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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吉伯特和喬治之「唱歌的雕塑」 

本章從吉伯特和喬治二人組合成單一藝術創作個體的藝術家身分認同展開

論述，探究二人的成長背景與藝術養成教育，以及二人相遇並決定結合的動機和

過程。接著釐清「活雕塑」的藝術觀念與藝術思想脈絡，並對他們以《唱歌的雕

塑》作為其藝術創作生涯的開端進行研究。表演藝術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成為一

種新興的藝術類型，本章亦論述其演進發展的概況，對照吉伯特和喬治創作初始

的藝術界之時空背景，以辯證其表演藝術的特質，並同時比較他們與其他同質性

較高的表演藝術家之間的異同。 

 

第一節 二合一的藝術家組合 

吉伯特和喬治（Gilbert and George）在相識並結合成為一個藝術組合之前，

是二條各自發展的平行線，在不同的時空述說著不同的故事。吉伯特全名為吉伯

特•普勒舍（Gilbert Proesch），義大利人，一九四三年生於義大利的北部山區多羅

邁特斯（Dolomites）的桑•馬丁諾（San Martino），不同於義大利其他地方的是，

此為一個全村說拉丁語的村落，但他在當地的學校學的是義語和德語。他的父親

是當地鞋匠的第十四代，家裡的成員還有母親、三個姐妹和一個弟弟。他在六、

七歲時，得自於叔叔的啟發，開始對藝術產生興趣，整個童年便在學習畫畫和雕

塑中渡過。他對木雕尤其偏愛，這和他所成長的高山地區的木雕傳統有關，而且

他父親也有意將他訓練成一個木匠。他一直想到藝術學校求學，但不算優渥的家

境，使得母親必須變賣林地以供給他上特別的學校。一九五九年，母親帶著十四

歲的他越過山頭，到鄰村渥肯斯坦（Wolkenstein）的渥肯斯坦藝術學校

（Wolkenstein School of Art）就讀。這個村落有千年的木雕傳統，學校的課程也

完全以木雕為主。通常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會再到特殊學校進修，走上教師一

途，但吉伯特卻被來自奧地利的老師安排到哈萊藝術學校（Hallein School of Art）

繼續學習。當時他是唯一來自異地的學生，因此飽受其他同學的欺凌。之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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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入德國慕尼黑藝術學院（Munich Academy of Art），修習繪畫和雕塑。這段

期間的因緣際會，使他在一九六七年申請入倫敦的聖馬丁藝術學校（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再度順利獲准。1 

喬治全名為喬治•帕斯摩爾（George Passmore），英國人，一九四二年生於英

國得文郡（Devon）的普利茅斯（Plymouth），在提門頓（Tiverton）渡過他的童

年。相較於吉伯特，喬治的成長和求學過程似乎顯得較為艱辛。他的父親在他出

生時就已離家，喬治對他亳無印象，雖然他在廿一歲那年曾追查到父親的行蹤，

有了短暫的重逢，但父親並不想認他，不久便失去了聯繫。他的母親曾三度離婚，

並有很多男朋友，在當時保守的社會，她儼然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現代新女性。僅

管家境窮困，他的母親仍盡力工作撫養他和弟弟，並給他極大彈性的發展空間。

喬治就讀過達丁頓成人教育中心（Dartington Adult Education Centre），但他在十

五歲時離開了學校，在商店擔任店員工作。隔年，他開始在達丁頓廳藝術學校

（Dartington Hall College of Art）夜間班學習繪畫和陶藝。之後，他在老師的推

薦下申請入寇斯漢（Corsham）的巴斯藝術學院（Bath Academy of Art）──一

所培育美術師資的師範學校，但校方卻拒絕了他的申請，理由是他將來會成為一

位藝術家，但肯定不會是位老師。求學被拒的他在廿歲時前往倫敦，在塞佛利奇

（Selfridges）的中國區找到一個白天的工作，晚上則在河濱大道的玩家俱樂部擔

任吧台人員，並兼差當保姆。此時，他得到牛津技術學校（Oxford Technical 

College）的入學許可，在其美術學院修習藝術課程一年。之後，他偶遇一位聖馬

丁藝術學校的老師邀請他到學校旁聽，並在一九六五年獲准入學修習前衛藝術的

課程。2 

聖馬丁藝術學校是一所提倡現代前衛藝術不遺餘力的學校，尤其在雕塑方面

享有極佳的國際聲譽。在吉伯特和喬治入學時，學校的師資有安東尼•卡羅

（Anthony Caro,1924-）、菲利浦•金（Philip King,1934-）、威廉•塔克（William 

                                                 
1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London : HarperCollins, 2000）, pp.16-21. 
2 Ibid., 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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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er,1935-）等在現代雕塑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家，他們也培育了英國新一代的

現代藝術家，如理查 •龍（Richard Long, 1945-）、巴里 •弗雷那根（Barry 

Flanagan,1941-）、布魯斯•麥克萊恩（Bruce McLean,1944-）等。因此，聖馬丁藝

術學校在推動英國現代藝術運動方面，以及將「英國新雕塑」（New British 

Sculpture）推向國際藝術舞台上可說有一定程度的貢獻。3當然，聖馬丁藝術學

校讓學生自由發展的校風，也孕育了吉伯特和喬治這二位藝術家，使其得以發展

出如此特異的雕塑觀念和藝術表現。 

吉伯特於一九六七年進入聖馬丁藝術學校後，他和喬治剛好同時對一門非正

式的前衛雕塑課程感到興趣，從此，他們的生命便開始有了緊密的連繫，而日後

的經常相處更讓他們逐漸培養出極佳的默契和深厚的情誼。吉伯特剛到學校時，

還不會說英語，只能用德語和一些德國學生溝通；而當時的喬治則已是入學二年

的學長，他對吉伯特照顧的態度，一如他們的好友兼傳記作者丹尼爾•法爾森

（Daniel Farson）所言，就像皇家海軍的資深水手帶領菜鳥的關係一樣平常。4僅

管他們日後的關係變得十分密切，然而，喬治在決定和吉伯特在一起之前，事實

上曾有過一段婚姻，但他認為這是在「吉伯特和喬治」之外的部分，他所在意的

是「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因此他對這段婚姻從不願多談。5吉伯特和喬治在成

長和求學過程中，的確有著許多完全迥異的際遇，但也有一些類似的巧合：他們

皆來自鄉下地方，也同樣讀過許多藝術學校，甚至都曾與日後可能會當老師的機

會擦身而過。而命運的巧妙安排，讓二個來自不同國度但同樣熱愛藝術的青年，

在聖馬丁藝術學院相識結合，二合一地化為一體。他們在後半段的人生相知相

守，更於藝術發展的過程中相互扶持，在西洋現代藝術的舞台上闖出一番天地。 

                                                 
3 Edward Lucie-Smith, Art Today（London: Phaidon, 1995）, pp.280-299. 愛德華•路易斯－史密斯  

視安東尼•卡羅等人為英國雕塑藝術第二代的領導人物，其對英國新雕塑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力。 

4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24. “I Wondered if this was the sort of relationship so 
popular in th Royal Navy, with the older sailor taking the younger under his wing.” 

5 Ibid., pp.29-33.當丹尼爾•法爾森問及喬治過去的那段婚姻時，他的反應非常激烈，並對媒體窺
探他的隱私的行徑十分憤怒。但丹尼爾•法爾森還是告訴了讀者，喬治的婚姻從一九六六年就
已開始，並有二個小孩。不過，他的家人從不曾曝光，或許是不想讓喬治困擾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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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特和喬治與大部分的藝術家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原本是二個亳無關

係的藝術家，卻結合成為單一藝術創作個體，以一致的創作理念和表現手法共同

完成藝術作品，他們曾說：「我們是一個藝術家。」6西洋藝術史上大部分的藝術

家都是以獨立的創作個體身分單獨創作，很少有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藝術家結合成

為單一藝術創作共同體。不過，藝術史上卻有很多同姓氏的兄弟檔藝術家，如十

四世紀有羅倫解堤（Lorenzetti）兄弟，7以及十五世紀初的蘭布（Limbourg）三

兄弟，8和十七世紀的勒南（Le Nain）三兄弟，9他們有時為相同的委託共同創作，

或在同一時期創作相似主題的作品。近現代的藝術史上也有知名的兄弟檔藝術

家，如杜象（Duchamp）兄弟，但他們並非組合的創作共同體，而是個別獨立的

創作個體。10至於當代藝術家的藝術組合除了吉伯特和喬治之外，還有一些其他

的藝術家組合，其中較具知名度且藝術表現較有成就的是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克

（Marina Abramovic, 1946-）／烏雷（Ulay, 1943-）（原名 Uwe Laysiepen）這一對

在一九七○年代的表演藝術男女組合。然而，他們的關係並不如吉伯特和喬治這

般密切和長久，來自南斯拉夫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克在和德國藝術家烏雷合作

之前，曾有一段時間是自己獨立創作表演藝術的展演，她透過各種行動來探索身

體的極限。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們才開始合作創作，成為表演藝術的組合。性別

的議題一直是他們藝術創作的主要核心，因此，他們展演的內容較著重於男女之

間關係的探討。他們利用自己的身體來從事各種互動性的展演，例如在《時間關

連》（Relation in Time, 1977，圖二）中，他們將彼此後腦勺的頭髮綁在一起，這

                                                 
6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1997（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7）, p.195. “We think that we are an artist.”；此外，他們在多次不同的受訪中，都提
到了他們二人合為一體的想法。 

7 羅倫解堤兄弟為比特羅•羅倫解堤（Pietro Lorenzetti, 1306?-45）和安布羅喬•羅倫解堤（Ambrogio 
Lorenzetti, 1319-47）。 

8 蘭布三兄弟為賀爾曼•蘭布（Herman Limbourg, ?-1416）、傑昂•蘭布（Jean Limbourg, ?-1416）和
伯爾•蘭布（Pol Limbourg, ?-1416）。 

9  勒南三兄弟為安瑞 •勒南（Antoine Le Nain, c.1588-1648）、路易 •勒南（Louis Le Nain, 
c.1593-1648）和馬丟•勒南（Mathieu Le Nain, c.1603-77）。 

10 杜象兄弟，各自在不同的藝術領域發展。他們是傑克•維雍（Jacques Villion原名 Gaston Duchamp, 
1875-1963）、雷蒙•杜象--維雍（Raymond Duchamp-Villion, 1876-1918）、馬賽勒•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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綑結合二人的頭髮因而成為連繫男性和女性身體的臍帶，於是這個組合體形成了

奇特的雌雄同體。此作品意味著男性和女性雖然在身體上連結在一起，但他們在

心理上仍視自己為獨立的個體。11他們到一九八八年就結束了這種合作關係，之

後，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克又重回獨自一人創作的狀態。12此外，還有些藝術家並

非固定的組合團體，而是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共同合作，從事表演藝術、身體藝

術或觀念藝術的展演。由此可知，在西洋藝術史上像吉伯特和喬治這種關係緊密

的藝術組合是從一九七○年代才開始出現，而他們的緊密程度可能更甚於其他的

組合，因為不僅在藝術創作上，他們連生活也已完全結合在一起，幾乎成為一個

生命共同體。13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但觀者卻總是只看到一個由二人組合

而成的單一形象。他們將各自原來的姓氏刪略，只以名字的組合作為他們藝術創

作身分的名稱。然而，他們是基於何種動機，要以這種重新改造組合的名稱來代

表他們呢？在接受安德魯•威爾森（Andrew Wilson）的訪談時，他們表示： 

喬治：部分是因為這是更簡單且更具友情的方式。我們在那一刻重新創造

了我們自己，我們變成某種與眾不同之物。 

吉伯特：我們將個人的過去歷史抽離。我們把家族拋諸身後，且只以二個

名字變成人的雕塑家，這像是一種商標名稱，像梵谷就是以“文生”來代表

他自己。14 

顯然地，他們在決定去除姓氏並以新的名字代表他們的身分時，便已斷絕了承繼

                                                 
11 Phaidon Press ed. The 20 th-Century Art Book（New York: Phaidon Press Inc., 2001）, p.471. 
12 Ingo F. Walther ed, Art of the 20 th Century（New York: Taschen, 2000）, p.607, 682. 
13 他們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就已完全在一起從事藝術創作和共同生活。他們居住在倫敦東區（the 

East End of London）弗尼爾街（Fournier Street）的一棟舊式公寓，迄今從未搬離。在任何私下
及公開場合，包括幾乎每日到固定的咖啡店用餐和到世界各地舉辦展覽，他們總是形影不離。 

14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1997, p.194. “George: 
Partly because it is simpler and it is more friendly. We reinvented ourselves at the moment, and we 
became something different. Gilbert: We were talking our personal history away. We left the family 
behind and just became human sculptors with two names, like a brand name – like Van Gogh who 
signed himself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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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原生家族的部分。「吉伯特和喬治」是他們組合後的結晶，和各自的過去無關。

因此，這個新身分的誕生所顯示的就不僅止於字面上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對他

們未來的人生和藝術創作的生涯具有更重要的指標性意義。這是一種宣誓的儀

式，代表了他們剪斷與過去連繫的臍帶，以一個新的生命體重新再生。 

  回顧觀照他們二人開始一起創作的時間起點，會發現他們決定結合為一體是

自然而然就發生的，無需任何契機，只是一種默契。喬治說他們在相識後，很快

就成了好朋友；吉伯特則說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喬治是唯一能接受我那洋涇

濱腔英語的人。」15喬治並認為「這是一見鍾情和環境的結合。甚至在我們意識

到它時，我們早已經在一起創作了。我們相信就是這樣發生的，而不是我們刻意

去決定什麼。」16當他們面臨實際共同創作的問題時，他們也無法具體表明是何

種原因讓二個有各自獨立思考的人，能如此意氣相投的共同合作。「我們常在想，

甚至當我們在為新的圖畫作設計圖時，彷彿有某種東西已經引導我們的手一起去

設計。⋯⋯我們真的相信有某種超越我們、在我們自身之外的東西，某種力量。」

17他們也同時對聖馬丁藝術學校那群服膺於體制的人無法認同，他們都想要衝出

學院的藩籬，擺脫那些拘泥於形式的藝術之限制。18所以，這種理念的契合也是

使得他們能共同創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彼此理念的相容，再加上長期培養出的默

契，吉伯特和喬治在二合一的組合意識上，便突破了每位藝術家有各自獨立意識

的侷限前題，而統合成為有兩個身體卻只有一種想法的單一藝術創作個體。他們

曾被問及是否認為他們的結合將「我」轉變成「我們」，會使得他們的創作更加

                                                 
15 Gilbert and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Wolf Jahn 1995,” in Ibid., p.239. “It’s 

very simple. George was the only one who accepted my pidgin English.” 
16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with David Sylvester,”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Milton Keynes: Milton Keynes Gallery, 1999）, p.2 “George: …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love at first sight and of circumstances. We were already working together 
before we were even conscious of it. It w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us, we believe, rather than 
something we decided.” 

