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踰越社會體制的身體意象： 

侯俊明的《搜神記》與陳界仁的《魂魄暴亂》研究 

The Bodily Images of Transgessing the Social System: Hou 
Jun–Ming’s Sou Shen Ji and Chen Jie-Ren’s Hun Po Bao Luan 

 
 
 
 
 
 
 
 
 
 
 
 
 
 
 
 
 
 
 

研究生：關秀惠 
指導教授：劉瑞琪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 

 

 

 



 1

 

 

 

 

 



 2

 

摘要 

  

解嚴後的台灣美術脫離政治與傳統的包袱，原先的學院畫風與形式媒材已改

朝換代披上異常絢爛的外衣。此背景之下，台灣美術對身體意象的塑造也逐漸有

打破傳統／學院人體描繪的視覺美學產生，本文即是關注於這股身體意象的轉

變，並將焦點放置於台灣當代藝術頗引起震撼的兩系列作品：侯俊明的《搜神記》

與陳界仁《魂魄暴亂》，藉由統整論述這兩系列作品中特殊的身體意象，深入探

討台灣美術某一美學形式的出現與社會文化風氣的關聯。 

本文寫作切點主從踰越角度切入，分析《搜神記》與《魂魄暴亂》的身體意

象是如何在後解嚴社會開放思潮的觸媒引發下，承載藝術家反動的思維與對社

會、國家、歷史的批判與重新詮釋，說明不管在形式上充滿異質性的圖像與文字

或是挪用歷史照片後逆轉觀看模式的策略，兩系列作品都有如從巴岱儀以降所論

述的踰越性。此外，筆者也試圖剖析兩系列作品的身體意象乃具有詭態身體的特

徵，由此詭態身體輔助分析其身體意象的寓意。最後，筆者再從既有的文獻、藝

術家的訪談資料與其對創作與動機的陳述，試圖互文參照出這兩系列作品在與社

會時序的脈動過程裡，不免有投射了藝術家自身的經驗／情慾的影子，反映了藝

術家某種對時局與自身生活的焦慮。經由探討《搜神記》與《魂魄暴亂》隱藏的

藝術家焦慮，說明此種詭態身體意象的出現於台灣美術史上的時代意義。 

 

 
 
 
關鍵字：侯俊明、陳界仁、身體意象、踰越、厭棄、異質性、詭態身體、嘉年華

會、觀視、焦慮、儀式、創傷、被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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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that the martial law had ended, Taiwanese art 
became to get rid of the burden of politics and tradion and start to wear a gorgeous 
face gradually. New visual aesthetics which break tradional/academic representations 
of human bodies have gradually come into extistence.This thesis pays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and fouses on two convulsive series of works: Hou Jun-Ming’s Sou Shen Ji 
and Chen Jie-Ren’s Hun Po Bao Luan. It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art and social atmosphere by interpreting the specific bodily images of the 
two series of works. 

The main point of writing this thesis is mainly “transgression”. It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Sou Shen Ji and Hun Po Bao Luan bear the artists’ recations, critical 
thoughts and re-interpretation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wer in 
social open atmosphere. Furthermore, I think that these two series of works have the 
Bataillean transgression aesthetics no matter how their forms and contents are 
heterogeneous. Morever, I also want to indicate these bodily images of these two 
series of works have grotesque characteristics, and try to analyze politics meanings of 
these grotesque bodily images. Lastly, I also seek to figure out how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artists’ anxiety and desire by referring to some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of 
artists intertextualily. In conclusion, I will explain the synchronic meanings of these 
bodily images in Taiwanes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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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侯俊明，〈六腳侯氏〉，《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2】 侯俊明，〈回春神女〉，《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3】 侯俊明，〈蒙雙氏〉，《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

人收藏。 

【圖 4】  陳界仁，〈本生圖〉，《魂魄暴亂》，1996，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5】  陳界仁，〈自殘圖〉，《魂魄暴亂》，1996，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6】  陳界仁，〈失聲圖 I〉，《魂魄暴亂》，1997，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7】  陳界仁，〈失聲圖 II〉，《魂魄暴亂》，1997，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8】  陳界仁，〈法治圖 I〉，《魂魄暴亂》，1996，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9】  侯俊明，〈大奶夫人〉，《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10】  侯俊明，〈戰神〉，《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

人收藏。 

【圖 11】 侯俊明，〈甘霖神君〉，《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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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侯俊明，〈刑天〉，《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

人收藏。 

【圖 13】侯俊明，〈那吒〉，《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人

收藏。 

【圖 14】  拍攝者不詳，1913，黑白照片，選自 Georges Bataille, The Tears of Eros。 

【圖 15】  陳界仁，〈去勢圖〉，《魂魄暴亂》，1996，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16】  陳界仁，〈恍惚相〉，《魂魄暴亂》，1998，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17】  陳界仁，〈連體魂〉，《魂魄暴亂》，1998，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18】  陳界仁，〈哪吒相〉，《魂魄暴亂》，1998，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19】  陳界仁，〈瘋癲城〉，《魂魄暴亂》，1999，雷射感光於相紙，225x300cm，

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20】 拍攝者不詳，選自霧社事件網站：http://www.puli.com.tw/wushi/Wusir 

1.htm。 

【圖 21】 侯俊明，〈百花神祖〉，《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22】 侯俊明，〈愛情藍鳥〉，《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23】 侯俊明，〈相公〉，《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人

收藏。 

【圖 24】 侯俊明，〈救苦天尊〉，《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25】 侯俊明，〈花君〉，《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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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圖 26】 侯俊明，〈刑天〉草稿，摘自《搜神記》，1993。 

