    其實古代神話，部落傳說中的意象，人頭蛇身圖(3-9)、人頭魚身圖(3-10)，

兩者的手法很相同，其意象似乎如夢一般呈現在畫面上，但神話是整個民族的

夢境，有著他們共同產生支配命運心裡的意象。 

 

 

 

 

 

 

 

 

 

 

 

 

     圖 3-9：人頭蛇身                        圖 3-10：人頭魚身 

《古本山海經圖說》                     《古本山海經圖說》 

 

 

二、想像意象    

    

    由「幻想」和「意象」沿著虛構的方向，自我與想像界相連性，自我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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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象或影像，想像界沒有足夠現實原則支配，它表面上是虛幻、妄想、不實

際的幻想綜合想像界，亦是未知的領域
42
。想像力、聯想力，是人類之所以偉大

的力量，它可以讓人逃脫自然界所設立的框架。 

「想像」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將事物轉換成為意象行為；而意象就是一種潛意

識的映像。把想像力化為創造力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世界科技文明的發明進

步，某些因素是靠人類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想像力可以打破既有的規則，將事

物帶入新的呈現方式。也可以把早期傳統圖像或事物賦予新的概念，或者舊內

容用新形式表現。藝術家是否能創造一種不可能存在或不曾存在的形式，有時

候是藝術家本身潛意識裡的思想與情感。
43
 

夢境中想像力可以任其自由地發輝，而不受約束。夢的形成是半睡的狀態

而非熟睡；此時意識沒有知的感覺，而讓慾望上升到意識之上，於是慾望就混

入半睡的意識活動之中，產生了夢。人的意識或無意識，經常被埋藏在心底；

有些會顯現於意識而被實現，有些則被壓抑變成夢。
44
 

    夢表明心靈深處某種隱密的力量，在創作中某些新穎的部分來自靈感。古

人對夢的推崇，是對人類心靈中無法控制，不可毀滅力量的敬畏，是對夢中所

產生「惡魔」的力量，在潛意識中加以的崇拜。
45
在 15 世紀活躍於北歐的耶羅尼

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其作品《人間樂園》中，反映中

世紀人民生活，描繪人的內心深處，所產生兩極的矛盾，幸福如天堂、恐怖如

地獄，善與惡一線之隔，在波希《人間樂園》裡，好像進入一個奇幻的夢境，畫

面有些充滿享樂，沉醉於肉慾的歡樂中，有些畫面如惡夢般的地獄。畫中的人物

以及動物與現實中的景象有所出入，詭異的怪獸形象，使畫面充滿奇奇怪怪的圖

像，想像的動物已開始互相吞噬。波希以動物、植物為象徵的造型，其想像力的

意像來源，有可能是當時的諺語、民間傳說、中世紀充滿幻想的詩篇，而創造奇

異的畫面，也有可能是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態或對周圍熟悉事物的觀察，加上幻想

的結合，是一種異端的混種文化，波希的畫除了寫實的形象外，帶有象徵性、暗

喻性的虛構形象，而呈現在畫面上，運用想像力有的以自然之方式，也有的是以

罪惡之方式呈現。如圖(3-11) ，耶羅尼米斯·波希的《人間樂園》。波希以畫筆為

教會服務，宣揚當時正統教派的教義，不遵從教義遭天譴的慘狀，透過他絕妙

的想像力感化人心。畫家用日常生活的題材加入幻想因素，繪畫成為宗教上說教

式的圖畫，是一種革命性的諷刺畫，畫家帶我們離開現實世界，表現一些不尋

常的場面，如圖(3-12)、 (3-13)、 (3-14)、 (3-15) 人間樂園(局部)。如評論家比

昂科尼所形容：「在波希深具懾服力與災難性的作品中，湧現中世紀末期社會普

遍存在恐怖、希望、憂愁與沸騰信念的實體。」波希以一個凡人之眼，創造了奇

                                                        
42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頁 165。 
43

安海姆，李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台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85，頁 148。 
44

劉振源，《超現實畫派》，台北市：藝術圖書公司，1998 年，頁 27。 
45

佛洛伊德，呂俊，高申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台北市：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0，

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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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非凡的想像世界。
46
波希有意無意展現出另一個世界的畫面，在事物變換中，

積極尋找一種人類生死的內心世界，在畫面上表現離奇、虛幻、對深藏在人們心

靈中的天堂與地獄，進行大膽假設與探索，以一種非邏輯性的思考模式對當時社

會的諷刺與批判，表達內心真正想要表達的思想，反應另類的文化特質，創造出

夢境般的畫面。 

 

 

 

 

 

 

 

 

 

 

 

 

 

 

 

 

 

圖 3-11：波希《人間樂園》1500 年 畫板 油彩                

中央 220×195cm 兩側 220×95.5cm                  

 

 

 

 

 

 

 

圖 3-12：波希《人間樂園》（局部）        圖 3-13：波希《人間樂園》（局部） 

                                                        
46

胡永芬編《藝術大師世紀畫廊第 7 冊》，台北市：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200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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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4：波希《人間樂園》（局部）    圖 3-15：波希《人間樂園》（局部） 

 

 

三、夢境意象 

 

超現實主義 1924 年法國詩人安德烈布荷東(Ande Breton，1896－1966)在巴

黎發表了「超現實宣言」。他是超現實主義的鼓吹者。布荷東採「自動書寫」

(automatism)的方式創作藝術文學，自動書寫是指在沒有清楚意圖與意識的情況

下，讓文字或影像自然呈現在筆下的創作形式。佛洛伊德曾經表示，當我們的

理智思想失去作用時，我們內心裡的兒童及野蠻人心態便取而代之。 

 

超現實主義者宣稱：藝術是不能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況下製作出來。他們

也許會承認理智可以產生科學，但卻認為唯有非理智才能帶給我們藝術。

超現實畫派裏說：知識已不重要，理智也不在考慮之內，只有夢，方能給

人求取自由的權利。47 

 

只有在夢中慾望才能解放，不受意識支配，可以忽隱忽現、無理頭、沒頭

沒尾、如煙霧般。作夢是潛意識恢復活動，把現實世界與內在世界作連貫，呈

現一種異常並且不合理的世界。 

 超現實主義作品樣貌： 

                                                        
47

胡永芬編，《藝術大師世紀畫廊第 7 冊》，台北市：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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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現實的模仿藝術 

         採用變形或糊貼法製造無秩序的世界，也就是把現實世界轉變成不可思議     

的幻想世界。雖然是模仿自然但以無意識、不合理、錯亂等不可思議的想

像力表現。 

 (二)超現實的構成藝術 

以想像的形態構成畫面，對兒童藝術以及未開化民族的藝術產生好奇與憧

憬。對無科學以及無哲學思考能力的兒童，及未開化的民族，所表現原始

樸素藝術的看法予以肯定；超現實主義者把兒童藝術以及未開化民族的藝

術當成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反照。 

(三)超現實的表現手法 

超現實畫家為了表現人心裡深處的秘密，尋找出一些新的方法。這些方法

有自動記述法、心理對象、糊貼法、摩擦法、轉寫法、對照法、合成照片

等方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不但嘗到最慘痛的戰爭教訓，也摧殘了無數的傳統

文化資產。飽受戰爭蹂躪的詩人與藝術家，開始採取全盤否定的藝術行動。產

生了虛無主義與破壞主義者，但也為藝術擴張至「無意識」的領域。 

接著有兩種思想學說大為流行： 

(一)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學。 

(二)奧國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 

柏格森的思想認為人的生命是透過直覺領悟，不受既有的自然法則所控

制。強調心的存在，憑直覺不斷創造自己。但佛洛伊德潛意識的發現強調現實

所受的壓抑，卻常以夢境的形式表現，夢代表人性中最真實的一面。
48
 

夢，是過去和未來的媒介，現實和理想的交會點；夢的境界是現實的引

導，未來的凝聚，更是現實和幻覺的融會。根據精神分析學的論點可知達利

（Salvador Dalí，1904－1989）繪畫諸多題材正是來自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用柔軟

