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美術創作理論組（水墨畫） 

博士論文 

 

 

 

 

色/情異托邦：論黃昱斌水墨藝術中的酷兒力操作 

 

Erotic Heterotopia： 

Manipulating Queer Force within 

Yu-pin Huang’s Ink Art 

 

 

 

 

指導教授：莊連東教授 

研 究 生 ： 黃 昱 斌 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誌謝辭 

「八年抗戰」終於結束！在這漫長的研究生涯裡，一路上深受各位師長、同學和

親友的支持與協助，讓筆者在艱難的創作之路與絞盡腦汁的學術研究中堅持下去，

心中懷有無限感激之情，首先感謝口試委員陳建發教授、吳恭瑞教授、龔詩文教授、

孫翼華教授、李君毅教授以及指導老師莊連東教授的指導與肯定，讓筆者在撰寫論

文時能順利進行，各位教授的寶貴意見使得本篇論文更加完善，承蒙協助，謹致謝

忱。 

在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修業期間能順利完成課業，首先要謝謝系上莊連東、李振

明、林章湖、袁金塔、白適銘、陳瑞文等教授們的悉心教導與知識啟迪，讓個人在創

作實踐、觀念養成上能夠不斷的精進、自我提升，同時在論文寫作方面獲益匪淺。在

此特別感謝最支持我的莊連東教授，從大學、碩士班到博士班一路以來的栽培、鼓勵

與相挺，老師待人處事親切和藹還有幽默又有創意的教學深得學生的愛戴，是個人

一直以來的學習榜樣。另外，向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的洪凌教授允許到課堂旁聽一

事表達謝意，幾個學期的參與改變了筆者對色情的看法與擴充性/別知識的視野，並

依此產生出豐厚的學術研究。 

十分感謝亦師亦友的青鎽在論文上的幫忙並且不斷的給予加油打氣，讓我在遇

到困頓、迷惘時能有人指引、解惑，也謝謝系辦行政廖姊、斐莉跟琦珊在這幾年來的

幫助，使許多行政事務能順利進行完成，還有學弟妹郁喜、志雅、瑞鴻、兆甫、威丞、

祖寬，有你們的陪伴與鼓舞讓辛苦的研究生活變得多采多姿。 

最後，感謝默默支持、關懷與愛我的家人們，也謝謝曜宇的體諒、包容與呵護並

且帶給我前進的力量，衷心感激你一切的付出。在此分享這份喜悅給所有一路支持、

陪伴我成長的家人朋友們，向你們致謝並銘感於心！

 



i 

  

中文摘要 

 

 

 色情與性/別議題不管在教育、觀念或是人權上，至今都是各國不斷努力的

目標，色情除了可以成為自我成長與批判的力量外，還能作為鬆動性/別階層的

工具，本論文以研究「色情」和「性/別」議題作為理論基礎，並以自己的作品為

探究核心，從作品中找到酷兒力的實踐。論文共分為六章，分述如下： 

第一章為創作研究方法的建構，主要針對研究範圍加以限定，由於涉及性/

別理論，所以在相關的名詞使用上盡可能的解釋清楚；第二章論述性解放的多重

處境，並以色情跟身體作為實踐場域，探究性階層的產生，然後釐清酷兒力量與

性別操演的論點；第三章則評論國外當代藝術中關於酷兒身體、身份與空間展演

的作品，試圖分析現代人的另類品味，再導入到台灣性/別議題的展覽作品，以回

應性/別議題文本；第四章則梳理筆者的風格建立與創作方法的產生，藉由敢曝

美學與審醜的操作，說明自身創作和性/別論述的關係；第五章為筆者作品賞析，

敘述個人經驗與作品內容的關係來回應當代水墨議題；第六章結論，回顧色情與

性/別議題之處境，期許自己未來在面對相關議題時能保持創作能量。 

 由於社會大眾的「恐性」態度導致多數人在看待色情、性/別議題時仍充滿歧

視與偏見，甚至蒙受污名與惡意對待，本論文藉由文本爬梳與作品實踐來剖析自

己，依此來學習接受自己並且認同族群，同時，了解個體間的差異進而包容各種

階層、權力的不對等關係。 

 

 

關鍵字：色情、性/別、酷兒、敢曝、當代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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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sex/gender and erotic issues has been a continuous effort b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erms of education, concepts, or human right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pornography can often serve as a tool for personal exploration and 

self-reflection, breaking down and loosening the confines of conventional sexuality and 

gender.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pornography, sex, and gender, with my artworks being 

the main target of investigation, to find the queer force within the artworks.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boundaries as well as the definitions of the terms used in gender studies. The second 

chapter mentions the scenarios in which sexual liberation occurs, using explicit nudes 

and erotic materials in the artwork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sexual stratification, 

and elucidating queer force and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 third chapter reviews the 

works of the queer body, identity, and space in foreign contemporary art and its attempts 

to analyze alternative tastes for a modern audience. Then, it applies the topic through 

some Taiwanese exhibitions and refers back to the focal point in the sex/gender litreture. 

The fourth chapter is a discourse on the author's creative methods. With the camp 

aesthetic and grotesque elements of the process, a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and sex can be made. The fifth chapter is a commentary on the author's 

works, observing the dynamic between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and how well it interacts with relevant contemporary issues. The sixth chapter 

concludes with a reflection on modern outlooks of pornography, sex, and gender, and a 

personal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my creative energy when dealing with such 

topics in the future.  

Due to the sexual phobia of the general public, most people still hold 

discriminating and prejudiced views regarding pornography, sex, and gender, which is 

evident in the social stigma and malice shown towards those who refuse to abide by 

imposed societal conven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myself wi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reating artworks, which also serves as a guide towards self-acceptance, aids in the 

self-identification within LGBTQ communities, and meanwhile, finds ways to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ocial tolerance. 

 

Keywords: erotica, sex/gender, queer, camp, contemporary in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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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啟蒙時代開啟後產生各種知識的批判與除魅，前人不斷向舊有的規範與制度

進行挑戰，試圖鬆動與決裂單一建構化下的社會價值與思想判斷。近數十年來，

台灣在面對情慾、色情的議題上陸續產生新的問題與質疑，雖然政府機構和教育

單位在面對相關議題時有所進步，不過，相對於歐美國家，我們多半仍以含蓄或

迴避的態度來應對，這種拐彎抹角的「恐性」態度，將人類與生俱來的身心本能

避而不談或者過度包裝，反而破壞人類自身發展與多元面貌的呈現。 

近現代的「恐性」態度將情慾本體染上神祕、恐懼與令人感到羞恥的色彩，

長久以來我們看待身體時往往與色情劃上等號，同時也帶入了其他的價值觀，所

以一旦色情成為某種罪愆時，身體也將被視為骯髒、醜陋、污穢、患病、殘缺的

「非自然」模樣，「非自然」是指社會和文化構成了我們的身體，所以它並不是

「自然」的初生樣態，然而，我們要是更能理解色情、正視身體，讓慾望擁有能

動性，或許我們將能逾越禁忌與制度，使我們可以努力鬆動父權思想結構，以期

邁向解放與自由、平等之目標。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色情、性/別等相關議題在教育、觀念或是人權上，都是全球努力的目標，回

顧中外歷史，色情的確無所不在，而且涵蓋的層面十分廣泛，包含文化、政治、

經濟、階級、身份、疾病、文學、藝術等等，它以不同形式、樣貌出現在其中，

只要有人類活動，慾望沒有被滿足，色情問題就永遠不會消失，倘若色情是一種

必然的存在，那麼我們就應當認真看待色情，而並非掩蓋與隱瞞，輕視色情只會

使得參與色情的人、事、物承接社會結構中最低下、賤斥的位置，這些族群或許

將因此而遭受苦難與不利對待。除此之外，由色情往外衍生的諸多議題也在台灣

逐漸發酵，近年來，關於性/別的論述、運動也不斷興起，大眾對於相關資訊的接

收越來越多，卻仍有半數以上的國人在參與相關議題時表示負面評價與採取惡意

作為，雖然社會運動的努力推動，議題論述也一再推陳出新，但改革之路總是艱

辛困難與漫長，畢竟要打破舊有的觀念，改變根深蒂固的想法，的確會造成某些

族群的巨大衝擊、恐慌與不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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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大多數的人看待色情、性/別等種種議題還是充滿偏見、不安與歧

視，甚至在現實生活中還會遭到污名及惡意對待，然而，社會更加進步勢必不能

只把單一價值當成唯一的信仰，在以人為本的時代便愈發要符合當下人類的處境

與需求，於是，這些議題就必須得不斷提起與討論。 

筆者對色情文化之研究充滿興趣，從原生家庭到成長背景，從居住環境到學

習經驗，筆者的生活體驗都與色情文化息息相關，藉由觀察社會中色情、性/別相

關的種種現象，特別是同志與酷兒（queer）的研究，來面對自身的生命歷程，依

此達到認識自己、接受自己，甚至原諒自己，以各種情慾際遇的經驗，能理解情

慾的多樣性並且展現在自己跟他人的關懷上，將這樣的精神價值延續在作品裡。 

創作藝術作品的目的可以滿足筆者內心對於色情的想像以及實踐性/別議題

的關注，作品內容顯示了台灣當代社會目前對於相關議題所遭遇的問題，還有當

下同志、酷兒族群面臨的處境，依此還能拿來做為性平教育的參照，介紹給學校

學生、社會大眾，換句話說，作品也能成為未來在研究色情、性/別議題藝術文本

與性平教材時的材料與證明，希望在台灣美術史的這段時間補上一個關懷少數族

群的區塊。 

筆者以作品作為主體創造出一個對話空間，讓參與者可以理解色情、慾望、

身體都應當被好好珍視，個人的選擇也應該被給予尊重，不管是美好的、醜陋的、

主流的、非主流的、異性戀、同性戀、色情的、道德的，這些相異的價值與想法

在其生命主體上都佔有自己重要的位置，同時，論述寫作幫助自己梳理自身生命

歷程與培養價值觀，進而學習不否定自己與他人，文章與作品使得觀者能解構情

慾的單一化思維，了解個體之間的差異性，進一步理解而後包容族群、階層、權

力的不對等關係。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範圍 

 

本論文研究內容與範圍主要針對台灣近 20 年來對於色情與性/別議題之爬

梳，還有對相關主題的藝術作品進行分析，屬於文化研究的一環。 

論文著重在通俗、大眾、底層與次文化等等的文化研究，對菁英、主流、資

本文化進行審視與批判，使得階級、權力議題被凸顯出來，90 年代後的文化研究

結合了後結構主義思想，針對性/別族群、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藝術表現等運作

方式進行批判，理解與檢討文化霸權在多重議題裡如何宰制與壓迫他人，依此，

嘗試在現象與問題中與社會對話，在社會運動與文本論述下，期待能夠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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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文化霸權進行抗爭。 

文中有兩大寫作脈絡，其一針對「色情與性/別議題文本」做出文獻梳理：解

嚴後的台灣經濟、文化快速發展、解放的思想也帶動色情與性/別的種種活動，因

其涉及的相關層面繁雜，加上筆者個人的經歷與身份，於是本文選擇以「色情、

男同志和酷兒情慾」來作為文章思想中心的主軸，再把身體、權力、宗教、階級、

污名等等子題與主軸接合。在資料取材上，以色情、慾望與身體相關的資料，以

及台灣爭取性/別運動學者的期刊論述為主，評論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並逐一

分析表述。 

其二探究「色情與性/別議題作品」的藝術觀點與表現形式：台灣近數十年來

深受大量西方藝術作品與思潮之影響，90 年後的藝術家更重視私人經驗，甚至，

藝術家使用私密的身體與性作為公開表達自我觀點與社會批判的武器，並挑戰與

顛覆現代主義下以美作為單一的表現樣貌，採用變形、混種、異質化的創作手段，

藉此來脫離藝術等於美的感動模式，文中介紹到東西方當代藝術作品，其中均涉

及到性、慾望、身份、疾病、空間等等觀念，展現出強大的酷兒力量。 

綜合以上兩點概念，成為筆者創作與書寫時的兩大基本架構，此外，筆者的

成長背景正是台灣色情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鄉野間關於色情的民俗活動十分興

盛，在酬神拜鬼的民俗陣頭、濃豔色彩的電子花車、工地秀中成長滋養，深受草

根性的色情氛圍與艷俗美感影響，同時，筆者的身份認同問題再加上周遭民眾對

於酷兒情慾的壓迫與對族群間不平等的對待，於是，筆者更加關心色情與性/別

議題，並從自己做起，試著投入社會運動，閱讀學術期刊，參與性/別研究課程，

從中體察自身經歷的狀態、分析與創作個人作品，作為筆者剖析、詮釋自身關於

色情和性/別議題之研究內容與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以自身創作實踐為主體，並從中找出學理分析、歷史脈絡、

表現形態與創作技法，筆者為創作理論組，故作品與理論缺一不可，憑藉著學理

的閱讀、討論來澄清作品表現的觀念，理論的支持不但可以肯定作品的內涵，更

能開拓創作者相關範疇之視野，以作為將來在藝術領域上加深加廣之重要意義。  

在視覺藝術的質性研究概念下，本論文以文獻回顧分析法與創作分析法為論

述之兩大軸心，質性研究乃針對人文學科領域之理論分析，也就是說，視覺藝術

創作之研究不傾向測量、實證與量化，著重在創作者的藝術思想產生、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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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視覺圖像分析等等，國內藝術教育博士劉豐榮（1957-）在《藝術教育研究》

期刊提出：  

 

視覺藝術創作研究主要是由創作研究者自己研究自己的創作過程與結果，

並於其過程中配合論文的探究而發展與呈現個人創作。在方法特性方面，

此種創作研究主要以自己為研究工具，而非借助他人觀察、相關儀器或測

量工具，故基本上不傾向實證論之量化途徑，而應符合質化研究特性。1 

 

由此可知，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自身作品為對象，以作品為主體包含創作

自述、美感風格、圖像分析等等外，還向外延伸或回返討論，剖析創作者的學習

背景與思想觀念，追溯成長歷史與生活經驗，關心社會議題與藝術哲學，在來回

之間逐步建構出個人創作的整體的內涵。 

 因此，在上述的想法下擬定出與色情、性/別相關議題的「學理爬梳」以及

「藝術主題定位與操作」之文獻研究，並放在論文的第二、三章中，其研究方法

如下： 

 

一、文獻回顧分析法： 

 

    色情、性/別、同志、酷兒作為研究目標，特別針對以「同性中的男性」為主

軸，試圖聚焦在此處並與自身的作品相呼應，找到相輔助的論點，再通過文獻讀

本整理獲得相關材料，藉此了解此議題的歷史脈絡，有助於本研究主題的學理支

持，相關之期刊論文亦能提供筆者有助於瞭解此議題發展的樣貌，進行文本的收

集與資料的擴充。 

 

（一）「學理爬梳」方法如下： 

1. 閱讀、摘錄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哲學論述，如存在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 

2. 閱讀、摘錄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專書，如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污名》，香港大學古代文學教授吳存存（1962-）的《明清社會

性愛風氣》，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達臨（1932-）的《情色文化史》等眾多著

作。 

3. 閱讀、摘錄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期刊讀本，如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先驅何春蕤

                                                 
1 劉豐榮，〈視覺藝術創作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探析：以直話研究觀點為基礎〉，《藝術教育研究》

期刊，台北:藝術教育研究，2004，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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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國內研究色情文化、同志、酷兒與相關議題的甯應斌（1954-）、紀

大偉（1972-）等性平運動學者之期刊與專書，主要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之

刊物為讀本。 

4. 新聞事件與相關時事資料分析，如乙武洋匡（1976-）2事件。 

    這些文獻可以釐清、建構與佐證本文之內容，許多文本的產生都建立在台灣

曾經遇過或是正在經歷的相關議題之現象，透過文本爬梳與論述可以讓我們知道

真實社會的發展樣貌。 

 

（二）「藝術主題定位與操作」： 

1. 在主題上定位在「同性中的男性」，並研究東、西方同志與酷兒藝術家對色情

和性/別表現之題材。 

2. 評析作品中的酷兒性身體、身分、與空間。 

3. 洞察作品中的另類美感與壞品味。 

4. 闡明作品中的異質性操作。 

    接著，回歸到自己的作品上，並分析作品中的美感、風格、形式、議題、觀

念等等，將之放在論文的第四、五章中，其研究方法如下： 

 

二、創作作品分析法： 

 

（一）創作者的歷史脈絡與操作方式： 

1. 回返生命歷程的美感建立：包含色情的生命歷程與敢曝風格的展現。 

2. 圖像的多重建置與挪用：變形是異化的運作方式，獸化是酷兒力的積極作為。 

3. 材質的混搭與跨界：運用媒材複合與空間的解放來達到材料解疆域的可能性。 

 

（二）個人作品分析與議題討論。 

本論文之學理探討主要聚焦在某些特定的族群，具有針對性，同時，也將帶

來侷限範圍，除此之外，由於研究對象為自己的作品，所以筆者自我的生活體驗、

美感取向、關注現象、關懷議題便具有某種程度的封閉性，故在表述自己的創作

內容與方法，作品圖像的思考與分析時也往往帶有限制性。以下為研究限制： 

1. 研究議題較關注在男同志的情感經驗。 

                                                 
2 乙武洋匡，1976 生，為日本知名作家，自幼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由於其不便的身體使他在生

活與求學過程中倍感艱辛，在 1998 年出版《五體不滿足》內容深受廣大群眾喜愛與鼓勵，具

有成名作家的光環。不過在 2016 年 3 月 24 日，日本出刊雜誌《週刊新潮》報導乙武洋匡與多

名女性發生婚外情，因此衍生出許多關於色情議題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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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對於色情、性/別的生活經驗與環境感知以城市生活為主。 

3. 每個人對於色情的接受度、容忍度完全不同，對同志、酷兒的態度與對待方

式也大相逕庭，在事件取樣時選擇對方較激烈的話語範例。 

4. 雖然有涉及到中國傳統社會對性/別議題的文本，但仍以台灣性/別議題之期刊

論述為主，特別是中央性/別研究室之刊物。 

5. 關於本議題著重在歐美與台灣作為主要範例，未涉及或較少涉及其他國家如

印度性廟、日本鐵男根祭等等。 

6. 文獻探討以歐美哲學為論述背景。 

7. 關於研究色情、性/別等相關議題的學者無法全面性的納入。 

8. 眾多學派中，文本取樣偏重左翼思維脈絡。 

 

 

第四節  名詞釋義 

 

由於論文取材來自於許多跟色情、性/別議題有關之論述，並非美術領域常

見之專有名詞，所以在名詞的使用與理解上需要進一步解釋。 

 

一、情色（Erotica）與色情（Pornography）： 

 

    情色與色情之意義有所分別，國內文化學者廖炳惠（1954-）將前者指為「唯

美色情」，後者則是「暴力色情」。3 

    「唯美色情」強調性的浪漫關係與愛撫倫理，是性慾情愛的感覺事物，對身

體各種感官的特質描繪較為「正面」，也將許多的情愛浪漫感受帶入到慾望裡面，

性器官或其他器官成為身體與身體間親密溝通的媒介，性愛的描繪以隱約、美好

的方式呈現，並保持身體的神祕性，其背後的意義在於使觀者跟畫面保持距離，

以對慾望與性保有想像空間，由此可知，「情色」作品在創作呈現上期待保留較

多的隱約性、距離感、感情成分與美的美感品味。 

    「暴力色情」則與強制、支配、權力、服從、暴力、性幻想有關，以某種權

勢或是力量強制將對方放置在被支配的位置，使對象成為位階更為低下的角色或

是物品，並臣服與被壓抑在其權力關係下，透過各種方式來宰制、剝削對方使其

服從，因此，廖炳惠認為「色情」作品在創作表現上，多以直接敘述、暴力展現、

                                                 
3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市：麥田，2003，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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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化身體為手段，也藉由誇張性器官與性能力去強化某種男性霸權力量。4 

   「情色」與「色情」雖然有所差異，但也有許多灰色地帶且難以二分之處，

言下之意，兩者仍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質，甚至，在不同的時空與觀念的轉變下，

很有可能就改變其定位，而且，在筆者的創作中，有時畫面帶有愛慾、情感與期

待，有時也常使用誇大、醜化的手法去表現，還有時筆者關注的議題明顯與階級、

權力的操作有關，於是，筆者將論文題目定調成「色/情」，因為「色/情」包含了

作品中「色」的慾望與行為，「情」的情緒、情感交流與「色情」的階級、權力

展演，所以將本文定位在「色/情」的書寫，也剛好回應台灣在近二、三十年來的

性解放運動，重視同性戀論述，主張「暴力色情」的重要性，以求打破傳統對色

情的一言堂與刻板印象。 

 

二、性/別： 

 

    「性/別」與「性別」是兩組不同的概念詞語，在《酷兒啟示論》中指出為什

麼要書寫成「性/別」其理由有三：其一，「性/別」一詞表達了「性別」（gender）

與「性」（sex、sexualities）合而為一。其二，「性/別」表達了「性」中有區「別」

的差異概念，它本身具有內部多元差異，也就是個體在性（sex）、情慾（sexualities）

的知覺與行為上有所差異，還有外部社會差異，例如階級、種族等壓迫關係等等。

其三，「性/別」也模糊了原先「性別」只有「兩性」之界定，鬆動兩種性別的二

元觀念，讓性別可以流動。5 

    在《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也提到「性」包含了「性屬」（sex）與「性相」

（sexualities）。6「性屬」是生物性的、以生殖特徵區分的身體，是生理特質，如

雄性、生理男性等語詞；「性相」則是跟性取向、性實踐有關，針對的是慾望對

象，譬如同性戀、異性戀等用語。「性別」跟社會、文化建構有關，涉及到社會

中的身份問題，例如男人、女人、跨性別等詞彙。 

如此看來「性/別」就像是某種屬性，一種非固定的互動關係、文化建構、意

識形態，也是一種政治策略，研究人員與社會運動者在生理心理、權力關係、公

私領域、空間位置、人種差異、政治經濟、文化多樣性等相關的性別議題上多以

此詞彙來進行論述，用來顛覆二元對立的性別模式，同時建構新的知識體系。 

 

                                                 
4 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市：麥田，1994，頁 269-270。 
5 斜左派，〈姓「性」名「別」，叫做「邪」〉，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

讀本》，台北市：元尊，1997，頁 83。 
6 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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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 

 

性解放意義有三個層次，其一為知識的除魅，例如手淫是褻瀆神明，女性必

須守貞；其二為政治的權利，例如爭取女性投票權，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其三為

自由的保障，例如身體自主的選擇權，破除女性成為男性私有化財產，在這些意

義下，發展出各種解放與平權運動。 

性解放致力於消除性/別歧視，因性/別衍生出各種的差異、不公與壓迫，試

圖改變父權制度下的一切霸權與被剝奪的權利，在 60 年代以後，美國與歐洲對

於女性的權力運動與同志運動皆屬於性解放運動。之後在 1999 年世界性學學會

提昇性權的「性權宣言」上更清楚完整陳述其包含：性自由權、性身體安全權、

性隱私權、性平等權、性愉悅權、性表達權、性的自由結合權、生育自由權、性

資訊權、全面性教育權、性健康照顧權，其目的在保障所有跟人與性有關的權力

與權利。 

 

四、恐性（Sexual phobia）與恐同（homophobia）： 

 

一般人對色情與性/別議題帶有強烈的負面印象，在面對與性相關的議題時

常常視為禁忌也避而不談，許多人將之看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大眾「恐性」背

後的原因或許認為性可能會造成某些未知狀況的發生，以及性牽涉到的層面、領

域太複雜，對性的污名還有對性階層的流動所產生的恐慌與不安等等。 

以前，恐性常用於基進女性主義者文本，不過，現在酷兒研究裡對於恐性一

詞有更多的指涉，指出它與權力關係、位階結構有關，而不只是害怕、恐懼性與

色情。在本論文中大多指向「恐同」，涉及對男同性戀的反感、鄙視、仇恨、偏

見、訕笑等等多重歧視的心理狀態，有時基於恐懼：原因包含性別越界、破壞生

殖立論、挑戰異性戀男性至上主義、利益受損與威脅，有時則來自於宗教信仰的

影響，以至於多數的人仍以歧視、暴力來作為「防衛自身利益」的手段。 

 

五、同志（Gay）： 

 

在台灣社會裡，同志一詞大多意指男同性戀，通稱指「gay」，原意由法語「gai」

演變而來，原指情緒上的歡愉，性情與情感上的放縱，16 世紀被影射為追求放蕩

的特殊人士，1935 年用來指稱英國監獄裡的同性戀性行為，以此標籤來指涉男

同性戀者是有罪的。在歐美 1950-60 年代還是負面詞，直到 60-70 年代隨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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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運動與文化研究才削減「gay」的負面含意，讓這個詞趨向中性化。 

台灣則在 90 年代後漸漸提出同性戀議題，「同志」這個詞從 1992 年香港導

演林奕華（1959-）帶進台灣，當時正開始如火如荼的進行同志運動，目前在台灣

使用「同志」一詞是較政治正確的立場，在運用詞語時故意「去同性戀化」，因

為在之前同性戀三個字被污名化的很厲害，於是，族群取一個新名字來重新稱呼

自己，是一種有趣的、特異的文字符號用法，可以暫時忽視或是避開異性戀霸權

加諸在同志族群身上的烙印與傷痕。 

 

六、酷兒（Queer）： 

 

90 年代有許多研究者利用後結構主義論述將「queer」這個帶有貶抑的詞重

新定義與說明，用以解釋性/別認同是建構與塑造出來的。酷兒像是某種意識形

態與運動策略，它激進的挑戰了許多桀傲怪異的實踐，超越性向定位，擁抱自我，

醜化與解嘲，從中獲得力量來壯大自己並且對抗外在的敵意。 

酷兒理論是義大利女權主義學者勞雷蒂斯 （Teresa de Lauretis，1938-）正式

在《差異：女權主義文化研究》（Difference s :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 Summer 1991）7期刊裡提出的術語，在同性戀運動後大量使用該論述，具有後

現代主義的解構精神，超越原有二元的性別模式。 

而在台灣「酷兒」一詞最早出現在 1994 年出刊的《島嶼邊緣》8，紀大偉認

為酷兒是一種文化雜種，他建議將酷兒拆開來解讀：「『酷』是抵禦主流意識形態

的態度，『兒』則暗示了情慾如同兒童一般有著持續成長的潛力。」9所以，酷兒

沒有固定的身份認同，它質疑某些群體認同下產生的權利與定義，成為對抗主流

與標準的聲音，而且，它是不斷變動與成長的，具有策略性的行動與不確定性的

特質。 

卡維波（甯應斌筆名）在〈什麼是酷兒？色情國族〉中敘述酷兒是同性戀、

雙性戀、變性變裝、脫軌或踰越的異性戀等多重角色，他們處在被壓迫的邊緣位

置，拒絕被主流文化同化並以次文化自居，對色情慾望與性抱持著接納與正面的

態度，10酷兒成為一種在權力場域內的積極精神，它要有情慾流動的可塑性，面

                                                 
7 Teresa de Lauretis 官方網頁，2018/7/24 閱覽。 
8 酷兒一詞最早出現在《島嶼邊緣》第十期「酷兒 QUEER」專輯裡，由洪凌、但唐謨、紀大偉

共同編輯。 
9 紀大偉，〈酷兒論：思考當代台灣酷兒與酷兒文學〉，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台北：元尊，1997，頁 9-16。 
10 卡維波，〈什麼是酷兒？色情國族〉，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

台北市：元尊，1997，頁 234-237。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resa_de_Lauretis&xid=17259,15700019,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86,15700191,15700201,15700208&usg=ALkJrhhyAe6Rvh_FG0LY3SYmSmBS0vkkS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resa_de_Lauretis&xid=17259,15700019,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86,15700191,15700201,15700208&usg=ALkJrhhyAe6Rvh_FG0LY3SYmSmBS0vkkS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fferences:_A_Journal_of_Feminist_Cultural_Studies&xid=17259,15700019,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86,15700191,15700201,15700208&usg=ALkJrhjR1Afru14vxpU72C5rZyFHSly4F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resa_de_Lauretis&xid=17259,15700019,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86,15700191,15700201,15700208&usg=ALkJrhhyAe6Rvh_FG0LY3SYmSmBS0vkk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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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恐性不畏批判，肯定與支援情慾的展示，酷兒是身體和性慾不符合主流標準但

又不斷進行抗爭的族群。 

以酷兒特質來作為研究的酷兒理論所涵蓋的性/別議題層面較廣，在南加州

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張錯（1943-）的《西洋文學術語手冊》中提到，酷兒理論是

從「反同性恐懼」與「反異性性別歧視」的角度去研究性/別議題之理論，它不強

調性向，換言之，酷兒理論並不只在討論同性問題，它也在探討被邊緣化的異性

戀挑戰主流階層異性戀的經驗。 

 

七、基進（Radical）： 

 

基進一詞原意為基進民主，在社會運動中，用來對抗社會壓迫與權力宰制，

為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聲，在面對相異立場之對象時，往往會採用較為激烈的方式

進行抗爭以達到目的，並非透過民主選舉方式完成。11雖然基進民主強調多元社

會的理念，但由於權力不斷的在其中操作並產生新的問題，所以，基進成為衝撞

體制的手段，於是有些人翻譯成「激進」，不過，相較之下，基進還是比較中性

的詞，我們所認知的激進則讓人有貶抑的意味。 

 

八、敢曝美學（Camp）： 

 

「camp」在《酷兒啟示錄》中被翻譯成「露淫」，刻意表達不要臉、露出淫

相或三八樣，「露淫」是酷兒享受幽默感的方式，並以此來面對異性戀社會。12

「camp」也翻譯成「坎普」13，它被定義為「豪華、誇張、裝模作樣、戲劇化、

不真實」，在 80 年代後因後現代主義之緣故而被接受成某種美學趣味，這種特殊

趣味的倡導者與推廣者大多來自於同性戀族群，所以它也帶有同性戀色彩意涵。

由於「坎普」風格帶有嘲弄、反諷、遊戲的特質，正好被同性戀解放運動賦予新

的政治意義，它重新定義了美感與文化，並將這種反動的精神用來對抗霸權社會。 

此外，美國女權主義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提及「敢」

（camp）美學來呼應酷兒美學，以輕浮率性的中產階級矯飾手段來達到某種震撼

的誇張行為，背後的意義正是要挑釁霸權制度。14 

                                                 
11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市：麥田，2003，頁 227。 
12 紅水鮮、紀小尾、蛋糖饃，〈小小酷兒百科〉，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

述讀本》，台北市：元尊，1997，頁 60-61。 
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坎普风，2018/4/18 閱覽。 
14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台北市：書林，2011，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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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曝」在法文的原意是擺出姿態，以誇張的方式展現，很符合字面上的意

思，筆者認為「敢曝」有著「敢」於「曝」光的積極意義，能讓人勇敢的表現自

己，並且在人生舞台上展演各種「性別操演」，扮演某種身份，如此看來「敢曝」

美學便是具有酷兒精神的新美學觀，故本論文以「敢曝」一詞來論述。  

 

九、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後結構主義也稱為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由法國解構主義大師德希

達（Jacque Derrida，1930-2004）提出。傳統西方文化以二元對立來論證有關於人

的課題，並使之產生規範與宰制，如此一來，個體將失去自由，無法面對、參與

世界裡其他的可能性，他顛覆西方傳統的形上學與理性中心論，採取的解構策略

是以「歧義」、「模糊」、「差異」去顛覆同一性與精準性，他認為一個文本不能只

有解讀成單一訊息，透過解構的方式，可以發現主題（事件、議題、民族、社會、

國家）同時也存在許多差異觀點，這些觀點不應當被忽視或是壓抑，事件並非絕

對的非黑即白，而是具有流動性、非固定的本質。 

德希達創造出新的詮釋，說明解構是處在「延異」（differance）15的狀態中，

「延異」有兩個意思，其一為時間的延遲，其二為意義的差異，不管是時間的延

續性或是意義不斷拆解產生的差異，兩者本身都具有擴散的質性。筆者認為解構

能不斷的往外擴散並且不斷拆「解」，如此一來，才能讓意義再產生，重「構」

出新的意義，所以，解構既是理論也是一種自覺的實踐，它遠離唯一真理並邁向

差異，也向他者敞開，傾聽、回應與接納他者正是解構的重要責任。 

 

十、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的對象是人的存在，是一種人道主義，並非古典思想中認為上帝才

是最高的存在，20 世紀哲學家面對自身環境進而思考人的生存境況與自由，存

在主義看似悲觀但並不否定人的處境與情緒反應，雖然它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精神

狀態充滿了焦慮、絕望、死亡的氣息，不過，積極來說，它也能從有限的時間與

痛苦的情緒中領悟身為人存有的意義，它有著人能為自己做選擇、做決定的自由

精神。16 

此外，在《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中提到存在主義是虛無的，強調個人孤絕

                                                 
15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台北市：麥田，2013，頁 103-106。 
16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台北市：麥田，2013，頁 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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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將人帶向無意義的境界，似乎具有強烈的消極性，如法國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筆下〈薛西佛斯的神話〉，人類就像被宙斯處罰的薛西佛斯

一樣，每天重複推著巨石上山又看著巨石落下，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可見

關於「存在主義」有著不同之詮釋。17 

本論文提到的存在主義以「現象學的存在主義」為主，如法國哲學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1905-1980）與存在現象學派學者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

Ponty，1908-1961）之哲學觀點。沙特指出人的「存在先於本質」，人類最初存在

而後才成為某種樣子的人，在存在中決定自己的本質。18人擁有絕對的自由能主

宰自己，並且藉由不斷地否定自己的當下狀態，以期待未來更理想的自己，也就

是說，在反覆懷疑的過程中產生了生命的缺失與虛無，但虛無並不是否定生命的

意義，反而是對照出人所不足之處，進而不斷創造出新的自己。 

梅洛龐蒂從身體去談人的主體性，包含「意識的身體性」與「身體的意向性」，

前者論述身體的知覺性，以知覺優先，將身體切割成好幾個知覺或材料看待，而

且各自有所連結，產生各部整合後大於整體，身體如果不被限制，才能發揮其創

造力與活潑度；後者強調回到身體原初的開放性與運動性，它向外部世界開展，

隨時在跟周遭的空間相互形塑，並利用各個器官去理解、體驗，讓身體與世界產

生出各種經驗。 

 

十一、異托邦： 

 

異托邦（heterotopia）是後結構主義性學大師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從烏托邦（utopia）的概念延伸出來的新詞，烏托邦是想像的、不真實的、

理想的、美好的幻境，但傅柯認為異托邦代表真實存在的空間，人可以透過這個

空間與現實世界產生出來的對比性去進行批判。19 

由現代轉向當代就是從烏托邦轉向異托邦的過程，傅柯重視現代性批判，所

以要將西方虛幻的烏托邦觀點轉型到物質性的異托邦，它結合了異質性（hetero-）

與空間（-topia），並提出社會空間論述，依此來批判、重構空間屬性，重新賦予

空間新的定義。 

 

 

                                                 
17 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台北市：書林，2011，頁 107-108。 
18 小川仁志，《超譯「哲學用語」事典》，台北市：麥田，2013，頁 176-177。 
19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epaper/61/08.htm，2018/5/24 閱覽。 

 

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epaper/61/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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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解放的多重處境 

 

 

許多人喜歡色情，但卻不能接受色情可以被搬到檯面上來說，或者慾望跟他

們自身不相同的對象，私密化與罪惡化的結果就是造成某些人對性的壓抑、誤解、

不安與恐慌，大部分的人以矛盾的感覺去認識色情，一方面想接受它一方面卻又

害怕自己的慾望被揭露出來，在這種「恐性」的狀態下，台灣被建構成一種反慾

望、反色情的偽善社會，甚至在某些宗教的教條與群體價值觀的壓迫下，更使得

色情與酷兒慾望在這種處境下變得扭曲，或是難以生存，雖然處境艱難，但我們

仍要嘗試著對性壓抑、性壓迫進行解殖。 

色情存在於性的階級裡，存在於「性解放」之中，國內性權運動學者甯應斌

對其解釋為：「性的理性啟蒙除魅」與「性的民主平等正義」他進一步的解釋： 

 

性從宗教和傳統的蒙昧忌諱解放出來，進入公共論壇的理性討論，性科學

的啟蒙被視為性的現代化，性道德的討論也擺脫宗教和傳統教條而趨向多

元。其次，性解放爭取性正義與性平等，亦即，人們不應該因為性的因素

而被分成不同的價值/權力階層（hierarchy），因而遭到壓迫或歧視，也不

應該因為自身的 sexuality（如性偏好、性取向、性生活方式、性實踐、性

身分）而造成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文化等資源和物質利益上分配的

不平等。20 

 

前者除了對色情理性除魅外，後者更讓性/別得以獲得人權上的平等。實踐色情

的好處能讓大眾得以解放，更能使性底層、性弱勢獲得保障，它能消除性/別歧視

與偏見，並且維護各種族群包含性少數21者都可保有自身性取向、性實踐、性身

分的差異與權力，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性權的能力與自由，我們不應

                                                 
20 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所，1998，頁 180-181。 
21 「性少數」之觀念涵蓋了一切性弱勢之族群，其觀點來自於瑞典性激進派在 1964 年出版的《性 

  少數：瑞典觀點》一書中，極具前瞻性的瑞典經驗，性少數的列舉包含：亂倫戀、噁性戀、裸 

  露戀、反串變性戀、動物戀、同性戀、物化戀、性集體主義、老人戀、窺視戀等等，依照情慾 

  的獨特性與差異性讓大眾可以理解人類的性是多元而且有變數的，倘若這是人性的需求，那麼 

  我們便要起身爭取，如同在文章所言：「相信你的性需要是正當的和值得尊敬的，無畏懼的表 

  達你的性需要……消滅性優勢的社會……」。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 

  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所，1998， 

  頁 1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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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異的色情與性/別而對另一群人進行壓迫，並讓這種壓迫關係形成一種制

度化的政治操作，性解放之目的在於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因為每個差異都是獨

立且平等。 

因此，在以「性解放」的概念下，筆者在此章節試圖討論三個子題，分別是

「身體實踐和色情力量」、「性階層的產生與限制」、「罔兩的現身」，進行分析色

情對肉身覺醒的重要性，再論述情慾解放與消弭歧視的可能性。 

 

 

第一節  身體實踐和色情力量 

 

筆者的創作內涵關注在身體與色情，所以，在本節中討論兩個面向，其一是

「身體實踐」：將身體分為知覺性的存有肉身以及社會性的權力操作狀態；其二

為「色情力量」：分述色情是創作的題材與力量也是鬆動性階層的重要工具。 

身體具有多重屬性，它是自然也是文化的一部份，自然狀態下身體需要各種

可以維持與滿足生命的元素，如情慾、飲食、情緒、感受等等，這部分稱之為知

覺性的身體；而文化這部分則包含了勞動、醫療、政治、經濟等等引發跟身體相

關的各種議題，屬於社會性的身體，兩者並非對立的結構，有時候它們也會相互

影響，形成密切的關係。 

身體的存在也啟發色情的重要性，人常常在色情慾望與道德意志、宗教信仰

中來回擺盪，在擺盪的過程中感到掙扎與罪惡，這些價值判斷使得身體承受污名

化與標籤化的對待，但回顧歷史脈絡，與色情衍生出來的相關題材亦成就許多藝

術作品，色情的力量不得小覷，我們應當要認真看待色情並善用其力量來豐富藝

術創作，此外，文中以色情的真實案例進行討論，依此作為反論的範例，從中了

解大眾對色情的看法，並檢視鬆動性階層所遭遇的困境。 

 

一、身體實踐： 

 

身體是回應自己跟社會、文化的載體，它承載了自身跟各種「他者」所要言

說的內容，在我們身處的社會中，我們怎麼看待自己的身體？我們雖然擁有身體

卻常常忽略身體的主體與存有，使得它常常處在被否定或者將權力讓渡給別人的

狀態，希望透過身體的覺醒與實踐，從中了解到權力操作的方式並肯定身體主體

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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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主義的啟發： 

隨著哲學思想的演進，後結構主義的興起，我們不斷對已知產生懷疑，對既

定的想法進行拆解與重構，我們對「身體」有了更多疑問與解釋，也產生了不同

面向的觀點與看法，20 世紀中期之後的社會學關於身體的論述更是大量的產出。 

筆者從存在主義啟發，了解身體除了體現自我，肯定肉身覺醒之外，還多了

複雜的社會意義。存在主義並不是一種先驗的我思，而是一種後設的經驗存在，

透過人的知覺理解到身體展現了現實世界的混雜性與多重樣貌。在《感性的詩學：

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一書中提到：「任何哲學都不能夠避開對身體的描述。

但我們不能夠把身體分割成兩部份，說：”這裡是思想，意識，那裡是物質，客

體。”在身體中有一種深層的循環性。」22面對人存有的課題，我們無法以二元論

來做簡單的劃分，人本來就因為主體與客體才構成一個整體性，當兩種面相混合

時才能跳脫唯心與唯物的二元對立。 

又《身體與社會理論》提到：「我們無法將身體視為一種無意識的事物，因

為身體既是他者的客體，也是自我的主體。我同時是身體，而且還擁有身體，即

被經驗的身體。」23身體的存在必將顯示出所有經驗的過程，身體成為經驗世界

的重要媒介，利用身體的意向性，以身體作為起點向外展延，運用它的知覺意識

與知覺活動來感知週遭的世界，以此成為不斷經驗的身體。本文以帶有存在主義

現象學的文本去思考身體，理解身體的組成有一半是外在世界的連結，另一半則

是內在心理的反思，才能保有開放與不斷延伸的可能性。 

從思考身體的角度去關注人的生存問題，存在主義已經將問題核心從「上帝」

轉移到「人」的身上，筆者在存在主義的觀念下逐步理解與關懷人存有的意義，

重視身體的自主性與能動性，表達自身對人的看法，學習以變動的方式觀看事物

的角度，在此思想論述下，更加關注同志與酷兒議題，許多同志與酷兒的一生就

在悲傷、焦慮、對抗、掙扎和傷痛經驗中成長，在自我認同的階段裡經由反覆懷

疑而得到驗證，或許困境與挫折永遠都在，它隨時提醒我們世界不斷發生各種殘

酷事實，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試著在生活中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它。 

 

（二）肉身覺醒： 

肉身覺醒是一種將身體「內縮」指向肉身的主動作法，讓身體去除社會性後

回歸到它的物質與感知層面。肉身有一部分是帶有慾望的物質團塊，是肉體

（physical body）的生理意義，它透過內部慾望與外部世界產生連結，期待被餵

                                                 
22 楊大春，《感性的詩學：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北京：人民，2005，頁 46。 
23 布萊恩．特納(Bryan S. Turner)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台北市：國立編譯館與韋伯文化合作，201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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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與滿足，享受肉體的快感並非罪惡，如果認為它是壞的、邪惡的，甚至被道德

綁架，那麼，否定的後果可能招來更大的苦痛，當我們面對慾望並肯定肉身的價

值時，才能學習接納某個面向的自己。 

對於某些族群如酷兒而言，肉身應是自己的主體，不需以社會規範或是道德

的崇高標準去檢視，智慧與知識在此也不應當成為操控肉身存在價值的搖桿，肉

身宛如「第二異化的身體」24，它跟身體稍有區別，透過分化、誇張與變形的手

法將自身從身體異化出來，異化能在本體外發展出更多的可能，這些可能性實踐

在視覺、觸覺、味覺、聽覺、嗅覺的感知經驗裡，如此一來，肉身的每個部位都

將成為慾望器官，甚至肉身本體就異化成另一個巨大的慾望器官。 

個人藉由自己的「知覺」去感知世界與瞭解他物時，不需要真正以「完整及

全面」的身體來回應，大腦不一定要下達指令，因為身體有自己的知覺能力去協

調肉身零散的各部，並完成某些動作目標，以回應這個空間。梅洛龐蒂將理性主

義與人的心理還有身體分開來看，再將身體往內探索轉化肉身的概念，切割成好

幾個知覺材料看待，而且各自有所連結，看似不完整的組合卻能大於零散整合的

加總，甚至等於完整的 1，也就是 0.3+0.3=1（1 為完整）的概念。各個器官並不

是被窄化在原先器官的主要活動而已，肉身各部的連結可以製造出不同的驚喜，

器官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將產生連動性以及整體性。 

知覺經驗存在於各種事物的發展中，存在主義雖不反對心靈上的各種能力，

但大腦也不應被看成第一或者唯一的主控者，器官的使用打破以往以大腦為優先

的階層順序，將焦點放在某些器官而非大腦，就能提升肉身的位置，所以，我們

的身體便具有開創性並且創造出某種時間感。25舉例來說，肉身處在「長期」或

「某種慣性」的慾望狀態中，或者是做愛的當下，身體也會創造出與實際時間有

所差異的時間感。 

肉身作為回應世界的載體，其本身具有反身性，當我們觸摸、觀看這個世界

時，這個世界也在觸摸、觀看著我們。肉身覺醒與知覺的反身性能讓身體不被空

間侷限，甚至有所回應，肉身不只是單純的生理狀態滿足，更成為具有主動性操

                                                 
24 廖新田的碩士論文所言：「作品中人的裸露或穿著，性器官的暴露、放大或變形，情慾波動的

強烈賁張，有著它一定的張力使藝術家青睞予以特定的角度去呈現……『身體的藝術觀』是透

過藝術手法呈現完整的身體、真實的身體，是「第二異化」的身體……」，廖新田，〈藝術與色

情---台灣社會現象解碼〉，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 234。 
25 以身體為例，原住民的腳很適合在山林奔跑走路，它（身體）對腳（肉身）的使用擺在大腦之

前，因為在山林中，焦點放在天天使用的腳上（肉身），腳的能力與狀態被專注，所以優於大

腦（心），這就是肉身的提升。又如果將思的能力放在身體各部上，它便能創造出某種時間性，

例如原住民的身體有過小米採收的經驗狀態，收到小米採收的呼喚時，身體自然對小米產生

直覺式的反應，知道現在是收成與釀造的「時候」。廖仁義上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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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場域，依此作為基礎，身體重新解放出來後將更有創造力與活潑度，在台灣

便發展出跟身體脈絡相關的性/別文化研究論述與表演藝術舞蹈等等。 

 

（三）身體戰場： 

身體戰場是身體與社會彼此共構而成的戰場，當我們將身體「外擴」到外部

世界時，我們必須面對霸權社會並站在它的對立面，看見權力壓迫與宰制，了解

污名與標籤，還可試著用自己的身體去衝撞體制。 

我們的身體在初始狀態具有某些變異的能力，像動物胚胎一樣，童年時的身

體與世界是混合與共生共存，等到我們逐漸長大後才被分開，在成長的的路上，

加入更多的包袱，使得身體邁向社會化，在過程中選擇自身認為更重要的東西，

才逐漸忘記最初的樣態。 

存在主義並非全然拋棄心靈，沙特認為人的在世存有觀雖然苦痛，但仍然自

由。人是被拋進這個世界裡，沒有人是自己決定的，進入世界後就是開始尋找意

義與方向的旅程。人活著有真實與殘酷的現實世界要面對，我們的肉體雖然被多

重處境羈絆，也遭遇眾多負面情況，不過，人在面對自己的處境時仍可自由選擇，

而且心靈與身體可以並肩作戰，想像力活動將成為自我超越的憑藉。 

我們要對抗的外部世界太多，如現實的經濟、不公的制度還有他人的觀點等

等，但在身體的戰場裡，別人永遠只會閱讀到某些不完整的訊息，他們利用這些

片段，社會差異、人格屬性或是生理狀態來攻擊你，就像沙特所說「他人即地獄」，

當我們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眼光，在別人的看法中定義自己時，便失去了自己也讓

自己產生痛苦，如果，我們真的逃脫不了被觀看的命運，那就試著拿回自主性，

不要迎合別人，為自己重新找到價值與定義，可見，悲觀孤獨如存在主義的觀點

仍具有超越性並且有著不斷超越自身的積極精神。 

我們的身體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被各種想法、觀點拼湊起來，變成社會期

待的樣貌，所以，身體將處在變動的增減狀態中，在身體戰場裡，性/別乘載了身

體的各種資訊，這中間一定涉及到許多權力的操作，例如受到性/別階層的流動

與攻擊，性/別的反覆操演與重新詮釋，形塑身體的風格化（Corporeal style） 26

等等，這些都不是自然的生成，而是在社會規範中在限制與支配的來回操作下長

成的，身體只不過是實踐父權社會需求的承載物。當然，隨著不同的社會關係與

壓迫，身體戰場還會轉成各式各樣的狀態，舉例來說，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個人

身體成為家族繁衍、政治鬥爭的戰場；或者，從公領域到私領域來看：基督教提

                                                 
26 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台北市：國立編譯館與韋伯文化合作，2008，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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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禁慾主義，想將個人身體聖壇化等等。 

    

（四）權力與監控： 

 傅柯認為「身體」不只是生物性的構成物，而是一個政治結構並在裡面進行

各種權力的運作，包含權力的控制、分化、合成等等。「身體」延伸出來的許多

問題的確都與權力有關，權力無法被看見卻藏身於身體與體制「之間」，這體制

包含了國家機器、社會結構、性/別體制各種層面，當身體在對抗異性戀霸權與顛

覆恐性、恐同的觀念時，其來回的過程就是施行權力的運作與操演。所以，權力

是在無數點的人、事、物情況下，在不對等的動態關係中，反覆的被施行出來。

權力的運作產生了力道將統一打破，引起分裂、重新組合，某些知識領域建構如

社會學、心理學等等也因應而生。27 

當我們的身體進入到公共領域後，它就受到主流價值也就是異性戀男性體制

的控制，它必須遵照體制內的遊戲規則與標準，要不然身體將會不斷的被監管，

並以「他者之眼」被觀看或評斷，例如女性不能穿著暴露，要不然被性騷擾是咎

由自取；身體有殘缺的人不斷被他人側目打量，對於異己，我們總是「另眼」相

待。甚至，有時候我們將身體的權力交由他人，以身體患疾為例：因為對疾病的

未知與恐慌，所以將身體交由別人控制，擔心身體有惡靈，於是把身體交給神棍

淨化，最終發生性侵事件；或者希望得到聖者的祝福，將自己的財物捐獻出去，

進行財物的轉移。 

某些人對於自己身體的權力、權利缺乏關心或者不夠積極，當社會制度成為

壓迫的主體時，某些非主流的族群必然成為被壓迫的客體，客體或許分別往不同

的路邁進，要不就是將身體交給國家，讓法條制度幫你決定一切福利、分配、資

源、安置等等，要不就是起身改革，拒絕再受壓迫。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猶如「壓

迫性的主體」跟「被壓迫的客體」，權力在主體與客體間互相建構著並逐漸形成

巨大結構，而這種結構化的作法正是我們應該要去反省、批判、攻擊與破壞。 

在傅柯「全景敞視主義」28的監控思維下，國家看似幫助「罪犯」並不斷進

行操練與審核，實際目的是除了要對「罪犯」進行矯正外，並要「罪犯」認清事

實：自己就是行為偏差的「不正常」人、變態等等，這套監獄機制告訴受壓迫的

「罪犯」應該怎麼做才「正確」，也讓「罪犯」覺得必須要為自己這個身份進行

懺悔與自我約束。在此，如果我們將「罪犯」改成女性或是同性戀、酷兒等性少

                                                 
27 何春蕤主編，《同志研究》，台北市：巨流，2001，頁 90-94。 
28 全景敞視監獄起源自英國哲學家邊沁的思想，是一種監獄建築樣式，逼迫罪犯要符合行為規

範，傅柯將其比喻成社會權力運作方式，從權力觀點來看，它是一種國家控制人民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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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身份者，我們便可以知道國家機器對非主流族群或是少數族群採取何種規訓與

懲戒，其目的便在於利用權力製造出「真理」：你必須照我的意思走，一個服從

的真理。 

其實這些對身體的監控背後都隱藏著權力操作的策略，「壓迫性的主體」對

另一階層的人進行權力的操弄與配置，可是權力並非單向行進，它是在兩端之間

來回運轉產生的，如傅柯所說： 

 

我們不可能擁有權力，但我們發揮和實施權力。權力不可能是擁有權力者

對不擁有權力者施加控制和禁止。相反地，透過兩者的相互作用，權力才

得以發揮。沒有靜態的權力，權力在運作中，在強力中生產。29 

 

所以，權力不會固定不變的待在同一個位置，它是會流轉的，而且它不是「壓迫

性的主體」單向壓迫「被壓迫的客體」而已，從另一角度來看，客體也能轉變成

具有反向攻擊回去的能動性，透過思辨、抗爭，我們也能透過身體主動開發戰場

並試圖跨越權力場域的界線。 

 

二、色情力量： 

 

翻閱中外歷史藝術創作，色情成為創作的題材從未間斷過，色情作為一種力

量，潛藏在藝術創作裡，任何跟色情有關的藝術都反映出了時代性，可是它卻常

常被排擠在文化階層的底端，如果色情必然存在，那麼去掩飾或是排斥實在不是

一個好作法，與其將它放逐到文化的邊界倒不如來討論色情，建構色情，甚至解

構大眾對色情的偏見。 

 

（一）「色/情」藝術的歷史價值： 

按照先前對「性/別」的解釋並依此邏輯去思考色情，以相同的方式去解釋

「色/情」，「色」包含了性行為與慾望思想，「情」代表了情緒、情感的交流，「色

情」則帶有階級、權力的操作，如此看來，「色/情」作品涵蓋的範圍可以十分廣

泛，我們從作品中觀察到「色/情」的推演與變化，面對性崇拜、性需求、性壓迫、

性教育等等材料，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與理解古人對性、性別與性/別觀點，回溯歷

史可以讓我們對「色/情」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延續它的精神。 

劉達臨是中國性學研究與收藏的重要學者。他將中國的性學研究與分類做得

                                                 
29 楊大春，《傅柯》，新北市：生智，2003，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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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詳盡資料豐富，甚至還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座性文化博物館，他收集的性文物

有 2300 多件，通過歷史文物與藝術作品的整理，可以改變今人對中國古人對性

是保守、落後的看法，換句話說，中國古人對「色/情」生活是多元豐富、生動活

潑的，以下資料整理大多來自於劉達臨的性學叢書。 

漢朝畫像磚（圖 2-1）顯示，民

間還存有野合、群交的風氣，甚至

被當成美好、子孫繁昌的吉祥寓

意，此外，在文學、歌曲、雕刻、

繪畫等藝術表現上，其內容都包含

了性文化，一方面是民間自然而質

樸的性生活：包含漢代以前原始的

性遺風以及裸體習俗；另一方面則

來自統治階級淫樂的需要：包含房

中術的盛行與貴族階級的享樂。30 

唐朝的性展現在政治與藝術上顯示了女性地位頗高，同時對性的自由度也開

放，在文學作品裡時常描寫男歡女愛的香軟細節，陶俑的舞姿展現了身體曼妙的

體態，〈韓熙載夜宴圖〉

31 （圖 2-2）描繪私宅裡

的官員與家妓32調情，

顯示性文化就展現在藝

術表演與政治題材的日

常生活裡。 

「色 /情」發展到

宋、元、明、清後有了更

大的性禁錮與壓迫，宋

朝在中國的性文化上是

一個重大的轉折，由於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正道」以及對儒家禮教

思想的規範化，所以將抒發愛情與描寫色情的題材轉入到宋詞、話本等「小道」，

                                                 
30 劉達臨，《情色文化史》，台北市：八方，2004，頁 143-149。 
31 〈韓熙載夜宴圖〉，傳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作品，描繪韓熙載在家中夜宴縱情聲色之景。 
32 唐朝妓女：按照她們的服務有分藝術表演的藝妓與性交易的色妓，並將之分等，服務對象也有

區別，如身居宮殿的宮妓，提供皇帝聲色之樂；官妓，提供官吏使用；營妓：專供軍事機構性

需求而用；家妓，從女奴中挑選出姿色出眾者並歌舞訓練，供主人玩弄的性工具；私妓，未登

記者的自由女性。許多妓女姿色出眾並技藝超群，具有一定水準文化素養，精通琴棋書畫也能

歌善舞，許多文人雅士為之傾倒。劉達臨，同註 30，頁 200-206。 

圖 2-1：漢代畫像磚，〈桑林野合〉，東漢 25-220

年，29×50×6cm，藏於四川博物院。 

圖片出處：http://www.fotoe.com/image/1129303，
2018/7/4 閱覽。 

 

 

圖 2-2：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作品局部，五代，絹本，28.7 

×335.5cm，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片出處：https://kknews.cc/culture/l429xz.html，2018/5/25 閱覽。 

 

http://www.fotoe.com/image/1129303
https://kknews.cc/culture/l429x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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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女情愛為主題，讚揚愛情故事裡表現出來的勇敢與堅貞，但主要還是凸顯女

性的真摯感情與堅貞不渝的「品德」。 

元朝雜劇興起，對封建倫理掌握得較不嚴格，情愛描寫較宋朝開放，但多展

現出被壓迫的內容，或許跟統治者為部落民族有關，知識份子受到壓制抑鬱，也

比較貼近下層人民，大抵來說，情愛藝術多表現在受壓迫階層的思想情感上。33 

明朝在律法上大力獎勵貞節34並嚴懲不節不烈者，依此壓迫女性，上至官員

下至民眾均要服從封建思想的統治秩序，但反映在文藝作品上卻充滿了矛盾感，

明朝大量出現色情小說35與春宮畫36有五個

原因：1.對極度封建的禮教制度產生反抗。2.