【圖 27】 侯俊明，〈大奶夫人〉草稿，摘自《搜神記》，1993。 

【圖 28】 〈刑天〉，摘自《山海經校注》。 

【圖 29】  侯俊明，《小女人》，1988，裝置作品，藝術家私人收藏。 

【圖 30】  侯俊明，〈情蠱〉，《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

人收藏。 

【圖 31】  侯俊明，〈拖地紅〉，《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

私人收藏。 

【圖 32】  侯俊明，〈女媧〉，《搜神記》，1993，版畫， 154x108cm，藝術家私

人收藏。 

【圖 33】 〈女媧〉，摘自《山海經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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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87年台灣政治社會的一大轉折即是政府宣佈解嚴，威權體制開始解體。

解嚴後的社會風氣開始轉變，台灣美術順應這股局勢，面貌也轉換得更多元。在

政治解除箝制與社會漸趨開放的環境背景下，台灣美術界異顯活絡，許多關於政

治、情慾、性別… … 等等議題的藝術有機會曝露在陽光下，尤其非官方的展覽場

與畫會相繼成立，更提供了藝術家們足以藉藝術發聲的機會。1解嚴後許多非商

業體系的替代展出空間與團體浮出檯面，例如 「綠色小組」、「101畫會」、

「SOCA」、「伊通公園」、「台灣檔案室」、「二號公寓」、「新樂園」… … 等等，皆

讓新一代的藝術家們勇於嘗試新的創作媒材與美學形式。換言之，對應政治社會

開放的步伐，台灣美術界也調整了它的面貌，一個新的美術風貌漸漸構築了台灣

當代藝術的內容。對於這股新風氣，許多的美術評論家也提到：政治的解嚴對於

台灣美術史的重要影響是體制的瓦解促進了新生代藝術家主體意識的覺醒；在自

主的空間下，他們將原先潛伏在底層的力量湧現，積極地介入本土社會的現實

面，尋求新的啟發和蛻變，因此創造了切合現實脈動的新藝術語言，將「台灣美

術」的解釋權正式納入自己的語意表達系統中。2     

 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漸趨開放與自由，過去被壓抑的聲音已漸復返，帶有批

                                                 
1 台灣美術開始脫離大中國意識、政治箝制、西方風潮移植，而轉向突顯台灣「在地」的民族情
感與城鄉文化，在解嚴前幾年就已醞釀。但是，台灣藝術圈真正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氣，仍是在
政治解嚴之後，故筆者將以解嚴後的開放風氣為論述藝術家逾越社會體制規範的背景。孫立
銓，〈西方美術在台灣美術發展中的「在地性」初探〉，《流變與幻形－當代台灣藝術．穿越 90
年代》，臺北：世安文教基金會，民 90，頁 54-55。  

2 關於政治解嚴對台灣美術的影響，可參見林惺嶽，〈新潮．市場．政治〉與〈評 1991年台灣美
術現象〉，《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臺北：藝術家，民 86，頁 167-177，134-149。倪再沁，
〈前言〉，《台灣當代美術初探》，臺北：皇冠，民 82，頁 16-21。郭繼生編，《台灣視覺文化－
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藝術家，民 84，頁 110-133。李欽賢，〈無禁忌的前衛派〉，《台灣
美術閱覽》，臺北：玉山社，民 85，頁 94-109。孫立銓，〈西方美術在台灣美術發展中的「在
地性」初探〉，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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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意識的聲浪帶起台灣社會自由論戰的濫觴，而這股解放的風氣無獨有偶地燃燒

到台灣藝壇，造成八○年代末與九○年代初以政治與社會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屢見

不窮，例如，直接將作品投注政治焦點的盧怡仲、楊茂林、吳天章、楊成愿、盧

天炎、李銘盛、梅丁衍等等，以及涉及批判社會情況與反映個體在工業社會裡不

安的郭振昌、郭維國、蘇旺伸、連建興、楊仁明、陸先銘、吳瑪俐、連德誠、張

正仁、黃位政等人，他們都以帶有意識型態批判的圖像或符號為台灣的政治社會

下一個註腳，時而控訴、時而反諷、時而尋找國家／民族認同，所以作品的內容

往往會出現一連串的象徵性符號或隱喻型式的圖像（李銘盛的行動藝術除外）。3

陸蓉之曾將這些表現社會性格的創作，歸類為解嚴以來，達到尋求文化本土區域

性定位新高點之下的「新地方主義」風格藝術作品中的一支。4陳瑞文則提到，

因為集合了工業社會諸多現象急迫找尋個體「存在」座標的藝術表現，是以前沒

有的，也被視為台灣美術發展中，自我定位的第一個高峰：藝術的社會參與與藝

術的解放。5換言之，這些作品普遍被美術史學者當作是台灣美術在歷經了日據

時代官方的沙龍美術、五○、六○年代傳統與現代的藝術論戰、西方美術風潮、

七○年代回歸鄉土的意識，終於可以在八○年代末，拋開傳統與西方藝術影響的

包袱，反身從當代多元的社會文化裡，尋找本身存在位置的實證。然而，在多元

社會文化刺激下，台灣美術尋找本身的位置時，亦容易湧出許多奇特多變的創

作。台灣新地方主義，雖然為經濟繁榮之後，人民追求台灣自我面貌的全面性文

化運動，但陸蓉之也提到，此時，在美學上並未具體形成一種具有區域性或時代

                                                 
3 將這些藝術家分類，或是分析作品風格與政治社會議題相關的文章，可參見謝東山，《台灣當
代藝術》，臺北：藝術家，民 91，頁 95-109。鄭乃銘，〈鳥瞰九○年代現代藝術脈絡〉，《炎黃
藝術－九○年代台灣文化環境觀察專輯》，第 61期，民 83，9月，頁 91-93。倪再沁，〈裝置
與材質篇〉，《台灣當代美術初探》，頁 37-38。陸蓉之，〈台灣美術新潮－蛻變的年代：1983年
~1993年〉，《雄獅美術》，第 219期，民 82，8月，頁 330；〈走出時代的陰霾一○一畫會：盧
怡仲‧楊茂林‧吳天章〉，《當代美術透視》，臺北：市立美術館，民 80，頁 154-159。陳瑞文，
〈藝術表現裡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的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識論起〉，《現代美術學報》，第
2期，民 88，頁 5-28；〈美術與社會的合流現象〉，《藝術觀點》，創刊號，民 88，1月，頁 75。
石瑞仁，〈熱眼看政治，冷眼看藝術－從「台灣政治藝術展」的兩種創作實例談起〉，《藝術家》，
第 327期，民 91，8月，頁 406-407。 

