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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山水  

--從「皴」一探解嚴後臺灣當代山水畫的「陰性」語彙及其曖昧性  
 

作者/袁慧莉（⽔墨創作者、國立台南藝術⼤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 

 

摘要  
當傳統的筆墨形式無法作為當代山水畫家言說自我感知的依據時，山水畫如何尋

找另一種新的語言繼續它的生命？在當代，女性山水畫家如何透過皴法轉化出異於過

往的陰性語彙？ 

 

解嚴後的臺灣，開始接收大量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觀念與論述，山水畫雖然作

為相對保守的繪畫類型，但是某些當代山水畫家卻也渴求于變，漸受到後現代主義「解

構」與「重構」思想的影響。在千禧年之後，慢慢發展出迥異於解嚴前的山水畫樣貌，

透過碎形、型變、諧仿、挪用甚至圖式化的方式，對山水畫進行具有「解構」特質的

創作。特別是當代女性山水畫家有意識地解構原有山水畫的思想秩序，置入畫家個人

內在之「感覺團塊」，並且透過女性特質的語言進行異質性的嵌入，跳脫於過往以男

性畫家為主的父系法則所書寫的畫論理路與形式藩籬，使其山水畫樣貌難以被舊有的

畫論體系所解讀。正是此種難以被既定論述解讀的特質，使此類差異的當代山水畫樣

式無法被歸類於既有的渡海式文人山水、寫實山水以及抽象山水類型之中，因此，筆

者特新創名詞，稱之為「類山水」。 

目前針對解嚴後女性山水畫家所發展的「類山水」類型作品所做的研究尚屬缺乏，

筆者作為長期以山水畫創作的研究者，試圖藉此文提供一隅心得。本文將以「皴」為

研究重點，從「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符號解構」、「身體意識」、「多元差異」等概

念作為研究方法，借帶有女性自覺的「陰性書寫」以及德勒茲的「感覺邏輯」等觀點

作為參照路徑，分析何謂「陰性」語彙，以及何種形態的「皴」具有「陰性語彙」特

質，並論及臺灣當代女性山水畫家如何將「皴」形筆墨朝向差異的符碼重置，以置入

新的詮釋內容與審美指涉，將原本作為自然性的山水符號進行再編碼，製造身體感與

異質化，使其在形式意涵上逸出傳統既定論述範疇，朝向曖昧性的「類山水」語彙，

開展出解嚴後臺灣當代山水畫重新定義與多元歧意的時代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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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綜觀戰後臺灣山水畫的發展，從渡海式文人山水畫、60 年代初現代水墨抽象山

水畫、70 年代的鄉土寫實山水畫，以至 80 年代的新文人畫，1即使山水畫的形式技

法各有變化，但關於論述語彙，則多半圍繞在「自然觀」或者「筆墨論」的傳統畫

論系統之中，2總是難以脫離傳統語言體系的侷限，3特別是對於「皴法」的創作方法

與論述，一直以來也難以走出這兩個格局之外。1987 年解嚴後，台灣從威權走向民

主自由，亦開始關注有關台灣主體性的問題，4而帶有解構思想的後現代主義也大量

影響臺灣的藝文圈，那麼山水畫的形式與論述語彙發展，是否可能出現迥異於前的

格局？ 

當代哲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1949-，斯洛文尼亞學者）作為一個社會政治

觀察者，在其著作中曾提「後現代主義強調解構既定先驗大寫主體的幽靈，主張具

有解放力量的多重主體形式（例如陰性的、族群的），這也代表着有關『身份認同政

治』，正是當今社會所關心的議題」。5紀傑克特別以括號標示出「陰性的、族群的」

並不意外，因為西方女性主義所帶來的性別主體認同思潮，對於女性身體或者主體

認同，早已從 20 世紀至今成為社會另一關注焦點。6 

筆者思忖，在解嚴後的時代，是否能夠以具有解放力量的主體重新書寫山水畫？

以具有「身體觀」的「陰性」語彙，是否作為當代山水畫另一種詮釋路徑的可能性？

「陰性書寫」強調身體經驗的非線性書寫與語言符號轉向等觀點，從身體主體意識

這一視角，以潛意識、感覺、內在慾力來對皴法進行不同的創作方式，是否可作為

																																								 																				 	
1	 蕭瓊瑞（2013）。臺灣戰後美術史。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2 民初以寫實改良國畫論，便是以自然觀的角度意圖以西式的寫實取代傳統的寫意。而現代水墨畫運

動則是以筆墨論的角度進行筆墨技法形式的革命，有關這類討論可見林木（2002）。筆墨論辯：現代

中國化國際研討會發言記要。筆墨論（頁 250-258）。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或見袁慧莉（2016）。

現代山水繪畫創作路徑的變革。山石物性：現代之後山水繪畫的轉向（未出版博士論文）（第二章，

頁 53-118）。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市。 
3 相關見解可參見：倪再伈（2005）。中國水墨˙臺灣趣味-臺灣水墨發展之批判。水墨畫講-文人美學

與當代水墨的世紀之辯（頁 7-28），臺北：典藏雜誌社。倪再沁認為「題材的僵化、筆墨的虛浮、意

境的薄弱、人性的貧乏，…世界變了，「山水」在脫離了中古農業社會後，就已逐漸患了失憶症，在
整個中國近代化、都市化的過程中，自然觀早已轉變，那一成不變、仍然遙不可及的雲煙怎能詮釋工

商社會中的新自然觀？水墨畫的無能，令有識之士，無不苦思水墨畫之改革，企圖使水墨也能邁向現

代。」他也認為台灣抽象水墨只繼承了西方現代抽象表現主義的「外在形式」，而缺乏如羅遜伯格

（Robert Rauschenberg,1925-）「捕捉真正的自我過程」的「內在力量」。見頁 19。以及高千惠（2003）。

接龍：全球化中的水墨觀念與立論。藝種不原始：當代華人藝術跨領域閱讀（頁 114-116），臺北：藝

術家雜誌社。此文中高千惠分析過往三種水墨形式異論的論述類型而仍認為水墨論述尚未走出其裹小

腳的困境，便可見當代仍處於一種內部意義生產匱乏的情形。 
4 1996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首次開辦雙年展，即以「台灣藝術主體性」為標題，正可反映其時臺灣社會

