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抽象藝術在二十世紀初形成之後，對於人類「藝術意志」、「內在真實」與「內

在需要」等議題的討論與關注，使得藝術創作從對於自然物的摹寫與再現，轉移

至描繪人類內心與精神世界的複雜情感，以及探討分析物體外形之內在意含上。 

形變與衍生創作系列是筆者將個人對於自然有機形態、人文環境以及物件之

間的觀察與經歷，轉化為抽象造型藝術。筆者以抽象造形作為創作之表現形式的

動機，在本質上是追求個人意志的自由與解放。然而，使用自然物體作為創作形

式的起源，並非與現實脫離或者對現代社會的紛擾的妥協，而是以對於有機與無

機物體之間的統合手法，達到更積極與真實的面對自我內在之省思。同時筆者對

自然的欣賞並非旨在模仿自然物，而是藉由有機抽象的造形、曖昧的形體、以及

自然界生長與枯乾的定律，呼應人類生命中，潛藏在生命底層無可迴避的生老病

死的宿命，以及無力改變事實的無奈與感慨。 

形變與衍生之創作與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自然有機的形體與創作理念之融合與詮釋，創作抽象性陶瓷雕塑作

品，並研究陶瓷材質與造形之間的關聯性。 

（二）藉由對有機自然形體的觀察、學理的研究，衍生出藝術的造型符號，以探

討自我的內心世界。 

（三）研究如何融合有機形體、人為物件以及抽象藝術美學，藉以抒發情感，探

尋擴展內在生命雕塑之可能性。 

本創作研究是以筆者在 2002-2006 年之間的創作為主，除了工作室的創作之

外，並藉由對於藝術理論的分析，以及創作之行動研究等方法，深化學理上的基

礎，以及人文上之素養。本創作的地點包括澳洲以及台灣兩地，創作之材質以陶

土為主，技法的使用以手塑為主，作品皆經過陶瓷窯爐的燒製。 

關鍵字：抽象藝術、現代陶藝、藝術意志、內在真實、形變、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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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ed by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Abstract Art was formed, 

many discussions and attentions were drawn at topics for “art will,” “inner truth,” and 

“inner necessity.”  This made artistic creations turn its direction from the imit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n natural subjects to the subscription on complex emotions in 

human’s inner and mental world, and the research on subjects’ inner meanings. 

 

This work series of “Metamorphosis and Derivation” is a result of a transition 

from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between natural organic form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 used abstract shape in my work as to pursue a will freedom.  

Using natural objects as the origin of my work is not to get away from reality or to 

compromise with this chaotic society, but to actively and truthfully face the subject of 

self existence.  Simultaneously, I did not imitate natural objects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the nature, but to use organic abstract shape, ambiguous objects, and 

the law of decay and growth to answer the inevitable birth, age,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course of human life, and such cruel fact no one can afford to change. 

 

 The purpose of the creation and research on “Metamorphosis and Derivation” is 

as following: 

- To search a combination and explanation at natural organic objects with my 

creation concept, to make abstract ceramic sculptures, and to find a relation 

between ceramic and shape 

- To search self inner world by observing natural objects and by studying 

theories to make art signals. 

- To study how to combined organic objects, men-made objects, and abstract 

art to express emotions and exp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ner lif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my works made during year 2002 to year 2006. In 

addition to my studio works, I had advanced theoretical basis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by using analysis on art theories and action study on my works. Some 

of these works were made in Australia, some Taiwan. Clay is used as a major 

material.  All works are hand built and finished through kiln firing. 

 

Keywords: Abstract Art, Modern Ceramics, Inner Reality, Metamorphosis, 

          De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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