4 陸蓉之，〈台灣美術新潮－蛻變的年代： 1983年~1993年〉，頁 330-332，〈台灣當代藝術在權力
迷宮裡掙紮的文化認同〉，《傾向：文學人文季刊》，第 12期，民 88，頁 164-165。 

5 陳瑞文，〈藝術表現裡的文化批判－從台灣當代的社會性藝術之現實意識論起〉，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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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共通語彙。6除了上述藝術家的作品以象徵的符號或隱喻式的圖像來表現社

會性格的作品之外，從解嚴後一連串描述社會面貌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另有許多

其他的作品是以八爪章魚的姿態，觸及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因而充實台灣美術

的存在性，這其中，以身體形象作為描繪社會權力與慾望問題的憑藉，就是重要

且特殊的例子。因為此類以身體形象為媒介的藝術創作，都不再表現出身體是完

整美好的樣態，反而更引起大眾注目，這種身體意象的出現，如果與當時的社會

環境相對應，或許可看出反映解嚴後，另一種傳達當時社會人文存在面貌的創作

方式。 

社會專制的意識形態開始瓦解後，新生代藝術家們漸漸脫離藝術傳統的窠

臼，創造與時局脈動相契合的新作品。這時候的藝術表現形式不再受到外在壓力

的限制，對於身體意象的描繪逐漸顯得多元與新奇，身體的意象與符號不管是被

當作藝術家傳達思想的媒介，或是當作主體認同投注的所在，都承載更多量與更

多元的意義。解嚴前的台灣美術固然不乏描繪身體形象的藝術，但是與西方的藝

術傳統類似，台灣美術過去在描繪人體的傳統上，總是受到藝術追求美感、學院

制式畫風和社會風氣保守等因素影響，傾向於描繪身體的古典美，尤其是，追求

女體形象要如同維納斯身材比例完美的模樣。7相對而言，當解嚴後的台灣美術

在政經體制與思想解放的氣氛下，開始用自己的繪畫語言述說自己的樣貌，同

時，也釋出了一股支流－－藝術作品中的人體結構開始打破傳統的呈現方式，其

中明顯且有趣的現像是人體形象的被解構。身體完整美好形象被破壞之後，肢

解、錯置與變形的身體意象於焉出現，而且持續成為台灣當代藝術中特殊的視覺

現象之一。 

 解嚴後的社會環境成為刺激台灣當代藝術中身體意象開始轉變的背景，那麼

必然也會產生某些與思考社會政治時局面貌相關，且解構身體完整形象的藝術作

                                                 
6 陸蓉之，〈台灣當代藝術在權力迷宮裡掙紮的文化認同〉，頁 165。 
7 蘇意茹，《台灣近代人體藝術發展》，台北：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4，2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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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這些藝術作品如何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對社會環境的想法？身體意象又承載

了什麼樣的社會歷史意義與藝術家個人的思緒？這些是值得研究的議題。現階段

對於台灣美術於社會解放風氣下，產生與社會政治相關的解構性身體意象的統整

性論述是闕如的，至多為隨作品展覽而作的評論。例如謝東山評論黃位政作品中

扭曲、誇張、變形的人體被評論為，嘲諷後工業社會中人物慾的膨脹與精神的空

洞。8林裕祥評論侯俊明作品經常出現的兩性赤裸身體圖示與性器官變異圖像，

是對台灣長達四十年戒嚴體制的反叛。9劉紀蕙說明陳界仁《魂魄暴亂》裡屍首

散置、蹶腿斷腳甚至出現連體人的傷殘景象，凸顯的是歷史暴力造成了自我的分

裂與瘋狂。10 

為了能夠整合地提出解嚴後解構性身體形象出現的社會意義，本論文欲將先

探討台灣美術在社會體制開放的環境下，解構身體完整形象的作品其所顯現的意

涵，並且針對與當時社會、歷史相關連的作品，具體提出這些身體意象所負載的

社會與歷史意義、反叛教條體制／美術傳統的意涵，以及藝術家投射的焦慮。在

這樣的作品之中，因為黃位政在留法時期，扭曲變形人體形象的創作方式普遍受

到外國藝術家影響，尤其是法藍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1無法說明藝術家

如何接受學院畫風與社會改革刺激之後，自覺地逸離傳統技法，表達對社會的關

懷與嘲諷。是故，筆者將以另外兩位藝術家最具代表性與明顯特徵的作品－－侯

俊明的《搜神記》（1993）與陳界仁的《魂魄暴亂》（1996-1999），作為分析的實

例。 

 侯俊明曾自述所創作的新《搜神記》是受到干寶寫作《搜神記》影響，因為

                                                 
8 謝東山，〈黃位政的犬儒主義藝術－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讀法〉，《黃位政：1987-1990作品展》，
臺北：市立美術館，民 79，頁 135。 

9 林裕祥，〈侯俊明「新搜神記」圖版中的身體政治語意〉，《搜神記》，臺北：時報，民 83，頁
179。 

10 楊智富，《典藏圖錄－1999》，臺北：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民 89，頁 65。劉紀蕙，〈『現代性』
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中外文學》，第 30卷，第八期，民 91，1月，
頁 60-61。 