文化政治的主流氛圍。 
5 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Zizek）（2004）。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萬毓澤譯）(頁 4)。
台北：桂冠圖書。（原著出版年 1999） 
6 從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第二性」到海倫˙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
的「陰性書寫」（l écriture feminine），西方關於女性主體意識的研究已近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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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畫的另一種書寫路徑？本文旨在藉由不同於過往「自然觀」、「筆墨論」的思

維路徑，尋找上述提問解答的可能。這不僅可以彰顯女性身體主體意識的在場，也

可望透過非傳統父系法則的畫論語彙，為當代山水畫論開闢另一條論述的途徑。 

一、何謂「陰性」語彙  

「陰性」這一詞彙既然發源於女性主義學者，作為顛覆「陽性理路」的書寫策

略，難免被視為落入性別二元論的侷限，但是，「陰性書寫」並非僅僅祇為女性主權

之爭而存在，其主要核心價值還在於回應西方後現代哲學從「意識主體」向「身體

主體」的語言轉向這一大趨勢，7對「身體主體」議題的關注，主張不分男女或族群，

每個人都有權力發掘自身在世存有的獨特性以及存在價值，這揭示了過去較少被關

注的少數族群得以開始有發聲的機會，而女性身體意識與主體經驗的覺醒在過往較

被忽視，因此有必要強調透過女性身體經驗不同於男性身體的主體意識與思維方式，

進行另一種攸關身體經驗的書寫模態。 

海倫˙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替「陰性書寫」（l écriture feminine）樹立的

目標，是要把「陰性身體」中的「雙性特質」解放出來。8因為不論男女，在其潛意

識中都存在着被壓抑的陰性驅力，渴望自既定的窠臼中解脫的慾望。因此，「陰性」

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指從自我的身體出發、以流動與多變為「被壓抑的存在」找到發

言位置或者突圍的管道，「陰性書寫」注重個人的個別性與差異性，避免被傳統法則

或者既定的規範所桎梏。在此原則下，性別並不是判別「陰性書寫」特質的唯一條

件。 

「陰性書寫」源於對於符號學、語言結構、書寫模態的研究，以及對於「他者」

的關注，國內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朱崇儀教授指出，法國哲學家茱莉亞˙克莉絲帝

娃（Julia Kristeva，1941-）從符號學角度論述書寫具有兩種不同模態，一為「象徵」

（le symbolique），也就是組構所有語言表意的父系法則，以表意溝通為目的的「現

象正文」（phenotext），這傾向於「設限」（prohibitive）；一為「表徵」（le semiotique），

也就是生命欲力的多元性（libidinal multiplicity），屬於潛存於下，先於意指、非語言

性的「基因正文」（genotext）。「基因正文」雖先於語言符號，無法進入表意層次，

																																								 																				 	
7	 西方後現代哲學的研究重點乃從現代哲學所關注的「意識主體」向「身體主體」進行語言轉向，見

楊大春（2007）。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頁 11）。北京:三聯書店。 
8 朱崇儀（1994）。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頁 5）。http://web.nchu.edu.tw/~cychu/2000-2.pdf。
（頁 1-17）。20170117 參引。原文刊登於中外文學。287。56-68。朱崇儀認為西蘇「一反傳統看法，

認為女性才保有兼容并包的雙性（bisexuality）；根據她的看法，此乃生產「陰性書寫」的必要條件

之一，意指能夠承認「異己（差異）」的存在，兼具男性與女性特質，提出對性別差異另類的詮釋，

翻轉傳統對不確定與不穩定的歧視，脫離欲望之主導結構的主觀及社會效果；相反地，男性的雙性特

質則因父系文化的歧視而被湮滅。因此西蘇所謂的雙性特質，不同於傳統的「雌雄同體」（androgyny）

理想，想要泯滅性別差異，反而具有開放，流動，承認複數形式的特色，能賦與女性書寫時表達的優

勢，從而取代父權中心強調「非此即彼」之統合單一性的壓制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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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是一個過程，試圖與正文理性的邏輯，及受控制的敘述相頡頏，展現干擾，不

調和，無法被消融之律動。其結果往往造成書寫過程中曖昧難明、突兀錯置的詞句，

甚或章節。… 「基因正文」作為表意過程中具有潛在顛覆性的「內含的她者」。9這

種「內含的她者」是在已有的象徵符號系統之中潛藏的另一特質，象徵的符號系統

是屬於已知的陽性理性宰制邏輯、父系法則，而「她者」便是屬於陰性的差異。此

陰性差異具有顛覆與製造矛盾突兀的特質，使原本封閉的陽性符號系統產生反轉變

異、岔出與不協調。 

所謂「父系法則」指的是「一個意符(signifier)只能有一個意旨(signified)」，10

具有既定的規範與理性邏輯，傾向於「設限」，特別是在語言符號系統中意符(signifier)

與意旨(signified)之間形成一個緊密不可更動的結構關係，在這個既定的結構之中，

不允許踰越。11在陽性理路中，其詮釋有著清晰而明確的過程和結論，沒有模糊曖昧

地帶。關於陽性書寫和陰性書寫的差別，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莊子秀分析： 

「陽性書寫講究起承轉合，凡事都有前因後果，線性發展，讓讀者無法參與。

陰性書寫則讓讀者參與其中，沒有交代起源，也沒有交代結局，激發讀者想像力自

行作解釋，邀讀者進入想像。西蘇的「書寫身體」來自女性慾望，慾望的層面很多，

即天馬行空，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因此陰性書寫的特色是非邏輯性、非固定性、非

結論性，以及多元性。」12 

西方拉岡女性主義理論中認為男性主導語言特徵，是一對一或符合陽具經濟學的

(phallic economy of language or phallogocentrism)，這種符號語法本身具有堅固的符徵

與符旨關係，無法更動，可說是帶有權威式的法則性，因此可以稱此為具有「陽性

理路」特徵的語法結構。有些女性主義理論者認為「陽具經濟體系」中帶有「父系

法則」(the paternal law)的「象徵秩序」論述模式，在此模式中，女性沒有主體位置，

其位置完全是被男性參數範圍所定義的（這看來與傳統中國山水畫論體系有些類似），
13因此提倡以「陰性書寫」打破這種二分式關係。 

所謂「陰性書寫」並不侷限於女性，因為「陰性書寫」是指涉於內在力量的書寫

																																								 																				 	
9	 朱崇儀（1994）。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頁 5）。http://web.nchu.edu.tw/~cychu/2000-2.pdf。
20170117 參引。 
10 同上。 20170117 參引。  
11 朱崇儀（1994）。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頁 3）。20170117 參引。 
12 莊子秀（1996）。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http://enews.url.com.tw/enews/27230。

