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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From Home】雲端看展4： 迷失在那種潛伏中、萬
物皆適、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 - 非池中藝術網

artemperor.tw/focus/4110

台灣因疫情緣故升上第三級警戒，不少行業都開始WFH減少出門的機會，包含許多展覽空
間亦是如此，導致許多已經開展的好展覽無法讓大家實際到場參觀。因此，非池中藝術網
在這個WFH的期間推出「Visit From Home：雲端看展」特別企劃，每週為各位帶來防
疫期間已經開展的優質展覽，解解大家的藝術饞。

本週整理了三個針對不同面向去探討的展覽給大家，包含李吉祥、黃舜廷、廖震平在木木
藝術的聯展－《迷失在那種潛伏中》；安卓藝術獨家代理藝術家安娜・瑪瑞亞・米庫
（Ana Maria Micu）個展－《萬物皆適》；以及於問空間展出，並由德義教授擔任總召集
人、張禮豪策展的聯展《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

【上輯回顧：雲端看展 3：大象奏鳴曲—王雅慧個展、PLAYBOUR 煉身史、黃至正個展：
水銀落地 】

▌木木藝術 | 《迷失在那種潛伏中》

木木藝術
 

 

藝術家 | 李吉祥、黃舜廷、廖震平
 

 

策展人 | 陳寬育
 

 

https://artemperor.tw/focus/4110?fbclid=IwAR1ik1tgc-lkRiUPEeUJ63-vXb7l0qwfi2WShDXFj_alqMyfHziyc8lGS6g
https://artemperor.tw/focus/4072
https://www.mumugallery.com/exhibition31


2/30

《迷失在那種潛伏中》展場照。圖 / 木木藝術提供。
 

 

對這個展覽的想法，是被葡萄牙作家佩索亞（Fernando Pessoa）一則描繪夢的場景所觸
發。在〈三角形的夢〉中，他將光線通過百葉窗所形成的空間情緒，以及事物之間的關
係，描寫成一個充滿思想或情感潛能的場景。日常的普通場景在佩索亞簡短的文字中，以
光的顏色為主角，施展對於空間中的光塵、微風、聲響、氣味、邊界、接壤、層次、溫
度、濕度等主客體情狀之既專注又扭動的投注。

 
 

這是令人極為著迷的場景刻畫、充滿餘韻與深度的細節描繪；那麼，同樣是擅長布置觀
點、經營光線、暗示身體空間，並以圖像和物質性材料為語言的繪畫，又是如何組成、如
何改變，或者，如何讓事物關係支離破碎？佩索亞曾言：「我是個超敏銳的感光底片」
（I’m a ultrasensitive photographic plate）。這亦延伸出我對藝術家之觀看及其表達技藝
的初步想像。(文 / 策展人陳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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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那種潛伏中》展場照。圖 / 木木藝術提供。

《迷失在那種潛伏中》展場照。圖 / 木木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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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那種潛伏中》展場照。圖 / 木木藝術提供。
 

 

透過黃舜廷、廖震平、李吉祥的作品，我試圖細緻地捕捉他們在繪畫所設置的觀看體驗之
揣想，那些總是令觀者無論閉上眼，或是看著畫面時，諸多細微的、隱約的、暗示的、無
法填滿的那種純粹的感覺。於是，在這個展覽中，有著關於繪畫中「不可見性」的問題、
觀看的潛能，以及透過隔絕與穿透、縫隙與結合、佔用與缺席等雙重性特質之鋪陳。色
彩、光線、時間、溫度，甚至空氣，三位藝術家在充滿辨證性的隱藏與揭露、遺忘與記憶
之繪畫經營中，試圖將某種具穿透性的靜默注入其中。(文 / 策展人陳寬育)

 
 

