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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藝術風格的形成 

 

歐登伯格是精神分析論的忠實信徒，五○年代後期，抽象表現主義式

微，一些年輕有才氣的藝術家，不再停留於主觀世界的探究，開始擁抱現

實生活，展出許多具有開創性的作品。為了釐清未來的藝術走向，確切了

解自己的潛能，歐登伯格進行一段非常嚴苛的自我分析。他大量閱讀和潛

意識有關的著作，其中佛洛伊德的《智慧與潛意識的關係》（Wit and Its 

Relation to Unconscious），開啟他的生命之窗，讓他的視野變得遼闊許多；

54新佛洛伊德主義（Neofreudism）學者布朗的《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從精神分析學的觀點，對人類歷史以及西方文明加以剖析，廣泛介

紹精神分析的新方向、機體哲學、道家哲學、神秘主義等思想，對他也有

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看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後，便決定從意識

流中探索自己的過去，擷取藝術創作的元素。因此，童年至一九五九年在

紐約嶄露頭角這段期間的生活經驗以及努力自我教育所累積的成果，將成

為他日後非常重要的創作來源。 

 

 

第一節  藝術的養成時期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歐登伯格出生於瑞典（Swedish）的斯德哥爾

摩（Stockholm）。當時他父親戈士塔‧歐登伯格（Gösta Oldenburg）正擔任

瑞典駐美國大使館的專員，為了讓小孩保有瑞典國籍，專程返回斯德哥爾

                                                 
54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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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生產，歐登伯格出生不久便被帶回紐約定居。一九三三年他的父親晉升

為瑞典大使館第一秘書，必須回到奧斯陸（Oslo）履新，於是全家又搬回

瑞典居住，同年弟弟出生。一九三六年戈士塔‧歐登伯格又獲重用升任領

事派駐美國，終在芝加哥塵埃落定。對歐登伯格而言，年僅七歲便經歷多

次的環境變遷，這或許是他日後對空間及異文化極為敏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歐登伯格重返美國後並不會講美語，和其他的小孩溝通非常困難，他

說自己是一個「孤獨的小孩」（solitary child），55成天在大使館空閒的辦公

室玩數學教具和打字機。一段時間後，他開始幻想一個位於非洲和南美之

間的虛擬島嶼－「紐柏恩」（Neubern）王國，官方語言融合了英語和瑞典

語，歐登伯格不斷在幻想中建構紐柏恩的歷史、地理、社會、科學和經濟。

目前仍保有多本精巧的剪貼簿，裡面全都是和紐柏恩有關的資料，包括地

圖、文件、街道表、數百張彩色縮圖和紐柏恩的進出口索引。起初，紐柏

恩剪貼簿像一份報紙，插圖用來模仿照片，時間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三七年

一月十日，後來的插圖樣式日增，模仿雜誌廣告和海報，也經常出現旗幟

和象徵標誌，還有許多街道圖、紐柏恩全圖、地理橫截面圖和氣候區域圖

等等。文字記錄則和事件及統計有關，伴隨地圖、圖表、計畫、機場（圖 1）、

旗幟和槍械的圖形（圖 2），但獨缺文學內容。這些紐柏恩的都市計畫、

休閒設施、商業及軍事設施等，雖然出自歐登伯格的幼年幻想，卻條理清

晰地表現整個生活、工作和休憩面貌，且地描繪了具體寫實的細節。乍看

之下似乎在模仿現實世界，但是詳細審查卻發現不論是想像的飛機，或是

電影海報上工程師的名字全都由他發明。年幼的歐登伯格已經清楚地了解

                                                 
55 Marla Prather, op.cit., 1996,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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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與創造的區別：模仿外在的概念結構，創造屬於自己的形式與內容。 

 

歐登伯格除了以編造紐柏恩歷史的方式學習英文之外，也經常組裝飛

機模型，貼上紐柏恩空軍的標誌，他只是對這些模型複雜的結構以及精細

的手工感興趣，並非要拿來飛行，也常將不同模組的零件組合成獨特的模

型，和一般所見的飛機完全不同。他在一九六八年的筆記本上記載： 

 

在紐柏恩出版品之後，我開始對組裝立體的模型飛機，以及製作

影片產生興趣。我建造迷你的佈景，並在小尺寸的佈景上導演火

災、車禍以及飛機失事。56 

 

他也記得當時最喜歡裝上電池車頭燈就會亮的克萊斯勒氣流轎車（Crysler 

Airflow），也蒐集縮小比例尺的船隻模型。對於一個既理性又感性，且不斷

沉溺於自我分析的藝術家而言，這段紐柏恩經驗是極為重要的養分。歐登

伯格曾開玩笑地說，他所有的創作全都是獨創，而且小時候就完成了。的

確，依據「遊戲衝動說」（Theory of playing-impulse），兒童習於將現實經驗

融合白日夢式的想像，利用週遭的玩具、日用品作為幻想主題。歐登伯格

一九六○年後藝術風格的形成，無疑是童年遊戲的結構模式。佛洛伊德說： 

 

兒童的夢又簡短、又清楚、又有條理、容易了解，其意義絕不會模

棱兩可、而又不失為夢。……他們是完整的，可以理解的心理活

                                                 
5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1, pp.19-20. “Following the Neubern publications I 

became interested in constructing model airplanes of the solid variety, and in making films. I 
built miniature sets and staged fires and crashes of cars and airplanes on miniatur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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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白日夢乃是滿足野心或愛欲的願望。白日夢形成如做夢般

