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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孤寂城市大樓裡的隔離暖房
從黃薇珉的《住宿》四聯作及創作論述談起

作者創作動機

《住宿》作品的開始動機，來自作者端看一根玉米，她從微型的角度去思索這

根平常無奇的玉米，將她自己縮小來觀看玉米體，就像是格列佛進入小人國的

國度裡，一顆顆極度飽和的玉米顆色澤漂亮、結實、複數、規則的顆粒就像是

公寓大廈、巨大飯店。在她的創作的處境中，她自己就是一隻小蟲，她要在這

玉米的空間中建造一個可以逃離慌亂的世界的安全居所。她規劃出四個用皮

肉、棉被、皮革、乾草等四種暖性材質來建造溫暖安全的居所。

個別作品的簡介

《住宿系列皮肉》：運用大量腸道入口括約

肌的造型植入玉米體裡，觀者在這件作品前

會有一種被吸進去的感覺，並非是主動想進

入而是被吸進到一個恐怖未知的世界，然後

被消化、吸收以至於身體全然消失的感覺。

(作品圖片資料來源 黃薇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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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系列棉被》運用大量白色棉被捲 的

造型植入玉米體裡，棉被具有保護及保暖

的功能，睡覺時整個人捲曲在棉被裡，雖

是黑暗但卻是安全。暖暖的被子可以溫暖

人心與身體，尤其是當被子經過太陽曝

曬，既殺菌又會散發一種太陽曬過的香

氣，但是這些被子都含有一些濕氣，是一

種會招惹霉菌的溫床。

《住宿系列皮草》運用大量用白色皮草捲

成如同袖口的造型植入玉米體裡，白色的

皮草具有一種高貴的氣質，加上如同紅寶

石般紅色玉米顆粒的搭配，更散發一種雍

容華貴的特質。

《住宿系列乾草》運用大量鳥巢的造型植

入玉米體裡，鳥巢對於鳥來說，它是生命

的居所，鳥在這裡孵蛋、孵出幼鳥，一個

製造生命的開始，乾草所做成的居所是這

四個空間裡最具親和性，有一種回到原始

的母體懷抱中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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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互文性閱讀

