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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時間與運動觀的典範演變 

在第一章討論空間觀的演進時，已觸及部份的時間與運動的元素。其實空間

中實存的物體，必定也經過時間的流轉。本章則論及活動雕刻必須就它所產生的

運動來定義，它是當代藝術運動典範中的重要範例，而運動典範所彰顯的其中一

個意義便是時間次元成功地進入藝術作品，運動在時間流逝中進行，時間也因運

動而被認知與測量，運動和時間是可說是一體兩面。故本章從時間和運動元素的

演進中，討論柯爾達活動雕刻所接受的時間和運動的典範轉移，以及活動雕刻的

時間特質與運動特色。 

 

第一節  從時間觀的演變看活動雕刻 

第四次元的藝術 

一般來說，時間次元就是所謂的「第四次元」。其實藝術表現上追求「第四

次元」者，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是很流行的，藝術史家梅坎(Pam. Meecham)和薛

爾頓(Julie. Sheldon)在所合著的《現代藝術：一個評論性的導論》(Modern Art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指出「第四次元」通常意謂著以下兩者之一：1、對於「空

間-時間」(Space-Time)的研究，在三度空間裡再加上時間移動的觀念；2、「更高

真實」(Higher Reality)，通常與個人精神上的超越哲學有關，這種第四次元通常

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第四次元也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抽象藝術家的表現，而柯爾

達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藝術家，「次元主義」(Demensionisme)形成了一種新藝術，

使得雕刻開放成為「非歐空間」(Non-Euclidean )，而且表現成為「氣體物質」

(Gaseous Materials)，而藝術家也在許多不同的第四次元的概念中取得折衷方式，

第四次元相當程度影響了動態雕刻(Kinetic Sculpture)、立體派繪畫以及視覺的效

果及共感(Optical Effects and Synaesthesia )。104 

梅坎也指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於 191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來自

造形視點的第四次元》(The Fourth Dimension from A Plastic of View)的書，定義第

四次元為「一個偉大的意識，並同時克服所有方向的空間大小」(The Conscious of 

                                                 
104 Meecham, Pam, and Julie Sheldon., Modern Ar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 ledge, 
2000: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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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 and Overwhel- ming Space Magnitude in All Direction at One Time)，他在

1913年畫了〈第四度空間的內部〉(Interior of The Fourth Dimension)，與歐洲立

體主義不同的是，他並不是要把三度空間的幻像畫在二度平面的畫布上，他畫中

的幾何結構只是為了表現神聖幾何學原則。105 

梅坎及薛爾頓將「第四次元」區分為兩種，韋伯的神聖幾何學原則應屬於第

二種，即更高的真實，但本文所著重的分析是屬於第一點，也就是討論柯爾達活

動雕刻的時間次元。又由於時間與運動表現有關，在討論時間之後，就討論運動

觀念的運用。因此四次元(Four Dimensional)事物有高度、寬度、深度和時間(也

可以包含運動，不然就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改變)。106 

連環畫方式的時間經過 

在藝術史上，對於時間元素的表現，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二十

世紀以前，為了表現時間的經過，常以連環畫的方式，例如聖經故事或戰爭故事

的連環畫，把幾個場景依照時間先後的次序，排列成有秩序的幾個畫面。或者在

同一張畫面上的不同位置出現故事情節。只要藝術家控制作品各個部分間的關係

來引導觀者的欣賞順序，他就能表現出時間元素。例如，這幅中世紀冊頁插畫〈智

者崇敬之旅〉(The Journey and Adoration of The Wise Man,圖 2-1)，同一個人不同

的位置與不同的方向，使得我們將這三人分開的空間連結成了一串事件。使我們

經歷了進門和出門之間的一段時間，將存在於某一時刻中的空間給連結起來。在

雕刻方面，如以大理石塊構成的〈圖拉真圓柱〉(Trajan's Column,圖 2-2)，圓柱

上有環繞柱身 23圈、長達 200多米的淺浮雕帶，描寫圖拉真率領羅馬軍隊征服

在達契亞(Dacian)的兩次戰役，整個雕刻是一部形象的戰爭史，是世界上最長的

戰史立體浮雕。在這 2500 多個人物的長卷式浮雕中，藝術家採用了散點的透視

手法，出色地處理了情節繁瑣、層次複雜、人物雜多的構圖。歷史故事由下而上

的報導敘述中，表現出時間經過的歷程。 

文藝復興以來的透視法空間，只是靜態單一視點的表現，標示空間的距離感

，卻沒有包括時間因素，也無法表現出對象物的其他面向的真實存在。此外，對

於形體的體積感，是以明暗法來呈現出雕刻般的量感。科學透視法和明暗法並不

符合視覺的恆常性，藝術家在創作時總是不斷經過時間的觀察，從不同的視點觀

察對象物的各個面向，事實上已加入時間的因素，因而時間有「第四度空間」之

                                                 
105 Meecham, Modern Art 73-75. 
106 並非所有藝術表現皆包含了高度、寬度、深度和時間四個次元，例如影片和錄影帶的藝術存
在在第一(高度)、第二 (寬度)以及第四個次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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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文藝復興透視法的空間觀主宰了西洋藝術史近五百年的歷史，卻只有靜態的

空間幻覺繪畫元素中，而沒有時間和真實的運動。直到十九世紀漸漸有了典範轉

移的跡象。 

「系列的瞬間」展示了時間的連續 

當代藝術對於時間概念的掌握，可以追溯至印象派，因為他們捕捉的是那變

幻無常的「瞬間」。以莫內(Oscar-Claude Monet,1840-1926)為例，他對同一主題不

斷地反覆研究推敲，捕捉到同一物體在不同光線下的色彩變化，這些系列作品包

括〈乾草堆〉(Haystacks)、〈白楊樹〉(Poplars)、〈盧昂教堂〉(Rouen-Cathedral,

圖 2-3)和〈水蓮〉(Water Lilies)系列。以〈盧昂教堂〉系列為例，我們可以看出

作品是在不同的季節、氣候乃至於一天的不同時刻裡所完成的，〈盧昂教堂〉以

整個「系列的瞬間」展示了時間的連續，時間的因素在這些表現瞬間的畫作中被

記錄了下來。 

到了後印象派時期，為了追求更真實的空間，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

放棄了空氣透視法與消失點透視法，將不同位置角度所看到的各種物體全併於一

畫面，使得塞尚的畫面的視往往固定而移動，出現多元的視點。根據評論家勞倫

(Erle Loran, 1905-1999)所著《塞尚的構圖》(Cézanne’s Composition)一書中，他以

塞尚的作品〈有水果籃的靜物〉(Still Life With Fruit Basket, 圖 2-3)為例，加以分

析。在視點 I 中所看到的水果籃前的平面接近平視，而糖罐(D)、水罐(E)，則由

較高的視點看下來。Ia的視點則為畫面正前方偏左的仰式，桌子及畫中大部份的

東西都可以看到。在 II 中所看到的大口瓶(F) 的口及蓋子上方和桌面等，則是

由更高的視點往下看。又我們從果籃把手的轉折及立體感得知，這是由視點 IIb

在畫面右方遠處仰視所得的結果。還有桌布下的桌面，桌子邊線 A 和邊線 B 不

能連成一線。107塞尚的畫面空間是一種「畫者移動的繼時性空間」，時間的元素

隱含在繪畫空間中。 

「同時性視點」隱含的繼時性 

立體派更一步發展成「同時性視點」(Simultaneous Vision)，如〈立體派移動

視點的示意圖〉(圖 2-5)所示，畫家採用移動視點的觀察，可以自由地對對象做

三百六十度的環繞，將物體的各個不同角度的面表現出來。例如畢卡索的〈紅色

扶手椅上的裸體〉(Nude in A Red Armchair,圖 2-6)，臉上的眼睛一個向正面看，

一個向側面看，乳房也是一個正面、一個側面。早在立體派時期，把本來在不同

                                                 
107 袁金塔，中西繪畫構圖之比較，1987，台北：藝術堂，198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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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才能看到的不同視點，如今被歸結成同一畫面上，從而表現出時間的持續性

，第四次元的意義隱含其中。立體派的雕刻其實是立體派繪畫的「轉譯」，將繪

畫上的主題和觀念轉變成立體雕刻的存在，立體派雕刻也一樣表現出了的多視點

，將對象經過分析解構後而予以重新組織。例如，畢卡索的第一件立體派雕刻是

1909-1910年所作的青銅材質的〈女人頭像〉(Head of A Woman,圖 2-7)，頭像由

一個個不同視點的面相互疊置而成，造成一種「諸平面之間的鷹架」(Scaffolding 

of Planes)，這是康威勒的一句名言。108還有查德金(Ossip Zadkine,1890-1967)的雕

刻〈1940年 5月：破壞的都市〉(May 1940: The Destroyed City,圖 2-8)，他將人

體分解成凸面與凹面，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組合起來，成為結構較為繁複的形態。 

奧菲主義(Orphic Cubism)的初期與純粹主義(Purism)109繼續使用這種「同時性

視點」，他們同樣是從「立體主義」分離出來的當代藝術流派。以德洛內(Robert 

Delaunay, 1885-1941)的〈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圖 2-9)為例，鐵塔可同時看

到正面和側面的視點。純粹主義尚瑞(Chales Édouard Jeanneret,1887-1965)的 1920

年作品〈Natura Morta Amb Una Pila de Plats〉(圖 2-10)，以杯子的造形為例，杯

口的造形只有在俯視時才能得到圓的形狀，而杯身只有才側面平視時才可以見到

如此完整的面。在純粹主義的作品中，這兩種視角所得的圖像同時出現在畫面中

，形成移動性視點的表現，隱含繼時性的特質。 

對象物移動的繼時性空間 

未來主義於 1910 年代左右崛起，比立體派或塞尚更一步把握「對象物移動

的繼時性空間」。在繪畫上，他們所用的技巧是用「視網膜的殘像」理論，這種

技巧近似攝影術中的影格(Frame)觀念，好像攝影機所拍攝一個動作的連續畫面

或影格，被同時地表現在同一塊畫布上，因此必然出現影像的重疊，以及形體輪

廓的不明確性。這時未來主義所表現的變成是「現在進行式」。如圖 2-11的〈未

來主義移動視點的示意圖〉所示，在繪畫上，他們的形象是重複的，重疊的、模

倣影片的方式，以表現運動中的概念，例如巴拉(Giacomo Balla,1871-1958)的〈拴

著皮帶的狗的動力〉(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圖 2-12)，我們可以看很多隻

腳重壘在畫面上，表現出小狗運動的時間連續性。 

未來主義的雕刻則將雕刻分析解構成連續性的個別單一時間的視點，再予以

                                                 
108 Read, Hubert., Modern Sculpture: a Concise History, c1964,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5:62. 
109 純粹主義雖不是藝術史的大派別，但有明顯的創作目標，歐珍方(Amêdêe Ozenfant,1886-1966)
和尚瑞(Chales Édouard Jeanneret,1887-1965)於 1920年在《新精神》(L’Esprit Nouveau)雜誌發表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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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將時間凝結在雕刻中。由於經過解構的程序，形體的完整性受到破壞

