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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吉伯特和喬治藝術創作的真正意圖 

大體上每位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意圖都可從以下二個不同的方向來解讀，一是

藝術家自己的明述己志；另一是藝術家言猶未盡，卻又真實地存在於其創作過程

中的意念底層。前者是顯性的，它是藝術家自己大張其鼓的反覆陳述；後者是隱

性的，它盤踞在藝術家的整體藝術創作中，隱約地透露出藝術家潛在的想法。而

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創作意圖正符合了這種二元的解讀模式，他們一再地表示要

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視覺語言以傳遞訊息給觀者，所以本章將從他們自己的說

法去檢視他們的藝術中的視覺語言特質，以釐清其藝術創作的顯性意圖。此外，

反權威的意念一直是貫穿其整體藝術創作生涯的中心思想，所以本章亦將從幾個

不同的角度來論析他們企圖打破權力位階的隱性創作意圖。歸結以上吉伯特和喬

治顯露於外的思想表述和其創作中所存有的內在意念，希冀從多角度的觀看途徑

和多面向的思考模式，以爬梳出他們藝術創作的真正意圖，並對其整體藝術創作

作全面的觀照。 

 

第一節 建構新視覺語言藝術 

  吉伯特和喬治在一九八五年曾說過：「給我們時間和空間去感覺我們正朝向

我們的意圖。我們每天都必須去確認這個意圖是建構在正確的方向。它需要純化

每一天、每一秒。」1這是他們在藝術創作已達十餘年的全盛時期所發自內心的

聲音，當他們的藝術已漸趨成熟的此時，其對於藝術的體認已有自己的一套穩健

的想法，甚至每一刻他們都不斷地要求自己必須確認其藝術創作的意圖是否仍在

正確的方向上。然而，在確定自己要做什麼樣的藝術以及為何要做出這樣的藝術

之前，事實上他們曾在追尋藝術的道路上徬徨游移許久。一九七○年，即他們在

                                                 
1 Quoted in Douglas C. McGill, “Two Artists Who Probe the Meaning of Life,” in New York Times（5 

May 1985）p.29. “to give us time and space to feel our way to our purpose. Every day we have to be 
sure that the purpose is se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 needs refining every day, every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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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之後開始創作的第二年，於一篇公開發表的文本＜我們所要的就是與藝術同

在＞（To be with Art is All We Ask …）中，他們說道： 

喔！藝術，你究竟是什麼？你是如此的強而有力，如此美麗動人。你使我

們繞啊繞的，時時刻刻在城市裡逡巡，在我們『為所有人而藝術』的房間

裡又進又出的。我們真的喜愛你，而且我們也真的討厭你。為什麼你有如

此多種的面貌與聲音呢？你使我們對你渴望⋯⋯。喔！藝術，你究竟來自

何方？是誰生了這樣一個奇怪的東西？⋯⋯藝術，我們被你以一種難以置

信的速度所驅使，而忽略了你正推著我們陷落的危險。但是，藝術啊！已

經沒有回頭的餘地了，所有的路只能不斷地繼續下去。2 

他們將「藝術」予以擬人化，對其發出深深的謂嘆，因為在藝術創作的初始階段，

他們仍找不到確切的目標，卻又一心想趕快確立自己的方向，所以「藝術」就成

了他們又愛又恨的發抒情緒之對象。他們明白自己已身陷其中難以自拔，所以他

們只能勇往直前地朝著找尋藝術的方向前進。此時的他們唯一確認的藝術創作是

成為「活雕塑」，所以他們說：「藝術，我們成為你的雕塑家是多麼令人高興啊！」

3的確，在一九七○年代的前半葉，他們只將心力完全投注在各種「活雕塑」的

表現上，包括《唱歌的雕塑》等立體的展演以及各種「雜誌雕塑」和「郵件雕塑」

等平面作品，根據前幾章的分析，他們這些藝術創作的意圖無非是要將其「為所

有人而藝術」的藝術理念徹底實踐，並落實藝術與生活完全結合的想法。他們說

過：「我們的存在變成了藝術品。」4其運用自身的「存在」這個事實轉化成藝術

的材料，將生活中的各種「存在」當作藝術品的內容。他們不要像現代主義的藝

                                                 
2 Gilbert and George, “To be with Art is All We Ask …,”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29. “Oh Art, what are you? You are so 
strong and powerful, so beautiful and moving. You make us walk around and around, pacing the city 
at all hours, in and out Art for All room. We really do love you and we really do hate you. Why do 
you have so many faces and voices? You make us thirst for you … Oh art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who mothered such a strange being? … And Art we are driven by you at incredible speed, ignorant 
of the danger you are pushing and dragging us into. And yet Art, there is no going back, all roads go 
only on and on.” 

3 Ibid., “Art, how happy we are to be your sculptors.” 
4 Gilbert and George, “The Sing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Wolf Jahn 1995,” in Ibid., p.242. “Our 

existence became the a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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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創作出只有少數精英能懂的藝術，其自認為只有用這種讓人一看即明的藝術

表現，才得以讓「所有人」都能輕易地理解藝術。哈德良•丹納德（Adrian Dannatt）

曾說：「他們是公眾的人物，他們全部的意圖就是以自己本身扮演成無所不在的

藝術品。這在他們較早期的作品中更為明顯，他們以小型的東西將他們自己傳送

到這個世界，例如明信片、書或影片、小紀念品、屬於他們的存在的紀念之物。」

5他們透過各種的傳輸管道向這個世界發聲，以多樣化的視覺材料對觀者說話，

其所要表達的就是一種視覺語言。他們說：「我們的形式對人們來說是一種更直

接的語言。他們能夠了解它。我們一直想做到那樣。有一種每個人都能了解的簡

單語言。」6吉伯特和喬治以自己所建構的新視覺語言藝術直接與觀眾進行對話，

雖然「人們會有一種即定的想法，認為藝術看起來應該像是什麼樣子，當他們來

看我們的展覽時，他們不知道它是否算是藝術。但他們喜歡它，他們被它感動，

且它直接對他們說話。他們與它對話，但不需要透過藝術史。」7他們在多次的

訪談中一再地陳述這樣的創作意圖，他們說：「我們的作品必須看起來是新穎的，

一種能對人們說話的新式語言。」8而且「當我們以一種形式說話時，我們喜歡

說清楚，不論是在展覽中或影片中──我們主要的興趣就是非常清楚地對觀者說

話。」9這種視覺語言的藝術不僅要能夠很清楚地表達出來讓觀者明白，而且表

達的形式也不只限定在某一種類型，在他們剛開始建構這種語言時，各種的表現

方式都是必須嘗試的。「這是一段實驗期。我們甚至製作了影片、素描、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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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public figures and their entire intention is to function as such, as universal artworks in 
themselves. This was more obvious in their earlier work, where they sent themselves out into the 
world in small sections, as postcards, books or films, little souvenirs, mementos of their very be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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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Our form is 
a more direct language to people. They can understand it. We always wanted to do that. Have a 
simple language that everybody can understand.” 

7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XXVIII. “People 
have an idea of what art looks like, and when they come to our shows they don’t know if it is art. But 
they like it, they are moved by it and it speaks to them directly. They are spoken to, but not through 
the history of art.” 

