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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解嚴 

日  期：2014/07/18 

主持人：吳瑪悧／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主講人：王墨林／藝評家、陳界仁／藝術家 

 

文字整理：蔡旻真 

 

●吳瑪悧（以下簡稱「吳」）：歡迎大家參與春之夜。今天的主講者是台灣在解嚴

前後，兩位非常重要的藝術實踐者及論述者。我先介紹王墨林。王墨林出生於

1949 年—戒嚴開始的年代，因此非常具有意義。後來他念了政戰戲劇系，在軍

隊待了十年。退伍後到日本接觸左派的社會運動、小劇場、舞踏等，而把相關的

資訊介紹到台灣，並且開始對於當時也在街頭進行表演的行動者撰寫評論。這些

文章結集為《都市劇場與身體》。後來又寫了一本書《台灣身體論》，當中非常理

論性的再去把各種不同有關身體的論述，進行自己閱讀上的筆記跟反思。 

 

另一位講者陳界仁於 1960年代出生，在復興美工畢業後，對於當時社會氛圍及

藝術世界有不同的想法，開始與一些年紀相仿的年輕藝術家們，一同試圖在非主

流的空間進行一些展演活動，如我們現在說的替代空間、閒置空間等，那些作品

本身因為發生場所以及內容的特殊性，很具有反體制的想法。 

 

界仁今天將以更早期的作品《機能喪失第三號》做為討論主軸，即便在這些年間，

他不是以自己去做表演或展現所謂的行為藝術，但界仁透過影像記錄的方式，基

本上也屬於一種表演的安排，亦可說是一種廣義的行為藝術。今天透過兩位開創

形式的藝術者回憶當年所發生的事，並藉由今天的討論，重新對照、思考，我們

首先就請界仁開始。 

 

﹝播放《機能喪失第三號》﹞ 

 

●陳界仁（以下簡稱「陳」）：各位朋友大家好，1983年作的《機能喪失第三號》，

距離現在快 30 年，隔了那麼久，我已不可能回到當初的狀態來談這個事件。事

實上，幾乎有超過 20 年的時間，我都沒再看過這件作品的紀錄影片，現在只能

憑記憶和此刻的想法，談我當時為甚麼會去做這件事，以及它對我後來的創作有

什麼影響。 

 

當時會去西門町做《機能喪失第三號》，只是直覺地認為，像我這樣在戒嚴時期

出生、成長、受教育的「戒嚴之子」，如果不直接面對戒嚴體制對自由的限制，

尤其是，如果不將自身置於戒嚴令下禁止集會與遊行的「公共空間」、不將自己



IV《亞洲當代藝術的身體性》 

2 
 

放在違反戒嚴法的臨界點上，與戒嚴體制進行直接的碰撞，那我是不可能真正「看

見」和「認識」被戒嚴體制規訓過的身體與行為模式，以及清理已內化至意識深

處的戒嚴意識。更不可能在戒嚴體制下，對生命的意義和社會的組構型態，展開

其它的想像。 

 

1982 年我還在服兵役時，就開始思考實踐這個計劃的可能性，退伍後，1983 年

的年中，我約了我弟弟和周圍的朋友，問他們願不願意參與這個計劃。當時我 23

歲，周圍朋友的年紀大約在 19歲到 25歲之間，他們不是在等當兵，就是剛進入

社會工作的人。可能因為大家都很年輕，也都受不了戒嚴時期令人窒息的生命狀

態，結果居然沒有人在意會不會因違反戒嚴法，而付出我們無法想像的代價，反

而很興奮地答應參與這個計劃。 

 

至於會選擇當時聚集最多電影院的西門町武昌街，作為實踐這個計劃的地點，主

要是我當兵休假時，曾在那裡被七、八個便衣警察誤以為是逃兵，而被當街逮捕

過，所以知道武昌街那裡隨時都有便衣警察在監控街上的狀況。我覺得只有在這

種監控狀況下實踐這個行動，才算真的把自身置於違反戒嚴法的臨界點上。 

 

10月 30日出發去西門町前，我們已先穿好類似犯人服裝的衣服，搭公車到武昌

街後，又遇到幾個朋友的朋友，他們知道我們的計劃後就臨時加入這個行動，於

是我們把多準備的相機、攝影機交給他們，然後蒙上頭套，像是要被槍決的犯人，

一個挨著一個往前走，十幾分鐘後，我們開始大聲嘶喊……。當時現場立刻圍了

許多好奇的路人，還有人問其它圍觀的群眾是不是抓到「匪諜」了。從我們一開

始行動，警察就已經在旁邊監看，或許因為當時是「增額立法委員改選」的政治

敏感時刻，再加上越聚越多的圍觀群眾，讓警察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才使得我

們的行動能持續下去。 

 

