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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軟雕塑（1962~1968） 

 

歐登伯格的軟雕塑，以食物、樂器、電器、衛浴設備和月曆等家庭常

見的物品為主題，利用帆布和新興的工業材料－聚乙烯縫製，內部再填充

木棉或紙箱從內部塑造整體外形。除了創造新的雕塑類型外，其主題、材

質和製作方式，不僅處處顯現獨特的創見，另一方面又接續巴洛克以來的

靜物傳統，既新潮又復古，具有極為豐富的表現力及意涵。 

 

從主題的選擇來分析，尼德蘭（Netherlands）在十七世紀出現靜物畫，

脫離以人物為主的繪畫型態，許多象徵生命短暫、脆弱的食物題材，雖然

意義上延續「死亡之舞」的醒世作用，但宗教意味已漸趨隱晦。十八世紀

夏爾丹以嚴肅但不感傷的態度，以厚塗法描繪家庭用品和食物。十九世紀

以後，馬內和塞尚的畫作中也有許多食物的靜物畫。反觀雕塑作品，從希

臘羅馬以至文藝復興，寫實的人物雕像一直是主流，雖然巴洛克時代出現

了偉大天才伯尼尼，創造著名的《特雷莎的狂喜》（Ecstasy of St. Teresa），

開放的輪廓線打破繪畫和雕塑的疆界，使用複合媒材將不可見的光線物質

化，但主題依舊停留在宗教人物上。到了十九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對理智、

精神和道德的衝擊，印象派科學化的創作態度，藝術本質和目的不斷被質

疑，累積了巨大的反動能量。進入廿世紀後，藝術家開始尋求新的創作靈

感，德、法兩國博物館來自非洲和大洋洲等地非自然主義風格

（nonnaturalistic style）的原始雕塑大量增加，以及一九○七年的塞尚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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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正好提供適切的養分，開拓了新的視野。239許多藝術家「自相像撤退」，

離開自然寫實的舊路，將視野轉向抽象或非具象（abstract or non-objective）

造形。布朗庫西於一九一○年開始使用大理石和金屬，創造非具象的《鳥》

（Bird）、《空間中的鳥》（Bird in Space）和《無盡之柱》（Endless Column，

圖 39）等；立體主義藝術家使用拼貼方式，將報紙、廣告、布料、木材和

金屬等現成品組成抽象雕塑。新的藝術觀、材料與技巧逐漸衍生，加上愛

因斯坦的「相對論」、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的原子分裂實驗240和佛

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誕生，時間、空間與固體物質不再是穩定堅實的

概念，雕塑主題變得非常寬廣，關於形式、空間、潛意識和觀念探索的作

品也大興其道。但靜物畫中經常出現的食物題材依然未受重視，類似畢卡

索的《苦艾酒杯》（Das Absinthglas，圖 40），歐本漢（Meret Oppenheim）

的《皮草的早餐》（Le Déjeuner en Fourrure，圖 41），達利（Salvador Dali）

的《女體上的晚餐》（Diner sur la Femme nue，圖 42）等作品寥寥無幾。

直至普普藝術興起，安德森（Robert Anderson）的《海捷克斯》（Hydrox，

一種餅乾的品牌，圖 43），衛索爾門的《靜物第24號》（Still Lift #24，

圖 44）中的奶油玉米，強斯的《彩繪青銅》（Painted Bronze，圖 45）的

啤酒罐，歐登伯格的軟性漢堡、薯條、蛋糕等等作品，在強調哲學意涵的

藝術思潮中反其道而行，創造了一股靜物畫般的雕塑潮流。 

 

就使用的材質來說，雖然立體主義引進大量雕塑材質，但多半藝術家

仍舊使用石材、金屬、木頭、黏土或石膏，以雕鑿、塑造、澆鑄、黏貼或

                                                 
239 David Piper（民 76），《新地平線》，台北市，嘉慶文化，頁 126-127。 
240 同上註。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對拉塞福使原子分裂成功的新聞非常驚訝，
並曾留下文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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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的方法來表現明確的造形和肌理。除了動力雕塑（kinetic sculpture）外，

作品完成後其結構即固定不變，使作者的思想、情感或形式得以精準呈現，

至於紙張、織品或橡膠等軟性材質，甚少雕塑家單獨使用作為創作媒材。

所謂「軟性材質」是指容易受外力（尤指人力而非機械力）影響而變形的

物質。一般而言，軟性材質具有某種程度的彈性，可以被搓揉、扭捏和搥

打，不斷被重新塑造。241相對於傳統堅硬、固定、易於保存的硬性材質，

其柔弱、多變、容易毀損的特性，表現的變數太大，不易精準掌握，但卻

有利於表現原本就柔軟、無常的人體，包括地心引力對人體的影響－老化

和衰頹，以及人體本身的疲憊、慵懶、沉睡或死亡，能夠創造出具有生命

或甫失生命的物體。同時因應材質的改變，新的製作方法－縫製和填充也

隨之誕生。縫紉對歐登伯格而言，可以接合不同形狀的布料，從服裝工業

的技術變身為構成主義（Constructism）的創作方法，而縱橫交錯於作品中

的車縫線，也類似素描中的線條。他說：「服裝工業的異性裝扮癖 / 縫紉

不也是一種藝術嗎？」242 

 

六○年代歐美兩地有多位藝術家分別創作軟雕塑，像美國的金霍茲

（Edward Kienholz）在集合藝術（Assemblage Art）中使用布製填充動物便

是其中一例，這些作品具有軟性質感和死屍般的氣氛，被用來激發觀眾內

心的恐懼。張伯倫的泡沫橡膠（foam rubber）雕塑《大同》（Ta Tung），

讓人想起他的變形汽車碎片，藉由氨基鉀酸酯泡沫（urethane foam）而恢復

原狀。索尼爾（Keith Sonnier）曾使用較不具彈性的透明塑膠袋，懸掛在牆
                                                 
241 Max Kozloff, “The Poetic of Softness”, in American Sculpture of The Sixties, （Los Angeles : 

Los Angeles Museum of Art）, 1967, p.26. 
242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2.“Transvestitism of garment industry/sewing is an 

art is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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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和地面之間，象徵巨大的橫膈膜。六○年代後期一些女性藝術家如海斯

（Eva Hesse）、內托（Bea Nettles）等人使用縫繡（stitch）方法製作藝術

品，意圖破除一般人對女紅（woman’s work）的觀念。海瑞斯（Paul Harris）

以布料製做了《發笑中的女人》（Woman Laughing）、《打招呼的女人》

（Woman Giving Her Greeting）等。在歐洲則有德國的波依斯（Joseph Beuys）

和英國的佛內納根（Barry Flanagan）等人實驗過軟性材質。243不過歐美兩

地最早、最主要、最深入的探索者應屬歐登伯格。244 

 

 

第一節  軟性家庭用品 

 

一九六一和六二年間，歐登伯格開始在偶發藝術中使用布料縫製的填

充軟雕塑作為道具，包括戰艦和帆船、已經毀損的 15 呎高的男人和 18 呎

長的飛機，以及《顛倒的城市》（The Upside Down City）中的大樓，為雕

塑史開創了新的里程碑。他說： 

 

表演藝術就像一座製造自然效果的工廠，我在其中發掘並實驗了

許多具有可行性的主題和材質。我試圖重現周遭所有令我感到有

趣的事物，我的藝術是來自與現實接觸的結果，劇場便成為我創

作上不可或缺的媒介。245 

                                                 
243 David Britt（Edited）, Modern Art,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89）,pp.373-374. 
244 Max Kozloff, op.cit., 1967, p.26. 柯茲洛夫說歐登伯格是 “The chief explorer （rather than 

exponent） of soft sculp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245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20. “Many other possibilities for subject matter 

and materials were discovered and tested in the performances. It was really a workshop in 



 125

 

他的目的不在顛覆傳統，而在嘗試各種可能的表現類型，歐登柏格說：「我

原先並非故意要讓這些作品有柔軟的外表。但我發現，讓原來堅硬的表面

變得柔軟，使我創造出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雕塑和一系列的新象徵。」246對

於縫製這種新的創作方法他認為：「縫紉是另一種促使作品和構成主義產

生密切關係更甚於服裝工業的方式。」247有別於一般填充玩具或商品，歐

登伯格總能將其創作帶往藝術領域，軟雕塑成為他擴展形式表現的一種企

圖。一九六六年接受格雷塞的訪問時表示： 

 

如果我的所做所為已無益於擴展藝術領域，那我就不會再做。我

製作軟雕塑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在繪畫或雕塑方面，開創一種處

理空間的新方式。248 

 

不論他的企圖為何，「軟性物體」對雕塑史的影響不言可喻。一九六

二年《顛倒的城市》表演後，歐登伯格至少舉行過四次以上包含軟雕塑的

展覽，初期作品甚少（有時僅二、三件），穿插於石膏和布料塗上瓷漆的

硬質作品中展出，到了一九六五年才真正以軟雕塑為主在葛林畫廊（Green 

                                                                                                                                  
natural effects. I tried to restage whatever captured my interest in life around me. The theater 
was indispensable to developing an art such as mine which grows out of contact with 
reality.” 

246 Claes Oldenburg, Claes Oldenburg, 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70, p.16. “The 
‘soft’ aspect of these works was not part of my original intension. I discovered that by 
making hard surface soft I had arrived at another kind of sculpture and a range of new 
symbols.” 

247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p.35-36.“sewing was another way of making connections 
more related to Constructivism than to the garment industry.” 

248 Bruce Glaser, “Oldenburg, Lichtenstein, Warhol：A Discussion”, Art Forum, Ⅵ（February 
1966）, p.22. “If I didn’t think that what I was doing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enlarging the 
boundaries of art I wouldn’t go on doing it …the reason I have done a soft object is 
primarily to introduce a new way of pushing space around in sculpture or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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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發表。但展覽形態已不同於《商店》之前的環境藝術，畫廊被視

為純粹的展覽場所，作品的獨立性也逐漸提高。以下僅就四次較著名的軟

雕塑展覽加以分析。 

 

一、葛林畫廊 

一九六二年十月，歐登伯格決定將《商店》中的作品，移至紐約葛林

畫廊重新展覽，但原先完成的石膏作品最大不超過三呎見方，無法滿足畫

廊的空間需求。憑著對新空間與環境的敏感度，歐登伯格順著葛林畫廊所

在的五十七街尋找靈感，看到鄰近車行展覽廳內的汽車，便決定製作像汽

車尺寸的大型物體作品來填滿葛林畫廊，以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題依

舊延續食物和服飾的探討，除了木頭和石膏製成的《早餐桌》（Breakfast 

Table，圖 46）、《椅子上的襯衫和物品》（Shirt and Objects on Chair，圖 

47）等作品外，他和佩特（Pat Oldenburg，歐登伯格的第一任妻子）把葛

林畫廊當作工作室，用帆布（canvas）縫製了《在地板上的蛋捲冰淇淋》

（Floor Cone，圖 48）、《在地板上的地板漢堡》（Floor-Burger，圖 49）、

《在地板上的蛋糕》（Floor-Cake，圖 50）和《巨大的藍色男褲》（Giant 

Blue Man’s Pants，圖 51）等早期軟雕塑，內部填充海綿橡膠（foam robber）

和紙盒（paper carton），完成後塗上麗可得（Liquitex）壓克力顏料和乳膠

漆（latex），放在地板上以便和汽車停放的位置產生關聯。這些成本低廉、

製作快速，尤其是把庸俗物品放大到超乎尋常尺寸的企圖，實在無法令人

漠視，不僅在公眾間造成極大迴響，也使美國普普藝術獲得國際藝壇重視，

從地下文化運動浮昇為亮眼的新思潮，成為紐約上城（uptown）的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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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畫商、收藏家和大眾媒體的注意。249商業上的成功，也掀起藝評界

對普普藝術和歐登伯格的鄙視或撻伐。250如葛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

評論普普藝術是「品味歷史（history of taste）中的一段插曲」；哈洛‧羅森

伯格（Harold Rosenberg）認為普普是一種向庸俗的大眾媒體投降的藝術。251

塞爾茲（Peter Selz）較能接受普普藝術的表現題材，不過對呈現方式則有

嚴厲批評，她說：「內行的人將普普藝術和夏爾丹的作品做一番比較，因

為二者都在描繪周遭環境中的真實物品：一個是描繪十八世紀的靜物，一

個是描繪二十世紀的廣告牌－有何不可呢？…但不同的是，卡拉瓦喬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夏爾丹和庫爾培創造了一個屬於他

們自己的世界，並將寫實的主題轉化成美感經驗…但到目前為止，普普藝

術家詮釋或轉化現實的結果卻是無力的、難以令人信服的。」252從《街道》

帶有窮人藝術（poor man’s art）風格的雕塑，漸漸演變成甜美的，表現消

費文明的巨大作品；從雜亂無章的街頭景致，蛻變成乾淨清爽的畫廊藝品，

提爾林（Sidney Tillim）暗諷道：《商店》已對進步（progress）退讓，現在

使用的布料等級比以前（偶發藝術中所用的）好一點，藍領階級變成白領

階級。253  

 

                                                 
24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1. 
250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40 & 48. 
251 Barbara Rose, Ibid. 
252 Peter Selz, “The Flaccid Art”, in  Partisan Review, （Summer, 1963）, pp313-316. “People 

who ought to know better have compared Pop Art to the work of Chardin, because it depicts 
actual objects among familiar surroundings: an eighteen-century still life, a twenty-century 
billboard － why not?.....But Chardin, Carravaggio and Courbet created worlds of their 
own in which the reality of the subject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esthetic experi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reality achieved by the Pop Artist, insofar as it exists at all, 
is limp and unconvincing.” 

253 Sidney Tillim, “Month in Review”,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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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聲初試的軟雕塑，表面看來不過是庸俗日用品的再製，難有深刻意

義，充其量可謂具有幽默與幻想風格的作品，如《巨大的藍色男褲》用衣

架懸掛在牆壁上隨風飄動，有如柯爾達（Alexander Calder）的動力藝術。254

大型的漢堡、冰淇淋和蛋糕，讓人想起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摩登時

代》中的劇情，如羅蘭‧巴特所分析的：「對卓別林而言，無產階級仍是

那個餓著肚子的人；她對飢餓的呈現、表達，永遠是那麼壯觀氣派：超級

巨型三明治、牛奶盒、根本沒碰就被扔在一旁的水果。很諷刺地，那座食

物分配機器（屬於雇主世界的一環）卻只輸送零碎、而且看起來難吃的營

養劑。」255或使人聯想到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256《巨

人傳》（Gargantua et Pantagruel）中的食物，顯示既幽默又諷刺的意味。事

實上多數藝評家並未深入瞭解歐登伯格的企圖與軟雕塑的意涵。就藝術史

的意義而言，「反基座」（anti-base）是這些作品的主要特性，歐登伯格說：

「它可以被握在手中，可以像大衣一樣被懸掛起來，也可以被扔在地上。

沒有基座反而產生某種效果，換言之，和它四周的和活動產生交互作用。」

257 

 

                                                 
254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38. 
255 羅蘭‧巴特（民 86），《神話學》，許薔薔，許綺玲譯，（台北市，桂冠圖書），頁

35。 
256 拉伯雷於 1494年出生於法國圖海納的昔儂（Chinon, Touraine），擅長諷刺文學，是文
藝復興時期著名的人道主義者。《巨人傳》是他的主要作品，全書共分五卷，取材於

法國民間傳說故事，主要描寫高康大（Gargantua）和龐大固埃（Pantagruel）兩代巨人
的生活史。高康大一生下來便會說話，喝 17000 多頭母牛的奶，穿 12000 多呎布製成
的衣服。高康大和龐大固埃都具有超乎常人的體魄、公正善良的品德和樂觀主義的天

性。書中鞭撻經院哲學使高康大變得胡塗愚蠢，但接受人文主義教育後，終於成爲名

副其實的「巨人」。 
257 Marla Prather, op.cit.,1996,  p.3.“It’s held in the hand or it’s hung up like a coat or it’s 

thrown on the ground. It dose something off a base. In other words it interacts with the life 
arou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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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六一年起，歐登伯格決定放棄寫實人物的再現，258因為他認為

人物畫太過寫實並缺乏幽默感，在葛林畫廊的展覽中，成功地透過軟雕塑

以局部或暗示的方式將人體意象融入物體中，而且軟雕塑的內部結構也佔

有重要地位，歐登伯格視之如人體的骨骼，他說： 

 

軟雕塑不是只有外表，而是真的有內部可以引人遐想。軟雕塑乃

根據人體結構而來，同於具有軟和硬的部份。我的許多雕塑作品

內部都有東西，從外部可以感覺出來像骨骼。259 

 

