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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1─起飛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自2001至2002年以水墨複合媒材和壓克力顏料複合媒材，發表「孺梭新語」系

列。2003至2005年也以同樣媒材發表「忘年對話」系列。2006年則以兩個系列之綜

合，加以精簡純化表現，以油畫媒材完成「孺叟再現」系列。三個不同階段，各有其

當時情境作為創作背景，並在不同的展覽空間展現。2002年「孺梭新語」以同系列不

同作品分別在高雄福華沙龍和嘉義縣梅嶺美術館同時展出。2005年「生命流變、忘年

對話」在嘉義南華學館展出，祈求如來佛祖引渡郭老師。2006年「孺梭心索」在嘉義

鐵道藝術村展出，本系列繼續展延，推衍為「孺叟再現」系列。從2001年至2006年的

「孺叟圖像對話」可說是緊緊相扣的前呼後應地相串連，起承轉合自有脈絡，推衍延

續應運而生，「起飛」是第三階段的初作，如其所指寓喻重新再出發新的領域，「孺

叟再現─起飛」破除老少人物造形限制，以更深廣的向度延伸材質、意涵之探索。本

系列作品之元素比前兩階段純化、簡約、直覺性高，畫面不做過多的敘述，直接以造

形原理、繪畫本質做為創作文本。

一、主題內容

(一)為了讓自己的創作語彙更明晰、風格更獨立，原創精神更彰顯，筆者竭盡所能讓

	 生活更單純，盡量避開國內展出資訊影響，減少受他者侵入，專注於自己對孺

	 梭、忘年等系列的自囚狀態，創作思維則以冥想、妄想、空想、亂想和不想…意

	 識的放空，漫遊空間的騁馳擴展。

(二)作品之說明性低，造形質的油彩的厚度和流質特性，為達直接觸覺，先以碳筆的描

	 打底，再經油料內層自然泌透出來。靜與動兼備，作品中靜極思動的欲求，虛實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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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爍，輕盈無負擔的淡然，畫面色階緊湊，若隱若現的暗示符碼及隱性線性，是「起

	 飛」作品遊動、起浮、待飛、滑翔，擴大等動態特質，足以令人咀嚼遐思。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形式：

	 多年未以油彩創作，以為無法控制油料之色感肌理，後來證明自己多慮，經過多

年壓克力顏料及複合媒材的洗鍊，反而清礎汲取材質中的特性，在本系列作品中，筆

者捨傳統中豐富色彩對比變化，改採用以單色呈現主體。祇有少數幾張相當強烈對比

的高彩度表現，凸顯色彩在未乾時兩色彩之間相互濕潤溶合，或相排斥而產生具個人

況味的細線油畫風格。

(二)氛圍營造：

	 「孺叟再現─起飛」探討原形安住、定神之後的分神狀態，孺子的翼羽展翅欲

飛，驅身的虛體擴散，隱性體形的漫延，虛、實線條相間，如夢境中的巨人化身，背

景飛行體相應，自由滑翔，遨遊，灰冷的寒意色調，正好冷卻筆者溫燒的熱情，調整

人生態度和處理作品色調的氛圍經營其實是異曲同工之妙。視覺中不難感受到穿透的

空間感，速度的搖曳，時間的流動、形體殘像的留存，放空的留白是閱讀者一起填寫

對話的平台，相信他者的介入更加有趣、生動。

(三)圖像語彙：

	 前兩系列強調空間的合理性，構圖的嚴謹架構，色彩的豐富性，技巧的落實等要

素。而本作品的研究目的，則是摒除拘束，以較直覺性的感知營造畫面，以童孺和飛

梭元素，做圖像藍本；在悠遊的氣氛中，以較快速的刷洗效果達到如在冰冷的空間滑

行，當孩子剛學會溜冰需經過無數次的跌碰與摸索，從起步到健步如飛，是人生必經

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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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孺叟再現1─起飛　2006　畫布、油彩　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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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2─勃起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一般人對男性的印象，喜歡以其對工作投入態度詮釋活力，相對的男人對異性的