8 Ibid., “Our works has to look new, a new language that can speak to people. 
9 Gilbert and George, “London’s Liv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Robert Becker 1982,”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32. 
“We like to be very clear when we speak in a form, whether it’s in an exhibition or a film – our main 
interest is to speak very clearly to the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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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了找出如何留下某種令人驚奇的感覺──就像你從一封信裡所得到的感

覺，而不是自一件藝術品中得來的。」10在這段實驗期，他們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莫過於各種「活雕塑」的立體展演，然而，僅管他們能在各個展演場地以自己的

身體來傳遞出他們想讓觀者知道的訊息，但他們了解： 

『活雕塑』是非常有限的，訊息是非常有限的，因為過一兩天之後，我們

就已離開。而且你無法每天都做出改變，做出一個新東西，它是非常有限

的。你能做出悲傷或快樂、某些範圍的情緒，但你無法放一棵大樹在我們

旁邊，你不能做出三個人跪在一起的樣子。整個世界就在那裡，但你就只

能那樣做。11 

以《唱歌的雕塑》為例，其巡迴世界各地展演，讓很多人都能欣賞到他們藉由唱

歌的形式表達的訊息，但除了這二位藝術家自己的形體以及他們在展場所精心搭

配的佈景之外，觀者能接收到的視覺語言其實是相當有限的，所以他們也說：「只

有一件《唱歌的雕塑》從頭到尾一直對著相同的錄音演出默劇。」12點出了這件

作品的局限性。雖然他們又另外發展出多種不同類型的「活雕塑」展演，但終究

無法完全配合地呈現出在他們的腦子裡與日滋長的多樣視覺影像。因此，這些立

體的「活雕塑」只存活到一九七五年（《唱歌的雕塑》也只在一九九一年短暫地

復出），在他們整體的藝術創作生涯中，這些創作所占的比例並不算太大，因為

它們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極限，所以吉伯特和喬治寧願讓它們消音，也不願任其苟

延殘喘且無力地呻呤著，因而另一種為他們繼續發聲的新視覺語言就逐漸蘊育而

生取代了「活雕塑」，此即「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 

                                                 
10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by Martin Gayford,” in Ibid., p.262. “this was a period of 

experimentation. We even did films, drawings, paintings, to find out how we could leave some 
amazing feeling behind – a feeling like you get from a letter, not an art work.” 

11 Ibid., p.263. “we realised that the Living Sculptures were very limited. The message was very 
limited, because after a day or two we had gone away. And you cannot change every day and do a 
new one, it’s very limited. You can do sad, or happy. Certain range of emotions, but you cannot have 
a great tree beside us, you can’t do tree people kneeling together. All the world is there but only in 
that way.” 

12 Ibid., “There was only one Singing Sculpture which was miming to the same record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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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他們稱之為「圖畫」（Picture）的新視覺語言藝術同樣地能結合其藝術

理念，並將其理念徹底實踐。它們能打破諸多時空因素的限制，也能同時容納眾

多視覺影像，更重要的，這是直接對觀者說話的一封信。他們說： 

藝術家就是要透過圖畫來說話的。一位藝術家並非要創造一種美學的構

成，而是要創造一封信，一封給觀者的視覺之信。我們認為那是我們主要

的想法，我想就是那樣。我們相信每幅圖畫，不論它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都仍是要奠立在那樣的基礎上。它是每件事物的根基。事實上，我們一直

在發明我們的語言。13 

他們所發明的攝影圖像既然是一種語言，就應具有傳遞訊息的作用。「我們認為

我們的藝術充滿了訊息。⋯⋯我們喜歡創造──是創造訊息，不是去記錄訊息。」

14他們的視覺語言並非是對外界事物的一種純粹記錄，而是藉由這些攝影圖像創

造出他們想傳達給外界的訊息。這些圖像是觀者從視覺上可直接感知、直接理解

的一種語言，所以他們也說： 

我們真的相信我已設法為我們自己找到一種非常直接的形式，一種我們能

完全不分晝夜隨時改變的形式，這種形式讓我們能使用這個世界上的每樣

東西。⋯⋯我們能使用任何物品、空氣、鼻子、眼睛、風景、身體之內的、

身體之外的。每樣東西都我們的材料的一部分。15 

這種視覺語言的形式是以攝影圖像中的各種影像材料作為直接傳遞訊息的媒

                                                 
13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in Ibid., p.194. “It is the 

artist speaking through the picture. It is not an artist making an aesthetic composition but making a 
letter, a visual letter to the viewer. We think that was our main idea. I think that is it. We believe that 
every picture, whatever it has got in it, is still based on that. 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everything. In 
fact, we are inventing our language.” 

14 Gilbert and George, “London’s Liv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Robert Becker 1982,” in Ibid., 
p.135. “We think our art is full of messages. … We like to create – to create a message, not to 
document a message.” 

15 Gilbert and George, “Boot, Blood Heads, Tears, Seen, Eight, Attacked: from an Interview with Keith 
Pointing 1995,” in Ibid., p.198. “We do believe we have managed to find for ourselves a form that is 
very direct and a form that we can totally change day in day out and that we are able to use 
everything that is in the world. … we can use any object, air, noses, eyes, landscapes, inside the body, 
outside the body. Everything is part of our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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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在這種形式下，他們可以運用的影像內容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大凡這個世界

上的所有可見之物都可納入他們的影像資料庫，此時的他們已突破了早期「活雕

塑」只能以自己的身體為主要表現形象的手法，進而藉由這些無所不包的影像來

暢所欲言，並擴大了藝術表現的空間。當然，這些影像最主要的內容還是「他們

本人的影像」，從早期的「郵件雕塑」和「雜誌雕塑」，到這個階段的攝影圖像，

他們的身體形貌在自己所建構的影像世界中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關於這一點，他

們解釋了自己的意圖：「因為我們想要一直提醒觀者，我們正在對他們說話。」16

當觀者看到吉伯特和喬治的作品時，他們不僅接收到很多來自於影像內容的訊

息，也知道發送訊息的傳遞者就是這二位藝術家，因為他們就在作品畫面的「現

場」扮演起解說員的角色，向觀者述說著他們的圖像故事。所以觀者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說：「我們只為觀者創作。我們只對此有興趣，當他們沒有

回應時我們會非常不快樂，我們想要人們有所回應。」17他們不願沉默孤獨地創

作，並渴望自己的攝影圖像能在觀者心中激起一些漣漪，他們更希望觀者能藉由

這些作品和他們對話，而且他們也信心滿滿地覺得自己的視覺語言必定能喚醒觀

者。他們說：「我們只是一直試著以視覺上最簡單的方式來表達我們自己，而且

觀者必定能夠在它面前清醒過來。這就像是一場討論。我認為假如你帶一群人來

看我們的其中一個展覽，每個人將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詮釋它。」18每位觀者都有

自己的一套判斷事理的認知依據，當他們面對吉伯特和喬治的攝影圖像，也必將

有自己獨斷的想法和主見。然而，無論觀者的反應為何，他們能經由作品與創作

者進行對話，就已達到了這二位藝術家創造出新視覺語言藝術的目的。 

                                                 
16 Quoted in Duncan Fallowell, “Gilbert and George: Talken to/ Written on,” in Parkett, no.14
（November 1987）p.25. “Because we want the viewers to be always reminded that we are speaking 
to them.” 

17 Gilbert and George, “London’s Living Sculpture: Interview with Robert Becker 1982,”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35. 
“We only do it for an audience. W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hat, and we are very unhappy when they 
don’t respond. We want people to respond.” 

18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in Ibid., p.188. “We are 
just trying to express ourselves in the most visually simple way and the viewer has to be able to be 
woken up in front of it. It is like a discussion. I think that if you take a group of people into one of 
our shows, each person will interpret it in a differen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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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他們如此希望對觀者說話，甚至渴求得到很多的回應，當然他們也就會

很積極地透過各種展示作品的機會，將他們視覺語言中的訊息清楚地傳遞出去。

所以他們持續不斷在世界各地舉辦大大小小的個展，也經常參與各種現代藝術的

團體展覽，因為這是最直接且最好的傳遞訊息方式。他們曾說：「我們的訊息是

全球化的。它能展示給來自所有種族和不同背景的人看。」19他們認為這種新視

覺語言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因此，其巡迴世界的展覽不只限於在民主政體的歐美

國家舉辦，更遠及蘇聯和中國大陸這兩個共產國家。當他們到莫斯科展覽時，策

展人詹姆斯•柏奇（James Birch）說道：「我的理論是蘇聯人一直習慣於社會寫實

主義，他們會發現吉伯特和喬治是與他們類似的，這將使得此展覽受到歡迎；其

既不難懂，也不抽象，這是為所有人的藝術，是能夠理解的。」20所以共產國家

的人們應該更容易接受他們的藝術，而事實上這幾次的展覽也的確獲致了很大的

回響。僅管對他們來說，不同國家的觀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且可能因思想的全

然迥異而產生不同的反應，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們認為「重要的是圖像背後

的個性力量。藝術意味著會有一種想法，重新創造了某個東西。然後，它超越了

時間和國籍。」21不同國籍的觀者有他們自己的視覺語言習慣，但吉伯特和喬治

仍然能藉由自己的視覺語言藝術與他們建立起良好的對話機制，也難怪他們會

說：「我們喜歡辦展覽以統攝觀者，統攝他們的世界。你必須展示這條道路、這

個世界給他們看。」22觀者從吉伯特和喬治的展覽中看到了他們視覺語言世界，

他們也藉此和對方的世界有一些互動的連結。 

  吉伯特和喬治用自己的新視覺語言藝術要與觀者對話，但他們想說的究竟是

什麼？他們的答案是： 

                                                 
19 Ibid., “Our message is global. It can be shown to people from all races and backgrounds.” 
20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00. “James Birch: ‘It was my theory that 

the Russians were used to social realism and would find Gilbert & George similar, and that this 
would make the exhibition popular; neither difficult nor abstract, but art for all and possible to 
understand.’ ” 

21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p.66.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power of the personality behind the picture. Art means having 
an idea, reinventing something. Then it transcends time and nationality.” 