上面的這些文字，可以說完全依照作者的創作論文內容、口氣所整理出的。接

下來的部分，我用比較多的主觀閱讀：這四個《住宿系列》環環相扣，內臟入

口的括約肌除了讓人想到腸道器官之外，也讓人想到產道、陰道入口。白色棉

被捲讓人想到捲曲的胎兒，也許還是死胎。前兩種都帶有一點血的意象。毛茸

茸的皮草捲讓人想到性感、奢華、多毛、溫暖的陰阜，而鳥窩讓人想到樸實溫

暖的家以及幸福的嬰兒。單獨看也許不會這麼確定，一旦排在一起時，就很難

逃脫這種強烈的相關性。

作者在創作當初其實並非那麼地清楚這個系列做出來之後會產生怎樣的整體感

覺，不會想到她的作品會吐露出與女性獨特經驗密切有關的訊息，也不會想到

她作品中吐露的不是一種幸福溫暖而卻是一種個人與社會集體的焦慮與危機。

她說：「這件《住宿》的作品，在進行繪製過程中，從未一字排開的呈現在我自己的眼

中，都是我的想像範圍內發生並置，一直到這作品有機會到臺北市立美術館時，一字

排開之下我自己感到震撼！震撼的是我感到有一股危機出現，這似乎與我原本最原初

的構想有所差異，我所追求的溫暖已經消失了，在這裡我感受到危機與不安，當所有

的複數物件被集合時，形構出一個場域，它發出了寓言！」「回想我繪製《住宿》這作

品，我花費了一年的時間，一開始的動機是因為外在世界的冷漠、慌亂、不安，內心不

斷的渴求一個安全的居所，從觀看微型體而引發這樣的動機。」當她有機會從個人

創作的狂熱中退出的時候，並且在整體觀看作品時，才猛然察覺完全不是那麼

一回事。並且讓她聯想到波依斯死前幾個月所做的大裝置《困境》。

現代都市中的集體危機的揭露

在波伊斯這件大裝置中，「兩個房間被雙排毛氈完全隔離，裡面只有一座大型鋼

琴，上面上著一個沒有用過的黑板和一隻診所的溫度計，以占據整個安靜、幽閉恐

怖、像監獄或像子宮般的空間，這不僅隱喻著藝術家個人狀況，同時也為被監禁

在目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系統中的人類情境，創造一個深刻的隱喻。」相對於波

伊斯如監獄般的《困境》，她說自己的作品《住宿》：「也是有隱藏的困境般

的感受，這種困境是潛藏危機的困境，其實我們在這公寓裡就如同被關在監牢裡，

自認為不是監牢的監牢裡。《住宿》作品有著重複的材質，玉米粒黏附的玉米梗形

體，像是共同堆疊而成的大樓，一種個體所寄生的群體組織。在這個群體組織裡

面，個體和個體之間的距離，異常地靠近，卻又異常地冷漠、疏離、既近且遠，雖

然近在眼前卻直咫尺天涯。於是，孤獨寂寞成為這個個體最親密的伴侶，唯一可

能的對話就是喃喃自語，而這樣悲涼的景況正是我們在現今機械化社會的忠實寫

照。我們在悲涼裡渴求溫暖、渴求安全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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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從私領域到公共空間之間的擺動

黃薇珉的《住宿》四聯作本來只是想要逃避在安靜、安全、溫暖的私密空間

中，玉米的結構本來是用來呈現逃避在這類空間的反覆行為，但卻意外地發現

她的作品，揭露了當代城市中的強烈疏離與隔離。她強烈的女性身體的經驗、

渴望溫暖以及安全的經驗以及對於整個社會的隔離、疏離的危機的覺醒同時交

織在她的作品中。不管怎麼樣，原先，她並沒有打算改變外面的社會，也沒有

打算要參與外面的那個世界，這個系列比較像是一種自言自語。她這一個即將

被美術館收藏的系列可能會不斷地震撼許多的觀眾，甚至讓面對作品的觀眾不

寒而慄，並且引發一些深刻的思考。但是，她的創作還是非常自我的，甚至還

環繞在非常身體的經驗之上。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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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語從辦公室向著展場的方向(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微溫也微痛的複雜綿延
看新濱碼頭張惠蘭2005個展《腹語I》
光是《腹語I》這一個簡單的標題，就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腹語」可能和身

體經驗有關，可能和食物有關，可能和隱藏在心裡不願意說的話有關，也可能

就像偶戲中所使用的「腹語術」有關，這時「腹語」就變成透過別人的形象來

發生的技術，而這個《I》的符號，也同時告訴我們，這些話語可以不斷地向

前延續發展，但是當這些「話語」與記憶有關的時候，這不斷向前，也意味著

同時不斷向後挖掘；不斷的向後挖掘，也不斷地向前綿延，因為裡面不但有不

同的組合創造，也包括了別人的記憶，有關別人的記憶……。

張惠蘭是一位相當奇特的藝術家，創作的方式並沒有一定的限制，好像怎麼作

都暢通無阻。這也許與她多重的才華有關，也許與她豐富的戲劇製作經驗有

關，也許和她豐富的國際、跨領域策劃展覽經驗有關，也許和她豐富的法國經

驗有關，特別是法國普魯斯特式的經驗有關，也許和她的女人經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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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語從展場像著辦公室的方向(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封在牆壁中的秘密藏物櫃   

老房子展場的牆角有一個秘密的藏物櫃，通常都用木板釘起來，甚至漆上與牆

壁同樣的材料、顏色，但是張惠蘭將這密封蓋子打開，在佈滿灰塵的小密閉空

間中擺了許多已經喝完的洋酒瓶，是什麼時候、是和哪些人、在這個地方一起

喝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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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工作室、居家老空屋之間的展覽場

