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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整個藝術史的長流中，吉伯特和喬治是一股至今仍不斷向前湧進的激浪。

他們從一九六九年以《唱歌的雕塑》在藝術的舞台上立足發聲，並以「活雕塑」

的姿態同時扮演著兼具藝術家和藝術品的二元角色，不僅顛覆了藝術的傳統，也

塑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獨特形象標籤。之後更創造出「攝影影像拼接組合作品」

的表現形式，將攝影圖像轉化成他們想與觀者建立對話機制的視覺語言。在藝術

創作上，他們充分落實了藝術與生活的結合，並透過各種管道盡其所能地將「為

所有人而藝術」的藝術理念傳遞給所有的人們。僅管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完全投注

在其畢生追求的藝術理想上，然而，在他們藝術發展的道路上，稱譽和污名卻總

是同時緊附在他們身上，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始終站在被認同和被誤解的天平兩端

搖擺不定。一九八六年，他們榮獲了在英國頗為重要的藝術獎項──「泰納獎」

（Turner Prize）1，可見他們的藝術創作早已在藝術界獲得公認的肯定；此外，

許多藝評家和學者也都不吝給予他們極高的讚譽，例如理查•多門特（Richard 

Dorment）曾說道：「他們是英國最重要的在世藝術家。」2這些正面的褒揚是一

事實，但是對他們反感的人士在貶抑或攻擊他們時，不遺餘力地採取敵視的態度

和手段也是事實。因此，毀譽參半的極端評價已讓他們成為當代最受爭議的藝術

家之一。 

  綜觀吉伯特和喬治的整體藝術創作，就如同他們所得到的多元評價，其創作

形式和表現內容亦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從表演藝術的立體展演到攝影圖像的平

面顯相，從以小型的明信片和在雜誌上刊登作品為媒介的「郵件雕塑」和「雜誌

                                                 
1 「泰納獎」（Turner Prize）是在一九八四年由英國的私人機構「新藝術贊助人」（Patrons of New 

Art）所成立，獎項名稱是取自於英國十九世紀的偉大畫家泰納（J. M. W. Turner, 1775-1850）
的名字，此獎項的主要目的在於鼓勵居住在英國從事視覺藝術創作有傑出成就、五十歲以下的

藝術家。入圍的藝術家通常在過去一年內有傑出的個展，藝術家在入圍後都會受邀在泰德美術

館（Tate Gallery）進行展出，最後透過當地第四頻道電視台（Channel 4 Television）做頒獎實
況轉播，公佈得獎者；獲獎的藝術家並可獲頒贈廿萬英鎊的獎金。參見牛津大學《廿世紀藝術

辭典》Ian Chilvers ed. A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p.624. 
2 Quoted in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156. “Richard Dorment: …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ritish artists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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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到透過攝影機拍攝紀錄他們的藝術與生活種種面貌的「錄影帶雕塑」，以

及他們以繪畫手法來表現卻又不認同為繪畫的「炭筆紙上雕塑」和唯一的油畫作

品《畫；和我們一起在大自然中》，這些類型迥異的各種創作都在在顯露出他們

在藝術創作的形式上兼容並蓄的實驗精神與勇於突破的創新意念。至於在藝術的

表現內容上，從其己身的內省觀照到外面世界的眾相審視，他們把自己的所見所

感巨細靡遺完全展露，呈現出多變的藝術樣貌，如愛德華•路斯－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所說：「有些似乎只是單純的沃荷式窺淫癖的產物；有些是自戀式

的自我歡娛；有些充滿了衷心的社會道德憤慨；有些則循著前衛藝術自由地挑起

爭議性的傳統模式。要決定他們的創作在美學上的優劣評價是困難的，但無疑地

它是時代最忠實的反映。」3的確，他們絕不僅止於自傳式反映出自己的真實生

活，他們的藝術更是對這個時代的社會現況和人類處境所作的深刻寫照。例如他

們選取《唱歌的雕塑》的背景歌曲來指涉出社會下層階級的卑微苦境，同時也在

攝影圖像中放入了許多社會邊緣族群的人物圖像，並用城市陰暗的角落裡的髒話

塗鴉以及經常在作品中作為背景的城市破舊街景和庸碌人群，以刻劃出城市生活

中的寫實景況，而年輕男子所代表的社群也真切地傳遞出街頭的次文化面貌以及

隱約地暗示出被許多人所認定的同性情誼。所以艾爾云•珊德勒（Irying Sanldler）

提到：「吉伯特和喬治通常被讚譽為可靠的社會寫實主義者，記錄著大不列顛悲

慘的低下階層深處或至少是同性戀次文化。⋯⋯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他們則被描

繪成哀悼現代生活的悲劇處境的浪漫主義旁觀者。」4此外，他們也藉由攝影圖

像表現自己生活中的心理狀態，亦即在其圖像內容演變的進程中所呈現的自我樣

態，如利用酒精來麻痺的宿醉、對虛無的沉默內省、幽閉恐懼的焦慮等等；他們

並運用自己的身體以及突破禁忌的種種題材來揭露潛藏於人類內心深處的真實

                                                 
3 Edward Lucie-Smith, Art in the Eighties（New York: Phaidon Universe, 1990）, p.37. “Some of it 

seems to be the product of simple Warholian voyeurism; some is narcissistic self-celebration; some is 
deliberately provocative in the traditional fashion of avant-garde art. While it is a little difficult to 
decide on the aesthetic merits of what they do,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t is an honest reflection of 
its time.” 

