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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看似隨性地以庸俗商品作為表現主題，運用誇

張、幽默或諷刺性模仿（parody）的方式，「製造」有趣的普普作品，彷

彿缺乏深刻動人的力量與哲思。藝評家健生（Horst Woldemar Janson）便說：

「歐登伯格的紀念碑具有娛樂和驚人的效果，卻不能感動我們，但它們雄

偉的氣勢仍不可否認，因為這些作品的確表達了現代生活壯觀的一面。」515

「這些作品全都是為了公共大眾性的工程，專為此時、此地而造，並沒有

接觸到我們感情的深處。」516事實上，歐登伯格多次在筆記中提及，他的

興趣並非出自任性，表現範圍和他同時代的藝術家類似，多半著重於觀念

的探討。517至於他的作品是否真如健生所言，僅有娛樂效果而無法撼動人

心，就必須並同其藝術理論，嚴肅且深入地剖析方見分曉。 

 

從第二、三、四章的討論可知，歐登伯格不同階段的創作過程，都花

費數年的時間推敲研究，不論主題、形式、材質、內容或觀念，均以極化

與轉化的方式徹底窮究，企圖將物體藝術的深度與廣度推向另一個里程。

整體而論，他的作品和生活經驗呈鏡像發展：初期的《街道》、《商店》

和《臥室整體》環境藝術系列，剖析當時居住於芝加哥和紐約的都市經驗，

檢驗自己與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間的臍帶關係。軟雕塑和紀念碑計

畫案中的愛欲探索，像是回到一九四三年芝加哥拉丁學校時期，對兩性與

                                                 
515 霍斯特‧伍德瑪‧健生（Horst Woldemar Janson）著（民 80），《美術之旅》，唐文
娉譯，（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頁 423。 

516 霍斯特‧伍德瑪‧健生（Horst Woldemar Janson）著（民 76），《西洋藝術史：4現代
藝術》，曾堉‧王寶蓮譯，（台北市，幼獅文化），頁 145。 

517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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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欲產生興趣，並至拉許街尋找答案與經驗。大尺寸雕塑則融合了現實與

想像，以真實的作品對應虛構的世界，時光似乎回到紐柏恩王國時期，建

立一個消除對立、沒有恐懼的安樂國度。從成年回到童稚，從嚴肅走向抒

情，由慷慨陳詞轉為柔言軟語。布朗指出，就生物學的層次而言，生的本

能和死的本能是統一在一起的，但在人的身上，生與死的統一卻由於人對

死亡的逃避而斷裂，致力於反抗死亡的人，由於畏懼死亡而畏懼生存，因

此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愛欲（生的本能），並向虛幻滿足的方向昇華。因此渴

望回到過去的衝動，在壓抑狀態下便不自覺地成為「從未來中尋找過去的

衝動」，有如浮士德一般不斷追新求異的動物。518歐登伯格利用各種不同的

風格與形式，表現複雜的都市經驗，「透過一種複雜的能指網絡，將欲望異

化變成永恆的昇華」519，除了藉以實現自我，也隱含著對生命真相的渴望，

二者交織成一個龐大複雜的有機整體。 

 

歐登伯格這種總體性概念，萌發自五○年代末期。當時為了追求寫實、

具有生命力的藝術形式，他響應卡布羅的呼籲，藝術創作從繪畫延伸到三

度空間，他說：「我對幻想和虛構的事物有很多想法，然後在素描、雕塑和

繪畫以及任何我想得到的方式中進行實驗。因為這樣，我老是被都市文化

吸引，因為那是我僅有的文化。」520探索都市經驗的初期，歐登伯格受到

小說家塞利納和杜比菲的影響，以負面、灰暗、悲觀和暗喻的方式陳述槁

木死灰、毫無生氣的都市。經過普林斯頓的反省和自我激勵，歐登柏格決

                                                 
518 Norman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1966, P.91. 
519 王國芳，郭本禹著（民 86），《拉岡》，（台北市，生智出版社），頁 208。 
520 Bruce Glaser, Oldenburg, “Lichtenstein, Warhol: A Discussion”, Artforum, February 1966, 

p.20. “So I had a lot of ideas about imaginary things and fantasies which I experimented 
with in drawings,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every conceivable way I could. Through all 
this I was always attracted to city cultur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culture I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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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拋卻歐洲觀點和負面情緒，不再以逃避的方式壓抑自己，決定直接面對

庸俗的社會生活，發掘流行文化成功的策略，以日常用品做為藝術的載體，

從中尋找象徵美國精神的圖像。此種普普意識一方面來自自覺，521另一方

面受到美國當代藝術家的影響，他說：「美國有一種對流行文化感興趣的傳

統。我在芝加哥住了很久，像里夫、可漢等人在一九五二年時的創作，便

使用近似普普風格的媒材。」「在戴恩、李奇登斯坦和沃霍爾等朋友的影響

之下，我的意象變的更明確。」522《商店》展所發表的「聲明」即為明證。

文中洋洋灑灑羅列了數十種藝術主張，除了高等感官（眼、耳）之外，還

運用嗅覺、味覺和觸覺作為欣賞外在世界的途徑，大量使用物質（物體）

和非物質（例如：聲音、光線或氣味），甚至動作和儀式，來表現悲傷、

歡樂、幽默和恐懼等情緒，把都市中觸目所及的景象，都視為他想要表現

的對象，歐登柏格說： 

 

我贊成一種政治的-愛欲的-神秘的藝術，而不是僅僅擺在美術館

裡的東西。 

我贊成一種無心插柳的藝術，一種有機會從零出發的藝術。 

我贊成一種題材平凡而效果非凡的藝術。 

我贊成一種模仿人類的藝術，滑稽或暴力的，視情況而定。523 

                                                 
521 參閱第二章第一節《街道》。 
522 Bruce Glaser, Ibid., “（Besides）, America has a traditional interest in pop culture. In Chicago, 

where I spend a lot of time, people like June Leaf and George Cohen where working very 
close to a Pop medium in 1952.” “Th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like Jim Dine and 
Roy Lichtenstein and Andy（and all these people）, the images became even more specific.” 
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知道美國普普並非英國普普的延續，也不是一般普普藝術支持者所

謂現代環境下的自然產物，或藝術家之間沒有交流，不知道彼此的創作風格。 
523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39.“I am for an art that is political – erotic - mystical, 

that does something other than sit on its ass in a museum. I am for an art that grows up not 
knowing it is art at all, an art given the chance of having a staring point of zero. I am fo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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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一百科全書式的總體藝術觀念，尚未完全落實在當時的作品中，但

無疑標示了未來的創作方向。而且「聲明」的內容，幾乎是將卡布羅在《傑

克遜‧帕洛克的遺產》中所主張的內容：「要聚精會神甚至震懾於平常生

活中的空間和事物，所有物質都是新藝術的創作媒材，有開創性的藝術家，

可以在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其平凡的意義，不必企圖將普通的事物變得非

凡，只要陳述其真正意義即可。」524加以具體化。 

 

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藝術逐漸由融合或不完全統一邁向分化，直到

華格納（Richard Wagner）和包浩斯（Bauhaus）時，才重新嘗試中世紀的

總體觀念。卡布羅在《有關總體藝術的創造》的陳述中，保持著某種程度

的開放性，並未嚴格定義總體藝術的特質。但也不像過去因應特定場合，

將各類型藝術生硬拼貼在一起，形成嘉年華會式的盛大演出，而是各種藝

術形式巧妙交融、彼此呼應，卡布羅說： 

 

……然而總體藝術並不是以這種方式便能呈現；它需要的是一個

嶄新的觀念和方法。各類經過長期發展，並緊密聯合在一起的藝

術形式，並非輕而易舉地便能完全融合，……至於算不算得上是

藝術，端看我們對其中各項元素涉入多深，以及這些被逐一運用

的元素的新穎度。525 

                                                                                                                                  
art that embroils itself with the everyday crap & still comes out on top. I am for an art that 
imitates the human, that is comic, if necessary, or violent, or whatever is necessary.” 