的陶醉狀態，產生強烈視覺性性質思想。57 

 

誠然如此，紐柏恩的文明不斷在未來被喚醒，如上述的飛機、船隻和

氣流轎車都一再出現在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中。 

 

歐登伯格童年時還有另一類極為重要的收藏品，就是姨媽經常從瑞典

寄來的剪貼簿，簿子上已經貼滿了從雜誌剪下的家電、食品、衣服和一些

日常生活用品的圖片（圖 3），這些圖片比例怪異地集合在一起，像極了

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個人價值》（Personal Value，圖 4）。不相

稱的比例並置，成為啟發歐登伯格極化性表現手法的重要來源之ㄧ。 

 

一九四三年進入芝加哥拉丁學校，可能是因為男校的關係，青春期的

歐登伯格開始探索兩性差異，閒暇便到拉許街（Rush Street）上的諷刺劇院

（burlesque house）和舞者聊天，並感受環境的愛欲氣氛和紛雜的色彩。一

九四六年在畢業紀念冊上編輯並繪製名為《“Ceto” or“Swede”》的插畫，獲選

為最精巧，最有趣，最富智性的作品。當時他的興趣是音樂和美術，但還

沒有決定未來的走向。 

 

高中畢業後隨即進入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就讀，主修英國文學，

選修藝術和戲劇。入學後獲選為引導研究計畫案（Directed Studies Program）

的實驗學生，這個計畫案廣泛地介紹學生認識科學和人文方面的題材，希

                                                 
57 佛洛伊德著（民 79.1），《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葉頌壽譯，（台北市，志
文出版社），頁 1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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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藉此克服僵化的專業限制。學生必須不斷書寫紀錄，因此他累積了大量

的日記和筆記，有些是隨性或印象式記載，有些則是理論性隨筆，表露方

式從坦率真誠到虛偽矯飾，誇大的嘲弄到平凡的表述都有，內容充滿矛盾

與對立的情結。這些筆記本讓他可以自由揮灑，表述當時的想法，並養成

歐登伯格觀察、記錄及分析自身經驗的習慣。日後不論是在芝加哥、紐約

或歐洲創作，依然沿用此時建立觀察記錄的習慣，在筆記中畫上速寫、拼

貼或繪畫理論未曾間斷，內容依舊琳瑯滿目，也包含許多對立、奇異的連

結或是難以解的隨筆。 

 

歐登柏格大三開始正式學習藝術，選修藝術史和人物繪畫課程，甚至

利用暑假到威斯康辛大學修學水彩畫和透視圖法，並研讀法國著名學者弗

西隆（Henri Focillon）的《造形的生命》（Vie des Formes）。弗西隆將美術

史和自然生命看成是一系列相續的形式創新，不僅依時期來敘述藝術家的

風格，也以心靈家族（family of mind）或感受力連結不同時代的藝術家。

弗西隆說： 

 

在自然界中，將不同造形串聯起來的種種關聯絕非出自偶然，

而且我們所謂的自然生命（natural life），事實上就是一種造形

之間的關聯性，若是沒有這層關聯，自然生命絕對無法存在。

藝術品亦然，不管是作品內部的造形關聯或是不同藝術品之間

的關聯，都在建構並且隱喻一個宇宙整體的秩序。58 

                                                 
58 Charles B. Holgan and George Kubler translated, Henri Focillon, The Life of Forms in Art－

Vie des Formes, （New York: Urzon Inc., 1989）, p.33. “The relationships that bind forms 
together in nature cannot be pure chance, and what we call “natural life” is in effec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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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登伯格也曾說過：「沒有什麼東西彼此之間是沒有關聯的。」（Nothing is 

irrelevant）59這種觀念與上述弗西隆的論點不謀而合，而且體現於他在一九

六○年初所創造的形式和圖像系統。60除了弗西隆所謂的形式關聯外，歐登

伯格甚至建立內容的關聯性，利用夢的解析中欲望移置的方式，把經過偽

裝，看似無關的人、事或物結合在一起。 

 

一九五○年歐登伯格回到芝加哥擔任市立新聞局的記者，有六個月的

時間負責採訪警察的巡邏轄區，首度長期接觸貧民窟。不久被轉派修改、

編寫新聞稿的工作，他發覺自己似乎浪費時間撰寫無意義的事情，遂於一

九五二年初辭去記者一職。一九五二到五四年間更換多項工作，分別擔任

廣告經紀人、糖果攤販和芝加哥雜誌的插畫家，偶而到芝加哥藝術學院上

人物素描和解剖學等課程。這段期間認識幾位芝加哥的藝術家，例如人物

畫家可韓（George Cohen）、里夫（June Leaf）、巴尼（Robert Barnes）、戈

拉（Leon Golub）、沛林（Irving Petlin）和超現實雕塑家威斯特門（H.C. 

Westermann）。一九五三年三月在聖‧艾默（St. Elmo）俱樂部飯店和克拉

克（Robert Clark）61舉行他的第一次畫展，提出多幅具諷刺性的街道人物

素描。這些畫作受到亞爾葛倫（Nelson Algren）短篇故事的啟發，故事內

容直率地描述芝加哥生活的黑暗面，一如先前歐登伯格擔任新聞局記者時

的親身經歷，形成一個切身且鮮明的創作主題。是年夏天獲得密西根州奧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s, so inexorable that without it this natural life could not exist. So 
it is with art as well. The formal relationships within a work of art and among different 
works of art constitute an order for, and a metaphor of, the entire universe.” 

