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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機器與生命政治座談會 

日期－2010年4月5日，下午2時 
地點－玉山旅社（嘉義市共和路410號） 
座談會來賓－湯皇珍、高俊宏、李鴻瓊、余國信（依發言順序） 
《藝術觀點ACT》與談人：蔣伯欣、孫松榮、龔卓軍、羅文岑 
企劃－曾暐婷 
座談整理－邱俊達、高愷珮、林育聖 
 
蔣伯欣（以下簡稱「蔣」）： 
首先感謝余國信提供玉山旅社作為座談會的場地。嘉義的玉山旅社這個空間相當

具有「臨時性」，它曾經是旅社，目前又是待認定中的文化資產，而具有相當特

別的空間性質。相較於近幾年來在台北舉行當地藝術相關的座談活動，往往成為

所謂「有力者」所做權力、資源的交換與重分配，而淪為形式。今天座談來賓都

是在各自場域當中的實踐者，雖然未必是有能力與當權者進行交換的「有力者」，

卻都相當關注從底層群眾培力的「無力者」。玉山旅社的場所特性也提供我們思

考這種文化力量的起點，再次感謝余國信先生的贊助。 
 
接著，我想對「策展機器與生命政治」這一主題作簡單說明。我想可以用電影《駭

客任務》裡頭的「Matrix」來譬喻我們所談的「策展機器」。我在十年前寫關於
「策展機器」的一些文章時，是觀察到約在一九九六年前後在台灣興起的一波獨

立策展人風潮，當時藝壇的思維是為了彌補或取代官辦美術館或畫廊等「In 
House」策展人的不足。然而獨立策展人並沒有真的取代當代藝術的展覽機器，
或是讓策展工業有突破性的發展、或達成某種革命性的功能。在「駭客任務」中

的救世主「The One」似乎也是如此，最終並沒有把「Matrix」給顛覆掉。借用
拉岡（Jacques Lacan）的說法，「The One」似乎只是用一個大的主體、大的象徵
秩序把大的他者「Matrix」替代掉，目的只是為了讓大機器系統「升級」。策展
機器也是如此，整個體系並沒有瓦解掉，只是功能上再更新而已。關於現在資本

主義下的新型態生命政治，是否存在所謂的「後人類」或是後「人類革命」趨勢

發展？我們現在看到藝術家身陷其中，他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什麼樣的態

度、方式面對這個新的主體技術機制？而另一個脈絡，則是關於策展機器當中是

否存在被排除之生命政治？我借用「Matrix」破題就先簡單到此，我們可以討論
的議題其實相當豐富，包含雙年展、文化創意產業、「百分比」下的公共藝術、

替代空間的當下處境等等，這些都是可能的案例。接下來我們就先請湯皇珍開始。 
 
湯皇珍（以下簡稱「湯」）： 
我從1997開始進行華山的抗爭行動，成為文化主管機關的「黑」名單；華山是經
由藝術家爭取，才成為國有藝文用地的，希望建構城市中一個用藝術來活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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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後來政府卻直接交由「台灣文創股份限公司」這樣的商業組織來主導。

2004打了一大仗之後，有段時間我不再管華山的事，2006華山就被發包出去。2008
我採取生態的概念發動另一波的文化運動─「種植藝術」。藝術跟種樹一樣，常

被人們認為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但從生態的角度來看，種樹卻與每個人息息相

關。同理，把生態一體的概念拉進來，讓大家意識到我們的文化生活裡也需要種

植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藝術。2009年四月我開始發動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直
接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引起全球經濟風暴，造成多方產業的衰退，原本就處於經濟

體系下極端弱勢的藝術創作者該怎麼辦？我們蘊釀以「職業工會」的機制進行藝

術社群的工作權益的爭取。這個行動從2009持續至今─是我第一次用藝術計畫直
接去介入文化運動；在此之前我所從事的文化運動與作品計畫是分開的；雖然我

的作品是行動藝術，也強調介入人的意識狀態及觀念。這次以─旅行九《遠行的

人》(湯皇珍2010年新作品計劃)攪入工會運動，其銜接點則建構在不斷衍生的現
實與虛構當中。作者，就是我──湯皇珍──說：「遠行的人出發去尋找藝術，

此後行蹤不明。」此行蹤不明的人帶著問卷遠行，於是湯皇珍只有透過問卷來追

蹤、出發去尋找這位找尋藝術的好朋友。這是《遠行的人》與工會運動的關連之

始。 
 
成立工會對一般社會運動來說再自然不過，但對「藝術家」〈藝術創作者〉這個

稱呼來說，似乎只要牽涉到身分的問題，真實與虛構就會開始擺盪，難分真假。

一方面「藝術家」似乎不存在，是虛的，另一方面卻也是個真實身分。這矛盾似

乎暗示著藝術家本身是遠離人群，是一種自娛。或者，藝術家是介入人群、介入

社會，創作就是像醫生一樣是個高度專業的工作？但，大眾多數會同意後者嗎？

進而職業跟身分又有相互關係；如果藝術就是手藝─手上的技術的話，那麼應該

可以經由工作時間跟產量計算出工作量，然而偏偏藝術創作是由心智發動，從頭

腦連結到手技。傳統的「工作」定義是忽略這種具有心智的工作狀態，使得無法

被量化的「工作」─諸如藝術創作被忽略掉，那麼藝術家就從這個高度分工的社

會中被放逐了。這是藝術家自己選擇放逐還是被迫放逐呢？這當中的哀隱，援用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說法：「哀隱是因為有口難言、詞不達意。」也
就是社會描述藝術家工作的語言不敷使用，以致於藝術家在進行自我身份與工作