知識份子不參與政治，在作品上表現人性慾

望以此自娛。3.色情秘而不宣但貴族私下競談

房中術。4.人民透過容易流傳的文藝作品來達

到指引、宣洩、滿足。5.新興商人崛起，對性

享樂起了助長之勢。37而筆者認為版畫印刷技

術的提升也隨之帶動了春宮畫與色情小說的

表現與流傳，這應當要成為流行與廣傳的第

六個原因。 

其中特別注意的是，明朝春宮畫與日本

浮世繪有密切關係，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之

祖菱川師宣（1618-1694）便是看到明代春宮畫《風流絕暢圖》38（圖 2-3）的版

畫圖組而製作了《繪本風流絕暢圖》之浮世繪作品。 

清朝對女子的性壓迫達到頂峰，女子纏足之風蔚為流行，清朝乃外族統治故

崇尚天然雙足，但整體的社會氛圍仍將纏足視為高貴的象徵，三寸金蓮的繡花鞋

                                                 
33 同註 30，頁 247-255。 
34 節烈是男子佔有女子的最高表現，舉例來說，女子反抗強暴而死者，值得家族肯定，女子被姦

無力反抗者，人人均可歧視受害者，甚至逼她去死。同註 30，頁 280。 
35 色情小說如《金瓶梅》是古代性文學的代表作，其他像《肉蒲團》、《痴婆子傳》等小說均細細

描寫許多色情情節與懷春心理。 
36 漢代已有春宮畫，作為一種指引性生活的教育書本或圖畫，特別是女兒的嫁妝中仍保有春宮

圖，故也稱為嫁妝畫。明朝春宮畫在宮中與民間都十分流行，高佩羅《中國古代房內考》書中

更提到明朝春宮畫的裝裱方式，橫幅或折疊冊頁，其內容可以呈現連續的性交畫面，展現各種

性交姿勢。同註 30，頁 322-323。 
37 同註 30，頁 323-326。 
38 《風流絕暢圖》為一套五色套印版畫共 24 幅，出版於明神宗萬曆 34 年(西元 1606 年)，版框

22×22cm，序文後有徽派刻工黃一明摹刻字樣，據說是依照唐寅春宮畫〈競春圖卷〉臨摹而製，

目前所藏版本極少，上海一初刻本以及日本一殘本。本圖引自白倉敬彥，《別冊太陽：肉筆春

畫》，東京：平凡社，2009，頁 18。 

圖 2-3：黃一明，《風流絕暢圖》第二
十圖，明神宗萬曆 34 年，木刻版畫，
22×22cm。 

圖片出處：《別冊太陽：肉筆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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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喝酒助興的情趣用品。39此外，對男風盛行亦呈現在文學與春宮畫上，它

從宮廷到民間不斷流行，亦有激發性慾與娛樂功能，男風在明朝盛行清朝鼎盛，

性慾實踐在生殖行為以外，明代男風的普及原因不少，如名人雅士有伴讀狎玩的

同性書僮，一般民眾也起而效尤並為之風尚；禁娼措施嚴格，嫖女花費較高，男

妓相對便宜；男子之間的親密行為，妻子無權過問；還有因為環境限制而產生的

生理需求。 

清朝男風已流行於各階層、官員嚴禁狎妓，所以同性行為成為合法的宣洩方

式，其餘皆與前朝類似，春宮畫男風內容正好成為中國古代對「色/情」開放與想

像還有多元性行為的證明之一，色情想像例如神魔化的性，誇大的性器官等等，

而多元的性行為像是夫妻、小孩一起的性玩樂，老人與小孩的性40（圖 2-4），多

人性愛，使用性玩具、人獸交等等。 

回溯「色/情」歷史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東方

人著重在「慾望」本身，而西方人在意的是慾

望的「對象」。 傅柯從荷蘭漢學家高佩羅

（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的《中

國古代房內考》中約略知道中國的「色/情」歷

史脈絡，他在《性史》中批判西方人對性的看

法是一部「以性科學（scientia sexualis）實踐

為名的性史文明。」41同時著重在對性的懺悔，

性行為與性對象是否合乎宗教標準等等，也認

為西方世界缺乏像東方社會那般對性愛藝術

的多樣性與包容性。 

當我們試著去了解中國「色/情」歷史脈絡時，可以認識過去對「色/情」內

容的包容，肯定現在對「色/情」議題的關切，期待未來對「色/情」價值的提升，

我們要了解其重要性也應當更具信心，畢竟，以往東方世界對「色/情」所採取的

態度與作法的確比西方世界更為開放。 

 

（二）色情力量的開展： 

色情具有社會性，它承載了過往的歷史也接續了今日我們對色情的看法，無

                                                 
39 女子纏足滿足了男性觀看女體妖嬈漫步的視覺情慾，表示毋須勞動而有高貴身份，限制女性

的行動範圍，提供男子把玩小腳的情趣，滿足性器官交合時的緊緻度。同註 30，頁 358-367。 
40 劉達臨，《中國五千年性文物大觀》，台北市：巨流，2000，頁 225。 
41 許維賢著，《從豔史到姓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市：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台北市：遠流，2015，頁 15。 

圖 2-4：作者不詳，〈含飴弄孫之樂〉， 

清代，絹本，尺寸不詳。 

圖片來源：《中國五千年性文物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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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封閉或是突破，色情總不會消失，只會衍生出更多的議題與製造出不同的樣

貌，我們不能漠視色情的力量，如果我們將色情放在文化階級體系的最底層，如

美國色情文化評論家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1956-）所說，色情所承受的

苦難必定跟社會階級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對於性階層中下層階級的性必定有不利

的聯想與接合42，在爬梳過關於色情的歷史後，我們了解色情對政治、教育、經

濟、藝術、人權等等的影響，也知道古代中國對於色情展現的多元面貌與包容態

度，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認真的看待色情，它必能延續以往色情文化的多樣性並

從中產生出力量，藉此改變我們今日對色情的看法與偏見。 

色情之必要是因為它可以滋養與強化我們的慾望，讓我們的生命經驗與情感

幻想充滿力量與多彩多姿，何春蕤說：「它可以積極的滋養個人的慾望，提供多

樣的素材和情慾腳本，使得我們的想像和慾望、身體和情慾都因為色情所發動的

演練而形成活絡的能量。」43是的，色情是一種能量，它是具有前衛性與抗爭性

的，因為要跨越階層，所以必須不斷的遊走在隱私與公開、個人跟群體、身體內

部跟外部之間，游移的過程就是一種反動的力量。 

這股力量還可以強化自身並且去除「恐性」情節，讓色情所受的污名情況降

低。早期色情被污名化的非常厲害，它被主流階層操控並且使大眾產生排斥、丟

臉與抗拒的心理，但是，越是將色情污名化則越讓大眾噤聲，也不敢面對自己的

身體，或者讓某些族群遭受到更嚴重的議論，如某些女性本身具有強烈的性能量

與需求，卻因為多重污名的指控使她無法享受性的歡愉，而這正是一種對他人造

成傷害的情形。 

排斥色情或者不了解色情對我們並沒有好處，限制色情卻讓我們少了身、心、

靈的愉悅與想像，色情作為一種批判與顛覆的力量，以「愉悅與踰越」的精神挑

戰而獲得快感，同時還能鬆動國家社會的父權結構，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三）色情範例反論： 

    在生活中有許多關於色情的新聞與案例，我們可以從中分析與理解大眾對於

色情仍抱持著許多偏見與歧視，甚至對他人充滿惡意或是傷害，接下來筆者以著

                                                 
42 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著，鄭亘良譯，〈如何觀看色情〉(摘自《綑綁與箝口：美國的

色情與狂想政治》)，《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桃園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8，頁

35-36。 
43 何春蕤，〈色情之必要〉，《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桃園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8，

頁 314。 

 



24 

  

名作家乙武洋匡（圖 2-5）事件為例，剛好作為色情

的反論材料。 

    在 2016 年 3 月日本知名作家乙武洋匡被媒體爆

料，發生「坦承 5 女不倫戀」一事，首先，我們看

出媒體使用「不倫」一詞已經帶有貶抑的意圖，媒體

引導觀眾朝向辱罵的方式去面對名人的外遇，事實

上名人自己的情慾只需要對自己與另一半負責，其

他人無權置喙。 

    第二，當我們看到報導內容與留言時44，充斥著

眾多可怕且帶有歧視的言論，我們可以從中知道台

灣社會對於身障者之身體能擁有情慾是多麼的干預

與不諒解，大眾對身體與情慾的看法為何： 

1. 殘障或是畸形有時被當成一個浪漫的寓言存在，他們具有某種「能力」可以

幫助我們，並以他們為借鏡，成為我們追求善念的目標，「他們」跟「我們」

之間雖然被劃分開來，卻又以某種隱約、隱喻的關係相互間連結，換句話說，

生活中常常有很多情況是藉由殘障者、少數族群的「他者」來成為建構「正

常人」需求的工具。45 

2. 身障者往往要更加倍的努力，朝向「雖然他是身障者，但是他的表現成為我

們的模範」之路，以提昇自己正面、陽光、積極的形象，依此符合社會大眾

對他的期待，才能忽視他殘手缺腳的真實狀況，以此得到成為「完整的人」

之對待。 

3. 殘障者的情慾該如何是好？情慾發生在一般人身上，也會發生在身障者身上，

更在異性戀與同性戀或各種身體中，以身體的不完整來訕笑當事人，只成為

一種「你的位階比我低，所以我可以輕視你」的事實。換言之，我們便不難

理解在相同的邏輯下，長期以來異性戀將同性戀視為與「正常人」不同的變

態或是殘缺之人，其背後隱含的說詞就是「同性戀有什麼資格爭取婚姻平權？

有什麼能力可以組成家庭？」的潛在台詞。 

4. 對於身障者我們常常會將他們「去性化」，認為他們不應該存有性慾也不應該

                                                 
44 2016 年 3 月 24 名人朱學恆針對乙武洋匡一事在阿宅萬事通事務所發言：「沒有腿也能劈腿，

沒有手也能把妹，讓人重新思考男人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女人愛上，這我真的不懂」，引起廣

大網友留言，認為朱學恆的發言對身障者充滿歧視言論，網友 Jacky Chen 留言：「這些女生願

意給一個身體不完整又愛講下流話的男生幹鮑鮑，真的很笨！」蘋 果 即 時 新 聞 ，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5/824033/，標題：乙武洋匡偷吃

50 女，全憑這 2 點「長處」，2016/03/25 閱覽。 
45 劉人鵬等人編，《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新北市：蜃樓，2014，頁 11。 

圖 2-5：乙武洋匡照片。  

圖片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new/

realtime/20130421/176075，
2018/5/25 閱覽。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5/824033/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30421/176075，2018/5/25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30421/176075，2018/5/25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30421/176075，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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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愛，因為他們與一般人的功能樣貌不同，勞動力也不一樣，所以「去性化」

也被看成合理的「次等對待」。 

5. 許多人針對乙武洋匡的身體作人身攻擊，以他沒有手腳大作文章，但是情慾

的舒展難道只能侷限在手或腳，不能開發其他的可能性？我們是否忽略情慾

在身體其他部位的多元性？ 

6. 單一的性，如守貞單偶，在美國性別政治理論家葛爾‧羅賓（Gayle Rubin，

1949-）的性階層圖表中，是被劃分到好的性的階層裡46，但從她的文章中可

以知道情慾有流動與轉移階層的可能，我們不應當將性只歸類在單一且唯一

的位置，讓性受到大眾的重重壓迫。 

7. 女性的身體情慾卻常常處於被忽視的地位，許多男生的回文揶揄、嘲諷著乙

武洋匡以及跟他發生關係的女性，例如新聞媒體所述：「有電視工作人員透露：

『乙武是有名的肉食男，即使婚後也照樣對身邊的女性、看護下手！他雖承

認……』」47社會價值觀常常認為女性應該要「去性慾化」，忽略女性對於性

慾的能動性，甚至無視「肉食女」48的存在，並且決定女性對色情的主動權要

讓渡給異性戀男性。但實際上女性若是能主動的選擇使用自己的身體而不受

價值批判，這樣才是性解放的公平，因為在情慾之下，任何身體應當都一律

平等。 

8. 無論何種性別或是階級，在其社會關係中「交易」是不斷的發生，情人交往、

婚姻、家庭關係；工作、政治、經濟都是交易，交易是利用各種手段，以餽

贈、付出、契約等不同方式來達到權力與利益的重新配置49，若是僅就「交易」

而言，其目的在於滿足「相異需求的各自滿足」，依此觀點，倘若因為乙武

洋匡帶有社會地位、財富或者是名人光環，這些女性選擇與他發生性關係，

也許因為交換某些價值與目的，進而滿足彼此的需求，此時女性擁有利益交

換的主控權又有何不可？ 

9. 乙武洋匡妻子在新聞自白說：「很想從照顧丈夫的生活中獲得一些解放」50，

                                                 
46 葛爾‧羅賓（Gayle Rubin）著，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

兒理論：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北京：時事，2002，頁 32-33。 
47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0325/37127059/，新聞標題：乙武是

肉食男，偷吃恐達 50 女，2016/3/25 閱覽。 
48 肉食男是日本用語，跟「肉食女」一樣具有相同特質的男性，「肉食女」是 2008 年在日本媒體

使用的新語詞，形容 40 歲以下，對戀愛與性愛非常積極的女性。茂呂美耶，《乙男蟻女：106

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台北市：麥田，2011，頁 51。 
49 傳統父權思想將婦女視為交易和買賣的物品以及財產概念，在此處將交易提升至較為平等的

位置，說明女性的交易也可以具有主動性。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劉暉譯，《色情

史》，北京：北京商務，2003，頁 29-30。 
50 http://star.ettoday.net/news/672763，ETtoday 東森新聞雲，2016/04/05 閱覽。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0325/37127059/
http://star.ettoday.net/news/67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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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不堪的妻子想要在生活中得到暫時的解脫，而她卻因無法滿足丈夫的性

慾需求而道歉，然而妻子沒有性的自主權嗎？或者說，結婚就是性自主權的

繳械？再者，這個解放也不一定跟性有關，或許她只是想要有個喘息、休息

的機會而已。 

    色情的力量往往就在畸形殘缺的軀體中被消解掉，筆者以乙武洋匡事件當成

色情事件的反論，希望觀者可以理解，雖然這個社會凝視他者的方式充滿獵巫與

憤恨，也時常對非我族類進行攻擊與醜化，不過，大眾還是要去反省與思考，不

論各種身體：完整、殘缺；不論各種階層：富有、貧窮；不論各種性向：同性戀、

異性戀，我們都有著身為人的主體性、完整性，不需要藉由他人來「成就」自己，

應當要相互尊重。 

 

（四）召喚色情： 

法國後結構主義先驅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認為色情

和理智是地位平等，然而人類卻以理智製造出許多對色情的禁忌與限制，兩者的

關係長久以來屬於不對等的狀態，失衡的理性將使世界成為單一乏味的孤島。色

情是被壓迫的，因為人人都要照著規範走，並劃分誰比較高等誰比較低等，理智

告訴人類要與動物有所分別，於是枷鎖不斷的強加在自己身上，許多人難以接受

色情往「獸性」靠攏，但人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正是因為將某事當作「禁

忌」才產生出什麼樣子的行為是色情，換句話說，色情是從禁忌而來的，為什麼

我們覺得某些事物是色情？不就是因為先有了道德與罪惡感在心中產生後，才讓

某些身體、型態、樣貌、行為被定義或理解成色情。從此觀點來看，人跟動物是

不同的，而且就是因為色情才所差別，動物不會有禁忌的想法，自然也就不會有

色情的概念，而人才會產生色情，於是，人的精神與思想在色情當中被提升出來。 

對於巴塔耶而言，越是限制色情便越是強化了慾望，這種高度的壓抑將會使

得我們的身心邁向爆裂之途，為了要打破這種危險與不對等的情況，所以我們應

當召喚色情，首先我們先理解色情一詞的來由，色情是歐洲進入現代化後才有的

概念，一開始色情的出現是為了服務男性，並且以男性的視點來觀看，不過，隨

著時代的改變，今日的色情有更多服務的對象與存在的意義，它不再只是性慾的

代名詞，它召喚了不同族群的性污名，甚至推翻正典化政權，解構大眾對色情的

偏見。 

在色情的國度裡，充斥著各式各樣等待被滿足的慾望，畢竟世界的構成本來

就由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所組成，所以，我們無須貶抑他人與自己的色情，相反的，

我們應該要召喚色情，因為色情可以滿足我們在現實生活與想像世界中刺激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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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它是文化與藝術表現的材料，也可以作為政治訴求與抗爭權力工具，「色

情本身就承載了社會開放、文化前衛或政治反抗的意義。」51學者寧應斌這句話

正好說明召喚色情將能在我們的生命裡產生開放與改變態度。 

現代的人應該表達出對色情的看法，不因道德的約束而賤斥它，以誠實的方

式來面對性的需要與自由，依此我們才能往外拓展出去，將「性解放」與「性革

命」的力量發揮出來，色情才得以被正視，性解放一詞內在的意涵包含了不同性

別的性權運動、性政治的權力關係、與各種性階層的壓迫關係，這部份是對「性

解放」較為政治正確的看法，它的重點在於知識教育的提升，同時讓各種不同的

性與性別獲得政治上實質的平等，當然我們也可以了解它還有另一層面的意義，

也就是對自己的身體能有掌握與自主的權力，當面對外在的身體器官以及內在的

性慾需求時，能做出自我關愛與解開束縛，例如女性的解放乳頭運動，所以，召

喚色情也能成為一種肯定自己存在價值的方法。 

 

 

第二節  性階層的產生與限制 

 

同志議題與研究在台灣 90 年代之後是成功被關注的人權議題，「『同志』這

個詞從 1992 年香港來的林奕華帶進台灣之後，經過這幾年的散播與男女同志的

耕耘，好像已經逐漸滲透到大眾文化的論述語言裡面。」52並成為今日文化研究

之顯學。同志運動的論述脈絡來自西方的各種權力運動與哲學思辨，尤其在 1970

年代美國石牆運動（Stonewall riots）53後，同志議題更被提升到普世價值的人權

議題上，2016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1961-）還提出將石牆酒吧設

置成紐約市第一個同志權力運動的國家紀念碑。 

台灣在西方同性戀解放運動的脈絡下，也努力地進行許多爭權運動，90 年

代後才開始走上街頭運動。回顧台灣同志運動的歷史，學風自由的台大在 1993

年成立「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是第一個開啟校園的男同性戀社團，透過

研究與討論並廣納同性戀研究資料庫。54同年，中央大學何春蕤教授因為公開支

                                                 
51 甯應斌，〈認真看待色情〉，《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桃園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8，

頁 4-5。 
52 陳光興主持，引言人：丁乃非、黃道明、倪家珍、謝佩娟，〈「同性戀的政治」座談會〉，《性/

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上)，台北市：元尊，1997，頁 195。 
53 石牆事件發生在 1969 年美國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被認為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關鍵事件起

源，當時與警察的對峙與示威持續了 5 個夜晚，被認定是國家暴力對弱勢族群的實際迫害。 
54 倪家珍，〈九零年代同性戀論述與運動主體在台灣〉，《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

論文集(上)，台北市：元尊，1997，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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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性戀並主張該族群有權利享受跟異性戀族群相同之資源，而遭到攻擊。55同

性戀團體在 1995 年首度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活動，不過媒體並未大幅報導，同年，

師大學生欲成立男同性戀社團，但代價卻可能面臨未來無法擔任教職56，同志身

分仍被當成「道德低下、會污染他人、不正常患病者」。 

1996 年同志遊行時，國家針對同性戀族群提出的十點訴求也未認真回應57，

時至今日 2018 年同志族群還在爭取與異性戀相同的權利，比如結婚權。近二十

年來或許大眾對同性戀族群的處境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但我們仍可以看到社會

上各種階層差異與限制，接下來筆者將爬梳同志文化研究文本，同志文化研究包

含了生產組織、階層結構與社會關係等等，在此處討論關於性階層如何被建構而

成，性、角色與身份歷經推擠移動而分佈到某些「位置」的狀態。 

此外，宗教對同志的觀點與限制也逐漸白熱化，台灣第一個同性戀教會「同

光同志教會」，創立人楊雅惠牧師（1963-2008）表示：「活在傳統教義中，同志永

遠都有罪惡感……她發現異性戀者竟是這樣輕易的就可以引用聖經來『定』同性

戀的罪，並視其為病態……」58楊牧師的發言很清楚的指出同性戀族群是被基督

教定罪，但以信仰決定人權是否適切也在本節一併討論。 

少數族群被主流階層掌控制度，同性戀族群被異性戀族群決定生活，性需求

被宗教信仰干預選擇，筆者從性別議題的活動、文本中逐漸理解同志運動在抗爭

以及追求認同時所遭遇的焦慮、困境，也了解階級的客體與主體總是不斷的進行

結構與解構，本節的討論回應了筆者的創作內容跟性階層的產生與限制有關。 

 

一、性/別的優化處理： 

 

被「優化」59處理過的同志，如同電腦修片一樣，將背景不好的雜質去除，

                                                 
55 當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鄭崇趁主任表示：「我個人覺得異性戀比較正常，我不曉得同性戀他們

的肇因……我在奉勸正沉醉在這種團體的人我也不希望不要因為你們的擴充而『污染』到別

的人士」。同註 55，頁 129-130。 
56 當時的教育司官員表示：「……他個人認為，因為教師要教育學生，因此對於教師品德的要求

比一般人還要高，同性戀者的身心發展，通常並不健全」。同註 55，頁 134-135。 
57 十項訴求：1.福利政策不應以異性戀家庭為單位，其他種類家庭也應享受國家福利資源。2.立

法保障同性戀有結婚權之選擇。3.同性伴侶享有財產繼承等權利。4.外籍同性伴侶應享有居留

權。5.爭取領養與兒女監護之權利。6.修改教育教材中歧視同性戀之部分。7.教材中應增加各

種家庭形式之現況。8.成立同志資訊中心，促進社會對性取向多元的認知與尊重。9.不應性取

向而有差別待遇。10 建立對同性戀友善的醫療環境。 
58 同註 55，頁 140。 
59 電腦使用的歷程中，因為程式不斷的更新與進步，將過去的瀏覽功能，各種軟體的執行，改變

某些設定，讓電腦運作得更加順暢，同時清除一些無用的垃圾與記憶體，使得電腦在操作時能

達到最佳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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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清晰的、漂亮的景像，處理過後的線條不再扭曲或產生格狀，因為採取過

某些措施後能讓這個主體變得更加優越，其背後的意義在於，當某些主體認為自

身能夠往另外「更好」的階層靠攏時，那麼，這些人就會策略性清除與他們自身

無關的價值或清算某些觀念，以此提升到更優越的階層位置，取而代之的條件就

是「企圖『性價值上升』的主體會遭到更多的規訓、管制、監控、自律，要比性

上層還要更道德等等。」60如此一來，將發生族群與族群間彼此「弱弱相殘」的

情況。因此，筆者首先介紹性階層是什麼？再從性的分層去了解性/別權力結構

的變化與流動。 

 

（一）性的思考與分層： 

性權派倡議者葛爾‧羅賓的研究發現性/別是被社會機制等種種因素不斷「再

生產」出來的，少數族群或是不符合性/別期待者則被放在次等以後的位置。她在

〈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的激進筆記〉一文中書寫了性的思考與性的分層，建

立了「性等級」的分析架構圖表。 

跟性有關的論述必然跟許多領域有關，當我們閱讀文本，我們才能了解不應

當只從生理狀態去認識性，因為這樣無法對性進行更近一步的政治分析，由於關

心這些政治分析，我們才可以更細緻的去區分與梳理事件背後所隱藏的問題。傅

柯批判了傳統對性的觀念，性不只是一種先驗存在的生理現象，不應只被視為解

放慾望與衝動而已，他進一步地指出性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以社會實踐的方式被

建構出來，因為性而發展出各種制度問題，性不應僅限於生物本體，要認識性還

必須參照文化、政治、經濟、藝術、歷史等等，讓性不只具有動物性，而更具有

社會性。61 

雖然一般人把性當成一種破壞、危險、負面的力量，也對性採取否定與恐懼

的態度，不過大眾還是對性的評價劃分成不同的級別，國家與社會依據不同的道

德觀、價值評斷對性活動進行等級制度的分類與評比。 

從「性價值階層圖表一」62（表 2-1）來看，擁有越多「內環」的性，例如：

具有「生殖性功能」、「異性戀」、「一夫一妻」被分到評價高等的「好的性」，而

越多「外環」的性，例如：「同性戀」、「陌生人之間」、「使用工具」則被歸類到

「壞的性」。 

                                                 
60 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222。 
61 葛爾‧羅賓（Gayle Rubin）著，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

兒理論：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北京：時事，2002，頁 26-27。 
62 圖表顯示內環與外環，顯示評價的多重指標。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

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1998，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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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性價值階層圖表一〉：內環與外環的內容顯示評價的多重指標。 

        圖表出處：〈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 

 

「好的性」可以展現性的多元面貌並帶有「正確性」，不會被他人攻擊；「壞

的性」卻被視作有罪。性的多樣性一旦被否定，自身被歸類在不好的性，便會遭

受到各種歧視與污名對待，彷彿每個人都有權力去審判與制裁站在「壞的性」位

置的人。主流階層認為性的多元樣貌只能建立在「好的性」位置下，必須要超越

邪惡來成就崇高的情感，性的秩序與道德體系要守護好不能被瓦解。 

事實上，性就是個社會分層，因為性而衍生出不同的階層、階級問題，在金

字塔頂端的性階層者擁有幸福與特權，並合理化性下層民眾只能接受厄運和苦難

的發生，如葛爾‧羅賓所描述，處在分層高位的人將獲得許多好處，例如受到他

人尊敬，被認定心理、生理健康，法律制度支持，得到因制度而獲得的利益，可

以行動自由，擠身「上流」社會的機率高；相反的，處在性底層的族群將受到經

濟制裁，沒有制度的支持也將缺少相對應的權益與物質利益，被認定身心有疾病，

受到他人污名與輕賤的對待，限制行動自由，難以翻身到「上流」社會，甚至，

可能受到國家機器或風俗習慣的懲罰對待63。性階層的劃分就是為了要維護優勢

                                                 
63 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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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權益，這樣的做法似乎帶有種族優越論的邏輯思維64，如此一來，性的階層

將被優勢者掌控，權益、權利分配不公，甚至，對性弱勢者採取滅絕的政策，這

正是我們應當感到害怕並且要檢討之處。 

 

 

表 2-2：〈階層圖表二〉：線劃何處意味著評價操作時有著分化與游移的特質。 

       圖表出處：〈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 

 

而在「性價值階層圖表二」65（表 2-2）可以看出最左邊表示性的位階被分在

最好的位置，最右邊是最不好的性，中間的分界牆則表示帶有爭議，牆下有一條

線說明性價值有著游移不定的可能性，因為「壞的性」有可能透過某些方式而逐

漸移動或跨越到「好的性」的位置，反之亦然。分界牆將性分成好的、壞的、秩

序與混亂，但卻還衍生出另一個重大的問題，寧應斌指出某些族群為了達到移動

到更好的性階層位置的目的，於是特別在族群內又再切開彼此間的關係，表明「我

們的性和那些性底層不一樣，因此我們的性並不壞」66。換句話說，這種作法將

會讓企圖上升的性價值主體遭受到比原先性階層就處在高位者有著更加嚴格的

規訓與道德監控。 

在性階層圖表裡，某些非主流族群想跨過重重圍牆，以站上「好的性」的位

置，他知道等級制的劃分可以使性優勢者得到更多特權與利益，這種優勢的概念

一樣發生在同性戀族群上，認為同志應該與異性戀一樣，值得擁有「好的性」，

某些人認為如果能遵守這些原則並保持良好純潔的自身，那麼社會必定更能接受

同志，於是，「較為潔淨的同志的性」逐步被建構出來，但這麼一來，分化的性

                                                 
64 種族優越論可能帶來種族隔離或是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人民所擁有的權利被不公的

分配與劃分甚至是針對某些族群進行屠殺。 
65 圖表顯示界線的劃分，顯示出操作時的分化樣貌，更重要的是在各自區隔的圍牆中有著流動

的模糊階層。同註 63，頁 220。 
66 同註 63，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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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趨向單一並且不再多元。 

台灣社會對於色情活動或是關於性的作品還是認為應該隱密、不宜公開或者

不能跟其他人分享、參與，或許是因為大眾對於色情有了污名跟位階上的差異，

所以對於女性跟男性或是其他不符合主流的性都各自保持著不同的心理反應。比

如：「一般民眾對於異性戀的情色圖像逐漸包容，但是對同志的情慾圖像還是容

易感覺是猥褻。」67可見得位階最高的異性戀男性對於男同性戀的色情畫面，包

含陽具顯現、男性裸露、性交的畫面等等，心裡比較無法接受，並且容易將之視

為猥褻、不舒服的展現，對他們而言，女性的身體曲線才具有美感並且適合放在

畫面中，而這種說法指向差別待遇與歧視觀點，也顯示性的好、壞階序問題。 

我們對性的思考與分層應該要有個核心思想，便是要理解「差異」，葛爾‧

羅賓說：「如果沒有一種仁慈的性差異的概念，就很難建立起一套多元的性倫理

學。」68顯然「差異」是所有生命必然會有的特質，我們切莫將「差異」放在同

一個分層看待，並要它遵守在一個單一標準的框架內。 

 

（二）認同與反思： 

台灣延續華人的婚家制度，關於延續香火、光宗耀祖或是天理倫常等家庭觀

念皆對同志族群造成極大的壓力，甚至這種壓力還內化成為個人心中的看法與觀

念69，同志像鬼魂一般被家裡的人當成妖孽，「家庭，做為一種制度或者這個社會

最小的一個人的生活單位，是不容許同性戀存在的。」70他們失去延續繁衍生命

的能力，只成為沒有生產貢獻的幽魂。同性戀行為除了被認定為「破壞傳統性別

角色」與「違反傳統家庭價值」之外，他們的親密行為只能被當成是對自我性慾

的認同71，然而，對同志族群而言，背後卻有更多需要解決的問題，絕對不是只

有性慾要被滿足而已。 

同志族群的目標在爭取「我們都一樣」的價值認同，這樣一來將使自身的權

益被「被收編」進入異性戀價值體系內。對外而言，台灣社會目前或許期待同志

族群進入到父權體制並應遵守「性道德秩序」；對內來說，族群內部之間產生切

割與分化，目的要讓某部分的人也有資格跟異性戀享有相同的權利與資源，但無

論是對內或對外，社會大眾似乎也只接受在「對現有性體制動搖最小的程度之內

                                                 
67 此處針對 2003 年同志書店「晶晶書庫」販賣男男寫真而被告上法院一案來書寫。何春蕤，〈色

情之必要〉，《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8，頁 310-311。 
68 葛爾‧羅賓（Gayle Rubin）著，李銀河譯，〈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

兒理論：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北京：時事，2002，頁 34-35。 
69 王雅各，《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市：開心陽光，1999，頁 68。 
70 陳光興主持，引言人：丁乃非、黃道明、倪家珍、謝佩娟，〈「同性戀的政治」座談會〉，《性/

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上)，台北市：元尊，1997，頁 201。 
71 Gergoru M. Herek 著，江淑琳譯，《汙名與性取向》，台北市：韋伯文化，2000，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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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同性戀」。72 

對於優化處理的同志，有些人採取的方式是「隱身」，他們先隱藏自己的性

傾向，卻彰顯其它的「位置」與「條件」，例如擁有健康的身體，提倡單一伴侶，

或者本身是高知識份子，高薪的有產階級，他們以好的社經地位來覆蓋自己的性

身份是「壞的性」的事實，這種思維偏向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一旦掌握了政治、

經濟、市場等重要權力，或許就能得到更高位階的發言權。 

也有些人選擇進入公共空間「現身」來爭取認同，表明自己的性身份並說明

的確有很多同志、直同志73就在我們身邊，他們認為同性戀跟異性戀除了性對象

不同外其他並沒有差別，甚至認為同志名人與同志成功人士74的現身更具有指標

意義，將帶給其他人振奮與鼓舞的力量。 

現身的目的是為了要破除與修正一般人對同志的刻板印象，可是也存在著巨

大的風險，曝光自己的性身分，恐將遭到他人的監視與控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會經歷各種負面或敵意事件，比如失去工作，跟家庭關係疏離，遭到恐同者

言語與行為的霸凌，經濟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等等，這些都是出櫃後可能會面對

的危機。 

事實上，藉由符合正典形象來爭取同志族群應有的權利，這種作法既辛苦又

不公平，同志似乎要努力建構良好的形象才能獲取社會對其認同的態度，「在主

流性道德的壓抑下現身出櫃的同性戀也必須符合或強化一種『正常』的同性戀形

象」75，有禮貌、有才華、工作表現突出、高成就、不雜交、不嗑藥、不生病等

等多重良好榜樣與特質，才能從下層的位置得到上層位階者的肯定。因為要塑造

良好形象，所以必定經由多次的分化與歸類建置，同志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

類型就由此逐漸產生。 

仕紳化就是一種已經優化處理過後的同志，它或許讓中產階級同志漸漸取得

一個相對友善的位置，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誤會與負面的觀點的評價，比如更高水

準的生活品質使大眾容易有種錯覺，認為同志的經濟狀況良好，時尚品味較高，

體態健美勻稱，甚至能活化環境使得該區域之生活素質提升；負面觀點則認為人

們原有的差異性將逐漸消失，而性階層更低下的族群會被擠壓與切割，資源相對

被迫減少，照護的能見度降到更低，如此一來，改變結構後將使階層間的「弱弱

                                                 
72 卡維波，〈酷兒政治入門：甚麼是酷兒？〉，《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國立中央大

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34-35。 
73 直同志是支持同志的異性戀朋友。 
74 如已故蘋果（Apple）執行長庫克曾公開出櫃，他認為自己的現身能鼓舞同志追求平等的權利，

值得用自身的隱私來幫助苦苦掙扎的同志接納自己。 
75 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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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再被邊緣化得更厲害，換句話說，當同志族群在宣稱自己訴求的合理性以

及爭取權利的平等性時，或許也成為另一種歧視他者或演變成迫害其他更弱勢族

群的幫凶，「受壓迫者」去壓迫「性階層更低、最低者」的情況將演變成「弱弱

相殘」的殘酷局面。 

 

二、男風歷史與宗教迫害： 

 

翻閱中、外關於性的歷史，同性戀現象存在於各個時代、社會與文化中，每

個階段對待同性戀的方式並不相同，有的是崇尚與禮讚，如古希臘的同性戀文化

象徵勇敢、友愛、深情與傳承；有的則是限制與懲罰，如基督教將同性行為視作

骯髒、褻瀆、不道德的表現，並施以各種攻擊的手段，企圖消滅同性戀行為。本

小節論述聚焦在中國男同性戀的歷史脈絡，藉由歷史回顧，概略介紹中國各朝代

的男同性戀行為之發展，理解同性戀行為結構也因社會制度的差異、鼓勵或限制

而產生改變，接著討論宗教在面對同性戀議題時所採取的態度，特別是西方宗教

進入中國、台灣後帶來的影響。 

 

（一）中國男風歷史脈絡 

中國的男同性戀行為有著悠久的歷史，歷史上的男風從《商書‧伊訓》便記

載「三風十愆」，其中之一就是「比頑童」76；春秋戰國崇尚美男之風，亦有記載

關於君王跟男寵之間「餘桃」、「龍陽」、「安陵」之典故77；從西漢高祖到東漢寧

帝便紀錄了 10 位君王的男風史跡，也有女同性戀行為的記載，甚至，最早的「男

色」一詞就出現在《漢書》中的《佞幸傳》78；此外，魏晉南北朝社會風氣既風

雅又放浪，男同性戀行為與修飾裝扮除了在貴族、士大夫之間流行，坊間百姓更

開始競相模仿、趨之若鶩，許多有錢人以蓄養孌童樂伎當作財富的象徵79。 

唐朝文化開放，性的自由度很大，「香火兄弟」相愛的同性行為受到突厥文

化影響很大，在長安還出現提供「舉體自貨，迎送恬然」的性服務男妓80；宋代

則受到程朱理學影響，「存天理，滅人慾」的觀念禁錮了性的發展，但仍禁止不

                                                 
76 比通「毗」，人的肚臍，頑童即為孌童，比頑童即是肚臍靠近美少年，玩弄美少年的意思。《尚

書》中記載上古時代即有男子以美貌得已見寵的現象，男同性戀行為存在於統治階層的普遍

情形。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9577399193，中庸釋疑，2018/5/6 閱讀。 
77 《韓非子‧說難篇》：分桃之愛。《戰國策‧魏策》：龍陽之好。《戰國策‧楚策》：安陵之好。

劉達臨，《情色文化史》，台北市：八方，2004，頁 80-82。 
78 許維賢著，《從豔史到姓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市：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台北市：遠流，2015，頁 36。 
79 劉達臨，《情色文化史》，台北市：八方，2004，頁 129-132。 
80 劉達臨，《性的歷史》，台北市：台灣商務，2001，頁 522-523。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957739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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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男色的充斥，「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81，大

眾爭相仿效的男同性戀行為，還影響了夫妻關係；元代男風勢弱，但從林載卿（生

卒年不詳）《誠齋雜記》一作中可知當時社會人士也有此風氣並傳為美談。82 

明朝男色紀錄頗多，文學家沈德符（1578-1642）在《敝帚齋餘談》寫到福建

地區的「契兄弟」、「契父子」關係83，民國學者王書奴（生卒年不詳）在 1932 年

出版《中國娼妓史》一書，以社會文學角度分析中國娼妓歷史演變的軌跡，亦敘

述了庶民階層同性戀風氣，例如軍中與獄中也流行，男風從江南擴展到中原地區

等等史料，在船上的奴、優、隸、卒在夜晚時轉變為男娼，且並不會因此而感到

羞恥84；清朝男風更盛，除了《清宮遺聞》記載關於皇室的同性戀行為外，許多

官員也有侍童常伴枕蓆，玩弄優伶也是常態，甚至在上海《申報》登報公開「香

火緣」的同性戀關係85，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1693-1766）也不隱諱自己對男

子的慾望需求86，著名官員紀曉嵐（1724-1805）則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記

載男子納男妾之事87，還有著名詩人、官員張船山（1764-1814）備受景仰，許多

士人自願化為男妾侍奉88等諸多記載。 

在中國古代同性戀者大多是能娶妻生子，同時又能享受同性之樂的，不過男

風在不同時空背景盛行自然有其原因，筆者整理後分述如下： 

1. 生殖因素：以男子為中心，認為男子之情比女子高貴，女性是生育工具；同

性行為不會生兒育女也就不會造成血緣的紊亂，也不影響家族財產的分配。 

2. 性剝削因素：奴隸制度增加購買孌童的機會；嫖男子的費用較女子低，儒生

較能負擔。 

3. 性壓迫因素：禮教限制女性，男性得到相對自由，所以增長同性戀行為；男

子間的親密行為，妻子無權過問。89  

4. 房中術因素：與男子交合不會耗損陽氣，在交合的過程中會從對方的體內得

到補償。90 

5. 環境因素：唐朝整體社會風氣開放，與周遭部落、國家的文化與思想相互交

融，對性的態度特別開放；在軍中的士兵需求；船上不能有女子，要不然會

發生船難，所以在船上的水手與奴隸會有同性的性發洩；地處偏僻的區域如

                                                 
81 矛鋒，《同性戀文學史》台北市：漢忠文化，1996，頁 67。 
82 同註 79，頁 82。 
83 同註 79，頁 394。 
84 同註 80，頁 523。 
85 同註 79，頁 395-399。 
86 同註 79，頁 399。 
87 同註 80，頁 526。 
88 同註 79，頁 399。 
89 同註 79，頁 397。 
90 同註 80，頁 5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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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多山，貧民以賣淫為生。91  

6. 政治因素：各朝皇室、貴族喜好男色，也帶動不同階層的人起而效尤；清朝

擔心被漢族同化，於是禁止滿漢通婚，所以默許同性戀行為；遺臣文士的政

治逃避，主政者鼓勵沉溺聲色，降低起身造反的機率92；明清官方律法嚴禁官

員仕紳宿娼與嫖妓，男子成為性發洩的替代物。 

7. 藝術因素：許多文學作品、戲曲表現歌頌吟詠男風行為。 

8. 契約因素：男性間的性關係以「契約」儀式建立關係，就能得到家族與社會

的認可。 

筆者爬梳了中國男風的歷史脈絡以及男風盛行的各種因素，理解了中國千百

年來的制度與社會在對待同性戀行為時，比西方世界同時期還來的寬鬆與包容，

男色行為只是個人的性喜好，也就是面對「性慾本身」，也不因為喜好男色而備

受指責，但因男色而影響了政治決策的「男寵亂政」才會被紀錄批判93，男色行

徑在歷史資料中多採取中立的態度，但為什麼進入現代化後，同性戀行為逐漸遭

受仇視、打壓？以下小節將討論同性戀遭到貶抑的宗教因素。 

 

（二）宗教的貶抑 

晚清戰爭的屈辱壓倒了民族內部的一切，西方強權導致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認為要模仿西方霸者才能富強，從「屈辱的現代性」到「革命

的現代性」使得中國近代某些改良派學者如王韜（1828-1897）、張競生（1888-1970）

等人建構了新的性/別觀點與性/別治理，對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 

20 世紀初期在中國的傳教士最為流行的想法是，性工作導致中國的社會腐

敗與國家衰敗，性工作是道德的缺陷，所以民眾要學習西方人的「美德」94。當

中國為了「美德」與現代化而向西方世界學習時，自然就接受、模仿其一切生活，

同時批判、揚棄舊時的觀念與做法，西方世界的生活必然跟宗教信仰有著極大的

關聯，所以，在此處筆者必須回溯到西方宗教對性/別所帶來的宗教觀點。 

在中國的宗教有的對性保有開放的態度，有的則對情慾採取禁慾主義，宗教

與性的關係影響整個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方式，但在此處我們不討論佛教與道敎對

性是否有所禁錮或者對色情有所批判，不管絕慾或是縱慾，佛教與道教對情慾性

愛的確更具有包容性，他們了解這是人性必然的現象，是故，筆者將討論性與同

性戀行為遭到天主教、基督教的迫害與貶抑。 

當代歐美研究學者指出，20 世紀後的美國人開始將「性」與「生殖」分開來

                                                 
91 劉達臨，《情色文化史》，台北市：八方，2004，頁 394。 
92 同註 91，頁 401-402。 
93 何春蕤主編，《同志研究》，台北市：巨流，2001，頁 244-245。 
94 李小江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1994，頁 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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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個人幸福與人際親密的觀念來理解性的目的，而不再將其與基督教家庭