等我們的行動全部結束後，警備總部的人才趕到現場，這反而讓圍觀群眾更加騷

動，在群眾的層層包圍下，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盤問我們剛剛行動的目的時，我

們隨口編造說是來幫新聞局舉辦的金穗獎拍片後，他們就只要求我們留下身分資

料，警備總部的人拿走我們預先準備好的假名片，就要我們和現場群眾馬上散去，

出乎意外地，我們就這樣離開了現場。 

 

事後回想，以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擁有的巨大權力，居然會讓我們以那麼牽強的理

由離開現場，我想除了當時是「增額立法委員改選」的政治敏感時刻外，另一個

更可能的原因是——圍觀群眾形成的無組織「集會」狀態，讓警備總部的人和警

察有所顧忌，擔心引發不可預期的群眾事件，才是他們為什麼會讓我們離開的真

正原因。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6%9D%83%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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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我更體認到那些圍觀群眾，不只意外地保護了我們，同時也因為他們形

成的無組織「集會」狀態，才讓我們類似「遊行」的行為，因他們的聚集，而被

轉換成一場「遊行」與「集會」並置的行動，也讓原先被嚴密監控的街道，暫時

失去功能，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廣場或劇場，甚至群眾圍著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

的好奇觀看，也成為某種反國家監控的「觀看行動」。我的意思是──在那個當下，

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反而成為了被群眾包圍與監看的對象，也使他們暫時失去作

為監控者的權力位置。 

 

雖然當年做《機能喪失第三號》時，既不可能事前對外宣佈，更不可能於事後公

開發表，除了現場圍觀群眾外，也沒什麼人知道這件事，而這個微小行動，更不

可能對戒嚴體制有絲毫的改變；但那次的經驗，讓我隱約體會到無論在多嚴密的

監控機制下，被監控的空間都有可能被滲入和穿透，甚至，我們可以從被監控空

間的內部，對權力機制進行某種「質變」；或者說，一旦我們對生命價值觀與社

會的組構型態，開始進行其它想像時，原先國家機器看似嚴密的管理與監控機制，

也不再有效了。我的意思是──當我們改變自身的欲望與想像，也同時是在戒嚴

體制內製造一個裂隙。 

 

《機能喪失第三號》給我的另一個經驗是──當時我是五名帶著頭套蒙著眼睛的

演出者之一，雖然蒙著眼睛還是可以聽到與感覺到周圍人群的騷動情況，但走著

走著，我從原先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害了參與的朋友，到後來慢慢有種戒嚴體制對

我已「不再有效」的平靜心情。雖然到現在，我還說不清楚當時心理狀態轉變的

原因，但那個經驗已成為我身體記憶的一部分。可是幾天後，當紀錄行動過程的

八毫米影片沖洗出來時，我卻只能在影片中看到行動的外部行為與現場群眾的騷

動情況，而不可能看到我「內在感受」的變化，這個失落的經驗，讓我後來想去

探究「內在感受」可以如何被顯影的可能性，不過還要等到十九年後，我真正有

機會拍片時，才開始去探索這個可能性。 

 

同時，以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封閉狀況，我既不清楚什麼是行為藝術，我和參與

的朋友們，也只是在高職或高中畢業後，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的一般人，即便如

此，人總有從生活經驗中積累而生的感受想去訴說，儘管我們可能還找不到準確

的「語言」，但人總會以各種方式去實驗和爭取如何「說出」的方法，這也讓我

體會到我們的感性與想像應以具體而複雜的「現實」與生命經驗為出發點，而不

能將我們具切身性的感性經驗，框限在既有藝術史的美學範疇與問題意識內。只

是在戒嚴體制下，我們不但被切斷與歷史的任何連繫，即使想去認識當時的「現

實」，也只能在層層的迷霧中摸索。 

 

總之，從那時開始，如何理解和認識歷史與「現實」等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我， 

這也是 1987年解除戒嚴後，我反而逐漸放棄創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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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難跟年輕朋友們，再重述那些因時代因素，對我造成的困惑，我姑且試著

規納幾個原因，看可不可能說的清楚一點。一：1987年 7月 15日國民黨政府突

然宣布解嚴，好像從此我們就進入「民主」時期，但我對這個「轉變」過程是有

疑慮的──從 1949年宣布戒嚴到 1987年解嚴，至少有將近 4個世代的人，成長、

受教育於戒嚴體制，但解嚴後，台灣社會並沒有對戒嚴體制進行深刻的全面清理，

那麼，在戒嚴時期被集體植入的冷戰／反共／戒嚴意識，又怎麼可能自動消除呢 

？雖然解嚴後，有無數人批判、反省、嘲諷國民黨的威權、戒嚴體制，但大多數

批判給出的「自由」與「民主」想像，卻是美國式的資產階級代議制與自由市場。 

 

