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理論組 

碩士論文 

 

 

 

 

日常生活審美化與超現實主義： 

以 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為例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Surre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1938 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 

 

 

 

 

 

指導教授：楊永源教授 

研 究 生 ： 黃 婕 安 撰 

中 華 民 國 106年 6 月

 



i 

 

摘要 

 

  本文根據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日常生活批判》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一書之立場，將日常生活批判看作一種整體性的社

會改革，並探究日常生活如何透過重置「常」與「異」的分界，來實現僵化現代

生活的解放，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殖民式經濟系統。 

 

  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透過各種技術使得日常生活逐漸產生異化，若要掀

開異化的面紗，就必須以「完整的人」為目標，對日常生活進行批判和重建。基

於資本社會的發展和藝術活動相互影響的前提，以及超現實主義致力於日常中各

種客觀機遇的發掘，與列斐伏爾的批判意識相近，本文在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

判理論的基礎上，以〈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為研究對象，討論超現實

主義如何透過物件的「無效性」和「神奇」，來協調與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

最後再以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作結，討論「讓生活成為藝術品」與

20 世紀現代性轉向的關係。 

 

 

關鍵詞：列斐伏爾、超現實主義、日常生活批判、資本主義、1938 年國際超現

實主義展覽、異化、完整的人、神奇、廢墟、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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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by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this study regards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as an integrated social 

reform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everyday life realizes the liberation of rigid modern 

life and the colonial economic system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by reset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Lefebvre argues that capitalism has made everyday life gradually characterized 

by alienation through various techniques. To lift the veil of alienation, setting “the 

total man” as the goal is necessary for conducting the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society is 

mutually affected by artistic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discovery of the objective hazard 

in everyday life that surrealism has focused on is similar to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Lefebvre, this study takes the 1938 International Surrealism Exhibition as the 

subject to discuss how surrealism coordinat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through the useless and marvelous objects based on Lefebvre’s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heory. In closing, Lefebvre’s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is used to 

conclud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tting everyday life 

become a work of art” and “the modern turn in the 20
th 

century.” 

 

 

Keywords: Henri Lefebvre, Surrealism,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capitalism, 

1938 International Surrealism Exhibition, alienation, the total man, 

marvelous, ruin, manneq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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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日常生活作為人類生活的最基本形式，在時空的推移中呈現各種面貌，與人

類的作息、感知、行動相互交織，並在片斷瑣碎的視野中累積成為生命記憶。然

而，所謂的日常脫離不了食衣住行與柴米油鹽的現實包袱，當生活被規律單一的

事件所佔據，是否就只能如同一齣反覆上演的劇碼般無聊乏味？日常中的「常」

與「非常」如何透過不同的視野與分析被認識？超現實主義以日常物件組合而成

的現成物作品，如何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建立起連繫？被資本主義社會視之為無利

生產的「無用」之物，在 20 世紀初期的藝術創作中又扮演著什麼角色？ 

 

    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以「完整的人」（total man）的建構為目標，指出「真正的

日常生活批判將把人（現實的和可能的）與資產階級的墮落之間的分離作為它的

主要目標，並且將暗示一種日常生活的復興」。1在 Lefebvre 的詮釋下，看來單調

重複的日常生活實則隱含著深刻的內容，除了作為一種零散而難以歸類的生活經

驗而存在，也展現了社會龐大架構下各個場域相互作用的痕跡，以及人類的行動

與思考。換言之，Lefebvre 將日常生活視為一種問題意識，一種批判方法，透過

見微知著的視角將日常看作是生命的元素，2進一步實現僵化現代生活的解放，

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控制與殖民式的經濟系統。而也正是由於日常瑣碎而容

易被忽略的特質，使其得以從典範的框架中逃逸出，發揮意料之外的革命潛能。 

 

                                                 
1
 ‘The tru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will have as its prime objectiv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human 

(real and possible) and bourgeois decadence, and will imply a rehabilit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1947]), 127. 
2
 「生命的元素」（Everyday life is the vital element.）一詞出自 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196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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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實證主義所主導的主流社會學界，長時間以來並沒有將瑣碎、乏味、規律

的日常生活視為一個重要的對象加以關注，這股風氣在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思想

史上亦然。3因此，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便發表了《日常生活批判》的 Lefebvre

將日常生活研究從社會學的分支中獨立出來，並致力於方法學的建制，引起了筆

者初步的好奇。在他的眼中，這種將日常生活視為無關緊要之物的態度，正是一

種日常生活異化的證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奠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之上，

然而並沒有將理論侷限在生產勞動的層次，以及上下層建築的經濟內在矛盾之中。

日常生活作為各種社會關係、思想、欲求交錯的匯聚地，並不僅僅是社會中的一

個次系統，更像是一種精巧的工具，Lefebvre 看見了隱藏其中的顛覆能量，認為

生活可以透過擾動線性的時間序列與瞬間（moment）的感知，重置「常」與「異」

的分界： 

 

瞬間不能透過日常生活來定義，但它也不能完全脫離日常生活而得到定

義。它賦予日常生活一種特殊的輪廓，但如果脫離了日常的脈絡，它就

是空洞的…瞬間不會無故地出現在某時某地。它是一種節日，一種驚奇，

但不是奇蹟。節日只有在它用瞬間點亮單調混沌的日常時才產生意義。

4 

 

換言之，瞬間隱藏在日常的脈絡中，但它的光芒與否是透過日常如何地反覆無聊

來決定的，透過隱藏其中的永恆性（timelessness）和瞬時性（instantaneity）一

                                                 
3
 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是以有系統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切入社會科學的研究，強調以科學、數據或

量化的研究來分析社會現象，這種社會學研究的範式（paradigm）在 20 世紀初期達到高峰，但

是同時也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等學者的批判，指出這種詮釋學違反了康德方法學作為人文科學研究

的傳統，以及啟蒙運動最初所主張的「科學與人類價值中普遍的真理」。詳見 Tejera, V., Lavine, T.Z. 

(Eds.), History and Anti-History in Philosophy,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9). 
4
 ‘The moment cannot be defined by the everyday or within it, but nor can it be defined by what is 

exceptional and external to the everyday. It gives the everyday a certain shape, but taken per se and 

extrapolated from that context, this shape is empty.’ ‘The moment does not appear simply anywhere, at 

just any time. It is a festival, it is a marvel, but it is not a miracle. Festival only makes sense when its 

brilliance lights up the sad hinterland of everyday dullness in one single moment.’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2002[1967]),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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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兩面，諸如厭惡、震驚、欣喜、恐懼等知覺衝擊的瞬間，來打亂穩定前進的日

常節奏，阻斷當下的連續性。5因此，瞬間是打破單調性而使生活得到解放的特

殊時刻，亦是革命的一種形式，得以填補工具理性所主導的科層社會與真實社會

間的鴻溝，更進一步跨足社會變革與改造。6 

 

    所謂碎片即是總體的縮影，這種以小觀大的批判模型，以及將生活本身視為

文化生產與社會改革的場域的作法，激起筆者將日常生活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來切

入超現實主義的構思。回顧動盪而多變的 20 世紀初期歐洲社會，作為前衛藝術

的超現實主義透過各種批判和挑釁的行動，來回應政治和文化危機，更企圖扭轉

資本主義異化社會下藝術生產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從日常中「常」與「異」

交錯的面向來看，學者班．海默爾（Ben Highmore）的詮釋或許能提供一條連接

的路徑，在《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002）中他提到超現實主義與現代生活的關係： 

 

對於把日常理論化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是生產出一種合適的揭

示日常現代性的形式的問題。…被稱為藝術先鋒的那些人似乎提出了一

套形式工具，用以紀錄這個混沌一片、分崩離析而又完全新異的世界。

7 

 

這套形式工具在 Highmore 看來即是從立體派以降的前衛派所關注的「陌生化」

（to estrange）策略，包括拼貼、蒙太奇、分類、並置、挪用等創作手法，將習

以為常的日常改造成為奇異化的「非常」，將感官投擲到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曖

昧狀態。這種陌生化所產生的火花，在布列東的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o 

                                                 
5
 Anthony Elliott, Bryan S Turner (eds.), Profil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Ltd; 1 edition, 2001), 228. 
6
 Jane M. Gaines, “Everyday Strangeness: Robert Ripley's International Oddities as Documentary 

Attractions,”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33.4 (2002): 781-801.  
7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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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rrealism, 1924）中是透過並置（juxtaposition）的手法來完成的，他認為，當

兩個並置的詞彙或物件的屬性差異越大，意象之光（lumière de l'image）的火花

就越光亮，最鮮明的意象都只在瞬間曇花一現，如同縫紉機與雨傘在解剖台的偶

然相遇，並在出奇不意之所在解放了世俗的疆界。8作為歷史前衛主義的角色，

超現實試圖透過不相干之物的組合來創造「驚愕」，以喚起觀者內心日益貧乏的

感知世界，並將藝術整合進生活中。 

 

    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嘉德納（Michael E. Gardiner）的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中，他指出，超現實對資本主義邏輯控制以及啟蒙理性的反省，早在 18 世

紀浪漫主義時期對於工業文明的抵抗中萌芽，但由於 20 世紀戰爭所帶來的制度

毀壞以及布爾喬亞階級價值的掏空，使得他們的行動更加顛覆而接近虛無主義

（nihilism），並進一步主張透過「整體的概念」（concept of totality）去批判生產

體制，而這個所謂的「整體的概念」指的就是此時此刻的日常生活。9
Gardiner

接著引述文化研究學者 Stewart Home 所言：「20 世紀烏托邦式理想的基本特質越

來越顯著。他們的目標不只是整合藝術與生活，而是全體人類的活動。他們批判

分離的社會，並抱持著整體的批判概念。」10在這個脈絡的詮釋下，超現實主義

的技術與美學現代性的精神，與象徵秩序的轉變，以及社會體制的建構相互牽引

而作用，也回應了 Lefebvre 將日常生活批判看作一種整體性的改革的看法。 

 

    藝術與生活關係的論辯在 Lefebvre 的理論中亦佔有重要的位置，他認為，

作為一種消除異化的手段，「讓生活成為藝術品」11是解放平庸日常的第一步，

                                                 
8
 Gavin Grindon,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Henri Lefebvre's revolution-as-festival.”, in Third Text, 

Vol. 27, No. 2, 208-220. 
9
 Michael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 edition, 2000), 24-26. 

10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wentieth-century Utopianism become apparent. The partisans of this 

tradition aim not just at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life, but of all human activities. They have a critique 

of social separation and a concept of totality.’ in Stewart Home, The Assault On Culture: Utopian 

Currents from Lettrisme to Class War, (London: Aporia Press and Unpopular Books, 1988), 5. 
11

 ‘Let everyday life become a work of art.’ in 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1968]),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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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審美化將使人不帶有功利目的性地去觀察周遭事物，擁有精神富裕的日常

生活，並還原為自由的人；藝術世界源於真實存在的生活世界，透過相互的影響

與滲透成就一件件的藝術品，「藝術以想像、個性、多變和短暫來反抗刻板的日

常生活，使生活模仿藝術。藝術超越日常生活是為了更好地進入、重塑日常生活。」

12透過詩性與感性的回歸，藝術與「瞬間」的光芒同樣擁有救贖的功能，因此日

常可以是無聊、反覆的週期循環，亦可以是施展奇異化的所在，在這個層面上，

Lefebvre 與超現實主義試圖將平凡化為不凡的「超現實之眼」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之處。事實上，由於早年與超現實主義者的來往，其「陌生化」（to estrange）的

理論建構亦受到影響，例如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提到的德國劇作家貝托

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與「史詩劇場」（epic theater）：13
 

 

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專注於日常生活，或者說平民大眾（不只是作為個

體的大眾，還有事件和行為的瞬間與時刻）。…它打破了自然主義劇場

模仿生活的幻象。它並沒有試圖淨化日常生活；然而卻闡明了自身的矛

盾。透過這種過濾的方式，擺脫了其脆弱的部份，只留下迷人和魔幻。

14 

 

在布萊希特看來，如果劇場藝術停留在模仿日常幻象，將使觀眾被情緒性的符號

所箝制，彷彿是全然被動地接收台上的劇情，剝奪了觀眾做為能動主體的可能。

因此積極的作法是打破傳統戲劇的框架，將那些發生在「街角的意外場景」融入

                                                 
12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235。 
13

 Bertolt Brecht 認為劇場應該懷有改造社會的目的，所謂的「史詩劇場」劇本不應當寫實描繪
日常，而應該營造疏離的效果（或譯作陌生化），使觀眾不只是被動地接收劇情，而被鼓勵去評
斷及思考。詳見 Stephen Ross, Modern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Debate, (Routledge; 1 edition, 2008), 

71-73. 
14

 ‘Brecht's epic theatre immerses itself in everyday life, at the level of everyday life, in other words at 

the level of the masses (not simply the masses of individuals, but the masses of instants and moments, 

of events and actions). Thus it appears as a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art of the theatre. It breaks with 

the theatre of illusions as it does with the (Naturalist) theatre which imitates life. It does not purify the 

everyday; and yet it clarifies its contradictions. In its own way, it filters it. It throws its weak part away: 

the magical part.’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1947]), 23.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spv=2&biw=1366&bih=643&q=Bertolt+Brecht&spell=1&sa=X&ei=ClQ-VdezLYXJmAW6zYGwDw&ved=0CBgQvwUoAA
https://www.amazon.com/Henri-Lefebvre/e/B001HD3BAA/ref=dp_byline_cont_book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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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15來製造既模稜兩可又冷漠的效果，透過劇情的安排讓觀眾重新聚焦在平

常慣於忽略的事物，使觀眾變成具有批判意識的觀察者而非單純的閱聽者。布萊

希特認為，戲劇中的角色都是一個個承接社會脈絡的客體，因此戲劇的創造行為

也並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所指的精神狀態，而

是一種社會關係，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淨化觀眾的心靈，而是去詮釋、改造這個

世界。16這種既敏銳又抽離的旁觀者視角，一方面回應了 Lefebvre 消除異化的立

場與「完整的人」（total man）的建構，同時也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提供了一個

思想借鏡。 

 

    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在《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裡的功能》

（Funktionen der Bildenden Kunst im Spätkapitalismus, 1973）中也提到，綜觀未來

派、達達延續到超現實主義最基本的態度，在於他們「視其所生產的不只是藝術，

而且把生產和活動放在對『藝術與生活』的反思裡。」17並對於當時代的價值體

系、認識論以及意識形態提出回應和批判。這些繼承立體派、未來主義、達達等

遺緒之各式創作手法在藝術史中常常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

精神分析理論架構被書寫，相形之下透過「社會文化批判」這個路徑來進行的研

究則顯得較少，18基於資本社會的發展和藝術活動之間始終保持著互相滲透的共

構關係，以及超現實戮力於日常中各種偶然與機遇的拼貼，與 Lefebvre 的時間、

空間感意識相近，初步啟發了本文將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理論拉入超現實主義

                                                 
15

 「街角的意外場景」來自布萊希特曾經以車禍意外目擊者的例子，來解釋 The Street Scene 的

概念：「旁觀者或許沒有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或者他們只是簡單地同意，或是『以不同方式來看

待事物』；關鍵在於旁觀者透過這個方式同時扮演了駕駛員和受害者，因此能夠塑造出對於這場

意外的看法。」布萊希特認為這種出乎意料的事件，能夠喚起觀者對生活乃至於社會的評判意識，

而這也正是史詩劇場的社會功能。原文為 The bystanders may not have observed what happened, or 

they may simply not agree with him, may ‘see things a different way’; the point is that the 

demonstrator acts the behavior of driver or victim both in such a way that the bystanders are able to 

form an opinion about the incident. See Stephen Ross, Modern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Debate, 72. 
16

 張雅琳，〈一場反客為主，還劇於民的劇場革命〉，文化研究@嶺南，第 35 期，2013，頁 107-121。 
17

 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著，吳瑪悧譯，《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裏的功能》（臺北：遠

流，1996），頁 5。 
18

 Michael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Routledge: 1 edition, 2000), 24-4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0%B3%E7%91%AA%E4%BF%90&f=author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22Michael%20Gardiner%22;jsessionid=C4B0408AD0E70AB3B2117E5605A24B80.prodny_store02-7?Ntk=P_key_Contributor_List&Ns=P_Sales_Rank&Ntx=mode+matc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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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想法，在兩者之間建立起比較與辯證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將超現實的討

論從常見的創作手法分類、潛意識分析的層次，延伸到社會結構和生活場域與藝

術行動如何互相影響與共生，這樣的取徑或許更能將藝術史研究從單獨作品的討

論，及自給自足的框框中帶往生活實踐中的各個角落，產生更積極的意義。簡單

地說，重點不是歸納超現實使用了哪些創作技術，而是這些創作技術作為一種針

對日常生活所進行的社會行動，其目標為何、企圖所在。 

 

    啟發本文的動機與本文的立場如下：日常生活作為一種被大敘事所淘選剩下

的殘餘物、或毫不起眼的規律事件，如何透過時間與空間的重組來翻轉現實社會

的秩序；重組與並置的手法在藝術史敘述中早已成為典範，然而若作為一種民俗

誌、社會學式的超現實研究時，是否有成為另一種新的方法論的可能？此外，欲

將超現實主義與日常生活批判產生聯繫，回顧兩者在理論建構的相互影響只是第

一步，本文還必須先處理拼貼技法作為一種廣義的社會事件，如何貫穿整個 20

世紀的藝術發展；平凡無奇的事物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產生布列東所談到的「火花」；

以及失去實用功能的「無用之物」背後所蘊藏的潛能及顛覆性。筆者將抱持著這

樣的提問進行案例分析，並觀察這些技術如何以「戰術」之姿滲透日常生活的邊

隙，改造人們的感官與視野。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基礎上，以超現實主義展覽及現成物作品為對

象，討論超現實作為社會場域中的一項文化行動，如何透過物件的無效性來克服

相互分離的知識領域，協調與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超現實主義從 20 世紀

初葉發跡到 1950 年代逐漸沒落的過程中，歷經過不同時期的思想與目標轉向，

由於主題及篇幅的限制，筆者將聚焦於一次世界大戰到 1930 年代間超現實主義

的鼎盛時期，透過回溯此時期的歐洲社會現況，將作品放入產出時空的脈絡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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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運動尚處於前期的爆發力當中，其革命性尚未被大眾

文化及學院體制收編，在本文的研究目標為前提下顯得格外具有討論價值。 

 

然而，超現實作品涵蓋文學、繪畫、攝影、雕塑、電影等領域，若逐一細談

恐有失焦的風險，因此筆者將鎖定 1938 年於巴黎舉行的〈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

義展覽〉與展覽中出現的「現成物」（ready-made）作品，從中衍伸出與日常生

活實踐相關的子題討論，再進一步分析這些行為如何以「戰術」（tactics）之姿，

滲透並抵抗資本主義異化社會的統御。而現成物在眾多研究對象中成為本研究的

切入點，理由如下： 

 

  其一，關於日常感的藝術實踐與展演，20 世紀現成物的發展脈絡可謂相當

重要的研究材料，現成物作為一種廣義的拼貼形式，滲透了人與物、人與環境的

邊界，沿著達達主義、未來主義、立體派藝術一路向上回溯，早在 1912 年畢卡

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的拼貼作品《有藤椅的靜物》（Still Life with Chair 

Caning, 1912）中便透過印有藤編圖案的油布，將現成物的概念合併入畫作之中。

19
1913 年的作品《小提琴與水果的靜物》（Still Life with Violin and Fruit, 1913）則

持續著這樣的嘗試，除了挑戰西方繪畫史從文藝復興至 19 世紀以來繪畫作為一

扇通往真實的窗戶的原則，也放入了更多來自日常生活的碎片，包括從報紙撕下

來的紙張、從書本中取出來的蘋果和梨子彩色插畫等。並且，這些報紙碎片上的

內容也非隨意為之，透過瑣碎的醫學、金融、分類廣告、運動新聞及社會案件，

                                                 
19

 《有藤椅的靜物》（Still Life with Chair Caning）被公認為是藝術史中最早的現成物拼貼作品。

Marjorie Perloff 則認為拼貼的技巧至少早在 1908 年的立體主義繪畫中就被預示了，例如畫家在

作品中畫了許多釘子、吉他絃、信封等物件，造成晃動、曖昧不明的表面。這種創作手法在之後

被未來派、達達和超現實所採用並擴充，在語言文字和視覺藝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蒙太

奇、構成（construction）、組合物（assemblage）、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等概念，以及二

戰之後的抽象表現主義、斑點派（Tachisme）、非定形繪畫（Informel，或譯物質繪畫）都可以被

視為拼貼的同源物。詳見 Eddie Wolfram 著，傅嘉琿譯，《拼貼藝術之歷史》（臺北：遠流，1992），

頁 179-222；或 Perloff, Marjorie. “The Invention of Collage”, in The Futurist Moment: Avant-Garde, 

Avant-Guerre, and the Language of Rupture,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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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畫面上其他物件共同構成 1912 年巴黎的日常生活情景。20立體派拼貼與挪用

的傳統在隨後的杜象與達達歷經了變形與轉化，透過隨機性的動作來抽空對象原

有的意義，使得作為「藝術物件」的現成物與隨意的日常物件之間的界線逐漸模

糊，並一路延續至 20 世紀的普普、貧窮藝術與觀念藝術。 

 

    其二，現成物與拼貼的運用在 20 世紀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課題中，同樣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Gardiner 曾言，這些技術與現代生活的碎片化特質具有高度

的關聯性，「拼貼的目標將人類從過去為生存而憂慮的噩夢中解脫出來，並創造

出一種跟文化有關的強烈渴望，而這種文化將嚴格地把日常生活看作人類夢想、

希望、欲望的基地。」21換言之，這些手法是超現實意圖打破雅俗分界，以日常

生活作為一種反工具理性的審美化實驗，從此藝術不再具有神聖性與崇高的意義，

配合著後現代的情境與高度商業化社會的來臨，審美活動也不再專屬於知識分子

與菁英階級，而是普羅大眾的基本需求。 

 

  現代主義以來的作品以大量的裝置、現成物、影像等多媒材潛入大眾的生活，

衝擊了觀者的感知與視界，除了從空間及場域的概念出發，也有不少學者紛紛從

生理、觸覺、情感上的層次切入 20 世紀的藝術研究。22無論是小便斗和曬瓶架

這類充滿挑釁的消費物件，或是令超現實主義者流連忘返的跳蚤市場中，仍保有

前資本主義社會靈光的物件，這些在大眾眼中毫無使用價值的殘餘物，共構了幽

微而細緻的皺褶與空間，以及物體與身體間的接觸經驗。23對筆者而言，物件不

                                                 
20

 Perloff, Marjorie. “The Invention of Collage”, in The Futurist Moment: Avant-Garde, Avant-Guerre, 

and the Language of Rupture, 46-47. 
21

 Mieheal Gardiner,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0), 30. 
22

 例如英國學者 Janine Mileaf 在《請觸摸：現成物之後的達達與超現實物件》（Please Touch: Dada 

and Surrealist Objects after the Readymade）中，以杜象 1947 年的作品《請觸摸》（Prière de touvher）

為例子，從「觸覺、觸感」（tactility）的角度切入，提到可觸碰性為藝術品和觀者之間所帶來的

關係變化。詳見 Janine Mileaf, Please Touch: Dada and Surrealist Objects after the Readymade, 

(Dartmouth, 2010) 
23

 2014 年 7 月於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展出的「抵抗的

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特展，透過對歷史上社會運動的爬梳，將運動中的各式影像、文宣、

標語、移動工具等各式物件以五大子題分門別類，展示了物件作為傳播媒介擁有其抵抗性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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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建築於其物理性之上，也如同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言，其

「自主性」（autonomy）使它們不願屈服於人類的掌控，即使獨立於人類干預的

空間中也能自主運作並建構社會網絡中的節點（node）。24若能透過感官經驗的

書寫，將物與人放置在同一等級序列中來觀察，或許能在拼貼、蒙太奇等分析方

法中，開啟另一條以人∕物共生共構的路徑來切入現成物研究。 

 

    本研究以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批判為穿插對照的模型，觀察對象為超現實

主義的現成物作品，並期望在藝術史書寫與社會學研究中取得平衡。本論文的架

構與研究方法如下： 

 

（一）日常生活理論研究 

 

    本研究擬以 Henri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作為研究觀點，為了契合主

題，將聚焦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提到的「節慶」（festival）與「瞬間」

（moment）概念，並輔以第一卷中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異化社會的背景，觀察超

現實主義如何透過現成物作品參與並改造日常生活。因此本章節將先討論

Lefebvre 理論中幾個重要的概念，並進一步分析超現實主義與日常生活的聯繫， 

接著回溯馬克思、班雅明等人的理論，這些思想家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曾相互影

響、啟發，對生產消費的觀察，乃至於歷史觀都抱持著相仿的批判意識，與超現

實主義的主張之間也保有一定程度上的繼承關係，25
Lefebvre 正是建築於馬克思

                                                                                                                                            
效力的一面。詳見賴駿杰，〈秩序與想像—談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抵抗的物件」展〉，《今

藝術》264 期，2014，頁 132-135。 
24

 由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卡農（Michel Callon）與約翰．洛（John Law）等人

提出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主張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是由「人的行

動者」與「非人的行動者」（工具、物件、病毒等）所連結構成的網絡所創造，透過「轉譯」（translation）

的過程，網絡中的每個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或功能都將被重新安排，空間的內外關係也不再是截

然的二分。行動者網絡理論倡導將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從人轉向物件為中心，並將「人」

（actor）與「非人」（actant）置於同等的地位。詳見李承嘉，〈行動者網絡理論應用於鄉村發展

之研究—以九份聚落 1895-1945 年發展為例〉，《地理學報》第 39 期，2005，頁 5-7。 
25

 例如班雅明曾在《超現實主義：歐洲知識份子的最後快照》（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1929）對超現實發掘「過時之物」（outmoded）的敏銳讚譽有加，過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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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異化理論（alienation）之上，進行擴充、修正來完成他的日常生活批判。 

 

    儘管致力於改造社會的意識相仿，但 Lefebvre 與超現實主義看待日常生活

的態度仍然有些許不同，前者在理論發展的前、中、後期也歷經過不少轉向，因

此本文將先概略式爬梳兩者的異同，透過「時間感」的角度進行交叉比較，再綜

合討論日常生活研究何以具有前景及研究價值。日常的平庸與神奇取決於計算時

間單位的殊異與視角的轉換，因而筆者以為，以時間意識為主軸來書寫本研究具

有其必要性，對於理解資本主義所統御的日常生活下，消費物件透過各種權力機

制助長的工具理性社會也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助益。 

 

（二）「無用之物」與相關之歷史案例研究 

 

    立基於 Lefebvre 將日常生活審美化作為改造異化生活的途徑的理論邏輯，

本研究的案例分析將聚焦討論超現實作品中的「神奇」（marvelous）與「詭異」

（uncanny）兩項特質。「神奇」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被描述為具有

「撩撥、激動人類感知」的力量，對於邏輯理性統御時空下生存的人們帶來偶然

乍現的光芒。26它的運作方式則可回溯到布列東的半自傳小說《娜底雅》（Najda）

中的聲明：「美將是痙攣的，否則即不是美。」27因此美是一種感官的干擾，這

種顫抖也成為超現實的指導方針與生活態度，透過痙攣的顛簸與震動，來打亂

20 世紀初巴黎街道巷弄裡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另一方面，「詭異」（uncanny）則

                                                                                                                                            
物所隱藏的革命潛能也在《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及《單向街》（One Way Street）

中佔有重要角色。此外，Lefebvre 的「時刻」（moments）概念也曾受到達達「在場瞬間」（moments 

of presence）的影響，隨後提出的 Impossible-possible 也是為了重新修正達達的政治理想。詳見

Benjamin Walter, “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in V. Kolocotroni, J. 

Goldman and O. Taxidou (eds), Modernism: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563-569. And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 1999), 55-60. 
26

 ‘Romantic ruins, the modern mannequin or any other symbol capable of stirring the human 

sensibility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n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27

 ‘La beauté sera CONVULSIVE ou ne sera pas.’ in Andre Breton, Nadja, (Paris: Gallimard, 1928). 

