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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無數次叨唸

“尤里西斯機器“於朋友面前，一日他（她）竟問：是不
是不知道“尤里西斯“就無法明白你的“尤里西斯機器“？

我說等等，要知道“尤里西斯機器“先要知道湯皇珍

的“我去旅行“。 

湯皇珍的“我去旅行“肇始於1999“你說我聽“，迢遞至
2013“墓誌銘”。整整進行了十件計畫，歷時十五年，可說

是一跨接社會學與語言學的長程藝術創作。 

旅行？旅行！ 作為一個陌生旅者，如果你對即將往向的

空間與時間不想知道，那麼無疑你將墮入“霧“中，迷路。
繞來繞去看見影、音所提示的種種內容，如何閱讀？你的

憑恃自然就是你過往的已知已能。 

如果你從未曾聽聞過湯皇珍“我去旅行“（已延續十五年）

的寓言，你自然認為此“旅行“就是一般的旅行，你可能

還會很興奮地問她（我），你到巴黎、北非還是新加坡？
當你果真在“尤里西斯機器“裡面搜尋這些地點風情，你

可能破口大罵──這什麼”旅行”？ 

湯皇珍對於自己“我去旅行“的創作題旨是這麼說的： 

提取“旅行“行為作為其行動寓言事件的擬態，直指此二
十一世紀最頻繁、複性、吊詭的人類作為－－演繹“旅行

“之於當代展現於傳導、溝通、互動－無論是抽象心智或

實質版圖領域的交換、異位、反噬、無盡變動昏昧的無法
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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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我去旅行“不是買張票出去某處？是也不是？  

如果湯皇珍幸運一點，你在十五年看展的日誌中，不小心
曾經與她的“我去旅行“相遇。 

無論是去往北京的“我去旅行一“，或放在AVEDA櫥窗、誠
品書店又迢遞台中、高雄、台東的“我去旅行二“，或者

跳遠一點，在瓦倫西亞的廣場撞見正在尋找回家之路的廣

場旅人－她，或者湯皇珍等一群老少與動物正手忙腳亂地
在威尼斯的麗都島岸翻拍那張記憶中的台灣老照片…. 

或者，最近你才注意到有個在密室中滔滔不絕的“垂釣者
“，還有風塵僕僕問你什麼是藝術的“遠行者“，無論如

何，兩篇“墓誌銘“還是滾熱的，它們不久前曾去往台中、

高雄以及柏林－好幾場跨語言、敘述、聲音、身體與空間
（如果你驚訝那真是跨界）的演出，的確── 

但這十五年的“我去旅行“更是完整的行動！所有人都覺

錯愕的－“行動藝術“是什麼？ 

校正偏航後，你或許可以確知湯皇珍“我去旅行“並非所
以為的一般旅行：  

湯皇珍的“我去旅行“提取“旅行“行為作為其行動寓言
事件的擬態，直指此二十一世紀最頻繁、複性、吊詭的人

類作為－－演繹“旅行“之於當代展現於傳導、溝通、互

動－無論是抽象心智或實質版圖領域的交換、異位、反噬
、無盡變動昏昧的無法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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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西斯機器“與“我去旅行“ 

