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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筆者 2013 年至 2016 年的創作歷程，從創作者的角度以自述性的方式做書寫，透過自

我反思、自省與檢討，從中理解到自身創作思維的轉變與成長。 

現今，人類對動物的迫害程度遠遠大於歷代。「無聲的吶喊」意指動物雖遭人類殘忍之對

待，卻無法以人類語言敘述痛苦。此系列繪畫創作，以創作者體恤動物之痛苦為核心理念，期

待藉由創作警示大眾。第一章說明創作的動機、目地與範圍。第二章為創作者的學理基礎，內

容分析動物所存在的情感以及影響筆者的藝術家作品。第三章詳述本系列創作的內容與技巧。

第四章闡述每一件作品的創作理念，詮釋其作品意涵。最後第五章為本階段創作結論。 

 

 

 

關鍵字：繪畫創作、動物情感、無聲吶喊、動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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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ll about the creation progress of the creator form 2013~2016. Narrating from the 

angle of a creator, the article is actually a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through which I observed 

the change and growth from my artistic creation. 

The prosecution human has done to animals nowadays is for greater than ever. “The silent 

screaming” refers to the inability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when animals suffer from human’s brutal 

abusing, they can not express their pain in human languages. This series of panting is based on the 

sympathy the creator has for the animals, hoping that the public will eventually face this reality. 

Chapter one clarifies the motive, purpose, and scope of the creation. Chapter two starts from the 

creator’s theoretical basis. Analyzing the emotions animals possess and how they affect the creator’s 

works of art. Chapter three explains the contents and skills shown in this series of creation. Chapter four 

elaborates the philosophy for every piece of work and the metaphors behind them, Finally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eation at this phase. 

 

 

 

Keywords: Painting, emotions animals, silent screaming, protection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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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筆者認為藝術創作是一種力量的擴張，它擁有超越語言的滲透力，能強烈表現出被壓抑的

情緒。而且在創作的同時，能喚起自身的省思，呈現個人內在思維與情感。「無聲的吶喊」系

列繪畫描繪遭受人類殘忍對待的動物，牠們無法以人類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痛苦。透過繪畫，

筆者希望能表達牠們被虐殺的心境。 

第一節 創作動機 

據估計，地球上約有三百萬至一千萬種物種，每年有高達數千種動植物滅絕，目前瀕臨絕

種的動物高達一千多種。人類影響了自然環境，改變了地形、破壞了物種的生態。而動物做為

重要的生態資源之一，多樣性更為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關鍵，對人類存亡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隨著時間流逝，長年關注動物議題以及觀察新聞事件，才發現，原來生活中使用的資源，

往往都建立在對動物的殘忍之上。生物滅絕、層出不窮的虐殺事件，筆者認為是一種被合理化

的屠殺行為。隨著科技進步及透過群體意識的教化，人類其實擁有改變現況的權力，但事實卻

不是如此，筆者曾經體會人類對於現實的冷漠，認為受迫害的動物與他們無關，也不願意消耗

自己的時間去了解牠們，因此思考其中的問題的核心。是什麼原因讓人類如此無情到連對生命

的尊重也沒有？筆者強烈質疑對動物的施暴行為，更甚人類之間的暴力。 

 

第二節 創作目的 

筆者相信繪畫比文字更能直接碰觸內心，因為人對於圖像、視覺類的記憶會比文字還來的

深刻，畫面更能夠直接喚醒感官，所以相對於文字說明圖像比文字更有優勢，而這種直覺印象

的優勢，正是筆者想留給觀者的。 

繪畫也是筆者最熟悉的表達方式，因此想藉由繪畫創作的方式，呈現人類對動物的殘忍行

徑。期望能藉著繪畫創作的方式為動物發聲，透過自己的創作達到警惕大眾的效果，藉由作品

提出現今仍存在的許多問題，對動物殘忍獵殺可另尋其它替代方案。筆者相信自己對於動物的

同情心能喚起他人的同理心，進而把更多尊重、尊嚴、和愛帶到彼此的生命當中。 

 

第三節 創作歷程 

一、 文獻收集 

「動物無聲的吶喊」創作過程中，參閱許多的新聞事件、相關書籍、影像和影片資料，將

收集來的資訊轉化成創作中的元素，經由筆者的創作視角呈現出來。 

（一）藉由對主題的認知，將擬定創作領域、範圍、界定議題， 

（二）從閲讀的資料中釐清所探討的題材與事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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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前者的見解和理論、態度進行反思，深入探討主題，並闡述在資料中得到的結

果。 

二 、藝術風格分析 

藝術創作的脈絡和所處的文化環境與接收的知識息息相關，所以必須先瞭解自己的個人特

質，朝著自己想表現的藝術風格來做探討。 

（一）超現實主義  

藉由研究分析超現實主義，吸收思考如何表達作品的呈現方式。分析了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i，1904-1989）、雷尼‧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的作品，以

觀察超現實主義的創作思維邏輯，希望藉此能讓自己在創作時增添不同的深度及內容。 

（二） 與自然議題有關之藝術家 

探討兩位關注於自然生態的藝術家：克里斯‧喬登（Chris Jordan，1963-）及約瑟

夫‧波伊斯（Josep h Beuys，1986）的作品。 

（三）其它風格形式的藝術家 

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關於女人臉部神情的描繪令筆者

相當著迷，他的作品成為筆者在創作時的重要養分，同時研究作品中的形式、技法，透過

練習不同技法及形狀、線條、色彩來尋找如何使觀者容易與作品做深層的對話。 

三、 規劃系列作品 

構想草稿時，筆者發覺某些議題必須達到一定的作品數量，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將作品呈現

