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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陳慧嶠1987年至2012年之作品為研究範圍，討論其中材質與物性之

運用並分析其生命進程與代表作品之關係，又以「原型理論」與「積極想像」之

觀點為輔，深入其作品之意涵。陳慧嶠初期創作嘗試使不同的媒材，承載自身敏

銳的感知，呈現生命內在對宇宙萬物的質疑。隨著經驗累積，她愈能跳脫形體，

馳騁於創作之中。1997年開始，她於創作中由對媒材的試驗到以夢做為發想；2006

至2008年是她創作的迸發時期，大量多元的作品，使她更能掌握形式材質與內心

活動之關係。2008年後她重新整合了形式中所蘊含的意象，由自身情慾擴及對外

在宇宙的省思；此時，她的夢可以很複雜，表現卻可以很簡單。陳慧嶠以詩意敘

述連結形式，併呈作品中「直接」與「幽微」之處，促使技法與素材相互指涉、

彼此相關，以最簡單的形體發散無限的思緒，又此複雜意象本於內在極簡的創作

精神。藝術家選取生活周遭之物，建立個人性的象徵系統，既是激發也是考驗觀

者的想像力。此後她作品原則明顯，已具足夠的自信，能圓融地摒除曖昧界線；

近期作品更呈現由個人到宇宙空間的延展，並超越時空的思維，來展示流動的時

間感。本研究從二元性出發，借重榮格的原型學說論證陳慧嶠的創作與原型潛藏

的連結，透過積極想像以藝術創作具體於臺灣當代藝術圈裡的表現；並企圖給予

她創作適合的定位，進一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者一個認識陳慧嶠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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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rtwork of Chen Hui-Chiao between the years of 1987 and 2012,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uality concept” in her work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life and artwork. The approaches “archetype theory” and 

“active imagination,”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Chen Hui-Chiao’s 

artwork. In the early stages of her career, Chen Hui-Chiao experimented with various 

media that conveyed her heightened perception and presented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the internal self with the external universe. With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she dissociated her works from the fixation of reality and let herself run 

free in creation. Starting from 1997, she shifted from experimenting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emphasized instead developing her art from dreams. Her true creativity 

burst forth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6 to 2008 when an abundance of work enabled 

Chen to better improve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erials and her mental processes. After 

2008, she integrated imagery implied in physical shapes into her works and extended 

the scale from sentiment of the individual to a reflection on the external world.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when her complex dreams could even be expressed in a 

simple way. Chen Hui-Chiao employs poetic description to connect with shapes and 

demonstrates both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and the ambiguity present in her work. 

Skills and media are mutually signified and related, which provokes extensive 

imagination through the simplest physical form contrasted with complex imagery 

based on the minimalism in her creation. Collecting elements from our surroundings, 

the artist establishes her symbols that inspire and challenge the imagination of 

spectators. The principle behind the form of expression in her works is henceforth 



 

 

 established and associated with an inherent reduction in artistic ambiguity. Her recent 

works further introduce a transition between literature, the sense of hearing, sight, and 

the thought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fluidity of tim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uality, this research applies Jungian archetypal theory to relate its 

connection with Chen Hui-Chaio’s artwork.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active 

imagination, this thesis also intends to evaluate her artistic performance in domain of 

modern art in Taiwan and to provide an access to recognize the artist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Chen Hui-Chiao, duality, archetype theory, active imagination, 

dreams, mythology, as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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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初至伊通公園是源於研究所教授帶領同學至此參訪，記得當時展出的是藝術

家陳順築的作品。那次經驗讓研究者留下十分美好且深刻的印象，走進這間在台

灣當代藝術圈中如此重要的展覽空間，給了我有別於一般畫廊的全新體驗。當時

自己還來不及沈澱這份雀躍，也沒預料到這次的參訪，會使我與伊通公園結下之

後這一段可貴的緣分。 

 

    2008年暑假，研究者經由學校老師的介紹，來到伊通公園實習，進而有機會

認識此處的特殊，以及來往此空間中的藝術家與訪客。伊通公園並非一般滿園林

木的公共花園，它是一間承載了台灣近二十五年當代藝術的空間；這裡提供許多

當代國內外藝術家、策展人、參觀者，一個聊天與交流藝術資訊的平台。「伊通

公園」沒有自己的招牌，這裡的入口位於路人與訪客皆不易察覺的一處「異質空

間」（Heterotopia）。 

 

「伊通公園」座落在台北市伊通街上的舊公寓裡，真正的伊通公園則是位於

附近不到50公尺處的綠地。「伊通公園」四周的小區域，有別於繁華的臺北市中

心，於此有股遠離喧囂、悠閒寧靜的人文氣息瀰漫在「伊通」這個空間之中。 

 

自研究者決定到伊通公園實習起，先是懷以忐忑之心踏入此地，記憶中我沿

著入口簡樸的樓梯向上，隨著高升的步伐映入眼簾的作品剎時擄獲了我。尤其在

那雪白牆面的上方有一片火紅，它強烈、任性地取代了我腦海中的其他可能，我

腦中所有色彩，頓時被那如火焰般的紅色所取代。事後我才知道那即是藝術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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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嶠的作品〈雙重火焰〉。 

 

第一次與陳慧嶠見面，是由伊通職員吳小姐引薦，同時也得知陳慧嶠即是此

次個展的創作者，亦是伊通鐵三角之一。首次見到陳慧嶠時，她要我叫她「嶠」，

事後我才知道熟悉陳慧嶠的人多半也以「嶠」稱呼她。印象中她永遠是一身中性

打扮、俐落的短髮與其不拘小節的個性，讓我一再試圖去連結她作品給我的感覺，

也因而得到許多之前面對藝術家所未有的感觸。 

 

與陳慧嶠熟識之後，不禁被她直率與愛作夢的個性所吸引，尤其喜歡她談論

自己的理念，如自己對夢境、星座的感受；我對其藝術創作的好奇與日遽增，彷

彿被她的世界吸入。此外，關於伊通中大小的事物也是我們共有的話題，藉由在

伊通工作的經驗，讓我對台灣當代藝術有更多的認識，對於陳慧嶠的創作得到更

多的體會。我進一步明白陳慧嶠作品中，所充斥的夢、星座、神話等神秘元素不

如想像中單純；每一次的深入都讓我如此意外，為了滿足自身對於陳慧嶠及其作

品的好奇，我嘗試對她本人及其作品有更深層的分析，並希望能完整地將這份對

藝術的驚異呈現於我的研究之中。 

 

研究者希望藉由對陳慧嶠生活經驗的認識，貼切地分析她的作品，並清楚地

提供台灣中生代女藝術家的研究者，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個案研究，同時解決自

己在觀賞陳慧嶠作品時的想法與疑問。同樣也經由此次的研究，促使自己思考更

多關於當代藝術領域的創作概念及意義。 

 

首先，研究者觀察的是陳慧嶠創作所運用的圖形，例如神話、傳說中的圖騰，

如天狼、巨蛇、星辰與具有神奇療效的薊花，這些圖形做為她創作元素的重要性

不僅止於其所象徵的意義。當代部分的女性藝術家也曾嘗試以神秘主義，將表現

內在的感知帶入創作之中，但這樣的做法往往無法呈現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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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僅為訴說自我內心情感的一種替代與轉換。然而，陳慧嶠最大的不同點，

在於她將感性、龐雜的神話傳說和浪漫星空這樣的意象，轉化為理性與冷靜的創

作，其運用手法近似於極簡主義（Minimalism）風格，把遼闊的宇宙、繁複的情

緒轉化成為極簡的畫面。她這樣的作法，乍看下往往充滿矛盾，讓人無法由作品

的形式立即看透她所要陳述的理念，因而佇視更久，以更多的時間去思考藝術家

二元性的創作意涵。 

 

    陳慧嶠的展覽是研究者進入伊通公園工作後，首次參與佈置的展覽。第一次

的佈展經驗，讓我感受到藝術家的諸多特點。一是，陳慧嶠自己對展場佈置有別

具特色的想法，以及對待作品那份精益求精的心。二是，研究者發現陳慧嶠是對

展場很有規劃與計畫的藝術家，她會先將空間大小準確地測量清楚。三是，利用

電腦繪圖的輔助下，模擬展場中每張作品所適合擺設的位置，預先計算好需要釘

掛高度位置，以致於佈展過程更為順利，能發揮最好的效度與信度。四是，陳慧

嶠在佈展上格外敏銳，展覽空間的陳設也是屬於她的創作，在這裡即是她創作理

念的延續。 

 

每一次展覽，不論是新作發表，或是舊作的延續，陳慧嶠都會依據展示空間

重新規劃，正因她對作品陳設高度的敏銳感受，以致於在作品的製作上也同樣要

求精準。具有美工設計背景，她藉由科技的輔助模擬設計，一再讓自己構思的作

品與空間互動，並透過空間的模擬激發出內心於創作時各式靈感的顯現。 

 

    當前台灣當代藝術中對女藝術家的論文書寫仍為少數，且多專注著墨於作品

上的分析，較少針對探討內在潛意識與作品之關聯。本篇論文研究目的，即為試

圖瞭解藝術家陳慧嶠的生命歷程，與其於台灣當代藝術圈中所扮演多重角色的重

要性，並透過分析她的藝術創作，歸納其初創至今的各期風格。同時，初步整理

陳慧嶠的歷年創作，探討其生命經驗與其作品之間的連結。另一方面，也綜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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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她既有的藝術評論，進一步來詮釋陳慧嶠作品的意涵，期待能更深入挖掘

藝術家所知所感；為此位女藝術家詮釋出更為完整的創作分期，賦予其作品更多

面的意象。 

 

1.2. 研究範圍  

 

    本篇研究資料主要針對陳慧嶠創作中的構想進行討論，以評論陳慧嶠創作之

文章為主，輔以相關的理論書籍。文獻如陳慧嶠展覽介紹、創作評論與討論當代

藝術作品之相關文章。理論則有榮格「原型理論」、「夢之理論」、「星座」、「神話

之心理與象徵」、「積極想像」所涉及之相關學理，希望藉此研究的分析探討，梳

理出陳慧嶠的創作美學理念。此外，也嘗試透過她的作品特質，來理解原型作用

和其自我與創作所建構出屬於藝術家本身的獨特空間關係。 

 

首先，研究者企圖透過陳慧嶠的創作背景，包括：生活經驗、文化脈絡、平

日閱讀、個人興趣，概要性地論述藝術家如何將其靈感轉化成為具體的創作動力。

第二章，藉由梳理陳慧嶠個人生平、學習歷程、國外經驗、藝術交遊，將其歷年

創作分期介紹，又討論其各階段之創作理念與風格特點；第三章，由「極簡主義」

的演變作為開啟，對陳慧嶠的師承關係與所受之影響先行探討，再以其創作中常

出現的現成物，劃分為「針線」與「乒乓球」兩大系列進行分析，並且由二元性

的概念來詮釋與整合其創作重點；第四章，則以陳慧嶠的靈感與作品主題結合來

分類，將「夢境」、「神話」與「星座」運用榮格之原型理論做串聯，經由創作的

積極想像加以探討，原型作用與積極想像於其藝術創作間的關聯；第五章為結論，

歸結陳慧嶠透過視覺形式具體地實踐理念的成果及其創作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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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論文試圖透過陳慧嶠的生命經驗、創作歷程與想法，希望藉此幫助研究者

瞭解藝術家作品中更深層的內容與意義。「原型理論」和「積極想像」將是研究

者寫作本論文主要觀點，佐以相關理論文獻加以整理、解讀及研究，透過觀察研

究法、作品分析法及訪問法彼此補充為用。 

 

1.3.1. 觀察研究法 

 
    觀察研究法是於「在自然的或控制的情境下，根據既定的目的，用自己的感

官及輔助工具，系統化地觀察某些現象或個體的行為，並依觀察的記錄，客觀的

解釋觀察所得，從而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一種研究法。」1此研究方式的特色在於，

從「局內人」的角度來看一個現象，即觀察者並非遠距離的觀察，而是實際參與

被觀察者的日常點滴加以搜集整理，此方式取得的素材可能反映被觀察內心的態

度。 

 

    論文研究期間，研究者實際走訪伊通公園並任職於此，實地接觸伊通公園內

部的行政人員、陳慧嶠與其他於伊通活動之藝術家。在為期二年的工作過程中，

對陳慧嶠本身能有更詳細的認識與瞭解，進而得以蒐集研究所需的資料，對陳慧

嶠及伊通公園資訊的獲得也更形廣泛、多元。 

 

1.3.2. 作品分析法 

 

    陳慧嶠的創作經歷有其系譜可尋，她亦試圖不受此框架所囿，進而從系譜中

發展屬於自己獨特的異質空間。陳慧嶠的創作靈感多源自於夢境、神話與星座。

                                                
1 葉乃嘉，2006，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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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是我們逃離現實的一道途徑，它破壞了我們平常的象徵系統；而神話的主要

功能是使我們現實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產生意義，換言之，神話並非相隔千年遙遠

而陌生的時空。如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所言「神話是眾人的夢，

夢是私人的神話」。2分析心理學所談的是社會裡的異質與邊緣；神話、夢境與星

座皆非主流的邊緣性議題，研究者試圖透過分析陳慧嶠作品之內容，類比不同的

作品，歸結此位女性藝術家所具有的獨特性，及其於藝壇所處的位置。 

 

    研究者將針對陳慧嶠作品之特色分析，歸納出下列四個面向，以利後續章節

的詳細討論。 

 

（1）媒材衝突性：陳慧嶠在作品中，慣用針線、玫瑰、薊花、羽毛、絲絨

等較為女性化之材料創作。此外，其作品中也常運用工業材料或現成物作為創作

之媒材，如壓克力、玻璃、電繡、乒乓球和床等。陳慧嶠藉由上述兩種高度相異，

卻具有強烈衝突性的媒材，同時給予觀者一個舒適的空間與不安的情緒，宛如身

處於充滿女性浪漫、甜蜜幻想情境時，又突然被硬生生地驚醒，因而產生冷漠、

尖銳與形式化對比的錯覺。 

 

（2）符號象徵：在陳慧嶠的創作中，運用許多關於神話的元素，她也將傳

說中的圖騰如天狼、巨蛇、星辰、薊花做為創作的元素，且融入平日閱讀對文學

著作之發想於作品中。陳慧嶠讓擁有神秘象徵的文字與圖像並置，創造出猶如戀

人絮語般的美好，可若再深層思考其中符號象徵之意義，才能明白這份美好背後，

那種冷然、矛盾的感覺，理解她的創作是想像與現實並存的一處異境，彷彿訴說

著行走於其間的遊移。 

 

（3）現實與虛構：神話是傳說故事，看似個遙不可及的想像。但是換另一
                                                
2 見：李子寧 譯，1996，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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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度思考，若沒有人類存在又怎有神話故事的流傳；神話傳說既是人類傳說也

是歷史的演變與傳承。在季鐵男評論陳慧嶠作品的文章裡即指出，她作品的創作

形式恰是在某種「超現實」的夢境，與「低限」的形式主義之間遊走的階段；「低

限」對她而言有如藝術的本質，「超現實」則是生活的真實，豐盛的思考與嚴格

的戒律在作品上表露無遺。3 

 

（4）鏡像的自我：夢境是陳慧嶠最為重要的靈感泉源，她對占星術的興趣

含括了對神話傳說的喜愛。對她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是偶然的，每一件事的始末

都有其契機，有待我們去追尋去體驗。於此無論是夢境、神話或占星學皆如一面

鏡子，投射到陳慧嶠的心境之中，而她則經由創作再次將生活裡的情感與經歷映

射入作品裡。 

 

1.3.3. 訪談法 

 

    針對陳慧嶠創作的歷程與經驗進行訪談，藉此幫助研究者對藝術家的生活背

景、創作動機、作品意涵、美學理念有更深入與全面的瞭解。透過與藝術家的訪

談，由過程中捕捉受訪者對人、事、物所表達的多元觀點，有助於本論文研究相

關文獻收集的第一手資料。 

 

    研究者以深度訪談法，與藝術家討論其創作背景、藝術傳承之經驗。在面對

面的訪談之下，可更貼近陳慧嶠的創作動機、作品意涵及其相關理念。然而，使

用深度訪談法時，研究者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與引導問題，讓藝術家在一個不

受限制的開放環境裡，自由談論自我之意見。以此方式增加資料收集的開放與多

                                                
3 季鐵男（1997）。〈精緻中的疲憊〉。《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122/58/154。（2009年10月9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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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確實了解受訪者對事件與問題的想法與態度。 

 

1.4. 文獻回顧 	  

 

    陳慧嶠擅長將「夢境」和「星座與神話」做為創作之靈感來源，若要釐清夢

境、星座、神話三者間的關係，必須對其發展的淵源、特質與文化背景作必要的

說明。本篇論文涉及的相關領域之文獻，及援引的相關資料、理論，主要可分為

夢之理論、神話心理與象徵以及星座故事等項。 

 

本論文研究之藝術家陳慧嶠擅長將「夢境」和「星座與神話」做為創作之靈

感來源帶入作品中，故需先以釐清夢境、星座和神話之淵源、發展特質與相關文

化為必要之說明。關於夢境、星座、神話之相關記載起源甚早。在古代中亞美索

不達米亞平原、古希臘、古埃及的文明中，皆有星象、神話和夢境的相關記載；

綜觀藝術史中，神話題材從文藝復興早期開始，被藝術家大量地運用在繪畫創作

裡，並有宗教象徵之表現。神話部分研究者參考李維史托《神話與意義》中以結

構主義人類學的角度去論證神話，討論各神話在內含結構上的一致，非聚焦於結

構下的瑣碎配件，而係對神話中人物，像智慧老人等角色原型，借助榮格心理學

來作進一步的分析。4在李維史托之外，喬瑟夫．坎伯則用神話學者的角度切入，

其書《千面英雄》5談論神話的共通性，係根本於人性及人對環境的感受。坎伯

與神話相關的論著還有《神話的智慧》6與《坎伯的生活美學》7。 

 

神話起源自人類生活經驗，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其主要功能是使我們與身處

的時代環境發生意義；每個時代、每個地方均有神話的產生，訴說古老事蹟，也

                                                
4 王維蘭 譯，1983。 
5 朱侃如 譯，1997a。 
6 李子寧 譯，1996。 
7 朱侃如 譯，1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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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古人智慧。神話題材自古即常見於藝術創作，凡教堂建築、繪畫雕塑、詩歌

與文學，以神話為其靈感來源之例不勝枚舉；從神話故事的認識中，也可觀察到

人性與諸神間的共通處。藝術品以基督教故事中所體現神性的人物為藍本，使觀

者在欣賞藝術的同時，更能體悟到人文內涵的意義。 

 

此外，在陳慧嶠的創作構思與作品中，多採用神話、夢境之元素為材料。關

於夢境的表現，受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影響，

藝術家們常透過作品來呈現一種有如夢境、非邏輯、無意識的世界，並嘗試在繪

畫中融合現實及內心世界的景象。在《夢：私我的神話》中強化個人與夢、集體

與神話的部分，個人既有個人的夢外，亦為集體中的一份子，與眾人共享神話。

8根據精神分析學說，夢是人類之潛意識，又是由古老之神話拼湊而成。神話可

以作為媒介幫助我們分析一件事，讓我們以更清晰和不同角度去看這世界；神話

也能做為傳達思想的工具，我們能藉由神話的寓言性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在

藝術創作中常能發現神話中的符號。 

 

卡爾．榮格所編《人及其象徵》藉由探究人類的神話，透過對潛意識的認知

與瞭解來觀看藝術品中之意象。9經由夢的想像，為藝術家與研究者提供了共有

之神話的起點，連接起具體意象和內在的潛意識，使心靈更為豐富。關於榮格的

分析心理學，本研究只採用其中人類最深層的潛意識，即榮格稱為「集體潛意識」

而存於人類共通的心理機能「原型」之理論作為探討。 

 

榮格認為個人的幻想源自於早期經驗，可呈現個人的內在世界，因而很重視

夢及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潛意識。透過神話學的鑽研，他拓展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理論，主張人類有共有的神話符號的潛意識，也就是所謂的「集體潛意識」；

                                                
8  薛絢 譯，2000。 
9  龔卓軍 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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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型」則是在集體潛意識中，那些具共同的符號及圖像之組合，如智慧老人、

大地之母、神聖嬰孩、英雄等。可參考的其他著作還有Hyde Maggie的《榮格與

占星學：重新評估榮格對現代占星學的影響》，其中占星學與心理學的連結，更

緊密的連結了二者與個人的關係。10 

 

最後是有關當代「星座」的研究，此部分未如上述有豐富的學術論著，「星

座」也較「夢與神話」少見於藝術題材的創作中。反之，「星座」常出現於煉金

術的研究，在此煉金術士、占星士運用星象符號，向我們傳遞某種神祕訊息，藉

此啟迪後繼的研究者。比如長島晶裕和ORG所著《星空中的神話》，以北半球和

南半球全天可觀測的八十八個星座為中心，介紹所有相關的神話、傳說，也對星

座史及占星術之間的關係做解說。11Sue Tompkins著的《當代占星研究》，則由占

星學的歷史背景談起，陳述相關理論、黃道十二宮的意義與特質、行星的相位和

圖型等，呈現出占星研究之專業論述。12荷馬‧歐維著《諸神的星空：希臘羅馬

星座神話》則集合希臘羅馬神話中關於星座的故事，包括諸神的愛慾情仇、英雄

的事蹟、冒險和浪漫的愛情等，並介紹星座出現的季節與辨識的方法，也能令人

對星座有更多了解與萌生無限的想像空間。13 

 

以上的回顧，皆是為了回歸陳慧嶠作品的研究，探索其內在的理念。她相信

「所有的故事都曾經是體內的一種感覺，一種不可預見且短暫易逝的內在回憶；

故事卻也是此時此刻僅有的真實」。14她將擁有著神秘象徵的文字和圖像並置在

一起，創造出宛若戀人絮語般的甜蜜，這份親密往往卻又與冷然、尖銳的情感並

存，這樣矛盾與衝突的一處異境，彷彿訴說著行走於夢想與現實間的遊移，而面

                                                
10 趙婉君 譯，2001。 
11 黃萱惠 譯，2005。 
12 胡因夢 譯，2009。 
13 張愫珩 譯，2001。 
14 陳慧嶠。〈此時此刻：台北當代藝術館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273/231。（2010年1月3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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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術家生活中這種夢與現實交織的部分，我嘗試釐清其夢境與現實間的異同。

透過這些心理、神話、占星的著作，輔助我理解藝術家的創作本質，釐清其夢與

現實間的相互影響，希望盡可能記錄陳慧嶠夢的源頭，分析其夢境進入現實生活

後，又轉換為創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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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慧嶠的故事  

 

2.1. 生平概述  

 

    陳慧嶠，1964年生於台北淡水。求學階段，唸書並非她的強項，相較於一般

課業，她更喜歡繪畫，漸漸也成為她唯一抒發心情的出口。陳慧嶠身為家中長女，

她習慣為家人操辦家裡大小瑣事，也因而養成獨立的個性與不服輸的精神。在陳

慧嶠接觸藝術的起點上，父母沒有大力支持，但也未加反對，因此還是要回歸到

自身，是她確立了自己投入藝術的決心。陳慧嶠成年後的生活，以四項特點為重

心，包括自發性的觀察自習、不同領域的朋友網絡、文學占星的閱讀、伊通公園

討論與創作的空間。以上四者看似獨立卻又彼此關連，這樣的經驗培養出陳慧嶠

藝術創作的能量，她本著對繪畫的興趣，持續地鋪展開屬於自己的藝術之路。 

 

    童年時期的藝術創作帶給陳慧嶠許多快樂的經驗，在繪畫上的創作表現，使

她獲得許多稱讚和支持，既使看似小小的鼓勵，卻帶給她莫大的信心。陳慧嶠說：

「很小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編織有一天能成為藝術家的夢想，直到現在這個夢依

然持續著。」15小時候的經驗成了她與一般美術科班出生的創作者有很不同之處。

陳慧嶠在無正統學院制度下之規範，少了諸多的限制與框界；初入藝術圈中，她

懷抱年輕與執著的心，單純地為了想創作而創作，儘管一路走來並非總是順利，

但不服輸的個性使她決心於此領域中發出自己心底的聲音。 

 

    1982年，陳慧嶠畢業於佑德中學美術科，即進入卡通公司工作，平時也畫些

插畫類的作品。陳慧嶠沒有受過完整的美術學院訓練，因此僅靠著之前在中學美

                                                
15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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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實驗班學習的基礎課程，進行自己的創作。此時，她憑著一股對藝術的執著與

熱愛，常穿梭於台北的美術館和大小藝廊，以觀看展覽的方式來學習、增進自己

對於美的體驗。 

 

自習之外，因緣際會下，陳慧嶠有一次與朋友到春之藝廊看張永村個展，與

藝術家們暢談的當下，她鼓起勇氣將平日所作的插畫拿出來請教大家。意外地，

結識了藝術家林壽宇（Richard Lin, 1933 ~ 2011）和莊普（Tsong Pu, 1947 ~ ），

沒想到因此機緣，他們也成為陳慧嶠未來藝術路上亦師亦友的夥伴。 

 

1986年，陳慧嶠受莊普的鼓勵，參加由賴純純所主辦的SOCA藝術營。她藉

由與藝術領域的同儕談論藝術，著手「玩藝術」之新嘗試，加上大量的閱讀，逐

步地實踐了她藝術創作的夢想。為了堅持自身對藝術的熱愛，也為了「我有話要

說」和「我有畫想說」的理念，莊普、劉慶堂、黃文浩、陳慧嶠等藝術家決定找

個地方定下來，過程經過幾番輾轉，於1988年秋天終於覓得一處適合大夥討論及

展出的空間場所，此地即為今日「伊通公園」的創始。 

 

    伊通公園於1988年9月成立，至今已24年，此處是一道隱身於伊通街的入口，

需要穿過狹長的樓梯往上。伊通公園沒有一般美術館嚴肅的氛圍，亦無一般畫廊

商業氣息，偶而，伴有輕柔的音樂聲，及淡淡的咖啡香溢於空氣中，這裡有別於

城市的匆忙。這份獨特的優閒散漫，讓更多觀者走進這個似乎有著自己時間的藝

術空間，猶如伴隨著兔子誤闖「異質空間」的愛麗絲，正等待著人們去打開驚喜。

「伊通公園」亦如「藝術家」這個名稱，乍聽之下予人一種神秘與距離感；但於

接觸、瞭解後，便會發現它的執著與任性，竟像個孩童一般的可愛。 

 

經由伊通公園可以認識陳慧嶠更多，於此越能發現她平凡生命中的不平凡。

每個季節藝術的訊息都在這個空間裡流動，每一道細微的轉折，都可以在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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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發酵。經營伊通的過程中，陳慧嶠有幸地能結識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

認識更多的朋友、瞭解更多的故事，是激發創作中不可多得的體驗，這些都促使

她的生活經驗與創作歷程，更加豐富多彩。 

 

在她身上的不平凡思考展現於「大事著眼，小事著手」的原則上，這個不平

凡可以是觀察力、學習力、思考力，她的理想是大的「無拘無限」，實踐是小的

「一針一線」。她具體地將這股情思轉換為創作的力量，令人感動，也令人驚異。

當然陳慧嶠或多或少也受到一些藝術家們的影響，其中有兩位重要的人物即深深

地啟迪了她。藝術家林壽宇和莊普，像是陳慧嶠心靈的導師和朋友一般地指引、

教導與關心她的創作。因此，在陳慧嶠的作品中，也隱隱地透露出二位藝術家對

她創作的影響。 

 

    24年來，陳慧嶠在伊通公園裡孕育、呵護著這一空間，她與伊通公園一起成

長蛻變。她是伊通公園的藝術總監也是志工，日復一日地穿梭忙碌，張羅大大小

小瑣碎的行政工作，或是招呼著來到這裡的客人。因此，談到陳慧嶠，不可不談

伊通公園，談到伊通公園，亦不可略過陳慧嶠。隨著該處的成長，她也做了另一

種不同於藝術家身分的詮釋，這裡不只是藝術家成長的地方，更是台灣從「現代

藝術」品味轉移至「當代藝術」自覺的重要見證。 

 

2.2. 藝術旅程中的貴人：陳慧嶠的空間及其交友圈  

 

	 	 	 	 	 	 大地、天空與海洋；占星、航海與飛行。天王、海王與冥王；洞見、超越	 

	 	 與轉化。倘若靈魂真的不朽，僅此感謝創作上再度相遇的旅伴們──這裡，更	 

	 	 確切的說：藝術，這空間裡的詩學，是我們一同學習、演出、擁抱和化解對立	 

	 	 的劇場。儘管，直接的靈性體悟與想像之間只有一線之隔！我們仍必須一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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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環伺的世界。我們必須再往前走，直到我們遇見未知。16	 

	 

    以上是陳慧嶠於2008年「雙重火焰」個展自述中，寫下的一段話。由此可知，

在這條懷抱理想與堅持信念的創作路上，有多少的荊棘和關卡需要提起勇氣與傻

勁向前奔去，有幸地是這一路上總有相伴的夥伴，讓藝術家不再感到孤寂。 

 

藝術創作是孤獨的，從構思開始到作品的創作過程，常常都是需要獨處的

狀態。除了藝術家的身分外，陳慧嶠同時也是伊通公園的經營者之一，不論她的

創作抑或是伊通公園24年來的營運，都是靠著許多默默付出與支持的朋友，陳慧

嶠藉由個展的自述，明確地闡釋了自身的創作理念。就如王嘉驥於評論中指出，

陳慧嶠藉由「雙重火焰」此次個展來感謝於啟蒙過程中曾經對她有所啟示或一同

努力的藝術旅伴，也一併向他們致上砥礪與敬意。17林壽宇和莊普這兩位藝術家

對她的創作有深刻的影響。研究者訪談期間，她也表示若問及師承關係，她則是

師承予莊普，而莊普則又受到林壽宇之影響。 

 

