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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變與衍生的創作研究是筆者從觀察自然有機形態與身處的人文環境經驗

中，將其轉化為抽象造型藝術的能量，藉由藝術創作的過程，抒發內在情感與意

志。形變與衍生的造型形式是來自於有機形態與文明物件之間的結合，筆者以並

置、轉化、重複與衍生的表現技法，在反覆捏塑造形的過程中，探討雕塑形體與

內在意象之間的關聯。希望藉由有機抽象的造形，形塑人為與自然交錯、矛盾的

意象，以呼應自然規律中的生長與枯乾現象，反映潛藏在生命底層無可迴避的生

老病死的宿命，因此形變與衍生所探討的抽象造形是經過自然、文明與自我之間

的交會之後，所表現出種種象徵生命意象之藝術形態。 

抽象藝術在二十世紀初形成之後，為東西方的現代藝術觀念帶來極大影響。

抽象藝術對於人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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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複雜情感表現，以及探討分析物體外形之內在意含上。抽象藝術家為了反映「內

在真實」與「藝術意志」，因而從物件本身形體與外形的探討轉化至內心思維的表

現上，並且運用藝術家個人的想像與觀察力，統整形體世界與內心觀照，創造出

屬於個人的藝術造形。這類的藝術造形往往與現實世界中的視覺經驗產生似曾相

識，卻又陌生的視覺印象。 

本文以抽象藝術與相關美學論點為理論基礎，探討造形藝術所論及的「轉化」

的各種技巧與表現形式，以期釐清筆者對於抽象藝術、當代藝術理論、與造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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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之間關聯性，以拓展筆者之藝術表現。 

本章首先闡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其次說明本研究之方法與步驟，繼而確

定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最後釐清與本研究相關之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創作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系列創作之研究動機是將個人對於自然有機形態與文明社會環境等生活經

驗之觀察體會，轉化為抽象之造型藝術，藉由藝術創作的過程，反覆思索這些經

歷與感動，讓創作與心靈活動產生更緊密的關聯。創作過程中運用抽象的造型語

彙與技法，反覆捏塑具有有機生命符號的形體，以創作來體會週遭萬物與內在思

緒之情感交流。藉由人為與自然交錯形態的有機物件，來表現內心的領會與感受，

反映出自然界生長與枯乾的規律與宿命，並將此現象與人類的處境相互呼應，並

透過對「有機自然」的形體觀察，轉化為抽象造形，作為抒發內心世界的表現形

式。 

大自然的景物與人類文明的物件，是我們生活之中關係最為緊密的事物。生

活上的經驗常常是我們體會事物以及反省自我的動力，雖然事物的本身並不具有

任何的意義，而是我們人類的思想賦予它意義。於是在封存的記憶中，某一些事

物往往會因為一件物件或景物而被勾起，並且經由對於物體與事件的觀照中激發

出某種情緒。近年來筆者透過對有機型態的觀察，汲取形體中的意象以簡約的造

型來表現物體內在所蘊含的力量，並利用陶土材質的溫潤與質樸的特質，尋找土

與形體之間的新詮釋。透過對於自然界物體的觀察、認知與轉化之創作過程，去

體驗事物所存在的意涵，以及反映出內心的感動。 

自古以來，哲學、宗教與藝術的領域裡，經常由自然事物中體會出人生的哲

理。例如：聖經傳道書 3 章中對於人生的比喻：凡事皆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

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栽種的也有時；…..以及在詩篇 90 篇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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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生短暫的比喻：「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

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詩篇 90：4）都是藉由自然的現象引發對人生的比喻。同樣的，對於自然物體的

觀察也提供許多藝術家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筆者在創作過程中，從有機的生命

體激發個人對於形體符號以及生命議題的關注，有機的形狀例如種子和蛹等人們

所熟悉的物體，代表了生命的初始與延續，以及人類文明間的共同符號。由這些

衍生出的抽象造形，反映筆者生命中所潛藏的矛盾、對於解脫傳統形式之束縛的

渴望、以及對於威權的不耐和對於回歸於簡樸，自然之生命的期盼。 

這一系列的有機抽象作品，除了探索有機形態的意涵之外，有部份的作品也

運用了衍生物件的概念，將自然與人為物件之間的矛盾作重組，融合了曖昧與矛

盾的造型語彙，以突顯這些狀似熟悉的形體，時常唐突地闖入了人們所熟悉的環

境。希望藉由陶塑的造型，勾起觀者的想像，並將這些抽象的造型，轉變成為沉

思冥想的物件，以喚起我們對於這些熟悉物體的共通的記憶。 

 

二、研究目的 

 筆者以抽象藝術之形變概念，探析自然有機形體中「內在生命」之意含，以

及如何轉化有機形態衍生出抽象的造形，表達個人內在情感世界。透過創作來實

踐對自然萬物的觀察與體驗，俾使我的創作能與生活之關係更為緊密。同時善用

陶瓷材料，發揮材料的特性，尋找出對於陶土、內在情感、與外在形體之間的融

合與詮釋。因此此次創作研究之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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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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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擴展內在生命雕塑之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創作研究方法 

本創作論述「形變與衍生」是指筆者對於自然物體的外在形體與內在意涵的

體認與表現。個人創作研究方法是藉由創作一系列有機抽象作品的同時，對於藝

術理論、藝術史、以及美學的等知識領域加以研究，期使創作與理論之間得以相

互驗證，釐清個人思維與創作脈絡，因此本創作使用以下的幾種創作研究方法：  

 

（一）理論分析法 

採取以文獻分析整理的方法，將相關的藝術理論、美學、哲學與藝術史加以

歸納、分析與整合，釐清創作理念與創作歷程，發展出具有學理基礎的創作論述。

在理論分析法的應用上，透過對藝術史資料、網路相關資料、哲學與美學理論、

研究相關藝術流派及當代陶藝思潮的分析，歸納整理出與個人創作理念有關之理

論要點，以提供個人在創作思維上的基本理論架構，茲分述如下： 

1、創作研究關於哲學與美學理論的運用部分，透過哲學家與美學家對藝術

與想像、情感、表現、符號與象徵之關係來探討之，以作為本研究中創

作理念與形式概念的理論依據。 

2、研究現代藝術理論，並以抽象藝術、抽象表現主義與後現代藝術理論為

主要研究重點，透過對抽象藝術家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阿爾普（Jean Arp，1887-1966）等多位抽象藝術家之藝術

理論與風格之探討，以追求物體之內在本質，分析藝術情感之衝動與移

情，結合現實生活與自然物體作為出發點，使個人在藝術創作上朝向形

變與衍生物件之形式表現，經營抽象有機形體以表達「萬物皆為一體」

的概念。 

3、透過現代陶藝與藝術家之理論發展、自然主義美學之探討、理解並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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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陶藝在藝術上之活力，以分析在自我創作中應如何發揮抽象藝術與

陶土材質之間的契合，試圖從中探尋心靈支持力量與自身創作可行之路

線。 

4、從文獻資料中探討有機抽象之發展面向，在物體結構的表現上，考慮利

用雕塑變形、重組、與衍生出新的物件的創作手法，例如運用抽象藝術將

物體變形與超現實主義中自動性技法的運用，並將探討新物件的象徵意

含。 

（二）創作之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一詞首由社會心理學家柯特•李文（Kurt Lewin, 

1890-1947）所提出，行動研究顧名思義，是將學理基礎付諸行動，李文認為社會

科學研究不應該將自己封閉在研究室裡閉門造車，行動研究首重透過實務的參

與，從經驗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積極的投入自己工作領域，研究與

解決自己所設定的議題，並進而找到解決與改善問題的策略，是行動研究法的目

的。 

行動研究法在運用時必須注意到以下的幾個要件（蔡清田，2000a）： 

 

1. 行動策略必須與社會科學計劃有關。 

2. 行動研究必須配合研究過程的規劃、行動、觀察與反省等，不斷循環

重複進行，且彼此之間必須是有關聯的。 

3. 行動研究必須包括與行動有關的務實工作者，並且隨著研究進展而不

斷的擴充。 

 

行動研究法針對創作時所研究的議題，在創作活動上具有相當大的助

益，其實施的步驟如下：（賈馥茗、楊深坑，2000，頁 124） 

1. 發現問題 

2. 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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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定計劃 

4. 蒐集資料 

5. 批判與修正 

6. 試行與考驗 

7. 提出報告 

 

二二二二、、、、創作研究步驟創作研究步驟創作研究步驟創作研究步驟 

依據行動研究法之學理，筆者將創作研究分為以下的幾個步驟： 

（一）釐清研究動機與目的：此一階段始於 2001 年，以文字書寫的方式將研

究動機與目的逐一釐清，對於創作之動機與目的持續藉由文字的書寫

以求創作的精確性。 

（二）理論資料的蒐集、分析、整理與探討：尋找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藝

術理論、哲學思考、藝術家理念與創作，作歸納與整理。 

（三）先前作品之創作理念、形式與現階段發展之比較分析：創作雖然與先

前的作品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但是力求創作議題之探討的深度與廣

度，提醒自己不斷的進步。 

（四）觀察時空、自然，進行創作與發掘問題：提醒自己從生活的時空中警

醒，關注周遭的人、事、物。 

（五）創作內容與內在心理之關聯性檢討：檢視創作之內容與品質，並與自

我的創作理念相互對應，使作品能適切的傳達內心之情緒與意念。 

（六）作品之再修正與創作研究論文之撰寫：藉由展演與研究動機之文獻資

料整理，完成創作作品並檢討修正，開始撰寫本創作研究論述。 

（七）作品與論文之修正與總結：完成此一階段之作品與論述書寫，並提出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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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1111    創作行動創作行動創作行動創作行動研究步驟圖研究步驟圖研究步驟圖研究步驟圖    

 

 

 

 

 

 

 

 

 

 

 

 

 

 

 

 

 

 

 

 

 

 
 

 

 

 

 

 

 

 

 

理論資料的蒐集、分析、整理

先前作品之創作理念、形式與

現階段發展之比較分析 

觀察時空、自然，進行創作與

發掘問題 

創作內容與內在心理之關聯

作品之再修正與創作研究論

述文之撰寫 

釐清研究動機與目的 

作品與論文之修正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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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係以個人 2002-2006 年之間的有機抽象雕塑作品為主，筆者以抽象

的造型詮釋個人的內心思維與外在客觀環境之互動與影響。研究的範圍在理論上

涉及對當代藝術理論思潮、哲學、美學思維，對筆者之「形變與衍生」研究主題

之內容探索與影響。在形式上以抽象藝術的風格，汲取自然界的物體，例如種子、

枝葉、貝類、與蛹等物體的外型與意象，運用簡潔的造型風格，追求物體的隱喻

性與啟示性。 

（一）時間範圍：以筆者 2002-2006 年之間對於內在意象之有機抽象創作風格

為主。 

（二）主題範圍：由「內在意象」之探索出發，運用錯置、轉化、重複、混

雜等變形與衍生的技法，重塑自然物與人為物體的新意象。 

（三）形式範圍：以抽象之有機造型詮釋物體的內在意含，摒除對完美造型

的追求，並除去傳統雕塑之底座，以裝置的手法直接呈現。 

（四）媒材範圍：使用單一的媒材：「陶土」，作為此一創作主題的材料。 

（五）技法範圍：作品以雕塑陶土，經由盤條手塑成形，表面施以化妝土和

釉，並置入窯中燒製。 

 

二、名詞解釋 

（一）有機抽象（biomorphic abstraction） 

有機造形經常與藝術風格中的抽象藝術（abstract art）相提並論，有機抽

象指的是不規則的、有機的、與非幾何的造型，此類型的造型風格經常源自

於自然界的物體形態中。有機抽象的藝術形態所指的並非一個固定的藝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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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或風格，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開始，提倡所謂的「有機結構」的觀點，這

個「有機結構」的理念與古典主義所強調的「無機形式」形成現代藝術百年

來藝術發展的重要依據。有機形態藝術是一種抽象藝術的造形，其抽象造形

經常是由自然中具有生命的有機物中獲得靈感而非源自於無機的幾何世界。 

（二）陶瓷雕塑（ceramic sculpture） 

由於陶藝（Ceramics）一詞被用來泛指廣義的陶瓷藝術，不論是實用或非

實用之陶瓷作品皆習慣性的被冠以「陶藝」之名，在意義上容易混淆不清，

因此筆者以「陶瓷雕塑」的名詞試圖與一般實用器皿之陶藝做區分。「陶瓷雕

塑」是將材質界定在以陶土為表現媒材所創作出的雕塑作品。陶瓷雕塑包括

人物塑形，抽象與具象的造型，並且經過燒製後的作品。以藝術風格區分，

它包含有非實用陶瓷藝術中的容器（Vessel）、怪佈藝術（Funk Art），裝置藝

術（Installation Art），造形陶藝（plastic ceramics）等，以個人藝術為創作目

標的陶塑作品。當代「陶瓷雕塑」與「實用陶藝」之間，最大的差異乃在於

創作的動機。兩者間同時掌握了對於陶瓷材料，燒製技術及藝術內涵的充分

體認，但以陶瓷雕塑而言，主要的意義是擺脫了實用美學與複製性的量產需

求與限制，將陶土視為純粹的創作材料，而對於「陶藝」中所強調的「火」

與「土」的關係所賦予的神祕色彩並不如此強調。 
（三）形變與衍生（metamorphosis and derivation） 

根據渥林格將藝術意志所產生的藝術形式分為抽象與移情兩個相對立的

所謂「風格」與「自然主義」之別，代表人類以理性與感性的知覺意識去感

知這個世界之存在物的方式。抽象藝術風格包含了理性與感性這兩樣特質，

從康丁斯基對於點、線、面的研究，到極簡藝術風格的產生，可以看見物體

經由理性的分析而變形的脈絡，而感性中藝術移情部分，則是由表現主義之

表現性抽象的產生到後現代以挪用（appropriation）、轉喻（metonymic）、隱喻

（metaphoric）與混種（hybrid）的手法為主，不斷的創造出屬於各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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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風格與藝術理論。形變與衍生的創作形式具有符號與象徵上的開創與意

含，對於現代藝術的產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以後現代的藝術觀點

來看，藝術在表現現實的過程中，對於衍生物件的描繪依然有其依據。 

1. 形變（metamorphosis）：主要的方式是將原本的物形，以拆解、破壞、

變形的方式，將原來的形體逐漸改變，反轉色彩、相對大小、改變原貌以達

到藝術上的強調與隱喻的目的。 

2. 衍生（derivation）：衍生的概念是將原生物與現成物之間混種（hybrid），

而產生新的物件的結果。利用新的記號與造形語彙，產生隱喻與借喻的機能，

因而產生新的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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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相關藝術理念及文獻探討相關藝術理念及文獻探討相關藝術理念及文獻探討相關藝術理念及文獻探討 

 

本章就筆者創作相關的近代美學、藝術理論、造型陶藝、與藝術家之風格做

分析，將美學中涉及藝術情感、表現符號與象徵意義等主張加以闡述，並探討現

代藝術的抽象理論與發展，針對各時期抽象藝術之形式與風格做深入的探討，並

釐清抽象藝術發展的脈絡。第五節中，以影響筆者藝術發展的藝術家之創作理念、

與抽象藝術之主張，做深入的研究，以深化筆者對於抽象藝術與陶土材質之間的

理論基礎與創作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美學理論之觀點美學理論之觀點美學理論之觀點美學理論之觀點 

 

一一一一、、、、藝術的象徵藝術的象徵藝術的象徵藝術的象徵 

 黑格爾（G.W.F Hegel，1770~1831）將象徵（symbol or symbolism）分為表現

與意義兩個層次，第一是意義，其次是這意義的表現。意義就是一種觀念或對象，

不管它的內容是什麼，表現是一種感性存在或一種形象。（朱孟實 譯，1981，10）

劉昌元認為從美學觀點看：有關藝術與象徵的論文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方面

探討的是藝術品可否被視為一種象徵。第二方面所探討的是藝術中的象徵。(劉昌

元，1994，249) 將象徵放到藝術的領域討論，我們必須理解何謂象徵？象徵是一

種「符號」、「記號」與「圖像」，象徵並非文字敘述性的，而是透過某種符號的形

式傳遞訊息，劉昌元將象徵歸納為慣用的（conventional）與藝術家所創造（created）

兩類。記號或符號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意義，而是潛在形式背後的意含，這個意含

透過人類的意志解讀而產生意義，這個意義便為象徵。 

 藝術的象徵目的是在造成一個現象或者事件的突顯，藝術家創造符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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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去解釋現象，相反的是經由現象去反映現象。反映現象的方式就是去突顯

（prominent）、重複（decomposition）、與串聯（continuity）。突顯是將不必要的旁

枝褥節去除，而體驗事件的中心。重複則是讓意象不斷地出現，達到隱喻與說明

的目的。串聯或重組，則是藝術家的創造與聯想力將事件或現象串聯，使之間的

矛盾與和諧，透過藝術的形式，達到暗示與反諷的象徵性意義。 

畢卡索曾說「藝術是闡述事實的謊言」，梵谷也曾說過：「藝術並非真實，但

是它比真實更加的真實」。依據抽象藝術的理論，藝術並非創造或模仿真實，因為

藝術本身並非真實，也無法再造真實，但是透過藝術意志的活動，讓我們更能觸

摸到真實，這樣的真實並非物體表象的追求，而是在探索事物本身的真實意義。

因此，藝術在創造象徵的同時，也就是創造一種有意義的現象符號，這個現象符

號讓我們有機會去探索潛藏外在生命底層的內在意象，以及更可能的去探觸真相

與達到問題的核心。 

 

二二二二、、、、符號與形式論符號與形式論符號與形式論符號與形式論 

西方抽象主義美學家渥林格（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提出人類原生

的「抽象衝動」，與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1895~1985）等人提出的符號論美學，在探索藝術抽象性的根源，與自

然生命為出發的藝術，本質上的立論相當契合。他們皆認為人類內在的抽象與移

情衝動之本能，可以在對自然界中，有形的人、物、風景等，無形的聲、色、情

感等觀察經驗中，藉由抽象的符號、形體來傳達與溝通。 

 

渥林格認為移情的衝動確實是潛在於每一個人之中的，而且只有在「對

空間的恐懼」，只有抽象衝動才能抑制它。只有在面對世界的恐懼消退、信賴

感增強之時，外在世界才開始具有生氣。而且，外在世界的所有生氣都是來

自這樣的人，這種人使外在世界所有的內在生命、使他所有的內在力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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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格化的特徵，這種把自己投入到物中的活動，必然強化了對不可言明的

有機形式之美的內涵的感受，而且，由此也就指明了藝術意志的歸處，即藝

術上的自然主義，這種自然主義把自然原形只作為由人對有機物所主導的形

式意志的基礎去使用，這樣，人們就學會了「把每一種任意的形式理解成這

樣一種關照景像，某種後隨的愉悅彷彿以巨大的力量在這種關照景象中來回

波動著。」（魏雅婷 譯，1992，84） 

 

渥林格所謂的「對外在空間的恐懼」事實上是對於人類自身在面對浩瀚未知

的世界時所產生的徬徨與無助感，這種感受唯有投入到物體的內在，強化對不可

言喻的有機形式之美的內涵的感受，用藝術意志表現象徵與創造符號才能面對，

渥林格認為： 

 

「藝術史上的每一種風格型態，對從自身心理需要而創造了該風格的人

來說，就是其意志的表現，因此，每一種風格型態對創造該風格的人來說，

就表現為最大程度的完滿性。現代藝術所表現的使我們感到極大的變形，並

不是缺乏表現力的結果，而是出現了另一種藝術意志的結果，」因此，「藝術

的發展史就是藝術意志的發展史。」（魏雅婷 譯，1992，23） 

 

依據渥林格的理論，人類理解所有藝術現象並非如黑格爾以「美」為本體，

或如十九世紀下半葉所興起的「唯物主義」藝術論，而是回到人類最根本的內在，

也就是人所具有的「內在意志」。渥林格以「藝術意志」的概念作為本體去解說藝

術，其觀念是受到叔本華意志說的啟示。 

 

叔本華追隨康德把世界分成「自在之物」的世界和「現象」世界，前者

即「意志」，後者即「表象」。「意志」是一種深層的本質存在，他決定著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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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表象世界的一切事物均由意志生發出來。這種意志是一種非物，一種

神秘的生命力，即一種「盲目的、不可遏止的衝動」，這種意志是普遍的，「它

既表現於盲目的自然力中，也表現於人的自覺行為中。」（魏雅婷譯，頁 25） 

 