混為一談。」95也就是說，近現代西方世界才開始重視性的歡愉與人之間的親密

感受，不再把性當成是組織家庭延續後代的唯一目的。 

對中國傳統春宮畫極有研究的高佩羅，在其著作《中國古代房內考》序中也

表明古代中國人的性行為是健康且正常的，並體現在指導性問題的房中書還有道

家的性修練96，因為道教的房中術是將情慾宣洩出來的養生之道，而不是基督教

的禁慾行為，他的引用來自於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認為禁慾即是壓抑的概念，而壓抑將產生某種危險的結果。在《性別

與中國》著作中也提到：「在高佩羅的論述中，中國人的房書做為性開化的東方

人之婚姻指南，對西方人也大有教益。」97顯示當時色情小說、春宮畫等房中書

以及房中術在性教育的開放與實踐的確比西方人來的更早，甚至應該引入到西方

國家使之有所教益，而這也同樣表現出在傳統中國時期，東方人對性的態度除了

較為開放之外，也比較沒有受到各種宗教的壓迫。 

如此看來，西方國家因為日常生活與宗教禁慾教義密不可分，所以，長期以

來的思維模式必然造成人們對情慾有很大的壓抑與罪惡感，大眾對「性」的看法

是罪惡且低下，一直到近現代才把宗教跟「性」逐漸區隔開來。 

明清時期的中國對男同性戀行為有著寬容的態度，吳存存在《明清社會性愛

風氣》提到： 

 

明清兩代男性同性戀風氣歷時達四百餘年，身處其中的士人非但對同性戀

持寬容態度，且時加倡揚，認為它與異性戀一樣是一種正常的性愛方式，

挾童畜優成了他們風流生活中最大的快樂。98 

 

中晚明以後士人與官員對男色的喜好與推廣，使得男風盛行並且蔚為風尚，男同

性戀或男寵、男娼做為性愛模式與對象其地位並不亞於異性戀的生殖模式。不過，

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士對於男色行為難以忍受，他們譏笑中國人是野蠻且文化

低落的民族，並以其性愛行為來當成罪惡與道德缺失的證明99，最終，帝國主義

                                                 
95 李小江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1994，頁 324。 
96 高佩羅（Robert Hans van Gulik），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上海：人民，1990，

頁 3-4。 
97 李小江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1994，頁 327-328。 
98 在縱慾（男性）與禁慾（女性）的並行明清時代中，男同性戀風氣從明朝一直延續至清末，「男

院」的經營場所與「相公私寓制」皆是當時流行的男同性戀活動，許多官吏富商可以蓄養相

公、優伶。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2000，頁 4。 
99 劉達臨，《情色文化史》，台北市：八方，2004，頁 402。 

 



38 

  

以宗教和戰爭改變了中國的男風文化與觀念。 

西方強權帶來了基督教式的性愛觀與教義，同時將這種觀念假冒稱為是「東

方的傳統美德」，書中也指出： 

 

更為遺憾的是，對中國性愛傳統研究的長期缺乏使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性史

的記憶變得非常混亂，產生了一個又一個誤區。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是，

很多人、包括我們的大眾性報刊雜誌，總是把西方傳統的性愛觀念如情慾

分離、崇情棄慾、仇視同性戀等等稱之為我們東方的傳統美德……100 

 

也就是說，一般我們認為東方文化對於色情慾望是比較保守的狀態，還有仇視同

性戀行為等等根本就是誤謬，其概念上根本就是基督教所帶來的影響而不是中國

本身原先就有的思想觀。 

明清時代的大城市有專門為同性戀服務的「男院」場所，義大利天主教會傳

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回憶錄中描述他在北京所見之情景：

「公共場所裡到處是精心打扮的男妓模樣的少年，一些人買回這些少年……這些

可憐的少年正式開始了可怕的賣淫活動。」101以及 1806 年到中國旅遊的英國人

記錄了中國官員身旁有著俊美且穿著入時的嬖童隨身在側，在 1835 年出版的西

方雜誌也寫道：「它（指中國的男性同性戀）的存在範圍很廣，幾乎遍及整個帝

國，尤其是在那些為民父母和作為道德表率的官員中同樣存在。」102可見得在西

方宗教進入中國之前，就可以在公開場合看到許多男同性戀行為，不只人數眾多，

連士人、官員都蔚為風潮，資料顯示男色在當時是一種對性慾滿足的普遍行樂方

式。 

天主教、基督教作為殖民的工具，使得東方國家對於性的看法與以往有所不

同，對於性，教會主張「一夫一妻制，藉保天真」103，也就是一男一女的夫妻關

係才是自然的狀態，這樣的思想改變了東方人對性/別的觀點與做法，也限制情

感慾望的多元性、開拓性與發展性。 

隨著西方殖民現代化所帶來的是，歐美巨獸站在「以男性為中心而建構出陽

剛霸權意識」的頂端，以殖民者的身份將自身的價值、宗教、語言等等強加在被

殖民者的身上，干預他們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系統，為了要讓「落後」的中國更

                                                 
100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2000，頁 15。 
101 此處引用的是吳存存翻譯的三條西文材料。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2000，

頁 178。 
102 同註 101。 
103 李小江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1994，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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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所以要用自己的習俗、觀念來改造它，在中國近代化的轉變中，教會

成為最大的推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性/別觀念起了重大的變化，宗教融入在

其中，勢必會對原先的狀態發生改變，民眾也必須遵守教義，跟天主教、基督教

教義有所不同的就會被視作異端，我們從西方宗教的歷史來看，它是不斷在消滅

異己藉此壯大自身，只要與之有不同的思維或是崇拜偶像就必然是撒旦的聲音或

是惡魔的化身，異端必須通通燒毀，破壞過後才能進行殖民地的思想改造。 

傳教士發揮上帝的愛，並將光環籠罩在「宗教傳道」與「社會服務」104的雙

重功能上，深刻的影響東方人對性/別的態度與看法。「宗教傳道」的各部經典裡

記載了一些男色行為遭受天譴的段落，舊約聖經提到所多瑪（Sodom）與蛾摩拉

（Gomorrah）城的眾多居民因不守上帝的戒律，以及多有男色淫邪之事，所以被

耶和華毀滅，於是，藉由傳道告訴民眾必須遵守上帝的律法，不能與男子發生情

慾關係，以免遭到天譴；「社會服務」在某些角度上提高人民日常需求與福利，

如中下階層的人民或是女子可以接受教育，但也招來某些看似「好意的限制」，

例如家庭婦女必須順從自己的丈夫，守護貞節與端莊等等「美德」，一旦「社會

服務」與宗教鉸鍊在一起，變成日常生活無法脫離的「必需」時，它便成為改造

性/別意識的工具。 

在本小節中，筆者不多描述當時女性因為教會的關係而得到更多的「解放」

與「自由」，西方傳教士對於東方女性地位的提升或是男女地位的並重的確有所

提升，在《基督教有益中國說》時有宣揚105，他們大力鼓吹信仰基督教帶來的各

種好處，可是對於男同性戀行為則是不斷的打壓，所以本小節聚焦在西方宗教對

同性戀行為的禁止與隔絕。從過往的歷史中可以知道天主教、基督教對於同性戀

者深惡痛絕，甚至，早期在歐美國家男子之間的性行為還會遭到獲罪入獄106，它

以西方霸權之姿帶入到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於是，不同國家的施政主張也受

到西方國族主義與宗教教義的深沉影響，去抵制、排斥、禁絕同性戀的身份與行

為。筆者經由歷史資料之梳理才了解傳統中國對性與男風展現了多元樣貌與包容

態度，實在與今日大相徑庭，原來是在過往的歷史中曾受到西方宗教強烈貶抑之

緣故。 

 

                                                 
104 李小江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1994，頁 240。 
105 同註 106，頁 241。 
106 例如：英國的劇作家王爾德（1854-1900，Oscar Wills Wilde）被指控有雞姦行為而被捕入獄與

定罪（當時尚未有同性戀一詞）；電腦科學之父阿蘭‧圖靈（1912-1954，Alan Mathison Turing）

也因為有同性戀行為，遭受政府強行逮捕並接受矯治，化學閹割的結果導致圖靈身心受創而

自殺身亡，直到 2013 年英國女王才宣布赦免圖靈於 1952 年所犯的同性戀行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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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罔兩的現身 

 

罔兩107一詞來自於莊子（369-286B.C.）《齊物論》的「罔兩問景」108，罔兩

問景（影）是莊子寓言，罔兩是影子之外幽暗不明的陰影處也就是影外重影，必

須依附影子而存在，影子也依附在人的形體才能存在，依此討論階層的存在問題。

在《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文中，性/別研究學者劉人鵬（?-）等人對這個寓

言提出另一種看法，罔兩提到一些問題：第一，關於人（「形」）忽略掉影子（「景」）

以及影子外圍的微微幽暗處（「罔兩」），在三種存在的主體間，針對他們的階層

關係提出主從順序的疑問與反省；第二、透過階層間的交互提問與置疑，將使閱

讀者可以理解這個社會除了二元關係之外，還有不同位置與不同聲音。罔兩一詞

挪用到酷兒身上，罔兩等同於酷兒的概念（「酷兒」是 90 年代西方出現的新一代

性/別運動，有別於「同志」）109，更細微的說，「罔兩問景」的對話內容其實是要

我們思考父權主體的權力意志（「形」）無所不在，以及看似進步的女性、同志，

但實際也是追隨父權思想的次等主體（「景」），還有社會上總是被排擠到最邊緣

位置，那幽暗不明、形狀恍惚不被認同身份的影外之影（「罔兩」），他們的處境

就像是被主流制度所排拒在外的酷兒，在世人「看不見」的地方，苟且偷生110。 

人跟影子都有相對明確的形體，而罔兩是一個模糊的、未確定的「邊緣」，

照此看來，酷兒像是一個「不被確定位置」的詞，它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想法

甚至是行動力，言下之意，酷兒的位置是流動、游移不定並帶有顛覆性。 

    本節提出「罔兩的現身」為題，希望藉由描寫酷兒論述的內容，了解其意識

形態與想法，並從研究中知道「性別操演」是酷兒理論的重要核心概念，同時，

被視為酷兒力量的敢曝風格，將使性/別弱勢得到某種解放與對抗外部世界的能

力；此外，當我們面對疾病與污名時，民眾的反應顯示了長久以來對某些族群的

迫害，而酷兒張開雙手擁抱受到歧視與賤斥的人，這正是我們還必須反省與努力

的地方。在這一小節，筆者將論述關於酷兒理論的核心精神與操作方法，並期待

自身的創作精神能更有開放性、議題性與顛覆性。 

 

                                                 
107 此處罔兩指的是酷兒，來自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所寫的《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讀

本序文「罔兩問景」方法論。 
108 罔兩問景(影)是莊子寓言，罔兩是影子之外的模糊重影，必須依附影子而存在，影子也依附在

人的形體才能存在，依此討論階層的存在問題。 
109 酷兒運動超越固定的角色與身分，不一定是生理男性或女性，也不一定是同性戀，酷兒企圖

超越舊的性文化與性模式。卡維波，〈酷兒政治入門：甚麼是酷兒？〉，《酷兒：理論與政治》

第 3、4 期合刊，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32。 
110 許維賢著，《從豔史到姓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市：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台北市：遠流，2015，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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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酷兒現身： 

 

我們以為的「完整個體」其實是包含了「其他的主體性」所共構而成，也就

是說人與影子、罔兩，分別代表各個不同的階層或是主客體，都是組成社會的相

異族群，現身的用意在於告訴群眾，萬物雖有差異但皆是平等的道理，應該超越

己執與成見盡量去消除位置高下或是族群優劣的心態。前半段筆者以美國酷兒理

論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的「性別操演」做為酷兒理論的核

心論述，說明性/別可以經由扮裝、模仿、反覆的操作去顛覆霸權結構；後半段則

敘述酷兒在面對性/別問題時所展現的力量。 

 

（一）巴特勒的「性別操演」： 

朱迪斯・巴特勒延續了傅柯對性/別建構的顛覆觀點，甚至，帶有更強烈的

積極性，傅柯的觀點有某種程度的悲觀主義，也鞏固了壓抑性的法制思想，人們

雖然理解性/別分層，但是弱勢階層的人們只能無奈的被國家機器、社會制度監

控著，因此，她對於性/別身份產生的機制提出懷疑，在《Judith Butler 的性別操

演理論導論》寫道：「巴特勒質疑身份的機制和規範，她表示身份並非固定不變，

而是一種重複不斷的表演，一個認同化的過程，也是一種建構出來的結果。」111

為什麼身份位置會改變？巴特勒認為性/別具有社會性，在建構或是認同的過程

中將不斷產生新的想法、觀點，然後被形塑出來一個特定的性/別角色，此處討論

的是性/別認同的正本（original）與副本（copy）的辯證112。「正本的我」是經由

「副本的我」組合與重組而產生的身份，所以，副本具有複數性，它不斷的在經

驗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並且永遠處在「+1」的狀態，在不斷重複的操演過程裡，

變異成最新的「現在的我」，也就是「正本的我」的模態，副本既然會不斷變化，

這也意味著正本並非固定不變，它是具有變動性，所以，我們的性/別身份是可以

改變的。 

這個觀點似乎與梅洛龐蒂也有共通的看法，在第一節論述時，筆者提到身體

的概念，肉身本體透過知覺與經驗而異化成另一個身體，就算原來的身體副本是

不完整的，但經過各部的連結後也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正本」來回應事件、世

界，換言之，通過身體反覆、重複的經驗，「副本」將會不斷「+1」並產生出新

的「正本」，而「正本」並非在固定位置上，它會再一次的因為知覺經驗而變成

「副本」然後再「+1」，並依此循環下去。如此看來，整個知覺與經驗的循環過

程就像是巴特勒對身體進行「性別操演」一樣，各種模仿與扮裝的副本經過反覆

                                                 
111 劉開鈴、游素玲主編，《Judith Butler 的性別操演理論導論》，台北市：五南，2012，頁 1。 
112 同註 11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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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演練（也就是「+1」），將原先被定位好的性/別正本位置更動，使得這個位

置永遠處在流變的狀態。 

人類透過教育、鼓勵、懲罰、標籤化等等手段，逐漸強化與分化出某些性/別

模式甚至被負面定義出某種身份，如男生應該要有男子氣概，異性戀才是正常的

等等眾多標籤，依此塑造出代表自己的性/別身份，同時，把異性戀當成是「唯一

且正常」的性取向，但是，巴特勒要我們不去承認有一個「正確性/別的正本」存

在，她指出： 

 

要避免不讓這種已經被負面定位的身份變成一種規範的機制，要記得機制

本身就是抗拒的所在，不要急著去確認身份，應該要去質疑/玩弄/挪用機

制本身的工具，而避免讓自己變成機制所定義的身份。113 

 

因為，這個位置一旦被確認、歸類，那就掉入了霸權定義的二分模式，換言之，

若是我們的想法還帶有二分法的概念，將性/別區分成「你的」和「我的」，那就

更難以打破性/別疆界。那麼應該要怎麼做才能打破性/別框架，去除二元對立或

者單向思考，讓性/別位置產生流動的可能呢？巴特勒提出質疑並採取了一些策

略114，而這些策略也是酷兒理論重要的核心思想： 

1.「拒絕承認」：也就是拒絕被性/別身份劃地自限，身份只不過是經由不斷的重

複操演而產生的認知幻象，當我們模糊或者不言說身份，自然就不會掉進那個身

份的「位置」。 

2.「換位思考」：反覆的演練對方的性/別角色並不是說要去模仿「那個位置」的

性/別穿著或是言行舉止，因為一旦模仿對方，就等於「認同」對方角色是「正確

的正本」，如此一來就又跳進框架裡，所以，此處指的是，我們可以試著換位思

考，而且這個位置不會被固定住，舉例來說，我們假定性階層弱勢是「副本」，

而主流異性戀是「正本」，因為有「副本」的存在，才能讓「正本」有其存在的

價值；或者，我們可以試著反客為主，把性階層弱勢當成是正本，而異性戀才是

另一個副本，副本可以來模仿正本這個位置，換言之，兩者之間的依存關係是可

以去顛倒、互換它，玩弄它性/別建構的機制，換位思考才能讓彼此站在對方的位

置替對方著想，站在對方的位置才能知道對方可能遭遇的困境。 

3.「重複操演」：藉由扮裝、模仿、反覆的練習操作，來擾亂原先的性/別位置，

破壞結構、規範的穩定性，並且，重新建構另一個可以變動的性/別正本，這種做

法揭露了性/別結構是可以改變的，依此凸顯出性/別身份是不穩定的，顛覆長期

                                                 
113 同註 111，頁 5。 
114 同註 111，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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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的異性戀霸權。 

性/別是一個複雜的建構過程，它不是一個「完成」的模組，事實上，它是持

續的「延異」。「延異」是時間的延遲，所以具有時間的延續性；同時也是意義的

差異，故意義不斷拆解產生差異，簡言之，它是一種進行式的、流變的、非固定

的主體，它在流動的過程中，使人有策略地去改變舊有的規範；開放式的狀態，

讓人可以不斷的結盟，重複交疊或允許歧異，並在各種情況下聚合成新的性/別

身份以改變舊的性/別位置。115 

巴特勒認為：「酷兒操演便是在重複引述、挪用重寫異性戀規範和文化符碼

的過程中，彰顯了酷兒實踐的種種可能。」116將自身命名為酷兒本身就是一種破

壞異性戀權力結構的政治操作，在一個或多重被壓迫的身份裡，拒絕被主流價值

觀同化，肯認、接納自己處在脫軌或者踰越的邊緣位置，策略性的以「重複書寫」、

「挪用」等複數性方式去改寫文化或性/別架構，挑戰桀傲、怪異的實踐並且擾亂

性向定位，讓它具有不斷變動與不確定性的特質，依此來推翻威權與規範。 

 

（二）酷兒力量： 

許多人以為酷兒等同於同性戀，其實並不然，它包含了各種性/別階層的人，

它並不是從生理的二元模式去談，而是從社會角色的觀點去看待每個人所展現出

來的多重面貌，所以，酷兒的角色與身分不一定是同性戀，也沒有限定男性或女

性。性/別會衍生出許多問題，而酷兒就像守備人員，它張開雙手擁抱所有被賤斥

對待的族群，它也像打擊球員，以自己的方式去攻擊迎面而來的惡意。 

酷兒的核心精神是「偏離正軌」、「不符合常規」，擁抱「被貶抑或被污名」

的人、事、物，從中獲得對抗外在惡意的力量，並將它們重新定義與說明，酷兒

的意思包含：「隱晦的出身、糟糕的感受、彎曲的、反常的、古怪的。『酷兒』的

動詞型態（to queer）涵義為：挖苦、揶揄、使窘困、騙取及作弊。」117所以，酷

兒可以當成名詞，顯示帶有負面的意識形態，酷兒也可以當作動詞，表示為積極

反轉的運動策略，因為，它對於糟糕的、難受的、醜化的詞語都可以用解嘲與質

疑的方式重新扭轉詮釋，而這些方法正是酷兒式的「性別操演」，它「酷兒」了

性/別本體論。 

揚棄「壞的性/別」並不是一種正義的行為，藉由修復或聖靈充滿的幸福心態

也無法定義在所有的性/別上，實際上，酷兒在政治或是傳統的價值觀下常常被

歸類在「壞的性/別」，並且被當成擾亂的負面能量，面對大眾「恐性」、「恐同」

的憎恨與仇視，酷兒族群藉著對方的攻擊性的話語來自我解嘲，如此一來，就能

                                                 
115 同註 111，頁 23。 
116 同註 111，頁 32。 
117 同註 111，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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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負面的、被動的「副本」反轉成主動的、現身的「正本」，那麼，酷兒將以反

轉的運動策略來獲得對抗外部世界的自信與力量，它是具有生產力與能動性。 

酷兒的反轉力量帶來強大的顛覆性，顛覆的手段似乎對外部世界產生某種對

應的方式，也就是「敢曝」的操作，我們先來理解什麼是敢曝？在《酷兒理論與

批評實踐》文中所述，蘇珊・桑塔格對敢曝提出了重要的分析筆記118，筆者依此

稍做整理、分類： 

1.「自我表達」上：擁有代表自己身份標誌的物品，有誇張的特別風格，熱愛「非

本身狀態」的自己，利用「裝扮」轉變成另一種身份，並且熱愛這種奇怪的、嶄

新的自己，就是敢曝。 

2.「審美品味」上：敢曝對單一的審美品味感到反感並進行批判，對藝術與生活

提供不一樣的標準，在獨一無二或大量生產的複製品之間不去區分高低或是表現

厭惡。 

3.「內在精神」上：富有遊戲精神的敢曝，它將嚴肅、正經轉變成輕浮、訕笑，

認為劣等趣味能使人擺脫壓力與重負。 

4.「身份位置」上：不夠邊緣就無法成為敢曝，在未被認可的位置上，超越性/別

界線，利用性/別顛倒來達到反差的張力，但要記得，敢曝不是同性戀專屬，它只

是跟同性戀的身份位置有許多契合之處。 

蘇珊・桑塔格將敢曝界定得頗為清楚，如此看來，敢曝即是依循著前述的觀

點而產生出來的另類觀點，它刻意用傲慢的態度與惡搞的趣味去否定主流文化與

社會價值的期待，它具有嘲弄、反諷與遊戲的特質，它凸顯了性/別、品味、階層、

種族差異，並利用某些豪華、裝模作樣、戲劇化的元素來進行「性別操演」，它

重新定義了美感與文化，並將這種反動的精神用來對抗霸權社會。 

我們可以了解敢曝就是一種展現酷兒「+1」的力量，它帶有性/別解放的政

治意義，它有著「敢」於「曝」光的積極態度，讓人勇敢的展演出各式各樣的自

己，以回應這大千世界。 

 

二、惡之華： 

 

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惡之華》寫道：「一

個沒有燈的亡魂，身旁是一個無底洞，又深又潮氣味濃重，無遮無靠階梯無盡，

黏滑的怪物警覺著，一雙巨眼磷光閃閃，照得什麼也看不見，只剩下更黑的黑

                                                 
118 蘇珊・桑塔格在 1964 年寫的敢曝筆記（Notes on Camp），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頁 1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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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119患疾者對生命、未來難以期待，周圍皆是墮入無底深淵般的困境，除

了自己身體的病痛外，還要忍受污名（stigma）的對待，他們被當成怪物，眼前

只有更黑的夜與無盡的階梯。此處筆者分別討論「污名」與「疾病」，以新聞時

事為佐證，讓酷兒事件以「現身」的方式告訴大眾，社會中仍存在許多歧視、偏

見與惡意對待。 

 

（一）污名烙印： 

酷兒身為一種被污名化的身分，伴隨著其他許多的偏見與歧視，他們被當成

道德瑕疵者並遭到攻擊、制裁，這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深植於宗教迫害、醫學治療、

家庭職場、國家政策等等，污名帶給人們許多害怕與仇恨，許多人深受其所苦，

於是，筆者試著討論污名的理論基礎與脈絡，可以幫助我們多去了解污名的成因，

改變我們觀看的方式。 

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在其著作《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對污名的產生

有著明確的觀點，舊時代我們對奴隸、罪犯、叛徒身上進行刀刻或烙印表示他們

是有污點的人，以示其階層低下與不潔，或者這些人身上承載著社會訊息的符號，

像是手腕上的疤痕等等，其背後意味著某些污名象徵的訊息。新時代則將烙印延

伸至「身體」、「個人的性格缺失」、「種族、宗教的族類污名」，前者是可以從外

貌看出來的「明顯遭貶抑者」（discredited）如身體殘缺者；第二個是「可能遭貶

抑者」（discreditable）如精神異常或某些疾病者；第三則是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如患疾的有色人種。120 

在〈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121文中解釋污名的特質，比如：負面觀感、未

達到社會規範要求、行為克制不良、無道德約束、不受大眾讚許、被記號、病態、

離經叛道、難受社會大眾所認同或接納，誇大或扭曲某些事實。而愛滋病是深受

隱性污名（the discreditable）的受壓迫對象，因為擁有某些污名特質而被當成「他

者」，一旦社會大眾與「他者」進行切割與隔離，將產生歧視與不利對待122，受

到污名化的主體，其身分主體必有某些特質、樣貌、行為、屬性是一般民眾的觀

                                                 
119 波特萊爾著，郭宏安譯，〈無可救藥〉，《惡之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2，頁 86。

http://www.wenhuacn.com/wenxue/xd_shige/ezhihua/057.htm，2016/04/30 閱覽。 
120 高夫曼(Erving Goffman)，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新北市：群學，2010，頁 4-5。 
121 蔡宜蓁引用高夫曼《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的概念，將污名分為顯性與隱性，前者如

殘障、唐氏症等等外顯行為與表徵樣貌會被察覺的則稱為顯性的污名（the discredited）；而隱

性污名（the discreditable）則是針對不容易看出疾病或行為的人如愛滋病患者、賣淫者、毒品

使用者等等。〈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發表在《長庚護理》第 24 卷 3 期。 
122 蔡宜蓁、呂佩珍、梁蕙芳，〈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台北市：《長庚護理》24 卷 3 期，2013，

頁 274。 

 

http://www.wenhuacn.com/wenxue/xd_shige/ezhihua/057.htm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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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所無法見容的，如高夫曼所說：「只因為具備一項突兀的特質，而使他遇到

的人對它產生厭惡，破壞了他的其餘屬性所該得到的對待。他具有污名，具有一

項不好的差異，讓他不符合人們的預期。」123而這種身分卻是由社會大眾所決定

的「被貶抑的社會性身分」，換句話說，疾病的污名是來自於社會脈絡下，以各

種價值觀的推擠、靠攏與區隔後所形塑出來的。 

當疾病涉及到人的道德問題時，在華人地區似乎又更加嚴重，一般而言，「家

醜不可外揚」對患者來說是極為嚴重的心理指控，因為華人社會是屬於「社會取

向」，意思是說，在華人的生活環境與觀念裡我們的身體大多是交給別人來決定，

「社會取向」包含了「家族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他人取向」

都是經由他人的觀點來決定階層位階與再定義。124  

可見得，能夠對他人說出「污名之處」那是一件多麼困難又奢侈的事情，在

某些環境、情境下，因為羞愧、尷尬、罪惡、道德等多種情感與認知的交雜，使

得當事人無法坦然正視與談論自己的身、心狀況，尤其在面對疾病的折磨與治療

時更不敢跟朋友、家庭、家族談論這種「醜事」。125一般來說，社會大眾對於性

的道德約束與標準較為單一，例如要乾淨的性、追求守貞，於是「不好的性」時

常成為污名的原因，高道德往往是用來美化與修補其他罪愆的最佳工具，換句話

說，如果你是因為性濫交，被認定為低道德，而導致疾病的發生，那麼你便是咎

由自取。愛滋病被認為是社會屬性的道德審判，一旦患病，似乎人人可以用自訂

的道德標準去公審他，原因就在於這個疾病被附加了許多其它的標籤，也就是污

名，然而，某些疾病的致死率也很高，如肝癌，或是傳染途徑跟愛滋病一樣的 B

型肝炎，但是這些疾病卻不需承受性污名的罵名與異樣眼光的對待，不需要接受

社會的道德審判。 

當大眾譴責愛滋病患者有很嚴重的道德瑕疵，生病後將使個人與家庭、家族

蒙羞，如此一來反而忽略掉愛滋病只是疾病的事實，也就是說，除了疾病治療以

外，患者還要處理「道德身體」（moral-somatic）以及「道德情感」（moral-emotional） 

126，患者與周遭的人將會透過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價值觀去連結各自的身體經驗與

                                                 
123 高夫曼(Erving Goffman)，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新北市：群學，2010，頁 5-6。 
124 西方社會偏重「個我取向」而華人社會屬於「社會取向」。韓德彥、陳淑惠，〈精神疾病污名

感受量表及其短版之心理計量特性〉，台北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 21 卷第 3 期，2008，

頁 275-276。 
125 韓德彥、陳淑惠，〈精神疾病污名感受量表及其短版之心理計量特性〉，台北市：《中華心理

衛生學刊》第 21 卷第 3 期，2008，頁 274。 
126 蔡宜蓁、呂佩珍、梁蕙芳，〈愛滋病污名之概念分析〉，台北市：《長庚護理》24 卷 3 期，2013，

頁 275。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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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慾感知，最終以道德經驗來「反身攻擊」，以執行污名化疾病的行動，在個人

與社會的來回互動中，逐步建構出歧視的負面觀念。 

有些人認為性與疾病應該被分開看待，因為性本身並不會產生疾病，性行為

只是提供了路徑，而病毒才會產生疾病，所以，期待大眾能理解，這或許是個帶

有善意的說法，但實際上這種緊密關係的連結觀念很難從大眾的想法上拔除。而

且，我們知道疾病確實跟某些行為、飲食習慣、環境等等有高度的關聯性，某些

疾病也的確在特定族群中比較容易感染或是產生，所以，應當將重點擺在預防跟

治療，以感染的角度來看，防疫工作能做得確實，可以降低社會、國家成本，治

療工作做得好，可以延長個人壽命與降低疾病的傳染率，這些都是理性的、不帶

情緒性的想法，但現實生活中往往不是如此，臺灣社會目前將愛滋感染者推向到

更黑暗的角落，感染者自身的擔憂，任何跟他人形成的懷疑、猜忌、鄙視、害怕

等等雙向的交戰經驗，都將使患者必須獨自面對、應付跟疾病本身「無關」的其

他狀況，以至於疾病往往帶來早發性的社會性死亡，在染病或治療的心路歷程中，

疾病本身已經讓病患產生心理與生理的不適感、憂鬱、苦楚，更難過的是如果疾

病還夾帶了其它的污名，強烈的道德譴責將使得患者加深羞愧與恐慌並產生自我

厭惡與罪惡感，在這種情形下，某些患者將選擇逃避、退縮且封閉自己或自我放

棄，失去求生意志以自殺來結束生命，成為沒有燈引路的亡魂。而這種情況正是

污名所帶來防疫漏洞與巨大傷害。 

 

（二）愛滋污名事件探討： 

筆者透過「國防大學爆發愛滋歧視」127的新聞事件中爬梳關於社會大眾如何

建構愛滋病的污名問題，〈測量心理疾病污名〉128裡提到一些分類方式也挪用在

愛滋病污名上的一些分類法，分別是：標籤（labeling）、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認知分離（cognitive separating）、情緒反應（emotion reaction）、喪失地位與歧

視（status loss and discrimination）、權力（power）以上六項，並以此分類法來思

考國防大學事件的問題與社會大眾的反應。在新聞事件網頁的留言處，有人說：

「得愛滋被歧視剛剛好而已」129，這是對差異族群進行污名標籤化（labeling）的

動作，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對於患者的猜測與對疾病的污名是如何敘述鋪陳，許多

                                                 
127 2016/04/26 新聞，國防大學爆愛滋歧視，逼迫學生退學。2013/01/08 國防大學針對該生退學令

生效，衛服部提出申訴與行政訴訟，2016/03/24 衛服部敗訴。 
128 此處作者引用 LINK, B. C., Yang, L. H., Phelan, J. C., & Collins, P. Y，〈測量心理疾病污名〉，

《牛津期刊》，(Measuring mental illness stigma，Schizophr Butl)的分類，將愛滋病污名作出六

項類別。同註 128，頁 274。 
129 https://tw.news.yahoo.com/醜聞-禁上游泳課-逼退學-國防大學爆歧視愛滋生-093140113.html，

2016/04/28 閱覽。 

 

https://tw.news.yahoo.com/醜聞-禁上游泳課-逼退學-國防大學爆歧視愛滋生-093140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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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許在不知不覺中就被暴力、仇恨與歧視餵養，像是「變態愛滋病患沒有就地

撲殺已經很仁慈了還想怎麼樣？」130類似話語不勝枚舉，筆者以當時新聞與相關

留言來釐清與佐證大眾對愛滋污名的探討： 

1. 國防大學阿立為本案主角化名，我們並不明確知道他的性向，但是網友卻已

經先入為主的將矛頭指向該生是男同性戀（不過即便是又如何？），所以待

在都是男生的軍中，其他人會有危險，例如：「哪天把室友捅了」131，「軍

中一堆同性戀亂搞」132，言下之意，誤以為男同性戀者才會得到愛滋病，忽

略其他族群染病的可能性133，許多人將愛滋病與同性戀畫上等號，這是一種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的負面定型成見的連結。 

2. 患者生病被視為性行為濫交與不檢點，例如：「到底從事啥危險性行為或施

打毒品」134，「為什麼會得愛滋病就是亂搞性關係，這種人很噁心，我也會

離有愛滋病的人遠遠的」135。這裡存在著「性」的隱性污名，當性行為與疾

病畫上等號時，性行為本身等同於疾病也就被污名合理化，然而在安全性行

為或是沒有感染愛滋病毒的情況下，人類本身性行為的多樣、多人，也不會

導致愛滋病毒的產生。再者，如果我們「強調患者沒有性濫交，是否反而更

坐實性濫交是錯誤的污名」？  

3. 大眾對於疾病的傳染方式有大小眼的差異區分，例如：「應該先了解他的愛

滋病是怎麼來的？是因為輸血被傳染的？還是因為濫交得到的？」136可見得

對於某些人而言，因為性行為而被感染到疾病的患者，其身分位階最為低賤，

濫交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們沒有資格擁有醫療資源。而在認知分離（cognitive 

separating）上，患者也因大眾的歧視，患者再次的內化與催眠自己，認定自

己的行為是異於常態的錯誤，認為生病是一種報應，此種行為可能導致患者

心理與行為偏差更加嚴重。 

4. 阿立在日常活動中被隔離出來，不能一起游泳、分開用餐及洗碗盤，時時被

約談等等，使他產生尷尬與羞愧的負面情緒反應（emotion reaction）。他或許

                                                 
130 同註 129。2016/05/04 閱覽。 
131 同註 129。2016/04/29 閱覽。 
132 http://www.nownews.com/n/2016/04/26/2077562，2016/04/29 閱覽。 
133 目前全世界感染愛滋的異性戀者多達 80%，但是台灣社會大眾仍常常將愛滋病與同性戀者畫

上等號，認為男同性戀者因為天譴才會得病，又或者認為愛滋病是男同性戀者才會得到的專

屬疾病，可是愛滋病毒的感染並不會因為你的做愛對象是男或女就有所區別，從資料上來看，

女性感染到愛滋病毒的機率也日益升高，男女感染者性別比率約從 20：1 逐漸變為 12：1。

王念慈、王蘋等人，《紅絲帶時間》，台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05，

頁 14-16。 
134 同註 129。2016/04/28 閱覽。 
135 同註 129。2016/04/29 閱覽。 
136 同註 129。2016/04/29 閱覽。 

 

https://tw.news.yahoo.com/醜聞-禁上游泳課-逼退學-國防大學爆歧視愛滋生-093140113.html
http://www.nownews.com/n/2016/04/26/207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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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到自己身上擁有「某項屬性會讓他丟臉，並且巴不得自己沒有這項屬性」

137於是最後只能被迫退學。 

5. 阿立在學校裡的學習權被剝奪，參與訓練活動時被拒甚至最後引發退學，顯

然遭受喪失地位與歧視對待。 

6. 阿立申訴無效尋求更高的法律協助時又慘遭敗訴，無法完成學業，顯示出在

權力關係下被控制的弱者地位。 

7. 如果有民眾幫阿立說話，表示跟阿立「在一起」（with）138，意味著同一陣線，

幫助阿立的人會被其他大眾視作「等同」於阿立的社會身分，也就是感染者

身分，所以當阿立被認定為有愛滋病時，他的污名就會變成具有傳染性。例

如有網友認為應趁此機會教育雙方而不是一味排斥時，就有另外一名網友說：

「等你被感染愛滋再說這些屁話吧！」139。 

8. 民眾對於愛滋病的傳染途徑與防疫方式，基本常識顯然不足，無知將造成恐

慌與粗暴對待。例如：「萬一是濃度很高的病毒群呢？只有幾隻成功的熬過

空氣進入另外一個人體？」140如果愛滋病毒能經由空氣傳染，早就引起人類

的大規模染病與滅絕。 

愛滋污名事件的探討揭露了歧視的事實，感染者除了是受害者之外，他們又

被視為錯誤者，這種不合理的對待就是妖魔化患者與污名化疾病的表現，因為害

怕死亡，於是大眾需要一個發洩的出口，而社會也找到將疾病轉化成恥辱與邪惡

的能力，好讓大眾可以獲得宣洩。 

《疾病的隱喻》寫道：「愛滋病病毒的攻擊顯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

其污染被看作是永久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遠處在脆弱中。」141因為愛滋病

毒無法完全消滅，它不像腫瘤一樣被切除就可能好轉甚至痊癒，它是將人體的細

胞與抗體進行摧毀與瓦解的恐怖攻擊者，所以大眾會感到害怕，所以，愛滋病在

疾病的分層是被當成最低下的。 

因為污名使得愛滋感染者的處境與感受交錯複雜，就感染者的角度而言，因

為去就醫時的遮遮掩掩，害怕與擔心被別人發現而貼上標籤，服藥時產生的副作

用使患者缺乏醫療信心，或是就學、就業時的不可言說，怕丟工作與遭遇另眼對

待，於是患者會產生自我污名化（self-stigma）加深的情況，一旦這種情形發生，

恐怕會造成患者心理狀態衍生出其他的問題，如憤恨、復仇、憂鬱、拒絕就醫、

                                                 
137 高夫曼(Erving Goffman)，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新北市：群學，2010，頁 8。 
138 同註 137，頁 57-58。 
139 同註 129。2016/05/04 閱覽。 
140 同註 129。2016/04/29 閱覽。 
141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台北市：麥田，2012，頁 12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Stigma:%20Notes%20On%20The%20Management%20OF%20Spoiled%20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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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等等。以公衛的角度而言，因為污名的建構夾帶著許多不同的價值觀，如道

德感、罪惡感、性的污名，如此一來將使患者被邊緣化到更低下的社會位階，或

更低賤的性階層位置，患者體會到被放棄或是孤獨的感受，大眾只是急著將他們

放逐到外部世界，好像這樣的人不應該存在，或者只要不是在我們周遭就可以，

社會大眾對於異己的態度視而不見，對於相關的事件發生充耳不聞，似乎只要這

些污穢骯髒的生物不要污染我們就好。 

感染者被社會大眾切開與隔離後，他們的權利可能也因此被監控或是犧牲掉，

譬如，愛滋病專利藥廠的藥價十分昂貴一般人往往負擔不起，可是患者需要被通

報列管後才能享用健保負擔的藥物資源，在不想被國家監控的狀況下，可能有些

人（本國人或在台灣的外國人）會選擇替代方式來進行治療，包含中醫或是地下

藥物，如此一來，感染者的健康情形可能出現重大危機；又帶有威脅性的諮商可

能導致感染者巨大的心理壓力跟迫害，在感染者不願就醫或醫囑遵從性低的情況

下很有可能造成自己或他人另外的傷害，然後在負面情感中反覆糾結無法掙脫。

此小節的書寫用意是希望藉由蒙受苦難的污名事件來對污名進行分析，讓大眾理

解深受污名的痛苦，以降低對疾病的歧視與偏見。 

 

 

第四節  結語 

 

關於色情或是性/別議題是許多社會、國家都在討論甚至辯論的重要問題，

藉由文獻、文本的整理，可以幫助筆者爬梳「性解放」之歷史脈絡並理解它目前

的多重處境，更重要的是色情與性/別議題是筆者創作時關注的焦點，所以，筆者

必須先將其相關文獻做分析、釐清與歸納，對自我價值、身份產生認同，以期作

品背後的學理背景與立論依據更加豐厚。 

第二章節的書寫目的在於傳達本篇論文的重要精神與中心思想，筆者在此處

分出三個面向來立論，分別是： 

 

一、「身體的實踐和色情的力量」： 

 

描寫身體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身體開創的可能性與其背後潛在的意義，它不再

局限於生物性範疇，更多的是涉及到關於權力、文化、政治、醫療等等議題。某

些族群對於「性」與「身體」的焦慮，社會觀感與道德壓力達到了「恐性」的程

度，道德與情慾的矛盾感覺在我們的心裡上交織出一張張「限制的網」，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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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負面、否定的態度導致了內心的「恐性」、「恐同」情結。 

為了破壞內心的「恐性」、「恐同」情結，所以要直白的述說色情，色情是可

以打破階層與制度的高牆，正視自己的情慾，肯認色情的重要，使之覺醒後才能

夠審視「性的平等」並追求普世的人權價值。 

色情的展現與實踐看似簡單，就像人的本能需求，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排泄

一樣，但實際上色情是非常複雜，它乘載了對身體的歡愉、疾病的恐懼、秩序的

破壞、歧視的對待，所以，其背後勢必牽涉到許多龐雜的社會議題，也因為如此，

色情常常被過度壓抑，然而也因此導致更劇烈的破壞，四川大學比較文學教授趙

毅衡（1943-）以為「禮教管制與情慾舒展互有關係，過度嚴苛的倫理制度可能導

致『禮教吃人』的情形。」142如此看來，禮教、倫理便是壓抑色情的傷人工具，

不過，若是我們「反客為主」，把色情當成一種改變生命力量的主體，那麼，色

情便能成為一種自我滿足、自我成就，以及對社會質疑、揭露與關懷的積極表現。 

 

二、「性階層的產生與限制」： 

 

當我們認識性/別階層才更能理解性弱勢者所處的位置，以及追求認同的過

程中產生出來的焦慮與挫折，試著理解差異才不會被單一框架所限定，固定的性

/別樣板模式不只傷害了與他們相異的族群，還有可能傷害了自己，以異性戀男

性來做為例子，他們被社會期待歸類到相同的性/別範圍，必須堅強像個男子漢，

不應當隨意的表達自己脆弱的一面等等，於是，他們被限縮了「男性長成」的其

他可能性，更不用說其它性弱勢者被賤斥與侷限到更嚴格的框架之中。 

宗教對性階層也有很大的限制，長久以來，愛滋病被西方宗教當作是「天譴

說」，是上帝對墮落、骯髒不潔、同性戀等所做的道德處罰，這種貶抑思想也散

佈到明、清時代的中國，在瞭解到天主教、基督教的「美德」被置入到中國的發

展脈絡後，我們應期待跳脫以往西方霸權的殖民思想，來展現東方世界對性的多

元風貌與包容態度。 

 

三、「罔兩的現身」： 

 

「罔兩問景」讓我們思考父權主體，追隨父權思想的次等主體，以及被遺忘

與不被認同身份的酷兒，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不斷仰賴異性戀主流階層會造成

                                                 
142 黃克武著，《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台北市：聯經，2016，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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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影響？當主體為「模仿複製父權異性戀、強化共犯結構、仍然依賴主流符碼、

個人有限的顛覆難逃龐大結構的決定力量」143時，這種看似正確，實際上卻是剝

削的手法，是否將更壓榨被邊緣化的弱弱族群，引起弱弱相殘？這是值得反省或

是挑戰其價值的重要觀念，希望藉由「性別操演」來打破性/別位階的疆界，甚至，

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展現敢曝風格的酷兒力量。 

又酷兒的現身事件分析，從新聞現況與歷史文本的對照成為疾病污名論述的

證據，事件探討之目的在於認清歧視現況，使我們可以檢討與反省，將來得以尋

求正義與平等。然而疾病已經是存在的事實，而污名也很難有退去的一天，那麼

抗爭就是讓罔兩得以繼續生存的手段。是的，感染者絕對擁有生存權以及各種權

利，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性有惡的本質，既然污名是難以避免的，那麼我們可以

利用某些方法如「模糊位置」、「反轉身份」、「疾病現身」去打破污名或是提高感

染者的自我培力，將被污名的位置由「他者副本」轉變成為正本，提醒大眾自身

要做好相對適宜的保護措施，展現主動告知，選擇擁抱污名，而不是被動、單一

的被劃分在性污名的位置，讓社會大眾也要負起自身防疫的責任，或許在將來也

是一種反歧視的好方法。 

在閱讀與理解本章節的立論精神後，筆者將於第三章節以國內外藝術作品為

例證，分析某些當代藝術作品中的酷兒性、審醜與異質性，討論關於身體、色情、

身份、空間、疾病跟性/別族群的相互關係，試圖從中找到自身創作的相關性與差

異性。 

 

 

 

 

 

 

 

 

 

 

 

                                                 
143 卡維波，〈酷兒政治入門：甚麼是酷兒？〉，《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4 期合刊，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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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代藝術中的酷兒力 

 

 

經過第二章的文獻資料探討後，筆者將相關文本做了歸納與分類，理解了性

/別議題的發展脈絡，並在有限的範圍內試圖多聚焦在男同性戀族群，也釐清酷

兒的「定義」是身份「不被定義」的流動族群，它代表了一種精神、屬性或是力

量。性/別問題背後的權力機制隱藏在各個階層中，我們學習運用酷兒的反動力

量將有助於大眾從統一的思考框架中逃離出來，找尋自身對於生命的肯定。 

在這個前提之下，導入到第三章的書寫，也就是關於東、西方性/別議題的藝

術家作品，他們的作品展現了顛覆的特質，如《傅柯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

點與終點》所言：「充分自由遊戲的實現，敢於並善於逾越各種約束自由的界限、

禁忌、規範和制度，甚至把逾越本身當成審美創造的基本前提。」144當代藝術作

品帶有強大的自由度與遊戲性，能不受以往的教條束縛，作品挑戰禁忌、打破疆

界，甚至，將這樣的觀點當成創造性的指標，它強調了個人的獨特經驗，呈現出

創作者個人奇特的風格美感，題材內容關懷當代社會中衍生出許多關於人的問題，

藝術作品展現了社會文化下的多元樣貌與不確定性。 

本章書寫方式以作品為中心，並且討論作品的酷兒力，首先，舉例的藝術家

大多是引領前衛與當代藝術潮流的「YBA」145（Young British Artist）作品，本段

從中論述權力展現、身份操演、空間反轉的觀念與敢曝美學如何實踐在藝術作品

上；第二，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下，我們不再遵循美感的單一標準，於是有些藝術

家將「審美」的品味改為醜陋的美感，讓「審醜」成為當代藝術中現代人的另類

品味；第三，性/別議題在台灣的狀態，藉由作品的賞析，反映出藝術家在面對色

情與性/別議題時，內心勇敢與真誠的想法。  

英國當代藝術對整個當代藝術圈具有高度的影響力，甚至還引領世界藝術潮

流，也影響了亞洲國家的藝術思潮，他們用前衛、反動與抗爭的精神去挑戰各種

體制，衝撞堅固的傳統思想與父權系統，試圖以藝術作品來打破階層的侷限與穩

定。 

 

 

                                                 
144 高宣揚，《傅柯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台北市：五南，2004。 
145 1990 年以後嶄露頭角的英國年輕藝術家的總稱。暮澤剛巳，《當代藝術關鍵詞 100》，台北市：

麥田，2011，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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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酷兒「性別操演」之創作 

 

酷兒的核心精神是「偏離正軌」、「不符合常規」以及擁抱「被貶抑或被污名」

者，藉由這些抗爭的酷兒力量，讓許多人事物得以重新定義與說明，筆者認為這

種變動的「+1」力量就是酷兒力量，並發展出敢曝美學的藝術表現樣態，在當代

藝術中有些顛覆性的藝術作品正表現出這種美學概念。 

我們現在所處的後現代思潮中，朝向「去中心化」的批判精神，它用某種不

確定性或者懷疑的態度去向生存的世界提出質疑與抗爭，思考後現代主義在藝術

作品表現上的某些特徵是： 

1. 去除宏偉的、大敘事的、史詩般的、歷史的主題。 

2. 在作品形象、情節、劇情上的不確定性與可變動性。 

3. 創作媒材多元化，甚至，運用到許多跨領域材料。 

4. 創作方法上運用了拼貼、挪用、遊戲、寓言、模仿等等眾多方式來解構主體。 

5. 藝術作品裡的對象物可以商品化；商品化的物品也可以反轉，當成藝術品組

成的元素。 

6. 追求反常化、幽默化、誇張化，噁心化、迷幻化，並使人感到搶眼。 

當代藝術將這些特徵反映在作品上，也展現了酷兒力，以英國當代藝術家為

例，他們是 90 年代在英國薩奇藝廊（Saatchi Gallery）展出後嶄露頭角的藝術新

星 們 ， 簡 稱 YBA （ Young British 

Artist） ，其求學背景多半來自於金史

密斯學院（Goldsmiths）146，創作領域

廣泛風格獨特，在思想上非常左翼與

基進147，所以帶著強烈的酷兒精神與

特質。 

舉世聞名的 YBA 英國當代藝術家

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1965-）

在 1992 年的聯展「凝結展」（Freeze）

中展出裝置作品《生者對死者無動於

衷》148（圖 3-1），作品風格偏激挑釁

                                                 
146 1904 年併入倫敦大學，改名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2006 年，刪除改為

目前的名稱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147 金史密斯學院的學術思潮偏左一，其中有名的例子：為了紀念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金匠將

學生會大樓命名為「天安門館」Tiananmen Building 。 
148 1991 年赫斯特用了 6000 英鎊聘請一名漁民捕捉了一條長 18 英尺的虎鯊，並將其浸泡在被水

稀釋的福馬林（甲醛）中，並在 YBA1992 展覽中展出，整件藝術品花費 50000 英鎊，作者解

圖 3-1：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生
者 對 死 者 無 動 於 衷 〉（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1991，「凝結展」（Freeze），裝置藝
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8E%E9%AF%8A


55 

  

並主導 90 年代藝術發展，深具後現代主義觀點並積極的展現酷兒精神。當代藝

術家的創作精神在於「解構」，「解構」的背後勢必有股強大的力量，顛覆的意義

在於當秩序顛倒與破壞後，藝術可以從裂縫中找到新生的可能，轉化的目的在於

鬆動體制內的不公義，藝術可以從扭轉中產生反擊的力量，這種酷兒力實踐在藝

術作品中，其創作內容通常都展現了關於生與死的題材、挑戰宗教權威、翻轉空

間屬性、性/別認同操演、色情慾望思考等等，並討論當代文化現象與社會意識等

諸多議題。 

本段的論述焦點放在酷兒「性別操演」之創作，認同敢曝美學的價值，從作

品中去討論性/別議題裡關於身體、權力、身份與空間的關係。 

 

