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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現代詩中，圖像詩的發展，從早期的詹冰、林亨泰、白萩、洛夫、非馬、羅門，

到杜國清、羅青、蕭蕭、杜十三、蘇紹連、陳黎、羅智成等，已形成其獨立的詩學體系，

成為台灣現代詩中的特色之一。圖像詩又稱為「具象詩」、「具體詩」（Concrete Poetry），所

指的是「利用漢字的圖像特性與建築特性，將文字加以排列，以達到圖形寫貌的具體作用，

或藉此進行暗示、象徵的詩學活動的詩」1，而林燿德將它定義為：「利用文字記號系統的

具象化表現形式」2。圖像詩除了表現在寫作技巧之外，還表現在援引圖像詩的手法，以視

覺暗示的方式，製造詩形的外觀之圖像效果，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由於這一類的創作，

在創新實驗上大多帶著強烈的遊戲性格，「其遊戲策略主要體現在兩方面—聽覺的戲耍，和

視覺的戲耍」3，故圖像詩又被稱為「前衛詩」。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改變了現代詩的書

寫模式和呈現樣態，80 年代中期，「視覺詩」（Visual Poetry）的引進和創作、90 年代「網

路詩」的大量出現，在現代詩的圖像性表現上，呈現了另一層深入的閱讀和書寫方法。然

而「視覺詩」（Visual Poetry）和圖像詩相較之下，它的重點在「視覺」而不是「詩」；也並

非是我們在此所要探討的，以「圖像技巧」為前提的圖像詩。 

圖像詩以「圖像技巧」為前提，如此「純粹專注在詩歌外在形式上的研究，很難不被

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籤」4，而誠如林燿德為圖像詩所下的定義，圖像詩即使有具體的圖

                                                 

1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1。 

2 林燿德：《不安海域》，台北，師大書苑，1988 年。 

3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九七~世紀末》，台北，時報出版社，1998 年，頁 64。 

4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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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形式，它的主要重點仍在文字記號系統。否則，純粹以利用文字排列成圖像，而喚起讀

者對事物形體狀態的視覺感的圖像形式，和藝術研究的「圖像學」（Iconography）並無相異

之處。這正是圖像詩能夠在台灣現代詩中，佔有重要發展意義的主因。 

 

 

關鍵字：圖像、形式、文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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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圖像詩的發展，從一開始即被詩的形式所限囿，而以為只要單純以詩的文字稍作

排列，圖像詩便可成形。台灣圖像詩因為漢字本身的圖象和建築特性，擺放在語言學的兩

軸當中，於是略顯見其隱藏的系統。本文以中生代詩人陳黎為例，分析他精湛的圖像詩作

品，並試圖為圖像詩歸納出內在的符號系統，而非使圖像詩的創作或研究，一再成為形式

主義所標榜，而被創作者視為的文字遊戲。以下試述之並總合陳黎圖像詩中的符號系統。 

二、陳黎與圖像詩 

（一）陳黎 

五○年代出生於台灣花蓮的詩人陳黎（1954～），其詩風具有多重變奏轉折的軌跡。學

院式的陶養，加上內外時空的推移變遷，使他不僅濡染西方思潮及第三世界文學與影像藝

術，並強烈激發其本土／外來、意識／現實、音樂／詩歌……間多層次的辯證省思。 

     從七○年代至八○年代，已可從陳黎的詩作，可看出他豐沛的想像力與大膽的形式追

求。八○至九○之間，他中和了藝術與現實的兩難，以節奏、旋律、意象和日常生活語言，

曲探社會底層與人性弔詭的繁複面。他試圖把精醇質樸的藝術理念和諷刺悲憫情懷，合而

為一。 

     九○年代前後，陳黎重新認知自己的「本位」與「本土性」，然此於七○年代早已發軔。

九○以降迄今，他的詩質更加稠密精準，詩的內涵更深邃，形式更自由。至今為止，陳黎

的詩作約 400 首，含括《陳黎詩集Ⅰ：1973～1993》 、《島嶼邊緣》 、《貓對鏡》、《陳黎

詩選：1974～2000》。《詩集Ⅰ》共五卷：依序是《廟前》(1973～1975) 、《動物搖籃曲》(1976

～1980) 、《暴雨》(1980～1989) 、《家庭之旅》(1989～1993) 和《小宇宙》(1993)。 

    從《島嶼邊緣》開始，陳黎便有諸多圖像詩的寫作嘗試，在詩的語言和形式上，做了

不少突破。「從文字的再啟動，我們可以看出陳黎正在重新經歷文藝復興般的騷動；他熱切

的（重新）學習語言、發現語言。『語言』意味著什麼呢？當然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就是

