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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藝術史發展以來，藝術與社會關係長期的疏離，導致台灣的政治發展

一向被藝術所關注的議題排除在外，藝術創作者本質上具備的批判性格在台灣

的藝術史發展上缺了席，而如此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創作圭臬，來到了八

〇年代解嚴前後時期，隨著台灣社會逐漸開放的氛圍以及現代化的趨勢，有了

顯著的轉向。 

 

        這個時代，台灣經濟條件逐漸改善，美術館相繼成立，藝術展覽的威權正

式與官辦美展以及市場機制脫鉤，同時，社會風氣逐漸開放，相對包容、前衛

且具開創性的思潮隨著社會運動的興盛得已開展，更加上國際上具有批判性的

思想理論進入台灣的知識領域，「批判理論」的介入令社會運動有了更積極的

底本以及經驗，「批判」成為民主化的基調，也成為時代的代表，而此時台灣

的藝術風氣也受其影響，發展出以「政治批判」為主體的風氣。 

 

        解嚴前後的台灣藝術家，一別以往地以台灣社會為主體，以作品與政治議

題進行多方對話、反思以及批判。而這股力道，隨著逐漸成功的民主化而在藝

術領域消退。從峰值來看，台灣藝術在政治批判的激烈程度，解嚴前後達到了

高峰，是一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時代現象。本研究關注於解嚴前後的台灣

藝術關懷政治議題的批判特質以及根源，探討何種客觀因素及狀態，讓八〇年

代之前台灣藝術的政治批判不得發展；又是何種條件因素、歷史情境，使得解

嚴前後的台灣藝術界出現了大量具政治批判性的作品以及風氣的形成。 

 

關鍵字：民主化、台灣藝術、解嚴、政治批判、批判理論、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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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art, long-term isolation between art and society has led 

to the exclus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art world.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 

of art creators was abs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rt history.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openness and modernization of Taiwan's society around the time of 

Martial Law in 1980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urn in the art creation guideline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is era, Taiwan's economic conditions gradually improved, art museums were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authority of art exhibitions was officially 

decoupled from government-run art exhibitions and market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atmosphere was opening up, and relatively inclusive, avant-garde and 

pioneering ideas spread as social movements flourished. In addition, Taiwanese 

people began to be exposed to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s and theories, ther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critical theory" provided a more aggressive reason and experience 

to learn from for social movements. "Criticism" finally became the basi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symbol of the era, and the art environment in Taiwan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is trend, 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s 

the main theme. 

 

Taiwanese artist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ast. Through their artworks and political issues on the theme of Taiwan's 

society, the artists during the period engaged in dialogu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However, this force receded in the field of art with the gradual suc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 intensity of political criticism in Taiwanese art reached its 

highest peak before and after Martial Law was lifted, and became an epochal 

phenomenon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This study is concerned with the critical 

nature and roots of Taiwanese art reflecting political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Moreover,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what objective factors and 

conditions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riticism in Taiwanese art before 

1980s, and what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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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number of politically critical artwork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ulture of political 

criticism in Taiwanese art during the period. 

 

Keywords: democratization, Taiwan art, lifting of Martial Law, political criticism, 

critical theory, soci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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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歷史發展經歷多次社會脈動的更迭、解構又再結構，政權與族群方

面以混雜、多元的方式演進，是一個典型海島的、移民的社會。如此背景之下，

台灣各領域的典範建立，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台灣藝術發展的進程中，形

成兩支主要的系統：一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前輩藝術家延續，再者是一九四九年

左右因國共內戰因素移入台灣的藝術家的延續。然而，源自不同發展脈絡的這

兩支系統，在台灣的歷史因素及時代氛圍中，各自與現實社會的鏈結及探討產

生斷裂。而這個現象、這份藝術與社會關係的疏離，在八〇年代末期開始有所

轉變。
1 

 

     藝術與社會關係的疏離，導致長久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一向被藝術所關注

的議題排除在外，也就是說，藝術家的創作對於執政者是毫無威脅力的，藝術

界對於不滿的表達及批判不感興趣，更組織不起一種風氣。相對於藝術，文學、

音樂、戲劇等精緻文化的發展渠道早已於社會、政治、人權的爭取及批判糾葛

不清，而更直接能夠以圖像傳遞訊息的藝術的發展卻將自身束之高閣、與政治

劃清界線，顯得格格不入。而在國際思潮上，具有政治批判的藝術思潮也有如

被隔絕一般，在台灣遲遲不得發展，藝術創作者本質上具備的批判性格在台灣

的藝術史發展上缺了席。而如此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創作圭臬，來到了八

〇年代後期，隨著台灣社會逐漸開放的氛圍以及現代化的趨勢，而有了顯著的

轉向。 

 

        八〇年代台灣歷經經濟起飛，培養出一群生活穩定、知識水準不凡的中產

階級，對於長期在政治上不能自主感到不滿，而成為積極的黨外運動促成者。

而黨外運動對台灣高壓體制的治理模式之衝擊，對人民思想的自由解放作用極

大，也對藝文各界的創作走向有所影響。而在國際局勢的趨勢之下，台灣於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宣告了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自由限制獲得解放，隨之而

                                                   
1
陳瑞文，〈藝術表現裡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的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識論起〉，《現代美術學報》，

第 2 期，1999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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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報禁、黨禁的解放，讓自由的風氣逐漸蔓延開來，對藝術作品的走向變遷，

產生重大的影響。 

 

        也在這個時代，台灣經濟條件逐漸改善，公立現代美術館相繼成立，正式

且具代表性的藝術展覽正式與官辦美展以及市場機制脫鉤。隨著社會風氣逐漸

開放，相對包容、前衛且具開創性的思潮，開始獲得官方美術館認定的合法性，

但同時，美術館也變相成為了思想批判的對象。如此矛盾的角色，讓批判有了

平台，也讓批判有了對象，引發在朝與在野力量與之對抗，產生了藝術辯證的

場域。除了硬體的建設，八〇年代在媒體技術、即時紀錄的進展，在視覺資訊

的接收上，顛覆了過去傳媒在思想操控上的霸權，加劇了人民對政府不信任的

積極作為。此時更加上國際上對現代主義批判的思想理論進入了台灣的知識領

域，「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介入令當時時常發生在街頭的各種社會運

動有了更積極的底本以及經驗，批判的力道進入到社會各個領域，「批判」成

為民主運動的基調，而此時的藝術也受其影響。即便如同過往一般，執政者也

透過各種手段執行管控及打壓，但此時藝術界對政治、威權、社會議題的批判

儼然已經成為一種組織風氣，越是壓迫、不公的事件，則越激發藝術批判的力

道以及向心力，對現實社會發展有了一定程度的撼動力道，這與過去遭到打壓

就間接順從而「被引導」出來的藝術風格是截然不同的發展氣象。 

 

        解嚴前後的台灣藝術家，一別以往地，以現實社會為主體出發，將藝術作

品與社會進行多方面的對話、反思以及批判。擺脫再現美學以及畫意式

（picturesque）的懷舊情懷，確確實實地以藝術家自身與環境之間的內在徵候作

為作品的主軸。明顯地，解嚴前後的藝術作品，呈現出民生及思想的實踐，不

啻為反映現實社會的媒介，並且突破禁忌地，對於政治議題出現了許多藝術介

入（Intervention）的案例。如此具實踐性格的作品，以政治批判作為藝術主體，

跳脫以美感包藏訊息的藝術傳統，用思想解放戒嚴對自身的箝制以到達精神自

由的渴望，成為彼時藝術家創作的動力。這般素有「行動」意味的藝術表現，

是台灣藝術發展以來前所未有也後無來者的現象。或者說，改革社會的意圖，

就是八〇年代後期至九〇年代初期，藝術家的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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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與藝術之間，至今仍時有耳聞不該有所沾染，事實上，藝術中的形式

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沒有不含內容只談形式的藝術，有如沒有擺脫

形式只談內容的作品。藝術時常反映現實，但又必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才

能夠稱之為藝術。
2
誠如白適銘專文〈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八〇年代臺

灣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中的結論「差異成為主流，多元取代單一」

的特殊現象。
3
筆者認為，解嚴前後藝術的多元面貌中，雖然每位藝術家有各自

關注的議題，也充分呈現個體之間乃至群體之間的差異，但他們仍然具有對政

治權威挑戰的強烈的群象現象。所謂群象現象，並不意味著遵循框架，而是對

時代現象提出不同思維的可能性。有如「差異成為主流」，是一個特殊的文法

結構，「差異」與「主流」本身具有強烈的矛盾關係，卻能精準地反映八〇年

代後的集體現象。多元議題以及形式之下，立場迥異的批判對象及手法，所關

注的焦點也不盡相同，但正是因為同樣處在多元自由時代氛圍之下，突破威權

的政治批判作為創作動力的召喚，可說是解嚴前後藝術作品才開始具有的特質，

並成為當時的主流。 

 

        八〇年代以前，台灣藝術真正直搗政治與社會議題的作品並不常見，至八

〇年代起，政治議題成為藝術界積極關切的議題，而這個現象又在解嚴之後逐

漸消退。顯然，解嚴的氛圍在台灣藝術發展起了顯著的化學現象。有如陳界仁

所述：「戒嚴時期我們藝術創作者一直有一個顯著的相對，我們站在它的對立

面就顯得自己很有批判性。但是直到政治上解嚴了，一切都不再是禁忌的時候，

真正的問題才出現，我們才真的開始思考。」
4
意味著解嚴前後這段時期，藝術

界有一個共同要推倒的威權，也意味著解嚴後，藝術家才能夠開始、也必須去

面對更內在的生命問題。解嚴，或許是一個顯著的條件，但綜觀台灣各界，無

論在文學、戲劇或是社會運動上，在解嚴之前的六、七〇年代，與政治的糾葛

以及對政治的批判早已經啟動並且發展完善，而藝術領域卻遲遲到了八〇年代

                                                   
2
Hauser,Arnold 著，居延安譯，《藝術社會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年，頁 65。 

3
白適銘，〈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八〇年代台灣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台灣美術》，

第 112 期，2018 年，頁 17-18。 
4
藝術家陳界仁 2019.6.14 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時回應筆者於演講後的提問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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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才有顯著的風潮。顯然，除了解嚴以外，介入藝術的政治批判性之外在條

件並不僅僅只有解嚴而已。 

 

        從峰值的角度來看，目前為止台灣藝術反映現實社會，尤其是政治議題的

激烈程度，解嚴前後絕對是達到 高峰的，其前的藝術表現似乎對政治關切不

抱興趣，甚至有些保持距離，其後，藝術對政治關切的力道也出現了明顯消退。

可見解嚴前後的各種社會條件對台灣藝術發展是有著顯著的創作影響，也同時

代表這是在台灣藝術史中是一個具有特殊且獨立的時期風格。而促成這個時期

如此獨特的各種背景以及生成因素，使得台灣長期以來保持一定距離的兩個領

域突然相互發生了密切的交互作用，引起筆者關心並且研究的興趣，並且認為

是相當值得研究的議題之一。 

 

        一個現象的發生絕非一蹴而就的，在解嚴前後藝術界能夠形成一種政治批

判的風潮，在八〇年代以前有一系列地下化的思想累積才能夠得以爆發，但絕

非藝術的主流。八〇年代前藝術史的主流典範，在學界討論的文獻還算完整，

但針對政治批判的思想累積來源之論述較為稀少，而本文專注於解嚴前後藝術

政治批判的現象進行分析，同時回顧台灣藝術在八〇年代在之前有哪些思想累

積根源，又在如何的客觀環境以及主觀條件之下，無法產生關聯以及不在藝術

界所關切的範圍之內，而解嚴前後的社會氛圍，在整體條件上產生了哪些轉變，

使藝術對政治議題產生濃厚興趣的轉變現象以及參與變因及時代因素。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一、名詞解釋 

藝術與政治 

        藝術與政治兩個學門似乎差距頗大，但是深究藝術本質上的內涵，自古以

來藝術與政治之間相互的牽引現象不曾間斷。針對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已

經有部份國內外文獻可供參考借鏡。德國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認為，藝術的存在先天就具有突破已被壟斷建構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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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對其進行不斷的顛覆以及在建構，它不能代表革命，但它能夠激發革命。

藝術的特質能夠超越既有的現實，能夠質疑社會中已經既定的不合理、壓抑以

及偽飾，在任何既有的社會中反抗現實，並且憑藉它的本質特型，而成為一種

政治力量。
5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認

為，藝術作品的呈現是文化與社會實踐的結果，藝術的發展也能反映人對現實

的掌握，是社會脈絡下的一種極致表現。而在當代藝術的發展之中，藝術 具

力道且吸引人的實踐，就是藝術家以藝術的語言、形式或行為積極地參與社會

運動，改變社會環境與價值體系。同時也藉由「為達到改變社會環境之目的」

為機制，積極突破藝術既有的媒材、框架以及形式，以進行對社會環境以及對

藝術本身相互並進且突破。
6
國內針對藝術與政治之研究，以孫立銓的專文〈美

術創作中的「台灣版圖」—談台灣的政治性藝術〉中，做出 明確的說明：

「……以藝術的身分，將國家、族群、社會、歷史、文化等議題的轉變，及對

社會環境的觀察，以個人的藝術理念與藝術語彙，來檢視或面對藝術家所面對

的大我客體……」
7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論述，能夠歸納出學界普遍對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

係，主要都認為藝術實踐對現實、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等具有顛覆性的先

驗特質，並且，運用藝術本身的形式語言與社會進行交互作用，一方面對現實

社會的既有結構進行檢視、突破，另一方面藉由社會實踐及連結以達到藝術的

「反身性」而持續突破藝術本身。 

 

        從西方藝術史的觀點來看，可以以些許案例作為類比。西班牙藝術家弗朗

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Goya，1748－1825）1808 年以作品〈1808 年 5 月 3 日〉

（圖一）關注對當時的風俗及教會陋習，同時揭露執政的濫權以及戰爭的野蠻。

法國藝術家西奧多・傑利柯（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1819 年創作作

品〈梅杜莎之筏〉（圖二）來傳達對時事悲劇以及企圖引起民眾對政府的處置

                                                   
5
楊小濱，《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與文化批評》，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 年，頁 207-
219。	
6
林宏璋，《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5），頁 10-59。	

7
孫立銓，〈美術創作中的「台灣版圖」—談台灣的政治性藝術〉，《炎黃藝術》，第 82	期，1996	年	，頁 8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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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關切，
8
都可以說是本文所指政治性藝術的先例。而活躍於十九世紀中葉

的法國畫家古斯塔夫．庫爾貝（Gostave Courbet，1819－1877）開始倡導藝術

的真實性及批判性而創作的〈採石工人〉（圖三）；
9
到二十世紀蘇聯藝術家弗

拉基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更藉由其作品〈工人服裝與

火爐設計〉（圖四）呼籲加深藝術與社會的連結性，
10

提倡將藝術轉變為生活；

1937 年西班牙藝術家巴勃羅・魯伊斯・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

創作作品〈格爾卡尼〉（圖五）傳達出對於西班牙內戰及政局的不滿，成為世

界廣傳的作品，
11

都是相當著名的範例。而始於一九二〇年代，德國由喬治・

格羅茲（George Grosz, 1893-1959）、奧托・迪克斯（Otto Dix, 1891-1969）、

孔瑞德・斐立斯米勒（Conrad Felixmüller, 1897-1977）等藝術家所發起的新即

物主義，大量以對社會、政治嘲諷批判作為創作的主體，更是藝術的政治關懷

成為有組織的風格之鮮明的案例。 

 

解嚴前後 

        本研究針對圍繞於台灣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戒嚴令解除前後若干年藝術家

利用作品對於政治關懷的批判性，若探討解嚴之於藝術發展之間的關係，則必

須囊括討論解嚴前的自由氛圍及討伐體制活動以及解嚴後國家行政以及人民思

想後續的真正解放過程，以達到真正內化的民主、自由。藝術受到社會狀態的

影響而產生的化學效應，也必須透過整體轉化的過程進行檢視。因此依照本文

在討論解嚴前後的藝術變化以及取樣討論的考察， 早與解嚴氛圍之事關係密

切的藝術是陳界仁於 1983 年的行為藝術〈機能喪失第三號〉，而於解嚴發生之

後密切仍受效應影響的去樣 後作品是 1992 年吳天章的作品〈向無名英雄致敬

－紀念二二八事件〉與梅丁衍的作品〈228 史盲〉，後續仍然有部分藝術家在

                                                   
8
為傑利柯以一八一六年法國梅杜莎號軍艦在海上失事的慘案為主題所作，以古典的技法暗諷當權者的荒

謬所引發的社會悲劇，是時事影響藝術的經典範例。當時法國海軍部任用了一位阿諛奉承國王卻根本不懂

得航海的人擔任遠洋船梅杜莎號的船長，這艘巨船滿載著眾多的移民，在駛往塞内加爾的途中遇到了風暴

觸礁沉沒，船上的權貴都搭乘救生艇逃命，留下的 147 人免強自治一塊木筏極力求生，在 13 天的漂流過

程中，為了求生而發生有為人倫的種種慘劇，包含求生者吃罹難者的遺體，或是未免受累而集體決議將傷

者拋下海等等， 終僅剩 15 名生還者得救，這幅作品於 1819 年展出時，不但引起執政當局強烈的抨擊，

更引起民眾的議論。	
9
Herschel B. Chipp 著，余珊珊譯，《現代藝術理論二》，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年，頁 655-714。 

10
Camlla Gray 著，李長生譯，《俄國的藝術實驗》，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年，頁 203-303。 

11
Chipp,H.B. Picasso’s Guernica :History ,Transformations ,Meaning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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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中探討戒嚴時期的悲劇狀態，但密集度及受關切的程度上來說，較類似

於風氣上的後續延續。因此本文將以 1983 年至 1992 年一共十年的區間與政治

議題相關的作品作為主軸，也是藝術政治批判轉折 為劇烈的十年，作為相對

於此期間之前所發展出的藝術樣貌，凸顯出解嚴前後十年間台灣藝術在思想、

典範上所發生的變革。 

 

政治批判 

        本文將「政治批判」的解釋拆解成「政治」與「批判」兩個名詞分別進行

本文所指稱的詞源探討後，再將兩者合併討論，得出本文對「政治批判」的名

詞解釋： 

 

        從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之中指出，唯有在政治的社群中，人類

才得以過著良善的生活，而「正義」就是政治的善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

是一項道德的活動，涉及如何開創一個正義的社會，而「政治」就被定義於公

共事務的範疇中。
12

美國政治學者伊斯頓(David Easton，1917-2014)將政治界定

為：「價值的權威性分配。」
13

並且他所謂的政治意指政府回應社會壓力的各

種過程，特別是透過分配利益、酬賞或處罰來回應。因此，這項「權威性的價

值」被社會所廣泛接受，並且對一般大眾具有約束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政

治與「政策」有所關聯，亦即與正式的或權威性的決策有關，而這些決策策劃

出社群的行動。 

 

        克里克（Bernard Crick，1929-2008），在其經典之作：《政治的辯護》

（In Defence of Politics） 一書中，克里克指出以下的定義： 政治是各種利益在

特定規則之下相互折衝的活動，並依其對整個社群生存與福祉重要性的比重，

來分配權力的大小。
14

 因此，在他的看法中，政治的核心即是廣義的權力分配。 

有鑑於衝突無可避免，克里克認為當社會團體和利益團體各自擁有某種程度的

                                                   
12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馮國超 主編，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 年，pp.97-98。 
13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p. 50.原文：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14

Crick , Bernard. In Defence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p. 21.	



 

  8 

權力時，就必須進行妥協，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衝突。意味著政治被描繪成「達

成可能解決途徑的藝術」。此一定義常見於日常所使用的辭彙中，例如，將問

題的解決途徑描述成一種「政治的」解決途徑，意指進行和平的辯論與仲裁，

有別於經常被引用之「軍事的」解決途徑。 

 

        「政治」的定義至今仍存在各種不同學說的詮釋角度，各家論者都有其仍

受質疑的部分，於本文所界定的「政治」，乃綜合上述幾位論者所得之結論，

指稱公共領域的權力為整體社群福祉而進行分配的協調及做法的權衡，並且回

應於社會各界的壓力及訴求。 

 

        而「批判」的部分，本文則是以批判理論學說的角度詮釋。談到批判理論，

重要的起源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985-1973），他影響後來整個法

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於批判思想的建構。霍克海默認為批判思想

所要追求的是社會的合理狀態，這個目標是要處理現存社會的苦難，因此批判

理論對於苦難的解決之道，不是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是拒斥出時代中的荒謬

與錯誤，只有一個更好的社會，才能產生出「真正的思想」所需要的條件，人

類也才不會被思想中的「壞社會的強迫環節」所決定。
15

 

 
        而早期的批判理論的重要目的也是檢討現代主義與實證主義，檢討人對自

身理性的無限上綱，盲目地追求科學實證而疏於對照人自身的需要，也專情於

理論而疏於對照實際社會、現實生活的需要。因此，批判理論是具有人文精神

的，是從多元不同的學科間跨領域彼此檢視參照，以達到反身的檢視。而繼霍

克海默之後，哈伯馬斯將批判理論更擴張到社會批判的領域，並且他 重要的

貢獻是證成了批判理論的知識論基礎，也就是探討批判理論的知識如何成立、

其性質為何、與他種知識的分際何在、批判的根據何在以及批判性知識的驗證

標準何在？ 

 

                                                   
15

Horkheimer, Max.(1969；白森譯，民 89)，批判理論之今昔。當代，第 157 期，頁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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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伯馬斯認為人的社會文化活動基礎來自於三種不可再化約的「認知興趣

（cognitive interest）」－「技術的興趣（technical interest）」、「實踐的興趣

（practical interest）」、「解放的興趣（emancipatory interest）」，是三種人類

先驗的性質，分別對應於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歷史性－詮釋性的學科以及

批判取向的學科。批判理論是根基於「解放的興趣」的學科，哈伯馬斯將解放

的興趣界定為對於「自主」與「負責」的興趣，並且透過人類社會溝通的行為

研究，分析出人類需要建立理想的言辭情境，
16

溝通這項基礎本能才能成立。

理想的言辭情境預示了一種理想的生活形式，而理想的生活形式就是使「自主」

與「負責」能夠體現的生活形式，因此界定了人類對解放的興趣是一種本能性

的，而批判理論正是達成這樣理想生活形式的學科。
17

 

 

        由上文可知，批判理論的學說是有理想、真理的概念的，對一個對象進行

批判同時揭示著批判者對對象本身是具有合為理想或何為真理的價值觀的，並

且企圖透過批判而往理想狀態去達成。也因此在本文中所指之「政治批判」是

特指於藝術作品領域，作品中是具有理想價值觀的，帶有自身強烈的意識形態

透過嘲諷、戲謔或是誇大等手法，企圖使觀者拒斥被作品所批判的內容，基於

現實社會的需求，對公共領域的權力施展及分配進行反省，以達到施壓的效果，

要求公共領域的權力掌握者回應於實際的社會的需求，以達成作者自身對社會

理想狀態的想望。而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學科界線則是基於批判理論的跨領域精

神以達到相互參照的討論可能，也就是本文主要要在台灣藝術史中所要討論的

主軸。 

 

二、研究範圍 

1.具政治關懷之藝術 

                                                   
16

理想的言辭情境條件許多， 具破壞力的狀況是「有系統地扭曲的溝通」，也就是溝通的參與者不能在不

同的溝通方式之間自由做選擇，這種現象通常是由於權力關係或是意識形態進入溝通的過程，造成溝通結

構的扭曲與僵化，並且有些狀況是權力結構掌握的策略性運用。若是擴大於整體社會的溝通狀況，這個概

念與社會言論自由的開放觀念息息相關，也是是否能夠達成理想生活形式的其中重要條件之一。參見：黃

瑞祺，《批判社會學	: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264-268。	
17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	: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16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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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特別抽取台灣藝術史上具政治關懷的作品，以一種系譜式的方式將

各時期藝術的政治關懷進行考察與梳理，以呈現出時期與時期間、風格與風格

間彼此的差異與關係，圍繞於時期的特質並深究其凝聚的成因與條件，凸顯出

藝術在政治關懷的系統血脈，也呈現解嚴前後藝術的政治關懷性質之特殊性。 

 

        自日本的殖民教育之下，台灣二十世紀初開始接受西方的美術觀念，然而

由於政府官辦美展的品味以及西洋藝術文化的轉譯流失，台灣藝術在戰前的作

品大多以形式化的風格呈現，風景以及靜物的寫生是彼時藝術家 聚焦的藝術

內涵。而能再深層地、有意識地與現實社會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作用及想法的

藝術作品，在戰前的台灣藝術中則不多見。針對這點，梅丁衍曾述：「台灣於

日據時期曾經出現過微弱的殖民地文化抗爭活動，由於受制於先天的島嶼形態，

一些富有自主性的文化思維很容易受到撲滅。」
18

可見，在受殖民以及日本軍

國主義的氛圍條件下，藝術在現實主義的發展困難重重，更遑論是政治批判。 

 

     台灣的藝術發展出現較明顯與現實連結的作品主要出現在戰後時期。經歷

戰前藝術發展而有所轉變的藝術家李石樵，在戰後省展開幕前接受《新新》雜

誌的專訪曾述： 

 

只會表現很美麗的輕率作畫態度，脫離現實，製作出許多逃避的，無法看

出人生深層意義的作品也很多。這些也就意味著不道德的事。此所謂道德

並非根據艱澀的道理而來，而是做一位真正的畫家，必然以良心來創作。

意即繪畫是完成人格之事。
19

 

 

        此番言論選在戰後省展開幕之時發表，反映出李石樵對殖民時期被引導而

形成之表現地方色彩的形式性繪畫的風氣，有反省、檢討的期待，對於戰後的

全新政權以及社會，寄予全新改革並且真正自主的希望。可見，受到殖民的因

                                                   
18

梅丁衍，〈由「光復初期」的美術現象環視二・二八風景〉，《歷史月刊》，第 217 期，2006 年，頁 30。	
19

譯文引自顏娟英，〈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省與幻滅〉，收錄於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

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 年，頁 87。王俊明，〈洋畫壇の權威──李石

樵畫伯を訪ねて〉，《新新》第 7 期，1946 年 10 月，覆刻版，台北：傳文，1995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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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藝術表現能自主發揮的條件不足，多樣的性質也尚未開展，台灣藝術史中

陸續出現具稍有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也是在脫離殖民時期之後。因此，本文在

解嚴以前之作品分析，以戰後作為起始，探討具有政治關懷的藝術作品為主要

分析對象。 

 

2.解嚴前後藝術具政治批判性的轉折 

        林彰宏認為，八〇年代以前的台灣藝術是以學門作為分類，而非為社會事

件。
20

顯現出八〇年代以前的台灣藝術在社會關懷的部分，仍是被包裝在藝術

學門的大敘事之下的。也代表說，藝術風格、技術的掌握以及展現，在八〇年

代之後逐漸不再是藝術所表現的主體，如何表現、表現的如何已經不是這個年

代作品所關切的，表現了什麼內容，成為了這個時期的重點。並且，在藝術作

品的政治關懷上，顯然產生了一股以「批判性」作為途徑的風潮。可以看出，

進入八〇年代解嚴前後是台灣藝術史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是而政治議題，

成了這個過渡、轉變中， 受關切，也是 先參與這個變革的引導者。 

 

        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主題聚焦於八〇年代藝術對政治議題的討論轉向以批

判的方式進行，這個時代是台灣社會逐漸散發出自由、開放氛圍的時代，社會

運動、民主運動等種種對威權的抗爭以及對人民權利的爭取是不斷地在台灣各

階層、領域流竄，一步步爭取而逐漸迎來了台灣社會的重大轉折－解嚴。解嚴

對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的進展是邁出了一大步，也是對執政者決心於台灣

這塊土地上扎根以及價值的認同是一大象徵。然而，解嚴雖然有一個明確的區

分時刻，事實上卻並非是一件一刀切的事情，解嚴其中的內涵包含體制的鬆動、

國際局勢的影響以及人民思想的真正解嚴。因此，在藝術的政治批判風潮的現

象設定上，時代匡列上將圍繞於解嚴作為一個時代核心。 

 

 

3.台灣藝術的政治思想路徑 

        在解嚴前後所發生的轉折，可以看出藝術對於政治的批判成為前所未有的

藝術現象，而欲凸顯這段時間的政治批判轉折與其前所發展的藝術史脈絡有顯

                                                   
20	林彰宏，《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5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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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差異，需要分析研究「解嚴前後之前」的台灣藝術界的氛圍為何，梳理出

社會事件以及氛圍對藝術發展的影響，使政治批判與藝術表現之間的距離持續

切割而推移遲至解嚴前後才有反彈式的爆發力。因此，本文欲將台灣藝術史發

展歷程之中曾經零星出現過對政治關懷的藝術作品，討論其作品是在何種環境

下形成，又是如何消失而不能形成風格效應的背景始末，藉此爬梳台灣歷史推

進之中經歷何許因素使政治批判始終受到壓抑不得伸張。 

 

        雖然未能形成主流，但戰後至解嚴之間仍出現些許濃厚政治關懷的藝術作

品，這些藝術對政治產生交會的思想起源，有其脈絡可以追尋及爬梳。從歷史

文獻上的考察，能夠朔源早期藝術界從純粹風景、靜物、人體描繪的領域之中，

逐漸開始注入政治關懷的人文思想的起源。透過解嚴前藝術的政治思想梳理，

能夠顯現出台灣藝術史在政治議題討論的趨勢走向，觀察藝術關懷政治的工具、

手段之更迭以及演化，勾勒出屬於台灣自身政治性藝術的內在特質，並暸解各

時代條件的優勢以及限制。 

 

        而解嚴前後，除了台灣本土的自由風氣旺盛，對政治議題的思想觀念也是

本文關注的重點，來自於文學、社會運動以及國際思想的輸入、交互作用後，

產生出一股具有政治批判性質的時代特性，這樣的時代特性可以在作品之中明

顯看出其影響力，藝術作品與社會運動的關係越來越近，中間的領域邊界越來

越模糊。透過梳理解嚴前後談論政治議題的思想以及工具渠道，能夠清晰地分

析出政治批判性在藝術發展上的轉折狀態以及條件成因。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社會學的歸納法作為原則，以內容上是否具有政治性的探討，作為

台灣藝術作品的歸納基礎，分析台灣藝術的政治思想的發展趨勢，以及成就趨

勢的內、外部因素。方法上，本文提出問題意識後，藉由文獻分析法、形式分

析法以及訪談法來進行研究， 後做出研究總結來回應研究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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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意識 

     在解嚴前後的氛圍之前，台灣藝術史發展長久以來，對政治的思想探討以

及批判，一直沒有發展成完整的風氣以及結構過。隨著時代的更迭到了八〇年

代的解嚴前後，對於政治議題充滿了討論興趣，並且政治批判性突然成為藝術

界的關注焦點，政治議題化作藝術的動機，甚至整個藝術界有「泛政治」化的

現象。
21

本研究的核心發問便是，到底是何種客觀因素及條件，讓八〇年代之

前台灣藝術界的政治批判不得發展；而又是何種條件因素、如何的歷史情境，

使得解嚴前後的藝術界出現了大量具政治批判性的作品？這個轉化的現象以及

背後的成因，便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2.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部分透過台灣藝術發展整體的回顧文獻分析藝術發展在各時期的

主流典範，以及典範消長、轉移的過程及經歷，以社會意識與社會力概念的國

內外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及梳理。 

 

     另外，針對台灣八〇年代以前，具有政治議題探討的思想以及模式，以及

其與藝術之間關係之文獻，本文也進行搜集與分析，探討此類思想在藝術界長

久以來如何逐步累積，並且如何遲遲無法浮出檯面。配合解嚴前後的藝術主流

的思想文獻，蒐集解嚴前後政治批判思想、意識的探討文獻，全面性地探討當

時台灣整體的社會氛圍，並且著重於藝術發展的條件狀態，包含國際局勢、島

內政治、硬體建設、文學思想、社會學、社會運動及歷史學等等文獻，皆為本

文參照的重要對象。時代現況的文獻整理，能夠挹注本文探討社會環境變遷之

下，解嚴前後藝術作品內涵轉向的實質影響力，對比出八〇年代前與後之間的

差異，以歸納出當時典範轉移至政治批判可能的總體環境條件。 

 

                                                   
21

倪再沁，〈在政治漩渦中的臺灣美術〉，原發表於「戰後台灣美術與環境的互動」學術研討會，臺北市立

美術館，1994 年 8 月 5 日。現收錄於：倪再沁，《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市：雄獅圖書，1995 年，

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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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作品的重要評論與分析文章是重要資源，透過大量分析台灣藝術史的

社會性評論，建立起台灣藝術與思考連結的始末，並且反向去理解台灣歷史上，

各時期的社會對藝術發展的期待，以凸顯出解嚴前後藝術的政治批判風氣與當

時的社會氛圍之間的關聯。 

 

     後，解嚴前後藝術家作品的政治批判性，以及形成風氣的條件是本文的

討論重點。因此，藝術家在該時期的自述資料、創作背景、作品詮釋、期間重

要展覽的展覽論述，以及相關研究者對本文所列舉之藝術家於此時期的作品分

析文獻，皆為本文重要的文獻分析對象。 

 

     透過文獻蒐集與分析勾勒出目前各界學者對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方向所

進行的研究分析，並建立本文所針對的台灣藝術的政治批判性的發展之客觀認

識，作為分析過後的基礎資訊，融合理論參照，化整出藝術史發展的時代標幟，

為本文整體概念論述的分析文本。 

 

3.形式分析法 

     本文欲梳理戰後，特別是解嚴前後藝術與政治議題之間的密切相關性，除

蒐集該時期的文獻資料以及作品資訊之外，必須進行一手資料作品的形式分析，

以了解作品本身所欲傳達的意義。時代的發展與作品之間的關係，需要以作品

本身作為分析文本，藉由跨領域學門的理論參照，方能整理出該時期藝術界所

關照之層面。 

 

     透過藝術學的理論進行形式分析與歸納作品內容中所透露的資訊，萃取其

與彼時社會狀態之間的相互關係所產生之互文性。針對作品形式所運用的分析

方法，將以綜合型的理論研究作為分析方法，從作品中所呈現的圖像、符號等，

綜合比對分析各別藝術家作品中所探討的議題主軸，在與各時代主要受討論的

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狀態對接。 

 

     透過整理解嚴時期台灣整體社會較受關注的社會議題以及知識觀念，特別

著重於具有政治性的主軸，將其與藝術家對作品的內容跨領域地相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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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需要回到作品本身進行探討，企圖引發藝術與社會狀態之間的相互辯證，

彰顯本文欲探討解嚴前後台灣藝術產生政治批判群像之關鍵條件。 

 

4.訪談法 

        本研究對吳天章、吳瑪悧二位藝術家進行訪談，台灣解嚴至今經歷約三十

個年頭，許多活躍於解嚴前後的重要藝術家目前已經成為台灣藝術界的泰斗，

藉由訪談經歷解嚴前後那段藝術浪潮的藝術家本人說法，能夠獲得更具公信力

的一手資料。 

 

        吳天章於解嚴前後具有政治批判性格的藝術創作類群具有代表性，起源自

文化大學美術系的一群藝術家後來組成了「101 現代繪畫群」，是台灣政治批

判思想於藝術發展的代表群體，包含著來自台灣的大學教育所帶來的影響，成

員還包含盧怡仲、楊茂林以及葉子奇（於 1984 年退出），吳天章的採訪能夠暸

解到這條線路對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的發展。吳瑪悧於八〇年代至德國杜塞道夫

國立藝術學院進修，1985 年回台，回台後的藝術創作對社會、政治、環境、女

性等議題的藝術創作具有代表性。對其採訪能夠暸解海外的學習環境對台灣政

治批判的思想概念有何方面的挹注，以及對比當時台灣的知識環境與歐洲的觀

念之異同、關係。本文並透過搜集解嚴前後進行政治批判的藝術家、藝評家的

訪談資料或是目前學界已有之論述中有紀錄下的藝術家親生說法，以作為其餘

一手文獻的補充。 

 

        透過訪談，也能夠將本文為問題意識所分析的成果進行核實確認，並且請

益有關本文由文獻資料不能察覺的其他重要關鍵因素，補足研究盲點。同時對

藝術家作品的形式分析成果做更深一步的探討。雖然該時代藝術家的訪問資料

已有不少的文獻可供參考，但目前學界尚未有針對此議題的藝術家訪談資料，

透過本研究的訪談內容，能夠在學術界提供更多進一步的研究貢獻。 

 

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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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針對解嚴前後十年間文化環境當中各方面與藝術發展相關的客觀因

素進行分析。分別以社會氛圍、人民知識結構的軟體狀態以及現代化發展、展

覽空間的轉變的硬體建設的層面進行八〇年代的背景整理。本章時代背景之整

理期待能夠展現筆者欲凸顯之命題—即台灣藝術於解嚴前後的重大轉向背後的

成因以及環境條件。 

 

     第三章以戰後至解嚴前後之間具有政治關懷思想的意識起源以及濫觴為主

題，並類舉戰後部分具有政治性的作品先例，引導出台灣藝術的政治關懷意識

的累積路徑以及其地下化之現象，梳理出解嚴前藝術的政治關懷性質，以作為

往後解嚴前後政治批判性藝術作品的風格轉折的參照對象。 

 

        第四章，以八〇年代作為稜線，討論藝術的主流典範的發展，統整政治之

於藝術的關係與走勢。分析稜線以前政治批判在藝術不得發展的社會因素以及

內在因素，並探究稜線之後在何種社會狀態下過渡往強烈的政治批判風氣。一

方面整理出八〇年代以前藝術與社會狀態作為解嚴前後的對照，同時也將全文

過渡至探討重點－解嚴前後的藝術。 

 

     第五章分析解嚴前後針對政治具有批判性的相關的藝術作品以及藝術家，

透過直接對藝術家訪談的大量資料，歸納出解嚴前後政治批判性的藝術風格之

歷史情境。以藝術家以及作品出發，對應第二、第三、第四章所疏理出的思想

來源以及時代環境，配合文獻分析，以驗證在解嚴前後藝術界對於政治議題的

批判性產生濃厚興趣的共相，點出藝術界的政治批判思想在解嚴前後時期由地

下潛流檯面化的現象，並且探討此時期、現象背後的生成背景以及特殊性。 

 

