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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創作研究主要是從自我審視為出發點，藉由對自我鏡像的觀察，來觸

動參觀者與自我意識及心靈的重新對話。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

(Jacques Marie Emile Lacan, 1901-1981)的「論鏡像階段」中所說到：「主體

透過自己的鏡像，產生了對自我的認識，確認了自我身體的同一性（杜聲鋒，

1997）」。拉岡所指的鏡像不光只是鏡中的影像，他人的存在也是一種鏡像。

美國社會學家顧里（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的「鏡中之我」理論

中說到，自我是社會的產物。社會就像一面鏡子，他人的眼光形塑了自我（宋

鎮照， 1997）。然而這些由他人影響所產生的各種自我鏡像，是一種想像與

虛幻的存在，也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的誤認。本創作研究中嘗試利用擴增實

境技術，將虛擬的影像擴充到參觀者的真實影像之上。以虛擬鏡像的形式去

表現與論述這種自我的他者化現象。並嘗試利用 Arduino 控制板開發互動裝

置介面，藉由互動裝置的刺激讓參觀者去參與作品並對自我重新探討。探索

及實驗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從事互動科技藝術創作的新形式。 

本論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研究背景、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

限制及研究架構之探討以及名詞釋義。第二章文獻探討，以拉岡的「鏡像階

段」論，探討自我的產生與自我他者化的現象。並以顧里的「鏡中之我」理

論，探討社會對自我的影響。從中衍生出本次創作研究之議題探討與分析。

接著探討當代科技藝術的定義、發展、特性與案例分析。第三章創作研究，

是針對擴增實境技術、互動程式環境與互動裝置介面的探討，以及擴增實境

商業應用的案例分析。第四章創作論述，創作理念與形式論述、創作歷程說

明、作品說明及展示設計說明。第五章：結論，本研究的主要價值是以科技

藝術的形式對自我的議題進行探索。利用擴增實境將虛擬影像擴增到現實影

像的形式去表現及陳述自我的本質。並利用互動裝置藝術的形式，使參觀者

親身參與作品，讓藝術作品的多重文本意義得到探討與呈現。並期望本創作

研究可作為科技藝術創作、藝術教學研究、商業廣告創作，商業互動設計等

相關層面上的可行模式之基礎探討。 

 

關鍵字：擴增實境、鏡像、鏡像階段、鏡我、鏡中之我、異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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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examination forms the basis of this study. Observation of one's 

specular image stimulates a new dialogue between the observer and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spirit. In his work the Mirror Stage, French psychoanalyst 

Jacques Marie Emile Lacan (1901-1981) states that, ' The specular image of the 

subject produces self-awareness, which confirms the unity of the body (Du 

Sheng-Feng, 1997). The 'specular image' referred to by Lacan doesn't just 

include the image in the mirror;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is also a kind of specular 

image. In his theory of the 'looking glass self,' American sociologist 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 posits that the self is a product of society. Society 

resembles a mirror, and a person's self is shaped by the perceptions of others 

(Song Zhen-Zhao, 1997). Furthermore, these various kinds of self image, which 

result from the influence of others, point to the existence of a kind of 

imagination and illusion – as well to self-awareness as constituted by the oth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mploy augmented reality to extend a virtual image to the 

observer's actual image. It uses the virtual image to express and deliber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otherness' of the self. It also attempts to use the Arduino 

control panel to develop an interactive device interface that encourages the 

observ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and which also promotes new discussion of 

the 'self.' The study explores and experiments with the use of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to engage in a new form of artistic crea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and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to the research, its motives, objectives, scope and 

limits. This chapter also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definitions of terms used.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is 

field, and, using Lacan's Mirror Stage, discuss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 otherness of the self. Furthermore, using Cooley's theory 

of the 'looking glass self,'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on the self. From 

this are derived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opics of this study.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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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hen discusses definition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ase analyses of 

contemporary techno-art.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environments, and interactive device interfaces, 

as well as case analyses of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of augmented reality. 

Chapter Four includes a discourse on concept and form, a process explanation, a 

work explanation, and an explanation of exhibition design.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The main value of this study lies in its exploration of the 'self' 

through the use of technology. It uses augmented reality to extend virtual reality 

to actual images and express and state the essence of the 'self.'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use of interactive device technology, it permits the observer to 

personally take part in the work, allowing the discuss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multiple textual meaning of the artistic work. We also expect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form a basic discussion of practical models of related levels of techno-art 

creation, a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nd commercial 

interactive design, etc.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Specular Image, Mirror Stage, Looking-Glass 

Self, Alienation, 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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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老師說我是好學生、我媽媽說我是乖小孩、男生

就是不可以哭、女孩子就該乖乖待在家裡、小孩就是我一生的成就、要禮讓

老弱婦孺、不可欺負弱者、政府就是無能、社會就是沒有公理、官員就是貪

瀆等等...」。這些話語不斷充斥於你我的四周，我們往往習以為常，卻從來

也沒有去懷疑過、探討過。如今，這些無法分辨真偽的認同與價值觀正不斷

的塑造出你現在所認知的自我。 

 每個人的一生中似乎總是不斷的在追尋自我，從父母的眼中、老師的

口中、同儕的態度中、異性的眼光中或社會的角度中獲得了自我的認同與滿

足。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於 1936 年所發表的「論鏡像階段」中說到，人

類在嬰幼兒時期便開始藉由鏡中的影像或是父母親人的反應，逐步建立起自

我的印象與認同。然而這個認同是虛幻的、想像的存在。永遠與自我是不相

交的。然而自此人們便不斷自戀於自我認同的歡愉中（王國芳、郭本禹，

1997）。 

 人的眼睛是無法看見自己的，永遠需要經由一種介質才能看見自己。

然而當你攬鏡自顧，那鏡中映照出的是否真的還是你所認知的自己呢？美國

社會學家顧里認為，自我是透過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化過程所發展出來的，自

我是一種是社會互動的產物。在他的「鏡中之我」理論中說到，他人就是一

面鏡子、社會就是一面鏡子，透過這種「以人為鏡」「以社會鏡」的形式塑

造出了自我（宋鎮照， 1997）。  

 然而在現今工商業快速發展的社會，大量的物品被機械生產出來、大

量的科技被發明出來，而大量訊息也因為科技的發展被快速的傳遞。當社會

越是進步，人們卻越來越容易迷失自己。生活中的大小瑣事、社會的公論教

條、性別的歧異偏見、教育的框架箝制、科技的迷惑與滿足、訊息的多變造

作等等...，似乎再再的影響著自我意識與自我認同的標準。隨著生活步調的

越來越快速，大量的訊息、大量的科技、大量的心理價值似乎也正快速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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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迷惑著人們對自我的認知與認同。 

同樣的在當代藝術創作的領域中，後現代人文思想的發展、科技藝術的

發展也不斷的衝擊著當代藝術的創作思維與表現手法。尤其是社會人文的進

步、美學觀點的革新、科技技術的發展以及電腦及網路的普及使得以往藝術

創作的形式與論述不斷被顛覆。創作素材與技術也不斷的被革新。藝術究竟

是什麼？似乎也成了當代藝術創作的主要課題之一。尤其自觀念藝術之後，

當代藝術的本質不斷的被探討。新的媒體與技術不斷的被開發。例如：錄像

藝術的白南準(NamJune Paik, 1932-2006)、光動藝術的莫何里‧納吉（Lazslo 

Moholynagy,1895-1946）、聲音藝術的約翰．凱吉（John Milton Cage Jr., 

1912-1992）及當代的網路藝術、動畫藝術、互動藝術等等...。似乎也不斷

衝擊著觀者與藝術本身對自我價值的再論述與再探討。 

 或許就像是拉岡在「鏡像階段」論中所說的，你所見的的自我只是一

種鏡像，是一種他者就自我的誤認（王國芳、郭本禹，1997）。又或是像顧

里在他的「鏡中之我」理論中所說的，自我概念的形成是透過自我對他人反

應的一種想像（蔡文輝，2006）。因此本創作研究，就是希望透過當代科技

藝術的表現形式，將數位影音技術、互動裝置技術、擴增實境技術等互動科

技技術加以整合及運用，並針對自我的議題從事新媒體藝術形式的創作研究。

將擴增實境技術所產生的虛擬影像擴增到參觀者的實體影像畫面中，藉由互

動影音及裝置的形式，讓參觀者經由參與作品而能重新去發現及探討自我的

議題。另外，就像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口號「作

者已死」所說的，藉由參觀者與作品的互動，建立出屬於參觀者本身對作品

的個人化的文本價值，亦是本創作所希望呈現的創作形式。 

 

 

 

 

 

 



 

 3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我們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會透過與環境或週遭他人的互動及意見

來確立自我的認同與滿足。而這種認同感、滿足感與成就感似乎成為每個人

生命中的動力與養分，驅使著人們不斷的向前。然而這種滿足感與認同感又

像是玻璃般脆弱與不堪，往往在現實的碰撞中破碎與毀滅，這時人們便會急

忙的再次去尋求下一個脆弱的自我認同與滿足。 

 這些透過與周遭他人互動所產生的自我認同，是否就像是透過各種不

同的鏡子所看到的鏡像反射一般，在這許多不同的鏡像中人們似乎逐漸的辨

識與認同了自我。這些由他者眼光影響所產生的自我認同與滿足，卻似乎總

是與真實的自我產生不一致的現象與碰撞。然而人們自成長過程中所學習到

對於自我認同的歡欣與興奮感，卻又會驅使著我們侷促地、誤解的、滿足的

認同於某一個鏡像。然後當此認同幻滅後，我們似乎又更會期待下一次自我

理想化下的認同。自我似乎就在想像與現實的抗爭與辯證中，不斷的反覆出

現在生命裡。 這一切是否正如法國新佛洛伊德主義精神分析學家拉岡在「鏡

像階段論」中所說的，是一種自我就是他者的誤認，亦或是一種自我的異化

現象。 

 美國社會學家顧里在他的社會學研究中發現，自我的形成是來自於與

他人互動的社會化過程。自我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的產物，社會是自我的一面

鏡子、他人也是自我的一面鏡子。然而在顧里「鏡中之我」理論中也提出，

自我的形成是來自於自我的一種想像，是自我想像他人對自我的反應所作出

的判斷。如此我們可以說，自我的形成是來自於一種不切實際的想像，亦或

是說是一種自我想像上的謬誤。 

 擴增實境技術，是一種將真實世界的視訊、音訊及空間效果經由影像

捕捉後，經過電腦的處理將其與虛擬的視訊、音訊及空間效果加以混和，進

而產生出混合著真實與虛幻的新影音視覺環境。這種混和真實與虛擬的影音

視覺環境，就像是一種鏡像，一種介於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真實幻境。這跟人

們在成長過程中經由他人的鏡像所建立的自我，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在本創作研究中，就是希望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攝影機所拍攝到

的真實參觀者影像與虛擬影像加以結合，嘗試利用這種介於真實與虛幻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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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像形式去表現自我即他者的意念。嘗試並利用影像偵測技術及互動裝置設

備所產生之互動效果，來提供參觀者介入與詮釋作品的新環境。經由作品的

互動形式去激發參觀者對自我的進一步審視，並創造出屬於參觀者本身的作

品文本價值。這種將擴增實境技術、互動裝置技術、數位影音技術混和運用

在探討人性中自我、鏡像與異化的議題之科技藝術創作形式，也正是筆者在

藝術創作上新的嘗試與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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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論本創作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企圖以「鏡像」、「鏡我」等觀點，來探討

自我的他者化這個議題。希望透過真實影像與虛擬影像結合所產生之虛幻鏡

像來表現出自我他者化的意象，以刺激參觀者對自我的再探討。嘗試並結合

動態視訊偵測與辨識技術、擴增實境技術、硬體介面控制技術等...應用於藝

術創作上。尋找並探究新型態互動體驗式藝術創作表現的可能性，並利用互

動技術作為參觀者與藝術作品間溝通與互動之橋梁。提供參觀者參與與詮釋

作品之新環境，讓作品經由參觀者的參與能產生出多樣化的文本價值。本研

究期望未來可作為在科技藝術創作、藝術教學研究、商業廣告創作，商業互

動設計等相關層面上的可行模式之基礎探討。具體而言，本計畫擬達成之研

究目的如下: 

1. 本創作研究從「鏡像」、「鏡我」等學理觀點之理論研究與分析，來探討

自我這個議題及從事藝術創作。 

2. 分析探討當代科技藝術的意念與表現形式及對科技技術之運用。 

3. 實驗及創作以擴增實境技術為應用基礎的互動藝術作品，提供參觀者參

與與詮釋作品的互動環境。並藉由參觀者與作品的互動及參與，為作品

衍生及創造新的文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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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本創作以拉岡「鏡像階段」論中，自我是他者的異化現象（王國芳、郭

本禹，1997）之心理學觀點來探討自我之議題。拉岡其他理論之論述則

不再本研究範圍之內。 

2. 本創作以顧里的「鏡中之我」論中，自我是社會的產物（宋鎮照，1997）

之觀念，作為本創研究學理探討之基礎，顧里其他理論之論述則不再本

研究範圍之內。 

3. 本創作研究主要以擴增實境技術為背景的數位藝術創作。在表現型式上

主要以無標記式擴增實境為主，其他擴增實境技術不再討論及創作的範

圍之內。 

4. 本創作研究，將以 Processing 作為互動程式之開發與展示平臺。其創作

的形式、內容及展示方式將以 Processing 程式語言所能開發之功能為限

制。 

5. 本創作研究將以OpenCV 作為擴增實境技術中之影像擷取與處理之函式

庫。其影像擷取與處理之形式與效能將受 OpenCV 函式庫之功能限制。

OpenCV 函式庫之其他影像處理功能不再本研究範圍之內。 

6. 本創作研究之互動設備之開發，主要以 Arduino UNO 控制板為主要的硬

體控制元件。其互動設備之開發將受 Arduino UNO 控制板之功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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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緒論 

• 研究背景 

• 研究動機 

• 研究目的 

• 研究範圍與限制 

• 研究架構 

• 名詞釋義 

文獻探討 

• 從拉岡的「鏡像階段」論自我主體 

• 社會化的自我-顧里的「鏡我理論」 

• 當代科技藝術發展及相關作品分析 

擴增實境技
術研究 

• 「擴增實境」之定義與技術分析探討 

• 互動程式語言與硬體互動介面之探討 

• 擴增實境運技術用於商業產品之相關案例分析 

創作論述 

• 創作理念與形式探討 

• 創作歷程 

• 作品說明 

• 整體展示設計說明 

結論 

• 提出總結與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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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釋義 

(一)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擴增實境指的是會把虛擬資訊例如：圖像或文字疊加到使用者透過頭戴

式顯示器所觀察到的真實周遭環境的視訊畫面上。大多數擴增實境研究都集

中在「視覺透視」（see-through）裝置。使用者透過頭部位置與方向的改變，

可以看到不同疊加在現實影像上的虛擬畫面。透過稱為「登錄」的程式，可

以把一個 3D 虛擬的茶杯放在一個真實的碟子上。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系統採用某些一樣的硬體技術，但其中最大的差別就

是，虛擬實境企圖創造與取代真實的世界，而擴增實境卻是在真實環境上擴

增資訊（Feiner，2002）。而根據〈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這篇文章

中所定義擴增實境是：「一種虛擬實境的變化應用，虛擬實境主要的目的，

是在讓使用者完全融入到電腦所創造出的虛擬世界中，當使用者處於虛擬實

境的世界中時，是無法看到週遭的現實環境的。然而擴增實境則是可以讓使

用者看到現實環境以及疊加在現實環境上的虛擬物件，所以擴增實境是增加

了現實，而不是完全的取代現實環境。其擴增實境的要素為以下三點：（1）

結合虛擬與現實（2）即時互動（3）3D 定位（Azuma，1997）。 

(二)  鏡像（Specular Image） 

在拉岡的理論中所談到的鏡像，指的是在鏡中所反映出個人自己身體的

形象，這個自己的形象，同時是自己與他者。幼兒透過對鏡像的認同，在鏡

像期（Mirror Stage）時開始建構出自我。就算沒有真實的鏡子，嬰兒也會

模仿大人或其他小孩的表情姿勢。這也使得他人成為鏡像的角色。人類完全

被鏡像所捕捉（Evans，1966）。而鏡像在《佛光大辭典》中的解釋為：鏡中

之影像。般若經十喻之一。以諸法之見有而實無，譬喻鏡中之影像。大智度

論卷六（大二五·一○四下）：諸法如鏡中像，復次如鏡中像，實空不生不滅，

誑惑凡人眼。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空無實不生不滅，誑惑凡夫人眼。（中略）

諸法從因緣生，無自性，如鏡中像。（慈怡，1988）。在《佛學大辭典》中的

解釋為：（譬喻）見有而無有，譬之鏡中之影像。般若經十喻之一。智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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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如鏡像，實空不生不滅，誑惑人眼。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空不實不

生不滅，誑惑凡夫人眼。（中略）諸法因緣生無自性，如鏡中像（丁福保，

1956）。 

(三)  鏡像階段（Mirror Stage） 

精神分析學名詞。為拉岡於 1936 年，在馬倫巴所舉行的國際精神分析

大會中所發表的「鏡像階段」理論專有名詞（龔卓軍，1998）。在兒童心理

學的研究中，常常會透過觀察嬰兒對鏡中之我的形象（即鏡像）的反應，來

觀察自我意識的產生。經由研究拉岡認為：「每個人自我主體的形成，最初

是來自於「鏡像階段」。主體透過自己在鏡中的影像產生了對自我不同的認

識。進而逐漸擺脫其「支離破碎的身體」的印象，確認了自我身體的同一性

（杜聲鋒，1997）。而拉岡所謂的「鏡像階段」則是嬰兒從支離破碎的身體

印象到對自我產生認知所經過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為：（1）嬰兒無

法分辨在鏡中所看到的自己影像或是母親影像。只認為是其他的現實事物（2）

嬰兒發現鏡中影像僅是他人影像的反射。並且分別出鏡中母親的影像。（3）

嬰兒發現鏡中影像就是自己的影像，開始產生自我的同一性與自戀（王國芳、

郭本禹，1970 ）。 

(四)  鏡我（Looking-Glass Self） 

在本論文主要指的是社會學理論中，顧里之「鏡中之我」或稱「鏡中自

我」（Looking-Glass Self）理論之專有名詞。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

的解釋為：社會學名詞，意思是「一個人對他本身所做的各個判斷，以他人

對他的態度的反應為依據；或稱鏡中之我，又稱以人為鏡。」（教育部重編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1981）。 

(五)  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 

在《社會學原理》一書中對顧里的「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

理論的論述為：「自我會利用想像的方式去評估及塑造出自我的表現。也就

是說，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是經由我們想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以及想像

他人將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評斷所影響。於是他人變成一面鏡子，藉由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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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我們來觀看及評估自我表現（蔡文輝，2006，頁 72）。」其運作的主要

前提要素有以下三點：（1）表現（presentation）：想像如何在別人面前表現

自己，以及想像他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2）判斷（judgement）：想像別人

對自己的表現的想法與判斷。（3）主觀解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想

像他人對自己的評估後，自己該如何反應別人看法的自我感受。（宋鎮照， 

1997，頁 205）。《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的解釋為：社會教育學名詞，意思

是「即一個人對本身所做的各個判斷，是以他人對自己的態度的反映，因此，

他人是自我的一面鏡子，以認識自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

1981）。 

(六)  異化（Alienation）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認為，主體變客

體，沒有能力返回自己即為異化。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認為，任何遠離與控制人類本性的事物就是造成人類異化的原因。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認為，人處於非真自狀態即為異化。（蔡

淑麗，2013）。在拉岡的著作中，異化的概念卻與黑格爾與馬克思不同。拉

岡認為，主體從根本上就是分裂的。異化不是主體遭受且需要越過的一場意

外，而是主體基本的構成特質。本體透過與自我相似的外部分身的認同而構

成自我，主體從此無法逃離分裂，永遠無法統合成整體。異化是所有主體性

的基本特質（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2009，頁 14）。 

(七) 自我（Ego） 

拉岡認為，自我是個對象與建構物，透過鏡像期中對鏡像的認同而形成，

自我是主體與自己異化的地方，自我是一個妄想結構，自我是個想像的形成。

（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2009，頁 82）。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認為本體的性格結構分成 3 個部分，分別為「本我」、「自我」

及「超我」，而人的性格就是這三種「我」互動出來的結果。本我是性格中

最原始的成分，主導的是「享樂原則」，自我在性格中扮演決策的角色，主

導的是「現實原則」，超我是性格中道德與理想的成分，關切的是如何合乎

社會標準以做出對的行為。（陸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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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次創作的主題是「鏡我」，主要是探討自我的他者化的現象，期望藉

由互動科技藝術的創作形式，提出自我的真實性與存在性這個議題。並希望

經由擴增實境技術與互動裝置作為媒介，提供參觀者參與及詮釋作品的環境。

藉由參與與介入互動藝術作品的創作形式，去刺激參觀者對自我的他者化提

出質疑並重新審視自己。在文獻探討的部份，筆者將由拉岡的「鏡像階段」

論出發，以心理學的角度來剖析自我的形成過程，再藉由社會學家顧里的 

「鏡中之我」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自我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他者化現

象。其文獻探討的內容為以下幾個部分：1、從拉岡的「鏡像階段」論自我

主體。2、社會化的自我，顧里的「鏡我理論」。3、當代科技藝術發展及相

關作品分析。 

第一節 從拉岡的「鏡像階段」論自我主體 

「我覺得呀...」、「你聽我說的就對了...」、「乖！要聽話...」、「老師說！

你應該...」、「你說的對...」。幾乎每天你都可以在電視上、車廂中、辦公室裡、

學校裡等...生活環境中聽到很多人在說這些話語，甚至自己本身一定也常常

會這麼說。這些話語表示什麼？我們在這一生中似乎不斷的企圖利用這種話

語、方式及行為，不斷的去形塑出所謂的自我，也似乎企圖去形塑出他人。

這使筆者產生了很大的懷疑。當人們每天說出這些話語或聽到這些話語時，

是否曾經懷疑過並是否曾經自我檢視過？這些自以為是的論述是否是真實

的，還是一種他者的謬誤呢？「你」、「我」及「他」似乎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認為，每個人自我主體的形成，最初是

來自於「鏡像階段」。主體透過自己在鏡中的影像產生了對自我不同的認識。

進而逐漸擺脫其「支離破碎的身體」的印象，確認了自我身體的同一性（杜

聲鋒，1997）。而「鏡像階段」論，既是他研究工作的總結，也是拉岡理論

體系的核心及其主體理論的基礎與關鍵。 

 拉岡的「鏡像階段」概念藉自於法國兒童心理學家瓦龍（H. Wallon），

並以精神分析學加以重新詮釋。在兒童心理學的研究中，常常會透過觀察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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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對鏡中之我的形象（即鏡像）的反應，來觀察自我意識的產生。 