22 Ibid., “We like to do exhibitions that take over the viewer, take over their world. You have to show 
them the way, show them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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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自己的內心有很多想法、感覺、渴望、夢想、希望、恐懼──很多

東西在內心。而且身為藝術家的我們有一個偉大、熱烈的意圖需要說出這

些東西，把這些東西從我們自己本身攫取出。所以我們想要使用我們的視

覺語言去對人們說話。我們發展出我們自己的視覺語言，而且仍持續發展

中。23 

這些一直持續發展的攝影圖像，其中的影像內容都是具體明確的形象，但這些影

像的背後卻也隱藏了許多他們內心的感覺，所以他們想要用這種視覺語言將種種

的感覺說出來讓觀者知道。他們說：「我們想要對每個人敞開我們的心扉。我們

喜歡在觀者面前揭露我們自己，所有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恐懼、我們的失望，以

試著去創造一種感覺讓觀者都能了解我們。」24吉伯特和喬治想讓觀者了解他們

的內在，也要觀者明白這些內在的想法和感覺也是屬於觀者自身的。「我們想要

我們的圖畫討論單純地存於我們自己內在的所有想法和感覺，因此，其亦存於觀

者生活的內在，不論他們是在城市、或在叢林、或在沙漠。它們是所有人類的基

本面向。」25他們相信大凡為人都會有和他們一樣的內在感覺，所以他們更可確

認自己的作品是「為所有人而藝術」的新視覺語言藝術，而且「我們認為當人們

看著我們的圖畫時，潛伏在他們內心的東西就會出現，假如他們去看一幅抽象繪

畫時，就不會這樣。」26在他們眼中，抽象的藝術表現形式並無法傳達出人類真

實的內在感覺，因而難以引起觀者的共鳴，只有面對其有具體形象且敘述清晰的

作品，才能讓潛藏於觀者內心的感覺迸發出來，因為他們的圖像清楚地說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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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ourselves a lot of thoughts, feelings, desires, dreams, hopes, fears –many things inside. And 
we, as artists, have a great, burning ambitious need to tell these things and to put these things out of 
ourselves. So we want to speak to people using our visual language. We developed and are still 
developing our own visual language.” 

24 Gilbert and George, “G & G Daytripping: 1992,”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87. “We would to like to open up our 
hearts to everybody. We like to expose ourselves in front of the viewer, with all our hopes, our fears, 
our disappointments, to try to create a feeling that the viewer can understand ourselves.” 

25 Ibid., “We want our pictures to discuss all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at are simply inside of 
ourselves, and therefore inside the lives of the viewer,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city, or in the jungle, 
or in the desert. They are the basic concerns of all human persons.” 

26 Gilbert and George, “From Wasteland to Utopia – the Visions of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Simon Dwyer 1995,” in Ibid., p.217. “We think there are things lurking in people that come out 
when they look at paintings, not if they look at an abstract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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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和觀者的感覺。而且他們認為自己的藝術「發展一直是有關於深刻的感覺、

深刻且極端的情緒。那種內在的感覺、內在的靈魂再也不存於現代藝術之中。大

部分的現代藝術是純然地表面，完全地表面。」27其所指的對象正是他們一直感

到不以為然的那些現代主義藝術家，他們認為那些藝術家的作品大多是徒具空洞

的形式而內在的感覺卻相當貧乏，但他們自己的作品就不是這樣。他們說：「我

們只是一直打開著門，開放機會。由於我們的作品，人們才開始討論性、同性戀。

人們在一件安東尼•卡羅的雕塑作品面前並無法討論這些事情。」28因為吉伯特和

喬治的藝術是一種視覺語言，人們可以有很多與之討論的對話空間。而且他們在

形式或色彩的使用上也絕非亳無意義的濫用，例如「我們不曾因為覺得它是一種

很棒的紅色或在某個地方看起來很好，就去使用紅色，而是以之作為創造感覺的

系統的其中一部分。」29所有的形式都是為了要服膺於創造攝影圖像所需要的感

覺而存在的。此外，他們並認為身為藝術家就是要將自己完全公開在觀者面前，

「我們想要在觀者面前公開我們所有感覺到的令人驚訝的感覺。這是一個藝術家

所要做的，展示出他是什麼，展示出內在的感覺。⋯⋯我們敞開到足以讓全世界

都看到。我們公開了一切，不作任何隱藏。」30從他們實際的創作來看，他們的

確已將自己全然地揭露，除了內在無形的感覺，甚至還包括外在有形的身體，他

們都亳不隱諱、赤裸裸地呈現在觀者面前。 

  以上關於他們創造新視覺語言藝術的想法都是在訪談時所陳述的內容，其實

他們也曾透過文本的撰寫來表述這種藝術創作的思維。在一九八六年，即其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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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p.66. “our development is always about deep feelings, deep, extreme emotions. That inner 
feeling, that inner soul, no longer exists in modern art. Most modern art is purely surface, totally 
surface.” 

28 Ibid., “we’re just opening doors, opportunities. With our work people start to talk about sexuality, 
homosexuality. People don’t start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in front of an Anthony Caro sculpture.” 

29 Ibid., “We never use a red because we think it’s a nice red or will look nice in a certain place, but as 
part of a system to create that feelin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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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We want to open 
up in front of the viewer all these amazing feelings that we feel. That is what an artist is doing, 
showing what he is, showing inner feelings. … we are open enough to show it to the world. Instead 
of hiding everything, we open it al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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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已達成熟的全盛期的一篇文本＜我們的藝術含義＞（What Our Art Means），

其中的一段文章「尋求意義的語言」（LANGHAGE FOR MEANING）也充分表

達此一意圖： 

我們發明且持續地發展我們自己的視覺語言。我們想要以最容易被接受的

現代形式，來創造我們這個時代中最現代的述說性視覺圖畫。藝術的材料

必須是有助於圖畫的意義和目的。我們創作圖畫的理由就是要改變人們，

而不是要為他們已經是如何的人感到慶幸。31 

他們認為最容易被了解接受的視覺語言藝術就是他們的攝影圖像，而且除了藝術

的內容要「言之有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創作意圖，就是要用他們的藝術

來「改變人們」。所以在同一文本的另一段文章「透過友誼的進步」（PROGRESS 

THROUGH FRIENDSHIP），他們進而闡述了這種想法： 

我們的藝術是在觀眾和圖像之間形成的友誼，每件作品都述說著一個“特

殊的觀點”，這是觀眾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觀點。藝術的真實

功能是引發新的體會、進步和發展，在這世上的每個人都會同意有改進的

空間。32 

他們以自己的藝術來作為連繫他們與觀者之間的橋樑，而且這也是他們與觀者的

友誼之象徵，因為他們認為每件作品所說出的「特殊觀點」都是與觀者有關的，

他們說出的也是觀者可以體會的，所以觀者會因而感覺到自己有所進步。雖然這

種說法似乎有些空泛且不夠具體，但他們還是一再地堅持藝術就是要讓這個世界

變得更好，他們說：「去問任何人，幾乎是所有的人，他都會告訴你有改變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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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nted and we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our own visual language. We want the most accessible 
modern form with which to create the most modern speaking visual pictures of our time. The 
art-material must be subservient to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the picture. Our reason for making 
pictures is to change people and not to congratulate them on being how they are.” 

