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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的視域
《藝術收藏+設計》專訪藝術家錢佳華
    撰文｜許玉鈴　圖版提供｜錢佳華、蜂巢當代藝術中心

錢
佳華的繪畫是以日常經驗做為創作的視覺來源，透過視角的切換與線條的運動感，建構一個

不同於人眼可見的現實世界。她強調繪畫過程的承載力，嘗試讓時間與敘事的變化壓縮於線

條的相對性與細節之中，以畫面完成一段透過現實觀看展開的感知歷程。

　保羅．克利曾言：「畫畫猶如帶著一條線去散

步，這條線會隨著途中所發生的狀況而改變它的特

性。」他觀察自然界本生之物，探索幾何與色彩在

其中的關聯性，在繪畫中亦強調線條之間的相對

性。錢佳華也喜歡觀察自身所處環境，更著重於本

體與觀察對象在行動狀態的視角切換，以及事物在

移動時相對的秩序與關係。

　在創作上，錢佳華多以矩形作為基礎，透過疊加

的形式，讓線條與顏料疊加後留下的痕跡及邊緣線

形成對應，並嘗試以一種「俯視觀看」迴避由透視

法產生的景深幻覺所指的繪畫內容。它與現實景觀

有一定的聯繫，但並非直接挪用或摹寫，而是將人

們觀看時的感知轉化，透過畫面層次的擠壓，表現

出介於幻想與真實空間的關係。

　故事性與時間性，在錢佳華的作品中隨著顏料的

堆疊與擠壓而展開。為了還原觀察主體帶有特定感

受的場景，錢佳華讓畫面線條相對的力度時有張

弛，也運用層次之間的錯位或投影效果，為觀看者

提供可對應思考的線索。錢佳華於「感知邏輯」文

本中陳述：「這些思考來源於最初對繪畫的敘事性

認知而加以的戲劇色彩，衝突感被隱藏在創作過程

的時間性中，在這樣一個平行的世界裡，我想像，

外部到底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換得自身永久的切膚

感。」

　除了線條與色彩的關係，錢佳華有時也會將筆觸

留於畫面，期望它在相對嚴謹的畫面體驗中，指向

一種「破」的感受，由此產生更多可能性。或者，

透過一些與感官體驗及想像連結的符號，點出圖像

內容的指向性。

　錢佳華近期的創作，更多是對應現代人生活於城

市的感受。以人做為主體，在建築物內外、樓道間

與車行過程中的所見所感，思索個人與周遭環境的

關係，並透過圖像推展自我存在與外物相對性、關

連性的邏輯。

 錢佳華，1987年生於上
海，2011年畢業於中國美術
學院，現工作和生活於上
海。

&  錢佳華創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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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的還原