524 Allan Kaprow著（民 85），《藝術與生活的模糊分際》，徐梓寧譯，（台北市，遠流
文化），頁 36。 

525 同上註，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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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主張的實質成果，見諸當時盛行的表演藝術、偶發藝術和環境藝術。

雖然歐登伯格在這些藝術類型中使用媒材的方式、觀念稍有不同，例如他

以時間凝結的觀念，讓無形的物質（空氣）固化成具體形式，表演中演員

變成移動的物體，526或使非物質的自然力（地心引力）體現於軟雕塑的變

形上等等，極化媒材的表現性。但基本上，他所呈現的總體性觀念，十分

類近卡布羅的看法，縱使兩人的藝術觀自六○年代初期漸趨歧異，但毫無

疑問的是，卡布羅指出新的藝術領域讓他能盡情揮灑。 

 

至於歐登伯格涉入這些表現形式、概念及元素有多深入？他的作品算

不算是藝術？就必須從物體藝術的探索和形式的開創，來剖析他的藝術成

就方能理解，由之還能深入探索他如何透過物體藝術，來追尋深層的生命

意義。依據序論中所討論物體在實利主義之外的功能演變來觀察歐登伯格

的雕塑，在物體作為宗教拜物方面的作品，首見於一九五九年以混凝紙漿

製作的《帝國爸爸光槍》（Empire Papa Ray Gun），歐登伯格說這件作品是

「異教徒的，不能保證具有保護、鼓舞人心或招魂之用的護身符。」527另

一件一九六四年的克萊斯勒《氣流》引擎軟雕塑，也被賦予「護身符」的

意義，堅硬、具有殺傷力的零件，被軟化成無害的麻布製品，消除自己對

帕洛克死於車禍的恐懼。528甚至他說：「我的作品具有力量，全然因為它

是神奇、充滿魔力的，我被誤稱為「劇場」的作品也一樣是神祕的，它正

                                                 
526 參閱第二章《街道》和偶發藝術中的討論。 
527 參閱第一章第 79頁。 
52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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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在觀眾身上施魔的方法…」529所有的物體，就其最細微、極致或單

純的觀點來看，都具有神秘的力量。這種神祕力量出自他對物體「無自性」

（沒有固定意義，可思而不可知）的理解，當物體的「所指」消失，藝術

家便有如造物者一般，可以任意結合意指創造新符號，他說： 

 

－我了解窮究到最後單純微細的經驗全然是神祕的。530 

－我想做的就是創造像自然一樣神秘的事物。531 

－宇宙固有的魔力將被還原，未來人們和週遭的物質及物體生活在和

諧的宗教交流中，他們將不覺得自己和物體有什麼不同，如此便消

弭了有生命和無生命之間的分別。現在我們所謂的藝術品，其實是

魔力的物體，只是都無人知曉而已。532 

 

具有魔力的物體是一種禁忌、符咒、偶像或宗教器物，羅茲勒說：『「禁

忌」（Tabu）有一股神祕的力量，有「馬納」（Mana:神秘的力量）在裡

面。物體隱藏著神秘性，能發生影響的就叫做「偶像」。』533至於結合宗

教性與審美作用的象徵性物體，歐登伯格也曾以果凍製作臉部模型隱喻聖

餐禮，並任其發霉腐敗象徵「vanitas」。對商品拜物方面的探索，已於前

一章紀念碑和建築物計畫案中分析過，歐登伯格對神話式的商品廣告提出

                                                 
529 Claes Oldenburg, Raw Notes, p.8. “My work has power entirely because it is magical and 

that is true of what is miscalled my “theater” too, which is a way of casting spells over 
groups…”  

530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49. “I know that down to the last simple detail 
experience is totally mysterious.” 

531 Ibid., p.49. “…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create things as mysterious an nature.” 
532 Ibid., p.60. “Then the magic inherent in the universe will be restored and people will live in 

sympathetic religious exchange with the material and objects surrounding them. They will 
not feel so different from these objects, and the animate/inanimate schism mended. What is 
now called an art object is a debased understanding of a magic object.” 

533 Willy Rotzler著，前揭書，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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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以誇大的物體尺寸，企圖喚醒大眾將目光注視於日常用品的迷人形

式，以「謬思之沉思」的態度面對物體，恢復其「美的沉思物」的功能。

534在藝術與藝術、藝術與物體、藝術與生活的認同危機上，《商店》既是

真實的商業場所，也是美術館（或畫廊）；他把抽象表現主義和具象的日

用品結合在一起，並呈平面繪畫和雕塑；混淆藝術家和生產者、老闆和雇

主的角色。以西方觀點來看，原本互不侵犯的領域互相干擾，形成認知上

的困惑。 

 

歐登伯格對物體哲學意涵的分析研究，在《商店》展時已十分深入而

廣泛，並且接近東方思想。基本上他的觀物態度類似康德，認為物體可思

而不可知，甚至沒有真正的意義存在，他說：「我的作品本身並沒有任何

意義」但接著又說：「從中發掘到的任何意義都值得懷疑，而且可能會前

後矛盾，不過理當如此。我只在意它能否激發出意義，猶如大自然令人驚

嘆的一幕景象。」535他從康德「物自身」的觀念，延伸向後結構主義的理

論，從靜態描述轉向動態應用，例如拉岡在解釋「漂浮的意指」時，以能

指與所指的不確定性分析潛意識與夢境，解釋欲望的偽裝與置換。羅蘭‧

巴特在一九七○年提出「創造性文本」，指出意符與意指沒有固定關係，

其意義可以無限擴張，文本在讀者閱讀時被拆解再組裝，創造出新的文本。

德希達（Jacque Derrida）提出「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否定世界

存在一客觀真理，主張拆解這種價值體系，而以去中心化的態度面對。並

                                                 
534 Willy Rotzler著，前揭書，頁 7。 
535 Douglas Cruickshank, “Size Matters,” published date unknown, October 23 2003, 

<http://www.salon.com/bc/1998/12/22bc.html>, “Because my work is naturally 
non-meaningful, the meaning found in it will remain doubtful and inconsistent -- which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All that I care about is that, like any startling piece of nature, it should 
be capable of stimulating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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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意指系統有任意性，不應侷限在意符與意指的對應關係，還必須觀注

意符與意符、意指與意指間的橫向關聯。歐登伯格認為物體具有可變的意

義、自然界的畫面能激發意義，基本上和上述後結構主義論者的觀點是相

同的。 

 

以人為主體來解釋外在客體或是客體具有固定意指的穩定結構受到質

疑，在去中心化的思維中，人們學習從他者或超然的視點觀看自身或外物，

不受現實陳規或固有定義的約束，開啟另一種更自由的觀照方式與創造

性。五○年代中期許多藝術家，例如約翰凱吉、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貝克特（Samuel Beckett）、強斯、羅伯‧羅森伯格、克萊

恩（Yevs Klein）和曼佐尼（Piero Manzoni）等人便率先以無中心的觀念實

踐於藝術創作中。536尤其貝克特更嫻熟此種創作方式，以保有文字本身的

物質性和客體性（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word as material and thing）。對他

而言，文學作品是被制定的（enacted），世界是被觀看的，沒有什麼需要解

釋，重點不在創作文藝作品或寫詩，而是傳達被描寫對象的存在與生命力，

537歐登伯格的藝術觀與之十分相似，他說： 

 

為什麼我會想要創作「藝術」？－這是個我一定要擺脫的觀

念。假設我想要創作某種東西，那將會是什麼？只是一個東

西，一個物體。它不會有藝術的成分，我只是製造一個可能引

起激烈反應的物體（「活的」），藝術的外觀或實質內容源自物

                                                 
536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Feeling of Things,” 1996, p.15. 
53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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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關聯性，不是出自物體或者我本身。538 

 

席朗指稱五、六○年代藝術家的去個性化（depersonalization）539以及伴隨

對物體存在的關注，受到酒精和毒品的影響很大。540從當時美國社會背景

觀察，文學和藝術界確實受到麻醉品的支配，但存在另一種變因卻經常被

忽略，以席朗所提到去個性化的現象，禪宗思想的影響佔有重要地位。當

時麻醉品和禪宗思想並存，垮掉的一代為了追求釋壓的快感（或說解脫的

清淨），一方面靠藥物刺激肉體達成目的，另一方面也靠打坐參禪清除內

心的徬徨無助。541但在威斯特吉斯特（Helen Westgeest）在《五○年代的禪》

（Zen－in the fifties）一書中，分析了凱吉、克萊恩和其他美國、法國、德

國藝術家如何從日本禪宗或禪畫獲得啟發，542海爾（Lauren Hall）的《美

國有佛性嗎？克魯亞克和金斯柏格作品中所引用的東方思想》（Does 

America Have Buddha-Nature? The Adoption of Eastern Thought in the Works 

of Jack Kerouac and Allen Ginsberg）543甚至提到藝術家不僅學禪，連道家的

                                                 
538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8. “Why should I even want to create “art”－that’s the 

notion I’ve got to get rid of. Assuming that I wanted to create some things, what would that 
thing be? Just a thing, an object. Art would not enter it. I make a charged object （“living”）. 
An “artistic” appearance or content is derived from the object’s reference, not from the 
object itself or me.” 

539 去個性化常用於心理學界，例如人本心理學家對「depersonalization」的觀察是：「自
我喪失感」是現代社會過分重視科技,使人淪為機器的附庸,從而喪失自我。或者人們為
了追求社會、團體認同而放棄自己的個性，以及對是非善惡的認知。但觀諸席朗論文

中所言的去個人化並非喪失自我，而是拋棄固有的自我觀點，比較接近德希達的去中

心化、多元觀點。 
540 Germano Celant, “Claes Oldenburg and the Feeling of Things,” 1996, p.15. 
541 歐登伯格最欣賞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克魯亞克便是一方面酗酒，一方面到森林中靜
坐禪修的代表性人物。 

542 Helen Westgeest在《五○年代的禪》一書中，從作品、藝術家的文字或訪談，分析了
托貝（Mark Tobey）、凱吉、倫哈特（Ad Renhardt）、歐姬芙﹝Georgia O’Keeffe，以
她的《藍色線條第 10號》（Blue Lines No. 10）為例﹞、康丁斯基、德哥特（Jean Degottex）、
阿列欽斯基（Piere Alechinsky）、蓋格（Rupprecht Geiger）、戈茲（Karl Otto Götz）、
于克（Günther Uecker）和四位日本畫家與禪宗的關係。 

543 Lauren Hall, “Does America Have Buddha-Nature? The Adoption of Eastern Though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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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思想也成為許多人追求心靈解脫的妙方。禪宗的觀念強調沒有固定結