我們不應忘了戒嚴體制的成立，背後是因為美國的全力支持才可能形成的。換句

話說，戒嚴體制一方面是美國與國民黨共構排除泛左翼的規訓機制，另一方面是

美國對台灣社會植入美式「自由」、「民主」與進行文化冷戰的生命治理時期。當

我們今天批判新自由主義時，是不是該同時反省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形成的過程，

而這只要檢閱 1987年至今的歷史，就可以清楚認識到──正是那些帶著美式「自

由」、「民主」想像的「民主人」，把台灣一步步推入當前的新自由主義處境。當

然，我要到很後來，才看清楚這些問題。 

 

我的第二個困惑是：從戒嚴時期到解嚴初期，我所接觸到所謂現、當代藝術的片

斷知識，就是來自〈今日世界〉雜誌、美國文化中心、舊書攤販售的〈美術手帖〉

和國內的藝術雜誌，但這些雜誌和書刊中引介的現、當代藝術作品，卻與我們具

體的現實生活和感受，有著巨大的落差。我很疑惑為甚麼只有一種以西方歷史與

社會脈絡為書寫座標的藝術史，而沒有將不同地方的人與其感性，視為平等與同

屬於當代的其它藝術史？譬如畢卡索受非洲雕刻影響，所創作出的立體派作品，

被藝術史學者認為是前衛的，而影響畢卡索的非洲雕刻卻被貶為原始藝術，或者，

維也納直接行動團挑釁歐洲宗教的血淋淋行為演出是藝術，而台灣的乩童不是另

一種行為演出？同時，當 Andy Warhol反覆複製消費符號時，台灣農村的大量年

輕人口，卻被剝奪掉生產自身感性的權利與時間，開始被納編入國際分工體系下

的加工出口區。或是像某些台灣美術史，把曾為軍國主義畫過戰爭畫，以及作為

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視覺治理的石川欽一郎，描述成台灣現代繪畫的啟蒙者 

，就像某些歷史學者選擇性的把八田與一，為服務殖民母國所蓋的嘉南大圳、烏

山頭水庫，美化為是對台灣農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一樣。這種殖民現代性的史觀，

不但反應了台灣的後殖民心態，更忽視了台灣民間藝術工作者的存在價值。今天，

我們都知道這些論點與整個殖民現代性與現實的政經權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當時的我，只是隱隱覺得這種藝術史觀是不公平的。 

 

我的第三個困惑是：1977到 1978年的鄉土文學運動，提出要關懷自己的在地現

實，一方面這對當時的我，有很大的啟發，我也很認同他們的呼籲。但另一方面，

現實是如此複雜，如果只以寫實主義為手段顯然是不夠的。就像剛剛提到，當我



IV《亞洲當代藝術的身體性》 

5 
 

看《機能喪失第三號》的紀錄影片時，發現我當時的內在狀態，是無法以紀實方

式呈現出來的。總之，對那時的我而言，還沒有能力去釐清和了解這些問題的複

雜性與連帶關係。 

 

在找不到答案下，我胡亂看了不少雜書，其中一個部份是農民起義與民間宗教的

關係，當然，那個時候的書是不會用「農民起義」這樣的詞彙，但從原始道教、

彌勒降生、太平天國與農民起義的關係，以及五四運動等歷史，都或多或少影響

我當時思考事情的方式。所以當年作行為藝術的驅力，更多是受到這些「農民起

義」歷史，或是像農民演戲給農民看的「落地掃」的影響，而不是藝術史中的行

為藝術。 

 

簡化的說，當我們今天談什麼是「身體解嚴」時，很像是在做某種歷史回溯，一

不小心就可能把問題意識「過去式」化，但對我而言，無論是日殖時期的殖民現

代性，冷戰、反共、戒嚴時期殖入的親美與戒嚴意識，到當代新自由主義下的生

命政治等等，是有其連續性的。或者說，如果要追索我們何以處於當前的不堪狀

態，以及日趨嚴重的貧富不均等問題時，那麼關鍵可能不是用「斷代」的方式，

去思考戒嚴與解嚴等問題；法律上的解嚴，不等於戒嚴意識就此消失，更多的可

能是戒嚴意識已內化為集體無意識，並且成為形構今日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之一。

所以談「身體解嚴」的重點，或許並不在「解嚴」，而是歷史性地重新檢閱我們

的身體與意識，如何在國際與國內權力機制的操控下，從過去被規訓的身體，一

步步被質變為今日的生命狀態。從某方面說，「解嚴」並沒有帶來真正意義上的

自由與解放，反而讓我們在誤以為進入「自由」與「民主」後，把追問什麼是人

的解放的課題，讓渡給了政黨、媒體以及各種代理人。對我而言，如果從現在的

視角，討論什麼是廣義的行為藝術，我想那應該是以自己的身體，探勘台灣社會

中還未被追問的各種議題，以及繼續探尋「何謂解放」的各種可能性。 

 