11 王哲雄，〈不平衡的世界－評黃位政在市立美術館的展覽作品〉，《黃位政：1987-1990作品展》，
頁 119。連德誠，〈黃位政 1984-86作品展－生活浩劫怵目驚心的縮影〉，《黃位政：1987-1990
作品展》，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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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寶《搜神記》蒐羅當時社會所祭祀的神明與靈異人物，是為了作為道德訓誡和

警示人心的例證，這種樸素的因果論讓他覺得荒謬，但也覺得荒謬的有勁道。12於

是，他參考影印自清末重刊明刻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圖文對照的形式，

創作了圖文並茂的一系列 154×104公分的《搜神記》。他創作圖文並茂的作品形

式，所使用的媒材是強調線條刻畫的版畫，在文字方面，他用模仿古書的方式創

作了一幅幅巨大的版書，在圖像方面，則用簡單的線條刻畫各色各樣赤身裸體且

誇張、變形的男女身體，例如〈六腳侯氏〉【圖1】、〈回春神女〉【圖2】與〈蒙

雙氏〉【圖3】等，藉此反映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 

 陳界仁創作《魂魄暴亂》則是起因於一張描述清朝凌遲酷刑的照片。因為一

次偶然地在舊書攤翻閱到喬治‧巴岱儀（George Bataille）《慾望的淚水》（1989）

中，中國滿清正在施行凌遲酷刑的舊照片，於是在受到影像震撼之下，開始借用

朋友的電腦創作。13他使用電腦的繪圖系統將這些歷史舊照片加以修改或繪製，

接著再放大輸出成 225 

×300cm的大尺寸，因此使得影像粒子十分粗礪，影像效果顯得模糊失焦。此外，

因為陳界仁挪用的歷史照片往往是歷史上國家內部正在進行刑罰的場景，如〈本

生圖〉【圖4】、〈自殘圖〉【圖5】，或是戰爭／屠殺後屍體遍陳的結果，如〈失聲

圖I〉【圖6】、〈失聲圖 II〉【圖7】、〈法治圖 I〉【圖8】，《魂魄暴亂》總體顯現的

視覺母題是一系列被肢解、割傷的身體或屍體。 

依據前述，侯俊明與陳界仁的作品經常具體可見到解構身體完整性的身體意

象。兩位藝術家在美術史風格的歸類中，也普遍被認為是創作與社會文化相關連

作品的藝術家。陸蓉之認為侯俊明習慣將常民文化儀式化，從各種形式呈現民俗

的本質，並且以「性」為主題，進行對社會禁忌的挑釁。14王福東與倪再沁一致

                                                 
12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4。 
13 黃茜芳，〈點燃生命的微光：陳界仁的藝術創作路〉，《典藏藝術》，第 86期，民 88，11月，
頁 150-157。 

14 陸蓉之，〈蛻變的年代：1983年~1993年〉，頁 331，〈台灣當代藝術在權力迷宮裡掙紮的文化
認同〉，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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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侯俊明掌握瞭解嚴後的時代動脈－挑戰禁忌。15謝東山把侯俊明劃為新表現

主義中，批判與性相關社會現象的藝術家。16黃海鳴則將他編列為「多元角度的

批判與精緻的揭露」的藝術拼圖裡，而這一派作品再現與批判的對象，通常泛指

整個病態的社會。17陳界仁雖然創作旺盛期在九0年代中期以後，沒有擠身解嚴

後時興創造社會性作品的藝術家一列，但年輕時同樣感受戒嚴體制的無形壓迫，

沈潛幾年後，也以《魂魄暴亂》系列作品一鳴驚人。黃海鳴將他歸類於「末世都

會文明的扭曲現象」下，作品總是充滿爆發力但也瀕臨崩解的藝術群裡。18謝東

山視其挪用原有歷史影像的策略，目的是解構政治與歷史的權威。19王嘉驥認為

陳界仁作品中的「反聖像」是針對當下臺灣的政治、社會、歷史與文化，進行再

現、反省、解構、嘲謔、甚至批判。20姚瑞中在《台灣裝置藝術》（2002）裡，也

皆有提到兩者作品與民間宗教文化的關係，前者轉化了民間傳統宗教的形式與內

容；後者則受到了傳統道教「煉獄」概念的影響。21 

侯俊明與陳界仁一面感知政治社會轉變的衝擊，另一面在畫面上創作打破身

體完整形象的作品，前者關注社會解禁後慾望衍生的問題；後者則對威權建構下

的歷史提出質疑與反思。兩者皆以身體作為作品中主要的視覺母題，而且手法都

是以肢解、倒錯、變形或增殖身體部位等等技巧，構成作品整體的視覺面貌。這

種身體意象的出現，如果依社會風潮與藝術家的創作理念等方向詮釋，呈現的是

藝術家們反省過往社會霸權控制個人的企圖與對社會的關懷，他們以叛離過去藝

術形式的手法，宣洩他們的主張與想法，而重新描繪的身體形象就成了他們有所

為而為的結果。 

                                                 
15 王福東，〈台灣新生代美術巡禮〉，《雄獅美術》，第 252期，民 81，1月，頁 30。倪再沁，〈裝
置與材質篇〉，頁 56。 

16 謝東山，《台灣當代藝術》，頁 101-102。 
17 黃海鳴，〈九○年代的台灣新潮美術（ 1990-1996）〉，《傾向：文學人文季刊》，第 12期，民 88，
頁 148。 

18 黃海鳴，〈九○年代的台灣新潮美術（1990-1996）〉，頁 143。 
19 謝東山，《台灣當代藝術》，頁 149。 
20 王嘉驥，〈從反聖像到新聖像－後解嚴時期的台灣當代藝術〉，《流變與幻形－當代台灣藝術．
穿越 90年代》，頁 103。 

21 姚瑞中，〈新道場〉、〈攝影裝置〉，《台灣裝置藝術》，臺北：木馬文化，民 91，頁 8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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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作品既然為藝術家在解嚴後的社會裡，一種個體