20170117 參引 
13 彭小妍（2005）。從婦女、女性、女人到陰性書寫：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3。305-314。「相對之下，女性的特質則外在於語言(extralinguistic)，因

為在陽具經濟學語言體系中，沒有純粹女性的位置。此派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的存在，挑戰了男性

同一的語言，使其失衡、失去力量。…令人不安的是，這種拉岡心理學女性主義的思維，完全排除了

女性作為主體的可能。根據這種思維模式，女性沒有伸張自己主體的能力，完全是被動的，是在男性

參數範圍內被定義的。」（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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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這種內在力量涉及到潛藏於內、先於語言符號、尚未被規訓的慾力，也就是

克莉絲特娃所說的「基因正文」，14這種慾力潛藏於任何人之中。 

從上述的概念中，可以了解「陰性書寫」的特質，在於透過「表徵」介入「象徵」

模態中，使其在原本的理性語言系統中置入前語言模態，令其產生某種衝突感，進

而凸顯差異，也就是一種內在的顛覆，這是一種極為特別的書寫方式。海倫·西蘇認

為所謂具有陰性特質的文本，就是指為尋求差異而創作的文本，「陰性書寫」的目的

在於朝向差異而努力，致力於摧毀以陽性說理為中心的邏輯宰制而奮鬥。15國內學者

劉千美教授轉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書寫與差異》的觀點認為: 

創作一如書寫，不同於說話，說話是在既有之理論系統中表述意義，文學與藝術

的創作活動，在於意義的無盡轉位，把語言符號的意義從理論僵化的框架系統中，

或以自認為真之知識體系釋放而出，讓符號意義在符徵的流動重組中自由臨現。16 

書寫與說話的不同就在於說話需要理性的邏輯結構作為溝通之必要，但創作的書

寫則可以跳脫這種理性語法結構的束縛，「陰性書寫」主要在於對應於「陽性理路」

所壟斷的論述，長久以來壓抑了陰性驅力的發生。17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書寫著重的是

從「前語言」進入，也就是未被規範過的語言符號，從身體主體的層次來看，人類

自小到大不斷的接受語言教育，早已被規訓在被教育的語言系統中生活，要尋找尚

未被規範的前語言狀態，只能到「潛意識」裡去尋找，誠如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提到的「化不可見的力量為可見」的「感覺邏輯」(Logique de la 

Sensation)，18德勒茲說「繪畫就是歇斯底里，或被轉化成歇斯底里，因為它直接地

讓人看到存在(présence)」，19在創作行為中，存在着尚未被規約化的、不可見的、甚

至歇斯底里的「感覺」或者「潛意識」。 

只有「潛意識」才能夠逃離已被規定的語言結構或法則規範，也就是進入尚未

被規範的前語言階段，因此，「陰性書寫」強調的是「符號表意運作的過程」（the 

signifying process），20而不是已然被線性語法所決定的陽性理路邏輯。 

「陰性」涉及到對於個體存在的自我潛意識所隱含的內在驅力，與德勒茲的「感

覺邏輯」強調帶有「歇斯底里」的狀態，是以「感性我」驅動，讓過往的法則結構、

																																								 																				 	
14	 朱崇儀（1994）。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頁 3）。http://web.nchu.edu.tw/~cychu/2000-2.pdf。
20170117 參引。 
15 劉千美（2001）。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頁 52-53）。台北:立緒。 
16 劉千美（2001）。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頁 52）。 
17 朱崇儀（1994）頁 5。「西蘇之所以提出「陰性書寫」，乃本於對「陰性身體」，或可說是「陰性

樂趣」 （feminine jouissance）的重新認知。因為長久以來，對女性身體的描述權皆操之於男性。而 在

「陽物理體中心主義」（phallogocentrism）的陰影籠罩下，女性身體一直被再現為不完整的。」 
18 德勒茲（Gilles Deleuze）（2009）。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Francis Bancon: Logique de la 
Sensation）（陳蕉譯）（頁 77）。苗栗：桂冠。（原著出版年 1981）。 
19 同上註。 
20 同註 12。莊子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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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邏輯在此內在欲力下失去控制力，藉由感覺的筆法向自我內在尋找動能力量，

以脫離固定象徵和陳腔濫調的既定框架。 

二、中國山水畫「皴法」的「父系法則」  

從符號學的角度看，符徵符旨之間不可動搖的一對一詮釋結構關係即是所謂「父

系法則」的定義，我們是否能以此對「皴法」進行審視，以理解中國山水畫是否存

在著陽性理路式的父系法則。 

過往中國山水畫中的皴法所產生的符號系統，其意符向來主要對應於自然對象

這一意旨，是中國畫論主張「師造化」、「以形寫形」而產生的 具體表現，例如，

披麻皴象徵南方土質鬆軟的山體、斧劈皴象徵北方堅硬的地質肌理，馬牙皴、捲雲

皴等等皴法都各自象徵不同的山石地質，某一皴法的意符（符徵）對應於某一地質

的意旨（符旨），成為一套不容更動的符碼語言結構。21這些類似於真實自然而轉化

的皴法，對應的便是以「真山水」為主的「自然觀」審美價值取向。在宋元發明山

石皴法的時代，皴法符號都來自於肖似自然的山石肌理。22皴法的自然性可說是中國

畫論主張「師造化」、23「以形寫形」而產生的 具體表現。24 

這種指涉於自然形象而發展的皴法，雖然並不等同於西方的寫實肖似，但原則

上因為源自於自然形象的轉化，它所具有的「自然性」質性，可以說帶有皮爾斯所

說的「像似性符號」的第一級「形象式像似」特質。25其皴法符號的符徵對應於某一

自然物的符旨，其符號系統語彙清晰而穩定，自身即是一不可更動的秩序結構。傳

																																								 																				 	
21 在中國山水畫的發展中，皴法的產生大約自五代北宋開始大量被發明，見李霖燦(1913-1999) 所寫

的兩篇文章：李霖燦（1973）。中國山水畫中的「皴法」研究。台北：故宮季刊，8（2）。1-26。李霖

燦（1974）。中國山水畫上苔點之研究。台北：故宮季刊。9（4）。25-46。李氏認為北宋的皴法就是為

了表現自然物的表面肌理。 

另可參考陳艷、黃雪影（2011）。中國山水畫中的皴法。大舞台。7。137-138；潘景友（1984）。中國

山水畫皴法與地質構造的關係。美術研究。2。69-73；谷泉（2003）。論皴和皴法。中國藝術研究院博

士論文。這些研究文章都指出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山石皴法與苔點都是以表現自然地理質感與自然實景