給觀賞者。所以筆者把部分創作延展開，以系列作品的方式呈現，這樣不僅可強化作品的視覺

效果，也讓題材擁有更多不同的表現形式及持續的發展性，這也成為往後的創作思維。 

四、 展覽規劃  

作品完成後即開始籌備個人展演，訂定時間、決定展場地點，並向教授請益，構思如何將

創作個展做最好的呈現。舉辦創作展演的目地是希望達到讓更多人看見作品的目標，而且替動

物傳遞牠們當前的困境。 

 

第四節 創作範圍 

由於深受迫害的動物眾多筆者無法全數表達，因此選出與自身情感聯結最強的動物做為代

表。其中包括了：白兔、海豹、大象、鯊魚、狐狸、北極熊、烏龜及鳥類以及狗九種動物做為

創作主體來發想。這些都是常被人類拿來利用的動物，且有些動物的數量正急速銳減中。在創

作的過程中，因無法親眼見到現場的實際情況，所以大部分的創作是藉由影片、照片及或是新

聞事件發想，來源皆為持續發生的真實案件，以這些文本為依據成為筆者的靈感創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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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創作自述並非研究動物相關法令或如何執行保護。重點是在繪畫創作上，經由繪畫創作，

傳達動物們的悲慘遭遇，提醒及呼籲觀眾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 

 

 

圖 1- 1「動物無聲的吶喊」創作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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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學理基礎 

本章分為兩個小節。第一節為探討動物的內在情感。第二節則是分析影響筆者的藝術家，

並詳述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之啟發，逐步建構自己的繪畫風格及特色。 

第一節 動物的情感 
筆者相信許多動物能以感官偵測到外部的能量變化，動物同樣也存在著喜、怒、哀、樂等

情緒。查爾斯‧達爾文在《人及動物之表情》（Charles Robert Darwin） 一書中提及，人的情感

在進化過程中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源自動物祖先的情感，動物也能像人一樣明顯地感覺到快

樂與痛苦，幸福和悲傷。1 但科學界和民眾仍然有無數的人們認定動物只是沒有情感的物體。雷

尼．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一位近代思潮的哲學家，他主張人類與動物徹底不

同，動物根據笛卡爾所見，只是一部機器，一部會自己動、不會思考、沒有感覺的東西。也許

對大多數人而言，屠殺沒有情感的生命更為簡單容易。在世界各地，動物經常成為人們觀賞把

玩的物件，在擁擠不堪的工業化農場飼養牠們、或是成為實驗用的動物、成為食物或變成皮草

被穿戴在身上，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動物們也是存有豐富情感的個體。 

查爾斯‧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也舉例說明了動物社交情感之成熟。一隻狒狒

為保護另一隻幼年狒狒，會勇敢地向一群狗出擊。2英國哲學家賓森（Jeremy Bentham，1748-

1832）認為動物與人類都有感受痛苦的能力。3其實只要肯用心觀察，很多動物會毫不掩飾顯露

出自己各種情感。研究動物 30 年的馬克‧貝科夫在《動物的情感世界》書中討論動物情感，歸

納分析了各種動物的行為，並且分享許多真實經驗與故事，許多野生動物似乎能正確的辨識出

人的意圖。據傳說，烏鴉可以分辨獵人和賞鳥者。考古學家路易斯．賓佛德（Lewis Binford，

1930-2011）曾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北極圈與愛斯基摩人相處，他發現狼能夠分辨拿著獵槍的人有

沒有殺牠們的意圖。4電影《血色海灣》（The Cove）中，導演 Louie Psihoyos（1957-）在影片中

談到，海豚是現今人類無法完全瞭解的智能生物，海豚非常需要自由。在海洋公園裡被囚禁的

海豚，牠們有意識的控制呼吸，極度憂鬱時會選擇憋氣身亡。人類對於動物情感關係的研究報

告常見於期刊雜誌，事實上牠們的內心世界，已超過我們以往所認識的，動物情感與知覺相當

複雜。5 

綜觀以上，不管是主觀的認知或科學的分析，都指明動物所存在各種複雜的情緒反應。筆

者藉由閱讀這些書籍、資料，深刻認同動物同樣具有情感。我們應該從「人類中心」思維進化

為對「動物權」的尊重，動物的情感應與人類情感同等重要，動物只是無法利用人類的言語來

                                                           
1查爾斯‧達爾文著，周建侯譯 ，《人及動物之表情》，北京：商務，1939，頁 84。 
2查爾斯‧達爾文著，潘光旦、胡壽文譯，《人類的由來》，北京：商務，1871，頁 900。 
3簡明龍，《孤芳自說保育》，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中心，1997，頁 72。 
4尤金．莫頓、傑克．佩吉合著，林劭貞、劉守儀譯，《動物會說話》，台北市：幼獅，2000，頁 5。 
5馬克‧貝科夫著，宋偉、郭燕、高勤譯，《動物的情感世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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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而已。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創作內容技巧創作內容技巧創作內容技巧創作內容技巧 

第一節 創作內容 

作品中同時呈現了創作者可見及不可見的部分。可見的如創作形式、技法以及表現風格，

不可見的部分包括了創作著的內在心靈、精神以及想像。 

一、 作品情感詮釋 

情感是藝術產生的重要因素，也為藝術最重要的吸引力與特質。藝術擁有把內心的情感轉

化成具體形象表現出來的功能，藝術也是人類情感本質的反應。在創作作品的同時，過程中的

感受都是筆者生活的脈絡與經驗，創作不僅是內在意識的活動，更是內心真實的情感表達。蘇

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1895-1982）指出藝術是情感的符號，藝術品要有內在的情感才

