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註 內文附圖旁楷體字為寫於原畫旁之紀錄 細體字為目前之反思

在黑暗淬礪後，回過頭來看見自己的生命歷程
After Being Tempered in the Dark, Look back on My Life Journey

Kay
大學生

一、沈默的小泥人

2004年4月24日  新開始

2004年4月30日  與小泥人說話

小泥人 是我在藝術治療中第一個出現

關於我自己的意象 小泥人四周充滿嘈雜的聲

音 安慰 鼓勵 生氣 自責......但小泥人卻一

句話也不說 深深深深的沈默 他讓我感覺到

悲傷 我好想聽見他說話 可是他就是靜靜地

坐在一角 不發一語

這兩幅畫中都是小泥人 第一幅是坐在諮

商室裡的小泥人及穿戴紅色盔甲的我 而水藍

色的是老師溫柔堅定的力量 穿透虛假的我

而映照出真實存在的小泥人 第二幅則是我和

小泥人的對話與承諾

以後我們在日記裡 只分享我們的 感

覺 好嗎

ok baack on Myyyy Life Journeeyyyy



二、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自由」

2004年5月6日  奇蹟焦慮

畫這幅畫時我把水彩筆都給畫壞了 我對

於炙熱太陽的焦慮顯而易見 如同我日記中所

寫的一樣 這是我第一次踏踏實實地感覺到存

在於當下的快樂與自由 在畫完這幅畫時 我

奇異地掃去我心中的炙熱而感覺平靜喜悅

老師說 這樣的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快樂

而我 撼動不已

三、若隱若現的課題

之後我的畫中 不斷地出現一些重複的意

象

我一直

不懂畫裡想傳達的訊息 但老師也從未對我的

這些符號做出解釋及評斷 她只是陪伴著我

聽我說畫裡的故事 偶爾與我分享她的經驗與

想法 那樣的時光就像在映照在夕陽下的流水

一樣 閃閃發亮的純粹與真實

回過頭來看這成長的過程 印象最深 影

響最大的不是老師教導我用什麼方法去面對生

命的難關 而是在於過程中老師無條件的支持

與愛 因為如此 我那躲藏在心中深深恐懼的

小女孩 才有力量相信自己是能夠一點一滴從

靈魂中的闇黑處慢慢地 勇敢地走出來 看見

光

在創作的過程中 真正可貴的是 我永

遠不知道將要出現的畫面的是什麼 我在繪畫

的過程中感覺到自由 所有的情緒都能夠在創

作中被接納 被轉化 也因為有如此大的自由

度 每次創作就像一次自由的冒險 從畫裡浮

現的直覺 也是我內心深處最疼愛我的心靈導

師想要傳達給我的訊息 即使那時候的我還不

懂 但她仍深信我一定能明白 那樣的相信與

不離不棄 正是讓我越來越勇敢與堅持的最大

動力



四、微光，等待甦醒

第一次療程結束  我的天才圖

等待，甦醒。

這幅圖是延續著上張畫的 像是一個沈

睡的巨嬰蜷曲在彩虹黑暗的這頭等待甦醒的時

光 而光已經要進入我繽紛的生命

這時候的我還沒意識到我快要觸碰到生命

的核心 聽來簡單 但光進來

後會看見什麼 我渾然未覺 沈浸在被誇讚的

小女孩裡 盡情地揮灑從未看見的能量 讓色

彩進入我的生命 而我 還沒睜眼看見黑暗裡

的真實 生命正醞釀著

五、跳躍的野獸、悲傷的自我與蜷曲的身體 

2004年8月19日  暑假，家裡

2004年8月19日  暑假，家裡

杯臉

2004年10月3日  左手畫，學校



身體

這個時期屬於我生命的功課慢慢顯現 蠟

筆粗獷的線條表現出內在壓抑的野獸 孤獨悲

傷而無助的靈魂小女孩 不敢看見的身體 我

時而欣喜 時而混亂 這些圖樣沈默而有力地

將光帶入我的生命裡 我 隱約感覺到了 卻

還不敢睜開眼面對

六、讓光進來，我和我的相遇

 沈睡的黑色我與溫柔的金色我



這個時期的手寫日記對我來說是非常完整而且重要的歷程 我開始

覺察且賦予自己生命意義 第一次我用文字也能產生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感

動 我的日記是內在自我對話的生命奇蹟 同時又與我的圖畫密不可分

他們開始融合並且溝通 就像太極圖一樣 柔軟且堅定地呈現了生命的完

整

上面的文字是我日記內容的真實呈現 我運用著直覺挑選著各種顏色

將黑色我與金色我的對話區分出來 沒有刻意 一切自然而然的發生 再

一次地讓我感覺到生命的流動與神奇

除了 我和我的相遇 之外 我還將生命連結到電影 霍爾的移動

城堡 中的蘇菲與霍爾 城堡與火苗 柴 許許多多的隱喻故事在我的生

命中展開來 形成繽紛且溫柔對待的圓圈 這段歷程雖然有笑有淚並且艱

辛 但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是個完整而充滿能量的曼陀羅一般 圓融俱足

而我的老師在我努力看見生命的這段日子裡 最讓我感動的是 她

一直溫柔且無條件地接納我的一切 陪伴我看見我生命中的黑暗與光明

她像是一股穩定的力量 牽著我的手告訴我 走 不論你要去哪裡 想

看見什麼 我都會陪在你身邊 她信任我的力量 讓我依賴卻又堅持我

的完整 要如何拿捏才能如此地收放自如 是我現在轉彎到諮商這條路一

直在思索的重要議題 因為有這樣真實的經歷 讓我深刻體會到陪伴的力

量

我的日記裡對老師的描述是 老師是我的天使 是金色的我拜託神

派來我身邊的天使 天使像是一面鏡子 看起來好像是隱形的 透明無瑕

的 溫柔堅定的 但她悄悄地將我照出來 讓我不知不覺 若隱若現地看

到了我的存在

這裡面夾雜著黑色的我的抗拒 金色的我的堅持 我藉由天使傳訊息

給我 我一直不承認大部分的力量來自於我 而歸功於天使 因為我想否

定我的存在 我的力量

我不以為意 無動於衷 還是用各種方式出現在我面前

我氣急敗壞 焦慮不安 拼命甩動手中的破銅爛鐵 張牙舞爪地說

著

走開走開 離我遠一點 我擁有很多東西 我不需要我

我笑著回答 可是你沒有我啊

我啞口無言



七、睜眼之際，真實之時

從乖巧制式的小女孩到看見內心那個略帶

戲謔邪惡表情的小妖魔 這段歷程到現在還在

走 過程中也流了不少眼淚

在我實習時有位

老師聽見我的故事陪我一起笑著掉眼淚 對我

而言 沒有流下的眼淚堆積成沙 將真實的我

掩埋 就像 杯臉 那幅畫 壓抑著真實悲傷

的停滯

當我終於流下眼淚 也意味著我將漂浮的

虛假氣球戳破 讓整個人完全地投入在真實的

世界中 開始學會 踏實

八、獨屬於我的城堡，瓦解與新生

與真實自我相遇及賦予意義的改變過程

中 會遭遇許多瓦解與破滅的痛苦 進而體會

到責任 自身 的重量與真實

我在瓦解的過程中巧妙的運用電影 霍爾

的移動城堡 中的霍爾與蘇菲聯結到自己小黑

人與小金人的故事 日記的敘說中我寫道

女孩終於發現她該找回的是自己的心 而

不是網住那些稍縱即逝的流星

城堡

城堡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