「骨骼」有時作為骨架，具有支撐作品之用；有時是歐登伯格意識到或希

望觀眾能感受到物體和人類的關連，藉由軟雕塑內部填充的硬物，想像作

品裡面也有頭蓋骨，就像人體一樣。260因此軟雕塑不僅暗示人體，甚至突

顯人類的性徵，愛倫‧強森便說《地板漢堡》層層疊疊的圓形宛如女性性

器，《巨大的蛋捲冰淇淋》像男性的陽具，其「貪慾的凝乳」（concupiscent 

curds）則象徵兩性的愛欲。261其中冰淇淋的意象可以溯自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的《冰淇淋皇帝》（The Emperor of Ice-Cream），262詩中描述世上

唯一的皇帝（主宰者）就是製造冰淇淋的人，以此象徵一個沒有神的世界，

                                                 
258 《新娘模型》（The Bride Manikin）是最後一件人物作品，然而它已從活著人，轉向不
具生命的模型，這個構想是從下東區婚禮櫥窗（bridal display）中獲得的靈感。 

259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39. “They actually have an inside, which can be imagined, 
and not just a surface. The soft sculptures are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ody, 
which is both hard and soft. Many of my sculptures have things inside them which can be 
felt through the surface like bones. ”  

260 Ibid., p.48, n.40. 
261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24.“concupiscent curds”乃愛倫‧強森引自史蒂芬
（Wallace Stevens）《冰淇淋皇帝》（The Emperor of Ice-Cream）中的詩句，指的是冰
淇淋的液態感覺。 

262 這首詩的內容非常隱晦，描寫一位貧窮的老婦逝世後，鄰居熱心的幫忙協助後事，但

卻有些人在廚房做起冰淇淋，還有人在調情，強烈的食慾和性愈驅動著其他活著的人

們，和臥室中死亡的老婦形成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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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為欲望所主宰。一九六三年歐登伯格寫道「冰淇淋＝上帝＝精液」

（ice cream = God = sperm）。263史蒂芬斯在《週日清晨》（Sunday Morning）

中，對《冰淇淋皇帝》進一步詮釋為「死亡是美麗之母」（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264。歐登伯格也經常在作品中傳達類似的看法，他曾寫道：「死

亡的存在是生命的特性」（The presence of death define life.），也在筆記中記

載如下的內容： 

 

Oldenburg + ice bag = iceberg 

Iceberg = Oldenburg 

Ice cream cone = prince of death, or his habitation265 

 

雖然歐登伯格看似有意玩弄文字遊戲，但也明白註解了人物形象轉向

的企圖，同時為庸俗的物品注入雋永的意義。至於提爾林的批評是可以理

解的，史帝區說歐登伯格的《地板漢堡》「讓人想起漢堡連鎖商互相競爭

時誇大的廣告…但歐登伯格具有想像力、誇張的作品，勝過當時號稱最大、

最高、最有料的漢堡。」266標示了美國五○和六○年代聲勢浩大的廣告基

調。當時白塔（White Tower）是最大漢堡商，通路遍及市中心各地，提供

快速及便宜的產品。雖然廉價且普遍，但對於貧困如《街道》中的流浪漢，

依然遙不可及。馬許（Reginald Mavrsh）便曾在《白塔漢堡》（White Tower 

                                                 
263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24. 
264 Ibid. 
265 Ibid. 
266 Sidra Stich, Made in USA: an Americanization in Modern Art, the '50s and '6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alifornia,1987）, pp.79-80. “（Oldenburg’s ）food-stuffs recall the 
burger franchise’s competitive boasts .....With creative panache Oldenburg effectively 
trumps eve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dvertising claims by creating the biggest, most 
towering best-stuffed hamburgers of the era.” 



 131

Hamburger，圖 52）中表現此一鮮明對比：他以水彩描繪了鬧區的街景，

走道右邊有一張高掛於柱上的漢堡廣告，下方站著一位衣衫單薄身形佝僂

的老人，以此強調美國社會的貧窮現象。在英國《經紀人》週刊中有一篇

文章提到，美國人平均每週吃三個漢堡，產值為每年四百億美元，還未計

入周邊產品，如漢堡茶壺、漢堡手錶鎮紙（paperweight）等，總量比一九

九○年增加了將近五分之一。漢堡由於麥當勞的擴張而流行全球，像美國

一樣支配了全世界，同時漢堡的成長也象徵了美國的成長，因此「歐登伯

格在一九六二年創造的帆布巨型漢堡，給予漢堡這個代表美國的圖像以藝

術上的尊崇。」267是極為恰當的選擇。然而提爾林膚淺地以消費階級的轉

變來嘲諷歐登伯格的作品，缺乏經濟、文化、藝術或思想觀點的批判，可

見許多評論家對此新興的藝術型態，其理解仍停留在庸俗的物體表面，未

能直入其價值核心加以瞭解。 

 

二、督昂畫廊（Dwan Gallery） 

一九六二年底，克洛斯（John Kloss）268以黑色聚乙烯布料，為佩特剪

裁了一件有粉紅色內裡的的衣服，269當時這種昂貴但「粗俗」的材料沒有

幾位設計師敢用，卻意外為歐登柏格帶來新的靈感。之前的軟雕塑僅用帆

布縫製，但一九六三年二月開始使用聚乙烯創作，完成了《軟性打字機》

（Soft Typewriter，圖 53）和《巨大的培根、萵苣、蕃茄三明治》（Giant BLT，

                                                 
267 Anonymous, “Lexington: As Hamburgers go, so goes America? ,” The Economist, Vol.344,
（London, Aug 23 1997） , pp.22-23.“In 1962 Claes Oldenburg created his ‘Giant 
Hamburger’ out of painted sailcloth, giving the artistic reverence that befit a national icon.” 

268 紐約一位著名的服裝設計師。 
269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60, 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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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70兩件作品，並在洛杉磯的督昂畫廊展出，他說： 

 

獲得塑料、乳膠以及新技術出現之助，原本處於未開發狀態的軟

雕塑，很快就會變成完全是拼接式的（取代汽球式的對稱接合）、

可充氣的雕塑。271 

 

黑色的《軟性打字機》變形得非常厲害，也顯得更柔軟，好像要自我

溶解，使原本硬質的物體產生豐富的色調變化和視覺效果，讓人印象深刻。

愛倫‧強森說：「這些作品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比方看到一般打字機，

很難不讓人想起歐登柏格那部完全放鬆、沒有功能的打字機。當我們敲打

著散置在軟趴趴的聚乙烯上，七零八落的樹脂玻璃按鍵時，這部機器有換

成另一個舒適的姿勢。」272製作聚乙烯打字機之前，歐登伯格曾以平紋的

細棉布（muslin）縫了一件軟性打字機習作《軟性打字機－幽靈版》（Soft 

Typewriter －Ghost Version，圖 55），塗上白色壓克力顏料，並留下打版的

石墨線條。因為昂貴的聚乙烯布料很難撕破，也不容易重新縫合（會留下

針孔），利用棉布或帆布預先製造「模型」（maquette），不僅花費便宜而

且成效卓著，這件作品附有木質按鍵，歐登伯格說修銼這些鍵盤時，自己

好像一個正在修指甲的師父，甚至認為塗上白色顏料的軟雕塑「更具精神

                                                 
270 B是 Bacon，L是 Lettuce，T是 Tomato。 
27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Arts Council 1970, p.16. “Soft sculpture is in a 

primitive state but with aid of plastics and latex and techniques to come, there will soon be 
completely articulated（instead of balloon-like symmetrically joined）pneumatic sculpture. ” 

272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28. “the works themselves are so distinctly personal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look, for example, at any typewriter without thinking of Oldenburg’s 
completely relaxed and useless one. When the Plexiglas keys, randomly placed on the 
boneless vinyl, are struck , the machine just settles into another comfortabl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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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more spiritual）273，而逕稱之為「幽靈」（ghost）。274「打字機」形

似人的面孔，渾圓的雙眼、開闊的嘴巴和參差錯落的牙齒，像一張猥褻或

狂笑得變形的臉，275不過這兩件作品當年並未參與任何展覽。《巨大的培

根、萵苣、蕃茄三明治》比較複雜，由好幾層內部填充木棉（kapok）的聚

乙烯（吐司和番茄）、布料（萵苣）和上色的木片（培根）堆疊而成，正

上方垂直插入一根木製牙籤，作品可以牙籤為軸心旋轉，也可以將各部分

重新組構。 

 

到了夏季，歐登伯格遇到前所未有的情緒變化，對他而言是一段非常

重要的經歷，他抱怨道：「我對自己在紐約的處境產生一股強烈的反感，

我恨第二街的「商店」（一九六一年以來的工作室和劇場）、我的公寓、

我的軀體、我的妻子、一切的一切。」276在惡劣心情的影響下，五、六月

完成的多數作品都被摧毀，他搬離紐約東四街的住處，在霍華街（Howard 

Street）另覓新的寓所，並決定暫時到西岸轉換一下心情。九月份抵達加州

洛杉磯，在近郊的威尼斯租下一間工作室，一如往常觀察環境的習慣，歐

登伯格留連在附近的剩貨店（surplus- goods）尋找可用物資，再度發現大

量聚乙烯（vinyl）布料，自此開啟了另一階段以「家」為主題的軟雕塑實

驗。此一系列依然想要製造類似環境藝術的效果，作品可以讓人想起某個

地方，這個地方同時也擁有個人的經驗在內。首先進行的是前一章討論過

                                                 
273 Marla Prather, “Claes Oldenburg：A Biographical Overview,” p.4. 
274 這兩件作品並未在一九六三年任何展覽會上出現，要遲至隔年才在悉尼‧傑尼斯畫廊
首展。日後只要有「幽靈版」的作品，通常會兩種並陳。 

275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7. 
27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92. “I experienced a revulsion against my situation in 

New York. hating my Store （my studio and theater since 1961）on Second Street, my 
apartment, my body, my wife,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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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臥室整體》，接著十月份獲邀在洛杉磯的督昂畫廊舉行個展，歐登伯格

提出四件聚乙烯軟雕塑，包括前述的《巨大的培根、萵苣、蕃茄三明治》、

新完成的《軟性付費電話》（Soft Pay Phone，圖 56）、《好心情雪糕》（Good 

Humor Bar，圖 57）和《薯條和番茄醬》（French Fries and Ketchup，圖 58）。

還有棉布縫製的《軟性付費電話--「幽靈」版》（Soft Pay Phone－“Ghost” 

Version，圖 59）、《有領帶的藍襯衫》（Soft Blue Shirt with Tie, 圖 60）以

及粗麻布、石膏和鐵絲網等複合媒材製成並塗上瓷漆的石膏作品。前一年

的軟性漢堡、蛋糕和冰淇淋著重於尺寸對比，質料和表現對象具有相似性

（都是軟的），形式顯得安靜沉穩許多。聚乙烯作品則增加了質性對比，將

堅硬的機械變成柔軟的塑膠，內部不像帆布作品依賴紙盒等硬物支撐，顯

得益加鬆弛乏力。另外，聚乙烯織品單面印有顏色，富有光澤和透明感，

像剛下筆還未乾燥的油畫，使扭曲的軟雕塑有如濃重潮濕的顏料，受地心

引力影響而流瀉下來，產生「融化的流動性」，277具有繪畫般的效果。誠如

歐登伯格所說：「我使用那種（商業）塗料（paint）將週遭事物網羅在一起…

我目前使用的聚乙烯是靜態的塗料，物體直接就溶在裡面。」278因此聚乙

烯作品，又像是被立體化的平面繪畫，隨著歐登格想法在二度空間與三度

空間中自由變換。 

 

三、悉尼‧傑尼斯畫廊（Sidney Janis Gallery）Ⅰ 

一九六四年三月歐登伯格買了一部旅行車，從威尼斯開回紐約，準備

四月在悉尼‧傑尼斯畫廊舉行個展。此次展覽也有許多石膏製的食物雕

                                                 
277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28.“the melting mobility of the vinyl pieces” 
278 Claes Oldenburg, “Jackson Pollock: An Artists’ Symposium, part II,”p.66.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42. “I used that kind of（commercial） paint to entangle the objects 
in my surroundings…The vinyl I now use is still paint, the objects dissolving now in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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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前一年製作的《有領帶的藍襯衫》、《番茄醬和薯條》、《軟性打字

機》和《軟性打字機－幽靈版》等軟雕塑，以及新縫製的《罐裝泡菜》（Pickle 

Slices in A Jar，圖 61）、《軟性烤麵包機》（Soft Toaster，圖 62）、《軟

性縫紉機》（Soft Sewing Machine）、《軟性電燈開關》（Soft Switches，

圖 63）和《電燈開關－「幽靈」》（Light Switches－“Ghost”，圖 64）等。 

 

歐登伯格繼續透過暗示和形似的方法，在日用品上表現人體，部分還

具有明顯的性和繁殖力意味，例如「開關」形似乳頭或有乳頭的胸部（男

性或女性），可以經由「開」或「關」連接電源兩極產生電流，象徵兩性

的結合或交流。279賈德說紅鶴色聚乙烯（Flamingo colored vinyl）的開關強

調物體結構，驚人的姿勢讓人發笑，他認為：「這件柔軟的朱紅色開關和

性欲有關，也和嬰兒有關。整個開關看起來似乎像是乳房，但是不像…它

們不是兩個乳房，而是兩個乳頭。雖然是乳頭，但是對胸部來說太大了，

它們也可以被撥上撥下。」280愛倫‧強森說：「《軟性電燈開關》的人體

意象具有男性和女性特質，粉紅色、潤滑的表面腫脹得充滿生命感，像是

剛從子宮誕生的生命。」281此次展覽不管是軟的還是硬的作品，多數都顯

露出可以觸摸或擁抱的特質。歐登伯格將《巨型牙膏管》（Giant Toothpaste 

Tube，圖 65）視為自畫像，他說： 

 

                                                 
279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7. 
280 Donald Judd, “Claes Oldenburg”, Moderna Museet, July 1966, exhibition catalogue,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p.57-58. “The soft vermilion switch is sexual and also 
infantile. … The whole switch seems to be like breasts but don’t resemble them …… there 
aren’t two breasts, just two nipples… As nipples though, they are too large for the chest. 
Also they can be turn on and off.” 

281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32.“Both male and female in its body images, the 
Soft Light Switches with its pink color and lubricous surface, is tumescent with life, like a 
creature fresh from the w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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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在威尼斯製作的軟管，一些人絕得像是在無意識下所畫的

自畫像，尤其是白天時它都擺在我的床上，這樣才能保持他的表

面平滑。軟管是藝術家的象徵－他拿下蓋子，擠出內容物。282。 

 

一九六三和六四年的展覽中，關於食物的展品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六

四年十月在巴黎伊連納‧頌納班（Galerie Ileana Sonnabend ）畫廊的個展，

便是純粹以他在巴黎看到的食物為題來製作的。283雖然食物作品在每個階

段出現的數量和面目不盡相同，卻一直都是歐登伯格非常重要的主題。歐

登伯格在《商店》檔案中記錄著，「食物=愛，米特口（metrecal）=愛的死

亡」。284在精神分析學理論中，困擾著人與世界交互作用的二元論，並非

起源於主客體之間的關係，乃在於主體（人）內的兩種對立本能。因此佛

洛伊德建構其潛意識的主要理論時，愛欲（eros）始終有一個對立面存在，

早期愛欲具有多個不同的名詞，分別是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自我

本能（ego-instinct）或言飢餓本能。285性（愛欲、愛）本能獲得滿足，自我

保存本能（飢餓本能）也得到滿足。是故歐登伯格所謂「食物=愛」，等同

                                                 
282  Claes Oldenburg, Notes, quoted in Barbara Haskell, Claes Oldenburg: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83.“The first tube…seemed to some people an unconscious self-portrait, 
especially since it took my place in the bed during the day － I kept its skin unwrinkled that 
way. The tube is a symbol of the artist－he takes off his cap and oozes out his contents.” 