。隨著解構的視點的增多，雕刻會趨向半具象乃至於抽象。未來主義的雕刻家薄

丘尼(Umberto Boccioni, 1882-1916)，把形體的連續動作加以分解，捕捉某一個連

續時刻的運動形體，將之孤立在一個特定時刻，例如薄丘尼 1913 年的作品〈空

間中連續之形〉(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圖 2-13)。在此顯出時間的經

過的連續性與流動感，形成動態的構成體。 

多元視點和繼時性的概念在平面繪畫的表現，到了未來主義已經達到高峰。

但是未來主義的時間性還是暗示時間存在而不是顯示真正的時間延續。在未來主

義之後，杜象開始創作具有繼時性與運動特質的作品。 

杜象是一位很早就關注運動概念的藝術家，他的〈下樓梯的裸女 2號〉(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圖 2-14)表現出一個動作的連續畫面，雖表現了運動

的幻像，但仍然是物理空間上靜止，無法表現真實時間的流轉。杜象表示： 

巴拉畫了〈拴著皮帶的狗〉，你可以看見兩萬條皮帶，兩萬隻狗腳，但

動作是畫出來的，或者說只是在畫布上描繪，不久之後真正的運動才產生，

例如柯爾達的活動雕刻和我的〈腳踏車輪〉。110 

到了柯爾達和杜象等藝術家，真正的運動才產生，才從畫面空間的繼時性邁

入真實運動的時間性。關於真實運動在藝術史的發展，將於下一節討論。接下來

，本章繼續討論對於多元視點和繼時性的概念，在柯爾達的懸掛式的金屬線雕刻

和活動雕刻有何進一步的發展。 

柯爾達的「懸掛」手法所展現的時間性 

未來主義的藝術家不再移動自己的視點來觀察對象物，而是觀察對象物在移

動中的樣態，不再以「對象物為中心」，而以「觀察者為中心」，這種的觀點被柯

爾達的「懸掛式」的金屬線雕刻和活動雕刻所繼承。 

柯爾達在 1925 年發展出金屬線雕刻之後，除了將雕刻作品放置在台座之外

，更嘗試將作品懸掛起來。1929年有懸掛式的〈阿芝特克人的約瑟芬‧貝克〉(Aztec 

Josephine Baker,圖 2-15)，與 1926年的〈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圖 1-21)

有著很大的不同。將兩者相互比較，1926 年的〈約瑟芬‧貝克〉是近乎一體成

形的；除了手環和腳環等少數部件(Parts，或稱零件)之外，整件作品是不可拆解

的，除了金屬線的彈性所產生的運動之外，四肢和頭部都不能產自由轉動；作品

                                                 
110 Siegel,Jeanne.杜象晚年的一些看法,20 Jan, 2003<http://www.ylib.com/art/master/master-a1.html >
選自《藝聞錄：六、七○年代藝術對話》，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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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靜靜地站立在台座上讓觀眾欣賞。而 1929 年的〈阿芝特克人的約瑟芬‧貝

克〉(Aztec Josephine Baker)則在四肢、頭部和身軀等處皆有活動關節的設計，可

以讓雕刻作品自由的活動；整件作品可在關節處拆解成為更小的部件，或者說，

作品可以先完成部作的製作後，再予以組裝成為整體；這樣的關節式的雕刻幾乎

是不可能站立在，因此這件雕刻作品是被用繩線懸掛起來的，雙手自然的向下垂

放，而不能像〈約瑟芬‧貝克〉的雙手可以向上舉起。 

原則上所有的金屬線雕像或肖像都可以被懸掛起來，1929 年的〈赫克力斯

與獅子〉(Hercules and Lion,圖 2-16)是另一個被懸掛的金屬線雕刻，這個主題是

一個關於希臘神話的大力士赫克力斯的故事。此雕刻作品所表現的情節是赫克力

斯正與一頭叫做尼敏(Nimean)的猛獅搏鬥，由於這頭巨獅有著混身厚皮、刀槍不

入，赫克力斯與牠纏鬥許久，最後是赫克力斯運起神力擊中巨獅的鼻子，趁牠昏

眩時才能將牠掐死。赫克力斯將巨獅的利爪斬下、剝下獅皮做成戰袍、將獅頭製

成頭盔。在結構上並沒有像〈阿芝特克人的約瑟芬‧貝克〉(圖 2-15)擁有許多的

關節，接近〈約瑟芬‧貝克〉(圖 1-21)所擁有的身體姿態動感。 

柯爾達發揮了金屬線的潛能及三次元線條雕刻的可能性，這一系列的金屬線

雕像被懸掛起來，當微風吹來，雖然還不能像活動雕刻那樣地自由隨風轉動，但

已可以產生了彈性的自由擺動，尤其具有關節的金屬線雕刻，在理論上，觀者可

以用手自由地轉動作品，自由自在地從各個視角來欣賞雕刻作品，三百六十度的

外貌皆可以被欣賞到。這些作品運用了具有彈性的金屬線，也有助於作品的振盪

(Oscillate)。柯爾達在線條的運用上，由插畫和墨水畫的二次元到金屬線雕刻的

立體三次元，如今再加入「運動」及「時間」的元素，逐漸邁入四次元的藝術表

現，也預視了活動雕刻的到來。事實上，柯爾達的這些金屬線雕刻，的確有許多

美學元素為後來的活動雕刻所吸收。例如懸掛的展示方式、關節式的結構、可由

部件組合為整體的、容易拆解的(相較於一體成形而言)⋯⋯。這些特質十分接近

日後活動雕刻特質。懸掛式的金屬線雕刻(雕像或肖像)與活動雕刻的密切關係，

在 1951年的〈給瓊‧普雷茲的帽子活動雕刻〉(Hats Mobile for Joan Prats,圖 2-17)

，可以看到原本出現在金屬線肖像上的金屬線帽子，變成了活動雕刻所懸掛的重

物，取代原本葉片的角色。 

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之懸掛方法 

為了能使雕刻更靈活的運動，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應運而生。活動雕刻是必

須可以運動的雕刻作品，大都是由一條細線來懸掛著，由於要承載整個活動雕刻

的重量，細線必需十分堅固，若是大型活動雕刻，則需以厚實的鋼線來取代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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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可以自由地運動及飄浮在空間中，活動雕刻必須被置於高處，主要的懸掛

方法有以下三種： 

一、懸掛在天花板上：此一類型的活動雕刻屬於「懸掛式活動雕刻」(Hanging 

Mobile)，這一種是最常見的也是最典型的懸掛方式，例如〈一打和短

的一打〉(Dozen and Short Dozen)(圖 2-18)所示，黑色金屬葉片由彎曲

的金屬線懸吊著，再由另一條繩線將整件活動雕刻懸掛在天花板上。 

二、由基座(Pedestal)支撐：活動雕刻安裝在基座上，將它撐在高處，讓它

可以自由運動的方式站立著，此一類型的活動雕刻屬於「站立式活動

雕刻」(Standing Mobile)。如〈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圖 2-19)所示

，這是一件大型活動雕刻的小模型(Maquette)，十片黑色金屬葉片所形

成的活動雕刻，被繩線懸吊在金屬鋼片所形成的基座上，基座的造形

也同樣地充份展現柯爾達的雕刻特色，成為另一個值得被觀賞的焦點

。與傳統雕刻的台座不同的是，活動雕刻的基座本身也是站立式活動

雕刻的一部份，不可以從運動部份的活動雕刻中分離。 

三、懸掛在牆壁上：此一類型的活動雕刻屬於「牆的活動雕刻」(Wall Mobile)

。將活動刻懸掛在牆壁上，這種方式較為少見。例如 1958年的〈黃鯨〉

(Yellow Whale,圖 2-20)，左上角的金屬線繞成一個可以懸掛的小孔，在

光線的投射下，活動雕刻的影子映在牆面上。 

典型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樹枝狀的金屬線結構，和二次元的平面葉片是最

基本的特徵。此類典型活動雕刻的「懸掛」手法，將時間元素的表現更往前推進

了一步。在風力的驅動下，活動雕刻活化起來，永遠是年輕的氣息。隨風而轉，

活動雕刻圍繞著懸掛點做旋轉運動，將活動雕刻三百六十度的面貌逐漸地呈現在

觀者面前，而且在每一刻可以變化其外形面貌，展現萬種風情。當觀者可以保持

不動，靜靜地觀賞活動雕刻的曼妙舞姿，觀者可以自由自在地觀賞藝術作品的各

個角度，呈現出另一種視點移動的手法。這種藝術觀賞之道，或許可稱之為「以

觀者為中心」的欣賞之道。傳統的欣賞之道，是雕刻品不動，觀者環繞其四周，

而完成欣賞活動，是一種「以藝術品為中心」的觀賞之道。如今活動雕刻的觀者

和創作者不必再藉由複合的透視法、移動視點、或視點重疊等手法，就可以將藝

術對象的各個視點都看到，實現了塞尚、立體主義、未來主義以來的多元視點和

繼時性空間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柯爾達稱自己的活動雕刻為「四

次元的描繪(Four Dimensional Drawings)」了。111 

                                                 
111 Quoted in Alexander Calder: the Artist Who Went for Mobiles, Mars 1999, 3 Jun, 2003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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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活動雕刻」系列的時間性 

