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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吉伯特和喬治的圖像爭議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是以「活雕塑」的表演藝術開始受到注目，但他們引起極

大爭議的作品卻是他們的攝影圖像。主要的關鍵在於他們所呈現的影像題材內容

觸及了社會禁忌的層面，逾越了社會中的某些人所能接受的尺度。尤其是保守的

衛道人士和藝評家對他們亳不留情地予以抨擊，讓他們陷入了正反二種極端評價

的爭議中，這種現象同時突顯出背後的社會意識型態和文化道德標準的認知差

異。吉伯特和喬治當然有其一套言自成理的說法，對他們反彈的人也有其無法認

同的理由，本章將針對兩照表述的內容進行比對印證，以歸納整理出藝術作品與

社會體制之間的依存關係，並解讀其背後的社會意識型態，進而了解藝術在社會

文化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造成的影響。至於他們使用裸體圖像的爭議性方

面，除了以社會文化的觀點窺之，亦將其放入裸體藝術的討論框架，試圖從藝術

史的裸體藝術角度，討論他們運用裸像的策略和引發爭議之因等相關議題。 

 

第一節 突破社會禁忌的圖像 

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從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在形

式上逐漸趨於成熟定形，在內容主題上使用的圖像元素則愈來愈豐富多樣化，不

過，其所引發的爭議性相對地也同時愈來愈大。造成這些爭議的主要原因是，他

們作品中的某些圖像內容無法被某些人士接受，甚至是對其感到厭惡、排斥，相

對地，也有某些人反而對他們深表讚賞或喜愛之情。如此對立的立場使得他們的

藝術被社會接受認同的程度變得難以定論，而且這種情況也透露出一個訊息──

他們的圖像確實已觸碰到這個時代的社會普遍仍視為不宜抬面化的禁忌。而他們

亳無顧忌地踏入禁區，且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展示出這些讓人震懾驚訝的作品，不

論觀者想不想看到這樣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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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伯特和喬治曾自述：「我們喜歡禁忌的主題，我們就是不想要正規的。」1

他們的確是禁忌題材的愛用者，從他們開始投入藝術創作的初始，就已在一九六

九年的「雜誌雕塑」作品《喬治這屄和吉伯特這屎》（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 1969，圖八）中擺出了挑釁的姿態，以髒話的內容試探檢審單位的尺度。

然而，如在第二章所論述的，這件作品於一九七○年在《國際工作坊》（Studio 

International）雜誌公開時，那些出現在畫面中的不雅字眼未經他們的同意就已

被刪除。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藝術作品中有這樣的字樣或許還不算太過刺眼，但

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的社會環境似乎並不能見容這種藝術創作出現在公眾的雜

誌上，所以該雜誌只能有條件的讓它發表。而事實上吉伯特和喬治一開始對於這

件作品的呈現方式，是「想將它展示在一個玻璃櫃一整天，並邀請人們來看。」

2他們接洽了好幾個藝廊負責人，但這個想法始終難以被接納，最後只有羅伯特•

弗雷舍（Robert Fraser）同意在他經營的藝廊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的下午三時

展出，但他也只是祕密地邀請了少數的收藏家和藝術圈的人士來欣賞，並未完全

開放給一般觀眾。3可見即使是思想前衛的藝廊經營者還是得屈服於當時社會禁

忌的尺度限制，而不敢大張旗鼓地公開展示。不過，這件作品對他們來說的確具

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那是這些粗話作品的第一件，以我們自己的名字命名。

我們喜歡那件作品。我們認為那更是真實的吉伯特和喬治。」4甚至他們「把它

當作是很多現代藝術的開端。」5當然，這也是他們突破社會禁忌的起點。 

  當一九六九年吉伯特和喬治以類似惡作劇的自我戲謔手法在作品中放入髒

話時，並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二位藝術界新兵的藝術有何驚世駭俗之處，但到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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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We like 
taboo subjects, we just don’t want normal.” 

2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 p.50. “We wanted to show it for a day in a 
glass case and invite people,” 

3 Ibid. 
4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with David Sylvester,”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4. “That was the first of these rude words, calling ourselves 
names. We loved that piece. We think that was more that real G&G.” 

5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50. “George regards the infamous ‘magazine 
sculpture’ of George the Cunt & Gilbert the Shit as the beginning of a lot of moder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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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他們創作出「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的攝影圖像時，已在藝

術圈闖蕩出了一番名聲，此時的他們運用髒話內容表現的圖像才開始受到較多的

注目，也引起了較多的回響與爭議。本論文已在第二章詳細分析過此系列作品的

表現形式與內容意涵，他們運用了城市的髒話塗鴉作為畫面構成的主要標題部

分，這些包含了許多不雅的或不堪入目的圖文塗鴉，或許是某些人信手拈來的隨

意塗抹之作，抑或是有心人士藉以渲洩情緒或表達不滿之用，其所代表的是一股

反秩序規範的反動力量一直潛伏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之中，而這也是一種刻意向

社會禁忌挑戰的文化現象。這些塗鴉原本只隱匿在城市各個不見天日的角落裡，

而吉伯特和喬治藉由藝術表現將其公開揭露出，使其中的髒話字樣脫離了原來的

牆面位置，晉升成為有強烈顛覆性的藝術作品。至於這組以塗鴉為圖像元素的系

列作品，其創作的年代正好是紐約的「塗鴉藝術」6剛剛興盛的時期，二者又都

有城市塗鴉的共同點，所以吉伯特和喬治創作的靈感來源是否得自於這個以美國

約紐為大本營的藝術風潮，或者其中又有何關連性，這些相關的問題雖然有許多

令人啟疑竇之處，但他們從未提及這個部分，我們也無法從現有的研究文獻資料

中得知任何訊息或線索。不過，這個當初由一群青少年在地鐵和街頭亂塗亂畫所

帶動的「塗鴉藝術」風潮，其創作動機有一部分是為了挑釁權威體系，所以在本

質上具有一種社會禁忌的反叛性，此與吉伯特和喬治的「髒話」系列作品在精神

上的確有某種互通之處。然而，當「塗鴉藝術」後來走進了藝廊，它也就背離了

原來的反叛精神，宣告了自己的死期。倒是吉伯特和喬治始終沒有棄守叛逆的角

色，一直在社會禁忌的尺度邊緣游走，持續創作出對社會和觀者挑釁的作品。 

  一九七○年代的吉伯特和喬治不論在「雜誌雕塑」或攝影圖像上，都是以髒

話的字眼來表達他們觸碰社會禁忌的態度，這些以文字模式呈現的圖像雖然是攝

                                                 
6「塗鴉藝術」（Graffiti Art）是指一種以噴漆惡意破壞為基礎的繪畫類型，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
很常見，特別是在紐約的地鐵系統；此一詞能適用於在這個脈絡下的任何作品，但特別是指一

九八○年代在紐約的那一群。參見牛津大學《廿世紀藝術辭典》Ian Chilvers ed. A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p.251. “Graffiti Art: A type of painting based on the kind of spraycan 
vandalism familiar in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New York subway system; the 
term can apply to any work in this vein, but refers particularly to a vogue in New York in the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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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影像，但它們傳達禁忌訊息的方式卻完全是透過字義的媒介，一直到一九八

○年代，他們才開始讓圖像自己說話，使其成為表現禁忌題材的主角。這些圖像

中有的是直接明確地以其圖像元素的內容來表示他們指涉的意涵，有的則是用暗

示的手法以圖像本身來作為隱喻的象徵。這些觸及社會禁忌的圖像中，有相當大

的比例是和「性」有關，在他們的一篇很重要的宣誓文本＜我們的藝術含義＞

（What Our Art Means），其中一段以「生活的力量」（THE LIFE FORCES）為標

題的文章中提到：「真實的藝術是來自三個主要的生活力量，它們是頭腦、靈魂

和性。」7這三種力量在他們的作品中最能被清楚地體現出的就是「性」，而且他

們在許多專訪中多次提到他們對性的熱愛，「我們對性和性的藝術非常感興趣。」

8甚至他們「相信性在藝術中是最重要的東西。⋯⋯我們相信生命的力量就是性。」

9但是，他們也知道「在藝術中以性為主題，就某方面來看是被禁忌的。」10派特•

普雷金斯（Peter Plagens）則認為「性在他們的藝術中提供了完美的襯托角色。

但在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中的性並不是傳統慣例的性，其攝影圖像中的性是

同性戀的性。」11「性」是人類最原始根本的慾望，從古至今整個西洋藝術史的

長流中，與性有關的藝術表現一直都沒有間斷過，包括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性，雖

然性始終被披上一層神祕的面紗，但就這二種性向的性藝術表現相較之下，顯然

同性戀的性藝術在這個以異性戀為性向主流的社會裡受到了較多的側目與壓

抑，所以即使大部分的藝評家都指證歷歷地說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是同性戀的性

藝術表現，他們自己還是不願將他們的藝術和同性戀藝術劃上等號。他們說：「我

們不想要做同性戀藝術或異性戀藝術。我們從來沒有想做成那樣。我們想要做的

                                                 
7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VII. “True Art 

comes from three main life-forces. They are: – THE HEAD, THE SOUL, and THE SEX.” 
8 Quoted in Duncan Fallowell, “Gilbert and George: Talken to/ Written on,” in Parkett, no.14
（November 1987）, p.26.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sex. And in sexy art.” 

9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and Shere Hite: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83. “We believe sex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art. … We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living is sex.” 

10 Gilbert and George, “Boot, Blood Heads, Tears, Seen, Eight, Attacked: from an Interview with Keith 
Pointing 1995,” in Ibid., p.199. “Sex as subject in art is in some ways forbidden.” 

11 Quoted in Peter Plagens, “Gilbert & George: How English Is It ?” in Art in America（October 1984）, 
p.181. “Sex … and it provides the perfect foil in their art. But the sex in the photo-pieces of Gilbert 
& George was not conventional sex. The sex in the photo-pieces was homosexual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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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的藝術。」12「我們被性所驅使，但我們不喜歡有男性的性或異性戀的性這

樣的觀念。我們只是喜歡性的觀念。」13「我們沒有強烈的同性戀感覺，我們對

性的感覺是每個人都有的。」14他們不只一次地強調他們的藝術中與性有關的內

容是「純粹一般的性」，而非「特定性傾向的性」，但是當我們面對他們的作品時，

卻無法完全信服他們的說詞。 

在一九八二年他們創作了幾幅卡通式的圖像，這是他們極少數非以攝影的影

像元素為圖像材料的「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其圖像形式的表現風格和上述

的「塗鴉藝術」有些雷同，如《饑渴》（Hunger, 1982，圖六九）中的畫面內容是

以黑色線條簡單地勾勒出人物形體的輪廓，並在輪廓線內均勻地只塗上黃紅二

色。在形色簡約的圖像中，他們直接明確地表現出二名男性正在從事相互口交的

同性戀性行為，雖然是以卡通式的圖像來表現，但其中所散發出的同性情色意味

卻十分濃厚。此外，他們在幾幅相同風格且內容近似的作品中亦同樣地直接明示

這種男性同性戀性行為，如《食精液者》（Sperm Eaters, 1982）和《渴望》（Thirst, 

1982）都以面對面的二名男性的巨大陽具和吸食精液的動作來突顯男性同性戀的

情慾。甚至在《雞姦信仰》（Buggery Faith,1983，圖六四）一作中，以十字架構

成的陽具圖像和作品名稱來引人聯想到同性戀的性。沃夫•揚恩（Wolf Jahn）認

為這些作品是「在身體慾望的偽裝下強調了男性的性。」「甚至作品的標題暗示

了滋養慾望的特性。」15可見他們表現男性同性戀的態度是完全坦然、絲亳不隱

晦的。雖然沃夫•揚恩也舉證了其他作品說明他們表現的不只有同性戀的性，他

們也曾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來呈現男女之間的性。16但他們作品的畫面中經常只單

                                                 
12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and Shere Hite: 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88. “We don’t want to make a 
homosexual art or a heterosexual art. We never wanted to do that. We want to make a sexual art.” 

13 Ibid., p.283. “We are driven by sex, but we don’t like the idea of male sex or heterosexual sex. We 
only like the idea of sex.” 

14 Quoted in Richard Cork, “Porn? Suits you, sirs,” in The Times（May 29, 2001）, p.15. “We don’t have 
a strong gay feeling – the sexual feelings we get are the ones everyone gets.” 

15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329. “… 
emphasize the male sex in the guise of physical desire. HUNGER, SPERM EATERS and THIRST 
suggest the nourishing and nutritive properties of desire even in their titles.” 

16 Ibid.,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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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出現陽具的圖像（包括攝影的影像元素和卡通式的圖像元素）卻是不爭的事

實，關於畫面中只有男性性器官這一點，他們還是有其理直氣壯的說詞：「我們

的圖畫沒有同性戀的東西。所有的男人都有屌。⋯⋯我們有興趣的是性。我們不

要做閹人藝術。」17然而，從他們與性有關的所有作品觀之，不論是明示或暗示，

男性同性戀的性畢竟還是他們藝術表現中最主要的部分，異性戀的性在他們的作

品始終是很不明顯且十分稀少的。因此，吉伯特和喬治若要觀者相信他們的藝術

沒有表現特定的性傾向是很困難的。不過，派特•普雷金斯（Peter Plagens）對此

則持以客觀中立的態度，他說：「其攝影圖像中的性是同性戀的性，但不是吉伯

特和喬治之間的性。」18他認為藝術創作中所表現的性傾向，並不能和創作者自

身的性傾向等同論之。 

  吉伯特和喬治在攝影圖像中表現「性」的手法是多樣化的。他們曾說道：「每

樣東西都圍繞著性。一般大眾能很容易接受它，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喜歡花和植

物。每樣東西都是有性交的。」19所以除了以性行為和性器官的圖像來指涉「性」，

他們還經常以各種植物（尤其是花）的形象來作為性的象徵。如《多樣的愛》

（Various Loves, 1982，圖六○）的畫面內容是以白、粉紅、黃、藍四種顏色的

火鶴花圖像相互交疊，每朵花的花瓣包圍著一支突出的花蕊。他們刻意讓花蕊的

部分特別突顯出，使其看起來像是一根根的陽具，即使它們仍可被辨視出是花蕊

的形態，但明顯的性器官暗示卻引人有強烈的情色聯想，充分地流露出感官挑逗

的情慾。瑪利歐•庫德格那托（Mario Codoganato）以各種角度分析了吉伯特和喬

治作品中的植物所隱含的意蘊，他認為「植物也有一種肉眼可辨視的性暗示。它

們的形態讓我們想起我們的性器官。它們簡單且自然流露的性生活是我們性生活

                                                 
17 Gilbert and George, “Art for Art’s sake: from an Interview with Jim Shelly 1987,”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70. 
“There’s nothing homosexual about our pictures. All men have cocks. … We are interested in sex. 
We don’t do eunuch art.” 