17 Ibid., “We very often think, even when we’re making designs for new pictures, it’s as though 
something else has guided our hand to make the design. … We do believe in something over 
ourselves, outside of ourselves, some power  

18 Ibid., “George: I think we came together because we were both apart from the crowd at St 
Martin’s. …We knew we could never become the normal good student and we accepted that made 
it a quality rather than a handicap. …And also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we both realised the 
limitations that formalistic art at St Martin’s.” 



 23

著實有力？他們回答：「是的，我們相信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就某方面來說，

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兩個人，他們有一個太太或一個朋

友，但是他們並不是以平等的腳步來生活。而我們比較現代，一對伴侶的現代觀

念就是──平等。」19由此可見，他們的組合是處於一種對等的關係，地位是平

行的，並非有主從之別，即使在他們後來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中，二人

在畫面上的圖像大小有顯著的差異，那也只是為了主題的需要刻意製造出來的效

果，而非強調其中一人的主導地位。 

吉伯特和喬治合為一體後，不論他們以什麼樣的藝術表現形態出現，也不論

他們出現時的背景或舞台為何，我們從不曾看到他們單獨出現過，他們是一對永

不分離的伙伴。這種近乎是連體嬰的二合一組合，誠如魯迪•福斯（Rudi Fuchs）

所言： 

他們永遠在一起。那就是吉伯特和喬治偉大且強烈的獨角戲的秘密，此為

現代藝術增添了許多豐富性。以這般特殊的工作關係和思想關係在一起，

也使得他們能規避或跳脫那種典型的對話型態，這是個別的藝術家通常會

陷入的問題。20 

個別的藝術家通常是在自己的私領域中單獨創作，他唯一面對的對象是他自己的

作品，這也是在他創作時唯一能與他進行「對話」的對象。當他想與其他人討論

他的創作時，他必須離開他的私領域找到對他的作品有共鳴的人，才能進行對

話。這些人可能是其他的藝術家，他們在某些層面或許和這個創作者有類似之

處，但藝術創作的主觀獨特性將會使得他們的對話有一定程度的失焦，且難以深

入核心。輕描淡寫的對話或無關痛癢的互動之後，創作者終究還是必須回到與自

                                                 
19 Quoted in Dawetas, “Gilbert et George Vont,” in Libération（21 Aug, 1987） 
20 Rudi Fuchs, “Together: the great monologue,” in Editions des Musées de la Ville de Paris. eds. 

Gilbert & George : 4 Octobre 1997 – 4 Janvier 1998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Paris-Musée, 1997）p.334. “They are forever together. That is the secret of the great, intense 
monologue with which Gilbert and George have enriched modern art. Being together in such an 
extraordinary working and thinking relationship made it also possible for them to avoid or evade that 
typical dialogue of style in which single artists usually are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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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作品對話的情境，孤獨地自我觀照。然而，吉伯特和喬治在藝術創作的路上

卻永不寂寞，因為他們不僅能隨時對話溝通，相互腦力激盪，而且「二位藝術家

在一起創作時能彼此求助於對方；他們能彼此相互扶持，不管是在苦難、疑惑、

計畫、以及有所冀望時。」21如吉伯特所言：「所以我們互相幫助。⋯⋯我認為

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完全一體。」22喬治亦說：「二個人能消除

自我懷疑。我們不曾有過自我懷疑。因為一般的藝術家總是向自己提問，⋯⋯卻

得不到任何回應。然而，如果是二個人，你能一直得到回應，自我懷疑就會消

除。⋯⋯我們分享了大量的企圖意念。我認為那是我們最大的力量。」23但是他

們的關係其實早已遠遠超越一般所謂的合作夥伴，而是真正交融結合的單一藝術

創作個體。他們認為一般的合夥關係是其中一人做一種事，另一人做另一種，然

後組合成為某種東西。但他們自認為不是以那樣的方式創作，「我們從不曾是合

夥的關係。⋯⋯我們不認為我們是二個藝術家，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個藝術家。」

24而吉伯特和喬治這種結合為一的藝術創作身分，或許也是讓他們在現代藝術史

眾多讓人目不暇給的創新藝術中，更能脫穎而出的最佳策略，因為他們創造了一

種最與眾不同的身分意識型態，樹立最獨特鮮明的旗幟，這種無可取代的獨創性

將二人的力量結合為一，並創造出虛構的第三者身分。 

  藝評家安德斯•柯德（Anders Kold）對於吉伯特和喬治這種二合一的新身分，

分析相關的時代背景因素，推敲出其產生的可能原因。他認為他們： 

這種在創作過程中不可分離的想法，完全符合他們的藝術家意識在發展時

所處的時代藝術氛圍。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普普藝術和最低限主義已經嚴

                                                 
21 Ibid., “Two artists working together can turn to each other ; they can support each other in misery 

and doubt and purpose and hope.” 
22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with David Sylvester,”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2 “So we helped each other. … I think that we are only total 
when we are together.” 

23 Ibid., p.3 “We always said that two persons removed self-doubt. We can never have self-doubt. 
Because the normal artist is always asking himself questions. …, and no answer comes back. 
Whereas with two people you’ve always got an answer. Self-doubt is vanishing. … we share an 
enormous sense of purpose. I think that’s our greatest strength.” 

24 Ibid., “We never collaborated. … We don’t think we’re two artists. We think we are an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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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地從其顯現的表面將藝術品創作過程中會留下的任何痕跡去除，並因此

把藝術表現移轉至另一種較少顯現出的層面。當二合一時，藝術家便能從

原來的自身抽離而出。25 

一九六○年代正是處於整個藝術思潮有著極大變革的時代，當大部分的藝術家正

陷於探索藝術的真正本質時，吉伯特和喬治還多了一個更重要的課題必須去思考

面對，即他們如何將二個人的思想化為一體的藝術創作。普普藝術和最低限主義

處理藝術品的態度是將帶有藝術家的手工痕跡消抹，而吉伯特和喬治解決二合一

的問題時，則是在組合後將原有的自己抽拔而出。個別的藝術家在組合前是單獨

存在的個體，但組合為一體時，個體原先的意識便不再存有，這個組合而成的新

身分有其自身的價值，但它終究不是實體，而是一個不存在的虛體。因此，安德

斯•柯德給了它一個名稱──「虛無之人」（The Hollow Men）。26 

  同樣地，查爾斯•格林（Charles Green）亦持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吉伯特和

喬治這種二人團體的組合型態，使得藝術家通常是單一個體的「正常」型態的定

義變得模糊混淆。對此他以奇特的比喻提出他的見解： 

這種組合類型有一種第三者身分的特質，但這種新身分是否類似第三隻

手、生魂（指一個和死亡有關的幽靈幻影，有時根據真實的經驗，像是一

個影子，或像是活人的複製）、或類似藝術家聯合意志之魅影的擴大延伸，

而較不像是魅影的分枝？這個變更過後的藝術家的本質是重要的，因為它

表現了一種策略，將使得那些對藝術家身分有新認識的觀眾能夠被說服。27 

                                                 
25 Anders Kold, “Facts and Vision,” in Jens Erik Sørensen and Anders Kold eds, Gilbert & George : 

New Democratic Pictures （Copenhagen: Aarhus Kunstmuseum, 1992）, p.10 “The idea of 
inseparability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was fully in tune with the era in which their artistic 
consciousness was developing. By the late 1960s Pop Art and Minimalism had seriously ousted any 
trace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a work of art from its visible surface and therefore transferre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to another and less visible sphere. As two in one the artist could escape from 
himself.” 

26 Ibid., 此為安德斯•柯德在專文＜事實與幻影＞（Facts and Vision）中所用的小節標題。 
27 Charles Green, “Doppelgangers and the third force: the artistic collaborations of Gilbert &George 

and Marina Abramovic/Ulay,” in Art Journal, v 59. no 2（Summer 2000）, p.37. “This ty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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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這二位藝術家組合後的新身分，是在原有的二人之外衍生而出的「第三

者」，但這個身分卻非實體之人，而是一種接近形而上的抽象形體。他用了與瀕

死經驗有關的「生魂」（doppelganger）一詞來形容它，這是人在臨死前出現於活

人本人面前的幻影。他也用「魅影」（phantom）表示這種虛體，但強調是藝術家

的意志所結合的新產物。他並認為以現在的角度來看這種在一九七○年代出現的

藝術觀念，吉伯特和喬治似乎已成為一種先知，因為他們預示了一九九○年代後

期許多藝術家將自身從作者或製造者的位置抽離而出的藝術表現。28 

  這種二合一藝術組合的特質和意識型態，正是吉伯特和喬治與其他的藝術組

合團體不同的最大關鍵之處。至於前文提及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克／烏雷這一

對表演藝術組合，雖然他們曾經在表演形式上有過密切的連繫，查爾斯•格林也

認為他們同樣具有創造出第三者身分的藝術特質，29但他們畢竟不是像吉伯特和

喬治這般長久的藝術組合，所著重強調的藝術觀念也較偏向男女性別的對立關

係，而非融為一體的連結。所以，他們在二合一的意識型態上與吉伯特和喬治仍

有相當的差距。其他具有組合型態的藝術家，雖然大多也都是隸屬於表演藝術和

觀念藝術的範疇，但他們並沒有朝向這種藝術觀念作過任何發展，因為他們的藝

術家角色根本不是這種模式的結合。因此，吉伯特和喬治的這種藝術合體身分，

在整個西洋藝術史上更顯出其所具有的獨特性與價值。 

  吉伯特和喬治這種從原來的自身抽離而出的想法發展到最後，這個新創造出

的「第三者虛體」便順勢演變成為他們自己的藝術作品，也就是在他們藝術創作

生涯起點所創作的第一種藝術類型──「活雕塑」（Living Sculpture）。 

                                                                                                                                            
collaboration had the properties of a third identity, but did the new identity resemble a third hand, a 
doppelganger（an apparition associated with death, sometimes experienced historically as a shadow 
or as the double of a living person）, or a phantom extension of the artists’ joint will, rather like 
aphantom limb? The nature of this modified artist is important, for it represents a strategy to 
convince the audience of new understandings of artistic identity.” 

28 Ibid., “In this regard, these 1970s actions now seem absolutely prescient with respect to art in the 
late 1990s, in which so many artists absented themselves from the position of either author or 
maker.” 