的提煉轉化。 
22 例如范寬《谿山行旅圖》的雨點皴則是描寫華北地區花崗山石堅硬的地貌，見故宮網站，展品賞

析文字說明。http://www.npm.gov.tw/dm2001/B/exhibition/landscape/K2A000826N_adv.htm。20160315
參考。或如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就是以濟南北部的鵲山與華不注山所使用的皴法是山貌實景的符

號歸納，見李鑄晉（2003）。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頁 149）。台北市：石頭出版社。或見

李鑄晉（2008）。從《鵲華秋色圖》看古代濟南北部地理景觀。濟南文史。39（2）。 
23 唐代張璪所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語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此影響中國山水畫審美取向

至為深遠。 
24 俞崑(2003)。宗炳畫山水序。中國畫論類編（二版）(頁 605)。台北：華正書局。1984 初版。 
25 趙毅衡（2012）。符號學（頁 102-105）。台北：新銳文創。 
皮爾斯對「像似性」的解釋使得「像似性」具有非常寬廣的範圍，於是皮爾斯又將像似性符號分為三

級：一、形象式像似（imaginal icon）是圖像式的，例如象形文字。二、圖表式像似（diagrammic icon）

是圖表之間結構關係，「它與對象的像似，不是在其外形上，而是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上。」三、比喻

式像似（metaphorical icon）「抽象程度又比圖形相似朝前跨了一大步：…符號只是再現了對象的某種
品質，有時候很難說清楚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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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山水畫的山石皴法筆墨觀有著一套緊密的意符與意旨結構，而這個符號結構的體

系分布在各家畫論之中，更總結在《芥子園畫譜》的圖文對照中，那些皴法一開始

是從自然山水的理路邏輯中誕生，後來成為某家某法描繪自然的固定符號風格，到

了明清這些皴法筆法成為學習的歷史範式與象徵符號，26《芥子園畫譜》可以算是「父

系法則」一個具體而微的範例。陽性理路指的就是這種既定的規範與單一結構的語

法體系，而在傳統歷史畫論中，對女性畫家的評斷標準同樣受陽性筆墨美學觀的參

數所定義。27 

皴法對應於自然形象的這個符徵符指公式，即便到「現代水墨」運動時期發明

了新的皴法技法與樣式，例如劉國松(1931-)的「抽筋剝皮皴」，主要還是做為抽象山

水中山石肌理的指稱，其符旨意涵也仍然不變地指向自然的地貌紋理。28從五代宋至

現代水墨山水畫，皴法不論古今，盡以對應於自然景物與肌理質地的概念成為山水

畫中難以岔出的固定套式，所謂的山石，也就只能是自然界的山石，不論寫實或抽

象，只有「似與不似」的「真似」或「寫意」解讀，而缺少其他意義詮釋的可能。「現

代水墨」在技法媒材上的革命中，仍然保守地固守皴法傳統的符號語法邏輯，於是

在這個嚴密而完整的皴法語系中，累積著自有山水畫史以來難以被踰越的「父系法

則」鬼魅幽靈，無形中限制了山水畫向著更多可能性發展的機會。 

三、當代山石皴法的「陰性」語彙範例  

如何將山水畫 基本的點線所組構的「皴」這一元素符號加以解構，不再被傳

統既定的皴法符號語彙系統所侷限？便成為當代山水畫家 具挑戰的重點。「陰性書

寫」所強調的打破陽性理路的侷限，使受到父系法則符號系統的限制被解開，以達

到開放、流動、複數式的書寫模態，便是一個可資參照的路徑。 

 

																																								 																				 	
26

 在清代臨摹《芥子園畫譜》成為學習中國畫一個必然的過程，而那些山石畫譜中的經典範式，又

加固了皴法筆墨被認知與辨識的法則系統。在不斷的仿作中，成為筆墨皴法的語言結構，某皴法代表

某畫家的風格，某皴法代表北宗方筆系統，某皴法代表南宗圓筆系統， 終這些皴法成為一套符號範

本，後來者只要將這些結構語法公式熟練之後，便人人皆可成畫家，以致成為千人同一面目的山水畫

流風，此流風在清末民初時被康梁大力批判。 
27 過往強大而正統的山水畫論多半由男性文人或畫師所書寫，在歷史累積中，漸形成一套固定的美

學範式，因此，其內在邏輯與品評標準主要存在雄性觀點，例如，自古至今的評畫標準一直是以雄性

氣概為高，如清鄒一桂《小山畫譜》裡明白指出「閨閣氣」是壞畫的六種習氣之一。另外，如元代著

名女性畫家管道昇的畫風，在清湯漱玉《玉台畫史》中形容她「用筆熟脫，縱橫蒼秀，絕無婦人女子

之態，偉哉。古今一奇畫也，謂之神品。」又如評宋曹氏所畫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即便湯漱

玉本身亦為女性，但其評女畫家作品的標準也以具有男性的「偉哉」之類的雄強氣質才能被列入史籍

的神品之中，而所謂「婦人女子之態」則是明顯地被排除在以雄性品味為主的審美主流之外。明代湯

漱玉的《玉台畫史》雖為畫史中少數以女性畫者為書寫對象的史編，然而，其所寫之評價仍帶有以男

性文人畫家品味為主的品評語彙。 
28 劉國松（1965）。無畫處皆成妙境：寫在五月美展前夕。中國現代畫的路（頁 46）。臺北：文星書

店。(原載「文星」第 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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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絲特娃認為要跳脫「父系法則」的語法結構，必須尋找潛藏於潛意識裡的