一、敢曝美學的生成： 

 

    自普普藝術（pop art）展開後在美國與歐洲大為流行，誕生於大眾流行文化

的圖像與符號，成為藝術表現的內容，自此，藝術再也回不去輝煌如文藝復興時

期的「高級品味」時代，爾後，出現低限度藝術，充滿邏輯與禁慾式的觀念藝術

（conceptual art） ，再往後推演媚俗、低俗品味成為藝術表現的新形態，於是在

80 年代後，藝術家漸漸在醜惡堆中找尋另外一種藝術美感，而敢曝美學則是 90

年代酷兒運動與論述出現後進而衍生出來的新美學觀，它以誇張、奢華、媚俗、

裝飾、扭曲、畸形、古怪、噁心、陰森、不自然的、異想天開、戲劇性、非真實

性、模仿拙劣等等眾多的表現方式去挑戰主流霸權與「好的」美感品味。 

敢曝美學一詞也用在同性戀論述文本以及身體的實際操演上，它是擾亂性/

別的怪胎，比如豪華鋪張的變裝皇后，或是身份轉變的跨性別，它自身擁有一股

反轉、破壞的力量，對大眾產生了一種古怪可笑的吸引力，但同時也遭受大眾的 

批評輕蔑。它本來就是一個過度媚俗的美學觀，其標新立異的身分被刻意營造出

一個說法：「大眾的『高級』品味」，藉此來達到迎合或是批判現代社會，它是喚

起某個時代記憶的回魂產物，其實「大眾」一詞透露了訊息，它點出了菁英文化

與大眾文化的差異問題，還有中產階級的地位提升，他們認為自己擁有某種好的

品味，利用自己的學識背景、社經地位，逐漸接受或是推廣「不夠高級的」藝術

作品149，甚至，策略性的認為這樣的作品也是「好的」作品。 

蘇珊‧桑塔格認為敢曝是要「設法保留所有品味判斷，以一種不下判斷的狀

                                                 
釋之所以選用鯊魚是因為牠「大得能把你吞掉」，而且「強大得令人生畏」，陳永賢，《英國當

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183。 
149 如果將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當成是「好」作品的評斷「標準」，顯然敢曝美學製造出來的藝術

作品，就是「不夠高級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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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去掌握敢曝。桑塔格的主要意圖，是要批判在各種狀況的變化下、造成品味判

斷功能不全的現代社會」150，換句話說，蘇珊‧桑塔格並不是在批判今日社會審

美品味越來越低，或者我們失去了傳統的高雅美感，也不是在跟優雅的高級品味

做出對比，而是在說，對於國家社會產生出來的各種樣貌，包含文化與藝術、舞

蹈與文學，不論被視為低級或是高級，都應當設法保留下來，並且試著去欣賞它、

感受它。這個社會存在著多樣性，不應當只有將單一的美感品味做為唯一的審美

標準，如果只有一種標準判斷，那麼必定是品味判斷的功能不夠健全。 

敢曝美學拋棄傳統審美判斷的好、壞價值，它為藝術提供一套「補充的」做

法，也就是說，在標準之外再「額外增加」，這也正好回應了先前「＋1」的狀態，

也由於它的非固定性，所以，許多藝術能成為「昨日之醜變成今日之美」151的怪

奇作品。 

 

二、敢曝美學的「性別操演」： 

 

敢曝美學不只是一種美學的標準而已，它是一種積極、具有顛覆性的表現方

式，這種概念跟之前提到的酷兒一樣，如此來看，敢曝美學跟酷兒相似，它們比

較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想法甚至是行動力，它具有流動與攻擊的特性，也帶有游

移不定，不想被明確確定位置的精神。本段以當代藝術作品為例，試圖討論作品

背後敢曝美學的操演，並分述如下： 

 

（一）色情做為「性解放」的工具： 

在 18 世紀，對色情的放縱是都會式的消遣，色情伯爵薩德（De Sade，1740-

1814）的《索多瑪 120 天》描述關於大量、驚人的猥褻、虐待、縱慾、歡樂等等

多種面貌的性行為，追求極端以及使人難以忍受的境界，爾後，在 19、20 世紀

裡，色情與猥褻成為文學、藝術表現的主角之一，目標在拆解摧毀傳統所建立的

禁忌，鼓勵人們去接受肉體的各種層面。152 

影響 20 世紀晚期同性戀文化的芬蘭湯姆（Tom of Finland，1920-1991）便是

一位以色情做為創作主軸的藝術家，其作品內容大多表現同性戀的性行為，他的

畫面經常表現兩個以上的男子的性愛動作與性高潮的瞬間，畫中身體形象特徵是

軀幹挺拔強壯，有著壯碩肌肉的四肢、臀部以及特別碩大的陽具繪製，作品中的

                                                 
150 暮澤剛巳，《當代藝術關鍵詞 100》，台北市：麥田，2011，頁 116。 
151 Umberto Eco 著，彭淮棟譯，《HISTORY of UGLINESS》，《醜的歷史》，台北市：聯經，2008，

頁 408。 
152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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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常以裸身，或是緊身制服的方式現身，除了衣褲包覆著身體的曲線外，跨下

巨大、激凸的陰莖包在緊身褲中呼之欲出，展現給觀眾，充滿了令人垂涎的慾望。 

藝術家繪製的人物多為穿著「制服」的陽剛角色（圖 3-2），制服可以表示某

種身分以及權力位階的關係，像是軍裝、警察制服、水手服、愉虐皮衣、伐木工

人、西裝等等各自有相對應的權力展現與其意義，他的作品成為 80 年代後歐美

男同性戀文化的符號象徵，畫面身上的配件、制服、髮型、鬍子樣貌等等成為西

方流行文化的同性戀視覺形象，並廣為流行在當時的同性戀生活圈中。 

制服本身或許象徵著性能力的顯示與性崇拜的

幻想，比如，伐木工人的穿著，牛仔褲透露出來的性

感訊息，顯示勞工的勞動力強盛，身體的勞動力猶如

強大的性能力幻想，軍警制服與西裝背後的意義，提

供人們對於某種權力位階的想像，可以對其進行參與、

破壞與操作。我們可以既是主體又是客體，在主角與

配角間來去自如，變化成各自的性慾對象。 

穿著軍裝或是納粹軍服可能是對軍權制度破壞

的想像與權力禁忌之摧毀，「法西斯」跟「性」都存

在著某種類似權力位階的關係，而色情可以成為鬆動

階層的「性解放」工具，筆者認為芬蘭湯姆並非要讚

揚軍國主義或是宣揚納粹精神，畫面中穿著軍裝的主

角對於軍裝的被拆解，以及群眾（客體）對著最高權

力位置者（主體）進行觸摸、口交、挑逗、玩弄、插

入等等行為有著消解最高權力中心的意義。 

此外，陽具做為男性權力的話語權，代表力量的

象徵也代表權力的化身，以強勢、霸道的姿態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領域與公

共空間，陽具雖然被標籤化，也強調了父權制度裡的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受並

不是唯一的、不可破壞的真理，言下之意，便是要改變思路或利用別種方式去消

解單一的霸權思想，如同前面所述，將客體改為主體，主動對原先的「霸權主體」

進行解構的動作。 

 

（二）酷兒的艷俗風格： 

藝術家面對現代社會衍生出來的眾多議題，拒絕用模仿的方式去再現真實生

活樣貌，而是用豔麗俗氣的風格去述說華麗表面下的創口問題，視覺藝術聯盟理

事長胡永芬（1963-）對「艷俗」一詞提出了看法： 

 

圖 3-2：芬蘭湯姆，〈無題〉，
1967，炭精筆、紙，尺寸不詳，
芬蘭湯姆基金會收藏。 

圖片出處： 

http://artistsspace.org/exhibitio

ns/tom-of-finland，芬蘭湯姆基
金會，2018/5/26 閱覽。 

 

http://artistsspace.org/exhibitions/tom-of-finland
http://artistsspace.org/exhibitions/tom-of-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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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俗」這個形容詞，原本隱含著貶抑的價值判斷：相對於所謂的菁英與

品味的、知識份子與學院的；也就是被指涉為媚俗的、虛華誇示、為討好

大眾口味而豔彩流利的一切產品。153 

 

艷俗做為跟菁英文化對抗的方法，將貶抑的負面語詞反轉成正向攻擊性的話語，

以價格、質感低廉的物品，刻意營造出符合中產階級喜好的某種「高品味」的印

象，中產階級對自己的審美品味極具信心，認為低劣的品味仍可以得救，它不是

一種單一風格樣貌的呈現，而是一種思考「別人能顯示出某種風格的能力」，這

種能力做為藝術表現的手段，藉此去反諷社會的指涉。 

這種艷俗風格跟敢曝美學的精神相似，攝

影師皮爾（Pierre Commoy，1953-）和拼貼藝術

家吉爾（Gilles Blanchard，1953-）就是一對採

取敢曝美學來進行創作的藝術家。皮爾和吉爾

是一對情侶也是工作夥伴，他們使用的材料如

同先前敢曝美學所述，充滿了亮片、鮮花、紙

花、塑膠物等現成物，他們將所有元素，包含

照片或是「照片加上繪畫」，艷俗的現成物、廉

價的飾品、手工製作的畫框集合在一起，形成

絢麗燦爛卻屬於某種低俗的壞品味。 

他們的複合媒材作品內容展現了色情、宗

教、流行文化、性別、身分等等交織在一起的

問題，它具有類似廣告海報與戲劇張力的效果，戲劇般的展現方式是一種吸引觀

眾能夠近距離欣賞的強烈效果，迷人的笑容與吸引人的身體，背後的訊息則乘載

了健康、野性、性能力強大的意涵，陽剛氣質與外型的正面描述成為觀眾慾望投

射的對象，觀眾的目光將畫面中的男體，從凝視雙眸與嘴唇往下移動到渾厚的肩

膀與胸肌，再從腹肌延伸到私密之處，觀賞者似乎可以在畫面舞台上恣意享用、

用眼睛品嘗畫面中的身體。 

雖然畫面奇幻、閃亮，不過，我們還是要關注到他們作品內容的酷兒力，具

有矛盾與變革的反動精神，以漠然或哀傷的表情卻搭配著亮麗無比的背景，肌肉

健壯的身體跟背景的現成物形成對比，或是讓成人片的影星搖身一變，變成天使

與聖母、聖者或上帝的形象154（圖 3-3），藉此來顛覆大眾的既定成見與滿足想像。

                                                 
153 胡永芬，《豔俗台灣：生活是如此裝扮》，台北市：皇冠藝文中心，1998，頁 2。 
154 Eric Troncy，《Pierre et Gilles：sailors ＆ sea》，倫敦：Taschen，2005，頁 101。 

圖 3-3：皮爾吉爾，〈Sébastien de la 

mer〉，1994，尺寸不詳，複合媒材。 

圖片出處：《PIERRE ET GILLES：
SAILORS ＆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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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作品細膩豐富，畫面角色凸顯出個人性格，也讓觀賞者對身體充滿慾望想

像與期待，同性戀與色情的相同特質便在於逾越傳統，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

以充滿色情的情慾象徵做為顛覆傳統的手段。 

此外，義大利的吉伯（Gilbert Proesch，1943-）和英國的喬治（George Passmore，

1942-）也是前衛藝術雙人組的藝術家，他們從 1967 年開始一起工作至今，擅長

使用相片做為表現媒材，並將自己的圖像與生活情境混和在一起進行創作，內容

多敘述周遭環境、都市生活的許多現象，並將色情、金錢、階級、種族、身份、

宗教、死亡等等議題鋪陳在其中，以過度鮮豔的、對比性極強的濃烈色彩，加上

幽默、詼諧的誇張表情與動作，展現出敢曝美學的艷俗情調。 

    其藝術作品〈恐懼〉155
 

（圖 3-4）有如鏡框般的

組合效果，反覆的圖像帶有

普普藝術的風格，圖像層次

與變化則充滿扁平的效果與

奇幻的感受，骯髒的內容跟

亮麗色彩的背景形成對比，

內容充滿對社會的挑釁，生

活中被賤斥之物做為畫面

的主、客體，簡單卻強烈的

視覺符號使大眾都能輕易

了解與接受其想法，他們的作品顯示出社會中的底層文化或是經濟活動對霸權制

度的反動，將現實生活中的感受以藝術方式表現出來，不為藝術而服務，其藝術

理念是為社會、文化、大眾所服務。 

吉伯和喬治的作品隨時凸顯自己的同性戀身分跟情慾的焦點，也顯示出酷兒

就在我們生活的日常，不應當被整合收編或是消失不見，不管是同志或是異性戀、

白人或是黑人，不論是殘疾或是完整、貧窮或是富貴，都展現了個體在社會上共

存與互動的張力，同時反映酷兒時代景象。 

 

（三）「性別操演」的實踐： 

巴特勒認為的二元性別是一種模仿物，男性或女性透過不斷模仿來建構各自

的性別，男性氣質並非專屬於生理男性，女性氣質也並非屬於生理女性，男性跟

女性的性別模型是透過模仿與表演逐漸建構而成，透過家庭、社會、文化傳承、

                                                 
155 陳永賢，《英國當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37。 

圖 3-4：吉伯和喬治，〈恐懼〉，1984，複合媒材，423×1919cm。 

圖片出處：《英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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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等諸多龐雜因素的實行，反覆在其中對二元性別進行「理想化」的過程156，

此處的「理想化」正是長久以來，我們對二元性別的期待樣貌所建構出來的理想

模型。  

我 們 的 身 體 從 來 就 不 只 是 我 們 的 身 體 而 已 ， 巴 特 勒 說 ：「『做為』

（performativity）是維繫這個性別秩序上的重要角色。」157這句話點出了身份是

被建構的事實，首先，我們必須扮演應有的二元性別樣貌，包含肢體動作、外型、

講話方式、服裝等等，或是扮演家族、社會、國家期待我們應當要成為的樣子；

第二，扮演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異性戀社會期待與父權秩序，第三、我們應當乖乖

服從，以免秩序崩盤。因為二元性別背後仍有權力機制的控制，用來治理生理與

心理對男女性別認同的「正確性」。 

為了擾動、破壞這種「正確的」、固定的性別結構，所以要採取「性別操演」

來解構二元性別的框架。榮獲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皇家院士、英國騎士勳章的葛瑞

森‧派瑞（Grayson Perry，1960-）是一位英國當代藝術家，他雖然以男性身份跟

女性結婚，不過，有別於一般男性，他對女性裝扮情有獨鍾，並賦予「她」一個

新的身份「克蕾兒」（Claire），其裝扮顛覆了我們觀看性別的視點。「我們的文化

依然把『理想中』的觀看者假定為男性，女性的影像則是用來取悅男人。」158長

久以來，東西方的文化視點都是以「好的、男性的」觀點做為至高點，也就是在

「性價值階層」擁有最高主權的位置，然而，大眾觀看二元性別時還是習慣看到

符合「正常女性」的樣貌，換句話說，當非既定的觀看模式發生時，例如身體是

男性卻做女裝扮演的「壞的性」出現，這種身分置換將對一般人，甚至，是異性

戀男性產生較大的心理衝擊，畢竟，這種變裝、怪異的女性形象無法取悅男人。 

在「性價值階層」中，假設主體在「好的性」那方，大眾觀看的視點與思考

的角度往往都是以「好的性」的位置來進行評價，或許，既得利益者較無法反向

思考，他們可能覺得奇怪，為什麼「壞的性」的那方怎麼不往「好的性」那邊移

動？卻忽略掉個人的「性價值」組成原因過於複雜，深受生理、心理、喜好、家

庭、經濟、文化、知識背景等眾多因素影響。其實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好的性」

那邊不知道怎麼看待「壞的性」那方，於是他們無法苦人所苦，只能旁觀、壓迫

或對此排擠。佛洛依德認為「文明對待性的方式就像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加以

剝削的宰制」159，如同「壞的性」已經被主流的那群人放置在審視的舞台上，以

                                                 
156 佟玉潔，《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修辭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頁 179。 
157 陳永賢，《英國當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29。 
158 約翰伯格（John Berger），吳麗君譯，《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台北市：麥田，2010，

頁 79。 
159 甯應斌，〈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酷兒理論與政治》第 3、

4 期合刊，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所，1998，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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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名，對他們進行監督與宰制。 

回到葛瑞森‧派瑞的女裝扮演，「克蕾兒」160（圖 3-5）身份的「醞釀」必

然與他的各種經驗有關，而「克蕾兒」身份的「出現」正好顯示出個人主體擁

有掌握自己身體權力的事實，他才是對自己的身體擁有最高發言權與控制權的

人。 

「性別操演」造成的衝擊感是

一種對原先既定的成見與舊有的

制度進行破壞與反動，而背後的這

股力量筆者認為就是一種酷兒力。

藝術家透過性/別身份的多重扮演，

藉由「性別操演」的實踐，顛覆了

二元性別對立的常態，並且指出性

/別是具有可流動的特性，依此來否

定異性戀性別的界定。 

 

（四）空間翻轉的操作方式： 

乍現（happenings）是臨現藝術的表現方式，創作者心底有個粗略的流程，

因為不確定，所以執行的時候會有突如其來的偶發狀況，觀眾與創作者都是作品

的一部分，一旦執行便無法重複體驗161，酷兒力做為空間翻轉操作的力量，用意

在顛覆或挑釁當下的政治空間或者父權空間並以行為藝術表現出來。 

約書亞‧索菲爾（Joshua Sofaer，1972-）是位臨現藝術與社會雕塑的藝術家，

臨現藝術是一種新的藝術策略，它特別表述當下處境的樣貌，並製造了某種環境，

並且將跨領域的操作方式也帶進去，這類作品帶有強烈的即興成分，它讓「自己」、

「與會的人（已知者）」還有「不知情卻剛好參與在其中的觀眾（未知者）」一起

形成作品。演出時就只有「一次性」，時間上無法重複與再現，可能結合音樂、

舞蹈或是影像等多重混合的方式再變成一個事件或是活動。回應到約書亞‧索菲

爾所說：「藝術家決定營造一個特殊的『環境』，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內，讓『觀

眾』親自體驗當時所提供的視覺與內在感受，是臨場藝術表現的主要目的。」162

當作品163（圖 3-6）是以一個臨現的大集合體出來時，它呈現了製造的過程、時

                                                 
160 陳永賢，《英國當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28。 
161 橫尾忠則著，鄭衍偉譯，《海海人生!!橫尾忠則自傳》，台北市：臉譜，2013，頁 83 
162 http://thesongofbody.blogspot.tw/2008_03_01_archive.html，陳永賢創作論述內提到英國藝術家

約書亞‧索菲爾的一段話。2016/05/14 閱覽。 
163 陳永賢，《英國當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203。 

圖 3-5：葛瑞森‧派瑞與他的妻子、兒子出席
泰納獎的頒獎典禮。 

圖片出處：《英國當代藝術》。 

 

http://thesongofbody.blogspot.tw/2008_03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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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性與位置，它同時也開放對話讓觀眾有參與或是言說的機會，當觀眾「進入」

到臨現的集合體裡，他也會變成作品的一部分。只要臨現活動還沒結束，作品就

會一直不斷的綿延與增生，民眾離開便會削減與剝離，所以臨現藝術是流動、前

衛與基進的。 

身體的各種感知做

為經驗，它跟外部世界的

聯繫，種種感覺就好像一

種「存在」的經驗，這種

創作行為打開了跟傳統

創作與展示的方式截然

不同，它挑戰了空間裡原

先的意義，也就是說，臨

現藝術的抗議或是挑釁

都是為了要顛覆原有的

空間展演。 

除了「臨現」之外，「佔領」也是刻意要挑戰父權空間的行動，父權空間看似

看不見，可是卻無時無刻存在著，這種惡搞方式做為否定主權空間的價值，在看

與被看之間形成一股視覺衝擊的力量。 

蔡元（1956-）和奚建軍（1962-）164來自於北京活躍於倫敦，「特別強調以自

我身體做為創作載體和素材。」165他們乍現裸身並在身上寫滿對藝術自由的標語。

藝術家對臨現藝術採取的方式是建立在某個已經被定義為藝術的藝術品上，例如

撒尿在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噴泉〉上或是在 YBA 當代藝術

家翠西‧艾敏（Tracy Emin，1963-）的作品〈我的床〉上打枕頭仗。 

翠西‧艾敏作品〈我的床〉是英國泰納獎的入圍作品，作品記錄了藝術家日

常私密生活的樣貌，將性愛結束後的過程狀態展現在大眾面前，呈現出凌亂不堪、

失落、不安全感等等。藝術家為了「把私密的床地空間呈現於公開場所，同時她

利用作品及作品中展示的身體、消失的身體空間等特性，除了展現自己過去回憶

之外，也明顯挑戰社會權力及規訓。」166可以看出藝術家的意圖在於提出一些問

題：我們的身體受到規束與管控，女性的身體是社會化的身體，身體要被大眾檢

驗，公共性介入到私密性，私密性被公共性檢視，精神狀態等種種問題，背後指

                                                 
164 奚建軍的學習背景也來自於金史密斯學院，1999 年與藝術家蔡元合作，成立藝術小組展開行

為藝術的活動。 
165 同註 163，頁 200。 
166 同註 163，頁 139。 

圖 3-6：約書亞‧索菲爾，英國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舉辦的「臨
現藝術」，2003。 

圖片出處：《英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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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體、社會化身體還有空間的多重挑戰之問題。 

筆者從中延伸出來的想法是，女性或者被強暴過的女性，其性/別位階的確處

於「更弱勢」的位置，將角色替換成同性戀，一樣有更被邊緣化的問題產生，因

為同性戀的性/別身分一樣受到公眾檢驗與監視，同性戀的現身，除了顯示自己

的身份之外，也刻意挑戰以異性戀

父權為權力中心的制度與社會規

範。 

在這個強大的論述基礎下，蔡

元和奚建軍闖進英國泰德美術館

並且跳上翠西‧艾敏的作品上，並

且聲稱這是他們的臨現藝術，名稱

是〈跳上翠西的床〉167（圖 3-7），

當〈我的床〉被放置在泰德美術館

時，雖然她的目的是為了表達身體

被父權制度管束後的社會化身體

樣貌與精神狀態，不過作品也「被收編」在體制內，蔡元和奚建軍的身體展演〈跳

上翠西的床〉正好讓〈我的床〉（挑戰父權但已被收編的作品）再一次的鬆動制

度，形成對美術館權力，也就是國家機器的反動，他們兩位佔領了空間展現了對

權力抗爭的酷兒力量。 

 

 

第二節 審醜的另類品味 

 

求美與審美是長期以來人類的行為，人們總是希望美帶來許多其他的附加價

值，例如幸福感受、愉悅心情等等，然而相對於審美，難道從古至今沒有「相對

為醜」的事物嗎？我們從一些書籍或故事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醜的訊息，在祭典中

出現的鬼神面具，它雖然有著看起來令人心生畏懼的樣貌，但它的作用可能是趨 

吉辟邪，它的核心價值是良善且慈悲的，那麼，它還醜嗎？這是第一點我們要思

考的內在問題。第二，如果我們將美與醜定義在外表上，那麼我們是根據誰的品

味來決定？我們是依據什麼物種來決定？黑人與白人喜歡的標準一樣嗎？同性

                                                 
167 這場臨現活動事前有「模糊的」知會過翠西‧艾敏跟泰德美術館，泰德美術館在未知悉計畫

的狀態下歡迎任何人「討論」，只是沒想到蔡元和奚建軍的「討論」方式竟然是「佔領」這張

床。 

圖 3-7：蔡元和奚建軍，〈跳上翠西的床〉，1999，
行為藝術。 

圖片出處：https://goo.gl/images/BmzqRP，
2018/5/26 閱覽。 

 

 

https://goo.gl/images/BmzqRP，2018/5/26
https://goo.gl/images/BmzqRP，20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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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與異性戀認為的美醜是否相同？甚至，不同物種之間馬跟老虎會相互覺得好看

嗎？ 

萬物是否只有美與醜的二元對立？什麼是美或醜在不同國家、人種、物種、

文化有各自相異的標準，因為「視何物為美或醜，根據的往往不是審美標準，而

是社會/政治標準。」168也就是說，美或醜的認知與差距是存在於社會建構出來的

差異與標準之中，根據觀看者的成長環境、生活背景、國族膚色、宗教經驗等等

所形塑出來的價值品味。 

在東西歷史中不乏有醜陋的作品，可是它往往被邊緣化以及不受重視，可是

現代人為什麼又喜歡起醜陋的藝術作品？是因為特殊醜陋的可愛性撫慰了人心

嗎？還是英雄式的壯美離我們太遙遠？其實，這種醜陋就是一種帶有惡趣味的策

略，以某種壞品味來建立出另外一種醜怪的美學，去針對這個世界做出帶有批判

性的思考。 

雖然我們能思考這些問題，不過，從社會某些既定的價值觀跟流行的美醜標

準來看，大眾似乎還是習慣用一些簡單的方式，憑藉著心中那把尺來評斷某人、

物是美或是醜，比如侏儒、男性不陽剛而女性不陰柔、淫穢的、殘缺的、增生而

變形的、生病的等等這些都被當成是醜陋的。 

或許醜陋並不是對美麗的否定，它們看似相反卻有自己發展與運作的方式，

只是這兩者常常放在一起比較而已，例如：夢靨/著迷、畸形/曼妙、難看/可愛；

因為他們不是相反的，所以也可以結合聯盟，例如：漂亮卻令人生畏，輝煌盛大

卻令人心生恐懼等等。如此看來，美與醜是可以共存的，只是長久以來我們偏重

的是「審美」的存在價值，而忽略「審醜」的存在意義。 

本段討論關於「審醜」的歷史脈絡與「審醜」品味的藝術作品，不討論「審

美」而聚焦在「審醜」，讓「審醜」成為當代藝術中現代人的另類品味，在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作品中自我扭轉的力量，野獸化的力量，還有人對疾病或生

死的反抗的力量，這三種力都帶有酷兒力的特質。 

 

一、醜的歷史回返： 

 

當代藝術已經將傳統對美的認知與美感進行顛覆，甚至，認為美要退出藝術

概念，尤其在達達主義後，在藝術表現上對美產生不信任的態度，「即使不是有

意地厭惡美，但其間至少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心態，亦即藝術寧可引人厭惡也好過

                                                 
168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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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69也就是說，藝術家在表現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時，從各種可以選擇的樣貌

間，應該選擇那些令人厭惡的、反感的、不堪的、醜惡的創作方式，也好過去追

求漂亮、美化的唯美作品。 

所以，美並不是藝術家要創作時的唯一選項，如此看來，藝術家可以思考使

用醜的方式來進行藝術創作，其實，用醜陋圖像來進行藝術創作是幾千年前就有

的手法，當時是屬於古代歷史與神話傳說的時代，人們還是蒙昧無知卻充滿無限

想像的時期，近百年來現代科學的進步，也影響現代藝術求真、求善、求美的態

度，直到後現代主義的起而代之，許多當代藝術作品不以模仿客觀世界為表現內

容，甚至，越來越遠離被當成「美」的對象物，是否表示當代美學思想對過去的

美學觀感到厭煩，所以必須重新檢視並採取新的策略？筆者將回溯醜的歷史以及

當代藝術對於「審醜」的目的為何？ 

長久以來醜陋被當成邪惡的力量，在東西方藝術歷史中，那些身形不正確，

不合比例的人與物就是醜陋，不符合正典的樣貌，除了外表被當成怪異的角色之

外，連內心都被看成是放縱、糟糕、令人厭惡的，像是又老又醜的酒神形象170；

或者變成毀滅性的梅杜莎的頭；聊齋出現光怪陸離的鬼怪情節與在十八層地獄裡

被判有罪的冤魂惡鬼；某些山海經裡出現的詭異怪物也代表不同災難降臨的預兆。

這些傳統的邪惡形象產生之目的是為了要我們時時警惕自己，不能出現逾越的行

為，以免帶來災難，它透過醜陋的主、客體與場景，利用他人眼光的凝視，使得

我們心靈受到規範與禁錮，換句話說，醜陋是被當成限制他人或宣揚某種教條的

工具。 

醜陋也具有積極的特質，從古代歷史圖像來看，有些醜陋的造型帶有「導向

正向」的能動性，比如中國畫裡的鍾馗、地獄圖裡的牛頭馬面，他們是處罰犯罪

者的角色；在某些政治漫畫中，變形誇張的畸形頭像，他們的五官特徵被特意突

出，藉此來嘲諷他們的荒誕的行徑或態度；馬戲團與嘉年華會中的侏儒跟小丑，

他們誇大的動作跟滑稽的樣貌被用來當成有趣、幽默的能量，醜陋，在此處的目

的是為了帶來歡樂的形象，以及成為「以惡剋惡」，消除某些壞事的象徵物。 

回顧歷史後，才了解到過去醜陋是被當成負面的力量來面對當時的世界，那

麼，關於醜陋，有沒有其他的觀看方式？筆者從「審醜」的作品中找到酷兒力，

理解醜陋背後的力量是有別於美，我接受醜陋，並且以它作為主動的、攻擊的武

器，藉此破壞穩定、平淡、制式化的美，擁抱醜陋也是一種對生命肯定的表現。 

                                                 
169 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著，鄧伯宸譯，《美的濫用》，台北縣新店：立緒文化，2008，

頁 154。 
170 酒神具有雙重形象，早期形象是身體不良於行的老人，之後才出現年輕男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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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藝術家對於醜又採取什麼作法？未來主義呈現的醜是刻意挑釁外

部世界並以它為傲；表現主義的醜是針對社會弊病的斥責；超現實主義的醜要藝

術家打開潛意識世界，並掙脫忌諱與限制，依此達到心靈漫遊171，而當代藝術則

把醜當成是具有強力的議題性與顛覆性的工具，如《醜的歷史》一書所言： 

 

前衛運動的興趣硬是不在於創造任何和諧，而是打破一切秩序和一切正統

的感覺模式，尋找能夠穿透潛意識深處、穿透物質的原始狀態的新感覺形

式，總目標則是要暴露當代社會的異化疏離。172 

 

醜陋形象正好是打破傳統美感品味的操作方式，它用前衛的方式去擾亂和諧的假

像，「審醜」的最終目的在於讓我們看到當代社會的疏離與各種異化的現象。當

代藝術創作跟以往衍生出來的議題不盡相同，美麗並不一定能夠滿足與回應所有

的新興課題，或許「審醜」也是面對這個複雜的世界所培養出來的另外一種對應

方式。 

 

二、「審醜」的美感模式： 

 

當代藝術已經脫離美的感動模式，它們擁抱醜陋，並用醜陋來讚揚事物，認

為醜與美也能共存，甚至，它們不劃分美或醜，認為沒有「真的醜」的事物，因

為它們知道醜或美就是必然存在的自然樣貌，不應去區分優劣與高低。 

在這樣的想法下，我們可以去思考藝術家刻意去表現藝術形式上的醜陋，其

目的是什麼？還有當代藝術中刻意去顯示真實物件的醜陋，它背後影射的又是什

麼？本段以當代藝術作品為例，試圖討論作品背後「審醜」面向，並分述如下： 

 

（一）美的逃離： 

畸形的頭部與身體帶來了另一種思考，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突破傳統對肖像畫與身體結構的觀看方式，他的作品形象多

為半人半獸的肖象或扭曲的形體，內容多表達死亡、黑暗與矛盾。 

畫面（圖 3-8）充滿反覆堆疊跟扭曲的樣貌，使得臉部失去辨識作用，形象

反映了人的心理狀態與複雜情感；延續著身體只剩下一堆聚合的肉，一堆殘骸堆，

歇斯底里的力是對外部世界的抵抗與回應。以慾望為研究對象的法國後現代主義

                                                 
171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368-369。 
172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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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1925-1995）在《法蘭西斯．培根：感

官感覺的邏輯》一文中對培根作品進行分析與討論： 

 

頭部是一種身體的、身體的氣息和生命的氣息的精神特徵，一種動物屬性

的精神特徵,這是人的動物屬性精神特質（l’esprit animal）……。這因而是

身為肖像畫家的培根所進行的一項極特殊的計畫：拆解臉孔、重新找回位

於臉孔之下的頭部或是讓頭部得以顯現。173 

 

酷兒力作為一種創新精神，對傳統人體或肖像畫進行反動與拆解，肖像畫的

臉孔雖然失去身為人的屬性，不再理性的描寫人的面貌，但卻回到「頭部」的精

神屬性來討論，他不是真的去描繪動物的外型，而是以某些動物的精神特質並結

合人的孤立形象，更忠實地去展露出內在的真實，透過拆解與重塑，找到人內心

裡的「存有」，失去人性、神性並張揚慾望，反而映照出內心世界的想法，以扭

曲的圖像呈現出人的焦慮與黑暗部分。 

德勒茲論培根作品裡有三個基礎元素：1.物質性結構 2.感覺形象 3.輪廓。藝

術家的作品不斷的組合產生新的結構樣貌，形體是自己獨立存在的運動狀態，當

感覺形象被扁平底面拉扯或吸入時，輪廓也隔離出越來越多明確的區塊（圖 3-

9），這三種元素以兩種張力運動著，使得這種張力變成來回節奏，第一種張力是

結構向著感覺形象前進，以扁平底面呈現出來，並且包覆在輪廓外，第二種張力

則是感覺形象向結構進行，產生扭曲使得輪廓外貌改變，以達到一種動物性流變

的狀態，第三種張力將輪廓視為一種薄膜，在其薄膜之中，物質性結構與感覺形

                                                 
173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著，陳蕉譯，《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苗栗：桂冠，2009，

頁 27、28。 

圖 3-8：法蘭西斯．培根，〈三個頭的研究〉，1962，油畫，35.9×30.8cm×3 件，紐約現代博物館。 

圖片出處 https://www.moma.org/，博物館官網，2018/5/26 閱覽。 

 

https://www.mo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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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兩者進行交互作用與雙向交通174。感覺形象與場所既想切離與逃逸，又想連結

與限制，於是，在封閉空間裡形成一來一往，帶出一種「舒張」與「收縮」的節

奏感。 

培根作品中的主體與客體因為「連續性」而

產生流變的身體樣貌，意識存於此卻破壞人的完

整性，扭曲成為身體逃離空間的管道，它不是以

二元的方式去畫分，認為一邊是結構，一邊是思

想，因為它是「存在」的狀態，經驗與意識同樣

存在於形象之中。他運用重複塗抹、反覆堆疊以

及醜陋的形象，將情色慾望、暴力壓抑、性格扭

曲、恐怖死亡和痛苦經驗展現出來，此外，他在

畫面結構中加入了類似「框」的元素，主體形象

被限制在透明或某種密閉空間裡，人物不但被展

示也跟周圍場景區隔開來，或許我們可以感覺到

藝術家在面對黑暗與死亡時，那種帶有悲觀性情

緒，以及對現實世界進行脫逃卻又被框架限制住

的矛盾感受。 

 

（二）畸形的美感： 

什麼是美其實已經暗示它的優越性，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們不應當

去劃分美醜，甚至還幫它們定位優劣，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美與醜卻常常被拿來

一起比較，在性價值階層裡也有高低之分，對身體畸形者有著衰敗與罪惡的想像

連結，不過，「畸形和罪惡具有一種價值，類似自然界裡明與暗相輔相成，或者

繪畫上的光影比例。」175也就是說，它們是一種必然的存在，是自然界裡就有的

整體的一部分。 

醜陋事物的產生，目的不是為了要展示或者重新整合醜的事物，它「並非」

要減少醜陋本身，讓醜不再更醜，也不只是以詼諧幽默的方式作為手段，讓社會

接受它而已，更重要的是，透過畸形醜陋來譴責現實世界的殘酷，並攻擊威權制

度，同時也成為「權力壓榨」與「被否定之物」的見證。176 

 YBA 藝術家馬克‧昆恩（Marc Quinn，1964-）的雕塑作品充滿了對殘缺、

疾病的關懷與生命的探討，「在創作理念上，他的雕塑著重探討人類的雙重面向，

                                                 
174 同註 173，頁 43-45。 
175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46。 
176 同註 175，頁 379。 

圖 3-9：法蘭西斯．培根，〈繪畫〉，
1946，油畫，197.8×132.1cm，紐約
現代藝術博物館。 

圖片出處： 

https://www.moma.org/， 

博物館官網，2018/5/26 閱覽。 

 

https://www.mo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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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與身體、表層和內心、理智和慾望，以及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對比衝突。」177

在本段舉出藝術家的殘疾身體雕像作品178（圖 3-10）進行討論。 

審醜的藝術並非要追求崇高與偉大，它是一種破壞規律、消解形式的新視角。

如果按照以往的審美標準，當人體不在黃金比例上，或者做出詭異姿態時，這種

不符合「正常人」的視覺經驗與動作，將形成某種奇特怪異的感覺，嚴肅的神情

加上斷肢，扭曲的動作形成衝突的感覺，讓雕塑有了新的面貌與不同的觀看方式。 

殘疾的身體向來就被當成不完整的人，因為大

眾對殘疾者帶有污名或是負面觀感，藝術家將他們

化身成主角其實就是對傳統雕塑認定的美感與對

殘疾者的刻板印象進行挑戰，我們從中還可以去思

考缺憾所帶來的力量，因為殘缺者往往要花更多、

更大的力氣才能做出平常人輕易就能做到的動作，

或許，我們也可以認為，殘疾背後象徵著某種力量，

一種向殘酷現實挑戰的力量，一種反映人類內心強

韌的精神特質。 

在馬克‧昆恩的殘缺者雕塑中視覺上挑戰了以

往的經驗也讓觀者獲得讚賞與鼓舞，當他們施力的

時候為了要掌握住平衡與穩定，神情便更顯得堅

毅，換言之，藝術家利用「審醜」的方式去達到另

外一種美的趣味表現，其目的在於使我們了解，雖

然我身為人好像有所缺憾，但我的精神應當值得被看見，不需要被抹煞，我不是

你想像中的那般柔弱，我可以改寫我的人生劇本。 

因此殘缺的「內縮」是身體畸形的第一種模式，因為缺手或缺腳，所以它少

於一個完整的個體，除此之外，「外擴」是身體畸形的第二種模式，因為身體各

部不斷的往四周增生，著名英國當代藝術家珍妮‧薩維爾（Jenny Saville，1970-）

的油畫作品充滿了雕塑的體積量感，畫面中的女性不為男性視角服務，體型壯碩

巨大，過度增生的肉塊使身體缺乏男性觀看的色情慾望。 

    90 年代以後，我們雖然更重視看待自己的身體，可是仍受到大眾流行與異

性戀男性的審美眼光影響，對於自己與他人的身體仍然有著嚴格的標準，以符合

某種形象來滿足他人的期待，否則將被視為放蕩不羈或是無法自我控制的人。 

                                                 
177 陳永賢，《英國當代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14，頁 228。 
178 同註 177，頁 235。 

圖 3-10：馬克‧昆恩，〈司圖
亞潘〉，2000，雕塑。 

圖片出處：《英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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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薩維爾在作品〈Hybird〉（圖 3-11）上顯

示了這些問題，她的作品常常出現女性的身體形

象，但不是陰柔無力的那種，而是壯碩肥厚的肉體，

這些肉經過擠壓與變形使得觀者感受到焦慮，觀者

似乎變成畫面中的主角忍不住捏自己的脂肪與肥

肉，然後思考著不知節制而演變成畸型肉塊的身體

需不需要藉由外科手術切除？作品挑戰了男性觀

看女性身體的感受，事實上，我們的身體從來都不

只是我們的身體，而女性的身體更是被社會大眾

與父權制度的看法所掌控。 

薩維爾作品呈現「身體」跟「社會化的身體」

兩者之間視覺經驗的矛盾感（圖 3-12），對於身體

的醫療手術、畸型矯正、疾病創傷、變性者的討論

都是現代人需要重新思考與面臨的新問題，也就

是說，在生理身體上跟身分認同上，隨著時代跟想

法的前進，我們有著更酷兒的想法。 

女性的身體並擁有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男性

的身體卻擁有女性的乳房，這種圖像突破性/別界

線，藝術家把變性者或是跨性別者當成創作題材，

或許目的在於告訴我們，對於性/別結構的認知已經

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使用單純的二分法，在生理上

不是只有男跟女的選項，而在心理上流動的差異性

與細緻度顯然會差距更大。 

藝術家的創作方式顯示女人（或者，位階低者）

不再需要消極的聽任男性世界的安排，依據自身的

期待、快感、個性、癖好，再通過自己的經驗，在

改造的世界中，將可獲得自身性/別價值的滿足，以

顛覆父權制度的「權力壓榨」。 

「位移」是身體畸形的第三種模式，創作者利用這種方式讓身體發生變異，

形成疾病的感覺，疾病造成的醜陋，例如身體病變長出來的疣、腫瘤或是器官位

移難以被忽略，形貌雖然醜陋但也同樣展現生活的真實，也就是說，美的藝術作

品並不一定能顯現出某種真實，有時候「醜陋」反而更能指出人與社會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惡與醜之間找到另一種酷兒的美感與力量，關注疾病與死亡的議題或

圖 3-11：珍妮‧薩維爾，
〈Hybird〉，1997，油畫，
274.3x213.4cm，倫敦薩奇美
術館收藏。 

圖片出處：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

m/artists/jenny_saville.htm，
薩奇官網，2018/5/26 閱覽。 

圖 3-12：珍妮‧薩維爾，
〈Passage〉，2005，油畫，
336x290cm，倫敦薩奇美術館
收藏。 

圖片出處：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m/a

rtists/jenny_saville.htm，薩奇
美術館官網，2018/5/26 閱覽。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m/artists/jenny_saville.htm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m/artists/jenny_saville.htm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m/artists/jenny_saville.htm
https://www.saatchigallery.com/artists/jenny_savil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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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以使人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 

許多藝術家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視覺刺激，他們挑戰一般人心裡無法接受的

禁忌題材，這種視覺的衝擊感使得查普曼兄弟的作品在英國當代藝術中的表現極

為成功，傑克・查普曼（Jake Chapman，1966-）和迪諾斯・查普曼（Dinos Chapman，

1962-）兄弟的作品圍繞在性與死亡的議題上，這是人的本質與最終之路，這種生

命經驗的題材總是發人省思。 

作品〈查普曼爹地媽咪〉179（圖

3-13）將身體當作疾病、苦痛、情

慾的載體，在以及其他雕塑作品

上可以看到許多性器官隨意分布

在身體其他位置上，「這些不合理

且荒謬的拼湊，是否意識著男性

去勢的危機，抑或暗示解放的性

觀念？」180還有這種身體狀態呈

現了畸型的疾病感與基因改造的

詭異感，身體的苦難成為被污名化的對象，探索人的內心世界，心裡存在的惡跟

疾病的打擊還有死亡的恐懼有著極大的關係。 

藝術家創作出有關於疾病、色情與死亡的生命議題作品，他們的作品充滿了

顛覆性的內容與煽動性的議題，並在當代文化裡挖掘出來的矛盾與偽善，以直白

與強烈的敘述方式告訴觀眾，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如恐怖戰爭、資本主義、種族

歧視、性/別議題、生物醫療等等，藝術家提出問題但卻沒有給出答案，重點是人

類的自我省思，他們是諷刺與幽默的悲觀主義者，作品是「被否定之物」的見證，

藝術家挑戰觀眾對「審醜」的接受度，強迫觀者進入到恐怖、反感與不安的位置。 

查普曼兄弟利用身體器官的位移與變異做出許多驚世駭俗的前衛作品，隨著

人類生物、醫學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基因改造與複製行為有重大的挑戰與突破，

這種新觀念也衍生出新形式的作品出現，傳統的美感與審美品味無法承載前衛觀

念藝術的作品，於是，詭異醜陋的作法也是另外一種藝術表現的解決方式。 

 

（三）混種的力量： 

醜陋是某種畸形的生命體，它不為大眾所習慣與認知的樣子，例如某部分比

例過於誇大或是過於細小，不合物種比例的身形，還有肢體不全或過多者，像是

一隻手或是三個眼睛的生物。以往，這些醜陋都被當成「品德虧損」的匪類，因

                                                 
179 同註 177，頁 169。 
180 同註 177，頁 168。 

圖 3-13：查普曼兄弟，〈查普曼爹地媽咪〉，
1993，雕塑。 

圖片出處：《英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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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的身形不正確，有些不足有些則超過，甚至，還有兩種物種以上的混種，

導致身體形狀變異混雜的產物也稱為醜陋，這些醜陋之物是「敗德」的。 

但是，在後現代主義思考下的我們，要解構醜陋原先被賦予的負面定義，在

美與醜不應存在著既定的標準的前提下，逐步去重構醜的新意，筆者試圖從「審

醜」的作品中找到酷兒力，這種混種的力量也是一種對抗生命的積極的表現。 

 擅長以電腦科技，將繪畫與攝影整合成創作的李小鏡（1945-），其作品就是

帶有混種的酷兒力，混種造成的醜陋在此處不再使人的身份受到貶損與降格，結

合人跟獸的力量既是超越人性也是超越獸性。混種的產生顯示人與動物的力量，

也嶄露了獸性與慾望的部分，這些混種的形體或許是醜陋的，但也是以另一種美

的形式出現，如同前面所述，醜與美是共存的，它們皆受平等的對待，或者從其

他物種的觀點來看，這樣的醜才正是他們的美。 

 藝術家將審美的對象變成「審醜」之物，圖像並不特意強調什麼是標準的好

或是美，而是在討論現代人內心的獸性，這種獸性是城市男女慾望的反射，當動

物盯著獵物時，他的眼神專注而且將要吞沒對方的那種感覺，表現在電腦合成過

的獸面臉上，像黑豹與毒蛇盯著他的獵物，打算盯著對方採取某種掠食行動，如

他所說：「夜晚時常啟動一種捕食者與被掠食者所覬覦之野性都會生活，〈夜生活〉

描繪當代都會環境裡，人們深沉裡的動物野性。」181（圖 3-14）在都會酒吧中的

男男女女，酒酣耳熱後彼此交會的眼神，各個充滿性的暗示與挑逗，在昏黃的燈

光下，所有的人都將賞心悅目，即使他的臉已經變成動物屬性，人跟動物的混種

產生像動物的魅惑一樣，眼神的挑逗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獵豔行為，而這些都會

男女很自然的就行使起誘惑的力量。 

在〈叢林〉（圖 3-15）作品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群眾的眼神，誘惑者的肖像

也是展現了動物般的色情與魅惑力量， 

後現代主義大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論誘惑》裡說到：

「只有在動物界，誘惑才擁有最為純粹的形式，意思是說動物們的誘惑裝飾像是

                                                 
181 http://www.daniellee.com/zh/presses/11，藝術家陳明惠撰稿，2016/05/16 閱覽。 

圖 3-14：李小鏡，〈夜生活〉，2001，攝影、電腦繪圖，152x549cm。 

圖片出處：http://www.daniellee.com/，李小鏡官網，2018/5/26 閱覽。 

 

http://www.daniellee.com/zh/presses/11
http://www.daniell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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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在本能中，像是即刻定型在條件反射行為和自然的裝飾中。」182如此看來，

動物的某些動作，如求偶動作、摩擦或發光，或是身體的裝飾，如鳥類漂亮的羽

毛，就深深刻印在我們的本能中。李小鏡的作品也是一樣，反映了某部分動物屬

性的鮮明特質，動作跟眼神的確顛覆了觀眾對於美的傳統視覺經驗，並且回應到

人類情慾的本質，人性跟獸性是混雜不可分割的。 

當混種不再是怪異，新物種的產生將成為一種文化研究的議題，如果能將野

獸的某種能力提供給人類，那麼這種組裝式的人獸混種，將帶來超越的力量，讓

我們應對這個社會並有更開放的理解，當代複合媒材藝術家黃贊倫（1979-）的作

品滿足了這樣的幻想。 

今日的社會早已是個「卡漫時代」，我們的生活經驗無處不充斥著卡通、漫

畫、動畫與遊戲。在次文化藝術中也產生了相對應的文本脈絡，也就是「BL（Boys’ 

Love）的漫畫文本」183，妖化獸人也常常出現在其中，其內容多以男男相戀的愛

情故事為內容主軸184，這些動漫作品裡有個重要的核心價值，便在於物種間的「異

質性」，因為有「異質性」所以畫面中的各種角色才有它各自存在的價值，並依

此來進行各種逾越的情節。 

                                                 
182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張新木譯，《論誘惑》(De la séduction)，南京：南京大學，2011，

頁 134。 
183 BL 是腐女或是腐男的閱讀文本，不限定生理性別是女性或是男性，他們在該領域的閱讀時段

裡轉換成超脫現實身分的腐女/男，然後在想像的逾越過程中，達到真實生活中愉悅的快感，

文本的形態包含了小說、漫畫、動漫……針對 BL 文本中的四種關係性：1 對等性 2 多樣性 3

禁忌性 4 現實性；以及三種跟性愛特徵較為相關的描述：1 逆轉性 2 人間性 3 配慮性，以上

是吸引讀者的理由。在林奇秀的文章提到這種踰越的特性帶來的爽快感，包含了：1.悖德的

愉悅、2.關係反差的愉悅、3.反抗的愉悅、4.逆轉的愉悅、5.控制的愉悅、6.匡正的愉悅。林奇

秀，〈腐女的閱讀踰越/愉悅感：BL（Boys’ Love）女性讀者閱讀經驗分析〉，2011 台灣社會研

究學會年會，2011/09/28 會後增訂版本。 
184 這些愛情故事多以美麗形象或是純潔的愛為主軸，部分激烈的作品裡頭可能夾雜亂倫、不倫

戀或是妖化獸戀等情節，是相較於目前社會所無法見容的怪異奇戀。 

圖 3-15：李小鏡，〈叢林〉，2007，攝影、電腦繪圖，200x600cm。 
圖片出處：http://www.daniellee.com/，李小鏡官網，2018/5/26 閱覽。 

 

http://www.daniell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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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人化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將動物或昆蟲的肢體