構，現象界和本體界一切關係都是變動的－「無常」，沒有所謂物自身的

固定概念－「無我」，和後結構主義主張的沒有固定關係、去中心化不謀

而合。544然而觀諸歐登伯格的藝術理論，表達方式卻比較接近禪宗或老莊

的空無思想，他說： 

 

－要是我能全然忘卻藝術的定義就好了，我真的不認為你可以

贏。杜象的東西最終也成了被貼上標籤的藝術。545 

－本質上擁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可防止任何單一定義的產生。546 

－自然本身並無意義，由人賦予意義。547 

－除非透過與物體互相連繫，否則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交流或呈

                                                                                                                                  
Works of Jack Kerouac and Allen Ginsberg”, published date unknown, October 2003, 
<http://www.cwru.edu/artsci/engl/marling/60s/readisngs/hall1.html>  

544 在聖嚴法師的《心的經典－心經新釋》中，有一段文字說：「色是物質現象，存在於
空中，由於有空，色的物質現象才能經常變化及變換他們的位置、形象和關係，所以

感覺到有這麼多東西存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沒有不變化及不移動的東西 …因為
有變化才曉得他的存在，這就是色，就是現象有而自性無。」「如果有思想、有念頭，

但沒有自我主觀的情感和自我立場的情緒，這就是空的意思。」便說明不確定性是一

種事實，依據這種事實才能真正「看見」現象界變化。羅蘭‧巴特在《符號禪意東洋

風》的〈遙遠的國度〉裡談到寫作的問題時表示：「總而言之，寫作本身乃是一種悟，

悟是一種強烈的（儘管是無形的）地震，使知識或主體產生搖擺：他創造一種無言之

境。他同樣也是構成寫作的無言之境；從這些空無中產生出諸般特點，禪宗憑藉著這

些特點來書寫花園、姿態、房屋、插花、面容、暴力，而抽光一切意義。」另一篇〈未

知的語言〉，提到「一個動詞既沒有主語、也沒有表語，但卻是及物的，也就等於說，

一種知識，既不知道主體，也沒有已知的客體。然而正視這種想像才需要我們面對印

度的禪（dhyana）」。可見著羅蘭‧巴特對禪的思想也有相當的了解。所謂「禪宗憑
藉著這些特點來書寫花園、姿態、房屋、插花、面容、暴力，而抽光一切意義。」便

是指「真空妙有」－了解事物的空相後，便能依據現實條件（因緣）加以適當運用，

產生豐富多變的作用或面貌。 
545 Claes Oldenburg, Raw Notes, （Halifax：The Press of the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1973）, p.8. “If I could only forget the notion of art entirely. I really didn’t think you 
can win. Duchamp is ultimately labeled art too.” 

546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0. “The multitude of natural possibilities prevents its 
having any single definition” 

547 Ibid., p.80. “Nature means nothing by itself. Man supplies the meaning of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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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548 

 

歐登伯格空無思想的脈絡並不清楚，連蘿絲撰寫《克雷斯‧歐登伯格》這

本傑出論文集時，也僅能推論影響可能來自當時藝文圈的演說或著作，她

說：「雖然沒有明確證據顯示歐登伯格直接受到東方哲學的影響，不過西

方傳統正好是相反的，主張的是人定勝天，看來他必然受到一九五○年代，

紐約藝術圈中流行的禪宗熱所影響。」549依據目前的書面資料，約有四處

歐登伯格接觸禪學的確切線索：首先是出現在令他震撼的《帕洛克‧傑克

森的遺產》一文中，卡布羅提及「對我而言，帕洛克令人驚異地像個孩子，

他可以浸淫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裡，彷彿是第一次看到他們般充滿驚奇。像

我曾在前面提到過的，他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種沉默的信仰。我

深信這一點不能被等閒視之。僅有少數人有幸能擁有這種認知的能力，而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人對帕洛克個人特質中禪學的部分從事更嚴謹

的研究。」550其次是來自鮑伯‧惠特曼的影響，歐登伯格在《Store Days》

中指出「惠特曼主要關心時間的問題，他的時間感非常駭人，並擅長寂然

無事551（nothing happening）。他對靜默和冗長的時間週期超極敏感，他浸

淫在時間之中。」552再者是第二章討論凱吉對「噪音」所秉持的無關心的

                                                 
548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81. “Nothing is communicated or presented except 

through its attachment to an object.” 
54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54, n.2. “Although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Oldenburg 

was ever directly influenced bi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attitude that favors man’s domination of natural processes, he mus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general interest in Zen though current in New York.” 

550 Jeff Kelley（Ed.）（民 85），《藝術與生活的模糊分際》，徐梓寧譯，台北市，遠流
出版社，頁 34-36。 

551 「無事」在佛教經論中非常常見例如黃檗禪師曾說：「道人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
亦無道理可說，無事散去。」《臨濟錄》中記載「無事是貴人」，此處的「無事」並非

一般所言的無事，而是「憎愛不關心」之意 
552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38. “Whitman i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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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553最後是他和「垮掉的一代」的交往，尤其對禪學頗有涉獵的克魯

亞克特別景仰。554 

 

作為一種思辯方式，禪並非東方文化的專利，也不是一種宗教，禪宗

經典多半在分析現象和本體界的變動性和不可靠性，以無關心的態度超越

這種不穩定結構，西方文化中也存在這種覺知，例如一九五○年底影響歐

登伯格創作方向的《追憶似水年華》裡，普魯斯特並沒有用肯定的文字描

述人物的本質，包括他的女友阿爾貝蒂納。因為他認為人性極為複雜，被

分割成許多部分，一個人在不同時間裡、不同的人面前可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形象，我們只能認識對方在吾人面前所呈現的那一面，因此不能說出他

的本質，也不能清楚解釋他每個動作的動機。在歐登柏格經常閱讀的《格

列佛遊記》中，對概念的漂浮性也有許多深刻的描述，例如格列佛說：「文

字只是事物的名字而已」（Words are only names for things）。555甚至是歐

登伯格藉以認識自己的精神分析學也帶有禪的思想。首先是佛洛伊德關於

知識導致轉變的概念，他認為理論與實踐密不可分，在認識自己這個行為

                                                                                                                                  
There is about him a time sense which is frightening. He is the master of nothing happening. 
He is supersensitive to silences and long periods. He is wrapped in time.” 

553 凱吉的禪宗師承在緒論已經提過，他曾於一九五九年以「空無」（nothing）為提發表
演說，提到：「我無話可說，這正是我要說的。」（I have nothing to say and I am saying 
it），影響許多藝術家發展出觀念藝術，詳見 John Cage, “Lecture on Nothing,” in Silenc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7).這種說法大致上是來自禪宗公案，
許多開悟的禪師為了打破弟子對佛法、邏輯、固定概念的執著，經常使用矛盾的言詞

讓心中充滿疑團的弟子能超越理智思維，進入直覺的悟境。 
554 克魯亞克的作品都是自傳體的，他把寫作看成是內省的過程，有點類似心理分析。內
容多是他和他朋友們的真人真事，在不同的小說裏以不同的名字出現。克魯亞克一九

五八年出版了《達摩浪人》（The Drama Bums）。第二章描述一位叫做賈菲的朋友，
對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以及中國、日本、緬甸和西藏佛教知之甚稔，而克魯亞克也描

述自己對小乘佛法，四聖諦中的苦諦和滅諦有很高的興趣，並批評大乘佛教和禪宗的

教學法。他於一九六六年間出版了《在巴黎悟道》，可見當時部份垮掉的一代，對佛

法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並非追求浮泛表象的禪修形式。 
555 Germano Celant（Ed.）,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s,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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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也就改變了自己。這一觀念和佛洛伊德當時的科學心理學的概念

非常不同，在這種科學心理學中，知識本身僅停留在理論上，對知者卻沒

有轉變的作用。佛洛姆（Erich Fromm）指出，佛洛伊德的方法還有一點與

東方思想（特別是禪宗）密切相關，乃在於佛洛伊德背棄現代西方人的典

型態度，並不贊同給有意識的思想體系以高度評價。相反地，他認為我們

有意識的思想只不過是我們整個精神過程中的一小部分，與源自內心深處

的巨大力量相比，實在微不足道；這種力量是隱秘的、非理性的，同時又

是無意識的。為達到對人的真正本性的洞察，佛洛伊德用自由聯想的方法，

打破有意識的思想體系。自由聯想繞開邏輯的、有意識的、普遍的思維模

式，將人格理論導向新的淵源－無意識領域。不管對佛洛伊德無意識領域

的內容有什麼樣的批評，事實上他已因強調自由聯想方法，而超越了西方

普遍的理性思維模式，轉入新的趨向。556歐登柏格在這些思想的涵養下，

對物體意義的認知也帶有東方哲學的傾向，使他深知藝術創作若專注於本

體論的思維，從造形藝術本位觀點來看，無疑淪為智性分析的附庸，唯有

透過形式的開創，透過不同的形式趣味，融入多重意涵，使作者和觀者都

能各得其解，如此才能徹底改造藝術、豐富藝術，不再流入「乏善可陳」

的窘境。 

 

除了上述有關「物體」的功能性和哲學面向的探討外，歐登伯格還將

「物體」一詞的用法加以深化，或者說更極端的分化，不論有無生命，只

要是客觀存在的物質便是物體，愛倫‧強森在《現代藝術和物體》便說：

                                                 
556 佛洛姆等著（民 79），《禪宗與精神分析》，王雷泉，馮川譯，（台北市，遠流出版），
頁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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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再深入探討這個字的其他用法，雖然非常偏離目前研究的主題，不

