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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自述

致力於從事跨領域的創作媒材，由攝影影像為主，去探索、實驗多重的影
像表達：影像文字、影像雕塑、影像裝置，並結合錄像、攝影、跨語言文
字集合的當代表演。其創作在實作及研究中並行，將影像的觀看轉而為可
閱讀的行為，影像作為敘事的載體，來書寫人類的共感故事，在真實與虛
擬間，去思索時間 - 過去 / 未來、空間 - 內在 / 外在的關係連結，試圖消
禰不同疆域的距離，以藝術作為語言去建立起新的對話形式。



«  

學歷

2019    法國圖盧茲美術學院  藝術碩士

2015    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 藝術碩士

2008   輔仁大學哲學系 學士

個展
2014 « 窗景 / 場域 Window view/Field » , 台中大墩文化中心 , 台灣

聯展經歷
2020 « 人類情況 L'état d'humain » 第二三屆圖盧茲 traverser vidéo 國際錄像攝影節
2019 « 人類情況 L'état d'humain » 第十屆巴黎攝影藝術節 , 法國 巴黎
2019 « Parler intime » , 第七屆墨西哥國際藝術院校雙年展 , 墨西哥
2018 «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 relations », 圖盧茲當代美術館 Les abattoirs, 法國
2018 «  Isolate », Rencontre d'art, Reg'arts croisés, 法國

2018 «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 relations », Le commencement, 詩窖 la cave de poésie, Toulouse, 法國 2017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 relations », Suspense,  法國
2017 «  Cachette », 里爾美術館 Palais des Beaux-Arts Lille, 法國
2016 « Viser la cible », Flash, 法國

2015 « 帷幕 » 構圖 . 台灣 , 台南生活藝術中心 , 台灣
2015 « 帷幕 » 構圖 . 台灣 , 阿波羅藝廊 , 台灣
2015 « 帷幕 » 構圖 . 台灣 , 台灣工業銀行 , 台灣
2014 « 窗景 / 場域 » 台北藝術自由日 , 台灣
2013 « 襲擊 » 視覺藝術中心 , 台灣
2012 « 視角 7+1 » 台中教育大學藝廊 , 台灣
2012  « 二者 . 若点 » 台中教育大學藝廊 , 台灣
2012 « 異動風景 » 二十號倉庫 , 台灣
2012 « 二者 » 大墩文化中心 , 台灣
2012 « 帷幕 » 藝術新聲 , 福興穀倉文化中心 , 台灣
2011 « 窗與人 » Art Year,  大墩文化中心 , 台灣

出版

2019 «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 relations »,, ISBN: 978-957-43-6486-2, 法國，台灣

現居住、工作於法國巴黎
hsinyun.tsai@hotmail.com 
http://www.tsaihsin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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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作品融合表演、影像裝置、文字影像融入整個展覽空間當中，為一件複合媒材作品。攝影
影像重新拾起自老照片，將它重新觀看、再次複製，這些影像經歷從底片至數位的轉換，刮
痕、粗粒子等的時間痕跡，以數位化影像放大，觀眾可以穿越影像化成為影像一環。
這件作品的敘事是這麼開始寫的，擷取出«關係字典»的一段話：

「我們寫下了一場歷史。」

影像本身就是一件媒材，一場訊息，一個檔案載入我們的記憶。即使影像一拍就已經成為過
去，而時間的進程卻是超越，推演過去而至當代的位移，每一個人都能構成為這場故事的主
體，當中對話裡的主詞：「我」、「你/妳」、「他/她」可以互換，講述一場永不完結的集體
故事。

PROCESSUS DE LA VIE 
生命旅程

表演、錄像裝置，表演長度10分
https://www.tsaihsinyun.com/process-of-life

圖片擷取自表演片段   第二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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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表演片段  第一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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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表演片段  第二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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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表演片段 Processus de la vie 
 第二場 2019

擷取自表演片段 Processus de la vie 
 第二場  2019



擷取自表演片段  第二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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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表演片段  第二場  
2019 

Processus de la vie系列作品文字攝影
銀鹽攝影
現代數位噴墨 , 140x 190 c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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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裝置圖 Processus de la 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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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裝置圖 Processus de la 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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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錄像 Processus de la vi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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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et tu （我與你）
銀鹽攝影
現代數位噴墨
140x 190 cm 2019

