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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尺寸雕塑 

 

一九六四年初，歐登柏格展開一連串的國際巡迴展，首先在斯德哥爾

摩的現代博物館展出《商店》的部分作品，接著在丹麥的路易斯安那博物

館（Louisana Museum）和阿姆斯特丹的史太德利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登場。同年四月，由高本慶基金會（Gulbenkian Foundation）贊

助，在倫敦的太特畫廊（Tate Gallery）展出《最近十年的繪畫及雕塑，

1954-1964》（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a Decade , ’54 –’64）。同年六月起，

陸續又在柏林、維也納、布魯塞爾和巴黎有不同主題的物體藝術展覽。登

上國際舞台的歐登柏格，活動的範圍已從紐約、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延

伸到歐洲各地，除了舊作品的邀請展之外，配合贊助者要求的展覽，歐登

柏格仍秉持一貫的作風，詳細審察當地的人文及地理特色，尋找可資利用

的創作材料，從與環境的互動中表現自己的觀感。例如在巴黎伊蓮娜‧索

納班畫廊（Ileana Sonnabend Gallery）的肉類、麵包和食品雜貨石膏作品，

便是以巴黎最特別且常見的主題（對歐登柏格而言）來製作的，根據這個

城市成熟優雅的風貌和藝術，選擇沒有反光、穩定的色彩來塗繪，有別於

美國食物的粗俗與亮麗。此時，歐登柏格也開始思索自己已躋身國際藝壇，

風格應該有別於過去，因此主題探索的範圍，逐漸從過去以街道為主的表

現領域，轉向更遼闊的都市或地景空間。這種轉變起初只是水彩速寫式的

遊戲性幻想，後來受到部分藝文界人士的喜愛，逐漸向現實性靠近而改變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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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紀念碑與建築計畫案 

 

一九六五年三月，歐登柏格在紐約東十四街租了一間新的大畫室，足

足有一個街區長，這個工作室提供他製作巨大作品的環境。他開始將前一

年旅行歐洲所收集的紀念品組合在一起，嘗試製作具有風景況味的物體藝

術，但始終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偶然間發現將這些東西放進風景照

片中，竟可獲致令人震撼的效果，於是開始以日用品為主題，進行為期五

年的「紀念碑與建築計畫案」（Monuments and Buildings Proposals）繪畫實

驗。427這些計劃案的起源可上溯至一九五八年，當時歐登伯格正從機場準

備回家，平時在海邊總覺得曼哈頓是建築群堆積成的島嶼，此時看起來卻

像一座被拉長的小島，高樓孤然紛立，帝國大廈高聳的塔樓造形像兔子的

尖耳，歐登柏格便畫了一張筆觸流暢的兔子速寫。他覺得： 

 

如果曼哈頓突然出現兩個巨大的兔耳，你一丁會瞪大雙眼，

心裡揣想那是什麼？住在皇后區的市民，向中央公園的方向

望過去看見那雙耳朵，可能會覺得住在紐約的感覺變得比較

舒坦一些。…這個計畫案剛開始只是一種比例的遊戲，其實

它似乎就是一首比例的詩歌（the poetry of scale）428 

 

不過兔子速寫只是戲作，並未發展成較具系統的想法，到了一九六○

                                                 
427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37. 
428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5-69, 1969, p.12. “If two 

colossal bunny ears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Manhattan landscape, you’d really look, 
wondering what in the world they were. What if you lived in Queens and, looking toward 
Central Park, you saw those ears? You might feel better about living in New York. … The 
project began as a play with scale, and that’s what it seems to be about－the poetry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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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歐登柏格才對紀念碑投入較多的關注，當時他在普林斯頓渡假，

每天都會看到《朝聖者紀念碑》（The Pilgrim Memorial），不禁緬懷先民為

了追逐夢想懷抱著無限希望來到北美奮鬥，當時美國社會充滿生命力與活

力，雖然生活艱困卻對未來充滿信心。相較之下，廿世紀五、六○年代的

生活優渥物資充裕，歐登伯格發現新生代對未來茫然無知，整個美國也逐

漸喪失理想性與道德感。自視為一個具有改革特質的藝術家，歐登柏格決

定將社會及政治方面的議題融入自己的主題中，不論攸關國家生存大計或

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只要題材許可，都將透過作品加以批判。429因此

他幻想了許多無關乎英雄人物或偉大功績的紀念碑，用以諷刺美國庸俗的

日常生活、荒誕的都市環境、流行文化或政府決策，透過偽裝和幽默的方

式，將實際意義及目的蘊藏於作品中，讓人莞爾之餘，默默表達著一種深

切的關懷。例如一九六一年創作於紐約世界博覽會籌備期間的《移民紀念

碑》（Monument to Immigrants）計畫案，歐登柏格計劃以「自動技法」的

方式呈現，剛開始在海灣放置一個珊瑚礁，一艘船開進來撞到礁石後沉沒，

緊接著第二艘、第三艘都發生同樣的情形，經過一段時間便形成一堆高聳

巨大的生鏽船骸紀念碑。這件作品日後被歸為「障礙物紀念碑」，因為歐登

伯格雖為瑞典外交官的子嗣，但也經過移民局多次晤談，直到大學畢業後

才正式成為美國公民。他認為美國並非移民期望中的樂土，發生在他們週

遭的事情，幾乎都是一場災難，430因此以船隻擱淺、死亡、形成障礙物的

方式，表達對政府移民政策的沉重抗議（相同主題也見諸《街道》展時所

發表的《拍攝死亡》）。這個計劃案雖然以紀念碑為名，但歐登伯格當初並

                                                 
42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103. 
430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5-69, 1969,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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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紀念碑的正確意義為何，一直以為紀念碑意指非常巨大的東西，後

來查考其義才知道具有紀念及追悼之意。因此在構想發展的過程中，他絲

毫沒有考慮定義上的問題，仍以一貫的辯證、極化性風格來激盪新想法，《移

民紀念碑》便出自此一思維。 

 

一九六一年世博會籌備討論會上，他和鮑伯‧惠特曼（Bob Whitman）、

克魯弗（Billy Klüver）等幾位朋友認為必須拒絕為世博會委託案提供任何

協助，應該提出「一個另類博覽會，沒有博覽會的博覽會，或暗淡的博覽

會」，他請求將「計畫、建議、可行的素描、企劃書、座右銘、標誌、還有

各類有用的材料」送到東二街 107 號光槍工業公司的反博覽會倉庫。431接

著聽到別人談論有關艾利斯島（Ellis Island）紀念碑競圖賽，便構想出前述

與眾不同的作品，較之知名建築師菲力浦‧強森（Philip Johnson）座落於

艾利斯島國家公園的紀念碑模型，可見其思想的前衛性。而新的紀念碑形

式與意涵，自此逐漸在歐登伯格的心中萌發，他說： 

 

難道紀念碑一定要紀念什麼嗎？不！不一定！紀念碑可以是任何

東西，為什麼這個漢堡不能成為紀念碑？不夠大嗎？紀念碑是一

個象徵，我心目中的紀念碑是有象徵意義的，而且是為人民建造

的，因此是誇張的，不純正的（not honest），非個人化的。432 

 

歐登伯格的紀念碑靈感來源甚多，部分得自日常用品，像泰迪熊、熨

                                                 
431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4. 
432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3. “Is a monument always a memory of 

something? No, it’s not. A monument can be anything. Why isn’t this hamburger a 
monument? Isn’t it big enough? A monument is a symbol. I think of a monument as being 
symbolic and for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rhetorical, no honest, not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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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板和吸塵器等等；有些來自食物，例如為戰爭英雄所設計的紀念碑，源

自烤馬鈴薯切縫中填塞的奶油塊，其他的還有披薩、香蕉和法蘭克福香腸

等等，另一部分轉化自現實環境，例如公園大道（Park Avenue）以好心情

冰棒（Good Humor Bar）為造形的紀念碑，來自於泛美大樓(Pan Am Building)

的建築形式。《移民紀念碑》的構想源自集結於哈德遜河邊的自由艦隊

（Liberty Fleet）。還有一些根據庫柏圖書館工讀時的閱讀經驗，他從童書

插畫，以及十八世紀幻想性建築大師波雷（Etienne-Louis Boullee, 

1728-1799）、雷德（Claude-Nicolas Ledoux, 1736–1806）和雷克（Jean-Jacques 

Lequeu, 1770-1830）的作品，433還有梅西百貨公司感恩節遊行時的巨大氣

球，以及使用動物造形的流行建築傳統中得到許多啟示，434最重要的是飛

行旅程中鳥瞰的視角變化，讓他對怪異的透視及比例有新的體會。例如一

九六七年飛往芝加哥途中，歐登伯格將一個舊式的木製曬衣夾繪入在帝國

大廈的明信片，用口香糖黏在小餐桌上，抵達芝加哥上空時，發現芝加哥

論壇大樓（Chicago Tribune Tower）的尺寸看起來就和曬衣夾一樣，立刻畫

了幾張速，其中一張便是《曬衣夾》（Late Submission to the Chicago Tribune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of 1922: Clothespin（Version Two）. 1967.，圖 96），

還有一張是《垂直的礦砂船》（Late Submission to the Chicago Tribune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of 1922: Perpendicular Ore Boat, 1967，圖 97），這兩

張速寫全部成為芝加哥建築和紀念碑的計畫案。 

 

                                                 
433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5-69, 1969, p.14. 
434 這個流行傳統，不僅在建築方面以動物造形為趣味中心，還有飛機外形的汽車以及回
力棒結構的建築群等等。詳見 Heimann, Jim , California Crazy and Beyond: Roadsid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Chronicle Books,（Californi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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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的實驗之作均以紐約市為創作藍本，結合環境和透視的運

用，讓日用品看起來非常巨大，例如位於砲台公園的《吸塵器（哈德遜河

東岸的視點）》（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he Battery, NYC: The Vacuum 

Cleaner（East River View）.1965，圖 98）435高過山丘數倍；下東區的《熨

燙板》（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Lower East Side, NYC: Ironing Board. 