「新濱碼頭」的展場有她一定的味道，位在港口「駁二碼頭」以及有名的「高

雄打鐵街」附近，要經過狹窄、三層樓高、兩邊貼滿展覽海報的直線臺階、和

感染小時候看電影的濃郁記憶之後，才能進到「新濱碼頭」的複合式展場。一

邊是陳舊但顯然以前是相當高級的商業辦公空間的展場，一邊是「新濱碼頭」

這個藝術團體以及展場的行政空間、工作空間、交誼空間，偶爾裡面也有一些

小展場。這個展場不知反覆漆過多少次的斑剝曲折的白牆面和陳舊而變深的

木質地板，馬上給人一種特定的空間感，張惠蘭在這個很有歐洲味的空間中，

布置了幾隻白色帶有階梯的箱子、一些電視螢幕、一個老舊的豪華電冰箱的相

片、一些身體局部的相片、一些蔬果的相片、一些小小紀念性物件，許多被打

開一半的記憶箱子。她就用這些素材，來鋪陳她的「微溫也微痛的複雜綿延的

《腹語》」。也許讀者開始不耐煩，為何拖了這麼久，好戲還不上場，問題是

對於一個非常重視空間運用的藝術家，缺少了空間的描述，味道將會大減。

腹語封在牆壁中的秘密儲物櫃牆上是從蔣公行館中拍攝下來的冰箱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放在壁龕中缺了蓋子的老鐵壺

一個像文物般的鐵茶壺被供奉在昏暗的白色壁

龕中，就像一個被收藏的古董或是被遺忘在一

旁的殘缺的、不值錢的古董。除了一種淡淡的

孤獨與哀怨之外，真的個別看，一時還看不出

什麼特別的，但是鐵壺的旁邊接著出現的是一

張剝石榴的相片。

南海藝廊放在壁龕內缺了蓋子的老鐵壺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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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肚子說著含混不清的話語

這張靠在地上的大相片，呈現一雙女性玉手正要剝開成熟石榴的情景。這可以

是一張很普通、很沙龍的攝影，但是放在整個脈絡中，就顯得它想要說的話語

還挺曲折複雜，張惠蘭在相片旁邊給了《有些肚子說著含混不清的話語》這幾

個字。就在相片旁邊有一個放了電視螢幕的巨大白色箱子以及四個女性的光頭

照片，再加上前面壁龕中的鐵壺，這種脈絡關係確實已經可以說出一些模糊的

話了。象徵多子多孫的石榴、圓圓的幾個光頭，加上「肚子」這一個暗示，讓

人很難不閃過「孕婦的大肚子」的聯想。

四個女性光頭系列序列照片

四個頭形狀頗為漂亮的女性光頭一字排開，這應該屬於同一個人的頭部相片。

那些剃光又開始長出來的頭髮以頭頂的旋為中心，微妙地向四周展開，似乎沒

有什麼變化，但是頭髮逐漸變長，頭的角度也稍稍的轉換。就在某種雜念斷絕

之後，一些蠢蠢欲動的東西，又從堅固封閉的頭顱裡鑽了出來，頭髮的紋路似

乎說出了一些性格的DNA密碼。無疑的在這個容器裡面，還是裝著無法算計卻

相互交織的記憶。

古老房間屋角的豪華電冰箱

這張奇特的相片是從蔣公紀念館中拍照的，冰箱門完全打開，東西不多，在冷

凍庫及冷藏庫位置，還存放了一些食物。這張相片經過裁切、放大輸出，掛在

展場底部最重要的位置，一方面讓整個展場轉變成廚房，但是這種廚房又以一

種不在場的記憶的形式呈現，其中的生鮮食物早已不知化為什麼，其中的主人

或廚房裡的女主人、女佣人都完全不在場，並且也確實都消失了。在前面的作

品中，這類的情感已經數次被喚醒、挑起。

在這雙重的不在場的冰箱前的舊藤椅上，放著一個裝了發芽的地瓜的木籃子。

它是具體的、可觸覺的，並且還繼續在生長的。它讓不在場的整個廚房經驗，

有了食物的生命以及曾經在裡面走動的人物具體感。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不也再

一度強調了其中生鮮食物、動物以及人物的不在場的淒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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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木箱子裡的電視機裡的曖昧影像