18 Peter Plagens, “Gilbert & George: How English Is It ?” in Art in America（October 1984）, p.181. 
“The sex in the photo-pieces was homosexual sex, but not sex between Gilbert & George.” 

19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06. “Everything circles around sex. The 
general public accept it quite easily. That’s why we like flowers and plants. Everything’s fu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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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證。」20在另一幅也是以植物為主題圖像的作品《性》（Sex, 1986，圖九二），

其畫面內容則是將一朵不知名的花作局部的特寫，因影像拍攝的角度和刻意製造

的圖像放大效果，使其花形有點難以辨視。淡紅色的花瓣上有散佈的水滴，彷如

人的皮膚上長滿了疙瘩，中心直突的黃色花蕊被花瓣團團包圍著，圖像的安排有

著非常強烈的性暗示，而且此作品的標題直接言明這就是「性」，沃夫•揚恩（Wolf 

Jahn）認為這幅作品「使用植物形式的隱喻比用任何人類的形體更能有效地傳達

出性以及二性的性行為。」21藝術史上許多藝術家表現花的特寫圖像時，經常被

解讀成有性的暗示，不論其是否有意作這種隱喻的象徵；吉伯特和喬治則是直截

了當地告訴觀者，他們表現的不是花的形貌，而是「性」。雖然沃夫•揚恩傾向將

這幅作品看成是異性之性，但究竟吉伯特和喬治要呈現是異性或同性之間的性，

如同前述他們自己的說法，沒有二分法的答案，只是「性的藝術」。因此，這個

問題就只能依觀者的自由心證來判斷之。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在各種植物中以

「花」最能特別體現出「性」，但並非吉伯特和喬治每一幅有花的圖像都有性的

暗示，而且他們也有相當多有花在其中或以花為主題的作品是沒有任何性的成分

的。不過，有些與性相關的作品，即使其畫面中有花，花也不一定是直接用來表

現性，而是作為陪襯其他的性圖像的角色，如《身陷叢林》（Jungled, 1986，圖六

一）中，主要的圖像是吉伯特和喬治各自跪坐在二個巨大類似舌頭的尖狀物前

面，這二個怪異的粉紅大舌其實也像是高聳於地面的巨大陽具，不論它們是舌頭

或陽具，其向上探吐的形態似乎有一些隱約的情慾蘊藏在裡面，而分佈在畫面四

周的許多不同品種的紅花植物，此時就產生了烘托性慾象徵之主體的絕佳效果，

嬌豔欲滴的鮮紅花朵成束地盛開綻放，環繞在刻意被突顯出的似陽具之物，充分

流露出濃烈的情色感官意味。 

                                                 
20 Mario Codoganato, “Gilbert &George,” in Parkett, no.14（November 1987）, p.42. “Plants also have 

a macroscopic sexual connotation. Their shapes remind us of our sexual organs. The simple and 
spontaneous sexual life is an exemplification of ours.” 

21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334. “A 
metaphorical use of plant forms can convey sex, and workings of sexual polarity, more effectively 
than any human 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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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觀之，吉伯特和喬治的「性」在藝術表現上是較為含蓄的，縱使有性行

為的部分也只是用卡通式的圖像或以隱喻的手法來呈現，而且和其他某些現代藝

術家相較，他們表現「性」的藝術內容並不算特別聳動。相形之下，反而是他們

表現的「糞便」圖像引起了大眾較多的注目以及藝評家的嘩然，這其中的主要原

因是他們大膽地將一向被一般人視為骯髒污穢的排泄物搬上了檯面，化作藝術表

現的內容。不過，在他們之前其實就已有藝術家以糞便作為藝術表現的主題或是

材料。皮耶荷•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一九六一年曾把自己的糞便裝在一個

密封的罐子裡，命名為《藝術家的糞便》（Artist’s Shit, 1961）並將之展出，其目

的是為了「批判藝術界的自負和更廣大的中產階級的品味。」22吉伯特和喬治雖

然並不是使用糞便的實體，但是他們的糞便圖像所造成的震撼卻大過於曼佐尼許

多，因為這些糞便圖像亳不掩飾地在觀者面前露出了它們最真實的面貌，顯然踰

越了許多人在視覺感官上的禁忌標準。安東尼•朱利阿斯（Anthony Julius）在他

的著作《踰越：藝術的冒犯》（Transgressions: The Offences of Art）一書中指出：

「大約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藝術家已經強烈地抗拒被迫接受即定的觀念，目的

是為了要試探和顛覆道德、法律、社會、藝術本身。」23他將具有踰越性質的藝

術分成三種類型，分別為：（一）顛覆傳統既定的藝術慣例的「違反藝術律則」

（Violating Art Rules）的藝術；（二）褻瀆觀者的信仰和感官情緒的「突破禁忌」

（Breaking Taboos）的藝術；（三）挑戰和違逆政治體制之箝控的「反叛的藝術」

（Disobedient Art）。24他認為其中「突破禁忌」的藝術家所冒犯的對象不是藝術

的傳統，而是觀眾。有些藝術家是以排泄物的藝術表現來作為「一種手段，以聲

明其為某一種藝術觀念的責任，而不去在意品味或禁忌的分際。」25他將吉伯特

和喬治歸類在這種類型的藝術家之列，並指出了這類藝術家的特質： 

                                                 
22 Matthew Collings, This Is Modern Art（London: Seven Dials, 2000）, p.210. “Many of is sculptures, 

including Artist’s Shit (1961), in which he canned his own faeces, attacked the pretensions of the art 
world as well as the wilder bourgeois sensibility.” 

23 Anthony Julius, Transgressions: The Offences of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2）, p.1. 
“Since about the mid-19th century, artists have compulsively rejected received ideas in order to test 
and subvert morality, law, society, art itself.” 

24 Ibid., p.100-185. 
25 Ibid., p.108. “a means of declaring a commitment to a certain concept of art, one that is indifferent to 

boundaries of taste or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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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藝術家不會因其使用的主題或材料感到困窘。他們希望他們的觀眾也

同樣地能從一開始的不舒服中擺脫而出。⋯⋯他們尋求一種幼兒面對排泄

物時的輕鬆自在（佛洛依德說：『糞便不會引起小孩子的反感。』），而且他

們的作品有部分是一種對他們的觀眾之邀請，以分享某種渴求的沉著。他

們希望表現或使用這種最低賤、最被人鄙視的物質，藉以給它們一個迄今

仍被否定的價值。26 

不過，可以預期的是某些觀眾對這些作品仍會有反感的情緒，這種反感主要是來

自於人們的傳統意識中對排泄物的禁忌觀念，而「藝術家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將排

泄物從被禁抑的範疇中解脫出，且使它成為一個藝術的主題。」27因此，吉伯特

和喬治展示出這些糞便圖像，「是因為我們認為它應該像其他的每件事物一樣可

被接受。無論如何，我們和它有密切關係。我們每天都要清潔我們的屁股。我們

展現了它的美。」28在他們開始展現糞便的圖像之「美」前，其實就已在「雜誌

雕塑」《喬治這屄和吉伯特這屎》（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 1969，圖

八）的作品名稱中以文字來彰顯「糞便」（shit）在其藝術中的存在地位。然而，

實際的糞便圖像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初期才開始陸續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如

一九八三年的《拉屎》（Shitted, 1983，圖六六），內容是吉伯特和喬治倚坐在畫

面的角落，並面對觀者的方向吐舌頭，他們的背後有好幾條大型的糞便從上而下

相互堆疊壓在他們身上，佔滿了背景的空間。他們在自己的臉、手和衣服上塗了

綠藍相間的顏色，但在糞便的圖像卻塗上了和實物十分接近的橘褐色。他們自己

解釋這件作品是要表現被糞便擊中的狀態，「那是極致的羞恥、侮辱。我認為我

                                                 
26 Ibid., “These artists are unembarrassed by their subject or material. They hope that their audiences 

will likewise free themselves of their initial discomfort. … They seek an infant’s ease with the faecal
（Freud: ‘the excreta arouse no disgust in children’）, and their work is in part an invitation to their 
audience to share something of that desired composure. They wish to represent or use the meanest, 
most despised substances and thereby give them a hitherto denied value.” 

27 Ibid., “The artist’s purpose is to retrieve the faecal from the realm of the forbidden and to make it a 
subject for ar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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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we are 
showing shit because we think it should be accepted like everything else. We are involved with it 
anyway. We all clean our bums every day. We’re showing the beauty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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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感覺到被攻擊成那樣。⋯⋯我們想要使它更令人反感。那就是為何我們甚至將

舌頭塗上和糞便一樣的顏色。」29他們將真實的糞便圖像放大到非常清晰的程

度，且色彩逼近現實，更讓他們的舌頭和背景的糞便同色，使其有如自口中吐出

糞便一般，這的確產生了如他們所言的「令人反感」之效果，因此，若要每一位

觀眾都能欣然地接受並欣賞這樣的畫面，似乎是非常困難的。 

  除了運用真實影像的糞便圖像，他們也以戲謔的手法將糞便表現成卡通式的

圖像，如《糞便信仰》（Shit Faith, 1982，圖六五），其內容是在畫面的上下左右

四面各有一個粉紅色的屁股，都朝向正中心排出糞便，四條長形的糞便因而組成

了一個十字架的形狀，使得畫面內容與作品名稱完全切合。對於這種把糞便和宗

教圖像混用的藝術表現，他們自己的說詞是： 

糞便和信仰放在一起，⋯⋯應是偉大的統合主題。所有的人，不論他們住

在那裡，都和糞便有所關連。所有的人都有某些信仰或傾向信仰的態度。

不論你住在那裡，不論你是什麼年紀，不論你的教育程度為何，這兩樣東

西都是大家共有的元素。30 

雖然他們很自然地把這二者融合在一起，但他們也知道「這種組合是危險的。」

31因為某些衛道人士可能不樂於見到這種有褻瀆宗教之嫌的畫面。 

  他們在一九八○年代所表現的糞便圖像之數量並不多，而且都是零散地出現

各系列作品中，直到一九九四年他們才開始大規模地運用糞便圖像，此即「裸屎

圖畫」（The Naked Shit Pictures）系列。在此系列中，他們將糞便作了各種形式

                                                 
29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40. “that’s ultimate disgrace, insult. I 

think we felt attacked like that. … we wanted to make it more disgusting. That’s why we coloured 
the tongues shit-colour, even.” 

30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51. “Shit and faith put together, … should be great unifying themes. All people, wherever 
they live, have some involvement with shit. All people have some faith or attitude towards faith. 
Wherever you live, whatever your age, whatever your education, those two things are common 
elements.” 

31 Ibid. “But the combination is 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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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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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字架形式組成的糞便圖像又再度出現，

其不僅和實物一樣逼真，而且更加巨大、清晰。另在《飛行的屎》（Flying Shit, 

1994，圖七六）一作中，全身赤裸的吉伯特和喬治分別站在兩個水滴狀的糞便上，

有如乘坐魔毯一般在空中飛行，他們自認為「把它們做成了像個橢圓形的滑板或

衝浪板。」32而這個系列的作品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把自己的裸體和糞便圖像

完全結合在一起，關於這個部分，他們解釋說道：「人們會被袒露和糞便的組合

所驚嚇到，我們也有可能會，這是很有興趣的，⋯⋯因為生活的實際情況是你為

了要排便，一定至少要有部分的袒露。你不可能全身穿著衣服排便。所以這二種

主題的組合是非常自然的。」33吉伯特和喬治能夠很自然面對存在於我們生活中

排泄行為的「產物」，但是他們知道「有很多人認為我們想要將我們生活中的自

由方式強加諸他們身上。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都充滿了禁忌。我們都害怕糞便。

而這是一個和大眾一起、和觀者一起的冒險。」34他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和他們

一樣去坦然接受這個真實生活中的禁忌，但對觀者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冒

險。甚至對他們自己來說，這也是一種研究，雖然「當我們第一次開始做糞便時，

感到困窘笨拙且覺得難以做下去。⋯⋯而我們了解這就像是一種研究，並且我們

會繼續去製造一個巨大的視覺──這可能是所有曾經被做過的最大的糞便視覺

研究之一。」35 

  除了以研究的精神去從事糞便圖像的藝術表現，吉伯特和喬治亦將人類的體

                                                 
32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40. “make themselves a skateboard or a 

surfboard.” 
33 Ibid., p.143. “It’s interesting that people are alarmed, as probably we are as well, by the combination 

of naked and shit. … because the fact of life is that you have to be at least partly naked in order to 
shit. You cannot shit with all your clothes on. So it’s very natural,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subjects.” 

34 Ibid.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want to impose our free way of life on them. This is not at all the 
case. We are filled with taboos. We are terrified of shit. It is an adventure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 
together with the viewer.”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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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when we first 
started to do shits it felt very awkward and difficult to do. …we realised that it was like a study, and 
we could go on and make a huge visual – it’s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visual studies of shit ever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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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用來作為研究及表現的對象和素材。他們透過顯微鏡的鏡頭，把這些人類身體

內在的體液包括血液、尿液、精液、唾液、淚液等，放大成為具有細胞結構的巨

大圖像，形成各種奇怪的半具體、半抽象的形態組成。如《我們身上的尿》（Piss 

on Us, 1996，圖七七）的畫面內容是在袒露的吉伯特和喬治前方，安排了六組尿

液的顯微放大之圓形圖像，並將它們塗上黃色，使人容易聯想到尿液，這些被重

新處理過的細胞結構圖像形成了各種造形的結晶體。對此，他們說道： 

我們加上了顏色使它們變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美麗。⋯⋯它們看起來就

像最美麗的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的壁紙，但它不是。事實上它是尿液的結

構。也令人感到興奮的是，當我們繼續下去時，我們從尿液中發現了永無

止境的可能性。」36 

他們發現這些尿液的細胞結構可變成各種不同形式，所以他們又說： 

我們在某些日子裡發現它們在整滴尿液中形成了機械槍。另一天它看起來

像曲棍球的球棍。再另一天它看起來像是花。⋯⋯經過一段時間這些尿滴

變成了結晶狀。這些東西以某種奇特的方式看起來更有塞爾特族的味道，

像塞爾特族的珠寶。37 

而這種以微觀的方式表現身體的手法和理念其實早已出現，他們說：「在一九六

九年我們做出的一件明信片作品《來自雕塑家的訊息》（A Message form the Sculptor, 

1969，圖八九），將來自於我們生活中的小件圓形顯微樣本呈現給觀者看。頭髮、

早餐和我們的衣服的小型樣本。就某方面來看，這是非常接近那樣的，只是我們

                                                 
36 Ibid., pp.299-300. “we add the colour they are going to become so incredible, beautiful … they look 

like the most beautiful nineteenth-century or twentieth-century wallpaper, but it is not. It actu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urine. It’s also exciting that as we went along we found endless possibilities from 
piss.” 