4 Irying Sanldler, Art of the Postmodern Era: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Early 1990s, pp.49-50. 
“Gilbert & George were often praised as authentic social realists, documenting Britain’s wretched 
lower depths, or at least its homosexual subculture. … From still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y were 
portrayed as romantic bystanders mourning the tragic condition of moder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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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由自身的情境出發進而投射到全人類的現況。瑪利歐•庫德格那托（Mario 

Codoganato）認為他們的「影像描繪出人類的處境是透過靈魂的情緒和身體的動

作。」5以自己的心理和身體來作為全人類的鏡像。琳達•溫查勃（Linda Weintraub）

也說：「他們的自白是對全世界人類處境的隱喻，他們的顛覆是有關意志的哲學

性討論，他們的宗教經驗是現代世界的精神之揭露，他們的悲傷是全體人類苦難

的反映，他們處理自然的題材是對文明整體的諷喻。」6而且他們也與時俱進地

在作品中反映出全人類面對廿世紀的黑死病──愛滋病的危難與恐懼，在「為愛

滋病展覽」（For Aids Exhibition）的展覽目錄上他們說道：「在創作這些圖畫時，

其中的形式與意義帶給我們對生活的自由之重要性的全新了解。在這些圖畫中，

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思考和對於人類全新的坦然與同情的感受。」7從這一席

話我們也體會到吉伯特和喬治並非只沉醉在表現自我的自戀式歡娛，其實他們對

於人類的苦難也充分地表露出人性的關懷。甚至他們還將這次展覽的全部收益悉

數捐給英國的愛滋病研究及社福機構，8完全展現其人道主義精神的一面。然而，

即使他們已做出如此增進人類福祉的慈善舉動，對他們反感的某些藝評家還是對

其捐款的動機心存質疑甚而覺得不以為然。9可見他們若想化解那些對其感到厭

惡的人士的既定成見，看來還有著相當的難度，而由此亦反映出在某些意識型態

始終牢不可破的社會環境裡，身為突破社會禁忌的藝術家的他們自己的真實窘

                                                 
5 Mario Codoganato, “Voyage around Man,” in Elena Carotti and Harlow Tighe ed. Gilbert & George: 

New Testamental Pictures（Milano: Charta, 1998）, p.17. “images that depict the human condition, … 
but through the emotions of the soul and movements of the body,” 

6 Linda Weintraub, Art on the Edge and Over, p. 76. “Their confession are metaphors for the universal 
human condition, their perversions ar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will, their religious experiences 
are explorations of spirituall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ir sadness is a mirror of the afflictions of all 
humankind, their dealings with natures are allegories concerning the entirety of civilization.” 

7 Gilbert and George, For Aids Exhibition, p.1. “In making these Pictures the forms and meanings in 
them brought us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freedoms of life. In these pictures 
we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and feel a new openness and compassion towards the human 
person.” 

8 Robert Rosenblum, “Gilbert & George: The AIDS Pictures,” in Art in America（November 1989）, 
p.153. “they decided that the entire proceeds of the exhibition were to be donated to CRUSAIDS, the 
British organization which streeees the funding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real-life conditions of the 
widest social spectrum of people with AIDS, including those in prisons. The financial reality of 
Gilbert & George’s exertions as artists and as active philanthropists turned out to total £565,500,” 

9 Daniel Farson, Gilbert & George: A Portrait, pp.71-2.“Giles Auty, the art critic for the Spectator, … 
impugning G&G’s motive in donating the proceeds of the For AIDS exhibition to charities helping 
AIDS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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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過，愛德華•路斯－史密斯仍然對於這個事件給予了公允的評價，他說：「幾

