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為女人創造了一張面孔，為什

麼在她的畫中既無臉，也無眼、耳、鼻、

舌，只有身，那張面孔為何從人間蒸發？

做為一位女人，謝鴻均試圖挪出一個女性

可以發話的空間，以畫說話。她的話乍聽

之下充滿男性語法的秩序，規律又成文的

象徵性，細聽之餘，則洋溢著女性歡愉、

無序、自由，母性神漾（Jouissance）的

記號性。在象徵性與記號性之間，謝鴻均

總是尋尋覓覓，試圖在對立與矛盾之間，

尋求平衡支點。她有如偷天換日般將男性

藝術加以彙納、吸收再重新醞釀，進而產

生新生命，繁衍自己的子子孫孫，甚至

著手寫自己的族譜《原好》一書（2006

年），締造以白色墨水書寫有別於男性的

女性系譜。

怪腔異調的女體香頌

她的創作題材從最引人注目又最受男

性青睞的「女性身體」開始，當身體被做

為創作的主要載體時，男性藝術家總是無

所不用其極地謳歌女體，就像19世紀印象

派畫家雷諾瓦那種描繪肌膚滑潤、豐腴、

飽滿的裸女畫，很少人面對畫中「豐乳肥

臀」的女體而不動心，雷諾瓦把女性芳香

鴻均
游擊女孩的
白色書寫—

文‧圖片提供／鄭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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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溢的胴體，幻化為一首時代的香頌，一

個世代的詠嘆調。

曾幾何時，這首膾炙人口的香頌，

不再傳唱不絕，當香頌與畫筆在女人的手

中，她的身體美學不是集肉體、感官、情

慾於一體，對身體赤裸的表述，以滿足男

性凝視的審美愉悅。1914年英國的理查森

小姐，手持斧頭攻擊倫敦國家畫廊內委拉

斯貴茲的名作《洛克比維納斯》，畫中斜

臥女體背部的完美，是女性血肉之軀的整

全再現，報紙說她「以一把斧頭在作品上

留下自己的記號」。她重寫了作品，只因

她不喜歡男性觀眾整天張開大口看這張畫

的樣子。

謝鴻均由《寓言式的溝通》、《2000

解剖圖》、《行篇》、《純種》、《出

走》、《紐帶》、《陰性空間》到《原

好》個展，對女性身體做出新的創作，以

干擾正典香頌的主旋律，香頌的走音、走

味、走調正是她傾國傾城的創造力，她塑

造出一種藝術，它能反映出父系文化中

成為一個女人的意義。她好似一位游擊女

性，由邊界出發，每一次行動，每一次個

展，雖散點而零星，她卻逐步包抄中央，

再伺機而動，一舉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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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天使變成折翼天使