巨大的白色木箱子，其實也很像房子的四面牆

壁，白色箱子是一個容器，電視機螢幕當然也

是一個容器，裡面模模糊糊的有一點像肌膚的

影像，不斷地流轉，挑起觀眾不斷流轉的遐

想。藝術家說其實裡面完全不是女人身體肌膚

的局部特寫，但這樣更顯露出她要透過這種手

法，去喚醒不同觀看者的個人記憶及慾望的企

圖。剝開層層的包裹，也只能喚醒一些不在場

的、模糊的以及混雜著虛構的記憶

舊電視機與簡陋魚缸的意象

牆邊立著兩個疊在一起的舊電視機螢幕，這裡

面有明顯的關於臺座的思考，在張惠蘭的展覽

中，臺座或多重臺座一直是重要的美學思考。

疊在一起的兩個螢幕裡面有呈現了某種類似魚

缸的景象或更正確的說，電視機與螢幕理的影

像共同造成魚缸的意象。據說裡面的影像是藝

術家大學時代最早的一支影像作業，已經被封

存約二十年，最近經過繁瑣的轉換系統手續，

才讓它們得以重見天日，又是一個被封存的古

老記憶。

在牆上藝術家寫著：海鮮去旅行，海鮮指的是

活魚或被物化的、當作食物的魚，但是在她的

脈絡中「海鮮」重新變成一條活魚，會跳出魚

缸去異國旅行的自由自在的魚。這裡面很有自

傳的味道，藝術家經常利用寒暑假到不同的國

家旅行。當然我們無從了解在國外，這位擅長

藝術行政、公關、策展的女強人藝術家是以怎

麼的一個方式生活？在最後藝術家給我看的即

將參加《觀光客眼中的巴黎》的那件作品稍稍

透露了一點點。

腹語白色木箱電視機內曖昧的影像

腹語木箱中放著小女孩褪色的小皮鞋對面的電視
中視魚缸的錄影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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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名的人物的受傷身體的片段

整個展場中沒有任何討好觀者「性趣」的身體影像，倒是充滿了一些自己檢視

傷口的身體影像。不一定是張惠蘭本人的身體，也不一定不是，這些身體影

像平凡到可以是每一個人微不足道，但卻是真實的身體的微不足道的創傷的

影像。我不知道那個剃光了頭髮的頭算不算是一種傷口？我們常為了一個大創

傷而剃髮，然後重新開始，也許就從此過另一種避開世間紅塵俗念的生活。在

這個展覽中，除了在螢幕中讓人覺得像身體某些私密不為人知的部位的影像之

外，還出現兩次清楚的受傷的腿部，一次是透過鏡子觀看的自己的雙腿，一次

是直接觀看的自己的腿，其中的焦點都放在破皮以及塗了碘酒、具有痛感的小

傷口之上。這個並不怎麼美麗、並不怎麼年輕、且飽受滄桑的雙腿，是那個曾

經穿過小白皮鞋的小女孩的雙腿嗎？

充滿創傷身體經驗的發霉的、荒廢的閨房

上面那件作品讓我直接聯想到張惠蘭在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的那件作品，一間貼

滿了發霉、模糊的壁紙的房間，有些已經掉落在地上，與用蠟所做的放在病房

裡面的便壺很類似的東西混雜在一起，壁紙的每一個連續單位實際上就是那雙

受傷擦了碘酒的腿。在房子裡有兩件比較大的物件，一個是民俗療法用的，床

面上開了一個洞的按摩床，讓人想到有病痛的、油呼呼的身體……。另一個是

用竹架以及大量女人泛黃內衣所組合成的像小帳棚，像大蓬裙、像女人身體的

物件。這裡面當然還包含個人的身體經驗，但是他已經擴展到某些女性集體的

悲慘的身體以及心理的經驗。

巢穴記憶局部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巢穴記憶技藝

巢穴記憶局部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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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會場中藝術家特別把她即將參加《觀光客眼中的巴黎》的作品給我看，我認