接合在人的身上，使他們身上同時擁有人的特質，

例如思考、帶有情感和動物的特質，例如快速、堅

硬、力氣大。日本漫畫家富樫義博（Togashi Yoshihiro，

1966-）185畫的一部大型漫畫《ハンター×ハンター》

（獵人）其中關於「嵌合蟻」186的內容便深刻畫出，

相異物種在人身上連結後產生的強大力量效果，他

們的動物肢，就像義肢或幻肢可以變成攻擊的利器。 

混種作為文化研究的議題，必須思考混種的成

因與影響，藝術作品的混種，混的不只是物種跟物

種間的結合，還包含了生物、科技與藝術的相互融

合。回到黃贊倫的作品〈安妮〉（圖 3-16）來看，他

的作品涵蓋了機械、雕塑、裝置、繪畫等多重媒材，

也是材料「混種」的概念，討論的是人的本質問題。 

第一種是人跟科技的關係，人跟

機械混種，所以許多科技與數位的功

能跟人的各種情感產生出混雜與對

立的感受；第二種是人跟其他物種之

間的問題，人跟動物混種後形成另一

種生成物，卻也衍生出物種混合的倫

理問題：「人是否可以扮演神的角

色？」在此處，混種是活在相互矛盾

之中，對現實的期盼與道德的背離，

從中產生挑戰、禁忌。 

藝術家的作品（圖 3-17）也充滿

了流變的酷兒性，當人混種成獸人時，

將祖靈、聖獸的庇祐組裝在身上形成

強大的力量，找到異質化的人存在的新價值，眾多跨越物種的新生命即將邁向自

己的烏托邦世界。 

 

                                                 
185 富樫義博（Togashi Yoshihiro），1966 生於日本，知名男性漫畫家，人氣作品有《幽遊白書》、

《獵人》。 
186 嵌合蟻是獵人漫畫的一種生物，藉由女王蟻吃掉其他物種的生物後，進而生出帶有其他物種

基因的新的混合物種，它夾雜了人的特質與各種動物的特色，讓嵌合蟻變成強而有力又聰明

的新物種。 

圖 3-16：黃贊倫，〈安妮〉，
2013，FRP、人工皮草、鹿
角、龜板，150x90xx90cm。 

圖片出處：
https://goo.gl/images/tCHaxS，
2018/5/26 閱覽。 

圖 3-17：黃贊倫製作阿密特演唱會雕像，
2015，張惠妹烏托邦世界演唱會。 

圖片出處：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50404/165

9853，2018/5/26 閱覽。 

 

https://goo.gl/images/tCHaxS（2018/5/26
https://goo.gl/images/tCHaxS（2018/5/26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50404/1659853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50404/165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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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議題在台灣之展演 

 

當代藝術關心許多社會、政治、性/別、經濟、環保議題，也關懷人類內心、

外部遭遇的處境問題，這些前衛的社會運動、思潮化成藝術觀點，再將觀點轉換

成視覺藝術作品，除了提供藝術家能言說自身看法的機會，還提供民眾參與討論

社會議題的媒介，往內喚起人心的感性與良知，往外擴展個人的國際視野。 

筆者在性/別議題上著重於男同性戀族群，所以接下來的用詞還有相關內容

都聚焦於此。台灣同性婚姻釋憲案在 2017 年公佈後，似乎對同性戀人權有了撥

雲見日的感覺，但實際上，走到今日依舊困難重重。回溯歷史，從晚清到民初中

國延續下來的性/別價值，帶來到台灣形成同志與酷兒的黑暗歷史，數十年來，只

能隱身躲藏在晦暗不明處，被家人、社會放逐的同性戀宛如孤魂野鬼般的遊蕩，

爾後，經由許多社運人士不斷抗爭與關心此議題的學者們針對性/別論述做的推

廣，到近年來，同志與酷兒更敢於現身，無論是抗議或是遊行，參與的人數也越

來越多，筆者在這幾年也試著參與性/別議題的種種活動與課程，親自參與後更

加理解少數族群被邊緣化的困境。 

同志與酷兒族群本身在長期的歧視氛圍下已經有身份認同的掙扎問題，還要

面對大眾的仇視對待，無法正視自己甚至否定自己，為了存活在異性戀建置的世

界裡，少數族群只能更隱密小心，也要比一般人更辛苦奮鬥，在這樣的背景下，

性/別議題的藝術作品又是如何呈現呢？ 

本節以在台灣的性/別議題展覽作品作為主軸，藉此回應前面討論的性/別議

題文本，先前大多討論西方同志與酷兒的藝術作品，接下來筆者將在本段對性/

別議題的作品轉換舞台，並且縮小範圍到台灣。 

現在政府不斷推廣與宣導性/別議題，雖然受到的阻力不小，不過，民眾關心

跟參與關於人權的政治議題卻大幅度的提升。而性/別議題的藝文活動，如酷兒

影展，或是同性戀主題的視覺藝術展覽仍舊不多，但我們仍可以從展覽作品中去

了解同志與酷兒的生存經歷與各自的生命故事，他們對社會的回應是什麼？這些

作品都是同志或酷兒的歷史再現，也是他們追求自我認同的證明。 

以下介紹兩個關於同性戀的展覽，分別是「彩虹羅曼死」和「光・合作用：

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希望能透過展出的作品，讓觀眾看到創作者在性/別議題

展現上的多元面貌，觀念上的分歧表示不同創作者在面對這個主題時，有各自表

述與擁護的價值觀，為自己與周遭的人發聲，甚至，影響我們的社會，讓台灣的

人權能夠再一次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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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彩虹羅曼死： 

 

近年來，台灣逐步發展成同志友善的國家，可是大眾對於同志展現情慾的態

度還是有種「盡量少知道、少接觸、少看到」的感覺。可是，異性戀的情慾形象

卻常常在招牌上或是廣告裡被「合理化」的顯示出來，即便這些形象多被物化、

商品化、慾望化，或者多以服務異性戀男性視角為主流。  

或許同性戀仍然是個禁忌話題，又或者民眾對「恐同」的想法還很深刻，在

這樣的觀念下，民眾很難對同志情慾流動的題材有正面的看法。在這個前提下，

筆者策劃了一場關於男同志情慾的展覽「彩虹羅曼死」。 

在同志運動或是酷兒生存中常常會遭遇到許多困境，包含身份認同、婚姻平

權、醫療疾病、家庭價值、生養子女、粉紅經濟等眾多問題，有這麼多的題材可

以選擇，筆者卻在策展時只選擇男同性戀的「色/情」區塊來展出，必然有其理由，

一方面，筆者剛開始接觸性/別議題與課程，認為我們應當要認真看待「色/情」，

重新檢視自己對「色/情」的定義與看法；另一方面，在「色/情」背後或多或少

牽涉到某些社會議題，就算沒有議題性，「色/情」也有某種力可以幫助我們，或

豐富我們的生命。無論「色/情」指涉了什麼想法、觀點，都將回到「身體」或者

「慾望的身體」作，依此作為情慾主題的媒介物， 

如果參加社會運動是社運人士抗爭行動最直接的行為，那麼情慾作品的繪製

便是藝術家表達性/別議題上最直接的做法，此展覽邀請六位藝術家各自表述同

志情慾的現況，將自己的觀察與私密經驗以其擅長的媒材展現出來，宛如敘述自

己的故事一般，重新再現自己的「色/情」歷程。 

「彩虹羅曼死」在 2014 年於商業畫廊「誠空間」展出，原則上，商業畫廊

因為考量作品買賣，所以，通常會減少爭議性大的議題或作品展出，以免沒有獲

利效益，不過，「誠空間」187的經營者給予策展人實踐理想的機會，也算是支持

公益行動。策展人試圖在不同領域找創作者，希望這些相異領域的藝術家能展出

共同的「色/情」主題。 

此次展覽的六位藝術家在作品上反映出個人的文化背景與自身經驗，彼此間

有跨界合作的意味，作品並未涉及抗爭性的身分認同問題，主調在同志私密絮語

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將其慾望經驗在私人空間的場域裡做出呈現，以作品表現個

人或是群體的私密性，面對這一切既公開又半私密的氛圍，是必須要有相當的勇

氣，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作品在展覽期間不會被惡意燒毀，參展藝術家也不會被武

力攻擊。下一段將針對六位藝術家提供的材料進行探究並分述如下： 

                                                 
187 誠空間是宣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藝文單位，感謝當時誠空間的主事者陶智國先生，與

董心如教授的引薦，並感謝當時協助辦理的賴宜萍、張素鑾小姐，李侑儒的設計，華建强的

幫忙，作家陳俊志與夜店 G-Mixing 老闆輝哥的到場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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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特（1985-）： 

劇團團長巴特利用攝影的方

式將自己與群眾的經驗一幕幕的

搬到臺前，強調身體彼此間的權

力關係，時而漠然時而緊密，同

時，被注視私處的舞台效果，將私

密的細節刻意放大到舞台上，觀

者被迫一定要注視著藝術家所表

現最隱私的細節，藉由男性身體

的裸露與性交的動作，連結出一

張權力關係的網。 

藝術家認為：「我認為所有的事都是由性組成，文明的建立、關係的張力、

社會的組成都跟性脫離不了關係。」188可見得巴特的創作都以性為基本核心，往

外擴延到生活周遭環境，並營造出現代下某種類型的年輕男同性戀者，對於身體

喜好、情慾展現、權力空間與文化、網路想像的色/情作品。 

從作品中（圖 3-18），我們可以看到巴特觀察男同志社會對「性解放」的現

象，包含肆意流竄的情慾解放；空間解放與再製造新空間之意圖：對學校制服進

行制度解放與破壞。藝術家將自己的想像，利用現實生活中的場景，經過安排後

以舞台般的效果「真實」呈現出來，或許跟創作者本身的劇團背景有關，他的作

品總帶著舞台般的戲劇張力。 

 

（二）毛兒（1988-）： 

知名同志漫畫家毛兒記錄著同志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我

們偶爾會有幾句天外飛來一筆的話語，這些話語趣味橫生，但事實上也指涉其背

後無可奈何的含意，是一種小小的黑色幽默。 

創作者說：「同志的圈子已經是一個壓縮的空間，所以我們更需要開放一個

寬闊的胸懷，一笑看人生，再來細細思量這些畫面與故事的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

什麼。」189他是一位社會觀察型的漫畫家，關心的是周遭同志朋友生活的點點滴

滴，再將這些有趣、幽默、苦悶、歧視的生活片段轉化成詼諧的漫畫作品（圖 3-

19），其靈感還來自於同志圈內，素人與網紅對生活小事的臨場反應與茶餘飯後

的八卦瑣事，這些經典語錄或搞笑片段讓人深刻感到同志族群的真實生活樣貌。 

                                                 
188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4。 
189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6。 

圖 3-18：巴特，〈無題〉，2012，相片輸出，50.7×34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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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畫中人物是某種良好同志類型的翻版，也是仕

紳同志朋友日常生活的縮影，但他肯定這樣的生活價值，

並期待這樣的生活價值能做為同志爭取平等權利之工

具，對他而言，同性戀生活在異性戀社會裡是被壓縮的

空間，我們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裡，每天面對許多外在的

惡意，不管有意無意的歧視，都令人感到難過，但是我們

可以選擇用寬闊的胸懷去面對這些嘲諷，用輕鬆、微笑

的方式看待這些歧視的話語，觀眾可以思考畫中人物與

文字，想想故事片段背後帶來讓人省思的意義。 

 

（三）林俊良（1979-）： 

多媒體動畫藝術背景的林俊良以其編造的「受訪者」

到來以及其本身的「故事」作為創作素材，透過圖片中人

物眼神的感應，將照片重新繪製在畫面上（圖 3-20）。 

隨著強健肌肉的線條路徑與色彩堆疊在畫面上所形

塑的情感痕跡，使得畫面的氛圍呈現出慾望騷動的感覺，

藝術家重視畫中人物的眼神，希望帶給觀者悲傷的神情，

他說： 

 

作品在不同的表現方法上拘泥同一種悲傷的眼

神，並單純以線條與色塊繪製男性內在性感與情

調，也極力追求受繪者真實心靈情感的再現，來傳

達欲與慾的直接暗示；當我遇到不同性格與氣質

的人，會因為環境營造的氣氛不同而不斷的改變

繪製的筆觸與用色情緒，也正是雙方情感交流所

留下的痕跡與記錄。190 

 

可見得眼神的交流對藝術家而言十分重要，創作者透過

凝視與再現，找尋跟他有所交流的「受繪者」，在繪畫當

下的情境氛圍，雙方來回的情慾流動中，不斷的改變蠟筆

用色，希望以豐富油性蠟筆筆觸的堆疊效果創造出男體，

產生更被慾望化的感覺，繪畫作品的成果正是線條與色

塊交織而成，情慾堆疊的殘骸遺跡。 

                                                 
190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8。 

圖 3-19：毛兒，〈別人眼
裡的同志〉，2012，電腦
繪圖，29.7×105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
死》。 

圖 3-20：林俊良，〈訪客：
日野先生〉，2014，油性
蠟筆，109.1×78.6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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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亮金金（1979-）： 

師大美術創作理論組亮金金

（黃昱斌筆名）的作品〈質變 1〉（圖

3-21）直接展示出慾望質變的過程，

將慾望做了具象化的再現動作，藉

由畫中主角鏡頭式的繪製並且清晰

呈現勃發的陽具力量，這股力量造

成人性的消解同時轉化為獸性的超

凡狀態。 

 藝術家認為：「受到誘惑的男子

內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性的衝動

使他沒有辦法忽視自己對男體渴求的慾望，或許勃起可以指涉男性變身的行為，

由人轉化為獸的超凡狀態，即便他被規範要彬彬有禮。」191當慾望被啟動後，他

想起過去強烈的性愛經驗，他省思內在，發現自己無法完全克制對於男體的渴望

與性衝動，在壓抑與膨脹間，慾望不斷地蔓延開來。 

作品形象除了肌肉勃發的男子外，還加入了章魚作為獸化的象徵，人的身體

彷彿變成慾望餵食的容器，無形的慾望漸漸轉化成有形的章魚，有的時候從體內

竄出來，或者，利用人的四肢即將迸發出來，消解了人體也意味著人性慢慢消失，

逐步地往獸性發展，獸化這件事情對創作者而言並非壞事，因為野獸帶有強烈的

爆發力與各種超凡的能力，如果能夠混種成功，那麼他將成為更加堅強面對自己

慾望與對抗外在世界的新物種。 

 

（五）蔡承翰（1981-）：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畢業的蔡承翰具有平面設計之背景，他認為親密關

係並非是情人才有的專利，當雙方對彼此間產生情愫的認同時，在當下細膩感覺

便油然而生，回到最初男體間的私密探索，勃起的陽具隔著內褲輕微的碰觸與唇

齒接吻的怦然心動再次顯現。創作者說： 

 

EMOTION is a feeling that can transcend language.  It is universally 

understood, thus I decided to explore moments of intimacy and passion; 

masculine energy pulsating, beating upon two chests as they meet in a warm 

embrace.192 

                                                 
191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10。 
192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12。 

圖 3-21：亮金金，〈質變 1〉，2013，水墨、膠彩，
56×79.5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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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感是不言自明的，是眾人都理解的抽象感受，超越當下的情境使彼此能感

覺到情慾的化學反應，作品圖像激起觀者對畫中男體的親密感受與即將爆發的情

愛火花。 

作品〈TENDER〉（圖 3-22）樣貌恰好展現出他

從小待在美國的美式風格，圖像表現為壯碩的肌

肉，平頭與絡腮鬍，用來裝飾自己的刺青，性感的

內褲、褪去的牛仔褲，都成為男同性戀者相互吸引

的外在條件。 

創作者營造了夜晚的氛圍，是室內的光？還是

從街道射進房裡的光？這道霓虹色的光照亮了彼

此的身體，貼著起伏的肌肉，將霓虹色轉化成情慾

流動的感覺。此時無聲勝有聲，雙手的觸摸與陽具

的輕微碰觸，更加撩起雙方顫抖的慾火，藝術家刻

意將霓虹色聚焦在彼此的身體之間，這道光也成為

帶有色情，卻又帶點溫柔愛意的慾望光芒。 

 

（六）鍾斑斑（1978-）： 

攝影創作者鍾斑斑以旁觀者的角色安排了類似

古典油畫中產、富庶階級的擺設，暗示了觀者對於

某種品味、階級、身體形象的追求，時尚雜誌的棚

拍場景，把陶醉於自我完美形象的同志，與審美品

味的追求加以公開，並提出正反兩面進行討論。 

創作者在拍攝人體之前，觀察了近年來同志文

化與族群間的身體偏好，依此找尋拍攝的對象，同

時討論這些「偏好」與「精神疾病」的關聯性，美國

精 神 醫 學 學 會 出 版 的 DSM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是用來診斷精

神 疾 病 的 指 導 手 冊 ， 其 中 有 一 個 分 類 編 號 是

「301.81」，也就是「自戀型人格障礙」，在作品

〈DSM-V 301.81〉（圖 3-23）中可看出主體形象對自

己充滿驕傲與自戀的神情193，周圍的擺設象徵臉書

或網路使用者的「造神運動」，網路提供了舞台，讓

                                                 
193 黃昱斌策展，《彩虹羅曼死》畫冊，台北市：誠空間，2014，頁 14。 

圖 3-22：蔡承翰，
〈TENDER〉，2014，電腦繪
圖，70×100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死》。 

圖 3-23：鍾斑斑，〈DSM-V 

301.81〉，2013，攝影、頂級
光面相紙、藝術微噴，60×
120cm。 

圖片出處：《彩虹羅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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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有成名的機會，素人因為「類似明星般」的形象而提供他人吹捧自己，同時

也滿足自己並自我陶醉，這麼一來，將強化了某種形象的「正確性」與「歸屬感」，

你是壯熊還是野狼？是肉豬還是瘦猴？為了要成為族群的一份子，所以要努力成

為那樣的身體，身體的形象看似自己管理，其實是將管理權交給了網路上對你按

讚的粉絲群，還有族群中不斷分化出來的副本。 

藝術家反映了當下的社會問題，我們追求「審美的過程」，到底是合理的還

是趨向疾病的？到底該將這些人病理化抑或是把這種疾病編號從現代剔除？直

得我們省思。 

傅柯時代的緘默行為對於當時的同性戀意識是一種消極的抵抗，不過，西方

國家卻在很快的數十年間，發展出許多具有前衛觀念的同志、酷兒論述與相關藝

術，令人深感佩服。然而，台灣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家，同志、酷兒大多隱身在

自己的安全衣櫃裡，藉由這次的策展，期望可以帶給周遭的人、事、物對同性戀

族群有更多友善之處，「彩虹羅曼死」作為一個策展主題，對藝術家的作品設定

一個共同的目標，利用「色/情」來作為創作的核心，希望大眾對「色/情」不再

有過度的偏見與鄙視，期許每一位創作者都如一顆珍貴的鑽石，將自己的創作透

過璀璨的晶體，色散給周遭的群眾，群眾可以看到彩虹，看到藝術家們以各自不

同的樣貌與多元價值的方式呈現，也期許族群自身可以更加堅強，從肯定自我的

慾望主張到肯認自我的存有價值。 

 

二、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在2017年台北當代藝術館推出「首次官方同志展覽」，名為「光・合作用：

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藉此呼應台灣目前關於同性戀人權的「進步」情況，相

較於亞洲的其他地區，台灣的確走在相對前面的位置，對於同性戀議題與各種政

治政策的關聯性也較為「開放」，不過筆者反思，同性戀議題文本的建構，到底

是象徵著台灣同性戀主體被壓迫的情況很多，所以產生出許多性/別文本對應，

還是某些國家根本「不認為」同性戀問題是個問題，所以並沒有生產許多同性戀

文本？又或者是某些國家遇到性/別議題時，因為宗教、政治因素避而不談？哪

一種才是「進步」？換句話說，建制性/別文本，反歧視禁令，保護主義提升的確

對邊緣族群是好事，可是，同時也證明了背後隱藏的涵義，代表這個國家對同性

戀族群的惡意對待。 

爬梳同性戀在台灣的黑暗歷史，筆者參與了二二八公園、黑街，那一段「孽

子」末段時期，後來歷經網路時代來臨，男同志也因此改變了交友模式以及情愛

方式，這當中，同志族群也延伸出不同問題，現身經驗以及其他生命故事，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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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面對社會對同志族群的「檢視」。藝術家身在其中，在其時空背景上或多或少

有著類似的交集。回到這個具有指標性的展覽來看，台北當代館與香港的驕陽基

金會合作，並由視盟常務理事長胡朝聖（1970-）策劃展覽，展出基金會的收藏作

品，目的是要透過跟官方機構的合作，製造一個對話平台，展覽具有高度的話題

性，並讓社會大眾進入到美術館，民眾主動去關心性/別議題，欣賞也好，批判也

罷，總是構成一個社會多元議題的對話媒介，讓不同族群在這場展覽中建立起更

成熟，更了解對方的關係。 

觀眾在閱讀藝術家的思想風景時，感受到同志族群的生活經驗與在地同志文

化面貌，在公家單位「現身」是一項突破傳統的重要里程碑，藝術家、參與學者、

策展人的對談與展出，拉近官方與民間對性/別議題的關懷，頗有「同志族群集體

力量」和「名人現身效應」的感覺，這種集合性的展出發揮了巨大的力量，讓觀

眾可以直接看到同性戀族群的各種樣貌，知名藝術家作品的展示，也宛如自己現

身說法，期待觀眾可以在展場感受到愛、和平與多元價值。 

接下來，筆者將從本次展覽「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中取樣，

如筆者先前所說，本節要將舞台拉回到台灣藝術家的作品進行分析討論，並且聚

焦在以身體、慾望作為創作核心的藝術作品，所以並沒有將每一位台灣藝術家都

放進下段論述中，以下將逐一介紹： 

 

（一）顧福生（1935-2017）： 

台灣現代美術代表人物之一顧福

生曾參與五月畫會，他將生活與情感

投注在畫面裡，其創作方式是以拉長、

變形的男體作為畫面主體，模糊但可

辨識的頭部，將焦點放在肢體展現的

張力與曲度，搭配的色彩與環境雖然

繽紛多彩，卻帶有憂鬱孤寂的感覺，

表達內心「愛慾渴望與孤寂掙扎的意

象，作品帶有現代主義及存在主義的

哲理色彩。」194梅洛龐帝對於人的存

有似乎帶有某種「樂觀」，他認為透過身體的主動性與這個世界聯繫而產生自我

與活著的感受，透過彼此間，身體與身體，身體與世界的聯繫，而獲得「生」的

正面意義。195回到顧福生的作品（圖3-24）來看，他的作品雖然顯示了沉鬱的悲

                                                 
194 胡朝聖策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導覽手冊，台北市：當代美術館，2017，

頁 39。 
195 大城信哉著，李箱評譯，《圖解哲學入門：有趣的西洋哲學》，台北市：究竟，2004，頁 209。 

圖 3-24：顧福生，〈秘密房間〉，1983，油彩、畫
布，91×127cm。 

圖片出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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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情調，卻也如同存在主義一樣，帶有某種「樂觀」成分，透過生活經驗的感知，

無論悲喜，在畫面中表達自我內心關照，呈現人與人，跟人與環境的關係。 

藝術家在描繪男體時，表達了追求自由與渴望的情懷，在人生不同的階段呈

現出各自的生命風貌，從早期作品的晦澀蒼涼氛圍到晚期色彩逐漸明亮，敘述了

對自我身份認同過渡到對生命的詠嘆。 

 

（二）侯俊明（1963-）： 

著名當代藝術家侯俊明

的創作充滿了色/情圖像與符

號，對於各種腥羶色與禁忌題

材都勇於挑戰，他的創作反映

了在今日社會下，某些族群的

生活經驗與心理狀態，這一系

列的作品都是以蠟筆繪製而

成，延續他之前的塗鴉與心靈

曼陀羅系列的創作材料，蠟筆

可以成為參與者方便使用的

媒材，在創作過程中，藝術家跟參與者一起使用蠟筆是互文性創作，進行造型與

隨筆繪製，一邊訪談，一邊進行身體慾望的內部探索，將參與者的深沉記憶、私

密情慾、黑暗歷史轉化成圖像畫在紙上，再對自己完成的自畫像進行剖析，形成

一個又一個人生故事。 

創作過程的互動十分重要，必須讓參與者往內心深處挖掘，如《光・合作用：

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導覽手冊所述： 

 

探討同志身份在臺灣社會的處境，並透過圖像創作的轉化過程，讓受訪者

對於身體展現強烈的自覺，進而敘述同志如何完成自我凝視。藝術家將生

命及情慾以神聖的方式展示方式攤開，就像一場莊重的儀式一般，讓情慾

不再是侷限而是一種超越與成全。196 

 

展出作品〈男洞〉（圖3-25）的對象都是男同性戀者，回溯到青年、壯年時期的

生命歷程，將這些經驗包含情感失敗、人際互動、嗑藥經驗、狂歡性愛、疾病污

名等等赤裸裸地呈現在作品上，參與者的自我凝視透過對身體的感知表現在畫面

                                                 
196 胡朝聖策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導覽手冊，台北市：當代美術館，2017，

頁 61。 

圖 3-25：侯俊明，〈男洞〉，2014-2016，粉臘筆、紙，
2 張一組兩件，共 13 組，50.7×34cm。 

圖片出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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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了畫以外，有的還寫在作品圖像旁邊，使每件作品宛如人生故事的展現。

此外，筆者認為〈男洞〉作品的「洞」有好幾層意義，是參與者對過去記憶孔洞

的回看，也是觀眾窺視男同性戀生活的洞口，或許還象徵著慾望的抽插洞穴，以

及想要從殘酷現實生活中逃離的逃逸出口。 

觀眾進入這儀式般的場景對著〈男洞〉閱讀，了解這些對象的情慾故事與真

實樣貌，藝術家希望民眾對於男同性戀情慾的認知可以從壓抑限制轉變為成全與

包容。 

 

（三）王俊傑（1963-）： 

王俊傑是台灣新媒體

藝術的先鋒，他以藝術來反

映社會現狀，探討藝術史與

當代身體彼此間的連結，還

有身份與社會關係的探討，

作品顯示出某種戲謔與超

現實夢境的不真實感。 

這件錄像作品〈激情〉

（圖3-26）描述了狂想者所

幻想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搭

建刻意充滿了反美學觀，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表現手法稱為敢曝風格。 

作品內容是一段荒謬的、非線性的故事，太空人出現在孤寂落寞的廢棄港口，

三名閒晃在此處無所事事的水手與太空人發生了情慾邂逅的情節，產生出某種片

段、跳躍與怪異的矛盾感，場景的用色也顯示了慾望流動的氛圍，太空人手中的

珍貴礦石成為彼此爭奪的目標，最終，在搶奪的過程裡導致死亡，激情中將消失

無蹤。 

藝術家挪用了不同電影的角色與場景，再利用陽具造型的燈塔、具有同志象

徵的水手形象與身材姣好的肌肉男體，還有槍枝噴射的動作，明示與暗示雙管齊

下，讓觀眾感受到男同性戀彼此間對身體的的激情渴望，可是當四個人在爭奪珍

貴礦石卻又難以盡如人願，創作者或許將礦石指涉為「熱情」（但筆者認為那就

是某種「愛」）為了你我他的「熱情」爭個你死我活，一旦「熱情」消失將滿身

傷痕，只留下無語的死亡？王俊傑想討論的就是「慾望」、「熱情」和「死亡」

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一種誇張、頹圮、詭異、閃亮、某種粗糙、低俗、惡趣味的

敢曝美學風格展演出來。 

 

圖 3-26：王俊傑，〈激情〉，2017，三頻道錄像裝置，11 分
40 秒。 

圖片出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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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匯宇（1976-）： 

錄像藝術家蘇匯宇

的創作內容圍繞在身體

延伸出來的各種關係，如

情色暗示、暴力美學、精

神干擾與藥物作用等等，

思考潛意識裡關於罪惡

與羞恥之間的關聯性。 

在這次的展覽中，他

提供的雙頻道錄像作品

〈虐犬〉（圖3-27）的發想是2001年發生在台北的箱屍命案，兩名「同性戀」男

子從「網路約炮」相約「窒息式性愛」卻不小心意外致死，當事人用行李廂將屍

體丟棄，企圖滅跡。對於一般人而言，「同性戀」、「網路約炮」與「窒息式性

愛」都不是「好的性」，它們在「性的價值階層」處在非常邊緣、低下的位置，

所以，一旦發生相關情事，將先被媒體抹上「神秘色彩」，再針對此事，不斷進

行放大、抨擊，並滿足民眾的「獵奇心」。 

皮繩愉虐屬於非常邊緣的性行為，它不分同性或異性，BDSM意指綁縛與調教

（B/D）、支配與臣服（D/S）、施虐與受虐（S/M），透過權力與階級的關係，

來達到逾越與滿足，其目的在於經由痛苦的施加造成腦內啡的釋放，以獲得類似

運動最激烈之時或是性高潮後餘韻的感覺，即便看起來是高度危險的性愛，仍然

有少數族群熱衷於此。所以〈虐犬〉事件並不是蓄意殺人，而是一樁性愛誤殺的

的事件，藝術家以此再結合自己的夢境創造出爭議性高的作品。 

這件作品顯示「色/情的多樣性」，還有當事人棄屍的「道德判斷」，以及社

會對「陌生之物的批評」，在三者之間交織成的劇場情境，讓觀眾帶著悲傷的、

凝結的觀看方式，去思考這件反映社會邊緣階層的藝術作品。 

 

（五）溫馨（1988-）： 

我們的身體永遠都不是我們的身體，性/別的反覆操演與重新詮釋，形塑出

目前的身體風格，身體只不過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可謂「身不由己」。新媒體

藝術家溫馨的作品是以身體作為言說的工具，再用攝影或是錄像方式去呈現，她

關注「身體樣貌」的思辨，換句話說，我們的身體樣貌是由誰決定？ 

從社會學觀點來看，身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我們的身體是被各種想法、概

念所拼湊、搭建起來的，然後變成社會所期待的樣貌，它永遠處在跟社會反覆來

回的增減狀態，所以，我們的身體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主體，它透露出許多訊息包

圖3-27：蘇匯宇，〈虐犬〉，2015，雙頻道錄像裝置，9分。 

圖片出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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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殘疾、健康、疾病等等，社會對

它不斷的比較、分類、切割、排擠、

區隔與標籤化，這一聯串的經驗

就是身體被社會化的過程。  

在作品〈一一：澔〉（圖3-28）

系列裡，創作者首先就對性別的

「二」元框架進行拆解，並從中找

到不同性別，或是性別流動的可

能性，《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

志議題展》導覽手冊寫著：「藝術

家也藉此探索自體的價值，形成

一種相互、試圖超越性別議題表象，並回歸身體本質的展現。」197顯然藝術家已

經明白性/別議題的某些精神，並期待大眾不需將二元性別進行分類，回歸到「身

體就是身體」不用額外加上其他的標籤的理想。 

不過，筆者認為，性/別議題恐怕難以回到「最單純」的狀態，倒是可以用巴

特勒所使用的「性別操演」來回應，事實上，她的作品也展現了「性別操演」的

作法，這些看起來像某種性別又刻意扮演成另外的性別裝扮，但最終我們還是無

法得知主體的真實「性/別」，因為就算看到生理性別，我們還是不知道主體的心

理性別，而這種不確定正好成為性/別抵抗社會制度的方式。 

官方美術館對於性/別議題的展出，凸顯了同性戀族群在過去、現在所經歷

的問題與面臨的處境，作為歷史文本的對照，在本次的展出中，橫跨了中國、香

港、新加坡、台灣與美籍華裔等亞洲數個國家的同性戀作品，有些作品呈現極為

精彩，甚至與觀眾的互動情形十分熱烈，但仍要注意的是，在本次展覽中既然是

官方美術館的展出，針對「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的定調是否要更謹慎小心？首

先，取樣國家是否應當更多？畢竟取名為「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其二，某些

作品無法呈現同志或酷兒主題，觀眾無法理解藝術作品跟同性戀的關聯性，本展

覽是「同志議題展」而不是「同志身份展」；其三，取樣的藝術家多為男性，有

可能再增加女性或女同志、酷兒作品嗎？筆者不禁期盼下次舉辦「『亞洲』『當

代』『同志』議題展」時能看見更多面貌與緊扣主題的藝術作品。 

西方同志、酷兒運動所引爆的藝文活動時常有許多前衛之舉，許多大型美術

館也願意策劃相關的展演，來作為反映社會以及跟民眾溝通的重要媒介。台灣首

次官方美術館的同志主題展覽初試啼聲就佳評如潮，策展人與驕陽基金會和台北

                                                 
197 胡朝聖策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導覽手冊，台北市：當代美術館，2017，

頁 46。 

圖3-28：溫馨，〈一一：澔〉，2013，數位輸出，180×
90cm。 
圖片出處：《光・合作用：亞洲當代同志議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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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館的三方配合，對性/別議題的關心與推廣實在是功不可沒，或許，經過「光

合作用」後，同志議題的展演在未來勢必更加茁壯。 

 

 

第四節 結語 

 

當代藝術中有許多跟傳統藝術不同之處，在於它勇於變革與嘗試，創新與挑

戰，甚至是開發與運用。在後現代主義潮流下，藝術家不斷解構自己也凸顯社會

問題，這來回運作的思想與反覆操作的過程就是一種酷兒力，它除了反動主流價

值外並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它還基進的做出許多怪異嘗試並試圖反映出真實

世界的樣貌。 

90 年代英國當代藝術家們的創作既強烈又精準地指出當代人的性/別議題處

境，他們運用酷兒力或帶著敢曝美學進行創作，手法不一定是令人愉悅的，甚至

可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其行為率性、誇張與矯飾、扮裝背後的積極意義在於公

開挑釁與挑戰霸權制度，創作背後的意識形態與運動策略，基進的挑戰了許多關

於人的生死、宗教、性/別等議題，它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並擁抱醜怪、詭異、

殘缺、疾病、死亡、浮誇的行動與身體，從中獲得力量來壯大自己。 

回到台灣來看，相較於歐美國家，同志、酷兒運動與相關的藝術表現在台灣

的時間與接受度皆尚未成熟，而藝術家個人的成長背景、生活經驗與學習經歷也

會影響作品的「出櫃勇氣」，目前，在極為少數的展覽中，肯表達自我並勇於現

身的藝術家已然是少數，更不用說，呈現出集合型的策展方式，將同志或酷兒藝

術聚在一起聯展，而這的確是一件值得好好鼓勵的事情。 

在第三章的書寫中，筆者使用了許多藝術家的作品例證進行討論，並分析「酷

兒力」與「審醜」美感，其中所舉例的藝術家大多跟自己的創作有某種程度上的

關聯性，希望梳理出跟自己創作相關的脈絡。 

第一節筆者分析酷兒「性別操演」的作品，將焦點放在當代藝術家的前衛作

品，從作品中討論性/別議題裡關於身體、權力、身份與空間的關係並認同敢曝美

學的價值，他們的作品帶有強烈的酷兒精神與觀念，充滿了反動性、能動性，值

得我們創作者借鏡。第二節論述審醜的另類品味，爬梳「審醜」的歷史脈絡與論

述「審醜」的三種美感模式之藝術作品，不討論美而聚焦在醜，藉此了解，無論

美的醜的、殘缺的完整的、淫穢的道德的，都有自身存在的價值。第三節則討論

性/別議題在台灣的展演，將論述軸線拉回台灣，介紹兩檔關於同志的展覽，顯示

在台灣的人權問題更受到重視。 

無論是酷兒作品的精神或是作法，還是圖像的選擇與意義，經過第三章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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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為接下來做準備，並在第四章討論筆者的創作方法與風格建立，預計分成三

部分，分別是「自身生命經驗的回溯」：敘述自身的生命歷程與艷俗的美感經驗。

「審醜美感的實踐」：用醜陋的圖像，例如變形、畸形、獸化等方式來做為畫面

的表現形態。「水墨之外」：以跨界的現象與異材質的操作來豐富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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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風格建立與創作方法 

 

 

漠視色情並無法讓色情消失，事實上，色情永遠不可能消失，這是人的本質，

所以基進的作為就是將色情做為性解放的工具，酷兒情慾藝術以肉身為主體，並

以慾望為精神，朝向色情的「異托邦」。面對自身關懷的情慾議題並實踐在生活

與創作中。如果我們可以認真的看待色情，它便可以使我們了解自己與自身文化，

此外，還可以鬆動嚴謹的父權體制，於是，筆者在本章節討論，在具有「色情」

與「酷兒力」的前提下，如何引入到自己的作品進行操作與反動，在風格建立與

創作方法上進行自我剖析與方法的分析。 

筆者將在本章分成三部分來論述，分別是： 

一、「生命經驗與敢曝操作」：敘述自身的生命歷程與敢曝風格的美感操作經驗。 

二、「審醜美感的實踐」：實際在作品上以醜陋圖像來操作，使用各種「審醜」的

方法，例如變形、畸形、獸化等方式來做為畫面的表現形態。 

三、「水墨之外」：以跨界的現象與異材質的操作來豐富自己的作品。 

首先回顧「「生命經驗與敢曝操作」，其中有兩條軸線，第一條是自己成長背

景的回溯並敘述「色情的生命歷程」，第二條分析自己「敢曝風格的展現」，深受

敢曝影響，在台灣鄉野的童年經驗中被視為「低俗品味的文化」形塑成現在筆者

的個人風格樣貌。 

第二，「審醜美感的實踐」，理解醜陋精神的積極性，將自己與他人的醜陋視

作一股力量，在時間的長河裡，將這些苦難、疾病、死亡、漸漸溶解成一種平等

的對待，依這種精神去分析「異化」下的不同的做法，筆者分類為兩個部分，第

一部份是「變形」，第二部分是「獸化」，用這種表現手法來回應今日社會中關於

「色/情」的議題。。 

第三、「水墨之外」，以材料的物質屬性著手，嘗試跨出疆界，模糊界線，消

解水墨精神中心，進而將水墨的本質鬆動。媒介物的開放，可視為水墨藝術與時

代潮流脈動一同前進的作法積極的來看，水墨的開放以及跨界現象是一種整合性

的「加法藝術」，使作品產生或得到新的意義，此處討論水墨的跨界現象，分為

「媒材的複合」與「空間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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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命經驗與敢曝操作 

 

鄉野的生活經驗被當成是「低俗品味」的草根藝術，有別於求學歷程，進入

到美術學院後的養成似乎產生某種衝突感，不過，也正是因為進入到學院體制，

才讓筆者在哲理思想上有了更大的涵養，同時，對於水墨的命題更加清晰，關於

水墨的歷史、禁錮、思辨、突破也是透過水墨體制內的學術養成而產生的。在這

樣的成長背景與學術涵養下，筆者進行自我剖析，接下來分為兩個面向進行討論，

分別是「色情的生命歷程」與「敢曝風格的展現」之美學觀。 

生命經驗總是藝術家的創作養分，它的影響很深遠無論是可見或不可見。台

灣在解嚴後的經濟狀態蓬勃發展，鄉村田野間各種大小型的民俗活動也如雨後春

筍般的出現，70 年代後各式迎神送神、酬神拜鬼、陣頭、孝女白琴、工地秀、牛

肉場等等的舞台節目與花車表演在鄉鎮間不斷舉辦，具有草根性的慾望場域不斷

流動，筆者的成長背景就在這種鄉野式的草根性色情模態中滋養成長，跟著電子

花車一起去表演，隨著家族成員走陣頭，在工地秀場看到、聽到許多肉慾橫流的

畫面與台詞，那些充滿色情的嘴臉、被偷窺、撫摸與趕場的後台人生通通記錄在

腦海裡，形成慾望機器運作的程式，詭異的是色情、宗教跟政治之間的關係讓筆

者對於這種矛盾感既疑惑又覺得熟悉，因為這是日常之所見，由於原生家庭帶給

筆者的影響加上當時社會氛圍之所見，觀看色情、宗教與政治運作的權力部署關

係便是那樣的合理。 

 

一、色情的生命歷程： 

 

色情是筆者創作時的中心思想，它有著挑戰禁忌與崩解制度的快感，它也提

供觀者窺探公、私領域的興奮感，筆者在前面章節已然敘述過色情的重要性，以

及自我風格的重要意義，所以，這一段的重點放在創作者自身「色情的生命歷程」，

因為風格的建立跟創作者身處的時代背景、成長過程，還有對性/別與色情經驗

及看法息息相關。 

 

（一）私領域的探索： 

回溯筆者的童年經驗，是經濟快速成長的解嚴時代，似乎打開禁令規訓後產

生許多解放氛圍，一種草根性的、生猛的色情經濟模式與美學觀就肆意的流竄在

羅東的鄉鎮間，筆者回想起童年記憶，當有廟會活動或是婚喪喜慶，便偶爾跟隨

著母親一起到工作場合，時而觀看歌唱表演宛如歌星，時而看她轉換成另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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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當成別人家的「孝女白琴」，母親的身份常常處在變化位置的過程。當她是

舞台上的演出者以姣好的身體、秀場般的歌聲與華麗的禮服展演時，台下男性對

女性發出訕笑與「挑選」的位階支配，在秀場舞台背後偷窺換禮服的群眾，豬哥

嘴臉顯露出男性對女性的色情慾望以及權力宰制，整個環境廟會、市場、公園大

多數是男性觀眾，現場喧鬧吆喝，呈現出非常強烈的「男性陽剛氛圍」，當時的

感受極度厭惡，只覺得這些「男性們」非常噁心，現在回想，可以理解當時為什

麼有如此感受？也明白那時候整個性/別位階的掌控權極度偏向「男性異性戀」

那端的權力部署。 

在葛爾‧羅賓「性價值階層圖表」裡，這種有商業、公開、淫穢的、爭議的

色情活動被劃分在「壞的性」那方，當母親的身體進入到公共領域展演後，她就

受到父權體制的掌控與支配，並且總是被「另眼相看」，被家族、被陌生男子、

被其他各式各樣的人貼上標籤（複數），而筆者從小對於這種藝界人生般的「色

情工作」只能噤聲不語，甚至，明白他人觀看的眼神帶有「憐憫」、「嘲笑」的「傷

害感」，雖然知道經濟弱勢導致色情弱勢，卻無法得到其他人的協助，後來，對

於別的男子（學生與成人）在提到「色情工作」時會特別敏感，一方面怕別人知

道母親的工作而感覺「丟臉」，令一方面又痛恨男性以上對下的操控方式傷害所

有「色情工作」的女性，所以，在原生家庭以及社會氛圍的衝擊下，很早就體驗

到色情文化帶來的總總「利與弊」，換句話說，筆者從很小的時候就對「色情與

性/別」啟蒙，而且對於「色情與性/別」是充滿衝擊感與矛盾感，這影響了筆者

後來對「色情與性/別」的看法，對男性觀點容易導向憎恨父權思想，卻又「學習

與模仿」他們的支配慾，但是，對於性位階低者永遠不帶有任何負面評價。 

為什麼當時覺得「色情工作」是「丟臉」？現在透過性/別議題課程的學習當

然早就不覺得丟臉，但也讓筆者反省與思考，想必當初的社會氛圍對於「色情工

作」必然充滿歧視與惡意，而「女性」跟「家庭婦女」的身份又更處在相對弱勢，

在這種三重迫害下，不管是家庭地位、社會地位甚至是心裡地位，其處境之不利

顯而易懂。現在回想起母親的「色情工作」慢慢梳理出多重情緒與對性/別價值的

看法，不但內化於心還影響了筆者對於「色情與性/別」的觀點，可以說，這裡就

是筆者關注色情作品與內涵的「原點」。 

進入青春期後，因為自己的性/別氣質而遭受過男同學的霸凌，也因為自己

的藝能科比女同學還厲害而遭到惡語相向，畢竟藝能科被當成是「女生專屬」的

能力，可惜當時並沒有「性平教育」，所以，這段時間對自我認同不斷產生抗拒、

否定、痛苦與悲觀的感受。 

高中時期對同性戀的任何資訊仍舊封閉，在沒有網路與相關資訊的時代，宜

蘭就是同性戀的沙漠，在男校同儕間對同性戀的態度也不友善，擔心自己「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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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會被發現，但也因為自己的性/別氣質不夠陽剛，也吃過「陽剛苦頭」，學

校依然沒有提供相關資訊，只能任憑自己害怕、無助，不過，對於性/別的第二次

啟蒙也是此時，當時出版了同性戀雜誌（GL 熱愛雜誌），為了想知道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跟自己一樣的族群？或是想知道跟我一樣的人在做什麼？所以都定期到

書局購買，由於害怕被別人發現，往往要將雜誌夾在不同的書本中一起結帳，遮

遮掩掩的結帳並感到「羞愧」，回憶起這段性/別養成，也是充滿了慌張與不安，

現在反思才明白，會做出遮遮掩掩的舉動不就是反映了當時社會、學校氛圍對同

性戀的壓迫，才害怕自己曝光嗎？更可怕的是，自己也被自己約束管制，要隨時

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以免身份外洩，就像傅柯對身體「權力與監控」的看法，

權力關係隱身於身體和社會體制間，當身體在對抗異性戀世界的「恐同」觀念時，

權力將不斷被移交、分裂或重組，自己的身體也被分化、延伸出去，成為另一個

管轄自己身體的權力副本，在來回過程中不斷的產生雙重壓迫的感受，這種迫害

感深植在筆者的身心裡，並具有巨大的矛盾的情結，也讓筆者對於身份認同感到

害怕與悲觀。 

在大學時期是筆者的第三次性/別啟蒙，參加同志社團可以跟你認識相同族

群的人，在茶店喝茶交友是台中同志學生的一種文化，參加的都是中部各大學的

秘密同志社團（因為當時還無法成立同志社團），彷彿自己的生命開始有了出口，

或許因為如此，這時候開始第一次色情議題的創作，以色情文化為發想，當時學

校附近許多理容院，使我回憶起小時候看過的妓女戶情景，再跟傳統喪事的地獄

圖掛軸結合，把台灣傳統民俗文化與色情文化連結，並形塑成艷俗風格的色情作

品，以此作為色情創作的開端。  

研究所時期是第四次性/別啟蒙，由於各種情愛經驗讓創作者產生出兩種創

作脈絡，一方面肯定愛情的價值，另一方面則強調獸性的成長，將性慾情愛感受

化成創作的動力，這段時間在追求感官刺激的慾望上花了很大的力氣，不斷的想

抓，想要滿足自己的各種層次的慾望，尤其是對陽具的偏好與崇拜，對於筆者來

說，就像生活用品一樣，很自然的就存放在周遭，甚至常常帶入到創作內容，透

過圖像讓觀者去習慣「私密處的公開」以及「男性權力的被審視」。 

前兩年透過同學進入到世新大學的性/別研究所旁聽，是筆者第五次的性/別

啟蒙，也是思想跟觀念上進步最多、進展最大的時期，透過課堂才了解社會學科

的學者、同學在課堂上針對任何微小的細節都能好好討論，不會因為任何「難以

啟齒」的語詞或是題目就害羞的說，甚至，要大方的看，還要大聲的說！最重要

的是從中獲得自己作品背後的論述價值。認真看待色情，了解色情作為一種批判

的工具，肯定它具有改變的力量，製造踰越來獲得愉悅，試圖鬆動周遭的人、社

會甚至國家的父權結構，它是社會進步與開放的承載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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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過去歷史，剖析筆者私領域的探索，將自己變成一個研究對象，爬梳自

己的成長經驗與學習經歷，對於「性/別與色情」議題的啟蒙與養成過程做了一次

重要的整理與紀錄，不只形塑成現在的性/別觀點與自我認同，還能回首過去，跟

過去試著和解，經過思緒的釐清，了解筆者在形塑個人風格時的歷史脈絡，也明

白筆者在創作作品時風格建立的原因。 

 

（二）陽具崇拜的想像： 

筆者對陽具的崇拜充滿想像與迷戀，

將它作為召喚色情的工具，在古代或現

代，陽具有不同的意義，在不同國家，陽

具也有不同的「用途」，舉例來說： 

1. 中國對陽具的崇拜表現在生殖需求

上，少數民族將它當成辟邪之物198（圖

4-1），生殖崇拜跟生殖器崇拜也不同，

前者強調子孫延續，後者則跟性能力

有關。 

 

2. 日本：鐵男根祭（かなまら祭）是祭祀

名為「鐵男根」大神（圖 4-3），大陽

具可以帶來子孫綿延，增加性能力，改

變運勢，當地的歷史脈絡裡，因為色情

產業的興盛，所以妓女期盼生意興隆並

免除性病的祈禱祝願，今日的「鐵男

根」大陽具成為子女、懷孕分娩、祈求

桃花運的守護神。 

 

3. 印度：信奉印度教神祇濕婆的神廟裡，

是膜拜濕婆的標誌，一根突起的圓柱代

表宇宙的能量支柱，稱為林伽，也是濕

婆或代表其陽具化身，可以創造出生

命，在東南亞其他國家如柬埔寨吳哥窟

神廟裡也有相同的林伽（圖 4-5）與神

話故事，也是來自於印度教的原因。 

                                                 
198 劉達臨，《中國五千年性文物大觀》，台北市：巨流，2000，頁 36。 

圖 4-1：雲南少數民族對男根崇拜跳舞。 

圖片出處：《中國五千年性文物大觀》。 

圖 4-3：吳哥窟神廟裡的林伽。 

圖片出處：
http://blog.liontravel.com/sunminghao/pos

t/4194/1846/25304，2018/5/25 閱覽。 

圖 4-2：日本川崎市鐵男根祭。 

圖片出處：
https://n.yam.com/Article/20130410371992，
2018/5/25 閱覽。 

 

http://blog.liontravel.com/sunminghao/post/4194/1846/25304，2018/5/25
http://blog.liontravel.com/sunminghao/post/4194/1846/25304，2018/5/25
https://n.yam.com/Article/20130410371992，2018/5/25
https://n.yam.com/Article/20130410371992，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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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丹：飛天陽具（圖 4-4）是佛教聖物之一，據說

可以闢邪驅魔，也可用來祈福，還可祈求人丁興旺。 

 

5. 希臘神話中的普里阿普斯（Priapus）具有超大且持

續勃起的陽具（圖 4-2），象徵生殖之神而受人崇

拜，在今日醫學是「陰莖異常勃起」症的詞源，不

過，在希臘雕像上不會出現大陽具，因為大陽具象

徵愚笨、非理性與性衝動。 

 