除了典型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之外，柯爾達也繼續創作出其他形式的活動雕

刻，表現出不同的繼時性的概念。以活動雕刻的其中一個系列是板子(Panel)系列

為例。此系列是屬於「牆的活動雕刻」(Wall Mobiles)系列的一種112。1936年的作

品〈雞尾酒調酒棒〉(Swizzle Sticks,圖 2-21)，在一面紅色木板前方懸掛樹枝狀結

構的活動雕刻，雞尾酒調酒棒成了活動雕刻的「葉片」，雖然沒有平面的葉片來

轉換風的動力，但由於整件活動雕刻很輕盈，仍可隨氣流而擺動，或者也可以手

撥動。調酒棒、鐵絲和繩線所構成的形與線，打上燈光之後，木板上的剪影成了

另一個懸浮的活動雕刻，調酒棒所形成的活動雕刻與影子活動雕刻相互呼應，甚

至影子活動雕刻比實體的活動雕刻更具有戲劇性。實體的活動雕刻不斷地移動，

影子的活動雕刻也不斷地改變，形成新的圖形。影子的活動雕刻是二次元的平面

，它讓時間的連續性真正地表現在平面上了，將未來主義繼時性觀念更往前推進

了一步。 

活動雕刻自己會呈現出各個方向的角度給觀者欣賞，觀者可以保持傳統繪畫

的欣賞方式，以單一角度來欣賞。或許因為這個緣故，「牆的活動雕刻」把立體

三次元的平面雕刻加以框，或變成平面的影子畫，使得雕刻得以觀賞繪畫的視角

來看待。甚至柯爾達會替活動雕刻加外框，如 1942年的活動雕刻〈無題〉(Untitled,

圖 2-22)，三次元的立體活動雕刻被加上了一個框架，形成「雕刻平面化」的效

果，游走於傳統平面繪畫與雕刻之間的觀賞效果。 

當代藝術的「懸掛」手法 

從當代藝術史的發展，也可以見到「懸掛」手法在雕刻上的使用。塔特林

(Vladimir Tatlin,1885-1953)在 1917年創作了一件金屬雕刻的構成物，用一根鐵線

穿過雕刻作品的中心，將它吊在空中，這種形式給人產生一種失去重力的感覺，

觸發了柯爾達的活動雕刻。113 

活動雕刻最初的構想和發明之一是構成主義的賈柏(Naum Gabo, 1890-1977)

                                                                                                                                            
www.artcult.com/calder.htm > “……Calder described them as “four-dimensional drawings”” 以及
Chilvers, Ian. “Alexander Calder” Arts world n.d. 26 Sep. 2003 <http://www.artsworld.com/art- 
architecture/biographies/a-c/alexander-calder.html > From Chilvers, I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s 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y were described by 
Calder as 'four-dimensional drawings' ” 
112 1930年代開始，柯爾達創作了「牆的活動雕刻」(wall mobiles)。根據柯爾達的作品圖錄，「牆
的活動雕刻」除了少數的活動雕刻像〈黃鯨〉一樣，仍保有樹枝狀的金屬線結構，和二次元的平

面葉片是最基本的特徵之外。「牆的活動雕刻」大都是指框架(Frame)系列和板子(Panel)系列。 
113 何政廣，歐美現代藝術，1968，台北：藝術家，199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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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柏是俄國的構成主義藝術家，更早於 1920 年代前，他就曾製作過「關節連

接的懸掛式構成物(Articulated Hanging Constructions)」。賈伯要嘗試的一個新觀

念就是：雕刻品可以持續不繼地改變他們的外觀(Appearance)，且不斷地表現它

們自己，柯爾達則完全發展了這樣的觀念114，其實柯爾達的金屬線的活動雕刻本

身就是「關節連接的懸掛式構成物」，這些關節大都是表現人物的手腳等四肢。

不過，根據《葛洛莉爾多媒體百科全書》(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的說

法，羅森科(Alesandr Rodchenko, 1891-1956)則被認為是第一位設計活動雕刻的人

，在 1920 年，他懸掛可以在氣流中移動的木頭結構體115。這樣的活動雕刻作品

，與柯爾達的風動式活動雕刻已經十分相似了。羅森科是一位俄國的構成主義者

，攝影家兼設計師，在遇到塔特林之後，他致力於懸掛在牆上或天花板上的構成

體，例如有 1920年〈橢圓形懸掛構成體 12號〉(Oval Hanging Construction No. 12)

。116以及 1920年的〈懸掛的結構體〉(Hanging Constructions,圖 2-23)。羅森科和

賈伯的懸掛式構成物，再度表明了柯爾達與構成主義有著相近的特質。 

其實，在柯爾達之前，誰才是第一位經驗活動雕刻的人，一直眾說紛紜，除

了羅森科、賈伯是常被提的藝術家之外，杜象也被認為是第一位經驗活動雕刻的

人，有文章提到：「第一個經驗到活動雕刻的是法國藝術家杜象在 1920年的作品」
117，這些紛紜說法的背後，應該是因為對活動雕刻的認知與定義不同所致，也可

能是沒有意識到活動雕刻與動態藝術的異同。 

活動雕刻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 

回到時間的表現來說，莫內以「系列的瞬間」展示了時間的連續，活動雕刻

則以是「連續的瞬間」展示了時間的連續。活動雕刻的外貌在風力驅動之下，在

每一「瞬間」都呈現不同的面貌。由於風力幾乎是不會枯竭的動力來源，讓活動

雕刻成為永遠的「現在進行式」，永遠地重新開始(Recommencement)。在持續的

、輕柔的、蜿蜒的氣流中，活動雕刻建立了一系列從此至彼的推移(Passages)，

並時時自我更新(Self-Renewing)面貌。118諾貝爾獎得主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114 Brand, Matthew About Kinetic Mobiles, 9 Jun. 2003 <http://xenia.media.mit.edu/~brand/about- 
mobiles.html>  
115  Quoted in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1 Dec. 2002  <http://go.grolier.com/gol> 
“……Aleksandra Rodchenko is credited with having designed the first mobile when, in 1920, he 
suspended wooden structures that were designed to move in air currents.” 
116 Brigstocke, Hug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estern Ar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此作品收藏於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 
117 Quoted in Funk & Wagnalls, New World Encyclopedia. “The first experimental mobiles were the 
work of the French artist Marcel Duchamp in the 1920s”  
118 Carandente, Giovanni., Calder: mobiles and Stabile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21.  
Passages及 self-renewing是 Giovanni Carandente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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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son,1859-1941)曾說：「每一個瞬間都是獨立的；從前未曾有，以後也將不會

發生。」119 

柏格森認為「存在」只是流動與變化，從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斯(Parmennides, 

c.510-c.440BC)和芝諾(Zero, c.490-c.425BC)時起，存在被當成是生成的對立面，

從字面上來看，「生成」(Be-Coming)是正在進行中的、尚未完成的存在(Coming to 

Be)。但柏格森說：「對有意識的存在者來說，事物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是活動。」

他又說： 

沒有已被造成的事物，只有正在創造的事物；沒有自我保存狀態，只有

正在變化的狀態；靜止本來就是表面的，或者毋寧說是相對的東西。 

柏格森將事物的運動連續性，稱之為「綿延」(Duration)，表示出狀態的連

續性。120物體「綿延」的運動變化，則產生時間持續的觀念。活動雕刻就是一種

「生成」的藝術，它的主要美感價值來自於它的活動。不斷地自我改變風貌，永

遠是「正在創造」的外觀，靜止只是表面的且相對的暫時狀態。不斷地連續運動

，是「綿延」狀態，呈現真正的第四度空間，即時間。活動雕刻不只是三次元的

固體，而是會隨時間之流而形成「流動變化的固體」。 

  

第二節  運動觀的演變 

「運動印象」的表現 

處於瞬息萬變的二十世紀的工業時代，當代藝術家又是如何來看待「變化」

呢？希臘哲人赫拉克里圖(Heraclitus,c.535 –c. 475 BC)即指出「萬物皆流，無物常

駐」的道理，由於萬物無時無刻不在流轉變化，沒有一刻的事物與前一刻是相同

的，因此他說：「你無踏入同一條河流兩次。」121「萬物不斷流轉變化」是這個

世界的實然命題。變化就是一種運動，前一節從運動的連續變化談論活動雕刻的

時間性，本節則從藝術史上運動觀本身的演變來談論柯爾達的運動特色。 

在西洋美術史上，早在希臘和埃及時期藝術家就注意到動態的表現，如何在

靜態的畫面或雕像中表現出動態與運動，長久以來一直是藝術家努力的方向。傳

                                                 
119 Quoted in 袁德星編著，東西方藝術欣賞(下冊)，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1989：321-322。 
120 關於柏格森理論，參考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台北：五南，2002：36-37。 
121 You Can’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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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雕像表現動態印象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利用衣褶來暗示動態。例如圖 2-24 是

巴特農神飾帶的一些人像，在靜止的雕像之下，婦女的姿勢優閒而自然，穿著近

乎濕透了的透明薄衣，緊貼身軀的繁複衣褶紋理而形成的反復平行褶暗示了運動

，使雕像充滿韻動；此外，犍陀羅佛像的衣服有著近似等高線的衣摺，像是淺浮

雕的曲線，表現出寧靜的動感；而中世紀哥德雕刻的衣褶，也加深了動感⋯⋯。

運動印象(Impression of Movement)的表現方式有很多種，王秀雄對「動勢」的討

論，就屬於「運動印象」的範疇，共從十個角度來談動勢： 

1、無運動的運動 

2、造形上動勢的視覺生理學根據 

3、比例和契形能造出動勢 

4、定向之轉換易造成動感 

5、斜向之力動效果 

6、採取最大之運動量 

7、長時間之運動表現──旋轉盤效果 

8、變形所造成的動勢 

9、從物理的力量能體認出動勢 

10、力動性的構圖122 

二十世紀以前的運動表現，不論是繪畫或雕刻，大都只有動感的暗示，而無

實際的運動。雕刻史上，表現「運動印象」的最後一個高峰是印象派的雕刻。例

如羅丹的〈巴爾扎克‧F‧運動家〉(Balzac "F" Athlete,圖 2-25)用許多小塊面或凸

凹面的起伏變化，從中知覺空間的深度，並將光線以不同的角度作各種不同方向

的反射，表現雕刻表面的活力，使表面如印象派繪畫般具有光和顫動的效果。另

一位印象派雕刻家是羅索(Medardo Rosso,1858- 1928)，他反抗靜態的雕刻觀念,

作品〈交談〉(Conversazione in Giardino,圖 2-26)同樣使用了小面的處理，捕捉了

動態，使他能夠吸引未來主義者，他們從 1909 年以後就將他捧為藝術上「動力

主義」(Dynanism)的開拓者，特別是薄丘尼受到羅索很大的影響。123 
                                                 
122 王秀雄，美術心理學：創作‧視覺與造形心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9：261-332。 
123 Quoted in Read, Modern Sculpture 22-23.  “His realism had lead him to revolt against a static 
conception.……It is this quality in Russo’s work that was to attract the Futurists who from 1909 
onwards hailed him as a pioneer of ‘dynamism’ in art. Boccioni in particular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Ros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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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際運動」的表現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仍有許多藝術家投入嘗試表現「運動印象」。但另一個