為對於張惠蘭的個展《腹語I》的了解有一定的幫助。那是一本她自己珍藏的

相簿，記得她曾說過：「她喜歡拍別人，但是不喜歡被拍」。比起男人，女人

是更愛被拍照的性別，別人的相簿都是自己與朋友的相片，但是她的相簿裡收

藏的則是相當長旅居巴黎期間所收藏的各類明信片、照片，幾乎沒有她自己的

影子。

但我們很清楚，那些證物除了是巴黎的歷史見證外，也是在某個特定機緣中，

張惠蘭與這個場所的交遇、感動、迷惑的證物，那個選擇絕非偶然。這些證物

是個人的記憶，也是集體的記憶，許多人都可透過這些微不足道的證物重新編

組它們被喚醒的陳舊回憶，不管是悲歡或是離合。回過頭來，這個具有高度自

傳性格的《腹語I》的展覽，是否也可以這樣的方式看待？它們的書寫方式是

非常的片段，但也是非常的綿密，無限的線條將其串連，並且相互滲透，這像

是法國哲學家伯格森及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想告訴我們的時間的綿延特質。

巢穴記憶局部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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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領域的結網融合
談張惠蘭專題策展《行進中的狀態—穿透與連結》

一點點花園的意象

假設臺北城已經成為廢墟，高大黯淡的建築被巨型蜘蛛所占領，在孤立的高樓

與高樓間結滿險惡的蜘蛛網。一群誤闖入的花蝴蝶來不及閃躲，一隻隻地黏在

上面，剛開始還保持飛翔的姿態，不久蝴蝶累了，蜘蛛爬過來用堅韌的網綑綁

她們、固定她們。最後廢墟還是廢墟，只是變成了掛滿了蝴蝶木乃伊的城市廢

墟。

那一天，《行進中的狀態—穿透與連結》舉辦座談會，策展人張惠蘭給的題目

是：《水果沙拉》，水果沙拉當然不是厚重且油膩的主菜，它清淡、清脆，雖

然已經有一些醬汁黏和並且促成某種發酵，但其中各種蔬果顆粒還保持相當程

度的原味以及爽口。水果沙拉是正式宴席的前菜，具有開胃，而非一下子將你

的味覺弄鈍、將你的胃塞滿。

座談會中有人說：「這個策展將這個展場變成花園」。這裡本來就有不少的花

草、植物，這裡本來就有透空、清爽的庭園以及空地。將清爽的作品散佈在這

場域，就像讓稀稀落落的野花自然地散佈及點綴在很少人闖入的偏僻花園。也

許不光是小野花，還有一些小蝴蝶，飛來又飛去。飄動的花與飛動的蝴蝶，共

同將幽靜的花園內部與稍帶流動的小街、小巷以及旁邊安靜的樓房、窗臺連成

一氣。這些小花與小蝴蝶並沒有讓這空間顯得擁擠，反倒讓這個空間充滿了一

種流動的似有似無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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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建築與劇場

面對《行進中的狀態—穿透與連結》這樣的一個展覽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這些

輕盈、流動的元素，巧妙地在實體的物件之外，另外交織出一個看不見但卻感

受得到的建築。

記得一年前張惠蘭邀請我到高雄縣橋頭藝術村，看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果發

表，實在的說，在那個有點雜亂的戶外展場中，沒有多少件作品可以稱得上大

型，用一般的裝置藝術展的角度，那絕對不是一個立即能給人視覺震撼的展

覽。但是透過分佈在四處的物體、影像、聲音與周圍環境所交織成的網子，透

過各種形式的動態表演、對話、參與，不知不覺中讓人覺得有某種很難說得清

楚的建築氛圍、時間的氛圍在我們的周遭升起，並且環抱著在場子中的觀眾。

現在想起來，張惠蘭透過各類藝術家，將周邊的各種形象、物體、糖廠的整個

基地、稍遠的民間的社區、天上太陽的能量、聲音或更抽象的久遠的記憶元素

動員起來，是這些有形無形的線條交織創造了這種看不見的建築或是看不見的

時間氛圍。

其實，來自各國的跨領域藝術家本身就已經結成了一個巨大的網子，並且在展

覽結束後還繼續地在廣闊的時空中編織。

藝術家巧妙地將附近的景色攝影

製作成活動的舞臺背景，室外也

突然變成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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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橋頭藝術村成果展互動式行為藝術