各國陽具崇拜的情形很多，從古至今皆有，甚至

是帶來好運的祭典，日本的鐵男根祭每年吸引許多遊

客前往參與，對陽具崇拜充滿歡愉，雖然多數的陽具

崇拜都其目的為「生殖」作用，不過從上述可以得知，

陽具崇拜仍具有其他目的性。 

遠古時代，古人認為生殖器具有獨立的神性，後

來，男性強化了陽具的價值，取代女性生殖崇拜，男

性陽具成為權威與力量的象徵，也是性能力的展現，

並且將父權體制建立的更牢固，認為女性是缺少陽具

的人，所以，父權社會對女性的位置歸類在男性之外

的性客體。現代人把陽具有意識的，有目的性的，主

動的把它作為性解放的工具，也許，這麼一來，陽具

也能作為打破權力階級的工具。陽具成為一種工具、

逗弄棒、刑具、或是獎賞之物，在這裡，筆者將陽具

做了物化想像，並且實踐在作品上。 

繪製陽具其中有一個原因是迷戀人體的某部位的器官，這跟有些人迷戀女性

的鎖骨一樣，或有的人喜歡豐厚的嘴唇，有的人喜歡柔軟的乳房，也有人喜歡寬

厚的胸膛或是強壯的腿部肌肉，而筆者對於繪製陽具充滿了熱情，這或許也帶有

一種戀物的感覺，將陽具視為一個珍貴的、喜愛的、可以把玩的物品，像是有些

人喜歡蕾絲邊的內褲，有的人喜歡充滿汗水的內褲，或是迷戀粗壯小腿上的長襪，

迷戀陽具就好像戀物情節一樣，把它當成是是沒有生命的物品， 

藉由迷戀身體某個部位來達到性慾的興奮與滿足，它像是可以控制的玩具，

如果它赤條條地出現，筆者並不會覺得被冒犯，相反的，還期待看到這些壯碩之

物勃起，無論是不經意的看到裸露的陰莖或是特意地看到褲子的隆起之物，甚至，

圖 4-5：普里阿普斯。 

圖片出處：
https://mythchicken.wordpr

ess.com/2017/09/23/2320/

，2018/5/25 閱覽。 

圖 4-4：不丹飛天陽具。 

圖片出處：段世龍提供。 

 

https://mythchicken.wordpress.com/2017/09/23/2320/（2018/5/25
https://mythchicken.wordpress.com/2017/09/23/2320/（2018/5/25
https://mythchicken.wordpress.com/2017/09/23/2320/（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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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那還是疲軟狀態時的陽具慢慢被喚醒，猶如魔獸被召喚一般，直到進入下一

個階段，陽具變得充血而且富有生命力，布滿微微鼓起的血管可以知道它堅硬無

比的狀態，猶如寶劍一般，期待它成為手中的寶劍，鑲嵌著璀璨的紅寶石在它的

尖端之處，也在寶劍劍身刻滿血管雕花。有些人會收集名貴的手錶、提袋或是昂

貴的跑車並描述其性能，多少馬力等等，筆者收集這些兵器，有的直挺的像巨人

手臂，有的彎翹的如揚起弦月，無論是彎曲或是筆直的武器，它們都有各自的屬

性與能力，而且都喚起了筆者的性趨力，強化了該部位的能力回到性慾跟創作一

樣，並從中獲得快感。 

筆者從生活體驗中找尋這些兵器，觸摸、使用並了解它們的特質，即便無法

親手把玩，也可以從觀看實際的陽具中品味一二，或者，進入色情片的世界，不

但讓筆者對不同的陽具有更多的觀看機會，也降低自己無法親手碰觸別人身體的

遺憾感覺，也就是說，色情片裡的陽具影像在某種程度上稍微滿足筆者在現實生

活中無法達到的性幻想。 

以男性為中心的色情視點聚焦在陽具尺寸大小以及表現程度，藉此來滿足、

成就自己的陽具崇拜，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大等於好」的迷思則會被拿來攻擊，

因為誇大的陽具或許會被解釋為強化陽具尺寸的重要性，而陽具尺寸又與男性雄

風、男性魅力或是男子氣概有密切的關聯，換句話說，描繪巨大的性器官可能會

加深男性對待自身的刻板印象，強化了某種區隔與權力位階。 

不過，筆者透過陽具繪製、再製的活動（圖 4-6～4-11），找了男性、女性、

男同性戀、學生、工作人士等諸多不同性/別位置的人來參與，希望大家將自己對

於陽具以及其延伸出來的看法、喜好的感受、討厭的感覺或是疾病污名等等，用

自己的方式加以肯定或是破壞，目的在於讓大家理解「這不是一根陽具」而已，

因為陽具背後必然承載了其它訊息或是社會意義，就如同先前所述的身體一樣，

身體一樣被銘刻上許多物質性、生理性以外的眾多訊息，但同時也要讓大家知道

「這就是一根陽具」，利用陽具來作為主體，告訴觀者這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陽

具，可以慾望它，不需要額外貼上太多標籤。總之，「這不是一根陽具」和「這

就是一根陽具」作品之目的在於： 

1. 希望透過公開的展示陽具而擾動不可見人的私密性。 

2. 對巨大陽具的描繪而破壞性器官的生殖作用。 

3. 憑藉著陽具上的可愛插圖去削弱對性病的污名。 

4. 經由複數陽具的展示消解異性戀男性對他人陽具的拒斥反應。 

5. 也藉由陽具上的裝飾效果來消除女性對它的恐怖想像。 

6. 最後，依各種陽具的展現來滿足男同性戀的心理幻想。 

在普普藝術之後，精緻藝術的高級美感與低俗藝術的粗俗品味已被打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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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觀念的薰陶下的我們，對於「美的消失」也沒有那麼的難以接受，因

為談到創作，「美」只是符合某些標準或秩序的平衡，甚至，不需要藉由「美」

來取悅我們，創作背後的動機或觀念還有相對應的哲思所提出來的問題或許更符

合筆者對創作的認知是偏向「再生的精神產物」而非「再現的自然景觀」。 

是故，筆者在對陽具進行幻想、評價、再製或集體創作時，所想表達的是作

品背後反映出來的意識問題，而不是「唯美主義」。接下來，筆者將這樣的思考

模式帶入到下一階段對於敢曝美學的操作策略。 

 

          

          

圖 4-6～4-11：本作品為共同創作，2013 年個展「類發展場小劇：他口桑の愛」， 

每張尺寸為 42×30cm，展出在師大德群藝廊 C 廳四面牆面，佈滿整個空間。 

 

二、敢曝風格的展現： 

 

敢曝風格帶有某種「審美」策略，言下之意，它不一定是美，甚至可能是惡

趣味或壞品味的呈現，它本身並非是高級時髦的身分，卻刻意聯結到浮誇、媚俗

的美感趣味；敢曝風格也是某種生存戰略，它利用「扮演」讓自己有個生存之道，

無論是激烈的戲謔反諷或是隱約的模仿操作，目的是要讓身體、精神得以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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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曝美學也是一種理念實踐，利用這種酷兒力量來擾亂某些保守的價值、作法與

表現形式，以這種手法來批判今日社會的某些問題。筆者將在下段介紹敢曝風格

的實際操作，以作為作品與文本的呼應。 

 

（一）艷俗色彩的運用： 

敢曝美學裡面參雜了許多廉價的現成物或是較為低級的品味，它顯示某些階

層的人的審美品味，而且是廣大階層的「集體喜好」，對於民眾而言，他或許不

清楚，為什麼喜歡這種風格樣貌的物件或色彩？或許是明亮鮮豔、光彩奪目所以

引人注意，又或者是廉價但看起來「美美的」也消費的起。筆者身為創作者，必

須理解為什麼喜歡敢曝美學，背後的原因為何？除了原生家庭、環境帶給筆者的

風格養成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這種感曝美學來作為藝術表現的手法，藉著這

種能力去反映甚至諷刺某些社會議題。 

如此看來，筆者選擇某種「審醜」的表現，艷俗色彩的運用以及敢曝美學

的操作皆是受到過往經驗的回應。當筆者面對生活環境時，透過周遭空間、生

活方式、還有自己的感受與參與，多方揉和後產生出自己的審美品味，主體並

非被動、消極的被周圍影響，而是根據自己在其中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滿足與

快感才逐步建立起這樣的風格品味，在從小到大的經驗裡，從艷俗的體驗、改

造到實踐，做出自身的「審醜」品味，拒絕對「美」有過度的追求，以實現自

己以艷俗情調來對世界做出回應之目標。 

艷俗或許帶有負面意義的媚俗，顯示出艷俗色彩是為了討好某一階層的民

眾並與菁英品味有所對立，不過，更積極的說法，或許是，對國家、社會、文

化所生產出來的各種樣貌，不論高級、低級，都應該去肯定任何品味的美感都

有其價值，不要使用一種單一化的標準去看待事物，面對多元性的社會不應該

用單一性的標準去欣賞它，如果只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審美標準，那麼其他「非

美」或是「不夠美」的藝術將無所生存，如此一來，究竟是我們的社會對於美

的品味的墮落，抑或是品味判斷的功能不夠健全？筆者在此處的作法認為我們

不應當鄙視艷俗或其他低級品味的美感，並肯定它們的美學價值。 

敢曝風格裡的艷俗情調跟色彩有極大的關係，這種浮誇的、過度鮮豔的、質

感較低俗的元素，正好是鄉鎮民眾要轉為中產階級的絢爛、華麗的「壞品味」，

言下之意，它展現了大眾品味的投射，擁抱各種從「低俗到高雅之間」的風格並

與菁英文化的時尚品味作為對照，形成兩者的差異，並強化了地方性色彩的使用。 

對於筆者而言，色彩一直是畫面表現中極為重要的角色，通俗性的顏色與物

件是一種親切而熟悉的感覺，也並非刻意選擇醜、拙、俗、豔、怪來呈現，而是

因為這些東西早已根深蒂固的編織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將外在經驗轉入到內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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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將生命轉變成藝術的昇華力量，通俗中的樸拙、粗野展現了草根性與個人情

感，並且有別於精緻藝術，因為作品展現出這樣的艷俗風格，所以，筆者才往童

年經驗去找尋線索與答案。 

筆者分析自身艷俗美感喜好的建立來自於童年對色彩的感受經驗，這個世代

的人，又住在鄉下，舉行婚喪喜慶時，環境大多是充滿螢光色以及通俗物件，於

是，艷麗且通俗的民俗色彩是筆者成長經驗中日常之所見，由此建構出來的美感

品味，再搭配民間藝術的通俗性內容，長期在這樣的生活下，很自然的將螢光色

與直白的言說方式融入到自己的創作風格中，對別人來說可能很強烈、很直接的

敘述方式，對個人來說卻很親切、很常見。 

在電子花車（圖 4-12）、工地秀、歌仔戲的舞台棚子

中，活動的佈景配置與舞台的搭建不是螢光色就是大紅

大綠的豔麗色彩，這種高彩度的視覺強度能讓觀眾可以

直接的看到舞台效果，回到筆者的創作來看，這種舞台劇

場的效果，能使觀者更快聚焦在創作者所想表達的內容，

鮮豔的色彩加上平面化的視覺效果，簡單的切面色塊增

加了畫面的硬度效果，就好像平塗舞台上的板子會跟主

題形成反差一樣，如此一來更可以凸顯畫面中的主體。 

電子花車與工地秀是台灣鄉里婚喪喜慶特有的色情

文化，它結合了表演者的身體、熱鬧的音樂、豔麗的禮服

與舞台佈景，表演者的脫衣秀與觀眾火辣的肢體互動，舞

者的歌唱，電子琴的彈奏，各種直白的黃色笑話還有粗俗

的用語，甚至還有十八招，用性器官開瓶罐、抽菸等等，

種種要件構成低俗的色情文化展演且熱鬧繽紛的活動，舞

者的展演效果也成為筆者在創作時對肢體動作的設計考

量。 

不過這些活動似乎都是為了要滿足某個階層的男性觀

點與品味，所以，對筆者而說，這樣的權力操控帶有悲觀

與攻擊性的作法，並將它展現在個人作品上（圖 4-13）。 

同樣的女性勞動與展演出現在台灣女性現代藝術家吳

瓊華（1952-）的「檳榔西施」作品（圖 4-14）裡。檳榔西

施也是台灣社會「性價值階層」裡非常弱勢的族群，但她

不以悲觀作為訴求，而去展現被當成低俗階層裡的生猛活

力之年輕肉體，此時，檳榔西施被性慾化的身體便充滿了

生命力並且流動在社會底層中各個位置，顯示出檳榔西施

圖 4-12：電子花車女郎。 

圖片出處：
https://goo.gl/images/hQT8

Zb，2018/5/26 閱覽。 

圖 4-13：黃昱斌，〈權
力遊戲 2〉，2017，綾
布、重彩，140×70cm。 

 

https://goo.gl/images/hQT8Zb，2018/5/26
https://goo.gl/images/hQT8Zb，20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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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男性）老闆與（女性）檳榔西施還有（男

性）勞工三者之間微妙的情慾流動與權力部署的關

係，她的工作場景猶如一個「景框式」的舞台，讓

觀眾跟檳榔西施主體在觀看與被觀看，窺視與被窺

視間形成一種女性物化、女性勞動跟父權關係的辯

證。 

電子花車女郎、工地秀舞者、檳榔西施作為當時

代勞工階級展現經濟的物化媒介，傳達了傳統農、

工社會、經濟、文化的消長與無可奈何的積極性。 

 

（二）身體操演的作法： 

身體操演是筆者從巴特勒的「性別操演」延伸

出來的概念，巴特勒對於性/別身份被產生的機制感

到懷疑，並且提出其論點，認為我們的身份位置並

不是固定而且不能改變的，而是經由不斷的學習、模仿和認同去「表演」出某種

身份樣態，它是一種被自己和家族、社會所建構出來的期待與結果，在這個觀點

下，既然身份是可以透過練習去表演出來，那麼，換個角度想，他是不是也可以

有意識的、有目的性去操作演練，進而改變自己的身份？如果我們的身份永遠處

在「被經驗的+1」的狀態，那麼，我們的性/別正本將可以不斷被覆寫，位置也就

會不斷的變動。 

回溯起童年記憶，「色情文化與色情工作」在性價值階層是被歸類到「壞的

性」的位置，國家機器、社會制度與異性戀男性，對於性/別弱勢階層的人進行層

層的監控與權力宰制，相同的邏輯思考，同性戀的身體與身份也被歸類在「壞的

性」，甚至，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逾越」的身份，「同性戀是色慾鬼魂，這很清

楚的是禁慾資產家庭建置的禁慾投射……是宗法制度下不合律法的『性』主體」

199，他被當成是有問題的主體，在家庭價值中，不但不具生產力，還只是虛無甚

至是該被毀滅的色情鬼魂，這種不符合家族制度、宗教律法的性/別身份被主流

異性戀所壓迫。有些時候，在異性戀體制針對同志族群進行壓迫與控制時還會「病

理化」同志族群，比如，同性戀族群時常被色情、疾病污名劃上等號，如前面章

節所說，同志與酷兒就是一種被污名化的身份，並且在發展的歲月中夾帶著許多

偏見與歧視，他們被當成道德瑕疵者，將色情與疾病污名化後，讓受污名的族群

更被污名化對待，因為這些少數族群還要處理「道德情感」和與之帶來的「道德

                                                 
199 陳光興主持，引言人：丁乃非、黃道明、倪家珍、謝佩娟，〈「同性戀的政治」座談會〉，《性

/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上)，元尊，1997，頁 194。 

圖 4-14：吳瓊華，〈綾逗陣來拜
年－吳瓊華檳榔．西施裝置藝術
SHOW〉，2006，國美館。 

圖片出處：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

aily/20060205/22382248，
2018/5/26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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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換言之，異性戀主體用污名化疾病與色情的道德行動，去強化性階層弱

勢者的身份，讓弱勢變得更被邊緣化。  

為了打破這種多重壓迫的身份，所以筆者採取「身體操演」的作法（圖 4-15

～4-18），用「被污名之物」來當成攻擊的工具，換言之，或許不需要過於悲觀，

就用色情與疾病來對抗這種刻板印象，並且表示色情、淫、放縱、好色、墮落、

疾病等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巴特勒的「性別操演」操作方式有三，分別是「拒

絕承認」、「換位思考」與「重複操演」，這場用身體為主體所策劃的活動剛好

可以用這幾種方式去帶入思考。 

首先，因為展覽的緣故，異性戀與同性戀齊聚一堂，不言說身份，以模糊性

/別角色，選擇不掉進「性傾向」與「疾病」的身份位置。 

第二，將上衣、褲子脫光，只留下內褲、泳褲，此時，部分被安排好的男同

志身份展現出健壯的肌肉，讓人有想碰觸的慾望，身體變成可慾望之物，部分「未

經安排」的男性也脫去衣物，跟著參與，此時有同性、異性戀男性，有的人在旁

觀看，這裡顯而易見的是，本來都有穿著衣服的觀眾身處在以異性戀為主體的環

境裡，看起來就像一般人，但隨著脫光衣服後，展現出各種姿態、言談與健美身

材，卻讓被邊緣化的「隱形」客體同志突然間「反客為主」，變成「顯示」出來

的同性戀身份，也就是說，空間裡的同性戀變成主體，而拒絕脫掉衣物的少部分

同性戀跟大多數異性戀則反轉變成客體，並顯露出尷尬與害羞的表情。換位思考

的目的在於，將性階層弱勢族群看成是正本，透過活動把異性戀變成另一個副本，

原先的副本透過身體展演，去取代、互換性/別位置，藉由玩弄性/別建構化的機

制，換位思考互換正本、副本，了解站在對方的位置，才能理解對方的處境。 

第三，大多數的觀眾還參與了另一項行為，就是拿章魚吸盤去沾紅色顏料在

彼此的身上蓋章，此時參與的民眾有男有女，有同性戀有異性戀，有裸身跟穿衣

服的，各自表達了自己的「身份」狀態，同時，這種開放的狀態，讓身體可以有

「結盟」：個人與他人結盟後能強化信心，找到盟友告訴自己並不孤單；「重複交

疊」：理解自己跟他人的身體是有多重交疊的身分；「允許歧異」：讓身體呈現打

開的狀態，並允許自己的身分位置是可以流變的，按照這些方式操作聚合成新的

身體並改變舊有的身份位置。 

在許多人的手上，他們拿著象徵疾病的紅色吸盤去對別人蓋出紅色的圈圈，

有些人紅圈圈在裸體上到處都是，有些人因為穿衣服所以只有蓋在手上、臉上，

有些人身材健美被蓋的圈圈比較多，還有些人面貌姣好所以臉上被蓋了很多紅吸

盤印章，當然還有些人在旁觀而沒有被蓋上印章，也有人先穿上衣服逃離現場，

現場氣氛十分歡樂有趣。 

這項活動的重複操演是藉由身體上的「疾病」來擾亂原先的性/別位置，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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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規範的穩定性，也就是說，利用紅色圈圈來改變人的身份，將沒有患疾的人

轉變成帶病的人，於是建構出一個新的身體身份，這麼做的用意是要告訴參與的

觀眾，疾病的流竄是不分性別、身份與身體，都有可能因為疾病而獲得一個「新

的身份」，不過，某些疾病可以治療痊癒，就像紅色印章被抹去一般，等到結束

後，他又變成健壯的男子，穿上衣服後，他又轉變成可能是異性戀的身份，所以

這種身體操演的活動，目的是要凸顯出身體身份的不確定性，來顛覆權力結構的

壓迫。 

還有一種情況是參與的民眾穿上衣服，把紅圈圈遮蓋住，彷彿將疾病隱藏起

來，這也是一種身體操演的改變策略，從患疾者的身份流變到「未患疾者」（被

隱藏）的位置。 

 

  

  

圖 4-15～4-18：本作品發表於 2013 年個展「類發展場小劇：他口桑の愛」，展演在師大藝廊 C 廳，
以脫衣裸露與蓋紅色印章的「身體操演」來擾動性/別的身份位置。 

 

此外，某些疾病並無法治癒，如愛滋病，它雖然有「不可恢復」的破壞性，

但藉由紅圈圈而導致的現身族群（複數），是否可以讓患疾者（單數）因為看到

周圍有跟他一樣的人，進而產生「我們都一樣，我們不孤單」的心理狀態，所以

增加勇氣去面對疾病的污名。所幸，現在醫療進步，可以延長患疾者的生命，但

長期以來，同志等於愛滋，愛滋等於死亡的污名與悲觀想法並沒有被消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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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只是希望藉由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展演」與「性別展演」，不斷去剝除標

籤，彰顯酷兒力量，避免讓自己成為某種負面身份下的受害者。 

 

（三）文字操練的執行： 

文字的說明性非常強大，對於能看懂漢字者而言，一旦看到文字便會主動去

閱讀它，觀者藉由可辨識的文字符號很快能進入情境或是語境當中，這種方式成

為筆者作品的表現形式，探究其緣由或許跟筆者成長背景有關，個人在小時候的

生活經驗裡常會看到靈堂、廟會搭棚（圖 4-19），還有布袋戲跟歌仔戲舞台，其

四周都會展示直接且帶有目的敘述

之文字。 

而除了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

要怎麼使用文字來當成創作元素之

一？因此，在本小節要討論的是如

何把文字當成符號來運用，透過作

者或是觀者的詮釋、再詮釋、歧異等

方式，讓文字翻轉成新的意義，成為

作品裡的重要元素。以下先針對符

號學稍加解釋、梳理，並依此延續、

增加新的概念。 

瑞士符號學專家索敘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認為語言也是

符號的一種，符號提供了解釋某物的內在訊息，符號學將其分為「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兩部分，「能指」指的是事物的外型、結構、顏色、聲

音、動作等等能見、能聽、能觸的感官知覺之物；「所指」是用來解釋「能指」

內在聯繫作用的概念與意義，兩者合起來則稱為符號。200 

符號的存在是用來解釋某件事情或者象徵某種事物，所以「能指」成為「所

指」的載體，彼此間就會產生關聯性，除此之外，當符號被建立或是被觀看時，

觀者與符號又會彼此連結，所以符號是在「符號本體」、「符號意義」，與「接

收符號的人」，三者之間形成彼此相互確認意義的關係。 

索敘爾提到語言的「任意性原則」是一種某個範圍內約定俗成的集合，用某

個符號的外型來代表這個物的時候，可能是當初被任意的指派表示其概念，例如，

「慾望」一詞的字型或者聲音（能指）是用來代表對某物內心渴望的概念（所指）。

將其拆解來看，這個詞的語音（能指）可能是任意的，所以可以用漢字寫成或是

念成「慾望」，也可以用英文寫成或是念成「desire」；另外，這個詞的概念（所

                                                 
200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符號學，2018/07/14 閱覽。 

圖 4-19：廟會搭棚。 

圖片出處：https://goo.gl/images/pVXNyp，
2018/7/16 閱覽。 

 

https://goo.gl/images/pVXNyp%20%20（2018/7/16
https://goo.gl/images/pVXNyp%20%20（20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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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是因為使用習慣以及約定俗成而慢慢建構出來的，如果一開始人們就將這個

詞賦予其它意義，比如「慾望」代表的是憤怒的意思，那麼當我們在說「慾望」

一詞的時候，腦海裡面自然出現的就是憤怒的概念。換句話說，索敘爾指出符號

的形成，在最初的狀態中是透過約定俗成與習慣任意結合而成的，但是，一旦兩

者的關係被確定下來後，符號就會有其穩定性201。筆者在此處並非是要鞏固符號

的穩定性，而是要回到「任意性原則」的狀態將文字符號系統再次打開，刻意將

「能指」與「所指」變異成其它用字或者概念，開放文字使用的可能性。 

美國學者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1914）則將符號學理

論再建立起新的觀念，符號之所以成為符號是因為它不斷的被「詮釋」

（interpretation）。前述索敘爾認為符號是眾多資訊的集合體，並且會因為使用的

穩定性而將之固定化，不過，皮爾士認為符號不是一個被確定好的集合體而已，

我們要透過其它事物來「詮釋」符號本身，對此，觀者必須不斷的介入使得它重

新生產出新的意義，因此，符號會逐漸轉譯成另一個符號，他的符號架構是「從

一種詮釋到另一種詮釋，端視詮釋者立足觀點。意義詮釋是潛在的無止境的意義

繁殖。」202（表 4-1）如此看來，皮爾士提出來的符號定義是動態的，它會不斷

發生意義上的改變，再通過詮釋、再詮釋的方式製造出新的符號，也就拓展出「無

止境的符號學」（unlimited semiotics）。 

 

表 4-1：皮爾士的符號運作模型。203
 

 

                                                 
201 https:// www.hk01.com/哲學/56836/索緒爾-能指和所指-語言的任意性-ep87，2018/07/14 閱覽。 
202 李建緯，〈什麼是符號學？從藝術作品談起〉，《暨大電子雜誌》第 40 期，南投縣：暨南大學

2006 年 5 月，頁 8。 
203 同註 20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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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延續前述兩位學者的觀念，延伸出「文字操練」的模型概念（表 4-2），

文字操練是一種「後驗的」（a posteriori）的執行方式，後驗文字累積先前文字符

號的資訊量，建立在許多經驗之後，理出了兩種路徑，其一從客體出發，針對同

一符號進行詮釋、再詮釋，它根基在先前的經驗然後再次延續，或者，在相同客

體的情況下，因為某些緣故，如地域性、民族性不同，於是被詮釋成另一個鄰近

但稍有不同的符號概念；第二則是「異化」原先的客體，解構客體初始的意義，

新建立的文字符號帶有「延異」的特質，隨著時間的推演讓它產生出奇異、歧異

的特殊用法，甚至，改變成相反的符號意義。 

簡而言之，文字是人造的符號架構，既然是人造的那就可以透過人再去重新

定義與詮釋，所以可以將架構拆除或是重構，誠如先前所述，先回到語言的「任

意性原則」，但不要固定化其用法，隨著當下人們的需求，經由詮釋、再詮釋、

異化、刻意誤用、扭曲等方法令其衍生出新的使用方式。無論是原意的延伸或是

被創造的新詞，抑或是相反的概念，它都指向同一件事：「符號的功能是用來傳

達某種訊息。」 

 

表 4-2：「文字操練」模型。204 

 

回到作品來看，創作中大量使用了「鄉民用語」，「過去、時下流行句子」以

及「素人、名人語句」，其用意除了增加畫面的敘述性、趣味性外，還運用文字

操練來達到顛覆之目的，藉此傳達個人理念並且破除歧視用語。 

依據前述模型概念，筆者使用三種方式進行操作，分別是「集合話術」、「回

擊權威」和「異化語詞」。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集合話術」，創作者將不同語詞、句子聚集在一起是因

                                                 
204 筆者根據皮爾士的符號運，作模型而進行改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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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們可以歸類在同一個屬性，它們有相同方向的

概念，也就是說，筆者先確立一個系列主旨，再從

「鄉民用語」，「過去、時下流行的句子」以及「素

人、名人語句」中網羅許多詞彙，並對此分類，從

中挑選適當的語句（符號與鄰近的符號），最後，將

這些物件拼裝組合，以形成該件作品的敘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字符號彼此間帶有「鄰近」

的特質，但各自又可以拆開解讀，並非有絕對性的

連結，如作品〈布袋羅漢〉（圖 4-20）使用四邊文字

是具有目的性之集合。 

接著來看「回擊權威」，某些身分象徵著權威，

例如警察、教師，而牧師與講道師父代表著神聖，

也是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威，宗教帶領著人們卻也

「統治」著人群，使眾人顯得渺小與謙卑，因此，

對這類具有高度精神權威的身分者，把他們使用過

的文字符號策略性的詮釋與再詮釋，改變「所指」

之原意，將文字、語氣加以嘲弄或是戲謔，成為一

種挑戰禁忌的實際作法，因為他們的形象已經從神

聖狀態轉移到具有爭議，也就是從完整、完美的形

象「反主為客」，轉變成被訕笑的對象，並且讓他們

在自己說過的話語中得到批評以及變成笑柄，如作

品〈沉思羅漢〉（圖 4-21）就是利用牧師美江在佈道

時說過的歧視用語，筆者再將之反擊回去。 

最後的「異化語詞」先將客體轉變到異化的客

體，利用諧音或是雙關語將文字符號替換成另外一

組詞彙，在「說話與聽話的關係」之間得以創造出

來，換句話說，「能指」的字型與「所指」的概念皆

發生改變，創作者再偷渡文字背後隱藏的真實含意，

用某個借代之詞或是諧音、同音，用另一種方式表

現出自己想說的弦外之音，這種刻意拿來誤用的作

法成為文字符號的想像與遊戲，形成一種幽默搞的

感受以及自我解嘲的力量，如作品〈托塔羅漢〉（圖

4-22）將「積積陰陰德」轉變成「雞雞硬硬的」，依

此打破禁忌用語以達性解放之目的。 

 

圖 4-20：黃昱斌，〈布袋羅
漢〉，2018，緞布、重彩，
70.5×168cm。 

圖 4-21：黃昱斌，〈沉思羅漢〉
局部。 

圖 4-22：黃昱斌，〈托塔羅漢〉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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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像異化美感的實踐 

 

「審醜」的美感也是某種風格的建立與運用，它不單指一種風格，而是指使

用「審醜」這種方式去進行創作的整體行為與實踐，由於擁抱醜陋，所以也帶有

強烈的酷兒性，而這種方式有哪些操作手法呢？將是本節所要討論的。 

醜陋、噁心、恐怖、奇怪的東西挑戰一般人的美感經驗，有時候藝術家刻意

製造出新的物種，藉此模糊了原有世界的真實性，這些令人怪異的物種常常跟神

秘、黑夜與死亡扯上關係，它並不是要跟光明形成對立面，或許，我們太習慣用

二元對立的方式將善與惡分開，如果我們用不同的詮釋與觀看方式，這些醜怪的

東西、嵌合的物種其實是跟漂亮的物件、美麗的生物並存的，對地球而言黑夜與

白天同時存在，只是在不同的位置，同時，它們也不應是完全對立切割，而是有

過渡、有模糊等等不同階段，而「異化」的美感實踐就在其中。 

「異化」的美感實踐就是醜陋的積極性，醜陋之物存在於真實世界，也生於

超越現實的想像，某種醜陋是奇特的，它或許是人與人、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

的混種；又或者是，使用機械（非生物）、植物再跟人體混合在一起。在本段中，

筆者將聚焦在「異化」成為「某種混種的人」來分析討論。 

從中世紀到科學啟蒙、進步的時代，甚至更早以前，整個時期是屬於「神權

觀念」， 地球上的一切都由上帝所給予，這種深刻的基督教義而影響的世界觀遍

佈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國家；在東方世界中，中國、日本、印度等等，對於世間萬

物的物種生成還有平衡，也都是由神來決定。 

不過在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之後的時代，

物種演化的概念才逐步確認起來，在地球生命史中生物演化的三個觀念分別是變

質演化、變形演化與變異演化。 

變質演化是一種突變的概念，藉由這種不知原因而發生重大突變的新個體，

再經由他去繁衍後代，由於這種突變是「跳躍」的、「莫名」的、「突發」的。 

變形演化主張物體經由長時間，慢慢的、漸進式的改變，例如受精卵逐漸發

育成型體的過程，或是某物逐漸演變為「更高等」的物種。 

變異演化則表示了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之觀點，生物產生的下一子代為了適

應隨時變化的環境，所以每一世代都會發生遺傳變異，以利生存和繁衍。 

從這樣的觀點去思索，物體在演化變種的時候，必定跟兩個很重要的面相有

關，也就是「時間」和「空間」，因為時間的演進而產生新的物種，以及，物種

要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所以自己發生變化，這些新的族群種類類別增加的現象，稱

為「種化作用」。筆者在此處並非要深入討論生物學的演進，而是想藉由生物學

的演化理論，讓自己在觀看自身族群產生出來的變異狀態時，能更明白這正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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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演進的過程，同志或是酷兒也是一樣，在面對外在艱困的處境（空間）時，能

夠發揮自己生物演化的能力，發展出或長出某些應變能力，以用來對抗或者適應

外部帶有惡意的世界，而且，不論時代如何往前，同志與酷兒都要培養出與時俱

進（時間）的能力，除了個人可以變異成新的個體外，聚集在一起的個體（複數）

也能發展出如「種化作用」般的新興族群以利生存。 

其實，這種演化觀點似乎跟先前提到梅洛龐蒂提到對身體的正本、副本模式

概念也有某部分的相同，因為我們的身體同時具有知覺與經驗，所以透過「時間」

與「空間」的因素，讓原來的身體再去異化成另一個身體副本，而這些片段的、

種化過後的副本群再去建構出一個對應世界的「完整正本」，但由於演化的緣故，

「副本」將持續不斷「+1」並生產出當下最新的「正本」，如此看來，演化論也

永遠處在變化的狀態中。以下，筆者試著分析在「審醜」美感下，我們的身體將

演化成什麼狀態？當同志與酷兒在面對外在的殘酷世界時，會有哪些「異化」自

己的方法？ 

 

一、變形是異化的運作方式： 

 

增生、殘缺和變異都是一種變形，也是「異化」的一種手段，他們對原有的

「一」進行加法與減法的動作，使得原先的狀態發生改變，變形的意圖為何？如

果可以「完整」為什麼要讓選擇自己不完美？身體發生畸變的成因又是什麼？扭

轉的身體是種逃脫現實的力量，怪異的身體除了悲劇之外能否有重新改寫劇本的

可能？以下介紹變形的三種方式： 

 

（一）增生： 

什麼是「增生」？在原先的主體上增加了許多額外的組織，藉由不斷的往外

擴張，逐步變成某種樣態以適應身處的環境，讓自己的身體能夠在那樣的空間以

利生存。不過，身體雖然適應了周遭的環境，但其他的功能卻也漸漸的產生出退

化的結果，例如深海魚類（圖 4-23），因為待在海洋黑暗的深處，所以有的眼睛

退化，有的身體變成凝膠狀的肉，有的外

型則向外擴張。如此看來，創作者使用濃

重的色彩與擴張的怪異形象來做為表達的

工具，其目的是為了讓主體更具有適應環

境或者吸引獵物的能力。 

 圖 4-23：水滴魚的身體由密度比水還要低的膠狀物質組成，以保持浮力。 

圖片出處：https://kknews.cc/pet/j83jvl.html，2018/5/26 閱覽。 

 

https://kknews.cc/pet/j83jvl.html，20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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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筆者的作品〈菊花台〉（圖 4-24）便使用了「增生」這個方法，「增生」是

身體產生畸變演化的第一種方式，當物種為了色情需求時，它演化成適合環境的

新物種，身體各部不斷的往四周過度擴張，呈現出失控的管理樣態，增生的肉讓

臉部失去意義，甚至消解臉部的社會意義。 

身體如果是一種知覺以及被知覺的存在，它猶如一個不斷累積前一次經驗的

集合體，最終，它變成一個感覺器官，這感覺器官是一具龐大的機具體接收器，

藉此來完成體驗世界的真實，帶有苦楚痛覺，夾雜興奮歡愉。脫下社會化的身體

外殼，將自己「肉體化」後，去除掉人性、神性，自己會轉變成什麼樣的「物質」？

肉體的自主性一詞使用，其背後之用意在於

將人可辨識的臉部弱化處理，因為臉部可能

顯示出過多的「人性」或「神性」，而忽略掉

肉體本來慾望享樂的需求，也就是在理性與

慾望之爭205中做出選擇。而且，臉部似乎透露

出太多複雜的訊息，外貌與表情成為決定性

的識別標誌，可能會干擾自身，這也說明了為

什麼有些藝術作品在進行繪製時刻意削弱臉

部屬性甚至去除臉部。 

作品消刻意解掉臉部而將焦點關注在身體的演化，失去臉部的社會意義與擴

張肉身的目的，就在於提供酷兒對於色情需求也能在某些空間裡有利發展、利於

生存的機會。 

 

（二）減少： 

在身體的「審醜」品味下，「減少」也可以當成創作者在表現酷兒議題時的

操作方法，「減少」是由完整的個體被拆解掉某部分，而破壞掉「1」的完整性，

它的用意除了讓觀者看到「減少」背後的歷史脈絡與負面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

告訴我們「減少」也可以作為某種力量的展現，換句話說，在此處，筆者將論述

兩種因為「減少」而引流出來的狀況。 

                                                 
205 希臘時代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古希臘酒神）象徵了肉體慾望享樂的一方，在葡萄酒的

影響下使人產生催情、迷戀等等狂喜的感覺，這些感官感覺輕飄虛渺但其實真實存在。酒神

象徵狂喜愉悅與瘋顛，喜樂是身體的切確反應，肉體被視為達到快樂的媒介物；太陽神阿波

羅則代表了理性的一方。 

圖 4-24：黃昱斌，〈菊花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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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的角度下，從殘缺的歷史脈絡來看，

不同時空與歷史情境下的主體，是有可能「被當成殘

缺不全者」，比如女人、聽障或黑人。女人被當成男人

的財產，所以「不是完整的成人」；聽障者無法表述正

確、清楚的話語，必定沒有能力去管理自己財產，所

以也是「不完整的人」；黑人被認定為智力不全，只能

成為買賣的商品，甚至不被當成人來看待。這是關於

殘缺的「認定」，而長期以來，這種認定是被社會與文

化建構出來的樣態，從上面的例子來看，殘缺的定義

都是由「他人」來決定，而誰是這個「他人」？答案顯

而易見，是以「異性戀」「正常」「白人」「男子」之族

群所營造出來的「主流社會」所共同建構而成，殘缺

者的形象與背後承載意義，是「被建構出來的」，也就

是「被社會殘障者」。206 

對一般人的身體而言，「減少」就是一種「殘缺」，

電影〈慾蟲〉（圖 4-25）主角的殘缺形象被大眾與家族

視為個體「不完整」以及「去性化」的狀態，對於殘疾

者身體的「生理」特徵，用社會、文化的「心理」認定

去負面化他，並且否定他的需求，顯示殘缺者的性/別

階層是被懸置在極為邊緣位置。如同在現代社會裡，

一個人的外在形象是一種判斷標準，用來判別這個人

的價值或者憐憫他失去價值。在這種負面觀感下，「殘

而不廢」才能說服眾人將他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作品

〈降龍羅漢〉（圖 4-26）也點出了這個事實，殘疾者往

往要更努力、更謹慎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而這件事

情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值得我們反省思考。但回到酷

兒的力量來看，或許，殘缺的背後象徵了某種強韌的

精神特質，也展現出一種對現實世界挑戰的力量。 

「減少」的樣式還有一種是「削除」，作品〈長

眉羅漢〉（圖 4-27）便顯示其用意在於削掉身體某些

「不適當」之處，這裡的「不適當」指的是不符合家

族或社會期待之物，例如性傾向、同性戀身份等等，

                                                 
206 H-德克森等著；林家瑄等譯，劉人鵬等人合編，《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新北市：

蜃樓，2014，頁 144-147。 

圖 4-25：若松孝二，慾
蟲，2010，電影劇照。 

圖片出處：
http://swfilms.pixnet.net/blog

/post/27840333，電影官方
網站，2018/5/26 閱覽。 

圖 4-26：黃昱斌，〈降龍羅
漢〉作品局部。 

圖 4-27：黃昱斌，〈長眉羅
漢〉作品局部。 

 

http://swfilms.pixnet.net/blog/post/27840333
http://swfilms.pixnet.net/blog/post/2784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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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透過「去除」的動作以配合他們的期待，換言之，繪製「削除」的目的在

於提供觀者是否察覺到某些價值觀也會壓迫到弱勢族群的反思。 

 

（三）變異： 

「變異」是身體畸形的第三種模式，因為某些外部或內在因素，導致身體發

生變異，所以身體的器官發展與一般人不一樣，不只變化還讓人有種怪異感，否

定了人的觀看習慣。「變異」的身體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生物發展歷程中的「變

質演化」，這種突變是跳躍的、莫名的、突發的，正因為如此，改變器官的位置

也能作為一種怪異的「審醜」操作方式，它給人一種莫名其妙、突如其來的變化

感受，而突變的原因可能跟外部環境的刺激有關，例如輻射的照射、氣候變遷、

致癌物質的影響；也或許跟內部遺傳、基因重組或疾病擾動有關，它的目的是為

了維持物種的多樣性。 

在幻想中「變異」或許有

許多種樣式，不過，筆者只選

擇跟性器官有關的變種生物

來談，〈星際戰警 2〉的電影

劇照（圖 4-28）內容剛好呼應

本文主題，其目的是要以詼

諧、直接又逗趣的方式去顛

覆陽具不能直白言說或是避

而不談的特質。 

倘若身體的樣態沒有被二元美醜框架著，那麼每個物種都是獨特的，自然就

沒有美跟醜的問題了，如果我們在觀看器官位移的操作方式中認為他不符合社會

常態，那麼我們便無法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這件事，也就陷入了二元圈套。 

如此看來，我們不應當將「變異」當成是醜陋的，因為自然裡是沒有醜的事

物，成熟裂開的果實、近乎腐爛的屍體、動物齒間流下的口水，這些絕對都稱不

上美，但它們都是依循自然而生，任何事物都有其偶然與必然發生的情況與結果，

有它們各自的韻律與獨特的風姿，它們就存在著。207這是採取某種「平等」的說

法，無論是被歸類在美麗或是醜陋的物種都同樣展現了生活的真實。 

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如果某個物種脫離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我們還是會對

它進行負面評價，但是，當代藝術就是要突破以往的審美價值與判斷去表達作品

理念，這是一種顛覆性的作法，它利用自身醜陋與怪異的另類形式去反映世上不

                                                 
207 安柏托（Umberto Eco），彭淮棟譯，《醜的歷史》（HISTORY of UGLINESS），台北市：聯經，

2008，頁 33。 

圖 4-28：MIB 星際戰警 2 的一景。 

圖片來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301002116

-260404，2018/5/26 閱覽。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301002116-260404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301002116-26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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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只有唯美的命題，因為人類所製造的麻煩充滿

了許多「不美」的問題，或許，這種直白強烈與幽

默的敘述方式更具有酷兒力。 

換句話說，筆者認為改變器官位置的「變異」

方式深具酷兒性，作品〈說謊者〉（圖 4-29）也是

把陽具拿來當成性解放的工具之一，以新物種的

產生來攻擊自身遇到的困境，不過，在本段筆者

並非要討論生物學、遺傳學，而是利用這種理論

帶入到作品裡面，論述這種有別於以往的怪異形

體也有正面積極的社會想像與社會價值。 

 

二、獸化是酷兒性的積極作為： 

 

獸人是當代藝術中再次被重視的藝術作品，其實我們可以從歷史圖像中看到

許多關於妖怪或是獸人的作品，例如東方神話中的女媧是人臉蛇身或是山海經的

眾多圖像。古時候的人類對野獸有很崇高的景仰，因為野獸的某些能力往往是人

所不能及的，所以有些部落的圖騰是野獸，甚至某些野獸是至高無上的象徵，追

求獸化的能力是希望達到對某種能力的渴望與念想，接下來筆者介紹三種獸化的

作法： 

 

（一）獸人： 

「獸人」是一種混種的圖像，在形象表達上有「獸」也有「人」，在意義上

也有「獸性」和「人性」。產生「獸人」的情況顛覆了物種的生殖隔離概念，卻

增加了物種混合的奇異想像，也是某種「進化」的概念。 

「變異演化」是生物學的重要理論，意指在相同的物種中產生出來的差異性

狀（Phenotypic trait），也就是說，同一物種內的差異個體就是變異，性狀是指生

物的型態、結構和生理特徵。在這種演化的觀點，當然不可能有動物跟人的混種

情況發生，但是在藝術家的演化的想像，卻可以讓不可能變成可能，而且是有目

的性的操作，獸人帶有「獸」與「人」的屬性，也就是說，不論是哪種獸的性狀

混合，其最終必定為「人」，在這個大原則下，各種獸類的特徵就可以帶入到人

的世界裡，跟人混成一種新的物種，對於筆者而言，這是一種「雜種優勢」而非

「雜種衰敗」，因為筆者操作的獸人目的是要讓人可以更自在的面對自身的慾望，

而不是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般對人性異化後的悲觀回應。 

圖 4-29：黃昱斌，〈說謊者〉
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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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記》的內容顯示人在殘酷生活中的異化與社會隔閡，當主角在化身為

蟲的過程中便與社會逐步的切斷關聯，此時主角還是人，還想保有跟家人的連結，

在過程中他逐步了解身為醜陋的或是不被接受的苦痛，並依此感受他人之苦而有

所省思，但悲觀的是，最後主角身為人的主體意識消失，失去價值的他隨即社會

性身份也跟著消失，此刻，他將不再存在。如同水墨創作者許君瑋（1984-）的作

品〈胖胖熊貓電腦宅〉（圖 4-30）中，混合人跟動物的樣貌與屬性，藉此來反映

社會與批判人際關係的問題。 

「獸人」被 3C 電子產品制約與綁架的狀態，表現

了現代人跟科技社會之間的疏離感，同時也反映了藝術

家對卡漫風格的愛好。雖然他的作品總讓人覺得熟悉並

使人會心一笑，不過，筆者卻認藝術家觀察人們日常生

活的狀態並非溫馨畫面，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存

在」，「存在」是人跟外部世界的連結與經驗，當人被科

技機械產品控制住時，可能人就漸漸消失身為人的屬

性，如同卡夫卡《變形記》那樣，主角漸漸放棄自己而

變成一隻臭蟲然後死去。 

與之不同的是，筆者設定的角色是對於色情擁有強

烈力量的「獸人」（圖 4-31），人類的性跟動物的性有所

不同，但我們更刻意的將人類進行獸化，模糊界線，將

人類的性階層朝向動物的性靠攏，如此一來，沒有所謂

「好的性」或是「壞的性」，依此打造出獸化的慾望主

體，並做到真正性自主的存在。筆者要討論的並非是人

的消失問題，而是在保有人的意識狀態下，利用獸化的

操作方式其目的為何？ 

人類無法使性慾消除，無法抹滅掉性的存在，於是

只能在「規定」上面動手腳，也就是說，國家與社會「規

定」性被限制在某些適當的時機才能表達，私人的場合

才能進入，特定的情形才能享受，性慾本身的主體被附

加了太多的規範，肉體與性慾在教條的箝制下，只能「有

條件」的生存下去，因為人類將倫理、道德無限上綱，成為單一標準後我們便害

怕去談性，甚至「恐性」，擔心激情過後製造的混亂後果將使人難以收拾。 

當性因為某些目的而被建構起來後，它已經失去單純的主體，比如婚姻與性

的連結，這種作法是人類將自己從動物轉化成人的重要方法，婚姻的聖潔背後隱

圖4-30：許君瑋，〈胖胖熊
貓電腦宅〉，2015，彩墨，
194×112cm。 

圖片出處：藝術家提供。 

圖 4-31：黃昱斌，〈菊花
圃裡探菊花〉，2007，壓
克力、緞布，120×1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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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著高度的忠貞，忠貞的背後卻是去除性慾化的身體，那麼如果我們要打破長久

以來的模式，或許我們可以反向回去，讓自己由人轉化到動物，藉由「獸人」的

身體與精神，來對抗社會中對色情的社會化壓迫。 

 

（二）嵌合： 

另一種獸化的方式是「嵌合」，動物的肢體與人混種後產生出新的力量，它

是自然長成的屬性，期許此種生成方式可以保有某種獸類的特質，並且強調那一

項特質的能力，同時保有更多的人類屬性。 

嵌合體的原意從希臘神話而來，是一種獅頭羊身與蛇尾的吐火怪獸，遠古時

代的神話故事對於這種混合型的物種並不陌生，像中國的龍、麒麟也是如此。生

物的嵌合是由兩種以上的「個體」共構成一種生物體，這種雜合式的嵌合保有各

自一半的基因。 

「人類嵌合體」可能由一男一女或相同性別組成，在一個身體內出現兩種以

上的基因，他們不會生出子女，卻會生下外甥或姪兒。而「人獸嵌合體」在現今

的醫學裡，是為了要解決移植器官來源不足的問題，因為在某些動物內可以培育

出可供移植的人類器官，異種嵌合體的實驗目前仍在進行。 

由於「生殖隔離」的特性，所以，人與獸並不會產生「人獸雜交體」，不過，

創作者在面對社會處境時，認為人需要獸的某種能力以對抗或適應這外在世界，

所以提出嵌合的「進化」需求。 

在漫畫《獵人》的嵌合蟻篇（圖

4-32），因為嵌合蟻女王吃下人類與

不同野獸而混合出新的嵌合物種，

新物種有著各種混合的基因，保有

人類的特色，如取名字、個性還有

身為人的片段記憶，新物種也帶有

野獸的特性，如新一代的動物肢被

強化成攻擊的武器，是一種既聰明

又有力的新物種。 

「嵌合」的目的是為了增強自身的能力並維持物種的延續，作品〈質變 1〉

（圖 4-33）中的角色長出力量、讓身體接合或生出異質性的動物肢如章魚腕足，

依此回應色情力量的展現，消解人性後反而強化自己，讓自己擁有抓取、鑽洞、

纏繞、偽裝的特性，然後保護自己與攻擊對方，於是動物性的流變成為一種性解

放的過程，使自身演化成適合這個慾望空間的新物種。 

圖 4-32：嵌合蟻中的角色具有蠍子的注射功能。 

圖 片 出 處 ： https://goo.gl/images/CmWuWg ，
2018/5/26 閱覽。 

 

https://goo.gl/images/CmWu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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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有人性的人解構成具有意識

的器官身體時，也宣示了外界的、道德

的、人的規範遭到解離，不過解離並不

是空無或是消失，而是一種對於規範的

挑戰與爭取，此時，嵌合或者生成了動

物的力量，更能讓自己在肉體與社會，

慾望與道德，野性與文明裡「適者生

存」。 

 

