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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與技之間再現林珮淳藝術的啟示與警世

林珮淳 / 藝術家

「道」：藝術、宗教與哲學

      台大名譽教授林麗真以「道與技之間」論我的作品，她指出：「『道』對一件藝術作品來說，是

指能能傳達出一種信念、一種思想、一種對於宇宙人生根本之學的反省與檢討⋯⋯」1。 我很感謝林

教授以中文教授與教會牧師的身份來為我寫序，因她知道我敬畏神，我的創作思想與信念皆來自我

內在生命的感動與對列國先知和所傳信息的開啟，尤其「回歸大自然系列」和「夏娃克隆系列」就

是我批判人類破壞大自然與改造神原創的代表作。作品本乎《聖經》真理，甚至直接引用《聖經》

章節來定義「夏娃克隆」的角色，指涉人類挑戰神原創的結局，這是我作品獨特的觀念和語彙。黑

格爾指出：「最好的藝術作品是通過感知 / 感性手段傳達最深刻的形而上學⋯⋯。因此，藝術作為一

種文化表達，在與宗教和哲學相同的領域中運作，並表達出與它們相同的內容。」2 

女性主義藝術觀點

      1995 年個展於台北市立美館的《相對說畫》系列，我挪用了廣告標語與纒足文件，揭示女性身

體從古至今仍陷在父權審美標準下無法自主掌握。之後，我以《黑牆、窗裡與窗外》、《向造成 228

事件的當局者致意》兩件作品，詮釋228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不平等地位；另一系列《經典系列》、《骰

子系列》乃反諷讀書人追求功利的現象；《繁複與思源》、《美麗人生》則試圖揭示台灣社會的亂象。

這些作品皆是我以「女性主義觀點」解構父權文化的性別、歷史、社會、政治、教育的系列創作，

表述了我所要傳達的「一種信念、一種思想」，也就是我的創作理念。

      我的作品所以會具「女性主義藝術觀點」，是因 1989 年從美國學成後加入「2號公寓」團體而投

入台灣當代藝術，但同時深感傳統文化的壓抑，常在身為人妻、人母、人女以及藝術工作者所承受

的多重角色中掙扎。1992年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個展「女性詮釋系列」，即以一坨坨「蛹形」、「蜷

曲的女體」，且加入女性包鞋和高跟鞋等圖象，隱寓當代女性難以突破傳統束縛的膠著與困惑的種

種狀態，我覺得自己好像「蛹」般的期待著破繭而出。

      為了尋求屬於自己的創作空間，1993 年我終於突破重重困難到澳洲攻讀藝術創作博士，大量接觸

了「女性主義藝術」的論述觀點與相關作品。女性主義藝術學者琳達•諾赫琳（Linda Nochlin）的

論文《為何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指出多數的藝

術史均是本從男性的觀點出發，在男性的標準下被選擇、被定位、被評價。3 於是我終於跳脫過去的

困惑，不再表現自己如受壓抑的蛹形，所使用的媒材也不局限於油彩與畫布了。當我明白父權文化

壓制女性發展空間的結構問題後，終能客觀地以「女性觀點」去檢視父權文化的產物，如《相對說畫》

系列即是以絹印、電鏽、人工絲、繪製等手法，「再現」美女古畫、纏足文獻以及現代美容塑身廣

告標語，反諷女性身體一直被父權的審視標準所掌握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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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系列作品展出後，藝術界及媒體評論就定位我是「溫和」的女性主義藝術家，因為我的作品

並沒有如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家以自己的身體或性器官作表現，我認為我的「再現」語彙是更有力的

控訴手法，因重現事實就是最有力的證據。這種創作語彙就如瑪莉．凱麗 Mary Kelly 的作品「產後

文件」（Post-Partum Document）。 4 她「再現」了兒子成長的物件如：尿布、牙牙學語的錄影帶、

塗鴉等，以展現母親與女性的主體性，也避免女性身體再次被男性所「窺視」。

      1997、1998 年我受邀北美館的「228 美展」，分別展出兩件解構政治議題的作品，如《黑牆、窗

裡與窗外》，是以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家書、公文等絹印於鉛板上，再刻意以硫酸將受害者的臉

部圖像腐蝕掉，「再現」受難者悲慘的人生；又以「百葉窗」現成物的「開與閉」，表現那曾被關

閉又逐漸被平反（打開）的悲慘歷史過程。

      另一件《向造成 228 悲劇的當權者致意》則大膽把「獎盃」現成物陳列一整排，且獎盃上還刻出

反諷當權者的文字，如：「向隱藏事件的當局者致意」、「向屠殺無辜的當權者致意」、「向寧可

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任何一人的陳儀致意」、「向造成228受難者家屬一生羞辱懼怕的當局者致意」

⋯⋯，此種所謂的「致意」，就是「控訴」，所謂的「豐功偉績」，就是反諷卑鄙、殘忍的屠殺等

陰謀暴行。之後，我在另一系列《經典之作系列》、《骰子系列》中，質疑當今的教育，反諷讀書

人在「四書五經」的傳統道德教育下是更加的虛偽、投機與功利；在《美麗人生》大型裝置中，將

上萬張記載台灣亂象的日報掃描於馬賽克處理後的「清明上河圖」上，再列印於長形捲軸懸掛成可

進出的旋轉式空間，遠遠看去卻是幅「清明上河圖」的國畫裝置，「再現」了台灣富裕社會底層下

的社會真相與亂象。

《相對說話系列 I》, 絹印 , 油料 , 畫布 , 人造絲 , 電動繡 , 270 cm x 400 cm x 10 cm , 1995 

  個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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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人生》, 數位圖像輸出 , 塑膠布 , 木軸 , 300 x 90 cm x 32 pcs , 2009 , 展於紐約皇后美術館

