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邵婷如《What's Wrong? 》2004年  陶土  430×23×35cm
 最後那位赭色的人塑為何與前面那排白色的翻模人塑不同，

你想要追隨別人或做自己？

天使隱藏人間
邵婷如

文‧圖片提供／鄭惠美

在這充滿創傷與受苦的世界，現代

人的心靈支離破碎，藝術家能夠拯救世人

嗎？邵婷如在社會責任與陶藝塑造中，以

她對人類的誠摯關切，提出了答案。

她是一位心思細膩的女子，常常一個

人在工作室靜靜地與自己在一起，沒有門

鈴，少有電話，更無干擾，她不時傾聽內

在的聲音，不讓五官與外在的雜訊相應。

在那寂然的密室中，或畫插畫，或做陶

藝，她讓自己進入有如輕禪定的狀態，遠

離顛倒夢想，遠離煩惱，探索人類身心靈

的困頓與釋放，從中思索活在塵世的人類

靈魂，如何獲得最後的救贖。

她的智慧開花於她的心靈密室，究竟

她如何餵養她的性靈，如何探觸內在深處

的靈光？她一路走來一如她在自己插畫書

裡所說的「每一次最深沈的絕望，卻是生

命最大能量的醞釀。」她如何將生命風光

凝練成更精粹的特殊質地？她如何將她深

感好奇的「身體只是靈魂的暫居容器」，

在作品中詮釋出來？

為什麼要量化翻製「人」

《What's wrong》(2004年)，十個

向左一字排開的人塑，姿勢一樣，步履一

致，白色的服飾同款，只有最後一個人與

眾不同，似乎仍在尋思他為何要遵循同樣

的方向，走相同的路。前十個是翻模的白

色人塑，最後一個則由手捏塑。那個唯一

的赭色人塑，從來不想納入體制的秩序之

中，他的我行我素，究竟錯在哪裡？在

陶器的悠久歷史中，量化翻製是獨有的特

色，代表規格化、生產化、機械化，然而

在當代藝術中，量化翻製又意味著什麼

呢？邵婷如以色彩的對比，多與少的量

比，模塑與手塑製作的不同，突顯出她直

指核心的意涵。在白色的冰冷、蒼白與赭

色的溫暖、熱情中，你是屬於哪一個？那

個吊車尾的人塑是否也投射出邵婷如個人

內在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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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愛塗鴉的她，總因功課落人之後被老