 拉岡認為，人類由於出生後其神經系統並未發展完全，並不能隨意的

控制與支配自己的身體。所以出生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嬰兒而言，身體是支

離破碎的存在。但是當嬰兒成長到 6 個月後，其視覺器官發展到一定程度，

嬰兒便進入鏡像階段，嬰兒可藉由視覺認識自己。因此鏡像階段主要發生在

6-18 個月的嬰兒身上。總共經歷三個時期：（1）嬰兒在母親或他人的抱持

之下看到了鏡中自己的影像。但是嬰兒此時並不能區分鏡像與自己、他人的

鏡像與他人。只是單純的認為鏡像是一個可以與之遊玩的現實事物。此時其

嬰兒還不能將自己與外界他人區分出來。（2）嬰兒開始發現鏡像並不是真實

的事物，僅是他人的影像。他開始發現鏡中出現母親的影像，進而也可以區

分出母親與母親的影像了。自此母親便被分離出來，嬰兒不再將母親與自己

視為一整體。但是他還不能區分自己與自己的影像。（3）最後嬰兒發現鏡像

就是自己的影像。他張嘴，鏡像跟著張嘴。嬰兒初次掌握了自我身體的同一

性與整體性。進而對這鏡像產生自戀的認同。「我」也因此蘊育而生。（王國

芳、郭本禹，1970 ）。 

然而這時便出現一個基本性的問題。「我」到底是什麼呢？嬰兒透過了

鏡中的影像認識了自我。然而鏡像是一種被倒逆過的光學反射影像。兒童是

通過一個外在的東西來認識了自己的同一性，所以這可說是一種他者就是自

我的想像上的誤認（杜聲鋒，1997）。而在拉岡的理論中的鏡像，是以種比

喻性的說法，他人也具有鏡子的功能。因為就算沒有真實的鏡子，嬰兒也會

模仿大人或其他小孩的表情姿勢。這使得他人也成為鏡像的角色（Evans，

1966）。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人們常常藉由他人來認識自己。而這種藉由他者

對自我主體同一性的誤認也因此影響人的一生。就像是拉岡所說的：「我在

與他人同一和發揮主體作用之前便被降黷為一種更低級的形式－即與他人

的鏡像關係（杜聲鋒，1997，頁 152）」。 

所以自我是什麼呢？ 正如拉岡所說：「鏡像階段是一幕戲，其內在動力

迅速的從缺乏（insufficiency）轉向預期（anticipation）-主體陷入空間同一

性的誘惑中，這幕戲劇為它製造出一整套幻想，從破碎的身體形象一直到我

們稱之為被矯正過的、完整的外型-直至最後主體帶上了異化認同的盔甲，

這幕戲劇的嚴密結構將塑造出主體的未來心理發展。」（王國芳、郭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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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頁 141）。 

 總結來說，拉岡認為周邊環境以及他人的反應強烈的影響了自我的發

展，這些他者就像是各種鏡像一樣。當自我面對這些鏡像時，卻欣喜的將這

些他者誤認為是自我的影像。也就是說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的想像上的誤認。

反觀來說，這種他者的鏡像相對的也限制、規範及形塑出你所認知的自我。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者的鏡像會像是一種枷鎖、一種規範或是一種虛妄的幻

想，而自我將不斷的受其擺佈、挑逗或引誘終至破滅。 

在本創作研究中便希望引用拉岡「鏡像階段」論中的，自我是由鏡像所

產生的概念來衍生創作。嘗試並利用「鏡像」的形式作為作品象徵意涵及呈

現元素。透過這種介於真實與虛幻間的鏡中影像形式，去探討及表現以他人

反應所產生的自我鏡象。嘗試並利用擴增實境技術中將虛擬物件擴充到現實

影像上的特性，將創作者欲表達的創作意念擴增到現實影像之上，用以象徵

及表現出自我他者化的現象以及作者對外在影響自我所做的批判。作品中更

加入互動的元素，望透過互動的形式，讓參觀者去感受及參與自我異化的過

程，透過參與能更進一步的重新省思自我並創造出作品的多元文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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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化的自我─顧里的「鏡我理論」 

由上一個章節我們可以看到，拉岡認為自我的形成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

的誤認。自我是建立在一種將環境或他人的反應誤認為自我影像的過程。這

是由心理學的觀點去談論何謂自我。另一方面，針對自我主體性的議題，美

國社會學家顧里，選擇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更進一步的去探討社會中的自

我概念。在他「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的社會學理論中提出，社

會也是影響自我形成的一面鏡子。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會經歷社會化的進程，

經由與社會的互動產生出社會化的自我概念。而這個自我的形成過程也是透

過一連串的想像與誤認的結果。借用拉岡的說法來解釋的話，也是一種他者

是自我的誤認。 

 顧里透過社會學研究所發展的「鏡中之我」理論，主要是相信自我是

透過跟他人的社會互動過程發展出來的，我們是透過觀察他人的反應來瞭解

自己。首先是受家庭等初級團體的影響，再來是同儕關係的影響，然後是社

會化的影響。自我會利用想像的方式去評估及塑造出自我的表現。也就是說，

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是經由我們想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以及想像他人將

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評斷所影響。於是他人變成一面鏡子，藉由這面鏡子我

們來觀看及評估自我表現（蔡文輝，2006，頁 72）。而顧里的「鏡中之我」

理論中，其運作的主要前提要素有以下三點： 

1. 表現（presentation）：想像如何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以及想像他人心

目中自己的形象。 

2. 判斷（judgement）：想像別人對自己的表現的想法與判斷。 

3. 主觀解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想像他人對自己的評估後，自己該

如何反應別人看法的自我感受。（宋鎮照， 1997，頁 205）。 

 

由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引論出以下幾點。首先我們是透過社會這面鏡

子、透過他人的反應與評價來建立及認識自己。而整個過程則是透過想像、

觀察與評斷所建構的主觀詮釋所控制。再者「鏡中之我」的概念也代表著，

自我在與社會及他人互動的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的將自我由個人中心改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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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互動為中心的自我概念。自己想像中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大大的影響了

自我的主觀意識與存在。可以說是自我的他者化（社會化）現象。除此之外，

從相對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也是他人的一面鏡子，也將會形塑與影響他人

的主觀價值與自我意識（包凡一、王湲，1993，頁 135）。這可真是一件弔

詭的事情，當自己不再是自己的同時，他人又把我當成一面鏡子去形塑他人

的自我，這將又會是什麼樣的一個謬誤呢？著實讓筆者不斷的思考這個問

題。 

 當我們隨著時間不斷的長大，身處的環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每個不

同的環境與不同的他人反應，便會成為影響當下我們自我意識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人的一生將會隨著環境不斷的、反覆的形塑出當下的自

我。每當環境改變或想像中的自我破滅時，人們則會再次出發去尋找新的鏡

中的自我。而每個階段的社會環境與人際環境便扮演著鏡子的角色。所以筆

者在本次創作中，嘗試針對環境及社會對自我的影響提出疑問與探討。並利

用互動藝術的形式去刺激參觀者對自我提出相關的問題，你所看到的鏡中的

自我，倒底是什麼呢？是一種謬誤？一種自我的他者化？還是一種他者的想

像呢？ 

在本創作研究中，便希望引用顧里的「鏡中之我」理論中所說，自我是

社會的產物之理論去延伸創作。透過社會的外在環境因素，形成了社會化的

自我，而各種社會議題與現象便成為影響自我的主要外在因素，也是形成自

我的外在鏡像。自我透過這許多的外在鏡像形成他者化的自我。所以在作品

的議題上便選擇影響自我的社會議題作為作品主題，透過各種議題的鏡像去

探討自我的主體性便是本次創作的主要象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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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代科技藝術發展及相關作品分析 

人類藝術形式的發展演進史，如果說是人類科技文明的演進史一點也不

為過。從遠古時代開始，人們簡單的利用泥土在岩洞壁上繪畫開始，人們便

不斷的探索及採用新的素材及形式來從事創作。從泥塑、雕刻發展到陶器、

青銅器。從各種顏料的提煉與使用的開發，才使得藝術有了現今色彩斑斕的

面貌。加上各類藝術載體如：建築、皮革、布匹、紙張等...的發展，使得藝

術的發展變得更加的出色。新的技術及科技的使用，油畫、膠彩、水彩等各

式各樣的藝術創作形式開始出現在藝術史上，進而成為現今藝術創作的主流

形式。工業革命以後，人類的科技技術大量的被提昇。科技衝擊者著每一個

人，包括藝術家們。這也使得藝術家們也開始思考如何讓科技也成為藝術創

作上可用的媒材。就如同《 數位藝術 : 歐洲：奧、德、荷三國採樣報告》

一書中所說到的：「每一種藝術媒材在不同的的世紀裡都曾是科技，而每一

項科技在所存在的世紀裡都可能是最偉大的藝術」（宏碁數位藝術中心、李

欣頻、林書民等，2000，頁 13）。「科技藝術」（Technology Art）或稱「媒體

藝術」（Media Art）因此也就蘊育而生。 

 

一、 科技藝術的定義與發展 

(一)  科技藝術的定義 

「科技藝術不是一個藝術運動；而是利用複雜的科技來創作的當代藝術，

包括利用雷射、全像攝影、電腦、影印機、傳真機、衛星傳輸等科技技術，

利用特定的科技來協助意念的傳達。」在 Robert Atkins《藝術開講 Art Speak 》

一書中是這麼定義科技藝術（黃麗絹，1996）。而在《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媒材篇：科技與數位藝術》一書中，作者對科技藝術作了以下的界定：「今

日我們所指稱的「科技藝術」，意指任何明顯經過科技化產物或使用科學化

過程所創作出的藝術作品。因此包括：光藝術、錄影藝術、數位藝術等，都

是「科技藝術」的重要範疇」（吳垠慧，2003，頁 15）。 

 所以我們可以說「科技藝術」的定義可以歸納為「利用科技產物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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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為藝術創作媒材或是創作形式的藝術創作，本身並不是一種藝術運動。

其採用的創作媒材與形式可以是包羅萬象的，包括有攝影、電影、動力藝術、

錄像藝術 、媒體與跨領域表演、互動裝置藝術、數位藝術、聲音藝術、網

路藝術、虛擬實境、基因及生化科技藝術等...都可以包括在科技藝術的範疇

之下」。這正顯示了科技介入藝術的力量。藝術家們利用科技的來包裝呈現

其創作的藝術價值正是當代藝術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  科技藝術的發展 

說到科技藝術的發展，可以說跟科技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從所參考的

文獻中縱觀來看，最早可以從「暗箱」的發展說起。暗箱（參表 2-1）最早

的紀錄出現在 1435 年亞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的《繪畫

論（On Painting）》中（袁廣鳴、張暉明、余瑾容、王靖怡，2007）。暗箱其

實是一個密不透光的箱子，前面開一個小孔，外面的景物與光線透過小孔投

射在箱子的後方的壁面上形成倒影，其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畫家簡易取得透視

圖像的工具，當然這也形成了日後攝影技術的產生。1839 年，達蓋爾

（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1787-1851）發明瞭銀版照相術開始（參

表 2-1），光學、機械等科技技術與原理開始改變了藝術家們創作的眼界，

是科學、機械走入了藝術世界的前兆。 

表 2-1 科技藝術發展進程表 

圖片 年代 名稱 創作者 說明 作品分類 

 

1435 暗箱 達文西

（Leonardo 

Davici 

1452-1519） 

暗箱是一個不透光的箱

子或不透光的暗室。在

箱壁鑽個小洞，箱子外

面的景物與光線穿過此

洞，則會在暗箱小孔對

面的內壁上形成倒影。

畫家便可描繪取得立體

透視的圖樣。 

繪畫工具 

資料來源：http://mfa.techart.tnua.edu.tw/~gmyuan/mediaart/?p=83 ( 2012 年 2 月 6 日) 

 

1839 《巴黎大

道》(Parisian 

Boulevard) 

達蓋爾

(Daguerre, 

Louis-Jacques

-Mande，

1787-1851) 

達蓋爾使用銀版攝影

術，長時間曝光所拍攝

的照片。是攝影術的發

明人之一。 

攝影 

資料來源：http://yinlih.com/2004/07/blog-post_109009189734689200.html ( 201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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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馬匹奔

跑》 

繆布里幾

（Eadweard 

Muybridge 

1930-1904） 

繆布里幾做了很多攝影

實驗。他於 1878 年首次

使用攝影拍攝馬匹奔跑

的連續動作，最初使用

了 12 台的相機，後來又

使用 24 台相機去拍攝，

最後產生如電影般的運

動效果。 

攝影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he_Horse_in_Motion.jpg（2013 年 1 月 16 日） 

 

1884-

85 
《上下樓梯

和轉彎的裸

女》

(Descending 

stairs and 

turning 

around) 

繆布里幾

（Eadweard 

Muybridge， 

1830-1904） 

繆布里幾的攝影實驗，

不但影響了「未來主義」

藝術的表現並且對日後

電影的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 

攝影 

資料來源：http://kenyonjrn280.blogspot.tw/（2013 年 1 月 17 日） 

 

1890 《西洋鏡觀

察機》( 

Kinetoscope

) 

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愛迪生所發明的西洋鏡

觀察機，可以連續播放

600 幅連續畫面影像（長

達 50 呎的軟片），經過

投影可供單人窺看一分

鐘 

電影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Kinetoscope.jpg（2013 年 1 月 20 日） 

 

1895 《火車進

站》 

奧古斯特盧

米埃

（Auguste 

Lumiere，

1862－1954）

與路易盧米

埃（Louis 

Lumiere，

1864–1948） 

兩兄弟在巴黎大咖啡

館，放映自製的十部影

片，包括《離開工廠的工

人》、《火車進站》、《澆

花園丁》等等，影片內容

純粹紀錄真實生活，成

了史上第一次的電影公

開放映。 

電影 

資料來源：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authors/railroad/STORY/FANS0722.htm

（2013 年 1 月 20 日） 

 

1902 《月之旅》

(A Trip to 

the Moon) 

喬治．梅里

葉（George 

Melies, 

1861-1938） 

梅里葉是一個魔術師，

看了盧米埃的電影，決

定自行研發了一部攝影

機，並開始拍攝自己的

魔術表演。之後開始加

入攝影技巧、彩繪背景

及奇幻輕鬆的幻想故

事，成為表現主義電影

的開始。 

電影 

資料來源：http://univarn.blogspot.tw/2010/11/trip-to-moon-1902.html（2013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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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下樓梯的

裸女》（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 

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未來主義」強調速度與

運動的美感，杜象的此

一系列作品明顯的受到

繆布里幾的攝影實驗的

影響。 

未來主義 

資料來源：http://ghpoetryplace.blogspot.tw/2010/10/nude-descending-staircase-no-2.html 

（2013 年 1 月 16 日） 

 
 

1912 《被拴住的

狗的動態》

（ 

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 

巴拉

(Giacomo 

Balla，

1871-1958) 

「未來主義」作品，利用

繪畫這種靜態的形式來

表達運動及速度。 

未來主義 

資料來源：http://www.tumblr.com/tagged/dynamism%20of%20a%20dog%20on%20a%20leash

（2013 年 1 月 16 日） 

 

1913 《空間連續

性的唯一形

體》（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 

薄丘尼

（Umberto 

Boccioni， 

1882- 

1916） 

雕塑作品，利用流動性

及多點透視的技法，並

採用抽象的表現形式，

在雕塑上表現出物象的

動力性與速度感。將雕

塑帶入動力及速度的新

境界。 

未來主義 

 

資料來源：

http://www.artinthepicture.com/paintings/Umberto_Boccioni/Unique-Forms-of-Continuity-in-Space/ 

（2013 年 1 月 16 日） 

 

1920 《第三國際

紀念塔》 

塔特林

（Vldimir 

Tatlin，

1885-1953） 

全世界第一個全動態的

建築設計方案，整個建

築物會隨著地球轉動的

速度逐漸轉動。同時也

表現出構成主義對科技

及材料科學的重視。 

構成主義 

動力藝術 

資料來源：http://go9design.pixnet.net/blog/post/88538391（2013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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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腳踏車輪

（Bicycle 

Wheel 

Ready-made

）》 

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杜象可以說是達達主義

的大師。本作品可以說

是杜象首次採用現成物

的概念於作品中，並且

運用了可動的機械原

件，以及採用了人類動

力的理念。這件作品也

可以算是首件的互動作

品。因為腳踏車輪可以

用手轉動。 

達達主義 

動力藝術 

資料來源：http://artsearch.nga.gov.au/Detail.cfm?IRN=49305&PICTAUS=TRUE 

（2013 年 1 月 20 日） 

 

1920 《視覺轉

盤》(Rotary 

Glass Plates 

-Precision 

optics） 

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本作品前面的玻璃片

上，貼有線條圖形。利

用馬達旋轉前面的玻璃

片，產生視覺暫留現象

的動力藝術。參觀者還

要自行打開開關。 

達達主義 

動力藝術 

資料來源：

http://www.wikipaintings.org/en/marcel-duchamp/rotary-glass-plates-precision-optics-1920 

（2013 年 1 月 16 日） 

 

1920 《動力構

成》 

（Kinetic 

Construction

 ） 

賈柏（Naum 

Gabo，1890 

– 1977） 

動態雕塑作品，本作品

在底座安裝了一個小馬

達，上面連接一根垂直

的金屬細桿，當馬達啓

動時金屬杆就隨之產生

韻律性的擺動。 

構成主義 

動力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tumblr.com/tagged/naum%20gabo?before=18（2013 年 1 月 18 日） 

 1922-

1930 
《光-空間

調解器》

(Light - 

Space 

Modulator) 

摩荷里‧納

基（László 

Moholy-Nagy

，1895 

-1946） 

納吉為包浩斯教授。本

作品利用物件運動和光

做組合變化，產生反射

在周圍光影效果的動態

藝術雕塑作品。  

光動藝術 

資料來源：http://joanamonteiro-rca.blogspot.tw/2009/03/laszlo-moholy-nagy-light-space.html 

（201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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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噪音機

械》（noise 

intoners） 

魯梭羅（Luigi 

Russolo， 

1883 – 1947） 

此裝置由大小不同的木

箱組成，內藏精密設計

的機械裝置，藉著轉動

箱外的把手來帶動箱內

的裝置，以發出各種不

同的聲響 

聲音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unknown.nu/futurism/noises.html（2013 年 1 月 18 日） 

 

1916 《隱藏物的

聲音》（一

個散佈的祕

密） 

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這件作品是一個麻繩做

的球體，上下用兩片鋼

板封住，但是在封住

前，杜象請人丟了一個

杜象也不知道的東西進

去。當作品被搖晃時就

能聽到這不知物滾動的

聲音。 

達達主義 

聲音藝術 

資料來源：http://tosilee.blogspot.tw/2008/04/taschengoogle2630050-1914-chocolate.html 

（2013 年 1 月 18 日） 

 

1952 《4 分 33

秒》 

約翰．凱吉

（John 

Cage， 

1912-1992） 

世界上最有名的聲音藝

術表演。演出中雖然舞

台上有架鋼琴及知名的

演奏家，但在 4 分 33 秒

的表演中未彈出任何音

符，凱吉認為音樂包括

整個日常生活的聲音。 

聲音藝術 

資料來源：hhttp://vimeo.com/49738079（2013 年 1 月 18 日） 

 

1962-

1964 
《禪》 白南準（Nam 

June Paik，

1932 – 2006） 

典型的福魯克薩斯式作

品，在 Fluxhall（紐約運

河街道上的馬休納斯閣

樓 ) 展出。實際上是一

個電影螢幕，一 架豎起

來的鋼琴，以及低音提

琴的裝置。將約 1000 英

尺「未經沖洗」的 16 釐

米影片直接投射在牆

上， 

30 分鐘內除了一片空白

之外，什麼都沒有。  

福魯克薩

斯主義 

電影藝術 

資料來源：http://mfa.techart.tnua.edu.tw/~gmyuan/mediaart/?p=88（2012 年 11 月 11 日） 

 1963 《吻》

（Kiss） 

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1928-87) 

以延長的特寫鏡頭拍攝

接吻的情侶 

電影藝術 

資料來源：

http://www.ikon-gallery.co.uk/programme/past/event/244/the_eternal_now_warhol_and_film_6368/

（2013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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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 音樂的

展覽會－電

子電視 》（ 

Exposition 

of Music- 

Electronic 

TVat） 

白南準（Nam 

June Paik，

1932 – 2006） 

白南準於 1963 年在德國

帕納斯（Parnass）畫廊，

舉行了史上第一個使用

電視為藝術作品的展覽 

科技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medienkunstnetz.de/works/exposition-of-music/images/4/ 

（2013 年 1 月 21 日） 

 

1974 《電視佛

陀》（TV 

Buddha） 

白南準（Nam 

June Paik，

1932 – 2006） 

白南準的代表作。一個

佛陀雕像與一台電視機

相對而座，立於電視後

方的攝影機以「閉路監

視」的方式拍攝佛陀的臉

部，同時將其影像同步

呈現在佛陀面對的電視

螢幕中，作品結合東方

的哲學思想與西方的前

衛精神 

錄像藝術 

資料來源：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915（2013 年 1 月 20 日） 

 

1960 《九個夜

晚︰戲院和

工程》(Nine 

Evenings: 

Theater and 

Engineering

) 

羅森伯格與

庫律維 

於紐約「第9軍團軍械庫」

所舉行。結合劇場、電

子控制工程、舞蹈、錄

像和視覺藝術的多媒體

表演。被視為刺激與塑

型當今新媒體藝術與跨

領域表演的藍本。 

複合媒體

與表演 

資料來源：http://www.medienkunstnetz.de/exhibitions/9evenings/（2013 年 1 月 20 日） 

 

1950 「示波」系

列 

班·賴波斯基

（Benjamin 

Francis 

Laposky ，

1914–2000） 

為美國數學家，利用自

行組裝的真空管電腦將

在磁場或是電場中偏轉

的電子光束顯示在示波

器上，並用高感光的底

片將其拍攝下來。 

電腦藝術 

數位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tumblr.com/tagged/ben-laposky（2013 年 1 月 16 日） 

 

1963 《高斯二次

方》

（Gaussian-

Quadratic） 

麥克、諾爾

（Michael 

Noll, 1939~） 

被稱為最早的數位藝術

家之一，他在美國貝爾

實驗室從事研究時，開

始以電腦繪製類似立體

派之線性抽象圖案 

電腦藝術 

數位藝術 

資料來源：http://digitalartmuseum.org/noll/artworks_02.htm（2013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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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羅拉》

（Lora） 

琳恩‧赫緒

曼（Lynn 

Hershman 

Leeson，

1941-） 

本作品可以說是最早期

的互動式藝術作品。甚

至在沒有電腦系統支援

下所創作的多媒體互動

展示藝術。參觀者利用

電視去尋一個足不出戶

的女性「蘿拉」的故事。 

互動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medienkunstnetz.de/works/lorna/images/1/（2013 年 1 月 20 日） 

 

1993 《一個人的

房間》

（Room of 

One's Own） 

琳恩‧赫緒

曼（Lynn 

Hershman 

Leeson，

1941-） 

作品有一個人高，上面

是一個箱子，箱子上有

一個小孔及一個搖桿，

參觀者可從洞裏窺伺就

像一個偷窺者，並可推

動搖桿而與箱子裏的女

主人影像產生互動。本

作品是利用電腦的序列

埠去控制光碟讀取，而

當時這部麥金塔電腦的

記憶體只有 2MB 

互動藝術 

資料來源：http://www.fondation-langlois.org/html/e/page.php?NumPage=169（2013 年 1 月 21 日） 

 

1997 《每個圖

像》（Every 

icon） 

約翰‧賽門

（John F. 

