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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 

吉伯特和喬治以《唱歌的雕塑》作為藝術創作生涯的出發點，並且以各種「活

雕塑」的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們說：「我們一直以小信件、小錄影帶和這個

世界進行對話，留下了關於我們種種的素描，使我們成為注目的焦點。我們把自

己變成了物件。」1雖然他們認為這是他們「做過最大的發明」2，但後來卻發現

《唱歌的雕塑》這樣的創作方式實在有其限制，難以擴展延伸，「我們了解它在

某些方面是有侷限性的。⋯⋯所以，我們發明了這種能夠把自己放入圖像中的藝

術形式，那是沒有侷限性的。」3他們決定從之前的立體展演方式，轉變成以平

面的攝影圖像為其創作的主要媒介。而他們所運用的攝影圖像歷經了多次的演

變，最後終以「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態成為其完全成熟的表現形式，這

也是他們繼「活雕塑」的立體展演之後，最為人所孰知的藝術創作類型。從其形

式的變化性與階段之間的關連性，可看出他們在演變的過程中，企圖將影像本身

以最適切的傳達模式表現出。至於在圖像內容方面，他們亦經歷階段性的多次變

異與擴充，從自身生活經驗的投射，再將視野延伸至外界的眾生相。題材的選擇

反映出他們創作時的心態以及關切的面向，也透露出他們藝術的隱喻與意圖。而

在他們這種攝影圖像發展的過程中，形式與內容其實有相當密切的關連性，所以

本章將就「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演變和圖像內容作對照式的詳細剖

析，並對這種攝影圖像的視覺語言特質進行探討，比較其和傳統繪畫作品以及攝

影範疇中的所謂「攝影作品」在圖像形式上和本質上的差異。 

 

                                                 
1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with David Sylvester,”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10 “We were talking to the world with small letters, small 
videos, leaving these drawings behind abut us, making us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We made ourselves 
the object.” 

2 Ibid., “I think that was the biggest invention we ever did.” 
3 Ibid., “we realized that it was in some way limited. … So we discovered this art form that would put 

ourselves in the pictures, which was limi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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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演變 

吉伯特和喬治從一九六九年就開始嘗試各種創作類型，他們一直不斷尋找最

能適切表達其藝術思想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形式所具備的最必要條件，就是要讓

「活雕塑」的凍結狀態能被充分體現出。這種創作的意圖讓他們在體驗過許多不

同的創作類型之後，最終還是選擇了他們認為最具表現力的攝影圖像。然而，吉

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形式在固定為成熟期的矩形窗格式結構的「攝影影像拼接

組合作品」之前，他們歷經了一段不算短的實驗階段。在這段時期，他們創作了

許多類型的攝影圖像形式，每一種形式都有其獨特性，對整體創作過程來說也都

是不可或缺的橋樑，因為它們都具有相當重要的階段性銜接任務。從一種形式演

變至另一種形式的過渡，看似直接明確且有些階段的形式之間差異並不大，但它

們進化的速度其實是緩慢且非立即突變的。各種的攝影圖像形式都有和其圖像內

容相呼應之處，所以吉伯特喬治認為這些攝影圖像的「形式」都是用來「服務內

容。它不是為了形式的理由而存在的形式，它是為了意義而存在的形式。」「形

式使它更有力量，形式使圖像能更大聲地說話，形式使它在某些方面更具積極

性。⋯⋯那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要我們自己以各種不同的技巧來處理影像。」4 

前一章提及吉伯特和喬治認為「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就是攝影圖像的

前身，他們在這兩種類型的作品中已開始運用自己拍攝的照片作為創作的媒材之

一，5但「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的名稱仍有「雕塑」之名，可見對他們來

說，它們依然較偏向「雕塑」的屬性，是「活雕塑」的其中一種面向，而非攝影

圖像的類型。攝影照片在這二種作品中的地位仍只是用來襯托出「活雕塑」這個

主角的配角，和真正純粹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是必須有所區隔的。此外，

攝影照片也用來作為他們的「炭筆紙上雕塑」和油畫作品《畫》創作時的前製作

                                                 
4 Ibid., p.1. “Serving the content. It’s not form for form’s sake, it’s form for meaning.” “Form to make 

it more powerful, form to make the pictures speak louder, form to make it in some way more 
aggressive. … That’s why we are teaching ourselves different techniques for manipulating the 
images all the time.” 

5 有些「郵件雕塑」運用的是現成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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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的參考描繪依據。安•羅諾莫（Anne Rorimer）認為：「藉由他們運用攝影的

媒介，這些作品捐棄了手工製作的痕跡，而重新擘劃出一條全新的道路，朝著表

現真實的方向前進。」6在這二種數量較少的作品類型中，攝影照片同樣是具有

輔助的作用。他們利用攝影的寫實特性，意圖讓「炭筆紙上雕塑」和《畫》看起

來就像是從照片翻製而成的，以使它們避免被定位成素描和油畫的類型，目的仍

是為了呈現「活雕塑」的藝術思想。 

攝影圖像雖然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就已開始獨立發展，但在其演進的過程

中，吉伯特和喬治並未馬上放棄「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這二種創作類型，

因此，攝影圖像和它們仍有一段重疊時期，時間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五年他們創作

出最後一組的「郵件雕塑」──《紅色的拳師》（The Red Boxers, 1975，圖二○）

為止。而攝影圖像首次以「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出現是一九七一年以

「自然」為主題的「自然攝影作品」（Nature Photo-Pieces）系列，他們將許多單

幅的黑白攝影照片裱上黑色的框，並聚集在一起，以不規則形狀的排列組合形態

呈現在牆面上，如《攝影作品》（Photo-Piece, 1971，圖二一）7，此作品的照片

本體與外圍的框之間留了白色的內邊框，但此系列的另外某些作品並未留上這種

白色邊框，而是將照片本體直接與外圍黑框接合。同一系列的作品卻以不一致的

方式呈現，這是在他們運用攝影圖像的初期所出現的短暫現象，因為這些作品畢

竟仍處於嘗試階段，創作意圖也才剛剛萌芽，他們似乎在攝影圖像的媒材中企圖

找出一條全新的藝術之道，而這一路還有許多未開發的處女地正等著他們去探

尋。更具意義的是，對吉伯特和喬治來說，攝影圖像從此系列開始便不再只是隸

屬於「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的其中部分元素，而是他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

運用的主要創作媒介。這種將不同每幅攝影照片加以裱框並結合的「攝影影像拼

接組合作品」形式，也成為他們日後最重要且幾乎是唯一的藝術表現形式。 

                                                 
6  Anne Rorimer, New Art in the 60sand 70s Redefining Reality, p.144. “By their use of the 

photographic medium, however, these works shed all vestiges of hand production to delineate a fresh 
path l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truthfulness.” 

7 此系列的每件作品都統一稱之為《攝影作品》（Photo-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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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七二年起，吉伯特和喬治將「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作了一

些突破。他們之前在「自然攝影作品」系列將照片聚集成一團的形式現在被拆解

變形，以沒有規則可循的模式將「酗酒」主題的黑白攝影照片排列組合成各種形

式。這種類型的第一個系列是「第二天早晨之前的夜晚」（The Evening Before the 

Morning after），其中的《墜落》（Falling, 1972，圖二二）是由十張尺寸規格皆相

同的攝影照片所組成的作品，每張照片不再以之前的水平方式放置，而是傾斜成

各種不同的角度隨意作排列組合，因此製造出照片彷彿是從上而下墜落的效果，

也正好切合了題目的名稱。此系列的作品只有三件，但對攝影圖像的安排方式都

不相同，另二件作品分別為《球：第二天早晨之前的夜晚》（Balls or The Evening 

Before the Morning after, 1972，圖二三）和《成人港口》（The Majors Port）。前者

和此系列同名，是由超過百張大小規格不同的照片排列組合成類似橄欖球或蛋的

造形，這是他們使用照片數量最多的一件作品。從他們所使用的照片數量、尺寸

規格以及排列組合的形式來看，可以憶惻他們已逐漸有強大的意圖要作各種類型

的嘗試變化。至於同樣在一九七二年創作出的「在暴風雨中的任何港口」（Any 

Port in a Storm）系列，就已多達十二件作品，而在排列組合的形式上依然有相當

程度的變化。從這個系列之後，幾乎每個系列的作品數量都至少有十件左右或甚

至更多到二、三十件。 

一九七三年的「新裝飾作品」（New Decorative Works）系列和「現代垃圾」

（Modern Rubbish）系列，則延續著之前的模式，仍舊將「酗酒」主題的攝影照

片作各種不同造形的排列組合，如《下雨的琴酒》（Raining Gin, 1973，圖二四）

是把所有的照片製作成細長的形狀，並安排成接近垂直又稍微傾斜的角度，當這

些照片並置在一起時，便形成了彷若雨滴直落的畫面。又如《真實的人》（True Man, 

1973，圖二五）是將照片安排配置成人體的造形，以十五張照片簡單約略構成一

個有頭、手和腳的人形。不同於其他的攝影圖像，這件作品的照片並非完全充滿

在黑框之中，而是在不規則的照片本體周圍製造出暈染漸淡成白色的效果，因此

形成了類似在「自然攝影作品」系列中某些作品的白色框邊。以上二件作品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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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排列組合成的造形和作品名稱作直接的呼應與識別的聯想，甚至作品《酒杯２》

（The Glass 2, 1973，圖二六）更是直接明確的以排列組合的造形來命名，但並

非所有的作品都有這種造形與名稱的連繫，有些作品的構成造形仍只是隨意地配

置安排。此外，還有一件奇特的排列組合之作是將照片排成吉伯特和喬治的名字

第一個字母的形狀，即《Ｇ和Ｇ》（G and G, 1973）。其他有些的作品則像是《囚

禁》（Imprisoned, 1973，圖二七）一樣，將照片以水平的角度安排成與作品名稱

較無關係的形式。事實上，這幾個系列作品的排列組合都頗具特色，但礙於篇幅，

以上僅列舉幾件作品說明。至於在攝影照片本身的處理方式上，這些作品亦不盡

相同，有些照片的影像本體並非矩形的規格，而是接近梯形的不規則造形，或將

照片刻意裁切，讓其中一部分留白，甚或如上述讓照片的輪廓漸淡。然而，不論

攝影照片作了何種變化，它們全都有一個共同點──被囿限在矩形的黑框中。之

後的作品雖繼續依循此方法，但照片的影像本體則已完全充滿在框內的空間中。 

到了一九七四年，他們首先創作出的是「印加•皮斯寇」（Inca Pisco）8系列。

此系列的作品只有二件，分別為《印加•皮斯寇Ａ》（Inca Pisco A, 1974，圖二八）

和《印加•皮斯寇Ｂ》（Inca Pisco B, 1974，圖二九），這是他們以系列方式呈現的

作品中數量最少且造形最為奇特的一組。他們同樣是以各種規格的矩形照片作排

列組合，而且很明顯地，他們將造形刻意安排成人體的形態。雖然它們與前一年

的作品《真實的人》（True Man, 1973）在造形上頗為類似，但在「人」的特徵上，

「印加•皮斯寇」系列有了更細微的表現。不僅人體的曲線更加明確，矩形照片

的垂直水平交錯配置使這二個人形彷彿有了關節，最特別的是它們還具有性別的

特徵，即以照片本身的規格和圖像內容來作為性器官的象徵，《印加•皮斯寇Ａ》

是以窄長的矩形照片和照片中的酒瓶來代表男性，《印加•皮斯寇Ｂ》則是以長寬

比例較接近的矩形照片和橢圓形的浮水印標誌來表示女性。關於這種形式的安

排，沃夫•揚恩（Wolf Jahn）以圖像內容和名稱有直接連繫的關係來詮譯，他認

為這二個人形具有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前的南美洲的裝飾性圖騰風格。原因是作

                                                 
8 「印加•皮斯寇」（Inca Pisco）是秘魯的一種白蘭地酒的品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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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頭部位置所放的是「印加•皮斯寇」這種酒的瓶腹上的圖案，即印地安人露

齒而笑的臉；作品的名稱（也是酒的名稱）亦讓人直接聯想到印加原住民。9吉

伯特和喬治運用這種攝影圖像的排列組合形式和圖像內容的契合，將「酗酒」這

個主題作了最巧妙的發揮。 

  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緊接著創作出的「喝酒的雕塑」（Drinking Sculptures）系

列，則逐漸朝向另一種類型的構成方式，開始有了整齊規則的排列組合傾向。如

《喝酒的雕塑》（A Drinking Sculpture, 1974，圖三○），僅管每張照片的規格仍有

些差異，但在排列組合的方式上則已統合成一個完整的矩形架構。這是在他們進

入攝影圖像的創作階段後，首次用「雕塑」一詞來作為作品的名稱，這也是他們

繼《唱歌的雕塑》立體的展演之後，呈現「活雕塑」另一種面向的表現形式。 

之後，他們在「人類的束縛」（Human Bondage）系列中將攝影照片安排成

「卍字形」（swastika）的構成，並且在作品名稱中標上編號，如《人類的束縛•

六號》（Human Bondage No.6, 1974，圖三一）。從這個先例開始，之後連續幾個

系列便延用這種編號的模式，個別的作品沒有了單獨的名稱，改以編號取代，而

這種情況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再次改變。在他們攝影圖像的形式中，這個系列的

形式結構是引起最大爭議的一次，關鍵就在於他們使用了「卍字形」作為排列組

合的形態。這個「卍字形」是由四個「伽瑪」（希臘字母γ）所連結而成的一種

圖案設計，原指用於填塗在教堂彩繪玻璃窗戶底部的圖案。10它是一種古代的象

徵符號，形式是由等臂十字架的每臂附加與之垂直的枝臂所組成，之後被德國的

納粹拿來作為代表他們的標誌。11而這個以「卍字形」為架構的系列作品，首先

                                                 
9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124 “The 

stylized Precolumbian forms of both figures are suggested by the title, which is the name of a very 
sweet Peruvian brandy. The characteristic shape of the bottle, the belly of which represents the 
mischievously grinning face of an Indian, is common to both figures and, together with the label and 
a South American decorative pattern, makes up the anatomy of the INCA PISCO figures.” 