描述的時候，沒人聽得懂。因此，我們需要把語言的結構再擴充，對社會體制進

行衝撞，「藝術家」才能放得進去。藝術家如果是如此的哀隱，那麼藝術是否也

如此？ 
 
遠行的人出發去尋找藝術，其哀隱卻不知道該如何向人述說、讓人知道，同時，

此舉也遭受是虛構或是事實的懷疑。有趣的是，伴隨著問卷的填寫，「特別的尋

訪」開始發生，有四重的旅行被建構出來。第一，遠行的人出發尋找藝術；第二，

作者出發去尋找遠行的人；第三，協尋的人對問卷上問題的尋找；第四，湯皇珍

自己可能正是遠行的人，或是被藝術尋找的藝術家。當然這些過程自然伴隨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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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旅行留下的痕跡與證據。問卷上的問句1，到底是虛幻的探問，還是台灣藝術

家環境及創作狀態的真實處境及質問？ 
 
為什麼選擇以工會介入社會脈絡？工會跟現有的勞動機制有幾個關係：首先，我

們是否認同用「工作」作為身分認同的機制？是否要進入這個勞動機制？是有限

度進入或是完全進入？成立工會到底是進入體制，亦或是在體制內「愚公移山」？

這也是此作品跟工會事件聯結的重要部份。藝術家加入工會是否意味著藝術家變

成「現行工人」還是藝術變成「現行工作」了？還是為了意圖打破既存的工作認

知是重要的。工業革命前也許我們喜歡戰士勝於金錢，但資本主義確立後則是：

財富等於品德、金錢等於地位、好人等於富裕、壞人等於貧窮。資本主義讓我們

相信一個人的才智、品德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在這個邏輯下，藝術家是否欠缺

品德、才能低落、無法納入社會的生產因此應該被淘汰？藝術創作者成立職業工

會的「愚公移山」基礎，或許正是用「藝術家」身分與工作的真實存在，來對照

上述物質主義、企業菁英制度、主政者之施政導向，讓人們明白資本主義的工作

邏輯沒辦法完全完成一個人的生命實踐。 
 
《遠行的人》在四月後將會移動到各協尋點，也會有展場外的訪談發生，同時留

下一些旅行的痕跡，譬如我寫給遠行的人的書信、被協尋者填寫的問卷、訪談的

記錄等等。所以這個作品既發生在展場，也匍匐在作者與參與者的心中。那麼旅

行到底能抵達旅行的哪個終點呢？我們找得到藝術？或藝術家？無論如何，當問

卷被填寫以及尋訪發生，《遠行的人》就不僅是一件作品，而是建構出一個現實

與記憶─介於藝術作品以及奇特事件間的連結。 
 
蔣： 
我來幫湯皇珍做一個簡短的歸納。首先是組織工會的部份，藝術家通常是個人化

實踐，大家或許可以思考藝術家的團體化實踐有沒有形成的可能？第二是藉由藝

術家與藝術生產，來思考身分以及生產、勞動等等概念在當代處境。第三是我個

人以為，當代生產已經籠罩在資本主義霸權底下，那湯皇珍用她的作品、組織工

會行動用來批判這樣的霸權是否可能？對於工會法、文創法、勞保等等條例的排

除機制，她有她個人非常特殊的實踐方式。接下來我們請高俊宏談談。 
 
高俊宏（以下簡稱高）： 
湯皇珍也算我的啟蒙者之一。她剛剛提到藝術工作者在投入社會運動的時候，是

有限度或是完全介入？我的理解是有限度但完全介入。訂立目標的時候你還是一

個藝術工作者，但目標要明確並且要有相對的範圍出來。我自己一九九五年開始

作所謂「社會化無聊」的實踐，演變到十年後二ΟΟ六年的「家」計畫，一直到

現在關注大範圍的社會問題。我的出發點是我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來對大環

                                                
1 補圖或問句？可請湯皇珍提供圖給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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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社會作相對性的思考。我今天帶來的是我從二ΟΟ九年底到現在所發展的