父系文化的威權地位，在西方已是

歷史悠久，在中國從東漢許慎的《說文解

字》的「婦」字是女子執帚的意涵，也可

瞭解婦女的地位從來和「權力」無關。

無臉的女人，沈默的溝通

法國女性主義思想家波娃的名言：

「女人不是天生而就，而是後天造成

的。」後天包括整個社會的歷史所形成的

典章制度與價值觀。那根在謝鴻均畫中常

出現的螺絲，往往硬生生地從柔嫩的女性

的任何部位鑽刺而入，銘刻各式痕跡。那

利器是整個父權社會所持以對待女性的霸

權文化與暴力文化的表徵。裸裎的女體與

螺絲，多麼強烈的對比與張力，多麼地血

腥與暴力，是謝鴻均用以凸顯父權文化下

女性被宰制的性別命運與不堪的處境。

《A式溝通法－笑裡藏刀》（1994

年）畫中央一支彎月型如笑臉的大刀正

無端地被一群蜂擁而至的女人把玩，飽漲

即將爆破的氣球也被她們張開雙臂大力擁

抱。騷動的場面，聲勢浩大似一場嘉年

華，她們正處於剃刀邊緣而不自知。何以

如此？只因具有生命能量的女體，既無頭

也無臉，她無法看、無法聽、無法說，更

無法思辯。沒有臉孔的女人，共構女性生

命的真實浩劫。善於編織故事虛構場景的

謝鴻均，以寓言方式說故事，意有所指的

創作思維，流露的是她身為女性的深刻覺

醒，與同體大悲的情懷。

再如《G式溝通法－平衡的可能性》

（1995年），一尊尊如健美先生重量級

她的《靠近一杯酒》詩中所傾吐的：「桌

子是一張桌子，酒是杯中的酒；杯子是一

個杯子，穩當擺在桌子上。只有我是虛幻

的，虛幻到令人難以相信這就是我，虛幻

到使我流血的地步。」

女人像是一個空無一物的酒杯，或容

器，等待愛之液的澆注。謝鴻均的《母》

（1998年），一尊豐饒女體的下半身，既

豐盛又卑微地虔敬跪地等待被傾注，腹部

凹陷的螺絲帽等待螺絲的鎖扣，成為女人

身體被鑲嵌的印記，同時也是女性只求付

出不求回報的利他包容性。

女性就如英國著名小說家吳爾芙所說

的，一向被塑造成「家中溫柔的天使」，

年久日深後每個女孩也以溫柔的天使為

職志，不知不覺地失去自我飛翔的能力，

像一隻折翼的籠中鳥。謝鴻均《折翼的天

使》（1998年），天真無邪的小天使，笑

臉擁抱竟是一根致她身心脫落，身體截肢

為二的雙頭尖銳螺絲，翅膀的羽毛片片墜

落，流洩大片鮮血般的紅。這般怵目驚心

的畫面，正是辛波絲卡所說的「虛幻到使

我流血的地步」。辛波絲卡在她的詩中已

意識到女性在男人眼裡完全無足輕重，是

失去獨立的人格與精神的空洞體，也就是

傳統所認為的女人是一張白紙，等待男人

去寫。

▲ 謝鴻均《母》1998年  炭筆、紙 120 cm×85 cm
 跪著的女體，既豐盛又卑微，腹部嵌入凹陷的

螺絲帽，像一個空無一物的容納物，等待男人

的澆注。

因而千古以來女性在父系文化的桎梏下，

只是男性的附庸而已。就像波蘭女詩人，

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在

 謝鴻均《A式溝通法－笑裡藏
刀》1994年 油畫 

 173 cm×173cm
 推擠的女體無頭無臉，戲耍著

彎月大刀，擁抱著鼓漲的氣

球，寓言式的畫面，訴說著女

人剃刀邊緣的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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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與螺絲同命一體

