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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女性長期在藝術與教育界是處於弱勢的族群，然而她們竟然

能夠突破傳統父權的體制，成就其專業的藝術與教育地位，

得以在高等教育從事藝術教職的工作。在同時具備藝術家/研

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角色時，她們的專業知識、所成就的藝

術事業，以及在性別議題的思考，扮演性別重整教育播種者

的角色，關係著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在藝術領域所可能的著力

點，是改變臺灣社會與藝術界性別秩序與體制的契機所在。

本研究為瞭解這些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創作特質與作品

風格、性別意識，及成就其典範生命圖像的異同，乃立意取

樣，以從事高等教育藝術師資培育相關機構教職、具創作經

驗且有持續創作展出(無論是個展或聯展)為選定研究對象的

原則，總共選取六位分別在不同大學任教的教師為研究對

象，即李美蓉(1951-)、薛保瑕(1956-)、吳瑪悧(1957-)、王

瓊麗(1959-)、林珮淳(1959-)、及謝鴻均(1961-)。以深度訪

談、文獻探討、作品風格分析，探討其藝術生命故事。 

研究結果發現，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專業能動性的持續累

積，以及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是這六位女性成就藝術專

業典範的共同性關鍵，而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與「性別

意識」的形塑息息相關。她們各以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具

體化其對於對於性別議題的思考，藝術作品代表著性別意識

社會實踐的行動力。 

個人成長的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形塑意識的關鍵，教育及

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別意識發展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

組織性行為與活動，是為結集性別意識產生集體能動性的必

然。其次，「藝術特質與風格」是ㄧ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

尚包括專業表現層面的熟悉、沿續及發展，具脈絡化的獨特

屬性。「性別意識」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理念與形式，但並非

是決定藝術特質與風格的唯ㄧ因素。本研究支持女性主義意

識並非是性別意識發展的終點，性別意識沒有起點與終點，

是永無休止的流動，但同時結合 Gerson 和 Peiss 的階段理

論，提出修正的觀點：性別意識從性別覺察、到性別意識後

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會再發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本

研究的案例呈現二種樣態：（ㄧ）是 Gerson 和 Peiss 的發展

路線，（二）是承續 Gerson 和 Peiss 的發展路線並擴展為

「超越性別的意識」。至於「永無休止的流動概念」，本研

究認為，性別意識ㄧ旦存有便不會消失，但不一定是如 

Stanley 和 Wise 所提是循環或螺旋式的發展，「性別意識」

具有固著及延展性，本研究的案例中，性別意識的發展有固

著於女性主義意識及超越性別意識的現象。成長於較具女性

意識的家庭環境，在性別意識的發展會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

識的可能；至於成長於傳統性別意識及性別平等的家庭環



境，性別意識的發展可能由女性主義意識擴展為超越性別意

識。這樣的發現，是立基於六位研究對象的言說及其藝術創

作的表現。 

  本研究的對象來自藝術領域，所得的研究結果，希望能對

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究提供另ㄧ種視野。 

 

中文關鍵詞： 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藝術，性別意識，藝術教

育，                  藝術與性別 

英 文 摘 要 ： This two-years study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investigate 6 A/R/T females, Lee, Mei-rong (1951-), 

Hsueh, Ava Pao-shia (1956-), Wu, Mali (1957-), Wang, 

Chiung-li(1959-), Lin, Pen-Chwen (1959-), and Shieh, 

Juin (1961-). Each of them has experiences of at 

least ten years teaching at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art making. They teach in different univerities. The 

purposes are to understand the stories of their life, 

education, artwork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assion and 

insists in art, continuing work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e personality are the keys that building 

up their careers.  The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e 

personality form their gender conscious. All of them 

use different type of art expression to realize their 

thinking about gender. Their works represent the 

social agency of gender conscious.   

     On the other hand, family environment is a vital 

factor for individuals to learn gender concept and 

form their conscious. Education and related gender 

activities are the catalysts. Group activity is a way 

to develop collective gender conscious. As to the art 

style, it is a personal choice. It has to do with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fromer training and new trials. 

Art style is contexturalized. 

     Gender conscious influence artist’ concept in 

making works of art, but not a deceisive factor.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no a ’start’ 

and an ’end’ point in gender conscious. It is an 

endless movement. This study also try to revise the 

stage theory of Gerson and Peiss (1985) that except 

three types of conscious movements, there is one, we 

might call it as ’trans-gender conscious’ after 



feminist/anti-feminist consciou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only one case sticks in Feminist conscious.  

The others enlarge their gender-feminist conscious to 

gender-feminist-transgender conscious.  The reson for 

the case who sticks in feminist stage is taking modle 

from her mother.  Gender conscious once perceive by 

an individual, then it exists forever. 

  

 

 

 

英文關鍵詞： artist/researcher/teacher-three-in-one, art, gender 

consciousness, art  education, art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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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重整播種計畫(二)「  
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生命︾藝術與性別意識  

中文摘要  
女性長期在藝術與教育界是處於弱勢的族群︽然而她們如何能夠突破傳統父權的體

制︽成就其專業的藝術與教育地位︽得以在高等教育從事藝術教職的工作〈在同時具備藝

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角色時︽她們的專業知識︾所成就的藝術事業︽以及在性別議

題的思考︽扮演性別重整教育播種者的角色︽關係著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在藝術領域所可能

的著力點︽是改變臺灣社會與藝術界性別秩序與體制的契機所在〈本研究為瞭解這些女性

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性別意識︽及成就其典範生命圖像的異同︽乃

立意取樣︽以從事高等教育藝術師資培育相關機構教職︾具創作經驗且有持續創作展出(無
論是個展或聯展)為選定研究對象的原則︽總共選取六位分別在不同大學任教的教師為研究

對象︽即李美蓉(1951-)︾薛保瑕(1956-)︾吳瑪悧(1957-)︾王瓊麗(1959-)︾林珮淳(1959-)︾
及謝鴻均(1961-)〈以深度訪談︾文獻探討︾作品風格分析︽探討其藝術生命故事〈 

研究結果發現︽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專業能動性的持續累積︽以及個體主體及反思

性的特質是這六位女性成就藝術專業典範的共同性關鍵︽而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與�性

別意識�的形塑息息相關〈她們各以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具體化其對於性別議題的思考︽

藝術作品代表著性別意識社會實踐的行動力〈 
個人成長的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形塑意識的關鍵︽教育及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

別意識發展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組織性行為與活動︽是為結集性別意識產生集體能動性

的必然〈其次︽�藝術特質與風格�是ㄧ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尚包括專業表現層面的熟悉︾

沿續及發展︽具脈絡化的獨特屬性〈�性別意識�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理念與形式︽但並非是

決定藝術特質與風格的唯ㄧ因素〈本研究支持女性主義意識並非是性別意識發展的終點︽

性別意識沒有起點與終點︽是永無休止的流動︽但同時結合Gerson和Peiss的階段理論︽提

出修正的觀點「性別意識從性別覺察︾到性別意識後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會再發展為�超

越性別的意識�︽本研究的案例呈現二種樣態「�ㄧ�是Gerson和Peiss的發展路線︽�二�是

承續Gerson和Peiss的發展路線並擴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至於�永無休止的流動概念�︽

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ㄧ旦存有便不會消失︽但不一定是如 Stanley 和Wise所提是循環或

螺旋式的發展︽�性別意識�具有固著及延展性︽本研究的案例中︽性別意識的發展有固著

於女性主義意識及超越性別意識的現象〈成長於較具女性意識的家庭環境︽在性別意識的

發展會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的可能﹀至於成長於傳統性別意識及性別平等的家庭環境︽

性別意識的發展可能由女性主義意識擴展為超越性別意識〈這樣的發現︽是立基於六位研

究對象的言說及其藝術創作的表現〈 
  本研究的對象來自藝術領域︽所得的研究結果︽希望能對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

究提供另ㄧ種視野〈 
 

關鍵詞(keywords)「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藝術︽性別意識︽藝術教育︽ 
                 藝術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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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eding Project for Reconstructing Gender Concept(II)「 
The life, art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three female a/r/t sowers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female educators are a subgroup in art societies. Some how some females 

are able to get teaching jobs in higher educ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a patriarchy 
society to achieve their professionals. When they play a role of as artist/researcher/teacher all 
together, their knowledge, artworks, and thoughts about gender are giving to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 fact, they play a key role for changing. They are the sowers to empower their students 
to breaking dow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ey provide a possibility to rearrange the 
order of art world in Taiwan. This two-years study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investigate 
6 A/R/T females, Lee, Mei-rong (1951-), Hsueh, Ava Pao-shia (1956-), Wu, Mali (1957-), Wang, 
Chiung-li(1959-), Lin, Pen-Chwen (1959-), and Shieh, Juin (1961-). Each of them has 
experiences of at least ten years teaching at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art making. They teach in 
different univerities. The purposes are to understand the stories of their life, education, artwork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assion and insists in art, continuing work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e personality are the keys that building up their careers.  The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e personality form their gender conscious. All of them use different type 
of art expression to realize their thinking about gender. Their works represent the social agency of 
gender conscious.   
     On the other hand, family environment is a vital factor for individuals to learn gender 
concept and form their conscious. Education and related gender activities are the catalysts. Group 
activity is a way to develop collective gender conscious. As to the art style, it is a personal choice. 
It has to do with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fromer training and new trials. Art style is 
contexturalized. 
     Gender conscious influence artist’ concept in making works of art, but not a deceisive 
factor.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no a “start” and an “end” point in gender 
conscious. It is an endless movement. This study also try to revise the stage theory of Gerson and 
Peiss (1985) that except three types of conscious movements, there is one, we might call it as 
“trans-gender conscious” after feminist/anti-feminist consciou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only one 
case sticks in Feminist conscious.  The others enlarge their gender-feminist conscious to 
gender-feminist-transgender conscious.  The reson for the case who sticks in feminist stage is 
taking modle from her mother.  Gender conscious once perceive by an individual, then it exists 
fore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based on 6 females’ interviews, works of arts, and their 
publications.  It offers an alternativ possibility for understanding gender issues.  
  
Keywords: artist/researcher/teacher-three-in-one, art, gender consciousness, art  

education, art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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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ㄧ︾前言  

目前在藝術教育領域所新興的研究理論a/r/tography1 (artist-researcher-teacher)( Irwin 
(ed.), 2004)︽即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者一體的論述︽其核心概念是以藝術為本位之研究形

式︽在本質上是一種活的行動探究︽藝術表現如同其他的學術研究︽是一探索與鑽研的嚴

謹過程︽藝術家本身便是一位研究者︽而教師的整體教學表現本身即是一種藝術的表現︽

是充滿研究的特質︽所以一位教師可以同時是研究者與藝術家︽而研究者也同時可以是藝

術家與教師︽當然藝術家必然是兼具研究者與教師的特質〈如此看來︽a/r/tography理論的

精神即在擁抱理論︾實務︾創作(theoria, praxis, and poesis)︽藉由研究︾教學︾藝術創作

(research, teaching, and art-making)三種類別之間複雜的互文性與內在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and intratextuality)的衝突︾對話︾詮釋︾與再認識的過程︽擴大意義的創建〈此理論呼應性

別研究中所談的反身性-行動與說明的�辯證�〈 
因為自身性別意識的覺察︽到接觸相關的知識與典範︽落實在藝術創作研究與教育的

經驗︽研究者不免省思︽作為女性︽長期在藝術與教育界是處於弱勢的族群(譬如︽常在藝

術或教育等的會議可以發現︽怎只有我一位女生的事實)︽倘若得以在高等教育從事藝術教

職的工作︽在同時具備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角色時︽她們的專業知識︾所成就的

藝術事業︽以及在性別議題的思考︽應該是在知覺與不知覺之中︽透過正式與潛在的方式︽

扮演性別重整教育播種者的角色︽正關係著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在藝術領域所可能的著力

點︽是改變臺灣社會與藝術界性別秩序與體制的契機所在〈但是︽她們是如何能突破傳統

父權的體制而能成就其專業的藝術與教育地位︽這些女性在哪裡」其成長︾家庭︾教育及

藝術社會的參與為何」其藝術創作思維︾歷程及作品的特色為何」其對性別相關知識的獲

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過程為何」其對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的情形為何」其對藝

術再現性別議題或思維的看法為何」其對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為何」這些範例之相關史

料︽應如何具體的建立︽以作為教與學的參考」因此︽乃興起了本研究「�性別�重整播

種計畫(二)「女性播種者2≒�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生命︾藝術與性別意

識〈  

                                                
1 a/r/tography(artist-researcher-teacher)是一種兼具文本和影像的再現形式︽是關於我們每個

人生命的深層意義︽透過感知(perceptual practices)而擴大︽而這感知揭露那曾經被隱藏的︾

創作出人們從未知道的︾想像那我們企求達成的〈此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每個人可能同時

扮演不同的角色︽藝術家/研究者/教師︽此三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在與外界互動的認知過

程︽透過記憶︾認同︾反省︾默想︾說故事︾詮釋和再現︽採用藝術表現的手法去探究與

表現( Irwin (ed.), 2004) 
2 �播種者�在本研究係指藝術教育通作者透過正式或潛在課程︾藝術家的創作作品︾身

教或指導等︽傳遞一些有關性別的知識或作為︽如同播種的人︽故以此詞彙以與計畫題目

�播種計畫�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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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從事10年以上高等教育藝術師資培育相關機構教職︾具創作經驗且有持

續創作展出(無論是個展或聯展)為選定研究對象的原則〈在經研究對象的同意︽挑選六位教

師「李美蓉(市教大)︾薛保瑕(南藝大)︾吳瑪俐(高師大)︾王瓊麗(臺師大)︾林珮淳(臺藝大) 及
謝鴻均(竹教大)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文獻︾創作歷程與作品風格分析︽探討其藝術生

命故事︽一方面建立臺灣高等教育女性從事藝術與教育工作之相關史料︽另一方面也希望

藉此充實臺灣女性藝術史與女性創作者之相關研究〈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本研究之目的︽具體而言試圖「 
�一�︾建構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 
    1. 檢視女性播種者的成長︾家庭︾教育及藝術社會的參與 
    2. 建立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生命圖像案例 
�二�︾詮釋女性播種者的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1. 檢視女性播種者的藝術創作思維︾創作歷程及作品特色 
2. 建立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三�︾瞭解女性播種者的性別意識 
    1. 對性別相關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過程 

2. 對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的情形 
    3. 對藝術再現性別議題或思維的看法 

4. 對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四�︾編織不同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圖像 

  (生命︾藝術與性別意識)結構與內涵 
 

三︾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問題︽主要涉及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個案研究以及性別意識的探討〈回顧與本研究

較為相關的文獻︽可以區分為如下二個方向「一︾為女性藝術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二為有關性

別意識的探討(性別意識應是涵蓋性別概念3)〈性別意識的探討又可以包括︽對不同年齡層所存

有的性別概念︾社會與學校環境中所存有之性別概念︾以性別議題融入課程的設計與發展︽以

及性別意識的形成等部份〈 
首先︽有關女性藝術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在量數上︽可以發現以對早期前輩畫家陳進的研

究最多(田麗卿︽1994﹀石守謙︽1992︽1997﹀江文瑜︽2001等)〈但這些研究多以文獻的討論

                                                
3 概念一詞︽從心理學的觀點︽是人們認識事物及分類事物的心理基礎︽包括語言文字及

其他有關人所製作的符號(張春興︽1998︽317-318)〈換言之︽從人所創作使用的語言及影像︽

必然顯示出其對某些事物的認知與思考〈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有關人主體的心智︾外在客觀

世界︾人主體與客觀世界間的互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社會與物質界脈動之間相互關

聯的結果〈因此︽個體性別概念的形成是一種社會化過程的凝聚︽也是歷史的建構〈法國

歷史學家Michel Foucault便認為觀念的形成(甚至語言的創造運用與定義)是由言論所建構︽

而這些言論是與各種社會的實踐與機制密切相連(Rabinow,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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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品的分析為主︽其中對於女性典範建立的思考上與本研究所關心的較為相似︽但與本研究

所關心的當代性及可以直接與還在工作者的接觸採集信息是有所落差︽所以︽僅能就資料整理

的方法上作為參考〈除此︽在林佩淳(1998)所主編的女/藝/論一書︽比較是從臺灣文化的脈絡

來檢視臺灣女性藝術的發展現象︽如其中陸蓉之談演變︽賴瑛瑛論女性藝術的歷史面向︽薛保

瑕評臺灣當代女性抽象畫之創造性與關鍵性︽林佩淳說女性藝術與社會︽吳瑪俐從圖象材料與

身體看女性作品等等的十二篇文章︽是主題性的論述︽與本研究所鑽研的問題雖非直接相關︽

但書中的篇章作者︽有4位是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所以︽其所論述者︽是本研究所要收錄進一

步探究的〈Grosenick (2001) 編輯 “Women artists”`一書收集20至21世紀47位女性藝術家︽針對

藝術創作的特質予以析述︽雖對女性藝術史料的建立有所幫助︽但也僅限於浮光略影〈至於陸

蓉之(2002)的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史︽配合史的發展︽收錄一些女性藝術家及教育工作者的成

長︾教育及作品等的訊息︽其中也包括本研究所要研究的個案︽但都未能深入︽且多僅止於文

獻的討論或引用︽與本研究所企圖挖掘的有所出入︽但所勾畫的臺灣(當代)女性藝術史之大體

架構︽是絕對有基礎的參考價值〈Chao(2003)的 “External and internal approaches for empowering 
Taiwanese women art teachers. 在 Kit Grauer, rita L. Irwin, Enid Zimmerman (Eds.), Women art 
educators V: Conversations across time.一書析述3位中學女老師的生命故事與性別經驗︽但並未

就創作經驗的性別表現策略與行動有所著墨︽其研究結果特別指出女性師資的三種面向「一種

是已注意到性別議題的存在︽而有熱忱去探索﹀一種是未曾接觸︽但一旦瞭解便想去教﹀另一

種則是即使注意到此一議題的存在︽但持保留的態度〈因此︽作者特別呼籲臺灣藝術教育應注

意性別議題的重要性︽其訪談的問題:諸如在藝術界的女性參與經驗︽性別刻版印象等︽可作

為本研究之參酌〈此外︽Whitehead (2008) 對4位女性有色藝術家的研究(Theorizing  
experience: Four women artists of color) ︽透過敘說研究的方式︽訪問這些藝術家的認同︾教育︾

專業的活動和創作的經驗︽對女性主義的定義等觀點︽並將這些經驗予以理論化〈作者強調在 
藝術教育以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取徑的有效性︽並建議教導文化的差異︽可經由藝術家個人經驗 
的分享而予以強化〈此研究的方法及結論將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與立論的基礎〈 

至於有關性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的研究︽依據 Gurin 與 Townsend(1986)的看

法︽�意識�是指成員知覺到該群體在社會處境的意識型態︽是一種多元複雜的現象〈另張

春興(1991)指出�意識(consciousness)�是一個包括多種概念的集合名詞︽其涵意係指個人

運用感覺︾知覺︾思考︾記憶等心理活動︽對自己的身心狀態(內在的)與環境中人︾事︾物

變化(外在的)的綜合覺察與認識(p.173)〈至於Sternberg表示�意識�是評估環境中的訊息並

將之過濾的複雜過程︽意識有監視與控制的功能︽藉由意識︽我們可以控制知覺︾記憶與

心智產生的訊息(陳億貞譯︽2003︽p.27)〈有關性別意識︽Gerson 與Peiss(1985)認為性別意

識並非有或無的問題︽而它是一個連續體︽因連續體發展上的不同︽分為三種型態︽分別

是性別覺察(gender awareness)︾女性/男性意識(female/male consciousness) 與女性主義/反女

性主義意識(feminist/anti- feminist )︽其中性別覺察牽涉對既有性別關係系統不具批判性的

描述︽為其他二種發展所必須〈Henderson-King和Stewart (1994)提出性別意識不同於女性主

義意識的觀點︽�性別意識�是�女性主義意識�的基礎︽但不等同於�女性主義意識�﹀�性

別意識�是瞭解性別是ㄧ種社會文化的建構和社會的角色︽而非植根於生物的男女性別﹀�女

性主義意識�較傾向於是種政治意識︽有關於試圖改變在社會中對女人性別角色的歧視︽

以及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對女人不利之處〈Wilcox(1997)則認為性別意識是指對於性

別的認定︽對權力的不滿︾對體制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識︽並不必然指涉某種特定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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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型態〈此外︽畢恆達(2004)在其研究中界定為「只要是理解到女人並非是天生而是社會所 

建構︾檢視女人作為集體所處的社會結構︾相信應該採取集體行動來改變女性集體處境〈 

在探討不同年齡層所存有的性別概念方面︽女性雜誌工作的作家Betty Friedan於1963年寫

了一本�女性的神密性(The Feminine Mystique)�︽描述在以男人為主流的社會中︽許多不快樂

與挫折的女人心聲︽以激發政治與社會的改革行動︽來營造性別概念的改變〈Williamson (1996)
的研究也指出「女人意味著家庭︾愛︾和性︽….女人一般而言並不意味著工作︾階級︽和政

治(Williamson, 1996, 24)〈當學者的研究指出女性的印象是被如此限制的同時︽有些研究另呈

現出男性的限制︽所議論者認為在長期有關概念與習俗的規範與制約學習下︽男性必須表現應

有的男性氣概︽必須要強壯︾勇敢︾提得起放的下..等等的行為舉措︽ Mosse (1993)的研究即

提到「男孩被社會教化為必須是主動︾激進︾具競爭力︾有男子氣概︾以及是男性的〈Pollack 
(2000)更進一步指出︽許多的男孩並沒有得到他所須要情感上的關注︾同情與支持︽而這些是

作為一個成人時所必要的〈朱蘭慧(2002)透過三位男性生命史的研究發現︽父母的教養造成性

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家裡濃厚的男性至上色彩︽傳遞男主外︾剛毅︾英雄氣概及遠庖廚的刻板

印象︽而此刻板印象往往經由學校環境︾教師與學校課程中被助長︽再製性別刻板概念(p.216)〈 
如此的主張︽在畢恆達(2003)探討男性別意識之形成︽有著更為明確具體的發現與理論建構︽

他為了解男性如何在父權體制下︽形塑其性別意識︽於是訪問19位男性︽研究結果發現︽男性

性別意識的形成是來自於�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女性受歧視與壓迫的經驗�︾及�重

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的根源︽而女性主義論述的介入是重要的詮釋依據︽男性追求性別意

識是基於各種利害關係之權衡︽其中包括�男性個人利益�︾�關係利益�及�政治利益�〈這

樣的研究發現︽是否適用於女性」是本研究可藉以深究或予以部份比較〈 
其次︽從兒童與青少年所存有的性別概念情形著手者︽Messner (1987)的研究指出︽青少

年時期︽團體的認同是很重要的︽大部份的中學男學生認為︽運動能幫助其建立男子氣概且成

功的建立人際關係與公共形象〈Sadker和Sadker(1994)表示︽對男孩而言︽成為女孩是很駭人

聽聞︾令人厭惡︾以及很羞辱的︽而且是完全不能接受(p.83)〈他們調查Michigan地區1100位
兒童︽學生被要求以作為另一性別的角色來撰寫短文︽結果有42%的535位女生以積極正面的

說詞來寫若作為另一性別的角色與思考︽但是有95%的565位男生中卻認為作為女性是沒有好

處的︽只有28位的男孩寫出具正面性的事〈雷同Messner的研究︽蔡詩萍(1998)也認為︽同儕間

的認同是�同一國�建立的基礎︽而同一國的男生要不同於女生︽不可以娘娘腔︾女性化〈曾

文鑑 (2001)進一步指出︽當兒童從事跨性別的活動時︽同儕較少給予正面的回應︽而是給予

較多的批評︽尤其是男孩子︽當他玩洋娃娃或家事工作等活動時︽比女孩從事跨性別活動時︽

接受更多的批評與負面的回應〈Keifer-boyd (2003)探討性別的概念如何形塑並影響觀者詮釋藝

術作品︽他以�自我論述檢核表�︽檢視不同性別的觀者在標識24幅分別為不同男女藝術家的

作品「哪一幅為男女性藝術家」哪一幅為女性藝術家所為的理由︽來瞭解性別的刻板印象〈其

研究結果發現︽在視覺的樣式上︽男性的觀者通常以�粗大�︾�強壯�︾�暴力�︾以及�激進�

等的理由︽來認定是男性藝術家所為的作品﹀而以�柔軟�︾�精巧的�︾�單純�︾�曲線�︾�輕

巧�以及�敏感�等的理由︽來認定是女性藝術家所為〈至於女性的觀者類似的以�有力的�︾

�強壯�︾�黑暗�︾�3D�以及�真實的�等的理由︽來認定是男性藝術家所為的作品﹀而以

�明亮的顏色�︾�輕巧�︾�單純�以及�圓形�等的理由︽認定是女性藝術家所為〈其次︽主

題的部份︽男性的觀者以畫面所呈現�女人�︾�暴力�︾以及�戶外�的主題︽認定是男性藝

術家所為﹀而以�女人的權力�︾�服裝�和�身體的部份�的主題︽認定是女性藝術家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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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性的觀者類似以�開發性�︾�戶外�和�裸體�的主題︽認定是男性藝術家所為﹀而以

�家庭�︾�女人的議題�︾�憐憫�︾�愉悅�和�感傷�的主題︽認定是女性藝術家所為〈從觀

者的論述中︽反映出性別的刻板印象 (Keifer-boyd, 2003, 327-329)〈 
陳瓊花(2004)從藝術表現的畫與話︽探討臺灣兒童與青少年的性別概念︽其研究結果指

出︽創作圖像顯示性別差異之�女生穿著裙子�的特徵上︽男女學生的表現有顯著的差異︽較

多數的女學生傾向於認同�女生穿著裙子�的自我概念︽是此一概念內化的具體展現〈男女學

生在表達�女孩圖像�及�男孩圖像�的個性的用語上︽有顯著的差異︽較多數的女學生使用

正面積極性的用語﹀�男孩圖像�所得的負面消極的形容用語較多於�女孩圖像�〈其次︽較多

的男學生使用�社會價值規範的行為�之用語表達女孩可以作的事︽男女學生的表現有所不同︽

顯示男學生對於異性的行為舉止︽有著較多的期待或要求〈然而當思考�女孩圖像�與�男孩

圖像�不能作的事時︽男女學生卻都傾向於使用�社會價值規範的行為�之用語︽男女學生之

間的概念均沒有顯著的差異〈從此結果可以發現︽臺灣的兒童與青少年傾向於援用社會價值規

範下之行為模式︽作為自我界律與要求別人的準則︽而社會價值規範下行為模式所依循的︽則

是多面向的價值信念網絡︽其中有男︾女差異的單面向價值觀︾以及集體維護與認同的社會價

值系統〈除此︽林雅琦(2005)研究國中學生對於女性影像的解讀傾向︽結果發現男︾女學生在

解讀型態上有顯著差異︽男學生對於�女性特質與外表�︾�女性權力角色�︾�女性職業角色�

與�女性商品代言�之刻板印象較女學生為高︽並且男學生解讀廣告女性角色觀點之刻板印象

高於女學生〈 
對於分析社會與學校環境中所存有性別概念之研究︽Pomerleau等人(1990)談到︽一般父母

在給小孩的玩具或色彩選擇上︽傾向於刻板印象的安排︽譬如︽女生用粉紅︽男孩以藍色等〈

Smith(1994)認為廣告是提供許多的性別適當性的行為範例(Smith, 1994, 324)〈Smith (1994)研究

82種不同的廣告︽依據廣告中所使用的男孩以及產品所廣告的類型︽發現許多的廣告多針對男

孩而非女孩︽其中只有 27 or 32.9%是針對女孩︽而有55 or 67.1% 是針對男孩 (Smith, 1994, 
331)〈研究中同時指出︽玩具的分類是依據傳統的性別角色來區分為男性或女性〈在22個為女

孩所作的廣告中︽只有2個是以女性的聲音來講述︽反之︽那些為男孩所作的廣告︽則全是使

用男性的聲音〈在場景的呈現上︽女孩發音明顯比較多的時間是待在家裡︽而男孩則遠離家庭﹀

此外︽在為男孩所作的廣告中︽捏造的環境是極為普遍的︽或是具有幻想性的場景︽這些在為

女孩所作的廣告中不但少見︽而且是多侷限在普通與平常的情境(Smith, 1994︽333-334)〈 
雷同的見解︽Kibroune表示︽小女孩在廣告上常被刻劃為玩偶︽使得女孩與女性給人的幼

稚觀念︾不安與脆弱的印象根深蒂固︽男孩則被塑造成可靠︾強壯︽有主控權︽準備迎向這個

世界(陳美岑譯︽2001︽170-171)〈此外︽吳知賢(1999)舉出︽卡通也不斷的傳遞男女角色差異

的刻板印象︽譬如︽男性一般而言是智慧︾能力高與能解決問題的︽而女性則多半是等待救援

的角色〈王瑞琪(2002)則關心廣告中的男性角色︽在�讓男人喘口氣別再叫他拚了�一文中︽

她表示在一則廣告中「�片中的男主角︽就跟這個社會中不少家庭裡的男人一樣︽是一個在工

作上很�拚�的男人〈拚到可以錯過孩子的生日︾可以讓孩子在聯絡簿上寫著「�爸爸像一隻

永遠在睡覺的大象〈�︾可以等到家中出現緊急事故�孩子和老父都失蹤了�才出現︽其他時

候︽就讓太太絮絮不休地抱怨著︽……(王瑞琪︽2002)�〈在我們的社會中不斷的營造�工作�

是男人的全部︽所以︽因為失業而自殺︾酗酒︾毆妻︾毆子女和狂賭等的新聞常有所聞〈 
另從分析學校教學場域的教材方面著手者︽如美國學者Scott 和 Schan(1985)分析教材中

的性別偏見現象︽提出四種情形「(ㄧ).圖片作為主角的描述︽女性遠低於男性﹀(二).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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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以性別刻板化角色描述﹀(三).女性出現時較男性以貶抑的角色出現﹀4.以男性專屬語言

出現〈國內學者蘇芊玲(1996)也在�從教材看女性的教育處境�一文中︽也剖析教材中所存有

的性別問題為「1.女性出現的次數與頻率遠低於男性﹀2.傳遞強調刻板化的性別印象﹀3.省略

歪曲女性各方面的歷史貢獻﹀4.充斥男主女從的性別意識形態(蘇芊玲︽1996)〈 在粉紅色的剪

刀一文︽Check(2002)則議論「藉由檢視白人傳統男性為主導的教育學︽有助於幫助教師瞭解

�對女人厭惡(misogyny)�和�對同性戀的憎惡�或恐懼�(homophobia)�如何影響到男人和

女人︽男孩和女孩…〈這一類的分析可以刺激我們發展有別於壓制性別現象的教學策略︽以為

我們的孩子及自己建構較為健全與平等的教育環境(Check, 2002, 51)〈劉容伊(2004)檢視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中視覺藝術範疇之性別意識形態︽發現有關兩性視覺

藝術家出現的比例方面「國中︾小教科書中男性視覺藝術家的人數以壓倒性的數量︽勝過女性

視覺藝術家的人數﹀兩性視覺藝術家作品出現的數量方面「國中︾小教科書中男性視覺藝術家

作品的件數亦以壓倒性的數量︽勝過女性視覺藝術家作品的件數〈 
以性別議題融入課程的設計與發展方面︽陳瓊花(2002)以性別藝術為主題︽規劃設計大學

通識教育之藝術鑑賞︽企圖將女性藝術家的作為納入課程︽以教導更多的人認識女性藝術家︽

同時藉以鼓勵女性藝術專業的發展〈張素卿(2004)將性別議題融入高中藝術教育之課程︽學習

的內容置於學生的性別生活脈絡經驗中︽引導學生對自我性別的生命經驗與生涯發展作深入省

思〈在其課程的實施中︽學生透過藝術獨特的面貌與表現方式︽思考不同時空與文化內涵下所

呈現的性別意識形態︽確實能提升其性別的自覺意識︽建立兩性互動之正面思考︽因此︽其研

究結果特別強調透過藝術教育帶動性別自覺意識的重要性〈陳曉容(2005)研究者則透過行動研

究設計一個融入�性別議題�的美術鑑賞課程︽以所服務學校的高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課程

的設計︾實施情形與教學成效︽最後並提出改進教學與研究之建議〈經由該課程的實施︽學生

除了�鑑賞能力�進步外︽也提升了觀看藝術品的�性別敏感度�〈 
林昱貞(2000) 以質性研究法︽深度訪談和教室觀察兩位關心性別議題的國中女教師〈每

位教師至少接受六次訪談與十四次的教室觀察︽在為期半年的過程中︽探討個案的性別意識發

展歷程︾內涵與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實踐經驗〈觀察部份則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課程〈研究

結果發現兩位女教師雖同樣經歷過被�女性化�與�邊緣化�的社會壓迫︽但是她們卻能跳脫

複製傳統父權社會的思維模式︽積極抗拒不合理的性別權力關係︽這些積極的作為是來自於主

體遭受歧視的經驗︾高度的自省能力︾論述或成長團體的啟蒙︽以及實踐的觸發〈同時︽她們

對性別平等所抱持的信念與實踐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在教學上︽卻都一樣重視性別敏感的啟

發︾民主化的師生關係︾以及彰益學生的權能〈畢恆達(2004)另以深度訪談的研究法︽探討15
位女性性別意識形成的歷程︽其研究發現支持Stanley 和Wise(1993)︾Griffin(1989)等人的主

張「性別意識發展過程︽並非是一個線性的︾有預設終點的︾由低往高的階段發展歷程︽它沒

有明確的起點︽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流動〈作者認為性別意識的發展是漸進︾來回的過程︽一旦