283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64, n.11.一九六四年歐登柏格到義大利參加威尼斯雙年
展後，在巴黎租了一間工作室，以新的方式製作石膏食物。他將石膏注入紙板或帆布

模型中，取出後再滴上石膏，像麵包師傅裝飾糕餅一樣。 
284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4.“food=love, metrical =death of love”. metrecal是
由'metered calories' 兩個字合成，一九五九年由美愛倫‧強森（Mead Johnson）公司所
出產的高能量高蛋白飲料，有十九種口味，是當時一種控制體重的產品。 

285 佛洛伊德後期理論將自我本能改為死亡的本能或攻擊本能。在布朗的《生與死的對抗》

中，他將愛欲、愛和性視為同一。“The fundamental polarity in human nature, in Freud’s late 
writing , is not hunger and love, but love and hate, love and aggression, love and the will to 
power.”詳見 Norman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p.55-56.依筆者之見，米特口用來控制體重，無法
滿足食慾，故言「米特口=愛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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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飢餓的滿足=愛的滿足」。除此之外，食物提供能量維持人的生命，具

有「生」的屬性，但也是被吃的、易於消失的和容易腐爛的物質，同時具

有「死」的屬性。 

 

卡斯塔夫桑（Donna Gustafson）曾指出，普普藝術家如衛索爾門、李

奇登斯坦、沃霍爾、羅森奎斯特和帝波（Wayne Thiebaud）等人，以食物

為創作的元素之一，使他們的物體藝術和 Vanitas－萬物易逝，必將銷亡的

傳統產生關聯。286文中雖未提到歐登伯格，不過此一看法可在一九六六年

歐登柏格接受訪談的內容中得到充分印證。當時他和柯比（Michael Kirby）

正試驗用澆注法把液狀食材塑造成形，在布魯克林（Brooklyn）區一座教

堂舉行偶發藝術時，便將白色巧克力灌成骨頭和手的形狀，於表演過程中

將此道具吃掉；在斯德哥爾摩現代美術館（Stockholm Moderna Museet）的

複合媒材回顧展中，他也請柯比以果凍粉鑄出他的臉部模型，製成吉露果

子凍（Jell-O）的樣子展出（圖 66），歐登伯格說： 

 

柯比鑄造的作品，被陶藝家佩頌‧梅林（Signe Presson-Melin）帶

到她位於馬爾莫的工作室，她的手法完全不具一絲死亡（macabre,

令人想起死亡之舞）的氣息，並以這件作品做了一個有土黃色釉

彩的碗，還準備繼續製作另一個黏土的碗。但我覺得應該強調吉

露果子凍是一件隱喻生命短暫的複合媒材作品才對。287 

                                                 
286 Donna Gustafson, “Food and Death：‘Vanitas’ in Pop Art”, Arts Magazine, 60, February 1986, 

p.90,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5. 
287 Claes Oldenburg, Claes Oldenburg：Multiple in Retrospect 1964-1990,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Inc.,（U.S.A. 1991）, p.48.“Kirby’s casting was brought to the ceramicist Signe 
Presson-Melin in Malmö, whose approach eliminated any macabre element. She ma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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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爾摩的展覽中，吉露果子凍任由黴菌生長，這是歐登伯格唯一運

用較多偶然性的作品，有如眼鏡蛇藝術群將橘子放在櫥窗中，觀察物體自

然變化之美。但果凍面具的意涵卻較為嚴肅深刻，從清澈透明到黴斑遍佈，

象徵藝術家由生到死的過程。蘿絲指出，歐登柏格的筆記中有許多基督教

殉教和救贖的內容，果凍臉顯然和領聖餐禮有關，教徒食用象徵基督身體

和血液的餅和酒，被轉化為觀眾食用象徵歐登柏格身體的面具，隱喻藝術

家在社會上扮演牧師或薩滿（shaman）的角色，驅除邪靈祈求心靈淨化，

具有道德上的意義。288布朗另在《愛的軀體》（Love’s Body）書中，以〈食

物〉這篇文章綜合論述食物和吃的多重意涵，他說：『吃是一種墮落的形

式，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指亞當和夏娃）。吃是一種性的

形式，口交是用嘴巴，當亞蘭達人（Aranda）互相問候「你吃了沒？」即

表示你性交沒有，薇爾（Simone Weil）289有一個案例便是精神分裂的女孩

拒絕吃東西。吃是一種戰爭的形式，人類的鮮血是戰士的歡愉的和生命的

食物。吃是一種救贖的形式，除非你吃了聖子的肉體，喝下他的鮮血，否

則你是沒有生命的……』290此外飲食也可以反映一個民族的個性和文化，

                                                                                                                                  
kind of household bowl in glazed earth colors from the mask and was prepared to go forward 
with an edition in clay, but I felt that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the Jell-O casting as a 
potential ephemeral multiple.” 

28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1. 藝術史上還有多位藝術家，把自己畫成宗教
人物，例如：杜勒（Albrecht Düer）的有如耶穌基督，林布蘭的像使徒保羅（Apostle 
Paul），恩索爾的像十字架上的基督，高更的自畫像頭上有光環。 

289 西蒙‧薇爾（Simone Weil）是法國著名的女哲學家、神秘主義者和社會哲學家。對食
物有獨特的個人原則，1930 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時，堅持自己吃的食物不能超過接受救
濟的窮人。二次大戰期間在英國的德軍佔領區，嚴守配給的食物量不能比自己的同胞

多，終因營養不良和工作過度而住院，最後感染肺病逝世。 
290 Norman Oliver Brown, Love's bod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167.“Eating is 

the form of fall. The woman gave me and I did eat. Eating is the form of sex. Copulation is 
oral copulation；When Aranda ask each other, ‘Have you eaten? ’They mean, ‘Have you had 
intercourse?’ The schizophrenic girl refused to eat; the case of Simone Weil. Eating is the 
form of war. Human’s blood is the life and delight food of warrior. Eating is the 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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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中鮮豔、流動、粗糙的食物和「巴黎的石膏」（plaster of Paris）291

中淡雅、寧靜、精緻的作品迥然不同，美式食品量大質粗、甜膩多油且多

速食；法式料理簡單精緻、偏好原味重視美觀，兩國的民族特性，都在歐

登柏格的作品中展露無遺。他對食物也非常敏感，每天都會記錄自己的體

重，經常節食避免攝取過多熱量，身材因此常變化，292金斯伯格說：「他的

體型就像他的雕塑，常隨著時間而膨脹或收縮。」293因此食物題材也反映

了歐登伯格的切身問題。 

 

四、悉尼‧傑尼斯畫廊Ⅱ 

一九六五年歐登伯格從歐洲旅行回來後，搬到紐約十四街一處沒有隔

間的大房子，開始準備隔年三月在悉尼‧傑尼斯畫廊的再度展覽。他從舊

有的筆記中尋找想做但仍未實現的草稿，擬定一張包含五十個項目的清

單，然後依序開始製作。其中「抽水馬桶」（toilet）和「馬桶」（bowl）

從六三年避居威尼斯時已陸續發展，當時市面上有許多不同款式的抽水馬

桶，但都不符合歐登伯格的需求，而且製作馬桶的泡沫塑料（styrofoam）

遍尋不著，亦無法使用其他材料來製作，因此「廁所」主題便延宕下來。

另一方面，歐登伯格也將新的主題－「浴室」納入清單之列，如此便可以

「家的系列」來統一都昂畫廊、《臥室》和「廁所」等主題的作品風格，

                                                                                                                                  
redemption. Except ye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e have no life in 
you.”布朗從羅漢（Lohein）、史多區（Storch）、理查（Richard）和克里斯特（Kleist）
等人的書中節錄出上述內容。 

291 Marla Prather, op.cit., 1996, p.5. 
292 Claes Oldenburg, Notes,1966.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223.一九六五年夏天，歐登伯格有兩個月的時間讓自己充電，看書、
買雜誌、在紐約的街頭漫步，並減了四十磅的體重。 

293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5 & p.64, n.14. “Oldenburg’s physical structure was much 
like his sculptures – inflated and deflated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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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房子」內的設備更完整。原本擱置的計劃加上新的想法，歐登伯格

不得不為新的展覽積極催生，他以近乎超現實主義或禪者的思考方式跨出

第一步，294他說： 

 

每一次籌辦展覽時，我都當作自己從未辦過展覽，一切從零開始，

我不曉得這樣好不好。這是否意味著自己只是在重蹈覆轍，或者這

是保持自己純真本性的最佳方法？因為不太確定自己展覽的走向

這種狀態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確定自己做得出來就好。這也是我

創作偶發藝術的方式。295 

 

重新調整心態後，歐登伯格從新工作室的衛浴設備中，發現適合的沖

水馬桶造形，使計劃中的主題得以順利進行。此時，《Art News》雜誌社

又委託他設計封面，歐登伯格以其中一篇文章構想了一件不僅能暗示三度

空間的物體，還能剪下來拼貼成一個盒子的素描，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思

                                                 
294 布魯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說：「儘量使自己處於最敏銳的被動狀態下，忘記你的天
份，忘記你的才氣，同時也忘記其他任何一個人的能力。…心中不要存著任何先入為
主的意念，你只要儘快地寫…」帕洛克回顧創作過程時也有類似的情形，他說：「當
我站在畫裡邊的時候，我並不自覺我在畫些什麼。…我並不害怕改變，或者破壞意象
等等事情發生，因為繪畫本身自有他自己的生命」歐登伯格似乎綜合了這兩位前輩的

創作態度，詳見李長俊（民 71），《二次大戰後的視覺藝術》，台北市，大陸書局，
頁 34。此外，現代的禪宗修行者常說：「捨棄自我，並非否定自我，乃因為了得到更
多得全部，而須放棄侷限於偏狹範圍的自我」「空是事實，因為空，所以明白失去和

得到是同樣的事」禪宗思想強調的是注意當下，不管過去與未來是如何。詳見聖嚴法

師（民 83），《禪的世界》，台北市，東初出版社，頁 21，55。在處理事情的觀念上，
布魯東、帕洛克和歐登伯格都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 

295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223. “Every time I start a show I start as if I never made a show before 
and absolutely from nothing. I don’t know if this is good or bad. Whether this just means 
that you repeat pour mistakes or whether this is a very good way of saving your innocence. 
Becau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pproach a show without really knowing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just to have the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happen, this is the way that I approach 
the happening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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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最後決定以形狀類似長方體的汽車為藍本，繪製了《「氣流」 剪紙296：

為 Art News所做的封面素描》（Cut-out Airflow：Drawing for the cover of Art 

News，圖 67）。他說： 

 

然後我也開始做起汽車，原因為何我不太清楚。這是一個新的主

題，也許其中有某些深層的理由吧！當時我還抓不到要領與精

髓，突然間布里耳（Bob Breer）297的父親所設計的氣流汽車浮現

眼前，於是所有的東西都水到渠成了。298 

 

歐登伯格選擇圖像和聯想的方式，往往從身邊關係最親密的事物開始。因

此不難理解他選擇「氣流」時所謂「某些深層的理由」，其一是這部汽車

岀自他的好友羅伯‧布里耳（Robert Breer即 Bob Breer）的父親之手。其

二是「氣流」雖在三○年代樹立現代造車典範，但歷經三十年後，和他的

付費電話、打字機和果汁機等作品同屬過時樣式，卻都可以在歐登柏格童

年的剪貼簿中發現這些圖片。他選擇一個「很久遠的主題，遠到其功能性

即將消失轉為原型。」是企圖把「形式強加在功能上」299他認為經過時間

的洗禮，純粹的形式之美便會浮現。對歐登伯格而言，汽車還具有許多深

                                                 
296 「氣流」（The Airflow）為克萊斯勒（Chrysler）公司於一九三四年所研發出的轎車，
其流線形的車身設計，打破了箱式車身的傳統造形，將引擎蓋、前輪罩和大燈等以往

分開的設計、組裝的零件融爲一體。由於減少了空氣阻力，該車創下了 72項新的速度
記錄，並刷新了量産汽車所有的紀錄。 

297 鮑伯‧布里爾亦名羅伯‧布里爾，是歐登伯格的好友，也是一位雕塑家和製片家。 
298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Ibid., pp.223-224.“Then 

I got involved also with the automobile. I don’t exactly know why I got involved with the 
automobile. This was a new theme, and probably has some very deep reasons why, that I 
can’t put my hands on at that moment and then suddenly the ‘Airflow’, which was Bob 
Breer’s father’s creation, floated into view and every came together in that area.” 

299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97. “…subject far enough away to be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from 
function to archetype.” “press style upon mer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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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意義。從童年開始，他和許多人一樣，鍾愛深褐色的「氣流」玩具車，

佩服它的完美設計，認為是從風洞測試中獨創的流線型輪廓。但業績不如

預期讓他頗為失望，他說：「雖然汽車發展上非常成功，也具有影響力，

但這件新發明的銷路不佳，讓人覺得有點傷感。」300 

 

到了一九五六年定居紐約前兩個月，帕洛克因車禍喪生，一代巨匠殞

落讓他難以忘懷；一九六一年在《街道》展覽中，他畫了一些箱形客貨兩

用車（Van）的素描習作，並以輪廓破碎的貨車撕貼表現都市暴力；及至一

九六三年避居威尼斯時，在洛杉磯美國航空暨太空協會的停車場舉辦了《汽

車身體》（Autobodys）偶發藝術，讓觀眾頭戴汽車車燈，共同參與演出。

因此汽車不僅是歐登伯格喜愛的現代產物，對他而言，氣車同時象徵了美

國的工業文明，設計史上不可或缺的發明，也是具有毀滅生命能力的工具。

歐登伯格還曾在筆記中亦提及，勞倫斯（D.H. Lawrence）認為華特‧惠特

曼（Walter Whitman）301像一位坐在車內的人，帶領美國發掘民主的單一性

（oneness）和整體性（allness），勞倫斯形容道：「他（華特‧惠特曼）

是一切，他對萬事萬物了然於心，他開了一部車燈十分強烈的汽車，循著

新中執卓的那個理念的道路前進，橫越世界的黑暗。……『方向一致！』

惠特曼在車內按著喇叭疾馳而過；『方向一致！』美國高呼著，也開了一

                                                 
300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40.“A certain pathos is attached to the invention 

which did not success in sales, while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as an automotive advance.”  
301 華特‧惠特曼（1819-1892）是歐登伯格崇仰的文學家，生於美國長島，自稱是真正的
「美國吟遊詩人」、「粗人」，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隨筆作家。1855 年
透過其詩集《草頁集》敦促美國公民要開放胸襟，努力成為政治上自由民主，身心上

健全發達的新民族。在 1871年出版的《民主的遠景》中，他認為美國逐漸成為一個毫
無生氣、庸俗、追求物質享受的社會，主張必須提昇精神生活，培養堅固的友誼，使

腐朽的政府重生。並堅信只有文學和藝術才能創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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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車出發…」302因此「氣流」像《街道》、《商店》和《臥室》一樣，流

露出歐登伯格對美國文化的看法。他還認為「氣流」隱喻了希臘有翅膀的

勝利女神（Winged Victory），他側面得知布里耳將車子命名為「氣流」，

起因於車體流線型和翼狀部份，乃以鳥類展翅飛行為範例。歐登伯格提就

二者的飛行意象和時代意義，提出一個新觀點－將「氣流」定義成美國人

心中的重要圖像，就像勝利女神之於希臘人。303 

 

幾個重要的作品類型，經過一番思索與沉澱，建立系統論述後，一九

六六年年三月歐登伯格便以「氣流」、衛浴設備和家用電器為內容，在西

尼‧傑尼斯畫廊舉行了他最著名的軟雕塑展覽。 

 

1.「氣流」系列 

歐登伯格從「氣流」開始著手，事先訂定一份流程表，依據三個步驟

來做，第一、以實際汽車的照片繪製初步素描。第二、製作影本或素描，

加倍放大五次，產生六種比例或形式（mode），從中取得圖案（stencil）

或建構草圖。第三、分別使用不同的樣式（model）。304這是歐登伯格習慣

的創作方式，亦即融合記憶、蒐集到的資料與合成的圖像（superimposed 

images）後，歸納出一系列的造形。於是歐登伯格在一九六五年夏天，首

                                                 
302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8.“He wa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was in him. He drove an automobile with a very fierce headlight, 
along the track of a fixed idea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 ONE DIRECTION！
toots Walt in the car, whizzing along it. ……ONE DIRECTION！whoops America, and sets 
off also in an automobile. ……”, sic. 

30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7. 
304 Claes Oldenburg, Notes,1966.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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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底特律參加「氣流」車主年會，回來後仔細研究在會議上蒐集的資訊、

設計案的計劃流程、回憶內容和自己拍攝的汽車照片。不過平淡的書面資

料無法因應實際的創作需求，他覺得必須看到真實的「氣流」，才能掌握

其卓越出眾的設計。翌年一月，歐登伯格再度前往底特律拜訪布里耳，並

在布里耳的車庫研究一九六三年的「氣流」原型車，拍了許多照片並繪製

大量素描和細部圖案，305仔細研究內部結構與外觀的色彩質感。 

 

最初他把「氣流」看成是一間堆滿各式各樣貨品的地方，有許多內容

可以發揮，他說：「『氣流』被想像成一個內部有許多尺寸不同的物體的

地方，像一間畫廊、肉舖、像《商店》—可以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主題。」306接著製作一件可以掛在天花板或放在臺座上的汽車習作，作為

大型「氣流」軟雕塑的模型。這一件《軟性「氣流」－比例一（模型）》

（Soft Airflow—Scale 1（model），圖 68）造形簡潔小巧，長度不超過九

十公分，內部填充木棉，外部以黑色瓷漆在類似瓦楞紙的版型上噴灑細點，

然後轉壓於布面，形成平行線與圓點交織的圖案。接著歐登伯格依照流程

表最後一個步驟，設計了五個樣式：樣式二是「橫切型」，內部構造會散

落出來；樣式三是「縱切型」；樣式四是「封閉型」，只能看到外觀；樣

式五為「內部型」。這五個樣式還分別有六種不同的比例。307歐登伯格以

                                                 
305 歐登伯格的軟雕塑素描作用有三：1.描繪物體原本堅硬的形式，有助於瞭解對象的現
實狀態。2.素描可以得到縫製或木作的結構。3.素描可以預期或想像軟化的效果。詳見
Claes Oldenburg, Claes Oldenburg, 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70, p.19. 