32 Ibid., “Our Art is the friendship formed between the viewer and our pictures. Each picture speaks of 
a “Particular View” which the viewer many consider in the light of his own life. The true function of 
Art is to bring about new understanding, progress and advancement. Every single person on Earth 
agrees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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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進的空間。」33而能夠產生這種改變力量的東西，就如同上述他們一直反

覆言說的：「我們自己試著表達出一個人的內在、外在，以及每一秒都能改變的

一切。它就是能改變外在世界的內在感覺。」34那些在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出的

所有內在感覺，是足以讓外在的一切產生改變與進步的力量泉源。然而，能表現

出內在感覺的藝術家何其多，要如何才能有此力量？他們認為「藝術家必須當個

旁觀者而且要極端，否則他們就無法被看見。你沒有極端就無法做出任何改變。」

35所以若要能從眾多各擁奇術的藝術家之中脫穎而出並充分掌握此一力量，成為

極端之徒似乎就是必要的手段。他們有如此偏執的想法，也無怪乎他們的藝術會

有如此衝破社會禁忌藩籬之表現，甚至造成如此強烈的爭議性。雖然他們也相信

各種類型的藝術都會有自己存在的空間，而且也都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即使如

此，未來的主流將會是能夠改變人們生活的藝術，以及人們為了他們的生活所需

要的藝術，如同他們需要醫藥、需要法律、需要小說。我們想要有所貢獻，加入

其中。」36整個世界的改變和進步是要透過各種不同的領域來共同完成的，他們

有強烈的自信認定自己的藝術就是那個足以改變人類生活之不可或缺的必需

品。所以他們還自詡為「良心的藝術家」，並說：「我們並非要試著反映社會；我

們正試著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37他們不只一次地重申此一宏大的意圖：「我

們對於反映或展現這個社會不感興趣──我們唯一有興趣的是形塑它。」38他們

也「相信藝術必須是一種能重新創造生活的文化的其中一部分。藝術必須一直重

                                                 
33 Ibid., p.IX. “Ask anyone, nearly anyone at all,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re is room for chang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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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p.65. “We try to express ourselves what is inside a human person, what is outside, and that can 
change every second. It is the inner feeling that changes the outside.” 

35 Ibid., p.67. “Artists have to be outsiders and extreme, otherwise they are invisible. You cannot make 
change without being extreme.” 

36 Ibid., p.65. “Nevertheless, the main thrust of the future will be art which changes people’s lives, art 
that people need for their lives as they need medicine, need the law, need novels. We want to 
contribute, to add to that.” 

37 Ibid., p.67. “We are committed moral artists. We are not trying to reflect society; we are trying to 
create a new on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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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We have no interest in reflecting or showing society – we are only interested 
to be form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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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造生活。藝術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任務。」39「當社會成長到更有組織性，

很多事情都被安排好，但我們相信每個人的內在都有一個巨大的地方只能透過文

化來處理。我們必須為自己創造一個生活的系統。」40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的新視

覺語言藝術並非只是這個社會的鏡像反映，而是能改變甚至創造一個新社會，或

創造新生活的力量，他們並認為「我們創造的是人們所需要的影像，不是人們想

看到的影像。」41雖然他們的意圖十分宏大且具有強烈使命感和理想性格，但實

際的情況是，他們離此一目標還有一大段距離，因為人們有時所選擇的並非是藝

術家認為「他們所需要的」，而是「他們想看到的」。不過，即使如此，吉伯特和

喬治仍然秉持著相當的決心，在上述同一文本＜我們的藝術含義＞的最後一段結

論性質的文章「全體的人」（THE WHOLE）中，他們堅定地說道： 

當一個人在早上起床，決定做什麼和決定去那裡時，他正在尋找他的生活

持續的原因或理由。身為藝術家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去做。我們學習尊重

和榮耀“全體的人”。人類的內容是我們的主題和靈感。我們每天都支持

好的傳統和必要的改變。我們想要發現和接受在我們自身之中的好和壞。

文明之所以進步一直都是有賴於那“給予之人”。我們想要在尋找新意義

和給予生活目標的人生中，撒下我們的血、腦袋和種子。42 

他們深信自己就是那個「給予之人」，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投入在這一生的志業中。

然而，藝評家和學者們對於他們傾注全部心血創作出的藝術結晶，給予的評價並

                                                 
39 Quoted in David Lee, “Gilbert & George,” in Arts Review,（January 1993）p.10. “We believe that art 

has to be part of a culture to reinvent life. Art has to be reinventing life. Art must have a mission.” 
40 Quoted in Adrian Dannatt, “Gilbert & George: We Do Picture,” in Flash Art, vol.178（October 

1994）p.66. “As society grows more organizes, a lot of things are arranged, but we believe there are 
hung areas inside each person that can only be dealt with through culture. We have to create a system 
to live for ourselves,” 

41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with Denis Dandurant,” in TechniKart, no 17（March- April 1995）
p.31. “We think we create images that people need and not images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42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VII. “When a 
human-being gets up in the morning and decides what to do and where to go he is finding his reason 
or excuse to continue living. We as artists have only that to do. We want learn to respect and honour 
“the whole”. The content of mankind is our subject and our inspiration. We stand each day for good 
traditions and necessary changes. We want to find and accept all the good and bad in ourselves.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depended for advancement on the “giving person”. We want to spill our 
blood, brains and seed in our life-search for new meanings and purpose to give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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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然一致的肯定，例如有的人認為他們能反映人性本質的所有面向，不作任何

隱藏；43但也有人認為他們只是想驚嚇觀者，好讓觀者印象深刻。44無論何種的

評價回應，或是作品衍生出的諸多相關課題，事實上皆與他們的攝影圖像所傳遞

的訊息有絕對的關係，所以他們創造出的這種新視覺語言藝術基本上已達到了相

當的效果，因為他們不會只有二個人自己獨自在喃喃自語，而是能真正接收到很

多響亮的回音，包括悅耳的和嘈雜的。 

  當吉伯特和喬治早年以《唱歌的雕塑》的姿態面對觀者說話時，他們是以現

場的立體展演和留聲機所傳出的真實樂音來作為藝術發聲的管道；後來的平面攝

影圖像卻是以一種無聲的視覺語言來表述他們的想法。對他們而言，「視覺是一

種新的思維、一種新的道德律、一種觀看世界的新方法。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就

是我們的新視覺。⋯⋯我們是新視覺的信差。」45藉此一新視覺語言藝術之建構，

他們最終才得以闡釋其藝術理念，並完成其藝術之終極理想。 

 

第二節 反權威的藝術實踐 

從上一節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吉伯特和喬治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意圖全然地彰

顯而出，並言之鑿鑿地要藉由己身的視覺語言藝術推及全體人類社會之改造工

程。然而，綜觀其整體藝術創作生涯，卻似乎有一個他們並未具體明示的創作意

圖，貫穿在其藝術原創思想、藝術理念以及各時期的藝術創作之中。此一意圖並

非是他們持守某個明確的信念系統以履行於其藝術之中，而是他們將面對權威時

                                                 
43 Suzanne Pagé,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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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ilbert and 
George immediately and with perfect mastery opted for a new, accessible language that could speak 
of all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without hiding anything.” 

44 Matthew Collings, This Is Modern Art, p.78.“Gilbert and George …want to shock their viewers 
because they want them to remember their pictures.” 

45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96. “ A vision is 
new thought, a new morality, a new way of seeing the world. A new way of thinking; that is our 
vision. … we are the messengers of a new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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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抱持的反抗心態和對峙立場，進而在藝術思想和創作上具體實踐。這是他們個