一系列計畫「反文化局」，但並不是站在反文化局，而是在反文化概念下的操作。

我覺得在台灣，對於文化的認知都太簡化，沒有深入思考文化到底是什麼。我有

參與部分工會以及體制的工作，感覺到個人與官方都有些問題、於是開始構思今

年可能的五個計畫。第一是從我個人出發的「藝術情況與計畫」，分成兩部份，

其一是「花博新村」，主要針對台北市政府舉辦花博的一系列離譜操作。針對花

了八十億預算，蓋了十一個月的展示工程；我跟台北藝術圈一些朋友如崔廣宇，

預計會在年底有一系列相關活動；第二是「土地政治」，稍後說明。第二計畫是

「成立據點」。本來我在考慮是否尋覓固定據點，而今年台北當代藝術中心開幕，

針對的是官方體制的當代藝術。因此後來決定相對用比較作品或機動形式來做，

建構譬如偽造的網站或入侵式網路等。或是用侵入式的據點，譬如暗渡陳倉的方

式，跟政府機關申請反對他們的據點，這還在籌劃中。第三計畫是類似「紅皮膚」

的概念，這個部份我還要再思考、讓它變成文本，並且出錢讓它延續下去。第四

計畫是文化意見的調查，這是一個已經拍攝多年的紀錄片，也包含了湯皇珍。我

覺得這是寶貴的，它反映了我們藝術圈當下對許多事情的看法，也會再持續追蹤

下去。第五計畫就是所謂的「逆策展」。我們遇到很多問題其實是社會對我們不

了解，抗爭性的壓迫。那除了不參加策展，還有什麼對應方式？我想可以把它顯

題化，藉由進入體制，進入國藝會一直推動的策展計劃，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不

要策展？目標是找一些如徐文瑞等有大量策展經驗的策展人，一起來處理這個共

同展示的問題。 
 
回到「花博新村」計畫，執行方式會大量拷貝納粹跟花博的圖騰，同時會蓋避難

屋。現在政府只有給「八八風災」避難屋，但沒有看到有很多文化災民。譬如台

北市以開放容積率贊助花博，但很多看不見的受害者會被迫遷移出去就是一個例

子。我們希望到時真的組合成貨櫃屋的形式，在花博活動期間混進他們漂亮的場

域，製造一些碎花把問題凸顯出來。在土地問題上，預計會找一位紀錄片工作者

一起合作。這其實也牽涉到資本主義再運作的過程，我們思考藝術除了是傅科

（Michael Foucault）談的自我技術外，有沒有可能是改變世界的技術？不論成
敗，至少我們有這個企圖，希望對這些瞄準上的偏差產生效果。今天《聯合報》

的報導剛好點出這個問題，政府一直在開放土地，銀行也提供低利讓財團一直養

地。在台北市很多公有地都這樣被炒作，政府表面上跳出來說不要購買，但卻提

供出有利財團的環境，這是造成如今大家都買不起房子的隱性環境。譬如說我住

在樹林，有建商在當地蓋很漂亮的房子，但鶯歌的地標「鶯歌石」卻被阻隔了，

他們就留下一個還可以觀看的小縫（可請高俊宏提供圖），美其名保留視野。大

家都在好奇他們怎麼樣合理化、合法化這件事情？我的作法是去拍它，找出她的

合法化過程為何。或是像新店溪旁的一個超大型建案、永和地區的「南方之星」

等造成居住環境的問題。台灣的美學生產被用在土地商品化是一個很弔詭的問

題，美術人才成為財團的共犯結構之一。最後我舉漢斯‧哈克（Hans Hakke）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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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化政治對我們的影響，才可以反身認識到我們處於什麼樣

的位置之下。除了漢斯‧哈克，這兩年對我較有啟發的是加拿大的「文化反骨」

運動、英國的「空間傑克」，他們用非常聰明的方法，混進並混淆跨國企業的商

業運作市場造成對話跟衝擊。對於藝術工作者角度來說，是一種可以操作的實踐。 
 
蔣：謝謝高俊宏。文化這個議題在藝術圈中，有可能只是一個官方宣稱的產業、

創意或是追求某種「產值」。藝術家實踐的對象是否一定為官方，或是去另立一

個進行資源重分配的中心？而在這種機制下的文化災民，在何種詮釋向度上，呈

現出所謂生命政治的狀態？接下來，請李鴻瓊從理論面向上提供幾個角度。 
 
李鴻瓊（以下簡稱李）： 
我想試著從全球化的脈絡切入，看看能不能跟藝術界的湯皇珍、高俊宏有對話的

可能。前面的討論，其實已點到許多相關議題，像是後人類、現代人存在、對抗，

及對抗策略等問題。我就先用電影來看，在《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的開頭，
描述作者是一個汽車公司調查員，調查車子的肇事比率等等。他居住在一個現

代、包裝非常完整的公寓裡，像是IKEA「目錄式」的現代生活。我們在這種資
訊穿透的時代，已經從單一的生命體都成為某種系統或程式。系統又分為兩個層

面，第一個是你去接受這種幫你安排好，客製化包裝好的生活，成為穩定的生命

結構。另一個是比較細部的，也就是操作。我想「反文化局」就具有這兩種意思，

當你是「文化局」的時候就是穩定的、一套文化設定下的系統、局（Government）
的狀態。但當反文化是一個「局」時，就不是舊時代的劃分方式，不是用外部對

稱的方式來執行對抗。它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配置方式，不是一個實體而是規則、

方法，整套東西是一個系統。所以操作也不是指外部結構的平衡狀態，它談的是

內部細部的層次，譬如身體的層次、個人居住的層次、消費的層次。每一種層次

都穿透了個人操作的立場與行動，達成一種恐怖平衡。而我們說現在全世界最可

怕的虛擬恐怖主義，大概就是資本主義跟保險了，那讓我們活在一種最恐怖的風

險恐怖平衡中。所以任何一個「局」的穩定性，都是互相拉扯而產生的。而要進

入這個系統裡面需要很像木馬病毒，偽裝進入後，使用程式將其變形，也就是當

機。要對抗這個系統需要的是讓其當機而不是關機，關機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些都需要利用「系統性」──所謂「後人類」的狀態，就牽涉到大家所提的現