陳黎的『馬賽克理論』。在一個語言裡，其實每個字都曾是全新的馬賽克：不知始終，只有

晶亮的自己。但日子久了，光彩漸漸暗淡。最後或許只剩得了它們所拼成的圖案：一個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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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笨重的、奉命必須傳遞的世界。陳黎所做的就是把馬賽克逐一加以擦拭。但是有時候

還不只是擦拭，而是著上新的顏色；讓每一個字，又變成了全新的世界。」
5讓我們為這靜

止的馬賽克解碼，挖掘陳黎在圖像詩上的獨特表現。 

 
（二）圖像詩 

在台灣現代詩中，圖像詩的發展，從早期的詹冰、林亨泰、白萩、洛夫、非馬、羅門，

到杜國清、羅青、蕭蕭、杜十三、蘇紹連、陳黎、羅智成等，已形成其獨立的詩學體系，

成為台灣現代詩中的特色之一。圖像詩又稱為「具象詩」、「具體詩」（Concrete Poetry），所

指的是「利用漢字的圖像特性與建築特性，將文字加以排列，以達到圖形寫貌的具體作用，

或藉此進行暗示、象徵的詩學活動的詩」
6，而林燿德將它定義為：「利用文字記號系統的

具象化表現形式」
7。圖像詩除了表現在寫作技巧之外，還表現在援引圖像詩的手法，以視

覺暗示的方式，製造詩形的外觀之圖像效果，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由於這一類的創作，

在創新實驗上大多帶著強烈的遊戲性格，「其遊戲策略主要體現在兩方面—聽覺的戲耍，和

視覺的戲耍」8，故圖像詩又被稱為「前衛詩」。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改變了現代詩的書

寫模式和呈現樣態，80 年代中期，「視覺詩」（Visual Poetry）的引進和創作、90 年代「網

路詩」的大量出現，在現代詩的圖像性表現上，呈現了另一層深入的閱讀和書寫方法。然

而「視覺詩」（Visual Poetry）和圖像詩相較之下，它的重點在「視覺」而不是「詩」；也並

非是我們在此所要探討的，以「圖像技巧」為前提的圖像詩。 

圖像詩以「圖像技巧」為前提，如此「純粹專注在詩歌外在形式上的研究，很難不被

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籤」9，而呈如林燿德為圖像詩所下的定義，圖像詩即使有具體的圖

像形式，它的主要重點仍在文字記號系統。否則，純粹以利用文字排列成圖像，而喚起讀

者對事物形體狀態的視覺感的圖像形式，和藝術研究的「圖像學」（Iconography）並無相異

之處。這正是圖像詩能夠在台灣現代詩中，佔有重要發展意義的主因。 

圖像詩的文字記號系統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是因為漢字圖像與建築特性的發掘，展

現了圖像的特質。漢字在倉頡及其更早的起源時期，即以圖像為特徵；許慎《說文解字‧

                                                 

5 廖咸浩：〈玫瑰騎士的空中花園—讀陳黎詩集《島嶼邊緣》〉，《島嶼邊緣》，台北，皇冠出版社，1995 年，

頁 6。 

6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1。 

7 林燿德：《不安海域》，台北，師大書苑，1988 年。 

8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九七~世紀末》，台北，時報出版社，1998 年，頁 64。 

9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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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易八卦……黃帝之史倉頡，見鳥獸蹄迒之跡，知分理之可相

別異也，初造書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類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
10。由此可知，漢字本身已具備有顯著的圖像性，而圖像詩即以漢字

這樣的特性，在文字記號上，逐漸構成完整的系統。 

此外，在成為隸書之後的方塊字型的漢字，「又多了一種絕無僅有的『建築特性』，每個

漢字都有如一塊方磚，可以自由堆疊，建築理想中的詩歌城堡」11也就是在漢字的圖像與建

築特性，這兩者特質的結合之下，使得以漢字書寫而成的台灣圖像詩，隱藏了相當的圖像

技巧的發揮空間。中國古代，便有「回文詩」、「神智詩」、「寶塔詩」、「累字詩」等，利用

漢字以上的兩個特質所創作的詩，可惜因為種種時代的限制，只能淪為一種文字遊戲。雖

然圖像詩被焦桐（1956~）定義為「前衛詩」時，是因為其帶有戲耍的性格，但無論其聽覺

或視覺的戲耍性格，都無法脫離圖像詩中漢字的特質所構成，所以，圖像詩中的符號系統

的建立仍不能被忽略。 

三、符號的系統與單位語符列 

符號學中，最重要的一對概念，就是橫組合性（syntagmatic）和縱聚合性（paradigmatic），

這是由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75-1913）所提出的。索緒爾當時將縱聚合性稱作