藝術家李吉祥 1983 年出生於南投埔里,2010 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
為台灣新一代專攻寫實繪畫的年輕藝術家之一,過往作品常透過數位影像作為觀察方式與繪
圖輔助,描繪人體形象被放大的細枝末節,探討從觸覺轉化到視覺的感知過程。數位影像對於
李吉祥來說不僅作為普遍的輔助繪畫工具,也進而影響到其創作的發展。隨著影像技術的演
進,精確的擬真感滿足人類視覺對於幻象的渴望,也逐漸養成普遍類似的觀看習慣。李吉祥關
注到相機鏡頭捕捉微距細節或是失焦狀態的成像特性,他選取了生活中所記錄的某些窗景模
糊或失焦的畫面,透過畫作刻意模擬與強調影像的特性,失焦的再造形成了畫面中的開口,對
觀者的眼光進行一種迅速的捕捉,也做為彼此之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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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祥作品－〈午後畫線〉，2021，116.5x91cm，油彩畫布。圖 / 木木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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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祥作品－〈午後畫線〉(局部)，2021，116.5x91cm，油彩畫布。圖 / 木木藝術提
供。

李吉祥作品－〈閃亮的B面〉，2017，145.5x112cm，油彩畫布。圖 / 木木藝術提供。
 

 

黃舜廷1990 年出生於台灣台北。2015 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繪畫組,

現就讀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創作形式主要為繪畫、裝置與複
合媒材。作品多採用幽默、戲謔的表現手法,時常運用諧音/雙關語的命題重新編碼創造視
覺圖像。近年創作從消費文化、地方信仰、價值系統、世俗美學與個人慾望等角度切入,試
著將彼此相互折疊,交織出屬於在地的文化景觀,並構築出一條回應藝術本質問題的思考路
徑。

 
 

在台灣日常生生活之中時常會發現一些具有裝飾性意義的「結」,這些結通常會伴隨著花卉
盆 景一同出現,它所代表的多為開運、招財、興旺、納福等吉祥寓意,多為帶來來好運之用;

另外,也兼具應景、美化環境、改善風水與陰陽調和等其他功能。植物盆栽本身即有其功用,

然而當上面編上了結,卻能夠造成意義上的轉變,使部分群體對其產生另一層的意義聯想。對
他們來說,或許這些結才是這些盆景中真正的主體,也是因為有了結,植物盆栽才得以轉身擁
有其所標榜之神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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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舜廷作品－〈空白 002〉，壓克力、畫布，60.5x72.5cm，2019。圖 / 木木藝術提
供。

 
 

這些普遍存在於生活周遭的「結」看似顯眼,卻又容易被忽略。作品便是試圖找尋這些已融
入於日常,又不易被察覺的在地文化符碼,透過去背、移除、挖空、留白等方式,以不可見製
造可見,透過畫面中所留下的局部碎片與邊界,拼湊出屬於自身經驗中的文化整體。「(空
白)」不單是指圖像中未上色的白色區塊,或是由白色顏料所構成的繪畫痕跡,它同時代表了
由刻意保留的輪廓範圍所形成的想像空間,並有待觀者為此處編織意義、填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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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舜廷作品－〈空白 023〉，壓克力、麻布，91x116.5cm，2021。圖 / 木木藝術提供。
 

 

廖震平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近年旅居日本。他自求學時期便透過寫實
的繪畫風格描繪戶外風景,最近則有室內物景的創作——其實更精準的說,這些景觀是他從相
機鏡頭捕捉的片刻邂逅。藝術家在拍攝後反覆查看照片並構思畫面佈局,接著把現實生活從
影像再度抽離調整為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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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震平作品－〈山-5〉，油彩、畫布、120x120cm，2013。圖 / 木木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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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震平作品－〈分隔〉，油彩、麻布，91x65cm，2020。圖 / 木木藝術提供。

▌安卓藝術 | 《萬物皆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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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藝術
 

藝術家 | 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
 

《萬物皆適》安娜・瑪瑞亞・米庫個展展場照。圖 / 安卓藝術提供。
 

 