回視──很可惜也很獨特，真實行動時空已經變異，發生
過的行動作品無法復現。只有透過我們二十一世紀最剽悍
的“旅行“工具－影音，傳媒，符碼，位移 讓觀眾身歷湯

皇珍“我去旅行“所指的“旅行“之境─在此影音，傳媒，

符碼，位移 間 傳導、溝通、理解－無論是抽象心智或實質
版圖領域的交換、異位、反噬。 

“尤里西斯機器“，以可以一人進入停留大小（Ｗ150XL170 
XH230cm），或有門，或多方向入口之黑盒子機身為單元。 

單元間留有通道，入內者選擇路徑進行停留與觀視 。 

湯皇珍（原敘敘者）將1999至2013執行完成的十件“我去旅

行“疊入2014至2015的“尤里西斯機器“，形成一個個肖似

又延展的影音關係。 

故而“尤里西斯機器“所承載的影音是一段段關於“湯皇

珍我去旅行“的紀錄。每個影音“黑盒“對應著一件“我
去旅行“作品的“再次闡述“。 

穿梭在這些躲著“我去旅行“原始文本事件之“再次闡述
“的影音島群中，不知諸位超級旅行家可追捕到什麼？ 

2014~2015      尤里西斯機器 

－回視湯皇珍”我去旅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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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西斯機器“－是，什麼？ 

“尤里西斯機器“，以可以一人進入停留大小（W150XL170X 
H230cm )，或有門，或多方向入口之黑盒子機身為單元。 單

元間留有通道，入內者選擇路徑進行停留與觀視 。 

湯皇珍（原敘敘者）將1999至2013執行完成的十件“我去旅

行“紀錄 －真實行動時空已經變異，發生過的行動作品無

法復現，分別疊入2014至2015的“尤里西斯機器“，形成一
個個肖似又延展的影音關係。 

“尤里西斯機器“內所承載的影音是一段段關於湯皇珍”
我去旅行“的紀錄。每個影音“黑盒“對應著一件“我去

旅行“作品的“再次闡述“。  

“尤里西斯機器“共十組相互關連的影音敘述設置，可以

拆卸分組。一年裡，依據泊停的三處展演空間（藝術八、

當代館、北師美術館）持續進行變化。 

進入“尤里西斯機器“的觀眾，實是在原敘與傳講中流竄

， 不斷在意念的組立與解體間“啓程“與“返航“，恰似
荷馬記述尤里西斯返家之行的千迴百折。 

2014~2015         Ulysses Machine 

Tang Huang-Chen's "I Go Travelling"--15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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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西斯機器“－影音裝置島群？ 

“尤里西斯機器“內所承載的影音是一段段關於“湯皇珍

我去旅行“的紀錄。每個影音盒對應著一件“我去旅行
“作品的“再次闡述“。經由我們二十一世紀最剽悍的
“旅行“工具，讓觀眾身歷湯皇珍“我去旅行“所指的

“旅行“──在此原敘與傳講中，在此影音、傳媒、符碼

之伏流間，傳導、溝通、理解，無論是抽象心智或實質版
圖領域的交換、異位、反噬－追捕無止無盡的不可追捕。 

泊留於藝術八的“尤里西斯機器“可以造訪：旅行一／北
京之行、旅行八／智者在此垂釣、旅行十／墓誌銘以及放

在旅行六腹中的旅行三。 

泊留於當代館的的“尤里西斯機器“可以造訪：旅行八／

智者在此垂釣、旅行九／遠行的人、旅行七／廣場旅人、

旅行／TRAVELLER.BALI以及放在旅行六／幸福之島腹中的旅行
三／千禧伊通逍遙遊。 

泊留於北師美術館的“尤里西斯機器“可以造訪：旅行八
／智者在此垂釣、旅行九／遠行的人、旅行七／廣場旅人、

旅行四／TRAVELLER. BALI、放在旅行六／幸福之島腹中的旅行

三／千禧伊通逍遙遊以及歸隊的旅行一／北京之行，旅行
十／墓誌銘，外加旅行五／一張風景明信片以及旅行二／

我去旅行了。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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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一下， 進入“尤里西斯機器“看見什麼？ 