《相對說畫系列》

《向造成 228 事件的當局者致意》 《經典系列》

《黑牆 , 窗裡與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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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先知洪以利亞以「神的話」，開啟我所想表述的「道」

      1999 年「921 大地震」，震醒了我的良知。若不是我目睹人類遭大自然反撲的這場大浩劫，我也

無法體認先知帶出的「走出文明、回歸伊甸」真理。從此我作品所要傳達的不再只是我個人的女性

主義觀點，而是蒙列國先知洪以利亞以「神的話」所開啟的「道」。在《聖經》〈約翰福音〉中的

「道」就是「神的話」：「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約翰福音〉1: 1-2））。另外，在《聖經》〈啟

示錄〉：「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

曉諭他的僕人約翰。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念這書上預

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啟示錄〉1:1-3)。在現今世

代，列國先知洪以利亞就如當年的使徒約翰一樣，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表明出來，先知

所傳揚的「道」都是向這個時代所發出的「神的話」。

      先知在錫安聖山傳道，他告訴這世代的人：「在伊甸園，一切都是神所創造的，沒有科學文明的

玷污。但是，自從人類墮落以後被趕出伊甸園，人就遠離神，人也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其後，魔鬼

撒但鼓動人用自己的聰明，發明許多科技，就不再依靠神，乃是依靠人的聰明智慧，結果帶來了無

窮的禍患。⋯⋯我們回錫安以後，一直要回歸伊甸、回歸神治、回歸自然；要走出文明、唾棄墮落

人類的無神文化。⋯⋯這些都是從神的啟示而來的，當時很難被這個世代的人接受，因為墮落人類

都活在無神的文化中，崇拜墮落的文化、迷信人為科學。但是，神的話永遠安定在天！」5 

      的確，人類自從被趕出伊甸園就逐漸遠離神，以墮落的智慧極致發展無神文化和科技文明，依靠

自己的聰明建構巴別塔，在父權體制下發展人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等⋯⋯，

其結果卻是使人陷在更多的禍患與痛苦中。多年來我以「女性主義觀點」的創作論述來爭取女性資

源，但其果效是顯然有限的。先知揭示「回歸伊甸、回歸神治、回歸自然」的真諦，強調人類必須

走出文明、唾棄墮落的無神文化才能達到「物我同榮、天人合一」之境。當我明白了這真理，知道

人需敬神才能彼此相愛，如此才能解決所有父權結構下所衍生的問題，於是我的創作開始思考人與

創造主的關係。

「回歸大自然系列」: 壓克力燈箱的「人工自然」

      1999年，神的靈引領我開始發展「回歸大自然系列」，如《生生不息．源源不斷》、《景觀•觀景》、

《花柱》、《寶貝》、《蛹之生》等。我企圖「再現」人類遠離大自然所建構的都會文明與人工自然，

我以都會五光十色的符號「廣告燈箱」來與「大自然」作強烈對照。當時我花了很多時間與製作招

牌的廠商討論，特意依招牌製成的方法來表現，且選擇大自然的圖案如花卉、天空、海景等，以數

位輸出貼在壓克力燈箱上，創造了各種幾何形狀的方塊、柱形、錐形、貝殼形、蛹形等的「人工幾

何自然」，並刻意放置在大自然的公園、樹間、草原或室內空間，再現矯揉荒謬的人工造景。然而，

很弔詭的現象是，此系列作品反而吸引了更多觀眾的目光，觀眾不覺得人工的假自然有何不妥，反

而更加喜愛這種發光體。當我看到觀眾在作品前面駐留許久的奇特景象時，就更加印證了我所批判

的議題，人們對於「人工自然」的驚艶與喜愛更說明了大自然被墮落文明寖染的危機。此系列作品

也獲得許多公共藝術節的邀展，如《聆聽雲光 II》、《交融與共構》、《雨林》等，因亮麗的作品

更吸引現代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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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 -捕捉》, 3D 動畫 , 偏光眼鏡 , 白手套 , 投影機 , 光柵片 , 電腦 , 感光螢幕 , 冷光片 , 300 x 400 x 300 cm 暗室

   28 x 33 x 3 cm , each, 光柵標本 x 15 , 個展於台北當代藝術館

《寶貝》

《聆聽雲光》

《生生不息、源源不斷》

《浮光掠影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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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人工生命」的虛擬蝶與人蝶合體的「夏娃克隆」

      2001 年我執教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更有機會接觸電腦科技媒材，於是我開始藉

著 3D 動態影像來「再現」科技所建構的虛擬的幻景，如：2004 年的「非自然」和 2005 年的「情迷

意亂」這兩項個展中，作品《花柱》是我刻意建構的四座柱形花園的壓克力燈箱，中間一座較低的

燈箱則裝置了一個小螢幕，螢幕內呈現了一隻 3D 動畫的蝴蝶影像，比喻花與蝶只需作遠距傳情；另

一作品《城市母體》則呈現蝴蝶與霓虹燈所孕育出的許多數位標本。2006年在台北當代館的個展「浮

空掠影一捕捉」中，更以 4D 眼鏡和雙投影來展現立體影像的蝴蝶動畫，蝴蝶雖在銀幕上栩栩如生，

卻無法被觀眾捕捉到手。展覽空間內也懸掛了很多以「光柵」做成的錯視動態「標本」，表現了人

造蝴蝶是可以在數位系统中被儲存、存檔、重組與刪除的。之後我受邀到北京 798藝術村的個展「美

麗新世界」，更大膽的創作了第一件的互動裝置《創造的虛擬》，以互動平台邀請觀眾在介面上繪

製自己的蝴蝶圖案，等觀眾完成「創造」後會看到自己畫的蝴蝶影像緩緩飛入前方的海底投影內，

但蝴蝶卻很快的消逝。藉此作品反諷人造物的虛擬與短暫，啟迪人對「真與假」、「實與虛」、「久

與暫」等哲學課題的深思。

      2007 年後，我更看到人類不但以電腦科技建構智慧城市，更大膽挑戰神的原創，如基因改造農作

物、基因複製生物、胚胎混種等極端科技。因此，為了「再現」這種人工培育生命的行為，我又創

作了四件組的作品《溫室培育》。以壓克力建構了圓形花辮造型，中間以小螢幕呈現一個女體，從

3D 動畫網格慢慢轉變成具有肉身的女體影像，又以馬達運轉與 LED 燈照射之，呈現科技化的人工

培育過程。2008年又發展了一個大型投影的蝶女物種，且將之命名為「夏娃克隆」；因神創「夏娃」，

人也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創另一個複製夏娃。為了表現她的「人工生命」，我以互動電腦程式、互動