37 Ibid. p.300. “We found that some days it would form into little machine guns all over the drop. 
Another day it would look hockey sticks. Another day it would look like flowers. … These are drops 
of piss that have become crystallised through time. These look more Celtic in some strange way, like 
Celtic jewe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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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入了更深更深的形式和意義。」38在這一系列的體液顯微放大圖像之前，他

們其實早已在一九七五年做出了一件以體液為創作內容的作品《來了》（Coming, 

1975，圖九三）。這件作品並非隸屬某一系列的作品，而是介於「骯髒的角落」

（Dusty Corners）系列和「死寂的地板」（Dead Boards）系列之間所創作的單一

獨作，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他們幾乎是以系列方式呈現作品的那段時期，這的確

是一個很特別的特例。此作品的形式是各張攝影照片之間仍留有間隙的矩形圖像

結構，內容則是有四幅精液噴濺在平面上的影像與四幅吉伯特和喬治擺出手勢的

肖像交互相鄰並置所組成的畫面。關於此作的意涵，卡爾特•拉特克利夫（Cater 

Ratcliff）將其解讀成「生命的標記」，39沃夫•揚恩（Wolf Jahn）則認為這是他們

第一次表現出「男性的性」。40不同於後來的體液顯微放大圖像，這是他們唯一

以精液的實體圖像所創作的作品。雖然這些體液的圖像並不如糞便的具體圖像那

麼駭人，但其中具有「排泄」屬性的尿液和與「性」有關的精液並不是以醫學的

角度觀之，而是以藝術表現的手法被搬上了藝術的檯面，所以多少還是會被某些

人士以異色眼光看待，因為它們儼然又觸碰到了不能輕易明示的社會禁忌。 

此外，他們表現這些體液顯微放大圖像的手法也和糞便圖像一樣，在多幅作

品中同時將自己的裸體與體液圖像結合在一起。從一九九○年代他們開始大膽地

在作品中運用自己的裸體圖像，包括完全袒露的或有著部分衣物的半裸形象。除

了他們自己的裸體，他們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起使用許多年輕男性的裸體圖

像。這些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男性裸體圖像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也觸及了某些

人士仍視社會禁忌的面向，下一節將再就這些裸體圖像相關的爭議性議題繼續析

論。 

                                                 
38 Ibid., p.299. “In 1969 work, and that had little circular microscopic samples from our life for the 

viewer to see. A small sample of hair, of breakfast, of our clothing. This is quite close to that in a 
way – we’ve just gone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forms, and the meanings.” 

39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IV. “This period’s only 
signs of life appear in a work from early 1975 called Coming,” 

40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328. “The 
first time Gilbert & George depicted the male sex was during their phase of Descent. COMING, 
1975, shows not the penis itself but its fruitful product: s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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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裸體圖像的爭議 

  吉伯特和喬治所表現裸體圖像大致上可分為二類，一是年輕男子的裸體，另

一是他們自己的裸體。一九八○年，他們首次將年輕男子的裸體圖像表現在作品

中，例如《羞恥》（Shame, 1980，圖四一），其畫面的構成是由塗成黃色的不同

植物影像照片圍成一個拱門的形狀，該門形的範圍內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年輕男子

正低著頭看地面的影像，他的動作彷若是因身體的袒露而感到羞愧一般，完全吻

合作品名稱的意涵。同年的作品《逝去的青春》（Dying Youth, 1980，圖九四），

畫面的左半邊也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年輕男子，其雙手交叉在胸前，顯現出充滿自

信的美好體態；右半邊則是由三個不同的影像組合而成，由上而下分別為二個天

使（或小孩）的石雕肖像的面孔、一個成人石雕肖像的臉的局部特寫、一個輪廓

有些模糊的骷髏，三個相連的影像明顯地象徵著生命年華的逝去，與旁邊正值青

春的男子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吉伯特和喬治在運用這些年輕男子的裸體圖像

時，似乎有意識地要將這些意涵寄寓其中，而非單純地只為了表現赤裸的身體。

至一九八二年，他們又創作了幾幅直接以「袒露」為名的作品，如《袒露之愛》

（Naked Love, 1982）、《袒露之美》（Naked Beauty, 1982）、《袒露森林》（Naked 

Forest, 1982）、《袒露信仰》（Naked Faith, 1982），這些作品都是以年輕男子的裸

體圖像作為畫面的主題內容，他們讓這些男子擺出各種姿態以供其表現出相關的

意旨。如《袒露信仰》（圖五九）是以裸體和其他圖像相配合的場景來突顯裸體

的存在，裸露的年輕男子有如雕像一般，微低著頭且手叉著腰立於畫面的中心，

他的兩旁還有另外兩位年輕男子，一位衣著整齊，另一位正做出脫去上衣的動

作，三個人的組成暗示出赤裸前後的連續狀態，位居兩側的男子保留了原來黑白

攝影的色彩，中間的裸體男子則和背景兩側的大型花朵圖像的顏色一樣，都被塗

成了黃色，以突顯其與另外兩位男子有不同的屬性。對此，沃夫•揚恩（Wolf Jahn）

解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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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外看著觀者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存於他這個人本身的赤裸，如同二朵花

彰顯出它們外露的形態。赤裸在這裡以一個軀體來呈現自我，⋯⋯以作為

一種人類的真實的其中一部分。⋯⋯當赤裸在其本身提供了一個信仰時，

赤裸就能夠自我呈現；事實上，信仰是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赤裸之中。41 

他以一種形而上的說法來詮釋這幅作品中的裸體之自我存有狀態，身為觀者的我

們就和畫面中站在花前面的吉伯特和喬治一樣，彷彿在此成為這個裸體的見證

者。之後，他們又陸續在許多作品中運用年輕男子的裸體圖像，但不論他們想要

表現出何種意涵，這些裸體圖像始終遭受到某些人士的非議。 

至於吉伯特和喬治自己的裸體圖像則是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新民主圖畫」

（New Democratic Pictures）系列才開始出現，除了前文所述他們將自己的裸體

和糞便圖像、體液顯微放大圖像結合之外，還有許多作品是結合了其他不同類型

的圖像，如《廁所》（Urinal, 1991，圖七二）一作，他們將自己全裸的圖像塗成

了黃色，背後是他們裸露的下半身之正面及背面圖像，再往後延伸則是男生廁所

的小便池和哥德式教堂內部結合的圖像。在此，他們可能是以赤裸的狀態來表示

如廁的情形，而他們將廁所和教堂的圖像作結合，是因為他們覺得很多教堂裡沒

有供給大家使用廁所，「每間教堂都必須有間廁所。⋯⋯基督徒說這（指教堂）

是上帝的房子，所以假如它是一棟房子，它就必須有一間廁所。」42不過，他們

以這種訴求所做的藝術可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贊同接受。至於他們在教堂之

前呈現自己的裸體，詹姆斯•侯爾（James Hall）則認為「他們在神聖的建築和人

類身體的結構之間建構了以時光榮耀的對應關係。」43。此外，在《袒露之眼》

                                                 
41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374. “Not 

he but his nakedness in person looks out at the viewer, just as the two flowers show their outward 
form. Nakedness here presents itself as a figures … ,as part of a human truth. … Nakedness presents 
itself while offer faith in itself: faith, in fact, in the nakedness of every individual.” 

42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51. “Every church must have a lavatory … Christians say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so if it is 
a house it must have a lavatory” 

43 James Hall, Independent, 8 December 1992. “They are making the time-honoured parallel between 
sacred architectur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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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ed Eye, 1994，圖七三）中，他們也是全身赤裸，但雙手卻掩摀著臉，猶如

羞於見人一般，其身後的背景則是他們兩人張大眼睛看著前方的臉部特寫，二個

交相重疊的巨型之臉充塞在整個畫面中，好像正盯著他們自己袒露的身體。其自

我袒露的作品中絕大部分都有其他的圖像與之搭配組合，唯一在畫面中只有他們

自己的裸體而沒有出現其他圖像的作品是《屁眼》（Bum Holes, 1994，圖九五），

此作畫面中的他們一跪一站的翹起臀部，只以赤裸的背面示人，完全看不到他們

的臉，這是與其他同類型作品的最大不同之處，因為在其他作品中他們大多是以

正面朝向觀者，而非以這種極不莊重的姿態展露自己的身體。以上這幾幅屬於一

九九四年的「裸屎圖畫」（The Naked Shit Pictures）系列的作品，都是將他們的

身體部分塗上了擬真的皮膚顏色，而不像之前的作品是塗成與皮膚相去甚遠的其

他色彩，因此，這些裸體就更接近於真實的赤裸。他們在大部分作品中都是全身

裸露，只有少數作品中會有著內褲或褲子褪去一半的狀態，如《糞便，袒露，人

類，世界》（Shitty Naked Human World）四連作中的《袒露》（Naked,1994，圖七

五）。這些形態真實且又做出許多怪異動作的裸體，的確令某些人士難以接受，

但同時也有人給予正面的評價，因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風波。 

  吉伯特和喬治使用裸體圖像而引發爭議的其他關鍵因素是，他們的作品中從

未出現過女性（除了少數作品在遠景的一大群人物中可能會有形象模糊的女

性），他們在人物圖像的使用上明顯地只偏好男性，連帶地，其所表現的裸體圖

像也只限於男性，女性的裸體則從未出現過。因此，有許多藝評家認為他們雖然

一直強調要「為所有人而藝術」，但他們所謂的「所有人」事實上只限於男性，

而他們使用裸體圖像的動機和策略也令人質疑。關於這一點，吉伯特和喬治的辯

詞是：「我們不喜歡女人的性在我們的藝術中。它是沒有必要的。在每張圖之中

都可以看見一個裸體的女人。或許所有的藝術家都是那個樣子，但我們不是。女

人出現在我們的作品中似乎會和我們的銀行經理在嗑藥一樣怪異、造作。」44而

                                                 
44 Quoted in Paul Richard, “Strange, Bold Images from Two Artists who Are One,” in 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6, 1984）, “We do not like the sexuality of women in our art. It is unnecessary. In 
every cartoon one sees a naked woman. Perhaps all artists are like that, but not us. A woman i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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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我們來說，若開始將女人放在我們的圖畫中，就會和我們開始打扮得像女

人一樣奇怪。」45他們以直覺的觀點表明他們不用女性裸體的立場，對他們來說

女性完全沒有必要存在於作品中，至於當他們被問及是否刻意地使用男性的身體

時，他們反駁道：「這不是真的。我們只是碰巧就這樣做了。剛好是因為開始時

我們使用了我們自己，然後覺得有一個年輕男子會更好。所有的評論家都直接叫

他們『娼妓或被租用的男孩』，他們不能接受男人」46出現在作品中。他們並說

道：「我們自己只是有意識的要擴展到其他的人物，很自然地我們會用到其他男

人。」47所以根據他們的說詞，男性的裸體圖像只是他們在圖像的擴充上一個必

然的結果。 

吉伯特和喬治不願把女性的圖像放入作品中，其實還有其他的動機與目的，

他們說：「假如你在藝術中放入了女人，男人女人都有了，然後就會很無趣、正

常。但是假如你排除了女人，議論就會有很多。每個人都在抗議，說我們必須在

藝術中放入女人，我們必須在作品中放入女人。而我們會問：『為什麼？』」48他

們不想要「正常」的藝術表現，因為那代表了無趣，他們想要創造出獨特的藝術，

所以寧願招致非議，也不願因他人的質疑而放棄自己的堅持，而且他們反而要去

質疑傳統慣例中的裸體藝術。「過去的三百年來，在藝術中的裸體意味著女人。

每個與現代藝術有關的圖一直都是女性的裸體。」49雖然這種說法有些過於主觀

偏頗，但他們還是認為外界以一種很奇怪的價值觀和不合理的判斷標準來看待裸

體藝術，「這是非常奇怪的，一個裸體的女性是美好的，兩個裸體的女性非常有

                                                                                                                                            
work would seem as odd, as artificial, as our bank manager in drag.” 

45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and Shere Hite: 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83. “It would be as odd for us 
to start putting women in our pictures as it would be for us to dressing as women.” 

46 Ibid., p.284. “Not really.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us. It happened because first we 
used ourselves and then thought it much better to have a young man. All the critics called them 
names immediately – prostitutes or rentboys – they’re not able to accept a man …” 

47 Ibid. “We were just conscious of extending ourselves into other figures, and naturally we would 
have other men.” 

48 Ibid. “If you have women in art – men and women – then it’s boring, normal. But if you exclude 
women, the discussion is enormous. Everybody’s up in arms that we have to have women in art, that 
we have to have women in our pieces. And we say, ‘Why?’ ” 

49 Ibid., p.283. “Because for the last 300 years, nudity in art meant women. Every cartoon about 
modern art was always the female n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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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一個男人裸體是一種男性的研究，比一個還要多，喔⋯那是十分嚴重的，

兩個男人裸體比一個的還要赤裸。」50「正常來說，一般的世界能接受一個人，

包括男孩和女孩的裸體，但二個袒露的男人呢？從某些方面來看是不能被接受

的。」51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裸體圖像遭受到了不少的排擠，也很明白在他們作

品中男性獨占、女性缺席的情況所引起的爭議。然而，不論一般人的認知觀念是

否能與他們的藝術表現同軌，他們仍堅持只使用男性的圖像，以及男性的裸體圖

像。而這種堅持也招致了外界對他們的藝術有同性戀之嫌的指控，如西蒙•德惠

爾（Simon Dwyer）在訪問他們時所說道：「你們只使用年輕男子和男孩在你們的

攝影圖像中。很多人說它們同性戀色情。」52僅管他們一直不願意與同性戀藝術

劃上等號，但大部分的藝評家和藝術史學者仍有其充分的理由將他們歸入此類。

吉伯特和喬治自己則認為他們會被貼上這種標籤，和其只表現了男性裸體圖像有

絕對的關係，「男性的裸體依然是令人震撼。⋯⋯假如一位女性藝術家畫女人，

她的作品就不會被說成是女同性戀。」53這雖然是他們為自己所做的辯駁，但他

們也明白男性裸體在現代藝術中僅管不是全然的禁忌，但其不被主流價值觀所認

同卻是不爭的事實。 

從古希臘以來，裸體就一直是西方的藝術家樂於歌詠贊頌及表現的對象，使

用裸體的藝術表現在西洋藝術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然而，綜觀整個藝術史上的裸

體藝術表現，男性裸體和女性裸體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在古希臘時代，男性

裸體是藝術家用來表現人體之美的主要對象，之後經歷中世紀的壓抑，於文藝復

興時期再度復甦，但女性裸體已漸漸地取代男性裸體成為裸體藝術表現的主流，

                                                 
50 Gilbert and George, “We’re Just Lonely, Miserable, Terrified People: Interview with Dave Stewart 

1995,” in Ibid., p.229. “It’s strange: a naked lady is wonderful; two naked ladies, very interesting; … 
One man naked is a male study; more than one, well… that’s quite serious – two men naked are 
more naked than one. 