29 Ibid., pp.37,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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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活雕塑」的藝術觀念與思想脈絡 

  「活雕塑」這種獨特的藝術觀念，並非在吉伯特和喬治結合後的創作初始就

立即誕生。他們在接受沃夫•揚恩（Wolf Jahn）的專訪時，描述自己在聖馬丁藝

術學校合作的第一件作品： 

吉伯特：首先，我們做出各自的物品，並將它們一起展示出。然後，我們

一起共同做出一件物品──一個面具，一個頭。我放進我想要的東西，喬

治放進他想要的，諸如此類，然後它就被完成了。 

喬治：你可以說那是一件合作的作品，但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曾以那樣的

方式合作。30 

這件作品的名稱為《三件作品──三件作品》（There Works – There Works, 1968，

圖三、圖四），二位藝術家將他們所各自製作的三件東西分別放置在相鄰的不同

長桌上，吉伯特的部分是一個長狹形的盒子、一根細捧和一副藝術家本人翻模的

面具，喬治的部分則是一根細蘆葦、一塊塼狀物和圓筒狀的容器。它們有各自不

同的形式與安排方式，但所隱含的意義卻是一致的。如沃夫•揚恩所言：「它的訊

息是空洞的含義之一：純粹且沒有意義的表面。」31如果追溯吉伯特和喬治藝術

創作的出發點，這件作品的確是他們組合後的首次正式發表的處女作。然而，他

們想傳達的藝術思想顯然還不夠成熟，他們自己似乎也不認為此作品足以代表他

們藝術創作生涯的起點指標，他們藝術創作的真正精神主要還是在緊接著出現的

「活雕塑」才得以闡發。至於「活雕塑」的產生，或許真的是無心插柳的結果。

                                                 
30 Gilbert and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Wolf Jahn”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1997, p. 239. “Gilbert: First 
we made objects of our own and showed them together, then we did one object together – one mask, 
a head. I would put in whatever I wanted, and George put in whatever he wanted, and so on, and 
then it was finished. George: You could say that was a collaboration. We’ve never collaborated on 
that way since.” 

31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74. “The objects differ in arrangement and form, but the content is 
identical. Its message os one of hollowness: pure and meaningless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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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特說：「從某一點來看，那是由誤會所造成的。因為那年年底，我們拿著我

們的物件擺出姿勢，握住的是我們的雕塑作品⋯⋯」喬治接著說：「之後，我們

在沒有拿著雕塑的情況下，作了同樣的創作。」吉伯特：「我們了解我們不再需

要任何物件了，它就是我們。」32於是他們開始在自己位於斯派托菲德斯

（Spitalfields）威克斯街（Wilkes Street）的小工作室，播放著老歌＜在拱橋下＞

（Underneath the Arches），隨著音樂做動作。喬治補充說道：「我們認為到目前

為止，它仍是一件是非常好的雕塑。而且從某個角度來看，它才是吉伯特和喬治

第一件真正的作品。因為它不只是一件合作之作，而是我們成了雕塑站在桌子

上，一件二個人的雕塑作品。」33這件作品也就是他們後來的代表作《唱歌的雕

塑》（The Singing Sculpture）的前身。由此可見，藝術家在發展自己的藝術創作

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不斷的反思與醖釀，才會在靈光乍現的那一刻，發現自己的

藝術原來就是要朝向那樣的方向邁進。 

  嚴格說來，吉伯特和喬治把自己當成雕塑品的「活雕塑」藝術觀念，在西洋

藝術史上並不算是率先顛覆傳統的突破性創舉。若從突破雕塑品範疇界限的角度

來看，把小便斗拿到美術館展覽的馬賽勒•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

才是真正的先驅。杜象為了探討藝術作品的「真實性」，最後極端地發展出「現

成物」（ready-made）的觀念。他認為繪畫與雕塑所要表現的對象（object），不

如對象本身來得更真實，那還不如讓對象本身呈現自己。他所謂的現成物意指藝

術家選取一件日用品，並簽上自己的名字後，把它當成一件原創品來展示。這樣

的創作觀念為藝術的內涵作了一個全新的詮譯，也徹底地推翻了藝術傳統一言堂

式的分類標準。他這種「反藝術」的態度對後世的藝術家有極深的影響，尤其他

認為傳統的繪畫雕塑已死的觀念，更讓後來的前衛藝術思潮的藝術家視他為前輩

                                                 
32 Gilbert and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Wolf Jahn”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1997, p. 239., “Gilbert: In a 
way, that happened by mistak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e posed with our objects, holding 
our sculptures –  George: – and then we did the same without the sculptures.  Gilbert: We realised 
we didn’t need the objects any more. It was just us.” 

33 Ibid., “George: we thought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sculpture to present. And that in a way was the 
first real G & G piece. Because it wasn’t a collaboration. We were on the table as a sculpture, a 
two-man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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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奉為圭臬。吉伯特和喬治的「活雕塑」是一種在觀念上呈現出的另類雕塑，基

本上也是承接了杜象的精神，僅管他們從未曾直接明說這種創作觀念是從何而

來，但我們幾乎可以推測杜象對他們和對其他藝術家一樣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是間接在他們創作的方式上呈現出來的。當吉伯特和喬治把自己變成

「活雕塑」在展演時，我們不得不想起杜象把小便斗簽上 R.Mutt 送到展覽會場

上參展時所引起的軒然大波。 

至於「活雕塑」一詞，事實上也並非是吉伯特和喬治所率先獨創的，我們在

現代藝術史上發現了一個先例，在他們之前的一位法國藝術家皮耶荷•曼佐尼

（Piero Manzoni, 1933-63）早於一九六一年的一項行動藝術中就已將「活雕塑」

（Living Sculpture）一詞用作於展演作品的名稱（圖五），他很儀式性地在女模

特兒身上簽名，指其為作品原件，把「人」本身當作藝術品。34我們為「活雕塑」

這一創作觀念找到了在現代藝術史上可依循的思想脈絡，人的身體在曼佐尼的創

作中第一次成了雕塑品，之後「身體藝術」35的藝術家也以人的身體作為藝術創

作的媒介，但吉伯特和喬治更進而把「自己的身體」當成一種有雕塑之名的現成

物，這才是他們在現代藝術史上真正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創舉。 

如果就運用「現成物」的這個角度來看，吉伯特和喬治與杜象、曼佐尼最大

的不同是，他們所使用的現成物既不是工廠製造出的日用品，也不是作為「他者」

的模特兒，而是藝術家「自己」。他們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表現的「對象」，藝術家

自己在作品展現時成了被創作出的「客體」（即藝術品），但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

又成了創作的「主體」（即創作者），這種藝術家同時兼具主客體身分的矛盾性，

                                                 
34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1), p.148. 
35 身體藝術是觀念藝術的旁系分支，也是表演藝術的先驅，它正如字面所指涉的：是一種以藝
術家的軀體為創作媒介的藝術形式。身體藝術經常在公共或私人的表演活動中演出，事後只能

在紀錄性的文件照片或錄影帶中再現。參見 Robert Atkins, Art Speak : A Guide to Contemporary 
Ideas, Movements, and Buzzwords, 1945 to the Present（New York: Abbeville, 1990）, p.54. “A 
subset of Conceptual Art and a precursor of Performance Art, Body Art is the medium rather than the 
more conventional wood, stone, or paint on canvas. Body Art often took the form of public or private 
performance events and was then seen in documentary or videot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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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象的現成物觀念上又添加了極度複雜的思辯邏輯。 

  僅管吉伯特和喬治認為「活雕塑」的藝術觀念與創作是在無意間發展而出

的，但這種「把自己變成藝術作品」的藝術思維，卻必須放入他們對藝術的獨特

認知和藝術家的角色定位等角度來看。安德斯•柯德（Anders Kold）認為： 

吉伯特和喬治與大部分的當代藝術家的不同之處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

藝術是對這個世界的投射和對事態的反映，這使得他們注定要透過他們獨

特的天分才能繼續前進。而他們相信那樣的觀點會把藝術家誤置於生活之

外。他們覺得若藝術家的視野只限定在純粹的記錄，基本上那是錯誤的。36 

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將自己的藝術當作對外界客觀事物的投射，或自我主觀內在

思想心緒的反映。但吉伯特和喬治要的不只是這些，刻畫描繪生活對他們來說只

會流於記錄的形式，生活仍在他們之外，他們想創作的藝術是置於生活之內，讓

自己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特異的思想發展到極端，「活雕塑」這種藝術新品

種於是被形塑而出。 

  吉伯特和喬治把他們二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現的一切行為都以「雕塑」命名

之。他們曾在一篇文本中表明這種想法： 

吉伯特和喬治要給你廣大範疇的雕塑──唱歌的雕塑、訪談的雕塑、跳舞

的雕塑、用餐的雕塑、走路的雕塑、有神經的雕塑、喝咖啡的雕塑、哲學

的雕塑。37 

                                                 
36 Anders Kold, “Facts and Vision,” in Jens Erik Sørensen and Anders Kold eds, Gilbert & George: 

New Democratic Pictures, p.10 “The majority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were …, but what set Gilbert 
& George apart was that they did regard their own art as a projection of the world, a reflection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which they were destined to pass 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ir special talents. This 
view placed the artist, wrongly as they believed, outside life. They felt there was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wrong when the artist’s insight was limited to pure registration.” 

37 Quoted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1. “Gilbert and George have a wide range of sculptures for you –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sculpture, dancing sculpture, meal sculpture, walking sculpture, nerve sculpture, cafe 
sculpture, and philosophy sculpture.” – A Message form the Sculptor, 1970, Postal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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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各種類型的「雕塑」是吉伯特和喬治的專利，只有在他們的藝術國度裡才會

存在，除了他們之外，從未有人將雕塑的定義作如此的擴大。他們將原本不屬於

雕塑範疇的藝術表現稱之為「雕塑」，大膽地顛覆了藝術品分類的既有標準，38這

不僅讓對雕塑已有既定認知的一般人感到困惑，對藝術史學家來說也是一項極大

的挑戰。然而，對吉伯特和喬治而言，這似乎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所謂的

「雕塑」早在成形之前就已跳脫出傳統的雕塑定義，它們只是徒具雕塑之名，無

需把它們放入傳統定義的討論框架中。 

  他們扮演的角色既然是「活雕塑」，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現出的行為舉止，儼

然就應有雕塑的樣態，根據他們的許多管家和守衛的說法，「這兩位活雕塑在任

何的時候都一直保持言行舉止合儀有禮的樣子，誇張地表現出文雅有教養的禮

儀，直到變成有帝王般的距離感。」39當然，他們既然要專心當個「活雕塑」，

他們也就必須排除每日的家務工作，如煮飯、打掃、購物等等，所以，他們請了

管家來幫忙料理這些生活的瑣事。不過，他們也不可能一天廿四小時隨時都作出

雕塑的樣態，這應該只是他們平時生活真正面貌的切片之一。這些「雕塑」是從

他們的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藝術作品，也是他們將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產物。拒絕生

活在藝術之外，成為真正的「活雕塑」正是他們的藝術理想。至於，它們是否為

真的雕塑品，對吉伯特和喬治來說已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能不斷透過各

種類型的「活雕塑」將他們的想法具體實現。 

                                                                                                                                            
published by Gilbert & George in a numbered edition of 300 copies and in 1969 sent internationally 
by the artists for the first time. 

38 關於雕塑的定義，參見《大英視覺百科全書》和《牛津視覺百科全書》。Sir Lawrence Gowing ed. 
The Encyclopedia of Visual Art, vol.10（Lond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LTD., 
1983）,“Sculpture, traditionally defined as one of the three fine arts, comprises two techniques that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both result in an image in three dimensions: 
one is modeling, …; the other is carving, …”;  John Julius Norwich ed. Oxford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vol.5 The Ar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culpture, the brand of art 
concern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al or abstract objects. Techniques 
used include stone-carving, wood-carving, and bronze casting, as the production of pottery and 
porcelain figures.” 

39 Charles Green, “Doppelgangers and the third force: the artistic collaborations of Gilbert &George 
and Marina Abramovic/Ulay,” in Art Journal, v 59. no 2（Summer 2000）, p.39. “As many of their 
hosts and guides recalled, the two living sculptures behaved formally at all times, exaggerating 
genteel etiquette until it became a reg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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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伯特和喬治一旦變成「活雕塑」，他們的藝術角色便開始在藝術品和藝術

家之間不斷來回切換。而當他們「成為藝術作品」的想法一成立，他們就必須捐

棄身為「人」所具有的意識，變成姿勢僵硬的人形傀儡，把「自己」這件藝術作

品予以「去人性化」，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品。於是我們在他們各種「活雕塑」

呈現出的形象中，會發現他們將觀者排除在外的空洞眼神。因為「雕塑」是被觀

看的藝術品，身為「活雕塑」的他們是無法與觀者有任何眼神交流的，因此他們

必須與觀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才能保有作為藝術品的純粹性。對照他們「活

雕塑」的表演藝術作品，如《唱歌的雕塑》，他們在觀眾面前展演，卻不曾與現

場的觀眾有任何互動，他們將自己閉鎖在獨立的舞台上，出神投入地表演他們的

動作，這則是他們與觀者之間刻意製造出的身體距離。關於這種論點，斯圖亞特•

席勒斯（Stuart Sillars）亦表示：「吉伯特和喬治有如被附身的儀式性動作，嚴正

地表明要將觀者排除在外，而且他們的確經常對著空蕩的藝廊『表演』。」40所

以，無論在心理或身體的層面，吉伯特和喬治都成功地塑造出一件「活雕塑」藝

術作品。 

  吉伯特和喬治將自己形塑成「活雕塑」的同時，他們也「雕塑」出他們固定

穿著的「制服」。不論他們在家裡或公共場合，也不論他們藝術表現的形式是表

演藝術或「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他們在各種「活雕塑」出現的時機，總是

一身相同的盛裝打扮。他們穿著同一款式的斜紋軟呢絨西裝和純白的襯衫，打上

領帶，並穿上磨得十分光亮的皮鞋，他們也經常載上手套，有時還隨身攜帶走路

用的拐杖。他們的臉上從不會留下沒有刮乾淨的鬍渣，頭髮也絕不會顯出凌亂的

樣子。他們永遠是拘謹正經的合宜裝扮、講究修飾的無瑕外貌。然而，一般人在

非正式的場合總是一身輕便休閒的打扮，不像吉伯特和喬治難得脫下他們的西裝

外套。這種極度紳士的正式裝扮和當代的服飾潮流相較之下，顯得十分特異且格

                                                 
40 Stuart Sillars, “Caro verbum factus est: British art in the 1960s,” in Moore-Gilbert, Bart and Seed, 

John ed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allenge of the Arts in the 1960s（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p.257 “… the ritualistic obsessive movements of , for example, Gilbert and George, are 
rigidly defined to exclude the onlooker, and indeed the pair frequently ‘performed” to completely 
empty gall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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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尤其他們剛在藝術界發跡時的一九七○年代，正是「嬉皮」（hippie）盛