（三）擬態： 

「擬態」也是生物演化的一種方式，物種為了適應環境而將自身的身體結構

發生改變，用意在混淆掠食者的認知，其目的就是為了要隱藏自己或保護自己，

掩人耳目才能避免遭受不測。 

「物種的作法是將身體外型或顏色演變成跟四周環境非常相似，像是蝴蝶翅

膀的斑紋或假觸鬚，可以欺騙鳥類而攻擊到「錯誤」地方，藉此保住一命；或者，

物種產生出另外一種物種的特徵，讓掠食者誤認為被獵食者是有毒、危險、無用

處的生物外貌，進而達到瞞天過海的目的。也有另一種作法如變色龍一般，牠的

「擬態」作用是為了獵捕，所以將自己隱藏起來，發展出身體的膚色能偽裝成周

遭的環境色。 

如果將這種生物學概念拉到創作來看，將主體

以造型、色彩、結構、姿態等等隱身在某個環境中，

或是扮演成某種物體，以求得另一種身份的產生，

擬態是要在身體各部之間取得一種偽裝的整體，但

實際上，他又有各自存在的功能，比如某個擬態的

部位是為了要欺敵，所以就算被犧牲掉也無妨。擬

態的呈現表示它不是真正的某物，而是「模仿之

物」，而且是多重的混搭，如同膠彩創作者黃柏維

（1982-）的作品〈奧克拉蜘蛛〉（圖 4-34），他把人

的器官拆解，再將器官置入到昆蟲造型，或是相反

操作，將昆蟲零件組織成人的結構，形成兩種擬態的效果，藝術家自述： 

 

擬態，是昆蟲在自然界中欺騙他者的偽裝術，是為了躲避天敵的攻擊而求

生存的一種方式，……在我的作品中是以人去擬昆蟲之態，自身器官的解

圖 4-33：黃昱斌，〈質變 1〉，2013，水墨、
膠彩，56x79.5cm。 

圖 4-34：黃柏維，〈奧克拉蜘
蛛〉，2011，膠彩，90×90cm。 

圖片出處：藝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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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重建，在虛擬狀態中與自然界中的物件進行拼貼，試圖去對應現今生

活在虛擬和現實世界間難以區分、自我矛盾等狀態，以一種消弭原有物件

關係的平行組裝後，造成另一種可能性。208 

 

昆蟲和人物各自解構而取得對方的能力，將擬態的方式強化成更適合生存於畫面

世界的新物種。創作者用昆蟲微觀的世界，融合自己對生命的脆弱、無奈的看法，

站在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兩端進行生命的思辨。 

生物擬態有好幾種樣式，有些透過顏色，有些身上散發出氣味，還有的發出

聲音，以及假扮成其他物種的外型，用來干擾周遭的不利因素，換句話說，「擬

態」物種在空間中磨滅了自身的主體性以求生存。 

如此看來，筆者面對生物的物質性擬態做了另一角度的思考，也就是說，刻

意將「擬態」拿來作為人的社會性擬態操作，如果從這個切入點來看，「擬態」

就未必是一個改變外型的物種而已，而可以引申出它的抽象意義，藉由這個意義

讓觀者去思考創作者的用意。 

當同性戀每天都生活在異性戀建構的世界中，他要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將自己模仿成異性戀所規範或期許的社會樣態，筆者《十八羅漢》系列作品

（圖 4-35～4-37）便在討論這種情況，各種身份的展現必然與環境有所關聯，在

周圍嚴苛與殘酷限制下，對同性戀主體進行攻擊，他不只是一個物體的隱藏及保

護機制而已，擴大範圍來看，這是同性戀「物種」跟異性戀「環境」裡的交互作

用所產生的演化問題，所以，筆者認為這是雙方交互作用下產生的「擬態」結果，

其顯現出來的樣貌最終將會「擬態」出一個死亡意象，也就是骷髏頭造型，積極

上來說，當觀者看到骷髏頭時，必定被帶入到死亡議題的辯證，我們是要悲觀地

接受死亡的終點？或是藉由死亡的告知而去更加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圖 4-35～4-37：黃昱斌，《十八羅漢》系列作品局部。 

                                                 
208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510/959，黃柏維自述，2018/5/27 閱覽。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5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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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墨之外 

 

「水墨之外」的用意並不是要放棄水墨媒材，也不是要抨擊傳統的筆墨精神，

而是在面對水墨時採取往外擴展的策略方式，站在後現代主義的精神下，以「延

異」的方式來鬆動水墨的結構，對於水墨的物質性加以延伸，是否能成為另一種

逃異的路徑？我們可以思考，水墨從古到今發展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是直線型的

歷史脈絡，卻在後現代的來臨產生了變異，也就是說，當代造成斷裂、片段、去

中心化原有的線性結構，讓帶有國族主義的「國畫」脫離了原本的規律運動，製

造出另有風貌的水墨藝術。某些水墨藝術家走向另外的道路，披荊斬棘往外擴展

的目的是什麼？ 

另闢蹊徑的好處除了讓媒材可以無限擴張外，在題材上也可以毫無禁忌的使

用，或許，對於某些水墨藝術家而言，這已然不是「水墨純種」，但是，換個角

度想，文化與藝術早已混種了數千年，而我們不就是隨時在殖民與後殖民當中不

斷的累積與迴盪，才混種出更多元的藝術樣貌。 

當代藝術中有許多跟傳統藝術不同之處，它喜歡變革與嘗試，創新與挑戰，

甚至是開發與運用。在這種浪潮潮流下，藝術家不斷解構自身與凸顯社會問題，

筆者認為，這來回運作的思想與反覆操作的過程也是一種酷兒力，它除了反動主

流價值外並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它基進的做出許多怪異嘗試並試圖反映出世

界隱藏的「真實」樣貌，而不是外在景色的忠實再現。 

如此看來，這種酷兒力就是某種異質性的挑戰，它顛覆了我們觀看水墨的視

覺形式，從平面跨越到立體，從立體跨足到空間，將自己的領域往外擴張，試圖

從材料或是跨領域中開發出新的可能性，讓水墨藝術變得更為活絡，也就是說，

「水墨之外」的命題並非是對水墨「繪畫」的否定，而是對水墨「藝術」有更多

的想像與包容，讓它在原先固定的位置上產生一種流變感，用以延展與異化當代

水墨作品的產生，讓水墨作品產生多樣性。這麼一來，直線型的水墨繪畫與片段

式的當代水墨都有各自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兩邊的脈絡都豐富了水墨藝術的廣度

與深度發展，並且建構出新時代的水墨藝術。 

在蔡文汀《多重並置與跨介擴延複合型態水墨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論文中

提到關於「水墨是什麼」的敘述： 

 

「水墨是什麼」則是在帶有質疑水墨本體論的過程中，進一步選擇釋放自

古以來的傳統媒材中心論點，在「多重媒介」、「跨媒介」觀念的操作介入

以及著重交叉並質的創作方法概念下，解構了媒材本身特有的區域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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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穩定結構狀態，逐漸朝向混搭的多重媒介意義轉進。209 

 

「水墨是什麼」的命題用意是要觀者提出疑問，以往我們會懷疑「什麼是水墨」？

而它是一種在水墨精神或意義認定上的意識問題，換言之，他還是以水墨精神來

作為水墨創作的本體；不過，「水墨是什麼」則從材料的延伸與藝術種類的跨界

合作去思考水墨藝術被解構後產生出來的活潑度，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本章的分析討論將以材料的物質屬性著手，嘗試超出單一媒材的界線，或者

將材料複合起來，以模糊材料之間的差異；又，討論不同藝術領域間彼此相互合

作的可能性，跨越領域間的疆界，讓水墨表現與過去的平面繪畫方式有所差異，

以產生水墨的異化效果，如此看來，這種作法帶有一種開放的意識，對傳統水墨

的疆界進行解疆域化的動作。 

水墨的異化將消解水墨國族主義中心，進而顛覆水墨的法度，打開創作的媒

介物，可視為水墨藝術與時代潮流脈動一同前進的積極作法，筆者認為，水墨的

開放以及跨界現象是一種整合性的「加法藝術」，它讓作品產生出新奇的、新的

物種的面貌，或是讓作品的詮釋有了不同的看法，此處討論「水墨之外」將分為

「媒材的複合」與「空間的解放」來進行論述。 

 

一、媒材的複合： 

 

「媒材的複合」是把水墨材料進行複合式的應用，它打破材料的限制，也打

開水墨對於工具使用的封閉系統，將筆、墨、紙、硯創造出來的文人美學觀解構

成當代材料的擴充。 

從材料的發展來看，從古到今或從西方到東方，藝術的類型與分類就跟媒材

有極大的關係，而媒材的發明亦可能造成某一種藝術類型的發展，如管狀顏料的

發明造成水彩與油畫的迅速發展；而中國的紙材與墨汁的發明則引入到文人品味

或是國族思想的表現。但這些作法似乎都只是把材料看成操作的工具與最終呈現

結果的素材而已，換句話說，一直到後現代思潮蔓延，藝術家才開始思索「材料

的可能性」以及「材料背後承載的意義」，而這種作法讓「材料」才有自己表述

的機會。 

然而當代藝術更著重在觀念的敘述，反映各種社會議題，從人類學、社會學、

經濟學等等角度去切入，單一的材料或許無法滿足某些藝術作品的言說，所以，

                                                 
209 蔡文汀，《多重並置與跨介擴延複合型態水墨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論文，台北市：師大美術

系，2016，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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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的使用上似乎也搭上這股風潮，也就是說，藝術家用異質性的材料混搭或

複合，來表現當代觀念的多元性或者看待事物角度的多樣性，它背後潛藏的意義

是打開材料的單一性、局限性，用開放新媒材的態度與翻轉舊媒材的方式，來因

應這個多重混雜與多樣化觀點的社會。 

 

（一）基底材的選擇： 

國內學者蕭瓊瑞（1955-）對「現代水墨」的形貌、結構與實驗中歸納出七種

類型，包含：1.寫意 2.墨色 3.形意 4.抒情 5.構成 6.觀念 7.色彩，再從中討論這七

種類型的現代水墨樣貌210。從他的分析中可見，「材料」顯然是被忽略的環節，

其發展也未被多加關注，紙材被視為載體似乎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所以，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試著從物質材料談起。  

一般來說，水墨創作是使用宣紙、棉紙等紙類材料

來當成作品的基底材，因為墨汁在紙張上的渲染效果與

層次變化極為豐富，而且能夠畫出非常精密的線條與筆

觸。宣紙的特性也輕巧、透薄，弄濕之後還具有可塑性，

好處很多，如藝術家彭薇的作品〈蒼蠅〉（圖 4-38），利

用宣紙的可塑性去塑造出女體，依此來討論性/別議題中

女性的處境問題。 

不過筆者卻很少使用紙材作為創作的表現，因為紙

張過於脆弱，筆者習慣的的繪畫方式反而會把紙材的特

性變成缺點，甚至在其他材料或工具的介入時容易破

損。過去的水墨作品重視的是水墨在紙上的暈染與筆

觸，所以畫面上的顏料與墨汁是往纖維裡面滲透，不過，

在筆者的創作上除了希望有暈染的效果外，還希望顏料層有一定的厚度，所以，

布料一直是筆者長期以來的創作材料。 

中國繪畫使用絹布的歷史久遠，不過，在其他的布料使用上，卻從未將繪畫

放入其中，或許是因為白色的、細密的絹布已然是最好的表現材質，也或許是古

代畫家在進行創作時都必先將絹布刷白的「繪素」作法，又或許是古人對於色彩

運用的避諱，所以，這些具有繁複、華麗、典雅的花紋布料也只能當成裝飾一途。 

筆者試著分析布料與紙張的特性（表 4-3），雖然在中國繪畫中絹布的使用早

於紙張，但是，在紙張的發明出現後，繪畫表現在紙張上成為一種快速、效果又

                                                 
210 蕭瓊瑞，〈台灣現代水墨的類型分析---以台北市立美術館藏品為對象〉，《現代美術》143 期，

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2009，頁 50。 

圖 4-38：彭薇作品〈蒼
蠅〉。 

圖片出處：
https://baike.baidu.com/it

em/彭薇#6，2018/7/17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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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呈現方式，也就是說，紙張取代了布料的普及性與方便性，不過，筆者還是

分析這兩種素材的特性，以作為自身創作選擇的原因： 

 

 布料 紙張 

延展性 具延展性 不具延展性 

保存性 易保存、不易壞 不易保存、易壞 

承載性 可承載厚重顏料 較不易承載厚重顏料 

可塑性 可塑性強 可塑性極強 

修復性 布料經緯線難以修復 紙張纖維雜易於修補 

墨與彩的細膩度 墨與彩的細膩度強 墨與彩的細膩度最強 

多元發展性 廣 廣 

表 4-3：布料與紙張的特性分析，筆者根據布料與紙張特性分析211
 

 

這也說明筆者從大學到現在二十年來，為什麼大多以綾布、緞布等來作為創

作的基底材，因為，除了布料的特性之外，筆者還熱愛布料的紋飾效果。緞布、

綾布本身的顏色與花紋除了當成背景之外，有時也是畫面中圖像的底色，筆者意

欲使材料本身的顏色、紋飾當成作品表現的元素之一（圖 4-39）。 

花布上的紋飾是千百年來累積下來的圖騰，具有東

方的色彩及韻味，如果只是擔任襯托裝裱的配角，那是多

麽可惜，所以筆者採取的策略是以緞布取代宣紙，從傳統

中找尋新的使用方法並將之視為基底材的主體，所以，筆

者認為使用這些布料在水墨藝術表現裡也具有拓展媒材

的實際意義。 

 

（二）材料的複合：  

水墨作品的混搭是以水墨材料為出發點向外延伸，

就像漣漪往外擴散一樣。藝術家在使用異材質的材料來

進行複合時，有時候用宣紙撕貼，有時候則加上不同材

料如廣告紙，兩相混合後拼貼，有時候則是用現成物直接帶入到作品上，形成作

品的元素之一。 

紙張的差異也能製造出紙材的趣味，包含質感、繪畫表現與穿透或半穿透的

                                                 
211 本表格發表於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視覺藝術研究所期刊，〈水墨藝術的布料思考：以

物質、歷史、與精神層次的當代性推論前進〉，《視覺藝術論壇》第九期，嘉義民雄：嘉大視

覺藝術系所，2014，頁 130。 

圖 4-39：黃昱斌，〈沉思

羅漢〉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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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它也可以製造出差異與斷裂的不協調效果，例如將印刷紙與紙材、布料拼

貼在畫面上，成為創作的基底材料，並試圖解決材料混合的困難。 

今日的水墨作品，部分創作者在面對自我省思與外在處境問題時，或許採

取了材料拼貼的方式，來作為呼應多元時代所進行的歷史的反動，為了滿足作

品身為載體，承載著藝術家個人經驗、記憶與觀念，水墨創作者對異材質的複

合，成了另闢蹊徑的選擇。這樣的創作方式，特意屛除消解紙張的特性，或是

削弱筆墨技巧為主的核心價值，造成在畫面上的擾動，忽視長久以來水墨韻味

的審美品味，藝術家試圖製造新的視野與觀點，讓水墨作品在當代藝術中不會

缺席。 

 異材質的複合拼貼在西方藝術裡約莫是

20 世紀初開始的，在西班牙藝術家畢卡索

（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的作品〈有藤

椅的靜物〉（圖 4-40）中，創作者把印刷品直

接貼在畫布上，再進行加工繪製，他對繪畫的

定義提出新的看法，也提出前衛的觀點，現成

物是否能介入到繪畫藝術？時至今日，現成物

進入到繪畫中已然不成問題，而是要去反思材

料的適切性或是必要性，或者材料帶來的額外

價值是否能反映出藝術家的心理或社會議題。 

運用拼貼或異材質的混搭，這種有意或任

意的配置，或者分解、重組其原貌，或許都帶有某種程度

的自由性與遊戲性。 

創作者自由實驗讓媒材產生豐富效果，實驗的不確

定性有可能製造出另一種藝術語言或是美感形式，回到

作品〈春宮小品〉（圖 4-41）來看，不同紙材的撕貼，可

以看出材質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特性，好像錯置的圖層一

般，也能感受紙張毛邊與堆疊營造出肌理的細微效果。 

印刷品圖片的細緻感來自於科技進步的展現，古代

作品翻拍下來後可以放大或縮小圖像並且維持它的細

節，跟純手工筆繪的確有所差異，但為了使作品有手工

感，所以在印刷圖片之外便採取紙張撕貼以及手繪的書

法性線條、暈染等多重效果，讓拼貼與撕貼的效果融合

在一起。 

此外，在異材質拼貼的實際操作上是為了彰顯材質

圖 4-40：畢卡索，〈有藤椅的靜物〉，
1912，油彩、畫布、藤編圖案紙，26.7

×35cm 

圖片來源：
https://goo.gl/images/mNDwc9，
2018/5/27 閱覽。 

圖 4-41：黃昱斌，〈春宮
小品〉，2017，印刷紙、重
彩，22×11cm。 

 

https://goo.gl/images/mNDw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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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獨特的性質，筆者先用拼貼的方式將圖像輪廓完成並上完顏色，再使用透明

的 pu 布料覆蓋，使得畫面變成一格一格的多重影像，pu 布料是今日之產物，它

也能跟水墨藝術結合（圖 4-42～4-44）。利用材料特質的多樣性的確能激起觀眾

在觀看水墨藝術時視覺與觸覺之奇特感受，增加作品的活潑度與多重意義，很明

確的目標是，異材質的複合拼貼是為了要將水墨的封閉系統打開，同時，再以水

墨作品為核心往外擴延思考，以求得更具有時代上的表現意義。 

      

圖 4-42～4-44：黃昱斌，〈終歸一死〉，2018，印刷紙、重彩、透明 pu 布料，60×45cm。 

 

二、空間的解放： 

 

先前提到關於材料的複合是由水墨材料向外延伸，不過，如果提到空間那又

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創作者將涉及不同藝術領域的跨界合作。也就是說，創作

的方式將變成跳躍式的，從這端到那端，甚至，開放多重領域的混搭，這麼做的

目的是希望水墨媒材的跨界合作，能豐富水墨畫種的觀念、內容與涵養。 

跨界後的水墨藝術，去除單一的系統性，變異成碎片並可隨意組合，畫面的

可能性以及不可控制性增加，活絡了作品的語彙，不再表現水墨的大敘述歷史，

而是一種對應於當代性的物質與精神拓延，將不同的藝術種類混合在一起，跨領

域的介入讓各自領域的藝種有各自言說的特性，或許，也能彌補自身藝種的不足

與缺憾，攝取其他藝種的養分以形成另外的攻擊武器，藝種間的跨界合作，或許

可以提供解決水墨畫種斷裂或困境的其中一種方法。 

作品的成立往往有許多成因，可能包含了人的思維，環境的刺激，選擇材料

的動機，畫面對象的選擇，以及創作者身懷的技巧或習慣的媒材運用，每一個環

節的變異都不容小覷，也同等重要，似乎每個環節都有跨界合作的機會，接著，

筆者將從「空間解放」來談水墨創作在當代藝術與其他藝種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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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界裝置： 

裝置的概念是 70 年代以後，西方藝術的表現種類，

它混合了好幾種媒材，在某個特定的環境中，將這些媒材

組合起來，表達自己的創作觀念，也就是說，如果水墨藝

術跨界到「裝置」藝術，就可以對平面的視覺繪畫進行空

間的解放，這種裝置感或許還帶有不確定性或變異性，因

為，它讓作品可以隨時處在變化的狀態中。 

以水墨藝術家袁金塔（1949-）的作品〈廁所文化〉

（圖 4-45）為例，他的作品超越平面視覺空間的侷限，

作品裡除了有影印小便斗的拼貼與再繪製的水墨掛軸以

外，還加上了真實馬桶，這種現成物是異材質的混合概

念，有的衛生紙卷上還有書法文字與畫押，刻意模糊材料

界線的作法，讓水墨掛軸、現成物之間產生更協調的關

係，所以，藝術家的水墨藝術結合了裝置藝術，利用在廁所看到的低俗文化，感

受到某種原始的情慾張力，許多在廁所裡的文字、留言既生猛又具爆發力，創作

者依此感受表現了低俗文化背後的色/情議題。 

水墨作品跨界到裝置的好處就是可以利用許多原本跟水墨無關的材料或是

現成物夾雜在裡面，讓作品也呈現一種混種的概念，然而這些物件雖然與水墨材

質無關，卻跟創作者本人的內在經驗與私密想法有所連結，為了符合作品的敘述

性，創作者必須從回憶裡抓取適切的表現元素，審視這些物件，還要跟作品的整

體性產生適當的配合，當然，他可以是混亂或是整齊，也可以讓觀者摸不著頭緒，

但它最終還是要跟水墨藝術互相混合，因為，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豐富水墨藝種，

成為水墨藝術的養分，於是，筆者也在這樣的創作思維下，試圖將作品跨界到裝

置表現上，作品〈政治倒陽〉（圖 4-46）就是把政治議題以性的樣式呈現，雖然

裝置藝術大多直接使用現成物，但誠如先前

筆者所言，水墨的跨界並非是要走向另外一

個藝術領域範疇，換句話說，個人還是要回到

水墨藝術來看，在這個空間場域內，利用改造

的現成物與手繪水墨物件去創造出概念性的

作品，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筆者回溯童年經驗，

將鄉野喪禮間帶有「華麗且低俗的哀悼感」置

入到作品裡，用自身敢曝美感的喜好所產生

的低俗品味，以回應當下的社會議題。 

圖 4-45：袁金塔，〈廁所
文化〉，2004，水墨掛軸、
馬桶等現成物。 

圖片來源：
https://goo.gl/images/stbP

2X，2018/5/27 閱覽。 

圖 4-46：黃昱斌，〈政治倒陽〉，2013，
水墨掛軸、塑膠花、緞帶、人型看板。 

 

https://goo.gl/images/stbP2X
https://goo.gl/images/stbP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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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現、佔領與翻轉： 

本段書寫以水墨作品介入到空間裡，利用同志與酷兒的身體進行「佔領」與

「翻轉」，將水墨藝術與臨現藝術結合起來，是藝種的跨界合作。 

空間透露著性/別的差異與權力展現，絕大多數的空間都是異性戀男性所建

構出來的，從人類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知道，男性是財富與空間的擁有者，女性或

是其他家庭成員被視為財產，所以，異性戀男性是空間的發話者與控制者。本文

前面提到巴特勒所說的「性別操演」，其實是經由一連串的身體模仿與社會期待

反覆操演得來的，在敢曝美學的方法裡，筆者也對身份的身體操演做了相關的論

述，所以，在此處的論述著重在如何反轉空間。 

異性戀空間裡很常出現「宣示」的動作，最常看到的就是在公園、宿舍外面

擁吻的男女，表示這是異性戀的空間，如果同性戀出現類似的情況，勢必引來麻

煩，那麼，同性戀所處的地方真的安全嗎？事實上，同性戀就算是在自己的原生

家庭，也是不斷的藏匿，或是說出令家人感到舒服的善意謊言，這是許多同志的

共同經驗，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因為身分問題而提高警戒，也隨時為了滿足別

人的感受而說出謊言，隱藏在相對安全的空間裡，但卻在生命的歷程中不斷的自

我否定，在生命的每個空間中要隨時「扮演」他人。 

性傾向或是外表跟社會期待有所不同的異端，他們總是被冷眼相待，這種異

樣的眼光像是一把無形的劍，刺的人滿身是傷，所以，筆者試著在傳統嚴肅的學

術殿堂裡營造另一個異空間，也就是在主流的異性戀空間裡面再製造出另一個同

志副本空間，並且觀察身在其中的民眾心理感受。 

作品〈類發展場小聚〉（圖 4-47～4-50）的目的就在於將某個固定的空間暫

時反轉成「同性戀專屬」之處，藉此跳脫在異性戀空間之外，在其中，同性戀可

以現身，可以感到認同或舒服，但活動結束後，空間又將回復原狀，所以這件作

品的時間並不長，只維持數個小時。 

阮慶岳的《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提到： 

  

本來空間只是因應人在生理及心理上的需求，而相對產生的一個領域範圍 

，但是因為空間牽涉到領域性，以及因之帶來的權力與秩序觀，因此空間

並無法以其本身純粹的本質存在，它必須同時服膺使用空間者的權力性與

意識觀。212 

 

所以，當筆者策略性的打算把這個空間「反客為主」時，便將四周牆面掛滿各種

陽具的圖片，同性戀在這個空間裡面脫下衣褲，隨著音樂跳起舞，此時，它就是

                                                 
212 阮慶岳，《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台北：元尊，199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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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短暫卻貨真價實的異化空間。 

對同性戀而言，這也是一個「色/情異托邦」，異托邦包含了「異質性」與「空

間」，它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異質空間卻沒有絕對的形式，筆者透過色/情身體（複

數）的「臨現」與展演去「佔領」這個空間，讓它跟真實世界產生對比與對話，

身處在這個既開放又封閉場地的人們將產生某種異質時間感，也帶來歡樂時光稍

縱即逝的短暫感受。 

而這也是一種奇特的雙向經驗，因為在一個正典的學術殿堂裡，被異性戀族

群觀看其實是不舒服的感受，它彷彿被標籤化了，並特意的跟大家說：「看啊！

這裡有一群同性戀！看啊！他們沒穿衣服在裡面跳舞！」可是，一旦空間被反轉

後，客體轉為主體，重塑了空間的意義，此時，空間的言說權力是在同性戀身上，

同志族群在這個空間裡面，因為是相對多數的關係，他們反而變成空間裡的主體，

在音樂與酒精的催化下，透過身體的舞動展演，許多人由緊張、害羞漸漸轉變為

肆意的喧鬧與盡情的扭動，逐漸不在意異性戀凝視的眼光，然後試圖在這個暫時

的空間裡，製造出某種認同感與歸屬感。 

筆者將具有「正當性」的學校畫廊轉變成「非正當性」的酒吧，以這種作法

去顛覆父權制度下的空間，以「臨現」的展演方式去「佔領」空間，將空間創造

出新的意涵，挑戰異性戀習以為常的觀看經驗，讓他們也感受到位置互換的尷尬

處境。當異性戀進入到這個「酒吧」外圍時，某些人的反應是「不敢進入這個空

間，因為裡面有太多裸露上身的 gay」，在異性戀男性的身上反應最為明顯，事實

上有些人還拒絕進入這個場域，選擇匆匆離開，或許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恐同」，

或是異性戀男子的擔憂，認為這是你們同性戀圈子的事情，所以，不想走進來參

與，也或許他們害怕被同性戀「傳染」所以不敢靠近，甚至，擔心被同性戀喜歡，

感到被冒犯、被威脅。 

可以明確的知道他們的確存有「不自在的感覺」甚至是「嫌惡感」213，然而，

假使異性戀男性能夠深刻的體會到這種情形，那麼他們更應當設身處地的為性弱

勢族群著想，因為，他們的成長歷程是在異性戀空間裡經過無數次的「不自在感

覺」、「否定自己」與「不斷被擠壓的邊緣化處境」中建構起來的。 

空間翻轉讓這些身體有了自我展示的自主權，破除空間的景框侷限，同時對

此處產生新的定義，將異性戀男性對空間的權力控制流轉到同性戀的身體上，讓

他們對這個短暫營造出來的情慾空間做主，讓被觀看與觀看的二元對立身份不斷

更換位置，用這種異化的酷兒力去顛覆真實世界。 

                                                 
213 在《性與理性（下）：性規範》書中提到異性戀嫌惡同性戀者包含了男子彼此間的情慾行為，

女性化的身體或是個性柔弱的刻板印象，非陽剛類型的工作職業，過度在意外表，更具有威

脅性，對某些女性來說更具有誘惑性等等。理查‧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高忠義譯，

《性與理性（下）：性規範》，台北市：桂冠，2002，頁 45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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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如同是一處「聖地」，正統而不可侵犯，在這個被提升到完美的空間裡，

要先「存天理滅人欲」，在有秩序的規範下不允許任何破壞、反動或是混亂，當

然也不容得色情的污穢侵入擾動，空間不能帶有任何色情慾望，但筆者的用意便

是在至高無上的權力制度下，在「一個性慾不被接受的環境裡」去做這件作品，

創作者刻意對著正典空間進行翻轉，以達到在當下時刻，色情獲得最強烈的顛覆

價值，而這正是筆者在水墨藝術中製造跨界合作的重要目的。 

  

  

     圖 4-47～4-50：黃昱斌，《類發展場小聚》，2013，由民眾一起參與製作的陽具掛圖， 

     師大德群畫廊 C 廳全部牆面。 

 

 

第四節  結語 

 

審美品味是以人生經歷表現在作品上的創造活動，它並不是恆久不變的，也

不是單一標準，不過確實有其脈絡可循。它在創造與變化的過程中，因為時間、

空間、遇到的人、事、物的差別而產生變異，而且，在不同的學習歷程與知識熔

鑄下將建立起當下的風格品味。當我們在流變的審美過程中爬梳歷史經驗時，是

想找尋過去影響自己的那些深層回憶，當風格實踐在作品上後也等於誠實告訴觀

者自己的私密想法，所以，審美品味就在作品、觀眾與藝術家三者之間來回移動，

對筆者而言，審美品味與風格建立是一種開放的、歷史經驗的、與他人共構的、

展現自我生命、精神的存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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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筆者的創作風格建立與方法論述，在第一節中，說明了筆者的審美

品味深受童年經驗影響，甚至對於色情的看法早就從童年觀察鄉野間的「色情工

作」就開始了，也因為自己的身份所以對性/別議題特別關注，但是，創作的侷限

性是必然的，筆者的創作雖然有「色/情」與「性/別」當成主軸與目標，針對同

性戀情慾的部分只能看到整體議題的一部份，作品僅僅反映創作者自身的生活經

驗、感知面貌、身份認同與理解範圍等等。 

就實際操作，敢曝風格顯現在「艷俗色彩」的創作運用上，以及利用「身體

操演」去表現色/情與性/別的污名現象，希望透過作品跟群眾的參與，將身份、

權力進行操作演練，讓觀眾進入到反轉的空間氛圍裡後，能同理感受被壓迫的性

弱勢階層，此外還使用「文字操演」將符號運用變成反抗與攻擊的工具，文字本

身被賦予的意義帶有強大的力量，有時候我們能感受其殺傷力，但有時候又轉變

成溫暖喜悅，所以有句話說：「好話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不過，針對

漢字的操作，若是對於不認識漢字的人而言，其意義就會失效，文字在此處只能

變成畫面上的塊狀結構與色彩安排。 

在第二節的書寫上，筆者用「審醜」的美感實踐找出作品的異化之處，從生

物學的概念去進行造型分析，以退化跟進化兩種生物演化的方向去細分作品中身

體形象的展現，並且找到其中的酷兒力，擁抱各種差異。面對醜陋與殘缺，各種

不圓滿的狀態，雖然是生命之中難以承受之重，但希望能用酷兒力來面對，紓解

對生命缺陷的苦痛。我們幻想出一個自我投射的怪異之物，將我們內心缺乏或是

害怕的東西以醜陋的方式展現出來，筆者認為這種醜怪的美學是有目的性與療癒

性，有些創作者在進行圖像建置時，以滑稽、醜陋或是獸化的方式繪製對象物，

其目的可能是為了面對孤獨與沈重的題材時，能夠以生命承受的「輕」來面對現

實世界中遇到的「重」，樂觀或輕鬆或許是撫慰人心的方法，於是有的作品是「可

愛的醜陋」；但有些則不然，寬恕與撫慰並無法使滿身是傷的人忘記仇恨，所以，

他們的作品展現了令人不舒服的醜怪造型以回應世界，並利用這樣的酷兒力努力

活著，自我療傷。我們無法要求每個人都可以用敦厚的方式去轉化心中的強烈傷

痛，畢竟，從悲劇到喜劇的過渡是一連串的艱辛歷程，生命的成長歷程中有太多

事情是令人難以承受的，各種悲傷、厭惡，都要透過重複的操演才能強化自身。  

最後，筆者在創作方法上希望能從材料進行媒材的複合與藝術種類的跨界。

水墨媒材的開放反映出材料延伸與跨越材料的積極作法，跨領域的介入除了要學

習不同領域的創作方法，還要嘗試將不同藝種融合起來變成新的水墨藝術，同時

要了解材料的屬性，讓材料產生自身言說的力量，藝術家將材質跨界變成創作的

另一種出路，雖然困難重重，但是，目的都是為了要豐富水墨藝術，也是筆者對

水墨藝術創作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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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實踐與解析 

  

 

在論述第五章之前，筆者先回顧本研究之歷史脈絡，第二章文獻整理色情與

性/別議題文本，目的是要啟迪自己在性/別理論上學習知識建構與學理爬梳，換

言之，第二章是本論文非常重要的基石，它讓筆者的作品在理念上得以印證，並

逐步構成個人的論述系統以豐富創作涵養。而第三章研究過程中搜尋了許多關注

性/別題材的當代藝術家並引以為例，他們的前衛作品觀念可以跟文獻回顧作為

呼應，同時成為色情與性/別議題研究之重要資料；透過第四章個人風格的書寫，

筆者將自己的創作方法做了全面性的爬梳，從個人經驗對審美品味的影響，到實

際作品的操作方法都如實記錄下來。 

以上所有章節都是筆者自我剖析與重新檢視，接下來，本章將以個人作品實

踐與解析進行分述，探討「色/情異托邦」的思想觀念與圖像內容，作品發展分為

兩大軸線（表 5-1）共分為兩節：第一節介紹「從色情建構作品」，從中肯認色情

經驗與色情力量的重要價值；第二節論述「從性/別議題建構作品」，將酷兒力發

揮在作品上並追求自我認同。 

 

 

 

表 5-1：色/情異托邦的兩大主軸。 

 

 

色/情

異托邦

色情

生活

色情

力量

自我

認同

酷兒

翻轉

(主軸一) 

(主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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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色情建構作品 

 

色情存在於文化傳承裡，我們透過色情經驗探索與文字圖像分享，將人類

的文化與知識傳遞到下一代，它存在於作家與詩人的文學作品，成為表演者與

舞蹈者的劇本曲目，也表現在創作者的繪畫與雕塑中，從古至今，跟情慾相關

的命題從未停止過，然而時代推演，新的問題與現象也會不斷變動與產生，於

是藝術家藉由作品來傳遞訊息，筆者也透過色情來建構作品並回應自身感知的

環境，色情作品的探討並不是要否定世界的正面性與善良價值，而是要提醒我

們不要陷入非黑即白的框架之中，以下將從個人博士班的色情作品中分成「色

情生活」與「色情力量」兩部分，其架構如下（表 5-2）。 

 

 
表 5-2：色情作品分析架構表。 

 

三、色情生活： 

 

色情處在我們日常生活裡，它無所不在，但為什麼會被貶抑到如此邊緣的位

置？這或許是因為色情被貼上了「禁忌」的標籤，禁忌一詞帶有不可言說、不能

公開、思想與行為上被禁止的特質。有些人認為性的內容或是色情主題使人感到

害羞、不堪、受辱與傷風敗俗，甚至影響個人與社會、國家的發展，所以利用禁

忌將其限制，所幸，藝術作品的自由度與開放性使我們天馬行空的想法得以發揮，

也讓我們的生活限制有所解脫，色情就能從中得以舒展。 

在「色情生活」中筆者分為四個系列作品陳述，分別是《慾望為食》、《慾望

色情作品

慾望為食

慾望具現化

陽具崇拜

如幻泡影

質變

色情與宗教

權力遊戲

色情與政治

1. 色情生活

2.色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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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現化》、《陽具崇拜》、《如幻泡影》，以下逐一分析論述。 

 

（一）《慾望為食》系列： 

《慾望為食》系列有四件作品，分別是〈捕獲〉（圖 5-1）、〈日式吃法〉（圖

5-2）、〈起秋・意濃〉（圖 5-3）、〈航想接力賽〉（圖 5-4），創作者以欲望當成食物，

食物是生存的力量，所以慾望成為生存的能量，針對色情進行獵取行動，並從中

獲得自我滿足或自我救贖。 

此系列作品內容時常以軟體動物章魚來作為性欲的象徵，章魚的觸手外型彰

顯了男性性器官可以變得更粗、更長、更大，也顯示了數條足腕可以同時抓取更

多的身體與陽具，依此滿足與多位男性性交的幻想。 

使用「淫穢品」、「工具」（假陽具）還有「群體的」「非生殖的」、「不自然的」

在性價值階層圖表屬於外環的性，也就是「壞的性」的位置，社會長期對色情壓

迫並且將它分為好的、壞的，筆者繪製《慾望為食》的用意是希望藉由這些「壞

的性」的作品重新提出討論空間，並依此擾動「性的階序問題」，了解色情是必

然現象且無法滅絕消除。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所以對性的需求與表現自然產生各種相異之處與個

人偏好，所以，不需要再對色情感到抱歉，我們可以試著把色情當成一股積極能

量，為生命增添許多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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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捕獲〉 

媒材：膠彩 

年代：2012 

尺寸：45×45cm 

內容說明： 

筆者將人的慾望化身成軟體章魚，擁有野獸的特性，牠的觸手不斷對著四周

攻擊、抓取，想要將這些碩大的陽具全部占為己有並臣服於自己，陰莖上血管細

膩的分佈呈現出男性蓬勃、原始的生命力，全部被扭動的章魚用吸盤、足腕緊密

的纏繞住再也無法掙脫。 

 

 

 

 

圖 5-1：黃昱斌，〈捕獲〉，2012，膠彩，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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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日式吃法〉 

媒材：膠彩 

年代：2012 

尺寸：45×45cm 

內容說明： 

告子（420-350B.C.）說：「食色性也」，一個是飲食生活問題；一個則是性愛

生殖問題，都是滿足人類生理的基本需求，是人的天性，不需要去區分善與惡，

因為兩者相同重要。。 

慾望章魚與碩大陽具就是「食與色」，飲食與情慾無關善惡乃是自然而然的

本能，只要好好享受日式料理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餚即可。 

 

 

 

 

圖 5-2：黃昱斌，〈日式吃法〉，2012，膠彩，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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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起秋・意濃〉 

媒材：膠彩 

年代：2012 

尺寸：45×45cm 

內容說明： 

秋天是松茸盛產的季節，它常常被指涉為男性陽具的符號，甚至有「以形補

形」的傳說，表示對陽具的崇拜與讚揚。 

「起秋」（台語發音）是性慾旺盛、發情的意思，原本跟秋天無關，不過在

此處筆者刻意使用「秋」字，一方面表示勃起，另一方面則跟松茸有關，兩者合

而為一，使得秋天成為一個男性性欲「意濃」的「起秋」季節。 

 

 

 

 

圖 5-3：黃昱斌，〈起秋・意濃〉，2012，膠彩，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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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航想接力賽〉 

媒材：膠彩 

年代：2012 

尺寸：45×45cm 

內容說明： 

真崎航（1983-2013）是著名的日本男同性戀色情片演員，拍攝超過 100 部

以上同性性愛影片，成為當時期亞洲地區同性戀圈人人皆知的超級男星，陪伴過

許多男同志夜深人靜與孤寂的夜晚。 

色情影片提供了性的多元樣貌，滿足各個階層的需求，人人都能在此中找到

自己的色情位置，使人隱遁其中並找到樂趣、喜悅、幻想與某種安全感。 

他在 2013 年 5 月 18 日過世，筆者畫了這件作品紀念他的驍勇善戰，取名為

「航想接力賽」。 

 

 

 

圖 5-4：黃昱斌，〈航想接力賽〉，2012，膠彩，45×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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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慾望具現化》系列： 

 《慾望具現化》系列主要有三件作品，分別是〈菊花台〉（圖 5-5）呈現生理

與心理的變化過程，以及〈慾望吞食 1〉（圖 5-6）、〈慾望吞食 2〉（圖 5-7）顯現

了內心渴望的無限擴張。 

慾望之眼的生成來自於筆者對於抽象慾望的想像，因為它是看不見的，有著

某種難以言喻的氛圍，帶有火熱、衝動、攻擊、想要、佔有等等感覺，為了想將

這種無以名狀的抽象之物以視覺形象表現出來，筆者開始思考如何賦予它想像的

外形。 

首先，因為「看到」渴求的對象，所以先將「眼睛」置入，第二，由於「想

要或是佔有」是跟大腦思考有關，於是賦予它腦迴的外型，第三，慾望是種氛圍

沒有明確的形體，如果要以視覺符號呈現出外部樣貌，那麼其造型將可以隨意變

化擴張或縮小。使用腦迴造型的原因也是因為大腦是最複雜的器官，它是控制思

考、情感、情緒反應的精神活動發射器，協調身體各部功能，分泌荷爾蒙等化學

物質，並對環境能做出迅速反應。基於上述理由，筆者製造出慾望之眼的形象，

並時常成為作品內容表現的物件之一，不過，〈菊花台〉、〈慾望吞食 1〉、〈慾望吞

食 2〉這三件作品是以慾望之眼作為主角，所以未將其它作品放進此系列中。 

〈菊花台〉將作品分為兩部分，其一是「異化的身體」，其二是「慾望之眼」。

身體透過誇張、變形等手法從原先為人的身體異化出來，使之成為「非人」的狀

態，去除臉部是為了使其去除人性的意義，將情慾回歸到身體，使得身體成為性

愛生成器。在周遭觀看者的身體與其強烈慾望也逐步幻化成慾望之眼，擴張的團

塊是色慾路徑之凝聚、是不規則的畸形輪廓，也是色情的最終產物。這兩個部分

看似有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但他們是開放與流變的狀態，當客體鑽入到性愛生成

器時，原先的主體便會產生鬆動與變化。 

〈慾望吞食 1〉、〈慾望吞食 2〉完全消解了人的屬性，牠呈現的不是一種完

整的、標準的審美樣態，只留下慾望之眼的意識以擴張的形式展現，並構築了一

道色慾之牆將神性與人性逐步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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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菊花台〉 

媒材：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 

年代：2010 

尺寸：170×240cm 

內容說明： 

人體變形擴張成慾望之肉，去除人性、消解理性後，剩下情慾支配的獨立意

識，扭曲的性器官與身體作為慾望實踐的表現圖像，外部的情慾氛圍也具現化成

慾望之獸，在你來我往的互動中，以旋轉與擴張的演出方式來表達對色情力量的

讚揚，完成這一場性愛遊戲。 

 

 

 

圖 5-5：黃昱斌，〈菊花台〉，2010，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170×2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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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慾望吞食 1〉 

媒材：膠彩、畫布 

年代：2017 

尺寸：90×90cm 

內容說明： 

醜陋的圖像是筆者刻意製造出來的新物種，為了將抽象的慾望具象化，所以

要幫牠加上眼睛與不確定的外型。 

慾望似乎有種意識，如果沒有得到滿足，牠將會無止盡的蔓延與增生，一旦

形成慾望之牆，連佛祖都檔不住，再多的法器，念再多的佛號都還是會被吞噬進

去。 

 

 

 
圖 5-6：黃昱斌，〈慾望吞食 1〉，2017，膠彩、畫布，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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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慾望吞食 2〉 

媒材：膠彩、畫布 

年代：2017 

尺寸：90×90cm 

內容說明： 

慾望是個無底洞，不論是物質或是心靈都無法填滿，牠就像內心破掉的洞，

為了從受傷中爬起來，只好不斷的建築自己的外牆，用眼睛睜大著看著被慾望的

對象，想要將對方占為己有的心情，一步一步的擴散開來，慢慢的那種欲望氛圍

變成具體的慾望之牆，將自己心中關於神性的部分吞噬掉，最終十字架也變成慾

望的祭品。 

 

 

 
圖 5-7：黃昱斌，〈慾望吞食 2〉，2017，膠彩、畫布，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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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具崇拜》系列： 

《陽具崇拜》系列繪製〈歲朝清貢圖 1〉（圖 5-8）、〈歲朝清貢圖 2〉（圖 5-

9），將崇拜陽具的力量與好運增加到「歲朝清貢圖」的符號系統裡，其目的是把

隱晦的色情顯現在日常生活裡，如此一來就不用再去懼怕或是避談色情。 

「歲朝清貢圖」是中國過年時節掛在廳堂的繪畫作品，因為冬天寒冷百物蕭

條，在景象蕭瑟的情況下，掛上這些色彩豐富、顏色亮麗的作品能增添冬日裡熱

鬧的氣氛，同時，各種傳統圖像符號也各自代表著吉利、富貴、如意、多子多孫、

長壽等寓意。吉祥圖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以追求幸福平安、更美好的未來之目的所

發展出來的現象，舉凡趨吉避凶的圖騰如龍、鳳、麒麟；延壽吉祥的圖案像是龜

鶴、蝴蝶、松梅；祝賀交流的文字常使用的詞語如恭喜發財、早生貴子；以物寓

意的諧音例如橘子代表吉利、花瓶象徵平安、兩隻螃蟹表示謝謝，這些充斥在生

活周遭的圖案都是文化累積的符號產物。 

先前筆者提到陽具崇拜在各國具有好的圖像意涵，像是祈求子孫延續、提升

性能力、防止疾病、桃花運的守護神等等，它具有多重吉祥的象徵意義，因此，

筆者也將「陽具」放置在〈歲朝清貢圖 1〉、〈歲朝清貢圖 2〉中以求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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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歲朝清供圖 1〉 

媒材：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 

年代：2013 

尺寸：90×180cm 

內容說明： 

〈歲朝清供圖 1〉是過年時候家中掛的幸福掛圖，陽具就跟這些吉祥之物一

樣重要，以下分為兩種類別介紹： 

器物：青花瓷本身有富貴之意，上面的圖案是好運連連（蓮蓮）、年年有餘

（金魚），蟠龍瓶的圖案趨吉避凶，玉如意則用來祝賀吉祥如意，香爐賦予生命

靈性之意，黑色大陽具象徵各種陽具崇拜的想像與祝福。 

自然物；牡丹花為花中之王象徵富貴，水仙則是團團圓圓，靈芝為延年益壽，

杏鮑菇暗喻性器官的造型能得對方歡欣，太湖石為奇珍異石十分罕見，也是富貴

人家才有的山石造景或把玩之物。 

 

 

圖 5-8：黃昱斌，〈歲朝清供圖 1〉，2013，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9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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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歲朝清供圖 2〉 

媒材：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 

年代：2013 

尺寸： 180×90cm 

內容說明： 

〈歲朝清供圖 2〉是年節掛圖，讓蕭條的冬天能增添喜慶色彩，筆者特意將

陽具放在其中賦予吉祥意義，以下分為兩種類別介紹： 

器物：青花瓷代表富貴榮華，蟠龍花瓶的龍紋驅除災厄帶來好運，土瓶上的

剪紙乃過年喜慶之用，玉跪人象徵遇到貴人，兩個香爐象徵崇敬與祈福，黑色大

陽具是陽具崇拜的美好想像。 

自然物：粉紅色的牡丹大富大貴，靈芝是仙人用來延年益壽的聖品，水仙花

在過年象徵思念、闔家團圓之情，菇類暗喻性器官的生命力與生殖力，太湖石是

顯赫人家的觀賞用石，當然也就代表著富貴之意。 

 

 
圖 5-9：黃昱斌，〈歲朝清供圖 2〉，2013，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90×180cm。 

 



141 

  

（四）、《如幻泡影》系列： 

金剛經裡提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人世間的一切有著生滅與無常的運行法度，如虛幻夢境、泡沫倒影、朝陽露水、

電光火石，我們應當看清楚這樣的道理。 

《如幻泡影》主題引用金剛經內容，分為兩件作品，其一是〈如幻〉（圖 5-

10），宛如人生如夢的世界，世上的一切影像幻化無常，不需要太過執著；其二

是〈泡影〉（圖 5-11）比喻水中的氣泡與倒影，讓人感受到氣泡易破稍縱即逝，

以及倒影的不真實感隨時都在變動，沒有一個確定的形體。 

當我們了解眼前所見的人事物終究會事過境遷，過去發生的經歷有如一場短

暫的夢，所有看似真實的一切最後也幻化成空，每件事就好像泡沫一樣，一瞬間

就會泡滅，種種影像都將不復存在，既然只是暫時的也就不需要太執著，但不執

著並不是否定過去一切的慾望世界，而是看清楚它就在生與滅之中，當過去已經

成為過去就要學習不要再有所掛念，徒增煩惱讓自己的心靈受到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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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如幻〉 

媒材：富貴綢、重彩 

年代：2017 

尺寸：90×90cm 

內容說明： 

101 大樓代表著陽具展現男性雄風，在五光十色的情慾城市裡屹立不搖，象

徵死亡的骷髏頭跟生命盛開的慾望花朵同時存在，讓整個城市既色情又美麗，既

絢爛又死亡，我們不用去苛責城市帶來的負面情感，也不需要去讚揚它顯現的活

潑熱情，只需知道這些正面、負面、好的、壞的同時並存著，然後，生與滅將交

替循環運行著。 

 

 

 
圖 5-10：黃昱斌，〈如幻〉，2017，富貴綢、水墨，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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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泡影〉 

媒材：富貴綢、重彩 

年代：2017 

尺寸：90×90cm 

內容說明： 

夜晚的城市依舊光鮮亮麗，絢爛的煙火象徵著幸福、生活的禮讚以及對未來

生活的期許，不過，再怎麼美麗的事物終有一天也會像泡沫泡掉一樣稍縱即逝，

面對慾望與死亡不要太過悲觀，學習看待自然的運作就不會讓自己的心靈受到綑

綁。 

 

 

 

圖 5-11：黃昱斌，〈泡影〉，2017，富貴綢、水墨，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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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情力量： 

 

如前所述，我們已經知道色情就隨時出現在我們的四周，它就是生活的一部

分，色情力量讓嚴謹的、秩序的世界產生裂痕，那麼作品是透過什麼方式顯示出

其色情力量呢？從色情為出發點的作品並不是說它本身不會進行權力操作或只

是自娛娛人，而是要以色情作為手段去回應自己跟某些社會議題，所以，在「色

情力量」中筆者分為四個系列作品陳述，分別是《質變》、《色情與宗教》、《權力

遊戲》、《色情與政治》，以下逐一分析論述。 

 

