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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林珮淳的《相對說畫》系列為研究對象，探討作品中女性主體意識

的互文與辯證。《相對說畫》系列是林珮淳「解構父權」時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於1995年首度個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雖屬早期的作品，但此系列在林珮淳

的創作轉變上是重要關鍵的作品，作品具有「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性及

後現代的表現特色，創作觀念帶有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並影響後期多元的創作

風格。本文研究為以下幾個面向：從林珮淳的生平、創作歷程探究其藝術養成背

景，透過與藝術家深入的訪談，了解其創作生涯中作品的演變、觀念及對女性議

題的關注與其生命發展歷程中彼此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並與瑪莉‧凱利的《產後

文件》進行觀念性的比對，以探究林珮淳在創作觀念上所受到的啟發。 

    在《相對說畫》的成形面向，因其創作概念源自於纏足議題，「纏足」作為

作品中的重要符號，首先將從纏足源流系譜考探討其創作動機，從《相對說畫》

展呈的回顧以及後現代的創作語境檢視作品中的形式與內容，透過符號學與詮釋

學的分析理論基礎，探究《相對說畫》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性，以詮釋學的角

度解析隱藏於文本詮釋後面的隱身與寓意，最後在「去身體」的女性主體意識與

「反迷思」之身體操演中，如何透過相互辯證去回應社會的現實與批判。在女性

藝術的省思與相關藝評中，藉由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及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脈絡，

以及《相對說畫》藝評文獻的回顧，從歷史性的觀看角度，來檢視林珮淳作品中

的女性主體意識的形塑與發展為何。在明確的女性意識覺醒的內化歷程中，可以

看見林珮淳對藝術的無限熱情與執著，致力於藝術教育的傳承，確立了她的影響

及重要性，最後於結論中對作品的研究進行回顧外，並藉由研究所得及對未來展

望的期許，作為自己繼續學習的目標與動力。 

 

【關鍵字】林珮淳、《相對說畫》、女性主體意識、纏足、女性主義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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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ngages its research object to Pey-Chwen Lin’s work series 

“Antithesis and Intertext” to probes into the dialectics and intertext of works in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The “Antithesis and Intertext” series one of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Lin’s period of so called “deconstruct of Patriarchy” which was 

first exhibited a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n 1995. Although this series that 

belonging to the early period is very significant in her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on, 

which has postmodern features as well as multi-textual expression of “Inter-texts” and 

“dialectics”, along with a distinct subjec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at also influences 

her later period works style. This study has certain aspects as following: firstly, to 

explores Pey-Chwen Lin's life with her artistic cultivate background at the creation 

narration, through an interview in-depth with the artist;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concepts of her creation career in concerning about certain issues and 

interrelationship with relevant course of her life expansion; moreover, to compare her 

with Mary Kelly conceptual work of “Post Partum Document”, in addition, to try to 

explore Pey-Chwen Lin's inspiration for creation from those ideas, also to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style development.  

Since the custom of women’s “foot-binding” in the oriental tradi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in shaping of Lin’s “Antithesis and Intertext” from which the issue 

was orientated itself into her conception, so I have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motives in 

the exhibition to depict its derivation of sign foot-binding, and with this genealogy we 

can review their form and content in a post-modern aspect.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analytic theory of semiotics and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takes on surveying the 

multiple textual and dialectics in Lin’s work as well as elucidating the invisi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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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within the text-interpretation in hermeneutic perspectives. 

And finally, in the bodily performance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and “anti-mythic” into de-embodiment, this paper is required to respond to the social 

reality and it critique through mutual dialectics. In addition to reflection of the female 

arts and relevant arts criticism, and following the trace of western feminist a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female arts, as well as reviewing of arts evaluation on 

“Antithesis and Intertext” namely in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we do examine how 

the influential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was formed in 

Pey-Chwen Lin’s works. The conclusion, showing in the internalizing process of 

explicit awarenes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we can see a boundless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to art in Pey-Chwen Lin devoting to the inheritance of art education, her 

increasing to establish more influence and consequence endowment in Taiwan art, 

then to end with this paper we try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with future study to a 

whole review of her outstand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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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 

一、問題意識 

    陸蓉之在《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的前言中提到：「台灣自從 1970 年

代經濟起飛以來，藝術市場漸趨活絡，至 1990 年代的年輕一輩從事專業創作的

女性藝術家專業人口遽增，她們的創作風格也已脫離單純女性陰柔的『閨秀藝術』

的範圍，而朝向多元化的個人風貌尋求發展。」1而儘管女性藝術家多數已受西

方教育的洗禮，並處在一個性別議題高漲的時代脈絡下，雖兩性平權的觀念在台

灣已受到各界普遍的認同，但多數的女性創作者卻仍很難在台灣藝術領域中獲得

平等的專業對待，更別說要建構出女性藝術史。女性從古至今的不同角色，無一

不與女性身體的再現相關，女性身體的再現有它的歷史脈絡，從西方的二元對立

及階級產生對身體的壓抑，到視覺藝術歷史中將女性身體的意義建立在男性觀者

的愉悅中，也使得女性主義者必須重申她們的身體與性的意義及地位。經驗的差

異認定在歷史中，性別角色的確也會造成兩性之間的覺知經驗不同，其中男性化

與女性化的區分即便是當今世代，在社會的普遍認定上，依然是傾向本質論及男

女分立論，而藝術領域中的女性同時要面對傳統父權的壓抑，並常會因為婚姻與

工作無法兩全的多種因素下，造成創作的中斷和不得不捨棄的現象，究其原因，

是父權長期支配下的女性內在某種「意識形態」作祟，這意識形態是父系教育下

的文化產物，是一種「隱文」（subtext）2，幾乎是潛藏在所有女性的個別形象裡

了，並且根深蒂固的傳統角色認定（如：賢妻良母）阻礙了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肯

定。從另一個視角來觀看，現今女性藝術家不應只專注於對抗傳統社會中不公平

的男性觀點，因為畢竟這些根深柢固的觀念是無法在一朝一夕被破除掉的，在現

                                                 
1 陸蓉之著，《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頁 15。 
2 隱文（subtext）出自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著，《女性，藝術與權力》，台北，遠流， 

2005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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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這個時代下，更應迫切關注的是，加強女性自身意識的提升與覺醒，以期盼能

尋求一個跨越性別藩籬的藝術創作空間，使更多具獨特多元創意能被展現出來，

這些將是台灣女性藝術未來的重要課題。本文將以林珮淳的《相對說畫》系列創

作，依據作品中運用東、西方的身體與性別的符號意象以及後現代語境的顯現，

筆者在此提出幾個想要探究的問題： 

（一）在其成長背景及創作歷程中，了解藝術家創作意識的興起與風格演變？ 

以及林珮淳如何從女性角度出發，尋找女人發聲位置，以及反思主流機制 

與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其藝術發展的主體性格？ 

（二）瑪莉‧凱利（Mary Kelly, 1941-）對其創作的啟發？ 

（三）《相對說畫》的成形面向為何？運用那些後現代的語境去回應社會的現實 

與批判？  

（四）《相對說畫》符號及詮釋的多重文本關係為何？女性主體意識的互文與辯 

證？如何透過自我覺察，將視覺創作轉換為現實社會下反思的語言？ 

（五）在藝評文獻中對《相對說畫》的觀點與論述角度，以及作品中女性主體意 

識之詮釋為何？ 

（六）就作品中常被評論為「溫和」的女性主義作品與其後續的作品被視為「多 

元」發展，尋找不同之觀點與發展脈絡。 

 

二、研究動機 

    女性主義者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68）在其《第二性》

（The Second Sex）中對女性特質形成有重要的思辨，她認為：沒有永恆固定的

「女性特質」，「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

3。女性特質是男性所建構，用以箝制女性的圈套，陰柔與被動的女性特質是男

性所塑造出之女性的神話，且是命名為「自我」的男性對他所命名為「他者」的

                                                 
3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歐陽子譯，《第二性》，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 

  年，頁 6。（筆者參閱法文原文「On ne nai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建議翻譯為「女人 
  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 



 

3 

女性之催眠與烙印。如同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2017）曾言：「男性觀

看女性，女性觀看男性眼中的自己」4，女性從男性眼中看到的是偽裝的自己，

因此要從父權思想內構思女性或是「陰性女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透過觀

看取得宰制對象的力量，如勞拉‧莫薇（Laura Mulvey, 1941-）在其論文〈視覺

快感與敘事性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5中，認為好萊塢的影

片係建立在滿足男性觀眾視覺快感的模式上，女性往往在螢幕上淪為被男性窺視

的欲望客體，而且這種窺視結構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男性觀眾直接觀賞螢幕上的

女性客體，再者也透過認同銀幕上男性角色的目光來觀賞女性的角色。 

    而女人對身體的裝扮是為了吸引男性目光？還是為了求取女性認同？艾莉

斯‧馬利雍‧楊（ 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在〈像女孩那樣丟球：陰性身

體舉止、活動力與空間性的現象學〉這篇文章中，提到既成的社會規訓裡，小女

孩總是被教導該去玩洋娃娃，而不是上球場去玩球。她們的身體基本上是不該出

現在球場上的。然而，如果她們開始興起上場玩球，多半會在男孩遊戲規則下遭

受不公平的評價。女孩們總是遲疑地，卻步地，不敢在行動中真正使用她的身體，

彷彿這個「有血有肉的身體」從來就不是「她自己的」。這個「女孩丟球的特殊

姿勢」經常被父權社會命名為「具有陰性氣質的身體」。艾利斯‧楊認為：「『陰

性』指涉的是陽剛（masculine）/ 陰性（feminine），這二個二分法中的一端，而

在二分法中，第一個地位比第二個高，第二個則被部分定義為第一個的負面、缺

乏……。陰性與女性可相互對照，二者在符號操作上又邏輯相關，因此陰性也是

男性宰制的社會強加給女體的一套常規性（normative）的規訓期待。……這些規

範依照社會期待，讓被規訓者遠離權力及權威的行使或制定，這套陰性的規訓， 

                                                 
4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 

  58。 
5
 勞拉‧莫薇（Laura Mulvey）著，林寶元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電影欣賞》，第 42期， 

 1989 年 11 月，頁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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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是將肉身化的原始事實予以蒙蔽或次級化……。」6 

    長期以來，深覺台灣的藝術生態仍以男性為主導，研二時修習了「台灣女性

藝術專題研究」課程，從女性藝術的觀點去全面性省思解讀，對於筆者而言，在

藝術創作與發展上，也有感長期受制於一種父權文化的壓迫，儘管比起過去，少

數優秀的女性藝術家已逐漸能在台灣的當代藝壇展露頭角，但女性創作者卻仍是

藝術主流裡發展的弱勢。《女性、藝術與權力》（Women, Art, and Power）的作者

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 1931-）認為：「女性被認定為脆弱而被動是滿足

男性需求的性目標，女性被界定為具有理家和養育的功能被認定為屬於自然的領

域，她是藝術創作的對象，而非創作者，她若試圖透過工作或以政治抗爭的方式，

躍躍欲試地把自己插入歷史的領域，便是公然自取其辱……」7。因著這樣的同

理心，興起筆者想要進一步去探究台灣女性藝術家在社會大環境脈絡下，其創作

中呈現了何種女性意識的表達？有感於台灣早期頗負有女性意識的藝術家林珮

淳的《相對說畫》系列作品，雖然是早期的創作，但卻是台灣 1990 年代深具女

性主體意識的代表作之一，在林珮淳的創作轉變上更是關鍵的作品，無論是風

格、技法以及觀念因子都帶有明確女性主體意識，並影響後期多變的創作形式。 

    林珮淳早年在美國求學工作時期，因著美國社會的開放與平等，逐漸強化自

我認同，爾後到澳洲求學，培養了更強的女性意識，讓她脫胎換骨，奠定了之後

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在澳洲攻讀博士時，由於早期抽象表現的作品常出現「包

鞋」的符號，後來她發現這個符號是與中國纏足的「三寸金蓮」有關，這也讓她

一頭栽進纏足的研究，這才發現纏足其實是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代表符號，千年

的纏足文化從五代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社會西化，纏足從一種被歌頌的文化變

成是沒文化的落後符號，她從研究纏足的歷史文獻與當代美容塑身風潮中，更發

現原來女人生存的標準、美的標準，還有是不是落伍或現代的標準，無論古今中

                                                 
6 孫瑞穗，〈讓活生生的女體走出政治新地圖：悅讀艾利斯‧楊（Iris M. Young）肉身化的女性 
  主義政治哲學〉，《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2007年，頁 5。 
7 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著，游惠貞譯：《女性，藝術與權力》，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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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似乎是掌握在父權文化（在這也包含女性受父權支配下的意識形態）及男人

的標準裡，在這種制度下的女人無法掌握自己的身體與自我的生存能力，而在澳

洲的女性藝術課程也讓她意識到女性自主意識的重要，女人是可以有權發表自己

的聲音，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啟發，解構了父權文化的底層問題，這也才發現自

己長年所受到的壓抑其實是整個文化脈絡所形塑而成。  

    因著這樣的自覺，林珮淳回國後開始以她的創作，來敘述這個當下女性意識

的反思，利用「所謂傳統中西媒材、語言以及歷史情境」的對比關係建構女性身

體主體的台灣時空。《相對說畫》雖關切女性的議題，但卻不以多數女性創作者 

較常慣用的身體象徵或生活體驗為題材，以避開女體再次落入到父權中被窺看、 

情色凝視目標的可能性，其目的就是去顛覆父權中心對女性的意念與形象，反西 

方傳統藝術中「裸女畫」背後的意識形態，這在當年基本上是相當犀利、反傳統

的策略。並於 1990 年代後大量撰文發表多篇關於女性藝術、女性主義藝術的文

章，透過文章的詮釋與分析探討，可窺見藝術家在觀察自身所處的生命場域裡所

處的困境與批判外，也催化台灣女性藝術明確的發展軌跡。《相對說畫》系列作

品於 1995 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發表時，即引起台灣藝壇的關注，除超過三十篇

的報導及藝評文獻的研究外，更多次收錄於台灣當代藝術史的文獻書籍中，是台

灣女性藝術發展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在這樣的氛圍與場域下，林珮淳深具女性主

體意識的創作點燃了筆者的興趣，開始著手整理其作品相關的文獻資料與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一、研究方法 

    林珮淳的《相對說畫》是以中國的纏足及當代美容塑身的現象，透過古代纒

足歷史文件與現代美容塑身之廣告，將符號、圖像、文字以挪用與再現的方式予

以解構，並以自我的觀點再詮釋這些原始文本。如：纏足典故、纒足秘方、纒足

標準、女人被纒足的痛苦故事文字、男人握住女人腳部及女人露出小腳的古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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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對照當今美容塑身之廣告文字、圖像，如：呈現美女標準的模特兒、誘惑

女性消費者的廣告詞、形容可塑造出的身體形狀，如：五官、乳房、腿部等文字，

藉著象徵性的符號、圖文、媒材等形式，作品呈現出「對照」（對比）的多重文

本性。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將以符號學、詮釋學、文獻蒐集、深度訪談為主要取徑，

藉由這四項研究方法互為參照，理解作品如何透過圖像符號的「隱身」與「寓意」

去呈現女性主體意識及回應社會的現實與批判。 

 

（一） 符號學 

符號學（Semiotics）在廣義上是指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涵蓋了所有涉

及了文字符、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而現代符號學其中源頭

是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將

符號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個互為表裡的聯結之後，真正

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

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符號學之父。而後，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

者將社會現象轉換為語言符號，因此人們可引用符號學分析法來探討各種社會現

象，從中發掘與揭露語言符號所內含的意義，而一切符號，在經過人類社會及文

化的使用後，儘管符號本身及結構在表面上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其實已與原來

純粹符號根本上的不同，主要在於符號及其結構同符號以外的使用者、使用意圖

以及使用環境等因素在根本上的不同性質，符號分析的主要任務，顯然並不只是

單純去分析符號本身的結構，而是透過符號結構發現該結構同其中可能隱含的各

種複雜因素的關係，本文在此將以「符號學」做為研究途徑，對於圖像與文字的

象徵意義，無法藉由歷史文獻或藝術家訪談得知，將藉由符號學來深入釋意。在

索緒爾教學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歸納出單

一符號（sign）分別為能指（意符（Signifier））和所指（意指（Signified））兩

部分，能指（Signifier）是指符號的語音形象，而所指（Signified）是指符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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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概念部份。 

在當代許多符號論的研究者當中，巴特是索緒爾符號論的追隨者之一，將結

構主義的符號原理應用到各人文科學領域，提出了神話學觀點，成為一種新的社

會批評方法，在其《神話學》（Mythologies）中指出：「一方面是要大眾文化的

語言進行意識形態批判，一方面則是對語言進行符號的解構，在其反思下，神話

是將社會的、文化的各種事物，將意識形態以及歷史的事物顛倒成自然的事物，

變成了某種常識、規範、流行意見等，因此在符號的運用上，他看見了所有觀看

與理解符號相關之間的複雜關係，包含了權力、利益、思想和行為」8，1960年

代席捲了西方學術界，成為批判和重建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理論和方法

論。巴特認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者，都過度的重視作品的內容，而忽略了隱藏在作

品內容背後的意義，也就是說，文學批評家忽略了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訊息，世

上任何的事物，無論是人為還是客觀原有的，都可以成為一種符號，符號是伴隨

著人的生活和實踐，人對意義的追求而來的，使符號成為符號，是符號所負載的

意義，而其存在和運作也不僅只仰賴其意義而已，而是同它的意義、符號本身的

形式、符號所依附的事物、觀看和使用符號的人及其整個生活世界都是密切相關

的。巴特研究符號學最主要的成果，在於他打破了傳統語言學和符號學理論關於

「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對立關係，探討符號的建構過程當中，人們加入了何

種符碼（或說精神意志），符號的建構過程就是將能指與所指串連在一起的意指

作用（signification）。而此篇論文聚焦於巴特所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符號學的延伸，

進行對藝術家圖像符號上的延伸意義與詮釋。本文在此透過羅蘭‧巴特的「符號

學」詮釋《相對說畫》中多層次的符號意象，透過能指（藝術家的符號）與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串連出作品中符號的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的廣泛面

向。 

（二） 詮釋學 

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源自希臘動詞 hermeneuein，名詞為 Hermeneia，
                                                 
8 高宣揚著，《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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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被譯作「詮釋」。
9
可遠溯希臘「赫密斯」（Hermes）神話，相傳荷美斯是天

神的信使，負責將眾神意指轉譯、解釋並傳達給世人。帕瑪在《詮釋學》第二章

〈 Hermeneuein 和 Hermeneia：它們古代用法的現代意蘊〉文中指出：「詮釋學

在古代用法中具有三個基本意義指向為：說話、說明、翻譯。『詮釋』一詞意義

的第一基本指向是『表達』（to express）、『斷言』（to assert）、或『說話』

（to say），這關係到赫密斯的『發佈』（announcing）功能。第二基本指向是『說

明』（to explain），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 -前 322）在〈論詮釋〉

文中，把詮釋定義為『闡釋』（enunciation），闡釋是對陳述本身的系統說明，

進行陳述時心靈的操作，此操作與事物的真假有關，在此意義上，詮釋就是在闡

述一件事物的真值判斷時智力的基本操作，將之定義為『含有真假的談話』」10。

而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則主張所謂的「詮釋」：「人的內在生命的動

力學是一個有關認知、情感和意識的複雜問題，它們不能受制於偶然性規則，和

機械的、定量思維的固定性。」
11
意即透過由內而外包括有形、無形的「理解」，

進而預知、理解。即所謂詮釋學的循環應用，他以生命概念為基礎，認為一切「生

命表現」皆可透過擬情之再體驗來理解，藉此而建構出具歷史意識探究之理解過

程。第三基本指向是「翻譯」（to translate）：「是『帶入理解』這種基本詮釋

過程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翻譯中，人們將不同的、陌生的或不可解讀的東西，帶

入到他自己的語言媒介中，因為翻譯者是在傳達兩個不同世界的訊息，翻譯使我

們意識到這一事實：語言自身包含著一種對世界的包覆性詮釋，翻譯者必須對此

相當敏感，即使當他在翻譯個體的措詞時亦是如此。」12 

在帕瑪的《詮釋學》中指出隨著現代的發展，認為它的領域至少以六種方式

得以界定：聖經註釋的理論；一般文獻學方法論；一切語言理解的科學；人文科

學的方法論基礎；存在和存在理解的現象學；既是重新恢復、又是破壞偶像的詮

                                                 
9 帕瑪（Richard E. Palmer）著，嚴平譯，《詮釋學》，台北，桂冠，1992年，頁 13。 
10 同上註，頁 16-24。 
11 帕瑪（Richard E. Palmer）著，嚴平譯，《詮釋學》，同前註，頁 116。 
12 同上註，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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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系統。文中提到在《韋伯新國際辭典第三版》中將詮釋學定義是對詮釋和解釋

方法論原則的一種研究，尤其是對《聖經》詮釋的普遍方法之研究，認為詮釋聖

經應該以「原文」為主，找尋其隱藏的背後意義，而後這個定義被擴展到非聖經

的文獻。之後施萊爾馬嚇（F. E. D.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把詮釋學重新設

想為一門理解的科學或藝術來區分的心理過程的再體驗，與狄爾泰的認定，為了

理解人類生活的偉大表現，無論這種表現是法律或文學的作品，還是神聖的經

文，都要求一種歷史的理解行為，為歷史主義的詮釋學，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是

客觀主義，主張詮釋者應擺脫自己的偏見及其時代的限制，而進入被理解對象的

那個時代及其設身處地的立場。最後的馬丁‧海德格（M. Heidegger, 1889-1976）

則在把握本體論問題時，是轉向他的導師愛德姆‧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現象學方法研究，在其著作《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將之

分析為一種「此在的詮釋學」（Dasein Hermeneutik），在此所指的已非原文詮釋

的科學或規則，更不是指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是指他對人存在本身的現象學說

明，並與漢斯‧喬治‧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詮釋學，從

方法論轉向本體論（Ontology），從而使詮釋學成為一門真正的哲學理論。高達

美最重要的詮釋學作品是六十歲時發表的《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

一書，詳細追溯詮釋學的發展，不僅是一部詮釋學的歷史，也是一種將詮釋學與

美學與歷史的連結，其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無論是培根的經驗歸納法，或是笛

卡兒的演繹法，都會造成控制意識，因此方法論並不能保證人們獲得真理，科學

的真理並不是普遍適用的，其目的是要探尋一種超出科學方法論控制之外對於真

理的經驗。書中包括三個部分，為藝術、歷史和語言，藝術與歷史是人們理解世

界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最後將統一於語言之上，語言不只是符號工具，並具

有讓世界得以繼續存在的作用，而藝術經驗是對立於科學經驗的，藝術經驗是一

種人生在世的經驗，它的內容是人主觀認識的真理，科學經驗則是人通過方法，

實行對客體乃至於對他人的控制，因此高達美也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強調「主觀審美標準」，認為不能把藝術鑑賞活動看作是只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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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表面的經驗活動，而無須對藝術進行「歷史的考察」，便可以賞析作品之美，

故高達美強調藝術的「歷史意識性」，主張藝術是存在真理的一種顯現，也因此

藝術的產生有一定的社會及思想背景，藝術自身也表現和描述此一背景，如果抽

掉藝術中的道德因素，主體僅僅沈浸於其審美的愉悅之中時，則藝術就已經喪失

其原始的生命力。13本文依據高達美的詮釋學理論，把詮釋學所說的明白或理

解，運用於作品的解讀上，由詮釋去理解《相對說畫》的文本，例如將文字與圖

像的並置所呈現的相互文本關係，依此詮釋作品中背後的意義，找尋其「隱藏

的」、「隱身」與「寓意」。 

 

（三） 文獻搜集 

文獻蒐集部分將分列幾個方向進行，首先學理論述如：符號學、詮釋學、辯

證法等理論書籍作為參考，作為本文研究的理論架構，接著將從西方女性主義論

述及台灣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研究文獻，專書、論文、期刊作為文獻回顧之研究基

礎。 

 

（四）藝術家深度訪談 

將與藝術家本人進行深度訪談，藉由貼近訪問藝術家的生平背景、思想、理

念價值……等，試圖幫助筆者能更深入作品的理解，除了在訪談的過程中提供許

多關於藝術家的自我生活、經驗感受外，也將提供筆者更多面向去觀察、轉換觀

點和角度。而訪談的重點主要針對藝術家的創作動機與概念養成，了解其中自我

主體意識的轉換過程，以及作品中所要呈現的視覺語言是什麼？而圖像上的符號

對於創作者而言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家庭成長背景對林珮淳創作的影響為

何？都將是與藝術家深入訪談最重要的焦點。此訪談於 2013年至 2017年陸陸續

續而成，並在藝術家林珮淳協助下進行文字的轉換，訪談調查將收錄於論文附

錄，筆者將整理小篇幅的重點置於內文章節中做簡要的輔助說明。 

                                                 
13

 參考資料摘引自南華大學 STS（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3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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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女性長期在父權體系下依附生存僵化體制的桎梏，始源自女性在傳統與現代

的共存時空夾縫裡，受意識形態箝制的「自我」認同所致，艾利斯‧楊在〈像女

孩那樣丟球：陰性身體舉止、活動力與空間性的現象學〉一文中提到關於「陰性」

存在的意思：「指的並不是所有女人因為生物性的女性神祕特質或本質，而是一

套限定在特定社會中身為女人之典型處境的結構與狀態，這套結構與狀態同時也

限定女人在此處境中如何生活的典型方式。」14依據艾利斯‧楊所指稱的結構與

狀態，則來自於父權社會將女人定義為物體（身體）的概念，身為女人的基本處

境是永遠活在被視為僅僅一具身體、曲線與肉體的可能性中，把自己表現的像是

其他主體所意欲、操縱的潛在客體，而不是活生生地呈現出自己的行動與意向。

她更進一步指稱：「這客體化的身體所存在的源頭，除在於他人觀看她的態度，

但女人本身卻也常把自己的身體視為僅是一件物，她凝視鏡中的身體，煩惱身體

在別人眼中看來如何，她修剪、形塑、打造、裝飾身體。」15被客體化的身體存

在說明了陰性對身體的自我意識，也揭示了這個意識造成她與自己身體的距離。 

而身為一位女性藝術研究者，對於女性身體的自主性，一直以來都是有意識

在觀察，尤其是對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在作品中的身體意識建構尤為關注，在研

究過程中發現多數的女性創作者較常慣用身體象徵或生活體驗為創作題材，而具

女性主義意識的創作，會以「女性身體」或「性器官」去批判父權中心對女性形

象的箝制，其目的就是反西方傳統藝術中「裸女畫」背後的意識形態。然而，林

珮淳《相對說畫》系列的藝術語彙，如交織引用現代瘦身廣告標語及古代的纏足

文獻，在展呈上，透過許多歷史傳統的，或田野調查蒐集的文件資料，在古今符

號及文本相互參照中去敘述女性身體的不自主，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物質化、使

                                                 
14 艾利斯‧馬利雍‧楊（Iris M.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 
台北，商周，2007年，頁 49。 

15 同上註，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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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對立」（或對比）的形式，呈現出一種較寫實的直述性文本，而非用「赤

裸」的身體符碼，以溫和但犀利清晰的語彙直接命中議題，勾勒出女性建立自我

定位及獨特的女性身體主體意識的重要性。 

    本文透過文獻的梳理及訪談，對林珮淳創作語彙的觀點與論述角度，亦發現

作品除了對男性凝視（male gaze）權力體系有所批判外，而到現今消費社會再以

商品化、物化等概念的介入而提出修正的看法。如作品中將金素鑾女士自述其纏

足經驗的再現痛苦與無奈的書影，藝術家看見女性對於身體的感知，男性對女性

纏足的慾求，已被男性中心的意識形態深植於女性心中，內化成為母女相傳必須

忍痛並履行的痛苦經驗。過去中國的女性從小被母親強迫纏足，無力反抗，而母

親也是從小在父權的社會中長大，為了符合普遍社會對女性的規訓要求，怕女兒

長大無法找到好的婚配對象，更不惜忍痛摧殘女兒的雙足，「纏足」成為一種畸

形的「美」，而現代女性則花大錢隆乳、瘦身、塑形，儘管不同的時空轉換，但

古今女性身體仍是處於被觀看的位置，被置放在父權社會架構中。林珮淳意圖從

作品去解構消費女性身體的視覺慣性，除了大量的文字，並以剪報、仿古畫、車

繡這些媒介來表現其藝術觀念，而詳盡的文字自白，更表現了藝術家的女性主體

意識，作品在圖與文對話中，塑造出女性從古至今身體一再落入「被改造」的命

運，而提出女性的生存定位就只能如此樣板式、自虐式、缺乏自主性的型態裡被

界定？而美容塑身廣告標語的應用，除了呈現對照後反諷的效果外，對於資本主

義的商業宣傳手段，「策略式」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庸心態有所質疑

與批判。 

    最後研究亦發現林珮淳獨特創作語彙具有四個特色：去身體、文件的展示、

互文與辯證、以及作品與英國女性主義藝術家瑪莉‧凱利創作語彙之密切關係

等。這四個特色為台灣藝術評論與報導中較少去琢磨，作品強調女性主義作品不

需以女性赤裸的身體來表示，以「女性觀點」解構父權的種種文化箝制，避免女

性身體再度成為男性「窺視」的對象，有別於多數女性主義藝術以性器官或裸露

身體的直敘方式，透過「再現」與「挪用」將物件、媒材、文本方式去敘說，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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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反思作品本身之事實與隱藏在其背後之意涵，而「事實」正是她所要批判的

觀念。林珮淳的《相對說畫》創作手法，也受到瑪莉‧凱利《產後文件》（Post-Partum 

Document）的諸多啟發，凱利的《產後文件》不直接以女體形象為創作素材，

避免女性在身體上追求自主性的同時，淪為被觀看的「客體」，是透過物件、圖

像、文字、數字、符號進行持續性文件紀錄的創作形態，把所有的元素以再現、

挪用的轉化方式，從母親的角度，將母子那繁複交融的共生狀態所被社會強制分

離的心路歷程，對父權社會強迫就範的壓倒性霸權提出控訴，並解構了傳統社會

符號體系的神話傳說、性別差異與權力。林珮淳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

現象》的〈女性、藝術與社會〉文中詳細介紹了《產後文件》的內容、作品分析，

並指出凱利的創作常以女性的觀點，敏銳地解構父權文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現況，表現共同建構兩性合理社會的關係。這樣的創作觀點，林珮淳在《相對說

畫》作品中，同樣是以「再現」與「挪用」纒足歷史文件與圖像，透過古與今、

東方與西方的各種圖像與符號文本，解構父權文化對女性身體要求各種樣板標

準，並反思美容塑身與纒足的背後意涵與女性身體無法自主之可悲現象，所呈現

的互文與對照圖像即為她批評父權文化的事實，身為女性藝術研究者，一直都十

分關注女性藝術創作在主體意識的建構，而在對作品的深入研究後，期望將林珮

淳作品中所獨具的四個特色：去身體、文件的展示、互文與辯證、以及作品與凱

利的《產後文件》之創作語彙之關係密切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闡釋，則為本研究

目的。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架構 

一、研究內容 

 （一） 互文性 

跳脫「模仿」與「抄襲」這無法止息的文學爭論，從文學批評理論來看，文

本與文本間的互動關係，於十八世紀的著名詩人亞歷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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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1744）曾在維吉爾（Virgil, 公元前0 -前19）的作品中發現了荷馬（Homeros）

的蹤跡，蒲柏確信：「詩人如能善於模仿古典作品，他便能更好的模仿自然」16。

也就是說，一首詩在模仿自然方面的優劣，取決於它的互文性，或者說取決於它

對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因此，在一個同時共存的秩序中，先前的經典文本

爲今人共用，而每一件新作品的誕生，無疑都受到以前經典的影響，任何藝術作

品也會融入過去與現在的系統中，必然對過去和現在的互文本發生作用。互文性

出現於二十世紀60年代，隨即成爲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通常被用

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它包括：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

間的關係（一般稱爲 transtexuality）；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

文本産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intertexuality）。而互文性一詞的誕生，是由法

國女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家茱莉亞‧克里斯多娃（Julia Kristeva, 1941-）於1960

年翻譯自俄國學者米哈伊爾‧米哈伊羅維奇‧巴赫汀17（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著作《對話論》（Dialogism）提出，在1966-1968年，克里斯

多娃在《詞、對話、小說》（Le mot, le dialogue, le roman）與《封閉的文本》（Texte 

clos）這二篇論文中首次使用了一個由她自己根據幾個最常用的法語詞綴和詞根

拼合而成的新詞─intertextualité18，她並且給予其定義： 

 

    都是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鑲嵌圖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無非是其他文本的吸 

    吸收和變形。19 

                                                 
16 陳永國，〈互文性〉，《外國文學》，第 1期，2003年，頁 76。 
17

 巴赫汀出生於俄國，是現代文學理論與文學批評重要理論家。它提出的重要概念包括對話理 

論（dialogism）、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狂歡荒誕（carnivalesque）、以及時空觀（chronotope） 

等。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詩學問題》、《小說的美學和理論》、《對話的想像：巴赫汀的 

四篇論文》、《中世紀與文藝復興的庶民文化：佛朗斯瓦‧拉伯雷的脈絡》、《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哲學》等重要著作。參見劉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理論述評》，台北，麥田， 

2005 年。 
18 秦海鷹，〈互文性理論的緣起及流變〉，《外國文學評論》，第 3期，2004年，頁 19。 
19 西川直子著，王青、陳虎譯，《克里斯托娃：多元邏輯》，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2年，頁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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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克里斯多娃的概念出發，對於任何一個文本而言，文本決不是獨立存在，過

去被寫成的文本，和現在正在創作的文本是相互關聯的，從符號研究出發，將文

本結構中符號相互關係所隱含的人類思想，當作是文本間、文本以及非文本相互

進行穿插互動的基本動力和內容，從而將文本分析從單一文本內的封閉轉向廣闊

的領域，將文本符號當作是作者、讀者和非讀者間的交流中介，使符號分析從單

純的「意義／符號」和段落間的相互關係，變成為符號、意義、心態、文學風格

和社會文化間相互交流的場域。正如互文性所表徵的特質──沒有任何一個文本

能獨自存在，每一個文本都是在與其他文本的相互關聯時才能確定自己的位置，

而自從克里斯多娃提出互文性理論後，隨即引起其他批評家的注意，後結構主義

批評家羅蘭‧巴特則擴展對互文性的理解，他認為： 

 

    任何文本都具有互文性，在一個文本之中，不同程度地並以何種多少能辨認 

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文本形式。例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 

何文本都是過去引文的一個新的編織體。20 

 

巴特沒有給予「互文性」明確的定義，他的思考專注在文學意義的層面上，他認

為：「一切文本，作為符號的某種系統，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人

面前，可以成為多意義結構的文本。因此，一切文本都是『多義的』或『多詮釋

的』（Polysemic），文本只是在原作者那裡才有某種程度的『一義性』，文本

一旦被創造、被發表，就脫離原作者的控制，就像脫韁野馬那樣，在不同讀者的

文化脈絡中，湧入了不同的思路而轉化成多種可能的意義。」21因此，將「互文

性」的定義越擴越大，依巴特的定義來看待文本，則沒有一個文本沒有互文性的

存在，換言之，任何一個文本、甚至當中的句子片段，都存在著其它的文本形式。

                                                 
20 王一三，《語言烏托邦》（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轉引自申順典，〈文本符號 
   與意義的追尋──對互文性理論的再解讀〉，《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113期，2005年， 
   頁 99。 
21 高宣揚著，《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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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也從「互文性」的概念來討論閱讀，進一步區別作者／作家、作品／文本之

不同，因為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多重空間及多重聲音，所以巴特在〈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中推翻以作者為中心的傳統閱讀或詮釋方法，他指出： 

 

    任何作者的聲音，一經書寫成「文」後，則銷聲匿跡……此外，一般文本由 

    於受底層文結構限制，無論是思想，或是用詞遣句，都是取決於預先依特定 

    結構，或思想意理編排好的文化大詞典，因此每一篇「文章」不過是由無數 

    引句堆砌而成罷了，作者亦不過是剪貼匠或拼圖工，更不可能表現一個有創 

    意，或是一個特定絕對的訊息。相反的，文章因為不是封閉完整的單一體， 

    其開放與多元性，為讀者提供了無窮盡的詮釋孔道，也因此文本的意思或意 

    義，全由讀者個人意願所賦予。22 

 

而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則將解構及互文性揉合在一

起，認為作品具有開放的特質，就像是一張「網」，但這張網不是線索明朗的，

而是一網套著一網，是一個觸類旁通的網。閱讀一個本文，即是想解開這張大網，

而閱讀的方式，即是不注重固定的模式與結構，力圖尋找到一些「邊緣」，以之

作媒介或突破口，進而發現本文閱讀的多種可能性23。這種解構的閱讀方式，是

一種新的閱讀策略，採取的方式是參與作品這張網的編織，而非一昧的欲解開這

張網。德希達認為： 

 

    閱讀活動實際上就是參與寫作，是一種嫁接活動。在這種活動中增添了許 

 多東西……由於這種填入，本文產生增殖，產生意義的播撒。這樣，增殖是 

 本文和閱讀共同努力的結果。24 

 

巴特的觀點，破除了傳統的作者神話，同時強調了閱讀及讀者的重要，德希達則

                                                 
22 孫小玉，〈解鈴？繫鈴──羅蘭巴特〉，呂正惠主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理論家》， 
   台北，正中，1991年，頁90。 
23 楊大春著，《德希達》，台北，生智，1999 年，頁 90。 
24 孫小玉，〈解鈴？繫鈴──羅蘭巴特〉，同前註，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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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構著手，將互文性納入成為新的閱讀方式，對互文性的擴張與延伸大為提昇

其張力與豐富性。 

在《相對說畫》作品中，林珮淳便以「再現」與「挪用」纒足歷史文件與圖

像，如：纏足典故與秘方、女人纒足的自述文字、男人握住女人腳部及女人露出

小腳的古畫等文本，對照著當今美容塑身之廣告文字與圖像，如：呈現美女標準

的樣版模特兒、誘惑女性消費者的瘦身廣告詞、形容可塑造出的身體形狀如五

官、乳房、腿部等浮誇文字，在圖與文、古與今、東方與西方的互文參照，以一

種對比、對立的符號語彙，形塑出作品的多重文本關係，本研究將依此去探究作

品中文本與文本間的脈絡。 

 

（二） 辯證法 

在西方，原先辯證法（dialectics）這個字，乃是由談話（dialogue）這個字

借用過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其談話或辯論，必先有統一的討論主題，而對

於這個主題又必有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見，然後方有互談的必要，其互談之目的，

原來是在獲得共同的結論。25而在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 1892-1978）

的《藝術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Art）對辯證法有如下闡釋： 

 

    辯證法是圍繞一個主要的哲學問題發展起來的，從純粹的感知到分類經驗，   

從無意識客體到有意識主體，從純自然到文化和歷史。辯證法可以提出這樣 

一些問題，文化形成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已經完成的過程將採取什麼形式近 

一步發展？這種發展的目標又是什麼？辯證法的思想是沿著這樣自相矛盾 

的原則發展的。每一種片面的觀點和方面、每一種特殊的利益和對成功的追 

求都會引出矛盾，都向個人提供進行抉擇的可能性。每一種新的視野總是與 

不可忽視的、相反或不同的觀點聯繫在一起的。在態度衝突中表現出來的觀 

點越多，那麼使態度最後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越是容易確定。辯證思想的目 

                                                 
25 唐勃，〈論辯證法〉，《共黨問題研究》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3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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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把握處於衝突之中的各種力量的整體性，是獲得由各種因素構成的事物 

的整體畫面，這兒所說的完整性只能是近似的。26 

 

    所以單就辯證法這一字的意義上講，原是為了尋求理論或意見上的真理而運

用的一種辯論技術，或者是一種問答的方法，而且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問答法，

其目的在於發現對方的矛盾，其計劃則在於利用巧妙的問題，一步一步地詢問對

方，使得對方的回答，不知不覺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27辯證法的原始意義雖然

以問答辯論為主，但是辯論與談話的過程也就是思維邏輯的過程，將此辯論的法

則明列出來，它就成了思維的方法或推理的方法，希臘哲學家稱它為辯證法或邏

輯。28辯證法的發展從希臘芝諾（Zeno, 公元前 464-前 461）的辯論法（同一性

邏輯與不變的世界觀）起，經過蘇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 470-前 399）的問答

法，柏拉圖（Plato, 公元前 427-前 347）的辯證法（問答、思考法、觀念論），

至德國近代哲學家康德的辯證法及辯證的推理為止，辯證法的基本形式是「正」、

「反」矛盾對立的二支形式。這種矛盾對立的形式，到了黑格爾（G. F. W. Hegel, 

1770-1831）歸納為「正」、「反」、「合」矛盾對立統一三支形式，以統一解釋宇

宙實體及思想方法的發展，乃集辯證法之大成。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強調，宇

宙的大邏輯，就是辯證法，從人的思維，社會的變化及自然界的變化。 

    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不是指所謂的「事物的兩面」，一般人認為一件事不能自

相矛盾，事物和事物之間也不能互相矛盾，比如一個事實有真假兩者的分別，只

能有一個為真，不可能同時二者為真，否則就相互矛盾。但在黑格爾認為，世界

不是容不得矛盾的，相反的，不光到處都是矛盾，而且矛盾就是世界的本質。為

何說矛盾可以存在？簡言之，因為矛盾雙方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假」就沒有

「真」，所以矛盾是無處不在，矛盾的雙方可以共存，但是處在互為差異、甚至

                                                 
26 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著，居延安編譯，《藝術社會學》，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 
   年，頁 63。 
27 徐瑜，〈黑格爾辯證法研究〉，《政治評論》，第 24 卷第 1 期，﹝1970年 3月），頁 27。 
28 姜新立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1990年，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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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衝突的動態之中。正如個人與社會、創新與習俗之間的關係，主觀的表達意

願與客觀的表達手段是一種辯證關係一樣，事物的正題和反題會發生強烈的衝

突，這個衝突的結果並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而是正題和反題最終化為「合題」

達到了協調而昇華，而新的合題產生之後，它的反題也隨之產生，這樣就又產生

了新的矛盾，又要有新的衝突和昇華，再產生新的合題。因此，黑格爾認為，事

物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是自發的、抑制不住的。同時這種變化不是無序的，

而是有方向的，這個方向事物不斷在向高級形態變化，這就是終極真理，為「絕

對精神」。我們一般人對世界的概念是這樣的，世上有兩個東西是最真實的，一

個是大腦中的思維，一個是外面的客觀世界，大腦和客觀世界不是同一個東西，

我們用什麼來連接兩者呢？用的是感覺器官，是感官告訴了大腦，世界是什麼樣

子，而問題在於誰來保證這個感覺器官是可靠的？在黑格爾看來，人的理性和客

觀世界之間雖然是矛盾的，但並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通過不斷地辯證統一，最

終成為一個合題。換句話說，理性經過不斷的辯證，就可以完全符合客觀世界的

真實面貌，理性就是世界的本質，世界的本質就是理性，所以說，宇宙的本質是

精神，而且是一種理性精神，這個就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 

而一件作品中的美學因素與存在於作品之中的創作條件的相互之間也是一

種辯證關係，藝術創造中的各種力量不僅相互影響，而且在相互依賴中形成一種

相互構成的關係。如果我們要想知道它們的性質，我們就必須了解它們的性質，

我們就必須了解它們是怎樣相互制約的，不僅社會、社會體制、社會傳播媒介、

是在與不同的個人、與他們的需要和要求協調一致的過程中形成的，而且創作主

體、他們的表達努力部分地是已有表達方式的產物。辯證法不但意味著作品是創

作者的產品，而且意味著創作者是其作品的人格化。林珮淳的《相對說畫》在多

重文本關係中，透過後現代的語彙：再現與挪用、解構及再詮釋，在符號的能指、

所指、意指作用以及多重文本的相互參照中，從個體思維以致社會價值體系進行

女性主體意識的相對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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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主體意識 