吸引能力也是活力的另一表徵，再則廣告辭中的「男人四十歲只剩一張嘴」形容其虛

有其表的性能力，在成人社會許多人似乎也不盡理想，可見要老人家經常勃起只能妄

想，所以筆者特以「孺叟再現─勃起」作品，挪揄老人家具有「活力」的稱許其老當

益壯或返老還童氣勢。

	 畫面以水平黏著平行線有如「波浪紋」，猶如湖光水色的粼粼波光景象，亦如高

速前進產生的速度感，攝影機捕捉到動感影像效果。冰雪交融之後冰河雪地、天寒地

凍的雪白，滑潤如鏡般光亮。好比旅美投手王建民伸卡球快速；在廣告片中以速度平

行線條解析其球技的視覺美感。電影武俠工夫片像李安電影「臥虎藏龍」中追逐競武

的拍攝效果等皆有本作品水渡紋狀衝刺的視覺效果。

一、主題內容

	 以極為單純的構圖，直接傳遞動態速度美感，清除複雜結構，言說戲謔詼諧的天

真，抽離空間的虛無，重新填加稠密黏結，留白剪影的置放與汲取，飛翔的肢體解構

和變形，漫步和遨遊在超越時空的氛圍中，從人物形體之分肢解幹，無受限於客觀之

描寫，以主觀而隨機的重組造形，試圖將老叟轉化為精神性的漫遊，開放性的天馬行

空，從地上行走；水中潛游浪行，到空中隨意自在漂浮滯留、悠遊幽哉。精神的漫遊

狀態，釋放出現實生活不滿、無聊、冷漠缺乏自信、喜悅、無助…等不確定的負面病

徵。在「孺叟再現─勃起」，以對社會不確焦慮狀態的幽默消遣圖像，抒發被壓抑的

沈疔無奈，從創作者的情緒抒解，相對於閱讀者也可從中獲取發抒管道實現藝術的社

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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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諾認為「藝術之課題是社會的，不是私有的，不過，藝術之社會課題也不是

藝術家刻意的選擇，而是藝術家的社會經驗和本能抒發」，藝術是自發自覺的活動，

不應該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他強調在「工業社會裡，個體捍衛自我獨立完整，

捍衛過程留下情感跡象─藝術作品，呈現著個體對抗社會體制的歷程，尤其個體越追

求欲望，自我生命決心就會和社會相互關連著。」(謝東山，莊秀玲，2000，)(楊樹煌

「科技美學」，P15)，「勃起」作品直接或間接實踐個體與社會的藝術功能，反應現

實同時否定現實，從藝術品中與社會相互關連。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澗滑的油性黏著現象，線性的相間混合與延伸，密貼與分離產生瞬息間斷裂，也

相對的互相連結。光亮游動的平行流線，進行河流式地穿梭衝刷，速度感的流暢與時

間的流逝腳步，印記符號的刻痕軌跡，圖像在流動狀態中遙遙相望，甚至由奔逐而拉

近。立正、平放、倒立三者造形的對映，正反應社會藝術功能的過程表現。

(二)氛圍營造：

	 流失或迎取的線性韻律，在晦明晦暗的灰階變化，黑白相間產生的強烈對比，雙

翅欲飛的老叟，超有活力的勃起動作，掣曳著雙向振奮力量。氛圖中呈現感性與理性

的交錯，邊緣與核心的交戰，個體與社會性的掙扎交戰。

(三)圖像語彙：

	 以搖晃的舞蹈肢體，展翅欲飛的姿態，老叟靈巧的動態，意指著健步如飛在不穩

定的空間，踩在不確定的位置，處在未然的時空裡，人形的移動是輕巧或沈重，展開

對未來的啟程或者回歸過去的傳統，亦或勇於活在當下，「勃起」作品也許反應著老

者在社會現象中，面對疏離或會聚著社會主流價值的度量指標，面對著生理與心理的

挑戰。圖像以擬寫老者面對現實奮力超脫的當下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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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　孺叟再現2─勃起　2006　畫布、油彩　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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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3─空中奇緣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童年記憶中家鄉四周被鹽田圍繞，自然景觀皆是棋盤式的方格狀，在間隔相當位

置就有一座風車，在各種季風吹襲下，如立在大地上的風扇轉個不停，動能傳送不同

鹽度的海水，讓其在日曬中結晶成食用鹽。因此故風車的扇葉在記憶中是美感多於實

用性。去荷蘭旅行時看到的風車屋，巨大壯觀優美風光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人口，北