1965，圖 99）像是架高的航空母艦；在克奈爾街（Canal St.）和百老匯街

（Broadway St.）的《刻有戰爭英雄名錄的水泥障礙物》（Proposed Monument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Canal Street and Broadway, NYC: Block of Concrete, 

Inscribed the Names of War Heroes. 1965.，圖 100） 佔滿整個十字路口；紐約

公園的《泰迪熊》 （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New York Park： the Teddy 

Bear.1965.，圖 101）從樹巔之上俯視市中心，完全不考慮現實材料會出現

的物理問題。而計畫案地點的選定，泰半是歐登伯格騎車或漫步紐約市區

時，若發現主題和地點具有相似的造形或者相關的意涵，便進一步發展成

素描稿或水彩作品，例如巨大的法蘭克福香腸和往來於哈德遜河的船隻形

似；熨燙板的板面像是縮小的曼哈頓島，而且巨大的面板可以庇護日漸減

少的猶太人；泰迪熊位於中央公園的南方向北望，在遙遠而吵雜的市區便

可以看到他矗立在空曠的公園中，熊的眼睛像一面巨大的鏡子，自由張望，

回應著人們注視的目光。 

 

到了一九六六年，歐登伯格總共完成三十三張系列作品，這些充滿個

人幻想的淡彩速寫，線條活潑，水分飽和，色彩精簡，結構雖然有點鬆散，

                                                 
435 由於作品的名稱過長，歐登柏格在卡羅訪談中，省略「巨大紀念碑計畫案」等字眼，
逕稱原始物體的名稱，例如《紐約公園的巨大紀念碑計畫案：泰迪熊》簡稱為《泰迪

熊》，因此本論文為了行文流暢之故，省略「巨大紀念碑計畫案」等文字，但原文則

以全稱註明，在圖錄中則中英文皆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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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然明確，除了主體與部分風景略加描繪外，其餘多為留白，有些看起

來接近印象主義的風格，非常具有空氣感，部分作品會噴灑一些色點，整

體而言，筆觸很像一九五九年他在麻塞諸塞州雷那克斯鎮的水彩畫，表現

他對光影、明暗變化的濃厚興趣。這些水彩很明顯是以遊戲及視覺效果為

起點，並未攝入《朝聖者紀念碑》當時充滿批判與關懷的情感。以歐登伯

格一貫的創作歷程而言，起初都是從純粹的形式趣味出發不加任何詮釋，

但緊接著運用自由聯想的方式，將多重意義與形式要素緊密結合。位於中

央公園凝視市區的泰迪熊，便被歐登柏格想像成對抗白人意識的化身，以

來自哈林區（Harlem）控訴的目光凝視著白人紐約，眼神因絕望而呆滯，

以缺乏四肢的「截肢效果」（“amputed” effect），象徵社會上無助的人民436。

他說： 

 

（泰迪熊）是個令人討厭卻有點傷感的主題，我常會選擇某

些人們不以為然的東西，看看能不能成功地讓它變成高貴莊

嚴的作品…令人心酸的就是那不成手腳的粗短四肢…彷彿被

砍斷似的…市民的無助…特別是紐約市的黑人。我想要改變

現況，也許這便是泰迪熊坐在公園，亦即哈林區邊緣的原因。

437 

 

《熨燙板》除了庇蔭猶太人外，也用來紀念數百萬英哩長忠誠的燙衣

                                                 
436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71, p.15. 
437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37. “a tiresome sentimental subject and I often 

choose something that is discredited that way and see if I can bring it off as a dignified 
piece. ... source of pathos－doesn’t really have any hands or feet ... as if they’d been 
chopped off ...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city person and specifically of the negro in New York. 
I mean to change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that may be why this teddy bear is sitting up at the 
park which is the Harle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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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子頂端可供直昇機起降，餐廳懸掛在下方供遊客進餐，比擬齊柏林

飛船的客艙，遊客則從足部搭乘傾斜的電梯出入。438蘿絲認為這些紀念碑

計畫案雖以幻想性見長，但和超現實主義風格不太相同，因為它是為紐約

某個明確的地點所做的計畫案，不像夢境似的潛意識表現－非理性或無秩

序性。而且作品尺寸誇張、充滿空氣，暗喻六○年代政府高層人士的浮誇

說辭，以及越戰期間，反覆矛盾的聲明所引起的信任差距（credibility gap），

諷刺政府難以獲得人民信任。439對於作品中的批判性，歐登伯格自認為是

以具有社會意識的藝術方式表達觀感，而非以激烈的政治評論敘事觀感，

他說： 

 

聲稱某人是社會藝術家的意思，可以是指他對週遭所發生的事件

或事件的形式有所回應，就像我的例子一樣。社會藝術家並不是

要陳述那件事，而是以自己的形式和色彩加以表現，我絲毫不抱

有任何成見。440 

 

歐登伯格以溫和的方式描述社會的缺乏公義，因為他一向認為幽默是生存

的唯一武器，並且說：『紐約是我最喜愛的「房間」，也是我最主要的玩賞

對象。它是我心目中的城市，我為它製造玩具。』441透過親切通俗的物體

形象，悄然發出社會問題與政治現象的異議，表達對有色人種與無產階級

                                                 
438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175. 
43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103-104. 
440 Claes Oldenburg, note entry, 1967,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p.37. 

“To say one is a social artist could mean, as it does in my case, that an artist is responsive to 
events or form of events around him. He isn’t making a statement about the events but 
reflecting them in his form and color. This happens for me without preconception.” 

441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71, p.16. “New York was my 
favorite “room”, my main plaything. I made toys for it, my city of cities.” 



 193

的關懷，同時為紐約市容創造輕鬆與歡樂的氣氛。延續了《商店》、《臥室

整體》以來將多重意涵融入單一作品的傳統，營造經驗的立體主義，讓作

品雜揉現實與想像的氣質。 

 

隨著時間的延續，這些計畫案出現令人驚訝的發展。一九六六年歐登

伯格到瑞典、挪威和倫敦巡迴展出這一系列作品，在斯德哥爾摩獲得到強

烈迴響。瑞典人崇尚技術，似乎相信有一天計畫終能實現，現代美術館甚

至還租了一個市中心的廣告看板，刊登歐登伯格六張計畫案作品。其中兩

件以前所未有的機械製圖方式展現，只有堅硬的細直線和十字線，帶一點

墨暈的味道，並未上色，反映他對十九世紀英德兩地古典浪漫主義素描的

喜好。第一件是為卡列普蘭區（Karlaplan）所設計的《旋轉的蝶型螺母》

（Proposed Monument for Karlaplan, Stockholm: Turning Wingnut. 1966，圖 

102）。歐登伯格先觀察環境，察覺報紙和城市在某方面的結構相似，都由

矩形結組而成，也有街道般的條狀空間，於是從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

中搜尋可用資材，發現蝶形螺母的廣告圖案深深吸引他的注意，令他想起

布朗庫西的《無盡之柱》（圖39）。於是和斯德哥爾摩的風景排比，最後

將未加改造的蝶形螺母等比例放大，安置於面積遼闊的圓形廣場，完成了

《旋轉的蝶型螺母》。從藍圖來看，盤旋而上的螺紋，的確神似於二方連

續的《無盡之柱》，只是計劃案的尺寸更加巨大。當時斯德哥爾摩地方政

府還出資助成立設計展覽室，提供較佳的策展空間，並衷心建議歐登伯格

將上漆的木製模型，永久陳列在該處作為紀念。 

 

《旋轉的蝶型螺母》是歐登伯格第一件有模型成品的計劃案，另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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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為斯德哥爾摩現代博物館所設計的《瑞典門把和門鎖（兩個視點）》

（Proposed Monument for the Moderna Museet, Stockholm: Swedish Doorhandle 

and Locks（Two Views）. 1966.，圖 103）作品結構比較複雜，但草圖的完

成度不如前者，起初構想將砲彈堆成金字塔型，放在現代美術館所座落的

島嶼（前海軍機構的舊址）。但歐登伯格在飯店中試用奶油球堆成金字塔，

刀子切下時會形成一個像槍一樣的角度，莫名地讓他感到舒暢，而槍的造

形會讓人想到砲彈，可和海軍遺址產生關聯，不過歐登柏格認為一個普通、

單純且無所不在的物體會比砲彈更好一些。幾天後他在五金行找到一個附

有雙鎖的門把，極能表現他的想法，於是砲彈金字塔經過一連串形式與意

義的變形，最終轉換為門把和鎖。這件作品被翻成青銅模型，像一幅拓墣

學的地圖，由十幾層不同輪廓的平面堆疊而成，模擬登高線圖，自由的曲

線和幾何造形的門把、鎖及鑰匙行成強烈的對比。 

 

歐登柏格分析一個地區的主要基調或精神、嘗試選擇合適的意象概述

當地的文化特質。通常他會先利用二到三週的時間觀察一個城市，僅可能

四處逛逛，讓了解當地文化的人帶著走，並閱讀所有販售的報章雜誌，畫

素描稿。也會觀察當地的食物，檢拾環境中堪用的東西，剪貼報章、傳單

上的圖片，拼貼在一本 8吋乘 11吋的剪貼簿上。歐登伯格還帶著日記本，

每天寫一頁，記錄所見所聞，且詳細檢視自己的行為、態度和想法，以一

個旁觀者的立場像看物體一樣看自己。442這種經驗與後設經驗分析，把主

客觀統整在一起，有助於歸納創作材料，理解創作思想的發展脈絡，讓紀

念碑的構想，更貼近通俗文化與市民生活。 

                                                 
442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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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和挪威，歐登伯格充分展示經驗主義者的創作方式，到了英國，

更擴大經驗方式，試圖以身體感受來了解倫敦。首先，他注意到自己的膝

蓋受天候影響而冰冷疼痛不已，尤其是蹲踞在窄小的汽車內更形嚴重；同

時，他也發覺一九六六年是膝蓋裸露癖（knee exhibitionism）的時代，因為

迷你裙當道，穿上靴子後膝蓋更被突顯出來，他說：「牛津街簡直就是『膝』

海洶湧」（Oxford Street was a sea of knees）因此膝蓋成為倫敦的第一印象，

《膝蓋》（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hames Estuary :Knee. 1966.，圖 104）

於焉誕生。關於倫敦的作品還有運用潮水來升降浮球象徵太陽的《泰唔士

河之球（仰視圖）》（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hames River: Thames Balls

（View from Below）. 1966.，圖 105）；位於海德公園（Hyde Park）表現市

民喜愛抽煙的《煙蒂（在海德公園）》（Study for Colossal Monument: Fagends

（in Hyde Park）. 1966.，圖 106）；展現英國工業特色的《取代倫敦尼爾森

之柱的排檔桿，1966。》（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Gearstick in Place of 

Nelson’s Column, London. 1966.，圖 107），以及《取代皮卡迪里圓環的伊洛

斯噴泉之變換高度的巨大口紅》（Various Position of a Giant Lipstick to Place 

the Fountain of Eros, Piccadilly Circus. 1966.，圖 108）等，淡彩的炭筆線條柔

美準確，富有體積感，水分的掌握也恰到好處。對於倫敦的計畫案，歐登

伯格以更嚴謹的態度來處理，例如他親自到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丈量地磚尺寸、獅子雕像的基座以及尼爾遜之柱的比例，以實際

的行動規劃，不再是紙上談兵、沙盤推演，新式紀念碑的可行性，似乎逐

漸在他的心中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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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登伯格以日常用品製成紀念碑取代傳統地標的嘗試，獲得的批評有

褒有貶，原因也各異其趣。例如《旋轉的蝶型型母》由於變更了兒童划船

用的淺水池，受到一位女性家長抗議；倫敦一位計程車司機卻非常贊同使

用具現代感的物體，取代尼爾森之柱這類紀念碑。一九六六年歐登柏格接

受詩人巴洛訪問時曾表示，他還沒想過如果有一個計劃案要付諸實現，究

竟要用什麼類型的材質來完成。可見，雖然計劃案已朝著具體實現的方向

前進，但要真正落實，恐怕還有一段距離，一方面可能是歐登柏格在工業

技術上的專業知識不足，無法肯定以何種材料來完成最理想。另一方面也

許是形式變化所帶來的滿足感高過現實問題的解決，而且事先考慮材料的

應用性，容易影響創意的發展，若待日後科技進步，許多問題自然會迎刃

而解。因此，歐登伯格的計畫案在此階段，仍以其藝術上的獨創性取勝，

想像尚未落實成實際可行的計畫案。但揆諸實情，除了巴洛和瑞典人對紀

念碑與建築案的落實懷抱希望之外，一九六六年年初有三位康乃爾大學建

築系學生，曾對《刻有戰爭英雄名錄的水泥障礙物，1965。》（《戰爭紀念

碑》）進行評鑑，估算如果使用水泥，總重將達五百萬磅，屆時紀念碑會沉

入地下，就像奶油融在馬鈴薯塊中一樣，壓毀整個地下鐵系統，他們甚至

擬定計劃，準備改變地鐵行車路線。此外，麻省理工學院也曾邀請歐登伯

格談論他的計畫案。旁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看待計畫案，令他非常吃驚，

也迫使他必須決定是否從幻想性轉向現實性，同時考慮環境與藝術語彙的

配合問題。審視初期選用的物體，以當時的技術而言可行性不高，而且「在

想像中是詩意的、可行的形式，在現實中可能是庸俗的、沒有意義的。50

呎高的小狗或 650 呎的泰迪熊，可能會成為令人憎惡的東西，非常不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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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意。」443歐登伯格考慮到這些因素，甚至構想到其他非物質的表現方式，