51 Gilbert and George, “The Fundamental Gilbert & George: 1997,” in Ibid., p.290. “Normally the 
world, the general world, accepts one (man), a boy and a girl naked, but two naked men? It is in 
some way unacceptable,” 

52 Simon Dwyer, “From Wasteland to Utopia – the Visions of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Simon 
Dwyer 1995,” in Ibid., p.210. “You only use young men and boys in your photos. Many say that they 
are homoerotic…” 

53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85. “The male nude is still shocking. … If a woman 
artists painted women, her work would not be described as les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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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柏格（John Berger）在《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一書中就提到歐洲的

裸體畫是把女人當作主要的表現對象，54相對地，男性的身體卻反而慢慢地被隱

藏在衣著之下，不輕易地袒露示人。所以當藝術家開始公然地展示出男性裸體

時，社會輿論對待他們的態度就不如觀看女性裸體一般習慣、自然，而是以較多

的異色眼光看待之。愛德華•路斯－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就認為「現在

男性裸體比女性裸體挑起了更強而有力的禁忌。」55他並說：「相對於女性裸體，

男性裸體在一九七○年代的藝術界逐漸引起爭議，且特別是在一九八○年代，其

經常成為同性戀情慾的代名詞。分離而出的同性戀藝術之發展⋯⋯變成一種眾所

周知的次文化表現之媒介。」56他並舉出了吉伯特和喬治以及美國的攝影家羅伯

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89）作為這種次文化浪潮的代表人

物。梅普爾索普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初建聲譽，當時他用一系列的攝影作品記

錄剛開始流行施虐受虐的同性戀社群，特別是紐約和舊金山的下層社會，後來他

以拍攝男性黑人裸體引起眾人的注目和相當的爭議，因而聲名大噪。他不僅在作

品中強調出同性戀的內容表現，而且也將這些題材予以去人性化的處理方式，從

而將種族和性別的議題連繫起來。其所表現的男性精壯裸體幾乎都有淡淡的柔光

灑在黑人的肌膚上，散發出了一股濃烈的性的誘惑力，如《湯瑪士》（Thomas, 

1986，圖九六）一作。57雖然他跟吉伯特和喬治一樣都只以男性的身體為主要的

表現題材，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亳不掩飾地在作品表露出他的同性戀性傾向。

不過，他那明示同性戀性誘惑的男性裸體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共和黨人士傑

西•海姆斯（Jesse Helms）曾在參議院嚴厲譴責梅普爾索普的作品，指其為墮落

的藝術，並提議立法禁止國家資助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為“下流”的作品提供基金；此外，當代藝術中心也曾因展覽他的

                                                 
54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Penguin Books, 1972）, 

p.52. 
55 Edward Lucie-Smith, Sexuality in Western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p.269. “the 

male nude now invokes a much more powerful taboo than the female one” 
56 Ibid., p.266. “The male nude, as opposed to the female, has occupied an increasingly controversial 

place in the art of the 1970s, and especially the 1980s, often as a vehicle for homo-erotic feel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eparate homosexual art … became a means of expression for what was now a 
fully recognized subculture.” 

57 Ibid., pp.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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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而被指控“罪惡淫穢”的罪名。58雖然最後這些對他的指控均不成立，但

他的裸體作品所引發的爭議性可見一般。同樣地，吉伯特和喬治的裸體圖像僅管

未走上司法的辯爭，卻也遭到了不少的非議。 

僅管吉伯特和喬治與梅普爾索普表現的都是男性裸體，但事實上二者是以不

同的表現手法來呈現的，前者是將攝影的影像再加以變造，後者是直接以其作為

攝影作品的內容，不過，二者卻同樣皆是藉由攝影的媒介來創作以男體為主要內

容的藝術，所以當我們再把焦點聚集於整個攝影藝術領域時，會發現在鏡頭下的

裸體依然是女體當道。大衛•貝里（David Bailey）解釋了這種現象： 

攝影的裸體主要偏好女性的身體。某些人可能認為這是因為攝影和繪畫的

領域是由男性所主宰，我們的世界看起來就像是由男性的眼光所構築的。

就某種範圍來看，這種說法是可靠的。然而有趣的是，現在有更多的女性

投入攝影，但男性的裸體並沒有增加。事實上，很多女性的攝影師採用的

是女性自己的裸體圖像，而大部分的男性裸體則是由男人所運用。59 

他並以「維納斯」和「大衛」這二件藝術史上有名的雕像來作比較分析，認為「女

性仍具劣勢，是因為維納斯沒有雙手來保護她自己，或許這就是使她在男人主宰

的過去歷史中如此有名的原因。」60這種說法當然只是一種沒有確實根據的論

點，不過，此一論調也的確反映出在男性父權主宰的社會體制中，女性主義者仍

一直致力於高倡平權的現況。而男性裸體攝影雖然在近幾年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但事實上這是同性戀人士自我認同意識的高漲所形成的，這股非主流的社群力量

                                                 
58 Dave Yorath, Photography: A Crash Course（London: The Ivy Press Limited, 2000）, pp.118-9. 
59 David Bailey and Marrison Harrison, The Naked Eye: Great Photographs of the Nude（New York: 

Amphoto, 1987 ）,“The nude in photography has mainly favoured the female body. Some might say 
this is because photography and painting have been dominated by men and we have a male view of 
what the world looks like. To some extent this may be vali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owever, that 
there are now more women working in photography and yet the number of male nudes has not 
increased. In fact, many female photographers take nude pictures of themselves and most male nudes 
are by men.” 

60 Ibid., “In the final count, the two most famous nudes, Venus and David, will give both sexes equal 
billing, with women still at a disadvantage, because Venus has no arms to defend herself. Maybe that 
is what made her so famous in the male-dominated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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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築的男體世界在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裡其實仍極度地被邊緣化。吉伯特和

喬治自己就曾經提過：「假如有一張海報是表現『裸體』，人們就會猜想它們是女

性的裸體。」61因為在異性戀的男性所主宰的社會裡，女體畢竟還是供其滿足性

慾的主要來源。約翰•柏格（John Berger）提到在西方藝術的裸體畫傳統中，女

性的赤裸身軀一直是扮演著「被觀賞者」的角色，而作為「觀賞者」的男性經常

不會出現在畫面之中，但他們始終是存在的，其不需現身，只要在畫面之外欣賞

即可。對他們來說，這些女體只是供其意淫的擁有物罷了。62在雪兒•海特（Shere 

Hite）與吉伯特和喬治所進行的訪談中，她也以這種女性主義的辯證論點來解釋

他們表現的男體之所以會遭受非議的原因。她說：「因為男人已習慣認為他們是

個藝術家，而不是對象物。⋯⋯在這個社會中的女人是男人行動的對象物。」「那

就是為什麼男人會覺得你們以那種方式使用男性的身體已威脅到他們。」63 她

並認為他們在這方面所觸及的禁忌層面是男性所固守的權力觀念，「男人應該是

控制世界的那群人。因此，有更多的權力意味著要有所隱藏掩飾，而不是像你們

那樣使用身體。」64她還提到了馬內（Édouarf Manet, 1832-83）的「《草地上的午

餐》，當然，其中的女人是赤裸的，男人則衣冠楚楚。而你們正做出與那完全顛

倒的東西。」65或許他們將男性扮演成完全袒露的「被觀賞者」角色，正是讓男

性父權本位主義的人士排斥的主因之一。而他們自己也曾提出這樣的情況：「我

們一直有一大群女性的追隨者。她們喜歡這些作品。男人則通常會害怕它，而且

男性的收藏家若在他們的牆上展示我們的作品就會有很大的麻煩。」66 

                                                 
61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85. “If there were a poster for “Nudes”, 

people would assume they were female nudes.” 
62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pp.50-65. 
63 Shere Hite, “Gilbert &George and Shere Hite: 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83. “because men are accustomed to 
thinking of being the artist not the object. … So women in this society are the object of men’s 
actions.” “that’s why men would be more threaten by the fact that you’re using the male figure in 
this way,” 

64 Ibid,, p.284. “The taboo is about the fact that men are supposed to be those who control the world. 
Therefore, having more power means being covered, not using your body and so on,” 

65 Ibid., p.285. “I’m thinking of that famous painting, Le déjeuner sur l’herbe（Manet, 1863）,where, of 
course, the women are naked and the men are dressed. You’re doing the reverse of that, in a way.” 

66 Richard cork, “Porn? Suits you, sirs,” in The Times（May 29, 2001）, p.15.we’ve always had a big 
following among women. They love the work. Men are often terrified of it, and male collector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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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吉伯特和喬治的裸體圖像引起爭議還有另一主要的關鍵因素，即其所

表現的裸體被某些人認為並不算是一種裸體藝術表現，而只是身體的袒露。關於

「袒露」（naked）和「裸體」（the nude）二者在定義上的區別，藝術史學者肯尼

士•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裸體》（The Nude）一書中有精闢的見解： 

「袒露」是指人褪下了衣裳，處在這種狀態下，大多數的人都會顯得尷尬。

而「裸體」這個字，是在有教養的運用上，卻不含有任何令人不快的弦外

之音。它投射在心靈上的模糊印象絕不是一團混雜毫無遮掩的肉體，而是

一副勻稱美好且沉著自信的身軀，一個再創造的肉體。67 

同樣是衣不蔽體，但克拉克認為二者在給人的觀感上卻是南轅北轍的。此外，根

據《新牛津英文辭典》的解釋，「袒露」是未著衣物的狀態，「裸體」則是指以一

種藝術的類型表現人類袒露的身體。68可見二者在基本的定義上都有著普遍共同

認知的界說。而知名藝評家大衛•席維斯特（David Sylvester）則曾對吉伯特和喬

治所表現的裸體圖像，當著他們的面表示了以下的看法： 

這個世紀的所有藝術家都試著做「袒露」的圖像，但只成功地做出「裸體」，

然而，你們已經做出了「袒露」。69 

顯然藝術史學者和藝評家對於二個同樣是褪去衣裳的赤裸狀態之詞語，都給予嚴

明的劃分，克拉克在《裸體》一書中所持的看法是：「裸體」才是藝術表現，而

「袒露」只是一絲不掛罷了；但席維斯特卻是以曖昧的言論表示：吉伯特和喬治

                                                                                                                                            
a big problem about displaying our work in their walls.” 

67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56, 
1984) p.3. “To be naked is to be deprived of our clothes, and the word implies some of the 
embarrassment most of us feel in that condition. The word ‘nude,’ on the other hand, carries, in 
educated usage, no uncomfortable overtone. The vague image it projects into the mind is not of a 
huddled and defenseless body, but of a balanced,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 body: the body 
re-formed.” 

68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1228. “naked: without clothes”; p.1270. 
“the nud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ked human figure as a genre in art.” 

69 Quo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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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4. “All the artists in 
this century have tried to do naked. But they’ve only every succeeded in doing nude. But you’ve 
done na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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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袒露」比「裸體」的藝術表現更接近真實的呈現，至於他們的「袒露」是否

也能算是表現裸體的藝術，他卻沒有在這句話中直接明白地透露出。因此，他們

使用裸像的藝術表現究竟是否能稱得上是裸體藝術，就成了一個各自成理且頗具

爭議的問題。而在眾說紛紜的同時，吉伯特和喬治自己也回應了席維斯特對他們

裸體圖像的評價：「的確，那（指裸體和袒露）是不同的。沒有人會把我們看作

是裸體，真的，甚至不會看作是袒露的男人，袒露的人類。」70他們並不想把自

己的裸體圖像置於等同裸體藝術一樣的價值高度，甚至他們在許多作品的名稱中

就直接表明是他們表現的是「袒露」（naked），不過，他們的赤裸狀態卻不是用

來引人遐想的，「我們已經做出了袒露。因為清涼美女雜誌不是袒露，它是一種

性的刺激。我們和它是不同的。」71他們認為自己表現出的「袒露」和「色情的

袒露」是不同的，色情雖和袒露有直接關係，但其有更大的成分是性的挑逗，所

以當他們的作品遭到色情之嫌的指控時，他們仍義正嚴詞地反駁道：「我們從未

在進入工作室的時候想著：『我們應該要做出有色情或沒有色情的東西嗎？』我

認為以某種角度來看我們已把色情排除在我們的圖畫之外。」72因此，他們自認

為他們的「袒露」是與色情完全絕緣的。 

或許他們的創作真的不是為了表現色情的目的，但他們表現裸體的方式也確

實讓那些已習慣於傳統品味的人士無法接受，以至於被拒於千里之外。如果以克

拉克在《裸體》一書中所分析的裸體藝術來看，吉伯特和喬治是絕對無法符合那

些「典型」的美感標準，而且克拉克所界定的裸體藝術只限於繪畫和雕塑的藝術

表現，他覺得以攝影方式表現的裸體只是一種對完美的模倣，「不管是有意或無

意，攝影家通常認為在一幅裸體照片中，他們真正的對象並不是袒露的人體，而

                                                 
70 Ibid., “It’s true, that is the difference. No one sees them as nudes, not even naked men, really, naked 

human beings.” 
71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Ibid., p.250. “… we have done naked. Because the pin-up magazine is not naked, it is a sexual 
stimulant. It is different.” 