是好的藝術品，觀者才會從中得到感動。6 

當觀賞者在欣賞一幅作品的同時，可以從中認識創作者觀察世界的方式和其象徵，所以筆

者保持著敏銳的感受力，試圖以動物的視角來觀察這個世界，將所見到的原貌真實呈現於作品

之中。感受動物們所經歷的悲傷離別、痛苦及死亡等，筆者以「想像」的方式一同進入牠們這

些遭遇之中，一同與所描繪的客體對象做連結，在自我的精神及心理上呈現了新的歷程以及狀

態。黑格爾認為「最傑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像最傑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像最傑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像最傑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像，，，，想像力即為創造想像力即為創造想像力即為創造想像力即為創造」7通過想像的力量，將接觸、

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合併成為一幅畫作。所以在外觀描繪上除了參照動物的影像、照片為輔佐

依據外，其餘則會建構於腦海中的「想像」。在無聲的吶喊創作自述裡伴隨著良心以及道德，

這正是筆者重要的情感來源，現代藝術強調觀眾的參與，強調自己去體會藝術的「心眼」、

「想法」，透過對藝術作品的意義之詮釋，達到人類與藝術作品溝通傳遞情感觀念的目地。 

 

第二節 繪畫表現技法 

筆者選擇以油彩做為創作中的主要媒材，雖然前人已把油彩技法發揮的淋漓盡致，但筆者

對油彩的喜愛從大學時代就從未稍減。創作內容選擇自己深受震撼的議題，在繪畫形式上以具

象寫實的風格來創作，目地是為了使觀眾觀看後，能清楚了解筆者在描繪的是哪一種動物，了

解作品當中包含了哪些概念元素，使觀者可以清楚聯想到事件本身，所以部分具象寫實的手法

                                                           
6蘇珊．朗格著，劉大基譯，《情感與形式》，北京：商鼎文化出版，1991，頁 25。 
7邱紫華，《思辨的美學與自由的藝術—黑格爾美學思想引論》，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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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須的。 

一一一一、、、、    媒材媒材媒材媒材 

筆者以油彩及畫布作為主要的創作媒材。使用油畫顏料是因為它是包容性最強的畫材、

不易乾、堅固持久及覆蓋力強，在創作時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並且能夠重複修改、多層上

色之外還能產生出獨特的立體感。 

 

第四章   創作說明 
在 2013 至 2016 年，研究所的階段裡，筆者創作了 21 幅作品，內容包括：白兔、海豹、大

象、鯊魚、狐狸、北極熊、烏龜及鳥類和狗九種動物作為故事中的創作主角。本章先描述每件

作品的故事背景，再說明創作理念。以繪畫的方式替遭受迫害的動物們發聲。 

第一節 無聲的吶喊 

一、被獵殺的海豹 

海豹是對海豹科動物的統稱。海豹分布在北極、南極周圍附近較寒冷的海域。在筆者的印

象當中小海豹是模樣可愛，白絨絨像顆小雪球般且有著天真、無害的大眼睛，所以在創作時把

自己的實際生活的情感表現在海豹身上。如此可愛的小海豹，在獵殺過程中成為首當其衝的多

數受害者，每次的獵殺，小海豹的父母反應敏捷，總能優先逃離現場，僅留下還在慢慢爬行的

小海豹，顯得牠們是多麼的幼弱無知。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豹獵捕活動就屬加拿大海豹捕殺隊（圖 4-1），這是加拿大獵人們一年

一度商業捕殺海豹的活動，這種活動以血腥聞名，因此遭到世界各國環保組織的強烈抗議，海

豹產品被歐美各國消費者抵制。8 

 

圖 4- 1 海豹獵人9 

 

因為海豹油脂中含有大約 20%~25% 的 OMEGA-3 不飽和脂肪酸，其含量為自然界動物最多

的10。以及小海豹身上有厚實的皮毛可製作成名貴的皮大衣獲取利益，所以導致海豹被大量捕殺。

且產業界認為，海豹是導致加拿大鱈魚產量逐年下降的主因，因此須獵殺海豹以確保鱈魚的產

                                                           
8維基百科 http://ppt.cc/~C4M，（2013/5/12）。 
9圖片來源 http://7ta.in/5sJ，（2013/5/09）。 
10彭宜晨，〈Omega-3 脂肪酸的另一選擇-海豹油〉，《健康生活指南》，夏季號第 13 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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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然而相關領域專家指出，鱈魚產量下降，主因是人類過度捕撈所致11，海豹數量並不會影響

海岸魚類的總數量，業界以此為獵殺理由是不合理的。 

 

圖 4- 2 獵殺後的景象12
 

 

對於剛出生的小海豹來說，因為游泳技能還不嫻熟，不願離開冰面，很容易成為捕殺對象。

通常獵人會先搶過母海豹懷中的小海豹，再打昏這個幼小生命後剝皮（圖 4-2）。 

 

圖 4- 3 小海豹13 

 

海豹整體型態粗圓呈現紡錘形、眼睛大而圓，所以在「草莓豹冰」（圖 4-4）畫面的造型上

是一個巨大紡錘形的造型元素。畫面中的刨冰碗與不鏽鋼湯匙，是筆者兒時記憶中對刨冰的印

象。由於大眾對於刨冰的感受是清涼、愉快、消暑或充滿童趣的，相較此刻被扒了皮鮮血直流

的幼小海豹，在畫面上呈現出一種強烈對比效果，所以這張創作具有諷刺意味，象徵著小海豹

們正安安靜靜的等待被人類一口口吞噬。 

 

                                                           
11金蕾，〈人類何時才能向貪婪說再見〉，國際在線新聞，2006/6/13，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821/2006/06/13/242@1087282_1.htm，(2015/4/5)。 
12圖片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6/15/xin_19206031414031093004020.jpg，

（2013/5/10）。 
13圖片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23/n2796770.htm，(201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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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草莓豹冰」，油彩畫布，116.5*91cm.，2013 

 