主流典範是開始嘗試如何將實際的運動表現在藝術作品上。未來主義的領導者主

要是詩人馬利涅蒂(Filippo Tommosa Marinetti, 1876-1944)和畫家巴拉(Giacomo 

Balla, 1871- 1958)，他們在 1909年的《未來主義宣言》(Futurist Manifesto)中主

張：「發著吼聲前進的汽車比『薩摩塔斯』(Samothrace)勝利女神更美，讚揚著速

度之美。」124速度是藝術界全新的美感，使世界更豐富。薄丘尼(Umberto Boccioni

，1882~1916)寫道：「活閥的開闔創造了節奏，不但美麗且比生物的眨眼睛更加

新奇」。125體認到「運動與光線摧毀了實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126，人類開始意

識到科技對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產生巨大的根本變化，感受到科技的產物，蘊

含著時間及空間性的概念，於是 1910年未來主義發表一份《技巧宣言》(Technical 

Manifesto )內容說明：「我們宣告⋯⋯萬有動力論(Universal Dynamism)應該表現

出有動力的感受(Dynamic Sensation)。」未來主義的藝術家常要歌頌機械、速度

與運動的新美學，對於科學的成就有種樂觀主義的態度。薄丘尼在 1912 年的 4

月 11日發表的《未來主義雕刻技術宣言》(Technical Manifesto of Futurist Sculpture)

中說： 

在雕刻的構成上需要特別的運動之律動，來擴大或對照雕刻整體的固定

不動的律動，則藝術家可以利用小馬達裝在作品中，馬達將既有的平面和線

條改變成具有律動的運動。127 

當代藝術中，薄丘尼是可能最早提到在藝術品中裝設動力裝置的藝術家。不

過，在未來主義的雕刻作品中，並未看到此類動力裝置作品。 

杜象的運動作品 

杜象所創作過動態作品〈腳踏車輪〉（Bicycle Wheel,圖 0-4）可能是二十世

紀最早的包含實際運動的藝術品。但根據珍‧席格爾（Jeanne Siegel）對杜象的

                                                 
124 Quoted in Barrett,Cyril “Kinetic Art”, Concepts of Modern Art ed. Nikos Stangos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c1981:213  “A roaring motor-car that looks as through running on shrapnel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Victory of Samothrace……We declare that the splendour of the world has been 
enriched by a new beauty：the beauty of speed” 
125Quoted in Boccioni,Umberto Technical Manifesto of Futurist Sculpture 8 Jun. 2003 <http://www. 
unknown.nu/futurism/techsculpt.html>  “⋯a valve opening and closing creates a rhythm as beautiful 
but infinitely newer than that of a living eyelid” 
126 Quoted in Barrett, 213.  “Moment and light destroy the materiality of bodies.” 
127 Quoted in Boccioni, Technical Manifesto of Futurist Sculpture  “if a sculptural composition needs 

a special rhythm of movement to augment or contrast the fixed rhythm of the sculptural ensemble 
(necessity of the work of art), then one could use a little motor which would provide a rhythmic 
movement adapted to a given plane and a give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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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杜象晚年的一些看法》，杜象本人表示： 

我是說除了放在我的工作室外，我看不出有些什麼其他的用意。那不是

要當作東西讓別人看的。只是個好玩的裝置，讓藝術家在他的工作室裏看見

輪子的動作，這是非常簡單的動作，而且可以變得很有美感──如果這是你

想要加上的形容詞。就像壁爐裏的火是一種情趣。輪子時時刻刻的轉動，當

你在工作時，如果有些什麼東西在移動，可以幫助沉靜的工作。這輪子到後

來的人們發現後，才變得重要，他們以為值得討論，說出什麼名堂來。128 

連杜象本人都沒有預料到「運動」的觀念會在現代美術史佔了如此重要的地

位；在不久之後活動雕刻及動態藝術的出現，杜象和其他藝術家才逐漸意識到運

動在藝術品上的重要性。 

杜象在 1920年曾製作了用馬達驅動的〈旋轉玻璃〉(Revolving Glass,圖 2-27)

，杜象自稱為「光學精密儀器」(Optical Precision Apparatus)，他用五片的玻璃固

定在一個轉軸軸承上，這些玻璃板固定在一個棒狀的轉軸時，前後錯開，不過當

它轉動起來以後，這個裝置從正面看去看到一個完整的平面，取消了深度的立體

感，而加入了時間與真正的物理運動，作品的快速旋轉，使得我們不再看到作品

原來的形狀，不再是原來物理實體的存在，作品面臨「去物質化」129，我們看到

的是運動本身，以及運動所成之形。這樣的觀念後來被賈柏及動態藝術家們更加

發揮，終使得體積感的建立不再是由量塊所決定，而是運動所成之形來定義。 

構成主義者的運動作品 

構成主義對於實際物理運動如何成功運用於雕刻作品上極為積極。儘管構成

主義的宣言中有許多語言與主張與未來主義大同小異，卻也批評了未來主義的缺

陷。賈伯和佩夫斯那(Antoine Pevsner , 1884-1962 )在 1920年 8月公佈的《寫實

主義宣言》(Realistic Manifesto)寫著： 

                                                 
128 這篇訪問錄是杜象晚年最後的公開聲明之一，Siegel,Jeanne.杜象晚年的一些看法,20 Jan, 
2003<http://www.ylib.com/art/master/master-a1.html > 選自《藝聞錄：六、七○年代藝術對話》，
遠流. 
129 去物質化(Dematerialized)是動態藝術的概念，是指物體原本的物理特性被光或速度改變。另一
個相似的概念是「非物質化」 (De-Materialization)，例如，人類的商業行為從以物易物進展到紙
幣也是一種非物質化的過程。在知識傳播上，500年前的印刷加速了資訊和知識的製造，但是其
內容及傳播方式仍是相當物質化的（紙張、運輸），然而今天的電子媒體及通訊網路已經將資訊

的製作和傳播全面電子化，也是「非物質化」的一個例子。在藝術方面，至於數位畫廊、數位博

物館也會逐漸在網路上出現。創作者可以將藝術作品經過網路直接傳送到欣賞者，建立起直接的

橋梁，甚至直接進行交易。如果創作者能夠很容易地和讀者直接建立關係，藝術創作將不再是一

個艱苦行業，也會促使『星期日畫家』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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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只是把一系列的短暫瞬間運動捕捉住，這樣簡單的圖像紀

錄根本不能夠再創造出運動本身。130  

這一段話批評未來主義只是捕捉運動的每個瞬間，頂多只是創作出「運動的

印象」(Impression of Movement) 131而已。賈伯又說：「我們主張藝術中的新元素

，即動態節奏，為我們對真實時間知覺的基本形式。」132構成主張「實際的運動」

將成為藝術作品重要的美學元素。他們主張並努力創造一種真正具有活動節奏的

新藝術，這種新藝術不只是三次元空間的，而且是四次元的，也就是加進了時間

因素，而時間恰恰是運動、節奏的最好表現。構成主義者是最早宣佈「實際運動」

為雕刻必要元素的藝術家。 

在 1910至 1920年之間，俄國的構成主義的藝術家開始將運動導入他們的藝

術之中，賈伯認為藝術的重點應是在空間中的動勢，而不再是量感，它首先把機

械動力的真實運動引入雕刻，創造了最初的可活動的雕刻。如賈伯在 1919 年至

1920年間的作品〈動態構成〉(Kinetic Construction,圖 2-28)，又稱之為〈駐波〉

(Standing Wave)。133賈柏在這一件作品中，將條金屬細線(或金屬桿)裝上電動馬達

，在馬達動力的驅動之下，金屬線不斷地搖擺震動，在視覺殘留的效果下，觀者

看到的是鋼絲迅速迅搖擺下所產生的紡綞形狀或是波浪形。僅僅利用一根鋼絲，

就創造出虛擬的體積效果。 

構成主義的藝術家除了賈伯之外，佩夫斯納也曾在作品之中加入馬達，而形

成會動的藝術。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則於 1919-20年構想出了〈第

三國際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圖 2-29)，圖片所顯示的是小

的原型(Prototype)。這是一件動態裝置，在 1919年由美術部門(Department of Fine 

Arts)所委製的，其設計構想是紐約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的兩倍高，材

料以玻璃和鋼鐵為主。鐵的螺旋式架構支撐了一個主體，包括了一個玻璃圓柱體

、一個玻璃圓錐體和一個玻璃立方體。這個紀念塔實際上是會運動的，玻璃圓柱

體一年自轉一圈，而圓錐則是一個月自轉一圈，體現了動態原則在三次元立體作

品的運用。作品的內部空間可以做為演講、會議或行政的場所。使人已經分不清

到底是「紀念碑的雕刻」還是建築了。以當時的工程技術水準，〈第三國際紀念

碑〉並未付諸實現。 

                                                 
130 Quoted in Barrett, 214.  “It is obvious to everyone that the the simple graphic record of a series of 
momentary shots of an arrested movement does not re-create the movement itself.”  
131 Andrews, Michael F. Sculpture and Idea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96:152 
132 Quoted in Halaby, Samia A. Rhythms: The Aesthetics of Electronic Painting 1996, 25 Aug.2003 
<http://www.art.net/~samia/essays/fisea96.html>  “We affirm in these arts a new element, the kinetic 
rhythms, as the basic forms of our perception of real time.” 
133 圖中所示為 1985年的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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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威尼(James Johnson Sweeney,1900- 1986)曾提及勒澤(Fernand Léger, 1881- 