72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George and Shere Hite: 1996,”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85. “We would never go into 
the studio thinking, ‘Should we do erotic or non-erotic things?’ I think we kept eroticism in some 
way out of our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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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模倣某位藝術家心目中理想的裸像。」73 克拉克這種對裸體攝影作品的評

判論調，在他提出之後的三十多年的現今攝影藝術界看來似乎已稍過偏頗，不

過，他也提出了較為客觀的說法：「一大堆袒露的軀體不但不能激起我們的移情

作用，反而會給我們帶來幻滅和沮喪。」74所以表現具有美感的「裸體」其實仍

是大部分的攝影家所一直追求的目標，只是純粹「袒露」的身體並不存在於攝影

藝術的領域，而是在色情或醫學等其他的範疇裡。但是何謂具有美感的裸體，這

又成了另一個難解的主觀判斷問題。更何況吉伯特和喬治這種以攝影的影像為創

作媒介卻又不屬於攝影作品的裸體圖像，已超越了一般人對裸體藝術的傳統認

知，在他們之前從來沒有藝術家以這樣的形式來表現裸露的身體，所以對藝術史

學者、藝評家和觀眾來說，在審美判斷上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擾，而這種完全悖離

傳統的裸體圖像也因此才會引起如此多的爭議。 

  如果我們就順從吉伯特和喬治之意，將他們的裸體圖像放入「袒露」的角度

來看，一般人可能還是無法覺得它們是賞心悅目的，尤其是在一九九四年的「裸

屎圖畫」（The Naked Shit Pictures）系列作品中，他們表現自己完全袒露的方式

絕對不是觀眾所熟悉的任何一種裸體藝術。當人們面對這些規格巨大作品時，看

不到古代裸體雕像的優美典雅，也見不著有何含蓄的遮掩，映入眼廉的是二個中

年男子以狎近玩弄的各種姿態，恣意地展露出他們赤裸的身體，而且幾乎是全方

位肆無忌憚的袒露。即使在有些作品中他們並非完全赤裸，如前文所述的《袒露》

（Naked,1994，圖七五）中的他們刻意地將褲子褪去一半，但這樣反而比全身的

裸露更加顯目。而他們自己也明白這種半裸的狀態會引來了更多的問題，「甚至

在我們把褲子褪去一半的作品裡，未完全袒露就是禁忌。⋯⋯它們總是被認為是

把褲子脫下，而不是穿上去。有人說他們會感到害羞，因為我們正在做出穿褲子

的動作。」75而某些作品中的他們雖未正面裸裎示人，卻反而更加駭人，如在《屁

                                                 
73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 p.7.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photographers 

have usually recognized that in a photograph of the nude their real object is not to reproduce the 
naked body, but to imitate some artist’s view of what the naked body should be.” 

74 Ibid., p.6. “A mass of naked figures does not move us to empathy, but to disillusion and dismay.” 
75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157

眼》（Bum Holes, 1994，圖九五）一作中，他們大剌剌地將臀部朝向觀者，讓他

們身體最穩私的部位更加一展無遺，赤裸的身體再加上這樣的戲謔動作，是否會

讓人對他們這些裸體圖像更敬而遠之呢？此外，這些裸體的形象都是運用攝影的

影像作為圖像的組成元素，並非以繪畫的形式呈現。又是否因為攝影的裸體比用

畫筆表現的裸體更逼近真實存在的形體，才讓人覺得難以入目？關於這些問題，

或許因每個人的尺度標準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但他們想讓觀者看到的確實就是

這些「真實」的裸體。他們說：「人們經過一幅用畫的裸體、一幅蝕刻版畫的裸

體、一件青銅的裸體，這些全都能被想像的到，他們並不會佇足；但是當他們看

到我們的作品，他們卻停下腳步。他們會感到驚訝，因為我們的作品是如此真實。

我們想要盡可能地接近真實。」76他們想讓觀者看見他們的「真實」，也要觀者

看見自己的「真實」： 

我們相信那些看見我們在作品中袒露的人們，也同時看見了他們自己的赤

裸。不只是我們。他們在那一刻了解到自己在衣服底下的赤裸。以那種角

度來看，那不僅是關於我們的圖畫，也是關於觀者的圖畫。77 

他們要觀者了解這些作品的「主要課題之一就是人類的真實」，78是全人類皆存

有也必須面對的「真實」。他們並認為袒露與否和觀者的角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沒有觀者就沒有赤裸的問題存在。當我們獨處時，我們就不算是袒露。」79當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49. “Even in the pieces where we have the trousers half down, it is not the nakedness that is 
taboo, … They are always seen as taking the trousers off, not putting them on. One could say that 
they are very coy because we are in the act of putting the trousers on.” 

76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p.66. “People will walk by a painted nude, an etched nude, a nude in bronze, all of those could 
be imagined, but when they see ours they stop. They are alarmed, because ours is so real. We want to 
be as possible to the real.” 

77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50. “We believe that people looking at our pictures where we are naked are looking at their 
own nakedness as well. It’s not just us. They realise their own nakedness under their clothes at that 
moment. In that way the pictures are as much about the viewer as about us.” 

78 Gilbert and George, “The Fundamental Gilbert & George: 1997,” in Ibid., p.290.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Naked Shit Pictures) is the human reality” 

79 Ibid., “there is no nakedness without a viewer: we are not naked when we ar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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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者看見被觀者的身體時，被觀者的赤裸存在於觀看者的眼中，如果沒有觀看

者的存在，被觀者的袒露與否就僅與自己有關。因此，赤裸的身體只在觀者出現

時才算是真正的袒露，而他們在《袒露之眼》（Naked Eye, 1994，圖七三）一作

中所表達的就是這種想法。在畫面背景中的他們睜大著眼睛，看著自己的赤裸之

身，他們認為那些巨大的眼睛「純粹是顯露出觀者的眼睛」80，前景的他們用手

矇住臉，則是「因為你不需要將你的眼睛打開，就能感覺到自己在別人面前是袒

露的狀態。」81他們將自己的身體曝露在自己的窺伺之下，也同樣在觀者的眼前

全然揭開了自己袒露的外在與赤裸裸的內在。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將自己的裸體公然地展露在攝影圖像上，讓觀者直接逼視

他們的身體，但他們並無意以這種方式來冒犯觀者，「我們認為我們是非常彬彬

有禮地對待觀眾，真的。」82對他們而言，在公眾面前完全袒露事實上需要很大

的勇氣，而且當面對觀眾時他們也變得非常敏感脆弱。83貝阿特利斯•巴宏

（Béatrice Parent）認為「這二位藝術家在他們具有自傳性意涵的赤裸中交出了

他們自己的『身體和靈魂』，亳無困窘地揭露出他們私密的自我。」84他們將身

體的私密作這般公開，可能在某些人眼中這已近乎是一種暴露狂的行徑。然而，

在影像傳播蓬勃發展的今日，人類的偷窺慾望因科技的進步得到了更多滿足，他

們這種將自己的裸體公諸於世的作法，似乎也成了一種運用身體的反偷窺策略。

而他們的裸體圖像也如同他們其他突破社會禁忌的圖像一樣，受到某些藝評家的

高度贊譽，相對地，也遭到不少撻伐攻訐。在評價的兩極，我們不僅了解到藝評

家個人主觀的想法，同時也看到了其所代表的社會意識型態以及與吉伯特和喬治

相對立的某些價值觀，故以下將針對此點進而深究。 

                                                 
80 Ibid., “That is to reveal purely the eyes of the viewer,” 
81 Ibid., “because you don’t have your eyes open to feel naked in front of another persons. 
82 Ibid., “We think w are very gentle in our approach to the viewer, really.” 
83 Ibid., “For us, being naked in front of the public, we are trying to make ourselves vulnerable in front 

of the viewer.” 
84 Béatrice Parent, “Gilbert & George and the Strategy of ‘Art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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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n the nakedness of their biographical implication the artists give themselves 
“body and soul”, revealing their intimate selves without a hint of embarra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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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爭議性圖像的評價與社會意識型態 

  吉伯特和喬治對於自己攝影圖像背後的創作意涵都能言自成理，並對於自己

的作品也有高度的自我認同。然而，觀者卻不一定都能和其站在同一陣線，他們

或許會有正面的反應和熱烈的回響，亦有可能是完全的反感或絕對的厭惡。關於

一般觀眾的觀感，我們實在難以從現有的研究資料得到非常確切且全面的真實情

況，不過，從某些相關的媒體報導中，我們還是多少可以獲得一些概略的訊息。

至於藝評家的回應，則能直接從其評論的內容中了解他們解讀的方式和立場。雖

然藝評家的觀點代表的是屬於他們個人的立場，但他們的觀點也是存在於這個社

會的一種聲音，所以當他們以所謂的專業觀點去分析作品時，不論其立場為何皆

不容忽視。再者，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是一種能強烈傳達出訊息的視覺影像

藝術作品，因此，觀者在其作品中的解讀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瑪麗塔•斯

圖肯（Marita Sturken）和麗莎•卡特瑞（Lisa Cartwright）在他們所合著的《觀看

的策略：視覺文化導覽》（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一書中提出了影像與觀者之間的關係：「影像呈現給觀者的線索是關於其支配性

的意義，而這個支配性的意義就是影像的製造者想要觀者去做的詮釋。⋯⋯所有

的影像都能被編碼和解碼。」85他們認為影像的編碼是在創作時被賦予意義，當

它被放在特定的時空背景時，又被再進一步的編碼。而解碼則是在特定的文化環

境中的觀者於觀看影像時，解讀其中的意義，並可無視於創作者的意圖。86其所

謂的影像適用於大眾傳播文化和藝術的所有影像，所以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

作品亦可被視為一種編碼的影像，而藝評家對其作品的詮釋和評價則是一種觀者

解碼時的解讀結果。此書並引用了斯圖亞•沃爾（Stuart Hall）所提出的觀者在解

                                                 
85 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 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6. “Images present to viewers clues about their dominant 
meaning. A dominant meaning can be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an image’s producers intended viewers 
to make. … All images are both encoded and decoded.” 

8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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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影像時的三種態度和模式： 

（一）「支配性的解讀」。他們能以一種亳無疑問的態度認同並接受影像或

文本中的主要的立場與訊息。 

（二）「協調性的解讀」。他們能從影像和其支配性意義中協調出一種詮釋。 

（三）「對立性的解讀」。最後，他們能採取對立的立場，完全反對影像中

所存有的意識型態立場，或全然地拒絕它（例如忽略它）。87 

這三種解讀模式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立場和觀點，而不論是一般觀眾或藝評家，任

何一種身分的觀者都能以這三種模式來看待每一位藝術家的作品。不過，當我們

看到藝評家對吉伯特和喬治的作品進行解讀時，會發現大部分的藝評家鮮少以第

一種的模式來詮釋，大多是以第二和第三種模式來評價他們的作品。尤其是他們

那些觸及社會禁忌且引起較大爭議的攝影圖像作品，持以「對立性的解讀」的某

些藝評家更是以激烈的論調來表達他們對吉伯特和喬治的厭惡。當這些藝評家在

解讀他們的作品時，或許會因文化、宗教、政治、道德觀等等的因素，而多少帶

有屬於其個人的偏見，不過，這也真實地反映出存在於每個人心中不同的審美標

準和價值觀，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的聲音說出了各種意識型態之間的絕對差

異。《觀看的策略：視覺文化導覽》一書並提到：「意識型態是存在於所有文化中

的信念體系。影像是意識型態藉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媒介，而且意識型態會被投射

其中。」88所以我們在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中，不僅看到了身為創作者的他

們自己所表達出來的意識型態，同時也看到了影像被觀者解讀時，隱藏在各種評

價背後的意識型態。不論從相關報導的內容中所透露的一般觀眾之反應，或各個

藝評家的觀點所代表的立場，都多少能反映出存在於這個社會的各種意識型態。

因此，本節主要是針對這些爭議性圖像的評價，去探究其中的社會意識型態。 

                                                 
87 Ibid., “(1) Dominant-hegemonic reading. They can identify with the hegemonic position and receive 

the dominant message of an image or text in an unquestioning manner. (2) Negotiated reading. They 
can negotiate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image and its dominant meanings. (3) Oppositional reading. 
Finally, they can take an oppositional position, either by completely disagreeing with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embodied in an image or rejecting it altogether (for example, by ignoring it). 

88 Ibid., p.21. “Ideologies are systems of belief that exists within all cultures. Image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ideologies are produced and onto which ideologies are pro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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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上許多新掘起的藝術表現和主張，都是踏著評論家的批評責難而前進

發展的，現代藝術從印象派開始就一直存在著這種現象。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在

世界各地的巡迴展覽上，受到觀眾廣大的注目並引起熱烈的反應與回響，但在藝

評界卻得到二極化的評價，其中的負面批評大多針對他們的攝影圖像作品因觸及

到社會禁忌面向而加以疾聲撻伐，這些作品包括前文所羅列的幾種類型，如同性

戀的性暗示、年輕男性裸體和自己袒露的裸像、糞液體液的圖像、有褻瀆之嫌的

宗教圖像等等。雖然當代的前衛藝術家為了求新求變，經常踰越傳統的蕃籬而做

出驚世駭人的藝術內容，觀賞這些當代藝術的觀眾也或許早已見怪不怪，但仍有

某些人士對於吉伯特和喬治以藝術之名呈現的攝影圖像不予認同，甚至以情緒性

的言詞攻擊他們。而這些作品之所以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主要是因為其中某些

圖像的內容題材是大部分的藝術家比較少或不願去碰觸的。因此，這種容易引起

高度爭議性的藝術表現，不僅讓他們成為世界藝術舞台注目的焦點，同時也成為

某些藝評家和衛道人士對他們強烈責難攻訐的主要關鍵。 

  在吉伯特和喬治所遭受到嚴厲指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道德層面的觀點加

以撻伐的負面批評，而且從某些報導資料的側寫以及對他們施以惡評的實例來

看，來自於英國本土的責難似乎更甚於其他國家。哈德良•丹納德（Adrian Dannatt）

就曾對於他們在國內外所遭受到的不同際遇有一段客觀的說明： 

吉伯特和喬治在歐洲和美國被定位成當代的英國大師，但他們在英國卻是

有著許多危險傾向的著名古怪人士。在英國以外的人了解吉伯特和喬治的

方式是透過書、嚴謹的展覽目錄論文、以及對其作品的哲學性沉思著作，

他們可能會很驚訝地發現，在英國的報紙和大眾雜誌刊登了很多有關吉伯

特和喬治的專訪、人物側寫、和新聞性的訪問，但居然沒有一個能觸及到

他們的藝術作品，甚至有的還加入了對他們生活怪異面的窺伺。他們在英

國被看成是聲名狼藉的大眾娛樂的古怪傢伙，在英國之外則是赫赫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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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藝術家。89 

由此可知，他們不僅在英國本土和境外有著截然不同的名聲，而且相較於他國對

其在藝術方面的讚譽，他們的藝術成就似乎並無法被自己的國人所認同和看重。

這種情形或許從他們實際遭遇的某個例子，就可得知一些端倪。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他們的「裸屎圖畫」（The Naked Shit Pictures）系列在

德國的科倫展覽時頗受好評，於是他們計劃在次年回到英國舉辦大型展。然而，

當他們在一九九五年二月參加「舍帕泰藝廊」（Serpentine Gallery）的某個團體展

時，他們卻馬上遇到了第一個麻煩──該藝廊拒絕他們的其中二件作品。這件事

或許只是他們所遭受過的眾多不平待遇的某個小插曲，但對於已獲得國際藝術界

許多肯定的他們來說，在自己的國家展覽竟然比在其他國家受到更多的阻撓，這

的確是個不小的打擊。於是他們親自寫了一封立場堅定且不卑不亢的信給該藝廊

的負責人，表明了他們的不滿並期待事情能有轉圜的餘地。信的內容指出他們的

這些作品遭到拒絕展出是不公平的，該藝廊在之前亦曾展出其他藝術家有關糞便

之類的作品，而且遭禁的這兩件作品在其他國家也早已展出過，並刊於展覽畫冊

及作成明信片之類的周邊產品。他們寫道： 

現在收回你的禁令吧！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做錯事，且不能接受這兩件圖畫

被禁。⋯⋯它們沒有顯示出暴力，它們沒有顯示或暗示任何性行為，它們

什麼也沒利用。對我們而言，他們是具有深刻人性的圖畫，在英國的人們

不應該被阻止去看它們。90 

                                                 
89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4. 

