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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文字，吸收學海無涯的知識，在精神、人文、觀念、專業知識等的擷取，對

自己的知性有所獲。相對的圖像的閱讀增進想像能力並可編織夢想，提供感快知識的

獲取，使身體心靈得以安然自在，對於漫畫的閱讀可以是老少咸宜的興趣，讓人樂在

其中，至於圖像閱讀其魅力無窮，促進視覺美感的品味。「孺叟圖像閱讀」是創作者

提供圖像欣賞的媒介，引發無限的幻想漫遊空間。

	 回顧藝術史的發展，我們會發現每個時代會有不同類型的藝術家，隨不同時空、

民族、社會，呈現異同的藝術表現風貌，甚至產生多元文化價值，不分強權或貧弱國

度，藝術創作與時代背景、生活情境、社會環境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不論藝術家的作

品是否認同其文化價值或明瞭自身文化的矛盾現象！相信我們可以體會到藝術家的作

品會深耕於自己文化生活豐沃土地上，甚至深入滲透個人情感，生命歷程。筆者的作

品對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情感從未忘懷。

	 本創作研究共分五章，以「孺叟圖像閱讀」為主題論述，分別以孺梭新語、忘年

對話、孺叟再現為探究內容，因時期和主題互為關聯。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創作研究動機與目的及創作研究之方法與步驟。初步探索「孺梭

新語」的文本，以文獻資料整理分析，進行研究釐清思維，促進創作實踐。

	 第二章理論探討，綜合分析「孺叟圖像」內容與特質，從生活經驗、社會批判、

精神感知等三方面加以說明，進行研究之後，大多利用比較、對照方式以便於被理解

與閱讀。

孺叟圖像閱讀─戴明德繪畫創作論述

摘要



��

	 第三章創作理念與實踐：(一)針對閱讀孺叟圖像的人文關懷，分別將三階段加以

探討，(二)閱讀孺叟的心靈感動作細膩探討。(三)從內容形式加以解析並在表現技法

中以：(一)材質肌理(二)氛圍營造(三)圖像語彙加以陳述解析，使圖像意義更容易被

閱讀或理解。

	 第四章作品論釋與解析，是透過主題內容與形式技法，說明「孺叟圖像閱讀」，

依序由(一)「孺梭新語系列─童心遊記」運用「壓克利的堆疊及複合媒材的應用」。

(二)「忘年對話系列─生命流變」，對可敬長者致意描繪，如繪自畫像。(三)「孺叟

再現系列─悠遊自在」，從生活現象，心理層所思所想的反思再現。

	 第五章結論：筆者將2001─2006年多年來在「孺叟圖像」領域的創作研究心理歷

程，做整體的回顧與省思，並針對本創作研究的意義，提出其價值批判，反應生活、

生命、心靈、情感的釋放與觀照，表達創作者自身現實和非現實的真實表現。

	 關鍵字：複合媒材、繪畫創作、圖像閱讀、戴明德、孺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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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Critical Statement on Paintings by Tai Ming-Te

ABSTRACT

Reading a book or stream of words and absorbing the infinite knowledge that benchmarks 

spiritual, humanity, conceptual or professional world indeed benefits ones wisdom. However, 

when the reading is accompanied by images it may help one to better correlate ones thoughts to 

the subject, boost ones imagination and weaving of dreams, refine ones sensibility and provide 

entertainment.  Reading a cartoon book has always been an interesting activity for people 

of all Ages. Reading images is not only an appealing endeavor, it could also broaden ones 

visual aesthetics experience. In READING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I am trying 

to provide a medium that would help readers appreciate images in general and to construct a 

boundless space for potential spiritual roaming.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history, we see that every Age produces different type 

of artist. No matter how rich or poor a country or culture may b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race and 

social structure present their Time with different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multi-faceted cultural 

value.  Thus we know that artistic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ones Time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is true even when the artists revolt against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Time that they are in. We are confident that artists’ work indeed is deeply planted in the soil of 

the cultural life, and we commonly see artists sieve their own personal feelings into the journey 

of their artwork. Similarly, in my work,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is Land where I was born and 

gre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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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title READING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this research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Each explores the research content that shows a close link between the year 

that work is created and the theme. 

The First chapter examines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ts methods and steps. 