1955)與柯爾達在巴黎已成為好朋友，兩人曾一起分享機械「造型可能性」(Plastic 

Possibi- lities)的觀念。柯爾達與勒澤交情不錯，柯爾達曾把自己的運動概念歸因

於杜象、未來主義者以及立體派的勒澤的「機械芭蕾」(Ballet Mecanique, 1923- 

1934)的影響，其中勒澤的「機械芭蕾」其實是一部關於抽象動態形式實驗性的

影片，勒澤的這部影片沒有劇本，只是表運動中的現普通物件，勒澤回憶說： 

機械芭蕾可以追溯到建築師談到機械文明的時期，在那個時期有一個新

的寫實主義(New Realism)，⋯⋯在這裡有一個事實就是：認知到一個造型事

件是內在自身的美，而不是將美限定在尋找它所再現的事物。134 

變動的圖畫與光雕刻 

俄國的藝術家阿爾基邊科(Alexander Archipenko,1887-1964)也是最早把運動

導入藝術作品的藝術家之一，1928年創作了「變動的圖畫(Changing Picture)」，

稱之為〈Archipentura〉或〈Peinture Changeante〉，這是一件電動化的作品(Motorized 

Work)，可以逐一提供不同的圖像(Images)。他強調〈Archipentura〉是受到愛因

斯坦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以及最現代化的紐約市環境所啟發。這件作品在

1928年於紐約的安德森美術館(Anderson Galleries)展出。瑪特(Joan M. Marter)指

出這動態裝置在接已經影響了柯爾達。135 

1922年開始包浩斯造形學院教授莫荷里‧那基(László Moholy -Nagy, 1895- 

1946)136，開始設計動態雕刻和光機器。在 1922至 30年間，他創作了一件裝有馬

達的抽象作品，叫做〈光-空間的調節器〉(Light-Space Modulator,圖 2-30)，它由

打洞的穿孔的鉻板、電線和玻璃構成，當整個結構緩慢地旋轉，其反射的光投影

到牆上，整件便顯得透明起來，呈現出近似流體相互浸透般的畫面。在〈力的動

態-構成系統〉(Kinetic-Constructive System of Force)一文中聲稱：「我們必須在古

典藝術的靜態原則中提出宇宙生命的動態原則。」137當運動的藝術已開始出現「變

動的圖畫」和「光雕刻」，已經逐漸預視了 1950年代動態藝術運動的出現。當代

雕刻家對「運動」的關注與嘗試已逐漸形成時代的典範，柯爾達在此時也專注於

自己的運動藝術了。 

                                                 
134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165-167. 
135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41-42.  
136 在一段的藝術創作的嘗試之後，莫荷里‧那基在 1947年他出版了《運動中的視覺》(Vision In 
Motion)一書，討論表現運動感與時間性的動態藝術。 
137 Quoted in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119-122.  “⋯We must therefore put in the place of the static 
principle of classical art the dynamic principle of univers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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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達軸承驅動的活動雕刻之嘗試 

早在製作活動雕刻之前，柯爾達就說他「認為藝術太過於靜態以致於無法反

映我們的運動世界138」。1932年，在紐約的朱利安‧樂威美術館(Julien Levy Gallery)

展出他的抽象動態雕刻作品時，他說： 

為什麼藝術是靜止的(Static)呢？你們看那抽象，不論是雕刻或是繪畫的

，完全沒有意義的平面(Planes)、球體(Spheres)及核心(Nuclei)，卻有著令人

興奮的安排，它完美卻總是靜止的。雕刻中的下一步便是運動。139 

柯爾達開創作具有運動元素的作品。柯爾達一生對於「運動」的表現始終抱

著極大的樂趣，從早期親手做的行動玩具(Action Toys)、首飾，到可懸掛的金屬

線肖像(Wire Portrait)和風力、軸承及馬達驅動的活動雕刻。在活動雕刻之後，柯

爾達的創作仍不離「運動」，這樣的特質，也為汽車及飛機公司所注意。柯爾達

彩繪的第一部藝術彩繪車輛參加利曼 24小時耐力賽（Le Mans 24 Hours）。從 1972

至 1975年，柯爾達為布朗尼夫(Braniff)公司彩繪噴射客機，這個計劃稱之為「飛

行的色彩」(Flying Colors)。柯爾達也製作過噴泉(Fountain) 和活動式的舞台的動

態作品。與「運動」相關的創作，從童年一直貫穿到晚年，不曾停止。但本論文

在此針對活動雕刻系列來加以討論。 

在懸掛式的金屬線雕刻之後，軸承驅動(Crank-Driven)的活動雕刻成了柯爾

達創作的新形式。軸承驅動的活動雕刻，在材料和造型上都是金屬線雕刻的應用

，在雕刻手法上，只用一條金屬線就完成了整個雕刻的製作。與前文所談的金屬

線雕刻最大的差別是產生軸承驅動的活動雕刻已經是有動力裝置的作品了。軸動

式是指雕刻作品中有軸承和把手，觀眾可以用雙手的力量來驅動活動雕刻。柯爾

達的作品〈金魚缸〉(Goldfish Bowl,圖 2-31)是最早的軸動式活動雕刻之一。在

1929 年，柯爾達在紐約舉行個展期間，有些精選的機械鳥也同時被展出，機械

鳥觸發柯爾達創作〈金魚缸〉的靈感，因此在個展中臨時加入了此一作品，當觀

眾扳動軸承時，會看到魚缸中水域的波動，〈金魚缸〉也就了柯爾達的第一個可

活動式的作品，柯爾達對機械裝置的偏好也表露無遺。柯爾達指出自己意識到克

利(Paul Klee, 1879-1940)的〈吱吱叫的機器〉(Twittering Machine,圖 2 -32)所提供

的構圖，柯爾達說： 

                                                 
138 Quoted in Lipman, Jean. and Margaret Aspinwall., Alexander Calder and His Magical Mobiles, 1st 
Ed, New York: Hudson Hill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1981:19  “ 
……felt that art was too static to reflect our world of movement.” 
139 Quoted in Prather, Marla, Alexander S. C. Rower and Arnauld Pierre, Alexander Calder 1898-1976, 
Washington：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8:57.  “Why must art be static? You look at an abstraction, 
sculptured or painted, an entirely exciting arrangement of planes, spheres, nuclei, entirely without 
meaning. It would be perfect but it is always still. The next step in sculpture is mo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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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想要製作一隻機械鳥，牠會張開牠的嘴、展開牠的趐膀，當

你轉動軸承時牠還會吱吱叫，我之所以沒這麼做是因為我沒有很強的理解力

，而且克利很早就完成他的〈吱吱叫的機器〉(Twittering Machine)，可能比

我做得更好，在大約 1929 年，我製作了兩三個魚缸，當你扳動軸承時會看

到魚兒在裡面游泳。140 

克利的〈吱吱叫的機器〉，在藍色水彩為主的背景上，以細筆畫出構圖，四

隻可愛的小鳥站立在軸承的桿子上，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是立體作品，圖中細

線就成了金屬線，當軸承轉動時，小鳥會隨之轉動。我們若把克利的〈吱吱叫的

機器〉與柯爾達的〈金魚缸〉相比較，會發現柯爾達簡直是把克利的線性繪畫從

二維變成三維立體了141，柯爾達擅長以不同的材質或技巧來轉換藝術家的美學原

素，而使作品有完全不同的意涵與視覺效果。 

1931年柯爾達在新工作室製作一些初期的運動雕刻(Sculptures In Motion)，

這個時期的一張照片(圖 2-33)，柯爾達被各式各樣的作品所包圍，在他身後的櫃

子上方，是一件軸承驅動的活動雕刻(Crank-Driven Mobile,圖 2-34)，正放在一堆

更早期的金屬線雕刻之中。畫面左方的螺旋形鐵形金屬線和右方的圓球是主要的

運動物件，在左下方可以清楚看到承軸、彈簧和把手等裝置，轉動把手，力量經

由金屬線傳達至運動物件，整個物件產生了規律的運動。 

馬達驅動的活動雕刻之豐富節奏 

和前文所述構成主義等藝術家一樣，柯爾達也創作不少機械式運動的作品，

主要的類型是馬達驅動(Motor-Driven)雕刻，有時也被稱為「馬達驅動的活動雕

刻」(Motor-Driven Mobiles)。顧名思義，馬達驅動的活動雕刻是以電動馬達做為

動力來源。安德魯斯(Michael F. Andrews)稱活動雕刻為：「藉由空氣流動或機械

手段來產生實際運動的構成體(Construction)。」142其中的「機械手段」應是指馬

達裝置。 

柯爾達在這一段時期所創作的馬達驅動活動雕刻，是一種機械化活動雕刻

(Mechanized Mobiles)，以 1931 年的〈伸縮繪圖儀〉(Pantograph,圖 2-35)為例。

作品附有一個小馬達，驅動紅色和黑色圓盤快速移動，產生輕快的節奏與熱鬧規

律的音響。當柯爾達還是舊金山羅威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的學生的時候，

                                                 
140 Marter, Joan M., Alexander Calder：The Formative Year. Diss.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HD, 1974: 
63-65。 
141 Marter, Alexander Calder：The Formative Year 63-65. 
142 Andrews 13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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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拜訪爸爸在鐵工廠裡的工作室，他回憶這段日子說： 