安卓藝術全球獨家代理藝術家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的最新個展「萬物
皆適」。本此展出的創作媒材涵蓋油畫、數位素描、絹印與定格動畫。回應近期區塊鏈技
術結合數位藝術的討論應用，米庫以定格動畫《高水》為基礎發展的動態影像，將上鍊
(Mint)成為藝術家首件非同質化貨幣（Non-Fungible Token, NFT）形式的作品，並開
放藏家使用加密貨幣進行收藏。

 
 

http://www.art-msac.com/exhibitions/9/overview/
https://www.hicetnunc.xyz/objkt/98484
https://www.hicetnunc.xyz/objkt/9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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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高水〉，2021，無聲定格動畫，
6mins 2secs，edition:5+2AP。圖 / 安卓藝術提供。

 
 

「萬物皆適」中藝術家延續自身高度對週遭環境的警覺與觀察，花費大量時間與勞力紀錄
創作的過程，咀嚼思考個人隨周圍即時反饋而發展的關係。除繪畫創作外，米庫也嘗試轉
換媒材回應當下疫情造就的多種樣態，她使用數位繪圖的方式創作一系列的素描，並選擇
以絹印呈現作品。同時她堅持不懈地收集視覺素材，通過數位手繪、捏製陶土、電腦演
算，協同合作Alexandra與Radu Constantinescu兩位藝術家產出定格動畫短片，為觀眾打
造一個進入專屬米庫個人世界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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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內心複雜……為了消減〉Inner

Complexity ... In order to reduce，2021，數位素描以絹印方式印出 (4色)，
Edition of 1+1AP，49 x 70 cm x 4 pcs。圖 / 安卓藝術提供。

 
 

長期與世隔絕獨立工作和自處，讓藝術家對人體工學的興趣與實踐最終在她敏感浪漫的視
角下，趨向泛靈論的表現與詮釋。假若無機體有著意識與生命，那麼保持它們處在最適狀
態乃為必要之舉，譬如我們該為傾斜不穩的東西找到支撐、在兩相摩擦的東西間加上軟
墊、懸吊物品的另一頭得有物體固定以維持平衡、輕柔撫熨平整皺衣。看似再平常不過的
舉措與場景，在米庫獨特的視覺書寫與實踐拆解下，美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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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皆適》安娜・瑪瑞亞・米庫個展展場照。圖 / 安卓藝術提供。

《萬物皆適》安娜・瑪瑞亞・米庫個展展場照。圖 / 安卓藝術提供。
 

 

米庫在創作自述中提及：「對於一個藝術實踐者，沒有比描繪對象究竟是否自然舒適更嚴
峻的難題。就此層面，作為一個害羞、細膩又好學的藝術家，執行觀察性繪畫時，直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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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範疇即是最優選擇。」於是我們在《在同儕之前……這人有》的靜物裡看到佈滿生命的
溫度與痕跡。名為《在你的沈默與喧囂……結果是》的炭筆素描中，米庫壓縮疊合實際勞動
的影像紀錄，細膩真實地一筆一筆細述著她與描繪對象間的親暱互動。同樣的凝視、與周
遭環境交織發展的和諧共生關係，在定格動畫《高水》與以絹印輸出的數位素描《內心複
雜……為了消減》裡有著更深刻多元的面貌，藝術家身體所依附的實體空間、描繪的物件，
互相成就為最和諧舒適的狀態。萬物在米庫遺世獨立的工作室、生活空間、創作過程裡適
得其所，有靈般自然而均衡地成長。
 

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但嘗試......怎樣的未來與角色〉that

tries to ... What future and what role，2019，油彩、麻布，135x223cm。圖 / 安
卓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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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為了保護……她付出所有財富〉to

protect the ..... she gave all her wealth，2019，油彩、麻布，185x185cm。圖 / 安
卓藝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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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現實介入……她的聲音〉realities

intrude…her voice that，2018，油彩、畫布，125x185cm。圖 / 安卓藝術提供。
 

 