10 Ralph Mayer, The HapperCollins Dictionary of Art Term and Techniques（London: HapperCollins, 
1991）, p.189. 

11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1872. “swastika: an ancient symbol in 
the form of an equal-armed cross with each arm continued at a right angle, used（in clockwise form）
as the emblem of the German Nazi party. ORIGIN late 19th cent.: from Sanskrit svastika, from sva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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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地點是在德國，他們「想從上一個大戰攫取這個形象，因為在那之前的幾

千年來，這是一個積極正面的形象，在這個國家一直到大戰時仍鮮為人知。」12

但也有些人因此批評吉伯特和喬治是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

任何政治性的意圖，而只是藉著這個在大戰時意味著壓迫的符號來表現當時他們

為酒精所控制的狀態，所以「它們被稱之為“人類的”束縛，而非“政治的”束

縛。」13他們的一位猶太藉朋友曾表示很喜歡這些「卍字形」的圖像，因為它和

「納粹卍字形」的方向相反，轉成另一個方向的「卍字形」是一種好運的標誌。

14他們不只一次地堅決表明他們使用這種形式的立場，「我們並沒有要試著談及

與法西斯主義有關的任何事，或特別是有關戰爭的。」15 

在同一年的「黑影」（Dark Shadow）系列，和之前的「喝酒的雕塑」（Drinking 

Sculptures）系列有著類似的結構，之前不規則的散亂結構發展至此已趨於平整

穩定，如《黑影•四號》（Dark Shadow No.4, 1974，圖三二），矩形照片的規格雖

仍不統一，但不論排列組合的形式為何，配置成一個大的矩形結構儼然已成為他

們在安排形式時的固定原則。此外，他們刻意以自己同年所撰寫的《黑影》（Dark 

Shadow）一書的書名來作為這個系列的名稱，同時透過攝影圖像和帶有自傳性

質的文字的媒介，來傳達出當時真實的生活面貌和藝術思想。 

  一九七四年的最後一個系列──「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是在「攝

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演變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之前已具雛形的矩形

結構原則在這個系列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櫻花•七號》（Cherry Blossom No.7, 

1974，圖三三），作品中的每幅矩形照片規格已被統一，他們並將十六張照片整

                                                                                                                                            
‘well-being’, from su ‘good’ + asi ‘being’.” 

12 Gilbert and George, “The Fundamental Gilbert & George: 1997,”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91. “We showed 
them first of all in Germany, and in a way we wanted to rob the image back from the last war, 
because before it had been a positive image for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and still is in 
countries that hardly knew about the last war.” 

13 Ibid., “They are called human bondage, not political bondage.” 
14 Ibid., pp.291-2. 
15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XXI. “We weren’t trying to say anything about fascism or the war in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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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規律地相鄰安置在一起，排列組合成一個長寬各有四張照片的大型矩形結構，

而且每張相鄰的照片之間仍留有相等的間隙，並未完全緊密地接合，這種排列組

合的形式也因而成為接下來的幾個系列持續延用的模式，不過，每個系列在照片

數量上都會有些不同。此外，這個系列的另一重大改變是，黑白影像的世界裡開

始出現了紅色。在此之前，「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全都是黑白攝影照片的組

合，這是他們首次將塗染成紅色的照片參雜在作品中。而對吉伯特和喬治來說，

運用紅色是有其特殊意義的，根據他們自己對紅色的說法： 

喬治：我們已經開始用紅色來署名。現在我們試著找出在作品中使用紅色

的方法。 

吉伯特：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更積極、更有力量的影像。紅色比黑色更有

力量。黑色和白色是有力量的，但紅色卻在它們之上，甚至勝之更多。它

是更刺眼的。 

喬治：東方的暴力，東方國家的武術的嚴厲訓練使我們十分著迷。《櫻花》

這個名稱就是根源於這種迷戀。16 

可見他們除了一直努力地嘗試將攝影照片作各種的排列組合形式之餘，還注意到

了黑白攝影照片在色彩上的侷限性。於是，他們決定讓紅色先行登場，使其不僅

增添色彩上的變化，也加強了作品本身的「力量」。在他們眼中，紅色具有一種

暴力的象徵，而且這種力量是來自於東方的武術。他們所謂的「東方」應該指的

是日本，因為櫻花正是日本的國花，而這段時期他們的一件與紅色有關的表演藝

術創作《紅色的雕塑》（The Red Sculpture，圖十六），也是在日本的東京首演。

將種種的跡象串連起來，顯示出他們的紅色與日本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而此時

紅色在也同時出現在一件「郵件雕塑」《紅色的拳師》（The Red Boxer,1975，圖

                                                 
16 Ibid., p.XXIII. “George: We had already started to sign our names in red. Now we tried to find ways 

of using the color red in the pieces. Gilbert: We were looking for a more aggressive, more powerful 
image. Red has more strength than black. Black and white is powerful but red on top of is even more 
so. It’s louder. George: The violence of the East, the extreme discipline of martial arts in the Orient 
fascinated us. The name Cherry Blossom originated in that fas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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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中，這件作品是由八張摺頁的卡片所組合而成，其中四張是紅色的底色，

另四張則是黑色。因此，在這個階段出現的全面性紅色，是吉伯特和喬治有計畫

地在其所有類型的藝術創作中所刻意突顯出的整體一貫性。而他們在「攝影影像

拼接組合作品」中運用紅色的方式和直接使用彩色照片是不同的，他們是將紅色

的顏料均勻塗染在黑白攝影照片上，因此，表現出來的紅色並沒有明度和彩度上

的變化，這種紅色的攝影圖像如同是透過紅色濾光鏡看黑白照片所呈現的影像效

果。而這個系列和之前的作品還有一個不同之處，之前的某些作品並未直接在畫

面中題上作品名稱、製作年代和簽名，如有標示出，則顯示的方式又不盡相同，

有的是呈現在作品中間，有的則是利用照片裡部分影像原本就具有的文字來作為

題稱。從這個系列開始，他們才固定將作品名稱、年代和簽名標示在整件作品最

右下角的位置。直到現在他們的最新作品都還一直使用這種表現手法，且絕大部

分的作品都將這些文字放在畫面右下角處，唯少數作品會置於他處。 

一九七五年的「血腥的生活」（Bloody Life）系列，如《血腥的生活•十一號》

（Bloody Life No.11, 1975，圖三四）、「壞想法」（Bad Thoughts）系列，如《壞

想法•一號》（Bad Thoughts No.1, 1975，圖三五），皆延續著「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矩形結構的表現形式，但在紅色攝影圖像的用法上卻有些差異。

同一系列的作品中，有些作品的每張照片全都用了紅色，有些則完全沒用，也有

的只是在作品中的部分照片上使用紅色，而且每件作品的紅色照片所安排的位置

也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是遵循整齊對稱的原則。而同樣在一九七五年的「骯髒的

角落」（Dusty Corners）系列，如《骯髒的角落•廿號》（Dusty Corners No.20,1975，

圖三六）和一九七六年的「死寂的地板」（Dead Boards）系列，如《死寂的地板•

七號》（Dead Boards No.7, 1976，圖三七），雖然持續矩形結構的原則，但在色彩

的表現上又回到了只使用黑白攝影照片的手法。不過，一九七六年「心理的」

（Mental）17系列，如《心理的•二號》（Mental No.2, 1976，圖三八）卻讓紅色重

                                                 
17 Ibid., p.XXIV. “We came to a point where we could actually say this is all getting more and more 

mental – more a matter of thing and of madness, both of which are involved with head. We got used 
to the idea of both meanings of the word being attached to our work, so that we were no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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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現。這種在色彩上反覆的變異，其實和作品的圖像內容有相當密切的關連，

至於其中的細節將會在下一節有更詳細的分析。 

至一九七七年，「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在作品名稱的呈現方式上有了一

些改變。「紅色的早晨」（Red Morning）系列的每幅作品在相同的主標題之下分

別加上不同的副標題，如《紅色的早晨•布那》（Red Morning Bhuna, 1977，圖三

九）；「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則是直接以照片中街頭塗鴉的髒話圖像作

為作品的標題名稱，而未在畫面的簽名處再另外加上題稱，如《酷兒》（Queer, 

1977，圖四○）。此外，一九七七年的這二組系列在組合形式方面，也有了更進

一步關鍵性的重要發展。在此之前，作品中每張相鄰的攝影照片之間仍留有間

隙，但從「紅色的早晨」（Red Morning）系列開始，每張照片的邊框已完全緊密

拼接組合在一起，之前的間隙則已不存在，而且也不曾再出現於往後的作品中。

這種將照片拼接密合的矩形圖像結構因而成為他們後期成熟作品的基礎，攝影圖

像在這種形式結構的模式下，也逐漸朝向大型壁畫式的圖像發展演進。然而，此

系列作品中的每張照片彼此只有在框邊上是緊密相鄰的，照片中所呈現的影像仍

是各自獨立的圖像內容，即使圖像之間看似有些相關性，但每張照片的圖像元素

終究還是被侷限在屬於自己的框架中。因此，同一年的「髒話」（The Dirty Words）

系列相形之下，就扮演了另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因為從這個系列開始，每個圖像

元素就不再只分散地出現在每張獨立的照片中，而是在照片拼接密合的結構基礎

上，橫跨於數張相鄰的照片中。在這個系列的形式安排上，皆是將他們在街頭牆

面上所收集到的髒話塗鴉影像，置於矩形結構最上層的四張（或五張）照片中，

這些髒話字眼跨越了框架的分隔，形成醒目的標題式圖像。在其下方的照片中，

左右兩側垂直銜接的照片組合大多是撰擇同質性相高的圖像內容，因而產生了類

似柱子的形態，最上方的髒話塗鴉影像也彷彿變成了門楣，於是二者便結合成為

一種堅實的凱旋門形式。除了作為標題的髒話塗鴉影像，還有其他某些影像也是

                                                                                                                                            
embarrassed or tempted to lose faith.”  “mental”一詞有二種不同的意義，一為「心理的」，另一
為「瘋狂的」（口語的用法），根據吉伯特和喬治自己的說法，他們兼採雙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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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在數張照片上，如吉伯特和喬治自己的肖像和城市遠處的景致等。這是他們

第一次使用這種圖像跨框的技法，或許在技術上還不夠純熟，部分圖像的接合度

仍不十分精確，但圖像本身因這種表現手法而變得更大，也變得更有張力。至於

在色彩上，這個系列仍是以黑白攝影照片為主，紅色則是參雜在其中的某些作品

中。一九七八年，他們又陸續以類似的形式創作了一些零星的作品，而沒有以系

列的方式呈現。 

  從一九八○年起，「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在照片的組合方式上已趨於穩

定，持續保持以上所描述的固定形式。然而，此時的攝影圖像在色彩上卻有了更

新的突破，紅色之外的其他顏色開始陸續出現在作品中。黃色是繼紅色之後首次

單獨出現顏色，如《羞恥》（Shame, 1980，圖四一），也有些作品是黃色與紅色

同時並置，如《十字軍》（Crusade, 1980，圖四二），或同時使用三種以上的色彩，

如「現代恐懼」（Modern Fears）系列的《四騎士》（Four Knights, 1980，圖四三）

就用了紅、黃、綠、藍四色。之後，隨著圖像元素的使用愈來愈複雜，色彩的種

類也愈趨多樣化，幾乎是一個圖像元素只使用一種色彩，而且是平整塗上及無明

度漸層變化的色塊。他們所用的色彩之彩度都非常高且範圍頗大，故作品顯得鮮

豔繽紛，甚至接近俗麗的程度。 

  基本上，「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表現從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就

已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然而，在形式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作品的規格有愈來

愈大的傾向。吉伯特和喬治自言：「我們一直想要把它們（攝影圖像）製作成大

的樣子，但我們並沒有設法發現一種把它們本身做大的形式。那就是為什麼我們

開始用群組的方式，這會使它們更大。」18他們無法以單一的照片製作出巨大的

圖像，於是他們選擇了將照片拼接組合成更大圖像的方式，以滿足他們創作巨碑

式圖像的需求。其中最大的作品莫過於《與上帝同醉》（Drunk with God, 1983，

                                                 
18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Interview with Mark Francis 1981,”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15. “We always 
wanted to make them big but we didn’t manage to find a from to do them big. That’s why we started 
with groups – to make them b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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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四），這是由長廿二張、寬八張的照片所組成的巨型矩形結構，共有一百七

十六張照片拼接組合成這件圖像龐雜、色彩繁複的集大成之作。另有幾件大型連

作也是尺寸規格頗大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死亡》（Death, 1984，圖四五）、

《希望》（Hope, 1984，圖四六）、《生命》（Life, 1984，圖四七）、《恐懼》（Fear, 1984，

圖四八）四連作群組，以及《階級戰爭》（Class War, 1986，圖四九）、《好戰分子》

（Militant, 1986，圖五○）、《通道》（Gateway, 1986，圖五一）三連作群組。 

綜觀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形式，會發現其整體的演變

過程是屬於階段式的漸進發展。在訪談中，當他們被問及最終選擇攝影圖像的矩

形結構形式的問題時，他們自述：「事實上，我們是非常緩慢地朝向那個方向

的。⋯⋯一開始我們不知如何以照片來製作大的圖像，因為以前沒有人像這樣使

用攝影。」但後來他們找到了群組的方式，「然後，那些分散的群組非常緩慢地

逐漸聚集成矩形。」19他們並且認為「矩形圖像是最怪異的形式」，因為現代藝

術雖然充斥著各種怪異的表現形式，但大眾早就已習以為常、不以為異，結果反

而是矩形的圖像變成了最怪異的形式。20直到現在，他們仍堅持使用這種「最怪

異」的矩形結構，可見此一攝影圖像形式是最能將他們的藝術思想徹底實踐的最

佳管道，他們也因而適得其所地在其中發揮了最大的想像空間，表現出最炫目的

藝術創作。 

 

 第二節 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圖像內容 

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圖像內容演變和其形式演變的

                                                 
19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by Martin Gayford 1996,” in Ibid., p.264. “We moved very slowly 

towards that, in fact. … At first we didn’t know how to make a big picture with photographic paper, 
because nobody had done that before, using photographs like this. … Then very slowly those 
scattered groups came together into rectangles.” 