●吳：從界仁所講之中，我讀到的重要訊息是在於，台灣的解嚴前後，在藝術世

界雖然促成很多所謂身體解嚴式的創作，不過他比較不想把這些事情放在所謂行

為藝術的脈絡裡面來看。 

 

我想提出一個有趣的事情，《機能喪失第三號》是在 1983年所做，謝德慶的作品

其實也在差不多那個時候被介紹到台灣來，如果我們看謝德慶最早是在 1978、

1979年在做的《籠子》，1980、1981年做的《打卡》，1981、1982年一整年都在

室外，也就是說，謝德慶在 1980年代初開始展開這些行為藝術表演時就已介紹

到台灣；李銘盛也是在差不多的時間走到戶外，例如他 1983 年開始徒步環島的

作品《生活精神的純化》，目的想把自己放空，也想要去認識這塊土地；以及 1984

年的《包袱 119》、1986年的《非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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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的是，即便界仁不想要放在行為藝術的脈絡裡面來談，為什麼在那個年代

有這麼多的表演藝術出現？大墨的《都市劇場與身體》書裡就介紹，那個年代一

直到 1990年代初，有很多年輕人創作者大部分都不是美術系畢業的，都在街頭

開始展開他們的表演。接著就請大墨來談談。 

 

●王墨林（以下簡稱「王」）：剛剛聽了界仁從他作品的創作背景一直講到現在，

加上他對這整個行為藝術的想法，我想到的是：我們在台灣談行為藝術的話語權，

為了要合乎現代性的審美，我們就會用很多西方的理論來詮釋，剛剛界仁也談到

這是有問題的，但若從我們自己本地的或本土的脈絡來談，那我們的話語又在哪

裡呢？ 

 

剛剛講到八田與一，他是個非常嚴重的錯誤，他被推為是對台灣的水利、水壩有

貢獻，可是我們完全沒有談到關於蔣渭水的歷史，事實上日本對台灣抽很重的水

利稅，蔣渭水為此還向殖民政府請願，另外像台灣的農產、農業、稻米收割完全

納進日本計畫中，做為他們供應的國內物資，這些都沒有談，就只說他建了一個

水壩，觀點都是片面的。要思考的是，當我們要談現代性時，或想把自己納入現

代性的脈絡中，文化在哪裡？ 

 

《機能喪失第三號》中所談到的戒嚴，這個作品呈現最重要的不是蒙面綁手的犯

人，而是畫面中，警察、警車等這些東西所突顯戒嚴時代重要的象徵性意義：「介

入」。介入就是一種行動，受到華爾街的影響後，流行把行動講成「佔領」，我們

先不談現在被公民運動所論述化的占領行動，在戒嚴時代沒有公民運動、沒有占

領，甚至連行動這概念都沒有。 

 

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公共空間」，跟現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樣，現在的公共空間，

可以是華納威秀的廣場，那時候沒有公共空間可言，因為整個空間充滿戒嚴的狀

態，完全沒有任何解放的可能。剛剛界仁的作品，定格時，看到警備總部的便衣，

那一片肅殺之氣是你們現在絕對感受不到的，太陽花學運警察的場面很壯觀，但

這樣的壯觀並沒有當時的肅殺氛圍。原因在於當時沒有所謂的人權、民主自由的

概念，基本上只有想對大家既有認定的規矩和遊戲規則進行反叛，或是在想經由

這個反叛後有沒有新的可能性，只不過話語也不足，思考也不寬闊，就是一種從

身體發出的動能，覺得需要對抗。 

 

剛剛界仁所說的讓我想到，為何他的《機能喪失第三號》不是在台灣或是一般的

行為藝術脈絡裡。1988年的行動劇《驅逐蘭嶼的惡靈》，我也把它放在我所寫的

行為藝術脈絡裡面來談，因為它就是一個跟身體有關的行動，但最重要的不是只

跟自己的身體有關，而是「我們的身體」，也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觀眾、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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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講的劇場倒不是演戲的這個劇場或是行動劇場，群眾的概念是由布萊希

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所提出，他特別重視群眾，當然你可以說林懷民

跟賴聲川也很重視群眾，但他們重視的是觀眾所意味的經濟效益，但布萊希特認

為最好的演出就是從戲中一直演到外面去，直到觀眾一起跟著走出劇場。但觀眾

必須通過一種對這個演出的想法，問題是有沒有給他想法？ 

 

我不知道影片中演出的人頭部被紅布包紮是不是有特殊意義，因為台灣在 1960

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有共產黨，但不是中國的那種共產黨，而是在成大或台大有些

對左翼抱著浪漫思想的大學生，覺得為了反對國民黨或蔣介石，需要自己要搞個

共產黨的圖書會之類的，這樣的產物在我們後來看，就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結果，

不是真的要組織地下黨或地下工作，就是浪漫主義對「革命」想像的結果。但不

管怎樣，界仁敢在那個反共戒嚴年代，公開用紅布示眾，就是一個突破禁忌的行

動。其實那時候界仁似乎隱隱約約有個「左」的東西在那裡晃動。 

 