無力的鐘錶來表達他個人潛意識和夢中幻覺，反映潛意識的世界，呈現生活看

不到的離奇景象，圖(3-16)記憶的延續。在畫家達利對自然的事物用不同的感

受，記錄潛在意識的意象，在內心有執著的另一面，對各種物體的變型與幻想

有著極大的興趣，在創作時從生活的寫實與現實的世界裡去揭開心靈感受的另

一面世界。在作品圖(3-17)天鵝與枯樹中，達利以超現實的表現手法是一種視覺

的幻景、假象，採用形象的雙重涵義手法，畫中不僅有天鵝，在水中的倒影成

了大象的長鼻子、大耳朵。
49
 

 

 

 

 

                                                        
48

劉振源，《超現實畫派》，台北市：藝術圖書公司，1998 年，頁 36－78。 
49

黃文捷，《巨匠美術週刊－達利》，台北市：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2，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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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6：達利                              圖 3-17：達利 

《記憶的延續》1931 年                       《天鵝與枯樹》1937 年 

  畫布 油彩 46×55cm                          畫布 油彩 51×77cm 

 

 

    二十世紀的藝術家，對眼睛所見的東西，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在畫裡的呈

現，他們不想只用眼睛觀察四周環境，而想表現隱藏在背後的種種可能性。二

十世紀以後的藝術家讓形式可以多重樣貌，呈現不同物體的組合。 

 

四、象徵性意象 

 

    希臘時期，斯多學派認為象徵是一種哲學，與神學真理的隱匿和譬喻意思

相同。哲學史對象徵的理解為：理性論象徵的概念，將象徵視為任意的記號；

浪漫主義式的象徵概念為表現或自然記號。拉岡說：「象徵的特徵就是不在

場。」對於不在場只能透過想像力和各種角度去認識。
50
原始文樣，大都從自然

物體加以簡化或濃縮，再加以純粹化或變化，使其象徵化；或來自動物的某一

部分外型的象徵，表現內在的生命力與精神而呈現象徵性符號。 

    象徵性藝術的表現受文化傳統中無意識的影響比較顯著。依每個人潛意識

以及生活態度的體驗所傳達的藝術表現截然不同；想像力與傳統的衝擊產生不

同的藝術。象徵的形象，有模仿自然的視覺經驗便是自然記號；或模仿自然經

驗以外的文化意象便是象徵記號。
51
 

    在藝術中其象徵性受周遭環境刺激，或潛意識中夢幻和想像形成，對象徵

造型有著一種共通性，使人普遍理解。但也有例外，有些象徵不易被外界的文

化所了解，這些藝術的象徵屬於例外的範圍。社會因環境的衝擊與刺激提供某

                                                        
50

陳懷恩，《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台北市：如果出版社， 2008，頁 129。 
51

李明明，《古典與象徵的界線》，台北市：東大圖書， 199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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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藝術象徵，傳達社會原有存在的共同精神性，生物為了適應環境改變外型，

變異的思考，象徵著一種心理意象。人類與文化之間有極密切的影響與相互的

作用，文化由許多種族的組合而成，經傳播和借用混合而成，因此有許多共同

點，情形如同植物，雖同種但因環境不同使其生長形態就會產生差異。生物換

了新環境，接受新環境的刺激，改變舊有的思考模式，將思想與經驗混合產生

變化。所以文明環境的變遷，其外型、想法、思考均會發生變異。但在差異中

彼此還具有相似的文化現象，這都說明生物之間具有一種潛在而且共通的基本

思想。 

    按照現實想法反覆運用為正常思維，其邏輯思考方式是人們對現實習慣的

反覆運用。反向思維則與正常思維相反，反向思維的藝術品則有驚奇、神奇的

表現。因此在自然界裡，一般動物、植物有嚴格的界線，互不相容，如果在藝

術上把自然界的動物、植物，重組成另一種生物為反向思維，將會給視覺帶來

另一種震撼。
52
在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圖 3-18）《寧芙》、（圖 3-19）

《生命的喜悅》、（圖 3-20）《人類造型》、（圖 3-21）《聖安東尼的誘惑》就出

現各種重組成另一種生物的變形。把思想轉化進入一種圖像的意識形態，以複

合的形體出現於畫面中，賦予複雜的思想、性格，有動物的形體、有人類靈魂

與思想。 

 

 

 

 

 

 

 

 

 

 

 

 

圖 3-18：恩斯特                         圖 3-19：恩斯特 

《寧芙》 1936 年                        《生命的喜悅》1936 年 

畫布 油彩 46×55cm                       畫布 油彩 72×91cm 

 

 

 

                                                        
52

劉法民，《怪誕藝術美學》，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頁 21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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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恩斯特                          圖 3-21：恩斯特 

《人類造型》1931 年                     《聖安東尼的誘惑》1945 年 

油彩、石膏、木板 183×100cm               畫布 油彩 108×128cm  

 

 

五、變形神話 

 

變形來源於拉丁文 deformatio 意為「歪曲」。 在美術中，指美術家按照

自己創作的需要，有意改變客觀對象的常態外貌，用以創造具有表現力之

藝術形象的方法。常見的做法有改變比例(拉長、縮短)、誇張特點(器

官、服飾)、擬人擬物(賦物以人形，賦人以物形)、錯位組合(改變正常位

置重新組合)等。53 

 

    在原始藝術中，他們對萬物無論是植物、動物等，根據自己的想像對物象

加以歪曲改變，主要不是物象的外貌形態，而是畫家自我情感的表白，誇張變

形必須要有根據，根據就是畫家對物象的結構、特徵、動態、習性等認識，凡

是生動的誇張變形，並非無目的的亂變，而是有意識的藝術誇張。如形體誇

張、動態誇張、力量誇張、神態性格的誇張等。有時表達自己內心的意念和情

感，把萬物的特徵誇大。無論對有機物或無機物，無所謂一點透視或多點透

視，而是透過其心靈中「萬物皆有靈」的想法來表現，發自內在所創造出來的造

型。例如：古埃及的壁畫小美人魚圖（圖 3-22）、稱心臟重量（圖 3-23）。
54
變

                                                        
53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06189.htm，2012 年 4 月 26 日瀏覽。 
54

創作革命：http://revo-create.com/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46617，2012 年 4 月 26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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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滲透著藝術家豐富的想像力，想像力與變形關係十分密切，變形是想像力

作為一種創造性認識的結果。變形，把物象理想化，把現實理想化，物像不受

客觀、時間、空間以及透視結構等的限制，如同投影般表現出來，雖然沒有一

點透視，但可以把各種部位重新排列組合成整體，雖沒有透視關係，但具有對

稱與平衡之美。
55
 

 

 

 

 

 

 

 

 

 

 

 

 

       圖 3-22：《小美人魚》                圖 3-23《稱心臟重量》  

        古埃及壁畫                       古埃及壁畫  

 

 

     

在強烈的主觀情感感染下，宇宙萬物變為一種連續不斷、互通互融的統

一，人們真誠的相信萬物的交匯相融，生命的互相轉化，是可能發生的，

因此，百年之雀入海可為蛤，腐草可為螢，萬物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只存在

表象的不同，彼此是可以互相轉化為另一種存在形態。56 

 

    在變形神話裡，神話形態可以互換，透過想像將神與人結合。如人與動

物、人與植物、人與無生物之間可以互變，相信萬物之間皆有生命。在神話裡

的自然崇拜，人、動物、植物、無生物可以互變，將自然現象予以擬人化，相

信萬物有情、有靈。將物我混同的關係聯繫起來的思維，包括主張萬物齊一的

莊子，崇尚自然的道家，天人合一的董仲舒。物我之間的變形思維是超越意識

認知，人類把自然看作有人性的自然，此思維出於人對未知的世界集體無意識

把現實的感覺，和主觀的幻覺緊密的聯繫起來，在原始的人類認知，面對現實

生活中的客觀性變形，將未知以及無法解釋的事件，通過想像把不可理解的事

                                                        
55

劉其偉，《藝術人類學-原始思維與創作》，台北市：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98－

99。 
56

鐘忠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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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幻想出如超現實般的事物，形成人與動物或植物甚至無生物可以互變，使萬