Reprinted with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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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所提出的名詞，用以形容主體在面對熟悉的景象、壓

抑或取代的事物之重返時，所產生的恐懼。而在超現實主義的藝術中，詭異感則

透過幻想或矛盾的空間和現成物，喚起藝術家或觀者自身的創傷經驗，是一種過

去所壓抑的死亡恐懼之回返，並且具有變異的力量。28 

 

在第三章中，筆者將集中探討 1938 年於巴黎聖奧諾雷街的美術畫廊（Galerie 

des Beaux-Arts）舉辦的超現實主義大展，這場展覽無論在策展理念、空間運用、

參展人數在當時都突破了既往的成規與紀錄，其革命意味濃厚，甚至可謂是整場

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巔峰。29基於布列東將人體模型（mannequin）視為製造「神

奇」最直接的物件，筆者擬以展覽中大量出現的女性人體模型及展覽空間的陳設

規劃，討論重組拼貼的人偶作為現成物作品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另一方面輔以哈

爾．佛斯特（Hal Foster）的觀點與歷史資料交叉對照，切入前期超現實主義運

動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並將研究目標放在「無用之物」如何重組日常的異常

分界，回應 Lefebvre 的社會變革主張。 

 

（三）Henri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意涵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立場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完成感性的回歸，標示著

藝術與生活兩者邊界的消解，作為啟蒙現代性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面，他的立場與

美學現代性中激進的變革色彩一致，而非資產階級藝術中與生活實踐相互分離的

「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超現實主義作為現代藝術的一環，其宣言

及行動一直與社會的脈動緊密扣連，在刻意褻瀆神聖的自律性藝術的同時，更企

圖扭轉資本主義異化社會下藝術生產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前提下，

筆者希望在案例分析之後再度拉回 Lefebvre 的審美立場，以藝術和生活兩者的

                                                 
28

 Hal Foster, Convulsive Beau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58-60. 
29

 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著，吳瑪悧譯，《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裏的功能》（臺北：遠

流，1996），頁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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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命題，爬梳超現實主義在 20 世紀的歐洲社會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日

常生活審美化在商業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 

 

   如上所述，本文將透過這三大路線進行本研究的書寫，文獻研究法在每個章

節中也將佔有一定的比例，例如超現實主義宣言、藝評家的評論與當時代的報章

雜誌記載、藝術家的文學作品及手稿等。基於理論及史實交叉對照的方法之上，

筆者並不企求提出一個全然新穎的理論或概念，毋寧說是一個透過較微觀的取徑

來觀察超現實主義對日常生活變貌進行的嘗試；站在更積極的層次上，則期望在

資本主義所統御的時空中，找到藝術實踐如何重拾人性與感知的方式。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筆者受益於 Lefebvre 的理論模型與批判，除了承續前人豐富的研究成果，

更企望在以藝術史材料為主軸的前提下，輔以藝術社會學、地理學、性別理論等

不同角度切入超現實作品，與日常生活理論之間的相互啟發及辯證。 

 

（一）日常生活理論文獻回顧 

 

    如上所提及，儘管由實證主義所主導的主流社會學界長時間以來只把日常生

活視為一個次要的領域，然而自 1960 年代開始，以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德賽托（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共同將日常生活視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推上

了主流社會學的歷史舞臺。30這些理論家所採用的方法學及理論基礎各有異同，

透過這些理論的回顧有助於我們從多個面向切入思考我們所處的世界。除了

                                                 
30

 http://www.philosophyofculture.org/contemporary_sociology_philosophy_cuture_garlitz_2005.pdf, 

Dustin B. Garlitz(2005), retrieved on 10 June 2016, “Contempor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查詢日期：2016/6/1） 

 

http://www.philosophyofculture.org/contemporary_sociology_philosophy_cuture_garlitz_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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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作為經典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冊（1947, 1962, 1981）之外，還有 1968

年出版的《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1970

年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等專書，而介紹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

以及生活審美化的理想則集中在 1953 年的《美學概論》（Contribution a 

l'esthetique）。 

 

    Lefebvre 的理論混合了三個來源：分別為馬克思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海德格

的理論，他和馬克思一樣把日常生活看成是一種被異化的狀態，從左翼文化批判

的角度，嘗試解釋戰後歐洲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商品化。31因此他認為「革命不

能只是改變政治人事或制度，它必須改變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一個已

經被資本主義深刻地加以殖民的日常生活。」32一方面，他批判日常生活已被資

本主義商品消費邏輯所吞噬，成為一個為生產而生產、而非為日常而生產的社會；

一方面他也致力於「去熟悉化」的美學，透過藝術或文化革命的手段來重置「常」

與「異」的分界，而這也是超現實主義的慣用的表現手法。 

 

  《日常生活批判》三卷的出版日期各自相差近 20 年，第一卷聚焦於批判資

本主義的異化（alienation）現象，第二卷之後則開始轉往日常生活潛在的「節奏」、

「節日」、「身體」等概念。人類從出生至死亡由一系列的循環節奏所組成，小至

身體節奏，大至社會運行與宇宙的節奏，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變化也同樣影響

著時間的節奏與規律。進入工業社會後，直線性的時間序列漸漸掩蓋了循環性的

時間，日常生活也被鐘錶主宰的客觀時間所箝制，但循環時間並沒有完全消失，

這兩者的相互關係就是 Lefebvre 進行日常批判的切入點。33這個轉向也預示了他

                                                 
31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15-17. 
32

 ‘This revolutionary project cannot just change the political personnel of institutions; it must change 

la vie quotidienn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literally colonized by capitalism.’ from Henri Lefebvre, 

“Towards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75-88. 
33

 劉懷玉，〈論列斐伏爾對現代日常生活的瞬間想像與節奏分析〉，《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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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出版的《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74）34對於空間及時間

的關注。 

 

  另一位法國學者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則採取了和 Lefebvre

不同的路線來進行日常生活研究批判，他沒有追隨馬克思主義路線而致力於結構

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思想傳統，這可以展現在他提出的「策略」（strategic）與「戰

術」（tactical）兩個概念上：沒有實權的弱者透過一次次的消費行為，來抵制權

力機構對他們的限制，也就是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還能以小搏大來取勝的策

略性反抗（tactical resistance），這種類似游擊戰的反抗技巧也為 1960 年代之後的

情境國際主義（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使用及擴充。35儘管 de Certeau 沒有完

全承繼 Lefebvre 的左翼批判理論，但在「節慶化、狂歡化」能夠對既有差異進

行顛覆的立場上是類似的。36
 

 

    同樣的，在回顧日常生活理論之際，重新審視時間意識還是相當重要的，無

論是齊穆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等理論家，基本上都是從片斷的視野與流

動的時間感為基礎來進行現代社會的考察。37英國學者弗雷思比（David Frisby）

的《現代性的碎片：齊穆爾、克拉考爾和班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Fragments 

                                                                                                                                            
版）第 3 期，2012，頁 12-20。 
34《空間的生產》一書的基本立論是：空間是一個社會的產物（So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

過去我們在空間中進行生產行為，但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使我們可以反過來「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Lefebvre 舉法國 1960 年代以來城市規劃的例子說明，當時的城市規劃並沒有由

下到上考量地方的需要，架空了社會脈絡及市民的生活。由此看出，將城市規劃視為單純的技術

運作是不可能的，「空間生產就如同任何類型的商品生產一般，佔有空間的人足以經營它或剝削

它。」參考 http://anthropologysediq.blogspot.tw/2013/04/blog-post.html，空間規劃的批判，2013。

（查詢日期：2016/6/1） 
35

 Douglas Kelbaugh (Editor), Kit McCullough (Editor), Writing Urbanism: A Design Reader, 

(Routledge: 1 edition, 2008), 35-37. 
36

 但是德賽托認為日常生活「本身」已經包含的狂歡（carnival）的可能，而 Lefebvre 則認為透

過知識分子的積極介入，才能將平凡的日常改造成「非常」。詳見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

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2009，頁 22-28。 
37

 Georg Simmel, David Frisby,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Psychology Press, 2004), vi-viii. 

 

http://anthropologysediq.blogspot.tw/2013/04/blog-post.html
http://books-batakaken.newswebcorp.com/Douglas-Kelbaugh-Editor-Kit-McCullough-Editor/m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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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2015）中引用 Simmel 的話指出，「碎片」作為現代性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在

於每一個碎片、每一個社會快照，自身都包含著昭示「整個世界的總體意義」的

可能性。38都市生活的空間技術和奇觀串聯起這三位理論家的現代性理論，特別

是 Simmel 看待商品化社會的眼光，透過 Highmore 的觀察則是這樣描述的，在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中，他提及 Simmel 曾在 1896 年的維也納報紙《時代

週報》（Die Zeit）中描述柏林貿易展覽中「受到震驚（shell-shock）的參觀者」

以及「商品所提供的巨大效應與神經刺激」的震撼，但更重要的是觀察介於商品

與「本身」之間，那層難以名狀的關係。商品看似彼此分離，實則展現了相同的

變異，這個變異和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狀態是相仿的。39這種以小觀大見微知著的

碎片視野，與 Lefebvre 的批判理論立場一致，作為現代生活與現代主義藝術的

研究方法，初步提供了本文從日常出發進行研究的合理性。 

 

  Highmore 的《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從一個較為概括的角度，整理了從 1930

年代到當代多位涉及日常生活研究學者的立場，以及超現實主義與日常生活的神

聖性，與本研究主旨相契合，可同時列入日常生活與超現實主義的文獻回顧當中。

但是 Highmore 也強調，雖然超現實試圖將平凡的日常轉變為不平凡的，但這種

作法卻已經過時，所謂的超現實早已從不熟悉變成熟悉的日常生活了。在這樣的

前提上，他拒絕將超現實主義視為一種「藝術形式」，反而要將它看成前衛主義

的延續：「一種更屬於社會學而較不屬於藝術的前衛主義。」40另一方面，在談

及日常生活研究的前景與未來時，Highmore 指出應該放在「國際架構的運作」

下來考量，這個意義在於它能夠整合當代跨文化研究，強調出國際與跨國規模上

不平衡的現代性經驗。41
 

                                                 
38

 大衛．弗雷思比（David Frisby）著，盧暉臨、周怡、李林豔譯，《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

拉考爾和班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77。 
39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40-41. 
40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46. 
41

 Ben Highmore 以 1950 年代法國的衛生保健廣告為例，指出法國國家文化的家務日常生活，其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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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Michael E. Gardiner 的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出版於 2000 年，與

Highmore 的《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差不多時間問世，同樣集結了多位研究者

的論述並進行修正，包含 Lefebvre、海勒（Agnes Heller, 1929-）和情境主義成員。

對 Gardiner 來說，日常生活是一個承裝人類原料（human raw material）的容器，

不能孤立於生成和影響它的權力結構和異化生產來討論，這個態度與 Lefebvre

和「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42然而他的取逕不同於主流社會學界之處在

於，他將重點放在日常脈絡中，主體駕馭、安排社會與文化物質時的「主體間的」

（inter-subjective）方法，屬於更微觀的方式，而不採取傳統的整體化視角。這

個傾向人文主義的立場在 Gardiner 的理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與 Lefebvre

相同，他呼籲研究者透過喚起「完整的人」（total man）的辯證唯物論的概念，

將文化研究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這種政治方法逐漸取代了馬克思異化理

論在日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一方面他也減少了包含《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在內的文獻與馬克思主義理論

的引用，拋棄實證主義的態度而轉往辯證法與意識形態批評。43
Gardiner 的研究

還特別聚焦於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及狂歡化理論，一方面也和

Lefebvre 一樣透過達達、超現實主義分析日常生活的詩學研究，對本研究頗具助

益。44
 

 

另一位學者羅莉．藍包爾（Laurie Langbauer）則從性別研究的角度批判

                                                                                                                                            
實暗喻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因為法國企圖穩定殖民地的秩序，這個良好秩序的想像可以聯繫上

「安家」（keep house）的概念。詳見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74-178. 
42

 Stephen Ross, Modern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Debate, 65-66. 
43

 http://www.culturemachine.net/index.php/cm/rt/printerFriendly/230/211, retrieved on 4 June 2016, 

Liam McNamara, “Michael E. Gardiner (2000)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44

 Michael E. Gardiner, “Bakhtin's Carnival: Utopia as Critique,” in David Shepherd (ed.), Bakhtin: 

Carnival and Other Subjects, (Amsterdam: Rodopi, 1993), 20-47. 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

歡化理論源自中世紀民間的狂歡節活動，指出人們在狂歡節上的表現是可以追溯到人類原始制度

和原始思維的深刻根源。他將狂歡的概念轉化為文學的語言，藉以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yevsky）和文藝復興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作品。詳見王建剛，《狂歡詩學：巴

赫金文學思想研究》，（上海：學林），2001。 

 

http://www.culturemachine.net/index.php/cm/rt/printerFriendly/2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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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將女性與「反覆無聊的家務」視為同義詞，忽略了女性自主行動的可能。

45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性在今日逐漸為人所理解，但除了超現實主義和達達受到

關注之外，這些研究的批判對象多半集中在政治和經濟等場域，藝術和文學則被

視為「次領域」而較少觸及；此外，如同 Langbauer 所言，女性的生活經驗和聲

音在其中明顯地缺席。46然而女性的角色在超現實中又是相當重要的存在，包括

作品中的性別展演，以及《娜底雅》中迷倒眾生的魅惑形象，這些例子讓筆者試

圖在 Lefebvre 之外採取其他研究路徑來補足。 

 

而在國內學者方面，透過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進行的文化研究亦相當豐富，尤

其在近十年內蓬勃成長。在專書的部分有王志弘與夏鑄九合著的《空間的文化形

式與社會理論讀本》（1993），劉紀蕙的《文化的視覺系統Ⅱ：日常生活與大眾文

化》（2006），吳鄭重的《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2010）

等。可以發現所謂的日常研究不單只是日常活動的書寫，更應結合空間、社會結

構及人文現象的探討。 

 

    以生活地理學研究聞名的吳鄭重透過《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

理學考察》一書，將日常生活地理學、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等概念串聯，立基於

Lefebvre 的《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74）和《日常生活批判》

之上，他指出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生活的批判，必須先從日常生活世界裡的自然態

度抽離，「有意識」地看待這些身體戰鬥的「無意識」動作，先讓熟悉的事物變

得陌生，才能重新審視因為過度熟悉而忽略的事物。47這個論調基本上與 Lefebvre

                                                 
45

 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2009，頁 22-28。 
46

 Lefebvre 認為日常的沉重與負擔使得女性「不可能理解日常生活」，「她們是日常生活的主體，

也是日常生活的受害者，或是其替代物（美麗、陰柔特質、時尚等等）…她們同時是商品的買方

和消費者，也是商品的象徵物（廣告中的裸體和微笑）。」而 Langbauer 則批評這種觀點將女性

設定為無法抵抗資本主義商品邏輯的存在，否定了女性成為積極行動主體的可能。詳見 Leslie W. 

Lewis, Ann L. Ardis, Women's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1875-194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3. 
47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

182-183。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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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現實主義一致，但因吳鄭重的人文地理學背景以及對住宅結構的關注，在書

中以日常生活地理學結合現下發生在台灣的案例，例如公寓住宅中的廚房空間如

何影響婦女的煮食家務、國家住宅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工業資本主義與女性的

家務處境之間的關係等，一步步描繪出身體和社會的鏈接。這個研究路徑在書中

被他稱作「廚房稜鏡」（the kitchen lens）理論，也就是經由一個能夠透視現代公

寓住宅和女性家務處境的結構，來「梳理廚房空間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和

還原廚房生活的動態性（dynamism），亦即將公寓廚房視為「埋藏（embed）」多

重社會關係的「活現空間」（lived spaces），並將婦女的廚房生活視為體現（embody）

性別化家務處境的「活歷身體」（lived bodies）。」48吳鄭重的廚房稜鏡理論將東

方華人社會的飲食習慣、住屋結構及經濟發展的脈絡納入研究，將本身已經非常

微觀的都市空間再縮小至炊食空間，並設法鬆動這些居家風險的結構對女性身體

的傷害，展現了有別於其他西方學者從資本主義異化社會角度切入的思路與結

構。 

 

    在期刊文獻方面，引用 Lefebvre 日常理論進行的研究案例有周群英的〈消

費的隱匿與浮現：西方社會變遷與社會學理論的變革〉（2005），張淑麗的〈日常

生活研究〉（2009），劉梅琴的〈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與現代藝術的世俗

化〉（2009），林欣怡的〈日常生活展演戰術：以萬德男孩為例〉（2009）等。 

 

    其中，劉梅琴的〈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與現代藝術的世俗化〉從

20 世紀西方現代文化的進展與哲學的轉向指出，不只是作為社會學領域的

Lefebvre 與馬克思以來的批判理論，甚至是文學、藝術、歷史的研究對象也都朝

向一種擴大的認識論來前進，它們將目光放在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使得日常生活

不再是過去哲學領域所排斥的對象，而成為研究的客體。另一方面，她也梳理了

從文藝復興到 20 世紀以來各種藝術「世俗化」的發展趨勢，指出西方藝術的現

                                                 
48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頁 9。 

 

mailto:g934811@oz.nthu.edu.tw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054001&dtd_id=3&q_key=%E6%97%A5%E5%B8%B8%E7%94%9F%E6%B4%BB&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054001&dtd_id=3&q_key=%E6%97%A5%E5%B8%B8%E7%94%9F%E6%B4%BB&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054001&dtd_id=3&q_key=%E6%97%A5%E5%B8%B8%E7%94%9F%E6%B4%BB&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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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過程，是藉由不斷的批判反思，以及將神聖的宗教藝術還原到現世世俗來進

行的，例如寫實主義和印象主義透過藝術媒介，讓大眾的日常生活片斷也成為繪

畫的題材；以及達達和超現實主義以「非藝術」來取代「藝術」的神聖性，藉以

陌生化熟悉的日常生活等。 

 

而在國內碩博士論文方面，探討日常生活及探討超現實主義的論文呈現壁壘

分明的局面，日常生活理論通常被用來處理文化政策或都市空間結構的問題。例

如黃柏堯的〈街頭塗鴉的日常生活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町為例〉（2007），許芳瑜

的〈台灣鄉鎮之空間現代性後果－大林糖廠日常生活之建構與批判〉（2003）。其

中，黃柏堯所點出的日常生活同樣不是無聊反覆的規律行事，並指出塗鴉研究作

為一個「沒有典範（paradigm）的領域」，擁有難以被專有學門框限的特質，也

正因為其邊緣性和無疆界性，而得以視為召喚革命的種子。49除了從文本符號的

角度來解釋日常中的抵抗性和空間政治，黃柏堯認為還須配合塗鴉所依存的空間

及行動者的動機而定，在西門町所發生的塗鴉行為必然展現了這個場域獨有的人

口結構組成與問題，因而足以作為觀察跨文化流動研究的標的物。 

 

  在翻譯著作方面，除了上述提過的 Highmore 的《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中

文版在 2005 年出版之外，還有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的《文化消費與日

常生活》（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1999）、麥可．克蘭（Mike Crang）

的《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 1998）等。若與 Lefebvre 的研究相較，

這些書目並不完全地聚焦日常生活與藝術，但其共通點都是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

架構下的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中進行文化、生產模式與消費型態的分

析。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2001）為例，Harvey 的地理學研究立基

                                                 
49

 黃柏堯，〈街頭塗鴉的日常生活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町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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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ivZxK/search?q=auc=%22%E9%BB%83%E6%9F%8F%E5%A0%A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ivZxK/search?q=auc=%22%E9%BB%83%E6%9F%8F%E5%A0%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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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主義及歷史唯物論之上，他指出馬克思、馬歇爾和韋伯等人的政治視野

和理論都傾向透過「時間」的架構來發展（例如資本的流通時間），相形之下空

間層面的變因則較少被納入討論。因此 Harvey 的問題意識旨在，資本主義的困

境是否能透過地理學或空間結構這條路徑來解決，並從左翼的角度觀察勞工階級

與區域、聚落、政治結構的關係。50
 

 

（二）超現實主義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創作技巧與形式上的分析並非本文重心所在，因此不一一詳述，

而將回顧重點放在同時談及超現實和日常的文獻。51戴維．霍普金斯（David 

Hopkins, 1977-）的《達達和超現實主義》（Dada and Surre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4）在性質上雖為通識讀本，在章節安排上也如常見的超現實研

究一樣從達達開始回顧，但他強調：「有鑑於達達和超現實主義比上世紀的任何

運動更為深入地滲透到了我們的文化，尤其是超現實主義已經進入到我們的日常

語言之中…正是這種延續性意味著我們很難把它置於遠離我們的『歷史』之中。」

52這樣的態度也與葛瑞格里．阿默（Gregory L. Ulmer）在〈後批評的客體〉（The 

Object of Post-Criticism, 1983）中將現代主義藝術方法應用在文化批評的眼光類

似，Gregory 所談論的拼貼和蒙太奇並不只是就藝術創作手法上而言，而是在今

日主導著媒體和資訊生產的拼貼∕蒙太奇法則，這個法則足以作為後現代主義及

                                                 
50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王玥民譯，《資本的空間》（臺北：群學，2010），

頁 474-478。 
51

 將宣言和作品互相對照，再進行形式、內容的分類，予以專有名詞，這方面以法國學者亞歷

山德安（Sarane Alexandrian）的《超現實主義的藝術》（Surrealist Art，1985）為典型，鉅細靡遺

地整理了超現實主義初期到末期，藝術家的生命歷程與作品特色。而在國內學者方面，李長俊在

〈前衛藝術的精神性：談達達主義尤其是杜象的藝術〉（2012）中透過語言學、語音學重新詮釋

了杜象《L.H.O.O.Q.》一作在藝術史中長久以來的「誤讀」；而李明明的〈馬格利特式幽默的剖

析〉（1989）一文，將馬格利特不同時期之作品歸納成「形象邏輯辯證」、「文字言語與圖像言語

的交錯並置」等幾大特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班王瑞婷的學位論文〈圖像的背叛：馬格利特

作品中再現問題研究〉（2014）以圖像學的研究方法，考察西洋藝術與美學中悠久的「再現」歷

史等等，這些例子都偏向作品本身的分析而少觸及時代背景或社會學研究。 
52

 David Hopkins, Dada and Surre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2004),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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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構主義的批評的客體。53
 

 

此外，如何在龐雜的資料中保持批判的距離也是 Hopkins 的重點，他強調他

所關心的身分問題、政治、性別、種族與超現實主義的提問一致，但是「欲了解

他們此種關切的力量所在，就必須再次創造出讓他們做出此種反應的背景。」

54
Hopkins 試圖證實超現實主義的遺緒為何在我們的文化中仍然是如此重要的力

量，並在結語中談到，這個答案與其說藏在主流的（後）現代藝術中，不如從那

些實驗性的反主流文化組織（Counter-Cultural Formation）來找尋，例如國際字

母主義（Lettrism）、國際情境主義（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1972）這類「藝

術兼政治」的行動組織。相較於多數批評家們所抱持的前衛藝術早已失敗的立場，

Hopkins 毋寧說站在一個較開放的角度來審視著個問題，他引用了《日常生活的

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1967）的作者范內哲姆（Raoul Vaneigem, 

1934-）的話來總結： 

 

達達的開始是重新發現活生生的體驗及其可能的樂趣－它的結束是對

所有觀點的顛覆，它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宇宙。55 

 

    Hopkins 沒有直截了當地宣稱超現實是否已被資本主義收編，而將它視為達

達的「進化版」，讓兩者在書中彼此辯證較量，在這樣的假設上超現實的火花在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結束了，但同時也不否認它還以各種「遺產」的形式藏在我

們生活中的可能。 

 

                                                 
53

 Gregory L. Ulmer, “The Object of Post-Criticism,”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 Bay Press, 1983):83-110. 
54

 David Hopkins, Dada and Surre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vi. 
55

 ‘The beginning of Dada was the rediscovery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its possible delights- its end 

was the reversal of all perspectives, the invention of a new universe.’ in David Hopkins, Dada and 

Surre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200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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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利絲．瑪虹（Alyce Mahon）的《超現實主義與政治的原慾》（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 1938-1968）同樣反對超現實主義在 30 年代後急速衰頹的普遍

看法，她認為超現實主義者們只是將興趣擴展到其他領域，這點可以在戰間到戰

後的政治參與、踰越的藝術（transgressive art）和對於神秘主義（occultism）的

追求中看到。書中列舉了〈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The 1938 International 

Surrealism Exhibition）到 60 年代的國際性展覽與社會事件，基本的命題是觀察

超現實主義者「如何透過訴諸個體的慾望與非理性，來瓦解體制內的資產階級」，

56
Mahon 的理論背書圍繞在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和慾望之間的聯繫，但她將慾望的

誘發視為一個政治行動，同時也沒有忽略藝術家在創作媒材、展覽形式上的突破

與努力，特別是女性藝術家在戰後慢慢獲得曝光機會的現象，57接著引用克莉斯

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的賤斥理論來解釋男性藝術家與女性身體形象的關

係，以及「子宮內」（intra-uterine）這個概念在抽象上和實質空間運用上的聯繫。

這種將佛洛伊德理論理解為一場顛覆行動的作法，將「公共的」社會與「私人的」

愛慾巧妙地連結在一起，同時也是一種透過細微呼應整體的作法。 

 

    同樣聚焦於藝術與廣義政治關係的還有 Johanna Malt 的《朦朧物件的慾望：

超現實主義，拜物教與政治》（Obscure Objects of Desire: Surrealism, Fetishism and 

Politics, 2004），不過她談論的是 1920 年代晚期拜物教與政治脈絡中的物件，這

時期的藝術家們越來越廣泛地將作品與物質世界掛勾，但這並非只是媒材層次上

的擴張，而是藝術家們試圖克服社會中潛在的各種裂痕和分割，無論是心靈與物

質、慾望與真實之間的鴻溝。但是另一方面，她也認為布列東只關注超現實中的

積極層面，而刻意忽略了隱藏的黑暗面：詭異（uncanny）和死亡驅力（death drive），

                                                 
56

 書中列舉了 1938 年、1942 年、1947 年的國際性展覽，以及超現實主義者們如何介入 1968 年

5 月的巴黎學生抗議運動，如何反對法國在中南半島（Indochina）和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殖

民擴張。詳見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5) 
57

 Katharine Conley, “Review: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 1938–1968,” in French Forum, 31 

(2006), 168-170. 

 



24 

 

關於這點 Hal Foster 也曾指出布列東試圖分開愛慾和死亡兩股驅力，並過度抬高

愛慾的地位，58這個試圖掩蓋、否認死亡的做法，在 Malt 看來跟戀物癖的運作過

程一致，但這不代表她認為超現實只是一種逃避的藝術，相反的她指出超現實的

力量在於它足以提供觀眾們在幻覺中意識到當下的狀況，以及透過現成物改變生

活方式的可能。59
 

 

  Hal foster 的《強迫性的美》（Compulsive Beauty, 1995）透過精神分析來解讀

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主要研究對象為超現實攝影家漢斯．貝默（Hans Bellmer, 

1902-1975）。相較於其他學者從「施虐」（sadistic）的角度來詮釋 Bellmer 破碎且

身體比例畸形的娃娃攝影，60
Foster 則引用佛洛依德的理論指出，這些看似經過

施虐者破壞後所遺留下的殘骸中，其實隱藏著藝術家「自虐」（masochistic）的

痕跡，在情色的操控中施虐同時也進行自我毀滅。61然而，Foster 沒有將這些人

偶的分析停留在藝術家們的自溺自憐心態，他進一步指出，破碎的身體在 20 世

紀的歐洲政治脈絡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他認為 Bellmer 試圖透過不完整和殘缺來

抵抗納粹政權指導下「盔甲」（armor）般的完美身體和審美標準，這種審美標準

主張明確的分類系統以及高貴的亞利安身份認同，因此任何處在邊緣或橫跨界線

的事物都被視為有害而危險，特別是這種充滿情慾暗示的圖像。62在這樣的詮釋

                                                 
58

 Malt 以 Breton 在小說《瘋狂之愛》（L'Amour fou，1937）中的文字為例說明。‘il s'agissait de 

pouvoir recommencer a aimer, non plus seulement de continuer a vivre!’ (I had to start loving again, 

not just to keep on living!) in Johanna Malt, Obscure Objects of Desire Surrealism, Fetish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0. 
59

 Johanna Malt, Obscure Objects of Desire Surrealism, Fetishism, and Politics, 219-220. 
60

 例如昆斯里（Rudolf Kuenzli）在《超現實主義與女人》（Surrealism and Women, 1993）中從性

別角度解釋了超現實主義男性藝術家的厭女心態（misogyny），而 Hans Bellmer 的破碎人偶則是

這種性虐待最典型的例子。詳見 Rudolf Kuenzli 著，Cawa, Kuenzli, Raaberg 編，林明澤、羅秀芝

譯，〈超現實主義與厭女心態〉，《超現實主義與女人》（台北：遠流，1995），頁 29-42。 
61

 Foster 引用佛洛依德的理論解釋這個矛盾的現象，從施虐轉為被虐的關鍵在於主體的位置轉換，

在真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虐待狂會放棄外在目標，由主體自身的自我來取代，轉向成為被虐狂

（original erotogenic masochism）；緊接著，再次將他人作為目標，但是由於本能已經由主動轉為

被動，這時候的「他人」可以視為一開始時的主體。因此，受虐等於施虐，只是自己讓位於自我

之外的另一個主體，成為被動，由另一個主體施行主動施虐，而自己承受虐待達到快感。詳見劉

紀蕙，〈克莉絲蒂娃專題：符號、文本、政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綱，2004 年。 
62

 黃靜婷，〈藝術與政治：納粹德國「大德國藝術展」與「頹廢藝術展」〉（臺北：臺北市立師範

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66-7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V_HPB/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B8%AB%E7%AF%84%E5%AD%B8%E9%99%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V_HPB/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B8%AB%E7%AF%84%E5%AD%B8%E9%99%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V_HPB/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B8%AB%E7%AF%84%E5%AD%B8%E9%99%A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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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些身體是一具具既無法提供勞動生產，又對現實世界毫無用處的存在，然

而死亡與暴力注入她們不完美的身體，將身體推往生與死、內與外、人與物的邊

界，使它們同時激起詭異和神奇感，Bellmer 的作品遂成為一種反抗的符號。 

 

    台灣以超現實主義為主題的學位論文以攝影作品為大宗，例如張竹君的〈論

克勞德．卡恩扮裝自拍及攝影蒙太奇作品之欲望主體〉63從「面具」的廣義概念

出發，將流動的慾望主體放進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理論（Oedipus Complex）與

Kristeva 提出的伊底帕斯前期（Pre-Oedipus）理論中檢視，觀察主體如何在父權

律法主導的符號層外游移並進一步扭轉邊陲的處境，這個過程對本研究針對渾沌

的陰性空間的書寫具有相當的啟發。 

 

    李宏泰的〈超現實之眼：超現實主義攝影中的「異∕常場景」〉64從「異常

性」與「日常性」這一體兩面的結構來剖析超現實主義攝影，並且在問題意識中

談到，相對於常常為人所討論的實驗性攝影（manipulated images），所謂的「直

接性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雖然主題或場景不如實驗性攝影那麼驚奇聳動，

但這種尋常事物的再現是否也有逃逸現實空間的可能。這個提問與本研究的問題

意識相近，在方法論上則從 Highmore 的角度出發，強調將超現實主義攝影從藝

術形式的範疇拉出，以一種「檔案∕文件」（document）的形式來閱讀。 

 

    此外，陳美璇的〈攝影詭異與黛安．阿勃斯作品〉65研究對象雖非嚴格定義

上的超現實主義攝影師，但作者透過佛洛伊德的「詭異」（uncanny）論述來詮釋

阿勃斯的攝影作品，其模糊、晃動，宛如鬼魅般的肖像照片觸及了生命及死亡驅

力的交互作用，那種介於生物和無生物間的詭異感受，以及去除拍攝對象的日常

                                                 
63

 張竹君，〈論克勞德．卡恩扮裝自拍及攝影蒙太奇作品之欲望主體〉（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

教育與創作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64

 李宏泰，〈超現實之眼：超現實主義攝影中的「異／常場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

士論文），2007。 
65

 陳美璇，〈攝影詭異與黛安．阿勃斯作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tC1J_/search?q=auc=%22%E6%9D%8E%E5%AE%8F%E6%B3%B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BcFF9/search?q=auc=%22%E9%99%B3%E7%BE%8E%E7%92%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wSsTp/search?q=sc=%22%E5%9C%8B%E7%AB%8B%E6%96%B0%E7%AB%B9%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wSsTp/search?q=sc=%22%E5%9C%8B%E7%AB%8B%E6%96%B0%E7%AB%B9%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tC1J_/search?q=auc=%22%E6%9D%8E%E5%AE%8F%E6%B3%B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PnBTu/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PnBTu/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BcFF9/search?q=auc=%22%E9%99%B3%E7%BE%8E%E7%92%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PnBTu/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PnBTu/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26 

 

性質的作法，與筆者的研究對象相當類似。類似的研究方法還有郭致伸的〈超現

實與蓋．伯丁「黑色時尚」攝影研究暨鏡像攝影創作〉，66以布列東的「痙攣性

驚厥之美」以及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的「不定形」（formless）

理論，討論人體被「玩偶化」後所引發的詭態和戀物之間的關係，其研究方法也

可以作為參考。 

 

期刊文獻類，林崇慧的〈布列東的娜底雅－超現實主義〉67聚焦於宣言及自

動書寫的反敘事技術，分析小說《娜底雅》中的故事結構、照片如何回應超現實

的痙攣性驚厥之美。例如書中出現的一只銅製手套，跳蚤市場中尋獲的白色半圓

柱體，名不見經傳的巴黎街角等，這些片斷的視野與看似毫無重點可言的物件，

構成了超現實激發「神奇」的基礎。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生張鈺的〈Helmut Newton 時尚攝影作品之美學初探〉則

從攝影探討大眾文化與消費物件中的女性形象，以及觀看及認同的建構。Helmut 

Newton 的作品以女性裸體與毫不掩飾的情色聞名，張鈺以巴塔耶的《情色論》

（L'Érotisme, 1957）來分析情色攝影中的禁忌與踰越，指出性的本身包含了生命

與死亡兩個層面，坦誠地面對情慾的渴望將有助於理解生命的本質。68這點也可

以與超現實主義中的兩股驅力：愛慾（Eros）及死亡本能（Thanatos）比較，此

概念的原型來自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並在 Hal Foster 的《強迫性的美》