二、被剝去衣裳的狐狸 

每過幾年，時裝界的皮草風潮就會開始流行，特定人士把皮草描繪成優雅尊貴的象徵，但

是他們沒告訴眾人的一件事情，就是這些皮草的「主人」是如何悲慘死去。每年都有數百萬帶

有皮毛的動物在皮毛農場被處以「極刑」而死去，或在野外被獵人誘捕虐殺，這些毛茸茸的動

物當中，狐狸則是最受到皮草農場的青睞（圖 4-5）。 

 

圖 4- 5 被扒皮後的狐狸14 

 

「不只是皮草」（圖 4-7）這件作品中的女性，肩頸上披了一件像是狐狸皮草或是屍體的東

西，而所謂的「皮草」在筆者眼裡就像是一具動物屍體。狐狸因為人類的虛榮而被活生生剝皮

死去，牠的死因是不平等的，故而傾瀉出憤怒之氣。這幅作品就是以怒氣與怨念的概念出發，

當虛榮的人們配戴皮草時，那樣的意念便附著、纏繞於這些人的身上。而畫中的女性皮膚為青

藍色，除了象徵她長期被狐狸的怨念所纏身，導致她精力耗損而略顯消瘦外；另一方面也代表

著她的冷血，只剩無血色的身軀，且絲毫未自覺正遭受到靈體怨氣纏身。她依然高坐在高腳椅

上，表現高高在上的姿態，這樣的呈現，筆者試圖投射出人類的愚蠢。這些社會的陰暗與愚昧

如同畫面中大面積的灰色一樣，處於社會的灰色地帶，人們終究會隨著媒體報導，層出不窮的

各種事件而慢慢將其拋諸腦後。 

 

圖 4- 6「不只是皮草」，油彩畫布，100*65cm.，2014 

                                                           
14圖片來源 http://nofur.hk/page/skinnedfox.jpg，(20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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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牠們也有自己的家 

「走，我們回家」這幅作品則把畫面一分為二，顯示在同一空間下的兩種不同情緒空間，

視覺會先停留在明暗差強烈的下方兔子洞，筆者強調兔子窩裡「家」空間的歸屬感，其實兔子

擁有複雜的社會階級制度，有首領公兔與首領母兔在帶領著全家15，兔子們不管是年幼的或成年

的都會聚在一起，象徵牠們是同個家族。接著視線來到那隻被抓在手中的兔子，最後才是樹幹

及忙著鑽回洞部分身軀卻還裸露在外的兔子。此圖共分成三個部分，在畫面上形成一種三角關

係，可以看到兔子們分別所處的情況：其一、雖與家人窩在一起，卻仍然害怕與無助的情緒；

其二、無法逃離人類手掌的恐懼，兔子在姿態上已無力反抗、不知是生是死；其三、倉皇急於

逃走的兔子，命懸一線的驚慌。畫面場景發生於森林之中，所以可以知道牠們是野外的兔子，

筆者並沒有將牠們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呈現出來，是希望觀者去思索為何要抓牠們？抓牠們去哪？

也許會聯想到吃兔肉？剝皮？做實驗？眾多的可能。但筆者還是在題目點出了「走，我們回

家。」這是一個強調命令的口吻，用意是想說明人類自以為是且態度高傲的意涵，從而讓觀者

慢慢省思。 

 

圖 4- 7「走，我們回家」，油彩畫布，116.5*91cm.，2013 

 

四、全球暖化對北極熊的傷害 

在北極，冰山融化加速已是不爭的事實，北極的英文 Arctic 源於希臘語 arktos，是「熊」的

意思。北極熊一族一直是北極的王者，但北極冰層不斷融化，快令牠們無家可歸，甚至正邁向

瀕臨絕種的邊緣。在作品「冰刪」（圖 3-12）畫面中前方似乎快滅頂的北極熊正奮力向前，想

迫切逃離這殘冰無幾的北極。而畫面右邊的北極熊似乎快要從浮冰上滑落，底下浮冰呈三角錐

狀，這裡是想營造一種不穩定的感受，浮冰上的菱格紋路，則暗示觀者聯想到冰淇淋甜筒的脆

餅皮，象徵冰就如同我們所熟悉的甜筒般正逐漸融化。水面上隱藏了四隻若隱若現的塑膠湯匙，

此處代表一種人為的介入，筆者試著用大眾身旁常見的用品來連結想表達的意念。畫面中後方

                                                           
15艾力克．查林著，王建鎧譯，《改變歷史的 50 種動物》，台灣：積木出版社，2013，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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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媽媽正急著朝一隻尚未成熟的小熊游去，一心想著自己小孩的安危，想藉此講述北極熊之間

所存在的情感-「親情」，對於家人的關切及擔心如同人類一樣並無分別。畫面遙遠的後方是除

了面對暖化問題外，所面臨的另一個嚴重課題，在北極鑽油熱潮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單是大

型船隻及機器進佔北極，就足以令北極熊的困境雪上加霜，可是眾多政治領袖、貪婪的石油公

司，仍然對守護北極的呼聲置若罔聞，實在令筆者擔憂。這樣的情況若不改善，人類將會面臨

更多大自然力量的無情反撲，高山、大海、草原將會使地球窮得剩下一片荒蕪。 

 

圖 4- 8「冰刪」，油彩畫布，162*130cm.，2015 

 

「消逝」這幅作品一樣以北極熊做為創作主題，但不同的是另外帶入了淒美死亡的氛圍。

北極熊仰望天際臉上充滿著無奈，筆者將北極熊安排在高聳的山頂上，為的是希望牠如同戰死

的王者般高尚死去，這是筆者所能給予牠最後的敬意。畫面中的極光占了總畫面的一半，極光

的英文為 polar light，學名為 aurora，取自羅馬的曙光女神。而極光的發生是由太陽風與行星磁

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地球的磁場與大氣層幫忙隔絕了來自太空的有害高能粒子16。天空中的極