        透過與八〇年代前藝術主流典範之比較，反映出解嚴前後時期藝術對社會

的參與，有由「被動」轉向「主動」、由「靜態」轉向「動態」、由「揭露」

轉向「批判」的現象。而這股對政治議題積極參與的轉向展現出政治批判、社

會運動等與藝術作品之間產生的互文特性，也反映出解嚴前後的社會條件變遷，

以歸納出成就這股於台灣藝術史中之獨特時期的因素、條件，也歸納出藝術表

現的歷史情境，以回應本研究 初所提出之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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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文獻回顧及分析 

一、台灣藝術於八〇年代前的發展主軸 

        在本文的論述基礎上，八〇年代以前台灣藝術所關注的議題主軸，對政治

環境的批判精神一路都不在主線脈絡中，因此在文獻的參考以及回顧上，一方

面梳理台灣藝術史較為具代表性的典範主軸，另一方面，整理藝術史上曾經觸

及政治批判的藝術作品發展，何以不得延續組織而成為零星的個別事件。梳理

此類文本意在了解藝術典範在政治批判上不得順利發展的客觀條件因素。 

 

        專書部分，顏娟英、黃琪惠及廖新田在 2006 年所共同編撰的《台灣的美術》

以書寫通史的方式整理了自荷蘭時期到當代台灣美術的發展，也簡單介紹出了

台灣各時期影響美術所關注的主流議題之條件因素。突顯出台灣美術早期具有

多元的殖民色彩，而在戰後則是新舊文化及族群間交互衝突，近期更是發展出

高漲的自主性卻也同時面臨全球化影響，對於台灣當代美術「在地化」 及「全

球化」的問題有深入的剖析。 

 

        2007 年，由劉益昌、高業榮、傅朝卿以及蕭瓊瑞所著的《台灣美術史綱》

出版，此書主要是採用史綱的書寫方式，並且以台灣這塊土地作為主體出發，

而非漢文化的根源為主體進行梳理。對於台灣土地上史實的發展與歷史的變遷，

循序漸進的去進行分析與探討。因此有別於在台灣的藝術專著的範疇論，此書

以台灣土地上所發展的史前文化做為討論的起始，後來出了漢人的移民文化，

還分別受到了荷蘭、西班牙及日本的統治，種種文化的混種而形成了台灣的美

術底蘊。文中特別點出，戰後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外實施封閉政策，對內

則實施戒嚴統治，所以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台灣美術都處在保守的文藝政

策之下。而直到解嚴，才讓台灣美術發展產生了一個新的契機，戰後出生的這

一代，在投入創作時多數具有自我的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精神，所採用的媒材及

形式，也較之前時期的藝術作品更為自由而多元。此書以新穎的史觀作為串聯

的基底，可說是目前研究台灣美術發展脈絡的書籍當中，較為完整的一本專書，

對台灣美術的發展，能以台灣的角度出發而有比較全景式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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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聚焦於台灣戰後藝術史研究，蕭瓊瑞所著的《戰後臺灣美術史》是目前

相當完整的專書，此書從戰後（1945）至出版前一年（2012）年台灣美術史的

重大風格分期以及歷史背景的影響，進行編年式的統整，由於囊括的時期達近

七十年，又以時間序列連串書寫，透過參閱此專書，能夠清楚捕捉到台灣藝術

從戰後至今的流變，對本文所研究之藝術與社會之間交互關係的流變，有十足

的參考價值，尤其該書論及八〇年代解嚴對藝術的影響的論述，同時也能參考

蕭瓊瑞對各時期所揀選出具代表性的風格及思潮。
22

《戰後臺灣美術史》為一本

綜論式的論著，在影響藝術發展的時代背景及文化因素，屬於較為概述式的呈

現，全書重點仍偏重於依照時序的編年史，因此，針對時期各別的背景內容，

仍須參考其他學者更聚焦的專論交互比對，以更深入了解。 

 

        台灣藝術史與社會批判較為密切的綜論書寫方面，1987 年自立晚報出版了

由林惺嶽撰寫的《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是少見以議題而非編年的書寫手法，

將戰後至八〇年代以前的台灣藝術運動脈絡進行整理回顧，將其作為四個藝術

社會狀態討論（仍然具有些許時間軸進程，但論調主軸仍著重於時代現象）：

戰後初期「省展」中日傳統的矛盾狀態、西潮影響的現代美術衝擊、六〇年代

知識份子的文藝運動、鄉土運動的勃興，
23

林惺嶽探討台灣藝術明顯已經脫離

藝術作品的技法與藝術語言，而是將其與整體社會及國際狀態綜合批判，建立

起屬於台灣的藝術社會學架構。本書也能將各時期風格成為主流背後的社會、

政治、文化因素點明，值得本文參考。雖然此書已經將社會狀況納入藝術發展

的其中因素，但主要的論點仍圍繞在藝術的內在變革上，以藝術家、藝評家為

討論主軸，對於藝術與外在環境的互文討論較少，較不具反身性，主要還是以

呈現風格流變的因素角度。 

 

        倪再沁於 1995 年出版專書《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全書藉由梳理台灣藝

術史的藝術批評發展，從論者的的角度，回視台灣美術從七〇年代，非官方的、

                                                   
22

蕭瓊瑞，《戰後臺灣美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 
23

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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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訴求演繹脈絡，
24

同時對台灣藝術中要的民間雜誌《雄獅美術》進行發

展演變的整理，並加入該時代影響雜誌走向的社會現象，呼應著台灣藝術對社

會現象的相互牽動。此著作是一本跨越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論述專書，至今

以社會議題出發討論藝術作品的研究，時間跨度如此設定的並不多見，倪再沁

此書的觀點提供了特殊且重要的參考價值。 

 

        倪再沁 1991 年於雄獅美術發表〈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

判〉一文，在藝術界掀起一波討論。文中從台灣日據時代逐漸萌芽的現代美術，

一直到接近文章發表年份的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難以被定義的多元作品，一路細

數了台灣藝術發展的種種內涵及興衰。特別的是，此文中針對每個藝術的歷史

分期皆分析出風格的緣起以及珍貴之處，但同時也批判每個時期台灣藝術發展

的缺陷及盲點，而全文的批判雖然時期各自有異，但精神皆環繞於主標題所點

破的主軸－台灣藝術的主體性。倪再沁梳理台灣藝術史個時期的問題，突顯出

台灣藝術之進程一路以來對外來文化的盲從及依戀，將無法發展出具有自主性

的台灣藝術內涵。而由於倪再沁此文特別針對台灣藝術史的論述、風格主流進

行批判，能夠藉由此文檢視出在論述上主流典範的走向，同時也能梳理出倪再

沁對各時期典範中的批判角度。 

 

        《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中收錄了倪再沁 1994 年發表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戰後台灣美術與環境的互動」學術研討會的文章〈在政治漩渦中的台灣美術〉

是少數以政治作為貫穿台灣美術史之主命題的探討文獻，也是其中較早期的完

整論述。
25

此篇文章細數了台灣美術從日本時期至解嚴，藝壇的主流以及關注

的議題，如何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消漲，當中也點名對於威權展現出威脅性

的藝術作品出現的零星出現，但也都因為時代因素不得發酵而徒勞，顯現出台

灣藝術發展是受到高度制約以及被引導下的產物，不具十足的自主性。並且倪

再沁於文中認為台灣藝術發展在各時期不同命運下，基於保守、安全的考量下

                                                   
24

倪再沁，〈論雄獅品味－看雄獅美術與台灣美術之互動〉，雄獅美術，第 241 期，頁 133-135。收錄於倪

再沁，《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台北：藝術家出版社，頁 8-15。 
25

倪再沁，〈在政治漩渦中的臺灣美術〉，原發表於「戰後臺灣美術與環境的互動」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立美術館，1994 年 8 月 5 日。現收錄於：倪再沁，《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市：雄獅圖書，1995

年，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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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人身以及聲望導向），始終只能在「化外」尋找生存空間，自始自終未

得一種對官方、社會具有威脅力的藝術主流出現，只能隨著政治應變而無法與

政治產生相互作用的關係。此文的論調及觀點啟發本文許多，但礙於篇幅考量

及著重面向考量，此文未能以更多的作品作為例證梳理，尤其八〇年代解嚴前

後的部分，本文將更著重於此部分，並且提出更多角度的討論。 

 

        針對八〇年代以前零星發展過的政治批判作品文獻探討較少，但藉由梳理

此類文獻，更能了解出台灣藝術史一路的發展，政治批判的聲浪在環境上遇到

的種種因素以至於不利發展為有效的組織系統，倪再沁的〈在政治漩渦中的台

灣美術〉有提及部分討論，但由於包裹於整體歷史洪流的其中一環，其深度及

細節仍需其他專文相互參照。其中以顏娟英的〈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省與幻

滅〉 為重要。此文結合了戰後至二二八事件之間，台灣社會脈絡與美術發展

的交互影響，將本省藝術家之社會寫實作品與社會脈絡獨立論述，再分別論述

木刻版畫家的活動及影響，兩者對等並置， 後再進行其交互作用的分析。以

從「反省」至「幻滅」的角度分析，顯現出戰後台灣的藝術家其實對於社會批

判是有意識及自覺的，但時代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在各方面封閉了藝術家反省及

批判的條件。 

 

        戰後至解嚴前後這段時間，還有一股具有政治批判的藝術勢力曾經試圖發

展，便是左翼木刻版畫的興衰。梳理這段歷史，能了解台灣面對多元族群、文

化的融合及衝擊反應，以及銜接政治局勢、政策對當時藝術創作的相關反應，

以利整理八〇年代前台灣藝術環境所面臨的政治氛圍，間接反映出對政治批判

發展不利的環境因素。而木刻版畫的文獻資料，以謝里法以及吳步乃的論文發

表相對較早，謝里法的〈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將戰後初期在台灣有進行美術

活動或是相關交流活動的大陸藝術家進行統整，並將木刻版畫藝術家做為代表

進行論述。
26

而吳步乃則更針對大陸來台較具典範的藝術家更聚焦探討，例如

                                                   
26

謝里法，〈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台灣文藝》，第 101 期，1986 年，頁 12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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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難忘四十年前的舊遊地－木刻家朱鳴岡憶台灣之行〉、
27

〈思想起－黃榮

燦－一位被歷史遺忘的木刻版畫家〉中分別梳理朱鳴岡、黃榮燦與台灣相關的

創作經歷。
28

梅丁衍所發表的〈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

（下）〉開始了較多個別木刻版畫家與台灣社會與政治之間的糾葛論述，
29

但

至此的論述皆仍較為屬於介紹性的概述文章，或是個別藝術家的生平介紹意味

較為濃厚，至於內容的理論探究成分較為不足。 

 

    陳樹升之論文〈魯迅・中國新興版畫．台灣四〇年代左翼版畫〉中，則是

開始更加強調大陸來台藝術家與台灣舊有社會以及藝術狀態的交互作用，並且

略有提及了本省藝術家與來台木刻版畫家之間的社會關懷差異。
30

至 2000 年，

梅丁衍也發表了〈戰後初期台灣「新現實主義」美術之孕育及流產〉，企圖論

述以台灣本省藝術家為主體的社會關懷，以及木刻版畫家對台灣美術造成之影

響。
31

然上述梅、陳兩篇論述皆帶入更多的作品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研究角度，

但成分上都較傾向以木刻版畫家的立場出發以評論該時本省藝術家以及藝術界

的角度，較少的本省籍藝術家社會觀之交叉比對，或是建立出更客觀的第三方

角度。 

 

二、解嚴前後台灣藝術狀態的文獻回顧 

        解嚴前後，台灣藝術界在創作思路上的微妙變化是本文論述的重點，而同

時代，台灣藝術的論者無論在各種媒體上的藝評或是論壇、專著部分，也同樣

具有該時代所留下的文獻資料的意義，藉由這些即時對現勢的討論，能夠更客

                                                   
27

吳步乃，〈難忘四十年前舊游地—木刻家朱鳴岡憶臺灣之行〉，《雄獅美術》，第 210 期，1988 年 8 月，

頁 150-154。 
28

吳步乃，〈思想起—黃榮燦—一位被歷史遺忘的木刻版畫家〉，《雄獅美術》，233 期（1990 年 7

月）、242 期（1991 年 4 月）、273 期（1993 年 11 月）。 
29

梅丁衍，〈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現代美術》，第 67 期，1996 年，頁 40-63。

〈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下）〉，《現代美術》，第 69 期，1996 年，頁 62-76。 
30

陳樹升，〈魯迅．中國新興版畫．臺灣四０年代左翼版畫(上)〉，《台灣美術》，44 期，1999 年 4 月，

頁 30-54。〈魯迅．中國新興版畫．臺灣四０年代左翼版畫(下) 〉，《台灣美術》，46 期，1999 年 10 月，

頁 85-96。 
31

梅丁衍，〈戰後初期臺灣「新現實主義」美術之孕育及流產—以李石樵畫風為例〉，《現代美術》，第

88 期，2000 年 2 月，頁 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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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地分析出該時代語境下普遍受到關切及熱議的藝術現況如何。而近年也有回

顧台灣藝術史在解嚴前後時期所發生對政治議題批判的浪潮，能夠發現這個對

政治發生興趣的轉向是一個逐漸受到關注的現象。 

 

        專書部分，可以發現由於所討論之時代較近，專注於探討解嚴時期的台灣

藝術狀態之專書仍然不多，直到 2005 年，林宏璋出版了《後當代藝術徵候－書

寫於在地之上》，以社會學作為討論台灣藝術的基礎，將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與

政治、社會、歷史作為相互參照的關係，特別也認為藝術介入政治、社會等議

題的現象是台灣當代藝術有別以往的特徵，先從藝術理論談起，再重點分析台

灣當代藝術的新文化意涵。《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條理地論述

台灣藝術進入當代的關鍵特質，也就是跳脫媒材、風格、學門的藝術敘事，台

灣藝術在八〇年代如何將在地的社會、政治議題作為藝術的主體，其論述過程

縝密，亦點破了台灣藝術進入當代化的關鍵特質。 

 

        專文部份，賴明珠的〈八〇年代台灣藝術面貌一瞥－看「時代與創新」展

創作群〉以及林惺嶽的專文〈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是較早將藝術討論

延伸至八〇年代後的文章，內容雖短並且屬於概述式的書寫模式，但對藝術研

究的推展，並且能在與論述內容時期俱進的同時，跳脫出來以客觀的立場論述，

貢獻極大。
32

賴文首先提出時代作品雖形式不同，但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卻

是共同享有的特質與共性。林文對台灣藝術與社會具批判意識的書寫，以及對

台灣藝術主體性的切入觀點承繼了以往對台灣社會以及藝術發展的期待。 

 

     郭少宗的〈八十年代台灣美術現象的橫剖與縱切〉則是早於 1990 年以專論

的方式論述八〇年代後的台灣美術現象，並且將台灣八〇年代分為三期進行分

析：斷層期：新知識的多元加入、催化期：美術館成立的藝術環境優化、解構

期：解嚴的開放氛圍。
33

郭文將八〇年代的藝術以生態的有機消長進行分析，

                                                   
32

林惺嶽，〈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原刊於《中國時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收錄於林惺嶽，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台北：典藏藝術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44-145。 
33

郭少宗，〈八十年代台灣美術現象的橫剖與縱切〉，原刊載於《現代美術》第 28 期，後收錄於郭繼生主

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1945-1990》，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3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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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總結出台灣藝術欲建立屬於自身的藝術體系之結論，相較於先前兩篇文章，

郭少宗此文已經具有更深入的理論分析架構，與本文所探討八〇年代後期至九

〇年代初期藝術創作的動力論有相關性。而此文所分析的三個階段性，實質內

涵上與本文裕探討的八〇年代環境因素極為相關。 

 

     白適銘發表的〈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八〇年代台灣美術的脫體制

現象及街頭精神〉，以「脫體制」及「街頭精神」的文化特徵，理論化地點出

台灣八〇年代美術的特性以及共同的精神狀態：在「體制」與「反體制」之間

的游移，企圖背反體制又無形中建立起了新的體制，在脫離與被收編之間的矛

盾性質，形成了八〇年代台灣藝術的內在主體價值。
34

白文所提出的概念，替

以往解析八〇年代藝術狀態單向論述方法所面臨難以言述的矛盾狀態，提出了

突破性的觀點。 

 

     跨及九〇年代初期的論述，王嘉驥於 1994 年《自立晚報》發表〈藝術在政

治左右──解嚴後的台灣藝術現象〉，將台灣藝術的政治觀察，開始較正式地

帶入以「解嚴」作為討論分界的概念，也是對解嚴後的台灣藝術作品與社會狀

態進行較為完整分析的專論，文中舉出大量解嚴時期對社會環境作出批判的藝

術家及其作品，是本文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
35

他將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以

「鄉土文學運動」以及「解嚴時期」做相互的參照與比較，出現了帶有台灣社

會性藝術宏觀血脈的初步連結與探究。也處理了前文筆者所提及，以社會性內

涵作為跨越斷代史的探討核心，因此建立出具有社會性系譜的藝術史觀之意味。 

 

     根據王嘉驥於該文所述，其認為解嚴後藝術介入社會的力道不如鄉土文學

運動的論點，與其他針對解嚴時期台灣藝術研究學者之論，有許多不一樣的論

調，其比較方式及基礎點有待後續論者持續探討。姑且先不論研究成果之是否

受到認同，王嘉驥將解嚴前後的藝術與解嚴前具社會性格的藝術運動連結，是

台灣藝術與社會連結的討論推進至九〇年代，極具參考價值。 

                                                   
34

白適銘，〈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八〇年代台灣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台灣美術》，

第一〇二期，2018 年，頁 14-21。 
35

王嘉驥，〈藝術在政治左右──解嚴後的台灣藝術現象〉，《自立晚報》1994 年 10 月 24 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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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文所發表的〈藝術表現裡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社會性藝術之現實

意識論起〉將台灣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具現實意識及社會批判的藝術家集結討

論的先例，將此類藝術家作品以「與歷史的關係」、「提出新的理論觀點」、

「詮釋藝術現實化的意涵」、「與工商技術社會之關係」、「展示理性精神」

以及「詮釋藝術世俗化的涵意」六點進行探討，並將此類作品以「台灣當代社

會性藝術」指稱。
36

以藝術與社會關係的交融性作為八〇年代後藝術類別的劃

分啟發本文論述許多，但是陳瑞文此篇論文的六點探討方向，尚未處理八〇年

代被揀選出來的藝術作品有別以往的特殊性，以明確標明區分意圖，有待後續

論者持續擴充。 

 

     廖新田的專書《藝術的張力：台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是以文化政治角

度分析台灣美術發展 完整的一本論著，而文化政治與本文所論及的社會性內

涵關係緊密，極具參考價值。
37

2017 年廖新田於網路平台《關鍵評論》之中發

表文章〈後解嚴：台灣藝術更自由、更自主、更自信？〉中，從戰後的各項藝

術與政治相關的事件進行梳理，相較於王嘉驥的〈藝術在政治左右──解嚴後

的台灣藝術現象〉，廖新田跨越了鄉土文學運動的侷限，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觀

察台灣藝術史中不同角落的社會性，內容囊括了前輩畫家李石樵、廖德政，也

包含了膠彩畫的轉變及影響，更還有五〇年代現代主義風潮時期的諸多政治介

入與論戰。除此之外，廖新田更透過美術館於解嚴前後策展方向的差異，帶出

如文中所述解嚴對台灣藝術衝擊的「巨大而深遠」。
38

廖新田此文將台灣社會

性藝術的探討的範疇及格局，又更擴張及多面向探討。 

      

三、針對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政治歷史情境之文獻 

                                                   
36

陳瑞文〈藝術表現裡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識論起〉，《現代美術學報》，第二

期，1999 年，頁 5-28。 
37

廖新田，《藝術的張力：臺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臺北市：典藏，2010 年。 
38

廖新田，〈後解嚴：台灣藝術更自由、更自主、更自信？〉，《關鍵評論》，2017 年，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1987dml/73035，瀏覽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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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是以台灣解嚴前後出現具政治批判性藝術的發展為主題，而台

灣八〇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時代背景是有其特殊性，任何政策的施展或

是法令的改變，都會牽動社會的起伏。而這個時期的藝術創作與政治、社會涉

入甚深，也就是說任何社會的震盪都涉及整體藝術發展的轉向，所以進行研究

時，需要掌握台灣歷史的相關資料，特別是與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動向有關的

歷史梳理文獻。  

 

        以台灣歷史發展的研究來說，《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灣史一百件

大事－戰後篇》兩本由李筱峰編寫的專書，以戰後台灣民主政治及文化發展為

主軸，梳理了二二八事件、國民黨來台、戒嚴與白色恐怖等政治史上的歷程關

鍵，探討民主制度的發展以及其影響，而且也參照了文化、教育、思想等層面

的發展，包括電視傳播、義務教育發展、本土意識及鄉土文學論戰等。以台灣

通盤歷史的爬梳來說，從文化、政治、社會層面進行梳理的文獻，此二書是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以政治作為爬梳歷史的角度之著作，以戴寶村的《台灣政治史》完整度較

高。由荷蘭、西班牙的殖民一路到千禧年過後的執政勢力為時間線，以個時期

的政治統治機制為討論主軸，以專題的形式將台灣政治機制的變遷呈現出來，

並探討由統治者／民眾、台灣／國際等等主客關係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效應，

面向廣且主題明確深入。透過專門角度的通史式著作，能夠對整體台灣的政治

變遷概念建立一種通盤性地概念。 

 

        通史式的著作之外，也有許多政治、社會學科的重要研究著作予本文更深

入地了解八〇年代藝術變遷時的台灣背景以及社會氛圍。1970 年由張景涵（張

俊宏）、張紹文、包青天（包奕洪）、許仁真（許信良）四人在《大學》雜誌

中的 7 月號至 9 月號持續發表了〈台灣社會力的分析〉長文，引起廣泛討論，

該文透過針對台灣當時的「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弟子」、「知識青年」、

「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及「公務人員」六個族群進行探



 

  28 

究分析，以企圖研討出台灣未來的發展動力，也就是社會改革的力量。
39

這篇

分析可以看出彼時對知識份子對改革社會，正在一個由下而上的探索階段，透

過所選的群體樣本於現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優、劣勢敘述出來。然而，

〈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比較屬於四位學者對特定取樣的面相進行的統整以及看

法，對於「社會力」的實質解釋及內容，仍然稍微模糊。 

 

     1989 年，社會學者蕭新煌在出版專書《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內文詳細

剖析了他對社會力的看法，尤其是針對台灣八〇年代社會狀態所下的重大註解：

「在這十年間，社會力開始成熟，開始分別對政治力、經濟力，以及兩者結合

所產生的扭曲現象，進行一連串的回應與施壓。」
40

蕭新煌在這本著作中，對

台灣八〇年代這個階段的內容本質，推敲出較具系統的學理化論述。 

 

     蕭新煌認為，台灣在解嚴前後發展出了一種過去未有的制衡力－社會力。

社會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力量集體伸張，以促進公益為目的而發出的一種公

共力量，並將八〇年代的社會力現象分為「集體意識的重新凝聚」、「權力的

重新分配」、「組織的重新安排」三個層次分析。透過此書，能夠參照出解嚴

前後的藝術作品對政治強烈的批判慾望現象，是浸染於如何的社會氛圍，以及

藝術與社會脈動彼此的相關性，也能明白地看出解嚴前後藝術對政治批判風潮，

並非單純藝術自我觀照下演化出來的「風格」。 

 

        而由於台灣八〇年代的藝術批判性深受當時的社會運動風氣影響，蕭新煌

所提出的社會力的凝聚便是討論這個時代運轉社會運動的驅動根源，而更明確

以社會運動作為討論核心的著作，以 2011 年何明修及林秀幸共同著作的《社會

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 具代表性。本書涵括社會學、

人類學、政治學及法學的學者，共同就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策略、法律、人權、

日常生活等問題加以論述，由各學科的學術領域角度對八〇年代後的台灣社會

                                                   
39

張景涵（張俊宏）、張紹文、包青天（包奕洪）、許仁真（許信良）著，《台灣社會力分析》，台北：

大學叢刊，1971 年。 
40

蕭新煌，《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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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崛起所反映出的影響做深入的論述，探索了學界對社會運動研究的成果，

並幾乎以社會運動作為這個時代的關鍵議題來定位，極具參考價值。 

 

        在解嚴前後台灣社會運動的批判風氣，則與西方批判理論在台灣的接受史

息息相關，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於 1962 年出版的《公共領域

的結構轉型》是影響台灣社會運動基礎的重要著作，該書以社會學的角度分析

人類社會對於公共領域的定義以及流變，並探討當代社會的公共領域模式以及

根源。
41

此書中的觀念引進對於台灣長期受到政治壓迫的歷史情境得以有一個

理論底本作為思想依據，也因此，哈伯馬斯的思想在台灣整體對於批判理論的

接受上佔盡了上風，針對此點，曾慶豹在 2010 年發表的〈批判理論的效果歷史

－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的接受史〉中清楚地分析批判理論早期被引進台灣時的

社會氛圍以及需求，亦梳理出批判理論思想與台灣民主運動、社會運動調性的

相關性，於本文的研究方向極具參考價值。
42

 

 

四、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探討 

        有關藝術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為重要，在社會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多本的專著探討，尤其著重

於藝術的場域問題。1985 年的布爾迪厄發表論文”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中，界定社會世界可用多面向的空間加以表示，此一空間的組合，

主要是依據所欲探討的社會世界能將力量施加於人之積極且活躍的特質，加以

建構而成的，而施為者乃是依據在此空間中的相對位置而加以界定。如此界定

則顯示出藝術作品與社會之間是具備某種積極參與、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布爾迪厄在 1992 年的”The Rules of Art :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43

以及 1993 年的＂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41

哈伯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42

曾慶豹，〈批判理論的效果歷史－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的接受史〉，《哲學與文化》，第 37 期，第 6 卷，

2010，頁 111-125。	
43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s 
Regles de I' art by Editions du Seuil ,1992.First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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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44

兩本探討文化場域專著，對於藝術成為階級權利展示的手段的探討，

與本文中以作品作為對社會權力關係的介入以爭取在社會改革需求的概念，極

具參考價值。 

 

     經過統整，布爾迪厄認為藝術的發展與趨向是在社會及文化脈胳下一種極

致而複雜的表現。藝術作品的呈現是文化與社會實踐的結果，藝術的發展不但

是一種社會實現，也是人們對現實的掌握。藝術家以藝術的語言、形式或行為

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以此突破既有技法、媒材、框架的限制，進而改變藝術

環境與價值體系。
45

 

      

  而學者許嘉猷在論文〈布爾迪厄論西方純美學與藝術場域的自主化──藝

術社會學之凝視〉中統整了布爾迪厄主要對文化場域與社會之間的論述的內容，

其中包涵了 1.對創作者本人作品之分析，探討它們與當時可能之社會空間的關

係，以及這些可能空間的歷史發展；2.創作者與觀賞者的個別與集體的階級慣

習，和他們在文化場域中所佔的位置；3. 文化場域在權力場域中的位置。
46

這三

項統整，與本文探討中的社會力作為作品的形式分析、作品透過如何展演而介

入社會以及美術展演空間與官方威權體制之間的關係等等探討方面，能夠有所

呼應。但布爾迪厄對文化場域（field）的論述與其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的

論述息息相關，文化資本的論述背景及對象仍然已現代藝術時期為主，其對

「大眾化」及文化發展之高低置於負相關的探討關係，對應於本文討論八〇年

代中以後具有後現代以及當代性格的藝術作品，在研究上仍有其失效性，需要

其他論述共同輔助。 

 

  

                                                   
44

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45

引自林宏璋，《後當代藝術徵候- 書寫於在地之上》，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5 年，頁 10-59。 
46

許嘉猷，2004，〈布爾迪厄論西方純美學與藝術場域的自主化──藝術社會學之凝視〉。《歐美研究》

第 34 期第 3 卷， 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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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嚴前後的藝術環境與歷史背景 

 

        台灣走過歷史的更迭、執政者的更替，每個時代都有著當下影響社會的種

種變因。然而回望歷史，歷經改朝換代仍長久不變的是國家體制對人民自由的

箝制以及思想的禁錮，這樣的歷史背景是對藝術發展有直接的影響力的。而如

此長久的威權壓制，在解嚴前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威權受到動搖，自由的氣

味漸漸在社會中能夠被嗅到，而藝術理所當然地在社會如此重大轉向中，發生

相對應的回應。因此解嚴前後與藝術發展相關的台灣整體環境回顧與探究，於

本文至關重要。 

 

        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間的交流越發快速頻繁，單就台灣社會的環

境回顧已經不足以囊括解嚴前後發生在台灣震盪。於戰後急速發展的人類議題，

台灣亦置身其中，回顧、檢討的聲浪也深入台灣社會之中，全球化的思想趨勢，

也在當時成為推動社會巨輪的條件之一，國際藝術的思潮更不例外。 

 

        解嚴前後那些年，藝術思潮意識到擺脫現代主義及形式主義而能達到反身

的唯一機會，便是重新積極發展具有現實關連性與社會意義的藝術－一個不滿

足於自我完成與美學要求，進而介入社會運作的藝術實踐。其操作路徑，乃是

經由一個更深入的社會論述來質疑傳統的藝術生產，抗拒社會中的權力結構，

並藉由參與式的方法來挑戰那些將世界帶入毀滅的專業主義與孤立主義的價值

系統。
47

換言之，台灣現代主義之後的藝術形式，是認為藝術無法透過自我觀

照而完成，而必須透過與公共領域的交互作用而來，也因此生成了往後具政治

批判性的藝術浪潮。 

 

        以台灣為主體來說，除了國際思潮轉變的思想因素影響，在八〇年代也發

生一些社會、政策或是建設上內因素的轉變，這些發生於台灣自身的內在因

素，也影響著藝術由象牙塔走向政治批判的客觀條件。在內在因素之中，八〇

                                                   
47

Miles, Malcolm（1997），簡逸珊譯（2000），《藝術‧空間‧城市—公共藝術與都市遠景》，臺北：創興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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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逐漸自由的風氣而換得的政治解嚴，以及在經濟起飛的條件下所陸續成立

的美術館，是與藝術開展走向影響 大的因素，本章也欲以這些促成解嚴前後

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發展的客觀條件，以整理出一路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藝術發

展，於解嚴前後的發展出現顯著交集的背景、條件以及環境回顧。 

 

 

第一節、知識思想與社會氛圍 

一、國際思潮的變遷－現代主義的困境 

        十八世紀中期以來，因為工業化的逐步發達，資本主義的架構也逐步蔓延

到世界各地，全球的現代化帶來了繁榮與便利，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也逐漸的分

割了。而現代化社會發展到二十世紀，漸漸面臨過度工業化的後果，異化、剝

削、環境污染、貧富差距、能源危機等等問題逐一浮現。到二十世紀中後期，

國際學界開始正視並檢討這些問題，並開始反省過度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的精

神以及模型，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隨之而起。在國際思潮上，

於八〇年代留學德國的藝術家吳瑪悧就談起當時歐洲校園中瀰漫對現代主義批

判的氛圍： 

 

那個時候正好是德國年輕人成立綠黨，也正逢他們在選舉的時候，那個時

候也是德國在政治上面臨了一個很大的轉型，主要也是綠黨成立的關係，

因為綠黨都是年輕人，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環境正義，然後批判資本主義、

批判這些權力跟資本的結合這些東西⋯ ⋯ 同學們在聊的都是這些事情，而

且不見得是藝術學院的學生，因為他們要選舉、他們要投票，每天那種茶

餘飯後大家在聊的都是時事。
48

 

 

        而台灣於八〇年代乃至解嚴前後，這股國際上對現代主義的反思浪潮，貼

切地反映在台灣社會上迫切處理得各種議題，包括環境生態、異化、資本霸

權、人權等等，因此各種批判的風氣亦油然而生。 

         

                                                   
48

吳瑪悧口述，見本文附錄〈吳瑪悧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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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五〇年代末期積極地進口替代工業發展策略後，許多產品已經能夠滿

足內需市場的需求，並且逐漸行有餘力可以完成多餘的產出，在這個前提之

下，國家在六〇年代的經濟策略逐漸把重點放在拓展外銷、鼓勵投資人的進

駐，以更加速經濟的成長。為吸引海外投資人的進駐，於 1965 年開始營建高雄

加工出口區，後又在 1969 年設置了楠梓以及台中兩個加工出口區，再一併配合

先前行政院頒布的「獎勵投資條例」，以達到大幅降低投資者的設置以及管理

成本。 

 

        於此同時，自五〇年代開始隨著工業化越發完整的歐美國家人力成本不斷

上揚，整個世界勞力密集型態的工業，逐漸往人力資源充沛、工資相對便宜又

稍具工業基礎的國家流動，台灣便是其中的一員。這個趨勢下，促使六〇年代

的台灣由一個農業的社會急速地工商業化，許多農村的勞力集中到都市，加工

的型態蔓延到社會各個角落，也更發展出「客廳即工廠」的現象，許多社區的

小工廠接下了外國的訂單卻又人力不足，便將一些加工性質的工作發包給鄰近

的家庭主婦，將工作帶回家中做，省下了大筆的廠房以及營運的成本。
49

在工

業化的社會型態之下，台灣人也開始面臨了零件化、異化的現象，全球在高度

工業化所引發的剝削、空虛、孤獨、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等問題都開始在台

灣累積。再加上 1962 年起「台灣電視公司」正式開播，台灣進入了立體傳播的

時代，
50

但此時唯一的傳播媒體的掌控權集中於極權統治者的手中，基本上也

開啟了為執政者灌輸觀念的媒介工具。 

 

        這個狀態的累積下，台灣也逐漸能夠體會到國際間所面臨的「現代主義困

境」，也積下了解嚴前後批判極權箝制、檢討思想的不自由的力道，也與國際

的反省思潮產生了部分地同步性。 

 

        八〇年代，台灣隨著工業化、資本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飽和，知識份子以

及思想界關注的議題也更往反省、檢討社會當下所面臨的危機，藝術作為人類

                                                   
49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台北：玉山社，1999 年，頁 67-70。	
50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台北：玉山社，1999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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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表述媒介之一，當然受到整個社會脈絡的流動以及人類的困境，特別是

心靈困境所牽動著。因此，台灣藝術發展到解嚴前後的狀態與取向，與這一段

社會的情境關係密切。 

 

二、民主化追求的調性－批判理論的在台發展 

        作為一股思想潮流，「批判理論」在八○年代台灣的公共論述中被接受或

理解， 初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

「新左派」的標籤或背景底下出現的。「批判理論」像是一個通俗性的稱呼，

概括了台灣那個年代知識分子批判意識的抬頭，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根基與參

照對象，「批判」成了反抗的「理論」，也成了一種對於獨裁政體的反抗的表

現。 

 

        而批判理論 早被引薦來台灣是來自於當年執教慕尼黑大學的洪鎌德教授，

他於 1972 年以《現代社會學導論》為隱身，在內容中就以知識社會學為專章談

論批判理論，應該是批判理論被介紹來台的肇始。後來也有不少雜誌與出版物

相繼將這樣的知識帶進來台灣，包括《文星》、《當代》、《中國論壇》、

《南方》，都在解嚴前後介紹批判理論的重要思想家，例如：《文星》第 118 

期以「哈伯瑪斯──社會 哲學的百科全書」為標題以及封面人物，引言為「介

紹、剖析當前世界人文科學的思潮趨勢，……選擇了社會哲學一代宗師、法蘭

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伯瑪斯， 作為本期的封面人物。」
51

而 1986 年的《當

代》創刊號，也以哈伯瑪斯一篇紀念傅柯的文章標題為刊物標題：「瞄準當代

的中心－米修・傅柯」，也收錄了該篇文章，當時是以「批判理論」的角度來

引介傅柯這位思想家。
52

可見，當時台灣知識界對於批判理論的思想，是有意

識地系統性引介的。 

 

        台灣把對「批判理論」的接受，當作為「反抗」的一個思想工具，它成了

一個思想自由或言論自由的溫度計，以測量社會的民主化程度。經濟起飛之下

                                                   
51

《文星》，第 118 期，1988	年 4	月 1	日。	
52

《當代》，創刊號，1986	年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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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心的是如何同時實現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對抗國民黨或專制統治成了

「批判理論」吸引人的地方。
53

西方批判理論的關鍵人物當以德國當代哲學家

哈伯馬斯為要，而繼哈伯馬斯之後，批判理論的發展面向更為寬廣，也直接影

響著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術發展。然而解嚴前後台灣學界對於批判理論的理解並

不如歐洲研究者的多樣性，對於較具有「馬克思主義」元素的，或是更著重於

批判實證主義、科技主義的思想關切較少（例如：阿多諾、霍克海默等人），

對於哈伯馬斯的批判理論則是較為廣傳，這與在台灣那時代逐漸自由的氛圍裡，

對政府的反抗風氣需求有關。因為哈伯馬斯的批判理論更多面向是對於「公共

領域」的批判以及轉型訴求，恰中了台灣在解嚴前後社會運動高漲的社會狀態，

更多人關心的是如何在業已「現代化」的步伐下，同時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

主。尤其是哈伯瑪斯所堅持的「溝通理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啟蒙

（enlightenment）精神，正是當時歷經長期移植西方社會模型的台灣所需要的，

特別是對政治的溝通渠道。無論如何，解嚴前後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和民間社會

的反抗運動，都與對批判理論的理解並進。 

 

        在八〇年代的台灣，逐漸形成一股力道是對立於執政當局的，用以監督以

及要求政府依照民眾的需求來執行施政，大這股力道越來越大，就形成一種公

眾的力量，這與哈伯馬斯批判理論中一個核心概念－「公共領域」的轉型息息

相關，他形容了從封建到現今資本主義下的公共領域的位移： 

 

由於社會是作為國家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它一方面明確劃定一片私人領域

不受公共權力管轄，另一方面在生活過程中又跨越個人家庭的侷限，關注

公共事務，因此，那個永遠受契約支配的領域將成為一個「批判」的領域，

這也就是說它要求公眾對它進行合理的批判。
54

 