我對於將小型雕刻品放大的定影機械(Pointing Machine)很有興趣，這個

機械由二個平行的指針組成，其中的一個用來放大的針頭比較長，機械是以

平行四邊形來運行，這個小型的雕刻和這個大型雕刻的骨架是被放在兩個轉

盤上，這兩轉盤是由扣鏈齒輪和腳踏車鏈條來驅動的⋯⋯，這個機械、這個

旋轉的運動以及這個過程中的並聯針頭，都使我深深地著迷。143 

由於柯爾達被這個機械裝置所吸引，使得在數年後他創作了這個名為「伸縮

繪圖儀」的馬達動式活動雕刻。雖然機械性的運動總令人感到乏味，但若經過巧

妙的安排，仍可以產生豐富的節奏，吸引著觀者目光。 

柯爾達 1932 年的作品〈腳踏車-杜象喜愛的馬達活動雕刻〉(The Bicycle, 

Motorized Mobile That Duchamp Liked,圖 2-36)是最能表現豐富運動節奏的雕刻

作品之一。作品中這些細長的金屬線將來自於馬達的動力傳導至各個運動元素，

每個元素都有著不同的運轉速率、方向和大小，擺脫馬達驅動的活動雕刻給人單

調乏味的印象，一時之間熱鬧了起來，表現了雕刻的音樂性，柯爾達認為：「正

如一個人可以組合(Compose)顏色和形式一樣，也可以組合『運動』。」144「組合

運動」是多麼創新的一個概念，「運動」是可以組合的，這樣柯爾達式的「Mobile」

把杜象式的「Mobile」變得更豐富了，這樣柯爾達式的「腳踏車」把杜象式的「腳

踏車輪」更推進了一步。這件非常成功的抽象運動作品(Abstract Movement)，正

如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抽象畫一樣地具有音樂性。即使在爾

後柯爾達進入了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的表現時期，他仍舊喜歡馬達驅動所達成的

某些效果。柯爾達說： 

我過去習慣以電動馬達來驅動一些我的活動雕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我

現在已經摒棄了這個想法，但我仍然喜歡這個想法，因為您能產生確定的運

動來代替斷斷續續的運動──雖然我偶爾也喜歡那樣的情況。隨著機械的驅

動，你能控制事物，就像是芭蕾舞蹈中的舞藝，並且加上一些變化的運動：

藉由凸輪和其他機械設備來達成。結合一兩個不同週期的簡單運動，然而真

正來說，以五個週期會有最好的效果。因為雖然簡單，他們卻有無限組合的

能力。145 

                                                 
143 Mater, Joan M. “The Engineer behind Calder’s ar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ew York, Dec 
1998. 
144 Quoted in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117.  “Just as one can compose colors and forms, so one can 
compose motions.” 
145 Quoted in Reas, Casey. “Alexander Calder b1898 in Philadelphia.” Notes on Kinetic Sculpture. 
2002&2001, 13 Jun. 2003. < http://www.groupc.net/2002/notes/calder.txt > “I also used to driv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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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的驅動方式，使得柯爾達更能控制事物，也使得活動雕刻更像芭蕾舞

者，依照著柯爾達事先寫好的戲本表現出舞藝(Choreography)。五個不同週期不

同速率的各個運動元素，在馬達驅動下所展現的舞藝，最為柯爾達所喜愛。也許

是感念杜象的協助，與〈腳踏車-杜象喜愛的馬達活動雕刻〉的相似造型也就成

為 1932年〈維農畫廊(Galerie Vignon)的邀請卡〉(圖 2-37)上面的圖像。不過，為

了不同的視覺效果，柯爾達開始嘗試了風力驅動的(Wind-Driven) 146的裝置。也就

是下一節所討論的對象。   

 

第三節  活動雕刻的運動觀 

從軸承與馬達驅動的週期運動轉向風力驅動的偶然性運動 

杜象為柯爾達安排維農畫廊展出的〈柯爾達：他的活動雕刻〉(Calder: ses 

Mobiles)個展，於 1932 年 2 月 12 日開幕，共計 31 件的活動雕刻第一次展出。

瑪特指出〈羽毛〉(Feathers)等「風力驅動的裝置」(Wind-Driven Devices)已經出

現在這一次的展覽中。147柯爾達的作品〈羽毛〉(Feathers,圖 2-38)有著類似於風力

驅動的活動雕刻的樹枝狀結構，它有個金字塔式的基底，支撐上面大小不同的物

件和長短不一的金屬線，左邊的白球與與右邊的七個物件處於微妙的平衡關係，

只要輕輕觸碰作品的末端，作品便會輕微地震盪搖晃，在運動中的色彩、形狀和

物件的密度始終保持著和諧的關係。作品呈現出開放式完成(Open-Ended)的結構

，金屬線將結構往外延伸。瑪特指出： 

〈羽毛〉這件作品所建立的「公式」(Formula)重新出現在早期許多其他

的動態作品中，而且遍佈於柯爾達藝術生涯中的站立式活動雕刻(Standing 

Mobiles)也回應著此一「準則」。148 

                                                                                                                                            
of my mobiles with small electric motors, and though I have abandoned this to some extent now, I still 
like the idea, because you can produce a positive instead of a fitful movement -- though on occasions I 
like that too. With a mechanical drive, you can control the thing like the choreography in a ballet and 
superimpose various movements: a great number, even, by means of cams and other mechanical 
devices. To combine one or two simple movements with different periods, however, really fives the 
finest effect, because while simple, they are capable of infinite combinations.”  
146 Wind-driven，也有其他類似的用法，例如 wind-operated、wind-propelled或Wind-powered。本
應譯為「風力驅動的」。 
147 Marter, Alexander Calder：The Formative Year. 91. 
148 Quoted in Marter, Alexander Calder：The Formative Year. 92.  “The “formula” established with 
Feathers reappears in many other kinetic works in this early period and is echoed in standing mobiles 
throughout Calder’s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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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柯爾達基金會已將〈羽毛〉等作品歸類為「站立式的活動雕刻」了，雖非

典型的平面葉片的風格，在樹枝狀的結構已經與典型的活動雕刻相同。 

真正典型的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正式呈現於世人的眼前，要一直到 1932 年

的下半年才開始這一風格的創作。1931年他娶了露易莎(Louisa)為妻，並以此康

乃迪克州的工作室為主要創作地點，才開始於 1932 年末開始創作出數量較可觀

的典型懸掛式風力驅動的片式活動雕刻。例如〈有紅色圓盤的物件〉(Object with 

Red Discs,圖 2-39)，又稱〈柯爾達樹叢〉(Calderberry Bush)，是柯爾達最早期的

典型風力驅動的葉片式活動雕刻之一。149 

活動雕刻的「無重狀態」 

活動雕刻以運動為主要美學特徵，因此必須要有動力來驅動，它主要的動力

來源和風鈴一樣是來自於風力或氣流，一個完全的活動雕刻，即使是微小的氣流

吹動，也會予以回應，產生微妙的運動。活動雕刻的輕盈特質，顯示出某種近乎

「無重狀態」(Weightlessness)150的感覺，地心引力的作用似乎降低了，重量感似

乎消失於空中，如同太空漫步般緩慢地自由移動。鋼鐵所具有的笨重感和傳統雕

刻所穩固不動的感覺，在活動雕刻上看不見了。活動雕刻的樹枝狀結構中，光線

穿梭其間，除了表現出葉片間的空間關係之外，「光線的穿透與閃動」也充份表

現出是運動的美感。 

由氣流(風力)來驅動活動雕刻是最為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動力來源，活動雕

刻生氣勃發，它緩慢地將萬千姿態展現給觀者，與周遭氣流達到完美互動。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8-1980).在《柯爾達的活動雕刻》(The Mobiles of Calder)一文

中談到： 

如果雕刻應該在「不動」中刻出「動」是正確的話，那麼將柯爾達的作

品視為雕刻作品將是一項錯誤，它並沒有暗示運動，它捕捉它，它沒打算一

直把運動包裹在銅或金，這種光耀而愚味、本來就註定是不動性的材質中，

利用一些不定形與廉價的材質，用小骨頭、白鐵或鋅，他加上了一些奇怪的

根莖、棕櫚葉、鐵片、羽毛、花瓣等裝置，這些都是共振器，都是捕捉器。

                                                 
149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127. 
150 「無重狀態」(weightlessness)：當物體不受重力影響時便會達到無重狀態，原是指飛行環境或
太空環境的一種狀態。例如當太空船繞著地球軌道運行時，艙內的太空人和太空船都是以相同的

加速度向著地球運動，令太空人有無重的感覺。此時自由運動時物體有質量而不表現重量。活動

雕刻的輕盈感，在意象上近似「不受重力影響」，故稱為「無重狀態」。有些其他藝術家的「無重

雕刻」(Weightless Sculpture)是在無重力的實驗室或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來表現的。甚至也
計劃在太空站(space station)來表現，例如 1993 年 5 月 22 日，〈宇宙舞者雕刻〉(cosmic dancer 
sculpture)被發射到地球軌道上的「mir spa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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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垂懸在一條線材的末端，看起來像是一隻蜘蛛，不然就是冷淡地蜷伏在

基座上，一蹶不振且似乎是睡著了。但讓涼涼空氣的氣流穿透他們，他們就

吸收了它、給予它形式、湧現出生命：「活動雕刻」誕生了。151 

雕刻不再只是「不運動的量塊」(Motionless Mass)，身為哲學家及文學家的

沙特，體認到量塊的雕刻已逐漸無法表現時代精神，「運動」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骨頭、錫或鋅等材料也為雕刻所使用，而活動雕刻正實踐了這樣的雕刻美學，

涼涼的氣流賦予了活動雕刻全新的靈魂，讓它雕刻活化起來。 

活動雕刻的「無需動力」 

《牛津圖解藝術百科全書》(Oxford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he Arts)對於柯