介面設計、感應器邀請觀眾與她互動，一旦有人介入時，「夏娃克隆」即可從「蛹」變為「蝴蝶美女」，

再到「美女影像」的具體成形。觀眾愈多則她蛻變愈大，一旦沒有觀眾時立刻便會回到蛹型的狀態。

此一人工的互動裝置反諷這物種乃因着人類的涉入才能演化，卻無法獨立生存，因她只是「人工的

假生命」，唯有神的原創才是自然與真實的生命。

《溫室培育》, 壓克力 , 數位圖像輸出 ,3D 動畫 , 電動轉盤 ,LED燈 ,DVD

    放映機 ,  80 x 80 x 70 cm , each,  x 4 

《夏娃克隆 II 》, 3D 電腦動畫 , 網路攝影機 , 互動系統

   依場地而定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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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複製性與人工生命的「巴比倫大淫婦」

      人類發展墮落智慧的產物已經成為轄制人類的反撲力量：化工污染導致的「全球暖化」，達到

回不去的臨界點；猛夏高溫破記錄；南北極巨大冰融、冰川斷裂引發海嘯及全球水平面升高等災難

⋯⋯。除了大自然的反撲外，人類更妄圖改造神的原創定律，如人工繁殖動植物加快了基因突變；

基改工程、基因複製工程、混種等僭越了物種的界限，所產生的生物變種、生態浩劫及道德危機將

人類帶上滅絕之路。 6 另外，以晶片、監控器、網路、電腦、WIFI、超微波，超電磁波、人工智慧、

生化科技、機器人等⋯⋯發展所謂的「智慧城市」、「未來世界」和「網路科技虛擬世界」，使人

類浸淫在自己所創的科技網羅，人類已全面性地被科技監視、控制、操縱，又難以脫逃自作孽的重

重誘惑與危害中。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去逝前也說出：「人工智慧繼續發展下去，恐

會導致人類滅絕。」 7 特斯拉汽車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也警告：「人工智慧將是我們最大的

生存威脅。」他甚至形容人工智慧就像惡魔，而人類卻無以自拔地正在召喚惡魔。8 

      因著先知所開啟的「道」，我發現這階段的「夏娃克隆」已無法詮釋當今人類發展科技文明之惡，

於是2011年我決定以「人蛹及人獸合體」來形塑「夏娃克隆」兼具迷人與邪惡的雙重化身。我引用《聖

經》〈啟示錄〉所記載的「巴比倫大淫婦」（「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示錄〉 17:2 )，以及將撒但的記號「666獸印」置入「夏娃克隆」的額頭與右手上( 啟示錄 13:16 )，

喻表科技文明如「巴比倫大淫婦」與「666 獸印」地勾引並轄制著人類。於是，2011 年展於台北當

代館的《夏娃克隆肖像》即以 3D動畫「全像」(Hologram) 的媒材表現迷人的眼神與姿態，她在聚光

燈投射下「活現」而出(因沒有光線就看不到「夏娃克隆」)。更稀奇的是，當觀者左右移動觀看她時，

她的眼神也緊隨著、注視著觀眾；又當觀眾停止觀看時，她也就跟著停止不動了。「再現」人類所

創造的科技文明就如「夏娃克隆」般的美麗動人，也猶如「巴比倫大淫婦」般的誘惑且控制著人類。

      延續《夏娃克隆肖像》的觀念，我接著又創作了六角形大型投影的《夏娃克隆 III》互動裝置，表

現六個龐大臉部跟隨且注視著觀眾，而背景音響配上水聲以及觀眾左右移動時趨動肖像影像的音效，

更強調那巨大的肖像有如科技強權般的籠罩與充斥在生活周遭，人類對如此龐大的科技文明顯得很

渺小。另外，也以樹脂塑造六雙刻有「666 獸印」的立體雕塑《夏娃克隆手》與《夏娃克隆手指》，

表現存放在培養水的試管與實驗玻璃罐裡，藉以批判這種混種、被人工培養的物種正成為反撲人類

的邪惡變種，就如電腦、科技、化工、核能等人工智能的發明，到最後反而成為危害人類的元兇。《夏

娃克隆 III》在台北當代館展出後，隔年受邀在國美館「台灣雙年展」展出時，我加入了網路攝影機

（webcam)，試圖將觀眾影像置入作品而發展出《夏娃克 IV》。

      2011 年受邀新苑藝術畫廊個展中，則以同樣觀念發展出「全身的夏娃克隆」:  頭部微低、雙手放

於胸前如胎兒，身體則是人蛹合體的形態與質感。我先以十八個小螢幕表現《量產夏娃克隆》，強

調「夏娃克隆」如工廠的產品正被量產中。在《透視夏娃克隆肖像》的六件數位圖像，則表現如 X

光片透視了「夏娃克隆」，顯露出她在美麗的外表下有著剌青的符號如  :  蛇、蠍子、龍等危險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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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手》, 醫學玻璃罐 , 透明樹脂雕塑 , 雷射燈 , 25cm x 25cm x 43cm x 6 pcs, 2011