 

        哈伯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細數了從中世紀封建制度至

今在「公共領域」的本質轉移，而在十八世紀後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中，「公

                                                   
53

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論述》，台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1989 年。 
54

哈伯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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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領域」逐漸成為一個獨立於私人與公部門間，輿論、批判、交鋒的領域，到

現今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更是如此。也是這樣的論點，八〇年代的台灣藝術脫離

「私人領域」的範疇，轉而關注於公共權力、政治議題，並且都是批判的。
55

 

 

        在批判理論的關鍵詞中，意識形態（ideology）、異化（alienation）、宰制

（domination）、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民間

社會（civil society）等是 常被提及的。尤其是「意識形態」一詞，在國民政府

的立場，它是用來指斥「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在民間或學院的反抗運動及

批判訴求中，反而是指國民黨「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是「國民黨專制統治」

的代名詞，無論從何種角度而言，「意識形態」都是一個不受歡迎的字。可見，

面對龐大的反共的國家機器，要借助於左傾的論述是非常艱難的。但是，越是

如此，越可以檢證其具體的成果，同時也可以作為批判的武器，包括「意識型

態」這個字眼，其具體指涉的對象即是國民黨的「統治」和「宣傳」，代表著

國家機器壟斷和宰制的力量。 

 

        也因此，在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對於民主的追求、對於國民黨霸權式的各種

統治的反抗的社會氛圍下，「批判理論」的思想更順暢地成為了各種行動的準

則依據，「批判」成為了追求理想以及民主社會的主流路徑，也定調了解嚴前

後各種社會運動的性質。而本文所探討解嚴前後的藝術作品，深受時代中社會

運動的氛圍影響，如此作品之中的批判性格值得深究。 

 

三、壓抑的反彈－社會運動與解嚴 

     一九七〇年代，在 後一批美援物資送至台灣後，美國為了解除資本主義

危機與共產陣營逐漸展開和解。在這樣的狀況下，台灣面臨失去國際扶持的後

盾。此時，雖然國際政治有立場的考量問題，而跨國企業的資本卻是台灣可能

自救的出路。在廣設加工出口區以及十大建設政策所創造的經濟奇蹟，為台灣

社會孕育了一代全新誕生的中產階級，這群在權威體制下誕生的中產階級，被

                                                   
55

哈伯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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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黨外人士張俊宏命名為「中智階級」，
56

他們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也有

一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並且有一份優渥、穩定的薪水。而於台灣經濟貢獻如

此巨大的階層，在那時代的政治上無從發言，緣此無奈他們開始站在威權體制

的對立面。
57

ㄕ 

 

     在一黨專制的時代，由非國民黨人士所號召進行的民主運動，普遍稱之

「黨外運動」或是「社會運動」。七〇年代末期，台灣陸續發生的中壢事件、

橋頭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這些帶有自覺性的社會運動逐漸升溫，直至八〇年

代初到達了成熟的階段，終於開始醞釀組黨的工作。雖然仍於戒嚴的階段，台

灣黨外各種民主的聲浪，不斷挑戰威權體制。而當時台灣民眾的知識水平具有

相當程度的判斷力，媒體技術的更新，不斷有新的、更快速的管道傳播出非官

方的新聞畫面以及詮釋角度，知識、媒體的霸權也逐步與執政當局脫鉤，資訊

不再被審查壟斷甚至竄改，黨國尊嚴逐漸禁不起這些從各個層面來襲的質疑聲

浪，於是隨著民主、社會運動不斷攀升，威權干涉則持續削弱。 

 

        歷經長達 38 年又 56 天之久的長期戒嚴，包含兩次短暫戒嚴令，台灣長期

遭受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是族群的「斯巴達體制（Spartan System）」
58

的管控，人

民自由與基本人權被縮限，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都遭到

管制，手段包含黨禁、報禁、海禁、出口旅遊禁等等。在此段時期言論自由受

到普遍限制，並且政府更加強使用相關法令條文（尤其以刑法 100 條
59

甚），

對共產思想、政治上持異議人士（多為黨外人士）進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

或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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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拓，〈訪省議員張俊宏〉，《黨外的聲音》，臺北：自刊，1978 年，頁 238。	
57

陳芳明，《我的家國閱讀》，，麥田出版，2017 年，頁 47。	
58

黃富三／編著，《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七○年代文獻專輯：美麗島事件》，南投：台灣省

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8。 
59

於 1935 年 1 月 1 日立法公布，為內亂罪，規定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第 1 項）；預備或陰謀犯前項

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 項），後於 1992 年修正，改為以強暴、脅迫的方式進行

叛亂者，才會符合判罪標準，此修正被視為台灣民主運動、言論自由以及人權運動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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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長期的專制管控的戒嚴令，於 1987 年 7 月 14 號正式解除。戒嚴令的

解除，對一系列社會上的影響是巨大的，長期的黨外民主運動得到了顯著的成

效，而解嚴並非是終點，反而使社會上對於各種解放的渴望達到了高點，持續

地延續下去。李欽賢形容解嚴後台灣社會的狀況：「……一九八七年當局解除

全球 長的戒嚴令，以及翌年蔣經國逝世，台灣從此結束了強人統治，就台灣

社會景象而言，又開啟了一幕幕討公理、討權利的抗爭行列鏡頭。社會風景呈

現嚴重的脫序狀態，……」
60

學者陳佳宏也認為，台灣戒嚴令解除之初，不過

是形式上的解嚴，實際上的法律仍待解放，包括〈國安法〉、〈集遊法〉以及

具爭議的刑法 100 條「思想叛亂」罪等等。
61

也因此，台灣社會各界在解嚴之

初形成各種探討，並且，對威權體系有更加激烈地討伐。尤其在解嚴實施之初，

自由、民主、人權等議題更是社會 關注的議題，實質的解放民主，成為台灣

當時 鮮明的訴求，每個領域都受到這樣的社會風氣有所震盪。可見，解嚴所

輻射出的社會影響力，是持續於解嚴前與其後的一段時日的，這段時間，可以

說是社會運動 高漲，對政治批判、尋求解放的黃金年代。 

 

        因此，台灣在八〇年代的歷史情境，結合了強人政治的弩末、物質經濟條

件的具足、知識教育普及等條件；面臨著長久的政治禁錮、國際情境的劣勢、

生活環境的破壞等威脅，如此高張力的條件／威脅之矛盾，社會運動的爆發力

幾乎可以說是整個八〇年代的社會氛圍基調，所有領域都迴避不了社會運動的

影響力。 

 

     藝術發展與思想發展之間的正相關是自古以來的顯學。思想的解放以及批

判的思想在藝術表現上所形成的影響是本研究關切的議題之一。在探討台灣藝

術如何於解嚴前後產生了這麼密集強烈的批判以及抗爭意識，不難感受到這種

批判性質與社會運動的發展有很大的連結性。從資源動員論的角度談起的話，

長期經歷社會的壓迫並不一定會自然生成一個領域集體的反抗意識，反而在大

部分的狀況下，群體對於不公平的現實是會採取順從、認命或是逃避的消極態

                                                   
60

李欽賢，《台灣美術閱覽》，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6 年，頁 94-95。 
61

陳佳宏，〈解嚴前後台獨運動之匯聚〉，台灣文獻季刊，第 58 卷，第 4 期，2007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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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戒嚴時期以及受殖民時期的台灣藝術界就是類似這樣的狀態。而若以當

代藝術的發展來說，藝術實踐 有趣也 有力的方式，就是以藝術的語言、形

式或行為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以此突破傳統技法、媒材、框架的限制，進而

改變藝術、社會環境以及固有的價值體系。
62

 

 

        而能夠促使受到壓迫的群體產生出抗爭意識，則是需要外來的社會運動企

業家（social movement entrepreneur），也就是意見領袖，進入到一個領域而產生

抵抗意識地說服效用。
63

而在解嚴前後，相對於台灣藝術界的外來意見領袖因

子，便是發起密集社會運動以及黨外抗爭運動的知識份子。台灣八〇年代社會

處於威權逐漸崩解的狀態之下，自由的聲浪不斷流竄，挑戰禁忌以及爭取開放

幾乎成為這個年代的主旋律。發起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在批判意識上形成了時

代的文化詮釋者，更也同時保有政治人的身份，而當知識份子發展為一個知識

媒介的群體時，他們的理念是相較不受制於時空限制，而能深入至社會的各個

角落。
64

社會運動的批判意識也在台灣解嚴前後有意識地進入了藝術領域，也

因此在過去長期受到壓抑的社會狀態，藝術並沒有引起強烈的反抗風潮，而在

解嚴前後的藝術作品特性，包含著強烈的同時代的社會運動議題的反抗因子。 

 

 

第二節、展演空間的硬體建設與轉型 

     七〇年代末期行政院長蔣經國所提出國家計畫「十大建設」近乎完成，硬

體建置有成，經濟繁盛，緊接著文化建設便是當務之急。這似乎是整體的配套

計畫，蔣經國在 1973 年 9 月 23 日於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時便宣告：「政府在

10 項建設完成後，進行新的 12 項建設時，特列文化建設。」
65

1978 年 2 月，十

大建設完成之際，仍強調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單只是強調國民物質生活的

富足，同時也需要能使國民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前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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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文化大國為願景。
66

緣此，當時政府規劃 12 項建設之中，「文化建設」便

被列為其中之一，而美術館的成立，便是「文化建設」政策推動下的計畫之

一。因此，八〇年代的台灣藝術氛圍因為美術館的成立而形成一些轉變。 

 

     戰後台灣，活躍的藝術家漸增，每當舉辦較具規模的展覽時，便時常面臨

苦無場地或是空間不符合專業的使用條件，因而向政府呼籲建立專業美術館的

訴求聲浪。1976 年，藝術雜誌《雄獅美術》刊登〈是成立現代美術館的時候

了〉，以表達美術館之於一個國家主體，在文化上是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67

藉此向社會傳播共同努力的方向，也向執政當局提出建設的訴求。1976 年由於

國家政策方向及時任台北市長林洋港的積極推動下，計劃於台北市不僅建立一

座高水準的美術館，且該館被國家納入 12 項建設計畫之中。於是台北市立美術

館在政府及社會各界的綜合因素支持之下積極籌備，至 1983 年年底，台北市立

美術館於台北圓山正式啟用。 

 

     第一座公立美術館的成立為後續美術館的成立樹立典範，對台灣現代美術

的推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時極力促成台北市立美術館拍板定案的林洋港市

長，帶著推動美術館成立的經驗，於 1978 年轉任台灣省省主席。當時台中美術

界的有志之士向林洋港提出於台中成立一座台灣省立美術館（現國立台灣美術

館）建議，獲得林洋港的承諾，並積極推動。
68

而當時正是當局積極推動中華

文化復興的時機，文化建設的計劃也獲得政府各界的多方支持，各界期待此美

術館能夠肩負提升整體社會文化的功能。於 1980 年 2 月 8 日的「台灣省立縣市

文化中心籌建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 終決議，由省政府規劃於台中建立台灣

省立美術館，並於 1988 年 6 月正式開館。
69

台灣省立美術館在 1999 年精省政策

下更名為國立台灣美術館，並在 2012 年，因上級機關文建會改組為文化部，而

成為台灣第一座國家級的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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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台北市立美術館、省立美術館成立之後，高雄也積極醞釀成立美術館的

事宜。雖高雄市立美術館成立於 1994 年，但美術館之誕生乃自於八〇年代文化

建設下的國策氛圍。1979 年，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時任高雄市議員進行民意

調查，發現受調查樣本中有 70%的民眾至文化中心的目的是看美術展覽，並有

87%的民眾認為在高雄發展美術活動是極為必要的。此份民意調查結果使高雄

市議會掀起多次興建高雄市立美術館的議題討論。
70

1985 年 2 月，時任高雄市

長許水德開始積極籌備美術館的成立工作。接任的市長蘇南成持續主持美術館

的籌備工作外，並確立美術館興建一案。經過藝術界以及支持推動的政治人物

多次協調與努力之下，終於於 1994 年 6 月正式開館。高美館之成立不僅為身為

工業城市的「文化沙漠」印象帶來一線曙光，更在台灣美術館的建立計畫中，

消彌文化上重北輕南失衡之問題。對此，時任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宣稱：『因為

北、中、南以各有一美術館，象徵我國文化界「美術館時代」已經降臨。』
71

 

 

        由此可見，在八〇年代台灣現代美術館的推動，並非單純建立於純硬體設

備的建立或是執政者的政績執行而已，而是整個社會氛圍的促使，是一個社會

整體對於精神生活的需求顯化。緣於如此氛圍，美術館從建立之初，就開始與

藝術界、與台灣社會有密切的連結效果。因此，討論美術館的建立與社會狀

態、藝術狀態之間的關係之於本研究有其必要性。 

 

一、美術館的藝術推動 

    八〇年代台灣北、中、南部籌建現代美術館，積極發展文化素養及精神品

質的目的顯而易見。美術館的建立係以現代藝術作為定位及目標，與當時已經

存在的故宮、歷史博物館、台灣博物館有所區隔。在籌備建設台北市立美術館

的期間，王秀雄就提及：「為了有別於故宮博物院，我認為收藏應以國內的作

品為主，時間上則以民國以來為對象。」
72

時任北美館館長黃光男在建立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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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定位時，亦有意發展具前衛性格的現代藝術，
73

欲帶動台灣藝術前衛化發

展之目標顯而意見。 

 

  藝術在八〇年代受到有史以來的重視。針對北美館的發展，黃光男認為，

北美館的目標是「現代化」，而「現代化」就是「國際化」，「國際化」必須

「本土化」，而「本土化」必須要「資訊化」，「資訊化」又必須要「精緻

化」；
74

王秀雄針對省美館（現國美館）擬定了「保存美術文化財產」、「激

勵現代美術創作」、「促進世界美術交流」、「培養國民美術素養；提高國民

生活品質」四大經營方針；
75

高美館成立之初，便制定出「國際本土化，本土

國際化」的目標原則，
76

企圖建立區域的文化主體性。可見，美術館的建立，

對於朝向本土內涵、國際思潮的方向，是有計畫地提升，並且在兩者之間的連

結關係有極強的企圖心。 

 

     美術館的成立，除了梳理、推廣台灣藝術史發展的既有資源之外，同時對

於前衛的思想或是具有衝撞性的藝術發展，也不遺餘力，目的是以官方美術館

的身份，保全台灣藝術發展的多元價值以及推進力道。1985 年，蘇瑞屏為代理

館長之時，北美館籌劃舉辦「前衛、裝置、空間特展」，正是台灣公立美術館

舉辦「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展覽的首度嘗試，郭少宗在其文章〈80 年

代現代美術史新頁：裝置空間的多元化面貌〉中，讚許北美館在此展覽的推動

以及嶄新嘗試。
77

雖然在該展佈展的過程之中，發生了館長與藝術家張建富、

徐揚聰以及陳界仁等人衝突的遺憾事件，還因此牽扯上了毀損作品的訴訟事件

以及館長的公開道歉，
78

但是北美館在開館之初，對前衛、多元、開放的藝術

形式，是有意容納並企圖開創的。1987 年，北美館首任館長黃光男舉辦「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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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行為與空間展」，也是台灣官方美術館推廣「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開端之一，
79

並且於隔年再度舉辦「時代與創新」展，展出內容被認

為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及批判的。
80

而省立美術館也在同年搶先推出具前衛、

批判性格的展覽「媒體・環境・裝置」，頗有當時兩大美術館相互較勁之意

為。於 1991 年 3 月，在黃光男館長的推動之下，成立 B04 實驗空間，也是台灣

目前唯一在公立美術館設置裝置或是觀念藝術的實驗空間。這個空間紓解了當

時裝置、觀念、行為的前衛實驗藝術之創作困境。
81

可惜這個空間 終因為經

費困難而關閉，後續接任的館長也有幾次重啟 B04 實驗空間的規劃，但至今也

未曾完成過。當時的黃光男館長曾述：「北美館以現代藝術作為標榜，當然應

有展示實驗作品的空間。」82並且走訪歐美各地現代美術館做針對實驗空間的參

訪。可見台灣現代美術館作為官方藝文單位，其成立之初對於現代美術、前衛

藝術以及多元新穎的觀念，具有推動的企圖心與實踐，更重要的是，美術館對

於具有「批判」性格的藝術作品逐漸採以接納的態度。 

 

        美術館的成立、有計畫性地規劃大型的藝術展覽，並與時下的藝術家密切

有展出的計畫與合作，預示著當下持續創作的藝術家與展覽，在概念上正式與

官辦美展脫鉤，也就是說，當代所創作的作品不再需要追求一個來自執政當局

的展覽認證才能取得正式大展的機會，這無疑使得藝術發展的自主性能夠提

升，雖然在發展過程之中仍有許多觀念上的學習及磨合，但對一向幾乎自食其

力的藝文人士而言，美術館的發展乃為整體藝文場域的一劑強心針。 

 

     並且，美術館對於當時的藝術創作具有鼓勵、支持的正面態度。在展覽場

地方面，則提供發展中藝術一個正式伸展的空間，而非文物性質的藝術品展

示，展覽也並非全然採取競賽選件的制度，作品表現得到更大的自由。並且，

美術館不斷對「現代化」、「國際化」的呼籲，在有新觀念的注入以及參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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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後，讓台灣無論在藝術或是民眾，有了更多元、開放的思考價值觀。部分官

方身份的美術館，在保守的執政氛圍之下，成為觀念演進的協調者。 

 

二、在野對美術館的反動力道 

     八〇年代美術館的成立，使台灣藝術的多元開放性以及支持時下藝術創作

的條件都具有推動的效果，亦可解讀成自由創作的風氣似乎是受到官方支持的。

然而，美術館的成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卻反而成為變相的威權體制。美

術館成立之初曾因軟體的建立尚未成熟完善，幾次在作品行政處理上令人感到

對藝術的尊重性不足，
83

逐漸形成一種對美術館的在野反動。1983 年李再鈐於

北美館開幕展開始長期展設的作品〈低限的無限〉（圖六）被強制改色，1985

年北美館所展出的「前衛空間裝置展」因布展過程中館長與藝術家對作品的意

見不合進而損毀藝術家作品的事件等等⋯⋯，都令人不禁揣測美術館的成立，有

以支持開放之名來實現為體制變相收編的意味。藝術家林惺嶽在《文星》發表

文章〈「紅顏」惹禍—美術館的「退展」、「改色」事件的透視與評析〉，批

評大筆經費促成美術館的建立，卻不能真正執行藝術的自由價值： 

 

自從市立美術館開館，萬眾矚目，許多人對這座傲視遠東的龐大硬體工程，

產生了非常幼稚與天真的幻想，以為建築物一完工，權威性也就馬上從天

上掉下來，因此紛紛迫不及待的以登陸搶灘心態，透過各種讚營的管道，

企圖捷足先登取得一席地位，而毫不察覺美術館的公信力，已因急功近利

的踉蹌起步，加上後天的失調，陷於搖搖欲墜的境地。
84

 

 

     林惺嶽更提到，美術館當時的問題，不能單以館長一人的問題論之，因為

「這些問題，與其說是她（蘇瑞屏前代理館長）製造出來的，不如說她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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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問題本來已經存在。」
85

，暗指美術館受到整體國家體制的強權制約

仍無法擺脫。 

 

     這些質疑揭露了以現代藝術作為號召的公立美術館，其實對現代、前衛觀

念的接受度是「有條件的」。這個藝術氛圍，陸續激起台灣藝術家針對體制的

在野討伐，例如：1986 年的「息壤」展、替代空間「伊通公園」、「二號公

寓」，以及「SOCA 現代藝術工作室」的成立等⋯⋯，這種非正式的藝術空間，

明顯展現一種自外於體制的在野意味，不受制於主流市場的脈動，也不須接受

無形的官方審查。針對這個現象吳天章道： 

 

替代空間的出現也是對官方的一種反動，早期在美術館擔任評審的也都是

一些以現代主義藝術為主的委員，那時候我們這批年輕人已經走進當代

了……現代主義的眼光，讓年輕人覺得，在爭取官方展覽、比賽的機會變

少，所以替代空間是一種反現代主義，年輕人有些東西可能太前衛，官方

評審時可能不會過，就轉往替代空間……
86

 

 

        另外，八〇年代的台灣，在積極成立現代美術館以及經濟起飛、硬體建設

的帶動下，台灣正式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這個狀態令許多海外的藝

術留學生或是藝術家回台發展。這些藝術家多是接受歐美的藝術教育，相較於

當時台灣的藝術氛圍，這群海外留學生思想是相當前衛的。而長期發展於海外

的藝術家在台灣藝術界是缺乏脈絡的，加上其作品之於台灣大多過於前衛不易

被接受，因此在美術館的評審制度和畫廊的商業模式下，難以獲得展出機會，

也促成了替代空間的成立。也因此，在替代空間所展出的作品，大多批判性以

及前衛性質較高，漸漸也形成一股力道。吳瑪悧對此言道： 

 

那個年代，也正好陸陸續續很多在國外學藝術的人回來，為什麼那時候有

那麼多國外學藝術的人會回來，我想也是因為我們成立了美術館，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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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開始要邁向所謂現代藝術這樣的潮流，而且又解嚴，也邁向了一個比

較開放的發展，再加上當時經濟也還不錯⋯⋯我覺得這一些人回來，一方面

就是會對當時候台灣現、當代的藝術發展是有期待的，另一方面，這些人

卻是不見得有機會進到美術館展覽的，因為美術館有美術館的評委嘛，再

加上他們剛回來，也沒有知名度，這時候變成說很需要一些畫廊啦，或是

所謂的另類空間（按：替代空間），去創造一點知名度，讓你的東西有能

見度。那畫廊基本上在當時當然也是商業的嘛，它展的東西也是相對比較

安全的、可以賣的⋯⋯所以有一個另類空間就很重要，「二號公寓」的成立，

那些人全部都是國外回來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留美的比較多⋯⋯不過那時候

就開始形成了一個氛圍，這些人畢竟都是從國外回來，他們就會看到國外

的藝術發展不會像台灣那麼保守，好像還是在畫畫或是在做雕塑，例如他

們就開始會用廢棄物創作，或著是做裝置性的東西，這些概念就慢慢進來

台灣了。 
87

 

 

     1986 年由陳界仁、林鉅、高重黎、王俊傑等藝術家，在東區廢棄公寓，以

「反美術館」、「反體制」策劃展覽「息壤」，
88

至 1990 年之間，一共舉辦了

五屆「息壤」展。相對於量體巨大、造型摩登的美術館，「息壤」展覽辦在水

泥空屋的場地，凸顯出它街頭對抗的味道，作品內容生猛、挑釁，企圖觸動底

線的意味濃厚，尤其仍在時期就已經完成展示的第一與第二屆「息壤」展，別

具意義。陳界仁所組成第一屆「息壤」展的動機，與他親身捲入「張建富事

件」的經歷有關，並且他自身的作品也在該次被美術館方威權審查，甚至羞

辱，因此在隔年成立了「息壤」，以作對抗，並且直至 1996 年，長達十一個年

頭未曾在北美館展出。而第二屆「息壤」更是選在 1988 年省美館、北美館分別

策劃前衛、突破性的展覽「媒體・環境・裝置」以及「時代與創新」的相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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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並且與前者展覽則於同日開幕，頗有較勁意味，藝評家陸蓉之認為這是

「向體制抗爭」的表現，
89

恰如其分。 

 

        美術館的建立也樹立了一個標的，令藝術對體制抗爭的對象具體化，李銘

盛於八〇年代後期的行動「非繪畫」、「李銘盛＝藝術」，都具有藉由美術

館，以藝術觸碰社會的面向的意味，他以粉筆於北美館廣場地板上，沿著路燈

影子隨日移角度畫了下來，用以對比於館內體制下所謂的現代藝術。他在北美

館舉辦達達展上要求時任館長出面說明達達藝術與教育的關係，後來更帶著自

己的大便要參加達達藝術的研討會，引起暴力衝突，勾引出了權利關係的宰制

實況，突顯了藝術於高壓統治社會中存在的弔詭性。
90

 

 

     體制外的藝術發展為台灣藝術界帶來一股強烈的力道，無論對台灣藝術後

續獨立自主的力道，或是策展學門的發展，都有十足的幫助。更重要的是，在

野的前衛展覽對官方美術館的權威性產生了抑止作用，除了監督其解放的過

程，也避免美術館對整個台灣藝術發展產生「一言堂」的情境。 

 

 

小結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極為密切，而解嚴前後確實是台灣民

主化、社會運動 為劇烈的時期，而整個台灣都受到了牽動，也可以說充滿

「社會力」，是解嚴前後這個時代的代表性。而會產生如此的代表性，需要各

方面的條件具足，而使藝術受到社會狀態而產生實際效應，則需要更多的條件

配合，這樣的配合因素，在解嚴前後碰撞在了一起。 

 

        在軟體方面，人民的生活趨於穩定，在思想教育以及精神層面有更多的餘

裕去追求更高的品質與理想，歐美前衛的理論知識更有效率地被引介來台，並

且能夠得到更廣闊的普及，因此當時歐美對於戰後創傷、人類生活的飽和與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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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激烈批判態度渲染了解嚴前後的台灣社會。同時，追求理想生活而生成的

社會運動氛圍與這些理論知識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社會運動份子如同吳瑪悧

所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這些人都是暴民，要來反政府……」
91

以學理化

分析出來的西方批判理論以及其他前衛思想，恰中了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理性、

理想以及理論根據，如此的社會狀態，可以代表著解嚴前後那個時代的註解，

藝術領域也包含於其中。 

         

        而在硬體層面，亦受經濟起飛所賜，台灣進入了現代化的建設階段，伴隨

著人民溫飽的基本需求逐漸滿足，國家建設的發達便更要朝向精神層面的提升，

美術館以及各級展場空間的建設與提升，讓台灣整體的藝術發展有了更專業、

獨立的展示空間，能夠舉辦的展覽類型也能夠更多樣化。藝術的發揮得已與官

辦美展的品味正式脫鉤，藝術家要發揮的議題也不再受到政府的牽制便能有發

展的空間。反之，因經濟穩定後，留洋海外的藝術家更願意返台發展，將歐美

更新的藝術觀念帶進台灣，並紛紛成立在野的替代藝術空間，以做為更加前衛

的試驗發表空間，另一方面也是作為美術館霸權的反抗份子。美術館與替代空

間之間的抗衡激發出了台灣藝術對批判意識快速增進的爆發力。同時在八〇年

代的媒體技術進步，使得社會現實的圖像以及影像畫面更有效地傳播，除了影

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影響著藝術家看世界的雙眼。而媒體技術的進步

也更有效率地將藝術所傳達的批判內涵再次回到社會中而產生另一波新的激發，

也達到了相輔相成的狀態。
92

 

         

        從歷史情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解嚴前後處於在國際浪潮、知識條件以及

社會氛圍的軟體條件充足，並伴隨著現代化的建設、經濟環境以及展演空間的

硬體配合，使得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連結關係大大地提升。八〇年代確實是一

個歷史情境明顯轉化的關鍵分水嶺，幾乎所有的關鍵客觀條件，無論在軟、硬

體的層面上，都環繞著歷經經濟起飛以及逐漸鬆綁的政治氛圍有關，這些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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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影響著社會每一個角落。從藝術的角度談起，解嚴前後的這些有別以往

的歷史條件令沉積已久、長期消失於藝術史長河之中的政治性批判浮出了檯面，

並且逐步成為一種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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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藝術與政治的交會 

 

        倪再沁於〈在政治漩渦中的台灣美術〉中提到，台灣藝術界的前輩一向是

避談政治的，「藝術的歸藝術，政治的歸政治」似乎成為他們保持藝術純度的

訓詞，但事實上，「只顧創作而不問世事，其實只是藝術界一廂情願的想法而

已。」
93

台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在藝術上呈現殖民者對於地方色彩

偏好的想像而發展，而後，又隨即進入國民黨政權各層面的高壓管治政策，更

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令，藝術發展的批判性格在台灣過去一

個世紀的歷史背景上，可以說是沒有發展的基礎以及環境。 

 

        但如同倪再沁所言，藝術創作絕不可能全然不問世事。雖然政治批判在八

〇年代以前的台灣並非藝術作品關切的焦點，也不曾成為藝術界的主流及典範，

但在思想上仍然是有所影響及累積，否則進入八〇年代，政治批判的浪潮則不

可能從無到有一躍成為藝術作品的主流。而這股默默地累積，在思想管控的社

會氛圍下，絕不可能是浮出檯面的主流，而是以潛伏地下低聲傳送的思想「潛

流」，有如吳瑪悧描述戒嚴時期台灣抗議聲音的表達時道：「在戒嚴時期，真

正敢那樣子表達的，我相信即便有，他們一定都是在地下。」
94

 

 

        雖然在解嚴之前，台灣藝術的典範發展與現實社會議題有所斷裂，而更遑

論是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但畢竟形式與內容的密不可分是不可否認的，因此

如此的斷裂，並非定調八〇年代前的藝術界完全沒有出現政治關懷發展過。在

八〇年代之前，主流的藝術史典範方向，在學界的資訊以及論述眾多，本文就

不贅述，而較少討論到的是，台灣藝術的發展仍能發現些許作品是具有政治議

題的關懷的，並且較少深入探究台灣藝術開始關注政治議題的根源何在。然而

在戒嚴政策下的時代氛圍與創作者的自我審查，使得反映政治的藝術作品大多

使用相當隱晦的象徵性手法呈現，也因此此類作品的核心仍展現在畫面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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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等藝術形式，對社會現實的表現內容，唯能有意識地安排於畫面之中。雖

然風格、形式不得建立，但仍有零星藝術創作的政治關懷以及部分藝術家的思

想傳承，甚至曾經逐漸形成群體風格，只是後來隨即消逝。這些關切政治議題

的藝術思想「潛流」，為台灣後來的政治批判性藝術鋪墊了更多的基礎。並且，

在如此惡劣的時代氛圍所創作出具政治性的藝術，是值得梳理討論的。本章企

圖分析台灣藝術自戰後到解嚴前對政治關懷的思想起源，以及政治關懷的作品

先例，以作為解嚴前後政治批判性作品的一個參照以及系譜脈絡的梳理。 

 

 

第一節、台灣藝術界的政治思潮起源 

        政治是現實的事，而台灣藝術在解嚴前的發展主軸如前文所述，似乎企圖

與現實脫勾，而本章欲梳理解嚴之前台灣藝術對政治思想的隱性積累，則不得

不從現實主義的思想如何與台灣藝術界發生關係的角度切入，這樣的思想，在

光譜上是接近左翼的、社會主義的，與民主、平民關係較大。台灣解嚴前 明

顯的現實主義思想，來自於兩條線路。第一是延續日本殖民、從台灣本土文化

界出發，受到「日本左翼政治運動」所影響的本土線路；其二是受中國魯迅思

想的宣傳介紹而發酵，後又遇戰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知識份子移民的交流，以

及中國化文化政策所影響的中國線路。本節以此二線路，分別梳理其與台灣藝

術界的交流狀況，以及兩條線路彼此的相互影響。 

 

一、日本左翼政治運動影響－本土線路 

  始於 1927 年，仍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因殖民者與一般庶民的矛盾達到

極限，開始了部分的左翼的政治運動，日本方面的左翼知識份子也積極培育在

台的左翼組織，並以在東京留學的台籍留學生為主要觀念教育的對象。而台灣

早期的藝文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文協）」也在此時分裂而產生了左傾主導勢

力，
95

台灣當時的藝文風氣已受到社會風氣的感染，逐漸提倡反應社會現實民

生狀況的創作風格。在文協的鼓舞之下曾經發生過兩次「台北師範事件」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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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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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著名的藝術家陳植棋正式因為當時參與學潮而遭到校方開除，後轉往東京

美術學校就讀，而他的思想也在日本求學期間影響了同樣留日習畫的學弟如李

石樵、洪瑞麟、張萬傳、陳德旺等人，雖然英年早逝，但作為藝術界於台灣真

正開啟對社會的批判思想的前輩，陳植棋的文協經驗對台灣後續的藝術發展有

跟質性地影響。 

 

        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其中一個成立的決議便是要以「台灣文化協

會」以及「台灣農民組合」
96

為中心，將積極份子結合於「台灣文化協會」，

以改組為「大眾黨」。
97

可見當時台灣的社會主義思想與藝文活動密切之程度。

而這些推動社會意識的主事者，其中包含了賴和（1894-1943）、王白淵（1902-

1965）、楊逵（1906-1985）、蘇新（1907-1981）等人，本身都也同時具有文學

創作者的身份。直至 1931 年日本開始大量武力外侵，對殖民地也祭出更高壓的

治理手段，實質的政治運動才稍微落幕，但重回文學創作的這些運動家則更潛

心文學創作，也因此開始掀起了以創作連結社會現況的左翼、社會寫實文學。

這些文學家與藝術家的往來頻繁，尤其是王白淵、蘇新以及楊逵。「台灣文化

協會」的走向，不僅是在文學界，在包涵藝術的整體藝文界，也都具有風向指

標的意味。 

 

  楊逵是台灣 典型的左翼作家，在日本留學期間接受到左翼思潮的觀念，

一生致力的創作風貌便以此為主要基調。其創作風格提倡呈現社會現實的艱困，

注重於低下階層人民的生活樣貌。楊逵與台灣藝術家的交流頻繁，1934 年所成

立的「台陽美術協會」的創會成員都與他有所交流，也在第三屆台陽美術展覽

會留下珍貴的照片（圖七）。 

 

     而王白淵更是台灣 早期的美術理論家，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與陳澄波、

廖繼春、李石樵等台灣重要畫家師出同門，具有扎實的藝術背景，是當時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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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於 1926 年，起源於 1923 年爆發的「農民集體請願運動」以及 1925 年的「二林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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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山〈一九二〇年代全球社會主義的興起與台灣的農民運動〉，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編制《三代台

灣人》，台北：遠足文化，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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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藝術雙棲的藝文人士。一九三〇年代，與幾位具社會主義思想的台籍知

識份子共組「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台灣藝術研究會」，尤其「台灣藝術研

究會」的前身便曾經接受過日本普羅文化同盟的扶植與指導，發行了推動台灣

文學及藝術向上為宗旨發行刊物《福爾摩莎》，對台灣社會主義思想之於文學、

藝術的推動相當重要。王白淵所參與創辦的文藝團體，後又與整併入原為文學

界的「台灣文藝聯盟」，
98

並與左翼政治運動激進組織「台灣共產黨」、「日

本共產黨」、「日本赤色救援會」等密切地秘密往來，對台灣社會主義思想藝

文發展推進極大。 

 

  這些受到日本以及國際左翼思潮的影響，並沒有因戰後的政權變動而消失，

反而是與經歷五四運動、具有左翼知識基礎新政權有一個巧妙的接駁。
99

當時，

由官方出面集結本省以及外省文化人士所組成的團體文化協進會，就委任蘇新

以及王白淵共同主編以彰顯社會意識的刊物《台灣文化》，可見戰後的批判意

識及現實主義是有抬頭的跡象，並且涉足藝術界，李石樵的作品就曾經作為

《台灣文化》封面刊出過（圖八）。不難看出，該時台灣籍的文學家、藝術家

以及知識份子，與戰後初期來台的執政當局與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發展具有一

定程度的同步，相互影響並且彼此往來密切。 

 

        由殖民時期官辦美展轉化而來的台灣省美術展覽會（簡稱省展）第一屆的

風格轉化能夠看出這些現實主義思想反映在藝術上的風氣，確實發生了影響，

王白淵、李石樵分別都宣告藝術與現實的密切，李石樵該屆作品《市場口》

（圖九），正是一個實踐的案例。針對省展開幕的社論也評價到，期待今後的

台灣藝術能從「為藝術而藝術」轉變成「為人生而藝術」，藝術家也得負起社

會責任，不能持續創作一些迎風拍馬、揚頌美善的作品，而要暴露現實的罪惡

與黑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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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藝聯盟可以說是當時以台灣各類意識形態的藝文人士所組成的聯合陣線，也是日本殖民時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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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知青，〈美展先睹記〉，《台灣新生報》，1946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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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年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具社會主義思想的展現活動成為禁忌中的禁

忌，藝術家陳澄波被公開槍決，蘇新潛逃至大陸，此時的台灣進入自戰後以來

高壓的政治統治時期，雖然藝術家及藝評家仍然陸續完成幾件具社會意識的

作品及評論，但爬梳創作者的風格轉變，可以觀察出台灣整體藝文界的社會意

識從此逐漸沈默了。
101

 

 

二、魯迅木刻版畫運動思潮－中國路線 

        另一條為台灣帶來現實主義的路徑，是來自二十世紀初ㄉ中國的左翼思想，

其中以新文學運動影響力 大的魯迅 為重要。而與美術更貼近的，是由魯迅

於一九三〇年代所發起的左翼木刻版畫運動，這項運動強調藝術反映現實的展

現，認為中國傳統繪畫工序繁雜，並且注重師承倫理，並不能針對現實，而西

洋繪畫則多著重以裸女、風景等主題作為表現對象不能表現人間苦難。因此，

魯迅將其在上海接觸到的歐洲新版畫藝術編寫成《近代木刻選集》，將木刻版

畫介紹給中國的藝文界。木刻版畫經過魯迅的提倡，吸引相當多的青年畫家追

隨，引起一陣木刻版畫的熱潮。而這些魯迅木刻版畫的追隨者，其中一部分也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而來台創作、執教等等。 

 

        魯迅思想在台灣的第一次傳播，是在戰前台灣正受殖民的 1920 年代，當時

台灣受到中國文學革命的影響也展開的新文學運動，除了提供各種新的文學主

張外，也開始積極介紹新的文學理論，當時台灣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

不時地轉載胡適、魯迅、郭沫若、周作人、謝冰心、徐志摩等中國新文學作家

的作品，而其中以魯迅的轉載量 大，影響也 深。但隨後，於 1937 年日本發

動全面侵華戰爭，加強了對殖民地台灣的思想管控，限制了中文刊物的發行，

一直到日本戰敗前，一切中國新文學的作品轉載在台灣完全地中斷。雖然如此，

當時許多台灣人仍持續透過閱讀由改造社出版的日文《大魯迅全集》，繼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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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魯迅的社會意識以及批判思想，
102