乎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在未來將會被視為在這十年的文化史中的一個重要插曲。」

10所以僅管抨擊撻伐的聲浪從未平息，褒揚的讚譽在一片嘩然中還是能客觀公允

地為他們塑立良好的形象，而兩種對立的評價也讓世人對於他們本人和他們的藝

術有了更清楚、更多面向的體認。 

  多樣的創作型態和豐富的表現內容形成了吉伯特和喬治的藝術有相當多元

的變異面貌，但他們卻在藝術作品中的自我角色營造和藝術理念的落實上保有一

貫的堅持態度。縱然藝術史上有許多藝術家都曾沉醉在創作自畫像的自戀情結

中，卻從來沒有一位藝術家像他們一樣在作品中放入如此多的「自己」，不論是

「活雕塑」的立體展演、攝影圖像、甚或以「雕塑」為名的其他平面或錄影作品，

他們從未讓自己的形貌遺漏在任何一個地方，幾乎可說是只要看到吉伯特和喬治

的作品，就會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這種從創作初期至今都未曾改變過的表現手

法是一種獨具匠心的蓄意安排，除了成功地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標誌，也

使得他們的藝術創作產生了強烈的整體一貫性。雖然吉伯特和喬治自從以攝影圖

像為其創作的主要形式之後，「活雕塑」看似就已逐漸消聲匿跡，但他們那些不

斷出現在圖像中的個人形影，其平面的影像彷彿是三度空間的「活雕塑」進入到

二度空間的場域繼續做著各種展演的動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活雕塑」其

實從未在他們的藝術創作生涯中消失過，只是轉換了展演的舞台，變成另一種平

面的靜態表演。至於他們「為所有人而藝術」的藝術理念，也是一直自始至終貫

徹在其藝術創作和實際的行動上。或許此一宏大的理想實踐起來會有某種程度的

困難，但他們也從未輕言放棄或中途變卦，反而是一再地持續透過各種表述的管

道，大聲地向世人傾訴其心底的宏願。 

  不過，他們一再訴說的不只是藝術理念，還包括他們組合創作的源起、藝術

創作的實際經歷與體驗、對藝術的種種獨到看法和持守的原則、藝術與生活同一

                                                 
10 Edward Lucie-Smith, Art in the Eighties, p.40.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episode with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ecade.” 



 210

的人生哲學、價值觀、事理的見解，以及抗阻各種反評的自我辯護等等⋯⋯。他

們從不習慣保持沉默，心裡有話就放聲直言。所以我們看到他們不斷地接受訪

問，也自己寫書、著述藝術小冊並自行印製發行，更透過藝術創作上的表現，在

錄影作品中滔滔不絕地說出內在的感覺，以及用攝影圖像的視覺語言道盡自己的

藝術生命。在他們不同時期的話語中，我們聽到了許多他們一再反覆的言詞，也

見識到了他們永遠不變的堅持態度；但是，我們也發現到他們的某些說詞似乎有

前後矛盾之處，例如他們曾經說過：「我們並不想去驚嚇人。」11但他們也說：「我

們想要他們為那一刻感到不安，我們真的相信他們受到了驚嚇。」12不過，整體

而言，他們的話語還是有著相當的一致性，而且這些具體陳述的想法也為他們的

藝術創作增加了許多讓人信服的強度與力度。 

  若想了解一位藝術家真正的藝術精髓，除了從他表態的言語內容可探得究

竟，更重要的是要能對其藝術作品有深入且全面的了解。因此，本研究一方面將

吉伯特和喬治自我表述的思想言論作為研究時參考引證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透

過對他們作品的分析闡釋，盡可能地使研究的面向更加周全。然而，本研究並無

法在有限的篇幅對他們所有的作品全部加以析論，所以只能選取部分較具代表性

的作品作為論述上的參照，雖然可能會有些疏漏之處，但經由重點式的分析統

整，仍期冀多少對他們的藝術有較具深度的觀照。而若要全面地體認一位藝術家

的藝術內涵，也不能只單從其自身的角度切入，故本研究亦引用了許多藝評家和

藝術史學者對吉伯特和喬治的看法與見解。正面的評價已讓我們體會到他們的藝

術之價值所在；而負面的批評也使我們客觀地認識到他們與當今的社會環境之間

真正的互動關係。 

吉伯特和喬治雖然已被放入現代藝術史中的某一定位，但他們現今仍十分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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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ant or not want to horrify somebody.” 

12 Quoted in Matthew Collings, This Is Modern Art, p.78. “We want them to be disturbed for a minute. 
And we do believe they are sh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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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且一直不斷有新的作品推出，也或許因為他們的藝術仍未有足夠的沉澱，所

以其藝術成就尚未蓋棺論定，而且我們觀看他們的距離似乎還無法遠到足以對他

們的藝術作出絕對的評斷或標示出確切的歷史位置。即使他們的藝術風格從一九

八○年代開始幾乎就已發展出一種固定的模式，且之後的改變也不大，但未來的

他們在藝術創作上是否會轉至其他的方向，我們尚未見到也難以預料。然而，可

以確定的是吉伯特和喬治以自己的身體和圖像作為陳述的工具，說出他們一直堅

持的藝術理想，也說出在這個藝術多元化的時代裡，藝術家為自己找到與世界對

話的專屬機制所必須付出的努力與代價。在現代藝術史的演進過程中，或許會不

斷有新的評價與定位加諸他們身上，但他們為人類社會留下眾多面向的真實記

錄，將有其無可取代的藝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