過仍然應該提出說明：所謂的「物體」是一個實際存在的東西，亦即一個

客觀化的產物，客觀與主觀是相對的。這便是歐登伯格在偶發藝術中要強

調的意思，他把演員和觀眾視為物體 …」557歐登伯格轉化的觀念，大抵

來自童年觀賞閃電將砂子變成玻璃的展覽，蘿斯指出，非物質的閃電，一

個瞬間即逝的自然現象，突然物質化，變形成持久、堅固的物質，這或許

是歐登伯格創作行為的象徵，558也是他在藝術創作中捕捉非物質幻想、轉

換空間幻覺和觀點的重要根源。將「非物質」物質化的這個範疇，過去未

見有藝術家嘗試開發，直到一九六○年代，才由包含歐登伯格在內的少數

幾位藝術家開始觸及。559 

 

雖然歐登伯格非常了解物體的意義隨著外在變因而改變，但他不同於

凱吉等人將藝術創作聚焦於觀念的激盪，「創造的只是道德故事」「成為

一個智者而非藝術家」。560他把創作的方向回歸到生活與形式的創造，體

認到「藝術沒有任何東西不屬於自然（自然的？），也沒有什麼東西不適

合靈活的組織力。逛街這件每個人都會做的事，藝術家把它變成一齣戲，

因此它也變成藝術家日後創作的典範。」561但他使用的創作模式卻比較接

                                                 
557 Ellen H. Johnson, Modern Art and the Object: A century of Changing Attitude , p.11. “A 

further variant on the use of the word is hardly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study, but should at 
least be mentioned: the object as a matter-of-fact thing, i.e. as the result of an ‘objective’ as 
opposed to a ‘subjective’ approach. This is what Claes Oldenburg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in 
his happenings he treated the actors and audiences as objectives, …” 

558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11-13. 
559 克隆（Rainer Crone）在評論 Andy Warhol的《Jackie Kennedy portrait》的文章中寫道：
「悲傷的情感變成了物體。」（the emotion of mourning become object）。Rainer Crone, 
Andy Warhol, London and New York , 1970, p.29.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Ibid. 

560 見第二章註 147。 
561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10. “Nothing is not nature（natural?）and nothing not 

suitable for the living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which is “art”. That which everyman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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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結構主義，尤其類似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建構神話學所使用

的二元對立法562以及《原始的心靈》（The Savage Mind）中圖騰的家族相

似性（totemic kinship）等模式，563或弗西隆的「心靈家族」（family of mind）

564發展其藝術風格。在前幾章討論的作品中，除上述物體的觀念、型態問

題外，還可以依其探究的方向分成下列幾種類型：在作品與空間的關係方

面，歐登柏格主張雕塑必須去基座並和四周的環境發生關係，因此他的作

品有懸空的－《蛋捲冰淇淋》、站立的－《阻街女郎》、壁掛的－《日報

頭》、穿牆的－《繫了繩子的樁釘》（Stake Hitch，圖 132）、坐在地上斜

倚牆壁的－《大型鋸子－堅硬版》（Giant Saw－Hard Version，圖 133）、

平鋪地面的－《街道》中的破瓦楞紙、裝在容器中的－《果凍臉》、漂浮

在水面的－《漂浮的電源三孔擴充座》（Floating Three-Way Plug，圖 134）、

半掩在地面的－《被掩埋的腳踏車》（Bicyclette Ensevelie, Buried Bicycle，

圖 135）、存在地下的－《寧靜的城市紀念碑》；在使用的物質媒材方面

有木頭、麗光版、紙張、石膏、強化水泥、玻璃纖維、鋁合金、不銹鋼、

耐候鋼、食用膠、聚乙烯、瓷漆、蛋彩、水彩、綿布、帆布、空氣和人體

等等；在非物質元素方面有地心引力、四季變化－《三插孔電源擴充座紀

念碑》、聲音－偶發藝術以及光線－泰迪熊紀念碑計劃案；在主題的選擇

                                                                                                                                  
when walking down street artist does as an act in itself and therefore as a model to others.” 

562 在高宣揚（民 79），《結構主義》，台北市，遠流出版社，頁 25 中有理論的結構圖
可資參考，李維史陀以神話學消除對立與矛盾。這種二分法和歐登柏格在 Store Days
中所做的二分法很類似，但歐登柏格以並呈的方式證明對立的不存在。 

563 根據人類學者金內普（A. Van Gennep）的歸納，李維史陀在《原始的心靈》中論述家
族相似性的類型：每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不只需要將成員分類，也需要將物體和生物分

類，有時依據它們的外觀，有時依據其用途，有時根據生產者或消費者。圖騰的家族

相似性的觀念由三種元素構成：心理學的相似性、社會的相似性和宇宙的、類別的相

似性（cosmic, and classificatory kinship），依此將單一團體中的所有人類和生物或物體
連結在一起，使之理論上歸屬於一個團體。詳見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169. 

564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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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街道、商店、家庭、建築物、社區公共藝術和地景藝術－《寧靜的

城市紀念碑》；在技巧方面有撕貼、裱貼、澆注、縫製、焊接、榫接、剪

裁和射出成形。在情感的方面有灰暗暴力的－《街道》、愛欲歡愉的－《商

店》、嚴肅冷漠的－《臥室整體》和幽默諷刺的－《軟雕塑》與《大尺寸

雕塑》；在藝術風格的方面：有立體主義的－《氣流剪紙》（Cut-Out Airflow）

565、超現實主義的、抽象表現主義的、最低限藝術的－《巨大的撞球》（Giant 

Pool Balls），觀念藝術的－在《商店歲月》偶發藝術中把裝牛奶的杯子視

為月亮的象徵，動力藝術－軟雕塑；在性別類型方面還可分成男性、女性

和兩性融合的物體，陽具造形的作品有光槍系列、《以光速旋轉的棒球棒》、

《四個杜米埃攪拌器－幽靈》等等。《漢堡》、《氣流輪胎》、《軟性付

費電話》等屬於女性性徵。《軟性杜米埃攪拌器》、《軟性電燈開關》則

為兩性融合的作品；在特定的風景地貌類型方面，美國國旗系列表現普林

斯頓的地方特色，條紋類似街道、海岸線或河流。套鼓讓人聯想到科羅拉

多峽谷的地理景觀。其他還有許多缺乏適切名詞的型態學分類，歐登柏格

以等號關係加以描述，例如：報紙等於素描（色彩）、食物等於繪畫、566家

具等於雕塑、報紙等於街道（線條和色塊）等等。歐登柏格把心靈家族或

具有血緣關係的物體連結在一起，乃是「變形發展的途徑，所以當你看到

其中一個便看到另一個，以及這層關係所產生詩意的觀念。它們之間可以

互相替代，例如閱讀『街道』或『日報街道』等等，或是走在『報紙』上，

或者要小心穿越「報紙」」567蘿絲指出：「融合圖騰分類和象徵主義的聯

                                                 
565 這件作品類似立體主義同時並呈的觀念，將汽車各個透視造形組合成一見長方體的雕
塑。 

566 Claes Oldenburg, Claes Oldenburg, Home Vision Arts, VHS Video Tape, 17分 30秒。 
567 Claes Oldenburg, quoted in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p.170-171.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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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歐登柏格創造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混合物，把原始主義和極端精奧的西

方思想融合在一起。」568這種不斷分類的實驗，非常類似教育理論中創造

力訓練的模式，或是解決問題時使用的水平式思考與垂直性思考。特別的

是這種創造力訓練的理論，要遲至一九六八年才由英教育學者狄波諾

(Edward de Bono)提出，而歐登伯格早在一九五○年底，甚至《街道》展覽

的筆記中已經發展成熟。569 

 

此外，歐登柏格還創造了一個結構系統和圖像系統（圖 136）。結構

系統以矩形和圓形為基本元素，歐登伯格稱之為「韻腳元素」（rhyme 

element），二者組合的方式非常多變，每件作品都可以簡化成其中一個或

由兩個造形共構。例如：兩個並列的圓形像《奇怪的米老鼠》（Strange Mickey 

Mouse，圖 137）的耳朵，如果圓形的縱深增長變成兩個圓柱體，便是《瑞

典電燈開關》的一部分。《奇怪的米老鼠》被割成一半重疊在一起，就變

成乒乓球拍。因此圓形、矩形經過間單的處理，上述《奇怪的米老鼠》將

繼續演繹成土司、電源插頭尖端、電燈開關、杜米埃攪拌器、梳妝台、床

頭燈、熱狗、打字機、蝶型螺母、水龍頭開關、好心情冰棒、氣流引擎、

盥洗台、科普燈（Coupole lights）、門把和軟管等等。幾何型基本上是作為

「韻腳」的功能，組合成的造形並不如所指涉對象那樣精確，但歐登伯格

歸納出一個物體間的規律秩序，他說：「發明韻腳系統之後，我感到吃驚

                                                                                                                                  
along which metamorphosis develops, so that when you see one you see the other, and also 
the poetic idea generated by the linkage. 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m in substitution, such as to 
read the Street, or the Daily Street., or to walk on the Paper, or be careful when crossing the 
Paper.” 

568 Ibid, “Crossbreeding totemic classing with Symbolist synesthesia, Oldenburg creates a 
curious hybrid, in which primitive and ultra sophisticated Western thought merge.” 