由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所認為的「意志決定一切」以及

渥林格的「藝術意志」（kunstwollen）說，我們可以理解藝術也是存在萬物中的一

項事物，藝術並非自在之物，既非自在之物，那麼必由某種專門的主體意志所決

定的，於是生成了所謂藝術意志這樣的一個概念。渥林格認為藝術的發展史是人

類藝術意志發展的結果，渥林格進一步以抽象與移情兩個對立的概念去具體界定

藝術意志。抽象是人類對於無機形體世界，在規則性、理性的精算幾何中得到滿

足。而移情是在有機的自然世界中，和諧的、完滿的獲得滿足。 

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52）認為：「人類是進行符號活動的動物，符

號表現是人類意識的基本功能，人類的文化現象和精神活動，如語言、神話、藝

術和科學，都是在運用符號的方式來表達人類的種種經驗。」(劉大基譯，1991，

3) 卡西爾認為人類活動的核心是「符號活動」，亦即人類是具有知覺，富有創造

性的最高力量，能夠創造符號，辨識符號，以及利用符號來溝通彼此。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66-1952） 等人認為藝術作品是完整的有機體，內容與形式

是不能分割的（凌嵩郎等，1987）。指出了內容與形式之密切關聯性，未經賦予形

式之內容往往只是雜亂的印象，藝術乃藉由形式之表現才有實質意義。 

蘇姍朗格（Susanne Langer, 1895~1985）繼承卡西爾藝術符號論的觀點，朗格

認為：「藝術是創造那能象徵人類情感的形式」 （Art is the creation of form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劉昌元，1994，187) 她指出「符號是任何我們能藉之造成抽

象作用的設計」（A symbol is any device whereby we are enable to make an 

abstraction）(劉昌元，1994，187)，因此對郎格來說藝術的主要特徵在藉抽象形式

來象徵情感的一般結構，符號是與情感的形式相似的，所以藝術品是代表情感呈

現的符號。何謂情感的形式？從卡西爾與朗格所言，可理解為：人類的種種經驗，

亦即情感、概念或意蘊等等是無形的，且瞬即消失的，必須藉符號來「固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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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永恆的「生命形式」。前者遂構成藝術哲學所稱的「內容」或「內蘊」，而「符

號」即為「形式」。而亨利‧佛西隆（Henri Focillon，1849-1918）強調：「造型最

基本的內容是形式性的內容」通常大家把符號（sign）歸為三類：索引（index）、

圖像（icon）、象徵（symbol）。三者共通處是，在符號的物質屬性之外都有意指

（signifying）的屬性。（吳玉成，2001，28）符號（sign）依據理解，它是屬於形

式的、包含有象徵性、圖像與索引的抽象性藝術造形。亨利‧佛西隆的符號與渥

林格所指的「內在生命」（Inward Life）與「生命形式」，在本質上與所謂的「抽象」

符號是可互通的，並進而推展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內在生命」即朗格所言之「情

感」，是廣義的詞語，不同於所謂「寫實繪畫」或「移情的摹仿」，在反映現實生

活中，客觀事物之「物象」。亦即渥林格所認為的制約所有藝術現象的最根本和最

內在的要素，就是人所具有的「藝術意志」，它是所有藝術現象中最深層的最內在

的本質。「藝術意志」來自於人的日常處世觀物所形成的世界態度，即來自於人面

對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態度、印象、感受等等 。(魏雅婷 譯，1992，25)「意」乃是

主體內心經驗的複合體，它包含感覺、思維、性格、氣質、意志、情緒等等，且

彼此先後地進行交叉、滲透、融化、甚或矛盾、排斥。所謂「生命形式」，朗格認

為至少它具有，有機性、運動性、節奏性、與生長性等特徵，這種生命形式與無

機的抽象造型在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綜合以上各個美學家的論點，造形藝術存在很多觀者不容易辨識的形式與符

號，「藝術意志」是啟發藝術創作表現的誘因，也是創作行為的要件。藝術家如何

將這些看不見的意志能量，轉化為藝術形式與造形符號？而物體的內在生命與生

命形式的探討，因移情作用而創造「那能象徵人類情感的形式」，是創作情感的表

現，藉由對於「符號」與「形式」的探索，呈現內心思維、想像空間與抒發情緒。

因此對於「形變與衍生」系列之藝術意志的探索與論述，能形成更深刻的體會與

理念的依歸，對於創作的脈絡能有更清晰的立論基礎，真正進入到創作者的內心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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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抽象藝術理論探析抽象藝術理論探析抽象藝術理論探析抽象藝術理論探析 

 

現代藝術的風格多元且樣貌多變，但是在其形形色色、變化繁多的表現

中，則明顯存在著兩種彼此爭峰相對的人類傾向。其一為：普遍美感的直接

創造（direct creation of the diversely beauty）：另一為：自我的美感表現（aesthetic 

expression of oneself）（伍蠡甫，1994，43）。 

 

一一一一、、、、形式的抽象化與意念的實踐形式的抽象化與意念的實踐形式的抽象化與意念的實踐形式的抽象化與意念的實踐 

抽象藝術，也稱為「無主題藝術」（Non-objective Art），或者「無代表性藝術」

（Non-representational Art），是特指以繪畫沒有可識別的具體對象的藝術形式（王

受之，2001，31）。回顧二十世紀的藝術發展，以變形與抽象的造型，創造新的視

覺經驗，不論是在平面繪畫或者立體雕塑領域中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抽象藝術

的觀念早在 1910~1920 年代，便由許多歐洲的藝術家提出抽象的造型原理。他們

檢視幾千年來歐洲的繪畫與雕塑成就，認為寫實的風格並無法真正的達到探索物

體的真實，因此質疑自文藝復興以來所使用的固定視點的透視法則是不可能在我

們觀察物體時真正的成立，因為我們的視點在看物體時總是上下左右飄忽不定。

藝術家們發現西方的藝術發展，除了追求外在物質世界的精確描繪之外，對於內

在情感的表現，一直缺乏表現的形式。於是，有些抽象主義的藝術家由造型著手，

以形式主義的觀點將觀察的對象簡化，保留構成的要素，將造型推演至幾何抽象，

而顛覆人類對傳統形體的認知。一部份藝術家則由後期印象派中得到啟發，追求

色彩與光所提供的選擇，此一部分從自然界中汲取養分的藝術家則往有機抽象的

方向發展。 

二十世紀初工業革命與科學所帶來的成果，例如色彩學的理論分析，機械所

帶來的速度與動能，改變藝術家所關注的議題與描繪對象。初期的抽象藝術依循

現代主義的創作精神，對於作品的構成要素，例如光線、色彩、線條、肌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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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原理，強調構圖的對比、平衡、量塊等，以此理論基礎作為創作上的研究重

心，將這些元素以抽象卻又合理的構成，逐漸脫離現實世界的具象形體而達到抽

象的境界，開啟藝術的新域。以握林格對於抽象與移情的認知中，「抽象」指的是

人類對於無機形體的規則性、理性，在精算的幾何形狀中得到滿足。而「移情」

是對有機的自然世界之和諧性、完滿性的體驗。因此，抽象藝術在創造「符號形

式」的藝術時，由於動機的不同，而形成了理性的無機抽象與感性的有機抽象兩

類型，因此，抽象藝術在以自我的美感為表現的議題上，可分成了形式主義的幾

何抽象與意念上的有機抽象兩種類型。 

有機與幾何的抽象理論呼應渥林格的「抽象與移情」的主張，關於抽象藝術

的見解，叔本華提出一個準則，他說「畫面隨即引導我們自個別物轉向造型本身；

造型與物質的分離，讓造型非常接近意念。」（Anna Moszynska, 1990, p.46）由此

可以推論，造型之目的並非重塑一個自然物，而是某種意念的呈現。而且抽象藝

術家試圖將造形與原來物質之間脫離，因為，唯有當造型與物質完全脫離時，創

作者的意念才能被顯露出來。因此，抽象藝術的精神是對於內在情感的描繪與意

念的表現。由渥林格的抽象與移情之論點，將抽象藝術區分為「冷抽象」（理性）

與「熱抽象」（感性）兩種風格。熱抽象又稱「抒情抽象」或「有機抽象」，是帶

有浪漫情懷的非具象藝術，它傾向藝術家主觀的、感性的情感與感覺表現，強調

自然物體其內在生命的神秘性、自發性、非合理性，並朝向一種內省的自覺意識

或無意識的內在精神狀態的描繪。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在他

的著作〈造型的問題〉’On the Question of Form’ 將藝術作品設立了內在與外在的

對立關係，他認為外在的一切並無法決定藝術的偉大與否，描繪外形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藝術家的「內在需求」（inner necessity）。康丁斯基認為：只要藝術具有

靈魂，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礙它成為抽象。（Anna Moszynska, 1990, p.47）由於康

丁斯基從內在出發的理念，影響後人對於造型與物質分離的信念，在色彩與線條

朝有機與表現性的手法探索，因而成就後來的表現主義與抽象表現主義。有關抽

象藝術流派發展與彼此之間的相互關聯參見（附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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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抽象藝術流派與發展關係 

 

 

形式主義風格 

 

 

 

立體主義、絕對主義、幾何抽象、風格派、硬邊藝術、極簡藝

術、色面繪畫  

 

結構主義風格 

 

 

 

未來主義、構成主義、包浩斯  

 

 

表現主義風格 

 

 

 

象徵主義、野獸派、表現主義、有機抽象、抽象表現主義、新

表現主義  

 

 

超現實主義風格 

 

 

 

達達、超現實主義  

 

 

觀念藝術風格 

 

 

達達、新達達、普普、新寫實、偶發藝術、環境藝術、地景藝

術、超寫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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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康丁斯基對於「內在需求」之精神層面的主張外，以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為代表的「冷抽象」，（又稱「幾何抽象」），藉由塞尚及秀拉

的繪畫理論出發，透過立體主義形成及拓展，它偏向藝術家的客觀理性智能，以

機械性、秩序性的幾何學構成傳達造型。蒙德里安以幾何結構歸納物象及還原所

有色彩為紅黃藍三原色來達及造型秩序與拋棄物象走向純幾何結構。蒙德里安除

了以觀察自然的幾何結構構成要素，並經由對於「神智學」（Theosophy）1
 的了解，

將幾何象徵，如三角形、十字形、垂直與水平的意義加以解釋與定義。蒙德里安

解釋自己的繪畫時說：在觀察海、天空與星辰中，我經由繁複交錯的垂直與水平

線條，意圖尋找出他們的造型功能。大自然的龐大印象，讓我試圖去表現出它的

廣闊、靜止與和諧。（Anna Moszynska, 1990, p.51）除了將構圖以分析與簡化的手

法成為幾何外，蒙德里安對於色彩問題的探索，亦以色彩學的分析原理，將畫面

顏色簡化為色彩的三原色（紅、黃、藍色），並配合無彩度的灰、黑線條將三原色

依照視覺的均衡與律動原理，經過精算之後的構圖安排讓畫面產生律動與活潑的

均衡。1919 年，蒙德里安提出他對抽象藝術的解釋：「這個新的造型觀念將會忽視

外貌的特殊性，此處所指的是自然的形態與顏色。相對的，應該從抽象的造型與

色彩中，也就是說，從直線與明確定義出的原色中尋找它的表現」。（A. Moszynska, 

1990, p.54）蒙德里安透過抽象的造型與原始的色彩來喚起人們的情感，並認為抽

象造型只是一個手段，「主題毫無價值，完全是多餘的，只有線條和色彩相互關係

的運用才能表現內心生活的全部情感和理智…..」（伍蠡甫，1994，41）正如蒙德

里安自己所說：「在未來，繪畫價值的有形化身將會取代藝術。然後我們就再也不

須要繪畫了，因為我們會活在落實了的藝術裡。」（余珊珊譯，1995） 

從上述抽象藝術家的例子觀察中，可以理解藝術家從意識自覺至完成藝術

品，不一定是借重人間事物或物象外形，亦可源自藝術家純主觀內省形式，此種

                                                 
1
神智學（Theosophy）研究奧祕現象的一種宗教哲學，起源於古代世界而對 19～20 世紀的宗

教思想發揮觸發作用。神智學可以溯至畢達哥拉斯時代，德國神秘學家 Jakob Boehme（1575- 1642）

擴充其意義，視其為神秘哲學，「以發現人類和宇宙或神的關係」，是眾多歷史上宗教運動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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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十九世紀末已成形；塞尚是最早以理性對現實物象結構進行歸納去考量整

體畫面構圖；「立體主義」雖依賴實物發展其藝術理論，畢卡索、布拉克卻是將

之表現抽象化造型淋漓盡致之代表。 

二、抽象表現主義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抽象藝術在平面繪畫與立體造形上衍生出各種形式的藝

術面向。其中以抽象表現主義（或稱為紐約畫派 New York School）、極簡藝術、與

色域繪畫最具代表性。抽象表現主義的表現形式類型以風格來分，可以分為：行

動繪畫（gesture painting）以及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 

事 實 上 ， 影 響 戰 後 美 國 抽 象 表 現 主 義 最 巨 的 是 歐 洲 的 超 現 實 主 義

（Surrealism）。由於戰爭的緣故，許多歐洲主要的藝術家多移民美國，其中較為熟

悉的包括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布何東（Andre Breton, 1896-1966）、恩

斯特（Max Ernst, 1891-1976）、馬塔（Robert Matta, 1911）與米羅（Joan Miro, 1893 – 

1983）等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其中由布何東等所提出之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

2，對於美國抽象藝術之發展有深刻的啟發作用。米羅以自動性的技法運用在他對

於生物之有機造型的表現上，生動的線條與色彩，開拓出自由形式的藝術表現。

馬松以書寫性、自動性的線條，將作者的情緒帶入畫面，使得作品自然的呈現出

狂亂、性暗示之內在本質。以行動繪畫聞名的藝術家傑克森•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便是受到自動性技法與書寫性的線條的啟發，因而發展出潑灑

與滴畫的技法。帕洛克打破傳統的作畫方式，將畫布直接放在地板上，然後圍繞

著畫面作畫，過程充滿行動力與戲劇性，同時也顛覆了畫面有天有地的傳統作畫

方式。神學辯論家葛拉漢（John Graham, 1866-1961）在其著作《藝術的體系與辨

證法》’Systems and Dialectics of Art’ 中呼籲藝術家「重新建立與潛意識失去的聯

                                                 
2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源自於 1921 年，布荷東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所使用的「純粹心靈之

無意識行為」（pure psychic automatism）一詞，意指一種夢境的表達、心靈的真正運作、掙脫理智

的桎梏及免除道德或美的規範所加諸的困擾。另一源流則為歐戰期間，布荷東對佛洛伊德學說之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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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主動的方式是創作藝術品，被動的方式是去冥想藝術品）以最原始的種族的

過去…‥將無意識的心靈中悸動的過程帶到有意識的事件」（Anna Moszynska, 

1990, p.149）葛拉漢對於原始的過去與集體的無意識之重視，暗示著榮格（Carl 

Jung）集體無意識理論與繪畫之間的緊密關係。帕洛克建議他的觀者「不要在畫中

尋找，而是要以被動的方式欣賞」（Anna Moszynska, 1990, p.152）。這說明了抽象

藝術與抽象表現主義的精神，是以創作者為中心，當觀賞者不以先入為主的視覺

經驗判斷眼前所見的一切時，造型與現實物質才能完全抽離，創作者的意念才能

被顯露出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抽象雕塑的特徵抽象雕塑的特徵抽象雕塑的特徵抽象雕塑的特徵 

一一一一、、、、抽象雕塑的理論發展抽象雕塑的理論發展抽象雕塑的理論發展抽象雕塑的理論發展 

在現代雕塑領域中，受到初期抽象繪畫理論的啟發，二十世紀初的雕塑朝向

主張形式與色彩的解放之新造型藝術（Neo-plasticism）與構成藝術（Constructivism）

發展。雕塑不再僅止於歌功頌德的塑像與製作不朽的紀念碑，它提供抽象藝術的

新造型理論一個可以實踐的真實舞台。「抽象藝術的首要與最基本的規律是運動與

平衡，它與由特定形式所形成的靜態規律截然相對立。」（伍蠡甫，1994，43）德

洛內認為：「藝術在自然裡是有韻律的，且有一種束縛的恐懼。如果藝術和一件「物

體」扯上關係，就變得有敘述性、可分裂性、文學性。」（余珊珊 譯，1995）。 

雕塑是三度空間的藝術，作品本身便是一個實體，當一個實體出現在空間中

時，便產生主客之間的變化，這一變化包含雕塑本身的律動，與相對空間的對立

與和諧，光線所產生虛實變化，空間與實體之間的侵入與滲透。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 1976-1957）為此一時期雕塑發展的代表性人物，他認為造型是一切歷久

不衰的藝術的基礎，且創造有張力的形式是不可能沒有色彩的，因此它以自然界

最簡單的有機造型，例如蛋和魚，以其對於藝術的結構原則以及其所認為的社會

理想模式，而追尋明確合理的物體次序。（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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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簡單與純粹的造形表現出生命物體的特徵，是有機抽象雕塑的精神。

布朗庫西相信以簡潔的形體，除去繁複的細節描寫的造型考量，也能表現出物體

的生命力。為了徹底顛覆傳統雕塑的規則，布朗庫西在處理雕塑的檯座問題時，

將它視為雕塑的一部份來考量，賦予檯座承接作品形體的延伸，使形體的律動得

以延續，而破除掉檯座只是乘載物體塊量的單一功能而已。布朗庫西的努力，賦

予了現代雕塑從此與地面有直接接觸的機會，觸動現代雕塑往多面向探觸的能量。 

另一類影響雕塑的藝術風格為發生在俄國的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其立

體雕塑的理論源自於立體主義（Cubism）以及未來主義（Futurism）對於時間與空

間的關係的探討，進一步發展成完全純粹抽象的立體結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歐洲各國不約而同出現了幾個幾何造型的運動，例如荷蘭有新造型主義

（Neo-Plasticisme）、風格派（De Stijl），以及德國的包浩斯（Bauhous），意圖由幾

何造型的鑽研出發，將戰後的紛亂社會，建立起秩序化、理性化的普遍價值。綜

觀二十世紀初的前衛藝術，以形式主義的觀點追求簡潔的造型元素，並將藝術中

的抒情、故事性與感性的成分切除，使得現代主義的理性與個人意志得以延伸。

極端理性的結果，最終是由 1960 年代的極簡藝術（Minimal Art）以反自然、反對

模仿、壓抑個人情感，以追求工業文明的極端理性與精確性作為結束。 

 

圖 2-1：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 ）。魚。1930。 

       大理石。53.3 x 180.3 x 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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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之後成形的抽象表現主義，充滿了對藝術的激情與理想，同時也為

雕塑界掀起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浪潮。大偉•史密斯（David Smith, 1906-1965）是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史密斯放棄形象的再現，而以開放性的造型，表現出有機

形體與鬆散的幾何結構，並以不繡鋼鐵為材料，完成抽象表現主義精神的立體作

品。（圖 2-2） 

 

 

 

 

 

 

 

 

 

 

 

 

 

 

由於史密斯的繪畫背景使得他認為繪畫與雕塑之間根本沒有差異。雖然運用

上焊接的技法，但是這些鋼片、鋼條與鋼塊的連接，創造出一種開放性、書寫線

條與異於常態的空間效果。史密斯利用焊接的技巧，組合塊面與線條而營造出空

間的表現方式，啟發了彼得•弗克斯 (Peter Voulkos, 1924-2002) 以陶土作為表現

性的素材，將抽象表現主義的創作方式運用在陶瓷雕塑上，創作出具有開創性的

陶藝作品。 

圖 2-2：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The Forest 1950。 1950New York 

2006，不銹鋼 

http://www.tate.org.uk/modern/exhibitions/davidsmith/default

.shtm（2007/2/17 瀏覽） 

 



 24

（（（（二二二二））））有機抽象的造型理論有機抽象的造型理論有機抽象的造型理論有機抽象的造型理論 

渥林格提到自然主義是指喚醒對有機生命、真實之美的感知，以及人們要為

這種受絕對藝術意志主宰的感知創造相應對象，…..它的主要表現並非在於去仿效

外物或復現外物的外顯現象，而是把充滿有機生命的線條和形式的優美的律動以

及整個內在生命，以理想的自足性和完滿性投射於外，以在每一個創造物中為自

由地、不受抑制的實現對於自身生命的感受而開闢領地。（魏雅婷譯，1992，頁 65）

在渥林格對於抽象與移情的理論中提到，移情的心理條件是「以人與外在世界的

那種圓滿具有泛神論色彩的密切關聯為條件的；而抽象的心理條件則是世人由外

在世界引起的內心不安的產物」…..渥林格所說的藝術上的自然主義與一般的藝術

模仿自然不同： 

 