有了意識之後︽會有所獲︾有挫折︽有啟發但也有疑惑〈作者所沒有特別強調的是個體的主體

性在性別意識發展的過程中︽如何能扮演積極性的角色〈此研究所關心的焦點問題︽與本研究

有部份的雷同︽雖缺乏藝術的特質與策略︽但此研究結果與林昱貞的發現一樣︽將是本研究的

立論基礎︽與未來研究結果的檢測指標〈 
綜合前述︽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應是涵蓋性別概念︽是某依性別作集體的一份子對於

該群體在社會系統︾結構與處境的知覺與理解︽並對此一信息的見解與作為﹀性別意識是涵蓋

Gerson和Peiss所提之�女性/男性意識(female/male consciousness)�︽但不等同於�女性主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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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女性主義意識�是更強調女性的觀點︾立場︾價值及相關的作為〈以上相關的案例研究︽

已具體指陳有關性別概念的刻板印象內涵︽以及形成的影響因素︽甚至於明確的發現可以透過

適切有效的課程設計與實施︽培育具性別意識的個體〈然而並無法全然回答本研究的問題「在

高等教育工作的女性︽如何能突破傳統父權的體制而能成就其專業的藝術與教育地位」其成

長︾家庭︾教育及藝術社會的參與為何」其藝術創作思維︾歷程及作品的特色為何」其對性別

相關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過程為何」其對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的情形為

何」其對藝術再現性別議題或思維的看法又如何」其對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為何」這些範例

之相關史料︽應如何具體的建立︽以作為教與學的參考」這些等等的問題誠有待進一步的探

尋︽為此︽乃進行此一研究〈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主要採取的研究法︽是目前在藝術教育領域所新興的理論a/r/tography 
(artist-researcher-teacher)( Irwin (ed.), 2004)︽即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者一體的論述︽其核心

概念是以藝術為本位之研究形式︽在本質上是一種活的行動探究︽其精神在擁抱理論︾實

務︾創作(theoria, praxis, and poesis)︽藉由研究︾教學︾藝術創作(research, teaching, and 
art-making)三種類別之間複雜的互文性與內在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and intratextuality)的衝

突︾對話︾詮釋︾與再認識的過程︽擴大意義的創建〈所以︽在此研究方法的架構下︽本

研究涉及多重個案深度訪談︾個案文獻︾敘事文本及作品的分析〈 
 

�一�︾研究對象選取原則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主要依據如下的原則「 
1. 女性「為本研究所設定的主體對象〈 
2.  10年以上從事高等教育藝術師資培育相關機構教職: 主要的考量是十年是一世代的計

算單位︽以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可觀察出時代發展的變遷及個體研究或經歷累積的量

數〈 
3. 具創作經驗且有持續創作展出(無論是個展或聯展)「基於兼具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者一

體的持續性發展〈 
本研究之所以採取a/r/tography論述為研究方法的原因︽是因為它不僅是一種行動研究

法︽而且是具有敘事文本與影像並置的探討〈視覺影像透過媒體︾大眾文化︾儀式︾傳統

和文化活動包圍著我們︽然而在教育和研究社群中︽視覺影像比起敘事︽比較少被用來做

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使用此研究方法更能彰顯藝術教育的特質︽也更能提出一

種新的探究可能〈此外︽利用多重個案的訪談︽是將若干典型的個案列入研究對象進行資

料蒐集︽較單一個案的訪談︽容易使研究者在瞭解資料時︽分析出類目︾屬性與相互關係

(Glaser & Strauss, 1967)〈 
 

�二�︾研究結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擬定�研究對象�與�生命圖像�︾�藝術特質與風格�︾ 
�性別意識�之雙相細目對照︽如下的研究結構︽作為資料蒐集︾整理與詮釋的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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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研究結構表  
研究對象  生命圖像  藝術特質與風格  性別意識  

1.成長︾家庭與教育情形 1.藝術創作思維 1.性別知識的獲取

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2.藝術社會的參與 2.創作歷程 2.對藝術社會性別

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3.對當前藝術社會或藝術

界運作機制的看法 
3.創作特質 3.對藝術再現性別

議題的看法 

李美蓉︾薛保瑕︾吳瑪

俐︾王瓊麗︾林珮淳及謝

鴻均 

4.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

道 
4.作品特色與風格 4.對性別平等教育

的見解 
不同高等藝術教育作者 共識與差異 

 
�三�︾訪談問題  
    依研究結構發展初步半結構訪談問題後︽於20091109及20091110二次經性別及藝術史 
等二位專家諮詢檢核修正後使用〈訪談問題分�生命圖像�︾�創作特質與風格�及�性別 
意識�三大面向如下(紅色來自性別專家的意見︽藍色來自藝術史學者的意見︽綠色為研究 
者自行增補)「 
1. 生命圖像  
1-1可否請自陳-個人的成長︾家庭(原生家庭或/及婚後︽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關係)與教育

的情形各為何」 
1-2可否請自陳-對於性別角色的認同情形」 
1-3可否請自陳-在藝術社會或藝術界的參與情形為何」 
1-4可否請自陳-對當前藝術社會或藝術界運作機制的看法為何」 
1-5可否請自陳-是經過何種的歷程與努力︽以成就目前工作(作為藝術知 

識生產者)的地位或角色」 
1-6對於自我的期許為何」 
 
2. 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2-1可否請自陳-藝術創作思維為何」 

--有關於創作主題(或議題)的興起︾動機︾對特定主題的興趣與關 
懷︾對市場或觀眾的考量等 

2-2可否請自陳-創作歷程為何」 
--對媒材的選取︾形式的規劃︾是否作相關的研究」 

2-3可否請自陳-個人的創作特質為何」 
2-4可否請自陳-作品的特色與風格為何」 
2-5對於臺灣其他女性藝術家的看法」 
 
3. 性別意識  
3-1對於自我性別意識的啟蒙過程(可能是某一事件或經驗)為何」 
3-2對於性別相關知識的獲得與性別意識的形成過程為何」 
3-3對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的情形為何」 
3-4對藝術再現性別議題或思維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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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您認為性別議題在藝壇被表現的情況為何」您的建議」 
3-6對�性別平等教育�及�性別主流化�的見解為何」如何透過藝術與藝術教育來推動有

關性別平等教育及性別主流化的政策」 
3-7請您談談在教學的生涯中︽對於學生的影響情形(在生活︾創作及/或性別意識等方面)」 
增列附註 
註1.�性別平等教育�「 在教育上能秉持提供學習者最大的相等自由機會︾顧及社會及經濟的不平

等差異︽給予合理的資源分配︽能達成社會最大的正義原則〈 

註2.�性別主流化�「根據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的定義︽�性別主流化�是強調在各

領域各層面所擬訂的政策及計畫中︽能融入性別觀點之重要性︽以降低不平等現象︽將性

別觀點主流化︽成為所有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各類的政策與方案︽在設計︾執行︾監督

與評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使男︾女平等受益︽其終極的目標是達成性別的實質平等〈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1.對象訪談及逐字稿整理  

分別於2009/11/26上午9:50-10:30︾12/7下午20:30-22:30訪談林珮淳及3/27下午 
1:00-5:00(造訪林珮淳工作室)﹀2009/12/11上午11:20-13:40訪談薛保瑕﹀及2010/01/21下午

2:505-4:11訪談吳瑪俐﹀2010/11/11上午10:30-12:10訪談王瓊麗﹀2010/12/045中午12:00-2:30
訪談謝鴻均﹀2011/01/06下午2:00-4:30訪談李美蓉〈訪談時間以ㄧ次2小時左右為原則︽有

不足則以二次〈訪談後騰寫逐字稿︽且不斷深入判讀研析﹀為免誤解︽待引用時︽再經研

究對象確認文意的內涵〈 
2.研究對象年表的製作  

年表是勾畫︽可協助瞭解研究對象在研究結構下︽時間軸所譜成的脈絡訊息︽更是研 
究個人藝術發展及詮釋研究問題所必須︽因此︽本研究先建立個人年表︽以作為探究基礎〈 
3. 研究對象作品圖錄建構  

為能條剝縷析研究對象藝術作品特質與風格的掌握︽必須以時間軸來序列︽詢以成長 
及求學等相關背景線索︽以尋求可能關鍵性的發展演變 〈 
 

五︾結果與討論  

�一�︾六位女性典範的生命圖像︾創作特質與風格︾性別意識  
1.李美蓉�1951-) 

 
圖1:李美蓉2011/01/06 於臺師大美術系大樓5樓研究者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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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命圖像  
1-1-1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育有一女︽先生同樣是市教大的教授〈到

市立教育大學任職之前︽曾在臺北市立美術館擔任助裡研究員︾文化大學及中央大學短期

任教過〈 
    1951年生於臺南市︽家中排行第四︽上有二個哥哥一個姐姐︽下有二位弟弟﹀父母作

生意︽受過日本教育︽父親職校畢業〈父母對於兒女的教養具傳統性別的價值信念︽要求

孩子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雖然教導男女有別︽但並未特別窄化機會的提供︽反而是讓女

兒感受到雙重的寵愛〈也許受到嚴謹日本教育的影響︽對於子女所看的小說會先進行內容

的檢測︽並以天︾地︾君︾親︾師的曾祖書法遺作︽做為子女行為規範的準則︽且對於女

孩特別的嚴格︽認為必須教好︽因為未來是要嫁到別人的家裡〈如此要求學會相關的行為

規範︽應是期許女兒們能符應社會文化的期待〈在成長的過程中︽兄長雖會以傳統性別的

角色對其有所要求︽但卻能得到父母的支持〈誠如其所談母親對於性別教育的態度「..你們

如果覺得哥哥所言不對︽你要據理力爭︽啊你不要用哭的〈�2011/01/06 訪�     
李美蓉從小行動力強︽精力充沛︽喜歡畫畫︾看小說︾漫畫︾跨領域閱讀〈1958年同

時上二所小學一為成功國小︽一為公園國小〈初中讀市女中︽高中讀省女中〈從小所畫的

作品︽常被老師拿去佈置教室︽對於其對藝術的喜愛應有正向的鼓勵作用〈約在初中時︽

便想當藝術家︽然而高中畢業後︽因為同時喜愛哲學並未考美術系︽而是選擇哲學〈原自

認為可以考上臺大哲學系︽結果不然︽只好去輔大哲學系〈為此︽還遭受教師的責難︽認

為她應以師大美術系為第一志願︽但李美蓉非常自我瞭解與自我主張︽毅然選擇哲學系就

讀〈一年之後︽赫然發現自己並無法僅專注於頭腦的思索︽必須有所客體性的呈現︽於是

轉考師大美術系〈投考之前︽猶如多數的學生︽大多於校外畫室尋求訓練與學習︽李美蓉

也不例外︽常在課餘︽騎自行車︽自行前往臺南一中老師的畫室習畫〈於是如預期的︽成

為師大第六十四級的畢業生︽其主要的創作興趣在雕塑〈畢業後︽先後到麻豆國中︾仁德

國中︾以及仁德國中的文賢分部教書〈第三年︽即在朋友提供的工作室進行創作︽一直到

民國七十三年�1984年�出國進修〈先在俄亥俄州Cincinnati 大學就讀︽之後轉到紐約州立

大學Albany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簡稱SUNY; 
http://www.albany.edu/about.php�藝術研究所雕塑組研讀︽期間獲有學校的全額獎學金︽二

年取得創作碩士得學位〈其1984年的二件作品�無法入眠�Don’t Argue, Let’s Sleep �(mixed 
media)�與�被圍�Swallow �(mixed media)�在畢業的當年(1985年)五月︽與其他七位藝

術家獲得該校的傑出校友作品收藏展獎︽主辦單位對於李美蓉還在宣傳專區︽特地報導她

為前途無限的新秀︽當時李美蓉年三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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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985年5月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月傑出校友作品展文宣品(李美蓉提供) 

   
圖1-2「1985年5月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月傑出校友作品展參展作品(李美蓉提供) 
 

1960年末到1970到年初︽傳統主流藝術在多處開始受到許多的質疑與挑戰︽藝術家們

鄙棄畫廊及美術館系統的主流︽排除物體的美感︾機械性及昂貴的工業材料︽雕塑創作強

調嚐試運用有別於男性主流的多元性新媒材︽如未經處理的木材︾橡膠︾觸覺性的材質或

是其他無內在價值的材料︽藝術家觀念性的賦予媒材命題與想法︽譬如當時已極具名聲的

女性藝術家Eva Hesse (1936-70)在1966年發表的作品�懸掛�Hang Up��︽以無一物在其中

的四方邊框︽外掛一彈性的繩索︽並未提供畫框中的真實︽而是以畫框來表現自我充足的 
12 



 
 

物體︽至於線條則是象徵藝術家在空間作畫︽而非是以表面的永久性來表達〈此種以隱喻

方式的處理︽另可見於其1967年的� 登基�Accession II ) ︽以性別差異與交融的結構圖像︽

來指示身體︽而非以具體的方式描述〈1970年以後︽藝術界則更關注政治︾社會與文化議

題的述說等︽譬如正享名於藝術界的Judy Chicago (1939-)︽便於1979年以象徵手法發表被

歷史遺忘女性的經典作品�晚宴(The Dinner Party)�1974-1979)〈 
李美蓉在美留學期間︽正值美國女性主義的昌盛期︽創作的氛圍已進入後現代的多元

與複數性(Chadwick, 1990, pp.316-466)︽沈醞於如此學習的大環境︽所接觸的藝術訊息及教

授群的指導︽必然是藝術界最前衛的〈所以︽不難理解︽當完成學業回到臺灣︽經數年持

續創作與參與藝術團體体展出︽在1992年的藝術博覽會︽便被社會冠以前衛藝術家的頭銜︽

報紙大幅攝錄刊登其作品�讓未來懷念�︽代表前衛的手法與觀念〈 

 
圖1-3: 在1992年的藝術博覽會剪報及作品攝影�李美蓉提供� 
 

1-1-2 藝術社會的參與  
1-1-2-1非專職與專職的藝術教育投入≒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工作者的轉換  
    當師培法尚未實施︽師培生享有公費︽畢業後必須義務性的至國中教書〈李美蓉自1975
年大學畢業到1984年出國前︽主要從事國中美術教育工作︽且持續創作〈逮美國學成歸國︽

先在臺北市立美術館進行教育推廣工作︽並曾在文化大學建築系及中央大學兼任教學工

作︽直至市立教育大專任高等教育〈這期間的變換︽是不同藝術工作機會的輕重交錯與重

疊︽往往也是女性在社會參與扮演多重角色時︽常因此必須面臨藝術生涯轉換的關鍵抉擇〈

就李美蓉而言︽從兼職而專職︽是從藝術家個人生涯的發展轉向肩擔社會責任︽以培養藝

術家為重之神聖教育使命〈李美蓉如此表示「 
   我未進入大學教書之前︽有較多的時間去參與展覽活動︽或是寫或 
   翻譯一些和藝術相關的書〈因為這樣的身分︽被訪問︾或是受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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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討論會的機會也較多〈其實蠻自由的〈當我的小孩滿十歲 
   時︽突然有了從事教職的機會︽那時還很掙扎是不是要投入教職」 
   投入藝術專業還是藝術推廣的教育呢」請教了一位在從事藝術教育 
   編輯工作的學姊劉敏敏︽她很直接的說︽眼看二十一世紀就要來到︽ 
   在二十世紀末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有名的藝術家︽就去培養未來的 
   藝術家吧﹁�2011/01/06 訪) 
 
從個人而社會︽對藝術社會未來發展的考量︽除專業人才的培育外︽是有關更多普民

大眾對藝術的瞭解〈因此︽如何藉由多管道來進行社會藝術教育的推動︽是李美蓉的另項

投入〈    
  你知道︽作為教育專業藝術家的教師︽就意味著我必須拋棄曾經 
  被肯定的藝術家身分︽也必須放棄所謂的作家身分﹀你必須忠於 
  職業道德地全力培育未來的藝術家〈因此︽當了老師以後︽我的 
  研究就偏向於雕塑媒材的運用︽以及探取新的雕塑材料﹀此外就 
   是進行雕塑推廣教育的論述〈因為︽我不但想要培育雕塑家︽我 
   也想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雕塑藝術的發展與演變〈否則有了藝術家︽ 
   沒有欣賞的觀眾︽將是多麼的無奈〈�2011/01/06 訪) 

       
    從首都早報︾臺灣新生報︾中國時報以至於自立早報﹀從1989年到1996年︽間總計40
篇的文章︽琳琅佈滿李美蓉對藝術及藝術界的批判︾關懷與分享〈 
     
1-1-2-2學術與展演發表—藝術家/研究者/教育者(A/R/Tography)三者一身的演出   

李美蓉表示「 
   我的研究不脫離雕塑︽即使我過去完成的�性別與藝術�研究︽ 
   重點還是進行藝術創作時︽尤其是立體的混合材料創作︽性別對 
   創作者的影響是你會去選擇熟悉的︾可操控的材料與技法︽去進 
   行藝術思考的表達〈�2011/01/06 訪) 
服務於藝術界高等教育工作︽所無法抗拒的情況是︽必然面臨成為藝術家/研究者/及教

育工作者三者無法分割的交融體〈當選擇以教育為終身重要的職志時︽創作便成為教育藝

術專業知識研發的基礎〈從1982年至2010年間︽李美蓉發表25次的展出︽總以詩意的主題

藉複合性的媒材︽表達其創作的思維及其中所創發的知識〈除此︽自1993年至2003年間總

計發表15本專書︾2本專輯及1本合著﹀1991到1995年間︽翻譯3本西方藝術經典︽分別為「

地景藝術︾浪漫主義藝術及女性藝術與社會〈其間︽另自1987年至2010年間︽總計發表70
篇的期刊論文︽外加3個專案研究計畫〈這些著力︽主要在認知藝術的理論與相關知能︾雕

塑方面的藝術家及知識︾性別與藝術方面的論述以及藝術評論等〈不同於一般以學術研究

及教學為主的高等教育學術界︽�三頭六臂� 用來描述高等教育的女性藝術教育工作者︽

是頗為傳神的形容語彙〈  
綜整而言︽若以各類發表的量數︽作為對藝術社會創造能量的評估︽且以10年為切點︽

1991年至2000至年︽即40歲至49歲年間︽是李美蓉藝術教育生涯在藝術社會參與最可被觀

察到的高峰〈相較而言︽學術性文字方面的產出又多於創作藝術品︽所以︽倪再沁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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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藝術家�雜誌如此的書寫「 
 ….〈如今︽活躍於當代美術界的女性學人有李明明︾顏娟英︾ 
 陸蓉之︾李美蓉…..等︽創作者有……等︽….(倪再沁︽1995︽pp.199-200 ) 
 
當然︽如此的分類不見得適切︽僅能說是一般表象的界分︽並無法表示某一身分地位

在藝術社會投入的整體能量︾力度及影響力〈對於二號公寓創始者之一的李美蓉而言�︽

無論寫作或是雕塑︽只是藉由不同媒介的思想表達〈 
 
1-1-2-3對當前藝術社會或藝術界運作機制的看法—機會︾資源與政策的傾斜  

自美返國後︽臺灣從公私立美術館︾縣市文化中心及民間畫廊的紛立︽促進整體藝文

的蓬勃發展〈參與及觀察藝術教育動態約25年的歷史︽近年來政府有關藝文教育與文化政

策︾資源分配與機會的提供︽在李美蓉的眼中︽是相關單位未能深入瞭解供需︽因此︽政

策規劃未能掌握關鍵︽機會與資源之提供呈現負成長〈 
李美蓉具體描述「 

這個問題︽我總覺得八○年代後半回到台灣的藝術工作者比現在 
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幸運〈那時的藝術社會給予藝術家展出的機會 
是不錯的︽媒體有固定的版面報導藝術相關新聞〈藝術團體的運 
作以及藝術展覽後的討論機會都不少〈此外︽企業界對藝術展出 
者的贊助也很熱誠〈當然也許現代的人會說網路也很流通啊︽美 
術館也愈來愈多﹀但是如果仔細瀏覽網路新聞︽藝術類尤其視覺 
藝術類的報導是少之又少︽除非是被認為是屬於新聞的議題〈我 
記得直到九○年代初︽我還曾固定時間在固定報紙的藝文版寫文 
章呢﹁而寫書︾寫文章︾翻譯書﹀也是當時許多藝術家借以謀生 
和提供自己創作經費的來源〈�2011/01/06 訪) 
 

    對於藝術教育界︽長年來有關競賽在人才培育的價值︽及資源的合理分配︽提出其建

設性的見解「 
我對當前的藝術界運作機制的看法︽藝術科系的學生愈來愈多︽ 
但是政府提供的展出機會相對的變少︽而有志成為藝術家的人數 
在比例上也變少了︽這是浪費教育資源的〈政府舉辦的是ㄧ些競 
賽︾選取一些人參加國際性展出︽事實上並不是真的想用政府的 
力量培養台灣的藝術家︽只是象徵性的表示�我們有在做�〈我 
們知道藝術家大多喜歡將創作的工作室設置在大都會︽因為如此 
才能方便收藏家來參觀︾看作品﹀可是以台灣目前的狀況︽多少 
年輕的藝術家可以在大台北地區擁有工作室〈政府提供的閒置空 
間的工作室︽其工作環境條件調查︽以及政府提供的支援等等︽ 
也許必需去進行研究才能凸顯問題所在〈�2011/01/06 訪) 

 
1-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真誠︾執著與永續的追求  
   無論教學︾研究或是創作︽對李美蓉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生命旅程︽在以愛為核心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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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真誠看待自己的生命︽追求智慧的永續︽以及其所創造相關他人的價值與意義〈

無可置疑的︽無私的教育愛︽是藝術教育專業地位永存之必然〈李美蓉謙遜的說「 
 ….我只是ㄧ直很真誠的表達我的情感和思想︽一直認真的看待 
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對包括教學生創作〈我相信這是對生命的 
喜愛與肯定〈因此︽即使教書以後︽個人創作量變少了︽可是學 
生的作品變多了﹀藝術世界裡的作品仍然持續成長著〈如果有甚 
麼讓我感到踏實的︽那就是我的學生都能肯定自己︽相信生活就 
是藝術︽生命就若藝術被我們創造著〈我對自己的期許..能有智慧 
的對待他人〈�2011/01/06 訪� 

 
1-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1-2-1特質—拓疆者       
     李美蓉是藝術行動及表現媒材的的拓疆者︽有關藝術行動的拓疆︽如同陳香君

在�閱讀臺灣當代藝術裡的女性主義向度�一文所指出「 
     1989年以來的女性藝術家聯展︽做為一種女性集結的方式︽的確打 

開了一些空間︽也逐漸讓原本無�性別意識�的台灣當代藝術環境︽ 
體認到�女性藝術家�︾�女性藝術�或甚至�女性美學�這些集 
體身分︽藝術經驗的存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這些女性藝術聯展︽ 
主要著重在集體的力量︽宣示和肯定女性藝術加存在︾創作能力及 
藝術經驗〈(陳香君2000, p.446) 

     
李美蓉便是其中之一的帶動力量︽1988年︽她與一些同好︽如林珮淳︾傅嘉琿︾洪美

玲︾楊世芝等︽共同創立有別於公私立美術館與畫廊之�二號公寓�︽為展覽用之另類替代

空間〈 
    另類展示的替代空間︽最早是在1969年與70年間出現在紐約的格林街︽因為當時實驗

性藝術蓬勃︽新型藝術的創作多為錄影︾表演及其他觀念性藝術型式的發表︽而這些作品

不為美術館︾商業畫廊與數家經營的合作畫廊所接受︽故 
由藝術家自行經營︽是一種有別於主流︽小型非營利性質的組織〈因為這些獨立的組織︽

所以那個時代的多元主義乃得以蔚為氣候�黃麗絹︽2000)〈臺灣展覽的替代空間︽興起於

80年代︽但蔚為風氣應到80年代末期︽與台灣解嚴報禁解除︾媒體爭鳴及社會運動如火如

荼展開的大環境有關〈繼二號公寓後︽伊通公園︾新樂園等相繼成立〈 
 
 二號公寓到1994年結束︽1994年謝金蓉在新新聞周刊如此報導「 
 異於體制內立史立傳式大展︽臺灣美術界近年來崛起�另類�團體︽ 
 他們集結於一個自給式展覽場所︽在美術史中心論述外從事邊緣戰 
 鬥的創作〈 台灣美術界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另類�團體︽是�伊 
 通公園�︾�二號公寓�︽還有�南北阿普�〈他們各自擁有一個 
 展覽場所作為基地︽分別集結了一批新生代畫家︽其中很高比例擁 
 有國外的美術碩士〈 目睹著近來的美術界︽無論官方美術館或民間 
 商業畫廊所爭相主辦的立史立傳式大展︽這批另類空間裡的另類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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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們有著很多意見︽……�二號公寓�的侯宜人也問道︽�我們二 
 十二個成員裡︽十幾個都有留學國外的碩士學位︽而且各國都有︽ 
 這不是台灣的主流嗎ˇ��謝金蓉︽1994︽取自「  

      http://www.itpark.com.tw/archive/article_list/20) 
     

李宜修(2010)認為替代空間是畫廊的前哨(p.102)︽倒不如說�替代空間展出的作品是主

流藝術的前哨�〈不受市場價值及傳統表現方式的拘束︽追求藝術創作的理想︽是替代空間

參與者的共通特質〈在首次二號公寓的開幕展︽李美蓉展出素燒陶磚材質的作品�廢墟�︽

頗有呼應場地的非主流地位意涵﹀次年︽李美蓉另提出以瓊麻及樹枝為媒介的�O 與X�
個展︽在邀請函上的ㄧ行字由小而大字義內涵的不合邏輯及未完成性︽充滿後現代的顛覆

錯置與隱喻的延義特質〈 

 圖1-4:�Ｏ與Ｘ�個展  1990 
 

表現媒材的的拓疆�︽是李美蓉藝術創作的另一特質〈她說「 
我一直很喜歡玩媒材︽就好像我很喜歡煮飯是一樣的…以前我的 
物理化學很好︽可以幫助我嘗試多方面的創作材料〈 
�2011/01/06 訪� 

創作從生活經驗而來︽尤其是對自己喜愛的家務工作︽李美蓉從烹飪體悟創作的哲學「 
…..2009年的創作�我從未承諾給你一個玫瑰園�的創作動機源 
自一場地震︽一地震︽盤子就掉了下來︽破了〈盤子雖然破了︽ 
但仍覺得滿好看的︽我便將破盤子收起來︽等到哪天想通了再將 
破盤子拿出來做作品︽因為沒有人會去說這盤子永遠都不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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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破掉的盤子若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那盤子便能以另一種樣貌 
 活了過來〈�2011/01/06 訪� 

 圖1-5:�I Never Promise You A Rose Garden� 

亮彩琉璃︾鋁合金︾壓克力板︾石膏︾陶瓷︾金粉︾銀粉︾環氧樹脂 2009  
教師美展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第一展覽室 
 
創作時常常只會去想自己想要表達的事情︽例如「有一陣子曾迷 

戀小說家在小說裡所提到的菜餚︽然後又想到法國人用餐總是很 

投入︽因此我想那應該是食物的神聖性︽法國人將吃東西的行為 

當作一種很神聖的事情︽因此我就做了�食物的神聖性�的創作〈 
�2011/01/06 訪� 

 

 
   圖1-6:�食物的靈性�玻璃︾烹飪用具︾烤漆︾木板︾壓克力板︾聚光燈 2010 
     教師美展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第一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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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以自己的身體作為主體性存在記號的表達︽李美蓉說著﹀ 
女性在生活上常會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替代品的運用 
使女性藝術家選擇材料的可能性擴大了〈例如「做雕塑︽使 

 用什麼媒材都有可能〈�2011/01/06 訪� 
 

    誠如Lippard(1976)的看法︽女人是比較開放的〈多元開放︽應是李美蓉表現媒材得以

源源不斷拓疆的推力〈 
 

1-2-2風格—詩意與隱喻的交織  
    Efland�2002) 闡述藝術作品是隱喻的結構︽藝術家運用觀念化的圖像基模︽經由組合

或重組︽以隱喻結構表現觀念或想法〈在認知語言學的研究中︽隱喻的本質具認知的想像

力︽隱喻的投射往往是抽象思考的起始〈依據 Lakoff ( 1987 ) 的見解︽�隱喻�的結構有�初

級隱喻�( primary metaphors ) 和�複雜隱喻�( complex metaphors ) 之分〈�初級隱喻�和

身體感官之直接經驗相關︽是自動經由平常的程序獲得﹀�複雜隱喻�則是由多元的�初級

隱喻�所構成︽其間經由�初級隱喻�的聯結引發抽象觀念的思考︽非立基於身體感官之

直接經驗〈 
李美蓉頗愛在作品的題目︽留些線索讓觀者可以隨之起舞〈從其作品︽我們不難感受

到Lakoff所謂複雜隱喻結構的意涵︽無論是1982年的�對話�︾1985年的�無法入眠�︾1990
年的�一年360天外的五天�︾1991年的�‘49愛使我們在一起�︾1992年的�讓未來懷念�︾

1996 年的�上天下海�︾2001年的 �愛戀希臘�︾2006 年的�回憶的狀態�︾2009年的�I Never 
Promise You A Garden�︾2010年的�食物的靈性�等等︽我們總能感受到藝術家所揮灑︽

洋溢在隱喻交錯裡的詩篇〈 
 
1-3 性別意識  
1-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若依Risman的見解︽性別是社會所建構︽其結構可分為三個階層「一︾為個人︽二︾

為互動︽三︾為機制︽這三者應是互為連動的關係〈此外︽性別意識的形成︽是不斷循環

發展的過程〈從相關的資料顯示︽李美蓉從小便顯現相當的自我瞭解︽對自己的喜好︾是

女生的瞭解﹀主體性強︽常有突破傳統性別框架的舉措﹀具反思性︽對他人所呈現的性別

刻板期待︽常有所反應與挑戰〈這與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所強調的自我負責與要求︾營

造的性別教育環境︽以及正面的良性互動有關〈其性別知識的獲取︽除從家庭中︽父母︾

兄弟︾姐妹與親友的互動中學習外︽也在家庭以外的學校︾教師︾同事︾朋友及學生等的

互動經驗中不斷的建構〈 
 我總覺得如果都不認同自己︽不愛自己︽無能愛人﹀….  
 性別角色的認同之前︽應該是認同自己所擁有的特質︽包括家 
 庭文化︾社會文化︾種族文化等等在我們身上的影響〈從我小 
 時候知道我是女生︾是女兒︾是女學生到我是女人︾女老師︾ 
 是媽媽︾是老女人﹀我都用不同的語詞洋洋得意得稱謂自己︽ 
 是愛吃的女孩︽是喜歡勞動服務的女學生︽溫柔婉約的女人︽ 
 是大姊頭︾是歐巴桑︾是阿嬤等等〈這麼多的具有性別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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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謂︽並沒有影響到我在思考判斷時︽是否要去區分如果是男 
 性要如何如何︽是女性要如何如何︽而是事情是如何︽解決的 
 方法可以如何如何〈….. 