行的時期，因此，他們在一群穿皮夾克、造形標新立異且不修邊幅的人群當中，

更突顯出他們的與眾不同。而他們對自己的這身裝扮有其一套說詞：「因為我們

都來自鄉村。在五○年代，任何重要場合時機──假如你到教堂，或在假日參加

某人的婚禮──你都必須穿上西裝。」41至於他們的西裝為何全都是三個鈕扣的

樣式？他們認為這是從廿世紀每隔十年流行的西裝取得的平均值，「它們不是特

別屬於一九九○年代，或特別屬於一九五○年代。」42然而，如果從前段析論他

們的「活雕塑」是想變成全然的藝術品的這個角度來看，把自己裝扮的像穿上西

裝的人體模型，突顯他們與一般人在平日裝扮上的不同，無非是要強調他們的確

是一件「藝術作品」，而不是西裝筆挺的「人」。雖然他們二人在外形上有所差異，

但透過人為的修飾作出相同的造形，永遠一起出現的兩個人儼然是同一個人在鏡

子前反映出倒影的結果，這也同樣加重了他們刻意營造出這種近乎藝術品的效

果，以塑立這種同時身兼藝術家與藝術品的形象標誌。而這兩件正式的西裝對他

們來說，還有一個更具使命感的重要意義，即他們在一九七一年《唱歌的雕塑》

展演所隨附的文本中所言：「作為活雕塑，⋯⋯我們套上我們的藝術的責任西裝。」

43他們套上了西裝，也就是扛起他們面對藝術時義無反顧的責任。 

  吉伯特和喬治甚至為了更堅定其成為「雕塑家」的信念，在形塑自己這件「雕

塑品」的同時，還慎重地訂下「雕塑家的律則」（the Laws of Sculptors）： 

一、永遠保持清新的穿著，得宜地打扮，友善有禮且輕鬆自在，使一切都  

在掌控中。 

                                                 
41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by Martin Gayford 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p.260-261. “Because we come 
from the country. In the ‘50s, on any important occasion – if you went to church, or someone got 
married, if you went on holiday – you had to put on a suit.” 

42 Ibid., p.261. “We always think that if you took a suit from every decade this century and made an 
average, you’d probably end up like this – they’re not particularly 1990’s, not particularly 1950’s.” 

43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and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93) , p.56. “Being living Sculptures … We step into the responsibility suits 
of our Art.（Statement by Gilbert & George in a leaflet distributed to visitors to The Singing Sculpture 
at Sonnabend Gallery, New York, i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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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人信任你，並為此一特權作重大的付出。 

三、絕不用擔心被討論或批評，而要維持著緘默、崇敬與平靜的心情。 

四、上帝還在鑿刻，所以不要離開你的座位太久。44 

他們以此律則為自己的藝術觀念和創作增加不少說服力，並且建立了表演藝術的

理論依據，以鞏固展演的特質。其中所描述的內容正符合了他們在展演時所面臨

的真實情況，第一點是對他們身為「活雕塑」在外貌上的基本要求，就算對一般

人來說，注重外在的儀態其實也是一種禮貌，而即然他們已堅決成為「活雕塑」，

雕塑作品不外乎是形體在三度空間中呈現的質感與量感，因此，他們更需對自己

這件藝術品的外在形貌負責。第二點則是要讓世人信服於「活雕塑」的真實性，

且他們雖有作為雕塑品的專屬特權，但必須付出相當的時間和體力才能享有，甚

至有時還須作出某種程度的犧牲，包括捨棄正常人所過的生活，以及忍受長時間

成為「活雕塑」使身體所承受的負荷。第三點是要求自己應持有的冷靜平穩的態

度和心情，這也多少反映出他們自知可能會招致質疑或批評，但仍然希望能真正

從容自在地完成這件雕塑品的心情。第四點則將他們這件「活雕塑」歸功於上天

的傑作，既然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正在忙著雕鑿，那麼他們就更應該敬業地堅守崗

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活雕塑」的主體永遠固定是這二位藝術家本人，但這件藝術品卻可在不同

的地方展示。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場域都有其表現的空間，除了在真實生活和展演

舞台的三度空間，「郵件雕塑」（Postal Sculpture）和「雜誌雕塑」（Magazine 

Sculpture）的二度空間也是他們的經常出現的場域。所謂的「郵件雕塑」是他們

將自己的照片、欲宣達的理念和其他的圖片等內容的組合，以明信片或卡片的形

式郵寄給英國藝術界的人士，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他們共創作了十一件這

                                                 
44 Ibid., p.50. “THE LAWS OF SCULPTORS:  

1. Always be smartly dressed, well groomed relaxed friendly polite and in complete control 
2. Make the world to believe in you and to pay heavily for this privilege 
3. Never worry assess discuss or criticize but remain quiet respectful and clam 
4. The lord chisels still, so don’t leave your bench for long 
（One of two texts written to accompany the SHIT AND CUNT Magazine Sculpture,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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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作品。「雜誌雕塑」則是將和「郵件雕塑」類似的內容，刊登在某些雜誌的

內頁，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共創作了六件，各刊登在不同的雜誌上。 

  吉伯特和喬治在「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中，將他們的「活雕塑」形象

以攝影或素描的方式，呈現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背景中。然而，在這些作品中，「活

雕塑」並非唯一的主角，他們同時運用了其他的圖像元素，這些不同的圖像有時

是獨自出現，有時則是和這二位「活雕塑」作組合搭配。某些「郵件雕塑」和「雜

誌雕塑」還附有他們自己所寫的文本，內容大半是他們的藝術理念以及有關他們

藝術創作的想法。其中一件「郵件雕塑」重要代表作，就名為《郵件雕塑》（Postal 

Sculpture, 1969，圖六），內容是在卡片上呈現圖文並置的組合，一幅速寫式的黑

色墨水素描圖位於上方，所繪的主題是吉伯特和喬治坐在他們住處的窗戶邊，圖

下有一段文本： 

從九六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個周六開始，我們以圖畫和文字向你描述一件雕

塑。當雪開始下時，我們剛煮好一些可可，所以我們將自己安置在窗戶旁

邊，看著窗外。我們感覺到自己化作絕對純粹性的雕塑，一件稀有罕見且

新穎的藝術品，並已融入生活和平靜之中。謝謝你們與我們同在一起，共

享這短暫的片刻。               吉伯特和喬治 謹啟45 

在這件作品中，圖畫與文字顯然有互為輔助說明的功能。他們選取了平日生活中

的一段偶然片刻，以此作為他們創作的素材。我們在作品所傳遞出的訊息中則感

受到了一股輕鬆自在的氣氛，他們似乎正陶醉在悠閒的下午茶時間。我們也得知

他們已在此時成為一件純然的「雕塑」作品，這是他們對其「活雕塑」之藝術觀

念最直接予以闡明的文本之一。除此之外，我們還從其中發現到了某些相關的問

                                                 
45 Quoted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3 “May we describe to you with picture and words a sculpture which began on the 
last Saterday (sin) in November of ’69 we had just made some cocoa when it began to snow so we 
positioned ourselves at the window as we began to look we felt ourselves taken into a sculpture of  
overwhelming purity life and peace a rare and new art-piece w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for these 
few moments.  Yours sincerely, Gilbert and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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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前文所論，「活雕塑」在本質上勢必需與觀者保有一定的距離，但在這件

作品，觀者彷彿被他們邀請進入作品中共同參與，如此一來，不就與前論有所矛

盾？不過，當我們再重回圖畫的內容觀照一番，便能釐清其中的盲點。圖畫中的

他們視線是朝向窗外，眼神並未與觀者有任何的交會。表面上，觀者可能會從他

們的手中接過一杯可可，一同享受這份閒逸的愉悅；事實上，這兩位藝術家只是

專心自顧地當個享受窗外雪景的「活雕塑」，他們仍將觀者排除在外，只對觀者

呈現出他們作為「活雕塑」的身體和情緒。同樣地，我們在其他的「郵件雕塑」

作品中，也可發現他們這種對待觀者的冷漠，只因他們是──「雕塑」。至於他

們標明出一個確切的時間點，告訴觀者他們在那個時刻就是藝術作品，應該也是

有其特殊的用意。因為一旦「時間」的要素在這裡被特別強調，便能更加突顯他

們的確是凍結在那一刻的「活雕塑」。 

另一件同樣是圖文並置的「郵件雕塑」《五行打油詩》（The Limericks,1971，

圖七），也是吉伯特和喬治呈現「活雕塑」的重要作品之一。此作是由八張素描

圖所組成，每張圖畫皆附有一份文本。作品名稱中的“Limerick”一詞事實上具有

雙重的意義，它是一種詼諧諷諭詩體，同時也是愛爾蘭的一個城市──「利麥立

克」。他們運用這種一詞雙義的名稱，似乎是刻意要模糊「真實」的定義，製造

曖昧的氣氛，如同他們的藝術角色總是遊走於「藝術品」與「藝術家」之間。作

品的呈現方式是採用看似井然有序的摺頁形式，每件獨作的封面上有題目、日

期、住址和素描圖，圖畫是他們根據照片所繪製而成，內頁的文本則是他們自己

所作的像童謠民歌的韻詩，詩的格式和此作品名稱「五行打油詩」的詩體形式可

相互呼應，而且詩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們二人的想法和心情，這也是他們真實生活

中的寫照。圖畫的內容則是這兩位「活雕塑」分別出現在八個不同的場景，鄉村

的田野林間、城市的橋橔河濱，都有他們的蹤影。他們同樣是木然的表情，在沒

有其他人的場景中，彷若遺世孤立的遊魂，安靜地扮演著在圖畫和詩句裡的「活

雕塑」。 

吉伯特和喬治利用郵件的寄送方式，將存在於「郵件雕塑」中的「活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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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給藝術界的人士觀看，但這種「展覽」模式畢竟只能讓少部分的人欣賞，對

於極欲將藝術表現公諸於世的吉伯特和喬治來說，「雜誌雕塑」則是另一個更好

的選擇。他們將「活雕塑」置於雜誌的內頁，如此一來，欣賞到他們藝術的人就

不僅止於藝術界的人士，所有訂閱那些雜誌或在書店翻閱雜誌的人，都有可能看

到這件「活雕塑」作品。他們這種積極主動增加觀眾的方式，為「活雕塑」擴展

了不少活動的空間，而且他們也向世人昭告了「活雕塑」真實存在的事實。 

雖然就形式上來看，「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這二種藝術表現並不等同

於「活雕塑」的表演藝術，而且也與後期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有所出入，

但就本質上來看，這種平面的藝術表現亦可視為另一種類型的表演藝術，只不過

展演的方式由之前的立體實況轉變為平面的展示，且郵件寄送的過程和雜誌被人

翻閱的狀態也成了創作的一部分。至於他們在「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其中

所使用的攝影圖像，亦可說是後來「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前身。喬治曾說：

「郵件雕塑我們的攝影圖像的種子。」46吉伯特亦認為他們的第一件攝影作品是

在一九六九年的「雜誌雕塑」《喬治這屄和吉伯特這屎》（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 1969，圖八）。47因此，不論他們的藝術是以何種形式來呈現，我

們都可發現其中相承的連繫脈絡。 

「活雕塑」所活動的二度空間，除了以上的「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之

外，「炭筆紙上雕塑」（Charcoal on Paper Sculpture）也是他們很重要的場域。這

種作品的製作手法是在以一般規格的素描紙拼接組合成的大幅紙本上，用炭筆描

繪出這二位藝術家身處於自然之景中，畫面大多是茂密的樹林將他們團團圍繞的

景致。此種創作是以數張作品組合成為一個系列，每幅作品的底部都會標上此系

列主題的名稱以及該幅作品的標題，這些副標題大多是一個長句，如《一般叢林》

                                                 
46 Gilbert and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Wolf Jahn”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1997, p. 242. “the Postal 
Sculptures were the seeds of our pictures.” 