避免形成視覺的壓迫感，例如以強光將物體的圖片投射到雲層，營造 3D立

體效果，此種夜間紀念碑看起來可能像巨大的水彩畫。或者創造群眾幻覺

（mass hallucination），以催眠術讓大眾相信，自己真的看到巨大的泰迪熊

漂浮在夜間的雲端。 

 

現實問題逐漸成為歐登伯格亟欲解決的重點，一九六七年以後的計劃

案，便傾向以立方體或圓錐為主要結構，將計畫案的造形簡化，如此一來，

所有需要克服的材料與技術問題，似乎都能化於無形。但計畫案中的詩意

及幻想性比例，並未向現實屈服，紀念碑的構思方式也沒有改變，只將題

材的選擇，儘量朝向能夠建造的物體，強化其可行性和公共特質而已，甚

至有些作品的形式與結構，幾乎可稱為建築透視圖。這一年的計畫案對象

以芝加哥、紐約、多倫多和倫敦這四個大城市為主，芝加哥和倫敦的計畫

案以風景照片和繪畫拼貼而成，手繪部份的線條精簡明確，流暢而有變化，

和照片的色調融成一氣，這種新的創作方式，有如現今的電腦影像合成，

可以預見落成後的壯觀場面。其餘多數作品的風格和初期淡彩畫類似，不

過改用鉛筆描繪後，線條變得比較僵硬拘謹、缺乏變化，雖然明暗對比的

調子增強，但感覺過於凝重，空氣感似乎減弱許多。關於芝加哥的主要計

畫案分別是：《雨刷》（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Grant Park, Chicago：

Windshield Wiper. 1967.，圖 109），造形類似幾何橋面；《曬衣夾》和《以

光速旋轉的球棒》（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443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27 “I was afraid that what 

is lyrical and believable in an imaginary form might be banal and unnecessary in fact. A 50 
foot puppy dog or a 650 foot teddy bear might be merely a painful eyesore, very unpo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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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venue and Clark Street, Chicago：Bat Spinn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1967.，圖 110）介於建築物與紀念碑的特質之間。倫敦的計畫案為貝

特希公園（Battersea Park）的《套鼓》（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Battersea 

Park : Drum Set. 1966.，圖 111）和修改過的《泰唔士河之球》（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hames River: Thames Ball.1967.，圖 112），原來的單球改成雙

浮球（馬桶的銅製浮球）形式，強化其機械構造，也呼應泰唔士河「成雙

的」（double）的特徵。444紐約市的計畫案有《取代自由女神的電扇》和《滾

動的撞球》（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Central Park, NYC: Moving Pool 

Balls. 1967.，圖 113），前者是第三章大型軟風扇的原型，後者造形極簡，

屬於最低限藝術和普普的混合體。多倫多的《排水管》（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Toronto : Drainpipe. 1967.，圖 114），造形類似英文字母的「T」，

頂端和《熨燙板》一樣為直昇機停機坪，下端出水口有瀑布宣洩而下，民

眾可在B形平台上欣賞瀑布，基座建築物則供市民開會之用。另有兩件繪

畫風格濃厚，但未標明計劃地點的《以瑞典擴充插座為造形的小教堂計劃

案》（Proposed Chapel in the Form of Swedish Extension Plug. 1967.，圖 115）

和《以英國擴充插座為造形的建築》（Building in the Form of English Extension 

Plug. 1967.，圖 116）幾近可行的建築設計。 

 

同年秋天（一九六七年），歐登伯格在紐約市舉辦戶外雕塑展，展場

分散在各區，原先他提議將幾輛巴士停在一些十字路口，製造嚴重的交通

阻塞。最後改變主意，決定在中央公園靠近大都會博物館的後方，挖掘一

個長6呎寬3呎深6呎的凹洞，名為《寧靜的城市紀念碑》（Placid Civic 

                                                 
444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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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ument，圖 117）。445這是第一件實際完成的紀念碑作品，卻以幾何形

的地景藝術型態出現，與前述根據現成物為主題的構想極不相同，非常類

似軟雕塑發展初期的意念，藉由簡易的技術，在短時間內完成藝術家可以

控制的作品。至於一個空虛凹陷的紀念碑，究竟傳達什麼意義呢？歐登伯

格只說這個紀念碑由洞穴中的物質構成，這物質和環境及其相關的物體、

人們、事件（過去、現在、未來）互涉，是送給紐約市的禮物，446但缺未

加深入解釋。究竟是他在中央公園所度過的美好時光寶盒？抑或公共雕塑

的存在是一種荒誕的現象？還是意味著已經死亡的藝術的墓穴？或如市長

林賽（Mayor Lindsay）所言，是一份送給霍分（Thomas P.F. Hoving）447的

禮物？歐登伯格像禪者一樣，拋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與解釋，究竟是「風

動？幡動？還是仁者心動？」，將作者自作品中逐步剔除，由觀者自行決

定意義，448這種態度似乎和杜象對作品詮釋權的看法類近。《寧靜的市民

紀念碑》也像是「幽靈」版的軟雕塑，以虛實並置的方式，架起想像和現

實，潛意識和自我之間的橋樑，成為二者間的過渡角色，巧妙地連結了計

畫案與未來的大尺寸雕塑。 

 

一九六八和六九兩年主要的作品有兩類，第一類是以洛杉磯為幻想對

                                                 
445 《寧靜的城市紀念碑》比起一九六八年由米迦勒‧海札（Michael Heizer）於內華達州
創作的《雙負空間》（Double Negative, 9x15x450公尺），雖然尺寸小了很多，但空間
運用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歐登伯格的作品，除了以幾何造形描述其抽象意義之外，

也同時用具象的觀點來詮釋，例如此處的立方體，便和禮物盒、棺木具體物有直接關

連。 
446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60. 
447 霍分（Thomas P.F. Hoving）是當時大都會博物館的經理（Director），也是前任的公園
處委員（Parks Commissioner）。 

448 關於《寧靜的城市紀念碑》的多重意義，其中歐登伯格最喜歡《多倫多環球郵報》 
(Toronto Globe and Mail)對這件作品的評論，社方將原來社論版刊登政治漫畫的位置空
下來，以之回應紀念碑。其餘由觀眾所留下的註解，詳見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p.60-61.和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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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字母建築」，將洛城的高樓轉化成字母的組合，粗黑的大寫字母，看

似由傾斜角度不同的方柱與半圓合成，錯落於各個地區。另一類是以芝加

哥消防栓（Chicago Style）為原型的紀念碑及摩天大樓，這類作品由圓柱體

結組而成，具有人體軀幹的特徵，翻轉過來則類似男性性器，歐登伯格說

它是「米開朗基羅《夜與晝》（Night and Day）雕像中，分得很開的乳房，

以及布朗庫西的《男孩的軀幹》（Torso of a Boy）」449也類似《泰迪熊》坐

著或是跌倒。 

 

綜觀這五年計劃案的發展，「看起來像從孩童的幻想中逐漸成形」450慢

慢發展成一個兼具現實性的建築與雕塑計畫案，也顯見藝術家個人的內在

驅力和外來的影響力，二者產生交互作用，共同促成計劃案豐富多變的內

容與形式。巴洛以類似人格理論的方式，將計畫案的演進分成下列三階段：

「第一階段很像是大人國（The Brobdingnagians）裡矮小的格列佛的和巨大

的物體。第二階段是青春期，不只是因為《泰唔士河口的膝蓋》、《跳台滑

雪》（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Oslo: Frozen Ejaculation（ski jump）. 

1966）這類作品跟性有關，還有《旋轉的蝶型螺母》、《瑞典門把和門鎖（兩

個視點）》的機械特徵，大部分的男孩喜歡玩玩蝶形螺母和門鎖等等東西。

現在這個階段是成人期，因為感覺就像在真實世界裡蓋東西一樣。」451從

這個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到歐登伯格的風格，從潛意識上升到意識層面。

                                                 
449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87. “The widely separated breasts of 

Michelangelo’s Night and Day. Brancusi’s Torso of a Boy.” 
450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34. 
451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34. “The earliest phase 

was much like tiny Gulliver among the Brodingnagians and their giant objects… Then 
there’s the pubescent phase. Not only are its objects sexual－such as Ski Jump sperm－but 
they’re mechanical. Most teenage boys like to fool around with wing nuts, locks, and so on. 
The current phase, then is “adult” in the sense it’s like building in the re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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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歷程（原欲）中的虛幻因素與外部環境產生衝突，因此在「次級歷程」

中趨向現實思考，自我建立既能滿足歷程，透過「現實考驗」驗證是否能

夠成功，以取得實現空間。對於題材的選擇，也交織著原我與自我的衝動，

歐登伯格選擇吸塵器、玩具、保齡球、汽車雨刷、帽子等等日用品作為紀

念碑主題，除了基於形式上的直覺愛好，也藉此諷刺中產階級的圖像崇拜。

他說： 

 

把這些物品列成一個目錄，讀起來就像一份可以反射我們當代神

話思維的神明或物體的名單。我們的確讓物體充滿宗教性情感，

看看週日報紙上的廣告，如何將物體描述得盡善盡美便可以瞭

解。例如精彩細緻的熨燙板素描，連背面細節也畫出來：實在充

滿了情感。452 

 

羅蘭‧巴特曾以符號學的觀點，對神話和廣告在語言結構上的相似性提出

深入的看法，他認為神話將原本擁有素樸意義的符號，轉借為新的意符，

加上新的意指而成為神話符號。453廣告正好挪用了神話的言說方式，因為

它在消費者認得的外延符號上，添加了一層推銷某種產品的概念（意指），

形成認同某人、某種生活、某種品質的符號。現代人便以之重塑個人形象，

形成「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現象，致使真正的自我，在多重

物質包裹下逐漸模糊，成了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謂的「物化主體」
                                                 
452 Ibid., p.33. “A catalogue could be made of all such objects which could read like a list of the 

deities or things on which our contemporary mythological thinking has been projected. We 
do invest religious emotion in our objects. Look at how beautifully objects are depicted in 
ads in Sunday’s newspapers. Those wonderfully objects are depicted in ads in Sunday 
newspapers. Those wonderful, detailed drawings of ironing boards, for example, showing 
the inside of the board flipped back to reveal how it’s made: it’s all very emotional.” 