1985 年我從日本回來後，就在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工作，那時候因為鄉土文

學運動的影響，在 1980年代，我們開始要面對種種生活環境的問題，如台灣的

現代化而造成的農村破產、工廠的勞資糾紛問題等等，對現今而言，「愛台灣」

比較重要，但當時沒有這樣的概念，只關注當下社會所發生的不公不義，包括工

人問題、農民問題，基本上都有點左翼的色彩。 

 

我在《人間雜誌》工作的時候，因為都報導社會底層的一些小人物，同時我也在

搞所謂的小劇場運動，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這些前衛劇場只有你們搞藝術的自己

懂、自己爽而已，那時候因為我們自己思考的不夠，沒有把自己的思想武裝化，

有的都是一些教條，我們找不到合適話語討論，懵懵懂懂的就只說公平正義，雖

然我們自己清楚這個東西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的。 

 

我對於小劇場和前衛劇場所提出的概念和美學論述，是不是能夠回覆我那位朋友

對我提出的質疑，將這些藝術觀用在那些工人、農民身上，對我來說是很大很大

的挑戰。在劇場，布萊希特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劇場如何能跟現實環境結合，這

樣的實驗該如何進行？ 

 

1987 年那時《人間雜誌》正在連載關曉榮在蘭嶼的攝影報導，他的攝影給我最

強烈的意象就是核廢料的問題，那時反核的概念在台灣是非常薄弱的，不要說台

灣本島，連在蘭嶼都沒有。關曉榮提出後，我便想試著做一個反核的劇場，但那

時該怎麼做真的不曉得，我找了黎煥雄和小劇場的朋友來討論，周逸昌在法國的

時候，看到街頭運動、示威運動有使用布偶，王俊傑還設計了一個反核的海報等

等，我們找蘭嶼青年會的郭建平一起來參與，後來把核廢料當蘭嶼的惡靈來驅逐

就成為這行動的名字，大家連夜把布偶做成惡靈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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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在看來都很重要，是台灣的反核運動的一個開始, 也是現在通用的「行動

劇場」的開始。我們到了蘭嶼後，島上其實有很多人反對漢人去進行反核運動，

不是驅逐蘭嶼的惡靈，我們反變成是被驅逐的反核者，還好我們有當地的郭建平

協助進行排解，台電公司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包括給他們的回饋金、帶他們到日

本去看當地的核電廠等等讓他們放心。 

 

我覺得當你有種反抗的動能時，很多東西就自然出來了。要示威前的那個晚上，

我跟一位已經去世的朋友王菲林，騎著摩托車到核電廠去噴漆，寫上一些反核廢

料的口號等，當然第二天就被清除掉。我們打算把這次的反核行動與他們當天要

舉辦的「惡靈祭」進行結合，極力取得老人家的同意後，當天老人都穿起了他們

傳統戰鬥服裝組成抗議隊，大家拿起鐵桶敲打，加上大布偶、「惡靈祭」的戰鬥

服裝，儼然形成了一個非常劇場化的示威隊伍。到了現場後，核廢料場大門已被

關起來，我們用事先準備好的沖天炮射到裡面，這可把核廢場的人嚇壞了，只好

把門打開接受抗議。演完講，離開時大家把惡靈布偶插在現場、抗議布條綁在樹

上，氣氛有點詭異。一伙人又轉到海邊參加「惡靈祭」。 

 

當時台北已有街頭運動，只是大家都穿著便服，乾巴巴的喊著抗議的口號，「驅

逐蘭嶼的惡靈」行動劇場這樣的劇場效果給了台灣社運一個新的經驗， 那時候

才開始發展出行動劇場。「行動劇場」本來叫「第三劇場」，來自那時大學非常流

行、民眾性很強的第三世界電影，後來嫌這樣的稱呼太學術，經大家討論後就改

為「行動劇場」。 

 

而我們現在的「行動劇場」概念是那個時候產生的，現在若再來談那段歷史的話，

會發現很多東西是不確定的，當中有太多實驗性與探索性，只是參加的人都把自

己想到的可能性當作表現的工具，而不是用美學的概念伸張，是一個身體的動能，

它跟群眾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強烈的「聚眾性 」。 

 

我講的這些點點滴滴都是重要的，可以變成一個「行動劇場」產生的論述，假設

到現在我們還說 80 年代台灣小劇場是一個「運動」的話，那麼 99.9%是跟公共

性的「介入」有關係的。當時像新象小劇場、皇冠小劇場和屏風小劇場等，頂多

容納四、五十人，比較沒有像街頭的「聚眾性 」強。當然報紙媒體都覺得很新

鮮，藉此拿來作為政治性的話題。是的，它政治性很強！它也是個運動！「介入」

有關，這種動能來自於我們跟「介入」有關的身體行動，這個動能不是天上掉下

來的，不是自然生成的。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很多的街頭運動，反抗的動能和目標比我們以前都清楚，可是