20 Ibid., p.270. “The rectangular picture we think is the most weird form. Modern art went towards 
weird, like filling this room with bananas, or covering the ceiling with umbrellas, or the walls with 
dead pigeons, just to be weird. In fact it became completely normal. None of those exhibitions that I 
just mentioned would amaze you. In the end the picture is the weirdest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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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類似，也是以階段性的方式漸進發展。而隨著形式的改變，他們在圖像內容

的表現方式上也一直不斷有所調整，所以，本節將依作品在系列模式下的形式架

構和圖像內容的各種主題來作分類析論。前文已述「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

與攝影圖像有一段平行發展的重疊時期，因此，它們所呈現的內容主題會有些雷

同之處。其中在吉伯特和喬治早期以「自然」和「酗酒」的主題創作攝影圖像時，

相似的圖像內容也同時出現在「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等其他類型的創作中，

本節雖然是以「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圖像內容為主要的析論重點，但佐以

其他相關的創作交相對照，相信將可更加完整明晰地呈現其整體的藝術內容。 

一九七一年的「自然攝影作品」（Nature Photo-Pieces）系列正如其名，是以

「自然」為創作主題。而這些照片的內容讓人不得不聯想到前文提及同時期的「炭

筆紙上雕塑」的《一般叢林》（The General Jungle, 1971）系列和油畫作品《畫》

（The Paintings, 1971），因為其中所呈現的影像同樣是這二位藝術家悠閒地漫步

在自然的景致中。如《攝影作品》（Photo-Piece, 1971，圖二一）這件攝影圖像群

組，是由多張不同的照片所組成的，除了有吉伯特和喬治的身影，還有許多植物

的特寫。每一張照片皆是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焦距所拍攝而成，因此，同一

個地點、同樣的二個人就同時在整體畫面上呈現了各種不同的面貌。另一件同名

之作雖有著類似的內容，但全部的影像彷若失焦，模糊的風景和人物有如置身於

英國特有的濃霧中，甚或是有種英國水彩畫般的詩意。而他們在這些作品中所呈

現的形貌，還是屬於他們一貫的「活雕塑」姿態，刻意的僵硬、木然的表情，「唱

歌的雕塑」來到這些照片中，不再開口歌唱，只是漫無目的行走，化身攝影圖像

的他們失去了三度空間的真實形體，因而更像是抽離了靈魂的「活雕塑」。而這

些作品雖名為「自然」，但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說：「吉伯特和喬

治的『自然』畢竟是屬於大都市的，他們為這些早期的作品所選取的影像大部分

是來自倫敦的公園。」21當我們將焦點轉向同年一件重要的「郵件雕塑」《五行

                                                 
21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II. “Gilbert and George’s 

“Nature” belongs, after all, to the metropolis: they took most of the images for these early works in 
Londo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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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詩》（The Limericks,1971，圖七），會發現其中有幾張單幅的獨作也是以自然

風景為圖像內容，只是在此變成了以木刻版畫的質感取代照片的寫實，而這件作

品事實上就是根據同時期的攝影圖像所翻製的。另一件同時期的「郵件雕塑」《人

類雕塑》（Human Sculpture, 1972，圖五二）和其他幾件同類型的作品，則是純粹

以攝影照片的圖像作為明信片封面的創作，內容同樣是他們在自然之景的攝影圖

像，卻藉由郵件寄送的方式來呈現。這是他們以「自然」為主題的最後一件作品，

所以，自然之景僅僅維持了一年的風光，接下來攝影圖像的內容主題就已易主。 

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是以「酗酒」為主題，圖像

內容中最主要的圖像元素──「酒」幾乎淹沒了吉伯特和喬治一九七二年起連續

幾年的藝術和生活，因為酗酒的情況也是他們實際生活的寫照。他們在好幾個不

同形式組合的系列作品中，皆以黑白攝影的圖像呈現出他們把酒暢飲且恣意狂

歡，或藉酒澆愁以麻痺自己的形象，不過，在圖像的呈現方式和圖像內容的細節

等方面，每個系列則有些差異。一九七二年「第二天早晨之前的夜晚」（The 

Evening Before the Morning after）系列中的《墜落》（Falling, 1972，圖二二），十

張攝影照片的影像內容雖有著相同的架構，但他們在暗房中將每張照片以不同的

手法再加以處理，因而產生了圖像之間看似統一卻又相異的情形。照片中的吉伯

特和喬治二人皆將兩手插在褲袋站在酒吧裡，面無表情地看著地板。有幾張照片

因刻意的局部曝光而使某部分的影像變得模糊，甚或造成人物形態的扭曲。這種

似乎是在拍攝時因晃動所形成的畫面，配合相片有墜落效果的安排配置，更吻合

了作品名稱的含義，且更令人聯想到醉酒時的狀態。《球：第二天早晨之前的夜

晚》（Balls or The Evening Before the Morning after, 1972，圖二三）的近百張不同

規格的照片中，圖像內容顯出相當的多樣性，除了這二位藝術家之外，還有很多

酒吧內部的情景，以及酒瓶和酒杯的局部特寫等。這些從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同

樣經過暗房的特殊處理，影像大多失去精準焦距的銳利，過度曝光和搖晃的畫面

仍占了多數，他們甚或用了重覆曝光的技法使不同的影像產生了重疊的效果。然

而，他們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對照片做各種加工的動作呢？若將這些照片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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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拍攝手法拍出的一般照片相較，他們刻意營造某種氛圍的意圖就可呼之

欲出。當一個人喝醉時，他所看到的畫面絕對和清醒時所見不同，因此，吉伯特

和喬治的攝影圖像就充分地體現出這種狀態，失焦的畫面、閃動的影像，時而是

低頭凝視的地板，時而是晃腦撇見的吧台，重心不穩跌個四腳朝天還可看見天花

板的吊燈正朦朧地散發出暈黃的微光。而當這些影像不同且規格各異的照片並置

在一起時，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更是強烈。 

接下來的「在暴風雨中的任何港口」（Any Port in a Storm）系列，以及一九

七三年「新裝飾作品」（New Decorative Works）系列、「現代垃圾」（Modern Rubbish）

系列，他們持續以類似的手法呈現酗酒的藝術與生活，但喝酒時所用的高腳杯愈

來愈被突顯出，如《下雨的琴酒》（Raining Gin, 1973，圖二四）中的每張照片裡

都有酒杯，它們在細長的畫面中被裁切成只有局部的杯影，正反斜轉的各種角度

都有，且和正在喝酒的吉伯特和喬治的影像重疊，而從畫面效果來看，全幅作品

中的每個杯子好像從天而降的雨滴一般，一個一個地翻落下來，形成了一場「酒

杯雨」。至於《酒杯２》（The Glass 2, 1973，圖二六）則更是一個大大的高腳杯

造形，五張長條狀的照片中有三張佈滿了各種款式的酒杯，酒杯造形的杯腹二張

照片中各是吉伯特和喬治暢飲的身影，好像他們正在面對面地對酌乾杯呢！而酗

酒的人其實就跟吸毒一般，當無法戒除這個惡習時，身心都是處於一種被禁錮的

狀態。在《囚禁》（Imprisoned, 1973，圖二七）一作中，他們就使用了格狀的窗

戶來作為「酗酒」這個牢籠的象徵，不同角度的窗戶圍繞在他們身邊，彷彿他們

是身陷囹圄的囚犯。其中一張照片運用了重覆曝光的手法，使喬治和其身後的窗

格重疊，而他的身影也變成半透明的樣態，酒精似乎已將他腐蝕成一個連軀體也

即將要消散的空殼了。如同他們自己所言：「酒精在某些方面掌控了我們的生活，

使我們非常絕望。那就是我們為什麼會用像『囚禁』這種標題的原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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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5 “And I am saying that alcohol took over our lives in some 
way and made us very desperate. That’s why we had titles like Impris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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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的「印加•皮斯寇」（Inca Pisco）系列，他們化身成為一對酒國男

女的造形，即《印加•皮斯寇Ａ》（Inca Pisco A, 1974，圖二八）和《印加•皮斯寇

Ｂ》（Inca Pisco B, 1974，圖二九），在男性人形的攝影圖像中，他們舉著酒杯看

著觀者，配合酒的品牌標籤的照片，簡直就像是在推薦「印加•皮斯寇」這個牌

子有多好喝一般。在「喝酒的雕塑」（Drinking Sculptures）系列中，他們更是讓

「活雕塑」現身說法，如《喝酒的雕塑》（A Drinking Sculpture, 1974，圖三○）

最中央的那張照片中，他們坐在沙發上酌著酒，一副尊貴傲慢的姿態看著前方，

自信的眼神彷彿是在告訴世人他們是酒的主人，殊不知他們早已是酒的奴隸。 

  他們在以上的作品中還有可能只是微醺的狀態，但之後的「人類的束縛」

（Human Bondage）系列，他們就真的已經爛醉如泥了，因為我們再也看不到他

們清醒的狀態。在《人類的束縛•六號》（Human Bondage No.6, 1974，圖三一）

中，他們倒臥在地，酒瓶和酒杯散置在身旁，可見他們已醉得不醉人事。上節已

述他們使用「卍字形」造形的照片配置就是暗示了他們為酗酒所困的清況，而這

個「卍字形」的照片組合更因圖像中用了跨相鄰照片的「卍字形」繩索，而更加

強化他們被酒精所「束縛」的悲哀，其他同系列的作品中有的則是用了「卍字形」

的鎖鍊圖像來突顯這個字形。而他們描述自己在這時的狀況：「我們進入了破壞

性的黑影中。」23於是，「黑影」（Dark Shadow）系列緊接而來，他們在這個系

列仍陷入被酒精麻痺的困境中，如《黑影•四號》（Dark Shadow No.4, 1974，圖三

二），作品中央的幾張照片中，吉伯特和喬治緊閉著雙眼，似乎是經過了一場宿

醉而尚未甦醒，周圍的照片則呈現出液體縱橫滴流的樣態，顯然這些讓他們沉溺

其中的酒已完全泛濫決堤，衝破了他們的最後一道防線。其中四個角落的照片中

還有一隻隻攤開來的手掌被液體浸染著，簡直就像是割腕自殺的現場，因此，那

些流淌的液體又多了一層似血的隱喻。又因這時的作品仍是黑白攝影照片，黑色

液體流淌的交錯痕跡更顯出陰森恐怖的絕望氛圍。 

                                                 
23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I. “We entered 

into the dark shadow of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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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這段時期還同時以明信片的模式製作了一組「明信片雕塑」（Postcard 

