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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台灣美術發展歷程中，於解嚴之後延續著「台灣美術主體性」或「認同」

議題之討論所發展而來的「政治性藝術」，是一股藝術對於社會、歷史進行批判的

主要潮流。梅丁衍在經歷解嚴後，社會上有著大量湧起的批判焦慮的那個時代背

景所興起的這類型的藝術創作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作品主要是從國族的認

同議題開始：經由對「認同」概念的研究而開啟的創作，陸續發展成了對東西文

化交互影響、對台灣主體性、對兩岸、以及近期對全球化等面向的持續關注，並

且成了創作的主要靈感或議題的來源。此外，梅丁衍利用藝術作品對政治、歷史

與時局進行批判的手法是反諷的，主要是透過各種象徵的、隱喻的、聯想的修辭

的技巧展現其批判性觀點。梅丁衍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對於「認同」的反思作用，

其目的是要自我質疑，而這樣的自我質疑，其實便是台灣在面對國族認同議題時

的經常遭遇的國族寓言狀態。 

  

 

關鍵字：政治性藝術、台灣美術主體性、本土、認同、諧擬、反諷、國族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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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aiwanese contemporary art, the “Political Art” is about the discussions 

of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Art and self-identity, which is also a major social 

critical proces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Dean E-Mei is one of the 

political artists, who always focuses on the issues such as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ese history, cultural hybridity, and at las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Dean E-Mei’ uses a lot of symbols and metaphors in 

his works to present his critical perspectives. And his political works are ironic, 

when irony means reflexivity, identity issues in Mei’s works not only query 

what the people’s identity is, but also question what the identity means. And 

such reflective conditions are just like the national allegor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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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版  明  細 

 

 

【圖一】    梅丁衍．《哀敦砥悌》．1996（全景）。 

【圖二】    梅丁衍．《哀敦砥悌》（局部）。 

【圖三】    梅丁衍．《假如若干颱風一起來》．壓克力顏料．138x138cm．1994。 

【圖四】    梅丁衍．《無題》．複合媒材．1.5x10x13inch．1990。 

【圖五】    梅丁衍．《這是台灣》．鉛皮、鐵．27x37x2inch．1991。 

【圖六】    馬格利特．《圖像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images）．油彩、畫布．59x65cm．

1929。 

【圖七】    印第安那（Robert Indiana）．《愛》（LOVE）。 

【圖八】    梅丁衍．《無題》．壓克力顏料、畫布．39.5x39.5inch．1993。 

【圖九】    印第安那（Robert Indiana）．《四顆星的愛》（4 Star Love）。 

【圖十】    梅丁衍．《我在檳榔櫃看到三個金色的 5》．油彩、畫布．46x36inch．1993。 

【圖十一】  梅丁衍．《印象——馬關》．壓克力顏料、畫布．46x36inch．1993。 

【圖十二】  梅丁衍．《印象–日出》、《印象–落日》．油彩、畫布．38x49x12inch．1992。 

【圖十三】  石川欽一郎．《台灣總督府》，水彩，33.2x24.5，1916。 

【圖十四】  梅丁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攝影、拼圖．34x40inch．1990。 

【圖十五】  梅丁衍．《社會主義化／資本主義化》．複合媒材．20x24x5inch．1989。 

【圖十六】  梅丁衍．《向托斯基致敬》．壓克力板、複合媒材．67x44inch．1991。 

【圖十七】  梅丁衍．《小心醉鬼》．油彩、畫布．三角形每邊 100cm．1993。 

【圖十八】  梅丁衍．《KissⅠ》．相紙．90x60(H)cm．2003。 

【圖十九】  梅丁衍．《KissⅡ》．相紙．90x60(H)cm．2003。 

【圖二十】  梅丁衍．《KissⅢ》．相紙．90x60(H)cm．2003。 

【圖二十一】梅丁衍．《西體中用》．影像輸出於紙：1999。 

【圖二十二】梅丁衍．《中體西用》．影像輸出於紙：60x60cm．2003。 

【圖二十三】梅丁衍．《二二八史盲》．壓克力顏料、畫布．30x30inch（單件）．1992。 

【圖二十四】梅丁衍．《向黃榮燦致意》．複合媒材、現場裝置．1996。 

【圖二十五】梅丁衍．《燦柱》．複合媒材裝置。 

【圖二十六】梅丁衍．《盪憲誌》．複合媒材裝置．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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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梅丁衍．《無題——乳牛》．電腦動畫（影像擷取畫面）．2002。 

【圖二十八】梅丁衍．《境外決戰系列》．影像輸出．2002。 

【圖二十九】梅丁衍．《決戰境外（觀光篇）》．影像、燈箱、馬達．90x60x20cm．2003。 

【圖三十】  梅丁衍．《海峽牌魚雷醬》．錫罐．15x7.5x4.5(H)cm（每罐）．2002。 

【圖三十一】梅丁衍．《飄浮》．影像輸出於紙．200x85(H)cm．2003。 

【圖三十二】梅丁衍．《國旗》．油彩、畫布．25x33inch．1981。 

【圖三十三】梅丁衍．《太陽與星星的故事》．紙、拼圖．23.5x31inch．1992。 

【圖三十四】梅丁衍．《給我抱抱》．複合媒材裝置．2002。 

【圖三十五】梅丁衍．《天佑中華》．不織布．130x70c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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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將要討論的藝術家梅丁衍，長期以來利用作品中大量的政治符號，對他所身

處時代的政治現實進行發言；然而，這是否是由於台灣特殊的歷史與政治環境，才讓

如此的政治性藝術獲得創作上的題材？或者問題應該是，相較於各種平面、電子媒體

上對當前政治現象作分析與批判的政治評論而言，在藝術的表現上，對於這類題材的

特別關注是藝術家對政治現實的插畫式諷刺？還是透過藝術來探問自我處境的手段？

在此，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在討論本文所欲處理的這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兩個西方文化抗爭的例子。首

先是文化評論者張鐵志在一篇名為〈紐約文化大革命〉的短文中，這樣寫道： 

 

當然，政治化的美學絕不能只是政治口號的重複。能夠感動人們靈魂並能衝擊歷

史的作品，必須達到美學上的高度，和議題反思的厚度。1 

 

這段像格言般描述政治性藝術的文字，是記述二○○四年的秋天，美國共和黨在紐約

舉行布希競選總統的提名大會，而許多反對團體與行動主義者也同時群聚至此，藝術

家們舉行上百場的各種關於自由、正義、民主和未來等座談和表演，他們遊行、讀詩、

畫廊裡展出各種政治意味濃厚的作品，將反戰、反布希、反全球化之聲勢昇至最高點，

儘管最後的結果仍然是布希政府當選連任。     

另一個案例則是加拿大反全球化行動的作家克連（Naomi Klein），所提到的一九

九三年英國倫敦著名的可列門路（Claremont Road）事件。可列門路由於政府興建快速

道路的都市計畫而將走入歷史，許多呼籲保留的團體群起展開抗議行動，這次保留可

列門路的行動，讓當時已逐漸消逝的，早在一九六八年伴隨法國學運而來、鼓吹都市

環境主義的「收復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 RTS）抗議運動重新萌芽，並且進一步引

發了反企業人士、政治性藝術家、New Age 藝術家和激進生態學家之間的文化碰撞。

當時這些為了保留可列門路而抗議的人們，在街道上掛立告示牌並寫著：「歡迎來到可

列門路——理想的家園」；除了在社區裡大聲播放音樂，佔據房屋並透過地道彼此貫

                                                 
1 張鐵志，《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台北：印刻，2007 年 2 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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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且還將室內布滿裝置藝術，而街上的舊汽車則畫滿了塗鴉、口號，或被布置成花

壇，同時這些汽車也成為面對警方驅離時的有效路障。儘管最終在 1994 年可列門路仍

然被夷為平地，但克連仍將之視為倫敦有史以來最有創意、最歡樂與最生氣蓬勃的街

道。隨後，這個收復街道組織試圖將可列門路事件所抱持的理念與行動的手法，變成

像是流感病毒般地散播至整個倫敦市，對此，他們說道： 

 

……這些手法不是使用藝術來達成政治目的，而是將藝術轉變為實用的政治工

具，「兼具美觀與功能」。2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來說，政治是一種包含權力 （power）或權威（authority）的

社會關係，而藝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下的產物不可避免地要回應它；當然，那些宣稱

與政治無關的作品，同樣是對政治的一種回應方式。從以上兩則發生在今日全球化與

高度資本主義情境下，對於空間殖民、中產階級價值之警察式觀看等的西方文化對抗

運動來看，藝術在其中扮演了對抗政治議題的手段與內容。的確，這樣將藝術視為一

種回應現實與批判的力量，是長久以來被廣泛認知與賦予的「社會功能」，從藝術史發

展的角度來看，藝術的社會功能可以是政治意識型態的文宣，例如納粹、前蘇聯、中

國社會現實主義之「宣傳樣板式」的奴化工具；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對政治意識

型態進行批判的手段，例如歷史前衛主義的美學政治，以及當代藝術中以各種類型的

政治敘事為批判對象——那種借力使力、攪亂其存活語境並暴露政治的荒謬以產生批

判效果的藝術。 

以此來檢視台灣的狀況，在台灣美術發展歷程中，於解嚴之後延續著「台灣美術

主體性」或「認同」議題之討論所發展而來的「政治性藝術」，是一股藝術對於社會、

歷史進行批判的主要潮流3；對於這些於八○、九○年代進行社會、歷史批判的藝術家，

姚瑞中在《台灣裝置藝術》一書中有大篇幅的詳細介紹，他將之歸納到「社會反諷與

政治批判」的類別下，並就他們的作品進行綜覽；文章主要從台灣奇特的國家處境與

荒謬的歷史悲劇出發，點出了台灣獨特的政治生態。對此，姚瑞中提出了一個關於台

                                                 
2 Naomi Klein，〈收復街道〉，收於《No Logo》，台北：時報文化，2004 年 3 月，頁 366-381。 
3 對於這樣的批判潮流，近年來許多藝術史與藝術評論者也觀察出另一種現象，即年輕世代的

創作者抱持著相對於八○、九○年代對於政治、歷史大敘事進行回應之創作的態度，將個人

創作議題內縮化，採取屬小敘事語言之「小政治」或某種「虛無主義」的立場。也就是說，

前者從事社會、歷史批判的藝術家們以台灣歷史和被政治籠罩的整體社會情境，來作為創作

議題的來源；而後者那些年輕世代的藝術家則較少對這些大敘事的議題進行回應，反而較多

地從自身的故事、或是對身邊微小事物的放大關注作為創作的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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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治性藝術」的解釋：在解嚴之前，這類型的藝術作品主要是一種地下化的政治

批判，直到解嚴後的八○年代晚期、九○年代初期，隨著反對黨的社會運動，藝術家

透過作品的批判意識讓台灣進入一陣「大批判」的時期，而其中關於梅丁衍的討論佔

了將近 12 頁的極大篇幅。姚瑞中認為，梅丁衍使用的是「間接反諷」（mediate irony）

的手法，以此遁入歷史與政治事件中，來批判存在於歷史檔案中的「意識型態」；其早

期是以達達式的幽默手法創作，近年來則逐漸透過裝置性的手法，探討台灣因政治分

裂造成的對立意識、以及主體混淆所帶來的失語症徵。 

在此，姚瑞中關於梅丁衍的長篇討論，所彰顯出的意義是，梅丁衍在經歷解嚴後

社會上有著大量湧起的批判焦慮的那個時代背景，並於當時開始了其大量政治性藝術

的創作，直至今日仍然持續進行相關的創作。由此來看，梅丁衍在台灣這類型的藝術

創作中，確實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所展現的藝術姿態，也是這股批判潮流中不可

忽視的一環，因而本文以梅丁衍作為討論台灣政治性藝術的範例，討論梅丁衍在歷經

解嚴前後的社會轉變中，如何持續展現其批判力量？同時，其創作手法是否隨著時代

演進而有所不同？ 

再者，觀察梅丁衍的作品，其較多是關注於對政治威權、歷史大敘事、意識型態以

及形塑認知的拆解，而由於梅丁衍的創作策略是經由修辭技巧的圖像符號學，來展示

歷史與政治的荒謬，是以本文欲進一步探究其作品是否運用政治符碼的並置，將藝術

作為一種表達政治立場的論述形式？抑或是，梅丁衍使用政治符號的目的，是去瓦解

所謂的「政治立場」此一概念？最後，本文欲說明梅丁衍如此的藝術表現如果有其目

的，並不一定是展現在對於可見的政治力量或者政治文化行動的回應上，而是經由這

樣的途徑，提醒我們自身不易覺察的意識型態束縛，以及那些在不知不覺中形塑起人

們對於國族、歷史與自我之關聯的思想模式。 

 

二、研究範圍   

 

接續著前面的思考，可以說在台灣，關於政治與藝術具有密切關係的論題，多半

會談及長期以大量政治符碼進行創作的藝術家梅丁衍，甚至可以說，政治與歷史其實

很大的程度上就是梅丁衍作品的內容；他在不同的評論論述中，皆是以一種「政治性

藝術類型的典範」，或是一種「專注於符號圖像層次的解構遊戲」的不同定位方式出現

的。此外由於其身為外省第二代的身分和當兵時曾遭受思想檢查的經歷，因而日後創

作時對於政治性議題如兩岸的政治歷史人物，如孫中山、兩蔣、毛澤東、李登輝、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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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扁等人特別關注，也不斷地去探問 1949 年以來，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對「中

國」這一符號進行正統性爭奪時，所帶來的歷史神話建構，並且尤其關心所謂的台灣

「本土」、「台灣的主體性」、「認同」與「國家性」等概念。此外，他也探討了東西方

文化的交互影響，並在最近幾年的作品中，逐漸開拓出對於全球化情境下的主體思考。 

關於九○年代初梅丁衍發表了許多文章參與討論的那場「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

中，當時的論者們紛紛追問與討論關於「台灣（主體性）是什麼並且它應當是什麼」

的問題。在此背景下，當代藝術中對於「大政治」與「大歷史」有較多基進回應的藝

術家，如李銘盛、裴啟瑜、連德誠、吳瑪悧、楊茂林等人，均有不少的文章對其藝術

表現進行勾勒與描繪，這批解嚴後雨後春筍出現的所謂測試「民主誠意」的大量政治

批判作品之中，梅丁衍是質量皆豐、在今日仍根據時局發展持續進行創作回應的一位，

可以說他是這股潮流中亟具代表性的一位藝術家他的創作有極清晰完整的發展脈絡可

循，而串搭起這整個脈絡的，是一種創作理論的高度控制以及對語言學、符號學的專

注思考。 

然而，由於梅丁衍作品的數量龐大、面向極廣，無法一一討論到，因而本文嘗試

勾勒出幾個面向，分別選取了能適當說明梅丁衍創作中的諧擬、解神話以及歷史凝視

等策略的作品。由於梅丁衍的作品並不侷限於特定的形式手法，平面繪畫、多媒材拼

貼、雕塑、裝置手法、平面影像輸出到動態影像，梅丁衍皆能運用自如，因此本文將

不以作品媒材形式來作為分類依據，而改以其具備特定議題性的內容作分類。它們主

要是：一、思考台灣的國家性與主體性認同的作品，像是《這是台灣》、《哀敦砥悌》、

《給我抱抱》、《萬國旗衣》。二、關於兩岸國族認同議題的《國旗》、《乳牛》、《太陽與

星星的故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境外決戰》、《思愁之路》。三、與跨國資本主義

情境下的文化認同議題相關的《無題（FUCK）》、《我在檳榔攤看到三個金色的五》、《向

托斯基致敬》、《Kiss I II III》、《西體中用》。最後則是對台灣歷史的反思，如《印象馬

關》、《印象日出／印象落日》、《盪憲誌》、《二二八史盲》、《海峽牌魚雷醬》、《漂流》

等作品。 

 

三、文獻回顧 

 

在直接面對作品之前，文獻回顧有助於在藝術家的眾多作品中找到一個批評意識

上的析論基礎。在本文中，筆者欲透過各式評論文章之批評意識，來勾勒這位藝術家

的初步面貌，並藉由幾篇關鍵且深富洞見的文章所側重的不同面向，試圖解讀梅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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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核心與內涵。 

不論是在數量龐大的訪談資料與評論文章裡，或者是觀者在面對作品時的知性印

象，梅丁衍的作品總是被認為其創作關懷核心是政治性議題，或至少是佔據重要地位，

因而討論「政治性藝術家」一詞，就成了本文一開始時難以迴避的動作。對此，孫立

銓在一篇名為〈美術創作中的「台灣版圖」——談台灣的政治性藝術〉的評論中，率

先為台灣所謂的「政治性藝術家」的問題指出了幾個討論的方向；他列舉了將近十位

藝術家的作品，並將焦點放在梅丁衍自美歸國後所面對的創作時空情境——解嚴後與

九○年代的台灣美術。孫立銓在文章中，區分了「政治藝術」（Art for Politics）與「政

治性藝術」（Political Art）的差異，他認為「政治藝術」是一種政策理念的宣揚與政治

目的的訴求；而「政治性藝術」則是以藝術家個人的創作理念，來檢視國家、社會、

政治的文化內涵。作者指出，若將之轉換成一種有趣的比喻，那便是前者有如舞台裡

的表演者；而後者則是舞台前的觀眾，是歷史面貌的鏡面反射。在這樣的觀點下，台

灣解嚴後的「政治性藝術」創作風潮，便成了孫立銓「政治性藝術」論點的主要分析

對象，對此，他這樣解釋： 

 

……其目的無非皆是以藝術家的身分，將國家、族群、政治、社會、歷史、文

化等議題的轉變，及對社會環境的觀察，以個人的藝術理念與藝術語彙，來檢

視或面對藝術家所面對的大我客體……透過諷刺，有的是一種情緒與理性思維

的角力辨證，甚至有的是運用語言學與符號學的思考邏輯，進行對政治符號的

顛覆、挪用與再詮釋。4 

 

孫立銓的這個解釋，即是檢視梅丁衍作品的重要視角。此外，文中還提示了在討論政

治性藝術作品時，除了觀察作品橫向的時代情境回應之外，更不應忽略在台灣美術發

展上兩股關鍵的對立風潮，以及具有重要意義的主體性意識演變，前者指的是「台灣

意識」與「中國意識」長久以來的糾結與發言權的遞換，後者則為在九○年代初，於

《雄獅美術》月刊所掀起的一波歷時近兩年之「台灣美術主體性」討論熱潮。 

在「台灣美術主體性」論辯中曾撰文討論的陳瑞文，則從較大的涵蓋面，從台灣

當代的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識，來討論具有「社會批判意識」的幾位代表性藝術家，

並提供了一套解讀其作品的分析架構。陳瑞文於 1999 年所發表的〈藝術表現裡的文化

                                                 
4 孫立銓，〈美術創作中的「台灣版圖」——談台灣的政治性藝術〉，《炎黃藝術》，82 期，1996

年 11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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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從台灣當代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識論起〉5一文中，開展了其對於實證理論歷

史研究法之批判，並認為可靠的藝術作品是因為它同步呼應於同時期的政治轉型、社

會內容與文化議題上，在時代交替之際創造出新的藝術語彙或新的藝術表現，能映射

「空間」的時代精神；同時，當新的藝術表現同步呼應於社會時，也必將與文化、歷

史裡的威權藝術觀發生扞格，展現出所謂時間上的文化批判與歷史批判。對此，他以

吳天章、楊茂林、蘇旺伸、陸先銘、楊仁明、梅丁衍、李民中、郭振昌、郭維國等人，

作為台灣當代社會性藝術之取樣，在其所架構出的論述基礎上，追問了這些藝術家的

創作意識的問題，例如這些藝術家（如梅丁衍），是透過怎樣的作品表現來達成其批判

效果，並映射出「空間」的時代精神？關於這點，陳瑞文以「以理性作為作品的內容，

以世俗作為作品的形式」此種較大的詮釋框架，來進行概括性的閱讀。此種看待藝術

作品的方式主要是一種相對於形式主義的美學態度，亦即把藝術現象放入產生它的社

會歷史現實中，探究現實中和作品有關的一切因素。 

陳瑞文所指出的藝術應與社會現實形成批評關係的論點，也出現在馬克思主義陣

營的文化批評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思考中。在考察馬克思主義文學理論時，

伊格頓認為對馬克思主義來說，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又是明顯次要的，因為文化是集

聚權力和培養奴性的地方，但同時也是某種上層建築的東西。此外，伊格頓也從認識

論的角度提及藝術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藝術是反映，移置，投射，折射，轉換，複製，生產？它是社會意識形態的體現，

還是對社會意識形態的批判？或者以阿圖塞的思想看，它與社會意識形態既保留

一段批評的距離，同時又符合社會意識形態的邏輯？「革命的」藝術品超乎整個

意識形態之上，還是轉換讀者與意識形態的關係？6 

 

伊格頓的這些對於藝術角色的思考，都是文化批評在分析藝術作品時的主要著力點，

而所謂的政治性藝術，正是對於社會現實最積極回應、並且形成批判關係的一種藝術

表現。 

美國的文化評論者兼藝評家佛斯特（Hal Foster），在〈當代藝術中的政治概念〉

一文裡，表述了他關於當代藝術中政治性藝術之困境與理想的看法，而此正可與上述

                                                 
5 陳瑞文，〈藝術表現裡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識論起〉，《現代美術

學報》，第 2 期，19991 年 6 月，頁 5-28。 
6 Terry Eagleton，〈馬克思主藝文學理論〉，《歷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慾》，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9 年 8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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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立銓所定義的「政治性藝術」作一對照。佛斯特以政治性藝術家哈克（Hans Haacke）

作為映證其觀點的正面案例，認為今天的政治性藝術家們，應當如哈克般地去研究那

些控制他們的程序和機制，而不是去呈現那些早已給定的再現模式與固有形式類別，

他說道： 

 

簡言之，政治的爭鬥現在大部分已被視為是一種「差異主體的發言」過程，亦

即政治藝術如今比較少被看作是為某個階級主體發言，而是被作為各種社會再

現的批評(如性別位置與種族偏見等等)……這種轉變促使政治性藝術家的立場

和功能產生轉移……去重新思考政治，此並非去排除任何再現模式，而是去質

問特定的用途以及其有形的效果——例如去質問抗議海報上關於真理的假定、

紀實攝影的現實主義、街頭壁畫的集體特徵等等。7 

 

在此，佛斯特的這個提醒可作為「政治性藝術」更深一層的思考。佛斯特認為，「表

現性的政治性藝術」（presentational political art）的問題，在於它傾向將社會實踐再現

成理想的圖像8，特別是那種代言者與普遍形象的使用（比如刻板的工人形象或知名的

左派英雄），因為那往往會如那些社會實踐一般，具有某種意識型態。因此，我們可以

想見，當「政治性藝術」試圖直接去碰觸真實或找尋迎合修辭的形象時，會發現根本

不可能有簡單明瞭之關於真實、歷史、政治、社會的再現，因為它們只能被文本地組

成，或者只是作為意識型態的反覆再現。同時，佛斯特亦指出，由於資本主義是象徵

圖像的製造場所，當政治性藝術將各種社會實踐文本變成簡化的形象修辭，以其當作

批判的武器時，便落入了意識型態的陷阱以及被資本主義收編之處境。 

佛斯特對於「政治性藝術」之觀照，是放置在當代西方各種社會批判藝術蓬勃發

展的情境下來看的；然而，在那個情境中，古老的文化／經濟二元對立結構已面臨崩

毀——前者被商品化，而後者則被象徵化。由於佛斯特認為「政治性藝術」使用的是

一套封閉的修辭符碼，並製造具有意識型態的再現，因而，當西方此種類型的藝術遭

遇被資本主義與意識型態吸融之窘境時，佛斯特即提議一種「帶有政治的藝術」（Art 

with a politic）之概念。這個概念認為，藝術應當去關心思想的結構性布署以及社會上

有形的實踐效果，並設法去製造關於我們當下處境之政治性關聯的觀念。9 

                                                 
7 Hal Foster, “For a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in contemporary art” in Recodings art, spectacle,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p.143. 
8 “…such art tends to represent social practices as a matter of iconic idea (l)s.” p.155. 
9 “…an "art with a politic" which, concerned with the structural positioning of though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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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斯特此番闡述，可視為是「政治性藝術」作為台灣具社會批判之創作的補充。

台灣所謂的政治性藝術家有屬於其勇於開啟、碰觸禁忌政治議題的後解嚴時代背景，

且多半是出於對這塊土地與歷史的情感認同。這類藝術家透過將歷史與政治議題象徵

化、圖像化的手續，讓「政治性藝術」在面對複雜的情勢時，能以符碼清爽但意涵強

烈的文本展現其意義。這道手續當然隱含了藝術家的主觀批判；然而，卻也有如同佛

斯特所提及的，「政治性藝術」不可避免的意識型態展現。10 

以上關於「政治性藝術」概念的探討，皆為研究梅丁衍的創作提供了必要的問題

基礎。綜觀台灣目前有關梅丁衍的論述及藝評文章，從中大致可觀察出三種討論的方

式與進路，首先，是就作品內容形式來說，評論者會關注其與西方美術史從印象派

（Impressionism）、歷史前衛主義中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和達達主義（Dadaism）

到普普藝術（Pop Art）、觀念藝術（Conceptual Art）等脈絡之沿襲關係，像是在〈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梅丁衍的「藝術行為論」〉一文裡，王福東即認為梅丁衍的創作

形式具有明顯的西方現代藝術史脈絡： 

 

就整個創作過程而言，梅丁衍的發展方向是有其明顯的脈絡可尋的，他從古典

藝術、印象派、超現實、普普、觀念藝術，乃至 1983 年進研究所以後，對達達

做全面的追蹤研究，對象包括了杜象、曼雷、瓊斯、波依斯、馬格利特等等…11 

 

其次，是就作品的議題性而言，這類的藝評文章顯示出梅丁衍作品所關懷與呈現的主

題，特別專注於探討政治、歷史、社會、文化認同等議題，例如王邦珍在〈梅氏拼貼

術語——「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中寫道： 

 

從 1979 年到 2003 年，探討的議題大致可分成三個面向，一為對傳統文化和藝

術主流提出的反駁和再詮釋……二為對威權國家體制和社會機制所做的質

疑……三為對中外文化交流過程中的矛盾、衝突、身分認同等問題的省思……12 

                                                                                                                                            
material effectivity of practice within the social totality, seeks to produce a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relevant to our present.” p.155. 