453 羅蘭‧巴特（民 86），前揭書，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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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ubject)。事實上廣告所營造引人入勝的情境，並不能反映持有人

或閱聽人的真實人格或品味，歐登伯格深刻了解資本主義的商品神話，雖

然震懾於這些神奇的事物或廣告，但隨即將注意力轉向其雕塑、建築、或

人體形式，不受誇飾的意指所影響。反而透過物體誇張的尺寸來震撼觀眾，

讓大眾注意到藝術家破除「單向度」（one dimension）思考的意圖，諷刺現

代人過於順從或全盤接受外來資訊，缺乏反省或逆向思考的能力。 

 

若純就日用品本身而言，透過寫實的呈現，也可以具體而微地還原一

個時代的科技、通俗美學、生活型態與人際關係等等各種現象，一位就讀

於耶魯建築系的朋友告訴歐登伯格，指出他在計畫案中所選擇的物體，都

是當時比較具有象徵性的東西，並說：「對於目前的建築師而言，紀念碑很

難設計，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象徵物。」454美國的建築評論學者曼佛（Lewis 

Mumford）也說：「現代的社會已經沒有紀念碑這種東西了。」455以當時美

國的社會發展而言，民主政治日趨成熟，冷戰時代的軍備競賽，促使科技

一日千里，專業知識與生產技術開始分工精緻化，導致傳統英雄存在的環

境被分解稀釋，紀念碑失去了歌功頌德的對象。換句話說，處於太平盛世

的民主社會，資訊發達、民智已開，傾向認同自我價值的結果，便無任何

可資共同大肆慶祝的人或事了。456後現代主義論者常說「這是一個沒有英

雄的年代」，通俗文化的偶像取代了舊式英雄，「未來每個人都有成名十五

分鐘的機會」457，連平時沒沒無聞的人物，都有機會出現在大眾面前，成

                                                 
454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69, p.25. “Architects find it 

difficult to design monuments today, he said, because they can’t find appropriate symbols.” 
455 Ibi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monument in he modern world.” 
456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05. 
457 安迪‧沃荷曾說：「In the future everybody will be world famous for about 15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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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曇花一現的偶像。更何況是挾持大量資本投注於廣告的商品，超越通俗

偶像成為物質富裕時代的共同記憶，便沒有什麼值得詫異的了。證之四、

五○年代的電視，以至八○年代的蘋果電腦和九○年代發明的手機，都標

示了一個時代的鮮明記憶。蘿絲曾以十七世紀的尼德蘭，比喻六○年代物

資充裕的美國，她說：「『低藝術』或風俗畫傳統，在十七世紀的尼德蘭發

展到了巔峰。當時的尼德蘭和現在的美國一樣，擁有講求唯物主義及民主

政治的社會，而且也沒有創造任何重要的紀念碑，不像當時歐洲其他地區

那樣風行。」458對歐登伯格而言，選擇日常用品作為紀念碑或建築物計畫

的主題，也具有偽裝效果。低藝術（商品的美學）脫離其實用目的與正常

尺寸後，便依其「能指」的形式特性，如拉康在「漂浮的能指」和「滑動

的所指」理論中所言，可以任由使用者結合不同的「所指」，或借用相似「能

指」的「所指」而不斷換喻，產生新的、具有多重意義的有機體，如此低

藝術便和高藝術息息相關。例如歐登伯格在蝶型螺母中看到《無盡之柱》

的影子，在芝加哥消防栓中窺見《男孩的軀幹》的形式，是庸俗的生活用

品具有高貴藝術品的精神？還是高貴、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化身為遍存的庸

俗相貌？即便日用品不抽離實用目的或改變尺寸，物體經過歲月洗禮，也

將留下的純粹形式，彰顯匿名藝術家的精神與巧思。 

 

在整個計畫案系列中，歐登伯格除了誇大物體的尺寸外，還以極化性

思考創立幾種新型態的紀念碑。首先是一九六五年的「地下紀念碑」類型：

《地下紀念碑及約翰‧甘迺迪總統墓穴計畫案》（Proposed Underground 

                                                 
458 Barbara Rose, Ibi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re the “low art” or 

genre tradition reached its greatest stage of development, had a materialistic, democratic 
society like that of America today, and it too produced no monumental sculpture of any 
consequence such as then flourished elsewhere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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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and Tomb for President John F. Kenndy）這件作品的尺寸仿照自由

女神，但以一位無名男子手插口袋雙手貼身的照片為範本，雕像整個倒立

在挖空的洞穴中，必須透過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圓洞，跪下或趴著才能看

見雕像，地面上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在中空的雕像內部，有一大群人透

過燈光擦亮黃銅壁面，閃爍的金黃色和地面的綠色、淡藍色形成強烈對比，

雕像還有鐘擺效應，輕輕搖晃，反應地球的運動。歐登伯格以軟雕塑內部

的繪畫效果為例，強調美感不只存在於作品外觀，經常為人忽略的內部，

甚至具有更令人神往的審美特質，他說： 

 

光線會穿過軟雕塑的內部，形成車縫線繪畫，非常美妙，就

像人體的內部比外表更美一樣。參觀華盛頓紀念碑以及聖‧

路易凱旋門內部時，我興奮極了。459 

 

歐登伯格以內部重於外觀、隱藏代替一目了然，喚起觀眾對紀念碑的想像

與驚奇，製造比平鋪直敘更深刻的印象。其次是「虛幻紀念碑」，前述歐登

伯格曾構想以強光投射泰迪熊於雲端，製造 3D立體幻象；也曾想像以集體

催眠方式，讓觀眾「看見」泰迪熊；再以《寧靜的城市紀念碑》空虛的立

方洞，塑造真實的意象。在《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 Encyclopedia）和

《印卡塔百科》（Encarta Encyclopedia）中解釋著，紀念碑具有「持久；可

以保存下來，讓人回憶某人或某事」的涵義，460光雕泰迪熊只能出現於夜

                                                 
459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50. “The insides of my soft pieces, with the 

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drawings of seams－these are wonderful, as much more wonderful 
as the inside of the body is than the outside. I am thrilled by visiting the insides of 
Washington Monument and the insides of St. Louis Arch.” 

460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e 2002 an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3 Delu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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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且無法保存；催眠產生的泰迪熊，隨著意識的清醒也將消失；《寧靜的城

市紀念碑》經過自然風化，很快將會變形或被其他物質填滿。「虛幻紀念碑」

無法以物質形態持久顯示或完整保存，卻真實對應紀念碑「讓人回憶」的

重要意義，甚至加入具有動態的生命變化，強調了意義重於物質形式的觀

念。最後一種是表現痛苦情感的「障礙物紀念碑」：《移民紀念碑》累積船

骸，讓一艘艘航向大海的船隻沉沒；《戰爭紀念碑》以巨大的水泥團塊，阻

擋十字路口往來的車輛和地下捷運系統；《滾動的撞球》描述公園大道熙來

攘往、令人恐懼的車輛。此種「表現主義」式的紀念碑，以直接衝撞大眾

情感的方式，呈現歐登伯格對社會悲劇或死亡的看法，藉以吐露出心中的

不滿與恐懼。 

 

歐登伯格對人體畫情有獨鍾，紀念碑計畫案也成為其偽裝的人體作

品，以局部或比喻的方式暗示整個軀體。《泰唔士河口的膝蓋》直接表現人

體的局部，《熨燙板》形似人體的軀幹與四肢，海德公園的《煙蒂》質似柔

軟彎曲的人身，他說： 

 

－我想那反映出我創作的一個原則：我從未表現一個人或整個身

體；我只描繪和人相關的物體或身體的局部，通常這些物體是

觀眾可以穿戴、使用、食用或與他的軀體有關，因此你可以說

是觀眾自己填補了軀體不完整的部分。461 

                                                                                                                                  
Edition, Search value, “monument” “something that remains as a reminder of something”“ a 
lasting evidence, reminder, or example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notable or great” 紀年碑
是「某種能保存下來的東西，可以讓人回憶某人或某事。」「一個持久的證據、令人

回憶的東西，或是某人樹立的楷模，或某件著名的、偉大的事。」 
461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 Buildings, 1971, p.31. “I guess the reflec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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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具有人體的形象，畢竟它是由人類製造的、而且充滿人們

賦予的情感，同時也是崇拜的對象。462 

 

象徵身體的形象中，又以男女性器或性暗示的造形佔多數，例如：時

報廣場的《香蕉》、《有番茄和牙籤的法蘭克福香腸》（Proposed Colossal 

Monument for Ellis Island: Frankfurter with Tomato and Toothpick. 1965.，圖 

118）、《瑞典門把和鎖》、《跳台滑雪》、《膝蓋》、《套鼓》和《排水

管》等等，作品中男性、女性或雙性的性徵極為明顯且處處可見，或許歐

登伯格可以說是達利以來另一位強調泛性論的藝術家。 

                                                                                                                                  
principle of all my work: I never show a human being or whole body; instead, I depict 
objects related to the person or a part of the body. You could say the spectator himself 
supplies the whole body in question. Usually the object is something the spectator could 
wear, use, eat or relate his body to.” 

462 Ibid., p.33. “Objects are body images, after all, created by humans, filled with human 
emotion, objects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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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藝術委託案 

 

歐登伯格的紀念碑和建築物計畫案廣受矚目後，一九六九年開始接受

世界各地的公共藝術委託案，但由於目前文獻多半缺乏案主和藝術家的討

論記錄、會議資料、預算明細與合約等原始資料，較多的是藝術家本人的

筆記、訪談以及初稿、精稿和完成稿的設計圖樣。基於文獻和篇幅的限制，

本節僅選擇《寧靜的城市紀念碑》之後，第一件由民眾－耶魯學生主動邀

請藝術家在校園設置的紀念碑《（登上）履帶牽引機上的口紅》，以及第一

件由官方－英國米多斯布洛自治鎮議會（Middlesbrough Borough Council）

委託的《札記瓶》（Bottle of Notes）加以討論。 

 

一、《（登上）履帶牽引機上的口紅》（Lipstick（Ascending）on Caterpillar 

Tracks, 1969，圖 119）463 

一九六○年末是一個權利（power）的時代－黑人權力（black power）、

學生權利和藝術家權利的時代。原本在社會中毫無力量的團體，開始觸碰

政治和文化制度與議題，少數民族、大學生和藝術界人士走向街頭表達意

見，意圖扭轉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此時歐登伯格的激進本質也逐漸顯

露，越來越像一位政治行動主義份子（actives），也許是因為他在一九六八

年經歷過芝加哥民主會議（Democratic Convention）暴動的緣故，原先只想

當一名旁觀者，最終卻成為警棍無情攻擊的對象。五○年代中期，他剛到

紐約貧民區居住時，也曾發生過同樣狀況，因為他相信下東區貧困的、失

                                                 
463 《（登上）履帶牽引機上的口紅》歐登伯格常以《口紅》簡稱之，在本節中除了首度
提到這件作品時以全稱出現，其餘將以《口紅》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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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住民擁有最熱情激進的心靈，而芝加哥學潮讓他體驗到激進活動已從

貧民區轉移到大學校園，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一九六九年歐登伯格欣然接受一群大學生的提議，預備在耶魯大學校