也在戰後台灣第二次掀起魯迅思潮的時候，

奠基著更順暢的銜接基礎。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將經歷五十年日本殖民的台灣徹底中國化，是

彼時執政當局首要的文化政策，同時，追求中國化也是台灣文化界自發性嚮往

的方向。如此的風向之下，中國新文學又再次被大量地介紹來台灣，其中仍然

是以魯迅為影響 甚之人。
103

當時台灣 高的官方出版機關台灣省編譯館，由

許壽裳擔任館長，負責推廣中國文化、語言以及編輯中小學教科書以及讀物，

而許壽裳認為除了語言的推廣以外，還需要借助魯迅的思想傳播來達到深層的

文化建設，因此在《台灣文化》以及《和平日報》上刊載了一系列魯迅的作品，

宣揚並推廣，並呼籲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精神來號召文化界，魯迅瞬間

成為了台灣文化界廣受愛戴的救星。
104

一個被官方策略性地用以去殖民化的手

法，同時也間接地為台灣帶來了更接近人民自覺的現實主義思想，這樣的思想

也在藝術界蔓延開來。 

 

        在藝術方面，當時追隨參與魯迅左翼木刻版畫運動的藝術家，有少部分隨

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例如黃榮燦、朱鳴岡、荒烟、汪刃鋒、王麥桿等人。這

些活躍於抗戰時期的木刻版畫家，歷經戰爭的文宣氛圍、需求以及訓練，來到

台灣這個陌生的環境，延續原先的技術，將木刻版畫發揮在紀錄台灣街頭攤販、

勞動者及原住民等等。這批戰後來台的木刻版畫家認同、追隨魯迅的左翼思想，

大多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由於木刻版畫媒材本身的特點是可以快速製作、大量

印刷，適合印於文宣、報紙上達到宣傳效果，且木刻的筆觸樸實、渾雄有力，

對於想表達的議題可以產生堅定之感，因此在時代的需求下大力開展。並且，

當時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藝術專業人士，也獲得許多任教的機會，例如黃榮燦

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而朱鳴岡以及同樣受過社會主義版畫薰陶的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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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任教於台北師範學院，因此除了作品本身的傳達性，左翼木刻版畫的政治性

思想也有機會透過教育的場合持續在台灣擴散。 

 

        木刻版畫家成為戰後至八〇年代以前，眾多藝術表現形式中，稀有摻入大

量政治影響的藝術家群，也因此難得地留下忠實呈現戰後種種政治迫害的藝術

作品，並且許多創作是以政治內容作為作品的主體，包含二二八事件。然而，

因為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社會瀰漫恐怖且敏感的氛圍，具左翼思想的木

刻版畫家人人自危紛紛走避，到 1948 年底，僅剩下黃榮燦、陳庭詩兩人留在台

灣，黃榮燦更在 1952 年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下被判死刑槍決。另一方面，原先

作為與民眾站在一起而揭露執政者迫害為主的木刻版畫，在五〇年代後被收編

於國民政府所推動的「戰鬥文藝」政策之下，成為政府做政治宣傳的利器，出

現了許多宣揚執政者以及前方戰士為主題的木刻版畫作品，包含陳庭詩、陳其

茂、方向、朱嘯秋等人。在充滿反攻大陸氛圍的時代，具戰鬥文藝風格的木刻

版畫，在藝術領域中，補足了懷鄉情懷為主的水墨畫所缺發的士氣鼓舞，
105

執

政當局的政策上確實達到將具批判性質的木刻版畫收編成楊頌國族的宣傳利器，

台灣原本有條件可延續三〇年代中國木刻版畫藝術的生機，就此中斷。
106

在隨

著現代主義的思想逐漸在台灣藝術界擴散開來，如周瑛、陳庭詩等等於早年都

創作過帶有左翼思想作品的藝術家，也開始創作抽象的版畫作品，參與了現代

版畫的推動，版畫家們也逐漸往更加「純粹」的藝術世界去 

 

        不過這一小段的木刻版畫在台延續，除了形成台灣藝術史中特殊的一頁，

也對台灣藝術家有間接地後續的影響。在戰後初期，台灣受日本美術教育延續

的本土藝術家與大陸來台的木刻版畫家也有密切的交流，其中以黃榮燦的影響

力 大。黃榮燦初來台灣時，並沒有直接投入教職，而是在由蘇新擔任主編的

《人民報導》擔任副刊「南虹」的主編，當時黃榮燦以木刻版畫家以及主編的

身份廣交了許多台灣知識份子以及暫居台灣的日本的藝文人士，彼此之間的思

想交流密切，除了蘇新，更還有與台灣美術界交流甚深的王白淵、楊逵，黃榮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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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還為楊逵以及他的簡陋住家刻過一幅木刻作品（圖十）。黃榮燦也透過購買

東寧書局，
107

計畫創刊《新創造》，更深入與戰前台灣的文化思想交流。
108

當

時在台灣正推廣戲劇的文藝工作者西川滿談到與黃榮燦的交流曾述他「對版畫

比對戲劇本身有興趣，常常滔滔不絕地談論中國版畫和日本版畫。」
109

而西川

滿正是台灣本土延續日本前衛文藝思潮的刊物《文藝台灣》的發起人之一，他

的思想及言論能夠很直接地影響著前文所述的殖民延續的前輩畫家，也是中國

左翼思潮於本土擴散的有效途徑。另外一個積極的途徑，就是同為本土重要畫

會「台陽美術協會」的發起人立石鐵臣，根據傅月庵的研究，「黃榮燦不懂日

語，當然更不會台語。然而他卻很快經由拜訪西川滿、立石鐵臣、濱田隼雄這

些滯台日人，打入台灣文化界。」
110

，梅丁衍也曾直斷，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本

土藝術家李石樵在戰後的風格轉變，就是受到黃榮燦的影響，
111

可以看出黃榮

燦當時對中、台彼此之間的文化隔閡，有著強大交流的積極性。 

 

        雖然短暫，但無論是本土路線或是中國路線的現實主義藝術思潮，在戰後

初期都有發展的機會，並且彼此深入交流，但也受到逐漸恐怖、極權的社會氛

圍，兩條路線也逐漸走入地下。 

 

 

第二節、戰後至八〇年代台灣藝術的政治描繪 

一、黃榮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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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發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直接影響了戰後的台灣人民

生活，從戒嚴時期的噤聲時代到解嚴後的諸多討論，多年來臺灣人民訴求的是

事件真相以及還原政治受害者之冤屈。二二八事件除了直接的導火線－專賣局

查緝員於台北市查緝私菸一事，政府當局後續的審查、鎮壓行動更是牽連了許

多民眾，逐漸形成了執政當局的高壓統治。而黃榮燦的知名木刻版畫〈恐怖的

檢查〉（圖十一），就是因應此事件而生。 

 

        作為戰後初期從中國來台的版畫家，黃榮燦與當時代其他中國版畫家有其

共通點，即是繼承了魯迅的左翼木刻版畫運動。此一運動興起於國民政府對日

抗戰時期，由於木刻版畫媒材本身的特點是可以快速製作、大量印刷，適合印

於文宣、報紙上達到宣傳效果，且木刻的筆觸樸實、渾雄有力，對於想表達的

議題可以產生堅定之感，因此在時代的需求下大力開展。戰後初期，兩岸開始

出現大規模的交流，當時來台的木刻版畫家有朱鳴岡、荒烟、王麥桿、汪刃鋒、

劉侖等，他們有人來台辦展或於報社擔任編輯工作，而黃榮燦則是自行申請赴

台擔任教職，在通過招聘考試後即來到台灣。對於木刻版畫的推廣，黃榮燦在

台期間曾和朱鳴岡合辦木刻講習班集木刻講座，可見其對木刻運動的積極態度。

112
 

         黃榮燦的木刻創作延續了左翼木刻版畫運動之理念，秉持社會寫實的風格，

關注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實況，並且率直地描寫刻畫，黃榮燦本身即推崇新現

實主義，他曾在〈新現實的美術在中國〉一文中提到： 

 

在這滿目創傷的中國，歷史不允許藝術黑暗時代的野獸派，立體派，未來

派在中國存在。歷史卻要新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在中國茂盛，因為我們應該

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個健壯的全體不可。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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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理念下，黃榮燦對於藝術應用於社會具有特定使命感，取材自勞動人民

的生活即是一種重點體現，也呼應了魯迅「碰見即寫」、「放刀直幹」的說法。 

 

〈恐怖的檢查〉一作 早出現於 1947 年 4 月 28 日上海《文匯報》，也就是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同一年，當時黃榮燦擔任《人民導報》編輯一職，並且因其

身份與台灣文化人士多有交流，以其左翼思想及對基層人民的關心，不難想見

其對於事件的反應。他用擅長之木刻版畫描繪了事件情景，用藝術形式即時地

對事件做了詮釋及見證，畫作的呈現並不代表黃榮燦當時在場，而是一種藝術

家對政治議題、社會事件的關心和理解。 

 

  在〈恐怖的檢查〉中觀者可以看到畫面前景是數名無助的民眾和翻倒的小

桌，桌上散落的香煙盒，也就是此事件的主角之一。左方正面面對的官員正拿

著手槍射擊手無寸鐵的人民，黃榮燦將其描繪成帶有笑容，使整體氣氛更加詭

譎可怖，面帶笑容的開槍使官員顯得更加不近人情。除此之外， 左方有一使

用陽刻表現的衛兵正用槍托攻擊抱著孩童的婦人，上下之間顯示公權力與民間

的衝突，而其他衛兵則在後方卡車上漠然地看著一切，更強調了冷酷之感。此

事件共造成了一死一傷的結果，顯示在〈恐怖的檢查〉畫面右下角有一倒下的

民眾，畫中 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高舉雙手表示投降意味的女性，她的衣裙

隨著水平線呈現的風力飄蕩，頭髮向上豎起，臉上顯現驚恐的表情。高舉的雙

手就像是前文所提西班牙畫家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

1828）於 1814 年的畫作〈1808 年 5 月 3 日〉中，在半島戰爭受害的西班牙人。

這兩個作品同樣是控訴政權的殘忍以及不公義對人民造成的傷害，也同樣將畫

面重點放在毫無反抗能力的人民身上，對比於擁有槍枝與權力的軍人和衛兵，

產生相當大的衝突和諷刺感。 

 

〈恐怖的檢查〉是黃榮燦對於二二八事件直接的詮釋，在構圖上於上半部使

用穩重的卡車配合下方的橫向陣風，垂直向則用人物使畫面充足。比較特別的

是，他在作品中將前景女性的身形，不合畫面比例的放大。這是作者訴諸於情

感的藝術表達，明顯地表示出他想突出人民的無助和呼救，進而喚起觀者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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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就有如他曾經提出的批評：「美術家應該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導師，所以美

術家不能自我淘汰於脫離時代的意義，美術創作的發展是不能逃避現實的啊！」

114
對於黃榮燦而言，藝術應與現實結合，左翼思想對於政治迫害議題的關懷已

經根植於他的思想中，以一種內化的姿態向外開展，形成這幅對公權力提出控

訴的木刻版畫，雖然首先是在上海刊出，但依舊具有揭露的力量，是藝術家於

戰後運用作品展現政治事件的關懷之事實。 

 

  美術評論家吳步乃曾表示〈恐怖的檢查〉一畫可能是 早、也是 快的關

於二二八歷史悲劇的形象紀錄，也可能是當時唯一的美術作品，無疑是藝術作

品上珍貴的歷史文獻。
115

黃榮燦以其擁有之技能以及左翼思想理念，對於獨裁

政權反應的行為，透過藝術形式呈現了民眾對政治現況的不滿。在當時混亂的

局面，他的作品並無法撼動政權或改變現實，更多的是藝術家個人意識對於社

會之責任和對弱者之同情，也是對於人道精神之展現。 

 

        在木刻版畫藝術家的身份之外，黃榮燦也是政治受難者，相較於其他來台

後又離台之木刻版畫家，黃榮燦在發表〈恐怖的檢查〉之後仍留在台灣，後來

更因牽連政治案件被羅織罪名而遭到槍決，他的鮮血雖留在了馬場町，但其名

與作品卻將銘刻在臺灣美術史的一頁上。 

 

二、朱鳴岡 

 朱鳴岡與黃榮燦的身份相似，都是國民政府來台初期從中國渡海而來之木

刻版畫家，曾在台灣進行辦展、講座等推廣木刻的活動。雖然其隨後即離台，

但仍留下許多以台灣人民生活寫照為題之木刻作品。在理念上，朱鳴岡也屬於

對日抗戰時期木刻運動的一員，曾參加「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並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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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福建改進出版社《戰時木刻畫報》編輯，承繼了魯迅的對木刻版畫的左翼思想，

強調體察人民辛勞，以社會關懷的角度刻畫作品。
116

 

 

 1948 年在香港發表的〈迫害〉（圖十二）則是朱鳴岡從人民生活刻畫的

主題，轉而向政治事件的描寫。作品表現的是台大教授許壽裳（1883-1948）遭

到特務綁架，手中書籍散落一地的情景。
117

由畫中表現的形象可見朱鳴岡對於

政治迫害的不滿，簡潔有力的構圖呈現三位平行而立的人，左右兩位特務都是

大面積的陽刻，對稱的形式對畫面中央產生壓力，左邊的一位伸手扯住教授的

衣領，右方的則是扯住教授的手臂，並拿槍抵住教授的腰間，可見其對於政權

暴力的直接描繪。由於朱鳴岡本身也曾經歷過情治單位的警告，就使用了禁書

的主題表現當權者使人民驚恐不已卻無力抵抗的霸道。 

 

 朱鳴岡 1947 年曾在台灣師範學院任職，於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離台，這

批左翼木刻版畫家的作品碰觸了政治敏感的議題，直到多年後才集結在國立台

灣美術館的展覽「時代的他者──二二八年代的美術見證」中一起展出，展覽

共收錄了荒烟、黃榮燦、朱鳴岡等版畫家的作品，呈現了當時木刻版畫家的政

治事件關懷，同時也是時代的見證。
118

 

 

三、荒烟 

 同期同樣以政府施政不當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為控訴當權者的作品，還有

荒烟的〈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圖十三）。荒烟本名張偉耀，曾於香

港《大公報》刊登版畫作品，於 1946 年來台後，在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美術。

荒烟在台灣觀察而做的作品包含下層人民生活，就如同其他左派木刻版畫家，

人道主義的社會關懷是他們共同秉持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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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投射，此作的創作由來

較為特殊，在事發當時任教職的荒烟因為沒有課，就親自趕到了現場，感受了

群眾激烈的不滿情緒，以及混亂的事件場面。
119

魯迅曾經表示生活經驗與木刻

版畫創作間的重要關聯，他說：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鬥，這自然並不是錯

的，但如自己並不在這樣的漩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使以意為之，那就

絕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為藝術。所以我的意見，以為一個藝術家，

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
120

 

 

  由此可見魯迅對於實際社會參與的重視，版畫家所要做不僅是充實技法，

更要走出家中觀察社會動向、人民生活百態。荒烟在經歷事件過後感到思潮

起伏，便要將其所感轉譯為版畫作品，〈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的原

題名為〈民主的火炬〉是同時為了紀念遭暗殺的聞一多，後來使用了更加有

力的名稱，以一個人對比千萬人，是為了表現「人民力量的不可阻擋。」
121

 

 

  〈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的畫面安排仍保留了原題的火炬，火把

在人們手中傳遞，象徵了不停息的抗爭，細密的木刻線條聚焦在前景的人物

上，陽刻的身影配合火炬十分搶眼，而背景則是佈滿了聲援的群眾，聲勢壯

大的從左方延伸至右後方，中央則是熊熊的火燄。人物們面部表情肅穆但是

堅定，左方的男子看著倒下的聞一多，從他的手中接過火炬，右方男子則昂

首闊步地伸直雙手舉起火炬，氣氛緊繃壯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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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恐怖的檢查〉、〈迫害〉人民在其中屬於受害者的角色，

〈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則往前探進一步，表現人民起身反抗壓迫，

並且意圖表示獨裁的政權終究無法抵抗多數人民的意志，讓作品本身增添了

許多積極力量，對當權者來說，〈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這件作品，

是已經出現更具有造反、挑釁政府的意味，在與政治產生交會的藝術中，無

疑是更具突破性的一幅先例作品。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由於環境動亂惡化，荒烟於 1948 年前往香港，

並在港完成此作發表於《大公報》，他曾數度更改此作，耗費許多心力才完

成。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左派木刻版畫家們不同的詮釋方

式，有的為受害者發聲，有的選擇激勵大眾，不論是何者都具有相當程度的

社會關懷與同情，願意站在弱者的這一邊，以刀代筆刻畫聲援。 

 

四、李石樵 

  戰後的台灣藝術界掀起一股反映現實的藝術風格，該時的官方美展「台灣

省全省美術展覽會」，亦有一陣社會寫實藝術的品評風潮。社會寫實的藝術風

格，與自戰前延續至該時藝文界、知識份子等人對左翼思想的追求風氣有關。

這股左翼思想與戰後來台以魯迅為中心的左翼人士的根源有些不同，這股勢力

是於戰前台灣自身所展開一直延續下來的思想傳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本土

路線」。而李石樵，正是本省籍藝術家中，創作政治議題描繪作品 具代表性

的一位藝術家。 

 

  李石樵是台灣日本殖民時期 早留學日本的一批藝術家之一，1935 年畢業

於東京美術學校，是台灣西洋藝術觀念開拓的重要先鋒之一。他於戰後，作品

明顯具有反映時下社會的現實狀態特色。李石樵月報《新新》所主辦的座談會

上表示：「只有畫家本人可以了解，但他人無法了解的美術，乃是脫離民眾的。

這樣的美術不配稱為民主主義文化，若今後的政治屬於民眾時，美術和文化亦



 

  64 

應屬於民眾。」
122

這樣的言論呼應了當時推動當時王白淵所提倡的「民主主義

美術路線」
123

，可見當時李石樵的幾張經典創作是有意識地去佈局，以傳達對

公眾社會的理想以及期待。他於三〇年代就開始嘗試群像的油畫創作，奠定了

往後展現社會意識的藝術作品的技術表現，除了年代較早作品〈河邊洗衣〉

（圖十四）為雙人像外，其於皆是以群像的手法表現，以於作品中展現更寫實

的生活樣貌，並營造出具戲劇性的強烈對比。 

 

  1946 年的作品〈市場口〉，描繪的是那個年代一班老百姓的生活百態，市

場之中穿著汗衫販賣米的小販無論在衣著或是皮膚上都不甚清潔，黝黑的膚色

看得出低下階層的人民生活幾乎需要經歷長時間陽光曝曬的煎熬，旁邊待著一

隻黑狗，骨瘦如柴，展現出市井小民的物資匱乏狀態，而作品中央煩而突兀地

構思了一位衣著時髦的年輕女子，其氣質與用品的選用上彷彿不該出現於這個

場所，可見李石樵置放這樣鮮明對比、不協調的景象是有意佈局之的，這件作

品絕非單純見物描景。明顯地，李石樵在那個時代欲以藝術作為政治動盪對社

會、生活的影響的傳達媒介，是有其使命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場口〉被完成的時候，台灣社會當下的狀態正因為

高的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的政策下，頒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

條例〉，使行政、立法、軍事權全攬於陳儀一身。而陳儀的用人政策則是以大

陸各省來台人士為優先，輕視台籍人士的政治參與，尤其是在越高級的公務行

政部門越是如此，導致公務人員的台籍人士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較日本殖民時

期比例更低，並且有同工不同酬的的差別待遇。而李石樵本人也確實反應過

                                                   
122

李石樵參與 1946 年舉辦的「談臺灣文化前途」座談會講話部分內容，《新新》，第七期，1946 年 10 月，

復刻本(臺北：傳文文化，1995)，頁 4-9。轉引自夏亞拿，〈戰後初期 1945-1949- 李石樵的寫實群像畫與臺

灣社會〉，《議藝份子》，第 10 期，2008 年，頁 62。 
123

在 1947 年台灣文化促進會主辦的美術座談會上，王白淵的發言中提到「今後台灣美術的發展應 該朝民

主主義的方向走」，會中獲李石樵等人的應和。引自謝里法，〈台灣美術發展史上的國家認同意涵 ──

以二十世紀東方媒材繪畫的命名為例 〉，收錄於施正鋒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市 : 臺灣國際

研究學會出版 : 翰蘆圖書總經銷,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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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口〉此幅作品是針對陳儀政策之下的「唯一報告書。」
124

從作者的口述

顯示，此作顯然是有意對政府施政表達不滿的意圖的。 

 

        而〈市場口〉在第一屆「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正式發表後被熱議，並

且也被視作是台灣藝術界現實描繪的先鋒。蘇新在《台灣文化》中評論〈市場

口〉道：『不幸的台灣人，個個都稱讚說「宛如把台灣現狀縮寫在一幅

圖」！』；
125

而王白淵更在《台灣新生報》撰寫對第一次省展的賞後心得時提

到李石樵的市場口：「他抱著真誠的創作態度，勇敢第一步跨出沙龍藝術，直

接面對冷酷的現實。從這層意義來看，不論對他自己會對台灣藝術界而言，

〈市場（口）〉這幅畫都是重要的轉變。」
126

都能夠證實李石樵創作的這幅作

品，是藝術反映社會現實，揭露醜惡的先鋒，也是忠實描繪政治局勢對社會影

響的藝術作品。 

 

  李石樵於 1946 年完成的作品〈河邊洗衣〉，也是一的大的突破，雖然在表

現的技法還是較為不熟練，
127

展現議題的層次上也並不如後續的作品來得豐富，

但爬梳在此作問世之前的台灣人物畫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正在表現的行爲與現

實的日常生活行為並不能連結，大多以端坐、沈思、佇立等刻意擺顯的姿勢，

而〈河邊洗衣〉則將畫中人物安排於正在做日常忙活的洗衣場面。作品中於河

邊兩名女子，一名手持台灣民間在傳統上，普遍使用的「搪瓷臉盆」，盆內裝

滿已洗滌完畢的衣物，而另一名女子則手掛竹簍，一樣裝滿衣物，而身後以布

包覆，背著一名嬰孩，一手忙於家務，一手照護家中幼兒的忙亂景象如實呈現，

並且作品遠方隱約可見台北橋的景象，以光源可以判斷方位，應是清晨黎明之

時，展現出當時一般百姓生活粗重且辛勞的景象。 

                                                   
124

王俊明，〈洋畫壇の權威──李石樵畫伯を訪ねて〉，《新新》第 7 期，1946 年 10 月，覆刻版（台北： 

傳文，1995），頁 21。  
125

蘇新，〈也漫談台灣藝文壇〉，《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7 年 1 月。覆刻版，Ｖ.1，台北：傳

文，1994 年。 
126

王白淵，〈永遠に藝術なるもの----第一次省展を見て〉，《台灣新生報》，1946 年 10 月 23 日（四）

第二版；轉引自顏娟英，〈戰後初期的反省與幻滅〉，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論

文集》 ，台北：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1998 年，頁 83。 
127

顏娟英，〈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省與幻滅〉，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論文集》 

台北：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1998 年，頁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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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市場口〉於第一屆省展發表之後，李石樵又於第二屆省展發表作品

〈建設〉（圖十五），而該年（1947），便是台灣發生震驚一時的二二八事件

之年份，一個因新政權掌權以來不當的施政措施，使通貨膨脹不止的經濟不穩

定局勢，而官方又不斷把持民生物資的專賣權利，民生困苦潦倒又多有不服，

終於在一場不當查緝私菸的事件下爆發了全台大規模的官民與族群間的衝突事

件。 

 

〈建設〉的畫面之中，看到許多勞動階層的工人，赤裸上身以人力搬運建

設所需的材料。從背景看來帶藍色的天空映襯著高聳雪白的建築物，透露出一

種充滿希望的繁榮光景，受二戰影響，百廢待舉的台灣，重建出永世家園的美

好景象。
128

而反觀畫面中心所安排的兩位身穿白色襯衫的男人，與圖中其他任

何人物的造型反差極強，並且若從兩人互動的姿勢以及目光的方向，應該是與

此建設有關的高階人士。如此的安排，令人連結到〈市場口〉中那帶有傲氣的

海派女士，凸顯出台灣當時的社會階級狀態。這樣的人物安置反差同樣在建築

的安排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上述百工興業的雪白建築背景，李石樵以於畫面左

方的殘破建築作為中景，暗淡的色彩與其背景形成強烈的對比，可見李石樵在

此作品之中刻意展現民生的階級差異與當時執政者高空樓閣不能體察民意的社

會現況。 

 

在畫中可以見到李石樵對於理想的表現，他將不存在於台灣現實中的希臘

式風格建築置於左方中景，而右方背景更是陳列了如神殿遺跡和石柱的物體，

這種融合理想與現實的手法有如古典主義風景畫一般，將不同元素並至於畫面

中，風景畫家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ain，1602-1682）就在自然景觀中放入

希臘神殿的建築遺跡來達到莊嚴的效果，這樣的風景畫描繪的是話家自身的感

受，是一種理想化的複合景觀。李石樵的〈建設〉把崇高的建築形式與勞動人

民放在同一畫面中，產生社會建設理想與真實情況的強烈衝突感，在二二八事

件發生當時的觀看者眼中，應該能體會到李石樵歌頌建設大計之外的言外之音。 

                                                   
128

李欽賢，《高彩・智性 李石樵》，台北：雄獅美術，2000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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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設〉這件作品之中， 顯然對現實社會、政治議題產生連結的部分，

則是在於畫面左方一攤賣菸的攤販，坐著一名女子，另有一名少年，手持多種

香煙在攤子外兜售，暗示了當時 敏感的政治議題－因查緝私菸啊引爆的二二

八事件。作品中菸攤婦女顯然與作品場景並不搭調，而兜售的少年更是與強壯

的建築工人形成一個銷售的對比，看得出是李石樵以凸顯現實政治事件的刻意

安排。顯示李石樵在追求藝術成就的同時，也受到時下社會事件的影響，安插

於作品中。他的政治關懷是較於沈穩、含蓄的，他並非以直接揭示、諷刺的手

段，而是用精練的藝術語言提出他所觀察到的社會矛盾現象，從 1946 年的〈市

場口〉、〈河邊洗衣〉到 1947 年的〈建設〉，可以看出李石樵是十分關心社會

變化的，他敏銳的觀察到民生上的問題，民眾與政府間的衝突，以及人民對戰

後理想社會的破滅。在二二八事件後，左翼木刻活動遭到打壓，美術界的左派

聲浪被刻意降低，藝術家為社會發聲的空間不斷被壓縮，在此風尖浪口上，李

石樵選擇用諷刺的方式提出他的不滿，即便在事件後噤若寒蟬的世道，仍不能

抵擋李石樵對政治議題的批判。而二二八事件後，李石樵 重要的政治批判作

品，便是 1964 年的〈大將軍〉（圖十六）以及〈避難〉（圖十七）。 

 

1964 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因為不滿執政

者的專制以及經濟的腐敗，大力提出「反攻大陸」根本只是口號而不可能實現，

並且批評這個政策下對台灣的草率以及消耗。在那個動則得咎的恐怖年代，他

們勇敢提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重新制憲與尊重人權」的主張，並且

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遭到執政當局逮捕。雖然彭氏三人的思想遭到鎮壓，

被迫入獄或是潛逃，但這股早已壓在民心中感受，在這個事件下共振了起來。 

 

李石樵早已有政治關懷的意識，自然受到感招，在藝術方面宣洩自身的不

滿，也以畫筆提出控訴，在自家畫室秘密創作品〈大將軍〉和〈避難〉。李石

樵過去畫風寫實，不管人物畫還是風景畫，在用色上都以溫暖柔和的調性為主，

而〈大將軍〉卻一別往常地昏暗冷冽，畫中為一肖像感十足的人物畫，卻也有

別以往寫實畫風而帶入奇幻、表現主義的畫風，人物面目猙獰、呲牙咧嘴，讓

人看了都不寒而慄。但這樣駭人的肖像，從圖像上又有對蔣介石形象強烈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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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味，並且在形式上具有強烈的儀式感，彷彿喪禮般莊嚴肅穆，諷刺感十足。

同年另一作品〈避難〉，描繪基層民眾悽苦景象，作品中的男人穿著襯衫西褲，

或許並非農工階層而是知識份子，但赤腳逃難，手牽一個男孩，身後又背著另

一位嬰兒，沒有明說但一眼便能辨認的形象標幟，明顯有意呈現出時代中政治

迫害嚴重的氛圍，表現出台灣人在大環境下集體苦難的命運。 

 

這樣的作品圖像在戒嚴封閉的年代是危險的禁忌，李石樵仍然用畫筆勇敢

揭露時代下的威權壓迫，並且呈現它，秘密完成畫作後，就將作品隱藏在自家

畫室之中，經過漫長的等待和封陳，直到台灣解嚴走向民主之後，這些珍貴的

時代見證才得以公開展示。從作者慣用風格的刻意跳脫、作品圖像內容的表現，

以及藝術家刻意隱瞞創作的動作，可以看出李石樵是有自覺地以繪畫對當時緊

張的政治議題進行對抗的。也證實了，在解嚴前的時代，政治思想在藝術界並

非不存在，而是被刻意壓抑住，或是被有意引導往執政者樂見的方向去的。 

 

 

小結 

      賴明珠曾將戰後至解嚴兩大藝術主導體系以「本土群」及「異鄉群」論述

之，也就是日本美術教育的本省延續，以及戰後來自中國各省的藝術份子移民。

「本土群」的藝術家在延續自身的創作者定位，依靠的是官辦美展的肯定來累

積自身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129

因此創作方向及思想大量地受到

官辦美展品味的箝制，甚至被批評為日本殖民者對地方色彩意淫的遺緒

（legacy）。
130

而「異鄉群」多是受過中國各地正規的美術訓練，因戰亂輾轉來

到台灣。他們所背負的是中華民族的正統性，透過國家機制以及國際抵禦「共

匪」的政治戰線，在不違執政者施政的方針以及接軌國際的現代化風格下，歸

納出了「抽象」的 大公約數，並且屢屢在國際雙年展上獲得肯定。而以「抽

                                                   
129

布爾迪厄認為「在文化場域（藝術或文學等）之內，文化創作者所競爭的主要乃是名氣、尊崇和聲望等

之權威，此權威的基礎乃是象徵/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他更認為文化創作者所累積的這些名氣、

尊崇和聲望等，就是某種資本，稱作「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參見許嘉猷，〈布爾迪厄論西方純美

學與藝術場域的自主化──藝術社會學之凝視〉。《歐美研究》第 34 期第 3 卷，2004 年， 頁 363。 
130

賴明珠，〈風土之眼－藝術遠則與實踐〉，王美雲執行編輯，《風土之眼－呂鐵州、許深州膠彩畫紀念聯

展》，台中市：國立台灣美術館，2015 年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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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名的「新興藝術」，在國家政治、外交及文化治理（governing）的規訓

（discipline）下，儼然成為戒嚴後台灣 具權威、合法性的現代藝術象徵資本。 

 

        無論是賴明珠所述的「本土群」或是「異鄉群」，台灣藝術在各自擁護的

創作核心中，明顯地都為了獲取足夠份量的「象徵資本」而贏得藝術場域之中

的名望或是聲望等「象徵權利（symbolic power）」，而在解嚴之前藝術的象徵

資本，實然掌握在執政者的政治盤算以及政策之下，並非是自主形成的生態系

統。
131

而這樣的藝術環境產生出一種「慣習（habitus）」，使得整個藝術體系

從教育、審美、獎項到市場等等「表現出相似的稟性（disposition）」
132

而失

去藝術的反身性以及批判性。 

 

        戰後近四十年的台灣，除了自身有限的藝術思想資源以及拓展外，在與現

實連結藝術表現以及藝術所關注的主體，是受到國家意志主導的立場引導與壓

迫的，作品上對政治的其他思想形式表達不受到鼓勵，更遑論批判的態度，反

而是以宣傳執政者立場為主軸，不具有政治的批判性。總之，從戰後一直到解

嚴，除了國家政策的鼓吹導向之外，台灣的藝術史中自主發展性較強的幾個主

流系統，無論是受到日式的間接西洋美術教育影響或是中國傳統水墨的根源影

響，抑或是現代主義影響，在光譜上也仍然皆是偏向孤立主義、形式主義的藝

術形態，藝術基本上是形式、技術導向的。即便在藝術發展的過程，曾經有幾

度時期有些許藝術家發展出具有政治關懷的藝術作品，但也都隨即受到官方以

及歷史事件的打擊。 

 

        而本章上文所述之，乃為戰後至八〇年代前，台灣藝術與政治議題 為接

近的作品案例以及台灣藝術的政治思想主要起源，相形於整體台灣藝術史的脈

絡之下，已經屬於少數以及非主流的，通過對這些案例的並排以及思想的梳理，

依然可見台灣藝術家在非常早期的時候就對政治議題有其關懷的方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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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珠，〈自由脫逸－域內/外的發聲〉，《機制‧移行．內外—重建臺灣藝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中市：國立台灣美術館，2019 年 9 月，頁 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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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布迪厄論知識場域和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70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 年

4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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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整體前八〇年代藝術的政治描繪，即便有零星先例，但於本文所探討的藝

術「批判性」，仍然有所差距。 

 

        戰後至八〇年代這近四十年的藝術，無論是本土脈絡或是移民來台的藝術

家，更多專注於將社會真相「揭露」，呈現社會上市井小民的真實狀態，更類

似於社會寫實的路線，甚至帶有一些宣傳意味，而對於藝術家本人內在的理想

主義，並未能在其作品間觀察到身先士卒的企圖心。也就是說，即便政治的思

想與意識已經有與藝術交會之處，作品中也出現了敏感的政治議題，戰後近四

十年的台灣藝術，作品中帶有意識形態，而企圖威脅、衝撞社會體制，以期將

社會扭轉為藝術家自身所認為的理想狀態之批判性，仍然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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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從缺席到高漲的藝術政治批判性 
 

        根據前文討論台灣八〇年代解嚴氛圍以前，仍然具有些許帶有政治關懷的

藝術表現，但比起整個藝術史的路線回顧來看，不僅是直面的力道有限，並且

從來不曾真正形成藝術界一股典範。甚至以梅丁衍的看法，它們「在美術史論

述之中始終是缺席的。」
133

而本章回顧解嚴前所提及的零星作者、思想線路以

及作品，只能算是少數，而且僅僅是隱身在作品、藝術的主流論述背後的一股

潛流而已。整體台灣戰後的主流論述，還是以討論歷經日本時期的前輩藝術家

所在地接手的「官辦美展」體系、正統國畫論爭論戰、歐美的抽象藝術的衝擊

以及鄉土寫實主義為主。 

 

        從案例來看，以哈伯瑪斯所述人類本能對「解放的興趣」的角度分析，台

灣藝術界對不自由狀態欲解放的因子是持續存在的，但由於外在條件的壓力及

對「象徵資本」的極權掌握，對抗政府的力道被長期的壓制住了。然而在這樣

的條件及累積的壓力之下，一旦社會結構發生些許變遷，產生對極權解構的有

利條件時，就隨時能夠導致政治批判的浪潮爆發。 

 

        在台灣藝術史中，若包含受殖民的時間，藝術的政治批判性格約莫有著八

十個年頭的缺席，透過些許文獻、歷史事件的回顧，能夠來分析出其中缺席的

原因。而這些因素是多面向的，由於台灣社會以及藝術界的批判因子並非自主

地不存在，而是包含著外力的引導以及壓制的條件因素形塑的某種「典範」，

這個典範使藝術界長期受其宰制而形成了一種脫離現實的秉性。 

 

        而到八〇年代描繪政治議題的藝術作品，確實在批判的力道上有顯著的高

漲現象。從歷史情境來看，到解嚴前若干年的社會狀況，國家機器對藝術的管

控條件到了飽和的狀態，而藝術的自我壓抑以及迴避現實的狀況也到了極限，

使長期在高塔上的藝術，發生轉而對公共領域、政治相關的現實議題介入、批

判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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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丁衍，〈由「光復初期」的美術現象環視二・二八風景〉，歷史月刊，第 217 期，2006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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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筆者將針對過去對政治批判缺席的內外條件因素進行整理，以藝術思

想的自主演化、國家機制的路線帶動以及國家機制的壓抑三個層面分頭論述之，

以交織出解嚴氛圍前政治批判性缺席的社會、思想面向的成因。並且，將分析

缺席的條件因素如何演變，以至於到解嚴前若干年，在軟體、思想上，藝術面

臨不得不開始面往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對政治的批判的路徑轉移。 

 

 

第一節、八〇年代前政治批判的缺席因素 

一、藝術思想的自主演化 

        戰後官辦美展的審查品味有日本殖民時期所辦之官方美展的延續意味，整

體調性仍建立在運用受印象派影響的繪畫技巧為主。由於台灣的西方繪畫觀念

是承襲間接由日本輾轉取得的印象派觀念，是一個失根且直接嫁接萌發的繪畫

觀念，對於實質歐洲藝術發展的銜接性是具有去脈絡化的特性。因此，台灣的

官辦美展風格，是沒有承襲印象派在歐洲對於古典繪畫本質上的革命批判內涵

以及觀念，只直接挪用了繪畫技巧來呈現台灣所見的題材，形成獨特的台灣繪

畫、雕塑風格群像，普遍稱呼這些藝術家為「台灣前輩藝術家」。
134

這些台灣

第一批西畫家在繪畫資源有限的時代，師承關係以及資源有限，又受到官辦美

展的品味限制，很容易形成一種體制化的狀態，主要還是以呈現技巧、形式為

主，受到青睞的構圖以及風景題材，例如觀音山、春秋閣等，甚至可以發現有

非常多重複繪畫的狀況，可見作品呈現的內容並非作品的主體，而是以呈現內

容的技術以及形式手法來彰顯個別藝術家的差異性以及價值。即便在脫離受殖

民的初幾年，官辦美展出現過大量生活題材的作品風格，也一度掀起帶批判性

格的左翼風潮，
135

但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帶來的社會緊張，以及隨即而來的

戒嚴，這批本省藝術家也隨即噤聲，甚至被捕、隱身，這段 具啟發性的社會

學美學理念，在諸多回顧台灣美術史的論述中始終沒有辦法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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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群解嚴前台灣藝術史的主流論述便是書畫水墨的藝術發展，台灣本地