   《相對說畫》作品中圖文的「對照」（對比），所展現出的政治宣傳力道及

存有女性主義的觀念，是與瑪莉‧凱利之《產後文件》文件式創作有著關係密切

之影響。林珮淳跳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讓女性身體的主體意識及自我定位不再落

入藝術再現的陽具中心語言，在邊緣位置打破性別界線，即便作品蘊含強烈女性

意識，卻運用大眾所熟悉的符號，讓觀者可以與之聯結，卻又保持距離地批判、

質疑在資本社會女性形象之迷思，透過這種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反動，也呼應

她在創作自述中，引用了羅蘭‧巴特曾說：「反迷思最好的武器是以他的方式將

他迷思化，並製作一個矯揉做作的迷思。」29而「身體」在林珮淳藝術的表達語

彙中只是個媒介，可見她選擇在藝術實踐女性意識的過程中並不落入理論窠臼，

而是直接跟大眾對話，猶如作品完成作者已死，讓觀者投射自我到作品中進行探

索。在明確的女性意識覺醒的內化歷程中，可以看見林珮淳對藝術的無限熱情與

執著，並致力於藝術教育的傳承，確立了她在台灣藝術界中的影響及重要性。 

 

二、研究架構 

    林珮淳作品中對女性身體的主體意識所關注重點有二個部分︰第一、透過古

今、中西方對女性身體不同的符號部署與文字書寫的直接表述，第二、用對照的

方式去陳述她對身體議題的觀點與反動。在研究的架構上（表 1），第二章從林

珮淳的生平、創作歷程探究其藝術養成背景，透過與藝術家深入的訪談，了解其

創作生涯中作品的演變、觀念及對某些議題的關注與其生命發展歷程中彼此間的

相互影響關係，並與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做觀念性的比對，以探究林珮淳

在創作觀念上所受到的啟發，並探究其創作發展風格與歷程的演變。第三章《相

                                                 
29 林珮淳創作自述中提及羅蘭‧巴特引文，摘引自郭冠英於 2011年 7月藝術家雜誌所發表文 
   章〈辛蒂.雪曼:女性觀視的另翼途徑〉。 
   電子文章出處 http://blog.roodo.com/soundwatch/archives/16256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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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說畫》的成形面向，因其創作概念源自於纏足議題，「纏足」作為作品中的重

要符號，因此首先將從纏足源流系譜考探討其創作動機，並從《相對說畫》展呈

的回顧以及後現代的創作語境檢視作品中的形式與內容，第四章則透過符號學與

詮釋學的分析理論基礎，探究《相對說畫》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性，首先將以

符號學的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意義

對作品的內容進行解讀，接著從後現代美學解析作品的表現形式，再來是以詮釋

學的角度探究隱藏於文本詮釋後面的隱身與寓意，最後在「去身體」的女性主體

意識與「反迷思」之身體操演中，如何透過相互辯證去回應社會的現實與批判。

第五章女性藝術的省思與相關藝評，藉由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及台灣女性藝術的發

展脈絡，以及《相對說畫》藝評文獻的回顧，從歷史性的角度觀看角度，來檢視

林珮淳其作品中的女性主體意識的形塑與發展為何？並就同具有明確女性主體

意識創作─嚴明惠、吳瑪悧作品相互參照中，去發覺其獨特的創作語彙與發聲位

置，最後結論則對作品的研究進行整體的回顧，以及呈現研究所得及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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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究架構表 
 

 
 
 

 

 

 

 

 

 

 

 

 

 

 

藝術家對作

品的自我 

詮釋 

擬定研究主題 

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 

研究方法與目地 

文獻回顧 

藝術家生平與創作歷程 《相對說畫》的成形面向 

纏足源流系

譜考 

《相對說畫》

展呈回顧 

林珮淳 

創作生涯 

創作意識的

興起 

瑪莉‧凱利 

《產後文件》

之啟發 

藝術創作發

展風格與歷

程演變 

互文與辯證 

女性藝術的省思與相關藝評 

結 論 （回顧、研究所得與未來展望） 

 

《相對說畫》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 

能指、所指、意指 隱身 

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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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藝術家生平與創作歷程 

第一節 林珮淳創作生涯 

一、家庭、教育、工作 

    林珮淳 1959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是家中的長女，下面還有三個妹妹，父

親是受傳統教育的公務人員，對子女施以傳統的家庭教養，母親則是潮州國小附

設幼稚園的教師。自小就展現出對繪畫的興趣跟天份，跟多數在父權社會承受性

別不平等教育的女性一樣，因為男尊女卑的觀念，承受來自父權體制的價值與信

念，對藝術家爾後的創作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接受陳瓊花訪談時，曾提到這

樣的成長歷程： 

 

    我最不快樂就是我的成長過程，我爸媽因為深受傳統重男輕女的文化思想箝 

制，小時候給我很大的壓力，後來因著女性主義的藝術論述，當我清楚父權 

文化的結構，明白他們其實也是父權文化的受害者，因此也就更能體諒父母 

深受的壓抑是導致他們對待我的結果。我在小學的時候，都跟媽媽一起去學 

校，同學們知道我是吳老師的孩子……。由於我母親是好面子的，因為沒有 

生男孩，而我又是老大，所以她給我的期待特別高，在我讀小學時就有許多 

壓力，媽媽也常灌輸我一個觀念: 「我們家沒有男孩，所以你要表現得更 

好」……。國二時全家搬到台北，她在三重辦了幼稚園，因為生活很艱辛， 

她辦幼稚園可以多賺些錢，但母親也就因此變得更加的忙碌，我有時還需幫 

忙幼稚園的工作，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個國中生……。媽媽也常說：「搬到台 

北市要穩上北一女」意思是說，我為妳們搬到台北，就是希望你們能考上好 

學校。可是我卻讓母親失望，那個時候我考到復興高中，我媽就覺得沒面子， 

因為沒考上北一女，同時我也考上了銘傳的五專，我媽說: 「好啦！銘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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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錯……」我就進了銘傳，可是，我的感覺我讓我的母親抬不起頭…。30 

 

林珮淳在銘傳大學五專部商業設計科畢業工作三年後，與先生一起赴美深

造，1984年畢業於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esity），

並於次年獲得藝術碩士學位。畢業後並未立即返國，1986 年在美國紐約曼哈頓

的彼得士公司（Peter’s Bag Corp）擔任設計主任，三年後才回到台灣。在美國這

段期間，林珮淳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先生也感受到她的改變，本想繼續留在美

國發展，但因先生的工作正好碰上當時台灣新興電腦科技產業蓬勃的發展，決定

舉家返台，而林珮淳因具有藝術碩士的學歷，加上又有國外的工作經驗，回台灣

後許多學校都邀她去任教，最後她選擇回饋母校銘傳管理學院，1989 年回國任

教時，卻因嚴謹保守的校規對其指導學生的方式有許多不認同的意見，讓她執教

四年後選擇離去。林珮淳表示在美國求學時，深刻感受到所謂自由與平等教育的

意涵，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是以名字互為稱呼讓她極為訝異，跟在台灣的學

習環境差異很大，早期台灣的教師年齡多數又都比較大，總覺得教師是很權威

的，教師與學生之間是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感，接受陳瓊花的訪談中也提到台灣與

美國對藝術教育及職場性別差異的看法： 

 

    台灣早期的素描老師都是一直幫學生改圖，改完之後學生也不敢動筆了，可 

    美國老師對學生作品是完全不碰的，你要自己畫，然後老師就在旁邊講說 

   「嗯.這樣很..改一改..」建議學生而已，所以教法完全不一樣。另外，班級 

    人數又少，你必須一直要到講台發表作品，或者輪到別人發表時，你還是要 

    評論他的作品。所以當時這種 critic的方式評圖，讓我很緊張，可是我也因 

    此學會了如何準備上台發表，談論自己的作品時，不能說喜不喜歡而已，我 

    必須談論說我為何要這樣做，之後就更加瞭解整個創作過程與本質。他們也 

                                                 
30

 陳瓊花著，《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局，2012年， 
頁 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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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在創作上可以做整系列的作品，碩士畢業時還舉行個展，所以那是 

    我第一次個展，他們都很支持，全校大部分師生都會來，你會覺得每個人都 

    在談論你的作品，就覺得這件事好像是藝術事業的開始，在台灣是沒有這種 

    感覺的。在美國工作那三年，那些老闆都很尊重我，回到台灣教授創意包裝 

    的課程，卻被一些資深的老教授質疑我沒有教包裝結構，也沒有成本的考量 

    ，開系務會議時，所提的意見都不太受到重視，我覺得以前那種壓抑又來了 

    。在我二十三歲去美國時，之前我覺得五專就是高不成、低不就，懸在中間 

    ，又加上我們家沒有男孩…所以到了美國讀書時，正好碰上抽象表現主義蓬 

    勃發展的時候，而我在抽象畫中得到很大的自由與釋放，老師很尊重每位學 

    生，很鼓勵我們，也不會特別用老師的權威來管制學生的創意，然而，回到 

    銘傳任教時，遇上校長的治校理念以及傳統的教學制度，讓我覺得非常的壓 

    抑。31 

 

    1992 年在銘傳教學所遇到的教學瓶頸，加上學校升等也需發表論文，當時

尚無以創作展覽升等制度，適巧沃隆岡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副院長

謝‧彼得 （Peter Shepher）來台與台北市立美術館黃光男館長洽談臺澳交流展，

而林珮淳當時剛從國美館舉辦完「女性詮釋系列」的個展，有機會接觸到他，於

是拿著畫冊見彼得討論其創作的理念，看過作品後，彼得即跟林珮淳表示：「妳

可以來我們學校念博士，而且我們還會提供妳一個畫室，妳創作只需每年有展覽

以及畢業的時候有個展就可以畢業了」32。這個機會剛好符合當時工作升等的需

求，並且又是自己興趣，於是 1994年赴澳大利亞國立沃隆岡大學研讀創作博士，

隔年並獲得澳洲政府提供的傑出研究生全額獎學金，雖事後林珮淳表示「其實真

正念了才發現需做很龐大的研究」33。由於當時林珮淳的孩子還小，先生不贊同

                                                 
31

 陳瓊花著，《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局，2012，頁 
177.197-198。 

32 同上註，頁 193。 
33 筆者於 2013年 6月 4日訪問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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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澳洲，雖然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溝通，最後在無法得到支持的情況下，她決定

跨出人生中由自己決定的第一步，將長年加諸於己身的桎梏置之度外，克服萬

難，帶著年幼孩子隻身前往澳洲攻讀博士，並於 1996年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後，

1997 年任教於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副教授暨創所所長，2001 年於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並成立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2003

年迄 2017 年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所）專任教授及數位藝

術實驗室主持人，並於 2017 年受邀擔任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兼規劃與設計學

院院長。 

 

二、藝術教育的推動、展覽及成就 

（一）藝術教育的推動 

    林珮淳於 2001 年開始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成立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2011

年改名為新媒體藝術所），並主持「數位藝術實驗室」，整合校內外資源，以課

程、展覽、表演、工作坊、研討會、國際交流與競賽等方式，鼓勵學生投入數位

藝術的研究與實驗創作，透過多元的數位媒材與手法，如：電腦動畫、錄像藝術、

互動裝置藝術、網路藝術、新媒體公共藝術、互動多媒體舞蹈之跨領域創作等進

行實驗創作，提出具時代性的數位美學與創作觀，成為台灣數位藝術領域重要的

實驗室之一。2010 年起開始推動台灣數位藝術脈流研究與系列展覽，出版第一

本台灣數位藝術書籍《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數位藝術實驗室成員榮獲國外大

獎與駐村如：第七屆法國安亙湖數位藝術節視覺藝術類首獎、404國際電子藝術

節入選、英國 D&AD 廣告學生獎互動裝置佳作、威尼斯第八屆拉古納國際藝術

獎虛擬與數位藝術類入圍、巴西聖保羅國際影展入選、英國倫敦資訊視覺化協會

數位藝術全球入選、第二十七屆法國馬賽錄像藝術節入圍、瑞士當代藝術學院國

際學生新媒體藝術展、第十一屆莫斯科 404科技藝術節、2010 SIGGRAPH ASIA

入選、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專案駐村、紐西蘭國立科技大學 Uni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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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村、法國西帖藝術村駐村、荷蘭 V2動態媒體藝術中心駐村、美國喬治亞州雅

典 Slingshot Festival 表演藝術類入選、美國 ART Habens 傑出藝術家、布拉格

signal festival VJ contest入圍、十三屆哥倫比亞 404科技藝術節。國內獎項如：

大墩獎，磺溪獎，台北數位藝術獎、KT 獎、桃源創作獎、國美館數位藝術創作

案入選、廣藝基金會委託創作 Code: Cytus多媒體電玩音樂劇場、2016年台北數

位藝術獎首獎等。34 

 

（二）展覽及成就 

    作品展於國內外重要藝術中心如:紐約皇后美術館、法國 Exit and Via 藝術 

節、波蘭媒體雙年展、阿根廷 404國際電子藝術節、莫斯科 404科技藝術節、舊 

金山州立大學「Progressive Proof」國際展、2013年國際設計週、澳洲 Agideas 

國際藝術與設計研討會焦點作品、英國牛津大學國際研討會焦點作品、新加坡國 

際藝術博覽會、美國 Ignite全球女性美術館專欄報導、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台 

北雙年展、台灣雙年展、台灣國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及 

台北當代藝術館等。作品被收錄於重要藝術相關書籍如:《英國女性藝術美學期 

刊》以全彩頁介紹、《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灣當代裝置藝術》、《台灣當代 

藝術》、《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數位藝術概論》、《台灣美術史》、《數位美學》、《高 

中美術課本》、《台灣當代藝術名人錄》、《台灣美術史綱》、《藝術概論》、《台灣數 

位藝術 e檔案》、《中國當代藝術年鑑》、《亞洲名人錄》，作品《夏娃克隆系列》 

更成為全球藝文界爭相邀請展出的國際經典創作，全球女性博物館 IGNITE專訪 

並將影片列於首頁，並且收錄於藝術家雜誌出版的《台灣當代美術通鑑—藝術家 

雜誌 40年版》焦點作品，並為陳瓊花教授國科會計畫及書籍《藝術、性別與教 

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以及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 

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柔特質調查研究》的研究對象之一。35 

                                                 
34 摘引自林珮淳〈數位實驗室〉網頁資料簡介。http://dal.ntua.edu.tw/director-cv。 
3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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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撰文發表多篇女性藝術相關文章外，林珮淳曾任國內外重要會議主持與評 

審，如：國美館國際數位大展「漫遊者」及「快感」、北美館「One dot Zero」國 

際影像研討會座談貴賓、台北國際數位藝術節評審及座談會主持人、大墩獎數位 

藝術類評審召集人、KT科技與藝術獎互動類評審、韓國首爾國際動畫影展國際 

評審委員、澳洲墨爾本國際設計研討會 Agideas國際評審委員、匈牙利國際動畫 

影展台灣專題協助策展人、上海國際電子藝術節專題演講及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專 

題講座及主持人等。受邀多項國際學術交流、演講、展覽與獎項如：第四、五、 

七屆法國安亙湖國際數位藝術節競賽；英國 Loughborough等大學學術交流暨座 

談、日本九洲大學學術交流暨演講、「台北上海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參展 

暨學術交流、江蘇南京「台灣創意七彩大舞台」參展、西安「第五屆中國西部文 

化產業博覽會」參展、第十二屆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參展、阿根廷 404國際電 

子藝術節參展暨專題演講、澳洲墨爾本國際設計研討會 Agideas專題演講及波蘭 

媒體雙年展。2012年協助建立本校與瑞士 EPAC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Arts 

當代藝術大學姊妹校，於 2013年 8月與瑞士 EPAC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Arts 

當代藝術大學共同策劃國際新媒體藝術競賽”IMAGINARY LANDSCAPES II”。  

 

三、信仰的啟發 

（一）新約教會 

    林珮淳小時候是在長老教會長大的，因為不喜歡那種儀式性的「做禮拜」，

因此上學後就很少去長老教會聚會了，經她描述，不想去的原因：「我感受不到

教會與到其他場合的差別，因都是人與人的交流甚至是社會階級的比較與炫耀，

父母們都在談論孩子們考到哪學校或在哪上班……很虛偽又好面子。」1980 年

林珮淳在設計公司上班時，同事萬志鉉問她說：「妳聽過新約教會和江端儀嗎？」

於是邀了她到台北教會會所。在與筆者的訪談中，林珮淳提到當時第一次去新約

教會的情形，她說：「我那天爬到三層樓時，聽到嘀嘀㗳嗒嗒的禱告聲音，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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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時覺得怪怪的甚至有點害怕，進了會所之後，是非常簡僕的公寓房型環境

許多弟兄姊妹們正禱告中，我肅然起敬感受到一股神聖感。而萬志鉉介紹我一位

名叫丁靈麗的姊妹，她是銘傳畢業的學姐，負責教會書籍編排及插畫等聖工。她

很親切的介紹新約教會『血、水、聖靈全備福音』，以及『方言靈禱』的真理：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

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36等許多的聖經真理，也說方言就如孩

子呀呀學語聲音：「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37此外，她又指著掛

在牆壁上先知洪以利亞的相片（現在我們叫他阿公）說：「每一時代神都會揀選

先知來帶領神子民，這是神做事的法則，而公會宗派沒有全備的福音也沒有先

知，但卻毀謗新約教會。當時我一看到先知的相片就起了敬畏的心。但當我第一

次踏進新約教會時很受感動，感受到神的靈就住在這 ，尤其看到阿公的相片

時，我靈 就知道他是神所揀選的先知。當時我也不知道錫安山被國民黨非法搶

奪，新約教會遭迫害與污名化，這就是神愛我的原因，祂使我很單純接受了水、

血、聖靈全備福音而歸回聖靈所重建的新約教會，以及認識了神在末後日子所揀

選的先知洪以利亞。」38 

 

（二）信仰影響創作的關鍵啟發 

1. 回歸神家 

    信仰在林珮淳創作中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尤其是在「夏娃克隆」時期的作

品，透過訪談，可以明白其信仰對創作的重要啟發，在訪談中林珮淳提到早年遇

見新約教會的過程：「我在新約教會常遇見神在環境中的保守與顯現，尤其我目

睹先知預言一發出，神立刻應證，如錫安山被國民黨非法搶奪，先知帶領新約教

會有血有涙的七年爭戰，這過程若沒有神交負先知一切的責任，任何人都抵擋不

                                                 
36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談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摘引自《新約聖經》，〈使徒行傳 2： 
   3-4節〉，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343。 
37 摘引自《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21：16〉，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63。 
38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談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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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家暴力，尤其當年是戒嚴時期，先知與聖徒被迫害且毆打幾乎喪命，但先知

不放棄神所賜的聖山產業，一再告訴我們神必定帶我們回錫安，在被迫害的時候

早就唱出『踏上歸鄉路』等詩歌，1987年終於先知預言應驗了，真理戰勝強權，

新約教會榮耀凱歸錫安山。」39林珮淳表示，這爭戰的過程我雖去美國留學，但

也一直蒙神保守經歷許多神蹟。而關鍵性讓林珮淳能全然服膺於神的帶領，在她

與先生到美國留學工作那段時期所遇的事件，當時林珮淳的先生因工作到深夜，

在高速公路開車回家時打嗑睡，車子橫跨安全島到對方車道又墜入山谷，在訪談

中她提到這段經歷： 

 

    當時我在家睡覺但心裡很不平安，心中一直擔心他為何仍未回來，於是當下 

    同一時間我立刻跪下禱告求神保守他，果真他的車子原本煞車不了直墜山 

    谷，就在千釣一髪時停住了，神垂聽我的禱告及時拯救了我的先生文祥，隔 

    天去協助他拖吊車的人都嘖嘖稱奇説出：「God bless you too much！神太祝 

福你了！」。另一件神奇的事，是我碩士畢業後前往紐約找工作，我雖然可 

以有一年的工作實習，但沒有永久居留證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但我卻神蹪式 

的在一家猶太人開設的公司被聘任為藝術總監，而會計在查核我 social  

security card（社會保險卡）的號碼時，居然沒看到號碼下面的一行紅字 not  

for employment（不能工作），我知道這是神賜給我的。1976年又再次碰到 

一重大車禍，當時我先生開車載我回家，我已懷孕差 3週就要臨盆，在十字 

路口突然與左邊來車相撞，車頭全毀擋風玻璃全碎，但我們居然只有輕傷， 

過一星期就生下我兒子，而除了這些神蹟外，還有許多神的恩典數算不清， 

不管是後來回國工作、教書與創作等都在神的帶領中順利發展，這一切得歸 

榮耀給新約教會的神。40 

 

                                                 
39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談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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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訪談的回溯，可以發現信仰在其人生中的深遠影響，爾後更將信仰所獲得

的啟示運用在新媒體藝術的創作上，成為重要的養分與元素。 

 

2. 信仰與創作 

      林珮淳提到信仰真正進入到她的生命與創作中，主要發生幾件重大的事件，

在她留學美國、澳洲與回台灣發展的過程中，當初因追逐各種慾望與藝術的成就

而幾乎沒去教會聚會，也忘記了歸榮耀給神，林珮淳表示：「當時與妹妹們幾乎

沒有去新約教會了，而父母也仍未歸回新約教會。一直到 1991 年父母原來經營

的『南部綜合醫院』被人搶奪，這訴訟的過程受盡法律的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才

想上到錫安山見先知懇求耶和華的恩，而且受了水浸歸回新約教會。」41而 1994

年林珮淳的小妹倍慧罹患癌症，連續的打擊彷彿如聖經記載的「約伯」的遭遇，

當時若沒有神藉著先知阿公的陪伴，她說實在不知如何走出來，在急難發生時才

發現神與先知，原來是用超奇的手段來尋找我們，帶我們全家回新約教會。尤其

是在發展「解構父權」與「回歸大自然系列」那段期間，生命有很大的轉變過程。

1995年剛獲得創作博士後，即在中原大學商設系專任，但 1997年林珮淳的妹妹

被主接走後，當時系主任工作忙碌於系務發展，再加上展覽不斷且投入女性藝術

的推動與研究上，而再度陷入追求名利的慾望中。林珮淳表示：「2000 年神再

度來尋我，帶領我神蹟式的從中原大學到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任教，又在 2002 年

多次藉著先知的信息感動我把我獨生子帶進神本教育的「伊甸家園」（沒有文憑，

以終生事奉主為目標。）神因著我的『獻以撒』而於 2003 年在錫安山向我全家

顯現，我先生邱文祥也能受洗歸入主的名下。」42 

    1997 年因受到先知帶出「伊甸家園」的信息，要神兒女離開科技文明的毒

害，回到神初創的伊甸園自然境界，因此林珮淳領悟了人類所有的問題都是出自

人性的自私、驕傲、不敬畏神，甚至違反大自然定律，自以為「人定勝天」的心

                                                 
41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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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所造成的種種亂象與危機，若人類能照著自然的定律過生活，就不會有紛爭、

歧視、欺壓的問題，也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達到「天人合一」的伊甸境界。林珮

淳多年以「女性觀點」創作了「解構父權系列」的作品，但當明白了「走出文明、

回歸伊甸」真理後，在創作上開始轉而思考人與創造主的關係，以及文明與大自

然的對立關係，因此明白了人與大自然本不該分割，創作議題更不可與神的指意

無關，於是自 1999 年開始了「回歸大自然系列」創作，以人造、人工、複製、

數位、虛擬等科技議題與媒材，去反思科技文明與大自然的對立關係，自此創作

開始以科技媒材「再現」更具動感與擬真的大自然影像，藉著動態影像表現虛擬

的幻景，以反諷人工生命的不真實。  

 

四、藝術社群的參與及發表 

（一）二號公寓 

    林珮淳早年因是學商業設計，1989 年自美返台後，自覺非藝術圈人士，後

來在林書堯老師及友人的引薦下，才開始進入台灣藝術圈，而當時回國後第二

年，在美國文化中心辦理首次個展，展出抽象畫的系列作品，當時獲得許多年輕

藝術家的迴響，並受邀參與共組「二號公寓」的藝術團體。「二號公寓」在當時

所代表的是充滿開放性、新的觀念及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展演空間，這種不受市場

價值及傳統表現方式的拘束，純粹就是追逐藝術創作的理想，對於當時仍保守的

台灣藝術界注入一股新氛圍，可從藝術家描述中了解這個團體對於其藝術發展的

生涯中所帶來的影響： 

 

    我那時展抽象畫，很多藝術家來和我聊天，剛好那時候他們要成立一個二號 

    公寓的組織，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很保守，大部分作品要寫實或印象派才能進 

    到畫廊，然而很多從國外回來的藝術家，大部份都做一些複合媒材或裝置藝 

    術，一批比較像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也都從國外回來，如：連德誠、黃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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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後來加入了嚴明惠、侯宜人等。空間就在師大附近的巷子內，是 

    蕭建興的個人公寓，他也剛從國外回來，認為台灣的當代藝術都沒有地方可 

    以發表，一般年輕藝術家很難進入美術館展覽，那畫廊也不可能展出年輕人 

    的作品，所以那時候蕭老師就說我們成立一個組織，將之命名為二號，因為 

    他的公寓住所地址是二號。當年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二號公寓，包含新聞媒體 

    都一直報導我們的展覽，我們那個時候對台灣的藝術生態有很大的批評，如     

    美術館只展那些成名的，但又不夠當代性。我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因 

    為我們一直批評與辯證臺灣的當代藝術，黃光男館長後來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B1的最後一間，把它開闢為「實驗空間」，第一檔就由我們進去展。在當時 

    我們創了一個很棒的先例，年輕且具實驗性的，甚至觀眾看不太懂的東西也 

    可以在美術館展出，我們是第一個進入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團體，之後該實驗 

    空間就一直有很多實驗的作品發表。所以我覺得二號公寓的貢獻就是對台灣 

    當代藝術的催生。43 

 

當時由於將精神與時間都投入在這股引領當代藝術前進的思潮裡，對於身兼藝術

家、教育者、同時也是母親及妻子的多重角色，顧此失彼，很難從中取得平衡，

尤其是在家庭的部分，林珮淳接受訪談中，她提到這段： 

     

    一直等到兒子三歲後，我就把他帶回來（自母親處），當時生活更是亂糟糟， 

    也就是說我要把孩子帶到保母那邊才能夠去銘傳授課，加上我時常要參加 

    二號公寓的展覽開幕及座談，而沒有太多時間在家中。又因為家裡很小，所 

    以我就跟先生說，要在附近租一間畫室，因為我們二號公寓常聯展，下完課 

    我晚上要回來畫畫，那就沒辦法煮飯，我的兒子也陪我在畫室，他自己就在 

    我旁邊亂畫，我也專心畫我的，所以我覺得我的孩子會沒有感受到媽媽的 

                                                 
43

 陳瓊花著，《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局，2012，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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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他總覺得媽媽很忙，不是要把他送去保母家，就是陪媽媽畫畫，也不煮 

    飯給他吃。我先生就開始反彈，他覺得說我受藝術圈的影響太大了，甚至覺 

    得我們藝術圈的人，就是有點悖逆的、或是奇奇怪怪的，因為那次在北美館 

    聯展的時候，我也叫他來看，他都看不懂，那個時候李美蓉的作品就有很多 

    「金紙」，我先生覺得我們這些人都很奇怪！所以他很反對我在二號公寓， 

    也很不認同我做藝術，我面臨的壓力就又多一層，先生不再支持我，而我的 

    孩子也覺得媽媽沒有全心照顧他，當時在學校教書的環境也不允許我身為一 

    個女老師同時又是一個藝術家，連我開創的創意課程都很難受到肯定。同時 

    我在二號公寓也面臨另一個問題，大部分是男性藝術家的作品受到重視與肯 

    定，但我卻覺得自己較為弱勢，感覺像是個「蛹」，被束縛在一個框框裡面。 

    嚴明惠在講述女性主義藝術時，我就覺得西方女性怎麼那麼自信與自主，而 

    且能突破許多男性的觀點，大膽宣布女人能做什麼……。後來侯宜人應帝門 

    藝術中心邀請策一個展，叫做「女我展」，她的概念就是說，女性要有自我， 

    也像個「蛾」一般可以蛻變。其實我以前一直覺得我是一個「蛹」，那我也 

    很想掙脫那個蛹，就是想蛻變而出。所以她那個「女我展」當時把很多女性 

    全部聚在一起，那個時候，我也聽吳瑪悧的論述，大部分是在談女性藝術或 

    女性主義藝術，我那個時候其實有沾到一點邊，參展的作品是畫自我的一種 

    女性形象。44 

 

在這段時期，是林珮淳關鍵性的女性自主意識萌芽期，意識到社會對於女性在多

重角色與身分的標準與要求下造成女性的壓抑，開始反思女性自我的主體意識，

並且觀察到為何西方的女性可以自信去自我主張，意識到自我的壓抑如同「蛹」

一般亟欲蛻變。  

 

 
                                                 
44

 陳瓊花，《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同前註，頁 180-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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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藝術協會 

    林珮淳到澳洲求學以前，對女性主義藝術其實並不是很了解，雖然曾經接觸

過如嚴明惠、吳瑪悧這些女性藝術家，但當時在創作上，作品仍然主要是以陳述

自身感受為主，但早期的作品卻早已透露出女性意識的特質，在澳洲時期，在指

導教授的指引下，開始閱讀許多有關女性主義的書及修習上女性主義藝術和婦女

研究（Women’s Studis）的課程，當時修這門課幾乎都是女同學，上課時大家都

信心滿滿的侃侃而談，而授課的女老師也都是女性主義者，學校每年都會帶領學

生參與在新南威爾斯州幾所大學輪流辦理的女性藝術年會，在訪談中她提到這段

經歷： 

 

    女性的議題是我在澳洲受到很大的影響，她（Diana老師）翻翻我的創作後， 

    馬上說:妳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藝術家（You are the feminist）。我說不會吧！什 

    麼叫女性主義者，我不知道的。可是我發現他們的女老師，認為女性主義藝 

    術家或是他把你稱呼「feminist」，這是一個尊稱。因為在大學的任教老師， 

    一個非常自主、很有自信的女性主義者，她們認為這個是很驕傲的。那位 

Diana就是我的副指導老師，除了叫我去上課，也參與了這個每年一度的盛 

會之外，我進入了圖書館，我就問那個館說，我要找「feminist arts」或是 

    「women’s arts」，結果他帶我去，都滿滿的書，全部都是在談相關的，整 

    個西方出版的女性藝術的書，我盡量去看……慢慢對於我過去為什麼那麼地 

    壓抑，覺得好像是自己的問題，然後就豁然開朗，原來大家都一樣。45  

 

後來林珮淳以「女書」的內容發表於女性藝術年會，當時受到很大的鼓勵肯定，

也因而確定其從事創作的發展方向，並建立身為女性藝術創作專業的自信。1995

年從澳洲回台灣後，便和幾位女性藝術家成立台灣女性藝術協會，並擔任協會理

事長，協會的目的就是想幫助一些年輕的女性創作者，畢業之後仍能持續創作，

                                                 
45

 陳瓊花，《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同前註，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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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多數女學生在畢業後就慢慢不再有作品，希望透過這個組織串連起女性

間的姐妹情誼及相互扶持的精神，透過策展，讓女性創作者有更多發表的機會。

由女藝會所主辦的展覽開始受到重視及矚目，後來連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二二

八展覽，第一次的展覽，策展人也把女性的議題放進來「被遺忘的女性」，之後

賴瑛瑛又辦了另一個「意象與美學：女性藝術展」，林珮淳則主編出版第一本台

灣女性藝術書籍《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協會成立後展現出台灣女性藝術發展

的重要成果。女性藝術家的生活經驗，可以是實踐力量的泉源，心理學家普列漢

諾夫（Georgi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1856-1918）就曾指出：「任何一個藝術，

都是由它的社會心理所決定的，在一定時期的藝術作品和文章趣味中，表現出社

會的心理不只是藝術，包括其他一切思想體系都有其共同的根源。」46林珮淳對

女性議題的關注，於 80年代後撰文發表多篇關於女性藝術、女性主義藝術的文

章，透過文章的詮釋與分析探討，可窺見藝術家在觀察自身所處的生命場域裡所

處的困境與批判外，也催化台灣女性藝術明確的發展軌跡，並從其發表的文章中

察覺藝術家的女性藝術、女性主義藝術發展的思想脈絡。 

 

第二節 創作意識的緣起 

一、女性創作意識 

    如同多數女性一樣，在林珮淳的成長經驗裡，自小即承受了性別的不平等，

由於母親受到傳統性別不平等的束縛，承受著沒有兒子的壓力，也影響到對待子

女教育的方式。林珮淳是長女，從小就被寄予厚望，在母親的觀念裡，認為女兒

的表現要能好到能抵過沒有兒子的缺失，才足以彌補心中的缺憾。母親無形中把

沒有兒子的壓力轉嫁到女兒身上，讓林珮淳長期處於一種女孩不如男孩的認知，

造成其成長的過程缺乏自信心，在接受陳瓊花的訪談中她即提到： 

                                                 
46 摘引自林珮淳〈抽象表現主義藝術是反女性主義藝術嗎？〉，《藝術家雜誌》，236期，（1995 
年 1月），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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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個成長過程一直覺得被灌輸「妳身為女的是一個丟臉的、抬不起頭」 

    媽媽為了要生男孩，一直生到第四個還是女兒。記得小時候我們四個姊妹到 

    阿公家過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阿姨她生了很多男孩，我的阿公拿紅 

    包給他們，卻沒有給我們，我小小的心靈就有很多的問號，到底身為女性有 

    什麼不對？我媽媽常灌輸我們說，「我們家沒男孩，你要好好的表現，不能 

丟臉呦！妳要好，還要更好，人家才不會瞧不起我們」，身為老大的我， 

    當時壓力很大，就是說書要讀得好，才能抬得起頭。47 

 

爾後林珮淳到美國求學工作那八年，讓她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平等與開放，當 

時與先生一起在美國生活，先生雖然不懂藝術，但對林珮淳追求藝術非常支持，

只是現實生活上，經濟的掌控卻都是先生在主導，讓她開始反思女性在婚姻生活 

中的地位與角色，是否應該要有獨立的經濟自主權？但因為從小即被灌輸男優於 

女的重要性影響下，讓她與先生在相處的互動關係上，仍是必須扮演聽從的角

色。現實生活上的壓抑及困惑，從藝術創作的歷程中轉化為一種補償與解脫。 

 

二、性別關懷 

     美國社會的開放與平等，逐漸強化林珮淳的自我認同，後來到了澳洲求學，

造就了更強的女性意識，讓她脫胎換骨，更奠定了之後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基礎。

在澳洲攻讀博士時，早期抽象表現的作品常出現「包鞋」的符號，後來發現這個

符號是與中國纏足的「三寸金蓮鞋」有關，讓她一頭栽進纏足的研究，纏足過去 

是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代表符號，在傳統父權社會裡男性依其喜好制訂和因襲的

女性身體美標準，以前不纏足的女生嫁不出去或出門會被笑，這種對女性身體的

轄制從五代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至社會西化之後，纏足才從一種被歌頌的文化

                                                 
 47

 陳瓊花著，《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同前註，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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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是沒有文化的落後符號，林珮淳從研究纏足的歷史文獻中讀到記載，在西化

之後，女人開始穿著較大的鞋，可是因為她的腳太小，就在高跟鞋中塞棉花，掩

飾其小腳的事實，從這個記載中，林珮淳發現原來女人生存的標準，美的標準，

還有是不是落伍或現代的標準，是完全掌握在父權文化（在這也包含女性受父權

支配下的意識形態）及男人的標準中，在這種制度下的女人完全無法掌握自己的

身體與自我的生存能力。在撰寫博士論文收集纏足史料過程，認識了西醫婦產科

的「纏足文物」收藏家，在其熱心的協助下，觀看了許多的影帶文獻，對於中國

女性在歷史過程的卑微有更深的體悟。而在澳洲的女性藝術課程也讓她意識到女

性自主意識的重要，女人是可以有權發表自己的聲音，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啟

發，解構了父權文化的底層問題，這也才發現自己長年所受到的壓抑其實是整個

文化脈絡所形塑。  

 

第三節 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之啟發 

一、瑪莉‧凱利的生平與創作 

   1941 年 6 月 7 日，凱利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弗達其郡（Fort Dodge），於

1959-1963 年就讀美國明尼蘇達州威諾納的聖．泰瑞莎學院（College of Saint 

Teresa, Winona, Minnesota），學習視覺藝術和音樂，並取得文學學士學位。於

1963-1965年赴義大利佛羅倫斯學習了藝術與美學，完成了藝術碩士學位，在英 

國居住的 1960到 1970年間，與裘利．米契爾（Juliet Mitchell, 1940-）48和勞拉‧

莫薇49有密切接觸，深受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理論吸引。1970年她成為以影片和攝

影表達政治議題運動的「貝維克街電影合作社」（Berwick Street Film Collective）

藝術家之一，被拉進當時正成形的歐洲左派美學陣營中，這一美學派別是由班雅

                                                 
48

 米裘與米勒特（Kate Millett，在1970年代指出，父權社會具有雙重結構：男人統御女人，在
上位的男人統御在下位的男人。）曾在《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書中，針對心理分析及女性主義上爭論。 

49 莫薇是倫敦大學藝術史學院電影與媒體領域的教授，她的理論對電影文化有很大的影響，也 
曾參與影片導演的工作。她在1975年寫了《視覺歡愉和敘述的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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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Buchloh Benjamin,1941-）、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和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1930-）等人的理念發展而來的，企圖以電影製作

過程及婦女運動的工會化及歷史化為內容的電影創作作品。1970年代和 1980年

代的政治氣氛不同，當時，歐洲和美國的文化運動正在發展中，凱利於 1983年

到美國，並參與了喬‧安娜‧伊薩克（Jo Anna Isaak）為 Protetch McNeil 畫廊「女

性笑聲的革命性力量」所策的展覽，1989年凱利遷居美國紐約。 

    凱利畢業後扮演多重的角色職務，藝術家、藝術館館長、作家、編輯、批評

家、母親、妻子等，不受限於傳統上對母親的單一職務觀念，給予社會大眾全新

的性別角色認知，作品具有極清晰、理性的分析力，曾被班雅明和露西‧立波

（Lucy Lippard, 1937-）評價為第二代重要觀念女性主義藝術家中極為突出的一

位。凱利的創作，依序是 1970年的《地景表演作品》、1970-1975年的《夜間清

潔婦》、1973-1975年的《婦女與勞動》、1973-1979年《產後文件》、1974年的《沐

浴系列》、《修指甲系列》、1984-1989年的《中間地帶》、1992年的《勳章．獎盃》、

1999年的 Mea Culpa28、2001年的 Kastriot Rexhepi歌謠現場表演。第一次個展

是 1979年在倫敦當代藝術協會展出的《產後文件》，最重要的延續了 70年代藝

術實踐與文化政治批判觀念的「差異：論再現與性取向」（Difference：On 

Representation and Sexuality）展覽，凱利與漢斯．海克（Hans Haacke, 1936-）、

雪莉．萊文（Sherrie Levine, 1947-）等多位藝術家，在倫敦當代美術館（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共同展出，展覽中有影片與錄影節目配合展出，這個展覽

最早曾於 1984年 12月在紐約當代藝術新美術館公開亮相。展覽的實踐與觀念，

指在挑戰美國現代主義逐漸崩解的霸權，以及位居西方資本主義藝術產業核心的

紐約畫廊與藝術機構，策展人凱特．琳珂（Kate Linker, 1946-）用以下的聲明作

為展覽目錄的序言： 

 

    過去十年，一類意義重大的作品已經開始探索由性取向、意義及語言所構成 

    的複雜三角地帶。在文學、視覺藝術、批評、意識形態分析的領域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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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均集中在性取向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觀點，駁斥一種以某項自然或「生物 

    學」真理為基礎的意見。這個展覽的目的，是要在視覺藝術裡描繪出該風潮 

    的版圖，展出了該風潮主要參與者的作品。它探索著該趨勢策略的激進意涵 

    。它的主題—性差異的持續生產—提供了變化體質的機會，因為它顯示出方 

    法未必需要傳統對立範疇的再生產，反而對它們作了一番修正。50 

    曾出版的論文專書有 1983年的《產後文件》、1996年的《想像慾望》（Imaging 

Desire）、1997年的《瑪莉．凱利》（Mary Kelly）等。 

 

（一）創作的時代背景 

    瑪莉．凱利出生的美國，在人民自主意識高漲，關注種族文化、社會位階、

性別平等問題的時代背景下，這些過去在既得利益者壓制下的問題慢慢浮出表

面，處於次級、邊緣、弱勢的人們開始尋求自身的定位，尤其是在 1960年代，

因黑人權利問題爆發了大規模的民權運動，女性自覺意識更逐步升高，開始對純

粹由男性觀點建構的世界觀與價值提出質疑，並且批判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宰制，

而女性主義各個思想流派也蓬勃發展。1960年代是婦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

婦女權利組織的出現，推動婦女權利運動的發展，這些組織要求推翻或取消當時

存在歧視婦女的法律、條例，提出一系列與婦女相關的議題，例如：懷孕、墮胎、

避孕等問題上立法，以保障婦女應有的權益，她們要求進行徹底的法制改革，希

望通過改變法律的方式，達到真正的自身平等。於是在 1964年的民權法案中，

明白規定雇用人員時，不得有性別歧視。凱利對於組織工會很有興趣，如 1972

年 5月，她就被選為第一屆倫敦藝術家工會主席。此外，傳統的社會觀視婦女相

對較男性軟弱、消極、依賴性，因而女性主義運動要求社會徹底改變對婦女傳統

模式的看法。女性主義者認為婦女不但應該在經濟上獨立，也應該在心理上、社

會人格上取得獨立，她們批判社會把婦女僅作為性欲求的對象，因此，她們一方

                                                 
50

 葛雷斯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著，陳香君譯，《視線與差異》（Vision and Difference）， 
  台北，遠流，2000年，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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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倡社會對婦女採取更公平的態度，同時呼籲婦女本身要有權利意識，如果自