自然主義並不是指人們要忠於其外表形象的表現客體對象，不是指人們

要拋棄對生命體的想像，自然主義是指喚醒對有機生命、真實之美的感知，

以及人們要為這種受絕對意志主宰的感知創造相應對象。在自然主義中人們

所追求的並不是生活的真實，而是對有機生命的愉悅。（魏雅婷 譯，1992，

65） 

 

自然界中的有機造型，長期以來一直是藝術家使用的造形語彙。藝術家藉由

對於自然界之物體的觀察、認知與轉化，體驗並表現萬物生存的真義。形式主義

與結構主義的藝術加以觀察自然界的物體結構為出發，發覺其中的自然法則，並

由此而體會出造物的原理以及物體生長之次序。無論是探尋生命的內在真實或者

結構美感，有機的自然世界皆提供藝術家在造型上與內容上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 

 

抽象藝術的創作觀與具象藝術有別，藝術家取自然物象、非生物界或人

物造象之結構、型態、色彩、音波、韻律、空間、時間、光變動、水變化、

空氣的氣流狀態……等客觀條件，及其當時其主觀思維及心境感受，產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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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感動、感情、感想的情境，其作品造型也是從物象的色彩、聲音、光線、

空間、運動、韻律……等，作概括化、形式化、幾何化、主觀化、象徵化、

符號化、意象化、隱喻化等方式處理所獲。內容無確定意義只是用感覺、情

感去強化造型，均可被歸為抽象藝術。 （朱麗麗，2004） 

 

德國藝術家尚阿爾普（Jean Arp，1887-1966）與英國的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i 

Moore，1898-1986）是這類有機抽象雕塑的代表性藝術家。阿爾普的雕塑試圖以

抽象的語彙結合自然有機的造型創造出一種綜合體。透過新的造型去詮釋自然與

人類不協調的步調，意圖創造出自然與人類文明的新次序。因此阿爾普在其後期

的雕塑中往往試圖表現自然之神秘的意圖。阿爾普提出「隨機法則」（Laws of 

Chance）以撕碎的紙片，任意的灑落在畫面上，作品有可能產生錯誤或者和諧的

結果，以此強調與質疑創作過程中構圖規則之概念。阿爾普認為幾何的構圖與造

形太侷限了，無法經由創作的過程中去取得更大的自由。然而隨機法則所提供的

卻是獲得更大的自由去重新觀察自然。他認為自己的雕塑是「具體」（concretions），

是一種形式的凝視，動力的韻律。他將之下定義為：「凝結的自然程序，變為堅實，

凝聚，稠密，聚集…..具體辨識某種已經成長的事物。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在樹林裡，

山野裡，大自然裡找到它謙卑的，默默無名的位置。」（李長俊譯，1972, 頁 152）。

阿爾普暗示植物或動物造形的雕塑之意含是為了表現生命力與自然力的法則，是

自然力與自然物體的總和力量的表現。 

亨利摩爾把原始藝術對人的生命的熱烈追求和表現形式的率真，與抽象藝術

反對模仿、摒棄再現以及追求形式本身的獨立價值的觀念結合起來，走上了一條

既保持西方傳統藝術精神，又具有現代審美品格的藝術之路。亨利摩爾相信「雕

塑是被空間所包圍著的實體」的西方藝術對雕塑的傳統固有概念，因而摩爾刻意

在其雕塑中，以挖空而讓空間穿透，強調空間包圍實體的觀念，暗示雕塑與空間

融為一體。摩爾將雕塑的形體鑿穿的造型，不僅使空間產生變化，同時也強化了

空間穿透與流動的感覺。並且巧妙的藉助光線的變化，形成量塊的正負空間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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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富有想像的虛實空間轉折。摩爾認為，「孔洞具有神秘的力量，空間穿透的

神秘性與那些在山背和懸崖上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岩洞是一樣的。而事實上，

以造形的角度分析，在量塊的實體上製造孔洞的處理手法，為雕塑注入一股生命

力與暗示性的隱喻。」（王端廷，2006）為了創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摩爾從人

體的形體結構中去抽離出造型元素，以單純的元素來表現量體、空間的關聯性，

而非創作一個完全獨立的藝術，他要表達的是一種對生命的溫和親情以及紀念碑

形式的功能。   

二二二二、、、、    現成物與衍生物件現成物與衍生物件現成物與衍生物件現成物與衍生物件 

達達（Dada）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是第一位提出現成物

即藝術品觀念的藝術家，他認為藝術家乃是一個媒介，而所謂的藝術品即是取決

於創作者及觀賞者兩方面，而且觀賞者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杜象與其它達達

藝術家不同的是他並非以「變形」的概念將現成物轉變為藝術造形，而是傾向以 

「美學分析它們」（to aesthetically anesthetize them）的角度來處理現成物件，它以

「調整」（adjusted）與「協助」（assisted）的方式使存在物件背後所隱藏的、不尋

常的意義被發掘出來。（Jose Marisa Faerna, 1996, p.6） 而 60 年代的普普藝術（Pop 

Art）與後極簡藝術（Post-minimalism）則在對於現成物（ready-made object）的使

用上各自提出不同的見解。普普藝術想由消費性的物品中強調藝術的平凡性。然

而，物體只有在被使用時是平凡的，當物體產生意旨時，它就不再平凡。現成物

品的真實不在於它是否有用，而在於它意指的功能。（徐洵蔚 譯，1996，26）因

此，普普藝術家提出現成物體作為藝術元素時，物體不再被認為只是一個工具被

拿來利用，而是具有功能的符號。普普藝術家認為這種取自現成物的概念，是將

物件視同如自然界的花草樹木一般，將消費品當成是視覺的造型元素，所呈現的

是人類對於本身文化歷史記憶的自覺與反省。 

後極簡藝術始於 1960 年代末期，雖然受到極簡藝術的影響，但擺脫了極簡藝

術對於幾何造型以及工業材質的堅持。後極簡藝術視現成物與工業材料為藝術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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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媒材，由生活的週遭環境中尋找，積極的投入社會環境中，而不是如極簡

藝術將藝術從人性中抽離，只單純的留下材質的特質。後極簡藝術家反對沒有個

人情緒的造型，而以更直接的身體勞動參與創作，作品也反映對於自我以及社會

議題的關注。不論是普普或者後極簡藝術，都將藝術傳統上所使用的元素擴及到

我們生活的週遭，由達達以來對於現成物的使用已經變成像自然有機世界一般成

為藝術創作的一份子。 

衍生（derivation）的概念是將原生物與現成物之間混種（hybrid），而產生新

的物件。抽象藝術以分析被觀察物的角度出發，將藝術媒介簡化、複製、與重組，

而創作出新的形式。「抽象藝術在經過半個世紀追求純粹化、理論化、形式化的結

果已呈衰竭。」（侯宜人，1994，77）後現代藝術對於藝術與其它形式領域之間的

統整，開拓了新的藝術契機。利用新的記號與造形語彙，產生隱喻與藉諭的機能，

因而產生新的意義和涵義。衍生物件的概念是對於現代所處的資訊環境的一種省

思，是在接收外在多樣性與複雜性變化快速的社會環境的總合意志，它反映出具

有時代性的雕塑語言，這種形式與內容與阿爾普等藝術家所追求的簡化有機的形

體之生命論是有所不同的。混種或雜交，反映時代的社會現象，在後現代充滿不

確定性的脈絡中，這種唐突的、質疑的、怪異的、不合邏輯性的組合，旨在強調

這樣的一個視覺的荒謬性。衍生與後現代所謂的轉借（metonymic）與挪用

（appropriation）有相似之處，在後現代藝術中，利用挪用手法，從歷史擷取元素，

甚或與原典文本指涉斷裂，「把人類過去歷史當作現成物（ready-made object）來運

用」（吳美真 譯，1998，215）的方法，這樣的概念是從日常用品、名畫、商品、

媒體中去尋找熟悉的意象，然後與作者的意念結合在一起。有時創作者直接將別

人的名作，經過一番描摹，或加入個人的看法，成為自己的作品。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當代造形陶藝思潮與材質運用當代造形陶藝思潮與材質運用當代造形陶藝思潮與材質運用當代造形陶藝思潮與材質運用 

   一一一一、、、、現代藝術理論的影響現代藝術理論的影響現代藝術理論的影響現代藝術理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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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陶藝3之發展與近代的美術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此種現象在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明顯。以往傳統雕塑對材質的純粹性，與完美造型比例之強調，

在達達（Dada）提出「現成物」的觀念之後已被打破，使得造型藝術在材質使用

上逐漸趨向多元。然而，現成物的提出對於陶藝這類工藝性強烈的藝術是一種衝

擊，因為陶藝除了創作觀念之外，尚須考慮它的技術性與工藝價值。這類的藝術

風格，乍看之下似乎與現代主義強調觀念的創作精神背道而馳，但事實不然。日

本陶藝藝評家金子賢治認為：「美術的世界是先有形，之後才挑選素材。但是陶藝

則是素材先決定，然後才在往返捏塑的過程中形成造型」。（王怡文譯，2003）因

此在表達藝術觀念與追求造型的同時，又須顧慮到素材的限制，對於當代陶藝家

而言是一種負擔與挑戰。當代造型陶藝的發展，便是處於這種創作觀念與材質相

互牽制的情況。雖然有些藝評家認為陶藝只是工藝範疇的一門傳統藝術，然而事

實上，造型陶藝發展至今，除了材質外，在形式的發展與藝術的觀念上，和其他

的雕塑形態並無二致。 

西方的藝壇上，在七○年代曾經有過對於陶藝應被視為工藝或者純藝術的論

戰，這種現象隨著後現代藝術理論興起之後，對於媒材的認知上有更寬廣的解釋，

也為工藝或純藝術的爭議找到解套的論點。因此，現代陶藝的發展，在觀念上及

理論上都深受現代理論的影響。舉五○、六○年代美國陶藝發展上的兩個主要運

動，容器（Vessel）與怪佈藝術（Funk Art）為例，它與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以及達達（Dada）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藝術史上曾有知名的藝術

家，例如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1988），

米羅（Jean Milo, 1906-1993），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 1924）等，曾經短暫

                                                 
3
 「陶藝」（Ceramics）一詞被用來泛指廣義的陶瓷藝術，且被引用在任何以陶土或瓷土為材

質的藝術作品上，不論是實用或非實用之陶瓷作品皆習慣性的被冠以「陶藝」之名。在意涵上並非

非常明確。「陶藝」其含意可分為為兩部分，一、在名詞的界定上，將創作的材質界定在以陶土為

主要的素材，所做的實用或雕塑作品。包括人物塑形，抽象與具象的造型，並且經過燒製後的作品。

二、「陶藝」為一專有名詞，包含實用陶，非實用陶藝中的「容器」（Vessel）觀念以及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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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陶瓷作為創作的媒材，也對現代的陶瓷藝術發展造成影響。 

在自由主義以及後現代理論的思潮下，台灣的陶瓷雕塑也由傳統的陶藝價值

和造型美學中逐步被釐清，新的陶塑觀念被歸國的陶藝家以及藝術相關的雜誌引

入台灣。台灣的現代陶藝發展始於8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影響是由國外留學歸國

的陶藝家所帶回的創作觀念，例如80年代回台的陶藝家，如楊文霓、徐翠嶺與周

邦玲等，受到美國容器 (Vessel) 概念的影響，成為一種陶藝上的新的創作形式。

一些如在加州柏克萊地區所發源的怪佈藝術 (Funk Art) 、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 、造型陶藝等作陶觀念的引入，興起了台灣的陶藝界熱烈的迴響。現代陶藝

對於材質本身的重新界定，使得陶土材料被反覆的以直接或間接的技法，運用在

個人的創作上。陶藝以一種新的風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土的特質與詮釋讓作品顯

得既熟悉又陌生，這些新的詮釋手法開創了台灣陶藝多樣風貌的結果。現代陶藝

對於「土」材質的特性表現降低了，而關注的議題擴展到探討自然與人的關係、

社會議題、造型表現、與描述個人的經驗、情感上。台灣陶瓷雕塑的環境經過80

年代的孕育，到了90年代初期，陶藝創作人口逐漸增加，作品的風格亦呈現多樣

的風貌。依照創作的創作理念，台灣的陶瓷雕塑大致呈現純粹造型上的探討、綜

合其他材質的表現、社會議題的批判與精神層面之表現等風貌。 

  二、現代陶藝發展的面向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各國的製陶人口以及大學裡的陶瓷科系急速增加。對

於陶藝的觀念也隨著現代藝術的發展而拓展出幾類不同的藝術形式。 這樣的轉變

一方面是由於現代藝術對於材質、傳統工藝與純藝術之界線逐漸的模糊，一方面

則是由於國際間的陶藝界互相交流的結果。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之下 ，有助於陶

土作為藝術表現材質潛能的發展。 同時，使工藝美術與純藝術之間加速的融合。

大戰之後的當代陶藝發展出三種不同的類型： 

（一）、個人工作室陶藝家（Studio Pottery）： 



 30

以生產實用的日用陶瓷器為主，在觀念上深受日本民藝運動4的陶藝家，濱

田 庄 司  (Shoji Hamada, 1894-1978) ， 英 國 人 柏 那 • 李 奇  (Bernard Leach, 

1887-1979) 等人對於實用美學的影響。 

個人工作室陶藝家 (Studio Potter) 與陶瓷工廠的陶匠之間的不同點是在於

創作的理念上，從設計、製作、上釉到燒窯都一手包辦 。民藝運動的陶藝家

認為如何知覺到一件實用器皿的好壞 ，它必須符合三個要件: 

1. 日用必需品 ，實用性（Commodity）：作品的製作是完全以日用品為主， 

主張作品的美感完全來自於實用功能。 

2. 堅固耐用（Firmness）：作品必需經得起每天重複的使用。 

3.愉悅的（Delight）：作品呈現的是渾厚、不花俏的，減少不必要的裝飾，

在視覺上、質地上、觸覺上令人感到溫潤、愉快感。 

（二）、探討器形與空間的容器概念（Vessel Ideas）： 

受到弗克斯對陶土材質的運用與啟發，而針對傳統器物的造型進行內外空

間、造型的潛在可能性、材質的再思索等議題的創作研究，作品往往具有強

烈的實用器皿之暗示性，但是卻沒有實用的意義與意圖，而是關注在器形各

類造型的可能延伸。弗克斯與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所共同的體認是讓「材質」

本身的特性能夠自由呈現。抽象表現主義提供了陶藝家一個利用傳統的器形

去探索新的造型的可能性之管道。 

（三）、造型陶藝（plastic ceramics）： 

                                                 

4
    1920年代，Shoji Hamada, Bernard Leach 與Soetsu Yanagi 等人所組成的日本的民藝運

動 ，由柳宗悅為首，民藝運動是對於工業所帶來的傳統手工藝的式微，以及現代藝術的誇大的

自我表現的反動。他們認為每日生活所需的陶藝、木工與漆器所呈現的含蓄之美，足以糾正那

些以自我為中心的現代藝術表現。民藝運動者認為那些沒沒無聞和自給自足的民間工藝師的作

品是最能呈現這種精神的 。 民藝的陶工以生產實用 ，量產 ，與普及的陶藝品為主。 民藝運

動的目標是透過與這些民間藝師的交流，保留住這些日漸式微的民間地方傳統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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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質上選擇以陶土為媒介，並以雕塑的手法進行藝術家個人創作上的表

現，除了在材質上與其他類型雕塑的異質性外，表現的題材則與現代藝術並

無二致，對於如何藉由個人的藝術創作傳達理念才是藝術家所關注的。 

三三三三、、、、造形陶藝的特質與表現形式造形陶藝的特質與表現形式造形陶藝的特質與表現形式造形陶藝的特質與表現形式 

造型陶瓷雕塑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發展緩慢，陶土被共同意識到可以運用到

創作的表現上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個在陶瓷藝術上發展較為全面的國家，

例如日本、美國與英國皆在現代陶藝的發展上有相互影響的歷史軌跡可以依循。

美國的現代造形陶藝是受到抽象表現主義以及日本「禪」的影響。美國的藝術家

弗克斯受到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帕洛克等人的觀念影響，並且對於日本民藝運動

的陶藝家對於陶土材質所賦予的高度崇敬，而體認到讓「材質」本身的特性能夠

自由呈現。抽象表現主義提供了陶藝家一個利用傳統的器形去探索新的造型的可

能性之管道。弗克斯的容器觀念，是利用陶瓷材料的塑性，以傳統器皿的形體，

結合了抽象表現主義以及造型藝術的觀念，自由地在創作的作品上，作畫面的分

割，變形與重組，使得原先的器形概念被打破，而擺脫了陶藝的實用器皿束縛，

並進而探討物體內外空間的意涵。 

除了美國在戰後積極的發展造形陶藝之外，英國的陶藝家漢斯•庫柏（Hans 

Coper，1920-1981），以雕塑的技法，將拉胚成形的瓶罐造型予以堆疊重組，而創

作出類似容器概念的作品。庫柏的雕塑作品被認為是屬於「歐洲大陸的感性」，在

創作上極少受到李奇等人所提倡的東方陶藝美學的影響，而是思索由陶藝的本體

中去淬取元素，以傳統的拉胚以及上釉技法，從對於器形的變形與重組中，找出

新的陶瓷造型的表現。關於將陶土運用於造型藝術上的議題，在五、六○年代引

起藝術界的廣泛討論，其中由羅絲•斯莉弗卡5（Rose Slivka）在1961年發表的一

篇藝評文章〈新陶藝出列〉’The New Ceramic Presence’中，分析抽象雕塑與繪畫的

發展，對於陶藝家的觀念所產生的影響。她在文中指出：雕塑家以「無主題藝術」

                                                 
5羅絲斯莉弗卡為美國 Crafts Horizon 雜誌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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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bjective Art）的觀念來塑造創意性的造型，無可避免的拓展了每一位工藝

家與設計者在三度空間立體造型上的視野。對於陶藝而言，雕塑觀念的注入，幫

助陶藝由傳統的設備工具以及材質的桎梧中找到解脫，並積極找尋處理材質的新

方法，以及新的形式來表現新的形象與觀念…..今日雕塑家將關注放在事件過程而

非結果，律動的力量與舞蹈的姿勢而非永恆的力量與靜止的重心，意義的質異性

而非永恆的象徵性。（Edmund De Waal, 2003, p.159）此篇文章的重點是在提出「新

陶藝出列」這樣的一個訊息，作者認為現代陶藝的價值是在參與現代藝術這樣一

個事件（event）上，而非僅是陶藝所呈現的風格（style）。她甚至樂觀的認為將來

雕塑、繪畫與陶藝將融合為一，在同一個藝術平台上參與藝術活動。 

國內的藝術評論者謝東山（2002）認為：「現代陶藝的創作哲學屬於當代文化

體系的個人主義。他的軸心原則是「自由」，亦即，必須不斷的表現與再造自我，

其軸心構造是個人…在現代陶藝創作中，純造型表現的現代陶藝製作，除了造型、

釉彩、質感講究符合個人美學理念外，作者意念表達也越來越個人化。」 

以「陶藝」材質為主軸的純粹造型上的探討，就藝術表現而言，受了現代藝

術觀念的影響，例如達達、物體藝術、極限主義對材質的主張都影響了造形陶藝

的發展方向，以下就現代陶藝發展的面相提出探析： 

（一）陶土材質的特質： 

1. 陶土具有大眾熟悉的親和力及容易被欣賞與接受的人性化傾向： 

陶土在大眾所認知的範疇中，自古以來，便是被拿來大量的使用在日

常的實用器皿與建築物的內外空間中，是人類日常生活中隨手、以及眼睛

視覺便能所及之物。它在不知不覺之中便進入到我們的世界中，為我們所

用，具有容易被認同與接受的特質。 

2. 陶土材質具有堅硬卻易碎的矛盾性： 

陶土必須經過高溫的燒製才能燒結，燒結之後的陶土外表質地堅硬，

具有不易滲水，抗腐蝕與氧化的作用。但是由於失去原有的塑性與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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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當受到外力侵入時，由於無法完全的將震動頻率有效的吸收，而易