5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1, p.9.  
60 參閱第五章第 247頁。 
61 Robert Clark 日後更名為 Robert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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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堡夏季繪畫學校（Oxbow Summer School of Painting）獎學金，修習油

畫和水彩，學期結束時他創作了第一個劇場作品，利用硫磺彈製造礁湖的

戲劇效果。秋天在舊金山和奧克蘭度過，十二月返回芝加哥參加移民局的

公聽會，正式歸化美國籍。之後，幫殺蟲劑公司廣告部門畫了數個月的昆

蟲插畫，一九五四年春重回芝加哥藝術學院，夏季離開學校，開始在自己

的工作室有系統地研究早期繪畫大師和現代畫家的形式結構，探討不同類

型的主題。直到一九五六年都持續不斷地繪畫，偶而參加當地畫展，夜間

打一些零工維生，他很快便發覺自己若繼續待在芝加哥，充其量只是一個

地方性畫家，無法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在遙遠的紐約市，抽象表現主義早

已透過報章雜誌的披露，撼動年輕藝術家的心靈，於是在這一年夏天他移

居紐約市，開始依據生活經驗和直覺製作素描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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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我教育時期 

 

初抵紐約之時，帕洛克甫過世兩個月，紐約甚至全美藝壇頓失光芒，

尚未出現足以凌駕這位大師成就的藝術家，多數人仍延續抽象表現主義的

風格。歐登柏格自然也十分尊崇帕洛克，他在學生時代便深受感召，日後

回憶說： 

 

帕洛克強調順應本性的重要，讓我決定要超越學校教育的限制，

開始使用塗料。通常學校單位只要求學生選擇一位心儀的法國印

象派或後印象派畫家來追隨，在研究塞尚幾個禮拜後，我便轉向

帕洛克學習，也就是我選擇仍然在世的畫家，不過也遇到一些麻

煩，例如我把商店賣的塗料裝在紙盒裡帶到學校，然後塗在畫架

的油畫布上，結果流了整地，因為我不知道帕洛克是直接滴在平

鋪地面的畫布上。62 

 

雖然歐登柏格景仰帕洛克和德庫寧（Willen de Kooning），但並未迷失

在風格模仿的洪流中，轉向充斥整個紐約的抽象藝術，依然畫著他的人物

畫和靜物畫，描繪瓶蓋、鉛筆和植物以及從芝加哥帶來的物品，並花許多

時間在街上寫生並體驗城市生活。定居紐約不久，他在庫柏協會博物館和

                                                 
62 Claes Oldenburg, “Jackson Pollock: An Artist Symposium, Part II”, Art News, Vol. 66 

Number 3, （New York, 1967.5）, p.27. Quoted in, Claes Oldenburg, 1970, by Barbara Rose, 
p.23. “Following his call to directness got me out of art school and unlocked the use of paint. 
The school system was to have the student choose a favorite French Impressionist or 
Post-Impressionist to follow. After a few weeks with Cézanne, I switched to Pollock, i.e. 
chose the living, which meant trouble. For example, I brought to class a palette of store 
paints in a cardboard box. I put them on the canvas and they ran off on the floor, because I 
didn’t know that Pollock painted straigh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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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Kooper Union Museum and Art School）書庫找到一份臨時的助理

工作，在這裡他可以閱讀珍貴的收藏品和原版素描，臨摹古代大師的作品，

將書上架的時候又能瀏覽許多有關紐約初期的書籍、早期的藝術百科和圖

解藝術圖書，非常適合他的需要。上班途中，總會在經過貧民區時畫些日

常生活式的速寫，他發現這個區域充滿生機，自然而然令人感到興奮。空

閒時歐登伯格也很有計畫地在街上散步或騎腳踏車遊走，留下大量的筆記

和素描，就如在耶魯大學時受的訓練一樣。他選擇在殘破不堪令人同情的

下東區（Lower East Side）居住與工作，並不是因為經濟的因素，而是從他

生長的優越文化背景中獨立出來的一種象徵。 

 

在紐約居住的前幾年，歐登伯格甚少參與社交活動，多數時間都在閱

讀、觀察和畫畫中渡過。一九五七年間，為了嘗試表現愛欲方面的幻想，

開始製作一些拼貼作品，他在白色的背景上，畫一些不規則且難以辨識的

造形（圖 5），雖然這個實驗為期不久，在他搬到東四街的出租公寓後便告

一段落。到了九月，他在芝加哥認識的名叫泰勒的朋友，幫忙找到的一間

空間較大新的工作室，足夠讓他畫油畫。泰勒和他的太太都是版畫家，歐

登柏格經常參加他們鬆散沒有組織的波希米亞式活動，例如當地貧民區小

孩也會參與的戲劇表演或幫小孩作混凝紙漿（papier-mâché）面具讓他們穿

戴上街。一九五七到五八年間歐登柏格和泰勒來往非常頻繁，經常討論各

種戲劇問題，歐登伯格非常欣賞他活力充沛放蕩不羈的行為以及對事情的

計劃能力。有一回和泰勒討論紐約時報一篇有關日本具體藝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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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Gutai Art Group ）63形式非常自由的表演，又聽到卡布羅在藝術