動能的來源很少人去分析，也許大家都是在喊喊政治口號而已。但過去我們沒有

這些政治口號，反國民黨的概念也只是在從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初階段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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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反核運動更接近公共議題化，比如說其他罷工、環保、520農民運動，這些

議題現在反而都慢慢消失沒有了，轉變成另一種政治運動。 

 

戒嚴壓抑的不只是我們的慾望，還有視野和道德觀，剛剛界仁也講了戒嚴不只在

一個日期上讓它結束，在解嚴跟戒嚴之間是一個出口，整個動能都藉那出口崩解

出來。所以在那段時間的反抗行動，會產生出非常多不成熟，乃至於沒有被論述

化，但卻保有對世界、對體制、對生活環境有一種非常具體、真實、浪漫的想像。 

 

戒嚴這四十年把民眾很多動能都壓抑住，我們怎麼用左邊的眼睛看這個社會,用

左邊的眼睛看我們的歷史，應該是我們面對民眾性要作到的,現在看到的「右」

跟國民黨統治戒嚴那段時間的「右」非常相近，只是在話語上則完全推陳出新。 

 

所以我今天看了《機能喪失第三號》影片後,個人有一些收穫，我們在台灣談行

為藝術的時候，是不是要從行為藝術這樣很重要的行動的動能來談我的表現力？

我是為什麼而表現？應在這樣的概念之中談「我們的」行為藝術。 

 

●吳：藉由剛剛大墨及界仁所講的，我們似乎在重新釐清行為藝術在台灣的脈絡，

它似乎不只是身體解嚴的問題，也跟空間解嚴有關，反映在還沒有所謂的公民運

動的年代，表演藝術或行為藝術就成為了社會大眾或知識階層、任何有想法的人

來表達自己的一個方式。 

 

這樣的一個開端，也許我們也可以在其他的場次中進行相互對照與辯證，在不同

年代之中的行為藝術是否發生了質變。接下來的時間開放讓大家提問，藉這個機

會可以讓兩位主講者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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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提問一：我回到關於藝術品本身去思考行為藝術。我們在看到真跡時我們會形

容它有一個 aura，但是在我的想法裡面，行為藝術這樣一個與眾不同、即時、

偶發的狀態之下，它本身就是一個 aura，在這前提之下，aura被記錄的時候，

它已經不再是個面對面或是一個真跡的型態。那麼請問你們對於行為藝術被記錄

成影片或是平面、可以被執行的狀態，被錄製或再複製的看法，或是這形式對行

為藝術本身有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 

 

●王：答案很簡單，你把它當作為保留的檔案看，對於建構自己的主體藝術史是

很重要的。 

 

●提問二：剛剛提到歌仔戲或是落地掃，農民演給農民看的那個感覺很迷人，就

像一種烏托邦的想像，為公民、為農民而做。可是現在的問題常常好像是藝術需

要專心、群眾需要散心，這些想要服務他們的人，事實上要看中產階級意識想要

看的東西，是不是會讓人覺得有點沮喪或是感到弔詭的地方？ 

 

●陳：先回到 aura的問題，從某方面說，行為藝術是一種隨著行動的進行，而不

斷消散的藝術，再完整的記錄檔案，都沒辦法等於真跡，而只能是行動的殘跡與

斷片，我的意思是：行為藝術的迷人與缺憾，恰恰在於它的無法重複性，或許問

題不在是否能完整再現真跡，或是完整保存曾於行動現場中出現的靈光，而是我

們如何對殘跡進行再挖掘與再想像，換句話說，觀者的主動想像，在類似行為藝

術這類作品中，扮演著再創作的關鍵位置。 

 

當我們談到「作品」時，常常談的是被藝術體制「聖物化」後的物質性作品，而

不是指這個「作品」可以提供我們進行多重辯證的問題意識是什麼。而行為藝術

的宿命，恰恰在於它的缺憾是如此明顯與難已被凝固化，但也因為這樣，觀眾作

為再想像與再創作的角色，也同時被突顯出來。 

 

當藝術越來越像是一個有系統的知識，而不是一個猶待討論、辯證的感性事件時，

討論空間也相對被限縮了。所以，我認為一件作品中的「不夠」與「困惑」，常

常是很重要的。一個合乎既有感性與知識系統的作品，也等於刪除了可被多重辯

證的討論空間，那麼，我們就只剩下一個問題──「藝術」發生了嗎？ 

 