（Compulsive beauty, 1993）中被確立及討論，69
Foster 指出詭異的概念貫穿了整

個超現實藝術的核心，與佛洛伊德所言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類似；70但是

                                                 
66

 郭致伸，〈超現實與蓋．伯丁「黑色時尚」攝影研究暨鏡像攝影創作〉（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

達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67

 林崇慧，〈布列東的娜底雅－超現實主義〉，《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47:1，2002，頁

11-40。 
68

 張鈺，〈Helmut Newton 時尚攝影作品之美學初探〉，《議藝份子》22，2014，頁 37-55。關於

Bataille 的情色理論則可參考賴守正，〈性、暴力、死亡所交織的神聖情色變奏：巴代伊的《情色

論》〉，《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3，2013，頁 18-24。 
69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The MIT Press; Revised ed. Edition, 1995). 
70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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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洛伊德來說，生命的最終目標是死亡，布列東則試圖避開這個負面的驅力，

而專注於生命與愛慾。Foster 進一步解釋，過去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是「自我」

（ego）對抗性的驅力（sexual drives），然而在超現實主義中一個新的對立關係

出現並取而代之，這個新的對抗關係就是愛慾及死亡本能。雖言對抗，但兩者並

非逕渭分明的存在，而是一個界在創造與毀滅之間，保有曖昧連結的對抗關係，

71死亡與性（eroticism）是息息相關的，這個態度也與巴塔耶一致。 

 

同樣以超現實攝影為主題的研究還有黃鉦傑的〈漢斯．貝墨之人偶攝影研究〉，

透過拜物、創傷與精神分析理論來詮釋破碎的玩偶所隱藏的逾越納粹潛能。而筆

者之所以將張鈺和黃鉦傑的論文納入文獻回顧，並非要再次依循兩位作者的路線，

重新爬梳巴塔耶的不定形理論，或是創傷與精神分析，而是要從情慾和死亡這兩

個面向，試圖證明這種從中產階級禮教規範逃逸出來，充滿不可預知性與不完整

的零碎物件，如何成為抵抗威權的手段。從這個角度觀之，也更能契合本研究的

目標與無用之物的分析。 

 

 

 

 

 

 

 

 

 

 

                                                 
71

 Lange Andreas, “The Surreal Museum: An Intervention for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Design, Architecture, Art and Planning : Architecture (Master of), 200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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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Henri Lefebvre 與日常生活裡的平庸與神奇 

 

日常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剩餘物」，它是被所有那些獨特的、高

級的、專業化的結構性活動挑選出來用於分析之後所剩下的，因此必須

對它進行總體性把握。…而那些來自專業化與技術化的高級活動之間也

因此留下了一個「技術性的真空」，需要日常生活來填補。72
 

 

  面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情狀，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與上層結構中高度專業化的

活動日益分化開來，並成為社會整體中的不同層次（level），儘管這樣的分化使

得現代社會逐漸遠離前工業社會中的精神性和整體性，但層次與層次之間仍然相

互牽引而作用，甚至成為彼此的中介物。73這段 Lefebvre 對日常生活基本概念所

做的詮釋，表明了日常作為共同基礎（base）74所具有的開放性，以及日常生活

批判如何補足馬克思理論中經濟異化批判路線的企圖。在本章節中，筆者將透過

Lefebvre 批判理論中幾個重要的概念，從異化社會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與

日常的關係，同時比較 Lefebvre 與超現實主義對於日常的態度，以及兩者在面

對高度發展現代社會的改革意識。 

 

第一節、 異化 

 

透過個人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自然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

類存在物。作為這樣的存在物，它將類看成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已

                                                 
72

 ‘Everyday life, in a sense residual, defined by ‘what is left over’ after all distinct, superior, 

specialized, structured activities have been singled out by analysis, must be defined as a 

totality…[these] activities leave a ‘technical vacuum’ between one another which is filled up by 

everyday life.’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1947]), 97. 
73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2002[1967]), 119. 
74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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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類存在物。不可否認地動物也從事生產，牠們構築自己的巢、住所，

就像蜜蜂、水獺、螞蟻等等。但動物只為自己或其後代的直接需求而生

產。牠們片面單一地生產，然而人卻是普遍地生產。75 

 

  在 1844 年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指出，在勞動中，人

創造自然也創造自己，是人性本質的實現，唯有透過生產性的勞動，人才能證明

自身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76這樣的觀點來自於馬克思對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中異化理論的批判與繼承，黑格爾對於勞動的理解建立在精神和思維活動

上，自然與外物都作為「自我意識的外化物」而存在著，人透過對象性活動吸收

了外在的力量，建立起和外化物的關係來改造社會和人的類本質，這種意識在自

身異化又克服異化的過程中反覆循環，因此勞動是一種精神活動。77但在馬克斯

看來，這樣的過程只存在於「抽象的精神勞動」，所謂人與自然的接觸應該建立

在「人經由主體的勞動能力」去生產、改造世界，並連繫現實世界中的革命實踐。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因而指的是「異化勞動」，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狀況下，異

化勞動的現象展現在勞動者與他的產品、勞動本身產生分離，因此商品的價值必

須按照市場的價格來決定，而非製造時所花費的價值和成本；當商品售出越多，

勞動者卻反而貧困，形成反比與矛盾的狀況，最後連工人本身都被貶為商品，受

到上層的支配來進行生產，並鞏固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這樣的現象即勞動的異

                                                 
75

 ‘In creating a world of objects by his personal activity, in his work upon inorganic nature, man 

proves himself a conscious species-being, i.e., as a being that treats the species as his own essential 

being, or that treats itself as a species-being. Admittedly animals also produce. They build themselves 

nests, dwellings, like the bees, beavers, ants, etc. But an animal only produces what it immediately 

needs for itself or its young. It produces one-sidedly, whilst man produces universally. ’ in Karl Marx,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Martin Mulliga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9[1844]), 32. 
76

 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著，馬元德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一）》（臺北：遠流，

1992），頁 155-157。 
77

 王振輝著，《知識與權力: 當代教育中的貧窮世襲》（五南，2013），頁 180-18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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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78馬克思透過勞動異化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分析，但他並非完全將

異化視為負面現象，在真正邁入共產社會的理想前，所謂的異化有其歷史進程發

展上的意義，人必須先經過異化、揚棄異化，透過這個過程來得到真正的自由和

解放。79
 

 

    奠基於馬克思的理論之上，Lefebvre 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從異化的概念出發，

但他將馬克思應用於解釋經濟層面的異化概念，擴展到日常生活領域，發展成為

一種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批判。他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裡，馬克思所點出的

財富集中現象仍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種新的壟斷式經濟結構，基於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操控，以及日常生活作為基礎與零碎的特質，異化現象也不

應只發生在經濟剝削的領域，而是滲透到所有涉及人的範疇，並遮蔽了所有意識

形態與革命的政治意識，「所以我們必須揭開面紗才能觸及真相，這層面紗總是

被日常生活反覆生產著，並使日常生活從它的深刻與高級的意涵中隔離開來。」

80
Lefebvre 認為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異化展現在私人生活與公眾生活的分裂，而

揭開這層面紗的方式就是以「完整的人」（the total man）為目標，對它進行批判。 

 

    資本主義透過各種技術和工具使得生產朝向單一化與標準化，產生了技術上

的異化，一方面因為工具理性的邏輯使得生活也變得扁平化，人沉浸在消費的世

界裡，消費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而是欲望，因而人也產生了異化，逐漸遠離「完

整的人」的狀態。81若將 Lefebvre 的異化概念與馬克思相較，可以發現 Lefebvre

的異化著重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也就是連人自己都在欺騙自己、奴役自己，在充

斥消費符號的社會中喪失想像力與作為人的豐富性。 

                                                 
78

 Karl Marx,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Martin Mulliga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9[1844]), 28. 
79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頁 114-115。 
80

 ‘So to reach reality we must indeed tear away the veil, that veil which is forever being born and 

reborn of everyday life, and which masks everyday life along with its deepest and loftiest ambitions.’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1947]), 

57. 
81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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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ebvre 異化理論的轉向，呼應了 1950、60 年代西方社會消費文化與大眾

傳媒的擴張，在文化工業的衝擊下，文化的本質被商品經濟邏輯置換；統治階級

的統治方針也不再侷限於武力、宗教或教育制度，而轉為一種滲透式的意識形態

操控。82因此異化不只存在政治和經濟結構中，要掀開異化的面紗，就必須對這

些上層結構之外的日常生活進行批判和重建。日常生活的領域固然廣泛，但我們

可以從中發現，Lefebvre 的批判理論是集中在將城市空間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

式下來考察的，這個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透過銀行、商業和政

經中樞來支配邊緣，逐漸在現代生活空間中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並支配空

間的分配和運作，然而，現代生活的空間結構又是彼此相連的，諸如城市網絡、

工作場所、私人生活和娛樂活動等等，若要從根本解決異化的問題，那麼首先就

是從空間的修復著手。83
 

 

第二節、 完整的人 

 

    當我們再次回到《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的批判立場，所謂「真正的日常

生活批判將把人（現實的和可能的）與資產階級的墮落之間的分離作為它的主要

目標，並暗示了一個日常生活的復興。」84
Lefebvre 明確將「異化理論」與「完

整的人」兩個概念連結並置於首位，和馬克思一樣，他認為異化的過程是歷史發

展中必然歷經的階段，人透過異化遠離自然，又再揚棄異化之後回歸自然，社會

的進步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中完成的。85
 

 

                                                 
82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161。 
83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56-65。 
84

 ‘The tru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will have as its prime objectiv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human 

(real and possible) and bourgeois decadence, and will imply a rehabilit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127. 
85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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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完整的人」的概念是與他所提倡的共產社會連繫在一

起的，他認為透過共產制度取代土地私有制的正面意義在於：「人透過完整的方

式來符合他完整的本質，如同一個完整的人。」86勞動變成一種自主的活動，每

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從事生產，個人之事即是社會之事，因此不需要分工，社會

也就因此不再有分化和隔閡。87這種完整的概念到了 Lefebvre 的理論中，則變成

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不再對立的和諧狀態： 

 

在這種人道主義中，最高的典範不是社會，而是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是

自由集體中自由的個人。他是在各種可能性的個性中充分發展成為的個

性。88 

 

從 Lefebvre 所強調的人道主義來看，他的總體人概念有別於馬克思展現了一種

全面的、整體的社會關懷，也就是把人的活動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來服膺日常

的特性。如他所說的，「最簡單的例子－一個婦人買了一磅的砂糖－也必須要被

分析。」89只有透過這種全面的審視，才能揭開日常生活被異化的本質，從這個

角度來看，日常生活理論的基礎還包含了社會關懷的倫理價值，它有意識地讓那

些被邊緣化的角色和不具正典性的歷史浮上檯面。90依照 Lefebvre，「完整的人」

並不是現實中存在的狀態，而較接近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所謂「個人」的概念

是具體的同時也是抽象的，它的具體在於反映了社會環境的變遷，抽象則在於它

                                                 
86

 馬克思認為土地私有制度中「直接的感知，單一片面的消費和擁有」的狀態脫離了人的本質

與生命，完整的句子為 The sensuous appropriation of the human essence and human life [not] 

understood only in the sense of direct, one-sided consumption, of possession, of having. Man 

appropriates his integral essence in an integral way, as a total man. 
87

 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識形態〉，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北京：人民出

版社，1965），頁 77。 
88

 ‘For such a humanism, the supreme instance is not society, but the total man. The total man is a free 

individual in a free community. He is an individuality which has blossomed into the limitless variety of 

possible individualities.’ in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63. 
89

 ‘The simplest event – a woman buying a pound of sugar, for example – must be analyzed.’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57. 
90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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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無限開放的可能，因而是一種多維度的存在體。91 

 

    除此之外，Lefebvre 的「完整的人」概念還包含另一項重要的意涵，也就是

透過藝術來擺脫異化，還原成完整的人，這個概念與他「讓日常生活變成藝術作

品」92的主張息息相關： 

 

藝術的創造性活動並非、也不能作為理論上的活動，它也不是一項孤立、

自成一格的活動。它是一項擁有特定範疇、高度專業化的工作，座落於

人類工作的整體性之上，以及那些轉化自然的群眾之上。藝術作品是勞

動者透過技術的方法和工具，征服自然物質所做出來的產品（專業的、

特別的）。93
 

 

Lefebvre 透過人與自然的關係來論述藝術的勞動本質，勞動者透過技術和意識形

態將自然物質改造為藝術作品，因此藝術也是一種勞動，可以體現人和自然的交

換關係。人用眼睛去發現合適的對象，接著「透過實踐和美學活動改造了自己」，

成為一種超越肉體或器官的存在，「他們預示了自由的國度，並生產了藝術品」。

94也就是透過這樣的勞動過程，人成為一種精神性的、文化的存在。 

 

    基於藝術、自然與人類的整體性互相連結的基礎之上，Lefebvre 一直到了晚

                                                 
91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69-70. 
92

 ‘Let everyday life become a work of art!’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1968]), 204. 
93

 ‘The creative activity of art is not and cannot be an ideal theoretical activity, nor an isolated activity, 

sui generis.  It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work and is highly specialized, resting on the totality of human 

work, on the work of the masses who transform nature.  The work of art is a product (unique, 

exceptional) of labour in the making of which its creator has vanquished, with technical means and 

instruments, a natural material.’ in Henri Lefebvre, Contribution à l'esthé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53), 40. 
94

 ‘The human eye has formed and transformed itself through practical and then through aesthetic 

activity, and by knowledge: it has become something other than a mere organ; for the painter at least, 

through this work which has been freed from all external constraints, truly prefiguring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producing the work of art.’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174.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instruments&spell=1&sa=X&ved=0ahUKEwigxb-m-t7OAhWGGpQKHUL2AhsQvwUIGS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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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然持續透過藝術改造社會的理想來進行理論建構，在 1996 年的《論城市》

（Writings on cities, 1996）中他結合空間和都市的脈絡提到： 

 

把藝術放置於城市之中，並非是要用藝術作品來美化城市空間。…遠離

了表現、裝飾和點綴，藝術可以成為社會刻度中的實踐（praxis）和創

造（poiesis）：藝術的生活在城市中作為一件藝術品。95
 

 

他認為，藝術創作與具體的社會活動互相聯繫，因此所謂獨立的、或孤立的藝術

史是不存在的，96如果藝術可以作為一種途徑來理解社會中複雜的交換關係，反

過來說，城市中的各種生產也無不展演著所謂的「藝術實踐」。和馬克思唯物主

義美學主張相似的是，藝術作為人類活動的形式之一，它應該要以生活的世界為

前提，並體現該生活與歷史的深刻性，因此藝術生產的目的並不在於裝飾，因為

裝飾的追求將助長人對私有品味、私有財產的追求，並進一步鞏固階級的建立。

97
Lefebvre 觀點的重要性就在於他透過人文主義的脈絡來理解現代生活的模型，

在這樣的眼光下，都會生活中的萬象被擴展到更廣泛的文化生產層次。 

 

    對 Lefebvre 來說，藝術和審美活動中的人與自然關係是和諧而非分裂的，

而這也正是他認為藝術足以作為一種工具來抵抗異化的原因。98事實上，他的美

學理論同樣受到馬克思的啟發，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中他再次以《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基礎，強調了審美是在自然的基礎上所進行的辯證過程： 

                                                 
95

 ‘To put art at the service of the urban does not mean to prettify urban space with works of art.’ 

‘Leaving aside representation, ornamentation and decoration, art can become praxis and poiesis on a 

social scale: the art of living in the city as work of art. ’in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173. 
96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頁 57。 
97

 基於馬克思共產主義反對私有財產制的立場，唯物主義的美學概念認為藝術生產也不應為了

裝飾或滿足私人品味而存在，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都將助長私有財產制的擴張以及人的異化。詳見

高千惠著，《第三翅膀：藝術觀念及其不滿》（典藏藝術家庭，2014），頁 184。 
98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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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馬克思）想像了一個每個人可以重新發現生命的自然性，以及其

內在創造性驅力的社會，並且透過藝術家的眼睛來理解社會，透過畫家

的眼睛，音樂家的耳朵和詩人的文字來享受感官的愉悅。99 

 

馬克思曾經以古希臘藝術和史詩為例來說明，藝術的生命力與價值來自於它所反

映的內容，而非表面上的形式。正因為它與當時代社會背景下真實發生的一切相

關，以至於到了今天仍然能夠「賦予我們美學上的愉悅，並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

是典範與難以達到的理想。」100就如同史詩作為一種題材或創作形式，它只存在

於那個足以產出它的社會背景下生成，並且勢必隨著社會發展或技術的革新而消

失，但是它的形式充分反映了社會關係或思想體系，這正是希臘史詩或悲劇不同

於其他徒有形式而無內容的作品之所在。101這個態度也被 Lefebvre 所繼承，但

他更加強調藝術家作為一個「觸媒」的社會責任，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

主義的基礎上積極參與生活，擴充自身的政治認識與哲學涵養，並運用到日常生

活的審美化之中。102
 

 

第三節、 文化的革命與感性的回歸 

 

  前述所談及的「異化」和「完整的人」的概念在 Lefebvre 日常生活批判理

論中構成了兩大基本意涵，然而如何透過藝術具體地進行總體革命，以及將藝術

                                                 
99

 ‘He imagines a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would rediscover the spontaneity of natural life and its 

initial creative drive, and perceiv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an artist, enjoy the sensuous through 

the eyes of a painter, the ears of a musician and the language of a poet. ’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37. 
100

 Karl Marx,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84. 
101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55。 
102

 Lefebvre 透過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用「總體性」的概念分

析人類活動的革命方式。他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整體性的系統，藝術家以自然為對象，吸收內化

後應用於社會，才能拋棄虛幻的唯心主義，創作出形式與內容相符的作品，回饋於社會革命。詳

見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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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生活的企圖，則進一步展現在 1968 年的《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968）中。 

 

    《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批判背景聚焦在被消費意識控制的現代社會，作

為一種總體的文化革命策略，可說是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二卷中延續下來的思

想基礎上，將 1960 年代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而成的專書，因而被視為其思想理

論巔峰的集大成之作。103和《日常生活批判》一二卷不同的是，《現代世界的日

常生活》的寫作背景正值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所言的「後工

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來臨的階段，相較於工業社會，大多數的勞動

力從製造業轉向至服務業，除了職業結構組成的變化，市場也從過去只生產商品

的模式，擴展成為透過知識、技術和意識形態來組織的新興生產結構。104面對這

樣的技術變遷，社會生產將全部傾注於某個階級，而導致另一個階級的貧窮，受

到鞏固的階級則佔有組織、剝削、迴避律法和刑罰的優勢，這種現象伴隨著官僚

制度的發展並行，並透過「勸誘」（persuasion）和「強制」（compulsion）兩項方

法來鞏固其運作，Lefebvre 定義這些因素將導致「恐怖社會」（Terrorist society）

的形成：105
 

 

恐怖（terror）定義著純形式的空間、恐怖本身、恐怖的權力空間和恐

怖的權力；時間已被逐出這種統一的空間；將時間固定起來的書寫已經

消除了言語和欲望，在這種文字的空間裡，書寫從行動、在場和言語中

孤立出來，所謂人們的行動和客體則被編目，被分類，被約束。106
 

                                                 
103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117. 
104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105

 Lefebvre 認為「勸誘」（persuasion）的方式偏向意識形態與思想上的傳播，而「強制」（compulsion）

則包含懲罰、律法、暴力、武裝的警力等等。詳見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44. 
106

 ‘Terror defines a pure formal space, its own, the space of its power and its powers; time has been 

evicted from this unified space; the writing that fixes it has eliminated speech and desire, an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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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有地域性、有時間長短差異，並透過流血殺戮來建立的政治恐怖，資本主

義所殖民的恐怖社會是從上擴散到下的，它的暴力更加細微而具有潛伏性，且無

人能倖免。107另一方面，語言的符號系統乘載著一個社會、一個群體的歷史發展

與文化系統，也反映著其思考模式和價值觀，因而任何語言的形式都有其對應的

日常生活體系，它不只是一種形式，更應該包含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因此當「書

寫從行動、在場和言語中孤立出來」時，形式與內容脫鉤，人們所生活的空間也

就被抽空實質意義，成為被編碼的、一種可被預知而毫無新意的序列。 

 

  儘管從表面上看來，革新的是技術本身，但實際上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的，

則是透過權力在背後操縱著技術的某個階級，或某種意識形態。透過這種技術操

作，真實的社會被一層層地掩蓋，進而產生一種新的空間形式和秩序，它最終的

樣態就是今天的都市化（urbanization）現象。因此 Lefebvre 在這裡所言的恐怖社

會並不單單指商業與消費層面上的外在恐怖，它還泛指一種由內而外、抽象的自

我奴役，「每個社會上的成員都是潛在的恐怖份子」，透過權力的操作和佈署讓「每

個成員懲罰自己也背叛自己，因此不需要獨裁者」，108這些都是當代社會逐漸告

別傳統的工業化社會的特徵，也是 Lefebvre 特別區分工業化與都市化的不同來

進行理論建構的理由之一。 

 

  對 Lefebvre 來說，他認為當代日常生活的本質就是消費而非生產，資本主

義的控制下的當代是一個喪失風格的時代，也是物的功能化的時代。為了說明當

代文明生活的空洞化，他援引古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作為例子：「在印加、阿茲特

克、希臘和羅馬文明中，每個細節（手勢、文字、工具、炊具、服裝等），甚至

                                                                                                                                            
literal space, isolated from action, presence and speech, so called human actions and objects are 

catalogued, classed and tied away.’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79. 
107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47. 
108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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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天的例行公事，都包含了風格的印記，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東西變得單調乏

味；生命的散文與詩篇仍是相同的。」109然而這種富有風格的時代在現代生活中

已不復存在，如果生活渴望一種形式，那麼它就必須復興隱藏在異化外衣下的統

一形式。110 

 

    若從符號與意義的角度來看，Lefebvre 指出喪失風格的社會是一個符號指涉

消失的社會。舉例來說，過去人們消費是為了基本需求，符號與現實世界中消費

的存在物相對應，因此具有明確的意義；但當代社會的消費卻是透過符號來展現

地位或品味，它一方面製造「虛假的需求」（make-believe），另一方面又滿足消

費者虛假的需求，從此消費變成一種消費符號的行為，能指與所指就不再保持聯

繫。111他進一步以女性讀者為取向而出版的雜誌和周刊說明，這些報章雜誌以「價

值」（values）為號召，為女性規劃了「作為一個女性」該有的每日行程表，內容

包含購物資訊、菜單、服裝時尚等等，主張透過各種忙碌的行程來達到充滿「女

性特質」（femininity）、「活力」（virility）以及「魅力」（seductiveness）的「充實

生活」。112
Lefebvre 認為這種盲目追求價值和滿足的生活模型將使真正的需求從

「總體」（Whole）中脫離，使經濟主導生活經驗，遠離具有風格的社會。 

 

  喪失風格的社會也展現在有如生產線一般單一反覆的生活節奏上，無論是勞

動與休閒的重疊，113或是身體與機器的機械性運轉，乃至於作為例行公事的活動

                                                 
109

 ‘With the Incas, the Aztecs, in Greece or in Rome, every detail (gestures, words, tools, utensils, 

costumes, etc.) bears the imprint of a style; nothing had as yet become prosaic, not even the quotidian; 

the prose and the poetry of life were still identical.’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29. 
110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117. 
1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82-98. 
11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trans. G.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5[1981]), 81-82. 
113

 在古代社會的農村聚落中，居民們按照自然世界的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作與休憩都

在同一個地域範圍內，因此從聚落組織、勞動結構到祭祀活動等，都與日常生活彼此鑲嵌；然而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公領域和私領域依照市場的原則被區分開來，因此勞動和休閒也變成兩

個極端的相反概念，Lefebvre 的目標就是透過日常生活革命將這種分崩離析的情況重新組織起來。

詳見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北京：中央編

譯出版社，2006），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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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都是消費社會透過線性時間（linear time）統御社會的證明，也就是所謂

時間的異化。114 

 

    當資本主義的控制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消費領域，人的行為活動都將按照異化

時間的系統來運作，逐漸遠離形而上的思考並深陷其中而不自覺，這種人的狀態

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在《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 中所描述的受到物質與表象控制的人群是類似的。在第一章的開頭他開

宗明義地指出先進工業社會的特質：「一種舒適、平穩、合理而民主的不自由在

先進的工業文明中盛行著，這是技術進步的標誌。」115馬庫色所言的技術同樣是

一種具有滲透性的治理技術，它提供各式不同的選擇和服務來滿足人們的需求，

使人們「引起一種虛假的意識」，並且「認為這就是好的生活」。116治理術透過披

上自由的外衣，讓自由變成一種統治工具，「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決定因素，不

是可供個人選擇的範圍，而是個人能夠選擇的是什麼，和實際上選擇的是什麼。」

117先進工業社會裡的自由實際上是一種奴役，既然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人就不需

要批判性思考和改革意識，不需去質疑現狀，如同 Lefebvre 所言「每個成員懲

罰自己也背叛自己，因此不需要獨裁者」，上層階級只需持續拋售自由美好的想

像，就能不費氣力地剷除異己，因而是一個不具進步意識的社會。 

 

    Lefebvre 繼續說明，與線性時間相反的則是循環式時間（cyclical time），它

誕生於自然、四季、生與死的循環，以及身體及生理的節奏；最大的特色就是沒

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新的循環源自於前一次的循環，同時也存在於儀式、祭典和

                                                 
114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8. 
115

 ‘A comfortable, smooth, reasonable, democratic unfreedom prevail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 token of technical progress.’ in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1. 
11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12. 
117

 ‘The range of choice open to the individual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human freedom, but what can be chosen and what is chosen by the individual.’ in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7. 

 



40 

 

宗教的象徵主義中，在循環時間中人享有真正的自由，可以根據自我意識來統御

身體和手腳的行動，因此是「完整的人」。118 

 

    筆者認為這種從時間意識出發的批判呼應了 Lefebvre 對於身體作為勞動基

礎的重視，以及個人與社會相互依賴建構的模型；也回應了上個小節中談到，

Lefebvre 強調藝術作為一種勞動行為對身心進行的建構。因此藝術行為所具有的

創造性並不侷限於作品的創造性，它指的是一種更廣泛的，從內心出發的自覺行

為，可以說是一種讓自己也變成作品的過程。 

 

第四節、 節慶 

 

    當資本主義的線性時間串起當代生活的節奏，前現代社會中的循環式時間就

被線性的序列所掩蓋，進而產生神秘化（mystification）的效果。但 Lefebvre 也

強調，循環式時間並沒有消逝，它只是臣服在線性的邏輯之下，日常生活批判的

目標就在於重新串起循環式時間的碎片和殘骸，回歸總體性的日常生活。119
 

 

    換句話說，日常生活是一個與歷史脫節，但又沒有完全斬斷聯繫的存在，它

的矛盾在於可以具有反覆的輪迴性，亦可擁有瞬間的超越性，因此欲透過藝術回

歸到生活，首要目標即是將人從線性時間中拯救出來，回歸到「具有生活風格」

的社會。同上一小節中所談到，Lefebvre 的生活審美化理想並不在於透過裝飾和

陳列，也並非要用審美來對抗工具理性，而是一種使文化走向經驗，自然而然縫

合裂痕的過程。在這個基礎上，他以古代社會中的生活運作為理想提出了「節慶」

                                                 
118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48. 
119

 Lefebvre 舉例說明到，即使是擁有 24 小時運行運輸系統的大都市，或是再怎麼高度發展的工

業化社會，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例如休息、睡眠、進食，這些慣常行為（custom）仍然與循環性

時間連繫在一起。但是要把這種循環時間喚醒並不容易，主要原因在於工業化社會裡的人總是在

過著違反自然（antinature）的生活，例如晚上不睡覺，或是在不該進食的時間進食。詳見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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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的概念，並將節慶放到與「革命」（revolution）同等的位置去討論，

在〈朝向一個永恆的文化革命〉（Towards a Permanent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

總結了文化革命的目標： 

 

透過克服分裂的日常和節慶，節慶被重新發現並放大，使它們得以協調

都市社會，這就是革命性計畫最主要的原因。120
 

 

而在時間意識的基礎上，他描述了「節慶」（festival）的特質與日常的關係： 

 

當然，從一開始，節慶徹底地與日常生活相反，但它們卻不是與日常完

全分開。它們就像日常生活，但更加強烈而深刻；而生命的瞬間－實際

的共同體，食物，與自然的關係－換句話說－勞動，在節慶中被重新整

合，被放大，增強。121
 

 

  儘管古希臘的生活理想一直是 Lefebvre 理論的雛形，但這段出自《日常生

活批判》第一卷中〈在法國鄉村的某個星期天的筆記〉（Notes Written One 

Sunday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的文字，將他拉回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法國

鄉村聚落，並將理論聯繫上中世紀的狂歡節傳統，以及黃金年代的美好景象。透

過觀察聚落的生活作息與行事，他指出節慶與日常在古代是一體化的存在，但它

們之間強烈的對比，展現在節慶打亂了日常生活穩定規律的節奏上，其瞬間性與

爆發力使人獲得短暫的解放和愉悅；另一方面，透過祝福和各種交換儀式，節慶

能夠促進聚落成員的向心力與歸屬感，暫時擺脫既定成俗的約束與階級的分野，

                                                 
120

 ‘The festival rediscovered and magnified by overcom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everyday life and 

festivity and enabling these terms to harmonize in and through urban society, such is the final cause of 

the revolutionary plan.’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206. 
121

 ‘Certainly, right from the start, festivals contrasted violently with everyday life, but they were not 

separate from it. They were like everyday life, but more intense; and the moments of that life-the 

practical community, food, the relation with nature-in other words, work-were reunited, amplified, 

magnified in the festival.’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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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滿足人的精神生活。122在古羅馬時期，節慶和掌管豐收的酒神奧尼修斯

（Dionysus）有關，祂代表著反動的、放縱的、非理性的精神，具有破壞力的同

時也具備再生的創造力，農民在辛勤了一整年後透過縱情的歡愉與揮霍來慶祝豐

收，以狂歡休養生息，才進入下一年度的工作計畫。123
Lefebvre 所謂的「循環式

時間並沒有消逝」，指的就是這種節慶與日常一體化的存在，它只是被掩蓋在現

代生活之下，需要透過節慶的狂歡重新喚起。 

 

    從自然的角度來看，節慶的脈絡最初是與聚落中敬天畏地的祭祀活動相關聯

的，除了透過祭祀和供品表達對自然界的崇敬，人類的出生、成年、婚喪等過程

也如同年復一年的祭祀活動反覆上演，居民與祖先、天地、自然界的關係就在這

樣的象徵秩序中建立起連繫。124但這種祭祀活動並非附屬於特定的宗教系統，而

是人透過真實的生活去認識自然後，本能產生的敬拜心理。因此節慶作為恢復循

環式時間的方式，並不僅僅在於集體的愉悅和解脫，更多的是人與自然的辯證關

係。 

 