代人行動性、介入性的特性。剛剛高俊宏也提到，為何藝術家會成為資本主義打

手，從一個美化者變成剝削你對於美好的一種情感。如果從剛剛的角度來談，會

是比較接近「操作」的層次才是。除了像一般創作者在進行的技術性行為，所有

的技術性都必須跟典章、制度等等東西包含在一起，在後設的層次上去挑動某些

特定的點，然後讓它變形。 
 
策展機器，比如說湯皇珍跟高俊宏的作品裡頭，都牽涉到藝術家不單純是以前技

術的問題，而帶有像是領導者或導演的性質。不管是導演也好，引導者也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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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引導觀眾去加入實踐的過程，這個部份會很接近策展人在做的工作。策展可

能變成一種藝術工作的形式，它不是個別作品如何創作的問題，而是把作品置入

在何種系統脈絡之下。它會有一個差別是，現在沒有傳統外部辯證的狀況，當下

它就是系統、統治，變成可以利用的雙生體。如果是這樣一種雙生體，會帶有兩

種極端的面向。比如有一種策展達到的結果是government，另一種則是挑動一些
點，如玉山旅社，在這個點上穿透了很多種力量。這些力量受到挑動的話，就不

會是一種穩定性，而是抗爭的狀態。任何一個定點的形成都涉及到很多力量之間

的相互衝擊、拉扯，所以可以從government轉成governmentality（治理性）。如果
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系統，那是沒有外力的，也就是說，現代的知識、資本、

工業的核心就是生命種種的能量，而統治在以前是對立狀態，就是統治跟被統治

的外部關係，現在，統治你的是自己，統治原則是完整堆滿主流社會跟能量。外

力統治者的目的是要讓你所有生活的功能得到發揮，現在你的敵人好像變成是你

自己，不像以前那有有明顯的區分，而是要比較完整的去理解，這種生命政治機

器透過什麼樣操弄、逆轉某一些點來達成恐怖平衡，以及如何可能反過來運用這

種力量，這也是一種旅行的問題。 
 
旅行者讓當代碎片式的經驗成為可反思的，進而可能脫離一整套生命政治的機

器，來形成內在性的系統。不然就像外星人一樣，要去尋找外星人留在世界上的

遺跡。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這感覺找不到出路的系統、行星世界中，其實

有很多外星人的遺跡，這種遺跡會成為啟動government到governmentality。這也
是巴迪悟（Alain Badiou）談的事件，指出現在的世代已經沒有事件、偉大的東
西了，但必須透過內部有很多細膩的關聯，來啟動新的對真理的需求。 
 
蔣：謝謝李鴻瓊提出很多值得發展的論點，接下來，請最常在外部擾動系統的余

國信發言。 
 
余國信（以下簡稱余）： 
我試著分享這幾年，我在嘉義、雲林作為一位較為敢批判、或者說無路可退的人

的經驗。當年我只是個擺桌椅的小弟，哪知道後來變成正規的反動運動者。那時

候拿著麥克風把我們號召進去的，後來都去當官了，像是文建會的陳其南主委

等。過程中其實很吊詭，以前很多人是我很好的夥伴，現在卻變成抗爭的對象，

後來才明白，原來這叫作抗爭。我遇到各種領域的朋友，大家都認為自身領域的

議題需要被關心；後來我後來也被區分為「環境運動者」，最近，又多了「文化

空間保存者」。不過這本來就是無國界的。但是關鍵在於有一個鄰居跟我說，那

棟老房子你搶救出來你會不會自己蓋這樣一件事。之前以為他在諷刺我，現在則

瞭解到大家各自有關心的事情。大家既然關心，就需要一起行動，為了這樣的事

情，就會一起批判當局，而當你很熱心的栽入一個領域時，這就是你的地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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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音寧寫的《江湖在哪裡》2，原來江湖就在你深入的那個領域，每個人都有一