47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with David Sylvester,”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4. “When we did the drawings, we had already done 
photo-works. The first one was in 1969, it was 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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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Jungle, 1971）系列中的＜享受頹廢生活表現的世故不是藝術──

這現代世界唯一希望的創作之道。＞（IS NOT ART THE ONLY HOPE FOR THE 

MAKING WAY FOR THE MODERN WORLD TO ENJOY THE 

SOPHISTICATION OF DECADENT LIVING EXPRESSION.，圖九）。這種類型的

作品看起來與一般的素描作品頗為類似，但根據吉伯特和喬治自己的說法，「這

並不是素描。」他們將其視為一種「文件」，而且更特別地視為「與我們週遭世

界溝通的媒介。」48因此，他們說這是「一封信，不是藝術作品。」49這封信的

內容其實就是要讓世人知道「活雕塑」能以任何形態出現，也可以在城市公園或

荒野林間活動。至於在畫面形成的效果上，他們刻意製造出一種自然粗糙、未加

工過的質感，使得這些作品看起來有歷經歲月洗禮的感覺，再加上每一幅作品皆

是由數張小規格的紙所拼接而成，相鄰紙張的銜接處形成了緃橫交錯的隱約邊

線，所以這些「炭筆紙上雕塑」彷彿是被畫在泛黃羊皮紙上有經緯線的舊地圖。

而丹尼爾•法爾森（Daniel Farson）對他們這些作品也有一些看法，他認為他們在

創作初期之所以大量運用這種技法，是因為他們缺乏資金。畫面中的粗糙質感，

如果好像缺乏了專家的純熟精練，那是為了要讓圖畫有純真的感覺所作出的表

現，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50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亦認為

「炭筆紙上雕塑」的粗率筆法就是為了要引起注意，而且「強迫性的亂塗統整了

整個氛圍，增厚的線條將人像轉變成圖像或標誌。」51這種說法也就呼應了前文

所述「活雕塑」要去人性化的論點。這種類型的作品數量在他們整體的藝術生涯

中，所占的比例並不算太多，但在他們藝術發展的過程中，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

地位。因為這種作品和他們之後的創作其實有相當程度的連繫，它不僅成為其隨

                                                 
48 Quoted in Anne Rorimer, New Art in the 60sand 70s Redefining Reality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1）, p.144. “The Charcoal on Paper Sculptures … ‘were not drawings’, according to the 
artists who ‘thought of them as … documents’ and, more particularly,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around us.’ ” 

49 Ibid., “a letter, not an art work.” 
50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7 “… using a technique that was initially forced on 

them due to the usual lack of funds. … If there seems a lack of proficiency, this could well have been 
deliberate, for the appeal of these pictures depends on their naivety.” 

51 Ca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and Modern Life,” in Gilbert & George – The Charcoal on Paper 
Sculptures 1970 – 1974（capc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Bordeaux, 1986）, p.23. “Obsessive 
scribbling flattens atmospheric effects and thickened lines turn portraits into icons and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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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某些地方展演《唱歌的雕塑》時的展場佈景，其紙張邊線交錯形成的窗格狀

畫面，也醞釀了下一個階段「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出現，所以吉伯特和喬

治將這種作品視為「原始的攝影作品」。52 

  雖然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在一九七○年代後期之後，

成為他們「活雕塑」最重要的活動場域，但在此之前還有一種藝術類型，這是他

們藝術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也是空前絕後的唯一創作，即他們以油畫媒材所繪

製的六幅大型的三折聯畫──《畫》（The Paintings, 1971），亦名《和我們一起在

大自然中》（With Us in the Nature），六幅作品的中央畫板內容都是這二位藝術家

悠閒地漫步在英國的田園鄉間，兩翼的畫板則是自然風景的細節，整體畫面洋溢

著一片青翠茂盛的油綠。如《畫•六號》（The Paintings, No.6, 1971，圖十），中央

畫板裡的吉伯特和喬治沿著鄉間的小路散步，經過一間老舊的教堂。二個人的樣

子顯得無精打采，如沃夫•揚恩（Wolf Jahn）所描述，「形體似乎慘白的沿著小徑

飄蕩遊移。沒有東西碰觸到他們或引起他們的注意。」53這同樣是「活雕塑」一

貫的姿態。兩冀畫板中的矮木叢和高樹與吉伯特和喬治所在的空間雖然相鄰，卻

與它分隔在兩邊，同樣是翠綠的景致，但與吉伯特和喬治彷彿是沒有關係的獨自

存在著。對於他們想製造「活雕塑」與周遭空間環境的疏離感的目的，採取這種

三折聯畫的形式的確有其一定的效果。 

至於在製作手法上，《畫》和「炭筆紙上雕塑」都是以繪畫手法創作的作品，

這是它們跟吉伯特和喬治其他類型的藝術創作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他們以「表演

藝術」和「攝影圖像」為主要基調的整體藝術創作生涯中，這種作品更顯得十分

特別。這兩種藝術類型都是根據照片的實景所繪製而成，而且也都涉及到「自然」

的課題，但處理的方式和主題卻完全不同，「炭筆紙上雕塑」所取的場景大多是

城市的公園，《畫》則是將鏡頭移至鄉村的田園景致。對於這種轉變，吉伯特和

                                                 
52 Quoted in Anne Rorimer, New Art in the 60sand 70s Redefining Reality, p.144. “primitive 

photo-pieces.” 
53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83. “The 

figures seem to float palely along lane. Nothing touches them or arouses thei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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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自己的解釋是，他們還不懂得如何“使用”這個城市。喬治說： 

在炭筆作品中有一些建築物，但我們真的不知如何使用它們。我想那是因

為我們沒有讀報紙或看電視。我們不曾思考過政治或電視、或任何事。而

且我們相信無論這些縈繞在我們身上的感覺是什麼──如這種生活的困擾

和恐懼──我們都能用這自然的叢林來表達。54 

因此，他們在當時的創作階段，便選擇了純粹的自然之景作為他們藉以傳達意念

的主題，而鄉村景致的確是最適合的對象。然而，他們雖然用了最適合精細描繪

的油畫媒材來表現真實的自然風景，但他們的本意並非是為了要創作風景畫。他

們說：「我們沒有說它們是畫。我們只說它們是雕塑，而且那能帶來很多有趣的

問題。」55而他們採用這種作為古代宗教祭壇飾屏的三折聯畫形式來表現「自然」

這個主題，沃夫•揚恩（Wolf Jahn）認為這其實是具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他說

吉伯特和喬治「是整個世俗界自然的觀察者，完全投入其中，而這終極的意義是，

人類本身和真實的（神聖的）自然以及世俗界的自然結合成為一體。自然不再是

作為人類存在的意義來源。」56當他們所創造的「自然」不再只是純粹的自然景

致，那樣的自然就脫去了原有的屬性，剩下空無感，目的無非是作為「活雕塑」

的場域。而對於「自然」這個主題，他們除了以靜止的平面作為其發揮的空間，

並且也運用了動態的平面──錄影帶作為創作的媒介，成為他們所謂的「錄影帶

雕塑」（Video Sculpture）。他們自己拍攝了影片《我們所見的自然》（The Nature of 

Our Looking, 1970），將其「活雕塑」的場域進一步地延伸到數位科技的媒材，

                                                 
54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 p.58. “George: In the charcoal works there 

are some buildings, but we didn’t really know how to use them. I think that’s because we didn’t read 
newspapers or watch television. We never thought about politics or TV or anything, and we believed 
that whatever these strange feelings around us were – this confusion of life, and fears – we could 
express by the jungle of nature.”  

55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ne Seymour 1971,”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41. “… we 
didn’t say they were paintings. We simply said they were a sculpture, and that brought a lot of funny 
questions.” 

56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84. “The 
artists are observers of and participants in a wholly profane Nature, and this ultimately means that 
man himself, true（divine）Nature, and profane Nature, become one. Nature no longer exists as a 
source of meaning for human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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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其藝術表現手法的多元性。 

  吉伯特和喬治曾經被問及將臉塗成金屬色是否從傳統雕塑中的青銅像所得

來的靈感？喬治認為確實是如此，他說人們看他們這件「活雕塑」時必須從下往

上看，這時他會覺到他們真的就像個雕塑。而吉伯特則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我

們來自製作雕塑的傳統。」57他們的確都有雕塑的背景，尤其吉伯特更是從小就

受到傳統雕塑養成教育的薰陶，所以他們成為「活雕塑」可說是極為自然的事。

他們從「炭筆紙上雕塑」開始就一直在圖像的使用上作各種的嘗試，利用照片的

圖像配合炭筆和油畫的媒介，將「活雕塑」作各種可能的表現，但他們後來發現

與其讓攝影圖像間接扮演仲介的角色，不如使其直接成為真正的主角。所以他們

後來就直接運用攝影圖像，作為藝術表現的主要手法，發展成為「攝影影像拼接

組合作品」，暫時步下「活雕塑」的展演舞台。 

 

第三節 「唱歌的雕塑」之表演藝術的形式與內涵 

  吉伯特和喬治的「活雕塑」最常出現的形態，是在三度空間中以他們真實的

形體為媒材的表演藝術展演，其中以《唱歌的雕塑》（The Singing Sculpture）為

其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是他們藝術創作生涯中的第一個里程碑，當然也是他們最

引以為傲的作品，如同他們自己所說：「這會是你曾經看過最美麗、最感動人、

最具獨創性、最令人著迷、最嚴謹的藝術作品。它包含了二個雕塑家、一根枴杖、

一只手套和一首歌。」58 

                                                 
57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1“Asked if their metallised faces were 

inspired by the bronze of conventional sculpture, George explained: ‘It’s so that you can look at us as 
persons freely; people can just come up and look, which they can’t do otherwise. They’d be 
embarrassed. They would be too shy to do that. We felt like an object.’ Gilbert added: ‘You have to 
become different, otherwise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ame from a 
tradition of making sculpture.” 

58 Gilbert and George, A Guide to Singing Sculpture, published by Gilbert & George,（London, 1970）, 
“The most beautiful, moving, original, fascinating and serious art-piece you have ever seen. It 
consists of two sculptors, one glove and on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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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的雕塑》的展演內容是這二位藝術家將自己的臉和手塗上金屬色顏

料，穿著全套的正式西裝，儀容打扮得十分整齊，其中一人手持枴杖，另一人則

拿著橡皮手套，有如傀儡木偶般站在小桌上，桌旁的留聲機播放著一九三○年代

的老歌《在拱橋下》（Underneath the Arches）的唱片，他們隨著音樂一邊唱歌，

一邊持續做出像機械人的抽搐動作，每當約三分鐘的歌曲播畢後，其中拿手套的

人隨即爬下桌子，重新播放音樂，再爬上桌子，和另一位交換手中之物，當音樂

再度響起時，他們又繼續一邊唱歌一邊做動作。他們在展演的當時並未以錄影的

方式記錄下來，所以現在回顧這件作品，只能根據照片和文字的紀錄來側面了解

當時展演的情形。此作曾在許多不同的地點展演，內容均完全相同，但其中有些

部分的細節略有不同，包括各地展場的情境佈置、他們所著的西裝款式、以及臉

和手塗上金屬色顏料與否等等，以下將針對這些展演作更詳細的說明。 

此作品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廿日首次正式公開展演，地點是他們的母校──聖

馬丁藝術學校，接著他們在同月的廿三日、廿七日，連續在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圖十一）、肯伯威爾藝術學校（Camberwell School of Art）展演，

這三次的展演都還未以《唱歌的雕塑》命名，而是稱之為《我們的新雕塑》（Our 

New Sculpture）。他們並且製作了簡單的邀請卡，發給每個現場參與的人。根據

吉伯特和喬治描述自己當時展演的情形，他們只放了兩了次唱片，且在展演前後

各有一次簡短的演說，說出他們在這件作品中成為雕塑家和雕塑的感覺。59根據

記錄照片所顯示，他們在這幾次的展演中還未在臉和手塗上金屬色顏料，展場是

學校的教室，未並有特別的佈置，感覺上仍十分簡單。這是《唱歌的雕塑》的開

端，也是這二位想要成為藝術家的學生首次將他們的「活雕塑」藝術觀念具體實

踐出。同年的六月四日，他們移至斯雷德藝術學校（Slade School of Art）展演（圖

十二），名稱改為《在拱橋下》（Underneath the Arches），這一次他們在展演前以

                                                 
59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and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 p.50. 