 
      …..從小我父母就讓我知道我是女孩子︽我是他們的孩子之一﹀ 

 但是他們總是認為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也有著自己的限制〈 
 記得讀初中的時候︽我告訴我爸爸說「�爸︽我將來要當雕塑家 
〈�他的回答是︽�這需要較多的體力喔﹁�〈我的伯母當時 
 聽到就說「�女孩子當畫家︾當小說家比較不耗體力〈�可是︽ 
 我爸爸聽了也只是笑笑說︽她想要做︽就會想辦法解決問題〈所 
 以應該說︽我從小就知道我是女孩子︽但是我被教育的是「人要 
 思考如何完成自己的希望︽然後認真看待這個希望〈 
 

      ….讀初中的時候︽我知道有的女生會愛女生︽男生會愛男生﹀ 
 就像有某個男名作曲家是愛男性〈我姊姊告訴我︽那是同性戀〈 
 高中時︽女同學好像也喜歡女同學︽看她很困擾︽使得我很想 
 找出可以讓人理解並不是只有男生愛女生才正常想法︽………  
 這些經歷︽讓我後來的研究︽可以從小說的閱讀︾聖經解讀︾ 
 心理學的認知﹀去幫助有困擾的學生或朋友〈我的態度︽可能 
 可以說︽在還沒有所謂第三性稱為的名詞出現前︽我認同性別 
 意識的存在︽但不應該受限於生理的結構而已〈 

 
      ….師大就沒考︽啊我老師也很不喜歡︽我們老師還會罵我︽ 

說如果你讀師大美術系你還選第一志願︽你是我小孩我真的 
會打你〈我跟他講說︽老師我不是你的小孩耶︽所以你也打 
不到我〈….….從小就會去做選擇︽做多重的選擇︽我會去嘗 
試跨過去我哥哥那一邊….我媽媽沒有特別強調男生或女生的 
問題︽媽媽總是覺得︽當我認為哥哥不對時︽我就應該要據理 
力爭︽而不是用哭來解決事情︽因為只要一哭不就沒有機會去 
和哥哥據理力爭了 

 
      ….80年代︽有好幾個女性藝術家都走社會運動︽她們都會講女 

 性勞工的問題〈而我也知道這個社會確實有很多地方對女性是很不公 
 平的〈例如「曾有學生說過︽哥哥可以出國︽弟弟也可以出國︽ 
 但是我卻不能出國〈這個社會確實存在著傳統的觀念︽但我覺 
 得自己雖然無法去改變父母親的想法︽但卻可以先自我改變〈 
 … 有些家庭仍然會要求女生應該怎麼做︽男生應該怎麼做︽ 
都會認為栽培兒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女兒總是要嫁給別人家〈 
可是事實上有能力做的人︽她就可以去做她要做的事︽不論父 
母親支持或不支持都應該要去做︽但如果父母親明明可以支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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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卻只去支持男生︽如此︽身為女兒的人心裡會很不舒服︽可是 
如果女兒自己很在意這樣的事情︽就表示自己也接受這種傳統上 
的不公平對待〈�2011/01/06 訪� 

      
    從李美蓉的身上可以實證︽性別意識的形成︽是個人︾互動及機制下的社會建構︽認

知不斷發展的過程產品〈 
 
1-3-2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性別對創作者的影響是你會去選擇熟悉的︾可操控的材料與技法︽ 
去進行藝術思考的表達〈�2011/01/06 訪� 

     
因為性別議題的存在而有更大的自由︽但也易於陷入更大的邊緣〈李美蓉所堅持的是

公平正義︾人權取向的性別行動力〈 
我們可以很明顯知道現在是一個父權文化的世界︽但如果藝 
術家刻意強調自己是女性藝術家︽就會被孤立在這父權文化 
之中〈…以原住民藝術家為例︽我常認為原住民是可以走到國 
際路線的︽但如果原住民只是一直用原住民自己的材料︽那就 
只是個原住民藝術家︽範圍不夠廣泛〈而其實藝術家是可以被 
稱為國際藝術家︽又被稱為女性藝術家或是原住民藝術家︽總 
之你可以擁有不只一種藝術家的頭銜︽如此︽世界就會變的寬 
廣〈倘若︽藝術家將自己強調在女性︽那反而世界會變得比 
較小….〈�2011/01/06 訪� 
我很少去討論社會性別議題︽但參加過強調女性藝術家身分的 
�女我�展︽也受邀參與性別歧視下女工工作權的討論會議〈 
說老實話︽我實在未曾體驗過因為我是女性而被歧視的生活︽ 
所以也無法激烈的陳述這類的經驗或議題〈我並不是說︽我無 
視於這些社會現象﹀但我總想拿出有力的證據來論述︽才會讓 
人接受事實存在︽以及必需真誠的解決問題〈而我對西方藝術 
的相關議題研究︽我發現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被報導的比例是成 
直線上升的︽也就是說︽如果討論女性藝術家是否被忽略︽作 
品被收藏的件數是否較少﹀那會一直陷於悲情的漩渦〈所以針 
對台灣的藝術社會性別議題︽我們應該討論的是經由教育深植 
在人腦海的性別概念〈要有所改變︽就必須借助教育來引導學 
生能夠︽尊重個別差異︽以及認同自己〈如此︽才能改變社會〈 
�2011/01/06 訪� 

 
1-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讓藝術創作表現更加的多元化︽李美蓉認為「 
     我承認生物論女性主義對後現代藝術的風格︽有相當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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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現代女性主義也使得藝術表達更多元化︽對藝術思潮的影響也 
 深遠〈我覺得這種大膽討論強調性別或是使藝術媒材與表現手法 
 多元化的藝術作品︽在台灣的藝術市場被收藏量並沒有明顯的影 
 響〈….藝術家如果對此題材有強烈的興趣︽應該繼續他的藝術 
表達﹀畢竟它反映著時代思潮〈�2011/01/06 訪� 

 
1-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性別平等與思想︾生命息息相關︽必須透過教育以促進學生反思與內化〈 
李美蓉如此表明「 

性別主流化這是非常好的思考〈我想我今天能夠活得這麼有自信︽ 
這般地相信世界是可以更美︽相信所有的學生只要認真看待自己的 
生命︽一定能成就自己﹀完全是我的父母從小就讓我知道︽人的生 
理結構差異﹀因此要懂得善用自己所擁有的能量︽找到適合自己的 
方式︾或是運用其他輔助的方法︽去做自己想做︽而且能做的事〈 
…..如果性別平等教育只是課程之一︽並不能改變那長久累積下來 
的制式概念﹀因為涉及到�平等�︽就涉及到思想︽涉及到哲學 
思考﹀它不是表象的︾也不是形式的〈我個人比較喜歡透過藝術創 
作教學︽讓學生去探討他的思維︽去發現他的思考模式︽去發現自 
己﹀透過創作的進行來表達自己︾肯定自己的生命價值〈當然︽透 
過共同討論︽大家也會發現彼此之間的個別差異︽而這種差異性的 
在並不是因為生理結構的不同︽是家庭文化︾所處環境文化造成的 
思考模式的不同〈我們尊重別人的藝術作品︽我們也必須尊重每一 
個個別體對自己性取向的選擇〈…… 曾有個男學生︽用縫紉的手法 
將橘子皮縫成一個人形︽剛開始那位男同學因縫紉技巧不足︽常縫 
得不好看︽我便刻意笑他︽說他如果是外科醫師︽那你的病人一定 
會很生氣︽刺激那位男同學從此發憤用心練習縫紉技術︽後來那位 
男同學的作品便縫得很好看了〈�2011/01/06 訪� 

 
2. 薛保瑕�1956-) 

 
圖2: 薛保瑕 2010/12/11�五� 於臺師大行政大樓1樓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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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命圖像  
2-1-1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臺南藝術大學造型研究所所專任教授︽未婚〈到臺南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擔任專

職之前︽曾在臺中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專任教職︽後轉為兼職〈在臺南藝術大學兼任過

造型研究所所所長︾籌備主任︽國際藝術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教務長等職︽並曾任財團法

人國家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等工作〈 
    1956年生於臺中市︽家中排行最小︽上有二個姐姐一個哥哥﹀父母經營ㄧ心食品生意︽

母親在家協助商務︽是一個開放︾很喜歡接受很多新的事物的女性〈 父母親都是藝術的愛

好者︽尤其父親對書法有獨到的體悟與表現﹀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及生活禮儀極為重視︽

從小家裡給與薛保瑕許多自由發揮的開放空間︽選擇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薛保瑕從小喜歡畫畫︾運動等︽興趣多元︽初高中求學時期一直是學校田徑隊與籃球

隊的隊員﹀在臺師大唸書時︽是學校籃球校隊〈薛保瑕自省認為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運

動的訓練︽得以培養︽其耐力︾毅力︾和韌性〈從幼稚園︾師專附小到曉明女中︽雖然歷

經重重的考試︽但一路順暢〈在高中階段︽同時對數學及生物感興趣︽但在學畫老師張淑

美的影響下︽仍以臺師大美術學系為第一志願〈 
隨著多元的興趣︽在臺師大美術系求學期間︽雖為西畫組︽但每週自費到孫雲生老師

畫室學國畫四年︽接觸中國傳統墨技法︽如四君子︾人物到潑墨山水等︽學習水墨繪畫的

概念與表現方式〈此外︽大四時另在校外學習攝影〈換言之︽除學校所學外︽薛保瑕已開

拓自身專業更大的領域基礎〈這些學習對於其後藝術創作的進展︽藉不同媒材的轉換運用

以求推進︽有其關鍵性的影響〈薛保瑕表示「藝術創作不只是一個媒材上技術性的問題︽

那她怎麼樣進展到一個︽所謂藝術裡面︽可以更容備發展的重要路徑�2010/12/11 訪)〈  
    如同多數的畢業生︽臺師大畢業以後︽被分發到中和國中教書四年〈在這段期間︽薛

保瑕所抱持的教育信念是︽如何在專業藝術教育之外︽使一般的學生對藝術感興趣︽或對

藝術不排斥︽並常思考如何藉由藝術多種實驗來引發學生興趣︽以建立未來較佳的藝術社

會結構〈在這教學的過程中︽薛保瑕對藝術教育有了較為深層的理解與喜好〈然而四年的

教書生涯︽有感於自身的成長有限︽於是規劃出國進修〈 
    完全迥異於國內的學習方式︽徹底拓寬薛保瑕的專業學習視野〈1983年到美國紐約

Prette Institute 研讀碩士學位「 
最撞擊我的問題是我上的雕塑課教授曾提的一個問題︽他 
說「我早期大學階段的這些作品大都屬於習作︽不是創作〈 
…那時我開始認真思考到底習作跟創作之間︽它的差別在 
哪裡」……… 

       … 之後我幾乎兩個禮拜我就作一件作品︽以不同的材質與 
表現方式提出討論︽然後藝術理念以及創作方式逐漸地與 
師大求學時期有所不同︽也再往前推進了一步〈那個推進 
大概就是︽對材質有做更多的嘗試︽也以裝置的概念探索︽ 
也做跨領域的表現︽是一種更擴大的探究………  
同時間我的指導老師Richard Bove也曾經給過一個很大的刺激 
︽他當時跟我說「你來我的人體素描課畫一張圖︽我去了〈 
當時因並未修該堂課︽因此我把畫架放在後頭︽背對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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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是面對這個模特兒的背面︽結果老師ㄧ來就說「好︽ 
….Ava你開始畫︽畫模特兒的正面〈我們以前所受的人體素 
描的訓練︽是根據我們眼睛看到的畫︽結果老師說畫前面︽ 
是完全和以前所訴求的不同〈我當時覺得很困難︽但也讓我 
有一個機會深刻問自己︽藝術之於我是什磨意義?什麼是藝 
術的本質?創作的動機︾想像的核心︽跟我們視覺的關係為何? 
之間以何作聯繫的?�2010/12/11 訪) 
 

�想像�這件事︽在薛保瑕往後的創作︽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如何從所擁有的基本

技巧︽到訓練創作︽以至開拓發展︽常是薛保瑕抱持胸中的大哉問與思〈 雖然碩士求學期

間在紐約︽離不開學校的工作室︾圖書館︽以及校外SOHO地區六百多家的畫廊及有美術

館等的展覽之間的來回︽但處在文化極大差異的刺激︽與絕然不同的社會大環境下︽促使

薛保瑕深入思考藝術創作現象與本質之間的關係〈因此︽當她開始使用抽象的藝術語言創

作時︽所試圖掌握的是一種永恆︾價值︾真知︾或是真理〈薛保瑕回憶著說「 
   ……...所以那段時間︽慢慢的就由表現主義轉到了抽象藝術的 
   一個做法︽…. 抽象藝術是我在師大的藝術教育中裡面比較少 
   碰觸的一塊是那種︽除了對藝術本質加以探索之外︽也涉及 
    你的潛意識下意識怎麼溝通的問題︽因為我們當時受過很多 
    基礎的專業的訓練︽就是再現我們視覺所看到的對象︽作為 
    它表徵的一種︽所謂表現的內容︽可是如何把自己放空︽然 
    後進入到一種你陌生的境況︽然後帶著一種距離來看這個世 
    界︽一種所謂的inner necessity︽如果在抽象藝術1908Worringer 
    談的︽它是一種內在的需要的話︽那個怎麼被激發?因問這 
    些思維和提問︽所以當時大概整個的創作方式就有了調整︽…… 

 另外是我在水墨畫的學習過程對我幫助很大︽我很快的能夠 
 從油畫改成壓克力顏料︽進入水性具流動性特質的表現〈而 
 自動性技巧的引用︽不以特定主題開始︽它在瞬間的爆發力 
 其實是強的︽能促使自己進入一種更自由不受先前已知的種 
 種教育過後的知識拘束的狀態〈�2010/12/11 訪) 

     
    帶著臺師大所給的基礎訓練在Pratte 兩年半︽主修繪畫︽副修雕塑︽並修習陶藝相關

的課程︽於1986年畢業後︽隨即申請到重視理論的NYU唸藝術創作的博士〈NYU一年只收

三位學生︽雖然當年就錄取︽惟在與教授談後︽與薛保瑕的想法有所落差︽所以並沒有馬

上就讀︽先在工作室獨立的創作︽同時部份時間在紐約建築公司工作〈在這段時間︽充份

紮實薛保瑕建築領域的知識與實務經驗︽也成為其更進ㄧ步認識美國社會的基礎〈工作期

間︽由於優秀的表現︽獲上司的賞識要其獨立去經營管理ㄧ個部門︽但薛保暇考慮自身往

後的長遠發展在藝術︽所以︽並未接受︽而於1990年再度申請並順利返回NYU就讀〈 
    NYU藝術創作博士的畢業條件是以論文而非展覽︽理論的建構與論述是很核心的ㄧ

環〈1990到1995年期間︽薛保瑕全職於課業︽專研�抽象藝術在後現代主義的發展�︽這樣

的主題源於其碩士時期指導教授的提問「抽象藝術發展了一百年︽…. 做為這樣子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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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你用的是從抽象的語彙…..那你將怎麼樣面對你的未來等於說發展」�2010/12/11 
訪)〈因此︽在博士階段︽薛保瑕所努力投入的︽是如何掌握自我存在的狀態︽在研究中探

討藝術的本質性︽有關本體論的思辨︽抽象畫自身從創作的主體︽轉而成為被研究的風格

客體︽「 
       ….. 抽象藝術發展一百年可以如何︽換句話講︽是不是有 

一個典範在那裡︽就是那個一百年的抽象藝術的發展史〈 
相對而言典範自身就是一個被對照︾被研究的對象〈換句 
話講︽如果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青少年他們到一個美術館︽ 
看到一張畫可以說那是一張抽象畫的話︽抽象畫自己本身 
變成代名詞…..它轉向了一種知識體系︽同時也和抽象藝術 
在20是寄出發展的立論有所不同〈因此我自己對當代抽象 
藝術定義上的思辯︽遂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包括我自己 
的創作︽就更走向了一種在觀念上來談怎麼樣認識她…. 
是一種對特定的藝術理論︽或是藝術史的代表風格的思辯…〈 
�2010/12/11 訪) 

 
    早期創作從超現實表現︽到下意識自動性技巧與觀念性的結組︽以至於文字︾現成物

與雕塑物品的�現實�結合︽抽象藝術的界定對薛保瑕而言︽已是創作及理論探究的另一

種�再現�的議題「 
   …到1990年的時候︽我作品又開始有一系列用到釣魚的魚餌︽ 
   ….對我而言︽魚餌自身就指向了一個代表性的意義︽…….這 
   個符碼︽它能夠解讀︽或是如何解讀︽促使觀者在日常認知 
   與轉換詮釋其象徵意識這兩種符碼之間的關係〈即是我在90 
   年以後的創作發展中︽很注意的一件事情…….〈�2010/12/11 訪) 

     
 薛保瑕在美留學期間︽正值美國女性主義的昌盛期︽創作的氛圍已進入後現代的多元

與複數性(Chadwick, 1990, pp.316-466)︽沈醞於如此學習的大環境︽所接觸的藝術訊息及教

授群的指導︽必然是藝術界最前衛的〈尤其NYU的學術訓練︽強調理論與創作的緊密聯結︽

從方法學上建立創發知識的學養基礎︽社會學及人文科學相關理論的耙梳︽以及紐約整體

藝術大環境的滋養︽逐年累月的深厚了薛保瑕藝術專業長遠發展的磐石〈在1992年時︽倪

再沁在評述薛保瑕憾人的大畫後︽如此寫著「正在攻讀藝術創作博士學位的薛保瑕不久就

要回到臺灣了︽返鄉之後必定有無數的冠冕要戴在她的身上…�倪再沁︽1992︽p.44)〈確

實︽慧眼的評估︽展現精準的期待〈 
 
2-1-2 藝術社會的參與  
2-1-2-1藝術家/研究者/教學者/行政者--四項全能的演出  

展覽︾研究︾教學︾行政︽是薛保瑕專業生涯中四個重要交錯的主軸〈畢業時︽獲臺

師大美術系年度雕塑展第二名︽遠在擔任國中教師時期︽便已積極參展〈在國外求學期間︽

除在美國︾義大利參展及比賽外︽同時活躍於國內藝術界〈在Pratte 研讀時︽曾參加�Pratte
藝術學院代表展�﹀在NYU時︽1990年曾獲得Islip美術館年度競賽展榮譽獎〈至今總計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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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次個展︽近百次的聯展發表〈 
    自1983年到1995年︽出國12年學成返臺︽曾經做過ㄧ項有關為何女性的創作者會走向

以抽象的語彙︽來作為表現及其相關的問題〈過程中︽除建立女性藝術歷史的史料外︽同

時試著條理抽象藝術在臺灣發展的脈絡︽之後於1998年以�臺灣當代女性抽象畫之創造性

與關鍵性的研究�分別發表在�現代藝術�及�女藝論�〈 之後︽更多的論述與展演︽不

斷豐富臺灣藝術界的內涵〈薛保瑕在臺南藝術大學成功的創辦�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有關此國內唯一僅有的課程理念與培育的目標「 
南藝博士班一次招收的學生最多七位︽這是一個強調創作與 
理論相互推進的學程︽我們希望收近來的學生具有創作的背 
景︽畢業是以寫論文為主;或是有的理論背景者會專攻策展︽ 
我們也把它列成是一個創作的狀態〈…我們希望從創作的 
實踐經驗中︽去思考問題︽…..因為涉及到藝術史跟美學的 
問題︽這兩範疇是我們的主軸在理論領域……….〈 
�2010/12/11 訪) 

 
圖5-1「無題-Untitled  140 x 170 cm 壓克力顏料︾畫布Acrylic on canvas  1990 

(Islip 美術館年度競賽展榮譽獎作品) 
 
2000年借調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擔任執行長︽處理國家每年60億左右的藝術獎補助

相關經費〈這段時間︽薛保瑕以其藝術的專業及處理事情的能力︽成為重要的國家資源分

配者〈基於長年的觀察與關懷︽在這ㄧ年的期間︽薛保瑕非常創造性的思考︽如何有效處

理臺灣藝術環境對創作者所欠缺的資源︽尤其如何有效鼓勵年輕的藝術創作者︽於是改變

補助的額度︽新興與臺灣社會運動有關的記錄片補助項目︽同時也首次進行文化創意產業

的研究「 
       ….因為我自己在台灣那時候已經回來了有︽七八年了〈 

對於台灣的藝術生態的挹注︽的確有很多面向可以做的 
更積極一點〈所以在︽我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服務的時候︽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更全面的去理解臺灣藝術環境中欠缺的部 
份〈也就是說︽更能夠體認︽尤其是年輕的藝術家︽他們在 
面對資源比較匱乏的狀況下需要什麼協助︽那基金會︽可以 
以什麼樣︽更好的推動的方案︽來協助這些創作者〈…… 
主要的目標︽則是如何以更有活力的方案活化我們的藝術生 
態〈另外則是當時基金會的研究部門也做了文化創意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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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研究案︽進一步了解文創產的推動對藝術生態的可能 
影響層面與效能 ……….〈�2010/12/11 訪) 

 
目前臺灣高等教育階段︽女性在學校擔任行政主管的比例不高︽尤其愈往ㄧ級行政主 

管職︽則比例遞減〈譬如︽95學年度大專校院階段擔任一級行政主管之女性︽僅占18.9㎡︽

全國163所大專校院中更只有12所校長為女性�7.4%�︽96學年更減為11位︽其中大學校長

僅有4位�公私立各2位�︽其餘7位為學院與專科校長�取自「

http://tgeeay2002.xxking.com/07voice/f07_080307.htm�〈因此︽能在學校行政體系擔任主管︽

對於女性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推動︽能提供有別於男性不同的視野︽是改變社會性別結

構的最佳行動〈李維菁(2002)曾以藝術家的本色︽來形容薛保瑕優秀的教育行政作為〈自1999
年起︽薛保瑕陸續在學校擔任所長︾國際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教務長等工作〈不容易的︽

薛保瑕除在學校行政積極參與之外︽2002年至2003年期間︽曾借調國藝會︽且在教務長的

期間︽經當時文建會邱坤良主委的徵詢︽借調到國立臺灣美術館擔任館長︽對於社會藝術

教育有著更大的參與與影響〈 
    憑著藝術家的敏感與創造性的見解︽薛保瑕對於美術館的經營︽如同擔任學校的行政

職︽是充滿了抱負與旺盛的執行力〈在接下此一職位時︽薛保瑕即明確國立臺灣美術館的

定位「�呈現臺灣美術脈絡的美術館�︽對於未來發展的議題主要包括「�在臺灣藝術史的時

空座標上︽探討臺灣藝術的在地化脈絡與質地�︾�將臺灣藝術置放全球化的情境之中︽檢

視在地化與全球化之間的辨證與轉譯關係�︾�積極創造跨領域的對話�等�張晴文︽2006)〈
薛保瑕回憶說「 

  …..就在那個很關鍵的時間裡︽我的角色就開始轉變為一 
 個全職的藝術行政工作者〈其實我對國立臺灣美術館︽一個 
 國家級的美術館的定位︽以及國美館如何面對二十一世紀亞 
 洲新藝術世界形成的情境十分關注︽…我首先規畫館中3樓 
 常態性的引介臺灣美術發展的典藏常設展;之後再規劃第一 
 屆亞洲藝術雙年展與臺灣美術雙年展…..也關注社會藝術教 
 育扮演的機制︽換句話說︽美術館它應該怎麼樣去面對群眾︽ 
 以創造出流動性的文化詮釋場域?如何將視覺藝術擴大至視 
 覺文化的層面?都是我十分重視的面向〈…同時︽我也在美 
 術館內規劃一間常態播放引介記錄片的場所︽…..我覺得記 
 錄片常觸及生活中非常多感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很多群 
 眾都可以領會的︽而其中所涉及的︽.不管是信仰︽或倫理︾ 
 或是道德︾或是觀念︽它都是藝術最根本的問題〈 
�2010/12/11 訪) 
 

薛保瑕最關心的是如何藉由自己12年跨文化的經驗︽讓臺灣在世界的藝術發展中︽取

得她應有的位置︽關懷各個不同的年齡層︾各個不同的社群︾涵括女性︾更年輕的創作者︽

他們怎麼樣在臺灣美術館的機制中︽可以讓他們的創作的面貌︽以及想說出的話︽或是他

們想的事情對藝術回 的觀點︽是有辦法被看到的〈在其任期內︽陸續開辦臺灣紀錄片美

學系列︾臺灣藝術雙年展︾亞洲藝術雙年展等突破性的活動〈有關於第一屆�亞洲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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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提出來是�食飽未?�(臺)︽吃飽沒︽是因為那是一 
個亞洲很重要的問候語︽也是亞洲米食文化很特別的人與人 
之間的問候方式〈當時第一屆命名叫�食飽未?�︽其實是想 
要傳遞一種分享的概念…..〈�2010/12/11 訪) 

 
2-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熱愛︾執著與永續的追求  
    靈活成功的扮演這四種角色︽來自於許多能力的整合表現︽但其中的核心︽在於薛保

瑕對於藝術的衷心喜愛︽�藝術�對薛保瑕而言︽是ㄧ種具有能動性︽永遠導向未知與可能

的神秘流動體︽是豐沛能量的來源〈薛保瑕如是表達「 
        ..可是︽最主要是︽我喜愛藝術什麼呢」就是因為我覺得︽ 
        它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就像︽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 
        我們肯定我們自己的創作︽可是我們要有更大的力量來否定 
        我們自己創作已知的部份︽那我們才有機會再進步︽就是突 
        破自己的極限〈…..所以它本身地一種前進力︽就是在於一 
        種肯定否定之間的那種過程中︽相互拉鋸往前推進︽那自己 
        的韌性其實要夠的︽因為我們很清楚就是說︽群眾的回應︽ 
        或是機制的認定那是第二個層次了〈做為一個創作者︽你也 
        可以很純粹的去面對︽因為那是你覺得你有必要做的一件事〈 
        那它會產生什樣的撞擊呢?至少我覺得從藝術史中或從美學中 
        學習到的︽都會促使我自己在創作發展過中思考與探索下一 
        個可能性的發展」………….我非常喜歡藝術的一個關鍵的原 
        因是︽它還不能在所有已經發生的事情中︽給予一個明確的 
        答案〈因為藝術這個名詞︽可以隨時的補充︾填進更多的可能︽ 
        那個是迷人的︽那個是對我來講是作為一個闖作者與研究者 
        最關心的〈�2010/12/11 訪) 
 
2-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2-2-1特質—開拓抽象藝術的新視野       

陸蓉之�1993)在�中國女性藝術的發展與啟蒙�一文提到「目前仍在紐約修習博士學

位的薛保瑕︽近期作品更接近於�新抽象�的風貌︽以觀念主義的手法表現抽象的形式

�p.275)〈早於此觀點︽王福東(1992)在�臺灣新生代美術巡禮-新抽象篇�即已深刻的指出「

跟時下許多走�新抽象�的新生代朋友很不一樣的是︽�新抽象�主義者不管試形式上或內

容上︽通常都不夾帶太多�社︾政�或其他客體環境的�雜質�︽是ㄧ種比較重視畫家個人

潛意識的�情緒語言�〈而薛保瑕的抽象世界︽雖然她的形式也是�抽象�的︽但其內容確

有十分�社會性�的面︽她的作品除了探討她本人潛意識與自然界的關聯之外︽也很敏銳

的反應出客觀環境的現實世界�p.104)〈黃光男(1992)則以�風流致境�指稱「…與其說以

ㄧ般廣義界定抽象繪畫不具形象而言︽不如說她已經將宇宙界和人世界相結合︽以個人的

藝術語彙重新屆定�抽象藝術�(p.540)〈確實︽薛保瑕的視野與抱負︽就是企圖從藝術歷

史發展的脈絡定位後賦予新意︽在1992年的�探究八十年至今的抽象藝術��薛保瑕︽1992�
便顯現出如此的思維〈具體而言︽開拓抽象藝術的新疆︽是薛保瑕長期的努力〈她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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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抽象藝術�已經不再只是純粹簡化的過程﹀甚至︽它已經成為ㄧ種廣泛地︾自我知覺

的︾同時具有指示的溝通作用〈當代�抽象藝術�以不同的方式和現世界結合(薛保瑕︽1992︽
p.96)〈循著如此的思維︽薛保瑕的創作的歷程是環繞在觀念性的軸想之間: 

創作過程中總會參雜著理性跟感性的成分〈開始面對畫布時︽ 
我一直還很喜好以自動性的技法開始︽也是一種由未知開始 
的狀態〈至今我一直還保留這部份〈我們也常會被問到︽什 
麼是一件作品完成的時候?對我而言︽那是一個非常奧妙也是 
不容易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當你覺得不能再畫了︽就這 
樣剛剛好︽不多不少就是這樣︽定案︾完成了〈我覺得這中 
間的過程︽其實多少涉及到感性理性的百分比問題︽也就是說︽ 
由不設限的開始到我靜觀作品的過程中︽我覺得感性和理性 
的思維與觀念性的思維其實都會交互作用︽就是說︽我會去 
注意︽視覺符碼的建構與產生……..我會希望那個所謂的私領 
域的認定︽它還是要能擴展到公領域範疇的帶動〈在已知的 
條件裡︽可以怎麼樣轉換符碼的意義是我關切的〈所以在二 
零零四年的個展中︽我又把所謂的幾何的抽象的元素︽以木頭作 
成了立體方塊︽結合在我的畫面中〈就是以一種感性跟理性的︽ 
冷與熱兩種抽象藝術的綜合︽探討混合性的現實︽是我一直想 
在創作中提出的一個命題〈�2010/12/11 訪) 

 
2-2-2風格—理性與感性之間永續的辯證  

薛保瑕重新賦予抽象藝術當代的內涵︽其作品是自我與外界現實互動下︽浮動的自覺

與省思︽理性與感性之間未曾或歇的辯證〈薛保瑕自述「 
   我個人在創作時將�抽象�作為一種訊息的轉化過程它經 
   由綜合性的構圖︽以隱喻性的手法轉換首要和次要的創作 
   來源〈我的畫以抽象生物的形體的體結構︽暗示精神性的 
   訴求層面〈通常以以厚重的肌理繁複緊湊的構圖「以象徵 
   性的方式和交錯的空間︽指向渾沌紊亂的情境〈有些作品加 
   入了一種或多種的三度空間的雕塑及日常物�例如魚餌和 
   漁網等�〈它們多半是具有敘述性︽象徵性的︾隱喻性的 
   和神秘性的訴求﹀與二度平面的繪畫間有著相關的視覺文 
   化屬性︽在兩者間彼此導引出多種的意義和訊息�薛保瑕︽ 
   1992︽96�〈 
 
透過薛保瑕的自述︽從觀者的角度︽我們可以體會且掌握到︽在視覺抽象語彙的創造

下︽色彩︾元素與物件的交織︽透過上︾下︽或是左︾右︽或是主︾虛︽或是以上共組等

的結構︽牽引著一種�理性與感性之間永續辯證的狀態�〈作者在畫題的佈局︽藝術性的搭

建不同材質的橋︽引導著溝通的可能︽從�無題�︾與有題之�直指的敘述�或是�隱喻的

敘述�可見如此的端倪︽如1985年已自幾名字縮寫之�P.S的椅子-Chair of P.S/-�︾1987年
的無題-Untitled ︾1990年有關1945年美軍轟炸廣島事件及1989年12月1日紐約畫廊哀悼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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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愛滋病公休日的�擇ㄧ-Choose One��阿咪︽1992︽58)︾1992年的�二元論-Dualism�︾
1995年的�對立存在-Contradictory�︾1996年的�核心與邊緣-Center & Edge�︾1997 年�三

者間的原型II-Triparte Arcyetype II�︾2010 年的�移動-Moving�等〈 
近期︽有關創作自述︽薛保瑕有更深刻的表白︽有更有助於觀者與作品之間的連接「 
    對我而言︽符碼的多元多義︽是因其具有�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當不同的視覺元素之意義交互連結時︽ 
   同時也連結了文化經驗相對時空的意義〈因此︽我們無須強 
   制自己回到二十世紀初期觀賞了解抽象藝術的固定模式中︽去 
   認知當今的抽象藝術作品﹀反之︽我們當可試圖銜接身處之年 
   代︽自由的發揮創造力的聯想︽以及自己對應於時代的現實體 
   認基石上︽去經驗︾感知與閱讀這些作品〈然而︽任何文本可 
   能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解讀︽亦如意識型態也有可能隨時被解 
   構︽這自然和媒體文化的營建︽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其中 
   �現實導向�reality-oriented��當為關鍵性之元素〈因此︽我 
   希望作品中的意象︽或多或少能引領觀者回應他們的經驗界︽ 
   也就是說作品中所使用的無論是有機性形體的抽象符號︽或是 
   幾何性抽象符號︽一但它們併置共存時︽閱讀符碼的關係已然 
   發生〈只是這些看似與表象世界較無關連︽不易辨識的符號併 
   置時︽閱讀又如何能引構它的意義呢」   我以為︽閱讀行為一 
   旦發生︽思想行為也即刻發生〈那是一種流動性的過程︽撞擊 
   著我們的感官知覺︽也衝撞著我們對歷史文化認知的體系〈符 
   碼�code�常被視為一種規則與慣例︽能否被辨認︽也成為公 
    領域與私領域文化視覺系統中相對的議題〈�解碼�的動作 
    事實上即觸及共通符碼引介的事實︽因此︽閱讀符碼的行為︽ 
    表徵了閱讀者意識型態建構之所在﹀相對的也彰顯了他們擇選 
    被拒絕建構的潛在或者可稱之為對立的事實面〈一體兩面的現 
    實是我個人有興趣探討的美學面向︽只是對立不是為了強化意 
    義的單一面向而採取的姿態︽反之︽它是另一面真實的存在〈  
    此次展出的新作…..主要的是︽過往的創作經驗︽連接著我的 
    歷史文化記憶︽也彰顯著我的意識型態〈作為一位自然人與社 
    會人︽我著實的經歷著建碼與解碼 �encoding and decoding� 
    的經驗︽在這些多元訊息導向的混合性現實�hybrid reality�中︽ 
    流動性的意義反映了視覺文化體系中︽符碼於共相與殊相︾現實 
    與非現實的對應關係︽而它們也在在顯現了一個創作者對藝術與 
    外界銜繫著一種不確定的關係︽一如信念這件事〈(取自「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statement/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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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P.S的椅子-Chair of P.S/- � 120 x120 cm 壓克力顏料, 混合媒  
  體, 紙, 珍珠板 壓克力顏料︾木板 1985 

 
圖5-3「�無題-Untitled�140 x170 cm 壓克力顏料︾混合媒體︾畫布 1987 

 
圖5-4:�擇一-Choose One �100 x 150 cm 壓克力顏料, 混合媒體, 紙, 珍珠板 1990 

 
 
 
 
 
 

圖5-5:�二元論-Dualism�75 x 100 cm 混合媒體︾紙 1992 

 
圖5-6:�對立存在-Contradictory- boards �142.2 x 172.7 cm 壓克力顏料-漁網-魚餌-畫布板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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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核心與邊緣-Center & Edge �172.7x228.6cm 壓克力顏料-漁網-畫布  1996 

 
圖5-8:� 三者間的原型II-Tripartite Arcyetype II �50.8x122cm 壓克力顏料-噴漆-漁網-畫布  
1997 

  
圖5-9:�移動-Moving�173 x215 cm 壓克力顏料-畫布 2010 
 
2-3-性別意識  
2-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薛保瑕從小生長在思想開放的家庭︽家教嚴謹︽然並未限制兒女們相關的喜好︽或給