“Gilbert & George would be constru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as contemporary British masters, and 
within Britain notable eccentrics harboring a variety of dangerous bents. Those outside the UK who 
know of Gilbert & George through books, serious catalogue essays, and philosophical pondering 
upon their work might be astonished to discover just how many interviews, profiles, and journalistic 
investigations of Gilbert & George have been published in British newspapers and popular 
magazines, note of which even touch on their artwork, other than as added insight into the 
bizarreness of their lives. They are notorious in Britain as weird wondrous figures of public fun and 
famous outside Britain as major artists.”” 

90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45. “Now to return to your banning.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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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末他們還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表達他們的心聲：「請求！請求！為了藝術和自

由的理由，為了現代思想和英國藝術大眾，取消這個壓迫的恐怖禁令吧！」91僅

管他們已擺出如此委婉的低姿態，但他們的作品仍然遭到撤換的命運。丹尼爾•

法爾森（Daniel Farson）認為他們直接致函抗議而未將這件事訴諸媒體的支援，

是因為害怕引起任何的醜聞或警察的干涉，而影響到他們之後的大型展覽計畫。

92事實上，他們在一九九三年的展覽就已招來警察的「特別關注」。93可見他們在

英國境內並未享有如國際藝術大師的待遇，甚至還受到不合理的審查制度的嚴密

監控和壓迫。 

吉伯特和喬治早在一九七○年代就已用髒話塗鴉的圖像來作為他們突破社

會禁忌的武器，至八○年代則以男性裸體和糞便圖像試探社會大眾接受的尺度，

雖然一直都有對他們非議的聲音，但這些攻訐主要是來自於英國本土媒體的評論

者。到了九○年代，這些責難即使因社會的逐漸開放而慢慢減少，不過由上例可

知，他們仍受到英國的某些人士不友善的對待。當他們被問及是否感覺到英國有

一股針對他們的反彈聲浪，他們回答：「沒有。只有五個人，五個評論者在反彈。

你不曾聽到在街上的人發表這樣的觀點。⋯⋯這些評論家說我們是法西斯主義者

或戀童癖或無論什麼，但在倫敦東區的計程車司機卻只會對我們說：『喔！你們

辦了那個奇妙的展覽。』」94僅管他們覺得一般觀眾的反應還算不錯，只有少數

的評論者對他們有意見，但這些人卻坐擁傳播媒體的勢力，其所產生的無遠弗屆

                                                                                                                                            
know we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and cannot accept these two pictures being banned. … They do 
not show violence, they do not show or suggest any sexual act, they exploit no one. For us they are 
deeply humanistic pictures which people in Britain should not be prevented from seeing.” 

91 Ibid., p.146. “Please, please, for the sake of art and freedom, and modern thought and the British art 
public, reverse this oppressive horrible ban.” 

92 Ibid., p.145. “they did not refer to possible support for their stand from the media, for they were 
anxious to avoid any scandal or police interference, which could threaten their major show planned 
for later in the yaer.” 

93 Ibid., p.146. “The explicit Gober exhibition of 1993 had alread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olice, 
who were anxious to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too severe a shock.” 

94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 p.66. “No. There is a resistance by five people, five critics. And you never hear these views 
expounded by the man on the street. … These critics say we’re fascists or pedophiles or whatever, 
but then the taxi driver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will say to us, “Oh yeah, you had that fantastic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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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足以對他們造成某種程度的打擊。而他們之所以遭致這些衛道人士的

猛烈抨擊，或許和他們公然展露禁忌的態度與英國人較為壓抑的民族性格相互衝

突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因為他們揭露了潛藏於人們內心赤裸裸的真實面，而這卻

是不被那些保守傳統且受道德禮教束縛的英國紳士所接受的行徑。不過，這個部

分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但是若針對吉伯特和喬治攝影圖像中的同性戀性

暗示以及只用年輕男子作模特兒所引來的爭議，再對照英國社會對待同性戀者的

態度，或許多少可對此一現象略探究竟。 

   吉伯特和喬治一直不願承認他們所作的只是「同性戀藝術」，更不想被貼上「同

性戀藝術家」的標籤，但藝評家普遍認為他們某些作品中的圖像的確有明顯的同

性戀性暗示，而且其主要的圖像元素都只有男性、完全沒有女性，這一點更讓那

些藝評家自認為掌握到「最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他們表現的是同性戀藝術。例

如琳•巴柏（Lynn Barber）認為他們的作品有同性戀的屬性是因為「陽剛的、裸

胸的年輕男子明顯出現在他們的圖畫中；陽具圖騰象徵遍及圖中；完全沒有女人

和小孩。」95她並認為「他們的藝術被暗示成同性戀比他們自己被說是同性戀更

令他們感到焦慮。」96的確，在多次的訪談中，吉伯特和喬治對於自己被問及是

否為同性戀者從未極力否認，卻也從不願坦然承認，不過他們始終堅決地表明：

「我們絕不曾做過男同性戀藝術，我們絕不曾做過。」97他們之所以對於自己的

性向和藝術被冠上同性戀之名如此避諱，其實和同性戀在現今社會的處境有很大

的關係。 

  長久以來，在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體制裡，同性戀一直無法完全被認同和

接受。歷史上同性戀遭到政府權力機構迫害的事件時有所聞，如英國的法律在一

八八五年將男性之間的同性戀行為確定為犯罪行為，著名的文學家奧斯卡•王爾

                                                 
95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74. “Lynn Barber … she said, the 

‘muscular, bare-chested young men who feature in their pictures; the prevalence of phallic symbols; 
the total absence of women and children.’ ” 

96 Ibid., p.75. “They are far more bothered by the suggestion that their art is homosexual than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97 Ibid., “We never did gay art, we never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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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Oscar Wilde, 1854-1900）就曾因同性戀的罪名而被判刑入獄。98社會上一般

異性戀者的民眾，對於同性戀也多持以歧視的態度，以至於大多數的同性戀者都

必須隱藏其真正的性向以保護自己。一直遭遇不平等對待的同性戀者在長期積怨

下，終於在一九六○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浪潮風起雲湧之際，也如火如荼地猛烈

展開同性戀解放運動。一九六九年，同性戀者和警察爆發了激烈衝突的「石牆暴

動」。之後，同性戀者逐漸凝聚成一股反動勢力，紛紛為反對歧視同性戀而奔走，

並大力呼籲同性戀非刑事化。在同性戀民意的強力推動下，各國於是逐漸修法宣

佈同性戀的合法化。99然而，八○年代愛滋病發現之初，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恐慌，

同性戀社群卻被認為與之有關，因此，同性戀又再度被污名化。100至九○年代，

愛滋病的污名雖稍獲平反，表面上社會大眾似乎也已漸漸地能接受同性戀，但社

會仍普遍存在著將同性戀異化的意識型態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世界各國看待同性戀的態度和同性戀者爭取平權的行動力，多少會因國情或

民族性的差異而有些不同，如就同樣是英語系的英國和美國相互比較，英國學者

傑弗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認為英國的同性戀團體從未像美國人那樣公開、

激進，其在七○年代開始發展起來，也是因為直接受到美國很大的影響，且感覺

上英國的同性戀解放運動顯得較小心冀冀，難以成氣候。101可見在七○年代各國

的同性戀社群都已逐漸滋長壯大時，英國社會中反同性戀的保守勢力仍然不小，

因而使得英國的同性戀者在追求平權的路上舉步維艱。此外，在愛滋病剛剛造成

恐慌的那幾年，英國的通俗小報刻意製造出「同性戀瘟疫」的形象，對同性戀者

更是產生了莫大的不利威脅。102從八○年代民意調查的實際數據顯示來看，當民

眾被問及是否贊成同性戀關係時，敵視的態度顯然是逐年增加，在一九八三年指

責這種關係的人有百分之六十二，一九八五年是百分之六十九，一九八七年更增

                                                 
98 參見矛鋒,《同性戀文學史》（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 Literature）（台北：漢忠文化, 1996）, 

p.375. 
99 Ibid., pp.377-8. 
100 Jeffrey Weeks, Making Sexual History（London: Polity Press Limited, 2000）, p.191. 
101 Ibid., p.192. 
102 Ibid.,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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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百分之七十四。在一九八八年的民意調查中，仍有百分之六十被抽樣調查的人

認為同性戀是不能被接受的生活方式。至於在官方部分，英國政府通過一九八八

年地方政府法令“第二十八款”，要求地方政府禁止「傳宣同性戀」；一九九○

至九一年間，政府更是通過了對同性戀犯法行為加重懲罰的刑事審判法案。103這

些證據都在在顯示出，廿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仍強烈地瀰漫著一股對同性戀排斥和

打壓的保守氛圍。 

當我們把再焦點轉至英國同性戀文藝家的處境時，會發現他們「出櫃」公開

自己的性向者甚少，且王爾德的事件殷鑒不遠，使得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英國

同性戀藝術家很少願意將其性向公開，或在藝術作品中明顯地表露同性戀的傾

向。其中較為勇於坦承自己是同性戀者的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1937-），在英國的藝術界雖已大獲肯定，但他後來仍毅然決然地離開英國，前往

較為開放且對同性戀較能認同的美國尋求發展的途徑。可見英國社會難以見容同

性戀的態度，讓英國同性戀藝術家大多怯於表露自己真實的性向，所以吉伯特和

喬治刻意保護自己的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們雖然對於自己被公認的同性戀性

向一直守口如瓶，但他們仍為同性戀稍稍發出不平之鳴：「我們不認為同性戀和

任何其他的性向有什麼不同。」104 

另再觀照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創作與同性戀運動之間的關連，若從其創作年

代和後者的時間點對照來看，他們開始創作出引起同性戀聯想的作品時，正是全

球同性戀解放運動最熾烈的那幾年，且在愛滋病已大幅蔓延形成恐慌之際，他們

也順勢推出了以愛滋病為主題的系列作品，由此可知，他們的創作和同性戀社群

的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連繫關係。但是，他們始終不願與同性戀沾上任何一點邊，

其箇中原因已昭然若揭，如果今日同性戀是普遍被英國社會大眾認同接受的一種

關係，或許他們就會很樂於坦承自己的性向；如果那些處心積慮一直想把他們的

                                                 
103 Ibid., pp.198-202. 
104 Quoted in Paul Richard, “Strange, Bold Images from Two Artists who Are One,” i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1984）, “We don’t see homosexuality as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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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歸為同性戀藝術的藝評家，不曾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眼光，或許他們就會對於

自已有著同性戀屬性的藝術創作改口自譽稱道。所以綜上所論，吉伯特和喬治的

藝術在英國本土被某些藝評家排斥以及被邊緣化的情形，正充分反映出這個以異

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仍然充斥著歧視同性戀和同性戀藝術的意識型態。 

  至於他們的創作被指為同性戀藝術，仍有很大的部分是因為他們以攝影的手

法表現了男性袒露的身體，因此，有一些評論者就理所當然地對其給予淫穢色情

之類的惡評，尤其是他們以裸露的年輕男子作為模特兒，更讓評論者對他們嚴厲

的指控。如倫敦《黃昏標準報》（Evening Standard）的布萊恩•斯威爾（Brian Sewell）

以似乎對他們有深仇大恨的情緒性語調，寫了一些諸如「小心做古怪事情的奇怪

男子」為標題的文章，暗示東區的雙親不應該鼓勵他們的兒子做吉伯特和喬治的

模特兒。105他在文章裡寫道：「色情是私底下依個人意願所做的事情，我不希望

吉伯特和喬治的圖錄多管閒事地插入任何人被扒開的屁眼，尤其是不要把括約肌

弄得鬆到可以放入一本中世紀神話的參考書籍。」106他並做出了一個不是很公正

的結論：「我了解吉伯特和喬治是在具有地方色彩的斯派托菲德斯的街上尋找他

們的主題；想像一下年輕人被帶回家扒光衣服，依吉伯特和喬治的指示做動

作，⋯⋯只因為他們宣稱那是藝術，不是色情？」107此外，琳•巴柏（Lynn Barber）

也因為他們使用男性裸體圖像，而指控其作品有色情的意味。108前文已述他們曾

對這種色情的指控予以嚴正的否認，但仍然無法阻絕這些藝評家對其作品惡意批

評甚或作人身攻擊。而他們表現裸體的方式不僅讓某些藝評家難以認同，連官方

都對他們頗有微詞。二○○○年一月十六日的《周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報導，吉伯特和喬治的作品在「國立肖像藝廊」（The National Portrait 

                                                 
105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69. “Brian Sewell of the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 Headlines such as ‘Beware of Strange Men who do Funny Things’ implied that East 
End parents should not encourage their sons to pose for G&G as models.” 

106 Ibid., “pornography is a private reserve, a matter for personal decisions, and I do not want the 
catalogue of Gilbert & George to poke my nose into the cleft behind anyone’s parted buttocks, and 
least of all into the sphincter so relaxed that its proper place is in a textbook of medical mysteries.” 

