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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與首飾中的詩意想像
曼儂．范．庫斯維克  

Manon van Kouswijk's Poetic Imagination
文／紀宇芳Chi Yu-fang．圖版提供／Manon van Kouswijk

　荷蘭藝術家曼儂．范．庫斯維克，

1995年畢業於阿姆斯特丹的格瑞

特．里特維爾學院（Gerrit Rietveld 

Akademie），在從事金工與首飾創

作的十多年歷程中，習慣以多樣活潑

的媒材、形式各異的手法，深入探索

首飾及家居物件的價值與意義，近年

來以具獨特性的創作計畫活躍於歐、

亞各國的工藝領域。

橫向媒材拓展到不受限的想像

　曼儂．范．庫斯維克對於媒材的使

用與技巧的選擇，多半來自創作過

程中自然衍生的經驗與感受，她總

曼儂．范．庫斯維克　
夜間商店（Avondwinkel 
(Night Shop)）　
2007/2014　裝置　
作品名稱取自於荷蘭夜間營
業的雜貨店，透過盒狀空間
裝置營造觀察首飾變化的窺
視孔，過程中觀者可自行切
換燈光，白熾燈驟然熄滅的
瞬間，混有夜光材質的珠串
緩緩亮起，發出氤氳之光，
非自然的暗夜螢光像煙霧般
渲染開，帶有無以名狀的神
祕氣息。（攝影／Jeremy D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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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膽嘗試各種表達方式，綜觀歷年創

作表現，廣泛囊括了陶瓷、紙張、布料

纖維、現成物等，不僅藉由開放而自由

的橫向拓展，將觸角不斷伸向更遠的疆

界，也孜孜不倦挑戰創作者個人對於媒

材的覺察與敏感度。就讀於格瑞特．里

特維爾學院之前，她曾在荷蘭小鎮接受

過傳統金匠訓練，奠定了扎實的工法根

基，雖然在她近期作品中鮮少出現傳統

金屬媒材（如金、銀、銅），曼儂卻仍

舊明確表示金工技巧訓練在其作品中不

可或缺，與其他專注於單一技法、探索

單一主題的創作者相較，曼儂可說相當

與眾不同。她總是針對有興趣的計畫發

展合適的創作手法，廣泛蒐集相關資料

與圖鑑，並以近乎科學研究的方式對主

題進行分析、探索、解構、重構⋯⋯迥

然各異的經典樣式研究，可說是一次又

一次從「零」開始的創作，眾多歷史材

料在她的手中被反覆萃取、重新詮釋，

化身為具有底蘊的當代藝術首飾。看似

跨度極大的創作研究中，更讓人備感興

味的是，即便思維有別、手法各異，觀

者卻能在每一件作品中，明確閱讀到專

屬於曼儂．范．庫斯維克的性格與精

神。奠基於厚實的美學素養與技巧根

基，即便使用速成（甚至是廉價）的媒

材，作品也總是透露出古典雋永的深度

覺察力。

曼儂．范．庫斯維克　
藏心圓珠（Heartbeads）
2006　木珠、絲線　
創作者切割了木製的彩色珠
串，特意將切面翻轉而出，
把包裹在繽紛色彩中的木質
做為正面呈現，既優雅又帶
有輕快的戲謔。

曼儂．范．庫斯維克　珍珠
紙鍊（Paper Pearl） 輕薄
繽紛卻讓人愛不釋手的薄片
珠串，由貼紙與細絲線製作
而成，像是翩然漂浮在頸項
之間的碎形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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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變的經典原形 

我所知的銀河就如同一串項鍊，

地球則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珠。（"For 

all I know the galaxy is a necklace and 

planet earth a giant bead"）

──曼儂．范．庫斯維克

　曼儂對於所謂的「原形」與「主題」

尤感興趣，她專注於探討首飾的基本構

造模式與組裝過程，並透過對這些經典

「樣式」的反覆推敲、鑽研，尋找重新

詮釋原形的可能性。她在2010年所出

版的《擺盪：珠鍊的原理》(Hanging 

Around / The Pearl Chain Principle)一

書中，展現了過去十多年來對珠串形式

的脈絡研究，不僅蒐羅了來自世界各地

與「珍珠」相關的歷史圖片，更透過黑

白檔案文件般的鋪陳，緩緩道來創作者

對於各種首飾珠串的細膩觀察。不同於

坊間的串珠工具書，亦不同於介紹各地

風俗民情的圖鑑，曼儂在這本「藝術家

的書」中耙梳了另一種屬於流動式的、

創作思維式的觀念連結；從翻花繩遊戲

到日本採珠的海女，從DNA鏈結到廣場

群眾的序列，她在看似無關的主題中抽

出如蛛網般的連結，觀察各種宇宙共通

的法則與連結，透過詩意而縝密的檔案

編排，以一種包融、精確、冷調卻又沉

靜的手法，將一個由繩索串起的圓珠歷

史與個人創作時的心緒演變，巧妙地熔

鑄為一。

　猶如蚌殼吐出黏液包裹砂礫般，珍珠

被若隱若現地包融於半透明的肥皂中，

凝結了一個既優雅又充滿肉身想像的片

刻。觀者凝視物件，彷彿可以在日常的

肥皂使用中，觸及手中濕潤的泡沫與一

顆顆圓滾的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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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儂．范．庫斯維克　
客房服務（Room Service 
Objects）　2004　
陶瓷、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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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澤切面間的滾動與縫隙