    林壽宇出生於台中霧峰林家望族，其將極簡擴展至空間裝置的思考，如同導

師一般影響台灣中生代的藝術家，如莊普、賴純純及陳慧嶠等人。林壽宇把在英

國學習建築的經驗、西方藝術中精確、分解與疊現等立體組合的機能，結合西方

的媒材運用於創作中。雖然他吸取了西方所學習到的知識、意識和觀念，卻把中

國傳統繪畫觀念與哲學結合帶入其作品裡，表現了不僅僅是西方學習的經驗，也

是他對大自然、生活與美學的體驗和藝術家心靈的意境。他的創作理念為當時尚

年輕的陳慧嶠在藝術表現上帶來許多全新的看法與見解。林壽宇的作品，呈現出

簡單、潔淨、理性、冷靜，卻又嚴格地構成空間的層次；像是再造了國畫中山水

                                                
16 陳慧嶠。〈雙重火焰創作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statement/37/231。（2010年09月10日瀏覽）。 
17 王嘉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457/231。（2010年09月1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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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虛和實的氛圍；林壽宇這種平實、不露痕跡的手法，融合中國文化和藝術精

神的態度18，日後也影響陳慧嶠，重視一種純粹性和空間性的呈現。 

 

    莊普，台北復興美工畢業，曾至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接受了四年傳統歐洲學院

派的基礎藝術課程訓練，對於西洋繪畫創作、方法與美術史等理論有較為具體的

認識和瞭解，也開啟其對媒材的興趣與重視。19陳國強在其文章中談到莊普時指

出，西洋學院派素描常以斜排線或網狀線織成不同色調以達到造型目的，其過程

中同一動作的反複運動以及材料上的思辨持續不斷，這一發現令莊普有了方向，

開始在布或紙上按一定尺寸使用硬鉛筆或細棉線作出等距離斜線，將一種過程產

物作為結果留在平面上，這一方法開啟了他日後自我探索的旅程。20 

 

    莊普1981年回國後與賴純純、張永村等藝術家組成「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

而當時帶領他們的精神導師即是林壽宇；這些藝術家將他們從西方習得的藝術創

作形式、理念與美學觀帶回台灣的藝術圈中，也使得不少後輩藝術家深受其影響。

石瑞仁認為，在莊普的作品裡，他經常嘗試把材質當成一種隱喻語言來運用，並

試圖在抽象形式中，植入一些內容性的意涵和文學化的意象；不論是平面創作或

立體裝置皆一併發展，像火車路的雙軌平行地運作，但經常也有交叉接軌的情形，

進而投入空間意象轉換的思考。21 

 

    林壽宇和莊普重視空間與材質的掌握，對陳慧嶠日後在空間的規劃和媒材的

選擇皆有深遠影響。研究者在與陳慧嶠訪談時，她曾提起自己十分關切林壽宇和

莊普對自己作品的反應與看法。這讓她更佳謹慎地看待自己的作品，她思考如何

                                                
18 王秀雄，1982，頁152-154。 
19 劉雨柔，2011，頁28。  
20 陳國強。〈取決於方格〉。《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70/106。〔2010年4月3日瀏覽〕。 
21 石瑞仁。〈從材料學的主張到符號學的增強－解讀伊通的莊普個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05/54。﹝2010年4月3日瀏覽﹞。 



 

 

 

 17 

提升自己進入二人創作的世界，卻也明確地區隔出自己與他們不同的特色。 

 

除上述二位的影響外，陳慧嶠亦透過經營伊通公園認識了許多由國外學成歸

國的藝術家，這群優秀的創作者帶來異域的理念與藝聞，在伊通公園這個空間裡

交流、生產，為她帶來更多的想像與夢想。換言之，陳慧嶠創作旅途中的貴人是

無法計數的，回顧過去，對初入藝術圈的她而言，即如海綿般去吸收並嘗試各式

各樣的可能性。她在面對每一位伊通公園的訪客，都是一種新的接觸、新的學習。

來到這裡的人們一再給予她不同的能量與成長，在他人指教的過程中，難免會有

批評，但是挫敗反而成了陳慧嶠更有決心，再往前、再挑戰的動力。 

 

2.3. 陳慧嶠之創作脈絡  

 

    陳慧嶠的作品似有意識地長期經由其中主題與材質的衝突來捕捉生活中的

平衡點；運用夢境、星座、神話、圖騰做為創作素材，建構在你與我之間的鏡射

空間。陳慧嶠長年對於占星、神祕學與夢投入大量的精力，年輕曾有追星、星座

塔羅、紫微命理等經驗；年少時她對卜筮有無數的疑問與懷疑，在好奇心的驅使

下慢慢地涉入，卻於無意間證實了許多事情，進而內化成為自我的一種興趣；這

些知識成為陳慧嶠靈感的養分，是她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理解與回應世

界的一種方式。 

 

    自1988年秋季開始，陳慧嶠積極參加各式聯展，1995年首次於伊通公園發表

個展「脫離真實」，她透過展出來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一次又次的檢驗，也從中學

習與反省。陳慧嶠在創作素材上的運用，是長期被關注的焦點。她擅於營造美好

的氛圍，卻又一貫於其中呈現出異樣的衝突感。這樣的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張力，

也將意象更加擴大；長達二十多年的創作其間，她針對這樣的表現形式一再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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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變化。本章節將於此作一個基本的分類，藉由梳理陳慧嶠1987年迄今的主要理

念及風格演變，對不同時期的展覽作一次整體性的討論，以為後續探討之基礎。 

 

2.3.1. 探索中的美麗與破壞（1987～1992年） 

 

    1987年至1992年，是研究者整理歸類陳慧嶠創作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的

作品是她一連串的嘗試，一切的理念都是在試驗與試探中顛簸地前進。正因為對

前方一無所知，所以僅能不斷嘗試，儘管有超越也有碰壁。但這些努力都是有意

義的，在此之中，陳慧嶠漸漸解放了蟄伏於體內的知覺；她超越學生時期具象的

繪畫，進入了藝術的領域，逐漸去學習、去感受抽象形體的意義。 

 

學生時期，陳慧嶠已擁有卓越的繪畫基礎，自其高中的石膏像素描（圖2-1）

和水彩風景畫（圖2-2）中皆能觀察到。陳慧嶠一直以來在術科上的表現成績優

異，從祐德中學美術實驗班畢業後，她放棄升學，選擇從事動畫著色的工作。孩

提接觸漫畫和言情小說的經驗，讓她記憶猶新，漫畫中美好、浪漫的情結與優美

的線條總是深深地吸引她的注意。這模仿漫畫書中的線條，是興趣的開始，經由

模仿進而創作屬於自己的幻想國度（圖2-3），直至伊通公園營運之初，她仍持續

替報章雜誌設計插圖。因結識莊普、林壽宇這群藝術家，她發現藝術創作與其過

去想像的經驗如此的不同。在莊普的建議下，陳慧嶠至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向

賴純純、莊普等多位藝術家們學習結構、材質運用等技巧，於此她更意識到這塊

領域的魅力，也決然放下過往走向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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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陳慧嶠（1979-1982）。〔石膏像素描習作〕。素描。作者自藏。 

 

 

圖2-2：陳慧嶠（1982）。〔水彩風景習作〕。水彩。作者自藏。 

 

 

圖2-3：陳慧嶠（1984）。〔人物插畫習作〕。水彩、鉛筆。作者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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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陳慧嶠第一次個展之前，她曾參加無數藝術家創作的聯展，透過參與聯展

與一群藝術家之間互相合作與討論，並從中學習、試驗，累積更多的經驗；在這

些聯展中陳慧嶠也獲得了許多的好評，漸漸地建立自信，更有勇氣朝藝術創作之

旅邁進。 

 

    隨著藝術視野的開拓，陳慧嶠很快地感到自己的不足，儘管身邊有許多願意

傾囊分享的好友，她仍認為自己有至西方學習的必要。而伊通公園正是許多留學

藝術家的聚集之地，林壽宇從英國回來、莊普從西班牙回來、陳愷璜則至法國等

等，這都間接鼓舞了陳慧嶠，促使她實踐自己的留學之夢。1989年，陳慧嶠如願

遠赴法國巴黎，這次經驗也讓她確信自己與學院體制之理念不符。她待在巴黎的

那段時間，到處看展也參觀具特色的畫廊。在巴黎的聖誕節，陳慧嶠在紙張上利

用紅線、綠線和針，以結構成相異的空間形式，應景地做了販售的耶誕卡片，出

乎意料地獲得熱烈的反應。這份美好的經驗也成為其往後回憶中的一頁。 

 

返台後，陳慧嶠在材料的選擇上，往往直覺與理性並重，她以直覺感受收集

各式材料，且反覆理性地試驗。由日常生活中去找尋創作的可能性，而透過她的

作品經常可觀察到慣用的現成物件，配合她偏好的針線進行創作，也因此從新地

去思索更多關於針線議題的可能，針線的意象在她的作品中得以擴大，她借用了

針線來影射自己的內心，表達女性獨特的思考。 

 

年輕時，陳慧嶠十分喜愛民俗物品，她在晾曬乾燥花的過程中，發現橘色的

玫瑰於乾燥後，會由橘色轉變成美麗的鮮紅色。而她在這鮮紅的玫瑰上頭插滿大

頭針會產生刺激的快感，如1990年陳慧嶠的作品〈祇是喜愛〉（圖2-4），這插

滿了大頭針的鮮紅玫瑰，看似美麗卻心痛的作品元素，隨後也反覆出現於陳慧嶠

的創作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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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陳慧嶠（1990）。〔祇是喜愛〕。乾燥玫瑰、針。伊通公園。 

 

    陳慧嶠早期的作品常出現大頭針、釘子或是針，這些尖銳的物件會令人聯想

到疼痛的感覺。她直接把它們插在玫瑰、麻糬、紙漿、棉花或置於養著金魚的魚

缸中，營造出一種矛盾、對立的快感；在美麗與柔軟中插上具危險的尖針的表現

手法刺激著藝術家的心弦。 

 

1991年，在作品〈對恃〉（圖2-5）中，陳慧嶠把一顆柔軟的麻糬插滿了大

頭針並置放在一懸掛牆上的不繡鋼板上頭，遠遠看去還會令人誤以為是一隻趴在

上頭歇息的小刺蝟，而刺蝟極為一種情感直敘。陳慧嶠此時並不存有刺蝟之形，

而創作出來的作品形式，反使自己更明白自己內心猶如刺蝟一般的情緒；也使她

更理解創作的本質，創作的過程非單向地將內心所知所感，轉為一種形式呈現出

來，而是一種回饋，一種雙向的互動。因為有所思所感而去創作，又因為創作而

更具體地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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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陳慧嶠（1991）。〔對恃〕。不銹鋼板、大頭釘、麵糰。90×90×5cm。 

        伊通公園。 

 

 

圖2-6：陳慧嶠（1991）。〔默照〕。針線、棉花、壓克力、乾燥玫瑰。150×180×6.5cm。 

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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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陳慧嶠在莊普的鼓勵下以〈默照〉（圖2-6）參加台北現代美術雙年

展，不料落選。同年，陳慧嶠與當時同為落選的幾位藝術家在伊通公園舉辦落選

展，發表作品〈默照〉有「默默忘言、昭昭現前」22之意。此件作品名稱以默照

禪23為其取名，「默」本是放捨我執，而「照」則是清清楚楚。簡丹於其評論中

也對此件作品有詳細的描寫，這件作品是由大、小兩件作品所組成的，掛於牆上

的是一個長方體的壓克力盒，盒中則是一片用四張棉花堆積而成的棉絮，棉絮上

縫著六千根針線，而整張棉絮就靠著針的長度，頂在壓克力盒之間，當觀賞者在

看這件作品時，幾乎看不見針頭，看見只是閃著淡淡銀光的繡線，正密密麻麻地

舖在綿綿密密的棉花之間；而立於長方體之前的，則是一件長高一百八十公分的

長柱體，透明的壓克力柱內，盛滿著乾燥的玫瑰花，而每一朵玫瑰花上都插著數

十根的大頭針。24 

 

    研究者單看這件作品，無意間聯想起迪士尼卡通《美女與野獸》中的情節，

倘若王子沒有在玫瑰凋零前學會愛與被愛，那玫瑰魔咒將使王子永遠為一頭野獸；

在此「玫瑰」是以凋謝的姿態永存著，且承受著大頭針的扎入，這樣的痛似乎將

被永藏、封印於此長柱箱內。而回到作品形式上，直視默照面前的閃閃金光和銀

光，放下自我意識的執著心，當下所看見的便是什麼了，又何必多想。 

 

陳慧嶠的針，扎在不同的物體上，演化出多層精妙的意象。她一再運用想像

力與雙手操作的機制，一次次的透過操作試驗與反覆練習，慢慢累積出一份在創

作媒材使用上的直觀想法，驅使它們更接近自己編織的夢中藍圖。 

 

                                                
22 簡丹。〈在創作與生活間醞釀藝術脈動「伊通公園」的創作者〉。《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61/231。（2010年09月10日瀏覽）。 
23 默照禪是宋代正覺禪師（西元1091-1157年）所提倡的禪法。禪法復古淵源於達摩的「壁觀禪」。  
  主張靜坐默究，淨治揩摩，把心中所有的妄緣幻習去掉，使其恢復清白圓明，便能事事無礙。 
24 簡丹。〈在創作與生活間醞釀藝術脈動「伊通公園」的創作者〉。《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61/231。（2010年09月1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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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藝術的織夢者（1992～1997年） 

 

   1992年，陳慧嶠、陳順築與侯俊明三人在伊通公園舉辦一場三人的小型個展。

陳慧嶠將之前參加各個聯展中最滿意的作品集結於此次展出。因此由展品可以觀

察到她經由材質的試驗而發展出的成果。此時期陳慧嶠逐漸掌握自己的創作方向，

在纖細與危險、脆弱與堅強中，她傾力追求一種視覺上協調的意象，這種協調介

於形式與思考之間，她以大量複雜的手部勞動完成，連結了生理與心理的狀態，

在創作期間達到內在所嚮往的性靈平衡，而這種和諧均衡的身心藝術，即為此階

段與第一時期最大的區別。 

 

1995年，陳慧嶠第一次個展「脫離真實」，運用了大量冷硬的不鏽鋼鐵板與

壓克力材料製作，呈現出深具極限主義藝術的表現形式。此次展品的形式亦可窺

見陳慧嶠之師承關係。受林壽宇純粹幾何形體構成的理念，及其單色極簡框架空

間的探討，是故「脫離真實」陳列的作品多為幾何圖形所構成。畫面與展覽空間

藉著單色線條、方塊與塊面，呈現出帶有豐富物質感空間，且同時兼有廣延性的

平坦色面。陳慧嶠深受其影響，同於作品創作上追求一種簡單、潔淨、理性、冷

靜，但也嚴格地要求自己必須兼有構成空間的層次。 

 

    「脫離真實」展出的作品，除冷硬的不銹鋼板、玻璃與壓克力外，也有被嵌

鑲在壓克力或玻璃內的乾燥玫瑰花、羽毛、針線，更有別於以往的是藏在水中的

雲朵。如作品〈失重的巨石〉（圖2-7）在不鏽鋼方箱的一面，將箱內與承滿著

羽毛的玻璃箱接合一起，如此一來，即與其名一樣，堅硬冰冷的不鏽鋼和玻璃箱

與輕盈的羽毛是多麼地突兀。這種冒然一筆的衝突性，呈現出潔白輕盈的羽毛奇

異的感受，本該飛舞於天空中，但藝術家卻將它框限在玻璃櫃內化為標本，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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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衝突的美感，正是這份衝突讓各個元素彼此襯托。在此倘若沒有鐵箱，羽

毛就只是羽毛，反之，沒有羽毛，鐵箱也無法延伸出如此多的意象。 

 

陳慧嶠基於過去嘗試時期的經驗，雖掌握不少媒材特性，但她仍持續試驗，

企圖創造不同材質與不同物件之間更多新的連結點。這份對材質與物件特性的思

考，是她所擅長的部分。這些構成她作品的物件，在其功能上常是矛盾的，但併

置於一件作品時，卻又呈現出如此協調的形式。此外，這些有機物質的材料在傳

統極簡藝術中是不相容的創作元素，陳慧嶠在莊普材料主義美學的概念之下，受

其意趣的影響，在創作材料、內容和形式不斷地推陳出新的刺激下，她也曾嘗試

將材質當成一種隱喻的語言來運用。 

 

陳慧嶠在實驗各種不同的媒材下進行創作，並將繪畫性的語彙延展到實際的

三度空間。但並不止於空間，更包括幾何和有機性、秩序性與無秩序性之間關係

的探討，她展現了自我作品中主要的藝術語言。 

 

 

圖2-7：陳慧嶠（1995）。〔失重的巨石〕。不繡鋼、白鵝毛、玻璃。90×180×30cm。 

       伊通公園。



 

 

 

 26 

    每個人一定都會作夢，也都曾有過作夢的經驗，但卻很少人能夠完整地回憶

起自己所做過的夢，甚至根本連殘存的印象都早已在清醒的那一瞬間消失忘去。

陳慧嶠擅於做夢，更習慣將每日的夢境紀錄於日記中。因為忙於伊通公園的行政

工作與本身的創作，陳慧嶠長年來都習慣在清晨時分入睡，在這黑夜與白晝交替

的時空中，許多神秘、奇幻也皆此展開；夢魔侵擾著她的睡眠，腦海中一灰暗的

角落在每個夜晚一幕幕似蒙太奇般的影片播放著。 

 

    每一幕夢境每一個橋段陳慧嶠總能清楚地記憶著，並把這些回憶珍藏在心底

或日記中，這部分成為她藝術創作時最大的養分來源。自1995年「脫離真實」中

的兩件作品〈作夢與作夢者〉和〈水在夢中說話〉，陳慧嶠首次將「夢」作為創

作題材。至1997年個展「懷疑者的微笑」更是以夢境為主題的發想、延伸與擴大。 

 

    1997年「懷疑者的微笑」是陳慧嶠歷來製作成本最高的一次個展。作品完成

前，持續堆高的成本首次讓她有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但陳慧嶠依舊堅持著

信念，並勇於向自己的慾望挑戰，最後甚至尋求父親給予資金上的協助。她懷抱

著忐忑之心前進，未料開展後反應之熱烈，打平了原先透支的成本預算。此次個

展除製作成本外，在製作的架設技術也頗具難度。其展品包括六座大型玻璃缸，

陳慧嶠首先至玻璃工廠，詢問基本製作的流程，從玻璃的切割、載重、運送、組

裝，至展場空間的施工、地板的鋪設、配電等，各個環節複雜不一，既瑣碎又費

時。整個過程中，陳慧嶠來回反覆與工廠、廠商聯繫25，也因此使她由一個原本

只會構思與繪製草圖的藝術家，轉為可親自去面對材料最原初本體的創作者，她

漸漸從作品製造的過程中學習到許多藝術領域外的經驗。 

 

個展「懷疑者的微笑」，是陳慧嶠創作的第二時期裡，不可或缺的一環，接

觸媒材原始的樣貌，她又一次超越了自己，使自己在未來創作的路上面對媒材有

                                                
25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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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豐富的選項。當然就情感的層面而言，陳慧嶠親身目睹自己手中所繪製的草稿

逐步茁壯，以致為完整藝術作品時，那份喜悅與成就更是研究者難以闡述的。 

 

重整此期的特點，研究者認為至此藝術家的能量仍處於上升的階段，此時是

蛻變期前的準備，陳慧嶠猶如春蠶一般，一絲一絲地包裹著自己，她持續自己往

自己心裡深入，進去再進去，再深入一層穿透自己，評論者也於此提到，在陳慧

嶠的創作過程中，總要經歷密集的腦力與勞力的耗損26，但她也甘於縱身躍入此

宿命中，以藝術創作編織屬於她的夢。然而，在這份向內求的心路過程擴張之下，

至潛意識中的夢境尋求已無法滿足陳慧嶠的創作，當然這自築的繭殼也不會困住

敏銳的藝術家太久，此時僅是迎接未來前的準備。 

 

2.3.3. 尖針上跳舞的天使（1998～2006年） 

 

      「針尖上頭，怎可能讓天使跳舞」，這是美國藝評人湯姆伍夫當年用來質	 

	 	 疑「極簡藝術」之「只求物性，不講人情」的一段妙句。然而陳慧嶠透過針頭	 

	 	 所穿牽出來的包涵，著實把湯姆的批判邏輯推翻了！27	 

	 

    1998年，陳慧嶠與顧世勇在伊通公園聯合舉辦「寂靜的目光&我要煎荷包蛋：

陳慧嶠、顧世勇雙人展」，以「未知」為發想，出乎意料的是兩位藝術家對「未

知」的想法竟如此不謀而合。二位於展出前並未多加討論，其交集是全然即興地

演出，而舞台上展出的作品卻又莫名地契合。這樣的雙人展即是保有兩位藝術家

截然不同的屬性與理念，又能融合於不言之中。 

    陳慧嶠於本次展出的作品依然延續過去的創作元素，持續揭開「夢」中未知

的面紗，這份探索夢的慾望驅使著她不斷往前。展場中有一處空間安置了如白雲

                                                
26 秦雅君，2007，頁22-23。 
27 石瑞仁，1997，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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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棉花，成疊的棉花充塞整個展廳，而其間散落有一顆一顆白色的兵乓球，如

何將夢中深層的意義具體化，除了棉花、玻璃、乒乓球外，投映於棉團之間形體，

猶如畫龍點睛一般，給予觀者腦中無限的詮釋空間。 

 

雲的意象是由陳慧嶠1995年所作的〈作夢與作夢者〉（圖2-8）始出現，她

曾經三次作了類似的夢，在夢中她抓到了雲28，她以為她可以留住但它依然從手

中滑去。而困在堅實的不銹鋼中，長方體內包覆的藍色空間，究竟是留住了這場

夢中的雲朵，還是特意讓這片藍色區域被黑箱包裹到僅願意露出夢中的一小方塊

讓觀者窺視。對於陳慧嶠內在的夢，為何藏得如此深，卻又如此湛藍。 

 

此外，另一展間內擺放了一張雙人大床為作品〈睡吧！我的愛〉（圖2-9），

運用綿綿密密的人造纖維絨毛，而之間卻又隱約透出千萬銀光閃閃的尖針。乍看

之下，那潔白而柔軟的床，溫暖地招喚著親愛的你向前，可當你放鬆倒臥時，迎

接你的並非預期舒適的感受，取而代之的是你順向淌下斑斑的血珠。此件作品亦

於2002年伊通公園受邀參加「韓國光州雙年展」的參展作品之一，這密布且隱於

棉布之間的針，也更為人重視，成為陳慧嶠創作中最獨具特色的意象之一。 

 

                                                
28 秦雅君，2007，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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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陳慧嶠（1995）。〔作夢與作夢者〕。不鏽鋼、燈箱、玻璃、放大鏡。70×70×70cm。

伊通公園。 

 

	  

圖2-9：陳慧嶠（1998）。〔睡吧！我的愛〕。床、針、人造纖維。190×210×66cm。 

       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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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陳慧嶠於作品〈蠢動〉的說明中引用了蘇格拉底的一段話，「未經反

省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代幣，只能和一種貨幣交換，那就是

智慧。而智慧本身就是一種純淨的東西29...。」因為對夢境、星座、神祕學的好

奇，陳慧嶠大量地閱讀和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滿足好奇的同時，也促使她去涉

略不同性質的文學作品。除了記錄夢境外，她也會將閱讀當下的感想記下，她寫

過：「閱讀本身就像走在一座迷宮中，每個人依著自己訂定的座標，找到理解的

方式。」30文字可以引發人們的無限想像，但對比於藝術創作她卻覺得文字太過

於赤裸裸，文字有著想像力無限擴張的能力，然而相對於創作則含蓄了許多。2002

年的聯展「遠方的現實：莊普、顧世勇、朱嘉樺、陳慧嶠四人展」陳慧嶠在伊通

公園一大片玻璃窗上寫了一段自我內心的感想〈一堵牆〉；陳慧嶠很少將文字運

用於創作上，但經由閱讀她卻將獲得的知識間接地透漏在創作的表現上。同時，

由作品的命名上也可看出其於探索時期之間不一樣的變化。同一個聯展中，另一

件作品〈遠方的…〉和〈跳動〉，是陳慧嶠把乒乓球與鐵板接合運用來創作的最

原初構思的兩件作品。 

 

    2005年3月，一通電話將陳慧嶠從繁華喧囂的都市叢林，帶往一個時間停留

在上個世紀的國度。當年5月陳慧嶠受格蘭菲迪（Glenfiddich）酒廠的邀請遠赴

蘇格蘭道夫鎮（Dufftown）參加藝術家駐村計畫，她是台灣第一位受邀參加此計

劃的藝術創作者。格蘭菲迪提供藝術家們非常優渥的創作環境與條件，整整三個

月在這瀰漫著古老氛圍的空氣中陳慧嶠感受到熟悉、寬廣、遙遠，震撼之情激蕩

於內心，站在蘇格蘭高地上放眼，視線所及皆為釀酒廠、蒸餾廠、石製的倉庫，

這些都與釀製威士忌有莫大的關係。陳慧嶠於此體驗到釀製威士忌之經驗，那複

雜且神奇的變化過程，刺激了她的感知。 

                                                
29 陳慧嶠。〈蠢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exhibition/data_group_intro/260。（2010年11月4日瀏覽）。 
30 吳瑪悧。〈閱讀迷宮：線索斷了，於是一個新的閱讀時代得以展開……〉。《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exhibition/data_group_intro/260。（2010年11月4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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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陳慧嶠於一篇記錄此段異域之旅的文章中如此描述，一種古老、古老的

感覺。它是，或許是體內的一種感覺，一種空無的感覺，存在於某種無數個別情

況混雜而成的整體中…。感覺或許是體內一種奇特的陳釀過程，當你越試著分解

其中的元素，也就愈抓不住當初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31	 

	 

蘇格蘭的原始與自然、格蘭菲迪古老的傳承都在陳慧嶠的靈魂深處點燃了浪

漫，讓她更加強其心中對於宇宙起源的那份信仰。駐村其間，她也依照眼前當地

層疊的山巒之景，配上有著蘇格蘭象徵的薊花圖樣，粹煉成心中最簡單的感受。

〈體內的一種感覺〉（圖2-10）這件作品是她為感謝格蘭菲迪所做的作品，也是

這奇異國度帶給她心中最純粹的感動。 

 

 

圖2-10：陳慧嶠（2005）。〔體內的一種感覺〕。針、繡線、木板、絲絨。 

         340×165×10cm。蘇格蘭格蘭菲迪酒廠收藏。 

 

                                                
31 陳慧嶠。〈當時尚的騷客撞上該死的龐克－格藍菲迪仲夏之旅〉。《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37/175。（2010年1月3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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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仲夏，神帶領著陳慧嶠在蘇格蘭高地上展開的奇異旅程，在那裡她找

到了「似曾相識」的夢境、聲音與古老的靈魂；翌年夏天，陳慧嶠、顧世勇和張

耿豪與張耿華一同於台北當代美術館舉辦了一次聯展「TAT@MOCA 2006」。此

次陳慧嶠於四個空間共展出了七件作品，她以「此時此刻」為題，配上神話故事

般的場景，以猶如神話故事的角色物件，引領觀者們暫別現實的世界。在這個空

間裡只見神話與故事，如此即為「此時此刻」僅有的真實。32 

 

隨著人生經歷的厚實，陳慧嶠在創作媒材與空間上也有不同的體會，此一時

期源於蘇格蘭的駐村之旅，而於返台之後，蘇格蘭的經驗轉圜了她於內在探尋。

陳慧嶠得以由深入的內心返回與外在的連結，而這份意識到外在的心，代表了破

繭時刻的來臨，因此陳慧嶠的作品真正得以脫離糾結的個人情緒，轉而感受內外

自由揮灑的狀態，這確是幻化為「針尖上跳舞的天使」。 

 

此階段陳慧嶠另一長項也逐漸呈現於作品之中，除了靈感來源與草圖構思之

外，她的創作本身還有另一項要素，就是空間的規劃。陳慧嶠擅於營造空間中的

氛圍，在她著手製作，或是把製作工程交於工廠製作之前，陳慧嶠習慣利用電腦

繪圖，事先模擬作品的樣式、場地大小、作品擺設與動線等。這樣的空間規劃，

在她計畫與執行的過程中，其思考飛快運轉，藝術家於此是理性且要求準確的。

相對於理性執行的一面，陳慧嶠的作品與其所創作的空間卻又存有另一番風情，

儘管部分作品看似抽離現實空間，但她所營造的展示空間卻令觀者迷惘。觀賞經

驗裡，常出現「當下的我是存在於現實抑或是夢境中呢？」這樣的問句。陳慧嶠

喜歡製造一種猶如愛麗絲跌入幻境的氣氛，故事性的空間使觀者當下能有如臨其

境、感同身受之震撼。 

 

    「此時此刻」有三個連續的展出空間，陳慧嶠安排以符號、圖騰、薊花、針

                                                
32 陳慧嶠。〈此時此刻：台北當代藝術館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273/231。（2010年1月30日瀏覽）。 



 

 

 