由外而內迸發的藝術，其中身體形象的解構與變形即是他們反由內而外，經過自

身思考與反芻之後的表現方式。因此，筆者分析他們作品中的身體意象，除了希

冀補足解嚴後台灣美術的身體論述之外，也欲開創性地統整論述在解嚴後開放的

社會文化環伺之下，藝術家創造解構性身體形象的象徵意義。本論文企圖書寫的

是：在漸趨開放的社會風氣下，解構性身體形象被用來刻畫時代樣貌的意義，這

意義除了反映過去被壓抑的抗拒意識的復返之外，也反映現代藝術家們對自我處

境的關心。 

 

二、文獻探討 

 

（一）《搜神記》 

 

 侯俊明 1993年創作的《搜神記》為其最受矚目的作品，展覽期間屢有報章

雜誌為之專文討論，展覽之後也有出版社將其作品、圖稿、手記與當時部份藝評

文章出版成書，成了一本名副其實的《搜神記》。在這些文章中，對於《搜神記》

中的身體意象側重兩個面向詮釋。一是認為侯俊明作品中的身體是與慾望相關、

頻頻發春的身體：沒有臉孔的身體或者說人形的性器官，是一種極端主義

（extremism）無所不用其極地結合慾望、性愛和男性想像的性「符號」的使用，

22它是一個無固定機制功能的身體，依慾望任意地連接、生產自體的快樂，23甚

至帶動了九○年代「情色藝術」的風潮。24二則認為作品中的身體意象反映當時

社會文化的改變：《搜神記》中各種官能性性器官的錯置變異圖像，「可視為在二

                                                 
22 宋文里，〈「擬似民間」的性展演－關於侯俊明和他的極端藝術〉，《山藝術》，第 87期，民 86， 

5月，頁 84。侯宜人，〈侯俊明的搜神〉，《搜神記》，頁 163。 
23 黃海鳴，〈手印版新搜神記〉，《搜神記》，頁 156。 
24 廖新田，〈陰性論述－侯俊明作品之深層心理組織法則探討〉，《現代美術雙月刊》，第 86期，
民 88，10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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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八○年代後期對台灣長達四十年來的戒嚴統治的政治權力結構，所作的一

種最為『赤裸』的隱喻式的反諷圖示。」25這種「叫陣的藝術」是要脅嚇僵存的

道統權威，使保守的俗眾產生興奮或緊張不安；26侯俊明高舉「常民文化」的符

錄，用人類真實的原慾向矯飾的精緻文化表像挑戰，一波坡地衝擊既存的規範教

條。27綜合以上評論，廖新田認為對現行體制的控訴是上述藝評的一致共識，28他

進一步地以精神分析的理論將舊有的威權類比於陽具父權，現有文明的建立為其

「陽謀」，而侯俊明的《搜神記》就是一場反文明的「陰性論述」，其中身體的拼

貼與性拼貼便是以拼貼的方式迫使過去強固的文化符碼瓦解，造成內外界域的模

糊化。29 

關於《搜神記》兩個面向討論的不同，筆者認為，乃因針對藝術風格與內容

討論不同的緣故，綜合以上的論述，《搜神記》中呈現旺盛慾望的身體意象是對

過去禁錮的學院正統與先驗的價值規範的挑釁與摧毀，但是，進行對舊有價值系

統的摧毀是否完全是《搜神記》欲彰顯的真意？有其他的文章提出了《搜神記》

真正的意涵並不是單單對社會道德禁忌的挑戰、叫囂，反而是希望鬆動僵化的價

值觀之後，使人重新思考： 

 

侯俊明這系列的版畫作品對傳統搜神經典的『貶低』，還有對人體器官

的誇大，所產生的意義絕不是要『罷黜諸神』或『挑戰社會禁忌』，或

相對地是一種簡單的造神運動，更不是圖個爽快而已的立場宣示或發

洩；這其中的道德判斷的曖昧與模糊，或是那種『好笑』，才是他所要

營造的效果。這種既正經又搞笑的擬古轉化的真正目的，既不是要否

定、批判什麼，也不是要肯定什麼，而是在於鬆動固化的價值。30 
 
 

路況也提到《搜神記》的反諷／嘲弄／抗爭／顛覆並不是純粹的否定與顛覆，它

                                                 
25 林裕祥，〈侯俊明「新搜神記」圖版中的身體政治語意〉，頁 179。 
26 石瑞仁，〈一場瘟疫，一種宿命〉，《搜神記》，頁 171。 
27 陸蓉之，〈侯俊明神話－從慾望之乘，到圖碼解讀〉，《搜神記》，頁 184-185。  
28 廖新田，〈陰性論述－侯俊明作品之深層心理組織法則探討〉，頁 52。 
29 廖新田，〈陰性論述－侯俊明作品之深層心理組織法則探討〉，頁 56-60。 
30 盛鎧，〈「以乳為目，以臍為口」－－試論侯俊明的《搜神記》〉，《水筆仔》，9/10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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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幽默的方式是對存在與生命本身的歡愉肯定。因此在矯飾主義下的淫猥狹