西方在70年代以來性別理論的發展蓬

勃又激烈，當女性從觀看自己被看，到成

為「去看」的主體，在「看」的行動上由

被動到主動的過程蛻變，女性意識已成為

她心智的重要啟蒙。女性在歷史上不再沈

默，不再是附庸，法國女作家海倫‧西蘇

積極鼓勵女性透過書寫建構主體性，在歷

史的洪流中發聲，她說：「書寫是為了妳

自己，妳的身體是妳自己的。」當女人開

始書寫自己的身體，與男性畫家同樣以女

性身體做為創作題材時，她們便開始解構

被觀看、被物化的女體，抵制以男性為中

心的僵化象徵系統，那是一種穩定的、連

貫的，顯現父權律法的理性力量，而女性

謝鴻均外表看似十分溫順，其實骨

子裡十分叛逆，由於母親的溺愛，不甚干

涉她的生活起居，她更是爬樹、爬牆十分

在行，讀師大時不甚畫畫的她大部分時間

都在玩，雖然老師也會誇獎她畫得和男孩

一樣好，她卻不十分高興。當時她總是畫

兩種畫，一種是老師想看的畫，符合老師

的模式規矩的畫；另一種則是她自己想畫

的畫。有一次她拿出一幅巨大的畫給一位

男老師看，竟把老師嚇跑了，其實畫面也

沒什麼猥褻的動作，只是描繪男性的裸體

而已。女學生畫男裸體給男老師觀看，在

80年代初解嚴前學風保守的師大已是十分

禁忌的遊戲，也反映出性別在教育上的框

限。

看、不說，「沈默」反而更具批判的抗議

力量。

在邊界出沒的游擊女孩

這位在邊界突擊的游擊女孩，外表溫

順，聲音柔美，那種催枯拉朽式的回眸一

笑，足以擊垮一切。

在美國10年攻讀碩、博士學位，獲得

紐約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的謝鴻均，1961年

出生苗栗，小時候其實十分自閉，常常自

玩自的，及長並不十分熱衷畫畫，雖然前

輩畫家李澤藩曾教導她畫畫，她的志向是

讀台大哲學系，卻因分數不理想落入台灣

師大美術系，令她悵然若失，她仍是玩自

己的，參加「四海社」社團，到處露營，

遊山玩水，不改她從小在苗栗鄉下長大的

野性。

母親是十分開明的女性，甚至非常

女性主義，從小就告誡她：「千萬不要仰

賴男人，男人不能為你做任何事。」她覺

得母親在她那個年代是匹脫韁野馬，把好

端端的音樂教師辭掉，去從事她個人熱愛

的土地開發事業，而父親反而在教職上盡

忠職守。她雖不是父親與祖母期待中的兒

子，卻是母親最寵的二女兒，小時候母親

甚至把她打扮成穿成排金鈕釦的西裝上

學。父母親角色扮演上的殊異，對她在性

別認知上多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的金剛女體，正踩著細如鋼絲般的繩索，

在危危岌岌中進行一場無足輕重的奇觀演

出，她們只能以觸覺感受四周的環境空

間，卻無法以眼神或嘴巴與外在溝通。猶

如未開臉的神祇，沒有耳、目，永遠無法

具有無邊的法力。謝鴻均揉合16世紀反古

典的矯飾主義風格，誇大、扭曲女體，扭

結的肌肉，堆擠的肉體，動態的表情，鋪

陳出戲耍又緊張的情境。謝鴻均一直在尋

找一個平衡點，不以古典主義畫家對女體

肌膚的光滑細緻或姿態作精雕細琢，不在

追求古典美、理想美的極致，而是反古典

把女性肉體當成符號運用。

她以「寓言式－不聽、不看、不說」

（1995年）的一系列「溝通」作品，闡

述女嬰般的女體，相擁相容，有身無臉的

共同宿命，透顯世紀女性內在幽微的覺知

曙光。她正以繪畫參與歷史傳統的鬆綁宣

洩，將個人的創作由邊緣逐步侵入中心，

攪動正典不可動搖的僵化體制。

謝鴻均在紐約時期畫的各式溝通的女

體，看似無邪又成熟，舉止純潔又褻瀆，

是她似是而非地游離在女嬰/女人/男人之

間的尺度，既是嬰孩又有雄偉的男性氣

概，又有女性器官，雜揉男女的嬰孩/成

人意象，一吐她心中質疑西方的小天使為

何全是男嬰的不滿。她刻意將女性本體的

聲音壓抑下去，且不讓她露面，不聽、不

▲ 謝鴻均《宿命》1998年  炭筆、紙  75 cm×240cm
 女人的宿命取決於社會既定的律法，如螺絲般深深鑄刻的條紋，無盡循環，不知不覺

地女人與螺絲成為同命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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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玄牝，此時器官自動讓開了一道樞紐，

