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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集母親、外婆和自己的肖像，並用繪圖軟體轉化原始肉色。並把每一張

肖像各輸出成180 × 360公分的大小，各兩張，同時進行橫式和直式裁切，預備

十字交織使用。如圖【21~23】。 電腦檔案的印刷樣式，採單色系。 

   

作品編號（21） 作品編號（22） 作品編號（23） 

 

  

作品編號（24） 作品編號（25） 

 

• 實際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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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切的尺寸由外婆開始至左逐漸等比例縮小，最左邊的肖像是筆者本人，

其裁切比例相對的是最小的。如圖【24~28】說明。 

  

作品編號（26） 作品編號（27） 

 

              整理邊緣不讓邊緣鬆散 

 

 

 

 

 

 

 

 

 

 

作品編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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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織的過程中，特意混淆三件肖像的年齡差異，直式裁切的組合以中間

分半，六等分交錯其中，而橫式裁切則是上下顛倒即可。試圖曲解原本認知下

的圖形，使之轉化為新的面貌。 

 

 

 

 

 

 

作品編號（28），作品局

部細部。 

 

 

 

 

 

 

作品編號（29），整

個過程都由DV紀錄，

並製作成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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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30）， 六

張十字交織完成的最

後全貌。 

 

 

作品編號（31）， 展出時的最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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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美國一位作家 Arthur Bloch 

“A conclusion is the place where you got tired of thinking” 

我們思考累了要休息的那一刻，我們就稱之為結論。 

 

        本篇中心關注的議題在於筆者個人身分的構成和認同，偏向自傳性地闡述

自己，以下是六月初做的一個夢。 

相關的夢日記 （14）： 

2011 6/1 

        前面做了一些夢，但我都不記得了。 

        唯一記得的是最後一個，我坐在類似火車站外圍的階梯，那裡人來人往，我一直往外看，

我只知道我好像在等待甚麼，可是我卻不清楚我想要等待的東西。突然間，我看到高中同學D

，看到他一臉酷樣，沒有表情的迎面走來。我挺直身體，姿勢非常大的往他的方向看，我知道

他有看到我，但他還是裝作完全沒有看到的走近車站內，我有點火大，馬上喝止他；喂！你怎

麼假裝沒看到我呢？他一臉要解釋的樣子，但我其實沒有很生氣，因為我還滿清楚他這幾年在

加拿大應該改變了不少，因為我和他交情很好，我這樣大聲對他來說其實是無傷大雅的。 

才剛喝止完高中同學D，這時突然瞥見也是高中同學B，我看到她，她也很驚訝，直說你怎麼會

在這裡？也許前幾天我們不約而同的一起報名高中老師的甄試，我在夢中會遇到她，我一直為

她的出現做解釋。 

        接著，高中同學C更突然從我正前方迎面走來，因為我知道她在上海工作，這段時間她是

很難有機會回台灣的。我看到她，才忽然意識到我現在遇到的都是我高中同學，這是甚麼樣的

情況阿？ 

         高中同學C這時突然對我說：吼！你都不知道我是特地趕回來的嗎？我還約了大家！我們

是來看你的！我聽完以後，我突然眼淚像瀑布一樣狂奔，臉部表情都哭到不成人樣，我突然覺

得好感動、好難過，也好貼心。我覺得我被高中同學C這段話給療癒了。 

但療癒的東西是甚麼，我不清楚也很模糊，我能猜測的也許是我覺得很空虛的那一塊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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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第一幅外婆、媽媽和自己的肖像拼貼後，著手從最淺層的表面開始

談起家人情感間的陌生與自我省思，透過矛盾陌生的元素來凸顯出被埋在深處

裡的空虛和薄弱的現實。透過作品淡淡的散發出無法言語的情感，不須要強烈

的解說方式，企圖將紙張轉化為布料，將具象轉化為抽象，將時間轉化為甜美

，渴望慢慢織出人生的另外一個樂章，便是筆者在作「陌生」系列時期待的目

標與結果。 

 

• 關於「我」 

        這幾年歷經紛紛擾擾，心抓不住個定點。因為仍然能在作品與文字中看到

從過去延續到今日的不成熟的痕跡，繪畫技巧與對媒材的敏銳度也不增不減，

值得一提的是是多花了很多一般人不願意給的時間，去嘗試、體驗追逐夢想的

可能，所獲得的是外界無法看見的經驗與勇氣。這極具抽象的所得也讓我吃足

苦頭，因為它的無法辨識，使得自己與內心交戰，矛盾地渴望得到旁人的贊同，

忽視過度傲慢的堅持容易讓人盲目。紀錄夢。但另一方面，也體驗了察覺了個

人神話的可能，所有的靈感與啓發似乎能比以往年更清楚與流暢些。可以不再

過度依賴直覺的感知能力去實現對藝術創作的憧憬，以適性的表達方式讓心中

渴望抒發的藝術情感傾瀉出來。 

 