園建立一座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的紀念碑，

這些學生主要是受到新左派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麻塞諸塞州

發表的評論所刺激。一九六八年六月馬庫色在一場訪談中提到，如果歐登

伯格那些看起來無法實現的紀念碑真的實現了，「⋯奇怪到我覺得這世界實

在過度充斥破壞性了。如果你曾幻想某個地方可以設置這樣的紀念碑，那

就會發生革命性了。如果你真的能夠想像在公園路尾端出現一個大型的《好

心情雪糕》，並在時報廣場的中央設立一個巨大的香蕉，我會說－我想我有

把握說－這個社會完蛋了，因為到時候人們將不會認真做事：包括他們的

總統、全體閣員和公司主管。此類諷刺、幽默的確是可以扼殺社會的。我

認為這種方法是達成激進改變最不血腥的方式之ㄧ。問題是，要建造這種

東西，即表示那激進的改變已然發生，但目前我看不到任何跡象。如果僅

僅是素描那倒無妨，但問題是，它有可能一個晚上就冒出來呀。」464耶魯

                                                 
464 Interview with Stuart Wre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une 1968, published in Perpecta 

12, The Yale Architectural Journal（New Haven）, 1969, p.75 quoted in Susan P. Casteras, 
“The Lipstick: A Colossal Keepsake Product”, in Large-Scale Project,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1）,p.197. “strangely enough I think that world indeed be subversive. If 
you would ever imagine a situation in which this could be done, you would have the 
revolution. If you could really envisage a situation where at the end of Park Avenue there 
would be a huge Good Humor ice cream bar and in the middle of Times Square a huge 
banana, I would say－ and I think safely say－this society has come to an end. Because then 
people cannot take anything seriously: neither their president, nor the cabinet, nor the 
corporation executives.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this kind of satire, of humor, can indeed kill. 
I think it would be one of the most bloodless means to achieve a radical change. But the 
trouble is, you must already have the radical change in order to get it built and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of that. And the mere drawing wouldn't hurt and that makes it harmless. But just 
imagine that overnight it would suddenly be there.” 馬庫色曾說過一句為感性抱屈的名言
「感性在理性的壟斷下，變成一種最低級的心靈」。他在《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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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建築系研究生瑞德（Stuart Werde）將馬庫色專訪的訊息帶回建築系，

結果引起不小的漣漪，學生們決定邀請歐登伯格建造一個紀念碑，表示大

眾早已發覺他們有能力控制他們的生活、改變他們的環境，而非馬庫色所

言毫無理想與主見的愚蠢大眾。瑞德向史考利教授（Vincent Scully）提議

發起「巨大紀念品社團法人」（The Colossal Keepsake Corporation），以團體

名義懇請歐登伯格為耶魯設計一座巨大的紀念碑作品。在前一節討論中可

知，歐登伯格的大型複合媒材紀念碑尚未在任何地區具現，瑞德認為如果

夢想能實現，對於沉悶的耶魯校園將是一項榮譽和挑戰，並能激勵學生們

的激進行動。面對學生真誠地想要為自己革命性的運動建立一個象徵物，

歐登伯格非常感動並決定接受委託，免費為學生設計，稍後也加入這個組

織擔任副總裁的職務。而學生、教職員和著名的校友在藝術家首肯之後，

便開始分頭籌措紀念碑的材料費用。465 

 

一九六九年五月，對耶大的行政官員而言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政治動

亂紛至沓來，當五月十四日史考利教授發表「貝乃克廣場，正午，將會發

生一些事」（Beinecke Plaza. Noontime. Something will happen）聲明時，行

政人員更是嚇壞了。史考利打電話給主任秘書霍登（Reuben Holden），告訴

他說：「班（Ben）！明天要在你的辦公室，不用擔心，沒什麼問題，這是

                                                                                                                                  
Man）中觀察到，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邁向一個高度科學經營與科學
分工的社會。這樣一個高度科學理性的社會，透過專業的分工再生產，將人類的思考

與想像模式逐步統一化。社會逐漸成為單向度的社會，科技與理性成為新的社會控制

工具。他期望人們能成為雙向度的人－肯定與懷疑並存的態度。在此卻看到他對工業

社會指控的同時，自己又犯了歐洲菁英的單向度想法－否定而無任何理解或包容，去

批評而非批判一個新興國家的流行文化，不禁令人莞爾。 
465 耶魯大學建築系官方並未參與計畫案，根據凱勒威（Samuel Callaway）的說法「它（計
畫案）僅由一個小團體在一個封閉的小區域創造一個十足令人詫異的事。」見 Susan P. 
Casteras, “The Lipstick: A Colossal Keepsake Product”, Large-Scale Project,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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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不是壞事。」466隔天，廣場上聚集了將近一千名學生，多數人不知道

在期待什麼。不久一輛平台卡車緩緩出現，車上載著一些奇怪的零件，六

名建築系和美術系身材魁梧的學生從人群中竄出，迅速將這些物體搬到廣

場和歐登伯格開始組裝起來，完成後歐登伯格告訴在場的記者和攝影師

說：「學校行政人員態度一定要很客氣，如果這件作品不被接受，將轉送別

的學校 ... 可能是哈佛，但它只能當做禮物。」467「禮物行動」（Deed of Gift）

在人群中進行，並由巨大紀念品社團法人宣讀一篇「大眾，請透過這些禮

物，了解你自己」（Know ye, all man, by these presents）聲明，希望《口紅》

永遠能在貝乃克廣場佔有一席之地。 

 

這件作品由金屬口紅和木製履帶車結組而成，口紅可以追溯到歐登伯

格一九六六年在倫敦皮卡迪里圓環（Piccadilly Circus）所繪製的《伊洛斯

噴泉》（Fountain of Eros），接著出現在一九六七年悉尼‧傑尼斯畫廊的《向

瑪麗蓮夢露致敬》（Homage to Marilyn Monroe）的畫展上。而現身於耶魯

的紀念碑則融合了上述情欲象徵與武器的特徵，歐登柏格參考了防空砲的

基座，架設了履帶車上的飛彈系統，使之類似具有自走能力的坦克造形，

創造了一個「陽具－口紅－飛彈」的意象，468意味著美國軍事威權所引起

的爭議是一種「性心理」（psychosexual）的問題。469政府當局必須不斷「發

                                                 
466 Lloyd Grove, “The second Coming of Claes”, Yale Daily News Magazine, April 1974, p.4. 

“Ben, be in your office tomorrow. Don't worry, it's all right, Ben. It's a nice thing, not a bad 
thing.” 

467 Lloyd Grove, op.cit., 1974, p.4. “They must be gracious. If they don't accept it, it will be 
given to another university … possibly Harvard. But it must only be a gift.” 

468 “Colossal Monument” issue, Novum Organum（No.7）: Deed of Gift, quoted in Claes 
Oldenburg Coosje van Bruggen, Large-Scale Project, 1994, p.202. 

469 佛洛伊德的人格發展理論一直離不開性的觀念因此他的人格發展理論就被稱為性心理
發展期（或稱精神性慾發展期），從出生開始依次為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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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陽具似的彈頭，展現一種象徵性的作為，以之顯示身處前線的大丈夫氣

概。而口紅上端坍塌的軟性聚乙烯，彷彿在問那個問題：美國這樣還能維

持多久？」470歐登伯格的創作理念，極大部分反映了當時耶魯建築系學生

對時代變動與自我分析的想法，並挑出馬庫色訪談中的政治意涵加以反

駁。但起初也有少部分師生無意將戰爭或軍事意象放在紀念碑中，雖然大

家對戰事的深遠影響了然於胸，但他們希望將目的單純化，僅從狹隘的地

域性觀點出發，抗議校方教學設備簡陋，凸顯學生活動經費短缺等問題，

像史考利教授便說：「它僅僅是一件禮物，沒有任何嘲諷或政治動機，是耶

魯大學獲得一件非凡作品的絕妙機會。」471但事實上委託案開始以來，便

包含了非藝術的動機在內，例如作品送給耶魯校方的另一個目的便是嘲諷

梅倫中心（Mellon Center）的建設計畫案，抗議校方為何不向梅倫先生說

「我們感謝並需要您的捐款，但我們非常希望將這筆錢用在別的方面－獎

學金、改善設備等等－不要用來建設另一間藝術品典藏室。」472挑戰校方

的危機應變能力，其後慢慢加入對越戰的省思，益加強調其諷刺性。 

 

《口紅》的安置地點也經過審慎選擇，作品位於貝乃克廣場（Beinecke 

Plaza）的美國國旗旁邊，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紀念碑之前。戰爭紀念碑上

銘記著「紀念忠於耶魯傳統的耶魯人，犧牲自己的性命，讓自由不至於從

                                                                                                                                  
期和兩性期。此處所指性心理的問題即指因性欲（生的本能）無法滿足，產生攻擊的

欲望－死的本能。 
47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11. “The American need constantly to ejaculate 

phallic warheads is revealed as a symbolic act of frontier machismo, while the collapsing, 
soft vinyl tip of the lipstick raise the implicit question: how long can American keep it up?” 

471 Susan P. Casteras, “The Lipstick: A Colossal Keepsake Product”, 1974, in Large-Scale 
Project, p.197. “It was above all a straight gift devoid of any parody or politics, a marvelous 
opportunity for Yale to get this extra ordinary work.” 

472 Ibid., p.198. “We were protesting the University’s not saying to Mr. Mellon, ‘We appreciate 
and need your donation, but we desperately need the money for other things－scholarships, 
improved facilities, etc.－ not for another repository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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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消逝」。473相較之下，六○年代的耶魯人反對政府窮兵黷武，豎立大

膽的反戰紀念碑時，庶幾重新定義了過去對自由的認知與民主的理解。《口

紅》在貝乃克珍稀書籍與手稿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嚴肅拘謹的大理石列柱，Sheffield-Sterling-Strathcona哥德式塔樓和

紀念廳的羅馬圓頂等古典建築的環伺之下，鮮豔的橙紅色系對抗沉著穩定

的淺褐色；庸俗的流行樣式對抗典雅的古典造形，顯得異常醒目。而《口

紅》的圓柱體結合履帶車的矩形車座，卻又像是列柱和基座的構件，形成

既矛盾又和諧的造形結構。 

 

在歐登柏格的筆記中，《口紅》的樣式初稿參考了位於耶魯附近東石

（East Rock）山的《士兵和水手紀念碑》（Soldiers and Sailors Monument）、

路易的午餐（Louie's Lunch）餐車474造形以及階梯式金字塔（類似排隊準備

向餐車購買食物的群眾俯視圖），並受到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第三國

際》（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的影響。那時歐登伯格在休士頓

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參觀機械展，看到塔特林的模型，因此也把

機械美學帶入《口紅》之中，席朗說：『藝術的純粹性具有社會寄生性格，

但歐登伯格強調他的願望是受到沒有侷限於藝術純粹性的「抗議創造力」

所鼓舞。』475是故《口紅》為了避免落入上述弊端，除了在形式上採用《第

三國際》穩定的三角構圖之外，還試圖超越具有孤立傾向的精英藝術，儘

                                                 
47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11. “In Memory of the Men of Yale Who True to 

Her Traditions Gave Their Lives that Freedom Might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474 據說「路易的午餐」餐車在 1895年於康乃狄克州的紐哈芬市（New Haven）推出美國
的第一份漢堡。這種餐車提供了午餐、晚餐和宵夜，販賣快餐、雞翅、熱狗、三明治

等多種食物，是美國速食文化的象徵。 
475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 and Coosje van Bruggen, （Milan: Slira Editore, 

1999）, p.23. “Oldenburg underscore his wish to be inspired by a “protest” creativity that 
dose not isolate itself in the artistic absolut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paras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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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廣泛地聯結耶魯當地的美國文化，與廣大的群眾生活結合在一起。476 