Toi et moi （你與我）
銀鹽攝影

現代數位噴墨
140x 190 c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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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作品闡述我們的歷史 : 影像的歷史乃至於視覺觀看的歷史。用物件直接呈現主
題，由二種機械組合構成：打字機及攝影影像原理裝置。
這件裝置的故事是這麼開始訴說的：

我是影像
影像鑲嵌於歷史中
歷史來自於影像
影像建築在文字
文字融入影像…

文字中的主詞「我」與影像的主詞「我」是互相交疊的。
此作品將影像的歷史性直接載入媒材中，作為其影像的純粹表達。

L’ÉTERNEL RETOUR
無限迴返

打字機、底片、LED燈等複合媒材裝置

作品細節 L'éternel retou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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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istoire infini

Je suis une image
L’image s’incarne dans l'histoire 
L'histoire vient de l'image
L'image se lie aux textes
Les textes se fondent dans l’image 
Je te vois
Je me parle
Je me vois 
Je te parle
Je nous vois
Je pense
Je t'exprime.
Je t'écrit.
Je t'image dans un livre
Je te transmet un message.

Je suis l'être et le non-être
Il y a un espace entre nous.
Il y a une distance proche entre nous. 
C'est entre toi et moi.
Je/tu et toi/moi
Je suis en face de toi, en parallèle.
«...»
J'ai vécu une éxpérience
Je participe sur le moment.
Je vis une réalité
Je suis impliqué dans l'histoire
Je m'imprégne dans l'image
Je lis l'image
L'image se fixe dans la photo
J'ai pris des photos
J'offre des souvenirs
Je réveille nos souvenirs
Je construis une vie
J'écris une histoire
«...»
Mon histoire
Ton histoire
Son histoire
Notre histoire
Notre histoire commune
Nos souvenirs
Nos souvenirs communs
Notre mémoire
Notre mémoire commune

Une vie humaine
Une vie de famille humaine
Une grande famille
Nous sommes posé dans l'album de famille 
Un fragment de souvenir 
Une histoire sans fin

永無止盡的歷史

我是影像
影像鑲嵌於歷史中
歷史來自於影像
影像建築在文字
文字融入影像
我看見你
我自我訴說
我看見我
我看見我們
我思考
我向你表達
我向你書寫
我將影像映於書中
我想你傳達訊息

我是存在與非存在
在我們之中有間繫
在我們之中的距離是相近的
介於你與我之間
你/我 及 我/你
我平行的 與你相對 
«...»
我有過一場經驗
我參與一段時日
我真實的活著
我浸潤在歷史中
我滲透在影像之中
我閱讀影像
影像固定在照片中
我拍攝影像
我表現回憶
我甦醒我們的記憶
我建構一段人生
我寫下歷史
«...»
我的歷史
你的歷史
他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
我們共同的歷史
我們的記憶
我們共同的記憶
我們的回憶
我們共同的回憶
創造我們共同的生命
一個人類的生命
一個人類家族的生命
一個大家庭
我們被放置在一本家庭相簿
一個記憶的碎片
一個永無止盡的歷史

Créer notre vie commune



Une fragment de souvenir.
一個記憶的碎片

Une histoire sans fin.
一個永無止盡的歷史

Une grande famille.
一個大家庭

Une vie de famille humaine.
一個人類家族的生命

Nos souvenirs communs.
我們共同的記憶

Créer notre vie commune.
創造我們共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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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霓虹燈管、複合裝置媒材

此作品創造了一個新的字體ELLE，如鏡像的複合字體。

在法文女性的她- Elle與男性的他- Il，組合成ㄧ個字為ELLE, 
此字同時代表了他也是她，他是兩者不可分的合一，他/她。



裝置作品 ELLE
霓虹燈管

48 x 60 c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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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CTE Ⅰ À L'INFINI
一 生二

銀鹽攝影

由兩張照片所建構成的影像雕塑。

其想法引自«紅樓夢»，又名«石頭記»。作為故事及一切情節的起始，對話由此
展開，如老子所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件影像能複製成另一影
像，週而復始，新的產生於先前的歷史之上，可以透過一張影像看見其後的另
一張影像，是會一直不斷被書寫、繁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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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二  
De l'acte Ⅰ à l'infini 

現代數位噴墨，尺寸視場地而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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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tat d'humain
人類情況