片江湖，而別人進來叫作踩線、關心。環境運動或文化空間的搶救等相當需要藝

術介入，但是介入到底只是一場表演，還是一個真正的行動，需要一種長期觀察

的批判過程。像樂生運動、美濃水庫等就是這樣。對一個藝術工作者來說，如果

既想要表現又想要行動，重點應該是他的關切。 
 
有個音樂人朋友關心核四場的議題，也抗爭了許久，後來決定用音樂來表現，寫

了一首「給我一座核四廠」，以為既有行動又有表現，演出時卻遭受批評讓他很

受傷。到了美濃水庫要出專輯時，如果再用「給我一座水庫」，恐怕就很難回家；

但如果是「一起來反水庫」，也已經沒有人了，所以他就寫「我等就來唱山歌」

的中性歌名。在這裡如果有一種運動音樂的美學，同樣的思考如果是文化空間的

搶救上，該會是如何？當然很多人在談說搶救很像打火隊，但是大大小小議題這

麼多，要怎麼運作都是問題，何況是運作的美學。像湯皇珍談旅行時，提出許多

吊詭的答案，但環境運動如果有一套美學，又會是怎樣的一套系統、組織、凝聚

力？這幾年對我們這樣的運動者而言，期待著一種位置，走在政府前面，我想藝

術創作的力量與介入，同樣有這樣一種帶動與干擾的意義。除此之外，我們也在

想，如何批判才能夠生根，又不會讓人害怕而保持距離。除了要有一種前衛、前

瞻的批判，還要讓附近的居民都聽得懂、甚至動員出更多追隨者，這樣的批判才

有力量。或許是透過一些社會知識份子來產生影響。如果把一場運動視作不可切

割、不論成敗都一直未曾離開，就會是一場生命的過程。每一場運動自有其政治

性格，而我們如何在其中拉扯、糾葛、分離、斷裂，端看運動者自身，有如搖滾

音樂者說搖滾不死，我們則希望運動不死。如果他脫離了，就會變成旅行者，空

晃一場，成為一場記憶。 
 
在這種強調堅持的過程中，我還在學習，不論政經或是全球環境外部情況如何變

化。像是我們對國光石化的抗爭，以及後來的中科四期等，很多環境的破壞一直

產生，不光是對生物的威脅，還有污染廢棄物產生惡化土壤、空氣等。那最後只

能變成外星人了，也許下一場就會是檢討「如何成為外星人來作為運動實現的可

能」。在這裡，藝術行動相當關鍵，而我們這樣的討論能否對草根力量有所恢復，

則是我所期待的。 
 
蔣：剛剛余國信提到，藝術到底是一種純粹的行動，還是表演行動？特別是在一

般的抗爭場合中，如果有一種分眾、群眾的吊詭，就是說在各領域的專業分工中，

如何有重新凝聚群體力量的可能。其次是這樣不同領域，比如藝術領域跟社會運

動如何結合？這裡於是需要對藝術或是運動重新的概念化、脈絡化，來重新思

考。以去年景美人權園區的事件為例，很多時候藝術界對其領域外事件的陌生，

甚至天真，可說是國內藝術教育體系對歷史感的欠缺與歷史素養的缺乏，造成難

                                                
2 全書名為《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吳音寧著，印刻出版，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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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跳脫造型、美感經驗的框架。如果這個創作訓練結構難以改變，恐怕會有越來

越多的游文富出現，在不同的策展機器中，無意間變成加害者。這種情況相當多，

尤其是在抗爭中，包括敵人到底在哪裡，也許敵人是自己。是否有可能尋找一種

出口？ 
  
湯：或許，根本上藝術無法跟社會運動結合，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就我自己來

講，第一是抗爭的狀態，這是非常社會運動的，也有對象的急迫性。第二是倡議，

像是座談會，以談論的方式。而我這次的作品，則是第三個階段，以作品介入到

文化運動中。2009工會運動部分已經執行座談集結、街頭抗議，立法委員陳情、
會見勞委會等相關主管機關，提出公文申請─要求在台灣認可有「藝術創作」這

樣的工作，目前等待勞委會答覆。儘管有工會成立的可能，卻仍要面對藝術創作

者在哪裡的問題？涉及自我意識與身份的認知。這個嘗試是：利用藝術計畫來找

到藝術家，先進行社會運動，然後回過頭來想更大的問題，可能不光是社會運動

的層面就能解決。 
 
四月已經開始進行計畫中的尋人，但其實我非常沮喪，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藝術家

在哪裡。如果沒有藝術家，那麼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豈不是個空殼嗎？這可能

是一次奇特的社會運動，第一次用作品介入一個事件，希望作品能夠帶動這個事

件的執行，工會是否是進入體制？也不完全，因為它要抗爭體制，是完全疏離？

完全介入？還是選擇工會的有限度介入？如果體制認可了我們的工會，那麼藝術

家有沒有？這是作品真正要問的。看來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運動跟藝術的結

合，絕不是那麼單純，不是用藝術形式而已，這樣藝術作品是無法發揮功用的。

至於策展部份，本來應該是一個新的機制，卻替代了舊的、並延伸成一個更壟罩、

控制你的狀態，我要問的是策展人目前做的，究竟是什麼？ 
 
高：我與湯皇珍有相同感受。像我之前跟「打開－當代」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聊

到野草莓運動。因為美術系出身，他們就被運動的學生要求做一些標語，他們反

省後認為藝術並不只是做這些，所以後來在廣場上做了其他的東西。傳統上，我

們認定藝術家是一個美學的主體，即便現在藝術界也這樣想。但當代藝術的開放

性就是讓藝術家更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一個被槓掉的主體，在這裡才能

找尋自己發聲的位置。所以很多非美術系、美術訓練的人進入當代藝術，它們背

後的共同性是基於一種否認主體性，發揮一種虛無性。回到我剛剛提到英國的例

子，裡面的成員全都不是藝術家，而是反政府份子。他們做了一些很有趣的運動，

像是倫敦成立的Starbucks大會，假扮成員工，進去裡面毆打、騷擾客戶。或者，
配戴倫敦一家知名服飾業的識別證，衣服寫著「今日全部免費」，排排站在店門

口，造成混淆。這些當代藝術的內涵已經不是美學主體所發出的了。 
 
蔣：如果回到我們策展機器的框架，像這種游擊戰，或是對藝術家身份認知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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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藝術家如何界定自己身份，願不願意展開行動，所涉及到生命政治的諸