人意識型態的確切體現，在其藝術創作的初始就已隱然成形，一開始他們或只約

略表態，隨著藝術思想和創作內涵的日益成熟，此一反權威的意識型態逐漸擴

大，甚而蔓延充斥其整體藝術創作中。至於在此所謂的「權威」，並非全然是具

體的對象，亦不僅是特指某個單一主體，而是泛指在藝術界和社會文化體制中，

他們欲加以反之的主流價值觀或霸權之意識型態。 

回顧整個西洋藝術史，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每個時代幾乎都有一個主流的

藝術風格主控著當時代的藝術思潮，其代表著該時期的藝術趨向，也反映出大部

分的人們審美的品味，以及委託贊助雇主或官方體制所需求或依恃的審美和評價

標準。雖然在同時期亦可能有其他的藝術風格與之並存，但未成氣候的藝術家實

難以與代表主流的藝術家抗衡，主流藝術因而成為當時代牢不可破的權威，壟斷

了整個藝術市場，並排拒其他非我族類的藝術風格。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十九世

紀末才有些轉變，尤其是印象派的掘起，其與官方沙龍的對峙，標誌出一種顛覆

藝術權力中心的行徑，彰顯了反權威的叛逆精神。之後，廿世紀的藝壇則承繼了

這股精神潛流，其中達達主義的「反藝術」之藝術運動，因其否定舊有形式之沿

襲，眨抑傳統藝術的美學價值，且具有乖僻反常的破壞屬性之藝術表現，故其掀

起了廿世紀的藝術界第一波反權威的高潮。而接著出現的其他現代藝術就如同蘇

西•蓋伯利克（Suzi Gablik）所言，幾乎已將推翻傳統視為習以為常的例行公事。

46如有一種新興的藝術思潮竄起，便取代舊有的主張並成為一個新權威，然後又

會有另一個更新的藝術觀念出頭，再取而代之成為另一個新權威，或與之同時並

足鼎立，所以現代藝術似乎已陷入了樹立新權威與反抗權威的輪番更迭之循環

中。而當我們再觀照吉伯特和喬治開始在藝壇發聲之際，或可推測他們應已多少

受到這種藝術上反權威的觀念思潮之某種程度的洗禮，所以他們的藝術中所具有

的反權威之創作意圖，或許能追溯至此一相關的背景因素。而由於這種反叛精神

的影響，他們隱然承繼之並以此為其藝術理念之基石，進而在藝術思維和藝術創

                                                 
46 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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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盡情的發揮。 

其實早在吉伯特和喬治於聖馬丁藝術學校受教時，其反權威的意圖就已略具

雛形，當他們在接受訪問時，提到了在學時期的想法和心境，他們說自己「對於

形式主義者的雕塑之霸權有極大的反叛，並且絕對不會再走回頭路。」47其所指

的霸權正是在校園裡對他們施教的那些老師，至於他們所持的反抗態度和論點，

前文已對此作過分析，無非就是他們所一再重申的：「我們反對那些形式的精英

主義。」48他們認為那種只注重形式且晦澀曖昧、讓人難以理解的藝術，以及其

所形成的高高在上之藝術權威，就是他們極欲反抗的對象。可見早在其藝術思維

剛剛成形之際，他們的反權威心態就已幽微地發酵醞釀而出，而且他們也說過：

「我們想要以一種好的方式成為具有反抗性的、顛覆性的。」49而究竟他們是以

何種方式將其反權威的意圖予以實踐，以下將就他們的藝術中各種相關的面向加

以闡明。 

  吉伯特和喬治反權威的第一步是從他們的藝術家之身分認同開始展現的。僅

管現代藝術史上不乏以二人組合姿態出現的藝術家，卻從來沒有人像他們一樣拒

絕了各自原有的個別身分，以完全交融的「二合一」藝術家之單一個體的角色來

共同創作，甚至是共同生活。如同大衛•席維斯特（David Sylvester）所說：「他

們不得不像是『聖三位一體』──二個人卻是一個創作者。」50雖然這種身分認

同並不是他們為了反權威而採取的明確具體行動，但他們卻是以創作者的身分意

識來作為抗拒過去整個藝術史傳統的手段，並破除了藝術家都是獨立創作個體的

慣例。他們將雙數合為單數，重新創造了一個新的藝術家身分，但這並非一種譁

                                                 
47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26. “There was a big revolt against the 

supremacy of formalistic sculpture, which never recovered.” 
48 Gilbert and George, “We Always Say It is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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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We were against the elitism of those forms.”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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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We 
want to be confrontational, subversive in a good way.” 

50 David Sylvester, About Modern Art: critical essays,1948-1997, p.312. “They were not unlike the 
Holy Trinity – two persons but one creator.” 



 194

眾取寵的標新立異，而是他們為了拒絕被收編在一般藝術家團體組合制式化的模

式中所必需的堅持，這不僅是他們對自己的重新認識以及自我改造，也是其反叛

精神的初步呈現。他們將二個人的力量充分結合後，便在藝術創作和思想的建構

上將其反權威的潛在意圖具體實踐之。 

  若從藝術創作的類型來看，吉伯特和喬治最具反權威精神的創作莫過於他們

各種類型的「活雕塑」。根據前文第一章的分析，「活雕塑」就是他們把自己當成

是雕塑品的藝術觀念之實踐，如同他們所說：「我們塗上金屬的妝，變成了雕塑，

兩個銅製的雕塑。現在我們是會說話的雕塑。我們的整體生活就是一個大雕塑。」

51「活雕塑」不僅是他們本人位於展場上所做的立體展演，對他們來說，生活中

的各種面貌也都是「雕塑」。這種雕塑觀念完全悖離了傳統的雕塑定義，但在喬

治•杜比（Georges Duby）和傑昂－路可•達瓦勒（Jean-Luc Daval）所編著的《雕

塑：從古代到今日》（Sculp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一書，仍然將

他們納入了雕塑的討論範疇，並對其予以切入核心的說明： 

吉伯特和喬治將他們自身轉換成活雕塑並展示出有距離感和回憶的景象。

傳統的塑像、被雕鑿的動作，以及藝術再現生活。藉由將他們自身固定住，

吉伯特和喬治同時地暗示自己成為雕塑，且將生活帶進博物館。他們以真

實與虛假已被混淆的表演，向雕塑過去的整個歷史了提出質疑。52 

他們以另類的藝術思想，突破了「雕塑應該是穩固的物件」之觀念框架，質疑並

顛覆了傳統的雕塑權威。這種在思辯邏輯上反傳統雕塑的藝術表現，其實和「英

國新雕塑」（New British Sculpture）的其他藝術家一樣，都是走著與傳統雕塑分

                                                 
51 Quoted in Carter Ratcliff, Gilbert & George: the Complete Pictures, 1971-1985, p.IX. “We put on 

metallic make-up and became sculptures. Two bronze sculptures. Now we are speaking sculptures. 
Our whole life is one big sculpture.” 

52 Georges Duby and Jean-Luc Daval eds. Sculp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 
Taschen, 2002）, p.1084. “Gilbert & George did this by turning themselves into living sculptures and 
exhibiting the phenomena of distance and memory. Traditional statuary, captured movement and art 
represented life. By immobilizing themselves, Gilbert & George simultaneously suggested sculpture 
and brought life into the museum. They called the whole past of sculpture in question of by their 
performance in which true and false are confused.” 



 195

道揚鏢的創新路線，不過，這些新一代的英國雕塑家所運用的素材媒介大多還是

以客觀實體的材質為主，跟吉伯特和喬治以「自己」作為雕塑材料的藝術表現相

較之下，這些雕塑家的作品與傳統雕塑還是較為接近的，因為這些雕塑作品畢竟

仍是藝術家所創作表現的對象物，而不像吉伯特和喬治是同時扮演著藝術家與藝

術品的雙重角色。所以他們說：「我想那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同於其他藝術家──

我們使自己成為物件了。我認為那就是關鍵點。」53他們不僅用這種「物我同一」

的藝術思維為自己在雕塑的領域裡爭得一席之地，同時他們也標舉出了其睥睨傳

統雕塑的反權威姿態。 

  除了「活雕塑」的表演藝術，在吉伯特和喬治另一個更重要的藝術創作類型

──「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中，其反權威的創作意圖更加顯明。就形式上來

看，這種作品既非繪畫亦非傳統攝影，創作手法自成一格，完全自外於任何傳統

的藝術表現方式，顯然他們並不願受縛於大部分的藝術家所運用的繪畫創作模

式，原因是繪畫此一累積了幾百年傳統的創作方式，其所形成的權威體系並無法

讓吉伯特和喬治信服，他們說過：「我們不信任使用畫筆的藝術家。」54他們只

相信視覺影像，並認為那些拿著畫筆的「藝術家無法製造任何影像。電視、書籍，

這些全都是透過攝影相機。你並不能把新聞畫出來。」55所以他們放棄了繪畫，

而選擇透過攝影來製造影像。不過，即使是運用攝影這個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創

作形式，他們亦仍不願受限於只純粹讓影像據實呈現的手法，而是自創一種全新

的表達視覺語彙的顯影方式來彰揚其自我意識，且唯有用這種悖離傳統固有的藝

術表現形式的手段，才能更加堅定其反權威的創作意圖。 

  此外，就攝影圖像的題材內容來看，雖然吉伯特和喬治所表現的主題並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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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11. “I think that’s why we are different to other artists – that 
we made ourselves the object. I think that is the key point.” 