光像在呼吸般，由一陣風逐漸帶走北極熊的身軀，呈現一種虛和實之間的轉換，極光看似美麗

卻也無情的緩緩穿透並將牠帶走，想要傳達給觀者其實再在強大的物種也有脆弱無助的時候，

然而牠的下一代能承受嗎？依偎在一旁的小熊沒了母親的帶領與教導，顯得更加軟弱無助，只

能眼睜睜看母親消逝，失去唯一的避風港卻無法阻止正在發生的一切。在極地的南北兩端人們

讚嘆天幕上所展現的奇幻場景，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這美麗的地帶，有許多的物種即將消逝。 

 
圖 4- 9「消逝」，油彩畫布，162*130cm.，2016 

五、殼都不見了？ 

                                                           
16 網路來源，http://www.astro.ncu.edu.tw/~wchen/wp_chen/essay/aurora.htm，(2016/3/14)。 



 

14 
 

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的趨勢，華人對龜板的市場需求已變成全世界龜類生存的重要威脅。17

台灣原生食蛇龜、柴棺龜盜捕事件不斷，關懷生命協會統計，2006 至 2013 年光是走私獲救個體

即有 9,386 隻，走私成功的隻數恐怕十倍以上。18 

華人社會迷信野生龜類的療效，看來堅硬的龜板，裡層含豐富動物膠質，常被用來製作成

龜苓膏，但其實所需的膠質，牛骨、豬骨即可替代。19龜板並不是來自單一種的龜，在中藥與動

物膠市場上的龜板來自幾十種的龜，幾乎只要是龜，就能被華人拿來煮成膠。烹煮的方式為：

先以沸水燙死，才能夠剝取甲殼，除去殘肉接著曬乾。20（圖 4-11）所以就算只取龜板也必須得

殺了烏龜才能進行，因為烏龜和龜殻是骨肉相連的，龜板上覆著皮膚與其他神經組織，龜殼也

是脊椎的一部份。 

 

圖 4- 10 處理龜殼過程21 

 

人類為了藥補，把一隻長壽的動物虐殺只為取其部分的殼，筆者實在不苟同，所以創作了

「剝殼」（圖 4-12）這件作品。畫面中的烏龜似乎被無形的力量硬生撕扯剝開，皮肉中緩緩流

出血絲。由於烏龜沒辦法出聲求救，牠似乎只能接受這樣的現狀，彷彿某種力量將牠定格在正

中央，無法動彈，呈現一種安靜的狀態，在這樣安靜的狀態裡，希望傳遞的是一種沉重的傷痛。

筆者利用暗色調的背景突顯主體，將畫面中的場景設定在中藥鋪裡。背景中放置各種中藥材及

抽屜櫃，櫃上放置著看不清名稱的瓶瓶罐罐，但隱約可看見瓶罐中其它有機生物的形體。而筆

者在打翻的罐子透露出自己的批判，願不要再有任何一隻烏龜，因為人類的漠視而從這個世界

消失。 

                                                           
17陳添喜，〈台灣食蛇龜生存的挑戰〉，《科學發展》，494 期，台北市，2014，頁 45。 
18陳冠儒，〈搶救食蛇龜、柴棺龜，終結生存惡性循環〉，關懷生命動物協會，2014/5/13，

http://www.lca.org.tw/avot/4882，(2015/4/5)。 
19廖靜蕙，〈台灣年進百噸龜板 約犧牲百萬隻烏龜〉，環境資訊中心，2013/9/20，http://e-

info.org.tw/node/91573，(2015/5/2)。 
20網路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18.htm，(2015/5/15)。 
21百度百科 http://fooduncovered.org/2014/07/10/guilinggao/，(20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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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剝殼」，油彩畫布，100*100 cm.，2015 

 

六、流浪狗：生命的尊重 

「流亡」（圖 4-13）這件作品的參考對象是一隻名叫阿丹的狗，是筆者在偶然的際會下幫助

的一隻流浪狗。其實畫面當中的狗筆者重新描繪了三次，因為遲遲無法決定要畫哪種狗，最後

意會到應該畫自己最常在接觸的流浪狗才對，這樣表現出來的感情才能更真實。在眾多流浪狗

中，選擇畫阿丹算是出自個人的情感使然，也算是紀念我們的相遇。 

第一次踏進收容所時自己剛滿 19 歲，裡面的氣味、聲音、光線仍歷歷在目，每個籠子裡都

有牠們不為人知的故事。流浪狗在被抓的那天開始，生命就開始短暫的倒數計時，倒楣一點的

狗則會在收容所裡染上傳染病犬瘟熱，經由空氣、糞便傳染等，死亡率高達 8 成，痛苦的度過

剩餘時光。「流亡」（圖 4-13）中的海浪象徵牠們的漂泊不定，沒有家、沒有疼惜的人，表達

一種不安定的感受。另外以沙漏加強時間流逝的意念，強調生命的流逝與倒數計時。時針與分

針則是人類的手指，表示人類是幕後操控的主使者，而背景中的黑點像是傳染病般蔓延開來，

形成一種詭譎難受的氛圍。 

 
圖 4- 12「流亡」，油彩畫布，90*146 cm.，2015 

 

第二節 眼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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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室裡的兔子 

實驗動物對一般人來說是相當陌生的領域，因為牠們身處在水泥牆裡，實驗室的牢籠當中，

所以很難發現牠們的存在。兔子則是最常作為各種化學藥劑測試的動物，發明於 1944 年的

「Draize 眼睛刺激性測試」是用來衡量某些產品對人類眼睛的刺激程度。22因為兔子因為不會分

泌淚水，所以淚水不會把測試物質從牠們的眼中沖洗掉，這樣的測試物質包括洗潔劑、髮膠及

指甲油。23實驗室裡的兔子們會被鎖在怪異的盒子內（圖 4-14），牠們的下眼瞼被拉開，滴入測

試物質，然後再將牠們的眼睛強迫緊閉，好讓測試物質的刺激性達到最強（圖 4-15）。 

 