《夏娃克隆肖像》, 3D 動畫 , 動態全像 , 壓克力鋁框 , 聚光燈 , 46 cm x 58 cm x 4 cm, 2010 ~ 

《夏娃克隆 III》, 3D 電腦動畫 , 電腦 , 互動系統 , 感測攝影機 , 依場地而定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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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夏娃克隆啟示錄 I》的大型投影互動裝置，進一步表現「夏娃克隆」具「人工生命性」

與「複製性」。當觀眾進入作品場域時，就啟動了她的生命指數（電腦時間碼 Time Code），且身

體從黑白慢慢轉成色彩，以及複製成整排的身體。複製出來的一尊尊「夏娃克隆」數量，則可依投

影場地來決定；場地愈大「夏娃克隆」就可複製愈多。此中討論了被複製的生命，因著人類介入後

而啟動了生命值與複製性。她的生命指數（電腦時間碼 Time Code）一直隨著時間以毫秒跳動著，

表示她與人類共存於當下的生命。最後，我為了定義與揭露「夏娃克隆」轄制人類的身份與權勢，

更大膽加入《聖經》〈啟示錄〉有關「巴比倫大淫婦」與「666 獸印」的聖經章節，以六種強權文字

呈現於每尊「夏娃克隆」的底部。其中有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代表政治、文化、宗教三大

權勢，因把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就是這三種文字，寫著：「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約

翰福音〉 19： 19-20）；此外又加入中文、英文與阿拉伯文，代表今日三大强權，並由電腦隨機顯

示於底部，而其背景音樂則是神聖詩歌夾雜著如鐵器磨擦的怪音效，強調它的假神聖。作品每次展

示的時間不同，呈現「夏娃克隆」的生命值也不同。之後，我為了記錄她每次展出的生命值，特別

為她創造了一系列的《夏娃克隆啟示錄文件》。

《夏娃克隆啟示錄 I》, 大型投影互動裝置 , 動態影像 , 3D 動畫 , 互動系統 , 網路攝影機 , 電腦 , 投影機 , 2011 , 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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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人互動的「大偶像」

      在 2013 年受邀於台北當代館的國際展之前，我便思考「夏娃克隆」下一階段應該要演化得更擬

真如人類，於是我找來模特兒扮裝，試圖把「夏娃克隆」半蛹半獸的形象用真人來表現，但因技術

與化妝很難克服，花費也相當龐大而告停。我遇此瓶頸的困難時，經迫切向神禱告後，神啟示我想

到先知的信息，即《聖經》〈但以理書〉第二章 32-33 節所預言的「大偶像」( 金頭、銀身、銅腹、

鐵腿、半鐵半泥的腳）就是「人的國」。 9 我頓時豁然開朗，原來「夏娃克隆」所要傳達的理念，不

單涉及複製人或人工物種，也不單涉及科技文明的化身而已，更進一步係要批判人類以墮落智慧、

無神文化所發展出來的「人的國」，就是《聖經》〈但以理書〉所預言的那座敵基督的「大偶像」。

      終於《夏娃克隆啟示錄 III》成功展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後人類慾望國際藝術展」。我以 3D動畫

重新塑造了具有《夏娃克隆啟示錄 l》所有的特性，如複製性與生命值，以及放入有關「巴比倫大淫

婦」、「666 獸印」與〈但以理書〉有關「大偶像」的聖經章節。在這次的展出中，「夏娃克隆」

的身體已經是金頭、銀身、銅腹、鐵腿、半鐵半泥腳的形體質感了，而她原來低頭如胎兒的形體則

演化成更具魅力的女體。另外，為了展現它是被崇拜的「大偶像」，我還以「夏娃克隆」原動畫檔

複製列印成 3D 的金色立體頭形，將她放置在影像前面正中間，讓觀眾可用手觸摸她前額的「666 獸

印」，表示多重含義的動作，如：與她交媾、被她烙印「666 獸印」、舉手崇拜她，更可趨動「夏娃

克隆」抬頭與手舞足蹈，彷彿給予她生命般的神奇。頭頂上一直跳動的生命值（Time Code）及腳底

部隨機（Random）出現的聖經章節，以及帶有如鐵器磨擦怪音效的背景音樂，如偽造的詩歌般的令

人聽了毛骨悚然。《夏娃克隆啟示錄 I》與《夏娃克隆啟示錄 IlI》作品中所引用的《聖經》〈啟示錄〉

與〈但以理書〉之章節如下：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啟示錄〉

  13:16)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啟示錄〉13:17)

．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啟

  示錄〉 13: 18)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

  罰指給你看。(〈啟示錄〉17:1)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啟示錄〉17:2)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啟示錄〉

  17:5)

．天使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啟示錄〉17:15)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啟示錄〉 17:18〉)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啟示錄〉 18:3)

．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 (〈但以理書〉 2:31)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但以理書〉 2:32) 腿是鐵的，腳是

  半鐵半泥的。(但以理書 2:33)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但以理書〉2:34)



《夏娃克隆啟示錄 II》, 3D 動畫 , 動態全像 , 聚光燈 , 67cm x 53cm x 6 psc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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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啟示錄 III》, 3D 動畫 , 3D 列印 , 互動系統 , 電腦 , 投影機 , 依場地而定 , 2013 , 展於台北當代藝術館

被神打碎，成為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列國先知說道：「世界的日子不多了，還有一點點的時候，那要來的就要來。但以理書所記載的王所看見的大像，頭

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誠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粃，被風吹散，無

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又說：「從前的世界敗壞了，神用洪水來毀滅它；現在神不再是用

洪水來毀滅，乃是要用烈火來焚燒。這世界已經來到盡頭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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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依着先知對「人國大偶像」的結局來表現「夏娃克隆」的終極命運終。 2014 年受邀展於