的筆墨發展，在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積極培育日本畫的後進，經過台灣與日

本的文化的陶冶，成為鮮明的自身風格，林玉山、郭雪湖以陳進更是以「台展

三少年」的封號延續了東亞書畫的傳統。隨著戰後遷台的大量中國移民中，包

含許多傳承自中國傳統水墨畫的藝術家，包括姚夢谷、胡克敏、馬壽華、黃君

璧、傅娟夫等人，從中原移入台灣的水墨，在本質上是以傳統中國水墨畫追求

氣韻生動為基礎展開演化的，而傳統水墨畫追求的筆墨趣味，對於現實社會的

關照並不追求。而兩股主要影響台灣水墨發展的文化根源所激發的發展，廖新

田說： 

 

日本與中國兩股文化浪花在戰後激盪，加上新世代傾心現代抽象畫以及熱

衷於傳統書畫之改良，台灣水墨的發展已經大大地「偏離」了中原書畫的

文人規範，以現代（抽象）與在地（寫生）為軸，開發出新的水墨品種，

其 DNA 是多樣的，因此難以歸類其影響因素，雖然材質與工具上仍可見出

傳統起源。
136

 

 

        可見，水墨畫在台灣的在地發酵，雖然已經不同於中國傳統與現實斷裂的

那種「師造化得心源」神遊狀態，也不只單純考慮筆墨趣味以及氣韻生動，但

是戰後的碰撞，主要朝向水墨與抽象、寫生的融合激盪，對於現實社會深度的

關懷及連結則不多見，作品之中帶有政治批判的也較少。 

 

        台灣五、六〇年代受現代主義思潮興起的期間，藝術的形式語言更被強調，

反而刻意弱化了藝術反映現實的條件。
137

「東方」及「五月」兩大畫會的活躍

在台灣掀起一陣抽象藝術的風潮。而依照在國際上將現代主義推向抽象藝術的

重要推手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的主張，現代藝術的精華在

於運用某種學科的特殊方式來批判該學科自身，這就是所謂的內在批評，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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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田，〈從氣韻生動到寫生：傅狷夫水墨的地方演繹〉，《傅狷夫教授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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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幻象空間的開拓者－曲德義的抽象繪畫〉，典藏今藝術，2012.6，頁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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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領域而言，符合現代主義精神的藝術，藝術的主題就是藝術本身。
138

也因此，

抽象藝術的精髓便是在自我意識之下凸顯形式，降低藝術對其他學科之間的交

互作用。如此得前提下，以「東方」及「五月」畫會所帶起的台灣戰後抽象浪

潮，也降低了台灣藝術作品對政治批判的作品發展。 

 

        而到了七〇年代，台灣在本土以及國際都遭遇不同的挑戰，可謂風雲變色

的一個時期，在 1971 年由於美國欲拉攏中共的力量抵制蘇俄，遂讓中國加入聯

合國，同年台灣也因此退出聯合國。並且由釣魚臺歸屬的主權問題，知識份子

也發起一連串的保釣運動，強調外抗強權、內爭主權。在此國際局勢動盪的時

局，一股民族意識運動的風潮也襲向了文化層面。對於主權的不確定性，以及

受到國際打壓後關注自身的轉向，首先在文學上產生鄉土運動的作用，出現了

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等以現實主義、市井小民題材為內容的小說，在反美、

反日，反西化思潮的意識下，開始挖掘及反思屬於台灣本土的事物。除了文學，

也逐漸擴展到電影、音樂等層面，可謂是在文化各方面都遭受影響。這個以文

學為主的鄉土主義運動，正是後來於八〇年代藝文界的知識份子逐漸走上政治

立場鮮明，具有意識形態及批判色彩的重要基礎。相較於文學領域，藝術領域

在這波鄉土主義運動的影響，卻與後來到解嚴前後藝術的政治批判之間是有斷

裂存在的。 

 

        七〇年代藝術方向也出現一股推崇本土、草根的風潮、以臺灣鄉土為主題

的作品風格。然而，因為鄉土意識的崛起，台灣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的前輩藝術

家因為長期鍾情對於台灣風土的描繪，而再次掀起藝術界的重視，在藝術市場

上獲得成功。而這些前輩畫家中，也有為數不少在各大專院校中擔綱美術教育

的要角，在市場與學院雙向的推波助燃之下，台灣的鄉土美術逐漸轉為公式化

地單一風格，某種藝術形式成為成功生存的唯一途徑。同時，七〇年代也是台

灣藝術媒體《雄獅雜誌》蓬勃發展的年代，媒體的價值品味直接影響了時代的

藝術風格，回顧《雄獅雜誌》所舉辦的「雄獅新人獎」評審名單以及獲獎作品

的風格，不難看出媒體對於鄉土寫實加上抒情氛圍的思古幽情有所偏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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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新人獎」所提供的獎金以及在藝術界累積象徵資本的能量巨大，而風格

多樣化的藝術獎項還尚未形成，使許多實力堅強具有天賦的藝術家產生投其所

好的狀態，台灣的美術的鄉土主義，逐漸形成無效的變相形式主義。 

 

        對於七〇年代鄉土美學的熱潮，除了上述市場、學院以及獎項偏好的影響，

也有來自外部的其他因素，如媒體大量對美國懷鄉畫家藝術家魏斯（Andrew 

Nowell Wyeth，1917-2009）繪畫的介紹，還有美國超寫實主義（Hyperrealism）

精雕細琢的繪畫風格的媒體引介，台灣藝術的年輕學子紛紛效法，逐漸形成一

種流行。然而，這樣的繪畫追求也被認為對於實際的現實層面關注不足，流於

逃避現實的形式，顯然與鄉土文學運動那股內在性的批判力道並不相稱。身處

在工商逐漸發達且城市印象大於草根景觀的七〇年代台灣，藝術風潮卻脫離現

實地不斷尋找「鄉愁」的題材。在充滿強說愁的藝術氛圍裡，藝術家的工作成

為「揹著相機到窮鄉僻壤中找尋時髦的『鄉土』。」
139

如此失去內在批判力道

以及與現實處境的切身性的藝術形式，很快面臨了空虛及凋零。 

 

二、國家機制的路線帶動 

        解嚴之前，台灣各時期的各大主流的藝術系統的演化下，本身就少有出現

過追求現實及實用性的思想，而現實主義的思想空缺，在缺乏主導下，卻是由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由黨國官方所祭出的藝文政策取得了完全的主導權。有鑒

於失守大陸的前車之鑑，台灣不僅開始了一連串的極權政治，更在藝文宣傳上

的政策大力介入，朝向為國家救亡圖存的主軸發展，強調了中共與蘇俄的主從

關係，舉起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旗幟，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化戰爭。因此，當時

的文化政策強烈扣緊民族主義，並且以「三民主義與文藝之必然關係」為基礎

開展。反共文藝成為當時執政者的核心價值，也就是文藝必須服務於三民主義

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 

 

        在一個戰爭意味濃厚的年代，推展藝文政策 有效的方式是透過軍中來培

養大批藝文青年進行具戰鬥意味的藝術活動，「文藝到軍中去」、「文化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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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國軍文藝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都是該時具有為政治

服務的文化藝術活動，藉由文學、繪畫、音樂、影劇等等媒介，為執政者所推

廣之「正確」的思想進行宣傳及改造，引起憂患意識，凝聚愛國情操。其中分

別以「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以及「中國文藝協會（簡稱文

協）」兩大組織大力推行具有官方意志的文藝運動，兩個組織都於 1950 年成立。

另一個傳達黨國思想的重要藝術培育組織，即為 1951 年成立的政工幹校美術組。 

 

        文獎會於 1951 年公佈的獎勵辦法中，規範出了八類的文藝獎，宣傳畫（包

括漫畫及木刻）以及文藝理論皆包含在其中，獎金由國民黨宣傳部第四組支持，

黨國的意志藉由高獎金的獎勵進行收編以及宣傳，確實達到極大的成效。
140

而

有鑒於社會對於國族的認同在心理層面需要再加強，中國文藝協會也隨之成立，

藉由集結各大報章雜誌媒體的力量，以宣傳國家反共抗俄的理念以及凝聚社會

認同。文協的美術委員會由時任政工幹校美術組主任的劉獅擔任主委。張道藩

在文協成立時所發表的宣言中就強調文藝工作者的時代使命以及堅定的反共抗

俄立場：「以反共抗俄為己任，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以喚醒塌陷的人心，發

揚民族正氣。」
141

劉獅同時擔任第一屆主任的政工幹校美術組，成立於 1951 年，

在美術人才培育殿堂中，是與師範大學相同能夠得到國家大量教育資源的兩所

學校。與師大培育中等學校師資的目的不同，政工幹校美術組的成立目的在於

積極培育軍事以及國政佈達的文宣人才，也因此教育方針乃著重人物速寫以及

漫畫、木刻等表現，以利在戰時物資短缺之時能仍達到快速傳播的宣傳目的，

其中較重要的教學老師如梁鼎銘、梁又銘、梁中銘三昆仲都層創作過以宣揚領

袖為主題的作品，如梁鼎銘 1951 年編繪了《中華民族奮鬥、蔣大總統革命畫

集》，梁又銘及梁中銘則更多繪製與反共抗俄主題相關的戰鬥性漫畫的繪製。 

 

        在得到國家資源大力的贊助之下，無論在宣揚反共抗俄的意識或是刻意張

揚政策所主導的中華文化之作品以及藝術家層出不窮，即便在總體的創作信仰

下是一段插曲，但也足以看出國家政策對藝術風格的引導力道。除了上述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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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三昆仲外，一生奉獻給版畫創作，並且關懷民間苦難為主要創作的陳其茂，

也曾在五〇年代的政策之下，創作大量的戰鬥文藝版畫，如〈勞軍〉（圖十

八）、〈騎兵隊〉（圖十九）；李奇茂的〈戰地送茶水〉（圖二十）、〈共生

死〉（圖二十一），並且還在 1968 年完成了一百幅全開大小的《國父行誼圖》

專輯；或是魏立之的雕塑作品〈水底神兵〉（圖二十二），在形式上都能夠看

出國家政策主導現實主義藝術的顯著身影，廣傳度跨越各種媒材、技法。 

 

三、國家機制的壓抑 

        除了以上台灣藝術界思想、風格發展內在的取徑選擇自主性以外，台灣藝

術在解嚴前的走向也受限於來自各方的外在壓力因素影響，而在有限的選擇下

發展，尤其是政治因素。始於 1949 年的戒嚴令，於台灣各界造成莫大的影響，

尤其是極需自由空間創作的藝術，影響更為重大。回顧歷史，台灣藝術受到政

治恐懼的鮮明案例屢見不鮮，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能期待藝術對政治批判

有所發揮？ 

 

        除了受到政治迫害而遭遇不測的黃榮燦，以及因思想檢查而入獄 後鬱鬱

而終的吳耀忠等鮮明的悲劇案例以外，可以從更多的事件判斷當時政治高壓的

氛圍已經明顯地影響了藝術發展的自主性。極力宣傳反共復國的五、六〇年代，

任何知識思想的探討都有可能被莫名扣上共產黨的同路人的紅帽子，席德進繫

上一條紅色領巾被舉發過、吳學讓為青年節所製作的海報畫了支紅色的火炬也

被檢討過，
142

動輒得咎的氛圍，思想自由的發展實在不容易。而何鐵華不畏恐

懼，出版了《新藝術》月刊，大舉引介西方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並延攬李仲

生、孫旗、施翠峰、陳慧坤、莊世和等人撰寫有關現代藝術的文章，也從事相

關的創作推廣。《新藝術》也並非單純以西方現代藝術為討論主體，它同時也

具備談論中國古代至今的美學思潮，自由且包羅萬象的風格，卻也帶有強悍的

筆調，何鐵華多次在雜誌上公開批評梁氏兄弟的教條化以及為威權服務的藝術

走向，並多次舉辦「自由中國美展」與之對抗，欲凝聚並建立藝術的批判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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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在政治漩渦中的臺灣美術〉，原發表於「戰後臺灣美術與環境的互動」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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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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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性十足。不過，隨著朝野僵持對立的局面之下，官方的打壓以及介入使的

《新藝術》逐漸失勢，
143

何鐵華、莊世和、李仲生等人遭到了跟蹤以及監視，

終恐怖的氛圍仍然迫使這些革命先鋒紛紛自保走散，李仲生突然於畫壇不告

而別，莊世和也離開台北還鄉屏東躲避，何鐵華更在時任中國國民黨的中央評

議委員梁寒操的作保之下，藉由出國展覽的機會輾轉赴美出走，自此告別台灣

藝術圈，明顯是政治力介入而打壓批判思想的凝聚。 

 

        另外，透過周瑛（1922-2011）的藝術創作脈絡變遷，可以看出外力迫使藝

術風格轉向的軌跡。周瑛畢業於福建師專藝術專科學校，1948 年受聘來台任教

於國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在台灣藝術史的定位上，

周瑛不僅是涉略慎廣具有威望的藝術家，更是傑出的藝術教育家，作育英才無

數。而周瑛 為人稱道的正是他對版畫藝術各種風格、技巧的熟稔運用，以及

他對台灣抽象、現代藝術的啟發。端看他於七、八〇年代的版畫作品，以各種

手法呈現版畫藝術在抽象上能呈現的獨特媒材力道以及質感，而他於台北師範

專科學校所培育出的學子門生，有許多成為後來台灣現代藝術的泰斗，例如

「東方畫會」的蕭勤、霍剛以及「現代版畫會」的李錫奇等等。
144

 

 

        從脈絡上似乎可以認定他的創作理念是有藝術純粹化並且與現實社會切割

的傾向，但事實上，從他此生其他作品可以看出，與社會連結的現實主義作品

甚至更早於其對抽象藝術的創作，並且在解嚴前後那自由氛圍蔓延時，周瑛又

再次發揮其政治批判的力道。或許現代藝術之於周瑛，更像是被迫選擇的 佳

途徑。周瑛之子周子荐回憶起其父的教學顧慮時曾說他「還要保護自己和家人，

當課程大綱訂了，不可脫軌教，有人『盯』著他，不能教『別人』看不懂的

畫。」
145

可以看出，在那個年代，藝術的思想、傳達以及創作的意志是受到國

家機制的壓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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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來台從事教職之前，周瑛在大陸的木刻版畫投稿作品可以看出其

對生活苦難的描繪以及作品中的左翼意味（圖二十三），現實主義的藝術早已

深植於其中，但隨著前文所述的國家文藝政策以及身為藝術工作者異鄉求存的

有效途徑，揭露以及批判的作品在來台以後便逐漸消失在周瑛的創作脈絡之中，

取而代之的則是充滿黨國意識的愛國版畫藝術（圖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現實主義被國家取得主導權的現象不證自明。蕭勤對周瑛的此般無奈曾述：

「他（周瑛）想遠離政治，但又是歷經國仇家恨參與了用藝術幫宣傳救國的一

代。」
146

而又在七〇年代，周瑛的作品轉為抽象的現代主義風格，也是周瑛留

給藝術界印象 深刻的風格時期。 

 

        然而，從周瑛於解嚴同年，發表了久違不見的現實主義作品〈稻草人〉

（圖二十七），其中可以看得出其對於台灣政治人物以及生態的戲謔以及諷刺，

力道十足且火侯成熟，可見長久以來周瑛對於藝術的批判意識從未消失過，而

是戰後至解嚴，台灣高壓執政四十餘年來的政治外力介入，使其不得不從夾縫

中發展出逐漸脫離社會的藝術生涯途徑，終於在解嚴前後得到了舒張。更諷刺

的是同年，周瑛卻又因其抽象的版畫作品得到「中華民國文建會主委獎」而受

到官方的認同，台灣藝術的舊典範，在解嚴前後仍然有官方的遺緒，這個矛盾

也代表著對抗體制的新觀念之起始。 

 

        周瑛創作的一生有如台灣藝術發展的縮影，事實上對社會的不滿及批判是

本來就存在於心中的，但隨著黨國的獨裁支配以及壓抑，將批判的力道被阻斷，

揚頌政權的藝術抬頭，而一味吹捧執政當局的風格不能滿足藝術家時，卻沒有

機會、途徑去拾起批判的能力， 後則逃逸往抽象藝術的世界，直到解嚴前後，

那壓抑已久的批判慾望一次解放，才又證明了台灣藝術界的批判力在戰後至解

嚴之前，事實上一直根植於「潛流」之中，尚未浮出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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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案例，有正反雙面的兩個現象可見。一面是可以證實，台灣的藝術

界的發展在解嚴之前處於長久以來的發展不自由，並且是來自於國家機制的有

意壓抑，因此，政治批判的藝術發展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但另一面來看，這

個現象也可以發現，政治批判的思維其實在台灣的藝術界並非毫無因子，也並

非藝術界從來沒有興趣，若是讓台灣藝術思想自由的發展，是有發展的契機的。

因此單純以藝術思想的自主發展無法完全涵括解嚴之前台灣藝術政治批判性的

缺席，而是有受迫而不得發展，以及國家意志的風向帶動之成分。 

 

 

第二節、往政治批判性的轉移 

        不僅台灣自身的發展，台灣同時也受到世界藝術思想觀念的流動所影響。

從全球藝術思想的發展脈絡看起，承自十八世紀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

1804）以及浪漫主義所發展出來的思想脈絡所展開的現代主義，其中的重要的

特質便是藝術必須與他者無關，如此方能保持著一個批判的、更高道德位置的

距離。戰後，把持全球藝術話語權的紐約，掀起抽想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風潮，連同歐洲、俄羅斯的抽象藝術風氣，全球的藝術主流更

逐漸將藝術帶往更純粹的境地，帶起這股風氣的重要藝評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提出藝術企圖擺脫對任何領域的依仗或是作為觸媒，方

能呈現藝術的獨立性，並且能夠以藝術本身進行自我定義的理論，大大助長了

戰後現代主義趨向抽象藝術創作的風潮，而形成典範。 

 

        隨著越發成熟的工業化以及全球化社會，高度資本主義所延伸的各種問題

逐漸浮出檯面，對理性的依賴以及實證主義的霸權造成各種異化、貧富差距、

環境污染、種族、階級等等問題。全球前衛的思想家隨即對如此的人類現況進

行省思及檢討，而「批判」的途徑，正是這個狀況下高漲的。藝術的現代主義

的絕境也與高度資本主義的困境息息相關。美國藝術家蘇齊・加布里克（Suzi 

Gablik，1943）就以《現代主義失敗了嗎》
147

以及《藝術的魅力重生》
148

兩本著

作分別精準地分析了如此現代藝術思潮的起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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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布里克在《現代主義失敗了嗎》中詳細描述現代社會的構成要素，並且

分析期與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係。在科層制度、個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社

會條件之下，藝術帶有突破的精神性被它的商品化現象完全消解，當一個社會

將意識轉化為商品，則整個藝術體制將淪為另一種商業計算，越是體制化則越

難逃脫。 

 

        也因此，現代主義如果有一種「藝術風格」的話，那就是在自我意識之下

凸顯形式。 然而，隨著追隨藝術純粹性的藝術家越來越多，逐漸顯現出為藝術

而藝術的發展模式，表面上是包容性極大，事實上因流於空洞而逐漸終結。根

據黛安娜・克蘭恩（Diana Crane，1933-）的觀察，隨著抽象藝術的風潮，藝術

環境也從一個緊密的反文化組織轉變成一系列互相環扣的次文化組織。這個組

織內的成員間直接或間接地交互作用，彼此藉由交流而形成認可，藝術家、藝

評家、藝術機構、畫商、收藏家彼此勾搭，使風格成為一個社會現象。藝術家

接受贊助者的資助而發展新的藝術風格，而贊助者也因積極參與而成為作品生

成的關鍵角色。於是藝術再也不是抒發邊緣、苦悶的道德把持者或是規範挑戰

者，而是成為社會認可的生產活動。藝術與商品間模糊的關係、與商業模式的

相互依存，使得藝術的自主性以及市場效益相互悖逆，現代藝術原先所賴以的

自我定義以及標榜的純粹與批判，就此消解，一方面是被自身所反叛的對象吸

納而成為制式的包裝，另一方面，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發達後將藝術商品化的

現實社會機制之中。
149

 

 

         從現代主義之中，如果對社會進行反映或是批判的責任在審美模式之中消

失，那現代主義之後所開展出來的藝術則會對如此的模態進行反思及超越。現

代主義在本質上是孤立、超脫以及純淨的，那麼現代主義之後的藝術將會是一

種拒斥中性、跳脫自主性迷思以及不再隔絕的藝術形式，朝向多元、混雜且跨

領域的模態。因此，藝術所應負起的責任，若不是透過社會實踐去抗拒滔滔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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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lik, Suzi（1991），王雅各譯（1998），《藝術的魅力重生》，臺北：遠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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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e, Diana（1987），張心龍譯（1996），《前衛藝術的轉型》，臺北：遠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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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就是在既有的舊秩序中，去建立一個新的典範的移轉，回歸對典範的尊

重。 

 

        承上文，在純粹進入形式而拒絕連結外界的抽象藝術之後所發展的藝術將

從封閉系統中解放。而成為可能路徑之一，即是建立在一個與社會、與環境做

積極和實用性對話，重視藝術家社會責任，並且呈現於其藝術實踐中。因此，

後現代主義的藝術，社會議題開始直接呈現於作品之中，甚至有些社會議題成

為作品本身的主體。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的藝術創造力不再單純取決於藝術

家內在封閉系統的私人天賦，而是決定於藝術形成的過程中，各種參與、關注

於其中的角色，並且討論彼此如何共構一個外在系統有機的關係。 

 

        在以《現代主義失敗了嗎》對現代主義藝術提出批判後，加布里克在 1991

年再出版《藝術的魅力重生》來回應自身所批判的現代藝術之後，當代藝術的

狀態轉移，並進而對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藝術的虛偽空洞，提出深刻的反省。

150
加布里克點出了現代美學在本質上是孤立、拒絕與社會連結的，它的殞落將

現代主義以後藝術帶往具有意圖性的藝術，也就是藝術將是有其目的、立場以

及意識形態的，拒決中性並且企圖擺脫追求純粹自主性的審美迷思。 

 

        從現代主義以降，與之共生的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套看似永續的理論架構，

卻建立於剝削、科層制度的權力結構下，推崇消費、私慾的擴張，以此作為福

利分配的準則，並且形塑出一種競爭的前提環境來彎成人的追求。這樣的社會

架構下，導致了人與人關係的斷裂，個體與個體間永遠存在競爭，並且是適者

生存的合法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是現代主義高度工業化社會中人與人間的孤立

成因，也是人與社會的聯繫斷絕的根源。也因此這個前提之下的藝術，是拒絕

與社會產生關係的。而這個狀況到了七〇年代中後期，在全球各領域發展到了

極限，隨著全球反省浪潮的崛起、批判理論的開展等因素，企圖將跨領域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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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克認為後現代主義藝術主張的批判具有漂流性太過於虛無，無助於使藝術從現代主義僵硬、空泛

的結構化困境脫身，反而讓藝術進入更晦澀孤立的境界。本文針對其主張以社會、公共議題連結的取逕探

討，加布里克對後現代主義的詳細批判本文不多加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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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的聯繫緊密化，藝術領域也受其影響，開始積極地對社會、政治提出看

法、反應及質疑。 

 

        回到台灣，如前一節所述，受到全球藝術趨勢的影響，台灣藝術發展於五、

六〇年代，也發展出將藝術推向純粹，走向抽象藝術表現形式的風潮。在「東

方」、「五月」帶起的抽象繪畫，除了企圖以東方氣質在抽象繪畫中展現出與

歐美不同的底蘊之外，基本上在本質上與現代主義的抽象概念不出左右地屬於

形式主義，對於在地社會或是國際社會上現實所發生的事情，在作品上亦是拒

絕連結的。 

         

        而國際上對現代主義發展的批判與反省展開後，也同樣影響著台灣的藝術

走向，抽象繪畫的消退、思古幽情的不足等現象逐漸浮出檯面。倪再沁曾言：

「抽象繪畫隨著西方更新潮的美術思潮傳入而逐漸衰退……『東方』、『五月』

的健將們相繼投奔現代藝術的祖國，台灣美術的抽象時代也不得不隨波而去

了。」
151

而起於七〇年代的一波鄉土運動，台灣社會開始回頭檢視工業化的生

存環境，政府經濟發展的政策與民意的矛盾衝突越來越明顯，民間的社會運動

也越來越旺盛，而針對批判體制、威權的理論學說也因應地被廣傳於台灣，黨

外雜誌、書刊等資訊在學院中流傳。但此時的藝術界如前文所述，
152

接受著這

些知識，卻無從於藝術的介面找到抒發的管道，同樣淪於公式化的藝術環境，

倪再沁曾述：「美術界在鄉土運動中缺席，令文化界十分困惑，推動此一運動

的核心人物竟無法找到像黃春明、楊青矗等類型的美術家……」
153

這樣的累積

與年輕藝術家滿腔熱血卻壓抑的苦悶，到了八〇年代已經到了極限，體制化的

藝術環境已經滿足不了當時一批接受新觀念的藝術新鮮人。 

 

        歷經經濟奇蹟的台灣，到了八〇年代儼然也成為了高度工業化社會的一份

子，現代化的生活以及經濟體制、國家政策越來越顯現出固化的枷鎖，全球面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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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在政治漩渦中的臺灣美術〉，原發表於「戰後臺灣美術與環境的互動」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立美術館，1994 年 8 月 5 日。現收錄於：倪再沁，《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市：雄獅圖書，1995

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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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制度困境也同樣降臨在台灣的社會。在這樣對制度不滿的聲浪越來越大的

情況下，受到現代主義影響而呈現保守、形式化的藝術樣態，無論在國際潮流

上的轉移或是在台灣本土發展的自身需求上，逐漸顯現出其之空洞與不足。戰

後至解嚴前長期如此體制化、公式化的藝術典範，在進入八〇年代的台灣，面

臨了需要重整的處境，也被新的藝術環境及運動者重整了。也因此，為久而久

之的斗大包袱累積下來的藝術秉性，也隨之展開了轉移。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國際化的思潮對台灣藝術的影響越來越即時，回顧藝

術純粹化追求的高漲與殞落，藝術界開始檢討藝術的體制化狀態，因為其封閉

系統的性格，使藝術越來越失去其在對現實生活與社會的立足點，社會責任的

主題在我們的審美模式中消失，這也意味著，現代主義之後的藝術所應負起的

責任，將會是透過社會實踐去彰顯藝術的價值，樹立起新的典範。
154

而這批活

躍於解嚴前後藝術家，可以說是世界潮流於台灣 早的「反應者」，卻也同時，

是台灣本土意識、社會問題、政治議題以藝術呈現 強的「反映者」。 

 

        這些藝術在戒嚴轉向解嚴的過程之中，尤其在政治議題上的發揮可以說是

展現的 為激烈，自由的風氣逐漸在八〇年代的台灣蔓延，民主的觀念、社會

運動的高漲以及生活條件的改善，使民眾對理想生活的欲求聲量漲到高點。加

上「批判理論」的思想在社會各界傳播，以批判作為爭取理想的理論基礎激起

了一波浪潮。藝術也隨之進入到更具社會性的領域，藝術家把批判性設定到作

品中更高的一個層次，甚至更提前於美感或是藝術學的審美，跳脫私人領域而

成為社會中與國家機器談判的力量。如此的氛圍使得解嚴前後的藝術進入到公

共領域，「批判」成為當時爭取民主自由、理想生活的途徑。揮別鄉土美術溫

吞不具威脅的性格，藝術在此時掌握了如此適當的途徑，政治批判的藝術作品

如補償性的爆發。也因此，此時的藝術進入到對政治批判力道 猛烈的階段。 

 

        解嚴的到來，無疑對台灣社會體制的鬆綁起來決定性的效用，《刑法 100

條》的廢除，讓台灣言論、思想、媒體等自由的基礎得以完成，解放並非一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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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但隨著以自由為 大前題的體制逐漸完善，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藝

術界所關切的議題也越發廣泛，而單單針對台灣政治議題的批判也逐漸歸於平

靜，而發展出更深層的、全人類的關懷。 

 

 

小結 

        回顧台灣藝術在八〇年代以前的發展，在種種政治、社會氛圍之下，加上

族群與族群間對藝術概念長期的碰撞與磨合，台灣的藝術創作主要訴求，一直

以來對於現實的批判與對不滿的反抗是避而遠之的，彷彿於象牙塔上追求藝術

的純粹，政治批判的形式在八〇年代以前是無從建立起的，這與藝術的辯證性

格這個先驗條件似乎是不成比例地發展。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台灣不僅開始因戰爭所帶來的破壞重建，同時也面臨

主權轉移的族群再融合。藝術家此時也一同展開「全新準備迎接新世代同時也

嚴肅地正視周遭社會的轉變，反省自己的理想、能力與社會責任。」
155

台灣的

藝術史於戰後的發展這個重建的過程之中，出現反應現實社會的藝術作品更多

於戰前，政治上的因素反映在作品的數量也一同上升。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二

二八事件的爆發，以及戒嚴的展開，政治思想的管控以及表達的限制被提升到

更高的檔次，不僅在藝術上，在文學、音樂、戲劇等創作介面上都不能自在地

展現批判的力道。同時在五、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思潮興起的期間，藝術的形式

語言更被強調，刻意弱化了藝術反映現實的條件，
156

抽象藝術趁勢興起，規避

了執政者的思想省查，或是任意藉由純粹形式的作品依附官方所需要的政治立

場。因此台灣長期掌握話語權的抽象藝術，如倪再沁所言：「避開現實，在白

色恐怖的壓制下，未能為『台灣』留下圖像的真實。」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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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娟英，〈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省與幻滅〉，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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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局勢的轉變以及更多元的知識加入，抽象風潮之後，在七〇年代

的台灣又企圖回過來檢視自身的土地與根性。經過現代詩論戰以及鄉土文學論

戰之後，鄉土意識從文學領域擴散，逐漸成為一種時代的空氣，藝術自然不能

自外於其中。但走過七〇年代，當黃春明、王禎和等鄉土文學作家、「雲門舞

集」一群舞蹈家、楊弦、李雙澤等音樂創作者在文學、舞蹈、音樂等領域為自

己發聲，也對威權挑戰之時，藝術對應到鄉土主義卻顯然顯現出難以呼應的窘

境，這也暴露出長久以來台灣的藝術在現實主義的面向上從未確確實實地扎過

根。也因此，鄉土主義之於藝術，由本為關注土地的，逐漸走向逃避現實、思

古幽情，無力扛起威脅及挑戰責任。倪再沁就言：「文學的鄉土和美術的鄉土

完全是兩回事，在台灣文學與台灣政治仍糾纏不清之時，台灣美術早已從台灣

政治中自我放逐了。」
158

 

 

        藝術的發展是脫離不了歷史、社會的，每個藝術場域所造就出的藝術風格

都參雜著社會的因素，甚至是政治的因素。回顧藝術史的發展，確實能夠看到

台灣藝術在八〇年代以前的作品脫離現實、政治議題的批判內涵。受制於高壓

的執政政策，以及官方認證的美感偏好，長期壓抑及不自由的社會風氣之下，

藝術檢視的對象往往趨於對總體環境的再現與暗示，或是風土的描繪。對於社

會的鏈結與批判，往往在作品以外的場域例如藝評、社論或是演講中產生效

應。而作品的本質與內容， 終仍著重於藝術語言的精進、再現對象的能力以

及手法的創新等學門形式之精神傳承。 

 

        台灣由戰後走向八〇年代的途中，藝術發展形成了某種體制化。這種藝術

的體制化是經過現代主義規訓的產物，它逐漸走向一種封閉的系統，使藝術越

來越失去其在社會生活中構成意義的部分。也因此，無論在人文領域所引爆的

任何新論題，一但進入藝術的探討場域便為固有的形式及體制收編，失去了產

生刺激、批判的基本根性，並且無限循環無法跳脫。如此的藝術困境，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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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而是國際藝術思潮的共同困境，更應該說，台灣的發展是受到國際思

潮的轉變一同變遷的。 

 

        國際藝術的風潮當然會是在地藝術推進的參照對象，然而對於國際藝術思

潮的切入角度以及選擇則與在地的歷史發展與彼時的社會性格息息相關，參照

與選擇之間的拉扯建立了台灣在地藝術史發展的自主性。在戒嚴以及威權的統

治狀態，思想管控以及人民的自我審查使的「被允許」發展的藝術風格能夠獲

得藝術場域大量的象徵資本，而「不被允許」的藝術思想則自然而然地受到規

避甚至是排斥。這些藝術在社會、政府審查的大條件下發展，展現出了解嚴前

台灣藝術前進的一條取徑，而這條取徑，「政治批判」是不被也不能夠被選擇

的。 

 

        相同地，台灣在解嚴前後社會狀態動盪與改變，一樣造就了藝術所選擇的

思想切入角度。戰後藝術的政治批判性之長期缺席，在整體文化界顯得的格格

不入，台灣藝術界真正自覺，藝術對社會、現實、政治長期的忽視，早已失去

了作為文化界一份子的核心價值。這個自覺引起了藝術界的有意識地進行矯正

與反彈，也間接開啟了八〇年代藝術界對於政治議題的補償性地鍾情以及重視，

楊茂林就提到：「解嚴前夕的狂飆年代，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畫家，無法

自學院與過去本土美術史前輩中尋找到可依靠的典範，這樣的窘迫使我提早開

啟了探求與創造的躍進之路。」
159

長久以來受到壓抑的社會環境，在解嚴前後

迫切需要的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如同壓力過盛的水缸獲得一個宣洩的出口，藝

術家所關注的一切思維將圍繞在這個解放的出口上，所看、所聞、所選的藝術、

理論、議題都為著解放而服務。而此同時人類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理論達到了

成熟的階段，恰中了台灣社會、藝術狀態的需求，而達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峰。 

 

        解嚴前後，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如先前戰後藝術的政治關懷一

般，只單向地「反映」社會現實，而是雙向地與社會「溝通」，因此現實的社

會種種狀態會影響藝術的發展取向，藝術也能形塑現實社會的現況。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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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茂林，〈造動與回視〉，2016 年楊茂林回顧展「Made in Taiwan」導覽手冊，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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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台灣受到的內、外部因素雖然不免受國際藝術思潮的發展所牽動，但交融

於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的脈動，其發展曲線就是帶著強烈的選擇、發展的自

主性的。而政治的壓迫與鬆綁，台灣社會現下迫切的需求，正是台灣藝術「政

治批判」思想的走向曲線之社會因素。本章歸納出這股深蹲後又爆發的走勢曲

線背後整體的社會因素，著重分析了戰後至八〇年代約莫四十年間台灣藝術在

政治批判上缺席的歷史與社會因素，而這些因素在何種條件下在解嚴前後逐漸

瓦解，使政治批判的藝術作品逐步地有映入台灣社會眼簾的機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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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嚴前後藝術的政治批判作品探究 

 

     八〇年代的台灣，在社會環境上經歷了重大的變遷，無論是在思想上的開

放或是在民眾視野的擴充，都為藝術界帶來更進一步的轉化，經濟的穩定也令

台灣民眾對精神的品質重視度提升，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要求高級的生活品質之

時，也在文化修養上做進一步的充實，
160

並且關切種種社會價值觀的建立。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的前些年，為追求民主的價值激盪出不少的社會運動，

街頭上的抗爭經常發生，媒體的技術越發成熟，時常有即時的社會運動消息以

及新聞，普遍人民對政府並不信任，整體的社會氛圍充滿抗爭力道，幾乎衝擊

了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是一個大幅轉型的時代。隨著自由、民主的潮流，台灣

人民逐漸從政府政策的反應者逐漸轉向為介入社會、要求政府的角色，以達到

全民共同打造合適自身生活的國家環境，要求財團企業顧及開發的安全、環境

疑慮以及正當性，這種不為利益，也非受迫的動力，一直延續至解嚴之後，是

一股來自社會的批判風氣，特別是對政治議題的批判。 

 

        這個時代的年輕藝術家，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產生了與社會運動對抗極

權的同步效應，逐漸不滿足於藝術殿堂與現下眼前的所有遭逢毫無關係的狀

態，紛紛開始反思藝術與社會脈動的相關性。在創作上，真正擺脫形式主義的

枷鎖，以藝術作為介入政治議題的方式，參與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說，

解嚴前後崛起的藝術，作品本身已經不是藝術的整體，而作品與社會相互介入

所產生的影響，也是藝術創作的內容之一，藝術除了單方面受到政治局勢所牽

動，同時也以藝術反向來要求政治發展的趨勢與走向。 

 

        八〇年代後，自由的空氣逐漸蔓延，逐步迎接解嚴的到來，透過作品能夠

發現，藝術討論政治的「批判」性質在此時爆發，作品從形式上以及具批判性

的作品總量上能夠在看出強烈地變革發生，但為能更明確地分析，需要透過理

論化的角度來檢視作品中的批判性質，並且凸顯出解嚴前後的若干年間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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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1989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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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進行政治關懷的手法、風格上與以往之差異。本章藉由作品、理論以

及藝術家本人對於時代的歷史情境與創作之間的說法，交錯編織，更完整地分

析解嚴前後積極參與政治批判的藝術家，在這個時代中與社會運動以及整體氛

圍之間的聯繫關係，分別在藝術家本人的思想上以及創作上探討藝術所關注的

層面之變遷，並且以時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為討論參照。 

 

 

第一節、解嚴前後藝術政治描繪特質－批判性與公共領域 

        解嚴前後涉及政治的藝術作品，不同於先前案例，在政治描繪上更多了對

於政治、社會的主觀批判。相較於其前對政治議題的忠實呈現、揭露的藝術手

法，解嚴前後的作品更多了反省、檢討、改革的主觀意圖，也就是具有自身對

理想的藍圖及意識形態，並以這樣的意識形態要求現實朝向自身的理想狀態去

改變。 

 