Ana在有一年的冬天對自己的環境有了新的感悟，她發現這個看似可以抵禦外界環境的屋
子其實不能提供永久的安全感。而為了找到屋子可能出現的問題，她自己必須仔細的觀察
每一個角落；同時她也跟植物一樣，盡力的伸展開來，沐浴外界的陽光。畫面中的兩個姿
勢表達了畫家在面對環境可能的變化時的兩種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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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作品－〈地景如何……同我們所預期〉how

landscape .... like we expect，2019，油彩、麻布，185x140cm。圖 / 安卓藝術提
供。

▌問空間 | 《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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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空間
 

藝術家 | 呂浩元、林怡君、林賢俊、邱建仁、涂維政、高雅婷、崔惠宇、陳崑鋒、黃品
玲、廖震平
 

總召集人｜曲德義 教授（北藝大名譽教授/前關渡美術館 館長） 

 

策展人｜張禮豪（藝評家/獨立策展人）
 

《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展場照。圖 / 問空間提供。

 

「回憶是時間的旅行，但記憶卻不是一條漸行漸遠的羊腸小徑。有的時候，我們會在
記憶發生的地方像採集標本一樣的萃取紀念品、或留下彌足珍貴的影像紀錄，多年以
後，這許多事物都會提示我們，或引導我們進入回憶之路的門徑。當我們輕輕的閉上
眼睛，穿過一種氣息、一種影蹤或一種聲音的門徑進入回憶，那在廣漠的時間平面
上，記憶是一塊浩瀚的版圖，無邊無際。」

——林育德《記憶版圖》

 

(下述文字擷取自展覽策展人 張禮豪)

https://www.askart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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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斯特筆下的瑪德蓮（Madeleine）成了其曠世鉅作《追憶似水年華》驅動一切，讓文字
編織出一片細膩繁複的網，卻始終飄散著香氣的關鍵物件；夏卡爾從理性的桎梏中解脫出
來，在畫裡建構出揉合他一己記憶與想像的景象，觀者彷彿也因此從背上長出雙翅，朝他
無比浪漫柔美的幻境飛去……面對記憶，我們往往在不經意間涉入其中卻又渾然不知身在何
處。創作，正是召喚情感與記憶最直接且深刻的精神性儀式。即使經常失真、被竄改，甚
至是全盤捏造，可有趣之處恰好也往往在這過程當中孕育而生。

在此一立足點上，這次「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一展匯集了涂維政、陳崑鋒、林賢
俊、邱建仁、呂浩元、廖震平、林怡君、崔惠宇、高雅婷、黃品玲共十位藝術家，從具象
到抽象，自平面而立體，他們向你我展示了如何去看待各自的生命經驗，進而轉化並發展
出一己的視覺藝術語言。

《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展場照。圖 / 問空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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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展場照。圖 / 問空間提供。

陳崑鋒將往返東港與小琉球之間的交通船轉化濃縮成個人的精神印記，試圖透過創作去釐
清自己與這個懸立於屏東外海的小島之間的關係──不全然是陸地的，而是涵蓋了海洋在
內，游移卻更加遼闊，既親密又略帶疏離的生命連結，進而低調且溫情地召喚著一些難以
再現的美好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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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崑峰作品－〈暗琉芙光〉，130x192 cm，2020，壓克⼒、畫布。圖 / 問空間提供。

林賢俊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既是風景，也可視之為物件，且從來無從被眼睛捕捉的雲朵上
面。以此為出發，其作品畫面所展示出來的實際上同時擁有具象與抽象雙重面向，而看似
理性操作的結果，卻也默默地含藏了內在情感的隱喻修辭。