「聯想性」。橫組合就是一個系統的各個因素，在「水平方面」的展開，如此展開而形成的

任何一個組合部份，稱為橫組合段（syntagma）。 

對索緒爾而言，語言學中詞彙之間的關係，可顯示在兩方面，並且其中一方都產生了

屬於自己的特徵意義。第一個方面，即「單位語符列」；單位語符列是符號的結合，它有個

支持它的空間。在發音的語言當中，這個空間是直線性的，也是不可倒置的；每一個詞都

從它和在先的與隨後的詞的對立關係中，取得它的意義。在語言鏈中，適用於單位語符列

的分析活動就是劃分。 

第二個方面，即「關聯」；從索緒爾以來，關聯方面的分析經歷了不容忽視的發展，但

是到了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95）時，關聯方面已被稱為「縱聚合」方面、

也可稱為「系統」方面。和話語／「橫組合」方面相比，它們同時具有某些意義的組織單

                                                 

10 漢•許慎：《說文解字注》，台北，黎明出版社，1986 年。 

11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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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在記憶中被聯合的，並因而在可能被發現的多種類的關係中組成群體，而被聯合。

適用於關聯的分析活動就是分類。 

索緒爾曾暗示：橫組合方面和關聯方面／系統方面，可能相當於符號的兩種內在形式。

而巴特認為，關聯方面和作為一種系統的「語言」，有著很密切的關係，而單位語符列則更

為接近言語。在索緒爾的語言學理論中，言語的本質是橫組合的，而單位語符列自身呈現

在一種「鍊」的形式中。然而，例如公路旅遊指南的非連續性，有些圖像詩系統因為圖像

的緣故，而使得單位語符列難以被劃分，「而這也許就是系統幾乎永遠被發音的言語——它

把系統所不具有的非連續性方面賦與系統——所重演的原因。」
12然而，單位語符列的劃分

工作仍是基本的，單位語符列的劃分必須拋棄系統的縱聚合組織單位，它是被一種必須被

劃分的內容所構成。當單位語符列佔有言語的形式時，應該將這一種「無盡的語段」佈置

成有意義的組織單位、佈置構成單位語符列的符號界線。 

在語言學中，劃分「無盡的語段」是依靠「對比替換語段」所實現的。「對比替換語段」

是由人為採用的一種表達（能指）中的變化所構成，它也因由這種變化是否帶來了內容（所

指）方面的相關變化所構成。對比替換語段大體上使我們通過等級，識別了有意義的組織

單位，而這些組織單位在一起構成了單位語符列；將這些組織單位的類別準備齊全，就可

進入縱聚合關係語言項。對比替換語段提供了有意義的組織單位，意即：單位語符列的片

語具有一種必要的意義。而這些仍是作為橫組合的組織單位（因為它們尚未被分類）；然而，

它們也已經作為系統的組織單位了。而且它們之中的每一種都是潛在的縱聚合關係項的一

部份。 

四、陳黎圖像詩的系統展現 

（一）系統之一 

賴芳伶認為，從《廟前》到《動物搖籃曲》是陳黎的「學徒時期」13，而〈海的印象〉

是《廟前》裡，展現圖像技巧的詩，我們或可說，〈海的印象〉是陳黎的圖像詩創作之「學

徒時期」。 
 

儘纏著見不得人的一張巨床 

                                                 

12 （法）羅蘭•巴特：《符號學要義》，台北，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年，頁 85。 

13 賴芳伶：〈追尋生命與詩藝的巔峰—試論陳黎〉《在想像與現時間走索—陳黎作品評論集》，王威智編，台

北，書林出版社，1999 年，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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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蕩婦，整日 

與她的浪人 

把偌大一張滾白的水藍被子 

擠 

    來 

擠 

    去                      〈海的印象〉 

 