        如前文所述，「批判理論」在解嚴前後成為了當時社會運動的根基以及工

具，使得社會運動的批判性更具有學理和條理。
161

當時所有參與反抗運動的人

都了解到，國民黨及其資本主義結構是一個龐大的機器，要成功的反抗它們確

實是不容易。然而，民主化的推動者基於對批判理論以及哈伯瑪斯「公共領域」

概念的研究，於是激發了台灣「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論述討論，
162

目

的是整合所有小眾或邊緣的力量，將不同訴求的運動團體集結起來，反對極權、

異化、宰制以及統治者的歷史。 

 

        為了達到與政治強人時代的對抗，台灣社會所理解的「民間社會」，主要

是指一種與「政府」或「國家」相對的民間或非官方的力量，或者它也可以指

向一種私人的或公共的領域。從哈伯瑪斯的理論之中來看，「民間社會」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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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162

《南方》雜誌對於「民間社會」的鼓吹 為賣力，一開始就帶有標示清楚為反國家霸權、 反資本主義

霸權為核心，在當時算得上是 激進的刊物，且 具實踐性格，作者包括南方朔、木魚、江迅等人。參見

蔡其達，〈打開「民間社會」史──一個反宰制論述的考察〉，《中國論壇》，第 336 期，1989 年，頁 23-29。 



 

  91 

私人領域之間做商品交換以及社會勞動的場域，而它的結果是對應於「國家」

而彼此協調於公共領域。因此，「民間社會」這個詞在台灣的出現，是與「公

共領域」一並發生的，兩者聯結起來就帶有一種強烈的對抗意識，代表一種力

量的追求與形成，明確地把它理解為「自由」和「民主」的標誌。政治領域的

自由和民主， 直接的表現即是對於媒體、言論、行為自由的訴求，一方面是

打著「公共領域」的合理性旗號，同時，即是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訴求來實

現「民間社會」的到來，所以不管是意識形態或是文化工業等指責，都是帶有

「批判理論」的色彩在內。
163

 

 

        集結眾人的私人意志，透過民間社會，是能夠來與國家、政府交鋒於公共

領域，以達到個人的意志能夠真正落實於社會。而民間社會的自主性取決於公

共領域的自由的程度，民間社會的力量即是要爭取更多表現於行動和言論上的

自由與民主，讓社會上各層面的話語權釋放予民間眾人的公共場域，與國家公

權力辯證而自然生成某種公共的結論，這就是本文討論解嚴前後的藝術作品有

別過去的目的性，是更具批判性、更相對於公部門也更針對現實社會的訴求的，

帶有自身獨立的意識形態去對政府產生威脅性就是作品的本質之一。 

 

        而從解嚴前後台灣藝術的發展看來，以批判理論中的批判性質作為談論核

心相當貼切，在此之前台灣藝術的作品之本質基本上較多著墨於私人領域的展

現，無論於藝術語言的精練、藝術家自身的私密經驗甚或是純粹藝術性的形式

發揮，之於整體社會而言皆不觸及公共領域。而解嚴前後的藝術家，以藝術作

為媒介，所關切的核心本質明顯地意在挑戰公共權力的領域，抗衡國家政策並

迫使公權力朝向民間社會的訴求，這個觀點可以從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模型

之中可以得到驗證。 

 

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可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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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華，〈從公共領域理論及多元化報導觀點探討我國選舉新聞報導〉，刊於《新聞學研究》 第五十五

集，1997 年，頁 1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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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來源： 哈伯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35。） 

        在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模型之中可以看出，若藝術的核心本質意在代表私

人領域、民間社會一方作為公權力的抗爭媒介，那藝術身處的位置將會由私人

領域跳脫出來朝向公共領域移動，藝術不再是私人或是少數群體的趣味或是活

動，而是為趨向理想社會的社會驅動力。解嚴前後的台灣藝術家，在創作的內

涵上大量地以諷刺、批判、挑釁的手法對政治有關的議題挑戰，已然闢出一塊

屬於藝術的公共領域。 

 

        例如楊茂林藉由藝術去展現出對於當時台灣政治界在民主化過程之中彼此

對抗、相互爭鬥的力道，並以色彩暗諷左右台灣政治趨向的政黨角力以及與中

國共產黨之間的糾葛關係。他在 1987 年創作了〈遊戲行為－爭鬥篇 II〉（圖二

十八），來呈現解嚴前後社會上掀起衝撞體制的街頭運動氛圍，以及國會議員

在國會殿堂上爭鋒現象、慓悍的肢體暴力行為。 

 

        在〈遊戲行為－爭鬥篇 II〉這幅畫油作品當中，畫面被依對角線區分成二

個區塊，兩個區塊各有肢體相互衝撞，形成形式上、內容上都有強烈的對立狀

態。一方面取材於社會運動抗爭時的景況以及國會中時常發生肢體衝突的形象，

以誇張肌肉線條的漫畫形式呈現，另一方面則是著重表現出一種力道，這種力

道是獨立於作品內容的，對比的用色、大區塊的切割畫面，加上漫畫式的手法，

都顯現出是一種英雄的象徵，一種超出表象以外的力量場域，這正是當時街頭

私人領域 

民間社會 
（商品交換和

社會勞動） 

政治公共領域 
文學公共領域 

（俱樂部、新聞界） 
 

公共權力領域 

國家 
（公共機關） 

文化市場 
商品市場 

藝術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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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寫照，除了形式還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感。畫面上楊茂林特別以紅、綠、

藍三種主要色調構成雜亂的背景，也體現出台灣當時面臨共產黨、民進黨、國

民黨之間複雜的背景環境，這樣的背景在社會上產生權力的分配糾葛、造成政

黨之間相互角力。 

 

        楊茂林的這件作品顯然已經跳脫社會寫實單純的揭露狀態，包含著扭曲、

暴力的圖像，也使用構圖技巧以及色彩運用，來造就一種無止盡動衝突、矛盾

場面，暗示著時代中台灣尷尬的社會狀態。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中，無形中形成

了各種各樣枷鎖、威權的極權狀態，透過人民自主的力量突破，漸漸形成政治、

社會一股民主道路上的對抗張力。楊茂林在畫作上的呈現肢體衝突的力道，暗

示著隨著群眾力量的爆發，極權對抗的途中所引發的特殊現象、歷史狀態，是

相當值得記錄下來的。
164

同時，楊茂林也以這些衝撞的構圖以及色彩結構，展

現出對體制的批判，內容上完全是以當時台灣的國會以及民主運動這樣子的公

共領域作為作品的關切的題材以及核心，能夠看出藝術家已經將作品帶離純私

領域的場域而真正進入公共領域，作品此時方能成為企圖轉變現實社會的梭子。 

 

        充滿批判的氛圍也引起社會上不斷挑戰過去禁忌的議題，也就不斷挑戰執

政者的霸權，以爭取自由以及觀念、思想的自主性，拒斥任何「被給予」的認

知角度。吳天章在 1992 年，為了療治台灣的國族創傷、紀念「二二八」的受難

者，創作了〈向無名英雄致敬－紀念二二八事件〉（圖二十九）。這件作品無

論在內容或是在提名上，都明顯呈現出藝術家對二二八事件在政治層面上的關

懷與批判，吳天章對於台灣在歷史上對抗極權、打擊不公的反抗人士特別帶有

崇高的敬意：「我們要欽佩的是那些有受到生命財產危險的革命志士，他們才

是先驅者。」
165

 

 

        二二八事件的罹難者很多都是知識份子，卻在極權、恐怖的政治壓迫下，

默默無名地死去，為了致敬於這群無名的受難英雄，吳天章將罹難者的軀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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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傳莉著，《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 年，頁 55-62。 
165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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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寫並置於畫面正中央，形成一種莊嚴肅穆的形式張力，以此形式來彰顯

對罹難者的悼念。作品中碩大的受難者後方，陳列了莊嚴肅穆的一群臉孔圍繞

著罹難者，整件作品雖然是油彩畫布的媒材，但技法上刻意呈現強烈的木刻

感，以木刻特有的古樸、剛毅的線條感，使畫面氛圍更加的肅穆與沉重。吳天

章以〈向無名英雄致敬－紀念二二八事件〉描述了台灣政治史上二二八事件的

歷程， 也反映了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以來，政治肅殺氣氛所造成的歷

史、文化及族群融合問題，對於台灣人民、台灣認同，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發

展都造成了極大的戕害。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四十餘年，台灣社會各界對於事

件的直接觸碰甚至描述微乎其微，藝術領域幾乎只有暗示性地隱藏一些圖像符

號於作品之中，直到解嚴前後自由的氛圍逐漸瀰漫開來，吳天章才算是首次以

藝術直接對事件觸碰，並且帶有批判、諷刺的意味。 

 

        陳香君對此作品曾述： 

 

脫離了早期報導性手法在描寫歷史創傷上的侷限。它在藉由無名英雄之死

來表現歷史創傷的暴力之外，還透過無名英雄身旁廣大社會人民哀悼的場

景，來表現社會人民在遭遇國族創傷時，所承擔的痛苦感受。無名英雄／

烈士上方成排的哀悼群眾，更將當時瀰漫在台灣社會灰色苦難的氣氛和情

感明確傳達出來。
166

 

 

        延續陳香君的論調，相較於黃榮燦於四〇年代以木刻所做的作品〈恐怖的

檢查〉，吳天章的〈向無名英雄致敬－紀念二二八事件〉則更多表現性的成

分，跳脫了純粹揭示事件本身的發生及氛圍，吳天章此作更多呈現出已「受難

者」之於國族、歷史、政治上的意義。他不呈現事件的發生，反而刻意放大、

扭曲了血腥的軀體，仰倒於堅毅、隆起的岩石上，受著社會人民的哀悼。吳天

章創作〈向無名英雄致敬－紀念二二八事件〉此作，在思想層面上是企圖使國

族創傷、歷史仇恨等等議題開始被傾聽、被理解和被處理。也唯有如此，長久

生活在國族歷史創傷之下的人民，才能開始從被貶抑、被閹割的存在狀態，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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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君，《藝術檔案・社會閱讀》，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 年，頁 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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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恢復自我的尊嚴以及在歷史中的地位。這便是藝術家本身想傳達的理想性，

帶有這樣的理想性，藉由批判企圖去介入社會議題、現象，也是台灣在解嚴前

後的藝術家有別以往的 大關鍵。 

 

        批判理論在台灣的接受史中，明顯的與公民社會的變化有關，正如公共領

域所追求享有自由和自主性，批判理論即是作為一種用以對抗壟斷和宰制的思

想武器。這在解嚴前後是台灣社會各界的一股風潮，尤其以文化界、知識界

為旺盛，對公共領域的批判成為時代中 被需要的元素。而除了哈伯馬斯所提

出的政治公共領域以及文學公共領域以外，解嚴前後的藝術界所形成的效應可

以視為一種「藝術公共領域」，透過批判的方式使藝術作品積極參與國家政策、

社會轉型以及民主化的公共事務。而這樣的結果正如哈伯馬斯所指公共領域所

產生出的「文化市場」，具政治批判性的藝術作品逐漸形成自主運行的生態系，

也造就了藝術界在解嚴前後以具有批判性的作品來作為與政治關懷的形式。 

 

        透過這些案例可以看出，解嚴前後台灣藝術對政治議題的批判性是異於過

去的任何時期的。由於批判性的發展，此時的藝術作品對公共議題不僅止於忠

實的揭露以及呈現民間疾苦，內容不再意在激起觀者返回藝術學的作品觀賞情

緒，這些藝術更在乎的是溝通行動，跳出以往的社會寫實，作者更傳達出一種

意識型態，以激起觀者對於公眾事務有參與性的行動，以達到與政府相互牽制

的民主狀態。而整個解嚴前後的藝術環境，包含藝廊、研討會、藝術媒體以及

展出所擴充出來的效應、輿論，都化為藝術為公眾事務批判的公共領域。 

 

 

第二節、解嚴前後藝術政治批判之對象 

        批判理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在解嚴前後影響整個台灣社會，使一向非常屬

於「私人領域」的藝術在這風氣下走向了公眾議題，文化界、藝術界都在批判

性的發展之下變革了以往的議題探討模式，有如林彰宏的分析，台灣的藝術於

八〇年代以後不再能以媒材、學門作為分類基準，而是需要以其所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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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類基準。
167

而在這個前提之下，藝術領域以批判性作為根基所做出的討

論，逐漸演變成三大議題方向，那正是合乎解嚴前後台灣社會迫切需求的方向

－對抗極權、身份認同的探討以及歷史事件的省思。 

 

一、對抗極權 

        根據哈伯馬斯對人類具有解放的興趣的這個分析，也就是人類對於「自主」

與「負責」的追求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基礎條件。台灣長年在經歷受殖民、解殖

民又再受殖民的過程，再飽受戒嚴、白色恐怖的高壓體制威脅的歷史情境，基

本上是長期處於一種違反「自主」的極權狀態。也因此，當台灣於八〇年代開

始蔓延一絲自由的空氣時，對於極權的對抗慾望在各領域之中自然而然會成為

一個首要反彈的力道，如同吳天章所述：「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是受到文學的影

響，那個時候有鄉土文學嘛，有一些雜誌，當時候的雜誌在國家認同上都還沒

有這麼清楚，而追求自由民主跟推倒國民黨是首要的。」
168

藝術對於政治的關

懷，也出現如此帶有批判思想的議題群像，產生一些針對對抗極權為主要訴求

的作品。 

 

        例如李銘盛的作品就是表現一種對抗極權的批判代表，李銘盛以行為藝術

著稱，1984 年 3 月 17 日至 7 月 14 日間，李銘盛完成了行為藝術〈包袱一一九〉

（圖三十），他背著大小包袱，從國父紀念館，沿著忠孝東路到達「南畫廊」

後，開始進行即興演出，當其演出結束後，詩人管管隨即將一個三公斤重的鐵

鍊包袱纏繞在李銘盛的腰部，然後上鎖，並將鑰匙毀損，從當日起，李銘盛就

開始和這個沉重地包袱共同生活。這歷經一百一十九天的過程後，直到 7 月 14

日當天，才於台北市的頂好公園，由詩人管管和南畫廊的老闆一起為李銘盛解

除包袱的枷鎖。這個行動展現出戒嚴時期，社會上諸多的限制、思想上的箝制，

都有如沉重的束縛壓迫著的人們，這些都是直接或是變相的極權效應。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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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彰宏，《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5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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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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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李銘盛展現出他對台灣社會埋藏已久的自我壓抑解除，也把戒嚴時期深藏

於每個人心中，壓迫大家心靈的社會包袱拿下。
169

 

 

        1985 年，吳天章因爲對當時社會的紛亂和暴力有了深刻感觸，認為這些暴

力事件的產生，來自公民正義以及教育的缺乏，當時的暴力現象，反映出許多

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細緻地回推根源，則歸咎於戒嚴統治的環境，因此吳天

章的創作方向也在此時明顯地擴及於政治批判，基於對戒嚴統治所影響的社會

遺緒，創作了〈傷害世界症候群〉作品系列（圖三十一）。作品利用不定型的

畫布結構及複雜的構圖，將畫面以號碼標示出場景，有如法醫審視犯罪現場一

般對歷史做一個元兇調查的隱喻，藉此，吳天章企圖呈現出蔣家的威權以及國

家機器統治下的台灣，充斥著殺戮意味的政治模態。在那樣威權的政治背景下，

時有慘遭橫死、被政府迫害的事件出現，人民面對國家幾乎是手無寸鐵、毫無

伸張條件地被霸凌。這件作品暴露了社會的傷害及社會暴力背後所隱藏的問題，

也突顯了「衝突」與「張力」的根源及歷史，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 

 

        1988 年，吳天章又發表了〈關於紅色的傷害〉（圖三十二）這件作品，以

紅色為基調，在畫作的右半部呈現出來的ㄧ是一座監獄，左前方則是一個黑色

和紅色交叉的人形，左後方則是許多橢圓形的人頭。他以監獄暗示了台灣的戒

嚴時期，社會上到處佈滿紅色的思想警戒區，利用監獄這個封閉空間來控訴戒

嚴時期的政治迫害，並反諷政治威權，充分地呈現了他對社會的憤怒與控訴，

並以此暴露當時的民間社會的心態。在此系列作品中，他也將過去對社會暴力

傷害的關懷，提升至民族傷痕的關懷， 因為如此，作品中當然也不可避免的也

探討了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歷史問題，在透過了解國共不同意識型態的對峙

所造成的問題後，他重新審視並諷刺了過去遭到威權政府扭曲的近代史，
170

作

品中可說展現了其旺盛的政治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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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瑞中，《台灣行為藝術檔案 1978-2004》，台北：遠流，2005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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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惺嶽，《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台北：藝術家，1997，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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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解嚴前後之前，同樣探討極權壓迫議題的作品，如朱鳴岡的〈迫

害〉，顯然地，在自由風氣瀰漫之前的台灣藝術作品，在藝術家的思想上以及

社會限制上，至多唯能做到忠實呈現社會現實的樣貌以及藝術家之所見，社會

寫實的意味較為濃烈。在〈迫害〉的作品之中，見到當下知識份子被暴力威脅

的歷史紀錄，卻不能見到更強烈的藝術家自身的藝術形態表現。也就是說，因

為藝術風氣的發展以及社會自染產生令人有「避險」的意識，作者其實並沒有

將自身理想世界的形式提出而與社會進行拉扯的意圖，而這項意圖，正是解嚴

前後藝術與先前具有社會、政治關懷的主要特性－批判性。 

 

二、身份認同的探討 

        因為批判性的思想逐漸成熟，台灣人民對自我認同的定義也得到透過民間

社會與國家機器爭辯於公共領域的機會。解嚴前後被教化已久的身份根源已經

滿足不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滿頭霧水卻又沒有梳理問題的著力點，這無疑令台

灣對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得到了舒張的管道。長久以來政府對國民的身份透過

愛國主義以及對黨對國效忠的各種儀式來賦予，並沒有讓人民有自身對身份認

定的權利，而在資本主義及文化工業的操作之下，逐漸失去思考的環境讓台灣

社會陷入對自身價值游移以及異化的窘境。而透過政治批判的氛圍，社會各界

也在解嚴前後對陳腐的愛國主義以及強加不切身的身份根源手段進行檢視，同

時也批判政府政府短視近利的現代化經濟政策，在藝術界，也不乏參與者，就

有如吳天章談起解嚴前後那對時間的社會氛圍對其創作的影響時曾說的：「我

到現在還受到影響，我還滿關心國族這個問題，也就是國家認同，這個問題直

到我現在的創作，也還是受到影響⋯⋯。」
171

 

 

        楊茂林 1990 年代所發展的「Made in Taiwan」系列作品就是兼具批判身份

認同以及趨於異化之社會問題的代表性作品。楊茂林反思台灣社會主流的文化

形象，太過中國化，對生活於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實在太過遙不可及，包括圖騰、

神話、概念等，與台灣本土情感並不切身，「中國」在那個年代彷彿逐漸成為

遙遠的他者。而七〇年代鄉土美術的「本土化」又流於形式的口號，起不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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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是在解嚴後，楊茂林刻意強調走出了「大中國主義」，開始朝「本土化」

邁進。 

 

        同時，楊茂林特別以「Made in Taiwan」作為作品系列的名稱，並且以斗大

的字樣直接呈現於畫面中，具有多重涵義。承上文，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充斥著

民主、政治批判以及社會運動的力道，而這個現象是由台灣這個社會自主演化

而成的狀態，基本上已經與傳統中國性的因子以及當時中國土地上所處的政治

狀態完全切割了，屬於「很台灣」的時代現象。再者，台灣剛經歷以加工、代

工業出口的經濟起飛，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得人的價值逐漸零件化，台灣社會面

臨異化的狀態。在勞動力作為競爭力的狀況之下，各種削價競爭、抄襲、偷工

減料的現象逐漸出現，要解決台灣社會逐漸空洞且失去自我價值認同的問題，

並反諷台灣政府短視近利的經濟政策，「Made in Taiwan」這個在當時國際間惡

名昭彰的產品品質代表，成為了楊茂林作品中 有利的雙關語，同時代表他

「去中國化」而追求「本土化」的宣示，也批判了台灣政府及社會的政策與現

況。 

 

        在解嚴前，楊茂林即開始以一種中國古代神話人物的主題形式進行創作，

以此主題表現出一種主宰、震攝的力道例如：〈鯀〉（圖三十三）、〈鯀被殺

的現場 II〉（圖三十四）。弔詭的是楊茂林所選擇表現的神話人物顯然都並非

中國神話中主流的神明系譜。這個現象並非個案，侯俊明也開始以神話為主題

創作出〈刑天〉（圖三十五），於 1992 年，郭振昌也以夸父這個中國神話人物

做創作主題創作出〈日以繼夜 1-1〉（圖三十六），並且有一些延續。之所以稱

之弔詭，除了對於非主流神祇的刻意選擇外，更能發現這些開展於解嚴前後對

中國神話加以發揮的台灣藝術家所選擇的表現主體，更是相對於主流黃帝、神

農等主流角色的反面角色，例如：蚩尤、刑天、鯀、夸父等等，並且都是一些

有反叛之意或是不及主流而強調其被犧牲、遺棄的神祇。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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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鎧，〈叛神之神：解嚴前後台灣美術中的中國神話之變相與解構〉，《台灣美術》，第 111 期，2018 年，

頁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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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凸顯爭議的神話角色，並且有意使用「中國神話」的爭議角色，在解

嚴前後的批判意圖尤為明顯，顯然刻意在傳統中國架構下的文化思想上做出迥

異的詮釋角度與主體性。總是被看待為不良、愚蠢或是負面立場的神祇，或許

我們也該正視祂們的主體性，有如相對邊陲的台灣，更應該重視自身的主體性。

對應於彼時台灣總是充滿矛盾的身份認同氛圍上，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弔詭

關係被藝術家以一種同源卻對立立場的方式呈現出來，以求一種對於新的、多

元的身份認同的追求，也呼籲社會能夠擺脫傳統「被設定」下來不合時宜的認

同感，以追求一種互為主體的尊重。 

 

        大約在同一時期，藝術家梅丁衍也發表了作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圖

三十七），藉由海峽二岸共同的偉人－孫中山，對於長久以來充滿矛盾的族群

認同進行批判，直接挑明了執政者對人民知識灌輸的不合理處。 梅丁衍是戰後

在台灣出生的第一代外省子弟，出生背景如此，作品也時常探討中國與台灣的

詭譎關係，緊扣政治、意識形態及權力的關係，直接加以嘲諷、挑釁與顛覆。 

 

        對於戰前已經生活於台灣的本省人以及戰後出生於台灣的一代人，對於

「中國」既是陌生也沒有情誼，八〇年代初的執政者為方便治理，需要一個激

起民族認同的手法，希望能將台灣人塑造成中國人（中華民國），並強調其有

別於共產黨政權。早日反攻大陸統一中國成 了我們共同偉大的終極目標。這個

環境之下，源自蔣經國的政治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句政治口號一

時成了全國人民奉為圭臬的信念。政府用盡各種資源，包括教育、媒體、文化

宣傳等手段，逐漸灌輸及扭轉本來與中國情感不深的族群的價值認同。 

 

        梅丁衍曾表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我成長年代非常普世的一個意識型

態口號。人們其實搞不懂三民主義，但是『反攻大陸』和『收復舊河山』則成

為政治主流價值。」
173

這種宣傳口號及手段，牽強又缺乏可執行性，無疑是對

台灣社會的洗腦。梅丁衍以拼圖的形式，挪用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偉大的政治英雄－孫中山與毛澤東的肖像，進行衝突及錯覺式的重疊創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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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君，《梅氏解讀玩-梅丁衍個展》，台北：當代藝術館，2001 年，頁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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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臉部肖像為襯底，將未完成的孫中山臉部肖像覆蓋於上，兩位偉人的

形象拼合的畫面，使觀者無法辨識主體人物為何者，而事實上在這樣的形式下，

形塑出的人物誰也不是，有如台灣當時的處境，矛盾複雜的背景又面臨執政者

欲整合化一的企圖，這狀況下一方面台灣越顯誰也不是，一方面形成專屬於

「台灣」的特殊認同。失落的拼圖就有如失落的政治與歷史，拼圖中含混不明

的圖像狀態，也正如同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彼此拉扯。以此作品，梅丁衍嘲

諷了執政者自欺欺人的施政手法，也凸顯複雜的歷史情境下逐漸形成獨立的台

灣經驗，更點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表明誓不兩立的政權，卻共同爭取

孫中山為國父這個奇特歷史事實。
174

梅丁衍企圖透過藝術喚起台灣社會的自覺

意識，並且向政府施力爭取一個與執政者協商、共同探討的空間。 

 

在早期，1945 年李石樵所創作的〈市場口〉，同樣在表述一種族群融合、重建

認同的複雜情結，但是李石樵當時所使用的方式是以一種現實場景的營造，將

不同族群的典型特徵凸顯出來，再巧妙地於畫面安排並置。從構圖與光影、場

景的配置上來說，〈市場口〉這件作品，即便未必是寫生或是有所場景範本

（照片、素描稿），它仍然被完成於一種強烈趨向再現性之作品，對於藝術家

自身的意圖與批判性則是相對隱晦的。成分上來說，構圖、用色、比例等等這

些藝術語言表現的技巧，在比例上仍然多過於藝術家表現自身意圖以及批判姓

的。相對於楊茂林、侯俊明、郭振昌、梅丁衍這些在解嚴前後以藝術表現國族

認同問題的作品而言，解嚴前後的作品幾乎不考慮作品的藝術語言問題，作品

中所要表現出的批判內涵，成為了作品的主要成分。 

 

三、對歷史事件的省思 

        解嚴前後以民間社會對抗統治者話語權另一項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歷史事件

的省思。在探討批判理論中「民間社會」概念的座談會中，南方朔曾述：「民

間社會的提出，基本上將原有的社會秩序做了一個顛倒，然後肯定另一種新的

歷史詮釋。它不再看重既有統治者的歷史功能，而看重人民對歷史的創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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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台北：木馬文化，2002 年，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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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175

也因此，解嚴前後知識界開始進行各種反思歷史觀的活動。對於國民

政府所「給予」的歷史以及主體價值產生懷疑，由國家主導的教育中所形塑的

國民黨優良宏偉的歷史、形象被逐一擊破，不得被提起的歷史悲劇以及被掩蓋

的政府惡行也被揭露並批判。在藝術界，藝術家因民間社會覺醒而掀起對歷史

省思、批判意識，也形成解嚴前後藝術對政治批判的類型之一。 

 

        在解嚴以前長久一段不自由的時光，執政者獨裁地掩蓋悲劇的事件層出不

窮，充斥著整個社會角落，形成恐慌。而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中更是政府

掩蓋事實的指標性事件。近代的藝術界，針對二二八事件已藝術發生的案例越

來越多，例如台北市立美術館自 1996 年起規劃舉辦四屆的「二二八美展」，並

分別以「回顧與省思」、「悲情昇華」、「凝視與形塑」、「歷史現場與圖像

－見證、反思、再生」為策展主題，
176

顯現出藝術界對歷史事件的省思是抱持

高度關注的。藝術家的創作方面，包括許武勇在 1996 年以陳澄波的政治受難創

作的作品〈死不瞑目〉（圖三十八）吳瑪悧在 1997 年以女性受害者的角度創作

作品〈墓誌銘〉（圖三十九）以及施工忠昊的行為作品〈神：編號 228〉（圖

四十），都展現出對執政者掩蓋歷史悲劇的嘲諷、批判，企圖提出一種社會對

抗官方的理解方式，以還原歷史的真相、省思施政的失敗，以期待未來的進步

不至重道覆轍。 

 

        這樣對歷史事件的省思以及轉型正義，在解嚴後的一段時間，隨著自由的

氛圍越發成熟而逐漸完成醞釀而突破禁忌。在本文探討的解嚴前後那些年，仍

舊緊張的政治氛圍之中，要發揮這樣的主題，需要有十足的勇氣以及突破性。

雖然政治氛圍緊張，藝術界仍然有對歷史事件省思的藝術家先鋒，為後續批判

政府扭曲史實罔顧創傷的藝術風潮奠定基礎。這樣近期仍然不斷出現對歷史議

題進行批判的藝術風氣，也起始於解嚴前後，較早的作品就有如前文所述於

1992 年吳天章所創作之〈向無名英雄致敬－紀念二二八事件〉以及同年由梅丁

衍所創作的〈二二八史盲〉（圖四十一）。 

                                                   
175

南方朔：〈如何看待民間社會〉（座談會），刊於《中國論壇》，第 336 期，1989 年，頁 22。 
176

簡唐，〈228 紀念創作展的新時代價值與意義〉，收錄於宜蘭縣政府編，《第九屆 228 國際創作展》序文，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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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的討論及探尋長久以來受到威權政府禁忌般地管制，而政治受

難者的冤屈無從獲得明確的交代，從事件爆發以來，事件的實質內涵就越來越

錯綜複雜，從原先的「民反官鎮」到「官逼民反」再到「省籍衝突」，種種的

內外因素道盡了台灣政府與社會間的衝突與待解決的問題。儘管解嚴後，政府

對二二八事件的話題解禁，也企圖回應反對者的訴求，但將事件受害者「英雄

化」、「烈士化」的立場，似乎巧妙地迴避了事件有為人道的核心問題，將其

定調為一種為民主推進的慘烈犧牲。
177

藝術家梅丁衍以作品〈二二八史盲〉來

回應、探討這樣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並且批判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各種過度簡

化的處理方式，使得另一種權威的重構。他先將「二二八」這三個阿拉伯數製

作成辨識色盲的圖片，這種辨識色盲的圖片，形式上是用以被凝視工具。而眾

多的圓點之中，明明可以辨識出二二八的三個字樣，但也可以避重就輕地描述

它們都只是一群圓點罷了，而若以色盲者的眼光來看，是看不到二二八的。利

用這種色盲卡的形式，他諷刺台灣官方長期以來的歷史書寫， 常常都是以色盲

的眼光看待，對二二八事件不是特意視而不見，就是刻意凝視它將其歷史神格

化。梅丁衍以此種視覺隱喻的方式，暗諷這段歷史在台灣長期以來，不可言說

的聾啞狀態，也以此對這段被掩蓋的歷史進行辨識與凝視。
178

 而解嚴前後，台

灣社會對二二八事件在公共領域的探討及批判越來越檯面化，在與執政者對歷

史真相角力的過程之中，藝術參與了其中，讓私人的意志有機會參與公共政策

的方向，如此，眾人集結的意志則會真正落實於社會，以達到民主精神，梅丁

衍的〈二二八史盲〉是政治批判在藝術延展的一個經典案例。 

 

        相較於 1947 年，李石樵在作品〈建設〉之中對二二八事件的影射作法，事

件本身的內容仍然包容在整體作品的其中一個成分，作品對於畫面的構圖安排、

用色的技法以及強烈的透視感陳設還是主體，作品之中呈現藝術家心中的理想

追求仍然被包裹在明暗的光源對比／希臘建築的崇高形象對比於台灣現實的艱

                                                   
177

而在 1990 年 6 月 22 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表示，政府的立場，願意認真考慮興建二二八紀念碑，

並於隔日，內政部表示除了決定興建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外，必要時考慮修訂「褒揚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讓二二八事件中忠貞不拔、不幸壯烈成仁者得以入 祀忠烈祠。參見林宗義、蘇南洲、林淑芬著，《邁向公

義和平之路：弱者的苦難與策略》，台北：林茂生基金會，1999 年，頁 105。 
178

陳香君，《藝術檔案社會閱讀》，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 年，頁 13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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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生活，以及畫面左方暗示二二八事件的菸販安排。如此仍然以作品形式為主

體的包裹式政治關懷，是難以呈現出一種批判性的。而解嚴前後對於二二八事

件的省思作品，完全脫離了作品形式的枷鎖，對事件的批判就是作品的主體，

只要能夠達到傳達藝術家對於現實的不滿以及理想的追求之目的，作品可以化

為各種形式而為批判而服務。 

 

 

第三節、解嚴前後藝術政治批判的條件因素 

一、時代條件的影響 

        拜經濟起飛、生活條件穩定的基礎背景所賜，八〇年代台灣開始成立官方

美術館，而美術館的成立在當時台灣的藝術多元性以及藝術的思想體系發展是

有所影響的，吳天章說到： 

 

美術館的建立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們跟我們老師輩的時代差別，也可以

說是幸與不幸，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我們的老師輩，後來也都進到畫廊的

展覽領域，當時候台灣的畫廊狀態是還不錯的，我們年輕人進不了畫廊，

就留在美術館革命。沒錯那時候沒有我們的市場，我們的東西在當時候比

較前衛，幸與不幸有時候就在這邊，可能我們的老師在當時候比較有市場，

但隨著時代的推演，在學術的地位上可能就沒辦法再耕耘了…… 。
179 

 

        過往的台灣藝術環境，在官辦美展仍然是藝術家生存的主要管道時，藝術

家雖有著自身對純藝術發揮的自由度，但是由於美展的主辦方為政府，政府的

主辦體系有著國家權力核心的審美品味，當國家掌握著象徵資本時，藝術家累

積象徵權力的管道便不得不考量美展的喜好與禁忌，再者，以國家主導的美

展，在評審及審核上更不可能有政治批判的發展機會。而七〇年代台灣的畫廊

市場蓬勃發展，為藝術家開創出了一條脫離官方評審的生存模式，卻又使藝術

思想的自主性受到壓抑而導向了市場模式，觀念、批判以及前衛思潮難以於商

業模式之中受到青睞，以至於發展有限。直到美術館的成立，使得大型、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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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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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藝術展覽正式與官辦美展以及市場機制脫鉤，藝術得以以自主的模式開

展，前衛思潮以及批判性與藝術的結合才在台灣能夠獲得發揮的機會。 

 

        從作品來看，美術館的建立確實在解嚴前後有使藝術對政治的批判性更加

精進的案例。吳天章於 1991 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做了一檔展覽「四個時代」

（圖四十二），當中所展出的四張重要作品－〈關於蔣經國的統治〉、〈關於

蔣介石的統治〉、〈關於毛澤東的統治〉、〈關於鄧小平的統治〉。這幾件系

列作品，有這明顯反諷政治人物的意味，對於近代影響華人社會甚深的幾位政

治強人進行批判，在方解嚴的年代，於官方美術館進行政治批判如此激烈的展

覽，代表性十足。 

 

        這幾件帶有政治批判、反諷意味的系列作品，描述出吳天章對政治強人歷

史定位的解讀。吳天章認為「四個時代」中所描述的四位統治者才是具有「時

代」的，而時代，意味著個人意識對於整體民族是具有牽動力的：「他的統治

有沒有遍及他的子民的各個角落，還有他的統治能不能涵蓋到一定的時間性？

這些條件才能決定他能不能形成一個時代。」
180

 

 

        在這幾件作品之中，利用畫面將各時代的主角－蔣介石、蔣經國、毛澤東、

鄧小平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以圖像描述這四個強人的性格和政治統治模式，

利用誇張的漫畫手法凸顯人無特質，也帶有些許戲謔的意味，以傳統帝王正面

端坐的肖像形式，隱喻著獨裁者的霸道。肖像人物身上則穿著龍袍，也是帝制

的象徵，龍袍呈現的圖像便是個時代中，獨裁者所犯下的暴行，與人物的威嚴

形象形成了強烈的諷刺感以及對比。巨大的作品尺寸使觀者觀賞作品時形成強

烈的壓迫感，尤其以肖像畫的傳統作為對比，「四個時代」的作品更能顯示出

政治強人以及戒嚴時期的恐怖壓迫。也因為現代美術館的成立以及環境條件，

形成巨型繪畫的特性得以發揮於政治批判的議題上，吳天章也說：「美術館沒

有市場，但是美術館可以給你揮灑，空間那麼大，我們從來都不畫小畫的，從

出道就畫大畫，就是針對美術館來的，因為美術館太大了，所以展演的空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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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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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差。」
181

這種對政治人物肆無忌憚地批判，不僅展出於官方美術館，更借

助了美術館的特性發揮其政治批判性，也示意了威權時代的正式瓦解。
182

 

 

        在解嚴前後，北美館展出了「四個時代」這檔展覽，是有某種跨時代的代

表性的，如前文所述，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之初，就定位於現代主義之後的藝

術表現，然而，政治上的禁忌以及思想、形式的審查事件仍然層出不窮，藝術

家與美術館方來回的激烈抗爭持續爭取藝術表現的自由、自主。這樣的狀態一

直持續在藝術家的創作顧忌之中，一直到吳天章持續無懼地以「四個時代」的

創作主題完整地、不受干涉地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公然挑戰敏感議題，並

且得到了肯定，藝術的解禁似乎才算真正達成。吳天章回憶，台北市立美術館

成立初期仍然發生了一些思想審查或是政治敏感的迫害，直到他「四個時代」

順利展出後，可以說是美術館思想審查的分水嶺： 

 

在那之前包含張建富事件、李再鈐事件那些等等都還是有一些檢舉啊、審

查啦，所以也可以這麼講，我的「四個時代」蔣介石、蔣經國、毛澤東、

鄧小平在北美館展出之後，台灣可以說就是完全開放了，也算是一個證明

了，那次就是一個雙贏，媒體也報導館長開明，那藝術家也前衛，所以我

那個展覽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此以後，不再有思想審查了。
183

 

 

        再者，討論時代條件的差異上，媒體以及新聞、攝影工具的技術改革，也

使得台灣社會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尤其是培育知識、思想的大學場域之中，更

是與過去台灣知識培育產生差異的關鍵條件。麥克魯漢（Eric McLuhan，1942-

2018）認為媒體就是人的延伸，任何媒體都是身體感官的擴充，本來聽不到、

看不到的訊息，透過媒體，便能夠囊括為身體的資訊。
184

而李丁讚、林文源對

於台灣八〇年代社會運動以及社會力蓬勃發展的分析，便強調源自於強烈的

                                                   
181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182

尤傳莉著，《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台北：藝術家，2003），頁 50-53。吳天章口述。 
183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184

McLuhan , Eric 著，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貓頭鷹，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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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感」，也就是一種本能性的領地受侵犯而引發不可耐的身體不適。
185