己都不尊重自己，怎能要求父權中心的社會接受改變現狀的要求。而瑪莉‧凱利

則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崛起，此時政府也開始立法禁止性別歧視，女性的權利因

此得到越來越廣泛的保障，但是，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依然傾向要求女性擔任她們

傳統的角色：妻子、家庭主婦，這種因性別所形成的對抗，也造成許多的矛盾。  

    藝術中的女性主義運動始於 1960年代末，由 60年代中期廣泛的女性主義運

動及政治激進主義者推動，女性主義的分析指出藝術「體系」，甚至藝術史本身

是具有被制度化的性別主義，正如同大部分父權社會所為，女性主義者與少數民

族、男女同性戀者一樣，運用被剝奪公權的傳統策略，她們重新研究並重新詮釋

歷史。在傅嘉琿所寫的（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一文中指出：「第一代（1960

末-1970初）的女性主義藝術家關注的是有關自然、價值判斷及女性藝術生產的

地位問題，而且站在女性藝術批評發展的前線，雖然她們經常檢視女性特質，卻

也同時考慮生物性與文化之立場，雖然有關其存在本質仍然曖昧不明，但女性感

知的觀念卻能為許多女性帶來解放的趨勢」51。「第二代女性主義藝術家放棄女

性的性的問題，不再試圖重建被「殖民化」而疏離化的女性身體，而以性別差異

的互動及作用來解構它，她們解除女性化的迷思，再檢視性別差異之建構過程，

轉移重點至非『消滅差異』而是『肯定它在研究中關鍵的重要性』」52。而屬於

第二代女性主義藝術家的凱利的《產後文件》，女性主義藝術史家麗莎．堤克納

（Lisa Tickner）在紐約的新美術館（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之展覽「差

異：論再現及性」之目錄文章中討論到： 

 

    這裡所考量的女性主義最重要的成就在於承認再現及過程中的性的主體 

（sexed subjectivity in process）之關係，並承認積極介入之需要，藝術家在 

此能產生共同的目標來「解開」女性化，拆除決定它的面貌及再現的特殊關 

                                                 
51

 傅嘉琿，〈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收錄於林珮淳主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 
   象》，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頁 259-267。 
52 同上註，頁 27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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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脫除它使男性化範疇成為中心安全「驗明正身」的地位。53 

 

凱利的創作時代適逢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與觀念藝術蓬勃發展的背景，使她的創

作內涵多元，大膽橫越了現代主義／反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軸線，

這可從葛雷希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 1949-）在〈放映 70年代：女性主義

實踐中的性取向與再現〉文中提到：「凱利對現代主義批評與實踐的主要面向作

了繁複的解析，並且進一步將女性主義實踐當作一種突破晚期現代主義領域之弔

詭的辯證力量。凱利提出三個批判領域：物質性（materiality）、社會性（sociality）

與性取向（sexuality）」54。從這篇文章中，詳述「物質性」是一種「忠於材質」

的教條，猶如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式的宣言，主張繪畫

性格應該取決於媒體材質的特性，代表著現代主義強調物質性的主張。「社會性」

則指出對於藝術生產活動的背景脈絡的重視，在 70年代，有各種不同探索藝術

機制的嘗試，如：定義什麼是藝術、什麼不是藝術的畫廊，而在資本主義下，工

作室和畫廊在文化生產與消費的迴路中，形成相互依賴的結構關係，因此，凱利

的作品申辯了藝術的社會性，是一個機制的問題，決定了藝術文本的解讀，以及

適合干預行動的策略。最後「性取向」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最高的地位，從 1960

年起，性取向在自由主義政治中便是一個優勢議題，女性爭取一個自主自決的性

取向宣言，幾乎已成為個人解放所做的全盤抗爭的一個隱喻。女人性化的身體，

便是作為重新要求女人的本質認同與完整性的符號，在這個傳統中，性取向被理

解為一種特質或屬性，是內在的、本質的與解放的。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作用下，

凱利的以獨特的創作偏向探討了物質性、社會性和性取向，將物件的材質、圖像

的想像空間與文字符號的可能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53 傅嘉琿，〈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同前註，頁 284。 
54 葛雷希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著，陳香君譯，〈放映 70年代：女性主義實踐中的性取 
 向與再現〉，《視線與差異》（Vision and Difference），台北，遠流，2000年，頁 263。 



 

43 

（二）《產後文件》（Post- Partum Document, 1973-1979） 

    凱利創作涉及的領域很廣泛，她擅長使用圖畫、圖表、攝影圖片、現成物件、

文字、符號和錄音……等方式創作，運用獨特、創新的手法處理日常生活熟悉的

事物，使觀者改變對它們的看法，不但包含了藝術上的策略，也涵蓋了政治性的

介入行動，啟發觀念並批判對於性別、種族、階級和藝術階層制度等結構、意識

型態的歧視和不平等環境的問題，並進而提出另一種價值，一種嘗試性的解決之

道。凱利的《產後文件》創作起於「女人與勞動」這個探討 1970 年代婦女運動

的展覽計劃，討論著性別分工為發生在家庭和工廠的勞動問題，凱利當時因為懷

孕，所以她想要瞭解女人對於勞動領域以及孩童看護所作的情緒投資從未被認定

或分析，因此，她以社會學觀點製作一份調查報告，考察傳統上認定有社會性的、

以及藉由私領域內社會化分工架構的未開發心理現實之間的介面，藉由體驗母親

的角色職務，詳細地檢視了「母職」在社會的定位進行後設問題的創作，從「孩

童看護」的多重制約關係中的探究女人面臨什麼樣的考驗？試圖打破醫學中脆弱

產婦的形象，控訴父權體制下對女性的壓榨與限制運用傳統父權社會的產物。《產

後文件》一方面的理論架構，是從拉康精神的分析提出修正，另一方面則以「再

現」的策略，利用蒙太奇、文本與物件，將觀者創造為將會參與、記起、反映以

及重構母女／子關係脈絡，最後透過這個陰柔主體的社會化呈現出新的體悟，以

自己的邏輯思維去顛覆既有的價值觀。 

   《產後文件》有許多題材與表現方式是從是從凱利早期的作品《夜間清潔

婦》、《女人與勞動》中濃縮而成的，以七年的時間記載她兒子如何從牙牙學語到

接受父權文化教育的過程，解構了女性特質在權威心理學的詮釋方式，證明女性

有撫養幼兒的獨立思考能力，並且不以「女性身體」或「性器官」為憑藉，以避

開那些將女體當作窺淫的視覺對象。作品於 1984 年在英國耶魯大學的藝術中心

展出，其中一部分曾在同年由琳珂在當代藝術新美術館策展的「差異」展中展出

過，作品由 6個部分組合而成，共 165個單位，每一份文件都以孩子為對象，以

日記、錄音、母子對話的文件式物件，這些猶如戀物化的符號，透過社會關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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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其象徵性，要以母親角色的生產中，亦即母性陰柔的製作過程，重新定位這

些符號的意義，波洛克在〈放映 70 年代：女性主義實踐中的性取向與再現〉一

文中指出：  

 

    這文件所想像的是論述不是文字，而是演說（speech）與聲明（statements），  

    作為主體和意識形態活動的場域，這必然翻轉了身體的存在（bodily  

    presence）以及聲音的缺席（vocal absence），而這兩者正是陽性再現中將女 

    性再現為符號的典型特徵。它從陰柔的位置出發製作一種聲音，並促使觀者 

    去研究孩童進入語言，亦即一個父權秩序象徵系統─的起始過程。母親與小 

    孩之間的對話，被架構於父權系統裡的意義框限住了，這父權系統在論述窮 

    盡之時，以及母親無法以文字形容陰柔，被定位於再現的場域之外，被塑造 

    為病態或生殖的身體──的時候被暴露出來。透過文本、圖像、物件的交叉 

    互動，《產後文件》挑戰的並非女性或女人，而是那些生產了將女人定位在 

    當代西方父權社會中之性論述的深層運作系統，遠離對於自然母親（the  

    natural mother）這個意識形態範疇的被動式消費，或對一個母親的女性經驗 

    自傳的偷窺式剝削，觀者被給予一個全新的感受，對於社會規劃家庭勞動力 

    的方式，以及父權社會陰柔氣質的固化過程之間的互動關係，藉由荒唐化、 

    去熟悉化意識形態中的主體關係，即塑造陰柔以其社經與心理定位的行動 

    ──嘗試去代置意識形態的形制。」55 

 

1983 年凱利將作品集結成冊，並以書本的形式出版，以下參閱林珮淳所發表的

二篇關於《產後文件》作品的六個部分的介紹文章56，整理介紹如下： 

 
                                                 
55

 葛雷希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著，陳香君譯，〈放映 70年代：女性主義實踐中的性取 
 向與再現〉，《視線與差異》（Vision and Difference），台北，遠流，2000年，頁 276-277。 
56 此二篇文章為〈非女體的、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發表於藝術家 
  雜誌，〈女性、藝術與社會：從瑪莉‧凱利的《出生後文件》探討解構父權文化的女性藝術語 

  彙〉，則收錄於《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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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一：排泄物跡與餵食記錄的分析 

（Documentation І , Analysed faecal stains and feeding charts） 

作品內容包含：白卡、羊毛背心、鉛筆、墨水，共 7個單位，每個單位為 28 cm×35.5 

cm，1973年 1月到 3月間，凱利詳細地記錄了兒子每天餵食的準確日期、時間、

食物內容等與排泄物跡的詳細資料。透過這些詳實的紀錄讓瑪利瞭解孩子的健康

狀態，藉此文件更表達出母親第一次意識到兒子在斷奶之後已逐漸成形的個體之

母體的失落，而波洛克亦認為此文件所展現的是推翻了在父系社會中所被認知那

「脆弱產婦形象」。57 

 

圖 1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I：排泄物跡與餵食記錄的分析》（Documentation І , 

Analysed faecal stains and feeding charts），1973年，白卡，羊毛背心，鉛筆，墨水，28 x 35.5cm，

展出地點：Eileen Norton, Santa Monica，圖片來源：

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2. 文件二：牙牙學語及相關言語的分析 

（Documentation П, Analysed Utterances and Related Speech Events） 

作品內容為：白卡，木材，紙，墨水，橡膠，總共 23個單位，每個單位 20.5 cm×25.5 

cm，現藏 Ontario 畫廊。這是凱利從 1975年 1月 20日到 6月 29日之間，以錄

音的方式錄下她兒子第一次牙牙學語的發音，到第 5個月後所說的句子之紀錄，

大約每日有 12分鐘的錄音，然後再選出較有意義的對話內容，收錄於文件中。

                                                 
57 林珮淳，〈非女體的、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藝術家雜誌》，第 
   250期，1996年 3月，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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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單元列有正確的日期、牙語的發音、母親推測牙語的意思，以及判斷對話之

間是否有效。例如：2月 11日晚上的牙語是「MEH」，母親則詮釋「那是一個人」。

其當時的情境是母親正準備把兒子放到床上睡覺，此時小孩正爬到桌子上指著窗

外，母親問兒子要去哪裡，小孩回答「KA」，又說「MU」然後指著窗外叫「MEH」、

「MEH」、「MEH」，這段對話持續約 38秒，為對話功能的成立58。雖然文件所顯

示的為單一的發音，對母親而言卻是充滿意義的完整句子，透過母親為兒子牙語

所加入意義後所完成的二人間的對話，也將母子的關係緊緊的相繫。 

  
圖 2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II：牙牙學語及相關言語的分析》（Documentation П, 

Analysed Utterances and Related Speech Events），1975 年，白卡，木材，紙，墨水，橡膠，20 x 

25.5cm，展出地點：Art Gallery of Ontario，圖片來源

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3. 文件三：小孩的塗鴉分析與日記  

（Documentation Ш, Analysed Markings and Diary-perspective Schema） 

作品內容包含：白卡，糖紙，蠟筆，一共 10個單位，每個單位 35.5 cm×28 cm，

這部分以日記的方式記錄 1975年 9月 7日到 11月 26日間，凱利與小孩對話的

內容，並在一星期後回看這日記後的內心感受再次寫下的感想。日記與小孩的塗

鴉造形重疊，顯示出小孩在這階段的學習過程，小孩的塗鴉是在托兒所繪製完

成，由母親收集起來加以觀察，小孩如何從一些無意義的圖形慢慢畫出一些 X 

形、方形、圓圈的圖樣，紙張是褐色的，字是黑色的，小孩的塗鴉是藍、白、黃

                                                 
58

 林珮淳，〈女性、藝術與社會：從瑪莉‧凱利的《出生後文件》探討解構父權文化的女 

  性藝術語彙〉，《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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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蠟筆繪製的，而從瑪利的日記文字中記錄了有小孩與父親、小孩與學校老師

的參與，並且有以兒子（我）第一人稱的出現，波洛克指出，這表達出小孩已逐

漸與母親的區隔。 

 
圖 3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III：小孩的塗鴉分析與日記》（Documentation Ш, 

Analysed Markings and Diary-perspective Schema），1975年，白卡，糖紙，蠟筆，每個 35.5 x 28cm， 

展出地點：Tate Modern, London，圖片來源：

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4. 文件四：過渡期的物件與日記 

 （Documentation ІV, Transitional Objects, Diary and Diagram） 

作品內容：白卡，石膏，棉布，是小孩成長期間所留下的紀念物，共八個單位，

每個單位 35.5 cm × 28 cm，包含了小孩成長期間所留下的棉被、嬰兒鞋、嬰兒

腳印、相片……等。文件上半部卡紙的中央有一個手印的石膏模型片，白卡紙上

印有「M」、「P」、「I」、「Ø」的字母，石膏版上則印了「a」、「A」、「à」、「S」， 

某些石膏上還有「I」的字母。標籤布有一段短文，有一細白色棉線穿過標籤的

圓洞。此為母親所需面對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孩子，已長大成熟到逐漸接觸

父系文化的階段，母親在潛意識層只好以小孩的物件來安慰這種失落感，從物件

與文字中表明一種「戀物癖」（Fetishism）。59 

                                                 
59

 林珮淳，〈女性、藝術與社會：從瑪莉‧凱利的《出生後文件》探討解構父權文化的女 

  性藝術語彙〉，同前註，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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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IV：過渡期的物件與日記》（Documentation ІV, 

Transitional Objects, Diary and Diagram），1976年，白卡，石膏，棉布，28 x 35.5cm，展出地點：

Zurich Museum，圖片來源：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5. 文件五：分類的標本及相關的圖表 

（Documentation V, Classified Specimens, Proportional Diagrams, Statistical 

Tables, Research and Index） 

內容有：白卡，木材，紙張，墨水，複合媒材……等 33個單元，於是 1976年 7

月到 1977年 9月間，隨興所三集的植物與昆蟲標本，是代表著小孩給予母親愛

的禮物，而標本所隱含的生物問題，也是瑪利藉此回應兒子在此階段所提出的許

多有關性器官的疑問，每單元 13 cm × 18 cm，由三項圖表組成的文件： 

A. 小孩所蒐集的標本，列有時間、地點的標籤，並給予標本學名、普通名及習

性，以拿來建構以下的比喻空間。 

B. 以影印的標本放置於類似考古學的格式裡，有 90個小方格切割，底下並列有

小孩問及母親一些有關性問題的對話內容。 

C. 有關女性從懷孕到生產整個過程的器官變化的圖形，圖形是影印的，圖形的

四周有縱、橫各十個小格標記，底下寫有相當專業性的醫學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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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V：分類的標本及相關的圖表》（Documentation V, 

Classified Specimens, Proportional Diagrams, Statistical Tables, Research and Index），1977 年，白

卡，木材，紙張，墨水，複合媒材，13 x 18cm ，展出地點：Australian National Gallery, Canberr 

，圖片來源：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6. 文件六：初學的字母與日記 

（Documentation VI, Pre-writing Alphabet, Exergue and Diary） 

作品包含：白卡，樹脂，石板，總共十八片，每片尺寸 20 cm×25.5 cm，灰黑色

的黏板岩、白色的字形成如陰刻般的效果，黏貼於米白色的卡紙上。是 1977年

1月到 1978年 4月間，凱利記錄他兒子如何從學習 ABC 字母，到逐漸接受學

校教育的過程。最下面的部分則是以日記的方式敘述如何為小孩尋找適當的幼稚

園，如何觀察小孩的行為轉變、小孩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文件映證了人類的行為、

語言表達、性別位置皆與所接觸的環境與學習內容息息相關。  

 
圖 6瑪莉‧凱利（Mary Kelly），《產後文件 VI：初學的字母與日記》（Documentation VI, Pre-writing 

Alphabet, Exergue and Diary），1978年，白卡，樹脂，石板，20 x 25.5cm ，展出地點：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圖片來源：http://www.marykellyartist.com/post_partum_docu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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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產後文件》看《相對說畫》 

    林珮淳於 1995年 10月有機會在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州立美術館」舉辦一

場瑪莉‧凱利的演講中，與凱利本人交流，並於 1996年發表一篇〈非女體的、

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文章，詳細探討這件作品，並

表述其觀點，本段將透過《產後文件》與《相對說畫》的比較與分析中，探究林

珮淳創作觀念上所受到的啟發為何。 

 

（一）《產後文件》與《相對說畫》的比較與分析 

表 2《產後文件》與《相對說畫》的比較分析表（筆者編製） 

 產後文件 相對說畫 

母題 

以孩子為對象，記錄不同主題

的文件 ，性別分工、生育問

題 

從古今審美標準探討女性定位

問題 

年代 1984 1995 

元素 日記、錄音、母子對話 
纏足史料、美容瘦身廣告、絹

印、刺繡 

形式 文件記錄 複合媒材 

內容 
現成物的紀錄 

再現、挪用 

以古今文本相互參照 

再現、挪用 

主體意識 婦女勞動、社會性 女性主體意識、父權批判 

作品特質 
解構父系文化隱藏的文化文

題 
解構父權、女性建立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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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在 1981年所合著的《女大師：女人、藝術與意識形態》（Old Mistresses; 

Women, Art and Ideology）一書中以近六頁的篇幅介紹瑪莉‧凱利的《產後文

件》，林珮淳則在〈女性、藝術與社會：從瑪莉‧凱利的《出生後文件》探討解

構父權文化的女性藝術語彙〉一文中，她引述波洛克的評論指出：「此作品帶出

了女性主義運動在性別分工及母親生兒育子的掙扎，以理性的分析調查創造出嶄

新的觀念，有別於傳統女性富感性的個人式自傳或自白書，也是向傳統『物件』

觀念挑戰的藝術表達」60。因為凱利反對將「物件」當成物品，而是將其挪用轉

變成為自己辯論的有力詮釋憑藉，波洛克更認為：「瑪莉‧凱利將『藝術家』與

『母親』二者一直在歷史文化中相當衝突與被隔離的角色，成功的印證在同一個

位置上（因女性藝術創作能力往往會因為「母親」的身分而大打折扣），她把私

人、室內、公眾、專業等定義合併，以探討父系文化中隱含的文化問題，而企圖

去了解父權主掌的意識型態以外的另一種潛意識、性別角色、性別差異及語言系

統等可能的表達方式。」61 

而林珮淳的《相對說畫》是以中國過去曾流傳千年的纏足傳統，與現今的流

行美容塑身的身體改造，二者都是父權社會對身體所進行一種綑綁與壓迫，但多

數女性卻仍是在意者「悅者己容」的意識形態，在此她以「三寸金蓮」與「美容

塑身」做對照，透過圖文的引申意涵進行多重文本的辯證，去瓦解男性建構的語

言思想，以建立女性的主體性。在描寫古今美女的文字對照中，以標明其美麗的

「規格」，如「三寸金蓮」與「現代金蓮」，「瘦小尖彎」與「挺胸細腰」，「香

正軟」（綁小腳）與「堅挺軟」（胸部）。另外她也直接挪用塑身廣告的標語與

歷史纏足圖畫做有趣的對照，如：「男人一手握住女子小腳」的古畫與「男人無

法一手掌握」的廣告文字，以一種反諷的效果批判資本主義縱容下的大眾媒體及

商業宣傳手段，除了能「策略式」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庸心理，更將

盲從西方文化的隨從角色以「現代感」、「富智慧」、「新女性」等詞彙來加以

                                                 
60 摘引自林珮淳，〈女性、藝術與社會：從瑪莉‧凱利的《出生後文件》探討解構父權文化的女 
性藝術語彙〉，《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頁 211-212。 

61 同上註，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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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包裝，使女性消費者相信以高科技可以換取美貌、窈窕身材是現代獨立女

性的選擇，而這種摩登的姿態比昔日的纏足「寸步難行」的可憐形象更加令女性

「洋洋得意」，而難以洞察這「美麗神話」背後的意識形態陷阱，透過「媒材」

被取用的意義提昇為傳達媒材本身觀念的憑藉，這與瑪莉‧凱利創作中對於「物

質性」的延伸意涵有著相同的宣揚力道 。 

 

 （二）《產後文件》對林珮淳創作之啟發 

林珮淳在〈非女體的、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文

章結論提到： 

 

    瑪莉藉此文件企圖尋找一條證明女性與藝術兩者重要意義的途徑，她建構了  

  一部足以暴露「女性主體性」的問題，而這問題卻是在父權文化裡一直被壓 

  抑漠視的問題。她藉著母親與小孩的關係主題，強調出極富政治的「女性、 

  藝術與意識形態」既重要又基本的課題。雖然此件作品在第一次展出時受到 

  主流藝術的批評，大眾媒體的貶低藐視，認為它是一件構不上「高文化、高 

  藝術」的尿布、女流的告解。然而女性主義藝術評論家露西‧立波卻對於瑪 

    莉‧凱利這種勇於向父權文化挑戰的創作方式給予肯定，她並幽默指出，凱 

    利不忌諱把她的小孩擺在公眾前面（大部分的女性主義者為了顯現自己「追 

    尋」獨立的形象，往往把小孩及丈夫隱藏於背面），是一種顯示小孩是她的 

   「陽具」象徵，尤其在書內的一張相片，凱利把小孩放在她的兩膝之間，而 

    形成一種極為巧合有趣的組合。並在一篇文章，給予凱利的一段評語中寫 

著：「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最重要的部分是她以嚴肅、理性的研究文 

件激發（並擴展）出女性主義者的獨特語言。這是很少藝術家有能力像她一 

樣的在作品表達宣告出來，更是很少有藝術家能具備如此大的野心敢去嘗試 

過」。62 

                                                 
62 林珮淳，〈非女體的、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藝術家雜誌》，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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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淳對凱利作品所具有的清晰、理性的分析力，以及作品不以「女性身體」或

「性器官」為憑藉的女性主義藝術創作的風格，提供了她在創作上更為寬廣的體

認，並且對於作品中反諷父系文化的權威力道帶來許多的啟迪。凱利作品不直接

用女性身體的視覺符號，而是經由其他的象徵物（現成物），如：《產後文件》

的紀錄文件、小孩成長期間所留下的紀念物、棉被、尿布，另一件作品〈軀幹〉，

則以女性的衣服（黑色皮夾克或白色絲洋裝）象徵女性身體，經由浪漫的虛構幻

想，通俗劇以及廣告來探討女性肉體存在的想像結構，以避開那些將女體當作淫

窺物體的視覺範圍的負面作用，她認為：「運用女性身體來創作（不論是她的影

像或本人）並非沒有可能性，但往往對女性主義來說卻成了問題。」63而林珮淳

的《相對說畫》則是透過挪用古今的圖文、材質去思考中國女性的身體在古時、

今日被界定與審視的現象，不直接用女性身體的視覺慣性就是要避免再度落入如

約翰‧伯格提出討論談到：「藝術中的女性呈現成男性恐懼及慾望的具體化議

題」，他以「虛榮」之人格典型為例，說明男人如何透過女性裸體而道德化：「你

畫一個女性裸體，因為你享受著她，你放個鏡子在她手中而將此畫稱為『虛榮』，

你道德地定罪她，實則你為著你的愉悅而畫她的裸體，而這象徵女性虛榮的鏡子

的真正功能是讓她『默許她自己成為景色，這事先決的要件』」64，而林珮淳為

避免女性身體意象落入這樣的表徵意象，因此她的作品是以具有女性意識的元

素、符號、文本，用她所擅長的正反對立邏輯去質疑、引申、解構再建構的方式，

從而提出女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 

 

第四節 藝術創作發展風格與歷程演變 

林珮淳的創作來自女性意識不斷自我辯論與詮釋，作品的內容與形式跟隨時

                                                                                                                                            
   期，（1996年 3月），頁 332。 
63 同上註，頁 328。 
64 傅嘉琿，〈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  
  1998年，頁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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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推進，處於一種「持續蛻變」的狀態，在此依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概分如下： 

 

一、女性詮釋時期 

1981 年在美國求學受到自由開放、具啟發性的藝術教育影響，以及當時的

美國抽象表現主義正蓬勃發展，林珮淳常到美術館目睹抽象表現大師的巨幅原

作，受到相當大的震撼，尤其是對行動繪畫的理論起了很大的共鳴，如創作者可

以藉著激烈的行動和爆發的表現，將自己整個心靈中的苦悶情緒藉由繪畫表現出

來，對林珮淳當時而言，這種創作手法，可以說已經擺脫以往的既成法規與因襲

傳統的束縛，開創一種新的繪畫境界，這種除卻舊有制約、盡情暢快的表達內心

真我的層面，正是林珮淳多年學畫一直在尋找的呈現方式，早期創作受到這股風

潮影響，喜歡用大筆刷來表現色彩流動的氣勢與趣味，用中國書法技巧來表現抽

象繪畫的方式正好與抽象表現主義中的書法派不謀而合，而這也是林珮淳本身對

書法的熟悉致使她偏好此風格的原因之一。 

1989年回台灣的第二年即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了國內首次個展「色彩、

造形與揮灑的筆觸」，結交許多重要藝術家，也受邀加入「二號公寓」藝術團體

而開始了許多的展覽與座談。受制於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壓抑，在妻子、母親、教

師、藝術家多重角色中，尋求屬於自己的創作空間，從原本愉悅的抽象畫開始出

現「蛹形」及「蜷曲的女體」的半抽象感性表現，此時期的作品經常以「卵」、「蛹」

的延伸變形作為發展抽象語彙的基本思考架構，作品中更加入了更多的美顏商品

（如口紅、粉餅）、廣告圖及「金蓮」的符號，加強對此理念的傳達，反應一種

女性難以突破的膠著與困惑狀態，比較像是自己與自己對話的自述性創作，從

「卵」、「蛹」「鞋」延伸變形的符號語彙可看出探索及透視自身面臨困境的創作

意圖，並加入女性包鞋或高跟鞋圖像與拼貼的女性消費商品等圖片，以對比強烈

的抽象色塊與符號，在堆疊的肌理與彎折流暢筆觸中，透過變形的符號，藉以詮

釋身為女性的掙扎與困惑，並有一種暗示「破繭而出」的慾望，突破傳統束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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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著與困惑狀態，深覺得自己好像「蛹」般的期待破繭。創作從自我解放，轉化

為關懷女性自覺的課題，企圖詮釋對台灣當時女性附庸心態的問題。此時期的作

品以 1992年於國立美術館（前省立美術館）舉辦個展「女性詮釋系列」為代表，

以強烈對比的色彩與濃厚的油彩堆曡來表達女性的壓抑，也以一層一層的筆觸象

徵了自己的思緒與困惑，繪畫作品，如：《蛹》系列（圖 7）、《文明誘惑》系

列（圖 8）、《生命圖像》系列（圖 9）、《傳統與現代》（圖 10）系列等。 

 

  

圖 7林珮淳，《蛹》系列（The Chrysalis Series），1993年，油畫，91 x 117cm，展出地點： 

國美館 ，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8林珮淳，《文明誘惑》系列（The Temptation Series），1992年，複合媒材，130 x 162cm 

，展出地點：國美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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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林珮淳，《生命圖像》系列（The Image of Life），1992年，油畫，91 x 117cm，展出地點：

國美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10林珮淳，《傳統與現代》系列（Tradition to Modern），1993年，油畫，91 x 117cm，展出地

點：國美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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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構父權時期 

    為了尋求屬於自己的自由創作空間，1993年再次突破重重困難爭取到澳洲

攻讀博士，當時也大量接觸了「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與相關作品，因而認知了整

個人類藝術史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前就沒有出現過「女大師」，而多數的藝術史是

由男性的手與觀點所寫的，作品是在男性的標準下被選擇與定位。1990年代受

到西方女性主義的啟發，創作開始以女性主義的角度，用性別的隱喻去解構中國

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對女性主體的戕害，而為避開女體再次落入父權中被窺看、情

色凝視的可能性，藝術家避開直接用「身體」來作為呈現女性身體的解放，她認

為以身體來呈現是非常西方性的表現語言，用「符號」來表達反而能更貼切顯現

東方對女性議題或表現女性的自主，以文字與圖像的符號創作，同樣具有犀利的

批判性。此時期作品以一種跨文化與古今的正反對立邏輯去建構女性的身體意

識。如 1995年展於北美館的《相對說畫》系列（圖 11），將中國纏足陋習與今

日美容塑身文化做對照，以絹印、電繍、人工絲、繪製等手法，分別以扇面和單

色色塊陳列，扇面中的蓮花圖案與東西方女人形象結合，而單純緞面色塊中分別

以刺繡文字標示「現代金蓮」等體態上的諸多頌讚，並以中國纏足陋習與今日美

容塑身文化做對比參照，再現了古畫的美女、纏足文獻以及現代美容塑身廣告的

模特兒圖像與標語等，藉以揭示女性身體從古至今，仍陷在父權審美標準下的循

環中無法自主掌握。把不同時空下的女性姿態匯串，揭示了女性自古以來無法掌

握身體自主性的消極循環，藝術家對於女性藝術的研究，創作自此也開始有所轉

變，從「蛹時期」、「女性詮釋」的透視的個人問題到對台灣女性議題深入思索，

並開始以「站出來」的方式去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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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 （Antithesis and Intertext Ⅰ），1995年，絹印、油料、畫布、

人造絲 、電動繡，270 x 400 x 10cm ，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之後，林珮淳受邀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228展」，1997年的〈黑牆、窗裡與窗

外〉（圖 12）是以絹印於鉛板上再現了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家書、公文文件等，

刻意以硫酸將受害者的臉部圖像腐蝕掉，再以「百葉窗」現成物的「開與閉」（圖

13）來表現那曽被關閉的悲慘事件在逐漸被平反時，家屬彷彿面對被窺視的害怕

與痛苦。以女性的角色，切入 228事件恐怖情愫，深刻地勾畫出遺族的內心世界

（站在妻子及子女的立場），作品以裝置藝術的方式呈現，黑牆上的三面百葉窗

隨時可供窺視，窗內窗外的風景不再明媚風光而是暗藏著受害者悲情傷口，尤其

是窗內隱約可見 50張破損褪色的家庭照片和泛黃的文件資料，是歷史事件，亦

是受害族裔日後所承受最大的傷痛。表現守著恐懼的遺族在窗內被監禁四十多

後，又要面臨被「窺視」之痛，更控訴了政治與戰爭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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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林珮淳，〈黑牆、窗裡與窗外〉，1997年，人造花、百葉窗現成物、絹印、化學腐蝕劑、

鉛板，450 x 300 x 250cm，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13林珮淳，〈黑牆、窗裡與窗外〉局部，以絹印於鉛板上再現了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家書、

公文文件等，刻意以硫酸將受害者的臉部圖像腐蝕掉，再以「百葉窗」現成物的「開與閉」表現

那曽被關閉的悲慘事件在逐漸被平反時，家屬面對被窺視的害怕與痛苦。 

 

另一件〈向造成 228 悲劇的當權者致意〉（圖 14）則是以反諷政治與戰爭

的暴力的形式展現，大膽把獎盃現成物陳列一整排，且奬盃上還刻出向當權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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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意的反諷文字，依序以 16 座金光閃閃的獎盃排列，矗立於黑色的台座上，

而獎盃上也分別烙印著「向隱藏事件的當局者致意」、「向屠殺無辜的當權者致

意」、「向造成 228 受難者家屬一生羞辱懼怕的當局者致意」。林珮淳採取平靜且

無言抗議的方式，將世俗上認為受獎者應是獲得榮譽的喜悅，反諷為造成傷痛事

件的主事者為幕後劊子手一般，成為受難族群永遠無法抹滅的哀慟記憶。這是林

珮淳解構政治議題的兩件重要作品。她以「女性創作觀」，提出對台灣舊歷史、

社會事件、文化省思等議題的解讀與批判，是林珮淳針對台灣重要的歷史 228事

件的強烈反思。以上的創作表達，圍繞以女性為主體的自身範圍，並以自我角色

作為創作中心，自然而然地被藝術界歸類為女性主義的創作範疇。 

 

  

圖 14 林珮淳，〈向造成 228悲劇的當權者致意〉，1998年，獎盃現成物、木座、紅地毯，1500 

x 150 x 180cm，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接著林珮淳繼續結合女性經驗和細膩的感情完成〈骰子〉（圖 15）是一件複

合媒材裝置作品，作者以立方造形的透明壓克力為基調，每一顆骰子分別刻上女

訓、女論語、三字經、四書五經等文章內容，接著再將黑色或紅色的圓點轉印於

文字底層，使文字與骰子的點數同時呈現。此後，林珮淳以相同手法製作的〈經

典之作〉（圖 16），亦以四書五經的訓誨文字和台灣社會的諸多影像結合，批判

讀書人在四書五經所教化下的荒謬對照，以自我角色作為藝術實踐的表達，再現



 

61 

了道德教育所培訓出的功利主義與社會亂象，如〈女史箴〉文字下方刻意安排傳

統仕女圖和現代的檳榔西施、〈女三字經〉以中國仕女和台灣政治女性人物搭配

等，以反諷台灣現代追求功利的現象。 

 

 
圖 15 林珮淳，〈骰子〉，1998 年，壓克力板、數位刻字、數位輸出，120 x120 x120 cm，展出地

點：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16 林珮淳，〈經典之作〉，1998年，壓克力板、數位刻字、數位輸出、畫布，60 x 60cm，展

出地點：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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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對說畫》中透露的是傳統女性的身體壓抑，企圖找回原有純真自我，而身

體的主宰意識又由誰所掌控？〈骰子〉雖謹遵道德訓悔，然而命運般的點數又將

由何者操弄把持？〈經典之作〉表面上跳脫控制者的箝制，在訓令語彙下的規範，

誰又能保證爾後不再出現社會亂象？林珮淳的作品裡隱藏著無數的自我察覺，將

視覺創作轉換為現實社會下反思的語言，呈現了女性細膩的批判與提問。 

   〈美麗人生〉（圖 17）大型裝置中則將上萬張記載台灣亂象的日報掃描於馬

賽克處理過後的清明上河圖上，再列印於長形捲軸，懸掛成可進出的旋轉式空

間，觀眾可進入空間近看台灣社會的亂象，遠看卻是幅清明上河圖的國畫卷軸裝

置，藉此解構了台灣富裕社會表象底層下的社會亂象。1993-1999年的創作林珮

淳稱之為「解構父權系列」，在訪談中她表示：「所完成的每一系列作品，不是

為了討好藝術市場，而是以『女性觀點』批判人類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體系一『父

權結構』，也就如我作品所揭露的文化、性別、政治、功利、社會等問題。今日

回看當年的創作，彷彿是神指引我去認識『人國』的真面目，因人類離開神的教

誨甚至自高比作神，才會發展出巴別塔體系的種種父權文化與亂象。」65 

 

 
圖 17 林珮淳，〈美麗人生〉，2009年，數位圖像輸出，塑膠布，木軸，300 x 90 cm x 32 Pieces，

展出地點：美國紐約皇后美術館，贊助單位：宏碁數位藝術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65 筆者於 103年 6月 14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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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歸大自然時期 

1999年台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災難「921大地震」，發生在 9月 21日凌晨 1

點 47分，芮氏規模 7.3級的強震，幾乎毀掉了大半的中台灣。災難現場到處是

房屋倒塌、山崩地裂、走山變形，許多村落頓時消失，幾十秒中死傷成千上萬人。

林珮淳當時在台中文化局 921重建基金會出版的《記憶 921》紀實攝影集中，看

見當時慘烈的現場照片與書中文字表露了人們的脆弱與無奈而震撼，當時書中一

篇記載文字： 

 

    昨日還笑聲滿堂的甜蜜家園，如今卻埋在萬丈深淵，一片寂寥，而愛了一 

    輩子的人，今後只能在夢中相見回家的路，像一條成長的臍帶，鏈結著長 

    大後的理想和小時的記憶；鏈結著遊子與家鄉的情感，鏈結著永遠也切不斷 

    的鄉愁。大震來了，斷腸扭曲的路扭曲得令人不能置信，這是我熟悉的回家 

    路嗎？順路而下，是否還有一雙迎接我的手？路的那頭，是否還有我的家？  

    大自然的另類面貌，斷裂、扭曲、翻覆與摧殘。是一種對人類的反擊？還是 

    自然對生命的制衡？這一夜，多少人自驚恐中醒來，奪門而出？「山崩地裂」 

    不再只是形容詞，而是一個觸手可及的事實；挺立在眼前的事實，多麼希望 

    這只是一個長一點的惡夢，再睡一下，天光亮起一覺起來，一切如昨日。66 

 

「921大地震」震醒了藝術家的自我省覺，藝術家說：「若不是目睹這場大

浩劫，我也無法體認『走出文明、回歸伊甸；回到起初，來到終點』的真諦（1997

年神僕人洪以利亞弟兄就帶出『伊甸家園』劃時代的信息，要神兒女離開文明的

轄制，回到神起初要與人同住的伊甸境界。）在明白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後， 

我認識了人類所有的問題（如男女不平等、戰爭悲劇、社會亂象、天災人禍等）

                                                 
66 摘引自林珮淳〈走出文明、回歸伊甸─回歸大自然系列〉創作自述。 
   http://dal.ntua.edu.tw/director-art-statement-back-to-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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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著人性的自私、驕傲、自大、不敬畏神，甚至違反大自然定律，自以為『人

定勝天』的心態所造成的」67。於是，藝術家在創作上開始思考了人與創造主的

關係，以及文明與大自然的關係，明白了人與大自然本不該分割，創作議題更不

可與大自然無關。神僕人洪以利亞68的信息也啟發了林珮淳，洪以利亞說： 

  

   人類以為開發了，其實那不是開發，那是破壞！人類開發到那裡，神的創造

就被破壞到那裡，美麗的大自然就被破壞到那裡。文明人的足跡所到之處盡

是帶來污穢，三十幾年前我們上錫安山的時候，楠梓仙溪中魚一大堆，因為

沒甚麼污染，現在魚少得不見蹤跡，因為二十一號公路開通了，山地管制撤

銷了，我們山腳十二號橋下簡直成了垃圾堆。文明人到那裡，就把垃圾帶到

那裡，或說，文明的人類是垃圾的製造者，如今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今天神

憐憫我們，讓我們看到祂的救恩，知道神對墮落人類的定指是甚麼：祂要藉

著我們所傳的福音拯救人類脫離文明的敗壞。69 

 

教會的詩歌也給了林珮淳很多的創作靈感，如：「我們本是屬於伊甸，理當生活

在伊甸，照神的定律來過神本的生活，做頂天立地的人。我們伊甸沒有人的文明

建造，只有神的創造，我們在其中與大自然合為一。」70因著這些詩歌的感動，

藝術家將天空、花草、海洋做為作品中象徵大自然的主要圖像，而與「大自然」

對立的「文明」就成了批判、控訴的對象。 

林珮淳目睹這場大浩劫，震驚大自然原始力量反撲的可怕，是自然對人類的

反擊，也是自然對生命的制衡，這個歷史性的災難，讓她體認「走出文明、回歸

                                                 
67 同前註。資料來源：http://dal.ntua.edu.tw/director-art-statement-back-to-nature 
68 為新約教會神所揀選祂的僕人洪以利亞。末後以利亞奉神差遣來，為要復興萬事，鋪平主的 
   路，迎接基督的來臨。盡末後以利亞職事的有兩班人：一是舊約末期的施洗約翰，迎接主耶 
   穌基督第一次來臨；一是新約末期的江端儀、洪以利亞。江姊妹復興（恢復）起初原有的生 
   命之道——血、水、聖靈全備真道，領受的人就復興了；洪弟兄傳講「使徒職分」真理，領 
   受的人就歸附使徒帶領，在使徒所傳的真道上同歸於一，教會末世大復興於是開始。他們為 
   神兒女暢通進神國的道路，也是為主鋪平再來的道路。 
69 筆者於 103年 1月 23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70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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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回到起初，來到終點」的信仰真諦，改變了對人生的價值觀念，開始了「回

歸大自然系列」的創作，以人造、人工、複製、數位、虛擬等科技議題與媒材，

反思科技文明與大自然的對立關係，如 1999年的〈生生不息、源源不斷〉（圖

18）、《景觀、觀景》系列（圖 19）、《寶貝》系列（圖 20）等，呈現人造花卉與

景觀，藉此提醒真正大自然的生機是無法被炫麗的人工造景所替代的。爾後林珮

淳發現一些關於「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發現其實這剛好與她過去關懷性別議

題的創作是有所連結，從性別議題到關懷人與自然生態，從解構性別的不公平到

自然生態資源的平等分配，延伸到反思人類對待自然環境或與想要扮演創造主的

關係上，都有著延續性的創作脈絡可追尋。 

 

 

圖 18林珮淳，《生生不息、源源不斷》，1999年數位圖像輸出，壓克力燈箱，123 x 80 x 80 cm x 

20 pieces，展出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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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林珮淳，《景觀、觀景》，2000年，數位圖像輸出，現成椅子，壓克力燈箱，90 x 90 x 30 cm 

（each） x 11，展出地點：桃園文化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20林珮淳，《寶貝》，2001, 2004, 2005 年，數位圖像絹印，壓克力燈箱，60 x 50 x 40 cm （each） 

x 20，展出地點：清境農場、台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

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中國北京 798-帝門藝術中心、上海當代美術館，圖片來源：

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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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夏娃克隆時期 

2001年執教於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開始接觸電腦科技媒

材，對於人類發展科技文明，各種基因改造與複製工程，企圖挑戰創造主，威脅

著人類與大自然的生存與倫理。藉由更高階的互動科技影像表現一種猶如人工生

命的虛幻，並邀請觀眾進入互動的場域，體驗電腦創造的美艷景像與離場後的虛

幻感受，藉以反諷人工生命的虛擬，如 2004年非自然的〈花非花〉（圖 21）、〈溫

室培育〉（圖 22）系列與〈浮光掠影〉（圖 23）、2005年的〈城市母體〉（圖 24）、

2006年的〈創造的虛擬〉（圖 25）中以互動平台，許可觀眾創造自己的蝴蝶圖案

而飛入海底瑩幕內，則表現展翅的蝴蝶於框內被儲存、存檔、重組與刪除，作品

中不斷的對這種人造、人工、複製、數位、虛擬等文明產物與現象做批判，企圖

透過「不自然」的數位輸出圖像建構出各式各樣的人造美景，以模仿「都會文明」

的艷麗與虛華，以及生硬、不自然的現況與事實。這種反思、反諷的創作理念與

手法則成為從 1999年至今的作品主軸，而作品裝置的形式也隨著空間環境而有

所變化（如融入大自然中或放在室內的暗房）。而壓克力燈箱的發光體能夠奪人

目光，展出時受到許多觀眾喜愛，正也是作品中想要批判的意圖，因為它「反射」

出都會人的心態—習慣此人造景觀而不自覺它的荒謬，人類似乎早已習慣複製或

模仿大自然，卻無法警覺到這種「人造物」已取代了真正的大自然。作品愈吸引

人就更加印證人們對人工假象的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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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林珮淳，〈花非花〉，2004, 2005年，數位圖像輸出，壓克力燈箱，LED燈，189 x 60 x 30 cm 