Simon Jr. ，

1963-） 

在他的網站上我們仍可

以看到這個作品正在運

作。一個32x32格的正方

形網格，共有 1024 格。

黑色的方塊會在白色網

格中變動，當第一行所

有的排列組合做完，會

有 4.3 億個不同的變化，

將會使用 16 個月的時

間。第二行跳完將使用 6

億年的時間。第三行、

第四行就已經接近無限

時間的概念。而本作品

總共有 32 行。就像一個

無限衍生變化的生命

體。 

網路藝術 

資料來源：http://numeral.com/appletsoftware/eicon.html（2013 年 1 月 21 日） 

 

1995 《電傳花

園》（ 

Telegarden） 

肯‧格登貝

格（Ken 

Goldberg，

1961-）和約

瑟夫‧山塔

羅傌納

（Joseph 

Santarromana

） 

本作品分為兩部分，一

是在實驗室裡準備了一

個小型花園，另外一部

分是設立一個網站。全

世界的使用者可以進入

網站而進行「遠端操

控」，使用者可以操控機

械手臂在花園中進行澆

水、播種、施肥等工

作。 

網路藝術 

資料來源：http://goldberg.berkeley.edu/garden/Ars/（2013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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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 

傑仁‧藍尼

爾（Jaron 

Lanier，

1960-） 

利用電腦模擬 3D 影像而

使用者藉由佩戴 3 D 眼

鏡、手套、頭盔、感應

器等，經由電腦處理，

使電腦影像隨著觀者視

線及身體的移動做同步

即時的反應，為一種沉

浸式的體驗，讓人覺得

身在其中。 

虛擬實境 

資料來源：http://miteb.ifs-dortmund.de/medio/ab16/hmd.htm（2013 年 1 月 21 日） 

 

1999 《創世紀》

（Genesis） 

愛德華多‧

卡克

（Eduardo 

Kac，1962-） 

本作品為一個網路生化

的裝置作品；卡克將聖

經中的一句話翻譯成摩

斯電碼，並根據制定好

的轉化原理將摩斯電碼

轉化成一對 DNA，並與

自己的基因融入細菌之

中，在展廳中展出。參

與者可透過網路遙控展

廳中紫外線燈的開關，

促成細菌發生生物變

化，融合於細菌中的聖

經中的這句話也發生了

變化。展覽過後，細菌

的 DNA 又轉變成摩爾斯

電碼，然後還原成英

文。 

生化藝術 

資料來源：http://sarahelizanwhc.wordpress.com/test/（2013 年 1 月 21 日）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隨著工業革命的影響，科技文明帶給了人們重大的改變，科技、動力、

速度與運動的所產生的美感成為藝術家們著迷與追求的新感受。於是義大利

詩人馬里內諦（Filippo Tomasso Marinetti， 1876–1944）在 1909 年，發表

了「未來主義宣言」，宣言中極力的讚頌速度與運動的美感，這促成了「未

來主義」藝術的發展並影響了日後「動力藝術」的產生（吳垠慧，2003）。

雖然「未來主義」藝術強調速度與動力的美感，但在作品的呈現上，似乎仍

停留在靜態的繪畫與雕刻模式上（參表 2-1）。結構主義大師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所設計的《第三國際紀念塔》（參表 2-1），可以說是第

一個具有動力機械融入結構建築的設計作品，但是此作品最後並沒有實際完

成，只停留在紙上作業階段。 

 受未來主義影響所產生的達達主義及日後的福魯克薩斯（Fluxus）主義

則接續了科技藝術的發展脈絡。所以追溯真正最早的動力藝術作品，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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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達達主義大師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於 1913 年所完成的現

成物作品《腳踏車輪（Bicycle Wheel Ready-made）》（參表 2-1），在這個現

成物作品中，首次採用了動力與機械的概念。而杜象於 1920 年完成的《視

覺轉盤（Rotary Glass Plates （Precision optics）》（參表 2-1） 這個作品，則

是首次藝術作品中真正利用馬達作為動力的藝術作品。這件作品是利用馬達

旋轉前面貼有條紋的玻璃盤，產生出視覺暫留意象的一件動力雕塑品，自此

機械科技可以說是真正的進入了藝術的世界，而這個作品也是一件互動式的

作品，因為參觀者必須自行打開開關並且站在距離作品一公尺的距離外觀看

（吳垠慧，2003）。而同時期賈柏（Naum Gabo，1890 – 1977）的動態雕塑

作品《動力構造（Kinetic Construction）》（參表 2-1），則是在底座安裝了一

個小馬達，上面連接一根垂直的金屬細桿，當馬達啓動時金屬杆就隨之產生

韻律性的擺動，算是構成主義的新發展。 

 1913 年，「未來主義」的藝術家魯梭羅（Luigi Russolo， 1883–1947）

則發表了他的「噪音藝術」宣言及其作品（參表 2-1），作品中使用不同的

聲音器材產生出街道上會聽到的雜音。1916 年杜象也發表了他的「聲音藝

術」作品《隱藏物的聲音（一個散佈的祕密）》（參表 2-1）的現成物，其作

品在搖動時，裡面的隱藏物會發出滾動的聲音。自此「聲音藝術」也正式的

加入了科技藝術的範疇，甚至影響到後來的福魯克薩斯（Fluxus）及偶發藝

術（Happening），聲音正式納入藝術作品的創作中（吳垠慧，2003）。 

身為包浩斯學校 老師的摩荷里‧納基（László Moholy-Nagy，1895–

1946），則是「光動藝術」（Light Kinetic Art）的發展先驅，他於 1922-1930

年間所創作的作品《光-空間調解器》（參表 2-1），則是將物件運動和光做組

合變化，產生反射在周圍的光影效果，自此光、雷射也加入了科技藝術的範

疇之內。 

 而電影藝術則是受「福魯克薩斯」（Fluxus）主義影響最深的藝術之一，

所謂的福魯克薩斯運動（Fluxus）主要是建立在「達達」主義之上，發生於

60 年代。「福魯克薩斯」（Fluxus）的本意是「流動」的意思，其主要的訴求

跟「達達」主義類似，主張反藝術、反收藏價值、反精緻嚴肅的現代主義，

追隨杜象的「觀念藝術」，對於物件的本質與藝術間的關係強烈的質疑與追

求，認為一切都是藝術（袁廣鳴等人，2007）。 福魯克薩斯團體從聲音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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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擴展到電影媒體藝術的創作，其創作訴求主要是對於物件本質的追求

與探討，利用具有詩意、極簡抽象的形式來發展，拆解現有的意象返樸歸真，

成為當時藝術影片的主流。例如：白南準的《禪》（參表 2-1）這部影片，

就是播放 30 分鐘完全空白的影片，將影片的本質回歸到完全沒有拍攝之

前。 

 至於「錄像藝術」則是直到 1960 年代初才開始萌芽，其主要原因是因

為早期的錄影裝置非常的龐大及繁複，直到 1963 年白南準（Nam June Paik，

1932–2006）開始以電視媒體為創作媒介。而到 1965 年 SNOY 推出了掌上

型的攝錄影機，錄影錄像成為一般創作者的可能素材，「錄像藝術」因此而

產生。白南準在取得 sony 的掌上型的攝錄影機後，便展出了以攝影機所創

作的錄像藝術。當然錄像藝術的創作形式明顯的仍舊是受「福魯克薩斯」主

義相當的影響，例如：白南準的《電視佛陀》（參表 2-1），利用錄影裝置表

達出對事物本質的探討與追求。 

 「電腦藝術」則是大約在 50 年代開始發展，當時電腦並不普及，只有

少數的軍用單位或是研究單位有電腦可以使用，所以最初的創作者大多是科

學家或是數學家，所創作的作品多是一些簡單的數理表現或繪圖。但是電腦

科技的發展卻是勢如破竹，自此電腦科技與藝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尤其是

電腦網路的發展、數位互動設備的發展、生化基因科技的發展等...。電腦化、

數位化的影響不斷的在工業化的社會中發酵與傳播，自此藝術大大的被改變，

數位化成為全球一致的現象，新的科技技術不斷的產生並成為藝術創作的新

媒材。自此藝術的「科技化」、「電腦化」、「數位化」成為勢不可擋的主流形

式，「數位藝術」自此蘊育而生。 

(三)  從科技藝術到數位藝術 

電腦的發展可以說是人類文明最大的科技結晶，而網路的發展更是大大

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與科技，使用電腦從事藝術創作或是利用電腦作為創作

媒材的電腦藝術儼然是當代藝術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數位藝術最早被稱「電腦藝術」，其中最早被稱為電腦藝術作品之一的

是美國數學家班·賴波斯基（Benjamin Francis Laposky ，1914–2000）於 1950

年代開始創作的《示波》( Oscillons )系列（參表 2-1）。利用自行組裝的真空



 

 27 

管電腦將在磁場或是電場中偏轉的電子光束顯示在示波器上，並用高感光的

底片將其拍攝下來，並於全球各地展出（葉謹睿，2005）。1963 年麥克、諾

爾（Michael Noll, 1939~）的《高斯二次方》（Gaussian-Quadratic）系列作品

（參表 2-1）則是在實驗室利用電腦繪製類似立體派之線性抽象圖案式的作

品。這都是嘗試利用電腦科技從事創作的初步之作，自此電腦科技的快速發

展及演進，現今電腦已經成為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利用電腦從事藝術創作

或是利用電腦成為藝術媒材也不再是難事，數位化的表現形式已然成為現代

創作者的表現語彙。 

 而電腦科技的快速進步，也影響了其他各種科技技術與設備的數位化，

包括攝影、電影、動力裝置、錄像 、媒體、互動裝置、聲音、網路、虛擬

實境等…科技技術都可以利用數位化的形式去編輯與溝通。所以現今的藝術

家們，不但可以利用電腦的資料運算能力從事藝術上的創作及表現，更進一

步而可以利用電腦的可程式化能力，與數位化的器材設備來取得互動、溝通

與回饋，進而擴展了藝術創作的表現空間。如今的電腦藝術已經超越了以往

的定義，其表現形式更加的跨界與多元，「電腦藝術」一詞也演進成為現今

所通稱的「數位藝術」一詞。互動裝置藝術、數位元影像藝術、動態影音藝

術、網路藝術、錄像藝術、軟體藝術、電腦語言藝術、虛擬實境藝術、擴增

實境藝術、媒體與跨領域表演藝術等...都可以歸納在「數位藝術」的藝術形

式之中。 

 在《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科技與數位藝術》一書中對數位藝

術的界定是：「數位藝術並不是一種藝術風格，而是指的是由電腦所致做出

的影像，而此影像是經由數據所構成，並且可以經由操作而改變這些數據。」

（吳垠慧，2003，頁 22）。「數位藝術並不是某種風格或是理念，而是呈述

作品的創作工具或是呈現形式，就像是油畫、木雕或攝影等詞彙。數位藝術

是以電腦科技作為基礎的創作形式。」則是葉謹睿（2005）在《數位藝術概

論》一書中所做的界定。綜觀許多的論文及書籍當中，一切將電腦化、數位

化形式所產生的藝術創作統稱為「數位藝術」，然而數位藝術的定義及其形

式，仍並未超過前文「科技藝術」的定義範疇之外。所以本文中將使用「科

技藝術」此一名詞作為數位藝術等...相關藝術的統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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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技藝術的特質分析 

科技藝術的創作範圍廣闊，包括互動裝置藝術、數位影像藝術、動態影

音藝術、網路藝術、錄像藝術、軟體藝術、電腦語言藝術、虛擬實境藝術、

擴增實境藝術、媒體與跨領域表演藝術等…都是科技藝術的創作範圍。總括

以上的這些藝術形式及表 2-2 中科技藝術的相關文獻資料分析，可以將科技

藝術的特質歸納於下。 

表 2-2 科技藝術特質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一) 多媒體性： 

 科技媒體的採用是科技藝術創作者主要的條件，當科技不斷的發展演

進，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媒體可供藝術家們作為創作使用，媒體本身的特質也

是藝術家要加以探討與解構的重點。所以綜觀科技藝術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

發現，藝術家們往往會以新的觀念去嘗試將新科技及新媒體運用在創作上，

作 

者 

袁廣鳴等人

(2007) 

葉謹睿（2003） 鄭媄婛（2003） 莊浩志（2002） 吳鼎武.瓦歷斯

（2001） 

特 

性 

時間性 數值化的再現 互動性  多媒體性  科技的本質 

動力性 模組化 多媒體性  非線性的時間序列 不具有純粹的藝術

批評本質 

媒體性 自動化 複製性、重複性  互動性    高效率運算速度 

連結性 液體化 短暫、變動性  Pixel  提昇創作心理的演

進 

互動性  空間時間的錯置 不確定性    呈現及媒體選擇的

多樣性 

  嶄新的合作模式  短暫 、變動與可能性     儲存形式長久 

  「異類合成」的新

美學  

震撼性 傳播形式無遠弗界 

  非線性的時間敘

述 

 虛擬視覺化再現 

  視覺信賴的喪失    

  無原件、無永恆

性  

  

  整合專業知識的

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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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種媒體的複合式使用在科技藝術的領域中也是常見的現象。自達達主義

將生活中各種現成物融入藝術開始，各類媒體的使用變得更是多樣化、生活

化及普遍化，尤其是在數位化的時代開啟之後，包括：聲音、圖像、影片、

文字、程式、互動、數位設備、裝置等等...，通通可以利用電腦來從事整合

式的創作運用，這不但方便了創作者創意的表達，更豐富了科技藝術的媒體

特性。 

(二)  互動性： 

 互動在社會中的定義是：「人與人或團體與團體行動間的交互影響」（教

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1981），這本是人類社會文化活動中重要的

部份。而在後現代藝術創作的思維中，對於互動也是非常重視的。讓參觀者

參與作品創作的互動過程才是藝術的目的，也正是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家們所

追求的美學目標。尤其是達達主義之後，杜象在他的觀念藝術中更是強調作

品的互動性概念，而哲學家羅蘭‧巴特也曾說過「作者已死」的概念，就是

強調藝術作品的參觀者才是作品生命的解釋者，讓參觀者去創造、去詮釋藝

術作品的文本價值成為當代藝術追求的方向。而在科技藝術的領域中，一個

開關、一個超連結都可以是互動的介面，透過電子、機械等設備所完成的互

動介面，正是科技藝術有別於傳統藝術的的另一個特點。尤其是當科技藝術

進入數位化的時代之後，透過電腦程式的運算及互動式的介面設計，更是豐

富的了參觀者的視野，參觀者不再是藝術品純粹的觀者，透過互動式的介面

可以將參觀者提昇為操控者或是回應者更可以成為一種典範觀者。參觀者可

以透過互動來完成作品，作品也因此可以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而更加的多樣

化，藝術品因此不再僅是訴說，更可以對話。 

(三)  時間性： 

 在「未來主義」的宣言中，特別強調速度、動力的美感，而從牛頓的

運動定律中我們可以知道，要達到速度與動力其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

時間。電影、聲音、錄像、動力等媒體也都存在著一個共通的要素就是時間，

這是與傳統藝術截然不同的，傳統的工藝、繪畫、雕刻等等...當作品完成後，

其時間都是凝結的，而在科技藝術的領域中卻要將時間加入藝術品中並加以



 30 

表現。當代藝術中的的多媒體特性，更是將多種媒材的時間性加以混和運用

使得作品的時間性更為豐富，尤其拜科技藝術的互動性之賜，時間序列的特

性更加以躍進，非時間序列成為現今科技藝術的另一個特點。也就是參觀者

可以透過互動性的選擇，隨意的將作品中的時間性加以切割、排序、跳躍、

倒轉、快轉等...，使得作品更加的多樣化及隨機化，作品的生命與解釋因此

也變得比以往更加的豐富而多彩。 

(四)  複製性： 

 在傳統的藝術創作中，藝術作品往往是獨一無二且完美的一種存在。

藝術作品本身表現出一種權威性、一種具膜拜性的價值，但是在科技藝術的

領域當中，機械的大量複製變成一種可能。例如：攝影藝術可以將同一張照

片複製很多份，而數位藝術及軟體藝術更是可以無限的複製。針對科技藝術

的可複製特質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機械複製時代

的藝術作品》中是這麼認為的：「在機械複製藝術的時代中，靈光消逝了、

傳統藝術的權威性、獨一無二性也消失了，但是相對的卻也消除了藝術的距

離感，增加了藝術的展示價值。這不但使得我們去除了對藝術的擁有慾，更

使我們能單純的貼近藝術給我們的感動與啟發（許綺玲，1998）。」，科技藝

術的機械複製性可以說完全改變了藝術的功能。 

(五)  變動性： 

 科技藝術由於擁有以上這些特點，所以也造就了科技藝術的變動性這

個特性。科技藝術的複製性，讓藝術品可以化身為千萬個副本，藝術品自此

脫離單主體的束縛，進而能隨著不同人、事、時、地、物而改變。而且科技

的技術是日進千里的，不斷進步的科技媒體也迫使舊的媒體快速地被淘汰。

新的媒體、新的刺激、新的經驗不斷的融合進科技藝術的領域，讓藝術品充

滿了自由與快速變動的特質，而多種媒體混和的特性，則使得藝術原件的特

性被混合、排列、跳躍、抽離、取代等形式所解構，進而產生多樣性、變動

性的作品。再加上現今電腦藝術的數位化、可程式化的功能，將電腦的隨機

抽樣功能加諸在藝術作品中，更使得藝術作品與參觀者之間可以產生有別傳

統藝術的多樣性、變動性的互動過程，進而衍生出作品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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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連結性： 

 「超連結」可以說是網路藝術中最簡單的互動方式，連結的本身使得

原本相關的個體變得殘破而斷續，不相干的個體卻產生新的連結與趣味，這

可以說是科技藝術中「連結性」的一個簡單的例子。然而科技藝術的連結性

不光只是簡單的「超連結」這種形式，由於多種媒體、技術的跨界與使用可

以說是科技藝術常見的創作形式。以藝術的觀念整合及串連各種不同科技間

的專業知識，進而形成跨領域的新觀念與新知識，貫通了人文與科技間的壁

壘分明，創造了異類整合的新美學，連結與重塑了「作者」、「作品」、「參觀

者」間的新關係，這更是不同於傳統藝術的「連結性」特質。 

(七)  動力性： 

 動力性可以說是科技藝術最基本的特質，在「未來主義」藝術之後，

對速度與動力的美感追求，成為了藝術家們追尋的新目標。自杜象將「人力」

運用到其現成物作品《腳踏車輪》之後，又進一步的將電力馬達帶入其藝術

品《視覺轉盤》中，藝術作品正式脫離了靜態呈現的形式，進入了動力的世

界。自此動力進入了藝術的殿堂，成為藝術家們創作的新素材，也形成日後

科技藝術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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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藝術的美學觀點 

 從「科技藝術」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知道，「科技藝術」本身並不是一種

藝術理念或是創作思潮，主要是指利用科技作為藝術創作素材的一種藝術形

式。從科技藝術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科技藝術的創作理念與美學觀點的

演進與後現代主義的美學思潮與發展是息息相關的。科技藝術的多媒體性、

互動性、時間性、複製性、變動性、連結性、動力性的特質，也正符合後現

代主義思想所需要的創作元素，兩者之間不謀而合。自「未來主義」宣言開

始，速度與動力的美感迷惑了藝術家的視野，動力與速度即是美的象徵。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達達」主義興起，後現代藝術的美學觀點開始萌

芽，逐漸成為科技藝術的創作要素。 

(一) 達達主義（Dadaism） 

「達達主義」的「達達」一詞，意指在多種語言中的多樣性事物，而「達

達」一詞作為藝術運動的名稱，在選擇時其實是隨意的、玩笑性且無意義的。

（黃麗絹，1996）。「達達主義」運動的興起，是杜象於 1913 年在美國所領

導發起的，接著詩人查拉（Tristan Tzara，1878-1941）也於 1916 年在蘇黎

士發起類似的運動，後來兩方合流，於 1918 年共同在瑞士發表了「達達主

義宣言」。「達達主義」運動本身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種抗議，在藝術的

觀念上，可以說是一種「反藝術」的觀念，認為一切傳統藝術的價值觀、美

學觀都是無價值的，是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m）」哲學觀念影響的下的藝

術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杜象提出了他的「現成物」概念，自此壞掉

的腳踏車輪與小便鬥便被送進了博物館、展覽館去挑戰藝術的尺度，而杜象

《視覺轉盤》這個作品也正是對藝術、美學提出哲學性的質問的一個動力藝

術的作品，這樣的觀念也形成了日後「觀念藝術」發展。  

(二)  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 

 杜象的現成物概念，可以說是「觀念藝術」思潮的起源。「藝術家的思

想才是最重要的，他所運用的材料與物質並不是。」這正是杜象的現成物的

概念（黃麗絹，1996，頁 65）。而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60 年代，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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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更是開始延燒，勞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1942-）曾說：「作品

的概念一旦形成在你的腦中，這件作品就是你的，沒有任何人可以移除他人

腦內的想法。（鄭秀月，2007，頁 56）」。所以「觀念藝術」所重視的就是「觀

念」。思想觀念代表一切，如果不注重概念與理念而只是侷限在藝術家所創

作出來的物質型態上就不能稱為藝術。在行動上，觀念藝術反對當時的傳統

形式主義以及藝術過度商品化的現象，講求觀念性的探討才是藝術創作的本

質。而科技藝術的連結性、複製性以及變動性，也正好提供了觀念藝術對藝

術及傳統形式主義本質的反動。就像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中所說的，機械複製使得傳統藝術的權威性與靈光消逝了，但也同時去除了

藝術的商品性，增加了藝術的展示性、純粹性。使我們能更貼近藝術的本質。 

(三)  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 

 「偶發藝術」是興起於 50 年代，而到 60 年代才被視為藝術現象，可

以說是受到觀念藝術及普普藝術影響所產生的。偶發藝術主要是以「事件」

的形式來傳達藝術的概念，由藝術家設計並計劃藝術性的活動或演出，透過

音樂、戲劇、視覺、表演等多媒體藝術的形式來傳達作品的藝術概念，並強

調參觀者的參與才是本次「事件」的重要藝術呈現部分。「互動」的美學觀，

正式成為藝術中的重要價值，而這樣的美學觀點與羅蘭‧巴特「作者已死」

的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巴特認為，作品的解讀權因該是在讀者的手上，

不同的讀者會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這才是作品的生命，而並不是作者所賦

予的單一意義（高雲換等人，2003）。透過科技藝術中的互動性特質，使參

觀者與作品能夠產生交流，已然成為當代藝術家的另一種重要手段。此外偶

發藝術這種結合表演、影片、音樂、戲劇等多媒體的混和形式，也成為影響

當代科技藝術演繹的重要形式。 

(四)  福魯克薩斯（Fluxus） 

「福魯克薩斯」一詞，最早出現在喬治·馬奇納（George Maciunas，

1931-1978）的演講邀請函上。「fluxus」這個字的的字義是「流動」的意思。

流動性的過程正是這個運動所注重的主要元素，所以「時間」這個元素成了

福魯克薩斯藝術中重要的創作素材（鄭秀月，2007）。 福魯克薩斯藝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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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固定型態、模式或風格，唯一共通的藝術觀念便是「生活本身就是藝