306 Claes Oldenburg, Notes,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216. “The Airflow is imagined as a place with many different sized 
object inside it, like a gallery, a butcher shop, like The Store – and could be just as 
inexhaustible a subject.” 

307 Ibid.歐登伯格在筆記中並未說明第一個樣式為何，不過依後四個來看，應該是整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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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學的方式，製作了完整的汽車；零件：《氣流的軟性輪胎－比例五》

（Soft Tires for Airflow, Scale 5, 1965，圖 69）、《軟性氣流引擎零件（喇

叭和濾清器），樣式二》（Soft Engine Parts #2（Filter and Horns）, Airflow, 

Scale 5, 1965，圖 70）、《軟性氣流引擎零件（散熱器和風扇），樣式一》

（Soft Engine Parts #1（Radiator and Fan）, Airflow, Scale 5, 1965，圖 71）、

以及車門等軟雕塑，主要材料為帆布填充木棉，聚乙烯只用來做「氣流」

小模型車。 

 

從深層意義上分析，「氣流」的特性和「光槍」十分類似，蘿斯稱之

為「光槍的西部化身」（West incarnation of Ray Gun）。308雖然「氣流」較

複雜，無法像「光槍」一樣，以簡潔的造形隱匿在事物中，但二者都可視

為人類軀體的代用品，309一樣具有毀滅性力量的工具，而且都被歐登伯格

轉化成一個無害的物體。「氣流」變成一部柔軟的汽車後，不再具有殺傷

力，和「光槍」一樣成為具有神奇效力的護身符，保護歐登伯格自己不會

受像帕洛克一樣的悲慘遭遇。310「氣流」也是繼「光槍」以來和作者的身

體關係最密切的主題，在製作《軟性「氣流」－比例一（模型）》過程中，

歐登伯格便發現「氣流」漸漸變成一個具有生命的物體，甚至好像自己的

                                                                                                                                  
車的造形。六種尺寸也同樣沒有記載，目前在歐登伯格 1970 年於紐約現代美術館
（Museum of Modern Arts）的展覽目錄中註記了第五種和實物的尺寸一樣。另外 Ellen 
Johnson的《Claes Oldenburg》第 40頁中提到最後一種是將原車的尺寸放大，可能是歐
登伯格接受作者訪問時透露的。 

30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6. 
309 Ibid.蘿絲並未說明為何光槍和汽車是人類身體的代用品（surrogate），不過光槍象徵人
類手部（攻擊力）的延伸，汽車象徵人類足部行動力的強化，這種觀念是可以理解的。 

31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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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內部零件就像自己的臟器，311創作的角度由理性的觀察轉向情感的

移入，他說： 

 

－接著，我以另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這部車：我把它視為像軀幹

一樣的有機體...所以我直接把那些吸引我的組件從車內取出。

312 

－汽車像是被剝了皮的身體，如解剖圖中的圖案一樣。衣服像一

片組織，繩子像肌肉。313 

 

「氣流」軟雕塑若視為人體內部組織，其扭曲肢解的零組件，呈現臟器扭

捏不安、緊張和恐懼的樣態，好像由體腔觀察一個人的情緒。從人類外型

的角度視之，懸掛的作品又像在空中盪來蕩去、嬉戲喧鬧的人們。愛倫‧

強森說：「《軟性氣流》喚起一種混合著恐懼、同情和快樂的焦慮。但是

它那懸吊起來、變化豐富的形式，以及肌理、線條和色彩卻又給人帶來莫

大的喜悅。」314。歐登伯格還深化他與「氣流」的關係，像感情失和的朋

友，處於對立與相互批評的爭執中，他寫道： 

                                                 
311 在「氣流」構思完成後他開始減重，以這種方法來瞭解自己的內在器官的反應。 
312 Marla Prather, op.cit. 1996, p.5.“And then I took another viewpoint of the car：I regarded the 

car as an organism like a body.....So I simply took those things out of the car for myself that 
I was drawn to ” 

313 Claes Oldenburg, Notes,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0.“The car as 
body, flayed , as in an anatomical chart. Cloth as sheet of tissue, rope as muscle.”觀察「氣
流」原型車時，所拍攝的大量細部照片和繪製的素描，讓他覺得這些作品有如 X光透
視人體，因此把汽車視為人的變形。 

314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40.“The soft Airflow pieces arouse a disquieting 
mixture of horror, sympathy, amusement – but above all delight in their hanging, variable 
forms, their texture, line and co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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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車子是憂鬱症患者，它對我說謊.....我無法相信那麼多零件和細

部組織都沒有一點知覺能力，難道這該死的東西無法以自己的鋼

圈、汽化器為傲嗎？315 

－人類依照自己的樣子所製造出的翻版中，汽車是最常見的

（ever-present）、最喜好競爭並且最具有危險，也是最能代表人類

的物體。它是我們的機器人，總是貪婪地佔據我們的空間，在一場

機率和警戒狀態的遊戲中，我們幾乎和它分享同樣的空間，而這部

機器人和人類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有堅硬的、刀槍不入的身體。316 

 

「氣流」從象徵人體逐漸演進到深度的擬人化，從純粹被動，只能依據人

類指令運作的機器，發展到具有情緒、本能和人性的機器。除了構想和製

作的過程細膩嚴謹外，也是所有軟雕塑中意象最豐富的作品之ㄧ。 

 

2.「浴室」系列、家電和其他作品 

從新工作室的衛浴設備得到啟發後，歐登伯格製作了「浴缸」、「盥

洗台」和「馬桶」三類作品，每一類還包括硬質、「幽靈」和聚乙烯作品

三種版本，硬質瓦楞紙模型乃屬初次嘗試，用來作為「幽靈」和聚乙烯剪

                                                 
315 Claes Oldenburg, “War, Sex, etc.”, Arts Magazine, Summer 1967, p.38.“My car is a 

hypochondriac. It lies to me ... I can’t believe so many parts and details have no sensation. 
Can’t the bloody thing be proud of its steering wheel, its carburetor?” 

316 Claes Oldenburg, Notes,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0.“Of the 
doubles man has made of himself, the car is the most ever-present, competitive and 
dangerous. Also the one which most naively represents man. Our robot. The most notably 
different fact about this robot, which is always greedy to occupy our space, whit whom we 
share almost equally our space in a game of chance and watchfulness, is the hardness of its 
flesh, its relative invulner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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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前的版型。三種版本產生的效果顯著不同，以「浴缸」為例：塗上一層

薄瓷漆的紙板模型，畫了一些箭頭和數字，四周高起中央低陷形同一個封

閉空間，內部深沉的陰影襯托簡潔的輪廓線，顯得剛硬、粗糙、原始而安

靜。「幽靈」版潔白質樸的外觀，除了擁有精神性外，愛倫‧強森還說這

是三種版本中個性比較彆扭（difficult）的作品，它結合了因封閉而產生的

抗拒感和引人目光的多變形式，流露出焦躁不安、欲迎還拒的情緒，象徵

皮膚的布料遍佈細微和充滿官能性的皺褶，像是內臟或女性性器官。317金

斯伯格則認為「幽靈」是軟雕塑中變化最多的版本，觸感比聚乙烯還強，

也更能表現地心引力的感覺，經過一段時間便會改變、成長或死亡。318聚

乙烯版具有瓷器般的光澤和平滑的外表，有如浴缸原來的質感，擁有較強

的寫實能力，因此歐登伯格在底部縫上藍色色塊，頂端加上的紅色水管和

白色蓮蓬頭，讓它更寫實逼真。羅森斯坦（Harris Rosenstein）把三種版本

和氣質（ temperament）的三個型態相提並論，認為「內臟優勢型」

（visceratonia），「軀體優勢型」（somatonia）和「大腦優勢型」（cerebrotonia）

必然是歐登伯格個性的表徵。319柯茲洛夫（Max Kozloff）說這三種不同的

氣質很難同時在一個人身上顯現，歐登伯格卻「好像洞悉天機，同時將這

                                                 
317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32. 
318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67. 
319 Max Kozloff, op.cit., 1967, p.28. 美國的心理學家謝爾登(W. H. Sheldon)以體形爲標準，

將人格分爲內臟優勢型、軀體優勢型和大腦優勢型（一譯內胚型、中胚型和外胚型），

並以不同的性格加以分類，如內臟優勢型身材豐滿、肥胖。個性隨和，喜好舒適的環

境，好美食、睡眠和交際。軀體優勢型的肌肉發達，結實，體型呈長方形。特點是武

斷，過分自信，體格健壯，主動積極，咄咄逼人。大腦優勢型高大細緻，體質虛弱。

特點是善於自我控制，對藝術有特殊愛好，並傾向于智力活動，敏感，反應迅速。文

中羅森斯坦未說明三種性格和三種版本的對應關係。雖然目前心理學和生理學界，對

這種過度簡化及武斷的類型學理論多所批評，但歐登伯格可能真的具有這三種性格，

因為歐登伯格認為自己身高六呎多，體型壯碩得像熊一樣，但因體質的關係很容易胖，

甚至還曾減重二十公斤。柯茲洛夫在《The Theatre of Mixed Means》中也說歐登伯格是
一位金髮、禿頭、藍眼、超過六呎、具有熊的樣子。個性喜愛社交、直言不諱、辯才

無礙（cantankerously charming），對照謝爾登的分類，似乎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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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格特質具體呈現在雕塑中。」320 

 

聚乙烯的《軟性盥洗台》（Soft Washstand，圖 72）被塑造成臉部的樣

子，垂直的水龍頭像是歪斜的鼻樑，兩側的十字型的冷熱水旋鈕是眼睛，

排水孔如小巧的嘴巴，四周描繪著藍色自來水。歐登伯格利用這件有趣的

作品，將自己塑造成小丑的模樣，觀眾對著作品發笑，如同對藝術家發笑。

蘿斯說這些鬆弛的、小丑似的物體，籠罩著令人同情和容易受傷的感覺，

像歐登伯格經常在偶發藝術中扮演非常白痴的小丑角色。這個小丑有時扮

演凡夫俗子，有時扮演摩登時代被孤立的悲喜劇英雄，在劇中常是脆弱容

易受到傷害的角色。321藉由擬人化，使這件作品同時擁有諷刺性、幽默感

與神秘感。《軟性榨汁機》（Soft Juicit，圖 73）是一部正在榨汁的機器，

紅色的橘子皮像帽子一樣覆蓋在榨汁器上方，金色的果肉纖維如細軟的髮

絲般垂下；榨汁器未被掩蓋的部分，露出潔白光亮的聚乙烯，有如高聳的

額頭或臉龐；出汁口和流瀉而下的紅色果汁，則像扮著鬼臉吐舌頭的俏皮

模樣。這件作品顯然和《軟性盥洗台》一樣，都是歐登伯格「小丑－魔術

師－藝術家」的頭部塑像。一九七一年歐登伯格在帕桑登那美術館的展覽

目錄中寫道：「我在魔術師和小丑的形象間轉換，試圖將二者合而為一。」

322所謂的意象轉換，在《有相等物的象徵性自畫像》（Symbolic Self-Portrait 

with Equals，圖 74）中明顯可見。圖中歐登伯格頭戴帽子佔據畫面大半面

積，構圖有點接近《軟性榨汁機》，嘴巴的位置、造形和出汁口伸舌頭的

                                                 
320 I Max Kozloff, op.cit., 1967, p.28. “...and I think, have ,been given crypto – embodiment all 

at once in Oldenburg’s sculptures” 
321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s Soft Machines”, 1967, p.33,35. 
322 Claes Oldenburg, Notes,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70.“I alternated between 

the image of a magician and that of a clown, －trying to make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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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類似，只是榨汁機頂端的橘子皮被冰袋取代罷了。畫像中歐登伯格的

四種體液：眼淚、鼻涕、唾液及汗水產自身體內部，因此以之象徵身體，

而圍繞在頭部四周的《好心情雪糕》、《電燈開關》、《三插孔電源擴充

座》和《幾何形老鼠》則為軀幹和四肢的具體表現。這幾件作品顯然都以

圓形和矩形為基本元素，雖然名稱不同但結構大同小異。造形元素經過單

純的位置變換後，《三孔電源擴充插座》便成為《幾何老鼠》、《電燈開

關》或《好心情冰棒》，《幾何老鼠》也形同歐登伯格臉部的抽象化造形，

作品彼此之間相互滲透、互相轉化，如同連環漫畫中的幻想物，或是中世

紀手稿中的象徵物一樣在主體四周圍繞著。是故相等物之間的關連性昭然

若揭，也暗喻了歐登伯格似乎具有魔法，讓他能在各種物體之間游移，《軟

性盥洗台》和《軟性榨汁機》在此一微妙的變化下，不僅是他的身軀，同

時也是他的肖像畫。 

 

歐登伯格將自己比喻成魔術師，想像中帶有另一層深刻的意涵，鈴木

大拙在《禪與生活》中曾說：「當概念的描述不能說明事物而事物又必須

傳達別人時，大多數人所用的方法，不是保持緘默，就是說他們非語言所

能形容…但印度人卻發現明另一種方法來說明那些不能應用分析推理的哲

理。他們訴諸奇蹟或超自然現象來解釋。這樣，便將釋迦牟尼佛變成一位

偉大的魔術師。」323當印度唯心論者遇到他們理智分析所不能勝任的工作

時，便常常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說明超越人類理解的事物，同樣的

情形也發生在其他的宗教超自然現象上。因此歐登伯格在上述分析的作品

中，所賦予的神奇現象背後，隱喻著宗教上的形上真實，或是具有宗教意

                                                 
323 鈴木大拙著（民 89），《禪與生活》，劉大悲譯，（台北市，志文出版社），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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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神秘經驗。 

 

在帆布製《四個杜米埃攪拌器－「幽靈」》（Four Dormeyer Mixer－

‘Ghost’，圖 75）和聚乙烯《軟性杜米埃攪拌器》（Soft Dormeyer Mixer，圖 

76）類似於《軟性電燈開關》同時包含兩性性徵。前者狀似男性陽具，四

個重複的形象經過調整後，攪拌器的把手－陽具便朝向不同方向，凱勒斯

（Nicolas Calas）形容這件品充滿生殖力，324愛倫‧強森則認為它像生長中

的幼苗，325在時間的過程中成長、茁壯、凋萎以及再生（經過重塑後）。

後者伴隨著女性胸部的剪報，出現在歐登伯格的筆記中，攪拌棒的部份被

幻想成豐滿富有光澤的雙乳。整件作品的外觀也形似有睪丸的男性生殖

器，歐登伯格說：「最好的物體是雌雄同體」326男女性的乳房、性器乃至

裸露的軀體，經常以不同形式結合於軟雕塑中。 

 

兩性合一的思想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或神話中屢見不鮮，例如希臘神話

中 Androgyny（andros 是男性，gyne 是女性）是一位雌雄同體的神衹，擁

有男性和女性的優點，能力卓然出眾；327新約聖經《加拉太書 3：28》中也

記載「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基督耶穌的

生命裡，你們都成為一體了。」；比較常見的是「宇宙父母」（world parents）

的傳說，例如在毛利人（Maori）的宇宙誕生神話中，宇宙父母從「Po」（最

                                                 
324 Nicolas Calas, Icons and Images of the Sixtie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71）, 

p.87. 
325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32. 
326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10. “the best objects are both （male and 

female）.” 
327 但 Androgyny 因過度驕傲被宙斯分成兩個獨立個體：男人和女人，成為今日人類的由
來。為了想要回復成昔日的 Androgyny，男人和女人便從此不斷在追尋自己的「另一
半」，但因男女性格上的差異，以致爭吵不斷，無法身心一致地組合成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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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物質）之中以性擁抱（sexual embrace）的姿勢顯現（兩性結合但沒

有性行為）；非洲多崗人（Dogon）的神話和毛利人類似，但多崗人的兩性

合而為一不僅意味著雌雄同體，同時也是完美的象徵。328就上述神話和宗

教意義而言，歐登伯格軟雕塑的雌雄同體說，似乎意指日用品也能夠指出

一條回復到宇宙初創前和諧、完美或神聖狀態的道路。不過普遍而言，在

以愛欲探索為主的軟雕塑中，魔術師、小丑或兩性合一等宗教思想所呈現

的方式都還相當隱密，下一節軟雕塑紀念碑將以比較坦率的姿態出現，直

接宣示通俗日用品所具有之神性。 

                                                 
32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3 Deluxe Edition,（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3） CD 