物之間相通給予人格化，觀察宇宙中各式各樣的變化，將觀察的經驗挪用，產

生變形的表現。變形的思維是人類把自身看作是自然，而主觀的幻象把自然看

作是有人性的自然。把可感覺的事物和不可感覺的幻象難分難解糾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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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思維 

 

第一節  蜥蜴變異圖像之對話 

 

    筆者尋找形塑個人圖像的語彙，衍生出以蜥蜴變異做為系列創作的符號。

本系列創作中，其主體皆具有蜥蜴形象的變異，其所處的空間背景也是日常生

活環境的變異。 

 

一、以蜥蜴變異作為主體的原因 

 

    蜥蜴屬於冷血爬蟲類，有紀錄的品種約 4700 種，其棲息環境有生於水中、

棲息於沙漠為了環境的差異，而演化出各種不同型態，例如：變色龍為了適應

多種生存環境，其體色隨之變化，蜥蜴變色與光照得強弱、溫度的改變、溼度

的變化、動物本身的興奮程度，以及個體的健康狀況等因素有關。
57
 

    生物變異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徵，是由不同環境所造成，筆者以蜥蜴

變異觀察現今社會環境，被工業化、資本化、商品化、規律化充斥，因而社會

與文化本身喪失美感，使生活單調、心靈枯竭、空虛，因此某些人們想尋求自

我。自我是以群體為背景，在互動中產生自我概念，形成人們的自我感知和自

我態度。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強調人們不斷地試圖掌握環境中的各種條

件，在適應生活條件的過程中，形成獨一無二的思維能力特徵，是人類努力去

適應環境時所表現出來的。杜威強調心靈意識的概念，是對環境客觀進行潛在

難以取捨的行動路線，抑制不恰當的反應，選擇有利於調適的思維過程，杜威

提出人類生命的新思考模式，人類對周圍的社會環境必須學會適應，並且學會

獲得一種滿足的行為模式。
58
 

    從中國老莊思想筆者察覺出想要解決人的問題，實踐自然無為達到逍遙自

在的人生境界。《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效法道則用之不盡，取之不竭。「道」，廣大無邊，無聲無形，運行於宇宙

之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道應遵循萬物的自然，是一種循環往復，生生不息。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

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指人的自然

本性，自然天性被強制刻出七竅後，無法承受這 7 天的痛苦因此撒手人寰。老

                                                        
57

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8%9C%A5%E8%9C%B4  2012 年 4 月 26 日瀏覽。 
58

(美)喬治．H．米德，趙越琴譯，《心靈、自我與社會》，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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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思想以「樸拙」、「平淡」為觀念，老子思想主張人要回歸自然，要效法自然，

人要請教天地萬物，以自然為師。
59
 

莊子談「樂」，為求逍遙自在的心靈境界。在魚樂之辯的原文可以體會，魚

樂之辯是出自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

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提「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時，惠子提「子非

魚，安知魚之樂？」的問題。換句話說：「你不是魚，怎麼能夠知道魚快樂

呢？」。莊子不是魚，是不能知道魚快不快樂，就好像惠子不是莊子，所以惠子

不能知道莊子知不知道魚快不快樂是一樣的道理。當莊子在橋上看到魚游來游

去時，發出的感嘆「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莊子可以把魚的快樂來滿足自

己。〈秋水篇〉所謂「魚樂」，則以魚之樂為樂。莊子直觀認定「魚樂」的境界，

就是「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當然莊子的「萬物為一」，而是透過修養，解除

欲望與成見之後，就在當下存在。「物我合一」的「物」，可以不是魚，可以是

他眼見的一切事物，這只是一種投射。
60
 

    莊子和老子一樣，講求「道」。在莊子的書中，討論「人」的問題方面。人，

是蘊涵在道中，人因夢想而逆天改運。人應該順其自然返璞歸真，理解自己在

自然中的立場。人本的基礎原則應為道，道才是人生命的方向。他又認為「天地

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生命不是只談權與利，萬物之間不論權力和利益

差異多大，並不會影響道的根本聯繫。莊子對於自由與認知的堅持，其最終的

目的就在於解放人的思維。人的精神獲得解放之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莊

子追求逍遙，逍遙對於筆者的理想是一個指標，個人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值得

我們好好想一想。生命最大的自由，自由的代號是逍遙。如此，生活的美感乃

油然而生。莊子的美感經驗是源自於真實的生活和充實的心靈，追求逍遙，也

就是追求「真正的自己」，希望不被環境拘束，能自由翱翔在其中。
61
 

    筆者與先生在工作之餘，選擇遠離便利的都市，下鄉到台中市新社區，拾

起鋤頭當起農夫，在自己的土地上種菜、種花、種果樹，除雜草、翻土。每當

忙完農事，眼看自己疲憊不堪，滿身是汗水，但也甘之如飴，自得其樂。若遇到

下雨時，雜草吸入雨水將不斷地往上生長，筆者與先生必須不厭其煩不斷除草，

雖然辛苦，但是心靈卻逍遙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為名與利，心靈獲得完

全的解放，體會真實的生活和充實的心靈。在鄉下返璞歸真順其自然，於是可

以面對原來的自我。如此的選擇是一種自我滿足的行為模式。因此莊子主張惟

有放棄一切人為束縛與外在的牽絆，人的心靈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逍遙。老

                                                        
59

顏崑陽，《鵝湖》，從莊子「魚樂」論道家「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及其所關涉諸問題（上）

月刊 144 期，17－24 頁。 
60

顏崑陽，《鵝湖》，從莊子「魚樂」論道家「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及其所關涉諸問題（下）

月刊 145 期，27－33 頁。 
61

高柏園，〈莊子魚樂之辯探義〉，《中華復興月刊》，第二十二卷，第四期，37－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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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想主張人要回歸自然，要效法自然。筆者觀察先生與自己為何要離開生活

機能佳的都市？察覺先生在城市的電信公司上班，每天同一時間打卡上班、下

班，工作壓力大，身體如同機器般的運轉，過著一層不變的生活。馬爾庫塞認

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單向度和全面異化的社會中，人性受到普遍的壓抑、控

制。社會控制的嚴密性，已經把個人和社會變成為如機械般過著單一化、標準

化的生活。將人的靈魂變成為喪失批判與否定能力的單向度的人。有感人類不

停尋求適應生存的環境，不斷調整找出有利於適應環境的特徵，這特徵是競

爭、調適、適應及爭取生存的能力。人類為了適應社會環境必須加強心靈和自

我的特徵。因此才會有遠離都市、放棄便利的生活方式到鄉下的念頭。 

    以蜥蜴變異作為主體是因在除草時無意中發現了蜥蜴。在大自然裡蜥蜴會

因為環境的差異，而演化出不同的蜥蜴種類，以適應環境。在花叢與草叢中的

蜥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野外，無拘無束地選擇牠居住的處所，與花、草、昆

蟲、爬蟲類等一起在野外快樂生活。這些蜥蜴是幸運的，因為沒有人把它當寵

物關在籠子裡。因此筆者選擇蜥蜴作為符號，以及牠藏身在花叢中的花朵作為

結合，進行創作。 

筆者有感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所對談的魚樂之辯，引發筆者深深的

感受到，不是蜥蜴的我怎麼知道蜥蜴在大自然裡自由自在逍遙過生活；也許會

遭受天敵攻擊，也許會捕捉不到食物而飢餓。因筆者的心境受到近年來外在的

重大災難、環境極巨變化之影響：如 921 大地震與日本的 311 海嘯等，體悟人破

壞地球、 地球反撲造成災難。人生活在地球上，不要只有不斷地追求享樂及物

質生活，心裡一味只有追逐金錢、財富。而是應該跟大自然學習，簡單樸實過

生活，不要受現實生活控制、制約，如機器般的生活。希望做自己內心想做的

事，簡單自由自在過生活，並且尋找適合自己的桃花源。因此筆者，採用大自

然的花朵，與蜥蜴做結合，作為一種符號，在大自然裡，如蘭花螳螂圖(4-1)，
62

它是世界上進化得最完美的生物，不同種類的蘭花，會生長著各自的蘭花螳

螂，它們有最完美的偽裝，而且能隨著花色的深淺調整自己身體的顏色。有種

螳螂長得像朵粉紅色的蘭花，如果不是仔細親眼觀察目睹，真得很難相信，昆

蟲世界偽裝技術如此之高超，讓人嘆為觀止。螳螂經過演化，把自己身上的顏

色，隨著環境色而改變。許多昆蟲能發展出不尋常的色形、花紋和形狀來偽裝

自己；更有些昆蟲演化出怪異的花紋、斑駁的翅膀，與他們居住的環境色彩相

調和；如花朵、葉片般使敵人忽視牠們的存在，使得鳥類和蜥蜴等天敵往往誤

以為牠們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然而筆者發現在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循環裡，有些野生生物為避免被敵人發