10 比如楊茂林早期許多以各種歷史符碼展現一種關於文化主體認同的系列作品，便屬此類。參

見蘇芳瑜，《游移不猶疑——論楊茂林《Made In Taiwan——文化篇》中台灣文化主體認同展

現》，台南：國立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 
11 王福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梅丁衍的「藝術行為論」〉，《雄獅美術》，第 251 期，1992

年 1 月，頁 158。 
12 王邦珍，〈梅氏拼貼術語——「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藝術家》，340 期，1993 年 9

月，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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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陳香君所寫的〈補綴台灣歷史與文化記憶的缺角——梅丁衍批判之路〉，也提出了

對於梅丁衍作品中認同主題的觀察： 

 

……藉由批判台灣國族與文化認同中的中國和日本情節，梅丁衍開創出一個以

在地認同為基礎的台灣主體空間……13 

 

最後一種討論梅丁衍作品的方式，主要是就梅丁衍作品中的修辭策略，來討論其作品

中的否定、嘲諷與遊戲性格，例如陳香君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 

 

梅丁衍的創作清楚揭露藝術家分析審視以及重新定位國族文化認同的企圖。他

擅長挪用和轉譯刻板、通俗的政治與文化語言和印象，來剝開台灣認同裡的迷

思。14 

 

而石瑞仁在論梅丁衍 2001 年的個展「我可以不可以傲慢一下？」時，則認為梅丁衍偏

好運用反向的思維與戲謔的手法： 

 

……反向的思維和戲謔的手法，將政治人物發明的口號辭令作想像的挪移、意義

的切換、語境的擴充和閱讀的顛覆。15 

 

胡永芬在《典藏雜誌》上發表的〈掙脫身分與認同的宿命——梅丁衍的創作歷程〉

16一文，主要是從一種簡要生平介紹的角度作為其理解梅丁衍作品的方式，但並未觸

及作品分析。盛陽華從藝術家生平著手，並試圖從西方藝術史上的脈絡中，舉出數個

以語意學探討思維創作的藝術家，如杜象、瓊斯、馬格利特等人所受到的哲學影響，

以此給出簡要之影響梅丁衍作品風格的系譜。17在這類探討梅丁衍生平並兼論其創作

                                                 
13 陳香君，〈補綴台灣歷史與文化記憶的缺角——梅丁衍批判之路〉，《典藏．今藝術》，132 期，

1993 年 9 月，頁 157。 
14 陳香君，〈補綴台灣歷史與文化記憶的缺角——梅丁衍批判之路〉，頁 156。 
15 石瑞仁，〈小聰明的政治參與、大智慧的藝術論述——解讀梅丁衍的 2001 誠品個展〉，《藝術

家》，320 期，1992 年 1 月，頁 499。 
16 胡永芬，〈掙脫身分與認同的宿命——梅丁衍的創作歷程〉，《典藏雜誌》，39 期，1995 年 12

月，頁 164-167。 
17 盛陽華，〈傳奇邊緣的藝術家——談梅丁衍的創作〉，《梅丁衍作品集》，臻品藝術中心，19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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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平有著密切關係的文章中，胡永芬與李維菁均提到了梅丁衍年輕時曾在退伍後搭

船返台之前，因「思想安全顧慮」之罪名被關了兩個月一事，而此事件在日後無論在

創作態度或人生觀上，皆對梅丁衍起了重要的影響。而在〈「哀敦砥悌」溯源記——梅

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中，秦雅君則以與藝術創作是回應環境影響之概念作為

線索，並搭配線性歷程式的書寫鋪陳出屬於藝術家個人創作簡史，尤其在文章最後，

更用藝術家的說法構成屬於藝術家立場的論點： 

 

梅丁衍深刻感覺到，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動物，人類歷史也就是一部政治史，無論

文化或是藝術上的問題，其實都是在一個政治環境潛移默化下形成的。如此的體

會事實上也是在他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環境變遷中反覆印證的結果，也導致了政治

性題材成為他永不厭倦的辯證對象……對藝術與政治均抱持虛無態度的梅丁

衍，其實對藝術創作沒有所謂的使命感，只是人既無法脫離社會而生活，便勢必

永恆地與政治環境糾纏，而台灣持續的亂象，又給了他源源不絕的靈感與素材。

18 

 

與此類似的，還有李維菁在〈梅丁衍——從社會批判中尋找藝術出口〉中，利用

梅丁衍自己的說法，從藝術家幼年、求學歷程到留美之後回台定居，搭配整個時代氛

圍、藝壇潮流，適時插入作品例證，形塑出一個面對創作時高度自我控制，但面對社

會卻又極具理想批判性格的藝術家形象。19此種傳記式的書寫以藝術家的說法及生平

作為解讀作品最重要的線索之一，作品無論是在形式上的脈絡或議題關注上的一貫

性，都清晰地呈現出藝術家之態度、批判意向與作品詮釋緊密相連，唇亡齒寒。 

而從政治姿態觀點來剖析梅丁衍的，則可見到陳香君透過作品試圖談論其立場。

陳香君在〈補綴台灣歷史與文化記憶的缺角——梅丁衍的批判之路〉中，試圖點出梅

丁衍「反（日本）殖民」以及其左傾的人文立場，而此立場是搭配藝術家的創作脈絡，

以辨識作品對歷史與政治的否定和解構而確立的。而王曼萍〈梅丁衍的批判與辨證——

永遠的「異鄉人」〉這篇短文，則以一種線性生平式的鋪陳，來凸顯梅丁衍與其作品中

的「異鄉人」特質。20 

                                                 
18 秦雅君，〈「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典藏．今藝術》，110

期，2001 年 11 月，頁 47。 
19 李維菁，〈梅丁衍——從社會批判中尋找藝術出口〉，《藝術家》，326 期，2002 年 7 月，頁

258-263。 
20 王曼萍，〈梅丁衍的批判與辨證——永遠的「異鄉人」〉，《藝術貴族》，36 期，1992 年 12 月，

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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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驥評論梅丁衍「我可不可以傲慢一下？」個展時，以訂定段落標題的方式給

出了幾條閱讀梅丁衍的脈絡，分別是：「由後解嚴時代衍生創作靈感」、「台灣意識的迷

思與身分認同的定位」、「台灣–中國–日本權力關係的解構」、「『中國近代史』延伸與

歧出的章節議論」，以及「意識型態的空虛幻象與鬥爭紛擾」，將梅丁衍創作的各個議

題面向均照顧到，並在最後以憂鬱的白鴿為喻，指涉了梅丁衍「作品流露出的屈志難

伸的抑鬱氣息」，同時也是「觀者心內自身的投射」的憂鬱。21 

王嘉驥經由解析藝術家的作品修辭，以其歷史覺察的解讀，似乎將梅丁衍在作品

中所欲訴說的那些符號與形象並置所產生的修辭效果，透過嗅覺敏銳的文字轉譯出

來。從這些以梅丁衍的生平、其主要創作發展脈絡所搭建出的完整「形象」中，我們

似乎可以很清楚地指出「梅丁衍」作為「政治性藝術」關鍵字的意義，因為藝評家此

時就像是完成了一篇極為清晰完整的、包含作品與藝術家生平的「百科辭典式」藝術

家介紹。針對梅丁衍同一個展覽，石瑞仁則像一個老練的導覽員，以一種近乎親臨展

場（藝評書寫的敘事手法讓閱讀時能感受其觀展動線和空間感）的解讀方式，搭配「策

略」、「反向思考」、「戲謔」等關鍵字逐一閱讀作品，通過作品的符徵、符旨來詮釋藝

術家的歷史批判想像，並且在最後以政論節目作為比喻，將梅丁衍的創作定義為「政

論式的藝術創作」。22 

針對梅丁衍 2000 年在伊通公園的「給我抱抱」個展，林宏璋以〈地球村的叛變——

理解與顛覆〉一文，點出了梅丁衍作品中所強調的社會面，是一種應歷史前衛運動的

美學政治觀。林宏璋以「提問／試圖解答的架構」展開論述： 

 

試問，梅丁衍的作品了解了什麼內容？顛覆了什麼？再者，當今所謂全球化的現

象，不正是框架在子虛烏有的地球村假想下的權力遊戲，而梅丁衍作品所顯示的

文化特殊性框架於全球化的這個具象下所顯現的意義到底為何？23 

 

在此，林宏璋將展覽作為了一種文化徵候與政治寓言來閱讀，指出梅丁衍的作品編織

與生產出一套敘述架構，這套架構讓觀者看到的是文化場域到政治場域中權力機制布

署的情境，其中有著「他者」的歷史觀，而這個「他者性」根源於台灣在政治場域中

「非國家的國家性」，而梅丁衍正是從文化在地性出發，運用了大量的台灣文化語彙來

                                                 
21 王嘉驥，〈憂鬱的白鴿——論梅丁衍 2001 年「我可不可以傲慢一下？」個展〉，《典藏．今藝

術》，110 期，2001 年 11 月，頁 38-43。 
22 石瑞仁，〈小聰明的政治參與、大智慧的藝術論述——解讀梅丁衍的二００一誠品個展〉，頁

498-501。 
23 林宏璋，〈地球村的叛變——理解與顛覆〉，《藝術家》，302 期，2000 年 7 月，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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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台灣此種困窘的局面。 

關於台灣國家性的問題，同樣也是陳泰松討論梅丁衍時的觀點，在〈政治藝術在

台灣的（不）缺席——犧牲大他，完成小他！〉一文裡，陳泰松肯定並回應了徐文瑞

在關於「赤裸人」訪談中對於梅丁衍的看法，為梅丁衍的創作指出了一種「政治遺跡

的考古學」的閱讀方式。在那段訪談中，徐文瑞說道： 

 

……少數在做政治議題的如梅丁衍，主要仍是拿國家象徵符號作為創作內容，在

「統／獨」之間，找尋一個幽默的切入點，而非真的討論一個全球概念下的「國

家」。24 

 

陳泰松便順勢提出他對梅丁衍創作的看法，並以此作為其論述台灣政治藝術的文章之

開場： 

 

……自 1990 年代以來，梅丁衍的創作是以統獨對峙的媒體政治語言而展開

的……透過其精巧的裝置手法，一些瞻妄的、狂熱的媒體話語被冷卻了，語言時

效在此提前告終……最終成了一種政治遺跡的考古學。事實上，這是為統獨意識

而設的、一種在拉岡（Jacques Lacan）定義下的凝視，也是在歷史進程中，要

人轉身回視不斷在跟前堆積的政治廢墟，面對一個「一中憲法」的憲政遺跡。25 

 

在這樣的看法中，陳泰松進一步認為在面對梅丁衍的作品時，關於國家之概念、台灣

「國不成國」的疑慮是不能被輕易忽略的，他寫道： 

 

……說實在，對台灣來說，統獨的政治問題也可以是 state——全球概念下的國

家——這個問題的議程之一。26 

 

陳泰松關於梅丁衍以「政治廢墟」來完成其對「統獨立場之懸欠」的策略之看法，

是有跡可循的，在其 2001 年發表的〈梅丁衍的政治圖像學〉中，陳泰松便敏銳地嗅出

了梅丁衍的創作修辭策略，並不意味著藝術家在作品中對「統／獨」在「正／反」立

                                                 
24 游崴，〈政治就在日常生活中——訪徐文瑞談「赤裸人」〉，《典藏．今藝術》，173 期，2007

年 2 月，頁 76。 
25 陳泰松，〈政治藝術在台灣的（不）缺席——犧牲大他，完成小他！〉，《典藏．今藝術》，174

期，2007 年 3 月，頁 134。 
26 陳泰松，〈政治藝術在台灣的（不）缺席——犧牲大他，完成小他！〉，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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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作出簡單的政治表態；如同梅丁衍自己宣稱過的，創作並非闡揚任何政治理念，

而是在於試圖說明創作能源如何從對環境的思考中，轉換為藝術形式的某種可能性。

在陳泰松看來，梅丁衍提出的是一種文化想像的座標，是「針對政權本身進行一種記

號學的解『圖』，一種雙重的解構策略。」27陳泰松以徹底地將作品視為「徵候文本」

的閱讀方式，搭配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衍異」和拉崗（Jacques Lacan）的「大

／小他者」之理論，形塑出一種經由作品所進行之對歷史的再閱讀、並深度挖掘其解

構的詮釋策略。 

以上即是本文對於這些評論者的觀點所做的初步統整，這些觀點分別提供了許多

相當有助益的思考視野；然而，評析梅丁衍的文章主要仍以報紙和雜誌月刊上較小篇

幅的評論文章及展覽報導為主，尚未見到較大篇幅、針對作品進行深入分析的學術性

論文。而對其中一些值得進一步論述的看法，本文也欲將梅丁衍的作品、歷史文本、

藝術史上的作品以及藝術家本人的觀點，做更深入的交叉比對與互文探討。 

 

四、研究方法 

 

梅丁衍作品的關懷議題面向極廣，創作歷程與數量亦相當可觀，作品的形式從藝

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到政治圖像與商標等符號皆有；由於其中的「符號學寓意」與「互

文性」（intertexture）效果之強烈，因此本文將以符號學分析來探討梅丁衍的作品。筆

者認為梅丁衍的作品如同在符號語言學中遊戲；然而，除了作品所具有之俐落的視覺

效果外，其作為藝術的批判性與反思效果，正有賴進一步對其符號學運作手法進行解

讀，以透過分析符號深層含義，進而對意識型態進行拆解的方式，找出作品的「批判」

意義運作方式。 

再者，修辭手法是決定作品精神調性之關鍵，因而本文將以將根據羅蘭．巴特

（Roland Barthes）閱讀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號學時，所發展出的神話

學架構來對作品進行符號學解讀，進一步指出「諧擬的反諷」與對政治圖像的「解神

話」，是梅丁衍最常使用的策略手法。本文也擬從幾個藝術家極為關心的議題，來分析

其作品中的諧擬（parody）、反諷修辭、圖像辯證邏輯，以及透過圖像符號的辯證來瓦

解意識型態的企圖，藉此達成社會性藝術之批判效果。此外，本文另外一個分析作品

的途徑，則是試圖將幾個重要的展覽現場視為某種歷史物件式的遺跡式觀看，藉由憂

                                                 
27 陳泰松，〈梅氏圖像政治學〉，《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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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的凝視與哀悼來通往藝術家心中的烏托邦，作為國族寓言的圖示。 

由於文本化的歷史圖像，是慣常使用符號圖像進行辯證的政治性藝術家亟需援引

的對象；文本化的歷史意味著「指涉物」（referent）——「真實歷史」的缺席，這也

就是說歷史是以一種文本的形式出現。此種對於歷史的看法，即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政治無意識》中所提到的，對於阿圖塞之（Louis Althusser）歷史觀點

著名的修正表述，他提到： 

 

歷史不是文本（text），不是敘事（narrative），無論是大敘事與否，作為缺場的原

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歷史和真實（the Real）本身的接觸必

然要通過的事先文本化（ 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無意識中的敘事化

（narrativization）。28 

 

歷史學家把關於過去的知識建立在過去留給我們的東西——文件、考古發現或藝術品

等等基礎上，但這都是關於過去的資料，而不是過去「本身」。閱讀梅丁衍的作品時，

那些經過拼貼、變造等效果、可視為（偽）歷史文件的作品元素（如國旗、地圖、人

物肖像、郵票、建築物影像等等），所需參閱的便是所謂的歷史文本，而互文解讀也成

了評論者解析文本的必要技術。 

此外，在九○年代「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中，梅丁衍撰寫了數篇文章探討「主

體性」與「本土」之概念，這些文獻分析也將成為本文分析其作品時的重要參考依據，

並且也將「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視為梅丁衍創作中極具關鍵指導性地位的影響事件

和重要議題，同時進一步地回頭檢視台灣不同年代所延續下來的「思想論辯傳統」。 

 

五、架構分析 

 

梅丁衍對歷史、文化、政治的關注主要可分成兩種形式︰利用藝術作品的符號布

署與透過文字書寫的直接表述。若翻閱梅丁衍的文字論述歷程，則可以發現對某些議

題的持續性關注，比如透過檔案之搜尋與文字著述研究加上以作品《燦柱》，來對光復

初期來台的左翼木刻版畫家黃榮燦之致敬，並且在九○年代初也參與「台灣美術主體

性」論戰、與台灣後解嚴之時代情狀相關的策展論述、全球化情境下台灣的藝術發展

                                                 
28 Fredric Jameson，《政治無意識》（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北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年 8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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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之觀察等等。因此在第一章〈梅丁衍的創作關注與歷史情境〉中，將探討梅丁衍

在其創作生涯中作品的演變與對某些議題關注的持續性。而關於認同的問題在其作品

中有著核心的地位，因而在第一節中將探究關於認同之概念，以及其作品中對於認同

之議題表達的處置方式。 

第二節則以孫立銓的文章為提示，將解嚴前後以至整個九○年代，台灣藝術創作

中出現台灣圖騰視為一種重要現象來看待，認為台灣圖騰在美術發展中以拼貼、變形

等等之姿大量出現，除了某種藝術陳述上之需要外，它基本上更是由於時代情境的影

響。若要細究其原因，或許能將之與「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相連結，而這種「思想

論辯的傳統」在台灣有其歷史軌跡，本節將試圖簡單地考察這樣的歷史脈絡，接著深

入討論「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所引發的關於「本土」、「主體性」等概念之不同觀點。

此外，由於葉玉靜在〈舊戰爭裡的新和平——從九○年代美術論述風潮，看台灣當代

美術本土化之前景與盲點〉29一文中談到「美術主體性論戰」中，藝術創作者是缺席

的，是以最後將從邱貴芬與廖新田分別對「台灣性」30與對「台灣美術主體性」31之開

放性的定義著手，詮釋當時的藝術家之創作乃是從他們各自對主體性之想像性投射，

並用以與當時文學或論述上對於「主體」、「認同」概念之熱烈討論進行交叉辯證。接

著，便以此引導出梅丁衍在文字論戰與創作上所佔據的雙重位置，並分析他如何透過

作品來表述其觀點。 

    第二章〈朝向批判與解構之途〉，第一節的第一部分欲探討的是互文性概念，以及

詹明信與胡瓊（Linda Hutcheon）對於互文性中的諧擬概念之不同定義，而諧擬作為一

種後現代互文之反諷工具，也將在後續章節中運用在作品分析上。第二部分則以梅丁

衍作品《這是台灣》為例，運用「互文性」、「諧擬」之概念，來和馬格利特創作於 1929

年的著名作品《圖像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images）作對照分析。《這是台灣》是梅

丁衍援引「經典藝術史」的一個重要例子，在此，本文將進一步援引胡瓊的諧擬理論，

來作為論述梅丁衍作品的重要分析基礎。在胡瓊的理論中，她相當強調諧擬的政治性

作用，將諧擬的地位從只是滑稽的模仿，提高到在後現代修辭中具有高度批判與反思

的修辭策略，而此部分即是以此觀點來探究梅丁衍作品的諧擬策略所展現的批判力

量。另外，也將舉美國藝術家印第安那（Robert Indiana）的著名作品《愛》（LOVE）

                                                 
29 葉玉靜，《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灣美術」論戰選集》，台北：雄獅圖書

公司，1994 年，頁 6-36。 
30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後殖民及其外》，台北：麥田，2003

年 9 月，頁 111-145。 
31 廖新田，〈台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台灣美術主體性學

術研討會》，台中：國立台灣美術館，2007 年 4 月，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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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與梅丁衍作品《無題》（FUCK）作一對照。由於梅丁衍早期留學紐約的經驗，

因而從這位美國政治性藝術家及其作品中，汲取了大量創作的養分，《無題》的產生，

無疑地受到了印第安那的強烈影響。而在第二節，則欲透過符號學（主要是引用羅蘭．

巴特的神話學架構）的方式，分別就梅丁衍兩岸政治的偉人肖像建構，以及針對跨國

資本主義與文化認同議題的作品進行分析。 

第三章〈政治遺跡考古學〉，將要處理的是作品中的歷史凝視與國族寓言的問題。

第一節〈政治遺跡的歷史凝視〉思考作品如何將台灣歷史中的重要事件的象徵符號作

為政治遺跡，並進一步對這樣的遺跡進行反思。第一部分探討作品中對白色恐怖歷史

的凝視，以《二二八史盲》這件作品來指出梅丁衍對於二二八事件和黃榮燦的關注，

另外也舉和美麗島事件有關的《盪憲誌》裝置作品，來分析梅丁衍是如何以視覺的隱

喻來看待白色恐怖的歷史陰霾。第二部分將以梅丁衍的歷時多年、持續發展的作品《哀

敦砥悌》為起點，指出此件作品以櫥窗式的呈現方式引領出一種觀看古物或遺跡的效

果，來延伸第一節中對台灣特殊國家性的討論。 

第二節〈國族寓言〉首先探討戰爭場景的國族隱喻，將指出梅丁衍作品中的戰爭場

景是種國族寓言，從把海峽兩岸戰爭好萊塢化的戰爭「非事件」之作品《境外決戰》

談起，論及在作品《漂流》中將毛澤東泳渡長江的歷史畫面去脈絡化，改換成藝術家

自己的面孔，並納入關於台海戰役的想像的新敘事脈絡。第二部分試圖指出國旗是梅

丁衍作品中的重要「母題」（motif），從早期的一張摺疊起來的《國旗》油畫開始，到

近年的《給我抱抱》、《萬國旗衣》等作品中，梅丁衍經常將國旗作為一種表述台灣特

殊國家性的國族寓言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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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注議題與歷史情境 

 

 

第一節  關注議題的面向 

秦雅君在〈「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中，談到如何

書寫與看待梅丁衍的出身背景時，有以下這樣的看法： 

 

「梅丁衍，1954 年生於台灣台北，父親生於浙江寧波，母親生於四川。」類似

上述的背景資料書寫現今已很少見了，對於多數藝術家而言，可能也不具備什麼

特殊的意義，但對應到梅丁衍這樣一個長期關注身分認同與政治議題的創作者，

似乎就帶有一種隱喻式的可能等待被發現。32 

 

秦雅君的這段話指出了創作者和其身分之間「隱喻式的可能」，她認為梅丁衍的身分對

應在其創作時特別關注的政治性議題時，隱含了某種隱喻關係；當然，這並不會讓我

們直接將之視為論述者面對藝術家時，所採取的那種關於身分、身世決定論的論點，

這不如說，是為我們提供一條尋思其創作動機的可能線索——亦即藝術家與作品形成

某種隱喻關係。所謂隱喻的修辭，通常是指它提示我們根據另外的事物來看待這件事；

換句話說，隱喻就是提議以比較熟悉的系統去看待我們沒那麼熟悉的系統。梅丁衍就

是以此種隱喻的技術來展現他的歷史觀看，透過作品符號的布署，映射出其思考，同

時也讓觀者面對作品時，鏡映出屬於自己的認知與反思。 

 

一、梅丁衍的創作中認同議題的建立 

 

梅丁衍的創作有極清晰完整的發展脈絡可循，藝術家以一種如同自我修煉的嚴謹

態度以及面對歷史時自我反思的姿態，形塑出一整套自身創作的論述。梅丁衍對於自

身創作體系的完整思索，可以說是自八○年代出國之前便已逐漸形成，根據藝術家自

己的分期，其創作歷經了幾個階段，在八○年代之前（1974-1982），主要是將各種主

要的西方近現代藝術派別進行「實證」的演練，透過作品圖片揣摩從古典主義到印象

派、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等的風格，但他也承認那時對於這些風格流派背後的時代因

                                                 
32 秦雅君，〈「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典藏．今藝術》，110

期，2001 年 11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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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並不甚清楚；儘管如此，梅丁衍卻也宣稱那段對於藝術史經典形式的探索過程，是

他日後建立獨立研究的重要啟蒙關鍵。 

由於八○年代台灣創作的氣候仍相當閉鎖，梅丁衍便在 1983 年前往紐約普拉特學

院（Pratt Institute）深造，接觸了美國當時盛極一時的新表現主義（Neo-Expressionism）、

抽象表現主義（Abastraction Expressionism）與達達主義（Dadaism）等等；其中，梅

丁衍對達達主義情有獨鍾，開始大量閱讀達達主義的資料，並因此對杜象產生興趣，

繼而深入研究，因而瞭解了杜象的藝術理念是建立在語言的思維辯證原理上，且在日

後影響了後面一代的藝術家，如瓊斯（Jasper Johns）、羅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戴恩（Jim Dine）、柯奈爾（Joseph Cornell）等人，也進一步認知到即使是七○年代的