569 參閱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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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外，不過也安心不少，它帶給我一種確定感和秩序感。」570在塞尚的

「圓、圓柱和圓錐」結構理論之後，歐登伯格提出一個更單純的系統和確

切的解釋。571 

 

另一個圖像系統是直角造形的「光槍」。歐登伯格在五○年代末期創

作《帝國爸爸光槍》時，開始使用這個名詞來歸類他的作品。光槍的圖像

來源是三○年代的科學連環漫畫《飛俠高登》（Flash Gordon）和《巴克羅

傑斯》（Buck Rogers），光槍是假想的未來先進武器，發射死光來殺敵或

將敵人變質（transform）為固體。歐登柏格去除光槍殺人的功能，將其強大

的變質、解放、創造的力量引入自己的藝術創作中。572到了一九五九年光

槍被分化成「人物」（person）和「物體」等雙重意象，其功能或形狀還可

分成下列八項：「一.小孩的玩具。二.看穿牆壁。三.普遍的角度。例如：

單純的光槍有大腿、7、手槍、手臂、陰莖；雙重光槍有十字、飛機；荒誕

的光槍有冰淇淋汽水；複雜光槍有椅子、床。四. 回文構詞法和同音異意：

                                                 
570 Claes Oldenburg, quoted in Barbara Rose, p.195. “I am usually surprised when I discover it 

afterwards. I am also reassured. It gives me a feeling of certainty and order.” 
571 這種方法甚至類似於禪宗對事實的探究方法。鈴木大拙在《禪宗與精神分析》的〈禪

學演講〉第二章禪宗的無意識中說：「禪的方法是直探對象本身，彷彿是從事物內部

來觀照它。去認識這朵花乃是變成這朵花，成為這朵花，如這朵花一般開放，去享受

陽光和雨露。當這樣做時，花就對我說話，我就知道了它所有的秘密、所有的喜悅、

所有的痛苦；亦即是說，我知道了在它內部顫動的全部生命。不僅如此，隨著我對這

朵花的「認識」，我知道了宇宙所有的秘密，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自我的秘密，這秘密

迄今一直避開我的尋求。因為我把自己一分為二——尋求者與被尋求者、對象與影子。
難怪我永遠抓不住我的自我，而這種遊戲又是多麼地耗神竭力！不過，現在通過對花

的認識，我知道了我的自我。亦即說，由於我把自己忘卻在花中，於是我既知道了花，

也知道了我的自我。我把這種對事實的探求稱為禪的方法，它是前科學的，或是後科

學的，甚或是反科學的方法。」見佛洛姆等著（民 79），《禪宗與精神分析》，同前
註，頁 35。歐登伯格說過：「容易消失不是一種理論，是我的一部分，來來去去，我
所做全非理論，是我自己。」「自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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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功能便不太重要了。」詳見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3&65. 二者對物我的關係、自我在物體間流轉、以及最終的自我認識在認識論的結
構上幾近相同。」 

572 歐登伯格小時候看過一個砂子被閃電擊中後變成玻璃的展覽，讓他記憶非常深刻，也
許光槍的變質功能，讓他想起童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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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g Yar（Ray Gun 的反寫，讀音類似New York）、ReuBen（畫廊）。五.

意外的參考對象：形似於哈林區的電影院、撒哈拉沙漠中的核子實驗區

（Ragon）。六.所需要的東西，Raygun一個字應該就夠用了。七.謎般的話

語：『眾人都會看見光槍所看見的』『New York的名字將會變成Ray Gun』

『當光槍發射時、沒有人會喪生』。八.具有護身符或拜物教的功能。」573

光槍是「由某個時代某個地方的材料所製成的，具保護作用 … 槍的形狀

如同陽具，亦是野心勃勃和幻想的符號。它也可以和任何造形相似的物體

聯想在一起…我練習讓每個地方都具有詩的聯想。」574在六○年代初期的

展覽中，以《帝國（爸爸）光槍》為原型所衍生的光槍形式不斷出現：《街

道》中掛在牆上的瓦楞紙製光槍、一九六一年的《強壯的手臂》（Strong 

Arm）、一九六四年的《吸塵器》（Vacuum Cleaner）以及一九六五年的《軟

性杜米埃攪拌器》、排水管、消防栓、鞋子和馬桶等等都是，甚至連街道、

商店、工廠都是光槍的化身。575 

 

歐登伯格在光槍筆記（Ray Gun notes）中曾寫下「英雄化身成瘋子」

（hero into loonie）這句話，並於《街道》展時以瓦楞紙書寫貼在牆上。當

時代雜誌記者霍里斯特（Anne Hollister）訪問他時，歐登伯格表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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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0. “1.Kid’s toy. 2.Seeing through walls. 3.The universal angle. Examples: Legs, Sevens, 
Pistols, Arms, Phalli—simple Ray Guns. Double Ray Guns: Cross, Airplanes. Absurd Ray 
Guns: Chairs, Beds. 4.Anagrams and homophonies: Nug Yar（New York）. ReuBen
（Gallery）. 5.Accidental references: A movie house in Harlem. A nuclear testing site in the 
Sahara（Ragon）. 6.What ever is needed. A word ought to be useful. 7.Cryptic saying: ‘All 
will see as Ray Gun sees.’ ‘The name of New York will be changed to Ray Gun.’ ‘When 
Ray Gun shoots no-one dies.’ 8.Talismanic, fetishistic functions.” 

574 Claes Oldenburg, “Studio Notes,” Artforum, January 1966, p.33. “…made of the material of 
a certain time and place for purpose of protection, …The gun form is phallic and a sign of 
ambition and vision. It is also by suggestion any number of objects of similar form… a 
suggestion of the poetry of everywhere which I practice.” 

575 歐登伯格說：「Rg as the streets. Rg as the stores. Rg as the factory.」。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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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成瘋子」是一種必要的偽裝，可使藝術家避免被自己所批評的社會同

化。576「當他的意圖是最好的時候，必須偽裝成最壞的，我欽佩那些不怕

顯露邪惡的好人。」577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傳統英雄沒有立足之地，坎柏

說：「在天文望遠鏡和顯微鏡的探索下，神祇沒有藏身之處…（古時候）

具有協調作用的偉大神話，我們現在卻認為是謊言。彼時所有的意義都以

偉大的匿名形式在群體中表現出來…現代英雄的使命在於，設法把失落的

亞特蘭提斯之協調的心靈再度找出來。」578歐登伯格將自己視為另類英

雄，像他的許多作品一樣，從對立的、極化的（辯證的）觀點出發，找出

一個幽默卻又嚴肅的表現方式，將自己崇高的理想隱身其中。蘿斯也說光

槍並非普通英雄，藝術家不再像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是驕傲的英雄，或是海

明威（Ernest Henmningway）、卡謬（Albert Camus）、沙特（Jean-Paul Sartre）

等人所讚揚的文學英雄。比較像是杜比菲、塞利納、亞鐸和貝克特筆下的

反叛英雄，把可憐偽裝成可笑，將殘暴偽裝於藝術的脈絡中，試圖在現代

都市文明中重現人性的成份。579而光槍同時也是愛欲或生命的偽裝，象徵

                                                 
576 蘿斯在 Claes Oldenburg中提到歐登伯格對當時美國社會的批評，接近馬庫色《單向度
的人》的論點，缺乏否定的能力。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61, n.3. 

577 Ibid. “When his intensions are best, he must appear the worst. I admire good people who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evil.” 

578 Joseph Cambell（民 86），《千面英雄》，朱侃如譯，（台北縣，立緒文化），頁 424-425 
579 Ibid. pp.58-59. 在秘魯史前時代出現一位名叫維拉可恰（Viracocha）的神祇，祂是萬物
的創造者、普世的上帝，日述說他現身塵世的傳說中，祂被描繪成一個衣衫藍縷、受

人辱罵的流浪乞丐（令人想起福音書中瑪麗亞和約瑟在伯利恆客棧門口行乞的情節）。

坎伯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Thousand Faces）中說：「這個神祇（維拉可恰）
完全了知手中受造物生命的痛苦，並完全明白這些痛苦的深刻與無所不在，以及祂創

造之自我欺騙、自我蹂躪、貪婪、憤怒世界中頭腦分裂的火焰，神祇默認以生命供養

生命的行為。」「出於對短暫生命的慈悲和愛，這位人中之人的創世者，鼓勵並支持

著苦海中的生命；他完全了知自己的作為，祂付出的滋養生命之水就是他眼中的淚水。」

詳見 Joseph Cambell（民 86），《千面英雄》，同前註，頁 152-156。歐登伯格一九五
○年末居住在布魯克林區時曾參與居民的街頭運動，也可以發現歐登伯格在《街道》

和《商店》展中，處處流露對社會邊緣人和無產階級的同情，一九六○年末還曾參加

學生街頭抗議。上述這一段神話中的傳說，也許可以說明歐登伯格深藏在心中的悲憫

之情，同時也藉由「偽裝的原創物」反擊中產階級對藝術品味與詮釋的壟斷，表現無

產階級的生活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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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登伯格的原欲－「生的本能」。因此對歐登伯格而言，光槍也許是最重

要的圖像，因為「它扮演歐登伯格重塑雕塑價值的關鍵角色：將肉體投射

到物體上...」580讓他可以在人體和物體上自由變換，不至於太過寫實或太

過抽象，在單純平凡的造形中，容納複雜隱晦的意義，以之喚醒物化、盲

從的美國社會，重建新的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與人性尊嚴。581依據

坎伯的觀點來看，歐登伯格的確像是神話中的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

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兒遭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

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582.