與性別的不平等待遇︽反倒是充分的支持〈在如此的環境下︽薛保瑕自然無特別感受到被

壓迫︽或是有任何必須要學習的性別關係︽或是行為上的調適〈因此︽薛保瑕比較傾向於

以超性別的方式來看待︽並處理事情〈所以當處在紐約精緻文化的樞紐學習時︽薛保瑕並

未從ㄧ位女性創作者的角度思考學問︽而是超越性別的態度︽關心一種更宏大普遍與核心

性的藝術定位與發展的問題︽因此她也認為在一個藝術的機制中︽女性藝術家對於認同的

議題︽可以有不同的思維︽這與其成長的背景應有直接的關聯〈  
可以觀察到︽薛保瑕從小對藝術熱愛︽是自我認同的起點︽由自我多元性向的瞭解︽

建立其堅毅的主體性︽具哲學的反思性︽性情溫厚內斂︽擅於處理人際關係〈其性別知識

的獲取︽除從家庭中︽父母兄姐的互動中學習外︽也在家庭以外的學校︾教師︾同事︾朋

友及學生等的互動經驗中不斷的建構〈 
    長年投入所深愛的藝術創作工作︽目前未婚的情況下︽對於婚姻︽薛保瑕認為是ㄧ門

高度學習的學問〈因為婚姻所牽涉的不是只有個人︽而是ㄧ個小型社會︽隨緣且只有在不

妨礙自己所追求的藝術之前提下︽婚姻才可能發生〈薛保瑕表白「 
       ..對我自己來講︽一個獨立的人格的養成要能夠面對孤獨︽其   

實大概隨時都在學︽不表示說你︽旁邊有人或是沒有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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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就解決了〈…..我覺得婚姻是需要努力去經營的事︽可是 
這中間充滿了所謂的人跟人之間要去如何溝通︽因為它還可 
能更複雜︽不會只是兩個人︽還有家庭的事件︽所以它有一 
種所謂從個人拓展到小型社會的一種縮影︽所以︽我倒不會 
覺得說應該有或沒有︽我覺得當你碰到了︽是該有了︽你自 
己也沒有什麼一定要拒絕的︽或是有特定的什麼情況︽那就 
go ahead︽就是去面對︽可是擁有這件事情到你要怎麼樣要去 
讓它︽有一個很好的關係︽我只能從周邊的朋友的案例去思考︽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但對我而言︽會希望那是在相互被尊重的一種狀態下進行… 
如果要去面對它︽就要有這種心理準備︽要去經營︽…..它是一 
個複雜的議題︽…….我覺得那是一個高度的學習〈 
�2010/12/11 訪)  

 
    最近︽薛保瑕對生命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悟︽ㄧ種自我與她/他者互為主體的依存關係︽

也是性別思考層次上更大的跨越︽「      
       …..這次2007年腦膜瘤開刀後︽更確定是︽我們需要人家的幫 

助︽才能夠延續生命〈所以︽我對自我的認定….今年對我來 
講也是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認識︽…..自我的完成︽不止是自己 
要努力︽也要認知有些事是自己無法做到的〈我們對生命的體 
認︽都會在適時的時候︽經歷關鍵性的開啟︽我很珍惜〈….  
�2010/12/11訪) 

 
2-3-2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2-3-2-1行政專業品質的提升與人力資源配置的未來  

在美術館工作期間︽因分工的情況︽期待所有的工作同仁達到均等而良善的品質︽是

ㄧ大挑戰︽而此挑戰︽直接導向的是行政人員工作專業能力與品質的提升〈薛保瑕所採取

的管理策略︽是走動式的進入各組各單位溝通指導︽或藉由專案研究計畫的帶動︽營造學

習的機會與環境〈 
除此︽人力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必須建立更為彈性的機制〈因美術館的特色不同於一

般機構的上下班時間︽而美術館大部份為女性員工︽例假日人力不足︽無法適切的補充運

作〈這種情形是臺灣藝文機構︽所普遍存在的問題︽除女性自身須妥善調配工作與家庭之

外︽必須透過有關單位協助解決〈薛保瑕說明「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習慣的處理方法︽所以它需要一點時間 

去溝通與調整…我是借調的︽所以我常常把一年當兩年用︽ 
至少對我來講︽我可能希望直接進入問題︽面對問題之所在︽ 
然後直接去處理〈�2010/12/11 訪) 

 
台灣的藝文機構中︽還有一種情況是︽女性的工作者非常多︽ 
她們同時扮演了職業婦女的角色︽在這種狀況之下︽一方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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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班︽有時候她又需要面對家庭的壓力〈美術館禮拜六︾禮 
拜天假日都開放︽仍需要相當數量的工作者︽因為館內女性工 
作者居多︽所以需要有更好的人力結構︽去做補充〈即使美術 
館有近五百個志工分階的協助︽但是還都不見得能夠完全補充 
這一部分︽尤其是專業這一區塊的需求〈所以女性在這樣比較 
特殊的藝文機構工作︽常須要有更大的彈性去處理〈…其實它 
會涉及到︽整個機制如何思考女性工作者的處境問題……….〈 
�2010/12/11 訪) 

 
2-3-2-2創新展覽的規劃及殊異化女性藝術作品的典藏方式與價值  

薛保瑕在館長任內︽在展覽的籌劃︽策略上運用議題的專案研究結果︽來帶動有意義

的展覽﹀也試著建立較為完善的收藏制度︽希望藉由女性藝術家創作關鍵轉折作品的收藏︽

來脈絡化女性思維與臺灣美術發展的關係「 
   ..比方說︽我們請學者︽針對約一千五百件的攝影典藏品作 
   研究︽結果研究完之後發現︽國美館所謂的紀實攝影約佔百 
   分之七十針對這些典藏的攝影作品︽也可以再規劃近十個很 
   好的展覽〈….如果我們要由館內典藏作品去規劃引介臺灣的 
   女性藝術︽在收藏的重點上是不能忽略這支藝術發展的脈絡 
   與系譜︽也要注意臺灣美術史女性藝術發展史中︽重要藝術 
   家的重要代表作�2010/12/11 訪) 

 
2-3-2-3文創產業的經營︾人才培育及評估的合理化  
    對於目前國家重點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薛保瑕有著根本的思考與見解〈她認為︽文

化創意產業應先有文化的研究︽找出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其成為世代可以國際對話的

語言〈薛保瑕認為「 
它是要先經過文化的研究︽然後使它成為可以往下延展的 
一個文化元素〈所以我們需要文化研究者︽此外︽我們也 
需要有創意的人︽將這些元素︽變成一種世代的語彙︽擴 
大延續與交流的面向〈所以創作者的要角︽是負責視覺文化 
圖像的生產︽並激發他人的文化想像與認知〈 
�2010/12/11 訪) 

 
    至於文創產業人才的評估︽則應從教育的角度思考︽可以推出什麼樣的人才來協助藝

術產業〈有關文創產業的產值︽若是有關教育及藝術創造︽其內在的價值是無法以量化的

方式算計〈薛保瑕提出如此的看法「 
        ….因為藝術創意這種無形財︽常會被問一個問題「就是產 
        值的數據是什麼?從教育的宗旨︽或是藝術層面談這個產︾ 
        創值的部份︽不宜只由單面的量化中數據衡量︽….去評鑑 
        成效…這樣的訴求雖可理解︽只是在藝術教育上︽或者是培 
        養人才的過程中︽有時候會有點使不上勁…..。�2010/12/11 訪) 

34 



 
 

2-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2-3-3-1超越性別關懷的遠程觀點  
    薛保瑕思考問題的深入︽充分展現其敏銳有洞見的藝術家本色︽是前瞻性的宏觀視界〈

她認為性別議題所關懷的︽應有時代性的內涵與變動︽目前應以一種更具未來性的觀點思

考︽以求因應〈薛保瑕的智慧觀點「  
       ..談主流與所謂的邊緣關係︽它其實涵括權力 

結構的問題︽我覺得是九零年代性別的議題討論中︽非常 
關鍵也是希望突破的地方〈可是到二十一世紀︽…..我們 
的世界進入到一種互相有關聯的情境︽相對而言︽邊緣的 
族群會較有機會受到重視〈我們不能再用單一的想法與標 
準︽去界定與認知一個特定的族群界定〈…如果說學術的 
目的是讓我們有更多認識世界的方法的話︽那性別的研究 
就不應該不存在〈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進入到二十一 
世紀︽我們如何界定什麼是我們的世界的結構?什麼是我們 
的世界形成的文化語境?包括環保議題也好︽社會運動也好︽ 
或是所謂的邊緣族群的種種的認同問題也好︽在二十一世 
紀面臨全球化世界的形成過程中︽重新了解與思考這些問 
題是有其一定的必要性〈 
…. 
不過性別議題︽…可能更年輕的世代︽在面對上一代曾覺得 
是一個問題︽他們未必如此視之︽它其實越趨複雜〈我覺得 
性別意識的探討︽它會涉及到自我定位與認同的問題︽也涉 
及到人與人之間相互認知與溝通的方式〈�2010/12/11 訪) 

 
2-3-3-2藝術創造是再現性別認同與自覺的提問  
    薛保瑕認為女性藝術的發展︽因藝術家的特質差異已具多元的樣態︽透過藝術表現展

現性別的思考︽可以是有關於自身專業的提問︽自覺在大的藝術發展脈絡中的角色與位置「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或是在國際上︽這種性別的議題︽ 
        以展覽作為討論主題︽自九零年代後非常多…… 女性藝 
        術中︽的確是有一些女性藝術家以女性主義的視野切入 
        藝術創作︽像Frida Kahlo︽自己的境遇其實就已經有她 
        身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因此她的作品也直接指向這個 
        命題︽也發人深省……..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如果我們 
        的思維是來自於我們對藝術的認知與感知︽同時也是我們 
        對藝術的提問︽那︽做為一個女性的藝術工作者︽我希望 
        我們的論點與思維受到尊重︽也有她一定的定位〈 
        �2010/12/11 訪) 
 
2-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2-3-4-1宜深化藝術領域的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研究︾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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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性別平等在藝術領域的耕耘︽是有待深化〈尤其在高等教育的教學上︽宜促進學

生的主體性︾自我的期待及其未來的生涯發展〈薛保瑕如此表示對性別教育的期待「 
        ………..我想我大概都會隨時提醒學生︽也就是作為一個 
        主體︽以一種自信去面對社會中她的角色︽並在學習的過 
        程中︽以更開放的態度學習成長…..〈 �2010/12/11 訪) 
 
2-3-4-2藝術領域的性別結構有待改變      

無論是高等教育的教師結構︽或是藝術行政單位的性別人力結構︽都呈現傾斜的狀態︽

譬如︽高等教育階段︽女學生多而女教師少︽藝文機構女性工作人數多而女性主管少等等︽

這些問題︽都有待透過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來進行改革〈 
薛保瑕說明「 
       …..以美術系來講︽女性的教師其實還是偏低的︽可是我們可 

以看到女性的學生︽從大學︾碩士到博士…..女性學生幾乎占 
到七十到八十的比率︽所以︽我可能會放在一個所謂機制的 
結構面去看這個現象︽由此自然可以看出它可以改進的空間 
很大〈…..它的確需要更多的關注︽學校的的藝術教育也是一 
樣︽這個機制裡面︽其實需要有更多的女性藝術老師投入︽ 
就現狀而言︽它的比例真的很低〈…..�2010/12/11 訪) 

 
3.吳瑪悧�1957-) 

 
圖3: 吳瑪悧2010/1/21�四�於臺師大行政大樓1樓副校長室   

3-1 生命圖像  
3-1-2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專任教授︽已婚〈2006年到高師大擔任

專職之前︽曾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及藝術與行政管理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

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淡江大學建築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及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造型研究所等校兼過課﹀且擔任過遠流出版社藝術館叢書主編〈 

吳瑪悧出生於臺北市大龍峒︽家中總共有五個小孩︽三男二女﹀排行第二︽上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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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二位弟弟及妹妹〈父親受日本教育︽為公務人員︽服務於自來水廠﹀母親為協助

家計︽在家設立糖果雜貨攤位︽經營小本生意︽後來開了書店︾文具店〈從小生長於傳統

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的家庭〈  

1979年畢業於淡江大學德文系︽1980年考入奧地利維也納應用藝術學院雕塑系研讀︽

於1982年轉學德國杜塞道夫國立藝術學院︽於1985年取得大師生學位〈吳瑪悧描述到「 
在70年代末︽我去維也納唸書的時候︽視覺藝術非常盛行偶 
發藝術或表演藝術︽那個表演藝術比較沒有劇本︽可能是一 
個偶發︾即興︽只是為了傳達一個概念〈當我有這樣的接觸 
後︽我就覺得唸什麼系都無所謂了︽所以我就進了雕塑系〈 
…………. 

   後來因緣際會︽轉學到一個非常前衛︾帶領世界方向的藝術 
   學校≒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學校中最知名的老師是藝術 
   家波伊斯︽他非常強調社會雕塑︽認為藝術作品 只是生產出 
   來最後的結果︽重要的是塑造的過程︽藝術品只是藝術家理 
   念最後的境界︽所以藝術家的理念才是更重要的︽這些給我 
   很大的啟發〈此外︽學校嚴謹細緻 的造形訓練︽讓我們對形 
   式︾材料非常敏感︽那是訓練過程中必須學習的︽可是當能掌 
   握那些後︽就可以開始學習如何把它丟掉…………………. 
  �吳瑪悧︽2009︽5︽28)〈 

在國外的學習方式︽應是奠定吳瑪悧往後藝術發展︽以跨領域的方式走入社群藝術的

關鍵之ㄧ〈 
 
3-1-2 藝術社會的參與  
3-1-2-1臺灣女性藝術展及團體組織的導航  

吳瑪悧是臺灣女性藝術展及團體組織的導航︽她回憶著「 
        …差不多在九0年代初臺灣的婦運就愈來愈蓬勃︽我也因 
        為參與在裡面的關係︽所以知道發生在台灣社會有很多 
        的事情︽是因為性別差異對待而發生的問題︽我們就會透 
        過很多不同的運動形式︽去幫女性爭取更多的權益……. 
        雖然我自己早期沒有加入婦女新知基金會︽不過那些成員 
        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們︽所以就還算參與蠻多她們的活動〈 
        ……早期臺灣的婦運團體基本上都是大學教授…我們都認 
        識︽就會一起做﹀她們也關心到在文學藝術上面的表現︽ 
        臺灣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基本上都是這一批英美文學人 
        帶進來的批判思考〈…. 他們就是最先開始在文學系所︽ 
        開女性主義的文本閱讀這樣的課程..........〈�2010/01/21 訪) 
         
        慢慢的他們也開始去思考藝術這一塊︽所以臺灣就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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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女性藝術家覺得說︽那我們應該也要來做個女性藝術展〈 
        所以早期會跟這一些婦運團體一起結合︽做女性藝術的 
        展覽︽因為那時候我們也不太知道說︽到底要怎麼去閱讀 
        作品︽例如說我們創作的人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我沒有去思 
        考我的性別觀點是什麼︽可是她們這些分析者︾研究者︽就 
        可以去閱讀你的符號︾你的結構︽可以做很多的分析︽然後 
        去看到它跟性別的關聯〈甚至於你表達的主題等等︽都會跟 
        性別有關〈性別不是單純的只跟我們個人的經驗︾遭遇有關︽ 
        它有時候是整個結構面的問題..........〈�2010/01/21 訪) 
     
    依據陸蓉之(2002)的觀察與陳述︽在1990年代以前︽女藝術家的活動比較是個人化的︽

即使有結社或組成團體多半是聯誼或是聯展的方式︽少有女性意識的公開討論︽由於社運

和婦女團體的外來刺激︽1990年在婦女新知基金會李元貞︾吳瑪悧等人的促動下︽陸蓉之

才在臺北誠品的藝文空間︽策劃ㄧ項具女性意識覺醒意義的展出及座談會�p.177)〈可以說︽

吳瑪悧幫忙推動民間的團展與論述的開始﹀此外︽她並催生女性藝術協會︽使公立美術館

開始籌劃女性展「 
       …可是後來慢慢從事創作的女性也愈來愈多︽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組織︽因為有個組織之後︽要辦活動︾ 
找經費會比較方便︽同時我們也覺得應該要建立有關女性 
藝術的論述︽所以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在2000年由我籌備成立︽ 
第一屆的理事長是賴純純︽…..我那時候很積極想把這個東西 
籌備起來︽想法跟賴純純有一點不太一樣〈賴純純是純粹做 
創作的人︽她覺得女性協會的目的就是要讓女性藝術家有比 
較多的發表機會︽所以她想像協會的功能比較屬於辦理展覽 
活動︽我想像的比較是推動研究〈我會覺得活動別人去辦就 
可以了︽我們比較應該要做有關組織和理論研究︽因為台灣 
在理論這方面非常缺乏〈所以我是覺得透過團體的力量︽怎 
麼把這個東西建立起來︽例如透過座談啦︽或者是研討會等 
等去建立論述〈當時學院基本上也大都不關心性別與藝術︽ 
因為學院大部分都是男老師比較多︽所以他們都會講藝術跟 
性別無關︽所以不太可能透過學院去建立這個知識系統︽所 
以我去籌備其實是希望做這一塊〈後來當然在現實上面就沒 
有辦法︽因為一方面缺乏有能力做研究的人來引導︽然後再 
來就是因為要辦活動︽所以很多力氣就用在籌辦展覽上面〈 
不過也還不錯︽因為後來女藝會去找台北市立美術館︽所以 
北美館就做了臺灣第一個女性藝術家的展覽..(2010/01/21 訪) 

 
    從無到有︽從不解到瞭解︽從催生到實存︽吳瑪悧始終扮演著積極拓荒者的角色〈 
     
3-1-2-2展演與學術發表的積極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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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吳瑪悧在藝術社會的積極投入及其豐富性︽還可以透過ㄧ些數據的紀錄來作

些微的掌握〈截至目前︽她辦過16次的個展及72次的聯展︽發表過14篇以上的期刊論文︽6
本的專書︽16 本的譯著︽以及協助遠流出版社主編63冊系列藝術類叢書等〈 
 
3-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熱情︾執著與永續的追求  

陸蓉之(2002)如此評述「吳瑪悧長年持續為女性團體和女性運動默默付出︽她的執著︽

不僅對臺灣當代藝術教育推廣很有貢獻︽而且常以自身的創作︽或撰文來提倡女性意識的

藝術︽她在當代藝術領域中所成就的多項里程碑︽不但為女性藝術家之冠︽而且是眾多男

性藝術家也未能項背的(p.190)〈誠是言︽也相信是藝術界的共識〈吳瑪悧可以達成如此的

成就︽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典範︽究其原因︽主要來自於本身具反思的能動性︽在嚴謹而前

衛的藝術學術訓練下︽本著對人及社會的熱情︽經年累月︾有視野︾有觀點︾無私性且具

實踐力的耕耘︽我們可以預見藝術的社會實踐︽在其執著的努力︽必將永續性的發展〈 
     
3-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3-2-1特質—由單元而復次元︽跨界拓展藝術新體系  
    藝術是什麼」吳瑪悧精確而肯定地說明「 

 藝術作為一種媒介︾工具︽不在創造一個光鮮亮麗的畫面︽ 
 而是透過簡單的語言︽重新找到自我的認同︽以及跟土地 
 的關係︽也不是到處搞奇觀的嘉年華〈藝術作為一個語言 
 工具︽我透過它反思我們今天的整個生活狀態︽不管是做 
 藝術與社群︽或者教學︽或是在不同的藝術計畫︽我都是 
 透過藝術這個媒介︽去反思我們在生命裡面︾生活裡頭所 
 碰觸到的不同課題�吳瑪悧︽2009︽5︽28�〈 

     
    對吳瑪悧而言︽藝術的核心是過程︽製作或觀看的過程均屬之︽而且不ㄧ定是要自己

去製作︽它是一個動詞︽一種對話的過程與再思︽激發他人創意的同時︽讓自己及別人思

索生命的議題〈回顧自己二十餘年的創作歷程︽她如此表白「 
當我們在做所謂女性藝術展時︽其實是比較個人型態的創 
作︽偏重對性別角色的反省︽或者尋找何謂女性︽ 
那樣是局限的︽因為今天藝術實踐的方式非常多元〈因此︽ 
我現在比較少參與展覽︽一方面覺得只談女性主義有其局限︽ 
一方面也重新思考藝術跟生活的關係「女性主義運動之後︽ 
除了性別的自我認同外︽到底還開展了何種文化實踐面向」 
所以2000年之後︽我都做跟社區有關的藝術︽離開了過去以 
精英為主的藝術表現方式︽也就是以個人創作為主︽美術館 
或畫廊作為展示的場域︽而進入公共領域的探索�吳瑪悧︽ 
2009︽5︽28�〈 

 
顯然的︽這種從單元到複次元︽超越性別二元對立的提問︽到投入社群與生態的對話

與溝通︽是企圖創造不同於主流意識的生命意義與社會價值︽如此的概念︽是賦予藝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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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論與能動性︽雷同Freire (1970/2000)的主張「人的活動包括行動和省思︽是實踐的︽

所以造成世界的轉變(..human activity consists of action and reflection: it is praxis; it 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Freire, 2000, p.125�〈吳瑪悧的藝術論述是充滿著教育與社會學

的意旨︽在跨界開拓新視野之際︽期待建立社會與藝術界另一種可能的體系〈 
 

3-2-2風格—開拓性別視界︽永續生命意義的社會實踐  
   �創作以觀念取向為重︽先有想法︽再思媒材與形式�如此的思維︽從單一物件到著重

互動關係與意識的社群參與︽貫穿吳瑪悧的藝術版圖︽在觀念主題的演變︽吳瑪悧說明著「 
90年代因為臺灣的婦運開始比較積極活躍去爭取很多的權利︽ 
那時候我也開始從生活裡頭去做一些反思︽反思到性別在社 
會裡面的角色位置︽所以我自己的作品在整個90年代幾乎都 
在處理性別議題︽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一開始我作的大概就是幾個小物件︽例如說︽我有一件作品就 
是改造一把刀子︽題目就是叫�肖像�…….〈�2010/01/21 訪) 

       
圖3-1:�亞洲�迷宮��  圖3-2:�Female� 胸罩 椅子 1990 
1100×1300×200 cm  
木板︾漆 1989 
 
    從1989�亞�字交織代表女性�十�字的形式︽隱喻�亞洲(迷宮)�的抽象思維︽到1990
年在斑駁的傳統舊椅上︽高懸女性胸罩︽昭告當代藝術界給與女性ㄧ個位置的�Female�︽
開拓女性意識的系列發展後︽開始更為宏觀的女性與社會的關懷「 
      97年之後就談比較大的議題︽到98年總結︽做了一個個展叫 

做�寶島物語�〈�寶島物語�就是在講臺灣的故事︽例 
如說97年�墓誌銘�這件作品是從女性角度來反省二二八︽談 
女人跟歷史的關係﹀然後另外一件作品就是�新莊女人的故事�︽ 
講女人跟城市發展﹀然後後來還有一件�寶島賓館�是在98年的 
臺北雙年展︽講女人跟經濟的關聯〈….(2010/01/21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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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墓誌銘EPITAPH�400×350cm 噴砂玻璃︾錄影帶 1997 
 
有關�墓誌銘�的創作理念︽吳瑪悧詮釋「 

�墓誌銘�是一件從女性角度看二二八︽我參考阮美姝女士的 
 兩本書︽把女人的故事一句一句寫在兩片噴砂玻璃上︽中間是 
 在和平島拍攝海浪衝擊岩石的影像︽單純的幾秒鐘︽不斷重覆 
 地播放︽我創造一個想像的空間︽在那裡聽著海浪的聲音看著 
 海浪︽它是在製造一個氣氛︽當你去閱讀文字的時候︽海浪的 
狀態︽好像淚水在洗我們的心�吳瑪悧︽2009︽5︽28�〈 

      
圖3-4:�新莊女人的故事�500×550×300cm 織有文字和花紋的布︾錄影帶  1997 
 
至於︽女人與城市發展的�新莊女人的故事�「 

牆壁上就是每個女人的故事︽那一面大意是說「當男人的歷 
史被改寫時︽原來的那些叛徒都變成英雄︽可是女人呢」女人的 
故事沒有被改寫︽因為她本來就沒有被寫入歷史〈 
�吳瑪悧︽2009︽5︽28� 

   
圖3-5:�寶島賓館� 700×1250cm 木板︾粉紅色泡棉︾紅燈泡等 1998 

41 



 
 

 

 
圖3-6:�天空無事︽有鳥飛過�400x300 cm 照片︾文字︾大冠 聲音 1998 
此外︽從女性角度觀察他者-男人的卑微面「 

對我其實另外有一件作品叫做�天空無事有鳥飛過�︽這一個 
倒不是從女性的角度︽而是思考男人的處境︽覺得說︽臺灣的 
男人也是很悲哀︽這個有一點是龍應台去年出的�大江大海�在 
談的議題︽例如說外省老兵到臺灣︽或像我爸爸這一種的臺灣少 
年兵可是到日本去造飛機〈因為解嚴之後有很多不斷重新去閱讀 
歷史的一些史料在探討︽那些東西都豐富了我再重新去看人︽男 
人女人〈….(2010/01/21  訪) 

 
    2000年底︽吳瑪悧開創其社群藝術︽帶領婦女新知協會�玩布工作坊�的姊妹創作�心

靈被單�︾�裙子底下的劇場�及�皇后的新衣�等作品〈�玩布工作坊�的成員大都是已婚

的中年主婦︽她們的�玩布�不同於坊間沿襲日本拼布中規中矩的美學︽多是利用布商過

期不要的布來創作︽可以自由不受拘束的與布玩耍〈在玩布的活動課程中︽吳瑪悧引導社

員媽媽們整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心靈被單�的作品︽�裙子底下的劇場�則是透過製作

內衣褲︽探討女性的身體︾情慾或親密關係︽至於�皇后的新衣�是從衣服的創製︽去探

討女性的自我認同〈 
簡偉新(2004)記載著「 

我應邀紀錄整個過程︽紀錄片也成為裝置作品展出的一部分〈 
配合裝置藝術的影片不同於一般的紀錄片︽影片製作預算也非 
常微薄︽但整個過程讓我經歷ㄧ次次內在心靈的翻攪︽有ㄧ些 
刺痛感傷︽也有更多的成長和感動�2004, 10, 11�〈 

 
學員們無奈及不愉快生活回憶的發表與分享︽感動著參與者︽也感染了創作者〈之後︽社

群藝術已然成為吳瑪悧藝術實踐的主軸〈吳瑪悧說「 
 90年起︽我開始思考藝術與不同社群的關連︽我跟這群非常 
 素樸︾沒有受過真正美術訓練的媽媽們一起工作時︽簡單的 
 一根線都充滿了語言︽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重新學習︽再去看 
 視覺符號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藝術媒材對我們學藝術的   
 人來說︽因為習慣會變得很形式主義︽可能不太思考意義面 
 向〈而從她們身上︽我重新看到︽原來一條線就可以講整個 
 生命故事︽這是很大的啟發︽我看到造形本身無限的力量︽ 

       能夠開啟生命的力量〈�吳瑪悧︽20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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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心靈被單� 床尺寸「200×200cm 布︾泡棉︾錄影帶 2001 
 
於是︽在2004年進行�從你的皮膚甦醒�計劃︽透過布與織縫來探討女性的生命歷程︽

而在2006年的�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河行動�︽吳瑪悧與幾所社區大學合作︽溯行臺北周遭

的四條河流︽讓參與者體驗環境的真實處境〈同時︽吳瑪悧於2005-2007年在嘉義縣策劃�北

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邀請超過30位藝術家居住在20個村子裡︽透過藝術來建立學習社

群〈這個計劃開啟政府文化政策以及社區營造工作另一種創新的可能〈在如此社群藝術的

實踐行動中︽藝術家進入社區︽不是為了敎大家藝術技藝的學習︽也不是為所謂的美化環

境︽而是希望從�人�的相遇過程中的相互激發與學習︽整個方案不是以藝術家為中心︽

而是營造多層次的互動與交流〈藝術家從認識並體驗當地的環境開始︽另一方面社區居民

透過藝術︽發現環境中的漂流木或是石頭都可能創造新的功能與意義〈其中的�來北回歸

線種樹�方案︽以嘉義縣民雄表演藝術中心為工作站︽推動結合駐地創作︾藝術與環境的

理念〈吳瑪悧當時提出�種樹�的理念是「�23.5來北回歸線種樹︽我們其實帶著一個想像︽

如果這條在地理上虛擬的線︽變成具體可見的綠色地景︽除了彰顯我們位於海洋西岸︽因

此可以擁有森林︾沼澤的特殊景觀外︽我們與環境的關係會不會因此也發生改變」我們的

行為舉止︽又會因而有什麼不同」�陳小凌︽2009︽11︽4�〈此方案的概念︽後續發展為

2008年臺北雙年展的方案�臺北明天還是ㄧ個湖�︽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外搭起了人工菜園︽

吳瑪悧和參與者在豔陽下整地種菜︽讓大家體會�人�與�土地�之間的密切聯結︽同時

彰顯環境與糧食短缺等相關的問題〈 
 

  
圖3-8:�臺北明天還是一個湖�2008  圖3-9: 吳瑪悧在成大自強校區化工系館︽進行 
                                     �綠計劃�〈2009�陳小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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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過往對話性創作或社群藝術作品與這次作品都 
是相同的東西︽只是命題不一樣︽還有參與的對象不一樣〈 
若從所謂的對話性創作來說的話︽它有一個特質︽就是會先 
有一個公共議題︽針對這個議題一群人去對話︽所以它也是 
一個過程性的東西〈�臺北明天還是一個湖�作品基本上就 
是在操作這件事〈只是在這一次的台北雙年展裡面︽我們要 
一起對話的參與者相當多元︽造成在策略發展上面比較複雜〈 

  ……….我的課題裡︽沒有直接去處理那個東西︽相反我在想 
   的是�糧食�的問題阿……因為氣候異變︽其實第一個你 
   碰到的問題就是糧食阿〈你看我們之前碰到的問題︽不就是 
   糧食漲價嗎」有一些地方像澳洲它已經沒辦法生產糧食︽穀 
   類就開始上漲〈再如現在金融危機︽台灣每天有兩百多家公 
   司關門︽一個月是七千多家︽這個數字很嚇人〈一天兩百多 
   家這代表什麼」我們週邊至少都有兩百多個人失業嘛︽這可 
   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阿﹁現在雖然有就業及失業補助方案︽但 
   只是在把當下的危機掩蓋過去〈所以我覺得生活在都市的人︽ 
   問題比較大︽鄉村的人問題比較小︽因為反正他失業還是可 
   以活︽在地上隨便種個東西……說實在菜還滿容易長︽對不 
   對」所以我也是在討論︽如何把營生的能力再學回來」…… 
   (吳瑪悧︽6︽23) 
這些方案再接續的成為2009年成大�綠計劃�的先導〈成大2009環境藝術節︽吳瑪悧

在應邀︽參與下邀請成大師生來共同�參與�和�帶來改變�︽期望藉著豐盈的綠意來改善

學院建築的視覺景觀〈她希望能藉助這項計畫的延伸︽能讓人深刻的感受到「植物能量對

人及空間所帶來的化學變化︽間而能讓人覺知到≒人際網絡︾學習成效︽都能發生正向的

改變�陳小凌︽2009︽11︽4�〈 
    經由女性獨特經驗的闡釋與伸張︽到更為寬闊的社會互動與關懷︽以致藝術家與社群

交互主體意識共創的社群藝術︽吳瑪悧是如此的走過︽締造了其個人的風格〈更重要的是︽

吳瑪悧的藝術田野工作︽創造著臺灣藝術界的�心�價值與作為當代�藝術人�的意義〈

她所帶動的是全民的藝術通識︽讓社會中的每ㄧ個人︽都有可能透過�藝術�的思慮︽來

創造改變〈 
 
3-3 性別意識  
3-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如同當時許多傳統性別分工的家庭︽父母親對於男孩有較高的期待︽讀書求學是重要

的事︽所以︽賦予較多的關注﹀相對的︽對於女孩便不太要求︽也因此︽吳瑪悧反而享有

較為自由的發展空間〈在成長的過程中︽雖非家中老大︽但因哥哥必須補習︽到外縣市讀

中學︽所以︽吳瑪悧必須分擔比較多的家務工作〈在大學之前︽對於性別意識並無太多的

想像︽不過因為較為自由︽曾看了許多的文學作品︽也發現極多是女性的作家︽多少給吳

瑪悧ㄧ些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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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時︽就讀當時極具政治批判力的淡江大學︽因為有許多的教授自國外留學回來︽

帶來ㄧ些新的思潮︽再加上常有機會參與學校所辦的相關活動︽開啟吳瑪悧有關性別意識

的門扉「 
因為我們有幾個老師是從國外留學回來︽他們都帶來很 
多新的觀念︽給我們很多的啟發〈那個啟發其實是還蠻 
多面向的︽就是對於政治的一些關心︾對社會的關心︽然後 
性別是其中的一環〈…. 我覺得在文學裡面也會得到很多的 
啟發….我們會看到很作家是女生〈……..我們的老師們常常 
也會邀請一些作家來學校演講︽所以跟他們都有一些接觸〈 

        …………….  
        我大三左右吧︽李元貞跟呂秀蓮那時候成立了�婦女 

 新知�雜誌社︽起先是一份雜誌︽後來就變成一個基金會等等〈 
        …….在求學的過程因為我跟李元貞老師接觸蠻多的︽因為 
        我有修她的課︽所以就因此得到很多這方面的啟發︽所以 
        對我來說關於女性主義的思想︽是大學時就接觸到︽但對 
        我來說那時候並沒有強烈的女性主義觀點︽而是比較有一 
        點覺得理所當然︽女人本來就是要為自己爭取權利︽覺得 
        這是很天經地義〈我沒有去思考到社會裡面的一些狀態︽…… 
        所以雖然接觸很多︽也知道很多相關的論點︽但是我沒有真 
        正很意識到裡面在討論的事情是怎麼樣的〈……….(2010/01/21 訪) 

 
對於性別議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與省思︽是到國外求學︽接觸到許多年輕的大學生很

