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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個人獨創性的繪畫語言。孺梭新語重視創作探索的過程，猶超過其結果，因其對童

心的悠遊與回溯，充分滿足創作過程的欲求，其結果必是相得益彰。

	 孺梭新語呈現了當代藝術之斷裂性，包含思緒、時空、模擬等現象，從碎裂形體

的組成，透過植物、動物或飛梭體等的轉化擬真與隱喻，對身體片面的描寫特質，正

與西班牙非定形繪畫大師達比埃斯(Antoni	 T'apies)對「把身體的一部分表現出來，

是藝術家想要傳達的意境。藝術家對身體片段的某部分的創作有興趣，同時對傳統的

繪畫有所反感，片段的身體代表有其暗示性並具有東方思維特性。」(何政廣，2004，

P188)的創作觀念相當貼近，對部份肢體的強調，反應暗示性及留白和不完全感的冥想

空間的填補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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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梭新語1─生之頌

媒材：紙、木板、複合媒材

尺寸：45×45CM

年代：2002

	 大地蘊育生靈萬物，母親蘊育嬰兒懷胎十月並辛苦把小孩從母體接生出來，生

產過程之苦痛掙扎是當過母親最能感受(剝腹生產亦然)，與母體切割臍帶之痛的哭叫

聲，告知新生命的到來，生之喜悅烙印在為人父母心中，並期待孩子的成長。

	 「生之頌」以近似卡通式的輕鬆，幼孺小子張口走出母體，可知剛剛才哭得天

打雷劈，淚水潸然如雨水般淋浴著翠綠的田疇鄉野中，哭聲之響亮震耳欲聾，表示胎

兒身體尚稱健壯。民間傳聽云剛出生的小孩，落地時若沒有哭聲，必須當下倒置打屁

股，直到哭聲四起，得以表示，孩子已平安報到。六○年代在鄉下出生的孩子，因醫

學尚未發達，以接生婆為孕婦臨盆做產事，因此經常發生嬰兒妖折，獨留傷心欲絕的

父母。所以孩子的滿月和周歲生日是村中家族喜慶大事，足見幼兒出生對當時社會環

境重要意義，目前醫學進步，生兒育女比以前平順、安適得多，夭折悲劇就少有所

聞，相對的自古至今，生之喜悅倒是值得吟頌，是故以此「生之頌」作品慶幸自己當

時平安出生。

一、主題內容：

(一)母體部份：

	 墨西哥(Mexico)女畫家卡蘿(FRIDA	 KAHLO，1907─1957)曾經有懷孕又流產的經

驗，繪畫出多件含淚懷胎，倍受椎心之痛的身體心理煎熬，後來因車禍引起的脊椎損

傷而無法生育，闡述作品中母體與嬰兒間的哀淒情境，令人不捨與動容，無奈的神情

及母子臍帶連結的緊密關係，如吊點滴的藥劑之於病患，她作品的焦慮反應無法滿足

為人母的喜悅而產生不安的情緒。女藝術家Niki的作品，強調女性母體強壯的襁褓特

質，豐腴、性徵及保護者等傳遞新女性的意識，讓爭取獨立自主的女權之餘，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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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母體才有的母性光輝。筆者引用黃土色調、隱含大地的包容；暗喻母親角色的寬