歐登伯格以光槍「射擊」都市環境，使生命、物質產生遽變，如同「上古

時代諸神的啟示（numen），點個頭即動搖了人的命運。」583金斯伯格甚

至認為：「被歐登伯格視為哈特‧克瑞內的『宗教槍手』（基督），光槍

不僅是藝術家另一個自我，也是救世者基督。」584 

 

歐登伯格除了在主題、材質、情感、藝術風格、哲學思想、形式和圖

像系統等方面廣泛探討物體藝術外，還從彼脫羅尼亞（Petronius）、史威

夫特、馬克‧吐溫、克魯亞克、阿爾及爾、漢斯伯里、克雷恩、塞利納、

韓波等等文學家，以及伯尼尼、林布蘭、哥雅、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莫內（Claude Monet）、布朗庫西、畢卡索、杜比菲、杜象、克

                                                 
580 Susan Ginsberg, op.cit., pp.97-98. “it provides the key to his reformulation of sculptural 

values: his projection of body onto object…” 
581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70, p.64. 
582 Joseph Cambell（民 86），《千面英雄》，朱侃如譯，（台北縣，立緒文化），頁 2。 
583 羅蘭‧巴特（民 86），前揭書，頁 63-65。羅蘭‧巴特在〈權勢與放縱〉中說明持槍
的歹徒不說一語，僅以手勢（扣板機）即可改變人的命運，其結構和神話中的諸神一

樣，「點一下頭，一切都解決了」。 
584 Susan Ginsberg,  p99. “Identified as Hart Crane’s “religious gunman” （Christ） by 

Oldenburg, Ray Gun is not only the artist’s alter ego, but also Christ the rede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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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帕洛克等許多巴洛克以降的藝術大師的思想、風格著手，作為藝術創

作的泉源，他和藝術傳統的關係，顯然要比同時代多數前衛雕塑家要密切

許多。而且從雕塑的主題來看，過去數百年來，西方雕塑家一直以人體為

創作對象，歐登伯格依然延續這個傳統，585不過卻以獨特的方式豐富此一

傳統，透過斷片的形式，將人物、建築、自然風景和靜物轉化於物體上，

同時處理這四個主題，586《軟性套鼓》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之一：

同時具有男女性的性徵，代表了科羅拉多峽谷的風景，倫敦貝特西公園中

類似馬戲團帳篷的建築，也是一件複雜的爵士鼓靜物。 

 

此外正式雕塑完成之前，歐登伯格也採用傳統大量製作小模型的研究

法，利用瓦楞紙板、泡沫塑料、帆布或棉布等不同材料，單獨或混合使用

觀察效果，並繪製局部、完整和不同環境、不同氛圍的素描稿。愛倫‧強

森甚至把他的《街道》、《商店》、《住家》等作品視為一個大型的系列

計畫，如同裝飾中世紀教堂的雕塑計畫案，並認為「對於美國六○年代的

雕塑發展，歐登伯格的創意在其中一些形式和態度上的轉變有直接的貢

獻。」587。 

 

                                                 
585 歐登伯格甚至在正式作品底定之前，會沿襲舊有的雕塑傳統，製作大量的小模型和素
描習作，這一點在現代雕塑家身上並不常見。詳見 Walter John Strachan, Towards 
sculpture : maquettes and sketches from Rodin to Oldenburg,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76） 

586 風景的主題可見於國旗系列－普林斯敦的街道、海岸線、《以鼻子為型的隧道口設計》
（Design for a Tunnel Entrance in the Form of a Nose）、《打字機橡皮擦像龍捲風》
（Typewriter Eraser as Tornado）、《聖路易山上的舌頭雲（有牌樓和巨大的葡萄麵包）》
（Tongue Cloud, over St. Louis（with Arch and Colossal Raisin Bread））《一個札記瓶和
一些遊記》等等。街景的主題《軟性曼哈頓 1》（Soft Manhattan #1）、《軟性曼哈頓
2》（Soft Manhattan #2）、《顛倒的城市》等等。 

587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50. “Oldenburg’s creativity has contributed directly to 
some of the changes in form and attitude which American sculpture has undergone in the 
sixties.” 



 253

是故以卡布羅所強調的「各項元素涉入多深」以及使用這些元素的「新

穎度有多少」的標準來看，歐登柏格不僅深度、廣度兼具，甚至還極有系

統地進行研究，當亞德里恩‧亨利（Adrian Henri）向金霍茲表示他要撰寫

一本有關總體藝術的專論時，金霍茲說：「你一定有一章是寫歐登伯格吧？」

588但亨利並沒有，他說基於對歐登伯格的重要性和多才多藝的尊崇，在單

獨的章節中是無法完整討論的。589 

 

歐登伯格從傳統出發，以庸俗的日用品做偽裝，開創了許多新的藝術

風格，例如觀念藝術便是從一九六○年初他和卡布羅的偶發藝術和環境藝

術衍生出來的；590一九六七年的《寧靜的城市紀念碑》屬於早期的地景藝

術（earthwork）591，歐登伯格說：「和水、空氣一樣，土也是一種空間元

素，而雕塑可以存在於其中。我關心的是幻想的實用功能，我想它會越來

越重要⋯ 在極為具體的雕塑藝術中，將無形之物視為創作媒材，雖然肉眼

看不見，但心眼看得見。它只能用想像的，絕對不能說出來－那個部分絕

對不能被找到，一定只能用想像的。」592；歐登伯格也在史帖拉的幾何式

成型畫布之前，便於《街道》提出有機造形的成型畫布概念；並創造一種

融混最低限形式和通俗用品的新類型。但歐登伯格最重要的成就，並非前

                                                 
588 Adrian Henri, Total Art: Environments, Happenings,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74）, p.36. “You are doing a chapter on Oldenburg, of course?” 
589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56. 
590 李賢文策劃（民 81），《雄獅西洋美術辭典》，王秀雄等編譯，（台北市：雄獅美術），
頁 188。 

591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56. 
592 Claes Oldenburg, Notes, New York, 1967. quoted in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p.56. 

“Earth, like water or air, is a spatial element in which sculpture may exist. I am very concern 
with a kind of useful function of fantasy, which I think will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 
Invisibility as a medium in the most concrete of arts-sculpture. Out of sight but not out of 
mind. It must remain imaginary. Secrecy is necessary－the piece must never be found. It 
must remain imag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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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種類型的研究或開創性觀念，依據蘿絲的分析，在後立體主義的雕塑

特質中，例如無相關元素的組合、大尺寸雕塑和主題性的創作，都曾在早

期的繪畫中出現。而歐登伯格最主要的貢獻，乃在於透過易於彎曲、變形

的布料，塑造鬆弛柔軟的外觀，利用地心引力製造隨機、偶然性造形，並

透過「自由形體的硬化」（hardening the free），593使地心引力－自動運作

具體化，成為「可見」的元素，創造了前所未見的軟雕塑。歐登伯格不斷

「尋求會自行變形的技巧」，594在軟雕塑中具有長線條的作品，像是《軟

性排水管》、《從袋子中散落出來的馬鈴薯條》（Shoestring Potatoes Spill out 

from a Bag，圖 138）、《軟性樓梯》（Soft Ladder，圖 139）、《鐵鎚》（Hammer，）

和《軟性剪刀》（Soft Scissors，圖 140）等等作品，經過佈置之後藝術家

便處身創作之外，由作品自行建構造形，讓地心引力的「自動運作」現象

具體化於軟雕塑上。此外，他還藉由軟雕塑容易變形的特徵，探討物體的

動力與動態問題，從物理的運動以至於心理的動力，廣泛且深入，美術史

中無人能出其右。歐登伯格還說： 

 

軟化可以被視為：和平主義者的願望獲得滿足（將汽車、光槍軟

化）、愉快地永遠躺在床上，或是享受嗑藥後的虛弱無力、支持異

性裝扮癖、泯除物我的分別與界限、破壞或反對名利的追求、一

種身體的投射、或是喚醒人們去注意非硬性（non-rigid）（飛船）

這個範圍巨大且被忽略的形式領域；不論你需要什麼，軟性形式

                                                 
593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136. 
594 Ibid., “search for techniques that will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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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慷慨。595 

 

軟雕塑猶如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寶庫，只要依據類型學上的特

徵，便可以廣泛地與客觀存在的對象結合。歐登伯格對軟雕塑的特性還有

一項極為特殊的描述，他說：「主體的表皮也被處理得很薄，用來製造參與

整個空間的幻覺（雖然是地心引力的效果），這個活體模型透過表皮和外

在環境產生交流，和沒有生命的物體合而為一。」596暗合了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機體哲學（Organistic Philosophy）中的認識論和自然觀。

懷海德認為人的身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無論何時何地均有意無意地與自然

交往，例如透過呼吸，人體、體外自然和二者互滲的經驗活動變成為無法

分割的有機整體。597對自然廣泛的了解與表現，使他超越帕洛克模仿自然

過程的「自我生成」（self-generated）598繪畫，不僅轉變了卡拉瓦喬「我描

繪自然」到帕洛克「我是自然」以來的寫實觀念，甚至將之提升為哲學思

辨的對象。599 

 

除了寫實之外，想像也是歐登柏格在作品中所要表現的重點，他說：「作

品的內容總是人類的想像，我認為在歷史上這種現象層出不窮，也遍存於

每個人的經驗中。我的目的是藉由真實的山巒和城市，表現人類想像的地

                                                 
595 Barbara Haskell, Object into Monument, p.57.“Softening may be seen as pacifist wish 

fulfillment（soft car, soft gun）, endless staying in bed, pleasure, as championing drugged 
impotence, transvestism, melting of barriers, subversion, as anti-ambition, as the projection 
of body, or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great neglected formal realm of non-rigid（airship）. 
Whatever is required－ soft is generous. 