美國紐約皇后美術館的“Raising the Temperature”的《夏娃克隆啓示錄 IV》，呈現「夏娃克隆」

在廢墟中被海水淹沒，水被染紅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她雖奮力逃出水面，卻被天上非人所鑿的

一塊石頭砸得粉碎，成為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但以理書〉2：31-35）在作品

影片的末了，則將那「大偶像」打碎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最後以《聖經》〈啟示錄〉的章節

作結尾，並與聖歌背景音樂相互呼應，企圖傳達科技文明的終極命運。藉此提醒人類所崇拜的科技

文明以及整個人國的權威與體制的「大偶像」，至終必被神打得粉碎。影片中的石頭造型是參考「錫

安山」的大石牌，因「錫安山」就是喻表「神的國」。作品中所引用的《聖經》章節如下：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第二

  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

  河與眾水的泉源裡，水就變成血了。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啊，你這樣判

  斷是公義的；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啟示錄〉

  16：2-6）

．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是精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

  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但以理書〉2:31-34)

燒「巴比倫大淫婦」的煙往上冒

      2014 年底，我又受邀美國紐約 JCAL藝術館的”Culture Capsules”國際展，想到世界文明之最

的「紐約」城正是今日的「大巴比倫城」，而《聖經》也指出「大巴比倫城」就是「大巴比大淫婦」。

我巧妙的將「夏娃克隆」虛擬影像與 Google 建構的紐約虛擬影像結合。「夏娃克隆」驕傲展開雙手

站在「帝國大廈」之頂，影片表現「夏娃克隆」與整個城市從平行到從天空鳥瞰的視角作環繞，彷

彿她狂傲地從高天睥昵下地，企圖統管萬有與全地。這大城象徵人類每天忙碌追逐政冶、經濟、文

化、科技、宗教、教育、藝術等活動之中心，是人類所有慾望的象徵，也是人類崇拜的「大偶像」，

但依照神的預言，神發烈怒從天降下烈火，將這大城燒燬淨盡，而燒此「巴比倫大淫婦」的煙往上冒。

作品中所引用的《聖經》之章節：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啟示錄〉17：18）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

  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啟示錄〉18：1-2）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救恩、榮耀、權

  能都屬乎我們的神。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

  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

  19：1-3）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示錄〉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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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比倫城》,3D 動畫 , 數位影音 , 04:07, 2015 , 展於美國紐約Light Year

《夏娃克隆啟示錄 IV》, 3D 動畫 , 數位影音 , 08:01, 2014 , 展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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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創造計畫  VS.  「達文西」

      2017 年因受邀北師美術館的「新樂園」聯展及新苑藝術的個展，我當時思考是否持續此系列的創

作還是展開另一新的作品，因「夏娃克隆」已經照著聖經預言被終結了。這個問題在經多次禱告後，

神又開啟了我繼續創作「夏娃克隆創造計畫系列」。我想起「達文西密碼」電影中所描述的達文西

之企圖心，他於畫中褻瀆了主耶穌的神性，也大膽解剖當時教會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類身體。達

文西被稱為人類史上最具全方位的鬼才，是藝術家、軍事家、科學家等，一生致力於運用他的創造

力，不斷地從事各項發明設計及科學研究。他幾乎可稱為人類發展智慧的代表人物，若達文西活在

現今科技時代，相信他的創造慾望將不可限量，而挑戰神的原創更是難以想像。達文西的智慧及慾

望就是追求無神文化甚至敵神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列國先知警告的：「世界上一般人的智慧，那