家俱樂部64的談話，對討論中的《焦油嬰兒》（Tarbaby）作品印象很深刻，

卡布羅另一篇文章－《傑克森‧帕洛克的遺產》（The Legacy of Jackson 

Pollock）也帶給他莫大的震撼，歐登柏格決定要認識這位新藝術的號手。 

 

卡布羅一九四九年畢業於紐約大學哲學系，一九五○到五二年在哥倫

比亞大學跟隨夏皮羅學習美術史，一九五六到五八年在美國紐約的社會研

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和凱吉學作曲。一九五八年發

表的《傑克森‧帕洛克的遺產》是他第一篇也是最為人擊節讚賞的評論，

文中卡布羅以「我們」作為主詞，好像在為整個時代發言。他認為帕洛克

以英雄形象出現，事實上並未做出等量的貢獻，因為帕洛克 沒有實現當初

解放藝術的承諾，作品極度個人化，雖是天縱英才卻未擁有繪畫的敏銳度，

                                                 
63 日本藝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藝術活動分別在大阪（Osaka）和東
京（Tokyo）出現：第一個是具體美術聯盟（Gutai Bijutsu Kyokai , Gutai Art Association），
一九五四年在靠近大阪的蘆屋(Ashiya)成立。另一個是六○年代於東京大都會美術館讀
賣新聞獨立展（Yomiuri Indépendant）中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團體。這兩個藝術社群共同
的創作特點是使用人體行爲，但彼此之間甚少接觸，由於環境的關係使用方式也完全

不同。常被認為和日本禪宗傳統、神道主義和浮世繪有關。具體美術聯盟的會長吉原

治良（Jiro Yoshihara）回憶說：「雖然我畫那些作品，但心理面卻想著必須要有一個
新的、劃時代的、戰前從沒想過的東西在藝術中出現，成為主流，像達達在一次世界

大戰後出現一樣。」 
64 位於東八街 35號的俱樂部，原為藝術家主題學校校址（Subjects of Artist School），以
夜間討論會的形式存在，成員有藝術家、學生、「藝術家主題學校」的來賓和經常出

入沃爾多夫餐館（Waldorf Cafeteria）的藝術家。這所學校原先是馬勒維爾（Robert 
Motherwell）、羅斯科（Mark Rothko）和巴日歐提（William Baziotes）在一九四八年
為了促成 35工作室（Studio 35）而成立的，但功敗垂成，一九五○宣告結束。結束前，
德庫寧、葛特列伯（Gottlieb Adolph）、馬勒維爾、紐門（Barnett Newman）、雷哈特‧
勒陶（Ad Reinhardt Reinhard Lettau）、羅斯科（Mark Rothko）和評論家哈洛‧羅森伯
格（Harold Rosenberg）在學校共同發表藝術演說，有鑑於抽象表現藝術家需要一個場
所來談藝論道，遂於一九四九年另覓東八街 39號的出租閣樓成立新俱樂部。此處仍然
成為前衛藝術家和作家座談討論的地點，凱斯勒（Frederich Kiesler）、凱吉和卡布羅
發表許多環境藝術和偶發藝術的想法，到了一九五○後期仍然十分活絡，儼然成為一

塊強力的磁石，吸引紐約年輕藝術家前來朝聖或者「露臉」（make the scene），不過
第一代抽象表現藝術大師已經不在這裡出現了，因為此處和許多藝術家工作室開始砲

聲隆隆，出現反抽象主義壟斷「回到人物畫」（Return to the figure）的抗議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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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仍然掙脫不了立體主義的美學觀，在車禍往生的前三年幾乎停止創作，雖

然留下許多不朽的作品，同時也毀滅了繪畫。不過卡布羅意識到，帕洛克

已從十五世紀具有深度空間的繪畫，歷經立體主義走出畫布結構的拼貼手

法，發展成獨特均衡遍布（over all）的滴漏畫，以大尺寸畫布解放身體，

表現出企圖掙脫束縛，讓行為獲得舒展空間的野心，但畢竟還是在畫布上，

未能進一步與生活連結，帕洛克雖然察覺，卻因病痛無法完成更進一步的

突破。卡布羅概述了帕洛克蛛網糾結的畫面背後的意涵道： 

 

帕洛克留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聚精會神甚至震懾於平常生活中

的空間和事物，無論是自己的身體、衣服、住屋、甚至於紐約四

十二街的寬闊景象－－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應善加利用本有的材

料，如視覺、聲音、動作、人群、氣味、觸覺，而不是滿足於拓

過間接的顏料來代替感官。各種物質都是新藝術的創作媒材：顏

料、椅子、電燈、霓虹燈、煙、火、舊襪子、狗、電影，及千百

種可由我們這一代藝術家去發掘的材料，這些大膽、有開創性的

藝術家們，不但將我們長久居住卻不加留意的地球，向盤古開天

般地重新呈現給我們，而且還會揭開所有我們未曾注意到的事件

和景況，如垃圾桶找到的東西、警察檔案、飯店大廳；商店櫥窗

集結上看到的事物；夢中與意外事件裡的震驚感受。大門上的貼

紙、一道抓痕、嘆息聲、持續的演講聲、一道令人睜不開眼睛的

                                                 
65 Jeff Kelley編，Allan Kaprow 著（民 86），《藝術與生活的模糊分際》，徐梓寧譯，（台
北市，遠流出版），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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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一頂圓帽－－這些都可以成為新具象藝術的材料。66 

 

上述說法對歐登伯格產生相當大的震撼，同為帕洛克的信徒，67偶像幻影的

破滅，有什麼可以比擬的呢？ 

 