    從等級結構的角度來看，Lefebvre 認為存在於鄉村聚落裡的狂歡文化之所以

沒落，除了農業的衰落和商業社會的出現，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逐漸被狹義的宗

教所取代。宗教透過教堂的權威掌控了儀式，建立起單一象徵，組成新的社群，

從此人們不再按照聚落的傳統舉辦節慶，而是透過教義所規範的服裝、舞蹈、音

樂來傳達敬畏，這種具有等級畫分（hierarchical）的象徵秩序將掩蓋掉節慶本身

所帶來的集體愉悅，以及身體自主的能動性。125
 

 

  事實上，Lefebvre 將節慶概念融入革命理想的做法，可以回溯到馬克思對於

                                                 
12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201-227. 
123

 夏忠憲著，《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63。 
124

 Ryan Moore, “The Beat of the City: Lefebvre and Rhythmanalysis,” in Situations, 5:1(2013), 65. 
125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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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分析評述。126在〈公社的風格〉（The Style of the 

Commune, 1965）一文中他描述了這個在 1871 年由無產階級和勞工所建立的臨時

政權是一個「總體性的革命計畫」，同時是一個「巨大的，史詩般的節慶，一個

屬於法國人民的節慶，法國人和全體人類的本質與象徵」。127而在 Lefebvre 理論

中經常出現的「城市－鄉村」對應關係，也被用來隱喻巴黎公社的特質，他延續

馬克思的立場提到奧斯曼（Baron Haussmann, 1809-1891）在 1860 年代對巴黎進

行的城市改造，指出這場浩劫將巴黎市重組成為一個由政府和工作主導的行政中

心，相對下勞工的棲身之所和日常生活則被邊緣化，被迫移居到郊區；然而在工

社的組織當中，勞工們重新奪回城市的使用權以及他們被國家佔據的「整體生活」

（whole life）。128這個整體生活就是所謂尚未異化的（unalienated）階段，如同

「城市裡的春祭」（a spring festival in the city）一般嶄露其雄偉及愉悅。129
 

 

    Lefebvre 透過「風格」賦予了巴黎公社歷史上的意義，並將公社的理想套入

生活作為革命的理論。130然而節慶作為一種反抗形式的概念，其實早在中世紀的

街坊巷尾萌芽，並伴隨著「嘉年華」（carnival）的雛型而發展至今。這個現象一

般被認為來自羅馬天主教教會為了抑制信徒在狂歡時失控，透過自主的狂熱儀式

成為異端，下令禁止民眾在教會中進行各種喧鬧與狂熱的活動，特別是跳舞。131

                                                 
126

 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法蘭西内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一書中，

透過對公社的觀察為其共產主義理想提供了經驗與原型。Lefebvre 和國際情境主義成員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都曾透過馬克思的分析為背景進行理論建構，特別是展現在 Lefebvre

「革命作為節慶」（Revolution-as-Festival）的概念中。詳見 Gavin Grindon,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Henri Lefebvre’s Revolution-as-Festival,”in Third Text, 27:2(2013), 208-220. 
127

 ‘It was for one thing an immense, epic festival [fete], a festival that the people of Paris, essence and 

symbol of the French people and of people in general, offered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world.’ in Henri 

Lefebvre, “The Style of the Commune,” in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188. 
128

 Gavin Grindon,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Henri Lefebvre’s Revolution-as-Festival,” in Third 

Text, 27:2(2013), 208-220. 
129

 Henri Lefebvre, “The Style of the Commune,” in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ed.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188. 
130

 但是另一方面，Lefebvre 也認為巴黎公社的政治價值和新意（novelty）主要體現在美學當中，

而非其策略和組織，因而造就了革命上的創新不足。詳見 Gavin Grindon,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Henri Lefebvre’s Revolution-as-Festival,” in Third Text, 27:2(2013), 208-220. 
131

 西元 1215 年的羅馬教廷在拉特朗公會議（Lateran Council）上通過的審查機制，指出跳舞是

一項需要向神父告解的罪。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教會大張旗鼓地把異教廟宇改建成教堂，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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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人們只能在教堂的範圍以外舉行慶祝活動，或間接地表達不滿，例如透過反

串變裝和荒謬的劇情來嘲弄當權者的慶典，或是扮成教士和修女來諷刺彌撒儀式。

隨著慶典逐漸和政治產生聯繫，性別和階級的界線也在過程中得到消解。132
 

 

    若進一步從節慶具有的狂歡意識來看，人透過喧鬧和踰矩改變其心理狀態，

得以短暫逃離階級、貧窮或疾病的現實；或是有民眾一邊哼唱宗教歌曲，伴隨著

節奏鞭打自己，並在最瘋狂、最歡樂的瞬間與神靈和超自然界交流，這些活動在

教會眼裡是一種官能喪失、接近附身的狀態。133類似的描述也出現在 Lefebvre

的節慶概念中： 

 

既然戴奧尼修斯（Dionysus）的痛苦與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相提並論，

既然在戴奧尼修斯這裡，一切藝術與宗教的象徵符號必然呈現新的意義，

我夢想著這樣一種完整的節慶，一場彌撒與一齣悲劇，一種強烈而絕對，

超脫凡俗的詩意與充滿力量的戲劇性，將因為自然的悲劇命運而欣喜，

有限與無限，神聖與世俗，快樂與苦難！…這正是我們想從神秘偉大的

幻覺中，從人類的自我犧牲中解放出來時所面對的困難。只有最殘酷最

嚴厲的自我拷問才能揭開異化深層的根基，揭開自我負擔的邪惡歡愉的

異化！134
 

 

                                                                                                                                            
地方過去都是民眾舉行祭典或集會的地方，禁止跳舞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對異教徒所定的罪。詳

見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胡訢諄譯，《嘉年華的誕生：慶典、舞會、演唱

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左岸文化，2015），頁 106-107。 
132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胡訢諄譯，《嘉年華的誕生：慶典、舞會、演唱

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左岸文化，2015）。 
133

 同上，頁 120。 
134

 ‘Since the sufferings of Dionysius could be identified with Christ on the cross, since all the symbols 

of art and religion must take on a new meaning in Dionysius, I dreamt of a total celebration, a Mass 

and a tragedy, intense and absolute, extraordinarily poetic and powerfully dramatic, which would rej 

oice in the tragic destiny of Nature, finite and infinite, divine and human, joyful and harrowing!... Such 

are the difficulties we face when we try to liberate ourselves from mystiques, from our predilection for 

illusory greatness, for selfeffacement, for the sacrifice of man ... The cruellest and most rigorous of 

self-examinations will always unearth some hidden radicle of alienation, of the perverse pleasure 

alienation of the self affords!’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22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3%A1%E8%A8%A2%E8%AB%84&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3%A1%E8%A8%A2%E8%AB%84&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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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文字中，Lefebvre 將酒神所具有的放縱與反動色彩帶入異化理論的建構，

透過這種彷彿被附身的神聖狀態，對應節慶沒有空間界線的特質，並將二元對立

的狀態諸如生死、新舊、有限與無限，神聖與世俗等重新轉化，使它們不再彼此

分裂而成為一體兩面的存在。這條路徑在班．海默爾（Ben Highmore）看來，則

是繼承了尼采（Friedrich Nietzische, 1844-1900）對酒神的推崇與身體作為肉體物

質的重要性，甚至表明了與超現實主義的親近性。他指出，Lefebvre 在著作中採

用了許多前人的批判模型來建構異化和去異化的理論，例如「完整的人」的概念

就是遵循著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所發展而來；但在節慶與狂歡化的方面，

Lefebvre 主張異化是來自審美與生活實踐分離的這個觀點，明顯是來自於對超現

實主義與前衛派的參照。135
 

 

另一方面，尼采對於酒神式放縱的分析，則展現在對於「肉體、肉身」的強

調上，在《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 1872）中他將日神和酒神兩位神

祇的概念相對立，象徵了人性中的兩種本能：前者的冷靜和節制使人趨向幻覺、

後者的悲劇色彩則使人放縱。136酒神死而復生的經歷象徵著人的生命動力，人身

處其中得以和宇宙的力量合為一體，並參與毀滅與再生的循環，祂所表現出來的

藝術形式也是身體性的（bodily）；真理、道德與知識都起源於身體，是展現生命

意志的基礎。137尼采的理想就是透過日神和酒神的合而為一達到心身合一，並實

踐生產和反抗，Lefebvre 把其中身體的元素抽出來，強調節慶瓦解了社會對身體

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囚禁，將身體經驗放到酒神的世界去感受其悲劇色彩。 

 

第五節、 瞬間與超現實主義 

 

                                                 
135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2), 119. 
136

 劉良毅，〈論尼采之酒神精神〉（東海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3。 
137

 Joanne Faulkner, “The Body as Text in the Writings of Nietzsche and Freud,” in Minerva 7(2003), 

94-12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N2IN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1N2IN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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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第四節的討論，節慶之所以作為一個革命的方式，在於其與日常鑲嵌，

卻又具有比日常強烈而深刻的特性，透過找回生活中激動人心的瞬間，來逃離或

超越日常性。這個讓生活成為節慶的藝術想像，到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則

進一步強調在生活與節慶的反覆性（repetition）與瞬時性（instant）差異，為此

Lefebvre 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瞬間」（moments）。138
 

 

瞬間不會平白無故地出現於某時或某地。它是一種節慶，一種驚奇，但

不是一種奇蹟。它有它自己的動力（motives），少了那些動力它將不會

插手日常生活。節慶只有在它光輝照亮日常生活中沉悶的悲傷領地，當

它耗盡，在單一的瞬間中，才產生意義。139
 

 

在這段文字中，Lefebvre 將瞬間的驚奇感與節慶聯繫，並再次強調了瞬間與生活

一體的關係。另一個更具體的解釋則出現在《總結與其他》（La Somme et le reste, 

1959）中，瞬間被描述為一種「短促而決定性的感覺」（fleeting but decisive 

sensations），例如愉悅、投降、反感、驚訝、恐懼的情緒等。140根據他的說法，

瞬間是一種複雜的時間結構，是一種「存在的形態」（modalities of presence），是

「重複(repetition)的高級形式，革新與再現，是它本身與相異性（或其他）之間

可決定性的關係的承認」，每一個瞬間都是「部分的整體」（partial totality），能

夠反映與折射出整體的實踐，包括社會與自身，與自然和人之間的辯證關係。141
 

 

瞬間不能藉由，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定義，但它也不能脫離或外在

於日常生活而被定義。…如果脫離了日常生活的脈絡，這種形式就是空

                                                 
138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41. 
139

 ‘The moment does not appear simply anywhere, at just any time. It is a festival, it is a marvel, but it 

is not a miracle. It has its motives, and without those motives it will not intervene in everyday. Festival 

only makes sense when its brilliance lights up the sad hinterland of everyday dullness, and when it uses 

up, in one single moment, all it has patiently and soberly accumulated.’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56. 
140

 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Meridiens Klincksieck, 1989 [1959]), 642-655. 
141

 Henri Lefebvre,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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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142
 

 

和節慶的概念相同，瞬間一旦脫離了日常脈絡就會成為徒具形式的空殼；而日常

生活也只有在瞬間的剎那中，得以被視為一個總體性的存在。這個觀點和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中所展現的歷史唯物觀是類似的，他透過各種二手資料建立起資

訊的系統，再將這些訊息鋪平在眼前，如同一個巨型的萬花筒，提供給我們一個

整體性的視野，而非為過往下任何定義。143
Lefebvre 在解釋瞬間的涵義時，也使

用了「星叢」（constellation）這個班雅明曾用來描述現代性的詞彙。144在班雅明

的眼中，歷史是一個結構的主體，這種結構不存在於理性客觀的時間軸中，而坐

落於「當下（Jetztzeit）所充盈的時間中」： 

 

過去的真實圖像就像是過眼煙雲稍縱即逝，只有在其作為可認知的圖像

閃現的那一瞬間才能被捕獲，接著隨即永遠地抽身而去。145 

 

當下（Jetztzeit）就像瞬間一樣短暫，但它所展現的內涵並不是單純的「現在」，

而是「永恆的現在」。在資本主義支配的現代性世界中，班雅明將神學中的彌賽

亞時間（messianic time）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指出 Jetztzeit 就是阻斷歷史連續

體的彌賽亞瞬間，而歷史哲學的任務就是在「當下」與「過往」的時間軸中進行

                                                 
142

 ‘The moment cannot be defined by the everyday or within it, but nor can it be defined by what is 

exceptional and external to the everyday. It gives the everyday a certain shape, but taken per se and 

extrapolated from that context, this shape is empty.’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56. 
143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8-19. 
144

 Lefebvre 以小標題「瞬間的星叢」（The constellation of moments）來解釋瞬間的七項特質，以

及如何從生活中辨認出瞬間。詳見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44. 
145

 ‘The past can be seized only as an image which flashes up at the instant when it can be recognized 

and is never seen again.’ in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Harry Zorn (trans), (London: Pimlico, 1999), 246-247. 本段翻譯引自

http://www.ln.edu.hk/mcsln/29th_issue/pdf29.pdf，陳耀榮，〈讀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兼論《歲

月神偷》〉，文化研究@嶺南，29，頁 3-7。（查詢日期：2016/5/29） 

 

http://www.ln.edu.hk/mcsln/29th_issue/pdf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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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尋找使人類獲得救贖的契機。146而這個契機只出現在電光石火的瞬間，需

要人們即時辨識出其意義，將歷史中的每個剎那與當下產生連結。當下的瞬間儘

管短暫，但它包含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和那種線性書寫、歌功頌德的歷史不同，

它要做的是從現代性的時間和歷史中掙脫，而是這個過程就是革命的機會。

147
Lefebvre 進一步解釋： 

 

瞬間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所謂不可能的東西變成可

能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規則。這就是「可能/不可能」的辯證運動的開

始。148
 

 

瞬間的內部潛在著許多的可能性，「足以打破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的黯淡單調」，能夠「戰勝那些自命非凡的冗長理論，規則和法令，並

挑戰日常生活的極限」。149此外它還具有和酒神一樣的激情，為了要揭開異化的

簾幕，它會先將自己也異化，也就是在創造的同時又自我毀滅。150
 

 

    學者謝爾茲（Rob Shields）就認為，Lefebvre 將瞬間的爆發力視為日常生活

的拯救的做法，與超現實主義將「神奇」（marvelous）作為逃逸平庸日常的主張

相近，特別是展現在「在場的瞬間（moments of presence）」這個概念上。151
1920

年代開始 Lefebvre 頻繁地與達達和超現實主義者往來，布列東甚至為他引介了

黑格爾與馬克思的理論，他特別對達達激進的詩學改革和拒絕觀眾理解的態度感

到興趣，例如無意義的聲音詩（Sound Poetry）和對於尼采虛無主義（Nihilism）

                                                 
146

 Kia Lindroos, “Benjamin's moment,” in Redescriptions, 10(2006), 115-133. 
147

 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頁 235-236。 
148

 ‘The moment is an impossible possibility, aimed at, desired and chosen as such. Then what is 

impossible in the everyday becomes what is possible, even the rule of impossibility. And this is when 

the ‘possible/ impossible’ dialectical movement begins, with all the consequences it entails.’ in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47. 
149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 1998), 58. 
150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347. 
151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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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承。Shields 指出，達達企圖透過無意義、失序的拼貼和詩歌來激怒或震驚

觀眾的作法，一方面除了是對歐洲戰局血腥屠殺的抗議，一方面則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1895-1973）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否定辯

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的濫觴：即以野蠻、未開化（barbarism）來顛覆啟

蒙進步（enlightenment）；以恐怖來翻轉科技進步的成果。152在查拉（Tristan Tzara, 

1896-1963）和雨果．巴爾（Hugo Ball, 1886-1927）等人的影響下，他將達達對

於傳統和威權的全面攻擊吸收後轉化，將原本應用在藝術作品的驚訝、震驚和幽

默概念，套用到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中。Shields 也強調，日常在 Lefebvre 眼中並

不是單指「每天的生活」，而比較傾向解釋為被異化後喪失風格的線性社會，為

此他列出了一條公式來解釋 Lefebvre 的革命路線：日常生活＝單調性÷在場的瞬

間（Everyday Life＝Banality∕Moments of Presence）。153
 

 

這個立場也與布列東在《娜底雅》和阿拉貢的（Louis Aragon, 1897-1982）《巴

黎的農民》（Le Paysan de Paris, 1926）中所描述的「出乎意料的瞬間」（moments 

of revelation）具有同樣的驚奇效果。嘉德納（Michael Gardiner）指出，出乎意

料的瞬間在這兩部類小說中被描述為一種「透過斷裂的、幻想式的敘事來鋪陳的，

發生在巴黎現實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相遇」，它們就藏在平凡世俗的物件與日常

中，這些帶領我們逃出理性主義框架的瞬間就是「神奇」（marvelous）。154
 

 

    「神奇」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被描述為具有「撩撥、激動人類

感知」的力量，對於邏輯理性統御時空下生存的人們帶來偶然乍現的光芒，155布

列東最著名的「我們不諱言：驚奇總是美好的，所有驚奇的東西都是美麗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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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54. 
153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61. 
154

 Michael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 edition, 2000), 35. 
155

 ‘Romantic ruins, the modern mannequin or any other symbol capable of stirring the human 

sensibility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n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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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只有驚奇的東西是美麗的。」156將美麗所帶來的驚厥（convulsive）定義為

超現實看待生命與作品的最高準則。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 1955-）在其著作

《強迫的美》（Compulsive Beauty, 1995）中則提到，從超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

神奇是「一種超脫凡俗、世俗和心理的狀態」，可被視為「對於這個被資本主義

社會弄得理性而幻滅的世界的重新著迷（re-enchantment）」。157
 

 

而瞬間與神奇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在 Lefebvre 對於超現實主義的觀察中看

到： 

 

事實上，所謂的神奇領域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運作。不會超出它之

外作為一種魔幻的超自然的神話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是真實的，

轉瞬即逝的。神奇被看作是對日常生活內部的反轉，對日常生活更有趣

的另一面的發現。158 

 

透過這段描述可得知，Lefebvre 和超現實的態度都主張從日常的「內部」去尋找

改變的可能性，同時兩者都渴望恢復一個藝術生產不脫離生活的社會。莫理斯．

納多（Maurice Nadeau）透過觀察布列東在 1936 年〈物件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Object, 1936）中所言的「超現實物件」（surrealist objects）定義，159指出所謂

超現實物件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它們來自任何被異化的物件，一種來自日常脈絡，

卻透過藝術脫離原生脈絡，而使它們看起像是無緣無故、沒有任何目的的製作，

使觀者不得不忘卻物件本身的功能，催化了無意識與欲望。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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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所追求的無理性與無意識，是一種對心靈層面「極點」（point）的探

索，在第二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布列東寫道：  

 

我們相信心靈層面的某一點，使生與死，事實與想像，過去與未來，可

傳達的或不可傳達的，高與低，不再被視為矛盾。161 

 

    當所有對立的邊界被消解，人就進入了一個完全自由的世界，這個點就像是

節慶的高峰，是一種能夠使階級、性別、差異被消弭的恍惚與激情；在那個點上，

建設（construction）與破壞（destruction）也不再是對立的概念，這種追求也體

現在超現實的自動書寫與詩歌表現，諸如為人所知的遊戲「精美的屍體」（cadavre 

exquis）。162此遊戲的精神在 1924 年所發行的刊物《超現實主義者的革命》（la 

Revolution surrealiste, 1924）中嶄露無遺，布列東主張在創造性的過程中去除所

有理性架構的痕跡，純粹仰賴機運造成荒謬感與火花，而這也是超現實變革的理

念與方針。 

 

    但另一方面，Lefebvre 也提出了對超現實的批判，他認為超現實在實踐黑格

爾辯證否定中的夢與現實、平凡與神奇、個體與社會等概念的過程中，過度急著

要解除日常生活的熟悉感來擺脫平庸日常。163但對於神奇的迫切追求，反而使日

常生活的存在被降級（degraded），他們的理想生活就彷彿烏托邦一般建築在脫

                                                 
161

 ‘Everything tends to make us believe that there exists a certain point of the mind at which life and 

death,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 past and future, the communicable and the incommunicable, hig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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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真實生活的另一個世界，「他們許諾了一個新的世界，但僅僅提供了一個『巴

黎神話』」。164換句話說，日常的平庸在超現實主義中比較接近一種棘手、負面的

存在，少了像 Lefebvre 去正視它、把它視為與我們切身相關的態度。 

 

也因此，Shields 認為 Lefebvre 和超現實主義的差異就在於，「超現實主義者

試圖要超越（transcend）異化，而非消除（banish）異化」，儘管他們極力想要透

過藝術來抹除日常的平庸，但他們的超越性是建立在一種極端強烈的個人性、私

人經驗上，這種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很容易就與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中理

性的勞動者產生關係。165
 

 

    儘管超現實主義致力於發現日常中的奇蹟不遺餘力，也曾表明他們的目標是

對抗資產階級的工具理性，166布列東也曾以美學革命作為摧毀資本主義社會的主

張提到：「今日真正的藝術與進化發展的社會活動共同前進：就像後者，它將促

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和破壞」，167但若再次回到運作與實踐的層面上來看，超

現實所主張的，透過神奇的光輝來消解矛盾與人的解放，相較於 Lefebvre 卻顯

得不那麼「入世」，他們渴望一種痙攣性的美與精神完全自由的世界，但或許就

如同 Lefebvre 所言，他們只許諾了一個巴黎神話或美夢。相反地，Lefebvre 主張

用節慶的瞬時性來「恢復」前現代社會的生產模式，克服日常與節慶間的衝突和

落差，並且把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巴黎鄉間聚落作為理想的典範，明顯具有活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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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色彩。 

 

  無論如何，就兩者相同的點來看，瞬間體現為一種創造性的時刻，一個局部

的整體，一種創造同時又自我毀滅的熱情，與日常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對超

現實主義而言，他們的目標就是「日常生活的變貌」（transfiguration of everyday 

life），神奇也並非超自然的，它就在此時此刻，一種內在於日常的存在。168在這

樣的基礎上，以及布列東主張詩學改革與政治改革具有關聯性的前提，169筆者擬

以將超現實的作品「當作節慶」來看待的方式，在下一章節中討論失去實用功能

的超現實物件如何透過神奇來改變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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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 

 

  1937 年底，艾呂亞（Paul Eluard, 1895-1952）與布列東邀請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共同策劃位於法國巴黎聖奧諾雷佛保街（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美術畫廊（Galerie Beaux-Arts）的超現實主義展覽。該畫廊在當

地以展出學院派的古典繪畫而享有威望，與前衛作品絲毫沾不上邊，因此吸引了

大量國際媒體的目光及部分觀眾的反彈。在這之前，杜象的作品也曾展出於超現

實的展覽中，但從未正式地屬名於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大旗下，不過他同意在這場

展覽中扮演籌畫及推動的角色，這也開啟了杜象作為一位展覽策展人並與超現實

間合作關係的序曲，並促使觀眾重新思考展覽空間的各種可能性。170這場展覽無

論在策展理念、空間運用、參展人數在當時都突破了既往的成規與紀錄，171其革

命意味濃厚，甚至可謂是整場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巔峰。 

 

    本章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將先集中處理超現實主義對日常生活領域的關注，

以及超現實與其他思想家的理論繼承關係；第二節將以展覽中被重組裝扮的人體

模型（mannequin）為對象，從「廢墟」與「神奇」的脈絡切入理解超現實主義

如何透過作為方法論的日常，回應資本主義異化社會的統御；第三節則聚焦於展

場空間與策展理念，同時討論邊界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第四節則透過邊界和性別

角度分析人體模型中的踰越特質，將整個展覽視為一場以「無用」對抗「有用」

的生活變貌。 

 

第一節、 超現實主義與日常生活 

 

馬克思說，改變世界；蘭波說，改變生活。這兩句口號在我們看來是同

                                                 
170

 Pam Meecham, Julie Sheldon, Modern Ar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4), 203-205.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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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東西。172 

 

我相信超現實主義的目標，以及它唯一有系統的目標，就在於消弭差異

[人們之間差異]。…[超現實主義者]被認為是[追求]推翻意識的霸權和

日常生活，為了克服啟示性的情感的領域。173 

 

這兩段出自布列東的節錄，表明了超現實主義對於日常生活變革的企圖心，以及

與其他思想家的繼承和聯繫，並初步為超現實與日常的關係做了鋪陳。這個立場

就如同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在《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裏的功能》

（Funktionen der Bildenden Kunst im Spätkapitalismus, 1973）中提到的，綜觀未來

派、達達延續到超現實主義最基本的態度，在於他們「視其所生產的不只是藝術，

而且把生產和活動放在對『藝術與生活』的反思裡。」174在這一小節中，筆者將

從 Lefebvre 所言神奇與平庸的角度出發，透過超現實主義宣言與相關文獻的回

顧，證明超現實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與實踐方法。 

 

    無論是改變世界或改變生活，透過「革命」（revolution）將藝術整合進生活

中，一直是超現實作為歷史前衛主義的核心目標之一。如彼得．布爾格（Peter 

Burger, 1936-）在《前衛藝術理論》（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1974）中的主張， 

所有的前衛運動都恪守著和超現實主義一樣的理想，即透過藝術和社會的整合，

來做為社會革命的基礎。175藝術向來不孤立於社會之外而生，日常生活裡的平庸

與神奇，涵蓋了所有差異和衝突的一切活動；它是這些活動匯聚的場所，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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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the world’, said Marx, ‘change life’, said Rimbaud; these two orders are for us o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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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Surrealist] thought [seeks] to overthrow the hegemony of 

consciousness and daily life, in order to conquer the realm of revelatory emotion.’ in Andre Breton, 

What Is Surrealism?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8), 258-261. 
174

 詳見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著，吳瑪悧譯，《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裏的功能》（臺

北：遠流，1996），頁 5。 
175

 彼得．布爾格（Peter Bürger）著，蔡佩君、徐明松譯，《前衛藝術理論》（臺北：時報，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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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現象發生的連結（bond）與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176更可說是超現實

進行實驗的競技場。 

 

    然而，超現實對日常的關注並非來自布列東本人獨創的概念，謝瑞漢

（Michael Sheringham）在《日常生活：從超現實主義到今日的理論與實踐》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2006）中就

提醒我們，儘管在日常生活研究的範疇中，超現實佔有明確而重要的位置，但兩

者之間的關係，則應該上溯到那些啟發超現實主義形成的思想家與作家們身上去

尋找，例如蘭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紀堯姆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和馬克思等人，以及 18 世紀浪漫主義對於

往昔之物的感懷的傳統。177
 

 

    在布列東看來，超現實主義是基於「對過往疏於聯結的超越性真實的信仰」

之上，並存在於「夢的全能」與「無差別的意念之中」，178超現實主義徹底地破

壞邏輯理性的精神運作機制並進一步取代它們，透過這個過程來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布列東列舉了多位他心目中各個領域的超現

實主義者，這些人透過不同方式契合了「絕對的超現實」（ABSOLUTE 

SURREALISM）的目標，其中蘭波就被描述為是「生活方式與別處的超現實主

義者」。179
 

 

                                                 
176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97. 
177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9. 
178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179

 波特萊爾則是「道德中的超現實主義者」（Baudelaire is Surrealist in morality.）、「雨果在他不

愚蠢的時候是超現實主義者」（Hugo is Surrealist when he isn't stupid.）、「愛倫坡在冒險中是超現

實主義者」（Poe is Surrealist in adventure.）等等，這些思想家與作家分別透過不同方式影響了超

現實主義的形成與發展。詳見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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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波所宣稱的「改變生活」與他的詩，也進一步成為布列東建構理論與宣言

的基礎和啟發，180在《地獄的季節》（A Season in Hell, 1873）中，蘭波提到詩作

為「詞語的煉金術」（alchemy of the word）具有神奇的改造力量，使人產生純淨

的幻覺，他描述自己透過詩看見一群由天使帶領的鼓手、天空中的馬車，以及座

落在湖底的客廳和怪獸。181這種透過文學的變形使平凡的日常產生神奇的手法，

也被超現實主義繼承並發展成為自動與無意識（automatism）書寫，但相較於創

作手法，真正被超現實貫徹發揚的理想，則是透過直覺與非理性來釋放那些被隱

藏的創造能量，或說是一種透過新的視角來看待生活的方式。182班．海默爾（Ben 

Highmore）在分析超現實與日常的關係時也提到，超現實所實踐的策略，其實就

是蘭波所言的「把所有感覺都長久地、無限地、徹底地攪亂」；183若從超現實的

立場來看，當代社會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完全消除日常中的神奇，它們只是被擠到

邊緣地帶；而神奇的存在與否，則須仰賴心靈的組織方式（mental organization），

也就是一種對於「官僚的心靈」的反省與重組。184由此觀之，超現實的態度與

Lefebvre 視循環時間被線性時間所掩蓋，而非消逝的立場是一致的。 

 

    然而，將希望寄託在夢境與現實界線的消解，並不意味著超現實是一種透過

想像來逃避現實的藝術，事實上，它的態度和 Lefebvre 所言的「節慶與日常是

一體化的存在」一樣，反而是一種關注現實，立基於現實上的革命運動。布列東

在《超現實主義與繪畫》（Surrealism and Painting, 1928）中也強調： 

 

所有我所愛的，我所想的，以及透過超現實將我帶向哲學內涵的感覺，

                                                 
180

 布列東對蘭波具有極高的評價，他曾經提到：「不僅僅是這位象徵主義詩人在作品中表達對資

產階級主義法國的憎恨和反抗，對所謂法蘭西情趣的蔑視，對反動教會的仇恨…更由於這些作品

包含著豐富深刻的思想，超現實主義正是這些思想的繼承人。」詳見柳鳴九主編，《未來主義 超

現實主義 魔幻現實主義》（臺北：淑馨，1990），頁 86。 
181

 Arthur Rimbaud, A Season in Hell, 1873. 
182

 Katharine Conley, Robert Desnos, Surrealism, and the Marvelous in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 6. 
183

 ‘Long, boundless, and reasoned disordering of all the senses.’ in Kristin Ros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08), 102. 
184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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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在現實當中，既沒有超越它，也不在它之外。185 

 

布列東宣稱超現實的內涵就包含在現實當中，他們要做的只是改變感官和意識的

等級排列方式，並透過另一個視角來創造驚厥之美，在「現實世界」中喚起觀者

內心日益貧乏的感知。 

 

對超現實來說，對於現代性日常生活的關注，就是在實踐一種社會文化的調

查（sociocultural inquiry），186並在這個範圍內發掘問題，找到任何可行的革命策

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下的日常生活已經逐漸常規化、呆滯化，人們作為一個個

體所應具有的自主行動和自我表現，也都將在追求物質財富與社會地位的過程中

喪失；在布爾喬亞階級的價值觀中，榮耀、家庭、自由、藝術、宗教等抽象概念

是可以被拿來用個人的幸福交換的，這種情況就如同查拉（Tristan Tzara, 

1896-1963）所言，「過去這些觀念曾回應著人類的需求，然而如今卻只剩下傳統

的殘骸，它們已經被奪去它們的內在意義」。187除了經濟與生產層面上的異動，

連帶社會秩序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工人在工會和左翼政黨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定

規模的組織，女性也從家務生活和家庭空間出走投入了戰場中的支薪勞動，另一

方面罷工運動也如火如荼地上演，導致了 18 世紀晚期以來所鞏固的象徵秩序以

及進步理論，在此時的超現實眼中都成為應予以摒棄的價值。188 

                                                 
185

 ‘All that I love, all that I think and feel inclines me towards a particular philosophy of immanenc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urreal is contained in reality itself and is neither superior nor exterior to it.’ in 