現演化出保護色，這是保護自身不受天敵侵害的方法。尤其是對於經常被其牠

動物當作美食的蝴蝶，避免滅絕的最佳方法莫過於採取「隱身術」，使敵人在一

轉眼間發現牠們從周遭環境中「消失」。為達成這目的，它們必須模仿當地周遭

的自然環境，使身體和翅膀與附近樹木、葉片、石頭的顏色與形狀相仿，甚至一

                                                        
62 圖片來源 : 林國華，《世界動物百科》，台北市：好兄弟出版社， 199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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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蝴蝶把自己裝扮成生機盎然的樹葉，或是腐朽的枯葉。如枯葉蝶圖(4-2)
63
稱

得上是偽裝大師，自然界裡唯妙唯肖的變裝術真令人驚訝。再觀察蜥蜴的生

活，沒有多餘的慾望，只需擬態自己、保護自己與環境相容、悠閒、從容，身體

曬著太陽自由自在、逍遙過生活。 

 

 

 

 

 

 

 

 

 

 

 

        圖 4-1：蘭花螳螂                            圖 4-2：枯葉蝶 

 

 

二、蜥蜴變異作為文化環境中的隱喻 

 

    舉例來說：在動物的世界裡，旅鼠數量劇增，便進行集體大遷移，日夜不

斷地集體行動，勇往直前，遇上懸崖仍不回頭，跳進未知的無底深淵。前仆後

繼的旅鼠幾乎無法思考與抗拒，只是盲目跟從著其牠旅鼠跳下懸崖；旅程中不

保留任何食物給其牠旅鼠，如此破斧沉舟絕不回頭的意念，觀察家指出是因為

導航系統故障，但不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這種盲目的意念給人類一種啟示：

「變異的思考」對於獨立和自在的存在方式，通過另類的思考模式，克服單向度

是存在和思維的過程，也是對抗現實適時的反應。相較於大多數的旅鼠集體跳

入懸崖要困難得多。 

    文化認同有其歷史，經由記憶、幻想、敘事及神話建構。由離散經驗的認

同，沒有一個民族原屬於哪裡，經由旅行、移居組成力量，以民族混合、融

合、同化及跨文化混合。如從內在奪取人們的意志，進而對文化認同具有破壞

和變形的能力。其文化認同是內在某些普遍與超驗的精神。
64
 

    而離散社群的聚集空間即可視為一種主流社會異質空間。離散社群一方面

為存在於主流社會中之特有空間，卻又與主流社會有著文化階級的差異。離散社

群自身已具有多重的異質性，而非單一屬性。選擇以異質空間形容離散社群的

                                                        
63

圖片來源 : 姚孟嘉，漢聲雜誌社譯，《目擊者》，台北市：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1993，頁

54。 
64

Kathryn Woodward 編，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台北縣：韋伯文化，2006，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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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間，更能貼切地勾勒出離散空間與現在既有空間的分裂歧異。後現代科

技所創造的另類族裔空間，異質空間一詞更能表達其幻想性、實質性與異質性

並存的意義。霍爾(Stuart Hall)對於文化認同的定義：他認為界定認同不是本質

而是情境。所謂的文化認同，並非固定不變，而必須因時因地制宜。同時，霍

爾也視身分認同的建構為一個持續的過程，不因主流社會的異質空間而改變對

自我文化的認同。 

敘述從凝聚集體意識轉向訴諸個人經驗，由封閉空間走向開放空間的轉

變。空間本身亦帶有多重含意，它既可以是實際的、也可以是象徵式的，傅柯

在《知識的考掘》中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並未嚴格區分實際與想像空間。然而

即使是實際的物質空間，也並非如表面看來的固定不變。馬克斯主義學者一貫

主張的歷史唯物論中加入了空間因素，索雅強調物質、地理和社會空間的重要

性及其與主體間的辯證關係，他指出空間的規劃往往隱含了政治、社會關係和

意識型態。而這種充滿政治和意識型態的物質空間，與主體的活動及其心理空

間是息息相關的。
65
 

    桃花源是傳統中國對亂世避難之處、宇宙的夢想天國，是一個沒有歷史介

入的永恆空間，敘述著心目中的桃花源，是承載了各種文化記憶的空間。藉由

引用中國古典文本中的文化符號，突顯符號意義指涉的空隙與斷裂。文化符

號，視其為「一個逃避固定意義的符號，藉著不同人的表演再被重新詮釋與填

補」。
66
桃花源所感受的詭譎氣氛其實是一種隱喻，象徵性地呈現另外一種異化

空間。桃花源畢竟是一個虛構的空間，只能仰賴閱讀者的記憶來重新建構，而

記憶卻是無法如實重建的，就如虛構的空間無法重返。例如：行人只是遵循前

人思想上所規劃的路線行進，很難擺脫不被困於其中的棋局。 

 

 

 

第二節 圖像形塑之探討 

 

一、以肌理為媒介的創作方法 

 

    肌理效果是指在畫面上，不用手繪的方式，藉由不同添加物或工具來實

驗，有其痕跡效果；不同物質可以形成不同肌理的效果，每一種物質有其特

質，將造成不同的結果。就水墨而言，墨、顏料等做為媒介物，在紙張、絹等

基底材料上作畫，而產生的特殊效果是就是肌理的形成。 

 

                                                        
65

劉紀蕙，〈斷裂與延續：台灣現當代舞台上文化記憶的展演〉《認同、差異、主體性：從性別、

國族、族裔談起》，台北市：立緒出版社，1997，頁 269－307。  
66

同註 66，頁 2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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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膠彩中揉紙技法以形成肌理的效果 

    筆者使用膠彩中揉紙的技法為實驗，形成肌理的效果。在膠彩中，利用「水

干」、「胡粉」顏料在紙張上厚塗，等乾了以後，再將顏料搓揉，造成「水干」、

「胡粉」顏料脫落，而產生裂痕的效果，稱之為揉紙。 

揉紙中需注意的事項： 

1. 不能用太厚的紙，如台灣麻紙、機器棉紙（不能用太厚的紙），揉紙之後

要小拓。 

2. 膠的量要適中，膠量不可過多，否則顏料將完全附著而無法剝落；膠的

量過少，將無法附著而嚴重剝落。生紙的裂紋會比熟紙細。 

3. 顏料太薄無法顯出效果；太厚也容易造成大片剝落。如果使用墨作為第

一層底色，不可來回重複塗刷。 

4. 揉紙以後的處理：紙張揉過後，背面噴水再燙平。紙張正面塗上稀釋膠

水，背面上膠礬水。本紙要小拓。 

單色揉紙的步驟： 

1. 取一張台灣麻紙如圖（4-3）。 

2. 紙的背面用墨水塗黑如圖（4-4）。 

3. 將水干的顏料淡淡塗上三、四層。 

4. 揉紙時假如裂紋要多一點，就必須用力揉紙張；之後輕輕把紙張攤平如

圖（4-5）。 

5. 將揉紙翻過來放在另一張紙上，在本紙的背面放乾淨的抹布，在抹布上

噴水。 

6. 再用熨斗把紙張燙平，待乾。 

7. 紙張的正面上一層稀釋的膠水，背面再上膠礬水。 

多色揉紙的步驟： 

1. 取一張台灣麻紙，如圖（4-3）。 

2. 大多數的做法，在第一層紙張背面用墨水塗黑如圖（4-4）。 

3. 第二層如同打底，但上顏料時必須用多種的色彩顏料，完成時待乾即

可。在半乾時可以多噴灑其他顏色，或乾後再上其他顏色，所用的顏色

最好深淺差多一點；在使用下一層顏料之前記得塗上一層淡淡的膠水，

以防前一層顏料剝落如圖（4-6）、（4-7）。 

4. 膠的量一定要一層比一層少。 

5. 顏料塗的厚薄不一樣，其效果也不同。 

 