師打得十分悽慘。到國中功課的壓力愈來愈大，

老師的管教愈加嚴格，為了升學考試，體罰排山

倒海而來。尤其家中的兄弟姊妹功課十分優秀，

而她卻是父母極力拉拔又操心的一位。她幼小的

心靈早已被大人世界的粗暴斲傷，常常一個人關

在房間畫圖，抒解苦悶的心情，療傷自己。當她

的挫折感愈多，愈無法施展內心的潛能。果真高

中她一個學校也沒考上，母親不得以向一所私立

女中請託才得以申請進入高商部，數理不好的她

竟讀商科，會計、珠算幾乎每次都不及格，總是

當眾被處罰，令她的尊嚴大為失落。大學則每考

必落榜，連考了三年，信心早已蕩然無存，最後

以後補身份勉強擠進一所教育部不承認的體制外

學校，由美國基督教會所辦的關渡基督書院。從

此她的靈魂獲得拯救，她不再與煩惱心相應，不

再與負面能量連結，沒想到傳教士教師的愛心、

耐心，讓她的生命受到恩寵，終於脫胎換骨了。

那個永遠無法跟上學校教育步伐的女孩，

誰能料想得到今日竟是一位穿梭國際，不時受

邀到各國陶藝創作營與許多蜚聲國際的陶藝大

師一起展覽、示範、創作的陶藝家。她的作品

已為美國、日本、德國、義大利、 希臘、阿根

廷、丹麥、瑞士、匈牙利、韓國及中華民國所

典藏。2001年她極為難得的通過日內瓦的「國

際陶藝學院」甄選為I.A.C會員，2004年獲得美

國「Mcknight駐地藝術獎」，2005年獲阿根廷

「第二屆聖尼可拉當代馬賽克雙年展」評審雕塑

▲ 邵婷如《各自尋索散落於天地間的詩句》
1993年 陶土、木  100×50×10cm

 一個人自在地攀爬於天地間，任鳥兒喧

嚷，他已遁入自然，與天地同在。

獎。2006年日本陶藝之森陶藝館挑選世界

26位優秀的陶藝家舉行「人形展」，她是

唯一雀屏中選的台灣藝術家。

每個人不是只有一個面向，在作品

內在正有一個更遼闊的你躍躍欲出。只等

著你去發掘它，劭婷如就是個活生生的見

證。

為哭泣的靈魂立碑

《What's Wrong》，著實令人思考，

在制式化的社會價值系統中，是否允許某

些凸搥？允許存在著某些另類？就像做為

陶藝家，是社會的小眾，生活不一定十分

優渥，而精神生活卻十分富足，一如劭婷

如所說的「十具翻模的白色人塑與唯一的

紅色人塑，這中間多數與少數的量比中，

那邊才是被『集體模化』的『物體』，那

邊才是擁有心靈自由的人類？」人類究竟

哪裡出了差錯？她的作品藏著無言的「天

問」，她把人對「存在感」的覺知與否，

簡明地直陳而出。

從孩童時代，自尊心就極度受損，

靈魂不時暗自哭泣，那個印記深深銘刻在

她的腦海裡，如夢魘揮之不去，她終於坦

然面對心靈的黑洞，以陶塑做了一件《關

於那個跌跌撞撞年代的紀念碑》（1993

年），她捏塑幾十把小學生的椅子，錯錯

落落地安排在一根垂直的金屬線上，椅子

如人，努力往上爬，總會分出高下，而那

些墊底的椅子最大的功用是在襯托前面的

名列前茅。走過跌跌撞撞的黑暗期，儘管

生命充滿了千瘡百孔，那些椅子象徵性地

成了埋葬她少女時期傷痕記憶的紀念碑。

立碑為的是緬懷過去、前瞻未來，許自己

一個破繭而出的諾言。在她三十而立那一

年，她不時尋思「我為誰而活？」她自己

的價值觀念逐漸清晰起來。

泥土選擇了她

1985年她還在基督書院就讀時，她就

在天母陶藝社學習做陶，她的手一觸及到

陶土，她的生命突然間被觸發了，是泥土

選擇了她，她驚喜地發現，泥土的柔軟與

溫暖感正是她所要的，憑著一股直覺與衝

動，她再也離不開它了，發現了泥土，發

現了自己，似乎必須歷經年少時的種種磨

難，才能享有如魚得水的快樂。可是她總

是不安於學習，即使做陶亦然，初始時她

以陶版成型或拉坯做些花器或茶杯，這些

早已不能滿足她的創作慾望，她要做的是

藝術，不是那些日常實用的瓶瓶罐罐。早

在小學時代，當別的同學希望長大後結婚

生子當媽媽，她則不同。她暗暗期許自己

成為設計家或藝術家，她倔強的個性，護

持著她不能被戳破的夢想，即使功課不如

人，她的壯志可是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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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不願遵守制式化的成規被框架