596 參閱註 375。 
597 楊士毅（民 90），《懷海德哲學入門》，（台北市：揚智文化），頁 131-132。 
598 參閱註 189。 
599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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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600他相信想像力具有救贖的力量，即使在極端複雜和精明的包裝

下，依然流露他童稚般的真誠。歐登伯格把想像與現實融合在一起，並綜

合了巴洛克藝術、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偶發藝術、環境藝術、普

普藝術、最低限藝術、觀念藝術、地景藝術等等諸多風格於一身。601蘿斯

說：「由自己純真、充滿生命力和獨創性的洞察力，他推論出一套新的形式

語彙，為藝術史憑添了新頁。如此宏偉又樂觀的洞察力，證明了歐登伯格

卓越天分中具有拓展性、豐富性和歸納能力。」602並認為：「歐登伯格是唯

一對形式史有重大貢獻的普普藝術家。」603蘿斯同時以歸謬證法分析歐登

柏格並非純然的普普藝術家，也不是新達達主義者或達利風格的超現實主

義者，但並未確切論斷他的風格歸屬。金斯伯格則提出比較明確的剖析，

她認為歐登伯格的作品聚焦於人類經驗，以詩意的內容（poetic content）注

入變形的日用品中使之成為藝術品；對於強調愛欲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論而言，風格接近晚期的超現實主義和最早期的抽象表現主義；在主題的

文學性上貼近華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繪畫性上近似美國的都市畫

家。604倒是歐登伯格自己喜歡被稱為普普藝術家，不喜歡被歸類為抽象表

現主義者，605因為普普藝術家比較具有幽默感。因此，如同他在筆記中經

常反覆強調的－藝術品難以捉摸是很重要的，他說：「我的作品總是在兩個

                                                 
600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65. “The content is always the human imagination. 

This I regard both as historically constant and as universal among individuals. To present the 
geography of human imagination is my aim, with real mountains and cities.” 

601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s Soft Machine”, Artforum, June 1967, p.35. 
602 Ibid., “From the genuine innocence, vitality and originality of his vision, he has extrapolated 

a new vocabulary of forms that has already enriched the history of art. This vision is both 
grandiose and optimistic, it bespeaks the expansiveness and generosity, as well as the 
generalizing intelligence of the large talent.” 

603 Ibid., p.30. “Claes Oldenburg is the single Pop artist to have added significantly to the 
history of form.” 

604 Susan Ginsberg, Claes Oldenburg, op.cit., pp.40-41. 
605 Ibid., p.48, 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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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觀點之間游移，我最重視的是它的生命力。」606是故企圖將他定位

在某一藝術類型可能都將徒勞無功，因為他總是在作品中匯聚眾多的風格

與表現內容，並將真實的自然偽裝於表面元素之下。「英雄化身成瘋子」，

歐登伯格顛覆傳統由上而下的救贖行為與高談闊論，從卑微的物體中發現

豐富的藝術性、人性和神祕力量，他說：「你知道偽裝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例如其中一個目的是 / 我希望所有我的行動能成為典範。」607 

 

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除了前述形式與意義的多重性外，宗教意涵也

具有多種樣貌。前幾章討論過的基督教科學派信仰，見諸《果凍臉》、《軟

性冷漠的排水管》、《以瑞典電源擴充座為造形的小教堂計劃案》以及筆

記中的文字資料，608同時也分析過他對異教的護身符所產生的興趣。這些

信仰流露他救贖世人的理想，以及消除內心不安、追求平靜的渴望。一九

六四年歐登伯格於巴黎所做的筆記中有一頁《兩片豬排和穿胸罩之乳房的

比較》（Pork chops compared to breasts in brassiere），他註記這幅作品時說：

「起初我在造形和肌理上進行比較，事後才想到其中食人的涵義，也許是

這個因素的關係，讓我懇求上帝（「上帝」（dieu）從「二」（deux）發展

而來）」庇護我不要有錯誤的想法。」609一九六九年和迪士尼公司合作後

列了一張工作類型分析表，記載畫家獨立創作和共同合作的差異，第八項

                                                 
606 Claes Oldenburg, Store days, 1967, p.51. “My work is always on its way between one point 

and another. What I care most about is its living possibilities.” 
607 Ibid., p.142. “you know that disguis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me, for the purpose of example. 

I wish all my actions to be exemplary.” 
608 參閱第三章第 182，183頁。 
609 Claes Oldenburg, Notes in Hand, （New York: E.P.Dutton, 1971）. “I first made the 

comparison in terms of shape and texture, and only afterwards realized the cannibalistic 
implications, which probably led me to invoke God （‘dieu’- as a progression from ‘deux’） 
to protect me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wrong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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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藝術家在工作室創作就像上帝（和自然同一），與技術人員合

作則很難成為上帝（從自然中孤立出來）」。610創作《帝國（爸爸）光槍》

和《軟性氣流引擎》時認二者都是護身符，可以保護平安、免除恐懼。 

 

此外，歐登伯格認為人造物看起來實在很像人類，對稱的、像臉一樣

的、像軀幹似的，並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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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他把人體、建築、風景融入物體，進一步將自己

與物體視為同一，在形式與圖像系統的家族相似性連結下，使他的物我同

一隱喻了萬物有靈的思想。612萬物有靈論又稱泛靈論，是一種十分古老的

思想觀念，也就是將一切事物現象精靈化，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精靈的

控制之下，並且相信生物死後靈魂繼續存在，用精靈、靈魂來解釋夢境中

的特殊感受、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從世界不同地區文化的發展規律來看，

雖然自然崇拜的觀念起源較早，也是「萬物有靈論」的主要形式。但不論

物體崇拜或自然崇拜，都顯現早期人類對萬物的認識，乃透過主客體互滲

的思維模式，認爲一切事物具有靈性的，一切客觀對象都可能被人格化而

成爲有特殊指向的神靈。歐登伯格萬物有靈的思想可能來自二個方向，其

一是他對母親偏好的瑞典堡派（ Swedenborgianism） 613、屬靈主義

                                                 
610 Maurice Tuchman, p.269. 
611 參閱第三章，註 393。 
612 Walk Art Center, Oldenburg: Six Themes 〔Exhibition〕, （U.S.A.: Walk Art Center, 1975）, 

p.10. 
613 瑞典堡派由瑞典堡（Emanuel Swedenborg）所創。瑞典堡為瑞典哲學家、科學家，兼礦

學專家，自稱曾獲得上帝的直接啟示，於是致力於聖經及神學的研究，反三位一體，

反因信稱義，主張在創造之前根本沒有三位一體，反對救贖論，被視為路德會的叛徒，

他的追隨者根據他的教誨創立了「新耶路撒冷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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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ism）614和靈迴魂輪（metempsychosis）等神秘經驗有無比興趣，

615其中的非理性存有（irrational being）最吸引他的注意，他曾說：「我最

想參與降神術（séances）和靈魂書寫（spirit writing,又稱鬼畫符）這種活動。」

616。另一個來源可能是韓波的《靈光集》，韓波首先在文字上實驗了他「我

願成爲任何人」的狂想。在一齣齣小戲劇中披著華麗的面具、彩衣輪流上

場的角色們：巫師、戲子、殺手、流浪者、國王、精靈等等，都是韓波自

己的化身；而在這流動之中他重新審定了世間的美，爲之訂立了一個靈視

者的新標準。歐登伯格的萬物有靈，幾乎可說融合了這兩者的特色，而具

有神秘主義的色彩。他的神秘主義屬於一種複合式的神秘主義。依據上述

降神術的說法，主體與靈體合而為一，希冀獲得某種神啟，比較接近巫祝

論神秘主義617。另一方面，歐登伯格和其所謂的「人造的自然」－物體合

而為一，顯然類似於自然論神秘論的觀點。618甚至類似東方哲學中天人合

一、天人交感或梵我合一的思想，人與自然構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大自然」。

619許多宗教經典或傳說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例如阿帕契印地安英雄「敵人

殺手」（Killer-of-Enemies）說：「地下、天上、四季與水域確實都是我的身

體。我無所不在」《古蘭經》經文中說：「雖然祂潛藏於萬物中，不論你轉

                                                 
614
 大衛（Andrew Jackson Davis）是屬靈主義的創始人，主張人天生便有與靈界溝通的欲
望，他在十九世紀中葉組織了「屬靈派主日學校」。學校創立未幾，紐約州海德斯非城

有一對弗克斯（Fox）姊妹，在家中聽到敲擊的聲音，她們立刻感到這是來自靈界的信
號，使她們的降神會非常出名，吸引許多人的加入。 

 
615 Ellen Johnson, Claes Oldenburg, 1971, p.12 
616 Ibid., p12. “One thing I want to get in is the idea of séances and spirit writing.” 
617 關永中。〈神秘主義及其四大類型〉。《當代》第 36期。（台北市，1989.04）。頁.46。 
618 依據蔡納爾（R.C. Zaehner）的分類，自然論神秘主義的特色在於主張個體與大自然合
為一體，凡體驗到自己與宇宙萬物為一體者，視為自然神秘家。歐登伯格和其所謂的