 

從現實用途來看，履帶車的平面可作為演講台，演講者可以啟動幫浦

將口紅升起，讓聽眾集中注意力，由於經費和時間的限制，機動藝術的設

計無法實現。由此可見，歐登伯格在《口紅》中極力將美術史、社會文化、

政治意涵、個人愛欲幻想和價值等因素統整在作品中。甚至愛倫‧強森還

以詩的韻腳，形容《口紅》上端紅色聚乙烯的部份，與紐約愛迪生電廠在

市區到處林立的電塔紅色尖端相互輝映形成對話，再度將歐登伯格的物體

藝術連接校園外的都市文明。477 

 

事隔未幾，歐登伯格重回耶魯，發現《口紅》一副破敗斑駁的景象，

顯然未受行政當局妥善照顧，不禁感嘆道：「這件作品已經沒有用了，這幾

年大自然在上面變了什麼花樣？」478他爬到木製的履帶車上，把朽壞的木

板拆下丟在地上，高聲唸著上面的塗鴉，並笑著說他被告知有人在裡面談

情說愛；學生在基座上坐著、寫字或張貼傳單；一位生氣的教職員把強鹼

溶液潑在底座上，這些行為讓原本就容易風化的木料加速毀損。而學校工

友雖然定期為履帶車上漆，但卻使用粉刷宿舍用的白色塗料；「零人口成長」

（Zero Population Growth）組織還把一個大型的塑膠袋套在口紅上，宣稱

這是一個 24 呎的陽具。《口紅》所處的環境已今非昔比，歐登伯格迫不得

已，便於一九七一年打電話通知立品寇特工業公司（Lippincott Inc.）的董

事長，說他想把《口紅》移走。幾天後，貝乃特廣場的公共藝術無聲無息

                                                 
476 Germano Celant（ed.）, Claes Oldenburg and Coosje van Bruggen, 1999, p.23. 
477 Ellen Johnson, Modern Art and The Object: A Century of Changing Attitudes, 1995, p.154. 
478 Lloyd Grove, op.cit., 1974.4, p.4. “The thing is really gone. What nature dose in a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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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消失了，和當初出現的情況幾乎相同－沒有多少人知道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秋，耶大藝術畫廊經理雪斯泰克（Allen Shestack），以備

忘錄行文各學院，希望提供空間安置《口紅》但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甚至部分主管告訴雪斯泰克，有人冒用他的名字寄了一封可笑的信函給大

家。最後，忙於公務未見備忘錄的史考利院長聽到消息，立即連絡雪斯泰

克表明願意提供場地，歐登伯格經過審慎思考後認可摩斯學院的空間並

說：「摩斯學院是下一個安置地點，它和貝乃克廣場非常不同，這次比較正

式，並會獲得學校的認可。但我想藝術作品會經過不同的神話歷程。」479《（登

上）履帶牽引機上的口紅》最終就安置在耶魯摩斯學院（Morse College）

黃棕色樸拙建築群中，其建築風格迥異於其他哥德式或殖民樣式的校舍。

而《口紅》原先激進諷刺的意涵隨著時代背景慢慢褪去，但仍是環境中的

重要標地，尤其是一九六九到七四年間，耶大開始招收女學生，《口紅》獲

得比從前更多的共鳴，時至今日，所在地更成為合法墮胎化（pro-choice）

運動的集會活動場所。 

 

二、《札記瓶》（Bottle of Notes, 圖 120） 

《札記瓶》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比《口紅》要嚴苛多了，首先這是一件

政府單位的委託案，必須受到議會的監督與質詢，議員基於利益或選民壓

力的考量，可能會在審查過程予以阻撓或杯葛，藉機推薦自己屬意的藝術

家。其次，政府花費大筆預算執行公共藝術計畫，意在改善都市環境吸引

                                                 
479 Lloyd Grove, op.cit., 1974.4, p.4. “The next installation of the Lipstick in Morse College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one. It will be rather official. Sanctioned by the 
University. But I think works of art go through different my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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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作品的造形和主題必須具備獨創性，避免趨於流俗或過度樣式化，

並與當地人文、歷史和地理景觀等特色緊密結合，安置後還必須通過住民

的批判，才能和公共生活融為一體，成為地方的文化資產。然而政府單位

通常畏懼群眾反對，為了工程進行順利，膽怯的政府經常無意中迫使藝術

家降格以求，使作品失去前瞻性或削弱美感教育功能，而且作品經過一段

日子後，若政府單位管理經費或理念不足，可能使作品悖離作者原先的設

計，被變更用途或遭受破壞（像《口紅》所受到的遭遇），這些都是藝術

家必須面對的現實且無奈的問題。 

 

米多斯布洛是英格蘭北約克郡的重工業中心，到處是化學和鋼鐵工

廠，煙囪林立終年排放廢氣，當歐登伯格和范‧庫瑟應邀前來了解委託案

內容時，行政官員希望他們能在作品中呈現規模龐大、格列斯東（William 

Gladstone）稱為未成年海格利斯（infant Hercules）的維多利亞鐵器工廠

（Victorian Ironmasters）傳奇，以及機械時代以來當地最值得自豪的地標－

一九一八年搭建的運輸橋（Transporter Bridge）。接受委託案之前，歐登伯

格對米多斯布洛的歷史背景所悉無幾，來到此地並未懾於恢弘的工業傳

統，反而被庫克船長（Captain Cook）的偉大探險故事所吸引，並初步決定

由庫克的故事切入，以之為委託案的精神象徵。 

 

庫克一七二八年出生於約克夏郡（Yorkshire，後來劃分成數個行政區，

目前屬北約克郡）的馬頓村（Marton），舊址位於現在的米多斯布洛市區內。

除了出生地外，目前在北約克郡還有多項庫克船長的紀念性設施，例如史

督華公園（Stewart Park）內的庫克出生地博物館（Cook Birthp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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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許多關於庫克航行的原始資料，館旁還遺存一幢庫克出生時的石砌農

舍（現已移至澳洲墨爾本）。在米多斯布洛南方不遠的惠特比（Whitby），

是庫克十七歲進入航海事業當學徒的地方，目前豎立一座庫克船長的銅製

雕像，雙腳分開站立方形基座上，手拿航海儀器俯視海邊。在克利夫蘭

（Cleveland）的伊斯比‧莫爾（Easby Moor）還有一座著名的庫克船長紀

念碑（Captain Cook’s Monument），51尺高的方尖碑聳立在克利夫蘭的山巔

上，顯得非常巍峨壯觀。基於上述設施，當局不太可能同意再設立一件性

質相似的公共藝術品，但歐登柏格和庫瑟已開始為心目中的紀念碑暖身，

他們對於單純、傳統的帝國樣式沒有興趣，一心一意想要創造一件能在探

險主題上自由冥想的公共藝術，自然而然就把庫克的故事和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by Lemuel Gulliver）連結在一起。480 

 

《格列佛遊記》在歐登柏格的創作中經常扮演著不可思議的角色，他

效仿史威夫特玩弄比例的遊戲和幻象，尤其是在紀念碑計劃案中，把日用

品的尺寸誇大到難以辨識，人們面對作品，猶如小人國的成員在檢視格列

佛的手槍時形成的反應： 

 

我們看到一個中空的柱狀鐵管，長度大約是一個成人的高度，固

定在一片比鐵管還大的堅硬木頭上；在鐵管旁邊還有幾片形狀怪

                                                 
480《格列佛遊記》並不僅是單純的兒童讀物，而是飽寓諷刺和批判的文學傑作，斯威夫特

的敍事技巧在此也有淋漓盡致的發揮。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一生中讀了不下六

次，他說：「如果要我開一份書目，列出哪怕其他書都被毀壞時也要保留的六本書，

我一定會把《格列佛遊記》列入其中。」歐登柏格從布朗的《生與死的對抗》中瞭解

《格列佛遊記》的深刻內容，自此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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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鐵片凸出來；我們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481 

 

袖珍手槍的形式認知產生了奇妙的變化，與歐登柏格早期變形的軟性果汁

機、風扇或浴缸一樣，充滿神奇的魔力，也改變了物體的通俗性格。產生

一種現實與想像交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讓物體的意符脫離意指，失

卻現實功利目的，成為純粹的審美對象。格列佛在歐登柏格和庫瑟心目中，

就像一位「資深探險家，在世界各地航行時，經常製造令人意外和驚咋的

新意象」482事實上在紐約的工作室中，源源不絕的形式實驗從未間斷，讓

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開創，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過有時難免不切實際，

設計出無法完成的作品，誠如歐登柏格所言：「我們偏離現實原則太遠；但

我們寧願冒著被拒絕的風險，也不願限制我們的想像。」483 

 

歐登柏格設計的第一件草稿是遇難的船隻殘骸，象徵庫克的奮進號

（Endeavour）在十八世紀此時（八○年代）遇到強烈的風暴襲擊，船隻傾

覆的樣子，但非常容易被誤認與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有關，因

此被迫放棄。第二件設計圖從庫克和格列佛兩人相似的習慣和際遇發展想

法：最終發覺小人國搜查格列佛褲袋內的情景，類似庫克船長在口袋中放

置小型望遠鏡、鼻煙壺和手槍等習慣，歸納出「口袋－容器」的概念，但

確切的形象尚未決定。歐登柏格從筆記中蒐尋堪用的素描，找到一張西班

                                                 
481 強納生‧史威夫特（民 92），《格列佛遊記》，馬昱旻譯，（台北市，正中書局），
頁 23。 

482 Claes Oldenburg & Coosje Van Bruggen, Bottle of Notes, （UK: Middlebrough Borough 
Council, 1997）,p.15. “as an inveterate discoverer who generates unexpected and often 
startling new imagines in his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483 Germano Celant(ed.), A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s, 1988,p.15. “We strayed too far 
from the reality principle; but we rather risk rejection than restraints on our imag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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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大帆船的草圖，頁面下方有一只玻璃瓶，左邊一面飄揚的三角旗上寫著

「Britiship」（圖 121）。因為他覺得庫克出生的島嶼就像一艘名為「Britiship」

的大船在海上航行，船身就像瓶子一樣是個大容器。對應《格列佛遊記》

的內文，僅「天空之城」（Laputa and other islands）的描述與之相近，但比

起可在空中飄蕩任意升降的城市而言，大帆船的想法限制過多，結構也較

難施作，帆船被刪除後，所有的焦點便集中在瓶子上。 

 

先前歐登伯格也創作過一些和瓶子相關的繪畫作品，最早一幅是一九

五六年的素描，他畫了刮鬍刀片、堅果外殼和瓶蓋三件小東西。同一年還

畫了一件懷念墨朗迪（Giorgio Morandi）的《墨水瓶》（Ink Bottle,圖 122），

筆觸細膩，色調變化極為豐富。這兩件風格典雅的作品中規中矩，尚未顯

現歐登伯格玩弄比例的跡象，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鬼屋》（Haunted House）

