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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Existence Aphasia Exceeding the Self Imagination 

摘要

(中) 

這一個從自身出發的創作，旨在呈現一個自身思考及感受的經驗過程，藉

由手繪創作的手法一一將其細節作一個轉化性的描述，創作成果為一本以

思考過程為主軸來發展的繪本----“我。失語的。異想世界。” 關於創作



論文的鋪陳，先從自身日常生活的體驗來出發，發現一些以往不曾了解的

自我，然後在自我辯駁之間，衍生出一連串的反應及想像，發而為一股創

作的動力。 第二部分，去蒐集相關理論來印證或闡釋這些感覺與反應，

其中從“自我中的主我與客我”、“靈魂意識與肉身”，探討到“自我的

迷宮”、“原慾的想像”，進而能“超越主體”，使得“我想像，故我

在！”，我試圖將感覺概念化後並深入研究探討之。 第三部分，創作及

展場的初步概念作詳細說明後，並將實踐成果作一評估及整理。 第四部

分，將繪本裡的每一件作品作深入的分析，並將創作時的一些隨筆、感覺

納入討論的範圍，重視這一部分的討論是由於它也屬於作品的一部分，也

是創作過程的精華。其中，也為媒材為何要如此運用，想要達成的效果作

詳細的說明。 最後，將這次創作的心得與得到的新的思考邏輯----新新人

類的新生活邏輯作進一步的探討，並試圖延續往後可以發展的“未知的草

稿”。  

摘要

(英) 

“I, Aphasic, A Fantasy World” is an artistic creation that depicts one''s thinking 

and feeling along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by way of hand-drawing. In this 

sketchbook, one''s thoughts were turned into words and drawings with the theme 

centered on one''s thinking journey. The experience of one''s normal daily life is 

used as the key material to start this book. Certain mystery part in oneself was 

discovered. Self-debating occurred and aroused a sequence of reaction and 

imagin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self-debating and question-solving, the urge of 

creating was thus generated. Secondly, related theories were collected to support 

and explain these feelings and reaction that were later addressed in “I and Me in 

Myself,” “Soul, Consciousness and Flesh body.” More derivative idea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Maze of Oneself” and “Imagination of Libido,” 

from which the idea of “Exceeding the Self” as well as “I imagine, therefore I 

am” was developed. I attempted to conceptualize my feelings and then delved into 

these conceptions for more interesting facts. Thirdly, explain in detail the initial 

conception of my creation, and then thoroughly evaluate and reorganize my work. 

Fourthly, carefully review each piece of work in this sketchbook and make sure that 

some jot-downs and feeling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creation process have been 

properly include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are not only part of the work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entire creation. Why some materials were displayed in a certain way 

as well as the effect expected was also addressed in detail. Last but not least, 

conclude what has been discovered from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to further discuss 

the logic of life pursued by most of the people in new generations, and try to keep 

up the spirit of the work by developing the “Unknown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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