圖 4- 13 鎖在盒內的白兔24 

 

圖 4- 14  Draize 眼睛刺激性測試25 

為了表達動物實驗的傷害，筆者創作了「Draize 測試」（圖 4-17）。畫面中主角兔子以負片

效果的方式呈現，筆者一邊創作一邊則檢視負片視角做修整（圖 4-16），負片效果也強調了兔

子的內心世界跟外在所見的不同。兔子雖然安靜、無表情但其實牠是多麼的絕望與痛苦。畫面

中出現兩隻兔子，使用鏡象的構圖，右方的兔子可以是牠自己，或是牠本身的幻想，牠們互相

對望，內心也似乎在對話。左邊的兔子呈現半透明狀態，在實體上，其實牠正在慢慢消失，隱

喻一種心理上的死亡，全黑的背景象徵者無比的絕望，剩下的美好希望也逐漸褪去。 

 

圖 4- 15「Draize 測試」創作過程 

                                                           
22
關懷生命協會團隊，〈專業與尊重、人道與關懷、省思與感恩－ 談動物實驗的倫理〉，《台灣動物之聲》，

2009/4/1，http://www.lca.org.tw/avot/548，(2014/11/26)。 
23實驗動物關懷小組，《台灣動物之聲》第 29 期〈美麗的醜陋面－化妝品與動物實驗〉，2002，頁 4-7。 
24圖片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4/18/121318104_131n.jpg，(2013/5/10)。 
25圖片來源 http://ppt.cc/BXZh，(20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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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Draize 測試」，油彩畫布，50*50cm，2014 

 

二、失去翅膀的鯊魚 

所謂的魚翅，便是鯊魚 4片翅膀的部分（圖 4-18），有胸鰭、背鰭、腹鰭與尾鰭，主要功能

為提供浮力維持平衡，是在海中前進的重要「翅膀」。26亞洲地區長久以來一直視牠為珍稀食材，

其實這些鯊魚翅膀不見得有多高的營養價值，一瓶雞精營養價值就遠遠超過一整鍋魚翅，但其

吸引人之處，就是在於稀少且價格高昂，也一直是部分人士想藉由吃魚翅來突顯身分地位的一

種象徵。  

 

圖 4- 17 鯊魚鰭27 

 

如果以全台灣獵捕最多鯊魚的蘇澳為例，光 2002年南方澳一年就大約捕殺 8萬 7千隻鯊魚，

而被捕殺的鯊魚種類眾多，有大白鯊、雙頭、圓頭、尖頭…等等共計 10 多種。28鯊魚的繁殖策

略採取接近大型哺乳動物的菁英主義，大部分的鯊魚屬於掠補性質，大魚吃小魚所以也是食物

鏈最高層的生物，因此數量原本就少，它扮演提升其它海洋動物基因品質的功能，如此才能得

以維持生態品質與平衡，然而人類的過度捕撈，使鯊魚來不及孕育下一帶，因此也正面臨著存

亡滅絕的危機。29  

「殺魚」（圖 4-19）這幅作品筆者想試圖抹去鯊魚給人的刻板印象，一般人認為鯊魚很恐

怖、血腥及兇殘…等，這些負面的觀感。其實每年受到鯊魚攻擊而身亡的人數不到 10 人；但卻

                                                           
26陳志東，〈吃魚翅架殘忍！鯊魚流血痛苦而死…〉，旅遊新聞 NOWnews，2004/2/16，

http://legacy.nownews.com/2007/11/15/515-1587267.htm，(2014/3/5)。 
27圖片來 http://i2.chinanews.com/bbsweb/50/U302P44T50D19207F687DT20110413154946.jpg，

(2013/5/13)。 
28野生動物保育小組，〈鯊魚「保育」在台灣〉，《台灣動物之聲》，第 30 期，台北市，2002，頁 16。 
29張靜茹，《台灣保育動物新傳》，台北市，光華雜誌出版，1998，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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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一億條鯊魚被人類捕殺，30所以作品選擇年幼的鯊魚做為主角，也刻意將鯊魚的牙齒縮小，

強調牠們也有無辜可愛的大眼睛。魚鉤在畫面中穿刺了鯊魚嘴邊的肉，一絲絲的鮮血緩緩流出，

筆者在鯊魚的眼中暗藏了一個不明顯的手握著鯊魚鰭的剪影，目地是要讓觀者仔細看，牠的眼

睛並為恫嚇，而是要告訴你牠所害怕的事，就算牠強而有力，但牠被工具獵捕上岸時也是完全

無能為力的，筆者認為，既然人類生存於陸地上，其實不需要去畏懼牠們，更不因該因為突顯

自身的地位而殺害牠。 

 

圖 4- 18「殺魚-1」，油彩畫布，50*50 cm.，2013 

 

有些漁業者為了節省船上空間帶回更多的魚翅，會只割下 2％價值昂貴的魚鰭，然後將 98％

經濟價值不高的鯊魚身體丟回海裡（圖 4-20）。 

 

圖 4- 19 被割下魚鰭的鯊魚31 

 