所束縛，或被他人所操控，一如傀儡戲一

般，她的心永遠嚮往自在的飛翔。如《形

體起伏，取決於心之所往》（1992年），

一個胖壯的陶偶正操弄一個小小的戲偶。

也許是青少年的歲月，精神受到過度的壓

迫，情感也隨之壓抑，當她一旦獲得了自

由，她便努力吸取新鮮的空氣，活化內在

的細胞，迫不及待地安撫受創的靈魂。

《各自尋索散落於天地間的詩句》（1993

年），一個人自在地攀爬於天地間，即使

群鳥喧嘩，他亦不改其樂，融入自然，與

天地同在，作品洋溢著童趣、野趣。樸素

的色彩與樸素的手捏陶藝映顯出她單純的

心境，只要讓她一個人自在的玩耍，她就

可以玩出一番新天地。玩陶，她真是樂在

其中，如今正像聖經上所說的：「流淚撒

種的，必歡呼收割！」生命全然展現，活

得快樂，活出自己，從一團泥土中，她探

掘到生命的源頭活水。

因而《任風雲更迭，任年歲奔動，尋

覓的不過是生命深處那朵自在奔放的小白

花》（1994年），背景一片牆面，掛著時

鐘與鑰匙，暗喻著流年飛逝，時光荏苒；

鑰匙則象徵開啟生命的契機，一個人坐在

舞台中央，正拉著大提琴，渾然忘我，忘

記為誰而拉，為何而奏，只要拉得盡興，

不必在乎掌聲與否。每個人的生命都有

許多把鑰匙，端看如何選擇，生命將因你

的選擇，開啟不一樣的風光，甚至顛覆命

運。只要你能膽大妄為地活著，你就與眾

不同。邵婷如的作品，多多少少隱藏著她

的自傳性色彩，也是她當下的人生體驗，

過去的災難已逐漸沈澱，成為她的安魂與

記憶。

從陶藝助手出發

一個陶藝家其實也是一位表演者，像

「陶」或「瓷」這種向來屬於傳統工藝傳

承的一環，要在裝置藝術為主流的90年代

凸顯而出，陶藝家在風格的形塑與空間裝

置上，若非用心經營，很難引人注目。邵

婷如因緣際會在80年代末擔任推動現代陶

的關鍵人物蕭麗虹的助手，從中受到許多

鼓勵與無形的啟發。蕭麗虹甚至親自到邵

婷如的家，慫恿邵媽媽讓她去美國緬因州

參加藝術營。果真在那兒她不但瞭解到陶

藝，也接觸到金屬製作及鑄銅、編織、木

雕等手工製作藝術，對她未來藝術的發展

增加了許多可塑性。

蕭麗虹的陶藝作品結合空間裝置，

擅長以陶製的壓管機任意壓出長短變化不

一的管狀小泥人，再加以組構而成，小泥

人或翻滾、攀爬、躺臥、倒地、對談、擠

推、逃離，演出人生的悲喜劇。1991年

蕭麗虹的《歷史事件》是一群被政治犧牲

下，受害於歷史事件的災難小泥人的裝置

藝術。1994年她在台北市立美術館以陶為

媒材的大型裝置展，以管壓的小泥人為主

角，觀眾為配角，結合時事題材及觀眾與

泥人的互動演出，深富批判性，奠定她由

陶藝家轉型為複合媒材藝術家的地位。

邵婷如口中所尊稱的蕭老師，她的

「泥人」、「裝置」及「批判」等創作觀

點，無形中也影響了邵婷如。邵婷如的作

品也以泥人出現，但她不是以壓管機壓

出，而是以泥條圈出後塑型再燒製。泥人

的身軀頭小身胖，姿態不一，既寫實又誇

張，加上裝置空間與燈光的運用，戲劇性

張力更強，更具演出效果。

跨足插畫，傳播愛與自由

少女時代邵婷如即熱愛畫圖，她隨性

塗抹的手稿便常是微胖形的人物，當它轉

成陶藝便化為胖嘟嘟、圓滾滾，喜感十足

又可人的造型，猶如「愛麗絲夢遊仙境」

中，喝了藥水膨脹後的愛麗絲，身型忽然

變得巨大萬分，笨拙的體態引人會心一

笑。從1991年起，邵婷如開始跨足插畫，

至今已出版筆記書50餘本，散文2本，圖

畫書4本。她的插畫人物十分纖細，一如

她本人。她的插畫故事滿溢著人與人之間

的情愛，人與動物、自然之間的關愛及人

與宇宙、上帝之間的聖愛。例如《我要我

們在一起》童話書中，她以讚美、感恩的

筆調，描述5位好朋友之間溫馨、美麗的

友誼，既道出「人類的生存疑問，宇宙自

然提供了答案」，也直陳「不論貧窮或是

▲ 邵婷如《我要我們在一起》插畫書內
頁，畫風細膩，洋溢著自由與愛。

▲ 2002年邵婷如在日本「陶藝
之森」當駐地藝術家，手上

抱著她捏塑的陶鳥素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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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的國家，人類的心靈都有上帝不滅的