產生碎裂的結果。 

3. 陶土經由高溫火焰燒製，其過程與結果充滿不確定性與神秘性： 

   不論是何種性質的陶土都必須經過窯爐的高溫燒製，燒結溫度的高低

端視陶土中的成分而不同。進入窯中燒製的過程，是陶藝與其他藝術之

間最大的不同處，它的形成過程充滿了藝術家無法掌控的不確定性，而

增加了神秘的色彩，雖然所謂的窯變與釉藥表現並非雕塑陶藝家所追求

的動機，但是不可否認的，任何以陶土作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都必須體

認到此材質的特性與不可取代性。 

 

這些特質使得陶藝家在「材質先於造型」的前提之下，必須或多或少的遷就

材質。陶藝家對於陶土材質的參與，從一開始的選土、捏塑、化妝、燒製的重複

與繁雜的過程中，藝術家與素材之間，培養出非常特殊的情感。因此，在創作的

議題與表現的風格上，陶藝家常見的創作類型是以陶土質感的探討，人與大地的

記憶，在地性與歷史的回溯，以及藉由燒窯過程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美感等議題

進行探討。 

陶藝由於從製作、化妝、上釉、素燒到釉燒的過程相當的漫長與充滿不確定

性，因此陶藝家往往必須等到作品燒製完成之後才看得到結果，因而被認為是屬

於「間接藝術」。由於材質的屬性，陶土並不適合提出像觀念藝術與達達等，做為

對於都會文明與反美學等議題的探討。但在於「材質」、「造型」、「量塊」、「空間」

等的議題上，陶土的特性變得清晰可見。依據材質的使用原則，一件作品必須其

美學品質和材料的實質特性一致，才能彰顯出它的意涵。材質必須發揮它本身的

特性，而這種特性是其他的物質所無法取代與模仿的。陶土的特性為何？除了傳

統的價值認定之外，現代造型藝術對於陶瓷雕塑的啟發、新科技的發展、以及陶

瓷在材料科學上的運用，都或多或少影響著我們對於陶土的認知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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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型陶藝表現形式 

1. 追求表現材質特性的啟發追求表現材質特性的啟發追求表現材質特性的啟發追求表現材質特性的啟發 

探索陶土的本質與燒製過程中火的介入等現象，並利用成形、塗繪、燒

製、以及添加其他材料等，皆是此類型的陶藝家所運用的手法。所強調的是

作者對於陶土的特殊情感與個人認知的詮釋。因此，造型中所蘊含的不僅是

對形體的探討，也包含了對材質的原始情感直接而感性的原則。作品不僅是

嚴謹的追求形式美學，亦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對與陶土的浪漫情懷。此類的作

品所探討的議題，不僅呼應現代主義與極簡藝術所主張的讓「材質的本質呈

現」的藝術理念，也是現代主義在經過半世紀的藝術理論的實踐之後，所推

演到極致的結果。 

關於陶土的「本質」的議題，英國陶藝家伊文•漢德生（Ewen Henderson, 

1934-2000）認為陶土提供了一個「可能性的場域」（field of possibilities），

可以作為體驗與反省的平台。（Edmund De Waal, p.181）漢德生的觀念，使得

他主張在極少的變動陶土之情況下，讓作品更貼近其原有的面貌。（圖 2-4）

利用陶土燒結之後的堅硬、粗獷與具層次的質感，表現作品的自然風化與厚

重的質地，以此隱喻時間性與物質的終極形態。 

 

 

 

 

 

 

 

 

 

圖 2-4：伊文•漢德生（Ewen Henderson）。1990。Vessel

from。陶土。 h.39.0cmx23.0.cm,   

http://www.oakwoodceramics.co.uk/CatEwen

-Henderson.htm（2007/02/11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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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藝家伊藤公象（Kosho Ito, 1933）則是在「材質的本質呈現」的信

念之下，對於材質做了一系列近似科學實驗的精神，將陶瓷原料諸如長石

（feldspar），石英（silica）等直接放入窯中燃燒，在人為因素變動最少的情

況之下，改變物質的物理結構，以表現物質原始與蛻變之美。（圖 2-5） 

 

 

 

 

 

 

 

 

 

 

 

 

 

伊藤公象在其自述中提到：「在這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我已經形成一

種’皺摺’的概念，即那種以物質材料生成的’愛’。用切得薄薄軟軟的陶土形成

的多種面體，利用陶土與紙的交互作用，活用土的縮收，塑出複雜連續的皺

摺起伏形狀，挖取廢土場的凍土燒成泥漿再塗在陶板等表面，凍成’燒凍土’。

那無數的曲面和曲線，這樣的聚合體呈現出來的感覺，我稱之為’ 愛的皺摺’。」

（白明，2005，77）道出陶藝家對於材質的熱情與堅持。 

另一位日本陶藝家星野曉（Satoru Hoshino, 1945）則是善於利用陶土的塑

性與質感的藝術家。（圖 2-6）星野曉以單一的黑色、原始的觸感與形體，來

圖 2-5：伊藤公象（Kosho Ito） 

       2002．首飾箱－土團或者病菌。冷凍土 

   義大利坎城水戶藝術大樓（圖片來源：白明，

20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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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藝術家透過材質的媒介來與這個世界相遇。在星野曉的觀念裡，陶土對

他而言並非僅止於一單純的材料而已，其中更隱含有「物理性物質」（physical 

substance）的特性，這樣的認知是由於他在 1988 年時的一場土石崩塌毀掉了

工作室之後的個人親身經歷。遭遇這樣的大變動後，使他更敬畏大自然，並

以陶土為素材來傳達死亡與世事難料的感觸。陶土化身為一種自然界無可限

量的能量的隱喻，他不再認為陶土只是一種地球上的物質，僅是被人類的手

任意的改變它的形體那樣的平凡而已。對他而言，陶土是他的一個入口，在

此，他與現實世界相遇。它是一個次序與混亂遇合的場域，是一個內心與外

在世界永不妥協的爭戰更是未知的自然因素介入現實的瞬間。 

 

 

 

 

 

 

 

 

 

 

2.有機抽象造型的探討有機抽象造型的探討有機抽象造型的探討有機抽象造型的探討 

藝術家試圖藉由對於自然界之物體的觀察、認知與轉化之間，體驗事物

所存在的意涵。陶土材質的溫潤與質樸特質，以及其所蘊含的自然力，引發

藝術家追求陶土與形體之間的新詮釋。並利用有機的抽象造形，探討造物的

原理。觀察自然界的物體結構，找出其中的自然法則，並由此而體會出造物

的原理以及物體生長之次序，是提供此類藝術家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來源。

圖 2-6：星野曉。（古代緑地 ７）。1998。  黒

陶。作家 蔵。(寫真攝影：村上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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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卡索、阿爾普、亨利摩爾等人的藝術，對這一類型的陶藝造型表現具有深

遠的影響。 

美國陶藝家普來斯（Ken Price, 1935）的陶瓷雕塑一直以來都受到抽象藝

術造型風格的影響。肯•普來斯以精巧的尺寸與鮮豔的色彩，完成以抽象的

語彙結合自然有機形態而發展出一種新的造型風貌。在創作理念上明顯是受

到超現實主義與阿爾普的有機風格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普來斯在色彩上

的運用擺脫了傳統釉色上的侷限，而直接將壓克力顏料，汽車用的噴漆直接

塗抹在本燒6後的作品上。普來斯解釋說：「我對於不確定的顏色與造型產生困

擾…..我希望作品是由色彩所構成的」（Elaine Levin, 1988, p.218）普來斯為他

的每一個作品製作檯座，以類似布朗庫西處理檯座的手法，暗示他的作品是

屬於雕塑品而非陶藝。 

近來，普來斯以海洋中的自然生物，例如貝殼、海螺、海浪為創作的元

素，（圖 2-7）作者除了表現他對於自然生命的禮讚之外，也是他從小所生長

的南加州海灘的回憶。物體的動勢與浪潮的動態是吸引他創作的靈感。他以

陶土形塑海浪的波濤，並將時間凍結在整個過程的瞬間，將形體概念化與抽

象化之後，創作出類似生物形態之抽象造型。 

 

 

 

 

 

 

 

 

 

                                                 
6
 本燒（glaze firing）又稱為釉燒，是將素燒之後的坏體放入窯中，以高溫將素坏燒結的步驟。 

 

圖 2-6: 肯·普來斯（Ken Price）。 美國, 

Fats, 1999,陶藝、壓克力、油彩, 

26x32x24cm 

http://artswork.asu.edu/cec/les01/1_03_val

圖 2-7: 戈登•柏德溫（Gordon Baldwin）。

Asymmetries III 2004。陶土、釉 58.5 x 36.5 x 24. cm

http://www.nga.gov.au/Exhibition/Transformations/

Detail.cfm（2007/2/17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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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陶藝家戈登•柏德溫（Gordon Baldwin, 1932），將抽象繪畫中的元

素，如線條、點等融入陶瓷雕塑中，使作品除了外在的量體之外，因為這些

元素的運用而產生一些負空間的聯想。（圖 2-7）在柏德溫的陶藝中，我們可

以看到在有機形態的抽象雕塑中，受到阿爾普的自然法則的影響，使得形體

的造型隨機塑形，而並不限定在某一特定自然物的摹寫。而對作品的空間處

理，參雜了封答那的未來主義劃破平面空間以顛覆我們對空間的認知的觀念

之外，也明顯的感受到作者受到色域繪畫之影響，而精確的使用色彩，使得

作品表面因為色彩的運用而出現視覺上的異度空間。因此，柏德溫的作品並

非追求美感，而是探索造型中更純粹的力量，使形體能夠引起一股奇特的共

鳴。 

2.幾何抽象造型的探討幾何抽象造型的探討幾何抽象造型的探討幾何抽象造型的探討 

近代的幾何藝術，要求以嚴謹的結構，可以被分析並且合理的線條或色

面，以極為理性的精算幾何控制作品的線條和結構。藝術上的幾何造型探討，

是人類極力擺脫自然法則的束縛，而以自我為中心，企圖駕馭自然，表現人

類理性社會以及工業文明所追求的次序與規律。然而，陶瓷材料一直被認為

是溫潤、親和的象徵，當陶藝受當代藝術的影響，而嘗試以幾何為造型時，

在意涵上有兩種不同的訴求，一是顛覆材質，創作者試圖打破材質的慣性與

屬性，企圖以積極的手段征服材質，克服陶土收縮與變形的物理性，將作品

的尺寸做到極大，以彰顯藝術家的駕馭材質的企圖。這一類的藝術形式與極

簡藝術的理論並不完全相符，因為除了理性與克制自我的情感外，陶藝家試

圖將「材質」充分的表現，發揮到極致，以符合「一件作品只要其美學品質

和材料的實質特性一致，就不會不是雕塑。」的藝術主張。（余珊珊 譯 1995） 

弗克斯的學生約翰•麥生（John Mason, 1927）將陶土堆疊，切割與加上條狀

的土條塑造出粗獷，厚重具有量塊感的作品。約翰•麥生於 1964 開始以幾何

的造型，逐漸的擺脫抽象表現主義風格的影響。1966 年，麥生以精確的幾何

比例與渾厚的暗紅色釉彩，完成第一件受到極簡藝術與色域繪畫影響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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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雕塑作品，稱為紅色 X（Red X, 1966）（圖 2-8）。紅色 X 作品寬與高各約

為 150 公分，以當時的陶塑技巧而言，具有一定的製作與燒窯難度。同時麥

生此系列極簡作品的提出也宣告，陶瓷藝術在造形與材料的屬性上的可能

性，不僅是侷限於類似抽象表現主義以行動與激情的創作風格，同時存在理

性與數學性的幾何造型之可能。 

 

 

 

 

 

 

 

 

 

 

 

 

 

 

 

日裔美籍的陶藝家金子潤（Jun Kaneko, 1942）經常以橢圓、長形立方體

等簡潔的幾何造型，擴展作品的體積。（圖 2-9）其作品往往重達半噸以上，

由於體積的龐大，必須在窯內直接製作與燒製，燒成之後必須以堆高機與拖

版車來運送作品，作者以此來挑戰藝術家的體力與意志力，以及陶土成形與

燒製上的極限，達到觀者視覺與身體上的震撼力。 

圖 2-8：約翰•麥生（John Mason）。  

       紅色 X。1966。陶土、釉。 

       150x150x60cm。LA County 

       Museum 館藏。（圖片來源：

       Color and Fir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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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的幾何陶藝作品，則是受到構成主義以及極簡藝術的影響。陶藝

家運用陶土的易碎、脆弱與厚實的概念，而有意識性的控制陶土，以輕薄、

簡潔的人工的幾何造型，達到完全理性與節制的美感。美國陶藝家安妮柯莉

爾（Anne Currier, 1949），藉著幾何結構的陶塑，探尋物體凹凸之間所形成的

存在與虛無的空間。她說「凸與凹，硬與軟，光與影、物質與意念，都是我

要表現的主題。」（白明，美洲卷 1，2005，頁 3）。柯莉爾的陶塑作品是極端

的幾何與構成，但卻與極簡藝術的極端理性與玩弄材質不盡相同，她由幾何

結構與釉面肌理的視覺與觸覺中，沖淡了冷硬的線條與塊面，而使得形體多

了靜瑟之美。（圖 2-10） 

 

 

 

 

 

 

 

 

 

 

 

 

 

 

 

 

圖 2-9 金子潤（Jun Kaneko）Dango。 2005。陶土、釉  

66 x 49 1/2 x 25 inches。（圖片來源：白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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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藝術理論與藝術家的影響藝術理論與藝術家的影響藝術理論與藝術家的影響藝術理論與藝術家的影響 

 

本節就與筆者有密切關聯的藝術理論、藝術流派、與藝術家之創作理念，分

析對筆者所造成的影響。以期從藝術史、藝術理論、以及藝術理念與精神中，得

到啟示與印證，並藉以釐清與歸納自我的藝術屬性與位置。 

 

一一一一、、、、抽象風格的影響抽象風格的影響抽象風格的影響抽象風格的影響 

 有機造形的風格並非是一個藝術流派或者運動，而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文

化區域的藝術家們所創作的一種風格。藝術史上一些知名的藝術家皆參與了這樣

一種創作的形式，諸如現代藝術時期的布朗庫西、阿爾普、亨利摩爾與野口勇

（Isamu Naguchi, 1904-1988），當代的雕塑家，包括馬丁柏意爾（Martin Puryear，

1941）、李察迪空（Richard Deacon，1945）肯普萊斯等人，這些藝術家雖然出生

在不同的時代，但是相似之處是他們皆以傳統的媒材與技法，如石雕、鑄銅、木

雕與陶藝等，形塑由自然有機世界汲取而來的藝術靈感，並從歷史與個人的記憶

中，透過形式與象徵的抽象雕塑，回顧與發掘個人深沉的記憶。 

圖 2-10 安妮柯莉爾（Anne Currier）。2006。Pivot。

陶土。20x22x40cm（圖片來源：白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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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普被認為是第一位創作有機抽象造型的藝術家，他的抽象藝術是根基於

對「人類也是自然的一環」的認知，同時他對於蒙得里安的主張「藝術是人造物

（artificial），自然是自然」的觀念並不認同。阿爾普在其達達日誌中提到「藝術的

根源是在自然中，當自然變得崇高與精神性時，人的心靈與精神也跟著提昇」，他

相信「所有世界上的事物視為一體的，因此藝術與自然乃為一體」。（Read，1968）

阿爾普由自然有機的型態中萃取意象，將這些意象統整而形成一種綜合性的新的

物形。這種類似東方藝術所強調的「寫意」的手法，捕捉形體的意象傳達物體的

「內在意含」。透過新的造型去詮釋創作者所認知的自然，意圖喚醒對有機生命、

真實之美的感知，以及在自然主義中追求對有機生命的愉悅感受。 

阿爾普的藝術致力於對意識、潛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融合，他提出的「隨

機法則」（Laws of Chance）便是對於強調與質疑創作過程中作者的意識支配構圖

規則之概念，而已隨機法則企圖獲得更大的自由去重新觀察自然。（圖 2-11） 

 

 

 

 

 

 

 

 

 

 

  

 

 

 

圖：2-11 尚·阿爾普（Jean Arp）。

Transformation of a Head with 

Green Nose, 1964. 木板、油彩。

42 x 47 x 9 cm（圖片來源：Serge 

Fauchereau, 1988, 124） 

圖：2-12 尚·阿爾普（Jean Arp）。Head 

and Shell, 1933. 鑄銅。50cm 。

古根漢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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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普以「隨機法則」的構圖方式呼應自然，其目的並非以遊戲或者創造完

美的藝術作品為目標，而是給與藝術一種隨機與自由的空間，因為他所認知的完

美並非指作品在表面質感或造形的精確比例之追求，而是對於自然有機之「內在

真實」的探析，這「內在真實」是自然力與自然物體的總和力量的表現。在阿爾

普的雕塑中，容許拆解與重組的可能性。例如圖 2-12 的作品「頭顱與貝殼」（Head 

and Shell），是由兩個不同造型元素所組成，這一系列作品，在造型的概念上和規

則上，以相當獨特的構成方式組合而成。阿爾普使作品以較小的尺寸與可以被分離

的單元組合，以此來暗示此一造形可以被攜帶的。阿爾普在 30 年代，創作許多不

同的造型元素，讓觀者可以拿起、分離、與再重組，而變成一個新的雕塑。創造

一種可以不斷的改變、重組、與隨機的印象，而非永恆靜止的塑造物。 

在 80 年代，經過極簡藝術以及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藝術洗禮之後，

雕塑重新回到對於廣泛的材質的運用、以及建構的技巧，包括傳統技巧的再被重

視。在英國一批年輕的雕塑家以相當異類風格出現在當時的藝術界，這批年輕藝

塑家的作品很快的被藝評人稱之為新英國雕塑。這批年輕藝術家包括有史蒂芬·卡

斯（Stephen Cox, 1946）、東尼·克瑞格（Tony Cragg, 1949）、 安東尼·哥蒙立(Anthony 

Gormley, 1950）、李察·迪空(Richard Deacon)、安尼許·卡普(Anish Kapoor, 1954）、

比爾·伍德羅 (Bill Woodrow, 1948）等人。屬於英國「新雕塑藝術」世代的雕塑家

李察迪空，以木條、金屬、陶瓷、塑膠等多樣性的媒材，創作融合機械與有機的

形體，創作出一種材質間相互融合的視覺造型，作品反映都市生活中對於多元媒

材的熟悉感與時代性。英國新雕塑對於雕塑上的探討議題由空間、實體的造型研

究轉變為表現以人類意志為主，而所描繪或轉介的物象為輔的藝術形式，雕塑家

從都市的廢墟中、工廠的零件與機器，暗巷中的垃圾堆中，尋找現成物件、經過

藝術家的安排讓這些物件的原貌重現，或者改變其原來的面貌而形成一個新的造

型物件。 

由現成物而衍生出新的物體造型與意含的藝術形式，同樣發生在迪空的早期

作品上。他的創作雖然以自然有機體為本體，但作品看來具有形變與對於物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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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曖昧關係，卻又在抽象的形體中擁有如抒情與文學般的詩意。迪空的抽象雕

塑揉合了有機自然與無機之現成物，暗示人類在現代都市生活中對於所熟悉的物

件（object）的認同與物質世界帶來的衝擊。迪空的創作靈感多來自於當代的都市

環境中，從破舊的建築物裡頭，從一些破爛的堆積的衣物中，以及被壓扁的空罐

與街上的垃圾裡，尋訪人類的足跡，特別是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件。 

迪空的作品雖然以文明的物件作為本體，但是他的造型卻是有機的，作品雖

然探索物件的變形與混合（hybrid），但是在造形上仍然重視現代主義對於空間的

虛實、物體的律動與平衡，以及材質的實驗性上。（圖 2-13） 

 

 

 

 

 

 

 

 

 

 

 

 

迪空的作品是屬於當代對材質的解讀與運用方式，充分掌握煤材在物理與心

理上的屬性，並試圖在多樣的材質之間呈現多種形體的風貌，從符合邏輯與非邏

輯性的雕塑物件中，製造矛盾的緊張關係，迪空的作品確實達到引導觀者去尋找

與解讀這些作品的好奇心。 

 