是聖經所說將要滅亡、將要沒落之人的智慧。⋯⋯這是魔鬼撒旦試探人、叫人墮落的最可怕的詭計！

也就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受試探非常厲害的一點、關鍵性的一點。」11

      於是我開始研究達文西及他的作品，最後決定在《夏娃克隆創造計畫 I》挪用達文西的維特魯威

人（Vitruvian Man) 手稿，因此手稿乃是他以黃金比例來描繪人體的完美尺寸，也誇耀人類是天地

方圓之中心。我更發現達文西畫的維特魯威人居然與我創造的「夏娃克隆」比例相符，如臉部五官、

四肢、身體等比例。此系列作品除了指出「夏娃克隆」的完美比例恰巧就是達文西的「黃金比例」

外，更將達文西強烈創作慾望與驚人的企圖心轉譯在「夏娃克隆」被生產之創造過程上；因達文西

解剖人體、解析肌肉、血脈、骨頭⋯⋯之大膽行為與當今一些科學家大膽想改造神原創的慾望雷同，

而我的「夏娃克隆」作品即批判人類以「人本」為中心，妄圖挑戰神原創之本質思維，於是將「夏

娃克隆」與「維特魯威人」兩相作對照，藉此作品「再現」人類的慾望。這些是參考聖經《但以理書》

中所預言的大偶像以及《啟示錄》中的巴比倫大淫婦，而「夏娃克隆」額頭與右手上的「666」也是《啟

示錄》中喩表控制人類的獸印。另外，我更將這些參考的聖經章節以達文西字體取代了達文西草圖

上的鏡像文字，定義了「夏娃克隆」的角色，指涉人類以科技挑戰神所創造的「複製夏娃」產物就

是聖經《啟示錄》與《但以理書》章節中所預言的令人崇拜的誘人大偶像，卻也是反撲與控制人類

的巴比倫大淫婦，再現了當今科技霸權的誘惑力，以及監控與反撲人類的現象。

      《夏娃克隆創造計劃 I》影片中，我回朔並重現之前我創造「夏娃克隆」的過程與她每一時期的

形體演化，從我發想繪製的「夏娃克隆」原線稿到以電腦 3DMaya 軟體建構的網格，到每一階段的

貼圖如：從原始草稿與「維持魯威人」作精準對位，仿人的膚色、仿金屬色、仿全像的綠光色，在

360 度自轉中逐步𨍭換成電腦網格，並在電腦軟體的呈現如何翻轉鏡頭，將「夏娃克隆」放大縮小等

檢視的步驟，一直到加入金屬質感與不同色澤的演化過程，最後呈現完美的金頭、銀身、銅腹、鐵

腿與半鐵半泥的腳之形體，且以 360 度自轉，每旋轉一次身體就形變一次，我將這種 3D 動畫的製作

過程轉譯成創造「夏娃克隆」的過程與觀念。

      因着 3D錯視效果，「夏娃克隆」彷彿從達文西的手稿浮現成立體的 3D身體，再配合音效表現一

種神秘與詭譎感。影片中段，我特別呈現如何在電腦軟體空間檢視「夏娃克隆」身體比例的真實記錄，

呈現電腦介面、360 度空間、鏡頭、時間軸，還刻意存留了這些只有電腦能繪製的紋路、符號、icon

與影像，企圖與達文西當時只能用平面手繪的方式作對照，暗示了我所創造的「夏娃克隆」形體是

比達文西的「維特魯威人」更具擬真、立體及電腦數位化效果。另外，原底部達文西的鏡像文字也

被巧妙地更換成以「達文西鏡像字體」呈現的《聖經》「大偶像」及「巴比倫大淫婦」的聖經章節，

也把達文西的簽名改成我的簽名當成一種密碼，因觀眾其實是很難發現達文西的文字與簽名已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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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的創造計劃 I》 , 數位輸出 , 投影 ,3D 動畫 , 數位影音 , 依場地而定 ,2016, 9 minutes, 展於美國華府AUM 美術館

作品局部

我改過了。我以女性藝術家對照偉大男性。

      大師達文西的角色，以作品多層次呈現了「維特魯威人」與「夏娃克隆」的平面手稿與立體電腦

3D 動畫的視覺對照；黃金比例的男女形體的對位，聖經章節與符號的指涉性，以及達文西與林珮淳

在兩種不同時空、媒材、性別與創造慾望下所創造的「維特魯威人」與「夏娃克隆」之間的對照與

對立關係。

      《夏娃克隆創造計劃 I》是以女性藝術家 3DMaya 動畫所建構的「夏娃克隆」，透過軟體與大師

達文西所創造的「維特魯威人」草稿作精準的對位結合，除了表現「夏娃克隆」比例與「維特魯威

人」般的黃金比例相吻合外，也將達文西的慾望映射在「夏娃克隆」上，因達文西在「維特魯威人」

四週畫上圓與方形線條，指出人類的完美身體就是掌控宇宙中心的黃金比例，他這種以「人本」的

觀念正與我以「夏娃克隆」批判人類以科技挑戰神原創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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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的創造計劃 I》 , 數位輸出 , 投影 ,3D 動畫 , 數位影音 , 依場地而定 ,2016, 9 minutes

     《夏娃克隆創造計劃 lMR》乃延續《夏娃克隆創造計劃 l》影片，將達文西草圖和「夏娃克隆」

延展於真實的空間內。先邀請觀眾戴上 MR 混合實境的頭盔裝置，觀眾會驚訝發現那「夏娃克隆」

與達文西「維特魯威人」的大合體影像居然出現於眼前，且有如大偶像般的傲立於空間中，再加上

背景音樂及電腦的聖經詞句語音響在耳邊，有別於過去的視覺與聽覺經驗，一種詭譎不安的情緒油

然而生，觀眾在戴上 MR 裝置，雖與展場的觀眾共存於當下的時空，但卻又被抽離於現場而沈浸於

單獨與作品對話的情境中，觀看一場虛實合一的劇場，而現實的週遭環境與走動的人羣也成為劇場

的一部份。我以科技再現科技的本質，尤其以「混合實境MR」的虛實合一的特性，企圖表現「夏娃

克隆」此誘人的科技產物早已存在人類的生活中，且成為人類所崇拜的大偶像。

      影片也以敍事性的情節，將「夏娃克隆」與「維特魯威人」的大合體影像先以360度慢慢自轉呈現，

「夏娃克隆」在達文西的草圖上如浮雕般的凸出，之後進入黑色電腦空間的網格形體，之後又分裂

成六尊圍繞在本體週圍，最後又回達文西「維特魯威人」的合體，敘述了「夏娃克隆」此科技產物

具有達文西對「維特魯威人」所形塑的完美比例，以及達文西作品中所隱喻以「人」為天地中心之

慾望，更再現了「夏娃克隆」的複製性，以及高大如科技權勢般的存在人類生活中。

《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劃 IMR》 , 依場地而定 ,3D 數位動畫 , 數位影音 ,MR互動裝置 , 2019, 7 minutes , 展於國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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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劃 IMR》 , 依場地而定 ,3D 數位動畫 , 數位影音 ,MR互動裝置 , 2019, 7 minutes , 展於國防美術館

《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劃 IMR 》, 依場地而定 , 數位動畫 , 數位影音 ,MR互動裝置 , 2019, 7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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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娃克隆創造文件 I》系列是延續以上的觀念，我以「夏娃克隆」3D 檔案發展的頭部與手部線

條、網格、貼圖等，與達文西手稿的頭部與手部手稿結合，表現「夏娃克隆」有如達文西手稿中的

人體黃金比例標準。此系列共有五件作品，從達文西素描的頭部與夏娃克隆線條的頭部結合；達文

西素描的頭部與夏娃克隆頭部網格結合；夏娃克隆網格頭部逐漸浮現，最後夏娃克隆金頭完整出現

並刻有「666 獸印」。作品特意保留達文西的鏡像文字以及 3D 動畫的電腦軟體繪製的線條、網格、

icon、攝影機、控制器等符號，表現手稿文件與數位檔案兩者間的互文與對照的觀念。在作品數位

輸出後，我還在畫面加入我手繪的金色線條、聖經記載的日期與數字符號如 666 等。

      在《夏娃克隆創造文件 I》頭與手部的四件作品，我利用「擴增實境」(AR) 技術，將「夏娃克隆」

從靜態轉換成動態影像，彷彿「夏娃克隆」真的從平面走到現實空間與觀眾對話。以「擴增實境」(AR)