內在驅力，她認為透過無意識的運作可以達到對既定符號的影響與解構，也就是「必

須強調亦即某種無法被示於意之情感（affect）與驅力（drive）的流動。」。29這種內

在驅力存在於潛意識之中，更與慾望與情感的作用力有關，而陰性便是指這種潛伏

在潛意識裡的一種內在力量。克莉斯蒂娃所提出的情感與驅力，與內在感覺有關，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也從「感覺邏輯」的角度分析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1909-1992）

畫作，提到過「化不可見的力量為可見」與「歇斯底里」這種無法被規約化的內在

「感覺」力量。 

「陰性」語法所強調的潛意識、感覺、內在慾力等等，實際上便是涉及主體對自

身身體意識的關注，也就是與個人的情緒或直覺有關，這種關乎「身體意識」之「感

覺邏輯」的皴法特質，而非指向「自然性」的皴法，在當代兩位畫家的山水畫作品

中可見其例，一位是黃錦華（1977-），一位是筆者本人（1963-），本文擬以此二者

的作品為例一探所謂當代山石之「皴」的點線樣態所形成的「陰性」語彙特徵。 

 
山石與皴，似乎原本就已是有一個命名的關聯，山石本就是自然物，而皴原指

山石表面的肌理，然而，「陰性語法」卻又要指出所畫山石的皴不是自然物山石的

皴，這似乎極其弔詭。然而，當我們看到當代水墨畫家黃錦華（1977-）的《自畫像

系列》 (圖 1、2)與《大石頭系列》 (圖 3)以石頭做為自畫像，發現石頭似乎已從原

本被分類為自然物這一既定符旨離開，轉而成為自己身體的代名詞。皴的點線使用

在山石這一題材上，也不再是為了所謂自然對象的肌理而存在，石與她在此互文關

係中，彼此消融彼此原本的界線，石不再僅僅為自然物，命名的界線從固定中被解

放出來。 

畫家並不是為了描繪現實中的山石，而是依循著其內在直覺與情緒建構看似山石

之物。為了依循關注於自我內在的情感，於是減去複雜的傳統筆法，僅只使用單一

細筆所畫出的圓圈線條，不斷的漫遊於紙上，一顆大石頭或者如幽壑般的凹谷，漸

漸成形。然而這如石如谷的圖像卻又像一個人的肉身，例如《自畫像系列》，黃錦

華自述言：「肉身僅僅是這樣的一個建構者，它終將消失在其所建立的感覺團塊中。」
30又言：「自畫像則無以名狀，取材自石頭的局部，而任由筆觸隨著當下的直覺與情

緒節奏，更加自由地由內向外遊走蔓延」。31在《自畫像系列》中，如醫療內視鏡在

體內遊走般往深谷幽暗中層層內撥的畫面，透過纖細的筆觸使山石如肉般的存在，

而引導這纖細的內視之筆正是其直覺與情緒，這種纖細的走筆在意識流的漫延中，

成為自身內在驅力的甬道。 

																																								 																				 	
29 朱崇儀（1994）。性別與書寫的關連──談陰性書寫（頁 5）。 
30 黃錦華（2015）。個展「另一個身體」創作自述。2015/12/12 - 2016/1/9。台北：真善美畫廊。 
31 同上註。	



	

	 9	

 

圖 1 黃錦華，〈自畫像之一〉，2009，69x139.5cm，水墨、紙本。 

圖片來源: http://artbank.ntmofa.gov.tw/collection.aspx?RNO=20130083。20160411 擷取。 

 
圖 2 黃錦華，〈自畫像之六〉，2010，145x211cm，水墨、紙本。 

圖片來源: http://artbank.ntmofa.gov.tw/collection.aspx?RNO=20130083。20160411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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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黃錦華，《大石頭系列》，2015。 

翻攝自黃錦華 2015 年個展 DM 

 
另一個案例則是筆者（1963-）的作品，將自身的情緒寄入點線之中，所描看似

山石皴法，實際是內在情緒的直接表現，《繡山水》細密如繡的自創「密繡皴」短皴

堆疊出山水畫樣貌，透過緩慢堆疊的繡線般密縫皴筆動作，如同女紅手工織繡時所

使用的密繡方式轉化成短線筆法，將山體形塑出柔軟的造形(圖 4、5)；《類山水》系

列以細點細線交織的各種非關自然表象的多樣皴法，其畫面藉由多樣而繁複的不同

皴法，組構成完全無法對位於自然肌理的類山水樣貌（圖 6、7），例如「捲髮皴」以

捲曲長髮代表女性糾結的心理(圖 8)、「紊心皴」(圖 9)代表心思紊亂的情緒狀態、、、

等等；《轉-形系列》(圖 10) 與《類山水》裡出現的「淚點皴」並非傳統常使用的「點

子皴」或「雨點皴」，因為「淚點皴」代表傷心流淚的情緒，「乾毛皴」其實是眼睫

毛的轉形(圖 11)。皴法非模擬自然山體表面的質地，而是身體或者情緒的象徵。這

些皴法使用的都是非常纖細、柔弱、密絮的點線筆法。 

 

 
圖 4 袁慧莉，〈繡山水系列 no.1〉，2009，50x228cm，灑金淨皮宣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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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袁慧莉，〈繡山水 no.1〉細部「密繡皴」，2009。 

 

圖 6 袁慧莉，〈太虛系列(類山水系列)no.1〉，2008，50x228cm，洒金淨皮宣彩墨泥金。 

 

圖 7 袁慧莉，〈類山水系列 no.41〉，2014，144x365cm，玉版宣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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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袁慧莉，〈類山水〉「捲髮皴」的細部。 

 

圖 9 袁慧莉，〈類山水〉「紊心皴」的細部。 

 

圖 10 袁慧莉，〈轉-形系列 no.03〉，2013，88x88cm，紙本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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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袁慧莉，〈轉-形系列 no.03〉細部：「淚點皴」、「乾毛皴」，2013，88x88c m，紙本彩墨。 