術，藝術本身也像生活，所有人都可以擁有、體驗及創作（葉謹睿，2005）」。

福魯克薩斯藝術中最著名的藝術形式之一是「指令藝術」，藝術家將創作的

思維及觀念化為簡單的指令，令參觀者或是參與者親自完成創作或是執行及

體驗作品，而攝影及錄影裝置便成為了福魯克薩斯藝術家們最好的創作工具。

利用攝影、錄影的方式將指令執行的過程錄製下來，成為福魯克薩斯藝術重

要的呈現方式，自此影音藝術中最令人不解的、荒謬的、無聊的、詭異的影

音藝術實驗都曾出現在福魯克薩斯藝術中。而這一系列的藝術影片，也成為

影響日後影音藝術的重要里程碑，就像喬治·馬奇納在「福魯克薩斯」宣言

中所說的：「去示範所有人都可做藝術，所有東西都是藝術，正是藝術家的

工作。」（葉謹睿，2005） 

(五)  小結 

從以上的藝術運動及思潮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下幾點後現代主義思潮

影響數位藝術的要項： 

1. 對於現代主義的反動 

2. 對於傳統形式主義的反動 

3. 藝術的單純化、通俗化、生活化 

4. 藝術形式的混雜，新的藝術形式產生 

5. 讀者與參觀者的藝術地位提昇 

6. 互動成為重要的藝術價值 

7. 藝術的展覽價值提高，蒐藏價值下降 

8. 解構的美學，疑問與挑戰 

9. 觀念重於一切，觀念即美學 

10. 藝術典範的破滅，新的藝術可能性再現 

 而以上這些藝術思潮的發展，也都可以說是影響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

部分。結合了科技、聲音、影像等多媒體的互動影音藝術實驗，便是從以上

這些藝術運動開始萌芽發展。利用科技藝術的本質來作為對事物本質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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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追求，以及對藝術觀念的顛覆與質疑，深深影響了當代藝術的創作思潮，

也成為科技藝術有別於傳統美學觀念的新美學價值。科技藝術的發展，跟隨

著後現代主義的藝術思潮一路前進，直到當代藝術的創作中，科技藝術仍一

直不斷的進化與革新，成為當代藝術家創作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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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代科技藝術作品分析 

綜觀科技藝術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知道，科技藝術的美學觀點、創作理

念與創作形式一直與後現代主義藝術及當代藝術是息息相關的。科技藝術的

多媒體性、互動性、時間性、複製性、變動性、連結性、動力性的特質也成

為後現代及當代藝術家創作的出發點。科技的進步是相當快速的，尤其自

50 年代後期電腦的發明後，科技的進步可以說是一日千里，網路的發展、

無線通訊科技的發展、觸碰式科技的發展等等...，這些科技技術在一百年前

的人類可能根本無法想像。而「科技藝術」定義的本身就是以科技作為藝術

創作素材的一種藝術形式，所以當科技不斷的發展，新的技術、硬體、觀念、

媒體便不斷的被藝術家們帶入了藝術創作的世界，尤其是電腦科技的數位化

發展，更使得多媒體混和展演的形式變得不再困難。因此，在以下的表 2-3

中，將針對當代科技藝術作品中，混和運用多種媒體、科技技術及展演形式

做為創作表現手段之當代藝術作品加以收集與分析。在表 2-3 中我們可以發

現，例如藝術家丹尼爾．羅詹的 Mirrors Mirror 這件作品，就是利用影像擷

取裝置取得參觀者的影像後，經過電腦對影像的辨識與處理，再化成數位信

號傳達至硬體控制設備，去控制伺服馬達偏移裝置中的每個小鏡片，來形成

參觀者的影像。而來自西班牙巴賽隆納的 Pompeu Fabra 大學的 Reactable 這

件作品，看似簡單的音樂互動裝置，但也是透過影像圖型的擷取與辨識後，

再經由電腦程式的控制將其轉換為聲音訊號及數位元影像動畫的輸出。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當代的科技藝術中多種媒體與科技的混和使用是主要的形

式。 

表 2-3 當代科技藝術分析表 

作品截圖 創作者 作品名稱 藝術形式 作品說明 創作議題 

資料來源：

http://www.s

moothware.c

om/danny/in

dex.html

（2013 年 2

月 2 日） 

丹尼爾．羅詹

（DANIELRO

ZIN ） 

Mirrors Mirror 電腦互動藝

術、裝置藝

術 

作者利用 24x32 片小鏡

磚組成了一個大鏡子形

式的裝置作品。並利用

機械裝置控制所有鏡面

的偏轉方向。當參觀者

站到作品之前時，便利

用影像擷取裝置取得參

觀者的影像，經過影像

處理及辨識技術後，將

參觀者的影像，利用鏡

面偏轉的方式將之描繪

利用鏡子作

為自我意識

的哲學性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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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當鏡磚偏轉時，

會產生出不同的色階暗

影，作者便利用這些色

階描繪出參觀者的影

像。但是當這些小鏡磚

偏轉時卻不能映照出參

觀者的影像，所以作者

營造出一種衝突的印

象，鏡面本身無法反映

出參觀者的影像，但卻

由鏡子的偏轉而表現出

了參觀者的影像。 

資料來源：

http://chinese

.engadget.co

m/2006/11/0

7/reactable-f

or-dj-in-the-f

uture/（2013

年 2 月 2 日） 

Sergi Jordà, 

Marcos 

Alonso, Martin 

Kaltenbrunner 

and Günter 

Geiger 

Reactable 電腦互動裝

置、數位影

音藝術、聲

音藝術、擴

增實境藝術 

 

作者設計一個半透明的

桌面當做互動介面，利

用攝影機捕捉桌面上面

方塊的不同圖樣及相互

位置、接觸面等資訊。

再透過電腦將其轉化為

數位音訊播放出來，同

時產生數位影像投影到

桌面上。 

 

聲音與互

動、聲音藝

術形式的探

討 

資料來源：

http://www.i

nterface.ufg.

ac.at/christa-l

aurent/WOR

KS/FRAME

S/FrameSet.h

tml（2013 年

2 月 2 日） 

克利斯塔‧松

墨爾（Christa 

Sommerer）與

羅宏‧米若奴

（Laurent 

Mignonneau） 

Interactive 

Plant Growing 

《互動植物生

長計畫》 

數位影音藝

術、電腦程

式藝術、互

動裝置藝

術、電腦人

工生命 

藝術家在空間中裝置了

五盆真實的綠色植物，

當觀者觸摸這些植物

時，透過感應器與電腦

系統的連結運算， 同

時間在前方的大型螢幕

上，亦投映「生長」出

虛擬的植物，而不同參

與者所觸摸的不同植

物，將不斷的疊層上

去， 形成一個與真實

植物相互對應的虛擬綠

色叢林。 

人類與自然

及人類與環

境、人工生

命、虛擬與

真實的衝

突、互動觀

念及介面的

探討 

 資料來

源： 

http://www.a

rtcom.de/proj

ekte/projekt/

detail/floatin

gnumbers/

（2013 年 2

月 2 日） 

藝術+公司

（ART 

+COM） 

Floating 

Numbers 

《漂浮數字》 

數位影音藝

術、電腦程

式藝術、互

動裝置藝

術、電腦人

工生命 

利用投影機將一連串在

河流中浮動的的阿拉伯

數字投影在一張大型桌

面上，當參觀者任意的

用手觸碰到桌面上的任

何數字時，就會以圖

像、文字、影片、或是

動畫等方式呈現關於科

學、宗教、藝術或是生

活等相關令人驚喜的互

動資訊。 

語言學、符

號學資訊與

社會、文化

與歷史、人

類社會文本

的哲學意涵

探討。 

資料來源：

藤幡正樹

（Masaki 

Fujihata） 

Beyond Pages 

《冊頁之外》 

互動裝置藝

術、數位媒

體藝術、數

作品的呈現方式是一個

像書房的昏暗房間，房

間中只有書桌椅和檯燈

語言學、符

號學、真實

與虛擬、人



 38 

http://on1.zk

m.de/zkm/we

rke/BeyondP

ages（2013

年 2 月 2 日） 

位影音藝

術、 

擴增實境藝

術 

是真實的物件，利用投

影機投影一本虛擬的精

裝書在桌面上， 參觀

者可以用桌上的數位筆

翻動你的精裝書。精裝

書中出現的是一頁頁文

字與物體並列的內容，

當參觀者以筆觸碰書中

所呈現物體時，書本內

容即產生互動反應，例

如蘋果被一口口的咬掉

或是逃出書外的石頭

等。此外，當書中出現

電燈開關時，參與者觸

動開關，便可以真的點

亮桌上的檯燈。 

與場域的關

係、文本的

意義與哲學

性的探討。 

資料來源：

http://90.146.

8.18/en/archi

ves/relatedPi

cs_02.asp?iI

mageID=556

8（2013 年 2

月 2 日） 

奧地利藝術家

組成的「創作

協會」 

(Association 

Creation)  

Bump 

《城市撞擊》 

互動裝置藝

術、網路互

動藝術 

協會在林茲城及匈牙利

的布達佩斯這兩座距離

500 公里的城市，分別

架了一座木製人行橋，

然後以網際網路相連。

這兩座木橋上的每一塊

橋板都裝有小型馬達及

感應器，當林茲城有人

踏在橋板上時，布達佩

斯對應的另一塊橋板也

會震動。兩地的居民雖

然未曾謀面，但是透過

網路，卻可以在同時異

地互相感覺到對方。 

時間與空

間、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

與溝通、網

路特質、人

與社會環

境、哲學的

探討。 

資料來源：

http://www.

medienkunst

netz.de/work

s/osmose/im

ages/3/（2013

年 2 月 2 日） 

夏洛特．戴維

斯（Charlotte 

Davies） 

Osmose 

《滲透》 

虛擬實境藝

術、互動裝

置藝術、數

位媒體藝

術、數位影

音藝術、 

擴增實境藝

術  

本作品是一件虛擬實境

式互動作品，透過頭盔

顯示器和一個能夠監測

的參觀者呼吸和平衡的

背心進入虛擬實境的世

界。在虛擬實境的世界

中參觀者置身於虛幻的

3d 自然環境裡。參觀

者的呼吸與身體的平衡

數據會影響到虛擬森林

及其自然環境。戴維斯

最具特色的藝術追求是

避免對現實的完全描

繪, 盡管她所創作的環

境有一部分很具有現實

的代表性，但同時又偏

離真實的描繪，所有元

素都具有半透明的光

感，並且營造出一種粒

子遊動的效果。 

人與自然環

境、真實與

虛擬、人與

場域的關

係、沉浸式

體驗、科技

與文明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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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e

kac.org/gfpb

unny.html#gf

pbunnyancho

r（2013 年 2

月 2 日） 

愛德華多‧卡

克（Eduardo 

Kac） 

《GFP 小兔

子》（GFP 

BUNNY） 

基因藝術、

生化藝術 

利用基因科學，創造出

綠色螢光的小兔子。改

變了生命的樣貌。 

社會倫理觀

念、藝術的

界限、生物

學、信仰體

系、信息技

術間的關係

探討。 

資料來源：

http://web.art

e.gov.tw/digi

tal_teacher/a

rt/artist/p12.h

tm（2013 年

2 月 2 日） 

岩井俊雄

（Toshio 

Iwai） 

AnotherTime, 

Another Space - 

Marshmallow 

Monitor) 

《其他時空- 

白軟糖監視器》 

互動裝置藝

術、媒體藝

術、錄像藝

術、公共藝

術、數位影

音藝術 

本作品是一件互動式公

共藝術作品。作品本身

是一件如白色軟糖般造

型的雕塑品，直接設置

在公共空間中。當參觀

者經過雕塑前方螢幕

時。前方的攝影機將會

擷取參觀者的影像。並

透過數位影像擷取與處

理技術，將攝影機拍攝

下來的畫面加以處理，

並分離前後景物並使之

變形。參觀者可以見到

自己的變形影像。本作

品不只呈現雕塑的本

身，並且利用數位技術

剖析了空間、時間中的

影像圖層，形成空間與

空間凝結後的新互動雕

刻。 

人與自然環

境、真實與

虛擬、人與

場域的關

係、時間與

空間的探討 

資料來源：

http://users.s

kynet.be/P-A

RT/PARADI

SE/JOURNA

L/JOURNL5

7/journ57.ht

m（2013 年 2

月 2 日） 

羅莉‧安德森

（Laurie 

Anderson） 

THE HAND 

PHONE 

TABLE 

聲音藝術 藝術家利用桌面及人類

的手臂當做傳導介質。

參觀者坐在椅上，手肘

靠在桌子的淺凹槽上，

手心貼住耳朵（靠骨骼

當作傳音的介質），即

可聽到她娓娓道來關於

夢的故事。 

聲音裝置、

人際傳播、

人際溝通、

社會學及自

我意識的探

討 

資料來源： 

http://web.art

e.gov.tw/digi

tal_teacher/a

rt/artist/p16.h

拉法耶．羅札

諾－漢墨 

（Rafael 

LOZANO-HE

MMER) 

Frequency and 

Volume, 

Relational 

Architecture 9 

《頻率與聲

量‧對應建築

9》  

互動裝置、

媒體藝術、

聲音藝術、

數位影音藝

術 

本作品是一互動動投影

作品。其原始構想來自

於一幅美國總統布希的

演說照片。透過統治者

與象徵媒傳的麥克風的

影像的結合， 形成了

一種全球化概念下的新

控制價值觀。當參觀者

暴露在強光下時，參觀

者的影子會投射在空間

社會學、傳

播與媒介、

人際傳播、

社會價值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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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2013 年

2 月 2 日） 

的牆面上。利用影像與

辨識技術取得影子的座

標來控制現場所擺設的

數台收音機的電台頻道

切換，而影子的大小則

控制電台頻道所發出音

量的大小。 

資料來源：

http://web.art

e.gov.tw/digi

tal_teacher/a

rt/artist/p02.h

tm（2013 年

2 月 2 日） 

林珮淳 

（Pey-Chwen 

LIN） 

《浮光掠影 – 

捕捉》 

互動裝置、

錄像藝術、

數位影像、 

、電影藝

術、動畫藝

術、多媒體

綜合藝術 

本作品總共包含三個部

分，首先是以 3D 投影

的形式在入口的牆上呈

現成群蝴蝶。參觀者可

以戴上立體偏光眼鏡，

觀看一隻隻美麗栩栩如

生的立體蝴蝶。 

第二部分，為了滿足人

類想觸摸捕捉蝴蝶的心

態，建立了兩座假花

圃，花圃正上方有投影

機投影蝴蝶的影像，參

觀者可以戴上白手套捕

捉蝴蝶的影像，滿足一

種捕捉的慾望。第三部

分是 

以 3D 影像結合光柵板

所創作出來的立體動態

影像，並用壓克力做成

如「螢幕」的造型，再

打上冷光的 LED 燈做

為科技蝴蝶的「標本」

意象。 

真實與虛

幻、人與自

然環境、禪

的哲學觀、

科技與文明

的探討 

資料來源：

http://shs.nct

u.edu.tw/scie

nce/article.ph

p?id=5429&f

rom_type..

（2013 年 2

月 2 日） 

黃心健 《支離疏》 互動藝術、

數位影音藝

術、電腦程

式藝術 

本作品是一件數位互動

藝術，當參觀者的影像

被攝影機捕捉到，動畫

中散落一地的漢字便會

隨著人的形態改變並重

新組合成與參觀看者相

同的型態。而這些散落

的文字其實是戰國時代

的戰爭合約 。象徵著

人心的慾望所引發的連

鎖反應。 

人性與自

我、文本的

意義、語言

學、符號

學、哲學的

探討。 

資料來源：

http://artemp

eror.tw/news

/3464（2013

年 2 月 2 日） 

葉謹睿 《十全十美》 互動裝置、

媒體藝術、

數位影音藝

術 

本作品利用人臉辨識及

動態追蹤技術，將攝影

機所擷取到的參觀者的

臉上以拼貼式與美女面

具做影像的合成。並且

讓參觀者用吶喊的方式

來改變面部與五官的排

列變化。藝術家以荒

誕、詼諧、誇張的組

合，來反映整容風潮之

自我認同、

自主性、符

號學、哲

學、社會學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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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現代人對於表象完

美的貪婪以及自我認同

的危機。 

資料來源：

http://www.e

ttoday.net/ne

ws/20130123

/155315.htm

（2013 年 2

月 2 日） 

曹筱玥 《花漾心》 互動藝術、

裝置藝術、

媒體藝術、

數位影音藝

術 

作者利用攝影機捕捉參

觀者及其所在環境的影

像，並經由影像處理技

術將其影像處理成為

3d 模式。再者作品也

會經由參觀者身體的動

作及環境等相關的變數

產生互動性的聲音訊

號。其作品的目的是提

高人們對自己身體及其

動作與個人境的關係。 

自我身體的掌控、環境

場域間關係及真實與虛

擬的探討 

自我主體、

女性主義、

哲學性、s

女性身體與

心靈的探討 

資料來源：

http://goya.bl

uecircus.net/

archives/artis

ts/eeeaacae.p

hp（2013 年

2 月 2 日） 

袁廣鳴 《城市失格》 數位影像處

理 

本作品利用數位影像處

理的技術，將人車喧鬧

的西門町的十字路口變

得渺無人煙，作品中藝

術家把原本時間的要素

抽離了，卻有賦予他另

一種時間觀念。 

時間空間、

人文與哲

學、環境場

域與文本的

探討 

資料來源：

http://flychu.

blogspot.tw/

2010/03/982

_07.html

（2013 年 2

月 2 日） 

李小鏡 《十二生肖》 數位影像處

理 

本作品利用數位影像處

理的技術，將人的照片

處理成彷彿野生動物一

般。 

自我意識、

潛意識、社

會學、人類

學、宗教的

探討 

資料來源：

http://navigat

or.digiarts.or

g.tw/artist/jo

di.html（2013

年 2 月 2 日） 

喬帝（Jodi） 

－由漢姆斯克

爾及佩斯曼所

創立的藝術團

體 

Wrong Browser 

《錯誤視窗》 

網路藝術、

駭客藝術、

數位藝術 

喬帝這個藝術團體是由

漢姆斯克爾及佩斯曼所

創立，主要的創作是以

駭客藝術的形式呈現。

企圖以具破壞性、侵略

的方式去顛覆人們對

「傳控空間」的倚賴。

本作品透過下載的附加

程式(Plug-In)，讓使用

者可以像玩電玩般的自

己破壞自己的電腦視

窗。利用破壞的形式去

象徵了對視窗倚賴的抽

離， 凸顯了個人的「自

自我、自主

性、心智交

換、介面與

溝通、解

構、抽離意

象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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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 

資料來源：

http://navigat

or.digiarts.or

g.tw/artist/jo

sh.html

（2013 年 2

月 2 日） 

喬許．安

（Josh On） 

They Rule  

《他們統治》 

網路藝術、

駭客藝術、

數位藝術 

本作品可視為一個調查

美國企業集團權力關係

的平台。 使用者在網

路上可以任意點選作者

提供的美國前 100 大企

業資料，如：可口可樂

等。 透過該企業的權

力架構圖表、董事會組

成份子及其相互間的關

聯等...可以了解國際企

業已連結成為巨大的全

球政經控制網絡並且網

路已經將我們變成透明

的顧客。 

自主性、社

會學、人際

關係、介面

與溝通、結

構與解構、

科技與文明

的探討 

資料來源：

http://navigat

or.digiarts.or

g.tw/artist/ex

onemo.html

（2013 年 2

月 2 日） 

艾克索內墨

（exonemo）－

由 Kensuke 

Sembo 與 Yae 

Akaiwa 所成

立的藝術團體 

FragMental 

Storm  

《精神裂散風

暴》 

網路藝術、

駭客藝術、

數位藝術 

本被設計成一種網際網

路瀏覽器，參與者可鍵

入關鍵字在網路中搜

尋， 並且將搜尋到的

資料展示於螢幕上。但

本作品的呈現方式卻跟

傳統網路瀏覽器的圖文

編排不同。呈現的是一

種處於一種支離破碎、

變形轉化的圖文編排畫

面。 

自主性、社

會學、人際

關係、介面

與溝通、結

構與解構、

科技與文明

的探討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相同的，在現今科技快速發展的環境下。科技藝術在表現手法上，比起

50 年代以前的科技藝術也有著許多的不同。從表 2-3 所收集的當代科技藝

術作品中，及鄭媄婛（2003）、林珮淳、吳佩芬（2002）的論述中，大略可

以歸納出以下幾種表現手法： 

1. 拼貼與重組： 

拼貼與重組的手法可以說是在普普藝術中最常出現的手法，而這種手法

對於當代藝術及科技藝術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將不同質感、不同類型、

不同意念的物件重新組合排列來表現藝術家的創作理念。例如：十全十

美及支離疏這兩件作品就是利用拼貼與重組的形式來創作，葉謹睿的

《十全十美》（參表 2-3）這件作品是將人類的臉部做在一次的重組與拼

貼，以表現「整形」的意念。而黃心健的《支離疏》（參表 2-3）這件作

品則是打散與重組了戰爭合約的文字，以表現人類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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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實與虛幻： 

利用視覺、聽覺或觸覺讓參觀者無法分辨真實與虛幻，看似真實卻是科

技產生的幻覺，看似幻覺卻又是真實的物件。例如：夏洛特．戴維斯的

《滲透》（參表 2-3）這件作品，利用頭盔顯示器及互動背心，讓觀者處

於一個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自然空間。而林珮淳的《浮光掠影–捕捉》

（參表 2-3）這件作品則利用多種科技媒體形式，將參觀者帶進真實與

虛幻間的蝴蝶花園。 

3. 意識與潛意識： 

利用類似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將人類潛意識中的形象加以表現。例

如：李小鏡的《十二生肖》（參表 2-3）系列作品，將人類意識與潛意識

的型態提出來探討。 

4. 混亂與矛盾： 

利用物體的比例、位置、質感等的不協調感，產生視覺或聽覺上的衝突

語彙。例如：艾克索內墨藝術團體的《精神裂散風暴》（參表 2-3）這個

作品，就是用支離破碎、變形轉化的圖文編排畫面讓原本瀏覽器的圖文

排列產生了混亂與矛盾的現象。喬帝這個藝術團體的《錯誤視窗》（參

表 2-3）這件作品也是利用不斷破壞的形式去象徵對視窗倚賴的抽離意

象。 

5. 標誌與符碼： 

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語言學中將符號分成意

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個互不從屬的部份，使得符號有了

不同的意象。當代藝術的創作中，採用標誌與符碼作為表現形式的比比

皆是。利用符號的意符與意指表現藝術家的創作思維。例如：藝術+公

司的《漂浮數字》（參表 2-3）這件作品，就是利用數字作為人類學、科

學、宗教、藝術等的意符。而喬許．安的《他們統治》（參表 2-3）這件

作品則是利用標誌作為結構、關連、階級等的意象傳達。 

6. 沈浸與抽離： 

利用環境的鋪陳創造出讓參觀者沉浸於藝術品中或是抽離於意象之外

的效果。例如：羅莉‧安德森的 THE HAND PHONE TABLE（參表 2-3）

這件作品，就是利用桌面及手臂當做介質，讓參觀者沉浸在藝術家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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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中。而袁廣鳴的《城市失格》（參表 2-3）則是一種時間抽離的意象。

  

 以上這許多的表現手法都只是當代科技藝術表現手法中的一部分，科

技藝術的表現手法可說是包羅萬象的。妥善利用科技藝術的拼貼與重組、真

實與虛幻、意識與潛意識、混亂與矛盾、標誌與符碼、沈浸與抽離等的表現

手法，並結合科技藝術的多媒體性、互動性、時間性、複製性、變動性、連

結性、動力性的特質，正是筆者努力的目標。 

 科技技術的使用及表現手法的更新其實都只是為了要表達藝術家創作

的目的，所以科技藝術的創作議題相對於表現手法可以說是更加的重要。而

當代科技藝術創作中所探討的議題，從表 2-3 所蒐集的當代藝術資料當中及

鄭媄婛（2003）、林珮淳、吳佩芬（2002）的論述中，大約將其分為以下幾

種議題： 

1. 自我意識與自主性： 

自我的本體論一直是哲學家們探討的目標。也是身為人所一直探討與關

心的議題。我到底是什麼呢？本體的我又是什麼呢？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透過人類潛意識來探索自我，達達主義則利用解構去質問自我的本質。