讓肉眼在內視鏡的引領下，遊歷尤里西斯

的人間歷險。」文中她提到以內視鏡探照

女體內的陰性空間，內視鏡是法國女性精

神分析學派依蕊格萊提出的觀點，以有別

於她的老師拉岡所提出的平面鏡。平面鏡

通常只能一對一地反射出對象，而婦科醫

學所用的內視鏡則可凹入女性身體內部察

看細微的體內部位，折射出女性幽微的構

造與身體的奧妙處。它更適合女性內部無

限廣闊陰性空間的探照，探詢更多、更深

入的女性獨特經驗，女人並不如男性所以

為的匱乏，反而是豐饒的女體。因而在謝

鴻均的畫中，女體總是豐腴、壯碩，充滿

正向能量，是生命孕育的源頭，只是在陽

抑、被傷害，內心無盡淌血。女人由從小

玩洋娃娃，到長大玩螺絲帽與螺絲，終其

一生走入洋娃娃的命運，她的作品知性極

強，屬於研究性的人文批判之作，意圖在

身體上書寫著父權社會中，不能被說出也

無法被說出的女性身體文本。

內視鏡與平面鏡的對話

《羈》（2001年）一群筋脈畢現的女

性有如歇斯底里地在草叢中亂闖，腦部的

結構卻糾結成團，意識不清，只能繼續我

行我素跌跌撞撞地前進。在說明文字中，

她寫著：「此時若及時出現外來者如西醫

的針管或中醫針灸從中協調，針頭頂著廣

角內視鏡，以庖丁的經驗來切入並解構體

一一刻印在女性身上。女性從小就受到許

多規訓，從家庭到學校再到職場，從化

妝、細高跟鞋、衣著打扮到胸罩、內衣、

髮飾等等，女性規範一一鑄刻在身體上。

謝鴻均的《宿命》（1998年），小女孩身

體嵌上的螺絲狀是鑄刻的象徵，她以碳筆

做剪影式的圖像呈現。《禮二》睜眼的女

娃頭、心臟與鑲著螺絲帽的螺絲，這三個

物件並置在紅色絨布的禮盒內，是禮物亦

或是血腥的暴力？女娃雖有頭有臉，卻沈

默無語無法開口，也不會思考，更兩眼無

神，在既定的社會規範裡，女孩從小就被

引導去玩洋娃娃，最後自己變成洋娃娃，

女人處在父權巨大暴力，無盡循環的螺絲

條紋之中，任人宰割，永遠被消音、被壓

的觀點所代表的卻是混沌、變動的陰性力

量。

留美的藝術訓練，且又身為女性成

員，使她關注性別議題。回國之後，她的

「2000解剖」系列，是她重新審視女姓的

生存空間與環境的關係。她本著人本主義

的立場，以包容的認知看女性在社會中被

塑造的處境。她解剖女性的各個部位，將

被支解的肢體賦予隱喻的符號，組構成作

品。

法國哲學家傅柯把身體視為一張地

圖，作為社會銘刻的表面，因而肉體銘刻

的隱喻在謝鴻均的繪畫裡不言而喻。生活

中充滿許多細瑣的小螺絲，那些不斷循環

重複的螺旋條紋結構成社會理法紀律，

 謝鴻均《羈》2001年  
 油畫  173 cm×173cm
 互相擠撞的女體，筋

脈畢現。在草叢中找

不出路徑，只能以

「內視鏡」探照，找

到自己的出口。

▲ 謝鴻均《禮二》1998年  
油畫   152 cm×152cm

 女人小時候被教導玩洋

娃娃，長大玩螺絲與螺

絲帽的遊戲，終其一生

走入洋娃娃的命運，心

如何不淌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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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安，因此畫面充滿失序與不安的躁動