“We just played the record twice, on one side. It was turned twice to give the illusion we were 
turning the record, which wasn’t true. And there was a short speech before and a short speech after
（Gilbert & George, from an interview with Anne Seymour in The New Art, Hayward Gallery, 
Lond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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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邀請學校的每位老師和職員，並在走廊以糖果、香煙和音樂卡帶等吸引學生

前往觀賞。由此可見，他們並非只想當個孤芳自賞的藝術家，而是真正想將他們

的藝術努力地傳達給每個人。 

  吉伯特和喬治離開聖馬丁藝術學校之後，為了慶祝這件作品從一九六八年十

月於威克斯街（Wilkes Street）的工作室中誕生滿一周年，他們在一九六九年十

月廿六日親自到位於倫敦的凱伯街（Cable Street）的拱橋下作出與背景歌曲《在

拱橋下》同名的展演（圖十三）。這次的展演有一個很特別的巧合，根據他們自

己的回憶：「當我們到達時，我們發現已經有二個流浪漢在那裡了。」「他們一點

也沒有注意到我們，也沒看到那些圍觀的人群。我們覺得那真的是奇特非凡。」

60這是他們唯一到真正的拱橋下展演的作品，對他們來說，也是相當有意義的一

次經驗，因為在《在拱橋下》的歌詞裡所描述的主人翁正是露宿街頭的流浪漢，

而他們在這次的創作中，意外地將作品的內容與真實生活中的社會面貌作了完美

的結合。此外，自從這次展演他們才開始在臉和手塗上金屬色的顏料，之後的每

一次《唱歌的雕塑》展演，他們都成了真正有金屬質感的「活雕塑」。 

  這些不同場次的展演中，有幾次是在並非為他們專門籌辦的表演場合上展

演，其中有二次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大型音樂會上，一次是在倫敦的室內搖滾音樂

會，另一次則是在普蘭普敦（Plumpton）的爵士藍調流行音樂節的室外音樂會（圖

十四）。他們在一群喜愛搖滾流行音樂的年輕人面前表演著《唱歌的雕塑》，背景

音樂傳來的是一九三○年代舒緩的民謠風味老歌《在拱橋下》，做出的是像機械

人般的僵硬動作，相較於其他節奏明快的音樂表演，吉伯特和喬治的展演在表演

會場上顯得十分突兀，但也更特別突顯出他們的「活雕塑」特質。 

  當他們積極在各地展演《唱歌的雕塑》的同時，他們還以另一種面無表情且

沒有唱歌的「活雕塑」姿態，在許多公開的場合出現，如倫敦當代藝術協會

                                                 
60 Ibid., p.53. “When we arrived we found two tramps were already there, … They didn’t pay attention 

to us at all, nor to the few people who came to watch us. We though that was wizard.（quoted by 
Francis Wyndham in The Sunday Times Magazine, London, January 10,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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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ICA）的國際巡迴展「當態度變成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的展覽會場。然而，他們出現在這次展覽的過程其實是

有些曲折的，策展單位原本很刻意地將他們排除在邀請名單之外，但他們對於自

己未受邀參加感到十分不平，於是在展覽開幕期間，他們自行到會場中央，將臉

和手塗上金屬色顏料，保持不動的姿勢長達一整個晚上，沒有搭配任何物件或運

用背景音樂，這就是作品《活雕塑》（A Living Sculpture, 1969）。他們說：「我們

以活雕塑的姿態前往開幕式，結果變得格外的成功。⋯⋯那個晚上改變了我們的

一生。」61他們自行參展的舉動當然引起了一陣騷動，不過，因為這次的展演也

讓他們打開了知名度，許多藝廊的負責人紛紛開始對他們產生興趣，尤其是德國

最具聲望的藝廊負責人柯哈•費雪（Konrad Fischer）在這個展演之後，隨即邀請

他們到他在杜塞朵夫（Düsseldorf）的藝廊展演《唱歌的雕塑》，並同時展出他們

完全以長形的狀態呈現的作品《鉛筆和紙描繪的作品》（The Pencil and Paper 

Descriptive Works, 1970）。或許是想報答知遇之恩，也或許是他們有了更大的表

現空間，吉伯特和喬治在這次展演延長了表演的時間，「我們決定在一天之內做

八小時。⋯⋯之前我們在全英國的藝術學校和其他集會場合展演，但總是只有三

分鐘。」62此外，他們還很用心地製作了紀念品給現場的觀眾，「我們用印刷字

體印製小張的印刷品，每張上面的鋸齒花邊都是我們自己親手做的。」63對吉伯

特和喬治來說，這次展演的確是他們藝術生涯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因為從此

之後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得以在歐洲和美國各地的藝廊作一連串的巡迴展演，

作一個持續不斷唱歌的《唱歌的雕塑》。 

至於沒有唱歌的「活雕塑」展演，除了上文所述他們自行參展的那次之外，

另有一次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他們獲得館長的特

                                                 
61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With Gilbert & George in Moscow（London: Bloomsbury, 1991）, p.33. 

“We went along as Living Sculpture to the opening and became an extraordinary success. … That 
one evening transformed our whole life.” 

62 Quoted in Marco Livingstone, “Gilbert & George,” in Artforum（September 2001）, p.29. “We 
decided only that day to do it for eight hours, … Before that we had shown it in arrt schools and 
other venues all over England, but always just for three minutes.”  

63 Ibid., “We had little leaflets, which we had letterpress printed, with deckle edges that we did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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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批准，得以在館內的樓梯間，展演《在階梯上擺姿勢》（Posing on Stairs, 1969，

圖十五），二人完全沒有表情地擺出特定姿勢長達五個小時，同樣也未伴隨任何

物件或音樂。之後，他們於一九七五年首次在東京的藝術廳（Art Agency）展演

了另一件「活雕塑」創作──《紅色的雕塑》（The Red Sculpture，圖十六），他

們這次在臉和手上改塗紅色顏料，配合著從錄音帶播出的話語，像接收到指令一

般，以緩慢的步調做出有如機械人般的動作，而且話語和動作在每個段落都會改

變，整個過程長達九十分鐘。不像《唱歌的雕塑》有一些展場的佈置，這件作品

並未安排任何的佈景，他們是在完全淨空的場地展演。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

年為止，他們分別在不同的地方一共展演了十次。他們自認為這件作品「非常有

力量」，而且「十分與眾不同」。64蘿絲李•郭博格（RoselLee Goldberg）則認為這

是他們最「抽象」的展演。65 

除了在美術館等地展演《唱歌的雕塑》，他們還在一九七一年為英國 BBC電

視台的喜劇節目「牛棚」（The Cowshed）客串演出這件作品。由此可見，他們一

直不斷透過各種管道，積極努力爭取任何演出的機會，使他們的「活雕塑」能在

世人面前有更多的曝光率。至於在展演的時程上，根據紀錄資料顯示，他們每次

在各地藝廊展演《唱歌的雕塑》的時間都非常的長，通常每次的展演都持續好幾

天，每天都長達好幾個小時，最長的一次紀錄是連續十天、每天八小時的演出。

他們的展演如此冗長，難道就不會因為有時可能會沒有觀眾在觀看而偷懶鬆懈一

下？曾經有人偷偷地折返回去觀察他們，發現既使整個藝廊已經空無一人，他們

仍站在那裡繼續展演著。當他們後來知道這件事，笑著說：「因為我們知道會人

來突擊識破我們。」66展演過程的確十分冗長，而且也相當艱辛，吉伯特和喬治

                                                 
64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5. “… The Red Sculpture, based on an hour’s 

recording of messages in which G&G acted out the words wearing a red matt coating on their heads 
and hands – ‘Very powerful,’ says George, ‘quite different.” 

65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p.169. “The Red Sculpture … 
was perhaps their most ‘abstract’, and their last, performance work.” 

66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4. “Telling G&G how Melly sneaked back to see if 
they were still doing The Singing Sculpture even though the room was sometimes empty, and found 
them still at it, they laughed. ‘We were determined to do this throughout the eight-hour day,’ said 
George, ‘because we knew someone would try to catch us out!’” 



 46

如果沒有這種強大的決心與意志力，是絕對難以完成這些作品的。 

  《唱歌的雕塑》在各地展演的實況內容其實都大同小異，但在展場的空間佈

置上卻有較大的差別。他們在一九七一年於紐約的桑那本德藝廊（Sonnabend 

Gallery）展演《唱歌的雕塑》時，首次將他們同一年創作出的廿三幅「炭筆紙上

雕塑」作品《一般叢林》（The General Jungle, 1971）一起展出（圖十七），把它

們佈置在藝廊的牆面上，因此，這件作品也成了《唱歌的雕塑》中的一部分，而

且自從這次之後，他們在每次展演《唱歌的雕塑》時，都會同時將《一般叢林》

這件作品佈置在展場裡。前文已提及，《一般叢林》是在大幅紙本上以炭筆所繪

的素描所組成的系列連作，畫面中的素描線條呈現出自由、不拘謹的筆觸，彷彿

是被磁場的磁性所吸引的符號，顯出奔放、有活力的排列形式。而《一般叢林》

在此展演中，亦名《持續雕塑》（Carrying on Sculpture），置於《唱歌的雕塑》的

展場時，似乎也具有某種象徵的意涵。因為吉伯特和喬治畢竟是血肉之軀，無法

廿四小時全天候站在展場中展演，當他們的展演暫時結束後，「炭筆紙上雕塑」

仍存在於展場中，用炭筆所繪出、永遠固定在紙上的「雕塑」絕對有高度的持續

力，能代替他們本人繼續扮演「活雕塑」的角色。如迦羅林•提斯多（Caroline 

Tisdall）所言：「既然他們不能隨時隨地都出現，他們就發展出作為描述說明性

的素描。這些作品非常大，幾乎是真人的尺寸，因此它們扮演的是脫自於生活中

的角色，或解釋性質之用。」67 

  吉伯特和喬治在各場次《唱歌的雕塑》的展演中，一直使用橡皮手套和枴杖

作為展演時的輔助道具，自始至終從未更變。我們如果追溯他們第一件作品《三

件作品──三件作品》（There Works – There Works，圖三、圖四）所使用的物件，

會發現其中的棒狀物和細蘆葦極有可能就是枴杖的前身。而他們以枴杖和手套作

為《唱歌的雕塑》展演時隨身攜帶的配件，正好和其一身正式西裝的打扮搭配得

                                                 
67 Caroline Tisdall, “Gilbert and George,” in The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20, 1970）, “Since 

they could not be in all places at all times they evolved drawings as descriptive works. These are 
very large, almost life size, so that they act as pieces out of life, or explain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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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得宜。然而，除了能建立標準的傳統紳士形象之外，這些配件是否還有其他

的用意？根據芭芭拉•瑞斯（Barbara Reise）的說法，枴杖和手套是雜耍團體的傳

統配備。68如果我們從表演藝術最廣泛的定義上來看，吉伯特和喬治在這件作品

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和娛樂觀眾的演藝人員有異曲同弓之妙。任何變戲法的表

演者幾乎都需要道具的輔助，使其表演達到最好的效果，而吉伯特和喬治同樣也

需要運用枴杖和手套來達到他們表演的目的。他們所變的戲法是在每一次重新播

放歌曲後，就將手中的枴杖或手套跟對方交換。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傳達出一

種隱喻的訊息，即藉由物件的交換來表明藝術家和藝術品角色之間的可互換性，

這也就是他們在「活雕塑」的藝術角色之邏輯思辯上所切入最根本的核心課題。

同時，物件的本質定義也被用來作為「活雕塑」的直接借代，如同約拿單•費納

博格（Jonathan Fineberg）所言：「就像手套一樣，這些藝術家（指吉伯特和喬治）

有意暗示他們不是塑形的人，而是被用來形塑的對象，虛無且具有可交換性。」

69「活雕塑」回到雕塑的本質定義時，「它」就只是個物件，而不是作雕塑的人。

至於他們在臉和手所塗上的金屬色顏料，其實也具有同樣的用意，他們說：「這

個古銅色的化粧對我們比對觀眾更有意義；它使我們感覺更像雕塑。」70他們為

了讓自己更具雕塑的質感，在任何細節上都不會有所忽略，而且顯然地他們似乎

比較想變成「金屬材質的雕塑」。 

  至於《唱歌的雕塑》所使用的背景音樂──《在拱橋下》，在整件表演藝術

作品中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首歌曲的名稱不僅曾被用來當作此作品的別名，

它的歌詞內容更與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思想有極密切的關係。其歌詞全文如下： 

我不曾為「麗池」嘆息 

                                                 
68 Barbara Reise , “Presenting Gilbert & George, The Living Sculptures,” in Art News（Novermber 

1971）, “The glove and stick, traditional accouterments of vaudeville teams,…” 
69 Jonathan Fineberg, Art since 1940: Strategies of Being（London: Laurence King, 2000）, p.342. 

“Like the glove, these artists meant to imply that they were not those who form but those who have 
taken form, hollow and interchangeable.” 

70 Quoted in Douglas David, “Review of the Singing Sculpture at Sonnabend, 1971,” in The New 
Yorker（October 9,1971）, “The bronze makeup is really more for us than for the audience; it makes 
us feel more like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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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仍一心追求「卡爾登」71 

我只知道一個地方 

那是我睡覺之處 

在拱橋下我作著逝去的夢 

在拱橋下我躺在石頭上 

每個夜晚你將發現我精疲力盡 

當晨曦展露、白天來臨，我就快樂了起來 

下雨時我睡覺，天晴時我也睡覺 

火車在上面通過 

不論我漂泊到何處，人行道就是我的枕頭 

在拱橋下我作著逝去的夢72 

這首歌是由兩位一九三○年代的歌手──弗雷那根和艾倫（Flanagan and Allen）

所合唱的，歌詞內容是描述一個流浪漢對於榮華富貴不屑一顧，情願露宿街頭，

睡在火車經過的拱橋下，沉醉在空想中。感覺上這種飄泊流浪的人似乎應該是意

志消沉、恓惶度日，但在這首歌中，我們卻看到一個樂天知命、瀟灑自在的身影，

雖然四海為家、居無定所，但仍能自得其樂地作著不切實際的白日夢。琳達•溫

查勃（Linda Weintraub）對於這個浪跡天涯的主人翁之所以選擇這樣的人生有一

                                                 
71「麗池•卡爾登」（Ritz-Carlton）是由瑞士的凱撒•麗池（César Ritz, 1850 -1918）所創立的國際
知名連鎖大飯店的名稱，它在這首歌詞中有奢華的隱喻，暗指一般人對榮華富貴的熱烈追求。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603. “ ‘ritz’: ostentations luxury and glamour; ORIGIN early 20th cent: from Ritz, a name 
associated with luxury hotels from César Ritz（1850 -1918）, a Swiss hotel owner.” 