如果說描述可見的、自然法則式的山體表面肌理是屬於合乎自然物理邏輯的陽性

理路，那麼現代抽象山水畫家劉國松的皴法便是承接這種陽性屬性的路數，在這種

陽性的創作理路中，不論其造型抽象與否，山石的自然意象或對象的再現仍是其筆

墨書寫的目的。而表現不可見的、隱晦的、個人內在情緒的、非自然肌理的細筆，

則相對地屬於陰性的路數。黃錦華與筆者的山石皴法很明顯的因為自然表象的不在

場，反而使其主體的在場被敞開，自身存在得以顯現，山石只是其自身主體展現的

甬道，而非再現對象的目的。 

上述這些陰性特質的皴法都具有「身體性」的特質，這不同於傳統「仁者樂山、

智者樂水」的「人格化」山水帶有道德倫理的喻意，「身體性」的山石是自身慾望與

內在驅力的展現，不全然屬於自然肌理法則，但卻合於情感與直覺。如同德勒茲與

瓜達里主張的，藝術「是感覺的聚塊（bloc of sensation）即感知物（percept）和感受

（effect）的組合體」，32在德勒茲所指出的這個感覺聚塊的邏輯中，藝術是擁有自身

價值的生成物，無須依賴外在客體事物的再現模式，「藝術的目的就是從知覺中提取

感知物，從情感中提取感受，從定見裡提取感覺，從而創造一個感覺的聚塊，即感

覺的純粹的生成物。」33因此，在提取自然物的同時，創作者同時將自己的內在感覺

與之產生共振，34由此而生成感覺形體。 

情感符號來自對自我關注與情感觀照，山石做為一種整體自我生命觀照的符應

物，作為山石的造形物之一的「皴」，便有可能成為此一觀照下的呈現場域，尤其

是作為情緒的出口，皴所具有的點、線、面、色等造型元素，不再被視為自然物的

對應媒介，而是人之情緒情感的描繪性表現，各種情緒如糾結、扭動、紊亂、憤怒、

																																								 																				 	
32 蔡熙。論德勒茲的感覺美學。20160401 參照中國文學網之論文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37104 
33 同上註。 
34 蔡熙:「在德勒茲與瓜達里的美學觀點中，藝術作品不單純是意象的再現，而是振動、共振、力的
運動，是感覺的聚塊。」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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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慾望、高興都轉化成山石裡的皴形符號，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35而這些形

式都是任由流動的自我內在情動所完成。 

陰性特質的筆墨皴法不以外在形象為描繪，亦不以歌頌雄強的山體作為道德倫

理秩序的表徵，因此，所有這類以自然秩序為象徵的陽性理路語法法則，在陰性語

法的山水畫中崩解為不在場的狀態。因為既定父系法則的語法結構不在場，才可能

打開重新詮釋的空隙，讓新的語法得以出場來重新建構。這如同拉岡所指出的「只

有在『不在場』」(absence)中，語言才能夠被帶出『在場』」，36也就是說，語言

的裂縫是因為既定法則的不在場，才可能讓主體在這個裂縫中呈現。讓既定語言法

則秩序不在場之後，潛意識才能作用，無法言喻的「某物」才能出場。當面對山水

畫這一古老的題材，唯有讓過去既定的父系法則與審美秩序「解嚴」，新的詮釋自

由才能被敞開。 

陰性語彙「身體性」的書寫策略差異於陽性理路的「自然性」，在於創作主體

不再以對待自然物的可見「視點」觀看山石的表象形質，而是創作主體進入山石之

中，與之共融，透過精神的物性化與身體的情緒結合在山石之中，以顯示自身在世

界存有的狀態，37於是形成一種不可見的「在點」（point of being）狀態而非「視點

（point of viewing）」狀態。因為「視點」仍然顯示自然的在場以及依賴視覺的作用，

這意味著「自我」對「自然」的觀看，即使「物我合一」也仍然說明有一個觀看主

體（我）與客體（物）距離區分的對立狀態，所以還是有一個主客體位置立場的分

別。而「在點」則是以潛意識進行對自我意識的觀照，此「在己性」（being in self）

的產生是透過內在的「在點」，與當代女性藝術家謝鴻均（1961-）引用法國女性主

義者依蕊格萊（Luce Irigarary，1930-）「內視鏡」（speculum）之概念所引伸的「陰

性空間」觀點相近。38以陰性的空間意識狀態觀看自我，於是形成一種「身體性」的

																																								 																				 	
35 這些來自自身感覺的情緒語言，如同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在《情感與形式》

(Feeling and Form，)一書第三章中所提出的「感情符號」(sensory code) 。她承襲貝爾（Clifve Bell，
1881—1964）的「有意味的形式」，指出：「有意味的形式，即一種情感的描繪性表現，它反映著難以

言表從而無法確認的感覺形式。」見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991）。情感與形式（劉大基譯）

（頁 33、頁 50）。台北：商鼎。 
36 劉紀蕙（2003）。文化主體的「賤斥」--論克莉絲蒂娃的語言中分裂主體與文化恐懼結構。恐怖的

力量（導論）。台北：桂冠。引用自網路版本，

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mworks/kristeva/abjection.htm 
37 後期現代哲學認為當代關注的是「此在形而上學」的身體存有狀態，是「此在形而上學」的時代，

而非是早期哲學的諸種內在形而上學，這意味著後現代哲學轉向「與人的活動或行為（身體、話語、

交往等）聯繫在一起，與人的意志和情緒體驗（焦慮、絕望、畏懼等）聯繫在一起。此在形而上學因

此揭示的是『心靈』或『精神』的『物性化』，同時伴隨的則是『身體』或『物質』的『靈性化』，是

某種雙向融通的進程。」見楊大春（20071）。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頁 10）。 
38 謝鴻鈞（2003）。撥游於「陰性空間」的妊娠紀錄。生活在科技年代─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

https://acc.nctu.edu.tw/gallery/0507_shieh/page/01.pdf。20121222 參引。就所謂「內視鏡」之意，是謝

鴻鈞引用依蕊格萊（Luce Irigarary，1930-）說的「內視鏡」（speculum）之意，即是代表「去除男性

的象徵語彙，尋找女性被壓抑的潛意識部分，再進而勾勒一種女性想像的可能性。…依氏在此又再次
強調以既存語彙來顛覆既存觀念的策略」（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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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式視野，就此，山水畫是否合乎自然法則已不重要，山石只是內在驅力的外發