陳黎在詩最後四行，以「擠／來／擠／去」四個字排列出海浪湧動的樣貌，呈現了「擠」

字的動感與波浪的視覺效果。海的「印象」與「圖像」，成功地表現在詩中。同樣表現出

起伏「圖像」的〈舉重課〉： 
 

舊石器時代                                                               用 

人面獅身                                                                          如 

倫理學                                                                                絲 

死亡                                                                                 的 

垃圾回收分類系統                                                      語 

後現代主義                                                                      字 

夢 

月經規則術                                                             在 

屠宰場                                                                     你 

蜂窩                                                                      的 

％                                                                         耳 

影子內閣                                                               邊 

挖土機 

乳酪                                                                            呵 

本體論                                                                      護 

→                                                                        起 

公分 

三位一體                                                                            溫 

推╱拉                                                                             柔 

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的 

電擊棒                                                                           摩 

讓                                                                                         擦 

尋人啟事 

米開蘭基羅                                  這 

愛犬美容                                      麼 

辯證法                                        多 

孤獨                                       重 

人造陰莖                                 金 

神聖羅馬帝國                                  
『 』                                 屬 

                                                         〈舉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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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黎將「用如絲的語字／在你的耳邊／呵護起／溫柔的摩擦／這麼多重金屬」字句，不規

則地排列，與規則排列的詩行相對照，彷彿字句／肌肉隨著舉重的動作而上下浮動著。接

著，〈春天二題〉第二首〈春山〉： 
 

雪線上，有走獸摩擦生電                                                             

把冷凍的，春色 

  灼燒成一座 

    活火山 

 

      噴 

      著 

憤怒的葡萄 

                           〈春山〉 

 

這首詩的第二段和第三段，把詩排列成火山爆發的圖形樣貌。我們可以看到類似三角形的

「山」形，而所噴發出的「憤怒的葡萄」，也強調「春」山的生命力。而〈齒輪經〉，句首

的整齊排列，突顯出句末所排列出來的，不規則的、象徵機器齒輪碰撞與嚙合的圖像： 

 
父啊，我們 

的一生是如此 

如此吃力地 

旋轉，咬牙 

切齒的一組 

齒輪，以你 

為中心，以 

夜為中心 

無止盡嚙合 

墜落的行星 

繫住我們的是 

深不可測的 

恐懼，是無所 

不在的黑暗的 

挑釁，永恆的 

機械構件 

被他物帶動 

復帶動他物 

絞不斷的倫理 

道德激情憤怒 

父啊，我們在 

宇宙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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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酷硬邊的 

金屬家庭 

以牙還牙，齦 

齦齾齾，周旋  

於虛無，用  

卑微的身軀  

摩擦生熱互相 

取暖的寂寞的 

刺蝟，包容 

我們的齟齬 

齮齕，包容 

我們每日小小 

的，齷齪的 

傾軋鑽營 

無止盡的 

嚙合墜落 

不能不齒的 

生命共同體 

父啊，我們是 

沈默的磨坊 

在時間的牢獄 

運轉，周而 

復始推石磨石 

的薛西弗斯 

磨慾望，磨 

苦惱，磨出 

點點神秘 

狂喜的粉末的 

星光，讓死亡 

暈眩的海洛英 

讓夜顫慄的 

惡之華，如此 

吃力地嚙合 

旋轉，因為 

父啊，他們將 

循光看見 

我們世襲的 

靈魂的花園 

                〈齒輪經〉 

 

這圖像即是一幅冷漠的社會圖景。「我們簡直可以清晰地聽到，那咯吱咯吱的社會齒輪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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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在啃咬和研磨人們的肉體和靈魂發出的恐怖聲。」14這是漢字的建築特性在圖像詩中

表現出的其中一種作用。〈獨輪車時代的回憶〉則以「我懷念騎著你唯一的乳房翻越黑夜的

日子。獨一無二的月亮，你巨大的車輪斬過我的思想，壓擠出一條條月光，美麗的白色恐

怖。溫柔的獨裁。無可抗拒的一黨獨大。獨輪。獨白。單母音。單槓。單軌。單軸。單色

印刷。單趾動物。單繖花序。單翼飛行。單神論。」的「獨白」詩句圈繞著「噢」字，圍

成圓形的獨輪圖像，感嘆著獨輪車時代的回憶。此外，「獨輪車象徵台灣過去的政治獨裁；

黑色的背景（『黑夜』和『月光』）烘托出『黑』和『獨』兩個關鍵詞。全詩刻意地把政治

和抒情、硬和軟、正面和反面的意象連在一起：月光是『美麗的白色恐怖』和『溫柔的獨

裁』，獨輪車也被比喻和圖示為『唯一的乳房』。乳房是陰性的、柔美的、情色的，但是當

只有一隻被突出時，它卻給人以不對稱、失常、甚至醜的感覺。」
15

 