會伸張自己的權力︽同時關心整個世界中︽有關公平正義等的事務︽性別的議題與權力有

關︽自然也在其列〈 
等回到臺灣結婚之後︽從婚姻的生活中︽切身體驗到許多傳統文化的價值︾社會的想

像與分工等︽就更強烈的意識到性別的問題︽於是開始研讀女性主義方面的論述︽愈發覺

得性別議題的複雜與困難〈從婚姻生活中的體驗與反思︽瞭解婦女們普遍所面臨及傳統社

會分工下︽性別結構以及相關人權等所造成的種種困境︽促成吳瑪悧的積極參與︽投入相

關的婦運及社會文化行動︽如何撼動偏頗而內化的社會文化信念︽更是其目前創作實踐的

核心關懷〈吳瑪悧如此的回溯「 
但是我一開始參與那些活動︽並不是基於覺得自己有受 
到不公平待遇︽而是說︽才開始發現原來這個社會本身︽ 
那個性別的區隔︾還有區分︽是那麼的內化到整個結構裡面︽ 
那個問題就不是一個單一〈…… 女性主義理論很棒︽因為它 
幫助我去看到很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可是經 
過分析閱讀才知道︽原來事情不應該是那個樣子︽而是背 
後其實有一個性別權力的操作〈所以她們幫助我一方面 
回頭重新去看自己生命的過程︽然後也看到這整個社會的發 
展是多麼的性別差異對待〈………..(2010/01/21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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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 Gerson 與Peiss(1985)的主張︽性別意識並非有或無的問題︽它是一個連續體︽因

連續體發展上的不同︽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覺察(gender awareness)︾女性/男性意識

(female/male consciousness) 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anti- feminist )︽其中性別

覺察牽涉對既有性別關係系統不具批判性的描述︽為其他二種發展所必須〈Gurin 與 
Townsend(1986)的看法︽�意識�是指成員知覺到該群體在社會處境的意識型態︽是一種多

元複雜的現象〈Wilcox(1997)則認為性別意識是指對於性別的認定︽對權力的不滿︾對體制

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識︽並不必然指涉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吳瑪悧從參與相關活動及

研讀的過程中︽從性別覺察到性別意識的擴展︽豐富其藝術創作的內涵與動能︽更為藝術

界帶來嶄新的視野與能動力︽賦予藝術複元性的價值〈 
 
3-3-2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當前也有很多女性藝術家︽藝術才華與創作不是著重在展 
  現自我的成就︽或個人財富的累積︽而是投入更多的社群 
  工作裡︽成為一個媒介︽去協助更多的人︽也透過這樣一 
  個媒介︽去表達她們自己�吳瑪悧︽2009︽5︽28)〈 

 
    歷經多年在不同地方與社群的藝術實踐經驗︽吳瑪悧不斷的自我省思︽藝術的價值與

意義︽在人類社會文化的大脈絡︽她應該可以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如果藝術的過程重於

結果︽她應該是一種可以全民參與的活動︽藝術應是一種通識〈透過藝術的實踐︽探索並

解決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藝術可以是有效的人際溝通與相互瞭解的媒介〈 
 
3-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有關藝術再現性別議題︽吳瑪悧如此看「當我們在做所謂女性藝術展時︽其實是比較

個人型態的創作︽偏重作品對性別角色的反省︽或者尋找何謂女性的議題︽那樣是局限的︽

因為今天藝術實踐的方式非常多元�吳瑪悧︽2009︽5︽28)〈所以︽在性別議題的創作和

研究上︽吳瑪悧呼籲不僅聚焦性別認同本身︽其核心的思考是認為「 
其實︽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兩性平權︽也就是平等︾互為 
主體的概念︽如果拉開性別的角度︽它也是族群的︾階級的︾ 
人跟大自然關係的全面性的觀照︽也就是我們如何安身立命」 

  一個很基本︾很核心的課題�吳瑪悧︽2009︽5︽28)〈 
 

    明確的︽在吳瑪悧的胸襟︽藝術的社會實踐是更具改變的行動力〈    
 

3-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吳瑪悧從性別的權力關係︽強勢與弱勢的角度︽思考既存的教學典範︽傳統以來藝術

教育的問題〈她很宏觀的指出︽藝術學習的方式有很多可能︽宜先理解它與我們生活及感

知的關聯〈依此觀點︽藝術教育課程要大翻修〈藝術創作不應是看畫後︾作畫︽如此的單

一模式︽而應引導觀看的多元性︽讓感官更為敏銳︽而非只是視覺的主導〈如此的跨界觀

點︽應是針對長久以來專業藝術教育教學模式之侷限︽所提之砧砭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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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跨領域研究所任教︽所收的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在教學上︽由於學生

缺乏藝術基本的素養︽也面臨跨領域教導的困難〈吳瑪悧發現美術系生表現方式強︽但內

容弱﹀而非美術系的學生內容厚︽但表現弱〈吳瑪悧認為這也是有待進ㄧ步克服之處︽但

基本上︽她認為藝術很多的東西是在操作過程中︽與材料間的互動後獲得想法﹀藝術的學

習︽必須從創作過程多學習︽內化成自己的部份︽東西便會出來〈 
除此︽臺灣性別教育應可加強女性典範︽以讓學生有所學習並想像︽因此教師群應有

性別比例上的考量〈吳瑪悧積極倡導一種非以商品為依歸的主流價值︽創造另一種價值︽

且讓它成為顯學︽而一種價值如何可以成為具體付諸實踐落實的教育行動或方案︽是藝術

教育從性別平等教育的觀點︽可努力強化的部份〈 
       …其實女學生還是需要有一些典範︽她必須面對一個生命的 

經驗或者是她怎麼去想她的未來︽….所以我覺得有女老師 
還蠻重要的〈而且我覺得我們在談性別︽其實性別權力是一 
個很隱藏的東西︽因為男生跟男生的互動方式︽跟女生跟女 
生的互動方式是不一樣︽……男生跟男生通常會交換權力︽ 
女生幾乎沒有辦法參與那個遊戲….男生很容易找到他的 
典範因為太多男性的出色例子︽他們很容易找到︽可是 
女生不容易找到︽那無形中就會影響到女學生她在思考她的 
未來的時候︽缺乏典範︽然後她就因此沒有辦法想像她的未 
來的可能性………….我們現在講生態︾講環保︽那它如何跟 
藝術的課程去結合進來︽變成一個可操作的︽…… 
即便在講這個性別主流化︽它又如何轉化變成是一個基礎教 
育裡面的內容〈……….(2010/01/21  訪) 
 

此外︽性別平等教育有關�永續�與�公平正義�等議題︽針對當前新生代的孩童︽

可能多數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藝術教育都必須面對︽處理不同差異的文化內涵︾信念與

符碼等的相關問題〈 
 
4.王瓊麗�1959-�  

 
圖4「王瓊麗2010/11/11 於臺師大美術系大樓301教室  

 
4-1生命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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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育有二子︽先生從事公職〈到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任職之前︽曾在新北市福和國中任教過〈 
    1959年生於南投縣草屯鎮︽家中排行老大︽下有弟妹各二位﹀父親作生意︽開設算盤

工廠︽母親在家幫忙︽父親國小畢業〈父母對於兒女的教養對兒女非常的支持與期待︽具

平等的價值信念︽王瓊麗國中畢業同時考上彰化女中及臺中商專︽父親堅持她離鄉去讀女

中︽以期未來可以上大學︽無論在經濟及精神上都給予充分的鼓勵與支持﹀雖然︽在王瓊

麗高二時︽曾有一度父親希望她去讀在其眼中社會地位較高的法律︽但王瓊麗自覺興趣在

美術︽經與父親討論後︽仍能獲得父親的支持〈 
王瓊麗從小喜歡畫畫︾運動︽展現堅毅而積極的主動性〈小學就讀新庄國小︽國中讀

日新國中︽高中讀彰化女中〈從小所畫的作品︽常被老師拿去佈置教室︽從國小開始︽並

經常被指派參加校內外美術比賽︽獲得不少獎項及美術用具︽對於其對藝術的喜愛應有正

向的鼓勵作用〈除繪畫外︽王瓊麗的跑步運動表現也極為突出︽國中時曾獲得400公尺的鎮

運冠軍︽體育老師原鼓勵其往運動專業發展︽惟王瓊麗在權衡之下︽仍以美術的興趣為重〈

從小喜愛看歌仔戲︽常隨祖母前往賞戲︽賞戲後︽便自主性的模倣繪畫戲中不同角色的人

物︽這些經驗形塑為其後來主要的創作主題之一〈為投考大學美術系在高二時︽除學校李

仲生老師外︽並拜藝專畢業的蘇能雄老師學習素描及水彩﹀此外︽又向吳澄錫老師學習國

畫〈這習畫的過程︽並非由父母安排︽而是王瓊麗在自我動機的需求下︽主動向不同的同

學探求︽尋找最能符合其所期望的學畫可能〈王瓊麗說道「 
    ….我跟李仲生老師是學素描跟水彩︽……後來︽因為覺得 
   李仲生老師︽他自己畫得很好︽可能是他表達的方式較深奧︽ 

       對我們初學者︽我們有時候聽不懂..啊︽其實老師功力真的是 
       很好︽很準︽那個造型真的很準︽可是他都會跟你話家常… 

   你問他︽他都會稍微點到︽我那時聽不懂︽所以我才後來我又 
   跟蘇能雄老師從基礎開始〈另又找了一位吳老師學習國畫 

       對︽都是我自己去問︽問同學︽因為我爸爸不懂︽他對這個領 
       域不懂〈�2010/11/11 訪� 

 
然而高中畢業後︽差些微的分數未能順利考上臺師大︽所以暫保留文化大學美術系的

學籍︽補習學術科以進行重考︽結果第二年便如願〈這樣的堅持作為家中排行老大︽除自

我期許外︽也扮演著弟妹楷模及權力者的角色︽是大姐也是家中教育的導航者〈 
      啊︽因為我又是老大……對︽所以覺得有這個責任…………… 
      出來是看了這個世界….看了臺北…..發現以前是井底之蛙……. 
      就是說︽你看到的世界太小了︽知道外面的天地︽出來才…… 
      本來我弟弟妹妹都不大讀書︽我就一直曉以大義的規勸︽所以 
      我們五個都讀大學…在鄉下地方是不容易…〈�2010/11/11 訪� 

 
在成長的過程中︽雖曾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王瓊麗所採取的因應︽是順應大人的規

則與期待「《我小學有得林洋港縣長獎︽那國中的時候︽照理講哪個獎是我的︽可是老師

告訴我︽校長的兒子在你們班︽對你會比較︽哪個我就說老師你沒關係..後來我們那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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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我不錯《 �2010/11/11 訪�〈如此的因應與調適︽處於當時學生的弱勢位置︽必然

是不易抗拒的協商結果︽是關係利益的權衡〈 
    一直是賽會的常勝者︽1982年大學畢業時︽囊括油畫第一名︾水彩第二名及雕塑第二

名〈後來從事國中教職8年︽1990年考上臺師大研究所︽以留職停薪專研課程︽在撰寫碩論

的過程中︽為收集Degas的資料︽還遠赴法國﹀到1993年以�艾德嘉〉得加斯(Edger Degas 
1834~1917)芭蕾系列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多重角色的扮演是多數女性在其生涯發展的

過程︽幾乎是無法豁免的︽但也展現其多方處理事務的能力「《我那段時間︽要整理很多

資料︽準備考研究所︽都是靠半夜整理︽可是那段時間︽真的小孩子小︽都在吵︽我只好

把他︽抱到書桌上︽我自己做筆記︽拿一點玩具給他玩︽結果玩到不耐煩︽..書都撕掉了︽

撕了好幾本︽我都將他貼起來《�2010/11/11 訪�〈在階段性完成碩士學位後︽專業的學術

追求並未片刻稍歇︽依循國內規格化的講師︾副教授到教授的學術升等路線︽以至於目前︽

王瓊麗是樂在其中且不斷的自我要求更新「《.我現在在發展別的...我還在思考..怎麼去轉

變︽我最近也在學一個陳顯棟老師︽他是抽象的︽用在水中薄膜作畫《.我禮拜四下午都會

去他哪邊《他80歲《�2010/11/11 訪�〈 
    在其想法中︽是沒有做不到的事︽而且深知在性別化的社會︽女性要能出頭且在藝術

界被看到︽必須額外加倍付出心力「《我個人是覺得說︽我們女性要站在這個職場︽要跟

男人同一個地位︽你要比男性付出︽至少10倍以上︽你才有辦法被肯定..所以你覺得很不公

平︽需要做一些改變《�2010/11/11 訪�〈雖然意識到女性藝術家在臺灣的侷限與困境︽但

在成長︾婚姻︾事業與生涯發展的過程︽曾有的困難與擠壓︽對王瓊麗而言︽就好像走路

前進時︽碰到擋路的石頭︽妳所要做的︽就是彎下身︽想盡辦法把石頭搬移就是〈 
 
4-1-2 藝術社會的參與  
4-1-2-1專職藝術教育投入≒藝術作品建構世界︾以專業實力改變社會結構  
    不同於以研究為主軸的高等藝術教育工作者︽必須在教學外有學術研究的發表�︽以

藝術家為主軸的高等藝術教育工作者︽藝術創作的發表便代表藝術知識的創發〈從國中到

大學藝術教育的從事︽王瓊麗以藝術創作為終身的職志︽在教學外︽總計辦過20次的個展︽

參與過國內外200次以上的聯展﹀並出版二本畫冊「2001王瓊麗作品及創作理念(1997≒2001)
畫集︽大地.圖騰 2004王瓊麗作品及創作理念﹀6份大眾共享的影音課程「1.傳統西方繪畫

技法研究與應用� 
http://ocw.lib.ntnu.edu.tw/course/view.php?id=116�︾2. 油畫進階IV � 
http://ocw.lib.ntnu.edu.tw/course/view.php?id=170�︾3. 油畫進階I � 
http://ocw.lib.ntnu.edu.tw/course/view.php?id=80�︾4. 綜合媒材創作研究� 
http://ocw.lib.ntnu.edu.tw/course/view.php?id=92�︾5. 王瓊麗教授油畫展現場導覽

�http://ocw.lib.ntnu.edu.tw/mod/resource/view.php?inpopup=true&id=1534�〈如此積極的投

入︽是所喜愛工作的自由表現︽是用專業實力來建構女性所能掌控的世界︽是改變藝術世

界多為男性主導的實際策略〈王瓊麗回憶說「 
 這次展覽︽主任那時候也去開幕︽他就跟我講一句說︽你做了 
 都是男孩子沒辦法做到的事︽….不瞞你說…很多男的藝術家….. 
 看不起我︽很多機會不可能給我︽那我覺得我用行動表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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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要爭什麼︽可是我就用我的生命︽我的創作︽我的作品︽ 
 你看我要一直展下去︽因為這是我努力而來的︽沒有靠任何人︽ 
 像有人看到我的努力︽給我機會︽我很感激…可是我不會去強 
 求︽就是說︽我不會為了要做甚麼而去…用不正當的理由去爭 
 取︽我覺得我是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2010/11/11 訪�〈 

 
除自身以作品積極投入藝術社會外︽參與組織團體︽譬如︽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大地

學會︾五月畫會︾台日美術家聯誼會︾中華國國際藝術協會︾臺灣國際女性藝術家協會︾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及新人文畫會〈參與專業社群力量的集結︽是產生改變的另一動能〈

在這專業發展的過程中︽還當過臺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第五屆理事長︽引領女性藝術家往

前行〈她是如此的思考「  
 我覺得社會對藝術家的肯定︽大部分要闖出一片天︽才會去承 
 認妳︽可是在努力的過程中︽大部分都被淹沒掉︽其實不瞞你 
 說︽我曾經當過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的理事長︽陸續介紹我 
 們一些碩士班的學生去加入︽…. 因有女畫家的機會︽它每年 
 都有固定展出︽….我覺得還是要讓它茁壯起來…付出很多心 
 力︽把它制度化....上軌道︽每年都會辦很大型展覽…女性畫家 
 在這個社會︽團體競爭沒那麼容易︽因為男性可以專業當一切︽ 
 女性時間被切割得很瑣碎….我們女性要站在這個職場︽要跟 
 男人同一個地位︽你要比男性付出︽至少10倍以上︽你才有辦 
 法被肯定..所以你覺得很不公平︽需要做一些改變… 
 �2010/11/11 訪�〈 
 

    1984年在臺師大美術系主任袁樞真的號召下︽所成立的臺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

成員陣容龐大︽依陸蓉之的描述「 
 縱覽�臺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近二十年的展出成果︽她們多 
 數以風景︾花卉︾靜物為創作題材︽大致上也是為此一時期比 
 較活躍的女性藝術家︽而且是女性藝術家聚合的最大團體︽其 
 中不乏市場反應良好的專業畫家︽甚至可以賣畫維持家計〈從 
 此一團體的人數︾展出記錄和影響力�多數在各級學校任教� 
 而言︽其實她們才是臺灣當代女性藝術的西畫主流︽但是在藝 
 評家和策展人的眼中︽卻往往將她門視為業餘或類似水墨︾膠 
 彩畫的閨秀藝術家一般︽並未認真看待(陸蓉之︽2002︽p.231)〈 

     
    能擔任如此畫會的理事長︽在藝術社會的女性位置開拓上︽必然有不應忽視的重要性

及其貢獻〈惟誠如陸蓉之的觀察︽如此的貢獻是未能被認真看待〈我們不難理解︽在以男

性為主導的藝評與策展︽所傾向的是將藝術界孤立︾單一價值的維護與塑造︽忽略藝術界

的多元性內涵與功能︽及其與生活的密切關係〈 
 
4-1-2-2 對當前藝術社會或藝術界運作機制的看法—面對難題︾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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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男性主流藝術社會價值與標準︽作為對自我的要求的標準︽並延伸對畫壇的期待︽

是一種反思性的性別超越〈從王瓊麗的創作觀點︽許多油畫創作者避重就輕︽市場導向︽

不畫較具難度的群像︽就創作的深度發展而言︽是會有所局限「 
 群像在臺灣很少人去做︽我很感謝劉文煒老師︽其實他開導我 
 很多觀念︽而且你到大型美術館︽像龐畢度︾羅浮宮︾奧塞那些.. 
 看那些大師的作品你會覺驚訝︽它們在群像努力上︽著墨的很多︽ 
 可是在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家挑著軟柿子吃︽都是畫一個人︽ 
 兩個人︽或作什麼︽其實我覺得群像是有挑戰性︽因為你那麼多要 
 組合︽其實那個能力要夠︽而且要整合要面面俱到︽你要思考的 
 那個氛圍︽要兼顧很多︽才能將畫面處理好�2010/11/11 訪�〈 
 

    在專業成長的辛苦過程︽王瓊麗特別體悟女性集體力量的重要性︽必須相互合作才能

創造新境〈如此以關懷為核心︽關切責任︽與他人的關聯(connection)和關係(relationship)︽
分享權力而非行使權力的作為︽是Gilligan(1982)在談女性發展理論時︽以�關懷�為核心

概念說明女性特質之關懷倫理態度〈王瓊麗表示「 
  女性畫家在這個社會︽團體競爭沒那麼容易…我都會常常講︽ 
  女孩子要互相體會…希望能一起去水漲船高…所以有時候需 
  要去幫忙…我都會給她們機會︽或拉一把︽畢竟我走過︽知 
  道這個辛苦…..�2010/11/11 訪�〈 
 

4-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溝通︾協商︾脫困與自我挑戰  
    在性別化的分工社會︽溝通與協商是擺脫傳統性別制約的有效途徑︽在婚姻生活中︽

王瓊麗採取如此的行動「  
 我覺得…因為在這個社會還是以父親為主的社會︽你自己沒 
 有去把持住的話︽你就會被你主要的東西 Cover 掉︽所以你 
 原有的特質就不見了...其實我在家裡我不是很強勢跟我先生 
 爭權︽可是我會把我的堅持讓我先生知道..所以早期︽我先生 
 也不太喜歡我出來闖天下…他會覺得說我把小孩子照顧好就 
 好了︽那可是我覺得人生不是只有唯一的這兩個而已…應該 
 還有其他的︽因為你畢竟還有很多的體力︽還有時間︽你可 
 以再去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所以當時其實我參與很多畫會︽ 
 參與了畫會你會覺得有些力不從心︽可是我都會跟我先生 
 講︽我先生還會有時候Complain說你幹嘛參加那麼多畫會︽ 
 有時請假沒有辦法去參與︽偶爾我就會說︽我什麼時候要出去︽ 
 你要照顧小孩︽我先生就會變習慣了︽那甚至我其實有一段 
 時間…半夜我先生睡著︽我都會起來畫畫︽畫到天亮︽我先 
 生快起來了才去睡覺︽他也不知道, 我是有段時間這樣做︽ 
 可是︽點滴在心頭…�2010/11/11 訪�〈 

 
      …其實︽我2008在港區︽我自己也是在挑戰自己︽在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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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上︽有一點︽自己挑戰自己︽那個展場569坪可以展100張 
 100號的畫︽那一場我去展︽台中港區藝術中心A廳︽哪個是 
 通常去那邊展的都是老畫家..︽都60-80歲的︽也是如此才能 
 累積那麼多作品…�2010/11/11 訪�〈 
      
對畫壇有所期待︽ 對自己更是真實而嚴謹的反思︽太制式︾ 
受規範及傳統美感的束博是必須突破的「因為我的作品裡面︽ 
因為我是學院出生的︽我是覺得我現在還是太制式化︽畫面的 
美感或是一些想法︽都用一些傳統的美感在要求︽自己來做做 
到一個階段後︽好像差不多了︽就是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 
要如何去努力︽突破…….�2010/11/11 訪�〈 

 
  鍥而不捨︽無止境的追求︽是王瓊麗能累積如此豐沛創作成就 
  的主因︽也可以預期︽其影響力仍會持續「《.其實我最近也在 

  玩一些水墨的東西︽水墨畫︽不一定畫在畫紙︽是畫在畫布︽ 

  不知有什麼效果︽我還在嘗試︽最後我會用東方的精神去詮釋 

  西方的媒材︽找出一條路︽這是我的願景……�2010/11/11 訪�〈 
 
4-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4-2-1特質—本土藝術的紮根       

臺灣女性意識的覺醒︽起於1980年代的婦女運動︽最早從人權︽然後逐漸及於於法制︾

社會等的改革〈從1980年代末開始︽臺灣女性意識在藝壇漸佔席位︽不少激進的女性藝術

家創作取材自我的經驗與身體︽以申張女性主權及主體︽試圖有別於男性�視野�︽此外︽

有一些藝術家則選擇在長期大主流藝術脈絡下︽編織其所希望擁有的天︾地︾人︾事物︽

與其所追求的美感與意義︽王瓊麗便是屬於此一發展的路線〈 
生長於臺灣︽在專業藝術教育成長的過程︽有關國外藝術訊息最深入的接觸︽應是透

過指導教授王哲雄老師〈王哲雄對歐陸藝術長期發展的瞭若指掌︽在臺師大所開設的藝術

史課程︽傳遞的是以西方男性研究者所建構的大論述藝術史體系︽學習者並未能有機會接

觸到新興的女性藝術表現方式與思潮〈此外︽臺師大無論中西繪畫組的教學︽均強調寫生

的傳統〈因為如此︽王瓊麗便在師承的框架下︽建構其所思所慮「 
       
      …….本來我想去研究大陸︽可是大陸原住民太多︽我怕我沒 

有辦法handle 那麼多︽我現在繼續把台灣原住民在做深入一點︽ 
因為這是代表台灣的東西︽以後我真的願景是希望能夠上國際 
舞台…..讓台灣這個特色︽還有歌仔戲也可以發展︽還有我也拍 
蠻多廟會系列︽一些民俗系列也可以發展︽像七爺八爺︽八家將︽ 
其實我陸續收集很多……. 
 
國外風景︽坦白講︽畫了一段時間︽還是走馬看花︽我覺得感受 
當地的民情︽你還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因為我土生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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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我現在在發展別的︽我要用現在的眼光來發展我的東西︽ 
 這是我還在思考︽怎麼去轉變…….�2010/11/11 訪�〈 

          
4-2-2 風格—色彩絢爛的在地敘事  
   作品風格的形成與創作理念息息相關︽王瓊麗如此認為「 

柏拉圖的美學原則「�適度與均衡常常是真的�〈菲希那說「 
�美即是在於複雜中的秩序之上�〈古希臘人說「�美是由變化 
之中︽統一的表現�〈綜合觀之「�美即是在均衡的原則下︽ 
做適當的變化︽也是均衡與適度變化的最高表現〈�由於美是 
生活︽生活是美術的全部︽一切�秩序�成為美化人生的首要 
條件〈而氣韻生動乃是中西畫家鑑賞藝術作品的最高準則︽如此 
才能達到�至真��至善��至美�之境界〈�王瓊麗創作理念︽ 
  取自「http://tony750915.myweb.hinet.net/2008/associator/8/main8.html� 

     
    基於在地的創作思維與個人對於繪畫元素︾媒材特性的獨特運用︽王瓊麗的作品呈現

出色彩絢爛的在地敘事〈雖然2011年5月︽王瓊麗在臺北市內湖的金寶龍藝廊展出�臺灣之

美�︽然在 2008年 7月 26日至 2008年 8月 24日︽在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室 A
所展出� 2008百畫齊揚�作品展︽應是截至目前最具其個人代表性風格的集錦〈

大體上︽其作品有三個系列「  
 
�原鄉風情-大地之美系列�  

誠如其創作理念所陳述的︽以大自然為師︽探索創作原理︽表現秩序和諧是其理念之

落實︽在縝密觀察之後︽重新做美感的詮釋〈 

              
    圖4-1:�花開時節�20 F 油畫  2003     圖4-2:�金色年代�8F 油畫  2010 
 
�歌仔戲人生系列�  
     如此的取材︽來自小時候愛看戲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在研究所時和所研究的藝

術家作品︽有具體的聯結與轉換「  
我早期都是畫後台我繪畫後台其實是因為Degas的芭蕾舞系 
列給我的靈感.. 因為Degas是個貴族︽他可以自由出入歌劇 
院︽可是我是平民我沒有那麼特權︽所以我不能天天去看歌 
劇院︽或大型的表演︽可是我們早期在我們哪個年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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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有那個野臺戲︽廟會啊︽很多歌仔戲表演︽那我就 
很喜歡︽其實包括後台那些點點滴滴︽在Degas那個︽其實情 
境很像︽後來我研究Degas後︽我就決定我要先發展這個區塊 
…….對︽我祖母常對我去看戲︽所以我國小國中會自己畫歌 
仔戲草圖︽陸續拍很多歌仔戲後台的資料︽我小孩在上才藝班時︽ 
其實我都利用很零碎的時間︽在那畫草圖之後再完成油畫作品  
�2010/11/11 訪�〈 

        
    前後戲臺姿態各的異群像結構構與色彩繽紛的人物造型︾戲服與配飾等︽散發出等待

上場者神態自若的從容神情︽畫面聚散的安排與主賓的配置︽注重變化統一的效果︽是王

瓊麗作品在亮麗表象下︽所獨具的內斂與渾厚 〈 

 
圖4-3: �後台� 200F 油畫 2008 �王瓊麗與作品於臺中展場) 
 
�臺灣原住民系列�  
    王瓊麗曾多年數度走訪原住民部落︽探尋臺灣原住民族的生命力︽詮釋原住民的生活︾

習俗︾祭典︾圖騰等︽展現其原住民族的感情與關懷〈畫此一主題遠從大學時期開始「 
臺灣原住民是我大三的時候︽大概同學有5︽6個︽我們邀一邀 
就去蘭嶼去住一個禮拜︽給我很大的感觸︽而且那時候︽蘭嶼還 
沒有開發︽真的好像是人間天堂︽可是哪時候你要拍照不容易︽ 
因為他們的觀念認為你被拍︽魂就被拍走︽只好假裝拍同學︽我 
大四畫那張歲月︽就哪一張︽大四就得到全國油畫金牌獎︽就那 
一張就畫蘭嶼︽就從那一張開始︽我就陸續開始︽有機會就去 

 收集資料︽後來到升等的時候︽我為什麼會繼續發展原住民︽ 
其實也要謝謝陳景容老師的寶貴意見�2010/11/11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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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4:�豐收�鄒族��60F 油畫 1997 圖4-5:�婚禮 (阿美族)�100F 油畫 2001 

              
    圖4-6:�船說� 100F 油畫 2001    圖4-7: �晨曦� 100F 油畫 2003 

               

     圖4-8: �王者象徵�15F壓克力 2003   圖4-9: �舞動魯凱� 50F 壓克力 2004 
 
4-3 性別意識  
4-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延續前述的討論︽王瓊麗從小便顯現相當的自我瞭解喜好與長處︾自我約束與管理︾ 
55 



 
 

主體性強︾不妥協且鍥而不捨︾常有突破傳統性別框架的思維與行動﹀具反思性︽對自己

對他人均呈現跨越性別的多元期待〈這與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所營造的性別平等教育環

境︽以及正面而良性的溝通互動有關〈其性別知識的獲取︽除從家庭中︽父母︾先生︾兄

弟︾姐妹與親友的互動中學習外︽也在家庭以外的學校︾教師︾同事︾朋友及學生等的互

動經驗中不斷的建構〈 
 
4-3-2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性別反動者︽常未必是走上街頭的激進者〈王瓊麗表面上看︽似乎是位靜默或是無顯

明性別意識的女性︽但其在藝術上超越性別所表現的堅毅行動力︽是透徹而有強烈意圖的

女性意識表白〈誠如其所言「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需要︽因為畢竟我們臺灣幾十年從日制 
  到現在︽有在轉變︽….可是落實其實還是很大的落差︽那文 
  化背景各方面︽我們一直都是父權社會︽那在這種環境下︽   
  其實有很多女性的聲音或是他的往往被忽略的很嚴重︽很嚴重 
  的狀況︽你想我們說︽如果夠成熟︽那這些保護就不用了︽如過 
  不夠成熟︽在某一個階段是需要做…….�2010/11/11 訪�〈 

 
4-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藝術表現的手法︽是藝術家的ㄧ種選擇︽選擇的本身代表看法及行動力﹀它的影響︽

來自公諸大眾後所帶動的感染力﹀藝術家或許不是社會改革者︽但會是引發社會改革者〈

王瓊麗對於以藝術作為改革的行動力︽希望掌握的是普遍與本質性重要的部份「 
……我個人的想法︽因為女性的訴求︽其實看你從哪個角度著 
眼︽像有些用女性的一些︽像胸部過程來展現︽來批判︽或作 
甚麼︽那我個人是覺得有時候︽你要讓人看到不見得要那麼直 
接︽當時我也有創作一件︽類似這樣的作品就是-生命的吶喊︽… 
當時我展的時候我就稍微做一個對照︽...這個區塊是可以發展 
一系列︽畢竟我個人是覺得說︽有些展現出來你要跟男孩子一較 
高下的時候︽其實你不必真槍實彈跟他對決︽就是說你表現出來 
的力量︽像原住民︽我不瞞你說︽現在除了顏水龍(你在畫這個本 
身︽已經在做….)就已經在作詮釋了一些東西︽ 
看裡面你就有這個意涵︽像他有些是母性社會的︽其實展現出來 
的東西︽他會有一些另外的想法…一些感想︽我個人是不會那麼 
直接批判.. 當然那些是可以用軟性方式展現理念與創作一樣可以 
達到訴求�2010/11/11 訪�〈 

 
4-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王瓊麗認為在父權的社會︽必須從體制上作改變︽女性參與相關政策的擬訂︽有助政

策的周延與妥適〈她表示「 
       …雖已有改變︽但仍不夠︽決策錯誤影響深遠︽權利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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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必要的︽因為這樣畢竟有一些聲音出來的時候︽我們 
才能夠去看到事情…..整個社會發展上︽你多管齊下︽兼顧各 
種聲音︽其實是正面的︽其實是好的︽因為我覺得女性的特質︽ 
他必較能夠沉著而且細膩︽思考敏銳度︽其實有時候更強︽在作 
決策時︽…..如果你決策錯誤︽以後衍生出來問題︽可能要10倍 
力量︽才能去收拾︽你如果在這個地方提升︽保障女性的名額︽ 
他所做出來的貢獻比你以後要去收拾︽那種後續的效益︽是可以 
應該去做對比的︽所以應該值得推廣〈�2010/11/11 訪�〈 

 
5.林珮淳�1959-) 

  
圖5: 林珮淳2009/11/26�四�◇  2009/12/07�ㄧ� 於臺師大行政大樓1樓副校長室  

 
5-1 生命圖像  
5-1-1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主持該校數位藝術實驗室至

今〈已婚︽育有一子﹀先生為電腦科學專業︽具碩士學位︽服務電腦公司〈到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擔任專職之前︽曾分別在銘傳大學及中原大學專任教職〈期間

並曾擔任過中原大學的商設系主任兼所長︽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亦曾兼任過多媒體動畫藝

術學系暨研究所所長職〈 
    1959年生於屏東縣潮州鎮︽家中排行最大︽下有三個妹妹〈父親為公務人員︽受傳統

式教育︽施以舊式的家庭教育〈母親原為潮州國小幼稚園教師︽在林珮淳上國中時︽全家

北上定居三重︽改經營幼稚園︽為幼稚園園長︽如同多數父權社會下典型性別不平等教育

之接受者︽所承受偏頗的社會文化期待及壓力︽不知覺的複製父權體制的價值與信念︽影

響家庭中孩子的成長〈 
林珮淳自小喜愛藝術︽小學讀潮州國小︽中學讀潮州國中︽後轉到三重的明志國中〈

因母親經營幼稚園︽在國中時便協助家裡相關的園務工作〈國中畢業︽考上銘傳大學五專

部的商業設計科〈畢業工作三年後︽等先生服兵役及準備托福考試︽再與先生一起赴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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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無雙方家裡的金錢支助︽過程中林珮淳主動到學校相關單位尋求海報設計及畫肖像