 33 

線、乒乓球和玻璃球等象徵元素，再次構製特有的幻境空間。此時的元素有別於

前期，三個空間的兩側牆面上貼有兩個圖騰，分別為天狼33與蛇夫34，它們皆有

守護的象徵，守護著這一空間也守護著藝術家自我的心境；走入第一個展示空間

內的作品是〈古老的感覺〉（圖2-11），如人一般高的巨大薊花叢遍佈在這一空間

中，展場中央的地面貼有以愛為中心的路線標示圖，讓觀者仿佛穿梭在戀愛美麗

的花叢中，但卻仍需時時刻刻保有警覺，以免回神清醒時已滿是傷痕。第二個展

間的地上，則是以插滿針似雲形狀的裝置作品〈知覺之翼II〉（圖2-12），展牆上

貼有顯現向外無限延展的路線圖〈巫士之旅〉（圖2-13）。〈巫士之旅〉旁為另一

件由橘色乒乓球堆滿的大床〈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圖2-14），是為了暗

喻人們半夢半醒的時分。最後，藝術家在第三展間試圖講述一則關於潛意識象徵

的故事，走進這裡彷彿來到星光閃閃的宇宙中，〈銀塵〉（圖2-15）中一顆顆的玻

璃球似裝著一段段的記憶，而〈內在的回憶〉（圖2-16）中正播放著蒙太奇似的

夢。陳慧嶠延續對神話、夢境、星座的興趣，將之擴大並帶進藝術創作中，結合

理性的思維，轉化心靈中澎派的情愫，使其作品兼具平衡及內斂的效果。 

                                                
33 天狼星（Sirius），古希臘語的Σείριος。天狼的起源來自於埃及，是大犬座中的一顆恆星。在 
  古代埃及夏季，看到天狼星和太陽一同升起，便是尼羅河即將氾濫的前兆，是一個警告人們的  

  指標，因此天狼星有著守護的意味。 
34 蛇夫座，源自希臘神話中的藥神阿斯克勒庇俄思（Asclepius），也是它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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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陳慧嶠（2006）。〔古老的感覺〕。玻璃纖維、毛線、卡點西德、壁畫圖

騰。835×674×321cm。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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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陳慧嶠（2006）。〔知覺之翼II〕。棉花、針、銀蔥線。200×450cm。台北

當代藝術館。 

 

 

圖2-13：陳慧嶠（2006）。〔巫士之旅〕。壁畫圖騰、卡點西德。台北當代藝術館。 

 

 

圖2-14：陳慧嶠（2006）。〔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床、珠子、亮片、乒

乓球。176×219×113cm。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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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陳慧嶠（2006）。〔銀塵〕。發光二極體、壁畫圖騰、卡點西德。 

         835×674×321cm。台北當代藝術館。 

 

 

圖2-16：陳慧嶠（2006）。〔內在的回憶〕。水、單槍投影機裝置、DVD。 

         835×674×321cm。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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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時間的一次心跳（2007～2008年）  

 

    2007年第十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的策展人侯瀚如，邀請台灣三位當代藝術家陳

界仁、彭弘智與陳慧嶠前往參與展出。由於伊斯坦堡特殊的地方既在於它的地理

位置，巧妙地座落在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連接著歐亞大陸之交接點，自

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保留了多采多姿的歷史遺蹟與衝突的文化。如多數雙

年展伊斯坦堡這座古城在面對當今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其逐漸模糊的身影也

得到呼應，而發展出四個小子題分別為：一、要不要燒毀它（Burn it or not？）；

二、世界工廠（World Factory）；三、國際大都會（Entre-Polis）；四、夢想之

家（Dream House）。35  

 

    陳慧嶠以〈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與〈知覺之翼II〉被選為「夢想之

家」其中的兩件參展作品，企圖打造人們所到不了的幻境，將夢中的神話搬至這

座藝術家為觀者所設計的夢想之家。此次的雙年展作品並非就地製作，然而，陳

慧嶠被選上參與展出的作品皆為裝置作品，因此本人必須親自趕赴現場完成製作。

在製作的過程中，陳慧嶠面對語言隔閡、錯估材料等延伸問題，因此在夢想之家

的概念外，仍須面對現實問題的解決。 

 

儘管最終陳慧嶠的作品得以呈現，但在材料上轉換替代的經驗，也讓她對藝

術創作有了另一番體悟。這次展出的作品，成功地呈現神遊、徘徊於現實與夢境、

理性與感性、美麗與危險之間的衝突矛盾；正如矗立於伊斯坦堡這古城中，讚嘆

著千年歲月而留下的遺跡的同時，現代城市繁忙的車輛卻也在身旁呼嘯轟鳴而過，

但是，當觀者回過神來走回現實的瞬間，卻也已留下了一段奇遇與回憶。 

 

                                                
35 胡朝聖。〈站在世界衝突點上的樂觀主義－看第十屆伊斯坦堡雙年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27/86。（2010年11月3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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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夏日，當初研究者進入伊通公園實習所參與的第一場展覽，就是此階

段陳慧嶠的個展「雙重火焰」。當日傍晚我走進伊通公園二樓展間時，牆面上的

火紅絨布，及其上面所刺繡的圖案花樣，至今仍令我難忘。陳慧嶠以墨西哥詩人

奧塔維歐．帕茲（Octavio Paz，1914-1998）之同名著作「雙重火焰」（The Double 

Flame）為此次個展所命名。 

 

由「雙重火焰」個展自述中的一段描述，如果藝術有如愛情開始於那一瞥

──我們凝視著吸引我們的人，他或她也回眸凝視；那一剎那、一瞬間我們看見

了什麼？我們彷彿看見了一切，但又什麼也沒看見。而這神聖的狂熱，是熱情：

是找回靈性的整體和發現自我是大整體中的一個小整體的感覺。這是意願的旅程，

時間的一次心跳。36即可看出「愛情」是供給陳慧嶠創作的養分之一，理想中她

希望能擁有像帕茲著作中所講述那般轟轟烈烈的愛戀，一種甘願化成灰也要愛的

精神；但現實裡她卻又對愛情的現實面敬而遠之，她矛盾的內心不時有風花雪月

的想像，可卻又害怕去打破愛情中最完美的狀態，因此寧願將愛以藝術的形式化

作永恆。 

 

「雙重火焰」中，陳慧嶠將往常慣用的立體空間裝置轉換成單純平面創作，

比較其2006年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此時此刻」，二者的展間佈置的氛圍迥

異。「此時此刻」是藝術家將其情感故事涓涓地傾倒於展演空間中，任觀者穿梭；

而「雙重火焰」則為濃烈、深刻的慾望，陳慧嶠選擇慣用的材料作為創作元素，

但此次她將原本以手操作的「穿與刺」和「針與線」改以利用電腦運算的電繡方

式來實踐針線穿刺的概念。陳慧嶠於此將浪漫澎湃的情愫，以絲絲的細線繡出簡

約的幾何圖形與各種色線所組成垂直和水平的線條。 

 

                                                
36 陳慧嶠。〈雙重火焰創作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statement/37/231。（2009年07月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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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過往立體裝置的作品，此次「雙重火焰」的作品，是作品與空間之間

相互流竄的關係，展出作品皆為平面創作，在擺設上有別於立體裝置。陳慧嶠依

舊秉持往常對空間規劃之理念，甚為敏銳嚴謹地考量作品與作品間的互動及其延

續性。她將理性的思維發揮於作品的製作與展場規劃上，在一幅幅的機械電繡作

品中鑲上了無窮豐富的情感密碼。 

 

2.3.5. 相遇（2009～2012年） 

 

2009年陳慧嶠參與《混搭：當代藝術展－剝皮寮．古街文化節》的聯展，她

以作品〈相遇〉（圖2-17）參加此次的展出。台北萬華的剝皮寮是一條擁有兩百

多年歷史的老街，它橫跨了清代、日據時代、台灣光復與現代；在此舊式的建築

群與二十四件當代藝術作品結合展出，製造出一種既矛盾又衝突的美感，這股張

力讓人彷彿走入如戲如夢之意境。令觀者產生穿梭古今、新舊交替的幻境，藝術

家讓自身作品宛如一齣齣上演的戲碼不斷地播送。 

 

陳慧嶠〈相遇〉的作品名稱是引自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的同名著作。緣起於陳慧嶠首次到剝皮寮勘查展出空間時，她

試圖構思如何讓自己的作品與這特殊的環境譜出一段相遇。當她從展間望向窗外

的建築與街道，她體內的時間彷彿倒流一般，腦中的記憶被帶回從前，但一回神

自身仍處在當下；那陣子陳慧嶠恰巧讀了米蘭．昆德拉的《相遇》，此書啟發了

她的靈感；訪談間她告訴研究者：「相遇，會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在我們週遭：

人與人的相遇、愛情的邂逅、智慧與才華的碰撞、老建築與新建築的相容併置等

等的相遇過程，在我們人生的旅途中不斷上演著。」37 

 

                                                
37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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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陳慧嶠（2009）。〔相遇〕。鏡子、水晶吊燈、鞋子、卡典西德割字。 

        405×737cm。剝皮寮。 

 

    2010年與2011年陳慧嶠以乒乓球和烤漆鐵板的運用發展了一系列作品，以理

性思維框限起感性的想像，透過幾何造型的排列組合，把生活中所經驗的事件，

包括閱讀、信念、夢裡的渴望與對占星的研究，將瑣碎的事物還原至最基本的形

狀與色彩來探討其內在的特性，也是一種自我內在的對話。藉由幾何圖形、線條、

形狀之方向性、動力與張力，聽取直觀內在的聲音，進而去觸及事物內在所具有

的本質特性和表現性。 

 

    繼第四階段之後，第五階段是藝術家超越自我生命，擴大對外在的感知。此

時期是基於一種對於自然的關懷，融合了占星與宇宙的相關知識，由占星神話進

入宇宙，此時期既是自我，更是超越自我。內外並行的當下，對內而言，則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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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世、今世與來世，對外而言，則為宇宙無限的空間與無盡的時間。這是陳慧

嶠試圖構築的宇宙，形式極簡，意象極繁。 

 

本章藉陳慧嶠的創作，將各階段分期來觀看藝術家如何應用針、線、布料等

生活中的媒材，呈現內在情感與思維，創造出屬於自我的藝術語彙。陳慧嶠透過

藝術創作的形式，來表達生活與藝術的理念，她作品一再出現有插滿針的玫瑰，

血紅色電繡的薊花圖案，在毛茸茸的床上佈滿了細針，這些皆為人熟知；這些作

品不管在形式或媒材的選擇上，均一再地被用來闡述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的女性

意識與特質。 

 

在對藝術家的分期討論中，我們知道她如何由玫瑰（象徵愛情）轉為薊花（象

徵保護），這些與密密麻麻排列細針、繡線，都被當作是女性「陰柔」的呈現，

或被視為一種拜物心理38的轉換。陳慧嶠擅用深具矛盾二元性之媒材創作，如針

線、玫瑰、薊花、羽毛和絲絨這些較為女性化的材料，這些是她過去愛用的媒材；

相較於這些材料，近兩年的作品裡，她更多選擇了工業生產材料與現成物，像是

壓克力、玻璃、乒乓球等，這些相異且衝突性強烈的媒材。對陳慧嶠來說，「這

些衝突性強的媒材就如同現實生活中，人們會遇到的喜、怒、哀與樂」39就看我

們自己如何在這之間取得平衡的道理。 

 

    從藝術家各階段之創作形式與媒材的轉變，我們可以感受她更趨圓融的內心，

更簡鍊成熟的形式表現，由自身內在擴大到宇宙外在的思考，由單點向前後延伸

的時間概念，這種整合個人與世界，超越前世與來世的理念，是她至今仍不斷追

尋的創作理想，藉由藝術她更能明白自己、明白世界，去構思如何更確切地由藝

術的形式去體驗時間。 

                                                
38 石瑞仁，1997，頁74。 
39 戴孝慈（2009/4/1）。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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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慧嶠的創作主題  

 

    由上一章節可得知，在創作上陳慧嶠深受藝術家林壽宇與莊普的影響極大，

故不無承襲了兩位藝術家們「極簡」觀念的影響；在陳慧嶠作品的形式與觀念呈

現上也多少與「極簡藝術」產生連結，故此一小節將針對「極簡主義」的演變來

進行探討，進一步確認陳慧嶠創作中所承襲之影響。 

 

3.1. 從極簡主義開始  

 

3.1.1. 極簡主義於美學領域的發展  

 

極簡主義帶有強烈的幾何形體與冷靜的特徵，追溯其歷史發展，可追溯至二

十世紀初期，俄國前衛藝術至上主義（Supermatism）在藝術思想上的革新；至

上主義否定了繪畫的物象、主題、內容、及空間感，轉而追尋純粹表現自我的感

覺，藉由單純幾何形狀、鮮明的色彩對比與立體主義的結構所構成。40至上主義

的代表人物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 1878-1935）受塞尚與立體主義（Cubism）

的影響，將每件東西皆簡化並分解成幾何造型，藉由造形的簡化去知覺繪畫的元

素，追求更真實的世界。馬列維奇帶領著至上主義遠離物質的世界，以簡化作為

表現方式，以能量作為意識；最終在繪畫的白色沉默中，接近零的內容中表現出

來，而「無」則成為了至上主義的最高原則，就似宇宙間的產物般。41如馬列維

奇1918年的作品〈白上白〉（White on White）（圖3-1），以白色的幾何形狀覆蓋

在白色的背景之上，將繪畫的表現減至最低限的陳述，反映出非具象的繪畫本質，

                                                
40 陳呂維，2005，頁19。 
41 何政廣，2002，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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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至上主義最高境界。42 

 

 
圖3-1：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1918）。〔白上白〕（White on White）。油  

       畫。79.4×79.4 cm。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與至上主義同為蘇聯的前衛藝術，並幾乎是同時

期的發展者，1917年俄國爆發了共產主義革命，構成主義即是順應著這新時代而

誕生，其在思想上幾乎是拒絕純藝術或架上藝術的存在，強調藝術家們應為社會

中的無產階級服務與貢獻，並主張以新的藝術創造出應用性的服務，像是在平面

設計、產品設計、建築等運用43，它們的目的是在將藝術家改造為設計師，但當

時「設計」的觀念仍未成形，而是採用「生產藝術」（Production Art）此詮釋方

式。構成主義高舉著反藝術的立場，避開傳統藝術創作之圖像和材料，如：油畫、

畫布等媒材；轉而利用現成物作為創作的媒材，藝術家的作品經常被視為系統的

簡化或抽象化，他們的目標則是要透過結合不同的元素構成新的現實。 

 

    相對於至上主義對於宇宙空間的著迷，構成主義更注重在材質上的探究，形

式主義的觀點，否定了具象的藝術作品所能帶來的任何意涵，追求著真實元素的

                                                
42 陳呂維，2005，頁19。 
43 陳呂維，2005，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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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44「構成」在語意與觀念上都是要取代藝術，並且以建構性地組織生活，

呼籲所有的藝術家以至於各階層的技術人員，著力於對整個社會的興建，在戰後

的時代藝術是沒有生存空間的。45工程與建築，更成為了復興時代的代名詞，勞

工階層是這個社會的中間份子，構成主義以建構的觀念與形式，象徵著這新世界

的重要階層，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官方所委託藝術家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所製作的〈第三國際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圖3-2），以骨架結構的形式代表著工程與建設，指出了藝術家應

踏出室外創造具功能且現代的作品，雖然此件作品最後並沒有被建造出，但卻也

代表著構成主義最核心的精神。46 

 

 
圖3-2：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919-1920）。〔第三國際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44 陳呂維，2005，頁20。 
45 黃麗娟 譯，1999，頁78。 
46 陳呂維，2005，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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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上主義與構成主義雖有相似的發展背景，但其最大的差別在於至上主義將

藝術之存在視為最高之目的，並專注於探索宇宙空間形而上的意涵；而構成主義

則主張藝術應為服務性的工具，否認了藝術存在的價值並傾向於工業之設計。此

兩種藝術上所發展出的不同主義之觀念，對往後的極簡主義皆有深遠之影響。 

 

    極簡主義（Minimalism）是60年代美國藝術界悄然興起的一場藝術運動，最

初被稱作ABC藝術、拒絕藝術（Rejective Art）、冰冷藝術（Cool Art）或原始結

構（primary structures）等。47極簡主義最開始延續了至上主義與構成主義的思想

中心，在至上主義的影響下，對於「無」的崇尚，強調觀念本身的傳達，去除所

有無關的細節修飾，以最少的形與色將藝術家所要表達的意識直接反射至觀者。

48在受到構成主義的影響下，則開始對於各物質感受上的強調，表現物體自己本

身，散發出物體的本質；極簡藝術家史特拉（Frank Stella, 1936- ）的名言：「你

看到的即是你看到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49，即完整的說明了極簡主

義所要強調的是事物本身，除了他所構成的事實外，並無包含任何意義在。 

 

    而「極簡主義」一詞是英國哲學家理查．沃爾翰（Richard Arthur Wollheim, 

1923-2003）在1965年評議1960年代初期藝術現象時所提出的；同年藝評家芭芭

拉．蘿絲（Barbara Rose, 1938-）在《美國藝訊》（Art in America）十月號發表了

一篇影響力十足的文章「ABC藝術」（ABC Art），形容藝術被消減至最低限度

（minimum）。50極簡主義是作為對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反

動而走向極致的表現，其強調以最原初物體自身的形式展示於觀者面前，反對抽

象表現主義太過強調自我個性的敘述；意圖消彌創作者對觀賞者意識產生壓迫性，

因而將作品之表現形式簡化至極限，並開放作品自身在藝術概念上的意象與想像

                                                
47 陳呂維，2005，頁21。 
48 陳呂維，2005，頁22。 
49 見：James Meyer，2000，頁26。 
50 見：侯宜人，1994，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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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讓觀者自主參與作品的建構或詮釋，最大化每件作品的可能性。51 

 

    繪畫上，極簡主義否定傳統歐洲繪畫在畫布上營造虛幻的空間感，認為傳統

的歐洲繪畫預先訂定了一個理想的觀賞者存在，利用理解力所虛構的幻想，看似

合理的、單一的描繪這個世界。52極簡主義繪畫要求，繪畫下是無任何內容的，

除了與觀賞者即刻的相遇，與現實下的體驗，繪畫即是繪畫，畫布即是畫布，他

不具有任何的意義；平面繪畫讓觀賞者感受到最直接的視覺反應，過程中不帶任

何幻想，只是純粹的視覺交流。53這樣形式可於史特拉的作品看出，1959年的作

品〈婚姻的理由與卑鄙〉（Marriage of Reason and Squalor）（圖3-3），他以黑色亮

漆繪於畫布上，並利用反覆且秩序化綿延不絕的單色線條進行創作；線條的方向

性即隨著畫布的形狀來決定，打破了傳統繪畫中框架式的限制，也模糊了主題與

背景的間的關係。 

 

 

圖3-3：史特拉（Frank Stella）（1959）〔婚姻的理由與卑鄙〕（Marriage of Reason  

       and Squalor。亮漆、畫布。337.2×230.5 cm。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51 黃崇敬，2008，頁15。 
52 James Meyer，2000，頁25。 
53 陳呂維，2005，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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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簡藝術家強調運用精準的比例與色彩的規劃，以及將材質的運用發揮至最

高水準的表現；邏輯觀念的整合，作品注重著裝置的數學關係，常以最簡易的幾

何組合出複雜的邏輯裝置。有些藝術家更以「現成物」（Ready-Made）54來創作，

如極簡藝術家賈德（Donald Judd, 1928-1994）於1965年為《藝術雜誌》（Arts 

Magazine）所發表的重要評論中即表示，創新藝術即不是繪畫，也不是雕塑，而

是結合了強烈的色彩、單純的設計與運用全新的材質，像是樹脂、玻璃、鋼、鐵

或是塑膠等。55如極簡藝術的女藝術家伊娃．海塞（Eva Hesse, 1936-1970）則轉

變了極簡主義中的幾何造型與語法，進入一個特殊的雕塑語言，如其1967年的作

品〈Accession〉（圖3-4）運用了工業塑膠管材質，極簡主義的立方塊外觀，營造

出外觀堅硬和內在柔軟之物質感衝突的表現形式。極簡主義接連的與全面的退讓

至有特性的外觀與無規律的設計構想，且工業媒材則滿足了極簡物體柔軟多變，

與物質上的隱喻特性。56 

 

 
圖3-4：伊娃．海塞（Eva Hesse）（1967）〔Accession〕。鍍鋅的鐵、塑膠。78.1× 

       78.1×78.1cm。Hauser & Wirth Zürich London。

                                                
54 現成物（Ready -Made）：是杜象發明的名詞。它指的是用一件生活物品，稱它是（或者假設
它是）藝術品，用此來否定藝術的獨特性，以及藝術品需經由藝術家親手製作的必要性。 
（見：唐曉蘭，2005，頁187） 

55 見：James Meyer，2000，頁26。 
56 James Meyer，2000，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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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林壽宇與莊普的影響  

 

    談完了西方極簡主義的發展脈絡，有必要回頭檢視創作中受到極簡主義所影

響的藝術家林壽宇，以及師承於林氏的藝術家莊普，進而來探討與瞭解陳慧嶠創

作中深受林壽宇和莊普影響之源頭。 

 

    1959年起，林壽宇轉向了對純粹幾何形體構成的單色極簡框架空間的探討。

此時期的作品主要是由幾何圖形所構成，畫面中藉由單色線條、方塊與塊面呈現

出帶有豐富物質性質感的廣延性平坦色面空間。林壽宇作品裡的幾何圖形中多都

來自於基本造型的方形；又長方形是方形的延伸，圓形則是方形的自轉。此一時

期的作品也容易使我們聯想起，馬勒維奇（Kazimir Malevich）至上主義中的作

品。如作品〈1962年1月：輕鬆的繪畫〉（Painting Relief：Jan 1962）（圖3-5），在

看似靜止的畫面裡，經由大小不一的長方形、方形與線條作組合，無形之中也有

著其律動感的存在。這時期作品中林壽宇與馬勒維奇的相同處是他們的色彩皆為

一致而無陰影的表現方式，色彩造型均完整呈現於畫面上；沒有被切邊切角的主

要方塊造形元素，成為了一個自足的完整世界。而不同於馬勒維奇的是，作品中

林壽宇的一些方塊中會帶有色彩調子的變換這是有別於馬勒維色彩均勻分布的

方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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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林壽宇（1962）〔1962年1月：輕鬆的繪畫〕（Painting Relief：Jan 1962）。 

複合媒材、畫布。101.6×127cm。 

 

    70年代，林壽宇的繪畫作品開始以白色色系作為垂面空間的主要基調，他運

用了以往修習建築的經驗，把現代建築幾何框架模型的層疊空間概念帶入創作中；

畫面中主要是由塊面與線條的構成，畫面裡只剩下直線，而且筆觸冷靜。林壽宇

「白色系列」的作品，如作品〈Rise〉（圖3-6）能使我們聯想起馬列維奇成熟代

表的作品〈白上白〉（White on White）（同圖3-1），在馬列維奇〈白上白〉與

林壽宇白色系列的作品裡，它們都具有形而上的內涵，但他們兩者白色的思維背

景卻是不相同。馬列維奇是一位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幻想者。在他的絕對

主義創作中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黑色、彩色及白色時期；黑色方形是經濟的訊

號，紅色方形是革命的訊號燈，而白色方形則是純粹的行動。馬列維奇的白色方

形是以其個人的筆觸及不同厚度的白色顏料來創作描繪出的造形57。而林壽宇的

白色系列，則是在帶有東方詩境冥想的概念，像是表達他對於中國老莊思想中「無」

                                                
57 家畫廊，1995，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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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靈」的想法；林壽宇的白色空間就像是中國文人畫中的留白空間，而他賦

予了它們另一種現代的意涵，並強調了畫面中的平面性質；從他早期混淆的空間

關係演變至白色系列此種非空間式的表現方式，既是林壽宇他在這條抽象繪畫路

上的轉變與詮釋，也透露出他在創作中鍾情於中國繪畫傳統概念既有的表現理

念。 

 

 

圖3-6：林壽宇（1970）〔Rise〕。油彩、畫布。88.9x101.6cm。家畫廊收藏。 

 

1982年林壽宇於台北龍門畫廊舉辦「白色系列」個展，轟動一時，他對於極

簡藝術的追求，以及將極簡拓展至抽象空間裝置的思考，如同導師般地影響著當

時台灣的藝術家們，如莊普、賴純純、陳慧嶠等人。 

 

    誠如王嘉驥所指出的：「莊普的作品自1980年代初期從西班牙返國以來，一

向具有極簡主義及後極簡主義習見的模矩化（modular）和連續性（serial）的結

構，並且以單純的母題，依連續重複的手段，組構成一個複雜而統一的形式整體。

58」數十年來他總是耐心地將一格一格的顏料蓋在大小均一公分的小正方格上，

                                                
58 王嘉驥，〈意識的懸宕：試論莊普的繪畫〉。《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8/108/275。（2012年07月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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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品〈粼粼〉（圖3-7），莊普以方格、矩陣造型作為畫面構成基本單元的平面

作品，確實容易會讓人聯想起至上主義與極簡藝術中所強調的幾何造型和簡化之

形體，以單純而重複的母題來建構繁複而充滿層次感的畫面空間。 

 

 

圖3-7：莊普（2011）〔粼粼〕。壓克力、畫布。112×168cm。私人收藏。 

 

    莊普以極簡的形式風格創作繪畫和雕塑，很快地於評論中即被冠上有「物質

製造者」的封號；他對於材質的表現，主要是透過敏銳的直覺，和一種自我設限

的方式，探求單一材料的多重表現性，和異質材料間既對立也和諧的形質契合關

係；他擅長把材質當成一種隱喻的語言來運用，並試圖在抽象的形式中，植入一

些內容性的意涵和文學化的意象。59就藝術語言的特質而論，莊普至今仍然相當

偏好極簡主義的趣味，但就材料運用和表現方式看來，他似乎頗能自由地超脫任

何標籤的限制。60 

 

                                                
59 石瑞仁，〈從材料學的主張到符號學的增強─解讀伊通的莊普個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8/54/275。（2012年07月18日瀏覽）。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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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陳慧嶠創作上的師承關係，一定會聯想到林壽宇和莊普之創作，在陳慧

嶠歷年的作品中也多少反映有此兩位藝術家影子的存在。2008年的個展「雙重火

焰」，陳慧嶠更於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向兩位藝術家致上最高之感謝與敬意。 

 

      藝評家王嘉驥在〈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裡寫到，在「雙重火焰」個展	 

	 	 中陳慧嶠持續以做夢者身分來織夢；如她在個展自述中所言，她以大地、天空、	 

	 	 海洋為界；占星、航海與飛行則是她幻想的手段，任由知覺之翼的翅膀馳騁在	 

	 	 這無邊無盡的想像空間裡。無論是在現實或在夢旅之中，天王、海王與冥王星	 

	 	 的交會，既是神祕無名也是真實──這種種交感不但提供了洞見，鼓勵了超	 	 

	 	 越，也創造了轉化；在創作自述當中，陳慧嶠以暗喻的修辭，一方面抒發了個	 

	 	 人在藝術上的心之所向，同時對在啟蒙過程中，曾經對她有所啟示或一同努力	 

	 	 的藝術旅伴，也一併致上了砥礪與敬意。61	 

 

    由此次的個展裡，亦能由作品表現的形式觀察到陳慧嶠師承的關係；她以多

年來經常使用的媒材針與線作一完整系列的呈現，透過創作形式的表現陳慧嶠同

時也向她這一路走來，於藝術旅程上的師長、朋友給予感謝。 

 

    線條於幾何學上有如下的定義，線條為面的邊界，點的移動而積成的軌跡為

線，線具有位置和長度，但不具寬度和厚度，屬一次元的空間，線的方向不變者

是直線，而其各點方向改變者是曲線。62線條是形狀構成的基本要素；線條的運

用，除線本身的流動性、張力性、彈性等複雜特性外，表現技法與思想及所用的

材質與工具不同，也會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線條。63此次「雙重火焰」個展中的

作品如〈雙重火焰〉、〈白色的記憶〉、〈影子〉和〈邊邊〉等，陳慧嶠透過電繡的

                                                
61 王家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457/231。（2009年5月11日瀏覽）。 
62 林曉薇，2009，頁39。 
63 林秀如、林明男，2005，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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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於絲絨、麂皮布上縫繡垂直、縱橫或是傾斜不等的線條。如〈白色的記憶〉

（圖3-8），在白色麂皮上縫繡上粗細不等的白色繡線，白色能反映或包含一切的

色彩；白色其實是最平凡的顏色，也是最無和最有的顏色；是最平靜的顏色，同

時也是最哀傷的顏色；而在這些白線間另縫上有黃色與紅色兩條色線。陳慧嶠透

過電繡線條粗細的變化，呈現視覺空間上的動感與漸層效果；而利用線條的長短

和色彩突出於畫面上。〈白色的記憶〉中，陳慧嶠敏銳的吸納與高度的創意，將

林壽宇以純粹視覺表現和傳達空間與思維性之概念發揮至她的創作上，也正是對

林氏70年代所作的白色系列作品，如作品〈Early Autumn〉（圖3-9）最佳的對話

與超越。 

 

 

圖3-8：陳慧嶠（2008）。〔邊邊－白色的記憶〕。麂皮、電繡色線。90×120cm。 

         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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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林壽宇（1974）。〔Early Autumn〕。油彩、畫布。40.6×55.8cm。私人收藏。 

 

作品〈紅點點〉（圖3-10）、〈藍點點〉（圖3-11）和〈黃點點〉（圖3-12），陳

慧嶠於三張白色正方形的麂皮布上，個別縫繡大小長寬各一公分紅、藍和黃色破

碎不完整的小正方形樣式；正方形具有近似圓形的性質，它同圓形一樣都有著一

個中心點，但不同之處在於正方形有四個方向不同的角。〈紅點點〉和〈藍點點〉

的顏色小方塊以錯落的方式分布於畫面上，似帶著某種藝術家所安排好的律動；

而相較於〈黃點點〉的排列則顯得比較具有方向性。從此系列作品很明顯地可以

觀察出直接地受到藝術家莊普作品中方寸點印（圖3-13）表現的影響，陳慧嶠以

電繡的方式在畫面上打格子與繡出破碎方格的呈現，反映出了她於藝術創作上師

承的關係，也是創作者彼此以藝術形式作交流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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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陳慧嶠（2008）。〔紅點點〕。麂皮、電繡色線。35×35cm。伊通公園。 

 

 

圖3-11：陳慧嶠（2008）。〔藍點點〕。麂皮、電繡色線。30×30cm。伊通公園。 

 

 