2014 5/24~7/5 將泊留於藝術八的“尤里西斯機器“可以造訪：旅行

一北京之行、旅行八－智者在此垂釣、旅行十－墓誌銘以及放在旅

行六腹中的旅行三。 

作者湯皇珍這樣敘述她的第一段旅行：航程緩慢 遲疑 畏縮又躲藏 

隱身在一個看來無情緒 攫取放映的裝置（特落依木馬的腹中） 渡

往一個很真實也很虛幻的家國  一個我始終無法從書本中抬頭面對

的現實 “北京之行“兩具實在放得太靠近 螢幕對螢幕相望 邀請觀

者從僅容一人的間道通過 觀視成為完全癱瘓的傳訊 電視讓人無從
辨識兩個螢幕內容 

一旦進入“尤里西斯機器“：這第一個機器有一面鏡子，接收狹路

對面正在映放的電視影像中無頭的器官身體，不知是誰的身體們卻

反覆執行著一個個相同迷惑的動作。 

第八段旅行這樣描述：十歲前後母親被頭痛所苦 一日終至昏迷不醒  

腦部最微血管－蜘蛛網宣告破裂 由醫院救回的母親若無其事繼續照

顧我們    終至開始為“宣稱不翼而飛“的“竊物“爭吵 一日終至

迷失於回家的途中   步入異質時空的母親舉步維艱 墮入無明 引我
潛入記憶的深海  我徒口挖掘腦中所記 化成口中所語  試圖心口合

ㄧ“返家“的字字句句由“想“到“說““由“見“到“語“ 不容

片刻停留 終至腦空語盡 淚流而出   觀眾不能直視演出 只殘留演者

眼中所見 腦中所思 口中所述  隱約所動  看與被看何其艱困   

一旦進入尤里西斯機器：全黑房間，轉向後面對一分隔上下之螢幕，

此上下放映為時間同步，同時行為，見一表演者透過攝錄機觀視房

中物，以及此觀視之表演正被觀視。 

第三個機器沒有機器，中置一有滑輪之桌，四縷切斷之訊息，請由：

縫隙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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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西斯與“尤里西斯機器“ 

湯皇珍老是說：“我去旅行“是為了言語（說出話來）與
表述（達到溝通）－－這一人類不死慾望而動。 

她由遙望（旅一）、環島（旅二）、遠航（旅五）、尋路
（旅七）、返鄉（旅六）、終至潛往記憶底層（旅八）、

錨向自我身分意識（旅九）與生命終點（旅十）的回眸（

尤里西斯機器），十五年，是作品也是藝術家真實生命的
行程。回到最早的迷航敘述－荷馬所記尤里西斯（奧德修

斯）歷經二十年千迴百折始得返家，遂產生了致命牽引。 

如果你明白“尤里西斯“，會更接近“尤里西斯機器“。 

一面，尤里西斯於迷航盡頭的天涯外仍掙扎要完成“回家
“的不死慾望。那裡沒有征戰的英雄卻有堅持返航的遊子

，人的意志與天的際遇擺盪對恃浮沈與悟覺，終至返航也

即將啓程。 

一面，由一個表述漂流到另一個表述，老是在航向意義的

途中一次又一次迷路，那裡沒有必然的語言架構卻有堅持
溝通的不死慾望，人的心智與語言的覓徑擺盪對恃浮沈與

悟覺，終至出聲也即將失舌。 

2014~2015      尤里西斯機器 

－回視湯皇珍”我去旅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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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泊與特約時間 