畫等相關的工作︽以增加經濟收入〈1984年取得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藝術學士學位︽1985
年取得該校的碩士學位〈畢業後並未立即返國︽而是在紐約的彼得士公司擔任藝術指導三

年之後︽即到美國七年才回到臺灣〈林珮淳比較臺灣教學與美國藝術教學之差異「 
        早期的素描老師都是一直幫學生改圖︽改完之後學生也不敢 

動筆了﹀可是在美國老師對學生作品是完全不碰的︽你要自 
己畫︽然後老師就在旁邊講說"嗯...這樣很...改一改..."建議學 
生而已︽所以教法完全不一樣〈另外︽班級人數又少︽你必 
須一直要到講台上發表作品︽或者是輪到別人發表時︽你還 
是要評論她的作品〈所以當時這種critic的方式評圖︽讓我很 
緊張︽可是我也因此學會了如何準備上台發表︽談論自己作 
品時︽不能說喜不喜歡而已︽我必須談論說我為什麼這樣做︽ 
之後就更加了解整個創作的過程與本質〈他們也都一直鼓勵學 
生在創作上可以作整系列的作品︽碩士畢業時還舉行個展﹁所 
以那個是我的第一次個展︽他們都很支持︽全校大部分師生也 
都來︽你會覺得每個人都在談論你的作品︽就覺得這件事好像 
是藝術事業的開始︽在台灣是沒有這個感覺的〈(2009/11/26 訪) 
 

1989年回臺回到母校銘傳任教四年︽1994年獲得澳洲政府傑出研究生全額獎學金赴國

立沃隆岡大學研讀創作博士Doctor of Creative Arts Program簡稱DCA〈1996年以“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aiwan’s Social Structure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 取得

博士學位後返臺︽1997年到中原大學商設系任職並兼所長及主任︽2001年後轉任教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暨研究所及學系至今〈 
 

5-1-2藝術社會的參與  
5-1-2-1展演與學術發表的積極與豐富  

除了是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外︽林珮淳是臺灣藝術界極具能動性的女性主義藝術創作

者︽至目前辦有23次的個展4︽63次左右的聯展〈在學術著作方面︽1998年主編�女藝論—
臺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1999年出版�林珮淳創作論述—從女性創作觀解構臺灣歷史︾文

化與社會現象�︽2004年出版�走出文明︽回歸伊甸︽林珮淳�回歸大自然系列創作�與論

述�︽2011年出版�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此外︽並發表期刊論文40篇以及其他研討會

等的發表 〈近年來開始參與公共藝術創作計畫︽從北到南計有9件的作品「2005年�蛹之

生�臺北市第二屆公共藝術節及�科技靈光�臺灣燈會�文建會及臺北縣文化局�﹀2006 �晨

露�屏東半島國際藝術季及�雨林�臺北燈會�臺北市新聞局)﹀2007�寶貝�臺灣燈會�文

建會�﹀2008�寶貝3�︾�風林�︾�標本4�︾�桂冠之光�︾�玫瑰之舞�︾�觀天�新竹國家公

共藝術園區﹀�高雄捷運公司公共藝術�邀請比件藝術家並獲設置權﹀�數位景觀�臺中國

網中心︾�藍天之子�師大附中公共藝術 〈 

                                                
4 此處個展的算計︽包括同ㄧ年不同地點的次數︽如1996年�相對說畫�在澳大利亞的當代 
藝術空間及�真實與虛假�在新竹師範學院的藝術中心︽便屬2次︽餘此類推〈 

58	 



 
 

 
5-1-2-2女性藝術展及團體組織的導航  
    林珮淳所辦理的個展及參與的聯展︽主要以女性議題為主︽她是臺灣女性藝術許多展

覽及議題的創造者︽是二號公寓5及臺灣女性藝術協會�Taiwan Women’s Art Association︽
WAA�6 的創始者之一〈 
    因為以前是專科商設畢業︽1989年林珮淳自美國返回︽自覺原非藝術圈人士︽回臺不

知在何處辦展覽︽申請美國文化中心的場地〈經審查通過後︽在回國第二年辦理首次個展︽

在林書堯老師及友人的引介下︽認識臺灣藝術界︽此乃進入臺灣藝術圈的開始〈當時展出

的作品是抽象畫系列︽獲得許多年輕藝術家們的迴響︽並邀其參與共組�二號公寓�的展

覽「 
我那個時候還是展抽象畫︽有很多藝術家就來跟我聊天︽剛 
好他們那個時候要成立一個二號公寓的組織︽因為那個時候 
臺灣很保守︽大部分作品要寫實或印象派才能進到畫廊﹀然 
而很多從國外回來的藝術家︽大部分都做一些複合媒材或裝 
置藝術︽一批比較像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也都從國外回來︽ 
如連德誠︾黃位政等人…後來加入有嚴明惠︾侯宜人等人︽ 
空間就在師大附近的巷子內︽是蕭建興的個人公寓︽他也是 
剛從國外回來︽認為台灣的當代藝術都沒有地方可以發表︽ 
一般年輕藝術家很難進入美術館展覽︽那畫廊也不可能展年 
輕人的作品﹀所以那個時候蕭老師就說我們成立一個組織︽ 
將之命名為二號︽因為他的公寓住址是二號〈其實當年很多 
人已經注意到二號公寓︽包含新聞媒體都一直報導我們的展 
覽︽我們那個時候︽對台灣藝術生態有很大的批評︽如美術 
館只展那些成名的︽但又不夠當代性〈…….(2009/11/26 訪)〈 

       
     �二號公寓�在當時代表的就是比較開放性的創作的模式︽還有新的觀念︽後現代主

義的思想〈一場展覽開啟了一片天︽這裡面給與林珮淳盡興揮灑的可能︽更為臺灣藝術界

注入一股新機〈對臺灣當代藝術的辯證︽無形中成為林珮淳專業生涯發展上的軸心〈林珮

淳說著「 
我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批評與辯證臺 
灣的當代藝術後︽黃光男館長後來在臺北市立美術館B1的最 
後一間�可是現在那一間已經又把它關閉了�︽把它開闢為 
�實驗空間�︽第一檔就是由我們進去展〈所以那個時候我 
們創了一個很棒的先例︽年輕且具實驗性的︽甚至觀眾看不 

                                                
5 成立於1988年至1994年結束︽是有別於美術館與畫廊的替代展示空間〈請參閱「 
http://www.itpark.com.tw/archive/article_list/20 
6 為推動及協助女性在藝術產業中的發展與研究︽該會成立於2000年︽簡稱女藝會︽最初
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行成立大會︽會址附設於帝門藝術基金會︽2005遷址高雄〈請參閱「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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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懂的東西︽也可以在美術館展出︽我們是第一個團體進入 
臺北市立美術館︽之後該實驗空間就一直有很多實驗的作品 
發表〈所以我覺得二號公寓的一個貢獻︽就是對臺灣當代藝 
術的催生︽後來我們就很忙碌︽四處被邀請展出﹀那個時候 
最清楚的議題就是"本土性"︽甚至我們在展覽的作品就有幾 
堆泥土…〈記得我們在北美館展出的開幕︽就把那個牛肉場 
的秀搬到美術館﹀我們真的去找到牛肉場的小姐︽每個藝術 
家都要幫她們設計衣服︽我就用塑膠線把她們身體的重點綁 
住...︽滿有趣的有﹁(2009/11/26 訪)〈 
 

有關女性藝術協會︽林珮淳回憶著「 
  我是95年從澳洲回國後︽和幾個女性藝術家成立了臺灣女性 
  藝術協會︽協會的目的也就是想幫助一些年輕的女性創作者︽ 
  畢業之後仍能持續創作︽因為多數的女學生畢業後就慢慢不 
  再做作品…凸顯姐妹情誼相互鼓勵的精神︽我們也希望︽可 
  以作一些策展︽女性創作者有更多發表的機會︽所以我們主 
  辦了幾次的展覽…我自己也受邀參與了兩次由臺北市立美術   
  館主辦的二二八展覽︽第一次的展覽︽策展人居然要把女性 
  議題放進來「�被遺忘的女性�﹀後來賴瑛瑛又辦了另一個 
  女性藝術展..我覺得這是臺灣女性藝術協會成立後的效果........〈 

       (2009/12/07 訪) 
 
5-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熱愛︾執著與永續的追求  
    從專科︾到大學︾研究所碩士以至於博士︽且在藝術教育及創作界享譽聲名〈 由於引

領當代藝術前進的意識︽與積極投入藝術家︾教書︾母親與家庭等多重角色的不易駕馭︽

身為母職的忽略︽先生不若以往的支持︽以及女性藝術家的聲音被忽視︽讓林珮淳自覺如

蛹一般無法舒展︽明顯的在其作品中展現如此的困擾〈 
       …一直等兒子楷聞三歲後︽我就把他帶回來(自母親處)︽當 

時生活更是亂糟糟︽也就是說我要把孩子帶到保姆那邊才能 
夠去銘傳授課︽又加上我時常要參加二號公寓的展覽開幕與 
座談︽而沒有太多時間在家中﹀又因為家裡很小︽所以我就跟 
我先生說︽要在附近租一間畫室︽因為我們二號公寓常聯展︽ 
…下完課我晚上要回來畫畫︽那我就沒辦法煮飯啦﹁我的兒 
子也陪著我在畫室︽他自己就在我旁邊亂畫︽我也專心畫我 
的...﹀所以我覺得我的孩子會沒有感受到媽媽的愛︽他總覺得 
媽媽很忙︽不是要把他送到保姆家︽就是要陪媽媽畫畫︽也 
不煮飯給他吃...〈我先生就開始反彈了︽………….他覺得說 
我受藝術圈影響太大了﹀甚至覺得我們藝術圈的人...就是.. 
有點悖逆的︾或是奇奇怪怪的︽因為那一次在北美館聯展的 
時候︽我也叫他來看︽他都看不懂﹀像那個時候李美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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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有很多"金紙"…….我先生覺得我們這些人都很奇怪﹁所 
以他很反對我在二號公寓….也很不認同我做藝術﹀所以我面 
臨的壓力就又多了一層︽就是說我先生不再支持我︽而我的 
孩子也覺得媽媽沒有全心照顧他〈當時在學校教書的環境中 
也不允許我身為一個女老師同時又是一個藝術家︽甚至一些 
我開創的創意的課程︽都很難受到肯定〈同時我在二號公寓 
也面臨另一個問題「大部分是男性藝術家的作品都受到很多 
的重視與肯定…..但我卻感覺自己較為弱勢︽感覺我像是個 
“蛹”︽…..被束縛在一個框框裡面………….〈�2009/11/26 訪� 
 

    當1992年在銘傳教書正處低落︽學校催促提升等論文︽當時尚無以創作展覽升等制度︽

一律必須以論文的方式︽對未曾受過研究訓練的林珮淳而言︽是ㄧ項痛苦的差事〈適巧︽

沃隆岡大學的副院長Peter Shepher到市立美術館與黃光男館長洽談台澳交流展相關事宜︽林

珮淳有機會接觸他︽當時她在國美館舉辦完個展�女性詮釋系列�︽於是拿著畫冊見Peter 
Shepher︽討論其創作的理念〈Peter Shepher即刻表示「妳可以來我們學校唸博士︽而且我

們還會提供妳一個畫室︽妳創作只需要每年有展覽以及畢業的時候有個展︽妳就可以畢業

�林珮淳︽2009/12/07 訪�〈如此正符合林珮淳的興趣與升等的須求︽但是︽因為經濟與現

有工作的考量︾兒子的問題︾先生的態度等︽林珮淳都堅毅的ㄧㄧ設法解決與排除︽尤其

先生的態度始終不支持︽林珮淳花了幾乎ㄧ年的時間進行溝通〈但在還是無解的狀況下︽

林珮淳毅然決定跨出人生中︽自己決定的第ㄧ步︽將先生長年以來傳統大男人的思想︽所

加諸於其身上的桎梏︽置之度外�2009/11/26 訪�〈 
事實上︽ㄧ路走來︽無論是環境與心靈︽林珮淳是不斷的批荊斬棘︽克服萬難︽若非

是對藝術有著無盡的熱情與愛︽是無法成就這些〈 
 

5-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5-2-1特質—女性主義藝術的詮釋者  
    閱讀林珮淳的作品︽就像是ㄧ部女性意識的藝術行動發展記錄︽來自於生活也回歸於

生活〈女性意識不斷自我論辯與詮釋︽是林珮淳女性主義藝術作品的主軸〈 
  �女性詮釋系列�就是滿膠著的半抽象畫︽畫中裡面有一些傳 
    統中國女人的包鞋和現代的高跟鞋…放這種符號則代表現 
    代女性仍承受著傳統的文化束縛︽因我雖然身為一個現代女 
    性︽但是我卻一直被要求扮演傳統的角色︽尤其我先生會抱 
    怨我沒有盡到賢妻良母的角色〈而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內疚︽ 
    就覺得說那我是不是錯了….〈(2009/12/07 訪) 

 
    林珮淳到澳洲求學以前︽對女性主義藝術其實並不很瞭解︽雖然接觸ㄧ些女性藝術家︽

如嚴明惠等的引介︽但在創作上︽最主要還是在陳述自己的感受︽心靈上的膠著「 
        ..因著嚴明惠她在講述女性主義藝術時︽我就覺得西方女性 
        怎麼那麼的自信與自主︽而且能突破了許多男性的觀點︽大 
        膽宣佈女人能做什麼...〈後來侯宜人應帝門藝術中心邀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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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展︽叫做�女我展�︽她的概念就是說─女性要有自我︽ 
        也像個�蛾�一般可以蛻變〈其實以前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 
        "蛹"沒有錯︽那我也覺得很想掙脫那個蛹︽就是想蛻變而出﹀ 
        所以她那個�女我展�的時候︽的確又把很多的女性全部聚 
        在一起〈那個時候我也聽到吳瑪俐的論述︽大部分是在談女 
        性藝術或女性主義藝術﹀我那個時候其實有沾到一點邊︽參 
        展的作品是畫自我的一種女性形象…….(2009/12/07 訪)〈 
 

在澳洲時︽其指導教授即Peter Shepher介紹ㄧ位女性藝術家給林珮淳︽這位女教授ㄧ看

林珮淳的作品就肯定其為女性主義「you are the feminist! 如此的稱呼︽對林珮淳而言︽是

ㄧ項極大肯定的同時︽也讓林珮淳深刻的體會到所謂女性主義者的精神「  
   女性的議題是我在澳洲受很大的影響...她�Diana老師)翻翻 
   我的創作之後︽她馬上說「妳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藝術家︽  
   “you are the feminist "〈我說不會吧﹁什麼叫女性主義者︽ 
   我不知道的〈可是我發現他們的女老師︽認為女性主義藝術 
   家或是她把你稱呼" feminist "︽這是一個尊稱〈因為在大學 
   的任教老師︽她們就是一個非常自主︾很有自信的女性主義 
   者︽因為她們認為這個是很驕傲的……….(2009/12/07 訪)〈 

     
    所以︽林珮淳在教授的引導下︽閱讀有關女性主義的書︽及上女性主義藝術和Women 
Study等的課程〈當時所修課者全為女同學︽大家幾乎都是信心滿滿︽侃侃而談〈所接觸到

的4︽5位女老師︽都是女性主義者︽學校每年帶領學生參與在新南威爾斯洲幾所大學輪流

辦理的女性藝術年會〈林珮淳描述著「 
那個Diana就是我的副指導老師︽除了叫我去上課︽我也參與 
了這個每年的一度的盛會之外﹀我進入圖書館︽我就問那個 
館員說..我要找" feminist arts "或是" women's arts "︽結果他帶 
我去...哇﹁一堆有四五列︽而且都"滿滿"的書…全部都是在 
談相關的︽整個西方出版的女性藝術的書︽我盡量去看…… 
慢慢對於我過去為什麼那麼地受壓抑︽覺得好像是自己的 
問題...﹀然後慢慢就豁然開朗︽原來大家都一樣…..……. 
(2009/12/07 訪)〈 

 
後來︽林珮淳以�女書�內容發表者的身分︽參與女性藝術年會︽贏得滿堂喝彩︽明

確其從事創作的發展方向以及作為女性藝術創作專業者的自信〈 
 

5-2-2風格—永續蛻變的女性藝術  
     林珮淳的作品風格猶如不斷在更新中的當代生活︽隨者環境與思緒的變換︽其內涵與

形式處在�永續蛻變�的無限發展性〈林珮淳如此表達「  
過去關懷的性別議題到近年作品�回歸大自然�的創作主題︽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發展︽但我並非不再關懷女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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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說我的風格又再轉換了︽其實我一直持續同一個脈絡在發 
展︽如我創作理念所述「我的創作主題與內容乃源自於對生 
命的體認︾感動與信仰︽從1990年加入二號公寓團體的抽象 
系列到�蛹�與�女性詮釋系列�﹀1993-1996因留學澳洲深 
受西方女性主義的衝擊︽而創作了一系列對性別︾文化︾歷 
史及社會的批判︽作品如�相對說畫�︾�經典之作�︾�窗 
裡與窗外�︾�向造成228事件的當局者致意�與�美麗人生� 
等之系列〈又因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及蒙列國先知洪以利亞 
的開啟︽而開始展開全新的�回歸大自然�系列︽企圖以�非 
自然�的壓克力媒材與數位圖像創造人造自然︽以再現�都 
會文明�的艷麗︾生硬與不自然︽如�生生不息︾源源不斷�︾ 
�景觀︾觀景�︾�寶貝�︾�蛹之生�與�城市母體�等﹀ 
 又在�溫室培育�︾�捕捉�︾�標本�︾�創造的虛擬�︾ 
�夏娃克隆NO.2�︾�夏娃克隆肖像�︾�夏娃克隆手�︾ 
�夏娃克隆手指�︾�夏娃克隆NO.3�︾�量產夏娃克隆�︾ 
�透視夏娃克隆�︾�夏娃克隆啟示錄�︾�夏娃克隆啟示錄 
 文件�︾等系列中︽以科技的符號︾數位影像與電腦互動程式︽ 
 再現�科技文明�的冷漠與�人工生物�的虛幻︽藉以反諷 
人類所創造的自然與生命是虛擬且永遠無取代創造主的〈 
 (2009/12/07 訪) 

     
誠然︽從性別意識的�自我�︾�互動�︾以至於大範圍的�機制�面考量︽作品的本

身展現創作者性別意識的發展歷程︽用獨特的藝術手法展現另類改變世界的行動力︽拓寬

藝術學科領域的視野︽更是創造人類的文化資產︽永續性別議題的關照〈具體而言︽截至

目前︽林珮淳的作品可觀察到︽在形式上︽講究佈局的細膩與主題意涵的緊密性︽普遍上︽

善用較為明亮鮮艷的色彩﹀其探討的主題內涵約可分為三大主軸「自我意識︾社會文化互

動︾及生態機制〈 如1994年以前的�文明與蛹�系列︾1995-1998年的�相對�系列︾以

及1999年以後的�生態�系列〈 

 
圖5-1:�生命圖像系列-The Image of Life �91 x 117 cm 油畫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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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蛹系列-The Chrysalis Series�91 x 117 cm 油畫 1993 

 
圖5-3�相對說畫系列�一�-Antithesis and Intertext��270 x 400 x 10 cm 
�複合媒材/裝置�絹印︾油料︾畫布︾人造絲 1995 

 

圖5-4:�黑牆︾窗裡與窗外-Black Wall, Inside and Outside of Windows� 
450 x 300 x 250 cm �複合媒材/裝置�人造花︾百葉窗現成物︾絹印︾化學腐蝕劑︾鉛板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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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經典之作�系列-Classic Works 60 x 60 cm� �複合媒材/裝置� 
壓克板︾位刻字︾ˇ位輸出︾畫布  1998 

 
圖5-6:��生生不息︽源源不斷�-Substantial Life�123 x 80 x 80 cm (each) x 20  1999 

 
圖5-7:���非自然�─�花柱��-"Artificial Nature"─"Flower Pillars"� 
紫︾紅︾黃︾橘花柱「250 x 50 x 50 cm(each) x 4蝶柱「80 x 80 x 85 cm(each) x 1 數位圖像

輸出︾壓克力燈箱︾3D動畫︾雷射  2004 

  
圖5-8:��夏娃clone標本�Eve Clone Specimen�60 x 85 x 2 cm �數位圖像�壓克力版︾

光柵片︾3D圖像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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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夏娃克隆肖像�The Portrait of Eve Clone�46cm x 57.5cm x 4cm x 16 pieces �3D
動態全像�壓克力框︾聚光燈  2011 
 

 

           

圖5-10:��夏娃克隆啟示錄�Revelation of Eve Clone�依裝置場地而定�大型投影互動裝

置�大型投影互動裝置︾動態影像︾3D動畫︾互動系統︾網路攝影機︾電腦︾投影機  2011 
 
5-3  性別意識  
5-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我最不快樂就是我的成長的過程﹀我爸媽給我很大的壓力.. 
我在小學的時候︽都跟我媽媽一起去學校︽同學們都知道︽ 
我是吳老師的孩子...由於我母親是很好面子的老師︽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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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男孩︽而我又是老大︽所以她對我的期待特別高﹀所 
以我小學就有很多壓力︽媽媽也常給我灌輸ㄧ個觀念︽"我 
們家沒男孩︽所以妳要表現得更好"︽當我表現不好時︽就 
會受到他嚴厲的責備︽那我媽又很忙︽後來我國二時全家搬 
遷到了臺北︽我轉學到三重的明志國中﹀我媽在三重辦幼 
稚園︽因為生活很艱辛︽她辦幼稚園比較可以賺錢︽可是 
因為辦幼稚園母親就變的更加的忙碌︽我有時候還須幫忙 
幼稚園打掃︾跟車...看過孩子下課︽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個 
國中生︽就必須負擔這樣的工作〈媽媽也常常說"搬到臺北市 
要穩上北一女了唷﹁"意思就是說︽我為了你搬到臺北︽就是 
希望你們能考上好學校〈可是我卻讓我媽媽失望︽那個時候 
我是考到復興高中︽我媽就覺得很丟臉︽因為沒考上北一女︽ 
同時我也考上銘傳的五專︽我媽說"好啦﹁銘傳也不錯..."我就 
進了銘傳︽可是在我的感覺︽我讓我的母親抬不起頭︽因為 
她總覺得……….(2009/11/26 訪) 

 
在林珮淳成長的經驗裡︽父親比較少與孩子們聊天溝通﹀至於母親︽因為經營幼稚園︽

所以︽也不常與孩子們互動︽聊天便是管教〈所以︽當林珮淳出國八年︽在美國感受到自

我存在的愉悅與滿足︽是從未感受過的〈  
母親受到傳統性別不平等教育的束膊︽影響其對待及教育子女的方式〈好勝心使然︽

承受著沒有兒子的壓力〈傳統性別不平等的觀念中︽有無兒子代表著在社會中的價值與地

位︽當然也象徵著能力〈所以︽無形中︽林珮淳的表現︽被母親寄予高度的要求與期待〈

在母親的想法中︽要好才能抵過沒有兒子的缺失︽也才能搏回她的能力與價值〈因此︽在

這種情形之下︽母親所承載的壓力︽不知覺的轉架到女兒身上︽尤其是作為老大的林珮淳〈

記得小時候和母親到學校︽同事們便都知道吳老師的老大是女兒︽對林珮淳的影響︽除必

須承受所謂最優秀的表現外︽無形也在告訴林珮淳︽女孩不如男孩的謬誤︽並造成其在成

長的過程中︽長期缺乏自信〈 
       …是因為整個成長過程..一直覺得被灌輸�妳身為女的是一 

個很丟臉的︾抬不起頭...�媽媽為了要生男孩︽一直生到第 
四個還是女兒〈記得小時候我們四個姊妹到阿公家過年︽我 
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阿姨她生了很多男孩︽我的阿公拿紅 
包給他們︽卻沒有給我們...我小小心靈就有很多的問號「 
到底身為女性有什麼不對」我媽媽常灌輸我們就是說�我們 
家沒男孩︽妳要好好的表現︽不能丟臉唷﹁妳要好︽還要更 
好︽人家才不會瞧不起我們�︽身為老大的我︽壓力很大︽ 
就是說書要讀的好︽才能抬的起頭…..…….(2009/11/26 訪)〈 

 
�我先生....︽他雖然不懂藝術︽可是他很支持我的藝術�林珮淳說著在美國求學時的

情景(2009/11/26)〈但在生活中︽因為金錢管控的問題︽不免讓林珮淳反思女性在婚姻生活

中的地位與角色︽是否應有其獨立的經濟自主權〈惟因從小被教育男性的優質與重要性的 
67 



 
 

影響下︽林珮淳在家庭中與先生的相處︽自覺不夠自信︽仍扮演聽從的角色〈但是︽相關

因性別議題而起的困惑與反思︽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獲得到最大的補償與解脫〈 
 
5-3-2藝術社會性別議題的看法和參與  
    在美國紐約的公司擔任art director工作及整體社會的大環境影響︽讓林珮淳愈來愈有自

信︽也愈會想到自己的存在〈因此︽主導家庭所有金錢及事情決定權的先生︽也感覺到她

的�改變�〈本想留在美國發展︽但因先生的專業︽適逢臺灣新興的產業發展︽所以舉家返

臺〈當林珮淳自美返臺期間︽具藝術碩士仍很好找工作︽再加上她有工作經驗︽許多學校

都要她去任教︽最後她選擇回 母校銘傳〈但往日因為嚴謹的校規所造成不快的陰影︽重

回她的思緒與生活︽尤其是校友的關係︽學校相對的對林珮淳有著更多的學校相關規範的

期待〈學校校規很嚴格︽因為是女校對學生有許多的規範〈 
當學校相關單位及師長︽對其指導學生發揮創意所作的展覽︽卻做出如「...林老師你

的課程怎麼會教一些奇怪的內容」的反應時︽學校的封閉與對藝術的不解以及對女性同事

意見的不尊重︽讓林珮淳在執教四年後選擇離去「 
我在國外是很受重視︽因為後來三年的工作狀態︽我們那些老 
闆都很尊重我﹁我做的東西他們不會改且都一直誇獎〈後來我 
回到台灣任教︽教授創意包中的課程︽就被一些資深的老教授 
質疑我沒有教包裝結構︽也沒有成本的考量〈開系務會議時︽ 
我所提的意見都不太受重視…我就覺得以前的那種壓抑又來了︽ 
之後在抽象表現主義的創作中尋求自我的釋放〈我二十三歲去 
美國︽之前我一直覺得五專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懸在中間﹀ 
又加上我們家沒有男孩...….所以到了美國讀書時︽正是抽象表 
現主義蓬勃發展的時候︽我也在抽象畫中得到很大的自由與釋 
放︽我們老師很尊重每位學生︽很鼓勵我們︽也不會特別用老 
師的權威來管制學生的創意〈然而回到銘傳任教時︽因著校長 
的治校理念以及傳統的教學制度︽讓我覺得好壓抑….(2009/11/26 訪)〈 
 

    到美國求學深刻︽感受到所謂自由與平等教育的意涵︽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以名

字互為稱呼讓林珮淳極為訝異〈以前在銘傳求學常常ㄧ班都是五六十位同學︽教師也無法

照顧到每ㄧ位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主要是要準時交作業︽被打分數〈林珮淳雖然自覺表

現不錯︽但都不太有自信︽且無法與教師有較為接近的機會︽得到適當的鼓勵〈當時︽多

數的教師是年齡蠻大的長者︽總覺得教師是很權威的〈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相當的距

離〈 
所以到美國︽我就覺得抽象表現主義蠻能釋放我的壓抑情 
感︽我也沒有感受到身為女同學有什麼不好...﹀可是在銘 
傳總覺得一直受到學校制度的管制︽因為校長很害怕我們 
受傷︽也不准我們去跳舞︽裙子也不能穿太短...︽在學校 
與在家中都一直被約束〈印象很深刻的是︽曾於梁丹丰老 
師的插畫課程中受到他的鼓勵「�珮淳︽妳好好畫畫︽妳可 
以畫的很好...�︽所以她鼓勵我從事fine arts︽我是聽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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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會特別有自信︽等到我到了美國求學後︽老師一 
直很肯定我的創作︽我終於從抽象畫中找到自信︽那種很 
自動式的情感表達︽透過揮灑的筆觸來自我詮釋︽令我很 
快樂︽也建立了我的自信〈�2009/11/26 訪) 
 

    這些際遇︽其實都和現在所談的性別議題有關︽可是當時林珮淳並不知〈在美國求學

三年是ㄧ段愉快的經驗︽林珮淳深切體會到自由平等而開放︽所上的課程多數要上台展現

自己的作品及創作理念︽同學互評︽逐漸強化林珮淳的自我認同︽自覺與自信〈此外︽尋

找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專業是很重要︽在美國的工作環境沒感受到性別的不平等且主管女

性居多〈後來︽到澳洲求學︽更是林珮淳女性意識的脫胎與發展︽奠定之後藝術專業動能

的基礎〈林珮淳熱情洋溢的回溯「 
女性藝術課程就是為了學生們每年在新南威爾斯洲有超過 
五六所大學聯合舉辦的展覽與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我也參 
加了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座談︽我看到在場的師生都自信滿 
滿的高談闊論︽記得上課時︽同學們熱烈討論都為了準備 
每年一次的盛會︽甚至討論到本課程的展覽是否開放男性 
同學參與︽我心裡想─如果問我︽我會覺得OK﹁結果其他 
女同學都持反對意見﹁我們不要讓他進來︽每個都很絕對︽ 
她說這好不容易是我們自己的展︽為什麼要讓�男人�進來我 
們這個展覽...在研討會中︽每個學生都在是在講述自己作品 
的重要性︽然後我們要怎麼做︾我們的作品是什麼︽我們發 
表的論文就是專門提出對父權文化的批判性〈當時我從一個 
學生的角度來參與︽的確受到很大的震撼〈以前在美國求學 
時是以抽象表現主義的創作為主︽中央密蘇里大學沒有講授 
女性主義議題的課程︽一直到了澳洲沃隆岡大學︽我才知道 
在澳洲在整個文化與教育體制裡︽女性議題是非常受重視的︽ 
如每年由幾個大學輪流主辦研討會及展覽等︽到最後出版了 
名為�dissonance�的書籍︽就是代表�女人的聲音�… 

        
學院有很多的programs︽學生可到處橫跨每一個領域去選修 
你喜歡的課程〈他們一年會有幾次全部研究生都召回來開 
seminar的時候︽全部的同學都坐在一起︽每個都講自己的 
作品包含有「文學的︾有舞蹈的︾戲劇的︾視覺藝術的︾ 
音樂的︾舞蹈的︽我覺得是非常好的跨領域交流﹁ 
�2009/12/07 訪) 

 
    撰寫博士論文收集有關纏足歷史的過程中︽在臺北市世貿大樓無意接觸到纏足史料的

收藏展︽認識西醫婦產科的收藏家〈在其熱心協助下︽觀看許多的影帶文獻︽對於女性在

歷史過程的悲慘及卑微︽有了更深的體悟〈林珮淳說明「 
在澳洲攻讀博士時︽由於早期抽象時期作品就曾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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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鞋�的符號︽後來發現與中國纏足的�三寸金蓮鞋� 
有相關︽所以我就一頭栽下去開始研究纏足的歷史〈我越 
研究它就更成為我創作上更越來越清晰的圖像〈�纏足� 
其實是很能代表一個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它一直延展影 
響到臺灣〈千年的纏足一直到了五四運動及西化運動︽纏 
足從一種優良的文化轉成一個陋習︽於是纏足成為一件丟 
臉︾受人瞧不起的落後符號︽有段歷史記載纏一半的女人 
就開始穿比較大的鞋︽可是因為她的腳很小︽她就塞棉花 
穿起高跟鞋來掩飾我不是小腳〈我發現�原來�女人生存 
的標準︾美的標準︽還有是不是落伍或是現代的標準︽完 
全掌握在整個父權文化或是男人的標準中︽或者是說這種 
制度裡面女人完全無法掌握自己的身體︾連自己的生存能 
力都沒有〈所以當我開始研究︽我的作品就出現纏足與高 
跟鞋的對照︽以及小腳與美容塑身的對照............................... 
………因此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開啟︽我越來越可以解構 
父權文化的底層問題﹀而且我也不必陷在身為女人的自責 
中︽因整個男人的歷史︾中國的父權文化原來是這樣對待 
女人的〈但是呢﹁現在有比較好嗎」現在還不是換湯不換 
藥又來個美容塑身風潮…因此我的作品不再出現蛹的符號︽ 
我也不再認為我必須如此的受壓抑︽因我已經透視了父權 
文化的結構︽也能夠跳出來做一個第三者的角度︽透過藝 
術創作來批判對女性壓抑的父權文化〈在我博士論文以及 
�相對說畫�系列創作中︽我不但釋放了自己︽也能夠自 
信的在作品中解構父權文化的問題…�2009/12/07 訪� 

 
5-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從林珮淳的作品中︽可以發現�藉物說話�是其表達思維的慣用策略︽當然也代表著

其對藝術的信念〈有關女性藝術家直接以自身的身體作為主體表現的作法︽林珮淳有著另

類的見解「 
西方女性主義的作品︽有很多是�用身體�來展現女性身體 
的解放︽其實我是覺得是非常地西方性的表現語言﹀但我的作 
品只用符號表達︽我覺得我們東方人對於女性議題或是說表現 
女性自主不見得用自己的身體︽因為我覺得文字或圖像也同要 
具有很大的力量︽譬如說我以�纏足�這個符號來創作︽也同 
樣具有犀利的批判力…..(2009/12/07 訪) 