圖3-12：陳慧嶠（2008）。〔黃點點〕。麂皮、電繡色線。25×25cm。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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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莊普（1985）。〔邂逅後的誘惑〕。壓克力顏料、畫布。75×180cm。 

 

    承襲著林壽宇與莊普之藝術表現理念，於創作上陳慧嶠持續不斷地以最極簡

之形式來呈現，並在媒材與媒材之間找尋它們的可行性，賦予這些在生活中看似

平凡的物件無限的可能，利用材質的物性創造出屬於藝術家本身獨特的語彙。經

由無數次的演練、試驗和展出，研究者觀察到在陳慧嶠的創作中，她逐漸朝著兩

條看似相異但概念卻是一致的創作路線發展：一為針線系列的作品，另一系列則

是以乒乓球與鐵板的組合來作表現。針、線、乒乓球和鐵板皆是我們生活中便於

取得的現成物，陳慧嶠將這些隨手可得的素材，透過裝置、排列組合來呈現自我

內在的情感與思維，也更拉近藝術與生活彼此間的關係。這些縫繡成為視覺上不

可或缺的形式要素，成為畫布作為載體之「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藝術家透過

現成物的使用，形態精簡而冷峻，也使得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變得模糊。下一小

節中將以陳慧嶠創作裡經常使用的現成物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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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陳慧嶠創作裡的現成物  

 

3.2.1. 針線系列  

 

1970年代是台灣經濟出口貿易發達的時期，為了推動與擴大外銷政策，一些

小型工廠因人手短缺問題，而將部分簡易手工性質的工作發包給鄰近的家庭主婦。

許多必須待在家中照料孩童與家務的婦女，就會選擇兼職幾份代工來補貼家用生

計。童年時期，陳慧嶠的母親即是於家中從事縫紉代工的工作，好奇的小陳慧嶠

總喜歡蹲在工作中母親的身旁，細看那一針一線的穿梭；偶爾趁母親離開不留意

時她也拿起那些針線，縫縫補補地學個樣子。 

 

開始創作之後，陳慧嶠憑藉著細膩的觀察，透過身旁師長的鼓勵，同儕間互

相的激盪學習；大夥不斷地從生活上、經驗裡、記憶中蒐集創作的靈感。經由媒

材與媒材之間的組合、結構發現創作的樂趣；陳慧嶠告訴研究者，有時候為了尋

找一樣合適的材質，一整天躲在材料店內翻找、比較，就為了尋得那其中的唯一。

64創作上對於媒材的使用陳慧嶠是十分精準的，早期的摸索和試驗使她在媒材的

駕馭上愈形精確，她注重掌握媒材的特性並親自參與縫製的工作，將自己的觀念

與手作的動力以及對空間運籌的能力結合起來。 

 

    一根根與金銀蔥線纏繞的細針、一顆佈滿刺針的麻糬、一朵朵插上銀針的玫

瑰花、埋藏在純白軟床上閃著銀光的尖針…，從早期到近期的作品裡，可以發現

針與線是陳慧嶠經常慣用的媒材之一大類；這些平日裡為人所熟悉的用具，陳慧

嶠將它們用做創作的主要媒材，可以連結到她對於兒時母親工作時的記憶。 

                                                
64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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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媒材使用的角度而言，針和線為日常生活用品，並且它們也都是具有陰性

氣質的物件。針和線經常會讓人與女性做連結，生活中我們俗稱的「針線活」即

是傳統中國裡的「女紅65」，為民間藝術的核心，它也呈現出一種母女世代傳襲

的手藝；一針一線既能穿線結物，也能縫新納故，這個技藝不單純粹只是做為一

項手作用具，在傳統的社會中它也被用做女子傳達心意和情感表達的方式。 

 

「針線」是陳慧嶠創作中常見的素材，靈感起源於兒時縫紉的母親。如前一

章節曾提及陳慧嶠之創作受林壽宇及莊普的啟發極深，而在此研究者欲藉其外在

形式，進一步釐清陳慧嶠與二位藝術家的傳承與創新。如果說莊普的作品承繼林

壽宇極簡的概念，也融入部分中國傳統藝術的意象，那麼陳慧嶠則是有意識地保

有這份簡潔，並且將具有女性特質的物件帶入，去轉換這份傳統的意象，但於變

化的同時，陳慧嶠仍以女性的角度，保有這份古典之情。針線是古今日常的生活

用品，更是跨時空女性共有的利器。傳統男性的思考展現於筆墨之中、印刻之下，

而傳統女性的情思則以手中的針線傳達。陳慧嶠以現代女性獨立的觀點，擷取針

線作為一種創作工具，與男性的筆墨印刻抗衡，輔以其創作時「穿刺」動作的意

象。這種衝突並非一般形式上的衝突，是對男女間犀利的思考，更是深層的情感

表露，因此得以強化作品予人的奇異感。如此一來，強化了自己對此素材的偏好，

也確立了「針線」與自己作品理念之間緊密的關係。 

 

    從早期到至今的作品裡，陳慧嶠經常將針和線用作創作的媒材。如1989年的

作品〈無題〉（圖3-14），盤子中放置著一顆紮滿大頭針的麻糬，麻糬的柔軟對比

了針的尖銳，就像是一隻小刺蝟武裝起它多刺的衣裳防禦著外敵。1993年的〈你

是玫瑰我是針〉（圖3-15），一張鐵桌上、地板上與牆面上散落著一朵朵風乾的橘

紅色玫瑰花，花上插著根根的銀針，在原本該是美麗嬌貴的花朵上紮上尖針；如

此一來，經由手部運動以針穿刺玫瑰的快感，也促使此件作品呈現出詭異的美麗。

1995年的〈知覺之翼〉（圖3-16）陳慧嶠利用不銹鋼板、針、棉花和金蔥線的組

                                                
65 「女紅」，又可稱為「女工」或「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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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來進行創作，不銹鋼是工業生產下的產料，與棉花和金蔥線的輕柔性有著極大

的反差，銀灰色的不銹鋼板感覺冰冷、堅硬，與中間一塊陷落的四方形，由棉花

和金蔥線穿梭纏繞的細針組合，令研究者感覺像似一種外表堅強內在柔軟，但卻

又表露出極度矛盾掙扎的感受。 

 

 

圖3-14：陳慧嶠（1989）。〔無題〕。大頭釘、麵糰。12.5×12.5cm。伊通公園。 

 

 

圖3-15：陳慧嶠（1993）。〔你是玫瑰我是針〕。乾燥玫瑰花、針。185×105×70cm。  

        伊通公園。 



 

 

 

 60 

 

 

圖3-16：陳慧嶠（1995）。〔知覺之翼〕。不繡鋼、針、棉花、銀蔥線。90×90×5cm。 

        伊通公園。



 

 

 

 61 

    陳慧嶠透過不同的創作表現方式將「針、刺與繡」的原理不斷的轉換，也企

圖想要藉由「針刺」來暗喻一種含蓄的危險；針尖的危險直指生命的脆弱和不堪

一擊；它的尖銳與冰冷，還有纖細而讓人不易察覺的警斥，都充滿一種危險且輕

盈的誘因，同時又具有一種尖銳的力量。 

	  

    1997年的個展「懷疑者的微笑」中既開始大量地展露出針與線為主要媒材的

表現形式。在此次的個展創作裡，陳慧嶠更嘗試以電繡的方式來創作，作品〈空

中的火焰〉、〈知覺的泡泡〉、〈回轉的夜和風的陰影〉、〈未來是一點點水在你的眼

裡〉、〈雨追著雨下著雨〉和〈跌落的聲音〉此六件作品陳慧嶠皆先以電腦將草圖

繪製好後送至工廠利用電繡來製作。不論是手工縫繡或是電繡縫製的過程都是要

透過針與線來操作，不同之處在於手工縫繡能隨著人的想法而輕易地擅自修改，

而在一針一線的穿梭中也將製作者的情感連結在一起；相較於以電腦打稿的縫繡

製作，電繡則會令人與機器的冰冷與制式做聯想，它失去了手感的溫度也無形中

拉開了距離，但不論是手工縫製或是電繡的形式陳慧嶠試圖傳達的都是穿針引線

裡「刺」的意念。作品中的針、線和玫瑰就好似陳慧嶠的一個象徵，經常出現於

相關評論陳慧嶠作品的文章裡，如，在石瑞仁〈拜物女巫的法會〉文章裡說：「陳

慧嶠這種針灸死玫瑰的藝術手法，除了亦可視為女性意識力量的一種鋒露機制，

敢情也有為女性族群去除傳統意識瘖疾的幽默寓意吧。」66以玫瑰來說，早期作

品中的玫瑰直接插上尖針，為了突破也為了延續地發展下去，陳慧嶠開始將玫瑰

花的圖案縫繡於畫面上。她在與研究者訪談時表示，這個原理的產生只是因為當

初用插針的方式來表現，但同時針線的部份也持續地在發展，所以將針戳的動作

改變成繡的方式，想要探討的同樣還是在「針」這個概念上。67	   	  

 

   1998年的作品〈寂寞的目光（一）睡吧！我的愛…〉（圖3-17），陳慧嶠以一張

雙人床做為此件作品的主角，床上覆蓋著雪白柔軟的人造纖維絨毛，稍加留意會

在床上發現有一根根透著銀光的尖針豎立著，何以供人們歇息的地方卻又衝突地

佈滿了傷人的物件呢？床為平日人們休息、睡眠的地方，它亦是多數人類出生、

                                                
66 石瑞仁，2001，頁74。 
67 戴孝慈（2011/12/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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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歡愛的場所，這個地方蘊藏了無數人們的記憶和夢想；陳慧嶠以雪白的絨

毛營造出一處純真美好的場域，卻又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將一根一根細針穿刺

其上，這張床失去了它既有的功能性，藝術家透過插針穿刺的張力，來強化「刺」

裡危險與痛觸的意象。針線的運用在陳慧嶠的記憶裡是熟悉且習慣的，它連繫著

藝術家對兒時與母親的記憶，透過穿針引線的這個動作也似無形地將她所關心的

主體與觀念連貫了起來。 

	  

 

圖3-17：陳慧嶠（1998）。〔寂寞的目光（一）睡吧！我的愛…（局部）〕。床、針、  

        人造纖維。190×210×66cm。伊通公園。 

	 

	 	 	 	 2008年的個展「雙重火焰」，陳慧嶠將此次展覽的名稱以墨西哥詩人奧塔維

歐．帕茲（Octavio Paz，1914-1998）的一本著作《雙重火焰》（The Double Flame）

取其同名。在《雙重火焰》這本書的前言帕茲寫道：「火焰是火最精華的部份，

它向上搖曳，以金字塔的形狀攀升。最原初的火就是性慾（sexuality），它燃起了

情慾（eroticism）的紅色火焰，而情慾繼之又燃起另一個搖曳不定的藍色火焰：

愛情（love）的火焰。情慾與愛情：生命的雙重火焰。」68愛慾與愛這一紅一藍

構築了生命中的雙重火焰。帕茲從柏拉圖到中世紀騎士的愛情再到二十世紀超現

實主義，甚至是內容中他提到中國的《紅樓夢》，他所討論的是愛慾與愛兩概念

在西方的演化；愛慾與愛皆超越了動物的本能，它們是人類文明下的產物，亦會

隨著時代文明而演化。「而愛作為人性感情的精華，更是不斷修養精進的過程。」

                                                
68 蔣顯璟、真漫亞 譯，2004，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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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對陳慧嶠作品的多數評論中，除了談及藝術家對於夢的想像與媒材間的對立矛

盾外，評論者們也試圖透過作品去追尋藝術家內心私密的情感。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其著作《戀人絮語》中說：「戀

愛在時間上有個圈套，而這個圈套就叫愛情故事」。70一段愛情的經歷為人生的

旅程中增添了些許繽紛的色彩，製造一段記憶一則故事，也成為灌溉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養分之一。追尋陳慧嶠的創作，從作品中所出現過的媒材元素、形式或是

作品名稱，如：玫瑰花、床或圖騰裡皆能發現有與「愛」的意念做連結，陳慧嶠

透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將這情緒與意念轉化入創作中。研究者認為，透過創作她

嘗試將愛情裡的渴望、戀愛中的幸福、束縛、抑或者是傷害和痛苦傾訴出來，她

選擇呈現的方式不是血淋淋直白的訴說，而是讓觀者在藝術家所創造一美好的幻

境，不經意下感受到的痛處。不論這些作品中所要傳達的「愛」是愛情又或者是

將心中的情感轉化為對創作的愛，透過創作藝術家與作品也似談了場戀愛。藝術

創作有的時候也就像是一種儀式，在儀式中巫士或是占卜師會透過某種管道與不

同空間中的神靈們進行交流，目的在於透過儀式能幫助需要的人尋求心理的平靜；

將創作行為比喻成一種儀式並非說明藝術家與巫士和占卜師相似，而是藝術家經

由創作活動與舉行儀式一般，也是一種追尋內在深層潛意識的修補作用，創作就

像似一道供給藝術家情感表達的出口，而觀賞者同時也可能經由欣賞作品觸動其

內心的感動。 

 

延續2006年當代美術館展出「此時此刻」的展覽構思，2008年「雙重火焰」

個展陳慧嶠持續她對原始自然和宇宙起源的浪漫懷想，將文學著作中所得的靈感

注入創作中。此次個展所展出的作品有別於以往立體或是裝置作品，17件作品皆

為平面創作；展出形式相較以往陳慧嶠於伊通公園展出的個展，「雙重火焰」在

                                                
69 王嘉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457/231。（2010年6月5日瀏覽）。 
70 見：汪耀進、武佩榮 譯，1994，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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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呈現和佈置更顯得純粹、簡潔，她將過去對於材質的物性內化為含蓄的象徵，

這次的個展不再營造出媒材間對比衝突的效果為主，轉而大量的以「繡」的概念

貫穿此次展出之軸心。一排排機器的針與線來回反覆依照草圖上的圖案樣式穿刺

於布面上，絲絲縷縷的繡線即被嵌入了畫面中，所有的情感和故事情節皆從畫面

開始。 

 

「雙重火焰」是陳慧嶠將歷年來在創作上對於針線的研究與經驗，做了一次

最完整的發表。個展中的作品多數皆利用電繡的創作形式來做呈現；將事先擬好

的草稿圖經由電腦程式作運算，在大型縫紉機來回的穿刺下，縫繡出藝術家所構

思的圖案樣式。機器大量的生產代替人們手作的勞動，從1997年陳慧嶠就已開始

嘗試透過電繡的方式來創作，但當時畫面中所繡的物件仍以具象物為主，如作品

〈未來是一點點水在你的眼裡, 雨追著雨下著雨, 跌落的聲音〉中縫繡出尖

針來表現落下綿綿的雨絲，在視覺和想像上皆有一種矛盾的衝突感（圖3-18）。

而到了2008年的「雙重火焰」中所繡的已由具象形體轉變成線條、幾何圖形或帶

有隱喻的文字樣式，如作品〈雙重火焰〉和〈七月的星空〉；這也反映出創作上

陳慧嶠已逐漸由探討材質的物性拓展至抽象思維的想像。在與陳慧嶠的訪談中她

亦談及：「會想到以電繡的方式來創作，也是因為年紀和身體的關係，眼力和體

力都沒辦法再像以前一樣，所以也要試著找到可以替代的方法。」71但經研究者

的觀察，在陳慧嶠歷年創作的過程裡，她不間斷地嘗試將作品中的媒材和形式簡

化至更為單純、純粹的樣子；所以機器的使用只是其創作的手段之一，透過機器

的縫製去除掉了手作勞動繁瑣的細節，就如同「雙重火焰」個展裡個人內在繁雜

的情思被簡化為一條條單純的色線繡於畫面上。 

 

                                                
71 戴孝慈（2011/3/21）。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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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陳慧嶠（1997）。〔未來是一點點水在你的眼裡, 雨追著雨下著雨, 跌     

落的聲音〕。白絨布、金蔥線、銀蔥線（電繡）。60×60×6cm, each。伊通公園。 

	 

此次個展的作品相較於陳慧嶠過去的作品，除了技法上的不同外，在色彩的

選用上也更顯豐富與多樣。與展覽同名的作品〈雙重火焰〉是藝術家從奧塔維歐．

帕茲同名著作所獲得的靈感，也是對書中強烈情感與慾望的渴望。〈雙重火焰〉

（圖3-19）這件作品分別由大小兩件橫幅作品所組成，右邊小幅作品的畫面上縫

繡有玫瑰的圖案樣式，玫瑰花的元素經常反覆地出現在陳慧嶠歷年的創作。玫瑰

花在符號學的象徵裡代表愛情，紅色玫瑰更象徵了如火般的熱情。72〈雙重火焰〉

整件作品以艷麗的鮮紅色為主軸，一入眼簾的鮮紅如同張著血盆大口的慾望似將

人吞沒；畫面中陳慧嶠以垂直的金銀蔥線條繡於絨布上，畫面的左方另繡有一條

藍色的色線與一風火家人的卦象73。依五行而論，火有木生，巽為風為木，故風

自火出；而家人卦為家中有佳人，也是女人賢慧，治家有道的意思。74由這個卦

象理解，它所要闡述的既是任何事物的好壞和發展之初，都是由其內部開始變化。

經由〈雙重火焰〉這件作品，研究者觀察到的不只是陳慧嶠以女性身分，透過縫

繡這個技法將個人的慾望與情感繡於畫面中；更重要的是以藝術家的身分，她把

人們由內而外來認識世界、為人處世之哲理皆帶入其創作中，使作品本身不再只

是一種情緒感性的表現，也含括了理性思維的省思。 

                                                
72 陳蒼多 譯，2011，頁219。 
73 風火家人：《易經》第三十七卦，風火家人，上巽下離，家人，利女貞。（見：馬叔禮，2012，  
   頁78。） 
74 馬叔禮，2012， 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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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陳慧嶠（2008）。〔雙重火焰〕。紅絲絨、電繡色線+金銀蔥線。135×270cm、 

        120×135cm。伊通公園。 

 

    由〈石南〉和〈七月的星空〉兩件作品，更能觀察出陳慧嶠於此次個展中色

彩選用上的變化。〈石南〉（圖3-20），白色麂皮上縫繡出色彩斑斕粗細不等的色

線，像似蘇格蘭高地上那層層疊疊開滿著石南花的山坡，也或許是陳慧嶠對這異

域旅行的回憶與想像。2005年陳慧嶠受邀至蘇格蘭格蘭菲迪酒廠駐村創作，此次

異域的旅行經驗帶給她有很深的回憶，後來她也將這經驗發揮於創作上。蘇格蘭

的山坡上石南花遍遍地點綴著，而當地的威士忌以麥類及榖類為原料，再加上經

過泥煤（peat）燃燒煙壎，泥煤其實是由石南類（heather）的植物死亡後被壓埋

在地下所形成的乾燥植物，所以在燃燒泥煤時，其花蜜的香味就會發散出來，這

也是此地威士忌在製造過程中的一大特色。75 

                                                
75 陳錦稷。〈蘇格蘭威士忌之產銷制度及酒品知識〉。《雲林縣政府》。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ved=0CFgQFjAD&url=http%3A%2F% 
   2F210.241.21.163%2FOpenFront%2Freport%2Fshow_file.jsp%3FsysId%3DC09703514%26fileNo%3D001&ei=s 
   KnRT9CjAazwmAW-m8j0Ag&usg=AFQjCNFwg7Xj_l3W0ALTKoMpYMDI1FggDQ。 
  （2012年6月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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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陳慧嶠（2008）。〔石南〕。麂皮、電繡色線。120×180cm。伊通公園。 

 

    另一件作品〈七月的星空〉（圖3-21）以粉紅色為其基調，畫面的左上角陳

慧嶠將十六世紀西班牙詩人克維多（Francisco Gómez de Quevedo，1580-1645）

的詩句轉換成音符縫繡於麂皮上（圖3-22），此次個展所展出的作品陳慧嶠分別

選用了絲絨布與麂皮兩種布料做為基底材料；將圖形繡於絲絨布上能製造出宛若

淺浮雕般之效果，縫繡上去的圖樣在布面上會呈現出明顯的凹凸感；而反觀將圖

形繡於麂皮上則較為平整，但相較於縫製於麂皮上的繡線，絲線繡於絨布面上的

反差則強烈許多。〈七月的星空〉畫面下方縫製有十多個絲質透明袋子，裡頭裝

了乒乓球、白鵝毛、乾燥花等物件，每個絲袋以金銀蔥線繡上了排列間距不等的

垂直線條與圖騰符號；在東方的神話傳說中七月的星空因為有牛郎和織女的相會

而譜下了浪漫的想像空間，在這片綺麗粉紅色的畫面中，浪漫美麗的情詩與神話

經由藝術家的創作，化做看似一幅樂章飄散於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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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陳慧嶠（2008）。〔七月的星空〕。麂皮、兵乓球、白鵝毛、乾燥花、電 

        繡白、金、銀蔥線。135×240cm。伊通公園。 

 

 

圖3-22：陳慧嶠（2008）。〔七月的星空（局部）〕。麂皮、兵乓球、白鵝毛、乾燥 

        花、電繡白、金、銀蔥線。135×240cm。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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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火焰」的創作理念雖延續了過往創作的想法與概念，但在作品的表現

形式上則更趨於簡練，媒材上陳慧嶠以其慣用的針與線為主軸，但有別於過往感

性的手部勞動技法，而改以理性的機器運算方式將絲線組成圖案縫繡於絨布或麂

皮上；作品中的元素也逐漸由情感和生活經驗延伸至對星辰、宇宙、神話與內在

心靈的興趣與探索。陳慧嶠擅於將矛盾與衝突的特性以創作媒材呈現在作品中，

似她個人某種的心理情境甚至是潛意識的投射作用，在吳瑪悧1997年的短論〈懷

疑者的美麗追捕〉76中即已指出。「雙重火焰」作品中的畫面裡似乎少了以往強

烈矛盾的衝突感，但若仔細觀察畫面中媒材的運用和變化，就會發現陳慧嶠過去

用於立體裝置作品裡強烈的衝突性表現，因此次個展創作形式的簡化，使得原本

的衝突和對立也相形地簡化、隱藏進了畫面。年輕時情感是外放的，就像做科學

實驗一樣，經過嘗試與挫折，我們瞭解到其中的化學變化和反應；漸漸地隨著經

驗的增長與成熟，人們也逐漸學會去轉化、收斂自我內心的情緒。過去評論中經

常提到陳慧嶠的作品裡「帶著刺」，如，1997年石瑞仁的文章〈拜物女巫的法會〉

裡影射作品中的刺帶有「不准褻玩」之性格。77而此次個展作品中的這些「刺」

依然存在，但陳慧嶠則以更為內斂的手法來延續與發展這「刺」的效應。 

 

3.2.2. 乒乓球系列 

 

    在陳慧嶠的創作裡除了針線縫繡的表現方式外，乒乓球也是她慣用的媒材之

一。乒乓球體為一圓形物件，且若借助外力推動則可產生滾動之動力，當外力拍

打它反彈時還會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陳慧嶠早期的作品裡，乒乓球只是單純被

運用為創作的一件媒材，如1998年的〈別把夢吵醒也別把夢踩醒…〉（圖3-23），

無數顆的小乒乓球藏身於似片片雲海間的棉花堆內，好似孵化中昆蟲的小卵，也

或許是裝有一顆顆夢境的小圓體；2004年的作品〈閱讀迷宮：蠢動〉（圖3-24），

                                                
76 吳瑪悧，2001，頁74-75。 
77 石瑞仁，1997，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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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顆的乒乓球散落在貼有紅色圓點的地面上，牆面上利用卡點西德貼出小丑樣

式的圖形，小丑手中的網袋裡也裝有一顆顆的乒乓球，乒乓球在這裡成了滑稽和

逗趣的遊戲。2006年於當代藝術館所展出的作品之一〈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

始〉（同圖2-14），數千顆的橘色乒乓球、小珠子和亮片縫串成一張床墊鋪滿一張

雙人床，床失去了做為提供人們休息的功能，轉化成一種想像的存在就如同床上

那一顆顆亮麗鮮橘色的珠子和乒乓球，既是真實卻虛幻。 

 

 

圖3-23：陳慧嶠（1998）。〔別把夢吵醒也別把夢踩醒…（局部）〕。乒乓球、棉花、   

        玻璃、幻燈機。600×426×288cm。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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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陳慧嶠（2004）。〔閱讀迷宮：蠢動（局部）〕。乒乓球、卡點西德、棉花。  

        誠品藝文空間。  

 

    圓，是一幾何圖形，從數學的角度來分析，圓心到圓上各點的距離都相等，

圓作為一條閉合的曲線，同時將平面分成了兩部分，即圓的內部和圓的外部，也

就成了一條分離內與外的界線。圓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無處不在，它也具有

濃厚的文化色彩，圓形被認為是完美、完整或圓滿的象徵；但縱使如此也因為圓

的滾動與沒有出口，而又有不穩定和封閉的概念，所以圓既圓滿卻也有其矛盾、

衝突的詮釋意涵。2002年陳慧嶠的作品〈遠方的…〉（圖3-25）和〈跳動〉（圖3-26）

是她第一次嘗試以乒乓球與不銹鋼板兩樣材質為主來創作，在不銹鋼板上利用乒

乓球的排列組合詮釋創作的想法，與2003年的〈64之外－蠢動〉（圖3-27）已漸

漸開始有了乒乓球和不銹鋼或是後來選用的鐵板組合的雛形，一種簡潔的創作表

現形式，幾何圖形裡圓與方的排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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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陳慧嶠（2002）。〔遠方的…〕。乒乓球、烤漆、不銹鋼板。90×90×5cm。 

        伊通公園。 

 

 

圖3-26：陳慧嶠（2002）。〔跳動〕。乒乓球、烤漆、不銹鋼板。90×180×5cm。 

伊通公園。 

 

 
圖3-27：陳慧嶠（2003）。〔64之外－蠢動〕。不銹鋼、乒乓球、氟碳烤漆。 

        176×219×113cm。伊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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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陳慧嶠並不會刻意去固定住乒乓球，它們是可以任意摘取作替換的。

透過縝密的計算藝術家利用鑲嵌的作法，在鐵板上切割出與乒乓球直徑略小的圓，

足於將半顆球體順利嵌入鐵板間又能保留住球體本身的圓。在2010年「玫瑰的名

字」的雙人展和2011年的個展「情欲幾何」中陳慧嶠皆運用乒乓球和鐵板作為創

作的媒材。受到林壽宇和莊普藝術創作的影響，陳慧嶠一直以來也堅持以最極簡

的方式來呈現作品，將創作的媒材歸於最簡單的形式，「把形象還原至最基本的

幾何形態，將抽象的情感隱喻於單純、明晰的色彩中」78；用最極簡的表現手法，

將簡單的幾何形體並置排列，創作出不同的節奏感與可能性。 

 

    陳慧嶠一貫從生活中找尋創作之媒材，利用現成物做材料。在孫曉彤的評論

中既指出，陳慧嶠不會刻意賦予作品中的元素絕對的指涉或象徵意涵，而是根據

內在的需要，自由而不拘束地選用熟悉的物件。792010 年的雙人展「玫瑰的名

字」和2011 的個展「情欲幾何」，是陳慧嶠乒乓球系列作品最完整的兩次展出。

其中作品〈冬日〉、〈夏陽〉、〈藍與黑〉、〈晨星Ⅱ〉、〈神曲〉、〈七個晝夜〉、〈風的

陰影〉、〈香巴拉之約〉、〈微物之神〉和〈藍月〉等這些作品的取名皆來自於星辰

與文學的著作。未知的世界與命運是人類所無法掌握的，它交織了人類歷史經驗

的傳承與對先祖神話般的想像，人類憑藉著所擁有的知識向那未知的黑洞邊緣摸

索靠近。歷年來陳慧嶠透過大量的閱讀，延續了年輕時期對於星座神話與占星的

興趣，探索著潛意識底下的另一個自己。經由閱讀文學著作，藝術家著迷於文字

背後的無限想像、場景和意境，這些養份也餵養著潛意識中的渴望。 

 

    邊緣、邊界、分界和界線，意識模糊的末端，存在一些簡單而完美的形狀，

                                                
78 大趨勢畫廊。〈情欲幾何：陳慧嶠個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1084/231。（2011年11月16日瀏覽）。 
79 孫曉彤。〈在那些點點之間：閱讀陳慧嶠的「情欲幾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1066/231。（2011年11月17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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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體、圓周和直線。你可以稱它為情欲的幾何。80這是藝術家個展自述中的一段

文字，陳慧嶠以一貫抽象、簡潔的話語為其個展「情欲幾何」作詮釋。陳慧嶠將

乒乓球鑲嵌於單色烤漆的鐵板間，在看似簡約的畫面中，那些由乒乓球所暗喻的

白色或橘色的小點，就如同空間中的座標，標注出所謂情欲和意識中值得記憶的

座標。81 

 

    2010年陳慧嶠的作品〈守護者〉（圖3-28），炙熱的火紅色圓形中鑲著一顆白

色的兵乓球。一個簡單的圓中帶著一個點的符號是很古老的太陽符號，在中國和

埃及的象形文字裡，或是天文學和占星學中都代表著太陽。陳慧嶠於個展自述中

寫下，「藝術」這詞，在聯翩的遐想與象徵中，在飢餓的智力與尋視打探的過程

中，對我有如一個太陽。而今，它可以粉碎成微小的碎片，反射在另一個更深更

空的空間裡。82太陽象徵著熱情、活力與權威等，它是一顆散發著白色光芒的球

形星體，就像是生命能量的來源帶來光與熱，因此太陽也具有生命潛能與守護的

特質。而太陽不過是這宇宙裡其中一顆發著光亮的小恆星，數以萬計的星球如同

粉碎微小的碎片散落在這浩瀚的宇宙間，透過反射、折射星體們發出不同的光亮，

也講述著綺麗的神話傳說。 

 