圖 2-13 : 李查˙迪空（Richard Deacon），（1992），美國〔Fish 

out of Water〕。木材、樹脂、螺絲 200x150x200cm。

      （美國國家畫廊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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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陶瓷材質新思維的啟發陶瓷材質新思維的啟發陶瓷材質新思維的啟發陶瓷材質新思維的啟發 

現代造形陶藝受到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帕洛克等人的觀念與極限主義強調的

讓「材質本身說話」的啟發，以及東方陶瓷藝術對於陶土材質所賦予的高度崇敬

等影響，而體認到讓「材質」的特性能夠自由呈現。如同金子賢治認為，陶藝的

世界是素材先決定，然後才在往返捏塑的過程中形成造型。雖然陶瓷藝術與其他

的藝術類別在表現雕塑的理念上並無二致，但是事實上，對於材質上的特性與特

殊的化妝與燒窯過程，則是與其它材質在本質上的不同，材料上的技術問題，可

能是每個陶藝家在學習與創作過程中必須去克服的，研究現代陶藝的發展脈絡，

發現技術性的問題，諸如陶土的調配，釉藥的資訊，原料的取得，製作技巧，都

由於現代陶藝家與學校陶瓷教育的普及而精進，陶瓷雕塑的造型觀念也因為現代

藝術的啟發而更加開放，陶藝不再只是封閉的傳統工藝，而是藝術家表現造形藝

術的選項之一。 

其中一位對於筆者的創作上具有啟發作用的藝術家是肯普萊斯（K. Price），普

萊斯曾受教於弗克斯（P. Voulkos），他是一位在南加州洛杉磯生長的藝術家。由於

在洛杉磯這樣的環境之下成長，對於他後來的藝術造形上有著深刻的影響。普萊

斯的雕塑分為幾個時期，從早期的杯子容器到幾何與有機的混合體，以至於 90 年

代之後發展的海洋生物有機系列，其對於陶瓷材料的觀念是相當一致的，他認為

藝術就是藝術，其中不因材質的不同而有工藝或純藝術之間高與低（high art and 

low art）之分。也以一位藝術創作者自居，同時為了突顯這樣的信念，他刻意的迴

避以陶瓷為名的任何展覽。普萊斯的作品雖然以陶土塑形，但是卻屏除了傳統的

上釉方式，而是以壓克力顏料或噴漆，一層層的上在作品上，然後再以砂紙磨去

一些表層的顏色，使表面的色彩呈現豐富與多彩的風貌。（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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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斯的抽象造形是以雕塑土成形，然後在作品的表面塗上多層的顏料，製

造如綢緞與珠寶般的璀璨效果。他的作品形式是多變的，具有性暗示的有機混合

體，這些極具挑逗性的物件其靈感是來自於海洋生物，肢體部位、與一些卡通造

形，這些抽象雕塑承襲了亨利摩爾、阿爾普等人的有機造形藝術。他的作品在這

些狀似稀奇古怪的造型中，保有豐富的抒情情感，這些作品讓人不禁與人體或者

凝固的巨大水滴聯想，他勾起我們潛意識裡矛盾的思緒，在現代的抽象性造形語

彙中，找到凝結在空氣中的安詳與寧靜。 

 

三、創作表現與思維的影響 

 綜觀上述幾位使用不同材質藝術家的理論與風格，雖然創作的動機與身處的

時空背景有所不同，但是由他們的藝術理念中，或多或少對於筆者的藝術發展產

 

圖：2-14 肯˙普萊斯（ken price），（2001）[Sweets], 

陶土，壓克力。31x22x22cm。

http://artscenecal.com/ArtistsFiles/PriceK/

PriceKPics/KPrice1.html（2007/2/21 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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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如下的影響： 

 阿爾普所認為的「所有世界上的事物是為一體的，因此藝術與自然乃為一體」

以及探討物體之「內在真實」理論，對形體的內在生命如何以造形藝術來表現，

以及將人類思維中的潛意識、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作統整的創作模式對筆者探討形

變與衍生之有機造形有啟示性的作用。筆者相信藝術的本質並非模仿自然，再現

自然，而是在對自然與人為環境的觀照中，提出個人的經驗與感受。既然是追求

物體的內在真實，因此造形藝術便可以擺脫完美造形的框架，讓物體的本質呈現。 

 迪空融和有機與現成物的抽象雕塑，試圖將自然世界與人文環境合而為一的

入世態度，以及由現代都市生活中所熟悉的物件取材的創作模式，為造形藝術注

入新的活力，拓展藝術的視野與有機抽象發展的可能性。 

 普萊斯對於陶土材質的詮釋，將傳統上對於釉藥與陶土組合的必然性打破，

讓我們看見藝術創作不論是觀念或者技巧可以不去沿襲舊習，重要的是忠於自我

的信念，為自己的主張尋找一個出路，才能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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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形式技法探討創作理念與形式技法探討創作理念與形式技法探討創作理念與形式技法探討 

 

藝術創作的本質是自由，在自由的意志與觀念的啟發下，藝術家將個人的感

動與想法，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呈現。因此當代藝術產生多元而富變化的風格，

且充滿實驗與冒險性的因子。筆者體認到，創作媒材與個人的藝術意志、藝術觀

念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聯，因此選擇以陶土作為創作的主要媒材，除了對於陶藝

的熱愛之外，也企盼將現代藝術的造型觀念融入傳統的陶瓷製作中，賦予材質新

的詮釋方式，因為筆者體認到藝術創作之精神是無法脫離當代藝術的時代性，而

僅在傳統的成就中找到出路。 

經由前面章節對於抽象藝術之學理分析與文獻探討之後，本章第一節繼續就

筆者對於自然有機與文明物件之間的藝術移情與抽象作用，以及後現代環境影響

之下的創作思維與使用媒材之技法等作分析，第二節就個別的作品內容與形式做

說明與探討。 

 

第一節 形變與衍生之雕塑理念與形式 

   一、 有機抽象之影響 

如同渥林格所認為的「移情衝動確實是潛在於每一個人心中，而且只有抽象

衝動才能抑制它」，以及朗格所謂的：「藝術是創造那能象徵人類情感的形式」。人

類經常在大自然中體驗到事物的本源與人生哲學。自古以來，不論是宗教、哲學、

或者藝術，都或多或少顯示出人與自然之間既緊張又和諧的關係。抽象藝術之出

現，基本上與西方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哲學思想及美學思考有密切的關係，抽象

藝術背後的思考模式是結構主義式的，西方藝術從浪漫主義開始便提倡所謂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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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結構」，這個「有機結構」的理念提出是與古典主義所強調的「無機形式」、「固

定形式」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羅青，1996，頁 161） 

自然主義觀念中所謂的「有機形式」是對於自然規則的運作與繁衍模式提出

合乎邏輯的解釋，在自然的規律之下，一切的事務看似複雜多變，但是卻又井然

有序。例如一個蘋果的種子，雖然看起來與其他的種子相似，但它將來便會發展

出蘋果樹的型態並與其他的種子所生成的樹種不同，因此其「本質決定其形式」。

將它擴及到我們的社會中，後現代的社會模式如同種子般，是以有機的結構所構

成，結構上看似多元與鬆散，但是依然以交錯複雜的規則進行著，在社會結構裡

面其本身是完整的一個環節。對於如何表現這種「有機形式」的結構意象，筆者

認為若是僅將一個自然物體的外型與肌理的結構予以重現是不足夠的，作品本身

必須包含意指與象徵的部分。如同哲學家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1839-1941）

所認為：符號（sign）包含有索引（index）、圖像（icon）、象徵（symbol）等三部

份。換句話說，造型本身的內容是形式性的內容，造型本身並非是在重現一個真

實的物體，而是尋找符號背後的意涵。有機的結構隱含有這樣的一個意涵，它具

有隨機、自由、不定形、與結合各種形體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藝術活動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為了解決藝術家對於特定問題的疑

惑，另一個目的是為了抒發藝術家的情感。這樣的藝術活動特質表現在抽象藝術

創作上，轉化物形使之變形的手法，成了理性的幾何抽象與以感性為主的有機抽

象所表現的一種造型形式。感性的有機抽象是抒情的（lyric）、隨機的（by chance），

其所指涉的象徵往往是極個人化的符號。這些符號的來源，往往是由藝術家個人

的經驗與認知中形成，因此，若非透過藝術家本身的詮釋，一般人是相當困難去

解讀它。但是這樣的藝術活動是一種人類共通的價值，一種不斷的呈現「創造性」

的價值。如同英國的雕塑家安尼許 · 卡普爾（Anish Kapoor，1954）所認為的，他

的創作是如同一個宗教儀式一般，透過不斷的身心勞動與心智合一的創作過程，

將自我的意志昇華（sublime）。（Tomas Lorne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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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抽象的創作過程呼應了這樣的一個藝術意志的創作過程，抽象的過程讓

我們能從外在走入自我的內心世界，檢視並且綜合視覺經驗與美感經驗，結合創

作理念，藉由媒材捏塑出造形，這樣的創作過程提供筆者一個融合知識、美感、

感性與勞動的意志活動，反覆這樣的活動使得筆者更能清楚的體認創作與生活的

真實性。因此筆者以自然界之有機生命為主體的抽象藝術，其目的是透過新的造

型去詮釋自然與人類生命的步調，並由藝術創造中呼應自然與人類文明的次序，

藉由自然有機的韻律結構探討藝術家內在心靈層次與生命等議題。自然界中的有

機形態與結構以及生命之韻律，形成了筆者創作上最大的動機與靈感來源。筆者

利用變形與轉化的有機造形來表現自然界、外在的環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有

機物體，例如種子、蠶繭、蛹、枯葉等物體，代表了生命的初始、延續與衰敗，

這些有機的形體轉變為「符號」之後，衍生出筆者對於造形象徵以及生命議題的

觀點。這些抽象的造形反映出個人的生命中所潛藏的矛盾、對於解脫傳統形式之

束縛的渴望、以及對於威權的不耐和回歸於簡樸，自然之期盼。 

透過陶土材質的溫潤與質樸的特質運用，筆者將有機造形所蘊含的意象表現

在物體中，呈現陶土與形體之間的緊密的關聯，在自然形體的觀察、認知與轉化

的創作過程中，體驗事物所存在的意含，以及抒發出內心的情緒。 

 

二、創作形式與表現分析 

筆者的有機抽象造型是以有機之形體為本體，並將原本不同屬性的物體，諸

如種子、蛹、枯葉、貝類、無機的工業產物，將它們混雜、重疊、解構與重組，

經由物件重新混合，形成一種新的形體。這一新的形體可以視為多樣元素的集合

體，雖然形體上是有機的，但是它融合了一些對於文明物件的整體印象，使作品

產生樸拙中帶有複雜性、清晰的輪廓下隱藏有脫序的焦慮。在材質的運用上，筆

者以盤條捏塑陶土的方式，呈現自由的有機的形體，表現陶土在塑形上的塑性。

在作品的表面處理上，筆者在完成的胚體表面施塗以化妝土和釉藥，強調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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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關於表面肌理的處理是來自於我對自然物與文明物件的構造與形體的觀

察，筆者以凹陷、突起、扭曲、穿透等肌理，影射自然萬物生長與衰退的現象。

色彩則以黑、白、暗綠、赭棕等自然界常見的顏色為主。筆者透過對造型、肌理

與色彩方面的象徵意含，表現出物體之真實內在。 

在表現作品之內容部份，筆者體認到藝術創作是基於一種「內在需要」的表

現，是對於個人之生活經驗與文化活動的反芻，藉由藝術行為讓個人之生命留下

印證。受到抽象藝術對於藝術意志與情感符號之理論影響，筆者經由抽象化的藝

術形式，深化對於自然物體與物件之間的關注，讓生活與視覺經驗形成一種美感

經驗，經過藝術意志的轉化，產生新的衍生物件。這樣的過程是一種探討物體內

在意象與移情作用下的自然投射作用，因此本節中就作品中的形變與衍生過程做

探討說明。 

 

（一） 形變與衍生之理論分析形變與衍生之理論分析形變與衍生之理論分析形變與衍生之理論分析 

觀察自然物體，將物體變形的過程並非創作的目的，對筆者而言，變形是一

種藝術手段與創作過程，目的是去探索物體與自我的內在本質，而讓此象徵性的

符號勾起觀者的注意與共鳴。筆者認為藝術的目的並非真實的再現自然，筆者所

關注的也並非歌頌自然或探討自然之美，因此由變形的過程中體驗真實，讓作品

更接近內在真實的過程。 

關於藝術與真實之間的形變與轉化的關係，默茲那斯科（A. Moszynska）在抽

象藝術（Abstract Art）書中提及： 

 

事實上，抽象藝術以各種不同的程度與形式存在著，有些藝術是對自然

的抽離，它的出發點是來自於「真實」世界，藝術家選擇一個造形，在將它

簡化到與原形僅有風格意象上的相似之處，或是改變到完全不可辨視…，甚

至，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藝術家也了解到描繪的圖像與真實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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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藝術家在真實與轉化為藝術之間的角色。 （Anna Moszynska, 1990, p.7）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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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筆者認為應該嚴格的將對自然的欣賞與藝術模仿自然物之間區分開

來。抽象與真實之間的距離，是因為人類意志的結果。抽象所形成的原因，主要

是受人類視覺與知覺經驗與知識整合的產物，雖然自然主義提供某些創作的起

源，但是在視覺藝術上的統整才是藝術家創作出與真實物體以及與其它藝術形式

有所區別的主因。 

 

自然主義作為一種藝術樣式，與對某個自然原形的純粹模仿有著嚴格的

區別，對現代藝術的許多誤解，大都源於對自然主義與純粹模仿之間的區

別。…自然主義是指喚醒對有機生命、真實之美的感知，以及人們要為這種

受絕對藝術意志主宰的感知創造相應的對象。在自然主義中人們所追求的並

不是生活真實，而是對有機生命的愉悅。（魏雅婷 譯，1992，63-65） 

 

將抽象藝術的理論擴展到雕塑，最大的影響是以形式主義的觀察將造型簡化

到只剩下構成的要素，因而與原來的藝術媒介，例如自然物、人為物件之間作抽

離，使藝術作品能純粹的針對藝術的造型原理與元素之間盡情的發揮，使其脫離

模仿物體，而可以獨自的表現作者的意念。亨利洛朗斯(Henri Laurens, 1985~1954) 

曾指出：「雕塑實質上是佔有一個空間，用凹陷和量體、豐富和空虛來構造一個物

體，即用這類對立因素相互之間的變換、對比和堅定而相互補充的緊張感來構造

一個物體，而最後獲得的形式中，則必須表現這些因素的平衡。」（王林，1993，

頁 55）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Jofmann）以轉化的理念去解釋

形變的概念： 

 

藝術創作是指藝術家將物質實體（physical reality）轉化為精神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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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reality）的過程。物質實體係指由個體感官認知的自然界物體：精

神實體則為個人在議事或淺意識狀態下，以情緒及理智所造就之物。（黃壬

來，1988） 

 

根據尼克勞斯 · 魯克斯（Nicholas Roukes）將轉化（transformation）的手法歸

類成以下的十八種類型：（Nicholas Roukes, 1984，33-34） 

1. 放大（Magnification） 

2. 縮小（Minification） 

3. 反覆衍生（Multiplication） 

4. 轉換取代（Substitution） 

5. 反轉（Reversals） 

6. 破碎分割（Fragmentation） 

7. 局部的輪廓（Partial Delineation） 

8. 扭曲變形（Distortion） 

9. 偽裝掩飾（Disguising） 

10. 形變蛻換（Metamorphosis） 

11. 本質轉化（Transmutation） 

12. 同時性（Simultaneity） 

13. 柔焦（Soft Focus） 

14. 轉移（Transference） 

15. 瓦解量體（Collapsing Volume） 

16. 活潑化（Animation） 

17. 圖像漸次的破壞（Progressive Image Breakdown） 

18. 虛實反轉（Positive-Negative Reversals） 

（二） 創作形式與過程分析創作形式與過程分析創作形式與過程分析創作形式與過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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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之創作形式與符號轉化方式包含了上述的一些要點，筆者由自然物體、

文明物件之間的觀察、運用，以致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的變形、轉化與衍生過程，

在本節中將以實物與雕塑品之間的轉化過程說明之： 

 

1.形變形變形變形變－－－－內在意象之轉化內在意象之轉化內在意象之轉化內在意象之轉化 

（1） 利用自然造形元素之形變利用自然造形元素之形變利用自然造形元素之形變利用自然造形元素之形變 

筆者對於自然有機以及文明物件的造型一直深感興趣，事實上我們日常生活

當中有許多設計是由自然物中所激發的靈感，例如丹麥設計師阿爾尼·傑克柏生

（Arne Jacobsen, 1902-1971）利用雞蛋與螞蟻的造型所設計的椅子，堪稱是實用美

學中的經典之作。（圖 3-1，3-2） 

 

 

 

 

 

 

 

 

 

 

 

 

 

 

純藝術與設計界中不乏以自然為元素加以轉化而成為藝術作品的例子。例如

布朗庫西將小鳥向上騰升的動感意象轉化成為不朽名作「空間之鳥」。亨利摩爾以

圗 3-2：阿爾尼·傑克柏生，（Arne 

Jacobsen）。Egg Chair。鋁合金。

不鏽鋼，海綿 115x86x90cm。 

http://www.designmuseum.org

（2007/01/11 瀏覽） 

圗 3-1：阿爾尼·傑克柏生（Arne Jacobsen）。                      

Ant Chair - Model 3100, 1951。鋁合金。 

不鏽鋼 http://www.designmuseum.org

（2007/01/11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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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的骨骼為元素，探索物體的內在結構。因此，觀察自然界的物體，從其生長

週期、動態、傾頹的樣態中，提供藝術家源源不絕的創作動能。除了有機的世界

外，文明所產生之現成物件，雖然不具有生命的活力，但是它卻擁有人類的情感

和記憶，因此不論是自然有機或現成物件中，其衍生出來物件的是筆者情感的悸

動。將這些意象轉化為雕塑物件的過程，不單是對物體的重複體驗與紀錄，也是

對於個人情感的宣洩與投注。但是這樣一個表現形體的形變與衍生的創作行為，

並非對於一個物體的浪漫情懷或者仿擬物件，而是在創作一個新的物件，這樣一

個物件成為觸動筆者對於自然生命與人為物件之象徵意義的探索。筆者由自然與

文明物件中所汲取之意象包括有對於物體外形輪廓的意會，以及對於其衍生意義

之轉化，例如圖 3-4 的作品「黑色生機 － 莢」便是對於馬鈴薯與豆莢等的綜合

印象，而混雜成的抽象物件。（圖 3-3） 

 

 

 

 

 

 

 

 

 

 

（（（（2））））    色彩色彩色彩色彩、、、、表面肌理的修飾與強調表面肌理的修飾與強調表面肌理的修飾與強調表面肌理的修飾與強調 

色彩與肌理是筆者表現這一系列有機抽象作品的重要元素，而它的處理方式

及靈感則是來自於對實體的觀察。我們由色彩學中得知色彩與視覺的關係，例如

高彩度與明度給人愉悅、溫暖、與充滿活力的感受。相反的，彩度低的顏色則給

人帶來憂傷、寒冷、與缺乏生機的感受。而黑色與白色在色彩學中是屬於無彩色

圖 3-4： 黑色生機 － 莢。2003。

雕塑土，化妝土。

62x24x24cm 

圖 3-3： 馬鈴薯意象。2007。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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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顏色，它帶來較為個人化的心裡感覺。筆者早期的作品中常用到黑與白的對

比，象徵物體的明亮與陰沉，厚重與輕盈，生長與衰敗等現象，同時影射物體的

內外空間變化與虛實反轉之間的矛盾。（圖 3-5） 

 

 

 

 

 

 

 

 

較近期的作品中，筆者嘗試重新尋找色彩與造形之間的關係，因此使用暗綠、

深藍、灰褐等，自然界中常出現的色調為主，主要的色彩運用除了影射所表現的

形體象徵之外，並配合作品的造型，達到生動有機自然形體之目的。（圖 3-6，圖

3-7） 

 

 

 

 

 

 

 

 

 

 

 

 

圖 3-5： 延展 VI。2003。陶土,化妝土,釉。

75x30x25cm 

 

圖 3-6：枯葉意象。2006。作者自攝。 

圖 3-7：捲曲。2006。雕塑陶土、化妝

土、釉，1080
o，氧化燒。 

63x37x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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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或者肌理即一個物體的表面紋理，是我們的視覺認知中對於物體的「觸