（each）x 6，展出地點：台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華山藝文特區-台灣前衛文件展 Co4、高苑科

技大學藝術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22林珮淳，〈溫室培育〉，2004年，壓克力，數位圖像輸出，3D動畫，電動轉盤，LED燈，

DVD放映機、紫花溫室、紅花溫室、黃花溫室、藍花溫室，80 x 80 x 70 cm （each） x 4，展出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華山藝文特區-台灣前衛文件展 Co4、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台

中臻品藝術中心、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新竹教育大學，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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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林珮淳，〈浮光掠影─捕捉〉，2004年，1件 3D立體蝴蝶投影，2件垂直蝴蝶投影，15件

光柵蝴蝶影像標本，3D動畫，偏光眼鏡，白手套，投影機，光柵片，電腦，感光螢幕，冷光片，

光柵標本 x 15，300x400x300 cm 暗室，28 x 33 x 3 cm （each），展出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

北京 798-帝門藝術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24林珮淳，〈城市母體〉，2005年，壓克力板、電線、光柵片、數位影音、LED燈、DVD放

映機、液晶螢幕、鏡面反光板、凹凸鏡片，主造型：直徑 65 cm x 高 75 cm，觸角末端造型 25 x 

20 x 11 cm，裝置空間 600 x 300 cm，展出地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象藝文中心、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藝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台北國際藝術村，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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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林珮淳，〈創造的虛擬〉，2006 年，大型投影裝置、觸控式螢幕、互動系統、電腦程式、

動畫影像，展出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中國北京 798-帝門藝術中心、清華大學藝術中

心、紐約 Crossing藝術中心、臺東縣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兒童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兒童館，

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而在〈溫室培育〉與〈夏娃克隆〉（圖 26），開始建構 3D女體模型的演化，藉由

互動程式討論人工生命的議題。「回歸大自然系列」即林珮淳對科技文明的省思，

而此系列的發展將隨著挑戰創造主的克隆技術做更多的批判，人類靠著電腦科技

的力量（power），大膽的發展所謂的「未來世界」或「網路科技世界」，認為電

腦已可建造生命（人工生命），透過晶片、IC板、網際網路、電腦程式做複製、

虛擬、操控、監視、研發、培育等工作。為此，林珮淳憂心但卻也慶幸自己因認

識創造主的偉大而能虛心思考自己的位置，這種體認也促成她先實驗一部以 3D

動畫為媒材的作品，這是面對電腦科技的衝突所發展的第一件作品，以一個電腦

3D動畫的原型女體（現有的 Poser 的軟體）做 360度無止境的自轉，而女體的

周圍也被「0與 1」及「女書」的符號所圍繞，更進一步的討論強權與弱勢的關

係（如女人在父權文化壓制下所發展出的文字「女書」，其實就如一些不懂電腦

科技的人受到電腦文化的影響般，似乎只有無奈與無助的被牽制而陷在無法遁逃

的循環中。）「夏娃克隆」是林珮淳批判人類欲扮演造物主，利用科技文明創造

非自然的人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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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林珮淳，《夏娃克隆》，2006年，電腦、互動系統、3D電腦動畫、網路攝影機依場地而 

展出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中央大學藝術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2007年後開始以互動裝置建構虛擬人獸合體的影像，直批人類以克隆科技

創造的虛幻生命，省思科技文明對人類產生的危害與轄制，如「夏娃克隆」的頭

部與手部皆呈現各種不同語言的 666數字，因根據聖經《啟示錄》預言，在末日

之時，各族、各國的人類，凡在額頭與右手被蓋有獸印 666者，人蛹及人獸合體

的形象，且額頭上印有不同語言的 666數獸印字,，喻表各族、各民、各國在末

世大災難中，凡被印有 666獸印的皆無法逃脫龍獸的轄制。作品包含《夏娃克隆

肖像》（圖 27）、《夏娃克隆手》（圖 28）、《夏娃克隆手指》（圖 29）、《量產夏娃

克隆》、《夏娃克隆啟示錄》、《夏娃克隆啟示錄文件》、《夏娃克隆啟示錄標本》、《透

視夏娃克隆》、《夏娃克隆 III／IV》（圖 30）等系列，反諷科技文明所帶來的誘惑

與反撲將是人類無法承受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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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林珮淳，《夏娃克隆肖像》，2010年，3D動態全像（Hologram）、壓克力鋁框、聚光燈、數

位圖像，展出地點：新苑藝術、台北當代藝術館、中國重慶 501當代藝術中心、404國際科技藝

術節、高雄市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紐約 Tenri藝術中心、北師美術館、新加坡藝術博覽

會、國立台灣美術館、莫斯科 Platform當代藝術中心、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美術館、利沃夫國立

美術館、波蘭媒體藝術雙年展，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28林珮淳，《夏娃克隆手》，2011年，醫學玻璃罐、透明樹脂雕塑、雷射燈，25 x 25 x 43cm x 

6件，展出地點：新苑藝術，台北當代藝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2011台灣雙年展），圖片來源：

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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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林珮淳，《夏娃克隆手指》，2011年，醫學玻璃試管、透明樹脂雕塑、壓克力框、聚光燈，

60 x 30 x5cm x 6件，展出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30林珮淳，《夏娃克隆 III / IV》，2011年，3D電腦動畫、電腦、互動系統、Kinect感測攝影

機，尺寸：依場地而定，展出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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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娃克隆肖像》（The Portrait of Eve Clone）強調夏娃克隆的臉部特徵，以

3D動態全像（Hologram）的高科技材質，展現她各種角度的動態姿勢與眼神，

當觀者左右移動觀看肖像時，會驚奇的發現她的眼神也注視著觀者，在美貌的底

層暗藏著誘惑的危機。《夏娃克隆啟示錄 III》（Revelation of Eve CloneIII）（圖 31），

將聖經《啟示錄》所記載的女人（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與夏娃克隆影像結合，為了強調夏娃克隆的生命力，特別以電腦自動運算的數字

來表達生命指數，當觀眾進入裝置現場時，生命的指數就啟動並累計（電腦時間

碼 TimeCode），與色彩和整排的身體等，表現了被複製的生命，且可與人類共

存於當下的時間，因 Time Code 是一直隨著時間跳動，因此，林珮淳將神對大

淫婦的預言以電腦隨機出現的聖經章節放在每個「夏娃克隆」的影像底部，清楚 

 

 

圖 31林珮淳，《夏娃克隆啟示錄 III》，2011年，大型投影互動裝置、動態影像、3D動畫、互動

系統、網路攝影機、電腦、投影機依場地而定，展出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莫斯科 Platform當

代藝術中心、清華大學藝術中心、阿根廷羅薩里奧 404科技藝術節，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75 

指出她的身份與命運，並以六種古今強勢文字表現（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上有三種

文字寫「以色列的王」代表當時文化強權的希臘文、政治強權的羅馬拉丁文、宗

教強權的希伯來文，就是它們把主耶穌殺害，但主卻以死來審判世界。）又再加

入今日 3種文字：中、英、阿拉伯文表現今日的強權（英文化表世界強勢文化、

中文代表中國共產專制的權勢、阿拉伯文代表伊斯蘭國 lSlS恐怖主義）也就是

抵擋神的三種世界強權文化。而人工生命的「指數」就是在每個「夏娃克隆」頭

頂的 Time Code，它是以數位的毫秒去呈現當下的時間且一直往前跳動增加，如

同與人類同時存在的每分每秒同時活著，尤其一個一個「夏娃克隆」被複製時，

生命指數也會被複製成另一生命指數，因此，當每次展覽此件作品時，打開檔案

展覽的時間就呈現在當下的時間，如 10年後展覽此作品時，生命指數就是 10年

後的時間，喻表著夏蛙克隆與人類同時存在當下，而每個「夏娃克隆」都可被複

製成為下一個「夏娃克隆」（晚 10秒），表達複製性、人工繁衍、人工生殖、

工業製造等觀念，並且當觀眾進入空間後才啟動夏娃克隆的動態（60度自轉與

身體的色調），並從第一個黑白的「夏娃克隆」慢慢轉成彩色，象徵人類介入後，

「夏娃克隆」就可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狀態，而每個「夏娃克隆」的體態就如試

管嬰兒般的被存放，胎兒低頭、手放胸前腳前後彎曲，一直作 360度自轉且在某

一角度身體有微動如胎動，而試管內有由電腦運算生成的水泡，水喻表眾水如聖

經的眾民眾國，也喻表生命，也如《啟示錄》記載巴比倫大淫婦坐在眾水之上管

轄萬國的形象，搭配仿聖歌的音樂作背景音，表達巴比倫大淫婦被崇拜（聖經冩

的龍獸假先知），暗藏有如火車急煞車的怪音則表達一種假神聖，作品藉由電腦

數位媒體的特性來表現「人工生命」（其他媒體無法展現），也就是林珮淳所批

判的：「人類藉科技來自高挑戰神，想改造神的原創，甚至創造出人工智慧（手

機、監視系統、晶片……）、基因改造、複製、混種等人造物種，而這産物就是

《啟示錄》預言的巴比倫大淫婦且早已存在我們的生活了。」71 

                                                 
71 摘引自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創作自述。 
   http://dal.ntua.edu.tw/director-art-statement-eve-c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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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啟示錄》紀載的巴比倫大淫婦形象， 以及《但以理》書記載的金、

銀、銅、鐵、泥、半鐵半泥的大偶像，企圖定義「夏娃克隆」美麗、危險又被崇

拜的身份，尤其巨型的曲面投影所建構的沉浸式空間，而如聖詩般的背景音樂，

加重了「夏娃克隆」如大偶像般的崇高性，藉此批判人類所發展的科技，雖具有

無限的吸引力，但也控制了人類的命運。為了表達「夏娃克隆」與科技的密切關

係，在展場的中間立有金色的「夏娃克隆」頭部的實體雕塑，觀眾可以手觸碰其

頭部 666符號，「夏娃克隆」影像會逐漸抬頭並舞動身體，如孕育中的嬰兒狀態

逐漸成長為更有活力的生命體且進行複製，喩表「夏娃克隆」會因著人類的介入

而產生變化，也營造出「夏娃克隆」超級偶像式的魅力和性格，一方面暗示科技

雖具有無限發展能力，但也因日漸操控人類的慾望，而可能導致人類的淪落，甚

至走向聖經所預言的末日浩劫，作品表現父權科技誇耀自己挑戰神的結局就是被

神打碎，接著以 3D動畫影片表現「夏娃克隆」在廢墟中被海水淹沒〈夏娃克隆

啟示錄 IV〉（圖 32），海被染紅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72， 最後她雖奮力的逃出

水面之後，卻被一塊石頭砸得粉碎，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73。 

在影片的末了，那打碎這大像的石頭逐漸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背景音樂也以

聖歌作結束，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74。 企

圖敘述科技文明的終極命運，藉此提醒人類所祟拜的科技文明以及象徵科技的權

威與榮耀的大偶像，至終必被神所打碎，人的國終被神的國所取代。此系列最後

一件作品〈大巴比倫城〉（圖 33）則表現「夏娃克隆」雙手張開以驕傲的姿態

站在紐約城的帝國大廈頂端，整個城市乃從平行到從天空鳥瞰的視角作環繞，最

終用火燒掉這大城以及這巴比倫大淫婦及大偶像。此系列企圖將「夏娃克隆」置

放於真實的世界，提醒人類「夏娃克隆」現象早就存在生活周遭，若人類仍逆天

行道自高比作神，恐無法避免《啟示錄》所預言的大災難。影片中凸顯她站立在

紐約市的帝國大廈之頂，從天上鳥瞰的角度來表現高密度的建築與街道，而它正

                                                 
72

 摘自《新約聖經》，〈啟示錄 16:2-4〉，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753。 
73 但以理書 2:34-35 。 
74 摘自《新約聖經》，〈啟示錄 11：15〉，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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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類每天忙碌追逐政冶、經濟、文化、科技、宗教、教育、藝術等活動之中心，

是人類所有慾望的象徵，也是人類崇拜的大偶像。因此「夏娃克隆」雙手張開以

驕傲的姿態管轄這大城，影片也以她為中心點，且整個城市乃從平行到從天空鳥

瞰的視角作環繞，然而神却在天上看著它及這城，最終用火燒掉這大城以及這巴

比倫大淫婦及大偶像，而燒它的煙往上冒直到有形質的都被銷毀為止。75 

整個「夏娃克隆」系列都是形塑「夏娃克隆」不斷演化與繁衍的每一代，如

〈夏娃克隆 I〉是人蛹合體的美女、《克隆肖像》時就有了 666獸印的巴比倫大

淫婦、《夏娃克隆啟示錄》就成了金頭的大偶像。藉此系列作品反思科技與人類

之曖昧互存關係，以及反被「夏娃克隆」轄制的因果關係，討論了人類與科技的

互存、交媾到最後祟拜科技而被科技轄制到與科技一起㓕亡的結果，正應驗了《啟

示錄》末日的預言，也是林珮淳想透過作品傳揚「啟示與警世」的先知預言：人

類唯有能「回歸大自然」、敬天順天才能有免於大災難的。 

 

 
圖 32林珮淳，〈夏娃克隆啟示錄 IV〉，2014年，3D 動畫、電腦, 投影機, 音響系統， 

03:09，展出地點：清華大學藝術中心、紐約皇后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75 摘自《新約聖經》，〈啟示錄 17-19章〉，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75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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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林珮淳，〈大巴比倫城〉，2015年，3D 動畫、數位聲音、螢幕，04:07，展出地點：清華大

學藝術中心，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小結 

    林珮淳創作歷經四個時期的轉變，從以抽象畫為主，受抽象表現主義的影

響，是以揮灑的筆觸、對比強烈的色塊，大膽去宣洩自我的情感，在其發表過一

篇談抽象畫的文章中說到：「抽象畫對於台灣的女性藝術之發展，我認為抽象畫

本身就具有女性非常強烈的解放與自主的表現，是對於傳統『閨秀畫』一個很大

的對比，雖然抽象畫看不到所謂的社會議題，也沒有性器官圖像的表現，但我認

為抽象畫具有女性解放之時代意義。」76而作品開始具有較明顯女性主義藝術特

質，是在她去澳洲修讀博士學位後，林珮淳在訪談中提到： 

 

    開始我第一次接觸是嚴明惠老師在誠品策展的那一次，她集結了很多的女

性的作品，也以西方『女性主義藝術』的作品演講而令我印象深刻，而她

                                                 
76 林珮淳，〈對抽象藝術的再觀察〉，《現代美術》第 58期，台北市立美術館，1995年，頁 16-21。 



 

79 

那時候的作品大部份都是用身體器官與水果符號為主，引起非常多媒體甚

至是男性的震撼，認為這種作品就是對抗男性的藝術而有所排斥甚至烏名

化之，且認為當時一些女性聯展只是把很多女性的作品集結在一起而已，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美學呢？女性主義或是女性藝術是怎麼樣的一個輪廓？

它能夠和西方一樣有一個女性主義的運動嗎？這的確是在「二號公寓」對

本土性的運動外的另一種聲音的出現，雖然不是從「二號公寓」而出，但

多數女性成員都有參與女性集結的展出或討論，如嚴明惠、侯宜人、黃麗

絹及我等人。77 

 

當年侯宜人在「帝門藝術中心」策了一個「女我展」，它是個「娥」的雙關詞，

有女性蛻變與自主的概念，林珮淳的作品漸漸將抽象畫加入一些符號，如：高

跟鞋、包鞋、蛹、蛋形等，作品中出現的「身體」是表達自身受父權思想壓抑

的圖像，尤其在加入「二號公寓」後對社會與文化議題感受加深，且逐漸意識

到身為女性同時所擔負的多重角色：妻子、母親、教書，而又要發展當代藝術

是很不容易的，尤其當時「二號公寓」多數都還是男性受到藝術界的矚目，林

珮淳深覺自己就像蛹般。1992年個展「女性詮釋系列」和「蛹系列」開始有抽

象性的紋路夾著高跟鞋與包鞋，並畫有很多一坨一坨的圓形諭表蛹與期待破繭

而出的符號，利用油彩的厚實，一層一層的筆觸去推疊象徵當時的困惑，而其

中女性的身體圖像就是代表林珮淳自身。後來留學澳洲攻讀博士時，大量接觸

「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與作品後才逐漸自覺，原來整個人類藝術史在女性主義

之前就沒有女大師出現過，甚至更清楚的辯證說藝術史是男性的手與觀點所寫

的，作品的好壞是在男性的標準所判斷的，那個時候林珮淳即跳出自身的困惑，

開始以女性觀點觀看解構父權文化下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77
 摘引自張金玉《台灣女性藝術大事紀年譜建置計劃》結案報告訪談稿，高雄市立美術館，2014 

   年，頁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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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留學澳洲的第 2 年，林珮淳回到台灣與吳瑪悧等開始建立女性論述，

並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若沒有一個清楚的論述，人

家就是把你當成你只是一堆女性聚集在一起聯展而己，因此才有後來的藝術家

『女性藝術專欄』以及在女書店系列座談而發展出的『女藝論』到『女性藝術

協會』的建立等具體行動。」78因在澳洲留學時受到女性主義的啟蒙，逐漸跳

出了傳統文化的壓抑，用女性觀點「再現」父權文化下的產物並予以「解構」，

創作進入「解構父權」發展階段，開始以「纒足」與「美容」的議題，創作了

《相對說畫》系列作品，此系列於 1995 年在台北巿立美術館個展之後，林珮

淳就此被定位為女性主義藝術家，但是她作品並沒有直接用身體符號，強悍以

身體解放思維作為抗議、批判、反制父權文化，而是透過中國的文化背景，桎

梏千年女性身體的纏足對照當代美容塑身，將女性身體所受的迫害與壓抑，透

過創作去呈現文化下的思辯。林珮淳在主編《女藝論》時寫了一篇瑪莉‧凱利

的作品，對於其認為用身體又再次被男性「窺視」，因而不用身體創作，而是

用「再現」的語言，如她的《產後文件》作品就是再現了她產後身為母親的角

色，觀察兒子從嬰兒的糞便顏色、第一次塗鴉到第一次牙牙學語等文件記錄……

來提出母親自主的觀點，在接受訪談時提到此作品對她的影響，在後來的創作

都是運用「再現」的概念，透過「再現」去批判父權文化，呈現所要批判的事

實，如：《相對說畫》的纏足文獻和美容廣告詞、〈黑牆、窗 與窗外〉再現

了 228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向造成 228悲劇的當權者致意〉的反諷性獎杯、

〈經典系列〉則再現四書五經與讀書人行為的對照、〈美麗人生〉中的清明上

河圖是與台灣亂象作結合等反諷的作品。 

  1999年 921地震則將林珮淳帶入全新的創作領域，此階段為「回歸大自然」

時期，其中很大的改變，是因為目睹人類因科技破壞大自然而遭反撲，受到基督

信仰先知的敬天愛人信息啟示帶領回歸大自然，受此啟發，開始以人造自然的炫

                                                 
78

 摘引自張金玉《台灣女性藝術大事紀年譜建置計劃》結案報告訪談稿，同前註，頁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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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現象，而作了一系列的「回歸大自然」作品，那期間沿用再現的手法做了許多

的「假自然」，如：壓克力燈箱做的假花園、假天空，因為燈箱是最不自然之外，

壓克力更是有毒的化工材料，而城市中到處充斥的廣告招牌，因此林珮淳利用此

元素，利用廣告招牌去再現假的自然景觀，大量的數位輸出很多造形的燈箱，刻

意以再現的手法呈現人工美，此系列也發展為公共藝術的作品。 

之後林珮淳進入台藝大多媒體動畫兿術研究所任教，開始結合科技媒材的元

素，同樣去「再現」科技媒材虛擬、擬像或與人互動的本質，藉以批判科技的虛

假與危險，如在〈花柱〉作品，建構人工花與人造蝴蝶的遠距傳情的非自然現象，

〈溫室培育〉則開始以 3D動畫來呈現女體從網格狀到有肉的人工培育過程，發

展以 3D動畫第一版的《夏娃克隆》。後來《夏娃克隆 II》更以互動形式來表現

觀眾的介入，即可從蛹變為蝴蝶美女到與美女的互動作品，討論人與「夏娃克隆」

蛻變的互存關係，如人賦予夏娃克隆生命，觀眾愈多蛻變也就愈大，沒有人時又

回到蛹形無法自我的生存狀態。到了 2011 年林珮淳又看到生化科技、複製基因

改造或複製人體的極致現象，而《夏娃克隆》即象徵被科技複製的理想女體，這

理想的複製美女的標準與《相對說畫》作品中美容塑身仿造西方美女的標準一

様，而蛹化蝴蝶美女符號更可追溯至早期的《女性詮釋》、《蛹》系列作品，以

及《相對說畫》中纏足（包鞋）的象徵性，儘管呈現形式更加極致科技，外形也

被改造，更直接從 DNA去掉不理想的基因，或直接以優生基因進行實驗且給予

生命，成為父權科技下的 ideal beauty，更以《夏娃克隆》命名，即指涉科技想扮

演神的角色。自此發展了《夏娃克隆肖像》，在她額頭加入可表現其內藏科技危

險的 666撒旦的獸印，並與神創的夏娃自然的天性作對比與區隔，人創的夏娃克

隆成為邪氣的科學怪人（全像的詭異色彩與動態），提出了混種、變種、被人類

培養的東西反成為反制人類的邪惡化身，如：電腦、科技、化工、核能等人類發

明。 

林珮淳從《女性詮釋》系列到《相對說畫》系列的創作，是在一個父權文化

底層比較沒有資源的條件下，始終沒有太多發聲的方式，直到《夏娃克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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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議題又開始被拿出來討論，譬如：夏娃克隆的身體其實已不再是真實的女

性身體，所以當有人問既然支持女性主義但為什麼又把女性身體物化呢？就此林

珮淳則認為其所做的夏娃克隆已不是人類，是父權科技用克隆複製的手法所創造

的女性身體，所以那個女性身體是有 666 的獸印符號，所要再現科技的是既美

麗又危險的象徵，批判人類驕傲的挑戰創造主那個心態與行為現象，猶如在其創

作自述中引述羅蘭‧巴特的話：「反迷思最好的武器是以他的方式將他迷思化，

並製作一個矯揉做作的迷思」。透過誘惑、驅動、控制、反制的曖昧關係正是林

珮淳所要批判的科技與人類的互存關係。儘管與早期關心女性議題裡面所談的自

然的身體不一樣，但同樣是以「再現」手法去批判父權文化下對女性身體的審視

標準。儘管林珮淳的創作型態發展轉變極大，但始終圍繞於幾個關鍵的議題，如：

高跟鞋、纏足、蛹形、美的標準等，彼此的脈絡連結是有跡可循，因而就作品中

常被評論為「多元」的女性主義作品與其後續的作品被視為「溫和」發展，在此

尋找出不同之觀點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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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相對說畫》的成形面向 

第一節 纏足源流系譜考 

一、纏足歷史演變 

   中國纏足的起源有許多種說法，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纏足得以流行，

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南史》記載說:「齊東昏侯為潘妃鑿金為蓮花貼

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79這一段敘述的潘妃在金蓮花上行走，不

是指潘妃的腳像蓮花，雖無法作為六朝時代纏足的證據，不過依據記載有人以此

認為這是把小腳稱做『金蓮』的始稱。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

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 其

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為 13.3至 14公分，寬度為 4.5

至 5公分, 死者腳上還裹著 210釐米的裹腳布80，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

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在盛行的時代，纏足不僅是女性的重要特徵，也

成為婦女日常生活的習性、社會文明之一，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並非現代一些

人所說的陋習、醜惡，如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以纖足妓女的鞋載盞行酒，謂之「金

蓮杯」。清代是婦女纏足達到最高峰的鼎盛時期，從高洪興的《纏足史》中有如

此詳述：「纏足到明代已纏至三寸，到了清代，『三寸金蓮』之說更是深入人心，

不僅裹至三寸，甚至有不到三寸的。如一雙傳世的鞋長僅 9公分，還不到 2寸 8

分。」81 

    而流傳千餘年的習俗為何會消亡，究其原因，於清末因體制僵化及政治腐 

敗，特別是一些官吏，為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為纏 

足，認為小腳是野蠻和落後的主要象徵之一，是國恥。1896年，而纏足被刻意 

進行由美轉醜的轉變，始於傳教士透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推廣， 

傳教士將纏足行為視為非科學的、病態文化的體現，清朝為要趕上並超過船堅炮 
                                                 
79 柯基生著，《三寸金蓮：奧秘、魅力、禁忌》，台北，產業情報雜誌社，1995年，頁 8。 
80 摘引自高洪興著，《纏足史》，台北，華成，2004年，頁 33。 
81 同上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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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西方強國，認為應該模仿西方國家，讓中國婦女也「解放足」，這樣才能保 

障國民身體的強健乃至國力的增加，於是，官方開始大力開展放足運動，1902 年 

清廷頒佈了勸戒纏足上諭，清廷的上諭不僅減少了社會上的阻力，在某種程度上 

也轉變了部分地方大員的趨向，使之成為不纏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纏足運動的參 

與者。官方的重視和推行，戒纏足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當時影響較大有清 

末基督教刊物《中西教會報》這份月刊中刊載了大量抨擊纏足、宣傳天足的言論， 

報導了不少有關不纏足活動的消息，如 1895年 6月復刊第六冊載有楊葆更的《戒 

婦女纏足論》，1897年 11月復刊第 35冊載有該刊主筆衛理口譯的〈不纏足會說〉， 

以及上海不纏足會的〈不纏足會簡明章程〉82等專稿。進入民國後，政府部門已 

把放足與禁纏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落實，1912年 3月，當時的臨時總統孫中山下 

令內政部頒令勸禁纏足，內文如下： 

 

    纏足之俗，由來殆不可考，起於一二好尚之偏，終致滔滔莫易之烈，惡習流 

傳，歷千百歲，害家凶國，莫此為甚。將欲圖國力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力 

之發達。至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閼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萬姓。 

生理所證，豈得云誣。至因纏足之故，動作竭厥，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 

事罔聞，遑能獨立謀生，共服事務。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更仆 

難數。曩者志士仁人，嘗有天足會之設，開通者己見解除，固陋者猶執成見。 

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為此令仰該部， 

遠行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切切此 

令。83 

 

到 1944年 5月，內政部再次頒佈〈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其中禁止婦女纏足

仍是主要條款，這場由官方主導的持久的禁纏足運動，經過種種意識形態的強

                                                 
82 摘引自高洪興著，《纏足史》，台北，華成，2004年，頁 209。 
83 同上註，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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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們對於小腳的偏好得以改變，纏足在人們的認知中逐漸由美好變成邪惡，

從而纏足習俗日益走向消亡。20世紀 90年代，報告文學《中國最後的小腳部落》

揭示：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纏足絕跡了，僅有最後一塊土地，雲南通海縣的六一

村，至今生活著 300多位纏足的老太太，她們大多經歷纏纏放放，放放纏纏，有

的 1946 年纏 1954 年放，有的 1943 年纏，1950年放，1951 年再纏，直到 1958

年才解纏，現今 70歲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國成立前後才放足，稱為「解放腳」。 

 

二、纏足過程 

金蓮（小腳）在舊時代的婚姻裡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纏足在當時代

表著「女性」的身分，所以如何纏一雙好看的小腳就成了當時閨門的必修之課、

必受之苦。纏足通常選在女孩五歲到八歲之間就要開始，因為在那時腳骨還未長

大、長硬，比較容易收效，纏足的目標是將小腳纏成符合「硬、小、尖、彎、香、

軟、正」這七個要訣，就地區上而言，北方黃河流域各省市及四川初纏時間較早，

其中纏風最盛的山西及其鄰近地區往往提早到四、五歲開始纏足，南方地區纏足

較晚，太湖流域多在七、八歲時始纏，本文將依據柯基生《三寸金蓮：奧秘、魅

力、禁忌》84的蓮術文獻資料說明纏足的步驟。 

 

（一）試纏： 

纏足大多是由女孩的母親為之，當然也可由其他年長且熟練纏足的女性幫忙。選 

一個日子，讓小女孩坐在椅子上，雙腳先用熱水洗淨，至於膝頭。趁腳還是溫熱 

的時候，將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四跟腳趾頭，和腳心用力扭折，且在趾間縫邊灑上 

明礬粉，使皮膚收斂並防止發炎與化膿，然後縛緊。接著以八呎至十呎長的裹腳 

布緊纏，再用針線密密縫合固定，不可過鬆。纏足之前先要準備好各種用具，包

括纏腳布、纏足鞋、纏足時用的針線、新棉花（擱腳時作襯墊用）、木盆、溫水、

剪刀、明礬等等。女孩先把腳洗乾淨、修剪指甲、灑上明礬粉，纏足時，先纏右

                                                 
84 柯基生著，《三寸金蓮：奧秘、魅力、禁忌》，台北，產業情報雜誌社， 1995年，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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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後纏左腳，有經驗的人會慢慢將其雙腳併攏，先讓足部習慣這種束縛，之後

再慢慢加緊。小女孩的兩足被捆緊後，自然會發熱、發炎、紅腫。故「纏足」適

合在秋天之後執行，時間可以從數天至兩個月上下，對於一些小腳講究的人，在

給女孩正式纏足前就用穿緊、小、窄、尖的尖頭鞋約束女孩的腳，使其不能生長。

這樣到了開始纏足時，已經「不纏而自小」，而有利於纏足。這種情況當時有人

稱之為「初攏」或「試纏」。初攏短則幾個月，長則一、二年，有些地方甚至在

三、四歲時就給女孩實施初攏。女孩到了纏足年齡就開始纏足。 

 

（二）試緊： 

這一階段費時約半年，用勁試著將裹腳布纏到最緊。每三天拆開一次，經消毒後， 

得將四個彎曲的腳趾 （大拇趾除外），再用力壓向腳心內側，每一次都要把腳趾 

多用力向腳心壓下一些。且要求少女下床走動，因為走動時全身重量皆壓在內彎 

的八個趾頭，和用力扭傷的關節，所以很容易長雞眼、發熱、紅腫。白天已經痛 

得寸步難行，夜晚雙腳悶在被子裡，在又痛又熱情況下，更是難受。有時，因消 

毒不小心抓破皮，導致一片血肉糢糊。這段日子得持續至腫消，趾頭已近乎自然 

彎近腳底，腳型裹尖，才可進行下一階段。最初只是使大足趾之外的其餘趾抑彎

向下，略為蜷曲，纏得不很緊；漸漸地把四個腳趾越來越往下彎曲，直到把腳趾

都纏到腳底下去。此時尚須繼續努力，要把四個腳趾都纏到妥貼地靠在腳底為止。 

 

（三）裹尖（裹腳趾）： 

纏的時候，要用勁把裹布纏到最緊的程度，每次解開重纏的時候要將四個捲屈的

腳趾由腳心底下向內側用勁勒過，每纏一次要讓腳趾彎下去多壓在腳底多一些，

同時還要把四個捲屈的腳趾，由腳心底下向腳後跟一一向後挪，讓趾頭間空出一

些空間來，免得腳纏好後腳指頭擠在一起，腳尖太粗，一直要纏到小趾壓在腳腰

底下，第二趾壓在大趾蹠趾關節底下才可以，裹尖的時候往往得把腳趾向足底扭

到屈無可屈的程度，再用裹布緊緊的勒住，纏的時候第二趾的趾關節和第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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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趾的蹠趾關節受到很大的扭屈，每纏一次就得把幾個扭傷的關節再傷害一次，

纏的時候痛苦難當，纏好要用針線緊緊得把裹布縫起來，硬擠進尖頭鞋裡，然後

要求少女到處走動，走動時重量壓在內彎跪折的八個腳趾上，把關節扭傷得更厲

害，腳趾頭因為才彎進去沒緊黏在腳掌上，走時腳趾關節容易長雞眼，要時常用

針把雞眼挑掉。白天一雙腳痛到寸步難行，到了晚上放在被子裡面不但痛，且蒸

熱燠悶，有時簡直像炭火在燒一樣痛苦。 

 

（四）裹瘦〈裹腳頭〉： 

這是最殘忍，也是最激烈、痛苦的一個步驟。將整個腳掌的腳骨，用力扭折，使

其成為彎弓拱狀，彎向腳心的四個趾頭緊緊壓在腳底下一半。由於裹得又緊又

密，血液循環不良，身體的重量全施力於面積更小的腳底板，造成兩隻腳無限痛

楚。潰爛、發熱、紅腫也是家常便飯，甚至會有小趾糜爛脫落的例子，直到腳部

側邊摸得到腳趾，才可真正說是「瘦」了。例如：「外腳把骨」即第五庶骨，要

把外腳把骨纏至折到下面，目的是使腳變形變得狹窄瘦削。 

 

（五） 裹彎〈裹腳面〉： 

腳型變得又細又尖後，要將腳掌彎曲成一「拱型」。忍過上一階段的「大痛」，這

一階段疼痛情形較緩和。需前段腳掌與後段腳跟緊靠，由平直凹至彎成馬蹄型， 

才算達及標準。腳掌折曲，腳背因而隆起，像是一座「拱橋」的形狀才叫好看， 

要是像香蕉一樣的彎曲則不理想。這階段的腳型長度減短，相對地腳就變小了， 

是要把腳纏得弓彎短小，使腳底心凹陷，相應地腳被就會隆起，同時腳的長度也 

就縮短。 

 

（六）保養： 

裹腳使腳掌整個潰爛、發熱、紅腫只是必經的過程。要定時的輕巧、徐緩地將裹 

腳布一圈一圈拆開，尤其接觸到血肉的地方有可能粘著裹腳布，要撕除極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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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異常難受。為了怕解開裹腳布又造成足部長大，也有裹著布浸洗的。水溫越熱， 

越能促進血液循環。為保有香氣不至於發臭，便在水中加上香料；或直接在腳縫、 

趾間、腳溝間灑上白礬粉，以期不易潮濕；或添上香粉，增加香味。並穿上合著 

自己尺寸所製的鞋，而鞋身往往過小，往往又得花一番功夫將纖足套入。 

 

中國文化的纏足傳統長達一千多年，歷代的母親有責任地去執行這個習俗，

只希望女兒能被社會接受並具備足夠的女性性吸引力，以嫁入好人家討得父親及

未來丈夫的歡心，如果女人終身未嫁則會成為他人恥笑的對象和家人沉重的負資

產。這種綁纏的過程，不惜代價以便獲得外在成功，用盡方法把自己的身體塑造

成社會和男性所喜愛形狀的殘忍風俗，劇痛儘管會逐漸消退，但女孩自此一生失

去自由的行動力，成了閨閣裡的禁臠。纏足女性的終身委屈，一輩子都只能仰賴、

討好他人而生存，筆者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那樣的年代，然雖當今女性自主意識

抬頭，有形的裹腳布雖早已棄絕，但整個社會文化對女性樣版美的標準，女性自

我主體意識似乎仍梏制於心靈纏布的意識形態裡，以往纏足是由母親施工，卻是

為父親而做，讓他確定自己的女兒將是身價不凡，而現今的女性，仍然追求一種

符合男性視點的喜好，女人依然折磨自己的身體以形塑符合男人和社會期許的樣

態，而失去與自己的連結，今日面對三寸金蓮這歷史沉痾，重點以不在只是把它

當作過去歷史事實來考據或討論，而期能在歷史的脈絡中，嘗試去理解這樣的文

化現象是如何傳遞到現代的心靈。 

 

三、《相對說畫》源自纏足的創作動機 

林珮淳的創作早期在美國是畫抽象畫，美國自由奔放的風氣讓她的作品色彩

飽滿、線條充滿奔放的筆觸，留學歸國後因認識黃麗娟老師，受她推薦加入當時

藝術團體「二號公寓」，才真正進入台灣藝術圈。林珮淳接受訪談時提到：「我在

美國是畫抽象畫，所以回來也是畫抽象畫，二號後來很有名，可惜都是男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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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受到關注，後來當然也有嚴明惠，可是因為她是獨立出去，沒有在二號開個展，

女性藝術家當時在二號很難受到注意，雖然我們在北美館有一個實驗中心的展

覽，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太適應，因為我在美國很快樂，沒有台灣那種父權文化，

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一直被這個所束縛，可是到了二號，到了學校任教，又感受了

壓抑，因為妳在學校是女老師，講話根本沒人理妳……。」85林珮淳因在父權的

教職領域飽受打壓，雖加入重要的藝術團體卻因女性的角色，創作也並未得到重

視，之後創作一些壓抑、鬱悶的作品，抽象畫裡面開始有一些「蛹」的形態，並

出現「包鞋」的符號，那時期的作品從原來在美國愉悅的抽象畫，而開始出現了

一坨坨「蛹形」及「蜷曲的女體」的半抽象形體，並加入女性包鞋或高跟鞋圖像

與拼貼的女性消費商品等圖片，表現出當代女性難以突破傳統束縛的膠著與困惑

狀態，深覺得自己好像「蛹」般的期待破繭而出，而這也是《相對說畫》系列發

展最初的創作原形。 

    雖然林珮淳當時在「二號公寓」參與了許多聯展，可是出名的都是男藝術家，

加上面臨教職升等的壓力，在 1992年於國立美術館（前省立美術館）舉辦個展

《女性詮釋系列》，即以強烈對比的色彩與濃厚的油彩推曡來表達女性的壓抑。

多數的藝術史是由男性的手與觀點所寫的，作品是在男性的標準下被選擇與定位

的，林珮淳表示到澳洲最大的影響就是女性主義，當時她去參加女性藝術年會，

那時候《相對說畫》還沒出來，發表了作品〈女書〉，當時已經大量閱讀女性主

義的書，第二年已經不知道要做什麼，那時林珮淳的老師就告訴她：「就去挖妳

為什麼要畫這樣作品的原因」86，林珮淳提到當時畫那個包鞋，來自我們過去傳

統文化的纏足小鞋，但在國外要找跟三寸金蓮相關的研究資料幾乎沒有，到了他

們最大的國家圖書館也只找到中國婦女相關的裡面一小篇，當時林珮淳的指導老

師讓她讀了非常多女性主義的書，幫助很多也啟發了她，在這期間有回來台灣一

年，除開始收集纏足的文件，並且找了吳瑪悧，跟她提到自己在國外的見聞，她

                                                 
85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86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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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開始討論為什麼歷史上沒有女的藝術家？女大師？為什麼要進入男人的歷

史中？吳瑪悧便提議來開個會，把以前二號公寓那些女藝術家、嚴明惠、藝術家

雜誌的主編一起找來。林珮淳訪談時表示 

 

當時藝術家雜誌有一個女性藝術專欄，開始正式討論女性主義藝術，儘管嚴 

明惠之前討論很多，可是真正集結是我回來後才啟動的，之後我又回澳洲繼 

續攻讀我的博士，可惜那個專欄後來有點後繼無力，撐了一二年，之後多是 

大陸在投稿。在我回國的那一年，其實做了很多事，除了繼續寫我的論文， 

發表很多跟女性藝術相關的文章，也寫了瑪莉‧凱利，當時剛好是空窗期， 

所以花很多時間貢獻在推動台灣的女性藝術上，並且主編了《女藝論》，協 

助一起成立「台灣女性藝術協會」，當時台灣除了吳瑪悧、侯宜人等有較專 

注發表跟女性藝術相關的文章外，其他就較少有人這樣專注，因為很少有人 

像我這樣被女性主義深刻撞擊過。」87  

 

當林珮淳明白了是父權文化壓抑女性發展空間的結構，開始能客觀的以女性

觀點檢視父權文化，1995年展於北美館的《相對說畫》系列，便以中國纏足陋

習與今日美容塑身文化做對照，以絹印、電繍、人工絲、繪製等手法，再現了古

畫的美女、纏足文獻以及現代美容塑身廣告的模特兒圖像與標語等，藉以揭示女

性身體從古至今仍陷在父權審美標準下的循環中無法自主掌握。在訪談她更提

到：「我所完成的每一系列作品，不是為了討好藝術市場，而是以『女性觀點』

批判人類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體系一『父權結構』。」88而在姜麗華‧呂筱渝合

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中，林珮淳提到： 

 

    我從小因為很喜歡畫畫，創作時很快樂，但當真的走上藝術創作專業時就更 
                                                 
87 筆者於 104年 2月 12日訪問藝術家林珮淳的口述資料。 
88 同上註。 
 



 

91 

    加有使命感，如作品中想提出父權文化中種種的問題，所以創作對我的意義 

    是隨著年齡有所不同。我剛開始創作時，是要好好的去找出自己的一個風 

    格、一個定位，也投入當代藝術裡面很多的觀念藝術。但後來到了澳洲攻讀 

    博士接觸了女性主義藝術後，我才經歷一個很大的轉折，才開始了日後我每 

    個系列作品都有一種觀點切入，透過作品要觀眾思考人類在性別、政治、文 

    化、社會、生態、生命的問題，尤其從女性的觀點批判許多錯謬的現象。因 

    之前我的作品比較是自我的一種表達，所以當時的作品是『女性詮釋系列』， 

    我的創作意義就是對我一種疏解，或者是說我在尋找我自己的角色定位，所 

    以那時候的創作欲望其實就是自我的一種詮釋，自我想要破蛹而出的一種欲 

    望，表現女性的一種欲望或者尋找自己的定位。所以作品有許多的『蛹』， 

    因為那個時候創作對我來講是一種對於自我的探尋，我一直把自己內心的欲 

    望表現在畫裡面，當時我期待能夠破蛹而出，所以很多的蛹形式有破裂的開 

    口。另外，當時我很自然畫高跟鞋與傳統的包鞋，因我感受到雖然我已經是 

    一個比較自主的女性（留學美國回台在大學任教），可是仍受到傳統社會與 

    文化的種種壓抑（如家庭與學校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與要求），因此我喜歡把 

    兩個符號（高跟鞋和包鞋）畫入作品中以表示我面對的矛盾。當時台灣沒有 

    女性藝術協會，連女性主義思維也是沒有的，直到嚴明惠在作品與言論中提 

    出女性主義思想後才開始思考為什麼人類的藝術史沒有女大師。那個時候我 

    並不知道什麼是女性主義，我只是覺得我的確是困在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束縛 

    裡面，但等我到澳洲學習時，我們的藝術課程裡就有比較多 women’s，創作 

    目地是很清楚的，我開始有強烈的女性意識與藝術使命，也作了很多的女性 

    問題與父權文化的研究，我從自己的出生與成長背景探索起，之後我又回歸 

    到《婦女新知》去閱讀他們出版的書籍等，包含以前的女孩子被取名為『罔 

    氏』、『罔腰』、或者是『招弟』等，我才意識原來整個父權社會對於女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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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大的歧視。89 

 

早期作品「女性詮釋系列」是藉由蛹的形象期待女性能破蛹而出，之後的作品「解

構父權系列」則挪用文件、廣告詞、歷史圖像、獎盃、報紙等文字符號與圖像去

批判父權文化的性別、文化與社會問題。林珮淳表示： 

 

