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第二章  三度空間的繪畫 

 

歐登伯格對一九五九年的「白色展覽」並不滿意，認為這些混凝紙漿

作品「形式太雅致、太晦暗、太普通、太白、太整齊」96且帶有抽象意味。

雖然早期他的作品也同樣帶有想像與抽象風格，97但五○年代末期新藝術思

潮一波波衝擊著紐約藝壇，受到這些前衛思想的影響，決定投身藝術創作

的歐登伯格，非常審慎地思考新舊風格取捨的問題。來自瑞典布爾喬亞尊

重傳統和形式主義的家庭背景，讓他捨不得背叛或放棄之前師承的藝術風

格，因此亟欲吸收新思潮的養分加以改造或復興。98 

 

當時在紐約藝文圈盛行的新思想中，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和鈴木大拙的

禪宗思想影響最廣。杜威從一九二○年代開始，便提出「教育是社會進步

和改革的根本方法」的理論，倡導以實用為基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深

深影響美國教育界。99他批判哲學領域中的形式主義，主張學校應當成爲「胚

胎期的社區」和社會的縮影，鼓勵孩子們積極體驗各種經歷並開發想像力，

二○年代以後出生的小孩，幾乎都受到影響。而鈴木大拙於一九五○年將

中國的禪宗思想帶到美國，冷靜客觀、拋棄成見、重視生活經驗、訴諸直

                                                 
96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7. “too 

elegant forms, too dull, too general, too white, too neat.” 
97 前一章約略提過歐登伯格在芝加哥成長、接受教育、就業、加入畫會和參加畫展的情形，
他的繪畫明顯帶有芝加哥畫派的風格，有人說：「芝加哥是構成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仍在

戰爭的城市」從二次大戰以來，芝加哥繪畫包含著兩種對立的主體性格。一個是不穩定

的、個人性的，從超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而來的暴力形式。另一個是不尖銳的、缺少特

異性的、受包浩斯影響的和帶有抒情的抽象樣式。詳見楊憲宏，《現代美術新潮》，藝

術家，台北市，頁 170。 
98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1. 
99 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促進了美國學校數量的迅速增長，使基礎教育課程和制度進一步系統

化和社會化。到 1918 年，美國各州都規定了各類義務制學校入學率的起碼要求，高中
也成倍增加，並突破了傳統的語法學校課程的局限。一八九○年時，美國十四至十七歲

青少年的在學率僅爲4%，到一九三○年便增加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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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觀物方式，深深吸引高級知識份子的關注，尤其卡布羅與凱吉兩人，

對此均有深入的研究與體驗。卡布羅可謂杜威實用主義的忠實信徒，甚至

可以說杜威是他的「知識之父」；100此時，凱吉熱衷於禪宗思想的研究，追

隨鈴木大拙修學禪法，並透過藝術家俱樂部向外宣揚，實用主以和佛教禪

宗這兩股思潮對生活經驗都非常重視，依此相似的本質，很容易被結合在

一起。101憑著凱吉和卡布羅兩人在藝術社群和高等教育的影響力，「回歸生

活」和「體驗生活經驗」的觀念迅速在紐約藝術圈蔓延開來。卡布羅對歐

登柏格的啟發，在第一章已經討論過，至於凱吉的影響，則來自一篇對瓦

雷斯（Edgard Varese）102音樂創作的評論文章。凱吉在文中寫道：「顯然我

們必須試試不同的方法，接受噪音和音調就僅僅是噪音和音調，詮釋者不

需要順從瓦雷斯的想像。」103這句話撼動了歐登伯格的心弦，「能指」（意

符）和舊經驗失聯，失去固定的「所指」（意指）。因此「能指」突然漂浮

起來，可能變成純粹的存在，沒有任何言說可以解釋，也可能與任何「所

指」結合，產生豐富的表現力。 

                                                 
100 Jeff Kelley編，Allan Kaprow 著（民 86），前揭書，頁 23。 
101 禪宗與杜威實用主義的關連性，詳見釋恆清法師的〈禪與杜威－教育思想和方法之比

較〉。 
102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35.這篇評論是在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Music 

in the U.S.第 69頁的 “Silence” 中。瓦雷斯出生於法國，一九一五年移居美國，畢生在
於此從事音樂教學和研究工作，年輕時便對魯梭羅（Luigi Russolo）一九一三年所提出
的未來主義的音樂宣言《噪音藝術》以及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倡導的「讓音樂
從傳統樂器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的理念感到興趣。一九一三年 Varese 寫出《電離》
（Ionization）這首著名的打擊樂合奏曲，藉著製造出噪音般的敲擊音響與千變萬化的
音高、音色和節奏的對比，來呼應廿世紀的音樂新美學觀。到了五○年代，以磁帶來

製作電子音樂的作曲技巧開始流行，更讓這位音樂家得以實現「澈底解放聲音」的夢

想。 
103 Ibid. “It is clear that ways must be discovered to allow noises and tones to be just noises and 

tones, not exponents subservient to Varese’s imagination.”凱吉的觀念明顯受到禪宗觀
念，尤其是「觀音法門」的影響。所謂「觀音法門」最初是靜「觀」動態聲音（可測

得音波的聲音）不起任何分別（不去分辨噪音或樂音），不加入任何情緒、好惡，慢

慢地動態聲音會消失，體會到「無聲」的聲音。因此凱吉這篇評論，僅是觀音法門的

初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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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觀點審視抽象表現主義無形式的、即興的、動感的、有生命力的、

技巧自由的藝術風格，雖然具有個人化特色，但容易流於純粹色彩與造形

表現，變成一種主觀任性或蒼白貧弱的美術形式，成為畫家自我發掘的過

程，遠離人群與現實。在歐登伯格的觀念中，藝術不能僅是酖於形式的一

種共感，還要是一種能喚起更多具體內容的載體，即便一個庸俗的物體，

也必須賦予此一特質。因此若要超越芝加哥風格的限制如其他藝文界的朋

友一樣，就非得藉助實用主義或禪宗的哲學觀點，以全新的態度面對現實

生活中各種非傳統美學元素不可，他說： 

 

我不是抽象藝術家，而是一位寫實主義者。我認為抽象不夠複雜，

因為抽象和日常生活的聯繫並不夠。你看，這就是我寫實主義的

偏見，使用這些物體的目的，是因為我要利用身邊這個與我有關

的環境。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純粹主義者，但是我所謂的純粹主義

者，並不是指我要消除表象世界或觸覺世界的意思。104 

 

現實生活和藝術思想緊密結合的創作風格，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獲得初步成

果。與其說這是歐登伯格的天份所致，毋寧說是來自他勤奮努力的結果。 

 

一九五九年歐登伯格在麻塞諸塞州宣稱，他開始要讓他的繪畫「走向

                                                 
104 Walker Art Center , Oldenburg : six themes, （Minneapolis: Walker Art Center,1975）, p.9. 

“I am not an abstract artist. I’m a realist. The way I look at it, abstract is not sufficiently 
complicated: abstraction doesn’t relate enough to every day life. You see, that’s my realist 
bias. I’m using these objects because I want to employ the world around me, which I feel a 
relationship with. I’m a purist on my own terms but not a purist in the sense that I want to 
eliminate the world of appearances or the tactile world.” 



 76

空間」（behave in space）。根據卡布羅的說法，從二度空間轉向三度空間，

來自帕洛克行動繪畫的啟發，強斯也說：「繪畫不過是要表達某種效果的

手段，那麼這一種效果當然可以用別的方法來獲得」105到了十一月，他和

戴恩在嘉德森畫廊舉辦聯展，作品以混凝紙漿為主，其中《C-E-L-I-N-E倒

寫》（C-E-L-I-N-E, Backwards，圖 14）較具代表性，也是第一件和街道有

關的雕塑。他以報紙浮貼在鐵絲網的框架上塑造塞利納的名字，倒寫的文

字脫離語意學功能成為陌生圖案，並轉化成都市中櫛次麟比的大樓形式。

選用報紙的原因是上面的文字、圖案及方塊，類似地形學上的都市空拍圖。

裱貼完成的粗胚，以稀釋的黑色瓷漆噴、灑、滴流製造線條，以此表現街

道上人群的生命力和都市牆壁上的污跡。席朗（Germano Celant）認為

《C-E-L-I-N-E倒寫》浮凸的文字與墨痕像混亂的火山熔岩，並說：「這是

一個龐大的無政府主義系統，以彼此相互污染、關係混亂為基調，就像塞

利納所描述的內容一樣...雖然骯髒粗略，但整體看起來具有官能性和觸覺

感：龐大的字型，變成了嘴巴或軀體，一塊依稀可辨的人類碎片，像波浪

般湧來，看起來就好像它在都市中四處走動，穿過街道，進入商店或房子。」

106 

 

在畫展前，歐登伯格曾為艾爾根（Nelson Algren）的《太鹹的椒鹽脆

餅》（Too Much Salt on the Pretzels）畫過插圖，這位作家先前曾替芝加哥貧

                                                 
105 李賢文（民 81），前揭書，頁 54。 
106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Feeling of Things”, in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New York: Guggenheim Museum, 1996） , p.21. “It is an anarchic 
macro-system based, like Céline's, on the mutual contamination and confusion of relation.” 
“The whole, even in its squalor and meagerness, has something sensual and tactile about it: it 
is a voluminous word that becomes a mouth or a body, a surging forth of a perceptible 
fragment of the human being, an image of it's present, as it moves about the city, passes 
through the streets, enters stores and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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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窟編過年史。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天自雷納克斯鎮回到紐約，歐登伯格的

創作主題一度轉向貧民窟的生活，並積極尋找描寫都市生活的小說來閱

讀，看過法國文學家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107的《緩期死亡》（Mort 

à credit, 英譯本為 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後，小說中勇敢的故事情

節，和他在週遭所見虛擲青春的都市生活形成強烈對比，讓他感慨地寫下

「街道已死」（the street is dead）並構想以塞利納的諷刺性和黑色幽默手法，

透過環境藝術的形式，直接描述殘酷、粗暴的都市生活，表現「美國之死」

108。在視覺藝術中，他發現杜比菲的生率藝術（Art Brut）也包含殘酷、原

始的都市主題，類似塞利納所描述的特質。而杜比菲的風格延續自克利對

原始、精神病和兒童藝術的研究，從詮釋西方思想的藝術內容中跳脫出來，

109歐登伯格和這兩位藝術家的心靈非常接近，雖然強烈反對抽象風格，此

時卻逆向思考，嚴肅地從具象轉向抽象，重新省視現代主義，並學習克利

和杜比菲的精神，試圖在紐約下東區發掘各種能夠創造新藝術的素材。 

 

一九五九到六○是歐登伯格非常用功而且多產的時期，沿著紐約包沃

里街素描，他用線條簡化人體和物體造形，仿效杜比菲破碎的線條和豐富

                                                 
107 Louis-Ferdinand Céline原名為 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一九三二年發表處女作《長
夜漫漫的旅程》（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而一舉成名，一九三六年出版《緩期死亡》
描述一個淒涼可怕，沒有價值、沒有美和道德的世界。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絕望、不

道德、狂怒及色情，讓部分評論家感到不安，儘管讚賞他充滿隱喻的抒情筆調，卻反

對他潛藏心底的世界觀，但也有人認為他那痛苦的呻吟是人道主義的呼喊，胡言亂語

是對世上罪惡的抗議。 
10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7. 
109 西方的繪畫從立體主義以來，一直在尋找、分析什麼是藝術，什麼是真理，因而產生
各種畫派與理論，但其中少有從反面思考的人，克利和杜比菲就是少數幾位提出相反

的觀點位置－「反文化的位置」。杜比菲也曾於一九五○年代，到芝加哥演講，題目

是「反文化的立場」現場有多位芝加哥畫派的藝術家，歐登伯格也在觀眾之列。後來

也很明顯的看出，芝加哥的形象繪畫確實受到杜比菲的影響。詳見楊憲宏，前揭書，

頁 30、32。杜比菲也曾在紐約的悉尼‧傑尼斯畫廊辦過展覽，一九五九年於五十七街
的皮耶赫‧馬諦斯畫廊辦回顧展，檔案資料保存得相當好。詳見 Lucy R. Lippard, Pop 
Ar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1967）,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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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感，以去背的方式描繪街上的人們、牆上的塗鴉和斑駁的痕跡、或地

上的輪胎胎紋等各種圖象的平面作品。110在《繪畫‧雕塑‧詩，》（Drawings 

Sculptures Poems，圖 15）、《月亮蹦出來》（Moon Pop，圖 16）111和《杜

比菲－塞利納－法國人》112（Dubuffet-Celine-Frenchman，圖 17）等作品中

可以看出他繼承了克利和杜比菲以來的「反文化」觀點，差別在於歐登伯

格的主題不限於人物，對環境中所有動態的、靜態的；有形的、無形的；

堅實的、逐漸消失的人、地、物等都視為可覺知和表現的對象，他說： 

 

如果你是一為敏感並且住在都市中的人，決定面對現實不想逃避

都市生活。其實你只要掌握城市的風貌，掌握都市的灰塵，掌握

各種突發狀況即可。113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歐登伯格另在魯本畫廊（Ruben Gallery）展出《帝