（二）水干顏料與玻璃或塑膠袋產生特殊效果 

將水干顏料磨開後加膠，放入玻璃或塑膠袋上面，在水干顏料上面覆蓋生紙

或熟紙，等乾即可如圖（4-8）。



 44 

 

 

 

 

 

 

 

 

 

 

 

      圖 4-3：台灣麻紙                        圖 4-4：墨水塗黑 

 

 

 

 

 

 

 

 

 

 

 

 

       圖 4-5：單色揉紙                      圖 4-6：多色揉紙 

 

 

 

 

 

 

 

 

 

 

 

       圖 4-7：多色揉紙                    圖 4-8：放置玻璃或塑膠袋         

                                                產生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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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蜥蜴相遇形塑的語彙  

 

    隨著人類的思維模式改變，整個環境與人類的生存空間也隨著改變。觀察蜥

蜴為了在野外生存，選擇隱蔽的地點為巢穴，其他動物幾乎不易發現。隨著環境

的變動，蜥蜴選擇居住的角度也不同，有些選擇在陰暗的洞穴，有的偏愛岩石

下的遮蔽處，有些則在森林的大樹上。蜥蜴生存的自然形態、地點景色，與周圍

的生態系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其顏色與植物的融合，是影響蜥蜴在變異進化中

重要的因素。在藝術創作中，環境與地形反映了藝術是一種綜合的表達。蜥蜴變

異的進化圖騰中，也是原始神話圖騰之一。在原始形態中「龍」的文化傳奇眾說

紛紜，大約有十七種見解。其中有一說，就是蜥蜴說：「龍像蜥蜴戴角的形狀」。

「龍」在原始人類的眼中是鱷魚和蜥蜴同類的合名。原始圖騰的形狀，是民族文

化原形的呈現，更是一種綜合式的虛構符號，亦是一種文化符號。
67
 

    蜥蜴與花疊合在一起，花是花，蜥蜴為蜥蜴，瞬間融為一體，是變異蜥蜴生

命的聯想，增添些許奇妙的荒誕。本創作為蜥蜴結合環境中花朵的意象，以此為

一種創作的符號。如圖（4-9） 、圖（4-10）、圖（4-11）、 圖（4-12）、 圖（4-13） 、

圖（4-14）。蜥蜴的圖像依環境的變化呈現不同的造型與色彩，豐富蜥蜴的形象。 

 

 

 

 

 

 

 

 

 

 

 

 

 

 

 

 

 

 

  圖(4-9) 《桃花源》（局部）              圖(4-10) 《桃花源》（局部） 

 

 

                                                        
67

王振復，《中國美術史新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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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桃花源》（局部）              圖 4-12：《 自由的國度》（局部） 

 

 

 

 

 

 

 

 

 

 

 

 

 

 

 

 

 

  圖 4-13：《 擬態Ⅱ》（局部）             圖 4-14：《擬態Ⅰ》（局部） 

 

在創作過程中初步嘗試以水墨為主，畫中的形象取自《古本山海經圖說》的

圖樣。用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概況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堅持反理性、反傳統、反形

式的口號，以自由化、不確定為原則，精神上重視自由，學術研究則以跨領

域、甚至跨文化的研究為主，界域不清是最大的特色，宛如大雜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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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夫（Steven Henry Madoff）提及，後現代繪畫希望綜合拉攏所有能蒐集

到的意象、風格、技巧以及歷史，然後從中組織出一個拼貼式的整體。在繪畫技

法上企圖使用傳統的手法，
68
題材上也盡量按照傳統，含蓋宗教傳說的題材。動

機上對現代主義的諷刺和嘲弄，具有強烈的反工業化、反現代化的色彩，也正

因為如此，才成為「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藝術具有以下特徵 ﹕裝飾主義、

象徵主義、折衷主義、形式主義(封閉和開放結合)，是具有意圖的遊戲、形式

偶然的設計、形式無序的等級、不確定性和表面性。
69
 

在後現代主義藝術的表現方面挪用以前的歷史圖像，以新的拼湊方式模擬

再現。向史前文化中原始洞窟壁畫的傳統汲取養分。採用傳統模式的繪畫技法

造成形式的復舊性，表現上以遊戲的方式呈現出來。雖然表現技法是古老的主

題，而且表達常常不清晰，沒有交代，留給觀眾自己捉摸揣測，但隱喻傳達出現

代人的意識。後現代主義藝術中，存在突出的復古主義流派，也就是採用完全

復古的方式。因此筆者做此嘗試如圖（4-15）、圖（4-16） 

 

 

 

 

 

 

 

 

 

 

 

 

 

圖 4-15：許素娥                         圖 4-16：許素娥 

       《逍遙Ⅰ》68×92 ㎝                      《逍遙Ⅱ》68×68 ㎝ 

 

在使用顏料方面，筆者嘗試使用不同的顏料，使畫面更有層次。在南齊謝赫

提出「隨類賦彩」，是說明以自然的色彩賦予顏色。至宋以後，文人繪畫興起，

畫家以水墨創作為主，講氣韻生動，而青綠山水逐漸淡忘，畫家最關心的是墨筆

問題 ，而色彩已淪為附庸不加以重視。推演唐代青綠山水，畫家繪畫時設色常

以大青大綠著色，後世稱之為青綠山水，或以金色鈎邊稱之為金碧山水。現代日

本的膠彩畫頗似唐朝習得而加以發揚光大。 

                                                        
68

王受之，《世界現代美術發展》，台北市：藝術家，2001，頁 143。 
69

同註 69，頁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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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傳統繪畫之用色，有一套色彩觀，在〈畫山水序〉中，南朝宋宗炳

(375-443)首先提出「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的客觀說法，師自然師造化，以造型

寫其形象，以自然的色彩賦予事物的色澤。用色彩表達自然界或以自己主觀的

強烈情感表現色彩，常受到環境的影響。我們身在亞熱帶氣候的台灣，四季如

春，自然界中花草鮮豔，因此筆者常被自然界美妙的色彩所感動。地理環境的

不同，對創作者深入其境的感受不一樣，對色彩使用也不一樣，傳統水墨繪畫

之基本媒材是筆與墨，如何依據地理環境的角度不同，加入自然界特有的色彩，

及創作者賦予色彩不同的生命。 

    設色方法雖然在繪畫中被長期忽略棄置，但卻在民間畫工中被有效運用與

繼續發揚，在隋、唐之後，歷代民間廟宇與石窟繼續利用，例如：敦煌石窟與

麥積山石窟等繪畫。 

    除了傳統的筆墨，筆者嘗試使用礦物顏料、植物顏料、化學顏料、膠彩顏

料以呈現不同樣貌。如圖（4-17）、圖（4-18）、圖（4-19）、圖（4-20）、圖（4-21）。

在紙材的運用方面，底圖上裱貼不同的紙材使畫面產生不同的層次感。如圖

（4-22）。以水彩、素描的方式作為描繪形象的練習如圖（4-23）圖（4-24）圖（4-25）

圖（4-26）。 

 

 

 

 

 

 

 

 

 

 