部海岸風力發電的風車，成群結隊，倚山傍水，坐在海線火車往窗外看去十分壯麗。

氣象台測量衡的造型無論從書上閱讀或現場觀察，筆者欣賞不已。所以在「孺叟再現

─空中奇緣」對風扇葉片造形的溶入，抽離地面飛行在半空中，與老叟和孺足形構，

築成奇特的視覺景觀，令人遐想。

一、主題內容

	 老叟圖像以年輪狀漸層擴張，氣象測量衡般的形式，變形改造過的飛行體，孺足

屈膝張腿的姿態，風扇片的機械轉軸產生移動的腳步，在空中自行步履飛行，有閒暇

悠遊自在的指涉，超現實意味甚濃，空中遊蹤，也可能與熱氣球相遇，更可能被飛機

或衛星撞毀，空中飛行的奇遇情緣在未來世界，也許可以司空見慣，也可能交通工具

由陸地交通延伸到陸海空串連。

	 將孺叟肢體片段與風向儀縫接，產生錯置的空間。由想像形成的擬像世界，不需

物質實體的三度空間支構。阿多諾在美學中的「藝術作品的偉大，僅僅在於它們有某

種力量，能使意識型態所掩飾的那些東西昭示於人」，所以在阿多諾的觀念裡，藝術

充其量也如同「文化」一詞，是一虛構的「相似物」，但他認為相似是「非相似的一

種希望」，透露出他期望藝術能反應現實世界、超越現實社會，成為一種可以被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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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或理想(謝東山、莊秀玲，2000，P15)。「空中奇緣」反應現實世界的記憶，以

圖像表現超越現實的擬真，具有對不滿意的意識流中渲洩出來，使自身面對生活的壓

力得以抒解，進而使創意從現實生活中昇華過來。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形式、技法：

	 在「空中奇緣」中，以極為簡化的造形，以孺叟的外形表現畫家內在的體驗。

克利主張畫家先從「傾聽(listen)開始淨化下意識，試圖尋求藝術特性和要求，經過

一段痛苦的藝術過程，「真實」才開始出現，純粹而新形的藝術必須要經過藝術過程

才能產生，好比是一種詮釋。藝術是一種製作過程，不是產品。它是一種「過程的

傳達」(Communi	 cation	 of	 process)，這才是藝術真正的目的。(劉其偉，2002，

P138)，在創作過程對材質特質的探索，形式的表達，其中摸索的痛苦過程是外人無法

理解。本作品在形體的邊緣，筆者刻意製造毛絨絨滲透效果語彙，從內至外的擴張外

揚漂逸著浮游感，其意指著社會浮動不安的焦慮感。

(二)氛圍營造：

	 像發霉長菌的形體，在漂動如浮雲的輕盈，虛構的擬態形體，其精神與物質性

的漫遊，突破現實空間的囿限。透過盤旋的虛實模寫過程，填補思維與自然的平衡認

知。張冠李戴的驅體和心理性的自然空相銜接，晨間水氣，霧氤山嵐風光在風向儀的

移動中勇往上昇。

(三)圖像語彙：

	 昔日、當下、未來、古今的未然不可料，當下的扇葉轉動，隨物件形體加註意涵

「空中奇緣」可能發生的驚艷故事，有賴閱讀者自行理解詮釋，進行圖像語彙的編織

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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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　孺叟再現3─空中奇緣　2006　畫布、油彩　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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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4─彩虹叟相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平面設計上包裝紙或海報，常以連續圖案串連，無限延展。以便生活實用之利。