Sculptures）系列──「它讓一個男孩瞭解一個男孩的觀點」（It Takes a Boy to 

Understand a Boy’s Point of View），這是「郵件雕塑」的另一種變型，如《明信

片雕塑Ｄ》（Post-Card Sculpture D,1972，圖五三），是由各種不同圖像的明信片

所集合組成的作品，其中的圖像內容也明顯地有許多與酒有關的元素。至於另一

種創作類型「炭筆紙上雕塑」也不能倖免地被酒染指，如《酒吧•二號》（The Bar 

No.2, 1972，圖五四），他們以炭筆描繪自已在酒吧的情形，筆法依然是粗率俐落，

而其中某些形體的扭曲，也同樣呼應了他們酒醉時恍惚的精神狀況。 

  不過，從一九七四年的「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起，他們似乎突然清

醒了起來，如《櫻花•七號》（Cherry Blossom No.7, 1974，圖三三），雖然他們不

再是終日昏沉的醉漢，但身體卻被夾雜的竹棍纏困著。他們扭動身軀試圖要擺脫

這些棍棒的糾結，但看來他們仍難以立即脫困。如果承接著前幾個系列的圖像內

容來看，他們這種圖像的表現可能有意隱射他們想要戒除酗酒的惡習，但一時之

間仍無法完全根除。而首次出現在作品中的紅色影像參雜在黑白的照片中，也似

乎有某種強烈的隱喻。根據上一節他們自己的陳述，紅色是力量的象徵，因此，

紅色也正是他們對抗酒精所需要的力量來源之一。而這個系列中的其他作品和一

九七五年的「血腥的生活」（Bloody Life）系列，他們也出現揮拳擊掌等手腳比

劃的動作，如《血腥的生活•十一號》（Bloody Life No.11, 1975，圖三四）等。這

當然也是來自於前文所分析的他們對日本武術的熱衷，他們想借東方的武學來助

其一臂之力，或許以為從此就能除盡心中的酒魔。然而，起心動念之間，好的想

法總是無法隨時都有，但「壞想法」（Bad Thoughts）系列卻會接踵而至，如《壞

想法•一號》（Bad Thoughts No.1, 1975，圖三五）中，他們又再度持起了酒杯，

雖然在這些作品已不見之前那種爛醉的情形，但顯然要完全擺脫酒精的束縛似乎

不是那麼容易。 

在之前的「酗酒」主題作品中，他們都將自己囚禁在不見天日的室內封閉空

間中，直到「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起的連續三個系列，他們才開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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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屋外景致的照片，即使那些景致是蕭條的街道、荒蕪的郊野，但至少他們

已將視野延伸至戶外，畫面也似乎漸漸有了一絲希望。不過，在同年的「骯髒的

角落」（Dusty Corners）系列和一九七六年的「死寂的地板」（Dead Boards）系列，

他們又重回了禁閉的空間，並且捨棄了好不容易出現的紅色，讓畫面再度陷入一

片黑白的沉悶之中。縱然他們已不再酗酒，但茫然失神的他們卻在在自己的住處

兼工作室的舊式公寓中，彷若遊魂般地呆佇在屋內的一隅。如《骯髒的角落•廿

號》（Dusty Corners No.20,1975，圖三六），他們在空盪的幽閉空間中倚著窗邊，

喬治煙不離手地凝視著窗外，吉伯特則呆若木雞地望著角落，二人似乎正不知所

措地坐困愁城，窗外的明亮微微滲入屋內，但窗格仍是牢房的柵欄，他們也仍是

自己的屋囚；另外兩張照片是門的特寫，然而，這個與外界的唯一通道卻緊閉深

鎖，顯然他們已無處可逃。又如《死寂的地板•七號》（Dead Boards No.7, 1976，

圖三七），也是類似的場景、同樣的神態，但這個系列還安排了數張地板的照片

穿插其中，彷彿這是他們低著頭的唯一視線所及之處。或許他們真的已越來越封

閉、孤寂，且陷入了極度的憂鬱而難以自拔。他們將自己的身體放入活人的墳墓，

儼然是罹患了幽閉恐怖症的象徵。 

吉伯特和喬治在連續這幾年的攝影圖像中完全表露出人類最脆弱的一面，這

也是他們對痛苦絕望的真實體驗。雖然他們在這時已是困頓失落的最佳代言人，

但也或許危機就是轉機，在一九七六年的「心理的」（Mental）系列，他們開始

從最深的谷底翻身。代表力量的紅色再度恢復，不論是白天或黑夜的倫敦街道和

建築都已現身，表現出這個城市的朝氣與活力。這二位藝術家也打開了雙眼觀看

著外面的世界，並從週遭的環境中找到了一些新的靈感來源，其中花朵的照片首

次出現在作品中，如《心理的•二號》（Mental No.2, 1976，圖三八），一片花團綿

簇、欣欣向榮之景，標誌著他們的重生，也喚回了無窮的希望。不過，他們依然

和前幾個系列一樣維持著「活雕塑」的凍結姿態，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就認為他們在這個系列中雖然又重新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這個世界，



 77

城市與鄉村都已重現，但藝術家們並不屬於它，它也同樣不屬於他們。」24 

  到了一九七七年的「紅色的早晨」（Red Morning）系列，他們似乎已完全恢

復了自信，顯露出些微的意氣風發。如《紅色的早晨•布那》（Red Morning Bhuna, 

1977，圖三九），他們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作品中將西裝外套脫下，只為迎接

新生活的開始，樹木初生的枝芽從照片的一角露出，彷彿嚴冬已過、春神報到，

但畢竟春寒料峭，他們穿著的襯衫可能還不夠暖和，只好用手在身上磨蹭。外面

的世界就在他們眼前，他們不禁抬頭挑望一番，而明亮的都會建築照片也讓整體

畫面有了更多的生機。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其他人物也同時出

現在畫面中，在他們攝影圖像內容的演變過程中，這是非常奇特的一點，因為之

前的作品中一直都只有吉伯特和喬治二人在唱獨角戲，從未見到其他人物的身

影。當時的他們完全陷落在「酗酒」的黑暗深淵中，「我們一直看著內在的自己。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甚至不曾尋找其他人放入我們作品中。我們覺得我們不需要。

像『死寂的地板』系列，它完全只與我們有關。」25因此，開始出現其他人的「紅

色的早晨」系列就顯得格外突出。這些人是他們倫敦東區住所的亞洲移民鄰居，

裝扮像是中東地區的人士，從他們的神情和照片拍攝的角度來看，他們並不知道

自己已經入鏡。關於這一點，吉伯特和喬治的解釋是： 

我們從窗戶用一個長鏡頭拍下了他們。是一些亞洲人和流浪漢。之前從沒

有人能真正為我們當模特兒。所以，非常羞恥地，我們只好用間諜似的鏡

頭以那樣的方式拍下一些人。而且在我們真正到街上問某個人是否能拍攝

他之前，那種手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的朋

友安德烈為我們在室內以藝術的方式擺出模特兒的姿態。然後，我們開始

請一些陌生人來當模特兒。我們必須為自己重新創造有關藝術家的模特兒

                                                 
24 Ibid., p.XXIV. “So the world, city and countryside has returned, but the artists do not belong to it, 

nor it to them.” 
25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60. “we were always looking inside 

ourselves. And that’s why we never even looked for another person to be in our work. We felt we 
didn’t need it. Like Dead Boards, it all had to do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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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26 

可見他們欲取得想用的攝影圖像內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當想運用的對

象是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時，對那時還沒有足夠知名度的他們來說，更是一個高難

度的問題。雖然他們並未與出現在他們畫面中的人接觸，但至少他們已感覺到自

己應該走出孤絕的封閉空間，看看外面世界的人們。他們從這個系列開始在形式

上將照片完全拼接密合，不僅消除了照片之間的實際距離，也隱約象徵了吉伯特

和喬治與外界的人更加拉近了心理的距離。 

  接下來的「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是與「紅色的早晨」（Red Morning）

系列在同一年所創作的，二者不僅在形式上有承接的關係，在標題名稱上也有一

種延續性。後者在單幅作品中率先使用了附上副標題的手法，這些副標題的名稱

除前文舉例的「布那」（Bhuna）27之外，其他的名稱則有相當多是負面的字眼，

如「暴力」（Violence）、「謀殺」（Murder）、「憎恨」（Hate）、「地獄」（Hell）、「死

亡」（Death）、「醜聞」（Scandal）、「攻擊」（Attack）等等。這些名稱與該作品的

圖像內容其實並沒有非常顯著的直接關係，但在下一個以「髒話」為名的系列作

品中，這些副標題就透露出了一些先導的訊息，因為他們使用街頭的髒話塗鴉圖

像儼然是承襲了那些非積極正面的副標題。而「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

的全部作品，都是以灰濛暗沉的黑白色調為主，因此，畫面又再度濔漫著一股亳

無希望的氛圍，再加上街道的塗鴉以及城市擁擠髒亂的景像，並配以二位藝術家

自己沮喪的愁容，畫面的氣氛又讓人回復到情緒低落與不安的感覺中。先前的「紅

色的早晨」（Red Morning）系列只選用了少數的其他人物作為圖像內容，但他們

在此系列中，卻用了很多「他者」的影像，其中以有色人種、醉漢、流浪漢等社

                                                 
26 Ibid., “we took them with a long lens from the window. It was some Asians and some tramps. It 

never occurred to us that we could actually have someone model for us. So, very shyly, we just took 
some people like that, with a spy lens. And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we actually asked someone on 
the street if we could take a photo of him. And for an even longer time it was our friend Andrew who 
modeled in an artistic way for us, indoors. And then we started to have strangers come in to model. 
We had to reinvent for ourselves the idea of an artist’s model.” 

27 「布那」（Bhuna）一詞是源自於巴基斯坦的菜單，作為此作品的名稱是暗示圖像中的中東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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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邊緣的人物占有最大的比例，如《酷兒》（Queer, 1977，圖四○）中就用了二

張看似喝醉的中年流浪漢照片置於畫面中央，這些角色在他們日後的作品中又再

不定時地反覆出現。而在這些人物影像的取得上，還是延用了前一系列那種偷偷

摸摸的手法。他們將相機帶出屋外，也是只用長鏡頭，因而拍到了一些例如在公

車站牌的人像。不過，偶爾他們先會徵得別人的同意才拍。28這些流浪漢和醉漢

也讓人不禁回想起他們的表演藝術《唱歌的雕塑》所用的背景音樂老歌《在拱橋

下》歌詞中的流浪漢，以及他們自己在前幾個系列以「酗酒」為主題的「攝影影

像拼接組合作品」中所呈現的形象。 

當然，「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最重要的部分還是那些作為副標題的

塗鴉圖像，那些圖像的內容是他們從倫敦的各大街小巷蒐集而來的牆上塗鴉，有

文有圖，文字的照片大多置於作品的最上層，圖的部分則安排穿插在其他位置。

不論文圖，街頭塗鴉大多是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的內容，包括與性有關的猥褻字

眼和圖像、詛咒的情緒性話語，例如「幹」（Fuck）、「屄」（Cunt）、「屌」（Cock）、

「雞姦」（Bugger）、「妓女」（Prostitute）、「人渣」（Scum）、「白癡」（Wanker）

等。此外，還有「酷兒」（Queer）29、「共產主義」（Communism）、「憤怒」（Angry）

等這些不是那麼粗鄙的塗鴉字眼，也是他們蒐羅的對象。其實這種街頭塗鴉是不

分國界的，幾乎在世界每個城市都可發現這些類似的匿名「創作」隱藏在許多晦

暗的街角巷弄，甚至這種類型的創作還發展演變成「塗鴉藝術」（Graffiti Art）。

不過，吉伯特和喬治選取這些塗鴉圖像的用意並不是為了要表現「塗鴉藝術」，

                                                 
28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VII. “We continued that   

technique for The Dirty Words. After a time, we ventured out of the house with a camera, but only 
with a long lens, so we could take peoples’ pictures at bus stops and things. One or two we asked.” 

29 「酷兒」（queer）一詞有形容東西古怪的意思，動詞則是搞怪或搞砸事物。在廿世紀初才開始
被用來指稱同性戀，起初異性戀的人使用這個字時有侮辱輕蔑之意，但後來同性戀人士去除了

負面含義，改用正面的態度以此自稱。現在這種用法已廣泛地被認同，但仍與負面之意並存。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1519. “queer: adj. strange; odd, …v. spoil 
or ruin,…USAGE The word queer was first used to mean ‘homosexual’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it 
was originally, and usually still is, a deliberately offensive and aggressive term when used by 
heterosexual peopl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gay people have taken the word queer and 
deliberately used it in place of gay or homosexual, in an attempt, by using the word positively, to 
deprive it of its negative power. This use of queer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and widely used among 
gay people（especially as an adjective or noun modifier, as in queer rights; queer bashing）and at 
present exists alongside the other, deliberately offensiv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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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心探究這些圖像並藉以用來表現城市的真實面貌。他們說：「在每個西方

城市，當你看著看著，你就能立即很快地發現到它（塗鴉）。我們變得有興趣想

知道是什麼使一個人去做那種事。」30於是，他們在作品中據實地呈現出人類生

活中的這個切面。米迦勒•布瑞斯威爾（Michael Bracewell）認為他們所用的這些

塗鴉「是一種人類激烈情緒的副產品，包括從憤怒到無聊，和它被當成是一種書

寫的語言是一樣的。因此，當它被視為社會性的課題來解讀時，這些在『髒話』

圖像中的話語就有了作為武器的力量。」31他還認為「吉伯特和喬治不僅觀察和

表現這種暴力，他們也將它轉移到自己身上，正如同他們的『雕塑雜誌』被視為

一個公開的自我羞辱行為，其施行的方式是將字母和話語變成他們雕塑中的一個

重要部分。」32他所指的「雜誌雕塑」就是一九六九年的《喬治這屄和吉伯特這

屎》（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 1969，圖八），這是兩張吉伯特和喬治

以草地為背景的照片，影像內容是他們在自己身上貼上了此作品名稱的剪紙字

樣，他們並自行出資將此照片刊登在《國際工作坊》（Studio International）雜誌

的滿版內頁，根據他們自己的陳述，當年雜誌公司雖然過了一年後才同意在一九

七○年的五月號刊登這件作品，但其中的髒話字眼已被編輯刪去，且原來的彩色

版被改成黑白版。33這應該算是他們最早將「髒話」放入畫面中的第一件作品，

也是「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的最早前身，但當時的審核制度似乎還不

允許他們在公開發行的雜誌上刊登這些不雅的字眼。這些所謂的「髒話」都是依

附在攝影圖像上的文字，當它們以一種語言的身分被表達出來時，可能只是在聽

                                                 
30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VII., “In every Western 

city, you just find it immediately, the moment you look. We became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makes a 
person do that.” 