覺」的管道之一，質感是指所有視覺可以看見的物質的總稱。肌理的重要，在提

供物體表面特性，這種特性會影響我們的感官，創造出一種想要接近表面、觸摸

表面，進而確立表面存在之慾望。（侯宜人，1994，61）肌理與材質的特性息息相

關，不同的材質反映出不同的質感訊息，例如鋼鐵給人堅硬、冰冷，是工業的。

木頭給人溫暖、柔和，是屬於鄉村的氣息。而陶土帶來柔軟與堅硬，粗造與光滑

的兩種極端感覺。 

2.衍生衍生衍生衍生－－－－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混合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混合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混合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混合 

（1）意象之轉化與投注 

意象之轉化意指，反轉、扭曲變形、形變與蛻換等尼克勞斯所舉出的造型轉

化技法。主要的方式是將原本的物形，以拆解、破壞、變形的方式，將原來的形

體逐漸改變，反轉色彩、相對大小、改變原貌以達到藝術上的強調與隱喻的目的。

將物體以變形的手法來創作是抽象藝術的創作形式之一，主要的用意是讓物質與

造型分離，讓造型更接近創作者的內在心智。 

筆者以有機雕塑創作來探索人與自然、文明環境等生命的有機體之內在關

係，因此由原生物體中抽取物形的構成要素或結構，逐漸的變形以致讓作品與原

生物體之間產生類似性與同質性，但同時因為形體的轉化而帶來疏離感與焦慮，

以這樣「創造性的模糊」印象，製造物件的矛盾性與唐突性，達到表現生命意象

的目的。例如圖 3-8 的作品「幽藍」是對於幾種有機物件例如蛋形、核果、與毬果

等的統合印象，表面的孔洞則是對於外力介入形體的暗示，將一個物體轉換為另

一個物體的過程，是我們學習如何認知物體的真實內在的過程，轉化的目的並非

單純的只是將形式改變，它隱含了創造與關懷兩種意含，如羅丹所指的「一個雕

塑家的工作不是模仿生命，而是要傳達生命」（侯宜人，19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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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物件的概念 

抽象藝術以分析被觀察物的角度出發，將藝術媒介簡化、複製、與重組，而

創作出新的形式。抽象藝術在經過半個世紀追求純粹化、理論化、形式化的結果

已呈衰竭。（侯宜人，1994，77）後現代藝術對於藝術與其它形式領域之間的統整，

開拓了新的藝術契機。其中一類較具影響性的手法是由達達所提現成物觀念，經

過普普主義對於大眾化商業物品等現成物以肯定的態度加以強調，使得運用生活

周遭的物品結合作者的意念成為一種新的藝術表現趨勢，這股勢力影響當代的雕

塑創作思維。除了現成物的直接挪用之外，以各種組合方式將現成物拼湊產生新

物件是現代雕塑的手法。這種經過原生物與現成物之間混種而產生的新的物件，

是藝術家在歷史記憶、人類文明與藝術意志之間所創造的普遍認同感。藉由物件

創作新的記號，利用這些新的記號與造形語彙，產生隱喻的機能。衍生物件的概

念是對於現代所處的資訊環境的一種省思，是在接收外在多樣性與複雜性變這種

取自現成物（ready-made object）的概念，是將物件視同如自然界的花草樹木一般，

將消費品當成是視覺的造型元素，所呈現的是人類對於本身文化歷史記憶的自覺

與反省。 

筆者的衍生物件概念，是以當代的藝術觀點來詮釋自然與物件，試圖將這些

在生活週遭不斷重複出現的視覺意象，以個人的觀點將其重組、強調與分析。由

圖 3-8 ： 幽藍。2006。陶土、釉、化妝土。 

50x50x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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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矛盾與不合邏輯的造型中，賦予新的形體使其具有時代性意義，強化物體的

印象，讓這些物件以既怪異又和諧，既陌生又熟悉的樣態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唐

突的闖入觀者的視覺記憶中。（圖 3-9，3-10） 

 

 

 

 

 

 

 

 

 

 

第二節 創作媒材與技法分析 

  

本系列之創作研究以陶土作為單一的媒材，作品表面施以化妝土與釉藥，並

經過數次反覆燒製完成。一直以來，陶瓷材料被認為是火與土的藝術，具有可塑

與必須燒製成形的特性。造形陶藝在陶瓷藝術史當中是屬於新的表現形式，一些

成形與燒窯的知識必須仰賴傳統的製陶技術。造形陶藝如實用陶藝一樣，必須經

過成形，上釉與燒製的過程。由於材質必須經過繁複的燒製手續，因此它無法避

免必須在技術的領域不斷的實驗與鑽研。這些技巧與知識讓陶藝家必須花費數倍

的精力在技術的鑽研與問題的克服上。當陶土被運用在造型上時，除去實用陶必

圖 3-10：種子系列 2005。2005。 

陶土,化妝土,釉。67x40x40cm。 

圖 3-9 汲。2006。陶土,化妝土,釉。

56x45x6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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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燒結與衛生的使用考量，陶土可以依照藝術家個人的需求，摻入熟料（grog）、

稻草、木屑、紙漿甚至保麗龍等物質，以製造各種不同的肌理。在色彩上，造型

陶藝家除了釉藥的使用之外，也可以使用化妝土（slip）、泥漿釉（terra-sigillata）

與壓克力等顏料，以達到陶藝家所要求的表面質感與色彩。本節將就筆者創作之

媒材、成形技法、質感與肌理、化妝技法等單元討論。 

一、 雕塑媒材： 

筆者形變與衍生系列之作品是以雕塑陶土為主要的媒材，材料上略為不同於

一般的拉胚土，因為拉胚土雖然塑性良好，但是顆粒過於細緻，致使燒結的過程

收縮過大，因此容易產生變形與龜裂的現象。為了改善上述的缺點，長期以來我

以加了熟料（Grog）與藍晶石（Kyanite）的陶土做為手塑的媒材。其成分如下： 

 

紅色火黏土（red art）             200g 

耐火黏土（fire clay（Lincoln）    200g 

球狀黏土（ball clay）             200g 

藍晶石（kyanite）                 200g 

熟料 35~80 目（grog）              300g 

 

經由試片得知該土的收縮比率為：燒至 1060oc 時為 4.5%，1250oc 則增加到

7%左右，與一般的拉胚土大約 12%~15%的收縮比率相較，該土更適合用在自由造

形的陶塑上。但是因為加入約 35%的熟料（grog），造成陶土本身的塑性減低，同

時陶土中因含有大量的熟料而產生粗糙的質感，若要表現光滑的質地必須藉助木

片和橡膠片打磨。在呈色上，由於紅色火黏土（red art）的成分中含有約有 7%左

右的氧化鐵（iron oxide），故使得燒成之後的胚體顏色比較灰褐的色調：氧化燒

（oxidation）時為黃褐色，還原燒（reduction）時則呈現黃棕色。整體而言，乾土

為極為穩定的陶塑土，適合大型與手塑造形的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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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成形技法成形技法成形技法成形技法 

 一般陶藝經常使用的成形技法有：拉胚、盤條手塑、壓模、注漿、土板成形、

機器旋胚、擠泥器成形、以及擋胚等，端視陶藝家之需求而有所不同。筆者常用

的成形技法為盤條手塑。盤條為陶藝中最基本也最為方便的技法，它幾乎不須借

助任何的工具，只需使用雙手，利用手指與陶土之間的接觸與搓揉，形體便隨著

藝術家的意志而在指尖之間成形，這種物隨心轉的創作過程與超現實主義以及抽

象表現主義所使用的自動性技法有相似之處，筆者常在與陶土來回搓揉之間，享

受物我兩忘，象由心轉的創作樂趣。 

 盤條手塑雖然方便但是有時候為了造形的需要，筆者必須加入其它的輔助技

巧，例如，筆者的作品經常以曲線、圓弧、轉折等造形來表現生命力，陶土的重

量往往在塑形的階段無法支撐過重的胚體，而有坍塌、變形的問題，為了塑形考

量有時候筆者會將作品倒過來盤條，待作品的硬度可以支撐重量時再將其翻轉過

來，然後繼續塑形直到完成為止。有時為了製造內外空間上的變化，必須先用土

塑一個母模，在用塑膠袋隔離，然後在臨時的模具上盤條。如此的技巧可以在作

品成形後形成一個內凹的空間，增加作品在形體上的變化與韻律。 

三三三三、、、、質感與肌理的處理質感與肌理的處理質感與肌理的處理質感與肌理的處理 

所謂的肌理是在藝術品或者建築物中，對於繪畫、雕塑、與建築物的自然與

人為表面呈現，這些表面肌理包括：材質原貌、筆觸、刷痕、鑿痕等有意識或者

無意識之下，藝術家所留下的作品痕跡。 

陶藝的表面肌理處理有許多方式，陶土在它的各個物理階段，都可以利用本

身的塑性加以修整以及做肌理的變化。陶土在柔軟的階段可以在表面施以化妝土

與泥漿，或是利用各式工具以刷、切、鑿、拍、割、貼等的技法處理表面。在皮

革化的階段可以利用光滑的鐵器或者橡膠片、竹片、牛角片、木片等工具打磨，

使胚體產生光滑的表面質感。素燒之後的階段，則是以化妝土或釉藥處理表面質

感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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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製作作品時，通常會利用到以上的各種技巧，例如為了修整作品的表

面，常以鉋刀（圖 3-11）將手塑之後不平的地方整平，鉋刀在修整的過程，因為

陶土本身含有許多熟料造成胚體的表面粗糙肌理，但是卻為作品留下自然、偶發

與不可預期的效果。（圖 3-12）若視作品之需要，有時會以橡膠片打磨作品，使作

品表面光滑，以利上釉與化妝。 

 

 

 

 

 

 

 

 

 

對於肌理的表面處理，筆者是以自然有機之形體世界為對象，自然中的種子、

果實、樹葉與莖脈，以及浪花、漣漪等，觀察自然萬物，從中筆者可以體驗造物

者的奧妙，欣賞物體的生長韻律，並由這些物體中得到處理作品表面肌理與造形

上的靈感。例如觀察馬鈴薯的形體與芽苞，讓筆者對於一個內在生命的孕育與生

長過程產生聯想，進而製作了有機形態－種子系列的作品。（圖 3-13）在筆者的作

品中，經常以工具穿透作品的表面，讓內外空間得以互通，這樣的一個穿透除了

隱含對於物體「內在空間」的暗示之外，對於內在生命的窺探，亦是筆者切於探

悉的議題，同時也意在強調陶瓷材料所特有的「中空」形態。藉由凹陷的肌理的

處理，象徵物形的柔軟與形變的軌跡，隱喻物體由興盛走向衰敗的過程。 

由觀察自然的生態中，對於生命的形成、生長與毀壞的過程有感受，而將這

些生命的過程轉化為造形與肌理的表現上，筆者以凹凸的質感與肌理表現生長與

傾頹的意象。筆者在塑形的階段，刻意的將柔軟狀態的胚體由內往外推出，有時

圖 3-11：刨刀的使用。2004。作者自攝。 
圖 3-12：刨刀使用後所留下的肌

理。2004。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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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的撐破胚體形成孔洞，其肌理狀似樹幹上的結，隱喻一股內在的能量欲衝破

束縛，向外擴展的力量。（圖 3-14） 

 

 

 

 

 

 

。。。。 

 

四四四四、、、、化妝技法化妝技法化妝技法化妝技法 

陶瓷藝術的成形方式與其他材質最大的不同處乃是在於製作與表面化妝的過

程，陶藝必須藉助燒窯的技術方能將作品維持在較為堅固的狀態，不易因為外力

的介入而損毀。燒窯的過程由於火的加入，使得作品除了藝術家可以控制的範圍

之外，增加了非人為可以控制的變化。陶瓷的化妝技法種類繁多，經常使用釉上

彩、釉下彩、化妝土、泥漿釉（terra-sigillata）鑲嵌、燻燒等技法，筆者單就個人

創作上所使用的技法加以說明。化妝土的使用通常是在胚體皮革化（leather hard）

之前，有利於陶土與化妝土的緊密結合。 

化妝土的主要作用是改變胚體的顏色並且製造所需的肌理，筆者以毛筆塗繪

與海綿拍飾的方法將不同的化妝土層層的塗在胚體上，製造出富含層次與色彩變

化的表面。 

泥漿釉的使用則是類似在胚體上繪畫水彩，打磨之後，作品會呈現類似絲綢

般的光澤與質感。泥漿釉最早是由希臘地區所發明的，是屬於低溫彩陶的技法。

圖 3-13：黑色生機 － 莢細部。2003。 

        芽孢之意象。（作者自攝） 

圖 3-14：種子系列細部。2003。凹凸的

質感與肌理表現生長與傾頹的

意象。（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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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 Terra-sigillata 在希臘原文中的意思是「封胚用的陶土」，顧名思義，它是塗

抹在胚體的表面，達到裝飾與防止滲水的目的。泥漿釉的屬性較類似化妝土，它

是一種顆粒非常細小的化妝土，故當上在完全乾燥的陶土的表面時，細小的顆粒

完全滲透到胚體的孔隙中，形成一層光滑的表面，經過棉布的打磨之後，呈現迷

人的光澤。泥漿釉的優點是它能製造類似蛋殼般的質地與優雅光澤，其光澤不似

釉藥般光亮與具堅硬感，同時在上色的過程也比較容易掌控。 

釉與胚體的關係，是陶瓷藝術發展過程中極為獨特的部份，不論是傳統陶藝

或造形陶藝都或多或少必須倚賴釉藥的表面化妝。在現代造形陶藝的發展中，釉

藥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於實用器皿，其功能並非在保護胚體不至於滲水。因此，現

代陶藝對於釉色的運用更加的自由，為達到藝術家的創作需求，一些含有毒性的

釉，如鉛釉、高鋇釉等經常被拿來使用。筆者所使用的釉藥與燒窯溫度為

1060
o
c~1100

o
c 之間（參見附表 4-1），屬於低溫釉彩的範圍。基於防止作品變形、

節省燃料、與配合泥漿釉使用的幾個理由，筆者選擇以低溫釉做為燒成的範圍。

作品以一次燒製（1080
o
c）為主，然後視作品的燒成結果，再施以其他不同層次的

釉色，如此反覆燒製直到作品呈現完整的結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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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4-1 

Archie Bray Archie Bray Archie Bray Archie Bray 黑色化妝土黑色化妝土黑色化妝土黑色化妝土 1080 1080 1080 1080
oooocccc    

紅色火黏土 Red Art      50 

球狀黏土               25 

二氧化錳               15 

氧化鐵                  5 

氧化鈷                  5 

 

裂紋化裂紋化裂紋化裂紋化妝土土土土 ( ( ( (乾胚適用乾胚適用乾胚適用乾胚適用)))) 1080 1080 1080 1080
oooocccc    

硬硼酸鈣                 25 

高嶺土                   50 

石英                      25 

 

基礎化妝土基礎化妝土基礎化妝土基礎化妝土 1080108010801080
oooocccc    

球狀黏土               20 

熔塊 Frit 3124           20 

石英                   20 

霞石正長石             12 

鉀長石                 10 

矽酸鋯                 15 

硼砂                    3 

 

橘色化妝土橘色化妝土橘色化妝土橘色化妝土((((素燒胚適用素燒胚適用素燒胚適用素燒胚適用)))) 1080 1080 1080 1080
oooocccc    

高嶺土             15 

瑕燒高嶺土         15 

滑石               10 

熔塊 3124           25 

石英               20 

蘇打灰              5 

矽酸鋯             10 

紅色球狀土        100 

氧化鐵              2 

 

橘色橘色橘色橘色泥漿釉泥漿釉泥漿釉泥漿釉 

紅色火黏土 Red Art      50 

球狀黏土               50 

     水                    350 

黑色泥漿釉黑色泥漿釉黑色泥漿釉黑色泥漿釉 

球狀黏土               200 

二氧化錳               10 

氧化鐵                  5 

氧化鈷                  5 

         水                700     

 

無光黑釉無光黑釉無光黑釉無光黑釉 

霞石正長石        24.6 

硬硼酸鈣          15.2 

碳酸鋇            17.8 

石英              24.6 

高嶺土             8.1 

碳酸鋰             9.7 

氧化錳            10 

氧化鐵             2 

氧化鈷             1 

基礎無光白釉基礎無光白釉基礎無光白釉基礎無光白釉 

硬硼酸鈣           33 

碳酸鋰             10 

霞石正長石          5 

高嶺土             15 

石英               42 

矽酸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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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創作歷程與作品詮釋創作歷程與作品詮釋創作歷程與作品詮釋創作歷程與作品詮釋 

 

第一節 作品形式與思維之轉變 

 

筆者以陶藝做為個人創作的表現形式已有二十餘年的時間，從八十年代初的

大學時期，便開始學習製作實用器皿，到出國求學期間，研究陶瓷雕塑的觀念與

技巧。創作的風格與形式從早期在美國唸書時對於極簡藝術（Minimal Art）的鑽

研，到回國之後，對於個人生活經驗與社會互動之間的種種現象的體認，因而產

生矛盾與不安的心境，由那樣一個心境轉換為一系列影射失根現象的「漂盪的種

子系列」。隨著年齡的增長、環境與宗教信仰的改變，逐漸將藝術創作的重心轉變

到對生活經驗、環境與自我關係的探討上。將這些生命週遭的形體與物件轉化為

象徵符號，並以有機體作為藝術的本體，作品朝向表現形體的內在意象。經過慎

密的學理與創作研究之後，對於抽象藝術的表現形式逐漸有了較深刻的體驗。本

章節就筆者的創作歷程與風格之轉變分為三個時期，一、飄盪的種子時期，二、

風格的轉變時期，三、有機抽象時期，作為個人創作上的分期，以釐清創作之關

聯性與思路。 

 

一、飄盪的種子時期 

從九十年代開始，筆者的創作內容便圍繞在自身與所處的外在環境之間的互

動關係之探討，並以陶土為單一的表現素材。筆者試圖以陶土的溫潤、柔軟之可

塑性，將反覆捏塑的創作過程視為自我反省與體驗生活的過程，並以呈現之結果

來反映自我內心世界的複雜感受。探悉自我的創作，由九十年代初期的漂盪的種

子系列，是因為回到國內，面對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感受到一個大時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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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我文化認知上的重新適應。因此以文化衝擊所造成的心理狀態與對未來的不

確定感而衍生出來在藝術探索上的焦慮與不安，形成了一股創作上得強烈動機，

進而以失根的植物作為造型語彙，將種子造型以懸浮在半空中的意象呈現，作為

我心境上的寫照。（圖 4-1，4-2）這種不踏實的感受是筆者對於生活在多變與不確

定性的環境中所引發出對於生命的質疑。受到面對快速變遷與價值觀混淆的現實

環境的影響，而感到自我的渺小與無助。筆者當時的心境是處在一個抉擇的關鍵

點上，在創作的目標上，是任由誘人的物質文明吞噬心靈，或者為了藝術上的理

想與目標而堅持下去。這些複雜的情緒，最後在創作上找到一個出口。筆者的創

作動機並無意去批判種種社會上的亂象，而是將種種生活上以及情感上的知覺，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表現自我情感的流露。 

 

 

 

 

 

 

 

 

 

 

 

 1997 年筆者結束了四年在林口工作室獨自創作的生活，隨妻子搬遷到美國的

西雅圖定居，但礙於持觀光簽證的緣故，有長達四年的時間，必須每半年便需往

返美國與台灣之間，創作也變得斷斷續續。雖然創作上不似以往如此多量，但在

這一期間，卻待了幾個不同地區的工作室，在美國時我曾經在奧勒岡州的 Oregon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 的陶藝系，以及西雅圖的 Morshier Park 陶藝工作室當駐

  

圖 4-1：廖瑞章。天堂鳥。1995。陶

土、泥漿釉。105x30x65cm。

邱和成基金會藏 

圖 4-2：廖瑞章。飄盪的種子 I、III。1996。陶

土、泥漿釉，前 165x30x65cm，後

165x30x80cm。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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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藝術家，回到台灣期間便到台南藝術大學應用所陶瓷組的工作室創作。這樣台