作品「殺魚-2」（圖 4-21）是想諷刺取下牠們魚鰭的人類，其實就如同畫面上所看見的，人

類眼睛直視到被割掉魚鰭的鯊魚，這幅作品是相當直接明瞭的，希望作品能夠很直覺的呈現給

觀看者，因為人類有時候會自動避開過濾掉那些會傷害到我們的人事物，有時候蒙蔽了應該看

清楚的真實情況。筆者認為逃避往往不是最好的選擇，所以才以相當直接的方式畫出牠的故事。

取下牠們的魚鰭，也等於要了牠們的命，也許很多時候只是大家不知道事實真相而已，而筆者

所能夠做的就是替牠們發聲，想盡可能讓觀看者感受到牠們身體與心靈上所承受的極大痛苦。 

                                                           
30陳孟蘋，〈1 年 每年約有一億條鯊魚被捕殺〉，《潮境》第五期，台北市，2015，頁 14。 
31圖片來源 http://www.protect-the-sharks.org/zh/shark-finning/，(201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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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殺魚-2」，油彩畫布，60*60 cm.，2015 

 

三、沒有尊嚴的大象 

由於受到藝術家馬格利特「虛假的鏡子」影響，所以筆者以眼睛作為人與大象的連結。大

象是習慣群居的動物，筆者在「心眼觀象」作品中（圖 4-22）想傳達牠所面對的強大衝擊與孤

獨感。現代人身處網路資訊世代，其實可以很容易看到新聞播報或網路關於獵人盜取象牙的資

料。一般有關大象的動物保護課題，大眾應該能快速聯想到被盜捕的象牙。筆者藉由人類的雙

眼表現一種眼神之間的交流，由觀看者自行聯想。也許牠與家人分開了？牠還是年幼的小象嗎？

或許畫中的大象已不存在世上了？畫中連結象牙的地方緩緩流出鮮血，最後連接人類的雙眼所

流下的淚水，目的是想串連大象與人類的關係。用紅色鮮血點出大象美麗的悲歌，就如同我們

與動物都一樣會傷感會流淚流血，可以用眼睛看、用心去感受牠眼中帶著的無盡哀傷。 

 

圖 4- 21「心眼觀象-1」，油彩畫布，50*50 cm.，2013 

 

「心眼觀象-2」（圖 4-23）為延續大象議題的作品，盜獵者為了保持象牙的完整性，需要劃

開大象整半邊的臉才能取出象牙，場面相當殘忍。筆者在作品中放大強化眼睛的視覺效果，強

調一種驚恐的感受，希望能透過觀者眼睛深刻體會畫面中大象之情緒。筆者在創作每件作品的

時候，都是帶著悲憤的情緒去創作，這些過程是種發洩也是種生命體會，在此系列裡使用眼睛

做為整體的串聯符號，使每幅作品在創作表現上擁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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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心眼觀象-2」，油彩畫布，60*60 cm.，2016 

 

第三節 現成物系列 

筆者在此創作中使用許多現成物，經由擺放將個人情感投射在作品之中，希望透過這樣的

方式賦予作品新的意義。 

海洋生態學家 Chris Wilcox 所發表的的全球規模研究預估：到 2050 年他們所研究的海鳥種

類將有 99.8% 的個體都會誤食塑膠。32海洋變化多端故能適應於海上生存的鳥類並不多，僅有 3

％鳥類生活在海上，海鳥賴以生存的食物遠比陸棲鳥類來得缺乏，一旦海洋環境遭受到汙染，

明顯會影響海鳥族群的生存。33因此筆者選擇了世界上現存體積最大的海鳥，也是在過去這一世

紀數量迅速減少的鳥類──信天翁。作品以中途島上所發生的真實事件做還原，故取名為「中途

島的悲哀」。 

人類所創造的廢物，被洋流匯集拋還給人類或動物，形成惡性的循環。汙染逐漸擴大，所

響的範圍越來越大、越來越深遠，地球的未來會變成怎樣呢？帶著這樣的疑問筆者前往不遠的

海岸邊，果不其然，花不了多長時間就撿了兩大袋的垃圾，決定將自己所撿拾的岸邊垃圾融入

作品，這對筆者來說也是一種實踐保護動物的方式。淨灘的意義是向世人揭示環境污染的嚴重

性與重要性，並讓人們身體力行如何保護所處的環境；雖然實際效果微乎其微，但這些岸邊的

垃圾實際上確實會被某些鳥類、動物吞入肚中而造成牠們死亡。 

此次所使用的創作媒材與以往作品不同（圖 2-24）、（圖 2-25）、（圖 2-26），改使用鉛

筆做為筆者的繪畫工具，並加入複合媒材及現成物完成此系列作品。信天翁死去的軀殼使用鉛

筆描繪，是為了表現出樸實的感受，所以不再刻意裝飾畫面。因為牠們已死亡，所以畫面的構

成為安靜的狀態，剩下的僅有殘餘的骨酪及羽毛。信天翁肚中滿滿的海中垃圾，雖然荒謬但又

是那麼真實，背景則以沙子加打底劑與少許顏料，用來製造肌理也代表此動物的死亡場景在岸

                                                           
32 Gilver 編譯，〈海鳥食安大危機：不死的塑膠垃圾〉，泛科學，2015/9/9，

http://pansci.asia/archives/85046，（2016/2/10） 
33程一駿，《動物對我們有多重要？》，台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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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希望帶給觀者一種淒涼哀傷的感受。 

 

圖 4- 23「中途島的悲哀-1」，鉛筆、複合媒材，100*65cm.，2015 

 

 

圖 4- 24「中途島的悲哀-2」，鉛筆、複合媒材，35*27cm.，2014 

 

作品「中途島的悲哀-3」（圖 4-26）則是延續「中途島的悲哀-1」（圖 4-24）的創作，筆者

將原本擺放在肚中的垃圾放在身體之外，以淡藍色的幾何塊面包圍信天翁的四周圍，隱喻一道

無形的保護屏障，目地是筆者想幫牠們從痛苦中脫離。並將收集來的垃圾做材質分類，刻意呈

現一種儀式性的位置擺放，算是替自己跟牠們做最後的道別。 

 