31 Michael Bracewell , “Writing the Modern World,”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London: Serpentine Gallery, 2002）, p.11. “For the graffiti in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is as much a by-product of an intense human emotion, from rage to boredom as 
it is a written use of language. Read as social objects, therefore, the words in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have the power of weapons.” 

32 Ibid., “…within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Gilbert &George not only observe and express this 
violence, they also turn it on themselves – just as their Magazine Sculpture can be seen as an act of 
public self-humiliation, carried out by turning letters and words into a vital part of their sculpture.” 

33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0. “… the editor of Studio International. We 
wanted him to publish it, and he did so a year later, though censoring the words, and in black and 
white rather than in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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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上會有較大的震撼，但作為一種圖像內容，它們則是在聽覺的基礎上還增加了

視覺上的強大衝擊力，而這樣的效果就是吉伯特和喬治所欲追求的。他們曾說這

些作品是「我們所做過最挑釁的」，34不過，這時的他們還未將自己完全袒露的

身體和糞便等圖像內容呈現在作品中，因此，「髒話」已算是能引起相當爭議的

內容了。事實上，他們最挑釁的作品應該是那些後期之作。 

「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作品的圖像內容雖是以黑白照片為主導，

但紅色的攝影圖像在作品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與份量，因此這個系列的攝影圖像

延續了紅色的力量，甚至擴大了紅色的效用。麗莎•柯林（Lisa G. Corrin）說：「當

他們作品中的紅色總是帶有強烈情緒上的連繫時，在『髒話』系列它則額外地提

供了一定程度的象徵功能，其表現了力量和暴力、身體、憤怒，或作為皇家或政

治體制的象徵。」35她並以這個系列的某些作品為例，說明了紅色的象徵作用，

如《同性戀，屎，屄》（Bent Shit Cunt, 1977，圖五五）的士兵圖像，其手持的武

器正是暴力的象徵；《睪丸，我們全都憤怒了》（Bollocks We’re All Angry, 1977，

圖五六）的塗鴉字樣被染成了紅色，似乎更感覺到了那股怒氣。而此系列用到「憤

怒」（Angry）這個字眼的作品除了此作之外，還有另外二件，分別為《你憤怒或

你厭煩嗎？》（Are You Angry or Are You Boring?, 1977）和《憤怒》（Angry, 1977），

雖然不是每件作品的塗鴉字樣都用了紅色，但那種情緒的張力卻已在這個系列中

渲染開來了。至於《共產主義》（Communism, 1977，圖五七）以紅色來作為象

徵更是明顯，因為許多共產國家的國旗正是紅色。而這件作品除了將這個在牆上

噴漆的塗鴉字眼置於畫面的頂端，並作為標題名稱之用，左右兩側另被分別為

「屎」（Shit）和「屄」（Cunt）的塗鴉框住。建築的玻璃帷幕照片垂直地置於二

側邊，和共產主義字樣（作為門楣）組合成一堅實的凱旋門形式。在底部有「豬」

（Pig）這個無禮字眼的塗鴨。中央則是一個垂死的中世紀國王，胸部被箭刺中，

                                                 
34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VII. “… 

amongst the most aggressive we ever did.” 
35 Lisa G.Corrin “Are You Angry or Are You Boring?”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 p.20. “While red in their work always carries intens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in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it additionally serves a range of symbolic functions 
representing power and violence, anger, the body, or as a symbol of royal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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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倒在隨從的膝上。其下是年輕黑人，再更底下是吉伯特和喬治二人彎著身子，

看起來極為悲傷的樣子，整體畫面彷彿形成了一個葬禮的場景。在此，「共產主

義」的字眼似乎就是高壓政治的意識型態之象徵，吉伯特和喬治以這樣的圖像內

容反對任何會置人於死地的嚴厲結構體制，其政治立場也已昭然若揭了。而這種

圖像結構所形成的凱旋門形式，他們認為「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門，地獄之門。」

36這個門開啟之後，所有的「髒話」和負面情緒便迎面而來。 

在第一章的論述中曾提及吉伯特和喬治在攝影圖像中也同樣保持「活雕塑」

的姿態，但在這個系列中，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則認為他們顯露

出驚駭的表情看著這個世界，已超出了他們一直以來保持的「活雕塑」狀態。37

若以「活雕塑」應該持有超然的立場來看，他們的確已投入太多的情緒在裡面，

尤其是憤怒的情緒。然而，「活雕塑」即然是活生生的，怎麼會沒有任何喜怒哀

樂呢？因此，我們著實無須去在意「活雕塑」的雕塑本質，而應以這些攝影圖像

的內容去了解這二個「活雕塑」的內在感覺，如此才能更貼近他們所努力傳達給

觀者的訊息。而這個系列確實是他們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不僅其形式結構

使圖像的呈現有了重大變革，在圖像內容方面，他們也史無前例地創造出多元的

影像組合，為他們日後的豐富創作奠定了基本的架構。一九七八年他們又持續做

了一些與此系列有著類似的圖像元素的作品，而這也是最後一批以黑白攝影圖像

為主調的作品。如《酗酒者》（The Alcoholic, 1978，圖五八），此作品的畫面共

分為兩個部分，下半部是一名流浪漢似乎已喝醉而橫躺於街頭，上半部較大的比

例是吉伯特和喬治巨大的側臉特寫，背景則是一片漆黑。他們低著頭目光朝下，

彷彿正在觀看這名衣衫襤褸的浪流漢，目睹著存在於這個社會陰暗角落裡的頹敗

窘象，二人的臉部因光源的特意安排而蒙上了一層陰影，使畫面籠罩在一種詭譎

陰鬱的氣氛中，這是他們再一次為社會下層邊緣人物的真實處境所作的深刻描

                                                 
36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VII. “… it 

looked like a door. A door of hell.” 
37 Ibid,. p.XXVI. “The Dirty Words shows the living sculptures look, aghast, at the world that lies 

beyond the shadow of their sculptural condition – in still darker shadow, it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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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吉伯特和喬治從一九七八年起的創作，有些已不再以系列的方式呈現，有些

雖仍有系列之名，但作品彼此的相似程度則不如以往那麼高。如一九八○和八一

年的「現代恐懼」（Modern Fears）系列、一九八二和八三年的「現代忠誠」（Modern 

Faith）系列、一九八三年的「信仰的世界」（The Believing World）系列，以及一

九八五年的「新道德作品」（New Moral Works）系列，在這些系列，他們開始將

自己從某些作品的畫面中移除，而且圖像內容不再像之前的系列作品一樣有強烈

的一致性統調。除了他們自己的影像仍在畫面中居於主導地位，同時又加入了許

多其他的圖像元素，因此，圖像的種類愈來愈多樣化。其中較常出現的有：年輕

男子及其裸像，如《四騎士》（Four Knights, 1980，圖四三）、《袒露信仰》（Naked 

Faith, 1982，圖五九）；各種不同的植物，如《多樣的愛》（Various Loves, 1982，

圖六○）、《身陷叢林》（Jungled, 1986，圖六一）等；真正的十字架圖像，如《黑

色十字架》（Black Cross, 1980，圖六二），或將各種不同的圖像元素組合或表現

成十字架的圖案，如以椅背的十字木條為十字架的《十字軍》（Crusade, 1980，

圖四二）以及由黑人的頭所組成的《黑人上帝》（Black God, 1983，圖六三）和

以陽具排成十字形式的《雞姦信仰》（Buggery Faith,1983，圖六四）等；甚至糞

便也開始在這時出現在畫面中，如《糞便信仰》（Shit Faith, 1982，圖六五）、《拉

屎》（Shitted, 1983，圖六六）等。這些圖像元素經常是以多重組合的方式呈現，

但有時也會單獨出現。此外，還有少數作品是剪影式的圖像，如《瘋狂地活著》

（Living with Madness, 1980，圖六七），或圖騰風格的圖像，如《著色的黑人》

（Coloured Black, 1981，圖六八），或卡通式的圖像，如《饑渴》（Hunger, 1982，

圖六九），這幾種類型的圖像表現並不多，而且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短暫出現過

後就不曾再繼續發展下去，因此它們在吉伯特和喬治的整體創作生涯中就顯得十

分特異。綜觀一九八○年代初期的這些作品，因為其中某些圖像內容的爭議性，

造成了他們繼「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作品後第二次引起軒然大波的高

潮，但他們似乎不以為異，仍持續發展出更具高度爭議性的圖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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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不斷地嘗試運用各種類型的圖像內容，但或許是礙於版面的大小，

他們總無法在同一個畫面中放入很多圖像元素，不過如果將版面擴充，這個問題

便能迎刃而解。《與上帝同醉》（Drunk with God, 1983，圖四四）如前一節所述，

是他們的作品中尺寸規格最大的一件，在這幅巨碑式的作品中就同時容納了許多

不同的圖像，而這些圖像正是他們之前經常使用的內容，因此，這件作品彷彿成

為一件精選回顧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圖像內容包含了他們自己的肖像和臉部特

寫、各種姿態的年輕男子、不同種類的植物、糞便、街景、流淌的液體等，此外，

他們又增加了以前較少出現的其他圖像元素，如鐘塔、長柱、狗，甚至是鑰匙、

香煙、錢幣等小東西，整個畫面因豐富的圖像組合顯得十分繁複龐雜。對於這幅

網羅了多種圖像的作品，藝評家有許多不同的詮釋角度，沃夫•揚恩（Wolf Jahn）

認為作品名稱中的「醉」（Drunk）除了字面上的意義，出現在畫面中不止一次意

指為酒的流體圖像更可「直接連繫到生命的源起。生命之流等同於神授的過程，

此不外乎是人類的創造。」38而自畫面右上角伸出的三隻手指，和畫面頂端中間

一隻拿著酒瓶往下倒酒的手，應該就是代表著這裡所謂的「上帝」（God），但祂

不一定是指那唯一的真神，或許也有可能是「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

如同馬克•薛帕斯（Marc Scheps）的看法，這個神就像是個會和人類一起歡樂同

慶的某個人，而不是讓人敬畏的審判之主。39 

除了以單幅的作品表現一個獨立的主題，他們也開始嘗試以幾幅不同名稱的

作品結合成為一個有相互關連的主題系列連作，如《死亡》（Death, 1984，圖四

五）、《希望》（Hope, 1984，圖四六）、《生命》（Life, 1984，圖四七）、《恐懼》（Fear, 

1984，圖四八）四連作群組，這四幅作品在名稱、形式規格和畫面結構上，可明

顯地分成《死亡》與《生命》一組、《希望》與《恐懼》為另一組，二組作兩兩

                                                 
38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416. 

“More than once in this work, fluidity and flux are shown in direct rel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life. 
The flow of life is equivalent to a divine process: none other than the formation of man.” 

39 Marc Scheps, 20th Century Art Museum Ludwing Cologne（New York: Taschen, 1997）, p.235. “The 
work depicts God as someone with whom one can celebrate and let loose, not as a judge or arbiter to 
be f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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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對照比較，而且就圖像的內容來看，每幅作品都有相關的隱喻指涉。其中《死

亡》與《生命》二作中，吉伯特和喬治兩人的肖像群組佇立於整幅畫面的中央，

二人交替相疊的圖像以漸層的形態由下至上逐漸變大，他們在前者中的姿態是僵

直地站立著，面無表情有如槁木死灰一般；在後者的他們則揮舞著雙手像是交通

警察的手勢，並張口作出呼喊狀，顯露出無限的活力。前者的肖像背景是一朵朵

盛開的紅花，也是從下而上漸層變大，極度盛開的花雖有繁華之相，但它同時也

是凋零死亡的前兆；後者的背景則是幾組對稱的綠葉，上揚的角度表現出生命的

朝氣。二作的最上方都有人的臉部器官特寫，前者是二張露齒的血盆大口，猙獰

的嘴形彷彿要吞噬掉底下的人們；後者則是一雙圓瞪的大眼，其周邊雖各圍了一

圈紅色的嘴形，但它是睜開的狀態，且正盯看著眾生之相。二作的畫面兩側都有

二個圍繞在吉伯特和喬治身邊觀看的年輕男子，其身上的色彩和背景的植物是相

配一致的。至於《希望》與《恐懼》二作則是以許多年輕男子的肖像為主要圖像

元素，吉伯特和喬治則化身為很小的人形。在前者畫面的空間安排上有二個地平

線，一是前景的男子群像所立之處，另一是遠處的吉伯特和喬治所站的位置，他

們二人盤踞在高處，似乎正望著（或欣賞著）這些遍佈在畫面的年輕男子，他們

將這些年輕人井然有序地排成二列，前排跪姿，後排立姿，擺出各種姿態，儼然

是他們所塑造出一群雕像，沃夫•揚恩（Wolf Jahn）認為此作所傳遞出的「希望」

訊息，就在於這些新成形的「活雕塑」40；後者畫面中的年輕男子則被安排成柱

式的結構，吉伯特和喬治背對背站在最底層的地平線中央，並指著這些高大且令

人有壓迫感的年輕人，沃夫•揚恩對此則闡釋為這是感受到他人威脅的「恐懼」。

41這二幅作品的圖像與名稱之間的象徵和隱喻似乎並不如《死亡》與《生命》那

樣明顯，不過，四幅作品在圖像和色彩的安排上又多了一些交叉的連繫，如《恐

懼》的畫面中央有一朵盛開的花，並有五個巨大的綠色頭像，這些圖像和《死亡》

中的花朵群組及綠色巨頭的局部特寫是相同的；《希望》中的年輕男子服裝的紅

                                                 
40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427. 