一九五八年歐登伯格首度和卡布羅接觸，並參加他在拉特傑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舉行的偶發藝術表演。68隔年初秋卡布羅公開發表著

名的「分成六個部份的十八個偶發」（18 Happenings in 6 Parts），歐登伯格

也躬逢其盛。卡布羅「總體藝術」（Total Art）69的觀點在許多年輕藝術家的

心中迴盪，70歐登伯格一九六一年在《商店》（The Store）展所發表的「聲

明」（Statement）可說是《傑克森‧帕洛克的遺產》結論的延伸。不過「卡

布羅效應」並未立即發揮，歐登伯格仍然畫一些筆觸鬆散、自由、嚴肅、

具有表現風格的自畫像和人物畫71（圖 6，圖 7）。他的風格並非以霍夫曼

（Hans Hofmann）和德庫寧為首的紐約人物畫派，依然維持芝加哥特有的

畫風－具高度個人化，有時帶點表現性、原始和超現實主義的幻想。 

 
                                                 
66 Jeff Kelley編，Allan Kaprow，前揭書，頁 36。 
67 卡布羅有一次接受訪問時說：「依從我對帕洛克的興趣，沒多久我就開發出行動拼貼
（Action – Collage）的新技術……」。另由註 12所引用的文章可見，卡布羅對帕洛克
的藝術下過許多苦工研究，在理論和實務兩方面都有獨特的見解。詳見Michael Kirby, 
Happenings, （New York: E.P. Dutton & Company, 1965）, p.44. 

68 卡布羅剛開始製作偶發藝術時，並未公開發表，都在他任教的羅傑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表演，只要能幫上忙的朋友都邀請他們參與演出，所以表演者多半是畫家
和詩人。起初也邀請職業演員參加，但這些演員通常會要求多一點台詞、戲份，甚至

排斥卡布羅的想法，以後索性不邀這些人參加了。 
69 卡布羅曾說「偶發」這個名詞有點令人遺憾，原先並非用來描述一個藝術形式。這個中
性名詞原是一九五八－五九年間，他某個企劃概念中的字，有助於讓他跳脫使用「劇

場作品」、「表演」、「遊戲」、「整體藝術」等名詞所產生的困擾。 
70  例如戴恩對卡布羅所倡言的偶發藝術和環境藝術觀點也甚感興趣，認為這是將繪畫和
實際環境、時代結合的方式。 

71  模特兒是佩特（Pat Muschinski），兩人於一九六○年四月結婚。 



 63

一九五六到五八年間，歐登伯格寫了大量的詩作，主要受到法國天才

詩人韓波72的影響。這些詩的主題、特質和一九五七年製作的拼貼作品《令

人著迷的外型：男人的輪廓》（Obsessive Shape: Man’s Profile）、《槍座》（Gun 

Emplacements）和《源自排泄物的想像》（Imagery Out of Feces）非常類似。

73但經過一番考慮，發覺自己比較適合當一個視覺藝術家，遂放棄作家夢以

及大量寫詩這種創作方式，事實上歐登伯格並未全然封筆，許多偶發藝術

的腳本或手札依然可見少量詩作，這樣的決定讓他有更明確的方向，認真

和實際的物質接觸。下定決心要成為卓越的藝術家後，歐登伯格便像科學

家一樣有系統地研究、分析、分類、評估各種藝術創作的方式和元素，諸

如各種形、色、線條、技術、材質和方法等等，以智性分析的方式訓練自

己，紀錄許多研究專題，所做筆記中包含了依據觀察和藝術文獻所寫的早

期藝術研究、各種形式結構的圖解素描和複雜的自然現象研究等資料，其

中一本叫做《物質辭典》（Vocabulary of Matter），紀錄地心引力和不穩定

（levity）對於有機和無機物的作用，以及固體、液體、氣體、聲音和光線

的特性。另有一本《空間辭典》（Vocabulary of Space），描述容積、形式和

運動等元素。74除了上述的專題研究的內容外，還有更多是簡短的筆記、報

紙雜誌剪貼和未來計畫的註記，似乎要將所有能夠蒐羅到的資訊，一股腦

                                                 
72 韓波是波蘭裔的法國詩人，作品帶有濃厚的象徵意涵。雖然創作時間僅有五年，但是對

於現代派的詩歌影響非常大，被視為早期象徵派詩人。代表作之一是十七歲時寫的《母

音十四行詩》（Sonnet des voyelles, Sonnet of the Vowels），在這首詩裏，他將每個母音
賦於色彩，並使色彩帶上聲音，造成視覺和聽覺的共感，這首詩後來被公認爲象徵主義

詩歌的奠基石。《有詩意的破爛物》提供藝術家到跳蚤市場發掘新點子的主意。韓波另

在《靈光集》的文字上實驗他「我願成爲任何人」的狂想。在一齣齣小戲劇中披著華麗

的面具、彩衣輪流上場的角色們：巫師、戲子、殺手、流浪者、國王、精靈等等，都是

韓波自己的化身。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歐登伯格哪些作品受韓波影響，但是像《靈

光集》（Illuminations,另譯《彩圖集》, colored plates）將自我投射於外物，類似萬物有
靈的觀念，卻貫串了他大部分的作品。 

73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3.  
74 Ibid.,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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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消化吸收，流露出的企圖心就如弗西隆所說： 

 