                                                 

14 古繼堂：〈台灣後現代詩的重鎮—評陳黎的《島嶼邊緣》〉《在想像與現時間走索—陳黎作品評論集》，王威

智編，台北，書林出版社，1999 年，頁 190。 

15 奚密：〈本土詩學的建立—讀陳黎《島嶼邊緣》〉《在想像與現時間走索—陳黎作品評論集》，王威智編，台

北，書林出版社，1999 年，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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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輪車時代的回憶〉 

將以上五首圖像詩，歸納為系統（表一），如下： 

 單位語符列 系      統 
〈海的印象〉系統 在一首詩中，四行以「蕩婦」和她

的「浪人」歡愛的字句，與「擠」、

「來」、「擠」、「去」四字相並列。 

〈舉重課〉系統 

 

在整首詩中，以兩首不同成分的詩

相並列。 

〈春山〉系統 

 

在一首詩中，並列著形容「春山」

的詞和字。 

〈齒輪經〉系統 

 

在一首詩中，並列著〈齒輪經〉囓

合的字句。 

〈獨輪車時代的回憶〉系統 

 

在整首詩中，並列著形容獨輪車時

代的回憶之單詞、詩句、「噢」字。

一堆詩句加上

圖像的風格變

化。其變化和

詩句、圖像的

變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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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之二 

    圖像詩通常以文字的排列來構圖指事，陳黎的〈戰爭交響曲〉卻超越了圖像詩的侷限，

融合了視覺和聽覺意象。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乒兵兵兵兵兵兵兵乓兵兵兵兵兵兵兵乒 

兵兵兵乓兵兵乒兵兵兵乒乒兵兵乒乓兵兵乒乓兵兵乓乓 

乒乒兵兵兵兵乓乓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乒乓兵乓兵兵乓乓 

兵乒兵乒乒乒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乓乓乒兵乓乓 

乒兵乓乓乒兵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 

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 

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乓乓乓乓乓乓乓乓乒乒  乒乒乒  乓 

乓乓  乒乓乒乒  乒  乓    乒乒      乒乒    乓乓 

乒乒    乓乒  乒  乓  乒  乓  乒乒乒    乓  乒 

  乒乒  乓  乓乓  乒    乒  乓    乒  乓      乒 

乒            乓乓            乓        乒  乓 

  乒      乓        乒          乓        乓 

      乒                              乓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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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戰爭交響曲〉 

 

正如廖咸浩所指出的：「〈戰爭交響曲〉中把『兵』字做三塊不同『內容』的方陣排列，其

效果可謂令人驚悚不已……在詩中其筆劃剝落的模樣，更分外令人愴然。」16第一節的排列，

圖示出一支氣勢激昂的軍隊，第二節的「乒」、「乓」兩個擬聲字，象徵缺了右腿和左腿的

士兵，同時也暗示戰爭殺戮的喧囂；而「丘」則是兵敗後的墓塚了。〈消防隊長夢中的埃及

風景照〉則以 361 個「火」字堆疊成埃及金字塔圖像： 
                                                                                         

火 

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消防隊長夢中的埃及風景照〉 

                                                 

16 廖咸浩：〈玫瑰騎士的空中花園—讀陳黎詩集《島嶼邊緣》〉，《島嶼邊緣》，台北，皇冠出版社，1995 年，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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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消防隊長的夢境仍不脫離「火」的意象。〈孤獨昆蟲學家的早餐桌巾〉以長方形排列