觀念藝術（Conceptual Art），其實也都受到杜象相當大的啟蒙；而這些知識上的衝擊讓

梅丁衍逐漸體認了觀念性藝術的真正旨趣。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秦雅君對梅丁衍的

訪談中，辨識出其早期作品中存在許多杜象的影子，說明杜象在梅丁衍的創作思考中

確實扮演著極為關鍵的地位： 

 

在被問及誰是影響其藝術創作最鉅的人物時，他回答道：「誰問我，我第一個回

答都是杜象。因為，我真的花了好幾年時間來閱讀他相關的文章和作品，並印證

它們之間的關係。或許不是說我就特別懂他的作品，而是在那樣一個親密的學習

和認識之後，我所領悟到一些他創作上的精神和習性很吸引我，所以潛意識裡我

會以他做擴延的發展。如果把杜象當作大前提的話，則幾乎美術史上跟杜象有關

的畫家、風格，統統都會被我吸納。」33 

 

由於一九八八年到一九九一年間的外國異鄉生活，所帶來的不可避免的疏離效

應，讓梅丁衍開始思索個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問題，也就在此時，藝術家體

認到藝術的意義主要是來自於社會的互動性，即謂的人文性，並且開始領悟出藝術必

須先構成一種「事件」，才可能成為「歷史」。當時紐約的整個社會情境和政治氛圍，

讓梅丁衍對藝術與政治、文化與認同的關係有了屬於自己的想法，並轉而進入一種藝

術性的思考： 

 

八○年代中期，紐約掀起了一股少數種族抗爭文化平等的藝術活動，此起彼落，

更增加了我對區域文化存在認同與維護，但是不同的區域文化互相遭遇時，它帶

                                                 
33 秦雅君，〈「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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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衝突卻演發為政治事件，一旦我在思考「為人生藝術」或區域文化的自主性

時，就必須投入了文化政治性生態的思考。以政治觀來詮釋文化藝術，在西方也

有幾位成功的藝術家，如波依斯（J. Beuys）、哈克（H. Haacke），及一些女性主

義藝術家……在西方美術脈絡中求取新形式的渴望，與居處異域對身分認同的探

求，兩股趨力的連動，終於讓他尋著一個新的出口，「文化上的 identity 加上形式

上的異鄉情調」便是他此時嘗試摸索的路線。34 

 

正是在這些外在環境的感染與衝擊，以及自身反思的過程中，梅丁衍逐漸形成了其創

作思維體系。至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梅丁衍早期作品中，有著許多與經典藝術史風

格形式對話式的轉化挪用，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出對於政治、文化、認同議題的反

思，將創作融入自己的生命體驗裡，並以此檢視各種思想認同的形式及其不穩定、流

動的特性，形成了一套精鍊有效的創作語言，以及持續關注並對之進行回應的議題關

懷。如前所述，無論是對於日本殖民、東西文化交流產生的文化現象、中國內戰所造

成的現代兩岸國族認同差異的歷史，以及台灣在前述情境中所產生的自我主體性（自

我認同）之關注，其中，「國族認同」的議題經常是梅丁衍作品主要探討的對象，而這

也多少體現了當時台灣無論是文學圈或藝術圈對於「認同」議題的關注熱潮。 

 

二、持續的討論核心：認同問題 

 

關於「認同」一詞，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想像的共同體（社群）」（imagined 

community）之說法，為現代社會國族認同的特質下了最知名的經典定義。安德森認為

所謂的「民族」就是： 

 

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

的共同體。35 

 

安德森進一步說明民族國家如何透過「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talism）、小說、記憶、

官方語言、人口普查、博物館等象徵資本（symbolic captal），和國旗、國歌、國家型

紀念儀式，以及種種音樂和節慶活動，以班雅明（Walter Bejamin）所說的均質的「空

                                                 
34 秦雅君，〈「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頁 46。 
35 Anderson, Benedict，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北：時報文化，

1999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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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時間」（empty time），讓所有在國土疆界內的國民，都在閱讀、想像、記憶的同時性

與即時性的過程中，達到「匿名狀態下對社群的深切信賴。」36也就是說，安德森認

為國族的認同是一種想像性的關係，透過各種印刷與傳播技術，讓每個匿名的個體經

由閱讀與想像產生共同的國族記憶。 

而根據柯里（Mark Currie）在《後現代敘事理論》一書中所指出的，所謂個體的

身分認同其實並不存在自我本身之內。針對這個說法，柯里進一步指出兩種觀點，第

一種認為「認同」是一種「關係」，也就是說認同並不存在個人之內，而在個人與他人

的關係之間。若根據這種觀點，要解釋個人的認同就必須指明個人與他人的差異，因

此就不是去考察個人的內心世界，而是要考察建構個人的差別體系；換句話說，個人

認同並非包含在個人的身軀之內而是由差別構成的。 

第二種主張身分認同不在身體之內的觀點，則是認為「認同」存在「敘事」之中。

首先，這是解釋自身唯一的方法，也就是講述自己的故事，選擇能表達我們特性的事

件，按照敘事的形式原則將它們組織起來，以彷彿在與他們說話的方式將我們自己外

顯化，從而達到自我表現的目的。再者，我們要學會從外部、從別人的故事，尤其是

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來進行自我敘述；這賦予了一般的敘述一種潛能，

以此來告訴我們怎樣看待自己，怎樣利用自己的內在生命，以及怎樣組織這種內在生

命。37 

由以上兩種對於認同之特性的觀點描述來看，認同的特點一方面是「關係性的」

（relational）；也就是說認同不是來自個人內在的發現，它是根源於個人與他者之間的

關係，進而指出他與他者之間的差異，藉此差異系統建構來屬於其自身的認同。另一

方面，認同是「敘事性的」（narrative），在這種觀點中，主體透過「說」自身的故事以

及看別人如何「說」出自己的故事的方式，進而編織出屬於自身的認同敘事。 

文化研究學者廖炳惠詮釋認同一詞時，引用了法國哲學家里科（Paul Ricoeur）的

說法，將認同分成兩種類型，第一種是「固定認同」（idemidentity），即自我在某一個

既定的傳統與地理環境下，被賦予認定之身分（given），進而藉由鏡映式的心理投射

賦予自我定位，這種認同基本上是一種固定不變的身分和屬性。第二種認同，則透過

文化建構、敘事體和時間的積累，產生時空脈絡中對應關係下的「敘述認同」

（ipseidentity）。敘述認同經常必須透過主體的敘述以再現自我，並在不斷流動的建構

                                                 
36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北：麥田，2003 年 9 月，頁

140-142。Peter Brooker，王志弘、李根芳譯《文化理論詞彙》，台北：巨流，2003 年 10 月，

頁 211-212。 
37 Mark Currie，寧一中譯，《後現代敘事理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21。 



                                                                             

 30

與斡旋（mediation）過程中方能形成。「敘述認同」是隨時而移的，它不但具備多元且

獨特的節奏和韻律，同時也經常會在問話的規範與預期形塑下，產生種種不同的形變。

伴隨「認同」此一詞彙所衍生出的，則有「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若將「認同

政治」作為一種手段來理解，當為了達成「政治化的認同」而採取行動予以達成，便

是「認同政治」之意義。 

「認同」的意義在當代往往是流動性的，當那些自「後結構主義」以降的論述潮

流，總企圖挑戰、瓦解或解構關於「本質主義」、「普遍化」或是「基本教義派」的認

同時，也讓我們這個時代關於那些「去一元化」的「差異」、「多元」概念、以及相對

於「種族主義」的「雜種」，和抗拒「穩固的中心」的「遷移」、「流離」等概念關注並

擁有其自身價值。這亦即是說，這些後現代主義所特別偏愛的討論對象——那些具有

流動、邊緣等特性的「關鍵的詞彙」，已經超越了「固定的」關於族群、國族或地理認

同等概念。不過，當然這並不意味著本質主義或基本教義派的認同政治就失去舞台，

尤其在許多後殖民情境的第三世界國家中。以台灣為例，關於「中華民族」、「炎黃子

孫」、「中國人」與「台灣人」、「台獨基本教義派」等對於本質、與固定認同的概念，

仍是兩股橫亙整個台灣近代歷史和台海區域的主要宰制力量，這是由於它同樣回應了

特定族群真實的需求，特別是對於成為附屬和失去主體性認同所產生的匱乏恐懼心理

而言，以一種論述的形式展現出來。 

當代關於認同的議題出現在族群、階級、性別、種族、性別特質和次文化研究的

許多分支裡，前文曾提及認同的議題在梅丁衍的作品中相當重要，例如，認同的英文

音譯直接就成了其裝置作品《哀敦砥悌》（圖一）、（圖二）的名稱。上述提出的對於認

同概念之描述，給出了一些關於「認同」的定義，既然它對梅丁衍而言是如此重要，

那麼在他的作品中，所謂的「認同」是如何被表現與處理的？作品展現的是一種認同

立場之表達，還是對於「認同」作為一種關鍵的概念並對之進行考察？筆者認為，梅

丁衍對於認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兩個方面，這就是梅丁

衍創作時所面對並所欲處理的「認同」議題，而他創作時所站立的「位置」以及作品

所展現出來的、對於此議題的「反思性」所帶來的空間，便成了談論其作品時最重要

的入口。根據秦雅君所言，梅丁衍作品中的認同議題主要是從國族開始： 

 

「文化上的 Identity 溯源到最後我確認就是政治，後來覺得我可以從虛無的達達

切入，而轉型成為一個政治上的達達或是虛無，但是在形式上我用中國、China 

town 那樣一個異鄉情調的符號來組合」……梅丁衍選用了「中國文化」（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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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作為形式上的語意系統，其實有著裡裡外外複雜的背景成因，也因為如

此，他在藝術創作與文化認同兩條路徑上的長思也於此正式接合起來。38 

 

經由對認同概念的研究而開啟的創作，梅丁衍陸續發展成了對東西文化交互影響、對

台灣主體性、對兩岸、以及近期對全球化等面向的持續關注，並且成了創作的主要靈

感或議題的來源。 

 

第二節  歷史情境與台灣圖騰 

 

孫立銓那篇觀察台灣當代美術中出現台灣圖騰現象的文章中提供了一個不錯的切

入取徑，文章提示我們，或許能把解嚴前後以至整個九○代台灣藝術創作中出現台灣

圖騰視為一種重要現象來看待。如同孫立銓所整理的那般，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若

要細究其原因，則可將之與喧騰一時的以《雄獅美術》月刊為主要戰場的「台灣美術

主體性論戰」相連結，有個重要的理由是，梅丁衍亦是當時參與論述者之一。除此之

外，在此也試圖指出，這場論戰與台灣所謂的後解嚴、後殖民語境之歷史脈絡有著隱

然且重要的因果關係。是以，本文在討論台灣美術中的圖騰問題之前，先試圖簡要地

爬梳台灣面臨現代化之歷史時刻在政治、認同與（文學）理論之糾結情境。 

 

一、思想論辯傳統的歷史脈絡考察 

 

戒嚴時期的台灣，政治上是由國民黨威權所統治主導，而「自由主義」則是主要

的批判力量；如果如薩伊德（Edward Said）所說，知識分子的角色應該是權力當局永

遠的反對、批評者，那麼台灣歷史上這股力量——某種由知識分子主導、透過刊物媒

體進行批判當局的「思想論辯傳統」，也許可以從五○年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談起；

《自由中國》的主要運作者是一群「自由主義知識分子」，如精神領袖胡適、負責人雷

震、文學思想掌舵者殷海光等人。39而緊接著《自由中國》之後的重要刊物，是在五

                                                 
38 秦雅君，〈「哀敦砥悌」溯源記——梅丁衍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語言〉，頁 47。 
39 早在國民黨仍在大陸時期，「自由中國出版社」即已在上海成立，發行《自由中國》等小報

和小刊物；不料此時遭遇共軍部隊跨越長江，逼退國民黨撤往台灣，因而《自由中國》在

1949 年 11 月 20 日才以雜誌的面貌在台北發行。初期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關係密切，可

說是國民黨的宣傳刊物；然而，後來這群知識分子開始對國民黨展開強烈的批判，並提出針

對時局與蔣介石連任問題等逆耳的建言。而後隨著 1960 年 9 月雷震和傅正以「涉嫌叛亂」

之罪名被捕，一股以《自由中國》作為宣傳媒體、搭配台灣本地政治菁英的地方選舉活動而

匯聚的力量——「中國民主黨組黨」的新黨運動也隨之沉寂。李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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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末期標榜著「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的《文星》雜誌，而《文星》在當時

也成了中西文化論爭的戰場。而由於「社會主義」的意識型態在當時的台灣不可能推

廣，因此，在《自由中國》與《文星》中，「五四運動」和「自由主義」就成為了當時

知識分子重要的啟蒙式思想泉源和戰鬥工具。40接下來的七○年代則有《大學》、《台

灣政論》，以及美麗島事件之前的黨外雜誌《八十年代》、《美麗島》，和許許多多由黨

外人創辦的更為晚近、時常得面臨查禁的雜誌如《前進》、《深耕》、《生根》、《新潮流》

與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系列》週刊等。 

若去觀察李筱峰此種關於批判政治威權力量之刊物的論述脈絡，可以發現，作者

隱然點出並串起了一條台灣政治民主運動和媒體刊物的共生關係。除此之外，像是七

○年代的「鄉土主義論戰」、一九八三、一九八四年黨外陣營內部關於「台灣結」與「中

國結」的「台灣意識論戰」，以及隨後於九○年代由邱貴芬與廖朝陽、廖咸浩與廖朝陽

等組合，先後在《中外文學》雜誌上就統獨、後殖民、後現代等議題做討論……作為

戰鬥工具與媒體戰場的雜誌刊物確實扮演著關鍵要角。 

而知識分子除了透過媒體展開對於政治的批判傳統，另外在文學場域的「政治小

說」類型也是另一種他們主要的批判形式。對此，已故的小說家林燿德曾指出，文學

在解嚴前扮演了催生民主的重要角色，「政治小說」也因而成為八○年代台灣小說的一

大主流；而於解嚴前後，小說家們也前所未有地勇於展現其豐富的個人政治態度。在

此基礎上，林燿德進一步將八○年代的政治小說中傳達的意識型態分為七類：一、左

翼統派的政治小說（如陳映真與《夏潮》派）；二、現代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如黃凡、

張大春）；三、右翼統派政治小說（如陳若曦、白先勇、陳彥）；四、後鄉土小說（鍾

延豪、洪醒夫）；五、獨派政治小說（宋澤萊）；六、女性主義小說（李昂）以及七、

原住民自覺文學（如田雅各、瓦歷斯尤幹、莫那能）等。這些不同表現形式的政治小

說類型在意識型態上大大不同於前一代，並獲得較多的發展，此也恰好與當時台灣的

現實政治運動互為表裡。41 

另一方面，根據盧建榮的說法，發言位置確定的幾種國族政治立場的文學，一種

                                                                                                                                            
年》，台北：自立晚報，1987 年 10 月，頁 55-84。 

40 轉引李筱峰在書中對韋政通評論之引述，「……當時的《自由中國》是政論雜誌，追求的是

民主和自由，《文星》是文化思想雜誌，有相當強烈的西方色彩，對傳統有激烈的批評，而

且以年輕人居多。《自由中國》的精神領袖是胡適之先生，負責人是雷震先生，掌舵文學思

想是殷海光先生。《文星》的精神領袖是殷海光先生，負責人是蕭孟能先生，文字掌舵者是

李敖先生。這時期的思想非常類似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李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年》，頁 87-88。 
41 林燿德，〈小說迷宮中的政治迴路——「八○年代台灣政治小說」的內涵與相關課題〉，《當

代台灣政治文學論》，鄭明娳編，台北：時報，1994 年 7 月，頁 13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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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籍文化菁英製造的國族主義小說文本，這些文本多多少少都觸及了國民黨統治的

情形；而針對特定的歷史事件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代的情境以及美麗島事件，

台籍作家透過這些事件所塑造出來的族群集體記憶則是外省籍作家鮮少碰觸的題材。

42另一種則是由外省籍作家所建構的文學，這些外省籍作家如朱天心與朱天文姊妹、

苦苓、夏烈、蘇偉貞、孫瑋芒等人，不同於早期如司馬中原等人往往在作品中具有大

中華主義的的國族本質論述，他們透過對於其眷村記憶、歷史的書寫而流露出另一種

族群認同。43 

在此，姑且不論盧建榮在論述上所明顯展露的個人特定意識型態立場，以及由此

立場所展開的批判，這些文學上的例子在一定程度上，展示了台灣小說家面對「身分

認同」與「國族認同」議題時，於文字書寫上的各種表述策略。他們通過小說情節安

排、修辭策略等手法，編織出關於自身認同的敘事，而這即是一種從特定立場出發的

認同表述；亦即透過所謂的「認同政治」來達成其「政治的認同」。其中，「中國性」、

「台灣性」、「中國意識」、「台灣意識」等詞，一直都是「判讀」這些「台灣文學」作

品立場重要的關鍵字，這樣的判斷明顯地是一種政治判斷，也就是俗話說的「戴帽子」、

「貼標籤」；然而，在此更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透過小說所形構出的認同意識，確實

往往會反過來決定小說家們看待歷史的方式，以及經由其認同位置產生某種政治可能

性的想像。 

筆者認為，以上所討論的這些關於「身分認同」與「國族認同」的議題，同樣也

是梅丁衍的作品及文字論述上時常且持續關懷的。值得注意的是，操作這些議題，或

者是說將政治、社會批判這類題材作為其創作內容的作者們，常會遭受一個共通的困

境，那就是這些作者們在作品中面臨被檢驗其所展露的意識型態；關於這點，可以八

○年代在文壇便紅極一時的小說家張大春，作為鮮明的對照例子。若以他幾本政治影

射小說，如影射總統李登輝的《撒謊的信徒》、影射蔣宋美齡等人的《大說謊家》，以

及關於海軍上校尹清楓命案的《沒人寫信給上校》等當作案例，可以見到張大春透過

小說人物情節之刻劃，來反諷時事與影射政治人物，因而這些作品往往會被貼上所謂

「政治小說」之標籤，甚者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關於這種政治小說作者所普

遍遭遇的困境，張大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應到： 

                                                 
42 這些小說文本如陳燁的《泥河》（1989）、李昂的《迷園》（1991）、東年《初旅》(1993)、東

方白《芋仔蕃薯》（1994）、楊照《往事追憶錄》《暗巷迷夜》（1994）等。而跟二二八事件有

關並延伸到白色恐怖的有吳豐秋的《後山日山照》（1996）、《泥河》、陳漱意《蝴蝶自由飛》

（1996）等，和美麗島事件有關的作品有東年的《去年冬天》（1995）等。盧建榮，《分裂的

國族認同 1975~1997》，台北：麥田，2000 年 8 月，頁 85-130。  
43 盧建榮，《分裂的國族認同 1975~1997》，頁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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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在台灣寫作所謂「政治小說」的小說家，都已經無所遁逃於西方近代以

迄於現代的書寫傳統所曾經歷過的種種因革……在這個政治課題發高熱成疫病

的時代裡，小說家和對小說有點興趣的人其實還有機會從薩米爾欽《我們》之中

的那堵牆壁之上打開一扇窗口，窺見寫實主義蒞臨之前的想像力；模稜兩可的幽

默在那裡，不登大雅的荒誕在那裡、玩世不恭的喜劇在那裡、未曾被剔除的一定

程度的自由也在那裡……44 

 

張大春以這種相當迂迴的「作者」聲明，表明了無論小說的內容情節多麼的寫實與應

合時事，那種面對「藝術」時應享有的關於「自由」的解讀樂趣，不應當被捨棄而僅

淪為「扣帽子」遊戲。如同於小說中的情節與人物作為文本符碼展露了什麼樣的意識

型態，梅丁衍在藝術上面對這個相當類似的議題，並不「直接」表露某種「作者身分」

與「意識型態」上的特定的立場，而是發展出一套編織技術，將這些關於認同的符碼

予以「再編碼」。 

 

二、從本土到主體性認同：美術圈的論爭 

 

長期以來相當關注台灣歷史與美術發展之關係，並進行為數眾多的研究、書寫的

藝術家林惺嶽，曾在一篇研討會的文章中指出： 

 

……具本土化意識的美術新生代，對西方新潮已不再盲從，而是將之轉化為突破

政治禁忌及批判社會的新銳手段。因此創作的媒體及手法之複雜及多樣亦屬空

前……美術本土化最大的意義，就是將美術運動匯入了台灣民族自覺及社會關懷

運動的主流裡，成為重建台灣文化主體工程的重要成份。45 

 

針對此點，文學評論者楊照追問道：那麼，美術運動在台灣民族自覺的運動主流裡究

竟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產生什麼樣的作品？形成了什麼樣我們可以繼續探尋的議

題？46在以上這些楊照的提問中包含了兩個問題，首先，所謂的「美術運動」是什麼？

                                                 
44 張大春，〈預知毀滅紀事——一則小說的啟示錄〉，《小說稗類》，台北：網路與書，2004 年

11 月，頁 184。 
45 林惺嶽，〈戰爭陰影下的台灣美術〉，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北：前衛出版，1994

年 12 月，頁 121-132。 
46 楊照，〈評林惺嶽〈戰爭陰影下的台灣美術〉〉，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北：前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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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族自覺」又是什麼？根據林惺嶽與楊照的對話脈絡，所謂的「美術運動」指的

應是「美術本土化」運動，而這項本土化的運動在民族自覺及社會關懷運動中扮演的

角色為何？另外，所謂的「民族自覺」是否與「台灣獨立運動」等同？ 

關於「民族自覺」、「美術本土化」的問題，通常可以回溯到日治時期關於「台灣

人」那種擺盪於「台灣人的我」、「皇民化的我」以及「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

那類曖昧的自我認同之討論，而且對於「鄉土」、「本土」到對「主體性」（認同）概念

的掌握其實已有一條隱然的論述發展脈絡，而在此將特別關注於梅丁衍所歷經之藝術

圈在九○年代前期的那場美術主體性論戰。 

藝術評論者葉玉靜以專書《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灣美術」

論戰選集》，鉅細靡遺地整理並研究這一場論戰，其論述文章同樣以平面刊物媒體作為

引領，並接扣著各個時代論述能量的索線；作者從五○年代胡適、雷震與殷海光籌辦

的《自由中國》當時的高壓政治氣氛談起，一路論及五○、六○年代的「五月」、「東

方畫會」對於現代畫與中國畫之中西文化論爭。在五月與東方極為活躍之時，自徐復

觀一篇發表於香港《華僑日報》的〈現代藝術的歸趨〉文中嚴厲批評現代藝術後，由

於這頂泛政治化的指控——那隱然扣上的大帽子，在當時國民黨高舉反共的集權統治

下，確實可能引發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劉國松等人自然齊力反駁47，因而引發了對

於抽象繪畫的「現代繪畫論戰」。 

接著，台灣在七○年代又歷經了保釣運動、退出聯合國等重大事件，激化了「鄉

土文學論戰」的焦點從傳統與現代、中原與西化之問題，轉變為鄉土與現代、農村與

都市之對立。葉玉靜據此認為，從五○到七○年代的二十年中，台灣文化意識的核心

議題並沒有一貫持續的主體中心；也就是說，其論證軸線的發展可以從中西對立跳躍

到鄉土與現代，如同在五○年代「五月」與「東方」那原本相當政治正確的藝術，可

能在政治的影射下成了完全且高度危險的政治不正確。由此觀之，似乎可以說真正不

變的，只有台灣文化論戰中所展露出的非批判體質的文化傳統，以及白色恐怖下的集

體壓力。48葉玉靜以上這些對於歷史的簡要爬梳，為之後她將稱之為「第二波美術論

述風潮」、發生在《雄獅美術》月刊上的「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提供了歷史背景與

論戰的歷史據因。 

此場九○年代的「論戰」，若更進一步來看，參與者在葉玉靜的眼中主要可以被化

                                                                                                                                            
版，   1994 年 12 月，頁 139。 

47 如劉國松便在於《文星》雜誌 40 期（1961 年 2 月）發表〈現代藝術與匪俄的文藝理論〉一

文，來澄清其藝術主張與反駁徐復觀之疑慮。 
48 葉玉靜編，《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灣美術」論戰選集》，台北：雄獅圖

書公司，1994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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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成兩派，一派是以倪再沁、林惺嶽為首的「本土陣營」，他們相當質疑這些西方藝術

來到台灣的適用性與存活率，指出所謂西方美術中的「變」與「顛覆」之性格會讓藝

術與生活嚴重脫節，同時也讓藝術的美感直覺地蛻變為腦力激盪。而另外一個陣營則

是以陳傳興、陳瑞文為主的所謂「西洋學人派」，他們認為台灣美術要站上國際舞台，

就必須透過最新理論與資訊的掌握才有此可能，若僅是對西方現代主義採取敵視與無

知的態度，就會變成反智、反進步的「原初奴性反抗」；同時，他們也認為台灣反現代

主義的傳統中，根本沒有對現代主義的認知基礎與含納意願，因而推斷所謂的本土自

覺論調，不過是一種排他的文字爭奪與藝術政爭。對此發展，葉玉靜點出了這場論戰

並未在良性互動的論證過程中愈辯愈明，最後反而演變成各執一詞的「多元」結論。49

這場「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可以說是藝術圈對於這些議題的討論高峰；然而在此，

暫時先擱置論述者們「對話」時對於「本土」、「主體性」概念上的差異，以及「本土

派」敵視西方理論的姿態，這樣的現象其實這正如同一場台灣後殖民劇場的演繹。 

在這場論戰中，梅丁衍也試圖為「台灣本土意識」進行定位，他認為「本土」這

個名詞的前身是來自於一九七七年台灣「鄉土文學論戰」中，作家王拓對「鄉土」一

詞進行定義並轉變為「本土」而來，梅丁衍指出： 

 

