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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冠名

波光粼粼

2013
單頻道錄影 

HD，彩色，無聲

6 分 55 秒，循環播放

72 李佳穎

你的時間

2020
複合媒材裝置

40 x 10 x 53 cm, 40 x 10 x 130 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委託製作

1 陳其寬

陰陽 2
1985
彩墨、紙

30 x 546 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100 謝德慶

曝光 

1973
錄像紀錄

20 分 48 秒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3 王仲堃

搖擺笛 2 — 時刻

2020
裝置

尺寸依場地而定

臺北市立美術館委託製作

14 劉瀚之

來不及

2006
單頻道錄影

5 分 33 秒

24 時間的自由研究 

大工作坊

2061 郭奕臣

承諾 2061
2015
1986 年哈雷彗星郵票、古董牙科

診療椅、古董木製窗框、鐵架、

LED 藍光燈、汽車燈、物件裝置

308 x 165 x 104 cm

未完成的承諾

2015
人類智齒物件、油畫、木製油畫框

61 x 77 x 6 cm

宇宙掉了一顆牙

2016
繪本，48 頁

文：郭奕臣；圖：林小杯

2019
動畫，彩色無聲，4 分 20 秒

60 王雅慧

流浪者之鐘 #1 

流浪者之鐘 #2 

2019
油墨、染色木板、時鐘機芯、黑色壓克力

80 x 60 x 3 cm

68 李錫奇

本位 6801
1968
混合版

45 x 45 cm (x10)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00 讀想時間

小工作坊

2

服務台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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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時間像什麼？

做哪些事的時候，會讓你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哪些事會讓你覺得時間走得很慢？

很多時候，時間的刻度不是時鐘的刻度， 

而是存在記憶中、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事件。

如果，請你想個方法記錄時間的變化，你會怎麼做？

歡迎來到「時間在哪裡」，

在這段旅程中，每件藝術作品都有一個數字線索， 

邀請你和九位藝術家一起看、一起想、一起發現時間的秘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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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名《波光粼粼》

你會用哪些詞彙形容「時間」？談起「時間」，在文學和藝術作

品裡常用「流逝」形容時間的變化，也常以流水代表片刻不停

的時間之流。而我們感受到時間的流動，也彷彿看見了現在、

過去、和未來之間的關係。

換個角度看數字 8，就成了無限符號 ∞。就像不同的觀看方式

也會帶來不同的理解和想像。觀看《波光粼粼》這件影像作品，

我們像是站在河邊看著魚在水面出現、消失。花費時間觀看牠

們在水面上下來回游動的同時，也像是在看著「時間」。

你看到的時間是什麼模樣呢？是像水流一般、從過去、到現在、

到未來，不停流逝的時間；還是像魚群來回往返的、無限循環

的時間？

8

4

試著讓眼睛放鬆     看著這件影像作品，寫下你觀察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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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藝術家在哪裡拍攝這個畫面，畫出周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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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堃《搖擺笛2—時刻》 3
這件由三個支柱撐起的裝置作品，歡迎乘坐。坐在作品的鐘

擺重槌上，搖晃、擺動、旋轉，聽著鐘擺驅動的高低笛音，

閉上眼睛，有哪些畫面浮上你的腦海？這種感受，還曾經在

什麼時候出現過？

製作這件作品的藝術家王仲堃認為，在這個充滿了規律生長

韻律的世界裡，「人的感受、意念，有趣地在如常的運行中，

跳脫了時間流逝的框架」。就像我們沉浸在美好事物的時候，

全心全意地專注著，像是超越了時間拘束。
作品局部示意圖

6

乘坐《搖擺笛2—時刻》 ，輕輕     搖擺，記錄你聽到的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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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常 生 活 中 有 些 聲 音 具 有 明 顯

的時間感，代表開始或結束的意

義。請你試著創作「聲音時鐘」，

與一起來看展覽的同伴，分享彼

此生活中具有時間感的聲音。

你的聲音時鐘

 一位愛狗人士的聲音時鐘

洗澡水的聲音

狗狗想吃早 

餐的哀嚎聲

捷運的聲音

鬧鐘聲

狗狗想散步

的汪汪叫聲

廣播的聲音

肚子咕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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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鐘上的指針，乍看之下像是尋常的時鐘指針，仔細看，其實並不相同。