灣、美國兩地空中飛人的日子約過了四年，直到獨自一人到澳洲墨爾本才告一段

落。 

二、風格的轉變時期 

1997 年移居西雅圖之後，由於沒有固定的工作室，因此創作上的斷斷續續使

筆者的作品產生停滯的現象。經過漂盪的種子系列之後，筆者的創作內容與形式

產生定型化的現象，對於創作內容上的充實，已經無法由當時的生活現狀中得到

滿足與突破。在西元 2000 年時，筆者意識到在創作上遇到了瓶頸，於是在妻子與

家人的支持下，申請到澳洲皇家墨爾本大學的藝術創作博士科系就讀。 

2001 年的二月，筆者獨自一個人拎著皮箱來到墨爾本，在國際機場搭上計程

車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與城市，住進城裡的 Backpacker 旅店，當晚買了當地的報

紙，隔天便搭著電車與地鐵獨自一人租屋，時值南半球的夏天，雖然天氣不像在

台灣時的悶熱，但是陽光卻非常的強烈。為了找到一間安全又便宜的宿舍，記得

當天走了許多的路，最後終於找到一間單人宿舍。筆者的心情並沒有像第一次留

學美國時的徬徨與新奇感受，或許已經習慣西方社會的生活習慣與語言，或者是

因為年紀增長的關係，新的環境、人與事物都像是理所當然的進入到筆者的生活

中，體認到自己要獨自在這南半球的美麗城市裡過一段日子，在工作室中創作，

努力體驗回鍋當一名學生的學習生涯。 

博士班初期的創作進行的並不順利，因為筆者希望藉由此次回到校園學習的

機會，擺脫過去已經形成的創作慣性，重新思索藝術的追求與探討的議題。因此

以往所熟悉的創作技法與習慣，都希望藉由新的表現方式而有所轉變。經過一番

的重新省思自我的藝術創作，在研究的議題上，筆者逐漸朝向有機自然的方向，

對於抽象造形的運用也有更深刻的認知。比較過去的種子系列與有機抽象的相異

之處，在於對自然物體的體認。種子系列是藉由種子的意象來隱喻失根、文化認

同的感受，因此種子是一個符號，在造形上並沒有刻意的去觀察自然的物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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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抽象在造形上則有相當程度的自然物與現成物件之間的轉化運用，對於自然

的演變、文明物的記憶與自我的心理感受上有較深入的探討。在造型與內容的考

量上，筆者期望以直覺的、樸拙的、卻又不失當代性的造形來反映自我的藝術意

志。對於以往所熟悉使用的幾何圖案與強烈的對比色彩的使用因為創作理念的轉

變而逐漸淡化。新的創作方向是以自己較不熟悉的化妝方式，例如重複多次的上

釉來回燒窯、使用大量的碳酸鋇與金剛砂含量的釉使造成釉面的粗糙感等新技

法。嘗試各種不同形體之間的組合方式，營造一種既曖昧又和諧的視覺感受，用

以呼應有機自然與理性無機的世界之意象，造成一種狀似衝突卻又和諧的詭異氣

氛。為了更進一步表現環境與作品的關係，筆者嘗試將作品直接放置於地面上，

把作品從傳統檯座中分離，讓作品與空間環境直接對話。除了作品裝置方式的轉

變以外，在研究內容上，也逐漸的擺脫對於形式的追求，一直以來。筆者的陶塑

以抽象造形為主，但是其內容則是在追求形式主義的抽象，偏重在造形與釉色的

表現，而忽略對於內容的探討。在澳洲的第一年，由於心情的低落，以及對於未

來產生一股不確定的徬徨，種種外在因素促使筆者轉而追求心靈上的寄託。後來，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而對於生命的看法有所轉變。它在創作上也逐漸的影響自

我的思考角度，對於內在生命、生活態度等問題開始產生關注。 

 

三、有機抽象時期 

在澳洲求學的階段，是筆者人生中非常難得的經驗，除了在創作上的轉變之

外，在宗教信仰上，因為認識主耶穌基督而對於整個人生態度以及對於生命的看

法而有所改變。信仰上的寄託使筆者由原先對於生命之意義與未來的徬徨，轉而

以較為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人生的課題，以關懷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因而藝術的意

義的追求上，由原先的求表現與批判的態度，轉向探討生命的內在形式。 

此一時期的創作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心境上雖然遠離自己所熟悉的環境與家

人，但是卻相當珍惜這次從回到校園的機會，亦可以感受到一股創作的動力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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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絕的產生。經過了數年在陶藝造形上的探討，以及在造形表面運用泥漿釉和化

妝土的裝飾性塗繪之後，思考如何能夠更深刻的表現生命的活力與感動，探討物

體的內在意含、與表現對於自然物體的宏觀印象而非外在的輪廓與線條的描繪。

在有機抽象理論的作用下，對於自然形體的生長與枯萎現象背後的意含，並用心

體會造物者對於物體形體、肌理與色澤的設計與美感，試著讓這些意象啟發出創

作的靈感，而非重現物體形態或模仿它的外形。在這樣的體認之下，筆者的作品

開始有所轉變，作品的表面裝飾變得單純，色彩開始簡化為黑與白色的無彩色系。

造型上的突破，則是嘗試以自動性技法所強調的隨機法則，以自然物為本體，不

預設造形，讓形體隨著心境在手指的捏塑之間，自由的發展，但是這種不確定性

並非無止境的，而是在確定創作理念的原則之下，給予造形與意志最大的空間。 

除了對於形體的自由表現之外，將作品的檯座移除是筆者在處理作品展示時

的一個突破。「基座自雕塑中移開，可以說是對藝術物體（art object）這個觀念的

認可，因為沒有基座的雕塑，就和平常事物譬如是一把靠立的傘、或是一張放立

的椅子、或是飄過原野的晨霧一樣的自然了。」（侯宜人，1994，37）將雕塑視為

物件（object）的觀念，使雕塑不再是屬於檯座上的藝術品那麼高不可攀，它可以

像日常事物一樣的自然呈現在眼前。這樣的物體陳列方式可讓觀者以較低的視平

線觀看作品，就如同行走在林間的小徑般，低頭觀看散落的花草、落葉與種子，

這樣的視覺經驗與我們平常尋找某一種物體時是一樣的，它拉近與觀者之間的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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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系列作品詮釋 

 

本節將針對 2002-2006 年之間的作品闡述創作動機與意涵，並介紹作品的形式

構成與技法的運用，希望能更加清楚的闡明本創作研究論述。由於篇幅的關係，

無法將每一件作品詳細說明，僅就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做解釋，此一階段之全部創

作將放到本論述之後的圖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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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有機形態 – 軀幹，2001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33x33x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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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題目：有機形態 – 軀幹，2001 

年代：2001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33x33x28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 2001 年到澳洲 RMIT 皇家墨爾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後的早期

作品，相較於先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底座的部分已經不再出現，作

品中加入一些隨機的自由造型，企圖以自然有機型體之生長樣態、物體表面

肌理的觀察、對於作品造型與表面處理的突破。作品的創作動機主要是由植

物的外形，以抽離、簡化的技法將自我內在對種子意象的呈現。透過對有機

型態的觀察，利用陶土材質的溫潤與質樸的特質，尋找土與形體之間的新詮

釋。我試圖以自然有機的形體作為體驗事物所存在的意涵，以及反映出內心

的關照。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有機造型出發，將自然界的一些基本元素例如圓形、弧線等造型

帶進我的創作中，作品以兩個重複的圓形的組合代表繁殖的現象。此作品以

盤條手塑成形，化妝的方法是以化妝土（slip）塗抹在作品表面，為求的色彩

呈現出多種層次，我以不同色調的化妝土，一層層的塗在表面，使作品產生

多層次的質感，作品最後施以一層薄透明釉。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氧化燒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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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有機型態 2002。2002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43x24x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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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題目：有機型態 2002 

年代：2002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43x24x25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2 年，與圖 4-3 一樣同屬於較早期的有機抽象作品，

此階段的作品主要是以生命體不斷的繁殖以延續物種的生命之概念而成。將

這樣的意念結合有機造型，將之簡化抽離直到抽象化的境地。這一階段的創

作，雖然在風格上極力的擺脫十多年來的創作慣性，但我發現自己依然十分

在意現代主義對於造型原理以及視覺元素的主張。因此，除了探討物體的造

型意涵之外，對於美感的追求依然深植在我的心中。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有機造型出發，利用自然界的造形元素加以簡化變形直到抽象的

地步，作品以繁殖的現象出發，形成了黑色與橘色兩個互相依存的物體，在

物體的表面我以從植物身上觀察到的芽苞作為作品中突出的肌理靈感，以隱

喻生命內蘊的力量。此作品以盤條手塑成形，化妝的方法是以泥漿釉

（Terra-sigillata）塗抹在作品表面，為求的色彩呈現出多種層次，我以類似色

調的泥漿釉，一層一層的上色，再以乾淨的棉布在表面打磨，達到讓泥漿釉

發亮的效果。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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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黑色生機 I，2003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70x27x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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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題目：黑色生機 I，2003 

年代：2002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70x27x22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件作品完成於 2002 年，筆者開始發展以簡潔、有機的形體創作雕塑造

形，作品除了對於有機型體之生長樣態的描寫、物體表面肌理的觀察之外，

試圖在作品的前緣以黑色亮釉與轉折的形體表現物體的動態。作品刻意的留

下小洞暗示內外空間上的神秘感。 

本件作品所要傳達的是一種植物與生物所生長時的樣態，筆者再墨爾本

求學的第一年，在走路搭火車上學的路上，經常看到澳洲的一些原生植物，

對於他們的形狀感到好奇與驚嘆。此件作品便是以所看到的仙人掌植物的肌

理與一種海裡的水母造形所得來的創作靈感。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盤條成形，造型的靈感來源是仙人掌植物的肌理與一種海裡的水

母的型態而來，造型上刻意的塑造彎曲的線條讓形體看來像是楚於生長的樣

子。此件作品並不刻意塑造完美的造形比例，而是希望以簡潔的形體，禮讚

出生命奇妙的樂章。此作品化妝的方法是施以黑色泥漿釉（Terra-sigillata）在

作品表面，再以海棉沾深色化妝土，拍在作品的表面。作品燒成之後，以銼

刀將凸出的肌理部份磨除化妝土表層，讓底層白色的胚體顏色裸露，增加作



 78

品的質感。此件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圖：4-6 

有機物件 I。2002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70x27x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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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題目：有機物件 I 

年代：2002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70x27x22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2 年，是經過一連串的創作試驗之後所發展出來的風

格，作品除了對於有機型體之生長樣態的描寫、物體表面肌理的觀察之外，

試圖在作品的前緣以組合的方式，將生命生長的意象以白色的凸出物表現。

白色的物體的出現，將我要表達的概念描繪出比較清晰的輪廓。我以工具鑽

了無數的洞，這些規則去有韻律的小洞象徵人為的工業物件，此種組合的形

式意在表現自然與人類文明間時而矛盾、時而和諧、時而唐突的進入到我們

的生活領域。此件作品是筆者融合了抽象藝術中形變與轉化成為一個新的衍

生物件的重要作品，在這樣一個狀似熟悉卻又曖昧的形體上，留下令人想要

窺探秘密的遐想。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有盤條成形，造型的靈感來源是以蛹、水母、捲縮的枯葉的型體

而來，同時作品以延續「繁殖」的概念，形成了黑色與白色相互對立與依靠

的視覺感受。此件作品的完成讓我擺脫對於立體造型追求美的束縛，而以內

在意涵出發，配合簡潔的形體，傳達出隱喻生命內蘊、內在與外在矛盾的意

象。此作品以盤條手塑成形，化妝的方法是以泥漿釉（Terra-sigillata）塗抹在

作品表面，為求的色彩呈現出多種層次，我以類似色調的泥漿釉，一層一層

的上色，再以海棉沾化妝土拍飾表面達到有層次變化的肌理與色澤。作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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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圖 4-7 

延展 II，2003 

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51x18x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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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延展 II，2003 

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51x18x23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延展系列的創作動機是將自然萬物的生長與人類對於知識與人文環境的

生活累積，轉化為造型符號，以此來詮釋變形與衍生之意念。這一系列的作

品皆以兩個部份的造型結合為主，一為有機的部份代表人類所無法掌控的世

界，它充滿生命的自主能力與獨立性。另一部分則是混合有機與無機的世界，

象徵人為的介入，筆者以這樣的造型語彙，強調有機抽象的造型其實是一種

混合的視覺經驗與生活體驗，它是一種對於內在思維的轉化而非純粹造形上

的追求。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自然界種子、芽苞、生長、與變形等作為造型的基礎，作品以細

胞「分裂」的現象出發，形成了黑色與白色兩個互相對應的形體，在形體的

創造上，筆者以飽滿的圓潤外型隱喻生命內蘊的力量，而作品的黑色的衍生

物件部份，其實是經過幾次不同造型的嘗試之後，才找到較為合理的組合方

式，如此的組合，也奠定之後此一系列以「衍生」為概念的作品造型。此作

品以盤條手塑成形，化妝的方法是以白色泥漿釉與黑色釉塗抹在作品表面。

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82

 

 

 

 

 

 

 

 

 

 

 

 

 

 

 

 

 

 

 

 

 

 

 

 

 

 

 

 

 

 

 

 

 

 

 

 

 

 

圖：4-8 

有機形態－地面系列（前，無題、後，延展 VI）

2003．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

化燒。依場地佈置，（前，61x27x27cm，後，

75x30x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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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題目：有機形態－地面系列（前，無題、後，延展 VI） 

年代：2003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依場地佈置，（前，61x27x27cm，後，75x30x25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延續對於抽象的有機型體的探討，此系列作品在表現細胞之類的生命體

以分裂的方式製造生命的形式，在經過一連串的創作與造型探索之後，對於

如何以有機造型與其他的元素作結合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在作品上以無數的

小洞做為肌理與輪廓的表現，具有幾個意含：一、它代表一種工業、人為的

符號。二、它暗示作品的內空間之存在。三、它造成視覺上一個造型上實與

虛之間的對比，強化作品的曖昧性。筆者以簡單直接的造型呈現自然物體的

量塊、質感以及生命力。作品從早期的放置在檯座之上挪移至地面上，期望

以更貼近自然的形式表現出內在的力量。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成形，將泥條放置在轉盤上，利用圈

泥盤條的方式成形之後，利用刮片與砂紙將表面處理成構想的肌理。待作品

半乾時，以鑽洞器將表面打洞。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塗上黑色的化妝土，素燒之後，再

上各種不同顏色的化妝土，上色的方式是以海綿沾泥漿拍在作品表面，有時

以潑灑的方式淋上化妝土、與利用封蠟等技法。作品最後施以一層薄透明釉。

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氧化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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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白色心境，2003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

氧化燒 

尺寸：25x27x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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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白色心境 

年代：2003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25x27x22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白色心境是筆者以輕鬆的心情所創作的小件雕塑作品。藉由自然的形體

意象之轉化成為雕塑物件，並以此一物件衍生出筆者的人生的生活態度。筆

者在此件作品中，嘗試以簡單的造型呈現自然物體的型態之美。作品之造形

靈感是在一次旅行中，對於油加利樹種子的觀察與發想，雖然物體造型經由

抽象化之後，擺脫了對於原生本體的具象摹寫，但卻呈現對於一個物體之印

象，這種印象除了形體結構的摹寫之外，同時表現筆者當時的心境的轉折。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將其放置在轉盤上，利用圈泥盤條的方式成形，

並利用刨刀與砂紙將表面括平，在使用木片在表面上壓印使形成凹陷的肌

理。作品上端的圓蓋，是先將其塑成一個完整的圓形之後，再用刀片切割開

來，並且在作品裡用鐵絲固定支撐圓蓋，使其在視覺上看來像是形成一個黑

色線條的圓圈，造成視覺上的錯覺空間。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塗上黑色的化妝土，再塗上白色的

泥漿釉，然後以菜瓜布輕輕的打磨，使作品的表面形成不規則的肌理，並且

讓底層的顏色顯露，增加質感。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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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左至右，捲曲、種子系列 2003、黑色生機 － 莢）。2003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依場地佈置，（由左至右，45x32x32cm，47x31x31cm，62x24x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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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題目：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左至右，捲曲、種子系列 2003、黑色生機 － 莢） 

年代：2003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依場地佈置，（由左至右，45x32x32cm，47x31x31cm，62x24x24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系列作品完成於 2003 年，是經過一連串的創作與造型探索之後，對於

有機造型與自然意象的觀察與轉化。在造型上我逐漸擺脫複雜的構圖與化妝

技法，以簡單直接的造型呈現自然物體的生長意象。此作品是在探討生命的

源起、成長、轉變、以至於衰敗的自然現象。三件作品可被視為一個自然演

化的過程，因為此三個造型所代表的是生長、發芽、與枯乾的意象。筆者以

此意象呼應在聖經詩篇 90 篇中對於生命短暫歷程的感嘆。希望藉由這樣的造

型引起觀者對於人生的宿命的省思。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成形，將泥條放置在轉盤上，利用圈

泥盤條的方式成形。在創作過程中使用了一些輔助工具，例如刮片、鑽洞器、

圓木柄、與砂紙將表面處理成理想的肌理。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噴上黑色的化妝土先打底，然後素

燒完，再上不同顏色的化妝土與釉藥。作品黑色生機 － 莢，則是施以泥漿

釉，以毛筆沾泥漿釉，以轉圈的方式，將各種不同色調的顏色畫在乾坏上，

在以系棉不打磨，燒成之後再在表面打上一層地板臘，作品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氧化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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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白色蔓延。2004。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69x39x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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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題目：白色蔓延 

年代：2004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69x39x38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4 年，是筆者回到國內任教之後所做。作品是以蔓延

的意象，將作品分為主體與衍生兩部份。白色的物體是蔓延的部份，筆者以

記憶中小時候住家附近的水管經常流出白色的泡沫狀液體為意象，象徵由主

體所生成的不明的物體，它充滿對未知世界之神秘的好奇，並產生一股幻想

與窺探的魔力。衍生物件的概念在此見作品中成型，這些規則去有韻律的小

洞象徵人為的工業物件與規律的制約，此種組合的形式狀似不合理的存在、

藉以反映荒誕的世代，視覺的荒謬，唐突的進入到我們的生活領域。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盤條成形，造型的靈感來源是「蔓衍」的概念，白色的物體像是

泡沫般的叢黑色的主體中蔓衍開來，形成了黑色與白色強烈的相互對比。此

件作品的變形與物件衍生概念呼應深杵在後現代資訊與物質發展快速之下，

主體無法承載而生出溢流的現象。 

此作品分為兩階段盤條手塑成形，先形塑黑色部分，等到乾燥不變形時

翻轉過來，繼續盤速白色部分。待作品皮革化時，以鑽孔器打洞。化妝的方

法是先以化妝土塗在作品表面，素燒之後再施以白色以及透明釉。作品以電

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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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延展 III，2003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 氧化燒 

80x27x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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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題目：延展 III 

年代：2003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80x27x3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3 年，作品嘗試結合兩種不同元素組合。暗灰色的部

份是以種子的意象塑形，白色的造型則包含了「發芽」與「延續」的意象。

作品除了對於有機型體之生長樣態的描寫之外，試圖在作品中將生命生長的

意象以發芽之符號表現。同樣的，我以工具在白色的部份鑽了無數的小洞，

製作出具有韻律感的肌理，表現出有機體之生命力。與圖 4-11 的造型意象一

樣，筆者以小時候住家附近的水管經常流出白色的泡沫狀液體的記憶，作為

一種對於不知名的物體的好奇。此種以元素組合的形式，創作出許多造型上

得可能性，同時在組合的結構中，關於物體之對立性與協調性得以彰顯。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手塑盤條成形，造型的靈感來自植物生長發芽的意象，作品加入

「衍生」的概念，使白色部份像是從黑色物體中衍生出來。兩個不同造型多

是空新的物件，作品以盤條手塑成形，並以工具刺穿物體表面，製造更具有

生命意象的肌理。作品化妝的方法，黑色部份是以泥漿釉（Terra-sigillata）經

由多層次的色彩畫在作品表面，一層層上色之後，再以乾淨的棉布在表面打

磨，達到讓泥漿釉發亮的效果。白色的部份則是以化妝土與透明釉上色。作

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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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雙圓。2004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54x28x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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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題目：雙圓 

年代：2004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54x28x3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雙圓是一件以相同的形狀，運用對稱的構圖形塑而成。它的造形靈感來

自於細胞分裂的意象，象徵生命的個體繁殖的過程。作品並非以造型的考量

出發，因此創作的過程中允許比例上的不完美。因此此一作品以脹大的軀體，

表現一股內在力量的驅使。筆者認為，直接呈現手塑時的肌理，有時比精確

比例的形狀來得更具生命力。由於一開始便以「對稱」的概念塑形，因此在

顏色上便以黑白兩色作為對比。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以對稱、分裂與共生為造型的基礎，以手塑盤條成型，化妝的方法是以