Andre Breton, Surrealism and Painting, 1928. 
186

 Michael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Routledge: 1 edition, 2000), 24. 
187

 ‘Honor, Country, Morality, Family, Art, Religion, Liberty, Fraternity, etc.–all these notions had once 

answered to human needs, now nothing remained of them but a skeleton of conventions, they had been 

divested of their initial content.’ in Tristan Tzara, An Introduction to Dada, 1951. 
188

 18 至 19 世紀間所出現的社會理論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宗教傳統式微時，對於象徵秩序和意義

的需求，這些理論就類似世俗化的天文學一般具有宏觀、大敘述的特質，並且認為世間萬物都遵

循著進化的道路不斷前進。然而，由於現代化所帶來的基本物質結構與秩序的變動，以及資本主

義與市場經濟的運作，使得人們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並且超越基督教語言的規範來穩定社會秩序，

其特徵在於合乎道德準則的「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s）、利己主義以及相信人類必然不斷進

步的線性史觀。詳見 Steven Seidman, Substantive debates Moral order and socia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ulture, in Jeffrey C. Alexander and Steven Seidman,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7-236. 關於「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s）與馬克

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可參考克理斯．巴克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22Michael%20Gardiner%22;jsessionid=C4B0408AD0E70AB3B2117E5605A24B80.prodny_store02-7?Ntk=P_key_Contributor_List&Ns=P_Sales_Rank&Ntx=mode+matc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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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節的開頭提到，超現實主義的目標與發展曾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

但 Gardiner 則認為，在對於西方文明批判的態度上，超現實比浪漫主義者的鄉愁

式感懷走的更遠更激進，他們沒有採取浪漫主義將美學領域視為一種「心靈的庇

護所」的態度，取而代之的是以藝術和文化的形式來諷刺、攻擊異化現象，以及

資產階級社會墮落的精神與道德。189他們要把握的是日常生活的「整體的」概念，

也就是「現代性精神」（l’esprit modern）的整體，190所以他們把目光放向真實存

在的街道、商品和空間，還有那些實際感受到的「經驗」（experience）。 

 

    「經驗」的概念在超現實中被視為是一種精神層面的運作過程，布列東經常

使用經驗一詞來描述那些發生在巴黎街頭巷角的奇遇，並將街道看作是冒險與實

驗的基地。191他特別強調：「街道，是一種我認為能夠豐富我的生命的驚奇小徑；

街道，透過它的擔憂與眼波餘光，是我真實的要素：我只能在這裡畫出風的可能

性。」192街道中的經驗也構成布列東發展其小說和散文的基礎，在《娜底雅》中，

布列東透過一連串片段的日常軼事和意外插曲，將城市空間中的漫遊與主體身分

的建構連繫在一起。193他告訴讀者，他常常在下午的 Boulevard Bonne-Nouvelle

街道附近流連忘返而沒有特定目的，以及「接連發生的神奇的腳步，將使人擺脫

他的枷鎖」，194布列東用「腳步」（footsteps）和「枷鎖」（chains）來比喻「被解

                                                                                                                                            
（Chris Barker）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2010），頁 168。 
189

 Michael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25. 
190

 Peter Bürger 認為成功的前衛運動需要倚賴藝術革命與社會革命，兩者必須相輔相成，缺一不

可；而所謂透過革命改變日常生活的意識，則是現代生活（modern life）的主要特徵，它是一場

以資本主義和商品為名的革命。詳見 Ben Highmore, “Awkward Moments: Avant-Gard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Dietrich Scheunemann, ed. European Avant-Garde: New Perspectives 

(Avant-Garde Critical Studies 15), 245-264. 
191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71. 
192

 ‘The street, which I believed could furnish my life with its surprising detours; the street, with its 

cares and its glances, was my true element: nowhere else could I draw such a wind of possibility.’ in 

Andre Breton, The Lost Step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4. 
193

 布列東在《娜底雅》中指出全書的主旨，在於「對自我身分（individual identity）的探求」，

透過主體與周遭發生的事件、遇到的人事物之間的關係，來確立「我」（le moi）的存在與意義。

詳見林崇慧，〈布列東的娜底雅－超現實主義〉，《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47:1，2002，

頁 11-40。 
194

 ‘marvellous succession of footsteps a man can make without his chains.’ cited in Michael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22Michael%20Gardiner%22;jsessionid=C4B0408AD0E70AB3B2117E5605A24B80.prodny_store02-7?Ntk=P_key_Contributor_List&Ns=P_Sales_Rank&Ntx=mode+matchall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B8%AB%E5%A4%A7%E5%AD%B8%E5%A0%B1.+%E4%BA%BA%E6%96%87%E8%88%87%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9%A1%9E&la=ch&requer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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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日常」（the free everyday）和「被異化的日常」（the alienated everyday），對

超現實而言，Boulevard Bonne-Nouvelle 不只是一個發生奇蹟的場所，或進行社

會研究的數據庫，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活空間」（living space）。195如同《娜

底雅》中所出現的照片，都是來自真實存在於巴黎的場景，且沒有經過特別的修

飾或美化，他鼓勵人們自由地、拋開束縛地走（walk freely），因為完全自由的腳

步可以帶領人走向任何意外的場景與機遇，就像娜底雅之所以如此「充滿靈感，

又令人心神嚮往」的原因，就在於她總是出奇不意地穿梭於街道中，並透過異於

常人的直覺，來決定自己該往東走還是往西走，「對她而言，那是唯一確切的經

驗的場域」。196
 

 

  如果說蘭波啟發了超現實對夢與現實分界的消除，那麼波特萊爾則透過對於

現代性的關注，啟發超現實將目光放向真實存在的街道與現代生活。在 1857 年

一首《致一位路過的女人》（A Une Passante, 1857）的詩中，波特萊爾也將背景

設定在喧囂的城市中，描寫了一個類似《娜底雅》中出現的邂逅： 

 

震耳欲聾的街道在身旁吼著我。 

修長、苗條、喪服、巨大的痛， 

一位女子走過，奢華的手舉起， 

搖晃著衣服的摺痕與花邊； 

靈活而高貴，她那雕像般的腿。 

… 

一陣光…隨即黑夜了－閃瞬的美麗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73. 法文原文可參

考 Andre Breton, Nadja in Oeuvres completes, I, 661. 
195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73. 
196

 ‘she only liked being in the street, for her the only valid field of experience.’ cited in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73. 法文原文可參

考 Andre Breton, Nadja in Oeuvres completes, I,716. 

 



61 

 

目光突然使我重新活過，  

我將再不能看到妳除了永恆？197 

 

波特萊爾用「震耳欲聾」（deafening）、「吼著我」（roared around me）等形容詞賦

予城市喧囂懾人的形象，接著一位不知名的女子走過，她的靈活和高貴與都市的

喧囂格格不入，使波特萊爾陷入了像是布列東著迷娜底雅的狀態，然而僅僅是一

瞬間，女子就消失在街頭，彷彿幾秒前的四目交接就已是永恆。整首詩的節奏就

如同波特萊爾注視女子的方式一般，從手舉起的動作，到衣服的摺痕、花邊等，

充滿了碎片式的、瞬間的凝視與描寫，也如同波特萊爾對於現代性的描述：「短

暫的、瞬逝的、偶然的」。198 

 

    對波特萊爾來說，城市與街道是一個彰顯現代性的典型場域，他指出現代性

的概念要被視為一個詩意的（poetic）問題來處理，在 1863 年《現代生活的畫家》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一篇談到畫家居伊（Constantine Guys, 

1802-1892）的文章中，波特萊爾提到了現代畫家應該具有的特質。他讚美居伊

在作為藝術家之餘同時是一位「觀察者、哲學家、漫遊者」，將目光放在自己所

處時代的美和普羅大眾的多樣性，關注著「短暫的片刻與永恆」而非存在於歷史

的英雄禮讚。199同時，波特萊爾透過對現代性的觀察提到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現

代生活的英雄主義」（the heroism of modern life），將古代的「政治的∕軍事的英

雄主義」（political/ martial heroism）與現代的「私人的∕社會的英雄主義」（private/ 

                                                 
197

 Charles Baudelaire, A une passante, 1857. 中文翻譯引自翁文嫻，〈浪漫與現代主義詩內「陰暗

面」的份量－兼論雨果、徐志摩、波特萊爾〉，《成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三期，（2013, 12），頁 

319-348。 
198

 ‘By ‘modernity’ I mean the ephemeral, the fugitive, the contingent, the half of art whose other half 

is the eternal and the immutable.’ in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86), 12. 
199

 ‘observer, philosopher, flâneur.’ and as ‘the painter of the passing moment and of all the 

suggestions of eternity it contains.’ in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London: Phaidon Press Ltd, 

196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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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heroism）相對照，他認為在學院派藝術家的繪畫中，所謂政治與戰爭的輝

煌場面與理想，是建立在市民拿起武器的畫面來呈現的，然而現代生活的理想與

那樣的場面相去甚遠，而應該存在於「時尚生活的景觀」（the spectacle of 

fashionable life）中。200他鼓勵畫家們去發掘「現代生活的史詩面」（the epic side 

of modern life），它就存在於隨處可見的馬車和車伕、時髦的婦女和穿著體面的

孩童身上，他們的姿勢和行為舉止、用字遣詞，甚至是服裝和時尚，201都反映了

現代性作為一個崇高的「主題」（motif）所包含的瞬時性與永恆性的美。202因此，

史詩的理想不應只存在於古代，現代生活的英雄應該是住在城市公共空間裡的人；

而對現代畫家來說，像是巴黎或倫敦這些大都市，就如同一座座「碩大的畫廊」

（immense picture gallery），畫家們應該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讀取現代生活的「巨

大字典」（immense dictionary）。203 

 

    除了作為典型現代性特徵而存在的漫遊者與庶民大眾，波特萊爾在其《1846

年沙龍》（Salon of 1846, 1846）中也將目光從白天的巴黎場景轉到夜晚，呼籲畫

家睜開眼睛去關注十九世紀都市生活的另一面： 

 

時髦生活的華麗場面與數以千計的流動的經驗－罪犯與風塵女子－漂

泊在這座偉大城市的下層社會；科西嘉《法院新聞》（Gazette des 

Tribunaux）和《箴言報》（le Moniteur）都向我們證明了，我們必須睜

開眼睛去認識我們的英雄主義…我們城市的生活是一個富含詩意與神

                                                 
200

 Vincent Descombes, Proust: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trans. Catherine Chance Macks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03. 
201

 對於服裝和時尚的觀察在波特萊爾的現代性描述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他用「dandy」（中文可

譯為漫遊者、浪蕩子、貴公子）一詞來形容 19 世紀出現在街頭的一群低調高雅，外表充滿沒落

貴族的慵懶之氣，卻對世界的瞬息萬變充滿洞察力的中產階級。波特萊爾解釋道，他們通常身著

全黑西裝，「是一種現代性產物，它出現在當民主尚未完全發揮影響力，而貴族正要開始沒落的

時候」，是一種「新型態的知識菁英主義」、「頹廢時代英雄主義的最後火花」。詳見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28. 
202

 Roberta Crisci-Richardson, Mapping Degas: Real Spaces, Symbolic Spaces and Invented Spac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dgar Degas (1834-1917),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 161-162. 
203

 Peter Gay, 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Vintage, 

2009), 37. 

 



63 

 

奇的主體。204 

 

作為富有良好教養的中產階級的對立面，罪犯通常被排除在公眾領域與道德規範

之外，彷彿是被社會淘選過後剩餘的殘渣，存在於另一個世界。然而對波特萊爾

而言，罪犯也是構成偉大城市的英雄形象之一，他們的作息和只在白天出沒的中

產階級不同，但他們存在於邊緣，隱身於巷弄，透過旁觀的角度理解這座城市。 

 

    班雅明指出，波特萊爾是第一個將底層社會的人的生活放到城市空間中來討

論的人，作為一個詩人，他在街道上找到了社會的殘渣，並從這些殘渣中繁衍出

他們的英雄主義。這種英雄主義在文學中充滿了「拾荒者」（chiffonnier）的形象，

他們在城市居民酣睡之際漫步在城市當中，找尋那些一般人眼中毫無價值的垃圾

與殘餘。205在此，班雅明將拾荒者的活動與詩人的創作行為連繫在一起，而這種

敏銳，也正是波特萊爾稱讚居伊是現代生活的畫家時所提到的特質。 

 

    Sheringham 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到，如果居伊稱得上是一位現代畫家的典範，

那並不單單是因為他透過繪畫主題捕捉了巴黎市的時尚、社會生活、閱兵遊行等

等當下的奇觀，更在於他的方法展現了藝術應該如何與當下建立關係。206意即，

與其將這些作品視為時髦風尚的生活紀錄，更應該理解為他抓住了波特萊爾所說

的「短暫的、瞬逝的、偶然的」現代性意識；在繪畫技巧上他或許不是最出色的

畫家，但以在作品中出現的女性形象為例，他掌握了 19 世紀社會中女性逐漸以

各種面貌投入生產勞動的事實，她們的服裝材質或姿態，除了透漏其身分地位與

                                                 
204

 ‘The pageant of fashionable life and thousands of floating existences—criminals and kept 

women— which drift about in the underworld of a great city; the Gazette des Tribunaux and the 

Moniteur all prove to us that we have only to open our eyes to recognize our heroism.’ and ‘The life of 

our city is rich in poetic and marvelous subjects.’ in Charles Baudelaire, “The Heroism of Modern Life” 

from Salon of 1846. 
205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萊爾》（臺北：臉譜，2002），頁 157-158。 
206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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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狀態，更綜合傳達了現代性所具有的角色特質。207
 

 

波特萊爾眼中的日常生活是一座充滿詩意的劇場：「神奇就像空氣一般包圍

並支撐著我們；但我們卻沒看見它」，208而居伊就是那個看見神奇並體現了波特

萊爾要詮釋的現代性的畫家，在這樣的脈絡下，Sheringham 認為居伊的作品正是

布列東所言「日常裡的魔幻」（Magie quotidienne），與阿拉貢「日常裡的神奇」

（merveilleux quotidien）的原型。209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日常生活所包含的

領域相當廣泛，但比起家務勞動或私人活動，超現實所關注的日常生活明顯聚焦

在現代化脈絡下的「都市生活」與「公共空間」。 

 

    然而，對於現代生活的關注與神奇的發掘，只是超現實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的

一部分，這其中的討論還應包含超現實對於前現代生活的懷舊情節，以及在第二

章中提及的對於工具理性邏輯的抗拒。在下一小節中，筆者將以展覽中被重組裝

扮的人體模型為對象，透過廢墟與神奇的角度切入理解超現實主義如何透過拾荒

者的姿態，與作為方法論的日常，挖掘隱藏其中的火花並進一步跨足社會變革。

然而，拾荒者與革命之間的關係仍需進一步釐清，這部分筆者將先從班雅明理論

中關於「廢墟」（ruins）的討論著手，接著回顧波特萊爾「dandy」概念中頹廢而

高雅的形象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第二節、 廢墟與神奇 

 

    學者 Alyce Mahon 在分析〈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的社會背景時談

到，除了國際情治與納粹政權的擴張，促成此次展覽的近因，更可能是來自於二

                                                 
207

 Ulrich Lehmann, Tigersprung: Fashion in Modernity, (London: Cambridge, 2000), 44-45. 
208

 ‘The marvellous envelops and sustains us like the atmosphere; but we do not see it.’ in Charles 

Baudelaire,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Gallimard, 1961), 952. 
209

 Michael Sheringham, Everyday Lif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Surrealism to the Presen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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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最後一次世界博覽會。210
1937 年的世界博覽會（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Arts and Technology applied to Modern Life）於巴黎舉行，除了展示歐洲各國現代

科技的成果，展覽更將重點放在藝術與科技的碰撞及結合，期望藉此療癒歐洲諸

國文化與政治上的創傷。211展覽委員會強調：「藝術將帶來令人無法抗拒的光輝，

不只是法國，歐洲各國都將在這個過程中提供這股誘惑的力量，來忘卻當前的困

境。」212這場過度樂觀的世博會顯然掩飾了西班牙內戰的黑暗以及二次大戰風雨

欲來前的寧靜，除了被視為法國人民前線左派陣營的勝利成果，更歌頌著布爾喬

亞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 

 

    唯一顯得與這場世博會格格不入的是西班牙國家館中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的《格爾尼卡》（Guernica, 1937），與米羅（Joan Miro, 1893-1983）

的《收割者》（The Reaper, 1937），這兩件作品被指責為忽略官方宗旨，影響作

品及展覽的連續性。另一方面，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們也被拒於世博的門外，213即

使是在法國館內，也僅有一些零星的文學作品展出，然而此次世博無論在理念、

作品、展場設置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超現實主義接下來的展覽，例如由法國建

築師雅猶（Emile Aillaud, 1902-1988）所建的時尚館（fashion pavilion）中所展示

的人體模型，就間接地影響了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中的人偶展示方式。214在進入

人體模型的討論之前，筆者將承續上一節的寫作方式，首先觀察超現實從藍波、

班雅明、波特萊爾等人身上所繼承的日常關照，接著以「廢墟」一脈絡作為連結，

串起無用之物（outmoded）、神奇、革命三者的關係，以及超現實主義對於資產

階級社會的抵抗。 

                                                 
210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30. 
211

 Chandler Arthur, Confrontation: The Paris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et Techniques dans la 

Vie Moderne, (World’s Fair 8.1, 1988), 9-14. 
212

 ‘Art would confer an irresistible luster. Not only on France but on Europe and in the process enact a 

power of seduction to forget all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in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5), 30. 
213

 取而代之的是奧菲主義（Orpbism）畫家德洛涅（Robert Delaunay, 1885-1941）、立體派畫家

費爾南．雷捷（Fernand Leger, 1881-1955）與阿爾伯特格．列茲（Albert Gleizes, 1881-1953）等

人的作品。詳見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31. 
214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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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的空間規劃總共分為四個部分：包括「超現實街道」（La Rue Surréaliste）、

杜象所設計的「洞窟」（cave），以及兩個相鄰的小展間。主要策畫者布列東、艾

呂亞及杜象從一開始就致力於讓整個展覽盡可能地遠離「藝術」，入口處的大門

上裝飾著一對情侶的剪影，一旁放置著達利的《下雨的計程車》（Rainy Taxi, 1938）

迎接觀眾，除了繪畫與雕塑作品，此次展覽的焦點莫過於由杜象、庫爾特．賽利

格曼（Kurt Seligmann, 1900-1962）、曼．雷（Man Ray, 1890-1976）、索尼亞．莫

斯（Sonia Mossé, 1897-1943）、漢斯．貝默（Hans Bellmer, 1902-1975）與布列東

等人製作的人偶模型，模型們程度不一地被支解、重新設計、組合、扮裝，有的

以單一腿部或四肢的方式被接在其他現成物上，有的則披上斗篷、網子、薄紗或

其他裝飾，並排站立在超現實街道上與霓虹燈招牌相互輝映，成一詭譎魅惑的景

觀。 

 

    展覽邀請函的正中間是一張 Enigmarelle 的照片（圖 1），Enigmarelle 是一個

面部蒼白、與人類等身大的機器人，行動遲緩卻能騎腳踏車及書寫，該邀請函還

提到：「Enigmarelle 將在半夜以血肉之軀出現」，意圖暗示觀眾這將不是一個普

通的超現實主義展覽，而是刻意選在布爾喬亞階級品味的畫廊空間，被認為是一

場集結偽科學（Pseudoscience）、震驚之姿所呈現的展覽。215 

 

    以機器人的形象作為邀請函設計的主視覺，同時也呼應了展出作品中的重頭

戲－十六個女性人體模型。事實上，機器人與人體模型在布列東的分類裡，皆屬

                                                 
215

 Enigmarelle 首次出現於 1906 年的美國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在期刊中被描述為

一個聰明、新穎的偽科學形象。身高六尺、重量 198 磅，臉部蒼白貌似小丑，全身上下的材質不

一，其精巧的構造讓他能寫走路、寫字、雜耍。在展覽的邀請函中，Enigmarelle 與其他身著軍

裝的人類站在一起，但步伐明顯比人類笨拙僵硬。20 世紀初期這樣的全自動機器人受到相當大

的矚目，在展覽開幕以前，巴黎《費加洛報》（Le Figaro）也報導了 Enigmarelle 出現在邀請函中

的新聞，並形容他將會是「整場秀的焦點」（the highlight of the show）。詳見 James Housefield, 

Playing with Earth and Sky: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the Art of Marcel Duchamp, (Univ Pr of New 

England, 2016), 175-176.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Univ%2bPr%2bof%2bNew%2bEngland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PU=Univ%2bPr%2bof%2bNew%2b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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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橫跨生物與無生物、人與非人的奇異組合，Hal Foster 指出，超現實對於這種

曖昧的象徵物感到著迷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人體模型（特別是女性身體）成功地

喚起人們對改造身體作為一件商品（commodity）的想像，就像機器人喚起重組

身體（特別是男性身體）作為機器（machine）的面貌而存在。216這種模稜兩可

而詭異（uncanny）的結合呼應了超現實主義在面對現代社會時的矛盾狀態，他

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控制下，身體與物都將發生劇烈的變化，帶來既疏離又曖昧

的關係，特別是在面對商品的實用價值被取代，與機械生產節奏控制勞動之際。 

 

    事實上，這種對於現代化工業社會的矛盾心理甚至是抗拒，同樣體現在 19

世紀末那些見證巴黎轉變的詩人身上，在 1860 年獻給雨果的《天鵝》（Le Cygne, 

1860）一詩中，波特萊爾寫到： 

 

巴黎變了，然而我的憂傷沒變 

新的王宮，鷹架、建材、舊郊區的一切 

對我都成了寓言 

我珍貴的回憶比岩石還重。217
 

 

面對奧斯曼的都市計畫與技術革新大幅破壞了巴黎的歷史建築與巷弄結構，以及

資本主義帶動的中產階級興起，與消費文化的猖獗，波特萊爾就和當時許多象徵

詩人一樣，在感懷逝去之物的同時也對所處的時空產生懷疑。班雅明在評論這首

詩時提到，《天鵝》中所描述的巴黎是一座變化比人心還要快的城市，「它變得像

玻璃一樣易碎而透明」，被脆弱的象徵包圍著，這些象徵包含有生命的東西，也

包含歷史形象，它們的共同點是「對逝者的悲哀和對來者的無望」，而這種蔓延

                                                 
216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125-126. 
217

 ‘Paris has changed, but in my grief no change. New palaces and scaffoldings and blocks, To me, are 

allegories, nothing strange. My memories are heavier than rocks.’ in Charles Baudelaire, Le Cygne,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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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之中衰老的痕跡正是「構成現代主義與古典時代最緊密的聯繫」。218
 

 

    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巴黎在班雅明眼中充滿衰老的痕跡，然而它並不只是作為

逝去的殘骸而存在，它的積極意義與過渡狀態，在班雅明、波特萊爾與超現實主

義針對現代性的書寫當中，扮演著一種打亂中產階級「歷史連續性統一」

（continuum of history）的進步價值觀的角色。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

布列東提到了「廢墟」（ruins）與「神奇」（marvelous）的概念，他力讚馬修．

路易斯（Matthew Lewis）的小說《僧侶》（The Monk, 1796）將書中角色從現世

的囚錮中解放出來，「從開始到結束，皆以一種純淨的想像方式進行。當作者還

未使主要角色擺脫時空束縛時，便可感受到這些人物擁有睥睨萬物的氣魄…於是

便使人物的苦難和我做為讀者的感受同具有不可磨滅的色彩。」219並總結這本小

說昭示著正義與無邪的宏偉氣魄，是充滿神奇之感最好的證明，接著話鋒一轉，

談到神奇與廢墟的關係： 

 

在歷史的每個階段中，神奇並非總是一樣的，它隱隱約約地屬於一種群

眾性的「啟示」，傳諸後世的不過是它的碎片：它們是浪漫時期的廢墟

（romantic ruins）、現代的人體模型（modern mannequin），或任何其他

能在一個時期裡影響人類感受性的象徵符號。220 

 

在布列東的分類裡，「廢墟」與「人體模型」在概念上是一組成雙成對的存在：

前者介於歷史與自然的，後者則介於人與非人的，兩者都處於過渡的中介狀態。

                                                 
218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萊爾》，頁 162。原文可參考 Walter Benjamin,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1937. 
219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220

 ‘The marvelous is not the same in every period of history: it partakes in some obscure way of a sort 

of general revelation only the fragments of which come down to us: they are the romantic ruins, the 

modern mannequin, or any other symbol capable of affecting the human sensibility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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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他遙想著中世紀末法國詩人維庸（Francois Villon）筆下的絞刑架、劇作家拉

辛（Jean Racine）所寫的古希臘人，以及波特萊爾的長椅，它們皆伴隨著品味（taste）

的沉淪而逐漸消逝而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廢墟。布列東認為自己身處於一個品味惡

俗的時代，儘管難以忍受卻也只能逐漸習慣，他在宣言中提到自己渴望一座位於

巴黎近郊的古堡，廂房綿延不絕在鄉村田園間，室內擺設經過修葺後可謂盡善盡

美，幾位好友可在此逗留。222
 

 

    而 Foster 則從生產技術的角度指出，浪漫的廢墟（romantic ruins）在機械生

產和商品消費的統馭下，喚起人們注意到它的文化形式（culture forms）已被取

代的事實，他特別引用班雅明的「過時的」（outmoded）一詞來解釋，所謂的文

化形式不只是古老的封建形式，它還包含充滿鄉愁的布爾喬亞遺跡：223 

 

超現實主義者是第一批在「過時之物」中察覺到革命能量的人，在第一

批鋼鐵結構中，第一座工廠建築，最早的相片，以及任何即將消逝的物

品，巨大的鋼琴，五年前的服裝，即將不再時髦的餐廳。這些東西和革

命的關係－沒有人能比他們擁有更確切的概念。沒有人比這些具有遠見

之人和占卜者，更早洞悉它的貧乏－不只是社會的，也包含結構的知識

體系，內部的貧瘠，奴役和被奴役的物品－能夠被突然轉化為革命虛無

主義。224 

 

                                                 
221

 Alyce Mahon,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32. 
222

 Andre Breton, First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223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126. 
224

 ‘the first to perceive the revolutionary energies that appear in the “outmoded”, in the first iron 

constructions, the first factory building, the earliest photos, the objects that have begun to be extinct, 

grand pianos, the dresses of five years ago, fashionable restaurants, when the vogue had begun to ebb 

from them. The relations of these things to revolution- no one can have a more exact concept of it than 

these authors. No one before these visionaries and augurs perceived how destitution- not only social 

but architectonic, the poverty of interiors, enslaved and enslaving objects- can be suddenly transformed 

into revolutionary nihilism. ’ in Walter Benjamin, “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Revolution,” 

in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181-82.  

 



70 

 

這段引文出自班雅明寫於 1928 年的《超現實主義：歐洲知識分子的最後快照》

（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1929），在文中他對超

現實發掘過時之物的敏銳讚譽有加，並形容超現實筆下的巴黎就如同一座鬼魅的

「小宇宙」（little universe）。這些過時之物在阿拉貢（Louis Aragon, 1897-1982）

看來同樣是現代化急遽發展所產出的剩餘物（waste），但其朝生暮死的特質卻使

它弔詭地具有激進的潛能，225他在《巴黎的農民》（Le Paysan de Paris, 1926）中

以巴黎人的生活空間為原型，創造了一個充滿過時之物的「水中世界」

（under-water world），包含即將要被拆毀的殘破拱廊街、不時髦的咖啡館、廉價

旅社和髮廊等等，在這個「晦暗朦朧的人類活動範圍」，物件和景色看起來似乎

「打開了…神秘的通路」並使觀察者「陷入暈眩的沉思」。226 

 

Foster 接著解釋，因此在人體模型與廢墟的兩兩配對中，「機械的商品化」

（mechanical-commodified）和「過時之物」兩個概念是相關聯的，它們同樣喚

起神秘而詭異（uncanny）的感受，但卻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前者是瘋狂的、

著魔般的（demonic），後者則是靈光的（auratic）。商品化的瘋狂特質在於它的

快速生產摧毀了傳統的生產結構，因此無論是機器或商品都可以被視為一種惡魔

的力量，它的詭異就在於使人產生生與死之間的困惑，而這個無法辨認其生命狀

態的困惑，也就是超現實所著迷的「非人」（non-human）－包含人體模型、機器

人、蠟像、人偶等等形象。227
 

 

    人體模型與廢墟所喚起的時間感和歷史感，與班雅明的唯物歷史觀頗有相似

之處，事實上，由於藝術及政治立場的相近，使得法國超現實主義相當吸引著班

                                                 
225

 Abigail Susik, Paris, 1924: Aragon, Le Corbusier,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Outmoded, 

(Graduate journal of art history, visual art, and theory volume 2, number 2, 2008), 38. 
226

 ‘In this “dimly lit zone of human activity,” objects and sights appear “to swing open…the gateway 

of mystery” and plunge the observer into “flights of dizzy speculation” and vertigo.’ in Juan Antonio 

Suárez, Pop Modernism: Noise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Everyday, 150. 
227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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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他在書信中將超現實主義看作「拱廊項目的諸論」、一種「擋在拱廊計畫

前面的不透明擋風屏障」。228無論在《單向街》（One Way Street）或是《拱廊街

計畫》（The Arcades-Project）中，19 世紀的巴黎市宛如一座充滿過時物件的博物

館，有待敏銳的雙眼發掘其意義，並轉變成為一種辯證的意象。他將新與舊之間

的交迭現象視為一片破碎的歷史廢墟，當我們駐足於「當下」，這個當下勢必與

「過去」相連，這樣的歷史畫面「似乎被凝結，呈現出一種思想震驚，感官乍然

停頓，時間嘎然停止，思想結晶為單子（monad），229進入沉思，傳達出一種『靜

止』關係，一種在時代劇烈震動後轉化的靜止。」230
 

 

    這點與超現實主義將布爾喬亞遺跡視為革命能量，以及《娜底雅》中令布列

東流連忘返的跳蚤市場一樣，都是在異化世界裡找尋火花的過程。231
Highmore

就指出，班雅明對於日常生活與現代性的關注，是聚焦於「垃圾」（trash）與現

實中的瓦礫殘骸而運作的： 

 

在面對垃圾無止盡地繁衍增長時，班雅明潛在性地暗示了一種「垃圾美

學」（trash aesthetics），「垃圾美學」可以用來徹底地，批判性地關注日

常。這種方法可以被視為「回收循環」（recycling）－一種日常經驗的

生態學來思考。232 

                                                 
228

 Richard Wolin, ‘Experience and Materialism in Benjamin’s Passagenwerk’ , in Gary Smith, ed. 