容與抗壓潛力，強忍生孩子巨痛，不避諱養育兒女的辛苦，以「生之頌」開啟孺梭圖

像的誕生與延展。

(二)童體部份：

	 人是哭著來，靜著去，幼童長相予人天真無邪印象，孩子睡覺時更是善良，筆

者形塑各種面相的幼童臉蛋，也有去表情者或側面圖，試圖留住最美好的父子關係之

記憶，甚或尋找已被自己拋到九宵雲外的兒時記憶，因而透過童體自由展演的體態造

形，表現成長中的常態行為和那長期被壓抑住的情感。作品中嬰兒的口，既像歌唱者

也像吶喊者，誕生到底是被動的呢？還是搶著來呢？投胎出世？只好既來之則安之

吧！筆者以各種童孺圖像言說生命的無限可能。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技法：

	 以泛黃古書及茶色底層，土黃色系猶如歷史跡痕遠古的史書，紀載著人類的出

生紀實，也像土地蘊育萬物的生生不息，迎接小生命的心境，從緊張到好奇與彼此適

應，藉母親身體和新生兒肢體分合之際，表現出掙扎之後的寧靜。

(二)氛圍營造：

	 利用拼貼與重疊的壓克力顏料，增加畫面的厚重感，背後的留白、中間色調、暗

沈色面三者締造時空和材質之間穿越、對應，在寫實和抽象邊界游移，整體畫面的粗

獷質的，蘊藏著生命中無限生機，暗藏無以名狀的能量。

(三)圖像語彙：

	 本作品是孺梭新語系列起步時的作品，風格尚未臻明顯，形式技法的表現過程猶

如生產過程般磨人、去留加減的色層變化，隨時都在一瞬間的取捨。

	 圖像語彙的原初成形，即是剛從母體脫離的頭像，所以母親的身體和童孺初生的

過程關連，是孺梭新語系列圖像語彙蒙芽期，雖不明晰卻是難得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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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孺梭新語1─生之頌　2002　紙、木板、複合媒材　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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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梭新語2─吸吮

媒材：紙、木板、複合媒材

尺寸：45×45CM

年代：2002

	 將近二十年前，筆者曾在一家手染店買到一件像濟公活佛所穿的修補得利害的新

衣，當時不解為何新裳要舊補，老闆耐心告訴我在有宗教信仰又窮困的古老國度，會

在物質缺乏狀況下，向村人乞求家中剩餘碎布，祈求別人福蔭，經過一塊塊貼補裁縫

加工，小孩身上得來不易的衣著通稱為「百納服」，知情者每看到此種衣服，都會深

受感動，引人記憶起台灣在經濟起飛前的六○年，左鄰右舍曬棉被的花樣，很多是百

納服的方塊形狀，背小孩的襁褓巾外緣也是方塊百納格式，一補再補的結果，連吃飯

的碗和玻璃器皿也在節儉及櫃乏情境下打釘補修，在艱苦求存的意念下，可在納服和

補釘碗中見到，堅韌的生命印痕。孺梭新語2─吸吮，黑黝的黑色格子的連結，不由得

想起當初為何會將百人的祈福穿在自己的身上！

一、主題內容

(一)緊咬母親胸乳，盡情「吸吮」奶水可說是初生兒的本能，半閉雙眼怡然浸染在母

	 愛的和煦中，等到斷奶之際「奶嘴」就是孺童最貼身的慰藉道具，吸吮奶嘴伴隨

	 他們走入夢鄉，也經常邊哭邊吸吮邊睡著。

(二)就像童謠哼唱般溫馨，搖床擺晃打造布籃與竹架的音律節奏，細線穿越童首下巴

	 的半月船形，周邊的羽毛輕盈漂流，猶如落葉飄落，生命就在掉落聲中日日成

	 長，筆者童年時，寢室前有個大塊格子毛玻離窗，旁邊是犯錯罰站的地方，當時

	 偶爾墊腳根以口水、淚水當顏料畫圖形變成反白的線條，小時候覺得有趣，也許

	 也啟蒙繪畫的神經。別家小孩會在家中的白牆亂塗亂畫，換來家長的責難及棒

	 喝。記得鄰居日式的房子，格子式的玻璃窗也是童年觀察的對象，半透明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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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深，浮光掠影中展現著人影的神秘感，像「吸吮」畫中，朦朧不明的灰白色，

	 引人遐思不已。不知本作品以後是否再引起另一個小孩的回憶？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平滑的透明片，光亮的表面，像極筆者童年的毛玻璃繪圖經驗，口水描線外，粉