關於：中產階級意識想要看的東西，與藝術家的想像是不是有落差，而這些落差，

是不是會讓人覺得有點沮喪或是感到弔詭的地方？ 

 



IV《亞洲當代藝術的身體性》 

11 
 

今天我們大部份人，都被日常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所以觀眾把展覽空間當作散心

之地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對我來說，我們首先要避免把問題變成菁英與大眾的對

立，而應該反過來想，如果有少部分原本只是要散心的觀眾，突然被某件作品所

困惑或吸引，那麼「對話」狀態就發生了。我的意思是：改變中產階級意識，是

一條漫長之路，但我們還是該相信「點滴工程」的必要。 

 

●提問三：我想請各位分享一下身體解嚴在這時空下有什麼樣的新解，因為今天

的講座是在談當代藝術的身體性，可是身體解嚴這個概念只是某個時空的產物嗎？

解嚴到現在又好多年過去了，不知道對大家來說又存在怎麼樣的新解？ 

 

●吳：延續剛才的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問，好像你們都只在談政治的身體不談其他

的身體？ 

 

●陳：討論政治並不是政黨、學者、社會運動者的專利，在當代的生命治理下，

當我們討論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時，就已是在討論政治了。同樣的，當我們談到

如何表達自身的感性經驗時，必然與既有的美學體制發生某種對質與對辯關係，

而這一樣是政治的。我的意思是：當我們談到政治時，也同時是在談我們這個個

體的生命價值觀。 

 

至於如何對戒嚴和解嚴提出新的解釋，我想以我的錄影作品《軍法局》為例，談

戒嚴意識真的過去了嗎？看過《軍法局》的朋友，應知道影片真正要討論的問題

是：當代表國家過去的暴力空間，可能被國家重新規劃為共識史觀下的人權博物

館後，是否會讓人權問題被單義化與過去式化？致使在國家與資本結合的新自由

主義下的當代人權問題，反而被某種程度的「局部化」？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反

對成立人權博物館，而是在新自由主義已將治理形式演化成複雜的生命政治，而

當前的壓迫形式也不再只是可見的社會狀態下，我們該如何讓人權議題不被局限

於過去的歷史，以及把人權議題的討論「去局部化」，同時讓當代不可見的壓迫

形式，成為是可見的。 

 

同樣的，過去戒嚴時期，美國在台灣通過文化冷戰所進行的生命治理，在解嚴後，

並沒有消失，反而隨著希拉蕊於 2009 年宣佈「重返亞洲」後，一系列針對當代

個體生命的思維、欲望與社會想像，所展開新的「再改造」運動，或者說「新文

化冷戰」，也日益地清晰、可見。但不同於過去的舊文化冷戰──將「自由」等同

於自由市場、「民主」等同於代議制民主、個體性等同於個人主義、而文化生產

則被誘導至「去政治」等策略。「新文化冷戰」更進一步把泛左翼話語，吸收、

質變為詞彙與其原意和具體脈絡脫鉤後的「口號」。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看到

某些狀似進步的學者，一方面操作左翼、直接民主、後殖民理論、反新自由主義

等基進話語，以及利用泛中產階級集體喪失存在感後，不斷進行去多重辯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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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員，另一方面又以反民主的寡頭決策，選擇性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後的局

部問題與地緣政治，而繞過如美元本位、跨國金融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勞

動派遣化、媒體資本化等真正核心的問題，簡言之，法律上的戒嚴早已結束，但

新的生命治理形式正隨著新冷戰的發展，而逐漸擴大、漫延，那麼我們在思維上

真的解嚴了嗎？這是在座的年輕朋友們，無法迴避的嚴酷課題。 

 

●王：之前在這裡看了當代藝術家蓋瑞貝斯曼（Gary Baseman）的展覽「歡迎來

我家」，發現原來後面一些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都是抄他的，像是「床鋪」、「客廳」

等等，我看到這個祖師爺在搞家庭、房間的裝置，乍看蠻無趣的，在想：難道這

麼早的當代藝術就是這個樣子嗎？一直看到後面的房間才知道他好厲害，根本就

是個祭壇，有很多魔鬼、精靈，然後祭壇最重要的是美國「共濟會」的眼睛圖案。

「共濟會」簡而言之是組織各種西方權勢、資本主義金融家的一個宗教團體，看

到最後才懂他是在批判美國現代的資本主義問題。 

 

我們今天的討論可以發現，一路下來我們真的看到台灣在面對當代藝術、行為藝

術的時候，是沒有觀點和方法可循的，因為我們失脈絡，雖然脈絡和藝術史也可

以空白化、錯置等，不斷的討論、增加、書寫，但我們能不能從年輕的一代開始

嘗試少用歐洲那套理論來解決我們的問題？理論當然還是要懂的，我自己也認為

有絕對的必要去了解，可是若不會用還是少用為妙吧！否則書寫都會是非常硬。 

 