創作本來就是生命經歷的反射，個人的生命經驗在每個階段都不同，因此作

品也隨著重視的議題而改變。早期傳統的女性生活環境相當封閉，所畫的主

題大部分是在室內的範圍，如陳進被視為閨秀藝術家有其時代的背景。至於

何謂陰性特質，我將之定義為從女性觀點解構父權文化社會與歷史的觀念，

覺得我的陰性特質就是我的女性觀點，我不喜歡用「氣質」兩字，在英文應

該稱為「特質」。90 

 

林珮淳因明白過去所受到的種種壓抑是來自傳統社會與文化對女性的規範，她從

自身的成長脈絡及文化中去找尋，發現「高跟鞋」和「包鞋」這二個符號很能夠

去貼近她所面對內外衝突的矛盾，開始去解構這些壓抑女性的符號。 

 

第二節《相對說畫》展呈回顧 

    本節主要在作品的客觀描述，重現《相對說畫》作品當年展呈實況，從文獻

資料閱讀及藝術家對作品的自我解說詮釋文章建構作品的完整樣貌，以為基礎，

了解比對藝評論述新聞報導的文論。《相對說畫》於 1995年 10月首次發表於台

北市立美術館 B02展覽室，透過親自跟藝術家訪談及她的畫冊與博士論文，並

參考李宗慬教授的報導文章去重新建構當年展覽的樣貌。作品包含三個系列的裝

                                                 
89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台北 

  市，國藝會補助，2016年，頁 72-73。 
90

 同上註，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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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藝術及展場中間的纏足與塑身的文件資料。系列一總共由 60幅 45 x 45公分的

方塊作品拼組而成，系列二與系列三則各由 10件 200 x120公分及 90 x 45公分

由緞面文字刺繡與畫布拼組，系列一以展覽廳的正面牆上，由 60幅 45 x 45公分

的作品，排成 6 x10幅的正方形畫面組合，畫中的「扇形」與「蓮花」則結合古

代中國的仕女、三寸金蓮、現代西方的金髮美女、高跟鞋等元素呈現。另在藍、

紅、紫三色的緞面上，則以金線繡出「古典美人」、「摩登女郎」、「三寸金蓮」、

「香正軟」、「挺胸細腰」及「尖挺軟」等文字，作品整體呈現普普風格的編組，

並以符號化的手法讓文字與影像並置。 

    展覽廳左右二側牆上有多幅長方形組成 200 x 120公分的作品，與 45 x 45公

分的方形橫幅間奏排列成是系列二、系列三。系列二是由二個畫面組成，長幅的

上半是扇面形式的女相或男女合相，女相有側身半臥及前俯露胸，下半則是蓮

花。另一半則引用當下流行的各種美容塑身廣告語詞，以女紅金線繡出，文字如

「女人的美麗了然於胸」，「女人從此胸懷大志」、「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讓腰部以下曲線全部窈窕」、「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等。系列三以雙幅畫

面並陳，其上一半以金線繡出蓮花，另一半則是絹印的三寸金蓮、女仕及古籍中

的文字組合而成。 

 

一、《 相對說畫》系列一 

    在展覽室的正面牆上，是由 60幅 45 x 45公分，以 6 x 10的行列正方形作品

拼組而成，總尺寸為 270 x 400公分（圖 34）內容包含扇畫、緞面文字刺繡、絹

印的纏足史料及美容塑身廣告文字剪報，作品左數第一至第五行圖文以西方當代

的符號為主，第六至第十行則以東方的符號為主，左右各以東西方、古今的圖與

文相互對應，作品的組合及排列方式也各有其意含，以上為系列一的展示方式，

內容與形式則分為三個部份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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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1995 年，270 x 400 x 10cm，絹印、油料、畫布、人造絲 、

電動繡，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 台北雙年展），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一） 扇畫 

    包含蓮花、纏足、高跟鞋、金髮美女及中國仕女圖樣以仿古的扇形繪畫呈現，

以油畫為媒材，這也是藝術家在作品裡唯一有手繪的部分，而在每個扇畫中「蓮

花」是不斷重複出現的符號，且都是盛開的蓮花，蓮花的造型與色彩幾乎一致，

呈現出統一的符號語彙，而在每朵蓮花中間則出現二種圖像，其一為姿態各異代

表西方當代的金髮美女及中國古代仕女的頭像及胸像，西方美女的頭像眼睛皆注

視著觀者，東方仕女的眼神則多望向遠方。其二為西方當代的高跟鞋及東方古代

的纏足包鞋，鞋子有藍色跟紅色，高跟鞋的造型幾乎一樣，有單有雙，纏足的包

鞋則有不同的造型跟紋飾，較為華麗，每件扇畫的背景皆使用土黃色，呈現出一

種仿舊的質感，扇畫外圍則被以黑色的背景框住。 

 

（二）絹布刺繡 

    在藍、藍紫、紫、桃紅四個顏色的人工尼龍的絹布上，以古代女紅工藝為形

式，用金色的線，電動繡出「尖挺軟」、「挺胸細腰」、「現代金蓮」、「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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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出水芙蓉」、「蓮花美女」、「古典美人」、「三寸金蓮」、「瘦小

尖彎」、「香正軟」的文字，並配合圖像的擺放並置其中。 

 

（三）廣告文字與纏足的文獻絹印在畫布 

    用絹印的方式，將中國古代纏足的文獻史料及截用報章的美容塑身廣告文

字，以絹版印刷的方式直接印在黑色的畫布上，纏足史料圖文包含取自清人吳友

如的「窅娘圖」（圖 35）、窅娘的描述文字、纏足藥方（圖 36）及摘自金素鑾女

士纏足的自述等文本，整形豐胸廣告文字標題內容包含：健胸新術（圖 37）、女

人話題甦胸計劃。 

 

  
圖 35吳友如，〈窅娘圖〉，（步步生蓮花），清朝，圖片來源：引自林珮淳《從台灣當代藝術反應

社會中的女性定位》博士論文、筆者原作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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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古書所記載纏足藥方，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圖片翻印自柯基生《三寸金蓮：奧秘、魅

力、禁忌》，頁 40）、筆者原作拍攝。 

 

 

   
圖 37整形豐胸廣告文字標題內容「健胸新術」，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筆者原作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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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說畫》系列二 

在展覽室左右二側牆上各有五幅對稱排列 200x120公分（圖 38）的作品，

系列二是由二個畫面組成，共有十件作品，由緞面刺繡及油畫拼組的複合媒材，

油畫長幅的上半是扇畫，內容是仿古代仕女圖的女相或男女合相，女相有側身半

臥及前俯露胸（圖 39），下半則是蓮花（圖 40）。緞面刺繡則引用當下流行的

各種美容塑身廣告語詞，以女紅金線繡出，文字如「女人的美麗了然於胸」，「女

人從此胸懷大志」、「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讓腰部以下曲線全部窈窕」、

「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等與繪製的作品二相對照，形成一種呼應與對比的效

果。 

 
圖 38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二，1995， 120 x 40 x 5cm，絹印、油料、畫布、人造絲 、電

動繡，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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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二，仿古畫仕女圖（局部）。 

 
 

 
圖 40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二，手繪蓮花（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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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說畫》系列三 

系列三（圖 41）則是十幅由 45x90公分緞面刺繡水蓮與絹印的作品並陳，

一半以金線繡出蓮花，另一半則是絹印的三寸金蓮、仕女圖、西方當代美女及古

籍中的文字組合而成。 

 

 

圖 41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三，1995年， 250 x 90 x 10cm，絹印、油料、畫布、人造絲 、

電動繡，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四、纏足及塑身剪報文件 

文件內容陳列林珮淳所做的田野調查，包含 X光片（圖 42）、解開裹腳布

後怵目驚心的照片（圖 43）、訪問纏足婦女的記錄（圖 44）、纏足自述文獻及

纏足藥方（圖 45）、塑身廣告的剪報的文件資料（圖 46），放在展覽廳的二張

長桌上（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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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纏足者的 X光片，尺寸約 21 x 29.7公分，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圖片翻印自柯基生《三

寸金蓮：奧秘、魅力、禁忌》，頁 20）。 

 
 
 

 
圖 43解開裹腳布後怵目驚心的照片，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圖片翻印自柯基生《三寸金蓮：

奧秘、魅力、禁忌》，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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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藝術家訪問纏足婦女，圖片來源：引自林珮淳《從台灣當代藝術反應社會中的女性定位》

博士論文。 

 

 

  

圖 45纏足婦女自述文獻以及纏足藥方，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圖片翻印自柯基生《三寸金蓮：

奧秘、魅力、禁忌》，頁 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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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報紙、雜誌瘦身、美容廣告，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圖 47林珮淳，《相對說畫》，展覽廳的二張長桌，1995年，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

源：藝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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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覽平面配置圖及展場相片    

 

 

 

 

 

 

 

 

 

 

 

 

 

 

 

 

           圖 48《相對說畫》展覽平面配置圖（筆者繪製） 

  
圖 49林珮淳，《相對說畫》，展覽相片，1995年，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

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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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家對作品的自我詮釋 

    林珮淳 1995年 11月於藝術家雜誌發表一篇〈我有話（畫）要說：從古今審

美標準探討女性定位課題〉的文章中，引用了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蓮‧西蘇

（Helene Cixous, 1937-）提出「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的觀點，「來瓦解

男性建構的語言思想，以建立女性的主體性」。伊蓮‧西蘇認為：「女性主體不應

視為一本質化單一的個人，而是一種位置或一種語言建構，並強調女性應該身體

力行為自己，說自己、表達自己」。91林珮淳針對《相對說畫》這系列創作，在

文章中提到了「探討女性定位此課題，我乃藉著我的作品，傳達我所要說的話，

而所要說的便不只是顏色、繪畫技巧、質感而已，而是藉著我所挪用的圖文、材

質，去思考中國女性身體，在古時今日被界定與審視的現象，以提出女性建立自

我定位的重要性」92。本節將從林珮淳的創作自述中的作品解說，整理藝術家的

創作語彙，期能從作品的描述及藝術家的自我詮釋中，重現《相對說畫》當時展

覽的作品全貌。 

 

一、 扇形符號（月亮形） 

扇形乃取源於一張清朝（無名氏）的扇畫〈出水芙蓉〉（圖 50），挪用中國

古畫的用意，除了強調創作與文化背景特色的重要關係外，畫中的「扇形」與「蓮

花」（圖 51）皆是探討女性課題的基本元素。 

                                                 
91 摘引自林珮淳，〈我有話（畫）要說：從古今審美標準探討女性定位課題〉，《藝術家》，第 246 
  期，1995年 11月，頁 431。 
92 同上註，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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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取源於清朝（無名氏）的扇畫，〈出水芙蓉〉。 

 
 

 
圖 51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局部）。 

 
二、 蓮花 

「蓮花」在作品中代表著「美女」、「出水芙蓉」及三寸金「蓮」。「花」一向

為美人的代名詞，在西方女性主義藝術中，已將花的題材擴大為一種積極性的顛

覆父權思想的轉換物，花瓣隱喻女性的性器官乃用於挑戰女性身體被物化的觀

念，也強調了女性生殖能力的神秘力量。而在林珮淳的作品是從中國文化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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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較暗示的手法反諷女性在「花」的陰影下努力扮飾，如：杏眼、櫻唇、朵

朵蓮花步步嬌。在歷史上蓮花也有多種象徵，如：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或佛教

裡的聖潔與救贖，或神話中的神。蓮花與「水」之間的聯想，「水」象徵著女性

在「痛苦的背後」仍需呈現完美的一面於前，卻隱藏了不為人知的過程（如纏足

的步驟或美容塑身的經歷）。但倘若從正面引申，「水」也可以提示女性設法超越

父權社會的束縛，通過了這層次就自由了。 

 

   

圖 52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扇畫中「蓮花」，45 x 45cm，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三、古代的圖文 

「古代的圖文」是從古畫或纏足史料（圖 53）獲取，而代表今日「摩登造形」

（圖 54）的部分則直接從美容塑身廣告（圖 55）截用出來，這種挪用的企圖與

手法，除了敘述了不爭的事實外，也揭發隱存於文化、社會背後值得令人反省、

反思的真象。當二部份的圖片相互並排對照後，不難發現，昔日的纏足「風俗」，

到今日台灣社會崇洋「風氣」所塑造出的時代美是難逃「被改造」的命運，因為

美的標準總是從「非自然」的方式達成，從古時折斷腳骨、纏爛皮肉，到現今翻

開皮肉、打造臉骨，或燒烤電擊的瘦身方式，以獲得社會認同下的「標準美女」，

難道女性生存的定位，總被界定為「花」般的被鑑賞而呈現樣板式、裝飾化，缺

乏自主性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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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纏足史料圖文包含取自清末畫報所繪滿人婦女欣賞漢人婦女小腳鞋圖以及《相對說畫》系

列二扇畫中的仕女圖，圖片來源：引自林珮淳《從台灣當代藝術反應社會中的女性定位》博士論

文、《相對說畫》系列二扇畫中的仕女圖為筆者拍攝。 

 
 
 
 

  
圖 54 摩登造形，《相對說畫》系列一局部，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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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美容塑身廣告，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四、作品中的文字與材料 

以描寫古今美女的文字為對照，以標明其美麗的「規格」，如「三寸金蓮」

與「現代金蓮」，「瘦小尖彎」與「挺胸細腰」，「香軟正（小腳）」與「堅挺軟（胸

脯）」。也抄取留行於當今最熱門的塑身廣告標語，與歷史纏足圖畫做有趣的比照

（如男人一手握住女人小腳的扇畫與「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的文）（圖 56、57）。

除了達到反諷此現象的效果，更可透視資本主義縱容下的大眾媒體及商業宣傳手

段，它除了「策略式」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庸心理，更將盲從西方文

化的隨從角色以「現代感」、「富智慧」、「新女性」等詞彙來加以粉飾、包裝，使

得女性消費者相信以「高科技」換取美貌、窈窕身材是現代獨立女性的選擇，是

很「自然」的世界走向。這種摩登的姿態比昔日纏足「寸步難行」的可憐像，更

加令女性「洋洋得意」，而難以洞察這「美麗神話」背後的文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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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二，1995 年，120 x 40 x 5cm，絹印、油料、畫布、人造絲 、

電動繡，展出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圖片來源：藝術家授權。 

 

 

 

 

 

 

                                

 

圖 57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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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字以「刺繡」方式乃有其多層的意義 

譬如：「女紅」是古代女性必遵守的「三從四德」中的第四德，是女性「分

內工作」，這種界定已堅定了父權制度的基石，林珮淳藉此用意來顛覆這企圖。

另一方面，女紅或手工藝品在西方女性主義的論述中已重新給予肯定並確立其藝

術成就，即以「非男性主流」的技巧來重申建立台灣女性美學觀的可能性。當然，

所繡上的絹布是「人工尼龍」，而「電動繡」也替代了傳統刺繡，這又再次的運

用古、今；傳統、現代的對照手法，將「媒材」被取用的意義提昇為傳達媒材本

身觀念的憑藉。 

 

 
  

圖 58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絹布刺繡 ，45 x 45公分，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小結 

    筆者從自己對作品的觀察與藝術家創作描述解說文章發現，藝術家所要講的

創作語彙，除了對男性凝視權力體系有所批判外，還有父權社會古代對女性身體

的操控及宰制，而到今天消費社會再以商品化、物化等概念的介入而提出修正的

看法。如作品中將金素鑾女士自述其纏足經驗的再現痛苦與無奈的書影，藝術家

看見女性對於身體的感知，男性對女性纏足的慾求，已被男性中心的意識形態深

植於女性心中，內化成為母女相傳必須忍痛並履行的痛苦經驗。過去中國的女性

從小被母親強迫纏足，無力反抗，而母親也是從小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長大，為

了取悅男性，不惜摧殘自己的雙足，成為一種畸形的「美」，而現代女性則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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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隆乳、瘦身、塑形，古今女性身體被觀看的位置，仍舊是被置放在父權社會架

構中。林珮淳意圖從作品解構消費女性身體的視覺慣性，除了大量的文字，並以

剪報、仿古畫、車繡這些媒介來表現其藝術觀念。而詳盡的文字自白，更表現了

藝術家的女性主體意識，作品在圖與文對話中，塑造出女性從古至今身體一再落

入「被改造」的命運。提出女性的生存定位就只能如此樣板式、自虐式、缺乏自

主性的型態裡被界定？而美容塑身廣告標語的應用，除了呈現對照後反諷的效果

外，對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宣傳手段，「策略式」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

庸心態有所質疑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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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相對說畫》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 
 

   《相對說畫》系列，包含〈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的複合媒材與文

件的呈現，內容包含三個系列的裝置藝術及展場中間的纏足與塑身的文件資料。

（系列一）總共由 60幅 45x45公分的方塊作品，排成 6x10幅的正方形畫面拼組

而成，（系列二）與（系列三）則各由 10件 200 x120公分及 90 x45公分由緞面

文字刺繡與畫布拼組，本文將由（系列一）、（系列二）的作品為主要分析，此

系列作品因屬藝術家二十年前之舊作，作品部分原作由澳洲的指導教授收藏以及

沃隆崗大學所典藏，加上當年未出版完整畫冊的缺憾，因此本研究主要是以（系

列一）的 60幅共 7組對照的方塊作品以及（系列二）的其中 5件作為研究分析

對象，林珮淳利用中國的纏足及當代美容塑身的現象，作品將依三個層次來分

析，第一層：作品內容，藉著符號學（古今圖文的能指、所指、意指）以及表現

手法（媒材）的運用；第二層：表現形式（後現代美學）：拼貼／對比、再現／

挪用、解構／再詮釋；第三層：文本詮釋（詮釋學），分析作品背後隱藏的「隱

身」與「寓意」。最後則依據三層的分析整理，在相互參照中呈現作品互文與辯

證的多重文本關係。 

 

表 3作品分析三層交集表（筆者繪製） 

 

 
 

 

 

 

 

 

 

 

 

第一層作品內容 

（符號學與表現手法） 

 
 
 

互文與辯證 

多重文本 

 
 
 
 

 
 
                        
 

第二層表現形式 

  （後現代美學） 

 
 
 
     

第三層文本詮釋 
       （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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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作品三層分析明細表（筆者編製） 

第一層 作品內容 

（符號學與表現手法） 

符號學 

文字 

能指 

所指 

意指 

圖像 

能指 

所指 

意指 

表現手法 

（媒材） 

扇畫（油彩） 

緞面刺繡 

絹版印刷 

第二層 表現形式 

（後現代美學） 

拼貼／對比 

再現／挪用 

解構／再詮釋 

第三層 文本詮釋 

（詮釋學） 

隱身 

寓意 

互文與辯證 

（多重文本） 

互文 

辯證 

 

第一節《相對說畫》的作品內容 

    以羅蘭．巴特的符號學，能指（藝術家的符號）與所指（筆者研究解讀）串

連出作品中符號的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的意義對作品的文字與圖像進

行解讀，並從扇畫、緞面刺繡、絹版印刷探究表現手法（媒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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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一 

由 60幅 45x45公分的方塊作品拼組而成，並以上下、左右的對照的方式，依據

藝術家訪談確認共有 7組的對照模式，第 6-7組為 1-3排的相互對照（文字內容

一樣，但扇畫內容的頭像、高跟鞋、弓鞋造形與色彩不同）因所用符號元素一樣，

因此 6-7組將不做符號分析，於第二層形式分析中做比對說明。 

 

 
圖 59 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一，1995年，270 x 400公分，複合媒材，圖片來源：藝術家提

供。 

 
（一）第一組（第二排與第三排中間）： 
 

表 5第一組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西方 

 

東方 

現代 古代 

摩登 古典 

扇畫 扇畫 

一、左右對照： 

1.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vs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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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指與所指 

表 6第一組 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扇畫 
蓮花、摩登美女、杏眼 

蓮花、古典仕女、櫻唇 

東方／西方 

古代／現代 

摩登／古典 

現代金蓮／古代金蓮 

絹版印刷 窅娘圖與文字 挪用清人吳友如的古畫「窅娘圖」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形：取源於一張清朝（無名氏）的扇畫〈出水芙蓉〉，挪用中國古畫的用 

     意，除了強調創作與文化背景特色的重要關係外，畫中的「扇形」與「蓮 

     花」皆是探討女性課題的基本元素。 

〈2〉蓮花：代表「美女」、「出水芙蓉」及三寸金蓮（纏足）。花在西方被擴大為 

     一種積極性的顛覆父權思想的轉換物，花瓣隱喻女性的性器官乃挑戰女性 

     身體被物化的觀念，也強調了女性生殖能力的神秘力量，蓮的意象，除了 

     常以其形為喩，亦以其聲為喩，南北朝時期的樂府，常以諧聲字作隱語如 

2.二個頭像皆置放於蓮花中，現代金蓮與古代金蓮。 

 

窅娘圖 

 

窅娘圖 

絹版印刷 絹版印刷 

二、上下對照： 

1.西方現代摩登美女 vs窅娘圖 

2.東方古代古典仕女 vs窅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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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蓮」諧聲「憐」，是以「憐愛」的意思。 

〈3〉美女頭像：西方當代摩登女郎與東方古代仕女，西方女郎的杏眼與東方仕 

     女的櫻唇，呈現出東西方對女性的審美標準，二個頭像皆置放於蓮花中， 

     猶如現代金蓮與古代金蓮，以暗示的手法反諷女性在「花」的陰影下努力 

     扮飾。 

〈4〉窅娘圖：窅娘用白帛裹足，身輕如燕，善跳金蓮舞，據說她跳舞時好像蓮 

     花淩波，俯仰搖曳之態優美動人，因此很受李煜的寵愛，看她跳採蓮舞， 

     見其雙目深凹而顧盼有情，便為取名「窅娘」。最早對纏足起源作考證是宋 

代張邦基《墨莊漫錄》中說：「婦人纏足始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惟 

《道山新聞》敘南唐李後主做金蓮狀六尺高台，命宮嬪窅娘以帛裹足，著 

素襪在蓮花台上翩翩起舞，使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回旋有凌雲之態」唐 

鎬云：「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纖為 

妙。」這個說法最為一般人所接受，且大多認為這是最有根據的說法。93 

 

3. 表現手法（媒材）： 

〈1〉油彩扇畫：取自清朝（無名氏）的扇畫〈出水芙蓉〉圖，以油彩仿製中國 

古畫的形式。 

〈2〉絹版印刷：將古畫「窅娘圖」以金色絹印於黑底的畫布上。 

 

（二） 第二組（第一排與第二排左右） 

 
表 7第二組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尖、挺、軟 

（緞面刺繡） 

   

香、軟、正 

（緞面刺繡） 

西方、現代、

女性臉 

（扇畫） 

東方、古代、

古典仕女臉 

（扇畫） 

                                                 
93 柯基生著：《三寸金蓮：奧秘、魅力、禁忌》，商業情報，台北，1995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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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金蓮 

（緞面刺繡） 

三寸金蓮 

（緞面刺繡） 

   

西方、現代、

女性臉 

（扇畫） 

   

東方、古代、

古典仕女臉 

（扇畫） 

挺胸細腰 

（緞面刺繡） 

瘦小尖彎 

（緞面刺繡） 

西方、現代、

女性臉 

（扇畫） 

東方、古代、

古典仕女臉 

（扇畫） 

一、左右對照： 

1.緞面刺繡文字：尖、挺、軟（形容豐滿酥胸）vs 香、軟、正（形容香軟小腳）→挺胸細腰 vs

瘦小尖彎→現代金蓮（隆胸）vs三寸金蓮（纏足）→胸 v.s腳 

2.扇畫頭像：西方、現代、摩登女性臉 vs東方、古代、古典仕女臉 

二、上下對照： 

1.尖、挺、軟，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現代金蓮 vs 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挺胸細腰，現

代西方女性臉（扇畫） 

2.香、軟、正，古代東方仕女臉（扇畫），三寸金蓮 vs 古代東方仕女臉（扇畫），瘦小尖彎，古

代東方仕女臉（扇畫） 

3.尖、挺、軟→挺胸細腰→現代金蓮 

香、軟、正→瘦小尖彎→三寸金蓮 

4.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現代金蓮 

古代東方仕女臉（扇畫）→三寸金蓮 

三、圖與文： 

1.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現代金蓮（胸） 

2.古代東方仕女臉（扇畫）→三寸金蓮（腳） 

四、圖與圖、文與文： 

1.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vs古代東方仕女臉（扇畫） 

2.尖、挺、軟 vs香、軟、正 

挺胸細腰 vs瘦小尖彎 

現代金蓮 vs三寸金蓮 

 
1. 能指與所指 
 

表 8第二組 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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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面刺繡 

尖、挺、軟／香、軟、正 

挺胸細腰／瘦小尖彎 

現代金蓮／三寸金蓮 

形容豐滿酥胸／形容香軟小腳 

整型美容／古代纏足 

隆胸／綁小腳 

扇畫 
西方、現代、摩登女性臉 

東方、古代、古典仕女臉 

西方／東方 

現代／古代 

摩登／古典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緞面刺繡：以「刺繡」方式乃有多層的意義，女紅是古代女性必遵守的三 

從四德中的第四德，是女性分內工作，這種界定已堅定了父權制度的基石， 

林珮淳藉此用意來顛覆這企圖。另一方面，女紅或手工藝品在西方女性主 

義的論述中已重新給予肯定並確立其藝術成就，即以「非男性主流」的技 

巧來重申建立台灣女性美學觀的可能性，以刺繡手法強調「女紅」的文化 

意義，是有挑戰父權制度界定「女紅」為〈女性份內工作〉的企圖。同時 

她又要藉著『非男性主流的技術』來重申件立台灣女性美學的重要性。而 

展出者自敘文中這種似乎矛盾的心態，正表現出女性在自我主體性方面的 

掙扎，一方面不甘被界定為專事於「女紅」的「織女」，一方面又要藉著女 

性在刺繡方面的成就來肯定其美學地位。 

〈2〉扇畫：以上下、圖與圖、圖與文的對照方式，如：尖、挺、軟（文字）對 

照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現代西方女性臉（扇畫）vs古代東方仕女臉 

（扇畫）等方式，策略式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庸心理，以「扇 

的裝飾性」、「渺小的用品」來暗示女性的附庸角色。又以扇的引申為月亮， 

月亮也可以是時間的比喻，儘管時空的轉變，月亮的出現卻是永恆的。因 

此以古代仕女纏足圖文與今日塑身美容的廣告標語做相互的對照，以解構 

出不管在任何時空裡，女性的身體總是不斷的陷在被審視、被鑑賞、被改 

造、被類別的循環裡，就如月亮般的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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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油彩扇畫：油彩仿製中國古畫的形式。 

 

（三）第三組（第一排與第二排中間） 
 

表 9第三組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1. 能指與所指 

表 10第三組 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西方現代

臉 

（扇畫）  

出水芙蓉 

（緞面刺

繡）  

蓮花美女 

（緞面刺

繡）  

東方古

代臉 

（扇畫） 

 

摩登女郎 

（緞面刺

繡）  

西方現代

臉 

（扇畫）  

東方古代

臉 

（扇畫）  

古典美

人 

（緞面

刺繡） 

一、左右對照： 

1.西方現代、出水芙蓉 vs東方古代、蓮花美女 

2.摩登女郎、西方現代 vs古典美人、東方古代 

二、上下對照： 

1.西方現代臉→摩登女郎 

2.出水芙蓉→西方現代臉 

3.東方古代臉→古典美人 

4.蓮花美女→東方古代臉 

三、圖與圖、文與文： 

1.西方現代臉 vs東方古代臉 

2.出水芙蓉 vs蓮花美女 

3.摩登女郎 vs古典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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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面刺繡 
出水芙蓉／蓮花美女 

摩登女郎／古典美人 
西方現代／東方古代 

扇畫 
西方、現代、摩登女性臉 

東方、古代、古典仕女臉 

西方／東方 

現代／古代 

摩登／古典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刺繡文字的「出水芙蓉」為蓮花的衍生形容，象徵中國古代的美女形象，摩登女

郎對照古典美人則顯示東西方對女性外貌的形容，此組的圖文對照以左右、上

下、圖與圖、文與文的方式，以再現及挪用的手法，揭發隱存於文化、社會背後

昔日的纏足「風俗」，到今日崇洋「風氣」所塑造出的時代美是難逃「被改造」

的命運。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油彩扇畫：油彩仿製中國古畫的形式。 

 
（四）第四組（第三排與第四排左右） 
 

表 11第四組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女人話

題 

甦胸計

劃 

（絹版

紅色高

跟鞋 

（現代

金蓮） 

健胸新

術 

（豐胸

典範） 

（絹版

藍色高跟

鞋 

（現代金

蓮） 

纏足藍弓

鞋 

（三寸金

蓮） 

古書的 

纏足藥方 

（絹版印

刷） 

纏足紅弓

鞋 

（三寸金

蓮） 

金素馨女

士 

纏足自述 

（絹版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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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廣

告標語） 

印刷廣

告標語） 

    
    

藍色高

跟鞋 

（現代

金蓮） 

健胸新

術 

（豐胸

典範） 

（絹版

印刷廣

告標語） 

紅色高

跟鞋 

（現代

金蓮） 

女人話題 

甦胸計劃 

（絹版印

刷廣告標

語） 

金素馨女

士 

纏足自述 

（絹版印

刷） 

纏足黃弓

鞋 

（三寸金

蓮） 

古書的 

纏足藥方 

（絹版印

刷） 

纏足藍弓

鞋 

（三寸金

蓮） 

 
1. 能指與所指 

表 12第四組 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絹版印刷 

女人話題甦胸計劃／金素馨女士纏

足自述 

健胸新術豐胸典範／古書的纏足藥

方 

廣告標語／纏足自述文獻與藥方 

扇畫 高跟鞋／纏足弓鞋 現代金蓮／三寸金蓮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文字對照： 

女人話題甦胸計劃（廣告標語）vs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 

健胸新術豐胸典範（廣告標語）vs古書的纏足藥方。 

（2）圖對照： 

高跟鞋扇畫（現代金蓮）vs纏足弓鞋扇畫（三寸金蓮）。 



 

122 

（3）意涵對照： 

現代廣告整形豐胸標語 vs古代古書纏足文獻。 

現代高跟鞋→扇畫蓮花→現代金蓮 vs古代纏足弓鞋→扇畫蓮花→三寸金 

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 絹版印刷：將古書記載的纏足自述文獻與藥方以金色絹印於黑底的畫布上。 

（2）油彩扇畫：油彩仿製中國古畫的形式。 

 
（五）第五組（第三排與第四排中間）： 
 

表 13第五組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1. 能指與所指 
 

表 14第五組 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絹版印刷 窅娘圖與文字 挪用清人吳友如的古畫「窅娘圖」 

扇畫 高跟鞋／纏足弓鞋 現代金蓮／三寸金蓮 

 

窅娘圖 

 

窅娘圖 

絹版印刷 絹版印刷 

 

高跟鞋扇畫 

（現代金蓮） 

 

纏足弓鞋扇畫

（三寸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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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現代高跟鞋→扇畫裡的蓮花→現代金蓮→窅娘圖（歷史文本）。 

（2）古代纏足弓鞋→扇畫裡的蓮花→三寸金蓮→窅娘圖（歷史文本）。 

 

3. 表現手法（媒材）： 

（1）絹版印刷：將古畫以金色絹印於黑底的畫布上。 

（2）油彩扇畫：油彩仿製中國古畫。 

 
小結 

《相對說畫》由 60幅 45x45公分的行列正方形作品拼組而成，內容包含扇畫、

緞面文字刺繡、絹印的纏足史料及美容塑身廣告文字剪報，作品左數第一至第五

行圖文以西方當代的符號為主，第六至第十行則以東方的符號為主，左右各以東

西方、古今的圖與文相互對應，作品的組合及排列方式也各有其意含，以上為系

列一的展示方式，內容則針對能指（藝術家的符號）與所指（筆者研究解讀）串

連出作品中符號的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的意義分析中，做交叉比對的

分析，經由圖與圖、圖與文、排列組合、媒材的應用、符號，作品在延伸、連結、

擴充，作品呈現出多義的文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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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列二 

（一）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表 15《相對說畫》系列二（一）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緞面刺繡、絹印扇畫、油

彩蓮花 
古畫中的玩蓮圖 

讓男人無法一

手掌握 
蓮花 

 
1. 能指與所指 
 

表 16《相對說畫》（二）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緞面刺繡 
豐胸廣告標語 

「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豐胸 

絹印扇畫 古畫玩蓮圖 古代小腳 

油彩蓮花 蓮花 古金蓮（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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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畫中的古畫玩蓮圖 vs豐胸廣告標語「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纏足 vs 

     豐胸。 

（2）古代小腳→取悅男人，滿足男性的把玩，越小的腳越能讓男人一手掌握。 

     現代豐胸→取悅男人，吸引男性目光，大的胸部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3）蓮花→古金蓮→纏足的三寸金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絹版印刷：將古畫絹印於畫布上再以油彩繪製。 

（3）油彩蓮花：油彩手繪。 

 

（二）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 

 

表 17《相對說畫》系列二（二）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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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面刺繡、絹印扇畫、油彩蓮

花 
古畫中的品蓮圖 

滿足女性心中

最原始的夢想 
蓮花 

 
1. 能指與所指 
 

表 18《相對說畫》（二）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緞面刺繡 
豐胸廣告 

「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 
豐胸 

絹印扇畫 古畫「品蓮圖」 古代小腳 

油彩蓮花 蓮花 古金蓮（纏足）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畫中的古畫戲蓮 vs豐胸廣告「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纏足 vs 

     豐胸。 

（2）古代小腳→取悅男人，供男性品蓮。 

     現代豐胸→女人渴望的重點，男人注視的焦點。 

（3）蓮花→古金蓮→纏足的三寸金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絹版印刷：將古畫絹印於畫布上再以油彩繪製。 

（3）油彩蓮花：油彩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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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人從此胸懷大志 
 

表 19《相對說畫》系列二（三）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緞面刺繡、絹印扇

畫、油彩蓮花 
古畫中的仕女圖 

「女人從此胸懷大

志」 

豐胸廣告標語 

蓮花 

 
1. 能指與所指 
 

表 20《相對說畫》（三）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緞面刺繡 
豐胸廣告標語 

「女人胸懷大志，男人只能緊緊依隨」 
豐胸 

絹印扇畫 古畫「仕女圖」 古代小腳 

油彩蓮花 蓮花 古金蓮（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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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畫中的古畫仕女 vs豐胸廣告標語「女人胸懷大志，男人只能緊緊依隨」 

   →纏足 vs豐胸。 

（2）古代仕女→裹足侍夫投其男性所好，小腳易婚配，造成古代婦女對於纏足 

   的追求現代豐胸→為吸引男性目光，讓男人緊緊依隨。 

（3）蓮花→古金蓮→指纏足的三寸金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絹版印刷：將古畫絹印於畫布上再以油彩繪製。 

（3）油彩蓮花：油彩手繪。 

 

（四）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 

 

表 21《相對說畫》系列二（四）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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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面刺繡、絹印扇畫、

油彩蓮花 

古畫中的仕女臥

床 

塑形、提高、加大、

潤澤、窈窕 
蓮花 

 
1. 能指與所指 
 

表 22《相對說畫》（三）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緞面刺繡 
整形豐胸廣告標語 

「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 
整型美容 

絹印扇畫 古畫「臥床仕女圖」 纏足婦女雙足無力寸步難行 

油彩蓮花 蓮花 古金蓮（纏足）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畫中的古畫仕女臥床 vs整形豐胸廣告標語「塑形、提高、加大、潤澤、 

     窈窕」→纏足 vs豐胸。 

（2）古代臥床仕女→古代纏足婦女雙足無力寸步難行，難以走出房門。 

     現代整形豐胸→現代女性追求胸大細腰的體型，盼望男人目光的追隨。 

（3）蓮花→古金蓮→纏足的三寸金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絹版印刷：將古畫絹印於畫布上再以油彩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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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彩蓮花：油彩手繪。 

 

（五）女人渴望的重點 

 

表 23《相對說畫》系列二（五）作品分析表（筆者編製） 

 

 
 

 

  

緞面刺繡、絹印扇畫、油

彩蓮花 
弓鞋 女人渴望的重點 蓮花 

 
1. 能指與所指 
 

表 24《相對說畫》（三）能指與所指分析（筆者編製） 

 
能指 

（藝術家的符號） 

所指 

（筆者研究解讀） 

緞面刺繡 
整形豐胸廣告標語 

「女人渴望的重點」 
豐胸 

絹印扇畫 古畫「纏足弓鞋」 追求瘦、小、尖、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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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彩蓮花 蓮花 古金蓮（纏足） 

 

2. 意指作用（延伸、連結、擴充） 

（1）扇畫中的弓鞋 vs整形豐胸廣告標語「女人渴望的重點」→纏足 vs豐胸 

（2）古代纏足弓鞋→婦女因纏足腳呈弓形，故所穿鞋子稱為弓鞋，「弓鞋」也叫 

    「繡履」，追求瘦、小、尖、挺。 

（3）現代整形豐胸→現代女性渴望的身材重點，胸部潤澤尖挺。 

（4）蓮花→古金蓮→纏足的三寸金蓮。 

 

3. 表現手法（媒材）： 

（1）緞面刺繡：人工尼龍替代天然的絹布，而電動繡替代了傳統刺繡。 

（2）絹版印刷：將古畫絹印於畫布上再以油彩繪製。 

（3）彩蓮花：油彩手繪。 

 

小結 

   《相對說畫》系列二左右共有五幅對稱排列 200 x 120公分的作品，由二個畫

面組成，共有十件作品，此系列由於是二十年前的舊作，部分作品被澳洲沃隆岡

大學美術館典藏及私人收藏，因此，僅能就其中的五幅原作資料做分析。此系列

主要由緞面刺繡及油畫拼組的複合媒材，油畫長幅的上半是扇畫，內容是仿古代

仕女圖的女相或男女合相，女相有側身半臥及前俯露胸，女相有的側身半臥，有

的前俯露胸，下半則是蓮花。緞面刺繡則引用當下流行的各種美容塑身廣告語

詞，以女紅金線繡出，文字：「女人的美麗了然於胸」，「女人從此胸懷大志」、

「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讓腰部以下曲線全部窈窕」、「塑形提高加大潤澤

窈窕」對照相呼應的古畫，形成一種呼應與對比的效果，呈現出作品文字如「女

人的美麗了然於胸」，「女人從此胸懷大志」、「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讓腰部以

下曲線全部窈窕」「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等。這些廣告詞表現出男性強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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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讓女性為了追求男性意識中的定型之「美」，不惜傷殘自己、犧牲自己以

迎合男性強勢欲求的意識，呈現出「女為悅己者容」的苦處，以及令人啼笑皆非

的反諷。 

 

第二節《相對說畫》的表現形式 

   以後現代美學的來解析《相對說畫》的表現形式，本節將以拼貼／對比、再

現／挪用、解構／再詮釋三個部分來看作品的形式架構。 

 

一、 拼貼／對比 

（一）系列一 

由 60幅 45x45公分的方塊作品拼組而成，三幅一組的拼貼排列，並以上下、左

右的相互對照的方式，以圖對圖、文字對文字、文字對圖的方式拼組成 270 x 400

公分的複合媒材的作品。 
1. 左右對比： 

（1）圖與圖：西方、現代、摩登的臉／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現代金蓮／古代金蓮。 

   現代高跟鞋／古代纏足弓鞋。 

（2）文字對文字：尖、挺、軟／香、軟、正。 

   挺胸細腰／瘦小尖彎。  

   現代金蓮／三寸金蓮。 

                 出水芙蓉／蓮花美女。 

   摩登女郎／古典美人。 

   女人話題甦胸計劃／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 

   健胸新術豐胸典範／古書的纏足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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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對比： 

  文字對圖：西方現代摩登美女／窅娘圖。 

            東方古代古典仕女／窅娘圖。 

            尖、挺、軟／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現代金蓮／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挺胸細腰／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香、軟、正／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三寸金蓮／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瘦小尖彎／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摩登女郎／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出水芙蓉／西方、現代、摩登的臉。 

古典美人／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蓮花美女／東方、古代、古典的臉。 

（二）系列二 

1. 扇畫中的古畫玩蓮圖／豐胸廣告標語「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纏足／豐胸。 

2. 扇畫中的古畫戲蓮／豐胸廣告「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纏足／豐胸。 

3. 扇畫中的古畫仕女／豐胸廣告標語「女人胸懷大志，男人只能緊緊依隨」→ 

纏足／豐胸。 

4. 扇畫中的古畫仕女臥床／整形豐胸廣告標語「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 

   窕」→纏足／豐胸瘦身。 

5. 扇畫中的弓鞋／整形豐胸廣告標語「女人渴望的重點」→纏足／豐胸。 

 

二、 再現／挪用 

（一）系列一 

1. 再現：直接將古畫或古書、報紙瘦身廣告標題的內容以絹版印刷方式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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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窅娘圖、纏足弓鞋、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古書的纏足藥方 

         廣告標語：女人話題甦胸計劃、健胸新術豐胸典範。 

2. 挪用：扇畫的蓮花挪用清朝古畫（無名氏）的〈出水芙蓉〉，用意強調創作與 

        文化背景特色的重要關係外，畫中的「扇形」與「蓮花」皆是探討女性 

        課題的基本元素。摩登女郎與古代仕女的頭像則挪用自西方美女及古代 

仕女圖像，高跟鞋與弓鞋則挪用自現代鞋與古代鞋的造形。 

 

（二）系列二 

1. 再現：古畫中的玩蓮圖、品蓮圖、仕女圖、仕女臥床圖、纏足弓鞋。 

2. 挪用：廣告標語「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女 

        人胸懷大志，男人只能緊緊依隨」、「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 

       「女人渴望的重點」。 

 

三、 解構／再詮釋 

（一）系列一 

1. 尖、挺、軟：形容豐滿酥胸。 

2. 香、軟、正：形容香軟小腳。 

3. 挺胸細腰：形容身材凹凸有致。 

4. 瘦小尖彎：形容符合纏足的外形美標準。 

5. 現代金蓮：隆胸。 

6. 三寸金蓮：纏足。 

 

（二 ）系列二 

1. 扇畫 

（1）扇畫的古畫「玩蓮圖」、「品蓮圖」：古代小腳→取悅男人，滿足男性的把玩，

越小的腳越能讓男人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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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扇畫中的古畫「仕女圖」：裹足侍夫投其男性所好，小腳易婚配，造成古 

     代婦女對於纏足的追求。 

  （3）扇畫中的古畫「仕女臥床圖」：古代纏足婦女雙足無力寸步難行，難以走 

       出房門。 

  （4）扇畫中的「弓鞋」：婦女因纏足腳呈弓形，故所穿鞋子稱為弓鞋，「弓鞋」 

 也叫「繡履」，追求瘦、小、尖、挺。 

2. 豐胸廣告標語 

（1）「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現代豐胸→取悅男人，吸引男性目光，大的胸部 

   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2）「滿足女性心中最原始的夢想」：女人渴望的重點，男人注視的焦點。 