ROM, search value “Androgy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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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軟性紀念碑 

 

一九六五到六八年歐登伯格進行一項《紀念碑與建築物計畫案》的繪

畫實驗，嘗試在都市景觀中置入放大的日常用品和食物，藉以製造浪漫幻

想的趣味。這個計畫案受到藝文界關心後，逐漸從抒情風格轉變成機械製

圖風格，成為歐登伯格公共藝術發展的起點，開始與金屬工業技術合作。

一九六六到六八年間誕生的大型軟雕塑為計畫案的副產品，尺寸雖然不如

藍圖所規劃的那樣巨大，不過從實物大小一下子膨脹了數十倍，甚至比先

前的《地板漢堡》還高大，非常具有震撼力。軟雕塑紀念碑的功能和意義，

不同於原來計畫案規劃的內容，也不像「家」和「氣流」系列那樣精巧迷

人，多數作品以詩的聯結（poetic associations）329方式－主題、形式或性質

的相似性，將六○年代的主要作品聯繫成一個家族，讓作品互相對話。有

些則極度地自由聯想，從文字學或聲韻學的關聯性，橫向匯聚自身各種經

驗，甚至將「光槍」以來的救贖思想，具體化為宗教象徵。在探討作品發

展的可能性時，歐登伯格仍維持以往的極化性思考模式，亦即利用矛盾（辯

證）、似是而非的觀點，探討實體與抽象、人與機械、自然與科技、性與

愛欲以及生與死的議題。在這三年中主要的作品有三類，分別是軟性排水

管、軟性風扇和軟性套鼓軟性。 

 

一、軟性排水管 

歐登伯格的工作室中有一種常見的老式「T」形掛衣架，先前製作的軟

                                                 
329 歐登伯格稱之為韻腳（rhyme），即作品間具有像詩句中的共有的韻母，但歐登伯格擴
大解釋為造形的相似（包含字形的相似）和特性（意義）的相似均為「韻腳」。第五

章對此「韻腳」－結構系統將有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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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品就經常掛在上面。而「T」也正好是他的名字「Thur」的第一個字母，

因此讓他格外注意這個架子。一九六六年他試著尋找一個「T」形物體來製

作雕塑，準備將作品的剖面圖，印在隔年多倫多的展覽目錄封面上。正好

在瑞典舉行巡迴展時，發現一張排水管的廣告（事實上是當地一位排水管

專家的商標），彎曲的鐵管看起來符合「T」形的需求，而且弧線使造形具

有柔軟的感覺。一九六七年歐登伯格便於多倫多加冕典禮公園（Coronation 

Park）的濱水區，以瑞典排水管設計了一幢具有複合功能的建築物草圖，

完成後將成為加拿大新地標，相形之下尼加拉瓜大瀑布顯得遜色許多。 

 

雖然軟性排水管因布料產生的豐富曲線，和木製建築模型流暢簡潔的

幾何線條形成強烈對比，但內涵上卻相去不遠。此一主題有《軟性紅色的

（熱情的）排水管》﹝Soft Red（Hot） Drainpipe，圖 77﹞和《軟性冷漠

的排水管》（Soft Cool Drainpipe，圖 78）兩件作品，「T」形能產生廣泛的

聯想：從字形觀察，除了代表歐登伯格外，也是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

的第一個字母；從造形上看，像正面看到的象鼻，或者是人的雙肩以下，

包含軀幹、陽具和睪丸的造形。從實際作品來看，如遮光窗簾的軟性排水

管，垂直水管的底部有白色棉線和水平支架連結，可以控制水管的長度，

尤其是裝上滑輪後，移動起來更像活生生的象鼻，功能則接近男性的生殖

器。 

 

軟性排水管的極化性，除了溫暖的紅色與寒冷的藍色屬性對比外，象

徵本我、愛欲的「外露的性器官」，和代表超我、昇華的世俗十字架（s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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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fix）對比更加強烈。330愛倫‧強森說軟性排水管「具有表現感情的能

力」（emotive quality），331拉緊白色棉線後水管縮短產生大量皺褶，像是

遭受極大痛苦而扭曲的肉體，放鬆棉線後，水管癱滑在地面，則像昏厥無

力的身軀。《軟性紅色排水管》光滑的外表與管口明確的斷面，感覺比較

血腥粗暴，也容易激起愛欲的感覺。藍色《軟性冷漠的排水管》比較不具

暴力色彩，但似乎充滿極度的痛苦，332「當作品被殘酷地綁在懸掛其上的

橫木時，不只讓人聯想到遭受釘刑的軀體，還令人想到龔華德（John 

Gruenwald）式的暴力。」333「（緊繃的藍色水管）像所有現代藝術中令人

感到痛苦的作品，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十字架，但也是一件讚美生活的美

麗雕塑。」334歐登柏格表示「藍色的排水管 = 聖靈…偶然間，由於大的排

水管和十字架這個意外的結合（我們所有行動的橫向－縱向面），在天主

教大主教勢力價大的省份，逐漸獲得尊敬與讚美…最終排水管變成了最新

的崇拜對象。」335「此紀念碑直接促使多倫多成為第一座混合伊斯坦堡、

斯德哥爾摩、加爾各答、聖彼得堡、瑪格尼特哥斯克和北京的現代城市…

                                                 
330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27. 
331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85. 
332 最近梅爾吉伯遜（Mel Gibson）拍攝的《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血
腥畫面引起兩極化批評。片中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全身遍布大小不一、淌著鮮血的

傷口，有如紅色和藍色排水管的綜合體（藍色帆布的皺褶如縱橫全身的傷口，紅色聚

乙烯如鮮血）。 
333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Ibid. “When cruelly bound to the 

crossbars from which they are hung, they not only evoke images of crucified bodies, but they 
do so with the violence of Gruenwald. ” 

334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42. “it is as painful as anything in contemporary 
art. It is a cross for our times, but it is also a beautiful sculpture in praise of life.” 

335 Claes Oldenburg, Artscanada, August 1968, p.42.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Ibid., p.85. 
“Blue Drainpipe=Holy Ghost…By its surprising accidental conjunction with the cruciform
（the horizontal-vertical of all our activities）, the Giant Drainpipe is gathering respect and 
admiration in the catholically dominated provinces…Finally the drain emerges as an 
up-to-date target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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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7」336 

 

歐登伯格偽裝於日用品中的光槍，在「排水管－十字架」中復活（複

合的光槍），特別是他的《排水管/十字架》剪報作品，現代釘刑雕塑的十

字架被畫成排水管的模樣，明白揭示了他的基督教救贖思想。蘿斯說大腿

和膝蓋（彎曲時形成光槍造形），在歐登伯格六○年代初期的偶發藝術中，

以穿著迷你裙的姿態出現；於達拉斯上演的《印地安人》（Injun）中，在

充滿暴力的暗殺場面上現身，因此軟性排水管毫無疑問地聯結上早期的

《“帝國”（“光槍”）爸爸》或《女人腿》（Woman’s Leg）等所有隱性或顯

性的光槍作品，流露真誠的宗教情懷。 

 

二、巨大的軟性風扇（Giant Soft Fan） 

巨型軟性風扇有黑白兩個版本，原型來自《取代自由女神的電扇》

（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Fan in Pl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1967.，圖 

79），風扇的構想可追溯至時代廣場的《香蕉》（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ime Square, NYC: Banana. 1965.，圖 80），歐登伯格說：「利用先前所

設計的風扇，轉變成目前比較現代化，有香蕉形尾端的風扇。當你剝開香

蕉，你便創造了風扇的四個翅膀（葉片）」337歐登伯格並非鄙視自由女神

像，只是想讓紀念碑更合乎時代意義、更具功能性罷了！他從實用觀點為

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的工人們製造輕柔的微風；也以居民的眼光將

                                                 
336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46. 

“As a direct result, under this monument, Toronto turns into the first modern glutination of 
Istanbul, Stockholm, Calcutta, St. Petersburg, Magnitogorsk and Peking…bible.7 ” 

337 Ibid., p.52.“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an earlier design of the Fan; it was a 
more modern Fan that had sort of a banana end, When you peel the banana, you get the four 
wings of the Fan（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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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扇設計成一個銘記自然的紀念碑，吹起一股可靠的西南風，並以馬達的

機動性，象徵不斷追求進步的美國社會，他說：「風扇作為一個象徵物，

可以被解讀成：機動化的美國！切碎機（chopper）！」338兼顧不同居民的

需求以及社會象徵，大型的軟風扇分別以黑色聚乙烯和白色帆布製作了兩

件作品。 

 

黑色聚乙烯縫製的《巨大的軟性風扇》（Giant Soft Fan,1967，圖 81）

從天花板垂下，高達十英呎，馬達、基座和扇葉維持著直立的姿態，扇葉

外罩變形脫落有一部分攤在地板上，電線和插頭盤旋在地面，長度超過二

十四英呎，整體結構顯得非常複雜。愛倫‧強森說這件作品能夠激起多重

情感，風格雄偉莊嚴有如神祕的部落偶像，令人心生敬畏或恐懼。扭曲的

電線，則像是一條黝黑光滑的水蛇，想要絆住或抓住大膽凝視它的觀眾。339

和黑色聚乙烯性質相對的是白色帆布製作的《巨大的軟風扇－幽靈版》

（Giant Soft Fan－Ghost Version,1967，圖 82），幽靈版通常在聚乙烯之前製

作，不過這組作品恰好相反，雖然車縫的方法相同，但不同材料營造出不

同的形式，白色軟風扇寬鬆下垂的基座和糾結的電線，形體比黑色風扇要

小巧緊密，更能感受到地心引力的拉扯。 

 

艾許頓（Dore Ashton）認為這兩件歐登伯格的精心傑作（tour de force），

讓人感到緊張不安，蛇一般的電線，衰弱恐怖的扇葉，接近超現實主義的

                                                 
338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Chicago：Big Table Pub. Co., 
1969）, p.162. “As an emblem, “ Fan might be read: motorized America, the chopper.”” 

339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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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藝術，似乎能召喚出奇異而相反的神靈。340凱勒斯也說風扇組是歐登

柏格最吸引人的作品，但不同於一九六三到六六年的軟雕塑，其拘謹的量

體已巨大到無法令人擁抱了。341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的蒙特婁世界博覽會

上，巨型軟風扇被懸掛在高聳的天花板，金斯伯格感覺到黑色風扇的電線

和扇葉外罩就像一張羅網，令人望而生畏（圖 83）。342高度幾乎是常人兩

倍的風扇，以軟雕塑象徵人體的意義而言，似乎暗示另一種超越凡人的

「神」，歐登伯格說： 

 

從前機器被認為是邪惡的，所以都是黑色的。「Fan」在瑞典文裡

頭是「撒旦」的意思...一個白色風扇和黑色風扇－在偶像崇拜的

情境中是一個操弄對立的主題...我有一座黑色發亮的風扇和白色

乾燥的風扇，就像兩位有翅膀的勝利女神走在你的身邊－一位代

表白天，一位代表黑夜；一位面向左，一位面向右。343 

 

風扇的正面看來的確像是天使的背影，左右兩邊的扇葉猶如張開的翅膀，

但似乎無力飛翔。能夠自然變形或是人為變形，使軟雕塑像活的繪畫一樣，

可以在空間畫布上任意下筆、塗抹或修改。歐登伯格說：「一個軟化的形

式，具有某種像素描一樣能自由改變造形的特性。」344 

                                                 
340 Dore Ashton , American Art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2）,p.122.  
341 Nicolas Calas, Icons and Images of the Sixties, 1971, p.90. 
342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p.87-88. 
343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1969, p.162. “once machines 

were all black …identified with evil. ‘Fan’ means ‘Satan’ in Swedish … There is a black fan 
and a white one – a working of the theme of opposite in the context of superstition. I have a 
shiny black fan and a dry white fan－like two angels, those winged victories that walk 
beside you－the white angel and black angel. One for day, one for night; turn to the left, turn 
to the right.” 

344 Germano Celant（ed.）, A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s, 1988, p.112.“A softene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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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斯指出，當軟雕塑經過重新整理後，在不同環境、不同時間下造形

都不相同，雖然地心引力持續產生影響，使作品呈現疲憊、無力抗拒的樣

子，但不等於不加安排，這是一種自動運作論（automatism）的具體展現。

345早期超現實主義畫家使用這種技法時，隨意在畫布上漫遊留下痕跡，所

得到的結果並非隨機或者毫無意義的繪畫元素，而是在每個階段都由潛意

識所引導，摒除理性思維的干預，創造一種自由、有機的新形式。例如馬

松（Andre Masson）的《憤怒的太陽》（圖 84）或《魚類大戰》（圖 85）

等便運用這種技巧，將潛意識的創作成果繼續延伸，使之形似於某些實存

的物體。米羅在《誕生中的世界》（In the Birth of the World）裡, 把非常稀

薄的藍色顏料快速塗刷在稍加處理的畫布上，並以海綿隨意摔潑製造斑

點，顏料在直立的畫布上因重力作用而流動，形成層次豐富的海洋背景，

馬松和米羅使用的自動性法特別之處在於「打底，最後才在上面描繪造形」

346及至抽象表現主義巨匠帕洛克，他也讓色料滴流在平鋪的畫布上。同樣

的，當歐登伯格塑造軟雕塑時，也處於控制與偶然性交織的情境中，他說：

「我向心理和自然的力量屈服，讓它們自己成形，在它們發展的過程中加

以引導。」347蘿絲分析他的《為瑪麗蓮夢露所做的繩子衣櫃》（String Wardrobe 

for Marilyn Monroe，圖 86）時也說「作品中那一束繩子，可視同滴流的顏

                                                                                                                                  
has something of the free potential of drawing.” 

345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35 
346 François-Marc Gagnon, “Paul-Émile Borduas Nature's Parachu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Borduas' Pictorial “Surrealism” ”, Annual Bulletin, No.4, 1980-1981, December 10, 2003, 
<http://collections.ic.gc.ca/bulletin/num4a/gagnon1.html> “（even though their techniques 
required that a distinction be made between）the preparat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final 
execution of forms upon it. ” 

34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35.“I give in to forces, psychological and natural, 
and let them make themselves, guiding them as they devel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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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dripping paint）」348巨型軟風扇的扇葉外罩和電線，與繩子衣櫃的線條

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些線條排列組合的有機性，卻遠遠超過固定在畫面

上的滴流畫。因此自風格聯繫的角度而言，軟風扇處於傳統創作方式和工

業技術合作的分界上，以自動性技法連接過去《街道》和《商店》系列中，

潑灑了墨漬與彩線的混凝紙漿和石膏作品；並以工業主題串聯《家》中的

電器，為未來歐登伯格的大尺寸金屬雕塑種下契機。 

 

三、《巨大的軟性套鼓》（Giant Soft Drum Set，圖 87） 

軟性套鼓也許是繼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的《哈德遜河的風景》

（Hudson River Landscape）之後，第一件有關紐約的風景雕塑。軟性套鼓

俗稱爵士鼓，由大鼓、小鼓、中音鼓、落地鼓、銅鈸、腳踏板、鼓棒和支

撐樂器的金屬支架等多達一百二十五個零件組成。歐登伯格說這件作品強

調安裝與拆卸，像組合玩具一般，演奏時拼湊起來，不用時各自收藏在專

屬的箱子中。柔軟的樂器、折斷的鼓棒以及難以駕馭的瑣碎零件，形成許

多對比元素而產生張力：排列的鬆緊，結構的開闔，材質的軟硬，形式的

動靜以及感覺的寂靜與喧鬧，使造形與情感有非常豐富的變化，整體看來

從未處於穩定有秩序的狀態。 

 

這件風景雕塑的靈感來自亞斯班峽谷（Aspen Valley）鄰近科羅拉多州

附近的自然景致，歐登伯格說他乍見純淨潔白的雷雨雲頭（Thunderhead，

積雨雲的一種）時十分訝異，在夜間的暴風雨中，沿著山脊排列的雲層被

閃電照得發亮，伴隨著低沉響亮有如鼓聲的雷鳴，以及紅丘（Red Butte）
                                                 
34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27. “so the skeins in the String Wardrobe for 

Marilyn Monroe can be identified as equivalents for dripping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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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的夕陽，好像隱藏一支大鼓的腳踏板，敲打著色彩鮮明的天空。他花

了許多時間設計，準備將整個亞斯班峽谷的風景轉化成紀念碑，峽谷東方

的胡佛水壩（Hoover Dam）是低音大鼓，象徵受到夕照的山脈。歐登伯格

還說套鼓內部的光線，猶如正午馬戲團帳棚內的光線，因此可視為一種建

築。鼓棒變成柱子，有環狀車線的銅鈸（spun metal cymbals）變成屋頂，

鼓圈則成為馬戲團的圓形場地，鼓內充滿看不見的聲音。因此巨大的套鼓，

可以被合理化成一個充滿歡樂的音樂廳或馬戲團等等。349 

 