也

因此，媒體延伸了身體視覺感官來到了社會事件的現場，直接影響了思想體系

發展的方向。在過往，思想體系的建構來自於被規訓的身體，有限的主流媒體

限縮了知識份子眼睛所能觀看的角度。而到了八〇年代，工具的進化打破了這

個藩籬，ENG
186

的廣泛運用直接促成了「另類媒體」的誕生，其中又以「綠色

小組」 為知名。便利的拍攝設備讓媒體形成的門檻大幅降低，人人皆能直達

任何社會現場，記下任何的影像紀錄，角度多元、不加審查刪減，即時而且又

真實。而相對於當時主流的官方媒體，差異極大的報導角度使得台灣人民在八

〇年代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普及化，吳瑪悧道： 

 

有很多的記者，他們當時都是在新聞事件的現場，那記者在這裡扮演了一

個很重要的角色功能，例如說今天我明明看到是警察打人民，但是呢，你

看到報紙寫出來的，或者是電視播出來的卻變成是相反的，變成是人民是

暴民然後警察要來抓壞人⋯ ⋯ 同樣一件事情，可能主流媒體報導的事這樣

的角度，可是他們同樣也是在現場紀錄，他記錄到的卻是另一個角度給你

看。
187 

 

        這樣的媒體條件為藝術家的創作帶來更多的影像衝擊，藝術家的感官接收

內容充斥著當時充滿力道的社會現實影像，時而發生於街道上，有時透過媒體

傳播。解嚴前後的時代氛圍，藝術創作向現實社會推進似乎是年輕藝術家必然

的趨勢。媒體的轉型使社會運動的民意基礎更加穩固，這能使整體的社會氛圍

導向一種批判政府，企圖走向理想以及民主的社會，所有領域都受其批判氛圍

影響，藝術也不例外。同時，影像資訊的大量衝擊，也會影響著創作者在圖像

造型、題材等視覺元素上的文本來源，例如上述楊茂林的創作《遊戲行為－爭

鬥篇 II》正是描寫當時社會上所充斥的抗爭力道以及形象。而楊茂林更在 1991

                                                   
185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 38 期，頁 133-206。 
186

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ENG)，輕便的電視新聞攝影機，出現於 1970 年代中期。在 ENG 出現之前，電

視新聞的拍攝製作設備昂貴且笨重，採用的是電影式設備，而 ENG 攜帶方便，價格便宜。 
187

吳瑪悧口述，見本文附錄〈吳瑪悧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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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創作「Made in Taiwan－政治篇」的系列中，創作了數件「鹿的變相」系列

作品，例如〈鹿的變相 S91xx-6〉（圖四十三）、〈鹿的變相 S9105〉（圖四十

四），嘲諷執政者操弄媒體作為宣教以及遮掩的手段，藉由秦朝趙高「指鹿為

馬」的典故，以報章雜誌的新聞內容以及政治消息的頁面作為其中媒材，畫面

底層透出媒體中的字體，上面蓋著夾雜「鹿」與「馬」的字體，或是「News」、

「TV」等字樣，諷刺媒體扭曲事實。但在解嚴前後，媒體技術已經成熟發達，

另類媒體的即時新聞使得官方媒體的報導越顯欲蓋彌彰，楊茂林針對這系列作

品曾經道： 

 

在我生長的那個年代，每次你看到報紙你會發現，怎麼報紙所寫的跟你所

看到的，兩個常常是截然不同⋯ ⋯ 指鹿為馬裡面的意思是用強制說謊，他

還不只是說謊而已，他是強制的說謊，那個時候報紙媒體大概就是這樣的

感覺，強制說謊。
188

 

 

        時代條件的影響同時也依賴著藝術家對於環境變遷的敏感度，解嚴前後那

充斥著社會力的時代代表性被藝術家掌握住了，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歷史

情境，如同吳天章所述： 

 

當時候台灣一個月的改變，可能是蔣介石時期十年的變化，所以說雖然生

活產生很多不方便，但是它的改變，會是長遠的，當時我們知道時代在改

變，我們年輕的時候是滿有抱負的喔，年輕的時候我們知道說，時代創造

英雄，同時英雄也在等待時代啊，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有準備的。
189

 

 

 

二、社會運動的影響 

        解嚴前後積極進行政治批判藝術創作的藝術家群，皆受到社會運動風氣的

大量影響，八〇年代被稱作台灣社會運動的風潮，更是可以稱作「黃金十年」。

                                                   
188

楊茂林口述，引自台北市立美術館採訪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uFYuF6X8Q，瀏覽日期，

2020 年 4 月 15 日。 
189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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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受到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牽引，台灣解嚴前後的藝術領域，所反映的時代氛

圍，也與以往台灣藝術發展關注方向有顯著的轉向，針對社會運動對藝術界的

影響，李欽賢提到： 

 

令人目不暇給，前衛出奇制勝的時代是八〇年代。台灣史上民間力量

生猛、活蹦亂跳的時代也是八〇年代。這一切都是權威崩解後社會風景映

照出的文化現象。猶在歷練中的新銳藝術家，生長在沒有 戰爭和物質條件

好的時代；也沒有宗教傳統的束縛，卻幸運逢上強人政治鬆綁的時代。

191
 

 

        也就是說，在解嚴前後火候成熟的這一世代的藝術家，是未曾歷經戰火，

又是從艱困中復甦、物質豐足的一個世代，對於精神上的需求已經是更提高了

一個層次的，為得到自由以及解放，這一世代的藝術家往往向帶有理想主義色

彩的社會運動議題付出十足的關切，所見所聞也自然與此有關。而浸染於其中

的藝術家在創作上受其影響的力道不容小覷，回顧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力道時

藝術家吳天章道： 

 

解嚴那時候台灣其實也蠻亂的，動不動就抗爭、示威，有的時候遊行，生

活也是受到打擾，但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就像我們要去登陸月球一樣，雖

然生活上有一點不便，但是那時台灣的改變，太劇烈了。也就是說解嚴好

像是一小步，可能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大步。
192 

 

        針對社會運動的氛圍，藝術家吳瑪悧也說： 

 

在解嚴之前的那幾年，尤其是我是生活在台北，社會的變動還有社會運動

是很強的，因為中央政府在台北，所以即便是中南部有任何的反對運動，

                                                   
190

張茂桂，《社會運動的政治轉化》，台北：國策中心，1989 年，頁 13。魏書娥採訪整理，〈挫折與轉進－

訪蕭新煌教授談兩年來的台灣社會運動〉，《中國論壇》，第 32 卷第 2 期，1991 年，頁 58-61。 
191

李欽賢，《台灣美術閱覽》，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6 年，頁 94-95。 
192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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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必須到台北來去進行抗爭，所以我回來台灣的時候剛好就是台灣變

動很厲害的時候，幾乎天天在馬路上都有各種的社會抗議行動。
193 

 

        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氛圍幾乎滲透了整個台灣各領域，如此具有抗爭性

的社會力在藝術家及作品如何介入、互文，能夠從解嚴前後的作品推敲出與過

往的一些差異。例如陳界仁於 1983 年的作品〈機能喪失第三號〉（圖四十

五），他在 1983 年 10 月 21 日立法委員選舉當天，於台北市的西門町執行這項

行為計畫，計畫中由五個頭上蒙著紅色布套、眼睛蒙著黑色布條、身上穿著類

似犯人衣服、手腳綁著白色紗布的年輕人所合作執行，這五個年輕人在禁止集

會、遊行的時代，在西門町街頭以手扶著前方人員肩膀的方式，從武昌街的電

影院門口出發，一個接著一個以極為緩慢的速度進行遊行，雖是遊行，但同時

狀態有如同古代罪犯受到遊街示眾的懲罰一般，人群慢速行進約二百公尺時，

其中一人突然倒地，並且開始大吼大叫，另一人則突然搥胸頓足，這些詭異的

行徑自然引起好奇的圍觀群眾，過程大約維持二十分鐘。計畫進行的過程便持

續有警察在旁觀察，但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警方這樣奇特的突發狀況毫無

經驗與頭緒，不知該如何當下量刑處置，只好層層上報，因此直到整個行動藝

術結束，警備總部的人才趕到了現場。
194

 

 

        回顧當時的戒嚴時期，集會、遊行都是被禁止的，人們並沒有集會、遊行

的自由，陳界仁透過這種游擊式的行動模式來執行藝術計畫，不但完成了一個

小型的遊行，同時也利用好奇圍觀的群眾，形成了一個臨時的集會，挑戰當時

的政治禁令。這個計畫還討論到在戒嚴時期，政府無所不在的監督著人民，台

灣所有的公共空間受到公權力的大量管控，長時間的公權力箝制狀態也讓台灣

人民形成一種自我審查的戒嚴意識。而陳界仁選擇在人群 多、 危險地方進

行行為藝術，無疑是意在挑戰、清理群眾心中早已內化的戒嚴意識，企圖喚起

人民自主思想的能力。這個藝術計畫明顯帶有一種強烈的街頭感，除了挑戰當

時集會遊行的禁忌以及政府對思想的管束與社會運動的訴求息息相關，要促成

                                                   
193

吳瑪悧口述，見本文附錄〈吳瑪悧訪談錄〉。 
194 姚瑞中，《台灣行為藝術檔案 1978-2004 》台北市：遠流，2005 年，頁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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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完成，還必須依賴執行計畫時周遭人群的偶發反應，以及引起觀眾的關

注與共鳴，若非在解嚴前後強烈的社會力狀態，〈機能喪失第三號〉這件作品

便不具備完成的條件了。 

 

        楊茂林 1990 年的〈MADE IN TAIWAN・肢體記號篇 II〉（圖四十六）就是

兼具批判身份認同以及呈現濃烈社會運動狀態的代表性作品。在這件作品的中， 

楊茂林分割了兩個畫面，左邊是一個雙手交握的特寫，右邊是呈現兩人疑似扭

打又有如協商握手的圖像，刻意凸顯木刻般的線條，手部的肌肉還特意放大，

讓人感到肌肉的賁張與壯碩，視覺效果震撼強烈。楊茂林表現出台灣社會在威

權解體後，公民力量昂揚的現況，社會的共識是透過協商、折衝以及權力的角

力而得出的結果，是一種民主的手法，充分展現了公民參與公共領域結構轉型

的企圖心。而在那個年代，台灣社會充滿這種力道，街頭的社會運動充斥著角

力與妥協之間的爆發力，楊茂林以藝術召喚社會大眾可以一起投入政治當中，

並且準確地描繪當時的社會狀態。 

 

        而透過藝術家角度的描述，變更能暸解解嚴前後整體的社會氛圍似乎對於

政治批判的議題是不可迴避的，每天都在上演並且映入眼簾的，這個社會力狀

態直接影響對於藝術本質上的思考，吳瑪悧談起其中對於藝術創作的影響： 

 

在這個樣子的狀態下，當然會去反思，到底藝術是什麼？到底藝術跟我們

每天看到這樣的社會狀態的關係是什麼？當你天天不管是在媒體上或是在

馬路上，通通都是這樣的新聞這樣的事件，當然也會去反思啦，所以我那

時候就開始是這想說，到底我的藝術如何去反應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才

開始會有一些轉向。
195

 

 

三、文學趨勢的影響 

        八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黨外運動群起，此時的大學氛圍充斥著對西方

民主思想的追求，許多大學生、知識份子聚集於台大前方的攤販購買禁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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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瑪悧口述，見本文附錄〈吳瑪悧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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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重慶南路的錄影帶店購買當時歐洲前衛的藝術電影，當時的藝術家就是在

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受到批判思想的啟蒙，進而影響創作的中心思想。吳天章

道：「我們當時會專門跑去台大門口去買那些禁書，都是擺攤的，看一些三〇

年代的文學，影像、錄影帶的部分都會跑去重慶南路的『秋海棠』。我們會收

集這些東西，就是會特別好奇為什麼國民黨要查禁。」
196

 

 

        台灣在七〇年代受到釣魚台事件以及國際孤兒狀態影響甚深的鄉土文學，

企圖擺脫六〇年代現代主義那種晦澀、過於空泛優美的文學形式，回歸到自身

週遭的現實題材。成立於 1973 年的雜誌《文季》（1973 年 8 月－1974 年 8 月），

開始對文學現代主義影響下的台灣現代詩大力抨擊，也出現一系列對台灣現代

主義小說的嚴肅批判，並且刻意提倡社會寫實主義。
197

這個風氣成就了一批關

切現實狀態、市井小民生活的作家，包括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

王拓等人，其中不乏帶有左傾批判的力道，這樣的左翼的傾向讓國民黨不能忍

受，在 1977 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也包含在其中。論戰埋下的因子，再加上

1979 年爆發的美麗島事件，終於使得注重現實生活的鄉土文學，逐漸從八〇年

代開始與黨外運動密切化，關切政治議題，並且開始一系列地討論「去中國化」

問題、「國族主義」的議題以及發展獨特本土化的歷史性格及傳統。
198

 

 

        這個狀態對解嚴前後藝術創作後來的批判性有很大的關聯，台灣的鄉土文

學運動由七〇年代企圖擺脫先前已現代主義文學那種與現實、在地生活沒有連

結的狀態，由純粹美感的形式脫離出來，再到八〇年代以文學作為一種反映、

批判社會問題的管道，推動社會改革、轉型的形成。吳天章提到： 

 

每個運動都要透過文學，我們當然也是受到文學的啟蒙，我們讀書的時候

是處於鄉土文學，是有別於先前的現代主義的。在我們來看，以前的文學

                                                   
196

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197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

研究》，第六卷第 2 期，1999 年，頁 96。 
198

《海峽》編輯部，〈「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的回顧－訪陳映真〉，《思想的貧困：陳映真作品集 6》，台

北：人間，1988 年，頁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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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比較西方、比較純文學，代表的人就是余光中，而鄉土文學他們就

是對抗那些西方美學的純文學，比較帶有反映社會寫實的意味、批判社會

的，我們是受到這種文學的影響。
199

 

         

        從作品來看，鄉土文學的影響也確實介入了解嚴前後台灣藝術作品所關切

的導向，藝術開始直接觸碰對於國族議題的探討，對於土地、主權以及自我之

間的關係意識。有如前文所提及吳天章的展覽「四個時代」，吳天章藉由這個

展覽，表現出一種對近代華人國族思想的創傷以及對統治者施政上不滿的反

思，企圖使社會人民對國族的單純崇拜脫離盲目的狀態。因此，藝術家在形塑

時代的統治者時，一別長久以來歌頌領導人的社會慣常，以反向凸顯領導人施

政上的種種惡行，以毒辣、醜惡、殘酷等等表現手法呈現於肖像畫的衣物上，

也企圖以扭曲的形式來呈現肖像畫的表現。這樣的作品衝擊了在台灣長久以來

在社會上所「被佈局」的公民教育－一種民族主義的灌輸，其實其灌輸於人民

的內容帶有強烈避重就輕、隱惡揚善的包裝角度，以達到方便管理的主宰效

果。作品之中除了揭示歷史，更帶有藝術家本人的意識形態，表現出轉變社會

以及啟蒙社會反思這種超越純藝術範疇的企圖心。 

 

        吳瑪悧於 1990 年的作品〈愛到 高點〉（圖四十七），展現出了台灣長期

對於國族主義的揚頌，卻在解嚴前後的時代氛圍顯得不合時宜。吳瑪悧在展場

的正中間擺放了一個台子，形塑出台灣四處可見的升旗台樣貌，台上放置了一

個國旗形狀蛋糕，在蛋糕後面的牆上，則貼了「愛到 高點」的標語，標語呈

現的字體、形式與當時黨政、軍教的宣教標語一致。「愛到 高點」是當時街

頭的流行歌曲的歌詞，這首歌曾是當年雙十節國慶晚會的主題曲，當晚會中唱

著這首歌，狀態彷彿在呼喊著精神口號，展現出一種對國族的無條件崇拜。
200

 

 

        蛋糕帶有甜膩的特質，也是夢幻浮華的代表，但卻保存不易，只得短暫的

存放期限。吳瑪悧將蛋糕擺放在展場當中，隨著展期時間的流逝，蛋糕開始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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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章口述，見本文附錄〈吳天章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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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芬，《後解嚴與後八九-兩岸當代美術對照》（台中：台灣美術館，2007），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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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腐爛、發霉、生蟲， 後被蟲吃到只剩下粉末，呈現的狀態十分噁心。蛋糕

向來是討喜的，而國旗形狀的蛋糕，暗示了人們被當時大中國意識下的愛國意

識給教化，但這個蛋糕 終還是難逃腐爛、發霉、生蟲的物理特性，揭示了所

謂的愛國意識， 終不過是個夢幻但過時又敗壞的思想，不該被過度美化宣揚，

人民也須時時警惕、自覺。 

 

        〈愛到 高點〉的作品出現，也讓台灣藝術圈在政治批判的角度上，發展

出更多元的形式，媒材的跨度產生了跳躍，對藝術作品的定義可以說是徹底由

形式轉往內涵，無形的思想成為藝術家的表現重點。如此的轉變，使藝術家在

思想上的介入能力以及傳播性能夠被提升，也可以說，如此的形式轉變正是為

了觀念的傳播及影響而成的。因此，批判的觀念及力道在〈愛到 高點〉中是

不僅是與過去戒嚴時期觸及政治的藝術作品的差異所在，更是作品本身的核心

所在。 

 

        以批判作為藝術的核心是解嚴前後的藝術特有的，吳瑪悧精準使用這種大

眾生活中共同的印象，以戲謔、嘲諷的方式，不僅諷刺了教條化的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而且也嘲笑了整體社會，提起了觀者以自身本位的自覺思考，來面

對自身的身份認同，而免於被強力的國家機器稀釋了自身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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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台灣藝術的面貌與台灣歷史的發展進程關係密切，隨著時代變遷，台灣政

治的意識與光譜變化十分多元，也因此造就了數十年間不同的藝術創作環境和

社會氛圍，藝術家們置身其中皆提出了積極或消極的回應。藝術的政治參與也

隨著各個時代階段有所消長，不論是國際上、國內的事件衝擊或是思想上的變

革、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都是形成藝術批判的眾多變因，在各種層面上直接

或間接地發酵，使解嚴前後成為台灣藝術的一個重要轉折，藝術的政治批判逐

漸地有更多的實踐。 

 

如同布赫迪厄所指出，藝術是文化與社會實踐下的產物，台灣藝術作為政

治批判的媒介值得探討，政治批判在西方藝術史脈絡中早已屢見不鮮，早期反

抗當權者或宗教壓迫，近代社會更可見於性別、種族等諸多議題上。台灣具有

複雜的族群多樣性，在人文領域的政治批判長期是文學先行，而藝術介入批判

當權者的政治立場卻相對的晚，是屬於台灣藝術發展的一種獨特性，而藝術批

判在解嚴前後蓬勃發展後又明顯的產生消退，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爬梳與探

索何種歷史成因，使解嚴前後成為台灣藝術參與政治批判的高峰即是本研究的

主軸。 

 

        透過本研究對於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的梳理，圍繞於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探討，以 1982 至 1992 年這段以解嚴作為中心前後延伸的十年間，探討藝術的

「政治」以及「批判」的碰撞現象，在系譜上向前延伸至戰後的震盪，於歷史

情境上擴充至十年間與藝術政治批判風氣的內、外部因素以及軟、硬體條件的

整理，統整出本研究對於解嚴前後台灣藝術在政治批判性的轉折理解，以政治

風氣的起落曲線、批判性質的根源以及政治批判的條件三大方向作為本研究對

於解嚴前後台灣藝術的政治批判性的總結與理解，以期作為相關研究的其中些

許研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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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的風氣 

        解嚴前台灣藝術作品中的政治描繪與解嚴前後時期藝術對政治議題的態度

是有差異的，其 大的差異是對政治議題是否具有批判的性質。早期台灣的藝

術創作態度如倪再沁所言，是具有逃避政治傾向的，一種希望藝術與政治脫鉤

的取向，轉而追求形式上的或是所謂純粹的藝術。針對本文對政治批判的定義，

解嚴前的藝術作品針對政治議題是不具明顯對真理追求的意識形態，來進行對

公共領域、制度、議題的抗議與威脅，使社會樣貌因此受到改變，達到對理想

生活形式的追求。戰後至八〇年代前的藝術作品主要是以揭露事實、元素性的

暗示，來展現藝術家對政治議題的關懷，從日本左翼政治運動影響以及魯迅木

刻版畫思潮的影響開展下來，台灣藝術家在戰後近四十餘年來，對政治的關懷

仍不見批判性的管道及手法，報導、揭露、社會寫實，才是當時藝術家之於政

治所關切的。 

 

        不論是本省籍或外省籍，這些具有政治關懷的嘗試，傳達出戰後藝術家對

於社會狀態的反省，以及揭發不公義事件真相的意圖。如此的藝術作品，主體

仍然在藝術視覺得範疇之中，即使具有現實主義的思想底蘊，政治議題在作品

之中呈現，對觀者所引發的效應，是會回歸到對作品本身觀賞的情緒反應，政

治議題、悲劇等等，使得作品觀賞上更具有哀傷、震撼的觀看感受。 

 

        這並不意味著解嚴前的藝術家不具有批判性的意識，只是歷史及時空環境

的各種條件而使批判意識灌注於作品中的表現不得行使。並且這些揭露事實的

創作行為也受到政府當局大力的壓制，黃榮燦即遭到了直接的波及成為政治受

難者，朱鳴岡、荒煙等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離台走避。本土派藝術家如陳澄波也

於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美術界中的左翼力量受壓制，具有政治關懷的作品逐漸

減少，而後更轉向了與社會現實脫勾的形式追求，早期台灣藝術中的政治批判

失去萌芽的機會與空間。而台灣藝術的政治批判真正萌芽，可以說只能推延至

後來逐漸開放的解嚴前後時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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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有政治議題的關懷先例，但在八〇年代之前，政治與藝術有所交會

的現象仍然零星，相較於此，解嚴前後那些年，藝術對政治的關切幾乎成為時

代的主流風氣，這與當時的時代條件以及社會氛圍有關。這個時代不只是政治

關懷成為藝術作品關注的焦點，其中呈現出來的批判性格也是前所未有的管道，

由官方主辦的美術館出現了許多過去禁忌的政治諷刺的作品以及展覽檔期，為

反動霸權而成立的民間展覽空間、藝術行動也都如雨後春筍般四處而起，從四

面八方逐漸形成星火燎原的局勢，藝術場域產生了一個明顯與過去強調藝術語

言差異的世代分隔線，「前衛」與政治批判、挑戰禁忌之間的連結性在這個新

的世代推上了高峰。 

 

        而隨著台灣社會各領域的努力推進，強人政治的霸權走入歷史，民主逐漸

成為台灣政治的全體共識，政治批判已經從一種禁忌的挑戰轉為一種全民的權

利，政治批判與前衛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模糊不清，帶有前衛特質甚至是義務

的藝術行為也逐步朝向下一步前進，投入更加宏大、更加全球性的人類命題。

如此走向並不意味著台灣的藝術不再帶有政治批判的性質，而是藝術家的能力

與責任，已遠遠不能只關注於單純針對「台灣政治」的關懷。因此能夠看出，

解嚴前後正是藝術對台灣歷史與政治批判風氣的鼎盛時期。 

 

 

第二節、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的條件 

        檢視戰後初期到八〇年代前的時代氛圍，可為台灣藝術中的政治批判缺席

得出一些脈絡。在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國際興起的風潮為現代主義，對於藝

術的形式和精神層面更加的追求，也常運用抽象的表現手法，對「藝術」自身

的高度關注，相較之下對於社會現實層面較少關心。除了國際藝術情勢，台灣

本土的藝術發展脈絡也是關鍵，從日治時期開始之官辦美展，建立了主流的題

材興趣，延續至戰後，風景畫為受欣賞的大宗，反映社會面與批判的作品較為

少有。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水墨畫由大陸遷台的藝術家帶入，在台灣開展成獨

特的形式，然而不論在中國文人畫傳統中或是新融入的抽象、寫生方式，社會

批判性都不是重要的元素。七〇年代後鄉土美學成為市場主流，配合當時文學、

音樂等領域的鄉土運動，懷舊的、本土的藝術形式受到格外的重視，雖然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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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主權問題意識而生的本土化運動，但是在此形式下的藝術作品缺乏政治批判

傾向。 

 

        從政策角度面來看，戰後初期政府為穩定政權，採取了高壓的統治方式，

對於社會中的異議份子也採取極端的壓制手法，使得剛萌芽的社會批判藝術作

品被阻斷了生存空間。在接下來的時日裡，政府採取的是較為平和的手段，主

要著墨於宣傳與教育體制中，但仍然掌握了資源的掌控權，如 1950 年成立的文

獎會和文協就是致力於推廣政治意識形態的藝文組織。但是在這些情勢下，這

段時期內的政治關懷作品並未完全消聲匿跡，主要是作為零星的存在，在觸碰

到當權者敏感的威權神經時，即會引來一些打壓的手段，如《新藝術》月刊等

人的遭遇。 

 

        政府試圖用灰心與恐懼的方式使台灣藝術創作轉向規避政治，而各時期掌

握話語權與象徵資本的藝術領航者也隨著國際現代主義的脈動以及明哲保身的

規避態度，幾乎使得八〇年代解嚴前後之前的藝術作品沒有發展政治批判性的

客觀條件。 

 

台灣政權在文化領域上長期握有話語權，對於反對聲音的壓迫時有消長，

然而在八〇年代整體環境逐漸有所變化，社會氛圍與藝術發展產生了激盪的作

用。現代資本主義在高度發展下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其中工業化與勞動異化

的現象引發了對人類狀態的批判及反省。在台灣，新左派的思想在八〇年代系

統性地透過雜誌和出版物引進，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使得私人與公部門之

間有一折衝地帶，是具有反抗、交鋒與批判的領域。藝術創作中的政治批判，

即是反應將藝術從私人領域帶入公共領域的實踐。 

 

除此之外，硬體方面在 1983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啟用後，產生了結構上的變

革，台灣藝術就此出現官方的、國家層級的大型藝術展演場。事實上，成立之

初黃光男館長即對前衛性藝術加以推動，並且定位現代化與國際化、本土化之

間的連結，省立美術館與高美館也有所跟進，官方美術館在辦展的態度上，基

本上是鼓勵藝術作品具有衝擊性、實驗性的。與此同時，官方美術館的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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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在野美術館的運動，一部分的藝術家開始對美術館標榜自由開放的風氣

產生質疑，並且開啟了一些替代空間的風潮，使得藝術多元性更加具有流動性，

可以說是官方組織與民間藝術活動對於反體制的氛圍是相輔相成，一但政治立

場直接涉足了藝術領域，就產生了反抗的力道。 

 

透過訪談，本研究更歸納出媒體新聞的技術以及攝影設備的精進，大量影

響了台灣社會運動的風氣，進而影響了解嚴前後藝術家的創作意識，更加積極

地參與了對時代中政治狀態的轉型。再加上藝術界於七〇年代所演化出僅剩思

古幽懷的鄉土美術，與同時期藝文界開展具有批判性的鄉土主義的格格不入，

造就青年藝術家對藝術表現積累已久不滿足，也在八〇年代產生對政治批判慾

望補償性的爆發。這些條件都在威權體制逐漸鬆動的情勢下，1987 年頒布的解

嚴形成了尋求自由開放的一股高潮，這是社會各領域共同醞釀的結果，社會運

動事件與反對聲浪早以在社會中呈現，因此，藝術的政治批判作品在此社會背

景下，是擁有理論基礎、展示條件與社會共識等資源的。 

 

 

第三節、台灣藝術批判的性質 

        在八〇年代逐漸醞釀了追求民主、自由意識的趨勢後，社會氛圍與創作風

氣有利於更深層的政治批判作品，在本質上更進一步希望造成體制的改變，形

式上也更加多元，在解嚴前後迎來了藝術政治批判的高峰。這波高峰與八〇年

代台灣民主運動的黃金十年之社會氛圍息息相關。而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不斷

被執政當局定調為「暴動」、「暴民」的狀態下，知識份子更需要有知識理論

的支撐以及國際經驗的先例作為底本，以訴諸於一種理性、正義的自身處境。

而此時台灣的社會氛圍，「批判理論」這項兼具抗爭、民主以及完整理論化的

觀念，並且又具有一定的前衛性的思想，便成為了社會運動 合適的知識基礎，

如此，在台灣解嚴前後整體的民主化過程中，產生了一個以「批判」為主的社

會介入形式，這樣的形式，正是帶起台灣藝術政治批判的關鍵因子。 

 

        在批判理論的架構下，民間社會是相對於政府的概念，兩者的關係在公共

領域中透過政治、媒體、藝術、文學等面向折衝制衡，在民眾的角度即是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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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理想的社會狀態進行。以台灣的狀況而言，長期造成不自由的來源是極權統

治，對抗極權即成為公共領域中的角力。 

 

        批判的意識是帶有理想主義的意味的，也是帶有個人或是個別群體的意識

形態作為扭轉現實社會的企圖的，藉由嘲弄、反諷甚至是帶有攻擊意味的態度

去抨擊現況，而得以執行理想性。霍克海默認為，批判是為使社會中的錯誤被

反應及解決，使社會達到一個更加合理的狀態。哈伯馬斯則是認為批判源自於

人類本能性的「解放的興趣」，是為達到理想的生活模式，展現出的「自主」

與「負責」行為，理想性的溝通形式。因此，政治批判是帶有理想性的社會行

為，批判者本身具有強烈的理想意識，為使社會達到更加合理、更為健全的狀

態，所作出的言詞談論或行為。解嚴前後這個台灣社會充滿批判性的氛圍之下，

台灣藝術在解嚴前後的發展性質也同步浸染在如此的習性之中，具有理想基礎

下提出政治批判，對於國家應該是什麼樣子，藝術家們開始藉由作品表達想法。 

 

        藝術的政治批判是透過藝術創作的手段，表現出對公共領域特定議題的不

滿，使用藝術語言產生嘲諷、戲謔的效果，使觀看者產生對創作者觀點的共鳴，

進而反省批判的內容，達到社會改進的理想結果。藝術是否具有政治批判性，

在於藝術作品中是否存在對於社會狀態的檢視和剖析，將社會結構中的不公義、

不合理性用形式語言加以描述，放大檢視以產生政治力量。 

 

        也因此，這個時代的藝術家，對於探討社會問題的企圖心是非常強烈的，

無論在各層面上的議題上，皆是帶有強烈批判意味的，藉由作品的政治批判性

展現藝術家的社會參與企圖，對議題的獨立看法、對現實社會的理想追求，已

經成為這個年代藝術的目的本身。從本文所梳理解嚴前後的代表性作品以及藝

術家，對比於前八〇年代的藝術作品以及風氣，便能明顯感受到，「批判」正

是這個年代獨有的特質，也是年代中藝術家間共有的特質。 

 

 

如前文提及馬爾庫賽所言，藝術的本質存在顛覆自身與既有社會的特性，

不斷的自我突破再建構，是足以作為有效政治批判的載體。台灣的藝術政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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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在戰後初期有零星光點產生，然而在諸多因素之下並未開花結果，是以直到

解嚴前後才有創作者以直面的方式，有意識並主動地將對社會理想的價值觀，

加諸於作品之中，在當下的社會脈絡中產生批判的作用，使人們更加深刻的意

識到環境中的政治問題，以及藝術作為政治批判實踐的風潮。 

 

        社會的改變需要時間的醞釀，藝術作為文化產物在時代中不斷的與自我及

外在辯證，產生順應或挑戰。政治批判具有危險性和爭議性，是不容易成為主

流的藝術題材，然而挑戰與碰撞的力量在長期間累積後，需要尋求出口，藝術

家們從自身的反省到作品中的反省，進而對藝術環境產生改變，是一連串的作

用與效應。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具有衝撞體制的動力與氛圍，台灣的藝術家也漸

漸脫離以往日本或大陸遷台藝術的影響，朝自身狀態關照的方向發展，那麼社

會所遭遇的問題也是藝術所遭遇的問題，文學、言論需要自由的場域，藝術也

需要自由的展演空間。藝術政治批判是大膽的實踐也是時代的需要，藝術家把

握了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如同吳天章所言，那時候，他們是有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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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一：哥雅（Goya Francisco），〈1808 年 5 月 3

日〉，油彩、畫布，266x345cm，1814 年。 

圖二：西奧多．傑利柯，〈梅杜莎之筏〉，油

彩、畫布，491cm x 716cm，1818-18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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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古斯塔夫．庫爾貝，〈採石工人〉，油

彩、畫布，160cm x 259cm，1849 年。 

圖四：弗拉基米爾．塔特林，〈工人服裝與火爐

設計〉，1918-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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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巴勃羅・魯伊斯・畢卡索，〈格爾尼

卡〉，349cm x 777cm，1937 年。 

圖六：李再鈐，〈低限的無限〉，136cm x 310cm 

x 135cm，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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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楊逵與台陽美展成員合影。 

圖八：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三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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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李石樵，〈市場口〉，油彩、畫布，

149x148cm，1945 年。 

圖十：黃榮燦，〈台灣農民作家楊逵之家〉。年

代尺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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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黃榮燦，〈恐怖的檢查〉，木刻版畫，

14cm x 18.3cm，1947 年。 

圖十二：朱鳴岡，〈迫害〉，木刻版畫，

24.5x18.8cm，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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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荒烟，〈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

木刻版畫，17x36.7cm，1948 年。 

圖十四：李石樵，〈河邊洗衣〉，油彩、畫布，

116x91cm，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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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李石樵，〈建設〉，油彩、畫布，

261x162cm，1947 年。 

圖十六：李石樵，〈大將軍〉，油彩、畫布，

65cm x 53cm，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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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李石樵，〈避難〉，油彩、畫布，

130cm x 61cm，1964 年。 

圖十八：陳其茂，〈勞軍〉，木刻版畫，12.5cm 

x 14.9cm，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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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陳其茂，〈騎兵隊〉，木刻版畫，17cm 

x 24.5cm，1955 年。 

圖二十：李奇茂，〈戰地送茶水〉，水墨、紙

本，67.5cm x 33.5cm，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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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李奇茂，〈共生死〉，水墨、紙本，

67.5cm x 33.5cm，1957 年。 

圖二十二：魏立之，〈水底神兵〉，雕塑，1968

年。 



 

  133 

 

 

 

 

 

 

 

 

 

 

 

 

 

 

 

 

 

 

 

 

 

 

 

 

 

 

 

 

 

 

圖二十三：周瑛，〈春滿人間〉，木刻版畫，尺

寸、確切年份不詳。 

圖二十四：周瑛，〈作品名稱不詳〉，木刻版

畫，22cm x 30.5cm，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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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周瑛，〈老兵〉，木刻版畫，6.5cm x 

9cm，年代不詳。 

圖二十六：周瑛，作品名稱及年代不詳，19.3cm 

x 4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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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周瑛，〈稻草人〉，木刻版畫，

73.5cm x 48.8cm，1987 年。 

圖二十八：楊茂林，〈遊戲行為－爭鬥篇 II〉，

油彩、畫布，270cm x 330cm，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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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吳天章，〈向無名英雄致敬〉，油

彩、畫布，170cm x 340cm，1992 年。 

圖三十：李銘盛，〈包袱一一九〉，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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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吳天章，〈傷害世界症候群〉，油

彩、畫布，305cm x 390cm，1985 年。 

圖三十二：吳天章，〈關於紅色的傷害〉，油

彩、畫布，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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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楊茂林，〈鯀〉，油畫、畫布，

73cm x 91cm，1986 年。 

圖三十四：楊茂林，〈鯀被殺的現場 II〉，

油畫、畫布，162cm x 260cm，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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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侯俊明，〈刑天〉，月曆、水墨，

60cm x 43cm，1988 年。 

圖三十六：郭振昌，〈日以繼夜 1-1〉，壓克力、

畫布，194cm x 260cm，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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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梅丁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攝

影、拼圖，48x62cm，1990 年。 

圖三十八：許武勇，〈死不瞑目〉，油畫、畫

布，91cm x 76.5cm，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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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吳瑪悧，〈墓誌銘〉，錄影帶、複合

媒材、空間裝置，1997 年。 

圖四十：施工忠昊，〈神：編號 228〉，行動、

裝置、錄像，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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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梅丁衍，〈二二八史盲〉，壓克力、

畫布，30cm x 30cm x 3，1992 年。 

圖四十二：吳天章，「四個時代」（四件作

品），油彩、畫布，305.2x345.3cm x4，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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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楊茂林，〈鹿的變相 S91xx-6〉，綜

合媒材，14cm x 18cm，1991 年。 

圖四十四：楊茂林，〈鹿的變相 S9105〉，綜合

媒材，18cm x 14cm，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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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1983

年。 

圖四十六：楊茂林，〈MADE IN TAIWAN・肢體記號篇

II〉，綜合媒材，160cm x 350cm，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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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吳瑪悧，〈愛到 高點〉，裝置，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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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藝術家訪談錄 

一、 吳天章訪談錄 

1.解嚴以及當時候的氛圍對您的藝術創作有什麼影響？ 

 

        我到現在還受到影響，我還滿關心國族這個問題，也就是國家認同，這個

問題直到我現在的創作，也還是受到影響，也就是說他其實不是只有當時啦。

其實應該說我喜歡歷史的成分會大過政治，有時候我會想說，政治有的時候也

是一時的，不是千秋萬世的。像是我創作的《四個時代》，為什麼裡面沒有孫

中山？孫中山其實沒有時代，他的時間太短，他站在一個進步的位階，他是革

命，他是推翻前人，袁世凱也沒有時代，但袁世凱是掛羊頭賣狗肉，他一樣是

軍閥。所以從文明進步的位階來說，孫中山是革命，可惜他沒有時代，他的時

空都太短了，他的統治有沒有遍及他的子民的各個角落，還有他的統治能不能

涵蓋到一定的時間性？這些條件才能決定他能不能形成一個時代。我特別要提

出來，孫中山沒有時代、袁世凱沒有時代，但是作品之中的四個強人有時代，

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號令隨意都能夠鞭策到他各個子民的角落。 

 