72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and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p.8.  
“The Ritz I never sigh for 
 The Carlton they can keep 
 There’s only one place that I know 
 And that is where I sleep 
 Underneath the Arches I dream my dreams away 
 Underneath the Arches on cobblestones I lay 
 Every night you’ll find me tired out and worn 
 Happy when daylight comes creeping heralding the dawn 
 Sleeping when it’s raining and sleeping when it’s fine 
 Trains traveling by above 
 Pavement is my pillow no matter where I stray 
 Underneath the Arches I dream my dream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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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揣測：「他寧願保持簡單貧困的生活狀態，也不願過著那種靠薪水度日、有房

子可住的複雜生活。」73這首歌其實也反映了當時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對於

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下層階級有著深刻的描寫。吉伯特和喬治選擇這首歌作為《唱

歌的雕塑》展演時的背景音樂，是因為「我們發現歌曲非常具有傳記性質。這首

歌對我們是有意義的──每一行都意味著某些事。」「我們不是真的刻意去做選

擇，我們只是把它拿來用。不是特別偏愛什麼東西，而是依我們的觀點來看，它

有很多精確性在裡面。」「一點諷刺性的意圖也沒有。」74他們並沒有打算為這

種社會現象作任何警世的諷喻，他們只是在這首歌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為

這個流浪漢道出了他們真正的心聲。「《在拱橋下》這首歌的意義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這種落魄的狀況。」75一九七○年代初期，他們剛

剛自學校的正規體制出走，想在藝術界闖出一番名聲，他們沒有錢，也沒有依循

一般藝術家所走的主流路線，但他們有很多的理想等著他們去實現。現實生活的

困窘並沒有將他們擊倒，他們仍不改其志，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做著自己一直

堅持的藝術。從表面上看來，歌詞中所描述的流浪漢應該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

的模樣，跟吉伯特和喬治西裝筆挺的形象完全不相稱，然而在本質上，二者卻有

相當程度的同質性──他們都是無法適應社會體制、不願受限於規範的人。從世

俗的眼光來看，一般人所謂「正常的人生」就是要努力工作賺錢、買車購屋，然

後過著安適平穩的生活，傳統的價值觀總是告訴我們要積極進取、追求財富；那

種流浪街頭、渾渾噩噩的人生絕對不是為人所稱許的。同樣的，如果在藝術界依

循正統的學院道路，有朝一日將有可能倍受推崇、身價非凡，但他也絕不會是最

有思想創意、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流浪漢或許只能餐風飲露，但他可以有高度

的自由；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或許暫時無法為傳統的藝術觀見容，但他們開創出

                                                 
73 Linda Weintraub, Art on the Edge and Over（New York: Art Insights, Ins, 1996）, p.73. “He prefers 

his simple, impoverished state to the complicated lifestyle of wage earners and homeowners.” 
74 Quoted in Douglas David, “Review of the Singing Sculpture at Sonnabend, 1971,” in The New 

Yorker（October 9,1971）, “ ‘We found that song very biographical,’ George told us. ‘The song had 
meaning for us – each line meant something.’ ‘We didn’t really choose it.’ Gilbert said. ‘We just took 
it. Not in preference to something else but because it had a great deal of accuracy in our terms.’ ” 

75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With Gilbert & George in Moscow, p.33. “The meaning of the song Under 
the Arches was very important. … We were very close to being down-and-out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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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對是一條全新的藝術之道。《在拱橋下》這首歌不僅呼應了吉伯特和喬治的

真實際遇，巧合的是身為演唱者的弗雷那根和艾倫跟他們一樣也是二人的組合，

而老歌本身所具有的懷舊特質與吉伯特和喬治的舊式服裝也顯得相得益彰。有趣

的是，這首歌在整個展演的過程中還具有一種定時器的作用，因為每當歌曲播

畢，也就是提醒吉伯特和喬治交換手中之物的時候，而他們在歌曲進行中一直隨

著歌詞唱和著，於是這首歌彷彿也成了啟動這件會唱歌的「活雕塑」的開關機制。 

  吉伯特和喬治為了讓觀眾能更了解《唱歌的雕塑》這件作品的精髓，特地在

一九七○年印製出版了自己所寫的《唱歌的雕塑之指南》（A Guide to Singing 

Sculpture）的小冊子，發給在展演現場的每一個觀眾，裡面共有二份文本，其中

一份是＜有助於理解的六項要點＞（ SIX POINTS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六點分列如下： 

基本上，一件雕塑是我們在幻想中雕鑿我們的願望。 

這件雕塑盡可能呈現出和你接觸在一起的體驗。 

人的雕塑使你想得出的每種感覺都變得有用。 

重要的是，雕塑能夠以話語和音樂來唱出它的訊息。 

在他們的雕塑裡，這件雕塑提出了他們對藝術世界生活的感覺。 

企圖讓這件雕塑帶給我們更豐富且全面的藝術感覺。76 

從這六點的內容來看，我們會發現他們面對觀眾所賦予自己的一種責任感，他們

想讓觀眾知道這不是一件亳無意義的作品，這是他們的生活，也是他們的藝術，

他們要用唱歌的方式來做出雕塑，來傳遞訊息，更要豐富這個世界。除了以上這

                                                 
76 Quoted in Gilbert and George, A Guide to Singing Sculpture, published by Gilbert & George
（London, 1970） 

  “Essentially a sculpture we carve our desires in the air. 
   Together with you this sculpture presents as much contact for experiencing as is possible. 
   Human sculpture makes available every feeling you can think of.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is sculpture is able to sing its message with words and music. 
   The sculpture, in their sculpture, are given over to feeling the life of the world of art. 
   It is interested that this sculpture brings to us all a more light generous and general art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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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還有一份＜雕塑話語＞（SCULPTING WORDS），這是他們針對《在拱橋

下》這首歌的歌詞內容所作的逐句闡釋，目的是為了引導觀眾了解這首歌與他們

的生活及藝術之間的關係。這本冊子中的兩份文本都是吉伯特和喬治想要與觀眾

溝通所建立起的橋樑，至於觀眾對這件《唱歌的雕塑》是否有了更深的體認，答

案可能是因人而異吧！ 

吉伯特和喬治創作出《唱歌的雕塑》後，自一九七○年起藝術界便開始有了

許多回應。當時大多數的藝評家都是從客觀的角度來報導或評論這件作品，對他

們來說，這是一種很新奇的藝術創作方式，很具爭議性，但也非常特異有趣。他

們對這兩位藝術家的創作或許還不甚了解，但「不能錯過吉伯特和喬治。」道格

拉斯•戴維斯（Douglas Davis）描述了他在紐約的桑那本德藝廊（Sonnabend 

Gallery）所聽到的聲音。他看到成千的藝術愛好者在樓梯間等了一小時之久，只

為擠進這個擁擠的藝廊。77其中一位說：「我不確定『唱歌的雕塑』應該意味著

什麼意義，但不能錯過它。」78可見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吉伯特和喬治開

始逐漸得到觀眾肯定的掌聲。藝術界的反應有的是推崇鼓舞，當然也有人是抱持

存疑的態度，甚至有的藝評家認為這只是一場消費者不必花錢的娛樂。79然而，

經過二十多年來時間的沉澱與考驗，《唱歌的雕塑》在現代藝術史上已具有一定

程度的地位。尤其在表演藝術的範疇，這件作品性質始終被視為一件具有指標性

意義的經典作品。 

  然而，僅管《唱歌的雕塑》在現代藝術史上已被公認是一件表演藝術的創作，

但他們卻不認為自己所做的是表演。吉伯特說： 

我們不曾做過表演。我們不曾把它叫作表演。我們不喜歡它。過了很多很

                                                 
77 Douglas Davis, “Review of the Singing Sculpture at Sonnabend, 1971,” in The New Yorker（October 

9,1971）, “ “Don’t miss Gilbert & George”… We heard it on the stairs where hundreds of art lovers 
in festive denim waited as long as an hour to squeeze into the packed galleries.” 

78 Ibid., “I’m not sure what a ‘singing sculpture’ is supposed to mean, but don’t miss it.” 
79 Dore Ashton, “The Synoptic Loft: U.S. Commentary,” in Studio International（London, November 

1971）, “Here, with no expense to the customers, is live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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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我們甚至不曾在標準的團體展中做過與表演有關的展演，因為我們

覺得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80 

因此，在論述吉伯特和喬治的表演藝術特質之前，有必要對表演藝術的定義先作

一番釐清。雖然學者們對「表演藝術」一詞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所闡釋的內容其

實都大同小異。根據牛津大學的《廿世紀藝術辭典》的解釋，「表演藝術」是「一

種結合戲劇、音樂和視覺藝術等元素的藝術形式。」81關於表演藝術的起源，馬

格•米弗林（Margot Mifflin）認為可追溯的範圍從古代部落的儀式、希臘神廟的

儀禮，到廿世紀的達達和未來主義，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表演藝術則是觀念藝術

和偶發藝術結合後，在一九七○年代初期誕生的產物。 82如果將「表演」

（Performance）一詞用來指稱藝術家運用自己的身體來傳達創作的意念，則達達

運動初期在瑞士蘇黎世的伏爾泰俱樂部的即興表演，應該可算是這種方式的源

頭。而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也強調了藝術家的「行動」（Action），如傑克森•

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56）滴、灑、潑、流的彩繪技巧就是配合了身體

的律動。同樣地，伊芙•克萊恩（Yves Klein, 1928-62）將沾滿顏料的裸女身體轉

印到畫布上（圖十八），也是運用了具有表演性質的行動來呈現藝術。到了六○

年代的偶發藝術和弗拉克薩斯（Fluxus），則直接以表演來作為達成藝術創作的

手段。蘿絲李•郭博格（RoselLee Goldberg）認為當時所謂的「表演」亦可視為

呈現或執行觀念藝術的一種手法，而表演藝術是到一九七○年代才被普遍接受為

一種藝術表現的媒介。83她還將表演藝術的特質和呈現方式作了詳細的說明： 

                                                 
80 Quoted in Michelle Helmrich,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ed,” in Eyeline（Brisbane）, no.24
（Autumn-Winter 1994）, p.16. “Gilbert: We never did performance, ever. We never called it 
performance, ever. We didn’t like it. For many, many years, we wouldn’t even show in the standard 
group shows to do with performance, because we felt it was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81 Ian Chilvers ed. A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Ar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69. “Performance Art. An art form combining elements of theatre, music, and the visual arts.” 

82 Margot Mifflin, “Performance Art: What is it and where is it going?” in Art News（April 1992）, p.84 
“Though its ancestry can be traced from tribal ritual to Greek improvisational theater to Dada and 
Futurism, performance art as we know it was born of the marriage of Conceptual art and Happenings 
in the early 1970s.” 

83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p.7. “Performance became 
accepted as a mediu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 its own right in the 1970s. Art that time, con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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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的作品可能是由個人或一群人共同創作，藝術家以自己製作的燈

光、音樂或視覺材料來呈現。表演場所的範圍包括從藝廊或美術館到劇場、

咖啡館、酒吧或街角等「另類的空間」。不像是戲劇，表演者是藝術家，很

少具有像演員的特質，而且內容很少遵循傳統的戲劇情節或敘事性。表演

可能是一系列親密動作或大範圍的視覺戲劇，持續的時間從幾分鐘到數小

時；它可能只被表演一次或被重覆好幾次；有準備好的腳本，也或許沒有

腳本；隨性的即興演出，或經過好幾個月的彩排。84 

根據以上對表演藝術的綜合分析，我們會發現吉伯特和喬治所創作的《唱歌的雕

塑》等「活雕塑」的立體展演，其實頗為吻合表演藝術的特質。然而，他們似乎

還是堅持自己的創作具有「雕塑」的屬性，他們說：「我們在每一刻都盡最大的

力以相同的方式去做每件事。如你所見，它不是戲劇，而是雕塑。」85或許他們

認為所謂的表演藝術還是比較偏向戲劇的性質，戲劇可能含有較多虛構的成分，

而他們的藝術創作是來自於真實的生活，或是應該說他們的藝術就是他們生活的

全部，而不只是其中一個部分，所以他們才會如此堅持他們不是表演者，而是真

實生活中的「活雕塑」。 

縱然吉伯特和喬治將《唱歌的雕塑》與表演藝術或戲劇做了如此涇渭分明的

區隔，但他們那種像機械人般的動作仍讓有的學者聯想到「默劇」。查爾斯•格林

（Charles Green）說：「吉伯特和喬治機械人般的自我控制且迴避與他人的接觸，

                                                                                                                                            
art – which insisted on an art of ideas over product, and on an art that could not be bought and sold – 
was in its heyday and performance was often a demonstration, or an execution, of those ideas.” 