……但是鄉土文學論戰的意義並不只是在於完成其修辭語意邏輯的任務，他的意

義在於喚醒「台灣意識」在文藝活動中的絕對角色……按照心理學來解析，「本

位」意識是指人受到外在環境的壓迫後，所產生的一種本能性的自衛反射現象，

它是由自卑情節而引發的知性自覺。台灣本土意識的覺醒，可以視作對「西方意

識」與「中原意識」雙重壓迫下的一種複合性反彈情節，只有透過自我信心重建，

才能擺脫壓力的陰影……50 

 

梅丁衍的文章批判了美術上的鄉土主義進入鄉村對老舊事物進行膚淺的描寫，並申論

了其對於「本土」概念與具有政治訴求的「人道主義」關係之認知；他在半年之後的

另外一篇文章中更直陳： 

 

……台灣「本土意識」的興起，有謂拜賜於「解嚴」。因為解嚴了，我們才敢正

視人權，因為解禁了，我們才敢向政治提出異議，說穿了，這只是一種「明哲

                                                 
49 葉玉靜編，《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灣美術」論戰選集》，頁 21-23 
50 梅丁衍，〈台灣現代藝術本土意識的探討〉，《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灣

美術」論戰選集》，台北：雄獅圖書公司，1994 年，頁 16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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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身」意識，與真正的「人道自覺」相去甚遠……本土意識能在此時此刻提出

發人深省的自覺運動，有其特定的歷史時空意義，在當今國際「失序」之際，

政、經、文化衝擊後的反思是有必要的。當我們賦予台灣藝術「本土意識」的

文化使命時，我們難免也賦予了她的政治色彩……51 

 

對於梅丁衍所談論的「本土」，知名文化研究學者雷蒙．威廉斯（Raymond Williams）

的名著《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中有個可供參照的詞彙：「native」（本土的、

原住民的）。對此，威廉斯解釋，這個詞從早期十六世紀開始之較為正面的社會與政治

意涵，如「故鄉」（native land）、「祖國」（native country），在經過了政治的征服與統

治後，產生了負面的意涵——其名詞之意通常等同於奴隸或農奴；而形容詞的含意通

常是指「生而奴隸的」。後來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native」常被用來指涉「非

歐洲人」（包含大不列顛和北美州國家地區的居民），以及某種優越人士所居住之地的

居民（這種用法相當於 local 的貶抑用法）。最後威廉斯指出： 

 

……當 native 用來指涉自己的地方或自己人時，具有非常正面的意涵。52 

 

於是，根據威廉斯所說的正面意涵進一步來看，當「本土」進入殖民／被殖民和外來

／本土的權力結構中，並透過各種的知識建構形成一種「本土論述」（nativism），其中

便有著相當強烈的政治欲求。而根據廖炳惠對此「本土論述」概念則有以下的闡釋： 

 

「本土論述」意指著一種希望藉由本土實踐和文化形式，擺脫殖民和新殖民體制

的控管，以恢復殖民前的生活方式。53 

 

鄉土文學論戰中本土意識的抬頭正是台灣本土論述的典型例子，尤其是七○年代

的「鄉土文學」以勞工階級為主體，針對城鄉差距54、跨國剝削、資源不均所造成的

社會不對等權利分配，以及跨國公司對台灣的變相壓抑，和台灣退出聯合國後國號的

                                                 
51 梅丁衍，〈「本土」誠可貴、「真理」價更高〉，《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識——前九○年代「台

灣美術」論戰選集》，台北：雄獅圖書公司，1994 年，頁 217-223。 
52 Williams, Raymond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北京：三聯書店，2005 年 3 月，頁

320。 
53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頁 175。 
54 關於城鄉差距在美術上的展現，參見廖炳惠，〈由幾幅景物畫看五○至七○年代台灣的城鄉

關係〉，《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論文集》，台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7 年 2 月，頁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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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等面向，來作為反對殖民和外來體制的自由市場對台灣的侵略。而根據後殖民

理論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的說法，本土論述所採取的「本質主義」其實是一

種「策略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因為所謂的「本土文化」其實也是

一種文化建構的結果。55無論「本土」概念在當時的提出是否出於一種政治需求，今

日與其要對之進行意義的增添，不如說是只能對它進行歷史性的考察。換句話說，「本

土性」之定義從七○年代鄉土文學論戰時期的「鄉土」概念，延續到在近幾年台灣夾

雜後殖民、後現代以及全球化的情境下發展出的關於「在地性」的概念，此時再去看

待「本土性」概念論爭所身處的時空背景，便會發現這樣的概念似乎已無力回應現今

的情境——它已然隱隱約約地成了某個時代特有的歷史名詞般之存在。 

從「本土」的意義層次進行思考，並以此來展開對於「美術鄉土主義」的批判，

梅丁衍自然不會是唯一的一個；例如楊照就嘗試指出，文學方面的鄉土主義仍然保有

一個伏流、一個本土的脈絡，持續追求跟官方、跟主流體制不一樣的東西，而這在美

術上的鄉土主義是看不見的。56在當時，梅丁衍從思考「本土」的意義、並提出建立

一套與國際對話的長遠目標上，也指出了其無可避免的政治色彩。除了透過文字論述

直接的批判與明晰的表述所展現的思索，對於身為一個藝術家，梅丁衍創作上所展現

的回應方式之討論在本章將暫時擱置將留待後面章節。   

而另外一個與「本土性」相當糾結的概念「台灣主體意識」或「台灣（美術）主

體性」，在當時也是熱烈探討的議題，在此，將借用邱貴芬從 Ien Ang、奚密、周蕾等

學者由「中國性」概念之討論中延伸出對於「台灣性」的思考來進行討論。這些學者

大致都認為應該拒絕以種族（炎黃子孫）來定義身分，因為所謂的「中國性」是個開

放的符號，認為只有當「中國性」不再被當作決定身分的要素時，才有與世界交流的

較大空間。同樣地，關於「台灣性」同樣也可以問類似的問題，亦即誰有資格定義台

灣？若以強調地理位置與土地連結居住經驗的重要性，也就是若只有居住在台灣的人

最有資格定義台灣，那麼便會落入台灣中心主義的框框中。而關於「台灣性」一詞，

邱貴芬也提出其看法： 

 

我認為台灣性並沒有單一固定的內容，而是一種相對性的概念，在不同的脈絡裡

會展現不同的風貌，單看它被策略性地放在什麼樣的位置來呈現……因此，談「台

灣性」，在什麼樣的脈絡裡呈現什麼樣的「台灣性」是個重要問題。論述者選擇

                                                 
55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頁 176。 
56 楊照，〈評林惺嶽〈戰爭陰影下的台灣美術〉〉，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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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某種「台灣性」，主要的對話或抗爭的對象是什麼？企圖達到什麼樣的效應？

產生了什麼樣的副作用？……而與其去追問關於誰有資格界定「台灣性」，或是

誰呈現的「台灣性」最具代表性的問題，不如去問：這樣呈現「台灣性」是座落

在什麼樣的對話脈絡？它企圖達到的目的、產生的效應以及它壓抑了什麼問題。

57 

 

與此類似的思考，同樣也出現在台灣美術史學者廖新田一篇在近現代台灣美術發

展的架構下描述「台灣美術主體性」形貌的文章中，廖新田提到，面對「台灣美術主

體性」這樣一個概念，必須同時面對他所提出的關於「美術主體性」的十個思考。首

先是美術和主體性的必然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是在什麼樣的歷史形構或文化語境下成

立？誰又有資格主導？再者是，所謂的美術主體性會不會淪為美學政治化或政治美學

化的可能，變成政治正確的政治宣傳意識型態呢？第三，美術主體性的合法性基礎是

什麼，它是絕對的還是相對性的概念？第四，它所對應的主題應該是什麼？第五則是

美術主體性的功能是什麼？也就是它究竟是一種創作指導、一種美學標準還是因應新

文化關係的新概念？第六，美術主體性是一種後設論述抑或是一種認識論上的必要？

第七，關於美術主體性的批評語言是屬於以時間空間為思考座標的傳統藝術批評範

疇，還是一種如文化政治學的新批評架構，且在這個新的批評架構中，它的方法、架

構與目標又是什麼？第八個問題是，這樣的概念是否有助於對台灣美術發展的理解與

詮釋？或者只是美術史之外的另闢戰場？第九，對台灣美術史來說，所謂的美術主體

性概念是否可以成為論述上的公分母？它是一種以「含納」（inclusion）為基礎的概念

架構，還是以「排斥」（exclusion）為基調？誰又能在這場論述戰役中獲利？而這樣的

考察，是把將台灣美術均質化還是開展了異質多元的樣貌？最後，美術主體性對應的

是全球化的趨勢需求抑或是區域風格的走向？58廖新田提出這十個重新思考「台灣美

術主體性」的問題框架，並認為在釐清這些概念之前，過度樂觀地擁抱「台灣美術主

體性」之架構或概念將會陷入意識型態的政治思考。 

而在這些提問之後，廖新田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台灣美術主體性」，並沒有一個單

一的檢驗標準或者是單一的呈現面貌，他說： 

 

                                                 
57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後殖民及其外》，台北：麥田，2003

年 9 月，頁 137-138。 
58 廖新田，〈台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台灣美術主體性學

術研討會》，台中：國立台灣美術館，2007 年 4 月，頁 5。 



                                                                             

 40

……沒有一種單一的台灣美術主體性，每位藝術參與者都有一套主體性想像來對

應、實踐主體性的召喚。59 

 

最後，廖新田自我總結了對於美術主體性的看法，且此基本上和上述邱貴芬對於「台

灣性」之定義有著相當類似之處，他認為： 

 

美術主體性研究，在我看來，不是投入到運動中選邊站，或以壓迫、宰制一語

帶過，而是呈現藝術與非藝術兩領域之間的聯繫機制、運作狀況。美術主體性

研究是一種後設的思考，永遠好奇於表象下的操作過程。如同文化政治學，意

圖從美術主體性角度考察台灣美術者就要抱著「入廚房不要怕燙」的心理，美

學政治化或政治美學化的狀況正在等待發生。60 

 

在此，廖新田採以一種更加開放的觀點與詮釋，來看待「台灣美術主體性」之概念與

意義，給出一個可以更為多元地去解釋「台灣美術主體性」的結論。 

由廖新田的提問，我們再回頭去看關於那一場「台灣美術主體性」的論戰所引發

的「主體性」闡釋，當時不同的藝術創作者如何像廖新田所說的，以實踐其主體性的

想像來回應主體性的召喚？對此，葉玉靜指出了這場論戰中藝術創作者的缺席；然而，

對於此種缺席的看法，在此將借助孫立銓的觀點提出在九○年代台灣美術發展中，藝

術家以「台灣」作為一種圖騰形象同樣也是一種對於「本土性」、「主體性（認同）」的

論述表達形式。也就是說，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台灣圖騰在美術發展中以拼貼、變形

等等之姿大量出現，除了某種藝術陳述上之需要外，它基本上更是情境的。其中，孫

立銓指出，梅丁衍是最早以台灣的「形」當作創作題材與內容的藝術家，如從 1982 年

的作品《假如若干颱風一起來》（圖三），到一九九四年在不同時空背景下，將相同名

稱的作品中的颱風換成羅盤、八卦和太極圖等的作品，都是藉由台灣的「形」來展現

其意識型態上對文化侵蝕的感受。此外，像是「思愁之路——錦繡華夏」系列、將兩

岸地圖用鎖扣在一起的《無題》（圖四）、《哥哥爸爸真偉大》、《To My←Self》以及《這

是台灣》（圖五）等作品，都出現將台灣地圖作為一種圖騰的形象。此外，楊茂林的「熱

蘭遮記事」系列中時常出現的將台灣古地圖與各種歷史象徵物拼貼並置，也是展現藝

術家在作品中對於一種新史觀的詮釋企圖。這種對於台灣歷史的關懷或批判，也體現

                                                 
59 廖新田，〈台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頁 5。 
60 廖新田，〈台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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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成愿、李銘盛、張正仁、李俊賢、簡福金串、李良仁等人作品中；另外，特別對

於台灣政治發展樣態做出批判性回應的則有裴啟瑜、郭維國等人。
61
在這兩種不同的表

述途徑中，梅丁衍無疑是顯得特殊的，因為他不但同時參與文字論述之爭論，同時也

透過作品延續其對於議題的研究和理念的表達。本文試圖指出這樣的表達並不是選取

某個意識型態陣營，反而是透過作品符號的布署，營造出更具開放性以及帶有嘲諷性

格的論述空間。 

本章將梅丁衍創作時將遭遇到的、並且其作品往往都是由此出發的幾個重要概念

和論辯，作了簡要的歷史脈絡式的考察。由於其中多數的議題都相當的龐大、除了本

身所具備的許多意義層次和經過歷史、翻譯的去脈絡化、再脈絡化、誤讀等等狀態，

使得其所牽涉的論述深度和廣度並非本文之篇幅得以處理的，也脫離了本文原本的主

題與目的。另一方面，這樣簡單的歷史考察在很大的程度上，仰賴來自文學發展上的

論辯脈絡，一個主要的理由即是，在美術圈較缺乏這樣的深度討論；然而，文學上的

討論具有引領不同時代主導潮流的力量，因此也非僅以一個章節即能勾勒其全貌，而

那也並非本文的企圖。於是最終，本文便透過對「政治小說」之參照，以梅丁衍所持

之觀點，和他所參與過的歷程為主軸，以此為其「政治性藝術」的作品分析提供一背

景脈絡。在第二章，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論其作品中所展露的問題意識和透過符號

辯證來經營議題之策略。 

 

 

 

 

 

 

 

 

 

 

 

 

                                                 
61 孫立銓，〈美術創作中的「台灣版圖」——談台灣的政治性藝術〉，《炎黃藝術》，82 期，1996

年 11 月，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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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朝向批判與解構之途 

 

 

藝術容許復古或抄襲，但是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它必須是透過思辨程序，獲得意

義的合法性，現代藝術若省略了「思維」，自然就與「現代」脫離關係。 

——梅丁衍62 

 

以上梅丁衍的這個說法，正好為他早期的作品做了最佳的說明；從其較早期的作

品中，我們看見了許多歷史前衛主義與現代主義等「經典藝術史」的作品、藝術家的

風格和形式，而這樣的挪用也經過藝術家的思辨程序。從現代性的角度看，今日的藝

術家都已經脫離了「傳統創作規則」的規範，藝術上的傳統不再是一種供藝術家模仿

與遵行的權威樣板這樣的觀點，是我們都相當熟知的老話，藝術家自身對於其生存樣

貌與身處現時的意識，成為了主要的創造性靈感的來源。 

 

第一節  《這是台灣》的政治圖像學 

 

以諧擬轉化了馬格利特《圖像的反叛》的《這是台灣》，是梅丁衍回應「經典藝術

史」的一個重要例子，對梅丁衍來說，西方藝術的形式是一種可以挪用藉以批判的工

具，也是對其創作議題進行反諷的起點。本章將深入梅丁衍作品的符號解析尋找其意

義運作的方式。 

 

一、互文性與諧擬理論：詹明信與胡瓊之爭議 

 

根據薩莫瓦約（Samoyault Tiphaine）對互文性的研究，他以熱奈特《隱迹稿本》

為基礎，將人們習慣的互文手法分成主要的兩種類型，第一類是甲文出現在乙文中的

「共生關係」，第二類則是甲文在乙文中被重複和轉換的「派生關係」，熱奈特又稱之

為超文。前者主要透過引用（citation）、暗示（allusion）、抄襲（plagiat）、參考（reference）

等方式，讓兩個或多個文本吸收於同一個文本之中。而第二類的「派生關係」，熱奈特

的說法是： 

                                                 
62 梅丁衍，〈「後戒嚴．觀念動員」策劃感言〉，《雄獅美術》，280 期，1994 年 6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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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超文性來指所有把一篇乙文（我稱之為超文 hypertexte）和一篇甲文（當然，

我稱之為底文 hypotexte）聯繫起來的關係，並且這種移植不是通過評論的方式來

實現的。63 

 

在熱奈特所說的「共生關係」與「派生關係」，在當代的文學敘事分析上有許多常見的

使用，例如這段引自一篇評論卡爾維諾（Italo Calvino）小說的情節與文本結構的文章，

便談到了複製所產生的互文的狀況： 

 

……複製的第一種形式，對別的文本進行改寫，在這種情況下，複製工作便導致

了引用該文本以外的其他文本的內容；被複製的文本原先是獨立於正在複製中的

文本而存在的，這時就以引語、引喻和變形等形式成了進行複製的文本的一個組

成部分。複製的第二種形式，導致文本內部的互文性，二部次文本彼此反映、相

互影響。進行複製的文本與被複製的文本之間，存在著一種彼此相似的關係。64 

 

前述關於「派生的手法」以「諧擬」（parody, parodie）和「襲仿」（pastiche）兩種主要

形式為主；前者通常指的是對原文進行轉換，且無論對原文是轉換或是扭曲，它都表

現出和原文有文學之間的直接關係。不過，諧擬在一般用法和辭典中多半是貶義的，

被視為是對嚴肅作品的滑稽模仿；而後者襲仿，也是對原作進行修改，但其關鍵在於

其並非面對特定的文本，而是針對作者特有的寫作風格，因此主題並不重要。簡而言

之，諧擬是對原作進行轉換，而襲仿則主要是模仿原作。以普魯斯特（Marcel Proust）

的例子來說，小說家致力於襲仿，正是為了將自己從抄襲中解脫出來，普魯斯特所稱

的這種「淨化的作用」便是：與其不露聲色的仿效，不如堂而皇之的襲仿，最後回過

頭寫自己的小說就會變成僅是自己。 

    關於這兩者，後現代文化理論大師詹明信和加拿大的視覺藝術與後現代敘事研究

者胡瓊有著更進一步的看法。若先從字典的定義來看，所謂諧擬的修辭手法在《牛津

英語辭典》中被描述為： 

 

一種在散文與詩獨特的觀念與措辭的變化，作家以這種變化的模仿方式來製造荒

                                                 
63 Samoyault Tiphaine，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 40。 
64 佛克馬、伯頓斯編，王寧等譯，《走向後現代主義》，台北：淑馨，1992 年，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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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可笑的效果。尤其是經由加入可笑的挪用主題，一種更多或更少地相似於原作

的以原作為模型模仿，因此產生有趣的效果。65 

 

《牛津英語辭典》對於諧擬的說法明顯帶有不嚴肅與貶義的觀點；而胡瓊在其《諧擬

的理論——二十世紀藝術形式教學》一書中，對於諧擬的定義則是： 

 

……一種模仿的形式，但是一種以「反諷的倒轉」為模仿的特徵，且也不一定都

是從被諧擬的對象文本而來。66 

 

若更進一步地從胡瓊的觀點出發，諧擬往往被視為是寄生和衍生的，被視為是原創性

的敵人，甚至在浪漫主義的脈絡下，諧擬被視為次等的修辭。但到了二十世紀，諧擬

變成了文本的主要模式和主題架構，甚至有著詮釋文化和意識型態的功能。 

而詹明信在討論後現代敘事時，與胡瓊對於諧擬的討論與看待卻有些許差異。在

詹明信的主張中，襲仿是後現代意義中最重大的一個特色和實踐，但它卻容易與另一

個近似的概念——諧擬所搞混。詹明信認為，襲仿跟諧擬都含有針對其他風格進行模

仿（imitation）、模擬（mimicry）之意涵；其中，他認為諧擬是： 

 

……把握它們的個別特色和標新手法，然後充分利用這些風格的獨特性加以模

仿……諧擬的整體效果是——去讓那些具個人風格的作品成為笑料。67 

 

詹明信對於諧擬的解釋，也為之後他提出關於襲仿概念的解釋提供了背景；這就是說，

諧擬的運作既然需要一個正規語言、尋常話語和語言學規範的存在，那麼，如果這些

被諧擬的目標不存在了會如何？詹明信認為，如果現代主義的各式獨特風格發展到極

端，其結果是每個人都成為語言學的孤島，彼此分離，只剩下五花八門的爭奇鬥豔。

於是，既然諧擬的意圖是嘲弄原版，但在後現代時期任何常規均已被破壞侵蝕，變成

了中性的物化的媒體言說，所謂的原作、獨特性、個人主義的神話均已死去，諧擬也

因此失去了反諷目標，其銳利的諷刺刀鋒在後現代時期失去意義，於是將由膚淺的、

                                                 
65 《OED》之說明轉引自 Linda Hutcheon,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32. 
66 Hutcheon, Linda,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New York: 

Methuen, 1985, p.32. 
67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Anti- aesthetic: Essay on 

Postmodernism Culture ed. Hal Foster (Seattle, Wash. Bay Press, 1983),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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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洞的襲仿所取代。詹明信這裡所主張的襲仿其實就是空白的諧擬。他進一步補充道，

襲仿儘管仍是一種模仿的實踐，卻沒有諧擬那樣隱然的動機和諷刺的衝動： 

 

襲仿，一如諧擬，是模仿某種獨特的風格，戴上語言的面具，使用死掉的語言。

但他是一種模仿（mimicry）的中立實踐，沒有任何諧擬的隱而不宣（ulterior）的

動機，沒有諷刺（satrical）的衝動，也沒有笑聲。68 

 

總而言之，詹明信認為在這個難以創新風格的年代，能做的只有模仿以前的風格，而

襲仿便是原創性失敗與歷史感喪失的標記，它視後現代諧擬為一種沒有任何政治性作

用的「空白的諧擬」；也就是說，在詹明信眼中，由於已經沒有所謂的「原始版本」，

因此諧擬已經失去了批判的對象。而由於襲仿的大量出現的後果，是人的歷史記憶的

大量清除，取而代之的便是大量的「偽歷史」；可以說，詹明信強調襲彷的目的，主

要是進一步引申出其對於後現代主義「懷舊」（nastalgia）徵候的看法。 

相較之下，胡瓊便較為關注在後現代文學中的諧擬的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e），

關注其隱含的政治性批判以及這些諧擬作品中的歷史意識。不同於詹明信認為這種後

現代諧擬只是一種時代的徵候，胡瓊提出了一套不同於詹明信對於諧擬的看法，使用

了語源學來論證諧擬並非只是純粹的滑稽藝術。詹明信對諧擬的觀點很接近上述提到

的《牛津字典》給出的解釋，對詹明信而言，諧擬只是一種嘲笑的工具，是襲仿下面

的一個枝節；而胡瓊並不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於是試圖擴大諧擬的定義，她認為從

希臘語源學來看，「諧擬」（parodia）或許會有一個更寬廣的意義： 

 

前綴詞（para）有兩個意義：其中一個會常被提及的是「反對」（counter）或「抵

抗」（against）之意；然而，在希臘語源學中亦有「近旁」（beside）之意，因此

parodia 可以令人聯想到「調和」（accord）或「親密」（intimacy）那沒有包含嘲

笑的成分，而不只是「對比」（contrast）。69 

 

對此，在前述的熱奈特《隱迹稿本》中，對於諧擬也有著和胡瓊相當相似的描述： 

 

ôdè 是指吟唱；para 是指「沿著」、「在旁邊」；parôdein，也就是 parôdia 的出處，

                                                 
68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p.114. 
69 Hutcheon, Linda,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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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所以？）是指在一旁吟唱，所以走調地唱，或是用另一種聲音唱，反著

唱—對位唱，或是用另一種調子唱：變調，或者是把一段旋律易位。 

 

此外，和詹明信一樣，胡瓊也試圖區分襲仿和諧擬。在她區分兩個形式時，她同意詹

明信所言，認為諧擬那隱而不宣的動機在襲仿的空白領域中缺席了，但若根據詹明信

的邏輯，諧擬是襲仿的一個分支，那麼諧擬也必得從屬於襲仿那無歷史無政治性的特

色；然而胡瓊反對這點，反對把後現代的諧擬從屬於襲仿那無歷史的空泛領域。她認

為： 

 

……諧擬有一種互文性，以先前的文本為來源以提供其闡述性觀點；它對過去藝

術的諧擬，並不是懷舊的，反而經常是批判性的，它也不是非歷史或解歷史的，

它並不把過去的藝術扯離其原本脈絡，它是利用置入（install）及反諷（irony）

的雙重過程，顯現了現在的再現形式是如何源於過去，而過去和現在的連貫性和

歧異性，又有什麼樣意識型態上的影響。70 

 

當然，她的意思並非要否定當代文化現象中，沒有對於過去意義的懷戀。胡瓊所做的，

其實是試圖在襲仿實踐和後現代諧擬之間劃下界線；胡瓊堅持： 

 

……一般的看法是，後現代主義對過去的形式提供了一種去價值、裝飾性、解歷

史化的引用，而這對我們這影像過度充斥的文化來說最為恰當有效……71  

 

同時，她也提到諧擬的手法在現代藝術中其實很常用，像是在艾略特（T. S. Eliot）、湯

瑪斯．曼（Thomas Mann）、喬伊斯（James Joyce）、畢卡索（Pablo Picasso）、馬內（Edouard 

Manet）、馬格利特這些人身上都能找到；然而，現代諧擬和後現代的諧擬手法仍是有

差異的，其主要差異即在於，後現代主義的諧擬拒絕現代主義那種朝向終結的企圖，

也就是說，後現代諧擬質疑的乃是： 

 