雕塑土的泥漿加入色料，以刮刀上再作品的表面，製造粗矌的表面，白色的

部份則是以橡膠片打磨，然後在乾胚時上泥漿釉（Terra-sigillata）在作品表面，

以製造黑白、粗細的視覺與質感對比效果。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

化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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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圖：4-14 

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左至右，枯、 

轉折、綠之生）。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依場地佈置，（由左至右，65x32x32cm，

63x37x31cm，71x33x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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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題目：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左至右，枯、轉折、綠之生） 

年代：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依場地佈置，（由左至右，65x32x32cm，63x37x31cm，71x33x3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對於有機造型與自然意象的探討。藉由自然生命的源起、成長、

轉變、以至於衰敗的自然現象，藉以表現以及隱喻人生的宿命。 

作品「綠之生」，是以蛹以及植物的種子、瓜類為造形的形變來源，以其

綠色、小點突出的肌理隱喻生命蓄勢待發的情境。 

作品「轉折」，是以兩個重複的形體往不同的方向生長，藉以比喻我們經

常必須面臨抉擇，每一次的抉擇是我們人生成長的歷練。 

作品「枯」，是以枯萎縮捲的樹葉作為造型上的靈感，萬物皆有它的週期，

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時期到了我們便如枯乾的野草、樹葉一般，灰飛湮滅。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成形，將泥條放置在轉盤上，利用圈

泥盤條的方式成形之後，利用刮片與砂紙將表面處理成構想的肌理。待作品

半乾時，以鑽洞器將表面打洞。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圖上黑色的化妝土，素燒之後，再

上不同顏色的化妝土，上色的方式是以海綿沾泥漿拍在作品表面、淋上化妝

土、與利用封蠟等技法。作品最後施以一層薄透明釉。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

氧化燒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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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前至後，綠色生機、

有機形態、白與黑系列）雕塑陶土、化妝土、

釉，1080o，氧化燒。2004-2005。 

依場地佈置，（由前至後，98x23x23cm，

63x31x31cm，70x26x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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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題目：有機形態－地面系列（由前至後，綠色生機、有機形態、白與黑系列） 

年代：2004-2005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依場地佈置，（由前至後，98x23x23cm，63x31x31cm，70x26x26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系列作品是對於有機型體之生長樣態 、物體表面肌理的觀察、以藉由

這一類型體的外型與內在生長力量，將之轉變為抽象的立體造型作品。作品

的創作動機主要世界由植物的外形，以抽離、簡化的技法將自我內在的意象

呈現。作品借用自然有機物的形體作造型上的依據，將自然由生長枯乾的意

象以抽象的形式傳達。綠色生機是筆者在黑與白的顏色表現系列之後，對於

色彩運用上的轉變，主要是希望在不破壞原始意念之下，回復到自然環境中

所存有的色彩特色。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此系列作品以三個完全不同且造型獨立的作品組成，在視覺上雖然各自 

成為獨立的造型，但一股生命的堅忍意象將它們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我試圖

以不同的物體生長樣態來隱喻每個個體都有獨立的意志，個別發展初任意的

形體。雖然各自呈現不同的型態，但當他們並置在一起時，呈現的是自然和

諧的視覺感受。 

「有機形態」、「白與黑系列」的化妝的方法是以泥漿釉（Terra-sigillata）

塗抹在作品表面，為求的色彩呈現出多種層次，我以類似色調的泥漿釉，一

層一層的上色，再以乾淨的棉布在表面打磨，達到讓泥漿釉發亮的效果。 

「綠色生機」先在品的表面塗上黑色的化妝土，素燒之後，再上綠色的

釉藥，上色的方式是以排筆刷在作品表面。作品最後施以一層薄透明釉。放

入電窯中，以 1080
o，氧化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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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捲曲。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63x37x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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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題目：捲曲 

年代：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63x37x31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6 年，我試圖將自然的枯葉意象與規則的人為小洞並

置，使作品產生有機與規律的對比，並且經由這一些小洞的處理，營造出穿

透物體內空間的視覺感受。捲曲的枯葉它所帶來的是生命到達它的盡頭的意

象，而規則的無數小洞象徵無盡的希望與可能性，如同絕處逢源般的奇特，

代表生命的堅強韌性。作品選擇以灰褐色系作為物體傾頹的意象，以縮捲的

造型作為表達此一枯萎概念的形體。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有盤條成形，造型的靈感來自捲縮的枯葉而來，此件作品並無意

去追求完美的形體，相對的我想要表達「不完整」的概念，因此以內在意涵

出發，配合簡潔的形體，傳達出隱喻生命內蘊、內在與外在矛盾的意象。此

作品化妝的方法是以泥漿釉（Terra-sigillata）與化妝土塗抹在作品表面，並在

凹陷的地方施以黑色無光釉。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100

 

 

 

 

 

 

 

 

 

 

 

 

 

 

 

 

 

 

 

 

 

 

 

 

 

 

 

 

 

 

 

 

 

 

 

 

 

 

圖：4-17 

無題。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60x33x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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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題目：無題 

年代：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60x33x32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系列作品是藉由有機造型的自然意象以及現成物件的規律性的形體轉

化為雕塑物件。在造型上我試圖以簡單直接的造型呈現自然物體的型態並且

刻意的將形體的外型修整的較為圓潤，使得造型呈現有如工業物中的水管、

或者煙斗般的造形，作品的表面鑽上一些規律的小洞以強調視覺上的荒謬

性。經過這樣的混種處理，抽象化之後的形體擺脫了自然物以及現成物的樣

貌，但在形體中仍然存有對這些物體的統合意象。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成形，將泥條放置在轉盤上，利用圈

泥盤條的方式成形之後，利用刮片與砂紙將表面處理成構想的肌理。待作品

半乾時，以鑽洞器將表面打洞。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圖上黑色的化妝土，素燒之後，再

上不同顏色的化妝土，上色的方式是以海綿沾泥漿拍在作品表面、淋上化妝

土、與利用封蠟等技法。作品最後施以一層薄透明釉。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

氧化燒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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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藍色生機。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尺寸：25x28x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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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題目：藍色生機 

年代：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25x28x2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作品是完成於 2006 年初，是一件屬於小型雕塑的作品，此件作品主要

是延續「繁殖」之概念而衍生出來的作品。以抽象的造型表現物體分裂、生

長、傾頹的意象，作品嘗試以異於以往的黑色與白色，而改以藍色與黑色作

為表現，刻意以藍色的陰鬱與生長中的造型形成矛盾對比，以此衍生出更多

內在的不安與失衡。作品中黑色部分是以蓮蓬為形體上的表現依據，並上了

一層黑色釉藥使質感與顏色產生對比。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自然界中「圓」的造形與發展中的芽苞作為造型的基礎，加以簡

化變形直到抽象的地步。作品以「分化」的現象出發，形成了黑色與藍色兩

個互相對應的形體，在物體的表面，我以從植物身上觀察到的芽苞作為作品

中突出的肌理靈感，以隱喻生命內孕的力量。此作品以盤條手塑成形，化妝

的方法是以藍色與黑色釉塗抹在作品表面。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

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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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有機形態－牆面系列。2001－

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

氧化燒 

依場地佈置 

 



 105

圖：4-19 

題目：有機形態－牆面系列 

年代：2001－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依場地佈置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系列作品的創作動機是由表弟的結婚禮物開始的，2001 年的夏天，遠

在洛杉磯的表弟要結婚了，我答應給他我的作品作為結婚禮物，當時我尚在

墨爾本唸書，決定要製作一些小一點尺寸的作品以方便攜帶到洛杉磯，因此

我開始創作一系列掛在牆上小尺寸的作品。雖然放置的位置不同，但我發現

這一系列的作品更能發揮創作時的自由隨機原則，作品更能顯現有機造型的

活力。表弟兩年之後因為肝癌過世，得年 34 歲。他的過世讓我和家族的人難

過了許久，同時感嘆人生的無常。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利用手塑的技巧成形，利用圈泥盤條的方式成形之

後，用橡膠片打磨，使作品呈現光滑的質地。由於作品必須懸掛的緣故，所

以在每一件作品的背後預留了孔洞，懸掛時是以螺絲固定牆面，再將作品卡

在螺絲上。 

化妝的方法是先在每一件作品的表面圖上黑色的化妝土，素燒之後，再

上不同顏色的化妝土，上色的方式是以海綿沾泥漿拍在作品表面、作品最後

施以一層薄透明釉。放入電窯中，以 1080
o，氧化燒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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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 

黑色生機 II，2005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尺寸：57x15x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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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 

題目：黑色生機 II 

年代：2005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57x15x2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黑色生機 II 之意象是來自於一個豆莢的型態。長型的豆莢蘊含有豐富的

內在生命，它的生長型態總是吸引筆者，其兩邊總是以不相對偁的方式生長，

形狀像是一輪新月高掛在天際。除了對於自然型態的捕捉之外，筆者以類似

仙人掌與根莖葉脈的紋路將其意象移轉至雕塑物的表面，使物體呈現有機型

態的活力。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以有盤條的技法，先將作品以直立的方式盤塑，然後再翻轉過來呈

現平躺的狀態。造型的靈感來自於豆莢，因此刻意以不對稱的形體來捕捉其

型態。作品的表面以刨刀括除，製作成莖脈的紋理。此作品化妝的方法是以

黑色泥漿釉（Terra-sigillata）上在作品表面，為求的色彩呈現出多種層次，再

施以綠色黑色等化妝土，最後以白色的釉料點在作品上，製作成突起的肌理。

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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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種子系列 2005。2005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67x40x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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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題目：種子系列 2005 

年代：2005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67x40x4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此件作品完成於 2005 年間，在內容的探討上，仍然是以有機的自然物為

主，同時繼續以物體生長的意象做為造形的基礎，而相較於自然有機體的表

現此件作品加入藍色多孔洞的物件，象徵文明物件的闖入，造成物型的改變。

作品的主體表面佈滿白色突起的芽苞。與其它這一系列的作品相較，這一件

物體是屬於正處在生長發芽的階段，物體由內而外擴展，象徵一股旺盛的內

在力量意圖衝破險阻努力向上。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的構成要素是「生機」，因此在造型上結合了圓弧有機的線條與向外

衍生的意象，試圖讓物件唐突的植入，以形成一股外力介入與體外擴所形成

的對立的視覺感受。以灰色與藍色為主的色彩，是筆者較少使用的顏色處理。

主要的用意是創造出一種不協調性，形成作品的動勢，以彰顯出荒謬與突兀

的美感。白色的凸出物是分開燒製完之後才黏著上去的，這樣的技法是作者

第一次嘗試。此作品以盤條手塑成形，化妝的化妝土與釉藥，利用噴槍、海

棉與筆刷上色，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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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幽藍。2006 

雕塑陶土、化妝土、釉 

1080
o，氧化燒 

50x50x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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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題目：幽藍 

年代：2006 

媒材：雕塑陶土、化妝土、釉，1080
o，氧化燒 

尺寸：50x50x50cm 

（一）創作動機與意涵 

幽藍完成於 2006 年，是以形變與衍生之觀念所發展出來的造型，作品以

有機型體之綜合意象作描寫，物體呈現類似果實的圓潤與厚實，表面肌理則

是以粗矌凹凸不平的質感呈現。作品所要傳達的是一種物體內化的能量。以

深邃的藍色隱喻一股微弱的力量，由物體的裡層穿透孔洞傳達到表面。圓弧

的形體是筆者經常使用的造型語彙，它與大自然中的種子、果實、蛹等形體

意象相類似，筆者認為這樣的形體給人一種神秘的自然生命意象，也建構出

我們對於整個有機生命體的綜和印象。圓代表一種生長與完滿，與凹陷的形

體形成意義上的對立。 

 

 

（二）形式構成與技法 

作品利用盤條與手塑成形，以盤條形成中空的造型，並利用厚厚的化妝

土形成了粗糙的表面質感。此件作品的成形方式是相當的自由的。我刻意擺

脫對於立體造型追求美的束縛，雖然在創作之初便對於形體有一概念，但是

在塑形的過程當中，提醒自己要關注物體的內在意涵，由內而外傳達出隱喻

生命內蘊的意象，盡量排除對於作品造型比例的顧慮。此作品以盤條手塑成

形，化妝的方法是以黑色塗抹在作品表面，素燒之後，再施以不同色調的深

藍化妝土。為求達到厚重的質感，將化妝土一層層的塗在作品上，再以噴又

的方式噴上一層黑色化妝土，以增加作品的層次。作品以電窯燒製，溫度

1080
o，氧化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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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 綜結 

 

藝術創作反映出一個藝術家在所處的世代中的資訊、環境影響與價值判斷，

並且從個人的經驗、知識範疇、藝術意志的警醒自覺中，省思外在環境與自我內

心之間的情感糾葛。對於有機生命與無機的物件的關注，讓筆者從探索形體世界

中走入自我的內在世界。筆者以形塑抽象的有機形態，做為一種在遭遇外在環境

的衝擊時的反應與表現，並將這些遭遇轉化為藝術形式來抒發筆者在面對這些經

驗時的情緒與自處之道。因此，從形變與衍生的創作研究動機與目的中所歸納之

三點創作目的，做一綜結：  

一、藉由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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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陶瓷材質與造形之間的可行性：以陶瓷為雕塑之主要媒材，在第二

章的論述中，闡述了意念、美學與藝術史之間的發展脈絡，筆者發現在二次大戰

之後陶藝的發展分為創作與實用兩個方向，以創作為主的陶藝發展，事實上與藝

術史中的流派息息相關，同時也體認到陶瓷的藝術發展無法自外於整個藝術洪

流，但是也警覺到藝評家金子賢治認為的「美術的世界是先有形，之後才挑選素

材，陶藝則是素材先決定，然後才在往返捏塑的過程中形成造型。」以此立論為

基礎，發現陶瓷雖然在藝術創作的理念追求上與其它材質並無二致，但是在「素

材先決定」的前提之下，材質本身所帶來的意含是否左右與限制藝術的表現？在

材質與藝術理論之間的平衡與拿捏之間，考驗藝術家的智慧。 

筆者以陶瓷造形表現物體的內在生命與個人的生活經驗，作品中試圖融合有

機生命與無機物件，以一種混雜的組合方式，創作新的造型物件，這種狀似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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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無法明確指認出為何物的新物件，是我們了解與認知物體的開始與過程，由

雕塑本身的視覺上之造型、色彩、肌理、動勢之間，深入到我們的內心，勾起熟

悉的記憶，體會造形與理念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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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討自我的內心世界：筆者對於形體的內在意含之追求，是建立在對於外在形體世

界的觀察與體認中。由渥林格之抽象與移情美學思考與卡希爾與朗格之藝術符號

論的理論中，體認到以藝術作為個人藝術情感的意義，以及將形象轉化為藝術表

現形式之符號的意含。由作品的創作中，逐漸體認到何謂「內在真實」，在作品演

變的過程中，有意識的拋去以往過多的表面裝飾考量與追求形體完美的束縛，而

已更樸實與誠懇的態度去面對自然萬物與自我的創作。 

由此一系列的創作研究中，筆者嘗試以一種矛盾的、衍生的、變形的、與對

峙的造型手法，將作品視為一個有生命的個體，模擬物體成長經驗的烙痕、外在

力量的介入、物體如細胞分裂的衍生等意象，轉化為造形語彙，因此作品在造形

上得到許多新的概念，也可以拋開形體的束縛，特別是對於展場空間的利用，檯

座與作品之間的關聯性，都在這一系列創作中獲得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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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形變與衍生的造型概念中，體會阿爾普所謂

的「天地萬物都視為一體」的理論，在現代多元的環境中，以入世的角度對週遭

環境產生聯繫與關切，體會藝術創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認為藝術並非將自我

孤立，與外在的世界產生斷絕。相反的，筆者學習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人與

自然、文明物件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筆者也體會到唯有以正

面的態度去看待萬物，從有機自然中去體會生命生存的法則，欣賞人類文明所創

造的物件，在將這一些意象融合與轉化為抽象有機的雕塑之間，體會創造物件的

自我實現與滿足感。 

經由形變與衍生的系列創作過程中，得到許多的啟發、經驗與釐清創作之理

論與動機。在捏塑陶土過程中，筆者一方面享受心手與材質合一時的創作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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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藉由創作的過程對於自然萬物與環境之間作更深入得體會。同時在藝術理

論方面，經由創作論述的整理，使得創作得以延續與理出脈絡。 

筆者過去的藝術形式，習慣於在協調形式中構成統一性，以現代主義對於形

體的結構美學做出發，創作中不免考慮到視覺的構成元素以及造形的原理。經過

對於後現代藝術的鑽研，其實在不協調的形式中發現聯繫，在重組中創造新的造

型表現，同樣富有樂趣與張力。這種創作模式適應了生活在多文化環境中的造型

藝術的心理，這種多元的環境包括自然物、現成物、通俗性、時髦感等等，當然

反映了陶瓷雕塑藝術利用古今東西各種文化的方式和可能性。唯有發揮內在的情

感，在人與事物上才能創作出生動且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未來研究與創作方向未來研究與創作方向未來研究與創作方向未來研究與創作方向 

對於形變與衍生之創作議題，經由本次有機抽象造形的創作形式與內容探討

之後，對照筆者之創作動機與目的，已獲得初步的創作結果。對於形式的掌握上，

筆者認為最大的收穫是從形式主義的造型桎悎中解放，拓展了藝術視野。在內容

的探討上，對於物體的「內在意象」之探討，以及符號之意含，抽象背後之意義

等議題，經由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印證，已逐步的釐清一些創作上的疑惑。日後之

創作除繼續秉持對於內在意象的探索之外，對於未來之創作發展方向如下： 

 

一、創作內容與藝術本質的思索 

叔本華的「意志決定一切」以及渥林格的「藝術意志」說，將藝術理解為一

項事物，它是經由人類的主體意志所決定的表現形式。所謂「藝術意志」是將藝

術的本質歸為人的意識所主導，與其他人類的文學、科學等活動一樣，都是人類

情感與知識所主導。藝術中的抽象風格是人類對於無機形體與有機自然世界，在

規則性、和諧性中藉由存在之物去表現肉眼所無法看見的內心世界。因此，藝術

創作的本質應該是心靈的依歸與呈現。筆者藉由存在萬物引發一連串的藝術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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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找到情感表現的出口，就如叔本華提出的抽象準則：「造型與物質的分離，

讓造型非常接近意念。」造形本身便是藝術家經過意志沉澱之後的表現形式，與

原先所描繪的物質之間產生分離，而讓意念浮現。因此，未來的創作將繼續以抽

象藝術的表現方式，對於如何將意念透過藝術形式表達，將更深入且更精確的傳

遞訊息。 

二、綜合媒材的嚐試 

 經過陶土單一材質的使用，在創作的過程當中，經常浮現金子賢治所說：「陶

藝是素材先決定，然後才形成造型」這句話。在材質已經固定的情形之下，意念

與形式之間往往因為媒材本身特性而產生偏移。筆者認為以現代雕塑或者裝置藝

術對材質的使用觀點，讓意念先於材質，或選擇適合的材料，並且選擇適合的議

題作為陶土表現，將使得形式以及內容之間的連結性更能掌握。使用陶土媒材具

有材質鮮明、獨特以及非其它材質所能取代的特性，然而在藝術表現趨於多元的

環境中，思考如何結合其他素材而豐富創作內涵，但是又不失陶瓷藝術的特質，

是筆者目前在一系列的創作之後所思索的方向。 

三、加強作品與空間的對話 

 經過幾次展演，筆者發現如何經營空間，創造符合作品意象與創作理念的氛

圍是筆者期待加強的部份。形變與衍生系列作品已將原先放置作品的檯座移除，

讓作品直接與地面接觸，使得作品以相同於物件的視覺經驗呈現，筆者認為這樣

的呈現方式各貼近自然有機的創作意念。在如此的轉變同時，它的裝置方式變得

相當重要。筆者的創作是以每一件作品視為單一，雖然彼此具有相關聯性，但是

其創作理念並非以裝置的手法出發，作品進入到一個空間之後，作品與作品、空

間、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其所衍生的新意象，包含意義的可能改變，作品

此尺寸大小問題，以及地板所產生的干擾等新問題都是筆者所要面對的新課題，

也是未來創作時所思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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