光」。不時又穿插著疑問句，讓讀者思

索：「愛、勇敢與寬恕是不是（通往天

堂）唯一的通行證？」、「人類要到什麼

時候才能像鳥兒那般，在沒有領空權的國

界自由自在的飛翔？」、「是不是愛自

己、愛別人，也愛大自然的人，都是這麼

迷人？」她以赤子之心看世間，看大自

然，關懷人、自然與宇宙，書中充滿自由

與愛，及天真的疑惑與淡淡的哲思，時時

閃現智慧的火光，引領讀者走向人性的美

善與心靈的聖潔美地。

她的陶藝作品正是她把二度空間的插

畫書，改以三度空間的立體造型出現，仍

保有敘事性的情節與童趣，卻更明確地直

指問題的核心。

從身心靈的觀點切入創作

像《在長、寬、高的精準測量後，

設立了免於被侵犯、免遭被孤寂放逐的人

間觀測站》（1994年），從標題就可以

得知，她內心所渴求的是一個免於時時被

人侵犯、被歧視、被放逐的豐盛又自由的

空間，在那個天地，每個人可以自在的做

自己，找回失去的童心。在被設定的軌道

中，也可以活出生命的變化。

即使一個人的肉身被囚禁、被綑

綁，心靈仍可超越一切。《在自由與囚

禁之間，我的心靈是形體的唯一釋放者》

（1994年）在不堪的苦澀成長中，孩童

時困於升學壓力，成長後又困於生計，身

陷塵網，人生的牢獄，無所不在，只有心

靈的自由，可以飛離人間的天羅地網。像

舞台的一幕，邵婷如用繩索，用鐵籠綁住

人，框住心，你仍可向上仰望，讓心隨著

小鳥自由飛翔，因為真正的自由不在形式

上的自由，而是心靈上的自由，沒有心靈

的自由，人真的就成了奴隸，心就做一輩

子的監獄。

《化入時空長河，形體榮辱都將成為

虛無，唯有靈魂飛翔於永恆國度》（1997

年），一個很抽象的身心靈觀念，邵婷如

使用具象的視覺語言把它具現出來，她在

創作自述上寫著：「在鐵梯上安插各種人

世間的歡喜悲愁的隱喻象徵，在最高點安

排一個天使，而在梯子的正前方有一群手

拿不同尺寸鐵框的泥人，往梯子前進，暗

喻著降生於人世間的我們各有不同的課題

與習題，在人生的這條路途無法缺席，步

步前行。而梯子後方的一排倒塌的十字

架，表徵人類的最終救贖，必須超越人間

的虛假幻象與軀體的這個容器。」作品中

的每一個物件都包含著微妙的象徵意義，

她覺得做陶就是幫助她思考，沈澱思緒。

她一向很關心人的狀態，因而捏陶成形的

人塑化身成為她的觀念與思想的最佳代言

人。

她對人的存在狀態的觀察，更擴展

到對人類整體處境的觀照。在《關於人類

共築的夢，在墜落前，合力挽起，共舞在

下一個世紀》（1996年），她以又高又

細的金屬架構12座高梯，上端站著12位

矮胖的小陶人，他們正努力拉起又長又細

的繩索，使落在繩網中的陶心免於墜落粉

碎。她大量使用複合媒材，增加材質的衝

擊性，細、瘦、高、長的繩索、梯子對比

矮胖的人塑，再加上肢體語言的誇張性，

有些陶人險些被拉下去，如果一個支撐不

了，全體即將全盤陷落。12位陶人姿態

看似笨拙卻又演得驚心動魄，令人產生危

顫顫的緊張感。她的作品揭示了什麼？

也許可以從作品的英文標題《Heal the 

World》(療傷世界)來解讀。人類不正是

一家，世界不正是一體。作品湧現的是作

者的悲憫之心，以愛織出人類永不破滅的

夢。她的作品就像她的插畫書，在她飽滿

▲ 邵婷如《關於人類共築的夢，在墜落前，合力挽起，共舞在下一個世紀》
 1996年  陶土、金屬、麻繩  380×380×185cm
 高危險的動作，令人驚心動魄，12位人塑合力挽起的是什麼？是不是人類早已失去
的愛？

▲ 邵婷如《化入時空長河，形體榮辱都將
成為虛無，唯有靈魂飛翔於永恆國界》

 1997年  陶土、金屬  250×10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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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力裡洋溢著愛，盈滿了悲心。