銀鹽攝影

此系列延續«家庭相簿 L'Album de famille»的想法，延伸影像的不同視覺表現，
在暗房中重新製作影像，將影像的時間性做過去與當代的融合，人物是沒有身
份的，只剩下純粹的輪廓與軀體，在似曾相識的海景、山景與文化地井裡，由
這些自然來決定人們的存在，象徵古與今的人類穿越時間、空間，彼此在攝影
影像中互相產生對話。

人類情況 - 此與彼
L'état d'humain - Ici et là-bas

銀鹽攝影, 29.5x 21 c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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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情況 - 帕德嫩神殿
L'état d'humain - Le parthénon

銀鹽攝影, 29.7x 19 c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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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情況 - 偶然巧合
L'état d'humain - La conjonction du hasard
銀鹽攝影 29.5x 21 c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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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情況 - 山與月
L'état d'humain - La montagne et la lune

銀鹽攝影, 29.7x 19 c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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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列創作«家庭相簿»來自於一場巧合的相遇，在偶然之下，拾獲一只金屬的舊盒子，裡面裝
載了大量的底片，這未知的照片彷彿來自一個家族的回憶相片，作為一被遺漏的史料、文件。
在作者開始整理、觀看這些影像的過程，重新在暗房處理、實驗這些影像，這實行的過程把過
去塵封的故事再次嫁接於當代時間軸上。縱使人們語言、文化的相異，在影像裡也能找到人類
生活的相似性，並與之對話的可能，這些生活的碎片，或者說是史料文件的集體記憶，在片段
中則串起人類的家族樣貌，而成為一個全人類的家族相本。

L'ALBUM DE FAMILLE
家庭相簿

銀鹽攝影

家族相簿 L'album de famille
銀鹽攝影, 21x29.7 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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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相簿 L'album de famille
銀鹽攝影, 21x29.7 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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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ULA RASA
白板說

攝影正片、轉式投影儀

拉丁語TABULA RASA ：白板說，是一個認識論的主題，認為人並沒有內在或與生俱來的
知，這件作品則在表現將事物的其他多餘的物件去除，進而重新開啟對話。

創作的手法將攝影照片做不同媒材的轉換，由數位轉成底片、再從底片轉化為虛擬的多重攝影
媒材的跨域操作。作者將歐洲的各大美術館中的館藏作品，繪畫與雕塑作品中的「手」之題材
以手機拍攝下來，藝術史中如達文西、杜勒等的著名作品，經過影像媒材的轉化為只剩下手輪
廓線的影像檔案，這些文件轉像為一張張的幻燈片，透過幻燈機的裝置呈現為具有節奏感的視
覺融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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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說 Tabula Rasa 
攝影正片之雙重影像投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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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說 Tabula Rasa 
攝影正片之雙重影像投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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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NAIRE DES RELATIONS
關係字典

素描、詩
出版物試閱連結 :  https://reurl.cc/qDNn20

此作品為 120 個關係字詞按照字母的順序編排而成為字典，涵蓋不同的領域的關係名詞，如
哲學關係、數學關係、地理關係以及人際關係，作者重新詮釋這些關係的定義，成為藝術性
的感性字典。每個字詞用簡潔的符號：星形、半圓形、線段去重新描繪詮釋，每個字詞則有
四層的關係演變，象徵關係的不停進展與創造。每個字詞用簡潔的詩句再去定義詞彙，圖形
與文字之間產生連結以及對話。其寫作的方式則用「你、我」主詞去代表兩者對象物，他不
僅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或者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的重新詮釋。詩詞中帶有哲學的邏輯思
考以及個人經驗的感性傳達去交織出真實而親密的關係想像。此作品於2019年出版成書為中
法雙語對照編排的圖文詩集：「關係字典」（法文：Dictionnaire des relations）。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s Relations
 ISBN 978-957-43-6486-2
正式出版：台灣、法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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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s Relations, Suspendu, Ë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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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 關係字典 Dictionnaire des Relations 14.5x2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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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原稿 
14.5x21 cm

41



42



43



此件為霓虹雕塑作品，擷取作品«關係字典»中之元素圖形：半圓形、直
角形、直線以不同顏色之霓虹燈管而創造出霓虹的雕塑，駕置於空間當
中，不同於«關係字典»中的黑白圖形，在空間當中的而呈現為紫紅與白
色的混合色彩。

裝置作品：回聲 Echo Inversibl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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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欣芸
TSAI, HSIN-YUN 

hsinyun.tsai@hotmail.com 
www.tsaihsin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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