It analyzes the text of “THE INNOCENT SHUTTLE” using its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thoughts 

that went into its creation proces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s the theory.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living experience, social 

criticism and spiritual sensibility— I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to make it more tangible and easily understood for the reader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artistic concept and statement: 1) aiming at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ty in reading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2) discussing the subtle movement 

of Innocents’ soul; 3) examining the technique and expression that is used in creat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i.e., a) medium and texture, b) building of atmosphere, c) the footnote and statement 

of the image language, so that the image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work through its thematic content and the technique 

in creating the form. It explains the READING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in the 

order of: 1) using “mounting up acrylic pie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ix-media” in the “The 

Innocent Shuttle—Journey of Children’s Heart”; 2) The Dialogue without Ages series--The Life 

in Transition, painting respectable elders that is similar to self portrait; 3) reappearance of the 

Innocent series – care freely regurgitates phenomenon of Life an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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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fth chapter – Conclusion: I sum up the thoughts as a whole and research retrospectively 

my psychological journey that went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INNOCENT 

from 2001 to 2006; in addition, I strive to reevaluate the value to reflect Life, soul and my 

feeling, and investigate my expression in both the Reality World and the Virtual world.

Key words: Mix-media, Creation of Paintings, Reading of Images, Tai Ming-Te, The Inno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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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孺叟圖像閱讀—戴明德繪畫創作論述

	 藝術創作猶如小船航行茫然大海，尋尋覓覓，只為了底達預設目標的終點，在無

盡的天際間探索航泳，時而遭逢無情風暴襲擊，時而需要燈塔微光引航掣曳前行，時

而碰上暗礁或流動浮冰，重重的危機四伏，沒有小心翼翼如臨深淵的心情，實在難以

全身而退，但因其歷程刺激而真實，令投身者無以自拔。身為藝術家著實無法忍受現

實的僵化與世故，隨時有逃離現實的衝動。但當悲劇不斷發生時，祇得學習往火坑跳

的決心意志，身體往入世道路急行，魂魄卻時時雲遊四方去了，這樣自發與自由的行

徑，祇有藝術家才揮霍得起。也是從事創作時最大的吸引魔力。

	 上了四十歲的男人比較能理解感傷，十年前父母相繼過世，在子欲養而親不在的

痛楚中過活。大前年研究所同班知己的好友張明發卻在一場疾病中永別，留下幼齡的

三胞胎姐弟；和其妻獨挑養育子女的重擔。後來忘年知心良師益友的郭文楙前輩也圓

寂成仙，留下讓人難以割捨的懷念。愈是讓人難過，愈需要莫大的勇氣匍匐前行，走

過沮喪哀傷歷程，淨化內心而清明。所以卡繆(Camus)曾說：「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忍受

現實」，接著又說「沒有一個藝術家能脫離現實」，因為如此，筆者放棄逃離現實而

勇於面對，選擇對痛苦經驗的真誠面對。因此分別創作「孺梭新語」、「忘年對話」

等系列，表現自己養兒經驗及對自己童年記憶的療傷旅程，回去小學時期撫平當時的

傷口，再回到現實的自我。郭老過世後筆者心情十分沮喪，因此更用心紀錄郭老的圖

像繪製，藉畫	郭老圖像意涵轉換心境聊表對社會的關懷與詼諧反諷指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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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作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習慣在悲劇中撿拾童年記憶的殘磚片瓦，相對也喜歡從熟悉中尋找到自我認