國（爸爸）光槍》﹝Empire（Papa）Ray Gun，圖 18﹞，這件混凝紙漿作

品有明顯的男性性徵。歐登伯格將浸過小麥漿糊的報紙層層黏貼在鐵絲網

上，然後懸掛在空中，以稀釋的黑色酪蛋白輕拍或沿著脊柱（中心線）上

方滴下，靠地心引力自然形成有機形式的線條。因時間久遠而泛黃的報紙，

在灰黑色線條的覆蓋下，露出斑駁的痕跡「整件作品瀰漫著古老神話的氛

                                                 
110 Lucy R. Lippard, op.cit., p.107. “material form of two-dimensional figures.”二度空間的物
質形式，即指類似《杜比菲－塞利納－法國人》這種將背景的部分去除，留下破碎邊

緣的作品。但尚未發展成《街道》中獨立的、浮雕式的作品。 
111 這是一首以兒童在街上寫詩的形式而創作的視覺詩，背景模仿瀝青的樣子，以及汽車
輪胎輾壓過的痕跡。 

112 這件作品的輪廓被撕成不規則，一方面表現暴力的痕跡，另一方面說明杜比菲和塞利
納的影響。 

113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7. “If 
you’re a sensitive person, and you live in the city, and you want to face the city and not 
escape from it, you just have to come to grips ... with the landscape of the city, with the dirt 
of the city, and the accidental possibilities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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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114像是原始部落的宗教信物，歐登伯格指出《帝國（爸爸）光槍》是

「異教徒的，不能保證具有保護、鼓舞人心或招魂之用的護身符。」「用

過之後就被鑲嵌起來當成紀念品」115他說這件作品：「利用單純技術所製

造出的表面效果，可以讓滿足我追求原始藝術和有機效果的欲望。我幻像

我正在發明一種使用最普通、易得的媒材便能創作的藝術，讓紐約街上每

位『素人畫家』都能起而傚尤。」116《帝國（爸爸）光槍》和《C-E-L-I-N-E

倒寫》繼承「白色展覽」雅致與神祕的風格，充滿暴力、殘酷、污穢和死

亡氣息的城市景觀，雖然仍被幽禁在圓滑、含蓄、「膨脹」、有如「火山

熔岩」的造形元素中，但內部蘊含的生命力卻無法抵擋。特別是《帝國（爸

爸）光槍》「充滿生命力和散發生命力的物質性…以眾多不同型態的偽裝，

重現於歐登伯格的作品中。」117隱喻了歐登伯格自詡為改革藝術的英雄或

救世主的思想，將在第五章深入剖析光槍的圖像學意義。 

 

                                                 
114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3.“（add to its tone）the aura of ancient mysteries 

which pervades the work.” 
115 Marla Prather, op.cit., p2. “unorthodox and unguaranteed talismans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on, inspiration and evocation.”泰勒曾經使用玩具槍來製造複合媒材作品，這件作
品明顯受其影響。另見 Allen John, Claes Oldenburg, p.13. 

116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Feeling of 
Things”, 1996, p.36.“The simplicity of the technique and the look of the result satisfied my 
desire for primitive and organic effects. I wanted to imagine that I was inventing an art that 
could be followed by any “primitive” of New York City streets, using the most ordinary 
available material.” 

117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Oldenburg’s Poetics: Analogue, 
Metamorphoses and Sources,” Art International, April 1970, p.43. “life-filled and 
life-transmitting physicality … recur in an astonishing variety of guises through Oldenburg’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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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變形的壁畫－《街道》（The Street） 

 

一九五○年底，卡布羅、古倫斯、戴恩和沙馬拉斯等人的偶發藝術，

在紐約藝壇逐漸發跡。歐登伯格將他在偶發藝術中所受的影響，結合塗鴉

似的素描，逐漸形成環境藝術的概念。一九六○年二月便和戴恩在嘉德森

畫廊舉行一場名為《光槍秀》（The Ray Gun Show）的展覽。118歐登伯格

以《街道》為主題，嘗試透過立體的「變形壁畫」構想來製作，將繪畫、

雕塑和建築壓縮（telescope）在一個架構中「自由混用（繪畫、雕塑、建

築）這些媒材，就像巴洛克藝術的創作方式。」119蘿斯說：「畢卡索的《格

爾尼卡》可以說是《街道》的原型，歐登伯格特別指出它是『無可匹敵的

變形壁畫』。」120《街道》（圖 19）和《格爾尼卡》相似的地方在於表現

人類的痛苦，但《街道》不是單一事件所形成的痛苦，而是來自日常生活

中有關死亡的痛苦。歐登伯格說：「我在表現的風格中探索粗野（crudity）

的特質，來匹配我的環境。」121以此開啟他環境藝術創作的序幕。 

 

在嘉德森地下室的展場中，平面的紙版作品有些掛在牆上，有些站立

在地上或從天花板垂下來，有些尺寸非常大，幾乎是整個地下室的高度，

小一點的作品表示較遠的物體，地上則灑滿了垃圾和廢棄物，幾乎是一條

污穢荒廢的街道再現。從滿佈的垃圾堆湧出的有《阻街女郎》（Street Chick，

                                                 
118 戴恩的裝置藝術主題是《房子》（The House）。 
11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7. “mixing these mediums as freely as baroque art 

had done.” 
120 Ibid, “Picasso's Guernica, which Oldenburg singled out as the “only metamorphic mural,” 

was in a sense the prototype for The Street. ” 
12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2. quoted in Jonathan Fineberg, Art Since 1940: Strategies 

of Being, 1995, p.197. “I sought a crudity in style to match the crudity of my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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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22、《流浪漢》（Mug，圖12）、《在街道碎片上的汽車》（Car on 

a Fragment of Street，圖 21）、《客貨兩用車》（Van，圖 22）、《街頭，

一》（《大頭》，《銅鑼》）（Street Head, 1）（Big Head, Gong，圖 23）

和街景等等。人物和靜物作品，都是由街上撿回來的繩子、瓦楞紙板、粗

麻布、壓扁的金屬片和木頭所構成，這些原來就容易毀壞、有「歷史」的

材料，被塗上酪蛋白（casein）和瓷漆（enamel）。來自街道的俯拾物象徵

貧民區人命的低賤、危脆，尤其是破爛的輪廓被描上濃淡、粗細不一的黑

色邊線後，造形顯得異常粗獷，好像經過燃燒、煙薰或者暴力撕扯，歐登

伯格說：「灰塵具有深度與美感，我喜歡煤煙和焦痕」123《街道》的顏色

就是「紐約的色彩，髒髒的灰、黑和咖啡色」，特別容易讓人想起貧民區

的環境，充滿緊張的氣氛，「有如塞利納戰場般的都市生活」124。歐登柏

格隨手寫下《街道》展的形式和內涵，以及無所不包的作品細目： 

 

這次展覽包括了：1.以《街道》形式出現的大型模型。2.和 3.是與

街道有關的素描，以及小雕塑和建築作品。 

大部分的素材是紙和木頭，包括了：黏在一起的紙張、撕破的紙

張、在電線上的紙張，在木框上的紙張，垂下的紙張、躍起的紙

張、躺平的紙張等等。 

比例從大於實物到非常微小都有。 

                                                 
122 這件作品的靈感可能來自克瑞內的《瑪姬：阻街女郎》（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歐登伯格閱讀過這本書，內容描寫十九世紀末美國紐約貧民區的生活，暴力與人性的

驕傲躍然紙上。 
123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2, quoted in Jonathan Fineberg, op.cit., 1995, p.198. “dirt 

has deep and beauty. I love soot and scorching…” 
124 Coojsen Van Bruggen, “The Haunted House,” in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Inc., 1988）, p.205. “like a war zone of Cé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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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中會有懸吊的人物、站立的人物、躺下的人物、凸出

去的人物、墜落的人物、奔跑的人物等等。還會有在牆壁上的人

物，臉孔貼在地板上的人物，以及使用文字和口號作成的天空。 

會有遮棚和街道標誌等各種不同的符號，以及各種變形的物體：

煙蒂、房屋、塔樓、汽車、紀念章等等，還會有出現在窗戶中的

臉孔、四處張望的臉孔。 

懸掛的頭和許多頭。 

將會有男人、女人、英雄、流浪漢、孩童、醉漢、肢體殘疾者、

阻街女郎、拳擊手、行人、坐著的人和吐口水的人。 

以及卡車、汽車、腳踏車、下水道的人孔、聚光燈、影子、小貓、

小狗、明亮的光線、幽暗的火苗、爭執事件、蟑螂、清晨、黃昏、

槍枝和報紙。 

以及廁所、警察、媽媽領班（mamagangers）以及其他。 

（所有《街道》的元件都可以分開出售。）125 

                                                 
125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0,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6, 

sic.  
  “The show will consist of 1) an epic construction in the form of street, 2) and 3) drawings 
and small sculptures and constructions also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eet.  
  The material will be mostly paper and wood, glued paper, torn paper, paper wire, on 
wooden frames , paper hanging down, paper jumping up, paper lying, etc. etc.  
  The scale will vary from heroic to very small.  
  In the Street there will be suspended figures, standing figures, lying figures, projecting 
figures, falling figures, running figures, etc.ect. There will be figures on the walls, faces on 
the floor and a sky made of words and cries.  
  There will be signs of various sorts, marquees, street signs, etc. and various sort of 
metamorphosed objects: cigarbutts, houses, towers, cars, medals, etc. etc. There will be faces 
in windows and free faces.  
  Hanging heads and many heads. 
  There will be men and women and heroes and bums and children and drunks and cripples 
and street chicks and boxers and walkers and sitters and spitters and trucks and cars and 
bikes and manholes and spotlights and shadows and cats and doggies and bright light and 
darkness fires and collision and cockroaches and mornings and evenings and guns and 
newspaper 
  and pissers and cops and mamagangaers and a lot more etc. 
（all components of The Street can be purchas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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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中的人物、符號和物體大都是平面的，像是巨大的素描作品。人

物被黏貼上四肢和衣物，雖具淺浮雕效果，但仍以平面繪畫的觀念來處理，

歐登伯格說：「紙張空白的部分被扯下來丟掉」126目的只在增加觸感和肌

理，靜物的製作方式也相同。他並形容懸吊著的人物，其輪廓線和想像國

度中的標誌、海岸線或素描的輪廓相似，再度顯示他受兒童畫或原始繪畫

中寫實和幻想、抽象和具象並呈的影響。蘿斯甚至指出《街道》首度將作

品的背景撕除，猶如從繪畫或壁畫的脈絡中將主體抽離，獨立於空間中，

此種將物體自繪畫中解構出來的觀念，使歐登伯格成為六○年代藝術形式

創造的先驅，127他解釋這種觀念說： 

 

我把不可預期、不合邏輯，也不連貫的心緒中所想像的物體描繪

下來。由於我使用具體的方法表現，空間（光線）自然而然就成

為固態的東西。這些創作包含了物體和四周的『空氣』，好像被人

從固態的空間剝下來。將這些作品懸掛起來，我在空中創造一個

深度的壁畫，存在於這些「固體」之間的實際空間，可以被想像

成固態物質，現場另有一些看不見的素材。這種具體化的方法是

選擇性使用的－省略的部分被高度濃縮，邊緣（知覺的邊緣）不

一定與原物相符，比例可以任意搭配使用。128 

                                                 
12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38. “The empty part of the paper is torn off and 

thrown away” 
127 Ibid. 
128 Ibid., p.38-39.“I represent the object in mind which is an unpredictable illogical and 

inconsistent cluster. Because I am representing by concrete means ,space（light）naively 
realized as solid .The pieces are as if ripped out of a solid space which includes both the 
object and the ‘air’ surrounding it. I have made a deep mural in the air, a suspension of solids. 
The actual space between the solids could be thought of potentially solid. There is presen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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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將這種創作觀念對照伯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創作《特

雷莎的狂喜》時，把無法觸摸的光線固體化一樣，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新

的繪畫或雕塑形式的處理方法。 

 

歐登伯格對於有形與無形的物質一視同仁，除了去除背景外，《街道》

展中的部分人物，預告了日後的發展方向，例如柔軟鬆弛的《街頭，一》、

《街頭，二》和《阻街女郎》顯示了軟雕塑的特徵；《街頭，一》、《街頭，

二》等作品也類似膨脹的長方形繪畫，將演化成《商店》展中的石膏浮雕。

其中《阻街女郎》是一件非常詭祕的作品，雙眼凹陷有如死屍的臉孔，沒

有明顯的男性或女性特徵，歐登伯格將之視為塞利納書中的反派英雄－費

迪南（Ferdinand），在筆記中又以死神的化身視之。恐怖的頭部可說是《街

道》展病態氛圍的表徵，經過暴力蹂躪後缺乏生命或者死亡的街頭，也隱

含生命被物化的現象，他說： 

 

我把視線向下移動－畫紙倏忽變成了人行道和牆壁（排水溝、圍

牆）的樣子，我描繪在街道上發現的素材─包括人在內，我覺得

這些人隸屬於街道的一部份，更勝於他是一位獨立自主的人。129 

 

愛倫‧強森認為，從《阻街女郎》的腿部和鞋子可以嗅出商品拜物的氣味，

事實上《阻街女郎》、《流浪漢》和《醉漢》等社會邊緣人，在現世價值中

                                                                                                                                  
amount of invisible material. The concretion are selective, the ellipses highly condensed,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The edges（which are the edge of perception）do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the objects. Scale is freely mixed.  ” 

129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9,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4. 
“I turned my vision down－the paper became a metaphor for the pavement, its walls（gutters 
and fences）. I drew the materials found on the street－including the human. A person on the 
street is more of the street than he is a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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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被物化就是被漠視，猶如喪失靈魂的行屍走肉。 

 