……現代主義有關終結、距離、藝術的自主性、以及再現的非政治本質，其種種

隱而不宣的假設，是後現代主義努力顯現及解構的。72 

                                                 
70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p.98. 
71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p.94. 
72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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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胡瓊對於作為一種互文修辭的諧擬手法展現了高度的推崇，並肯定了

其擁有的政治功效，她認為將這種反諷的立場使用在再現、文類以及為政治服務的意

識型態再現上，可以動搖所有的正統、被接受的信念以及意識型態，並指出所有的闡

釋最終都將只是意識型態的。 

 

二、從《這是台灣》兼論作品中的諧擬手法 

 

綜合上面說法，諧擬就是引用傳統手法來產生趣味的效果，而諧擬更是後現代自

我反思的主要藝術修辭形式之一，也是藝術內部自身的論述，在視覺藝術上，可以馬

格利特的作品《圖像的反叛》（La trahison des images）（圖六）來作為發掘其運作方式

的例子。另一方面，梅丁衍的作品《這是台灣》同樣也運用諧擬地圖的形式，內容元

素呈現以文字和圖像並置，與《圖像的反叛》極有放在一起討論的價值。 

陳泰松討論《這是台灣》這件作品時，首先以藝術家本人對這件作品的說法，即

「鉛是煉金術的重要金屬，其穩定性不僅具有保護、抗輻射等功能，同時也造就它堆

積不化的神經毒性」之聲明，進一步地延伸到「毒」這個字在它的記號物質面［所謂

的「符徵」（signifier）］上，並在「讀」或「獨」等語意中之滑移。也就是說，在陳泰

松的詮釋中，「台灣」成為一種符號學記號，但藝術家藉由厚重的模板，暗指著它的拜

物化，並在模板上鐫刻「這是台灣」英文字樣，以此同語反覆的方式複述「台灣」，進

而： 

 

藉由地圖與文字的部署，梅丁衍此作體現了一項宣稱台灣的語言行動。值得注意

的是這項宣稱的重複性，它似乎表明了地圖還不足以自我宣稱，必須透過「這是

台灣」此一語句的部署，所謂的「身分」才得以確認，真正地達到自我宣稱的目

的。然而，除了台灣之名，這種宣稱其實什麼也沒說，那它又意味著什麼呢？一

種主體性的宣示——就像我的在場必須訴諸以「名」，否則不具實質意義，幾乎

被視為不在場？若它是一種批判，那是站在哪個位置發言？73 

 

陳泰松這段話點出了語言和圖像之互相補充關係，引出「身分」以及主體自我宣稱的

                                                 
73 陳泰松，〈梅氏圖像政治學〉，《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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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問題意識。現在，再讓我們回頭去檢視一下梅丁衍於「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中，

所發表的〈台灣現代藝術「主體」的迷思〉一文問到的問題： 

 

……然而，在探討台灣「現代化」的「主體」時，我們實在也很難解除歷史的包

袱，即使我們對「現代」有了表層的認知，但是我們是否能真的認同呢？74 

 

對照藝術家本人這樣的看法以及當時那樣的論戰氛圍，梅丁衍這件發表於一九九一年

的作品《這是台灣》——在一個台灣的淺浮雕圖像下面，以文字說明著「This is 

Taiwan」——就頗有針對此議題進行思考的味道。 

在此，這兩件可交互參照的作品《這是台灣》與《圖像的反叛》，均是作為一種「後

設的圖像」而被檢視，亦即《這是台灣》與《圖像的反叛》都是關於話語與再現關係

之間的再現，關於詞語與圖像之間關係的圖像。於是，當把馬格利特的標語「這不是

一支煙斗」，視為是梅丁衍作品中「這是台灣」之宣示的典範以及其諧擬的來源文本，

對於馬格利特《圖像的反叛》這幅正是表明此種圖文辯證關係的畫來說，文化研究學

者劉紀蕙指出了以下這個觀點： 

 

Magritte 認為，再為精確寫實的形象也只能指涉其他，而非此物體本身。《圖像的

叛逆》便是著名的例子。傅柯似乎玩遊戲般地隨著 Magritte 的畫思考發揮：這不是

煙斗——這不是煙斗，因為這只是一幅畫，「這不是煙斗」這句話不是煙斗，「這

不是煙斗這句話」中的「這」這個字不是煙斗。傅柯認為更重要的是，這幅畫揭

露一種否定式的繪畫，也就是說，一幅畫不必肯定其所描摹的物體；若一幅畫否

定它所描摹的對象，其本身便是真實。換句傅柯式的說法：任何論述都有否定其

所表述內容的力量；論述本身並不一定指涉另外一個真實，論述本身已經承載了

鑲嵌系統的脈絡。而回到 Magritte 的說法，我們則看到 Magritte 的以十分激烈的方

式切斷圖像與本身身分所指物的連結，目的是要將圖像符號化。75 

 

《圖像的反叛》的自我反身性實際上取決於畫面內語言的自我反射，從《圖像的

反叛》內容中的指示代詞「這」，在語言的使用習慣上會覺得指的是畫面上的煙斗，但

從標語本身之後設的角度來看，「這」這個字確實不是煙斗。當傅柯（Michel Foucault）

                                                 
74 梅丁衍，〈台灣現代藝術「主體的迷思」〉，《雄獅美術》，261 期，1992 年 11 月，頁 16。 
75 劉紀蕙，〈圖像．文字．符號：馬格利特的語言實驗〉，《新朝藝術》，第 2 期，19981 年 11

月，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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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種使用語言的習慣時，人們談論事物形象的方式往往會彷彿它們就是事物本

身。從畫面上我們只看到一支以寫實主義風格呈現出來的煙斗，以及清晰的說明文字，

因而可以說這件作品反映了圖像與詞語之間的關係，其中既包括我們談論圖像的方

式，又包括圖像對我們說話的方式。 

《圖像的反叛》也採取一種課堂上的教學工具之形式，讓學童們將語言與圖像連起

來閱讀，以製造一種逐步認知萬物、對其所身處的世界命名的能力。馬格利特似乎試

圖顛覆這樣的規訓模式，一種人們從小在語言的規訓下對圖像所抱持的那種「自然的

態度」，並且進一步地提出圖像與文本之間其實「存在著某些問題」。也就是說，馬格

利特真正的目的，是要去表明不能夠被描繪的東西以及再現本身含有的裂隙，這個裂

隙即是文本與形象之間的空白地帶。另一方面，根據胡瓊的說法，馬格利特這件作品

作為一種現代主義的諧擬，其對象是中世紀到巴洛克的象徵形式——儘管它採用了圖

像、標題、格言的形式，卻仍然不能傳達完整的意義。由此來看，熟悉現代藝術史的

梅丁衍，其《這是台灣》在手法上諧擬了馬格利特，圖像與文字交相指涉提供了反思

的可能性，也呼應了「台灣（美術）主體性」之質問。 

《這是台灣》透過台灣地圖的形式展現了圖像的主體自我宣稱，對應到陳泰松的

說法，當主體在場卻仍須透過名否則將被視為不在場，我們將發現這件作品便從此處

開始開展其批判性。其不同於《圖像的反叛》的地方在於，後者採取文字不必然具備

說明性的這項自我否定的宣稱，來製造其圖文本身的斷裂，由其中的裂縫來進行文字

與圖像的後設思考，產生何謂再現真實之間的反思；而《這是台灣》則讓語言與圖像

成為一種補充關係，從胡瓊對中世紀到巴洛克的宗教象徵形式之解釋來看，台灣的圖

像與文字上台灣的自我宣稱兩者之雙重在場，它們所營造的效果其背後的意義其實是

關於台灣主體性匱乏的質疑，當拜物（fetish）意味著是一種對於匱乏之彌補，此時正

能配合陳泰松巧妙地將這件「自我宣稱的行為」予以拜物化之詮釋。    

若回頭去對應當時台灣瀰漫著對於主體性之熱切討論，幾乎將此概念變成某種創

作上的最高指導原則，甚至變成了論述上對於創作的一種倫理價值判斷時，梅丁衍的

《這是台灣》除了在形式上利用諧擬來轉換馬格利特的作品，以一種自我質疑的姿態

出現外，它同樣也諧擬了某種將台灣視為圖騰的主體宣稱；它相當政治正確地以「台

灣形式」出現，但卻也揭示了其中的斷裂與被拜物化的處境，或許這正是一種諧擬的

雙重編碼（doubly-coded）的政治效果： 

 

當作品作為一種反諷的再現，從一個政治性的觀點來看，這是諧擬具有的雙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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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的特性，即：它既合法化卻又顛覆它所諧擬的……然而這並不表示這個姿態的

批評沒有效果，後現代藝術中的諧擬不僅顯現了藝術家對於彼此的作品及過去藝

術的關注，它也許實際上共謀於它所嵌入的價值，而其顛覆性的力量則繼續存

在。76. 

 

梅丁衍利用作品進行對台灣主體性之反思，當作品與台灣當時論述上對此概念之探問

相互比較，由於這種文字與圖像自我重複的表述，帶來一種「這件作品的內容明顯的

是關於台灣，但是關於台灣，其實又什麼都沒說」的狀態，似乎又將問題帶回了原點：

「台灣是什麼？」的問題；然而更重要的是，此舉也同時將「台灣是什麼？」問題帶

入了後設思考的層次，變成如同第一章所引述之邱貴芬對於「台灣性」的思考，或是

廖新田對於「台灣美術主體性」的提問所展示的那般。 

以諧擬轉化了馬格利特《圖像的反叛》的《這是台灣》，是梅丁衍回應「經典藝術

史」的一個重要例子，對梅丁衍來說，西方藝術的形式是一種可以挪用藉以批判的工

具，也是對其創作議題進行反諷的起點。本節將再進一步從美國藝術家印第安那

（Robert Indiana）著名的作品《愛》（LOVE）（圖七），來與梅丁衍作品《無題》（FUCK）

（圖八）對照談起，可看出其對梅丁衍創作產生的強烈影響。可以說，這位政治性藝

術家其作品對於美國的國族文化認同的議題有相當高度的關注，其作品在梅丁衍的創

作體系形塑過程中扮演了如通過各種像是留學、資訊與身處其中的情境體驗等知識渠

道產生養料灌輸之作用。 

印第安那在一九六○年代在紐約曼哈頓的第六大道和五十五街口，置放「LOVE」

四個字母的大型雕塑，鄰近中央公園、洛克斐勒中心以及紐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s, MoMA），直接介入城市與人群。除了紐約與美國許多美術館和大學校園，

世界上許多城市如費城的「Love Park」、賭城拉斯維加斯、東京新宿、新加坡以及台

北 101 大樓等地，都能見到此雕塑的蹤影。《愛》這件作品最初是印第安那於一九六四

年為紐約現代美術館所設計的耶誕卡，隨後於一九七三年被美國郵政總局選印為情人

節郵票，也是美國發行的第一款以《愛》為主題面額八分的郵票。印第安那的《愛》

在創作方式上不只採用絹印版畫，更將它發展運用在公共雕塑與郵票上，以直接且鮮

明的手法聲明溫馨、和諧、和平、愛的理念。 

這些印第安那稱之為「雕塑詩」（sculptural poems）的作品，通常都以大膽、簡單、

圖像化，並使用簡短的英文單字如「EAT」、「HUG」以及「LOVE」等等內容作為其

                                                 
76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pp.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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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風格。印第安那認爲，「LOVE」字眼在通俗小說、電影、傳媒乃至於宗教經典、

學術論述中都大量出現，是人們生活中大量充斥既陳腐又屬人性的普遍符號。這是由

於印第安那既推崇又批判他當時所身處的美國，尤其是當時物質主義漸漸興起，以及

整個社會逐漸傾向高度商業化所帶來的影響。儘管印地安那在一九六○年代以普普藝

術家之名崛起，然而他的藝術關懷卻經常與其他同世代的普普藝術家不同，他對於國

家與文化認同的議題的興趣遠比對於大眾媒體消費文化的興趣來得大，他的自我風格

是來自於對於道地美國和美國生活的影響之反映。 

印第安那的作品體現了美國文化在二十世紀下半葉對於其個人創作生命力量之形

塑，尤其是個人與國族認同。他經歷了政治上的動亂與種種社會實踐之停滯，而消費

文化的提升以及整個大歷史對於個人的壓迫，這樣的時代氛圍讓「美國夢」這樣的觀

點成了不同種族、不同階層人們共同的理想投射——來到美國這個夢土，只要肯努力

就會成功（發財），因此，印第安那便以「美國夢」作為創作時有力的主導概念，而這

主要是根源於藝術家曾歷經大蕭條時期的童年。另一方面，重新定義「美國夢」也是

印第安那作品的主要基，藝術家此種面對「美國夢」的雙重視角，就讓其作品帶有理

想與批判的政治性。 

梅丁衍這件早期的作品《無題》，無論在畫面結構、色彩分布等形式上與印第安那

的《愛》相當近似，不同的是其單字的使用以及意義上的差異。我們會發現，和「LOVE」

一樣，「FUCK」一詞也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無論是電影、電視小說乃至於街頭塗鴉；

而梅丁衍使用的是一個比「LOVE」更強悍、更具攻擊性的字眼，一個人們普遍使用

的髒話。印第安那的作品讓我們想起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的嬉皮文化「只要做愛不要

作戰」之口號，伴隨著那些在冷戰架構下大量發行的郵票而成為全世界著名的圖騰，

大型雕塑則成為都市空間中的景點。梅丁衍作品中那被視為極其粗俗的字眼，似乎難

以成為普遍流行的口號；然而，這是否正是作品對中產階級意識型態以及市民社會所

產生的批判性發酵之處？此外，如前所述，印第安那的作品關注在個人認同與國家認

同之探討，作品由於其使用語彙的普世性，儘管在今日具有跨越不同時代語境，且能

快速與當代資本主義結合的特殊性，但它依然有其創作時最原初的時代脈絡，也就是

用意識型態式的標語去瓦解或批判動亂那個的時代，一種「政治性藝術」。 

六○至七○年代的美國嬉皮（Hippie）文化風潮，總是與反戰、嬉皮、大麻、藥

物、違抗傳統倫理觀等關鍵字連結。當時，嬉皮、新左派（The New Left） 和美國公

民權運動（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被視為六○年代美國反文化的三支

主要異議團體，其中嬉皮最後擴展到美國之外的英國、歐洲，影響到澳洲、紐西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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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墨西哥、巴西等國家。嬉皮繼承波希米亞、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文

化異議傳統對建置機制的反抗，批判中產階級價值；在英國，他們批判核子武器的發

展與使用，在美國則是宣揚反越戰、擁護性別解放、贊成不限制迷幻藥的使用，以此

來擴展人類的知覺能力與範疇，最後，嬉皮文化獲得反戰與意圖逃離社會壓力的人們

廣泛的參與，成為一種如新宗教般的活動。 

嬉皮反對中產階級強大的「政治與社會正統」意識型態，選擇以「和平、愛以及

個人自由」那種溫和與不空談的政治，披頭四（The Beatles）當時緩緩唱出的歌《你

們需要的只有愛》（All You Need is Love），就像是背景音樂般地為這整個嬉皮年代下

了最佳註解；又例如在當時反戰風潮中，披頭四的約翰．藍濃（John Lennon）在一九

七三年發行的專輯《Mind Games》中出現的標語「做愛不要作戰」（Make Love Not 

War），則成了著名的反戰精神口號。印第安那的作品出現在這樣的歷史語境中，一方

面是批判戰爭，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溫和且具感染力的訴求，即便在今日脫離了那樣的

時代語境，但其確實能作為一種普世的語言而繼續發酵。 

如果諧擬手法是對被諧擬的文本進行轉換，無論是對原文轉換還是扭曲，它都表

現出和原先文本在某種程度上意義的直接關係。梅丁衍的《無題》對印第安那的形式

轉換，或許可以說它像是種「遊戲」，使用與印第安那的文本的內容「愛」有著近乎相

對意義內容的字眼，當字母成為作品的內容時，作為一種符徵與其本身對應的符旨，

透過意指作用所產生的意義伴隨著時代語境，即成為一種對抗中產階級意識型態的批

判內容、尋求終極真理的語彙；同樣的，其本身也可視為某種意識型態的散播。梅丁

衍的作品如果並不僅只是一場小小的對於普普大師的模仿遊戲，那麼，它首先可能是

對印地安那的「愛」這種終極理念本身是一種意識型態的嘲弄；第二種情況便是，諧

擬印第安那的作品主要是用於回應其身處的時代，只是此時梅丁衍使用了不同於「愛」

一般溫和的訴求，而改以更暴烈的字眼來批判他所身處的時代。 

關於這點，可以進一步從印第安那的另一系列作品《四顆星的愛》（4 Star Love）

（圖九）來探討，此系列作品的畫面結構安排主要來自其著名作品《愛》，這樣子的版

面安排可說是藝術家早期繪畫作品的普遍特徵；此外，也有許多幾何圖形聚集在方框

中。作品中的四顆星星有著像是標示飯店等級般的、對「愛」這個字的品質評等；另

一方面，星星也是「美國國家性」和「美國夢」的象徵，亦即此符號有著國族主義、

名譽，或者是延伸至藝術家的自畫像的意義。而梅丁衍的《我在檳榔攤看到三個金色

的五》（圖十），大量地使用了《四顆星的愛》畫面中的元素，也許，當梅丁衍思考著

本土的意義與外來文化衝擊所帶來的現象時，利用了畫面的兩旁有著台灣菸酒公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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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的黃長壽菸與新樂園香煙之商標，將檳榔攤中的新樂園和長壽香煙作為一種代表

「本土」的符碼來展示；由作品的畫面看來，相較於被邊緣化的本土菸，英商英美菸

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s）出品的三五牌（555）香菸之商標則佔據了中心主

題位置。在此，梅丁衍巧妙地揉合了印第安那作品的形式與具有象徵性的商標符號，

作為其批判本土與外來文化之修辭手段，在創作精神上，同樣是對於國家性、文化衝

擊等問題展開思考。梅丁衍的諧擬此時同樣具備兩個層次，首先是形式上與精神上對

普普藝術家之挪用（或致敬）；另一方面，則是藉由商標符號的使用所具有的象徵性意

涵，例如將本土商標與外國商標並置，透過畫面位置的布局所產生的賓主關係，以此

商標諧擬來達成其文化批判之效果。 

總而言之，梅丁衍諧擬了印地安那的作品，除了形式之外，印第安那利用作品回

應其時代與國家處境那樣的批判精神，也成為影響梅丁衍進行這樣的創作實踐的重要

因素。而梅丁衍透過各種符號之巧妙布局讓作品內容產生符號學意義，在商標的諧擬

上，賦予其揭露當時整個台灣在時代、經濟、文化正遭逢外來衝擊的處境之能力，這

是諧擬所具有的經由模仿而來之反諷的倒轉的批判能力，此反諷的姿態正是政治性藝

術家梅丁衍經常選取的批判位置。 

此外，對於台灣與日本的歷史關係之思考也是梅丁衍創作的重要題材，《印象馬關》

（圖十一）和《印象日出》、《印象落日》（圖十二），是梅丁衍挪用與改造藝術史上經

典的印象主義繪畫風格，來探討台灣與日本歷史關係的議題的兩件作品。《印象馬關》

使用了印象派畫家秀拉（Georges Seurat）的點描法風格，以此來再現一幅描繪簽訂馬

關條約現場的畫，也就是說，《印象馬關》是對「再現一個歷史現場的繪畫」之再現；

在人們熟知的歷史敘述中，當年「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派遣李鴻章在馬

關與日本簽定了割地賠款的《中日馬關條約》，決定了台灣半個世紀以上的命運，開啟

了台灣被殖民的歷史，台灣成了日本的國土往亞熱帶之延伸，其不但是日本帝國主義

往東南亞拓展的跳板，也是彰顯其有能力作為亞洲的帝國殖民主義的一個實驗場。 

而《印象馬關》的內容記載了開啟台灣被殖民史的歷史時刻，而在作品的形式風

格上，則有一個可供辨識的鮮明印象派藝術形式風格。這裡頭也許隱含了藝術家對於

歷史再現的態度，由於點描法讓歷史場景中的每個人物都面目模糊，作為觀者的我們

僅能隔著距離、難以清晰地看，才能勉強拼湊出一個關於再現歷史的文本。而利用作

品去「再現」一幅「再現」歷史現場的畫，也提醒著一種永遠無法透明地再現歷史之

觀點。梅丁衍諧擬秀拉的風格於是具有了修辭上的效果，而點描法本身即作為一種無

法近距離逼視的視覺隱喻，當它作為一種再現策略，其喻指的正是一種看待歷史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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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 

此外，從另一個層次上來看梅丁衍處理台、日關係時，當印象主義本身也成了一

種符號時，其作為在美術史上拉起台灣與日本關係的一條隱喻軸線也是不言而喻的。

也就是說，在符號學上，它同時也擁有諧擬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潮流是以日本「外光

派」繪畫為指導原則之隱然企圖。例如，《印象日出》、《印象落日》這組作品的形式風

格擁有莫內（Claude Monet）的《盧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系列作品的影子；

而從作品的主題內容來看，則分別是晨霧與黃昏光照下的台灣總督府或總統府。藝術

家利用光線的布署與氛圍的調度形成作品的修辭，總統府的細節描繪被省略，因為具

備突顯總統府聳立鐘樓之輪廓剪影的強烈印象，而為清晨與黃昏場景的並置的修辭手

法，帶來了關於政權興衰、時代交替之歷史寓言的敘事效果。 

日治時期，日本國內全面西化的政策，大量吸收歐洲最新的潮流資訊與知識科技，

台灣在建築上有大量歐式的建築風格在台進行建築實驗，美術上也以日本為核心學習

由歐洲印象主義而來的「外光派」繪畫。由於日本殖民時期曾為日本總督府的總統府

在符號學意義上向來是具備政治歷史權力等多重象徵的；比如，在這位對日治時期台

灣美術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日本人石川欽一郎（1871-1945），其一幅台北總督府水彩

寫生作品（圖十三），可以解讀成殖民者對其殖民土地上權力紀念碑的再現熱情，作品

中特別強調台灣總督府中央高聳的鐘樓設計，正如同陽具般聳立在殖民土地上，象徵

統治權力的來源與對日本帝國權威的欽羨。    

梅丁衍的《印象日出》、《印象落日》使用藝術作品框架將這政治權威的象徵美學

化；然而，透過作品內容中落日與日出的修辭，梅丁衍進一步指涉了政權的興起與衰

落過程。因而，台灣總督府作為歷史記憶的殖民紀念碑，權力巔峰以及大敘事的象徵，

可以說《印象日出》、《印象落日》充滿了藝術家精心設計的符徵，而且都有其作用。

例如作品所使用的日出與日落的修辭、作為內容的台灣總督府形象、形式上採用的印

象主義手法以及繪畫外框全都成了符徵，此時印象主義手法代表著日本美術對台灣美

術深刻的影響，日出、日落則指涉政權興衰，而繪畫外框則造成歷史遺物觀看效果。

因此，不同於石川欽一郎對台灣總督府的單純寫生，梅丁衍所繪的《印象日出》、《印

象落日》提供的是一個反省性的文本，用藝術的手法將歷史與政權的演變過程美學化，

而這樣的美學化在感性的面向上，人們仍可以單純地將作品視為印象主義風格的作

品，如同《盧昂大教堂》般地欣賞其畫面上的光影變化之美，但在梅丁衍對台灣總督

府的繪畫再現中，卻還隱含著歷史意義的反思以及對權力爭奪與興衰的隱喻，等待進

一步思索。 



                                                                             

 55

 

 

 

第二節  解構意識型態圖騰的符號辯證 

 

把一本作品或一篇言辭(utterance)看作是意識型態，那就是把焦點貫注在作品

或言辭對於人的主體性究竟是如何地構成和改造的方式上了。 

——泰爾朋（Göran Therborn）77 

 

在此，先以兩個問題作為本節開場：梅丁衍的作品中是否展現了什麼樣的意識型

態立場？或者說，梅丁衍如何利用作品來展現他對於那些主導歷史的大敘事、國族意

識型態而展開的批判意圖？在第一個提問中，筆者認為梅丁衍在作品中對於本土、主

體性、國家認同等問題，採取的是一種懷疑並對之進行探究的立場，也就是說，他並

不採取一種擁抱立場的姿態來進行創作；所謂的本土性、對國族的認同立場（無論是

中國或台灣），在其作品中並不處於一種指導性的理論位置，並由此闡揚關於此種論述

立場的「信念」。而在後面這個問題中，本節將分析梅丁衍作品透過拆解偉人肖像及其

所代表的國族意識型態，一方面是欲指出梅丁衍經常使用二元對立批判的修辭技術，

像是國／共、左／右、藍／綠、星星／太陽、東方／西方等等具備高度象徵意義的元

素，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對偉人肖像符碼的辨識來瓦解其作為「聖像」的存在。 

 

一、兩岸政治的偉人肖像建構 

 

近代以來複雜難解的兩岸關係背後，所牽扯的是國家（族）認同的議題，其中有

著由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中國內戰，以及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並在內戰中最後撤

守的台灣，而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所建立的中華民國的政府架構也在一九四九年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書寫的歷史中宣告結束。在梅丁衍一九九一年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圖十四）這件作品中，創立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與創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

之肖像出現在同樣一個拼圖中，此作是影像輸出在畫布上，因此拼圖的形式是帶有語

意以及營造作品物理空間層次錯覺雙重的效果。這兩位國父透過拼圖的崩落形成了對

                                                 
77 泰爾朋（Göran Therborn），陳墇津譯，《政權的意識型態與意識型態的政權》，台北：遠流，

1990，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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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面容的互補，乍看之下，兩者的臉孔竟然有著高度相似性與不突兀的效果；陳泰