54 Gilbert and George, “Gilbert & George: Interview with Andrew Wilson,”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90. “We don’t 
believe in the artist with a brush.” 

55 Gilbert and George, “Interview by Martin Gayford 1996,”in Ibid. p.271.“The artist doesn’t produce 
imagery any more – television, books, it’s all through the camera. You cannot paint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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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抗拒權威之心態的明示或暗示，但我們仍發現他們藉由部分作品的表現內容

將其反權威的自我意識寄寓其中。首先，在一九七○年代，他們最具反權威意圖

的創作即其「髒話」（The Dirty Words）系列的作品。根據前文的析論，他們在

這些作品中大量運用了城市街道的髒話塗鴉之內容，藝評家麗莎•柯林（Lisa G. 

Corrin）認為這些在作品以塗鴉影像呈現的「髒話」得到了「猥褻的自我意識地

位。『自我意識』在這裡被有意地使用。正是因為他們故意違背及反對即定的社

會規範和習俗，而猥褻有這種力量足以去冒犯、挑釁和顛覆。」56因此，他們雖

然是客觀地展現出城市的另一種不安的面貌，但他們同時也透過塗鴉影像的主觀

選取，顯示出他們有意要衝破社會文化禁忌的意圖，讓「猥褻」的存在去忤逆那

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學，所以她也評析道：「『髒話』系列中具有踰越屬性的標題是

針對藝術家的禮儀、藝術界的精英主義及其伴隨的體面虛偽的一種有意識的冒

犯。」57對吉伯特和喬治來說，那些外表體面、內心虛為的精英正是他們所不屑

的權威體制之代表對象，他們寧願遭受被指為離經叛道的責難，也不願屈從於那

些代表權威的人士所依恃的某些道德禮教之規範。他們這種叛逆精神雖然是個人

的自我意識之體現，但若將其置於他們所處的整體時代背景來看，所同麗莎•柯

林所言：「『髒話』系列似乎捕捉到了時代的反叛氛圍。」58她除了認為吉伯特和

喬治反映出當時社會騷動不安的氣氛，而且她也將他們與當時極具反叛精神的英

國龐克搖滾（punk rock）作了相當程度的連繫。59 

一九七七年是吉伯特和喬治創作出「髒話」系列作品的年份，也是英國的龐

克搖滾團體「性手槍」（Sex Pistols）於英國女皇繼位廿五週年時發行《神祐吾王》

（God Save the Queen）單曲的那一年。這首歌曲發行之後，引來很多非議的報

                                                 
56 Lisa G.Corrin “Are You Angry or Are You Boring?”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 p.21. “attain in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the self-conscious status 
of obscenities. ‘Self-conscious’ is used intentionally her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knowingly 
violate and stand in opposition to accepted social norms and conventions that obscenities have the 
power to offend, provoke and disturb.” 

57 Ibid., p.20. “The transgressive titles of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were a purposeful violation of 
artistic etiquette, art-world elitism and its concomitant pretence of respectability.” 

58 Ibid., p.27. “The Dirty Words Pictures seemed to capture the rebellious mood of the times.” 
5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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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反彈的聲浪，並很快地就遭到電台禁播，原因是歌詞裡有醜化女皇的影射詞

句。而丹•葛蘭姆（Dan Graham）認為他們的歌曲之所以會遭到這種待遇，是因

為英國龐克運動基本上是把搖滾音樂當成一種反映社會現實的宣傳形式，當主要

的藝術表現形式被統治階級所屬的主流社會所把持時，屬於少數的團體就很難表

達不同的價值觀，在他們以藝術來表達其特有的立場時，也就很難不受到質疑、

審查甚至排拒，英國龐克即身陷於這樣的處境。60不過，即使如此，這些龐克搖

滾團體仍然持守其反權威的立場，揭露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並對其發出具強

烈批判性的怒吼。此外，米迦勒•布瑞斯威爾（Michael Bracewell）也認為龐克搖

滾對大眾文化的廣大社群造成了震撼的影響，並產生了「在個人、社會、文化上

不滿情緒的一股微小卻又世代因襲的不可或缺之迸流。」61而吉伯特和喬治僅管

不是以音樂來作為表達意念的工具，但他們的創作內容也明顯地傳達出類似於龐

克搖滾的反叛精神。米迦勒•布瑞斯威爾並認為「他們最重要的龐克宣言就是他

們仍不想隸屬於任何運動或流派。」62的確，他們一直是以各種獨特的藝術表現

手法將自己孤立於任何會被歸屬定位的既定範疇之外，他們不想要和大多數的藝

術家一起被放在相同的位置，因為那是權威體制為求一致的規範手段，既然他們

早已有反權威之心，又怎能甘於受限於此？所以如同米迦勒•布瑞斯威爾所說：

「就某些方面來看，他們已經顯示出個人主義從社會一致性的微妙改造中抽離而

出。」63他並舉出了他們在一九八六年的巨幅連作群組──《階級戰爭》、《好戰

分子》、《通道》三連作為例，以證明他們持續宣達這種作為化外之民的反權威之

個人主義。64 

                                                 
60 Dan Graham, “Punk: Political Pop,” in Paul Taylor ed. Post-Pop Art, p.89. 
61 Michael Bracewell , “Writing the Modern World,”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 p.14. “in 1977, the broad band of popular culture – beyond the 
strict confines of the art world – was registering the seismic impact of punk rock as a small but 
generationally vital outpouring of pers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saffection.” 

62 Michael Bracewell, “What Will Survive of Us Is Love,” in Stephen Snoddy ed. Gilbert &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16. “their most important punk statement was the fact that they still 
didn’t want to belong to any movement or school of activity.” 

63 Ibid., “In some ways, they have shown that individualism derives from a subtle reworking of social 
conformity.” 

64 Ibid., “Their monolithic new triptych – ‘Class War’, ‘Militant’, ‘Gateway’ (1986) and ‘Existers’ 
(1984) being prime examples – were … a continued declaration of outsiderdom and indivi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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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伯特和喬治從一九八○年代開始以巨碑式的格局創作出某些攝影圖像作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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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作群組即為其中的代表作，而且這

也是他們充分展露出反權威意識的作品之一。首先，從作品的名稱來看，就可隱

約感覺到他們的反階級和反權力位階之意念以及他們十分激進的實踐態度。再

者，就畫面的內容而論，他們藉由圖像元素的刻意安排以及符合題旨的佈局，將

這種反叛的精神以象徵的手法具體呈現。這三幅作品中，共同出現的主要圖像元

素是他們經常運用的年輕男子，背景則都是城市的景貌。在《階級戰爭》中，年

輕男子被安置成一排橫列，每個人的手中都持有紅色長條棍棒，並都身著藍褲，

有的上半身打赤搏，有的則穿上白衣，但身體一律朝向右方，除了最右邊的四位，

其餘都做出跨步狀，彷若一列前進的隊伍。背景的黑白影像是四行排隊的人群隊

伍，他們正往遠處的光亮入口前進，與前景的年輕男子所組成的隊伍形成了相互

呼應的效果。年輕男子身後則有三個巨大的圓形圖像，中間是一片佈滿水滴的圓

形葉子，左右則各為吉伯特和喬治二人被框取成圓形的臉部特寫，他們睜大了雙

眼正看著這些年輕男子。如果將作品名稱與畫面的圖像構成二者對照來看，這些

圖像的內容似乎頗能切合題旨，述說著所謂的「階級戰爭」。根據沃夫•揚恩（Wolf 

Jahn）的說法，階級戰爭依歷史上的傳統定義，是指在人類社會中至少有二個具

依存關係的階級，其中受壓迫的一方反抗施壓的另一方。65在這幅作品中雖然沒

有很明顯地指出階級之間的對立情形，但若從圖像本身的形象表徵來判斷，吉伯

特和喬治的紅色圓臉因其巨大之形與直接逼視的眼神，或許可扮演著在上位的權

威階級；相形之下，一群年輕男子因其相對較小的身形與成群結夥的姿態，再加

上手中持有可作為武器的棍棒，其所代表的角色顯然較近於遭受壓迫而群起反抗

的低下階層。再者，依此三連作的位序，第二幅《好戰分子》的畫面中僅存四位

年輕男子，他們的形體全然變大，幾乎與畫幅等高，其以挑釁的站姿面朝觀者，

                                                 
65 Wolf Jahn; David Britt, tran. 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 p.445. 

“Class war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 sense presupposes a human society in which at least two 
classes exist in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dependence. One of the two classes rebels against the other, 
which oppress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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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仍持有棍棒，不可一世地看著前方。至於棍棒上刻意安排的紅色，則可追溯