 
    對於女性藝術的當代性議題︽除女性意識外︽可以更為宏觀的視野來處理︽並呼籲有

關生態學的女性關照〈林珮淳認為「 
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及列國先知洪以利亞蒙神開啟帶出 
的�回歸伊甸 �真理︽改變了我對人生的價值觀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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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我過去所批判的父權文化︾性別歧視︾政治強權等問題︽ 
其實皆是因為人類不敬天愛人︾不與大自然和平共處的結 
果〈因九二一大地震︽讓我目睹大自然的反撲力量︽在震 
撼之餘︽我發現人與人的權力問題︽是源自於人跟大自然 
的關係上︽當這個關係出了問題︽人類自私的掠奪大自然 
或相互殘殺︽自然衍生出人與人︾強勢與弱勢︾男性與女 
性等等不公平現象︽若人的心無法相互尊重︽討論性別問 
題似乎只是個末端︽無法解決根本的結構〈於是我的創作 
就往更高的層次思考︽而開始了展開一系列的�回歸大自然 
系列�創作︽以人造︾人工︾複製︾數位︾虛擬等科技議題 
與媒材︽反思科技文明與大自然的對立關係〈如1999年的 
�生生不息︾源源不斷�︾�景觀︾觀景�︾�寶貝�等 
系列︽呈現人造花卉與景觀︽藉此提醒真正大自然的生機 
是無法被炫麗的人工造景所替代的〈後來我發現一些關於 
�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其實也很能傳達我如何透過作 
品從關懷性別議題到關懷人與大自然的議題︽從一個在解 
構性別的公平或是資源的平等分配這件事︽一直延伸到我 
在反思人類對待大自然︾人類對待彼此︽或者是說人類與 
創造主的關係等︽其實是有延續性的創作主題與脈絡… 
(2009/12/07 訪)〈 

 
    當創作的思維有所轉變︽相關的表現方式便隨之因應而生︽林珮淳對於藝術再現性別

的議題︽不僅從思維來展現其能動性︽更具體的︽是透過新媒材的探究來提出創新的當代

可能「 
從2004年起在�回歸大自然系列-人工生命�系列則以3D影像 
批判虛擬的假生命如�夏娃克隆No.1�與�捕捉�等︽並以 
�標本�的形式表現人工生命可以任意被存檔︾編碼︾變造或 
刪除〈2007年︽我更以互動裝置如�創造的虛擬�與�夏娃 
克隆No.2�作品建構虛擬蝴蝶︾人與蛹︾人與蝶合體的影像︽ 
直批人類以克隆科技所創造的虛幻生命〈之後我的創作脈絡 
更會將�夏娃克隆�的頭部與手部烙印上�啟示錄�所記載 
的666獸印︽直接以人獸同體之呈“惡”之意象︽反諷科技文 
明帶給人類之危害〈就是探討夏娃她從一個蛹︽其實又回歸到 
我過去我認為我是個蛹的概念︽而且我用夏娃的概念就是說︽ 
神創造夏娃﹁那現在人正在創造所謂的�基因複製人�︽ 
我以作品批判人類驕傲想扮演創造主的心態︽因此我把它 
命名�夏娃克隆�〈(2009/12/07 訪) 

 
5-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71 



 
 

林珮淳表示「 

   …..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學是有在開授性別相關的課程︽可是 

  大部分都放在通識教育︽而且都偏重在性侵害或女性護理︽ 

  比較沒有談論性別平等或資源不公及女性的特質這一部分︽ 

  也比較不涉及藝術專業的討論…..〈(2009/12/07 訪) 
      

明確的︽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林珮淳覺得在大學階段缺乏藝術與性別議題的專業課程︽

許多具性平意識的師長︽因為受限於專業授課時數︽未能開設︽或多開設於通識課程︽專

業課程相對的貧乏〈因此︽這是有待未來妥適運用校際資源予以強化補充〈 
 

6.謝鴻均�1961-) 

 
圖6: 謝鴻均2010/12/04 於臺師大綜合大樓1樓福華沙龍   

6-1 生命圖像  
6-1-1生長︾家庭與教育   

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專任教授︽育有一女︽先生從事航太機械專業〈

除新竹教育大學外︽並曾在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東海大學及國立交通大學等校兼課〈 
    1961年出生於苗栗市︽家中排行第二︽姐姐約較大二歲︽主修音樂︽畢業於臺師大音

樂系﹀父親也畢業於臺師大地理系︽原任教於省立苗中︽1966年轉任教臺北市北ㄧ女中︽

1971年謝鴻均10歲時辭世﹀母親畢業於臺北女師專�現為臺北教育大學)︽原為國中及高中

音樂教師︽後因對房地產感興趣︽轉行作房地產買賣仲介︽當時轉行追求其更大興趣的職

業時︽曾引起其家族極大的震撼與擔憂〈父親在世時︽給謝鴻均的印象是內向的學者﹀相

對的︽母親是外向︾積極︾主動且充滿活力︽掌理家中大小事︽是家中的掌舵者︽即使現

在約70餘歲的高齡︽仍從事房地產相關工作〈 
謝鴻均從小便因母親的關係而學畫與鋼琴︽然而自己對於動物及哲學非常感興趣〈小

學就讀國語實小︽中學為古亭國中及中山女中︽大學原擬考獸醫︽因母親認為獸醫看到的

是動物的生老病死︽心靈會受到傷害而勸阻︽從而轉考在當時認知中較具有視覺愉悅的美

術系〈在臺師大美術學系二年級求學期間︽曾因當時的學習環境︽未能滿足其對人文學習

的渴求︽而有轉考當時首次招生之北藝大的意圖︽然為其母親以畢業後出國深造的計畫所

勸阻〈1984年自師大美術系畢業後︽實習一年即刻出國︽在美國紐約Pratt Institute 
72 



 
 

�http://www.pratt.edu/�學習4年︽於1989年畢業取得創作碩士後︽繼續在New York 
University (簡稱NYU︽http://www.nyu.edu/)進修︽1995年取得藝術創作博士學位︽取得學位

為Doctor of Arts︽目前該學位已與該校原有的Master of Arts學位合併為Master of Fine Arts, 
簡稱MFA〈為國內僅有二位於該校取得藝術創作博士之一�另ㄧ位是薛保暇�〈 

在美國文化刺激最具代表性的紐約留學總計十�1985-1995)年餘︽當時正是美國現代史

上自1970年女性藝術家和評論家集結於紐約之後的15年︽檢討現代美術館及紐約的其他美

術館︽不合理地排除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提出所有的展覽應有50%女性作品等訴求〈在這

段時間︽Judy Chicago�1939-)於1970年在Fresno State College首開女性藝術課程︽之後再與

Miriam Schapiro�1939-)於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另開設女性藝術課程︽在學界的

帶動與呼籲︽藝術家們的積極參與︽女性藝術已蔚為風潮︽女性議題與作品的發表已廣受

注目與討論〈譬如︽Chicago於1973年以花朵造型延義所發表的�Dinner Party�︽May Stevens
�1924-)檢視在父權體制下特殊女性的生活︽於1977年發表編織其個人的傳記和她母親以及

Rosa Luxemburg政治改革家的系列作品�Ordinary/Extraordinary�〈女性主義藝術家強調探

索女人的生活︽質疑Simone de Beauvoir的�The Second Sex�的主張〈評論家John Berger 也
提出「女人必須持續關注其自身︽女人的身體也順勢成為女性視野的主要探究場域

�Chadwich, 2002, p.361)〈這樣的表現脈絡︽在謝鴻均的作品發展中︽可見強烈的影響力〈

謝鴻均的博士論文為�當代繪畫中的寓言式矯飾主義�︽是從矯飾主義的寓言式策略找尋當

代繪畫的圖像研究︽在NYU強調理論研究與創作思辨的訓練過程︽奠定謝鴻均從博士論文

的研究延續往後專業發展的堅實基礎︽並在女性藝術領域開展研究平台〈她回憶著「 
       ….理論與創作是一體兩面︽我有時候畫畫︽畫一畫︽會忘記︽ 

 嗯︽我是不是在寫論文︽還是說︽寫一寫的時候︽覺得好像 
 在畫畫一樣的愉悅︽…這個這部分的習慣︽我蠻感謝NYU 
 給我種蠻嚴格的訓練︽非常的艱難的訓練︽但經過了這段訓練︽ 

  思考常常就會在這兩個平台當中︽尋找當下的平衡點︽並有能力 
  持續尋找下一個平衡點….〈(2010/12/04 訪)  

 
能在當代前衛資訊充斥的大都市學習藝術而無後顧之憂︽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生活主

要的經濟支援來自家裡〈當時︽謝鴻均在正常課程之餘︽繼續跟茱利亞音樂院的博班研究

生學習小提琴︽偶爾打工︽但是為看表演或聽音樂會︽如馬友友的音樂演出是不能錯過的〈

當其父親過世︽家裡經濟是其母親一人獨挑的情況下︽謝鴻均畢業未去國中任教︽而是以

賠公費的方式即刻出國︽在紐約就讀的是私立學校︽可以瞭解其中花費是相當的︽但這都

靠者母親對房地產的敏感度︽有極成功的事業成績〈母親在謝鴻均成長的過程中︽扮演極

為重要的角色︽從與男友的交往到在美國相親結婚︽都參與其中︽幾乎主導著其人生的發

展〈不難想像的︽母親非傳統典型的自信與強勢作為︽在某些方面來說也是謝鴻均學習與

檢討的對象︽更是其女性意識的啟蒙與形塑者〈 
 

6-1-2藝術社會的參與  
6-1-2-1專職的藝術教育投入≒藝術創作專業知識的研發與引領  

在美國求學期間︽謝鴻均即非常活躍於美國藝術界的相關活動︽積極的提出其藝術的 
思維與作法〈1987年在美國 Pratte Institute 的碩士階段︽即參加�特殊與特例者「普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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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藝術家�聯展﹀1989年碩士畢業那年︽在美國參加�六四天安門�聯展﹀1990年參

加美國紐約長島艾斯利普美術館年度比賽繪畫類獲得首獎︽同年並參加Bronx Museum�第

十屆藝術市場駐村計畫�︾�第四十一屆美國東北部藝術聯展�︾�美國新人展及年度美展�

等﹀1991年回臺辦理個展—�現代寓言�﹀1992 年參加紐約大學與威尼斯(義大利︾美國)聯展﹀1993
年返臺結婚並在臺北福華沙龍辦理�誘惑與背離�個展︽臺中黃河畫廊辦理�矯飾情節�個展﹀

1994年參與臺北帝門畫廊小品聯展﹀2005年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與美國紐約蘇荷區四五六畫廊

舉行�寓言式的溝通「不聽︾不看︾不說︽台灣省立美術館�個展﹀1998於東海藝術中心

舉行�2000解剖圖�個展﹀2001於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舉行�純種�個展﹀2002於台中靜宜

大學藝術中心舉行�出走�個展﹀2003再於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舉行�紐帶�個展﹀2005
於新竹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舉行�陰性空間�個展﹀2006於台北伊通公園舉行�原好──
混混乃陰性空間︽瀝瀝如母性系譜�個展﹀2009於台北布查當代藝術空間舉行�混混瀝瀝�

個展﹀2010於新竹李澤藩美術館與台北夏可喜當代藝術沙龍舉行�囿�個展等〈  
1995年自美國回國︽在臺灣藝術圈︽代表著新典範與新思維︽也負載著多數人對於女

性藝術創發的期待〈如同當時其他前衛藝術家集結力量︽參與另類替代空間的展出︽謝鴻

均成為�新樂園藝術空間�的一員〈之後︽個展與聯展的不斷︽對謝鴻均來說有如呼吸般

的自然︽如遊戲般的愉悅〈陸蓉之(2002)對於謝鴻均曾有如此的一段描述「謝鴻均的繪畫放

在女性藝術家的族群中︽她具有革命性的爆發力︽以作品挑戰傳統的觀念︽但是放在不分

性別的臺灣當代藝壇中︽她更是罕見同時兼具人文涵養態度及卓越技巧的ㄧ位劃時代的藝

術家�p.201)〈確實︽謝鴻均似乎有開發不盡的創意︽2005年︽謝鴻均應邀臺中國立臺灣美

館展出�有影無影�裝置作品︽她說「 
國美館邀我去做了一個裝置展覽︽長久以來我對裝置使用的材質一直持有疑慮︽為

了能夠在展後有不增加資源回收的負擔︽決定使用光源︽因而有了關於影子的�有影無影�

議題︽並為它撰寫了一篇論文〈我將希臘神話裡人面獸身史芬克斯的影像投影到牆壁上︽

在國美館展場將其人變獸的過程圖像︽ 繞一圈〈人經過圖像光源中︽自己的影子也投映

在神話故事— 
希臘神話︽亦是希臘悲劇︽因人生的所有︽都已經被預言到的任何的可 
能性︽所以你的影子投影在那個希臘神話的人面獸身人像時︽亦成為回 
歸到神話的一個經驗….〈(2010/12/04 訪)  

 
    所以︽藝術家藉由參展的過程︽提出新的可能與思維︽是促進領域發展的有效作為〈

截至目前︽謝鴻均總共舉辦過17次的個展及50餘次的聯展〈當然︽藝術領域的永續發展必

須有後繼者︽教育是最為關鍵的手段︽謝鴻均對於教育的投入除開設�素描創作與應用�︾

�油畫�︾�研究方法�︾�當代藝術�與�女性藝術研究�︽對於研究方法的課程︽尤具獨到

發展的內涵︽這內涵沿自於NYU的訓練︽她從�心靈寫作�︾�分析自己的創作脈絡�︾�發

展形式與內容�的軸線進行﹀在� 發展形式與內容 �的階段︽特別要求學生從跨領域的

心理學︽女性研究︽或社會等方面思考所要表現的概念︽然後探索在視覺上要如何的建構

與表達〈此外︽對於學校的學術發展計畫︽也積極的參與執行「 
 我帶了三年的卓越計畫︽帶學生去威尼斯雙年展︾德國文件展︾新加坡 
 雙年展︾也到美國紐約參訪許多的美術館與畫廊︽的確為學生帶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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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的視野《《..〈(2010/12/04 訪)  
     
    除教學︾展覽與策展︽引領藝術領域向前邁進外︽另發表24篇的期刊論文︽3本的專書

著作�義大利這玩藝�︽東大出版﹀�原好──混混如陰性空間︽歷歷乃母性系譜�︽商務出

版社﹀�陰性酷語�︽藝術家出版社〈以及2本有關女性議題的專書翻譯「合譯1998年出版的

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rd 所編�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 擴充論述�︽ 和 翻譯2000年
出版的 The Guerrilla Girls 所著的�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此二本譯著對於臺灣有

關女性主義藝術及其相關的學理與歷史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引導地位〈 
 
6-1-2-2藝術家/母親/教育者(A/M/Tography)三者一身的交融演出   

在本研究案進行訪問時所用的題綱︽以A/R/T標示︽即代表藝術家/研究者/教學者三者

一身的概念︽結果謝鴻均更正說「  
 但是對我來講︽我是藝術家︾家庭主婦︽與老師〈家庭主 
 婦擺在正中間︽那個是我的重心與母體︽是引發著我去教學與 
 創作的趨力︽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後更為強烈︽… 
 family這個是我抓緊緊的那個部分……。 (2010/12/04 訪)  

謝鴻均在41歲生下女兒�原好�︽就是�原來這麼好�的意涵〈原好︾先生︾狗兒子︾

自己以及生活中的點滴︽都是謝鴻均作品中元素與符號的化身〈創作從生活而來︽創作就

是生命︽是治療︽讓自己更瞭解自己︽因此︽生命的詮釋在作品之中〈謝鴻均欣然且熱情

滿懷的指著畫作詮釋著「 
 ….隔著我的肚皮︽這是我︽這我女兒︽有一些抽象的裝飾圖像︽我 
 的畫裡面從很早以前就出現了裝飾︽因女性總是被做為是男性的一 
 個副屬的裝飾︽像是一個家庭的家具︽或甚至是壁紙窗簾之類的︽所 
 以有時候作品會出現裝飾圖騰︽但是我要讓它變成一個很有生命力的︽ 
 即使是一個裝飾品〈�指著另一件作品�這是我的一個夢靨︽就是從肚 
 臍跑出一根很長很長的線︽我發現很多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都有這 
 種傾向︽不過這的確是我做的夢︽或許是我古早以前看的許多超現實 
 主義思想留存在我心裡的集體潛意識裡頭︽後來才讓我做夢︽還是我 
 是很單純的心靈︽就是直接夢到的…. �指著另一件作品�這個︽也 
 都是…螺絲…螺絲跟螺絲帽的關係︽因為螺絲像是..呃..男性生殖器官︽ 
 螺絲帽是女人的陰部︽所以這樣 三個螺絲帽組合在一 像一個張大著.. 
 呃..吶喊….然後這個也是我自己….然後後面長個尾巴︽我一直相信︽ 
 就像榮格所說的︽我身體裡面︽其實有陰性有陽性︽陰陽兩個都在︽ 
 只是環境會把我的陰性或者是陽性特質給呼喚出來︽凸顯出來……. 
�指著另一件作品�這張是我女兒出生了以後所畫的︽就是她的外型︽ 
 那抓吉娃娃是中國的維納斯的一個象徵…所以︽像這一張其實是在記 
 錄著我的生產︽…..我的畫裡面有許多的肌肉的那個結構….那這個也是 
 紀錄生產︽就是兩個身體要分開︽這些都是水水性壓克力︽碳精筆這些 
 材料︽這張記載著…這是我︽這是她….然後下面是我的兒子︽呵..狗兒 
 子︽她�哥哥�……….〈(2010/12/04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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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鴻均並試圖將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形上論述透過藝術的策略來轉化落實「 
         …醫學書刊︽都像是男性寫給女性看的〈他為什麼沒有在問孕婦自 
        己真正的感覺」身體與外來的受精卵︽兩者之間有什麼些微的關係︽ 
        並沒有被重視或敘述︽因此我開始用繪畫記錄這部分〈然而僅以圖像 
        作紀錄是太過主觀了︽我還需要一些客觀知性的資料︽故這段時間我 
        將以前所閱讀的︽如Kristiva的�陰性空間�︾Helene Cixous的�陰性 
        書寫�︽以及伊麗格瑞(Luce Irigaray)關於內視鏡的一個概念作為養份〈 
        她們是法國女性研究︽雖說她們的女性研究常常受到杯葛︽因她們是 
        屬金字塔尖端的形而上的論述︽似乎跟現實生活是脫節的︽不切實際 
        的幻想者〈但是我試著把她們的概念︽拿來跟我的肉身經驗結合在一 
         起︽形而上的思維得以與我的身體一起做對談︽然後在對談之下所產 
        生一系列作品︽即�陰性空間�系列〈…..(2010/12/04 訪)  

 
6-1-3成就其藝術專業地位之道—效率︾執著與永續的追求  

凡事嚴謹規劃︾講求效率︾對藝術專業的執著︽依生命秉持的追求︽是謝鴻均之所以

能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古訓中︽卓然有成〈她述說著「 
懷孕那一年我的時間比較充裕︽我是在一面閱讀的當中︽然後一面的 
創作︽畫了滿工作室的作品︽應該有四︾五十件的作品吧︽我生產的 
前一個晚上還在畫〈….之後我像老人家一樣清晨四點多起來︽有時候 
甚至三點多就起床︽便就開始讀書寫作︽.....六︾七點孩子起床後︽打 
點早餐衣著︽送上學….我一點時間都不能浪費︽所以就算是我課與課 
中間只有一個半小時︽我也會騎著機車衝回家︽把我今天該做的︾該 
在畫室處理的部分給做完︽之後再衝回學校︽所以我的生活其實是蠻 
滿的〈........................... 
…我一定得做研究我才能創作︽我也一定得創作我的研究才做得起來︽ 
這是我的訓練 這也是NYU給我的影響〈我大概三年左右會發展一個 
議題︽然後這個議題會在創作還有論述上面會有一些的成果︽有些成 
果不見得出得來啦︽但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期許︽就是理論創作的兩 
者共生〈但是基本上三年大概是我自己抓的一個時間點…譬如說第一年 
會在研究的方向先大概嗅覺到︽然後在創作上面會有一些初探︽然後 
到第二年會有比較確切的視覺表現︽也開始理解如何樣將它們寫下來︽ 
然後到第三年的時候就可以把論文︾把整體的創作把它整理出來〈既然 
當一個藝術家︽我想當一個有自覺的︽當下去…….. 
 
…我試著在自己的研究 教學 以及創作尋找一個平衡點︽在達到這個這 
種生活方式之前︽可能還是要事前要付出一些︽譬如在學業上面…就是 
學位上面的取得︽就是要成就專業這件事︽還有在自己要讀的基本配備 
的很多的書籍的上面︽要有一定的一個質與量︽才知道在發射哪一顆子 
彈的時候是有效的︽就是有判斷力就不會浪費時間……….〈(2010/12/04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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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藝術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6-2-1特質—女性意識視化的墾荒者       

生活的感受︾生命的體悟︾理論的閱讀與研究︾透視自省︾視覺化策略的試探與研發︽

是謝鴻均來來回回︽自我不斷開拓其女性意識與經驗的創作方式與歷程〈誠如徐洵蔚(1998)
在�剖解後的凝思「謝鴻均�ㄧ文中的評述「 

  解剖圖的系列作品︽是有感於女性在大環境生存空間的壓力︽ 
  藝術家觀之而後自省思考︽從內心的認知出發︽創造了一些 
  觀念的化身及符號︽由此展開了一觸目驚心軀體的再現圖解〈 
  畫面上扭曲的群體或是單一的個體︽大都有一共同特徵:皆為 
  去首的女體︽雖然被剝取自主性︽卻依然散發著頑強的生命 
  力〈這是近年來鴻均畫中特有的主要表徵〈除此之外︽最明 
  顯的是螺絲幅及螺絲釘等機械用材的出現及�介入�︽似是 
  隱喻父權體制的專橫與男性強勢的霸權〈譬如畫裡無臂縷空 
  的女體中插入銳利的螺絲釘︽意象上的攻擊性︽傳達出沈澱 
  後的痛楚︽視覺上的聳動︽源於戲劇性的抗訴︽解開的是歷 
   史掩蓋的傷口︽剖析的是文化的殘象�取自「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55/879/41�〈  

          
圖6-1:�天生我材�35x24cm    圖6-2:�宿命�150 x150 cm 油畫 1999 
 壓克力︾紙 1998 
 
此外︽黃海鳴在�女性�絕對身體�的閱讀�如此解讀謝鴻均的�羈�「 
猛一看像一些血紅的紅玫瑰花︽藍灰的背景像襯托的葉子︽某 
種慣常被觀看的女性身體的�明喻�︽但是這不如說是剝了皮 
的破碎身體所構成的拼圖︽鮮血淋漓並且還被捆綁〈當然這不 
是政治迫害中被捆綁及宰割的肉塊︽而是因為這些肉體永遠只 
有局部進入活現狀態︽才能在主觀意識中被清晰且明確地照見︽ 
從黑暗中顯現︽但為何只有捆綁︾衝突︾掙扎以及劇烈疼痛的 
狀態」這具藏在皮層後的被作者所體驗的�身體意象�︽充滿 
爆發能量︾慾望︾野性︾歇斯底里與挫折 
�取自「http://www.itpark.com.tw/columnist/curator/1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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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3:�問�83 x 83 cm 油畫 2001     圖6-4:�羈�173 x173 cm 油畫 2001 
 

約從2001年開始探討�陰性空間�︽2003年的�母性系譜�︽到2009年的�內囿性�︽是

ㄧ條綿延不斷的自我探索〈謝鴻均自述�囿「貼地塵埃︽匍匐前進�的創作理念「 
一個框口裡能有什麼」我的繪畫總是治理著一個框口裡的世界︽一個 
投影著個人階段性生命面貌的平台〈從上個世紀走來未曾停歇︽在有 
如走馬燈的2010年裡︽續以�囿�為定格︽拘羈我展足縱騰的慣性︽細 
品宿命系譜的籟音︽在矛盾但無法不妥協的文脈顫動裡︽藉著炭筆的 
運行與擦除︽影像的清晰與游離︽以及思緒與肉身的對語︽耙梳且分解 
西蒙波娃對女性身為�第二性�所承載的�內囿性�姿態及其延異 
(differance) 的張力〈(2010/04/05 謝鴻均提供) 
 

                  

圖6-5:�層層內囿間�78x108cm 複合媒材 2009  圖6-6:�層層內囿間之二�78x108cm 
                                                複合媒材 2010 

創作思考的落實往往有賴於視覺性的策略︽謝鴻均的發展軌道之一「 
   …我常常是素描跟油畫一同進展〈但是我試著在素描的當中︽ 
   達到一種繪畫性︽所以這時候︽我女兒又出來助我一臂之力了﹁ 
   有一次她回家的時候︽寫功課啊︽從這邊寫寫寫︽寫到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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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發現︽第一行是空的︽所以她就很驚慌︽就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妳就把他寫在這︽拉一個箭頭拉過去︽她就不肯〈她不聽 
   我的話︽她就拿著橡皮擦︽非常得激動的︽咻﹁她就擦了兩道︽ 
   我說︽停﹁因為就是這個感覺︽我看到了︽鉛筆產生的繪畫性︽ 
   然後我就開始用橡皮擦來畫︽這一系列的東西︽於是出現了〈炭精 
   筆畫下去了之後︽再擦掉的那種感覺︽就是技巧上頭︽但是這個時候︽ 
   我開始了另外一個議題﹀也就是說︽從女性系譜︽就是從陰性空間︽ 
   就再走出到了一個母性系譜走到了一個�囿�的概念︽因此在這時候 
   我著手開始研究一個議題︽ 叫�內囿性�〈……….(2010/12/04 訪)     

 
6-2-2風格—意識與情感的繽紛糾葛  
    藝術作品是隱喻的結構︽藝術家運用觀念化的圖像基模︽經由組合或重組︽以隱喻結

構表現觀念或想法�Efland, 2002)〈隱喻的本質具認知的想像力︽隱喻的投射往往是抽象思

考的起始〈Lakoff ( 1987 ) 認為�隱喻�的結構有�初級隱喻�( primary metaphors ) 和�複

雜隱喻�( complex metaphors ) 之區隔﹀�初級隱喻�和身體感官之直接經驗相關︽是自動

經由平常的程序獲得﹀�複雜隱喻�則是由多元的�初級隱喻�所構成︽其間經由�初級隱

喻�的聯結引發抽象觀念的思考︽非立基於身體感官之直接經驗〈從謝鴻均的作品︽我們

可以覺察多元複雜象徵性符碼的交疊編織︽細密而深層的訴說著女性意識與情感的神秘語

意︽是作者的生命故事︽觀者必須以心靈︽從色彩︾從可觸及的符徵感受︾延義︽方能與

作者的智慧與情感連繫〈 
若依謝鴻均自述每三年左右會發展ㄧ新的議題再加以從形式上觀察其作品可以分為

1994年以前的探索期︽1994-1996年溝通系列︽1997-1999年的剖解系列︽ 2001-2002年的陰

性空間系列一︽2003-2007年的陰性空間系列二及母性系譜 2008-2010的內囿性系列〈無論

哪ㄧ系列︽神密性的寓言總能︽透過繽紛的彩織︽直指處觀者的心靈深處〈 
 

6-3 性別意識  
6-3-1性別的認同︾性別知識的獲取與性別意識的形成  
    謝鴻均的母親從小被收養︽在收養的家庭備受喜愛與照顧︽極不同於婚後夫家重男輕

女的傳統家庭〈母親在謝鴻均5歲時︽毅然舉家遷北發展︽讓謝鴻均有更多元都會學習機會

的同時︽減低性別不平等的成長經驗〈謝鴻均回憶說「 
我從小就被我被奶奶罵笨︽罵到我沒有半點自信心︽當她說拿�那個� 
過來時︽沒有指明清楚︽拿錯了便指我笨〈只因我是女生︽如果是男生 
的話︽她絕對不會這麼說〈過年的時候 那男生都收到紅包︽女生沒有 
是正常的。�20101204 訪� 

 
母親的獨立與能幹︽自主追求興趣發展︽充分展現有別於傳統女性的角色與能力︽是

謝鴻均成長過程中女性的典範與女性主義的啟蒙〈謝鴻均很明確的表白其濃烈的女性意識「 
   我穿了耳洞表示我下輩子還是要當女生〈我覺得當女生非常的好︽ 
   而且有趣多了︽選擇性現在比較多︽身為男性其實壓力好大︽選擇性  
   也不多耶〈他們無形當中所背負的︽就是要做為一個man就必須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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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多麼多的條件﹀可是21世紀的女性︽人家不會說︽你要做一個女人︽ 
   你必須要什麼的條件︽因條件還在建構開發中〈現在慢慢的在開發︽ 
   我們的努力︽讓它在開放︽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選擇權〈譬 如說「我們 
   可以選擇要結婚︾不要結婚︽要孩子︾不要孩子︽還是要結婚不要孩子︽ 
   還是不要結婚要孩子︽這些都可以搭配的︽都可以選擇的〈….女人有一 
   樣東西是男人永遠沒辦法有—是生育︽有能力的話你一定要生︽然後沒 
   有男人不要緊︽女人自己可以養︽真的耶~女人自己就可以把孩子養起來 
   ….....〈(2010/12/04 訪)      
除了在家族中曾感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壓迫經驗︽母親所營造的平等教育環境︽以及學

校教育相關師長同學間的互動︽自身的反省等︽都是形塑謝鴻均女性意識不斷深化的關鍵「 
我還在師大唸書的時候︽嗯︽因我畫的畫比較豪放一點︽所以老師會用 
誇獎的口氣跟我說︽妳畫得像男生畫的〈在學校聽很樂︽可是回到家︽ 
在我自己的房間裡面想一想︽總覺得怪怪的〈這些答案都是在紐約的 
時候得到養分︽我修的一些課程和整個學習氛圍︽讓我在閱讀與生活 
中解惑〈……如我到紐約去學藝術︽大家都告訴我說「妳要當專業藝術 
家」妳可以交男朋友不要緊︽一個換一個都不要緊︽可是最好不要有 
婚姻約束︽然後最好不要有孩子〈呵呵︽但是我這個人天生反骨嘛︽ 
我就想試試看這樣能不能延續︽我發現生活經驗與生命延續便是藝術 
的延伸嘛︽好像怎樣都可以延續︽這個社會確是被意識型態給洗腦了….〈 
 (2010/12/04 訪)  

     
6-3-2藝術社會的偏狹待拓—女性藝術家刻板印象思維之導正  
    因為傳統對女性的認知與期待︽影響女性藝術家的生涯發展︽謝鴻均表示「  

其實臺灣的女性藝術家︽發展的空間並不多︽有一位常幫我運畫的徐先 
生也說︽臺灣的收藏界都不喜歡女性藝術家︽就是說︽女性藝術家︽好 
像不是那麼的受歡迎︽在收藏界來講︽不是那麼受到肯定︽因為女性的 
創作容易被中斷︽由於家庭的關係與孩子的關係會被中斷〈其實女性一 
直被告知的是︽這的確也是事實︽有了孩子︽孩子就是重心〈沒有錯︽ 
可是︽重心這東西它發光啊﹁他的靈光會轉移到創作〈卻沒有人告知她 
們這個可能性︽世俗的肉體凡胎這種生命經驗︽如何轉移到創作的這個 
層面︽這也是我在學院裡面教書的目的︽因為面對的多是女學生︽我試 
圖要做的︽就是這個重新定義的工作〈…. (2010/12/04 訪)     
 

6-3-3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的看法  
對謝鴻均而言︽藝術創作本來就在作自我的療育︽女性經驗的投射︽她以自身的創作

為例︽具體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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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7:�傷痕累累�173 x 173 cm 油畫 2005 

�傷痕累累�這張畫其實也是奠定著我後來在最近期發展的那一系列 
—就是immanence就是內囿性的一個起點〈也就是說這後面有許多蕾絲 
邊︽但是身為一個女性︽成長其時有許多的傷痛︽那種傷痛往往結疤了 
再摳掉又是一層的結痂︾又是一層流血︽流完血又是結痂〈會有這樣的 
視覺呈現乃來自小時候常態性的摔跤︽我的膝蓋永遠有傷︽這是生命 
的一個經驗〈………… 
�傷痕累累�就是一個剪花的造型︽但是我把它用肌肉的方式組合起 
來︽變成說~你即使是要蕾絲︽沒有問題︽但是你要讓它很堅強的一個 
蕾絲︽像攀藤類一樣無止盡延長的一個蕾絲〈像我曾經看過波提且利畫 
的雅典娜女神︽她的身上穿著女人味的薄絲︽但薄絲上有許多攀藤類在 
裡頭︽因為雅典娜是宙斯的頭上生出來︽她一生出來就身上有穿著盔 
甲︽她已經像是木蘭一樣的一個角色︽波提且利用薄紗讓她具有女人 
味︽但也以攀藤強調她的生命力與護衛能力〈攀藤類所代表的也就是 
古老的城城牆上的攀爬性植物︽雅典娜是古堡的看守者︽因此穿著了 
攀藤〈即使是很優柔的一個狀態︽也可以很堅強〈這也就是我我從 
Julia Kristiva那邊讀到的「腳踩兩條船︽一條是陽剛的 一條是陰柔的︽ 
唯有你在兩條船上面保持balance︽那個才是真正的一個訴求︽所以我其 
實也常常在我的畫裡面在做這方面的一個執行〈…….因為內囿性的工作 
其實我自己也滿喜歡……我真的也蠻喜歡家務︽蠻喜歡煮菜︽所以我就 
決定要來開發女性內囿性裡面的創造性〈……..(2010/12/04 訪) 