感。

宛如乳汁的白色書寫

當胚胎安全著床後的幾個月，

《Chora20》畫面出現多層次的圖像，筆

觸平穩，空間充滿旋轉互動，母體的肌肉

雄渾有力，甚至點綴著朵朵紅花，是一個

洋溢著母性神漾母子共生的歡愉空間，蘊

函著陰性空間的無限能量。妊娠末期，對

母親與胎兒最驚天動地的關鍵時刻即是臨

盆，令人欲崩欲裂的痛，是母女共同上戰

場，一起打一場聖戰，雙方都具足龐大的

能量，才能衝出突圍，迎接勝利。《切》

慾望卻越高漲，以前她只是把女性主義的

理論作為學術研究，如今藉著妊娠更能躬

親印證女性主義學者或精神分析家的言

說。法國的克莉絲蒂娃所說的「陰性空間

（Chora）」是指母親與孩子共同依存的

身體空間；那兒充滿了聲音或律動的節

奏，是一個深邃、神秘、不可言說、狂

喜、變動、混沌的「母性神漾」空間。

《Chora1》線條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色彩的流動感與紅色的滴流，結構的無

序。那是妊娠初期謝鴻均身心狀態的真實

流露。畫面的不安來自她不斷咳嗽，加上

又不斷出血，那種初次懷孕對不明狀況的

驚恐，又怕流失胎兒的驚慌，著實令她坐

生產的孕婦，既教書又不斷創作，她的巨

幅120號畫作一幅幅先於她的嬰兒誕生，

她時常爬上梯子，上上下下來回塗抹，肚

子雖然「從中作梗」，甚至大到必須側臥

在地作畫，如《Chora36》就是她描繪自

己大腹便便爬行在地平線上端畫畫，斜角

取勢的構圖使畫面產生不安感，搖搖欲墜

的她彷彿隨時會被地心引力重滑下去。

高齡的她極為珍惜這次體驗女性「陰

性空間」的機緣，即使再辛苦，她的創作

性的系譜中她一直被視為一個沒有臉的配

角。

母性神漾的陰性空間

90年代謝鴻均的作品以批判女性身體

被父權文化客體化，被忽視成為邊緣的他

者為多。進入千禧年之後，那尊被男性觀

看的女體，卻也是一尊汁多鮮美能哺育嬰

兒的女體，她召回女體存有於世界中的本

然面目。她以美學之姿凝視自我有血有肉

的身體，從被男性觀看的歇斯底里般的符

碼，轉變為創造行動的「主體」，

這一切的改變都在當一顆受精卵安

全地躲進子宮內，在她41歲，2002

那一年。依醫學報告近40﹪的胚胎

無法成功著床，體質較寒的她，其

實胚胎不易著床，而著床的成功在

於兩類細胞對話的和諧與否。也許

是因為和諧的對話，她畫面上象徵

父權暴力尖銳的螺絲極少出現，取

而代之的是她女性神漾般的肉身體

驗。女體究竟是因生殖能力淪為被

壓迫的來源，亦或是應被珍視為女

性特殊的身體差異？

41歲高齡才懷孕的謝鴻均，憑

女性的直覺堅持自然分娩。懷孕帶

動她旺盛熾烈的能量，無論在食慾

或是運動上，她不是一位安靜等待

 謝鴻均《切》

 油畫  2002年  
 173 cm×173cm
 嬰兒要脫離母體，母

親需耗盡全身的能

量，才能使她突破重

圍，撕裂的痛像一場

血淋淋的戰爭。

▲

 謝鴻均《Chora1》2002年  複合媒材  156 cm×108cm
 紅色的滴流，流動液體般的色彩，線條的不穩定性，結構的無序，

是謝鴻均妊娠初期身體出血不止與內心種種不安的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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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中心邏輯封閉了前伊底帕斯時期女性