（一）《質變系列》： 

以獸化作為酷兒的積極作法，《質變系列》衍生出四件作品，分別是〈質變

1〉（圖 5-12）、〈質變 2〉（圖 5-13）、〈質變 3〉（圖 5-14）、〈質變 4〉（圖 5-15），

筆者從中找出獸化的嵌合力量，以「進化」來回應外在世界的變化。 

受到誘惑的男子內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性的衝動使他沒有辦法忽視自己對

男體渴求的慾望，或許勃起可以指涉男性變身的行為，由人轉化為獸的超凡狀態。 

他喜歡這些美麗的花朵以及香菇，有一天男子在草地上時，內心那股慾望源

源不絕的溢出來，男子想到先前喜歡的對象們，回憶起大家做愛的畫面，喘息且

喃喃自語，然後他勃起，勃起成為另一股力量，成為另一種生物的養分，這些慾

望由無形逐漸轉變為有形，於是具體化的色情章魚在健壯的體內四處流竄，牠不

斷吞食著男子的慾望並打算將其獸化。 

章魚觸手跟人混種之後產生出新的酷兒力量，牠緩緩從體內往四肢向外迸出

並與身體軀殼「嵌合」起來，新物種緊緊抓著硬挺的陽具，誘惑的狂喜使得男子

消解了人性引發質變，解放了所有的合理性並產生動物性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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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質變 1〉 

媒材：水墨、膠彩、手工紙 

年代：2014 

尺寸：56×79.5cm 

內容說明： 

章魚跟人接合在一起，是種嵌合的方式，也是重新長出來的新物種，男子打

開自己的身體，將身體作為慾望的容器，讓慾望之花與慾望動物在其中隨意生長。

慾望之花火鶴是個愛心造型，它既是性的象徵又是一顆熱烈的心；慾望動物則以

章魚觸手慢慢的從殘缺人體中冒出來。 

 

 

 
圖 5-12：黃昱斌，〈質變 1〉，2014，水墨、膠彩、手工紙，56×7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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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質變 2〉 

媒材：水墨、膠彩、手工紙 

年代：2014 

尺寸：56×79.5cm 

內容說明： 

人在獸化的過程也經歷了千辛萬苦，身體被打開的劇痛，手跟腳還在慢慢變

化的折磨，這一切的辛苦與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演化成適合生存於慾望空間的

新物種。 

 

 

 
圖 5-13：黃昱斌，〈質變 2〉，2014，水墨、膠彩、手工紙，56×7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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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質變 3〉 

媒材：水墨、膠彩、手工紙 

年代：2014 

尺寸：56×79.5cm 

內容說明： 

有種變異的過程像是被雷擊中，身體會呈現出×光照射過後的透明狀態，隱

約看到身體裡的骨頭與肌肉並顯示出變異的過程。 

在中國傳說裡經過天雷試煉後，主角也能得到更進一步的「成就」，脫胎換

骨與以往大不相同。 

 

 

 
圖 5-14：黃昱斌，〈質變 3〉，2014，水墨、膠彩、手工紙，56×7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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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質變 4〉 

媒材：水墨、膠彩、手工紙 

年代：2014 

尺寸：56×79.5cm 

內容說明： 

軟體章魚緊抓著陽具，這是牠的力量來源，藉由強烈的慾望緩慢而堅固的長

成又粗又大的觸手，紅色章魚散發出一種色情力量的渴望，當男子解構了人的意

義後，嵌合的動物性身體就可以享受情慾社會裡的慾望果實。 

 

 

 
圖 5-15：黃昱斌，〈質變 4〉，2014，水墨、膠彩、手工紙，56×7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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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情與宗教》系列： 

在《色情與宗教》系列中分為兩個子題，其一是以〈章魚肉身供養佛〉（圖

5-16）討論色情與宗教的並置關係；其二以〈聖母像 1〉（圖 5-17）與〈聖母 2〉

（圖 5-18）來評論符號混合的新意象。 

〈章魚肉身供養佛〉是以色情與宗教圖像的並置方式來完成作品，象徵色情

的章魚跟代表宗教的佛像彼此間沒有從屬關係，是情慾與道德的平行角色，讓兩

個角色之間相互辯證。章魚在筆者的創作中很常出現，因為牠是慾望表徵，獸化

的用意彰顯了章魚的動物屬性，以獵取、捕捉、鑽洞、纏繞來象徵個人在情欲追

求上的積極特質。而佛祖與觀世音菩薩的形象對東方人而言是大慈大悲、救苦救

難的精神象徵，祂們在面對色情慾望的本體時該怎麼回應？是要否定它的存在，

還是接受它也是存在於這世間萬物的一份子？ 

宗教透過禁慾的手段為的是讓人去除獸性以達到神性之生活，但是，限制往

往帶來更大的傷害，生理的禁慾行為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心理崩壞，道德的規範有

何標準？節制的界線畫在何處？色情難道是罪愆而沒有可議空間？所以，筆者在

此處提出另一種思考方式，就是正視情慾的需求，不需要去消滅色情並理解它乃

存於萬物之中，不用評斷各種角色、身分的好壞，如此一來，身體不再被道德價

值羈絆，色情在此獲得自由同時也可除罪化。 

〈聖母像 1〉與〈聖母 2〉是藉由色情與宗教圖像的混合操作來完成作品，

其目的是為了破除色情與宗教之間的距離感與矛盾感，一般來說，社會大眾對色

情的觀點普遍認為是敗德、邪惡、成癮、戕害等等，而對宗教的看法則是崇敬、

神聖、教化、良善等等，所以，色情與宗教就像平行線的兩端沒有交集，甚至矛

盾、相斥。不過，如果將兩者「混為一談」的話是否能產生出新的樣貌？筆者試

圖製造一種具有酷兒力的想像圖樣，這種圖像介於兩者之間，使其在這兩端範圍

內形成相互干擾的力量，這麼一來，能讓色情的負面形象得以被翻轉，同時，也

不用再把宗教視為唯一真理。 

簡而言之，如果我們把色情與宗教當成是某種非固定的狀態，認為它是可以

變動的，那麼，隨著各種情境與新的問題發生時，藝術作品都能運用「兩端中間

流變」的操作模式，嘗試讓圖像生產出新的表現手法、內容與意義。 

從作品上來看，〈聖母像 1〉與〈聖母 2〉的畫面形式類似，並有著共同語言，

畫面中潔白的百合花象徵純潔，西洋中世紀時期基督教徒常以此花來供奉聖母瑪

利亞，對她表達敬意。至於聖母形象除了代表宗教的崇敬感外，還有被指涉為具

有母親的精神；而生殖器的符號可以朝向兩個部份解讀，第一是延續生殖，第二

是色情的歡愉。筆者把兩種圖像與概念重疊，將女陰（客體）異化為聖母形象（異

化的客體），其用意在於將生殖與色情意義轉換為具有崇敬感之母親意象，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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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透過詮釋、再詮釋或者異化的方式，混合操作而得出新的母親形象與意義。 

作品名稱：〈章魚肉身供養佛〉 

媒材：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 

年代：2013 

尺寸：181×372.5cm 

內容說明： 

「波旬」是釋迦摩尼佛時代的惡魔，在佛經故事中，魔王派了蛇女來誘惑悉

達多王子。蛇女誘惑佛陀意謂著色慾與道德之間的抗衡，筆者先取蛇的概念將形

象轉換成章魚，兩者之間的共通處都是長條型且具有攻擊性的動物樣貌，而「波

旬」在原意上稱為「摩羅」，「摩羅」又具有陽具的意思，在此處陽具又跟章魚結

合，形成慾望本身。 

當章魚與佛陀互相對話時，佛陀會了解世俗的愛慾嗎？如果章魚能給佛陀的

供養就是身為牠自己的肉身慾望，然而這慾望又是佛陀不要的，那麼在精神與身

體之間的矛盾又該如何得到救贖？ 

 

 

 
圖 5-16：黃昱斌，〈章魚肉身供養佛〉，2013，水墨、膠彩、壓克力、緞布，181×37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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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聖母像 1〉 

媒材：水墨 

年代：2018 

尺寸：60×90cm 

內容說明： 

筆者嘗試用轉譯色情的方式去詮釋對母親的愛，將聖母的純潔形象跟女陰的

符號混合後，展現母親對子女的平安祈福以及子女對溫柔母親的感謝。 

 

 

 
圖 5-17：黃昱斌，〈聖母像 1〉，2018，水墨，90×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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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聖母像 2〉 

媒材：水墨 

年代：2018 

尺寸：60×90cm 

內容說明：  

母親總是張開雙手隨時歡迎著兒女回來，宛如聖母象徵了慈悲與包容，母性

的關懷與精神的滋養使我們平安成長並感到喜悅溫暖。 

 

 

 

圖 5-18：黃昱斌，〈聖母像 2〉，2018，水墨，90×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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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權力遊戲》系列： 

《權力遊戲》系列分為〈權力遊戲 1〉（圖 5-19）、〈權力遊戲 2〉（圖 5-20），

表達男性色情視點，在觀看與被觀看者的權力關係間來回運作。 

因為出國的經驗，所以看過許多在舞台上表演的性工作者，有健壯精實的男

優也有身材曼妙的女體，還有同時存在兩種特質的「第三性」（或被戲謔稱為人

妖），筆者回想起童年記憶，想到母親在工地秀與電子花車的舞台工作，所以將

兩種「色情工作」影像疊合在一起，形成雌雄同體。 

「色情工作」者被放置在審視的舞台上並要遵守異性戀男子的遊戲規則，這

舞台名為「監控」與「宰制」，屬於男性的觀看方式，貝殼上的女陰與男性用的

小便斗都是為「男性射入」而搭建的舞台，為了取悅台下眾多的慾望之獸，雌雄

同體的「色情工作」者站在上面表演並且被軟體章魚緊緊抓牢，章魚是慾望的化

身，牠用觸手控制住演出者同時征服她（他）們，以滿足慾望之眼跟其他的色情

怪獸。 

色情與性/別的確跟權力有關係，「色情工作」者在性價值階層圖表必然被劃

分在「壞的性」的位置，她（他）們的身體被放置在公共空間受人擺布，由於經

濟弱勢或性/別因素，所以不為社會所認同甚至遭受輕視，假如，「色情工作」是

無法改變的工作，那麼舞台上的表演者或許可以主動去操弄台下的觀眾並從中得

到樂趣，這將形成權力來回操作間的活潑性，筆者從中看到色情的生猛力量與感

動，學習在面對性位階低者保持開放與尊重的態度，並且對他人不做負面評價與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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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權力遊戲 1〉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70.5×168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師大出品」、

「 SUI DA UNIVERSITY 

MADE IN TAIWAN」，左右文

字為「花開富貴年年紅」、「心

暖花開日日春」。 

「花開富貴年年紅」、「心

暖花開日日春」作為祝賀富貴

與春色無邊之意。 

台上的表演者射出一道

銀河，其概念取自希臘神話，

因為大力士海克力士在吸吮

天后赫拉的乳汁時過於用力，

赫拉將其推開，於是乳汁噴射

到空中形成一道銀河，不過，

海克力士也因此得到永生。筆

者在此處取其「哺乳」的概念，

感謝「色情工作」者以肉身奶

水滋養著他人。 

 

 

 

 

 

 

 

 

 

 

 

 

圖 5-19：黃昱斌，〈權力遊戲 1〉，2018，緞布、重彩，
70.5×1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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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權力遊戲 2〉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70.5×168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師大出品」、

「 SUI DA UNIVERSITY 

MADE IN TAIWAN」，左右文

字為「花開富貴年年紅」、「心

暖花開日日春」。 

「SUI DA UNIVERSITY 

MADE IN TAIWAN」、「師大

出品」看似是品質保證，但對

於筆者而言更多的是束縛的

指涉。 

《權力遊戲》系列作品是

以男性視角進行舞台搭建，雌

雄同體的色情表演工作者在

面對情慾的控制時無法掙脫，

台下與台上形成權力關係，這

種流動在金錢與慾望之間的

權力遊戲反而讓筆者重新學

習以開放的心胸去看待他人

身體。 

 

 

 

 

 

 

 

 

 

 

 

圖 5-20：黃昱斌，〈權力遊戲 2〉，2018，緞布、重彩，
70.5×1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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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色情與政治》系列： 

由於筆者關注的面相很少聚焦在國家、政治題材，所以在此議題上並沒有製

作太多作品，廣義上來說，許多事情都跟政策有關，包含人權、性/別等等，不過，

在此處指的「政治」是國家處境或國際關係等等，也就是利用色情去表現大陸與

台灣的特殊關係。 

〈政治倒陽〉（圖 5-21）作品以水墨裝置為表現手法，它是建立在水墨的基

礎上，再往外跨界到裝置範疇，讓參與的民眾可以跟作品互動，並且使用大量的

現成物，這些現成物是筆者的童年回憶，集結婚喪喜慶使用的塑膠花、緞帶布還

有看板等等，再跟創作內容混合使用，形成「華麗又低俗的壞品味」並以這種風

格來展現政治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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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政治倒陽〉 

媒材：水墨重彩、塑膠花、金蔥布、緞面布、手繪人形立板、手繪風獅爺立板 

年代：2013 

尺寸：200×300cm 

內容說明： 

2012 年馬英九（1950-）在總統就職典禮演說：「二十年來兩岸的憲法定位就

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歷經 3 位總統，從未改變。214」其論點引起許

多台灣民眾反彈，認為國家被矮化成「地區」，前總統李登輝（1923-）也對此提

出反駁，因為在 1999 年他就提出「特殊兩國論」承認中共在大陸的合法性並向

國際宣示兩岸關係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當國民政府退守台澎金馬後，前總統蔣中正（1950-1975）發起「毋忘在莒」

運動，而今日台灣在國際地位上更顯政治弱勢，就像是男性倒陽一樣「無望再舉」， 

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們該如何是好？ 

 

 
圖 5-21：黃昱斌，〈政治倒陽〉，2013，水墨重彩、塑膠花、金蔥布、緞面布、手繪人形立板、
手繪風獅爺立板，200×300cm。 

 

 

 

                                                 
214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就職演說，2018/7/24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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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性/別議題建構作品 

 

90 年代以後的文化研究思潮與社會運動風潮發展至今，已產生許多「性/別

議題文本」，不過，能與之相對應的「性/別議題作品」卻十分少見，直到近年來

台灣社會高度關注同性戀議題，即使可能遭受出櫃的風險、污名的對待，藝術家

仍試圖以自己的觀點去表達關於同性戀的身體、身份、慾望、疾病、空間等作品，

展現出自身的情感與酷兒力量。 

而在筆者關注的「性/別議題作品」中，則聚焦在「酷兒力的翻轉」與「自我

認同」兩部分來進行討論。第一部份個人將酷兒力轉變成「敢曝風格」的創作方

式，使作品產生出挑戰、積極、顛覆的思想與表現形式，它的立場偏向擾動和破

壞二元框架，甚至，對原有習慣的體制進行否定；第二部分在後現代的解構思維

下，筆者使用片段、拼貼、跳躍式的圖像以及操作文字符號來回擊過度的社會期

待與性/別差異對待，以求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步的認識自己、接受自己、原諒自己

以達到自我肯定與認同。以下將從性/別議題作品中分成兩個討論子題，其架構

如下（表 5-3）。 

 

 

表 5-3：性/別議題作品分析架構表。 

 

一、酷兒力的翻轉： 

 

酷兒力是本論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它能將負面的、被動的「副本」反轉成

主動的、現身的「正本」，並且永遠處於「＋1」的異化狀態，所以它具有生產力、

能動性與變動性，筆者將以酷兒力的反轉策略來進行作品的操作，以獲得對抗外

部世界的自信與力量。 

在「酷兒力的翻轉」中筆者以「類發展場小聚」個展中的三件集體創作作品

來探究個人觀點與表現形式。 

第一件是〈陽具操作〉（圖 5-22~5-30）的集合作品，讓參與者與觀眾藉由「陽具

性/別議題作品

類發展場小聚

十八羅漢

1. 酷兒力的翻轉

2.自我認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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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創作」而理解其多重含意，也利用作品〈說謊者〉（圖 5-31）的幽默方式

來破除民眾對色情的恐懼。 

筆者先用宣紙影印圖像後再讓大眾進行筆繪的二次創作，作品集結不同性/

別、社會身分的參與者對陽具的看法，讓大眾在面對陽具圖像時所衍生出來的感

覺或想像進行自由創作，其用意是希望參與者跟觀眾理解，「這不是一根陽具」

和「這就是一根陽具」的潛在意義，如前面章節所述，希望破除陽具的私密性、

排斥性、生殖性，削弱疾病的污名與恐怖想像，以及滿足男同志的幻象等等。 

第二件作品是「身分操演」（圖 5-32~5-35），筆者策略性的把「身分」狀態

打開，透過遊戲讓各種身分可以流變，使得性/別、疾病不會固定在原有的位置，

透過身分操演的練習，避免讓自己成為某個負面身分下的受害者，拒絕二元對立

帶來的歧視與傷害。 

第三件創作則是「空間翻轉」（圖 5-36~5-39），個人從水墨作品跨界到裝置

的用意是希望不同領域的藝術種類有相互合作的可能性，透過「陽具操作」的掛

軸跟人體的「臨現」與「佔領」方式去擾動原先充滿禁忌與規範的空間，把暴露

身體跟曝光身分當成媒介反轉了原先的空間屬性，最終，異化空間將顛覆正典空

間的傳統使用方式而產生出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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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陽具操作〉 

媒材：宣紙、墨、蠟筆 

年代：2013 

尺寸：42×30cm×9 張 

內容說明： 

〈陽具操作〉使用塗鴉、裝飾、改造、破壞、反轉等手法來執行集體創作，

其目的在於擾動、扭轉陽具原先的意義，同時提高畫面的趣味性與幽默感，讓陽

具的圖像可以得到性解放。 

 

 
圖 5-22～5-30：黃昱斌，〈陽具操作〉集體創作，2013 年個展「類發展場小劇：他口桑の愛」， 

每張尺寸 42×30cm，展出在師大德群藝廊 C 廳全部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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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說謊者〉 

媒材：宣紙、墨、蠟筆 

年代：2013 

尺寸：42×30cm 

內容說明： 

〈說謊者〉取材自小木偶皮諾丘的故事，小仙子期待皮諾丘要勇敢、誠實，

如此一來，它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在重重關卡中，如果仙子認為皮諾丘說

謊的話，那麼它的木頭鼻子就會變長。 

筆者將其改編，小孩在社會與家庭中其實是不被當成完整的人看待，這種情

境好像皮諾丘要變成人的故事一樣，只不過他不再需要勇敢與誠實，正值青春期

的他只要不斷的說謊就能讓陽具變大，於是，全天下的男孩都不斷的說謊，期待

自己的陽具越來越大，然後變成真正的男人，最後發現原來我們都活在一個說謊

的大人世界裡。 

 

 

圖 5-31：黃昱斌，〈說謊者〉，2013，宣紙、墨、蠟筆，42×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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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身體操演〉 

媒材：水墨裝置 

年代：2013 

尺寸：師大德群畫廊 C 廳 

內容說明： 

身體操演之目的是要強化自己的酷兒精神，讓自己擁有「撕下標籤的能力」，

在策略上，首先，「拒絕承認」（不言說）自己的身分，不掉進性傾向與疾病的位

置，第二、表明立場並「換位思考」，男同志將衣服脫掉後「反客為主」，此時異

性戀者感受到空間與主體被翻轉與取代的壓力，因此，互換性/別位置才能理解

對方的困境，第三、個人與他人進行「結盟」以強化信心，第四、理解自己身體

樣態有各種「重複交疊」的身分，第五、在「允許歧異」的身體中才有著流變身

分的可能性。 

 

  

  

圖 5-32～5-35：黃昱斌，〈身體操演〉發表於 2013 年個展「類發展場小劇：他口桑の愛」，展演
在師大藝廊 C 廳，以脫衣裸露與蓋紅色印章的活動來擾動性/別身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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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空間翻轉〉 

媒材：水墨裝置 

年代：2013 

尺寸：師大德群畫廊 C 廳 

內容說明： 

空間翻轉的用意是要改變空間原先的用途與屬性，藉此達到水墨跨界的可能

性並從中獲得空間的解放。 

 

  

  

圖 5-36~5-39：黃昱斌，〈空間翻轉〉，2013，由民眾一起參與製作的陽具掛圖掛滿 
師大德群畫廊 C 廳全部牆面，並將學校場所翻轉成「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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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認同的過程： 

 

在社會中我們總是預設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並且為了這個目標活著，在這個期

待之下，某種價值觀便合理的壓迫另外一種價值觀，為了達到此目標，我們將自

己的身體交給他人，個人的性傾向、性喜好、性價值觀都被他人所決定與監控，

筆者根據自己與周遭朋友的生命經驗以及自我認同的修煉，將它呈現在作品上。  

在佛教的羅漢分類裡可分為四向四果，每一向都是前往每一果的過程，概括

來說通稱為羅漢，只有第四果位是極果，得到最高的修行認證稱為「阿羅漢」，

不再受到世間一切所誘、所苦，得以超脫已證涅槃。那麼，在邁向第四果之前的

過程，可以當成是趨向終極目標之前的修行，並努力得到新的開悟。 

回到《十八羅漢》系列作品來思考，筆者將其理解為「在俗世中修行的過程」，

所以，在設定角色時是以入世的方式，將自己與周圍的同志朋友帶入到羅漢的位

置，然後，根據生活上發生的種種問題，藉由體察與實踐表現在作品上。 

羅漢透過俗世間的體驗、馴化、規範、輪迴來完成自我修行，就像尋求安身

立命的單身男子「羅漢腳」一樣，表現出自身肉體苦難經驗。早期渡海移民來台

者不能攜帶家眷，所以多為單身男子且經濟窮困無法娶妻，身著破衣、破鞋，其

造型宛如廟宇廊道的苦行僧或是羅漢，因此被戲稱為「羅漢腳」，後來被引申為

沒有結婚的中年男子，筆者取其概念引用到常被家族戲謔指為「羅漢腳」的男同

性戀者。有時候羅漢（腳）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滿足某些期待，所以必須痛苦妥協，

筆者希望透過《十八羅漢》系列來呈現男同志在追求自我認同過程中遭受的種種

處境，以及社會對少數性/別族群的過度檢視。 

從圖像內容來說，除了羅漢像之外，這系列畫作還有一些共通之處，首先，

在視覺造型上均有一個「擬態」的骷髏頭像，如前面所述，男同志身處在異性戀

世界裡，為了適應社會期許的樣態，所以必須執行保命機制，更在雙方的交互作

用下產生出骷髏頭意象的「擬態」結果，看起來好像傳遞出人終究一死的訊息，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顯示出我們更要去珍惜生命的一切，不要被他人的價值

框架所侷限與傷害。 

第二，每件作品都執行「文字操練」，某些歧視用語包裝在關懷的外衣之下，

我們可以試著從對方說出來的話或文字去找出背後隱藏的「不懷好意」，並將同

一句話異化成另外的意思，變成一種反轉的力量，將看似關懷實則歧視的語言攻

擊回去，這種文字的揶揄反擊就是酷兒力，也是敢曝風格的操作手法。 

第三，筆者將俄羅斯娃娃圖像異化出不同的意義，認為這種圖樣代表了個人、

家族以及社會的框架，是一種性/別限制，最裡面是「本我」，然後一層一層的被

道德期待、行為規範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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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十八羅漢》系列六個子題進行討論並逐一分析如下： 

 

（一）「追求愛情的勇氣」：相較於異性戀，男同志在追求情愛的過程要更加不畏

艱難，更不在意他人眼光，才能勇敢爭取自己嚮往的愛情，作品討論包含〈過江

羅漢〉（圖 5-40）、〈伏虎羅漢〉（圖 5-41）。 

 

（二）「社會期待」：社會大眾對於性/別樣貌有不同的期待，因此產生許多刻板印

象與框架，甚至誤解同志必須要優秀，要有高成就才能有「話語權」，此處討論

的作品含括〈大力羅漢〉（圖 5-42）、〈降龍羅漢〉（圖 5-43）。 

 

（三）「社會檢視」：長久以來我們都將自己的身體交由社會掌管控制，尤其是華

人生活觀念是屬於「社會取向」，他人的檢視看似是好意，實際上則是處處限制

與歧視，這系列作品以〈搔背羅漢〉（圖 5-44）、〈杯渡羅漢〉（圖 5-45）、〈笑獅羅

漢〉（圖 5-46）、〈芭蕉羅漢〉（圖 5-47）來分析。 

 

（四）「家族之戰」：對許多男同志而言，跟家族「出櫃」是非常困難的，除了要承

受自己的心理壓力，還要背負整個家族的不諒解，尤其又牽涉到延續香火的生殖

觀念後，其生存處境更為不利，以下介紹〈開心羅漢〉（圖 5-48）〈布袋羅漢〉（圖

5-49）、〈長眉羅漢〉（圖 5-50）、〈探手羅漢〉（圖 5-51）。 

 

（五）「色情愉悅」：色情能夠愉悅自身讓生命活得精采，除了肯定它的多元樣貌

表現外還能滿足我們對情愛慾望的想像，不需要讓「恐性」禁錮了自己的人生，

作品論述有〈托塔羅漢〉（圖 5-52）、〈騎象羅漢〉（圖 5-53）、〈喜慶羅漢〉（圖 5-

54）、〈看門羅漢〉（圖 5-55）。 

 

（六）「宗教傷害」：普遍來說宗教是包容、關懷、為善的，不過卻有某些團體將

同性戀排除在外甚至惡語相向，如此一來是否失去宗教的本質與功能？討論的作

品為〈沉思羅漢〉（圖 5-56）、〈坐鹿羅漢〉（圖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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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愛情的勇氣」： 

作品名稱：〈過江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為愛啟程」、

「用愛發電」，左右文字為「百

年修得同船渡」。 

「用愛發電」是總統蔡英

文（1956-）說過的一句話，為

了創作需求將它挪用指為「用

愛情發電」以解決困境。 

在過去的時代，同志族群

要交友是極為困難的，除了擔

心找不到合適的對象還害怕

身分曝光。隨著時代進步，同

志交友已逐漸不是難事，但要

共同相處維持感情才是困難

之處，對內要排除雙方摩擦，

對外必須不畏懼他人眼光，所

以，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

交往這件事情想必要比異性

戀族群更加辛苦。 

這種情況就好像「過江羅

漢」划船一樣，兩人不僅要同

心協力還要方向正確，要不然

就會在原地打轉，甚至，「二人

六腳」努力往前划，才能度過

水深火熱的關卡，不怕掉落深

淵，才有可能一起迎向未來。 

 

 

 

 

圖 5-40：黃昱斌，〈過江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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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伏虎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洪荒之力」、

「虎標良藥」，左右文字為「用

最大的勇氣打出來」。 

「洪荒之力」是一種足以

毀天滅地的力量，在 2016 年

里約奧運會，中國游泳選手傅

園慧（1996-）接受採訪時所說

的話，成為網路鄉民時常使用

的調侃用語。而「用最大的勇

氣 打 出 來 」 則 取 自 李 可 染

（1907-1989）對水墨創作的

勉勵語，筆者將這句話的「所

指」改變，於是，原先的意義

發生變化後拿來當成追求愛

情的勇氣。 

為了達到某個目的，「伏

虎羅漢」費盡心力去爭取，爬

刀梯的用意是要表達自己修

道的艱辛，也是毅力的展現，

而筆者認為其過程猶如同志

族群在追求愛情時，除了要勇

敢爭取外，也要不畏艱難不怕

受傷，甚至要持之以恆。 

面對愛情也好像在打擂

台，你攻我防或是相反，然後

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對著鏡子

打，不管誰輸誰贏，最終都是

兩敗俱傷，要引以為鑑。 

 

圖 5-41：黃昱斌，〈伏虎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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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期待」： 

作品名稱：〈大力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拒娘」、「厭

女」，左右文字為「正港ㄟ男子

漢」。 

 「拒娘」是拒絕像娘娘

腔，「厭女」是針對女性的厭

惡，兩者都是在貶抑女性或是

像女性的人，這種歧視用語出

現於今日社會，在語言符號中

顯示出男性霸權。 

社會總是期待男生要有

「正港ㄟ男子漢」的樣子，無

論是陰柔的同性戀或異性戀，

還是陽剛的同性戀或異性戀，

似乎只能學習單一樣板模式，

筆者將舉重選手的圖像跟男

子漢的概念重疊在一起，所

以，「大力羅漢」要像舉重選手

一樣努力，一旦不合規定變成

「娘炮」，那就要等著被修剪

或是絞碎重新投胎。 

事實上這種框架也傷害

某些男生的自我認同，也侷限

了男性長成的多元面貌。 

 

 

 

 

 

 

圖 5-42：黃昱斌，〈大力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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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降龍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革命未成」、

「自立自強」，左右文字為「同

志仍須努力」。 

「同志仍須努力」的「同

志」有兩個含意，其一比喻為

夥伴、朋友，一起共患難的人；

其二在本文指為男同性戀族

群。 

撐竿跳源自於古代人類

利用木棍撐過河流或是撐越

其他障礙物，筆者將其引申為

跨越重重難關。 

對一般人而言，撐竿跳運

動是極為困難的，那麼對殘缺

的「降龍羅漢」來說勢必更為

艱辛。同性戀往往被視作殘缺

之人，因為他們不會延續生

命，所以對家庭沒有「貢獻」

也就沒有「社會價值」，因此，

在現實生活中同志族群往往

要比他人加倍努力、表現優秀

才能被肯定身為人的價值，符

合社會期待。 

因此，在作品中筆者提出

一個思考：「為什麼同志要比

別人努力或優秀，才能擁有爭

取權益的話語權？」 

 

 

 

圖 5-43：黃昱斌，〈降龍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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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檢視」： 

作品名稱：〈搔背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甲甲不意

外」、「嚇到吃手手」，左右文

字為「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 

「甲甲不意外」是鄉民用

語，認為某件事情一定是男同

性戀做的，而且不會感到意

外，通常是放在負面評價。 

在泡溫泉時，「搔背羅漢」

總感覺有很強烈的慾望在彼

此眼神的交流或是窺探中。筆

者認為溫泉是一個具有「兩面

性」的地方，一方面它是公共

場合，所以應該保持禁忌；另

一方面它又可以裸露身體，形

成打開禁忌的狀態，於是，兩

個矛盾之處竟然可以結合起

來，形成「慾望的異托邦」。 

在此處筆者也提出一個

想法，關於性騷擾之事，是不

是一旦限定什麼是性騷擾，反

而就坐實了性騷擾的位置，還

有，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

要對性、慾望小心翼翼，那麼，

我們將會失去色情的活潑度

與生活的樂趣。 

 

 

 

 

圖 5-44：黃昱斌，〈搔背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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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杯渡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傻眼貓咪」、

「不讓你睡」，左右文字為「勸

世寶貝宗親會」。 

「傻眼貓咪」的出處來自

於「毒咖啡包」是娛樂性用藥

（不過，台灣尚未毒品除罪

化），是許多年輕人在玩樂與

振奮精神的時候使用，引申為

傻眼的意思。「不讓你睡」來

自於藝人郭書瑤（1990-）所拍

的提神飲料台詞，廣告畫面與

文字都帶有性暗示。 

「勸世寶貝宗親會」的音

樂則帶有強烈個人風格並且

為 弱 勢 族 群 發 聲 ， 勸 世 是

「Trance」的諧音，除了原意

為出神、恍神外，更用來反動

勸世禮教的舊觀念。 

「杯渡羅漢」今朝有酒今

朝醉的生活態度，或許反映了

長期以來同性戀族群過的生

活方式是看不見的「未來」，

而這種「未來」是異性戀成家

立業的價值觀，並且隨時被社

會檢視。 

作品內容反映個人信仰

的生活方式，雖被檢視，但他

人無須置喙。  

 

 

圖 5-45：黃昱斌，〈杯渡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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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笑獅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人生好難」、

「藍瘦香菇」，左右文字為「寶

傑你怎麼看」。 

「藍瘦香菇」表示「難受

想哭」，同志族群過了一個好

難的人生，當然十分難受，非

常想哭。「寶傑你怎麼看」是政

論節目主持人劉寶傑（1963-）

用語，特別要旁人注意其看法

與觀點。 

「精靈寶可夢」是在 2016

年席捲全球的虛擬遊戲，它反

映了數位科技時代大眾對虛

擬之物的狂熱，「笑獅羅漢」將

這種虛擬的抓寶（精靈）概念

挪用到同志想要抓寶（寶＝寶

貝＝小孩）的生活處境，顯示

出有部分同志族群的確嚮往

婚家體制以及傳宗接代的念

想，甚至，以寵物（笑獅）代

替小孩的權宜之計。 

這到底是有可能的計畫

或是終將成為一場空？「寶傑

你怎麼看」？ 

 

 

 

 

 

 

圖 5-46：黃昱斌，〈笑獅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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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芭蕉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銅鋰鋅」、

「神恢復」，左右文字為「我也

有同志朋友」。 

「銅鋰鋅」是同理心的意

思，「神恢復」則取自藝人梁文

音（1987-）提到「同志需要被

『神恢復』」一說。 

喝下午茶是一個自拍、打

卡、按讚和聽八卦、聊是非的

時刻，「芭蕉羅漢」身處在被檢

視的異性戀空間裡，揭開自己

的秘密身分的確是一場賭注，

支持你的朋友說「我會站在你

身邊」（stand by me），但也有

人用好聽的話術貶抑你的人

生，「我也有同志朋友」就是好

聽的話術，它將歧視用語包裝

在關懷的外衣下，筆者提出的

用意是要讓觀者看到其中的

「假好意」以進行文字回擊。 

「神恢復」一詞雖說來自

上帝的祝福，但是，恢復是指

特定某物遭到破壞後而又被

還原成先前的狀態才叫做恢

復，那麼「芭蕉羅漢」是哪裡

壞掉需要被恢復呢？這句話

隱藏了否定他人存在的價值，

以高姿態去為對方的生命下

指導棋，顯示其殘忍與諷刺。 

 

圖 5-47：黃昱斌，〈芭蕉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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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之戰」： 

作品名稱：〈開心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查埔人」、

「查某体」，左右文字為「地

方同志需要老二」。 

「查埔人」、「查某体」是

用來嘲笑生理男性但是動作、

說話樣貌像女性。「地方同志

需要老二」源自於色情廣告

「地方媽媽需要老二」，顯示

無論男女、老幼、角色、身分，

色情都是必然存在。 

童年記憶中，筆者常聽到

長輩以「查某体」一詞來取笑

他人，在以往男尊女卑的時

代，女性被當成財產，所以長

期以來都被連結到貶抑的詞，

換句話說，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輕蔑女性的詞來羞辱男性，造

成多方的傷害。 

男性如何？女性如何？

雌雄同體又如何「開心羅漢」

打開自己的胸口裡面正在做

著「開心」（打手槍）的事，這

是男性成長必經的歡愉經驗，

喜歡的是性慾本身，而不用再

害怕性慾對象跟別人不同。 

 

 

 

 

圖 5-48：黃昱斌，〈開心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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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布袋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屁精」、「玻

璃」，左右文字為「寶寶心裡

苦，但寶寶不說」。 

「屁精」、「玻璃」都是用

來罵男同性戀的話，充滿敵意

與歧視。「寶寶心裡苦但寶寶

不說」源自於中國大陸「賣萌」

的自稱語，以一種委屈無奈但

又用裝可愛的方式表現出來。 

 「布袋羅漢」在跟家人相

處時時常遭遇挫折，對家人而

言，個人的性向選擇與認同就

像引發一場核子戰爭。 

「出櫃」就像是家庭價值

觀的對打賽，無論是蚌殼精

（個人）往前一步，老背少（家

庭）往後退一步，或是相反的

情況，兩邊的人一定都會被刺

傷，常常再怎麼努力溝通最後

卻只是徒勞無功，所以寶寶心

裡苦，但寶寶不說，寶寶只能

淚往心裡吞。 

 

 

 

 

 

 

 

 

圖 5-49：黃昱斌，〈布袋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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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長眉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媽我在這」、

「增產報國」，左右文字為「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 

「媽我在這」表示鄉民出

現在熱門新聞或是知識性文

章，以及媒體採訪時的興奮用

語，告訴家人我就在這。「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源自《孟子》，

目前有兩個語譯版本，初始版

本為「不孝順父母的表現有非

常多種，其中以不盡後輩的本

分為最」，後人斷章取義將其

理解為「不娶妻無子，沒有後

代子孫繁衍是最嚴重的」。筆

者在此處選用了後者的說法，

並提出來重新思考。 

 對於家族而言，子孫綿延

是最重要的，因為擔心後繼無

人斷了香火，無論如何都要努

力為長輩的期待組裝一個孩

子，所以「長眉羅漢」要削掉

自己「外衣」來符合家族的期

待，要努力增產報國。 

 

 

 

 

 

 

 

圖 5-50：黃昱斌，〈長眉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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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探手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素每」、「好

熱」，左右文字為「人無照天

理天無照甲子」。 

「 素 每 」 一 詞 來 自 於

2016 年反同家長受訪者的名

字林素每（？-），針對同志遊

行，她氣憤表示同性戀會讓鄉

下的孩子越來越少、絕子絕

孫。因為「人無照天理，天無

照甲子」，所以十二月天氣還

異常的熱，控訴人要是不依照

天理行事，大自然就會反撲，

意指同性戀是引發暖化問題

的元兇，引起廣大網友、鄉民

討論。 

家族知道孩子是同性戀，

真有如天崩地裂、核彈爆炸，

好像一切都是「肛門」惹的禍，

長輩似乎只關心「肛門」的用

途，卻不去注意孩子的心裡是

否幸福快樂？「探手羅漢」面

對家人跟愛人，兩難的局面該

怎麼辦？ 

  

 

 

 

 

 

 

圖 5-51：黃昱斌，〈探手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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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情愉悅」： 

作品名稱：〈托塔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坐好」、「坐

滿」，左右文字為「積積陰陰

德」。 

「積積陰陰德」是知名飲

料品牌活動「五四．為愛發聲」

所提出來的新詩，內文為：「幫

助老人過馬路，積陰德；幫正

妹過馬路，積積陰陰德。215」

不過，「積積陰陰德」的用語來

源應該來自於 2013 年的網路

流行用語「ggininder」，這兩句

話其實都是指陽具勃起的意

思。 

將英文翻譯成中文使得

這句話又有雙重意義，除了勃

起之外，也是積陰德（做好事）

的延伸，對於東方人而言，積

陰德也是很重要的事，除了可

以累積自身福報外，還可以讓

家族得以庇蔭。 

「托塔羅漢」在行善積陰

德之餘，也不忘對色情自我省

察，並肯認自己在慾海裡載浮

載沉，認為積陰德跟「積積陰

陰德」是不會相互違背的。 

 

 

                                                 
215 https://54poem.com.tw/poems，積陰德，2018/7/20 閱覽。 

圖 5-52：黃昱斌，〈托塔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https://54poem.com.tw/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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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騎象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愉虐肉身」、

「以痛為快」，左右文字為「五

十道陰影」。 

「五十道陰影」一詞來自

色情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

影」，表示人有各種面向也顯

示出對性有不同的愛好。 

BDSM 分別由不同文字

組成，包含綁縛（Bondage）、

調教（Discipline），以及帶有支

配（Dominance）對方使其臣服

（submission），再加上施虐

（Sadism）、受虐（Masochism）

的意思縮寫，屬於少眾的性行

為模式。 

在開始 BDSM 的時候需

要參與者所有人的同意，在告

知、共同承擔風險及安全範圍

的情況下進行，以達到各自歡

愉之目的。 

「騎象羅漢」就像馴象師

一樣，藉由 BDSM 的感官遊

戲，享受心理層面的權力交換

以及生理層面腦內啡的釋放。

期待觀者知道色情的各種想

像與樣貌，並將幻想實踐在生

活中，讓參與者因此得到解

放。 

 

 

圖 5-53：黃昱斌，〈騎象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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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喜慶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持久耐操」、

「愛用國貨」，左右文字為「不

知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是兩個相異

的境界，表示不同的處境，傳

說天上一天人間一年，也具有

兩種相異的時間感。 

從 慾 望 之 眼 經 過 蟲 洞

（wormhole）到達歡愉的彼

岸，蟲洞是在宇宙中可能存在

的連接點，它連接了兩個不同

時空的狹窄通道，產生了時間

與空間的差異感。 

知覺經驗也告訴我們，身

體感知會產生歧異的時間性，

也就是說，肉身在做愛的慾望

狀態中我們的身體會創造出

跟實際時間有所差異的時間

感，「喜慶羅漢」會覺得時間

過得特別快，有種「不知天上

人間」的感受。 

 

 

 

 

 

 

 

 

 

圖 5-54：黃昱斌，〈喜慶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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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看門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假的」、「真

的」，左右文字為「我的眼睛

業障重」。 

「我的眼睛業障重」源自

海濤法師（1958-）講的內容，

針對信徒的提問，關於丈夫外

遇的問題提出其見解。後來被

網路鄉民大量套用在發表事

物時，認為某物是假的、暫時

的看法。 

「看門羅漢」往大千世界

的鑰匙孔一看，他看到了情愛

慾望穿梭在蟲洞之間，遨遊在

黃道帶的雙子星座裡，不論是

肉身歡愉或是情愛被放大檢

視，這一切都是「假的」，因

為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暫時的

過客，沒有什麼是永遠的，花

開終是落，花落終成空。 

 

 

 

 

 

 

 

 

 

 

 

圖 5-55：黃昱斌，〈看門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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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傷害」： 

作品名稱：〈沉思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燒毀」、「五

倍」，左右文字為「斷開魂結

斷開鎖鏈」。 

「燒毀」、「五倍」、「斷開

魂結斷開鎖鏈」都是基督教靈

恩派牧師郭美江（？-）在佈道

時說的偏激言論，她認為同性

戀是一個網羅必須「燒毀」，

然後要拿上帝的勝利寶劍斷

開魂結，斷開鎖鏈，斷開一切

跟同性戀有關的牽連，傳道影

片在 2013 年開始在網路大量

流傳，成為某些音樂創作者或

是網友的衍生創作。 

回溯中國色情歷史脈絡，

基督教在中國與台灣有很大

的影響力，將宗教教義的「美

德」以殖民方式融入到東方文

化裡，並認為這是「東方傳統

價值觀與思想」。 

實際上傳統中國對性與

男風之態度是採取多元樣貌

與包容精神，而今日基督教仍

持續貶抑色情與壓迫性/別之

作法，對於「沉思羅漢」的確

產生劇烈的禁錮。 

 

 

 

圖 5-56：黃昱斌，〈沉思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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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坐鹿羅漢〉 

媒材：緞布、重彩 

年代：2018 

尺寸：168×70.5cm 

內容說明： 

上下文字為「童叟無欺」、

「業力引爆」，左右文字為「感

恩師父讚嘆師父」。 

「感恩師父讚嘆師父」是

對禪宗佛教如來宗創始人劉

錦隆（1949-）的讚嘆語，妙禪

師父在 2017 年因為獨特的弘

法方式與財務爭議而成為媒

體爭相報導的話題人物。他宣

稱自己在 1998 年成佛，乃現

世活佛，地位等同耶穌基督、

穆罕默德與釋迦摩尼佛，也引

起廣大民眾討論。 

這句話原先是用來對師

父表示尊敬之意的感恩詞，後

來被媒體、網友甚至是政府單

位拿來操作的文字符號，將師

父改成「sea food」，以及諷刺

對某人、某事的看法，換句話

說，其原先的意義已經發生改

變從「感謝」變成「揶揄」。 

有時候面對師父或是眾

人對同志的閒言閒語，「坐鹿

羅漢」別再糾結，快用智慧盾

牌來擋，或是好好的「感謝」

他們。 

 

 

 

 

圖 5-57：黃昱斌，〈坐鹿羅漢〉，2018，緞布、重彩，
168×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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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色/情異托邦」是筆者對於酷兒想像的願景，並依此找到某些自我逃逸的

路徑或是安身立命的方法，並從作品中思索、觀察後提取出某些核心價值，再從

這些核心點往外擴展，逐步爬梳創作脈絡與建構創作方法，肯定自我對於「色情

和性/別」議題的重視。因此，論文的寫作方式設定以「議題」來進行，而非由「水

墨」的歷史背景或媒材運用進行敘述。如此看來，關於色情與性/別的資料在本論

文中就顯得相當重要，在檢視個人創作實踐之成果後，藉由論文書寫而得到某些

研究心得與觀點，據此作為自己創作的基石以及日後相關議題研究的參考。 

在本論中，筆者雖然解釋過色情與情色的差異，也提出「色/情」用法的來龍

去脈，但並非所有的章節都使用「色/情」一詞，甚至還刻意回到色情兩個字的書

寫，目的是希望觀者能降低對於色情語詞的負面印象。對某些性階層的人來說，

色情是沉重的枷鎖，為了破除這種刻板概念，我們可以試著對性與規範進行解殖，

或對色情進行培力（empowerment），讓它可以在肉身當中得以舒展，明白自己的

需求與長期被打壓的狀況，能夠有意識的、積極的以行動來打破父權制度下被污

名化的位置。 

回溯筆者學習軌跡，色情與性/別議題一直是筆者創作以來研究與實踐的重

心。這一類的創作最早可以回溯到 2001 年開始關注文化與色情的關係，接著在

2006 年進入到台師大美術研究所持續創作，逐步學習將學術理論的探討跟自身

經驗表現在創作上，最後在博士班期間，以更系統化的架構、豐富的學理依據、

個人與社群經驗以及更為聚焦的作品內容，去研究台灣社會關於色情、性/別議

題之發展過程與現況。 

筆者在博士班的創作與研究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於個人對於色

情命題充滿好奇，也因為自身生活充滿相關經驗，所以在 2014 年個展時，作品

面向多以色情方式呈現，不過，當時理論基礎不夠扎實，並不了解作品背後承載

了眾多的社會意義，只是很簡單的認為要將創作者的個人經驗帶到作品上，並希

望自己關注、喜愛的主題不要被否定，於是，在研究上遇到了「知道為什麼要從

事這樣的創作，卻不知道這麼創作背後的意義」之困境。換言之，筆者在先前的

創作上一直以「直覺式」的方式去進行，但這樣作為一名研究者在論述的建構與

整理上顯然是不足的，筆者面對個人在色情與性/別議題上知識之不足，勢必要

跨領域的往相關課程、系所再去學習進修，把自己從「水墨領域」投身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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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疇」，離開原有的知識體系，再重新進行新的知識生產，才能將兩者交織

與梳理出自己的創作系統，此時，正是論文思維的轉折處。 

第二階段是在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的養成計畫。先前，筆者從未踏入過性/

別理論課程，除了要從頭開始建構相關的知識系統外，更重要的是要徹底打破先

前對色情與性/別的舊有觀念，因為要改變既定的觀看方式與思考模式是極為困

難的，每一回的課堂講學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剝除與重建，此後，筆者開始學

習如何認真看待色情，理解其發展脈絡以及性/別背後的權力關係等等，最終回

應到藝術表現，成為筆者作品的學理依據與中心思想。 

回歸創作上來看，執行色情與性/別這一類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時非常辛苦。

除了要跨領域學習之外，筆者的「內在剖析」成為自我認同過程中的重要紀錄，

當然也形成巨大的壓力。「是否要赤裸的面對自己與他人?」便成為本研究中來回

糾結的情緒。然而，誠如筆者先前所述，個人創作強調「人的自主性與存有價值」，

將信念實踐在作品上，以表達自我覺醒與社群之反思、批判，並將色情與性/別議

題打開，維持其開放性，對社會中不公義、偏見、歧視之事能做出適切反應而非

麻木不仁。也就是說，筆者並非要獲得群眾在觀看作品時「美」的讚賞，因為當

代藝術作品的內容論及議題時，往往不以「美的感動模式」來作為審美品味的訴

求與唯一標準，實際上，作品呈現當下社會的樣態，是希望透過作品能讓大眾逐

漸改變對色情和性/別議題的負面觀感，期許他人能夠消弭歧視與學習包容，倘

若有人因為感受到作品傳達出來的理念而改變自己先前視若無睹或者漠視的態

度，那麼，哪怕只有一點點效果或是影響一些些人，這都將成為個人在藝術領域

表現上的小小成就。 

酷兒「＋1」的流動意識與行動力是本論文極為重要的觀點，他挑戰我們的

各種感知，包含色情歡愉帶來的「愉悅性」，身分認同產生的「踰越性」以及對

身體採取各式行動的「愉虐性」。酷兒的位置似乎站在最後面，跟前面的人雖然

有著一段距離，不過，他永遠在提醒前面的人說：「嘿！後面還有一群人，不要

忘記這些更被壓迫的族群，他們是其他非主流的異性戀、不合作的同性戀、搞怪

的跨性別、沒有道德束縛的群交者、被標籤化的身障者、怪異的戀物癖者、深受

疾病污名的人……等等。不要只關注前面的主流族群，雖然我們都有差異，但我

們的生命價值也很重要，也值得被好好對待。」 

在後現代主義的學習背景下，水墨創作語彙不斷的擴充，創作媒材也不斷的

增加，並以追尋在地文化為創作精神，試圖連結自己的水墨創作跟在地文化的關

係。此外，由於現代主義的大敘事與大歷史觀已被解構，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不斷

被重組、覆蓋、再寫。所以，創作者不再需要為國家、宗教服務，也可以關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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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私密情感，或是呼應當下的生存狀態，反映社會議題，在創作方法上也可以將

媒材不斷往外延伸或是跨界混搭，又或者跨領域的從藝術領域跨足到人類學、社

會學……等等。這些都有助於筆者在未來創作上的啟發，型塑自身美感養成與學

理脈絡之梳理。 

總結本論文之分析，審視個人作品與論文是以色情為核心，再以男同志與酷

兒情慾為創作主軸，依據本身的社群經驗，透過觀察與質疑情慾的既定觀點，同

時探討主流社群對色情、性/別的建構與壓迫，試圖用較為扭曲、醜陋、怪奇、戲

謔、複合的圖像來表現主題，依此反映社會現狀及破除刻板印象。不過，也因為

筆者想同時呈現男同志與酷兒議題的眾多面貌，故在此次的作品表達與論述上取

材偏廣，或可能因此失去了個別議題深入探究之表現。期許自我，再深自沉潛及

省思後，得以蓄積更大的能量，於未來的創作發展與此一議題的研究路徑上，能

更有精深的創造及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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