互動技術來表達「夏娃克隆」就如各種科技產物存在人類的生活週遭裡，因當觀眾拿起「擴增實境」

(AR) 對著「夏娃克隆」的頭部與手部平面文件互動時，會驚訝發現平面的頭部與手部在螢幕內居然

動了起來，如「夏娃克隆」的頭部從仰睡逐漸抬頭睜開眼睛且左右轉頭，之後再閉眼回到原來的姿勢，

而手部也以六字形的誘人勾引態勢且如魔鬼撒旦的雙角手姿一再擺動，喻指「夏娃克隆」其實就與

人類同在空間與時間存活著。

《夏娃克隆創造文件 I頭部》, 數位版畫 ,AR設備 , 54 x 72 x 5 pcs , 2017 , 展於美國紐約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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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創造文件 I 手部》, 數位版畫 ,AR設備 , 54 x 72 x 5 pcs, 2017 , 展於美國華府AUM美術館

      在《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劃 IAR》六件平面數位版畫作品，乃延續「夏娃克隆肖像」與「夏娃克

隆創造計劃 II」系列，挪用達文西美女的肖像草圖，尤其挑選了六張具有美妙姿勢的肖像，再將六

張「夏娃克隆」臉部的網格作對位，從臉部的五官到姿態都一一比對討論了「夏娃克隆」臉部的比

例和姿態與達文西的美女肖像草圖相似。此系列。很奇妙的發現，當「夏娃克隆」網格置入達文西

的美女肖像草圖後，兩者的尺寸居然一致，再現了「夏娃克隆」的完美比例與姿態與達文西美女肖

像的草圖的關係。另外，在作品上刻意保留了「夏娃克隆」網格的骨架與電腦 icon及攝影機符號等，

再以金色線條與數字繪製於上，如 144 ＞ 666、721 ＞ 666 等符號，是林珮淳以聖經數字來暗示「夏

娃克隆」此科技產物的本質。

      最後為了表達「夏娃克隆」可活現在空間內，以AR擴充實境裝置將「夏娃克隆」的網格從平面

畫框浮現於展場內，觀眾透過平板電腦可與「夏娃克隆」左右互動，發現「夏娃克隆」的網格動態

影像浮現於框外且遊走於左右兩個圖像中，她宛如從右邊黑底的數位時代走入左邊達文西草圖的時

代，又反覆回到右邊，有如靈魂般的反覆存在三度空間中且不斷的與本體作對位與融合，而觀眾也

左右操控這種交互作用的奇特過程，這是虛擬延展至真實空間的錯覺，正是我藉著科技媒體表現「夏

娃克隆」的科技虛擬性，反思此科技產物早已活在人類的生活中，與人類密切共生共存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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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畫 IAR》, 數位版畫 , 手繪 ,AR互動裝置 ,3D 數位動畫 , 2019, 84 x 65 cm x 6 pcs , 展於美國紐約藝術基金會

「神乎其技」的語彙、符號、科技媒材

      林麗真教授的文章指出：「藉著有形、有體、有色、有象的藝術型態表現出來，甚至達到『神乎

其技』的境界。」12 的確，藝術可以指著藝術家具有能力掌握媒材，使藝術語言有效的發展和使用，

以傳達其藝術深度的意義。 13 藝術是視覺、聽覺、表演或人類活動的多元創造，是作者的想像力、

藝術觀念與技術的表現。 14 足見藝術的思想、語言、信念與觀念，是必須藉著技術掌握才能被完整

呈現，因此「道」與「技」之間相輔相成，委實具有內外一契的緊密關係。在我每一系列作品的創

作過程，為了能充分表達我藝術的觀念（道），我總竭力尋找最合適的媒材，將之轉換成為一種語彙、

符號，甚至成為觀念的本身，可說是「道」與「技」互為主體。在「夏娃克隆系列」所使用的科技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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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克隆肖像創造計畫 IAR》, 數位版畫 , 手繪 ,AR互動裝置 ,3D 數位動畫 , 2019, 84 x 65 cm x 6 pcs , 展於國防美術館

不僅「再現」人工生命的虛擬性，也成為我批判科技本質的關鍵語彙，如 : 可以表現具人工生命女體

的 3D 動畫虛擬性；可以拍攝與認知觀眾定位的網路攝影機（webcam）；可以跟隨觀眾的視角成功

地把媒材與觀念結合成多層次語彙的全像（Hologram）；可以表現與觀眾互動的電腦系統、紅外線

感測器 (Kinect）及互動程式；可以表現「夏娃克隆」與人類同時俱在的電時間碼（Time Code）；

可以表現「夏娃克隆」被複製的電腦延遲（Delay）程式；可以把「夏娃克隆」置在現實空間的 AR

技術等，皆說明了「技」就是詮釋「道」的關鍵語言。尤其在《夏娃克隆啟示錄 IIl》這件大型裝置，

克服了許多的高科技技術，如：融接三台投影機成曲面投影的軟體與技術；即時控制時間電腦碼（Time 

Code）的毫秒跳動，又如立體金頭可與觀眾即時互動的感應系統；以電腦延遲程式（delay）複製出

一尊尊的「夏娃克隆」影像，以及控制她如何從靜態的黑白影像逐漸變成彩色的自轉與舞動的影像

等等的高科技。

      若沒有這些科技就無法淋漓盡致地把「夏娃克隆」表現得如此迷離、虛幻，令人神疑。她既可與

人對話，又可被複製、似乎可一直虛幻地活在當下的生命中。以「再現」的語彙，表現「人工自然」

與「人工生命」的炫麗與外表誘人的本質，以反諷的手法，讓觀眾去省思隱藏在美麗的糖衣背後的

陷阱。就如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曾說：「反迷思最好的武器可能是以他的方式將他迷思化，