到他們先前所謂「紅色是暴力的象徵」之說，所以他們在此是以紅色來強化自己

身為「好戰分子」的反叛權威之力量。其身後的背景則是將數幅鳥瞰角度的城市

街景圖像，以交錯的手法拼組成為看似有些混亂的城市之景。最後，在第三幅《通

道》中，這一群年輕男子縮成了極小之形，除了右邊的第一位，其他人都已穿上

了上衣，以屈身的姿態弓著身體，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已將手中的棍棒棄置。此時

吉伯特和喬治以巨大的全身形象出現在畫面的最左和最右兩側，手中亦持有紅色

棍棒，並立於這群年輕男子之上。此幅的背景雖然和第二幅一樣都是城市之景，

但所呈現的卻是大廈高樓林立的井然有序之貌。以上這三幅作品的順序是吉伯特

和喬治所刻意安排的，其特別的用意似乎已顯現在作品之間的連貫性。其中從背

景的安排來看，他們暗示了一種反權威的三段式歷程。在《階級戰爭》中作為呼

應年輕男子隊伍的背景排隊人群前往光亮出口，代表了他們對光明的追求，途中

經過《好戰分子》中的混亂市景，暗指其在激戰的過程中層層險阻，最後抵達《通

道》一作中的完美城市面貌，終於達成了他們的目標。而沃夫•揚恩則是將第三

幅作品中的吉伯特和喬治之巨像詮釋為這些年輕人所轉變的成熟形象之象徵，如

同背景的建築是以其成熟、堅實、穩固的直立之形呈現，所以對光明的追求並不

是他們本身的目標，而是一個人發展成具個體存在意識的過程中一個必要的部

分。66不過，這是屬於沃夫•揚恩主觀的見解，如果從另一種角度來解讀此一代表

結局的第三幅作品，畫面中的年輕男子則可能在這場反權威的「階級戰爭」中已

經失敗，所以他們身形變得更小，且大多放開了棍棒並彎低著身軀以表示屈服，

至於吉伯特和喬治的巨像則是代表著權威的復辟以及地位再次鞏固。然而，無論

以何種角度來詮譯，不可否認的，他們在這組作品中顯然是藉由角色扮演的模式

來暗示權力位階的對立關係，其反權威的隱性創作意圖似乎也在其中顯露而出。 

                                                 
66 Ibid., p.441.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ate of rising into mature form is underlined by the colossal 

images of Gilbert & George, … Just as the background architecture presents itself as mature, 
established, erect and firm, so too do Gilbert & George. The path into light, as seen in CLASS WAR, 
is not a goal in itself but simply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process of evolving one’s own individual 
existence: this is clearly shown in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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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具有連貫敘事性的群組連作，他們在另一件作品──《公平遊戲》

（Fair Play, 1991，圖九○）中也透露出了某種反權力位階的訊息，不過，其中的

主題意識所突顯出的面向主要是種族平權的議題。這件作品的畫面內容仍然有吉

伯特和喬治二人的身影，他們和另外二位非裔人士並排而立，成為畫面的主要角

色，四人分別站在被當成基座的人頭上，其中吉伯特喬治所踏的是二個非裔人士

的頭，與他們並立的非裔人士則是踩在吉伯特和喬治的頭上。在此，他們刻意以

不同人種的人物角色交相踩踏，標舉出黑人與白人在社會地位上競逐的相關課

題。當他們創作出這件作品時的一九九○年代初期，在西方國家的社會裡黑人遭

受歧視的不平等待遇已大為減少，但社會中大部分的主流階級仍然為白人所把持

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在這件作品中代表白人的吉伯特和喬治踩在黑人頭上

時，即象徵著白人的權勢與地位凌駕於黑人之上，但是當情況相反時，被踩在底

下的吉伯特和喬治竟然顯露出驚訝的表情，此似乎暗示出白人無法接受黑人居於

他們上位的情形。照理說在目前的西方社會，不論是那一種族的人應該都有許多

公平的機會，所以如同作品名稱之說，這是一場「公平遊戲」，但社會中不同種

族之間並未完全平等的事實，也使其成為一場黑人對抗白人主流的競爭。不過，

愛德華•路斯－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仍然認為這件作品是「對於種族寬

容的一種顯著的訴求。」67而我們若再對照吉伯特和喬治的許多作品，亦可察覺

其對於不同種族所持的寬容精神，因為他們的確使用了很多非白人的其他人種作

為攝影圖像作品中的人物圖像元素。關於此點，他們表達了相當明確的立場：「我

們甚至試著從我們的作品中移除種族歧視主義。我們有各式的人種，黑人、日本

人和白人，全都混合在一起。」68在他們所使用的非白人之人物圖像中，以非裔

人士出現的頻率最高，所以他們說：「我們是唯一能完全在藝術作品中將黑人置

於等同白人之地位的藝術家。」69身為白人的他們不僅讓黑人在許多作品中與白

                                                 
67 Edward Lucie-Smith, Art Today, p.28. “Fair Play is an apparent plea for racial tolerance.” 
68 Gilbert and George, “Boot, Blood Heads, Tears, Seen, Eight, Attacked: from an Interview with Keith 

Pointing 1995,” in Violette Editions eds, The Words of Gilbert & George: with Portraits of the Artists 
from 1968 to 1997, p.199. “We even try to erase racism from our work. We have all kinds, black 
people, Japanese people and white people and mix them all up.” 

69 Gilbert and George, “Art for Art’s Sake: from an Interview with Jim Shelley 1987,” in Ibid.,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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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同出現，甚至在某些作品中還以黑人作為畫面的主角，如《著色的黑人》

（Coloured Black, 1981，圖六八）和《黑人上帝》（Black God, 1983，圖六三）等。

前者是將黑人以簡約的圖式予以圖騰化，後者則是以怪異的圖像組合，讓黑人化

身為信仰之神，完全突破了宗教上的歷史傳統。而他們之所以願意傾心致力於在

藝術中消弭種族之間的隔閡，其實和他們一直長期居住在倫敦東區有很大的關

係。他們曾說：「東區有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多的種族。」70根據他們的

描述，倫敦東區（其街景經常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作為城市圖像元素）從很久以

前就已經有外國人移入，如法國的新教徒、德國人，接著俄羅斯人、猶太人隨之

而來，然後馬爾他人、索馬利亞人、孟加拉人也跟著移入，71所以這個地區簡直

成了民族大融爐，各種族的文化完全混雜在一起，此亦成為這個地區的最大特

色。吉伯特和喬治的人物圖像所使用的模特兒大多是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他們的

經濟能力普遍較差、社會地位也較為低落，吉伯特和喬治卻以藝術創作的具體行

動對這些人一視同仁的看待，並在作品中賦予有色人種與白人同等的地位，因

此，這種打破種族階級之分的藝術實踐，基本上也算是一種反權威、反位階的精

神展現。 

  接著，若要再從其他的攝影圖像內容探討吉伯特和喬治的反權威意識，則可

繼續將觸角延伸至他們突破社會禁忌最有力的作品。前一章已針對他們這些作品

作了多面向的析論，在此主要是將這種題材的創作對應至他們的反權威意圖上。

至於這些作品所觸及到的所謂「禁忌」，特別是指人們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裡某

些不能踰越的層面，而這些不可為的禁忌背後其實都隱藏了某個權威，這些權威

並不是某個具體可見的主體對象或國家政府之類的單位層級，而是累積了千百年

來的歷史傳統或約定俗成的社會紀律，包括宗教的教義、道德禮教的規範、世代

沿襲的民族習性等等。這些存在於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各種體制都有其牢不可破的

                                                                                                                                            
“We are the only artists able to put a black person on completely the same level as a white person in 
an artwork.” 