松便指出這件作品是： 

 

……耐人尋味的「圖底」遊戲（英文拼圖“puzzle＂本身就有困惑之意），要說的

似乎是「中華民國」的殘破，徒具表面形式，實質上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取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當然成為一個反諷的標題。這裡值得看的是「圖底」

關係，它是一套「表裡」邏輯，進行的是肖像符碼與政權符碼的交換……78 

 

這兩個肖像均有其代表的政權之象徵意涵，在作品形式上，由於拼圖所具有的空

間層次，因而上方的孫中山肖像崩毀處由底圖的毛澤東所補上。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

圖騰，台灣所有的公家單位都必須懸掛其肖像，而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圖騰更

是毋庸置疑，它則高懸於北京的天安門廣場，兩者互補而成的一幅「新肖像」，並搭配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標題名稱，反諷意味不言而喻。陳泰松指出的圖底關係說

明了藝術家對這段政權更替的歷史敘事，透過此種圖像敘事的隱喻方式進行再呈現。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梅丁衍成長年代中非常普世的一個意識型態口號，「反攻大陸」

和「收復舊河山」則是政治上的主流價值；而對此，梅丁衍曾說到當時創作時的幾個

想法： 

 

其實，當初啟發我靈感的原因，主要是來自孫中山與毛澤東的眼神，他們有相似

之處。我曾經仔細比對各類孫中山的相貌（包括鈔票），雖然都是畫的，但畫家

們都是憑模糊的印象來複製，有些意象被「神格化」了，一切都是出自畫家對「偉

人」的想像。這些聖像衍生出一種集體的記憶，不論它的真實狀態如何，竟然成

為一種習俗。我想挑戰這個約定成俗的內容，它是政治又化的死角，但卻非常真

實地存在。有人認為我是以「新聖像」來反「舊聖像」，其實我更好奇的是人們

看待這個新聖像的內心世界，那才是台灣政治環境的罩門所在。79 

 

梅丁衍利用作品解神話的企圖是相當明顯的，偉人肖像不再有他自己的身世，他變成

了空洞的符徵，並且被意義填滿重新表現出意義。而重新填滿他的是那些偉大的事蹟、

優異的幼年稟賦、甚至是在占星學上具有天文異象的傳奇故事。若用羅蘭．巴特當時

                                                 
78 陳泰松，〈梅氏圖像政治學〉，頁 36。 
79 陳香君，〈梅丁衍訪談記〉，《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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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讀索緒爾的符號學而發展出來的神話學架構，將「集體徵象」（represantations 

collectives）視為符號體系（sign-systems），其目的是為了揭露中產階級文化的意識型

態在各種社會文本中的意義運作方式，找出在每一件「想當然爾」（ce qui va de soi）

的情節中的「意識型態濫用」（lábus idéologigue）。80在巴特的意義下，神話是一種語

言，而神話學意味著一種意義構成的程序，根據林志明的解讀，巴特用質與量來衡量

神話的理想類型，就質來說，神話符徵貧乏而符旨豐富；而就量來說，神話有大量繁

複的符徵，而它的符旨則總是被典型化，種類稀少。巴特透過將第一層次的內容予以

「竊取」、「扭曲」、「非歷史化」的過程中，將其內容傾流入第二層次的內容中，同時

又使得這個意識型態的內容，因為如此而來的去實質化符徵而得到遮掩。神話於是成

了一個動態的程序，一個意義流轉的過程。在〈現代神話〉一文中，巴特指出： 

 

……神話並不隱藏任何事物，他的功能是扭曲，而不是使事物消失…神話的定

義，並不來自其訊息對象，而是來自神話吐露這一訊息的方式。81 

 

因此，偉人的肖像作為一種神話的言談方式，而神話的意義主要在於將意義轉為

形式，並且神話並非藉由其訊息的客體來定義，而是以它說出這個訊息的方式來定義

的。同樣的，當歷史人物的攝影肖像成了某種被神話了的圖騰，那些必須敬禮的所謂

「偉人肖像」也因此誕生，這種情況便如同巴特在〈現代神話〉中所描述的，這樣的

攝影肖像讓神話得以： 

 

更經濟地運作，廢除了人類行為的複雜性，給予它們本質的簡單，遠離所有的論

證，而回到任何立即可見的情況，它組織了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因為它沒有深

度……82 

 

筆者認為，由於不可能存在一種絕對客觀的歷史詮釋，所有的詮釋必定伴隨著詮

釋者的視角和意識型態立場；因此，歷史上的孫中山為什麼竟然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而不是一個滿清政府的叛軍或流寇？由神話學的符號學架構來看，由於他作為一個歷

史人物的意義被第二序的意旨作用填滿，而成為「中國正統政權」的象徵，亦即國父

的稱號伴隨著他的革命事蹟以及所構思擘畫出來的三民主義，形成了國民黨政府與蔣

                                                 
80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許薔薔、許綺玲譯，《神話學》，台北：桂冠，2002 年，頁 3。 
81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神話學》，頁 181-183。 
82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神話學》，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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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王朝援引為中國正統的代言人之權威來源，於是，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成為「中國正統政權」對於統治全中國的想像與必須擁抱的信念時，這整套為了維繫

政權正當性的意識型態就全數灌注到孫中山的肖像身上。因而梅丁衍採用的拼圖設計

在此便顯得無比巧妙，拼圖的隱喻告訴我們，從一開始這個偉人肖像就是一片一片被

「拼湊」出來的，其意義自然可延伸到對孫中山肖像所具有的地位之建構；另一方面，

這幅肖像已然崩毀，露出其遮蓋住的底圖，作為底圖的是代表著社會主義路線的毛澤

東。經由拼圖的作用，當兩者結合而成一幅新的偉人聖像，它便同時是對兩幅偉人肖

像神聖意義的拆解。 

 

二、跨國資本主義與文化認同 

 

    對於文化交流以及當今跨國資本主義的議題近幾年在梅丁衍的作品中時有所見。

他對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直有其思考，像是《社會主義化，資本主義化》（圖十五）

以鮮明的紅色與金色兩個畫框進行對比，畫框的內容分別是大寫英文的社會主義化

（socialized）和資本主義化（capitalized），使用直接的全面赤化和全面金（錢）化的

象徵性顏色和文字，它們都是清楚地指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符徵，將這兩個近代

人類最重要的政治制度以二元對立的方式進行對照，透過它們的符徵引領觀者對其在

人類歷史上所引發的眾多對立情勢和政治事件進行思考。 

在梅丁衍較早期的作品中，有許多利用對商標符號的諧擬轉化，來進行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在今日關係的思考，例如《向托斯基致敬》（圖十六）一作中，社會主義的

重要歷史人物托洛斯基（Leon Trotsky）的肖像，被以一種肖似肯德基爺爺商標的方式

呈現，是將社會主義者與跨國資本主義的速食餐廳創辦人相互結合；另外一件比較像

是小品遊戲作品的《小心醉鬼》（圖十七），則把英國知名威士忌品牌「約翰走路」（Johnny 

Walker）的商標改變成「當心行人」的路標。而前面一節中所提到的《我在檳榔攤看

到三個金色的五》，同樣也以國際香煙品牌與本土公賣局香煙品牌在作品中的相逢，象

徵作為外來文化與本土文化遭遇後的處境。 

而關於跨國資本主義情境下的文化交流，以及不同民族之間的接觸，梅丁衍也利

用文化的象徵符碼的二元敘事手法進行描繪，像是《Kiss I》（圖十八）由代表西方文

化與強勢經濟的麥當勞叔叔，與畫著中國京劇「丑」臉譜的兩個角色相互接吻；《Kiss 

II》（圖十九）是中國京劇中的「生」和日本武士之接吻；《Kiss III》（圖二十）則是由

以中國少數民族的傳統服飾裝扮的女性，與畫著京劇中「凈」的臉譜的男人接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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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作品中，麥當勞叔叔以西方小丑的裝扮面對中國式的小丑；第二件作品則是在

中國和日本的戲劇中都具有相當正面形象的「生」和「武士」互相接吻；第三件作品

出現了女性，由極具男子氣概的中國武士（關雲長）的形象與中國少數民族的姑娘接

吻。在這些互相接吻的過程中，主角都在臉上留下彼此的痕跡，並且也破壞了自己原

本臉上的妝。這一系列作品中，臉譜的象徵意義相當鮮明，不同的民族象徵臉譜利用

接吻所代表的一種親密交流的動作，代表跨國資本主義文化的麥當勞先生與傳統中國

文化、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象徵中原正統漢人與中國少數民族等等文化之間的交流

與碰撞，作品的肖像採取溫和的接吻姿態，並利用攝影記錄其接觸後不能避免地在彼

此臉上留下的痕跡。 

將文化交流的過程象徵化（扮裝、臉譜）以及隱喻化（接吻、痕跡），是梅丁衍經

常使用的手法，例如早期的作品《西體中用》（圖二十一）就把杜象和其所象徵的西方

藝術史（觀念藝術）的小便斗，繪上中國瓷器的藍色花紋，而作品的標題「西體中用」，

則是諧擬近代中國的知識分子面對現代化衝擊時所提議的各種對應策略之一，語出張

之洞《勸學篇》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口號，梅丁衍將之倒轉，

利用語意上象徵的手法來表現一種文化融合的現象。 

另一件發表於二○○三年名為《中體西用》（圖二十二）的作品，則是一件英國

「Burberry」品牌條紋方格花紋的中國改良式旗袍，而旗袍上方則有一位臉上畫著同

樣的品牌方格紋的東方女性。和早期的《西體中用》一樣，梅丁衍利用標題的語意和

作品元素所帶有的象徵性（代表英國、資本主義的「Burberry」和代表中國傳統服飾

的改良式旗袍與東方女性）來闡明文化交流的手法屢見不鮮，在這當中，無論是商業

的標誌或是文化的符碼，都必須站立在其特定的象徵意涵之中，儘管在作品中兩個象

徵符碼已融為一體，它仍必須以觀者得以辨識其各自象徵意義的方式表現出來。亦即，

我們對於作品中符號作為一種文化的象徵，總是從一種共通的語言或是固定的概念出

發，由此，作品就成為圖示出這種站在固定文化位置並彼此交流的功能；然而，若從

另一方面來看，作品也以兩種固定的文化主體之形象表現，指出了我們對於不同文化

的固定認知與刻板印象。梅丁衍說道： 

 

我了解東方與西方的二分法，在當今已是一個不被接受的思維模式。但是我想強

調，東、西方仍然存在著一些始終無法凌越的鴻溝……《中體西用》系列則是我

刻意把東西方美術史中的作品，做一種直接的並置組合。在某種微妙的論證條件

下，兩種不同的意識型態可以急就章式的「合作」，形成一種「混血」，一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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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辯證語境，使得兩種不同的意識型態彼此相互穿透……《中體西用》系列，

便是試圖透過不同文化表徵的某種「邏輯」並置，誇大這種模式的可操弄性，以

反主體受客體牽制的無奈性。83 

 

梅丁衍了解東西方文化的二元劃分方式在今日已逐漸不被接受；然而事實上，東方與

西方確實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梅丁衍的作法即是刻意將之並置，東方與西方的文化

在作品的某種微妙的論證下，可以變成一種「急就章」的合作，形成混血與融合的辯

證語境。筆者認為，其作品仍使用分別代表東方與西方的象徵符號，其實是出於一種

反諷的立場，這種立場試圖去指出「論述」在主體面對不同文化客體時的關鍵性策略

地位。 

關於這種對文化認知的策略性形構的看法，在此考慮的是《東方主義》一書所提

出的概念，後殖民理論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指出，「東方」（The Orient）幾乎就

是歐洲的一項發明，而且自古以來便是一個充滿浪漫、異國情調、記憶和場景縈繞、

令人驚豔的地方。東方主義是一種出於西方主體需求而對東方進行的知識建構，因此，

東方主義意味著西方人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一整套認知與話語系統。在這個意義上，

東方主義並不屬於一個自然地理方面的事實，因為東方不只與歐陸毗鄰，它也是歐洲

最大且最富足、最古老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及語言的來源、它的文化競爭者，以及其

最深、最常一再出現的「異己」（the Other）意象。除此之外，東方作為一個相對照的

意象、理念、人格與經驗，也幫助了對歐洲（或西方）的自我界定與示明： 

 

……東方是歐洲物質文明與文化之整體中的一部分。而東方主義及是在文化、甚

至是意識形態的層面，將這一部分表現與再現為一種論述模式……所以說，東方

主義不是歐洲人空幻虛浮的東方幻想，而是好幾代以來，被創造出來的一整套有

相當多的物質投資的理論與實務。這持續不斷的投資，造就了東方主義，一套關

於東方的知識體系……它首先是透過有關「誰是或什麼是東方」的概念，並透過

經驗實體、還有一整套慾望、壓抑、投資和投射所支配而作用的細密邏輯……84 

 

因此薩伊德認為，這些再現更是以制度、傳統、習俗、了解效應的共同符碼為基礎，

根本不是立基於那個遙遠而又模糊的東方。東方主義意味著，東方是西方的建構物，

                                                 
83 陳香君，〈梅丁衍訪談記〉，《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5。 
84 薩伊德（Edward Said），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北：立緒出版，1999 年 9 月，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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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透過政治權力、文化權力、道德權力、知識權力等的複雜交換而形成的。所有的

東方主義代表了東方卻又遠離了東方——東方主義對西方的意義是大於東方，西方利

用各種再現技術，將東方變得可見、清晰，因而所謂的東方其實是存在於論述中的「那

兒」。 

    根據這樣的看法，東方文化出於西方知識建構的需要被刻板化與意識型態化，變

成一整套標示自我主體性的論述建構，所謂的「真實的東方」其實是缺場的，當東方

主義以一種論述的形式幫助西方主體界定自身，所謂的文化的交融其實主要就是論述

下的產物。若由此來看待梅丁衍對於文化象徵物的處理，不同的文化以其最具代表性

（或者說，刻板化）的象徵符碼，在作品的布局中進行接觸（如作品《Kiss》系列）

與交融（如《西體中用》），梅丁衍的作品就是誇大此種文化交流以作為一種論述的可

操弄性，將原先應是極其複雜的文化交流與融合的細密網絡予以刻板化、意識型態化，

其中，《中體西用》的女性形象更是透露了商業品牌所象徵的經濟因素，在文化交流的

過程中所帶有的慾望成份。綜合以上所述，梅丁衍使用作品的論述將文化象徵符碼編

織成文化交流的想像情狀，並進一步利用接吻和陰柔女性所具有的「慾望」之意涵，

以及文化象徵物（面具、文化圖騰）所帶有的論述性質，來反諷文化主體的建構其實

是一種描繪出「他者」的論述技術，並且所謂的「文化本質」之概念本身就是論述性

的，而文化交流其實更帶有對「他者」的征服慾望。 

    這些作品可以代表梅丁衍從「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之後，一路透過作品對於不

同的文化接觸之現象進行的持續探究。當文化的交流與影響從五○、六○年代的「東

方」、「西方」，到九○年代初期「本土」與「西化」以文化的二分法進行討論，並進一

步探問「台灣美術主體性」為何時，梅丁衍在這些作品中使用文化象徵符碼的「展演」

來陳述這些不同的立場，都是出於論述建構的需要，並試圖製造出交融後的文化產物，

可以經由簡單的手法就產生「交融」的效果，而這樣的交融其實仍需要透過對刻板符

碼的辨識，因此作品刻意採取刻板化的象徵符號，來反諷那些出於論述需要而將「他

者」文化予以簡化、刻板化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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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遺跡考古學 

 

 

如果去檢視梅丁衍的創作題材，可以發現其中有很大的部分來自於對台灣的歷史

的重新檢視；由於這類的議題在台灣歷史發展以及邁向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起著關鍵

性的影響，並在數十年後的今天形成政治詮釋角力的場域。本節將就梅丁衍對於台灣

白色恐怖歷史之凝視——從「二二八事件」到戒嚴時期的政府高壓控制，以及對美麗

島事件的緬懷省思——討論其是如何透過作品進行此類議題的再呈現與再探討。 

 

第一節 政治遺跡的歷史凝視 

 

一、白色恐怖的凝視 

 

對於二二八事件，在一九八九年由侯孝賢所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中，以既聾

又啞的主角林文清（梁朝偉飾）作為敘事的主要軸線，意喻著這段歷史在台灣長期以

來不可言說的聾啞狀態。而在梅丁衍的《二二八史盲》（圖二十三）中，梅丁衍也以類

似的暗喻，將「二二八」三個字製成辨識色盲的圖片，用以比喻台灣官方長期以來的

歷史書寫，常常是以色盲的眼光將二二八事件視而不見，作品即是以此種視覺隱喻的

方式，對這段被掩蓋的歷史進行凝視與辨識。當「二二八」這三個數字並置成為一組

符徵時，其所意指的歷史事件即使在今日仍有巨大的後續影響；對此，梅丁衍認為「二

二八事件」至今已然成為一種政治現實角力與權力運作的對象，他說： 

 

二二八會成為「國族創傷」其實並不是必然的。現在它已成為一種政治角力，似

乎歷史教訓、人道議題都成為次要的事了。在我探索黃榮燦身世的時候，有不少

人很熱心的幫忙我。但他們也有鮮明的意識形態。不同政治立場的人，對於黃榮

燦角色的註釋，有著顯著的差異。在二二八平反運動中，誰能夠被平反並且成為

歷史和文化記憶的一部分，都和現實世界的權力運作，以反受難者遺族的政治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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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極大的關連。85 

 

而藝術家對於某些部分的歷史以及人物的特別關注，很大的程度上與他自身的經

歷有關。在一場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所舉辦的「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中，

梅丁衍提到在他於馬祖服役期間，曾因被懷疑思想有問題而被囚禁兩個月，從而在情

感上埋下了日後研究同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黃榮燦生平的種子。梅丁衍退伍之後在赴美

的十年期間內，曾經擔任一家中文左派報紙的美編長達五年，也因為身處國外的緣故，

所以經常可以接觸到一些島內被查禁的刊物。自八○年代起，他開始與大陸的版畫家

通信，也開始知道了有黃榮燦這個人的存在；而九○年代六張犁墓群的發現，以及安

全局檔案的曝光，更幫助了梅丁衍展開對於黃榮燦與「二二八事件」更為深刻的研究。 

集合了黃榮燦作品與相關文獻的裝置作品《向黃榮燦致意》（圖二十四）與《燦柱》

（圖二十五），即是梅丁衍此類深入研究後所做的作品，同時也是對於黃榮燦的致敬作

品，藉此除了悼念這位受到政治迫害的藝術家，也試圖對這段歷史進行重新考掘之旅。

至於為何對黃榮燦特別關注，梅丁衍說道： 

 

我覺得有必要平反黃榮燦，這除了因為他曾經刻了不少「文以載道」、批判時政

的版畫佳作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理由，那就是很多像黃榮燦一樣的「外省」單

身族群，他們枉死後根本沒有親人在台灣幫忙料理後事或為其申冤奔波。當然，

最重要的是，黃榮燦曾經任光復初期的台灣藝壇做過出一定的貢獻，身為文藝工

作人都遭政治迫害：只因他的政治傾向與政府不謀，就遭處決﹔我相信，與黃榮

燦同樣悲慘而無人聞問的犧牲者仍大有人在。86 

 

對黃榮燦的致敬與研究是一個梅丁衍極為重要的系列作品，更重要的是，當一位藝術

家向另一位藝術家致敬，其中既有屬於個人情感認同的因素，同時也更有著對於藝術

家創作風範的景仰。 

左翼木刻版畫家黃榮燦是政治性藝術家，一九四五年由大陸來到台灣，經由新聞

及出版的工作管道進入台灣的文化圈，認識了不少台灣的文人學者以及藝術家，並且

也在「台灣文化協進會」發行的刊物《台灣文化》上發表多篇文章，在台灣光復初期

積極活躍於藝術文化舞台。「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黃榮燦便製作了《恐怖的檢查——

                                                 
85 陳香君，〈梅丁衍訪談記〉，《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5。 
86 陳香君，〈梅丁衍訪談記〉，《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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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二二八》，來強烈批判「二二八事件」。黃榮燦的作品繼承了魯迅左派木刻版畫的

社會寫實風格以及真實反應社會的精神，但並未淪為政治宣傳樣板，在當時勇於利用

行動以及藝術作品批判威權，因而成為政治性藝術家的典範。因此筆者認為，梅丁衍

的作品對黃榮燦的致敬並非隨意為之的，因為和黃榮燦一樣，梅丁衍同樣利用藝術作

品對政治、歷史與時局進行批判；但與黃榮燦不同的是，梅丁衍的手法是反諷的，主

要是透過各種象徵的、隱喻的、聯想的修辭的技巧展現其批判性觀點。 

前文提到了梅丁衍在軍中服役時，經政戰系統的思想檢查有叛亂的嫌疑，並因而

入看守所兩個月，緩刑半年假釋退伍的經歷正好發生在「美麗島事件」期間。一九八

○年「美麗島事件」發生之時，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於黨外勢力採取壓迫的態度，之

後隨著軍法大審在全國引起關注，當時的辯護律師、受刑人以及受刑人家屬後來也紛

紛投入民主運動的政治改革，並凝聚成民進黨的政黨雛型。一九九九年，在華山藝文

特區（今華山文化園區）烏梅酒廠，即舉辦了一場為紀念「美麗島事件」二十週年的

展覽「那天我們非常美麗」，梅丁衍即針對此展覽製作了《盪憲誌》（圖二十六），關於

這件作品，梅丁衍說道： 

 

憲兵象徵國家憲法之威信，然而中華民國之憲法，亦如中華民國之國家形式，

從某種角度而言（國際關係法），也是一種「烏托邦」概念。由「立憲」到「修

憲」之爭，不斷反映著中華民國當前所處之國家認同危機尷尬現象。故而本人

將憲兵立於一鞦韆之上，意喻國家之情境搖擺不定（鞦韆可柔化憲兵之剛冷性

格）。憲兵右手持一束玫瑰（美麗島事件大審時，施明德先生曾提出以玫瑰花象

徵獨立國家之國花），以示向美麗島事件之民主運動精神致意。憲兵左手持警

棍，表示台灣之真正民主獨立路途仍艱鉅。憲兵戴上金色面具，另象徵中華民

國之民主運動似有「拜金趨勢」。87 

 

根據梅丁衍的說法，在《盪憲誌》這件裝置作品中布置有許多符徵，它們分別指向國

家憲法威信（憲兵）、民主運動精神（玫瑰花）、擺盪不安的國家情境（鞦韆）、國家機

器之脅迫控制（警棍），以及民主運動拜金化（金色面具）。由於展覽是為了紀念美麗

島事件而作，因此引用了許多「美麗島事件」的元素，其中以憲兵和警棍代表威權的

國家機器，鮮花則代表和威權抗衡的力量。 

《盪憲誌》像是一則「美麗島事件」二十年之後的歷史評述，但也並不只是對於「美

                                                 
87 轉引自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台北：木馬文化，2002 年 10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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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島事件」本身的再現性敘事；作品從歷史事件出發，從台灣歷史走過的路徑，來對

當下處境與國家宰制的問題進行思考，例如，手持鮮花的憲兵站在懸吊半空中的鞦韆

上，表述出一種國家機器對人們行動的監視，與對身體的掌控和思想的箝制；而憲兵、

警棍與鮮花的符號意義形成一種對比，前者象徵威權，而後者則包含和平的意涵，兩

者刻意並置便構成了一種衝突的效果，這樣的效果，也說明了台灣社會從威權的戒嚴

時期走向民主開放的時代之過程中，所產生的衝突。儘管在梅丁衍的說法中，鞦韆可

柔化憲兵的剛冷性格；然而，站立於鞦韆之上的動盪不安感，更是台灣政治解嚴一路

走來搖擺動盪的社會背景之最佳圖示。此外，除了符號本身的意涵外，若從手持鮮花

的憲兵將警棍垂下所產生的敘事效果看來，作品在批判性中依然帶有對這段歷史的哀

悼之意。 

 

二、《哀敦砥悌》的政治遺跡 

 

二○○一年，當梅丁衍的「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正在台北當代藝術館展

出之時，恰巧發生了台灣與賴比瑞亞斷交的外交事件，對此，梅丁衍特別將描述台灣

與各邦交國交往之政治現實狀況的作品《哀敦砥悌》進行時效性更新，並以行動劇方

式演出哀悼斷交的儀式，作品中代表台灣邦交國數目的金盤也即時更換，從二十七件

變成二十六件，這突顯了《哀敦砥悌》是一件伴隨著政治現實持續進行中的作品。這

件裝置作品最早於一九九四年參與藝術家范姜明道所發起的「裝置阿波羅」活動，梅

丁衍首度正式以「identity」作為作品名稱，並於印象畫廊展出。《哀敦砥悌》不但可以

隨著時局改變展出內容，除了可以視為單件作品來看待，它還可以同時含括許多作品

一起展出，成為同系列的大型空間裝置，例如一九九六年「台北雙年展」中，梅丁衍

參展的大型裝置作品《外交官辦公室》，就是以《哀敦砥悌》作為展覽主軸，搭配許多

處理類似議題的作品，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星星與月亮的故事》、《東方紅》等

一同展出。 

《哀敦砥悌》的展出形式通常布置成像是紀念館或史料館般莊嚴的場景，除了展

出空間中的紅地毯、總統肖像、國父遺像，並用櫥窗陳列國旗、禮刀以及台灣與他國

建交的紀念金牌。藝術家更擬了一張〈哀敦砥悌本事〉，諧擬官方的口吻訴說本展的內

涵： 

 