84 Ibid.,p.8 “The work may be presented solo or with a group, with lighting, music or visuals made by 
the performance artist him or herself, or in collaboration, and performed in places ranging from an 
art gallery or museum to an ‘alternative space’, a theatre, café, bar or street corner. Unlike theatre, 
the performer is the artist, seldom a character like an actor, and the content rarely follows a 
traditional plot or narrative. The performance might be a series of intimate gestures or large-scale 
visual theatre, lasting from a few minutes to many hours; it might be performed only once or 
repeated several times, with or without a prepared script, spontaneously improvised, or rehearsed 
over many months.” 

85 Quoted in Douglas David, “Review of the Singing Sculpture at Sonnabend, 1971,” in The New 
Yorker（October 9,1971）, “We try our best to do everything the same way each time. It’s not theatre, 
you see; it’s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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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默劇演員全然自我凝神的味道。」86的確，他們在臉上所塗的顏料，讓人

強烈地聯想到那些表演者的化妝。查爾斯•格林甚至還認為一九六○年代末和七

○年代初的觀眾可能會特別聯想到當時法國的知名默劇演員馬賽•馬高（Marcel 

Marceau）。87而這種和默劇的聯想暗示可能還不如直接和默劇作直接的連繫比對

來的有力。因為《唱歌的雕塑》這件作品，已事先安排了具有卡拉 OK伴唱音樂

性質的背景歌曲，所以每一個固定的姿勢會不斷被為了配合音樂所做出的抽搐動

作所打斷。而勃雍•馬松彌（Brian Massumi）認為默劇的力量就在於中斷、以及

由抽搐動所區隔的分解動作。在每個抽搐中，持續的狀態被中斷，這會讓潛在動

作的重要性被表現出，因此，抽搐是位於實質的瞬間會出現的那個點。88而吉伯

特和喬治對於他們被描述為做出像機械人般地抽搐動作，加以說明：「當你走在

路上，突然感覺到有人正在你後面朝你走來，你的手腳和身體肌肉因為緊張而僵

硬，你知道那種感覺嗎？那就是我們走路的感覺，完全無法放輕鬆，像蛇神在走

路一般。」89透過這種像蛇神般的動作，他們將自己帶入了一種像半自主性的傀

儡木偶般的生命狀態。因此，觀眾這時就不知到底應該把他們看成一件像傀儡木

偶的物品或是一個有生命的主體，這也就是「活雕塑」所具有本質上的矛盾性。 

像表演藝術這種具有展演性質的藝術創作和其他類型的藝術最大的不同，就

在於「時間」的要素在作品中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為展演的過程必然產生時

間的連續。然而，「時間」的要素在同樣是由吉伯特和喬治所創作的各種「活雕

塑」展演中，卻產生了不同的意義。他們在展演《唱歌的雕塑》和《紅色的雕塑》

（The Red Sculpture，圖十六）時，都配合了有具有指令作用的背景音樂，使他

                                                 
86 Charles Green, “Doppelgangers and the third force: the artistic collaborations of Gilbert &George 

and Marina Abramovic/Ulay,” in Art Journal, v 59. no 2（Summer 2000）, p.39. “Gilbert & George’s 
robotic self-control and evasion of personal contact was redolent of the utter self-absorption of 
mimes.” 

87 Ibid., “… most English and Australian gallery audiences of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would 
have been aware of and might have associated The Singing Sculpture with the then-famous French 
mime Marcel Marceau in particular.” 

88 Brian Massumi , “The Autonomy Effect,” in Cultural Critique（Fall 1995）, pp.83-109. 
89 Quoted in Michael Moynihan, “Gilbert & George,” in Studio International（May 1970）, p.196. “you 

know when you’re walking and you suddenly feel there’s someone you know coming up behind you 
and your leg and arm and body muscles go stiff with nerves? That’s how we walked, completely 
unrelaxed, zombie-like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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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產生抽搐的動作，如上文所述，抽搐是一種中斷，因此，在整個展演的過程中，

時間是被切割成不連續的狀態。但在他們其他的「活雕塑」展演，如《在階梯上

擺姿勢》（Posing on Stairs, 1969，圖十五），他們自始至終都一直保持靜止不動的

姿勢，在此時間反而是完整且連續的。不僅在「活雕塑」三度空間的立體展演中，

時間具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性質。若將「活雕塑」的範圍擴及他們二度空間的「郵

件雕塑」、「雜誌雕塑」、「炭筆紙上雕塑」等平面作品，時間又產生了另一層次的

意義。因為在這些作品中的「活雕塑」是永遠封存於畫面上的，所以，時間在這

裡變成了一種永恆的狀態，永遠存在於這些作品中。 

吉伯特和喬治在一九七七年於阿姆斯特丹的史德雷利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展演完最後一次《紅色的雕塑》後，他們似乎就不再打算從事任何有

關「活雕塑」的立體展演，而只專注在「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創作。然而，

一九九一年《唱歌的雕塑》卻在紐約的桑那本德藝廊（Sonnabend Gallery）重新

展演（圖十九），因此，吉伯特和喬治又再度為藝術界掀起了一些波瀾。廿年前，

他們應依麗安娜•桑那本德（Illeana Sonnabend）之邀，在桑那本德藝廊開幕式當

天（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五日）到藝廊展演這件作品，這是他們在歐洲各地作過一

連串的巡迴展演之後，首次轉站到美國的第一次展演，當時他們在歐洲已建立起

相當的名聲，所以他們到美國展演時，造成了很大的轟動，也引起了熱烈的回響。

廿年後，他們重回舊地，為桑那本德藝廊的廿週年慶重新上妝，再度當起會唱歌

的「活雕塑」，從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一日到廿八日，每天下午三點到六點，一連

展演七天。同時他們還是將當年作為展場佈景的「炭筆紙上雕塑」作品《一般叢

林》在這次展演中一同展出，但時間則是延長到十月十二日，同樣地讓「活雕塑」

轉移到紙上有多一些的展演機會。這次的展演除了他們的樣貌已明顯變為中年、

臉和手的金屬色顏料有些改變之外，在展演的場景中也有些不同之處，如：留聲

機改成錄放音機，唱片改成卡帶等，但其餘的部分幾乎仍都保留了原味。他們還

是西裝筆挺、手持枴杖和手套，隨著同樣的背景音樂唱歌及做出機械人般的僵硬

動作。當一九六九年《唱歌的雕塑》首度展演時，他們還只是二位默默無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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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界初試啼聲的新手，但經過多年的洗鍊，到了一九九一年，他們已是擁有高

知名度及具爭議性的當代前衛藝術家，因而引起了關心藝術界的媒體和大眾的更

多的注目。他們或許是為了回報桑那本德藝廊的人情，抑或有其他因素才重新演

繹這件表演藝術作品，但對照這兩次年代不同、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展演，我們

會發現一九九一年的版本畢竟還是有一些更深層的意義。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興起的表演藝術，到了一九九○年代仍持續地發展中，

而且一直不斷有更新穎的型態出現。然而，吉伯特和喬治的《唱歌的雕塑》始終

是一件無可取代的經典作品，「活雕塑」的展演形態也一直是許多後輩爭相模倣

的對象。90吉伯特和喬治將藝術創作的媒介由自己的身體改為攝影圖像後的這許

多年，雖然暫時中止了三度空間的「活雕塑」立體展演，但在二度空間的「攝影

影像拼接組合作品」中，他們的「活雕塑」依然存在，且更加活躍，在每個場域

中盡其所能地展現各種不同的面貌。雖然沒有唱歌，但他們從不曾擺脫「活雕塑」

的身分。因此，當一九九一年他們再度唱起歌來時，就不會令人覺得唐突，反而

產生了一種時間的連綿延續感，彷彿他們沒有唱歌的這廿年間只是個暫停的休止

符，當某一天音樂無意間再度響起，他們又可以很從容自在地開始繼續應和唱

出。所以，《唱歌的雕塑》重新的展演並非老調重彈，而是在本質上他們從來不

曾停止過，這長達廿年的時間也因此成了這件作品的其中一部分。他們自己就覺

得：「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非凡的經驗，非常情緒性，非常奇特。好像這廿年

什麼都沒有，時間被這件雕塑所凝結了。」91至於這兩次相隔廿年的展演，還是

有部分些微的差異是因時間的累積所造成。容貌的改變是必然，但他們臉上的妝

                                                 
90 在吉伯特和喬治創造出「活雕塑」之後，陸續又有一些表演藝術的藝術家把自己當作藝術物
件，如一九七○年代的俄斯•路奇（Urs Lüchi）、凱瑟麗娜•斯沃地（Katharina Sieverding）、路
喬諾•凱斯德利（Luciano Castelli）等人，在一九七四年於琉森（Lucerne）舉辦的「轉變者」
（Transformer）展覽上運用自己的身體所作的創作；吉伯特和喬治的影響甚至還延續至一九八
○年代，如史蒂芬（Stephen）、泰沃勒（Tavlor）、渥德洛（Woodrow）合作的《活繪畫》（The 
Living Paintings, 1986），他們三人把自己的身體塗上灰色或黑色的顏料，並固定在大型畫布
上。參見 Roselee Goldberg, Performance Art—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pp.169, 207-208. 

91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6.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for us, very emotional, very strange. It was as if 
those 20 years had meant nothing. Time was condensed by the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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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卻多了一些黑色的斑點，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認為這個改變讓

他聯想到他們在一九八九年所創作的「愛滋病」主題系列作品，而且《在拱橋下》

這首歌也多了一層隱喻，即暗指同性戀者在當時仍處於被污名化的困頓處境。92

至於吉伯特和喬治是否也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我們並無從得知，但他們在藝術發

展的過程中的確是遭遇到許多將他們貼上同性戀標籤的惡意攻訐。不過，我們在

這次的展演中並沒有看到他們的意志有因此而消沉的跡象，他們反而呈現出的是

更沉著有自信的那一面，而且這次的展演也的確為他們的藝術生涯掀起了再一次

的高潮。此外，蘿絲李•郭博格（RoseLee Goldberg）還認為若將它放入藝術史的

軌跡來看，這次的重新登台不僅是一次感性之旅，它也是檢視從七○年代、經過

八○年代到九○年代的藝術思潮之間區別的最好尺碼。93 

《唱歌的雕塑》成功地為吉伯特和喬治在藝術界樹立了獨特鮮明的旗幟，也

奠定了他們日後創作的基礎。當他們初創這件作品時，曾以最誠摯的心說出了真

正的心聲： 

我們想坦白地說，我們有多麼高興能夠成為雕塑家。我們的企圖是要讓每

個人了解我們的雕塑的美與必要性。對新的雕塑家來說，進入有著現代雕

塑界限的領域是重要的，顯而易見的，這只有透過眼睛的感覺才辦得到。

我們的眼淚從臉上流淌而下，是為了懇求你要在藝術世界的生活裡能得到

歡欣。94 

                                                 
92 Brooks Adams, “Gilbert & George at Sonnabend,” in Art in America（February 1992）, p.111. “The 

blotchiness of the gold paint on their faces and hands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expected, and 
the black spots in the makeup immediately made me think of AIDS, a subject that the artists have 
addressed in their more recent work. Moreover, the lyrics of the song – about a charming, of shabby, 
bum sleeping underneath one of London’s bridges – gradually began to assume a deadly serious aura: 
it could be taken as an anthem for the homeless and as an allusion to illicit gay encounters.” 

93 RoseLee Goldberg, “Gilbert & George: Sonnabend Gallery,” in Artforum（January 1992）, p.104. 
“this restaging was a sentimental journey but also a perfect yardstick for measuring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n and now – between the questioning irony of the ‘70s, the fierce, debilitating cyniciam 
of the ‘80s, and the still tentative tenor of the ‘90s.” 

94 Gilbert & George, The Words of the Sculptors, 1969, first published as a Magazine Sculpture in Jam 
magazine. “We would honestly like to say how happy we are to be sculptors. It is our intention to 
bring to everyone a realization of the beauty and necessity of our sculp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new 
sculptors to terms with the modern limitations of sculpture, apparent only through the feel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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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唱歌的雕塑》這件作品的真正價值所在，誠如羅伯特•羅森布勒（Robert 

Rosenblum）所下的註記：「這件無法被歸類的藝術作品同時兼具了短暫與永恆、

人類與機械、有生命與無生命、戲劇與雕塑，即使如此，它仍已開始被放入了一

個清楚的歷史定位，包括過去與現在。」95 

                                                                                                                                            
eye. With the tears streaming down our faces we appeal to you to rejoice in the life of the world of 
art.” 

95 Robert Rosenblum, “Revisiting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 Carter Ratcliff and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 p.4. “The Singing Sculpture … , this unclassifiable work 
of art (both ephemeral and permanent, human and mechanical, alive and inanimate, theater and 
sculpture) has nevertheless begun to take a clearer place in history, both past an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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