眾問題，也就是行動主體到底在哪裡？又如何能匯聚一群人？如余國信提到，過

去那個壓迫的中心很清楚，但是現在壓迫者是會變身、液態的、隨著環境轉化、

擬態、偽裝的機器人，我們不知道它的力量哪裡來，因為它一直在轉化。而在日

常生活中小型的游擊、革命、顛覆等，都可能被策展機器吸納過去樣板化。像二

○○八年台北雙年展Big Brother的例子，在美術館殿堂中完全失去了街頭上的革
命性。但是他在搶救嘉義郡役所的明信片上塗鴉卻很有力量（可用圖版）。在這

種非物質勞動的帝國控制中，有另外一群人在對物質性作重新思考。這是我個人

的觀點，也就是在策展機器中這個策略的可能、抵禦的可能、群眾連結的可能會

是如何？ 
  
李：如果我們從系統性的角度來理解現代人的生命狀態，不管是藝術家的創作還

是抗爭也好，都意味著一種控制與程式化的情況的轉變。但是在早期的模式還有

一個可辨認的敵人和實質存在的受害者，而其中的辯證關係也很容易建立主體

性。革命常常需要這種主體性，比如無產階級、勞動大眾等。可是在後現代的狀

況中它其實是取消所有主體性可能成立的狀態，所以也無法利用敵人來界定自

己，所有抗爭都還沒有成形就垮掉。 
 
所以說生命政治也就是跟一個運作系統的抗爭。只是現在不再有一個明確的主體

性跟固定的位置，使得我們很難讓人凝聚起來，而這些人的生物性獲得滿足也就

弭平了憤怒。諸眾變成一種流動的生命，這流動的生命需要加以控制在固定的控

制、程式裡面，你按照固定的軌跡來發揮你的生產力，就是如何去利用各種的生

命。像是網路就很明顯，它就是去剝削你的無意識、你的各種慾望，然後把你導

向各種連結──像很多奇奇怪怪的廣告，有色情、購物等，它把你開發出的能量

導引到固定的路線去。這樣看來系統跟流動力之間的關係便是生命政治很核心的

議題。按照傅柯的說法，十八世紀是一個新的生命政治的年代，在此之前統治者

是君主，他統治的對象是實質的領土，到了十八世紀則是政體、一套行政機器取

代它統治的對象是人民，一個流動的人口。那麼在整個歷史變化的過程中，這種

流動的現象是如何被控制？那就是牧人、牧民的體系。牧民跟著一群羊在跑，那

是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所以你必須要找到方式來引導那個力量，進而使整股力

量移動。這就像藝術家透過創作、作品或是策展人與參與者──民眾──互動，

引導這種生命力量的流動會是他作品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此藝術家就不只是

一個主體，也需要藝術裡面的流動生命──諸眾來構成，甚至引起事件性。如果

只是盲目的群眾力量、少了導引，那它很快就會消失了。這是我認為在這個生命

政治年代思考「什麼是藝術家，什麼是藝術作品？」的看法。 
 
蔣：從李鴻瓊提到傅柯的觀點來看現在的策展機器、或是湯皇珍的創作者職業工

會行動，其實就是在逆向的反思人口統計，以及對於職業、分眾、勞動等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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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概念的重新思考。這也呼應我們當下國內到處舉辦藝術節、文

化創作產業、文化園區，看到許多官方的說法都在誇耀、宣示自己創造了多少產

值，在活動期間衝到多少觀眾人數，以及邁向一種「超級大展」（block-buster）
運作方式的反思。以花博為例，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大型景觀展示活動時，