身為畫家，要表現傑出就得有本事表現自然界的一切造形，除非

看過這些造形而且把它們放進腦袋裡，否則你無從表現。75 

 

一九五八年底，歐登伯格在紐約到處尋找可以共同合作的藝廊，碰巧在城

市畫廊（City Gallery）碰到古倫斯（Red Grooms），當時正展出生率藝術展

覽。古倫斯個性非常真誠，雖在都市生活卻保有一顆赤子之心，這樣的性

格開啟了歐登伯格天真的心眼，開始以純真的觀點看待俗世。城市畫廊屬

漢沙畫廊（Hansa Gallery）的分支機構，此時戴恩也正好遇到古倫斯，三個

人就這樣認識，於是形成較為年輕的新世代團體。同年十二月，歐登伯格

在古倫斯的城市畫廊和戴恩、楊波斯基（Phyllis Yampolsky）舉行聯展，「開

始拼貼一些東西」，76嘗試拼貼的創作方式。 

 

一九五九年三月，歐登伯格在庫柏聯盟的藝術學院書庫舉行個展，展

品都是慕絲欽斯基的人物畫。這個展覽意外地讓歐登伯格認識兩位藝術學

院學生－瑞特里夫（Marc Ratliff）和衛索爾門（Tom Wesselmann），他們邀

請歐登伯格加入嘉德森紀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Church）的地下室畫廊。

一九五○年後期開始，嘉德森紀念教堂在牧師穆迪（Howard Moody）和職

員的策劃下，積極推動具有冒險性的現代藝術計畫案。六○年代後，除了

歐登伯格的作品《光槍奇觀》（Ray Gun Spex.）、《街道》、《都市快照》（Snapshot 

form the City）外，還有卡布羅、莫里斯、瑞諾（Yvonne Rainer）的偶發藝
                                                 
75 Charles B. Holgan and George Kubler translated, Henri Focillon, op.cit., 1989,  p.31. 
76 Marla Prather, op.cit., 1996, p2. “ began to put thing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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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畫展、舞蹈表演、座談會和詩歌活動（poetry events）等都曾在這裡舉

行。77歐登伯格幸運地遇上嘉德森教堂前衛傳統的濫觴，一九五九年五月正

式舉行個展，提出人物和變形的繪畫、木頭和報紙（wood-and-newspaper）

結構的雕塑以及一些漆成白色的物體，還有他寫的詩放大掛在牆上。因此

有人稱之為「白色展覽」，不過歐登伯格認為應該說成「黑白灰」比較正確，

因為這次作品是根據他在街上的素描所得之光影效果來策劃的，許多作品

是利用鐵絲網（chicken wire）做成框架，外層糊上報紙，再漆上白色蛋彩，

半透明的效果讓作品產生統一感。糊紙的技法是在庫柏書庫小朋友的美術

課本看到的，之前也曾和泰勒為小朋友做過混凝紙漿面具，因此產生了這

個新的創作方式。《女士》（Lady，圖 8）在媒材和技術上是另一種新嘗試，

利用外套架和街上撿到的物體拼湊而成；此次展覽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大象面具》78（Elephant Mask，圖 9），混凝紙漿的結構，很明顯地表現

出原始藝術的風格。有時候歐登伯格或佩特會把作品從架上取下，戴在頭

上走到街上，或把面具放在《女士》頭上，產生戲劇性效果。這個《大象

面具》讓人聯想到達達主義的巴爾（Hugo Ball），在他的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穿著象徵方尖碑的紙版道具，頂端綴有晃動的衣領，然後朗誦傑

桑（Labadas Gesang）的詩《大象合唱曲》（The Elephant Chorus）。79雖然日

後很少出現這類作品，但是非洲、太平洋島嶼和其他部落文化，依舊對他

                                                 
77 Robert E. Haywood, “Heretical Alliance: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Judson Memorial Church 

in the 1960s” in Art History, Vol.18, （1995.2）, pp.185-186. 這些藝術家和教堂並無法定
關係（official relationship），也沒有參加宗教活動，嘉德森教堂給予最大的自治權，
比紐約多數畫廊還要自由。 

78 這件作品一九五七年便在泰勒的版畫工作室中開始製作，泰勒當時在嘉德森教堂前面擺
攤賣一些有關超自然現象的小冊子、煉金術版畫和文學書籍，對巫術和神秘主義非常

有興趣。歐登伯格稱他為「現代的煉金術士」，引領他進入非理性世界。見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59, n.9. 

79  Sarah Clark-Langager, “Sculptural Tableaux of The Sixties：Edward Kienholz, Claes 
Oldenburg, and George Segal”, Ph.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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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意義。80就像畢卡索或其他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的重要畫家一樣，歐

登伯格也曾在芝加哥的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81、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布

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和美國印地安博物館（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仔細研究過自然、原始以及古代文明，不僅對原始藝術的

單純形式產生興趣，其背後蘊含的意義，諸如神祕的自然力量、巫術的功

能、撫慰人心和驅除邪靈等作用也深深著迷。因為原始藝術從血緣意識（心

靈意識）而來，不經意識思索以直覺感通神秘世界，像小孩子、精神病患

以及都市牆壁上的塗鴉一樣，具有深沉的內在驅力吸引現代藝術家的目

光。這個潛意識的呼喚，將在歐登伯格的《街道》和《商店》中延續下去。 

 