 （3）「女人胸懷大志，男人只能緊緊依隨」：為吸引男性目光，讓男人緊緊依隨。 

「塑形、提高、加大、潤澤、窈窕」：現代女性追求胸大細腰的體型，盼望 

男人目光的追隨。 

（4）「女人渴望的重點」：現代女性渴望的身材重點，胸部潤澤尖挺。 

3. 蓮花：古金蓮→纏足的三寸金蓮 

 

小結 

    在《相對說畫》系列一作品中，由 45 x 45公分共 60幅的小方塊作品拼組而

成，以三幅一組的拼貼方式排列，並以上下、左右的相互對照的方式，以圖對圖、

文字對文字、文字對圖的方式拼組而成一件 270 x 400公分的大型複合媒材的作

品。在彩色的扇畫、藍紅紫的緞面刺繡、以及黑底金字的絹版印刷以拼貼和對比

的排列組合，都是具有特定的意涵。如：緞面刺繡是以便宜的人工尼龍布替代天

然的絹布，刺繡文字則以便宜、可大量製作的電動繡替代了傳統手工刺繡，而絹

印上面則直接將瘦身廣告的標語及纏足的史料以金色油墨印刷上去，扇畫上面則



 

136 

有西方金髮女郎。這些呈現的手法與元素，無論是視覺性，亦或其藝術意涵，如：

流行的（西方金髮女郎）廉價的，大量生產的（電動繡及印刷），方塊的拼組方

式，日常的元素、重複性的都具有普普藝術的特質。另一個層次是其對比性，如： 

系列一的左右對比編排（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刺繡文字與扇畫）彼此都有

意義上的延伸與連結。 

  而作品中的「再現」與「挪用」在系列一的部分是將古畫或古書、報紙瘦身

廣告標題的內容以絹版印刷方式以不同的形式去再現，如：窅娘圖、纏足弓鞋、

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古書的纏足藥方，以及廣告標語：女人話題甦胸計劃、健

胸新術豐胸典範。讓觀者可以透過這些重現或挪用的文本再次去經驗那過去已經

存在而具有意義的事實。是意義產生和轉換過程中必要的一部分，在此透過文

字、符號、象徵性的圖，以一種迂迴的方式去呈現作品的多重意涵。 

最後「解構」與「再詮釋」猶如兩個對立的面向，也像文本的分析，如同剝

洋蔥一般，將文本的意義一層一層地剝開，透過殘留下來的痕跡才能得到文本背

後的真實意義，而在不斷生成與轉換的意義中，在抹除與留下痕跡的形式中存

在。林珮淳的《相對說畫》由原本挪用而來的廣告文字與扇畫圖像拆解重組，重

新產生一種新的文本架構，使文本的意義產生新的詮釋語言。 

 

第三節《相對說畫》的文本詮釋 

一、隱身 

（一） 蓮花 

   「蓮花」在林珮淳《相對說畫》中代表「美女」、「出水芙蓉」、三寸金「蓮」， 

李宗慬在立報〈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文章中提到：「『芙蓉

如面柳如眉』，芙蓉亦是荷花。此以芙蓉的形與色比喻女子雙頰之紅潤美麗，但

在中國文學中，蓮的意象，除了常以其形為喩，亦以其聲為喩，南北朝時期的樂

府，常以諧聲字作隱語。如以『蓮』諧聲『憐』，是以『憐愛』的意思，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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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中常有女性以『蓮』自喻乞『憐』，是在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傳統中產生

的。」94而在佛教符號體系中，蓮花則代表漂浮在欲望的污水上，身體、言語和

心靈的純潔，有香、淨、柔軟、可愛四德，蓮花因喜歡生長在泥濘的溼地，但其

葉子和花又仍保持乾淨，有自潔的效果。而「花」在西方為美人的代名詞，西方

的女性主義更把花的題材擴大為一種積極顛覆父權思想的轉換物，而花瓣乃隱喻

女性的性器官，在此有挑戰女性身體被物化的概念，如：美國藝術家朱蒂‧芝加

哥（Judy Chicago , 1939-）的創作從原本中性化的中性語言，轉為具性別影射的

抽象結構，之後更以花直接作為女性的象徵。她說：「我用花朵來象徵女性特質，

像歐姬芙做過的，但我的花瓣是分開的，你可以看到一個誘人又曖昧不明的空

間，這個空間超越了我們女性特質的界線。」95《穿越花朵》（Through the Flower）

不但是芝加哥的傳記書名，也是這系列繪畫作品的名稱，它意味著透過肯定女性

的價值，能超越傳統給予女性的侷限。  

 

（二） 西方現代美女、東方古典仕女 

《相對說畫》系列中的東方古典美女是直接挪用自古畫，而西方現代女郎的

摩登造型則來自美容塑身廣告，以挪用手法揭發隱存於社會文化背後的問題。東

方古典美人所代表的三寸金蓮與西方現代美女則是流行美容塑身風氣做對照，批

判而反諷女性在父權文化建構下，被劃入一種樣板美的標準，昔日的纏足「風俗」

到崇洋「風氣」的整形塑身美都是難逃「被改造」的命運，這種「非自然」的標

準美，呈現出女性從古時到現今都難逃被界定為「花」般的被鑑賞、裝飾化，缺

乏自主性的樣式。 

 
                                                 
94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立報》，新女性 9版，1995年 12月 
   12日。 
95 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著，陳宓娟譯，《穿越花朵-一個女性藝術家的奮鬥》，台北，遠 
   流，2003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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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扇畫 

    林珮淳在藝術家雜誌發表〈我有話（畫）要說〉文章中提到：「作品中的扇

形（月亮形）乃取源於一張清朝（無名氏）的扇畫─〈出水芙蓉〉。挪用中國古

畫的用意，除了強調創作與文化背景特色的重要關係外，畫中的『扇形』與『蓮

花』皆是探討女性課題的基本元素。「扇」可視為渺小不起眼的「用具」，或手上

的「裝飾物」，因此它有暗示女性文化角色的作用。在作品系列（一），扇畫的重

複出現則有意強調女性在刻版、格式化的標準裡，呈現出他人認同下的「樣板美

女」；再者，扇形也可引申為「月亮」，月亮象徵女性的陰柔，在中國「陰陽」觀

念中也定義了女性附庸、柔順的地位（如陽尊陰卑）。月亮也可以是時間的比喻，

儘管時空轉變，月亮的呈現卻是不分古時今日的，因此，我利用其引申的特性，

與古代纏足的文件、圖樣或仕女圖做結合，再與今日美容塑身的廣告標語做相互

對照，以解構出雖然每個時代對美麗的定義不同，然而女性追逐符合時代美的附

庸心態與「改造」行為，就如月亮般的永遠長存，無所不在，這是女性的身體要

不斷得被審視、鑑賞而陷於不停被類別化的循環結果。」96 

透過林珮淳在創作的自述文章中可以發現，她在作品中取源古代『扇畫』的

形式，有其特定想要表達的意義，象徵著女性一直都活在一種刻版、格式化的標

準中，而這標準的定義是緊扣在陽尊陰卑（扇形象徵月亮，月亮屬陰）的不平等

位階裡，透過其引申的特性，去解構不同時代對美麗的定義，而在此她所要提出

的，無論古今女性追逐那符合時代美的附庸心態與改造行為，就如月亮般的永存

不朽、無所不在，使得女性的身體要不斷的被審視、鑒賞而陷於不停被類別化的

循環結果。 

 

（四） 窅娘圖 

   「窅娘」生卒不詳，相傳是南唐後主李煜宮人，出身平民，本來是採蓮女，

十六歲時因姿色嬌美，而被選入宮。據說她的眼睛和中原人不太一樣，故賜名「窅

                                                 
96 林珮淳：〈我有話（畫）要說〉，《藝術家雜誌》，246期，台北，1995年 11月，頁 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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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林珮淳《相對說畫》作品中從纏足史料的研究中得知窅娘為纏足起源的典

故，據傳窅娘雙目深凹而顧盼有情，並且善跳金蓮舞，跳舞時像蓮花淩波，俯仰

搖曳體態優美動人，有年元宵，李後主用黃金鑿成一座蓮花，蓮花的中心又生出

一朵品色瑞蓮，在細樂聲中窅娘於上面翩然起舞。窅娘當時為了使足部更美，常

常用錦帛纏裹雙腳，屈作新月形狀。雖然女子纏足蔚然成風是從五代開始的，窅

娘並不是女子纏足的第一人，但無可否認由於南唐的宮廷生活為當時一般人所豔

羨，而窅娘又是一個絕色美人，對婦女的纏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在宋朝

之後，名媛閨秀爭相仿效，逐漸遍及全國各地，愈纏愈小，都以「三寸金蓮」作

為婦女的美態標準。在此林珮淳透過中國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的手法反諷女性在

金蓮（花）的陰影下，不惜代價的努力追求扮飾而吃盡苦頭。 

 

（五） 緞面刺繡 

  古代對女性「三從四德」的要求標準，是婦女除沈靜於女紅、技法嫻熟之外，

亦能藉此修養品德，婦行、婦言、婦容，「女紅」被視為是對婦女美德標準與期

許，而女紅的技巧在過去是由母女、婆媳世代傳襲而來，被視為是女性「分內工

作」，這種界定更加堅定父權制度的基石，而女紅或手工藝品在西方女性主義的

評述中已重新給予肯定並確立其藝術的成就，在此林珮淳以「非男性主流」的技

巧重建台灣女性美學的可能性。透過「媒材」被取用的意義提昇為傳達媒材本身

觀念的憑藉，因此所繡上的絹布是刻意選用「人工尼龍」而非天然的絲綢，「電

動繡」也替代了傳統的手工刺繡，運用古、今、傳統、現代的對照手法，重新省

思「女紅」所原本具備的意涵。 

 

二、寓意 

（一） 文字多層的意義 

1. 尖、挺、軟（形容豐滿酥胸）：香、軟、正（形容香軟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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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挺胸細腰：瘦小尖彎→現代金蓮（隆胸）：三寸金蓮（纏足）→胸：腳。 

3. 出水芙蓉：蓮花美女、摩登女郎：古典美人→西方現代臉：東方古代臉。 

4. 女人話題甦胸計劃（廣告標語）：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美容塑身方式：纏足 

過程自述。 

5.健胸新術豐胸典範（廣告標語）：古書的纏足藥方→豐胸廣告：纏足藥方。 

 

（二） 符號意象 

1. 古代小腳→取悅男人，滿足男性的把玩，越小的腳越能讓男人一手掌握。 

2. 現代豐胸→取悅男人，吸引男性目光，現代女性渴望的身材重點，胸部潤澤 

            尖挺，大的胸部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3. 古代仕女→裹足侍夫投其男性所好，小腳易婚配→古代纏足婦女雙足無力寸 

步難行，難以走出房門。 

4. 古代纏足弓鞋→婦女因纏足腳呈弓形，故所穿鞋子稱為弓鞋，「弓鞋」也叫 

               「繡履」，追求瘦、小、尖、挺。 

 

小結 

從隱身與寓意的說明與比較中，筆者發現林珮淳擅用圖像符號的延伸意涵，

或者透過圖與文的轉喻、媒材以及文字所具有的多層意義的擴充，將古今圖文的

符號運用對照的手法呈現出文本的多重詮釋。 

 

第四節《相對說畫》多重文本的演繹 

一、古今符號及文本相互參照 

    林珮淳擅長從古代文學典故的圖文以及媒體報章的廣告文字以再現及挪用

的方式，透過媒材形式的轉換，將古今符號的文本在圖文的相互參照中，將女性

的身體符號解構後重新給予再詮釋的意義，以提出女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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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昔日三寸金蓮，與現今流行美的改造行為做對照，並以慣用的正反對立邏輯

去質疑、引申關於女性主體意識的課題。 

 

（一） 作品中的扇畫（月亮形） 

    扇畫中的「扇形」與「蓮花」皆是探討女性課題的基本元素，在李宗慬，〈評

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文中提到：「從中國文學的背景看來，『團

扇』的意象常是和『秋扇見捐』不可分離的。據陳陵玉台新詠怨歌行序：『昔漢

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並為怨詩一首：新裂齊紈素，鮮

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

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不論這首詩是不是班婕妤作的，但絕

對是棄婦的悲歌。其詩以團扇雖美，但僅為『君』所利用，且恐懼時間過去，由

夏至秋，團扇即將被棄，如女子之為『夫君』所棄。所以用團扇為符碼，即隱含

了『被利用、被玩弄、被拋棄』的意涵。」97「月」為陰性符碼，在中國文化中，

也有悠久的傳統。如漢代畫像石中的伏羲和女媧像，常伴以日與月的符碼。又如

嫦娥奔月是我國民間即為熟悉的神話，也是詩人常常歌詠感嘆的。在《相對說畫》

系列一中，扇畫的重複出現則有意去強調女性在刻版、格式化的標準呈現的「樣

板美女」，在中國「陰陽」觀念中也定義了女性附庸、柔順的地位（如陽尊陰卑），

月亮也是時間的比喻，儘管時空轉變，月亮的呈現卻是不分古時今日的，因此利

用其引申的特性，與古代纏足的文件、圖樣或仕女圖做結合，再與今日美容塑身

的廣告標語做相互對照，儘管每個時代對美麗的定義不同，但女性的身體仍是不

斷的被類別化在不斷被審視的循環中。 

 

（二） 作品中的「蓮花」 

   「蓮」因其水生，在花卉中尤顯潔淨、高貴，所以經常與美人聯結在一起，

                                                 
97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立報》，新女性 9版，199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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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女子的美麗與清純，多用「出水芙蓉」，傳說中的四大美人之一西施，其故

事也多與採蓮、浣紗聯繫在一起。在西方花瓣是象徵著女性的性器官，也強調了

女性生殖能力的神秘力量。在林珮淳的作品，以中國文化的典故，用暗喻的手法

反諷女性在「花」的陰影下努力扮飾。而「魚」戲「蓮」葉，一動一靜，更是中

國文化對兩性角色建構的意識形態，如男主外，女主內，男兒志在四方，女子則

閉門下重關等。總之，是「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而「蓮與憐」諧音，「憐」

的本意是「哀憫」，引申為「憐愛」、「憐惜」。中國文學中常有女性以「蓮」自喻

乞「憐」，是在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傳統中產生的，蓮花與「水」之間的聯想，

「水」象徵著女性在「痛苦的背後」仍需呈現完美的一面於前，卻隱藏了不為人

知的過程（如纏足的步驟或美容塑身的經歷），而倘若從正面引申，「水」也可以

提示女性設法超越父權社會的束縛。 

 

（三） 古代的圖文 

    是林珮淳從古畫或纏足史料獲取，以古典的圖繪美女、女性自述其纏足經驗

的古畫書影，與車繡的蓮花等符碼組成。這些古典美女，如再現清人吳友如的窅

娘圖，表現女行柔弱纖細的形象，另外挪用明清二代如西廂記、金瓶梅等小說、

雜劇的版畫插圖風格，其色慾的暗示和文字搭配，如以「香正軟」形容三寸金蓮，

以「尖軟挺」形容乳房，明白寫出對女性慾念中嗅覺、觸覺、目視等感官作用。

這些女子的纏足、削肩，在在表現出她們的柔弱嬝娜，和詩經中形容美女的「碩

人其頎」，以及漢唐盛世高大健康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樣的，而與其相對應俊秀的

男性情人，合成了頹廢偷歡情色世界。至於書影中金素鑾女士自述其纏足經驗的

痛苦與無奈，文中敘述金女士從小被母親強迫纏足，無力反抗，而母親也是從小

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長大，男性中心的意識型態，對女性纏足的慾求，早已深植

於女性心中，內化成為母女相傳必須忍痛並履行的痛苦經驗，為了取悅男性，古

代女性不惜摧殘自己的雙足，成為一種畸形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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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作品中的文字與材料 

     以描寫古今美女的文字為對照，呈現出美麗樣版化的「規格」，如「三寸金

蓮」 與「現代金蓮」，「瘦小尖彎」與「挺胸細腰」，「香軟正（小腳）」與「堅挺

軟（胸脯）」。並挪用廣告塑身廣告標語，與歷史纏足圖畫做有趣的比照（如男人

一手握住女人小腳的圖與「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的文）。除了達到反諷此現象的

效果，更可透視資本主義縱容下的大眾媒體及商業宣傳手段，它除了「策略式」

的增強女性「為悅己者容」的附庸心理，更將盲從西方文化的隨從角色以「現代

感」、「富智慧」、「新女性」等詞彙來加以粉飾、包裝，使得女性消費者相信以「高

科技」換取美貌、窈窕身材是現代獨立女性的選擇，是很「自然」的世界走向，

林珮淳以詼諧移位的解構手法，而其反諷效果則是有悲憫、有慨嘆的。而以刺繡

手法強調「女紅」的文化意義，是有挑戰父權制度界定「女紅」為〈女性份內工

作〉的企圖，同時她又要「藉著『非男性主流的技術』來重申件立台灣女性美學

的重要性。」自嫘祖教民養蠶取絲，中國傳統女性對紡織、縫衣、刺繡等貢獻是

毋庸置疑的，這種似乎矛盾的心態，正表現出女性在自我主體性方面的掙扎，一

方面不甘被界定為專事於「女紅」的「織女」，一方面又要藉著女性在刺繡方面

的成就來肯定其美學地位。 

 

二、「去身體」女性主體意識之辯證 

    在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

查研究》一書中，在「身體的表達形式」的問題 A1調查結果中提到，台灣 50

年代出生的女性藝術家中，認為沒有使用自己的身體進行創作有二位：（1）「沒

有使用自己的身體。」（吳瑪悧）；（2）「不用裸露的身體，除了因東西方對身體

解放的文化背景不同，也因著裸露身體會陷入被男性再次窺視女性身體的擔憂

（林珮淳）。」98文中提到：「研究者整理發現 50年代台灣女性藝術家即使在作

                                                 
98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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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使用」身體，往往以隱喻、投射等方式，行動藝術者強調做為『人』的存

在，而非女人的身體；在受訪對象中，有半數是排斥與拒絕身體被窺視。」99林

珮淳則在〈從文化差異探討台灣女性藝術深層、表層發展問題〉中提到： 

 

因生長於父權社會深度儒家思想的制約，之後因著西方平權潮流的衝擊而逐 

漸自覺的典型台灣女性藝術工作者，不可諱言的，我在不同的場合被認定 

或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感受是尷尬不自然的。其實女性主義的精神是以 

女性的自主自覺去改變（質疑、顛覆）長期被接受的『現況』（現存權力結 

構），並企圖建立兩性平等的社會秩序，因此在西方社會，『女性主義者』應 

是一個獨立自主女性的代稱。然而，當我置身在女性運動團體中，原有潛藏 

於內在的傳統女性模式仍時而干擾我的思想；又當面臨男權過度擴充令人氣 

憤不平之際，『女性主義』的突現又必須設法壓抑以避免衝突。100 

 

從林珮淳這段文中可以發現其在探究台灣社會傳統與現代共存的時空，對於身在

夾縫中的女性「自我」的認同提出她的問題，如：他人對「女性主義」的接受與

認知有多深？以及兩者間因著固有的「意識形態」所衍生的問題又是什麼？在她

認為「藝術領域裡，男性與女性創作者的條件是否有差異？」其實答案仍環繞在

最基底、最隱密的文化結構系統裡，社會習俗、流行時尚常會切斷女人身體和存

在超越性之間的聯繫，像是古代中國的裹小腳讓女性連走路都寸步難行，西方當

代的高跟鞋、束腹、整形塑身，這些追求女性外在容貌美和身體美被視為將女性

主體的客體化與歧視，女性主義視為是對女性的一種貶抑，將女性變成沒有靈魂

的性物件，因此女性主義者視男性藝術家對女性裸體繪畫，為一種看不見的專制

                                                                                                                                            
頁 17。 

99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註， 
頁 18。 

100 林珮淳，〈從文化差異探討台灣女性藝術深層、表層發展問題〉，《現代美術》，67期，1996 
    年 8月，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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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並試圖去挑戰由歷史所建構的意識型態之視覺再現之反制，而主張女人必

須由被動的再現物體變成主動，常以月經、陰道形象、裸露的身體器官或展演，

來表現自我的身體，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須遵從的規則和某些女性身體標準。然這

也容易落入被男性再次窺視女性身體的擔憂，因此儘管林珮淳的創作同樣是透過

女性身體去探討主體意識，在創作概念上卻是很清楚排除「被窺視」，她的「去

身體」脈絡是透過古今女性身體的文本與符號去批判來自於父權長期支配下的

「意識形態」對女性身體的宰制，並且提出藝術史上對「女性藝術」不公平的「認

定」（包括藝術史學者、藝評家、美術行政者、收藏家及觀眾的觀點），導致女性

藝術發展的限制與條件差異。因此在《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

性特質調查研究》問題 A5：有些女性主義理論主張「女人必須由被動的再現物

體變成有聲音的對象」，應發自內心的聲音，因此許多女藝術家解放先前被壓抑

或貶斥的身體，甚至擺脫父權文化中已被男性窺視物化的形象，開始將自身展現

為強韌、主動等形象，並描繪她們身體各部分的痛苦或迫害，以及反諷被男性物

化女性裸體的作品，而對於基進女性主義者的藝術行為，調查結果顯示，台灣

50年代出生的女性藝術家表達未支持看法的女性藝術家，其中林珮淳則表示：「基

進女性主義者的藝術行為與男性的行為藝術應是同類型的創作，這種藝術語彙是

以身體強烈的表達當然具有其重要的意義。本人作品不以身體作行為藝術是因為

解構父權的方式有很多種，如瑪莉‧凱利的作品，是以再現父權文化的現象做為

強烈批判的手法，本人的作品也是類似的語彙做為女性主義藝術的表現。」101 

 

三、「反迷思」之身體操演 

     羅蘭‧巴特曾說：「反迷思最好的武器可能是以他的方式將他迷思化，並製

作一個矯揉做作的迷思。」102林珮淳《相對說畫》便宣示了藝術家對於這些問題

                                                 
101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 
註，頁 30。 

102 林珮淳創作自述中提及羅蘭‧巴特引文，摘引自郭冠英於 2011年 7月藝術家雜誌所發表文 
   章〈辛蒂.雪曼:女性觀視的另翼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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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分析與歷史考掘。以身體的符號去談身體的主體意識，透過相關的歷

史文獻資料以及當時的商業廣告修辭，在相互文本的補強與參照脈絡中，可以觀

察到許多的社會意涵，傳達出強而有力的政治宣傳的力道，揭示了該戰場裡許多

看不見的集體社會制約。作品表面上看起來是在表述許多人堅信不移、追求的美

感標準，在《相對說畫》作品中的現代金髮美女和中國傳統的古代仕女對於美的

標準與追求，便呈現出關於身體美學的不同文化信仰和相應技術，而在此她要提

出的就是為什麼許多女性會借助不同的科技發明或傳統醫療，去改造或傷害自己

的身體以符合某些樣版美的標準？作品從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的機制裡，追溯整

形瘦身的原型操作，透露了傳統父權社會裡男性依其喜好所制訂和因襲的女性身

體美標準，同時在現代的傳播媒介更挾著資本主義強勢的運作，更無遠弗屆傳送

這些樣板標準。 

    過去中國文化裡不纏足的女性嫁不出去或出門會被笑，現在太矮的男生和太

胖的女生依然較不容易找到婚配對象，或有時會因身材而在社會和工作上受到歧

視。而這些外在的歧視，很容易便透過類似「女為悅己者容」這種以男性品味為

中心的身體情愛機制和追求事業晉升、人緣廣闊的欲望驅動，而接受內化成為個

人定位自我的有形和無形判準和實踐。在 1970到 1990年代中期，有很多女性主

義者紛紛站出來批評這種加諸女人身體和自我上的種種社會暴力機制，1990 年

代中期以後減肥瘦身與美容整形業者行銷策略轉向了，他／她們的新口號，對準

了個人求美的內化意識形態做文章，宣稱整形瘦身是為了做自己、是為了有自

信，是為了追求更順暢的生涯道路，因而「女為悅己者容」有了新註解，這個「悅

己者」變成了女生自己。表面上這個轉向，似乎是符合現下女性追求自覺和身體

自主權的一種表徵，而媒體宣傳和許多女性名人的現身說法，更不斷強化透過改

變／傷害身體可以自我滿足以及取得社會認可的自主形象，但實際上必須被看見

的事實是，減肥瘦身與美容整形業者也正利用這種意識假象，合理化將其女性身

體和自我認同切割成可被塑形、可生產利潤的區塊行為。他們在分食新女性荷包

                                                                                                                                            
   電子文章出處 http://blog.roodo.com/soundwatch/archives/16256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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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依舊執行了某些擁有定義別人身體型態權力的人的美學暴力。而新女性

如今所面對的，便是這種更複雜、更細微、更具滲透力的身體和欲望戰場。 

 

 

 



 

148 

第五章 女性藝術的省思與相關藝評 

第一節 女性主義藝術的省思 

一、西方女性主義藝術 

    自 1970年代初一批美國的女性主義藝術家、評論者及藝術史學者，在反戰

及爭取男女平權的婦女解放運動訴求的浪潮下，有組織地推動女性主義藝術作品

的創作，爭取女性藝術家的權益及地位。而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女性主義藝

術，也有漫長的歷史，從佐法尼（Johann Zoffany,1733-1810）的〈皇家學院的院

士們〉（1772）的畫中可以統計出，當時英國皇家學院的成員至少有 34位，其中

僅有兩位女學員考芙曼和莫澤，她們之後，學院再也沒有女性成員。作品重複陳

述著女性藝術史裡，大師或名作所記錄的女人形象是男性沉思的客體。1970年

代早期的女性主義藝術家、評論家與史學家，便開始質疑在男性主義的前提下，

宣稱由男性生產的藝術史之普遍價值，認為它顯然是有計劃性地將女性的藝術生

產排除於主流之外，且權威地將女性形象轉化在一種所有物與消費。對西方主流

藝術價值觀的質疑，透過藝術社會史之研究，歸納出各種可能的社會機制及意識

型態的影響因素，以解釋女性藝術家於男性藝術家為主的藝術社會中屈居劣勢的

原因是：缺乏專業技術訓練、報酬、贊助者與獎賞等，這些「物質條件」亦是造

就偉大藝術家必備的社會條件。 

    女藝術家朱蒂‧芝加哥的〈女人之屋〉以女性主義藝術課程開啟女性美學的

第一章。女人之屋的展演方式給男性帶來一種震撼與打擊，男性在看女人之屋作

品及表演時，儼然成為「他者」，必須開始學習女性一直以來沒有選擇地以「他

者」之立場，觀看男性藝術的展演。芝加哥指導女性打造「自己的空間」，以主

動的方式擾亂父系秩序中「女性＝被動」的道理。而其最有代表性的裝置作品〈晚

宴〉（圖 60）完整而成熟地體現了她的女性主義藝術觀念，展示女性成就不斷被

歷史抹拭的事實，這件作品用了三年時間創作，動員了 400人合作（這 400人都

是女性），這幅作品是一個巨大的裝置作品，三角型的餐桌，每邊長 46.5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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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磚拼成三角形平臺，只有 39套不同的餐具，有陰戶的變形符號，同時有 39條

餐巾，繡有不同的圖案和姓名，代表 39位已故著名女傑。1979年在三藩市美術

館開幕，她們同時寄出 1200份請帖，通知世界各地的婦女代表在 3月 14號開幕

那天晚上集結起來，同時聚餐，表達國際女性的愛和團結，被稱為「國際晚宴」。

你可以看到 1970年代的女性主義作品，是以女性性器來反映女性意識主權，是

以挪用當時所謂「陰戶藝術」（cunt art）此一貶抑術語將之轉化再現為較正面的

女性意象來呈現女性意識主權。  

 
圖 60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晚宴〉（The Dinner Party），1939年， 

尺寸：46.5米，裝置藝術，展出地點：Brooklyn Museum。 

   

80年代，女性主義藝術從關注女性自身感受力轉向關注藝術再現和社會性

別差異等問題。而林珮淳在《相對說畫》展覽現場另印一張說明文字，一開始就

引用女性主義者西蘇「陰性書寫」的主張：「來瓦解男性建構的語言思想，以建

立女性的主體性，……女性應該身體力行去寫自己、讀自己、表達自己。」103以

                                                 
103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立報》，新女性 9版，199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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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另一位女性學者林達‧尼德鼓勵「女性藝術家要重新定義自己的界線，說自己

的故事，（而非屬於他人的影像或傳說）。」104因書寫裡洋溢快樂、歡愉，慾望，

而不是理性的結構，它的目的是擺脫西方傳統思想種種限制的觀念，將自己寫進

歷史，代表藝術家如瑪莉·凱利，就是將自己的作品呈現為一種文獻形式，在敘

述過程中表明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敏銳解構父權文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

況。90年代，女性主義藝術已經完全呈現出多元化局面，比如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1942-）說她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的女性主義，

包容各種新的理論學說及思想，還有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從語言、主體、

性別三條線索建立的社會性別理論，也有社會建構論的體系，開始產生影響。在

當代西方出現了不同的女性主義走向，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黑人和亞裔

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的女性藝術、第三次浪潮的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的女性主義、

同性戀的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等等，這種多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表現

出女性主義運動和形態的駁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她的內在活力和成熟。 

 

二、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 

    早期日據時代的台灣女性藝術家，因受到日式教育及中國文化傳統的雙重約

束，導致戰前出生的台灣女性藝術家作風保守，少有新局，而作品多是唯美閑暇

之作，具代表的藝術家陳進（1907-1998）出身於新竹香山世家，具有良好的書

香背景，曾遠赴日本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習畫藝，作品風格細膩並獨具慧眼，對於

周遭的人、事、物，具體唯美反映在她畫筆之下（圖61、圖62），為日據時期台

灣女子學畫的第一人。 

                                                 
104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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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陳進，〈化粧〉，1936年，212 x 182cm，絹‧膠彩，圖片來源： 

文建會《台灣網路美術館》。 

 

 

 

圖 62 陳進，〈山地門之女〉，1936年，40 x 33cm，絹‧膠彩，圖片來源： 

文建會《台灣網路美術館》。 

 

 

到了70年代台灣鄉土運動崛起，鄉土懷舊題材之藝術作品盛行，此時西方女

性主義正如火如荼展開，然台灣女性藝術家因長期順從習性，女性藝術家對自身

權益問題，普遍表現冷淡或遲疑，唯獨卓有瑞（1950-）於1976年展出15巨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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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系列（圖63），可被視為台灣女性意識覺醒先驅，但卓氏並不願以女性主義

者自居，70年代在台灣而言是一個反省的年代，不過比起政治的黨外運動，及文

學鄉土論戰，藝壇顯得相當平靜。 

 

 
圖 63 卓有瑞，《香蕉系列》之七，1975年， 183 × 226 cm，油畫，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美術館世紀風華台灣美術網站。 

 

 

台灣的女性藝術發展過程，都把1980年代界定為濫觴時期，1980年代初期，

呂秀蓮、施寄青、李元貞等女性主義運動者，將女權介入政治議題中，而奠下日

後女性主義的基礎，這些戰後出生的台灣女性藝術家，因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創作風格也逐漸脫離「閨閣藝術」範圍，朝向多元化的追求，當時的主要時代特

徵是政治解嚴以及社會力的釋放，因此也開啟了女性主義藝術的萌芽，以下這段

陳述可作為代表：「1980年以後留學歸國的女性知識份子，對藝術界而言，實質

上造成藝術生態的重大變化。她們取樣自歐美的最新訊息，透過平面出版和新聞

媒體，進入長期由男性所獨佔的藝術領域或出版管道，在短時間內將台灣藝壇各



 

153 

種領域帶往更多元化的資訊世界。」105賴瑛瑛曾將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略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古典傳統的日治時期（1895-1945）；第二階段為戰後重整

（ 1945-1980）；第三階段則為國際多元、文化自主的 80年代、 90年代

（1980-1998）。106此一分期法，經常被不同論文引用，可見影響力，也對我們

了解整個歷史的延承有幫助。在90年代初期，台灣女性藝術首次被提出，並且與

「女性主義」及「女性議題」公開被討論，由初期的嚴明惠開始在文章作品中探

討兩性議題，陸蓉之返國發表論述，並策劃多次女性藝術展，1994年5月林珮淳

則與吳瑪悧、賴明珠、傅嘉琿、湯瓊生、嚴明惠等人在藝術家雜誌開闢了「女性

藝術」專欄，1995年4月企劃「女性與藝術」專輯，其間侯宜人並集結《女性創

作的力量》一書，吳瑪悧則任遠流圖書藝術主編，引進一些西方女性主義的藝術

論述。而林珮淳以撰文或自身創作，提倡女性主義藝術，詮釋台灣的社會兩性議

題。身體策略在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中，與女性意識、陰性特質幾乎是相伴相隨

的，研究者陳曼華曾將台灣女性藝術的身體書寫，分成兩個階段：1980年代末期

到1990年代，女性藝術家侵向於描繪非社會空間，如大自然或家庭內的私領域，

並且傾向於匿名性；而在2000年之後的新生代藝術家，其身體再現的空間，則越

發出現在社會空間中，如戶外空間與工作場所等，並且經常以具名的我，呈現在

觀者眼前，以身體裸露作為一種展現自我、宣示自我特殊性的方式，並透過各種

角色扮演建構主體認同。 

 

三、作品的相互參照 

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出現女性藝術家從女性身體出發，表達對自身、對

世界、對父權體制的看法，企圖顛覆男性觀視，表達女性主體意識，在作品中「使

用」身體，往往以隱喻、投射等方式，以下就同具有明確女性主體意識創作─林

                                                 
105

 陸蓉之著，《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頁 106。 
106

 賴瑛瑛，〈台灣女性藝術的歷史面向〉，收錄於林珮淳主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 
   象》一書，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頁73。 



 

154 

珮淳《相對說畫》、嚴明惠〈男與女〉、吳瑪悧〈看〉這三件作品，在相互參照中，

就其作品的元素、媒材、表現手法、創作意識的差異性作分析比對。 

 

表 25作品相互參照分析（筆者編製） 

 

林珮淳《相對說畫》 

年份 1995 

元素 
蓮花、纏足、文字刺繡、高跟鞋、古代仕女、西

方美女。 

媒材 複合媒材（緞面刺繡、絹版印刷、油彩） 

表現

手法 

對比（對照、並置）、拼貼、隱喻、文本、再現、 

挪用、解構、再詮釋。 

創作

意識 

以纏足典故、纒足秘方、纒足標準、女人纒足的

自述文本、纏足古畫等文本，對照當今美容塑身

之廣告文字、圖像，藉著象徵性的圖文，作品以

「對照」（對比）的多重文本性去表達對女性的自

主意識，拒絕成為一種被動的和無力的「被審視

者」。 

 
嚴明惠〈男與女〉 

年份 1991 

元素 男女半身頭像、玫瑰花、蘋果、男女性徵、腳。 

媒材 油畫 

表現

手法 
寫實、對比（對照、並置）、象徵、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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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意識 

以寫實手法描繪的加大尺寸花卉與耳朵，以局部

隱喻的方式，伸張自覺意識。以諷喻的感官物件

並置，多義地表徵兩性共存的曖昧與張力，顯現

出當代女性對兩性關係的自覺和剖析 。 

 

吳瑪悧〈看〉 

年份 1992 

元素 現成物 

媒材 複合媒材（胸罩海綿） 

表現

手法 
象徵、隱喻、挪用、解構、再詮釋。 

創作

意識 

具有攻擊力道的作品，以胸罩海綿墊縫成的大大

眼睛，瞪視著那些窺視它的人，作品流露出毫不

遮掩的女性意識，藉由柔美精緻的外表包裝，傳

達強悍清晰的女性主義語彙。 

 

  這三件作品皆於 1990-1995期間發表的作品，三位藝術家都是從國外回來，

受過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洗禮，研究者整理發現，這三件作品的探討訴求：同樣

探討消費女性身體的作品為主。林珮淳《相對說畫》系列，是以纏足典故、纒足

秘方、纒足標準、女人纒足的自述文本、纏足古畫等文本，對照當今美容塑身之

廣告文字、圖像，藉著象徵性的圖文，作品以「對照」（對比）的多重文本性去

表達對女性的自主意識，拒絕成為一種被動的和無力的「被審視者」，並且「不

用裸露的身體，除了因東西方對身體解放的文化背景不同，也因著裸露身體會陷

入被男性再次窺視女性身體的擔憂。」107嚴明惠〈男與女〉，作品主要以女性主

義的敘事去強調男女典型中的分立及抗爭，並從女性身體出發，表達對自身、對

世界、對父權體制的看法，企圖顛覆男性觀視，表達女性主體意識，卻易導致擺

                                                 
107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 

  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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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於肯定與否定兩端的評論觀點。吳瑪悧〈看〉則是一件具有攻擊力道的作品，

以胸罩海綿墊縫成的大大眼睛，瞪視著那些窺視它的人，作品流露出毫不遮掩的

女性意識，藉由柔美精緻的外表包裝，傳達強悍清晰的女性主義語彙。三位藝術

家多以局部隱喻的方式，去伸張自覺意識，以諷喻的感官符號採用並置或挪用的

方式，將之解構後，作品呈現自我的再詮釋意涵，並多義地表徵，顯現出當代女

性對主體意識的自覺和剖析。 

 

第二節 藝評文獻回顧與分析 

一、評論《相對說畫》相關的藝評文章清單 

     1995年林珮淳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發表《相對說畫》系列，對台灣女性議題

有深入的思索，針對此系列作品，經統計當時書籍、畫冊、論文研究文章共有十

篇，雜誌藝評有十二篇，報紙報導文章有九篇，因多為二十年前書寫的文獻，部

分資料未能完整取得，本文僅得以有限的文獻資料，在此以表格詳列清單如下： 

 

表 26 藝評文獻清單表（筆者編製） 

藝術書籍、論文 10篇 

作者 文章名稱 出處 年份 

陳香君 尋找女聲－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 

《性屬關係－性別與文

化再現》，王雅各主編，

台北，心理出版社，頁

57-63。 

1999年 

姚瑞中 第五章陰柔美學 

《台灣裝置藝

SINCE1991-2001》， 

木馬文化，頁 202-203。 

2001年 

謝東山 女性主義藝術 《1980-2000台灣當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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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藝術》，藝術家出版

社，頁 183。 

陸蓉之 相對說畫系列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

史》，藝術家出版社， 

頁 254。 

2002年 

簡瑛瑛 相對說畫系列 

《女性心/靈之旅，女族

傷痕與邊界書寫》，女書

文化，頁 73。 

2003年 

陳香君 身體與我 

《記憶的表情─藝術中

的人與自我》，東大圖書

公司，頁 57-63。 

2006年 

徐文琴 相對說畫 
《台灣美術史》，南天書

局，頁 219。 
2007年 

謝東山 1996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 

《1996台北雙年展－台

灣藝術主體性》畫冊，

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 

1996年 

陳香君 相對說畫 
《林珮淳作品集》，桃園

縣立文化中心 
1999年 

王錦華 
性別的美學/政治： 90年代台灣女性

藝術批評意識初探碩士論文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碩士論文，頁 112。 
1999年 5月 

雜誌藝評 12篇 

林純如 
從「蓮」的延伸探討女性自我定位與

美的定義 

藝術家雜誌 246期，頁

496-497 
1995年 11月 

劉佩修 林珮淳: 說自己的故事 破雜誌 1995年 3月 

黃寶萍 相對看畫‧相對說話 藝術家雜誌 247期， 199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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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3。 

董成瑜 
美與暴力竟一體 林珮淳訴說女性悲

哀 

黑白新聞周刊 109期， 

頁 81-82。 
1995年 11月 

林芳玫 暴力的美學 美學的暴力 銘傳校刊，頁 50-51。 1995年 11月 

徐文琴 林珮淳 1995年個展 
雄獅美術雜誌 297期，

頁 59。 
1995年 11月 

徐文琴 「蓮」的啟示－林珮淳創作賞析 
現代美術 62 期，  

頁 64-67。 
1995年 10月 

謝東山 
性別與權力―藝術的女性主義與女性

主義的藝術 

現代美術 65期，頁

23-28。 
1996年 1月 

張清華 相對說畫打破美麗神話 
美華報導 324期， 

頁 78-79。 
1996年 1月 

郭冠英 
從蛹到夏娃克隆：林珮淳藝術的女體

賦權 

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

作流通平台專欄 
2013年 

賴小秋 啟示與警世 藝術家第481期，頁2-5。 2015年 6月 

蕭瓊瑞 天啟與創生：林珮淳的夏娃克隆系列 
藝術家第 506期， 

頁 314-317。 
2017年 7月 

報紙報導 9篇 

張伯順 林珮淳相對說畫反諷古今女性美 聯合報 1995年 11月 

林勝興 
林珮淳的女性詮釋，在台北市美術館

呈現 
文化通訊 

1995年 11月

15日 

邱心宜 林珮淳個展顛覆女性定位 大學報 
1995年 11月

4日 

鄭乃銘 女性的論釋－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自由時報 28 版 1995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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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黃寶萍 
美麗神話相對說畫，女性主義畫裡

看，林珮淳直探議題 
民生報 14版 

1995年 10月

31日 

董青枚 
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林珮淳 1995年

個展 

民眾日報 

文化 26 版 

1995年 11月

7日 

胡永芬 
普普手法反思女性困境，林珮淳個展

批判美學暴力 
中時晚報 12版 

1995年 10月

27日 

張啟德 
美女、金蓮、水蓮，畫家林珮淳訴說

女性悲哀 
澳洲雪梨世界日報 

1996年 2月

17日 

李宗慬 
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 

談女性定位課題 

立報 

新女性 9版 

1995年 12月

12日 

 

二、《相對說畫》藝評文獻的回顧 

   《相對說畫》藝評文章從 10篇書籍、論文中選取 5篇較具代表性、雜誌藝

評 11篇選 9篇觀點與本研究有關連，報紙報導 9篇中僅選 4篇節錄，期望梳理

出林珮淳作品中多重文本的互文與辯證。 

 

（一） 書籍、論文 

在書籍、論文的文獻資料中，整理出幾個評論觀點： 

1. 謝東山在《1980-2000台灣當代藝術》即針對林珮淳早期創作脈絡做了關照， 

    提出如下觀察: 

 

從 1980年代的抽象表現風格，歷經 1993年的《女性詮釋》、《文明誘惑》 

等系列，再到 1994年的《蛹》系列。林珮淳的創作儘管在形式上有所轉變， 

但是，以女性本位為出發的創作態度卻始終如一，1980年代延續至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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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抽象表現主義風格，林珮淳企圖「從純粹外在抽象表現，轉而面向自 

我內心深處探究挖掘」。在這件作品中，以古典的中國婦女對照金髮碧眼的 

西方女性形象，以三寸金蓮對照高跟鞋，質疑時下台灣女性所追求的「美」 

的定義，也諷刺了女性與商品消費機制之間的關係。《相對說畫》一作，延 

續以蓮花為的隱喻，再探討女性的審美標準、自我認同的問題。108 

 

謝東山在上段落中，以結語的方式簡要勾勒帶過，並無深入細部描述，例如作品

為大型裝置創作，包含觀念藝術的文件展呈、數個系列，以及多種媒材共構，屬

於後現代的風格，一律略過，相對另一位作者，則明顯的更為用心。 

 