Benjam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29

 班雅明從 17 世紀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理論中借用單子

（monad）的概念，將凝結的「單子」轉化為「靜止中的辯證」（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單子的

特性為「集中的無限性」和無窗口的「隱蔽性」（verschlossenheit），他更聲稱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代表了他所知的與他自己的觀念理論最確切的對應物。詳見涂真瑜，〈Walter Benjamin 救贖美學

及其教育蘊意之研究─後人文境遇的靈光追尋〉，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5。 
230

 涂真瑜，〈Walter Benjamin 救贖美學及其教育蘊意之研究─後人文境遇的靈光追尋〉（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5）。 
231

 Anne-Gaëlle Saliot, The Drowned Muse: Casting the Unknown Woman Across the Tides of 

Modernity, (Oxfor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onographs, 2015), 168-169. 
232

 ‘In the face of endless proliferation of trash, Benjamin potentially suggests a trash ‘aesthetics’ that 

could be used radically and critically to attend to the everyday. The method might be thought of in 

terms of ‘recycling’ – an ecology of everyday experience.’ in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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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more 在此所指的垃圾，除了指現代社會中作為象徵性的廢墟而存在的歷史

殘骸，一方面也包含生產力過剩導致資產階級社會變成一片廢墟的景象。站在班

雅明的角度看來，新舊交錯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烏托邦的痕跡，體現了一種充滿潛

能與象徵意義的存在，這些廢墟並不只是逝去的殘骸，或只能無能為力隨著歷史

洪流灰飛湮滅。為了理解當前的危機，將時間軸往前推演，了解歷史的進程以何

種方式走到這一步，是至關重要的，他曾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提到： 

 

統治歷史的是這樣一種神祕的因果律：在過去的先人和我們之間有一個

祕密的協議。正如我們前面的每一代人，我們也被賦予一種微弱的彌賽

亞力量，一種屬於過去的力量。233 

 

歷史是被建構起來的對象，其建構場所並不是同質的、空洞的空間，而

是充滿了「當下的在場」的時間，因此對於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來說，古羅馬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著當下時間的過去，他將

之從歷史的連續體中爆破了出來。234 

 

對班雅明來說，歷史廢墟提供了一種獨特經驗，日常中那些失去效能的、被

棄之不顧的素材，除了充滿與當下生活實踐的連結，更足以透過新舊拉扯所

產生的張力來開啟「救贖」的契機。235 

                                                 
233

 ‘There reigns in history a mystical causality of the sort that “a secret agreement (comes about) 

between past generations and ours.” “Like every generation that preceded us, we have been endowed 

with a weak messianic power, a power on which the past has a claim.” ’ in Peter Osborne, 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 D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Clinamen Press Ltd.; 2nd edition, 2000), 113. 
234

 ‘History is the object of a construction whose place is formed not in homogenous and empty time, 

but in that which is fulfilled by the here-and-now. (Jetztzeit; nunc stans) Thus, to Robespierre ancient 

Rome was a past charged with the time of the now, which he blasted out of the continuum of history.’ 

in Peter Osborne, 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 D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Clinamen Press Ltd.; 

2nd edition, 2000), 113. 
235

 「救贖」在班雅明論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中，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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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理解班雅明所拒斥的直線性進步史觀，使他的理論成就與目光投向

廢墟與殘骸，然而我們不能將這個過程，解釋成為了消極地從當下逃逸、重回往

日氛圍的庇護，而是這些無用之物所堆砌起來的不同起點與終點的時間軸，共同

在我們所處的當下時間展演，一如「當今的拾荒者在朝向過去的感傷主義態度，

與朝向未來的革命鄉愁之間，踩踏而成了一條精緻的路線」，236也像保羅．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的天使一樣，背對著的未來、面向過去，站在歷史的殘

垣斷壁之上，被暴風雨脅迫只能繼續前進，「這場暴風雨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向他

所拋棄的未來，而他面前的那堆廢墟則拔地而起。這暴風雨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

237當我們再次回到 Highmore 對班雅明的評價，他認為班雅明的垃圾美學的價值

就在於提供了一條批判的路徑來檢視日常生活，因此，無論是班雅明或超現實主

義，對於歷史殘骸的珍視並非是為了過去本身，而是辨認過去「真實影像」閃現

的瞬間，將其與正在發生的事實產生關連性，過去才因而產生了歷史意義。238 

 

    因此，奠基於現代性的殘骸之上，也奠基於消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危機，班

雅明要做的是「救贖」，這個救贖是「彌賽亞救贖的美學觀」；239而超現實所做的

                                                                                                                                            
間」是同樣重要的概念，他將神學中的彌賽亞時間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指出歷史哲學的任務是

在「當下」與「過往」的時間軸中進行辯證，尋找使人類獲得救贖的契機。參考

http://www.sancf.org.tw/SANCF/db/arts/2010-The%20decoding%20of%20Angelus%20Novus.pdf，王

人英，〈Walter Benjamin 筆下的《新天使》密碼〉，2010。（查詢日期：2016/4/16） 
236

 Ben Highmore 在《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導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 Theory）中，引用 Irving 

Wohlfarth 教授的說法：「作為拾荒者的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 as Chiffonnier）來形容班雅明的

垃圾美學。 
237

 ‘This storm irresistibly propels him into the future to which his back is turned, while the pile of 

debris before him grows skyward. This storm is what we call progress.’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69), 257-258. 本文翻譯引自德希達（Jacque Derrida）著，郭軍、

曹雷雨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Modern, Allegory, and the Seeds of 

Language: Criticism of Walter Benjamin）（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頁 257。 
238

 David Bate, Photography and Surrealism: Sexuality, Colonialism and Social Dissent, (London: IB 

Tauris, 2004), 100. 
239

 班雅明採取的「彌賽亞式救贖」來自猶太教的彌賽亞時間結構，用以消解資本主義與文化工

業製品帶來的危機。根據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說法，《保羅書信》裡的彌賽亞邏輯不同

於猶太教裡或普遍基督教理解的未來救贖，包羅宣稱彌塞亞已經來臨但還未完滿，必須耐心等待，

阿岡本將這段圓滿之前的時間稱為「操作時間」（operational time），在這段時間裡等待「契機」。

如同班雅明描述保羅．克利的歷史天使站在歷史的廢墟風暴中，期待彌賽亞救世主來臨的神學思

 

http://www.sancf.org.tw/SANCF/db/arts/2010-The%20decoding%20of%20Angelus%20Novus.pdf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3%AD%E8%BB%8D+%E6%9B%B9%E9%9B%B7%E9%9B%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3%AD%E8%BB%8D+%E6%9B%B9%E9%9B%B7%E9%9B%A8&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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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透過將世界「陌生化」（strangeness）來進行「革命」，這個革命的場域就是

現代化的日常生活，誠如上一小節中談到，19 世紀的巴黎市除了充斥著取代貴

族而興起的中產階級，還有另一群波特萊爾所言隱身於人群之中的觀察者 dandy，

他們是「完美的遊手好閒者」、「熱愛可見的、有形事物的哲學家」、「如同王子一

般的觀察家享受著它的微服出巡」。240這些猶如沒落貴族的浪蕩者穿梭在新舊世

代的接縫處，透過一種超脫世俗的冷漠卻異常敏銳的目光，成為這個墮落時代的

英雄，在某種程度上，dandy 的敏銳與超現實主義發掘過時之物的雙眼同樣具有

其革命意義。 

 

    班雅明形容波特萊爾「喜歡孤獨，但他喜歡的是稠人廣座中的孤獨」，241城

市與新興科技的發展使得巴黎的面貌不復以往，但拓寬的街道與拱廊街的出現，

卻提供了這群閒晃者一個逗留的棲居之所。dandy 在面對現代場域中的遺跡時所

表現出來的冷漠與距離，與現代性社會本身的狀態同樣矛盾，如同波特萊爾與人

群的關係，他觀察人群但卻又與人群保持距離；對於城市感到厭倦，卻又對城市

的殘餘物著迷：242
 

 

與其說這位寓言詩人的目光凝視著巴黎城，不如說他凝視著異化的人。

這是遊手好閒者的凝視…人群是一層帷幕，在這層帷幕的後面，熟悉的

城市如同幽靈般，向遊手好閒者招手。243 

                                                                                                                                            
想。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是一「同質、空洞的時間」，一個共時性（simultaneity）的設

計，它不是線性的時間結構，與「未來」將發生什麼事無關，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被賦予著彌賽亞

的力量，承襲著前人，也被後人接續。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者專注於過去影像閃現的那一

刻，將之牢牢捉緊、保存，以解決當下的危機。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11/ii.html，周

郁齡，〈彌塞亞逆轉：如何以一個政治性的時間抵抗線性歷史的末日〉，2012。（查詢日期：2016/4/21） 
240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in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26-29. 
241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萊爾》，頁 115。 
242

 波特萊爾在詩集《惡之華》中的〈旅程〉（Le voyage）一詩中寫道：「這地方讓我們厭倦。」

（Ce pays nous ennuie.）詳見 Charles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 trans. Richard Howard,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83), 334. 
243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11/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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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將波特萊爾隱身於人群中的頹廢色彩形容為「波西米亞」（bohemian），如

同穿梭在城市裡的「拾荒者」一般，在現代化的洪流中被機器取代其勞動力價值

而徘徊在街頭，但他們隨時保持著敏銳而清醒的目光，著迷於自己所處的時代，

「在特別的時刻，拾荒者會同情那些動搖這個社會的根基的人們」。244班雅明點

出了拾荒者和詩人身上同時具有的革命性格，從這個角度來看，波特萊爾與 dandy

所展現的冷漠與頹廢並不能解釋為遁世或逃避，反而是一種在面對城市的墮落之

餘所展現的從容與自信，甚至是一場有意識的「反諷行動」，一種「以不抵抗作

為抵抗的抗爭態度」。245也就是透過無特定目的地的漫遊，關注於城市裡的殘餘

和各種前現代的遺跡，在這樣的過程中將自己的行動化為一種「無用」的生產，

或者說，閒晃者本身的存在狀態就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過時物件一樣，是一種被

排擠到邊緣的、匿名性的、已經失去實用目的，卻仍保有前現代社會精神性的個

體。如果說他們仍然保有一絲社會眼光中的勞動生產價值，那就是透過終日無所

事事的閒暇，來使自己的勞動時間有別於資產階級被線性時間所規範的生活作息，

他們在任何一邊都找不到歸屬感，於是遁入人群中去找尋自己的避難所，透過這

種接近於廢墟的「無用」與「去功能性」的狀態，在資產階級的工具理性與功利

主義下生存。 

 

    人體模型所喚起的時間感與歷史感，使觀者彷彿走進一座如迷宮般的廢墟，

產生真實與虛幻交錯之錯覺。Johanna Malt 透過布列東的廢墟概念指出，如果說

人體模型與廢墟在概念上是一組成雙成對的存在，那麼這些經過改造，再披掛上

假髮、毛皮、天鵝絨等物件的身體更可能「本身」就是一座廢墟。Malt 進一步

解釋，這些足以喚起觸覺的附加物（毛髮、獸皮），儘管是獨立的物件，且本質

                                                                                                                                            
萊爾》，頁 273-274。 
244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萊爾》，頁 74-76。 
245

 陳泓易，〈原創，自主性，與否定性的迷思──前衛藝術運動中的幾個主軸概念及其轉化〉，《臺

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9(2)，2015 年，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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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死的物質，但它們曾經是活生生的一部分且至今仍然保有和肉體的聯繫，因

此稱它們為「relic of life」（生活的遺跡）。246
 

 

    在這個基礎上，超現實除了引渡前一世紀遺留下來，隨著社會變遷自然形成

的廢墟，更希望透過這些符號，以及人工的手段親自建造一個當代社會的廢墟，

這個廢墟由時間序的錯亂所堆疊，仍然保留昔日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說其實它仍

以另一種形式活著。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在《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 1958）中也曾透過「介殼」（La coquille）一詞，來比擬家屋（maison）

和寄居於下的生命之間，透過歲月累積而成的詩意的想像關係。 

 

   「每個外在的型態皆保留自身生命，因此一個化石不僅僅只是一個曾經活著

的存有者而已，而是一個仍然活生生的存有者，在自己的殼裡沉睡著。」247觀者

在廢墟間穿梭，遙想過去與當下的連結，自身也馴染了廢墟遺留下來的痕跡，「我

只是想要顯示，無論何時，生物一旦尋求庇蔭、保護、掩蓋與藏匿自身，想像力

總與這個居住於庇護所的存有者同悲同喜。」248對巴舍拉而言，介殼（可引申為

任何寓所）和身體都是儲藏記憶的容器，這種詩意的描述頗有班雅明感懷前資本

主義社會的味道，身體與寓所之間共生共構的記憶，如同過時物件的殘骸碎片般

具有力量，當時代的巨輪邁向進步主義的連續史觀前進，他們卻回頭望向過去。 

 

    在此，筆者從廢墟和殘餘的角度作為切入展覽的第一步，除了試圖證明作品

本身所追求的無效性與革命性是一體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則將超現實主義者的目

光視為班雅明所言的拾荒者來討論，兩者的革命政治理論基礎，都是辯證唯物主

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共同在想像日益貧困的現代生活中負隅頑抗，同時也回

                                                 
246

 Johanna Malt, Obscure Objects of Desire: Surrealism, Fetish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0. 
247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

頁 197。 
248

 同上，頁 21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E%94%E5%8D%93%E8%BB%8D&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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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 Lefebvre 所言的，發掘隱藏在都市生活殘餘中的節慶火花。在下一節中，

筆者將再次以超現實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為主軸，從展場空間的規劃出發，討論邊

界與異化社會的關係。 

 

第三節、 街道與革命 

 

    如前所述，筆者從波特萊爾與班雅明的脈絡中談到超現實所關注的日常生活

批判，是建立在現代化都市生活的經驗中進行的，而這個場域特別聚焦在街道巷

弄或公共場所。透過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的展場規劃與空間安排，我們也可以從

中觀察到超現實如何回應這個核心價值，以及對布爾喬亞階級的抵抗與反啟蒙色

彩。 

 

    或許是著迷於街道所賦予的神奇，進入展場大門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由十六

個女性人體模型排列所組成的長廊－「超現實街道」，長廊的牆上佈滿了閃爍的

霓虹燈及路牌，在微弱的燈光下映照著詭譎的氣氛。這些招牌的文字與符號部分

來自超現實主義詩人的作品，部分則來自真實的街道名稱。249通過超現實街後，

迎接觀眾的是突如其來的黑暗，唯一的光線則來自於房間中央的火盆，觀眾會被

配給一支手電筒，並想辦法在晦暗不明的空間中摸索出觀賞作品的方法。 

 

    杜象將這個黑暗的空間稱作「中央石窟」（central grotto），以石窟其陰暗潮

濕的形象取代畫廊美術學院原本古典而明亮的展示空間，接著以 1200 只煤炭袋

覆蓋了原本華麗的天花板及吊燈，使得展場充斥著刺鼻的煤炭味。煤炭袋的正下

方是沃夫岡‧巴林（Wolfgang Paalen, 1905-1959）的裝置作品 Avant La Mare，由

                                                 
249

 例如超現實藝術家們在巴黎最喜歡的街道 Rue de la Vielle Lanterne；而 Rue Vivienne 則是由於

寫出「一台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一張解剖台上不期而遇」的詩人洛特禾阿蒙（Lautréamont, 

1846-1870）就住在 Rue Vivienne，此外還有如「輸血街」（Blood Transfusion Street）、「惡魔街」

（Devil's Street）等意義不明的街道名稱。詳見 Alyce Mahon ,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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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造池塘、睡蓮、蘆葦和大量的枯葉泥巴組成，展間的四個角落則各自安置

了一張洛可可風格的床，擺放在一旁的留聲機則播放著德國軍樂和歇斯底里的笑

聲，使其瀰漫著厚重的濕氣與詭譎的氛圍。250
 

 

    夜晚與夢境在布列東的概念中是一種解放邏輯理性現實的存在，而黑暗的展

覽空間與放置四周的床則使觀眾直接產生睡眠與夢的聯想，將觀眾放逐到一個遠

離邏輯壓抑的非理性空間。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指出，「黑暗」（the 

darkness）的脈絡在展覽中佔有重要的意義，杜象在此試圖融合白天與黑夜、裡

和外，以及居家和勞動的界線，並將超現實的訴求轉譯為空間的形式來運作。她

援引當時一位觀眾所描述的觀展經驗：「懸掛的煤炭袋就像是一台蒸氣壓路機，

破壞力道之強大足以壓過所有感官和意識的防禦」，而其黑暗的展示空間則令人

「不安，幽閉恐懼，一種災難充滿著整個房間的感覺」，Bishop 認為這種感官衝

擊正是布列東所言的「驚厥之美」（convulsive beauty），一種短暫而狂喜，並混

合著焦慮和恐懼的感受。251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一位曾加入超現實團體的社會學

家羅傑．凱洛斯（Roger Caillois, 1913-1978）的描述中，他認為，「黑暗並不只

是光明的缺席…當明亮的空間被有形物質與黑暗佔據，它便能直接觸動主體，包

圍他、滲透他，甚至是穿過他。」252黑暗具有比光明更強大的滲透力量，因而當

主體在黑暗中時，內和外的差異便不再明顯，甚至是進入一個被空間吸收、同化，

連帶主體中心隨之崩解的游離狀態。 

 

  其次，黑暗的展覽空間從根本上挑戰了「觀」展的行為，觀者在面對「可視

性」失效的同時，只能透過觸覺、嗅覺和聽覺來感受作品。然而，視覺（vision）

在西方近代啟蒙文明（Enlightenment）的價值觀中，被視為是所有感官中最精確

                                                 
250

 Jaime Tsai, “Deranging the senses: surrealist exhibition and display,” in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2014. 
251

 Claire Bishop, Installation Art, (Tate, 2010), 22. 
252

 Roger Caillois, “Mimicry and Legendary Psychasthenia,” in October 31(1984),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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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性的來源，人透過親眼所見即為真理的概念來理解世界，並使人在物質世界

裡不輕易受到感性的誘惑，學者馬丁．傑（Martin Jay）將這種文化特徵稱為「視

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253他提到，在柏拉圖（Plato, 427-347B.C.）的洞

穴傳統中，黑暗與光明的對比正是無知與落後，以及啟蒙與真理的象徵，從洞穴

離開並走到太陽光底下看見影子的過程，就是一種提升智識與啟蒙的過程，而這

正是西方哲學史與啟蒙信仰的開端，也是超現實主義主張透過心靈活動來「反視

覺中心」（anti-ocularcentric）的基礎。254
 

 

    18 世紀啟蒙運動中的「Enlightenment」一詞，其語源就包含了「注入光芒

使其澄明」之涵義，並在隨後被加以引申擴充，成為以理性來理解世界，使其開

明化、除魅化的過程。255無論如何，啟蒙的概念與光和知識之間的連結相當緊密，

對超現實而言，啟蒙哲學對於工具理性與科層化的崇拜在無形中全面控制了思考

與自由意志的運作，將人的存在化約為社會運作系統中的一個個單位，而非個體，

而這種崇拜正是現代異化社會的根源。因此，超現實對於高度發展現代社會的反

抗意識展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自動性」（automatic）與「蒙太奇」（montage）

的技術，透過將理性、線性的時間序列打亂，把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陌生化」

（strangeness），以攻擊被官僚統治的心靈運作；256第二，如同喬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所言：「是時候該拋棄文明化社會與它的光（light）

了。」257透過反對視覺中心的邏輯來否定理性和啟蒙精神的控制。 

 

    杜象同時覆蓋掉畫廊的白牆和地板，而懸掛在天花板的煤炭袋則壓縮了原本

                                                 
253

 Martin Jay,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Eye: Sur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Ocularcentrism,” in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7 (1991),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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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Jay,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Eye: Sur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Ocularcentrism,” 15. 
255

 吳豐維，〈啟蒙與文化—從哈伯瑪斯談批判理論的發展與侷限〉，第十二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

會，2009，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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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alind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eidge, MA: 

MIT Press, 1985), 110. 
257

 ‘It is time to abandon the world of the civilized and its light.’ in Georges Bataille, “The Sacred 

Company”, i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llan Stoekl, trans. Allan Stoekl et 

al. (Minneapolis, 1985),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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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高度和方正的格局；另一方面，煤炭袋中的碳粉不時地掉落在觀眾身上，

使整個空間瀰漫著粉塵與氣味，在此，展場已經完全脫離了中性的美術館空間，

成為上下顛倒、邏輯失序的詩性結構與名符其實的「洞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看，當煤炭與泥巴這些屬於室外的物件被搬進室內，原本應該是順暢無阻的觀展

空間將被制約，就如同將奧斯曼大舉翻修的巴黎街頭，恢復到過去充滿大大小小

的街壘的狀態。258事實上，根據杜象的說法，這些煤炭袋中的煤炭來自於巴黎拉

維萊特（La Villette）的工業區，這個區域在奧斯曼的都市計畫中並沒有完全被

翻新，並以全巴黎最老舊的牲畜屠宰場與交易市場聞名，相較於其他規劃整齊的

行政區，拉維萊特由於其行政效率的低落與髒亂不衛生的形象，因而被稱作「血

的城市」（city of blood），幾乎是當時的巴黎市民不願靠近的邊緣地帶。259
 

 

    然而，這樣的邊緣地帶對超現實主義來說卻正是發掘神奇的基地，1929 年

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與攝影師埃利．羅塔（Eli Lotar, 1905-1969）來

到拉維萊特並拍攝了一組以屍體與血腥為主題的照片，這組照片在之後也被刊登

在巴塔耶所創辦的雜誌《文獻》（Documents）當中，巴塔耶同時寫下對於屠宰場

作為一個廢棄之地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 

 

屠宰場是與宗教有關的，過往年代的神殿（不用提及現在仍然存在的印

度神殿）提供兩種功能：它們同時為祈禱和屠殺而建。…不過，在我們

的年代，屠宰場是被詛咒的、像一艘滿載疫情的船隻一樣被隔離。如今，

這一詛咒的受害者既非屠宰者也非牲畜，而是那些只能忍受他們自己的

醜陋的紳士們，醜陋卻恰恰滿足了對清潔、大驚小怪的卑鄙和無趣的需

求。這詛咒（只令那些將它講出的人恐懼）卻促使他們盡可能地遠離屠

                                                 
258

 Jaime Tsai, “Deranging the senses: surrealist exhibition and display,” in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2014. 
259

 Paula Young Lee, Meat,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the Slaughterhouse, (New Hampshir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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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場得過且過，將自我流放進入一個沒有任何恐怖之物，無生氣的世界。

260
 

 

若我們重新回顧 Lefebvre 的古代社會中的節慶理想，可以發現巴塔耶所描述的

屠宰場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其實正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異化現象。當古代社會中的

獻祭儀式消失殆盡，屠宰與宗教之間的連結也隨之斷裂，現代化社會中的屠宰場

就如同城市邊緣的罪犯，被視為不潔與瘟疫的象徵，它的存在與生活之間的關係

是分離的；而巴塔耶所言的詛咒，與其說是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的控制，毋寧說是

一種資產階級對自我的囚禁，他們亟欲透過遠離禁地使自身清潔化、理性化，卻

在過程中強化這層詛咒，這也回應了 Lefebvre 所言，先進工業社會裡的自由實

際上是一種奴役，既然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人就不需要批判性思考和改革意識，

不需去質疑現狀，「每個成員懲罰自己也背叛自己，因此不需要獨裁者」。 

 

  丹尼斯．霍勒（Denis Hollier）在分析《文獻》時則提到，屠宰場與美術館

在巴塔耶的概念中構成了一組矛盾而對立的空間，前者是離心的，具有排斥作用

（repulsion）的一極，後者則為向心的、具吸引力（attraction）的另一極。屠夫

在每個星期天前往美術館，試圖洗滌一整週工作中沾染的血腥，在美術館中淨化

並重組自己後，迎接下一週的血腥；美術館就如同一座城市的肺部般運作著，每

個星期負責接收大量從屠宰場湧入的血液，再輸出新鮮的血液回屠宰場，兩者因

而是既對立卻又不可單獨存在的矛盾關係。261超現實主義在此則反其道而行，他

                                                 
260

 ‘The slaughterhouse is linked to religion insofar as the temples of by-gone eras (not to mention 

those of the Hindus in our own day) served two purposes: they were used both for prayer and for 

killing.’ and ‘In our time, nevertheless, the slaughterhouse is cursed and quarantined like a 

plague-ridden ship. Now, the victims of this curse are neither butchers nor beasts, but those same good 

folk who countenance, by now, only their own unseemliness, an unseemliness commensurate with an 

un- healthy need of cleanliness, with irascible meanness, and boredom.’ in Georges Bataille, 

“Slaughterhouse” in Encyclopæ dia Acephalica, Bataille et al, assembled by Alastair Brotchie, trans. 

Iain White et al, (London: Atlanta Press, 1995), 72-73. 中譯引自 http://www.wulun.org/whatever17，

（查詢日期：2016/5/17） 
261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xii-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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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拉維萊特的煤炭帶回展場，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把邊緣之物赤裸裸地攤平在大

眾眼前，迫使大眾去正視而非逃避它；另一方面，此時的展場也早已不是具有淨

化作用的美術館，而是一個與屠宰場同等汙穢的廢棄空間，煤炭透過本身具有的

邊緣力量吞噬掉中心，它冒犯的是那些受到詛咒的中產階級與現代性規範。 

 

    如果說資本主義教化出來的觀眾，是一個脫離了欲望與需求，困頓與空乏的

主體，那麼超現實的目標便是透過符號的操弄，建構出一個喚起公眾慾望及恐懼

的真實空間。這個策略除了上述提到的陌生化與蒙太奇，另一項就是「褻瀆」

（profane），262「褻瀆」表面上看來只是透過某些手段對當權者不敬，事實上這

個動作與空間結構的運作緊密連結，profane 除了解釋為褻瀆、瀆神，也可以譯

作「俗世的」，與美術館博物館等「神聖」（sacred）空間相對。神聖空間為了保

持神聖性而透過排除及暴力的手段來阻絕俗世的因子進入，所以可以被看作是威

權的象徵，因而褻瀆的作法其實就是要打破神聖空間所立下的律法和界線，將神

聖的空間「汙濁化」。263而超現實則透過冒犯中產階級的品味與常識，使自身與

其格格不入，來鬆動這種上對下的單方絕對關係。 

 

    誠如 Lefebvre 的異化理論，異化展現在人與生活實踐的分離和科層化的組

織當中，無論是黑暗的展間或煤炭袋，超現實所做的無不是在打破界線與分類，

來弭平現代生活的空洞與分離，將異化的人從日常生活的反覆、扁平化中拯救出

來。在下一節中，筆者將再次回到人體模型的討論，但並不是以廢墟的角度，而

                                                 
262

 Alyce Mahon 在 Surre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ros1938-1968 中用「褻瀆的光照」

（Profane Illumination）來形容 1938 年的國際超現實主義大展，這個名詞最早被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超現實主義：歐洲知識分子的最後快照》（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1929）中所使用，亦有翻譯作「世俗啟明」。相較於「靈光」（aura），這

種光照（illumination）可以透過膜拜而產生，是現代藝術世俗化（汙濁的）的展現；而 profane

是「神聖」（sacred）的相反詞，它並不是負面的字詞，而是指「將事物從神聖的例外狀態中解

放出來，使它們返回到流動狀態的人間俗世」，返回到群眾生活的共通使用中，因此可以看作是

一種破除疆界、破除區隔的手段。關於 illumination 的解釋可以參考朱寧嘉，《藝術與救贖︰本雅

明藝術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而 profane 與 sacred 的結構基礎可參考吳冠軍，〈「人

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上海：《學術月刊》第 10 期，2014。 
263

 吳冠軍，〈「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上海：《學術月刊》第 10 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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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續著超現實對於空間與邊界的操演，從「身體/空間」一命題來理解人體模

型與異化社會的關係。 

 

第四節、 邊界上的身體與踰越 

 

以人體形象或人體模型作為藝術創作的媒材，1938 年的展覽並非先例，早

在 1920 年達達藝術家格羅茲（George Grosz, 1893-1959）及哈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 1891-1968）就曾共同製作一具類似人體的電動機械雕塑 The 

Middle-Class Philistine Heartfield Gone Wild（圖 2），標題中的「Philistine」（庸俗

的、市儈的）強調了模特兒人形是透過市場交易購入的；藝術家將種種「現代社

會的碎片」（fragments of the modern world）加以組合、置換成身體各個部位，頭

部是一盞燈泡，右腿是一根金屬棒，這個人偶正經歷所處社會劇烈的轉變及第一

次世界大戰，企圖引導觀眾放棄那些逃避現實的藝術，正視並改造眼前的世界。

264若追溯至更早的超現實主義宣言發表以前，奇里軻（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的繪畫作品中也曾經出現過類似人體模型的形象，他用

「men-statue-object」（人類－雕像－物件）這個詞來形容自己在 1920 年代晚期

所創作的一系列結合人體、人偶和建築結構的繪畫，265這些形象被奇里軻用來表

達人類面對科技發展和戰爭時只能保持緘默與束手無策的狀態，以及渴望回歸秩

序的嚮往。266達達主義雕塑家浩斯曼（Raoul Hausmann, 1886-1971）的《我們時

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Our Age, 1919）是一顆用木頭及相機、手錶零件製成的

                                                 
264

 http://digitalarthistory607.omeka.net/groszandheartfield, retrieved on 10 May 2016. 
265

 奇里軻和卡拉（Carlo Carrà，1881-1966）在大戰期間的作品中經常出現沒有臉部特徵的人偶，

這些似人非人的形象被視為是擬仿櫥窗中陳列商品而創造，並在美學層次上的「拼貼」（collage）

與工業社會的機械化運作之間建立起一道連結。以《畫家的家庭》（The Painter's Family，1926）

為例，畫面中明顯可以辨識出的形象分別為兩個坐姿的成人和一個被抱在懷中的嬰孩，但雙雙缺

乏手臂，臉部也沒有人類的五官特徵。人偶腹部上出現的建築物方塊通常被解釋為奇里軻對傳統

及過往之物的嚮往，但也有一說是孩童的積木。詳見 Graley Herren, Text & Presentation, 2015, 

(McFarland, 2016), 166-168. 
266

 Francesco Spampinato, “Body Surrogates: Mannequins, Life-Size Dolls, and Avatars,” in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nd Art, Volume 38, Issue 2, 201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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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頭，這顆頭矗立在台座上而沒有身體，類似髮型師用來練習造型的模特兒，

這類作品作為表達工業科技對人類智識的衝擊，在達達雕塑中是相當典型的例子。

267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 1879-1953）的 Girl Born Without a Mother（1916）

（圖 3）的機械女性相較之下更為隱晦，他從鐵路工程學雜誌中擷取了一張類似

蒸汽引擎的圖片並加以修改，以機械作為諷刺現代生活的隱喻，乍看下與人體形

象無關，但標題則揶揄了男性幻想不需透過女人而直接製造生命，如同夏娃從亞

當的肋骨中誕生。268
 

 

這些在一次戰前到戰後之間大量出現的人體，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類樣貌差距

甚遠，而以半人半機械，或半人半物的狀態出現，269相較於戰前過度樂觀的泡沫，

在政局紛擾的情勢下，人們對於自身存在的不穩定性以及未來產生懷疑，往往帶

有針砭政治的寓意及左派的思考，特別是伴隨著心理學研究的盛行，以及從前線

回來的士兵大量出現槍彈震驚症（shell shock）的症狀，關於創傷（trauma）的

討論也成為啟發超現實在創作「受創的身體」（damaged body）時的靈感。270 

 