此外一九五七到五九年間，歐登伯格基於在耶魯大學對戲劇的興趣、

和泰勒相處的經驗、卡布羅的啟發和嘉德森教堂那一群激進藝術家的衝擊

等種種因素，開始對戲劇逐漸產生濃厚的興趣，閱讀亞鐸(Antonin Artaud)

的《劇場及其複像》82（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 Image），並持續不斷和

泰勒討論劇場構想之後，醞釀了不少劇場理論和形式方面的想法，例如發

                                                 
80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3. 
81 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藏有恐龍化石、古埃及木乃伊、馬雅帝國的出土物等極為珍貴的文
物，在博物館界富有盛名。 

82 亞鐸反對以模仿與再現為目的的寫實劇場，主張找回原始儀式和神話的生命力；他破除
語言的獨霸，認為語言只掌握到人類身心經驗的一部份，必須摧毀語言才能接觸生命，

提倡一種直接敲打感官的舞台語言；其追求巫術、超感世界，撼動了西方理性和人本

傳統。《劇場及其複像》中所揭櫫的劇場觀，啟發了許多劇場工作者，是當代劇場重

要文獻。但歐登伯格並未完全吸收亞鐸的菁華，將亞鐸的風格和表現主義劇場、某些

德國影片（例如：The Cabinet of Dr.）歸為一類，視為一種可以參考的表現方向，不過
歐登伯格自承他的劇場藝術融合了亞鐸和凱吉的風格。詳見翁托南．亞鐸，《劇場及

其複像》，劉俐譯，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 2頁。和 Richard Kostelanetz ,The Theatre 
of Mixed Means, (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Inc., 1985),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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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同時性」（simultaneity）和「反覆性」（repetition）技巧的構想。83但

是看過《分成六部份的十八個偶發》後，歐登伯格卻對卡布羅索然無味的

重複性感到失望，將之歸咎於凱吉的禪宗思想所造成的影響。84反而是古倫

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場面壯觀的偶發藝術－《燃燒的建築物》（The 

Burning Building，圖 10，圖 11）令他感到無比興奮，一連看了數次，對

他日後的環境藝術和劇場表演的形式，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不過在《分成

六部份的十八個偶發》之後，歐登伯格慢慢接觸一些活躍的藝術家。透過

卡布羅的關係，認識紐澤西團體（New Jersey group）的沙馬拉斯（Lucas 

Samaras）和羅伯‧惠特曼（Robert Whitman）、李奇登斯坦以及喬治‧席格

爾（George Segal），前三位都是卡布羅的學生，雖受卡布羅深刻的影響，

卻仍有極為不同的想法。85喬治‧席格爾在紐澤西有一個養雞的農場，這個

地方偶而權充非正式的「野餐－偶發」（picnic-happenings）表演處所，在

這裡大家毫無拘束地互相認識、自我表白，和這群意氣相投的藝術家相處

在一起，歐登伯格逐漸清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雖然在嘉德森畫廊的個

展過後，尚未完全放棄繪畫，夏季在麻塞諸州雷納克斯（Lenox, 

Massachusetts）還持續畫了許多風景素描和油畫，卻意有所指地說他開始

讓繪畫走出二度空間，「在空間中活動」（behave in space）86。到了一九五

九年秋天，歐登伯格從雷納克斯回到紐約後，直到第二度《商店》展覽舉

行之前，更嚴格、一絲不苟地分析自己的心理、天分和侷限，並記錄在筆

                                                 
8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0. 
84 雖然歐登伯格對卡布羅的反覆有點失望，但柯斯塔洛內茲（Richard Kostelanetz）曾問他：
「你的作品常用反覆的策略…引起情感反應…或形式趣味…」歐登伯格回答：「事情
每反覆一次，表示可能有些東西不一樣了。…」可見只是不喜歡卡布洛的反覆形式，
不是放棄這種表現方式。詳見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p.153-154. 

85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6, p.139. 
86 Quoted in, “Claes Oldenburg: A Biographical Overview,” 1996, by Marla Prather, 1996, p.31,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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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同時剖析美國當代藝術的思想發展主軸，獨立研究其中的造形元素

例如線條、色彩、體積和空間，筆記充斥著潦草簡短的心得、速寫、美學

觀點報章雜誌的剪報以及未來的計畫等等。雖是草稿，卻又充分體現在日

後的雕塑、素描、劇場和影片創作中。 

 

在進行心理分析之前，歐登伯格廣泛地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使用自

由聯想的方法，探究自己的想像世界，發掘能在藝術創作中使用的主題和

造形，同時強迫自己能夠真誠地表白以藝術家為職志的企圖和目標為何？

經過深層的剖析，歐登伯格發現自己在本質上保有極為傳統的個性，抱持

著類似林布蘭（Harmenszoon van Rijn Rembrandt）、哥雅、和畢卡索等人所

關心的創作內容－希望對人類處境的特性有廣泛的描述。87但傳統情感中卻

混合著改革藝術的強烈渴望，對自己一九六○年左右所練習過於傳統的藝

術形式感到不滿，而萌生創造新風格的強烈企圖，他的未來就揉合這兩種

矛盾的基因前進。因此歐登伯格了解自己必須和廣大的社會人士接觸，拓

展更多的經驗，不要如同抽象表現主義畫家一樣遠離社會與現實生活，雖

然他們也號稱自己的創作對人類的境況有普遍陳述，但在歐登伯格眼中，

這些作品都過度神秘與個人化，畫家也夸言了自己英雄式的立場。 

 