這個造型奇特的指針，60 秒走完一圈。在這段時間裡，每移動一步就在

鐘面上形成一個新的圖案。一步一步地走呀走的，突然有一個瞬間，它

像消失了一樣，融入黑色格線裡，成為格線的一部份，讓人幾乎忘了它

的存在。藝術家王雅慧說：「時間若也是人內在的質地，那麼每個人都擁

有不同的時鐘。」

 「流浪者」來自文學作品《流浪者之歌》裡的主角，書中的他為了追尋理

想，而踏上一段旅程。如果這個木鐘是流浪者的鐘，那麼屬於你的鐘又

會是什麼模樣的呢？

王雅慧

 《流浪者之鐘 #1》、《流浪者之鐘 #2》 60

這兩個《流浪者之鐘》和一般的時鐘有什麼不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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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創作了「流浪者」的鐘。如果有一個鐘可以代表你，它會是什麼樣子呢？ 

想想自己的個性、脾氣、喜好，為自己的時鐘畫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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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這組白色物件，看起來像是家裡的某個擺飾或是日用品。上方的盒子彷彿

是電子鐘或是計時器，連接著長方盒子的鐘擺卻又讓人想起古典優雅的大

鐘。它們是一組不依照標準時間公制運作的鐘，能夠啟動它們的，只有每

個人獨特的心跳。

一般人的平均心跳速率是每分鐘 72 下，其實人們的心跳在 50~100 下都有

可能。藝術家李佳穎運用人體特殊的運作機制，以心跳作為時間的計算單

位，把原本的最小單位「一秒」，轉換成心跳的「一下」。心跳 60 下是一

分鐘、60 分鐘是一小時…在這個時鐘所代表的世界裡，心跳愈快的人，一

天也變得愈長。 一個每分鐘心跳 90 下的人，在這個時鐘上就可以擁有一

天 36 小時的時間。不同的心跳來自不同的你我，也象徵存在我們身體裡各

有特色的時間觀。

李佳穎《你的時間》

把手指放在感應按鈕上約 7-10 秒。依照你的心跳速率，

所換算出來「一天」的時間是 ________小時 ________分鐘。

同時紀錄與你一起來美術館的同伴，依照他的心跳速率，

所換算出來「一天」的時間是 ________小時 ________分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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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一天比 24 小時還長，你會怎麼運用多出來的時間呢？

藝術家將「心跳」轉換成計算時間的單位。還有哪些「身體的節奏」可以作為

計算時間的單位？畫下產生這些節奏的身體部位，並為他們設計計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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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有過身體動作和思考無法同步的經驗嗎？仔細看看，這個影片裡出現了幾種「身

體的時間」？ 在《來不及》影像裡，藝術家不斷往前奔跑，伴隨著「吸、吸、吐～」

一小節四拍的節奏，努力地跟上畫面中不斷往前跑的字幕。

雙腳跑步的時間、說話的時間、回憶的時間……，在一秒一秒規律流逝的公制時間世

界裡，人的手腳、腦中思緒、嘴巴言說的速度在同一個身體裡卻也各自不同。當這些

身體的時間不一致時，身體跟不上思考的速度，趕不及的時候，就連說話也只像是機

械般一動一動地發出聲音，像是零件鬆脫故障的機械，即使說了，也彷彿沒有意義。

14

劉瀚之《來不及》

用五個形容詞，幫影片中奔跑的人，描述「來不及」的感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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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回想生活中各種追趕時間的心情，將情緒連結到一個顏色，試著畫出來。

來不及的顏色

終於趕上的顏色

十萬火急的顏色

慢慢來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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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藝術家於 1968 年所創作的第一件「本位系列」作品。「本位系列」是