邪詭異的各類人物，才能躍入死亡與再生、毀滅與創造的生命變化之流中，踰越

僵化的人的形式。31侯宜人則把《搜神記》中的身體意象從宣洩禁錮慾望的目的

導入積極昇華、平撫慾望的詮釋，她將侯俊明的藝術看作為時代而藝術的實踐，

以宗教驅魔儀式的觀點詮釋作品中的變相身體，認為雖然變相身體反映的是社會

中慾望永遠無法滿足的問題，但因為有了一個身體形象的依靠，充沛流竄的慾望

反而具有平撫慾望之效。32侯宜人的詮釋剛好與侯俊明解釋自己參考了晉朝干寶

《搜神記》中被迫害人物形象的原因雷同，因為「被迫害者，心願無法完成，結

果這心願便以另一種形式（變貌）出現、完成。」33兩者同樣認為這些靈異人物

的慾望能在萬善詞裡，獲得暫時的宣洩。 

 以上種種的論述，筆者認為，皆有可採取之處，但筆者並不是要尋找折衷的

說法，而是認為接受作品的角度不同，便有不同角度的解讀方式。這恰巧也是希

望作品與觀眾之間能有一個溝通性的創作者，樂見其成的。34《搜神記》明目張

膽地端了一盤充滿性符號與誇張、變形身體意象的奇珍異饈，放在剛接受社會解

放洗禮的群眾面前，不可避免地會挑戰社會群眾背後原有的道德禁忌與價值系

統，但是就藝術家創作思維的角度來說，《搜神記》的內容不僅在挑戰社會體制

的目光或肯定慾望的歡愉，最重要的還有希望無奈與無助的慾望能獲得平撫與救

贖。35關於這點，筆者觀察《搜神記》中的靈異人物形象之後也發現到，這些靈

異神祇人物雖然他們的慾望在萬善祠場域裡，被高度地完成了，然而完成的卻近

乎一種悲情。慾望與抗爭的意志幾乎成了他們身體全部的重心，慾望雖然被實現

了，反而卻看到他們被慾望奴役的一面，尤其他們臉部表情如出一徹，真實的面

                                                 
31 路況，〈諧擬的超越－解讀侯俊明的「圖」「文」〉，《犬儒圖》，臺北：萬象，民 85，頁 62-64。 
32 侯宜人，〈侯俊明的搜神〉，頁 166。 
33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4。 
34 見楊蕙如訪談侯俊明，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台灣探究－當代紙
上作品》，臺北：北美館，民 88，頁 30。 

35 創作者曾言：「我搜的倒不是什麼神祇靈異類，而是要扥此結構將都會邊緣人與以神聖化之供
奉／嘲謔。在荒謬的敘事裡益發突出其與現實格格不入之窘迫，在矛盾中顯其無奈與無助。」，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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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顯得微不足道，有的甚至更沒有頭顱，慾望的差別與抗爭的意志成了分辨他們

的標籤，也成了主導他們身體活動的中心。 

 因此，針對這些特徵性十足的身體形象，筆者在下文欲加強既有文獻對作品

稀少的視覺分析，一方面除了論述誇張變形、錯置的身體意象同時頌揚了，社會

情慾的解放與踰越過去威權對身體情慾的禁錮之外，另一方面則提出既有文獻忽

略的情慾的焦慮問題，探討這些踰越舊社會道德框架的身體意象內的底層蘊涵。 

 
 

（二）《魂魄暴亂》 

 

陳界仁1996年創作的《魂魄暴亂》系列作品是他第一次運用電腦來處理影

像。作品共有十三張，前九張中，他挪用了從中國滿清到台灣霧社事件的歷史照

片，而且放置自己充當劊子手、受難者與旁觀者等等的自身影像，於每個刑罰場

景中。後四張則用顯影自己身軀組合而成的虛擬影像，來揭露台灣解嚴時期刑罰

的暴力。因為挪用歷史照片又虛擬歷史事件的緣故，《魂魄暴亂》因此被劉紀蕙

評論為是批判歷史與國家刑罰的作品，而前九張作品探討了觀看權力與被觀看／

拍攝之間的關係，後四張作品則突顯戒嚴時期刑罰與暴力的內化；36其他評論則

提到在台灣藝術主體性普遍失語的情況下（處於想像的西方／中國／台灣之

間），從八○年代開始就是裝置與身體藝術先驅之一的陳界仁，藉由收集歷史照

片以及追溯自己生命裡深刻的記憶與經驗，運用攝影這項「攝魂的技術」、「記憶

的圖錄」、「觀看的權力」工具，把歷史照片轉化重製，使原先攝影者的權力轉變

為他自己言說的權力，屬於公眾的集體記憶變成他個人主體的藝術根基，由此建

立了一個非官方／個人的藝術系譜。37原先由外國人拍攝／述說中國歷史的歷史

照片轉換成由陳界仁這位旁觀者重新解釋與批判。 

就陳界仁挪用舊有照片的創作方式而言，一系列更改歷史照片與虛擬歷史場

                                                 
36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3。 
37 陳宏星，〈失語後的系譜重建：陳界仁藝術語彙的歷史追尋〉，《典藏今藝術》，第 103期，民

90，4月，頁 76-77。林志明，〈記憶／歷史／系譜〉，《藝術新聞》，民 89，4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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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所突顯的歷史節點，的確可說陳界仁建立了一套批判國家社會發展歷史中，上