歐登伯格十五歲時在芝加哥買了第一套爵士鼓，這也是他唯一擁有的

樂器。因此套鼓除了是少年時的深刻回憶外，也讓他可以透過「能夠發聲」

的主要特性，和過去《軟性付費電話》和《軟性打字機》連結在一起，他

說：『絕對聽不到的聲音被聽到了。軟性付費電話靜默的鈴聲被「聽見了」，

打字機沉靜的打字聲被「聽見了」，聲音（或是無聲）是一種雕塑的技巧。

實際的鼓面通常是緊繃的，以便發出響亮堅實的聲音，軟性的鼓不只表面

變軟，聲音也變柔和。』350他把靜默當成一種聲音，相似於凱吉的《四分

三十三秒》（4'33"），不必經過音波及耳膜的接收，樂音、旋律與節奏自然

在聽眾的心中響起。歐登伯格也從文字學的「形」與「音」兩方面自由聯

想，他說套鼓和「OHIO」相等：「H」和「I」的形狀像腳踏板，「HI」是

「Hi-sock」的前半部，是腳踩式銅鈸；套鼓也等同「COLORADO」，第一

個「O」是大鼓，第二個是中鼓，第三個是小鼓；「O」的音可讓人想起歐

哈拉（Frank O’Hara）《佛陀說法》（The Buddha Preaching）這首詩，詩偈

                                                 
349 Claes Oldenburg, Notes, quoted in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5. 
35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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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O」為主要音韻。《巨型軟性套鼓》中也隱含兩性的人體結構，銅鈸

是女性的雙乳，大鼓是子宮；大鼓的腳踏板是男性的陽具；金屬刷

（wirebrush，另稱 drum brush）像張開的腳趾。351 

 

標題在歐登伯格的作品中佔有重要地位，他說：「一個東西的名稱為

其造形的動詞，用這種方法可以讓人輕易地想起一個形式。」352開始創作

時，他從純粹的形式創作著手，然後像細胞分裂一般，不斷向外擴張與鏈

結。例如科斯塔洛內茲問他浴缸的性暗示時，他說：「如果它屬於愛欲的，

那是因為人們將自己的愛欲幻想交織在浴缸上－從中製造一個充滿愛欲的

物體。身體和浴缸的關連性有許多是愛欲的（像水管令人聯想到臍帶）但

是當我製造浴缸的時候，並未刻意想到此事。」353這種情形在《巨大的軟

性套鼓》中發展到極致，透過藝術、聲韻學、精神分析等等不同類型的語

法，以套鼓為中心串聯各層面相關的物體，歐登伯格說： 

 

套鼓也是一個還沒舖的床；睡衣，全都是地心引力。這是一種自

然的狀態或情況，我尤其想要表現由自己身體所代表的那個大範

圍的柔軟。354 

 
                                                 
351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86. 
352 Claes Oldenburg, quoted in “Oldenburg’s Poetics: Metamorphoses and Sources,” in Art 

International, April 1970, by Ellen Johnson, p.43. “The name of a thing is a verbal form of 
the shape of it, use that way, to call up a shape easily...” 

353 Richard Kostelanetz, op.cit., 1968, pp.157-158.“If it’s erotic, it’s because man has spun his 
erotic fantasies around it－made an erotic object out of it. Many body associations about it 
are sexual (such as umbilical cord suggestion of the hose)which didn’t occur to me when I 
made it, not consciously.” 

354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6. 
“Drum Set is an unmade bed. Sleep Set, all gravity. It is a state of nature, a condition, that I 
was to represent above all-the large formal realm of softness, which one’s own body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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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聯想的作用方式，有如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所說的「凝縮」

（condensation）和「置換」（displacement）。佛洛伊德認為夢是通往潛意識

最重要的捷徑，他把夢分為「顯夢」（另譯「夢的顯意」）和「隱夢」（另譯

「夢的隱意」）兩種表徵。「顯夢」類似於假面具，意指「夢所敍述的事物」，

「隱義」則是假面具所掩蓋的欲望，必須通過觀念分析才能理解，亦稱「內

隱的夢思（夢的思想）」二者猶如謎面與謎底、譯文與原文的表裡關係。 

 

在夢境中，夢思經過「凝縮」作用後，被刪除大量細節，成為一個非

常簡略的意象。在「植物學專論」這個夢境中，他透過分析和聯想，發現

他看過的書、研究的成果以及收藏昂貴書籍的嗜好，全部凝縮在「植物學

專論」這本書上。而且「植物學專論」經過「置換」作用，又讓他想到他

太太最喜歡的花、幾位熟識的朋友－葛爾特涅（Gärtner，德文「園丁」之

意）教授及其「花容月貌」的妻子、一位名叫「佛蘿拉」（Flora，讀音接

近 Flower）的女病患，還有自己喜愛的花和童年的旅行等隱夢。因此在「植

物學專論」這個夢中，夢境由許多夢思交織而成，而夢思又在數種夢境成

分中重複出現。佛洛伊德指出「凝縮」作用會產生了「集體」或「集錦」

人物，355這種現象在《巨大的軟性套鼓》中，得到明確佐證。因此這件作

品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而言，匯集了歐登伯格大量的潛意識原欲在內；從形

態學的觀點來看，還同時處理了文學以及不同類型的美術主題，可為軟雕

塑中的代表作。 

                                                 
355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民 89），《夢的解析》，孫明之譯，（臺北市，貓頭鷹出
版），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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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軟雕塑的特性 

 

歐登伯格從客觀觀察到主觀聯想，從繪畫立體化到雕塑平面化，從個

人情感的投射到宗教情懷的抒發，利用極化性方式：軟與硬、粗糙與光滑、

黑與白、想像與現實等對立因素，拓展軟雕塑在風格與內涵上的表現力，

利用有限的作品，廣泛且深入地探討自我、本我與超我。接著再深入從美

術史的角度探討「軟雕塑的類型問題」，自個人與社會面向分析「軟雕塑

與人體的關係」、「軟雕塑對工業社會的省思」，最後觀察「軟雕塑的宗

教意涵」等問題。 

 

一、軟雕塑的類型問題 

對歐登伯格而言，雕塑和繪畫的界線是模糊的。在環境藝術時期所做

的混凝紙漿、石膏和偶發藝術作品，都被視為繪畫立體化的成果，軟雕塑

的情形亦然，除了前述《巨大的軟風扇》、《為瑪麗蓮夢露所做的繩子衣

櫃》類同於帕洛克的滴流畫之外，軟雕塑因為布料的特性，製作時可以任

意塑造外形、創造線條和明度的色階變化，尤其是帆布和棉布作品為然。

在潔白的「成形畫布」上，歐登伯格刷上黑、灰或褐色系的寬闊飛白線條，

或者像恩斯特（Marx Ernst）用轉印的方式製造圖案，在具象中造形中呈現

後抽象性繪畫的筆觸，以及超現實的自動技法。此外，第一節提到歐登伯

格採用聚乙烯製作軟雕塑，乃基於材質的繪畫性效果，事實不僅如此。回

顧《街道》以來的石膏作品，歐登伯格採用光亮的瓷漆，以濃彩、滴流或

噴灑的方法塗繪在凹凸不平佈滿細微皺折的表面。而聚乙烯的材料特性也

相似於瓷漆，用於包覆在填充物的外部，讓作品某些部分突出像厚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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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 relief）。356從材料和處理步驟來說，歐登伯格的確有很好的理由可

以宣稱聚乙烯是一種塗料。他說： 

 

為了讓我的塗料更具體、更突出，我在顏料的下層使用石膏，當

這種方式無法滿足我的時候，我轉而使用聚乙烯，讓我能任意處

理空間...357 

 

根據薇依（Jennifer Allen Way）的研究，一九六○年代許多藝術雜誌已經

出現塗料廣告，標榜可以模仿水彩或油畫效果。塗料生產和製造的時間甚

早，一九五○年代已被普遍使用於環境美化，它的基本成分是壓克力和乙

烯基合成樹脂（vinyl resin），因此塗料實際上是塑膠塗料的簡稱，和一般

熟知的壓克力、聚乙烯、聚合物（emulsion）、異量分子聚合乳膠（copolymer 

emulsion）等水性顏料非常接近。358回顧塑料的發展史可知，聚乙烯是其中

用途最廣的原料，一九二○年代發明後相關產品被積極開發，原來的名稱

－聚氯乙烯（PVC），逐漸變成大家熟知的聚乙烯。二次大戰期間轉向供

應戰場，發明許多經久耐用的軍用物資。戰後又回到商業用途，除了前述

製作塗料外，還以之仿製生活用品，並在建築、水電和工業等方面不斷推

廣新設備，六○年代大量應用在商品包裝上。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

指出，塑料是「永無止境的變形」（infinite transformation），這種神奇的

                                                 
356 Jennifer Ellen Way, op.cit., 1997, p.593. 
357 Bruce Glaser, op.cit., 1996, p.23. “To make my paint more concrete, to make it come out, I 

used plaster under it. When that didn’t satisfy me I translated into vinyl which enable me to 
push it around.”顏料也能偽裝成聚乙烯，歐登伯格製作軟雕塑時會先使用厚紙板製作模
型，然後噴上瓷漆，用來測試聚乙烯完成後的效果。再用這個模型製作平紋細布（棉

布，即幽靈版）軟雕塑，最後完成聚乙烯作品。詳見 Jan McDevitt, “The Object: Still Life.”, 
Craft Horizons 35, （September/October 1965）,p.32. 引自 Jennifer Ellen Way,,p.594.。 

358 Jennifer Ellen Way, op.cit., 1997, p.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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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可以變成任何物體，可以製成水桶也可以做成珠寶。原本由不同金屬、

木料或石材製造的用品，幾乎都被新興的單一材料取代，徹底破壞了物質

的階級類別，這是商品化負面作用的徵象之一，帶來了虛偽空洞、單調無

聊的感覺。359然而歐登伯格的意圖是否如羅蘭‧巴特所言，藉消費商品性

格濃厚的聚乙烯，諷刺消費社會的虛偽單調？薇依從當時的藝術現況加以

分析，認為歐登伯格使用聚乙烯的方式和「包裝」商品非常類似，『他以

消費商品為主題的大型軟雕塑，其結構和包裝技術若合符節。在構造方面，

雖然有些作品的材料是內裝的、看不到的，如木棉或泡沫塑料，但二者基

本上都遍佈整個表面（整體包裝）…歐登伯格提到他的聚乙烯是「靜態的

塗料」，是認為藝術界使用包裝是在影射繪畫變成了商品，360…他所完成

的聚乙烯作品所代表的涵義，是藉由一種和包裝術有關的材料（聚乙烯是

塑料的代表）來代替塗料。』361而且歐登伯格軟雕塑所產生的作用，也符

合這些藝術界人士對流行文化的期望，例如他們希望在某些類型的流行文

化範例間，能產生可以讓人覺察到的差異性。362事實上聚乙烯本身便能產

生這樣的差別，例如廠商推銷聚乙烯噴霧器時，提出「新型的、外部最終

的修飾－噴上聚乙烯」（New ‘Finishing Touch’ for Surfaces－Spray’em with 

                                                 
359 Roland Barthes, “Plastic”, in Mythologies,（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8）,p.97 中文版
《神話學》並未收錄此篇文章。 

360 在 Jennifer Ellen Way博士論文第三章指出，杉德勒、哈洛‧羅森伯格和伊蓮‧德庫寧
（Elaine De Kooning）等人都提到繪畫的表面和商品文化（commodity culture）的問題，
羅蘭‧巴特則從符號學的觀點，比較繪畫表面和商品包裝，在「意符」和「意指」上

的相似性。 
361 Jennifer Ellen Way, op.cit., 1997, pp.596-597.“（For example）, his large , soft sculptures of  

consumer goods had a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to packaging. Structurally, they were 
essentially all surface（all packaging）although some had unseen materials inside, such as 
Kapok or Styrofoam … For Oldenburg to suggest that his vinyl was “still paint,” was to 
maintain the art world’s use of packaging as a metaphor for the status of painting as 
commodity form. …What Oldenburg accomplished in his works made of vinyl, was to use a 
material associated with packaging（vinyl as an example of plastics）to represent paint.”當
時有些藝術家認為繪畫像包裝表面有繪畫圖案，此乃從消費行為所得之觀察結果。 

362 Ibid., p.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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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yl.）的廣告標語，意指任何結構都可以噴上聚乙烯（塗料），製造多種

不同的表面效果，經過處裡的表面和未經噴霧之前是不同的，這些物品變

成「新的」。363因此歐登伯格的聚乙烯軟雕塑，從瓷漆364石膏固定的光影

變化，透過材質的轉變和重力作用的加入，得到一個新的、具有動態光線

變化的繪畫性雕塑。蘿斯則從表現的主題切入，認為歐登伯格有意模仿卡

拉瓦喬紀念性風俗畫的傳統，在作品中卑微的生活用品展現紀念碑似的雄

偉氣派。365二者的確具有某種相似性，例如歐登伯格的主題常被藝評家嚴

厲批判像連環漫畫或廣告畫，缺乏任何哲學內涵或計畫。猶如卡拉瓦喬的

作品，在十八世紀時經常被批評太過自然、寫實，缺乏理想色彩一樣。 

 

若從三度空間的觀點加以分析，軟雕塑的線條柔美輕軟，即便帆布作

品皺褶較多，在視覺及觸覺上都和立體主義以來強調塊面、幾何線條的雕

塑作品有明顯差異，歐登伯格說： 

 

－（我的）軟化不是一種模糊（在堅硬的造形上製造大氣的效果）

實際上就是一種在明亮強光下的柔軟效果。」366 

－布料作品確實跟雕塑有關，我的意思是：它強調單純和接合的

（articulated）團塊，367它降低顏色的重要性。雕塑性繪畫時期

                                                 
363 第三章 110 頁的引文中，歐登伯格也提到他的軟雕塑原本處於未開發的狀態，由於塑
膠、乳膠以及技術的出現，而有進一步發展。由此可以印證薇依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

的。 
364 瓷漆的主要成分有凡立水、樹脂、溶劑和顏料，用於建築物、木器、鋼鐵製品。 
365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49. 
366 Claes Oldenburg, notes entry,1965-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p.238.“（My）

softening is not a blurring （like the effect of atmosphere on hard form）but in effect a 
softening, in a clear strong light…” 

367 此處的 articulated意指軟雕塑由一塊一塊的布料縫製而成，像鉸接在一起的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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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帶給我的影響是表面的流動性效果。因為這些作品確實是

雕塑，不是幻象，也不是摸不到，所以表面流動性效果在這些

作品中是具體存在的。此處所謂的動態元素是鬆弛，對塗料而

言是塗料的流動性和閃亮的光線－亦即原本堅硬的材質真的變

軟了，而不是看起來像軟的（因此這是前所未有的實驗，將繪

畫轉化的具體表現）368 

 

蘿斯說此種經由曲線和明暗對照法創造的繪畫性雕塑，近似巴洛克時代強

調渾厚堅實、有觸覺感的明暗變化以及表現材料特性的雕塑風格，尤其是

伯尼尼的作品。也令人想起十九世紀後期的藝術家如竇加（Edgar Dagas）、

羅丹（August Rodin）和羅梭（Medardo Rosso）的雕塑。369在風格上，他

完全以日用商品為創作對象，有如卡拉瓦喬利用低俗的題材創造高貴的藝

術，以極度的純粹性與豐富性，表現日常生活的生命脈動。 

 

弗西隆曾對巴洛克雕塑提出不同的論述，他從運動的觀點將歷代雕塑

作品分成「限制性空間」（space as a limit）和「環境性空間」（space as an 

environment）370兩種。他認為羅馬式雕塑最具限制性空間的特色，空間在

這些作品的量體上撐開一張確保堅實感的皮層，雕像好像被罩上一層均

                                                 
368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edited 1996, p.192.“The cloth work is decidedly “sculptural”, by which I mean that it 
emphasizes masses, simple and articulated. It de-emphasizes color. What the period of 
“sculptural ”painting has left is the fluidity of the surface, which in these works is actual 
because they are sculptures: the unillusionary, tangible realm. The dynamic element here is 
flaccidity, where in the paint it was the paint action and the sparkle of light – that is, the 
tendency of a hard material actually to be soft, not look soft（so it is a concretization of a 
naive translation of painting.）” 

36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45. 
370 Henri Focillon, op.cit., 1989,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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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寧靜的光，似乎不會跨越造形完美的曲線。巴洛克風格的雕塑則是典