以圓形為主體的版畫，利用色彩與造型變化，在十幅為一組的版畫作品中呈

現連續變動的歷程。對於藝術家而言，圓形本身具有循環、連續的特性，看

似靜止的圓，卻在靜止中隱含著運動不息的機能，正在周而復始的滾動著。

獨特的連續狀態，呈現李錫奇對於時間的想法：「時間沒有頭也沒有尾，流

逝而過。」

68

李錫奇《本位 6801》

這件作品，讓你聯想到什麼物件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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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聯想到的物件或畫面，畫出一組連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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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你將在這幅作品裡的世界生活一整天，你會怎麼安排這一日行程？



畫下今天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讓你感覺愉快的、害怕的或是 ______________  的畫面， 

試著將這些畫面的場景串聯起來完整呈現。





藝術家陳其寬在這件總長 546 公分的長軸作品中，描繪漁家生活的一日風景。由

於長軸的窄長畫面特色，我們無法一目了然所有場景細節，但可以依照自己的步

調，隨著藝術家在畫面中安排的移動視點，穿梭在四合院建築之間，看見庭院、

水池、打盹的小貓、遠方山景和水邊曬網的漁人。看似靜止的畫面裡，因為視點

的移動而產生了動感，藝術家將平凡無奇的生活風景與事件，呈現在需隨著軸線

移動的長軸畫面中，傳達了空間變化與日復一日的時間感受。

藝術家像是站在宇宙中的某個點回望地球，看見日與月同時存在，他靜靜地觀賞

著地球、日月星辰、早晚、晨昏的時節變化。因此，這件作品也同時呈現了兩種

觀看角度，一個是從遙遠的宇宙，一個是深入畫面中的細節，令人感受到既宏觀

又微觀的雙重體驗。

1

陳其寬《陰陽 2》



我們如何能夠穿越時間、回到過去？在時間之流

裡，記憶成為支點，帶著我們回返過去。

 《承諾 2061》是藝術家郭奕臣裝著回憶及承諾的作

品。他將老舊的牙科診療椅改造成飛行器，舊窗框

當成飛行器的雙翼，上頭貼滿 1986 年哈雷彗星來

訪時，世界各國發行的紀念郵票。像是傳遞郵件一

樣，為他傳遞預約下次見面的承諾。

1986 年，當時七歲的藝術家，和父親一起到海邊

等待觀看哈雷彗星，這件事在父親過世後成為對他

而言珍貴而重要的兒時回憶。《承諾 2061》透過記

憶的重塑和再製，想像著，讓彼此的記憶在宇宙中

疊合、顯現。

2061郭奕臣《承諾 2061》

用簡單的線條畫出這組作品令你印象深刻的部份。

20



尋找生活中關於承諾或回憶的物件，在下面畫出他們的影子或輪廓線， 

讓線條之間彼此重疊，並為這些輪廓線組合的區域上色。 

如同記憶一樣，這個創作就像是時間重疊與累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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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時間」變得可見？如果要捕捉時間變化的痕跡，你會

怎麼做呢？

 《曝光》原本是藝術家謝德慶在 1973 年的作品，後來在 2016

年重新製作、拍攝。初次製作這件作品的時候，他對連續的影

像以及行為表演很感興趣，也開始把日常生活中的單純動作，

以拍攝影片的方式記錄下來。

在這件作品裡，他先把地面弄濕，將一百張柯達相紙以一排十

張的方式排列，讓相紙在陽光下感光。排完之後再從頭一張張

把相紙翻面，在翻面的時候中止了曝光。相紙隨著曝光的程度

漸漸變暗，感光程度的不同則留下了那段時間裡，光的軌跡。

22

謝德慶《曝光》

藝術家用了哪些物件、材料，執行影片中這項記錄光與時間變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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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處能夠看見光影變化的平面，把紙張攤開，每十分鐘記錄一次 

光影走過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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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陪孩子前來的你

郭奕臣  藍晒攝影作品《原型》局部



25

在兒童的日常生活中，「看不見」的事物很多，它們存在，卻不一定被覺察。像是風、像是聲音，

以及時間。

 「時間在哪裡？」是個提問，也指出兩個方向，一是孩子在生活中對時間的觀察體悟；另一個方向，

則是藝術家如何探索發掘時間的本質。對於時間快慢長短的感受、對環境時序變化的敏銳、對生命

在時間積累留下的痕跡、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個體與群體時間感的殊異…與時間相關的創作和我