    2010年、2011年陳慧嶠創作了一系列以鐵板和乒乓球為主的作品，她將對生

活中的感觸、經歷與閱讀，把這些繁複瑣碎的情感昇華回歸到最簡單的幾何創作。

透過作品的名稱、色彩或是她本人的構想皆能讓人與文學小說、神話故事、星座

和宗教做連結。2011年的個展「情欲幾何」總共展出了十二件作品，每件作品均

有它們所代表的星座，陳慧嶠利用黃道十二宮上星座不同的個性來為這十二件作

品標記上代表它們的那顆星星，這是後來她在佈置展覽時無意中去發現的巧合也

                                                
80 陳慧嶠。〈情欲幾何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1051/231。（2011年11月17日瀏覽）。 
81 孫曉彤，2011，頁34。 
82 陳慧嶠。〈玫瑰的名字雙人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950/231。（2011年11月17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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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有趣的想像。83這些作品和它們的命名是同步的，跟陳慧嶠近日的閱讀有

關，也與她長年研究占星的興趣有關，可以更明確地看出她將星象帶入了作品中，

乒乓球在這裡也就像是一顆顆的星星。 

 

 

圖3-28：陳慧嶠（2011）。〔守護者〕。乒乓球、朝陽紅烤漆、鐵板。30×3.5cm。

夏可喜當代藝術。 

 

    作品〈微物之神｜失落之神〉（圖3-29）取名自印度英籍作家阿蘭達蒂．洛

伊（Arundhati Roy, 1961- ）的第一本小說《微物之神》。「微物」意指生活中微

小的事物；瑣屑般的微細之物也常是令人容易忽略遺忘的，又有誰會真正地去在

乎呢？陳慧嶠透過閱讀裡得到的感動，與同儕藝術家作品中得來的靈感創作此件

作品；藉由紛紛的微物來標記和喚起一段記憶、一個事件或是一個人。一條條直

列的黃色和白色鐵板之間鑲嵌上一顆一顆的乒乓球，如同軌道上循序前進的粒子，

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一個事件是由許多細微的瑣事組成，在我們的心裡某事件

常常是會被記憶存在著，但其中的細節卻往往早已遺漏；這微小的事件就如同作

品中一顆顆的白色和橘色乒乓球，點綴排列在人們的過去裡。 

                                                
83 戴孝慈（2011/3/21）。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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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陳慧嶠（2011）。〔微物之神｜失落之神〕。乒乓球、皓雪白和極限黃珍

珠色烤漆、鐵板。80×80×4.5cm×2pieces。大趨勢畫廊。 

 

    小說《失去的地平線》是英國小說家詹姆士．希爾頓（James Hilton, 1900-1954）

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一位男子無意中進入一處與世隔絕的淨土「香巴拉」，進而

愛上了當地的女子，但男子依舊無法忘懷外頭的熱鬧與繁華，故事即發生在這種

種情緒的糾葛中。2011年陳慧嶠的兩件作品〈藍月〉（圖3-30）和〈香巴拉之約〉

（圖3-31）的靈感即是源自於《失去的地平線》這本小說。西藏古籍中曾記載人

間淨土的傳說──香巴拉王國，它隱藏在西藏北方雪山中之神秘王國，它是由美

麗的公園和城堡所構成，居民豐衣足食、生活和樂的理想國土。而後來的「香格

里拉」也就是藏語香巴拉的音譯，這一詞最早即是出現在小說《失去的地平線》

中；在藏語中「香格里拉」的意思即是「心中的日月」。84陳慧嶠將她對於藏傳

佛教認知的色彩帶進作品中，描繪著書本中所帶來的想像，關於那個桃花源及藍

月谷的遐想；在每個人的心中都存在有自我的世外桃源或烏托邦，它是我們一生

所追求的理想，所有的努力皆期盼能朝這美好境界更加邁進，也似我們與這未知

的宇宙訂下的盟約。 

 

                                                
84 陳蒼多 譯，200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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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0：陳慧嶠（2011）。〔藍月〕。乒乓球、湛晴藍珍珠色烤漆、鐵板。60×60×3.5cm。 

        大趨勢畫廊。 

 

 

圖3-31：陳慧嶠（2011）。〔香巴拉之約〕。乒乓球、綠橘黃珍珠色烤漆、鐵板。

2pieces ，80×80×4.5cm each。大趨勢畫廊。 

 

    上帝用了七天的時間創造世界，而在古埃及裡，七代表靈性與物質的結合；

七這個數字象徵了過程和成長，是宇宙潛藏的迴圈週期，經常可以發現七或七的

倍數與成長過程及原則的依據，它也代表著一個週期的循環。2011年的作品〈七

個晝夜〉（圖3-32），陳慧嶠以七塊黑色的鐵板水平排列成一直線，唯獨第五塊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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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則陷落在這一直線下，她解釋說：「這有七天一夜的意思，想法則是來自於小

說《藍與黑》和《一千零一夜》的心得感想。」85七塊鐵板上各鑲嵌有一顆橘色

乒乓球，就像似在一條地平線上浮露出的一顆顆半圓，而陷落於地面上的那塊鐵

板也就象徵了「失落的地平線」之意。 

 

 

圖3-32：陳慧嶠（2011）。〔七個晝夜〕。乒乓球、風擎藍珍珠色、銀砂黑銀粉色

烤漆、鐵板。7pieces，30×30×3.5cm each。大趨勢畫廊。 

 

    陳慧嶠鑽研占星學多年，她興趣於行星們的神話傳說、行星和行星間所產生

的相位以及宮位的影響，這不似坊間一般簡而易懂的星座占卜，這一門占星學理

論複雜且精深；而那些神話故事、星宿的相互影響或能量消長，與陳慧嶠此一乒

乓球系列也有著明顯的關連，透過作品的名稱既可以發現。〈晨星＃2〉（圖3-33）

意為金星，它是一顆人們在白天也能以肉眼看見的行星，象徵著愛情、婚姻、藝

術、美、和諧及人際關係等。每當我們被問到你是什麼星座？然後會回答「某某

座」，而我們所說的星座是依造自己出生日期而來的，也就是太陽星座。陳慧嶠

的太陽星座落在由天王星和土星守護的水瓶座上，而在四元素裡水瓶座屬於風象

星座；天王星象徵著無預期、變革、顛覆與分裂等，天王星的特質使水瓶座的人

                                                
85 戴孝慈（2011/5/31）。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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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獨行、叛逆但也創意無限，然而水瓶座的另一顆守護星「土星」就似它背後

的陰影，約束、限制著這不定性的風，使其去正視與面對人生中重要的課題。2011

年的作品〈風的陰影〉（圖3-34）即是闡述這樣的故事。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藉由〈晨星＃2〉與〈風的陰影〉，可以由2002年的作品〈遠

方的…〉（同圖3-25）和〈跳動〉（同圖3-26）看到乒乓球其發展演變的脈絡；就

形式而言〈遠方的…〉與〈跳動〉仍以單一塊鐵板與數顆乒乓球來做組合，利用

球體於板面上的擺置製造出律動感。2003年的〈64之外－蠢動〉則開始選擇以重

量較輕的不銹鋼板，切割成大小不一的四方形與乒乓球做結合；而2011年乒乓球

的系列，除〈晨星＃2〉與〈風的陰影〉延續了過去風格形式上的排列組合外，

其它同系列展出的作品中，於不銹鋼板和乒乓球的設計組合上，與色彩選擇的使

用配置相較於過去則更顯大膽與豐富。 

 

 

圖3-33：陳慧嶠（2011）。〔晨星＃2〕。乒乓球、萊姆金珍珠色烤漆、鐵板。 

         60×60×3.5cm。大趨勢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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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4：陳慧嶠（2011）。〔風的陰影〕。乒乓球、萊姆金珍珠色、絲緞金銀粉色、 

金銀銀粉色烤漆、鐵板。5pieces，20×20×3.5cm、25×25×3.5cm、  

50×50×3.5cm、85×85×3.5cm。大趨勢畫廊。 

 

    在陳慧嶠近兩年的創作裡，她暫別對針與線系列的探究，轉而將過去運用於

立體裝置創作中的兵乓球元素帶進畫面裡，透過鐵板與乒乓球組合的排列不單簡

化了媒材的使用，同時物件與物件間的結構也更趨純粹。對陳慧嶠歷年作品的研

究也同時觀察到，從針線系列過渡到乒乓球系列，無論是在想法上或媒材運用的

選擇上，她皆更突顯出駕輕就熟精準的技法與特有的表現方式。同時，從兵乓球

此系列的作品中研究者也觀察到陳慧嶠於創作上，由早期對於個人內在情感、愛

慾的看法感受，逐漸發展並轉化至對外在文學的想法概念，與永恆中宇宙星辰的

興趣探索；藝術家本身不再侷限於對自我情緒的抒發表現，跳脫出個人內在的框

架，透過文學的閱讀與對自然天體的著迷，陳慧嶠開始將文學、神話或宇宙星辰

玄秘的思維帶入創作裡。神話與占星在文化上皆非主流，占星術更是被歸類與巫

術、卜卦一類而被視為無稽之談。而在王家驥評論陳慧嶠的文章中則認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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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卻是她解讀自我的參考對象之一，她以研究者的角度探索占星，並內化成個人

的思考體系，進而在創作中，以此作為訴說個人內心世界的憑據。」86在占星學

中更充滿了許多瑰麗的神話傳說與圖騰符號，而這些材料因此也豐富了藝術家之

創作。 

 

3.3. 作品中的二元性  

 

    在1997年吳瑪俐的文章〈懷疑者的美麗追捕〉中，她既描述陳慧嶠作品中的

對立與矛盾，藝術家本身試圖擺脫女性的刻板印象，但其作品卻又時常給人有陰

性之氣質。872008年王嘉驥討論陳慧嶠的一篇文章〈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中

以「二元性」這個概念為她的創作加以詮釋。他指出在1990年期間「二元性」為

陳慧嶠創作之特質，並加以指出，「此一時期她創作的形式特色，主要透過媒材

物性的對立，譬如以玫瑰、羽毛、棉花、水、線等等，相對於以幾何構形的不鏽

鋼材、壓克力板、玻璃與針等材質，對應出生命／無機，暫時／恆常、無定形／

幾何，流動／不流動，柔軟／堅硬的二元宇宙。」88這個時期陳慧嶠利用媒材不

同的特性製造出材質間的對立與衝突，讓觀者乍看之下為美的作品，親近細究它

則有說不出的矛盾存在；譬如，在早期作品中陳慧嶠最具代表性的乾燥玫瑰花上

插針（同圖3-15），玫瑰有刺但它的刺長在其枝梗上，陳慧嶠將尖針插在柔弱的

花朵上突顯強烈的反差與對立，呈現一種行為的穿刺感，也仿彿是做儀式般的活

動。 

 

    1997年於伊通公園的個展「懷疑者的微笑」，可以經由此次個展觀察到陳慧

嶠逐漸由材料物質性的探討移轉至自我意識面的挖掘，這也是她第一次將「做夢」

                                                
86 吳垠慧，2008，頁A10。 
87 吳瑪俐，1997，頁74-75。 
88 王嘉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457/231。（2010年03月2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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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全面地發揮貫穿於展出間。作品〈在我之中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

（圖3-35）陳慧嶠特別訂製了四件大型透明的玻璃燈箱，箱子內盛滿了水，印有

雲圖案的透明片被放置於水底。以水做為創作素材，在陳慧嶠的作品中出現過幾

次；水經常反覆地出現於她的夢境裡；有時候是潛泳於深海中發現許多的奇珍異

寶，有時卻是矗立在懸崖上猶豫著是否縱身一躍而下的大海。在原初的神話中，

水是一種具有生命力與生殖力的物質，可以形成天地孕育人類；在原始宗教思維

與自然崇拜中，水也被賦予具有人格意志情感，與超自然的神祕力量。89水元素

象徵著情感，也是人最深刻最隱微的情感。流動的水被盛進了玻璃箱內定了形，

失去了它的自由；原本該是漂浮在天上的白雲，藝術家也把它們放進了玻璃箱中，

讓觀者透過水、光和折射來俯看雲，水中映出的美麗雲彩，但它卻失去了飛行的

意義與自由；陳慧嶠利用機械切割出來的玻璃箱當作一項容器，把流動的水和天

上的雲朵裝入進去，框限住屬於它們原本的自由；就如同人們於夢境中模糊的意

識分不清到底是真實抑或是虛幻，以為終於捉住了雲彩其實它又悄悄地溜走了，

於是藝術家選擇將這美麗的幻象制約、囚禁於作品中。 

 

 

圖3-35：陳慧嶠（1997）。〔在我之中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玻璃、水、雲

透明片、燈箱、鐵板、木料。425×1005×288cm。伊通公園。 

                                                
89 高莉芬，2004，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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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王嘉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評論中所寫，從1997年之後，陳慧嶠

逐漸脫開了由厚重的金屬或玻璃所構成的幾何承載框架。90媒材的使用上也愈趨

顯得精準與簡練，它抽取過去創作中所慣用的針線與乒乓球發展出兩樣不同的表

現形式，藝術家也經由對過去內在的認識和潛意識的瞭解，擴大到對自然界天空

星晨、文學著作甚至是宗教上的聯想。「二元性」這個概念來到此時期陳慧嶠的

創作中，媒材間強烈的衝突性已不再顯著，但其創作中「二元性」的特質仍未失

去，只是轉化為隱喻的象徵。 

 

    陳慧嶠2008年的個展「雙重火焰」則以大量電繡方式來創作，但早在1997

年她即開始嘗試將物件的形體，如：玫瑰、貝殼或是針電繡在絨布上（同圖3-18）。

在「雙重火焰」中，原來的具體物件已轉變為一條條的色線，藝術家不論是在情

緒的表現上或創作的手法上均將其簡化至最極簡的形式，利用電繡的技法織出屬

於私密的符碼。 

 

    不論是之前的創作或是後來以電繡形式的創作表現，細究作品的分析陳慧嶠

依然延續著「穿刺」的概念來發展，作品中帶給觀者纖細/危險、夢幻/脆弱、溫

暖/冰冷的感受依然存在著。電繡的表現方式雖然不再顯露出尖針的危險，但卻

反映了電腦運算和工業機器生產的無情與冰冷，藝術家將內心極為私密、脆弱的

情感以電腦製圖的方式，換算成一絲絲繡線排列出的圖形或線條，透過機器以儀

式般無情地反覆操作著，縫織出夢幻且美麗的作品。這樣的矛盾與對立，就如同

吳瑪俐〈懷疑者的美麗追捕〉文章中所描述的：「陳慧嶠的作品傳遞的如果是陰

性氣質，她的人則又似乎要擺脫女性的刻板印象；她若想藉圖像與材料去轉述生

命本質的感性與脆弱，她的處理手法卻是強／硬的，要把情緒框／限起來，而不

                                                
90 王嘉驥。〈藝術的織夢者—陳慧嶠〉。《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457/231。（2010年03月2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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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它發酵。」91 

 

    〈輕與重的震撼：無形的玩伴Ⅱ〉（圖3-36）是陳慧嶠2001年於台北當代藝

術館參展的作品，她運用大量的棉花在一面牆角間堆起了一座棉花山，棉花間散

落著無數顆的乒乓球（圖3-37）。以重量來論的話乒乓球和棉花都是很輕盈的物

件，但乒乓球為一面與面相連結的球體，而棉花則為蓬鬆飽含著空氣的棉絮，這

兩樣物件一實一虛。藝術家將大量的棉花聚集堆積在一起，改變了人們對其原本

輕盈的印象，卻製造了另一種想像的空間。陳慧嶠透過乒乓球和棉花這兩樣媒材

特性，遊戲於輕與重、虛與實二元性之間。 

 

 

圖3-36：陳慧嶠（2001）。〔輕與重的震撼：無形的玩伴Ⅱ〕。乒乓球、棉花。台

北當代藝術館。 

 

 
圖3-37：陳慧嶠（2001）。〔輕與重的震撼：無形的玩伴Ⅱ（局部）〕。乒乓球、棉 

花。台北當代藝術館。 

                                                
91 吳瑪俐，1997，頁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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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與2011年陳慧嶠發表了一系列乒乓球和鐵板組合的作品，這也是她在

創作上持續發展的另一條創作脈絡。在媒材的選用上陳慧嶠並不會去賦與特別意

涵，僅僅根據她的需的選擇平日裡熟悉的物件來創作。乒乓球這個媒材由作品〈輕

與重的震撼：無形的玩伴Ⅱ〉（同圖3-36）棉花堆裡輕盈的玩伴到〈知覺的泡泡—

在結束中開始〉（同圖2-14）裡的橘色泡泡，又轉變成〈跌落的聲音Ⅱ〉（圖3-38）

中想像的聲音，而2011年的個展「情欲幾何」裡藝術家將生活中經驗的細微情緒

和感受以一顆顆的乒乓球做為一種標記，嵌鑲入幾何的鐵板間。 

 

 
圖3-38：陳慧嶠（2006）。〔跌落的聲音Ⅱ〕。乒乓球、紅色烤漆、鐵板。 

伊通公園。 

 

    「情欲幾何」這個命名本身既存在有二元的對立性。「任何一個念頭都是情

欲。」陳慧嶠如此定義著，而如此一來，所謂的「情欲」幾乎無所不在：電光石

火之間，成千上萬的情欲心念都可能生發或破滅。92「幾何」，則是要透過精密

計算而得的形體，是完整成熟卻冰冷的手段。就如同孫曉彤〈在那些點點之間—

閱讀陳慧嶠的「情欲幾何」〉文章裡所述：「在情欲的幽微和曖昧中，有些什麼東

西好像就這樣規整了、被理解了、被定義了。」93陳慧嶠「情欲幾何」的個展不

                                                
92 見：孫曉彤。〈在那些點點之間—閱讀陳慧嶠的「情欲幾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1066/231。（2012年04月30日瀏覽）。 
93 孫曉彤。〈在那些點點之間—閱讀陳慧嶠的「情欲幾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1066/231。（2012年04月3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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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生活中經驗和潛意識之想像持續發展外，更透過多年來的閱讀與鑽研占星的

喜好帶進此次創作裡。 

 

    多年來陳慧嶠閱讀了大量心理學、神話學或占星學相關的書籍，從中學習去

認識與瞭解不同的自我，透過觀看他人的星盤和生命經驗去反思自己 。陳慧嶠

說：「不管是朋友或情人，人們都在尋找另一個自己，然而那究竟是自我的投射

抑或是宿命深刻的存在，是尋找失去的另一半或對圓滿的無盡渴求，端看個人的

理解和選擇。」94在星盤裡也有著二元性相對的存在，每一個星座的對宮都是固

定的，對宮本身的涵義就是一種能量的兩種不同表現方式，彼此有互為參照，互

為補充的意義。如果說本命宮95是自我的話，那對宮則是自我的影子，也就是自

我隱藏的另一半人格，即是自我公開的敵人，因為對宮除了補充同時也具有對立

的涵義。在陳慧嶠發展乒乓球此一系列的作品裡，詮釋的二元性概念即與占星學

有著明顯的關連存在。 

 

3.4. 相遇雲端上  

 

    2012年的春天，陳慧嶠受邀於台北關渡美術館舉辦個展，其安排展出的空間

較特別，為圓形兩層樓挑高的空間（圖3-39）。從草圖的構思到真正動工施作，

過程前後陳慧嶠共設計了兩次圖稿，幾經思量後才做出最後定稿，時間雖緊湊但

從材料的收集到製作卻意外地順利；期間筆者目睹陳慧嶠由繪製草圖到動工施作，

過程裡來來去去的大小瑣事龐雜，24年來處理伊通公園行政事務的經驗練就了陳

慧嶠處理事務的幹練與精確，創作中的她宛若有無限的能量圍繞、閃耀著。 

                                                
94 見：孫曉彤。〈在那些點點之間—閱讀陳慧嶠的「情欲幾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37/1066/231。（2012年04月30日瀏覽）。 
95 本命宮：上升點所在的宮位即是本命宮。上升星座則是一個人出生時，地平線上的星座，也 
   是一個人給別人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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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9：台北關渡美術館。 

 

    「樹上的雲」為此次個展的名稱。陳慧嶠在其自述裡這樣描述：「樹上的雲」

是以電繡、影像輸出及空間裝置的方式，運用簡單的圖像，譬如雲朵、球體、飛

鳥和大海等，表現出以宇宙星晨作為造型符號的自由感性聯想；並透過「詩」與

「影像」相互合併的概念—影像經由詩或詩經由影像—而連結出的視覺映像。96

一直以來在陳慧嶠的作品裡總有一縷詩意存在著，輕輕地迴盪在作品之間像似在

低語些什麼。 

 

    詩人並非以獨有的「創造性」來寫詩，而是像科學一樣表明某種已存在於自

然秩序的事物，這與現今的科學有相同的邏輯觀。我們可從大量的詩篇中察覺某

些反覆出現的意象，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詩人模仿了自然界中的某種統一性。97

於Frye, Northrop所著的《批評的剖析》中認為，「文學的詩歌也是一種神話的延

續，當文學演進至詩歌的階段，不再只是模仿自然現象的文集，而是文明人類的

技術活動之一，其表達的基礎是隱喻技巧，若是更謹慎的說，詩歌是以象徵的手

                                                
96 陳慧嶠。〈樹上的雲 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1300/231。（2012年5月9日瀏覽）。 
97 林怡君，2008，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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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詮釋詩人內心的情感，每一首詩歌都有其象徵的主體意象。」98夢境顯現的

是人們潛意識裡的影像，對陳慧嶠而言夢也是她創作想像的起點，在這個極為私

密的空間裡，夾雜了無數的想像、靈感與創造等，再再地激發著藝術家的創作，

將潛意識裡的意象由抽象的世界帶入現實世界中；就如同詩人透過文字將想像、

幻影或者是影像等敘述呈現。 

 

    「樹上的雲」，可說是陳慧嶠將針線與乒乓球兩系列作品做一匯整。〈無形玩

伴#1、#2、#3、#4〉為針線創作表現，陳慧嶠以過去在作品裡所呈現出的技法再

次書寫創作。在作品〈無形玩伴#1〉（圖3-40），金黃色的繡線、銀蔥線纏繞著棉

花上一根根的細針；〈無形玩伴#2〉（圖3-41）裡，雪白柔軟的人造纖維上露出一

根根的尖針；〈無形玩伴#3〉（圖3-42），在白色的麂皮縫上間距不等的橫條繡線；

〈無形玩伴#4〉（圖3-43），同樣運用繡線縫於麂皮所產生的輕浮雕效果，描繪出

宇宙星晨的玄秘。〈無形玩伴#1、#2、#3、#4〉「有一共同的訊息來源，那就是「光」，

繡線中隱隱透出的光對應於大自然雄渾的光，讓人聯想到一種擬象的引誘。」99

〈無形玩伴#5、#6〉（圖3-44）（圖3-45）則以乒乓球和鐵板組成，是近兩年陳慧

嶠創作之表現形式，將情感與媒材內斂至最極簡的風格；〈無形玩伴#7〉（圖3-46）

則為一系列四張影像輸出的圖片：雲朵、球體、飛鳥和大海併置一起，它們均為

具體的形像，但在陳慧嶠歷年的創作裡，她將這些形體的意象利用隱喻或是轉喻

的方式帶進作品中；藝術家將這些意象轉化並簡化，以最簡潔、寧靜的形式反映

出心底最深層的渴望。 

                                                
98 陳慧 譯，1998，頁21。 
99 蕭淑文，2012，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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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0：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1〕。棉花、針、銀蔥線、黃繡線。90×90×6.5cm。 

        關渡美術館。 

 

 

圖3-41：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2〕。人造纖維、針。90×90×6.5cm。 

        關渡美術館。 

 

 

圖3-42：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3〕。麂皮、黃繡線、白繡線、電繡。 

         90×90×6.5cm。關渡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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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3：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4〕。麂皮、銀蔥線、白繡線、電繡。 

         90×90×6.5cm。關渡美術館。 

 

 

圖3-44：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5〕。鐵板、乒乓球、烤漆。60×60×5cm。

關渡美術館。 

 

 

圖3-45：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6〕。鐵板、乒乓球、烤漆。4×80×4.5cm。 

         關渡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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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6：陳慧嶠（2012）。〔無形玩伴#7〕。相紙輸出、水晶裱。30×20cm each,  

         4pieces×6.5。關渡美術館。 

 

    以〈無形玩伴#7〉（圖3-46）此四張影像作為發想，陳慧嶠構思出一樓展間

中的〈雲端〉與〈航行〉兩件新作。在Hubert Damisch的著作中描述說：「雲是輕

盈、易逝的且不定形的。雲為各類的想像、夢幻提供了一個特別適宜的載體，但

並不是因它的輪廓，而是因其與線性秩序相違的物體本質，因這種本質永遠在尋

找一個形狀。」100 

 

雲端，是形容極高的天空，係近年科技應用上的一個新名詞，是一款採用應

用程式虛擬技術的軟體平台，通過該平台，各類常用的軟體都能夠在獨立的虛擬

化環境中被封裝起來。陳慧嶠的作品〈雲端〉（圖3-47）是由十二張桃紅色蓬鬆

的充氣沙發，中間擺放著一圓形的桌子，桌面上由一根根細針與交纏的銀蔥線插

於白色棉花上所組成。透過藝術家心靈中的美好場景由想像帶進現實，佈置一處

充滿詩意、清靜美好的空間，她邀請觀眾進入，在這裡你可以倒入沙發中對夢產

                                                
100 董強，2002，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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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懷疑、對自由無限幻想，或是坐在地面上俯瞰桌上流淌下飛舞的絲線、抑或抬

頭仰看天井灑落下的閃閃天光（圖3-48）。〈雲端〉有別於陳慧嶠過往的作品，「這

件作品在形式上更具有某種主動敞開的意味，相較於藝術家經常使用的一種幾近

壓抑的理性手段，在隱晦中暗藏她個人豐沛的直覺感知或情欲獨白，極為保留她

個人私密的思考內裡，很難為觀者所知」101，在這件作品中藝術家主動地邀請觀

者進入，親自去觀看、去感受、去想像，更進一步地去體驗這個空間與氛圍。 

 

 

圖3-47：陳慧嶠（2012）。〔雲端〕。INTEX充氣沙發、針、銀蔥線、棉花、木座、 

地毯。540×540×75cm。關渡美術館。 

 

 

圖3-48：陳慧嶠（2012）。〔雲端〕。INTEX充氣沙發、針、銀蔥線、棉花、木座、 

   地毯。540×540×75cm。關渡美術館。 

                                                
101 吳嘉瑄，2012，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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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9：陳慧嶠（2012）。〔航行〕。LED、塑膠、橡膠（飛機涼扇）、鐵板、烤漆。 

70×130×12cm。關渡美術館。 

 

    〈雲端〉左側牆面上擺置了另一件作品〈航行〉（圖3-49），銀灰色雲形狀的

鐵板上羅列著七架電動小飛機，它們排列分布成北斗七星的杓狀，機身上閃著

LED燈的亮光。「北斗七星是由大熊星座七顆明亮的恆星所組成，分布成杓形，

用直線把杓形邊上兩顆星星連接起來向杓口方向延長約五倍的距離，就會遇到小

熊座的α星，即是現在的北極星」102；循著北斗七星人們可以找到北極星，所以

它有指示方向的意義。陳慧嶠利用這七架小飛機在雲上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狀，

指引觀者欣賞的樂趣、指引想像的發生、或許也是指示著藝術家生活裡的某段經

驗故事。 

 

有位能觀看前世今生的心靈諮商（Bruce J. Allen）告訴陳慧嶠，他說陳慧嶠

好幾世都是歐洲人。最近的一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8月—1918年11月）

英國空軍的飛行員，他非常英勇善戰也非常熱愛這份職業與飛行，後因偵察任務

受了重傷無法再飛行。〈航行〉和〈雲端〉是由針線與乒乓球系列中歸結發展而

出的作品；也許是無法忘懷前世那翱翔於天空的夢想之翼，或是一種對於自由的

渴望，作品裡一樣有著陳慧嶠創作中慣有的詩意、陰性氣質與矛盾二元性，藝術

家藉由創作誘發內在心靈的感性思維，卻以理性幾何的手法將其框限、凝結於創

                                                
102 吳佩俞 譯，2008，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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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間；擺盪在「真實世界」和「想像世界」的交界點上，也是促使藝術家透過作

品去詮釋生活裡枝節末葉的生命經驗。 

 

    如前所述，從極簡主義開始，研究者一路談及在創作上受到極簡主義影響的

林壽宇和莊普，再至師承於兩位藝術家的陳慧嶠；不可諱言地，在陳慧嶠的創作

中並非直接與極簡主義產生關係，但其卻也間接地吸取了極簡主義中所強調回歸

物體最原初的本質，呈現出理性、純粹、簡化等之表現形式；她也以現成物的運

用於創作上製造隱喻之特性。研究者藉由爬梳陳慧嶠作品中深具代表性的兩大現

成物「針線」與「乒乓球」，作一分類說明其創作過程之轉變。 

     

    「以針為筆，以線為墨」，陳慧嶠在一針一線的往復穿引中行進著時間的過

程，也將其「穿與刺」的理念呈現於作品中。反觀針線較為陰性特質的表現，陳

慧嶠同時也發展著另一條以幾何形體來結構的作品表現形式，將內在繁瑣的情緒

思維化約成簡單、純粹的幾何造型來作呈現，一種介於形式與思考間的協調。夢

境、神話與占星是陳慧嶠創作發想的源頭，因為興趣與潛意識裡的鼓動，透過相

關的閱讀和研究也帶領其創作由個人內在走向了自然宇宙，於是接下來的章節裡，

研究者將以「原型理論」和「積極想像」來探究、分析其與陳慧嶠作品間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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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型與積極想像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為瑞士著名的心理

學和精神病學家，亦是分析心理學派的創始人。早年跟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研究潛意識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後兩人在看法上相歧，於

1914年之後正式分離。榮格從其臨床治療中發現古代神話與人的潛意識之間，在

某些語言及對象有相似之處，似乎有共同的因素，吸引他進一步遍覽各民族神話

傳統與宗教經典。103榮格環遊世界旅行，在不同的文化接觸中思考文化與民族心

理學的課題，也思索著東西方心靈互補及互通之處。104 

 