……事實上，國際間對我國的斷交之舉，並非藐視我中華民族存在之事實，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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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弱國」才無外交，而是根據現存國際公法體制，只能選擇一個國家與唯一

政府，便於進行種種外交事宜，也就是根本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概念。而若

中華民國有被「孤立」國際之憾，其實也非藩邦們的忘恩負義，實則是「中國」

內部協調不當所致，俗云：「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國的鬩牆內鬨，才是當前中

華民國外交求存的原動力，而如何突破外交困局，不但可以開拓現代國家定義的

新內涵，同時也能以「鬥智」取代「鬥武」換取新的國際承認政權。……中華民

國若能真以經濟利益作為「哀敦砥悌」的前瞻目標，或以長期「銀彈外交」作為

扳回國際尊嚴的信心，那麼四海之內皆兄弟的浪漫情懷——寡廉鮮恥、酒肉兄弟

的外交政策——或許可以再次豐碩禮儀之邦的內涵。 

 

如同〈哀敦砥悌本事〉所說的，中華民國的困境在於中國的內鬨鬩牆，而世界上

只能承認一個中國，並且反諷中華民國的銀彈外交。在本文進行的當下（二○○七年

六月），台灣再度面臨由於中共對於我邦交國強力的銀彈攻勢，不得不宣布與已有六十

幾年邦誼的中美洲邦交國哥斯大黎加斷交的重大挫敗。如今，連銀彈外交都逐漸不敵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外交處境顯得更加艱難。《哀敦砥悌》這件作品對於歷史、國

家以及台灣的當前處境進行反思，而莊嚴肅穆的裝置場域對照殘酷的國際現實和國家

處境，被禁錮與塵封在櫥窗中的各種外交象徵物件，則在人們的凝視下顯出強烈的哀

悼氛圍。 

姚瑞中在談到梅丁衍的《哀敦砥悌》時認為： 

 

……他巧妙地將兩者的意義置於同音不同義的詞語轉換中，將台灣本身模糊的身

份認同，投射於外交處境上；除了調侃台灣的金錢外交處境之外，並探討海峽兩

岸在民族主義上是如何尋求認同的血統課題。在此，反諷不僅是修辭手段，而是

通過修辭的認知來進行寓言式的解構；換句話說，在這件看似嚴肅卻又充滿調侃

的作品中，對觀眾所理解的歷史系統進行顛覆……透過此種打破歷史神話並重新

潛入現實的手法，來質問所謂的「主體意識」在客觀環境下的質變，所偽裝成具

有主體性的失憶症狀。88 

 

姚瑞中指出作品的反諷以及對於歷史理解的顛覆時，順勢指出了作品對中華民國神話

的解構；對此，戴麗卿也指出： 

                                                 
88 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台北：木馬文化，2002 年 10 月，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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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丁衍運用強化英文 Identity（身份認同）雙關諧語——「哀敦砥悌」基調所

發出對內意識形態的，對外台灣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質疑。89 

 

對此，筆者也持有相當類似的看法，亦即《哀敦砥悌》以虛構的手法布置出了中華民

國的真實困境。在這個看似莊嚴肅穆、戰功彪炳的國家級「偽」展覽館中，梅丁衍殘

酷地揭露了台灣一直面臨的外交困境與對自我國家認同的危機；展覽的櫥窗框架出的

意義是，對於中華民國歷史的政治處境拜物化、當成聖物般之觀看所具有的反諷，而

那些可以變更的展覽內容（隨著斷交建交而增補的金牌）則變成了國家處境的寓言。 

由《哀敦砥悌》引發的關於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這裡將談及詹明信訪問台灣時

曾經指出的，台灣的身分認同仍有一空缺等待填補，填補這個空缺的可能是一個假設

性的台灣身分的疑問，因為這個身分本身既是問題，也是答案。在〈為台北繪圖〉一

文中，詹明信討論到楊德昌執導的電影《恐怖分子》，他認為，對電影中主角身處的空

間來說，台北是被繪製成圖、並且被塑造成了相互疊加的一套裝在盒子裡的住宅空

間——所有的人物在這裡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被囚禁起來。電影中主角的命運則可

以視為是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發展的種種侷限的幻想之比喻性演繹，也就是國族的寓

言。詹明信也進一步主張，第三世界的文化生產與第一世界的最大差異在於，第三世

界的文化本質上是托喻性（allegorical）的；廖炳惠討論「國族寓言」時也將焦點集中

在此： 

 

詹明信以魯迅、王蒙、王文興為例，也透過分析楊德昌恐怖份子，來說明劇中夫

妻間的衝突與片尾突兀的發展，其實和台北市籠罩在全球貿易體系下深沈的壓力

有關……這些場景都象徵台灣作為一個沒有他國承認的政治體系（state without 

nationhood），只有政體而不具備國體的錯亂，傳統和現代化彼此對立的不協調與

衝突……台灣在市場消費、國家認同和跨國貿易的面向上，都面臨來自中國、日

本和美國的強勢壓力，有著巧妙的對應關係，劇中主角的命運，其實就是「國族

寓言」。90 

 

                                                 
89 戴麗卿，〈如果平民藝術與官方政治同聚一堂——讀梅丁衍的「哀敦砥悌」思維〉，《現代美

術》，67 期，1996 年 7 月，頁 13。 
90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北：麥田，2003 年 9 月，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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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族寓言的角度來看，《哀敦砥悌》使用大量的官方政治外交的符號來象徵國家的處

境，並將符號組織成寓言化的敘事。梅丁衍對於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可說有著極大的關

注興趣，而其作品中也經常展現此種國族敘事的托喻特質；下面一節將討論梅丁衍透

過戰爭場景以及國旗的使用來展現此種國族的寓言。 

 

 

 

第二節  國族寓言 

 

梅丁衍在許多作品中使用一種聯繫的方式，以作為兩岸的歷史、血緣以及政權關

係之隱喻，例如其名為《乳牛》（圖二十七）的動畫作品，就是以隱喻的哺乳關係，來

展現對於「同文同種中國人」概念的民族認同建構。而關於這件作品，梅丁衍說道： 

 

有些人認為這件作品是在表達「台灣獨立」的概念，但實際上應該更複雜。首先

就是為什麼大家都把乳牛與小牛身上的圖樣解讀為「中國地圖」？乳牛的黑白圖

案會被人們任意的猜臆……台灣是靠比對中國大陸的沿岸才被指認出來……至

於小牛與乳牛漸行漸遠，又被簡化地解釋為「台灣自主」，這種對於小牛與乳牛

如此意識型態的導讀，反應了語言、文字或符號表徵都被簡化到一種「懶惰」狀

態，這叫做「消費」。91 

 

《乳牛》採用動畫方式來表現兩岸這種微妙的歷史聯繫關係，作品的內容將東亞地圖

巧妙地隱藏於乳牛身上的斑紋，而喝著母牛奶水長大的小牛身上長出的斑紋正好是台

灣地圖，喝完奶後原本的藍色背景變成綠色的，當兩隻牛合併成地理上的中國與台灣

相對位置時突然變成紅色，然後兩頭牛朝著景框的兩邊分頭離去。一般經由熟練的觀

者對地圖符號的認知與顏色的辨識，這件作品似乎會被解讀成哺乳關係的中國與台灣

在綠色執政之後終將分離，也從隱約留露出台灣終究是由中國所撫育長大的大中國思

想。歷史上，台灣住民確實來自中國；然而以語言系統作為線索，台灣卻是南島文化

的頂端（東至復活島、西至馬達加斯加、南至紐西蘭），它的原住民則屬於南島系統。

然而，梅丁衍利用這件作品要突顯的觀察是，前者的「哺乳關係」是中國政府拒絕台

                                                 
91 陳香君，〈梅丁衍訪談記〉，《梅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台北：當代藝術館，2001 年，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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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從祖國分離出去的理由；而後者「台灣有著不同於外來於漢人族群的原生南島文

化」，則是倡導台灣獨立者建構「台灣不屬於中國」這套論述時可以援引的著力點。下

面將試圖從梅丁衍作品中的戰爭場景與國旗元素，來探討藝術家將國家處境寓言化的

方法，利用作品編織敘事架構引發我們對身處的當前處境進行反思。 

 

一、戰爭場景的國族隱喻 

 

藝術史上不乏利用作品對戰爭進行頌揚或者控訴的作品，本節試圖指出，戰爭場

景是梅丁衍進一步將兩岸關係以寓言的方式敘事化的手法，但它並不一定展現出選擇

歌頌或反對戰爭的立場。 

關於戰爭場景的繪畫，本文所舉的例子是畢卡索的《格爾尼卡》（Guernica），這

件作品在構圖上將戰爭的場景凝縮成三聯式宗教繪畫般的空間，而戰爭的場景時空和

身歷其中面對那殘暴與驚恐的人們，經由畢卡索以各種肢體形象的轉化與畫面的布

局，使得此畫並非僅是對一九三七年那一場西班牙內戰中，德國戰機在西班牙國民軍

政府佛朗哥（Franco）的要求下，向格爾尼卡猛烈轟炸戰役的歷史場景再現，而是展

露了戰爭的黑暗面以及對於諸多無助百姓的人性描寫，讓此畫成為描寫「戰爭本身」

的本質象徵。 

我們的時代關於戰爭的想像，從五○、六○年代美蘇冷戰架構下的嚇阻邏輯，到

第一次波灣戰爭中由曾經參與越戰的美國參謀總長鮑威爾（Colin Powell）、美國國防

部長錢尼（Dick Cheney）、聯軍指揮官史瓦茲柯夫（Norman Schwarzkopf）等人，和伊

拉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一同共謀上演的極具男性氣概的美國大勝利（Win Big）

劇場，老布希的美軍以壓倒性的勝利轉移了越戰挫敗的歷史陰影，並以此重新獲得世

界警察的正當性地位。對此，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則以另一個角度來思考這場戰

爭，揭露了這場戰爭中對於媒體與先進科技的炒作、投機與虛擬性所代表的一場的超

大型廣告試驗，此即如社會理論學者朱元鴻在布希亞的著作《波灣戰爭不曾發生》導

讀中所指出的： 

 

一九九一年在波灣，布希亞看到的不是戰爭的壯美，而是戰爭的降格與墮落；看

到的不是主權的光輝，而是在世界新秩序的警察制裁下，攤暴在沙漠壕溝中的主

權屍骸。92 

                                                 
92 朱元鴻，〈那場不曾發生的戰爭，眼熟了！〉，《波灣戰爭不曾發生》，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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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戰爭不再是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Hegel）及巴岱耶（George 

Bataille）眼中的崇高與壯美，也不再是法西斯式的新野蠻主義，在布希亞眼中，戰爭

成了一種由媒體宣傳與炒作的非事件，一具戰爭的屍體。93 

儘管處於高度戰爭風險的台海區域，台灣當代藝術家對於戰爭議題的處理並不多

見。梅丁衍發表於二○○二年的作品《境外決戰系列》（圖二十八），是少見的將戰爭

場景納入藝術創作的題材，作品將一些類似台灣觀光風景明信照片與軍事雜誌的戰機

圖片，利用電腦影像合成的手法拼貼成台海爆發戰役的場景。作品呈現了空中戰機與

地面部隊的血戰就發生在台灣的總統府、台北市立美術館、清真寺、中正紀念堂、故

宮博物院，以及發生在《決戰境外系列——觀光篇》（圖二十九）中的八卦山、野柳、

花東縱谷、忠孝東路等處。作品挪用拼貼坦克、戰機等武器的圖像，虛構出一個兩岸

開打的戰爭場景，其中經國號（IDF）戰機代表台灣的國軍，而米格機代表解放軍；

作品讓戰爭的場面，就發生在台灣首都台北以及整個島上那些具有政治、歷史意義的

建築物上空。若進一步對應到這件作品創作的時空因素，可以說是對總統陳水扁於二

○○二年提出的「境外決戰」之概念所做出的回應。 

然而，《境外決戰系列》的標題語意與其作品內容發生矛盾，畫面中的建築標的物

以政治中心的首都台北為主，加上台灣島上幾個知名的地標式的觀光景點，內容顯示

了這場戰役全數發生在「境內」，或許可以說，這種圖像與語意的刻意矛盾，正是作品

回應陳水扁「境外決戰」說法的一個反諷的起點——回顧當年美蘇冷戰全球架構下的

嚇阻邏輯之所以能成立，正是由於雙方都擁有能「保證相互毀滅」的戰略核子武器而

達成恐怖的平衡。然而，這件作品指出了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即當前兩岸發展某種

以嚇阻為戰略邏輯的軍備恐怖平衡競賽中，台灣是否真有能力進行境外決戰？另外，

當空間性的「境內」與「境外」竟然顯得難以區辨、其中的界線被取消，而當這樣的

消解本身所具有的對於台灣國家性之辯證的隱喻時，也多少突顯了台灣那種非國家的

國家性。 

另外，從影像本身的呈現方式來看，國軍戰機與共軍米格機展開之英勇的激烈戰

鬥，其實正是一種對好萊塢電影式的想像，或者可以說這便是一種再現電影中「虛構

的戰爭影像」之「影像」，其中對於戰機與坦克採取各種不同姿態的安排，有散置著對

抗、具速度感的飛行姿態、將畫面空間高度壓縮以便同時顯現空戰與地面戰的空間扭

                                                                                                                                            
著，邱德亮、黃建宏譯，台北：麥田，2003 年 5 月，頁 18。 

93 布希亞，《波灣戰爭不曾發生》，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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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飛彈在空中精彩的爆破、也有永浴愛河般地相連著一起墜機……這些高度飽足的

視覺張力增進了圖像的娛樂效果。不過，筆者認為作品是否是所謂的戰爭真實場景之

再現並不是重點，重點不在於戰爭是否真的會發生，因為這是藝術家利用符號拼貼建

構出來的一則政治論述；梅丁衍利用《決戰境外系列》諧擬著戰爭電影的影像，以戰

爭場景的想像作為寓言，反諷兩岸對奕遊戲的你來我往就像是種政治的雙人舞。這是

社交禮儀般地一進一退的戰爭劇場，既表面又想像的政治遊戲。關於這一點，從圖像

修辭上來看，梅丁衍採取的是比例之誇大和故意露出其合成手法來刻意製造戰爭的戲

劇效果，並且在這種刻意誇大所造成的「疏離效果」中剝奪觀者對於真實戰爭場景的

影像再現，並且包含那些由這種影像再現所引起的任何像是面對新聞報導照片般對於

「真實」渴望的投射。 

如果從兩岸歷史上發生的真實戰役來看，或者從一九五八年的金門八二三砲戰

中，兩岸所採取的戰略所具有的國族象徵的意義來看，它顯示了「國共內戰」彼此對

於國族認同的相同情感。解密檔案中，美國在戰況緊急下援助台灣可以發射戰術核彈

的八吋榴彈砲，儘管擁有這樣的武器，最後也在避免造成「同胞」重大死傷以及演變

成全民族的毀滅性戰役的情況下，而只用來發射傳統彈頭。北京當局最後讓戰爭演變

成「雙打單不打」的象徵性戰役，也塑造了蔣經國數度前往前線的英勇神話事蹟；由

此可以看出，北京只是藉由這種讓國共內戰持續進行來象徵性地維繫兩岸關係以免台

灣獨立。那麼，由此觀點回頭來看梅丁衍的《境外決戰》系列，就不會認為這是對兩

岸真正發生戰爭的預言，而成了兩岸對於戰爭作為一種彼此確認關係仍維繫著的寓言。 

從作品內容來看，梅丁衍選取的戰爭場地必須擁有符號學上的價值：首都日本人

所建的總統府如今是中華民國的政治中心、代表中華文化正統的但位於台北外雙溪的

故宮博物院、北伐時期蔣委員長到國共內戰時期撤退台北的一代強人長眠處的中正紀

念堂、接受外來文化衝擊但是代表著台灣當代藝術史發展軸心的台北市立美術館，以

及花東縱谷、野柳等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出來的天然場景；這些象徵符號有其義務來

為藝術家這整個系列的作品，串搭起對於國族歷史敘事的想像，那是台灣從日本的統

治到中華民國的接收、蔣介石攜帶著故宮國寶轉進台北的那段殖民與涉入國共內戰的

歷史，也是一段台灣本土文化主體萌發之後，仍需面對這段歷史的糾結情境的寓言敘

事；然而，這一則寓言是反諷的，而反諷的效果便發生在作品內容娛樂化、漫畫化所

造成的喜劇效果。又例如另外一件作品《海峽牌魚雷醬》（圖三十），藝術家以一貫的

幽默將兩岸一但爆發戰爭時，中共海軍對台灣海峽以及主要港口進行封鎖時的關鍵武

器魚雷作成「魚雷罐頭」，透過魚雷罐頭來將戰爭輕盈化，此作更將兩岸未來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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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不會發生的海峽戰爭給進一步娛樂化、綜藝化了。 

對於戰爭的想像也在《漂浮》（圖三十一）這件作品中出現，在二○○七年高雄市

立美術館的「台灣美術與社會脈動 2：寶島曼波」聯展中，梅丁衍將《漂浮》這件作

品重新布置成影像裝置，作品將歷史上毛澤東泳渡長江的畫面，諧擬成自己在台灣海

峽中游泳。此種藝術家將自己現身在作品中的手法，令人想起另外一位以兩岸政治歷

史為議題的台灣藝術家姚瑞中，他的《反攻大陸行動》、《萬里長征行動之乾坤大挪移》

94透過身體的直接行動，而留下各種符號學需要的痕跡。姚瑞中以觀光客的「他者」

裝扮，依循著當年共軍「長征」的路線，在幾個重點城市拍攝他自己倒立之姿的身體，

以此進行其所謂的「反攻大陸」之行；此外，他類似的行動還有在世界各地華人街進

行攝影的作品《天下為公行動》95。姚瑞中的作品是真實的行動痕跡，未經變造的攝

影文本同時也是其行動藝術的紀錄文件。 

許綺玲在〈台灣攝影與中國符號初探〉一文中認為，可以用攝影類別的慣例定型

來解讀姚瑞中的《反攻大陸行動篇》，其採取的主要理由是，照片的構圖採用全景式構

圖（觀光地明信片式），是一般遊客慣常採用的廣角自動相機所欲掌握的全景，被拍者

的比例也相對較小，而姚瑞中的打扮也完全符合拍照留念的標準形象，因此這些照片

也重疊著旅遊照文本。96而不同於採取旅行攝影文本的形式進行實地行動留影，梅丁

衍則透過變造歷史影像文本，手法上將多重影像的重疊成為動態的影像，並且在其影

像裝置中，在台座上擺放著權充救生圈的浮球以及抱枕，作品述說在兩岸一番血戰之

後，藝術家一人泅泳於「染紅」的海峽之中載浮載沉。 

                                                 
94 姚瑞中的《反攻大陸行動》可分為序篇、入伍篇、預言篇、行動篇以及行動外一章。1994

年姚瑞中入空軍服役，並把入伍服役當作作品，並於服役期間蒐集各式各樣軍中文件及證明

是為〈入伍篇〉，同樣也於 1994 年 8 月號的《雄獅美術》刊登廣告宣示此行動。到了 1997
年《反攻大陸行動》的〈行動篇〉，姚瑞中前往中國北京歷史博物館中國對香港行使主權的

倒數鐘前、北京天安門廣場、香港中環中國銀行、北京祈年殿、人民英雄紀念碑、八達嶺長

城、北京天壇、上海灘、明十三陵定陵、北京故宮十個景點進行所謂的反攻大陸行動，藝術

家身穿休閒服、戴著墨鏡的形象拍下立正跳躍的瞬間。另外，在 2002 年〈行動三部曲外一

章〉的《萬里長征行動之乾坤大挪移》計畫，是姚瑞中應「長征基金會」的邀請，參加中國

策展人廬杰及邱志杰策動的大型展出計畫，重遊這些當初共產黨被國民黨追勦的逃亡路線各

地點進行創作，計有十個象徵性地點，包括：貴州遵義會議舊址、貴州紅軍山紅軍紀念碑、

貴州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貴州紅軍四渡赤水紀念碑、貴州茅台酒廠、重慶解放碑、重慶渣滓

洞、西昌衛星發射站、摩西海螺溝毛澤東住所舊址(四川)、四川瀘定橋，以雙手倒立之姿進

行攝影。 
95 《天下為公行動》是為姚瑞中〈歷史測量系列〉第三部曲，針對中國以外所興建的中國城現

象提出的再思考，在展場中觀眾可拿起一把玩具槍瞄準畫面上的角色人物射擊。此作品共在

十個城市進行，包括：多倫多、溫哥華、維多利亞、費城、紐約、舊金山、巴黎、倫敦、橫

濱、布里斯本等城的中國城牌樓前進行行動-攝影。 
96 許綺玲，〈台灣攝影與「中國」符號初探——在不在：符號在哪裡？「中國」在哪裡？〉，劉

紀蕙編，《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略》，台北：麥田出版，2001 年，頁 13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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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漂浮》，梅丁衍所參照的歷史文本主要來自五○年代毛主席渡長江的歷史事

件。毛澤東對於游泳一向相當熱中，僅僅在武漢這地方，就曾經十七次到長江裡游泳；

一九五六年五月，毛澤東在官員幕僚的緊張和醫師的不建議下第一次下長江游泳，當

時留下的畫面成了經典的偉人歷史影像，對此，擅長文學的毛澤東甚至自己填了詞作

為紀念。這樣的游泳畫面自然成了偉人神話的塑造行動；或者說，在中國，毛澤東的

形象向來都是充滿了象徵的符號，比如那些在中央美院師生高超的寫實筆法下的眾多

油畫肖像作品，從年輕時熱血的革命青年，帶領共軍長征時穩健優雅的領袖風範，到

最後變成英明睿智的、一整代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作品的圖像修辭主要是描繪毛澤東

於山丘上不可一世的遠眺、長征時期指導作戰策略時清晰睿智的眼神、英雄式的寬鬆

衣服如斗篷般飄揚、紅潤且總是神采奕奕的面容；所有的洞見、莊重而優雅的談吐，

全部都環繞著其身體的輪廓如靈光般閃爍著。若從巴特的符號學架構來看，作為肉體

的毛澤東與一個男人的身形外廓是第一層次的意義，在這一層次中，透過身形的巨大

化、總是被包圍的群眾拱於畫面中心，或者搭配極低的地平線，永遠望向遠方的視線，

這個「他」被第二層次的沿伸義（connotation）所填滿，在這個對於影像的神話學的

架構中，第一層次的表達與內容所形成的單元，必須變成內容是「具備所有中國人所

景仰的神格色彩」的意義表達。 

但是在毛澤東泳渡長江的紀錄片與歷史照片中，文革時期油畫風格裡的紅光亮、

高大全原則、具備完美比例與英雄體魄身形的毛澤東不見了，取而代之的是浪濤中掙

扎著游泳的一顆極小的頭顱，和身旁維護領袖安全採八卦陣式伴游的隨扈；然而，這

樣卻構成一幅更加精巧與深刻的英雄敘事的造像，因為透過紀錄片與攝影所擁有「再

現真實」的能力之迷思，這成為一個更真實存在的，是一個擁有具體血肉並有能力橫

渡長江的活生生、健康的偉大領袖之真實在場。而滔滔的江水作為一種險惡自然的挑

戰，則提供了整個畫面絕佳的英雄主義背景修辭，偉大的主席從容地在這種大自然挑

戰中靠著自己的力量獨自游著，當這樣的形象配合對於影像「真實性」的確認，信徒

們於是有了上帝下到人間的感動。 

儘管巴特在〈現代神話〉談到左翼神話時指出，具有革命意義的語言不可能是神

話式的，因為它沒有隱藏任何事物，它明顯是政治的。左翼神話不會再生，被壓迫者

的言說是真實的，因此左翼神話可能是笨拙的，但他從不像右翼神話那麼致命；然而，

從巴特的說法來對照今日的狀況，我們也發現南美洲的左派英雄切．格拉瓦（Che 

Guevara）的肖像並非如此，它變成一種青年人普遍接受的流行圖騰，而且對他的真實

背景並不甚了解。毛主席肖像的狀況也是如此，他曾經被過度神話，在今日的中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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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變成一種趣味的、懷舊的與人們面對文革歷史時自我反諷的流行圖騰。 

筆者認為這樣的反諷姿態就表現在《漂浮》中，梅丁衍將毛主席的形象取消，把

自己置入這樣的歷史文本中，諧擬著一種神話化的影像，並納入不同的敘事架構將之

瓦解。在他對於影像的不同敘事中，歷史場景變成了未知的、想像的「台海戰役」之

後，作品變成了一則兩岸國族命運的歷史寓言。 

 

二、國旗的寓言 

 

國旗是國家的象徵，而在梅丁衍的作品中，國旗是一個不斷出現的創作母題。其

早期作品《國旗》（圖三十二）便是一幅以寫實手法描繪摺疊起來的中華民國國旗油畫，

此時藝術家對國家象徵物進行再描繪，可以說已經開始了日後對於政治認同問題之思

考。《太陽與星星的故事》（圖三十三）這件作品則是一幅兩岸不完整國旗的拼圖，中

間如同海峽般將兩岸隔開，在這件作品中，以社會主義制度為理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被放倒了，而正立放置的中華民國國旗，暗喻著撤守小島卻不斷以正統自居的三