《街道》是最早在紐約展出的環境藝術之一，受到古倫斯《燃燒的建

築物》的影響頗深，歐登伯格連續觀賞這齣場面壯觀的偶發藝術好幾次。130

至於杜比菲和塞利納的影子依然清晰可見，《街道展啟事》（Announcement, 

The Street）、《街道標誌》（Street Sign，圖 24）、《流浪漢，圖12》和

杜比菲的《淡紫鼻子的頭像》（圖 25）、《奧虞城，1963》（圖 26）等

作品很類似，其中一類具有不完整的、有機的輪廓線，另一類是完整輪廓

線中填充文字及線條，131在在顯示這兩位法國藝術家在思想和形式上對歐

登伯格的啟發。利帕（Lucy R. Lippard）說：「《街道》展強烈反應出歐登

伯格的思想，受到杜比菲一九五○年以後的作品影響。一九五○年底、六

○年初，歐登伯格在紐約看了這位藝術大師許多繪畫作品…因此他的創作

也帶有杜比菲的嘲諷意味，人物及其個性同樣擁有都市生活裡才有的興奮

感。」132《街道》展覽並非使用藝術語言來描述或評論都市倏忽即逝的事

                                                 
130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間，古倫斯創作了兩場和火有關的表演藝術：第一場《稱為火的戲

劇》（Play called Fire），第二場《燃燒的建築》。克拉克‧蘭格潔認為，與其說歐登
伯格的《街道》受古倫斯影響，毋寧說是源自歐登伯格的芝加哥經驗。因為紐約下東

區和包渥理（Bowery）街和歐登伯格在芝加哥當記者時往返的街道很相似，兩人又曾
同時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求學，受到多位畫家影響（見第 5 頁）。古倫斯的《燃燒的建
築物》處處可見衛斯特門的《士兵之夢》（The Soldier’s Dream）、《古怪的老房子》
（Old Eccentric House）、《發瘋的房子》（Mad House）和《燃燒的房間》（Burning Room）
的痕跡。因此克拉克‧蘭格潔認為歐登伯格觀賞古倫斯的《燃燒的建築物》，其實是

喚起記憶中的芝加哥經驗。雖然衛斯特門的作品影響到古倫斯，但筆者認為歐登伯格

非常喜戲劇及動態的效果，也許《燃燒的建築物》所營造的氛圍，才是他心儀的表現

方式。詳見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p.35. 
131 《佈告》和魯本畫廊第二次《街道》展中的《海報習作》（Post Study），這兩件作品
都是將泛黃的報紙撕成大小不一的紙片後裱貼在一起，上面都寫有 Oldenburg 和
Dubuffet的名字。 

132 Lucy R. Lippard, op.cit., p.107.“ “The street” reflected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Dubuffet's 
works from the 1950's on Oldenburg's thinking. He saw many paintings by the French 
master in New York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 Oldenburg's work shares the 
French artist's sardonic outlook as well as the excitement of personages and personalities 
found in the urb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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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廢棄物、匿名性或缺乏人性的文化，它以自己獨特的語言將都市呈現

在我們面前。歐登伯格說：「杜比菲對我的影響是去質疑為什麼創造藝術？

藝術的過程包含什麼？而非試著遵循或延續傳統。我的作品不是社會評

論、裝飾和娛樂，也沒有任何一個本質性定義，足以讓我信服而致力去闡

述它。這種種態度也許可以在我的作品上看到，不過那是因為它們存在於

社會中，我的觀點，以及對某一個時間點的選擇仍受其制約。」133他反對

威權或任何傳統的詮釋，而將直覺觀察所得的結果呈現給觀眾。 

 

同年五月歐登伯格在魯本畫廊（Reuben Gallery）舉行第二次街道展，

他對環境很敏感，在這間看起來非常專業又剛粉刷完成的畫廊，作品顯得

乾淨又有秩序，不像在嘉德森的地下室畫廊那樣狹窄、擁擠、污穢和雜亂。

《街道》Ⅱ的作品不是被懸掛在天花板，就是釘在牆壁上，地上散置的碎

片全都移除，刻意營造和《街道》Ⅰ不同的感覺。像《阻街女郎》、《沒

有用的人》（No-Good）和《大漢》（The Big Guy）雙面都上色，成為魯

本畫廊空間中的主體，支配了整個環境的結構。134杉德勒（Irving Sandler）

看過展覽之後表示：『歐登柏格的人物…幽默、溫柔卻又嚴厲，既抽象又

寫實得像是行屍走肉的紐約市民。覆蓋在一些人物身上的「奧芬劇場」、

「帝國」、「泰山」等剪紙文字，暗示了在茫茫都市生活中，無法實現之

輝煌的美國夢。素描是這些作品最重要的特色，線條雖然直接而粗獷，但

                                                 
133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Feeling of Things,” 1996, p.22. “Jean Dubuffet 

influenced me to ask  why art is made and what the art process consists of, instead of trying 
to conform to and extend a tradition. My work is not a social commentary, decor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 I do not accept any one definition of nature enough to devote myself to its 
description. Such attitudes may be present in my work, but only because they are present in 
society and therefore condition my way of seeing and touching at one particular instant. ” 

134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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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精確而生動，和內容的調性一致，好像小孩在公寓牆上的塗鴉。』135雖

然作品營造的環境氣氛已與前次展覽不同，但卑微的生命樣態，依然在這

些作品上顯露無遺。他把週遭所有的物體視為整體，像記者一樣詳實地表

現對環境的情感，如同卡布羅在《帕洛克的遺產》中對新藝術、新媒材所

抱持的想法，這些物體組合成街道的景觀，但解構後依然是一個完整的藝

術作品。 

 

從《街道》展開始，歐登伯格嘗試賦予作品多重含意，讓不同的解讀

都能並存。例如在詮釋《街頭，一》時，他說：「《大頭》被稱為《日報頭》

（Daily Head），像行星一般的紙製結構被倒上塗料，長長的滴流線條延伸

到行星的邊緣，產生了等式的對應關係：《街道》等於《報紙》等於《頭》。

有人說這個頭令人聯想到新生兒的頭，還有人指出，在貧窮一點的家庭，

嬰兒接生時，房間內鋪報紙是很普遍的事。我在史蒂芬‧克瑞內（Stephen 

Crane）的《瑪姬》（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中看到，女生把報紙放在

裙子可以發出類似襯裙摩擦的沙沙聲。」136報紙可以聯想到他的記者生涯，

記者生涯和街道有關，街道的結構像報紙上的方塊和文字；滴流的線條像

                                                 
135 Irving Sandler, “Reviews and Previews”, Art News, （Summer 1960）, p.16, Quoted in , 

Claes Oldenburg, 1970, by Barbara Rose, p.40 “Oldenburg’s characters…are humorous and 
tender, but grim. They are as abstract and as real as the human wrecks that inhabit downtown 
New York. Cut-out words, ‘Orpheum,’ ‘Empire,’ ‘Tarzan’ cover some of the figures to 
indicate the American dream of glory, unfulfilled in the anonymity of city life. Above all, it 
is the drawing that distinguishes these pieces. Line is direct and rough, in keeping with the 
content, but it is also precise and animate-like children’s scribblings on tenement walls. ” 

13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45. “The Big Head, which was called the Daily 
Head, the big planetary paper construction over which was poured paint, long drip-lines 
down its planetary sides, refers to a third correspondence : The Street equals The Newspaper 
equals the Head. Someone said that the head suggested the bloody head of a newborn child, 
and then another person in the room pointed out that it is common in poorer homes when the 
baby is delivered there to cover the inside of the room with newspaper. It is Crane’s 
‘Maggies’ where I read the use of newspaper under girls’ skirt to rustle like pettico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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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或歐登伯格的窺淫狂人格。137這種精神分析學的自由聯想，是佛洛伊

德用來解析夢境的方式，最終可以發覺潛意識中的真正欲望。此種詮釋方

式也讓作品的意義更開放，觀者可對作者的意圖進行檢視，不再由藝術家

獨佔。 

 

為了拓展物體各種可能的表現力，歐登柏格在《街道》的展場內舉行

第一次偶發藝術－《都市快照》（Snapshot of the City）。這齣戲原來的計畫

是表演將一輛汽車放置於教堂前的湯普生街（Thompson Street）阻擋交通，

但如此一來偶發藝術便和《街道》作品無甚關連。於是改在空間狹小的嘉

德森畫廊舉行，讓觀眾能同時欣賞這兩件創作，營造更完整的環境效果。

歐登伯格說：「最後，當觀眾走進嘉德森畫廊，看到我變成街道上的一件物

品... 我實存於自己建構的作品中。除此之外，我試著利用沒有生命、靜態

的情境來創作，慢慢再延伸到有生命、具有運動狀態的情境來創作。」138透

過燈光的開和關，整齣戲被區分為一系列不同畫面的事件殘片，有如像機

的閃光燈定格了動態場面。當時歐登伯格對介於運動和靜止間的事物很感

興趣，認為「凝結動作是一種繪畫和劇場的觀念」，139一開始預計讓物體處

於靜止狀態，然後緩慢運動，最後高速移動。或許是技術上的問題，表演

時只能以燈光明暗摹擬快照設備，使物體產生繪畫效果－「活人畫」

（tableau）。140觀眾進來後的十五分鐘，歐登伯格和佩特在雜亂的《街道》

                                                 
13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45. 
138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pp.139-140. “When people eventually came into the Judson 

Gallery, they saw me on the street as an object. ... I was literally in my construction. 
Otherwise, I was trying to work from inanimate situation to an animate one, from no-motion 
into motion.” 

139 Ibid. “freezing the motion was a painterly and a theatrical idea.” 
140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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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全靜止，身體有一部分埋在都市風景中，感覺就像博物館內的立體活

動畫景（panorama）。兩人身上纏著繃帶、141塗上顏料，渾身散發死亡的氣

息，「像廣島信邦巷事件餘波（Shinbone Alley aftermath of Hiroshima）在曼

哈頓重演」142位於瓦楞紙板作成的建築物前，歐登伯格像現代木乃伊一般

揮舞著瓶子四處走動，似乎是意外事件的受害者和包沃里街流浪漢的綜合

體。燈光由沙馬拉斯自由控制（總共開關了 32 次），有一、二次熄燈的時

間非常久，表演在黑暗中進行，觀眾根本無法看到任何東西。 

 

時間和素材是《都市快照》中最重要的兩個組成因子，143歐登伯格把

人當成具有行動力的素材，猶如會移動的瓦楞紙流浪漢、醉漢或阻街女郎，

他說：「我的『偶發藝術』使用多少經過轉化的『真實』素材，這是我當

時所關注的一部份重點…『偶發藝術』是使用『動態物體』的方法之ㄧ，

我認為人也算是動態物體，不管是他們自己動或者作為動態物體的替身。」

144從藝術形式而言，這場偶發藝術顯然借用影片的概念，以靜態的「活人

畫」為基礎，「連續播放」成動態畫面。自表現內容來看，觀眾聚集在畫

廊旁的另一個房間，從門口向內觀賞表演，最初十五分鐘的黑暗和推擠讓

大家極為苦惱，在充滿暴力的《街道》場景中，本來沒有生命的意符，轉

                                                 
141 在表演前夕歐登伯格被割傷，留下一個很深的傷口，到聖文生醫院（St. Vincent Hospital）
就醫，候診時等了很長一段時間，《都市快照》的服裝便來自這段就醫時等候及包紮

的經驗。 
142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p.178. 
143 Michael Kirby, Happenings, （New York: E.P. Dutton, 1965）, p.200這兩個成因受鮑伯‧
惠特曼（Bob Whitman）的影響甚深，第一是因為鮑伯‧惠特曼對所有織品都懷有深刻
的情感，歐登伯格對他使用衣物等材料特別感興趣。其次，鮑伯‧惠特曼說他的作品

是時間中的雕塑（Sculpture in time），讓歐登伯格印象深刻。歐登柏格形容他的風格
「非常個人化，具有高度審美趣味。作品優美、抒情，幾乎都非常精緻。」 

144 Michael Kirby, op.cit., p.138, sic. “What I Do As A “happening” is part of my general 
concern, at this time, to use more or less altered “real” material. ... The “happening” is one or 
another method of using objects in motion, and this I take to include people, both in 
themselves and as agent of objec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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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活生生的人物；原先抽象的情感，現在具體化成實際的感受，使觀眾

真實體驗歐登伯格在街道中所觀察到的痛苦，他說：「我覺得《快照》中

的表現主義色彩，比日後的偶發表演要濃重一些。」145「整個作品的主旨

相當客觀－試圖把自己從無生命的物體解析成有生命的物體。」146因此《都

市快照》的概念，從靜態《街道》逐漸發展成動態畫面，最後透過象徵式

觸覺感受，轉化成虛擬實境的街道場景，他說：「稍早之前，我在別的作

品（《快照》）中，嘗試構築一條街道；但是我沒有辦法建造一條真的街

道，因此創造了『藝術版』的典型街道。」147融合了各種表現概念，《街

道》讓人覺得存在一種神奇的魔力，猶如亞鐸所言：「當劇場的目的與形

式的各種可能的表現一致，就能使空間產生某種詩意，是可以與巫術相提

並論的。」148 

 

歐登伯格神往亞鐸的劇場作品，五○年代後期經常和泰勒討論他的作

品，也閱讀過一九五八年英譯版的《劇場及其複象》（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雖未完全吸收亞鐸的觀念，但《都市快照》明顯承襲了亞鐸劇場