環境藝術中出現高70吋高的《有商標碎片的破瓶子》（Broken Bottle with 

Label Fragment,圖 123）雕塑，庫瑟說這件作品「讓人想起在《披頭亂髮的

彼得》（Struwwelpeter）中，一則有關阿拉丁精靈的反叛預言，或是紐約大

都會美術館中，寇爾（Thomas Cole）在1833年所畫的《泰坦的高腳杯》

（The Titan's Goblet, 1833，圖 124）這幅作品，杯裡的液體被畫成一

潭湖水，上面有許多和實際尺寸一樣大的帆船。」484倒立的瓶身只剩一小

部份，尖銳突起的邊緣則像佛列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冰海》

（The Sea of Ice，圖 125）中，漂浮在海面上的銳利冰塊，正巧也有一艘傾

                                                 
484 Coosje van Bruggen, “The Haunted House”, in A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s, 1988, 

p.197. “evokes associations from Aladdin's genie through a parable of disobedience in 
Struwwelpeter to a painting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by Thomas Cole, 
The Titan's Goblet, 1833, in which the liquid in the goblet is represented as a lake with 
full-size sailbo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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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西班牙大帆船殘骸，似乎預言了《札記瓶》這幅素描稿。485 

 

正當兩位藝術家思索有關瓶子其他可能的意涵時，庫瑟想起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的《神祕和想像的故事集》（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中，有一則《瓶中手稿》（MS. Found in a Bottle）描述在一艘

遭暴風雨襲擊即將沉沒的船隻裡，有一位水手快要溺斃，被沖到航行經過

的歐登伯格式（Oldenburgian）船隻甲板上，他無法理解這惡夢似的幻象，

一艘約四千噸的巨船，要如何與詭異的海洋搏鬥，卻發現這艘船可以越過

高於船身百倍的浪頭，比任何來往於印度的貿易船還要大。船上的人無視

於他的存在，就好像看到一位隱形人，倒楣的水手認為他可以記下這場奇

遇，封存於瓶中投入大海。最後這艘巨船被漩渦捲入海中，水手拋出瓶子

後便消失在海平面。瓶子成為船的替代物，將訊息帶往不可知的目的地，

手稿可能不會被發現，但至少是絕望前的唯一希望。歐登伯格夫妻一開始

便了解大眾心中對瓶子的意象，多少都有一些習慣性看法，因此並不是很

有信心，這件公共藝術設計案猶如水手的冒險之旅。不過也許是受到水手

臨終前投出希望之瓶的鼓舞，他們決定模仿瓶中手稿的形式，把文字也納

入設計案中。 

 

文字要轉化成適切的雕塑元素成為另一項考驗，歐登伯格嘗試使用極

為隨興的書寫方式，強調線條，讓文字潦草到難以辨識。如同一九五六年

遷居紐約時仔細研究過的都市塗鴉，他覺得「激動的筆跡滿佈都市的表面：

牆壁、街道、任何可以畫記的地方。那時塗鴉尚未成為自覺的或風格化的

                                                 
485 Richard Cork, “Message in a Bottle”, in Bottle of Notes, 1997,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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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這些筆跡都出自無名氏之手，透露了經驗和生存的訊息。」486同樣

為了強力表現在都市生存的經驗，歐登伯格依其耶魯英國文學系畢業的學

歷，加上芝加哥新聞局的記者生涯，以及曾經製作過混凝紙漿、《街道》、

軟雕塑和其他海報等各種有關文字的創作經驗，對文字的形、音、義早有

深入的了解與嫺熟的創造力。而庫瑟本身是藝術史學者，經常寫詩或撰述

評論，對文字的操控也具有一定水準。雖然兩人具備此種優勢，但仍小心

翼翼地製作各種小設計模型（maquette）評估效果。第一個實驗以黑色奇異

筆（felt-pen）在撕去標籤的愛維養（Evian）寶特瓶上書寫文字，然後略微

傾斜地放在裝有細石的紙盒中（圖 126）。接著參考布朗庫西充滿未來主義

式動感的《在空間中發展的瓶子》（Development of a Bottle in Space, 圖 

127），以及許多立體主義的靜物畫、素描和拼貼雕塑，特別是畢卡索和布

拉克在一九一二到一四年間的作品大量使用語文素材，歐登柏格和庫瑟從

中尋找任何可以激發《札記瓶》創作靈感的資料。 

 

歸納所有訊息後，歐登伯格將立體主義中經常使用的文字元素變成主

要素材，瓶身和手稿分別以連續書寫的文字繞成圓柱狀和捲屈的紙張；而

布朗庫西具有速度感的動力結構，被轉化於內部螺旋上升的手稿形式中，

如同愛倫坡故事中將巨船捲入的漩渦。487外層句子由兩段文字組合，分別

擷取自庫克船長的不同手稿，第一段是庫克在私人日記中，因探險順利心

情愉快地寫著「我們觀察金星凌日的整個過程，獲得每一個我們所想要的

                                                 
486 Germano Celant (Ed.), A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s, 1988, p.224. “the agitated 

wri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city: the walls , the streets, every place that could be marked. 
Graffiti had not yet becomes self-conscious or stylized; these were anonymous messages of 
experience and survival.” 

487 Richard Cork, “Message in a Bottle,” Bottle of Notes, 199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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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線索。」488另一段是一七六八年庫克首航，從普利矛斯（Polymouth）

到紐西蘭（New Zealand）途中，在正式的航海日記上記錄他沉迷於天體被

侵蝕的研究，庫瑟選擇其中一句：「因為它對探險很重要，而探險靠的又是

天文學家對精度的精確判斷。」489鋼鐵鏤空的字體，採用歐登伯格剛硬粗

重的手寫文字，只要耐心看，字句清晰可見，字形節奏分明如同洶湧澎湃

的波濤。天體被侵蝕的造形元素表現在兩個地方，首先觀察外層文字，從

受光的正面透視到逆光的內面，文字變成黑色剪影，暗示天體的蝕相。其

次從《札記瓶》內部仰望，瓶蓋逆光如同被遮蔽的天體（圖 128）。內層文

字選用庫瑟《牛虻備忘錄》（Memos of a Gadfly）詩中的一段：「我喜歡回

憶海鷗展翅滑翔在環狀運河上空」490並使用庫瑟細滑柔軟的手寫文字。內

層被漆上藍色塗料；外層則漆成白色，內側焊上一塊不銹鋼製的簽名筆跡

「CoCos」，使用庫克的綽號「Co」加上庫瑟的教名和歐登伯格姓名的起首

字母，象徵三人的心力結晶。 

 

《札記瓶》和一般雕塑不同之處在於它希望被「侵入」（penetration），

筆劃間的孔洞容許人們走進去。站在作品的正中央，藍色線條的動感比瓶

身還要強烈，不僅像漩渦，也像盤旋而上的階梯，消失在無盡的天空，或

是環狀運河上一隻隻高飛的海鷗。除此之外，瓶身還傾斜 17.5度，模仿比

薩斜塔。491這個構想來自於第一個愛維養寶特瓶模型剛完成時，旁邊放了

                                                 
488 Richard Cork, op.cit., 1997, p.20. “we had every advantage we could desire in observing the 

whole of the passage of the Planet Venus over the Sun’s disc” 
489 Ibid. “because it was central to the act of exploration, which depended on the astronomer’s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longitude.” 
490 Coosje van Bruggen, quoted in Richard Cork, Ibid., p.22. “I like to remember sea-gulls in 

full flight gliding over the ring of canals.” 
491 比薩一九九○年以前，傾斜的角度大約是 8 度，但《札記瓶》的 17.5 卻和 200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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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比薩斜塔造形的磁製起士瓶，而比薩斜塔吸引觀光客的原因，在於危

險的「傾斜」感，因此《札記瓶》也冀望能因更大的傾斜角度吸引觀光客，

並以「多孔」、「可攀爬」和「傾斜」挑戰雕塑傳統。歐登伯格在一九六一

年的宣言中說：「我贊同一種墜落的、濺潑的、扭動的藝術」492傾斜的札記

瓶也像是被海浪沖上岸邊的樣子，暗示海邊離作品安置的市中心不遠，尤

其作品旁邊新闢的湖泊和石砌瀑布，更強化這種感覺。透過上述氛圍的營

造，觀眾看到這只記載庫克手稿，並曾在大海漂浮的瓶子，很容易產生移

情作用，好像自己身處廣袤無邊的海洋，一如庫克在探險。歐登伯格在委

託案進行初期，曾畫了一張水彩《札記瓶和一些遊記的封面，版本一》（Cover 

for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 Version One，圖 129 ）便顯示此種情

境，札記瓶被一些島嶼似的物體環繞著，分別是先前完成的雕塑作品：三

孔電源擴充插座（three-way plug）、牙刷、燃燒過的火柴棒、螺絲釘、鋼琴

和破鉛筆，這些「島嶼」的名稱如同《C-E-L-I-N-E 反寫》，被創造成令人

驚訝、曾經熟悉卻又被埋在潛意識深處的陌生國度：「GULPYAWEERHT」、

「HSURBHTOOT」、「HCTAM」、「WERCS」、「ONAIP」和「LICNEP」，島

和島之間有船隻航行的路線、停靠點和港口，把庸俗的物質世界反轉成充

滿異國風情的世界，乘著想像力在其中悠遊。 

 

一九九三年《札記瓶》安置完成後，總共花費了十三萬英鎊，但地方

政府僅願負擔五萬英鎊，也有議員質疑並反對以瓶子為造形。雖說瓶子會

讓人聯想到庫克，但在一個亟欲重建新形象的都市中，出現一個巨大、傾

                                                                                                                                  
月拯救比薩斜塔委員會進行的修復工程有某種巧合，例如當時委員會在北側基地下抽

出約 150立方泥土，成功地將傾斜角度扶回 17.5厘米（當年目標是 60厘米）。 
492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41. “I am for art falling, splashing, wig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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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佈滿文字的大鋼瓶，讓他們心中充滿疑懼與焦慮。為了維護米多斯布

洛永世的榮耀，部分反對者堅稱，瓶子汙辱了當地酒精中毒的市民，也有

人要求委託案應交由英國藝術家執行。克里夫蘭郡議會反對黨主席，還試

圖讓預算編列不足，聲稱《札記瓶》「我們風景中的一塊汙點。」（a blot on 

our landscape）493。但執政黨絕大多數議員非常興奮，毫不理會反對者迂腐

之見，他們相信歐登伯格和庫瑟的作品是一劑強心針，將為米多斯布洛帶

來無窮活力。《札記瓶》附近的購物中心天花板，還有一件為庫克製作風格

寫實的《奮力》（Endeavor）複製品，懸掛在天花板上緩緩旋轉，相較之下，

議會仍然矚目這件深具象徵意義，富含想像力的作品。 

 

如果《札記瓶》的整體外觀讓人聯想到是從海上飄來，偶然擱淺在米

多斯布洛的岸邊，反之有一天它也可能被人擲回大海。在計畫案初期的筆

記中，有一張海邊的照片，歐登伯格在用奇異筆在沙灘上畫了札記瓶擱淺

的樣子，具現《商店》時期的聲明－「我贊成裝進罐子或沖上岸邊的藝術」

494事實上《札記瓶》的安置地點只能在中央公園（Central Gardens）內，因

為都市計畫在委託案之前已經完成，歐登伯格和庫瑟無法與景觀設計師

（landscape architect）共同參與規劃，不過卻可以選在中央公園任一處，最

終決定放在視野開闊的公園邊緣，往來的民眾可以很容易看到，並和周邊

的建築互相輝映。尤其是《札記瓶》傾斜的方向比較靠近市政府辦公室，

又仿效著名的比薩斜塔，使作品看起來建築性多於雕塑性。495在歐登伯格

                                                 
493 Richard Cork, op.cit., 1997, p.26. 
494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39. “I am for art that comes in can or washes up on the 

shore” 
495 Richard Cork,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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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記中還有另一張位於海濱步道盡頭的教堂拱門照片（圖 130），拱門正