民主義政體。而兩岸的關係也並未完全斷裂，即使空白處有一天被拼滿了，也難以想

像那會是怎麼樣的一面國旗，或者說，填滿拼圖那天，是否有其中一面國旗會消失？

梅丁衍在此將國旗諧擬成拼圖，透過國旗符號的拼圖版圖之消減與擴張，暗喻兩岸的

處境好似一場戲局，對國家的認知變成了一種符號遊戲；梅丁衍讓破碎的拼圖解構了

國旗象徵國家的神話，空白處則留待觀者的認知與及意識型態自由投射。 

    國旗作為一個國家的象徵，理應具有強烈且高度限定性的象徵意義；然而，中華

民國國旗的處境卻是極為尷尬的，它似乎象徵一個在一九四九年便死去的政權，但今

日其實它仍存在世界上，只是空間極小，只有極少數的國家承認它，甚至它在台灣這

塊島嶼也有相當程度的「認同」危機。梅丁衍《給我抱抱》（圖三十四）裝置作品就使

用了許多國旗的元素呈現出這樣的困境，展場中懸掛的黑白孔夫子肖像成了整個展覽

的基調——由儒家文化在中國與在台灣的處境，延伸到中國與台灣的文化關係。展覽

的另一個場景則是在展場中央擺放印有著聯合國旗幟的圖案的抱枕，另外，再置放為

數約二十餘個抱枕圍繞整個房間，抱枕上有著與台灣建交國家的國旗圖案以及文化象

徵物的並置，藉此，這件作品嘲諷了台灣的政治和外交現狀。關於這個展覽，評論者

林宏璋即認為： 

 

整個展覽的敘述由文化的觀點進入到政治與外交的領域，而終結於全球化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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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考量。梅丁衍的作品說明了文化場域到政治場域中權利部署的情境：意識型

態只是經濟及文化資本運作後的結果。透過梅丁衍的作品觀者了解的內容是一種

文化、政治情境，也是中國性在時空異位下的台灣的特殊境遇：文化認同與政治

認同的差距，在台灣特有的非國家的國家性所顯現的危機。97 

 

因此可以說，國旗的使用在梅丁衍的創作裡，扮演著一種台灣國家性的國族寓言角色，

經由國旗編織而成的寓言敘事架構可以去對國旗進行各種變造與改換，用以象徵並突

顯各種台灣的國家處境。以此我們去看另外一件作品《天佑中華》（圖三十五），中華

民國的國旗被美國的星條旗包覆，正說明了台灣與美國一直以來微妙的依附關係。當

美國人高舉著星條旗高唱著「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形成一幅具有相當凝

聚的向心力、人們並以這幅飄揚的星條旗為榮的愛國畫面時，梅丁衍的作品卻反諷著

這面「中華民國」國旗其實是需要美國保護的。 

當把國旗當作一種象徵符號放入某種關於國族的敘事脈絡，如全球架構、歷史敘

事或一種主體性認同的思考，它便呈顯出一種寓言化的狀態，此時，國旗可以代表一

個國家的主體來說話；同時，當它愈以一個固定的認同主體說話時，它也同時進入了

自我質疑的狀態。而這樣的狀況，如同本文探討的第一件作品《這是台灣》，其實都是

梅丁衍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對於「認同」的反思作用，其中大量使用的符號其實都是雙

重編碼的——它要求觀者對於符號本身意義擁有認知，然而其目的卻是要自我質疑

的。而這樣的自我質疑，其實便是台灣在面對國族認同議題時的經常遭遇的狀態，從

這樣的角度來看待梅丁衍作品中常見的母題——國旗，它便從象徵的符號轉變成國族

寓言的敘事。 

    

 

 

 

 

 

 

 

 

                                                 
97 林宏璋，《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台北：典藏藝術家庭，2005 年，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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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在傅柯加州那趟終極體驗之旅的客座教授研究室中，一位前來拜訪的年輕藝術家

正為藝術家的社會角色與身分感到困擾，他問道：「藝術家有一種身分嗎？或者說，藝

術家是不是人的一種沒有權利的『類型』，而這類人類在最近五十年來由於電視之類技

術媒介的操縱，又變得比以往更加無權了？藝術家能夠超越結構嗎？或者這類人注定

要被商品化、傀儡化？」98這位大哲學家在思索了兩天後，給出了這樣的答案： 

 

革命是沒用的，但它仍是個理想。玩弄結構（即改變結構的範域）是一回事，而

在結構裡面作遊戲則是另一回事了。藝術家享有空前廣泛的自由。過去，藝術家

和其他人之間純粹裝束和行為舉紙上的差別是令人反感的。但這種情況已經結束

了。看看你現在是多麼自由——利用這種自由吧，以便獲取更多的自由！99 

 

這段記錄在可將之視為傅柯傳記的《傅柯的生死愛慾》一書中的談話，讓筆者不

禁開始思考，在這個法國六八學運以降、高度全球資本、幾乎不再有革命與行動主義

者的年代裡，藝術家的角色是什麼？所謂的政治性藝術家又是什麼、可以是什麼的大

命題。即當政治影響到我們面對歷史的態度，以及限制住我們對於當下處境的其他可

能性的思索時，藝術作為一種發言的形式具有什麼樣的特殊性和必要性？這樣的發言

可能是一種政治表態，若貪圖方便地，這樣的觀點其實可以化約成所有的藝術都是政

治的，甚至是，所有的社會行為都是政治的，不過，這樣便失去了討論的意義。因此

筆者認為，所謂的表態還可以分成：表態是去擁抱某種特定的意識型態，或者表態是

拒絕討論與政治相關一切；另外，也可以是利用這樣的表態過程，逐步揭發形塑我們

思考方式的意識型態網絡以及權力運作。 

在台灣藝術家梅丁衍身上，筆者看到了這樣一個值得探討的事例，許多評論文章

認為他並不透過作品作任何政治表態，僅以反諷的態度看待這一切，筆者能同意這種

說法；不過卻想再進一步地指出，梅丁衍正是根據上述提到的最後一種對政治的表態

                                                 
98 James Miller，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北：時報出版，1995 年 5 月，頁 602。 
99 James Miller，《傅柯的生死愛慾》，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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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採用政治符號的直接性，以最直接的方式對政治進行表態，來表述他對各種政

治事件和歷史事件的看法。 

此外，無論是國家處境、個人身分認同還是歷史，筆者認為梅丁衍創作時所探究

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一道相當經典的哲學課題，亦即我是誰？我是如何成為今日

的我？我又將往何處去？也就是說，藝術家經由作品所要探究的問題是，人們當下的

處境是在什麼樣的歷史事件和權力關係下形成的？以及，儘管政治性藝術作品是對社

會現實之回應，透過作品之高度知性控制的符號布署，來揭露習以為常的、不加懷疑

的觀念。在文字論述上，對於政治意識型態、權力關係的解構往往有著一定程度閱讀

上的門檻，而梅丁衍則以視覺藝術作為論述的形式，並且利用裝置空間將觀者身體包

覆圍繞的臨場感，以及作品藝術性的精準控制，來達到藝術作品特有的表述力量。 

筆者認為，梅丁衍採取的這種反諷立場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讓其作品在精巧的

符號意義把握與敏捷的強大互文能量背後，尚能擁有讓作品不致於變成每日都上演的

政治諷刺秀，或者是變成看圖說故事的歷史圖繪之深刻內涵。胡瓊曾指出，諧擬是一

種自我反身的反諷力量，筆者即認為面對由政治、歷史所構成的時代情境中，梅丁衍

的姿態是反諷的；然而，他是以一種理性的態度將藝術作品作為介入世界的手段。在

《論反諷》一書中，丹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對反諷概念進行概念化

分析，並將此概念進一步描述與應用；對此，齊克果是以首位提倡與引進反諷概念的

蘇格拉底（Socrates）作為討論反諷的論證主軸。首先，對蘇格拉底而言，整個希臘的

既存現實對他失去了有效性，對於當時整個現實來說，他變成了一個陌生人，這是反

諷的第一個面向；但另一方面，蘇格拉底也使用反諷來摧毀希臘文化，由於他對希臘

文化的態度一直是反諷的，因而他顯得無知，什麼也不知道，並且總是求他人開導。

蘇格拉底總是採取這種反諷的策略，特別是在他受到控告時尤為明顯。對於蘇格拉底

此種反諷姿態，齊克果總結地指出： 

 

主體反諷地來看待現實，這並不意味著它在堅持這種對現實的看法時也反諷地行

動。在現代談反諷、談對現實的反諷看法的人多了，但是這種看法很少表現為反

諷的行為。然而，人們愈是把現實的反諷看法付諸實施，現實的覆滅也就越是大

勢所趨、不可迴避，反諷的主體與他欲摧毀的現實相比也就愈會擁有優勢，他也

就愈是自由。這裡，反諷的主體靜悄悄地採取了與世界反諷相同的行動。他讓既

存的事物繼續存在，但這對他已不再有效；不過，他假裝這對他繼續有效，在這

個面具之下他讓既存事物走向它確定無疑的滅亡。倘若反諷主體在世界歷史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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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的，那麼這裡就有一種天才與藝術家的慎重之間的統一。100 

 

總而言之，蘇格拉底的立場具有以下特點：希臘文化中的實質生活對它失去了有

效性，所有的整體對它來說都是不現實的，面對這個不再有效的現實，它讓既存現實

表面繼續存在，並由此使之覆沒，在這個過程中它就變得愈來愈輕，然而愈來愈消極、

自由。可以說，把蘇格拉底的這種立場作為一種無限絕對的否定性，就是反諷；不過

他所否定的不是所有的現實，而只是在某個時代的既存的現實，他反諷所要求的是主

觀性的、理想性的現實。從歷史的角度看來，蘇格拉底是合理的；通過他的死，他所

極力毀滅的時代滿足了其報復的慾望；然而對悲劇英雄來說，死是最後的抗爭與最後

的苦難，於是當希臘城邦以為這是對蘇格拉底的懲罰，其實正是對城邦的反諷。 

當然，蘇格拉底的反諷立場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然而，當我們一再提及梅丁衍

的反諷立場，反諷的始祖蘇格拉底或許可作為一面鏡子。梅丁衍並不像蘇格拉底那般

基進地否定他身處其中的一切現實，狀況正如齊克果所說的，持有反諷看法的人很少

將這樣的看法表現為反諷的行為；至於反諷的主體要將反諷的行為和看法取得適當的

平衡，那麼這就是天才與藝術家慎重的統一。由此觀之，梅丁衍的反諷立場表現在他

往往經由藝術來對他身處的現實進行質問上，以各種人物、流行圖騰、政治符碼等文

化象徵物，以及台灣的國家、政治、社會、歷史、藝術與文化的主體性，來對之展開

反思與探索。 

若以藝術家為中心，從作者論的角度來看，關於藝術作品的形式以及題材上的思

考，其實都能歸結到藝術家不斷反諷（我是誰？我如何成為今日的我？我又將往何處

去？）的自我反省立場。由於梅丁衍與蘇格拉底各有其時代背景，在試著從反諷來詮

釋梅丁衍的姿態之後，筆者以藝術家的生平、身處的背景並搭配作品的詮釋，來探究

梅丁衍不斷地對政治、歷史與文化等身處的巨大時代現實進行反思的手法。 

在第一章中，本文試著從九○年初梅丁衍返回台灣，在創作理念上延續紐約的經

驗，並且開始思考文化認同的課題，因此，這個時期的創作主題主要是以東西文化遭

遇現象為創作發想的線索，來反思台灣所處的區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此外，

更由於梅丁衍的作品涉及「政治」符號與議題，因而常被冠上「政治藝術」的謬誤，

這也是面對梅丁衍的作品時經常有的認知；再者，梅丁衍也認為「政治性藝術」與「政

治藝術」不同，前者是以解構理論來檢視文化的內涵，後者則是一種政策理念宣揚，

                                                 
100 齊克果（Soren Kier kegaard），〈反諷在世界歷史中的有效性，蘇格拉底的反諷〉，《論反諷概

念——以蘇格拉底為主線》，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5 年 12 月，頁 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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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的美學觀頗有差距。於是本文處理了政治藝術與政治性藝術之差異，並進一步指

出了政治性藝術在資本主義情境下之困境，除了描繪了梅丁衍作為一位政治性藝術家

之背景，更企圖指出在這種困境下其批判策略的使用讓批判效力得以開展的途徑。 

在西方的政治性藝術家，如克魯格（Barbara Kruger）、雪曼（Cindy Sherman）與

哈克，她（他）們已經不使用如歷史前衛主義的政治批判那般採取直接對抗機制的方

式，而是如同佛斯特觀察到的，利用作品揭示與論證傅柯意義下的社會權力運作，並

以此達到批判性效果；另一方面，如陳瑞文所指出的，社會性批判藝術作品之價值正

是在於對於所處時代的直接回應。綜合此二者去看待政治性藝術作品的兩種效果——

一種是審美的，一種是政治和意識型態的，前者不但是作品的內容修辭所具備的張力，

當它與後者結合之後變成政治藝術或者批判性的政治性藝術，也就是說，前者審美的

藝術性製造文本的修辭；而後者則在不同的意識型態策略下，產生出意義不同的美學

張力。關於這一點，斯洛伐尼亞的美學家爾亞維（Ales Erjavec），在討論當代社會主

義國家的前衛政治性藝術作品時，也有著類似的觀察： 

 

意識型態有不同的構成方式和結合方法，在藝術中可以以這些方式和方法來表述

政治批評：它可以是一種完全的批評，正如在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社會現實主

義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它也可以是一種反語的、諷刺的或者憤世嫉俗的姿態

來表達對待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態度；在它直接指向和擾亂顯然非政治化的社會現

實或者這種社會現實的否些方面的意義上，它可以以寓言的形式出現，或者以一

種對抗性的藝術形式出現。101 

 

梅丁衍的作品重組了其所見的歷史文本、象徵物、符號之語法，其作品與文本化

歷史形成既援引又批評的關係，這些符碼的使用形成藝術家的批評話語，一種政治論

述或歷史論述。在台灣，由於人民總是簡化或意識型態化地看待統獨問題，因此在這

個分別高舉統、獨的「藍」、「綠」陣營，彼此之間意識型態的消長、左右政策的論述

爭鬥的環境下，各種社會行動主義者（如勞工團體、婦運團體、同志團體等）的異類

論述之聲勢是相對微弱的。梅丁衍並非沒有意識到這一些，然而他有其特別在意的議

題，那便是關於認同的問題，而此問題早在九○年代即開始思考，並且在那一場如同

台灣朝向現代性所歷經之啟蒙狀態的「台灣美術主體性論戰」中，便開始了持續深度

                                                 
101 爾亞維（Ales Erjavec），〈辯證美學與二元方法——論新近的政治化藝術〉，《圖像時代》，長

春：吉林人民出版社，2003 年 2 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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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梅丁衍透過文字與作品開展的思考中，兩者的關係並不是一

種鏡像的圖示關係，反而有著辯證的意義詮釋空間。文字論述上，梅丁衍多半從名詞

的定義上開始搭配對現象的觀察提出意見，在作品上往往採取諧擬的、二元辯證的手

法，來將確定的意義或答案給擱置；也就是說，透過作品符徵的布署，展現的是不斷

後退的符旨，而在這條意義鏈上的停止位置則留待觀者。這種搭配語境閱讀的文本觀

更加鮮明地標誌出一個重要的面向，亦即由於指涉物的缺席，因而我們永遠都是帶著

距離與詮釋的空間來看待歷史。 

梅丁衍所採用的諧擬策略以往被視為僅是滑稽的小遊戲，胡瓊將諧擬的地位提

昇，著重其政治性效果上的意義詮釋，這也是本文試圖指出梅丁衍作品中諧擬作為一

種批判手法的重要意義。而巴特的神話學架構以及解神話閱讀，主要是揭露文本背後

的意識型態，本文依據這套模型指出梅丁衍對政治人物肖像的解神話意圖；然而，在

許多評論者眼中，這樣的神話學架構後面所隱含的意識型態不一定就是負面的，例如

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農業安全局（FSA）的紀實攝影，就有瓦解所謂的「美國

夢」是個謊言的宣傳效果。因而，本文將焦點集中在以符號學的角度來看待作品的符

號運用，而擱置巴特在《神話學》中，對於中產階級意識型態與左派理想之明顯的個

人好惡。此外，寓言手法是政治性藝術家經常使用的形式，本文第三章指出了在梅丁

衍作品中，以視覺的隱喻來詮釋對於歷史的凝視，將裝置作品視為一種政治遺跡的考

古學，經由符徵編織出寓言化的敘事，進而成為藝術家反諷的國族寓言。 

    最後，作為一位政治性藝術家，梅丁衍在台灣藝術發展中的意義是，他歷經了台

灣朝向現代性的啟蒙狀態中的論戰探討歷程，並且在創作中展現了對於議題深入探討

的持續性。他的作品並不是去展示認同的立場，也並非在外來文化影響中積極地去尋

求屬於自己的語彙，因為那樣的語彙背後的意義卻是為了尋求他者的認可。筆者認為，

梅丁衍經由對文化符號的運用，無論是透過圖像與文字的並置、圖像與圖像的對話或

是由符號接合成新的圖像，他都是在揭露一種權力機制；這裡所謂的權利機制並不同

於克魯格集中在揭露消費文化的微觀政治學，或是雪曼經由諧擬顛覆的性別模塑，而

是更專注在歷史形成的政治與國族認同觀，這樣的關注其主要的原因，正是台灣的歷

史背景所造成的主體性追求過程、今日全球化情境下的主體定位，加上國際情勢中對

於台灣非國家的國家性之困窘處境等種種因素，所引發之對於個體造成的認同與主體

性的懸欠。 

因此筆者認為，不同於集中火力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行批判反思之西方白人政治

性藝術，梅丁衍以一種知識分子式的焦慮，展現出其對「在地性」的思考，以及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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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形塑的國族認同，如何深刻地銘刻進台灣土地上的人們對於自我的認知，而這

樣的認知，努力去發展對於台灣未來與現狀之諸種政治形式想像的欲求與計畫（如統

一？獨立？成為美國一州？）。梅丁衍的作品正是台灣目前這種政治狀態的寓言，而其

持續且專注嚴謹的理論式創作態度，也成了台灣這塊土地上知識分子之現代性反思性

格的經典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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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梅丁衍，《哀敦砥悌》，1996（全景）。   【圖二】梅丁衍，《哀敦砥悌》（局

部）。 

 

   

【圖三】梅丁衍，《假如若干颱風一起來》．壓克力顏料．138x138cm．1994。 

 

 

【圖四】梅丁衍，《無題》．複合媒材．1.5x10x13inch．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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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梅丁衍，《這是台灣》．鉛皮、鐵．27x37x2inch．1991。 

 

 

【圖六】馬格利特．《圖像的反叛》（La trahison des images）．油彩、畫布．59x65cm．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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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Robert Indiana《愛》（LOVE） （左圖）  

【圖八】梅丁衍，《無題》．壓克力顏料、畫布．39.5x39.5inch．1993。（右圖）  

 

 

     

 

【圖九】印第安那（Robert Indiana）《四顆星的愛》（4 Star Love）。（左圖） 

【圖十】梅丁衍，《我在檳榔櫃看到三個金色的 5》．油彩、畫布．46x36inch．1993。（右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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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梅丁衍，《印象——馬關》．壓克力顏料、畫布．46x36inch．1993。 

 

 

    

 

【圖十二】梅丁衍，《印象–日出》、《印象–落日》．油彩、畫布．38x49x12inch．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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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石川欽一郎，《台灣總督府》，水彩，33.2x24.5，1916。 

 

 

 

【圖十四】梅丁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攝影、拼圖．34x40inch．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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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梅丁衍，《社會主義化／資本主義化》．複合媒材．20x24x5inch．1989。 

 

 

 

【圖十六】梅丁衍，《向托斯基致敬》．壓克力板、複合媒材．67x44inch．1991。 

 

 

 

 

 

 



                                                                             

 96

 

 

 

【圖十七】梅丁衍，《小心醉鬼》．油彩、畫布．三角形每邊 100cm．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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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梅丁衍，《KissⅠ》．相紙．90x60(H)cm．2003。（下圖） 

【圖十九】梅丁衍，《KissⅡ》．相紙．90x60(H)cm．2003。（左圖） 

【圖二十】梅丁衍，《KissⅢ》．相紙．90x60(H)cm．2003。（右圖） 

 

 



                                                                             

 98

 

 

    

 

【圖二十一】梅丁衍，《西體中用》．影像輸出於紙．1999。（左圖） 

【圖二十二】梅丁衍，《中體西用》．影像輸出於紙：60x60cm．2003。（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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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梅丁衍，《2．2．8 史盲》．壓克力顏料、畫布．30x30inch（單件）．1992。 

 

 

【圖二十四】梅丁衍．《向黃榮燦致意》．複合媒材裝置。 

 

 

【圖二十五】梅丁衍．《燦柱》．複合媒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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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六】梅丁衍．《盪憲誌》．複合媒材裝置．1999。 

 

 

 

【圖二十七】梅丁衍．《無題——乳牛》．電腦動畫（影像擷取畫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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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梅丁衍，《境外決戰系列》．影像輸出．2002。 

 

 

 

【圖二十九】梅丁衍，《境外決戰（觀光篇）》．影像、燈箱、馬達．90(H)x60x20c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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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梅丁衍《海峽牌魚雷醬》．錫罐．15x7.5x4.5(H)cm（每罐）．2002。 

 

 

 

 

【圖三十一】梅丁衍，《飄浮》．影像輸出於紙．200x85(H)cm．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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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梅丁衍，《國旗》．油彩、畫布．25x33inch．1981。 

 

 

 

【圖三十三】梅丁衍，《太陽與星星的故事》．紙、拼圖．23.5x31inch．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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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梅丁衍．《給我抱抱》．複合媒材裝置．2002。 

 

 

 

【圖三十五】梅丁衍，《天佑中華》．不織布．130x70c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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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梅丁衍展覽經歷 (1990~2006) 
 
個展 
 
2004「梅式發滮：梅丁衍創作精選展」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藝文中心 
   基隆市 
2003「哀敦砥悌」台北縣文化局藝文中心板橋市 
2003「搞破壞－台灣藝術家系列聯展之梅式解讀玩：梅丁衍個展」 
   台北當代藝術館台北市 
2001「我可不可以傲慢一下？」誠品畫廊台北市 
2000「給我抱抱」伊通公園台北市 
1998「勿偷邦」國立新竹師範學院.新竹市 
1996「後現代繪畫」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市 
1994「哀敦砥悌」印象藝術中心台北巿 
1993「世說新語」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市 
1992 個展誠品畫廊台北巿 
1992 個展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市 
1992 告別紐約個展Amerisia Bank Gallery紐約市 
1991「Zenin The Box」Seton Hall University N.J. 美國紐澤西州 
1991 個展 456 Gallery 紐約市 
 
 
聯展 
 
2006「台灣當代藝術特展-巨視．微觀．多重鏡反」國立台灣美術館 
2005「飛天鞋專案展」台北當代藝術館 
2005「新素描展」台北國父紀念館 
2005「相逢何必增相似」東海大學美術系 
2005「Human Security」美國賓州Lafayette College駐校藝術家聯展 
2005「西線無戰事」台中市二十號倉庫 
2005「City_net Asia」韓國首爾美術館 
2005「偷天換日」台北當代藝術館 
2003「正言世代：台灣當代視覺文化」美國紐約州康乃爾大學Johnson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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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打開-當代6：裝置藝術正確政治」嘉義鐵道倉庫 
2002「台灣當代藝術全集II」台北鳳甲美術館， 
2002「台灣政治藝術聯展：期許，批判與宣洩：台灣政治藝術聯展」 
   台北觀想藝術中心 
2002「歡樂迷宮」台北當代藝術館 
2002「從反聖像到新聖像」台北誠品畫廊 
2002「方與圓」紐約台北藝廊/國立台灣美術館 
2002「分享異國情調」法國里昂雙年展 
2002「PH值系列展」台北伊通公園藝術中心 
2002「磁性書寫II-光隙掠影/影相在凝視我們」台北伊通公園藝術中心 
2001「好地方」-台中市藝術節 
2001「歡樂迷宮」台北當代美術館 
2001「從返聖相到新聖相」台北誠品畫廊 
2001「方與圓」紐約台北藝廊/國立台灣美術館 
   「2001台灣，香港，大馬國際現代版畫聯展」馬來西亞中央藝術學院 
2000「分享異鄉情調：第五屆法國里昂雙年展」法國里昂 
2000「PH值系列展－中性時代」台北伊通公園藝術中心 
1999「蕩憲誌」美麗島二十周年紀念展台北樺山藝文空間 
   「第九屆國際版畫極素描雙年展」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8「慾望場域-台北雙年展」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8「經過＝存在-手稿與創作展」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市 
1998「台灣現代藝術展」日本福岡市Artium Museum 
1998「亞洲花園論壇」日本福岡市日本亞洲美術館 
1998「珠幕之後-二二八紀念展」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8「夜燄圖」國立台灣美術館十周年慶 
1998「凝視与形塑-後二二八世代的歷史觀察」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2「Friends of Lin Lin」紐約市City University Graduate Center Mall 
   N.Y.C. 
1991「台北-紐約：現代藝術的遇合」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1「Marginal Majority Artists Against Racial Prejudice」Aron Davis Hall 
   NYC 
1991「Community Culture：1~12」The 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 N.Y.C. 
1991「EPOXY」ART in General Gallery N.Y.C. 
1991「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of The90'」China Houseof Arts N.Y.C. 
1990「A.A.A.C」Annual Asian American Center N.Y.C. 
 
 
資料來源：梅丁衍個人網站 http://meideane.netfirms.com/main.htm.（200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