筆塗繪也是絕活，玻璃雙面看到的結果異同，民間廟宇曾流行的玻璃彩繪，有穿透性

的特質，似乎不易展現在油彩和畫布裡，唯獨這膠片影印圖像的拼貼，才有這種滑動

感，速度和流質性。

(二)色彩氛圍：

	 像大頭照的童孺肖像，以逆光之姿安置在不等比例格子中，上下黑色的自動性流

線，色彩顯然不夠明亮，靠著明度產生的灰階變化，粉紅與黑白灰相襯，恰似頗有年

代腿色老照片，豐富的色階氛圍，在滴漬的偶發線條，與雨中開車視窗所呈現的情景

極為雷同，忽明忽暗變化在雨刷背後，交織著人事流變的現實故事。

(三)圖像語彙：

	 孺梭圖式，在本作品，芻形已漸次成形，頭像外形的掌握，五官的簡化，去立體

描寫，空間以平面配置形式。孺童身驅的完整性轉趨飛行梭體造形，成為後來圖像語

彙的原形結構。垂直與水平的方格空間經營因孺梭頭像融合百納服格式產生人文關懷

的溫情。流動的孺梭人形，穿越時空長河中，編織回顧著童年成長吸吮母體的生命源

頭記憶，隨時與年老時回憶網站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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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孺梭新語2─吸吮　2002　紙、木板、複合媒材　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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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梭新語3─穴壁圖

媒材：木板、複合媒材

尺寸：45×45CM

年代：2002

	 在西洋美術史中，人類最原始的繪畫活動之一，洞窟壁畫留給後人莫大的震憾與

啟發。其中法國史前時期拉斯科洞穴畫，和西班牙阿爾塔米拉(Altamira，12000B.C)

的洞窟壁畫，所描繪的動物形象，皆與當時人們的狩獵生活密切關連。芬蘭美學家赫

恩(Yrjo	 Hirm)在他《藝術的根源》書中談到：「我們以為最原始的野蠻人的舞蹈，如

北美印第安人及黑奴的舞蹈，實在也是單純藝術之所產生，他們是靠了這種舞蹈作為

日常狩獵時射擊鳥獸的練習。」原始藝術的產生，是由於人類在生活演進的過程中，

各種勞動的表現，打獵、畜牧等的活動帶來相關的藝術創造活動。(陳瓊花著(2003)，

藝術概論P36)

	 孺梭新語─穴壁圖；雖不是描繪勞動遊牧的動物，恰好和其對悠閒生活中關心的議

題作描繪書寫，筆者學習古人即興自在，將孺梭頭像以極簡的線性造形及近似模糊的圖

像，虛擬洞穴畫的意境，以求和遠古社會生活做對話，從中學習生活的怡然態度。

一、主題內容

(一)洞穴畫留存於岩壁上，古人以自然礦物材料描繪在石壁，猶如今人以油彩繪於畫

	 布之媒介關係。礦與石在時間產生風化蝕刻，其黑線條和茶色渾染，自然密合

	 而相融，呈現素樸之美。孺梭新語─穴壁圖的視覺成果與法國拉斯科洞穴畫有其

	 共同的特徵，製作流程，經水和茶葉之浸染，如同走在歷史時空的縮影速成版，

	 內容上童首，手足、睡童等的含蓄呈現，若隱若現的內歛心理層次，有東方文化

	 迂迴隱約氣質，流動的墨韻，亦呈現出水墨水氣汙染的氛圍，畫面引人思及物質

	 與時間、變動的刻浪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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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白是東方與西方肯定造形存在觀念、真實描寫的文化差異處，我們的視覺經驗

	 和思維模式，與自然天地間的合一其來有自，甚至意象的掌握，意境的虛實及冥

	 想，有我們在生活上的特殊習慣，加上以前農業社會中生活節奏的自在溫吞，

	 產生行動力之慢調斯理，自然天成等生活態度。對於繪畫表現，想藉助以上概念

	 的經驗、自然法則等，汲取洞穴壁畫特色，進而激發創作靈感。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以壓克力和墨汁、茶葉及沙石木屑、炭粉等接近自然材料綜合應用的結果，產生

的肌理雖然平整無奇，視覺中卻有精緻多變的質的與色澤，整件作品溫和、肅穆、婉

約、看似淡然，卻是有深遠沈著的想像空間，牆面的昏黃色彩，令觀者連想到台灣廟

宇在經年香火薰染後，有文化及宗教特有的宗教色彩厚度。

(二)空間、氛圍：

	 平面的空間營造，以圖像直接鋪陳，替代立體空間的追求，距離感來自心理空間

的打造，直覺的閱讀似乎較吻合此間的繪畫氛圍感受，洞穴畫物質性雖只是一片牆面

的繪畫空間，其實它予人引發的是時間性拖曳延展的歷史記憶的想像空間。畫此與現

實差距之大的題材，也許是對現實生活短暫的逃逸現象吧！

(三)圖像語彙：

	 質樸、原始、天真，是本系列想著墨且欲呈現的內涵，期能在圖像語彙中展現創

作者個人內層世界的自省反思，進而更明晰傳達個人創作外在繪畫語言，將精神與形

式做精準的反芻與密合。此作品圖象簡約而隱晦，筆者欲留給觀者更多造形的填繪空

間、時間書寫的自動填補，像是當下與洞穴畫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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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孺梭新語3─穴壁圖　2002　木板、複合媒材　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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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梭新語4─吃米長大的孩子