理論中的殘酷美學，並在初期的偶發藝術中，廣泛運用其充滿情感的風格。

149兩人擁有許多共同的特質與觀點，例如他們咸認為生命包含了兩個極端

                                                 
145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38. “I suspect that Snapshots had more of an 

expressionist effect than later pieces;”此處所謂的表現主義風格，主要是指亞陶的戲劇（歐
登伯格曾說亞鐸的劇場屬於「表現主義」的劇場）和廿世紀初期德國電影恐怖、可怕

的表現風格。 
146 Ibid. “the whole idea of the piece was rather objective－ I was going to translate myself 

analytically from an inanimate object to an animate one.”  
147 Ibid., p.142. “in the earlier work（Snapshots） I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street; but I was 

unable to construct an actual street, I did an “art” version of typical  street.” 
148 Antonin Artaut（民 92），《劇場及其複象》，劉俐譯，台北市，聯經，頁 77-78。 
149 詳見 Richard Kostelanetz, The Theatre of Mixed Means, pp.136-137.在柯斯塔洛內茲的訪
談中，歐登伯格討論了亞鐸和卡布羅、泰勒與他自己在風格上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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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之為藝術創作的工具，也相信這項工具可使觀眾超越他們熟知的環境

與世界。150亞鐸認為劇場可以展現自己的夢想，使自己沉浸於太初的混沌

狀態，以為劇場的真正目的在「創造神話，表現最普世的、開闊的生命面

向，並從中提煉意象，讓我們樂於在其中發現自己」，151透過邪惡、混亂、

精神異常和原始力量的探索，可將無意識噴發到意識層面，使精神獲得重

生。歐登伯格在《光槍筆記》（Ray Gun Notes）中也提到，從城市的負面觀

點：塵垢、煤煙、庸俗和成功病（disease of success），152可以獲得正面的力

量。並認為城市是人類心靈的一部分，住在城市就像住在自己的心靈中。153

但歐登伯格不僅從對立面來觀察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西方文化的本質或是

分析自己的心靈，從中消除矛盾使精神獲得舒解與平靜，還把劇場藝術視

為雕塑的延伸，也將展覽作品當成劇場的裝置。154 

 

松泰格（Susan Sontag）稱呼他的劇場為「畫家的劇場」，歐登伯格非

常樂意接受並說：「我的劇場是畫家的劇場，因為其牽涉的明暗變化，如同

畫家或雕塑家在作品所重視的那樣。」155尤其是當他描述劇場中使用的動

態物體（人體或潑出去的水）時，猶如發現了行動繪畫在三度空間存在的

準則，驚覺自己成功地將帕洛克滴流畫的塗料轉化於表演中，他說：「在部

分創見源自帕洛克的偶發藝術中，所有的東西都被抹上一層塗料或塗料的

                                                 
150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1997, pp.284-285. 
151 Antonin Artaut（民 92），同前註，頁 X。這個觀念和鈴木大拙所提到對事實探求的方
法－禪的方法很類似，參閱註 571。 

152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91. 
153 Sarah Clark-Langager, Ibid., p.286. 
154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34. 
155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James Thomas Hindman, “Happening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h.D. diss., （M.A.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67）, p.123. “My theater 
is a painter’s theater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values involved are those you would expect of a 
painter or a scul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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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156並領略到偶發表演中充滿素樸、未經修飾的生命力，面對突

發狀況或難以預期的效果，就像製作滴流畫時，應付塗料的物理性和重力、

空氣阻力間複雜的交互作用所衍生的狀況，他說：「你只能抱持樂觀的態

度，否則你必須透過自己的方法和能力，利用任何突發狀況，就像你依恃

自己的能力運用流動的石膏或塗料一樣。」157並且同一時期的偶發藝術、

繪畫和雕塑作品三者的關係也非常密切，除了事前準備工作都大致相同

外，所欲傳達的意指也類似，歐登伯格說：「我的表演… 和我畫家、雕塑

家的身分息息相關：這些偶發藝術和我某一時期的作品相呼應，例如最初

三件作品－《都市快照》、《燈火管制》（Blackouts, 1960.12）和《拍攝死亡/

鐵製品》（Fotodeath/ Ironwork）－這三件作品只使用黑白兩種色彩，都跟黑

暗有很大的關係。同時反映了那段只用街上俯拾而來的東西以及紙類為媒

材的創作，另外這三件作品還帶有絕望與悲慘的況味。」158此種透過不同

的藝術形式，探索相似主題的創作，體現了歐登伯格對總體藝術的另一種

看法。 

 

一九六○年夏天《街道》展結束後，歐登伯格覺得需要轉換環境改變

心情，於是離開紐約到麻塞諸塞州的普羅溫斯敦(Provincetown)和科德角

                                                 
156  Claes Oldenburg, “Jackson Pollock: An Artist’s Symposium Ⅱ”, 1967, p.27, “...In 

happenings, which owe something to him, the world is smeared with paint or its substitutes.”  
157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47. “You leave yourself entirely to good or you may 

come your way and your abil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whatever comes alone, as you would 
depend upon your abil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say, running plaster or paint. ” 

158 Ibid. p.125 “My performances… are very much connected with my work as a painter and 
sculptor: they correspond to certain periods of my work. For example, the first three 
pieces—Snapshots, Blackouts（December,1960）, and Fotodeath/ Ironworks（February, 
1961）--are limited in color to black and white, and they have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darkness. This would also describe my work at that time, When I worked entirely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street and paper, as well as used on color. These three pieces also have a 
quality of desperation and misery abou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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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Cod）渡假，他說：「藉由遠離城市的大自然，擺脫都會街道的陰影。

我找的一份洗盤子的工作，對《商店》展的技術與主題有莫大的幫助」159這

段時間歐登伯格仍以精神分析學的方法觀察自己，他自問：「我應該把自己

視為…孟克，還是北歐憂鬱帶有神經質的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60逗留在普羅溫斯敦的公墓時，滿腦子都是有關死亡的幻

想，《街道》中的病態想法持續不斷地影響他，彷彿心中存有一股邪惡的力

量。閱讀佛洛伊德和普魯斯特的作品後，經過一番冷靜與沉澱，他注意到

「在美國文化中自我普遍被否定」161，但他不想逃避現實，不管是美國的

文化還是自己的生活，他要與之和平共處，從中創造藝術。於是開始醞釀

創造一種被否定、禁戒或壓抑的藝術，以「美國社會的精神療法」

（psychotherapy of American society）驅除潛藏在內心的邪靈，達成自我控

制的淨化作用（self-administered catharsis）。162他說：『諷刺的是，當我閱讀

克魯亞克（Jack Kerouac）163的邪惡小說《地下人》（The Subterraneans）時，

我又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在這個感覺遲鈍、愚蠢的社會中，立場和我

一致的人，都屬於超級敏感、極為聰明的一群。我們並不想逃避，或者了

解逃避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變成小丑、幽默家或智者。危險就在於創造

                                                 
159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9. quoted in Claes Oldenburg, 1970, by Ellen Johnson, 

p.16.“... an obliteration by non-city nature of my involvement with the city street. I took a 
job dishwashing, which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technique and subject matter which were to 
follow in The Store.” 

160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51.“Should 
I see myself then as ... Munch, a Strindberg of Nordic melancholy and neurotic?” 

161 Ibid. “self is generally denied in U.S. culture.” 
162 Ibid. 
163 克魯亞克是「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人物，一九五七年以《在路上》（On the Road）在
美國文壇聲名大噪，此書公認爲 60年代嬉皮士運動的經典，影響了當時年輕的美國人
的生活方式。書中模仿愛爾蘭作家喬艾斯（James A. A. Joyce）使用即興式自發性寫作
技巧——意識流，大量使用俚語、俗語、不合文法的長句，並廣泛涉及美國社會及文
化習俗。《地下人》為其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說，此處的「地下」並沒有「反

動」、「秘密」之類的政治意含，而是一種自發性，有別於一般集體性和組織化的團

體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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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道德故事，而藝術卻被拋到九霄雲外，我們成為的是一位智者而非

藝術家。沒有人能說「摘香菇」時的凱吉…不是一個極有智慧的人，但說

他是一位藝術家則有所爭議了。』164他反對「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逃避現實，也不贊成凱吉將藝術和生活混為一談。為了讓藝術

重新發揮它的社會功能，重塑社會價值，他詳細分析藝術在美國文化中的

角色，發現通俗藝術（popular arts）非常成功，認為「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

了，目前繪畫的形式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這是大企業的時代：金錢、肥胖、

舒適悠閒和傳播。」165他把注意力轉向大眾化的物品，希望從平凡的商品

中創造出詩意，使作品不僅能夠感動觀眾，也能改變自己的感覺。 

 

洗盤子工作之餘，歐登柏格開始到處尋找、發掘能夠表現美國理想、

情感和象徵，或是外觀看起來像美國的物體。在海灘上他撿拾一些漂流木

和廢棄物，將之處理成充滿感情、飽經風霜的浮雕後，有些物料出現像星

星及條狀的紋路，歐登伯格認為在單純的自然物如海灘卵石、木桶或石板

上發現國旗造形是一種愛國主義的徵象，並覺得這個主題很適合普羅溫斯

敦，便將這些漂流木組合在一起，拼貼成類似歷史地標的明信片，表現內

容「聚焦於愛國主義和歷史的商品化」166稱之為「普羅溫斯敦的國旗」，

刻意讓人聯想到多福（Arthur Dove）的木頭拼貼《杜森貝里的肖像》（Portrait 

                                                 
164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51-52. 

“Ironically I returned to a sense of myself on reading this bad Kerouac book [The 
Subterraneans] . My position and that of others like me is one of the super-sensitive and 
super-intellectual in an insensitive and unintellectual society WHO DO NOT WISH TO 
ESCAPE or who realize escape is impossible. We thus become clowns or wits or wise men. 
The danger is to forget art and merely construct parables, to become wise man rather than 
artist … No one can say that Cage with his mushroom picking … is not a super-wise man, 
but there is some argument about been an artist.” 

165 Ibid. “It is a time to move and painting in its present form has lost the power to move. It is 
the empire stage, money, fatness, ease, communication.” 

166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51. “so 
focus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 patriotism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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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lph Dusenberry，圖 27）。史帝區（Sidra Stich）說：「普羅溫斯敦到處

都有國旗－在家裡、船上、商店、衣服和紀念品中，正好位傳統的愛國信

仰和現代空洞的陳腔濫調做見證。歐登伯格的國旗融合了這兩種觀點…並

擁有大自然生與死的特質。」167把漂流廢棄物組成國旗的形式，除了表現

愛國情懷之外，還能將藝術家和過去的生活連結在一起，注入人文主義的

精神。金斯伯格說：「在惡劣的環境下還能倖存的素材，屬於美國傳奇故

事的一部分。對一個擁抱愛默生、惠特曼和馬可‧吐溫思想的歸化（美國

籍）公民而言，這些東西具有動人的魅力。」168材料被擬人化，擁有和人

一樣的經驗歷程，猶如岡布里奇（E.H. Gombrich）所說的預成圖式，觀者

潛藏的情感或意象，藉由某種相似性投射在外物上，這種移情作用在第三

章軟雕塑的「氣流」系列中，將有進一步的說明。 

 

歐登伯格的國旗系列延續集合藝術（assemblage）的傳統，不過五○

年代的集合藝術家像是羅伯‧羅森伯格、史坦基威茲（Richard Stankiewicz）

和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等人，只是把都市中的廢棄物集合在一起當

成藝術品。到了六○年代，這些垃圾被歐登伯格、赫姆斯（George Herms）、

柯納（Bruce Conner）、雷‧強森（Ray Johnson）和戴恩等人視為最能表

現都市景緻的素材。169 以歐登伯格的廢棄物拼貼國旗為例：《康威爾國旗》

（Kornville Flag，圖 28）是以一處在灌木叢中新開墾的荒地為藍本，當時

                                                 
167 Sidra Stich, Made in US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24. “In 

Provincetown flags are everywhere－on homes, ships, clothing, and souvenir items－
testaments to both traditional patriotic faith and vacuous contemporary clichés. Oldenburg’s 
flags capture both aspects ... these flags hail the life-and-death character of nature...” 

168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14. “Survival under harsh conditions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romance, and for a naturalized citizen embracing the thought of Emerson, Whitman and 
Twain, the materials would hold special appeal.” 