「彩虹叟相」以繽紛的原色系，分別在老叟頭像中以色點彼此輝映，彩虹以弧形彎曲

形態展現其驕艷。本作品三色彩以點狀分散陳列，故以彩虹叟相稱之。

	 以油畫黏綢厚實的濃郁色彩特質，在傳統中歷經許多流派及大師的顯著風格表

現，想在油畫領域自成一格實非易事，筆者試著不斷突破，仍覺力不從心，但過程中

也頗有心得，由於孺叟圖像突顯，較易從表現的形式出發，因此，在油彩未乾前，打

破在調色盤調色的概念，把調色位置放於畫布本身，在濕滑的平塗單色中，進行水平

式刷繪，在分叉排斥及溶合密接交錯，產生如條碼線的無限延伸，以線性之色面彰顯

頭像的神秘感，看似理性有序，同時有機自然而富抒情之意，感性的流動線性和隨機

的人物造形，強烈的色彩在純粹的形體變化引人許多視覺性和心理性的冥想空間，如

彩虹般引人稱艷、遐思。

一、主題內容

	 眾生相之於社會面目，每一個角色各有其特質，但在群集的狀態下，個體的特殊

性被隱藏住，老叟的表情面貌被化約為彩虹般色彩替代，七情六慾的神色被色塊掩蓋

住，每個頭像只如蒼海一粟的小個體，如同航泳於大海的船隻，星羅盤佈於外太空寰	

虛無而浮游的空間想像，水平線往邊緣伸展，和垂立的老叟頭像相互對置，整體四周

的灰階大色塊自成色域，點狀的交錯分佈遙遙相望。彩虹叟相作品具有兩種相異的特

質，規律嚴謹的深色細線，隱含感性偶發的變化，另則頭像中定形的原色彩度，自由

點綴變形，卻給人有規律拘束的印象，在點與線皆呈最簡單純粹的狀態下，視覺的閱

覽感受，足以勝過文字書寫的閱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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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本系列應用油畫材料在其質材未乾之際，應用平面毛刷，在早已設定好的顏色上，

以對比的色彩重新覆蓋，產生相互排斥和相溶的特色，產生的肌理在規律中產生顏色彼

此交融的濃疏黏稠；既相斥又相溶的微妙變化。頭部內測先以膠帶預先浮貼留白，經上

述流程後去除膠帶，再施以紅藍黃及黑白等原色。頭像線性以刮除方式完成。

(二)氛圍營造：

	 與「勃起」作品技法相似的「彩虹叟相」作品，因為氛圍的差異，而產生視覺上

極大的不同，足見色彩與造形的應用，對於氛圍的掌握影響甚深。本作品透過原色之

應用，給觀者輕鬆活潑、快活的感覺。自發性的色面點狀，突破規律線性的制約，彼

此產生材料的對話和場景的自由空想。

(三)圖像語彙：

	 看來沒有意義或設定的議題，祇是將之前各階段繪製的流程，重新啟動，作突破

既有形式的再現，以作者直覺面對當下的自身反應。本作品之圖像語彙分別有為：

老叟造形平面色層平行線，週遭留白、加刮頭像描繪線條。底層平刷相間隔黑白波

浪紋溶合線，是孺叟再現風格的重要繪畫語彙，相似的油彩技法，類比出同主題的繪

畫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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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孺叟再現4─彩虹叟相　2006　畫布、油彩　：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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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5─微觀反思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當代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曾提及對取向框架與摯愛事物的需求─理性與非理性。

人有理性和想像力使我們不但需要有自我認同感，而且需要智性上找到自己在世界上

的定位。這種需求，可以和人類出生第一年中生理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的過程做比

較。理性是一種需要練習才能發展的機能，而且是不可被切割的，我是說客觀性的機

能可以適用於我們對自然，也可以適用於我們對人對社會或對自己的知識。人需要一

個取向框架，也需要摯愛某種事物的理由，然而在內容和形式上卻可以有各種形貌。

(佛洛姆著，2002，P80)在「孺叟再現─微觀、反思」作品，其簡單的圖像背後，隱晦

的意識包含著摯愛的老叟人物，社會現象、自我處境等的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回響。

	 微觀、反思是在心理層作掙扎時的感悟，從面對周遭環境困惑時，如何適應成

長。在創作中如何以理性的脈絡推演，又如何以反思的形式建構創作的新可能性。一

切圖像意涵及形式的成形皆在微觀與自省；反覆塗抹與清理探索中漸漸明晰。

一、主題內容

	 義大利超前衛藝術家米莫．帕雷迪諾(Mimmo.Paladino	 1948～)經常將歷史神話片

段、宗教符號，個人心理層，用跨文化的視野，將原始性、批判性、歌頌性、圖像對

比性，描繪侵略性的作品語彙，探索收聚與放散、錯置與對置、和諧與對比等的視覺

韻律，關注懷古情懷及對當代時序的思潮，兼容並蓄地融合起來，成為帕氏作品風格

的特色。

筆者的創作態度與帕氏多元媒材應用，形式轉化挪用隨心所欲觀念頗多吻合，古今相

應的內容取材，對於情感的投射，感性的抒發，自發性的書寫及理性思維的極簡技法

應用，相容並蓄的包容畫路的用心，銜接前緣後續的系列作品，在不斷探索中積累出

創作的軌跡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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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觀、反思」呈現的是作者本身的心理狀態，主題假藉老叟的分割離析，產生