甬道。 

黃錦華以弱示人的筆法並不意圖說明任何外在山體，石頭是其自身主體敞開的

甬道，而非書寫自然敘事的目的。筆者使用纖細筆法展現了屬於女性自我內在情緒

絮語的點線，更透過複雜繁多的山石皴形混搭，製造一幅幅具有魔幻狀態的超現實

山水，看似山水實非山水，其中充滿了某種不確定性，《類山水系列》不以再現或抽

象為目標，而是進入如同德勒茲所彰顯的感官的第三條道路，對一切自然表象的山

石形象予以毀壞以產生新的生成空間，使個人的感覺神經可以被自由地置入形象之

中。39所以，陰性書寫的山石是主體意識的寄宿之物，這些作品所顯露的皴形點線筆

墨，在看似傳統的母題中，顛覆既定的美學範式，以陰性語彙傳達女性存在的身體

感，而這種身體感即是當代女性從傳統陽性理路中覺醒之後追求「主體意識」的結

果。 

陰性書寫具有不定於一的特徵，脫離一對一父系法則的語言詮釋規範，進入雙

重或者多元的詮釋語言狀態中，於是，帶有流動性的或者歧義性的特徵也是「陰性」

語彙所具有的混搭複合狀態。這是一個既朝向整體、法則、權威的挑戰趨力，同時

又發生離散、解消、分歧的張力，形成雙重交雜互文關係的書寫狀態，以產生混雜、

拮抗或者扭曲。透過具有陰性特質的書寫方式，使原有受限的山水畫皴法語彙因此

被解開。 

四、「類山水」的「曖昧性」：多義並置的異美學  

在上述所舉兩例當代女性山水畫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透過主體內在意識與感覺

所遂行的非自然肌理式的山水畫皴法，這種脫離「自然性」的皴法語法系統，使之

置入異質性的身體感覺邏輯，可視為當代山水畫語法的另一種路徑，在看似傳統的

題裁中置入「陰性」的顛覆語法。 

過往山水畫，不論是文人式的、抽象式的、寫實式的，其皴法都涉及到與自然肌

理、自然意象對應的「像似性」符號系統，而感覺邏輯的「陰性」皴法著重情緒性、

身體性、意識流所形成的皴法樣式，不再等同於象徵自然形象的語法法則，顯然也

無法被完全歸類在過往以「自然性」為符旨的山水畫類型中，那麼如何對這類具有

「陰性」語法的山水畫進行分類？若以過往以「似與不似之間」、「不似之似」等等

具有「像似性」論述系統的語法加以套用，則會面臨詮釋上失準的問題。筆者認為，

與其將其套用在不適合的「像似性」系統的山水畫論述邏輯之中，不如另闢蹊徑，

																																								 																				 	
39 德勒茲。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頁 3）。德勒茲曾提出一個問題：「難道在感覺形象之

間，不存在着另一種非敘述性的、因而完全不會產生任何再現的關係嗎？」這個提問，意味著德勒茲

希望探討第三種形象的繪畫，第三種形象既非抽象也非具象，而是以感覺為主的形象。德勒茲認為差

異性的重複並不要求對再現邏輯的運用，而是從感性經驗自身出發，不屈從任何預設或既定的概念，

保有對主體生命力自身感覺強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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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詮釋上的新詞彙：「類山水」。 

「類」概念的提出，是為了更深入的探觸，山水畫的皴法如何從外在世界的符號

指涉轉向內在感覺世界，從指向自然性的符號轉向更為複雜的詮釋內容。而透過山

石皴法的再編碼與重新組裝，其審美意涵不再指涉於像似於自然或者歷史文本的復

古擬仿，「類」山水的皴法指向的不是自然表象的「似與不似」之審美問題，而是

提出「是與不是」的詮釋問題，這涉及的是以自我認同對既定辨識系統與符號法則

的內在顛覆。「似與不似」的符旨指向明確的自然山川，「是與不是」的意義則處

於流動與曖昧的多重詮釋。 

「類」一詞來源於中國《山海經》裡有一種異獸，名叫「類」（圖 12），牠雌

雄同體，又是人面獸身，也是多種動物特徵的複合體。40牠既是也不是某個物類，但

同時牠既是某物又是它物，這種雙性特質使其既接近兩種分類系統但又被兩種分類

系統所排斥，於是被命名為「類」。「類」是詞與物之間的分類間隙所造成的懸置

狀態，在無法進入明確肯定的分類擺盪中，「類」游移於自身的意義曖昧中。在自

然界中「冬蟲夏草」也是一種雙性或雙物並置的複合體，41難以被歸類在生物界或植

物界，卻又同時具有兩者的特性。這種複性特徵的「類」之意涵與莊子〈齊物論〉

的「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裡所說的「類」指向「輩徒相似之類」的「類似」之意不同。42也就是說，帶有雙重

性質的「類」不同於「類似」，此字有其自己的定義指涉。就像「類獸」在命名指

稱上因無法被分類到既有名相類別而形成異質性的例外狀態，只好被稱為「類」。

就意義而言，「類似」是指向形異理同的相同意義屬性概念，而「類」則因為其差

異複合性使其意義走向不同，且在屬性上「岔出」原界，因此是形異意轉的概念。 

 

																																								 																				 	
40「（柢山）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

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見山海經·卷一·南山經（2009）。山海經（頁 10）。馮國超譯註。北京：

商務印書館。 
41 真正的冬蟲夏草均為野生，生長在海拔 3000 公尺至 5000 公尺的高山草地灌木帶上面的雪線附近

的草坡上。是由肉座菌目麥角菌科蟲草屬的冬蟲夏草菌寄生於高山草甸土中的蝠蛾幼蟲，使幼蟲身軀

僵化。並在適宜條件下，夏季由僵蟲頭端抽生出長棒狀的子座而形成，即冬蟲夏草菌的子實體與僵蟲

菌核（幼蟲屍體）構成的複合體。錄自維基百科「冬蟲夏草」條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8%99%AB%E5%A4%8F%E8%8D%89 
42 莊子。齊物論。莊子集釋（1985）（頁 79）。台北：華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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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山海經》裡的「類」獸。 