169 Ibid., p.13.還包括古倫斯、衛索爾曼、馬勒里（Robert Mallary）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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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恩（Colonel Korn）領導，在這片森林中的空地上闢建了一間房子，星

條旗便在屋子旁邊飛揚，這件作品即是以通往該處途中拾獲的木料製成，

以孔恩的名字為題；《墓地的國旗》（Cemetery Flag，圖 29）則以一處天

主教墓地頂端，徹夜燈火通明的國旗為對象，精簡的呈現該處景緻。歐登

伯格的國旗和強斯的作品比較起來，不僅在形式和材質上差異極大，內容

更著重在抽象表現主義之後，新世代所面對的是充滿諷刺、幽默和政治論

述的環境，表現出他對美國文化既贊同又反對的雙重觀點。170不過最終歐

登伯格的國旗主題，在檢視共通的美國經驗（諷刺、幽默和政治論述）上

也面臨困境，以當時使用的素材而言，可以發展的空間實在太小。 

                                                 
17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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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欲望的迷宮－《商店》（The Store） 

 

夏季過後歐登伯格偕同佩特回到紐約，開始繪製一些衣服和商品素

描，並使用石膏製作日用品浮雕，這些石膏作品將成為《商店》展中的重

要角色。他回憶早在芝加哥瀏覽一角商店（dime store）和百貨櫥窗時，便

經常被便宜又普通的商品所吸引，而此時的日用品浮雕，多數靈感也來自

他在紐約住家附近櫥窗所見的商品，緒論中曾提及有一天他和戴恩開車在

街上閒逛，看到兩旁的小店像是發現新世界，此後他逛街、遊覽商店就像

在參觀美術館一樣，將店裡擺在窗前和展示台上的各式物品，當成珍貴的

藝術品來看待，他說：「我從下東區的環境中取材，加以變形，然後再物歸

原處」171創作《街道》時，歐登伯格到處撿拾材料，表現最原始、最具震

撼力的的都市景象。但從國旗系列開始萌芽的普普思想，迫使他必須放棄

這些污穢且擁有太多歷史的俯拾物，另尋新的媒材和表現方法，他改良了

報紙裱貼的方式，把棉布條浸泡石膏後，鋪在鐵線作成的框架上塑型。初

期作品刷上蛋彩，效果和水彩畫相近，他覺得太過單薄，於是改採高彩度

的商業塗料－瓷漆來塗繪，不過嚴格控制色相，僅使用七種顏色，不加混

合直接滴流或濺潑在石膏表面。一九六一年春天，歐登伯格在《環境、情

境、空間》（Environments, Situations, Spaces）聯展中提出這些作品，以壁

掛的方式在瑪莎‧傑克森畫廊（Martha Jackson Gallery）展出，並發表著名

的「聲明」－「我贊成某種藝術」（I am for an art）。他說這篇文章像是「記

錄下東區某一段時間讓我感興趣的事物，以及所有我認為藉助我的處理，

                                                 
17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Marla Prather, op.cit., 1996, p.2. “I tak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Low East Side and transform them and give them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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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轉變成藝術品的東西寫日記。」172內容詳細描述了他紛然並陳的藝術

觀念，也成為他日後藝術創作的指標。 

 

同年六月將工作室移到紐約下東區東二街，歐登伯格稱之為「光槍工

業公司」（Ray Gun Mfg. Co.），以新完成的六十多件作品開始佈置《商店》，

十二月具商業性質的《商店》正式開張（圖 30），歐登伯格擔任供應商（老

闆）和製造商（畫家）的雙重角色，狹小的工作室前半部堆滿了一○七件

石膏商品，後半部就是生產的工廠－畫室。這些衣服浮雕、獨立式

（freestanding）食物、用品和人像有的放在櫥窗中、有的平放於桌面或釘在

牆壁上，看起來不像藝術裝置，比較類似隨意擺設的舊物店。歐登伯格說

他要「把各種商店能夠看到的物品，填滿整個《商店》的空間，問題是如

何把簡單的物品變得獨特，使它們令人驚奇－碎裂化、巨大化、令人著

迷 …」173他以歐洲精英（European aristocrat）的角度觀察美國流行文化，174

然後拋棄知識份子和大眾疏離的常態，融入群眾的生活中「做大家做的事，

說大家說的話，跟隨流行，了解怪異風俗」忠實地呈現他的所見所聞，
175
並

以通俗主題顛覆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品味，試圖將各階層努力營生的樣態

吸納進來。他說：「這樣去提昇感受力以超越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其實就

是反璞歸真，並回歸到宇宙生成的最初法則去，希望能（順利）摧毀藝術

                                                 
172 Claes Oldenburg, unpublished interview by Paul Cumming, p.124, quoted in Marla Prather , 
op.cit., 1996, p.3. “diary of all the things that have interested me in a period of tim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have a potential with my help of being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that I could claim could be art.” 

173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New York: Something Else Press, 1967）, p.51. “to fill the 
space with objects such as those in any kind of store … The problem became how to 
individualize the simple objects, how to surprise them – fragmentation, gigantism, 
obsession …” 

174 這便是歐登伯格經常使用的極化性觀點、雙向觀點、逆向思考或言否定的思考（馬庫
色的理論）。 

175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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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還原物體的力量，讓宇宙固有的魔力恢復，屆時人們將和四周萬

物共同生活於和諧的宗教交流之中。」
176因此直接創造色彩鮮豔飽和、質

感粗糙的日常生活用品，不管它們能否成為別人眼中的藝術品，同時選擇

商店空間作為「通俗美術館」，避免和中產階級品味產生關聯。 

 

雖然《商店》中俗艷、充滿生命力的作品，和暴力、線條粗獷、色彩

灰暗陰沉的《街道》氣氛大不相同，但參差不齊的邊緣，明顯沿襲自《街

道》中鋸齒狀的輪廓線，也讓人聯想到它們被人從視覺脈絡中撕扯下來，

歐登伯格說：「在《商店》中可以找到另一種物體參與周遭環境的表現方

式：作品的撕裂狀的外緣，顯示它是從一個更大的東西中撕扯下來的。當

時假裝使用二度空間的觀察方式，把看到的物體視為扁平的平面，像一張

底片、鏡子或報紙，以符合二度空間的視覺。」177「我已經完成了一只腕

錶、一片派餅、帽子、杯子、褲子、裙子、旗子、七喜汽水和鞋油等等作

品，形式和色彩都非常強烈、單純，就像它原來的樣子。我必須模仿我覺

知它們的方式，俾便同時展示這些物體，這就是為什麼它們以（視野所見

的）殘片的形式展現、彼此的比例也不同、並以圍繞著我（和觀眾）的形

式陳列、透過堆積的方式而非刻意設計（imposed design）的原因。」178歐

                                                 
176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60. “This elevation of sensitivity above bourgeois 

values, which is also a simplicity of return to truth and first principles, will (hopefully) 
destroy the notion of art and give the object back its power. Then the magic inherent in the 
universe will be restored and people will live in sympathetic religious exchange with the 
materials and objects surrounding them.” 

177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24. “Another statement of this participation of thing with its surrounding 
is found in the Store reliefs, whose torn edges indicate removal from a larger shape. Vision 
at that time, for me, was assumed flatter, and what was seen, taken as a plane surface, like a 
film, mirror, or newspaper, was taken to correspond to a glance at the plane of vision.” 

178 Coosje van Bruggen, Claes Oldenburg: The Mouse Museum/The Ray Gun Wing, 1979, p.16. 
“I have made these things: a wrist watch, a piece of pie, hat, caps, pants, skirts, 7 up, 
shoe-shine etc. etc., all violent and simple in form and color, just as they are. In sh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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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伯格偏好便宜又能立即表現生活印象的素材，瓷漆、鐵絲網、棉布條和

石膏正符合他的需求。這些幾乎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作品，儘管模仿量產

的商品，但表面佈滿細微的皺紋、摺痕有如波浪或堆積物一般，讓人聯想

到菲迪亞斯（Phidias）《命運三女神》（The Three Fates，圖 31）身上纖細

繁複的衣摺，隨著人體的結構起伏，暗示布料下方充滿活力的生命，完全

不像可以複製的物品。愛倫‧強森說：「白色的網球鞋，像梵谷那雙破舊

的鞋子一樣令人感動；襯衫仍然保有某位男性的體型和溫度」179「《在風

中飄揚的女裝》（Girl’s Dresses Blowing in the Wind－Two Girl’s Dresses，

1961，圖 32）…充滿動感，好像在昏暗的商店門面隨風飄舞，或者像帕特

農神殿山牆上石雕的女性長袍。」180《商店》擺滿了許多「衣物」，從長

襪、褲子、吊帶襪、束腰帶到鞋子、裙子和短褲應有盡有，歐登伯格選擇

性地將這些分屬不同時地的知覺殘片堆置在一起，隱含了某種存在於潛意

識中的欲望。席朗說：「這是一首讚美身體和物體、衣紋和裸體混淆在一

起的詩歌…《商店》試著深入觀看都市，並其中生活。而自己好像是所有

官能的和性幻想的所聚集在一起的糟粕：猶如一個欲望的迷宮」181歐登伯

格解釋道：「《商店》源自扭曲的女性人物素描、女性的內衣和大腿、無

                                                                                                                                  
them together, I have wanted to imitate my act of perceiving them, which is why they are 
shown as fragments（of the field of seeing）, in different scale to one another, in a form 
surrounding me（and the spectator）, and in accumulation rather in some imposed design.”
歐登伯格幾乎所有的食物題材都源自雜誌圖片，他在 Store Days 中還說，以繪畫形式
呈現的作品，像一個有架子的梳妝台上頭的破鏡子，反射殘片一般的景象。 

179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9. “a pair of white tennis shoes as touching as Van 
Gogh’s old torn ones; shirts which still hold the shape and warmth of a man’s body; two 
dresses … as their prototype do … on the figures from the Parthenon pediment.” 

180 Ellen Johnson, Modern Art and the Object,（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td., 1995）, 
p.140. “The Two Girl’s Dresses …full of movement as the dresses dancing in the wind in 
front of dingy shops ” 

18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23. “It was a hymn to the confusion between body and the object, between drapery 
and nude” “The Store was a further attempt to see and live in the city, and oneself, as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dregs of a sensual, sexual imaginary realm: as the labyrinth of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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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的維納斯幻想、被壓抑的思慕所變形的物體、色彩光亮看起來具有

官能性的廣告。」182他非常清楚精神分析論中欲望和昇華的關係，也熟知

夢境中欲望置換的原則，過多或不符社會原則的原欲，將透過各種方法得

到抒發和淨化，他進一步說明：「藝術的起源和原始衝動是愛欲或性欲，

今日，或者說現在的美國性欲比較不指向人，而傾向使用替代品，比如用

衣服代替人或拜物教的東西，如此便增加了物體的表現強度，這就是我想

要表現的。」183歐登伯格製造大量的衣物和食物，分別從外在和內在隱喻

肉體，他還把商店的英文反寫，得到一個等式「Store－Eros」184意指商店

是愛欲的鏡射，一個存在於想像或潛意識之中的世界。185一九六一年開始，

歐登伯格放棄人物畫和人物雕像，「替代物」逐漸大興其道，「生的本能」

也將凌駕「死的本能」佔據重要地位。以下東區禮服櫥窗中的模特兒為原

型之《新娘模型》（The Bride Manikin，圖 33）是最後一件人物作品，立

體的、鬼魅般的獨立塑像，陳述著「無所不在的愛欲，現在和死亡融為一

體。」186可謂《街道》與《商店》的綜合體，也是歐登伯格恐懼死亡的最

後一道明顯陰影，日後此一負面情緒將以隱喻的方式繼續進行。187 

                                                 
182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8,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23. “The store is born in contorted drawings of female figure and in 
female underwear and legs, dreams of the proletarian Venus, stifled yearnings which 
transmute into objects, brilliant colors ad grossly sensuous surface.” 

183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62. “The erotic or sexuality is the root of “art” its first 
impulse. Today sexuality is more directed, or here I am in Am. at this time, toward 
substitutes, f. ex. clothing rather than the person, fetishistic stuff, and this give the object an 
intensity, and this is what I try to project.” 

184 Ibid., p.27. 
185 歐登伯格說：「我一心一意想要具現我的幻想，我的意思是根據自己的幻想原則，創
造一個和現實平行的真實。…以人們的想像為內容，我認為這是歷史上恆常不變的事
實，也存在於個體中，以真實的山巒和城市表現人類想像的地形圖是我的目標。」因

此他常以反寫的文字，表明現實和想像這兩個「真實」且「平行」的世界。詳見 Store 
Days，p.65。 

186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28. “Eros ever present is here wedded to death.” 
187 所謂隱喻是指「睡眠－死亡」或「墜落－死亡」以同質性表現「死的本能」，在第三
章將有較詳盡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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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許多藝術界人士指陳歐登伯格的作品和創作過程，類似帕洛

克或繪畫性抽象畫家，例如卡布羅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集合藝術、環境

藝術和偶發藝術》（Assemblages, Environments and Happenings）中，刊登

一張歐登伯格蹲在地板上彩繪石膏浮雕的照片，不論姿勢或神情都和帕洛

克相似。而瓷漆噴、濺、潑、灑所形成的斑點和滴流線條，也毫無困難地

讓人想到帕洛克的風格，歐登伯格說：「最近，我才開始以一個充滿生命

力且特殊的新角度去瞭解行動繪畫－這個老套如紐約牆上刮痕的東西。藉

由模仿嘲弄（parody）這種陳腐的藝術，（奇蹟似的）我竟然復原了它的

真實樣貌，感覺上好像帕洛克坐在我的肩上，更正確的說是蹲在我的褲子

內。」188一九六七年在一場座談會上他提到：「帕洛克的塗料直接讓人聯

想到都市裡的東西：牆壁、商店、計程車...在我的作品中，帕洛克扮演著

虛擬的角色，我把他客觀化：美國畫家、生命的畫家、紐約的畫家，我尊

重所有關於他的既定評價（stereotype）」189卡布羅將他和帕洛克工作時的

                                                 
188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3. “Lately I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action painting 

that old thing in a new vital and peculiar sense － as corny as the scratches on a NY wall 
and by parodying its corn I have （miracle）come back to its authenticity! I feel as if Pollock 
is sitting on my shoulder, or rather crouching in my pants!” 