2. 姚瑞中在《台灣裝置藝SINCE1991-2001》第五章〈陰柔美學〉對於林珮淳1995

年的作品《相對說畫》則有完整的描述，文章中提到「這個系列作品共有六十幅

尺寸大小等同的平面圖像，包括蓮花扇面、古今中外的美女典型、三寸金蓮、高

跟鞋等。而畫面主要是以紅、藍、紫三個顏色所構成，在此一格格的絲綢畫面上，

再以金色刺繡出關於「傳統佳人」與「現代美女」的標準定義，例如『 三寸金

蓮』對照『現代金蓮』、『瘦小尖彎』對照『挺胸細腰』、『香軟正』對照「『尖挺

軟』等字句，或是挪用通俗廣告的文案: 『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讓腰部以下

曲線全部窈窕』等煽情的字句，意有所指地對女性被男性所化約的形象提出對比

與嘲諷。」109文章中更提到關於女性身體美的標準是由父權社會結構裡的市場機

制所操弄，變成是「商品化」與「物質化」的傾向事實。文中提到： 

 

在現代社會強大的消費主義下，女人往往犧牲自己的肉體以換取男人的認 

同，現今的女性往往不自覺地以為，只要遵從媒體所塑造的完美性感女人典 

                                                 
108

 謝東山，〈女性主義藝術〉，《1980-2000台灣當代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頁 
   183。 
109

 姚瑞中，〈第五章陰柔美學〉，《台灣裝置藝 SINCE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1 
年，頁 202。 



 

161 

範（樣板），就可以在男性為主導的審美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這樣的觀 

點卻是從男性角度所塑造出來的外在美，並不是真正的「美」，從另一個角 

度來看，這種被大男人所決定的美之標準，對女性而言又何嘗不是一種「暴 

力」？甚至是一種「酷刑」？因此，問題的重點並不在於「美」本身，而是 

在於誰所設定「美」的標準。「商品化」與「物質化」的傾向是現今社會的 

事實，而幾乎所有的商品都是為了服務廣大的消費者所生產，並從中獲取利 

潤，但大部分具有消費能力的顧客都是男性，（請注意，許多擁有消費能力 

的女性，其消費能力的供給仍來自於男性，女強人例外），因此在市場的操 

作法則下，整個產銷系統不可避免地需要製造某些議題來販賣和促銷這些產 

品（不管是有用的、無用的或是名過其實的商品）；就此點切入，她所要批 

判的對象並不僅僅是男性沙文主義，而是對產銷權力的宰制進行透視與批 

判，尤其是針對女性被拿來作為販賣的樣板化手段，提出一個反思的空間， 

並且進一步透過作品回過頭來解構父權文化。其動機並不是為了顛覆設會原 

有的價值觀，而是透過此種對照的方式取得女性的自覺，以及在此自覺下所 

產生的自主性。110 

 

姚瑞中對於《相對說畫》上引的闡述，引人注意是藝術社會學觀點，強調資本主

義消費社會，「商品化」與「物質化」的本質，以及真正的「美」，其實是「是從

男性角度所塑造出來的，……大男人所決定的美之標準，對女性而言又何嘗不是

一種『暴力』？甚至是一種『酷刑』？」頗似為女性備受男性約制來做發聲，不

過兩性關係過於簡單化做陳述，則易流入男性沙文主義中。 

 

3. 陳香君《記憶的表情─藝術中的人與自我》書中，對《相對說畫》作品所提出

的意識形態分析與歷史考掘的問題有精闢解析，看見作品展現出政治宣傳的強勢

                                                 
110

 姚瑞中，〈第五章陰柔美學〉，《台灣裝置藝 SINCE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1年， 

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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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道，揭示了該戰場裡許多看不見的集體社會制約，從以下節錄文章可看出作者

對這件作品的評論看法，在細部描述作品各別系列後，她繼續寫： 

 

藝術家並採集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以及當時的商業廣告修辭，補強與解釋主

軸影像的脈絡。在黑色正方格內，是中國傳統典籍以及台灣當時減肥瘦身廣

告對於「身體塑形」的美感和技術宣傳。而桃紅色、紫色和藍色絹布正方格，

上面則繡著形容三寸金蓮的性感短語。同時在這整面牆的裝置之外，並另有

許多長方形的裝置。每一個長方形裝置，又由左右二邊的長方形拼組而成。

左邊是呼應形容三寸金蓮的性感短語的現代減肥瘦身廣告標語，右邊則是呼

應前提主軸影像的中國傳統兩性相處的圖像。《相對說畫》從父權制度與資

本主義的機制裡，追溯減肥瘦身整形熱的原型操作。《相對說畫》裡的影像，

透露了傳統父權社會裡男性依其喜好所制訂和因襲的女性身體美標準（女人

纏足，男人不必裹腳），同時現代的傳播媒介更挾著資本主義勢力的運作將

之無遠弗屆傳送的結果，是這些標準逐漸和社會認可個人以及自我認可的價

值體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111 

 

陳香君在該文中，不單是藝術社會學、女性主義或兩性觀，她特別注意到傳統父

權制度，以及精神心理層面中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議題，為林珮淳《相對說畫》

大型裝置創作開起更廣幅與複雜的言說範疇及傳統的關係。 

 

4. 陸蓉之在《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中指出林珮淳的《相對說畫》系列，具有

明顯的女性主義傾向。文中指出：「從早期的半自動性技法的有機抽象，發展到

1995 年《相對說畫》系列以油畫配合刺繡巨幅複合繪畫，使透露較明顯的女性

主義傾向。」112可惜並未再進一步闡述。 

                                                 
111

 陳香君，〈身體與我〉，《記憶的表情─藝術中的人與自我》，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 

    頁 57-63。 
112

 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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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錦華《性別的美學/政治：90年代台灣女性藝術批評意識初探》論文研究中，

也針對林珮淳《相對說畫》作品提出如下看法，主要引人注意的是對於作品風格

上的描述： 

 

以「後現代」的手法將『古代三寸金蓮』的女性及文化問題與今日台灣女性

追逐另一種美的標準的心態做比較、對照，而提出女性若沒有自己的審視標

準，那只有盲從於他人定義下的『美』與『不美』來獲取他人認同或婚姻的

保障。1996年台北雙年展由策展人之一謝東山策劃「情欲與權力」展中將

林珮淳作品《相對說畫》納入了「女性主義類」，也是雙年展中邀請最多女

性藝術家參展的一個子題類別。策展人謝東山在〈性別與權力〉一文中有提

到:「只有當創作者以『女性意識』為創作意識前提時，這樣的藝術才稱之

為『女性主義的藝術』，女性藝術家如果以「『男性意識』為前提而創作，那

麼這樣的藝術就不能稱之為『女性主義的藝術』」。林珮淳，她的「相對說畫」

結合傳統女紅的手法，有意解構古今中外「女為悅己容」的迷思，並提出女

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113 

 

從以上五篇文章裡，整裡幾個關注的重點，如謝東山看到的「女性與商品消費機

制之間的關係，以及探討女性的審美標準、自我認同的問題」。而姚瑞中則看見

「女性身體美的標準是由父權社會結構裡的市場機制所操弄，變成是「商品化」

與「物質化」的傾向事實。」陳香君則指出藝術家意識形態分析與歷史考掘，作

品展現出政治宣傳的強勢力道，揭示了該戰場裡許多看不見的集體社會制約。陸 

蓉之指作品透露出明顯的女性主義傾向，而在王錦華的論文研究中，也指出「相

對說畫」結合傳統女紅的手法，有意解構古今中外「女為悅己容」的迷思，並提

                                                 
113

 王錦華，《性別的美學/政治： 90年代台灣女性藝術批評意識初探碩士論文》，國立台南藝術 
  學院碩士論文，1999年 5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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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女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 

 

（二） 雜誌藝評 

在雜誌藝評部分，與上述的書籍不同在於大部分皆為單篇專論，焦距明確，

相關文獻資料整理如下： 

1. 林純如〈從「蓮」的延伸探討女性自我定位與美的定義〉，本篇文章發表於 1995

年 11月《藝術家雜誌》，文中作者就《相對說畫》作品提出看法，文中指出：   

 

不同於 1994 年以前的圖象式的抽象色彩，代之而起是較為寫實的批判性表

現。林珮淳認為自己在現階段對許多社會現象感到憤怒和不滿，單純的以抽

象語言來宣洩情緒的方式，已經無法滿足她，因此她希望以圖文對應的直接

性批判方式，來反映女性在面對社會環境變遷之下，所造成的價值錯亂和迷

失自身定位的隱憂，也試圖從女性在傳統和現代所扮演不同角色中，來尋找

出問題的關鍵點。在這個階段作品中，似乎試圖提出女性對外在美的定義如

果無法解放，那麼更遑論個人內在精神的提昇。因此，作品中質疑美的定義

究竟為何？並以此為楔子來延伸當代女性對自我價值得重新思考。作品中提

出一種質疑:究竟美的定義為何？女性在現今社會中真的已經擺脫過去被男

性「奴化」與「物化」的情況了嗎？抑或女性在過去與現在都仍殘存著「被

纏」與「被操控」的病態心裡現象，不同的只是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對象的

改變（過去:男人，今日:商品消費市場）。作者仍大量使用她過去慣常使用

的「對立」 （或對比）的形式，不同的是作品改變過去象徵性手法為主導，

而呈現出一種較寫實的直述性文本。114 

 

林純如文章中，特別提及藝術家「 單純的以抽象語言來宣洩情緒的方式，已經

無法滿足她」，將林珮淳創作脈絡從「女性詮釋」過渡到「解構父權」做了見證

及貼切的勾勒，另文中也提到作品中所呈現的後現代創作語彙「她過去慣常 使

                                                 
114

 林純如，〈從「蓮」的延伸探討女性自我定位與美的定義〉，《藝術家雜誌》，第 246期，1995 
   年 11月，頁 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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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對立」（或對比）的形式，不同的是作品改變過去象徵性手法為主導，而

呈現出一種較寫實的直述性文本。」 

 

2. 董成瑜〈美與暴力竟一體林珮淳訴說女性悲哀〉本篇發表於《黑白新聞周刊》

11月號，文中特別提到關於藝術家田野調查所展示的文件，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找

素材，呈現藝術家的本土女性主體意識，內容如下： 

 

展示櫃上陳列著林珮淳自己做的田野調查，她訪問了纏足婦女的紀錄以及解

開裹腳布後怵目驚心的照片與X光片。再往前走，則是她這二年來在報紙、

雜誌上搜集來的琳瑯滿目的豐胸瘦身廣告。在澳洲，林珮淳接觸了大量女性

主義作品，自己的創作也深受影響，為了與西方習用的「花瓣」、「香蕉」等

象徵性器官的意象區隔，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找素材，於是俯拾即是的豐胸瘦

身廣告以及早期的纏足習慣，便成了最好的材料。115 

 

3. 林芳玫〈暴力的美學‧美學的暴力〉本篇發表於1995年11月《銘傳校刊》， 

文中將林珮淳的繪畫主題詮釋為對暴力的美學與美學的暴力之反思與顛覆。引人

注意的是作者林芳玫對於女性過去在歷史以及當今，甚至外國，事實上仍受約

制，尚未解放的恍然大悟，她如此說道： 

 

這一系列主題是古今中外不同社會形態對女性美的塑造：如古代有三寸金

蓮，而現代女人則執著於豐胸瘦身。為了達到一種極為人工化、刻意扭曲自

然體態的美貌標準，女人身上必須承受許多肢體暴力。纏小腳無疑是人類文

明史上歷時最悠久、範圍最為廣大的一項酷刑，而現代女人為了擁有整胸 

    與細腰，不惜接受外科手術、電流治療、脫水燒等各項技術，這何嘗不是一   

    種暴力的過程？然而，女人受虐的真相一直遭受蒙蔽，我們在文化象徵的層 

                                                 
115

 董成瑜，〈美與暴力竟一體 林珮淳訴說女性悲哀〉，《黑白新聞周刊》，第 109期，（1995年 11  
   月），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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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上，看到得是仕女圖（或是廣告、海報）上娉婷窈窕、纖細嬌柔的女性美 

    形象，這美麗的形象，就是暴力（豐胸瘦身）的果實。沒有暴力，就沒有文 

    明之美，林珮淳的畫在第一層面上而言，呈現的就是暴力的美學。創作主題 

    就是美學與暴力二者的弔詭與辯證。她在畫面上所作的形式安排很明顯的表 

  達出批判意圖，以古典的視覺元素配上現代社會美體塑身業的廣告文句，圖 

  文並置的方式使我們恍然大悟現代女性不見得真的解放了，作品並非單向度 

  的意識形態批判，它蘊含了豐富的曖昧性。116 

 

4. 徐文琴〈「蓮」的啟示－林珮淳創作賞析〉1995年 10月發表於《現代美術》 

 62期，文中則對藝術家精妙敏銳的思維提出更直白的見解，對於一味追求時尚   

 與外在美的現代女性無異是當頭棒喝： 

 

她巧妙的將報紙上琳琅滿目的美容廣告及文字與現代及古代圖畫綜合應

用，使觀者產生時空上的錯覺，並以此隱喻現代女子在消費文化的主宰之

下，犧牲自己肉體以取悅男性的現象，實與古代仕女的纏足行為無異。她的

觀察對於一味追求時尚與外在美的現代女性無異是當頭棒喝。林珮淳相信

「藝術的呈現在於反應人類的思想與行為。藝術的價值在於『當下』繪畫語

言的抒發及省思空間的開拓」。站在女性的本位，為女性藝術家爭取發言的

權利並拓展創作的空間，對台灣畫壇的貢獻不容忽視。117 

 

徐文琴肯定藝術家林珮淳在台灣女性藝術，以及對藝術創作形式上裝置藝術空間

上的拓展，皆給予正面讚譽，十分難得，但也非言過其實。 

 

5. 張清華〈相對說畫打破美麗神話〉1996年發表於《美華報導》第 324期，文

                                                 
116

 林芳玫，〈暴力的美學 美學的暴力〉，《銘傳校刊》，（1995年 11月），頁 50-51。 
117

 徐文琴，〈「蓮」的啟示－林珮淳創作賞析〉，《現代美術》，第 62期，1995年 10月，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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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及，並無開創性內容，與前林芳枚一文，頗為接近，作者寫道: 

 

從古畫或史料中挪用的圖文，以及從今日廣告裡抄取的造型與標誌，在在都

陳述了隱藏於文化社會裡的真象。尤其當兩部份圖文並列比照時，更不難發

現，昔日纏足的風俗與今日崇洋，追求西方美的風氣都塑造出女性難逃「被

改造」的命運，誠如林珮淳所言：「難道女性生存的定位，就總是在如此樣

板式、自謔式、缺乏自主性的形態裡被界定？」118 

 

郭冠英及賴小秋的兩篇文章，為晚近發表，以回顧方式，從現今的角度提及林珮

淳《相對說畫》這件代表作。相隔約 20年，在有限篇幅之下，他們又如何說？ 

 
6. 郭冠英〈從蛹到夏娃克隆：林珮淳藝術的女體賦權〉2014年發表於《台灣數

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專欄》中，文中也提到《相對說畫》這件作品： 

 

林珮淳在藝術創作中一向表達獨立思考，但不同於西方女性主義習於以身體 

作為武器來質疑性別不平等，她的創作自早期就用含蓄的東方表達，以美麗 

的符號呈現顛覆的意涵，如古典漂亮的裹小腳鞋、摩登的高跟鞋，隱喻著雙 

足的巨痛；「相對說畫」系列用古典女性肖像和蓮花並置，以金色蓮花反諷 

傳統認定「三寸金蓮」才是賢淑女子的象徵，卻忽略把女人的腳裹成三寸之 

小的非人性殘暴。林珮淳自早期就習於以美麗的物件作為物化女性的反諷。 

除了創作，她也為文分析西方女藝術家朱蒂‧芝加哥的展覽、瑪麗‧凱莉的 

《產後文件》等做為一個女人/母親切身經驗轉化的藝術。她也積極投入具 

體的女權運動，催生了台灣女性藝術協會。20年對她而言並非是抽象的理 

念描摹，當年欲破繭而出的林珮淳，今日已身兼藝術家、教育者和理念實踐 

                                                 
118

 張清華，〈相對說畫打破美麗神話〉，《美華報導》第 324期，1996年 1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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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重任務。119 

 

8. 賴小秋〈啟示與警世〉2015年 6月發表於《藝術家雜誌》，林珮淳 2015年 5

月於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完整呈現 30年來戮力於藝術領域上的創作經典系列，此

次個展呈現林珮淳生平大記事與四大藝術創作系列，本篇為策展人所發表的策展

論述，文中對於《相對說畫》作品也提出其觀點： 

 

藝術家負笈異鄉時意識到東方女性長期在父權體系下依附生存，強烈質疑刻

板僵化的社會體制下狹隘的創作空間，她體悟需擺脫僵化體制的桎梏，女性

創作風格才能獨立自主，藝術革新精神方能植根，《相對說畫》系列與《經

典系列》的批判表現手法含蓄婉約，卻遠凌駕於西方女性主義創作者赤裸的

呈現，彷彿長期壓制下的吶喊發聲。120 

 

郭冠英及賴小秋兩位作者，基於文章篇幅，無法深入針對作品進行解析，但有趣

的是兩位不約而同提及與國際接軌的外來因子，郭冠英說林珮淳「她也為文分析 

西方女藝術家朱蒂‧芝加哥的展覽、瑪麗‧凱莉的產後文件等做為一個女人/母 

親切身經驗轉化的藝術。」121賴小秋言：「藝術家負笈異鄉時意識到東方女性長

期在父權體系下依附生存。」前者指出了藝術家林珮淳，除了藝術創作，也具有

書寫者身份，是一位引進西方兩位重量級女性藝術家的作者。 

 

9. 藝術史學家蕭瓊瑞在最新一期的藝術家雜誌所發表的〈天啟與創生：林珮淳

的夏娃克隆系列〉，文章中除將林珮淳前後 7年的《夏娃克隆系列》的創作思維

與發展有精闢的觀察，並對其作品從早期的《相對說畫》系列到最新的《夏娃克

                                                 
119

 郭冠英，〈從蛹到夏娃克隆：林珮淳藝術的女體賦權〉，《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 
台專欄》，（2013年）。文章出處：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Column_Content.aspx?n=F70166FBD2F2CC38&p=1411E8E23 
B639C2D&s=8C461183DBE8BD55。 

120
 賴小秋，〈啟示與警示〉，《藝術家》，第 481期，（2015年 6月），頁 2-5。 

121
 郭冠英，〈從蛹到夏娃克隆：林珮淳藝術的女體賦權〉，《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 

  台專欄》，（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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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創造計劃》系列，針對其創作特質給予如下的觀察： 

 

    長期以來，評論者也都以「反科技」的角度，來理解、詮釋林珮淳「夏娃克 

    隆」的系列作品。不過，如果我們重新回到林珮淳作為一位創作者，長期的 

    創作思維與手法，包括自 1995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相對說畫》以來， 

    她始終有一種二元辨證、彼此互文的基本思維模式，如：真實／虛假（1996）、 

    景觀／觀景（2000）、非自然／大自然（2004）……等；「夏娃克隆」系列創 

    作，固然帶著反科技過度膨脹的原始動機，甚至在創作的過程中，加入了宗 

    教「天啟」的強化，但到了《夏娃克隆創造計劃》，我們慕然發現：一度不 

    再被提及、關注的「女性主義」思維，反而在這些作品中，竟是如此自然而 

    明確地被舖陳、展現出來。夏娃不再只是從亞當胸前取出的一支肋骨，夏娃 

    克隆在自我建構、創生的過程中，和達文西〈維特魯威人〉（Ｖtruvian Man） 

    圖中的那個男人，擁有完全同樣的比例、思維，與價值。122 

 

從這篇評論中，對於林珮淳長期在藝術創作的堅持與表現給予肯定，蕭瓊瑞認為

其創作是台灣近年來前衛藝術創作中罕見的傑出類型與範例，成為當代台灣結合

女性藝術與數位藝術，最具震撼性與反思性的創作者之一，成為 90年代崛起的

一批女性藝術創作者中，迄今擁有最強活力與傑出表現的藝術家，且持續開展

中，值得密切關注與期待。 

 

（三） 報紙報導 

    在報紙報導部分，共有十篇，因報導文章多為作品內容的報導，因此本章節

僅就部分文章作整理摘錄，如張伯順於《聯合報》的報導文章〈林珮淳相對說畫

反諷古今女性美〉中提出其見解：「此次個展排除抽象表現方式，藉中國傳統圖

案融入現代精神，猛看畫面是傳統色彩，實際卻滿是新意。」而胡永芬在《中國

時報》報導文章〈普普手法反思女性困境，林珮淳個展批判美學暴力〉中提到： 
                                                 
122 蕭瓊瑞，〈天啟與創生：林珮淳的夏娃克隆系列〉，《藝術家雜誌》第 506期，2017年 7月， 
    頁 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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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要以她的畫，來敘述這個當下女性主義者的反思。藝術家用類似普普 

的手法把現代金髮碧眼及古代嬌慵孱弱的二種樣板美女、高跟鞋、三寸小腳 

鞋與蓮花這些重複拼組出現的圖像，對比鮮豔布面上的女紅，繡上「瘦 小 

尖彎」、「金蓮」、「挺胸細腰」、「美女」等字樣。引用女性學會會長林 

芳玫所言：這是美學與暴力二者的弔詭與辯證。指藝術家在作品中的所有符 

號與文字的「明諭」都指涉女性被不同時代美學暴力制約的批判，這也是她 

所相信藝術的呈現在於反應人類的思想及行為，藝術的價值在於當下繪畫語 

彙表達切身命題的省思與創作空間的開拓。123 

 

李宗慬在《立報》則對於林珮淳的《相對說畫》作品發表一篇〈評介林珮淳「相 

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這篇文章對於作品有著頗為細緻的描述，尤其對於 

展覽現場包括文件寫道： 

 

林女士在展覽場另印一張說明文字，一開始就引用女性主義者伊蓮‧西蘇陰

性書寫的主張：「來瓦解男性建構的語言思想，以建立女性的主體性， 

女性應該身體力行去寫自己、讀自己、表達自己。」以及另一位女性學者林

達‧尼德鼓勵「女性藝術家要重新定義自己的界線，說自己的故事，（而非

屬於他人的影像或傳說）。124 

 

此外，李宗慬也注意到一個有關金素鑾女士的文本，令人動容： 

 

至於書影中金素鑾女士自述其纏足經驗的痛苦與無奈，更令人震驚嘆惋。金

女士從小被母親強迫纏足，無力反抗，而母親也是從小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

長大，男性中心的意識型態，對女性纏足的慾求，早已深植於女性心中，內

                                                 
123

 胡永芬，〈普普手法反思女性困境，林珮淳個展批判美學暴力〉，《中時晚報》，第 12版，10 
    月 27日，1995年 10月 27日。 
124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立報》，新女性 9版，199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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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為母女相傳必須忍痛並履行的痛苦經驗。125 

 

此篇發表在《立報》的報導，是本文收集到相關《相對說畫》系列藝評文獻中，

極少數提到展覽現場包含文件展示的部分，頗難能可貴，尤其關注描述具體個

案，十分深刻，為一篇重要史料性文獻。而黃寶萍在《民生報》的報導文章中，

則針對作品中的女性主義議題探討，提出她的觀察： 

 

    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林珮淳採取了跨越古今、中西對照的觀點，呈現女性對 

  自我角色和社會定位等認知或被詮釋得事實；在此前提下，中國古代女性的 

  審美標準「三寸金蓮」和今日根據西方觀點而來的「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 

  等廣告詞，其實同樣反映了女性的身體無論古今中外，都陷在被審視、鑑賞、 

  改造、類化和物化的循環。有不少女性主義論者試圖以尖銳的語言文化來批 

  判此一事實，但尖酸刻薄不是林珮淳的風格，在《相對說畫》系列中，觀眾 

  可以看到林珮淳以溫和但犀利清晰的繪畫語彙，直接命中議題中心。126 

 

小結 
 

    筆者在藝評文獻的梳理中，就具體客觀的事實描述以及主觀評述，得以對《相

對說畫》整體架構有更清楚的理解，儘管為二十年前的作品，透過多篇文獻紀錄

與討論，除再現作品的樣貌外，其中對林珮淳創作語彙的觀點與論述角度，可以

更完整去探究作品之詮釋為何，在不同的文本分析中，皆肯定作品具明確的女性

主體意識，無論是從女性與商品消費機制之間的關係，或者探討女性的審美標準

及自我認同的問題，以及女性身體美的標準由父權社會結構裡的市場機制所操

弄，變成是「商品化」與「物質化」的傾向事實，並指出藝術家在意識形態與歷

                                                 
125 同前註。 
126

 黃寶萍，〈美麗神話相對說畫，女性主義畫裡看，林珮淳直探議題〉，《民生報》，第 14版，1995 
   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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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掘上，作品展現出政治宣傳的強勢力道，揭示戰場裡許多看不見的集體社會

制約等，林珮淳透過內心敏銳感知，以自身的架構去吸納外界的各種創作資源，

使之轉化昇華為內在豐富的思想泉源，在遭遇外在壓迫時，以自己認同的方式去

貼切表達出自身所受限於文化習俗、教育環境、大眾傳媒等無形間散佈的父權中

心思想困境，發現女性長期在父權體系下依附生存僵化體制的桎梏，始源自女性

在傳統與現代的共存時空夾縫裡，受意識型態箝制的「自我」認同所致而不自知，

以致於自己以「男性的眼光」在觀看，卻誤認為是以「自身的視野」在觀看，或

者覺察自己陷入這樣的混淆，卻不知如何自處、如何跳脫觀看的陷阱，作品解構

了古今中外「女為悅己容」的迷思，並提出女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及具批判

力道之觀點。 

 

三、《相對說畫》藝評文獻的分析 

 

    在《相對說畫》的文獻回顧研究整理中，大致藝術評論與報導文章，對焦在

下面幾個議題上：   

（一）謝東山看到的「女性與商品消費機制之間的關係，以及探討女性的審美標

準、自我認同的問題」。 

（二）姚瑞中則看見「女性身體美的標準是由父權社會結構裡的市場機制所操

弄，變成是「商品化」與「物質化」的傾向事實。」 

（三）陳香君則指出藝術家意識形態分析與歷史考掘，作品展現出政治宣傳的強

勢力道，揭示了該戰場裡許多看不見的集體社會制約。 

（四）陸蓉之指作品透露出明顯的女性主義傾向。 

（五）在王錦華的論文研究中，也指出《相對說畫》結合傳統女紅的手法，有意

解構古今中外「女為悅己容」的迷思，並提出女性建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  

（六）林純如也指出作品中的後現代創作語彙，文中提到「她過去慣常使用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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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對比）的形式，不同的是作品改變過去象徵性手法為主導，而呈

現出一種較寫實的直述性文本。」，「對立」（對比）呼應了與作品題目「相

對説畫」的關係。 

（七）而黃寶萍更寫到：「來批判此一事實，但尖酸刻薄不是林珮淳的風格，在

《相對說畫》系列中，觀眾 可以看到林珮淳以溫和但犀利清晰的繪畫語  

彙，直接命中議題中心。」已經著墨到沒有用 「赤裸」身體卻很犀利的 

語彙，可予以肯定她的評論，而這也切中了林珮淳作品與瑪莉‧凱利藝術 

語彙有著密切關係的觀點，筆者在之前已深論此相關性。 

 

    在這相關的藝評文獻論述中，皆突顯了林珮淳的女性主體意識中所欲探討

的，如：女性與商品消費機制之間的關係、女性身體被商品化與物質化、父權制

度中的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反思女性困境等議題，作品挪用及再現了古今纏足

與美容塑身圖文以一種對照的形式，敘述女性身體的無法自主，雖然是以女性身

體作為自主意識的探討符碼，但林珮淳不直接用「赤裸」身體去勾勒，而是透過

是透過古與今、東方與西方的元素以再現、挪用的轉化方式，從女性的角度，解

構了父權社會符號體系的神話傳說、性別差異與權力。而《相對說畫》所交織引

用當今古代的文本，以一種「互文與辯證」多重文本創作手法，以及與瑪莉‧凱

利創作概念的關係，是以「再現」與「挪用」纒足歷史文件與圖像（纏足典故、

纒足秘方、男人眼中美的纒足標準、女人被纒足的痛苦故事文字、男人握住女人

腳部及女人露出小腳的古畫等文件），清楚的對照當今美容塑身之廣告文字與圖

像（如：呈現美女標準 的模特兒、誘惑女性消費者的廣告詞、形容可塑造出的

身體形狀如五官、乳房、腿部等文字），讓觀眾看到古代與今日的父權文化對女

性身體樣版美的要求標準，去反思美容塑身與纒足的背後意涵與女性身體無法自

主之可悲現象，則為過去多數評論較少去著墨的區塊，因此筆者在研究上，則特

別針對這二個範疇作深入的補強，為本研究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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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第一節《相對說畫》研究之回顧 

  本研究從林珮淳的生平、創作歷程了解其藝術養成背景，透過與藝術家深入

的訪談，了解其創作生涯中作品的演變、觀念及對某些議題的關注與其生命發展

歷程中彼此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並與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做觀念性的比對

後，理解林珮淳在創作觀念上所受到的啟發，並探究其創作發展風格與歷程的演

變。在《相對說畫》的成形面向，因其創作概念源自於纏足議題，「纏足」作為

作品中的重要符號，因此從纏足源流系譜考探討其創作動機，並從《相對說畫》

展呈的回顧以及後現代的創作語境檢視作品中的形式與內容，透過符號學與詮釋

學的分析理論基礎，探究《相對說畫》互文與辯證的多重文本性，並以詮釋學的

角度解析隱藏於文本詮釋後面的隱身與寓意，在「去身體」的女性主體意識與「反

迷思」之身體操演中，透過多重文本之相互辯證去回應社會的現實與批判。而在

女性藝術的省思與相關藝評文獻中，藉由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及台灣女性藝術的發

展脈絡及相互參照，以及《相對說畫》藝評文獻的回顧，經由不同的觀看視野，

可以更為客觀性林珮淳的《相對說畫》透過「纏足」與「美容塑身」的身體改造，

在古今中外二者都是父權社會對身體所進行一種綑綁與壓迫，但多數女性卻仍是

在意者「悅者己容」的意識型態，這也是她所想要進一步去探究的，因此，在作

品中無論是具體的圖像亦或文字的形容，林珮淳特意將女性的身體符號進行解

構，僅呈現出身體所欲突顯的某一部位而非全貌，如圖與圖的對比：西方、現代、

摩登的臉／東方、古代、古典的臉，現代金蓮／古代金蓮，現代高跟鞋／古代纏

足弓鞋，以及文字對文字：尖、挺、軟／香、軟、正、挺胸細腰／瘦小尖彎、現

代金蓮／三寸金蓮、出水芙蓉／蓮花美女、摩登女郎／古典美人、女人話題甦胸

計劃／金素馨女士纏足自述、健胸新術豐胸典範／古書的纏足藥方等，透過傳統

父權對身體的觀看與評價，以及當代媒體廣告中對女性的美貌迷思刻意渲染，將

廣告中強調女性完美外表所應具備的條件，包括：三圍呈黃金比例、豐滿的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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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細的柳腰、姣好的身材等成為百分百完美女性的形象，這些塑身廣告除了推銷

瘦身產品外，更透過對身體的迷思，假藉女性應該要多疼惜自己、追求完美、自

己做主的訴求，說服女性去勇於主動追求美貌，更強調透過努力即可以雕塑出完

美比例的身材，如標榜只有懶女人無醜女人等，在這樣普遍誇大的廣告訴求中製

造了女性對於美貌及身材比例的焦慮，憂慮自己沒有達到標準，或對自己的容貌

或體型感到不安。如此讓廣告及社會來定義其身體，所謂美女的標準，要從多樣

的體型當中全部塑造出社會既定的樣板美是有困難的，不論是對於女體胖瘦的標

準以及透過打扮增加外型美貌，這一切的現象都顯示了女性的身體總是受壓迫，

林珮淳將這些元素經由再現、挪用的轉化方式，具體呈現她所要探討的問題。 

  如果說纏足的中國女人步履艱難，帶來女性的無能，當代的美貌迷思則是割

斷女性的身體與任何可能超越的聯繫，這種意識形態的宰制才是讓女性沒有自主

的權力去看待自己的身體主體意識，也就是說女性擁有自己的身體卻沒有身體的

自主權，這看似比過往歷史中的身體自由解放了，然而，這種對於身體外觀的論

述規範所合乎是父權男性的目光與要求，也正是這種意識型態，促使女人不斷地

保養與改善她們的外貌，在此林珮淳以「三寸金蓮」與「美容塑身」做對照，透

過圖文的引申意涵進行多重文本的辯證，透過「媒材」被取用的意義提昇為傳達

媒材本身觀念的憑藉，這與瑪莉‧凱利創作中對於「物質性」的延伸意涵有著相

同的宣揚力道 。在作品中的所有符號與文字的「明諭」都指涉女性被不同時代

美學暴力制約的批判，這也是她所相信藝術的呈現在於反應人類的思想及行為，

藝術的價值在於當下繪畫語彙表達切身命題的省思與創作空間的開拓，因此，《相

對說畫》系列所訴諸的重點是從「控訴女性身體被物化」到「收回身體自主權」，

藉此來顛覆以男性為中心的美學系統去瓦解男性建構的語言思想，以建立女性的

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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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所得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所得 

    從《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一書中，「形

而上的心靈探求──內在的感知與永恆的追求」的調查研究中，問題 D1：創作對

您的意義與您對藝術有使命嗎？127林珮淳提到自己從小因為很喜歡畫畫，創作時

很快樂，但當真的走上藝術創作專業時就更加有使命感，如作品中想提出父權文

化中種種的問題，所以創作對她的意義是隨著年齡有所不同。直到了澳洲攻讀博

士接觸了女性主義藝術後，才經歷創作上一個很大的轉折，並開始了日後每系列

作品都有一種觀點切入，期透過作品去思考人類在性別、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生命的問題，尤其從女性的觀點批判許多錯謬的現象。 

    不論在藝術或藝術史中，女性都企圖重建及再解釋過去女性所失去的歷史，

在西方不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女性藝術都鼓勵政治上的執行，要將藝術定位於

理論與實踐的層次，就必須為自己創造意義，向藝術既定的本質及功能挑戰。而

在性別差異與社會建構基準上，波洛克在尋求一種「現代主義男性神話之解構」

觀點上提出看法：「（一）對女性藝術家恢復歷史的數據，而反駁成見及伴隨的藝

術史領域之解構；（二）創造一理論架構來解釋研究女性的藝術，以及性別差異

之理論及歷史的分析。」128，文章中提供了女性主義藝術史的模式，不只檢視女

性被置放於男性陳腐典型中的地位，更劃出男性世界之外女性所擁有的疆土，並

指明了：「研究女性藝術的問題為其女性特質之產品，或僅為被結構女性之反射。

而女性特質為一壓迫的狀況是無庸置疑的，但女性以她活出不同的目的，女性主

義分析不只要探討她的限制，也及於女性協調及重新設計那地位的具體方式。」

                                                 
127

 姜麗華‧呂筱渝 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 

    註，頁 67。 
128 傅嘉琿，〈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 
    1998年，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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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因而，當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為社會的受害者角色是透過女性的身體來控制

女性，因而呼籲女性的自我覺醒，而不是臣服於社會或刻板印象的女性角色。因

而，在研究林珮淳《相對說畫》時，得到深刻的體悟，藝術創作為社會現實之反

射，從作品中可以看見創作者如何從自我的觀點與經驗去審視男性主宰的文化結

構，並且去建構有別於傳統的男性「主流的」創作視點及表現的語言，林珮淳擅

用解構／建構的反義，分解、顛覆舊的結構與體制，透過形式／反形式、對比／

綜合等對立性的方式，去反思女性在社會文化的角色是如何在一個男性規範的關

係中去被定義，而父權結構所指涉的是其中女性利益被屈從、附屬於男性的權力

關係上，而如何在這種結構底下透視固有文化的迷思與不自覺，則需將自身抽離

這結構體系，在質疑中產生對現存制度的另一種審視標準，才能發展出一套屬於

女性觀點去批判宰制，重新探索另一種藝術語彙的可能性。 

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從 1970年代發展至今，針對女性特質、女性身體及女性

在社會文化議題的藝術探討與創作以有諸多的探討，而在近期《過程中的女性主

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報告中，亦提到：「整理發現 50年代

台灣女性藝術家即使在作品中「使用」身體，往往以隱喻、投射等方式，行動藝

術者強調做為「人」的存在，而非女人的身體；在受訪對象中，有半數是排斥與

拒絕身體被窺視。」130文中並提到有些女性主義理論主張「女人必須由被動的再

現物體變成有聲音的對象」，應發自內心的聲音，因此許多女藝術家解放先前被

壓抑或貶斥的身體，甚至擺脫父權文化中已被男性窺視物化的形象，開始將自身

展現為強韌、主動等形象，並描繪她們身體各部分的痛苦或迫害，以及反諷被男

性物化女性裸體的作品，來表現自我的身體、性別的認同與破除父權社會中對女

性藝術家的宰制等等。在此觀點中得一結論，林珮淳雖然作品是以身體的相關符

號去表達其主體意識，但她並不是直接將身體符號赤裸展示，而是經過轉換後，

以「再詮釋」的手法去展現她所欲表達的思維，作品與個人的生活或生命經驗有

                                                 
129 傅嘉琿，〈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同前註，頁 293。 
130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 
    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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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意涵，除反思自我存在的意義外，亦從個人出發到思考國族的歷史，甚至透

過神的指意討論周遭自然消失的問題。《相對說畫》系列透過古代女性被迫纏足

的悲慘命運，以及當代女性寧可忍痛進行美容塑身以獲得認同之不自信命運，在

研究過程中，可以看見藝術家如何透過自身生命脈絡的體會試圖去矯正過去的歷

史，並且從紀錄中了解女性藝術工作者如何透過組織的力量去建造自己的場域，

以女性的觀點從控訴女性身體被物化到收回自主權的藝術活動中顛覆男性美學

觀點，從解構父權文化的策略中去建構女性獨到的見解，這些都是歷經多年的努

力才能足以去轉換社會慣有的梏桎。學者賴瑛瑛的分析也清楚地解釋這個現象：

「藝術家並不盲目迷失於藝術主義及形式，反而發展出更具個人特色的創作方

式。揚棄了學院技藝的準則，亦超越了東西美學的辯證，女性藝術家從生活周遭

的事物及經驗出發，以一種生命紀錄的方式呈現每一個階段的現實與理想。在

此，藝術除對外在世界的探索檢閱外，藝術創作更也是藝術家個人私密性的自我

披露，進以省思生命的真相與本質。」131 

    在研究的過程中，除發現林珮淳作品所獨特創作語彙具有四個特色：去身

體、文件的展示、互文與辯證、以及作品與英國女性主義藝術家瑪莉‧凱利創作

語彙之密切關係之外，並對作品中常被評論為「溫和」的女性主義作品與其後續

的作品被視為「多元」發展，尋找不同之觀點與發展脈絡，雖然其作品是以再現

或挪用為轉喻過的創作語言，但其所要表述的主體意識是十分明確，擺脫父權文

化中被男性窺視物化的形象，作品展出強韌的語彙，透過符號的多重文本破除父

權社會中對女性藝術家的宰制，儘管不是基進的女性主義路線，但語言同樣有其

批判力道，除反思自我主體的意義外，亦從個人出發去思考整個文化意識的脈

絡，甚至透過神的指意討論周遭自然生態被破壞消失的問題，其創作意識已從自

身的主體延伸至關切整體人類生存的問題。而對於作品發展被視為多變的風格，

在此研究中，林珮淳無論是哪個時期的作品，其中貫穿的符號「蛹」，從「女性

                                                 
131 賴瑛瑛著，〈台灣女性藝術的歷史面向〉，收錄於林珮淳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 
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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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時期的《文明誘惑》系列中的「蛹形」符號，到「解構父權」的《相對說

畫》系列的「纏足（包鞋）」，延伸到「回歸大自然」的《溫室培育》系列的蛹開

始羽化為蝴蝶，最後發展出《夏蛙克隆》系列的「複製女體」。 

    林珮淳早期創作所表達得是當代女性難以突破傳統束縛的膠著與困惑，深覺

自己就像「蛹」般的期待破繭而出，而當認知到自己的壓抑與困惑是來自於在女

性主義運動之前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女大師」，藝術史是由男性的手與觀點所主

導的，在受到女性主義意識的洗禮之後，即跳脫過去的困惑，不再把受壓抑的自

我形體以第一人稱表現於創作中，而是以第三人稱的視點去解構父權文化的種種

問題，此時創作已擺脫傳統的繪畫媒材，不再只局限於油彩與畫布。在訪談過程

中，林珮淳表示：「為了完整表現每系列創作的觀念，總不斷的挑戰新媒材與表

現形式，從不將自己的作品局限於某種流派或類型，因藝術是真誠反映每個時期

所關懷的議題，單一不變的媒材與形式無法滿足我每一時期的創作思想。」132 

從「蛹」變為「蝴蝶美女」 再到「人工美女」的繁衍過程，除批判人工生

命的短暫與虛幻，這科技複製的理想女體的標準與《相對說畫》作品中的古代纏

足與當代美容塑身一様，儘管時代背景不同了，但樣板性的標準依然不斷繁衍，

只是複製科技更加極致，不只改造外形，更直接以基因進行混種重組，「夏娃克

隆」非但具備了如維納斯般的完美身形，但身上卻烙印著毀滅的 666 撒旦的印

記，透過科技的催化在展場中甦醒，破繭而出，優雅轉身，在驅動、控制、反制

的愛眛與慾望交融中，隱喻著人類的貪婪與想要宰制的霸權，在在都顯現了各種

壓迫與侵略性，而林珮淳巧妙得在「去身體」的女性主體意識與以一種「反迷思」

之操演，透過各種人工、人造的非自然（纏足、整形塑身、人工造景的假生態、

複製人），以一種多義的文本詮釋方式，再現一種美麗的假象，以反覆思辯的後

現代語境去回應社會的現實與批判。儘管其創作的風格常被視為「多元」的發展，

透過此研究亦發現，無論其創作形式如何轉變，卻始終有其脈絡可循，而「蛹」

形的串連，那所預表的除了象徵是自我生命的無限可能與延伸，在歷經一次次的

                                                 
132 筆者於 104年 10月 21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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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化與突破後，創造出自我的主體，不再受制於意識形態的禁錮。 

 

二、未來展望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初始於筆者自我內在角色衝突的困惑，關於身為女人這個