這都顯示出自我本質的探索是每個人重要的議題。藝術家丹尼爾．羅詹

（參表 2-3）有一系列以鏡子為主的互動裝置藝術，其所探討的主題就

是自我的本體論及自我與環境的關係。 

2. 衝突與妥協： 

衝突與妥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過程，透過衝突與妥協可能會使人類

更加的成長或是墮落。例如：戰爭、愛恨、暴力、倫理、種族、文化、

強勢與弱勢等都會不斷的刺激著人類的人性議題，這樣的議題也成為藝

術家探討的主題。例如：喬許．安的《他們統治》（參表 2-3）的這件作

品，就是在強調少數人的強勢與多數人的弱勢。而愛德華多‧卡克的《GFP 

小兔子》（參表 2-3）則是對宗教、社會、倫理的一種反動。 

3. 人與環境： 

這裡所指的環境不只是所謂的大自然的環境，當然由於我們所居住的地

球只有一個，所以對於自然環境與人的依存關係當然成為重要的創作議

題。但是除了這個之外，人為的環境空間、虛擬實境或是文化場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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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會與人類產生不同的共鳴，就像岩井俊雄的《其他時空-白軟糖監

視器》（參表 2-3）就是對於人與場域關係的一種探討。而夏洛特．戴維

斯的《滲透》（參表 2-3）這件作品就探討了虛擬實境場域與真實自然場

域間的關係。 

4. 哲學觀： 

在人類的哲學探索中發展出了唯心論與唯物論這兩大哲學派系，且不管

這兩派的互相爭辯。哲學始終是扮演著我們人類與社會現象的解釋者的

角色。透過不同的哲學觀點我們可以去對事物的本質做一個分析與探討，

所以在藝術創作中利用哲學的觀點出發去探討人的問題是現代藝術家

重要的議題。例如：黃心健的《支離疏》（參表 2-3）這件作品就是對於

語言學、符號學及自我論證哲學上的探討。 

5. 性與性別： 

性別是人類最基本的屬性，因為擁有性別，性也自然產生。所以性與性

別的議題一直是人類社會的隱性議題。而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中公開

將性的議題加以剖析，自此開創了藝術作品中無窮的創作議題。尤其是

自 60 年代以後，女性主義的狂瀾更是加速的女性主義藝術的發展。在

曹筱玥的《花漾心》（參表 2-3）作品中就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婚

姻對於女性心理與生理的影響。 

6. 宗教與信仰： 

宗教與信仰都可以說是人類心理的一種歷程。是自古以來影響人類心理

與行為最重要的一種形式，也是心理學、哲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宗

教的狂熱、迷信、宗教的心理歷程也是現代藝術家們關心的議題。李小

鏡的《十二生肖》（參表 2-3）作品就隱含了對宗教人獸輪迴的議題探討。 

7. 科技與人性： 

時代不斷的進步，科技文明的發展更是超越了時代的速度。這樣的科技

文明不但改變了人類的行為習慣更甚而改變了人類的文化與人性。例如：

電腦、網路、通訊等科技的發展，使得「御宅族」、「低頭族」的社會現

象出現。科技的議題所產生的文化及社會現象也成為藝術家關心的主題。

例如：喬帝這個藝術團體所創作的《錯誤視窗》這件作品，就是在強調

擺脫「視窗」這個現代科技文明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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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時間性： 

時間是一個序列性的存在，即過去、現在、未來。而時間的序列是否可

以被打破呢？這樣因果關係是否有所不同？在網路藝術中常常會探討

到網路的同時性與異地性。例如：《城市撞擊》（參表 2-3）這件網路藝

術作品，就是在探討不同地點中共同的互動體驗。 

 以上的這些創作議題只是科技藝術創作議題的基本整理，還有更多的

創作議題被包含在科技藝術的創作中，而本次創作研究中所選擇的創作議題，

主要環繞在自我本體論的探索之上。對筆者而言，一切外在的環境影響都是

取決在自我的論述下，透過對自我的論述與瞭解，才能更近一步的去透悉與

解釋這個世界。所以本創作研究便是從拉岡的「鏡像階段」論中的哲學觀點，

去探討自我主體的形成，並利用顧里的「鏡中之我」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

去探討環境對自我本體的影響，期望透過「鏡中之我」的影像來做為自我異

化的象徵，並透過擴增實境的技術與科技藝術互動形式，來刺激參觀者對自

我的再次瞭解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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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擴增實境技術研究 

本創作研究中採用擴增實境做為主要的表現形式與技術，利用擴增實境

系統中同時表現虛擬與現實影像之特色，來象徵主體自我的建立與認知是透

過對一連串真實與虛幻鏡像的認同所產生。也像是顧里所說的以社會為鏡、

以他人為鏡的社會化過程，本體因此產生出社會化的自我。所以本章節將針

對擴增鏡系統加以定義與探討，並針對本創作研究中所採用的程式開發平臺

及技術，以及所採用之硬體互動設備 Arduino 做近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第一節 「擴增實境」之定義與技術分析探討 

一、 擴增實境定義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指的是會把虛擬資訊例如：圖像或文

字疊加到使用者透過頭戴式顯示器所觀察到的真實周遭環境的視訊畫面上。

大多數擴增實境研究都集中在「視覺透視」（see-through）裝置。使用者透

過頭部位置與方向的改變，可以看到不同疊加在現實影像上的虛擬畫面。透

過稱為「登錄」的程式，可以把一個 3D 虛擬的茶杯放在一個真實的碟子上。

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系統採用某些一樣的硬體技術，

但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虛擬實境企圖創造與取代真實的世界，而擴增實境

卻是在真實環境上擴增資訊（Feiner，2002）。 

而根據〈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這篇文章中所定義擴增實境是：

「一種虛擬實境的變化應用，虛擬實境主要的目的，是在讓使用者完全融入

到電腦所創造出的虛擬世界中，當使用者處於虛擬實境的世界中時，是無法

看到週遭的現實環境的。然而擴增實境則是可以讓使用者看到現實環境以及

疊加在現實環境上的虛擬物件，所以擴增實境是增加了現實，而不是完全的

取代現實環境。其擴增實境的要素為以下三點：（1）結合虛擬與現實（2）

即時互動（3）三度空間（Azuma，1997）。 

所以我們可以將擴增實境定義為：利用三度空間定位的方式，將虛擬的

資訊、圖像、文字、3D 物件等疊加在現實的影像上的一種影像技術，也是

一種在現實影像中擴增虛擬影像的一種影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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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增實境技術探討 

擴增實境運作的主要技術與步驟如下：首先利用攝影機取得真實環境的

影像，然後利用影像辨識系統辨識出現實影像或是環境中的定位點，將虛擬

的資訊或是影像疊加到定位點上，並加入互動的功能。最後將被擴增的影像

投射到螢幕或是頭戴式顯示器上。使用者可以透過顯示器（螢幕）觀看到現

實影像及被擴增到現實影像上的虛擬資訊並可以與之產生即時性的互動。由

以上的運作流程中我們可歸納出擴增實境系統所需的技術基礎如下：（1）影

像輸入系統（2）影像辨識系統（3）互動控制系統（4）圖形運算系統（5）

影像輸出系統。這五大類主要的系統。 

就硬體設備而言，影像輸入系統所需的設備主要是攝影機，而目前最常

使用的設備便是 WebCam，所以本次創作中的影像輸入設備便是採用

WebCam 為預設的影像輸入設備。而影像輸出設備一般可分成兩大類，第一

類是 See-Through 影像輸出設備，其輸出的螢幕是透明的形式，即人眼可以

直接看穿螢幕，並看到螢幕後方真實的環境影像（參圖 3-1）。而擴增實境

的虛擬影像便是呈現在透明的螢幕上，並直接疊加在後方現實的影像之上。

而第二類則是 Monitor based 影像輸出設備，其採用的輸出設備為一般的螢

幕，而擴增實境的虛擬影像與真實影像則同時出現在螢幕上。本創作中為表

現出鏡像的意念與形式，所採用的輸出設備為一般的液晶螢幕。另外本創作

研究中所採用作為影像辨識系統、互動控制系統及圖形運算系統的硬體運算

設備，則選擇一般的個人電腦為預定設備。 

 

圖 3-1 Samsung 所發表的透明液晶螢幕 

資料來源：http://sammyhub.com/2010/05/25/samsung-at-sid-2010/ 

（2013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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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軟體技術而言，影像辨識技術可以說是擴增實境系統中主要的關鍵系

統。根據《Augmented Reality A Practical Guide》（Cawood，2008）一書中所

歸納的，目前盛行的影像辨識技術可以歸納為兩大類： 

(一)  Marker 標記式擴增實境： 

標記式擴增實境是利用特定的標記或是圖案作為影像辨識的標的。這種

圖樣是一種可以被攝影機所辨識的獨特圖樣（pattern）。我們以人為的方式

在真實環境中佈置擴增實境標籤，然後透過攝影機將真實的影像輸入，而影

像辨識系統便會辨識出擴增實境標籤的位置與三維座標然後將虛擬的資訊

及影像以三維座標的方式擴增到現實影像之上（Cawood，2008）。目前常見

的視覺標記系統大約分為以下六類（1）樣板符號(Template marker)（2）ID

符號(ID marker)（3）二維條碼(DataMatrix marker)（4）點符號(Dot marker)

（5）分離式符號(Split marker)（6）影像式符號(Frame marker) （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3）。大部分的圖案會採用黑框作為確定標記，

圖案的設計上也多以黑白及易於分變的顏色與圖樣為設計的重點（表三-1）。

而在圖樣的印刷上主要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的視覺標記（visual 

marker），可以讓人的肉眼可以辨識，以一般的攝影機或 webcam 即可讀取

標記。另一種是透過特殊油墨所印刷的紅外線標記（IR marker），此種標記

一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必須透過特別的紅外線濾鏡才可讀取。所以在標籤

的讀取上，必須採用紅外線攝影機或是在一般的攝影機上加裝濾鏡才能讀取

（Karlekar, J., Zhou, S. Z., Lu, W., Nakayama, Y. & Hii, D.，2010）。 

 

圖 3-2 標記式擴增實境 

資料來源：http://www.hitl.washington.edu/artoolkit/ 

（201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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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擴增實境標誌表 

資料來源：http://studierstube.icg.tugraz.at/handheld_ar/markerbased.php  

（2013 年 4 月 7 日） 

(二) Markerless 無標記式擴增實境： 

相對於標記式擴增實境，無標記式擴增實境則不利用特定的圖樣

（pattern）作為辨識標記，而是利用其他的特徵作為辨識的標誌，例如：LED

光源、臉部、手部、物件外型、點、線等。只要特徵能夠被明顯辨識，便可

以取得相對的三維座標，而將虛擬的物件與資訊擴增到現實的影像之中

（Cawood，2008）。此系統的辨識技術是採用特徵作為辨識的依據，所以在

創作無標記式擴增實境時，必須準備目標的設定樣本來訓練辨識程式，而且

樣本越多辨識的準確性便會越高。本次創作研究中，筆者所採用的影像辨識

方式便是利用辨識臉部特徵的方式，並將虛擬的影像擴增到參觀者的臉部影

像之上。如圖 3-3 及圖 3-4 中所顯示的，辨識程式從影像中辨識出人的臉部

位置，並將虛擬的 3D 物件擴增到影像中臉部的影像之上。 

  

圖 3-3 無標記式擴增實境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圖 3-4 無標記式擴增實境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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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增實境影像辨識技術與平臺 

目前的擴增實境技術已經從實驗室走向一般的大眾，許多的個人、組織

及廠商都有開發出擴增實境之影像辨識技術套件。以下是目前筆者所蒐集到

的相關於擴增實境影像辨識技術的開發函式庫，其中有開放原始碼授權的函

式庫亦有已經轉為商業用途之函式庫。 

表 3-2 擴增實境影像辨識函式庫 

套件名稱 擴增實境類型 支援平臺 說明 圖片 

AR Toolkit 標記式擴增實境 C, C++,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 .NET 

ARToolKit 是一個 C/C++ 

語言編寫的函式庫，為標記

式擴增實境的辨識函式庫 

資料來源：

http://www.hitl.washington.

edu/artoolkit/ 

 

 

資料來源：

http://www.hitl.was

hington.edu/artoolkit

/ （2013 年 4 月 7

日） 

FLARToolKit 標記式擴增實境 AS3 主要以 Action Script 3 為

開發環境的擴增實境函式

庫，屬標記式擴增實境的辨

識函式庫 

資料來源：

http://www.libspark.org/wik

i/saqoosha/FLARToolKit/en 

 

資料來源：

http://www.adobe.co

m/jp/devnet/flash/art

icles/flartoolkit.html 

（2013 年 4 月 7 日） 

NyARToolkit 標記式擴增實境 C#, Java, 

Android, 

AS3, 

Processing 

目前可以說是支援最廣的

擴增實境函式庫，目前已經

商業化，如果商業使用必須

付費。 

資料來源：

http://nyatla.jp/nyartoolkit/w

p/?page_id=55 

資料來源：

http://nyatla.jp/nyart

oolkit/wp/?page_id=

55 （201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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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ToolKit 標記式擴增實境 Java 基於 ARToolKit 所衍伸出

來的擴增實境函式庫，以

JAVA 所開發，主要以標記

式擴增實境為主要辨識方

式，屬於開放原始碼軟體。 

資料來源：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

s/jartoolkit/develop 

資料來源：

http://codelab.fr/227

2-2 （2013 年 4 月 7

日） 

Simple 

ARtoolkit 

標記式擴增實境 Processing 基於 jARToolKit 所衍伸出

來的擴增實境函式庫，由香

港科藝家 Bryan Chung 所

製，可以在 Processing 環境

中執行，屬於開放原始碼軟

體。 

資料來源：

https://code.google.com/p/si

mple-artoolkit-processing/ 

 

資料來源：

http://jwill.pixnet.ne

t/blog/post/2327849

0-artoolkit-in-proces

sing （2013 年 4 月

7 日） 

OpenCV 無標記式擴增實

境 

C++, C, 

Python, 

Java, 

Android, 

Processing 

在 c 環境下所開發出的影

像處理函式庫，其中包括影

像辨識的函式庫，經訓練後

可以辨識自然特徵之影

像。例如：臉部、手部、外

型、特徵等 

資料來源：

http://ubaa.net/shared/proces

sing/opencv/ 

 

資料來源：

http://ubaa.net/share

d/processing/opencv

/ （2013 年 4 月 7

日）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以上都是目前作為擴增實境程式開發時可以使用的函式庫。主要以 C

或 Java 語言所開發較多。一般來說目前各版本的函式庫都可以在各種不同

的作業系統下使用。在開發上可以選擇合適的作業系統。而對於互動語言的

支持，以 C、Java、Processing、Flash AS 語言為多（表三-2）。目前許多的

商業廣告，互動書籍或是網路行銷活動等，都會利用上述的函式庫來開發。

尤其是 FLARToolKit 及 NyARToolkit 這兩個函式庫常被採用。FLARToolKit

由於開發在 FLASH 平臺，所以許多的網路活動中會採用此函式庫。而

NyARToolkit 則是目前支援最廣的函式庫，許多平臺都以此為開發函式庫。 

而本創作研究中主要希望參觀者透過鏡像的方式來對自我的認知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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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探討。所以本創作中將利用的擴增實境技術為無標記式擴增實境。利

用將虛擬的影像附加在現實的參觀者的影像之上，以喚醒參觀者對自我鏡像

的探討，並表現出筆者的創作意涵。所以本次創作研究將採用 OpenCV 這

個函式庫作為影像辨識的處理元件。而所採用的程式開發平臺則選擇使用

Processing。Processing 為一開放原始碼的互動藝術程式開發平臺。而硬體互

動控制元件則採用 Arduino。以下章節將針對 Processing、OpenCV 及 Arduino

做詳細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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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互動程式語言與硬體互動介面之探討 

由以上章節可以知道，擴增實境之影像辨識技術種類繁多，可以支援的

開發平臺也很多。本創作研究中所採用之互動介面之程式開發平臺為

Processing。Processing 為一開源碼之多媒體互動程式開發平臺。非常適合本

創作研究之無標記式擴增實境技術的開發與表現。其中 Processing 所內含的

互動元件庫 OpenCV，即為無標記式擴增實境的臉部偵測技術元件。本創作

將利用此元件將虛擬的影像透過臉部偵測，定位到畫面中參觀者的臉部上，

將筆者所欲投射的意涵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融合到參觀者的映射中。而互動設

計的部分，本創作中為凸顯參觀者參與作品的互動性，特別加入了硬體的互

動設備 Arduino，利用 Arduino 控制版去偵測參觀者的動作或將互動反應傳

達給參觀者。 

一、 Processing 互動程式環境探討 

Processing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互動程式語言及開發環境。其程式環境

是以 Java 所撰寫出來的。這個開放原始碼的專案計畫，當初由 Ben Fry 及

Casey Reas 於 2001 年所發起（當時兩人都是 John Maeda 在麻省理工學院媒

體實驗室的學生）。並且是由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 Aesthetics and 

Computation Group 的構想所發展出來的( Fry, b. ＆ Reas, C.，2013)。其主

要的針對的目標，就是提供給學生、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研究員等需

要對影像、動畫、聲音進行程式編輯的工作者與創作者作為學習或是原型開

發及製作所發展出來的互動成平臺。 

Processing 程式環境可以在 Mac、 Windows 和 GNU/Linux 上執行。其

所支援的環境很多，而且由於許多玩家與開發者的支持，Processing 所支援

的多媒體函式庫非常的多，並且不斷的再增加中。由於當初開發這套軟體的

就是一群藝術家及設計師，而且其目的就是為了提供給學生、藝術家、設計

師、建築師、研究員作為教導與學習以基礎電腦程式作為視覺及影音多媒體

創作的開發工具與平臺。所以 Processing 在程式語言的語法及結構上都非常

的簡單易學，卻又包含無限延伸的可能性。因此將此軟體當作是一個簡單的

數位藝術的描繪本，或當做專業的製作工具都是很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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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的編輯環境也相當的單純與簡單，其畫面與硬體控制元件

Arduino 控制板之程式編輯環境幾乎類似，兩者的編輯畫面如下（參圖 3-5、

3-6）： 

 

 

Arduino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硬體互動控制元件，Processing 亦可以直

接能與 Arduino 控制板溝通。以下針對 Processing 的優劣勢加以分析： 

(一)  Processing 的優勢如下： 

1. 程式環境效能比 FLASH 佳： 

其主要的程式環境是由 Java 所開發，所以在效能上比起 Flash AS 的執

行速度要快上許多。 

2. 所支援的函式庫眾多： 

由於是開放原始碼軟體，所以參與的設計師及工程師人數眾多，開發出

的多媒體函式庫也相應的非常多，目前已經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函式庫。

這對於筆者在擴增實境之影音程式創作有相當的助益。 

3. 程式指令簡單： 

由於當初程式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給學生、藝術家、設計師、建築

  

圖 3-5 Processing 編輯介面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圖 3-6 Arduino 編輯介面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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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研究員作為教導與學習使用，所以程式指令學習難度很低。對於是

視覺設計師或是藝術家都是很好上手的程式環境。 

4. 所支援的平臺眾多： 

可以在 Mac、 Windows 和 GNU/Linux 上執行。 

5. 為開放原始碼之互動影音創作環境： 

由於此程式環境是以開放原始碼所授權的環境，所以在研究與創作的領

域上不會受到商業的限制，而且由於原始碼的開放，對於想學習程式撰

寫的設計者而言，便有許多的範例可以參考學習。 

6. 能匯轉成為執行檔及網頁檔案： 

由於本程式是以 Java 所開發的，所以程式提供了轉成執行檔及網頁瀏覽

檔的功能，大大提高了檔案的執行與瀏覽環境。 

7. 能開發 Android 相關應用程式 app： 

本身提供對 Android 程式開發的環境。有利於開發在 Android 上的 app。 

8. 能直接與硬體控制元件 Arduino 溝通： 

Arduino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硬體互動控制元件，而 Processing 提供了

直接與 Arduino 溝通的函式庫，並且在語法與程式結構上也與 Arduino

的語法相當類似，方便使用者跨領域學習。 

(二) Processing 之劣勢如下： 

1. 執行環境設定較複雜： 

由於 Processing 要針對影像多媒體做程式控制，所以在硬體環境的設定

上就較為複雜。不像 Flash 是透過瀏覽器來瀏覽，設定上較簡單。 

2. 主要為單機版執行： 

雖然程式環境提供了轉成執行檔及網頁瀏覽檔的功能，但是由於涉及系

統安全之考量，許多牽涉到硬體控制的多媒體函式庫並不能在匯轉後正

確的執行。所以如果希望能像 Flash 般跨平臺執行，倒是還有一段路要

走。 

  



 

 57 

二、 Open CV 影像處理及偵測技術探討 

OpenCV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電腦視覺處理函式庫，其原始的開發者為

Intel。目前開放使用權給商業及研究用途。這個函式庫屬於跨平臺的函式庫，

可以在 Mac OS X、Windows 和 Linux 上執行。主要的用途是在即時影像處

理之上，並且可以經由硬體的支援加快其處理速度。而運用在 Processing 中

之 OpenCV 函式庫的開發，目前是屬於法國普羅旺斯高等藝術學校（École 

Supérieure d'Art d'Aix-en-Provence）的超媒體工作坊之專案。由 Stéphane 

Cousot and Douglas Edric Stanley 兩位所維護（Cousot, S. & Stanley, D. E.，

2013）。目前這個函式庫還在開發中，目前所支援的功能如下： 

1. 即時影像捕捉（real-time capture）。 

捕捉從攝影機或是 Webcam 而來的即時影像。 

2. 影片檔案輸入（video file import）。 

可以載入影片檔案至畫面中。 

3. 基本影像處理（basic image treatment）。 

影像處理功能，如：亮度、對比、色調分離等功能。 

4. 物件偵測（object detection ）。 

偵測例如：臉部、身體等…物件的位置（包括 X、Y、Z 軸）。 

5. 輪廓偵測（blob detection）。 

偵測輪廓位置。 

目前使用在本研究創作中的主要技術，包含（1）即時影像捕捉（2）基

本影像處理（3）臉部物件偵測，這三個主要的功能。影像捕捉功能主要提

供從 Webcam 捕捉來的影像。基本影像處理功能，能針對捕捉來的影像做基

本的影像處理。而臉部偵測功能，主要是針對臉部特徵做偵測與定位。本程

式還可同時偵測多個臉部特徵。其偵測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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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OpenCV 臉部偵測畫面 

資料來源：http://ubaa.net/shared/processing/opencv/opencv_detect.html  

（2013 年 4 月 3 日） 

從圖中（參圖 3-7）我們可以發現，本程式在特徵比對上，主要是眼口

為主。所以在特徵比對時容易出現誤差。只要是類似眼、口的造型，極有可

能形成程式的誤判。所以在展出環境的控制上就必須多加費心，應盡量避免

背景圖案及環境光影形成類似眼口的誤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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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rduino 互動裝置介面控制板探討 