並製作一個矯揉造作的迷思。」( The best weapon against myth is perhaps to mythify it in its turn, 

and to produce an artificial myth.)  15 也如林麗真教授說的「神乎其技」：「這絕對不只在技術表現

本身，更在乎其技背後所透顯出來的神理神思！這種神理神思，應是出自作者對宇宙真理、人群社

會、個己生命中諸種課題的真實關懷和生命體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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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卡茨曾提出「⋯藝術家的創作不在於科技使用的最新或最晚，而在於以有意義的方式去告知觀者

與參與者科技問題與迷思。」 18 今日反觀我的創作，彷彿是神早就指引我去認識與解構「人國」的

真面目。因著先知所啟迪的「道」而明白了人類唯有「回歸伊甸、回歸自然，回歸神治」才能有敬

神愛人的生命，也才能解決所有人類無神文化結構下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尤其我形塑了人類挑戰神

原創的慾望的「夏娃克隆」，她每一代的演化與繁衍從《夏娃克隆 II》人蛹合體的女體，到烙有「666

獸印」的「巴比倫大淫婦」；到了《夏娃克隆啟示錄》更成了以聖經《但以理書》所喻指的「人國

大偶像」了。這演化過程敘述了人類與科技的互存關係，藉此系列作品揭示人類建構的無神文化與

科技文明反而成了反撲、轄制人類的邪惡權勢，更是神要燒滅的「巴比倫大淫婦」，以及神要打碎

的「人國大偶像」。最後我在「夏娃克隆創造計畫系列」中把「夏娃克隆」與達文西的草稿結合，

指出「夏娃克隆」正是人類極致發展的墮落智慧以及挑戰神原創的產物，而她早已充斥在人類生活

周邊的每個角落裡。

      林宏璋在《技術人與科技藝術：從海德格到史迪格勒的框架》一文中敘述從科技的本質可以進行

哲學的思路，這正是我的作品最佳的詮釋。文中指出：

      藝術工作者一直是對於當下的演練， 換言之，對其所存在的「現在」進行中測量，進而推進

整個時代想像，這是藝術能作為一個時代中真實的呈現向度， 往往不是經由紀錄 / 文件等的忠實

摹寫， 藝術工作者的想法與其所表現的慾望， 以一種「迂迴」的方式進行一種實踐「個人化」

（individuation）的行動。在一個時代中，技術與藝術之間的距離遠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近，甚至互相

依存；班亞明（Walter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一文正是展現在極權社會時代藝

術與技術之間的緊密關係。在班亞明的文章之後的二十年，海德格出版了《對科技的追問（DieFrage 

nach der Technik）》從科技本質所進行的哲學思路，引介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因果論， 打開了有關

科技存有論的基礎，尤其在面對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危機以及人類必須創造的轉機。海德格強調「藝

術」與「技術」是一樣的作用，如果技術能讓人類自由自為使用，作為一個顯示「真理」（aletheia）

的工具與手段， 在希臘文中「生成」（poiesis）同時也具備「詩學」（poetics）， 意味著「從無到有」

的創造性經驗的「提出」（bring-forth）。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古典技術與真理連結關聯並無差別 

。海德格與藝術與技術的平行思考的路徑， 也在其《藝術起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得到呼應 。然而， 現代科技的發展， 必須讓人類有更為激進的方式去進行這種「生成」，我們知

道， 在海德格思索科技情境時，已經是人類利用科技殘害自己的二戰之後， 因而透過危機所「迫出」

（challenge-forth ）的科技本質，現代科技將人的存在編入其編制之中 。 海德格利用「框架」（gestell 

）一詞標示現代科技本質，有著裝置（stell）以及積聚（ge）意義，框架是一種開顯的本質狀態， 

而非科技本身， 在這裏，人處於是在「備用」（standing-reserve）的狀態， 人的價值危機中， 因

為現代科技本身對人類所帶來的「威脅」去「迫出」真理的顯現。而現今藝術與技術共同的實踐所

的真實為何？ 雖然，在過去藝術實踐一直在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我們甚至可以利用技術的演進， 去

進行一部藝術史的書寫， 對於藝術史研究的「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轉向， 正是最好例證。 

相較於「傳統」藝術，晚近「科技藝術」以及「新媒體藝術」的創作中， 藝術工作者利用數位基礎

的技術以及回應當代的科技狀態，以感性的角度出發，透過實驗潛在的媒材敘事，進行對於所處時

代的極限作為演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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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編輯即將結束之際，我目睹「燕子」颱風淹沒了日本關西機埸，緊接而來的是北海道 6.7 級

大地震，造成當地嚴重土石流、走山滅村、土壤液化、路崩屋倒的慘狀。近日「山竹」颱風又狂掃

菲律賓、香港、中國，另一佛羅倫斯颶風撲向美國，造成當地百年來未見的災情，這都是正在發生

的災難，未來的災難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嚴重，這是人類發展科技文明的後果。列國先知洪以利

亞再三警告：「今天，人類受到世上智慧的殘害已到了飽和點，我們什麼時候還沉迷於世上的智慧，

什麼時候我們就被敗壞的權勢所轄制，就無安寧之日。」 19 這就是我要藉著藝術「再現」人類正發

展的「夏娃克隆」，也藉著作品傳達這末日的啟示與警世：人類唯有回歸伊甸、敬天順天，才能免

於末日的大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