70 Gilbert and George, “East London, Sex, Shit Death: Interview with Hans-Ulrich Obrist 1995,” in 
Ibid., p.243. “The East End is as multi-racial a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71 Ibid., 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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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則，並已獲得相對多數的人們的共識，因而成了難以違逆的體制權威。而吉伯

特和喬治的作品一旦突破了這些社會禁忌層面，其實也就等同於反抗了其所相連

繫的權威，至於他們所反叛的權威對象大致上可包括宗教上的權威以及道德禮教

的傳統。首先就宗教而論，吉伯特和喬治的宗教觀如前一章所述，他們基本上是

反宗教的，而且他們也曾在一篇文本＜給吉伯特和喬治的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 for Gilbert & George）中提到：「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宗教一直指

導人們的行為合於道德。因某些原因，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消失了。」72從這句話

可知，他們認為宗教的信念系統已不足以對人們產生任何的導引或規範作用。至

於他們在作品中引用宗教的圖像亦非為了宣揚宗教，而是用以作為對於其他事物

之信仰的假託。雖然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應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大體而言，目

前的西方社會仍是以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為人們在精神生活上的主要依恃體制，其

所形成的力量對大多數的人依舊有很大的影響力。吉伯特和喬治身處於這種有強

烈宗教信仰氛圍的社會，其涉及到宗教的圖像內容當然也就變得十分敏感，根據

前文的分析，他們的作品確實已引起了相當程度的爭議性，這些爭議除了有許多

是在宗教意識型態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但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因為他們有褻瀆宗教

之嫌的作品內容已經公然忤逆了基督教文化傳統所代表的權威體制，因而使其難

以見容於某些衛道人士的眼中。此外，從道德禮教的傳統來看，他們在作品中大

量使用可能會引人有污穢不潔聯想的糞便圖像，以及他們自己某些不甚雅觀（就

客觀而論）的裸體圖像，似乎也已經反叛了許多人所一直奉行不渝的禮儀規範和

道德紀律，這些規範紀律或許早已在他們的生活中成為既定的行為準則，同時在

他們的觀念裡，這些律則也彷彿成為一種不能動搖的無形權威，掌控著他們的言

行舉止。吉伯特和喬治雖然表明他們只是要將生活的真實面全然地呈現出，但他

們卻完全無視於傳統的道德禮教，而以某些人認為是不堪入目的爭議性圖像加以

顛覆之，所以此亦可說是一種對於權威的反叛心態之體現。 

                                                 
72 Gilbert and George, “The Ten Commandments for Gilbert & George,” in Ibid., p.223. “For centuries 

religion used to dictate how to behave morally. Somehow, that has now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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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是從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創作本身來探究其反權威的意圖，若再對照

他們所一直堅持的藝術理念──「為所有人而藝術」其中的精神意涵，將可更加

確切地釐清他們的創作意圖。前文第三章對此一藝術理念的中心思想已作過詳細

的分析，基本上這是針對現代藝術與觀者之間缺乏對話機制的一種省思，他們認

為很多現代藝術都是以高位階的姿態迫使人們必須去欣賞它，「它告訴每個人除

非他們喜歡這個東西，否則他們就是愚蠢的。我們不認為藝術家應該使用一種會

將觀賞人數減少掉百分之九十的視覺語言。⋯⋯一件藝術品沒有理由必須對每個

人而言都變得完全難以理解。」73類似於這種觀點的論述，他們已在各種機會中

發表過相當多次。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他們自始至終地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

現代主義藝術觀念，其實就等同於反對他們所認定的藝術界權威，這種「為所有

人而藝術」的無私理想也因而成為一種反權威的藝術理想。況且，此一理念的基

本精神主要是建立在他們想要創作出一種不分種族階級、人人皆可欣賞理解的藝

術語言之觀念上，所以不論他們最後是否真能完全達成「為所有人而藝術」的終

極理想，這種精神已強烈具備了打破位階並造福全體人類的反階級思想。且透過

此藝術理念的一再宣達，他們也為其反權威精神的藝術實踐鋪上更堅實的前進道

路。 

  吉伯特和喬治從無形的藝術理念到有形的藝術創作，都在在顯示出其反權威

的意圖。然而，他們出現在任何場所（包括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永遠不變的

那一套正式西裝制服，卻反而讓人彷彿嗅不到反叛的氣息。他們以紳士般的合宜

打扮塑造出一種溫合有禮的形象，此和他們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極端畫面給人的

感受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這種反差的效果也使得他們的藝術產生了一種戲劇性

張力。米迦勒•布瑞斯威爾（Michael Bracewell）對於他們這種刻意的裝扮有一番

詮釋：「吉伯特和喬治以看起來像是一般上班族的裝扮來強化他們自己身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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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The Rudimentary Pictures, pp.9-10. “It forces you to enjoy it. Modern Art had a lot of that 
in fact, it told everyone they were stupid unless they liked this stuff. We don’t think that an artist 
should use a visual language which eliminates 9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 There’s no reason 
why an art-work must be completely baffling to an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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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角色，並暗示出在他們的藝術之道與同時代的藝術家之間有一種隔閡的分歧

感。」74因為從來沒有一位藝術家像他們一樣以固定的西裝打扮來刻意突顯出一

種特異的形象，所以當他們運用此道時，也就能與其他的藝術家作出了明顯的區

隔，成為最獨特耀眼的藝術家。不過，他也說道：「最重要的是，他們以幾乎是

放諸四海皆準且正統老套的穿著方式，棄守了地位、階級、或意識型態的觀念。」

75由此可見，他們也是刻意以這種最尋常的正統穿著，使他們看起來與大多數的

一般人並無顯著的差異，藉以消除藝術家具有特別身份的階級意識。因此，從他

們的形象塑造上，我們似乎也隱約感受到了他們反權力位階的基本精神。 

  沃夫•揚恩（Wolf Jahn）曾在他的一篇文章＜殺死怪物，創造世界＞（Slay a 

Monster, Create a World）中，把吉伯特和喬治比擬成殺死傳統怪物的現代英雄，

並將他們的藝術讚譽為英雄史詩。76這是提升他們藝術之價值的最高褒揚，也是

對其反權威之創作意圖的最佳詮釋。在這場反傳統、反權力位階的藝術革命中，

他們猶如化身為自己的作品《四騎士》（Four Knights, 1980，圖四三）中的那些

年輕騎士，以社會中最具激進反叛特質的年輕男子族群形象（這也是在他們的作

品中一直反覆出現的圖像母題），屠宰他們視為惡龍的各種權威對象。他們不僅

以獨特的表現形式反抗整個藝術傳統，更以突破社會禁忌的表現內容作為反權威

的武器。當某些位居藝術界權力核心的藝評家（或藝術史學者）對他們掀起反彈

的聲浪時，吉伯和喬治仍然不為所動地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並以最奇特的藝術

創作與藝術思維顛覆了過去的傳統。所以魯迪•福斯（Rudi Fuchs）說：「他們已

真正且榮耀地成功建構出的形式與策略，使得他們能完全自外於傳統現代藝術尋

常背景。」77他們不只全然地跳脫出藝術世界的傳統模式，甚至在眾多新穎的藝

                                                 
74 Michael Bracewell, “Writing the Modern World,” in Michael Bracewell and Lisa G.Corrin, Gilbert 

& George: Dirty Words Pictures, p.11. “Gilbert & George intensified their role as artists by looking 
like ordinary office workers, implying a chasm of sensibility between their approach to art and that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75 Ibid., “Above all, they were dressed in a way that would be comprehensible and conventional almo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out imposing ideas of status, class or ideology.” 

76 Wolf Jahn, “Slay a Monster, Create a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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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274-329. 

77 Rudi Fuchs, “Together: the great monologue” in Ibid., p.336. “They have actually and glo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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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觀念中，他們也顯得特立獨行，如同蘇珊•帕傑（Suzanne Pagé）所言：「他們

因其態度之新穎而著名，並同時與傳統和更當代的、觀念的或嚴峻的形式主義者

的選擇保持一段距離。」78因為與他者保持一定的距離，使他們更加確認自己要

走的方向，並對自己有更清楚的認識：「我們認為自己是激進的、具顛覆性的廿

世紀藝術家。」79在此，吉伯特和喬治已為自己的反權威角色下了一個明確的註

記。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forms and strategies that quite outside the usu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modern art.” 

78 Suzanne Pagé, “Foreword,” in Ibid., p.12. “They stood out by the newness of their attitude, evincing 
a marked distance with regard both to tradition and to more contemporary, conceptual or strictly 
formalist options.”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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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We 
consider ourselves to be radicial, subversive, twentieth-century ar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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