189 Claes Oldenburg, “Jackson Pollock: Symposium, Part Ⅱ,”1967, p.67. “Pollock's paint 
immediately suggested city subjects, the walls, the stores, the taxicabs ... Pollock acts in my 
work as a fiction. I objectify him: Amerucan Painter, Painter of life, Painter of New York. I 
honor all the stereotypes about him. ” 歐登伯格身上確實可以看到許多帕洛克的影子，除
了卡布羅提出的行動和繪畫元素相似之外，還有 1.帕洛克在 1930年初曾跟隨紐約地方
主義畫家班通（Thomas Hart Benton）學習、研究壁畫。2.帕洛克在 1936年便開始使用
瓷漆（enamel）創作滴流畫。3. 1945年帕洛克在東漢普敦（East Hampton）附近的 The 
Springs買了一個小農莊。來到此處之前，他的思緒閉塞、顏色晦黯，畫面充滿焦慮與
矛盾的情緒。但這處位於鄉間的工作室成立沒多久，用色便明亮起來，構圖也開放許

多，他的意象反映出對大自然的共鳴（responsiveness）。他曾對霍夫曼（Hans Hoffman）
說：「我就是自然」（I am nature.）道出他潛藏於內心無形的、難以言喻的力量。詳
見 Helen Harrison, Jackson Pollock. October 2003, retrieved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of 
Pollock-Crasner House and Study Center, April 2, 2004, 
<http://naples.cc.sunysb.edu/CAS/pkhouse.nsf/pages/pollock>,  
此外，曼德布洛在 1960~70年代研究複雜性時，創立了碎形幾何學。他發現碎形會展
現自相似性，亦即無論如何放大，造形都會相似：一個結構的一小部份，看起來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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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並置（圖 34），讓他想起他們之間的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源自一種「認

同的神奇步驟」（magic procedure of identification）。歐登伯格仿效杜比菲

的觀念，以牆壁塗鴉的概念創造《街道》；在瑪莎‧傑克森畫廊沿著樓梯

牆壁掛著的彩繪浮雕，也被他視為一種壁畫；東二街的石膏殘片具有繪畫

性的筆觸與線條，和牆壁上自然或人為的痕跡屬性類同，這些作品的內容

與形式和都市的生活與景致密切相關。卡布羅曾呼籲藝術家，不要讓繪畫

性的表面（painterly surface）遠離商品形式，應該把它當作具體化的實體，

應用在都市環境中。190雖無明確證據顯示歐登伯格呼應卡布羅這項籲求，

但二者面對這「過時的東西」的態度卻是一致的。 

 

歐登伯格透過二元對立的銷解，使得本質不同或毫無相關的對象產生

聯繫，前述帕洛克的抽象元素，透過塗鴉和壁畫的對照與現實世界產生關

聯，歐登伯格進一步把藝術創作和工業生產、藝術家和世俗大眾運用材料

的觀念界線打破，他說：「當我處理石膏和瓷漆時，就像一位油漆師傅，

同時在粉刷我的樓梯。當我提著石膏和塗料帶上樓時，鄰居以為我要整修

我家。」191 

 

                                                                                                                                  
整體一樣，而幾乎所有自然界的圖案都遵守統計上的自相似性。泰勒（Richard P. Taylor）
便根據碎形幾何學的理論，以編年和電腦掃描的方式分析帕洛克畫作，發現他的作品

全都是碎形圖案，暗合大自然的規律。而歐登伯格也曾說：「我想做的不只是所有的

東西，而是像大自然造物一樣神秘」二者之間對自然界無可名狀、神秘的力量都有所

嚮往。詳見 Richard P. Taylor（民 92.03），〈揪出滴彩畫的碎形之美〉，陳義裕譯，
《科學人》，台北市，頁 21-25。以及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49. 

190 Jennifer Ellen Way, Painting Signs in the Fifties: Material Surface in th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Ph.D. diss.,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97, 
pp.569-570. 

19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120. “In handling plaster and enamel I was behaving like the painter who 
was at the same time painting my stairway. When I carry my plaster and paints up the stairs, 
the neighbors assume I am improving m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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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作觀念來看，《商店》算是相當激進的作品，對於當時的藝術家

而言，租賃一個商業空間把藝術品當成商品展示，並貼上價格標籤來販售

是很不尋常的事，192他非常清楚一般人對真實商店出售「仿製的商品」會

有何種反應，他說如果到下東區採購一盞燈放在《商店》的櫥窗，可能會

有人真的進來買走，要是「真的把一盞燈變形，除了畫商和收藏家之外，

沒有人會購買。」193歐登柏格還深入探索藝術家潛意識裡的矛盾－認為藝

術家職司創作，不擅長或者不能涉入低俗的交易行為，他在筆記中雜亂地

寫著：「（《商店》）試圖克服藝術家因為和金錢、販售行為扯上關係而

產生的罪惡感－藝術家缺乏賺錢的能力既非遺傳，也不需要加以合理化，

也就是說   金錢就是生命（像Bossman）194它的數量龐大…它是心理學的…

作品是自己的小孩或翻版…/商業屬於有機的和心理的/因此藝術和商業之

間沒有界限，它們再度統一了。195」而且傳統中繪畫與雕塑的分野，也消

失於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中，他在內部填充泡沫橡膠的帆布上繪畫，或在

鐵絲網的框架上，裱貼浸過石膏的粗麻布和棉布，然後塗上瓷漆，旣是繪

                                                 
192 《商店》中的 107件作品都訂有價格，例如《9.99》是 399.9美元，《39 cents》是 198.99
美元等等。 

193 Claes Oldenburg, “A Observed conversation,” in The Rise and Fall and Rise of Pop, 
Cambridge: M.I.T. Press, （New York, 1988）, p.89. “If I took a lamp as ap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transformation, nobody would buy it except an art dealer or art collector.” 

194 Bossman應該是指漢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陽光下的葡萄乾》（A Raisin in the 
Sun, 另譯《烈日當頭》）戲劇中的主角。在《陽光下的葡萄乾》中，祖先來自非洲的
黑人家庭在北美謀生，認真追求美國夢－理想的生活、自由和快樂。但對於多數人而

言，夢想變成了夢魘，生活中僅有失望與挫折，這本書一開始便提到沒有錢的問題，

深刻描述黑人努力奮鬥，為了金錢犧牲尊嚴，企圖擺脫貧民窟的生活，但終究在絕望

中苟延殘喘。歐登伯格非常尊敬史隆（John Sloan）和其他為無產階級發聲的美國都市
畫家，在 Store Days中他寫道：「基本上我看到反應生活的必要性 …加以回應，這是
唯一獻給人類尊嚴的活動」因此《商店》展有可能同時是向無產階級因為謀生喪失尊

嚴所獻上的禮敬。詳見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83.和 Susan Ginsberg, op.cit., 
p45, n.17. 

195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2, sic. “（The store）tries to overcome the sense of 
guilt connected with money and sales which the artist has----either inherited or to rationalize 
his lack of ability to make money. It is to say    money is life（like Bossman）it is plenty ... 
it is psychological ... articles are child or substitute ... / Commerce is organic and 
psychological / Thus again, unity----no separation between commerc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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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又是雕塑。這些作品有些屬於圓雕，有些是浮雕，有些則像塗了增厚劑

的繪畫，「表面佈滿畫筆刷塗時產生的小凸起和孔洞，看起來像是畫布背

面有許多怪異而不穩定的移動物質在推擠。當傳統的雕塑被著色，通常塗

料是『加上去的』。並不像歐登柏格的作品，塗料卻另有生命，塗料在具

有動態的物體上自由流動、滴灑、濺潑，他就像畫家一般恣意專橫地設色，

用以建構和強化、或者消弱體積和空間感。」196在一九七一年《克雷斯‧

歐登伯格：老鼠博物館和光槍廂房》（Claes Oldenburg: Mouse Museum/ Ray 

Gun Wing）展覽目錄中可以看到，《對折的夾克和領帶》（Half Jacket and 

Tie，1961，圖 35）的原型來自矩形的包裝盒圖案（圖 36），《藍色襯衫，

條紋領帶》（Blue Shirt, Striped Tie，圖 37），則像包裝在透明塑膠袋中的

衣物，瓷漆的光澤有如膠袋的效果，顯示他三度空間作品的平面特質。 

 

六○年代許多藝評家，常以杜象的觀點來評論普普藝術所使用的通俗

意象，認為所有的物體都可能成為藝術，如杉德勒和愛倫‧強森等人，咸

認歐登柏格和多數同時代的藝術家一樣，要去除藝術和生活的界限。197到

了八○年代，藝評家才逐漸覺察到杜象對物體的改變極少，歐登柏格則強

化日用商品和藝術品之間的差異，如哈思凱爾（Barbara Haskell）說：「歐

登柏格把藝術和商業結合…並非想要根除藝術和生活的差異。對他而言，

以日常用品為基礎的藝術和日用品本身的界線依然很重要。因此他的動機

                                                 
196 Ellen Johnson, Modern Art and The Object, 1995, p.145 “with their richly painted humps 

and hollows they are also like canvases with a curiously mobile irregular substance pushing 
from the back. When traditional sculpture is colored, the paint is usually ‘added’, rather than 
given an independent existence as it is in Oldenburg’s, Color is used as a painter uses it – 
arbitrarily, to construct and accentuate, or desirable to reduce volume and space. ” 

19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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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凱吉、福拉克薩斯藝術家截然不同。」198誠如哈思凱爾所言，歐登柏格

確實對於生活和藝術融為一體的主張沒有興趣，他在筆記提到生活是鬆散

沒有結構的，一般活動大多數和藝術無關，藝術家嘗試讓這些活動產生意

義，透過物體的製作，提供一個概念（construct）。在《商店》的文件中他

也提到，觀念藝術常流於無趣和感傷，藝術只有在引導觀眾如何使用感官

（sense）時才有用處。因此歐登柏格創造物體藝術時，非常注意物質的感

覺、食物的味道、衣服的氣息和視覺的關聯性，把他觀察到的社會環境，

體驗到的生活經驗，透過藝術形式表現出來，而非傳達形而上的抽象觀念。

他把抽象表現主義和具象的日用品結合在一起，並呈平面繪畫和雕塑，混

淆藝術家和生產者、美術館和商店、老闆和雇主的角色，讓他創造的「物

體」同時和藝術傳統、世俗價值與現世生活緊密結合，所製造的認同危機

遠比杜象的現成品和強斯的國旗更複雜、多變。《商店》本質上和庸俗藝

術（Kitsch Art）也不相同，較之昆斯（Jeff Koons）的瓷器或不銹鋼製品，

歐登柏格的作品擁有較強的諷刺性、情欲幻想和神秘主義，並對通俗事物

懷抱一種詩意的情感。199愛倫‧強森說：「歐登柏格的商店和藝術有關、和

事實有關、和幻想有關，和模稜兩可、愛欲、寫實主義有關，和理想主義

與自由、流動性及變化有關，和生命中的生與死有關。」200《商店》強調

的重點遠較庸俗藝術要廣泛、豐富。 

 
                                                 
198 Barbara Haskell, Blam! : The Explosion of Pop, Minimalism, and Performance 1958-1964,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New York, 1984）, p.102. “Oldenburg conflated art and 
commerce. … it was not Oldenburg’s intention to eradic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 art 
based on everyday objects and the objects themselves remained critical. Thus his motivation 
differed markedly from that of Cage and Fluxus artist, …” 

199 Susan Ginsberg, op.cit., pp.29-30. 
200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9. “Oldenburg’s Store was about art and about 

fact and fantasy, ambiguity, eroticism, and materialism. It was about idealism and freedom, 
mobility and change and about life and death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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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登柏格利用二元對立的觀念看清表現的極限與範疇，透過正反的辯

證，產生新的意向和風格，他說：「我致力於同時呈現對立的元素，在主

題上：普通和特別。在形式上：美學和非美學，固體和自由形體，感傷和

冷漠，神秘和通俗。」201「為什麼我不呈現真實的東西而要模仿呢？我想

要把模仿範圍擴大製作模仿物時所伴隨的事件和活動，例如扮演一下廣告

畫匠、扮演一下糕餅師傅、或者套裝的裁縫師等等。尤其在有些情況下─

事實上是全部，可能的話扮演一下大自然本身。」202一九六六年接受琴‧

席格爾（Jeanne Siegel）訪問時他說他的作品整體來看「好像在拿一個大餅，

一次拿一部分，漸漸加起來就變成整個大自然的全景。」203大自然依其自

有的規則運行，晝與夜、冷與暖、高與低、肥沃與貧瘠等現象並非矛盾，

矛盾起於人類潛意識中欲望的衝突和不滿足，歐登柏格並不喜歡區別事

物，他說：「我尤其討厭去區別商業藝術或是純藝術，或是精緻藝術和意

外效果等等。我想人們太特意去探討這個領域…」204作品中產生的認同危

機全然是觀點的問題，他嘗試在矛盾間建立關聯讓衝突消失，企圖呈現一

個包羅各種可能的「真實世界」。 

 

《商店》展結束後，接著在光槍工業公司後面的房間舉行一系列的劇

                                                 
201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4. “ strives for a simultaneous of {contraries 

opposites  / in subj. 
the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 in form the aesthetic and the unaesthetic / solidity and 
bodylessness / pathos and indifference / mystery commonplace” 

202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120. “Why do I not just present the real thing instead of imitating it? 
Because my desire to imitate extends to the event or activity of making the thing I imitate. In 
one instance that is to be for a moment a sign-painter, in another, for a moment a baker of 
cakes, in another the cutter of suits, etc. etc. In some cases especially, but really in all, if 
necessary to be for a moment nature herself, if this is possible.” 