107 Ibid. “I understand that Gilbert & George find their subjects in the streets of Spitalfields – local 
colour, so to speak; imagine the youngster taken home and undressed, Gilbert & George giving their 
directions … simply because they proclaim it art and not pornography? 

108 Ibid., p.75. “Lynn Barber…‘these are por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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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展覽時，其畫面中有自己裸體圖像的作品遭到館方發佈出「只限成人觀

看」的警語，這是該館首次為了展覽裸體的作品而採取這樣的措施。109此種「待

遇」對任何一位藝術家來說，都算是一種歧視的舉動，如果他們的裸體圖像是一

種裸體藝術的表現，又何需以這種其他國家從未對他們施予的分級制度來作區隔

呢？可見英國社會對裸體藝術的認知標準並未與其他國家同軌，其保守的社會氛

圍對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創作仍處處箝制打壓。縱使他們認為自己所表現的是人

類袒露的「真實」，但不論他們如何為自己的裸體圖像辯護，輕蔑這種袒露表現

的人士仍難以改變對他們的既定成見。 

  雖然某些評論者對吉伯特和喬治的裸體圖像作品給予如此惡質的評價，但仍

有不少藝評家對其持以肯定或較客觀中立的看法。例如貝阿特利斯•巴宏

（Béatrice Parent）認為《袒露之眼》（Naked Eye, 1994，圖七三）一作「召喚出

人類的起源，兼具肉體和存在的狀態：即其在命運面前的赤裸，以及對存在和重

生的探索。」110大衛•席維斯特（David Sylvester）則讚譽他們成熟地表現出人性，

並把在這幅作品中的他們兩人所做出的掩面動作喻為「像是改編自馬薩其奧

（Tommaso di Giovanni Masaccio, 1401-28）的《逐出伊甸園》（Expulsion from Eden, 

or Expulsion from Eden or Adam and Eve Expelled from Paradise, c.1425-27，圖九

七）。」111在此他已將這件作品的內涵提升至向文藝復興大師的藝術致敬的層次。

亞當和夏娃因為偷嘗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並對於自己的赤裸之身感到羞

恥；吉伯特和喬治則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身為亞當與夏娃，真實地呈現出人類的

袒露，並將他們面對環伺其週遭的觀看眼神所產生的羞愧之心表露無遺，背景中

                                                 
109 Louise Jury, “Portrait Gallery’s first nude is for adults only,” in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January 16, 2000）, p.3.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is considering issuing an adults only 
warning notice as it prepares to display its first-ever nude – a controversial full-length self-portrait 
by the shock troops of British art, Gilbert and George.” 

110 Béatrice Parent, “Gilbert & George and the Strategy of ‘Art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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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t evokes man’s original state, a state both physical and existential: his 
nakedness before destiny, his quest for being or re-birth.” 

111 David Sylvester, About Modern Art: critical essays,1948-1997（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p.319. “when they take it upon themselves to pose together in what look like paraphrases of 
Masaccio’s Expulsion from Eden（in Naked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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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大的雙眼不僅如他們所言是觀者之眼，在這裡它們又多了一層隱喻，即代表著

上帝之眼。桑德琳•瑪里德（Sandrine Malinaud）亦認為他們在裸體圖像作品中表

現出「與聖經有關的赤裸狀態被視為一種象徵，這種情況是每件事物的面紗都已

被揭起，每件事物都變得清晰明白。在沉淪之後，亞當和夏娃失去了與上帝相連

繫的質樸純真。假如我們跟隨神聖的經典，赤裸也將遭喧嘩的眾聲責難輕蔑，並

與羞恥感連上關係。」112但他又提出聖經也要我們知道「人類原本就是空無之物，

而且將必定會回復到他所來自的無形象、無意義的塵埃狀態。不用再為這強大的

詛咒多費唇舌，吉伯特和喬治已超越了原罪和自我墮落的一面。」113持有類似看

法的藝評家還有約翰•麥伊文（John McEwen），他認為吉伯特和喬治所要表達的

是「在赤裸中沒有任何會令人感到羞恥之事。如聖經上所言，我們赤裸地來到這

個世界，也應該赤裸地離開。去嘲笑或責難它才是真正的羞恥。」114這些藝評家

對他們的裸體圖像所表現赤裸狀態，都已超越了道德層面而給予正面的評價，但

從宗教上的道德角度去抨擊他們的人亦不在少數，因此，他們在宗教議題上引起

爭議的風波，同樣需要我們去作進一步的探討。 

吉伯特和喬治在作品中運用宗教圖像的方式大致上可分為二種，一是單純地

使用耶穌的圖像作為畫面的主要內容，此種作品僅於一九八○年代初期短暫出現

過少數幾幅，圖像內容並無足以引起爭議之處；另一種是在第二章已提及分析的

各種十字架圖像，這種類型的作品同樣是在八○年代出現，但不同於前一種的耶

穌圖像，此類作品的數量頗多，且組成十字架的圖像元素有多種不同的形態，較

具爭議性的是他們將陽具和糞便圖像所組成的十字架圖像，有的衛道人士甚至認

                                                 
112 Sandrine Malinaud, “Gilbert and George: A Recyclable World,” in Cimaise, vol.44（September/ 

October 1997）, pp.27-28. “A biblical state of nakedness which can be taken as the symbol of a 
situation where everything all the veils have been lifted and everything has become manifest. After 
the fall, Adam and Eve lost the simplicity and clarity which connected them to God. Nakedness, if 
we follow the Holy scriptures is also blatantly pejorative and associated with a feeling of shame.” 

113 Ibid., “the bible which reminds us that man is nothing and that he shall of necessity revert to the 
shapeless, insignificant state of dust whence he came. Far from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is mighty 
curse, Gilbert and George went beyond guilt and self-degradation.” 

114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52. “John McEwen: … What they 
defiantly declare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shameful in nakedness. As the Bible states, naked we came 
into the world and naked we shall go out of it. The true shame is to snigger or conde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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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將宗教圖像作這種結合是一種褻瀆宗教的行徑。至於他們使用這些宗教圖

像的心態，則可從他們接受訪談時表達對宗教的態度略知一二。他們曾說：「我

們是反宗教的。」115他們也表示並不信仰上帝，但他們卻說他們所信仰的是「基

督教信仰的傳統，而且我們對其表示崇敬。⋯⋯我們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只是一

種道德律──引導你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前進。」116吉伯特和喬治都是來自於有宗

教傳統的成長環境，117但他們卻「憎恨他媽的宗教。我們在道德感的層面是有宗

教性的，我們都來自於基督教的文化。而且我們討厭一般廿世紀的藝術家說他們

是無神論者。」118從他們的言談中，我們發現他們對於宗教所持的立場事實上有

許多矛盾之處。所以當他們被問及在作品使用宗教圖像的情況時，他們也說：「我

們既贊成又反對（宗教）。我們既喜歡又厭惡它，就是這麼一回事。」119 「我們

的宗教性圖畫同時贊成和反對宗教。」120在這種矛盾情結下，他們的作品中有正

常的十字架圖像又有各種怪異的十字架，也就不足為奇了。瑪利歐•庫德格那托

（Mario Codoganato）認為「他們相信所有的人類都有某種程度的宗教性。⋯⋯

在很多作品中我們都能發現十字架，它們有著普遍的精神性真實的象徵之意義。

對於某種事物的信仰深深植入了我們的本性；它是我們的存在的其中一部分。」

121在此，這些各種變體的十字架已不是單純指涉基督教文化的十字架，而是作為

每個人認為可信仰之物的一種假託，所以他們才會創作出像《糞便信仰》（Shit 

                                                 
115 Gilbert and George, “From Wasteland to Utopia – the Visions of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Simon Dwyer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15. “We are anti-religion.” 

116 Gilbert and George, “We’re Just Lonely, Miserable, Terrified People: Interview with Dave Stewart 
1995,” in Ibid., p.237. “Do you believe in God? No. But what we do believe in, … is the heritage of 
Christian belief, and we honour that. … we do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is just a moral 
code – lead your life in a good way.” 

117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by Martin Gayford 1996,” in Ibid., p.280. “Did you come from 
religious backgrounds? Gilbert: I was brought up as an extreme Catholic. George: And I was 
extreme Protestant. Methodist.” 

118 Ibid., “I hate fucking religion. We’re religious in the sense of moral fibre, we all come from a 
Christian culture. And we hate the idea of normal twentieth-century artists saying they’re atheists,” 

119 Ibid., “You use religious imagery quite a bit. George: We’re for and against. Gilbert: We love and 
hate it, that’s what it is.” 

120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 p.134. “our religious pictures are both pro 
and anti religion.” 

121 Mario Codoganato, “Gilbert &George” , Parkett, no.14（November 1987）, p.42. “They believe that 
all human beings are religious to a certain degree. … In many works we can find crosses. They 
assume the meaning of symbols of a universal spiritual reality. Faith in something is deeply rooted in 
our nature; it is part of our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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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1982，圖六五）這樣的作品。瑪利歐•古德格那托認為這件作品中「排便這

個每日的自然行為被連繫到宗教的象徵學。」122他們將排泄的行為移除了令人困

窘的感覺，進而昇華為一種對人類每天日常行為的非宗教性質的「信仰」。 

  僅管這些倍受爭議的宗教圖像能夠得到某些藝評家的認同，但吉伯特和喬治

在相關的宗教議題上仍然引起了某些人士的強烈憎惡。《星期天電報》（Sunday 

Telegraph）的藝評家派特•富勒（Peter Fuller），身兼《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

雜誌的創刊人及編輯，他對於沃夫•揚恩為他們所寫的《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

或存在的美學》（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一書十

分唾棄，他說：「沃夫•揚恩不是一位獨立評論，而是一位特選的出版業者。⋯⋯

他把他們存在的美學類同於基督的神聖犧牲。⋯⋯假如他的書是認真的，它將冒

犯到基督徒，這比被說成是對回教的忠誠還要嚴重。」123他並認為是「錢」讓出

版社印製了「這樣一本提高自我名聲的淫穢褻瀆之書。」124此外，吉伯特和喬治

還在訪談中提及了他們在一九八四年遭到一位地方牧師抹黑攻擊的事件。這位牧

師是他們多年的鄰居，某日他居然出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接受訪問，並大大數落

他們的不是，「他說了一些關於我們的令人驚訝的邪惡的事，他說：『我認為他們

是病態的、無藥可救的、嚴重的。』」125這件事情在吉伯特和喬治心中造成了很

大的陰影，「他傷害我們非常深。我們已經不能復原了。⋯⋯他總是非常有禮貌，

甚至他的家人更是如此。⋯⋯真是虛偽。⋯⋯從那之後，他就不曾在街上和我們

                                                 
122 Ibid., “In SHIT FAITH, 1982, the daily natural act of defecat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religious 

symbology.” 
123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 p.77. “Peter Fuller: ‘Wolf Jahn is not an 

independent critic, but rather a hand-picked publicist …Jahn argues that the “existential aesthetic of 
Gilbert & George … is analogous … to the primordial divine sacrifice of Jesus”. …If Jahn’s book 
was in any way serious, it would pose a graver affront to Christian believers than ever directed 
towards those of the Islamic faith.’ ” 

124 Ibid., “Fuller asked what could have induced the reputable Thames & Hudson to publish ‘such an 
obscene and blasphemous piece of self-promotion’, and gave the answer –‘Money, one can only 
suppose, has spoken.’” 

125 Gilbert and George, “We’re Just Lonely, Miserable, Terrified People: Interview with Dave Stewart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32. “he said some amazingly wicked things about us. He said, ‘I think they’re sick, 
sad and seri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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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面。他一直在閃避我們。」126他們招致反感的事件有時並不是那麼直接，他們

的一位收藏家曾對他們表示，他將他們的作品掛在他私人贊助的教堂裡，卻有很

多人告訴他說：「你不能放這幅圖畫在這裡。」127以上這些事例或許都只是個案，

但他們也曾面對一群不小的團體反對勢力。 

從許多藝術雜誌或新聞媒體的報導中，我們可以得知觀賞吉伯特和喬治的展

覽的觀眾，其反應大多是正面且熱烈的，但我們也看到了某些群情激奮的場面。

根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的《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報導，吉伯特和

喬治的作品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展覽時，有很多來自「長老教會」成員在展

覽會場外抗議。128同一天的《衛報》（The Guardian）也指出當吉伯特和喬治進入

展覽會場時，這些抗議群眾當面辱罵他們是「撒旦和蛾摩拉」。而喬治對於這樣

侮辱感到非常生氣，他並認為這些人的行徑是脫序沒有規矩的。129在這次展覽展

出的作品是他們近年來以自己的裸體圖像和體液結合為內容的作品，所以主辦的

藝廊在展覽之前已事先發佈了一份聲明，內容說明了這次的展覽是「貝爾法斯特

藝術節的一部分，包括了裸體、糞便、尿液和血液的圖像，以及少許污濊褻瀆的

話語。」130這樣的聲明顯然並不能讓衛道人士平息他們不滿的情緒，而吉伯特和

喬治也說道：「我們很能了解自由長老教會的人他們的想法和感覺。身為西方藝

術家的我們有自由言論的權利，所以他們也有。」不過，他們並不認為支持他們

                                                 
126  Quoted in Duncan Fallowell, “Gilbert and George: Talken to/ Written on”, Parkett, no.14
（November 1987）p.29. “He hurt us very much. We haven’t really recovered. … Always very 
polite – and his family even more so. … That Hypocrisy. … since then he hasn’t been able to face us 
in the street. He always dodges us.” 

127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 A Portrait, p.141. “Dave Stewart … told G&G that he had had a 
lot of trouble with their picture Shag, which hangs in the deconsecrated church in north London … 
people walk in and say, “You can’t have that pictures in here.” ” 

128 Paul McCann, “ ‘Sodom comes to Belfast and upsets Paisley,” in The Independent（November 4 , 
1999）, p.7. “Gilbert and George, … their latest exhibition in Belfast was branded a work of ‘ Sodom 
and Gomorrah’ by Presbyterian demonstrators.” 

129 The Guardian（November 4 , 1999）, “George was angry at being insulted by a number of protesters 
who shouted “Sodom and Gomorrah” at him as he entered the gallery. He said it was anti-gay jibes 
like these that were beyond the pale and not their pictures.” 