它需要多少花卉，而花卉又要從哪裡來？為了打造這種花卉奇觀而非常態性的生

產，這會對土壤、環境造成多大的衝擊？ 
 
余：針對這種公部門的展覽，我的疑惑是：為何藝術家去承接公部門的策展，甚

至提供原創的東西配合政府展示會被批判？當我們激進地喊出「這樣不好」時是

為什麼？如果我們以「高雄電影節」來看主體性，今天一個拍電影的人參與高雄

電影節，在拍攝過程中儘管相當自由，但取景上仍需符合它徵選的條件與審察結

果。那麼這個拍電影的人只是一個工具，還是有真正的行動？我們在談環境運動

時，也希望有更多的主體性注入生命場域，而不是扮演一時性的工具。回到電影

節來看，為何民間辦的就會比較有主體，公部門辦我們就批判人家？這是因為我

們不只是把電影用作城市的行銷，而是看到了透過電影領域能帶入的主體意識。

電影節的開幕只展示誰的電影好看、多少人來看，而非電影背後的人物、場景、

記憶等。此外，「台西壁畫」的例子，結合了學生、社區與運動者，這些參與者

的自由性很高，儘管缺乏政府支助，但卻保有、展現了生命力，成為一種長期而

持續的行動。 
 
湯：從政府開始用發包的方式來建立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後，發包變成像是「買

辦」，我們面對的策展或公關公司如政府買辦。這套流程的建立是為了方便資源

分配，目的是要行銷、達到政績。這種文化活動的背後並不是文化，而是個人政

績至上，如此就真正傷害到文化活動的發生。如果沒有政府發包、買辦，城市中、

人民社群中會有自發的藝術文化活動嗎？對藝術家是應該有的─自身創作的脈

動跟流程，並不因有策展人、有補助的因素才去創作。因此我主張政府必須廢除

發包，如果不廢的話，永遠惡性循環。這也是工會爭取提供藝術創作者最基礎工

作環境的原因，如職災、健保、退休金等等，不管是何種類型的創作者，都有共

同的基礎工作條件，不會因為當權者對藝術的看法或商業的運作而受影響。藝術

創作者職業工會著意於藝術創作健全土壤的重要性，同時政府也要學會協助城市

自發性的活動，而不是用自己的主導意識去扭曲它。像墾丁一些當初是自發的音

樂活動，到現在政府用買辦的方法來加入而產生惡性壓擠，這就是不瞭解：一個

自發的藝術活動對一個城市的重要。而策展人在這裡面的角色，很可惜的，往往

也會成為一種買辦，進而把對藝術作品的詮釋言論、評論的指導權拿走，在這種

情況下，藝術家完全被取代或是因為如此的體制變成了工具！ 
 
龔卓軍（以下簡稱龔）：我想從一個歷史的觀點來回應剛才的討論，這也是傅柯

學派比較關注的事。剛剛的討論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在傳統技藝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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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藝術家的話，藝術家是個天才，但是到現代這個狀態下面，藝術家則是表現一

個創意、發明新的模式、典律。就當代來講，一個比較難拿捏的部份，就是在現

代、或是杜象（Marcel Duchamp）之後，如果還要重新去質疑藝術的創作、實踐
跟日常生活之間具有的某種特別、弔詭關係，可能不再是材質的創作與發明，而

是一種「態度」──比如你運用某些事件、組裝或是配置。這有兩個層面，一個

是它具有等你去做出一些新的配置的潛能；另一種則是你如何在做的過程中展現

「不作」、「不選擇」。態度的展現自然形成一種實踐的樣態，然而這樣態是弔詭

的，像是政府發包的治理模式下，它有很強的吸收力──不只是對現代性的創

作、理念或發明，還有對態度與實踐模式的吸收並使用在行銷和藝術節裡。從我

自己的角度來看，我到藝術學院兩年多，發現大部份的教學或是停留在傳統技藝

的傳授，或是透過現代化的思考，鼓勵學生去發展創意、做某種發明，這主要是

處理材質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比較難教的是態度跟實踐模式的創造，因為這個部

份很多時候要回到是否有一個真實的生命樣態去連接，也因此湯皇珍才會重新去

問說藝術家是什麼？這就是一個態度。實踐則是有一個社會向度與時間綿延的考

驗，不同於短時間的創作，所以剛才高俊宏提到的反文化是個局，也可說是第三

個層次，我自己認為這會是學院本身需要重新植入到內部、甚至是重新去思考抗

爭的策略。但是在李鴻瓊談到，台灣比較屬於控制型社會，這使得態度的突顯更

為困難，因為有時候你講歸講，明天你可能就變成管理系統裡的一部份。在哪一

個部份、哪一個點，以什麼樣事件的方式去形成一種新的態度、新的實踐模式，

這是我覺得剛才一直在問的，也是李鴻瓊說的流動生命的力量，因為它是穿越在

系統之外的。 
 
我自己覺得從杜象以來，可能在歐洲、美國當代藝術的脈絡裡面，它有很長期的

藝術家自我論述的傳統，或是訪談、座談的文字記錄的傳統，總會留下一些證據、

痕跡，使得你可以在比較長期、大範圍的角度檢驗其態度跟實踐的模式的關係。

藝術家不斷用新的語言、態度或概念去實現他的實踐，而評論者本身則具有把這

些線清楚提出來看的責任。然而即使在學院裡面，至少在目前為止，我也找不到

一個典範，有人長期在做這樣的事情，把這些實踐模式、特殊的態度、事件，在

一個歷史的範圍裡──它一定有孿生的狀態，或是讓你沒辦法補捉的滑溜，可是

一定會有一個痕跡──的研究。這樣痕跡的研究，目前來看是很不安全的，因為

你在講一個還沒有浮現的事件性，這個恐怕需要作比較深層的檢驗才能發現到是

否有人真正發明一些小機器、展現一種逃脫的力量，還是到某個點就管理了機器。 
 
蔣：我在二○○○年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並沒有預想到策展機器十年後會有如此

規模的發展。比如說十年前，那個年代那種力量的衝撞，整個機制的不確定性，

換個角度來說也是種可能性，使我們對這個機器仍覺得有些可為與期待。雖然很

快地策展機器就發展出牧羊人的角色，而藝術家也轉化為他的生產原料，變成策

展的佈置，成就某種生命統治的政治關係，隨後技術愈加精細，對於創作者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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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原屬支持性、並不強烈地要求你為這個機器貢獻什麼，或是產值化、觀光化、