層對下層施予有形／無形刑罰暴力的藝術系譜。然而，單從照片的觀看與被觀看

之間的權力結構模式，來詮釋《魂魄暴亂》因此具有批判與解構歷史的意義，筆

者認為仍不足以指出《魂魄暴亂》震懾人心的力量。雖然有些評論提到《魂魄暴

亂》如陳界仁所言，體現了一種攝影的「攝魂術」，影像裡的中國群眾在被西方

觀看／拍攝同時，就像被攝了魂，成為西方強勢觀看下沈默的他者。38而我們被

迫承認這也是我們的記憶，一個由他人所攝影像構成的集體記憶。39但是當照片

中的影像映入觀者眼簾，被這些肢離、刈斷的身體意象網住剎那的恐怖，卻比思

考權力侵軋主體記憶的真實性還要予人印象深刻，就如同一位觀者所言「看他的

作品就好像在接受一種刑罰。」40 

大量殘肢、斷頭瘸腿的身體形象成了《魂魄暴亂》主要的視覺母題，筆者認

為探討這主要震懾人心的視覺美學形式，才能更完全地將《魂魄暴亂》作品的風

貌與對觀者的衝擊為何表達出來，尤其《魂魄暴亂》陸續出現陳界仁傷殘的身體

意像，除了延續控訴歷史事件被偽飾的寓意之外，藝術家自殘的身體意象已然將

對國家歷史的批判推到另一層次。劉紀蕙提到陳界仁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照片中

加上自己的印記，是要突顯國家體制的隱匿性暴力是一種族群自殘行為，它是一

種自我分裂與瘋狂。41從《魂魄暴亂》一系列，陳界仁相繼扮演旁觀者、施刑者、

受刑者或施刑與受刑同一的自殘者角色脈絡中，的確也可領悟到國家內部用屠殺

／刑罰進行排他行為時，是一種用刀砍向自身族群的瘋狂行為。然而，殘殺的瘋

狂是《魂魄暴亂》帶給觀者唯一的訊息？劉紀蕙曾提到，陳界仁在虛擬歷史創傷

場景裡的自殘衝動是一種自我掏空、無對象性的自殘與憂鬱狀態，「第一階段的

作品中那種激怒與狂喜合併的凝視與挑戰已經消失，在第二階段的作品中，我們

                                                 
38 鄭慧華，〈從攝魂到招魂之間〉，《現代美術》，第 106期，民 92，2月，頁 45。 
39 鄭慧華，〈從攝魂到招魂之間〉，頁 45；林志明，〈記憶／歷史／系譜〉，頁 68。 
40 引用鄭乃銘所提的觀眾反應，林志明，〈記憶／歷史／系譜〉，頁 67。 
41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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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那種基進的目光，而只看到傷口的內部。」42她所指的第一階段作品是陳

界仁挪用舊歷史照片，重新繪圖輸出之後的作品，而第二階段作品對比於前階段

的挪用，創作影像的手法已改由虛構歷史場景或是幻想、夢境等等的顯現。劉紀 

蕙用精神分析的症狀式閱讀方式閱讀陳界仁的作品，認為《魂魄暴亂》用揭露歷

史傷口的方式，說明政局變遷之下，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其實是一連串遭受蒙蔽與

創傷的過程，藝術家揭露歷史傷口的同時，也處於國家象徵秩序瓦解的狂喜與絕

望恐懼的狀態中，鄭在東、侯俊明與陳界仁三人都是顯示出後解嚴時期的憂鬱與

自殘暴力。43 

筆者認為，劉紀蕙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與訪談陳界仁的方式解讀《魂魄暴亂》，

在傾向於從創作者出發的寓意的探討時，容易忽略作品對觀者產生有何效果的討

論。特別是《魂魄暴亂》長寬各高達 200公分以上的尺寸，以及照片中的人物總

是呈開放式地排列和迎向觀者的目光，具有劇場式展演的效果，這種劇場效果不

僅對建構觀者觀看的模式與思考的啟發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構成作品視

覺美學形式的中心。 

有些評論曾談到陳界仁喜歡引用禪宗歷史中，慧可自斷手臂以求教於達摩的

例子，來說明懼怖的超越與覺醒，44認為慧可的自殘是為了個人開悟，而陳界仁

撼人的影像是對眾生的呼喚－關於懼怖之後的覺醒，經由超越肉身的苦痛、經歷

懼怖到靈魂覺醒，最後超越任何權力與歷史詮釋。45前面說到《魂魄暴亂》劇場

是展演的效果容易將觀者納入相同的歷史脈絡裡，陳界仁自斷手臂的懼怖也容易

讓觀者形同經歷了他的懼怖，他刻意營造出的懼怖場景又如何讓觀者感受到他的

超越與覺醒？因此，本文將從作品呈現出的視覺美學，說明作品如何用懼怖場景

踰越舊威權體制，以及這種踰越反映了創作者什麼樣的主體狀態，是否如劉紀蕙

所說的藝術家認同物失落後的憂鬱，尤其《魂魄暴亂》中陳界仁瘋癲癡笑或失神

                                                 
42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4。 
43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4-65。 
44 林志明，〈記憶／歷史／系譜〉，頁 69。 
45 鄭慧華，〈從攝魂到招魂之間〉，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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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的神情，也許可說是在懼怖中達到踰越後的狂喜。 

對於同樣作為一個觀者的筆者而言，筆者主要從分析《魂魄暴亂》的身體意

象是具有引導觀眾觀看與劇場展演性質的身體意象，來論述《魂魄暴亂》擺盪在

批判國家歷史刑罰／體制、尋求超越以及藝術家記憶三者之間的踰越性。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中身體意象的意義既然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密

切相關，為了釐清作品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筆者將援引從喬治．巴岱儀的踰越

（transgression）理念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學意涵作為論述的根基，希望以此定位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作品中的身體意象在台灣美術史出現的時代意義。因