問：妳的創作發軔於對包 斯設

計和建築美學的關注，包 斯在

形式、線條及色彩上都有不同主

張，妳更關注的是哪一個層面？

最初在繪畫創作上如何表現？

錢：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是以

發展為主要目的，它與戰後德

國社會主義階段的發展有種巧合

關係。當時包 斯學院成立的主

張是運用很少的材料達到藝術的

功能性並且讓它與美學結合，我

是對這個比較感興趣。他們在一

種極簡的視覺狀態下，要呈現豐

富的感官經驗，是我比較關注的

點。這有點像是傳統繪畫中的寫

意或簡筆。

問：妳先前曾提出兩篇自述，一

篇是關於「俯視視角」，一篇是

關於「感知邏輯」，這也與妳的

創作理念關係密切，可否針對這

兩個主題談談。

錢：對於視角的觀察是來源於繪

畫的過程中，平躺畫布和豎起畫

布時所對應的創作者和觀看者的

角度來回切換的過程，以及運用

平行推移的構圖方式來消解透視

原理的嘗試。這樣的嘗試也是為

了更好的承載「感知邏輯」在二維空間內的情感傳遞。

問：妳在2013、2014年前後的創作，表現的畫面更加單
純，主要是線條在色塊之間與邊際線的對應與協調感，

是以內在的感受去表現一種秩序；之後的作品畫面層次

增多，像是有更多複合因素融入，若以故事性來看，可

能它牽扯的角色與關係更複雜了。是這樣嗎？

錢：故事性是基於場景的還原，我比較在意的是在過程

當中，這種線條與層次的表現可以承載多少。因為之前

我是把每一層都貼得比較緊實，後續就是將分層的感受

拉大，也是想嘗試在這種狀態下的畫面，表現得是更有

力呢？還是更虛弱？這也是一個過程。

問：我看到新的作品好像又有點不同，似乎是將層次又

疊合得更緊密，做了新的嘗試。

錢：對，就是在表現力上的嘗試，比如我又增加了一些

曲線，還有一些透明顏色的渲染。

問：畫面上的曲線是更著重於它的動勢，以及線條對應

背景給人的感官想像？

錢：對。其實更主要的是場景還原，還有畫面的需要。

以前的畫作，我並不是限定自己只能用直線或曲線，以

前可能也有一些細節帶有曲線；後續我像是拿了一個放

大鏡，將這些細節放大呈現，看它會不會有更大的張

力。

問：妳某些作品中出現了格線，為什麼會如此安排？

錢：起先是一種作畫步驟和矩形畫框的對應呈現，之後

在視覺上形成了一種肌理。

問：在畫面結構中，時間性也是表達的重點嗎？

錢：時間性是體現在過程裡的。就好像我們談到畫作中

出現的格狀線，最早是在靠近畫面中心位置出現格子的

紋樣，它對應的是從畫面邊緣層層往裡推進的過程呈

現，是我用膠帶貼成格子形狀，再覆蓋顏色，一層層覆

錢佳華　妄念-7　壓克力畫布　60x50cm　2014錢佳華　一合一-2　壓克力畫布　180x150cm　2014

錢佳華　妄念-3　壓克力畫布　120x85cm　2014錢佳華　23:35　壓克力畫布　120x85cm　2013

錢佳華　妄念-內外　壓克力畫布　155x135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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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上去後所形成的格子網絡。我是以此呈現過程