林賢俊作品－〈蓬萊〉，80x130cm，2020，壓克⼒顏料、畫布。圖 / 問空間提供。

邱建仁擷取日常生活的零碎片段，透過筆觸的反覆塗抹、堆疊與刮除，刻意將可辨識的街
景具體所在抹去，讓時間分秒的流逝以充滿影像質地般的模糊面貌展現在畫面上，既是現
今世界的反映，也進一步地建構了所有人想像中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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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仁作品－〈多年前的事了〉，100x150x5 cm，2021，油彩、畫布。圖 / 問空間提
供。

同樣援引隨手拍下的影像資料，廖震平則以緩慢地回歸繪畫創作，來提供他再次專注觀看
日常風景的機會。在他作品畫面中經常得見，那些看似突兀的橋、窗或樹幹，不但暗示了
不同觀看方式的轉變所引發的扞格，也讓人更加好奇那些蔓延在畫面以外的事件、氣息與
氛圍，進而形成某種奇特的對望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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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震平作品－〈車窗-11〉,65x50cm，2012，油彩、畫布。圖 / 問空間提供。

一直以來，高雅婷都把繪畫視為當代多重視窗觀看經驗的反芻。如同製作標本一般必須小
心翼翼，她於龐大的藝術史中採樣自己感到興趣的圖像，藉由手感的細膩操作，在如臨似
摹、又有自我情感投射的拼貼縫合下，產出蘊含藝術史片段的繪畫表現，也提供了觀者不
同的美學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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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婷作品－〈有海芋的⾵景〉，109.5 x 79 cm，2018，油彩、油性蠟筆 、素描紙。圖
/ 問空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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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此曾在」的單純紀錄，黃品玲筆下的風景或者來自曾經造訪的地方，或者擷取了
眼前不斷流竄的風景影像，都是現實與想像的交匯與融合。透過大筆刷塗抹、堆疊與滲
流，偶爾理性刻意地置入些許細節等，描繪出某個難以忘懷或恍惚的片段，讓人們得以盡
情徜徉其中。

黃品玲作品－〈舒坦 Feel at Ease〉，69x90cm，2020，油彩、畫布。圖 / 問空間提
供。

一如普魯斯特，呂浩元將他從日常生活接觸到或收藏的各種物件視為描繪對象，以寫實的
技法讓它們跳脫原有的平凡外在，尤其是一些冰冷的瓷器偶像，在其畫面上紛紛活轉過
來，展現出猶如擁有血肉生命般的存在狀態，再加上不同姿態的展演，而迸發更多的想像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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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浩元作品－〈兩隻小公鹿 Two Little Bucks〉30.5x38cm，2019，油彩、畫布。圖 /

問空間提供。

涂維政則將維度放置到更大的人類文明體系思考底下。他自2000年起一手打造的諸多「僞
古代文明遺跡」展演計畫融合了藝術生產、論述、媒體乃至於商業行銷等範疇，而諸多被
「挖掘」出來的物件無一不帶有強烈的歷史想像，在一定程度上也投射出人們對於未知與
生俱來的高度好奇。

涂維政作品－〈繁花似錦1 號 Glory in the Flower No.1〉44.5x176x4.5 cm，2017，
人造石。圖 / 問空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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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惠宇的創作向來充滿陰性書寫的強烈特質，她以色彩鮮豔且量體的織物為媒材，透過感
官與時間的相互碰撞，直覺地蔓延交織出個人生命與情慾的輪廓，在相異的空間中散發飽
滿且堅毅的生命能量。

崔惠宇作品－〈燦爛的空白〉60x60x15 cm，2018，⽑線、畫布。圖 / 問空間提供。

相對之下，林怡君則將記憶視為繽紛多彩的拼圖，透過增減並行的變化，試圖在畫面上營
造出非線性的時間樣態。觀者觸目所及的每一片色彩都像是通往某個特定時刻缺口，當目
光與神思鑽進裡頭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又一個萬花筒似的眩惑景象，充分說明了記憶與情感
難以真實再現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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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君作品－〈Wonderful Moment-97 &98〉，51 x 81cm，2021，油畫。圖 / 問空
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