邵婷如不愧是畢業於基督書院的學

生，這所教育部不承認的學校以「靈、

德、智、體、群、美」為辦學宗旨，學生

的日課是讀聖經，主修英文的她，雖不喜

歡按照規定行事，也不排斥讀聖經或禱

告，無形中涵育了她一顆聖潔的心，再加

以上到美國文學或英國文學時，諄諄教誨

的老師每每會問她：「妳是否從這篇文章

看到真、善、美？」因而從真善美的觀點

思考人生或從事創作，成為她本來敏感的

特質中不變的信仰。

天使隱藏人間

天使終於飛進了她的作品，在《在此

世紀末，捨棄達爾文的進化論，情願相信

天使隱藏人間》（1999年）在倒數計時

的世紀末，她以玻璃塑造天使，為人間祈

福。《透過宇宙千萬機率，我們穿越時光

隧道，帶來天使訊息》（2000年）她將

12位白色泥塑小人裝上了羽毛翅膀，化身

天使，帶來新世紀的福音。而天使是什麼

呢？在《與天使對話的秘密》書中，作者

米莉雅‧布希把她親身與天使溝通的秘密

紀錄在書上，她轉述天使的話說；「所謂

天使是屬於一個正向能量的複雜力量，有

著純真、仁慈的性靈。」又說：「地球上

的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β天使，所謂β天

使指的是個體並不全然是為自己而生存。

每個人都有天使的靈性，可以透過祈禱而

與天使的能量相接觸。經由這種方式，你

會為大眾利益著想，一方面滿足別人的需

要，同時也滿足自己好善的慾望。」她又

寫著：「天使是帶來光、真理、仁慈和知

識等精神領域的使者。」

因而「光」也走進了邵婷如的創作主

題，例如《遇見宇宙美麗的綠光》（2002

年）或《靜靜地、靜靜地─那剎間我們感

知了彼此的存在》（2004年）或《當我們

聽見宇宙的和諧之歌，我們才懂得生命的

自在平靜》等作品，都是插著羽毛翅膀的

天使與人間的邂逅，產生一種超凡入勝的

烏托邦世界。

邵婷如不斷地將抽象的靈魂，天使

或光的意象融入陶藝創作，傳達所謂的正

向能量，對於「人類」滿懷高度與強烈關

注的她，卻不得不將創作觀點再聚焦在

「人」上。她說：「根據聖經，上帝用塵

土創造出人類的形象，故此每一個體都是

彌足珍貴的。因此在我所有的陶作中，每

一個人形乃至於百隻小鳥或其他，都是逐

一用手捏塑，即使它們看來同中有異，異

中有同。」

以模塑象徵靈魂的迷失

可是完全用手塑的創作方式，後來

卻被她推翻了，在企業化、機械化、制式

化的現代社會生活下，人們愈來愈庸碌、

愈物化，所有的組織或制度其實妨礙了人

們的情感交流，阻礙了心靈的成長。《人

類陛下，你要去哪裡？》（2004年）身

為高度文明進化最尊貴的人類，被安置在

一個圓形鐵輪中如坐摩天輪，只是無盡的

旋轉，他們低著頭，一個接一個，表情一

致，步伐一致，沒有方向，逃不出人自己

所設定的框架，完全喪失心靈的自覺能

力。

她刻意運用翻自同一個模子的白色人

塑取代手塑的溫暖感覺，凸顯蒼涼的人類

血淋淋的存活狀態，在圓形鐵輪所象徵的

無窮無盡的循環裡，何時人類才能打開緊

繃的自我，從囚籬中獲釋，使靈性著根發

芽？

《21世紀所有的頭銜都可炒作販賣，

唯有自由的心靈無價》（2007年）由石膏

模具翻製出的40個白色陶偶，頭戴皇冠，

胸前標示著販售條碼，與最前方的一個仰

望天空，肩上停著一隻鳥由手捏塑的赭

色陶偶形成鮮明的對比。作品從來不會脫

離作者而存在，邵婷如眼看著在拜金主義

下的人間，追逐各種標籤、名牌與新潮時

▲ 邵婷如《透過宇宙千萬機率，我們穿越時光隧
道，帶來天使訊息》

 2000年  陶土、羽毛  200×200×50cm
 白色的人塑插上羽毛為翅膀變成了天使，天使有

著正向能量，具有純真、仁慈的性靈，你想要成

為天使嗎？

▲ 邵婷如《人類陛下，你要去哪裡》
 2004年 陶土、金屬 150×195×45cm
 無止盡的循環，究竟要把待在摩天輪

裡的人帶往何處？人類陛下，你原具

有高貴的靈魂，為何總是陷在框架

中，不得自在？



尚，反而最無價的心靈無人聞問，在崩塌

的世界，陷落的價值中，她只能一再召喚

人對自身生存情境的覺知，以照見蒙塵的

心靈，也暗示在全球化之下，當資本主義

的帝國主義，挾其資本和市場統治世界，