203 Jeanne Siegel（民 85.6），《藝聞錄：六、七○年代藝術對話》，林淑勤譯，（台北市，
遠流），頁 211。 

204 Paul Tayler（民 85.6），前揭書，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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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事件（theatrical events），205歐登伯格認為劇場所涉及（involving）的層

面最廣，是最具能量的藝術形式，他積極創造新的劇場美學，努力的成果

包括了《商店歲月 1》（The Store DaysⅠ）、《商店歲月 2》（The Store DaysⅡ）、

《死亡之城 1》（NecropolisⅠ）、《死亡之城 2》（NecropolisⅡ）、《印地安人

1》（InjunⅠ）、《印地安人 2》（InjunⅡ）、《遊記 1》（VoyageⅠ）、《遊記 2》

（VoyageⅡ）、《世界博覽會 1》（World's FairⅠ）和《世界博覽會 2》（World's 

FairⅡ）等十場偶發藝術，在每周五、六兩天晚上表演。由於空間限制，每

場最多僅能容納三十五名觀眾，所有劇目均由沙馬拉斯擔任主角，其他表

演者包括歐登伯格、佩特、格拉弗（Gloria Graves）和一些臨時演員。前述

劇目很容易造成誤解，因為每一系列雖然都有二場表演，但腳本完全不同，

其中《印地安人》的劇本更經過多次修訂，還曾重新改寫後於一九六二年

四月在達拉斯現代美術館上演。 

 

最初《商店》是計畫在一條街道上開設各種獨特的店面，並結合戲劇

表演，透過這些設計觀眾可以追溯美國的歷史文化。雖然實際作品有違初

衷，但這十場偶發藝術基本上乃延續最初露天歷史劇（pageant）的想法－

廣泛討論美國文明，從原住民到移民、窮人到富豪的夢想以及夢魘；同時

處理從簡單的物體逐漸增生，最終建立整個城市的過程。劇場中的素描靈

感來自《商店》和紐約的環境，例如自由女神像、移民以及奇怪的市民，

他們穿著古怪的衣服，並伴隨旋律優美的歌曲。歐登伯格說他的光槍劇場

（Ray Gun Theater）是「一系列論及美國意識的戲劇，雖然陳述得非常具

                                                 
205 在歐登伯格的用詞中，表演、劇場、劇場事件和偶發藝術經常交替使用，對他而言這
些名詞是相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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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但內容卻相當抽象，主要是討論美國的精神或美國的『商店』...正如商

店藉物體表達意義，它則是透過種種事件來表達，這是真實事件的劇場（一

部新聞影片）。」206 

 

這些表演排除敘事性結構，將整體分解成零碎的片斷，以利於有機性

的發揮。207《商店歲月》系列描述了下東區庸俗悲慘的貧民窟生活，一群

對生活失去知覺能力的可憐人，第一場沙馬拉斯和一只手套有病態的關

係，第二場則飾演一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殺手，藉由劃破衛生紙得到慰藉（將

暴力昇華成排泄物的象徵），佩特扮演一位抒情浪漫的阻街女郎，一邊跳舞

一邊四處走動，歐登柏格飾演目擊者：攝影師、報販和窺淫狂（voyeur）。

腳本受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影響很大，當歐登柏格拜訪他時，傑

克‧史密斯正製作一些靜態照片，準備拍攝一部描述異性裝扮癖的影片－

《熱情的傢伙》（Flaming Creature）208之用。這些描述社會禁忌的圖片，激

勵歐登柏格創造一種新的自我表現的劇場（a theater of self-expression），有

別於表現主義的劇場（expressionist theater）；209《死亡之城》探討街道地面

上和地面下生與死並存的現象，以解構觀點分析城市的生命問題。第一集

的人物以暗沉的顏色呈現，像老鼠一般在地下室快速走動。第二集演出國

                                                 
20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9. “A series of plays dealing with the US 

consciousness, really non-concrete in content though expressed concretely. The content is 
the US mind or the US ‘store’... It seeks to present in events what the store presents in 
objects. It is a theater of real events（a newsreel）” 

207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The Feeling of Things”, 1996, p.27.  
208 這是傑克‧史密斯最著名的 16 厘米黑白電影，片長 48 分鐘，場景讓人聯想到阿里巴
巴時代的懷舊庭院，色調具有波許（Heironymous Bosch）的風格，以半紀錄片的方式
拍攝陰陽人和異性裝扮癖者，利用難以區分是鬆弛的陽具還是豐滿的乳房的方式，解

除男女性之間的差別，將他少年時代華麗的想像和成人的幻想結合在一起。 
20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9.蘿斯並沒有深入說明「自我表現」和「表現
主義」劇場的差別，根據筆者從上下文以及克拉克‧蘭格潔的 Sculptural Tableaux of the 
Sixties: Edward Kienholz, Claes Oldenburg, and George Segal 分析，自我表現大致上是指
自我探索之意，透過外在事件和物體，了解自己的本質和特性，猶如精神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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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性旅客的生活型態，這些旅客來自世界各地：波蘭、阿根廷、希臘和瑞

典等等國家，猶如一場文化嘉年華會，最後頌揚世界末日的天啟和死亡；《印

地安人》則是一種淨化的儀式，驅除邪靈、惡魔以及暴力。《遊記》和《世

界博覽會》包含個許多靜默和抒情的意象，意味著世界的重生與復興，成

為這十場偶發藝術的總結。這些戲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像卡布羅的《分

成十六個空間的偶發事件》一樣，把場地區分了數個不同的房間，每一個

房間發展不同的情節。他的劇場觀念不再偏重亞鐸風格，也不同於凱吉或

卡布羅，210而是融合二者的特色發展成屬於自己的劇場美學，他說：「我利

用這兩股潮流來創作光槍劇場中的偶發藝術。我會編撰一個非常具有魅力

和情感的戲，然後突然停止或中斷，開始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戲。」211這十

場偶發藝術依舊沿用《都市快照》中把演員視為物體的做法，歐登柏格要

求他們不要流露任何表情或感情，行動必須像機械般僵硬、缺乏生命力，

機械化地重複一個簡單的動作。而觀眾，整個舞台緊接著都被看作是一個

大型的物體，他說：「觀眾被當成一件物體，他們的行為及其他一切就是事

件...事實上表演場所就是一個大型的物體，對事件而言，它所扮演的通常是

首要的、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角色。」212「我把空間視為物質，如同我把舞

                                                 
210 在歐登伯格和柯斯塔洛內茲的對談中，五○年代的偶發藝術基本上分成「亞鐸風格」
和「凱吉風格」，亞鐸屬於表現主義，凱吉則和亞鐸完全相反，屬於理性和觀念性，

具有禪風的藝術。但六○年代這兩種風格越來越難區分，因為「凱吉原本是一位實際

上比外表看起來複雜的人」，他的影響慢慢混雜其他東西，例如卡布羅逐漸變成表現

主義者，減少了隨機步驟（chance procedure）的使用。詳見 Richard Kostelanetz, The 
Theatre of Mixed Means, p.136.在克拉克‧蘭格潔的研究中，歐登柏格除了模仿卡布羅
使用房間區隔不同情節的發展，在參加卡布羅的 Coca Cola, Shirley Cannonball? 時，
他扮演藏身於錫罐中的角色，表演後他開始在自己的偶發藝術中使用紙箱，讓人物從

箱子裡出現。 
211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37. “When I did happenings at Ray Gun Theater, I 

drew upon both streams. I would make a very engaging and emotional sequence which I 
would suddenly stop and drop, to start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212 Michael Kirby, op.cit., 1965, p.202. “The audience is considered an object and its behavior 
as events, along with the rest. ... The place in which the piece occurs, this large object, i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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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成易碎的固態立方體或盒子一樣。裡面的空氣和事物是一體的、是硬

的，你可以從中撕下片斷的空氣或事物，所以片斷的物體和完整的物體以

及空氣，都可以變成一件作品。」213因此可以說歐登伯格將物體、人體和

劇場空間聯成一氣，創造一齣偶發事件、一幕活人畫或者說三度空間的行

動繪畫。 

                                                                                                                                  
I have indicated, part of the effect, and usually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 events.” 

213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80, sic. “I think of space as material as I think of the 
stage as a solid cube or a box to be broken. That air and the things in it are one, are HARD, 
and that you can RIP a piece of air and the thing out of it, so hat a piece of object and a 
whole object and just air, comes as one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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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性的墳墓－《臥室整體》（Bedroom Ensemble） 

 

一九六三年夏天到翌年三月，歐登伯格和佩特到洛杉磯近郊的威尼斯

渡假，在西岸這段期間他以「住家」（Home）為主題製作家庭用品雕塑，

延續《街道》和《商店》以來的都市生活探索。此一構想來自洛杉磯的環

境特色，他解釋道：「有某種客觀形式，和某個地方以及某人於該地的經

驗有關...在洛杉磯每樣東西都和佈置自己的房子有關。」214「洛杉磯 ...對

我而言是工業主義的天堂，洛杉磯具有消費者的、家庭的氣氛 ...」215一九

六三年底歐登伯格接獲紐約悉尼‧傑尼斯畫廊的邀約，和戴恩、羅森奎斯

特、喬治‧席格爾共同參加隔年一月的《四位新寫實主義藝術家的四個環

境藝術》（Four Environments by Four New Realists）展覽。歐登伯格對傑尼

斯畫廊的空間瞭若指掌，他以畫廊前廳的實際尺寸規劃《臥室整體》（圖 

38）：外觀要像墓穴，冷氣機和百葉窗遮住光線，神秘的門上寫著「私人

空間」。這件作品非常注重內容的整體效果，成為六○年代環境藝術中較

為特別的創作，是故名為《Bedroom Ensemble》。不僅是「住家」系列中最

大、最複雜的作品，也是歐登伯格和工業技術合作的肇始，216在此之前歐

                                                 
214 Claes Oldenburg, unpublished interview by Paul Cumming quoted in Marla Prather, “Claes 

Oldenburg：A Biographical Overview” 1996, p.4. “that there is some sort of objective form 
that’s related to a place and one's experience in a place.... Everything in Los Angeles relates 
to furnishing your house.” 

215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174. “LA …To me it is a paradise of industrialism. LA has the 
atmosphere of consumer, of the home …” 

216 歐登伯格的創作過程一直和「他者」有合作關係，一九七○年之前和首任妻子佩特長
期合作，佩特擔任他的模特兒，幫他縫製軟雕塑，並在偶發藝術中演出；《臥室整體》

之後開始和各種技術人員合作，例如：裝潢設計師、木匠、電腦繪圖師、Gemini 工業

公司成員、迪士尼片廠工程師等等；一九七○年以後與第二任妻子－藝術史學者范‧

庫瑟，以及義大利建築師蓋瑞（Frank O. Gehry）合作，雖然過去許多藝術家如羅丹
（August Rodin）和克勞黛（Camille Claudel）、達利和卡拉、曼‧雷（Man Ray）和
茱麗葉、布魯東（André Breton）和賈桂琳‧蘭達（Jacqueline Lambda）、歐姬芙（O'Kee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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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伯格頂多將創作過程視為「家庭工業」（cottage industry）罷了。217 

 

《臥室整體》中的每一件物品與其原來的功能都不相同，例如床是硬

的，抽屜打不開，鏡子變形等等。塞茲（William Seitz）在展覽目錄中詳細

描述著： 

 

特大號的傢俱（大家可以在一般商店街看到原尺寸的傢俱）是依

據歪曲的、變形的透視法所裝置而成的（不像傳統以線性透視在

平面上製造空間和容積效果）讓實際的空間和容積看起來失真，

每一種表面使用的材質都是假的：衣櫥和一對床頭櫃貼上模倣大

理石紋理的麗光板；鏡子不用玻璃而用金屬材質；白色的毛皮地

毯是人造的；異國風的沙發是「斑馬紋」的圖案，上面躺著一件

聚乙烯製成的豹皮外套和一只巨大的黑色光面手提袋，高大的燈

罩「被紋上大理石圖案」；床罩是塑膠的，白色聚乙烯的床單光

彩耀眼。牆上掛的織品模仿帕洛克滴流畫的風格。218 

 

                                                                                                                                  
和史提格立茲（Alfred Stieglitz）、帕洛克和庫蘭瑟（Lee Kranser）等人都有合作關係，
但歐登伯格顯然要「複雜」許多。席朗從兩性的觀點分析，認為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結

合（conjunctio oppositorum），但如果從歐登伯格「自然理論」來解釋也許更為合理。 
21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2. 
218 William Seitz, “Biennale de Sao Paolo”, Sao Paolo Brazil, 1967, p.57.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1. “The king-size furnishings（of which one can see the origins in 
windows along any shopping street）are constructed in a perverse, optically-distorted 
perspective which（unlike traditional linear perspective that creates the effect of space and 
bulk on a flat plane）makes actual bulk and space seem unreal. Every visible surface is false 
to its material: the dresser and an the paired night tables are of formica which imitates 
marble; the mirror is not glass but metal; the white rug is artificial fur; the outlandish lounge 
is upholstered with “zebravelour,” thrown on it is a vinyl leopard-skin coat and an immense, 
mirror-black handbag. The towering lampshades…are “marbleized”; the quilted bedspread is 
plastic, and the sheets shine luridly … in textiles that imitate the drip style of Jackson 
Pol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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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堅硬的幾何形體與《街道》、《商店》的有機輪廓形成強烈對比，創

作方向的巨變，讓部份歐登伯格的朋友感到失望，不過歐登伯格表示：「我

回答說不要因為某人在某個時候著迷於某件東西，比如說某人喜歡下東區

的有毒植物，並不意味不同的時間他不能著迷於跟前者完全相反的東西…」

219蘿斯說一個物體無法產生任何作用，就像一個人試著做他能力不可及的

事一樣，有一種諷刺性的幽默感，但《臥室整體》不只是滑稽地模仿汽車

旅館的「現代化」，也有它嚴肅的一面。歐登伯格將所有物體的造形簡化成

冰冷、銳利的幾何形，放在一個誇張的線性透視空間中，形成一個既真實

又矛盾的透視錯覺。220床鋪和許多傢俱變形成長菱形，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作品的景深顯得異常幽遠，另一個角度卻又顯得非常短淺，歐登伯格將平