本創作研究中，為提高參觀者與藝術作品之間的互動關係及表達創作意

念上的傳達，所以採用了硬體的互動控制元件 Arduino 來作為硬體互動式裝

置的控制器。Arduino 是一個以開放原始碼所開發出來的 I/O 介面硬體控制

板。它是一個靈活的、簡單使用的硬體及軟體電子原型平臺。主要是針對藝

術家、設計師、愛好者及任何有興趣創作互動元件或環境的創作者之原型開

發與學習使用。最初是由米蘭互動設計學院教授 David Cuartielles 以及 

Massimo Banzi 所開始設計。他使用類似 Java 或 C 的語言開發環境。讓使

用者可以快速的運用 Arduino 語言與 Flash AS、Processing、PureData 等互動

程式環境加以整合與開發互動裝置設備。亦可以透過 Arduino 來快速的學

習電子和感測器的基本知識，並快速的、簡單的設計及製作出互動裝置作品

的原型（Arduino Team，2013）。其硬體控制版型態有許多： 

表 3‑3 Arduino 控制板樣式 

     

Arduino Uno 
Arduino 

Leonardo 
Arduino Due Arduino Esplora 

Arduino Mega 

2560 

     
Arduino Mega 

ADK 

Arduino 

Ethernet 
Arduino Mini 

LilyPad  

Arduino 

LilyPad  

Arduino USB 

     

Arduino Micro Arduino Nano 
Arduino Pro 

Mini 
Arduino Pro Arduino Fio 

資料來源：http://arduino.cc/en/Main/Products （2013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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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創作實驗中所採用的 Arduino 硬體互動控制板為 Arduino Uno （參表 

3‑3）。使用的微處理器是 ATmega328 系列。控制板總共提供類比訊號輸入

埠 6 個、數位訊號輸出/入埠 14 個。其中還包含 6 個脈衝寬度調變 (PWM) 輸

出埠。硬體主要使用電源為(5V~9V)，也可以直接使用 USB 供電。其資料

的傳輸及即時的硬體控制訊號傳輸則是利用 USB 埠。對於一般電腦的使用

者來說相當方便。 

創作者可以透過 Arduino 控制版上的這些訊號輸出及輸入埠，來連接上

不同的電子元件，例如：光敏電阻、熱敏電阻、水銀開關、LED、喇叭、馬

達等…，然後經由 Arduino 程式的撰寫來控制電子元件輸出及輸入訊號。例

如：驅動馬達運轉、LED 亮滅或取得現場光源強度訊號等…。 

Arduino 控制板的授權方式，是採用開放式源碼授權，所以其電路設計

圖及韌體都可以在網路上下載。提供使用者自行製作，亦可販售。目前在台

灣也有兩家授權廠商，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至於 Arduino 的軟體開發環境也相當簡單（參圖 3-6）。其開發環境與

Processing相當類似，在語法的規格與架構上與Processing相似度也非常高。

如果學習 Processing 的藝術家或設計師，便可以很快的進入程式撰寫的部分。

當互動的程式撰寫好以後，可以透過 USB 埠上傳至控制板上。Arduino 控制

板可以不必連接電腦即可自行運作，亦或是隨時連接電腦接收電腦的指令或

是傳回硬體的控制訊號，隨使用者隨意創作。 

總體來說 Arduino 控制板的優點如下： 

1. 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電路圖設計： 

可以免費下載及修改。 

2. 可簡單的與感測器及各式電子元件連接： 

可簡單的連接紅外線、超音波、熱敏電阻、光敏電阻、伺服馬達…等電

子元件。亦有許多已開發的電子電路模組可以購買。 

3. 非燒錄至晶片內： 

Arduino 並不像一般的單晶片控制板，是將程式直接燒錄至晶片內。而

是上傳儲存到記憶體內，所以可以任意的修改程式，方便初學者測試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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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援多樣的互動程式： 

可以與 Adobe Flash AS、Processing、Pure Data、VVVV、C… 等互動程

式環境搭配。 

5. 微處理控制器及控制板價格低廉。 

6. 採用 USB 介面： 

由 USB 埠與電腦連接，方便資料傳輸與接收。同時可以採用 USB 供電。

或是另有提供 9V 直流電源輸入埠。 

7. 利用 Arduino 控制板可以突破以往互動程式只能使用滑鼠、鍵盤… 等

輸入裝置的限制。簡單地達成單人或多人互動裝置原型的開發（維基百

科，2013）。 

本創作研究中有兩件作品使用到Arduio硬體控制板。在創作的過程中，

筆者自行設計及製作了所需使用到的電子電路及元件，並搭配上 Arduino 控

制板及軟體的撰寫，成功的創作出作品。其相關的創作歷程及說明將於後面

章節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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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擴增實境運技術用於商業產品之相關案

例分析 

目前擴增實境技術已經開始慢慢普及，許多的商業廣告及行銷上會採用

擴增實境技術作為廣告的模式。而將擴增時竟利用至商業模組或是商品開發

上也時有耳聞。以下收集了一些目前擴增實境技術的商業應用案例，加以分

析及探討。 

表 3-4 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商業模組及廣告上之案例分析 

圖片 
商品 

名稱 
公司 格式 說明 

資料 

來源 

 
資料來源：

http://www.lay

ar.com/ （2013

年 3 月 3 日） 

 

layar 

 

Layar 

 
行動裝置

APP 

（標誌式擴

增實境技

術） 

具有擴增實境功能之行動

裝置 APP程式，利用行動

裝置的攝影機，將截取到

的影像經過辨識之後，利

用擴增實境的技術將客戶

之商品訊息或是影片等資

訊擴增到實體的印刷品或

環境，例如：雜誌、紙

杯、街道場景等..。 

http://www.lay

ar.com/ 

影片：

http://youtu.be/

wi80g9WJvm

w 

 

 
資料來源：

http://chyp.iyp.

com.tw/hipage

sogo.html 

（2013 年 3 月

3 日） 

 

hiPage 搜

go 

 

中華國

際黃頁 

行動裝置

APP 

（無標誌式

擴增實境技

術） 

主要為商店、旅遊、生活

等相關資訊提供之行動裝

置 APP，但其中搭配行動

裝置之GPS定位功能，結

合行動裝置的攝影機，將

截取到的影像利用擴增實

境的技術將相關商店、旅

遊、生活等資訊擴增到實

體街道場景等環境上。 

http://chyp.iyp.

com.tw/hipage

sogo.html 

 

 
資料來源：

http://www.avt

r.com/ （2013

年 3 月 3 日） 

可口可樂 

ZERO 

可口可

樂 

網路互動廣

告（標誌式

擴增實境技

術） 

結合商品及電影之網路擴

增實境互動式廣告，利用

在可樂瓶子上印上 AVTR

的字樣，讓消費者購買商

品回家後上網即可看到擴

增實境之互動影像。 

http://www.avt

r.com/ 

 
資料來源：

http://technabo

b.com/blog/20

08/12/17/mini-

MINI 

Cabrio 

Mini 網路互動廣

告（標誌式

擴增實境技

術） 

利用雜誌廣告頁，設計及

印刷擴增實境標記，讓購

買雜誌的消費者，可以透

過 webcam 及網路活動網

頁，便可以看到 3D 立體

的汽車模型。 

http://technabo

b.com/blog/20

08/12/17/mini-

augmented-rea

lity-ads-hit-ne

wst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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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ed-rea

lity-ads-hit-ne

wstands/ 

（2013 年 3 月

3 日） 

 
資料來源：

http://udn.com/

NEWS/LIFE/L

IF3/7777407.s

html （2013 年

3 月 3 日） 

虛擬試衣

間 

板橋大

遠百 

店頭 

廣告及商品

購物（無標

誌式擴增實

境技術） 

百貨公司結和服裝品台專

櫃在實體賣場中設立擴增

實境互動裝置。利用人體

辨識系統將服裝以擴增實

境的方式結合到消費者的

身上。利用消費者虛擬體

驗的感受增加商品之銷

售。 

http://udn.com/

NEWS/LIFE/L

IF3/7777407.s

html 

 
資料來源：

http://zugara.c

om/ （2013 年

3 月 3 日） 

虛擬試衣

間 

zugara 網路虛擬商

品購物（無

標誌式擴增

實境技術） 

利用擴增實境及購物網站

平臺，將服裝利用擴增實

境的技術擴增至消費者身

上，利用消費者虛擬體驗

的感受增加商品之銷售。 

http://zugara.c

om/ 

 
資料來源：

http://www.bu

zzillablog.com

/2011/11/live-

national-geogr

aphic-augment

ed.html （2013

年 3 月 3 日） 

國家地理 國家地

理頻道

及 UPC 

店頭廣告

（標誌式擴

增實境技

術） 

在購物商場架設擴增實境

設備及標籤，利用擴增實

境技術，將商場的消費者

拉近擴增實境的環境中，

作為廣告使用 

http://www.bu

zzillablog.com

/2011/11/live-

national-geogr

aphic-augment

ed.html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以上所搜集到的案例中（參表 3-4），我們可以發現，擴增實境技術已

經開始實際的以商業模式運作在我們現實的環境中。其中以商業廣告為最早

的先驅。利用擴增實境的技術讓消費者沉浸在廣告的擴增實境環境與互動體

驗中。除了可以增加消費者的興趣外，同時也增加商品及商品廣告的曝光率。

另外再其他的應用層面上則是以購物或是導航的用途為主。再購物上利用擴

增實境的形式是將商品以立體的方式與消費者做結合。讓消費者以虛擬的方

式去體驗商品，增加消費者對商品的興趣，提高商品銷售的契機。而導航的

用途則是結合 GPS、地圖或是地理特徵以及商業銷售、觀光體驗、城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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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等為一身的多用途商業行為。這些行為透過了擴增實境的技術讓消費者自

然的沉浸在其中，達到了廣告及商品得涉入效果。讓消費者不知不覺中產生

消費的行為。 

至於在技術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標記式擴增實境或無標記式擴增實境

上，兩者都有許多的應用方式及商品開發的契機。擴增實境技術可以說已經

在商業銷售上開啟了一扇大門，而且從以上章節我們也可以知道，擴增實境

技術的函式庫也已經有需多的公司或是個人開發作為商業使用。由於擴增實

境技術對消費者所產生的沉浸式體驗效果，大大的增加了商品的涉入程度及

消費機會。所以，可以預期的擴增實境在於商業上的應用應該會日益壯大，

其他例如：醫療、教育、出版等其他的商業運用，目前在網路上我們已經可

以搜集到很多原型的開發設計。相信不久我們就可以看到真正商業化運用的

商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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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論述 

第一節 創作理念與形式探討 

一、 創作理念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認為，每個人一開始對自我的印象是支離

破碎的，自我主體的認知與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最初是來自於「鏡像階段」。

主體透過自己在鏡中的影像產生了對自我不同的認識，進而逐漸擺脫其「支

離破碎的身體」的印象，確認了自我身體的同一性（杜聲鋒，1997）。此時

在拉岡的鏡像階段論中所談到的鏡像，指的是在鏡中所反映出個人自己身體

的形象，這個自己的形象，同時是自己與他者，幼兒透過對鏡像的認同，在

鏡像期（Mirror Stage）時開始建構出自我。拉岡同時也認為就算沒有真實

的鏡子，嬰兒也會模仿大人或其他小孩的表情姿勢，這使得他人也成為鏡像

的角色，人類完全被鏡像所捕捉（Evans，1966）。所以拉岡認為，自我通過

了一個外在的東西（鏡像）來認識了自己的同一性，這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

的想像上的誤認，是一種自我就是他者的異化現象（杜聲鋒，1997）。 

美國社會學家顧里認為自我是透過跟他人的社會互動過程發展出來的，

自我是社會化的產物，我們是透過觀察他人的反應來瞭解自己，自我會利用

想像的方式去評估及塑造出自我的表現。也就是說，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是

經由我們想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以及想像他人將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評

斷所影響。這便是他的「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理論。於是他人

變成一面鏡子，同儕變成一面鏡子、社會變成一面鏡子、我們周遭的一切都

變成面鏡子，我們藉由鏡中的影像來觀看及評估自我表現（蔡文輝，2006）。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自我的本質一開始便是他者的異化狀態，而這種異

化的自我，不斷的從各種不同的鏡像中想像出自己。首先受到父母親人的影

響，家庭成員等初級團體的影響、同儕關係的影響，教育的影響、性別的影

響、社會化的影響等等…不斷的堆砌及累積出你所認知的自我。然而這個自

我從一開始就與自我的本質是不相同的，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的誤認與虛妄

的想像。在這樣的前提下，主體對自我的想像與認知便會不斷與現實的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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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摩擦與碰撞，自我便不斷的在這樣的不一致與碰撞中破裂。然而主體卻

又會驅使著我們再一次侷促地、誤解的、滿足的去追尋另一個鏡像，而這種

對於自我認同的歡欣與興奮感的追尋與破滅，便不斷的出現在我們的生命

中。 

這種對自我主體不斷的想像與追尋以及自我主體不斷的異化現象，不但

是人們永遠的課題，也正是筆者本次創作中主要希望探討與表現的議題。從

他人、同儕、社會等各種不同鏡子所反映的鏡像中，我們不斷的去想像出自

我，並從不斷的想像中我們也不斷去異化出自我。那麼自我到底是什麼呢？

自我是否存在呢？你能看清自我的本質嗎？本創作研究便是希望透過各種

不同的鏡像的形式，再一次的對提出對自我本質的詢問與探討。 

二、 創作形式 

拉岡認為：「人類完全被鏡像所捕捉（Evans，1966）」。顧里說：「我們

藉由鏡中的影像來觀看及評估自我表現（蔡文輝，2006）」。然而鏡像是一種

被倒逆過的光學反射影像。他並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只是一種虛幻。然而

本體卻通過一個虛幻的外在東西來認識了自己的同一性。所以拉岡認為：「鏡

像階段是一幕戲，其內在動力迅速的從缺乏（ insufficiency）轉向預期

（anticipation）-主體陷入空間同一性的誘惑中，這幕戲劇為它製造出一整

套幻想，從破碎的身體形象一直到我們稱之為被矯正過的、完整的外型-直

至最後主體帶上了異化認同的盔甲，這幕戲劇的嚴密結構將塑造出主體的未

來心理發展。」（王國芳、郭本禹，1970 ，頁 141）。自此鏡像成為自我的

一個幻影、一個束縛或是一個桂冠呢？ 

在佛光大辭典中解釋到：鏡像、鏡中之影像。般若經十喻之一。以諸法

之見有而實無，譬喻鏡中之影像。大智度論卷六（大二五·一○四下）：諸法

如鏡中像，復次如鏡中像，實空不生不滅，誑惑凡人眼。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空無實不生不滅，誑惑凡夫人眼。（中略）諸法從因緣生，無自性，如鏡中

像。（慈怡，1988）。在佛學大辭典中解釋到：（譬喻）見有而無有，譬之鏡

中之影像。般若經十喻之一。智度論六曰：如鏡像，實空不生不滅，誑惑人

眼。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空不實不生不滅，誑惑凡夫人眼。（中略）諸法

因緣生無自性，如鏡中像（丁福保，1956）。所以鏡像是一種可以看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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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種不真實的存在。是一種可以魅惑凡人眼睛與心靈的真實又不真實的

一種存在。 

所以本創作研究中便希望嘗試以「鏡像」作為創作呈現的主要元素，透

過鏡中影像的形式去探討與表現這種介於真實與虛幻間的自我印象，再利用

擴增實境技術將虛擬物件擴充到現實影像上的特性，將所欲表達的虛擬印象

擴增到現實的影像之上，形成一種介於虛擬與真實之間的虛擬幻象。利用這

種虛幻印象去象徵及表現出自我的異化現象，以及外在社會環境所建構出的

自我幻象。另外，既然希望利用鏡像作為創作表現的形式，所以鏡子可以說

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利用各式各樣的鏡子來做為他人、同儕、社會等各種不

同社會因素的象徵，也是本創作中所採用的另一種象徵形式。 

在互動設計方面，除了以鏡像的形式加入擴增實境的互動之外，本創作

中還希望利用真實的外在物件來做為與作品互動的裝置。一般最基本的外在

輸入設備便是鍵盤與滑鼠，而輸出設備為螢幕與印表機，然而這些設備的互

動形式太過於傳統與呆板，也與本次藝術創作的表現意涵不同。所以在互動

裝置的發展上，本創作研究便嘗試採用 Arduino 互動介面控制板作為控制元

件，再搭配上電子元件來開發互動裝置與設備。 

三、 作品主題概念發展 

顧里曾說：「自我是社會化的產物，是透過跟他人的社會互動過程發展

出來的。」，所以他認為父母親人就是一面鏡子、他人就是一面鏡子、社會

就是一面鏡子。而拉岡也認為：「他人也是一種鏡像的角色。」，因為就算沒

有鏡子，嬰兒也會模仿大人或其他小孩的表情姿勢，這使得他人也成為一種

鏡像，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便是影響自我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社會

因素是一個包容極為廣泛的學科，就社會學研究而言家庭、教育、性別、宗

教、團體、文化、傳播、科技、族群、政治、經濟等等…，都是社會研究的

範疇（葉至誠，1997）。由於範圍廣闊，本次創作研究中無法全部包含，所

以經研究與討論後決定縮減為以教育、性別及傳播媒體對自我的影響作為主

要的三個作品的個別議題。另外，就像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理念陳訴

的，作品的解讀權因該是在讀者的手上，不同的讀者會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

這才是作品的生命，而並不是作者所賦予的單一意義（高雲換等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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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所追求的正是讓參觀者去創造、去詮釋藝術作品的文本價值。因此

在本創作研究中，也希望將參觀者與作品互動後所創造及詮釋作品的個別文

本利用影像擷取的方式上傳至網站，成為對自我論述的個別價值之總和及第

四件作品。 

(一)  教育 

可以說人從出生開始就是一連串的學習，學習使人類能不斷地適應環境，

而教育則可以說是社會化中一種有組織、結構的學習過程。社會學家對教育

的定義為：「社會經由正式及有系統的訓練將特殊心態、知識，及技術傳播

給國民。（藍采風，2000，頁 413）」。當代社會中對教育都極為重視，這也

使得教育系統成為人類社會化的最基本環境與過程。我們期待教育能讓我們

擺脫無知、個人發展、向上流社會流動及適應社會環境等…，然而相對的教

育也給我們灌輸了既定的觀念、技能、知識與心態。對筆者而言這就像是學

校川堂的「端莊儀容」的穿衣鏡一般，「端莊儀容」像是一個口號、一個命

令，通過這面鏡子，你就必須整肅你的儀容、你必須端莊有理，在教育的鏡

像中所希望看到的就是被套上同樣價值觀的鏡我。就像顧里所說，自我是社

會化的產物，經由社會化的過程產生社會化的自我，亦如拉岡所說，自我是

他者的一種異化現象，所以教育可以說是一種建構也是一種破壞，他提供了

我們知識、能力與觀念但相對的他是否也扭曲了我們的心態與價值觀。 

(二)  性別 

自古以來性別的不平等一直是社會中嚴重的問題，當我們談論到男女的

區別時，第一個所想到的便是生物特徵的「性」。生理上的兩性是以性徵作

為主要區分的標的，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質，然而性別一辭則是屬於社會性

的特質，是經由社會化的過程去學習在該社會下男性與女性應有的行為，是

一種非生物性的特質。以社會學而言：「性別的區分是代表社會如何控制它

的成員。（藍采風，2000，頁 206）」，就像中國人自古所說的「男女有別」，

是一種是社會化的規範，本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迫去學習及扮演社會所賦

予的「性別角色」，這種社會對性別的期待，將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思想與

行為。就像是我們常說的：男生必須扛起家庭重擔、女生就必須三從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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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就不可以哭、女生就必須待在家…，這些社會化的性別期待並不止於中

國社會，全世界不同的社會、族群亦有其相對的性別期待產生。 

顧里認為：「一個人所呈現的社會性是來自於與別人的交往而獲得的。

如果沒有『你』、『他』、『他們』等…相對意識，也就沒有『我』的意識。」

（葉至誠，1997，頁 206）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化所賦予的性別期待，就像

是一個桂冠，也像是一個枷鎖，不斷的引誘著我們，也箝制著我們。 

(三)  傳播媒體 

大眾傳播的定義為：「職業的傳播者（團體或是個人）」利用傳播媒介，

將大量的訊息系統的提供給群眾的過程。（葉至誠，1997，頁 570）」。自工

業革命以來，由於科技的發達，新的傳播媒介不斷的被發展出來，招貼、報

紙、雜誌、廣播、電視不斷顛覆了以往人際傳播、團體傳播的形式，同時也

使得大量的訊息透過媒體被傳播出來。尤其如今拜網路、行動通訊等傳播科

技的快速發達所賜，大眾媒體的主控權不再只限定在傳統的傳播者手上，一

般非職業性的個人或團體也可以成為大眾訊息的傳播者，這使得傳播媒介與

資訊快速的暴增，已經可以用洪流猛獸來形容，這鋪天蓋地而來的媒體與訊

息，已經覆蓋了身處於現今的我們。 

大眾傳播的功能，經學者研究後可歸納為以下五點：1.幫助瞭解環境 2. 