“HOPE is the hope that each individual may fully develop his own unique form as a living sculpture. 
41 Ibid., “In FEAR, …it refers simply to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s identity and actions as a threat to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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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兩色的組合，與《生命》中吉伯特和喬治所穿的紅黃相間的西裝色彩則是一致

的，二作畫面中的綠色植物也讓人有相關的聯想。這四幅系列作品結合成為一個

有關連性的主題，名稱的順序如同上述，即《死亡》、《希望》、《生命》、《恐懼》。

他們做這樣的安排似乎隱然有某種暗示的意涵，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就認為他在這組作品中看到一種樂觀主義的消漲。42如果就字面上的意

義來看，我們也可以解讀成一個人從「死亡」的陰影跳脫後，變得「希望」無窮，

「生命」就要重新開始，但終究又會再陷入「恐懼」死亡的深淵，這個過程彷彿

成為一種永無休止的生命循環。吉伯特和喬治自己並未特別針對這組四連作做過

任何說明，但其圖像內容的強烈隱喻性是不言自明的。 

至一九八○年代後期，他們製作了一系列以愛滋病為主題的作品，並在一九

八九年策劃舉辦了「為愛滋病展覽」（For Aids Exhibition）的特展。他們在此展

覽的作品目錄上說道：「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們就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我們應該

做更多的事去幫助得到愛滋病的人們。」43而這種感覺因為他們的一位詩人兼藝

術家好友大衛•羅比利德（David Robilliard）罹患愛滋病去世而變得更加敏銳。44

這些作品的圖像內容有些是類似於被顯微鏡放大的病毒圖像，如《錯誤》（Wrong, 

1988，圖七○），或是一些畫面氣氛陰森怪怖的場景，如《流》（Flow, 1988，圖

七一），此作是一個天色陰霾的鄉野之景，畫面中一條無限延伸的血紅之路直通

遠方的腥紅斜陽，前景的道路中央有一雙男性的膝蓋，縮小的吉伯特和喬治跪坐

在上面彷彿是在哀悼，羅伯特•羅森布勒（Robert Rosenblum）認為那雙裸腿就是

代表著他們那位往生的好友。45此系列作品的圖像製造出一種惶然不安的氛圍，

而且也的確讓人感受到了這個「廿世紀黑死病」的可怕威脅。 

                                                 
42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IX. “One sees an optimism 

even in the titles of certain works by Gilbert and George. Then one sees that optimism fade.” 
43 Gilbert and George, For Aids Exhibition（London: Anthony d’Offay Gallery, 1989）, p.1. “Early in 

1988 we had a strong feeling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something more to help people with AIDS.” 
44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AIDS Pictures,” in Art in America（November 1989）, 

p.153. “The urgency of this feeling was made still more acute by the illness and death, in 1988, of 
one of their friends, the poet-artist David Robilliard.” 

45 Ibid.,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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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們開始將自己的裸體圖像大量運用在作品中，如《廁

所》（Urinal, 1991，圖七二）、《袒露之眼》（Naked Eye, 1994，圖七三），甚至在

一九九四年的「裸屎圖畫」（The Naked Shit Pictures）系列中，更將糞便與他們

的裸體完全結合，如《糞便，袒露，人類，世界》（Shitty Naked Human World）

四連作中的《糞便》（Shitty, 1994，圖七四）和《袒露》（Naked,1994，圖七五），

以及《飛行的屎》（Flying Shit, 1994，圖七六）等。接著，他們再繼續加入自己

體液的顯微鏡放大圖像，如《我們身上的尿》（Piss on Us, 1996，圖七七）等。

他們在這個時期所使用的圖像尺度顯然已十分開放，甚至超過了許多觀者和藝評

家所能接受的範圍，因而引起了社會大眾相當的注目以及藝評界的眾聲嘩然。 

從他們「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所展現的圖像內容，我們了解到他們對各

種不同面向的主題所持的看法及主觀認知。自早期的酗酒頹廢影像，到後來集中

在城市生活層面的取樣，他們描繪出現代社會的沉淪、恐懼和希望，並且在性（尤

其同性戀）、宗教、種族、愛滋病等社會文化議題上發抒己論，雖然圖像內容愈

來愈豐富多樣，但他們也以更加挑釁的姿態不斷顯現各種社會禁忌的圖像，挑戰

傳統道德的尺度。而近年來他們雖然仍創作不輟且持續擴展許多新的圖像，但挑

戰禁忌的顛覆性內容似乎早已在一九九○年代中期發展到了一個令人瞠目咋舌

的極限。 

 

 第三節 攝影圖像的視覺語言特質 

  吉伯特和喬治自從以攝影為其藝術創作的媒介以來，他們對於其攝影圖像的

特性都一直保持著堅定不移的立場：「我們認為我們的藝術只是圖畫，不是攝影。

我們使用著攝影照片，但不是攝影家。」46他們雖然不是攝影家，然而，不能否

認的，他們的作品中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攝影特質。攝影以圖像傳達訊息的視覺語

                                                 
46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 “We think of 

our art as just pictures, not as photographs. We’re using photography, not being photogra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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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功能，在吉伯特和喬治的創作中當然也同樣存在。安•羅諾莫（Anne Rorimer）

說：「攝影，這個在十九世紀發展出的感光媒材，現在已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一種

僅次於語言的溝通視覺系統。」47她例舉了吉伯特和喬治與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並認為他們證明了攝影這種媒材已脫離了之前隸屬於繪畫和雕塑的形式，而能自

由獨立地發展。48她還說：「為了表現的目的，攝影提供了吉伯特和喬治從任何

所有能用視覺感知的時機去作選擇的機會。」49而吉伯特和喬治自己也曾經表

明：「我們發明了且持續地發展我們自己的視覺語言。」50因此，在前二節已析

論吉伯特和喬治「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之後，本節將接著從其

攝影圖像的畫面結構特性，去探究其所具有的視覺語言特質。 

若欲了解吉伯特和喬治攝影圖像的特質，首先，找尋他們如何使用攝影照片

製作「攝影拼接組合作品」的模式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上，他們在每個時期運用

攝影照片的方式都不大相同。一開始在「自然攝影作品」（Nature Photo-Pieces）

系列中，他們將攝影照片加框之後便直接呈現，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要藉以明確

地傳遞出他們是「活雕塑」的訊息，因此，在照片的配置安排上只單純地將它們

聚集成團狀的群組，並未加以作特殊的排列組合變化。隨後，在以「酗酒」為主

題的系列作品中，他們加入了更多的巧思，把排列組合的形式變得多樣化，「形

式」在攝影圖像中的地位就愈加重要。從連續幾個系列的作品變化看來，那些形

式已不只是用來呈現照片中的圖像，而是有意和內容配合以呼應主題上的需要。

如前文舉例的《墜落》（Falling, 1972，圖二二）、《下雨的琴酒》（Raining Gin, 1973，

圖二四）以散亂的排列組合來暗喻酒醉時的精神狀態，以及《酒杯２》（The Glass 

2, 1973，圖二六）的高腳杯造形的直接明喻等等。在此，攝影圖像的形式與內容

                                                 
47  Anne Rorimer, New Art in the 60sand 70s Redefining Reality, p.113. “Photography, the 

light-sensitive medium develop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now taken for granted as a visual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only to language.”  

48 Ibid., “The oeuvres of … Gilbert and George… bear witness 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medium of 
photography was set from its form its former subordination to painted or sculptural form.” 

49 Ibid., p.145. “Photography provides Gilbert and Georg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for 
representational purposes, from any and all possible visible moments.” 

50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VII. “We 
invented and we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our own visu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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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全融為一體，照片不再僅止於作為呈現影像的媒介，除了單純的顯影功能，

照片的組合更兼具了造形的功能，讓他們所欲表現的主題能更加強化，並產生強

烈的寓意效果。而僅管「形式」在他們這個階段的藝術中占有相當的份量，但對

他們來說，圖像的「內容」還是最重要的。「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主要是在於內

容，形式應該只是用來支持內容。形式不應該主宰作品。」51可見，不管他們在

形式上如何變化，內容才是他們在作品中主要想傳達給觀者的部分。 

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期，攝影圖像的排列組合形式漸變成大型的矩形結構

後，「形式」便已固定下來而不再有任何變化，相形之下，「圖像元素」在攝影圖

像中的重要性就變得愈來愈大。因為他們在一九七○年代處理影像的方式是完全

使用照片的全貌未加以更改，但從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他們就改成只取用每

張照片中的某些圖像元素，再加以混合重組形成一幅全新的圖像。這種手法只能

說是運用了照片的某些內容作為組成的單位，故不能簡單地以「攝影作品」稱之。

曾有學者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一詞來稱呼他們這種類型的作品，

而根據牛津大學《廿世紀藝術辭典》的解釋： 

「攝影蒙太奇」是從不同的照片選取其中的某些部分以用來製作圖像組合

的一種技術，用這種方式製作出的圖像也以此稱之。⋯⋯然而，現在一般

認為攝影蒙太奇包含剪裁、佈局、黏貼事先準備的攝影圖像，而較不是指

為了特別的目的將所選取的負片加以改造。52 

另就當•艾德斯（Dawn Ades）所著的《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一書中的

說明，「攝影蒙太奇」的技術發展幾乎和攝影本身的發展一樣久，其在藝術史上

被廣為應用則是從一九二○年代的達達主義開始，特別是柏林的達達主義者最常

                                                 
51 Ibid., p.XXVIII. “We want our works to be mainly content, and the form should just support the 

content. The form shouldn’t dominate the work.” 
52 Ian Chilvers ed. A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Ar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73. “photomontage: Term applied to a technique of making a pictorial composition from parts of 
different photographs and also to the image so made. … As the term is now generally understood, 
however, photomontage involves cutting out, arranging, and pasting pre-existing photographic 
images rather than the manipulation of negatives taken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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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攝影拼貼的技法，之後的超現實主義和普普藝術亦有某些藝術家使用這種技

術，如理查•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 1922-）一幅非常有名的作品《是什麼

使今日的家變得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 1956，圖七八）即為其中的代表作。53與「攝

影蒙太奇」相較之下，一般的「攝影作品」並不會將作品的畫面內容作大幅度的

更動，而是直接以按下快門後所拍攝的成品來作為作品的全貌，或在暗房再作約

略的修飾。吉伯特和喬治的早期作品雖然也只是以一般攝影作品的方式呈現，但

他們後來的矩形結構攝影圖像已突破這種單純的手法，而是把照片當成可以靈活

運用的「圖像零件」，將他們想用的圖像元素拼接組合成為他們所欲構築的圖像

結構。因此，用「攝影蒙太奇」來稱呼他們的攝影圖像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可行性。

不過，一般在談「攝影蒙太奇」的書籍通常較少將吉伯特和喬治納入其中，或許

是因為他們呈現攝影的方式較複雜多變，而這種手法只是他們攝影圖像作品中的

某一面向。 

前文已分析「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在形式上的演變過程，他們從一開始

就將每幅照片裱上黑色的框，因此，從「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之後的

大型矩形結構作品因照片的拼接密合，而形成了同一個圖像元素橫跨在不同相鄰

照片上的情形，組合後的黑色邊框並產生了類似縱橫交錯的窗格效果。對於這些

畫面上的格狀形式，吉伯特和喬治的說法是： 

喬治：這些格子是製作大型攝影圖像時一個自然形成的部分。就像是一星

期必須被分成七天，這是為了方便。一間房子必須以磚磈來建造，你不能

用一個大磚塊來蓋房子，你不能用一個大片的玻璃來建一棟摩天大樓。每

件事都是由部分所組成。 

吉伯特：你沒有辦法用一張相紙就大的足以把全部的影像放在一起。在技

術上，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無法用單獨的一片玻璃就能把作品保護住，

                                                 
53 Dawn Ades, Photomontage（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6）, pp.7-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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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一幅要用框裱上，每個框圍住了一片玻璃，這就像是摩天大樓。當

我們到休士頓時，我們看到了那些大型的玻璃帷幕摩天大樓。它們全都是

像那樣被框住，它就是全在結構的基礎上。54 

顯然，格子的形式是大型攝影圖像發展到最後，在技術層面上必然成形的架構結

果。布蕾達•理查森（Brenda Richardson）亦認為他們將矩形照片拼接後造成影像

的合併是由心理上和實務上的動機所驅使，而且這種結果「消除了彼此孤立的個

別單元的知覺，⋯⋯他們同時在本質上和結構上將每個東西視為以原則和秩序為

基礎的各個部分所組成之物。」55因此，格子在此提供了許多形式上的功能，如

同麗莎•柯林（Lisa G. Corrin）的看法，格子是一個包含影像排列形式的內部架構

的統合場域，相對地，它也構成了一個“破碎的”場域，讓個別的組成元素免於

被合併，以強調城市也有一種毀損的特質。56她的分析主要是針對攝影圖像由「紅

色的早晨」（Red Morning）系列演變到「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時，格子

在形式的發展上所具有的特性，但對於之後所有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

這樣的特性是同樣適用的。因為這些矩形結構的攝影圖像，有時可整體看待而形

成跨框格的影像，有時則有單一框格包含獨立影像元素的情況，所以在視覺知覺

的心理上，格子具有配合影像在觀者眼中呈現特定效果的調節功能。 

以上是從技術層面或知覺心理來探討這些格狀的畫面，不過，有些藝評家卻

                                                 
54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VI. “George: 

The grids are a natural part of making large photo-pieces. It is like a week has to be divided into days, 
for convenience. A house has to be made of bricks. You can’t make a house from one big brick. You 
cannot make a skyscraper with one enormous sheet of glass. Everything is in sections. Gilbert: You 
cannot have a sheet of photographic paper big enough to put it on, all together. Technically it is 
impossible. And you cannot have a single big sheet of glass to protect the work, so each panel is 
framed and each frame contains a sheet of glass. Like a skyscraper. When we went to Houston, we 
saw these big glass skyscrapers. They are all like that – framed. It is all based on structure.” 