反向人形，倒立的老翁令人錯愕，引發思考的逆向牽引，透過單眼的誇張造形，放大

心眼觀望世界，因冷眼相待而有所反思自省，進而產生新意。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形式：

	 以平面塗刷的造形，肌理平滑純粹，整件畫幅以突出框架的頭像，割裂的構圖，

將人體倒置並將主體分肢兩個體，雙層次的分裂，解構再解構，像植物分枝成長往外

擴充延展，視覺單純卻隱含斷裂特質，同時含容再生意涵，是生長軌跡的影射，更直

指通向死亡的敘述，作者以親人和郭老的生命歷程之微觀經驗，探索相關死亡訊息如

何在創作中傳遞，透過分割及外顯的雙眼造形傳神，表現對他們的深情掛念，在無法

互動對話的鬱結情緒中尋找另外一道窗口。表現技法以色塊、自動性流動點線、毛糙

的眼睫毛和右下臉部以本系列特有的平行細線處理，老叟輪廓以粗黑描寫，彰顯長期

來深沉的記憶圖像。

(二)氛圍色彩營造：

	 筆者自認沈重負擔之解除，以背後留白鬆弛畫面焦黑的緊張感，米黃色似乎也

緩衝倒置和分裂圖式的失衡，透過放空與簡約造形，營造肅穆儼然卻也平易安住的氛

圍，給閱讀者對生命歷程的模擬，增添自我想像的空間。

(三)圖像語彙：

	 在孺叟再現系列作品中作者不斷以移情的圖像語彙傳輸屬於自我情感的轉述，藉

他人反述自身，藉物象、命題形式，圖像內容…等表達自己不易用文字或語言傳達的

內在情懷狀態，在環境、社會、現實的面對感知下，複雜的思緒，試圖透過繪畫的純

化，將精神意境隨之先鍊，期能以筆簡意賅真實再現精神與生活，也許繪畫過程已然

完成時生命規律，但對社會現象仍無法改變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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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　孺叟再現5─微觀反思　2006　畫布、油彩　162×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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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叟再現6－燃髮為何事

媒材：畫布、油彩

尺寸：162×130cm

年代：2006

　　毛髮直豎令人直接連想髮指大怒的不滿人士。也像岳飛怒髮沖冠憑欄處孤臣孽子

的無奈。盛火燃身的苦痛只有為民主成仁就義才有的風骨氣慨。本作品燃髮為何事？

圖像的張力及內容、形式，有很多話題觀念滲透在裡面，閱讀者直觀後介入書寫，填

補和批評，使作品不清楚的部分變得清明惕透。是背對或面對觀者的人形，為何髮梢

直立，是巨風過境，亦或野火燒不盡，或者是隔著一層玻璃或布幕產生的視覺錯置，

有趣的圖像意味無限延伸，作品似乎是仍在進行而未停止。

	 作品的原形，來自一次在「風山雲水」藝術餐廳的聚會，郭老觀看雕塑展時出神

入定，對鑑賞的渾然忘我狀，令筆者印象深刻，特以其觀看雕像的狀態，以幽默諷趣

的形式，將主體造形擬真為火把，或者髮指大怒狀，讚嘆他天真樸拙，包容的雅量，

火炬其實更像是他一生追求藝投隻影術，青春歲月付之一炬，如燭火燃燒自己照亮四

周更為適卻。

一、	主題內容

熱情如焚是大家對梵谷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性格及作品，狂野如火的熱力，現實與作

品合一因他的執著與創作態度，令後世瞻仰懷念。「燃髮為何事」也是熱力四射，生

命火花的指涉，強烈的旋轉拓璞力勁，線性發展出滲透及張揚的方向感，輕重濃密自

然合成的量感，起伏強弱圓缺的自動切合，如波如風又如火般黏稠。

	 在繪此作品之際，回想起父親在我就讀藝專時胃潰瘍，回鄉下養病，父親剛從漁

業公會領回的退休金，被這場病花掉大半，後來為了到隔壁村買中藥治胃病，在一次

雨水氾濫成災的廟口，不慎掉入深溝，回來全身濕透，老人家似乎仍有餘悸。回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