同，人性本質及生命本質孕育於生長的土地，即使現代人受到社會洪流的衝擊或外在

環境的快速變易，其本質依然不易改變。筆者成長於西海岸村落，對島嶼海洋情感烙

印在記憶的情愫裡，在創作過程經常會將顏料滲透沾黏於畫布中。海的意象在作品中

如種子萌芽，潛意識隱然出現在海波紋如漣漪般循序漸進的圖像語彙裡。

一、創作研究動機

	 2000年自台南藝術學院畢業，之前經過脫胎換骨的學習震撼。之後先是進駐嘉義

鐵道藝術村專心創作，開始對一路走來的創作狀態有了反芻自省的空間，時間的節奏

不必像求學時匆忙，後來有機會分別任教於嘉義大學及高雄師大美術系，透過教學與

創作的互動，使教學相長的過程能思索創作材質及創作自身的課題，之後又參與台灣

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嘉義地區的撰寫，對台灣地方美術的認知及美術史觀的試煉，

更增益自己創作的宏觀氣度、堅定意志。

	 2001年，筆者由斷裂玩偶腳根開始成形，進而以孺童頭像、身驅做造形，經拼

湊變形甚至幻化頭足張冠李戴以跨越時空的遐想，誇張的遊玩戲謔特質，傳輸生之喜

悅，象徵生命本源活力，「孺梭新語」系列創作動機。後來連結的「忘年對話」再引

另一波創作動機，孺叟再現同樣有不同動機。

	 「藝術是社會的，不是它取材於社會，而是它對立於社會。若藝術要與社會對

立，則藝術是自主的。」(阿多諾，1970)，是故藝術藉著凝縮成為藝術自身，而不是

按照時下的社會規範進行以証明自有用於社會，使得藝術的存在本身也批判了社會。

純粹和按照自身邏輯形成的藝術，乃是對人的墮落之一種無言的批判，抗議整個社會

越來越成為一種功利導向的完全交易社會狀態。藝術這種逾矩行徑乃是對一個明確的

社會之意義明確的否定。(蔡宜儒，2004，P1)，藝術家遊魂於社會邊緣游離行走，神

魄鎖定的是自我生命價值展現，以極大的力氣逃脫完全交易狀態，自我批判否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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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家的幻想、漫遊放逐想像得以自我救贖，「孺叟圖像閱讀」即是在此情境下萌

生創作動機。阿多諾曾在《啟蒙的辯證法》中，有一章是專門論述大眾文化的，題為

〈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人在喪失了自身之後，對快樂的體驗只能存在

於幻想之中，在這種幻想裡，人擺脫了勞役，而大眾文化正是作為這樣一種補償提供

給人們的。(楊小濱，1995，P135)

二、創作研究目的

	 「孺梭新語」天馬行空的創作模式繼續衍繹出「忘年對話」，以表現老叟畫像之

多元形式的穿梭表現，沈鬱的色層質的，是筆者穿透郭老文楙先生的圖像符號，尋找

特徵相形似父親的畫像之轉化，再擬塑未來筆者自畫像的創作文本。忘年對話探索著

生命接近終點尾聲的讚嘆。死亡的聖化或昇華的想望；發展創作的延伸與可能性。

	 從孺梭童像連結忘年的老叟像，背後所涉及的意涵，合成為「孺叟再現」，當下

氛圍的書寫，傳遞悠遊自在的人生態度，精簡的微觀造形以起飛、勃起、空中奇緣等

既生活化又超越現實的精神想像漫遊。

	 本章節創作研究的目的，欲透過閱讀孺叟圖像的過程探索如下議題：

(一)對病痛死亡畏懼的情緒抒發。

(二)對現實生活工作壓力的抒解。

(三)對在地文化的關懷與作品收聚表現。

(四)成長記憶的呢喃遊唱，自我取樂及療治。

(五)以幽默自我嘲諷尋求更正向的態度。

(六)在解構與重構的儀式穿插中尋找作品之發展向度。

　　歷經由以上議題探索之外，本創作論述仍有以下目的：

(一)回溯自我成長記憶之體驗，在作品圖解中，經常出現碎裂片段童年記憶的指涉，

	 引發作品原創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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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探索自我創作的精神要義，從自身生活之體悟尋找發展脈絡，像自發性神

	 遊，自由填寫補意的創作契機特質之探討。

(三)透過不同媒材的實驗、研發、實踐，尋找適卻主題表現的媒材、技法。

(四)以文獻、資料探索，並參考東西方美學、哲思、藝術理論，以茲作為創作發展理

	 論依據。

(五)剖析作品之主題內容、形式架構、材質技法、氛圍探討及圖像語彙分析。

(六)對此三階段系列作品再省思觀照，並進而探究未來發展之面向與突破方針。

第二節　創作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創作研究方法

	 概分為：(一)理論分析法(二)創作品質思考(三)文獻分析法，簡述如下：

(一)理論分析法

	 在理論分析法的應用上，透過對藝術史資料，分析心理學理論、中西哲學與美學

理論，藝術重要流派及歐、美後現代現象等的整理分析，歸納出與個人創作內涵思維

有關的理論要項，以提供個人在創作理論建構參考，茲分述如下：

	 (1)在創作研究中關於心理學的分析運用，從當代精神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等的分析心理學理論為研究依據，藉由心理學家對自我的追尋，

人類內心的不安、前意識、意識及集體無意識，夢、潛意識的概念與生活之間的關

連，作為建構本研究在作品內容分析方面幻想經驗的理論基礎。

	 (2)在創作研究中，關於禪與藝術，哲學、美學理論的運用，經哲學家與美學家對

藝術觀念想像、遊戲、情感、符號、形式內容之間關係來探討，作為本研究中意象、

寓意隱喻相關概念的理論原則。

	 (3)在西方重要流派發展中，歐洲超前衛的藝術家及其他當代藝術家對筆者創作影

響較深者如下：一、巴塞立茲(Georg	 Baselitz，1938)二、巴斯奇亞(Basquiat	 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