 

 

 

 

 

 

    圖 4-17：許素娥                          圖 4-18：許素娥 

   《茫茫然》70×127 ㎝                       《春景》7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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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9：許素娥                        圖 4-20：許素娥   

《旅行》127×70 ㎝                      《夜行者》12 7×70 ㎝                          

                                                

 

 

 

 

 

 

 

 

 

 

 

 

 

 

 

 

圖 4-21：許素娥                          圖 4-22：許素娥 

《悠然自得》12 7×70 ㎝                       《自在》93×67 ㎝  

 

 



 50 

 

 

 

 

 

 

 

 

 

 

 

 

 

 

 

圖 4-23：                                       圖 4-24：  

蜥蜴水彩練習之一                               蜥蜴水彩練習之二 

 

 

 

 

 

 

 

 

 

 

 

 

 

 

 

 

圖 4-25：                                      圖 4-26： 

蜥蜴水彩練習之三                              蜥蜴水彩練習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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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分析 

 

筆者把作品分成「自然山林與環境的關係」，「都市空間與環境的關係」。在

「自然山林與環境的關係」裡，作品有 《擬態Ⅰ》、《擬態Ⅱ》、《異質空間》、《桃

花源》，筆者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自然環境下為前提，物種的生存競爭取決於其

特徵具有優勢或劣勢。劣勢不利生存就會被環境所淘汰，優勢得以繁殖繼續存活

在環境中。地球週期性災變，又因人類放縱自己發展科技與物質享受的慾望，使

環境污染，將影響生物的生存問題。或因環境變動產生大量毀滅，殘留之物種與

新出現的變異物種再繁衍，周而復始。筆者以蜥蜴為了求生存進而擬態作為隱

喻，他沒有任何物質慾望，只需要與環境和平共處，就能自由自在過生活。有些

人為了追尋自由自在的生活，改變自己的思想，找尋適合他的新環境。如陶潛所

描述的「桃花源」，有隱居、耕讀的想法，過著閒雲野鶴般的生活。某些現代人

經過思想的轉變，徹底脫離科技文明的環境，遁入山林使自己心靈與精神得到充

分的自由，一切超之在我並做自己的主人。 

在「都市空間與環境的關係」裡，筆者以作品《帷幕上的印記》、《自由的國

度》說明：都市的空間裡大樓林立處處皆是玻璃帷幕，商業充斥在整個都市中，

網路、廣告、傳播媒體，大眾文化無形之中控制人的思想，整個大環境的空間充

滿了資本主義下生產再生產的消費空間。因此生活型態也改變，一些檔案傳輸、

聊天等，只要透過網路虛擬的空間，不必面對面就可以往來、溝通，如今生活過

著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間。人類必須從心靈思索自己的本質是慾望滿足或心靈自

由。 
在墨的運用方面，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 談墨的用法以淡墨重疊

數次，使墨色滋潤而不枯燥。而墨色不滋潤為之枯，枯則無生意。其中有「斡、

渲、捽、擢」。「斡」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使其有厚重感。「渲」者，有意無

意再用比較細的筆仔細的擦、點、染，使點、染數十次，「捽」者，使用臥筆帶

水而皴。「擢」者，用直筆，點而有力70。古人用墨講究層次、厚潤。筆者以墨

為基礎，加入主觀色彩雖然違背傳統的隨類賦彩，但現今環境給筆者太多刺激，

因此除了傳統水墨的運用外，加入不同的顏料，如：水干顏料、礦物顏料、植物

顏料、化學顏料等，嘗試多種變化，使畫面的層次更為豐富。 

在色彩的使用方面，加入不同顏料的變化，使畫面呈現不同肌理的效果，肌

理的使用方面，不用手繪的方式，藉由不同顏料添加物來實驗，揉、噴、壓等多

種技法組合，當色彩進行交叉、重疊時，將產生另一種色彩的層次。又加入水

墨，在黑白交叉互相轉化下出現灰色，此種關係產生於虛無的關係。使用「揉紙」

技法時在畫面上出現裂痕效果，不同顏料的添加物，可以形成不同肌理的效果，

每一種物質有其特性，將造成不同的結果。 

                                                        
70 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頁 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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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理的製作可以將身邊許許多多的工具取出運用，可使用畫刀或竹刀的工

具，在顏料未乾時刮削或壓擦畫面作肌理變化，畫刀或竹刀使用的強弱，畫面將

產生有強有弱的趣味變化。 

可利用錐子，在顏料上自由自在刮出凹凸感，使畫面有起伏的感覺。或使用

砂紙，在顏料完全乾時，施力加以進行磨擦。或使用沾濕的抹布，在顏料上擦拭，

使上層的顏料局部被擦掉而顯露出下層的色彩。使用沾濕抹布的手法與砂紙的使

用方式將產生不同的效果。顏料的使用方面以較高濃度的顏料做出顏料積滯的效

果，在其未乾時，用同樣顏料或不同顏料，一點一滴使顏料堆積停滯，不斷的滴

流將使水與各種顏料產生混合流動，之後顏料將產生無法預期的色彩變化富有趣

味性。另外可使用不同濃淡的顏料呈現暈染的效果，顏料暈染後呈現在畫面上有

意想不到的色彩變化與不可預期偶然產生的效果。毛筆的使用方面有大、小不同

的毛筆以及大、小不同的毛刷，使用起來的效果也將呈現不同。 

 



 53 

圖 5-1 《擬態Ⅰ》  水墨、紙本設色  2011 年 2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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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作品一 

作品名稱：《擬態Ⅰ》 

媒材：水墨、水干、胡粉、台灣麻紙    

年代：2011 年 

尺寸：210×90 ㎝ 

 

 

 

 

 

 

 

作品說明： 

描述工業汙染之下，環境氣候的改變，造成生態的不平衡，影響生物的生存

問題，迫使生物需要新的突破或依靠突變來改善，變種的產生是為了適應生活習

慣以及生活環境，因此改變生物體的結構，以及外型而產生變異突變。要讓生物

繼續存活，必須擁有一套生存的模式，如:擬態、保護色。地球只有一個，假使

人們只知沉醉慾望及物質享樂，喪失理智和道德，將造成許多災害，如:工業汙

染、濫墾山林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人類科技進步，使用核能來發電，便宜的新

能源讓人過度使用不知節制，核廢料的儲存問題，使人們生活在核能災害的威脅

下。核能災害的輻射塵讓動物、植物受到威脅，若遭核災破壞則動、植物將萬劫

不復。災害嚴重時可能摧毀所有生物，現代文明興起之前，有著許許多多的古文

明曾經光輝燦爛過，在巨大災變時，是如此不堪一擊毀於一旦，之後世界將陷入

一片枯寂。 

筆者用黃色調以及枯樹枝象徵資源耗竭、環境的污染，經核災的輻射塵外洩

後，曾經光輝的文明已消失得蕩然無存，大地一片死寂，僅剩枯枝殘葉，僥倖存

活的生物例如蜥蜴為了生存學會擬態，擬態指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獲得與另一種

成功物種相似的外表，以欺瞞捕獵者遠離擬態物種，或者是引誘獵物靠近擬態物

種。 

在媒材的使用上，以胡粉、水干顏料置入打底，揉、噴、壓等多種技法組

合，當使用各種色彩顏料時，將產生另一種色彩的層次，使色彩變化豐富。又加

入水墨，在黑白交叉互相轉化下出現灰色，使畫面的層次空間有更多元的變

化，種種存在於實虛的關係中。藉著肌理的表現，使主體的厚度更為明顯，變異

的蜥蜴與背景相融合，呈現擬態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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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 擬態Ⅱ》  水墨、紙本設色  2011  2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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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作品二 

作品名稱：《擬態Ⅱ》 

媒材：水墨、水干、胡粉、台灣麻紙 

年代：2011 年 

尺寸：210×90 ㎝ 

 

 

 

 

 

 

 

 