‧臺灣田野工廠表演傳統建築的工法

‧張惠蘭說這些藝術家經常來這個傳統的市場  

   與店家有相當的互動

‧行為藝術家用線將場中的所有人親密地連結在一起

‧大夥在準備開幕的狀況

‧田野工廠的領盧健銘導在一旁擊鼓助興

(左圖)由上到下

(右圖)由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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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原先的大量介面與條件

我們應該從高雄橋仔頭藝術村再回到這裡的展覽現場，《行進中的狀態—— 

穿透與連結》的展場包括了文化總會一樓展場，及後門隔著一條小馬路的國北

師南海藝廊室內室外展場，文化總會的藝廊多少還帶有一點宮廷宴會的性質，

而由校長宿舍改裝的南海藝廊，比較像是兼具社區藝文功能的音樂咖啡吧。將

這兩種空間連結起來，其實中間還包括一小段有時居然還有人在那打羽毛球的

幽靜街道和南海藝廊戶外庭園，這些條件有利於營造一個歡迎各種人進入及停

留的公共空間或激發公共參與討論的公共領域。

早在《C04前衛文件展——藝術轉近》的大框架還未形成之前，有一天張惠蘭

來參觀我所經營的南海藝廊，當時她就已經決定要用這個空間策劃她自己的跟

飲食宴會有關的個展，沒想到大會選上她做策展人，於是將個展的部分理念發

展為變成C04的一個主題策劃。

同樣的，早在我剛來經營這個空間時就已經發現了這個空間的特質，這個校長

官邸改成的藝文空間，當然要將轉化為公共領域，但是它還無可救藥地保留相

當多家庭式私領域趣味。整個南海藝廊的外圍隔著一半封閉圍牆、一半透空不

銹鋼欄杆與外面社區空間相鄰，一樓空間改裝為一般畫廊形式，二樓改裝為很

具家庭味的綜合型藝文空間，有廚房、客廳、起居室、小舞臺、咖啡吧、閱覽

室……光線柔和、溫暖、家常。從室內核心往外發展，這是一個私領域與公領

域的交叉、滲透的場域。從外面來看，四周的高樓圍繞著這個別墅型的藝文空

間，整個空間就像是一件被觀看的跨領域作品或是一個立體的戶外劇場。

為何會這樣的思考？我想有一部分是順勢而為，有一部分來自經營華山藝文特

左圖─臺灣田野工廠表演傳統建築的工法

右圖─南海戶外劇場



藝術在城市街道的日常工作 108

區的經驗。我個人的立場，我偏向於將這裡看成充滿各種介面的交流、對話場

域。這個對話與交流其實還包括了民眾空間與官方空間或政治空間之間的微妙

關係。

我不知道當初張惠蘭為甚麼對這裡的空間情有獨鍾，但是從她鎖定的展覽主題

以及今年底，她將在南海的二樓空間舉辦一次以食物分享為主的展演活動來

看，我們大約可以了解藝廊。接下來我們可以從更細膩的角度來分析張惠蘭的

策展模式。

交織流體建築的操作

這次參展者實際上主要包括了三個團體，一個是曾經在高雄橋仔頭藝術村駐村

交流的跨國藝術家朋友，一個是高雄新濱碼頭的部分藝術家成員，另外一個團體

是臺南的原型藝術空間的藝術家，實際上這些藝術家呈現了某種南部的特質。

一位經常在南部出沒的法國藝術家裘安‧普梅爾的創作經常與身體有關，這一

次她創造了一個令人疲勞的狀態。一個漆滿橘紅昏沈色氣悶的夫妻或情人臥

室，床上兩個人矇頭大睡，只見兩具有點肉感的身軀隨著呼吸聲起伏。其實，

觀眾才要進入這空間就開始接受一整個逐漸令人昏沈疲勞的過程，巧妙的是，

當觀眾推開旁邊的小門的那一剎那，頓時發現另一片天，室外及對面的場域空

氣流通、神清氣爽，原來不怎麼樣的南海藝廊外觀，至少在那決定性的一瞬間

突然變成都市中的一塊田園美景。這個傑出的運用作品、色彩及環境的能力，

是不能不特別點出來。

裘安作品

裘安的沉悶臥室作品一