型的環境性空間，作品的量體被隱含的某種動態徹底騷動，企圖浮凸到空

間中。371以此檢視歐登伯格的軟雕塑，填有紙盒或縫入骨架的作品，雖然

靠著硬質材料對抗來自空間的壓力，顯現岀作用與反作用力間的拉鋸，但

畢竟不如羅馬式雕塑強而有力的金屬或石材。但其流露出的焦躁、恐懼或

歡愉的形式，則從騷動不已、企圖突破空間皮層的巴洛克藝術基礎上向前

推進，尤其督昂畫廊以後的帆布和聚乙烯作品，靠著內部填充的木棉撐起

造形結構，在地心引力和時間的交織影響下，372以實際、緩慢的動感和變

化表現內在情緒，歐登伯格說：「軟雕塑具有潛在的運動能力，它抗拒任

何一個固定的姿勢。它的生命與時間和變動性的概念有關。」373「軟性作

品會在一夜之間癱軟或改變」374換言之，軟雕塑和空間的關係，在時間、

自然力和材料抗力的相互消長下變動不居，此一新的空間類型，歐登伯格

進一步解釋道： 

 

軟雕塑本身具有表現主義的特質，但效果不一定要視為表現主義

的。一旦室內空間（room-space）確立後，空氣和光線的團塊就

必須考慮進去，主體的表皮也被處理得很薄，用來製造主體參與

整個空間的幻覺（雖然是地心引力的效果），這個活體模型透過

                                                 
371 Henri Focillon, op.cit.1989, p78. 
372 除地心引力外，溫度與溼度也會影響帆布和聚乙烯的張力，但目前筆者找不到與織品
有關的膨脹係數資料，以了解溫、溼度改變多少的情況下，布料會產生明顯變化，故

軟雕塑與環境整體的互動關係，應該比蘿絲、愛倫‧強森和其他研究歐登柏格的學者

所論述的要複雜一些。 
373 Claes Oldenburg, Arts Council, 1970, p.16. “The possibility of movement of the soft 

sculpture, its resistance to any one position, its ‘life’ relate it to the idea of time and change. 
374 Ibid., p.17. “soft pieces will fall and change in a night” 



 170

表皮和外在環境產生交流，與沒有生命的物體合而為一。375 

 

軟雕塑從「環境性空間」暗示性的動態跨出一大步，創造一個新的空間類

型。它會自行「運動」（movement）也可受人變形，巴雷特（Cyril Barrett）

在分析機動藝術時曾說：「機動藝術意指會運動（movement）的藝術。… 機

動藝術家關心運動本身，將運動視為作品的一部份。… 並非所有會動的藝

術品都稱為機動藝術或機動藝術一定會動。更精確地說，一件機動藝術品，

除了會動之外還必須具備某些特點：這個運動要能夠製造一種特別的效

果，這個我們待會兒再討論。…機動藝術也可透過觀眾在作品前移動、操

弄或者觸摸作品而形成…」376據此而言，軟雕塑比較趨近機動藝術的定義，

尤其傾向柯爾達的風動式活動雕刻（Mobil），因為二者主要都以自然力為

動力，透過某種控制獲得一個經由變形產生的運動形式，路西‧史密斯

（Edward Loucie-Smith）說：「柯爾達的活動雕塑，依賴它們的形式移動

而產生活動效果…活動是隨機的，依賴與之並存的偶然性。當然，真的有

經驗的雕塑家，可以蠻精確地估算出自己可能得到的效果。」377只不過歐

                                                 
375 Claes Oldenburg, Arts Council, 1970, p.19.“In soft objects, the expressionism is ‘built in’. 

But the effect needs not to be seen as expressionistic. Once the room-space is established, 
the mass of air and light is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skin’ of the subject is thinned to give 
the illusion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whole space（though the effect is gravity）.The model of 
the animated body with its interchange through the skin with its surroundings is combined 
with the inanimate subject.” 

376 Cyril Barrett, “Kinetic Art”, Concepts of Modern Art, Penguin Books Ltd, （London, 
1974）,p.212.“Kinetic Art means art which involves movement. … he is concerned with the 
movement itself, with movem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ork. … Not all works which 
moves are considered ‘Kinetic’ nor do all ‘Kinetic’ works move. In the precise sense in 
which the term is used, a work of Kinetic Art must have other specific qualities besides that 
of moving：the movement must produce a particular kind of effect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a moment.…Kinetic Art can be produced by the spectator moving in front of the work or by 
the spectator handl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work.”在西洋美術辭典中尚稱「運動的結果在
空間中造成一種型態，以及能給觀眾帶來另一種視覺變化者才能稱為機動藝術」。 

377 Edward Lucie-Smith, Art Now, 1981, p.294.“Calder’s mobiles…depend for effect they made 
on the movement of forms…mobiles is random, and depend upon chance for its 
juxtapositions; though it is true, of course, that the experienced maker of these object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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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伯格的軟雕塑拉長了變化的時間，放慢了反應的節奏。 

 

此外軟雕塑癱軟後，經由藝術家、收藏家、展覽員或觀眾的撫觸、垂

打與塑造後，會再度獲得蓬勃的新生命，歐登伯格說： 

 

－作品所包含的多變性，會要求擁有這些作品的人或是展覽者能

了解作品所具有的潛在可能性和知覺到會引起改變的因素，以

及他們對姿勢所下的決定…378 

－在硬的雕塑中，我把作品懸空吊在一起以做出改變，所以只要

觀眾一移動，就會改變表面和作品間的關連；或者我把物體分

開呈現後就不去動它，然後邀請觀眾觸摸或四處走動（例如酥

皮點心的盒子）。上述情形都可能會出現在軟雕塑，另外其表

面也可以被操弄，一個人用湯匙玩弄一片檸檬蛋白酥皮後不管

它，它會自行移動。379 

－如果作品落入漠不關心的物主、博物館經理或託運人的手上

時，便會顯得乏人照料。只要我有空，我會根據我認為他們該

有的樣子整理它們，我會讓它們充氣膨脹，幫它們清潔，或者

搖晃它們。不過在我離開後我已經注意到它們已受到冷落，我

                                                                                                                                  
calculate with some precision what kind of effects hi is likely get.” 

378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8. quoted in Arts Council 1970, p.17.“The Build-in 
changeableness of the work demands of its owner or someone who displays it, a sense of the 
work’s possibilities and a sense of factors that can cause change, and decisions on the 
position… ” 

379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6, quoted in Arts Council 1970, p.16.“In ‘hard’ sculpture I 
try to accomplish change by hanging them together in space so that any move on the part of 
the spectator would change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surfaces and the pieces, or by presenting 
the spectator with separate objects which invite touch and moving around（such as the pastry 
cases）. All this possible in the softies but also the surface may be manipulated as one plays 
with a piece of lemon meringue with the spoon and left alone will move of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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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擔心那種後果。380 

 

是故軟雕塑雖然不如部分機動藝術家為觀眾設計作品，或積極邀請觀眾參

與創作活動，381但也在巴雷特論述的「作品包含了觀眾的參與」（Works 

invol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pectator）類型範圍內，而且軟雕塑如果在

熱情或關心者手上，其形式的變化將更豐富而且絕不雷同。歐登伯格一方

面客觀描述軟雕塑的物理性動態外，另一方面還把想像的動力含攝在內，

將可見與不可見、現實與想像的動力融合在一起，使作品的動力來源更加

複雜，席朗說：「一九六二年硬化變成石膏的食物或衣服，現在以柔軟的、

性的樣子出現，好像被注入了內在物讓它們產生實體，但這個內在物又是

由內部產生的，卻也不會撐破。這些作品膨脹的樣子顯示出強烈的內在性，

亟欲達到飽滿的渴望。…傳入物體肉身的能量場，獲得了一種動力－一種

生長方式，它皮膚真的生長、擴張。」382席朗的想像動力讓作品蘊含強大

的生命力，歐登伯格進一步指出說： 

 

－對我而言藝術中的機動（kinetic），不只是物理的運動，它指的

                                                 
380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8, quoted in Arts Council 1970, p.17. “Works that fall into 

indifferent owners museum directors, shippers, show the lack of attention. As long as I am 
available, I can puff them up, clean them, shake them, arrange them according to my notions 
of how they should be, but I worry about the results of the indifference I have noted after I 
am gone. ” 

381 在機動藝術的四種分類中，其中第四項是「能令觀眾參與創作活動的作品」。雖然歐
登伯格的作品讓觀眾產生撫觸的欲望，但卻不像視覺藝術研究團體（Groupe de 
Recherche d’Art Visuel）在其宣言中所強調的積極邀請觀眾參與活動，也不像利吉亞‧
克拉克（Lygia Clark）特意為觀眾設計的《動物》，目的在改變藝術家作為提供者的
角色。詳見 Cyril Barrett, op.cit., 1974, p.221. 

382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An Anthology, 1996, p.28.“Food or clothing that 
was petrified in plaster in 1962 were here offered in soft, sensual guise, as though an influx 
of flesh had generated its substance, brought it out from within without breaking. The 
swollenness of these works announces an intense interiority, a thirst toward impatient 
fullness. … The energy field conveyed into the flesh of the object captures dynamism, a kind 
of growth where its skin actually grows and expa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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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時間、特性與相互關係之間的一種變動，這是一種絕對不

會受到限制的想像活動。我比較喜歡出現在觀眾身上的物理運

動，而不是出現在作品中的運動，機動藝術的定義端視觀眾在

時空和想像中的位置而定。383 

－人的軀體是一個變動的形式 / 在變動的情況下，創造後也要保

持平穩的造形 / 不僅是機械的也是心理的 / 會移動的雕塑通

常都不會動 / 我的不是 /我的作品的法則是時間 / 變動。384 

 

此種心理動力不僅在單一的作品中，也在不同的作品間出現。在分析《巨

大的軟性套鼓》時，「凝縮」與「置換」作用使原本單純的物體倏忽變得

複雜，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對象，都是潛意識本能的宣洩，在不斷的置換

過程中，本能獲得滿足與昇華。拉岡將佛洛伊德的「本能」修正和發展為

「欲望」（desire），並以語言學中的「隱喻」和「換喻」取代「凝縮」和

「置換」，385提出「欲望就是換喻」此一命題，欲望成為拉岡精神分析動

力學思想的體現。386因此夢境中一連串的置換，變成為語言學中不斷的「換

喻」，萊麥爾說：「欲望是換喻的表述，只是試圖給出一種方向上或其他

方向上，聯想連結的一般趨向（orientation）。」387從一個主題過度到另一

個主題，既是佛洛伊德本能的異化，也是拉岡欲望的異化，具有精神分析

                                                 
383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38.“Kinetic in art means for me more than physical 

movement. It means movement in time and identity and relation, an imaginary activity. 
Unlimited this way. I prefer the physical movement in the spectator too not in the work. Its 
definition depends on his position in time and space and in imagination.” 

384 Ibid., p.51“one’s own body the form of change / keep form even after making, in a situation 
of change / not only mechanical but psychological / moving sculptures are often all fixed / 
mine are not / the law of my work is time / change” 

385 王國芳，郭本禹（民 86），《拉岡》，（台北市：生智），頁 103。認為顯夢代替隱
夢的形式，有如語言學中的隱喻和換喻的方式，因此 

386 同上註，頁 186。 
387 同上註，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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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動力作用。歐登伯格在註解《巨大的軟性套鼓》時說：「只有原來是

堅硬的物體，才會被拿來作為軟化的主題」388從真實的硬物被極端異化成

柔軟的作品，瞬間在觀者心中產生巨大的心理動力。此種動力在盥洗台、

馬桶和浴缸等作品的三相中（圖 88），成為停格的變身動畫，「硬－軟－

柔軟」或「理性－精神性－世俗性」的變化，和《有相等物的象徵性自畫

像》一樣，同屬王秀雄教授在《美術心理學》中提到的「長時間之運動表

現－旋轉盤效果」389動勢經由運動連續姿勢，亦即繼時性的視覺刺激而產

生。他從十三世紀的《三聖朝拜》（The Journey and Adoration of the Wise Men，

圖 89）的纖細畫、米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夜與晝》（Night 

and Day，圖 90）、杜象的《裸女下樓梯》（圖 91）、薄丘尼（Umberto Boccioni）

的《運動》（圖 92）討論到柯爾達《捕魚器與魚群》（圖 93）中漸次變

大（變小）的魚尾造形，詳細分析連續變化的造形，也是產生心理動力的

重要因素。 

 

二、軟雕塑與人體的關係 

愛倫‧強森稱讚說：「歐登伯格的軟雕塑是如此成功，他將之視為自

己的軀體，並使觀者產生移情作用。撫摸軟浴缸中長長的皺褶，感覺就像

水緩緩流過自己的身體…柔軟具有彈性的軟性材質，像人的肉體一樣，可

以讓藝術家任意改變空間」390克勞絲（Rosalind Krauss）也指出軟雕塑之所

以成功，乃以獨特的方式引介觀者空間，觀眾欣賞軟雕塑時，會把作品視

                                                 
388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7. “Only hard originals are taken as 

subject for softening.” 
389 王秀雄（民 86），《藝術心理學》，（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頁 298-309。 
390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32.“one feels the long folds of the  Soft Bathtub 

flow like water over one’s body in utter lassitude……Soft and giving as human flesh, the 
pliant material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artist can ‘push spacer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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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或他人的身體，因為它們「以正常人的比例來看是超級巨大的變形

體。像肉體一樣柔軟能夠彎曲的團塊，是以觀眾的團塊或軀體的觀點來思

考的。」391幾乎所有的軟雕塑都是裸體，《牙膏》尤為明顯，歐登伯格以

嘲諷的語氣說：「一般而言，收藏家都喜愛裸體作品，所以我提供他們裸

體的汽車、裸體的電話、裸體的電器插頭、裸體的電燈開關和裸體的風扇

等等」392。軟雕塑不僅是裸體，還經常是自身意象的投射，他說：「既然

我在物體中看到的不是物自身，而是我自己存在於物體的形式中，主題的

貢獻便不太重要了。」393另一段寫於一九六○年的文字，更說明了歐登伯

格如魔術師般變身於不同物體的想法，他說： 

 

有人終其一生希望成為 / 有機會成為 / 一面手帕 / 從一隻手傳

過一隻手 / 從鼻子到鼻子 / 進入並離開口袋 / 掠過額頭上方..... 

有人終其一生希望成為 / 有機會成為 / 一面國旗 / 在風中飄揚

在接上來去自由..... 

成為一件襯衫 / 一條領帶 / 一件褲子 / 一套衣服..... 

越來越放肆 / 它成為任何他想要變的東西 / 一個漢堡 / 一個蛋

捲冰淇淋 / 一份報紙 / 一部縫紉機 / 一輛腳踏車.....394 

                                                 
391 Rosalind Krauss, Passages in Modern Sculp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p.229. 

“… colossal variants on the natural human scale. The mass of the object is construed in 
terms of the viewer’s mass or body, pliant and soft like flesh.” 

392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71, “Basically collectors wants nudes. So I have supplied 
them with nude cars, nude telephones, nude electric plugs, nude switches, nude fans and so 
on. ” 

393 Bruce Glaser, “Oldenburg, Lichtenstein, Warhol：A Discussion,” Artforum, February 1966, 
p.22.“The contribution of subject is almost a side effect since what I see in not the thing 
itself but – myself in the form.” 