及時間性。

　但我不是都用格子的方式呈現。最早我是用比

較實的顏色，層層遮蓋，每一層上色後會用砂紙

打磨，因為我用的是丙烯（壓克力顏料），它有

些顆粒感，所以我用砂紙去打磨，底下那個顏色

會顯現出一個個小顆粒。後來我就是運用透明顏

色去遮蓋它，也會運用打磨形成的格子色層與小

顆粒並置的狀態。再後來，我是用一個造型的疊

加，形成一種錯位的感覺，以此呈現。

問：有些畫面看起來是色塊與線條的關係，但其

實裡面有很多細節，包括筆觸，還有過程中留下

的痕跡。

錢：對。這是每一個造型最後呈現的結果，是通

過它底層的疊加所形成。比如說，底下是一個彎

曲的四邊形，我再覆蓋上的那層可能會將彎曲的

力度加大，讓它變成更彎曲。

問：妳作品中保留的筆觸，隱含了什麼樣的訊

息？

錢：「筆觸」作為繪畫語言的視覺符號之一，在

相對嚴謹的畫面體驗中，指向一種「破」的感

受，由此產生更多可能性。

過程為導向

問：妳的作品〈挽留〉從側面觀看，感覺畫面中

的膚色塊面似乎出現了起伏移動，對照「俯視」

的視覺感，讓人有種空間轉移的想像。你是採用

不同厚度的畫框，強化觀看作品可感受的律動

感。可否談談妳創作這件作品時的想法？為什麼

是〈挽留〉？

錢：「挽留」作為一種擬人的修辭手法，而「修

辭」在我的創作中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方法。這件

作品是通過運動中的透明膚色的深淺變化，以及

對此加以限制的傾斜造型，讓流動感停留在一個

趨於穩定又險些失衡的狀態，並且與外框的厚度

變化形成某種關聯，所以這種似乎帶有主觀情感

意願的傾向與「挽留」所帶來的感受具有較強的

契合度。

問：〈挽留〉從側面看是有種高低起伏的關係，

從正面看感受就不一樣。這種處理手法運用得多

嗎？

錢：〈挽留〉是一個三聯作品，每一框的厚度不

一樣，這也是我一直以來以矩形做為基準畫面來

創作的依據。比如我的畫面可能會有些傾斜或者

東倒西歪的型態，也是通過邊緣的變化或者畫框

的變化對於畫面內容造成的影響。我會有些異

想，就是關於物理上的變化對於畫面內容產生的

影響。

問：妳繪製作品前是不設草圖，即興生成。妳下

筆時，通常是從一條線開始，思考線條的相對

性？或者可能從一個色塊開始發展整體結構？

錢：不一定。一開始是會有一個現實的來源，比

如說我喜歡關注現實中一些比較下意識的人為動

作，就是人作為尺度，畫面作為參照的需要，兩

者結合。

問：妳經常觀察人的行為和自然界的活動，從中

想像力量的存在？或者將妳在這當中觀察到的秩

序感運用於畫面的組構，以另一種視覺型態呈

現？

錢：都有的。我會從一些日常經驗中觀察，比如

我將橘子剝開後，看著它倒下，我捕捉到這個畫

面，就將它做成一個作品。就是很簡單。我比較

喜歡觀察這個。還有，我坐在車上時，在車子行

駛的過程中，我會被移動的過程與車外景致的關

係所吸引。可能就是比較喜歡觀察運動的狀態，

包括我自身的運動、對象的運動與外界事物相對

的關係。

問：視頻作品〈配合〉也是「俯視」的表現形

式，讓施力者隱遁，以受力者（物）的變化為表

現。橘子剝開時，它的圓弧線條與動作之間的關

係，感覺與妳的畫作有種對應。這是妳日常的觀

察。這件作品是嘗試以不同媒介，表現線條與力

的關係？

錢：〈配合〉更多的是對於日常紀錄的語言轉

化，以視頻的媒介來體現「妄念」，像變魔術一

樣。

問：妳有一系列作品命名為「妄念」，這是對應

什麼樣的「妄念」？

錢：意圖是想像力的視覺呈現。

問：妳的畫面不全然是脫離現實外在型態，有些

作品可能透過作品名稱，與現實事物還會有些聯

想。有些主要就是線條、矩形。

錢：我不是將它限定在一個框架裡。它就是有點

像寫意。就像我剛才說的，它肯定有一個現實來

源，並不是完全形而上的，也不是完全研究形式

的過程。但在繪畫的過程當中，你又慢慢會被畫

面需要帶走，可能慢慢悖離或摒棄一開始參照的

日常經驗，就是圖像的來源。到最後為作品命名

錢佳華　海浪拂岸　壓克力畫布　180x150cm　2017

錢佳華　落地花瓣　壓克力畫布　180x150cm　2017

錢佳華　彈起捉夜空　壓克力畫布　180x150cm　2017

錢佳華　鰓　壓克力畫布　150x12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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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修辭法

問：妳的作品也會出現幾何圖形之外的圖像，比如

〈皮瓜與肉〉以及〈蜜〉裡如汁液流淌的痕跡，還有

〈不在〉的翅膀符號。這是嘗試在畫面裡加入不同元

素，觀察它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錢：嗯。這是圖像內容的指向性，也是想嘗試這種造

型附加在原有基礎上會有什麼樣的效果。我會人為地

加一個類似於投影的圖像，讓它像是飄在畫面上方一

樣，有種空間感。

問：這種處理方式，是對應特定主題出現？

錢：主題和過程，在我的創作中是相互輔佐、相互箝

制的，具有強關聯性，但並不一定是因果性。

問：這些元素都是妳在經歷繪畫過程後，最後決定加

上的？

錢：對。它是最上層的，也是繪畫過程最後一步的動

作。這就好像一種想像，彷彿從畫面裡飄出一個東

西。它好像是愈來愈放鬆的過程，從一開始將畫面壓

得很緊實，越來越鬆散，但畫面本身又是比較穩固的

狀態。

問：妳闡述作品〈鰓〉時，提到它對應的是魚脫離水

後，鰓的起伏動作顯現的抗爭力度，妳試圖於畫面中

還原這個情境。〈彈起抓夜空〉也是透過線條與色彩

關係，暗示一個人的肢體動作。這種情境敘事是妳創

作探索的重點？

錢：是一條線索，運動感的現實投射，有點像類比的

修辭法。

但它不會有多大程度影響到觀眾看到畫面時那些直接

的感受。所以我不覺得一定得尊重原來的題材，我覺

得是尊重過程，畫面把你帶到哪個方向，你就跟著它

走。所以最後會呈現出接近於抽象的畫面型態。

問：因為妳在過程中會不斷調整，可能最後的結果與

一開始的參照不大一樣。

錢：對。它是一個游移的過程。我之前曾經被問到：

「為什麼你的作品看起來像是平面設計作品？」我想

說的是，設計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它必須事先設定一

個服務的對象，然後有一個完整的方案，再以結果為

導向去實施。但是繪畫創作不一樣，它是以過程為導

向，以過程來承載，最後呈現的畫面是給觀眾去反推

的東西。

時，又會反觀整個過程與最

後呈現出來的結果，其中又

是怎麼樣的關係，就像是給

作品題詩似的。

問：作品名稱就像是妳完成

一件作品後，用一個名詞做

總結，或者作為線索。

錢：有這個意思。這跟一開

始的來源也是有關係的。我

個人覺得藝術家的創作，比

如繪畫的內容，可能不是那

麼重要，它可以幫助觀眾了

解藝術家的生平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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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佳華　間隙　壓克力畫布 
120x90cm　2015　