媒材：紙、木板、複合媒材

尺寸：45×45CM

年代：2002

	 台灣的飲食文化以米為主食，再以魚菜、蔬果次之，記得童年時有錢人才吃得起

白飯，通常老百姓能有稀飯白粥就已夠令人滿足了，因為貧窮，所以稀飯中加入特別

多的細薯條(與麥當勞的不同)俗稱蕃薯纖。海邊居民自種菜瓜、養蚵農蚵蠣賤價，所

以吃膩了菜瓜，蕃薯纖和蚵蠣煮的稀飯。甚至有人以「你家吃白米飯」是嘲諷話表示

吃白飯意味家中有病人之意。

	 本作品孺梭新語的圖像背後即以印刷米粒影像為背景，寓指土地的結晶，盛產稻米

的嘉南平原是米鄉，孺梭的腳當然不會吃米，而是象徵著從幼小起即吃著台灣農民辛苦

種植的米禾長大。南部人對耕耘的牛最有感情，經常以「台灣水牛」意指任勞任怨不求

回饋的為土地奉獻。相對地為我們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勞動農民，更應該致上敬意。

一、主題內容

(一)四周畫上框架，表示正視與嚴肅看待，一般有框架的東西會被擺在桌上或吊掛在

	 正廳堂牆上，以示追念或懷念感恩，如早期黑白照片時期，哥哥當兵留影裝框掛

	 上，以示懷念服役時的豐功偉業。難得遠道旅遊或進香圖的照片，孩子學校獎狀

	 甚或親族遺像才得以加上框架。在鄉下除此外，似乎就很少以美術原作掛上廳

	 堂，所以自小無法耳濡目染於書香詩畫環境，常質疑自己創作繪畫的養成應該不

	 是從廳室的畫框藝術品起源，應該是從廟宇壁畫剪黏而來居多。所以作品上的框

	 架除了肅然心境的回溯外，尚有區隔虛實與實在比較，將視點位置重新釐定，使

	 聚焦點從客體轉化為主體，米粒的微細轉而成為注目的焦點。

(二)腳足與頭顱造形在框架中自有對話和回顧的意味，古書加上眉批的童相，有如飽

	 讀經綸的書香子弟，各種經米粒紋身的足部，就是米食文化養育長大的辯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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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各色的足形，不必然是膚色族群暗示，至少是不同時代的小孩都經過飲用米

	 食的洗禮而成年長大。

(三)繪畫引人思考，也與閱讀者彼此的生活記憶編織共鳴性，甚至共時性的回響相互

	 分享，生活當下被紀錄或事後被描述，使生命文化更加厚實。藝術家對社會的價

	 值就是不能讓人們覺得生活是無趣乏味的節奏。

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利用現成印刷品、古書、Ｘ光影片等的拼貼，壓克力顏料的透明半透明描繪，點