        解嚴那時候台灣其實也蠻亂的，動不動就抗爭、示威，有的時候遊行，生

活也是受到打擾，但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就像我們要去登陸月球一樣，雖然生

活上有一點不便，但是那時台灣的改變，太劇烈了，也就是說解嚴好像是一小

步，可能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大步，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其實也是受到影

響，但是當時後台灣一個月的改變，可能是蔣介石時期十年的變化，所以說雖

然生活產生很多不方便，但是它的改變，會是長遠的。 

 

        我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我個人的美學、我的藝術，就是嬰兒潮世代會創作

出來的，他有個特色就是非常有歷史感。當時我們知道時代在改變，我們年輕

的時候是滿有抱負的喔。年輕的時候我們知道說，時代創造英雄，同時英雄也

在等待時代啊，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有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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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講，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們只是同步而已，我們要欽佩那些革命黨，

他們是在前面，超前部署的是他們，我們到還沒有生命財產的安全疑慮，像美

麗島事件中的例如施明德啦這些人，他們啟發我們，但是我們做創作的還是處

於安全、同步的，我不敢講說我們是先驅，先驅是像唐吉訶德一樣那種人，明

知不可為而為的人，這些人都是在革命黨裡面，革命黨都是理想主義，這些都

是先驅者，而我們美術界做的反應都只是同步而已。 

 

        我們比較有幸啦，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同步者，你說早期那些革命的人，

像美麗島那些受難者是先驅，而美術界可以說沒有這種先驅，文學上的鄉土文

學也是某種程度的同步，我們要欽佩的是那些有受到生命財產危險的革命志士，

他們才是先驅者。像我看史明，他對台灣失望、對日本失望，他嚮往中國，可

是去了中國後也失望，他過去中國的時候，作為一個革命者，不能有家庭的因

素、感情的牽絆，竟然還跑去結紮，向這些人，才是先驅啦。 

 

 

2.您過去包含求學時期，對政治批判的思想以及意識從哪些管道、資源建立的？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是受到文學的影響，那個時候有鄉土文學嘛，有一些雜

誌，當時候的雜誌在國家認同上都還沒有這麼清楚，而追求自由民主跟推倒國

民黨是首要的，所以當時候有一些外省人的一群人，或是像許信良這些人在早

期的時候，只是為了要反國民黨，還沒有那麼急迫性地面臨到國家認同，所以

在當時包括左派的文學例如陳映真，還有包括當時的黨外，在當時其實都沒有

發生矛盾，沒有需要認清國家認同的急迫性，大家是可以結盟的， 主要是追

求西方的民主自由。所以我們當時候看的雜誌也有中國左派的，例如《夏潮》，

也有比較獨派的像《美麗島》，當時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每個時代包括日據時代都是有雜誌、有人辦報、寫文學作品，每個運動都

要透過文學，我們當然也是受到文學的啟蒙，我們讀書的時候是處於鄉土文學，

是有別於先前的現代主義的。在我們來看，以前的文學是屬於比較西方、比較

純文學，代表的人就是余光中，而鄉土文學他們就是對抗那些西方美學的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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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比較帶有反映社會寫實的意味、批判社會的，我們是受到這種文學的影響。

當然前面還有受到更大的原因，就是我們國家的處境問題，我們退出聯合國，

還有釣魚台事件。其實有點像現在的狀況，我們現在也是整天被中共文攻武嚇，

所以我創作的敏感度，是到現在都還一樣的，但是跟以前不一樣的事我現在加

了國族認同了。 

 

        還有我們看電影，像當時法國是新浪潮電影，我們當時會專門跑去台大門

口去買那些禁書，都是擺攤的，看一些三〇年代的文學，影像、錄影帶的部分

都會跑去重慶南路的「秋海棠」。我們會收集這些東西，就是會特別好奇為什

麼國民黨要查禁。老實講我當時學生的時候，哲學類的閱讀影響比較偏向「存

在主義」如沙特、卡繆等，其他大部分就是受電影、文學跟歷史的影響。當時

候在學校仍然還有國民黨的黨務系統耶，我們整天會被約談，問我們要不要參

加國民黨，雖然沒有強迫性，但是常常要給你洗腦，學校有教官，教官就是控

制你的思想，是思想檢查。以前會覺得是警察國家啊，以前我們讀大學在陽明

山嘛，那時候還戒嚴啊，晚上的時候警察可以隨時上來盤問，就很不爽啊，這

不就是警察國家嗎。當時我們學生都晚睡，夜貓子四處跑，常常在中山堂附近

晃啊晃的結果就被警察臨檢。那年輕人本來就應該懷疑主義，你就懷疑「這樣

對嗎？」 

 

        當時我還有畫黨外雜誌，當時畢業的時候太窮，有擺地攤，其他時間就接

接 case 來做，就接一些黨外雜誌的封面設計，而且還是我主動去找來做的，我

直接去找當時的立法委員推銷自己畫的插畫，當時的黨外雜誌都是增額的立法

委員辦的，我自己畫了一些樣本去自薦。還有當時沒有國會的記者可以去拍到

國會在開會的照片，拍不到照片就通常是用美工畫的，所以當時的黨外雜誌就

大部分都用畫的。當時候發生「江南案」的時候，案子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就

是用畫的，那時候我畫的黨外雜誌例如有《深耕》、《政治家》、《薪火》，

那時候我常常在畫的，就是蔣經國，他們常常需要蔣經國的圖像。 

 

        還有當時會受到選舉的鼓舞，以前我在畫黨外雜誌，有一個社長跟我講過

一句話，他說：「蔣介石是偽君子，毛澤東是真小人」，偽君子就會去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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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弄得好像西方民主一樣，我們那時候就把選舉稱作「民主假期」，在選

舉的時候百家爭鳴喔，什麼話都可以講，講完以後如果你沒有當選，你就要被

抓去關，秋後算賬，所以那時候這些黨外、民進黨的前身參選人全部都訴求

「讓我當選，不然我就要被關了」，所以我們當學生的時候聽到那些言論，驚

為天人，不是學校或是歷史可以看到的，都是在選舉的時候看到的，我們就會

嚮往。當學生的時候碰到選舉，下課後就跑去聽選舉，就得到一些啟蒙。毛澤

東如果是陽謀，蔣介石就是會去維持一個西方民主的外殼、衣服，毛澤東是給

都不給你的，蔣介石會給你，主要也是來自於美國的壓力啦，但是只有在這個

選舉期間，過了就沒有了，一直到解嚴，所以蔣介石的時代，你覺得可以呼吸，

就是只有那幾天的假期讓你呼吸。 

 

 

3.八〇年代台灣各大現代美術館的建立，使藝術能夠有更高規格的展演空間，

大型展覽也與官辦美展脫鉤，成為一個公共領域；但同時也成為藝術「在野」

性格的批判對象，包含替代空間的出現，這對於當時形成的藝術風氣，是否有

各種影響呢？ 

 

        以前我們展場的條件很差，連文化中心都還沒有，那時候在南海路有一個

美國新聞處有一個展場可以給你申請，引進一些美國藝術的期刊雜誌，其實美

國在台灣藝術界做這些鼓勵，目的也是要形成你們親美啊，美國很早就在做這

種事，你看當初八國聯軍造成中國的賠款，美國不要錢，他要的反而是促使留

學生赴美留學，為什麼？因為留學生返國後有可能會成為親美的政要，就會逐

漸形成一個親美的政權，美國希望的是這個。所以當時候我們在美國新聞處所

辦的展覽，我們會覺得那種展覽某種程度是跟台陽美展或是其他在地的美展是

有區隔的，美國新聞處有個場地可以發表，這些展覽以現在來講就是叫做當代

啦，在台灣的當代分水嶺，就是解嚴，而我們意外的變成台灣當代藝術的第一

代。 

 

        當時學院派的作風目標都是放在參加全國美展、台陽美展，而我們的眼光

根本就不放在那裡，我們都把眼光放在雄獅美術辦的「雄獅新人獎」。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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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處看到很多國外的美術雜誌吧，所以我們的眼光早就不放在學院派的

路徑上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在「雄獅新人獎」，所以學校老師跟我們的

氣氛是不對盤的。我們讀文化大學的時候主流風格是教我們超級寫實，已經是

相對比較新穎了，我們感覺官辦美展就是窠臼、老舊。 

 

        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我退伍沒多久，北美館就在蓋了，所以以前的那些展

覽就會被放到文化中心。所以我們開始有美術館以後，展覽就跟文化中心區隔

了，那些舊的美展場域就被歸納到文化中心去了，我們做當代的就跑來北美館

了。美術館的建立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們跟我們老師輩的時代差別，也可以

說是幸與不幸，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我們的老師輩，後來也都進到畫廊的展覽

領域，當時候台灣的畫廊狀態是還不錯的，我們年輕人進不了畫廊，就留在美

術館革命。沒錯那時候沒有我們的市場，我們的東西在當時候比較前衛，幸與

不幸有時候就在這邊，可能我們的老師在當時候比較有市場，但隨著時代的推

演，在學術的地位上可能就沒辦法再耕耘了，也就是說被市場招安了啦。美術

館沒有市場，但是美術館可以給你揮灑，空間那麼大，我們從來都不畫小畫的，

從出道就畫大畫，就是針對美術館來的，因為美術館太大了，所以展演的空間

就很有差。 

 

        當時候在蘇瑞屏當館長的時候有做一些審查的動作，但那不是制度面的，

而是館長的自動審查，到我在北美館要展《四個時代》的時候館長已經是黃光

男了，碰到前面的這些事情，他應該也就不敢了吧，他不敢再審查了，後來我

們那個展覽完後，館長也很高興，因為他沒有查禁我，反而被媒體捧為開明派。

在那之前包含張建富事件、李再鈐事件那些等等都還是有一些檢舉啊、審查啦，

所以也可以這麼講，我的《四個時代》蔣介石、蔣經國、毛澤東、鄧小平在北

美館展出之後，台灣可以說就是完全開放了，也算是一個證明了，那次就是一

個雙贏，媒體也報導館長開明，那藝術家也前衛，所以我那個展覽可以說是一

個分水嶺，從此以後，不再有思想審查了。 

 

        替代空間的出現也是對官方的一種反動，早期在美術館擔任評審的也都是

一些以現代主義藝術為主的委員，那時候我們這批年輕人已經走進當代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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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審的部分，是現代主義的眼光，讓年輕人覺得，在爭取官方展覽、比賽的

機會變少，所以替代空間是一種反現代主義，年輕人有些東西可能太前衛，官

方評審時可能不會過，就轉往替代空間，當時政治的因素已經不太大。 

 

 

4.八〇年代藝術對政治批判的浪潮與思想與社會運動的性質有一些相關性，社

會運動風氣如何開始與藝術交會的呢？（因為社會運動的批判思想似乎更早在

社會蔓延，也更早出現在文學裡，而似乎在八〇年代才與藝術有所交會） 

 

        李石樵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他有一些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作品，但後

來發生了白色恐怖，就停止下來了，白色恐怖在藝術界也是影響很多，為什麼

後來五月、東方跑去畫抽象畫，也就是因為白色恐怖嘛，畫抽象話就比較沒有

爭議了嘛，就為藝術而藝術嘛，不是為人生或是社會而藝術，但連抽象畫的秦

松都難逃被檢驗，發生被指認為倒蔣的「秦松事件」。（他畫的抽象繪畫，有

一張由黑色線條構成的畫作，遠看似被倒置的蔣字）。 

 

        過去那些老畫家說實在的也不是黨外運動的那些革命份子，所以通常的選

擇是壓抑吧，像李石樵就轉變了，秦松後來就離開了嘛，五月東方通通都往抽

象去，倒是有幾個人包括刺蔣的鄭自才，或是施明德的哥哥施明正，他們也都

有畫圖，這些人的作品就比較激烈，但是他們普遍會被歸類在業餘的，不會被

認為是專業的藝術家。解嚴以後到蔣經國去世時，《天下雜誌》出了一期〈發

現台灣〉，如果說解嚴之後 大的影響應該就是來自於這期專題，它讓「台灣」

變成顯學，史明的書也才正式浮出檯面，雖然我很早就已經在台大舊書攤買了

史明的書啦。但從〈發現台灣〉那期出刊以後，什麼長江、黃河、龍的傳人就

過去了，所有的台灣研究就變成了當時的顯學。 

 

 

5.「四個時代」（1990）、《向無名英雄致敬》（1992）都是對政治議題直接表

現的作品，在這之前，台灣的繪畫似乎沒有如此直接以政治議題作為作品主體

的案例，當時構思這樣的藝術創作，是否有什麼需要突破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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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時代」是有意外成分的， 初我創作時沒有帶有權謀的角度，那時

候我上《聯合晚報》的頭版，我自己都意外，我沒有想那麼多，不是一個權謀

出發的，反而是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出發，就是美學而已，並不感到害怕，捫

心自問，我自認自己也不是革命家嘛，我們欣逢那個時代，跟革命志士同步，

我們要向那些革命志士致敬，他們才是拋頭顱灑熱血的，我們也比我們的老師

輩幸運啦，我們的時代已經可以讓我們去做創作，我就剛好碰到那個臨界點啦，

每個人都有他的時代極限，有的時候你幸運，也有的人何其不幸，這都很難講。 

 

 

6.解嚴之後，您的作品對政治的直接批判力道逐漸減少，轉往探討一些台灣的

民族性格以及屬於台灣自主的美學，這中間的過程是如何轉化的呢？ 

 

        如果講批判性來講的話，現在會比較降低一些說明性，現在多用的是隱喻。

什麼叫前衛？前衛是具有爭議性。時代在進步，當時候在解嚴的時候，我畫那

個圖，還會有很多老兵來抗議，要展覽，北美館的館長也是煩惱的要死，在煩

惱到底要不要讓我展。所以那時候畫那種圖是有爭議性，那時代批評蔣介石、

蔣經國，還會有人來跟你抗議，現在，你做個計程車隨便批評陳水扁、蔡英文，

沒有人會怎麼樣了，時代是不一樣的。在以前是有爭議性，所以反過來講，現

在的我就不能講是前衛了，前衛是在年輕的時候。 

 

        理論上，文明都是一樣的，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前衛，因為你一無所有，

你不造反，怎麼會有天下？那現在我有了，我現在是要「轉型」，更應該要講

說我現在不能再前衛了，前為的是年輕人，所以我現在作品的批判性還是有，

但是用隱喻的，把說明性就降低了。 

 

        時代不一樣了，美學就不一樣了，像是現在在台灣，任何人都可以罵習近

平，你的作品現在再批判習近平能叫做前衛嗎？不是了嘛，時代不一樣了啦。

我們講為什麼那時候文學要反現代主義，因為工農兵文學的藝術性會降低，說

明性太高，它的目的性太強，如果我們說它們是為人生而藝術，那為藝術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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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後就變成哲學了嘛，美學獨立出來就會變成哲學，它不需要有目的性或是

教化的部分，當然我們現在也怕會教化，但是現在可能有些創作人太明顯了，

痕跡跟說明性太強它會傷害藝術性，現在是要去拿捏如何去控制藝術性，不要

到晦澀。這個到現在都有爭論，有時候為藝術而藝術，把藝術變成一種過度專

業、過度高階、過度晦澀，有時候在當代，你去看那些文件展，連藝術家自己

也都會產生懷疑，為什麼需要透過這麼多的文字說明？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視覺

藝術，我現在還是懷著這樣的信念，我盡量用視覺去達到，雖然我現在也做很

多田調，但我還是發現，好像我不需要用到文件，即便我手上也很多文件，我

發覺我視覺做得到，但如果我視覺能夠做得到，那我就不需要展文件了，當然

這是我的個人選擇。我們在視覺藝術的領域裡頭，有的時候我都會懷疑，如果

我用太多的文件，透過太多的文字、透過論述，它如何引起人家的共鳴和同理

心。我們做視覺藝術，會感動，我們喚起的也是我們在創作當下的感受，那你

把它化做視覺呈現出來的時候，它可以溝通，也就是說你會被感動。那透過文

件，那種感動可能層次是不一樣的了。 

 

        隨著年紀大了，人生觀跟生命觀總是帶有一點總結的意味，相對地，前衛

也是一樣有條件的，因為你一無所有，你要打天下，到老了，你有東西了，可

能就會選擇比較保守了，因為你已經不是一無所有，但現在還是希望把我的

後總結，把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宇宙觀，呈現給這個社會，我還是關心國族

的問題，追根究底，不公、不義、不平的事情，我就是看不慣，所以還是以藝

術來表現國族這個議題，但是現在，它已經跟生命連結在一起了，已經不再是

那種完全的說明性了。你說我到底是關心政治還是關心歷史有的時候我自己都

搞不清楚了。 

 

 

二、 吳瑪悧訪談錄 

1.解嚴以及當時候的氛圍對您的藝術創作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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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 1985 年回來台灣，然後又回去德國半年，所以是一直到 1986

年才整個搬回來台灣，然後 1987 年解嚴，那 1987 年為什麼會解嚴，就是剛好

在解嚴之前的那幾年，尤其是我是生活在台北，社會的變動還有社會運動是很

強的，因為中央政府在台北，所以即便是中南部有任何的反對運動，他們也必

須到台北來去進行抗爭，所以我回來台灣的時候剛好就是台灣變動很厲害的時

候，幾乎天天在馬路上都有各種的社會抗議行動，當然比較有名的像是 520 的

農民運動，然後平時本來就有勞工運動，還有婦女運動、環保運動，這些東西

都在那個時候層出不窮，就是幾乎天天都有這種新聞，你在電視上面看相關的

報導，當然這些人都直接被講成是暴民，可是台灣長期都受到政治的壓制力量，

所以一般老百姓普遍對政府是不信任的，然後也普遍對媒體不信任，當媒體在

說這些人是暴民、不良份子，其實一般的人都不會相信，因為那種運動是各式

各樣的，不是只有一種運動，如果是只有一種運動，那大家可能就不一定會那

麼支持，因為每個人的立場是不一樣的，可是在那個年代是各式各樣的運動，

所以等於是，就會看到一種社會普遍對政府的不滿。那我在這個樣子的狀態下，

當然會去反思，到底藝術是什麼？到底藝術跟我們每天看到這樣的社會狀態的

關係是什麼？當你天天不管是在媒體上或是在馬路上，通通都是這樣的新聞這

樣的事件，當然也會去反思啦，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是這想說，到底我的藝術

如何去反應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才開始會有一些轉向。  

 

        其實台灣的知識界也不是那麼的大，那我在台北，搞運動的大家都會在一

起，例如說我直接比較有參與的像是婦女運動，像我的老師李元貞，他們也都

在裡面，就會接觸到非常多女性的知識份子，大概在 1990 到 2000 年之間，台

灣的婦女運動也是滿活躍的，也是跟著其他的社會運動並行，因為每一次任何

一個社會抗爭，大家都會希望號招越多人來參與越好，所以大家都會相互支援，

在那樣的狀態裡面，當然就會認識很多人，說實在的會關心這種事情的人，大

部分都是知識份子，所以那個時候像《婦女新知》到「女學會」，後來到王浩

威他們成立《島嶼邊緣》，我們也都參與在裡面。所以整個知識的社群大概就

是這個樣子，大家彼此都會認識，他們的文章我也會看一下，很多的概念都會

在那邊流動，這個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習的地方跟過程。我想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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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也都在思考說，自己的理論研究如何真正能夠在社會裡面實踐，而不是

只是在學院的殿堂裡面去講很多的理論。 

 

 

2.除了解嚴以外，您認為在八〇年代，台灣有什麼客觀的條件因素，能滿足藝

術界這股前所未有的政治批判風氣呢？  

 

        我覺得這個跟解嚴有關係啦，因為你在戒嚴時期，真正敢那樣子表達的，

我相信即便有，他們一定都是在地下，就是說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裡，其

實是很少的。然後當然就是媒體批判，因為有很多的記者，他們當時都是在新

聞事件的現場，那記者在這裡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功能，例如說今天我明

明看到是警察打人民，但是呢，你看到報紙寫出來的，或者是電視播出來的卻

變成是相反的，變成是人民是暴民然後警察要來抓壞人。那一些記者因為他們

本身在現場，所以他們在台灣民主推動的過程之中能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像有一群人，就叫做「綠色小組」，他們那時候所拍的東西，就是有點在

跟主流媒體對抗，就是說你在主流電視台看到的、聽到的都是這些人都是暴民，

要來反政府，但是同時，因為這些人要講究快速，同樣一件事情，可能主流媒

體報導的事這樣的角度，可是他們同樣也是在現場紀錄，他記錄到的卻是另一

個角度給你看，所以他們是會同時發行，只是說他們的東西，是你只有在某些

管道才可以看到，那時候 重要就是要去夜市，夜市可以去買錄影帶，他們馬

上就在那邊銷售，然後你馬上就可以有一個不同於主流的版本，那我覺得這個

是台灣後來可以推向解嚴、推向民主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因為例如說我們一

般的人，我們沒有相機、沒有錄影機，即便有，我們一般人其實也都不是很敢

去現場，因為都很危險，所以我們其實都是靠二手傳播，我都是看報紙、看媒

體，可是他們告訴我們這些訊息，就發現竟然有一群人他們的資訊是完全不一

樣的。 

 

        台灣長期也是受到政治的壓抑，本來就一直都有這種反動的力量，這些反

動的力量都只能變成一種地下組織，就像民進黨還沒有成立以前，它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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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組織，我們稱它叫「黨外」，他們發起的運動就叫做「黨外運動」，民進

黨是 1986 年成立，當時候成立政黨是犯法的，可是他們又是一大群人，沒有辦

法，那也因為它的成立，所以那時候蔣經國就宣布解嚴。我們是在那樣的時空

裡面，解嚴之後，某種程度上那種壓制的力量就會比較鬆綁，再來就是，那個

時候的對抗都是很強的，說實在我們的藝術表現，再怎麼批判政府，都不會比

他們還強，因為他們是直接在街頭上跟政府對抗的，或著是那些記者用紀錄的

方式，用他們的機器，記錄著另一個觀看的方式，記錄另外一個真實，同時跟

政府控制的主流媒體是一起播放的，所以那個力量其實都比我們藝術都強太多

了，他們真的有點是像在前線作戰的那個狀態，所以我會覺得，相對於他們，

更像是他們是拿著槍在對抗，我們做藝術的是拿著筆桿在書寫，那個差異還是

滿大的。以我的狀態來說的話，我 1986 年回來台灣，那 1987 年就解嚴了，當

我的作品開始去反映一些政治的議題，其實我都是把藝術當作是一個反思的媒

介，如果說真正的去進行批判，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厲害，只是說透過作品去把

自己不以為然的東西去呈現出來，可是這個也都已經是在解嚴之後了。 

 

 

3.您在留學以前，對政治批判的思想以及意識從哪些管道、資源建立的？  

 

        因為我是淡江畢業的，淡江跟台大是兩個台灣 反動的大學，那台灣從事

反對運動比較重要的人，大概就是在這兩個大學的教授，所以我在唸淡江的時

候，比較有批判思考的幾位教授，常常會邀請一些黨外人士來學校，有一些也

不一定是從事政治，但是也有一些批判的、偏左派的思想的人士，也會邀請來，

所以我想我自己在大學成長的過程裡，會去選擇的課程的老師，都比較會是一

些比較有反思力的。 

 

        那因為我是外文系，所以我們也都會比較去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而且在

當年我們念大學，沒有網路，需要找資料都是要靠報紙，就得要去圖書館，而

台灣依當時候的文字生產量，像是藝術相關的資料，如果你只看中文，也找不

到什麼東西，所以那個時候也都要去看一些國外的書，然後就會看到一些國外

的東西，例如說在我唸大學的年代，美國就很流行偶發藝術，偶發藝術其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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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都跟日常生活有關，甚至於對於藝術本身或者是社會制度本身也都會有一

些嘲諷，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一方面是一種非常解放的力量，因為在台灣看不

到這樣的東西，尤其在美術方面來說，大家都還是比較專注於技術的琢磨，而

且是很強調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是沒有內容的，所以你在台灣其實是會得不到

那樣的訊息，同時，藉此你也會看到其實台灣的藝術發展基本上跟國外的藝術

發展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當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就是讓我

知道說，其實藝術，我根本不需要說一定要會畫畫，也不一定要去學素描或著

是學國畫才能夠從事藝術，這個也讓我覺得說，我一畢業當然就只能出國。 

 

 

4.當時海外、歐洲所風行的思想以及您們所帶回來的知識對於這波政治批判浪

潮有哪些影響或是挹注呢？ 

 

         我一畢業後就先去維也納，那我去維也納的時候，很快的就看到他們的大

學生跟我們的大學生很不一樣。當年我們的大學生都會參加很多社團，但我們

的社團都是一些詩社啦、兒童文學社啦，就是那種，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附庸

風雅，感覺就是比較高尚啦、知識份子啦。可是我在那邊，他們的社團，可能

一個社團是關心第三世界的，另一個社團很可能是在談糧食問題，當然也有女

性主義的問題。我那時候就有看到他們很多的社團，他們的社團都是有議題的，

而那個議題都比較是在詢問政治的、公平正義這部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開

了眼界，可是說實在我也都不了解那些東西，所以我也不敢說要去參與，因為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可是，某種程度它就是一個社會氛圍，就是說在一個大

學裡面，人家在關心這些東西，無形中就變成你每天都會接觸到的訊息，雖然

我也不見得有多了解這些東西，可是我想對我來說多少都是有啟發。 

 

        我在維也納的時候也正是行為藝術非常的熱門的時候，那時候是剛開始、

非常紅的時候，大概就是 1980 年前後，那時候的維也納行動藝術，即便在今天

來看也都是非常可怕的尖銳，它也就是在批判體制，一個是宗教的體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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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就是政府的封建，還有就是社會的保守，基本上是環繞著這個樣子的議題。

這些東西在當年對我來說也是滿可怕的，因為我在台灣也沒有接觸過，而且那

些人都是男性，男性有時候做的東西也是滿暴力的，所以那些東西都是養份，

在那樣子的藝術世界的氛圍裡面，我也沒有走往那個方向，只是說這些東西都

會撞擊我們，讓我們去思考一些事情。 

 

        後來我就到德國去，轉學到了德國，因為在德國我也是住在大學宿舍，那

個時候正好是德國年輕人成立綠黨，也正逢他們在選舉的時候，那個時候也是

德國在政治上面臨了一個很大的轉型，主要也是綠黨成立的關係，因為綠黨都

是年輕人，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環境正義，然後批判資本主義、批判這些權力跟

資本的結合這些東西，所以我天天在宿舍，同學們在聊的都是這些事情，而且

不見得是藝術學院的學生，因為他們要選舉、他們要投票，每天那種茶餘飯後

大家在聊的都是時事。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也蠻有啟發的，因為我想在台灣，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如果談政治大概都只能私底下，而不是那樣公開地談論，尤其我也不是政

黨的人士，你說你要跟你的朋友談這個，人家都嚇死了，而且說實在我們也不

是搞政治的人，在台灣的社會，包含你的父母也都會告訴你，你 好就是不要

扯上政治，因為過去台灣的這種白色恐怖之下，父母都會這樣子去告誡子女。

所以那個氛圍是很不一樣的，我想在那個社會氛圍裡面，對我後來在看藝術的

本身，包含回應社會的部分，也包含更多元的形式，都是對我很有啟發。所以

當我回來台灣的時候，就會慢慢去反芻，我在那邊的時候，很多東西我也不見

得暸解，可是回來以後，會慢慢地去回溯，然後去讀更多的東西，然後慢慢地，

自己就走向了這一條路，我想也是因應來台灣當時整體的社會發展狀態。 

 

        在德國的藝術學院是跟歐洲的制度，跟台灣的不一樣，台灣是走美國的制

度，學藝術其實是在大學，歐洲不是，在歐洲分得非常清楚，在大學是搞純理

論，那我是藝術學院的，藝術學院就是純創作的。那我念的其實是一個比較前

衛、比較自由的學校，我們並沒有必修這個東西，我們必須要做的只是做作品，

你就是要一直創作，然後每一個學期老師會來看你的東西，然後給你打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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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你下一個學期還可不可以註冊。所以我們其實就是一直待在藝術家工作室

的概念，我們要做的就是創作。 

 

        不過因為我是念杜塞道夫，那杜賽道夫也是整個德國在當代藝術 活潑的

地方，也是世界在當年發展得 好、 有名的地方，所以我其實是有上哲學的

課，我也有上藝術社會學，我想哲學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因為我們學校其

實是海德格的重鎮，當時海德格的助教就是我們那時候藝術學院裡面 重要的

哲學教授，後來他退休了，他退休了以後就進來了一個新的哲學教授，這個哲

學教授他走的就是法國解構主義。所以當時候我接觸 多的當然就是羅蘭・巴

特，當然也會有一點點的德勒茲，一點點的傅柯。當然我們是藝術學院的，我

也不是搞理論的，但是當時還是會對羅蘭・巴特很著迷，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

具藝術性的人，那他是做語言學的，他談論的那個語言，跟我們在說藝術如何

通過一個再現表達，我覺得是非常類似的，所以我在德國的時候是非常喜歡讀

法國解構主義的一些東西。 

 

        後來回來台灣，在九〇年代的時候台灣也開始朝向解構的思維，所以後現

代相關的理論翻譯就很多，在這個方面的接觸我反而是在台灣，並不是在德國

的時候。當然不能否認的，因為德國有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家就是波伊斯，他所

形塑的那種社會批判的氛圍，還有我剛才說的綠黨這些，這都是你即便不是特

別去追求這些概念，這些概念都會變成你的日常，它就變成類似知識的基礎。

所以這些思維的發展後來讓我回來台灣後更多去讀一些後現代的知識，這些東

西讓我更能回去理解為什麼我在德國的那個年代，會有像波伊斯或是像當時流

行的「Fluxus」這些做行為或是批判的行動這樣的浪潮現象。 

 

 

5.八〇年代台灣各大現代美術館的建立，使藝術能夠有更高規格的展演空間，

但同時也有許多替代空間陸續出現，能不能談談在那個時代，台灣陸續成立現

代美術館以及替代空間的狀況對藝術發展的氛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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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館是在 1983 成立，也就是在 1983 年才比較有現代、當代藝術在台灣

的出現，第一個比較走現代藝術的藝術學院，就是現在的台北藝術大學，它是

1982 年成立的，所以等於是我回來台灣的時空，這種比較當代的藝術，事實上

在台灣是還比較沒有的，那美術館成立以後，剛開始展覽的也比較多是抽象藝

術這一種，這些抽象藝術又剛好跟真實社會裡面不斷在發生的事件又形成不一

樣的世界，那些抽象的東西因為沒有具體的內容，都是很安全的，也比較漂亮，

因為它的顏色、造型可能比較豐富，比較講究形式美感，這種東西是在那個年

代的主流，這些當然也是我們在反思的東西，就是為什麼我們即便在美術館裡

面看到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反映一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所遭逢的，不管是什麼

樣的問題，你到了美術館，好像這個世界跟那個世界是沒有關係的。 

 

        我想這些大概就是在 1990 前後，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跟主流不同的活動、

展覽之類的，可是這些活動跟展覽基本上都不是在主流的空間，我們的作品根

本不可能進美術館的，美術館他們碰到這種作品，嚇都嚇死了，因為政治的東

西，是沒有辦法被他們接受。像當時我 1985 年回來台灣我做了一個展覽，就是

用報紙揉一揉貼在空間裡面，那時候台灣沒有人做這種藝術，因爲當時在台灣

大家做藝術就是要買很昂貴、很好的材料，因為東西都要保存永久，所以你一

定要用很好的材料，可是我是用「垃圾」來做，這個在當時候的台灣根本就是

沒有人知道這是在幹嘛，甚至會認為你只是在那邊搞一堆垃圾這樣。這個對我

來說就感覺距離很遠，就你到底怎麼開始來跟這個世界溝通？因為我在台灣不

是學藝術的，所以我也沒有所謂的老師在這邊，可以去問老師這到底是怎麼一

回事，就是說，我在台灣是沒有脈絡的，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就開始寫

很多的文章、翻譯一些書，介紹這些在國外從二〇年代就開始的達達都已經這

樣子做了，可是在我們這邊，都還是在畫畫、做那些很精緻的雕塑，我覺得這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藝術概念跟世界。 

 

        1990 年的時候我來參加當時候美術館的比賽「新展望」，那是第一個他們

比較想要走比較當代的比賽，然後我就送了國旗蛋糕來，就是〈愛到 高點〉，

那算是我第一次參加美術館的比賽吧。這種東西，我猜想他們應該也是有看懂

這其中的意思啦，我馬上就落選了，然後一落選他們就叫我趕快要把東西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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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個講法就是說因為那是蛋糕，可以吃的東西，蚊蟲會來，因為美術館需

要恆溫恆濕保護作品，所以他們很害怕會有蟲會影響到其他作品，就叫我趕快

拿走。另外，國旗某種程度的，也還是禁忌。可是我當時就想說，我的作品就

是一個蛋糕國旗，很漂亮，就是一個剛出爐、剛做好的蛋糕。其實我在談的就

是說，蛋糕就一直擺著，因為展覽的作品通常就是一直擺著，而且從我送件進

來，到評審來看，其實都隔了很多天了，蛋糕其實已經開始變質、乾掉，會有

一點裂，當然，後來就開始會有蟲，有蟲之後它就開始會發霉。 我不知道當時

的評審是誰啦，以我當時做這件作品的時候，我自己覺得我一定會得第一名，

因為當時台灣沒有這種觀念藝術，我就覺得說我的東西一定跟人家的都不一樣，

沒想到根本連入選都沒有。 

 

        我那時候就知道一個事實，就是我大概永遠也進不了美術館，因為就是完

全不同的語言、完全不同的藝術世界，我只是覺得滿好玩的，好像來挑戰一下。 

那個年代，也正好陸陸續續很多在國外學藝術的人回來，為什麼那時候有那麼

多國外學藝術的人會回來，我想也是因為我們成立了美術館，也代表台灣開始

要邁向所謂現代藝術這樣的潮流，而且又解嚴，也邁向了一個比較開放的發展，

再加上當時經濟也還不錯。那一個藝術家在國外其實很難很難獲得機會的，幾

乎不太可能，所以那一波，很多人回來，然後這一些人很多都是在國外待很久，

例如梅丁衍、薛保瑕還有莊普，莊普、賴純純是早我幾年回來的，不過總體來

說，我們大概都是四年級這一代，不過他們有多位都是在國外比較久的，那我

是沒有說很久啦，就是反正學完了就回來這樣，我覺得這一些人回來，一方面

就是會對當時候台灣現、當代的藝術發展是有期待的，另一方面，這些人卻是

不見得有機會進到美術館展覽的，因為美術館有美術館的評委嘛，再加上他們

剛回來，也沒有知名度，這時候變成說很需要一些畫廊啦，或是所謂的另類空

間，去創造一點知名度，讓你的東西有能見度。那畫廊基本上在當時當然也是

商業的嘛，它展的東西也是相對比較安全的、可以賣的，所以如果你的東西還

沒有知名度，然後又太新，不容易被台灣的社會接受的話，說實在的也不容易。

所以有一個另類空間就很重要，「二號公寓」的成立，那些人全部都是國外回

來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留美的比較多，他們就很需要一個空間，那他們那時候

創立就很成功，大家一起出錢，一開始就是蕭台興，他自己把自己的家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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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間，後來越來越多人，他們需要的空間又更大，所以後來他們就搬到別的

地方去了。不過那時候就開始形成了一個氛圍，這些人畢竟都是從國外回來，

他們就會看到國外的藝術發展不會像台灣那麼保守，好像還是在畫畫或是在做

雕塑，例如他們就開始會用廢棄物創作，或著是做裝置性的東西，這些概念就

慢慢進來台灣了。  

 

        說實在我們那時候在替代空間或是在畫廊展這些東西，人家根本不會來看，

因為很小眾，我相信來看過那個展覽的，一定不會超過一百人。〈熱愛國家運

動〉也是在替代空間展覽過，我記得是梅丁衍策劃的一個在天母的展覽，我相

信去看過那個展覽的也沒有多少人，說實在的就是沒有影響力，所以你說這對

政治有什麼威脅性，當時在政治上，不會理你的，因為沒有威脅，除非你搞群

眾運動，群眾運動是很有威脅性的，〈刑法 100 條〉是很難用在我們這種藝術

上面的，除非你的藝術思想是會造成群眾效應，才會有人來檢舉，所以我們幾

乎是完全沒有什麼政治作用的。〈愛到 高點〉我送美術館比賽的時候是不會

公開展示的，都是在倉庫裡面評審，那我落選了，就不會有人看到，所以後來

我是在木柵的「優劇場」的空間展出，那時候就是劉靜敏那們自己的家作為一

個劇場排練演出的空間，那他們劇場都是晚上使用，就白天讓我們在那邊做展

覽，所以你說，誰會去看得到，除了去劇場的人會看到，其他人也不會看到。 

 

 

6.解嚴之後，您的作品對政治的批判有一些轉化，轉往探討一些「社會實踐」

的可能性，這中間的過程是如何轉化的呢？ 

 

        其中一個是在解嚴前後，我們要談政治都認為我們要談政治人物的那種政

治才叫政治，錯了，藝術體制就是一個政治，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例如性別關係

也是一種政治，人怎麼面對自然、面對土地也是一種政治。所以對我來說，到

現在我的東西都很政治。另外一個就是像剛剛講的，我們當初做的那些作品，

會看的人其實很少，就是一小群人自己自嗨的感覺，自己覺得很爽，那我對藝

術體制的批判是存在的，所以才選擇走向社群藝術，如果我只是在美術館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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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那也是只做給會來美術館的人看而已，而不是對一般大眾，那這樣就變成

說藝術一直是為了特定的社群而存在。 

 

        當然每個人對這個東西都有不同的立場跟看法，可是我覺得藝術應該是一

個可以來轉動不同人的生命的一個重要媒介、工具，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基礎

教育裡面，小學就要學美術，可是其實我們都不曉得為什麼我們要學美術，就

是因為我們人都有各種不同的感知能力，這些感知能力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去了

解世界、去表達自我。所以我會認為說這個藝術如何進入到大眾的世界去跟大

眾發生關係才是他真正可以發揮的場域，尤其如果你並不是要走美術館系統的，

或是藝術收藏脈絡的藝術家的話，那你就要去思考，你藝術實踐的場域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