我們需要多觀察自己本身的歷史，從戒嚴到解嚴的歷史過程到底是發生什麼？不

是單指國民黨、蔣介石這些政治事件，是民眾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我的生活/我

們的生活，包括我們的慾望、價值、許多想像，是不是有被戒嚴、解嚴這些糾纏

不清的東西所框住。 

 

到現在還有家長希望不要演蠟筆小新、海綿寶寶的卡通，現在都什麼時代了，為

什麼要對卡通要求這些？它本身很好、很熱情、很可愛，不是更重要的嗎？因此

我說戒嚴沒有離開，此時此刻還是跟著我們,來看我們現在的美學或審美經驗什

麼的，都跟戒嚴沒有戒乾凈有關係的。 

 

●提問四：我想請問一下王墨林老師，您剛剛有提到八零年代那種身體的動能，

到了現在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因為網路的關係這種動能有沒有被改變或被影

響？ 

 

●提問五：我剛剛聽的感覺是，藝術其實有一點反權威的感覺，想要提供給大眾

更多重的思維方式，例如以劇場來說，現在台北有很多戲劇節、兒童藝術節，這

些特別活動中的劇場表演，在一個正規的空間中演出，或是說，它試圖在一個非

正規的空間中，強調這不是一個非正規的表演，某種程度而言，也算是一非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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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方式。 

我想知道藝術要如何透過一個非權威的方式來傳達其可辯論性？如何在我們像

要試圖讓普羅大眾知道藝術是什麼的同時，去避免藝術這種型態的霸凌？ 

 

●王：什麼叫做藝術的解放？這個問題問的很奇怪，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都在台

新藝術獎那兒，拿出 150萬來就把整個美學或審美經驗大收編，鼓勵前衛沒錯，

但前衛又不是這樣被鼓勵的，又派了一堆寫手寫評，整個就是自己爽。想想台新

獎、再觀察你生活周圍捷運、餐廳所到之處都會看到有人在划來划去，當代性的

身體動能到底在哪裡？你們都是學藝術或都想學藝術，怎麼不觀察觀察四週「環

境」是什麼？ 

 

藝術需不需要有個「異議」被創造？我們的藝術需不需要對立化？藝術演變至今

大家都要搞前衛，可是卻都軟趴趴，給你個 150萬就解決問題了，那我們做了三

十幾年的什麼獎都沒有，那是怎樣？對！我們很爛、是失敗者！但卻是驕傲的失

敗者！ 

 

●陳：開一下玩笑，台新應頒終身成就獎給你。（一笑） 

 

●王：會啦，等我死了之後（大笑）。總之得去想一想，藝術跟這個社會的實際

環境與現況有什麼關係。 

 

●陳：我覺得剛剛的問題很好，也就是如何避免藝術成為另一種權威姿態，藝術

家並不是啟蒙者，而只是試著以感性方式打開多重辯證空間的人。就像行為藝術

家，大都具有一種業餘性，關鍵是這種業餘性，是不是能激發觀者的能動力，我

的意思是：我們不要把自己只當作觀眾或受眾，而應該視自己就是一個有創造性

的能動者。行為藝術的非專業化與業餘性，至少給我們一種具激勵性的態度，也

就是當人想去表達他的個人感性時，不一定要擁有專業藝術家的技能才能夠發聲，

有時只需一些簡單的方法，同樣可以生產某種另人動容的創作。 

 

從當年作行為藝術時，我就不覺得藝術家這個身分有什麼特殊性，反而覺得這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包括我現在拍片的想像之一，都希望能打破某種專業邏輯，

如果我們要談廣義的去殖民現代性，那麼打破某種專業邏輯，顯然是泛行為藝術

可以做出貢獻的工作之一。 

 

●吳：這兩位在 1980、1990年代活躍至今的藝術家，在當時開啟以身體作為藝術

表現媒介的一種新想像與可能。那個年代我們在講身體解嚴，其實很重要的開啟

了台灣在 90年代有關身體政治的議題討論，台灣的女性藝術在那時也開始有了

比較多的聲音，同志議題接續其後，可見由行為藝術所開啟對於身體和公共空間



IV《亞洲當代藝術的身體性》 

14 
 

的想像，都使藝術的發展更為活潑及多元，例如後來可以看到很多藝術跑到非典

型的藝術空間中，我想跟整體的發展是有關的。 

 

回到剛剛所談，今天好像解嚴了，但我們的身體是否真的也已解嚴？我想可以留

給大家再繼續思考。在剛剛的提問中某種程度似乎又提出：行為藝術在 1980、

1990 年代，其實是去創造公共空間，是一個走在前面的公民運動，可是今天在

談行為藝術的時候，變得好像是藝術史中的某種藝術類型，我想這個差異是非常

大的，也是剛剛幾個問題試圖去帶出的一些討論，這部分可以留著讓大家繼續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