    本章節主要以榮格之原型理論（archetype）來探討陳慧嶠創作理念之源頭。

以其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相關的原型作為開端，先行瞭解原型在

人類潛意識中如何作用，再藉由此觀點來詮釋和釐清夢、神話與占星於陳慧嶠創

作中的重要影響。 

 

4.1. 集體潛意識與原型 

 

   	 原型被用於心理學中是於二十世紀初由榮格開始，榮格認為，「原型是許多

概念之內在普遍範型，一個原型會連結許多記憶與詮釋而形成情結（complex）；

他將原型和集體潛意識結合討論，但也分開說明，他認為原型是構成集體潛意識

的內容，並強調集體潛意識是由本能及相關物、原型等三個總和所組成。」105	 

 

榮格認為人格結構由三個層面組成，意識（自我）、個人潛意識（情結）與

                                                
103 陳世芬，2006，頁95-96。 
104 趙庭鈺，2009，頁31。 
105 見：常若松，2000，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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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潛意識（原型）。自我是人類意識的中心，對所有事件之覺知；個人潛意識

包括所有壓抑的、尚未發展的內在驅力本能慾望，及源自嬰兒期的記憶（類似佛

洛伊德的「本我」）106。 

 

    「集體潛意識」是人格結構裡最底層的潛意識，包括祖先在內，世世代代的

活動方式與經驗存在人腦中的遺傳痕跡；它在人類的心靈內自成系統，有其獨特

的運作方式及功能。榮格也曾以海島作比喻，「形容意識仿佛漂浮在浩瀚無際的

潛意識海洋上的一座小島，露出水面的是人所能感知到的意識部分，而海浪拍打

潮來潮去水面下可露出來的地面則是個人潛意識，在海島最底層作為基底的海床

就如同我們的集體潛意識。」107 

 

「集體潛意識」是榮格對心靈內神秘的領域所做的假設，榮格在不同文化中

的神話發現皆有相似的主題反覆出現，而在人們平日的夢境中也經常出現有與神

話相似的象徵，於是他進而推斷出人類心靈之潛意識在某部分裡是相關聯的，也

就是榮格所謂的「集體潛意識」，它是人類整個精神之遺產，隨著時代的變遷在

每一個大腦結構中不斷地更新儲存。 

 

王秀絨在其文章〈原型藝術治療之理論〉既指出，「集體潛意識反映的是人

類的「原型過程」（archetype processes），是人類先祖歷經三百萬年掙扎存活所累

積的知識與經驗之貯藏庫。」108在此也反映出榮格所提出的原型是隨著歷史時間

的洗滌，人類會遭遇類似之危機處境，但人的心靈會由過往的經驗中找尋到解決

問題的方式，也就是一種潛意識解決的方法，它們經常也是經由象徵性的形式表

現出來，如夢的意象或做白日夢，然後再由自我意識將之進行整合。 

                                                
106 王秀絨，2011，頁4。 
107 C. Jung，1965，頁63。 
108 王秀絨，2011，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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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一詞最早出現在亞歷山大城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 20 BC 

~50AD）說明關於人類心目中的上帝形象（Imago Dei）；而古希臘神學家伊里奈

烏斯（Irenaeus）的文章中，也曾以原型詞彙說明上帝如何創造萬物，他是這麼

描述的：「創造世界的造物者，不是直接依照自己的樣貌造物，而是仿造自身以

外事物的原型所創造。」109除此之外，在古希臘雅典法官迪奧尼西思（Dionysis）

也曾重覆提及原型一詞，如精神上的原型（Immaterial Archetype）、原型石

（Archetypal Stone）等用法。110林怡君指出，「這些古老時代的原型詞彙用法，

幾乎都和上帝脫離不了關係，凡是存在於世界上的有形、無形、有生命或無生命

的事物，皆認為是出自上帝之手；上帝一詞可說是代表了世間萬物最原始與最初

的淵源。」111由此說明原型一詞指的是事物存在的目的，亦為事物之本質。 

 

    榮格認為原型是集體潛意識的基本要素和內容，這是所有人對情境或刺激所

呈現的普遍一致性的潛意識傾向，原型是由人類心靈原生、天生和遺傳下來的112；

但並非是遺傳的觀念，而是心理顯現的本能，是一種形式和內容經由祖先們的經

驗不斷重複累積而來的，我們每個人都潛存著無數的原型。在Radmila Moacanin

一書中也詮釋了榮格所指稱原型的轉化還有其豐富的形式113： 

 

      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這些經驗由於不斷地重覆而被鏤刻	 

	 	 在我們心理結構中。…並不是內容充實的意象形式，最初只是作為內在空白的	 

	 	 形式。僅僅代表一定類型的知覺和行為的可能性。當一種與特定原型相對應的	 

	 	 情境出現時，這種原型就被激發，並不可抗拒地顯現出來，它像一種本能性的	 

	 	 衝動，衝破一切理智和意志…。114	 

                                                
109 R.F. C. Hull，1971，頁23。 
110 R.F. C. Hull，1971，頁23。 
111 林怡君，2008，頁6。 
112 陳世芬，2006，頁108。 
113 Radmila Moacanin，2003，頁94。 
114 Radmila Moacanin，2003，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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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生活中普遍又不斷反覆的認知或行為就是原型，而原型就是本能潛意

識意象，也就是本能的行為模式。115換句話說，我們將原型解釋為不斷重覆的相

同行為模式，且由於人類自出生那一刻便開始反覆經歷這些形式，長期的學習下

使原型模式形成自然的反應，也就是所謂的本能反應，當生活中特定的情境出現

時，我們下意識地就會做出反應。116原型本身並不會直接表示出來，通常它會透

過幾種不同的形式顯現，例如夢境、幻想或是錯覺。夢是原型內容的主要來源，

夢境中所產生的主題經常會使我們無法根據個人過往之經驗來瞭解，但這些主題

卻與神話或原始之意象有所關連。也由於原型的意涵較為抽象，且不容易掌握，

因此榮格以神話以及種種擬人化的意象來描述它，以方便我們探知原型心理的運

作方式，進而幫助個人成長。在趙庭鈺其文章中則說明了：「原型意象並不等於

原型本身，它們只是原型呈現的某些外在表現形式而已，也就是說原型是普遍的，

每個人都能繼承相同的基本原型意象，但這些原型意象因結合了每個人不同的經

驗與周遭世界的互動關係，而顯現了不同的差異。」117 

 

    隨著時代轉變種族分化之後，不同的種族間之集體潛意識也隨之有所差異，

但就大前提之下不論這些意象如何改變，其基本的模式仍然維持不變。原型直接

地影響著人的意識行為，但它卻深藏於集體潛意識裡，唯有藉由分析和詮釋象徵，

譬如：夢境、幻想、神話或者藝術等，從中去獲取集體潛意識的知識與經驗，而

潛意識裡的象徵性想像也是人類在實現個體化中的創造性泉源。 

 

    此外，「原型」一詞只能夠間接地應用於「集體表現」，因為它指的只是那些

尚未經過意識加工的心理內容，所以還是心理經驗的直接材料。118原型所表現出

                                                
115 常若松，2000，頁56。 
116 林怡君，2008 ，頁7。 
117 趙庭鈺，2009，頁36。 
118 馮川 蘇克 譯，2011，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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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形式可以準確無誤地揭示出意識加工所施加的品評估價的影響。119一如我們

在夢及異象中所遭遇的，它們的即刻具體化遠比在神話中更加個體化、更加不易

理解、更加幼稚。從本質上講，原型是一種經由成為意識以及被感知而被改變的

無意識內容，從顯形於其間的個人意識中獲取其特質120 

 

    榮格有系統地研究意識深層的結構，藉集體潛意識和原型闡述人類心理。榮

格認為，「人類有共同的夢，神話就是這共同夢的表達，神話經年累月沉靜在意

識的底層，一方面反映集體的心理，另一方面象徵普遍的經驗，此經驗以意象的

形態出現，即為原型。」121榮格在研究分析患者的夢境時，發現夢是通往潛意識

的道路，它具有潛意識的補償作用；當一個人在夢境中顯現的像，那其實是潛意

識裡的像，將它帶出到意識面上，所以發揮了其補償作用；而夢境中也有共同的

因素，即原型，或集體潛意識的內容。 

 

4.2. 夢中的潛意識 

 

現在是前人們以無數的神話與故事經驗創造的今日，時間也並非持續單向地

流逝，只因人類與生俱來即擁有著儲存時間的寶庫，我們將逝去過往的時間編織

成神話與故事，埋藏為記憶與夢境；就如同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曾經說過的：「腳不能到達的地方，眼睛可以到達；眼睛不能

到達的地方，精神可以到達。」122這也就是想像和夢的魅力，它使我們得以用記

憶取樣著過去的年華，而用想像生活在時間線的另一端。 

                                                
119 馮川 蘇克 譯，2011，頁24。 
120 徐德林 譯，2011，頁7。 
121 見：陳世芬，2006，頁97。 
122 周宇，2007，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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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夢、神話與占星學陳慧嶠長年來執著她的好奇，這些研究也象徵著她於

藝術創作中的魔幻密碼，她由夢境、神話、星辰或文學著作中獲取創作的題材，

將具象徵性之符號或內化提煉後的元素帶進作品中。歷年來陸續有許多文章與評

論談及關於陳慧嶠之創作經驗，從作品中試圖去探索、觸及藝術家心中原始的慾

望與想像，但終究真正的故事、真正的解答依然深藏於藝術家心底。而夢境、神

話與星座就如同魔魅般如影隨形地緊跟著藝術家本人，任由其在她的潛意識中發

芽生根。夢境中所產生的象徵為陳慧嶠創作的靈感來源，及她對神話與占星的喜

愛，於其創作中皆為重要之因素，故以下小節裡將分別以「夢」、「神話」與「占

星」來剖析陳慧嶠作品中的圖像與其中元素象徵性的再現機制，進而以相關理論

整理詮釋藝術家的創作。 

 

4.2.1. 夢的理論 

 

夢是廚師，烹調靈魂維持生存必需的滋養品。不論我們用什麼方式分析夢，

這個廚藝依然故我。我們自己就是夢的素材。123 	 	 

	 	 	 	 	 	 	 	 	 	 	 	 	 	 	 	 	 	 	 	 	 	 	 	 	 	 	 	 	 	 	 	 	 	 	 	 	 	 	 	 	 	 	 	 	 	   希爾曼（James Hillman） 

 

    夢境是一齣由潛意識所主導的舞台劇，故事的內容連繫著古老與現代的神話，

人類的真面目即隱藏在這裡；在夢裡人們不受自我意識的支配，可以卸下心防和

面具，創造出天馬行空的想像；也只有夢境能給予人求取自由的權利，縱使多麼

毫無條理或沒有連貫的夢，人們的慾望與精神皆有舒展的作用。 

 

人類似乎從懂得使用文字之初就開始紀錄夢。最古老夢的紀錄是亞述帝國和

巴比倫帝國的夢書。這些書存放在巴比倫國王阿舒巴尼帕的尼尼微圖書館（The 

Royal Library of Ashurbanipal）內，其中不少流露著憂懼，恐怖惡魔和亡魂所帶
                                                
123 薛絢 譯，2000，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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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夢是不祥之召。古埃及人也認為夢是一種預警，卻相信夢是直接從神祇而來，

不是惡魔或鬼魂造成的。作夢的人若要避開災禍，必須以苦行自懲，或向神祇獻

祭，但諸神也有義務答覆做夢者的疑問。Anthony Stevens《夢：私我的神話》一

書中指出，「埃及人認為，含惡意的夢雖然也有，但大體上夢都是表現善意的；

埃及人也是已知的古文明之中最早實行孵夢（dream incubation），以誘發某個特

定問題或需求，如生病、療病相關的夢。」124對於夢的好奇與神祕，從古至今許

多的專家學者也試圖嘗試對它進行分析與研究。二十世紀透過動物行為學及腦電

圖等各項發展研究的分析，使我們對於夢的本質及功能的理解徹底改觀。 

 

   	 以「夢」作為探究心理事件的潛意識層面之先驅，即是廣為人們所知曉的奧

地利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他認為夢是由「顯夢」

（manifest dream）及「隱夢」（latent dream）組成。前者乃夢的表面形式，像經

過扭曲與偽裝的「密碼」，以表現隱夢。125佛洛伊德的學說認為，人們真正的思

想，人的真正面目是隱藏在潛意識及夢裡的，他以為真正了解一個人，就必須先

了解他的夢。126 

 

    將「夢」這個概念走得更遠更精深博大的則是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家榮格。榮

格反對佛洛伊德以性慾來解釋一切人類行為的作法，而發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

理學」127，研究心靈的結構與動力。榮格要我們時時觀察夢的神秘本質，它存在

於我們所理解的心與腦、意識與潛意識、個人生命與超乎個人生命的邊境上。128

榮格稱這深層的真實為「兩百萬歲的本我」，認為它必然蘊含在我們做的每件事、

說的每句話、轉起的每個意念之中。這個從遠古留存下來的元素，在我們做夢時

                                                
124 薛絢 譯，2000，頁18。 
125 莊傑仰，2007，頁144。 
126 莊傑仰，2007，頁143。 
127 榮格將「分析心理學」視為釋放創造力和促進個人心理發展的治療方法，藝術、歷史、神話、   
   哲學等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它已超越一般心理學的局限，而強調人類的宗教性本質，並指 
   引出一條如何開展神性的道路。 
128 廖婉如 譯，2006，頁3。 



 

 

 

 102 

最為活躍。榮格也強調夢具有一種補償作用，夢不是偽裝和欺騙，而是一部用特

殊語言寫成的書。在夢的分析上，榮格強調不應該僅侷限於單獨的夢，而是要關

注夢的系列，注重分析與個人有重要影響的夢。129 

 

    而起源於20年代法國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就是受到奧地利心理學家

佛洛伊德的影響，認為人類的行為除了是受表面環境及邏輯的影響外，在一定程

度上更受到了我們的潛意識所影響。130「因此超現實派的畫家認為，藝術的工作

就是要透過作品來呈顯無意識的世界；用一種奇幻的宇宙來取代現實，用一種夢

般的、非邏輯的程序來調劑現實，創造一個超越的現實。」131人的真正面目，是

隱藏在潛意識及夢境裡的。超現實主義畫家相信繪畫不應受理性及傳統所束縛，

於是便嘗試在繪畫中融合現實及內心世界的景象。132 

 

    Anthony Stevens著作中對於夢有這樣的描述：「夢能發明記憶，存取記憶，

把記憶翻轉過來，和記憶戲耍，超越記憶。我們的夢中發生的事情會鼓動原型，

運用原型的古老智慧和能量，使我們的人格在無形中轉變。」133受到佛洛伊德、

榮格等心理分析學家理論研究的影響，藝術家開始在創作中大膽地向自我內在告

白，挖掘並追溯更深層的自己。藉由藝術家靈敏的心思開始去關注及明白我們深

藏內心深處對自身之反影或反射－人類潛意識的存在；將生命中的領悟、感受之

經驗轉化為藝術的創作。 

                                                
129 薛絢 譯，2000，頁83。 
130 莊傑仰，2007，頁143。 
131 莊傑仰，2007，頁143。 
132 莊傑仰，2007，頁144。 
133 薛絢 譯，2000，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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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夢的發想 

	 

陳慧嶠十分重視平日的夢境，她藉由夢境來梳理自我的思考，也從中去認識、

瞭解自我。1997年「懷疑者的微笑」自述中她說，做夢，遂成了一種單獨潛在的

自動作用的機制。我放任自己於夢中，從瞬間墜入另一瞬間，在沒有時間的深淵

裡，形式和聲音都在那裡。在夢的意識、邊際間，不時有個音節在躍動，詞語從

空處發聲，我始終看不到那隱蔽的形影，只聽到如潮汐般的聲響，不是預見的感

觀，彷彿說著在辨認我時也把你自己辨認，你存在我才存在；由此開始你的未來。

134陳慧嶠很習慣作夢，而這些夢境也是她創作靈感中最好的素材。平日裡她會將

夢中殘留的影像書寫記錄下來，創作時再以這些文字或圖象草稿用作素材，在這

看似循環的轉換中，亦是藝術家心靈思維反芻的作用。 

 

    雖然陳慧嶠並非直接地將「夢」這個議題帶入作品裡，但卻是其創作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之一。在陳慧嶠的作品中，那些被圈禁於透明玻璃箱裡或鑲嵌在堅硬

不銹鋼間的玫瑰花、羽毛、白雲或水等，材質間看似矛盾其實卻是間接地反映出

藝術家這個人與她的夢，也是心底最深的渴望。陳慧嶠以「夢」這個概念貫穿她

整個創作的歷程。 

 

    1995年於伊通公園陳慧嶠發表了首次個展「脫離真實」，開啟了她將「夢」

實踐進作品裡，但真正將這一概念擴大發揮卻是在1997年「懷疑者的微笑」的個

展。陳慧嶠的創作自述也曾紀錄，「做夢」遂成為一種單獨潛在其自身中的自動

機制，在意識的邊緣下持續著她的夢，與夢共生共長；藝術創作儼然成為藝術家

所投下的影子，將其實體及一切形體之精神幻化進入作品之境。 

 

                                                
134 陳慧嶠。〈懷疑者的微笑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statement/37/102。（2009年07月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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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嶠在1995年「脫離真實」的個展中展出了一件直接以「作夢」來命名的

作品〈作夢與作夢者〉。〈作夢與作夢者〉（同圖2-8）是由一不鏽鋼材質製成的大

立方體間鑲嵌進一玻璃燈箱。而和〈作夢與作夢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1997

年個展裡的作品〈在我之中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圖4-1）。與〈作夢與 

作夢者〉相同處在於兩次藝術家都使用了雲和水兩種相同的元素，但〈在我之中

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則以玻璃水缸的透明性來作呈現（圖4-2）；透過玻璃

的穿透性與光線的折射，進入這空間中觀者看見了雲朵，彷佛伸手去抓即可碰觸；

但現實是藝術家將原本該屬於天空的雲朵囚禁在水中、在地上、在玻璃箱內，失

去了它該有的自由。在與陳慧嶠的訪談中她談到，有段時間她經常反覆作著一個

潛游至海底的夢，在那裡她看到了許多珍奇的寶物或是發光的電視機，好奇極了，

試圖想要伸手去抓，但心底另一個聲音卻又制止了動作，深怕自己一旦碰觸這一

切美好也就瞬間消失。當人們在現實中的壓抑得不到釋放時，他便尋求另一種形

式的解脫，求助於他人不可觸及的精神世界──夢。如常若松於著作裡分析夢境

所形容，「在夢中，空間與時間都成了隨心所欲的創造，現實中的衝突和矛盾在

這裡自由自在地表現，潛意識即從幽深的海床中伸出觸角」135；而創作本身即是

向觀者訴說作者的思維情緒，是一種既真實又原始的經驗。 

                                                
135 常若松，2000，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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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陳慧嶠（1997）。〔在我之中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玻璃、水、雲透 

 明片、燈箱、鐵板、木料。425×1005×288cm。伊通公園。 

 

 

圖4-2：陳慧嶠（1997）。〔在我之中在我之外在空間的空間裡（局部）〕。玻璃、 

       水、雲透明片、燈箱、鐵板、木料。425×1005×288cm。伊通公園。 

 

    1997年〈空中的火焰〉（圖4-3）這幅作品，陳慧嶠以紅絲絨線將玫瑰的樣式

電繡於白色絹布上，這一朵朵嬌豔的絲絨玫瑰在燈光的照射下會隨著觀者走動變

換位置，明暗凹凸變化也不盡相同（圖4-4）。象徵美麗與愛情的玫瑰，藝術家將

其綻放最美麗的那一瞬間凍結入畫面中；在華麗的糖衣包裹下，乍看一朵朵綻放

在白絨布上的血紅色玫瑰，又宛如飛濺在白布上的鮮血，令人不寒而顫。玫瑰花

這個元素在陳慧嶠早期的創作中既已經常出現，她發現當橘色的玫瑰乾燥後意外

地變得血紅，將大頭針扎在上頭有種似心痛般的快感。多年之後，玫瑰花的意象

出現於其夢境裡：「畫面環繞著一民國初年的大宅院內，我在夢的外頭觀看，夢

中卻又同時存在著另外的兩個我，與一布面半身模特兒的支架，模特兒胸前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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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扎滿針的玫瑰，夢裡我意識到這將會是未來我倆相認的信物。」136這也是第

一次陳慧嶠在自己的夢境裡看見自己的作品。紅玫瑰在古希臘神話中是愛、激情

與慾望的象徵，而被玫瑰刺傷代表愛情的傷口。玫瑰英文為「rose」與愛慾「eros」

兩字只是字母的不同排列而已，因而玫瑰與愛慾難分難捨，但在愛與慾間玫瑰其

實也藏有另一絃外之音被使用作為「秘密」的象徵。137 

     

    夢中所產生的意象，比清醒時的概念和經驗都還要來得生動與逼真，在夢中

這類概念可以表達潛意識的意義；在我們意識的思考中，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壓抑

自己在理性陳述的界限裡，我們去除掉心靈的聯想使得陳述不似夢境中的多采多

姿。138陳慧嶠以夢的形式製造了象徵，使其創作中的元素與內在潛意識產生了連

結，也為此意象編織出一則故事。 

 

 

圖4-3：陳慧嶠（1997）。〔空中的火焰〕。白絨布、紅絲絨布、紅繡線（電繡）。 

 120×168×6.5cm。伊通公園。 
                                                
136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137 陳淑玲，2011，頁88。 
138 黎惟東 譯，1989，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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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陳慧嶠（1997）。〔空中的火焰（局部）〕。白絨布、紅絲絨布、紅繡線 

       （電繡）。120×168×6.5cm。伊通公園。 

 

    〈寂靜的目光（二）別把夢吵醒也別把夢踩醒…〉（圖4-5）是1998年陳慧嶠

與顧世勇於伊通公園的雙人展，陳慧嶠所展出的其中一件作品。藝術家將其中的

一個展間堆滿了一叢又一叢的棉花，棉花叢間還散佈著一顆顆潔白的小乒乓球

（圖4-6）。在黃海鳴對此次展覽的論述中形容這些小乒乓球：「散佈各處的白色

乒乓球，像在產道柔軟組織壁內安祥地附著的未受精卵…像附著在晶瑩剔透的銀

色蠶絲團中的小蠶卵…」。139一叢又一叢堆積起來的棉花就像似漂浮在天上的白

雲，在這個我們垂手可得的地方，棉絮般的雲朵模糊了現實與虛幻的界線；一顆

顆微小的乒乓球是卵子、是行星抑或是夢想…陳慧嶠告訴研究者從來就沒有正確

的答案，這個夢境這個場景和答案皆是可以任憑想像創造的。140在棉花叢間一處

有個深陷的凹槽，利用玻璃的折射播放著一幕幕不連續且模糊的影像，藝術家營

造著一處如夢似夢般的情緒場景。常若松也指出，「在榮格的學說裡認為，幻想

                                                
139 黃海鳴。〈胎中與夢中的對話－顧世勇與陳慧嶠的雙人展〉。《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25/62。（2010年11月18日瀏覽）。 
140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108 

是現代生活中取得心理平衡和心理補償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幻想來源於集體

潛意識中的神話原型，它們有權利要求得到心裡的滿足。」141 

 

 

圖4-5：陳慧嶠（1998）。〔寂靜的目光（二）別把夢吵醒也別把夢踩醒…〕。兵乓 

球、棉花、玻璃、幻燈機。426×600×288cm。伊通公園。 

 

 

圖4-6：陳慧嶠（1998）。〔寂靜的目光（二）別把夢吵醒也別把夢踩醒…（局部）〕。 

       兵乓球、棉花、玻璃、幻燈機。426×600×288cm。伊通公園。 

 
                                                
141 常若松，2000，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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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過夢後雖然多半都忘掉了，這卻不會抵銷夢對心理的影響，因為夢在

睡眠中是有意識的經驗。142榮格也曾經寫道：「夢不會欺矇，不會撒謊，不作曲

解也不偽裝；夢必然是為了表達自我不知且不懂的事；夢是用象徵符號自然畫成

的自我肖像，畫的是潛意識中的實況。」143榮格認為我們的夢需要解釋，不是因

為夢是偽裝，而是因為夢的含意是用圖像的「語言」構成的，我們得把景象轉變

成文字，才能作推斷。而陳慧嶠則是將夢境中所得到的養分以創作作為轉換呈現

出來。 

 

    由2008年個展「雙重火焰」中，可觀察到歷經10年後陳慧嶠再次的個展，已

不再單就個人內在情感或夢境思維為創作的發想，更將此段其間生命中所經歷的

異域經驗、閱讀或是對於占星的興趣，逐漸融入創作概念裡。2008年的作品〈迴

輪〉（圖4-7）是由兩幅共四個正方形所組合而成的作品，以紅、白、藍與黃四個

原色組合而成；藍色方形的畫面上繡有一圓蛇形生物自噬的圖像，此圖像為銜尾

蛇（Ouroboros），其為宗教、神話中常見的符號，更是煉金術裡重要的徽記；而

在白色方形上則是環繞成兩圓的銜尾蛇形，此圖形也似數學符號裡無限大（∞）

的樣式。煉金術上，銜尾蛇被用做一個淨化的標記，它也是世界之蛇圍繞著地球；

它描繪了生命的衝突，同時伴隨著生命與死亡，為宇宙輪迴永恆的標記。144銜尾

蛇表現為半黑半白，就像陰和陽象徵的反射現象，闡明萬物的二元性，但更重要

的是這些對立面並不衝突。145有趣的是，榮格將銜尾蛇視為一種原型，他認為銜

尾蛇意指「無他，便是deus absconditus──隱藏於物質中的神。」146 

 

                                                
142 常若松，2000，頁89。 
143 C. Jung，1960，頁82。 
144 廖世德 譯，2007，頁178。 
145 廖世德 譯，2007，頁178。 
146 廖世德 譯，2007，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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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陳慧嶠（2008）。〔迴輪〕。麂皮、電繡銀蔥線。35×35cm×2 pieces。 

       伊通公園 。 

 

    藝術創作具有「超越象徵」之能力，藝術家藉由創作使潛意識裡的內容進入

有意識的作品中。如同榮格所說的：「意識就是開啟潛意識價值的鑰匙，因此意

識所擔任的角色非常吃重；單是意識就有權決定意象的意義和認知它們在現今具

體實際中對人類的重要性；只有透過意識和潛意識的互相作用，潛意識才能證明

自己的價值。」147陳慧嶠以圖騰帶入有意識的創作中，透過這「古代的殘存物」

原始的意象與其神話，去觸動觀者內在之潛意識的感動。 

 

4.3. 作品中的神話  

 

    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理論中，陳世芬認為，「神話觀充滿了神祕的色彩，從

個人的夢到集體的神話，榮格認為神話是人類心靈深處的呈現，會投射產生許多

的像和象徵，透過這些像和象徵，可以一窺人及社會心靈的訊息。」148閱讀神話

                                                
147 黎惟東 譯，1989，頁317。 
148 陳世芬，2006，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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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解讀夢境一般，透過對神話的認識來解決人類心靈的問題，同時具有意識

化的作用，觸使人邁向個體化的歷程。 

 

神話故事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基礎，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所鍾愛的創作題材之

一，更是豐富靈感的泉源。神話故事中包含了人們對大自然種種的理解，也詮釋

了人世間的情感糾葛；先民們觀察世上的活動與天上的行星，即瞭解了萬物之間

的關連性，因而神話的起源往往也與天象有著密切的關係。 

 

    王德育於其文章中指出，「『神話』一辭有兩個定義，一是『通常一個有明顯

歷史根據的傳統故事，有助於顯露一個民族的世界觀，或可解釋為一種行為、信

仰或自然現象。』第二個是『有關某事或某人一種廣為人接受的看法或傳統，特

別是一個社會或社會之一部分所賴以成立的理念與機制』。」149然而心理學家榮

格認為：「神話是人類共通的『集體潛意識』所產生的『原型』。」150神話學家坎

伯則說：「神話是民族集體的夢。」151他是先民心靈的呈現，亦是通往人類心靈

奧秘最直接的道路。152對坎伯來說，「神話」是人類心靈的歷史，並且「神話」

跟著人類時代的心靈也不停地轉化著。許多人把神話當作是古時候的事，似乎隔

絕於今日現實生活之外，但它仍然融合於民族、信仰、藝術等等系統之中。其實

每個時代、每個社會、每個民族乃至於每個人都有一種神話，需要討論的不是其

內容的真假虛實、是非對錯，而是它對特定時代、社會、民族或個人所產生的意

義。153 

 

    2005年陳慧嶠在蘇格蘭駐村三個月的經驗裡，產生了許多似曾相識的感覺，

也許是曾經發生在她的夢裡也許是前一世的記憶，冥冥中如同神靈般引領著她來

                                                
149 王德育，2007，頁35。 
150 見：王秀絨，2011，頁12。 
151 Campbell , Joseph，1990，頁4。 
152 見：黃世湄，2006，頁39。 
153 黃世湄，2006，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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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廣闊的麥田、成群的牛羊、澄淨的溪流與夜空中繁星點點下的大地，這

裡的一切均環繞著濃濃古老和自然的氛圍，如同生活在那神話故事般的地方，遠

離喧囂、城市與人群。她說在這裡你將擁有許多的時間與空間，它們是自由且開

闊的；站在這天與地相接的地平線上，我們的心也隨之而寬廣任由身體與想像力

徜徉於其間。每位受邀至蘇格蘭格蘭菲迪酒廠駐村的藝術家均被要求必須留下至

少一件作品贈於此單位，在蘇格蘭駐村期間陳慧嶠將蘇格蘭地景與風貌給予她的

感動，簡化成她創作中一貫使用的手法來作呈現。〈體內的一種感覺〉（同圖2-10）

這件作品她依照蘇格蘭景色（圖4-8）中層層疊疊的山巒，以幾何不等狹長的四

邊形排列來象徵其間之起伏，其中淡黃色與紅色四邊形中更配有象徵蘇格蘭的薊

花紋飾，這些簡單的幾何圖形映照出了蘇格蘭風景與藝術家之心境。 

 