打開門就連結到對面的南海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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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文化總會的展場，張惠蘭也創造了一種巧妙的漸進節奏，例如邱國俊

的作品，在陰暗狹窄的角落走道中，布置了以非常逼真的日本AV女優塑膠模

型所虛擬出來的各種生活或劇照的影像。而在一旁，張新丕製作的《漂浮的重

擔》，實際上就是一個虛擬的度假空間，躺在渡假躺椅上，前面有虛擬的海

浪，旁邊四周擺放的是唾手可得的各種彩色的飲料…。這些條件可以與展場中

的好幾件作品相呼應。

邱國俊簡皓琦合作的作品

前方是張新丕作品

《漂浮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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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俊、簡皓琦 合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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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昏沈、氣悶到抒解開朗”的這個主題，這個展覽確實動員了整個系列的佈

局。曾經到高雄橋仔頭藝術村駐村的盧建銘認為，南海藝廊的鐵欄杆圍牆禁梏

了庭院內的春夏秋冬以及主人的喜怒哀樂，於是他帶著「臺灣田野工廠」的成

員在鐵欄杆兩邊搭了像拱橋一樣的造型，讓圍牆可以穿越，原先還希望帶著社

區居民收集北投地區鐵工廠切割的碎屑，在欄杆上編織各種金屬花朵及花苞，

以迎接被遺忘的春夏秋冬，這個計畫沒有完成，倒是在開幕的時候成為舞者從

文化總會攀爬跨越圍牆到南海藝廊時的最佳舞臺。

在另一邊是新濱碼頭的陳水財所創作具有南部鄉村風味的作品，用竹鷹架及竹

編的結構，將位於同樣鐵欄杆圍牆邊界的大榕樹裝飾起來，又再一次試圖連結

牆裡/牆外，當然還包括連結鄉村/城市。

從南海藝廊展場這一邊，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量穿透牆壁的巧思。南海藝廊的圍

牆一直讓人覺得這個空間只是一種特定族群的俱樂部，也就是說它的開放性並

非那麼全面>。針對於這種問題，鄭亦欣的作品〈如果你看不見我〉在圍牆上

原先插玻璃以防小偷侵入的位置，裝上整排漂亮耀眼的霓虹燈，上面的文字是

以各種語言所書寫的歡迎進入的字樣。入夜，這些討喜的文字召喚、誘惑來往

的行人。藝術家Rob van Erve 的作品〈家事議題〉，可以算是攝影裝置，一些

大約一公尺見方的黑白相片，就安裝在南海藝廊的前方的內牆，這些映象映照

了家庭裡的許多事物，這些幾乎都是屬於女人的領域。有趣的是，這些作品放

在門面的內牆，白天還沒有那麼強烈，夜晚，投射燈聚焦在影像上，與旁邊的

楓樹枝葉相映成趣，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引入大自然元素的室內情調空間。

另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富美貴也用影像，但是她穿透空間的方式是不同的，〈與

你相遇/掌心系列〉這件作品將具有手掌紋的圖像分佈在南海藝廊、文化總會的

展場地面以及離開這些展場的幾個社區據點。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這些手掌

紋是經過與社區居民互動認同之後所獲得的。

臺灣田野工廠 陳水財作品



將攝影作品裝置在戶外牆上連結了室內室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