政績化；但是到今天就不一樣，創作者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以達到政績與產

值。這就是剛才說的系統內／外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要尋求真實的生命樣

態，或是從態度去作連結時，那尋找過程中就不會只有概念。也就是說，如果你

想要打入那個系統化的體制，去作顛覆性的展演，將會是具有點燃火種的啟發

性，但如果你尋找的生命樣態本身是在系統之內，只是玩系統遊戲而成為看板的

展示，這就無法讓一個有力者成為「無力者」，或是讓無力者尋找到生命樣態的

能量、更多的連結與長期性的累積。二○○七年起──也是跟湯皇珍的結緣──

看到他在台南做的瘋人船，我就覺得很有意思。或者像是台西壁畫也是，透過很

小、很不起眼的案例，我發現一種不同於策展機器的真實生命樣態慢慢在當代藝

術領域產生。去年我寫到港千尋和崗部倉生在樂生療養院的行動，他們遠從日本

來台灣去尋找真實的生命樣態。但是我們自己在藝術界的內部，如何去思考這些

認真思考生命樣態的人與行動呢？是要在機器之外尋求更多基進能量的可能，還

是尋求更多「有力者」的支持而成為機器操作的一環？ 
  
余：我剛才一直講批判性，是極端的期待小政府的實踐，因為環境極右派、文化

極右派都希望政府不要作太多事情，否則就是帶來太多的開發。那我們也期待所

有的藝術策展、文化活動，都是擁有更高的彈性發展，這是對應了社區培力、在

地培力的事情，一個節慶、策展活動的結束，如果跟在地缺乏關聯或是衝擊，這

會是當下的危機。另外為什麼要喊出「草根性」或主體性，是因為我們不要去迎

合政府的政策，讓所謂的文化展演回歸文化展演，而不是成為工具或政府的化妝

師。民間嘗試透過較少資源、避免浪費，來形成在地、永續，才是真正重要的發

展。我記得我們以前藝術家還會一個人自己畫一些小文宣，但在一切資本化的情

形下已經很少見了，那種自己開小蜜蜂鬧一鬧，然後畫旗子來插的可能是頭殼壞

去了。追求過高的速度、資本還有效率的社會，已經變相地讓我們失去以前那種

的真、那種情、那種義，我想不管對社會、對土地、對人，對文化，都是消失的。 
 
湯：剛才龔老師提到所謂的工會的連結性，其實我們思考過非常多。如果你在體

制的外頭完全不介入，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或是你要進去──買辦文化──在

這裡一個具有批判性的職業工會可以是重新對「雇主」進行多方的抗爭。如果藝

術家對自己的工作、身份是有自覺的，如此的工會成員所組織的工會，就必然不

只是體制的狀態。也就是說，藝術創作者是因為有勞保加入這個工會，還是說認

同於藝術創作的「工作」─對自己專業的認同才參加的？這是在籌組過程中不斷

反思、觸摸的。所以我還是回到一個基本問題，身為藝術創作者、進行創作到底

為了什麼？以剛剛談到的花博來說，如果說服花農不要把花送去參展，花博就沒

有花──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也是絕大的抗議。可是要如何說服花農？就像跟

藝術家說我們不要去參加所謂的展覽一樣，需要知道這種立基為何？政府提供資

源給你，而你拒絕，因為什麼？在這樣的時代，問這種問題很呆，很像愚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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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是放在功利上，也沒有給你實質的東西，但這是一種尋找，儘管有點悲哀的，

因為不曉得找不找得到。這部份的樂觀我就要跟余國信多學習了。 
 
高：最近在北京的牆上有個有趣的場景。在台灣一般牆上都是噴「徵粗工」，在

北京卻是「徵策展人」。策展人是西方全球化的產物，我們幾乎沒有辦法逆轉全

球機器的運作，但我覺得像龔卓軍講的，我以前關注社會跟身體的操作，演變成

對環境跟體制的懷疑，其實背後有一個憤怒存在，這種憤怒很難在學院裡培養。

在學院裡，在我的成長過程，包括我的老師，他教給我的最多就是這個憤怒，對

於整個體制、環境的問題，雖然沒有在他的作品裡面強烈出現這個問題，但是那

對我內化到對真實樣態的觀察、理念，那我覺得，這個憤怒是不是可能變成一個

志業，變成操作的延續性，或許是我們可以脫離掉策展，或是我們就是自己的策

展人。 
 
龔：其實反過來看，游文富在激起大家的注意力、憤怒，去思考問題這方面，會

是個相當好的模式。因為花博這件事情，它現在除了直接對抗外，它需要一個非

常大的諷刺。像德國雕塑家（）作了一個非常大的紀念碑，但這紀念碑是用納粹

的符號。他很明確知道這是要引起爭議，但這是為了打開一個討論的公共空間，

形成一個社會事件，這後面第二層次是他的目的。但是他第一層次卻是直接取

用，也許有些犬儒。在這邊，我覺得去抵抗一個悲傷的可能性就是說，也許需要

某種犬儒的幽默。 
 
湯：游文富這事情的特殊性，在於他並非自覺地提出反省，而是經過很多衝撞與

努力才得到正面的結果。就像介入花博的吊詭──你介入後就是幫它作宣傳，但

如果進一步利用，比如在一塊空地什麼真實的花都不種，就種「藝術」。那可能

會是花博裡最精彩的作品！？ 
 
蔣：回歸到策展機器的變更，策展機器大量發展它系統之外的可能性在哪裡，我

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出路。比如說玉山旅社，它不是典型的策展機器，或是典型的

文化的局在設計的臨時性場所，但卻可以有長期性的累積，也接觸到真實的生命

樣態。我想這是一處可作為種植藝術的土壤與文化載體。其實還有許多類似並持

續發展的案例──像許淑真跟盧建銘也是長期把他們的實踐當成載體散播並重

新來思考與策展機器之外的生命樣態。不管是玉山旅社也好，或是在座各位藝術

家的作品也好，都在這個面向的思考提供很多可能性，只是目前在媒體、藝評上

深度的討論仍不太夠，這也是我們要再努力的方向，大家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