爾達活動雕刻的發明，有如下的描述： 

他的早期作品包括金屬線的雕刻以及 1931 年所製作的抽象的運動構成

物，最初，柯爾達活動雕刻是由手和馬達來驅動，但在 1934年152他開始製作

「無動力的活動雕刻」，即使最小的氣流也有回應，這是他最為世人所知的

雕刻。⋯⋯活動雕刻變成室內裝飾受歡迎的項目，但柯爾達本人卻創作大比

例的雕刻⋯⋯。153 

                                                 
151 Quoted in Sartre, Jean-Paul, The Mobiles of Calder, 12 Jun. 2003 <http://www.calder.org/SETS_ 
SUB/life/texts/life_texts_sartre46_con1.html> From Valentin, Curt and Buchholz Gallery, Alexander 
Calder New York. Exhibition held 9-27 December 1947. Essay translated reprint of Carre 1946.    法
文原文為 S'il est vrai que la sculpture doit graver le mouvement dans l'immobile, ce serait une erreur 
d'apparenter l'art de Calder à celui du sculpteur. Il ne suggère pas le mouvement, il le capte; il ne songe 
pas à l'ensevelir pour toujours dans le bronze ou dans l'or, ces matériaux glorieux et stupides, voués par 
nature à l'immobilité. Avec des matières inconsistantes et viles, avec de petits os ou du fer blanc ou du 
zinc, il monte d'étranges agencements de tiges et de palmes, de palets, de plumes, de pétales. Ce sont 
des résonateurs, des pièges, ils pendent au bout d'une ficelle comme une araignée au bout de son fil ou 
bien ils se tassent sur un socle, ternes, rabattus sur eux-mêmes, faussement endormis; passe un frisson 
errant, il s'y empêtre, les anime, ils le canalisent et lui donnent une forme fugitive: un Mobile est né. 
英譯為 If sculpture is the art of carving movement in a motionless mass, it would be wrong to call 
Calder's art sculpture. He does not aim to suggest movement by imprisoning it in noble but inert 
substances like bronze or gold, where it would be doomed forever to immobility; he lures it into being, 
by the use of unstable and base materials, building strange constructions of bits of bone, tin or zinc, of 
stems and palm-leaves, of disks, feathers and petals. They are sometimes resonators, often booby-traps; 
they hang on the end of a thread like spiders, or perhaps squat stolidly on a pedestal, crumpled up and 
seemingly asleep. But let a passing draft of cool air strike them, they absorb it, give it form, spring to 
life: a "mobile" is born!  
152 這個描述出現了一個時間上的錯誤，那就是柯爾達最早的風動式活動雕刻不是開始於 1934年
，因為在 1931年就創作了活動雕刻〈羽毛〉等，1932年柯爾達就創作了《柯爾達樹叢》(Calderberry 
Bush)這件活動雕刻，又稱為《有紅色圓盤的物件》(Object with Red Discs)，這是柯爾達最早的
風動式活動雕刻之一，這一年之中還創作過許多不知名的活動雕刻。 
153 Quoted in Norwich, John Julius, Oxford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he A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70.  “His early works included wire sculpture and in 1931 he made his first 
abstract moving construction. Originally Calder’s mobiles were moved by hand or a motor, but in 1934 
he began making the unpowered mobiles – responsive to the faintest air currents – for which he i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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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動力的」(Unpowered)，或許是指風動式活動雕刻不需額外的動力設

備，像是以自身為動力來源一般，源源不絕。這樣的特質令人聯想到活動雕刻在

某個角度上，也稱得上是一個自動裝置(Automaton)，所謂的自動裝置是指能自

行運動或活動的裝置，在風力的驅動之下，活動雕刻幾乎可以永不停歇地運動，

永遠的自我運動(Self -Moving)。活動雕刻也就變成了「時間中的雕刻」，像是以

自身為動力一般，如同是「無需動力的活動雕刻」。或許可以稱之為新自動性技

法(Automatism)。另外，文中提及「活動雕刻變成室內裝飾受歡迎的項目」來美

化室內空間，不可否認的，活動雕刻沒有當代藝術的嚴肅性，的確適合居家的裝

飾。 

活動雕刻以風力為動力來源，其實著更深刻的形上意涵，沙特說： 

也許看起來這些運動只為我們的眼睛歡愉而製作，但他們有深刻的形上

意義，活動性必須來自活動雕刻的某個部份。起初柯爾達把它們被裝配上了

電動馬達，但後來他換成放在自然環境之中、在花園之中，或打開的窗戶，

讓微風與他們一起演奏，像是把風神豎琴。他們在空氣中哺養，他們呼吸，

他們從大氣的隱晦的生命借用生命。因而他們的運動性是特殊種類。154 

什麼是活動雕刻的形上意義(Metaphysical Sense)？活動雕刻的生命力應該

是在於「活動性」，風力使活動雕刻能自在地隨風自由擺動，微風也許來自海洋

、高山與森林，氣流也許吹拂過大地、吹拂過行走的人群，使得活動雕刻始終帶

幾分自然親切的氣息。沒有著自動性機械的精確而單調的連續運轉，也沒有機械

常有的噪音和震動。活動雕刻向世界開放，借用了世界的生命，也接納著世界，

歡迎觀眾的到訪。 

                                                                                                                                            
widely known…… Mobiles became a popular item of interior decoration, but Calder himself 
sometimes worked on a huge scale. …… ” 
154 Quoted in Sartre, The Mobiles of Calder 法文原文為 Ces mouvements qui ne visent qu'a plaire, 
qu'a enchanter nos yeux, ils ont pourtant un sens profond et comme metaphysique. C'est qu'il faut bien 
que la mobilite vienne de quelque part aux mobiles. Autrefois, Calder les alimentait avec un moteur 
electrique; il les abandonne a present au milieu de la nature, dans un jardin, pres d'une fenetre ouverte, 
il les laisse vibrer au vent comme des harpes eoliennes; ils se nourrissent de l'air, ils respirent, ils 
empruntent leur vie a la vie vague de l'atmosphere. Aussi leur mobilite est-elle d'une espece tres 
particuliere. 
英譯為 It may seem that these movements are made only for the delight of our eyes, but they have a 
profound metaphysical sense. "Mobiles" have to draw their mobility from some source. At first they 
were equipped with electric motors, but now it suffices to place them in the midst of nature, in a 
garden, for example, or an open window, and let the breezes play with them as with an Aeolian harp. 
They feed on air, they breathe, and they borrow life from the vague life of the atmosphere. Thus their 
mobility is of a particular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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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雕刻的偶然性 

活動雕刻在創造之初，它企圖在某種事先決定的(Predetermined)方式下進行

運動。似乎被槓桿長短或葉片大小等因素決定了運動的能力與方式，一但懸掛風

中，又似乎有著不受限的獨力生命。活動雕刻既獨立又依賴，每個活動雕刻的運

動似乎被命定，卻又有自由意志，沙特寫到：「這些物件是介於雕像的奴性與自

然的獨立性之間。」155這裡的獨立自由意志，便是活動雕刻自主性與偶然性的混

沌運動。 

要使一件藝術品運動，有許多產生的動力的方式，週期的擺動、振盪、旋轉

都是可以選擇的運動方式。但柯爾達活動雕刻軸承驅動與馬達驅動之後，選擇了

風力驅動，表現出混沌的運動，具有不可預測性。風力驅動活動雕刻的運動方式

有著混沌運動的特質。早期的活動雕刻，不論是馬達動式或手動式的活動雕刻，

不斷地機械化重複而單調的運動並不能達到他想要的美學效果，此時的柯爾達遇

到了個人創作的典範「危機」，甚至這是柯爾達同時代的危機，但在 1931年「轉

機」出現了，柯爾達表現了金屬線的力量，他將雕刻懸掛於空氣中、空間中(In 

Space)，使得最典型的風力驅動活動雕刻誕生了，「隨機的」(Radom)或完全「偶

然的」(Chance)成為其中的美學元素，「偶然」和「隨機」終於參與了雕刻的美

感經驗，活動雕刻在每一刻可以變化其外形面貌，展現萬種風情。視覺上產生「飛

翔的色彩」(Flying Colors)，在天空中自在的翺翔，它那不可見的軌跡(Trace)，就

像是天體的運行軌道(Orbit)一般，隨風飄盪或飄浮(Float)在空中，無法得知它下

一刻的面貌與軌跡，讓觀者滿懷期待，且產生了不可預測性的美感。 

隨著風力驅動活動雕刻的發明，史威尼寫道： 

運動和韻律變得更輕鬆、更自由了，表現出氣流的自動性，一點一滴地

，「偶然」在韻律上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最後終於，甚至變成組成元

素。156 

活動雕刻的「隨機」或「偶然」的運動方式，應屬於一種混沌運動。活動雕

刻應是對初始值極為敏感的複雜運動形式，也就是混沌運動的形式。不但風力的

來源、方向及大小是偶然的、不定的，活動雕刻的每一片葉片和連接的金屬槓桿

，會因槓桿原理彼此牽引，它們是相互影響的有機體，一個微小的初始值變化，

                                                 
155 Quoted in Horn, Miriam. “Sculpture that Won’t Stay Still.” U.S. News & World Report, 124.13(04 
Jun. 1998):10.  “The objects inhabit a halfway station between the servility of a statu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nature.” 
156 Quoted in Carandente, 16.  “Movements and rhythms became more relaxed, more free – took an 
air of spontaneity. Little by little, chance began to play a larger part in their rhythms – eventually, even 
in their constituent el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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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層層關係的相互加乘的影響下，會形成完全不同的運動軌跡。活動雕刻的遠端