 

圖4-8：作品〈體內的一種感覺〉示意圖。 

 

    2006年於台北當代美術館舉辦的展出，陳慧嶠將過去創作所累積的經驗、前

往蘇格蘭駐村所觸發的感動、長時間閱讀和對神話、星座與夢境的興趣結合成此

次創作靈感之元素。此次展出陳慧嶠以「此時此刻」為標題，七件作品分別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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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於四個展覽空間中，如同星盤中的行星們以其不同的姿態，神話般的情節為觀

者講述了此時此刻僅有的故事。 

 

  在此次個展自述中她既描述，所有的故事都曾經是體內的一種感覺－一	 

	 	 種，不可見地、短暫易逝的內在回憶…。它是一種古老、古老的感覺。它是，	 

	 	 或許是體內的一種感覺，一種『空無』的感覺，存在於某種無數個別情況混雜	 	 

	 	 而成的整體中…。感覺，嗯，感覺或許是體內一種奇特的陳釀過程，當你愈試	 

	 	 著分解其中的元素，愈抓不到當初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也就愈發覺，感覺，	 

	 	 它似乎根本未真正發生過，而只是發生在想像中…。或許，只是故事，只剩下	 	 	 

	 	 故事；故事將是『此時此刻』僅有的真實…。154	 

	 

	 	 	 	 「此時此刻」的展覽現場安排有三個連續的展示空間，創作前陳慧嶠會把平

日寫下的日記、夢境和心情感想翻閱出來，這些看似平凡的紀錄皆是她創作中不

可或缺的材料。陳慧嶠習慣將作品與展出空間一起考量和聯想，使其不單單只是

作品與展示空間的角色，而是能形成一個整體，一件更大的作品。藝術家就像是

一位說書者，他們都善於編織故事；差別在於說書的人是用口來傳述而藝術家則

是透過他們的創作來闡述故事；說書人將書裡的故事或世間所流傳的傳說轉述給

大眾，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故事放進了作品裡，讓每個觀賞者透過作品的欣賞，

自我閱讀自己創造另一則屬於此時此刻當下的故事。	 

 

    在至現場佈置展場前，陳慧嶠先行利用電腦將空間與作品擺設的配置繪製成

草圖，將腦海中所有匯集起來的想法與靈感如同汩汩的泉源倒入這張草圖裡。連

續的三個展間裡共展出了六件作品，在第一個展間內展示的是由一株株白色與紅

                                                
154 陳慧嶠。〈此時此刻：台北當代藝術館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273/231 。（2009年07月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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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薊花155，錯落圍繞著地面上以「LOVE」為中心的路線圖，而牆面上則貼有

金邊狼形的圖騰樣式，此作品命名為〈古老的感覺〉。第二個展間同時佈置有三

件作品，分別是牆面上的〈巫士之旅〉，以銀色卡點西德作切割，「Dreaming做夢」

為中心繪製而成的路線圖；〈知覺之翼II〉則是於地面上利用棉花鋪成似雲狀的造

型，在軟軟的棉花上卻插上一根根穿有銀線的尖針；〈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

始〉是一張雙人床上鋪滿了一顆一顆橘色的兵乓球。第三間展間內以深藍色與幽

暗的氣氛來呈現，〈銀塵〉和〈內在的回憶〉兩件作品分別佈置在這個空間裡，

也是為這篇故事寫下了尾聲。而此次展出作品中〈跌落的聲音〉被獨立展示於另

一展間中，因歸類之關係這裡研究者暫且先不對此件作品做分析討論。 

 

    若將「此時此刻」視為一則故事，那藝術家的日記、夢境與對神話的興趣與

熱愛則是這故事最好的腳本。陳慧嶠利用夢境、神話與圖騰製造出一如夢似夢般

的空間故事，三個連續的展示空間像是訴說著一段夢境般的故事，讓觀者也如同

故事中的愛麗絲跌入到奇異的王國中做了一段美麗又矛盾的夢境，在清醒的那一

剎那間感覺仍持續地發酵。透過陳慧嶠利用電腦先行繪制的草圖（圖4-9）中，

可以觀察到她刻意地為此三個展示空間營造出前、中、後三種風景，三種在夢中

不同的感受，以下分別對此三個展間加以分析討論。 

 

                                                
155 薊花：薊屬（學名：Cirsium，來源於希臘語kirsos），屬於菊科，分布於北溫帶為蘇格蘭國花，  
   具有止血與消腫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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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陳慧嶠（2006）。〔此時此刻草稿圖〕。電腦輸出。台北當代藝術館。 

 

    沿著〈古老的感覺〉（同圖2-11）地面上的路徑圖走進去，我們來到一片長

滿了薊花的花園，一株株約有100公分白色與紅色的薊花交錯地散落著。薊花是

蘇格蘭的國花，在蘇格蘭當地流傳著薊花曾經在戰亂時作為守護的神話故事，並

且這植物也有著神奇的醫療功效。在陳慧嶠的作品中所運用的創作元素之一，玫

瑰花是廣為人們所熟析的，2005年的蘇格蘭藝術家駐村之行，在那裡她遇見了薊

花，薊花同玫瑰一樣都帶刺，不同的是玫瑰的刺是長在花的枝梗上而薊則是花朵

本身即帶刺。 

 

	 	 在希臘神話裡大地女神對多才多藝的牧羊人克利斯心生愛慕之情，一心想	 	 	 	 	 	 

	 	 找機會向心上人接近吟詩作曲訴說情意，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飽受單戀之苦	 	 

	 	 的女神將自己化作了薊花表示「心如針刺」之苦。156	 

                                                
156 魏慶征 譯，1993，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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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薊花成熟時，如毛絮般的花朵就會像浦公英一樣隨著風飛向天邊，這植物

觸動了藝術家內心，使陳慧嶠覺得與玫瑰花相比似乎薊花與自己本身的個性和特

質更加地貼近，更適合藉由它來做詮釋。 

 

    在接近地面的右方牆面上貼有以金邊勾勒出的狼形圖騰，這裡的狼在陳慧嶠

的創作自述中提到是天狼的象徵157，與第三個展間中牆上的蛇形圖騰相互對映存

在著。長島晶裕和ORG著作中說明，「『天狼』的起源來自於埃及，是大犬座中的

一顆恆星，在古代埃及夏季，看到天狼星和太陽一同升起，便是尼羅河即將氾濫

的前兆，是一個警告人們的指標，因此天狼星有著守護的意味。」158而在此展間

的地面上則是繪有以「LOVE」為中心的路徑標示圖，這是源自於1995年的〈知

覺之翼：草圖Ⅳ159〉（圖4-10）。「Life」、「Fear」、「Death」、「Dependent」以及最

外層的「GOD」和「NATURE」互相對立且又相互流動串聯著，並以中心的「LOVE」

環繞著。愛，它伴隨著天狼的守護（圖4-11），穿梭於薊花叢間時仍不免會被花

上的刺所傷，無情尖銳的刺阻擾前進，使人們受傷害怕；但對於愛的嚮往與守護

亦會帶來個體的獨立令美好持續綻放。 

 

                                                
157 陳慧嶠，2006，頁11。 
158 黃萱惠 譯，2005，頁168。 
159 作品〈知覺之翼〉共繪有五張草圖，此為草圖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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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陳慧嶠（1995）。〔知覺之翼：草圖Ⅳ〕。 

 

 

圖4-11：陳慧嶠（2006）。〔古老的感覺（局部）〕。玻璃纖維、毛線、卡點西德。 

        674×835×321cm。台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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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薊花叢來到第二個展示空間，〈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同圖2-14）

一張佈滿著一顆顆粉橘色乒乓球的雙人床出現在眼前。床是平日人們睡眠的地方，

睡眠與做夢又有著密切的關係；一顆顆堆疊在這張床面上的乒乓球使床失去了其

本身原有之功能性；這是陳慧嶠第二次以床作為創作之元素，在這裡床已被轉化

成為一媒介物，引領著人們於現實與虛幻間穿梭；不同於1998年同樣以床為媒材

所展出的作品〈寂寞的目光（一）睡吧！我的愛…〉（同圖3-17），在看似潔白、

柔軟又舒適的暖床上插上一根根細針，透著閃閃危險的亮光。床是人們躺臥睡眠、

休息的場所，也是夢境產生最多的地方，在這裡應該是舒適且安全的，但陳慧嶠

的這兩張床皆失去了原有之安全性與功能性。〈寂寞的目光（一）睡吧！我的愛…〉

取名自同名的一首流行歌曲。陳慧嶠認為在大多數愛情的記憶中痛苦總是比美好

多，但奇妙的地方就在人們往往只會把美好記在心底。她告訴研究者：「美的東

西若沒有傷痛在裡頭，就無法變成記憶化作一段永恆。160」而〈知覺的泡泡－在

結束中開始〉陳慧嶠改以華麗、夢幻的方式來佈置，她將過去也曾使用過的乒乓

球作為創作元素之一，在每顆粉橘色的乒乓球上縫上星星亮片，再以一顆顆銀白

色似珍珠般的珠子串連起來。 

 

    研究者第一次看到〈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是經由當代美術館為「此

時此刻」展出所出版的刊物，當時一個有趣的想法竄入心中，這些乒乓球像極了

一顆顆的魚卵（圖4-12），一顆顆人們填不滿的情感與慾望不斷的繁衍增加。多

年來陳慧嶠經常有個反覆的夢境不斷地出現，在李維菁評論陳慧嶠的文章內描述

其夢境，「我潛游在海底，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遠古海域，在一片古代貝類以及

海草叢中，發現前面有光。我向光游去，發現前面是富有奇特能量的發光寶石，

發出各式五彩光芒在那裡，與光之泉源一樣的生命的奇蹟一般，我停在前頭，本

能地知道一旦自己伸手去碰，所有發光寶石將會消失幻滅。我猶疑著，與心裡生

                                                
160 戴孝慈（2010/10/13）。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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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觸碰的渴望交戰著，望著那閃閃發光的秘密。」161那一顆顆粉橘色的乒乓球與

珍珠般的珠子就如同深藏於海中的寶物既夢幻且華麗，在陳慧嶠看來若把它們比

喻成愛情就像童話故事中的小美人魚，她願化為美麗的泡泡飄散於空中162，留下

愛情最美麗與永恆的瞬間；聚燈光下閃閃發光的泡泡們如同每一場夢境、慾望和

愛情，既真實又虛幻。 

 

 
圖4-12：陳慧嶠（2006）。〔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局部）〕。床、珠子、亮 

       片、乒乓球。176×219×113cm。台北當代藝術館。 

 

    與〈知覺的泡泡－在結束中開始〉同一個展間展出的還有另外兩件作品〈巫

士之旅〉（同2-13）與〈知覺之翼Ⅱ〉（同圖2-12）。〈巫士之旅〉貼於第二展間的

牆面上，以「Dreaming做夢」為中心繪製而成的路徑圖，不同於第一展間裡以愛

為中心，如同行星們環繞著愛所引發之關連。〈巫士之旅〉的路徑圖中則皆為實

線標示著彼此間相互或對等的關係，為一封閉環繞的路徑圖。雖然其中兩兩項目

間皆為實線做連結，但此路徑圖卻為開放性且其動能具有持續向外延展之作用；

如同生活中我們總是用感覺去體驗已知之物，卻同時將直覺指向那些不為人知的、

                                                
161 李維菁，2002，頁84。 
162 戴孝慈（2011/4/19）。陳慧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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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神秘的事物（Dreaming做夢）。163而藝術家運用其較常人細膩的感知能力，

將人們滯留於潛意識中隱蔽的慾望情感，借由創作將之呈現出來。 

 

    另一件佈置於地面上的〈知覺之翼Ⅱ〉（圖4-13），陳慧嶠製作了一片幾何似

雲狀的圖形，在此圖形上鋪上棉花，棉花上則直立著一根一根的針尖，而一條條

的銀蔥線又從每個針孔處穿繞過去（圖4-14）。雲這個元素在陳慧嶠過往的作品

中也經常可見；雲朵飄於天空中，不具任何形狀隨著風任意地飛翔，它象徵著自

由與想像；在藝術作品中雲的意象除了出現於風景畫中，亦會出現在神話故事或

是超乎現實想像的意境之中。但〈知覺之翼Ⅱ〉的這朵雲卻被困於地面上，原本

該屬於天空中的雲被一根一根的細針釘在這裡，雖然它依舊潔白美麗卻失去了原

本的自由；在這場夢境中藝術家似乎透露著內心的渴望卻又有著身不由己的矛盾

存在。 

 

 

圖4-13：陳慧嶠（2006）。〔知覺之翼Ⅱ（地面）〕。棉花、針、銀蔥線。200×450cm。  

        台北當代藝術館。 
                                                
163 常若松，2000，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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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陳慧嶠（2006）。〔知覺之翼Ⅱ（局部）〕。棉花、針、銀蔥線。200×450cm。 

  台北當代藝術館。 

 

    第三個展示空間裡展出了〈內在的回憶〉和〈銀塵〉兩件作品。作品呈現出

即將破曉前的黑夜，是夜晚中最黑的時刻；也是夢境最為活躍的時候，人們對夢

中所出現的場景此時也最留有印象。 

 

〈內在的回憶〉（同圖2-16），藝術家在地面上製作了一窪的水池，並利用投

影機投射的效果在水面上倒映著一段段模糊的影像，一格格不連續的片段中透著

朦朧的形體，其中出現了拍動翅膀的飛鳥、十二星座、星像圖、圖騰、波紋翻動

的水面與色彩繽紛漸層的色塊（圖4-15），似蒙太奇般將不同時空和畫面併置或

拼貼在一起。四元素164中水是一種陰性的力量，象徵世界的夢、幻想以及靈魂中

最深層的渴望；巫師也經常透過水來觀察或與不同空間的神靈交流。水是陳慧嶠

                                                
164 四元素：四元素說是古希臘關於世界物質組成的學說。這四種元素是土、氣、水與火。這種 
   觀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影響著人類科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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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中的常客，無法得到確切的解釋但在潛意識中似乎累積著她過往的經驗；如

同水亦常被用來形容感情、人際關係、愛與直覺等。 

 

    水潭中閃動的畫面就好似夢境中出現的一幕幕景象，快速的移動與變換；也

似人們剛從睡夢中甦醒，回想著夢境中片片斷斷模糊的印象，那種似有若無伸手

想抓卻什麼也撈不著、留不住的心裡感受。水潭周圍的上方懸掛著一顆顆透明的

玻璃球，玻璃球中透著一點一點的晶亮與地面上點點的星光相互輝映著；創造出

一處有如冥想般私密的空間，懸掛著的一顆顆玻璃球中是記憶、是回憶、是慾望、

是夢境還是僅僅只是空氣，那個答案只有觀賞者自己知道了。 

 

 

圖4-15：陳慧嶠（2006）。〔內在的回憶（局部）〕。水、單槍投影機裝置、DVD。 

        674×835×321cm。台北當代藝術館。 

 

    牆面上的〈銀塵〉（同圖2-15）由蛇形圖騰構成，此圖騰與第一展間中〈古

老的感覺〉之狼形圖騰有相互輝映之效果，像似一種左右對稱庇護這三個空間之

魔咒。〈銀塵〉中的蛇型圖騰代表的是蛇夫座，蛇夫是源自希臘神話中的藥神阿

斯克勒庇俄思（Asclepius），蛇是阿斯克勒庇俄思的象徵，它具有重生的意味。165

而在自然生態中，蛇週期性的蛻皮生長即被認為具有重生與不死的意涵，也被視

為和月亮消長有所連結，因此也有陰性的概念。166 

                                                
165 李思潔，2007，頁142。 
166 李思潔，2007，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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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世界各民族神話大觀》中認為，「蛇型圖騰是神話中常見的動物形象之

一，其善惡意義也有所不同：聖經中記載蛇是撒旦的化身；在印地安人的部落裡，

對蛇是由害怕轉而敬畏，並藉由祭祀與圖騰柱的雕刻祈求保佑。而在蒙古民族神

話中，蛇的地位則被提高為『宇宙之蛇』。」167大部分的民族對於蛇總是有種曖

昧的情結，但不論所持的看法如何，總是會把牠放在一個崇敬的位置去膜拜。168

所以在暸解蛇的多重意義之後，以不同的角度來反觀陳慧嶠〈銀塵〉和〈內在的

回憶〉作品中的意涵則會有更多的趣味：若以善的方面來看，透過夢境與神話能

使人獲得重生的力量，且清晨亦是新一天的開始也具有重生之意；但如果把蛇看

作是邪惡的象徵，那麼作品則透露出了自我內心中的黑暗面，經由夢境潛意識將

我們的慾望顯現出來。 

 

    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1943- ）看來，「社會上所有現

象都是曲線發展的，人類無法安安穩穩依照直線方向到達目的地，所以人們習慣

遊走迷宮，來練習面對生命中挫折的反應能力。」169而季子弘則認為「所有的城

市本身就是一種迷宮，市民生活其中，每天都在找尋一出口，一個捷徑，但事實

上並沒有這麼容易，迷宮就是得花時間和精力來走，走了越多，經驗和閱歷自然

更為豐富。」170而夢境就如同潛意識的迷宮，它督促著人們重新審視自己，人們

進入一種類似迷失的環境裡，經過想像與轉化，追尋那破繭而出、超越現況的高

度樂趣。「此時此刻」之展覽，陳慧嶠將三個展示空間以夢境作為串連，附以神

話、圖騰與星座為養份蘊藏於其中；藝術家把過去的創作經驗、對材質、媒材的

探討與對星象和神話的研究進一步且完整的發揮在此次創作上，令觀賞者創造一

段屬於各自的故事，也在藝術家的成長中寫下一則自我的神話故事。 

 

                                                
167 魏慶征 譯，1993，頁998。 
168 李思潔，2007，頁142。 
169 見：季子弘，2006，頁298-299。 
170 季子弘，2006，頁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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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的概念，讓我們遙想到的是過去和從前；但這些故事在歷史的長流裡皆

伴隨著空間與時間而不斷地變更和演化。神話講述的故事既是事情的開始，若無

故事情節中的時空背景與人物的事件產生，沒有了這些人類，我們將無法理解他

們現實的存在，亦無法去印證對照考古與歷史學家們所採集到的遠古資料和器物。

如Carl-friedrich Geyer所著《神話的誕生》中指出，「人類學家埃里亞德（M. Eliade，

1907-1986）所說的，神話對於古代的人最為重要，因為它傳授人類最初的歷史，

這是他們不斷繼續著的歷史，也傳授所有與其存在和宇宙中本來狀態相關的，直

接涉及到其（也就是神話）一切。」171神話故事的存在不只象徵著歷史和遠古，

也包含了光明的現在。神話總是出現在我們未知的地方與我們相遇，在人生灰暗

低潮時指引著我們選擇的方向，啟示人們樂觀向上的力量去找尋希望。 

 

    多數人在小的時候，都經歷過神話、童話故事的成長階段；我們的父母長輩

們會用眾多的神話故事來教育孩童中的我們，藉由對神話故事的認識來傳遞倫理

道德觀念，歷史傳承的演變，以及萬物自然的法則等等；透過許多的神話故事豐

富了我們幼小的心靈、開闊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無限的好

奇心。當一個社會不再有神話提供支持與和諧的力量時，社會即變得單調、無趣，

且趨於脫序瓦解。172 

 

    2006年的展出，陳慧嶠延續過去對於夢境的概念，藉由空間的營造與藝術裝

置的創作，將其從蘇格蘭高地獲得的異域經驗與古老的懷想擴大發展，並輔以平

日她興趣的神話故事與圖騰帶入創作中。現實社會因科學知識過於發展，人們的

世界變得過於理性與忙碌，而缺乏豐富的聯想力，也失去與自然現象「潛意識認

同」的情感，如打雷不再是雷公憤怒的聲音、蛇不再是邪惡或智慧的具體化、山

                                                
171 宋晶晶 譯，2006，頁16。 
172 李子寧 譯，1996，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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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裡不是怪獸的家園等神話故事。173陳慧嶠透過藝術以現代的語言把它們轉譯成

合理的概念，以創作形式帶給觀者直覺和獨特的想像空間。 

 

4.4.  星空下的邂逅 

 

    現今我們所熟悉常常出現於西方的神祇、英雄、美人或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們

多數是源自於希臘神話。希臘神話開始流傳於「荷馬時代」（Homeric Age）的西

元前十一世紀到西元前八世紀這段期間，神話最初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於人

們之間，直到文字普遍被使用後即被記錄、整理於史詩如《伊利亞德》（Iliad）

和《奧狄賽》（Odyssey）此兩部文學著作中174；這些包含許多繁雜且片段組合而

成的故事，其中反映了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歷史性，加上人們所想像與創造的神祇、

英雄與自然等元素，構成了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希臘神話」。而古希臘的星座命

名則是遠在古巴比倫人的基礎上即已成形，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巴比倫人

把黃道附近的星群以其形狀賦予人們的想像而為其命名，如牡羊、金牛、雙子、

巨蟹、獅子、處女、天秤、天蠍、射手、摩羯、寶瓶和雙魚等，此即為黃道12

星座。175而在此基礎上，後來古希臘人也為若干新發現的星座起名，這些星座不

僅在古希臘詩人荷馬的著作中被提及，後來許多的哲學家、天文學家之著作中也

皆有相關之研究，顯示了星座與神話故事間的相關性。 

 

    在廣大浩瀚的宇宙裡，我們抬頭仰望的這片天空只是宇宙中一段小小的點綴。

宇宙中大小的行星、銀河和彗星等星群們如同一顆顆閃耀的寶石鑲嵌於這片天空

中。夜晚時分當遠古的先民們仰望這片璀璨美麗的星空時，天馬行空的想像既奔

馳於他們的腦海裡；對於那遙不可及且美麗又神秘的夜空，使人類於夢想與幻想

                                                
173 梨惟東 譯，1989，頁113-114。 
174 宋晶晶 譯，2006，頁5。 
175 胡因夢 譯，2009，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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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遊蕩徘徊。大自然的現象和變化促使先民們描繪起最早的神話故事，人類經

由無限的想像力創造了神話，透過這些神話故事也回應了大自然的變化，而神話

的內容也蘊藏了先民們努力的結果。 

 

    人類把神話故事視為想像的手段，透過這手段人類將種種生活中的經驗與精

神世界裡的想像運用象徵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神話的創作力並不侷限在古埃及

和古典時期的希臘等先進文明之內。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布魯赫爾（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認為，「『原初智力』的特徵在於神話的創作力，這種「原

初的」思維能夠理解一般的邏輯範疇，如我們所謂的因果關係等，但亦未喪失直

接認知我們周圍之超自然領域並有所反應的能力。」176徵兆、神靈和靈魂都是真

的，它們的世界便是神話故事所記錄的世界。177 

 

    遠古人類對天空的好奇，促使了天文學、占星和煉金術的興起，也讓有關天

上眾星的神話與傳說於各個民族的文化中流傳著。Geoffrey Cornelius和Paul 

Devereux的著作中既說明：「許多古代重大歷史事件與天象都有神秘的關聯，不

是用特殊的天象來指示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就是在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伴隨著

特殊的天象記載；除了重大歷史事件與天象有神祕關聯外，古代偉大建築遺址與

天象呼應的現象也很普遍。」178 

 

    古代東方的「星官」與「星宿」和西方的「星座」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星

官」只是針對一組恆星的稱呼，而不是針對一片星空天域的稱呼：而西方的「星

座」（Constellations）則是指一片有明確邊界的天域。179西方星座的概念源自於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巴比倫人，後來又受印度和埃及的影響，千百年來為航海家、

                                                
176 見：趙建雄 譯，2005，頁75。 
177 趙建雄 譯，2005，頁75。 
178 趙建雄 譯，2005，頁Ⅴ-Ⅶ。 
179 〈西方星座神話〉。《星座探奇》。http://web2.nmns.edu.tw/constellation/west/west01.php   
   （2010 年3月2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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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和農夫所熟知。180古希臘人曾對這些戲劇人物做了進一步的改編，然而

不難發現美索不達米亞人對天的原初概念仍隱藏在希臘的那些耳熟能詳之英雄

和怪物背後。181 

 

    每一個星座的背後，都有其象徵的一則神話故事。古希臘羅馬人運用他們無

限豐富的想像力，將天上的星星們在他們腦海中編織成神祇、英雄或是怪物等模

樣，再將這些人物們串連成一幅幅美麗的神話故事：優雅高貴的女神、化身為白

牛與天鵝的天神宙斯、身披獅子皮手持木棒的大力士、頭上滿是毒蛇的女妖美杜

莎、半人半馬的怪物等勾勒出一篇又一篇奇幻與美麗的神話故事傳頌著。 

 

	 	 	 	 陳慧嶠小時候曾與阿嬤有這麼一段對話： 

	 	 	 	 	 

	 	 	 	 	 	 陳慧嶠問：阿嬤，你看，星星掉下來了，我要去抓星星…	 

	 	 	 	 	 	 阿嬤回答到：傻孩子，那不是星星，那是螢火蟲，來自暗夜的精靈…。妳	 

	 	 知道星星是什麼嗎？它是上帝恩賜的銀塵。是天堂的小碎片。神將它們撒在我	 

	 	 們身上。但是見到我們是多麼邪惡之後，祂改變了心意，令星星止步。所以它	 

	 	 們才會懸垂在天空，看起來似乎隨時會墜落…。182	 

	 

	 	 	 	 那時小陳慧嶠與阿嬤一同住在鄉下，夜晚時分一閃一閃點點螢光飛舞著的螢

火蟲們吸引了她的目光，拿起網子她同阿嬤說她要去捕星星；這美麗的錯誤也從

此刻下了那麼一段與星星邂逅的記憶。上了國中之後，受到坊間書籍與同儕間相

互討論的影響，對有關星座與占星方面的知識興起了好奇，但礙於當時此方面的

書籍並不普遍也無從深入去研究。在成長的過程裡一直以來陳慧嶠對於神祕學這

                                                
180 趙建雄 譯，2005，頁73。 
181 趙建雄 譯，2005，頁73。 
182 陳慧嶠。〈此時此刻：台北當代藝術館個展自述〉。《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273/231 。（2009年07月1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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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均抱持著好奇和興趣，廣泛地去接觸、去瞭解。1993年是個重要的關鍵點，

在星盤裡那一年是她土星的回歸183時刻；在生活中也是多變的一年，透過大量的

閱讀，在這之間她找尋到了抒發情緒的出口，也持續了對於星座與占星的興趣並

深入研究。 

 

    如果人生是一齣戲劇，那每個人星盤裡的行星就像是演員，它是我們內心

的趨力，影響著我們如何地去詮釋自己。「星座」像是演員的性格，它是我們

外顯的表現方式，也是別人眼中的你。「相位」則像是戲劇情節，它是我們

與他人彼此的互動狀況。十二宮位有如戲劇中的場景，在這齣戲開演前它即

已為我們畫下了背景。每個人都有著一張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星盤，它就像

一面鏡子，我們透過這個鏡面意識到自我的存在，發現此生的焦點，進而明瞭

自己該以怎樣更理想的姿態去擁抱這個世界。就如同神話故事中所講述的內容，

在到達美好的結局之前，英雄是必須經過種種的考驗與打敗強勁的敵人，方才

能穿越這坎坷之途進入桃花源；「在我們踏進改變的前廊時，我們落在不同宮

位裡的行星們，也教導著我們去面對與正視這份威脅到自我認同的恐懼，探索

恐懼的來源，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才能獲得開啟大門的鑰匙，進一步地發展

和成長。」184 

 

    陳慧嶠閱讀中外大量文學與占星研究的著作，透過閱讀來認識他人和自我，

並轉移生活中負面的情緒，書中的字字句句牽動著心靈，漸漸地內心也尋獲了自

由，彷彿比任何靈丹妙藥更能安撫內心；閱讀他人的人生經驗就像是自己走過這

段人生，從他者的遭遇之中反觀當下的自己，或許心中的那份苦澀既得已獲得依

靠與轉化，經由他者的經驗來觀看、反省自我，使外顯的自己與潛意識中的自己

更加貼近。 

                                                
183 土星回歸：土星和太陽的平均距離超過了9天文單位，軌道上運行的平均速度是9.69公里/ 
   秒，所以土星上的一年（即土星繞太陽公轉一周）相當於28.5地球年。 
184 韓沁林 譯，2010，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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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嶠自言，「創作是我心靈思維的過程亦是我生活紀錄的片段，我透過一

種非常單純的內心直覺活動，在任何時刻去知覺我對生活與藝術間強烈的衝突與

質疑，藉由創作的形式予以反映出來的個人片面經驗。」。185將藝術創作轉化為

一種自我心理之治療，將生命過往的經驗加以反芻運用，並於其中添加新佐料使

生命更添質量。陳慧嶠運用之前大小展覽中所累積的經驗與能量，持續穿梭在矛

盾與衝突、想像與現實之間，將夢中的潛意識帶入真實的生活中；藝術創作就像

是面鏡子映照著另一個自我。  

 

    2005年於當代美術館，陳慧嶠將50組光柵片以及150個變圖動畫鑲嵌在地面

上，變圖的內容包含了飛鳥拍動翅膀的剪影、星星、太陽、月亮和詩文等，是她

名為〈空轉〉（圖4-16）的作品。在這些一格一格影像中的星星與月亮是陳慧嶠

從193面國旗中（圖4-17），所抽取出來的星星、太陽與月亮的符號。太陽、星星

與月亮是塔羅牌中的三張牌，它們象徵著不同的意義；太陽擁有能量、生命的象

徵；星星代表著希望與祝福；月亮則有不安與多變的象徵。 

 