394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 1960,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91. 
“Who all his life had wish to be / is given the chance to be / a handkerchief / to go from hand 
to hand / from nose to nose / and in and out the pockets... Who all his life had wish to be / is 
given the chance to be / a flag / carried in the breeze up and down street...to be a shirt / a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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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結構、觸感和脆弱性等元素類同於人體，歐登伯格說：「如果你和我

的作品同時坐在一個房間裡，你應該會不斷地被它吸引，忍不住要看一下，

你的反應就像房間裡好像有一個人似的。」395對於人體的觸覺尤感興趣，

歐登伯格說他的雕塑就像可以撫摸的繪畫，不只有視覺可以鑑賞，也可以

經由觸覺去感受。在偶發藝術中他也製造了擁擠、不舒適的空間，讓演員

和觀眾藉由觸覺的痛苦瞭解自身和環境的依存關係。對他而言觸覺亦可視

為高級感官之一，弗西隆曾說：「出自雙唇的語言不及雙手感受到的印象

豐富，要轉譯其品質及多樣可能，光靠一種語言不夠，我們必須稍稍擴大

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所建構的『觸感值』。就繪畫而言，不光是要

調動我們的肌肉，透過內在的脈動去模擬畫出來的動勢，以掌握凹凸量體

的生動形象；不光是強調量、質、動態。因為創造之初就有觸…再想想…

手親自觸知世界、感受世界，掌握並改造它」「手一碰到物質，細緻的和

諧關係便會喚醒想像力與敏感性的祕密泉源，在手的動作中完成，他們被

題記在空間裡，控制了我們。」396這段話深刻地詮釋了歐登伯格對觸覺的

認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若說軟雕塑是藝術家的自我投射，那麼歐登伯

格在擺設或撫摸這些作品時，無疑是一種自體性行為（autoerotism），他說：

「科學或虛構。手淫。我是科技的騙子。」397 

                                                                                                                                  
a pair of pants / a suit of cloth...Bolder and bolder it become anything it want to be / a 
hamburger / an ice cream cone / a newspaper / a sewing machine / a bicycle...” 原文以詩的
形式編排。 

395 Oldenburg, Claes. & Walker Art Center.. Oldenburg：six themes [exhibition]. Minneapolis,
（Walker Art Center, 1975）,p.13.“If you are sitting in a room with one of my works, you 
should be constantly drawn to look at it the way you would respond if there were a person in 
the room. ” 

396 Henri Focillon著（民 90），《造形的生命》，吳玉成譯，（台北市，田園城市），頁
161-165。 

397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1966, quoted in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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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雕塑深度的擬人化令人十分迷惑，歐登伯格說：「我的工作樂趣來自

觀看物體在人與材料的互動中誕生」398在創作過程中，移情作用不僅使物

與人合而為一，表現人類喜怒哀樂的情緒，甚至還呈現某種生活樣態，布

爾喬亞（Jean-Louis Bourgeois）表示，軟雕塑舒適慵懶地坐著，一副無精打

采的樣子，看起來像渡假中的物體。399林德（Ulf Linde）覺得軟雕塑的整

體感類似枕頭，又像人們沉睡未醒的樣子，他說：「一個人清醒的時候，

身體被塑造成抵抗地心引力的樣子－而一個人睡著的時候，身體接受地心

引力，毫無抗拒。」400李奇登斯坦說軟雕塑似乎「昏厥了好幾個小時」401柯

茲洛夫則認為軟雕塑狀似昏睡而失去生命，或因驚恐、夢境而扭曲變形的

物體402「在睡眠中，人融入自然，在軟雕塑之中也出現這種融入的現象」403。

歐登伯格曾說自己的身形像熊一樣，在他的筆記中確實發現很多關於熊和

冬眠的註記。404熊的冬眠期最常可達五個月到半年，金斯伯格說：「冬眠

就是指經過一段漫長的睡眠後可以獲得重生。所以睡眠的隱喻可以和遍存

於軟雕塑中墜落－死亡的隱喻結合」405第一章曾討論過，一九五○年末歐

                                                                                                                                  
Anthology, 1996, p.216. “Science / Fiction. Auto-eroticism. I am a technological liar.” 

398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9.“The joy of my work is to see the object 
develop ou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terial and people.” 

399 Jean-Louis Bourgeois, “Claes Oldenburg”, Artforum, November 1969, p.76. 
400 Ulf Linde, “Claes Oldenburg at the Moderna Museet,” Studio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966, 

p.326. “The body of a person awake is shaped by resistance to the force of gravity – whereas 
the sleeper’s body on the contrary accepts gravity. It offers no resistance.” quoted in Susan 
Ginsberg, p.69. 

401 Max Kozloff, op.cit., 1968, p.27. “had been lying in a faint for some hours.” 
402 Ibid., p.30. 
403 Ibid., p.27.“During sleep, man is reduced to nature. This reduction also occurs in the soft 

sculptures.”一九六六年歐登伯格在斯德哥爾摩現代美術館（Stockholm’s Moderna 
Museet ）的展覽目錄上，林德說許多歐登伯格的作品都和睡眠有關，最明顯的是《臥
室》，還有《牆上的開關》（Wall Switches）可以關掉電燈，以及放置在椅子上的襯
衫作品，都暗示睡眠。 

404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69. 
405 Ibid.” Hibernation is about a long sleep from which one emerge reborn, so th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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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伯格從大自然的觀察入手，詳細紀錄一本《物質的字彙》（Vocabulary of 

Matter）筆記，深入分析地心引力加諸物體上的效果，他還說：「地心引力

是我最尊敬的力量，來到我的工作室你會發現我的作品在漂浮，像飛船或

一頭牛被繩子拴在牆壁上。我覺得一位藝術家如果不認為物理原則的知識

很重要，那麼他就必須對細節有天賦敏銳的眼光」406一九六四年以後，地

心引力更成為歐登柏格創作軟雕塑的重要工具之一，由它決定作品最終的

形式。蘿絲把這種包含無法預測性的創作方式，歸入杜象和凱吉等使用偶

然性方法的藝術家之列，407但並未深入說明三者之間的差異。事實上，歐

登柏格強調他透過內部塑造（填塞）的方式控制作品的造形，408填充物的

多寡會影響地心引力的效果。因此，雖然都使用偶然性的方法，但歐登伯

格是以間接的方式加以控制，雖然無法全然控制或預測最終造形，亦非任

其自然生成。地心引力除了是軟雕塑非常重要的造形元素，也是一種死亡

的自然意涵（natural metaphor）：東西墜落－人墜落；死亡。所以睡眠、

冬眠和死亡，以屈服於地心引力的觀點而言是相似的。歐登伯格說： 

 

軟化物體的最後一步像是達到了高潮，毀滅了物體的功能性及其

典型風格。409 

                                                                                                                                  
metaphor can be linked to the falling / death metaphor prevalent in the soft sculpture.” 

406 Claes Oldenburg, Arts Council 1970, p.20. “Coming to my studio you would find my works 
floating because the force I most respect is gravity, and tethered like dirigibles or cattle by a 
rope to the walls. A strong sensation of if not knowledge of physical principles are important 
to the artist, as is the sharp natural eye for detail.” 

407 Susan Ginsberg, op.cit., 1991, p.56. 當時藝術界廣泛討論杜象和凱吉的藝術思想，蘿絲
同時研究歐登伯格和這兩位藝術家的觀點。在她的文章中詳細說明瞭藝術家僅僅提出

觀念，讓藝術品經由思辨生成，非以傳統「製造」的方式創作。 
408 Ibid.p.56 & 64.金斯伯格訪問歐登伯格時說他以內部填充的方式，決定何處要集中、要
填多少。（in the “kind of stuffing and how much and where it will gather”） 

409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7.“The last act, of softening the thing, is 
like a climax, a death blow to its functionality and class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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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死亡，功能及造形嚴重扭曲，但其中所摻雜恐懼

與憂傷並不持久，作品不久將在「藝術家－上帝」的手中復活，這種包含

生死現象的特質，也隱喻了歐登伯格對烏托邦的嚮往。 

 

三、軟雕塑對工業社會的省思 

機械轉化成人、堅硬的物體變得柔軟是很有趣的現象，熟悉的形象與

觸感倏忽被顛覆，產生難以言喻的心理變化。歐登伯格自一九六三年開始

將機械製品軟化，最早出現的是《軟性打字機》和《軟性付費電話》，繼

之有「氣流」系列、家電系列等作品。蘿絲認為「氣流」是所有軟性機器

的基本原型，歐登伯格也自認這是他將科技產品變形為人類的最佳範例，

包括一九六五到六八年製造的巨型風扇和排水管等軟性紀念碑，都利用人

性化和脆弱化的特性，將工業產品的金屬形式軟化，410避免過於刻板的和

固定的設計，和立體主義明顯的機械外觀、剛硬、去人性化的雕塑形成強

烈對比。411 刻意泯除機械特性或強調機械外觀，二者的動機和心態有顯著

的差異，廿世紀初的未來主義(Futurism)熱情謳歌現代機器、科技甚至戰爭

和暴力，馬利內提(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說：「這個世界由於一種新

的美感變得更加光輝壯麗了，這種美是速度之美…風馳電掣如霰彈一般咆

哮的汽車，比有翅膀的薩摩德拉斯的勝利女神像更美。」412歐登伯格卻從

「氣流」的軟化中，消弭機械所帶來的恐懼感，精神得到撫慰不再害怕。

                                                 
41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96-97. 
411 Ibid., p.139. 
412 Norbert Lynton, “Futurism”, in Concepts of Modern Art, （New York: Rizzoli, 1991）, 

p.97.“that the splendor of the world has been increased by new beauty: the beauty of 
speed. ... a screaming automobile that seems to run on grapeshot,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 ... ” 



 180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已有許多藝術家注意到人和機械間複雜的

愛恨關係，現代人所面對難以控制的科技，猶如古人置身不可捉摸的大自

然，漩渦派葉普斯坦因（Jacob Epstein）的《石鑚》（The Rock Drill，圖 94），

超現實主義畫家恩斯特的《西伯里象》（圖 95），便將機械描繪成恐怖、

不輕易妥協的敵人。但歐登伯格的態度並不自限於厭惡或喜愛兩端，他的

基本觀點和丁格利（Jean Tinguely）相似，413認為人和機械間的距離如果縮

小，人並不會變得像機械，反而是機械漸漸不再陌生且帶有威脅感，甚至

變得越來越具有人的獨特性、善變和脆弱。414尤其是從第二機械時代起，

自動化工廠、機械大量生產符合人體尺寸的器械具和產品，在市場大量行

銷、分送與消費。從電動機和摩天大樓的時代（第一機械時代）邁向「家

庭大變革」（domestic revolution）的新紀元，可以看到、聽到生活中的小東

西被徹底改變，415人與機械的接觸日漸頻繁，另一方面神經機械學

（cybernetic）416的觀念也被快速應用在各個學門，科學家甚至把人腦比擬

為電腦，一夕之間人和機械的距離與相似性迅速接近。歐登伯格在筆記中

寫道：「此時此刻關心這個世界的人，寧願褪下衣物裸露身體，也不願穿

                                                 
413 丁格利的廢鐵機器作品《巴魯巴》（Baluba）《形上機械》（Méta-mécaniques），有
點神化或詩意化機器人，去除了機械令人恐懼或邪惡的部分。但常被視為是對機械世

界的諷刺，其實他對所有技術和機械都非常好奇，他不只瞭解它的可能性、迷人的激

情、惡魔和毀滅性的力量，也知道它的弱點和可笑之處。詳見Willy Rozler（民 80），
《物體藝術》，台北市，遠流，頁 122-123。 

414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39 
415 Reyner Banham, The 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0）, pp.9-10. quoted in Jennifer Ellen Way, op.cit., 1997, p.237. 班
漢在書中詳細觀察二次大戰到一九六○年間的社會變化，他稱這個階段是「噴射機時

代」、「清潔劑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 或「第二機械時代」。他認為第一和第
二機械時代在物質文明上的區別，包含了機械技術改變環境、習俗和物質文明相關經

驗的方式與範圍。他說：「我們已經進入第二機械時代，家庭電子工業和合成化學的

時代。」而美國正是此一階段的代表。 
416 神經機械學(cybernetics)一詞由 Norbert Wiener所創，又稱電腦控制學或人工頭腦學，
是一種科際科學（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研究生物、機械和組織的資訊傳遞和控制
系統，一九四八年由美國數學家韋納在控制裝置理論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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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盔甲。我沒有發現任何金屬製品具有這種感性特質。」417「我有點害怕

金屬和玻璃，因為它們擁有像獅子一樣能夠劃傷或殺死別人的能力。」418他

的軟性機械雕塑正好建構了人和工業產品之間的安全地帶，友善而沒有威

脅，還帶有人體的親切特性。他告訴佛萊德門（Martin Friedman）說：「我

們花大量的時間接觸和應付機械設備，我要模仿並認同這些東西。」419在

模仿的背後，也突顯出他的懷舊之情以及對形式的獨特觀點，因為這些主

題並非都是最新款的產品，有些甚至已經過時消失了，他說： 

 

－我真的認為舊東西的形式比較豐富，一部電風扇的形式比一架

電視機或冷氣機還要精采，這或許和工業發展的歷史有關。早

期的火車頭某些地方比博靈頓‧任佛（Burlington Zephyr）電車

420更有趣，我們可以從舊車頭看到比較多的結構，後來結構被

遮起來看不見了。在電子學中，東西越變越小，越來越精巧，

但它們卻失去了作為物體獨特的存在方式，變成電晶體或某種

導體。也許物體文明只是存在於早期的一種現象，也許它是古

老文明才有的特色。我曾經說過自己在創造一個工業產品的墳

墓。421 

                                                 
41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39.“Those who care for the world at this time tend 

to undress and go naked rather than in armor. I don’t find anything metallic suited to this 
sensibility.” 

418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quoted in Arts Council 1970, p.20.“I am a little afraid of metal 
and glass because they have the capacity like a lion to gash and kill……” 

419 Oldenburg, Claes. & Walker Art Center, op.cit., 1975, p.11.“We spend an awful lot of time 
touching and dealing with mechanical objects and I want to imitate and identify with those 
objects.” 

420 乃指 Burlington Zephyr公司推出的輕型客運機車（鐵路用），該機車由美國通用汽車
公司的機車部所生產。 

421 Oldenburg, Claes. & Walker Art Center, Ibid., p.11 “It’s true that I think those old things 
have more form. An electric fan has more form than a television set or an air conditi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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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間過去，事物從實用價值的角色中褪去，它們單純的形式

特色將會日益明顯：時間會還原它們原來的面貌。422 

 

歐登伯格採取老舊機械豐富的形式，加入人類多變的情感與本能，似乎預

言了目前科技發展的趨勢，從第二工業時代的神經機械學，步入人工智慧

的研究，人和機械將越來越不容易分辨，如電影《變人》（Bicentennial Man）

和《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的機器人，也渴望愛與隸

屬的滿足。 

 

四、軟雕塑的宗教意涵 

軟雕塑從形式探索，逐漸延伸向藝術家本人、人與機械時代，最後進

入宗教情懷的抒發，尤其在軟雕塑紀念碑中，基督教救贖的思想更是表露

無遺。歐登伯格的父母親以培養基督科學家（Christian Scientist）的方式照

料他的童年，蘿斯說：「歐登伯格的基督教暗喻，經常讓人想起某些受歡迎

的美國新教徒教派…他自視為醫治社會病態的醫生，從這個觀點來看，他

的『工作』類似基督教科學實踐者。」423但歐登伯格的宗教意涵不只限於

基督教，還包含許多原始宗教的特色，例如杭特（Sam Hunter）便指出歐

                                                                                                                                  
probably has to do with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re is a certain point at which the 
early locomotive was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Burlington Zephyr. It showed more of its 
structure. But late, as it was cosmeticized, the structure was invisible. In electronics, as 
things get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more and more refined they lose their particular existence 
as objects and become transistors, conductors of some kind. Perhaps the object civilization is 
something that existed in an earlier time. Maybe it’s characteristic of an antique civilization. 
At one point I said I was creating a cemetery of industrial objects.” 

422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9.“as time goes by and things they 
represent vanish from daily use, their purely formal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more evident：
Time will undress them. ” 

42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60, p.61,n.1.“... his Christian metaphors often recall the 
beliefs of some popular American Protestant sects. ... In serving as a kind of faith healer for 
social ills, the artist “works” like a Christian Science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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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柏格六○年代以來的物體藝術，「站在萬物有靈論和魔法生活的臨界點

上，但從來無法脫去其實用性特徵…這些作品是從功能性分離出來的物

體。」424在這個臨界點上，歐登伯格可以將生活視為娛樂大眾的魔術雜耍，

也可以視為嚴肅的宗教儀式，他說： 

 

－浴室、臥室和廚房是飲食、睡眠、盥洗、做愛和其他生命演進這些

肉體儀式進行的廟堂。425 

－物體化成自然，留下一堆東西。我們或許可以說，它的靈魂（soul），

以幽靈（ghost）的形式上昇到物體的天堂，被驅逐的精靈（spirit），

重新回到幾何學的領域，留下一堆皺巴巴的髒衣服。基督教科學會，

阿門。426 

 

此外在排水管紀念碑的說明文字最後，他也將自己的內容註記成

「bibl.」（聖經），可見他的宗教思想並不純然屬於基督教科學會，還包

含了神秘主義的意味在內。因此，從精神分析學的觀點來看，軟雕塑的形

式與內容，經過不斷的換喻，從原始欲望逐漸昇華為宗教情操，可說是一

段非常完整的自我探索的過程。 

                                                 
424 Sam Hunter & John Jacobus, American art of the 20th century : painting, sculpture, 

architecture, H. N. Abrams,（New York, 1973）, p.486.“stand on the threshold of animistic 
and magical life but can never quite slip out of their utilitarian identity…They are objects 
divorced from function. ” 

425 Oldenburg, Claes. & Walker Art Center, op.cit., 1975, p.11“The bathroom, the kitchen and 
the bedroom are the temples for bodily rituals － eating, sleeping, washing, lovemaking 
and other vital processes.” 

426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7.“The object is reduced to nature, left a 
heap. Its soul, one may say, rise to the heaven of things in the “ghost” form. Its exorcised 
spirit returns to the realm of geometry leaving a pile of wrinkled laundry. Christian Scienc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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