或末端的小葉片，只要一個單位的微小力量，可能因為距離遠而產生很大的力矩

，對於在他之上的每一層的金屬槓桿也都產生力矩的效應，而這些力矩所產生的

運動又相互作用，最後成為混沌運動了。活動雕刻的運動幾乎不可能是完全周期

的，應該是從擬周期(Quasiperiodic)的運動漸漸進入到了混沌運動的軌跡。 

混沌系統的其中一個重要特性就是「非線性」，在線性系統中，因果(原因、

效應)必須完美地符合，而且因果是具有比例性(Proportionality)，但在非線性系統

中，小的因卻可能導致大的果，羅倫佐(Edward Lorenz,1917- )提出了蝴蝶效應

(Butterfly Effect)這個觀念：在激流市(Grand Rapids)一隻蝴蝶拍一下翅膀有可能

在紐西蘭的奧克蘭(Auckland)引起龍捲風。當我們測量一個大的圓形、矩形或三

角形的時侯，測量的刻度愈小，則所得的結果愈精確。但是這樣的假定對海岸線

及山脊等不規則形狀則不適用，我們使用愈小的刻度，則海岸線的長度會增加，

舉例來說，同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邊界，在葡萄牙的地理手冊的所紀錄的長度

比西班牙所紀錄的多了 25%，原因是兩國使用不同的測量刻度。157 

活動雕刻中的秩序與混沌──寓變化於統一之中 

活動雕刻的運動雖是非線性的混沌，卻並非完全是沒有秩序的或規則。其中

還隱含著巨觀秩序(Micro Orders)，因為活動雕刻的運動「軌跡」雖是不可預測的

(Unpredictable)混沌運動，但其運動的「範圍」和「方式」總是「預先決定的」

(Predetermined)，它有最大的展開半徑，每一片葉片和連接的金屬槓桿永遠循著

上一層的鉤環而做環繞運動。「預先決定的」和「決定的」(Determined)或「決定

論」有所差別，「決定的」是指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可以預測的」，不但是軌

跡、方式和範圍都是「預先決定的」，而且「必然」依照預先決定的軌跡來運動

。而活動雕刻只決定了運動的「範圍」和「方式」，雖加入一定的常數，活動雕

刻「軌跡」的混沌狀態即是建在此一「預先決定的」結構秩序中。物理學或力學

上的原則，如扭矩(Torque)、摩擦(Friction)等等力量作制約著活動雕刻。 

查卡里亞斯(Zacharias P. Thundy,1936- )也有近似的想法，他嘗試以混沌理論

應用在文學評論上。查卡里亞斯認為：縱使混沌看起來好像是秩序的相反，但實

際上混沌並不是秩序的否定，混沌是充滿著潛能的，這一點是「亞里斯多德--多

瑪斯(Aristotelian- Thomistic)」的哲學系統所非常強調的，正如希伯來人的上帝從

太初混沌中創造秩序，而文學批評也可以由超文本的混沌(Supertextual Chaos)中

                                                 
157 Thundy, Zacharias P. Chaotic Order In The Supertext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 30 Jan 2002 <http://www-instruct.nmu.edu/english/zthundy/chaosandc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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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所有秩序的種類。這些混沌是存在於《聖經》、《奧德賽》(Odyssey)158或《

坎特伯里的故事》159中，我們可以從混沌的系統中創造出不同種類的秩序，那是

因為秩序真的存在於潛能(Potentia)，儘管不在實現(Actu)中。在混沌系統中，包

活文學的文本在內，都深深地存在著編碼結構(Encoded Structures)。160 

同樣地，活動雕刻的軌跡雖是混沌，卻有其不變的運動結構。例如下一層的

葉片的運動軌跡必定受限於上一層的軌跡，整體的軌跡也以根部的節點為中心來

轉動加入。活動雕刻成功地「寓變化於統一之中」。 

同時期藝術家的「偶然性」表現 

活動雕刻隨風而動，隱藏著混沌不可預測的特質，對於隨機和偶然性的追求

，在柯爾達之前，可以追溯至達達主義，他們大膽的摧毀一切舊有的傳統，排除

人為因素，而採取無理性的表現方式。達達派的表現方式著重在天然形成與自由

塗寫。他們喜歡用不同的材料用自然排列的方式成為一個新的藝術。例如，把色

紙剪成塊狀然後讓他們自由飄散在地上，而取得靈感，阿爾普(Hans Arp,1887- 

1966)的許多浮雕作品的構圖即是得自於此一方法。達達派的文學家把報紙的字

母寫下，然後抖動他們再依字母的自然排列成了一首新詩。所以達達派的創作是

無定形的呈現。達達主義者從「偶然」獲得了全新的力量。 

超現實主義者繼續發揮「偶然」的特質，由「任意」與「偶然」來達成藝術

創作的任務。代表性的「偶然」性的技法有：1、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圖

2-40為超現主義畫家馬松作畫時的情形，馬松將顏料自由任意地滴灑在畫布上，

這種「滴彩法」在 1930 年代以後，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eressionism)的霍

夫曼(Hans Hoffman,1880-1966)和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圖 2-41)等藝

術家繼續發揮此一技法。2、拓印法(Frottage)：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所

發明的近似中國拓碑的技法，他經常採用此種方法作畫，把紙張舖在床板、樹葉

、麻布或木片上，用軟鉛筆任意磨擦出奇異紋樣，把磨出的形跡，一張或幾張放

到畫布上去，然後再進行作畫。3、謄印法(Decalcomnia)：在玻璃或紙張上塗上

顏料，覆以白紙後施以壓力，拉開後即形成偶然性的特殊紋樣。 

「偶然」與「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在達達主義手中，是諷刺理性

主義與學院傳統的利器，經超現實主義、帕洛克的行動藝術，到柯爾達的活動雕

刻，「偶然」與「不可預測性」已正式成為當代美學及藝術表現的元素。值得觀

                                                 
158 荷馬的敘事詩。 
159 坎特伯里位於英國東南部。 
160 Thundy. Chaot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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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是，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的精神也在二十世紀藝術思潮中不斷地提

升，與二十世紀哲學的發展有著相似的演變進程，它們共同主張人類知識的全面

性革命，拒絕承認理性思考的進程是理解人類自我和世界的唯一方式。 

其他類型活動雕刻之不同形式的運動 

柯爾達創作出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表現出隨風旋轉的混沌之外，還繼續創

作出其他形式的活動雕刻，表現出不同形式的運動。以活動雕刻的其中一個系列

是框架(Frame)系列為例。此系列是屬於「牆的活動雕刻」(Wall Mobiles)類型的

一種。最早框架系列作品是 1932年的〈紅框〉(Red Frame,圖 2-42)，這是一件抽

象作品，各式小圓盤和浮球由金屬線支撐，呈現出浮雕刻的特質，他的運動方式

是由支撐的金屬線所形成的小振動。這種將物件懸浮起動態的方式，在柯爾達的

藝術家朋友也可以看到。曼雷(Man Ray, 1890-1976)是柯爾達好友，他在 1920年

發展了作品〈障礙物〉(Obstruction)，這件由木頭衣架所做成的「懸吊式雕刻」

(Suspended Sculpture)，它可以輕微地運動，在周圍的牆上投射出有趣的影子，但

作品現已遺失。由於曼雷在巴黎時對柯爾達十分地友好。據瑪特的推測，曼雷可

能給柯爾達看過這件已經作品的照片。161對柯爾達的「懸吊」手法不無影響。 

真正表現出雕刻運動的框架系列作品是 1934年的〈白框〉(The White Frame,

圖 2-43)，作品靜止時和運動時的紀錄，經由下方的軸承驅動，整個白色框架內

的物件都運動了起來，如圖所示，整件作品由不同形式的運動所組成，最左邊的

黑色螺旋狀鐵絲可以做旋轉的運動，兩顆由彈簧所懸吊的木球則可以上下垂直振

盪運動，空心圓的金屬線也是做原地旋轉的運動，最右邊的圓盤像是一個鐘擺，

左右擺動了起來，形成了週性的運動。 

另一種由風力所驅動的活動雕刻是將活動雕刻直接裝置在通風口上。例如柯

爾達在 1936年創作兩件〈禮堂通風機上的活動雕刻〉(Mobile Over Ventilator In 

Auditorium, 圖 2-44)，當氣流或空氣通過時，這些鋼片會轉動，這種原理和現在

汽車冷氣孔上的小型旋轉裝置應該是一樣的。固然轉動的速率會因通風量而改變

，但其運動軌跡是規律而重覆的自轉。這種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形式，在柯爾達

的活動雕刻中是極少見的。 

活動雕刻運動的回饋性、互動性與即時性 

回到典型的風力驅動的活動雕刻來說，它因周圍氣流而產生運動變化，隨時

與環境互動，周遭環境對雕刻不再是無意義的背景，活動雕刻總是對環境產生「回

                                                 
161 Marter, Alexander Calder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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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Feedback)。迷小型的活動雕刻用觀者的雙手或吹氣也可以，觀者的參與大

大地提升了觀者在藝術鑑賞中的主動性地位。活動雕刻對於環境的氣流或觀者的

手的「回饋」，都是即時互動的(Real Time Interaction)。觀者的參與在當代藝術變

得愈來愈重要，在活動雕刻和動態藝術的階段，觀者只有在觀賞的層次上達到主

動的參與，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甚至成為觀者的參與已成為創作過程中的一部份，

例如偶發藝術、環境藝術和表演藝術，都充許觀者的參與。 

相對於哲學家沙特所重視的形上意義，藝術理論家奧斯任德(Stephen Lloyd 

Auslender)則重視的是活動雕刻對於觀者所產生的實際功能。奧斯任德在博士論

文《觀眾操作的動態環境雕刻的創造和它與當代藝術的關連》(The Creation of a 

Spectator-Operated Kinetic-Environmental Sculpture and Its to Contemporary Art)中

提及：包括活動雕刻在內的動態環境雕刻(Kinetic-Environmental Sculpture)如何解

決二十世紀人類內心內在的對立。現代人存在於非理性、情感的潛意識與理性、

思維的意識之對立中，人類主觀的情感世界與理智的客觀思維已經失去了平衡，

而新的平衡又尚未建立，藝術也在嘗試幫助人類面對並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

。活動雕刻被視為人類實現了觀眾操作(Spectator-Operated)藝術品，發揮了動態

環境雕刻的創造和功能，這個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的角色，應該有助於二

十世紀人類修補他內在的對立。162 

奧斯任德也討論當代藝術品中的運動元素。他認為這些 20 世紀藝術形式的

探究，隨著時間中的運動成為藝術品的真實因素，也許可以使人類在現代化世界

中成為一個「全人」(Whole Man Begins)。在二次大戰(1939-1945)後的藝術家世

代在他們的國家企圖去喚起人類的敏感度，並使藝術更立即地被測試，包括的有

動態藝術作品和環境藝術形式，動態藝術作品使觀者的參與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環境藝術則完全包圍了觀者。有許多不知名的當代藝術家投入廣泛意義下的

動態及環境藝術。和觀者產生互動的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有著不同的形式

，而且觀者的身理、心理和情感皆被包含在此一經驗性的系統。為了這個研究所

做的雕刻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完成」(Open -Ended)的經驗狀態，用以反抗機械化

的破壞和現代社會的專業化，這樣的藝術形式重視了觀者的回饋。163 

                                                 
162 Auslender, Stephen Lloyd, The Creation of A Spectator-Operated Kinetic-Environmental Sculpture 
and its Relevancy to Contemporary Art.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81. 
163 Auslender, th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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