• 愛自己 

        「如果自己都不愛自己，怎麼會有餘力去接受別人？」這是一句陳一平老

師給筆者的忠告，大致的意思是這樣。因為這句話啓發整篇論文的忠實意義，

原來要接受好與壞的自己對筆者而言，原來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那個「是

不是討厭或遲疑當女生的我」已經過去，曾經妄想紀錄幾篇夢日記或作幾件作

品就渴望了解自己，似乎還需要作更多的努力。 

        筆者用六月初做的夢暫時為此篇論文作句點，因為本篇論文的啓發與其引

發的思考，逐漸讓我能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優缺點、接受過去發生過的事件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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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成長的過程中形成一套個人的神話，這也是從我們的文

化迷失中創造的，但卻可以為我們每個個人的心理需求帶來很大的動力。有時

候在認清個人神話前，常常會讓自己掉入狹窄的個人迷失裡，但「隨時紀錄自

己的夢」卻能夠幫助自己轉化衝突，無論在轉化的過程中是不是能夠百分百地

確定一切圓滿，但很慶幸有這份機會好好地思考與整理內心的情緒，一條彎曲

的線再稍微彎一些就可以成為一個圓了；無論是起是落，筆者終於能勇敢提起

些微完整的自我繼續往前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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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相關的夢日記 （13）： 

2011 5/29 

        我在一個男老師的教室，這間教室很特別，分成上下兩層。下面那層是學生的桌椅和老師

講課的空間，面對講桌的左邊竟然是老師的寢室。上面這層比較不同，這是中間挑高天花板，

有樓中樓的設計，各自為學生讀課外書的空間、學生休息玩憩的空間、和學生的宿舍。我應該

是短暫幫忙這位男老師的代課。所以這間老師的寢室，幾乎都是男生的小房間，不是我的。這

位老師把代課的上課內容都寫在某張紙上，我只要能跟上老師給予的進度上就可以了。所以當

代課結束這位老師回來，並詢問我上課狀況和這間教室沒有沒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坐在學生看

書的小空間，從上面往下看這位老師，並且很快速的回答老師說：有阿～我覺得這間教室的一

些設備可以再改進一下。像老師的私人空間就應該要往上移動，用甚麼方式可以遮蔽，不讓學

生一目了然。若是女老師的寢室的話就會更辛苦了，因為所有的曬洗衣物都必須懸掛在這個小

空間讓他曬乾，不少私人物品例如內衣等等就很不是合放在這裡。我拉哩拉咂的就說了一些建

言。 

       後來，夢到國中同學的好友，我們一起在某個場所，應該是類似學校的地方，因為我們三

個人不是獨自行動的，我們必須配合很多人。這團體在允許大家各自離開前，必須要處理他們

覺得很嚴重的事情。我不知道是甚麼，但眼看著這個團體大家開始對某些人議論紛紛的時候，

我覺得被拿來說嘴的那位女生一定很不好受，我一直詢問旁邊的人到底事發生了甚麼事阿？但

最後我得來的訊息很微薄，只能說跟同性相戀有關。 

        我們三個就先離開那個團體，因為時間也呆太久了，終於可以離開。我那時非常想上廁所

，所以我跟她們兩個說我先去廁所一下。這地方感覺很像我之前上課某高中的藝能大樓，我到

舞蹈教室旁邊的廁所解決。我十分猴急，就開了第一間廁所的門，馬上就開始拉肚子了。等我

解決到一半，我抬頭才發現：唷天阿！我右手邊的牆壁（塑膠類，下方似乎有軌道可以方便移

動位置）竟然是開開的，這角度和洞口都太大，只要有人經過就一定會被看到。所以我邊蹲著

邊使勁用手期望把牆壁推回來。這時，我突然聽到有人的聲音，我很擔心被看到我正在上廁所

，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站起來衝到這間廁所的另一邊，裝作沒事。結果走進來的是兩位

認識的男生，其實這間是女廁所，但我當下沒有感覺任何不對勁。他們走進那間廁所，看到是

某個人上過且還有一些月事在裡面，他們兩個很不悅，其中一人就立即把這些穢物沖掉，另外

一位走出來就看到我了，直說：你怎麼會在這裡？我馬上很開玩笑的方式說，因為我在上廁所

阿！那間廁所我上到一半的時候發現牆壁是開開的，我擔心你們走進來會看到我不雅的動作，

所以我趕快跳出來，來不及沖廁所啦！都是你們害的！（邊笑邊說）他們聽到也釋懷，其實好

像這件事情對當下在場的所有人都覺得沒什麼好遮掩好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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