作品說明： 

僥倖存活的生物不停地進行基因改變，汰換基因或是突變出新的基因，新

變種將進化而產生。生物的進化變異演化成新物種因構造改變而獲得生存能力，

那麼新變種將取得大量繁殖的優勢。筆者圖中的生物發展出不尋常的形態、花紋

和形狀來偽裝自己，演化出怪異的花紋、斑駁的顏色，與牠們居住的環境樣貌相

調和，用擬態來保護自己，以便適應環境而生存。 

生物的進化，與整個環境的變遷有很大的關係。蜥蜴為了生存必須改變顏色

外型，選擇隱蔽或環境色來逃避敵人，或與蜥蜴居住的周遭物種相調和，因此蜥

蜴改變外型像花朵一般使敵人忽視牠們的存在，使天敵幾乎看不到，誤以為牠們

是大自然的一部份。隨著環境的改變，選擇的地點也將不同，有些選擇在陰暗

的岩石下、有些選擇在隱蔽的森林處，蜥蜴生存的空間與周圍的生態系統有著密

切的關聯。觀察蜥蜴的活動生態，牠沒有多餘的物質慾望，只需擬態自己、保護

自己與環境相容。無憂無慮、自由自在、逍遙過生活。 

在技法上使用「揉紙」的效果。先用「水干」、「胡粉」兩種顏料塗在紙張

上，再將紙用力搓揉，造成顏料脫落產生裂痕的肌理效果。此效果使用在樹皮上

將呈現粗糙的質感。在色彩方面，以寒色系為主，表現森林寒冷充滿神祕感，背

景以模糊、不清楚呈現虛實，使森林有迷矇起霧的感覺，隱隱約約透露出象徵災

後重新充滿生機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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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異質空間》 水墨、紙本設色  2012 年 2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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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作品三 

作品名稱：《異質空間》 

媒材：水墨、紙本設色 

年代：2012 年 

尺寸：210×90 ㎝ 

 

 

 

 

 

作品說明： 

畫面營造不同空間的幻象，時空交錯，反映潛意識的世界，表現現實生活

看不到的離奇景象。筆者藉由作夢加強自己的創造力，自由地建構自己的夢想

世界，成為自己想像的生活空間。幻想出千奇百怪的內容，讓自己的想像力可

完全放縱。人們在作夢時，並不是以邏輯性的推理來思考，而是一種隨機出現

的畫面，夢中世界是廣闊而自由的，心智不受倫理道德限制，天馬行空般將各

種畫面拼湊在一起。在異質空間裡，每種文化或社會族群，在一個共同的真實地

方建構自己的幻想空間，揭露出所有的真實空間，其實是更為虛幻。 

筆者再引用榮格認為原型的形成是受了早先集體無意識的精神或靈魂的影

響，而人的精神或靈魂形成則受了意識自覺交互的作用。個人的無意識或集體

無意識出現的記憶、思想、感覺等，是人類共有的東西，因而才有我們的幻

覺、遐想、夢境，用以補償和修正生活的枯燥與無奈。 

夢中的影像不是偶然形成的聯想，而是被壓抑情慾的表徵。由於社會進步

迅速，瞬息間千變萬化，人們常常被硬生生推進無形壓力的洪流，透過潛意識

試圖從夢境中尋求一種宣洩，夢的內容不合邏輯，多帶幼稚和幻想色彩，是偽

裝形式下隱藏慾望的現實。組成夢所有內容的材料，都是來自人的經歷，又以某

種方式在夢中浮現或回憶起來。 

此畫在「圖」與「地」的關係裡，圖形成一個「異化」過程的開始，圖的空

間是一個虛構的空間，以再現背景樣貌的手法，而圖隔著背景的外身，裡面所

包裹的是另一世界的情境與場景，這個虛構空間，成為一種異質空間。「圖」的

周圍擴散延伸為「地」，背景山的「地」，多少帶有「圖」的圖案關係，為了維

持「圖」與「地」的平衡，如果只重視「圖」而忽略「地」，等於忽略「圖」的

存在，使畫面失去平衡。「圖」突出在前方，有前進性，把描寫山的「圖」與背

景描寫山的「地」區分出來，使「圖」與「地」有空間感而且有聯繫的關係。
71
 

                                                        
71

 王秀雄，《美術心理學－創造 視覺與造形心理》，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1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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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桃花源》  水墨、紙本設色  2012 年  135×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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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作品四 

作品名稱：《桃花源》 

媒材：水墨、紙本設色 

年代：2012 年 

尺寸：135×68×5 ㎝ 

 

 

作品說明： 

筆者在作品桃花源裡，創造出一個想像的世界。社會進步神速，大環境改變

的速度也跟著加快，人們在無形之中，被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於是從夢境中

尋求宣洩，以自身的經歷自由自在地建構自己的理想世界。夢是不合邏輯，是偽

裝、隱藏慾望，把經歷或幻想，在夢中浮現，組成夢的內容，也許是潛意識的

呈現，把千奇百怪的事物再一一呈現，藉由作夢大膽肆無忌憚、無理頭的發揮

創作。 

    想像的世界裡是屬於超自然或神話的王國，其特質是一個最神秘、最特

別、個人化，與世俗完全相異的空間。用奇幻的夢境，創造出一個神祕的境地，

任由思想漫遊於另一個夢幻的國度。中國的《山海經》記載了許多詭異的神話故

事，《山海經》中各種奇異的混合形象，是想像結合的混合體，提供繪畫的視覺

效果。筆者以誇張、變形、混合體的手法來描繪形象，形塑一個幻想的空間，抒

發對現實環境一些不滿的看法，以及對自己回歸自然，嚮往自由自在的純樸生

活。藝術的想像使生活豐富，也可以與現實生活完全無關，是一種推演的畫，

超越真實空間。 

在水墨畫的創作中崇尚人的靈性，表現主體創作情感，強調精神層面。在

主觀下，對形式進行有秩序的組合、安排、佈置、重複、漸變，把自然空間轉

為藝術空間的型態。 
    唐朝王維有文學作品＜桃源行＞「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

一處攅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東晉陶淵明也有文學作品＜桃花源記＞。桃花

源是古代詩人想像的幻境，但也表現古人隱逸的思想。現代人工作壓力很大，

想暫時離開現實環境，出走、抽離本身就是一種另類思想。離開現實環境，超

越時間的想像幻境就能展現出無限的可能。在想像的幻境世界裡不受現實的干

擾，而有更真實的返照，反而可能是生命中最真實的一面。 

    在使用顏色方面，中國繪畫有色與墨的對比，如「色不礙墨，墨不礙色」，

使畫面產生墨與色彩的對應以及色墨交融的效果。筆者在畫面的背景暈染帶有黃

色的色彩，取代中國畫留白的空間，以黃色的背景暈染襯托單純墨色描繪的變形

植物，使畫面產生墨與色彩的對應。在疏密的應用上，黃賓虹說:「疏可走馬，

則疏處不是空虛，一無長物，還得有景。密不通風，還得有立錐之地，切不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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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到窒息。……此理可用之於繪畫的位置經營上。」
72
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

使透風，指畫面在密處採密不通風對應疏處的空散。疏密的運用使畫面有對比、

有變化，而不至於呆板。筆者在畫面上，變形植物的實處採密不通風，對應虛處

的鬆與空，使作品有反差的變化。在線條的運用方面，線是點的延伸，線聚成面，

線分割出大大小小的空白，空白形成各式各樣的圖形，使之疏密聚散流通氣

息，給人有消遙以及無限遐想，更具有想像的自由空間。 

 

 

 

 

 

 

 

                                                        
72 王伯敏，《黃賓虹畫語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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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帷幕上的印記》 水墨、紙本設色  2012 年  210×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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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作品五 

作品名稱：《帷幕上的印記》 

媒材：水墨、水干、紙本設色 

年代：2012 年 

尺寸：210×180 ㎝ 

 

 

 

 

 