　陶瓷在曼儂．范．庫斯維克的創作中

亦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她使用模製的

方式翻印各種陶器原形，透過與鑄造金

屬十分相似的過程，不僅結合了觀念式

的創作思考，也進一步拓展了媒材使用

的範疇。

　她曾在荷蘭登博斯（Den Bosch）歐

洲陶瓷工作中心（European Ceramic 

Work Centre）從事為期三個月的進

駐，並創作一系列名為「客房服務」

（Room Service Objects）的陶瓷物

件，探討飲食物件的禮儀、意義、結構

與量度法則⋯⋯藉由重新拼組匙柄與把

手等結構，塑造各種新的桌上物件，重

新詮釋這許多出現在英式下午

茶的飲器符號。

　創作者利用重組日常物件的普遍形式

（如把手、邊角、蛋形等），創造出不

尋常的特異造形；另一方面，釉料圓潤

的材質與光澤，卻又將作品瞬間拉回與

身體息息相關的家居世界。觀者在陌生

與熟悉之間反覆擺盪，不禁臆測起物件

的功能與操作方式。

純粹的原形原色與豐富深刻的

情感連結

　即便曼儂表示，自己有時是透過直覺

去運用色彩，但究其各項精緻完整的計

畫與準確的呈現表達，仍可推想創作者

對於元素的謹慎與尊重。創作起始時，

她多半採用白色，像是模型樣板一般，

藉以探索純粹的形式，當再度轉化此原

始型板時，才逐步將色彩置入。在經過

審思而非隨意而為的「直覺」之下，

她不僅考慮色彩所喚起的獨特情感、意

義，也分析此種應用對觀者將引起怎樣

的關聯，以及最後反饋回這件作品上產

生的震盪與迴響。

光澤切面間的滾動與縫隙

　陶瓷在曼儂．范．庫斯維克的創作中

　創作者利用重組日常物件的普遍形式

（如把手、邊角、蛋形等），創造出不

新詮釋這許多出現在英式下午

茶的飲器符號。

曼儂．范．庫斯維克　
伯爵珍珠（Pearl Grey）　
2009　陶瓷、玻璃　
家居與異質、普常與珍貴之
間，是一種無法被迅速界定
的曖昧游移，給予了首飾與
物件更大的靈活度。

曼儂．范．庫斯維克　
肥皂與珠鍊（Soap with Pearl Chain）
1995　肥皂、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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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作品從不採用讓人眩目的繁複技

法，而是更潛心篤實地接近生活體驗，

貼近大地的泥土在創作者手中被輕輕捧

起，並反覆思量，透過縝密的規劃演化

為藝術作品。除了作品的外在造形，曼

儂也進一步探索「成因」與「表現」，

從原形探索到珠串的排列順序，從媒材

細察到古老的串繩結構，她總是謙遜

地提煉源於數世紀之前古人所傳下的智

識，透過簡單純粹的操作手法，緩緩鋪

陳出一個由繩索串起的首飾歷史

理性思考歸於感性實踐

　曼儂常以檔案庫的方式整理文脈，將

探索的各種理論與觀念匯集、蒐納為一

本本研究書籍，再經由小量出版，把想

法傳達給大眾。其版型開放而有趣，有

時是檔案照，有時則透過類似圖像式閱

讀的概念，以圖片或手稿貫穿整本書

籍。在她的悉心規劃下，「藝術家的

書」 1與其說是輔助理解創作概念的工

具，不如說早已成為另一件獨立作品，

擁有開放並充滿生命力的發展。書中她

不特意給予固定明確的線性主張，而是

拋出一個猶如珠網般的思考網絡，去衍

生出更有趣的想像，以期讓觀者擁有更

寬廣的詮釋可能。

　創作之於曼儂就好比悠然品味生活一

般，在尋常的日常體驗中看到靈光，

並自信自在地漫遊其間。2010年遷居

註釋

1  1970年代開始，「藝術家的

書」（Artists' Books）此一概

念開始被廣泛使用，泛指獨一

無二的藝術書籍創作，多半

為獨一無二或者小量出版的

形式。1973年史戴夫．克立

瑪（Stefan Klima）出版了相

關研究文本：Stefan Klima's 

Artists Books: A Crit 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曼儂．范．庫斯維克　日常文書
（Paperwork）　
紙張材質為創作者多年來所蒐集
的手札、圖表、航空信封⋯⋯這
些紙樣媒材上既有的纖細網格與
細線往往被視為背景，曼儂在此
將其轉化為創作主軸，捲動的首
飾紙軸猶如包裹了歷年旅行的痕
跡與想像。

曼儂．范．庫斯維克 項鍊　
每一顆都獨一無二的瓷珠，
猶如雕塑般具有方向各異的
自由切面。觀者佩戴時得以
細細品味、摩挲，品嘗每一
道角度與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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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墨爾本後，曼儂不僅積極從事各

項創作企劃，也保持開放態度與不同

藝術家合作，包含2014年在船木藝廊

（Gallery Funaki）與創作者露西．莎

妮爾（Lucy Sarneel）的聯展、在紐

西蘭基督城博物館與洛珊妮．芭特利

（Roseanne Bartley）的聯展，以及今

年3、4月間在格林伊爾藝廊（Glen Eira 

City Council Gallery）與瑪瑞迪絲．湯

布爾（Meredith Turnbull）、安娜．瓦

倫多芙（Anna Varendorff）的三人聯

展等。她對於持續與他人合作表達高度

興趣，嘗試將自身作品置於不同的脈絡

下觀看，並打開框架去與其他創作者共

鳴，以期引起更多開放的互動思考。

曼儂．范．庫斯維克
（左）、安娜．瓦倫多芙
（中）、瑪瑞迪絲．湯布爾
（右）在格林伊爾藝廊舉行
聯展時合影（攝影／紀宇芳）

曼儂．范．庫斯維克　白色別針
在模製的翻鑄過程中，陶瓷以「空」的位
置記錄著缺席的「實」體，邊角猶如被切
開的骨骼般，帶有不規則且向外擴張的稜
角，予人對於原鑄物件的無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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