出 352 個具有「虫」部首的字，象徵昆蟲學家的生活被其研究對象所籠罩，而「孤獨」從

何而來呢？第十四行、第十六行、第十九行、第二十一行當中，分別各空出一行，顯示了

在擁擠昆蟲群裡的失落感。 

 
虭虮虯虰虱虳虴虷虹虺虻虼蚅蚆蚇蚊 

蚋蚌蚍蚎蚐蚑蚓蚔蚕蚖蚗蚘蚙蚚蚜蚝 

蚞蚡蚢蚣蚤蚥蚧蚨蚩蚪蚯蚰蚱蚳蚴蚵 

蚶蚷蚸蚹蚺蚻蚼蚽蚾蚿蛀蛁蛂蛃蛄蛅 

蛆蛇蛈蛉蛋蛌蛐蛑蛓蛔蛖蛗蛘蛙蛚蛛 

蛜蛝蛞蛟蛢蛣蛤蛦蛨蛩蛪蛫蛬蛭蛵蛶 

蛷蛸蛹蛺蛻蛾蜀蜁蜂蜃蜄蜅蜆蜇蜈蜉 

蜊蜋蜌蜍蜎蜑蜒蜓蜘蜙蜚蜛蜜蜞蜠蜡 

蜢蜣蜤蜥蜦蜧蜨蜩蜪蜬蜭蜮蜰蜱蜲蜳 

蜴蜵蜷蜸蜺蜻蜼蜾蜿蝀蝁蝂蝃蝆蝌蝍 

蝎蝏蝐蝑蝒蝓蝔蝕蝖蝗蝘蝙蝚蝛蝜蝝 

蝞蝟蝠蝡蝢蝣蝤蝥蝦蝧蝨蝩蝪蝫蝬蝭 

蝮蝯蝳蝴蝵蝶蝷蝸蝹蝺蝻螁螂螃螄螅 

螇螈螉融螏   螐螑螒螓螔螖螗螘螚螛 

螜螝螞螟螢螣螤螪螫螬螭螮螯螰螲螳 

螴螵螶螷螸螹螺螻螼螽螾螿蟀蟂   蟃   
蟄蟅蟆蟈蟉蟊蟋蟌蟑蟒蟓蟔蟗蟘蟙蟛 

蟜蟝蟞蟟蟠蟡蟢蟣蟤蟥蟦蟧蟨蟪蟫蟬 

蟭蟯蟳蟴蟶蟷蟹蟺    蟻蟼蟾蠀蠁蠂蠃   
蠅蠆蠈蠉蠊蠋蠌蠍蠐蠑蠓蠔蠕蠖蠗蠙 

蠛蠜蠝蠟   蠠蠡蠢蠣蠤蠥    蠦蠨蠩蠪     
蠫蠬蠮蠯蠰蠱蠲蠳蠶蠸蠹蠻蠼蠽蠾蠿 

                                          〈孤獨昆蟲學家的早餐桌巾〉 

 
將以上三首圖像詩，歸納為系統（表二），如下： 

 

 單位語符列 系統 

〈戰爭交響曲〉系

統 

在一首詩中，「兵」、「乒」、「乓」、「丘」， 

選擇了次序。 

〈消防隊長夢中的

埃及風景照〉系統 

 

在一首詩中，以「火」字的不同數量，並 

列在金字塔形的圖像形式。 

〈孤獨昆蟲學家的

早餐桌巾〉系統 

在一首詩中，以「虫」為部首的 352 個字，

並列在長方形的圖像形式。 

一首詩裡， 

單字在形式裡

的 的 風 格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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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之三 

    〈為懷舊的虛無主義者而設的販賣機〉是一首穿插著符號的新型態圖像詩： 

 
請選擇按鍵 

 

            母奶    ●冷  ●熱 

            浮雲    ●大包  ●中包  ●小包 

        棉花糖    ●即溶型  ●持久型  ●纏綿型 

        白日夢    ●罐裝  ●瓶裝  ●鋁箔裝 

    炭燒咖啡    ●加鄉愁   ●加激情  ●加死亡  

 明星花露水    ●附蟲鳴  ●附鳥叫   ●原味 

        安眠藥    ●素食  ●非素食 

        朦朧詩    ●兩片裝  ●三片裝  ●噴氣式 

            大麻    ●自由牌  ●和平牌  ●鴉片戰爭牌 

        保險套    ●商業用  ●非商業用 

    陰影面紙    ●超薄型   ●透明型  ●防水型 

 月光原子筆    ●灰色  ●黑色   ●白色 

                                    〈為懷舊的虛無主義者而設的販賣機〉 

 

「販賣機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隨著時代的進步，販賣機已不只是賣飲料、香煙、報紙了，