面繪畫的空間透視法，轉化在三度空間的立體作品上。近乎最低限藝術的

外觀，像工廠展示室一樣讓人覺得冷感，但歐登伯格在《臥室整體》中保

留了幾件衣服，維持作品中具有人類的痕跡和氣習，他在筆記中說：「我想

像有一種人物圖像，在降神會或幻想裡頭，能夠喚起有人存在其中的感覺。

這件作品還包含了你確信有一位非常特別的人物與你同在的成分在內。」221 

                                                 
21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4. “To friends who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at 

this radical change in direction.” “I said that just because one finds one thing beautiful at one 
time （always in time）, say the poisonous botany of the Lower East Side, doesn't mean one 
can't at another time love it's opposite, ... ” 

220 Ibid., p.93. 蘿斯在 1964年 4月的《Art International》中撰寫了一篇〈New York Letter〉
評論《四位新寫實主義藝術家的四個環境藝術》，在註解中提到歐登柏格《臥室整體》

的內容和有變形的傢俱，使人聯想到二十世紀的德國影片。見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p.332, n.79.這是有可能的，歐登伯格接受科斯塔洛內茲訪問時，曾說他看過令人
恐懼的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如 1919年的《Das Kabinett des Doktor Caligari》（卡里加利
醫師的小屋）和 1931年的《M》（描述一個謀殺八名小孩的兇手）。見 Richard Kostelanetz, 
The Theatre of Mixed Means, p.136.這兩部電影均由奧裔美籍導演 Fritz Lang所拍攝（他
在美、德兩地拍片三十多部影片，不過都視為德語片），Lang早期受到建築和藝術訓
練，以視覺導向發展內容，透過德國表現主義扭曲的線條和形狀、符號場景和燈光，

營造詭異的氣氛，他的默片充滿視覺設計，所描述的未來都市景觀也都是扭曲的。因

此蘿絲的看法可能來自這條線索，並非杜撰之詞。 
22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2. “I imagine a kind 

of figure representation in which the presence of a figure is evoked, as in a séa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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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臥室整體》以後，歐登伯格試圖擺脫風格在藝術史脈絡中的意義，更

關心風格本身的意義，他說：「離開洛杉磯以後，我在這些作品裡所關注的

風格是製造和生產的風格。這種機械風格的練習，不只影響作品的意象以

及製造過程，也影響了我的製造方式。聯合他人，聯合技術人員一起製作，

拜訪工廠，並在工廠製作部分元件。工業生產的風格被提取出來，置入藝

術產品之中。」222誇張的透視法強化了幾何式的外觀，他為裝潢木工繪製

的設計圖，也是他第一幅純粹幾何線條的「機械風格」素描作品。223歐登

伯格強調在他的作品中，題材和形式的關聯是最重要的，《臥室整體》的幾

何形式不僅是視覺表現的重要元素，也強化主題中幾乎被一般人忽略的象

徵和意義，他說： 

 

幾何、抽象和理性是《臥室整體》所要表現的主題，選擇屋內最

柔軟的房間，並且和意識思想比較不相關的地方來強化效果。前

一場《商店》是一種充滿自我縱容和色彩的展覽，《臥室整體》則

限制為黑和白、藍和銀，以堅硬的表面和銳利的稜角為充斥視線...

風格一概偏向死亡這邊，這間臥室是理性的墳墓、法老王或柏拉

圖的臥室。224 

                                                                                                                                  
hallucination. The piece will consist of being convinced that someone very particular is in 
the room with you.” 

222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3. “The 
style I am concerned with in these works from Los Angeles is these style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a rehearsal of machine style, affecting not only the image or object produced 
but the method of producing it. Involving others, involving technicians, visits to industries, 
having parts made. The style of manufacturing abstracted into production of art.” 

223 機械風格的素描，在紀念碑和建築物計畫案的設計圖中會再次出現，不過金屬作品的
設計稿，將另由電腦繪圖工程師執行。 

224 Claes Oldenburg, “Biennale de Sao Paolo”, p.92.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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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欲的棲息地被改裝成「死亡的墓室」（a chamber of death），透過冰冷的理

性和偽裝的表面把愛欲包裹成木乃伊。225甚至連牆上的繪畫也隱含著死的

氣息，歐登伯格說：「紐約嚇死我了，當我跑到洛杉磯來探討有關死亡的感

覺時，我製作了《臥室整體》來展現我的戀屍癖。牆壁上是帕洛克的仿製

品，材料購自聖特莫妮卡按碼出售的布料，當時我想要把帕洛克當成生命

的象徵，他的複製品則...象徵死亡。」226理性對抗情感，堅硬的材質無法提

供柔軟的軀體任何溫暖與慰藉，連精神的泉源也乾涸、消失了，就死亡的

意義而言，《臥室整體》無疑將生命的跡象推向無底深淵。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幾何形的《臥室整體》也神似於亞茲衛爵（Richard 

Artswager）以麗光板製作無用的、幽默的幾何形「傢俱」，227也非常容易讓

人聯想到賈德（Donald Judd）和莫里斯的最低限藝術作品。他和這些藝壇

新銳都有深厚的友誼，這件作品所呈現的觀念，似乎偏離普普藝術的常軌，

反而更接近他們的想法，賈德便說：「歐登伯格的作品和其他普普藝術家的

作品比較沒有關係，反而跟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人有關…」228哈斯凱爾也發

                                                                                                                                  
p.52. “Geometry, abstraction, rationality- there are the themes that are expressed formally in 
“Bedroom.” The effect is intensified by choosing the softest room in the house and one least 
associated with conscious thought. The previous work had been self-indulgent and full of 
colors, the new work was limited to black and white, blue and silver. Hard surfaces and 
sharp corners predominate ... All styles on the side of death. The Bedroom as rational tomb, 
pharaoh's or Plato's bedroom.” 

225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27. 
226 Claes Oldenburg, “Jackson Pollock An Artist Symposium, Part ,”Ⅱ 1967, p.70. “New York 

scares the hell out of me. When I ran for death to Los Angeles, I made the bedroom as a 
demonstration of my necrophilia. On the walls were pseudo-Pollock's, yard goods from 
Santa Monica. ... I intended at the time to use Pollock as a symbol of Life, and his 
reproduction ... as the symbol of Death.” 

227 1964年亞茲衛爵替歐登伯格製作許多雕塑的基座，也創作了一些作品，當時兩人往來
密切，歐登伯格甚至稱讚他是一個毫無私心的人。 

228 Donald Judd, “Claes Oldenburg,” in Exhibition Catalogue, （Stockholm Moderna Museet, 



 117

現此一現象，她提到當賈德、莫里斯和佛列文（Dan Flavin）的展覽廣受注

意時，普普藝術的線條也在此時變得比較銳利，表面平整而沒有紋理，顯

得比以前更為冷靜不帶感情。歐登伯格的《商店》和《臥室整體》便代表

了一九六二到六三年普普和最低限藝術相互交織的美學轉變。229他的觀念

不像最低限藝術家，意圖將主觀情感減到最低程度，或是捨棄「殊相」強

調「共相」讓事物本身發聲。但在某整程度上又和最低限藝術捨棄基座、

類似工廠產品等特質有密切關係，他說： 

《臥室》也許可以稱作是為（長菱形）圓柱體和圓型所做的構圖，

為事物命名可以強調主題的「抽象」本質…主題不一定會影響純

粹形式和色彩的觀賞…而且還又充滿許多聯想。這或許與是我的

《臥室》－我位於西部小巧可愛的灰色的家，和哈波（Edward 

Hopper）的作品產生呼應（two-stepping）的原因。230 

 

這種論調顯示了歐登伯格的極化性格，他不側重任何一種形式、思想或風

格的傳統定義，他「讓幾何形式充滿感情」231，使觀者可以從中獲取自己

想要的藝術養分。 

                                                                                                                                  
July 1966）,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64, n.10. “Oldenburg's work is less 
related to that of other Pop artist than it is to several artists usually thought completely 
different ... ” 

229 Barbara Haskell, Blam! : The Explosion of Pop, Minimalism, and Performance 1958-1964, 
1984, p.105.  

230 Claes Oldenburg, “Biennale de Sao Paolo”,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93. 
“ “Bedroom” might be called composition for （rhomboids）columns and disks. Using names 
for things may underline “abstract” nature of the subject … Subject matter is not necessarily 
an obstacle to seeing “pure” form and color … Meanwhile they are sticky with associations, 
and that is presumably why my “Bedroom”, my little geometric home in the west, is 
two-stepping with Edward Hopper. ” 哈波作品中的人物和人物駐足的房間、屋子、商
店、橋樑以及街道，經常表現著一種既熟悉卻又充滿疏離感的況味，人們好像《等待

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中人物，淹沒在無止境的期待中。或許這種疏離感也是歐
登伯格所要所營造的。詳見 Donald Goddard, American Painting, （Beaux Arts 
Editions,1990）,p.206. 

231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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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街道》、《商店》、《臥室整體》和十餘場偶發藝術中，可以看出歐

登柏格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斷隨主題變換，初期大量吸收歐洲藝術家畢卡

索、克利、杜比菲、亞鐸和塞利納等人的風格和反文化思考，並結合帕洛

克的滴流畫以及自己對都市環境的觀察分析。然後逐漸在作品中融入美國

作家如阿爾及爾（Horatio Alger）、漢斯伯里、克瑞內和克魯亞克等人對無

產階級的關注，從歐洲精英文化的批判觀點，慢慢轉向美國精神的追尋，

創造了繪畫、雕塑、建築和劇場一體的獨特環境藝術。 

 

克拉克‧蘭格潔認為歐登伯格「發覺了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之間潛藏

的交互作用，他們（歐登伯格、金霍滋和席格爾）同時把重點放在型態特

別的舞臺空間，目標之一是要復興活人畫的傳統。」232在視覺藝術中，「活

人畫」的定義包含戲劇化的場面和靜止的姿態，使用三度空間或舞台裝置

並描述靜止的戲劇性動作的藝術形式。因此歐登伯格的環境藝術可謂是一

種雕塑的活人畫（sculptural tableau），一種環境與繪畫、雕塑作品並存的藝

術型態。 

 

蘿斯是研究歐登伯格極為著名的學者，在《克雷斯‧歐登伯格》論文

中，她對偶發藝術著墨甚少，並未深入分析劇場與其日後作品間的關聯，

                                                 
232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1988, p.2. “Recognizing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sual arts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they also focused on a specific type of staged space. 
Their crucial strategy was to revive the tradition of tableau.” Tableau 通指一種舞台影像
（image），在歐洲劇場中，活人畫內容主要是表演人類的命運，同時更換舞台場景。
Tableau vivant專指在舞台上，演員固定其位置和姿勢，以活人來模擬繪畫，並非一般
用詞。在克拉克‧蘭格潔的文章中另外談到金霍滋和喬治‧席格爾的作品也用用了活

人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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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愛倫‧強森比較明確地觀察到偶發藝術是歐登伯格雕塑作品的重要靈

感來源。233的確如此，歐登伯格和柯斯塔洛內茲談到他的劇場中：「有許多

撕破、撕裂、擠壓、碾碎和墜落中的軀體，顯示了雕塑家著迷於地心引力

的作用。」234地心引力將成為軟雕塑極為重要的創造元素之一，事實上連

一九六四年以後紀念碑計畫案也源自劇場整體所呈現「雕塑的活人畫」的

壯觀場面，235亦即他所有的藝術創作：繪畫、雕塑、偶發藝術、紀念碑和

建築彼此間息息相關，他說：「我透過繪畫、雕塑以及所有作品發聲，我透

過戲劇發聲。」236「我努力將繪畫復原成為可以觸知的實體，就像一個人

的個性可以用摸的或藉由周遭的事物來感覺到，以彌補其含糊和抽象的傾

向。」237「我分不清劇場和視覺藝術之間的差異...我想分別是一種文明病。」

238歐登伯格宣稱他的創作方向並非傳承自任何藝術家或畫派，大部分來自

他對流行文化的生活體驗。透過消費文化，他像羅蘭‧巴特在《神話學》

（Mythologies）中以哲學家的敏感度發掘潛藏於通俗用品中的文化意涵，

或者商品拜物的迷思一般，一方面創造眾多的藝術風格，另一方面冷靜批

判中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和無產階級被漠視的尊嚴。 

                                                 
233 Sarah Clark-Langager, op.cit., 1988, p.206. 雖然愛倫‧強森的著作中，對歐登伯格的偶
發藝術著墨甚少，但他觀察到蘿絲所未加重視的部分。即軟雕塑的創造即來自歐登伯

格的《上下顛倒的城市》（Up Side Down City）這一齣偶發藝術。 
234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154. “There is a lot of ripping and tearing and 

squeezing and crushing and , also, falling “bodies” which exhibit a sculptor's attraction for 
the effect of gravity.” 

235 參閱第四章。 
236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42. “I speak through the drawings, the sculptures and 

all the things I made and through my theater ...” 
237 Ibid. p.141. “My personal struggle has been to return painting to the tangible object, which 

is like returning the personality to touching and feeling the world around it, to offset the 
tendency to vagueness and abstraction.” 

238 Ibid. p.83. “I no longer se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ater and visual arts very clearly … 
distinctions I suppose are a civilized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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