 錢佳華　配合　單屏錄像　1'42 
2017 　

 錢佳華　不穩定建築　壓克力畫
布　160x120cm　2018　

 錢佳華　日落橋頭　壓克力畫布
　100x70cm　2019　

 錢佳華　封箱　壓克力畫布 
70x60c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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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錢佳華　日出　壓克力畫布　200x160cm　2019-2020　  錢佳華　對角修剪　壓克力畫布　160x120cm　2020-2021　  錢佳華　重塑紅色　壓克力
畫布　160x120cm　2020-2021　  錢佳華　滑冰　壓克力畫布　160x120cm　2020-2021　  錢佳華　隔音　壓克力畫布　250x200cm　2019-2021　

 錢佳華　噴氣式　壓克力畫布　160x120cm　2020　  錢佳華　日蝕　壓克力畫布　250x200cm　2019-2020

有運用顏色關係來表現。它

不是雕塑式的、真實的空間

感，它是一種化學的空間

感，你搞不清楚哪一個顏色

在前面、哪一個顏色在後

面，但是它放在一起就會有

前後的感覺。它對應的就是

我層層疊色的過程，最後又

形成一個顏色。這還是有種

呼應的關係。

問：妳喜歡觀察現實中的活

動。妳在不同地區的生活經

驗也可能影響你的創作囉？

錢：近期我比較關注人在城

市的感受。因為我是從廣州

一個自然景觀比較豐富的地

方搬回上海，我的工作室是

在上海的工業園區，所有的

景觀都是以功能性考量的排

佈，這也會對我的創作素材

有些影響。比如一扇打開的

窗戶，或者樓道之間的縫

隙，就可能是我創作的視覺

來源。

問：除了繪畫創作，不同媒

介的嘗試多嗎？

錢：有的。我近期有一件視

頻創作，也是跟物理現象的

運動有關，它是來源於馬路

上的車燈。裝置也會有，我

用3D列印做了一個現場，我
做的是一個城市的地面磚，但是將它做成一個彎曲的效

果，在上面又運用了虛實空間的呈現，讓它在展廳呈現

現場的效果。

　不同媒介的嘗試並不多。之前有一件是以鋁片，還有

木料的運用。今年我主要是做3D列印的嘗試。我覺得3D
列印可以直接將概念呈現出來，就是從物質到概念的轉

化，很直接。就好像我們生活這個時代，很直接也很快

速。再加上我運用的色彩是以膚色為基礎的色彩基調，

多少會跟人的感受性相通。

問：雖說妳的創作是發韌於對包浩斯的關注，但在創作

歷程中是不是也出現了一些轉變。創作上的參照，都是

為了最終發展出自己的藝術語言與形式。有沒有什麼事

件或時間點是比較關鍵，讓妳感受到自己想要表達的重

問：作品〈保護你，貼近我〉似乎也是源自妳於現實生

活的體驗。可否談談妳創作這件作品的過程。

錢：當時想要尋找一些可塑性高的材質，先網購了鋁

片，打開包裝的時候刮破了手，於是想到了「保護」的

動作，就又網購了「海綿」，巧合的是，近乎所有材料

都是以矩形作為流通單位的。

問：妳有一件作品是以木材罩住畫面外框，另一件作品

是在紙本上進行噴漆處理，藉此表現出空間感。妳經常

以手邊可接觸到的材料隨興創作嗎？這種材質的實驗也

是你進行繪畫創作的經驗參照？

錢：我是比較關注帶有溫度感的材料在硬邊中的體現。

問：妳創作時，色彩有特定的情感歸屬嗎？比如對應妳

的某種情緒或觀察？在妳的作品中，膚色用得挺多的，

還有綠色、粉紅色也常出現。妳用色的考量為何？

錢：膚色確實是我傾向於運用的顏色，因為它有一定的

透明度，然後它又有種接近於人的感受性的東西。膚色

可以讓它底層的顏色露出來，這是我比較習慣性的用

色。還有就是對比色或者撞色，我覺得它對於人的視網

膜會有種衝擊感。色彩本身並置的關係會有種空間感，

就好像我的畫面裡也有運用投影表現空間感的手法，還

點？

錢：比較明確的可能是一開始直覺式的繪畫。我是從小

就學畫畫，幾乎未曾中斷，就會比較依賴於這種直覺式

的東西。但你會慢慢明確自己要什麼。

　我之前看了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書裡提到：很
多電影好像除了故事之外，就沒有別的了。電影的畫面

都是為了故事去量身訂製，它沒有自己的軀體。它要是

能形成自己的軀體，可能就是比較好的作品。我覺得有

一個類似於這種方向性的東西越來越明確，最後畫面就

可以呈現自己的軀體。就好像我剛才提到，我的畫面不

完全是形而上的呈現，但它又不是對現實轉印的形式，

它是介於兩者之間。最後將畫面停留在什麼狀態，就是

這個階段嘗試的結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