如果你又問。那麼“尤里西斯機器“非用尤里西斯為名？ 

聽說荷馬是個盲者，身為一個歷史神話的敘述者豈不十足

讓人好奇。偏偏他所敘述這兩部希臘史詩：依利亞德（特
洛依之戰－尤里西斯出發征戰）與奧德塞（尤里西斯返家）

確是千古為人所傳講的敘述（神話）原型，還肇始多個繪

聲繪影的探險。奧德塞中所呈現曲折無比的返家之行已成
所有複雜行旅的代名詞。重要的是尤里西斯在遺忘之島拒

絕了女神卡呂菩娑永生的建議，仍選擇為人，迎接必死。

這是愚蠢的英雄還是悟覺的智者？ 

在我跟著“我去旅行“系列創作老掉的十五年後，我也來

到面對自己的衰老與父母的年邁。生死栔闊，我深自問：
這豈不是返抵我之於藝術最核心的思辨？“人的必死之途

已經展開，為何，以及何往，能解其中意義。 

平日泊留時分 “尤里西斯機器“是遊走在展覽空間中的影

音裝置島群。特約時間，“尤里西斯機器“同時成為演場。

它的島群規劃了演出的漂流路徑。演出企圖再度升高臨場
表述與傳譯在語言、聲音、視聽、身體行為、空間、表演

之複性層次，讓“湯皇珍之於我去旅行“以及“尤里西斯

之於為人“的命題進行最後字句與意念的嗡響。 

2014~2015         Ulysses Machine 

Tang Huang-Chen's "I Go Travelling"--15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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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的演場

－湯皇珍之於我去旅行，尤里西斯之於為人…. 

  “墓誌銘“的第一場景 有一對吸鐵小狗它們是我大約十

歲之前最覺神奇的玩具 跟 一只護身符 記憶 令人目盲  一
截刻有葉片的檀香木放在一起 慾望 必須著陸   櫃子空了 

地址沒變 信箱還在原處  那是爸爸以木隔板格劃起居空間

的信義路老家 征戰得勝的英雄必須回家  被等待的人必須
回家“墓誌銘“的第二場景   有一顆拔下的大臼齒被收寄

在存放舊式底片的黑盒 一只第一次去佛倫羅思在市場找到

的木盒    盒底畫有被我判別為東正教的圖案 為什麼在義大
利找到俄羅斯的東西 那時我在巴黎    庭院匍匐出沒野貓 

夜晚發現刺蝟被狗叫聲團團圍住 每天下午五點光線在落葉

間拉扯 你一定會打電話來  

平日泊留時分 “尤里西斯機器“是遊走在展覽空間中的影

音裝置島群，進入第十個機器：四個房間，十字排列，中
夾一無頂空空間。每個房間兩邊有門，中夾空間放置四具

投映器向四個房間投入影像。觀眾開門接受光束，行至中

央座椅，反坐觀視影像。  

特約時間，“尤里西斯機器“的島群規劃了演出的漂流路

徑。演出企圖再度升高臨場表述與傳譯落向語言、聲音、
視聽、身體行為、空間、表演之複性層次，讓“湯皇珍之

於我去旅行“以及“尤里西斯之於為人“的命題進行最後

字句與意念的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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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尤里西斯機器之後？還是？ 

湯皇珍“我去旅行“，這一跨越十五年的行動一次次挑釁

二十一世紀最敏感的寓言行為－表述與傳譯（溝通）之困

頓，一次次具現藝術的心智活動所指－如何觀視、想像、
演繹，對人類自身處境的覺知。 

藝術家由思考到傳譯，由概念到表述－無盡自我挑戰的逆
風奮行。最終又一次攪入“尤里西斯機器“。回視，卻

新製無比一則盪氣迴腸、千繞百纏的敘述行旅。 

湯皇珍在“語言飛航“中陳述：果真語言讓人失舌，記憶

令人目盲，慾望必須著陸，那麼，這個挾帶什麼不知名敘

述的“敘述人“原型－中世紀的遊唱詩人、現代之初的賣
藝人、網路時代的發訊人，永遠樂於由一個遠方來到，再

去往另一個遠方。我，終成敘述中再不可切分的癲狂與

了然的本身。由此，我完形“我去旅行“。 

“尤里西斯機器“之後？應該是棄置於垃圾場的龐然大物，

或被仁慈的收集成為兒童最興奮的遊樂屋。而作者之後？
也只有告別展覽形式，啓程。一如後人想像中返家的尤里

西斯－那位選擇必死的人豈會不知返家後遠行已至。 

後會有期。 無疑，下次叨唸於朋友面前的不會是“尤里西

斯機器“，那日，他（她）又會問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