上方被貼上長方形紙條，看起來和《札記瓶》極為相似，歐登伯格稱之為

「瓶形」（bottle-like）教堂。496 

 

這件公共藝術除了和庫克建立廣大的關連性外，並未忽略米多斯布洛

的鋼鐵工業成就。歐登伯格回憶說：「初次拜訪米多斯布洛，發現該鎮似乎

全面工業化了，到處都是工廠，籠罩在一片煙霧和工業氣味當中。」497將

作品的重點放在庫克身上，似乎意圖逃避粗鄙的工業化市容，事實上強調

升騰的動勢、線條結構與多孔洞的開放形式，正暗示運輸橋三角形支柱的

上升感、線條構造和孔洞（圖 131），而鏤空如火焰或波濤的鋼構圓瓶，也

足以展現米多斯布洛卓越的工業技術。各界也非常認同這件公共藝術，當

地受訓勞工願意協助製造《札記瓶》，英國鋼鐵（British Steel）免費提供工

程所需的八頓軟鋼（mild steel），把米多斯布洛過去輝煌的海洋歷史與現在

傲人的工業成就結合在一起。 

 

《札記瓶》縱向貫串了米多斯布洛的歷史特色，橫向聯繫歐登伯格和

庫瑟個人的幻想、經驗和昔日作品。但作品的解釋權並未被藝術家壟斷，

居民也可以根據自己對造形的理解，重新解讀這件作品。498歐登伯格說：「藝

術作品捉摸難定對我是非常重要的，這樣面對不同的人，藝術作品有著不

同的意義。我的作品總是在兩個不同的觀點之間游移，我最關心的是作品

                                                 
496 Claes Oldenburg & Coosje van Bruggen, letter to Richard Cork. quoted in Richard Cork, 
op.cit., p.27. 

497 Ibid. “On first encounter Middlesbrough seemed devoted entirely to industry, surrounded by 
factories, covered in smoke and industrial odors.” 

49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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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499市民將不同的詮釋加諸作品之上，不論意見如何，都可使

作品與大眾、或市民彼此之間產生明顯且密切的互動，一方面豐富這件公

共藝術的意涵，另一方面形成非正式的公共論壇，凝聚對鄉土的認同。因

為米多斯布洛除了以工業著稱外，比起英國其他城鎮便顯得平淡無奇、缺

乏地方特色，歐登伯格希望透過這件作品形塑當地的文化特質。 

 

對米多斯布洛鎮民而言，邀請著名藝術家根據地方特色製作紀念碑，

能立即提升國際知名度，尤其是英國還沒有人敢冒險委託歐登伯格執行公

共藝術委託案，相形之下，不僅僅有發達的工業，米多斯布洛鎮民對藝術

的包容性與前瞻性，也是其他地區難望其項背的。 

 

 

結語 

一九六○年歐登伯格曾首度提出他對公共藝術的看法，認為「整修都

市（Civic Improvement）、廣場、購物中心、人口匯集地區、港埠，計畫，

計畫，計畫！一個頭兩個大！把人們剪開，剪開長相普通的人們，把他們

當樹修剪，鋸得吻合尺寸，把他們做成磚塊，把他們堆疊起來，以體液把

他們互相密封起來，建設，建設，建設。」「醫生說不要忘記雕像，喔！是

呀！公牛和希臘人，還有很多裸體女人。」500從紀念碑計畫案到實際完成

                                                 
499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1. “It is important to me that a work of art be 

constantly elusive, mean many different things to many different people. My work is always 
on its way between one point and another. What I care most about is its living possibilities.” 

500 Claes Oldenburg, “A Card from Doc. Postscript,” in Injun & Other Histories, （New York: 
A Great Bear Pamphlet, 1966）p.13. “Civic improvement, plazas, malls, centers, ports, 
projects, projects, projects! Got two heads full! Cut the folks up, cut up the plain folks, trim 
em like trees, saw em to size, make bricks of em, beams, pile em up, seal em to each other 
by their juices. Build Build Bld.” “Don't forget the statues, says Doc. Oh yeah, bul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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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藝術，歐登伯格將美術史、文化、建築、地方特色、個人幻想和工

作人員或參與的民眾等等諸多因素交融於紀念碑中，使紀念碑不僅僅是類

型學上的名詞，還與都市景觀緊密結合成一個整體。對他而言，作品製造

時「其形式猶如劇場中的物體（object-in-theater）－像偶發藝術－物體歷經

所有的變化，為了最終成為它自己。」501安置過程也像一場表演，例如《打

字機專用橡皮擦》（Typewriter Eraser）安裝時，具有人體特徵的雕塑作品被

當成人物，工作人員則擔任物體的角色，以都市為背景，猶如一幅雕塑的

活人畫。歐登伯格說：「我把實體的都市當成一個巨大的形式和顏色的調色

盤，隨意拿取自己想要材料。」502就方法論而言，計畫案和實際委託案都

使用的方法和步驟都相同，503將日用品的比例誇大或意象並置，使通俗、

單純的物體變得極度個人化與複雜化，但另一方面基於環境藝術的創作觀

點，廣納各種現實的因素，作品仍與公眾的生活、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主題的選擇上，歐登伯格流露出迷人的智慧、熱情和人道精神，一

部分基於他的天真，一部分源自他的淘氣和破壞性，504其中所蘊含的情欲

表現則無所不在，不論直接描述或間接暗示，「生的本能」成為非常重要的

表現元素，他說：「任何能夠成功散發出積極的生命情感的藝術作品，必定

                                                                                                                                  
greeks, and lots of nekkid broads.” 

501  Claes Oldenburg, quoted in Walker Art Center, op.cit., 1975, p.9. “...a form of 
object-in-theater－like the Happenings－as the object goes through all of these changes in 
order to finally become itself.” 

502 Claes Oldenburg, Raw Notes, （New York: Jaap Rietman, Inc., 1973）, p.6. “I am using the 
city- the physical city as a huge palette of form and color, from which to take what I need- 
quite arbitrarily as I used any material.” 

503 參閱第四章。 
504 Mark Rosenthal, “ “Unbridled” Monuments; or, How Claes Oldenburg Set Out to Change 

the World”, in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1996,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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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強烈的情欲」，505事實上他的作品不只限於「積極情感」的投射，還以

搗亂者的角色（in a guise of obstructionist），深刻地檢視現實生活的本質，

相較過去紀念碑的風格與形式，歐登柏格具有「破壞性」的觀念，初期常

被視為離經叛道、庸俗不堪，但剝開層層的偽裝後，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豐

厚的思想與意涵，透過通俗用品的形式，建構一個更溫和、更有教養的新

世界，506在廿世紀的畫家或雕塑家身上，已經很難看到如此重視文化脈絡

的藝術家了。羅森索（Mark Rosenthal）說：「然而，那是過去三十年左右，

美國普遍有的一種企圖心，在政府的各種計畫計畫案中都規定著，某些建

築的預算案必須挪用一部分經費在藝術品上。美國人似乎特別急著找到廣

大的群眾。」507因此，歐登柏格在這一股理想夾雜虛榮的潮流中顯得非常

特別，看似前衛的作品卻保有傳統的靈魂，這是一種經過深刻思考而來的

決定，因為一九五○年末和六○年初，歐登柏格還對藝術傳統懷有敵意，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觀念也改變了。他說他想要「保衛藝術的偉大…恢復它

的影響力」508換言之，歐登柏格走出工作室進入公共領域，發揮藝術家無

窮的潛能。 

 

一九八二年歐登伯格接受博登（David Bourdon）的訪問時說：「通常

並沒有規定公共雕塑要顧及當地的環境，但是我們是這麼做的。庫瑟和我

                                                 
505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1971, p.10. “Any art that is successful in projecting 

positive feelings about life has got to be heavily erotic. ” 
506 Mark Rosenthal, op.cit., 1996, p.262. 
507 Ibid., “It is, however, an aspiration that has had some currency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or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various governmental programs have prescribed that a part of 
budget for certain buildings be devoted to art; in this, there is a particularly American rush to 
find a large audience.” 

508 Coosje van Bruggen, Claes Oldenburg: Nur Ein Anderer Raum/ Just Another Room
（Frankfurt: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1991） p.10. “the greatness of art … I wish to 
return it 〔art〕to a force” quoted in Mark Rosenthal,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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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劃案不管是形式還是內容，全都以環境的分析為基礎。所得到的結果

雖然必定是個人的，不過使用當地的元素以及普通的物體，可以很容易讓

公眾產生反應。但我們創作時並沒有存著這是為大眾而做的幻覺。」509一

九六五年美國國家藝術捐贈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成立

時，全美僅有少數幾個公共藝術案在進行（到了一九八八年已增加到每年

135件），510公共藝術的定義和作法仍在摸索中，比較先進的城市如西雅圖

（Seattle）到了一九八四年才開始討論公共藝術的表現語彙、作品和公眾的

關係以及作品和地區的關聯等問題。511達拉斯（Dallas）在一九八五年才提

出《達拉斯公共藝術主要計畫》（Public Art Master Planning in Dallas），詳列

了作品必須具有改善社會環境和功能、作品能為視覺和心靈接受、具有高

品質、設計者必須同時提及此時此地多面向的社會環境等等。512相形之下，

歐登伯格將環境藝術的概念運用在公共藝術上，無疑是走在時代的前端。 

 

當馬庫色不假詞色批評歐登柏格之際，卻也指出他的大尺寸雕塑「是

達成激進改變最不血腥的方式之ㄧ」513的確，歐登柏格的紀念碑和建築，

隱含了他改造都市景觀的理想，他說：「為什麼建築物都要是盒狀的？我提

議使用物體作為「隨手可得」（found）的設計，嚴肅地建造一個巨大的物

                                                 
509 David Bourdon, “A Conversation with Claes Oldenburg, ” Architectural Digest, June 1982, 

p.170. “In public sculpture, there is usually no condition that says the work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ite, but that’s what we do, Coosje’s and my proposals are 
based on a analysis of the surroundings, both as to form and content, on as many levels as 
possible. The result is necessarily personal, but use local elements and a common object may 
make it easier for public to respond. However, the work is not mad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it’s for the people.” 

510 Jeffrey L. Cruikshank & Pam Korza, Going Public: a field guide to developments in art in 
public places,（Massachusetts: Arts Extension Service, 1990）,p.5. 

511 Ibid. pp.19-20. 
512 Ibid. 
513 同註 450。 



 229

體像建造房子一樣。雕塑家對抗建築師。」514像宗教家一樣，歐登柏格企

圖藉由大尺寸雕塑，喚醒人們重新省視現實生活中的美感形式，並從匿名

性的物體中發掘自我的價值，體驗神秘不可思議神性世界。 

 

                                                 
514  Claes Oldenburg, “Claes Oldenburg: Skulpturer och teckningar, exhibition category,” 
（Stockholm: Moderna Museet, 1966）, p.36. “Why should buildings always be boxes? I 
suggest the use of objects as “found” design, to construct colossal things as seriously as 
buildings are built. The sculptor vs. the architect. Germano Celant, The Sculptor Versus the 
Architect, Claes Oldenburg: An Anthology, 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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