組合社會力量來應付環境 3. 教育的功能 4. 休閒娛樂的功能 5. 設置議題

與授與地位的功能（葉至誠，1997，頁 579）。而這撲天蓋地而來的訊息與

媒體卻混亂了傳播的功能也混亂了身處其中的我們。如果如顧里所說的，社

會也是影響自我形成的一面鏡子。那身處於資訊洪流的我們又該歸屬何處

呢？ 

(四)  鏡我－社會化的自我 

  顧里的「鏡中之我」理論中認為，我們是透過觀察他人的反應來瞭解

自己，因此自我是透過跟他人的社會互動過程發展出來的。家庭等初級團體

的影響、同儕關係的影響、社會化的影響都是自我發展的影響因素。也就是

說，自我利用想像的方式去評估及塑造出自我的表現。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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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由我們想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以及想像他人將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

評斷所影響。所以他人就是一面鏡子，父母親人、同儕、社會等都變成自我

的一面鏡子。而鏡中反映出是怎樣的一個我（你）？本創作就是將參與以上

三個互動作品的參觀者的互動影像，並以互動相簿的方式加以呈現，希望參

觀者可以透過自我及他人的互動影像，再一次的去審視自我主體性的議題。 

同時，本作品的另一層意義，便是作品的多元文本價值。羅蘭‧巴特的

「作者已死」理念說到，作品的解讀權應該是在讀者手上，不同的讀者將會

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所以，本件作品的意義與價值就是將參觀者賦予其他

三件作品的多元文本價值作一次完整的呈現，探討並呈現當代藝術作品的多

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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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歷程 

由以上章節可以知道，本創作研究的主題將環繞在討論教育、性別、傳

播媒體等外在因素對自我影響所產生的自我異化現象為主，而創作的意象將

採用鏡中幻象的形式去表現。創作的表現手法上則採用擴增實境技術所產生

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鏡中幻象的數位藝術形式去呈現。以下將針對這四個作品

議題發展出四個不同的象徵圖像及表現形式。以下是本創作中所採用的創作

流程概念圖： 

 

圖 4-1 創作流程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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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之創作歷程 

(一)  創作意象及設計發展之創作歷程 

經由以上章節的論述，本創作研究中針對教育對自我影響之議題的作品，

在創作方向上將從教育對自我的影響是一種建構亦或是破壞來作為作品創

作的發展與討論點。針對此點本創作研究將以下面的表格討論之： 

表 4-1 作品一之創作意象發展表 

作品名稱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 

作品主題 教育 

主題概念 教育對自我的影響是一種建構亦或是一種破壞 

表現形式 以鏡像的形式表現出自我受教育的影響 

 主題象徵 議題象徵 

象徵符號 川堂鏡、穿衣鏡、教室、課本… 榔頭、釘子、圖釘、鷹架… 

符號意義 象徵教育的框架 象徵建構與破壞 

合成概念 
利用川堂鏡象徵教育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

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釘子影像作結合，象徵自我的建構與破壞 

互動裝置 以 Arduino 控制板發展榔頭的互動裝置，象徵著教育的建構與破壞 

草圖發展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所以在本次以教育對自我影響的作品創作中，希望利用川堂穿衣鏡中的

影像作為象徵教育框架下的自我鏡像。針對教育的行為是一種建構或是破壞

的論述。則利用榔頭和釘子作為象徵，榔頭將釘子一根根的敲進自我的鏡像

中，正象徵的教育將知識、技能、心態與價值觀不斷的敲打進自我。然而這

樣的敲打到底是一種建構還是一種破壞呢？透過這樣的象徵意象來對參觀

者提出疑問與省思。其影像的象徵意涵上採用教室、課本等…物件作為教育

環境的象徵。並且為增加其互動性，本創作中計畫利用真實的榔頭當做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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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備，再利用 Arduino 來接收榔頭揮動時的動作並與虛擬的擴增實境的釘

子產生互動。以下是平面設計稿： 

 

 

圖 4-2 作品一之設計稿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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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互動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中針對教育的行為是一種建構或是破壞的論述。在互動影像創作

的發展上，將利用榔頭將釘子一根根的敲進自我的鏡像中，作為象徵的教育

將知識、技能、心態與價值觀不斷的敲打進自我。所以本作品在互動影像及

裝置的設計上，計畫利用真實的榔頭作為互動裝置，再利用 Arduino 來接收

榔頭揮動時的動作。當榔頭揮下會與虛擬的影像發生動作。每揮 15 次會擷

取一張照片上傳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表 4-2 作品一之互動媒體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 

作品主題 教育 

合成概念 
利用川堂鏡象徵教育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

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釘子影像作結合，象徵自我的建構與破壞 

互動裝置 以 Arduino 控制板發展榔頭的互動裝置，象徵著教育的建構與破壞 

互動效果 

當榔頭每揮下一次時釘子會隨機在臉部增加一支，當揮動到一定次

數時鏡子會裂開，到最後鏡子會整個裂開。每揮 15 次會擷取一張照

片上傳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草圖發展 

 

動態分鏡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每揮下榔頭一次，釘

子會增加一根， 揮 2

次鏡子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音效 

2 

 

每揮下榔頭一次，釘

子會增加一根， 揮 8

次鏡子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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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榔頭揮 15 次鏡子整

個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音效 

程式設計 如附錄一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本作品中在互動影像創作的發展上，設計當榔頭揮下時，影像中虛擬的

釘子會一根根的釘到由攝影機所拍到參觀者臉部的鏡像上。當榔頭揮動一定

次數後鏡子會裂開。所有的互動效果及互動裝置控制程式設計將在

Processing 環境下開發，其程式內容請參閱附錄一。而榔頭揮動的動作訊號，

則設計利用 Arduino 結合互動電子電路來傳達與接收。以下章節將針對互動

裝置設計做探討。 

(三)  互動裝置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的互動裝置上，採用 Arduino 控制板結合水銀開關之互動電子電

路來傳達與接收互動訊號。經整體電路測試後，將自行開發製作 Arduino 控

制擴充電路板及互動裝置。 

表 4-3 作品一之互動裝置設計發展表 

電子元件 
水銀開關（將水銀開關裝設在榔頭之內，當榔頭向下時開關

打開，向上時開關關上） 

電子電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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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路測試 

 

擴充電路板製作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四)  展示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之整體展示設計將以液晶螢幕作為顯示方式，並利用網路攝影機

作為影像擷取裝置，前方展示台展示及陳列互動裝置玩具榔頭及使用說明。

參觀者可以自行拿起榔頭揮動與作品互動。 

 

圖 4-3 作品一之展示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Toy Hamer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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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之創作歷程 

(一) 創作意象及設計發展之創作歷程 

經由以上章節的論述，本創作研究中針對性別對自我影響之議題的作品，

在創作方向上將從性別對自我的影響是一種枷鎖亦或是一種桂冠來討論與

發展。以下表格探討之： 

表 4-4 作品二之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本性 Libido（性別鏡） 

作品主題 性別 

主題概念 性別對自我的影響是一種枷鎖亦或是桂冠 

表現形式 以鏡像的形式表現出自我受性別的影響 

 主題象徵 議題象徵 

象徵符號 化妝鏡、桌鏡… 
無花果葉、蘋果、丁字褲、高跟鞋、

領帶、貞操帶、化妝品、戒指… 

象徵意義 象徵著性別的框架 象徵性別的枷鎖與桂冠 

合成概念 

利用化妝鏡象徵性別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自

我的影像與虛擬的無花果葉及蘋果的影像作結合，象徵性別的意識與

枷鎖 

互動裝置 以 Arduino 控制板發展丁字褲的互動裝置，象徵著性別的枷鎖與桂冠 

草圖發展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所以針對性別對自我影響這個議題，本創作中採用化妝鏡中的自我鏡像

作為象徵在性別角色期待下的自我。在這個化妝鏡中所映射出的，到底是他

者的期待亦或是自我的映射呢？針對性別是一種枷鎖或桂冠的論述。則採用

蘋果及無花果葉作為象徵物件。當亞當及夏娃吃下蘋果之後，產生了性別的

意識而以無花果葉遮住了私處。自此人類即被性別所箝制。在化妝鏡四周的

視覺印象上，則採用高跟鞋、領帶、化妝品等…來象徵性別的意象。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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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動裝置的安排上，則採用丁字褲作為性別期待的另一個象徵物。丁字褲

可以說是性的遮掩物、箝制物但是它同時也是性的誇耀物、裝飾物。期望透

過參觀者與作品及裝置的互動，不斷地去陳述及探討性別對自我期待的議題。

以下是平面設計稿： 

 

圖 4-4 作品二之設計稿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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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互動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中針對性別對自我的影響，是以枷鎖亦或桂冠的方式論述。在互

動影像創作的發展上，將利用化妝鏡象徵性別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

擴增實境技術將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無花果葉及蘋果的影像作結合，象徵性

別的枷鎖與桂冠。在互動裝置的設計上，則採用丁字褲作為性別期待的另一

個象徵物。丁字褲跟無花果葉及蘋果一樣會跟隨參觀者的臉部位置互動。每

20 秒會擷取一張照片上傳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表 4-5 作品二之互動媒體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本性 Libido（性別鏡） 

作品主題 性別 

合成概念 

利用化妝鏡象徵性別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自

我的影像與虛擬的無花果葉及蘋果的影像作結合，象徵性別的意識與

枷鎖 

互動裝置 以 Arduino 控制板發展丁字褲的互動裝置，象徵著性別的枷鎖與桂冠 

互動效果 

虛擬的無花果葉及蘋果的影像會擴增到攝影機所拍到的參觀者的鏡像

上，並跟著參觀者臉部左右移動而移動。而以 Arduino 控制板所發展

的丁字褲的互動裝置，丁字褲也會跟著臉部方向移動。每 20 秒會擷取

一張照片上傳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草圖發展 

 

動態分鏡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參觀者左移， 

無花果葉左

移，丁字褲左移 

馬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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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觀者右移， 

無花果葉右

移，丁字褲右移 

馬達聲 

3 

 

參觀者左移， 

蘋果左移，丁字

褲左移 

馬達聲 

4 

 

參觀者右移， 

蘋果右移，丁字

褲右移 

馬達聲 

程式設計 如附錄二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三) 互動裝置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的互動裝置上，採用 Arduino 控制板結合伺服馬達來做為丁字褲

動作控制。經整體電路測試後，將自行開發製作 Arduino 控制擴充電路板及

互動裝置。 

表 4-6 作品二之互動裝置設計發展表 

電子元件 伺服馬達（以伺服馬達來控制丁字褲左右移動） 

電子電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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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路測試 

 

擴充電路板製作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四)  展示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之整體展示設計將以液晶螢幕作為顯示方式，並利用網路攝影機

作為影像擷取裝置，前方展示台展示及陳列互動裝置丁字褲衣架及使用說明。

參觀者可以左右移動與作品互動。 

 

圖 4-5 作品二之展示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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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播媒體之創作歷程 

(一)  創作意象及設計發展之創作歷程 

經由以上章節的論述，本創作研究中針對傳播媒體對自我影響之議題上，

則從自我即媒體亦或是媒體即自我來討論。以下表討論分析之： 

表 4-7 作品三之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 

作品主題 傳播媒體 

主題概念 傳播媒體對自我的影響是一種異化 

表現形式 以鏡像的形式表現出自我受傳播媒體的影響 

 主題象徵 議題象徵 

象徵符號 
電視銀幕、電腦銀幕、行動裝

置… 

新聞、雜誌、報紙、電視、網路

等…訊息畫面 

象徵意義 象徵傳播媒體的框架 象徵異化 

合成概念 

利用電視象徵傳播媒體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

術將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電視及媒體畫面的影像作結合，象徵傳

播媒體對自我的異化 

互動裝置 
以麥克風發展互動裝置，利用聲音的強弱來控制媒體訊息畫面的

強弱 

草圖發展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所以本創作中利用電視作為媒體與資訊的象徵物。並利用擴增實境的技

術將自我與媒體（電視）混合在一起，象徵著訊息與媒體對自我的異化，更

表示自我也是媒體與訊息的傳播者。而在互動裝置設計方面，由於訊息傳播

與聲音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在互動裝置的安排上，希望利用麥克風來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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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的聲音。當音量越高時，電視中媒體的資訊畫面便會產生變化。以下

是平面設計稿： 

 

圖 4-6 作品三之設計稿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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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互動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中針對傳播媒體對自我影響是一種自我即媒體亦或是媒體即自

我的論述。在互動影像創作的發展上，將利用電視象徵傳播媒體的框架，而

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電視及媒體畫面的

影像作結合，象徵傳播媒體對自我的異化。在互動裝置的設計上，則採用麥

克風收取參觀者的聲音與作品產生互動動作。每 20 秒會擷取一張照片上傳

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表 4-8 作品三之互動媒體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 

作品主題 傳播媒體 

合成概念 

利用電視象徵傳播媒體的框架，而鏡中的影像則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

自我的影像與虛擬的電視及媒體畫面的影像作結合，象徵傳播媒體對

自我的異化 

互動裝置 以麥克風發展互動裝置，利用聲音的強弱來控制媒體訊息畫面的強弱 

互動效果 

虛擬的電視影像會擴增到攝影機所拍到的參觀者的鏡像上，大量的媒

體訊息畫面也會不斷的擴增到臉部四周，兩者都會跟著參觀者臉部左

右移動而移動。而以麥克風發展的互動裝置，當參觀者發出聲音時會

因聲音的強弱來控制媒體訊息畫面的大小及多寡。每 20 秒會擷取一張

照片上傳至 http://www.bs2.idv.tw/saved/網站 

草圖發展 

 

動態分鏡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虛擬電視機擴增到參

觀者臉部，且電視不

定時出現雜訊畫面。

同時媒體畫面也不斷

的出現在臉部四周 

電視雜音及媒

體報導的吵雜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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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擬電視機擴增到參

觀者臉部，且電視不

定時出現雜訊畫面。

同時媒體畫面也不斷

的出現在臉部四周 

電視雜音及媒

體報導的吵雜

音 

3 

 

當麥克風接收到參觀

者的聲音時，根據音

量的大小，媒體訊息

變多及變大 

電視雜音及媒

體報導的吵雜

音 

程式設計 如附錄三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三) 互動裝置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的互動裝置上，將採用麥克風收取參觀者的聲音與作品產生互動

動作。 

 

圖 4-7 麥克風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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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示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之整體展示設計將以液晶螢幕作為顯示方式，並利用網路攝影機

作為影像擷取裝置，前方展示台展示及陳列麥克風及使用說明。參觀者可以

利用麥克風與作品互動。 

 

圖 4-8 作品三之展示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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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鏡我－社會化的自我之創作歷程 

(一)  創作意象及設計發展之創作歷程 

經由以上章節的論述，以鏡我為議題的作品發展，將環繞在面對異化後

的自我論述以及作品生命的多重意義上。以下表討論發展之： 

表 4-9 作品四之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 

作品主題 鏡我 

主題概念 自我是他者的誤認 

表現形式 以相簿的形式表現出自我的異化 

 主題象徵 議題象徵 

象徵符號 鏡框、像框、相簿… 鏡像照片（畫面） 

象徵意義 象徵自我的框架 象徵異化 

合成概念 

利用像框來象徵自我的框架，總和從 http://www.bs2.idv.tw/saved/ 

網站之其他作品所擷取及上傳之參觀者的鏡中幻象照片成為相

簿，來探討自我的異化 

互動裝置 
以 ipad 作為互動相簿之互動顯示裝置，以手指滑動手勢作為互動

形式 

草圖發展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在互動相簿的呈現與展示規劃上，希望利用 ipad 等行動媒體作為呈現

的裝置。而在於互動的形式上則採用手指觸控的形式來翻閱作品相簿。以下

是平面設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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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作品四之設計稿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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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互動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中針對鏡中自我是一種他者的誤認及陳述文本的多重意義的論

述上。在互動影像創作的發展上，利用像框來象徵自我的框架，總和從其他

作品所擷取之參觀者的鏡中幻象照片成為相簿，來探討自我的異化及陳述文

本的多重意義。在互動裝置的設計上，則採用 ipad 來做為互動相簿的呈現

媒體，以手指左右撥動的方式切換照片。 

表 4-10 作品四之互動媒體創作發展表 

作品名稱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 

作品主題 鏡我 

合成概念 

利用像框來象徵自我的框架，總和從 http://www.bs2.idv.tw/saved/ 網站

之其他作品所擷取及上傳之參觀者的鏡中幻象照片成為相簿，來探討

自我的異化 

互動裝置 以 ipad 作為互動相簿之互動顯示裝置，以手指滑動手勢作為互動形式 

互動效果 
自 http://www.bs2.idv.tw/saved/ 網站，下載參觀者的鏡中幻象照片。當

參觀者在 ipad 上以手指滑動照片時，照片會左右橫移，一張張呈現。 

草圖發展 

 

動態分鏡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在鏡框中呈現作品參

觀者相簿 

 

2 

 

以手指滑動相片，移

動到下一張相片 

 

程式設計 如附錄四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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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動裝置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採用 ipad 作為互動裝置。 

 

圖 4-10 ipad 互動展示裝置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四)  展示設計之創作歷程 

本作品之整體展示設計將以 ipad 作為顯示方式，而在於互動的形式上

則採用手指觸控的形式來翻閱作品相簿。 

 

 

圖 4-11 作品四之展示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繪製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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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作品說明 

一、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作品說明 

(一)  作品畫面 

 

圖 4-12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作品畫面截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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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作品實體影像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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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之互動畫面分鏡截圖表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每揮下榔頭一

次，釘子會增

加一根， 揮 2

次鏡子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

音效 

2 

 

每揮下榔頭一

次，釘子會增

加一根， 揮 5

次鏡子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

音效 

3 

 

每揮下榔頭一

次，釘子會增

加一根， 揮 8

次鏡子碎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

音效 

4 

 

每揮下榔頭一

次，釘子會增

加一根， 揮

12 次鏡子碎

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

音效 

5 

 

每揮下榔頭一

次，釘子會增

加一根， 揮

15 次鏡子碎

裂 

敲釘子音效

＋玻璃碎裂

音效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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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說明 

當代社會中對教育都極為重視，教育系統成為人類社會化最基本的環境

與過程。我們期待教育能讓我們擺脫無知、個人發展、向上流社會流動及適

應社會環境等…。然而相對的教育也給我們灌輸了既定的觀念、技能、知識

與心態。在教育的鏡像中看到是被套上同樣價值觀的鏡我。就像顧里所說，

自我是社會化的產物，經由社會化的過程產生社會化的自我。教育提供了我

們知識、能力與觀念但相對的他是否也扭曲了我們的心態與價值觀。 

所以在本次以教育對自我影響的作品創作中，筆者利用川堂穿衣鏡中的

影像作為象徵教育框架下的自我鏡像。就像學校川堂鏡上的口號「端莊儀容」

一樣，「端莊儀容」像是ㄧ個口號、一個命令。通過這面鏡子，你就必須整

肅你的儀容、你必須端莊有理，就像是教育框架。另外在川堂鏡四周影像的

象徵意涵上採用教室、課本、文具、作業簿等…物件作為教育環境的象徵。 

針對教育的行為是一種建構或是破壞的論述，則利用榔頭和釘子作為象

徵，榔頭將釘子一根根的敲進自我的鏡像中，正象徵著教育將知識、技能、

心態與價值觀不斷的敲打進自我。就像拉岡所說，自我是他者的一種異化現

象。這種他者即自我的誤認將會造成自我不斷的與現實產生衝突。所以在互

動影像的表現上，川堂鏡會因為你的敲打而碎裂。以這樣方式去質詢，教育

的敲打到底是一種建構還是一種破壞呢？透過這樣的象徵意象來對參觀者

提出疑問與省思。 

本創作中並利用 Arduino 來製作榔頭互動裝置，讓參觀者不但可以藉由

擴增實境去參與作品外，也可以實地揮動榔頭，以實際的體驗行為去參與及

詮釋作品的文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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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性 Libido（性別鏡）作品說明 

(一)  作品畫面 

圖 4-14 本性 Libido（性別鏡）作品畫面截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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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本性 Libido（性別鏡）作品實體影像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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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性 Libido（性別鏡）之互動畫面分鏡截圖表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參觀者左移，無花

果葉虛擬擴增影

像左移，丁字褲左

移 

馬達聲 

2 

 

參觀者右移， 無

花果葉虛擬擴增

影像右移，丁字褲

右移 

馬達聲 

3 

 

隨機將蘋果物件

擴充到參觀者臉

部影像之上 

馬達聲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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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說明 

自古以來性別的不平等一直是社會中嚴重的問題。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我

們學習了該社會所規範的男性與女性的應有行為。就像中國人自古所說的

「男女有別」，性別的區分是代表社會如何控制它的成員。（藍采風，2000，

頁 206）。是一種是社會化的規範。本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迫去學習及扮

演社會所賦予的「性別角色」。這種社會對性別的期待，將會影響一個人一

生的思想與行為。 

顧里以為：「我們的意識源自於社會的意涵，鏡中自我的概念是一種程

序，在其中我們假裝以他人的角度看自己，就像我們確信他們也會如此看待

我們。」（藍采風，2000，頁 93），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化所賦予的性別期

待，就像是一個桂冠，也像是一個枷鎖。不斷的引誘著我們，也箝制著我們。 

所以在本創作中，採用化妝鏡中反映的自我鏡像作為象徵在性別角色期

待下的自我。在這個化妝鏡中所映射出的，到底是他者的期待亦或是自我的

映射呢？針對性別是一種枷鎖或桂冠的論述，則採用蘋果及無花果葉作為象

徵物件，當亞當及夏娃吃下蘋果之後，產生了性別的意識而以無花果葉遮住

了私處，自此人類即被性的力量所箝制。而化妝鏡四周的視覺象徵上，採用

高跟鞋、領帶、化妝品等…來象徵性別的企圖與意象。 

就像拉岡所說的：「人類完全被鏡像所捕捉（Evans，1966）」。所以在作

品互動裝置的安排上，則採用丁字褲作為性別期待的另一個象徵物。丁字褲

可以說是性的遮掩物、箝制物但是它同時也是性的誇耀物、裝飾物。藉由影

像捕捉系統，偵測出參觀者的臉部位置，讓丁字褲跟著臉部的位置移動，使

丁字褲一直遮掩在臉部的鏡像之上。透過性的遮掩物、箝制物、誇耀物、裝

飾物所看到的自我鏡像，來讓參觀者再次的面對「性別角色」的議題。並期

望透過參觀者與作品及裝置的互動經驗，不斷地去陳述及探討並且衍生出作

品文本的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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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作品說明 

(一)  作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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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作品截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圖 4-17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作品實體影像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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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之互動畫面分鏡截圖表 

 

幕次 畫面 畫面說明 聲音 

1 

 

虛擬電視機擴增

到參觀者臉部，且

電視不定時出現

雜訊畫面。同時媒

體畫面也不斷的

出現在臉部四周 

電視雜音及媒體

報導的吵雜音 

2 

 

虛擬電視機擴增

到參觀者臉部，且

電視不定時出現

雜訊畫面。同時媒

體畫面也不斷的

出現在臉部四周 

電視雜音及媒體

報導的吵雜音 

3 

 

當麥克風接收到

參觀者的聲音

時，根據音量的大

小，媒體訊息變多

及變大 

電視雜音及媒體

報導的吵雜音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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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說明 

自工業革命以來，由於科技的發達，新的傳播媒介不斷的被發展出來。

招貼、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不斷顛覆了以往人際傳播、團體傳播的形式。

同時也使得大量的訊息透過媒體被傳播出來。尤其如今拜網路、行動通訊等

傳播科技的快速發達所賜，大眾媒體的主控權不再只限定在傳統的傳播者手

上。一般非職業性的個人或團體也可以成為大眾訊息的傳播者。這使得傳播

媒介與資訊快速的暴增，已經可以用洪流猛獸來形容。這鋪天蓋地而來的媒

體與訊息，已經覆蓋了身處於現今的我們。 

所以本創作中利用電視作為媒體與資訊的象徵物。並利用擴增實境的技

術將自我與媒體（電視）混合在一起，象徵著訊息與媒體對自我的異化，更

表示自我也是媒體與訊息的傳播者。就像是顧里的「鏡中之我」理論所說的，

他人是一面鏡子、社會是一面鏡子，不斷的影響了自我的主觀意識與存在。

從相對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是他人的一面鏡子，也將會形塑與影響他人的主

觀價值與自我意識（包凡一、王湲，1993，頁 135）。這可真是一件弔詭的

事情，當自己不再是自己的同時，他人又把我當成一面鏡子去形塑他人的自

我，這將又會是什麼樣的一個謬誤呢？ 

所以在互動裝置設計方面，本作品利用麥克風來擷取參觀者的聲音。象

徵著自我也是媒體的發訊者。而音量的高低會影響媒體訊息畫面的強弱則象

徵著自我及他者異化的高漲。透聲音的互動形式，讓參觀者再次的面對媒體

異化自我的議題。並期望透過參觀者與作品及裝置的互動經驗，再不斷地去

陳述及探討並且衍生出作品文本的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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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作品說明 

(一)  作品畫面 

 

圖 4-18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作品截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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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作品實體影像一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圖 4-20 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鏡）作品實體影像二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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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說明 

 顧里的「鏡中之我」理論說到，自我概念的形成是透過自我對他人反

應的一種想像（蔡文輝，2006）。我們是透過觀察他人的反應來瞭解自己，

經由想像的方式本體去評估及塑造出自我的表現。也就是說，我們是經由想

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以及想像他人將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評斷的影響來