    如同班雅明在《拱廊街研究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中提到，儘管蠟像

（指女性人偶）確實擁有人類的外表與膚色，但其外表的重組、重製卻超越了本

身（不再是人類），以至於人偶不再象徵任何事物，而成為徘徊在服裝和身體內

部之間，既恐怖又巧妙的中介物（mediation）。271在這個脈絡的理解下，展覽中

                                                 
267

 Francesco Spampinato, “Body Surrogates: Mannequins, Life-Size Dolls, and Avatars,” 3. 
268

 https://www.nationalgalleries.org/object/GMA 3545, in National Galleries Scotland online 

collection, retrieved on 11 May 2016. 
269

 胡伊森（Andreas Huyssen）在著作《蕩婦與機器：大都會中的科技與情慾》（The Vamp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Sexuality in Fritz Lang's Metropolis, 1981）指出，以魅惑女性形象存在的

機械體（Femme-machine）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反映著人們對於現代科技和女性情慾兩者強烈

的焦慮感，並同時喚起男性的閹割恐懼。詳見 Aminia M. Brueggemann and Peter Schulman, Rhine 

Crossings: France and Germany in Love and Wa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98. 
270

 Aminia M. Brueggemann and Peter Schulman, Rhine Crossings: France and Germany in Love and 

War, 97-101. 
271

 Janet Ward, Weimar Surfaces: Urban Visual Culture in 1920s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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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破碎，似人又似物的人體模型，並非只是隨意現成物的拼裝；原本為了時尚

和消費而存在的人體模型，被藝術家披上了怪誕的服裝和飾品，她們的身體界線

被破壞，並載負了更多消費社會與現代性別文化的符號，甚至從原本消極的、無

生命的塑膠物件，轉變成為一個個充滿欲望的生命體。除了上述提到的展覽空間

與異化社會的關係，筆者認為這些人體模型同樣被超現實用來作為一種進行日常

生活變貌的工具，因此必須將它們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下來討論。 

 

人體模型本身雖然不是被販賣的商品，但其身上所穿戴的服飾或珠寶配件，

以及被大量陳列在玻璃櫥窗中展示的姿態，構成了現代化社會中最典型的商品風

景（commodity landscape）。班雅明在《波特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中所言：「如果拱廊街是室內的古典形

式－漫遊者眼中的街道就是這樣的－那麼百貨公司便是室內的衰敗形式。」272頂

端用玻璃鑲嵌，地面舖著大理石的拱廊街，改變了原本巴黎街道的空間形式，為

漫遊者提供了一個遮風避雨的消費空間，玻璃櫥窗的透明特質重新分配了建築空

間的內外關係，原本屬於外部空間的街道也看似與室內融為一體，他遙想詩人愛

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走進一間又一間商店，不問貨價，也不說話，

只是用茫然、野性的眼神凝視看著一切東西。」273這種迷幻感正是遊手好閒者躋

身於人群之中所尋求的陶醉的本質，更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下的「微型世界」。274

女性主義學者蘿拉‧莫薇（Laura Mulvey, 1941-）分析班雅明對於幻景所產生的

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感受：「新都市幻覺效應的關鍵與其說是市場中

的商品，不如說是陳列中的商品。…值得想望的每一件東西，從性到社會地位，

                                                 
272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

萊爾》，頁 121。 
273

 同上，頁 121。 
274

 除了班雅明，在德國導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1890-1976）的作品《大都會》（Metropolis，

1927）中也仔細描繪了德國威瑪文化（Weimar culture）中佔有重要角色的都市櫥窗景觀，「櫥窗」

（window）的出現改變了市民對於空間維度的感知方式，使得街景以跑馬燈式的幻覺呈現在大

眾眼前。詳見 Jaimey Fisher, Barbara Caroline Mennel, Spatial Turns: Space, Place, and Mobility in 

German Literary and Visual Culture, (New York: Rodopi, 2010),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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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作為陳列中的崇拜物，從而被轉化為商品，甚至在佔有它們是人之能力所

不能及時，它們也會讓人心花怒放。」 
275

 

 

    因此，消費並不只是與販售的商品有關，它同時也是一種想像的行為，誠如

第二章中的討論，Lefebvre 提到在資產階級的消費社會中，「無論是物品、個人

或社會團體，沒有任何東西的價值不是以他的雙重對照而來，這個雙重就是它被

廣告化且神聖化的形象。」276換言之，透過量產而單一的生產線，商品符號以意

識型態的方式進入現代生活，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建立在慾望而非消費本身，這

樣的經濟系統造就的結果就是產生一個連日常本身都被功能化的科層社會。 

 

  展覽中的人體模型儘管佩戴著各種商品拜物教的標誌，但卻不是以櫥窗中的

幻景方式被呈現，它們的身材與姿態仍然曼妙，卻不像是為了對消費者輸出理想

身體的單一標準而存在，這些身體的重組與拆解是如何與現代生活中的革命產生

聯繫？在此我們聯想到布列東所言的「超現實物件」定義，它們來自任何被異化

的物件，卻透過藝術脫離原生脈絡，而使它們看起像是無緣無故、沒有任何目的

的製作，使觀者不得不忘卻物件本身的功能，催化了無意識與欲望。277
 

 

若從藝術史中最傳統的女性身體分析脈絡來看，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1903-1983）在其《裸體藝術－理想藝術的研究》（The Nude- A Study of Ideal 

Art, 1972）中梳理了從古代希臘到現代歐洲女性裸體的歷史，試圖區別「裸體」

（nude）、「袒露」（naked）與「色情作品」（pornography）之間的差異，並透過

《奧林匹亞》（Olympia, 1863）勾勒出 19 世紀的裸體繪畫的樣貌與問題。在書的

                                                 
275

 http://repons4.blogspot.tw/2009/03/blog-post_04.html，陳泰蓉，〈莫薇談戀物〉，2009。（查詢日

期：2016/5/17） 
276

 ‘This image duplicates not only an object’s materiel, perceptible existence but desire and pleasure 

that it makes into fictions situation them in the land of make-believe, promising 'happiness' - the 

happiness of being a consumer.’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05. 
277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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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節〈裸體與裸像〉中，他引用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Mrcus Vitruvius Pollio, 

c. 90-c. 20BCE）在《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的言論提到： 

 

談及聖殿建築原則，他（指維特魯威）突然宣稱這些建築物應該具有像

人體一樣的比例。因為當人伸直四肢時，它就與「完美」的幾何形式－

正方形與圓形相吻合。這一簡短的論述在文藝復興時代來說實在意義非

凡。在他們看來，它遠不只是一個實用的法則，而是一個哲學體系的基

礎。278 

 

  而在第一章的結尾處，克拉克再次引用建築與幾何的概念重提： 

 

頭與身體的比例確定了我們估算自然界其他比例的標準，軀幹上的各個

部位的安排與我們最生動的經驗有關。因此，抽象的形體，正方形或圓

形，似乎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維特魯斯法則依然統治著我們的精神。279 

 

從克拉克的觀點出發，人體美的呈現被控制在一定比例的典範下運作。例如，他

形容古典雕塑中的男性軀幹是「盔甲般的美感」（cuirass aesthetics），盔甲堅硬而

隔絕內外的設計，成為陽剛幻想的男性符號；而女性裸體為了剔除那些讓男性恐

懼和厭惡的女性特質，也必須從破碎不穩定的女性身體成為完整而順從的形象。

因此在象徵的基礎上而言，關於抑制和邊界的問題，在女性裸體上的考量，比在

男性裸體上的考量來得重要，女人看起來必須是不能被穿透的身體，如此才可能

                                                 
278

 ‘He gives some indication of correct human proportions and then throws in a statement that man's 

body is a model of proportion because with arms and  legs extended it fits into those "perfect" 

geometrical forms, the square and the circle. It is impossible to exaggerate what this simple-looking 

proposition meant to the men of the Renaissance. To them it was far more than a convenient rule: it was 

the foundation of a whole philosophy. ’ in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of Ideal Art, 15. 
279

 ‘The relation of head to body determines the standard by which we assess all other proportions in 

nature. The disposition of areas in the torso is related to our most vivid experiences, so that, abstract 

shapes, the square and the circle, seem to us male and female…the Vitruvian principle rules our spirits.’ 

in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of Ideal Ar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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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無干擾的美感經驗。280
 

 

克拉克筆下的理想形象一直是被包裹在完整邊界內的物件，並且盡可能排除

一切干擾光滑輪廓的因素，這個所謂「干擾光滑輪廓」的因素在克拉克眼中，只

是一些為了滿足藝術家私人慾望的肉體和感官世界的符號。因此，儘管他承認裸

像「無論是如何抽象，從來沒有不喚起觀者的零星情欲，即便是最微弱的念頭」，

但一方面又強調：「如果裸像會喚起觀者對於肉體對象的某些想法或欲望，它就

是偽藝術，是傷風敗俗」。281由此可見，慾望可以被喚起，但必須在「加以控制」

的範圍內存在，否則便不是藝術；理想的裸體必須一方面充滿吸引力，一方面又

要小心不能與淫猥沾上邊。 

 

類似的身體典範也出現在 18 世紀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

對於崇高美學中性別的探索，在《崇高與美之源起》（A Philosophical Enquiry u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傳統布爾喬亞階級的性別政治，這個公式在陽剛之氣的崇高（sublime），與陰性

特質（feminine）的美麗之間建立起絕對的分離。特定的男性觀眾站在積極的主

體，觀看被動消極的客體，美麗的客體因而被接管，由主體觀看的欲望所擁有。

美麗是令人滿足愉悅的欲望的化身，易於觀看，容易被占有（appropriated）又不

具威脅性。282
 

 

然而，超現實的人偶卻是恰恰站在此準則的相反邊，她們不但誘惑也同時是

淫猥而直接的，邊界的破壞使他們不再安全，其危險的程度隨時可能穿透男性陽

剛氣質的盔甲；她們仍然能夠引起滿足和愉悅，但卻不是以古典時代那種被動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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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甚至成為掌控自己意識的主體，回應觀眾的目光。站在反對工具理性的立

場之上，超現實藝術家透過操弄界線，使得整個空間懸浮在不穩定的變異中，人

偶也不再只是再現的樣貌，它的再現超越其本身。 

 

    首先，曼．雷（Man Ray, 1890-1976）的人體模型彷彿處於肉體的真實，與

物品本身的蒼白之間（圖 4）。她的臉上掛著玻璃淚珠，波浪狀的頭髮中藏有燈

泡，腰上的緞帶刻著文字「adieu foulard」（goodbye scarf），下半身被封裝在一個

圓形桶子內，暗示她過去曾是商品櫥窗中的模特兒；而杜象的人體模型則與 1921

年的扮裝攝影作品《瑟拉薇》（Rrose Sélavy, 1921）同名，在 1921 年的作品中，

杜象身穿皮草大衣與高帽並畫上濃妝，曼．雷以柔焦捕捉了瑟拉薇撫媚的神情與

姿態，但她並不是，也並不企圖成為完全的女性身分，毋寧說是一個雌雄同體

（androgyne）的存在，小心翼翼地不落入任何一方性別二元的框架之中。 

 

    杜象持續將《瑟拉薇》的主題與形象運用在人體模特兒上，展場中的 Sélavy

第一次走出平面照片，化身為一名穿著西裝背心和夾克，配戴帽子和領帶，下半

身全裸的女性（圖 5）。她光滑的肌膚與勻稱的身材符合了機器量產製造下美麗

的標準，但藝術家卻刻意在其腹部底端簽上 Sélavy 的名字，彷彿要阻擋男性觀

眾目光的徘徊。283透過男性裝扮所傳達出的訊息，性別角色巧妙地被翻轉，原本

愉悅的男性凝視被打斷，而曾經作為凝視客體的人偶，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掌控

自己性慾的主體。 

 

    值得討論的是，所謂雌雄同體的形象，在一般大眾的認知裡經常與「跨性別」

（transgender）連繫在一起，這個名詞由維吉妮亞．普林斯（Virginia Prince）在

1970 年代提出，用以指稱「性別認同」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不同的人，

在今日成為性別平權運動中常見的稱呼。然而比起跨性別，杜象與 Sélavy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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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更明顯地建立在「變裝欲」（transvestite），或另一個更貼切的名詞「性別

易服」（cross dressing）之上，但一方面又同時達到「跨」性別的顛覆力量。儘

管跨性別與變裝欲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運作系統，但在早期的精神醫療系統中，

幾乎沒被加以區分，一直到 1990 年代美國跨性別運動（transgender movement）

興起後才被分別討論。 

 

   「性別易服」的傳統在晚期達達過渡到超現實之間就已經出現，這個踰越的

易服行為一般被認為是為了震撼布爾喬亞階級，284
 在這之後還有攝影家克勞德．

卡恩（Claude Cahun, 1894-1954）、皮埃爾．莫林尼爾（Pierre Molinier, 1900-1976）

和安迪．沃荷（Andy Warhol, 1928-1987）等人繼承著性別易服的傳統進行創作，

遂成為前衛藝術中具有顛覆意義的標誌。在實驗性藝術中每個重要的里程碑，變

裝一直作為一個擴大藝術家感知幅度（perception-bending）可能性的策略，而不

僅僅是性別層次上的，285杜象並非透過性別錯置，或是直接的震驚作用（shock 

value）來尋求慾望的滿足，相反地，他暫時中止了主體對慾望的需求，來將女

性併入。女性的這一端被併入男性自畫像後成為跨性別的 Rrose Selavy，就像是

《大玻璃》（Large Glass）下半部的機械裝置「單身機器」（Bachelor Machine），

Rrose Selavy 操演著男性與女性、機械與人類的中介狀態，更預示了迷失在後現

代媒體情景中游牧的主體。透過既有分類及二元系統的失效，杜象的扮裝暗示了

對理想未來的懷疑，質疑人類中心的至高無上思考。286 

 

這種飄忽不定的「混雜美學」（hybrid aesthetics）亦成為藝術家滿足消費者

戀物凝視的一個手段，它的運作過程是這樣的：當男性透過誇張的女性特質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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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rrealist and Postmodern Writing, (Rodopi Bv Editions, 2000), 76. 

 

http://bilerico.lgbtqnation.com/2010/05/dada_and_gender_rrose_selavy.php
http://teresacanal.blogspot.tw/2011_08_01_archive.html


91 

 

扮自己，藉由操演服飾的文化符號，補足了單一性別的缺陷，一方面也反襯出女

性特質的模仿性結構（imitative structure）。287猶如西方傳統中的扮裝皇后（drag）

一般，這個誇張與戲劇性讓男性暴露在戲謔、違和又魅惑的空間中，透過混雜的

性別、混雜的認同、混雜的種族所造成的力量，來吸引觀眾的目光。Rrose Sélavy

儘管披戴著飾品和濃妝，但他望向觀眾的神情，以及略顯乾癟皺褶的左手背，仍

然透漏了他的生理性別為男性的事實，有意無意間也告訴了觀眾，這是一場透過

性別進行的，帶有戲謔的展演。這個過程也接近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敢曝筆記〉（Notes on “Camp”）中提到的「敢曝」（Camp）一詞。

桑塔格認為敢曝是一種唯美主義的（aestheticism）狀態，一種將世界視為審美現

象的方法，但這絕對不是一個關於美的詞，而是一個與詭計（artifice）、模仿

（stylization）密切相關的概念： 

 

敢曝不只是一種視角、一種看待事物的方法，它同時也是展現在物體、

人的行為中的特質，例如『敢曝的』電影、服飾、家具、流行音樂等…，

敢曝的眼睛擁有改造生活經驗的力量。」288
 

 

雖然桑塔格曾經表明敢曝一詞不具政治性意涵，但這個概念在隨後的電影理論學

界及性別研究中被轉喻為一種「邊緣者的政治行為」。289邊緣者從原本不被人注

意到的邊緣姿態，自我嘲諷、塗抹、裝飾，刻意展現出不同於社會眼光或學院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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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低俗趣味，透過陰性化的扮裝進行軟性的抵抗，它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也是一種反抗父權的姿態。290這個反抗的能量正來自於刻意誇張的諧擬，正如同

扮裝的行為並不單單只是為了審美及愉悅上的需要，它同時是一種權力關係上的

弱勢者不願服從強勢者的展現。 

 

    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的《人偶與鳥籠》（Mannequin with Bird Cage, 

1938）同樣透過現成物致力於抵抗男性凝視，這件作品最引人注目之處，便是頭

部被罩在鳥籠之中，嘴巴塞著一朵紫羅蘭，腋下藏著鳥巢，Masson 在其腰部綁

上一條細細的紅緞帶，暗示著上半身與下半身之間的裂縫，同時也像是一道傷痕

（圖 6）。與杜象的 Selavy 其光潔的下半身不同，Masson 在人偶的性器官部位，

裝飾上繁複的虎眼石，以及一面圓形的鏡子，當觀眾的視線被八顆像眼珠子的石

頭吸引過去的同時，鏡子又隨即將目光反射回來。Alyce Mahon 認為，在這個一

來一往的過程中，Masson 強調了超現實主義者的「愛慾之眼」（erotic eye），更

巧妙結合了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心物二元泛指所有精神與肉體絕對分離的概念，在笛卡兒的理論中，

心靈和理性是進行判斷的基礎，肉體則是所有曖昧和困惑的來源。291人做為肉身

之物，既無法簡單地區分自我和外界，也無法區分人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因此

笛卡兒哲學欲創造一個人清楚自我感知的界限，並且絕對區分精神和肉體，同時

強調精神完全超越肉體。292在這件 Mannequin with Bird Cage 中，並置的八顆眼

睛先將觀者的心智與精神集中，當視線因鏡中反射而被迫正視自己的眼睛同時，

也完全被模特兒的身體所拒斥了。再製的人偶提醒了觀者所謂自然的身體不復存

在，無論是在物件上添加裝飾，或是藝術家本人的扮裝，都使得肉體從「自然」

跨越到「文化」領域，成為一具具人工的中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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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默的人偶作品在展場中是透過攝影的方式呈現的，相較於其他被裝扮的人

偶，貝默的人偶明顯更為破碎而難以辨識，在這件名為《Die Puppe》的系列作

品中，人偶的軀幹以混凝土、木頭和金屬製的支架製作，外層則覆蓋以亞麻纖維

和石膏，但與其說是人偶，其畸零破碎的樣貌更像是被支解的屍體，配合貝默在

拍攝同時的光線運用與取角，散發著怪誕與死亡的氣氛。293在關於貝默的討論中，

經常以其對兒童的迷戀，由於得不到而將投射對象毀滅的行為，或是男性藝術家

的厭女（misogyny）心態來解釋這些猶如命案現場的攝影。294但相較於將人偶理

解為閹割焦慮所產生的變形，Foster 則引用巴塔耶的不定形理論指出，身體的錯

位與分裂除了將邊界消解，也使得器官與器官之間彷彿可以互相替代，使觀者感

到錯亂而模糊，並在這個過程中達到踰越禁忌領域的效果。295
Foster 繼續解釋，

在巴塔耶的思想體系中，理性化社會的結構展現在其「同質性」（homogeneity）

的特徵： 

 

生產（production）是同質性社會的基礎。同質性的社會是生產的社會，

亦即是有用的（useful）社會。每一種無用的元素都將遭到排除。這種

排除不是從社會全體之外，而是從其同質性的部分中加以排除。296
 

 

當「有用性」成為了衡量事物唯一的準則，巴塔耶認為這樣的結果就是產生一個

凡事依循著利益最大化來運作的「奴性社會」（servile society），297一切的行為都

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生存而運作，而非出於自主性。與之相反的則是一個具有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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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革命的系統，它的力量來自於無用性，以及與生產無關的耗費性活動，若以

古代社會的生產來舉例就是獻祭儀式，所謂的獻祭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全然地摧毀

了那些牲畜，這些動物是為了人類所用（use）而成為了祭品，透過毀壞（destruction）

的動作，能夠否定掉人與動物之間的功利性關係，它同時也是一種與生產無關的

耗費性活動。因此，在講究節省與利益的同質社會看來必須要被淘汰，甚至是賦

予禁忌。298
 

 

  然而巴塔耶同時強調，禁忌的限制在某些時候反而鞏固了其踰越禁忌的能量，

這個能量來自於形象的「變異」（altertion），諸如殘缺的、模糊的不定形物體，

它們通常具有原始獸性，且不被文明社會所重視，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意

義的解構」，變異透過解構典型（model）的過程來去除分類與界線，就像是在邏

輯世界裡進行毫無邏輯的大肆破壞，這對理性主宰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無疑是一

種威脅，一種能夠超越功利性的存在。299
 

 

    事實上，貝默本人在攝影集中也提到了人偶與無用性之間的關係：「在娃娃

的國度裡有些東西總是讓人慾望的，它們通常是脆弱易碎的東西。…除了誘人之

外，很幸運地，它們一點用處也沒有。它們是神聖的，它們的吸引力首先來自於

失落：這失落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東西，它是一種為自我帶來滿足的失落。」

300這段文字令我們聯想到布列東所言的，廢墟與人偶是一組成雙成對的存在，相

較於量產化的「完整的」美，這些人偶彷彿是一個個由時間序的錯亂所堆疊的邊

緣空間，在城市的縫隙中生存著，在 1936 年的〈物件的危機〉（Crisis of the Object, 

1936）中，布列東重申了「無用」的超現實物件，是被用來對抗「有實際用途」

                                                 
298

 吳懷晨，〈論巴塔耶的濫費思想：以商文明之祭祀為例〉，《清華中文學報》4，2010，頁 185-224。 
299

 許皓情，〈喬．彼得．威金的創傷／症狀／昇華〉，《議藝份子》10，2008， 頁 73-87。 
300

 黃鉦傑，〈漢斯．貝墨之人偶攝影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35。

原文出自 Hans Bellmer, “Memories of the Doll Theme,” trans. Peter Chametzky, Susan Felleman, and 

John Schindler, in Sulfur 26 (Spring 1990),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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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用品，301它的魅惑在於同時喚起生命與死亡共存的曖昧狀態，與廢墟一樣

能夠激起神奇之感。Foster 因此強調，超現實主義者大量使用人體形象，來作為

資本主義秩序中修辭學上的「轉向（或作挪用）」（détournement），這些機械商品

人形經過變形，脫離了原先那個摧毀傳統社會實踐的冰冷機器的身分，來「諧擬」

（parody）資本主義物件；而在實踐的手法上，這些人偶很明確地透過巴塔耶的

「變異」來運作，它們可以同時被視為屍體和支離破碎的身體，並同時帶來雙重

的詭異。302
 

 

    無論是空間或人體模型，超現實主義透過「主動」將作品「廢墟化」的過程，

操演著熟練的拼貼技巧，極盡一切可能地激起顫抖（frisson）、狂歡與驚厥之美

（透過殘缺的四肢、重組的身體等）。在完整和破碎的對立關係中，人偶脫離了

本身的商品化脈絡而不具功利性，空間也不再為了服務資產階級的品味而存在，

筆者認為〈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的操作可被視為超現實透過日常生活

的變貌，來回應無用之物與革命之間的關係。 

 

 

 

 

 

 

 

 

 

 

 

 

                                                 
301

 Andre Breton, “Crisis of the Object,” 1936, in Surrealism and Painting, trans. Simon Watson Taylo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75-281. 
302

 巴塔耶從「耗費」的角度來理解色情的概念，不以生殖為目的的色情是一種無功利目的的耗

費活動，因此在同質性社會中也被視為禁忌來加以否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人類反而會因為禁忌

的存在而激起挑戰和踰越的慾望，並在過程中得到恐懼感和快感。詳見喬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著，汪民安譯，《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3），頁 25-33。Hal Foster 的主張則出自 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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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常生活審美化與超現實主義 

 

線性發展的藝術觀意味著一種理性主義系統，這系統與西方資本主義邏

輯和功利主義觀點的關係十分密切。在這些藝術家眼裡，此見解將勞工

階級降級為工業薪資的奴隸，因而導致成致命的戰爭機器。303 

 

20 世紀的藝術史中充滿了許多將藝術與生活實踐相融合的實驗，特別是一次大

戰後在法國所催生的一波標誌著知識分子的反抗運動，使得各種藝術團體紛紛提

出有別以往的創作方式和宣言，在制度、科學、文學、藝術百廢待舉的歐洲社會

中，因應邁入現代化生活的各種轉變。超現實主義在這波潮流中同樣佔有重要的

地位，對他們來說，欲摧毀歷史敘事延續性的意識和啟蒙精神的反思，展現在對

於「神奇」的追求之上，304特別是受到未來派和達達的影響，使他們站在工具理

性的對立面，以及企圖把人從異化中喚醒的革命的虛無主義。在第二章與第三章

的基礎上，本章節將重新回顧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概念，同時觀察超現

實主義在 20 世紀的歐洲社會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兩者對於藝術與生活實踐

相結合的理想。 

 

第一節、 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 

 

    在第二章中，筆者從 Lefebvre 的《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談到日常生活審

美化的理想，建立在節慶與瞬間兩個逾越的概念上，以及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

並非泛指一種以文化為目標的改革，而是透過節日的復活，使文化自然而然地走

向經驗，走向每個被異化的人。305一言以蔽之，Lefebvre 的總體性革命是一場以

                                                 
303

 托比．克拉克（Toby Clark）著，吳霈恩譯，《藝術與宣傳》（臺北：遠流，2003），頁 54。 
304

 Helene E. Roberts,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Iconography: Themes Depicted in Works of Art, 

(Routledge: III edition, 1998), 87-88. 
305

 參考本論文第二章〈Henri Lefebvre 與日常生活裡的平庸與神奇〉。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0%B3%E9%9C%88%E6%81%A9&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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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為平台所主導的革命，它的目標就是資本主義所控制的日常生活，以及哲學

脫離日常生活後，走向集權與工具理性化的現象。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所言的「啟

蒙，被理解為一種進步的思想，它的根本目標在於使人類擺脫恐懼，並獨立自主，

然而這個被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導致的災難之中」，306指的就是這

種與工業社會相結盟的邏輯實証論，啟蒙不僅將外在自然視為啟蒙對象，連帶將

人的內在自然也視為非理性的存在而必須加以除魅化，這樣的結果反倒窄化了啟

蒙的面相，助長了個人性的消弭與階級分明的上下秩序，307而這也正是 Lefebvre

企圖透過修復哲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來實踐總體性革命的原因之一。 

 

    若我們將目光移向西方現代哲學與日常生活批判的關係問題之上，可以發現

20 世紀的哲學研究漸漸從近代的認識論哲學轉向語言哲學，也就是所謂的「語

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它所標幟的是一個西方哲學中知識主義傾向的轉變，

指的是從 18 世紀標舉著科學精神的「理性批判」走向「文化批判」的過程。在

這個過程中，過去被視為非理性的神話、宗教、人文學科和形上學科等重新回到

了哲學探討的對象中，哲學所關注的焦點也從主體性走向相互的主體性。308這個

轉向的趨勢同時體現在日常生活領域逐漸成為哲學的研究客體，同時肯定了人的

存在價值與意義。Lefebvre 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哲學家總是將日常視為平庸而

將其拒於門外，只有擺脫生活才能聚焦於思考，但他的看法卻正好相反，而是努

力將日常納入哲學的對象中，用一種非平庸的方法來研究平庸，在他看來「日常」

一詞指的是日常生活開始具有現代特色，它的發展漸漸受到市場、銷售和廣告的

控制，因此研究日常生活實際上就是一種研究現代性生活的範疇，309
Lefebvre 等

                                                 
306

 ‘Enlightenment, understood in the widest sense as the advance of thought, has always aimed at 

liberating human beings from fear and installing them as masters. Yet the wholly enlightened earth 

radiates under the sign of disaster triumphant’ in Theodor W. Adorno, Max Horkheimer, ed. G. S. 