它幾乎無所不賣，現代人站在它面前，黑色的按鍵輕輕一按，所有『產品』便自動滑落……

整首詩雖然沒有刻意套上販賣機的外框，但就像站在販賣機前，我們只會看到整齊排列在

上面的商品與下方一個一個的選擇按鍵一樣，……我們所見到的，無非是這些又諷刺又寫

實的『商品』與被限制與強迫的『選擇』。」
17「●」符號象徵著販賣機的按鍵，在這首詩

裡，以視覺感強化我們讀詩／購買「大麻、保險套、陰影面紙……等」的多樣選擇。然而，

焦桐卻在討論此詩時表示：「此詩旨在懷舊，意在抒情，作者並未提供讀者較大的遊戲空間。」
18這再度證明了筆者為圖像詩歸納出系統的前後，所質疑的問題：圖像詩無論寫形或寫貌，

都必須作為文字遊戲的可能。 

    〈三首尋找作曲家／演唱家的詩〉更是利用了各種符號，為這首圖像詩開展了廣闊的

想像空間： 

 

 

 

 

                                                 

17 丁旭輝：《台灣現代圖象詩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159-160。 

18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九七~世紀末》，台北，時報出版社，1998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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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星 夜 

營業中‧‧‧‧‧‧‧‧‧‧‧‧‧‧‧‧‧‧ 

‧‧‧‧‧‧‧‧‧‧‧‧‧‧‧‧‧‧‧‧‧ 

‧‧‧‧‧‧‧‧‧‧‧‧‧‧‧‧‧‧‧‧‧ 

‧‧‧‧‧‧‧‧‧‧‧‧‧‧‧‧‧‧‧‧‧ 

 

每一家天國的小鋼珠店…………………………… 

 

        ２ 吹過平原的風 

（ 噓 ─ ─ ）； 

（   噓     ─  ─               ）                                          ； 

            ︵ 

                          虛 

                                                         ‧ 

                                    口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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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雪上足印 

             % 

                     % 

                   ％  

 

                                  % 

                                          ‧ 

 

                                                        . 
                                                             .                         

〈星夜〉以「‧」的符號，告訴讀者，散佈在天國的群星彷彿是夜空中正在營業中的「每

一家天國小鋼珠店」。〈吹過平原的風〉以「噓」字寫貌風吹的聲音，並利用「（）」、

「噓」、「——」、「；」等符號，竭盡所能地將這些符號拆散，猶如被平原的風所吹過

那般，不規則地散佈在詩行中。〈雪上足印〉利用或大或小以及 360 度旋轉的「%」和「‧」

符號，於如雪一般白的詩行上，讓讀者的想像力無限擴張—這究竟是哪些動物的足印呢？ 

將以上兩首圖像詩，歸納為系統（表三），如下： 
 單位語符列 系統 

〈為懷舊的虛無主義者而設的販賣

機〉系統 
在一首詩中，「●」與諸多單詞

並列。 
〈星夜〉系統 在一首詩中，「‧」與敘述詩

句並列。 
〈吹過平原的風〉

系統 
在一首詩中，「（）」、「噓」、

「——」、「；」、「（」、

「）」、「，」、「‧」、「口」、

「虛」、「人」並列。 

〈三首尋找作曲

家／演唱家的詩〉

系統 

〈雪上足印〉系統 在一首詩中，「%」、「‧」

大小並列著。 

一群大小

變化的符

號與詩句

的多種樣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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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將陳黎的圖像詩歸納為系統之後，我們可以更確定，圖像詩已不是文字和形式之間的

遊戲關係，而是有其符號的橫組合和內在形式。丁旭輝甚至將圖像詩擴充為「類圖像詩的

圖像技巧」：形體暗示技巧、狀態暗示技巧、一字橫排的視覺暗示技巧、文字圖像的形體暗

示與詩意呈現、標點符號的形體暗示與圖像效果；「留白的圖像技巧」：空格留白、空行留

白、畫面留白等等。相信這樣的擴充，也必有其內在系統的關係和規則。 

    現在，筆者試圖從橫組合的組織單位，總合陳黎圖像詩的三個系統： 
 
          
單位語符列 
                                  詩句    單字   符號    詞組     等等 

詩句’    單字’  符號’   詞組’ 
詩句’’   單字’’  符號’’  詞組’’ 

 
                     
     
 

         系統 
 
 

台灣圖像詩興起之後，在多位詩人的創作之下，已有新的開展，而中生代的陳黎，成

功地做了這樣的嘗試，從大量創作圖像詩的《島嶼邊緣》，直到最新出版的《陳黎詩選》，

我們都樂於見到圖像詩在陳黎筆下形成更為完整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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