歐登伯格仔細觀察外在的人、事、物，思索如何藉用現象界的素材表

現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最終了解原來面對環境所產生的任何感受，都只是

自己內心的反射或聯想，面對外在其實就是面對自己的內在，他說： 

                                                 
8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89.歐登伯格在其一九六○年未出版的筆記中說

“After all, I don’t come out of Matisse or the sunny concept of art. I come out of Goya, 
Rouault, part of Dubuffet, Bacon, the humanistic and existentialist ima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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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步驟只是去發掘所有的事物在我心中具有麼意義，不過這個自

我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逐漸發現我處身於自己所營造的環境中。88 

 

便決定面對這種紛歧與對立，「擁抱矛盾，藉以激發更多自己的特質」89蘿

絲對歐登伯格自我分析與開發的方式有極為深刻的描述，她說： 

 

他日後的創作方式和自我分析時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轍：以自由聯想的

方式檢視自身的經驗和反應，從中萃取出一個綜合的形式，然後再把

經驗和反應注入此綜合形式之中。他經常訴諸自我激怒－以挑動心靈

傷痕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但他最後習於這種自我利用、「神經兮兮的生

活方式」。由於他經常不斷地刺激、驅策自己，只要一覺察到自己有僵

化的傾向，便告誡自己要冒險，讓「感情滿溢」；不要乾涸，不要害怕

變差了。90 

 

歐登伯格將潛意識深層最難堪、痛苦的記憶喚醒，訓練自己以強大的心力

去面對、處理，藉以試探自己的天份與限制。由此可見，歐登伯格非常徹

底的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反覆扮演兩種角色，一方面跳脫自我的角色，

                                                 
88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0. “My 

procedure was simply to find everything that meant something to me, but the logic of my 
self-development was to gradually find myself in my surroundings”. 

8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1. “revel in contradiction, in bring out of myself 
numerous identities.” 

9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1. “His working method in the future would be the 
same as the used in his self-analysis: examining his experience and responses through free 
association, he would distil from them a single synthetic form into which they could be 
funneled. Often he would resort to self-irritation, a kind of mental scab picking, in order to 
achieve results; but he had resigned himself to such self-exploitation and to “life with myself 
as a neurotic.” Constantly prodding and goading himself, he remarked a tendency to rigidity 
and admonished himself to take risks, “to slop over; don’t be dried up and afraid of being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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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精神分析師一樣觀察自己，之後再回到自我，以矛盾、對立、逆向思考

的方式為創作起點，如同緒論所言，透過閱讀、素描、觀察、做筆記和自

我刺激，廣泛地吸納不同來源、不同層次的生活體驗與想像，加以分析、

極化之後，最終從這些經驗或經驗對象以歸納出一個綜合形式，作為創作

的圖像來源。此外歐登柏格也強調自己個性衝動，容易受到動態事物和現

象變化的吸引，即使絞盡腦汁或耗盡生命也要吸收各種經驗，創造一種天

生具有矛盾性格的藝術，一種基於對立的、不可思議的、聲名狼藉、不屬

於任何流派的藝術。歐登伯格簡略地描述他的創作過程： 

 

1.不動，了無生趣，空無一物（厭惡）－2.行動，外在事物（熱愛）－

3.反映，創造，外在事物（漠不關心）91 

 

從客觀結構觀察，此過程類似黑格爾的辯證法，透過正反合的方式，極化

自己的情緒反應，獲致各種可能的創作成果。若以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

則為欲望的匱乏（壓抑），追求欲望的滿足（抒發），以及滿足或昇華後的

心理狀態。佛洛伊德認為，從藝術中得到昇華的途徑之一是透過外在的美

的形式，達到想像的滿足。92因此歐登伯格的創作過程，可視為一種「想像

的滿足」，鬱積的情感獲得抒發或宣洩，焦慮消失，自我恢復平靜。 

 

一九五七年歐登伯格曾以女性的長襪和細繩製作了一件《香腸》

（Sausage，圖 12）的雕塑作品，他說「我就是灌香腸的人」、我的工作室

                                                 
9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1, p.33. “1.inaction, 

grayness, nothingness（hate） -2.action. outwardness（ love） -3 . reflection, creation. 
outwardness（indifference）” 

92 劉思量（民 81），《藝術心理學》，（台北市，藝術圖書公司），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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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抒情的香腸工廠」，93此一說法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中〈願

望滿足〉的例證頗為相似。佛洛伊德以預言作家何貝爾「三個願望」的童

話故事為例，說明「滿足」與「焦慮不安」在夢境中的變異，94「香腸」就

是滿足或焦慮的象徵物，從歐登伯格形容自己為「灌香腸的人」、他的工作

室是「抒情的香腸工廠」來看，他在藝術創造的白日夢中已經得到滿足，

否則帶有焦慮或懲法性的「香腸」，會呈現與常態相反的錯置方式（例如出

現在鼻端等不該出現的地方）。而一九五七年「源自排泄物的想像」和一九

六○年排便中的《流浪漢》（Mug，圖 13）可視為淨化作用的最佳象徵。

滿足的是開始創造一個無所不包的藝術形式，淨化的是一九五○年代以來

抽象表現主義的宿便。95 

 

                                                 
9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3. “I am a sausage maker” “Lyrical sausage 

factory” 
94 佛洛伊德著（民 79.1），《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第 211-213。 
95 Barbara Rose, Ibid.所謂清除抽象表現主義的宿便，並非完全揚棄其風格，而是加以改
造，使之融入現實、具體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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