「類」永遠懸置擺盪在難以歸屬之間，既非現實也非假偽，「類」碰觸到它們的

邊界，但並不進入它們的內裡，「類」山水不定位為自然表象之物，但它又來自於經

過轉化過的自然圖式；它延續自傳統，看似有著傳統山水畫的結構，但又不等同於

傳統；「類」的陰性皴法裝配在山水之中，但又並不屬於任何可被命名的山水，「類」

的意義是漂浮的、難以落定的擺盪於兩者之間。因此，「類」不在於形象上的「似與

不似」，更重要的關契是在意涵上的「是與不是」之辨識問題，它的雙棲複合性帶有

「混雜」與「並置」的特質，使其難以被落定在既定的命名分類系統中。 

「類」指出創作者對於世界之本源具有流動狀態本質的觀察，而非表象的觀察。

一般而言，世界之物都是在兩種力的拮抗中產生，因此其力的本質原就具有複合性，

凡物皆是相對的兩種力的作用而生成（becoming），並且因此而不斷變化。創作世界

即是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拮抗，創作者掌握此雙重力場的曖昧性本質，物象因此

流動於無法明確的兩行物性之中。那不是意圖對應實物的相似性之類似，也不是毫

無懸念的物象再現解讀，而是保持一種流動且無限可能的意義懸置狀態。 

山水畫的山石在現實中是自然的，但在藝術世界中則需要超越現實，筆者的《類

山水》、《繡山水》等等作品或黃錦華的《自畫像》透過既成符號的複合，在傳統的

符號與個人內在生命力之間進行拮抗的交織撞擊，再加以轉形，形成多義混合的異

質樣態。 

山或石抑或身體？無法被確定的造型顯示了一種曖昧性與模糊性，甚至是雙重性

指稱的擺盪，這種擺盪於曖昧的特質，正是超越了實證主義、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

同時也非抽象主義的再現範疇，不同於古典山水畫論自然觀的「度物象而取其真」、

「應物象形」等以自然物象為主的造型繪畫法則。因為在形態中保持一種辨識上的

曖昧性與雙重解讀的可能性，而使其物性的詮釋不再侷限於單一義之中，可以同時

開展多義性與歧義的詮釋可能。因此，「類山水」不僅是在形式上求異，在意涵上的

曖昧性使其看似山石卻不見得指涉向自然界的山石，而意義的岔出所呈現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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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讀的懸置和多義性可能，正是當代「類山水」和「現代水墨」山水畫之皴法在

意涵上不同之處。 

在當代臺灣小說的論述分析中也曾有人將臺灣視為女性空間的隱喻，這是從後殖

民的角度對臺灣具有之陰性情境的化喻。43而台灣的殖民歷史某種程度也存在著如詹

明信所提出的「亞系統」（subsystem）概念，44「亞系統」意指「複合性多元決定結

構性總體」裡的一部分，一個亞系統又與其他的亞系統相互關係聯繫。45若從霍米巴

巴（Homi K. Bhabha, 1949-）的後殖民理論來看，也帶有被殖民者在接受外來殖民文

化時所存在「既接受又排斥」的混雜並置之交互拮抗狀態。46因著後殖民各外來文化

雜交的演化之後，加上台灣在政治解嚴後，資訊的開放與流動，族群認同與主體意

識抬頭之後，也難免地進入了如紀傑克所說的「複雜而分散的後現代世界之中」，47筆

者認為臺灣是多元文化與認同混雜的複合體，具有「差異之整體」的特質。 

臺灣在殖民歷史演進中，接受了多國文化的統治影響，但 終仍難以被明確歸類

為哪一個國家的歸屬。48在長期的雜交混搭中自成一格地形成所謂的另類台味文化，

可以說，臺灣就像是山海經裡的「類獸」，一個多重特徵的複合體，而「類山水」的

「複合性」及「曖昧性」與臺灣的當代處境有著某種互映連結。 

山水畫做為每個時代的生存者彰顯其在世存有的場域，解嚴後的 21 世紀臺灣，

已不再是「正統國畫之爭」的中國中心論時代，也不再是以西方現代藝術為鵠的之

「現代抽象水墨」時代。解嚴後面臨的是雜多且差異、全球亦在地的後現代主體時

代，這種時代特徵，需要相對應的山水畫與「皴」語法來表達，而具有雙重複合、

多元歧義、曖昧性的「類山水」正是展現此具有「差異之整體」特徵的時代圖像。 

結論  

本文透過「皴」的路徑，探討了臺灣當代山水畫不同於以往的另一種「陰性」語

彙書寫面貌，藉由此，可以看到當代山水畫家試圖藉由古典的題裁，將自身的身體

經驗與主體意識帶入其中，尋找新的「皴」樣貌，重新定義「皴」的內容，而給予

山水畫另類的詮釋樣態。「類山水」不僅可作為當代山水畫尋求歧義樣態的屬性指稱，
																																								 																				 	
43 張君玫（2012）。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慾望（頁 257）。台北:群學。 
44 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也就是說，「每一層次現在已不再是單獨的

層次了，而是一個亞系統（subsystem）。每一亞系統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用其自身的詞彙來形容，自

己按照其自身的原動力來發展，但他自己又是與所謂複合性多元決定結構性總體相聯繫的，於是我們

可以說每一層次都具有半自律性（semiautonomy）。」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1990）。後現代主

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頁 91）。台北：合志。 
45 同上註。頁 91。 
46 安生鋒（2005）。霍米巴巴（頁 143-150）。台北：生智。 
47 同註 5。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Zizek）（2004）。 
48 二戰後至今，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如何各自主張對台灣擁有主權，在國際上

對有關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仍然存在着「台灣主權未定論」，詳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4%BD%8D%E6%9C%AA%E
5%AE%9A%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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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為差異於傳統乃至現代山水畫之外，在符號意涵上試圖踰越既定法則時所體

現的特殊性質，而「山水畫」這一向指涉於「自然性」的題裁，將因為「類山水」

的出現，有一自傳統繪畫論述語境範疇逃逸的異質路徑，使當代山水畫得以展現其

差異模態的當代語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