圖 4- 25「中途島的悲哀-3」，鉛筆、複合媒材，90*65cm.，2016 

 

第四節 動物走私系列 

此系列使用畫布以及木板作畫，共計六件。「動物走私系列」是筆者最後完成的一組作品，

除了再次出現食蛇龜與狐狸外，還增加了新的物種「綠頰鸚鵡」（屬一級保育類動物）。緣由

是看見走私鸚鵡被塞進寶特瓶中的新聞事件而決定增加的物種（圖 4-27）。 

在全世界各個角落，隨時有保育動物被獵捕準備成為檯面下的交易商品，事實上活體動物

會被走私的原因眾多，絕大多數是作玩賞、食用、藥用等用途。聯合國環境項目估計，全球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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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物貿易每年最高達到 230 億美元。34走私業中所涉及的龐大利益，使盜獵者們無所不用其極

牟利。圖 4-27 就是位在印尼當地查獲的 24 隻小葵花鳳頭鸚鵡（頻危物種），可以見得為了利益

竟將鸚鵡塞進寶特瓶中手段相當慘忍。 

 

圖 4- 26 查獲的小葵花鳳頭鸚鵡35 

 

事實上，目前世界各國仍少有針對動物走私嚴格執法者。在台灣，野生動物保護法第 41 條

規定，獵捕保育類動物，可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得併科 20 萬以上，100 萬以下罰金。

罰則看起來雖重，但歷年來盜獵者卻沒受到該有的懲罰。破獲的案子也只是實際數量的冰山一

角，無法得知非法野生動物交易規模究竟有多龐大。抑制人們對野生動物產品的需求也是現今

面臨的困難課題。 

許多動物在驚恐之中被迫遠離家園，被帶往越過邊境的旅程。筆者的作品「動物走私」

（圖 4-28）中，創作了三件尚未開箱的木箱表層，以及三件打開的木箱，一般在運輸的過程中

人們是看不清內部實際情形的，所以筆者將隱藏的真相打開給觀者看見，讓觀著清楚看見牠們

處於黑暗狹小的空間，必須忍受食物與水的短缺，箱子裡幾乎只剩微薄的空氣，牠們並不清楚

發生什麼事，只知道四面八方都是牆壁，沒有光線什麼也看不清，捲曲的肢體想表現出牠們受

壓迫的心理狀態。盜獵者為了防止動物脫逃，有時會將牠們的手腳綑綁起來，由於這樣長時間

的血液不循環，很多時候會導致動物截肢甚至死亡。鸚鵡更是只有六分之一的生還機率。這些

無辜的生命，就算活下來也要忍受飢餓之苦以及無盡的絕望，畫面位置的方向經過筆者刻意擺

放，整組作品先看到最明亮的鸚鵡，朝著鸚鵡面向的方位看到狐狸，狐狸在朝向烏龜，這隱喻

著這些動物們仿佛重複一批又一批，深陷無止盡的獵捕輪迴中。 

                                                           
34高志強編，〈野生動物走私善於偽裝 運輸業應提高警惕〉，BBC 中文網，2015/2/7，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07_wildlife_transport_warning，（2016/4/12）。 
35 圖片來源：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2015/0506/16/56/20150506045658692.jpg，

（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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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動物走私」，油彩畫布，60*60cm.6 件，2016 

 

 

 

 

第五章 結論 
每當翻閱受迫害動物的相關資訊，總會為受傷害的動物感到難過，認為自己應該身體力行

的幫助牠們，但時常也會懷疑自己的能力，因為這龐大的議題自己能辦到的實質效果確實有限，

對於所感受到的傷痛不知要如何表達一度遭逢瓶頸，同時也瞭解到要把這龐大情緒轉化在畫布

上並不容易，所以停滯了一段時間久久無法下筆，發覺自己易受外界影響無法操之過急，於是

開始緩慢調整自己的步調，放慢腳步先去尋找自己，常至收容所或偏遠地區，或山林裡和有動

物的棲息地，在那裏安靜的觀察動物們的神情、姿態、行為，回畫室後使自己重新進入創作的

情緒裡，喚起自己創作的目地，體認物體與身體之間在創作時的心靈互動，拾起手中的畫筆作

畫。 

在全部作品之中最滿意的為「動物走私系列」及「中途島的悲哀-3」。「動物走私系列」它

擁有一種筆者對幽閉空間的恐懼感。捲縮的身軀無形中也象徵了潛意識裡的自己，每當與其它

作品擺放在一起時，自己總是看得最久也思考最多，也很高興能夠在這系列裡克服了描繪木箱

質感的創作技法，使技法運用的更加流暢。而「中途島的悲哀-3」從顏色到線條雖然看似簡單，

卻是筆者在此系列思索最久的一件作品，畫面中垃圾的擺放也是經歷了幾番思考才成就出來的

結果，從這件作品開始描繪對「死亡」的敬意，使自己能以最崇高的方式與往生者道別。另外

作品需再加強的部份是對於空間感的掌握不夠準確，有時候太小心翼翼導致畫面過於規矩，這

都是筆者日後需努力的部分。 

未來則會繼續發展「動物無聲的吶喊」系列創作，因為筆者的創作議題其實相當龐大，在

三年中的碩士階段是無法將全部的議題完整呈現，僅能擷取其中最令筆者動容的部分，加以發

揮並創作，所以還尚有許多動物和題材可延續下去。也會繼續籌畫縣外展並參與相關比賽，學

習更多專業知識，希望能帶著自己的作品去各地方發表演說，讓作品能夠被更多人看見，延續

創作初衷。除了創作外，也有加入志工團的意願，以行動制止飼養場虐待動物、參與抗議或去

山裡拆除陷阱…等，以自身的力量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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