 
6-3-4性別平等教育的見解  

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性別意識︽找到屬於女性的敏感度︽不要受限於既定的文化價值

框架︽是謝鴻均的體悟「 
  ..即使是畫靜物也是一樣︽畫一個水果︾一顆橘子︽那橘子 
  剝開︽在一瓣一瓣剝的時候︽剝開跟一整顆它就有一種性別上 
  的一個意涵了〈光是一顆水果它所帶有的意涵「包括性︾包括 
  生育︽這已經非常的強烈︽我們不能夠純粹得只是當西瓜來畫︽ 
  當橘子來畫︽或者是當︽榴槤來畫〈那個敏感度要拉到那個人 
  文的情境裡頭去〈即使是拿一塊抹布︽我們也應該要去聯想到 
  譬如說「…張愛玲所講到"我的生命就像一塊抹布︽怎麼洗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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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乾淨"︽好悲哀﹁這就是抹布︽所以我們不能夠只畫抹布而是 
  抹布背後所帶有的任何的人文意涵︽這些都是要靠讀書︾靠生 
  命經驗︾還有電影等等來去充實的…..…..……..〈(2010/12/04 訪) 
 
至於相關性別政策的制定︽謝鴻均不以為然的認為法律明文有其限制力量︽因為制度

會降低人性的溫度︽身體力行︽透過反思的步履︽方能有落實的可能〈 
 

�二�︾共同與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之六位女性典範年齡層橫跨1951-1961間的10年︽ 在其成長的歷程中︽家庭環

境及親人等的態度︽無論是家教要求的嚴謹或是開放︽基本上︽都屬於是有助於個體自主

性的發展〈目前分別執教於不同的大學︽有專業藝術類科︾綜合及教育類〈有五位有國外

的專業學習經驗︽ㄧ位則是短暫的到法國收集研究資料﹀三位具藝術創作博士學位︽二位

碩士︽ㄧ位德國學制系統的大師生學位〈國外學習的經驗︽無論是在生活︾專業養成︾視

野以及性別意識的形塑︽如前述︽都扮演極為正面關鍵性的角色〈其中︽只有ㄧ位未婚︽

其餘均已婚︽顯然婚姻並非ㄧ定是成就女性藝術事業的絆腳石︽甚至其中有一位還認為�家�

是其創作的泉源〈不過從研究中也可以發現已婚的對象︽在處理家事︾教學︾研究及創作

發表等諸多的工作時︽很難不是處在�分身緊繃�的狀況﹀即使未婚者︽因長年身兼藝術

行政職︽也都是同樣的情形〈 
這六位女性典範具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從小就喜愛藝術︽對藝術充滿熱情﹀其中有

四位的興趣還橫跨哲學︾文學︾運動或科學〈除此︽她們都具有強烈的主體性及反思性︽

堅毅︾執著︾具備協商與溝通的能力〈藝術表現有如社會實踐的行動力︽是藝術家對於主

題及媒介的獨特選擇︽是專業學習的延續與發展︽更是其性別意識的具體化〈 其中︽ㄧ位

習以立體裝置的隱喻性策略表達生活的經驗﹀二位執著於運用抽象表現形式︽其中ㄧ位強

調形式的再詮釋及意涵的社會性︽超越性別意識的主題﹀ㄧ位強調女性獨特的生活經驗與

意義〈此外︽ㄧ位以具象而超越性別意識的方式︽表現原民族群的文化與生活的敘事性﹀

另ㄧ位涉及平面抽象︾立體裝置及新媒體的開拓︽早期作品以女性的議題為主︽近年作品

強調政治正義︾社會及自然環境的關懷﹀還有ㄧ位除以立體裝置外︽近年跨及社群參與的

社群新藝術︽同樣的︽早期作品以女性的議題為主︽近年作品強調政治正義︾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關懷〈 
具體而言︽在個人作品風格的呈現︽李美蓉致力於媒材的拓疆︽作品在詩意與隱喻策

略的交織下︽呈現生活的實在〈薛保瑕的作法誠如其在研究論文「臺灣當代女性抽象繪畫

之創造性與關鍵性︽所指從�啟蒙�︾�個體化�︾�主體再現�以至�多元化�發展的寫照︽

無論其從早期的抽離具體形象的方式︽進而再現現象界中的生命本質之內在自動性精神性

訴求︽以至於具象徵性與外界互動的主客交辯的凝化等︽基本上︽是抽象的形式與內涵再

現〈王瓊麗則以類印象派的手法︽敘寫原民族群或本土獨特的布袋演藝文化與生活︽以及

對大自然的詮釋︽展現關懷弱勢主題的母性視野〈林珮淳的特色在於藝術專業的專注與開

拓︽尤其是新媒材的體嚐與運用︽潛藏著的是內在不斷渴求演化的主體︽也因此呈現當代

數位科技語彙重構的後現代性〈至於謝鴻均所洋溢意識與情感繽紛糾葛的創作風格︽來自

生活的感受︾生命的體悟︾理論的閱讀與研究︽並經由透視自省︾視覺化策略的試探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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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斷開拓其女性意識與經驗〈吳瑪俐的作品是研究對象中最強化突顯女性與社會議題

的一位︽尤其所採取具體的藝術行動︽更是充滿社會關懷與變造的能量〈不同於薛保瑕以

身居藝術行政決策權力的角色︽建構女性在藝術界的能動與機會︽吳瑪俐是透過宏觀的藝

術社會參與計畫︽實踐其人人可為藝術家的核心理念︽喚醒女性的尊嚴與行動力〈大體而

言︽六位女性典範均專注藝術疆界的開拓︽以豐沛的創作表現︽說明女性在藝術領域的份

量與不可忽視性〈茲將六位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圖像 (生命︾藝術

與性別意識)結構與內涵︽繪製簡表如下「 
 
表2 六位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圖像(生命︾藝術與性別意識) 

結構與內涵簡表   
生命圖像  創作特質及風格  性別意識  項目  

婚 

姻 

 

愛好 

涉獵 

教育/ 

服務 

個人性或/

及社群性 

表現方式 成長環

境傾向 

性別/女性主義/

超越性別意識 

李美蓉

(1951-) 

已 藝術/ 

哲學 

美國碩士/市

教大 

個人性 立體裝置 傳統性

別意識 

性別/女性主義/

超越性別意識 

薛保瑕 

(1956-) 

未 藝術/運

動/哲學 

美國博士/南

藝大 

個人性 平面抽象 性別平

等意識 

性別/ 女性主

義/超越性別意

識 

吳瑪立悧 

(1957-) 

已 藝術/ 

文學 

德國大師生

學位/高師大 

個人性及

社群性 

立體裝置/ 

社群參與 

傳統性

別意識 

性別/女性主義/

超越性別意識 

王瓊麗 

(1959-) 

已 藝術/ 

運動 

臺灣碩士/臺

師大 

個人性 平面具象 性別平  

等意識 

性別/女性主義/

超越性別意識 

林珮淳 

(1959-) 

已 藝術 澳洲博士/臺

藝大 

個人性及

社群性 

平面抽象/立體

裝置/科技媒體 

傳統性

別意識 

性別/女性主義/

超越性別意識 

謝鴻均 

(1961-) 

已 藝術/ 

哲學 

美國博士/ 

竹教大 

個人性 平面抽象 女性主

義意識 

性別/女性主義 

註「 �創作特質及風格�︾�性別/女性主義/超性別意識�的個殊性︽以本研究各個研究對象訪談時間 

截止點的發展為據〈 

 
若以藝術表現時以藝術家為主與否︽及她 /他者參與的程度為區隔︽可以發現社群藝

術是ㄧ種極具社會性的藝術創作形式︽在本研究有一位女性典範的創作︽以超越性別意識

的方式發展︽藝術領域的社會實踐︽逐漸在形成另類的藝術體系︽創造能動性的藝術通識〈  
依Gerson 與Peiss (1985)的觀點︽性別意識是ㄧ個連續體︽因發展上的不同︽分為三種

型態︽分別是性別覺察︾女性/男性意識︾與女性主義意識/反女性主義意識︽而其中性 
別覺察是後二者發展所必須〈如前所探討︽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是某ㄧ性別作集體的一份

子對於該群體在社會系統︾結構與處境的知覺與理解︽並對此一信息的見解與作為﹀性別

意識是涵蓋Gerson和Peiss所提之�女性/男性意識(female/male consciousness)�︽但不等同於

�女性主義意識�︽�女性主義意識�是更強調女性的觀點︾經驗︾立場︾權力與價值︽及

其在藝術社會參與及創作表現上的作為〈本研究所探討的六位女性典範︽各自成長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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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有從小在充滿極為傳統性別意識的環境中成長︽深刻體會到父權體制下性別不平

等的差別待遇﹀有在具女性意識的母親呵護下成長﹀也有在傳統性別意識的家庭教育下︽

能享有性別平等的成長經驗﹀或是成長在較具性別平等意識的環境︽能獲得支持充分發展

興趣〈這六位女性典範都具有性別的意識︽但有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再前進為�超越性別

意識�︽亦有執著於女性主義意識〈�超越性別意識�是指超越二元對立或差異︽或超越性

別︽較考量人類的本質性或當代性議題的意識〈本研究部份支持 Stanley 和Wise(1993)︾
Griffin(1989)和畢恆達(2004)等人的主張「性別意識發展過程︽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流動〈但

本研究更認為︽性別意識的發展是具有固著與延展性〈性別意識是人類對環境認知的一種

思維能力︽ㄧ旦形成︽便不會消失︽但隨著個體成長的脈絡︽擴展其內涵〈茲依本研究對

象性別意識發展的現象︽予以歸納後結構性別意識發展的內涵如下「 
 
 
 
 
 
 
 
 
 
 
 
 
 

 
 

 
                      圖7「性別意識發展結構圖  

�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於瞭解�性別意識�與藝術的關係︽以及�性別意識�這件事與高教女性藝

術師資︽在成就其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意涵〈經研究結果主要發現「 
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以及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是這六位女性成就藝術專業典

範的共同性關鍵︽而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與性別意識的形塑︽息息相關〈個人成長的

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形塑意識的關鍵︽教育及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別意識發展

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組織性行為與活動︽是為結集性別意識產生集體能動性的必然〈�性

別意識�激發人的意識在生命及其意義的領悟︽促進自我實現的可能及生命力永續性的發

展〈藝術典範的樹立︽來自專業能動性的持續累積︽而專業能動性的藝術相關表現︽是女

性性別意識具體化的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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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特質與風格�是ㄧ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尚包括專業表現層面的熟悉︾沿續及發

展︽具脈絡化的獨特屬性〈藝術創作�或行政管理�︾研究與教學是高教女性藝術師資�性

別意識�能動性的具體表現〈�性別意識�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理念與形式︽但並非是決定藝

術特質與風格的唯ㄧ因素〈 
  �性別意識� 是人類意識的ㄧ環︽�性別意識�是�女性主義意識�的基礎︽但不等

同於�女性主義意識�﹀�性別意識�是瞭解性別是ㄧ種社會文化的建構和社會的角色︽而

非植根於生物的男女性別﹀�女性主義意識�較傾向於是種政治意識︽有關於試圖改變在社

會中對女人性別角色的歧視︽以及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對女人不利之處〈依Gerson 與
Peiss (1985)認為性別意識是ㄧ個連續體︽因發展上的不同︽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覺

察︾女性/男性意識︾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 而其中性別覺察是後二者發展所必須〈 
Griffin(1989)︾Stanley 和Wise (1993) 提出相關的駁斥︽認為這是預設女性主義從是�虛假

意識�︾�意識喚醒�︾到�女性主義意識�的序列發展︽暗示性別意識有高低及終止︽而提

出女性主義意識並非是終點︽也並非只有一種︽性別意識沒有起點與終點︽是永無休止的

流動〈本研究支持此一觀點︽但同時結合Gerson和Peiss的階段理論︽提出修正的觀點「性

別意識從性別覺察︾性別意識︽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後︽可能會再擴展為�超越性別的意

識�〈�超越性別意識�是指超越二元對立或差異︽或超越性別性的考量人類之本質性或當

代性議題的意識〈性別意識是人類對環境認知的一種思維能力︽ㄧ旦形成︽便不會消失︽

但隨著個體成長的脈絡︽拓展其內涵〈本研究的案例呈現二種樣態「�ㄧ�是Gerson和Peiss
的發展路線︽�二�是承續Gerson和Peiss的發展路線後發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至於�永

無休止的流動概念�︽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ㄧ旦存有便不會消失︽但不一定是如 Stanley 和
Wise所提是循環或螺旋式的發展︽�性別意識�具有固著及延展性〈本研究的案例中︽性別

意識的發展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及�超越性別意識�的現象〈成長於女性主義意識

的家庭環境︽在性別意識的發展會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的可能﹀至於成長於傳統性

別或是性別平等的家庭環境︽性別意識的發展可能由�女性主義意識�擴展為�超越性別

意識�〈這樣的發現︽是立基於六位研究對象的言說及其藝術創作表現〈 
依據Risman(1998)的研究︽成長在性別不平等的家庭︽孩童將複製性別的差異與不平

等﹀反之︽成長在平等家庭的孩童︽因為父母傳遞新的認知圖像�cognitive images)或性別

的規則︽孩童比較能對環境的刺激採取行動︽而非只是反應〈成長在平等家庭的孩童是比

較快樂健康且對反傳統性別之平等意識適應較佳�pp.128-150)〈因此︽可以預期的︽這些

具有以性別意識為核心︽並涵女性主義意識或超越性別意識的女性藝術典範︽在其生活︾

教學及參與藝術社會的過程中︽必然傳遞者新的認知圖像及性別平等的概念或規則︽影響

其家人︾學生及相關的人士〈誠如Risman(1998)所建言的︽有效的社會改變︽必須集體的

行動及家庭︾學校︾朋友網絡的聯盟合作〈社會改變不可能只停留在認同的階段便能有效︽

必須同時藉由認同︾互動及機制層面的著力︽才能能發生(..but effective social change requires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alitions across families, schools, and friendship networks. Social change 
cannot be effective at the level of identities only; it must  occur simultaneously at the level of 
identities, interactions, and institutions (p.150). 

  本研究的對象來自藝術領域︽所得的研究結果︽希望能對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

究提供另ㄧ種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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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公園ITPARK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index/73 
南藝大創所博士班http://203.71.54.95/teacher/teacher_hsuehps.htm 
國家圖書館數位多元資源查詢系統

http://issr.ncl.edu.tw/ncloaiFront/search/search_result_present.jsp  
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newbook_view.jsp?gpn=1009701705  
博客來書籍館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63240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8&&my_pro=2&&time=2&&fdsn=74 
伊通公園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index/73  
高雄市立美術館 
http://collection.kmfa.gov.tw/kmfa/artsdisplay.asp?systemno=0000000389&source=catalog&cata
logcode=0000000006&color1=C89FBE&color2=D4B4CC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薛保瑕1993~1997(畫冊)〈臺中「黃河藝術中心 
薛保瑕1983~1992(畫冊) 〈臺中「臻品藝術中心 
 

吳瑪悧參考資料「 

    臺灣當代藝術特展-巨視/微觀ㄥ多重鏡反http://www1.ntmofa.gov.tw/now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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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數位藝術實驗室 

http://ma.ntua.edu.tw/labs/dalab/director-cv 
http://ma.ntua.edu.tw/labs/dalab//directors-works 
 

謝鴻均參考資料「 

出走 

http://art.lib.pu.edu.tw/2002-04-03/racindex.htm 

囿 

http://www.tzefan.org.tw/php/genInvCoverC.php?exbId=713 

陰性空間---謝鴻均個展 
http://gallery.nctu.edu.tw/0507_shieh/page/2.htm 

 

 
 

參︾計畫成果自評  
 

ㄧ︾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本計畫依計畫目的進行「�ㄧ�建構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二�詮釋女性播種

者的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 �三�瞭解女性播種者的性別意識︾�四�編織不同女性播種

者(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三位一體)的圖像︽研究內容也以此為主軸呈現出研究的發現與結

果︽已達到並符合預期的研究目的〈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本研究最重要的目標有三「�ㄧ�建立藝術領域之女性典範及史料︾�二�研發相關之

課程教材︾�三�學術發表與分享〈經二年的研究︽已得豐碩的成果︽有關�ㄧ�的目標︽

已建立六位藝術家的�生命圖像︾創作特質及風格︾性別意識� ︾年表及作品表之典範內

涵 ︽目標�二�︽研究所建構的資料都是可供有關�藝術與性別�相關課程教學使用之教

材︽目標�三�的部份︽初步的研究結果已於2010年的IAEA�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mpirical Aesthetics�在德國Dresden的會議中發表︽並將分別整理發表於學術性期刊︽或以

專書的形式發表〈 

三︾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如前述︽將分別整理發表於相關的學術性期刊︽或以專書的形式發表�此一部份必須

再請參與者-六位教師整書看過︽取得擬引用作品的授權後方才能出版�〈 

四︾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  

    本研究在於瞭解�性別意識�與藝術的關係︽以及�性別意識�這件事與高教女性藝

術師資︽在成就其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意涵〈 
    經研究結果主要發現「 

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以及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是這六位女性成就藝術專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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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共同性關鍵︽而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與性別意識的形塑︽息息相關〈 個人成長的

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形塑意識的關鍵︽教育及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別意識發展

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組織性行為與活動︽是為結集性別意識產生集體能動性的必然〈�性

別意識�激發人的意識在生命及其意義的領悟︽促進自我實現的可能及生命力永續性的發

展〈藝術典範的樹立︽來自專業能動性的持續累積︽而專業能動性的藝術相關表現︽是女

性性別意識具體化的社會實踐〈 
    �藝術特質與風格�是ㄧ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尚包括專業表現層面的熟悉︾沿續及

發展︽具脈絡化的獨特屬性〈藝術創作�或行政管理�︾研究與教學是高教女性藝術師資�性

別意識�能動性的具體表現〈�性別意識�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理念與形式︽但並非是決定藝

術特質與風格的唯ㄧ因素〈 
   �性別意識� 是人類意識的ㄧ環︽�性別意識�是�女性主義意識�的基礎︽但不等同

於�女性主義意識�﹀�性別意識�是瞭解性別是ㄧ種社會文化的建構和社會的角色︽而非

植根於生物的男女性別﹀�女性主義意識�較傾向於是種政治意識︽有關於試圖改變在社會

中對女人性別角色的歧視︽以及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對女人不利之處〈依Gerson 與
Peiss (1985)︽認為性別意識是ㄧ個連續體︽因發展上的不同︽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

覺察︾女性/男性意識︾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 而其中性別覺察是後二者發展所必

須〈 Stanley 和Wise (1993) 提出相關的駁斥︽認為這是預設女性主義從是�虛假意識�︾�意

識喚醒�︾到�女性主義意識�的序列發展︽暗示性別意識有高低及終止︽而提出女性主義

意識並非是終點也並非只有一種︽性別意識沒有起點與終點︽是永無休止的流動〈本研究

支持此一觀點︽但同時結合Gerson和Peiss的階段理論︽提出修正的觀點「性別意識從性別

覺察︾到性別意識後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可能會發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超越性別

意識�是指超越二元對立或差異︽或超越性別︽考量人類的本質性或當代性議題的意識〈

性別意識是人類對環境認知的一種思維能力︽ㄧ旦形成︽便不會消失︽但隨著個體成長的

脈絡︽拓展其內涵〈本研究的案例呈現二種樣態「�ㄧ�是Gerson和Peiss的發展路線︽�二� 
是承續Gerson和Peiss的發展路線後發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至於�永無休止的流動概

念�︽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ㄧ旦存有便不會消失︽但不一定是如 Stanley 和Wise所提是循

環或螺旋式的發展︽�性別意識�具有固著及延展性〈本研究的案例中︽性別意識的發展有

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及擴展為�超越性別意識�的現象〈成長於女性意識的家庭環境︽

在性別意識的發展會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的可能﹀至於成長於傳統性別及性別平等

的家庭環境︽性別意識的發展均可能由�女性主義意識�拓展為�超越性別意識�〈這樣的

發現︽是立基於六位研究對象的言說及其藝術創作表現〈 
  本研究的對象來自藝術領域︽所得的研究結果︽希望能對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

究提供另ㄧ種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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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一) 前言 

    國際實徵美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mpirical 

Aesthetics,  簡稱 

IAEA(http://www.science-of-aesthetics.org/history.html) 

是一國際性的學術性組織︽已有近46年的歷史︽近年來是每二年辦ㄧ次研討

會〈最早1965年在巴黎舉辦︽由 Daniel Berlyn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Robert Franc (University de Paris, France) ︽Carmelo Genovese 

(University di Bologna, Italy)︽及 Albert Wellek (Johann - Gutenberg - University 

Mainz, Germany)所共同籌辦〈此學會的傳統可以回溯到奠基者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他不只是心理學家︽同時是實徵美學家〈他引進實徵的方

法來調查美學的現象�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黃金比率的論述�︽事實上︽實徵美

學是歷史第二悠久的科學心理學〈 

目前的主席是University of Oldenburg的心理學學者Holger Hoege 教授︽前任

主席Paul John Locher︽是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的心理學教授︽同時是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Division 10 -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2004年的主席︽2000-2003年間擔Division 10 

Journal Bulletin of Psychology and the Arts的編輯顧問〈 當他在任主席期間︽2005

年時︽本人當時服務學校藝術學院︽便曾主動爭取辦理過亞洲地區性的會議�2005

年的網頁http://www.ntnu.edu.tw/art/congress/�︽當時有十餘國家的學者前來與會︽

並出版研討會論文集〈 

 

(二) 論文發表 

    此次論文發表時間安排在八月二十六日上午10:45到12:15︽與其他國家的學

者多所交流︽同時參加IAEA地區性Director的會議︽洽商未來國際學術合作的可

能︽收獲良多〈 

二︾與會心得 

因持續與該學會有所聯繫︽歷年來均積極參與會議︽發表論文〈去年並應允

受聘出任該學會亞洲中華地區的負責人︽在今年(2010)德國Dresden的大會中提出

籌辦2012大會的計畫︽希望能增強臺灣藝術學術界的國際參與即能見度︽並行推

廣臺灣的國際地位〈經會員大會的一致同意通過承辦案〈此學會的成員較具多元

性︽不同於以藝術教育工作者為主的InSEA及美國的NAEA學會︽因為該學會的

會員多為來自歐洲各國︽而非以美國為主︽多數的學者從心理學的層面探討藝術

與審美方面的問題︽所發表的論文極具學術性︽且例行性出版研討會論文集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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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期刊〈 

    因此︽2012年8月22-25日到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的雙年研討會主要目

的如下「 

一︾促進藝術教育國際學術交流與互動 

二︾提升臺灣藝術與教育的學術研究視野與品質 

三︾提供跨領域學術互動的機會 

四︾增強臺灣學術研究的能見度 

 

三︾建議 

   希望藉由學術研討會的辦理︽凝聚學術研究的社群並強化國際學術合作︽
以提高台端學術的能見度〈 

四︾發表之論文�如後附�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ㄧ�研討會議程 

�二�論文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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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出席國際會議報告 

計畫編號「NSC 98-2629-H-003 -117-MY2 
執行期限「自98年08月01日至100年07月31日 

主持人「陳瓊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所) 
t81005@cc.ntnu.edu.tw 

會議名稱: 2010 NAEA 

會議地點:  Baltimore, MD, USA 

會議時間: 2010,4/13-4/19 (發表函如附件) 

一︾參加會議經過 

(一) 前言 

    NAEA(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NAEA)是全美最具規模的藝

術教育學會組織︽每年超過3500人員出席〈會議地點循往例為便利參加者不

是在旅店便是在文化中心︽今年在Baltimore的Convention Center舉行〈旅程

是搭華航接UA︽先飛洛城再飛Baltimore〈 

(二) NAEA會議歷年來的Proceeding︽只涵蓋精簡的摘要及場次時間表︽並不包

括原文︽它主要的用意在於各研究或教學成果在正式發表前的討論︽之後希

望學者們另發表在各有關的期刊︽在美國藝術教育領域一重要的期刊︽也是

NAEA學會所出版的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三) 議程的安排從早上八時起至下午七時五十分止進行︽是非常忙碌的行程〈所

提供者主要環繞理論︾實務︾與實驗三項主題︽與會者可以有多重的選擇〈

與會者多為美國的學者及大中小學等各教育階段的教師︽教育工作者等︽亦

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 

(四) 本人此次有一篇論文發表︽是國科會所贊助的�藝術與性別課程�研究成果

的累積性報告︽以口頭的形式發表︽演講為二十五分鐘︽與會者有來自UBC

的副校長Anna Kindler教授等︽對此一主題多數表示極大的興趣︽也特別指

出此一議題當代的重要性與價值︽提出目前在性別多元化的研究與學者們思

考的現況︽並互勉未來研究的持續與相互合作分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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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一)豐富的場次︽結合美術館參觀及當代與地區性藝術家的現身說法等活 

    動︽提供美教工作者互相研討交流的機會〈 

   此會議是全美極具規模之國際性教育年會︽會議提供各項不同教育階段與主

題之研討場次︽研討會論文發表的形式︽主要口頭發表︾圓桌會議︾壁報與

工作坊之形式︽圓桌會議︾壁報與工作坊之形式︽有助於與會者對某一特殊

主題有興趣︽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與作者作更為深入的溝通與討論︽以互換心

得︽或共同探索教育方面目前重要之議題〈除一般性的場次外︽藝術用品社

的展示也是年度重點︽並且結合美術館參觀及當代與地區性藝術家的現身說

法等活動︽讓會議充滿自由及豐富性〈 

   這次二場藝術家的主題演說都非常的精彩︽一為素人年輕當地藝術家Loring 

Cornish︽另一為Carrie Mae Weems當代著名的攝影家︽演講時座無虛席︽顯

現藝術教育與藝術創作的不可分離性︽也充份顯現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於藝術

家創作的興趣〈此一部份︽與國內藝術教育的發展不太相同︽在臺灣傾向於

藝術學科不同領域是各自發展︽彼此之間不太有交集︽在高等教育的階段︽

教導藝術創作者多為藝術家導向︽而藝術教育在近年來因特別強調視覺文化

與鑑賞的理論與研究︽相對的較為輕忽藝術創作的意義︽這是有待藝術教育

界人士們的省思〈 

(二)大會會議的組織運作周全︽美育融入會議〈 

有關會議的訊息︽大約在會議舉行前的一年便已開始透過網路發佈〈今年擬

發表的論文計畫截止日為去年的6月30日︽10月底前大會委員會即回函是否

接受論文發表計畫︽接受後︽大會另詢發表者擬使用之視聽設備〈 近年來︽

各會場都提供有免費使用的projector︽讓發表者非常的方便〈 

(三)多元面向的議題研討︽帶動藝術教育的發展方向〈 

    議題所涵蓋的層面極廣︽其中包括教師之培訓︽創造力的思考︽教學評量︽

學生學習與教師的互動︽審美教育︽學生之審美思考︽社區教育︽以學校為

本位之藝術教學︽科技與美術教育之結合︽跨文化之比較研究︽原住民之研

究︽女性議題之專案研究 ︽視覺文化的議題︽教育之研究方法等︽提供與

會者探索美術教育範疇中不同研究的方向或深入思考其所關心的主題︽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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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促進藝術教育的發展〈             

(四)大師言說︽將有效帶動藝術教育之典範轉移 

    此行最大的收獲應是參與一場由美國藝術教育大師北伊利諾大學的Dr. 

Kerry Freedman, 伊利諾大學的Paul Duncum及俄亥俄大學的Dr.Kevin Tavin

談A Decade of Visual Culture in Art Education: What’s Next? 

    交談之中可以瞭解︽近年年美國所力推的視覺文化議題︽大致會朝認知︾心

理分析學︾媒體研究及後現代藝術創作的研究等方向邁近︽更可以看出將會

是另一波藝術教育典範的轉移與發展〈 

 

三︾建議 

(一)國內學者應定期積極參與國際性的藝術教育學術研討會︽以強化藝術教

育學術研究的國際化︽並透過學術組織來凝聚學術社群〈 

這次國內藝術教育界人士只有4人參與會議︽人數不多︽國內學者應定期積

極參與︽以提昇學術的國際參與︽並促進國外人士對臺灣藝文教育實施之理解︽

間接行銷臺灣及藝文教育的特質〈 

美國NAEA舉辦此種類型的會議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經驗豐富︽並促成美

國藝術國家標準的成形與法規的制定︽帶動美國教育的改革〈目前國內有美術教

育的團體名為“中華民國藝術教育發展學會(Taiwan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簡稱TAEA) ︽自1995年起已先後開辦三次國際性之學術性研討會︽其中有兩次

是InSEA之地區會議︽教育部可運用此種民間學術團體協助推動師資之研習︽政

策的推動或宣導︽或學術社群之凝聚〈此外︽近年來︽國科會已開始辦理研究成

果發表會︽但在形式上較為單向︽國科會每年所補助之專題研究近五六十件︽可

取捨多面向的研究成果學術分享研習活動︽使與會者有較多的選擇︽ 以促進國

內藝術教育學術研究的氛圍與水準〈 

國內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宜定期︾長期性的辦理︽使不同主題之學術研討會能

以具制度性的機制予以有效的運作︽使參與研究之學者或相關從事人員能預作安

排; 並建立論文發表之審查制度︽公布評審之指標要項︽使擬參與者能有所參考︽

俾建立學術性︽提昇國內學術研究之水準︽並鼓勵透過網際網路的分享︽來促進

學術研究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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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政府主導或補助民間學術團體開辦較大規模︽場次多元之藝術教育學 

   術研討會︽提供美教工作者互相研討交流的機會〈 

    國內開辦美術相關議題之學術研討會場次可說不少︽ 但尚未見識有如此大

規模之會議︽ 可以把國際間從事教育與美術教育工作者交集在一起︽ 共同研討

當代重要的議題︽ 以及切身所遭遇的教學或研究上的問題︽ 是非常實際︽也是

終身教育理念的落實〈 

 

(三)政府單位宜持續提供全額經費補助︽鼓勵藝術學人士赴國外發表學術 

   研究〈 

    目前政府及學校均有不少的經費補助管道︽鼓勵國內藝術學者與教育工作者

多參與國內或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發表者︽教育部及國科會︽或就業單位或

就讀機構宜能持續提供全額經費補助︽以促進國內藝術學之學術研究人口 〈 

 
四︾發表之論文摘要  

 
Empower myself by encoding and decoding my gender concept:  

Ways to making meaningful works of art 
 

How is “my” gender concept re-presented myself experience in the map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To elaborate the idea of “gender concept as method”, the 

teacher with her graduate students begin by raising the problematic of “my gender 
concept” to ponder o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myself and the other”.  Power, right, 
space and identity are the keys to re-examine their thinking about gender. During 18 

weeks course work, the teacher and her students use different kind of media to 
portrait their gender reflection.  Meanings and strategies of the artworks will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productions of artworks and 
creation statements highlight the meaning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both in art 
making and appreciation.  Making works of art is a strong way to empower art 

professionals. 
 

五︾發表之精簡摘要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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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事業，以及在性別議題的思考，扮演性別重整教育播種者的角色，關係著臺灣性別平等

教育在藝術領域所可能的著力點，是改變藝術界性別秩序與體制的契機所在。本研究為瞭

解這些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創作特質與作品風格、性別意識，及成就其典範生命圖像

的異同，乃立意取樣，以從事高等教育藝術師資培育相關機構教職、具創作經驗且有持續

創作展出(無論是個展或聯展)為選定研究對象的原則，總共選取六位分別在不同大學任教

的教師為研究對象， 以深度訪談、文獻探討、作品風格分析，探討其藝術生命故事。 

研究結果發現，對藝術的熱情與執著，專業能動性的持續累積，以及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

特質是這六位女性成就藝術專業典範的共同性關鍵，而個體主體及反思性的特質與「性別

意識」的形塑息息相關。她們各以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具體化其對於對於性別議題的思

考，藝術作品代表著性別意識社會實踐的行動力。 

個人成長的家庭環境是性別覺察及形塑意識的關鍵，教育及性別相關活動的體驗是性別意

識發展的觸媒，而同儕互動的組織性行為與活動，是為結集性別意識產生集體能動性的必

然。其次，「藝術特質與風格」是ㄧ種個人性的選擇，其中尚包括專業表現層面的熟悉、

沿續及發展，具脈絡化的獨特屬性。「性別意識」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理念與形式，但並非

是決定藝術特質與風格的唯ㄧ因素。本研究支持女性主義意識並非是性別意識發展的終

點，性別意識沒有起點與終點，是永無休止的流動，但同時結合 Gerson 和 Peiss 的階段



理論，提出修正的觀點：性別意識從性別覺察、到性別意識後發展為女性主義意識，會再

發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本研究的案例呈現二種樣態：（ㄧ）是 Gerson 和 Peiss 的發

展路線，（二）是承續 Gerson 和 Peiss 的發展路線並擴展為「超越性別的意識」。至於「永

無休止的流動概念」，本研究認為，性別意識ㄧ旦存有便不會消失，但不一定是如 Stanley 

和 Wise 所提是循環或螺旋式的發展，「性別意識」具有固著及延展性，本研究的案例中，

性別意識的發展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及超越性別意識的現象。成長於較具女性意識的家

庭環境，在性別意識的發展會有固著於女性主義意識的可能；至於成長於傳統性別意識及

性別平等的家庭環境，性別意識的發展可能由女性主義意識擴展為超越性別意識。 

  本研究的對象來自藝術領域，所得的研究結果，希望能對當前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究

提供另ㄧ種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