天生無從自己去決定的生理「性別」，曾經好多年都會想，如果有選擇的機制，

我不想當一個「女」的，無論是女孩或女人，這個角色界定都讓人覺得辛苦。「女」

這個始終是被帶著許多貶抑的認知而存在的生理性別，在現今仍存有的一些原始

母系社會部落，女人的作用依然被視為是提供空間給活的生殖種子蓄留在她的體

內使其成長茁壯，而提供生殖種子的男人才是生命的創造者，女人的角色在此成

了一個被動的物質，亞理斯多德認為胎兒是精液與經血的結合才能共生存在，但

在其哲學思想中，他認為：「『物質』是被動的實現，『形式』才是主動的潛能，

並且主張男人是主動本原，女人是被動本原。」133即便指出所有的生成變化都要

有物質和形式一起作用，但將女歸於被動本原，依西蒙‧德‧波娃的看法，這是

亞理斯多德對女人的偏見與歧視。因為物種的演化，賦予了男人與女人所該具備

各屬功能及感受，而身體為這樣的一個介質，一般則是透過和性相關的行為去定

義男性或女性，為此去賦予其意義及價值，但和性相關的行為並不必然是包含在

人類的自然本性中。一如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在《知

覺現象學中》指出： 

 

    人類的存在讓我們有必要修正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觀念，「處境中的存有」沒  

    有偶發的屬性，施於它的內容也必然受到形式（指身體感官的知覺形式）的 

    侷限，「處境中的存有」不認可純粹的事實，因為「處境中的存有」是一種 

    不斷運化的活動，透過運化，經驗事實才被化納。134 

                                                 
133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譯注之說明。台北：貓頭鷹，2013年，頁 

  75。 
13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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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波娃認為，如果沒有某些基本條件，即使是存在這件事也形同不可能，呈現

在這個世界上勢必意味著有一個身體的存在，這個身體是世界中的一物，同時也

是觀看這個世界的一個視點，不過這個身體沒有非得是某一種特殊構造才能成

立。因此身體作為一種自我主體認定的途徑，如何去意識到它的存在則顯得別具

意義，人類並非一出生即能去自我辨識其主體性別，基本上是必須透過不斷的鏡

像的行為學習中去認知到自己是男孩亦或女孩，也因此波娃提出了：「女人，與

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135看法。筆者自小即成長於重男輕女

的傳統家族，加上自己又是家中孩子裡唯一的女性，成長過程也幾乎沒有同齡可

相互學習的女玩伴，家族那種奉行男尊女卑、認為女孩最好的未來就是有個好對

象結婚的觀念對我帶來極大的壓迫，因此家族中的女生幾乎都很早婚，多數教育

程度都不高，小時候總是困惑於為什麼我兄弟有的我不能有？為什麼某些事情我

不能參與？為什麼我的人生就是必須要聽話？因著這樣的不平、壓抑與困惑，總

是在違逆與順從的縫隙中掙扎，那種深怕自己人生被糊裡糊塗安排的驚恐，教育

是讓自己能脫離這樣困境的唯一出口，儘管家族中的長輩總認為女孩子不需要念

太多書，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很可怕的壓迫迷思。 

    就讀碩士班期間開始大量接觸許多女性主義的資訊，才恍然於自己過去那困

頓壓抑的感覺是來自於一種父權文化的箝制，在展開《相對說畫》系列的研究過

程中，透過與藝術家的深度訪談，以及許多文獻資料的研讀與整理，深入去瞭解

其創作的脈絡歷程，深刻的去體悟到一個女性要在多重的角色中堅定做「自己」

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而「藝術」的追求對女性創作者而言更是一種難以攀附

的奢盼，總是必須在身為母親、妻子、為人子女的夾縫中去做出取捨。早期的女

性藝術家其創作的作品總被視為一種附屬的、附庸風雅、培養閨秀氣息的才藝，

而女性的藝術表現真的無法跟男性創作者相互抗衡嗎？還是說根本就是被刻意

的「視而不見」？為什麼女人從古至今始終被男人視為「他者」？為什麼當我們

                                                 
135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歐陽子譯，《第二性》，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 
    年，頁 6。（筆者參閱法文原文「On ne nai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建議翻譯為「女人 
    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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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道被男人宰制成為「第二性」，多數的女性卻仍迷思於追求成為那個男人眼

中的自己？林珮淳的《相對說畫》儘管是早期的創作，但其敏銳的女性主體意識

覺察，在當年亦引發諸多女性的共鳴，透過從歷史脈絡的文本以及當代的整形美

容風潮的對照／對應，以一種反迷思的方式解構了父權對女性身體的各種轄制，

逐一奪回被定義為「他者」的主體性。 

    儘管當今女性藝術家雖比起過去有更自由的空間可以施展，但是在藝術主流

仍還是只能居於邊緣的發展地帶，林珮淳表示：「60、70年代之後西方有很多女

性藝術家被肯定，甚至可以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大展如威尼斯雙年展等，然而台灣

在重要的大展中，女性占的比例卻仍然相當的少。此現象反映出台灣對女性藝術

的重視仍然不足，台灣的女性藝術運動與西方女性運動的影響力及成就差距很

大，女性藝術家當然可以有重要的成就，只是藝術界對女性不太重視。」136對身

為台灣女性藝術脈絡中的一員，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所得做為自己未來在女性藝

術研究的一個開端，踏實的逐步去學習如何做好研究的本分，建構自己在這個領

域的知識體系與研究視野為未來的期許與展望。 

 

 

 

 

 

 

 

                                                 
136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同前 

    註，頁 98。 



 

183 

參考書目 

書籍 

朱崇儀，《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 

林珮淳主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1998年。 

李群，《啟示錄：注釋》，香港：天道書樓，2005年。 

呂正惠主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理論家》，台北：正中書局，1991 

  年。 

徐文琴，《台灣美術史》，台北：南天書局，2007年。 

莊子秀，《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2000年。 

柯基生，《三寸金蓮：奧秘、魅力、禁忌》，台北：產業情報雜誌社，1995年。 

高洪興，《纏足史》，台北：華成出版，2004年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 

姜麗華、呂筱渝合著，《過程中的女性主體：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

究》，台北：國藝會補助，2016年。 

姜新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文化，1990年。 

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 SINCE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1年。 

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 

楊大春，《德希達》，台北：生智文化，1999 年。 

陳香君，《記憶的表情：藝術中的人與自我》，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 

---，《性屬關係：性別與文化再現》，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年。 

---，《林珮淳作品集》，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陳瓊花，《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局，

2012年。 

謝東山，《1980-2000台灣當代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 

---，《1996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畫冊，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



 

184 

年。 

簡瑛瑛，《女兒的儀典：台灣女性心靈與文學／藝術表現》，台北：女書文化， 

  2000年。  

---，《女性心/靈之旅，女族傷痕與邊界書寫》，台北：女書文化，2003年。  

---，《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 

1997年。 

鄧曉芒，《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劉瑞琪，《陰性顯影：女性攝影家的扮裝自拍像》，台北：遠流，2004年。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 

國際基甸會，《新約聖經》，台中：國際基甸會，1985年。 

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1996年。 

顧燕翎、鄭至慧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1999年。 

西川直子著，王青、陳虎譯，《克里斯托娃：多元邏輯》，石家莊：河北教育，  

2002年。 

暮澤剛巳著，蔡青雯譯，《當代藝術關鍵詞 100》，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Berger, John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De Beauvoir, Simone著，歐陽子譯，《第二性：第一卷》，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3年。 

---，邱瑞鑾譯，《第二性：第一卷》，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3年。 

Butler, Judith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台北：桂冠

圖書，2008年。 

Barthes, Roland著，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巴特評論集(二)》，台北：桂冠圖 

書，2008年。 

---，劉森堯、林志明譯，《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台北：桂冠圖書，2002 

年。 

---，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台北：桂冠圖書，1991 



 

185 

年。 

Bell, T著，陳蒼多譯，《女性美審美原則》，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年。 

Chicago, Judy，陳宓娟譯，《穿越花朵：一個女性藝術家的奮鬥》，台北：遠流， 

1997年。 

Chadwick, Whitney 著，李美蓉譯，《女性，藝術與社會》，台北：遠流，1995 

年。 

Clark, Kenneth著，吳玫、甯延明譯，《裸藝術：探究完美形式》，台北：先覺出

版社，2004年。 

Foster, Hal主編，呂健忠譯，《反美學：後現代論文集》，台北：立緒文化，2013 

  年。 

Guerrilla, Girls著，謝鴻均譯，《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台北：遠流，2000

年。 

Hauser, Arnold 著，居延安編譯，《藝術社會學》，台北：雅典出版社，1991年。 

Irigaray, Luce 著，李金梅譯，《此性非一》，台北：桂冠圖書，2005年。 

Issak, Jo Anna 著，陳淑珍譯，《女性笑聲的革命性力量：女性主義與當代藝術》， 

台北：遠流，2000年。 

Ko, Dorothy，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台北：左岸文 

化，2007年。 

Kaufmann, Jean-Paul著，謝強、馬月譯，《女人的身體男人的目光》，台北：先覺

出版社，2002年。 

Ma, Shirley See Yan 著，吳菲菲譯，《纏足幽靈：從榮格心理分析看女性的自性

追尋》，台北：心靈工坊，2015年。 

Moi, Toril《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陳潔詩譯。台北：駱駝出版 

社，1995年。 

Nochlin, Linda著，游惠真譯，《女性，藝術與權力》，台北：遠流，1995年。 

Nead, Lynda 著，侯宜人譯，《女性裸體》，台北：遠流，1995年。 



 

186 

Nemser, Cindy 著，徐洵蔚譯，《藝術對話：與十五位女性藝術家的訪談》，台北： 

遠流，1998年。 

Pollock, Griselda著，陳香君譯，《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

台北：遠流，2000年。 

Palmer, Richard E著，嚴平譯，《詮釋學》，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 

Spivak, Gayatri C著，邱彥彬、李翠芬譯，《從屬階級能發言嗎》，台北：中外文  

  學，1995年。 

Sayers, Janet著，劉慧卿譯，《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 

  台北：心靈工坊，2001年。 

Weedon, Chris著，白曉紅譯，《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台北：桂冠 

圖書，1994 年。 

Woolf, Virginia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天培文化，2000年。 

Wolfram, Eddie著，傅嘉琿譯，《拼貼藝術之歷史》，台北：遠流，1992年。 

Young, Iris Marion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 

  商周出版，2007年。 

 

論文研究 

Lin, Pey-Chwen（1996）“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aiwan’s Social Structure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 Australia, Doctor of Creative Arts  

Thesi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許如婷，（2008），《台灣當代女性主義視覺藝術的再現與傳播方式》，博士論文，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  

江足滿，（2004），《「陰性書寫／圖像」之比較文學論述：西蘇與台灣女性文學、 

藝術家的對話》，博士論文，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王錦華，（1999），《性別的美學/政治：90年代台灣女性藝術批評意識初探》，碩 



 

187 

士論文，國立台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班。 

張金玉，（2014），《台灣女性藝術大事紀年譜建置計劃》，結案報告，高雄市立美 

  術館研究計劃。 

陳曼華，（2005），《在隱匿與現身之間：解嚴後台灣女性藝術的身體書寫》，碩士 

論文，國立台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班。 

 

學術性文章、報導 

申順典，〈文本符號與意義的追尋─對互文性理論的再解讀〉，《青海師範大 

  學學報》，第113期，2005年，頁99。 

李宗慬，〈評介林珮淳「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課題〉，《立報》，新女性 9版，1995  

  年 12月 12日。 

林珮淳〈抽象表現主義藝術是反女性主義藝術嗎？〉，《藝術家雜誌》，第 236期， 

  1995年 1月，頁 381。 

---，〈我有話（畫）要說：從古今審美標準探討女性定位課題〉，《藝術家雜誌》， 

第 246期，1995年 11月，頁 431。 

---，〈對抽象藝術的再觀察〉，《現代美術》，第 58期，1995年 11月，頁 16-21。 

---，〈從文化差異探討台灣女性藝術深層、表層發展問題〉，《現代美術》，第 67 

期，1996年 8月，頁 26-31。 

---，〈非女體的、非男性的女性主義藝術─瑪莉‧凱利的產後文件〉，《藝術家雜 

誌》，第 250期，1996年 3月，頁 328-332。 

林純如，〈從「蓮」的延伸探討女性自我定位與美的定義〉，《藝術家雜誌》，第 

  246期，1995年 11月，頁 496-497。 

林芳玫，〈暴力的美學，美學的暴力〉，《銘傳校刊》，1995年 11月，頁 50-51。 

徐文琴，〈林珮淳 1995年個展〉，《雄獅美術雜誌》，第 297期，1995年 11月， 

  頁 59。 



 

188 

---，〈「蓮」的啟示－林珮淳創作賞析〉，《現代美術》，第 62期，1995年 10月，

頁 64-67。 

徐瑜，〈黑格爾辯證法研究〉，《政治評論》，第 24卷第 1期，1970年 3月，

頁 27。 

唐勃，〈論辯證法〉，《共黨問題研究》，第 8卷第 3期，1982年 3月，頁 16。 

秦海鷹，〈互文性理論的緣起及流變〉，《外國文學評論》，第 3期，2004年，

頁 19。 

胡永芬，〈普普手法反思女性困境，林珮淳個展批判美學暴力〉，《中時晚報》，第

12版，1995年 10月 27日。 

陳永國，〈互文性〉，《外國文學》，第 1期，2003年，頁 76。 

黃寶萍，〈相對看畫‧相對說話〉，《藝術家雜誌》，第 247期，1995年 12月，頁

203。 

---，〈美麗神話相對說畫，女性主義畫裡看，林珮淳直探議題〉，《民生報》，第 

14版，1995年 10月 31日。 

董成瑜，〈美與暴力竟一體 林珮淳訴說女性悲哀〉，《黑白新聞周刊》，第 109期，

1995年 11月，頁 81-82。 

董青枚，〈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林珮淳 1995年個展〉，《民眾日報》，文化 26版， 

1995年 11月 7日。 

謝東山，〈性別與權力―藝術的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藝術〉，《現代美術》，第

65期，1996年 1月，頁 23-28。 

張清華，〈相對說畫打破美麗神話〉，《美華報導》，第 324期，1996年 1月， 

頁 78-79。 

賴小秋，〈啟示與警世〉，《藝術家雜誌》，第 481期，2015年 6月，頁 2-5。 

鄭乃銘，〈女性的論釋－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自由時報》，第 28版，1995年 

10月 11日。 

蕭瓊瑞，〈天啟與創生：林珮淳的夏娃克隆系列〉，《藝術家雜誌》，第 506期，2017 



 

189 

  年 7月，頁 314-317。 

網路資料參考文獻 

林珮淳，〈走出文明、回歸伊甸─回歸大自然系列〉創作自述，2017年 4月 5日  

  取自 http://dal.ntua.edu.tw/director-art-statement-back-to-nature 

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創作自述，2017年 4月 5日，取自 

  http://dal.ntua.edu.tw/director-art-statement-eve-clone 

郭冠英，〈從蛹到夏娃克隆：林珮淳藝術的女體賦權〉，《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 

  作流通平台專欄》， 2017年 5月 27日，取自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Column_Content.aspx?n=F70166FBD2F2CC38&

p=1411E8E23B639C2D&s=8C461183DBE8BD55。 

---，〈辛蒂.雪曼:女性觀視的另翼途徑〉，2017年 5月 27日，取自

http://blog.roodo.com/soundwatch/archives/16256573.html 

〈高達美的詮釋學〉，2017年 5月 7日，取自 

南華大學 STS 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3_3.htm 

 

 

 

 

 

 

 



 

190 

附錄一 林珮淳訪談逐字搞  

一、訪談摘要  整理 

1. 什麼機緣接觸到新約教會？ 

    1980年我在設計公司上班時候，有位同事萬志鉉問我說：「妳聽過新約教會

和江端儀嗎？」我説不知道，他問我要不要來教會看看。很奇妙當時我很自然和

他去了台北教會會所，那天爬到三層樓時，就聽到嘀嘀㗳嗒嗒的禱告聲音，當聽

到時覺得怪怪的甚至有點害怕，但進了會所後看到非常簡僕的公寓房型環境（不

像之前去的長老教會般有美麗的裝璜、十字架、整排的木椅⋯⋯），許多弟兄姊妹

們正禱告中，我肅然起敬感受到一股神聖感。萬志鉉就介紹一位名叫丁靈麗的姊

妹，原來她是銘傳畢業的學姐，負責教會書籍編排及插畫等聖工。她很親切介紹

新約教會「血、水、聖靈全備福音」，以及「方言靈禱」的真理：「又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137等許多的聖經真理，也說方言就如孩子呀呀學語聲音：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138此外，她又指著掛在牆壁上先知洪以

利亞的相片（現在我們叫他阿公）說每一時代神都會揀選先知來帶領神子民，這

是神做事的法則，而公會宗派沒有全備的福音也沒有先知，但卻毀謗新約教會，

當時我一看到先知的相片就起了敬畏的心。 

我小時候是在長老教會長大的，但上學後就很少去長老教會聚會了，因為很

不喜歡那種儀式性的「做禮拜」，感受不到教會與到其他場合的差別，因都是人

與人的交流甚至是社會階級的比較與炫耀，父母們都在談論孩子們考到哪學校或

在哪上班⋯⋯很虛偽又好面子。但當第一次踏進新約教會時就很受感動，感受到神

的靈就住在這 ，尤其看到阿公的相片時，我心靈 就知道他是神所揀選的先

知。當時我也不知道錫安山被國民黨非法搶奪，新約教會遭破害與污名化，這就

                                                 
137

 摘自《新約聖經》，〈使徒行傳 2：3-4節〉，國際基甸會，1985年，頁 343。 
138

 同上註，〈馬太福音 21：16〉，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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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愛我的原因，祂使我很單純接受了水、血、聖靈全備福音而歸回聖靈所重建

的新約教會，以及認識了神在末後日子所揀選的先知洪以利亞。靈麗問我有沒有

受水浸？我說沒有，她就約我主日來受水浸。我一回到家就跟我爸媽說我不要再

去長老教會了，當然他們很生氣也極力反對，但主日我就帶了我三位妹妹去台北

教會受了水浸領全備真道。 

在錫安山被國民黨迫害之前，神的靈早就降在阿公身上説預言（方言），神

應許雖會有屬靈大爭戰但也將帶下屬靈的大復興，復興的流就臨到神所揀選的兒

女們。難怪主日我們去台北教會時，已經有好多人排隊等著受聖靈浸與水浸，我

跟我妹妹們都分散給不同的同工交付真道領受靈浸，之後到樓上排隊受水浸。當

然，我爸媽當年因不明白真理而對新約教會很不認同（一直到 15年後神興起環

境，允許他們辛苦經營的醫院被騙走，他們才想上錫安山尋求先知禱告，藉此急

難回到新約教會與我們一同走在這條唯一進神國的道路上。）我好感恩神那麼愛

我們四姊妹，使我們如此的單純與順服的歸回新約教會了，我們也多次跟隨教會

去小林遙望錫安山（因我們四姊妹從未去過錫安山，因此不知遙望的是否正是錫

安山。）但單純相信的人有福，只要我有傳福音帶領同學或親戚去教會時，我當

天靈禱時的舌頭就跳得特別快，神顯出他的喜悅。又有一次我心臓病突然發作，

心跳到 2百多下幾乎昏厥，我記起靈麗告訴我如果有事可以請先知禱告，於是我

用微弱的力量撥打電話給教會，當電話一打通居然心臓就恢復正常的心跳，我活

活經驗了先知的權柄，我的信醫治了我。 

 

2. 影響的創作的關鍵啟發為何？ 

我在新約教會常遇見神在環境中的保守與顯現，尤其目睹先知預言一發出，

神立刻應證，如錫安山被國民黨非法搶奪，先知帶領新約教會有血有涙的七年爭

戰，這過程若沒有神負先知一切的責任，任何人都抵擋不了國家暴力，尤其當年

是戒嚴時期，先知與聖徒被迫害且摳打幾乎喪命，但先知不放棄神所賜的聖山產

業，一再告訴我們神必定帶我們回錫安，在被迫害的時候早就唱出「踏上歸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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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詩歌，1987 年終於先知預言應驗了，真理戰勝強權，新約教會榮耀凱歸錫安

山。這爭戰的過程我雖去美國留學，但也一直蒙神保守經歷許多神蹟，如我先生

邱文祥打工到半夜，在高速公路開車回家時打嗑睡，車子橫跨安全島到對方車道

又墜入山谷，當時我在家睡覺但心 很不平安，一直擔心他為何仍未回來，於是

當下同一時間我立刻跪下禱告求神保守他，果真他的車子原本煞車不了直墜山

谷，就在千釣一髪時停住了，神垂聽我的禱告及時拯救了文祥，隔天協助他拖吊

車的人都嘖嘖稱奇説出：「God bless you too much！（神太祝福你了！）」另一

件神奇的事，是我碩士畢業後前往紐約找工作，我雖然可以有一年的工作實習，

但沒有永久居留證綠卡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但我卻神蹪式的在一家猶太人公司被

聘任為藝術總監，而會計在查核我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的號碼時，

居然沒看到號碼下面的一行紅字「不能工作」（not for employment ），我知道

這是神賜給我的。1976 年又碰上一重大車禍，當時我先生開車載我回家，我已

懷孕再 3 週就要臨盆，在十字路口突然與左邊來車相撞，車頭全毀擋風玻璃全

碎，但我們居然只有輕傷，過一星期就生下我兒子邱楷聞。當然，除了這些神蹟

外，還有許多神的恩典數算不清，不管是後來回國工作、教書與創作等都有神的

帶領，真是歸榮耀給新約教會的神。 

 

3. 藝術發展為何？ 

1989年我回台灣的第二年即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了國內首次個展「色

彩、造形與揮灑的筆觸」，因此結交許多重要藝術家，也受邀加入「2號公寓」

藝術團體而開始了許多的展覽與座談。因追求藝術的成就而很少去聚會，雖曾上

錫安山見先知也蒙他親自開車帶我們參觀重建的聖殿、凱旋樓、祭壇、高峯等處，

但每天因忙碌於妻子、母親、教師、藝術家等多重角色，逐漸以藝術的發展為重

心。那時期的作品從原來在美國愉悅的抽象畫，而開始出現了一坨坨「蛹形」及

「蜷曲的女體」的半抽象形體，並加入女性包鞋或高跟鞋圖像與拼貼的女性消費

商品等元素，表現當代女性難以突破傳統束縛的膠著與困惑狀態，深覺得自己好



 

193 

像「蛹」般的期待破繭而出。1992年於國立美術館（前省立美術館）舉辦個展

「女性詮釋系列」，以強烈對比的色彩與濃厚的油彩推曡來表達女性的壓抑，也

以一 層一層的筆觸象徵了自己的思緒與困惑，繪畫作品如《蛹》、《文明誘惑》、

《女性圖像》、《傳統與現代》等系列。 

為了尋求屬於自己的自由創作空間，1993年再次突破重重困難爭取到澳洲

攻讀博士，當時大量接觸了「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與相關作品，因而認知了整個

人類藝術史在女性主義運動之前就沒有出現過「女大師」，而多數的藝術史是由

男性的手與觀點所寫的，作品是在男性的標準下被選擇與定位的。於是我終於跳

出過去的困惑，不再把受壓抑的自我形體以第一人稱表現於畫作中，而是以第三

人稱自信的去解構父權文化的問題，所使用的媒材也不局限於油彩與畫布了。當

我明白了父權文化壓抑於女性發展空間的結構，終能客觀的以女性觀點檢視父權

文化的產物，如 1995年展於北美館的《相對說畫》系列，將中國纏足陋習與今

日美容塑身文化做對照，以絹印、電繍、人工絲、繪製等手法，再現了古畫的美

女、纏足文獻以及現代美容塑身廣告的模特兒圖像與標語等，藉以揭示女性身體

從古至今仍陷在父權審美標準下的循環中無法自主掌握。 

    之後，我受邀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228展」，如〈黑牆、窗裡與窗外〉乃

以絹印於鉛板上再現了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家書、公文文件等，並刻意以硫酸

將受害者的臉部圖像腐蝕掉，再以「百葉窗」現成物的「開與閉」來表現那曽被

關閉的悲慘事件在逐漸被平反時，家屬彷彿面對被窺視的害怕與痛苦。另一件〈向

造成 228悲劇的當權者致意〉則是以反諷政治與戰爭的暴力的形式展現，大膽把

獎盃現成物陳列一整排，且奬盃上還刻出向當權者行為致意的反諷文字。這是我

解構政治議題的兩件重要作品。在另一系列《經典系列》與《骰子系列》作品展

於台中臻品藝術，主要是批判了讀書人在「四書五經」所教化下的荒謬對照，再

現了道德教育所培訓出的功利主義與社會亂象。〈金曲之作〉則將古代中國的「愛

情民謠」與楊家女將的古畫作對照，反思女性在父權文化下的角色。在〈美麗人

生〉大型裝置中則將上萬張記載台灣亂象的日報掃描於馬賽克處理後的清明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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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再列印於長形捲軸，懸掛成可進出的旋轉式空間，觀眾可進入空間近看台

灣社會的亂象，遠看卻是幅清明上河圖的國畫卷軸裝置，藉此解構了台灣富裕社

會表象底層下的社會亂象。1993-1999年的創作我稱之為「解構父權系列」，所

完成的每一系列作品，不是為了討好藝術市場，而是以「女性觀點」批判人類所

建構的社會與文化體系──「父權結構」，也就如我作品所揭露的文化、性別、

政治、功利、社會等問題。今日回看當年的創作，彷彿是神指引我去認識「人國」

的真面目，因人類離開神的教誨甚至自高比作神，才會發展出巴別塔體系的種種

父權文化與亂象。 

在我留學美國、澳洲與回台灣發展的過程中，我因追逐各種慾望與藝術的成

就而幾乎沒去教會聚會，也忘記了歸榮耀給神，那時我與妹妹們幾乎沒有去新約

教會了，當時我父母仍未歸回新約教會，有時候還帶我們去公會宗派過聖誕節，

甚至兩位妹妹都在長老教會結婚的，一直到 1991 年我父母原來經營的「南部綜

合醫院」被人搶奪，這訴訟的過程受盡法律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才想上錫安山見

先知懇求耶和華的恩，而受了水浸歸回新約教會。1994 年小妹倍慧罹患癌症，

連續的打擊彷彿如聖經記載的「約伯」的遭遇，當時若沒有神藉著先知阿公的陪

伴，我們實在不知如何走出來，在急難發生時才想到神與先知，原來神用超奇的

手段來尋找我們，帶我們全家回新約教會。2001 年我在中原大學升等失敗而被

主帶到台灣藝術大學，2002年受神感動我把獨生子楷聞帶進「伊甸家園」，2003

年我們全家在錫安山遇見神，楷聞的爸爸邱文祥神蹟式的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救

主，受浸歸回新約教會。如今楷聞結婚留在聖別地事奉神，我們全家不再離開神

了。 

小妹倍慧 1994 年留學回國就被驗出得了癌症第三期，我們全家都很痛苦。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帶著她在三總醫院等候開刀的病房時，居然有一位奶奶拿一

罐東西給我，她說我妹妹那麼年輕就得了這病很不捨，告訴我這罐靈芝粉很有療

效，結果拿給我的居然是「錫安山靈芝」！我淚水馬上掉下來，我就說「謝謝妳

這是我們教會生産的」，我很清楚這是神來尋我們要我們回錫安，否則靈芝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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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千多塊，一般人怎麼可能白白送給陌生人呢？於是我把靈芝粉還給奶奶後，

就很勇敢的立刻打了電話給先知阿公，電話中我說醫生判斷是末期，說一定要開

刀否則來不及，但我媽媽說不要開比較好，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先知說：「回

來吧！回錫安養病。」我們如迷羊終於聽到了牧人的呼聲，就真的回錫安了，這

是我們全家漂流與軟弱近 15 年後，被錫安山的神與先知呼喚回家。這過程先知

常在妹妹開刀與病危多次舉手禱告而經歷了神，甚至親自到妹妹病床為她禱告，

令妹妹不再怨天尤人，她堅定的信心與榮耀的盼望成為我們全家的安慰與效法的

對象。1997 年妹妹安息主懷，我受邀新竹教育大學的個展「真實與虛假」就是

紀念妹妹，且質疑人生的每一階段，若沒有神的指引，其實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與

不實在，如：發展「解構父權」與「回歸大自然系列」期間，我生命有很大的轉

變過程。1995年獲得創作博士後，即在中原大學商設系專任，但 1997年妹妹被

主接走後，我因當上系主任而又忙碌於系務發展，再加上展覽不斷且投入女性藝

術的推動與研究，而再度陷入追求名利的慾望中。感謝主，2000 年神再度來尋

我，帶領我神蹟式的從中原大學到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任教，又在 2002 年多次藉

由先知的信息感動我，把我獨生子帶進神本教育的「伊甸家園」（沒有文憑，以

終生事奉主為目標。）神因著我的「獻以撒」而於 2003 年在錫安山向我全家顯

現，我先生邱文祥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這過程是：我在中原大學 5年期間完成

很多事蹟，如系館重建、設立研究所、舉辦跨世紀研討會與競賽⋯⋯因當時擁有創

作博士學位的老師不多，而設計系最高的學府只有輔仁跟中原大學，其他都是專

科，所以系主任的地位很高，我愈來愈自滿而漸漸遠離了神，並且對家人也疏於

照顧，兒子楷聞又迷上了網路遊戲，母子感情愈來愈惡化。2000 年神再次來尋

我，我在中原大學教授升等失敗，雖外審分數很高，連人事主任都私下向我恭喜，

卻被學校校教評違法否定掉，當時不敢相信我為學校賣命工作的結果居然得此回

報，開始懷疑這些平時以我為好同事自居的委員們居然投票否決我，此打撃令我

對人的信任度瓦解，也清醒為學校忙碌是很不值得的，於是我在是否提出申訴的

痛苦爭扎過程中，決定寫信向先知阿公求助。沒想到阿公立刻回信給我：「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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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或那樣都有神的美意，或順境或逆境都有神的美意，為愛神的兒女得益處⋯⋯

我為你禱告，你們常在我心。」看到此信時我一直哭，阿公一直都明白沒有放棄

我，我覺得我得罪了神，我忘了神的恩典，但神與阿公卻沒有忘記我。 

因著阿公的信而慢慢恢復了平靜，那一年我辭去了系主任，並迫切向神禱告，求

神帶領我離開中原大學，但「我的條件是我 要投求職履歷表」，因知道學校的

教職缺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2001年神真的為我成就了大事，神蹟又出現了，

隔年的六月之後，我接到台藝大的多媒體動畫系研究所的所長趙貞怡的電話，一

開始是先邀請我去兼課，我很好奇問她是怎麼找到我的？她說是在網路找到我，

我好稀奇且想和她見面，她也立刻邀請我去主持一場研討會。我和她見面後感覺

很好，因她剛從國外拿博士回來很單純，於是我就再向神禱告說：主啊，我有沒

有可能去那裡專任呢？結果第二天她的電話就打來了，告訴我有一個專任的缺問

我是否有興趣，天啊！神真是垂聽了我的禱告，太不可思議了。於是我開始準備

應徵與面試的資料，神也將剛從國外唸多媒體設計回國的我的學生們召集來幫助

我。另外，更奇妙的是，我連續五次在校外評審時，都碰到台藝大的教務長一起

評審（我之前與進入台藝大專任之後就不再碰到他了），原來他就是台藝大聘任

老師的主考官，神安排了他與我一起評審就為了讓他更加認識我的為人與專業，

也因此在面試時獲得他的支持。 

面試完之後，我把自己信託給神，且決定帶領全家（我父母與我獨生子楷聞）

報名前往東南亞聖別地「新天新地」過住棚節，這是我歸回新約教會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跟隨先知阿公與教會整體出國，就在我們下飛機抵達東南亞時，我就接到

學校電話通知：「我的聘任案通過校教評了」，我感恩向主稱讚，神從頭到尾安

排這一切的人事物環境來幫助我到底，神奇蹟式的把我從中原大學帶到台藝大，

雖在中原大學升等敎授受挫，卻因此看清自己過去的拼命與忙碌是錯誤的，原來

這都有神的美意與莫大的拯救，也應驗先知阿公告訴我的：「或順境或逆境，都

有神的美意，為神的兒女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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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神復興 

去「新天新地」過住棚節是神開始「復興」我的第一歩，因我活生生的遇見

神藉著阿公永不放棄來愛我，不但賜給我這份專任的教職，我也目睹阿公在住棚

大會捨命的主持大會（因他膝蓋嚴重細菌感染發炎，仍站在講台主持住棚大會），

他的鮮血濕透長褲直流到地板上，我們眾教會神兒女心疼哭泣，我更是受感動的

淚流不止，神藉著這次的住棚大會開始在我身上動工，讓我深刻經歷了神，立志

要好好愛主，不再重蹈覆轍忙碌追求自己的名位了。隔年的寒假，2002年 2月

我與父母及倍如上錫安山過冬令會，阿公說這一年是神應許爆炸性的復興要來

到，阿公在台上每句話都感動我。首先阿公說到他家門前有三棵李子樹，有兩棵

開花的很茂盛，唯獨第三棵不開花，因此就細心澆水施肥，果真在冬令開花了，

阿公說原來神要藉此告訴他：神家兒女中有些如那兩棵開花的李子樹般的很復

興，但有些卻如第三棵李子樹一様不開花，但神並沒有放棄把它砍掉，反而細心

照料，終於開花了，阿公說，他明白神要他不放棄的牧養這批跟不上的神家兒女

們，要給他們澆水、施肥，終於不開花的也開花了。阿公還問我們大家是屬於那

一棵？希望以前不開花的要快快開花，因沒有第四棵了。我聽了好扎心，我告訴

自己不能再追求世界虛榮了。 

除了李子樹，阿公又講到第二個例子，他說 1979 年在錫安山被趕散之前，

阿公就在高峰種下上萬棵的杉木，當年造林是非常艱難，弟兄姊妹們都需從山下

扛樹苗上來種。後來被趕散多年，阿公有一年帶領弟兄姊妹從後山上去，當阿公

看到那整片的杉木壯大成林時，他感動到抱著樹幹一直親一直哭，他說因為杉木

苗若不照顧，野草一來一定死光的，這是神親自照顧這些杉木，而第三棵李子也

終於開花了，阿公說你知道我為什麼抱住每一棵杉木親嗎？因為神沒有放棄每一

位衪的兒女們，儘管你們在世界被搶奪了，如杉木般會被野草吞吃光，雖然我不

知道你們漂流到哪？可是神沒有忘記你們，神親自照料你們長大成林，這就是神

永不放棄的愛。當時我一直哭一直哭，我知道我就是那蒙神照顧沒有死去的杉木。 



 

198 

之後阿公又強調「伊甸家園」是神的指意，要我們把孩子帶離學校，詩歌也一直

感動我，1997年是倍慧被主接走的那一年，也是「伊甸家園」正式成立的一年，

但我一直沒信心，總覺得楷聞應好好讀書追求好文憑，又因當時我忙於系主任工

作而疏於照顧他，造成他迷上玩線上電腦遊戲，上課前與下課後都會去網咖，半

夜偷偷上網。我用盡辦法阻止他而造成母子感情對立，我當時相當痛苦不堪，但

仍不願把他送進「伊甸家園」。終於 2002年神應許的「大復興」來到了，我被

神開啟了，我決定冬令會後一定把他帶離學校才能蒙神拯救。然而我回到台北後

信心又軟弱了，又把他帶去學校上課，可是神沒有放棄我，神在楷聞上課一個禮

拜後就催促我。2002年 2月 20日當天，因我開車去學校接不到他，之後才發現

他下課後又跑去網咖，我當時好傷心與疲累，就告訴他自己坐車到某處等我，而

我就先去吃個麵，想不到我進入麵店一坐下來時，就看到電視機播映出一則新

聞：「埃及火車發生大爆炸，死傷 600多人，絕大多數是兒童⋯⋯」我好受震撼，

那整列車被燒焦的那一幕仍印象很深刻，我心中很清楚是神藉此向我說話：若楷

聞仍留在學校（埃及）恐怕就死在埃及了。隔天我沒帶楷聞去上課，而楷聞不願

意還跳到窗外抗議，我立刻打電話到錫安山向阿公求恩，阿公很清楚告訴我：「為

了救這孩子，把他送進伊甸家園吧！」還說會為我禱告。於是我就很有力量與信

心把楷聞帶去台北教會的「伊甸家園」，我看到輔導為楷聞按首禱告時，楷聞整

個臉部從原本生氣轉變成如天使般的純真，這真是神的作為啊！之後，我也奇蹟

式的順利辦妥楷聞在大直國中的離校手續，因他的導師聽完我的理由後，居然說

她很羨慕楷聞能在錫安山學習，還希望有機會可以上山看楷聞，之後還帶我去每

一部門蓋章。辦理的過程若有人質疑「伊甸家園」沒有教育部允許時，她還會為

我向他們解釋：「他們孩子都可到全世界的教會出國學習，他媽媽是在大學教書，

當然知道什麼是對她孩子最好的教育。」甚至還有一位訓導主任當眾說出：「我

在報紙看到伊甸家園的報導，有一位你們的老師好像是我國中的老師叫林麗真」

我回答他說：「林麗真老師目前在台大中文系博士班任教」其他的老師們立刻說：

「哇，你們的師資好強喔！」很多學校都以罰款來攔阻我們把孩子進入「伊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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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但神居然叫這些老師幫助為我，帶我一關一關順利蓋章辦完退學手續，還

稱讚我們的教學與師資，我原本擔心學校若要我拿出楷聞父親的同意書，恐怕會

功虧一匱了，因我是瞞著他的，且預備好可能面臨離婚的結局，然而神管制一切，

且一歩步成就了對楷聞與我們全家的拯救。 

楷聞進入伊甸家園後，他清理出他所有的電玩遊戲物品，且與網咖斷根了，

這簡直是神蹟！我好稀奇神如此快速改變他。雖然他爸爸知道他退學後很生氣，

還打電話去學校抗議，但楷聞表明他不再回去學校了，他爸爸只好說一年後要帶

他去澳洲讀書，還寫了一張十大罪狀的信給我，控告我毀了楷聞的前途，但神因

著阿公的禱告而讓家庭沒有鬧革命，很多事超出我所想所求的。從那年起，我就

跟著楷聞在教會學習與事奉，如陪伴孩子們、與他們一起禱告等。我與楷聞的感

情愈來愈好，我們終於回到神的家了，我父母因著楷聞也願意留在新約教會了，

真是「小羊過橋，老羊也就過橋」。隔一年，2003年冬令會，我和我父母和妹

妹倍如想上山過七天的冬令會，我趁機約楷聞的爸爸文祥上錫安山，當時只是想

吸引他去看楷聞在錫安山的學習狀況，他說由他開車，因他只想去一天就要先開

車走。阿公是真先知，要我們全家住在一起，就是住在「拿撒勒山荘」，原本我

還說不用特別安排，我們可分開住弟兄姊妹的寢室即可，但神不喜悅我的想法，

居然讓一支雨傘從 4樓垂直墜下，正中打破文祥的車子擋風玻璃，我當時嚇到且

抱怨怎麼會那麼倒楣，結果阿公突然出現來看到底發生何事，阿公看到我們全

家，還主動抱了文祥表示歡迎，文祥原本很生氣車玻璃被打碎，但被阿公一抱後

臉就有笑容了，我們也聽阿公的話全家住進「拿撒勒山莊」。當天我請牧師明偉

叔叔向文祥傳褔音，但文祥很不以然，不相信有神的存在，還剛硬說：「有神的

話就變一碗飯給他吃」可見文祥的不信與自以為是。 

隔天 2月 3日我們全家坐在床上一起早禱，楷聞爸爸坐我右邊，倍如坐我左

邊，我父母坐我前面，正當我們結束靈禱後，我淚水直流，我喉嚨酸痛，心口也

刺痛的邊哭邊重複禱告：「主啊！我願意像祢，主啊！我願意像阿公，對神的指

意忠貞到底」因我想到神沒有計較我過去的殘缺、軟弱與敗壞，居然用如此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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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來愛我與全家，我太羞愧也太感恩了。我幾乎哭得無法禱告了，突然間我的舌

頭突然跳起來！好像有一個東西貼在我的臉上，我彷彿與神面對面，我自己嚇一

大跳，我居然被聖靈澆灌與充滿，舌頭跳動全身發熱，舌頭快速跳動完全沒有停

頓，我雙眼雖閉鎖卻看到一片光芒，彷彿有主基督和小妹倍慧在光芒中，我鼻涕

與淚水湧流不止，主基督向我活活顯現說話，而內容都是阿公所傳講過的話，且

連語氣都一様，我好受震撼，這是我從未有的經驗，我永遠不會忘記五大重點：

「1、我必快來。2、你要為我傳福音。3、裝備自己。4、拆毀中間隔斷的牆。5、

你要與我作王掌權。」當主要我傳福音時，我還用頭腦回向主說：「我不敢，我

也不會傳福音，我對聖經不熟，我不敢」但主回答我：「裝備自己！」就是要好

好讀聖經與屬靈真理的裝備。我真不敢相信如此靈恩臨到我與全家，讓我認識創

造我們的神的的確確是真實存在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而阿公就是主的

代言人，我之前把阿公當先知仍太粗淺了，我重新認識了阿公的職事，我必須把

阿公當作神，阿公所說的話就是神的話，我已大蒙開啟了。當靈禱舌頭跳動幾乎

有二個小時多後，我反問主：「主啊，要到什麼時候？」主居然反答：「妳妹妹 

沒有禱告！」等主講完之後，我妹妹居然開口禱告了，等她禱告完之後，我的舌

頭就如節拍器一樣非常有節奏性的慢慢停下來，這完全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全身

虛脫都不敢講話，心想說主啊！我太不配了，我好像經驗了一場靈魂體的洗禮，

這一幕仍瀝瀝在心永遠忘不了。之後我才想到文祥坐在我右邊一定搞不懂狀況，

於是我問他說：「我被聖靈充滿時，你到底在做什麼？」他說他親眼目睹有一圏

的火，而中間有個人。天啊！太多的奧秘了，到底什麼是「拆毀中間隔斷的牆」？

什麼是「你要與我作王掌權」？又什麼是「一圈的火中間有人」？ 

我當時對聖經真理都不熟，於是我們全家就決定去爺爺家請他為我們解惑，

爺爺翻開聖經告訴我們：教會是主基督的身體，因此凡隔斷弟兄姊妹或家人中間

的牆都要拆毀，必須合一才能豐滿被主提接到天上。另外，主提接得勝聖徒後就

開始三年半的大災難，災難結束之後，主就把聖徒帶回地上成為基督共合國，基

督是萬王之王，而我們每位聖徒就與主作王一千年。另外，火代表聖靈，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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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主耶穌。文祥聽完後，當天下午決定受水浸領受全備福音。這些事的發生

是我作夢都不敢夢的，但的確是真的，我活活遇見神，我們全家經驗了神的顯現

與天大的恩賜，直到如今我不敢違背從天上來的話語與異象。 

 

二、訪談時間紀錄表 

時間 地點 

102年 6月 4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2年 11月.23日 台北當代館 

103年 1月 23日 林珮淳汐止住家 

103年 6月 14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4年 2月 12日 府中 15，典藏餐廳 

104年 3月 29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4年 8月 26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4年 9月 10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4年 10月 21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4年 12月 30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6年 2月 8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6年 2月 20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6年 3月 14日 林珮淳研究室 

106年 4月 10日 林珮淳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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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創作時序圖 

 

 
圖 64林珮淳大事記與作品年表（筆者研究整理，蔡佩宜編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