130 Paul McCann, “ ‘Sodom comes to Belfast and upsets Paisley,” in The Independent（November 4 , 
1999）, p.7. “There show, which is part of a Belfast arts featival, includes images of nudity, 
excrement, urine and blood, as well as a sprinkling of profan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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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會少於這些抗議的人，「我們有比他們更多的群眾。」131雙方之所以會有如

此對立的情結，無非就是作品的圖像內容。《獨立報》的報導指出「長老教會的

成員對這個藝術展覽所感到的憤怒，是被展覽中的宗教內容所激起的。」132 

除了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在宗教議題上曾招致非議，另有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更是引起廣泛的論爭。美國當代藝術家安德列斯•賽拉諾（Andres Serrano, 1950-）

的一件攝影作品《尿尿耶穌》（Piss Christ, 1987，圖九八），畫面內容呈現的效果

一如作品名稱，耶穌受難釘刑的十字架圖像被浸泡在橙黃色的液體中。顯而易見

的，光是作品名稱就足以成為宗教衛道人士的箭靶，因為它實在非常容易被冠上

褻瀆之名，而且這件作品也曾讓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因對其補助而遭到

參議院議員傑西•海姆斯（Jesse Helms）的痛斥，他說：「我不認識安德列斯•賽拉

諾先生，我更希望我不會見到他，因為他稱不上是藝術家，他是個笨蛋。」133甚

至有些藝評家也認為這件作品即無美感又敗德。134不過，支持他的藝評家露西•

利帕德（Lucy Lippard）卻從作品中的形式和媒材的特質、內容所表達的思想、

作品傳統的傳承等角度去為他辯護。135辛西亞•弗瑞蘭（Cynthia Freeland）也認

為「賽拉諾的標題（無疑是故意的）令人感到不悅，但似乎又是要我們在受到驚

嚇之餘，同時能思考作品本身可能存在的神祕性，甚至是崇高性。」136賽拉諾本

人則聲稱他的作品並不是在於揚棄宗教本身，而是它的體制──想藉此來突顯出

當代文化將基督教及其聖像商業化和廉價化。137然而，無論他們如何努力駁斥褻

                                                 
131 Ibid., “Gilbert & George: We more than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Free 

Presbyterians. We, as Western artists, have the privilege of free speech and so do they. … We have a 
bigger congregation than them.” 

132 Ibid., “The Presbyterians’ anger at the art exhibition has been aggravated by the show’s religious 
content.” 

133 Quoted in Cynthia Freeland, But Is It 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8. “Jesse 
Helms: I do not know Mr. Andres Serrano, and I hope I never meet him. Because he is not an artist, 
he is a jerk.”  

134 Ibid., “These critics seemed unable to find either beauty or morality in Serrano’s infamous 
photograph Piss Christ.” 

135 Ibid., p.18. “Lippard’s defence of Serrano uses a three-pronged analysis: she examines (1) his 
work’s formal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2) its content (the thought or meaning it expresses); and (3) 
its context, or place in 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 

136 Ibid., p.19. “Serrano’s title is（no doubt intentionally）jarring. It seems we are meant to be torn 
between being shocked and musing over an image that is mysterious, perhaps even reverential.” 

137 Ibid., 20. “Serrano claims that his work was not done to denounce religion but its institutions –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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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之說的指控，他的作品和吉伯特和喬治一樣還是得不到宗教保守人士的認同。

在當代藝術中諸如此類的爭議事件雖然不是很多，但這些事件卻也突顯出人們在

宗教上所存有的意識型態，不論任何一種宗教信仰，對於自己的宗教抱持絕對虔

誠的人士，當他們面對與其宗教信條相互衝突、或有褻瀆該宗教之嫌、或非我族

類的宗教「他者」，有時的確會有極度排斥的反應或採取極端激烈的手段，甚或

是對立性的緊張場面也會跟著出現。這些情況其實都不是我們樂於見到的，但它

們也確實存在於世界上每個有強烈宗教意識的地方，連應該有著自由氛圍的當代

藝術領域也同樣不能倖免。 

  至於吉伯特和喬治也同樣引起強烈爭議的糞便圖像，不僅已被衛道人士嚴厲

斥責，這些東西其實也經常被一般人視為骯髒污穢、難登大雅之堂，所以更不用

說用來作為藝術表現的內容，因而這些圖像引起爭議的程度可想而知。瑪利歐•

庫德格那托（Mario Codoganato）說：「排便像性一樣，在社會生活中是普遍一般

卻又令人困窘的事。」138大衛•席維斯特（David Sylvester）也說：「當人們已經

變得很難被驚嚇時，糞便甚至到現仍然是一個禁忌的主題。」139觀眾面對當代藝

術中各種光怪陸離的藝術表現或許早已有些麻木，但吉伯特和喬治卻用糞便圖像

再度挑起了觀者的神經。「他們似乎是以一種榮耀的觀點去採用來自於日常生活

中的主題，而這也是其他藝術家已發現太過棘手而不願去處理的主題。」140可見

即使排便和呼吸、吃飯、睡覺一樣，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卻只

有極少數的藝術家有這樣勇氣以糞便作為藝術創作的題材，因為這種藝術表現和

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中的一般禮儀規範是有些衝突的。吉伯特和喬治有權將糞便

和生活中的其他內容視為具有同等價值的創作題材，但不願接受這種論調的人卻

也有權拒絕這種藝術或對其提出抗議，所以有的評論者強烈地表達出他們的反

                                                                                                                                            
show how our contemporary culture is commercializing that cheapening Christianity and its icons.” 

138 Mario Codoganato, “Gilbert &George,” in Parkett, no.14（November 1987）, p.42. “Defecation – 
like sex – is universal but embarrassing in social life.” 

139 David Sylvester, About Modern Art: critical essays,1948-1997, p.316. “Shit remains a taboo subject 
even now, when people have become quite difficult to shock.” 

140 Ibid., p.317. “They seem to have made it a point of honour to take on subjects from daily life that 
other artists have found too hot to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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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例如奧柏洛•瓦（Auberon Waugh）反駁吉伯特和喬治認為「我們在這方面都

是相同的」之說，他厲聲斥道：「假如在這些被放大的糞便圖畫中包含有任何這

樣的訊息，我們就應該強烈地拒絕它。我們並非都是相同的，我們在生理上和特

徵上都是不同的；很多人類的東西是令人反感的，包括糞便，這是我們最低下的

共同點之一。」141甚至也有的評論者覺得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圖畫發出了惡臭。142

僅管面對許多保守的指責，但吉伯特和喬治還是堅持己見：「我們不相信做出與

糞便有關的作品有什麼錯，因為糞便是我們的一部分。」143由此可見，評論者與

藝術家產生如此對立的狀態，主要是因為雙方已完全固守在自己所構築的意識型

態之中，而任何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是都是難以妥協的。這些稍嫌極端偏激的負

面評價雖然代表的是評論者個人的立場，但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了解，對這些禁忌

之物始終抱持排拒之心的意識型態仍普遍地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 

僅管吉伯特和喬治的糞便圖像引起了不少的反感，但還是有藝評家從正面的

角度去看這些作品。大衛•席維斯特（David Sylvester）認為這些糞便圖像： 

看起來像是岩石，這些被放大的東西既沒有讓人不舒服的氣味，也不會在

手指甲中留下令人厭惡的污垢。這些岩石很妥善地被使用組成為圖騰柱

子、十字架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人類的糞便被當成做紀念碑的建築材料來

運用，就變成了和牛糞一樣友善，且和印度教的陽具圖像一樣神聖。144 

他也認為吉伯特和喬治並不是要我們只去注意糞便本身而對其掩鼻，而是要我們

                                                 
141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p.158-9. “Auberon Waugh … wrote: ‘If 

there is any such message contained in these pictures of enlarged stools, we should resist it violently. 
We are not all the same, we are all different both physically and in our characters; many human 
things are disgusting, including shit, which is one of our lowest denominators.” 

142 Ibid., p.143. “The artists and pictures stink.” 
143 Gilbert and George, “We’re Just Lonely, Miserable, Terrified People: Interview with Dave Stewart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29.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ything wrong in doing pieces to do with shit 
because shit is part of us. 

144 David Sylvester, About Modern Art: critical essays,1948-1997, p.317. “Blown up, they look like 
rocks, things that neither have an offensive odour nor leave unpleasant smears under the fingernails. 
These rocks are put to excellent u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tem poles, crosses and the like. 
Employed as building material for monuments, human excrement becomes as sociable as cowdung. 
And as scared as ling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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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體認到「一個人從來沒有像他在排便時一樣無法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過度和

不足的腸道臑動都是某種恐懼最明顯的病症。」145此外，貝阿特利斯•巴宏

（Béatrice Parent）也認為： 

在這些作品中顯示出的糞便呈現出一種粗率的方式，召喚出我們的起源，

但它也暗示出新的人類最後將受控於他的世界的可能性。吉伯特和喬治以

其無可否認的勇氣“創造出一種他們自己的奇觀”，表現出對他們來說是

本質性的想法。146 

他不僅提升了他們的糞便圖像的內涵層次，也對其將自己的裸體和體液顯微放大

圖像組合的作品給予正面的評價：「人類以其身體本質的觀點被視為他自己的創

造物的元素。這種基礎的真實能成為一個新生命的起始點。」147他以本質性的觀

點進而重新賦予了這些作品深刻的意義。 

以上對於吉伯特和喬治的種種評價，不論正反，評論者本身都有自己的評價

標準和道德依據，但我們也看到了隱藏在這些聲音背後的社會意識型態以及文化

道德觀。尤其是那些反彈的聲浪，即使代表的不是最主流的價值觀，但也多少反

映出對這些突破禁忌的藝術加以強力打壓的反動勢力，其實一直在我們現今的社

會中猛烈地阻絕任何一種與他們的意識型態不能契合的對象。我們除了從這些負

面評價得知了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在社會中的真實處境，但我們也需進一步了解

他們對於這些不友善的聲音的反應。他們非常清楚是他們將自己放入了作品中使

自己成為公眾人物，但在受到的傷害愈來愈深之後，他們也就不得不開始採取一

                                                 
145 Ibid., p.318. “What brings us nearer to that theme is the thought that a man is never so far from 

being the master of his fate as when he is defecating, and that both excessive and insufficient 
movement of the bowels are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s of being possessed by some kind of fear.” 

146 Béatrice Parent, “Gilbert & George and the Strategy of ‘Art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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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he excrement shown in these works represents a blunt way of recalling our 
origin but it also hints at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man who would at last be in control of his world. 
With undeniable courage, Gilbert & George “make a sight of themselves” to express what for them 
are essential ideas.” 

147 Ibid., p.32. “Man is considered in terms of his essential, material nature, the elements of his 
creation. This fundamental reality can b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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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保護措施： 

我們在自己的周圍築一道牆。我們必須保護自己。甚至我們在自己身上塞

滿了讓人們感到不安的東西。⋯⋯好幾次當我們在餐廳或在公共場合，以

非常匿名的、非常不吸引人的方式穿著打扮，但我們總是知道人們正在談

論我們，或有一些關於我們的胡說八道的話。一直都是。我們一直都讓人

們感到不安，不論我們走到那裡。148 

他們知道突破社會禁忌的結果就是如此，但他們還是要吶喊：「這些叫我們法西

斯主義的人並不了解我們。只有在英國我們才會得這樣的回應。這些人想要什

麼？他們想要我們拿掉每樣冒犯人們的東西。拿掉花，因為它們是粗劣的工藝

品。拿掉糞便。年輕人，拿掉。俗豔的色彩，去掉。」他們認為如果真的要這樣

做，那麼到最後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展覽，也不會聽到任何的討論。而且「重要的

是，就是全部這些有關種族、裸體男性等等的討論完成了我們的藝術。」149這些

內容是他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們怎麼可能因為某些人的反感而抽掉

他們藝術生命中的精髓呢？因此，他們決定以坦然的態度去面對。 

我們接受整個世界。我們接受所有的問題。首先，我們試著掏出我們的內

心，然後我們把它放在眾人面前。他們可能拒絕它，但從某方面來看那已

是一種進步。當然，接納不同的觀點是困難的。假如你有一種不同的觀點，

你將會受到傷害。只是試著去當一位藝術家就是像那樣的情形。你可能會

                                                 
148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Gordon Burn 1981,”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23. “We do 
have a wall around ourselves. We have to protect ourselves. Even we have stuff within ourselves that 
does disturb people, … Many times when we’re in restaurants or in public places, very anonymously 
dressed, very plainly dressed, we always realise t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us, or that there’s some 
nonsense going on about us. Always. We always disturb people. It doesn’t matter where we go.” 

149 Quoted in David Lee, “Gilbert & George,” in Arts Review（January 1993）, p.11. “These people who 
call us fascists don’t know us. It’s only in Britain that we get these kind of responses. What do these 
people want? Do they want us to take out everything that offends people. Take out the flowers 
because they’re kitsch. Take out the shit. Young men, take them out. Garish colours, get rid of them. 
You’d end up with something grey about this small. And then you wouldn’t discuss it at all. You 
wouldn’t even get an exhibition. You’d never be heard of. It’s important that all these discussions of 
race, naked men and so on come out of our art.” 



 178

非常不快樂。150 

藝術創作是藝術家最大的快樂，但他們同樣要去面對種種令他們不快樂的事情，

因為藝術家可以說服自己，卻無法讓每位觀者都能認同他們。不過，當他們被問

及為何要人們去面對那些禁忌之物時，他們回答：「因為我們相信全然的自由是

最好的事。去接受生活的複雜面。假如你能接受從Ａ到Ｚ的每件事，我想就是那

樣。」151此外，他們也說：「我們一直試著突破禁忌。藝術家假如不能反墨守成

規，那他什麼都不是。我們想要以『為所有人而藝術』去實驗。」152突破禁忌並

非無的放矢，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他們藝術理念的一種實踐，雖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接受，但他們的攝影圖像作品也不是全都具有如此高度的爭議性，而且引起

爭議的這種結果更不是他們創作的主要目的，至於他們藝術創作的真正意圖究竟

為何，本研究將於下一章繼續探究釐清。 

                                                 
150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I. “We 

accepted the whole world. We accept all the problems. First we try to sort out our morality, then we 
put it in front of people. They may reject it, but that is advancement, in a way. Of course, just having 
different views is so difficult.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view, you are going to be hurt. Just trying to be 
an artist is like that. You can be very unhappy.”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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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Because 
we do believe that total liberation is the best thing. Acceptance of the complexity of life. If you are 
able to accept everything from A to Z, I thing that’s it.” 

152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17. “We are trying to break down taboos. 
The artist is nothing if not unconventional. We wanted to experiment with Art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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