們對世界的理解之間其實可以互有觸發。透過藝術創作或是作品的參與，我們得以接觸不同的藝術

表現，並以新鮮的眼光去審視、感知自己的日常生活。這項教育計畫展出九位藝術家作品，透過錄

像、版畫、水墨、複合媒材裝置、行為藝術紀錄等創作類型，向孩子展開藝術創作作為一種思考與

表達的可能性。

在戶外中庭，從林冠名和王仲堃的作品看見時節韻律的循環往復，也看見人們因為沉浸於某事而感

覺時間彷若消失的經驗。推開玻璃門進入兒藝中心，王雅慧、劉瀚之、李佳穎的作品，激發我們思

索「體感時間」。那是以身體的韻律作為一種時間的節奏，也是個人對自我內在時序的探尋和覺察，

更提醒成年的我們去體會孩子也自有其獨特的時間感。進入展覽室，在李錫奇、陳其寬、謝德慶的

作品中看見藝術家如何捕捉、呈現時間的軌跡，讓不可見的時間成為可見。也在郭奕臣的作品裡真

實看見，原來刻劃時間的刻度，不是精確的年月數字，而是對人具有意義的記憶和事件。

這趟遊走在作品之間的小旅程，請放鬆心情和孩子一起好奇、一起發問、一起探索，就像在閱讀一

本打開的無字繪本，用開放的態度閱讀影像和圖像，大膽想像、天馬行空地思考。然後，在展區裡

的每一個自主創作空間，以文字和圖像創作，回應「時間在哪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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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楷明

逆轉勝的滋味

18 x 78 cm

此區展示的作品，讓我們得以看見孩子對「時間」的觀察與體會。這

些作品的形成，來自他們思考時間的特質、體會時間的長短快慢、審

視個人的時間感、勾勒以事件為記憶點所形塑的時間樣貌，轉化出一

項探索材質與時間本質的自由研究與創作。

這項秉持自由研究精神的創作教案，由桃園市光明國小廖健茗老師與

美術館團隊合作開發，以三堂課的時間，跨時三週，邀集六年級的孩

子參與。展覽期間將不定時輪替展出孩子的創作，也提供此次教案內

容作為開放教學資源，歡迎老師們運用。

感謝廖健茗、陳玟如、梁藝老師的協助，「時間的自由研究」得以順利執行、呈現。

大工作坊 / 時間的自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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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小工作坊的「讀想時間」，結合自主創作的「造句

遊戲」和閱讀空間。期待透過語言遊戲，邀請孩子汲取

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時間」經驗，在思考與書寫過程中，

激發想像。

此區選書以繪本為主，並展出主題書籍。每一本選書都

可視為對於展覽主題的一層延展，引介孩子認識更多藝

術創作者的時間思考。

感謝蘇虹菱、盧怡方、何姿葶、李介立老師的專業貢獻與協助，

造句創作與選書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小工作坊 / 讀想時間 團體預約導覽

2020 / 07 / 22（三） – 11 / 14（六）

活動時間：10:00 │ 80 分鐘

活動對象：國小、國中及高中 10-30 人團體

注意事項：兒童及青少年導覽內容及創作引導不同， 

請勿混齡報名，如有特殊情況請來電諮詢。

報名方式：至少於一週前至美術館官網預約報名

定時導覽

2020 / 07 / 22（三） – 11 /  14（六）

活動時間：14:00 │ 40 分鐘

活動對象：親子觀眾

報名方式：無須事先報名，5 分鐘前至地下 2 樓服務台集合。

注意事項：時間包包須於活動結束後完整歸還，請愛惜使用。

 「時間的自由研究」展出及開放工作室

2020 / 07 / 04（六） – 11 / 15（日）

每週二、週五、週日 9:30-17:30

週六 17:30-20:30

自由創作：請至大工作坊材料推車領取創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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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美術館可以探索什麼？發現什麼？

能不能在這裡尋找一種新鮮的眼光看見世界、同時也更多認識自己一些。

這一次，要探索的主題是「時間」。

1046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30-17:30  週六 9:30-20:30  週一休館

Tel +886.2.2595.7656  Fax +886.2.2585.1041  www.tfam.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