55 Brenda Richardson, Gilbert & George（Baltimore: Baltimore Museum of Art, 1984）, p.38. “to 
obliterate perception of individual units as somehow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They view 
everything, both natural and constructed, as being composed of sections based on discipline and 
order.” 

56 Lisa G.Corrin “Are You Angry or Are You Boring?”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 pp.22-3. “Thus, the grid serves a number of formal functions. It is a 
unifying field that contains the internal architectonic structure of the post-and-lintel format of the 
images. Conversely, it also constitutes a ‘broken’ field that emphasizes the fractured nature of the 
city by preventing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from 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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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類似窗格的結構進一步聯想到哥德式教堂的彩繪玻璃。如艾麗諾•哈特尼

（Eleanor Heartney）就提到他們作品「簡潔明快的圖案風格和簡化的色彩經常被

認為會引人聯想到彩繪玻璃⋯⋯」57此外，還有很多藝評家也持有類似的看法。

哈德良•丹納德（Adrian Dannatt）認為：「教會彩繪玻璃的現代詮釋，使這些圖像

的類似宗教關連性特別被調整到死亡觀。」58這種形式上的雷同使他們的作品彷

彿已昇華成具有強烈的宗教性。然而，他們是否真的有意讓人產生這種聯想？根

據前文的分析，他們將攝影圖像以窗格的形式呈現是因技術上的演變需要而發展

出的，並非是一開始創作時就已想到要製造出彩繪玻璃的效果。而且他們也說： 

就某種程度來說，每個人在他們所觀看的東西中看見了自己的文化。小孩

說我們的藝術像是外太空入侵者、電腦繪圖。受過教育的中年人說它像是

彩繪玻璃，只是因為他們到過有彩繪玻璃的教堂。在日本，他們沒有彩繪

玻璃，他們就說它像是武士。說某件東西像是什麼，比說它真正是什麼更

容易的多。59 

可見他們認為以彩繪玻璃來詮釋他們的作品完全是一種自由心證的說法，但是，

他們對於藝評家的這種詮釋角度倒也欣然接受，當他們在一九八一年的某次展覽

中被問及作品看起來幾乎像是彩繪玻璃時，他們回答：「是的，這個展覽看起來

就像是個某個非凡的現代教堂。」60巧合的是，他們的作品《黑色教堂臉》（Black 

                                                 
57 Eleanor Heartney, “Gilbert & George at Sonnabend and Lehmann Maupin” in Art in America,
（October 1997）, p.115. “While the works’ crisp graphic style and simplified colors are often said to 
invoke stained glass window…” 

58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4. 
“The quasi-religious associations of these iconic panels, modern versions of ecclesiastic stained glass, 
are particularly well tuned to thanatopsis.” 

59 Quoted in Martin Gayfor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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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8. 
“Everyone sees their own culture in what they’re looking at, to a certain extent. Kids say our art is 
like Space-invaders, computer graphics. Middle-aged educated people say it’s like stained glass. In 
Japan, where they don’t have stained glass, they say it’s like samurai. It’s much easier to say what 
something is like than actually to say what it is.” 

60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Interview with Mark Francis 1981,”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15. “I imagine 
they could look almost like stained-glass windows. Yes, the show looks like some extraordinary 
modern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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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Face, 1980，圖七九）正好運用了有彩繪玻璃的哥德式教堂中的圖像一景，

但這個配合著一個黑人圖像的彩繪玻璃卻不見繽紛的色彩，反而是以黑白攝影呈

現了一個失焦的彩繪玻璃影像，沃夫•揚恩（Wolf Jahn）認為這幅有彩繪玻璃的

攝影圖像雖然有「教堂」一詞的標題，但「沒有宗教訊息的暗示。」61除了以上

彩繪玻璃的聯想詮釋，沃夫•揚恩對於這種窗格式結構的攝影圖像，還遙想到了

艾柏特•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的一幅木刻版畫《繪圖者畫著一個斜

躺的裸體》（Draftsman Drawing a Reclining Nude, c.1525，圖八○），這幅畫是杜

勒為了闡明他的繪畫透視理論所作，他建議藝術家若要準確地測量和表現所描繪

的對象，可借助於這種窗格式的輔助工具。透過杜勒這個十六世紀的取景窗框所

看見的影像，正好和廿世紀的吉伯特和喬治所建構的攝影圖像有相似的格狀畫面

結構，但二者卻是立足在不同的視覺基礎上： 

杜勒的藝術家企圖要透過客觀的分析捕捉他的主題；吉伯特和喬治知覺到

客體則是藉由它們的外觀。他們的框格是直接連繫到主題，而非穿透框格

看這些主題。吉伯特和喬治體驗到的東西是用觀察的，不用透過框格觀看。

東西是藉由它們本身的外在被認知的；或如這兩位藝術家更早的一份聲

明：『只透過眼睛的感覺』。62 

不論以何種模式詮釋吉伯特和喬治這種窗格式的圖像結構，就如同派特•普雷金

斯（Peter Plagens）所言：「在所有的攝影圖像中，雕塑家（指吉伯特和喬治）要

觀者自已決定作品整體中每個部分的金屬邊的黑框，只是一種要讓作品平置於牆

面上的結構性策略，或是要持續不斷地讓人有囚禁、抑制和束縛的聯想，或是在

                                                 
61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236. 

“There is no implication of a religious message, and the iconographic content of the stained glass is 
deliberately out of focus and unidentifiable.” 

62 Ibid., pp.189-190. “Dürer’s artist seeks to capture his motif through objective analysis; Gilbert & 
George perceive objects by their surface. Their “grid” is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motifs, and these 
cannot be seen through. Gilbert & George experience what is seen, without looking through it. 
Things are known by their outer selves; or as the artists put it in an earlier statement: “only through 
the feeling of the e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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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與吉伯特和喬治的告白之間的障礙。」63要抱持何種心態去觀看這些作品全

在於觀者自己本身的決定。 

  而當我們觀照整個現代藝術史時，竟發現其他使用攝影媒材的藝術家，作品

中亦出現這種窗格狀的畫面結構，其中以他們的好友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1937-）的「攝影拼貼」（photocollage）最為相似。這位英國的普普藝術大師是從

一九八二年才開始將攝影照片直接拿來作為創作的媒介，其所拍攝的對象包括美

國的自然風景、單一或群組的朋友人物肖像、室內的靜物等等。他將 35mm的照

片重疊拼接組成一個不規則或矩形的畫面，如《佩爾布拉森•海爾威，一九八六

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八日》（Pearblossom Hwy., 11-18th April 1986, 1986，圖八一）。

此外，他也使用寶麗萊（Polarid）的ＳＸ－７０拍立得相機拍照，並把方形的照

片整齊地安排成一個矩形結構，因為每張寶麗萊的照片本身就已有白色的框邊，

所以在組成之後照片與照片之間便產生了等寬的間隙，整幅作品也形成了窗格式

的排列組合，如《大衛•格瑞甫斯，朋布洛克工作室，倫敦，一九八二年四月廿

七日星期四》（David Graves Pembroke Studios London Thursday 27th April 1982, 

1982，圖八二）。他的拍攝手法是在同一個定點以不同的角度作連續拍攝，因技

術上無法讓畫面有精確的銜接，所以這兩種類型的「攝影拼貼」都產生了形體輪

廓零碎不完整的情形。他從事這種攝影的實驗創作持續了好幾年，一直到一九八

六年才告一個段落。64從形式上來看，前一種的窗格式「攝影拼貼」顯然與吉伯

特和喬治的矩形結構「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尤其是一

九七四年「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到一九七六年「心理的」（Mental）系

列之間的作品，因吉伯特和喬治在這幾個系列中仍讓每幅相片之間留有等距的間

隙，所以產生了類似的效果。雖然二者在形式上是如此雷同，但在影像內容的呈

                                                 
63 Peter Plagens, “Gilbert & George: How English Is It ?” in Art in America（October 1984）, p.182. “In 

all of the photo-pieces, the sculptors asked the observant person to decide whether the black grid of 
metal edges on each part of the whole was merely a mechanical contrivance to keep the works flat on 
the wall; a constant reminder of imprisonment, restraint and bondage; or a barrier between the 
observant person and the confessions of Gilbert & George.” 

64  Anne Hoy, “Hockney’s Photocollages,” in David Hockney, David Hockney: A Retrospectiv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p.54-65. 



 95

現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畫面構成。根據霍克尼自己的闡釋，他的「攝影拼貼」

是將立體主義的效果加諸於攝影中。65若對照某些立體主義的作品，其影像分割

的畫面構成的確有些類似。然而，吉伯特和喬治的圖像卻不曾有過殘碎不完整的

情形，即使是後來跨框格的圖像，仍有很好的接銜連續性。當霍克尼剛開始創作

「攝影拼貼」時，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的發展已趨於成熟，

他們既然是好友，在藝術創作上應該多少有些切磋，從創作的時間先後來看，霍

克尼是否有從吉伯特和喬治的作品中得到一些靈感？關於這一點，現有的評論專

書從未提及過，不過，吉伯特和喬治一直專注在攝影圖像的創作，和霍克尼較屬

於玩票性質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對攝影媒材的創作有高度的熱情，但他們並不喜歡將其製

作過程公開，「我們不想讓任何人看到我們如何做作品。⋯⋯事實上，我們的作

品是極度屬於手工製作的，但它們看起來卻剛好相反。而且我們就是想要讓它們

看起來是那樣。那就是為何我們不曾展覽我們的創作素描。而且那就是為什麼任

何人都不准進入我們的工作室。」66但根據他們一九九七年拍攝的錄影作品《基

本的吉伯特和喬治》（The Fundamental Gilbert & George）其中一段他們創作實況

的影片內容，再配合某些藝評家的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約略了解其攝影圖像的製

作方式和材質。早期他們創作未跨框格的攝影圖像時，並未更改每一幅影像的內

容，每個框格內的照片都是獨立存在的，所以製作手法較為單純，是類似於一般

攝影作品的處理方式。但自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因為攝影圖像跨框格的銜接效果

問題，其製作過程相對地變得繁複許多。尤其是一九八○年代後，愈來愈多的圖

像元素加入其中，為了統整所有的圖像元素，他們需要有更周詳的前製作業。如

他們所說：「我們一開始先作了很多筆記和素描放在桌子旁，然後我們進入工作

                                                 
65 Ibid., p.57. “His photocollages add “Cubist effects to photography,” Hockney says,” 
66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IV. 

“Gilbert: …we don’t want anyone to see how we make our works. …George: In reality, our pieces 
are extremely handmade, labored objects. But they look the opposite. And that is how we want them 
to look. That is why we would never exhibit our working drawings. Gilbert: And that is why no one 
is allowed into our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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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時，就全都準備好了。」67首先，他們根據現有的圖像材料以墨水和水彩在紙

上作粗略的形體勾勒和構圖安排，接著，再詳細架構出組成矩形結構的框格數

量，並描繪出每個圖像元素在整體畫面上的精確位置和配色。（見圖八三）最後，

再依據這些草圖創作出我們所見到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可見他們在每

一個製作過程都是非常有計劃性的，而且在其中我們更看到了他們面對創作時精

密周延的嚴謹態度，以及實事求事的認真精神。至於這些攝影圖像的鑲板材質，

他們選用的是輕薄的塑膠板；而在色彩的處理上，除了早期的黑白攝影圖像並不

需要塗色，後來的彩色作品則是他們在既有的黑白攝影圖像上再覆以色彩俗麗的

「苯胺」（aniline）染料所製成。68在處理每個不同顏色的圖像元素時，他們都是

先以遮蓋用的膠紙隔開圖像的周邊，再進行塗染的動作，以防止顏料暈染到其他

區域，所以每個圖像上的色彩都能形成獨立明確的色塊，不會與其他圖像的色彩

相混。因為這種彩色圖像是以黑白攝影照片加以敷色而成，所以在性質上和一般

彩色的攝影照片是完全不同的。至於他們從早期的黑白影像，進入到後來色彩多

樣的絢麗世界，是因為他們發現到「色彩在今日變得愈來愈重要⋯⋯色彩有其難

以言喻的不可思議的意義。我們相信你能為每件事物用上各種色彩。就是製造一

種情緒上的心境。我們只是創作一種非常深刻的情緒的藝術，那是我們一直試著

去做的。」69 

當他們循著一種固定的製作模式，技巧也變得更加純熟後，他們就不再甘於

讓作品規格只限於原有的十幾廿個框格組成的矩形結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

起，吉伯特和喬治開始將某些「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製作成巨碑式的規格，

他們將很多張矩形照片以拼圖般的方式組合成一幅更大的攝影圖像，巨幅的尺寸

                                                 
67 Quoted in Duncan Fallowell, “Gilbert and George: Talken to/ Written on,” in Parkett, no.14
（November 1987）, p.26. “We make a lot of notes and sketches round the table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we go into the studio, it’s all set.” 