「人造的自然」--物體，顯然類似於自然論神秘論的觀點。王六二（民 91.10），〈神
祕主義的類型學課題〉，《宗教哲學》，Vol.8 No.2，（臺北新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
研究社），頁 28。 

619 楊士毅（民 90），《懷海德哲學入門》，同前註，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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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何處，阿拉無所不在。」諾智派有一段警語寫道：「劈開一塊木材，耶穌

就在那兒。」620因此歐登伯格萬物有靈論中所包含的造物者思想，621是極

為明顯的。 

 

神秘主義在本質上和精神分析學具有共通性，都期望藉由對立的消

解，獲得身心內外的平靜與統一。布朗說： 

 

精神分析、神秘主義、詩、機體哲學、費爾巴哈、馬克思－這是一堆

雜亂的集合，但正如赫拉克利圖斯所說，看不見的和諧強於看得見的

和諧。所有這一切的共同點是一種意識方式，這種方式只能稱之為辯

證的想像。……它奮力突破邏輯矛盾律所強加的總總限制。622 

 

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正築基於邏輯矛盾律的突破，以作品的形式意義，構

成一個彼此之間血脈相連的世界家族，一如赫拉克利圖斯所追求的宇宙和

諧。赫拉克利圖斯認為整個宇宙的和諧，統一在思想界、理想界或宇宙法

則（Logos）的境界，下面的表象都屬於「萬物流轉」；在「萬物流轉」裡，

出現了各種不調和或矛盾相對的東西，就整體而言，是一個雜亂無章的世

界，可是在這些眾多雜亂無章的感官世界中，可以抽出一個原理原則－宇

宙法則，它可能是「精神」、「道」、「語言」或是「思想」，同時能夠

                                                 
620 Joseph Cambell（民 86），《千面英雄》，同前註，頁 155。 
621 此處的造物者甚至可以和成六、七○年代藝評家稱歐登伯格為 object-maker 聯想在一
起，不同的是歐登伯格著重於藝術的物體的創造。 

622 Norman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1966, 
pp.318-319. “Psychoanalysis, mysticism, poetry, 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 Feuerbach, 
and Marx－this is a miscellaneous assemblage; but as Heraclitus said, the unseen harmony is 
stronger than the seen. Common to all of them is a mode of consciousness that can be called
－ although the term cause fresh difficulties－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struggling to 
circumvent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formal-logical law of con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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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有的對立、矛盾變成統一。623歐登伯格也有相同的認知，他說：「我

醞釀無秩序和反形式，然後把他變成一個形式（並非勉強它）事實是無秩

序的，並且是反形式的，混沌的…」624他以單純的形式系統，表現造形藝

術上的「道」，統攝他遷流變化不息的物體藝術。坎伯（Joseph Campbell）

曾說：「生命中的任何行為都會產生對立的結果」625反之若將這些對立的

行為統合起來，是否可以模擬出生命的整體？我想這正是歐登伯格的企

圖，因為他的物體藝術也是他身體局部的對應，626有些是軀幹、有些是腿

部、有些是頭部，他也曾說他的作品整體看起來「好像在拿一個大餅，一

次拿一部分，漸漸加起來就變成整個大自然的全景。」627 

 

在歐登伯格幽默含蓄的諷刺性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隱含著自我壓抑與

死亡的恐懼，從無害、不具殺傷力的光槍、柔軟沒有攻擊性的氣流引擎，

到《鬼屋》（The Haunted House）中不會割傷任何人的紙製玻璃以及飛出

窗外的泡沫橡膠磚頭，歐登伯格將暴力解構成神秘的能量，就像海瑞門

（George Herriman）的《發了瘋的貓》（Krazy Kat），喜歡被老鼠丟磚塊，

不僅毫髮無傷還會因為老鼠的關心而露出感謝的心型旋渦線，628這種烏托

邦式的幻想，營造沒有任何暴力與死亡的世界，以欲望的置換和幽默的方

式將有害變形為有益，營造內、外在全然和諧的環境，不禁令人莞爾。布

朗在《生與死的對抗》中指出，受壓抑的愛欲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其根本

                                                 
623 鄔昆如著（民 73），《希臘哲學趣談》，（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頁 62-65。 
624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p.136. “I cultivate disorder and anti-form and the turn it 

into a form（not forcing it）. Truth is disorder and anti-form, chaos...” 
625 坎伯（民84），《神話》，朱侃如 譯，（台北新店，立緒文化），頁335。 
626 Claes Oldenburg, Proposals for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1965-69, p.31. 
627 參閱第三章，註 203。 
628 Coosje van Bruggen, “The Haunted House”, in A Bottle of Notes and Some Voyage,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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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人對死亡的逃避，使人走出這場惡夢的唯一途徑就是重建生與死

的統一，那將是一種生命的安寧狀態滿足，一種完滿的、無壓抑的生命狀

態，也是一種自我滿足、自我肯定的生命狀態。629此烏托邦式想像也類同

於馬庫色以性欲衝動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保有愛欲的能

量，超越自身的直知對象（immediate object），並促使原本缺乏和反愛欲

關係（non- and anti-erotic）的個體，能有正常的愛欲關係，唯有消除對人的

本性的壓抑、解放愛欲，才能反抗殘暴、病態的現代西方文明，使「快樂原則延

伸至意識層面，愛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理性。理性成為維持滿足秩序

的東西。」630 

 

因此我們可以說歐登伯格的物體藝術，是一個泯滅生死界線，融合現

實與想像的烏托邦，在其中他可以盡情扮演社會治療師、視覺藝術家、靈

媒、巫師或上帝等不同角色，並利用各種材質、形式、情感和尺寸等等矛

盾對比，創造許多令人擊節的作品，充分展現一個總體藝術家的努力與嘗

試，並將之延伸至哲學和神學整體論的試探，所呈現的不僅是總體藝術的

形式發展史，也是一部個人的經驗史、思想史和生命奮鬥史，甚至是美國

                                                 
629 Norman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1966, p.91. 
歐登柏格烏托邦式的幻想，看起來深受布朗深刻的影響。布朗在這本書中，也表現出

對於社會的失望和不滿，他對現代文明及其成果採取否定的態度，抱著嚴肅而執著的

態度，致力於探索未來的出路，最終也走向對自由、無壓抑的生活的一種烏托邦式的

想像。 
630  Barbara Rose, Claes Oldenburg, 1960, p.176. “The pleasure principle extends to 

consciousness. Eros redefines reason in his own term. Reasonable is what sustains the order 
of gratification.”1955年，馬庫色出版了他最具原創性的一本書：《愛慾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大膽地嘗試把弗洛依德關於在現
代文明中愛欲受壓抑的觀點與馬克思關於勞動被異化的觀點相結合，以此批判資本主

義的社會現象，描繪了一個無壓抑的社會輪廓。馬庫色認為，人對人最有效的統治和

摧殘（例如集中營、大屠殺、世界大戰和核武器）正好也發生在人類物質和精神高度

發達，彷彿能建立一個真正自由世界的時刻。然而高度文明的代價，卻是人的不自由

和愛欲的壓抑。 



 263

消費文化的圖像史。 

 

後記 

普普藝術和達達藝術經常被藝評家相提並論，杜象也曾說過，新達達

－亦即一般所謂的新寫實藝術、普普藝術、集合藝術等，是達達的灰燼復

燃而成的。的確，杜象的藝術觀念激勵了普普藝術、動力藝術、物體藝術、

廢物藝術（Junk Art）、集合藝術（Assemblage Art）、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偶發藝術和觀念藝術的誕生，631但是杜象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內涵卻

依然是個謎，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意義」632，至於那些受到杜象影響的

西方藝術家，或許只是被他們自己對杜象作品的理解所啟發，而非杜象的

本意。 

 

李長俊在〈杜象隱匿之處－東方神秘主義之線索的發現〉中，根據杜

象的書信和筆記，發現他和佛教哲學與老莊思想有密切關聯，他經常強調

「沒有立場的立場」、「你高興怎麼聯想就怎麼聯想」，633甚至在蘇黎世的達

達藝術家身上也流行這種論調，例如查拉（Tristan Tzara）在「威瑪結構主

義者大會上」（The Weimar Constructivist Congress, 1924）致詞時說，達達

是「回到一種類似佛教一般無關心狀態」「莊子跟我們一樣達達。如果你認

為達達是一個現代派，或是現代派的反動，那你就錯了。」634就此而言，

                                                 
631 李長俊著（民 87），〈杜項隱匿之處－東方神秘主義之線索的發現〉，《現代美術學
報》：第一期，頁 7。 

632 同上註。 
633 同上註，頁 9。 
634 同上註，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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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杜象、凱吉635、卡布羅到歐登伯格，從達達主義到普普藝術之間，東方

神秘主義－禪宗與老莊思想，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而目前西方藝術史

家多半仍從二元論以及精英主義的觀點加以評論，欠缺從東方多元宏觀的

視野加以串聯，這是本論文未來可以繼續探索的方向。 

                                                 
635 杜象和凱吉的交情極好，兩人還是圍棋的棋友，至於兩人是否談禪論道，尚待進一步
求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