線面的繪畫原理應用，框架分格對照表現，滿虛的交替相映將足部的肌理展延出有如

行走的動態行進效果。

(二)氛圍、空間營造：

	 玩隅的手足脫離母體，其情境可以想像是分崩離析，正反應出外在社會環境對

小孩而言，並不單純，媒體、電玩、網路對他們的影響，遠超過昔日師長們的言教身

教，受教育的方式也許改變了，但受教育的事實和本質是不會變的，即使麥當勞速食

文化介入城鎮市集開起分店，但家中的米食文化仍根深蒂固。本作品的空間營造不以

透視、立體深度空間為主，而是平面處理和並置對比為主。氛圍則是框形區格定格，

框架圖式以喚起走過生命的食米記憶。

(三)圖像語彙：

	 童足造形是孺梭造形的原形，早期以墨色勾繪，經大量的素描演練和衍繹，不斷

探索童首之造形的可能性，在解體與重構中形塑，尋找活潑，天真、樸拙而近似戲謔

自嘲的合宜造形，編繪本系列相互延接的作品，以多元連結並富有直覺敏感的現實再

現，許多的情感釋放，投射著生活的瑣碎紀實，打造幻想圖像，突破現實中無法滿足

的意識漫遊，穿越天馬行空的異想世界成為創作時最大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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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孺梭新語4─吃米長大的孩子　2002　紙、木板、複合媒材　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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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孺梭新語5─消波塊情結

媒材：木板、複合媒材

尺寸：90×90CM

年代：2002

　　在東石長大的記憶裡，美麗的海灘沿岸，本麻黃道路、蚵架奇景，曾是廣告片喜歡

的拍攝場景，黃昏的鹽田，餘暉落日的海景令人難忘。日後遺憾的印象是地層下陷，海

水倒灌，民居淹水，省府水利政策大量放入消坡塊水泥牆，防止水氾每年成災，海岸不

再自然，美好記憶有待重新建構，需要強迫自己去喜歡人工的消波塊，重新肯定它的美

感，這樣矛盾的心理這些年一直在內心發酵，記憶被衝擊後的無奈心結。

			 	旅行荷蘭時，看風車和運河，陸地低於水平面的國度，先進的水利工程，大地的

鬱金香、玫瑰花盛開，河堤海岸到處美不勝收，唯獨台灣原本美麗的島嶼，卻在政策

的立竿見影的現實中，以消波塊的放置築構，造形今日海岸線的人工化。過去「國防

重地，請勿攝影的符咒」桎梏人民親近海洋的戒嚴法令才剛解除，新的消波塊又再一

次阻礙人與海親近的圍籬重新再起。對海的情感深植內心，感概之際繪畫本系列「消

波塊情結」作品。

一、主題內容

(一)土地情感在農村而言，水牛、河渠、白鷺鷥、青蛙與田地是唇與齒的關係，在海

邊的漁村，海洋、沙灘，漁船、紅樹林、彈塗魚、寄居蟹等自然生態是海岸的生機指

數。靠海為生的漁民，因過去海防的過度管束而不會游泳，這對海上討生活的人而

言，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威脅。筆者憂心台灣島嶼的住民，對海洋的情感與水的距離感

落差甚大。

(二)畫面元素有三，消波塊、石頭、孺梭造形等並置呈現，荒蕪的沙灘到處置放著分

散的自然石塊，中間特寫的消波塊彰顯人定勝天的傲氣在孺梭小童爬行、站立和飛行

中學習親近自然，體會共存共在的謙卑，土地展現著對人類自私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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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技法

(一)材質肌理：

	 透過粗獷的沙石和茶葉等綜合媒材，表現沙灘的當下情境，看似一望無際，遼闊

無比，缺乏大自然翠綠植物的點綴，筆者對此以近似批判的圖像語彙，發抒令人窒息

的情緒，期望日後環境能因為大家反省能力的提昇而有所改善。以多樣材質應用，將

肌理處理的很密合，材料的物質性與精神面融為一體。

(二)氛圍、空間營造：

	 愛之深責之切，土地的維護、開發、營造，現實中需要全面統整在平面繪畫觸及

色彩氛圍和空間經營，本作品以暗沈的土地顏色描寫表現沈重的心情，筆者形塑孺梭

人物的活潑造形，給予穿越點綴，製造生命的朝氣活力，反諷及抒發胸中臆氣。

(三)圖像語彙：

	 像是被海水浸蝕的海岸岩石，是大自然反撲時最強大的中流砥柱力量。粗黑的結實

感是堅實的代碼，紅白黑則是近似民俗性最常用的色彩。孺子穿梭造形附以點狀潤飾，

寓喻被時間浸浴而風塵僕僕。消波塊體身上的肌理，猶如白色波浪衝擊時的狀態，黑色

的粗線是強韌粗壯的隱喻。此畫作的迷思情結，期能被浪潮和風沙逐漸腐蝕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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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孺梭新語5─消波塊情結　2002　木板、複合媒材　90×9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