人類是否仍保有自

由的心靈？她以

1：40強勢、弱勢

的量比，及金皇

冠、商業條碼與鳥

作為象徵，反諷世

人只一眛地靠著外

在的商品滿足自

己，並無法彌補心

靈的黑洞。在亦

莊亦諧的人物造型

中，透顯出人身為

人的珍貴性與獨特

性，及被宰制的可悲性。

探觸內在深處的靈光

不知靈魂為何物的人類，是否還依稀

記得大自然的呼喚，再次回到大自然的懷

抱，重溫童年的經驗，領悟自然純真的境

界。當心再次敞開就能聽見鳥語，動物的

高貴靈魂足以喚醒人內在的情感與意識的

覺醒。《77次溫柔的警告》，77隻鳥齊聲

向一位宇宙的過客發出溫柔的呼叫，以召

喚人類那未被探勘，甚至被遺忘的心靈。

宇宙是一個共生團體，邵婷如認為

「當人類能夠觸探內在最深處的靈光，也

就是透過神的國度或人心的淨化得到生命

意義的救贖，也惟

有這霎間吉光片羽

的悟得，人類才會

懂得如何謙卑的與

宇宙自然共生。」

人類其實是受到宇

宙的恩寵，我們

與大自然的鳥獸蟲

魚，花草樹木原是

同命一體，只是我

們往往被文明所囚

禁，忘記了我們是

大自然的一部份，

宇宙的一個成員。

自年少起邵婷如便不斷自問她誕生人

間的意義，每每行走於國際陶藝創作營，

從世界各國的陶藝大師汲取生命的智慧，

加上她自身對人類的高度熱情與興趣，在

20餘年的陶藝創作生涯中，促使她以人為

主體，探討人面臨生之臨界點的困境與危

機。

她沿用90年代十分現代的陶藝觀念，

裝置作品。在色彩上常以白土或陶土加上

黑、紅化妝土作為對比，也不十分注重釉

色的調配，至多以柴燒的自然落灰為單純

的色釉；在技術上以最基礎的泥條塑型為

主，一次入窯燒成，又結合金屬、玻璃、

繩索、羽毛等等複合媒材；在空間上營造

劇場效果，凸出張力；在造型上塑造頭小

身短豐盈的人塑，動作笨拙，或手塑或翻

模；在內容上娓娓道出她所關注的「人」

身心的受困與解脫，靈魂的束縛與自由，

人與自然的共存與摧毀等課題。

孤獨凝視，自在靈修

她總是以柔軟的心、謙卑的心及善的

信念，在素樸、寫實及複合媒材的空間裝

置中，以陶為材質主體，揉進她的夢想、

幽默、理想與熱情，使她的陶藝形成一個

有機結合體。她不時關注現代人的內心與

靈魂，在物質世界中不啻是一個引領生命

邁向更高境界的引導。

生命到底有何意義，活在時時充滿

永無止盡戰爭的現實社會中，人愈來愈無

情，也愈來愈麻木不仁，如何再回到天真

的赤子心，找回自己？我們常常活在社會

的教條與規範中，只因我們有太多的恐懼

與侷限，泯滅了生命的熱情，如何才能從

重重制度中釋放自己，活出自由無懼的未

來？與自己獨處是一個自我察覺的開始，

是從精神上改造自己的契機。

就像邵婷如，她泰半時間都專注地做

她自己，與自己的存在相處，她內心的平

靜使她保有一份清明與純真，投射在作品

上的是愛、是光，是她靈魂自由遨翔的見

證。藝術是她從理性的文明世界航向心靈

探索的歷程，也是她締觀靈魂的奧秘，揭

示宇宙奧義的靈修方式，身為宇宙自然的

一員，她不斷探索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邊

界，面對現實世界，她孤獨地凝視，以作

品提出她的人生之旅的種種觀照，開掘現

代人內心的洞穴，做為我們探索及尋找安

頓靈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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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婷如《77次溫柔的警告》2002年  陶土、金屬  360×360×15cm  
 是誰在警告誰？為什麼是77次，為什麼是用溫柔的話語？人與自然處在
臨界點嗎？

▲

▲ 邵婷如 《21世紀所有的頭銜都可炒作販售，唯
有自由的心靈無價》

 2007年    21×190× 90cm   
 日本京都Suzuki 藝廊，大阪Asahi藝廊邀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