    陳慧嶠在她的創作論述中寫下，「『空轉』是一種閒置，一種虛度，一種徒然，

一種放空；更也許是生活中某種對話上的停滯，不運行的空論；抑或是指在窘境

中所擁有的一段空暇；或某種迴路上的重蹈、消耗，機器轉速加速前的空檔等；

無論它揭舉了何種症狀，主體都仍在驅動。」186這些影像就好似我們平日的夢境，

於下意識裡內翻著我們的現實，是一種共時性的矛盾，與某種雙重的處境，審視

著、觀望著自己那些未經剪輯的劇景。187每個人都會做夢，它是一種常見的精神

現象，也是潛意識的具體象徵；在這裡不僅僅只是知覺和印象記憶的儲存地，它 

同時還蘊藏著豐富原始的經驗。 
                                                
185 見：朱苾舲，（1995/5/23）。〈內在秩序的疆界〉。《立報》。 
186 陳慧嶠。〈平行輸入：「空轉」參展作品說明〉。《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94/231。（2011年12月2日瀏覽）。 
187 陳慧嶠。〈平行輸入：「空轉」參展作品說明〉。《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37/94/231。（2011年12月2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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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陳慧嶠（2005）。〔空轉〕。空間平面圖。75×36cm×50 pieces。 

        台北當代藝術館。 

 

 

圖4-17：陳慧嶠（2005）。〔空轉（局部）〕。木座、燈箱、光柵片。75×36cm×50 pieces。  

台北當代藝術館。 

 

夢境或者星座神話做為一個想像地點，在一個現實基地裡提供了虛構的經驗，

混合存在與不存在的空間經驗，就如同一面鏡子，鏡子裡的空間是個無地點的地

方，是個虛構的地方。在鏡子裡，我們看到了不存在於其中的自我，處於不真實

的虛像空間中，人就在那裡，那裡卻又非我之所在。陳慧嶠習慣將每日的夢境記

下或描繪下來，夢境中她見過超現實的魔幻、前世今生的線索或未知的想像等，

夢、神話與星座雖不是她用以創作的主題，卻如同一面鏡子映射著內心經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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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慾望、渴求與情感的溫床，透過創作她也試圖解釋這潛意識中心靈內在的

動能。 

 

    由2008年個展「雙重火焰」的作品中即能看出，陳慧嶠將創作理念擴展至對

宇宙星晨的興趣，如作品〈銀塵＃2＆＃3〉（圖4-18）以電繡的技法將天空中星

星運行的軌跡繡於畫面中。 

 

  

圖4-18：陳慧嶠（2008）。〔銀塵＃2＆＃3〕。白絲絨、麂皮、電繡銀蔥線及白繡 

        線。50×50cm×2 pieces。伊通公園 。 

 

    作品〈有浪的天空〉（圖4-19）中藍色麂皮的左上角懸掛著一輪銀色的圓月，

陳慧嶠以一絲絲的銀蔥線穿繞著一根一根的銀針製造出宛如片片的浪花起伏在

這片蔚藍裡，但分不清的是這片浪花翻滾的蔚藍是海面上的藍，還是圓月懸掛夜

空的藍，亦或是藝術家夢境裡的那一片藍。月亮常會令人聯想到夜晚，月亮本身

並不會發光，人們眼中觀察到它散發出來的亮光，則是從太陽那裡得來的些許光

亮映照在夜空中。它亦有幻覺、潛意識、神秘、恐懼與隱藏的意義，而人類最深

的恐懼也往往來自於未知，人們藉由夢境、幻想、通靈或藝術等方式試圖去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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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心靈的深處188；此外月亮也象徵著靈魂，靈魂讓自我產生感覺與感受，並形

成情緒反應與心情變化，人們種種的感受均被月亮記綠起來，成為回憶並累積成

習慣；月亮的盈缺也引發了潮汐的變化，人與人之間親近的磁場和緣分189；月亮

的「缺」帶來慾望與需求，相反的「盈」則象徵滋養使人感到飽滿，月亮的盈缺

變化就如同人們心境的轉變。潛意識與夢境於藝術創作這條路上滋養著藝術家自

己，但對於未來、對於生活、甚至是創作就如同畫面裡的那輪明月，她也依然存

在著許多未知的期待與不安。 

 

 

圖4-19：陳慧嶠（2008）。〔有浪的天空〕。麂皮、針、銀蔥線。120×210cm。 

         伊通公園。 

 

    2011年個展「情欲幾何」陳慧嶠更以文學著作和星晨為展出作品取名，如：

〈微物之神｜失落之神〉、〈神曲〉、〈夏陽〉、〈晨星Ⅱ〉等。由此可看出，陳慧嶠

將占星的興趣與研究概念帶入創作中，並藉由星座神話的故事延伸想像的空間，

也更加強了她對於自然宇宙間的信仰。 

                                                
188 胡因夢 譯，2009，頁27。 
189 胡因夢 譯，2009，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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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占星學、藝術創作或文學研究等，世界上的人事物就如同鏡子一般不

斷地反射，人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或所表現出來的模樣，皆反映出每個人心底

的想法，最終也將回到自我身上。夢境、神話故事與星座是潛意識帶給陳慧嶠的

禮物、如鏡子反射般藝術家將這些映射的影像蒐集於記憶中，餵養著創作的慾望

和靈感。在榮格看來，「藝術創作的過程是集體潛意識活動的大舞台，他認為藝

術家應該是一個「集體人」，是表現人類潛意識心理生活，並使之具體化的人，

是自己民族和全人類的精神代言人。」190藝術透過象徵作用，震撼著理性的根基，

它一方面彌補了人類對精神及至潛意識的忽略；另一方面，它也創造出一個新的

形象來填充理性的不足。191 

 

    在每個人的心裡都藏有無數一層層一格又一格的抽屜，有些是需要天天翻閱

的瑣事，有的則是塵封已久深埋心中的回憶，不論是大大小小的瑣事抑或是心中

的回憶都是我們生命裡一則則的故事。也許多數的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對

自己或是他人提出「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究竟是誰」、「我將會去哪裡」或是

「我該做什麼該怎麼做」等無數的質疑。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決方法與

回答問題的方式。從閱讀星盤中去認識那個潛在的自己，如同觀看一面鏡子一般，

透過這片鏡面開始去探索與追尋那個似曾相識卻又陌生的自己，從中去連結、領

會自我外顯與潛在個性的關聯性。經由閱讀關於星象的變化，感嘆到先人們的偉

大，在這黑絲絨般的夜空中他們除了運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留下了許多美麗的神

話故事外，也透過觀察星象的變化來瞭解大自然的運行、人與宇宙間奧妙的存在

關係。 

 

                                                
190 吳光遠，2010，頁155。 
191 吳光遠，2010，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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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積極想像」與自我探究 

 

      「積極想像」（Active Imagination）一詞是由「積極」和「想像」兩個詞	 

所組成的；在表示積極的Active中也包含了“主動的”之意，而在Imagination 

中，則包含有意象（Image）和想像（Imagination）的意思，根據心理分析的	 

觀點，意象本身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而想像則具有獨立的生命意義。192	 

 

    榮格在1915 年前後，他的一個夢境告訴了他關於他內在存在的一個小孩，

使得他產生了思索與理解，發現要與內在的這個孩子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榮格藉

由想像和遊戲來與活在自己內心深處的孩子進行交流而發展出「積極想像」，而

此概念也是釋夢最主要的基礎。榮格將這種藉助於遊戲和想像獲得自我認識的最

初表達，發表在《黃金之花的秘密》（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中，結合道家

的「無為」等諸多理念所闡發的概念。 

 

    最初使用「積極想像」這個術語時，榮格稱之為「一種睜著眼睛作夢的過程」。

但這種積極想像與白日夢不同，後者多少是個人主觀的發揮，總是停留在個人日

常體驗的水平；而積極想像與意識性的發揮正好相反，由積極想像所導演的劇情，

似乎是要迫使觀眾的參與，其中潛意識內容被展現在清醒的意識狀態。193 

 

    陳淑媛指出，「『積極想像』是一種能夠協助人們喚醒意識的原理與方法，它

和榮格所致力研究的意識擴展與靈性轉化歷程的論題間，有著直接的聯繫。進一

步來說，『積極想像』作為一種潛意識和自主性意象的主動溝通技術，這種審慎

                                                
192 申荷永。〈論積極想像及其方法〉。《華人心理分析聯合會》。   
   http://www.psyheart.org/news_list.asp?selectclassid=003007001&id=651。 
  （2012年5月8日瀏 覽）。 
193 申荷永。〈論積極想像及其方法〉。《華人心理分析聯合會》。   
   http://www.psyheart.org/news_list.asp?selectclassid=003007001&id=651。 
  （2012年5月8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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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動幻想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人們迎向想像，走出蒼涼的心靈藝術。」194 

 

    「積極想像」的具體作法是透過繪畫、雕塑、舞蹈等方式將清醒狀態下的潛

意識內容具像化，並有意識地與之建立關係，進而藉由達到有益的效用。人們經

由聚焦在夢的意象或幻想人物的過程，並將內在所觀察到的現象記錄下來，詳述

且潤飾它們，使得個體可以有意識地利用潛意識內容和自我理解，來成就創傷療

癒的超越功能。 

 

「積極想像」不但是心理分析的方法與技術，更是一種態度，具有積極思維

的創造性能量，它同時也對諸多心理分析法的技術，起關鍵性的影響。195 

 

研究者經由陳慧嶠的作品研究見識到夢境、神話與星座理論對藝術家創作的

重要性，陳慧嶠利用轉喻與隱喻的創作手法，將複雜的思維與情感簡化至最純粹

的形式。而於程金承的文章裡認為，「藝術同儀式的相似性在於，藝術的目的和

動力不是那種想複製自然的願望，也不是想改進自然的願望，而是與儀式同享的

衝動，是想通過再現，通過創造或豐富所希望的實物或行動來說、表現出強烈的

內心感情和願望。」196夢境、神話與星座作為陳慧嶠積極想像中的途徑，而藝術

創作則是積極想像之方法與成果。 

 

    「積極想像」是與潛意識的主動接觸，如在夢境、神話與星座中我們的潛意

識裡充滿了帶有情感衝動以及意象性和象徵性的內容，而透過積極想像的方式，

種種未被認識的，潛意識幻想的存在都會增強其頻率與強度，迫使人們去感受與

內視潛意識中的意義和作用。夢境、神話與星座就如同一面鏡子，人們內在的潛

意識藉由積極想像的顯示，讓我們重新去檢視、觀看自己，並嘗試以另一個自我

                                                
194 陳淑媛，2005，頁36。 
195 陳淑媛2005，頁37。 
196 程金城，2008，頁92。 



 

 

 

 136 

存在的身份來瞭解自己。而在作夢或幻想的狀態下，我們的想像力能將現實世界

不相干的事物串聯起來，這種心理的狀態往往也是創作中所需要的元素之一。 

一旦與這些意象有了直接的對話和感受，有了用整個身心所參與的意象體驗時，

其具體的表現方法，即藝術家以創作的方式給予這內在意象以某種外化的表現形

式；將夢境、神話和星座作為藝術創作的元素與靈感來源，陳慧嶠透過長年對夢

境的紀錄，對內在潛意識的疑惑，與對星座神話故事的興趣，藉由大量的閱讀餵

養了內在的心靈，同時作為積極想像的道具以藝術表現的方式呈現出來，心靈也

獲得療癒的功效。	  

	  

   	 根據方漢文的說法，「自我意識是一個歷史發展的概念，它代表著人類對於

自身存在意義的總體認識，這種「認識」是以個性意識的表現為象徵，且由於認

識活動的特性是個體的，也就是說它具有這樣的特性，即每個個體都要從頭學習

以前人類已經具有的知識，並且把它作為自己認識的開始，作為個人來說是學而

知之，不是天生就知道的；同時每個個體與其他人之間存在認識上的差異，這樣

就決定了個體的自我意識在人類意識的總體結構中，同時也在精神的發展變化中

居於重要的地位。」197 

 

    就如同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是人類自從原始以來的心理經驗的長期累積，

並且「沉澱」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深處，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198；但

這埋在深處的潛意識若不透過學習和閱讀來喚起，也許我們只是將它看成習慣或

永遠也不會發現它的存在。 

 

    1961年，人類學家卡洛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 1925-1998）為了

研究的需要，結識了印地安巫士唐望（Don Juan），其追隨唐望的十年間經驗了

                                                
197 方漢文，2000，頁71。 
198 吳光遠，2010，頁65。 



 

 

 

 137 

一系列全新的知識領域；唐望陸續教導他如何成為獵人、成為戰士，以致成為巫

士的方法，而這一切的學習都必須要從「抹去個人的歷史」開始，因為只要翻轉

了這套我們習以為常的描述方式，世界自然會以全新的面貌在你面前展開。199在

卡洛斯．卡斯塔尼達書中描述了一種積極想像的新方法（或說是古老方法），這

是魔法師兼巫醫唐望（Don Juan）的方法，他稱之為「做夢」；唐望也把這種做

夢稱為「控制下的瘋狂」，也會使人聯想到榮格把積極想像也稱作「自願的精神

病」。200唐望的故事對於陳慧嶠來說有特殊的意義，這一點，既表現在她的思想

上，也能從其創作中追尋得到。 

 

    陳慧嶠經由閱讀關於唐望系列的書籍，使其對宇宙本然及個人真相有了全新

不同的認識與瞭解；她更將其閱讀之心得與書中所探討的八個點：原因（reason）、

話語（talking）、感覺（feeling）、做夢（dreaming）、視覺（seeing）、意願（will）、

言語與理性的世界（Tonal）和直觀與力量的世界（Nagual）的關係創作出〈知

覺之翼〉一系列的草圖201（圖4-20）（圖4-21）（圖4-22）。在卡斯塔尼達的著作中，

巫士唐望不只一次提到所謂的「八個點」：「我們可以說，每個人都與生俱來八個

點。其中兩個，理性及言語，是所有人都熟悉的。感覺總是模糊而似曾相識。但

只有在巫士的世界中，一個人才能充分認識作夢、看見與意願。最後在巫士世界

的邊緣，他會遇到最後兩個點。這八個點造成他的完整自我。」202在往後的展覽

中陳慧嶠也以這八個點為基礎，將其生命中的經驗做連結帶進作品中，如1997

年個展「懷疑者的微笑」、2006年個展「此時此刻」及2012個展「樹上的雲」中

皆有出現。 

 

                                                
199 秦雅君，2007，頁22。 
200 易之新 譯，2011，頁166-167。 
201 草圖共五張，藝術家保留有三張原始草稿圖。 
202 魯宓 譯，1996，頁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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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陳慧嶠（1993）。〔知覺之翼：草圖Ⅰ〕。 

 

 

圖4-21：陳慧嶠（1993）。〔知覺之翼：草圖Ⅱ〕。 

 

 

圖4-22：陳慧嶠（1994）。〔知覺之翼：草圖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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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藝術創作積極想像的儀式過程中，也發現榮格式的積極想像與煉金術過

程十分類似；根據榮格的說法，煉金術著作其實就是一種以化學物質、植物和石

頭來進行的積極想像，而煉金術士則以一個容器，這個容器是他們的真實想像而

非幻想，或說是他們的原理，藉此使他們不會迷失自己，而對事件有實際的領會。

203藝術創作做為積極想像，就如同煉金術過程是與內在想像的身體部位的一種對

話。 

 

    夢境、神話與占星皆非主流文化下的產物，它們也都具有神秘、浪漫及想像

的特性。蘇珀琪論及法國思想家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異托

邦（Heterotopias）概念時指出，其中有所謂「他者的空間」（Other Spaces），傅

柯認為，「這樣的空間是一種描述，而不是實在事物，它提供了一種現實社會中

可能的存在。它存在於任何一種思考形式，以各式各樣的創作或行動呈現出來，

但它的存在還是依賴著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方式。」204傅柯的異質空間代表了「他

者性」的空間，為他者提供了無限多可能性的存在方式。現實世界中藝術家透過

創作來觀照自己，經由創作促使自我轉向內在心靈的空間，一個能以自己的方式

存在的空間，不必回應常規化社會的召喚；在傅柯鏡子裡的烏托邦空間是以一個

完美或幻想的形式呈現社會本身，這完美的空間裡不但映照出現實空間中的混亂、

污穢，也讓人透過此鏡面映照出自己的此烏托邦空間裡的缺席，而從鏡面另一端

的虛像空間開始凝視自己，並重構自我。在這異質空間裡反而是一種更貼近真實

的生命樣態，唯有在這樣情境下才能存在與釋懷，卸下現實中自我的面具，汲取

短暫的快樂與自由。 

 

    藝術家的作品不僅僅只是創作力的展現，更是藝術家將自己心中所渴望的想

像、慾望或理想表現在作品中。這些作品就如同一面面的鏡子，映射出藝術家的

                                                
203 易之新 譯，2011，頁159。 
204 蘇珀琪，2006，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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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透過作品的創作藝術家醞釀出一個想像的自我，然而藉由夢境、神話與星

座這些不斷異變、轉換的能指填補其中的縫隙，作品即反映藝術家的生活也建構

起一個嶄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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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自2008年至今，在研究者與陳慧嶠及伊通公園的接觸中，深刻地體會其想法

及具體實踐的難度。生活上，陳慧嶠以藝術家的身份兼任伊通公園負責人，浸染

於該特殊空間的藝術氛圍中，不但增加她與他人交流的機會，也豐富了其生命與

創作之經驗。創作上，陳慧嶠藉由極簡的呈現手法，由自身內在的情慾和夢境出

發，擴及對文學、宇宙的興趣，統合了視覺與語言的表述；透過藝術創作之儀式，

藝術家也因此在信念與直覺間獲得平衡。 

 

本篇研究自第二章始，試圖將陳慧嶠的創作歷程，作有效的分期：第一階段

（1987～1992年），陳慧嶠於學習結構、材質運用中，嘗試各種不同的創作技巧，

在自己的作品中摸索自己。她將創作理念實踐於藝術作品中，再透過作品來進行

省思。此時期多使用「針線」創作，是陳慧嶠身為女性創作者極為重要的一環，

這項媒材融合了藝術家過去的生命經驗，呈現出她對自身的理解，及其對藝術與

情感的體悟。第二階段（1992～1997年），陳慧嶠逐漸掌握自己的創作方向，由

此時期的作品亦能看出其師承的關係；此時，材質對藝術家而言則成了隱喻的語

言，讓其以更簡潔的形式，來闡述更多元之理念。又1995年之個展成功，對藝術

家而言也是莫大的鼓勵，肯定她使用作品形式與外在溝通的能力。此後，陳慧嶠

更有自信地於作品中展現二元的對立與融合。第三階段（1998～2006年），基於

伊通公園佈展的經驗，陳慧嶠對陳列空間的規劃更為敏銳，並要求自己於作品與

空間上能有全面的思考。此外，2005年蘇格蘭的駐村，帶給陳慧嶠前所未有的體

驗，強化了藝術家對宇宙面向的思考。換言之，亦是從個體探索向外擴及無限的

宇宙。此後，藝術家於原有針線、乒乓球、玻璃上，添入更多符號、圖騰、薊花

等，呈現出異地予其之心靈感受。第四階段（2007～2008年），陳慧嶠更能把握

媒材與理念，隨其藝術經驗的累積，閱讀成為她創作的另一條輔線。材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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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自前三階段的「針線」，但由手部勞動轉變成電繡形式，使其細節更理性

規律，創作尺寸更不受拘束。這一階段中，其作品形式亦由立體趨於平面，試圖

傳達迥異於以往藝術創作的感受。第五階段（2009～2012年），是陳慧嶠繼第三

階段後，又一次突破。這次她在作品中，不僅有個人到宇宙的空間延展，亦於創

作中帶入前世來世的時間概念。她理解藝術的張力不僅於視覺形式，更是無盡時

空中一瞬間的一點。如何藉由藝術家擷取時間的一刻，超越有限具體的形式，反

映這份無邊際的永恆。 

 

    回顧陳慧嶠歷來創作，在形式上以二項媒材為主：「針線」與「乒乓球」。為

貼近藝術家創作中「二元性」的核心概念，第三章討論了二項物件的意義。陳慧

嶠如何在近代藝術的脈絡中，選擇「針線」與「乒乓球」現成物進行創作，這樣

的選擇對她而言，其實具有多重意義。「針線」源於陳慧嶠兒時對母親溫馨的記

憶。經驗以外，此物銀色的光澤、冰冷的不鏽鋼質、尖銳的形體，正符合陳慧嶠

所欲傳達：敏感防備的感受，又兼穿透、直指核心的意象。創作過程中，手部針

線纏繞的矛盾與掙扎，同時具細密與連結的作用，完整了藝術家內在情感的各個

面向：女性、敏銳、拉扯、密實、聯繫。如果說「針線」是藝術家深入自我內心，

感性的情慾呈現，那「乒乓球」則為藝術家深入自我後的超脫，闡釋理性的思考。 

 

形式上，陳慧嶠視「乒乓球」為圓、球體。認為球體是一個自成圓融的宇宙，

由圓心出發至各相同距離的點，即成了球面。再者，圓的形狀生活中隨處可見，

也是一種簡潔幾何的表現。在象徵上，藝術家認為圓看似完美，卻圈住內，分隔

外。這樣的圓能自成一個天地，但也具有封閉的意象，對照到星象，即宇宙或是

宇宙中的星體，自然可以更豐富地演繹。而回到「乒乓球」這個現成物上，延伸

的意涵就更廣，如乒乓球四處滾動、不穩定、沒有出口的圓內，這份圓滿是帶有

矛盾的。同時乒乓球的聲音，與人對空心圓的想像，跳動散落的球體，引領觀賞

者由視覺進入聽覺的感受。因此，「針線」、「乒乓球」蘊含了藝術家創作時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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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思，反覆地於其作品中見之。 

 

    在陳慧嶠的創作中，「夢」、「神話」、「占星」是不可分的，第四章即試圖運

用上述三者去詮釋她的創作。就潛意識來說，夢幫助藝術家理解自己心底的渴望。

陳慧嶠習慣作夢，並將夢中的感受嵌入藝術創作，具體打造出一座真實且原始的

精神世界。蘇格蘭駐村的經驗觸動了她對古老神話的感知，神話與其原有興趣相

關，在此基礎上，陳慧嶠大量閱讀神話，運用符號與圖騰等元素，創作更多元的

作品，於此，將自身的夢與眾人的夢聯繫起來。 

     

藉由理論的輔助，我們可以由心理角度切入，討論「夢」、「神話」、「占星」

對藝術家的影響。陳慧嶠是一個多夢的藝術家，且熱衷追求占星知識。藝術家以

星盤來解釋，自己的「現實生活」與「非現實的夢」，占星是陳慧嶠理解事物、

看待事物的方式。而其創作理念以占星知識為中介者，先連結神話與占星，後以

占星知識解釋夢，這三者的關係，於其作品中得以呈現。因此，這三者彼此互動，

在藝術家的創作概念中，是一個完美的循環。 

 

綜觀陳慧嶠生平，其創作源於設計與插圖繪製，也因這份工作，她認識一群

熱情的藝術家。藝術創作初期，陳慧嶠受到林壽宇、莊普等人的影響，投入當代

藝術領域，積極地與他人交流，在討論中，學習創作的形式及理念。在陳慧嶠的

藝術之路上，「伊通公園」是一處不可或缺的空間，在這裡她可以獨自思考，可

以與人交流資訊，可以與藝術家討論理想，進而將內在萌發的靈感，於此空間具

體實踐出來。這是一處陳慧嶠與他人互動的地方，也聯繫不同藝術家，提供各位

彼此交流的平台。本篇論文先由陳慧嶠藝術風格分期，梳理藝術家的創作脈絡。

再者，以藝術家的作品形式及媒材運用看出其作品意義。最後，透過理論的分析，

輔助討論藝術與作品間深層的連結，探索形式上無法滲入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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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陳慧嶠簡歷年表  

 
1964/02/19    生於台北淡水 
1987  台北市立美術館「實驗藝術／行為與空間」聯展  
1989  遠赴法國巴黎遊學 
1990  韓國斧山「第五屆韓國斧山國際雙年展」邀請展  
      伊通公園「伊通公園」開幕聯展  
      帝門藝術中心「現代繪畫12人展」聯展 
      伊通公園「微波展」聯展 
1991  伊通公園「巫展」聯展 
      龍門畫廊「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 
      伊通公園「閱讀狀態」聯展 

      帝門藝術中心「現代繪畫」聯展 

      台北誠品書店「在書店裏的裝置」聯展 

      伊通公園「國際郵遞藝術 ( MAIL ART ) 交流展」 
1992  伊通公園「默照」個展 
      台北福華沙龍「紙藝術展—旨意.紙藝」聯展 

      伊通公園「從物體開始專題」聯展 

      伊通公園「藝術家的白皮書」聯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6種處理垃圾的想法」聯展 
      伊通公園「把觀念穿在身上」特展／「覺悟的邀宴支持佛教現代禪義賣 

      聯展」 

      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藝術家的書」聯展 

      伊通公園「IT KITSCH－愛的禮物」聯展  
1993  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送禮文化」聯展 
      台北雋永藝術中心「女性藝術家聯展」  

      台北 誠品藝文空間／台中臻品藝術中心「亞熱帶植物」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傳統與創新」中華花藝台北國際花卉展 

      台北漢雅軒「台灣90'S新觀念族群」聯展 
      伊通公園「花姿招展－想花心比看花深」聯展 

1994  香港漢雅軒「十位中國女藝術家」聯展  
      香港 三行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灣－香港」聯展 

      台北玄門藝術中心「後戒嚴.觀念動員」  
1995  伊通公園「脫離真實」個展 

雪梨當代美術館／黃金海岸市立畫廊／坎培拉藝術畫廊／臥龍岡市立 

畫廊「台灣當代藝術」澳洲巡迴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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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通公園「位置.飛機場」聯展 
1996  日本大阪「第七屆大阪國際繪畫三年展」  
1997  伊通公園「懷疑者的微笑」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伊通公園台北市立美術館聯展」  
1998  香港藝術中心「兩岸新聲－當代畫語」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市美展」 

      台北中正藝廊「兩岸新聲－當代畫語」 

      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女味一甲 

子」聯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  

伊通公園「寂靜的目光」「我要煎荷包蛋」陳慧嶠、顧世勇雙人展 

草山文化行館「台北後花園－裝置藝術展」 

1998-2000  紐約亞洲協會美術館／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墨西哥蒙特利當代美 
           術館／西雅圖達可馬美術館／香港藝術館「內外翻轉－中國新藝 

           術」美國巡迴聯展  
1999  伊通公園「磁性書寫－念念之間紙上作品」專題展 
      台北關渡藝術學院「意.象.繪.寫」紙上作品邀請展 

      台北郭木生文教基金會美術中心「矛盾與曖昧」三人展  

1999-2000  黃金海岸藝術中心／坎培拉／墨爾本／紐西蘭「面對面－台灣當代 

          藝術」澳洲巡迴聯展  

          北京中國美術館／高雄山美術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複數元的 
          視野－台灣當代美術1988-1999」  
2000  台北市立美術館「柔性與張力」聯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水的威脅」聯展 

      伊通公園「pH值專題展─鹼性時代」聯展 
      台北悠閒藝術中心「五個女人的床事─休憩之域」聯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聯展 

      市民大道與延吉街路口西側鄰里公園，公共藝術「星光時刻」 
2001  台北賓館「新春文薈─90年文化總會台北賓館戶外裝置」聯展 
      台北當代藝術館「輕且重的震撼─台北當代藝術館開幕展」  
2002  韓國光州美術館「止－韓國光州雙年展」  
      韓國漢城Total當代藝術館「輕與重的震撼」  
      伊通公園「一場要命的幻象─革命是當太多仍然不足之時…」聯展 
      伊通公園「磁性書寫：光隙掠影─影像在凝視我們」聯展 
2003  德國慕尼黑Lothringer13 / Laden「台灣藝術節」  
2004  台南壹三陸眾藝術「孔子21聯展─論當代孔子思想」  
      台北誠品藝文空間「閱讀迷宮：誠品書店十五週年慶」 

     台北市立美術館「立異─90年代台灣美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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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台新藝術年度觀察—特殊表現獎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5  蘇格蘭亞伯丁「Artists at Glenfiddich 05」駐村藝術家 
      「Artists at Glenfiddich 05」 蘇格蘭 格蘭菲迪駐村藝術家聯展 
       台北當代藝術館「平行輸入─前駭客藝術」聯展 

       台北關渡藝術大學「關渡花卉藝術節」聯展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公共藝術「內在的火焰」 
2006   台北當代藝術館「此時此刻」個展 
       日本名古屋藝術大學駐校藝術家聯展「路過─空間中的節奏」 

2007  土耳其伊斯坦堡「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戰爭年代的樂觀主義，第 
      十屆伊斯坦堡雙年展」 

      伊通公園「散步─莊普、賴純純、陳慧嶠三人展」 

2008  伊通公園「雙重火焰」個展 
      台北非常廟藝文空間「時間的一次心跳：格蘭菲迪駐村藝術家聯展」 

      伊通公園「小甜心─伊通公園二十週年慶」 

2009  舊金山藝術學院及洛杉磯REDCAT藝術中心「日常奇蹟—延伸，亞洲女 
      性聯展」  

      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聯展 

      台中臻品畫廊「戀念書寫：臻品十九週年策劃展」聯展 

      台北 剝皮寮藝條通‧古街文化節「混搭：當代藝術展」聯展 

      伊通公園榮獲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第十三屆台北文化獎  

      台北市捷運內湖線南港展覽館站，公共藝術「掠影」 
2010  台北誠品畫廊「台灣當代幾何抽象藝術的變奏」  
      台北夏可喜當代藝術「Faith：陳慧嶠與提塔‧露比雙人展」  
2011  台北大趨勢畫廊「情欲幾何」個展 
2012  台北關渡美術館「樹上的雲」個展 
      台中 20號倉庫「集合物語─藝術的日常遊戲」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女人們的白色房間」 

      高雄市立兒童美術館「圖案，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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