Noerr, trans. E. Jephcott,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7

 姜華，《現代思潮與新聞文化》（香港中和出版，2014），頁 113-115。 
308

 吳豐維，〈啟蒙與文化—從哈伯瑪斯談批判理論的發展與侷限〉，第十二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

會，2009，頁 4。 
309

 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頁 39-4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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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共同將日常生活視為一種問題意識，來抵擋異化社會的貧乏與空洞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發展的文化批判。310
 

 

   「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的訴求在 Lefebvre 的總體性革命中可說是最重要

的一環，它的具體內容包含了三個面向：分別是身體和性意識的變革，空間與都

市的變革，以及節慶的復興。311關於節慶的復興在第二章中已透過節奏和瞬間的

角度予以討論，在此便不加以贅述，然而事實上，這三個面向的變革可以被視為

彼此聯繫的三位一體的存在，都市空間的革新要透過古代社會中的節慶理想來喚

起，而節慶的流動特質則可以瓦解性別與社會之間的僵化關係，以及社會對慾望

和性的壓抑。從這個角度看來，節慶的復活可以被視為作為推動總體革命的源頭，

它的酒神精神正是異化社會所缺乏的動力與創造力。 

 

  儘管古希臘的生活理想在 Lefebvre 的理論中一直是種烏托邦式的嚮往，但

他卻從未抱有將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現代生活中的想法，理由在於

他認為古希臘社會仍然是一個等級分明的奴隸制社會，在政治運作上仍然是透過

排除的手段來鞏固其公共性，因此他將都市空間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就在於，相

較於古希臘或是王公貴族階級存在的封建社會，都市是一個流動相對快速的社會

結構，存在著許多布列東和波特萊爾所言的無所事事的閒晃者，各種機遇和偶然

將不同階級與不同生活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是一個能夠承擔革命基礎的舞

台：312
 

 

這種都市社會－它已不再僅僅是一種夢想－雖然並非以消除階級差別

                                                                                                                                            
採訪的中文翻譯刊於〈列斐伏爾：研究日常生活的哲學家－列斐伏爾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

《國外社會科學動態》第 9 期，1983 年。 
310

 劉梅琴，〈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與現代藝術的世俗化〉，《哲學與文化》36:7=422，2009，

頁 133-158。 
3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204-206. 
312

 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頁 382。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mMo7U/jnrecord?s=id=%2279004438%22.&sq=1&tcihsspage=jnrecord&jouropendb=ncl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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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但卻是要取消因隔離而造成的對立狀態；它必須包含這些差異

並受到這些差異所定義。…城市的本質是對恐怖的挑戰，是一種反恐怖

主義的風格。城市無拘無束的自我表現和創造性（形態學、環境、合適

的地點、充足的空間）將恢復其適應性，賦予遊戲和比賽往昔的重要意

義，使它們有機會實現潛能；都市社會包含著這種趨勢，即走向節日的

復活的趨勢。313
 

 

由此觀之，都市社會是一個容易凸顯個人性，並打破主客二分思維的空間，

Lefebvre 的審美理想與空間的運作息息相關，在他的概念裡，空間並不是幾何學

或傳統的地理學概念，而是一種社會生產和社會關係的建構過程，314他對空間的

關注也為 1974 年所出版的《空間的生產》做了鋪陳。 

 

  此外，Lefebvre 的審美化概念相當著重在身體力行和實踐兩個方面，誠如他

所言：「自然作為一個存在物，只存在於人的經驗與實踐當中。」315也就是人必

須透過親身實踐的過程來理解對象世界，而非單純地或客觀地看待自然。對

Lefebvre 來說，自然界與人類勞動和行為彼此牽連，因此所謂純粹而客觀的自然

本身是不存在的，我們所看到的景物和世界都應該被視為「人類的自然界」，甚

至連人類本身的歷史都應該看作是一部與自然鬥爭的歷史。316若將這個概念套用

到審美化與藝術之間的關係來看，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必定是經過人的轉化，透

                                                 
313

 ‘This urban society – which is already more than a dream – is based not on the abolition of class 

distinctions, but on the elimination of antagonisms that find their expression in segregation; it must 

involve differences and be defined by these differences.’ ‘The city’s uninhibited self-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morphology, setting, shaped and moulded sites, adequate space and spaces) will restore 

adaptation so that it prevails over compulsion and sets a limit to make-believe, restricting the 

imagination to style and works of art, monuments, festivals, so that play and games will be given their 

former significance, a chance to realize their possibilities; urban society involves this tendency towards 

the revival of the Festival.’ in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90-191. 
314

 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頁 408。 
315

 ‘But Nature itself exists for us only as a content; in experience and human practice.’ in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Cape, 1968), 96. 
316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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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將自然拉到實踐或意識形態當中而產出，是人的感性使藝術品具有生命；317

而人類也是透過身心的活動來解決自身與自然界的對立，並把自己也變成一種創

造物。 

 

    基於 Lefebvre 將藝術和審美活動視為一種抵抗異化的工具，以及完整的人

的回歸，筆者嘗試著在第三章中將超現實主義的展覽與作品放進這個理論模型，

將其視為一種節慶的發掘與再生，並透過學者謝爾茲（Rob Shields）的立場，將

Lefebvre 的「瞬間」與超現實主義的「神奇」置於同一個平台上討論。我們可以

發現，除了上述提到的哲學轉向，將日常生活抬升到一個批判對象的地位，同樣

的情況也發生在藝術世界進入現代化的轉型中，這種轉變使得歷史敘事中的正典

或是真理不再具有其正當性，過去明確的分類系統與排除的運作方式亦不復存在，

毋寧說是一種從傳統到反傳統；從菁英到通俗；從神聖的到世俗的轉向。318這種

美學現代性的特質在哈伯瑪斯的〈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計畫〉（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1980）中是這麼描述的：「美學現代性特質展現在有別以往的

時間與空間意識，以及對待過去及歷史的詮釋方式之上。」319哈伯瑪斯更強調，

20 世紀的現代性與 19 世紀初必須透過「回顧古典」來凸顯現代的現代精神完全

不同，它更加漠視那些透過歷史主義梳理出來的中性歷史，反而將眼光放在此時

此刻的當下。如同波特萊爾將永恆賦予新的意涵來作為現代性的詮釋，肯定真實

存在於現代生活中的新的英雄形象，而非史詩篇章中的英雄。320
 

 

    而超現實主義作為前衛派藝術的一個支流，對於社會的反省意識也與這種歷

史觀有關，依照彼得．布爾格（Peter Burger, 1936-）在《前衛藝術理論》（Theory 

                                                 
317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頁 38。 
318

 劉梅琴，〈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與現代藝術的世俗化〉，頁 144。 
319

 ‘Aesthetic modern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ttitudes which find a common focus in a changed 

consciousness of time.’ in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The 

Anti-Aesthetic,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 Bay Press, 1983), 3-15. 
320

 關於波特萊爾與現代性的討論可參考本論文第三章〈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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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vant-Garde, 1974）中所描述，隨著資產階級的分工社會日益成長，「個人」

的概念被拆解，變成了為追求最大利益而遭駕馭的工具，連帶生活也變得片斷化，

藝術作品的內容連帶喪失其政治性格，他引用庫恩（H. Kuhn）在 Ästhetik 中的

段落提到，藝術作品「獨立成為一個個可以當作整體加以對待的東西。…它是一

個非目的性的創造及以不涉及利益之愉悅為主的領域，這個整體與社會生活相

對。」321這個藝術生產與生活分裂的現象，正是資產階級藝術自主性的關鍵特徵。

在這個經濟系統下運作的各個領域彼此不相干，藝術、政治、經濟等次系統相互

獨立，因而漸漸出現了將藝術重新整合到生活實踐中的想法。 

 

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 1936-2013）在《造型藝術在後資本主義裡的

功能》（Funktionen der Bildenden Kunst im Spätkapitalismus, 1973）中也以「藝術

與生活」的關係為標的，羅列了 20 世紀初期至 1970 年代各種藝術參與社會的現

象。他將「拼貼」從技法延伸至廣義的層次，並視其為一條貫穿整個 20 世紀發

展的革命路線，從未來派、達達和超現實一路至普普、行動繪畫和觀念藝術，一

步步剖析前衛藝術如何與資產階級抗衡，最後又慢慢地與最初的目標失之交臂。

322姑且不論 Damus 將前衛藝術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發展視為困獸之鬥的立場，

藝術家透過挖掘生活中詩性元素的手法，來褻瀆神聖性的自律藝術的過程，仍然

展現了他們對於日常生活真實性的關注與肯定，以及將藝術與實踐融為一體的理

想。 

 

                                                 
321

 彼得．布爾格（Peter Bürger）著，蔡佩君、徐明松譯，《前衛藝術理論》（臺北：時報，1998），

頁 54。 
322

 Damus 特別提醒不應將「拼貼」這個字眼平淡化或無意義化，無論是繪畫拼貼、語言拼貼、

事件拼貼、混合媒材等各種拼貼形式，都是企圖將非藝術的「現實」納進藝術作品的手段，透過

「非屬藝術的」現實來接近「真實」。但是 Damus 的看法較為悲觀，他認為儘管在拼貼的藝術行

為中（諸如行為藝術）一切都是可能的，但藝術也沒有因此比較靠近生活，特別是在劇場形式的

表演上面，藝術家透過「共演」的方式把劇場空間變成遊戲空間，這種結合藝術與生活的手段根

本不可能。某種程度上 Damus 的看法和 Claire Bishop 相似，都認為藝術與生活無法攜手和解，

但 Damus 的理由是這些前衛作法最終都被市場制度和藝術史吸納，只要作品還是在藝術的範疇

裡，它就不可能靠近生活。詳見馬丁．達姆斯（Martin Damus）著，吳瑪悧譯，《造型藝術在後

資本主義裏的功能》（臺北：遠流，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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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見得，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概念是一種伴隨著西方現代性思潮而來的全面

化轉向，以文化為平台的革命指的就是藝術與生活實踐之間的創造性結合，

Lefebvre 特別強調，它指的並不單純是藝術創作中的「創造能力」，而是一種透

過實踐將自己也變成創造物的「自覺行為」，是人類配合著身體欲望和生活環境

的互動，或是時間和空間的感知，重組自己並邁向完整的人的過程。323在此我們

也可以聯想起布列東將發生在巴黎街頭巷角的奇遇，視為主體身分建構的元素與

解放日常的可能性，這些日常軼事和意外插曲對知覺造成的衝擊在超現實裡被詮

釋為神奇與詭異，在 Lefebvre 這裡則成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實踐方法之一，也

就是回歸身體與感官，回歸經驗與實踐。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將現代人與都市生

活的分離狀態重新結合的手段，標誌著勞動與休憩之間的和解，以及人與自然關

係的重生。 

 

第二節、 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淵源與發展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的原型就是一種透過詩性所重新排列組合的日常生活，超

現實主義或是前衛派藝術的「陌生化」手法，就如巴舍拉所言，「藉著它本身的

新奇特質與獨特的活動方式，想像能夠化熟悉為陌生，只以一個詩意的細節，意

象之想像令我們迎面撞上一個全新的世界。」324然而，當這種將平凡化為神奇的

手段逐漸充斥在 20 世紀中後期的藝術創作和日常生活中，所謂的「一架縫紉機

和一把雨傘在一張解剖台上相遇的美」，是否也如同 Highmore 所言，「超現實」

這個詞彙已經變成了普通的社會用語的一部分，舉凡廣告、商業到個人經驗中都

能使用它，使它還原成一套純有形式的技術，甚至變成它本身所抵抗的那個日常

了。325
 

 

                                                 
323

 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頁 378。 
324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頁 219。 
325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45.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E%94%E5%8D%93%E8%BB%8D&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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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美與日常之間的課題一直是藝術史中長久以來的論辯，伴隨著自律的菁英

式藝術逐漸沒落，藝術一詞早已從純粹審美的聖殿走入凡間，精緻與通俗之間的

界線不再明顯，新興的審美活動透過傳播媒體或是市容美化進入大眾的視野，使

的日常生活逐漸非功利化與個性化。Lefebvre 認為藝術的社會作用在於人性的陶

冶，而非菁英階級的專利，但是他同時點出日常生活審美化在進入 20 世紀中葉

後的矛盾性。首先，由於市場經濟的力量過分介入，導致藝術本身的異化，喪失

了反異化的能力和超越性；接著，藝術和審美不再是一種主體能夠控制的自由活

動，進而導致主體性的喪失。326於是，審美與日常的融合最初是為了消除異化，

但在反而在這個過程中又隨之醞釀起另一波新的異化，現代藝術的發展在某種程

度上親近了大眾，然而伴隨而來的則是過去精緻藝術中的精神性與崇高在機械複

製的時代裡消逝，並無法避免地與資本主義相互並行，成為一種娛樂和消費活動，

最後甚至連作品也變成商品的一部分。327事實上，日常生活審美化被商業利益所

控制後的生產，相當接近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所言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

氾濫與商品化現象，商品的交換價值抹去了最初的使用價值，甚至為它們披上了

虛假的或第二層使用價值，因為消費社會並不能僅僅被視為一種物質主義的擴張，

它同時向大眾輸出夢幻般的慾望圖像，將現實審美化又去現實化。328在此我們可

以看出，Lefebvre 對於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態度，是既肯定它對於改造異化社會的

潛能，亦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批判，在確保藝術不為商品社會所利用的前提下，所

主張的總體性革命。 

 

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英國學者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費文化

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1991）中，他從後現代主

義的情境反推回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起源和時代背景，並指出後現代情境中的

美學表現在於「藝術與日常生活邊界的消失」、「精緻藝術與大眾∕流行文化之間

                                                 
326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243。 
327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頁 239-240。 
328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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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的瓦解」以及「風格的混亂與滑稽的符號遊戲」，而造成如此現象的原因正

在於後現代主義理論其著重平等，打破象徵的等級制度，並拒絕文化分類的主要

特質。329他認為這樣的現象可回溯到達達、超現實主義等先鋒派運動致力於消解

藝術神聖性的傳統： 

 

馬歇爾杜象在早期達達運動中那些惡名昭彰的「現成物作品」，在 1960

年代紐約的前衛藝術家中變得如此受到尊敬，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

在此我們可以察覺到一個雙重的運動（double movement）。首先是直接

對藝術作品進行挑戰，一種掩飾藝術聖光的欲望，挑戰其在博物館與學

院中受人尊敬的位置。第二，藝術可以在任何地方，亦可以是任何事物。

大眾文化的碎屑，品質低劣的商品也可以是藝術（在此我們可以想到沃

荷和普普藝術）。藝術也可以在反作品（anti-work）中找到：在「偶發

藝術」，和那些無法被博物館化的、瞬間就「消失」的表演，以及身體

和其他感覺器官中。330 

 

Featherstone 用杜象的現成物和普普藝術為例，來解釋所謂泛審美包含的「雙重

運動」，前者是一種「審美日常生活化」，也就是從現代主義以來就存在的，消除

藝術神聖性與日常界線的努力；後者則是「日常生活審美化」，它伴隨著大眾文

化和消費社會的興起將審美意識植入每個人的生活中，讓居住環境、都市規劃、

工業設計等領域都能充斥著審美介入的痕跡。331
Lefebvre 所言的審美化也是透過

                                                 
329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7[1991]), 65. 
330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Marcel Duchamp who was centrally involved in the earlier Dada 

movement with his infamous ‘ready- mades’ became venerated by New York postmodern 

trans-avant-garde artists in the 1960s. Here we detect a double mov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irect 

challenge against the work of art, the desire to deauraticize art, to dissemble its sacred halo and 

challenge its respectable location in the museum and the academy. There is also the assumption that art 

can be anywhere or anything. The detritus of mass culture, the debased consumer commodities, could 

be art (here one thinks of Warhol and pop art). Art was also to be found in the anti- work: in the 

‘happening’, the transitory ‘lost’ performance which cannot be museumified, as well as in the body and 

other sensory objects in the world.’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66. 
331

 劉悅笛，〈當代「審美泛化」的全息結構——從「審美日常生活化」到「日常生活審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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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運動來進行的，特別是後者的目標，它不單純指外在環境的重整，而是一

種滲透到身心的審美愉悅和新的生活方式，「透過多種形式，千種不同方式來實

現他自己，並總是對新的感覺保持好奇心。」332因此，就算後現代藝術中的表現

從根本上就主張一種「非審美」，或是「反作品」的形式，那它也是對審美化的

生活有益的，因為它瓦解了雅俗之間的界線，引導大眾去關注生活中的事物。

Lefebvre 要強調的是，當普羅大眾的生活環境都得到改造之後，人的精神與心智

也將朝向完整的人前進，而這才是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的終極目標。333
 

 

    Featherstone 認為，若再往前追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傾向早在 19 世紀的巴

黎街頭悄悄萌芽，這方面以波特萊爾、班雅明和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關注為代表，他們都同時談到一種「處於世界的中心，卻又

隱身於世界之中」334的方法來觀察世界的樂趣，和波特萊爾一樣，Featherstone

相當推崇這種閒晃者的形象和目光，並將閒晃者的波西米亞特質聯繫上超現實主

義的反叛色彩： 

 

波西米亞的典型存在於布爾喬亞社會之外，被視為無產階級和左派。…

他們養成了相似的舉止，重視自發性，反對系統化的工作步調，不在意

秩序的生活空間與可敬的中產階級傳統。…依照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懷特（Allon White），他們視波西米亞為生產「類象徵性

劇碼」（liminoid symbolic repertoires），就類似早期狂歡節中出現的節目

表演。中產階級的波西米亞們（middle-class bohemias），特別是超現實

主義和表現主義，從狂歡節中繼承了許多象徵性的顛覆與反叛。335
 

                                                                                                                                            
《西北師大學報》43 卷 4 期，2006，頁 25-29。 
332

 ‘realize himself in many forms, and by a thousand different ways, and will be curious of new 

sensations. ’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67. 
333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203. 
334

 ‘The pleasure of seeing ‘the world, to be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nd yet to remain hidden from 

the world.’ ’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75. 
335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ohème existed outside the limits of bourgeois society an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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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可以看見 Featherstone 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淵源所一路排列下來的系

譜，與 Lefebvre 的節慶理想相當類似，特別是他直接將超現實主義視為狂歡節

傳統的繼承，並將他們描述為「布爾喬亞和波西米亞的結合」。於是，狂歡節的

反動力量進入了藝術，再從藝術滲透到今日的消費文化，使得更多人能夠參與其

中。 

 

    除了狂歡節，Featherstone 還提到了「集市」（fairs）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關

係，集市一方面是一個開放的市場空間，同時也是愉悅的場所，「它們是地方的、

歡樂的與共享的，與真實世界隔絕開來的空間」，336他認為集市就如同巴赫金所

言的「混雜化」（hybridization），是一個「匯聚了異國的和當地的，鄉下人和都

市人，專業的表演者和資產階級觀眾」337的場所，透過稀奇古怪的招牌或形形色

色的服裝、語言、貨物等，刺激著人們的慾望和神經。事實上，集市所提供的暈

眩感與振奮感，正是 19 世紀的百貨公司和世界博覽會的戶外形式的先驅，只是

集市空間更為野性且不受馴服。338它所創造出的流動特質與 Lefebvre 對都市空

間的描述正可以作為一組並行的概念，在此我們可以理解到，日常生活審美化是

一種透過空間與感官經驗相輔相成的活動，它需要一個更為開放而無中心性的場

域來供給其能源，無論是實質上的地理空間或象徵秩序上的抽象空間。 

 

                                                                                                                                            
identified with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Left.’ ‘They cultivated similar manners, valuing spontaneity, an 

anti-systematic work ethos, and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sense of ordered living space and controls 

and conventions of the respectable middle class.’ ‘It is therefore possible, following 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 to see bohemias as producing ‘liminoid symbolic repertoires’ similar to those afforded by 

earlier carnival forms. Middle-class bohemias, especially surrealism and expressionism, took over in a 

displaced form much of the symbolic inversion and transgressions which were found in the carnival.’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77. 
336

 ‘They are local, festive and communal and unconnected to the real world.’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78. 
337

 ‘They were sites of what Bakhtin refers to as hybridization, which brought together the exotic and 

familiar, the village and townsmen, the professional performer and bourgeois observer.’ in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78. 
338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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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現象早在前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發軔，但依照丹尼爾．

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的看法，最早的資本主義經濟衝動與現代性的文

化驅力其實來自於同一根源，共享著自由和解放的概念。所謂的經濟衝動要回溯

到資本主義的雙面起源：禁慾主義（asceticism）和貪得無厭（acquisitiveness），

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衝動最初是結合在一起的，19 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

前期仍然受到這種禁慾主義和清教徒倫理的影響，其經濟體系的運作和審美精神

之間也存在著對抗又互補的關係。但是隨著 20 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結構變遷所形

成的大眾消費社會出現，禁慾的成分也隨之發展逐漸減弱，最後只剩下工具理性

和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於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概念從最初的菁英階級逐漸拓展

開來，成為普羅大眾的基本需求，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消費藝術及其複製品，順勢

助長了許多外表光鮮亮麗卻無實際用途的奢侈品製造，也正是這個時候，審美現

代性與日常之間的矛盾關係才開始獲得注意與反思。339
 

 

    因此，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擴張，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商品化社會所

發展出來的產物，在這個前提下，它是否就違反了康德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 1790）中的「審美非功利性」（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所主張

的，審美的趣味是一種「不憑任何利害計較的愉悅或不愉悅來對一個對象或一個

表象方式做判斷的能力」的概念？340就 Lefebvre 理想中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來看，

他認為康德美學所立下的審美標準，將作品與歷史發展的過程隔絕開來，康德沒

有去比較現實與描寫現實之間的作品，而是比較形式與內容，但同時又讓形式凌

駕於內容之上，透過形式來決定藝術作品：341
 

 

                                                 
339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6, 

No. 1/2, Special Double Issue: Capitalism,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72), 11-38. 本文則參考中文版

翻譯，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道德秩序的傾頹〉，Jeffery C. 

Alexander，Steven Seidman 著，吳潛誠主編，《文化與社會》（臺北：立緒出版，1998），頁 382-397。 
340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Mered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1790]), 96. 
341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2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0%B3%E6%BD%9B%E8%AA%A0&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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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注意到了一切藝術作品實際存在的特徵之一－調子和風格的統一，

有時候稱之為「調和」，－可是他把這一特徵特殊化起來，並且形而上

學地使它絕對化起來。…在他那裡，美保持著柏拉圖主義的特徵：美是

普通的和必需的，它的這些特徵來自作品的純形式方面，來自任何與外

在的、實踐的、社會的或感情的條件無關的純粹活動。342
 

 

Lefebvre進一步指出，這種形式主義的錯誤，就在於它的片面性忽略了歷史內容，

忽略了藝術作品的統一性，不只是來自於形式的統一，更在於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此外，把藝術看作是一種自由的、無利害關係的、無目的的個人活動的態度，或

是「藝術為藝術」的理論，都是間接或直接地來自康德，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時代

的產物，反映了藝術家與社會生活之間「不可挽救的混亂」。343
 

 

    Lefebvre 對康德美學的評判，同樣反映了他對馬克思美學的繼承，他援引馬

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中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與「下層建築」（base）社會模型，344來

解釋藝術作為思想體系的上層建築，除了和經濟基礎相互影響之外，它們之間還

包含著一個改造的過程，裡面充斥著生產關係、文化發展，或是藝術得以存在的

社會條件，而這些往往是形式至上的唯心主義者所忽略的。345因此，具有改造社

會及提升審美能力的藝術作品，應該是與當下的社會實踐相聯繫的，Lefebvre 強

調藝術作品應該要是「有用的」，但這個有用並不是本文第三章中所提到的「無

用性」的對立面，而是指藝術如何在社會改造的層面上發揮它的效用，346它的首

要條件就是拋棄康德美學所建立的審美系統。 

                                                 
342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22-23。 
343

 所謂「不可挽救的混亂」指的是資產階級社會中藝術與生活分離的情形。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23。 
344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859). 
345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50-53。 
346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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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段描述，我們也可以理解到，Lefebvre 在面對商業與審美化相結合的

現象時，是透過社會結構與生產技術的演變來觀察的，也就是說，從手工工具進

展到自動化機械，或是無產階級的出現，都與藝術實踐存在著緊密的關係，手工

業時代就會有符應於手工業時代產物，同樣的，消費社會也會產出反映該社會結

構的藝術： 

 

資產階級的藝術理論家們之所以妄發謬論，陷入形式主義的泥坑裡去，

就是因為他們忽視生活。基本的問題不在於鐵、大理石、混凝土或鋼鐵

可以產生一些怎樣的形式，而在於什麼人，抱著怎樣的目的，以及為了

滿足什麼需要而利用混凝土和鋼。…在技術飛速進步的時代，藝術和技

術的關係改變了。這已經不是在工藝美術中的那種簡單的，幾乎是直接

的關係了。347
 

 

因此，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中，唯心主義者所謂「以實用為導向的物品都是不

美的」這樣的主張在 Lefebvre 看來仍然是一種相當片面性的觀點，就算是時下

流行的產物，或是工業方法製成的產品，在他看來都反映了有別於前一時代的內

容，應該放在產出結構中去理解。348儘管在阿多諾的分析中，文化工業的氾濫有

違康德「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之命題，遠離了審美非功利性的價值體系，349但日

常生活的審美化並不等同於文化的「工業化」，它只是日常生活審美化活動走到

極端後，可能演變而成的一種商業化現象。因此重點在於，如何有效地將美學和

生活的融合控制在不為利益所控制的範圍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商業因素的介

入。 

 

                                                 
347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楊成寅、姚岳山譯，《美學概論》，頁 78。 
348

 同上，頁 79。 
349

 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洪佩鬱、藺月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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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日常生活審美理論除了體現西方哲學和美學發展的轉向，也提供

了人們一條逐漸從物質需求轉向精神需求的指導方針，應當從社會結構與發展的

角度來理解。350它試圖解決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難題，但也如同 Lefebvre 所言隱

含著它本身的矛盾與困境，以及 Daniel Bell 點出的高度發展社會中所發生的文化

和社會的悖離。這個矛盾同時發生在超現實主義當中，學者湯瑪斯．克羅（Thomas 

Crow）就認為，超現實在挖掘早期資本主義城市殘餘並使其恢復生機的同時，

也為現代的廣告提供了一種強而有力的視覺工具，創造了充滿商品誘惑的幻景，

甚至可被視為一種「文化工業研究和發展的得力助手」，351當神奇逐漸被大眾文

化所收編，耳目一新的事物成為司空見慣的場景，超現實主義的改革手法在當代

社會的語境中是否就等同於失效？誠然，文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向來處於難

分難解的狀態，在藝術與生活完全整合的目標上，大眾文化包含著其無法避免的

工具理性成分，但在積極的層次上，它將超現實主義中難以親近的前衛色彩包裝

成為大眾得以理解的文本，並在大眾的消費和使用中產生新的意義，一方面則透

過其擴張的速度與細緻度，將審美趣味從菁英階級帶往各個角落，弭平了階級之

間的落差。或許就如同 David Hopkins 所言，超現實主義的火花仍然以各種「遺

產」的形式隱藏在我們生活中，或是被其他實驗性的反主流藝術文化組織所繼承，

352在致力於消解藝術神聖性與分離的知識領域的目標上，這些實踐無疑反映了人

們如何反思所處世界，以及日常生活變革的企圖心。 

 

 

 

 

 

 

 

                                                 
350

 韓德信，〈日常生活審美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 6 期，2007，頁 93-98。 
351

 ‘As a kin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m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in Thomas Crow, “Modernism 

and Mass Culture in the Visual Arts,” in Francis Frascina, ed. Pollock and After: The Critical Debate, 

(London: Harper& Row, 1985), 257. 
352

 詳見本論文第一章〈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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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本論文以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為研究觀點，透過超現實主義展覽

及現成物拼貼作品，討論超現實作為社會場域中的一項文化改革行動，如何透過

物件的無效性來克服相互分離的知識領域，協調與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本

文試圖處理的問題主要為：（一）在資本主義所主導的高度發展異化社會中，日

常生活或被一般人視為無效之物的殘餘，如何作為一個批判對象或方法論來反轉

科層化的社會結構；（二）超現實主義致力於社會改造的實踐與 Lefebvre 的日常

生活批判理論之間的連結；以及（三）依照 Lefebvre 肯定日常生活審美化有助

於異化社會改造的立場，藝術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中的位置和策略如何運作。 

 

    無論從 Lefebvre 對「異化社會」和「完整的人」的觀察切入，或是以超現

實主義針對藝術與生活實踐分離的批判作為出發點，兩者的批判意識都是建立在

資本主義統御的都市空間中，同時點出線性進步發展價值觀的缺陷以及利益導向

的生產結構衍生的問題。根據 Lefebvre 的日常生活批判，資本主義透過各種技

術和工具使得生產朝向單一化與標準化，當消費行為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而是

欲望，人的本身將產生異化現象，逐漸遠離「完整的人」的狀態；另一方面，技

術的操作逐漸建構出一種新的空間和時間形式，這個時空中的人或非人都將被以

「物件」的單位來計算，從而產生以生產利潤為基準的「有用」與「無用」分別，

掩蓋了真實的社會運作。而超現實主義雖然沒有明確提到異化社會這個名詞，但

他們從藝術生產與生活相互分離的「藝術為藝術」現象出發，試圖透過「革命」

將藝術整合進生活中，並對於異化社會的價值體系、認識論以及資產階級社會墮

落的精神與道德提出回應和批判。由此可證明，兩者同樣在這被多數人視為「殘

餘物」的日常場域中發動對資本主義庸俗社會的改造。353 

                                                 
353

 Benjamin Fraser, Marxism and Urban Culture, (Lexington Books, 201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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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Lefebvre 認為真實的生活樣貌並沒有消逝，只是被異化社會的面紗所

掩蓋，在解決的方法上，他以古代社會的生活理想為雛形提出節慶與瞬間的概念，

主張透過狂歡意識與爆發力使人從線性時間與理性主義的框架中逃逸出來。立基

於 Rob Shields、Hal Foster、Michael E. Gardiner 等學者的看法之上，筆者將超現

實主義中的拚貼與蒙太奇等技術所造成的荒謬感與火花，視為足以解放異化社會

的具體施行方式，同時從廢墟和殘餘物的角度，試圖證明作品本身所追求的無效

性與革命性是一體化的存在。 

 

    在本論文的研究案例〈1938 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中，筆者從「空間」

與「廢墟」兩個角度進行觀察，並依據展覽的實際情況分為「人體模型」和「機

器人」與「無用之物」（過時之物）來書寫；第二步則以班雅明、波特萊爾等人

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觀察為前提，來理解這些物件與空間的陳設如何抵抗工具理

性與自主性藝術神聖的光環。本文認為，若回到最根本的立場而言，不論是

Lefebvre 或超現實主義，不論是在社會經濟場域或文化藝術場域中，他們所做的

無非不是一場打破界線與分類的行動，也就是試圖將社會結構與生產機制恢復到

一個沒有絕對的中心、沒有明確內外之分的狀態，也只有在這樣的空間中，人才

得以重新審視自己與外在對象或廣義的自然之間的關係。誠如 Ben Highmore，

超現實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使司空見慣的東西變得超乎尋常的技術，他們致力於

日常生活的變貌的努力，旨在將日常中的「非常」時刻拉出，使它們被重新認識

理解。354我們可以觀察到，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正是以此為目標來規劃空間與作

品的形式，例如人偶身體的崩解和組合、布爾喬亞階級品味空間的否定與重構、

商品化物件與無用物件的模糊化，最後延伸到觀者本身的感官與身體受到衝擊後，

所發生的重組與變化，這些實質的或抽象的拼貼概念，建構出了一個節慶化的抵

制空間，同時也建構在分類的邊緣與分類的極限上。 

                                                 
354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46-47. 

 



113 

 

 

    第二，除了從界線與分類的角度來理解，若依照 Lefebvre 肯定日常生活審

美化有助於異化社會改造的立場，藝術的實踐必須回歸到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去完

成。同樣的，超現實主義中神奇與非常的時刻也是一種從身體知覺與感官出發的

顛覆手法，所謂的身體活動無法離開空間來討論，在使資產階級空間的運作失效

之餘，他們也企圖透過喚起鄉愁和神奇的物件，重新建構一個工具理性之外的永

恆場所，並在這個場所中操控、繁殖各種慾望。因此，當我們再次回到 Lefebvre

日常生活批判的初衷「朝向完整的人的實踐」，沒有邊界的空間創造出節慶式的

慾望流動，而流動的慾望將使人重新喚起對生活的感性與壓抑的需求，透過這樣

的循環過程，藝術作品與生活的連結得以建立。 

 

    儘管 Lefebvre 對於超現實主義的理想與手法並不完全是肯定的，但本文的

目標並非要以此評斷超現實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是成功或失敗，或是比較孰

優孰劣，而是期望在這個過程中去理解超現實如何處理藝術生產與高度現代化社

會之間的問題，同時試著將拼貼從藝術創作的形式技法討論中移出，將其視為一

種「社會現象」所潛藏的脈絡來觀察。資本社會的發展和藝術活動之間始終保持

著互相滲透的共構關係，藝術作品是在不同體制架構的條件中被賦予功能，而非

一對一的生產和接受。355藝術與生活實踐之間的分離或結合，是藝術史與文化場

域中長久以來的論辯，特別是在高度發展現代化社會中成為白熱化的問題意識，

延續著 Mike Featherstone 泛審美的「雙重運動」概念，今日的藝術一詞早已從純

粹審美的聖殿走入凡間，藝術家們也透過各種方式介入社會參與，在書寫本文的

過程中，筆者也開始反思，藝術如何在有益社會改造之餘同時保有創作的自主性

問題，以及今日的我們能否從過去的歷史碎片中找到前人所遺留下的蛛絲馬跡，

將其從過往帶到當下，檢視當前社會結構隱藏的危機與困境，進一步在社會系統

                                                 
355

 彼得．布爾格（Peter Bürger）著，蔡佩君、徐明松譯，《前衛藝術理論》（臺北：時報，1998），

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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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揮其影響力。Lefebvre 看待日常生活的態度，為處在現代生活的大眾與研究

者們提供了一條審視空間與消費的路徑，本論文除了期望透過 Lefebvre 為媒介

串起超現實主義與日常的關聯性，站在更積極的層次上，則期望在資本主義所統

御的時空中，找到藝術實踐如何重拾人性與感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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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The invi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 Galerie- Arts, Paris, 17 January- 24  

February 1938. 

 

【圖 2】George Grosz and John Heartfield, The Middle-Class Philistine Heartfield Gone Wild, 1988 

(reconstruction of 1920 original). Sculpture, 220 x 45 x 45 cm, Berlinische Gal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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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Francis Picabia, Girl Born Without a Mother, 1916-17. Gouache and metallic paint on printed 

paper, 50 x 65 cm, National Galleries, Scotland. 

 

【圖 4】Man Ray, Mannequin (Adieu foulard), 1938. Photo Raoul U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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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Marcel Duchamp, Rrose Sélavy mannequin, 1938. Photo Raoul Ubac. 

 

【圖 6】André Masson, Mannequin With Bird Cage, 1938. Photo Denise Be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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