68 Sergei Klokov, “Gilbert and George in Russia,” in Apollo, vol.132（August 1990）, p.116. “These 
gigantic panels are made from light plastic plates. Their photographic base is covered with garish 
aniline colours.” 

69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5. “color toda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olor has amazing meanings 
which are unspoken. We believe you can use every color for everything, everything. Just create an 
emotional mood. We only make a very deep emotional art, that is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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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覽會場上幾乎佔滿整個牆面，彷彿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壁畫（見圖八四），比

利•瓊斯（Bill Jones）就覺得這些作品「像是龐貝城的神祕壁畫」。70布蕾達•理查

森（Brenda Richardson）也認為他們「強調出作品有壁畫似的特質」。71然而，他

們製作這種「巨作」是有其特殊用意的，「我們非常喜歡讓圖畫來統攝（觀眾）。

也就是讓它們比觀眾更大。你到美術館是去看一張圖畫，但我們喜歡讓圖畫來看

著你。」72當這種巨大面積的圖像掛在展場的牆面時，觀者面對比他還要高大的

作品，的確會產生某種心理上的震撼，可能是驚嚇，也可能崇敬。此外，作品面

積的擴大，也讓他們所表現的圖像內容呈現出放大的效果，每個圖像元素因而變

得非常清楚。「我們認為更早期的藝術有某種荒謬性，譬如說一隻牛是一個非常

小的色點。從某方面來看，這是不公平的。我們想要我們的圖畫對生活而言是真

實的。」73注重標準透視原理的繪畫在描繪遠處的物體時，往往是以微小的色塊

或線條來表現，但對吉伯特和喬治來說，這樣的表現方式並無法滿足他們的創作

意念，他們想要很「公平」地把每樣東西都清晰的呈現出來，因此，巨幅的表現

空間事實上是為了順應他們創作上的需求而有意變大的。但哈德良•丹納德

（Adrian Dannatt）卻認為吉伯特和喬治其實和許多藝術家一樣，其作品尺寸的

變大和後來他們藝術地位名聲的逐漸提升有很大的關係。74而且他覺得「他們最

好的作品可回溯到他們在一九六○和七○年代表演藝術的神祕和有強烈自我意

識的作品，而不是那種巨碑式有意粗陋的攝影圖像。」75 

                                                 
70 Bill Jones, “Gilbert & George,” in Art Magazine（October 1990）, p.91. “The hallucinatory images in 

the succeeding photomurals, often covering the walls of the various exhibition spaces, like the 
mysterious murals of Pompeii,” 

71 Brenda Richardson, Gilbert & George, p.38. “… to emphasise the mural-like quality of the works” 
72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 “We like it 

very much when the pictures take over. When they’re bigger than viewer. You go to a museum to 
look at a picture, but we like it when the picture looks at you.” 

73 Ibid., “We think there’s a certain absurdity in earlier art when, say, a cow is a minuscule spot of color. 
It’s not fair, in a way. We want our pictures to be true to life.” 

74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4. 
“There are few artists who can resi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reasing fame and increasing size, 
just as in the 19th century salon system the largest paintings usually belonged to the most successful 
artist. … The temptation to scale things up, take up more space in keeping with one’s status, usually 
wins. …Gilbert & George on this list.” 

75 Ibid., “the notion cannot but linger that their best work may have been back in the 60s and 70s, the 
mysteries of performance and a ludic sense of self-identity rather than monumental, willingly clum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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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吉伯特和喬治自從一九七四年的「櫻花」（Cherry Blossom）系列，

開始將作品名稱、年代和簽名標示在畫面的一隅。這些文字在作品本身所占的比

例面積雖然不大，但它們往往是畫面中非常顯目的部分。這種將圖像和文字並置

的手法，其所形成的效果和作用似乎和商業海報的標題有些雷同，關於這一點，

瑟奇•柯勒卡夫（Sergei Klokov）認為： 

吉伯特和喬治以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最簡單的概念想法──以藝術海報的形

式。僅管這樣的形式是簡易明顯的，且很多海報都能運用其自身的力量，

但只有少數能獲致全面的成功。問題可能是海報總是有一種“填塞物”，

不論它是商業的或是意識型態的。吉伯特和喬治的作品類似海報但卻有一

個十分不同的目標。它們是人類生活的鏡像──希望、恐懼、暴力和眼淚。

76 

海報通常是一種傳遞訊息的視覺傳達媒介，其畫面中的圖像與文字都是作為傳宣

之用，而且二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雖然具有類似的形

式，但對他們來說，作品中最重要的視覺傳達工具還是圖像，藉由攝影圖像的表

現，他們才得以將其意念具體的呈現出，而畫面一隅的標題文字則是被用來作為

點醒圖像內容的輔助工具。他們曾表示：「標題是作品的一個關鍵部分。它們像

是一把鑰匙──這是最接近的字眼，其目標是要人們朝著我們想要他們去的方

向。」77「標題是重要的。⋯⋯圖畫有很多的意義或內容；標題對此而言是一個

決定性的起動機制。」78所以可見由於有直接表意的陪襯文字標明出圖像之意，

                                                                                                                                            
photopieces.” 

76 Sergei Klokov, “Gilbert and George in Russia,” in Apollo, vol.132（August 1990）, p.116. “Gilbert & 
George express the simplest ideas in the simplest way – in the form of the art poster. In spite of 
apparent facility of such a form, many have exercised their powers with it but few have scored any 
great success. The problem is probably that a poster always has a certain ‘filling’ – whether it be a 
commercial or ideological message. The works of Gilbert & George resemble posters but have quite 
a different aim. They are the mirror image of moments of human life – the hopes, fear, violence and 
tears.” 

77 Gilbert and George, “Morning Coffee with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198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48. “The 
titles are a key part of the pieces. They are like a key – it’s the nearest word – to aim the person in the 
direction of where we want them.” 

78 Quoted in Duncan Fallowell, “Gilbert and George: Talken to/ Written on,” in Parkett, 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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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視覺語言才能更明確地傳達其內在的含義。而他們一直持續固定地使用這

種圖文並置的表現手法，因此這也成為代表他們的藝術的一種形象標誌。然而，

綜觀整個現代藝術史，運用這種表現的藝術家其實並不算太多，除了吉伯特和喬

治，另一位同樣是將攝影圖像和文字結合且備受矚目的藝術家是芭芭拉•庫格

（Barbara Kruger, 1945-）。她將代表大眾文化的影像和標語式的文字組合在同一

個畫面，其中影像的來源是取自於雜誌、海報和電影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攝影照

片，通常是以不完整的圖像組合而成，文字則是以剪紙字樣的塊狀形式，形成完

整或零碎組合的命令式語句。圖像都是黑白的攝影照片，文字的部分則有黑白以

及紅色。她把文字重疊在圖像上，組成了一種類似海報的圖文結合作品，例如《妳

的身體是戰場》（Your Body is a Battle Ground, 1989，圖八五）。她將原本沒有直

接關係的文字與圖像結合後，引發了觀者產生心理和情緒上的多重聯想，而她這

種運用廣告和傳宣形式的藝術表現，主要的訴求大多是為了性別平等。因此，她

被定位成一位對女性主義的藝術和理論有很大影響力的女性主義藝術家，不過，

她所涉及的議題有時還擴及政治等其他層面，爭議性的內容經常引起諸多討論。

她並將這種圖文結合的影像印製在看板、Ｔ恤、購物袋和書籍等，藉以傳達她的

理念。79然而，她的作品中的圖像與文字是無法分離的，若褪去她那些標語式的

文字，她的圖像則會變得不知所云或不再具有同樣強烈的感染力，相較之下，吉

伯特和喬治的圖文就不具有那麼密切的不可分割性，在他們的攝影圖像中，文字

的表述語言如果被觀者忽略，圖像還是可直接以其本身的視覺語言形態向觀者傳

達創作者的想法，可見圖像在他們的作品中是完全居於主導的地位，不過，作為

標題的文字在其中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作用，吉伯特和喬治自言：「標題是作品

的一個關鍵部分。它們像一把鑰匙──這是最接的字眼──引導人們朝向我們想

要他們到達的地方。」80因此，文字在他們的作品中能與圖像的部分完全配合，

                                                                                                                                            
（November 1987）, p.28. “Titles are important. … The pictures are rich in meaning/content; the title 
is one crucial trigger for this.” 

79 Linda Weintraub, Art on the Edge and Over（New York: Art Insights, Ins, 1996）, pp.191-6. 
80 Gilbert and George, “Morning Coffee with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198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48. “The 
titles are a key part of the pieces. They are like a key – it’s the nearest word – to aim the pers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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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輔相成地言說出作品的內在意涵。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將自己的攝影圖像稱之為「圖畫」（picture），但他們認為

此一名詞和「繪畫」（painting）是有所區別的：「『繪畫』一詞是非常新的，它真

正開始流行只是因那些表現主義者。這個名詞以前用的是『圖畫』，『繪畫』只和

家庭繪畫有關。我們做的是『圖畫』。」81姑且不論他們的說法正確與否，他們

抱持這樣的看法多少反映出他們對「繪畫」這種藝術表現方式難以認同的心態。

他們說過：「情緒性的繪畫不能和我們的負片影像系統相提並論。」82以及「我

們對繪畫沒有興趣。」83或許他們體認到運用攝影比繪畫更能直接明確表達他們

的想法和意念，所以他們拿起了照相機，放下了畫筆，以照片中的影像元素取代

了顏料，創造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圖畫」。然而，照片畢竟是他們的主要圖像來

源，照片的寫真特性在其作品中仍佔有相當的份量，因此，他們的攝影圖像具有

了攝影作品的寫實特質，但他們將各種不同的攝影圖像元素加以剪裁重組，以至

於它又像繪畫一樣可隨心所欲創造組合出他們想要構築的畫面，這種靈活運用圖

像的手法其實和畫家運用色彩和線條的作畫方式有著異曲同功之妙，所以他們的

攝影圖像可說是兼具了攝影作品與繪畫作品的特質。從這種角度來看，它們或許

具有攝影和繪畫的屬性，但它們也的確並非等同此二者，它們是吉伯特和喬治獨

創的「攝影圖像」。 

吉伯特和喬治曾誇口說：「我們能攫取任何事物的影像。」84他們的攝影圖

像的確蒐羅了許多豐富的影像，然而，更重要的是，「透過攝影圖像的語言，我

                                                                                                                                            
direction of where we want them.” 

81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6. “This term “painting” is very recent, it only really comes in with expressionists. The 
term used before was “picture,” “painting” was just to do with housepainting. We do “pictures”.” 

82 Ibid., “An emotional painting cannot compete with our system of negative image.” 
83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Gordon Burn 1974,”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70. “We’re not 
interested in painting.” 

84 Gilbert and George, in Martin Gayford, “Interview,” in Gilbert & George（Bologna: Galleria d’Arte 
Moderna di Bologna and Milan: Edizioni Charta, 1996）, p.135. “We can take an image of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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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夠提供不同的感覺、情緒、更多的色彩。」85上文以各種角度針對攝影圖像

作過分析比較之後，其視覺語言的特質在此已更加明晰，他們運用了一種與其他

藝術家的藝術表現截然不同的獨特手法，不僅拓寬了「攝影」這個媒材的可塑性，

也為後起之秀的藝術家作了一個先導的示範。安•羅諾莫（Anne Rorimer）說：「他

們對於攝影的使用，已為某些藝術家開拓了豐富的主題和一個全然的影像世界，

而那些藝術家正一直在尋找方法要將生活的全部面向帶入美學的結構之中。」86

他們全心全意地投入運用攝影媒材的創作，而且「相信照相機是今日最好的現代

畫筆，因為藝術家想要對這個世界說話。那是他必須做的，所以那是最好的形式。」

87所以對他們來說，攝影圖像是他們建立和世人的對話機制的最佳利器，也是他

們一直堅持的藝術表現形式。 

                                                 
85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6.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photo-pieces we were able to provide different feelings, 
moods, more color.” 

86 Anne Rorimer, New Art in the 60sand 70s Redefining Reality, p.144. “Their use of photography 
open up a wealth of subject matter and an entire world of images to the artists, who were searching 
for methods to bring all aspects of life into an aesthetic structure.” 

87 Gilbert and George, “We Always Say It is We ‘Say’ that is Important: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1990,”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72. “We believe the camera is the best modern brush today – because the artist 
wants to speak to the world. That is what he has to do, so that is the bes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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