與母親認同的可能性極度不滿，因而她絕

不屈服於伊底帕斯情結，欲跳脫父弒子、

子弒父與戀母情結，寧將女人自成一個國

度，與男性的象徵地位隔離，那麼女性在

父系社會中遭受放逐、消音、壓抑從此消

失，女兒與母親仍是一體的親密關係。至

於嬰兒的軀體脫離母親之後，他/她的心

靈必須逐步學會脫離與母親的共生，走入

尊奉父系律法的象徵體系的佛氏精神分析

論述在女人的國度中則被棄之如敝屣，根

絕不屈服於伊底帕斯

伊底帕斯情結源自「希臘神話」中伊

底帕斯王弒父娶母的悲劇故事，又稱「戀

母情結」，在精神分析學中指兒子對母親

的迷戀和與父親的爭寵感。佛洛依德的心

理學認為人類文明的推動是建立在父子互

相弒殺的伊底帕斯情結上，而父權的建立

必須先斬斷母親與孩子的臍帶關係。即女

兒必須放棄對母親的愛，才能走入父親的

象徵秩序中。因而謝鴻均創作了四張批判

伊底帕斯情結的作品：《決定不要屈服

於伊底帕斯》（2005年）、《伊底帕斯

王的夢魘之一》（2003年∼2004年）、

《伊底帕斯王的夢魘之二》（2003年∼

2004年）、《伊底帕斯王的夢魘之三》

（2003年∼2004年），以凸顯具有伊底

帕斯情結的男權對於母親的殘殺。她以依

蕊格萊對佛洛依德的辯證反駁，做為創作

思維，依蕊格萊呼籲女人不要成為謀殺女

性/母親的共犯，相反的必須堅持女性系譜

學的追尋，找出女性的身份，將女性寫進

歷史文化中。謝鴻均在《伊底帕斯王的夢

魘之三》的作品說明中寫道：「我索性將

女性從男人的文明世界隔離開，左半邊的

女人世界從沃爾道夫的維納斯到數對雙手

所盤纏的手帕交，自成一個女人國度，而

表徵著男性的文明建築則如廢墟般退隱於

後。」由此可見她對佛洛依德學派體系的

代妊娠初期出血不止的紅，紅、白液漿的

流盪，交織出女性客體/主體/痛苦/不安/喜

悅的生命歷程。遲來的母職，激發謝鴻均

更堅定自己大步邁向西蘇所說的「陰性書

寫」，以猶如母親乳汁的「白色墨水」，

供應源源不絕的能量，寫出女性經驗的創

作。它能突破語言和視覺的侷限，傳達豐

富的感官經驗，融蝕既有的文化框架，滲

蝕無可避免的伊底帕斯惡咒。

在血淋淋中，一股能量瞬間衝刺，突圍而

出，一如她說的胎兒與她分開時如利刃切

割與肉體撕裂。混亂又騷動的畫面，直指

陰性空間的流動性與無法定型的狀態。

《Chora38》謝鴻均寫下她的創作自

述：「伴隨著臨盆時依依不捨的離情，以

及胎盤臍帶墜落的瀝瀝淋淋。如此濕潤無

章的狀態延續至母親面對嬰孩時所無法自

制的乳汁分泌，白色的液體提供生命的茁

壯。」臨盆後畫面噴湧不止乳汁的白，取

▲ 謝鴻均《伊底帕斯王的夢魘之三》油畫  2003年∼2004年  173 cm×173cm
 女性須跳出父子相弒的伊底帕斯情結，遠離文明的廢墟如畫面右半邊，自在地做自

己。

▲ 謝鴻均《天使與魔鬼》2005年∼2006年 
 油畫  173 cm×173cm
 女體分裂為二，以既陰又陽的兩面書寫，

才能從傷痕累累的底層躍升為彩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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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己的白色墨水，才有機會由傷痕的底

層躍升為重見天日的彩虹世界。

身為女性，謝鴻均的整個創作歷程無

不扣合她由單身、結婚到生育，為人母的

生命歷練，也藉由作品探索自我生命的蛻

變，就如《月》《經》（2001年）的雙幅

聯作揭露著一位女性身體與外界的互動，

也是女性每月生理週期的流轉，一系列屬

於陰性空間的《Chora》創作，又為自己

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宮籟」新體會，一如

《抓吉維納斯之二》（2004年），豐盈渾

圓的女體是個豐沃的能量磁場，也是生育

女神蓋婭的化身。謝鴻均以一個歡愉的母

體，盈滿母性神漾，孕育美麗的生命，在

排卵與不排卵的女性歲月裡，圓滿俱足地

積澱更豐盛的能量，伺機再度出擊。

謝鴻均這位身負母職又任教於新竹

教育大學，又創作不歇的母親/教授/藝術

家，不斷向女兒原好講述希臘神話及女生

迷航的床邊故事。年幼的女兒也許並不全

然聽得懂故事的內容，然而夜夜在母親溫

馨的聲音中安然入睡，母親的聲音終將銘

刻在她記憶的腦海裡，終有一天這份女性

系譜的陰性書寫，將藉著小女孩的手，源

源不斷地書寫下去。「她」的歷史將會波

瀾壯闊，後浪推前浪蔚為歷史的長河，匯

入人類的整個文明史中。

義對現況不滿的叛逆精神，結合女性主義

思維及自身的妊娠體驗，尋譯出一種奠基

在學術研究為文本的後現代多元意象拼貼

圖像風格，既含藏著歇斯底里式的力道與

無律，又有著開放性的自由狀態與多元韻

律的個人特殊語彙。她對女性藝術已形構

出個人在主流藝術中的「差異美學」。

女性身體自古以來早已被以父為名

的律法鐫刻得傷痕累累，女性系譜的書寫

只能以猶如《天使與魔鬼》（2005年∼

2006年）畫中女性分裂為二，既陰又陽的

兩面書寫進行，靠著既有黑色墨水的陽性

語彙，加以消解、含容、訂正進而推翻成

本無立錐之地。當女性悖離陽性的遊戲規

則，她的主體性將再度被召喚而出，重現

身體。

由傷痕躍入彩虹的女性系譜

謝鴻均的《Chora》系列，雜揉依蕊

格萊「內視鏡」的流體觀點，及克莉斯蒂

娃的神秘混雜，無可名狀的陰性空間與西

蘇蘊含女性歡愉的「陰性書寫」，畫面呈

現線條在連續與不連續間游離，空間在混

沌與秩序中交疊，結構在理性與非理性之

間竄動，一種破除二元對立的曖昧關係的

平衡，組構出她的陰性創作。她把矯飾主

▲ 謝鴻均與女兒好好，將共譜女性系譜。

 謝鴻均  
 《抓吉維納斯之二》  
 2004年  油畫  
 150 cm×15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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