作品說明： 

描寫後現代玻璃大廈的建築，高樓大廈招牌林立，城市裡充斥著商業活動，

消費行為不斷增加，商品亦不斷推陳出新便利消費者購物。消費者在商業行為的

促銷下，不斷奢侈消費，瘋狂採購。這種消費意識，在社會上表現的淋漓盡致，

後現代主義商品化，不知不覺得深入生活中，大樓存在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符

號，表明自由貿易的自由選擇，詹明信指出：「資本主義後現代所提供的自由，

其實是種虛幻的假象，市場中自由，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如媒體所操縱，大眾

的選擇面，實際上非常狹窄。」73人們在資訊、電視影音、虛擬網路的籠罩下，

跟著潮流往前走，看似光鮮的表面下，卻如馬爾庫塞所指：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已

成了單向度的人。雖然生活富裕，但受壓抑和異化卻更嚴重。人成為一種單純

的工具、人淪為物的狀況、人的尊嚴淪喪，全面被物質所奴役。 

筆者在帷幕上的印記作品中，畫面不僅有傳統墨的層次，還有多種色彩層次

使畫面更豐富。在墨的運用方面，以墨韻為主，以淡墨重疊數次，使其有厚重感，

而產生厚潤之效果。除了傳統水墨的運用外，加入不同的顏料，如：水干顏料、

礦物顏料、植物顏料等，嘗試多種變化，使畫面的層次更為豐富。 

筆者用珠寶裝飾蜥蜴的廣告招牌，是一種象徵追求物慾形象的符號。一幢幢

大樓的玻璃帷幕反映出如同人們被電視電腦螢幕所吸引。隱藏於大樓間的蜥蜴代

表著追求變異思想的人。 

 

 

 

 

                                                        
73 朱剛，《20 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楊智文化，2002，頁 123。 



 64 

圖 5-6 《 自由的國度》  水墨、紙本設色  2012 年 210×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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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作品六 

作品名稱：《自由的國度》 

媒材：水墨、紙本設色 

年代：2012 年 

尺寸：210×180 ㎝ 

 

 

作品說明： 

在作品《自由的國度》裡，筆者想呈現的虛擬空間是一種多重空間的重疊，

可以藉由電腦、MSN 進行與人溝通，不必受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數位資訊在多

重空間的交疊下，擴大傳遞資訊的方便性，不但可以聽音樂、傳遞檔案、聊天、

視訊等新的形態方式做交流。虛擬空間使真實與虛擬的空間同時重疊，訊息傳

輸多采多姿，豐富的內容使交流更頻繁。在這虛擬世界裡只要透過網路不用面

對面就可以互通訊息、購物交易等。虛擬世界中眼睛所見不是真實，但卻又如此

逼真。科技發達，機器、電腦等先進的自動控制技術取代人工，使得大部分的人

失去工作機會，生活沒有重心，種種壓力迎面而來，以至於出現許多年輕人失業

在家，迫使他們選擇生活在自己的網路虛幻空間裡。 

布希亞（Jean Baudrilard）認為現實的世界，是一個超度現實，真實已經不存

在，打破虛實的鏡面，擬像成為最終極的寫照，這些意象不是意象，並不是源

出模型再製，而是模仿物，擬仿物永遠從自身散發著。
74

擬像不是傳統的模仿

論，傳統的模仿是對現實的擬仿，擬像是虛構物的再仿複製而非傳統模仿論。所

以，整個後現代的社會乃是一個超越現實的場域。筆者以擬態的作品來隱喻現實

社會的場域。 

筆者在作品《自由的國度》，留白的虛空間以色彩作層次、肌理，傳達中國

所談的虛，以無形的空間創造有形空間，使人有無窮盡的想像空間。在中國畫裡

所談的留白，是使畫面上有流動的生命，使其有氣韻，達到無色之美，與虛實

相生的境界，留白與墨互相襯托、互相依賴。對禪宗而言「物質無常永恆」，白

紙的空白如同虛空，以禪宗的角度來說，空白有可能比形象更加實在。而道家

虛無思想不是消極的無，而是有非常積極的想法，指出人類在欣賞事物的過程

中要體會虛無的妙處，墨為有是實，留空為白是虛，使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

實相生。空白如虛無，看似無一物卻充滿宇宙的氣韻。 

 圖中經變異後蜥蜴符號，象徵現代年輕人生活在虛幻的網路世界中，藉由滑

鼠來工作、購物、傳遞資訊就可達到基本的生活需求，只要滑鼠在握，就可掌控

世界。 

                                                        
74

 布希亞(Jean Baudrilar)，洪凌譯，《擬訪物與擬像》，台北市：時報出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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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馬爾庫賽指出：藝術的目的，在按照想像而不是按照認識來提供事物的感

覺。改變現實之形，就是與現實決裂，對現實的反抗。同時釋放了新感性中被

束縛的審美力量。而幻想做為一種基本、獨立的心理過程，符合自己經驗的真

正價值，在幻想領域，不合理的自由形象變得合理。想像的真理最初是在幻覺

形成的時候被認識到。想像是在創造一個知覺和理解的世界，一個既主觀又客

觀的世界，在藝術創造過程中被發覺。75 

想像是自由的，可以無拘無束的利用經驗的累積，創造自由的領域，把日

常生活所感受的種種題材與關係，在幻想的領域中，可以不合理且自由的加以

變形。哲學家海德格認為：藝術作品由於具有物質性，以至於淪為一般商品事

物的危機；但藝術作品之所以被認為不同於一般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術產品，而

被認為是藝術作品；它是經由精良技術所製造，也不在於它與實在界的模仿關

係；藝術品之所以被認為是藝術作品，在於它具有「真理的來臨」、「存有的開

顯」。
76
藝術作品為「存有的開顯」而言，在於不斷否定自己、超越自己、走出自

己之外，並且使藝術不受拘束、不受擺佈，以尋求更多元的藝術形式及各種自

由的嘗試。 

本創作以《山海經》中各式各樣混體形象為初探。原始人類將行為感情，投

射到客體世界中並通過想像和幻想出種種超自然的神奇事物，形成神話世界，

對於宇宙的種種變化以一個比較樸素的原始角度來觀察。原始民族的集體表象

把現實的感覺與主觀的幻象交錯在一起難分難解。人類把自身看作自然的一部

分，又把自然看做人性的自然。筆者以蜥蜴的變異演化為符號，探討蜥蜴變異

進化中與環境的關係。 

在本研究分兩大類：1.「自然山林與環境的變異」2.「都市與環境的變異」

為創作主軸。「在自然山林與環境的變異中」，筆者在蜥蜴的形象進化中，結合

了自然界的花朵，表現環境與蜥蜴圖像的融合，呈現擬態的狀態，探討環境對

進化的影響，環境的改變對生存空間將產生變化，為了生存，生物改變顏色，

在大自然中找尋隱蔽的地點做擬態與周圍的生態系統作融合。筆者利用膠彩的

揉紙為肌理透過打底的手法重現不同的肌理，探索呈現繪畫的質感，以詮釋現

實人們厚重的壓力、煩惱，讓材質本身呈現轉化，表達人是可以思索、再生

的。感受到人類為了追求權力、慾望、享樂，發明現代科技、武器，在工業化

下、空氣汙染、導至於溫室效應，地球暖化、冰河崩壞溶解、海平面上升，使

自然環境與生物的生存空間大受威脅。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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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55-158。 
76

劉千美，《差異與實踐》，台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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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與環境的變異中」，將蜥蜴介入於都市中，闡釋藝術與現實生活的

某種反應，在日常生活中，商業文化廣泛的被滲透，網路、廣告招牌、電視充斥

在都市中，隨著科技發展造就發達的社會環境，應該使我們的心靈變得更加豐

富，精神上應該越來越感知自己存在的獨特性，而非被現代文明所控制。 

筆者有感創作研究是一條不歸路，沒有終點，只能不斷的往前摸索與探討

研究。在這次主題探討中，回歸自己的內心，對社會環境、生存空間以及如何

找到自我的定位，有一些感觸，因此以蜥蜴的物像做隱喻，釐清一些哲學理論

與作品實踐，這次的探討對以後自我創作的探索有正面延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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