看待自己。所以父母親戚、家庭等初級團體、同儕關係、社會關係等都會對

自我產生影響。他人便成為一面鏡子，父母親人、同儕、社會等都成為自我

的一面鏡子。從相對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是他人的一面鏡子，也將會形塑與

影響他人的主觀價值與自我意識（包凡一、王湲，1993，頁 135）。 

為此本作品針對鏡中自我的現象，在作品的發展上利用像框來象徵自我

的框架，總和從其他作品所擷取之參觀者的鏡中幻象照片成為相簿。企圖透

過各種不同的自我鏡像，來探討自我的本質與異化。就像是拉岡所說的：「我

在與他人同一和發揮主體作用之前便被降黷為一種更低級的形式－即與他

人的鏡像關係（杜聲鋒，1997，頁 152）」。 

同時本作品的另一層意義，就像是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理念所陳

述的，本創作研究中互動藝術作品的解讀權應該是在讀者的手上，不同的讀

者將會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所以本件作品就是將參觀者賦予其他三件作品

的作品生命作一次完整的呈現。嘗試跳脫作者所賦予作品的單一意義探討並

呈現當代藝術作品的多重意義。 

 

 

  



 106 

第四節 整體展示設計說明 

本創作研究作品之整體展示設計，是以教育、性別、傳播媒體、鏡我這

四個作品議題為順序依次排列。即以異化 Alienation（教育鏡）、本性 Libido

（性別鏡）、鏡像 Specular Image（媒體鏡）、鏡我 Looking-Glass Self（自我

鏡）為參觀順序。當參觀者由右至左順序參觀完後，就像是依照人生的順序

依次看完，最後以鏡我這件作品作為結束，讓參觀者能在最後再一次做自我

審視。 

 

圖 4-21 展出實景之一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圖 4-22 展出實景之二 

資料來源：本創作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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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拉本創作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案例分析以及創作實驗的研究方法，針對

自我的議題加以探討與分析，並以創作實驗的方式將作品呈現出來。在文獻

探討中，本創作研究從心理學的角度及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自我的議題，並

延伸出創作的主題與象徵形式。在藉由對科技藝術的特質與美學的分析以及

科技藝術的案例探討瞭解到科技藝術的創作思維與作法。最後透過科技技術

的探討與實作完成本次創作研究的課題，以下是本創作研究整理的結論： 

 

一、 自我從一開始就是分裂的，他人與社會引領著我  

  們走向異化的道路 

拉岡的鏡像階段論中說到，嬰兒透過了鏡中的影像認識了自我。然而鏡

像只是一種被倒逆過的光學反射影像。兒童通過一個外在的東西認識了自己，

這可以說是一種他者就是自我的想像上的誤認（杜聲鋒，1997）。 顧 里 的

「鏡中之我」理論相信，自我會經由想像要如何表現給他人看及想像他人將

會對我們的表現作何評斷去塑造自我的表現。因此，從心理學及哲學的角度

來看，自我從一開始便陷入了他者化的窠臼之中。這個他者化的自我，自此

便引領著我們走向異化的道路。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自我不斷的從各種

不同的鏡像中想像出自己。首先受到父母親人的影響，家庭成員等初級團體

的影響、同儕關係的影響，教育的影響、性別的影響、社會化的影響等等…

不斷的堆砌及累積出你所認知的自我。所以人們對自我的探究在這一生中便

不會停止，主體對自我的想像與認知永遠與現實的鏡像無法一致，自此本體

便不斷的陷入自我鏡像的追求中。這樣的主題也是本次創作研究中，作品創

作的主要議題與象徵形式。 

 

二、 當代美學觀點與科技藝術的特徵相互輝映 

科技藝術本身並不是一種藝術流派，然而科技藝術所包含的多媒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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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時間性、複製性、變動性、連結性、動力性等特性，卻與當代藝術

的美學觀點不謀而合。對於現代主義及傳統形式主義的反動、藝術的單純化、

通俗化、生活化、藝術形式的混雜、新的藝術形式、參觀者的藝術價值、互

動的重要性、觀念的美學、藝術典範的破滅等…，這些當代美學的價值觀，

藉由科技技術的形式與表達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素材、觀念與作法。科

技影響創作，創作擺脫不了科技，科技與藝術可謂相輔相成，這也使得科技

已經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主要形式之一藉由科技技術去表達創作的美學價

值，也正是本次創作研究所欲追求的目標。 

 

三、 科技是當代藝術創作的推手 

科技藝術的創作議題與表現手法，主要取決於創作者所欲表達的意涵與

形式，這些與傳統的藝術創作是相通的，所以其藝術價值也是相同的。透過

科技藝術的特質與形式去探討與表現當代人們面臨的課題與議題，正是當代

藝術創作的主要思維與作法，也是本次創作研究的主要課題。透過科技的形

式與作法將創作者所欲表達的意涵與價值傳達給參觀者，正是當代藝術創作

的美學價值。而本創作研究也希望透過擴增實境技術來從事互動科技藝術的

創作，藉由科技藝術來探討自我的異化及環境對自我本體的影響，藉由科技

藝術的形式傳達創作的價值也正是本創作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 

 

四、 創作的思維與歷程正是當代藝術創作的價值所在 

經由本次對科技藝術的研究與瞭解以及實際運用科技藝術從事創作，筆

者切身體會到科技藝術的美好價值，尤其是在創作的途中，不斷的在技術上、

思維上的挑戰與突破，正是藝術創作的根本價值。就像是當代藝術所追求的

「生活本身就是藝術，藝術本身也像生活，所有人都可以擁有、體驗及創作

（葉謹睿，2005）」。」透過這樣的主題以及運用擴增實境的科技藝術形式作

為本次藝術創作的方式。不但充實了筆者的藝術生命，經由互動的方式，還

收集到近 200 張參觀者與作品的互動照片。不但完成了作品的文本價值，更

跳脫了筆者所賦予作品的單一意義，讓藝術作品的多重意義得到探討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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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筆者而言真是收獲良多。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上，筆者將不斷的再去追求科

技與藝術的創作發展。並以此形式對自我與人性不斷的去探索。 

 

五、 未來期望 

本創作研究亦期望經由以上之文獻探討、個案研究以及實務創作研究之

結果，未來可作為在科技藝術創作、藝術教學研究、商業廣告創作，商業互

動設計等相關層面上之研究案例及可行模式之基礎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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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import cc.arduino.*; 

import hypermedia.video.*; 

import java.awt.Rectangle; 

import saito.objloader.*; 

// 載入 Minim 函式庫 (必須) 

import ddf.minim.*; 

import org.seltar.Bytes2Web.*; 

 

Arduino arduino; 

OpenCV opencv; 

OBJModel model ; 

// 宣告定義一個 Minim 聲音處理物件, 名為 minim (必須) 

Minim minim, din; 

// 宣告定義一個 Audio 的播放機 

AudioPlayer player, dinPlayer; 

PImage mm; 

 

float rotX, rotY, xx , yy, ss; 

int[] sa1 = {};  

int[] sb1={}; 

float[] zz={}; 

Boolean isTakePicture=true; 

 

 

void setup() { 

    size( 600, 800, P3D); 

    mm=loadImage("bg.png"); 

    opencv = new OpenCV(this); 

    opencv.capture( 640, 480 ); 

    opencv.cascade("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 load the FRONTALFACE description 

file 

      //--------------------------------------------// 

    frameRate(20); 

    model = new OBJModel(this, "nail_new.obj", "absolute", TRIANGLES); 

    model.enableDebug(); 

 

    model.scale(35); 

    model.translateToCenter(); 

 

   // stroke(255); 

    noStroke(); 

    //------------------------------// 

    println(Serial.list()); 

    arduino=new Arduino(this,Arduino.list()[2],57600); 

    arduino.pinMode(2,Arduino.INPUT); 

} 

 

void draw() { 

   background(128); 

    lights(); 

    //----------------------------------------------// 

    if(arduino.digitalRead(2)==Arduino.HIGH){ 

        mouseClicked(); 

        delay(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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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or(int i=0;i<sa1.length;i++){ 

   pushMatrix(); 

    translate(xx+sa1[i]*ss, yy+sb1[i]*ss, 10); 

    scale(ss); 

    rotateX(HALF_PI*-1); 

    rotateZ(zz[i]); 

    model.draw(); 

    popMatrix(); 

} 

 //-------------------------// 

    pushMatrix(); 

    translate(xx-10*ss,yy+50*ss, 30); 

    scale(ss); 

    rotateX(HALF_PI*-1); 

    rotateZ(-0.3); 

    model.draw(); 

    popMatrix(); 

    //------------------// 

    pushMatrix(); 

    translate(xx-20*ss, yy-30*ss, 0); 

    scale(ss); 

    rotateX(HALF_PI*-1.2); 

    rotateY(2); 

    rotateZ(1); 

    model.draw(); 

    popMatrix(); 

    //------------------// 

    pushMatrix(); 

    translate(xx+30*ss, yy-30*ss, 50); 

    scale(ss); 

    rotateX(HALF_PI*-0.8); 

    rotateY(0.3); 

    rotateZ(0.3); 

    model.draw(); 

    popMatrix(); 

    //------------------------------------------------// 

    opencv.read(); 

    opencv.convert( GRAY ); 

   // opencv.contrast( 60 ); 

 

    image( opencv.image(), -20, 160 ); 

    image(mm,0,0); 

    //----- detect anything ressembling a FRONTALFACE 

    Rectangle[] faces = opencv.detect(); 

     

    //----- draw detected face area(s) 

   /* for( int i=0; i<faces.length; i++ ) { 

        rect( faces[i].x, faces[i].y, faces[i].width, faces[i].height );  

    }*/ 

    if(faces.length>=1){ 

         xx = faces[0].x+faces[0].width/2-20; 

         yy = faces[0].y+faces[0].width/2+160; 

         ss=faces[0].width*0.01; 

         //println(ss); 

    }else{ 

         xx = -100; 

         yy = -100; 

         s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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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ll(0,180); 

    //rect(0, width/4, 600, 30); 

    if(sa1.length==5 && isTakePicture==false){ 

      savePhoto(); 

      isTakePicture=true;  

   }; 

} 

 

 

void mouseClicked(){ 

    if(sa1.length<15){ 

            sa1 = append(sa1, (int)random(-30,30));  

            sb1 = append(sb1, (int)random(-30,30));  

            zz = append(zz, (float)random(-0.5,0.5)); 

            playDIN(); 

            switch(sa1.length){ 

            case 2: 

                  mm=loadImage("bg1.png"); 

                  playSE(); 

                  isTakePicture=false; 

                  break; 

            case 5: 

                  mm=loadImage("bg2.png"); 

                  playSE(); 

                  break; 

            case 8: 

                  mm=loadImage("bg3.png"); 

                  playSE(); 

                  break; 

            case 12: 

                  mm=loadImage("bg4.png"); 

                  playSE(); 

                  break; 

            case 15: 

                  mm=loadImage("bg5.png");  

                  playSE(); 

                  break; 

            } 

            //println(sa1.length); 

    }else{ 

        for (int i=0;i<15;i++) 

        sa1=shorten(sa1); 

        sb1=shorten(sb1); 

        zz=shorten(zz); 

        mm=loadImage("bg.png"); 

    } 

} 

void stop() 

{ 

  // 音樂播放停止 (若音樂尚未播放結束的話) 

  player.close(); 

  // 停止 minim 音樂處理物件運作 (必須) 

  minim.stop(); 

  // 使用 minim 的上層物件也停止 (必須) 

  super.stop(); 

} 

void pla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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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生 minim 聲音處理物件 (必須) 

  minim = new Minim(this); 

  //利用 minim 載入一個音樂檔案 (*.WAV, *.AIFF, *.AU, *.SND, and *.MP3) 進入播放機中 

  player = minim.loadFile("crack2.mp3"); 

  player.play(); 

} 

void playDIN(){ 

   // 產生 minim 聲音處理物件 (必須) 

   din = new Minim(this); 

   //利用 minim 載入一個音樂檔案 (*.WAV, *.AIFF, *.AU, *.SND, and *.MP3) 進入播放機中 

   dinPlayer = din.loadFile("din.mp3"); 

   dinPlayer.play(); 

} 

void savePhoto(){ 

  String url = "http://www.bs2.idv.tw/Upload.php"; 

 // if(key==' '){ 

    ImageToWeb img = new ImageToWeb(this); 

    img.save("jpg",true); 

    img.post("test",url,"jpg-test",false,img.getBytes(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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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import hypermedia.video.*; 

import java.awt.Rectangle;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import cc.arduino.*; 

import saito.objloader.*; 

import org.seltar.Bytes2Web.*; 

import fullscreen.*;  

 

FullScreen fs;  

Arduino arduino; 

OpenCV opencv; 

OBJModel model_1 ,model_2; 

 

PImage mm,face; 

//int xx1,mmx; 

int servoPin = 10; 

int faceChange=0; 

float xx , yy, ss; 

int mode = 0;//-----------countDown 

float gameTime, startTime;//-----------countDown 

PFont font; 

 

void setup() { 

     font = loadFont("TrebuchetMS-48.vlw");  

    textFont(font);  

     textSize(16); 

    size( 600, 800, P3D ); 

    fs = new FullScreen(this);  

    fs.enter(); 

    opencv = new OpenCV(this); 

    opencv.capture( 640, 480 ); 

    opencv.cascade("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 load the FRONTALFACE description 

file 

    //------------------------------------------// 

    println(Arduino.list()); 

    arduino = new Arduino(this, Arduino.list()[2]); 

    arduino.pinMode(servoPin, Arduino.OUTPUT); 

    //---------------------------------------------// 

    mm=loadImage("bg1.png"); 

    face=loadImage("face.png"); 

    model_1 = new OBJModel(this, "apple.obj", "absolute", TRIANGLES); 

    model_1.enableDebug(); 

    model_1.scale(20); 

    model_1.translateToCenter(); 

    model_2 = new OBJModel(this, "fig.obj", "absolute", TRIANGLES); 

    model_2.enableDebug(); 

    model_2.scale(13); 

    model_2.translateToCenter(); 

 

    frameRate(20); 

    noStroke(); 

} 

 

void draw() { 

    background(129);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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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Matrix(); 

    translate(xx, yy+10*ss, 50); 

    scale(ss); 

    if(faceChange==0){ 

        model_1.draw(); 

    }else{ 

        model_2.draw(); 

    } 

    popMatrix(); 

   //------------------------------------------------// 

    opencv.read(); 

    //opencv.flip( OpenCV.FLIP_HORIZONTAL ); 

    opencv.convert( GRAY ); 

   // opencv.contrast( 60 ); 

 

    image( opencv.image(), -20, 160 ); 

    image(mm,0,0); 

    //imageMode(CENTER); 

    //image(face,xx,yy+10*ss,73*ss,96*ss); 

    //imageMode(CORNER); 

   //------------------------------------------------// 

    Rectangle[] faces = opencv.detect(); 

     

    if(faces.length>=1){ 

     xx = faces[0].x+faces[0].width/2-20; 

     yy = faces[0].y+faces[0].width/2+160; 

     ss=faces[0].width*0.01; 

     arduino.analogWrite(servoPin, (int)map(int(xx),0,640, 105, 254)); 

     println(constrain(int(xx)-300, 0, 255)); 

     //------------------------------ 

      if(gameTime==0 && mode==0){ setStartTime();}//-----------countDown 

 

    }else{ 

     xx = 0; 

     yy = 0; 

     ss=0; 

      mode=0;//-----------countDown 

      gameTime=0;//-----------countDown 

 

      faceChange=int(random(12))%3; 

      arduino.analogWrite(servoPin, 0); 

    } 

   // arduino.analogWrite(servoPin,(int) xx); 

   //-----------------------倒數-----------------------------// 

    if(gameTime >= 20.0  ){ 

          mode = 0; 

          savePhoto(); 

          gameTime=0; 

          text("Smile!!", 10,20); 

     }else{ 

          text("Time:" + int (20-gameTime), 10,20); 

     } 

             

    if(mode == 1 ){ 

          gameTime = (millis()-startTime)/1000; 

    } 

} 

//-----------------------倒數---------------------------------// 

void setSt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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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 = 1; 

  startTime = millis(); 

//  return startTime; 

  println(startTime); 

} 

//--------------------------------------------------------// 

void savePhoto(){ 

    String url = "http://www.bs2.idv.tw/Upload.php"; 

    //if(key==' '){ 

        ImageToWeb img = new ImageToWeb(this); 

        img.save("jpg",true); 

        img.post("test",url,"jpg-test",false,img.getBytes(g)); 

   // } 

} 

void stop(){ 

   arduino.analogWrite(servoPin, 0); 

} 

void keyPressed(){ 

    if(key==ESC){arduino.analogWrite(servoPin, 0);} 

} 

void mouseClicked(){ 

   fs.le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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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import hypermedia.video.*; 

import java.awt.Rectangle; 

import gifAnimation.*; 

import org.seltar.Bytes2Web.*; 

import ddf.minim.*; 

//import fullscreen.*;  

 

//FullScreen fs;  

OpenCV opencv; 

PImage mm,myPic; 

PImage[] myImageArray = new PImage[25]; 

float xx , yy, ss; 

Minim minim; 

AudioPlayer player; 

//AudioInput in;//--宣告定義一個外部音訊輸入裝置 

Gif loopingGif; 

//----------------------------------------// 

//float vv; 

//----------------------------------------// 

int mode = 0;//-----------countDown 

float gameTime, startTime;//-----------countDown 

PFont font; 

 

void setup() { 

    font = loadFont("TrebuchetMS-48.vlw");  

    textFont(font);  

    textSize(16); 

    size( 600, 800, P3D ); 

    //fs = new FullScreen(this);  

    //fs.enter(); 

    mm=loadImage("bg.png"); 

    opencv = new OpenCV(this); 

    opencv.capture( 640, 480 ); 

    opencv.cascade("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 load the FRONTALFACE description 

file 

    //------------------------------------------// 

    frameRate(20); 

    for (int i=0; i<myImageArray.length; i++){ 

          myImageArray[i] = loadImage( "tx" + i + ".png"); 

     } 

    //--------------------------------------------// 

   loopingGif = new Gif(this, "tv.gif"); 

   loopingGif.loop(); 

   //--------------------------------------------// 

   // 產生 minim 聲音處理物件 (必須) 

  minim = new Minim(this); 

  // 利用 minim 載入一個音樂檔案 (*.WAV, *.AIFF, *.AU, *.SND, and *.MP3) 進入播放機中 

   player = minim.loadFile("all.mp3"); 

   player.loop(); 

   player.setGain(-80); 

  //--------------------------------------------// 

//  in = minim.getLineIn(Minim.STEREO, 4096);// 連接外部音訊輸入裝置, 音訊資料緩衝去容量為 

1024 

    noStro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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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raw() { 

    background(128); 

    lights(); 

 

    //------------------------------------------------// 

    opencv.read(); 

     opencv.convert( GRAY ); 

    imageMode(CENTER); 

    image( opencv.image(), width/2, height/2  ); 

    

    //----- detect anything ressembling a FRONTALFACE 

    Rectangle[] faces = opencv.detect(); 

 

    if(faces.length>=1){ 

             xx = faces[0].x+faces[0].width/2; 

             yy = faces[0].y+faces[0].height/2; 

             ss=faces[0].width*0.005; 

              player.setGain(-10); 

     //---------------------------------------------------------// 

             image(loopingGif, xx, yy+160,loopingGif.width*ss,loopingGif.height*ss); 

             pushMatrix(); 

             for(int i=0;i<5;i++){ 

                  translate(0,0,16); 

                  myPic=myImageArray[(int)random(25)]; 

                  image(myPic,xx+random(-200,200), 

yy+100+random(-100,-200),myPic.width*ss,myPic.height*ss); 

                  delay(3); 

                  myPic=myImageArray[(int)random(25)]; 

                  image(myPic,xx+random(-100,-200), 

yy+100+random(-200,100),myPic.width*ss,myPic.height*ss); 

                  delay(3); 

                  myPic=myImageArray[(int)random(25)]; 

                  image(myPic,xx+random(100,200), 

yy+100+random(-200,100),myPic.width*ss,myPic.height*ss); 

                  delay(3); 

              } 

             popMatrix(); 

             //------------------------------ 

             if(gameTime==0 && mode==0){ setStartTime();}//-----------countDown 

      }else{ 

         xx = -100; 

         yy = -100; 

         ss=0; 

         player.setGain(-80); 

         mode=0;//-----------countDown 

         gameTime=0;//-----------countDown 

    } 

  

    //-------------------取得音量-----------------------------// 

//     float v = 0.0; 

//     for (int i = 0; i < in.bufferSize() - 1; i++) { 

//         v += abs(in.mix.get(i)); 

//      } 

//      float vv=map(v,0,200,0,10); 

//     println(v+" / "+vv); 

       

     

   //------------------------------------------------// 

    push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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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0,0,80); 

    image(mm,width/2, height/2,530,707); 

    popMatrix(); 

     //-----------------------倒數-----------------------------// 

     if(gameTime >= 20.0  ){ 

          mode = 0; 

          savePhoto(); 

          gameTime=0; 

          println("Smile!!"); 

     }else{ 

         text("Time:" + int (20-gameTime),10,20); 

     } 

             

    if(mode == 1 ){ 

          gameTime = (millis()-startTime)/1000; 

    } 

} 

//-------------------------倒數-------------------------------// 

void setStartTime(){ 

  mode = 1; 

  startTime = millis(); 

//  return startTime; 

  println(startTime); 

} 

 //---------------------------------------------------------// 

void savePhoto(){ 

  String url = "http://www.bs2.idv.tw/Upload.php"; 

// if(key==' '){ 

    ImageToWeb img = new ImageToWeb(this); 

    img.save("jpg",true); 

    img.post("test",url,"jpg-test",false,img.getBytes(g)); 

//  } 

} 

void stop(){ 

  // 音樂播放停止 (若音樂尚未播放結束的話) 

  player.close(); 

  // 停止 minim 音樂處理物件運作 (必須) 

  minim.stop(); 

  // 使用 minim 的上層物件也停止 (必須) 

  super.stop(); 

} 

 

  



 126 

附錄四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Looking-Mirror Self</title> 

 

<link href="layout.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query-1.7.1.min.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query.easing.1.3.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query.touchwipe.min.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mymy.js"></script> 

 

</head> 

<body> 

<h3>Looking-Mirror Self</h3> 

 

<div id="BOX"> 

  <!-- <h1>Flycan Classroom</h1> 

<h3>Document Object Model</h3>--> 

  <div id="PIC"> 

    <ul> 

      <?php 

  $dir = "./test"; 

  getDirList($dir); 

 

  function getDirList($dir){ 

    

     if (is_dir($dir)){ 

    $dh = opendir($dir); 

    chdir ($dir); 

    while (($file = readdir($dh)) !== false) { 

      if (is_dir($file) && basename($file)!='.' && basename($file)!='..') 

     getDirList($file); 

      else if(filename($file) != "." && filename($file) != "..") 

     //echo "current work dir:". getcwd()." ;filename: $file \n"; 

     echo "<li><img src='test/$file' /></li>"; 

    } 

    chdir("../"); 

    closedir($dh); 

    } 

  } 

 

  function filename($file){ 

     $path_parts = pathinfo($file); 

     return basename($file, $path_parts['extension']); 

  } 

 

  ?> 

    </ul> 

  </div> 

</div> 

<p>&nbsp;</p> 

<p>&nbsp;</p> 

<p>&nbsp;</p>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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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