為筆者從踰越的歷史觀點解讀侯俊明與陳界仁的作品，是企圖找尋出這樣的藝術

表現所體現的歷史內涵與對當時文化社會的衝擊為何，但因解嚴之後對台灣美術

的論述就如同當時的台灣美術般歧異紊雜，雖有對單一展覽作品偏僻入裡的分

析，但甚少對一個特殊的藝術風格作專門的歸納與評論。近年來雖有學者試圖耙

梳台灣當代美術的風格面貌，然而跨越的作品眾多往往有無法深入分析作品內容

的缺憾，所以筆者欲以《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作品中的身體意象作為深入分

析台灣美術與社會時局脈動的起步。 

巴岱儀的踰越概念偏向的是形而上、神秘主義式與情慾方面的思考，而後陸

續有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探討社會中的踰越表

現，精神分析學家茱利亞．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承繼巴岱儀與人類學部

分的思想提出厭棄（abject）理論，更探討了厭棄物如何踰越人的認知以及厭棄

物對人心理狀態的影響。藝術史學者哈．佛斯特（Hal Foster）也藉引用克利斯

蒂娃的厭棄理論探討西方當代藝術中厭棄藝術如何踰越。因此，究因於研究的需

要，筆者一方面將先彙整從巴岱儀以降關於踰越及其對社會反動性的討論，另一



 21 

方面則論證《搜神記》和《魂魄暴亂》如何藉由特殊的創作形式與踰越傳統美學

的肢離、變形又誇張的身體意象，達到踰越社會體制與個人僵化思想的效果。 

本論文第一章將先交代踰越一詞的社會、文化反叛內涵，以此角度論述《搜

神記》和《魂魄暴亂》整體構成的面貌與明顯的形式特徵，如何具有踰越的性質。

第二章則依據米哈依爾．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定義的詭態身體（the 

grotesque body），說明兩系列作品中的身體意象具有詭態身體特徵，並就此詭態

的身體意象作深入的視覺分析，討論這樣打破身體固定型態的身體意象是如何衝

擊觀者的視覺，間接打破觀者認知思想原有的疆界。 

在第二章的討論中，分析《搜神記》作品時，筆者採取圖文相互參照的方式

詮釋作品中的身體意象，因為兩者是構成作品意義產生的重要部分，無法缺一分

別討論。而因為《搜神記》模仿古書的形式與部分挪用古代神祇的名諱，筆者也

將用圖像學（iconology）的研究方法，輔助分析圖像的意義。究其《魂魄暴亂》

巨大的尺寸與恐怖身體影像的營造容易對觀者產生衝擊，因此筆者也將佔據觀者

的角度，分析兩部作品中的詭態身體意象在展覽營造的氛圍中，對觀者的影響為

何。 

第三章筆者轉回探討作品中身體意象被創作的動機。筆者認為，兩部作品踰

越社會傳統價值與國家歷史遮蔽式的建構時，既然與解嚴後的時代氛圍相關，便

可能也反映了兩位藝術家居處於這時代的心理處境。因此在第三章中，筆者除了

以《搜神記》與《魂魄暴亂》兩部作品為視覺分析的文本外，也將參照其他描述

兩位創作者創作狀況與成長背景的文獻與訪談紀錄，以互文性的方式，分析出兩

部作品的創傷身體形象的共同特徵是反映了藝術家的焦慮（anxiety）。而因為焦

慮一詞的提出與精神分析學密不可分，筆者也將佐以相關的精神分析論，輔佐分

析視覺圖／影像中所呈現的身體意象。 

筆者在每個章節中分成兩部份，分別探討《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中的身

體意象。分成兩部份是究因於每部作品的使用的媒材、作品的形式和指涉的議題

互相不同的緣故。這兩個系列作品需要分別逐一討論，才能依據在作品中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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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討論這些身體意象真正意涵，並且由此歸納出這兩個系列作品中，其解

構與變形的身體意象共同蘊含的踰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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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具有踰越性的表現形式 

 
 從《搜神記》與《魂魄暴亂》創作的過程與其採取的創作方法可以看出，兩

系列作品具有突破舊有藝術模式與社會價值，逆轉權力固定操作的傳輸系統，但

如何看待這樣作為底層的意涵？在此，筆者將以踰越的角度先整體分析兩系列作

品具體呈現的形式，先爬梳踰越的中心主旨，來論述作品全面性的形式風格如何

具有踰越的內涵，以此先初步掌握住兩系列作品具有鬆動既有價值與傳統思維的

意義。 

 

第一節 鬆動社會體制的踰越過程 

 

踰越一詞由巴岱儀率先提出，目的是企圖顛覆同質性完整但又封閉的意義架

構與論述系統，而踰越即是以「否定」為基本思維模式的展現。踰越的「否定」

乃因巴岱儀認為，論述的合理性、權威性常是排除異質因素「雜音」、「變數」

之後的結果，46所以，踰越本身具有「否定」性，否定統一、完整意義的建構。

巴岱儀雖然也接受吉爾格．維黑姆．費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否定來自對死亡恐懼的說法，並不認為死亡會終結「否定」的動力。他

認為終結之外總是又伴隨另一個開端，意義之外必有另一未完成的意義，而這

「開端」、「未完成的意義」就是一個異質性（heterogeneous）的存在，永遠會

顛覆已完整的結構、論述，踰越就是顛覆已完整的結構的手段、方式與形式。47

巴岱儀提到踰越的內在經驗（inner experience）： 

 

經驗如果不是反叛，就只是一種錯誤。首先是對主體依附行動、計劃、

論述等的反叛－反叛理性存在對話語的控制；第二點，是反叛經驗本身

                                                 
46 蔡淑玲，〈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中外文學》，第 24卷，第 2期，民 84，7月，頁 116。 
47 蔡淑玲，〈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頁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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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滿足感、安逸感。48 

 

踰越是對主體來說是否定性的自我顛覆，總是在意義趨近完整、固定時，就推翻

否定的能力。對巴岱儀而言，論述的完整與意義的圓滿是一種語言的暴力，這種

暴力在意識型態、體制的掩飾下會遮蓋其赤裸的面貌，他提出踰越的觀念目的要

使意義的溝通充滿流動性、異質性，在反覆推翻、顛覆的過程中，認知一切只是

模擬的假相。 

現代社會文明的建立可說是建立在一個排他性強的完整結構中，總是以清除

退化、低等與醜陋等異質性的東西來建立一個同質、乾淨的社會。以西方的布

爾喬亞（bourgeois）社會為例，社會內的主體重複地被社會排除「低等」（low）

－髒亂、厭惡、噪音、汙穢物的意識型態塑造，每一個排他的動作都是對主體

身分的形構，而這種被定義為「低等」的事物就被主觀吸收為一種負面、厭棄

的東西。49對「低等」事物存在的定義與排除，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它雖然被

社會系統體制排除，但它也因此間接鞏固了社會系統，幫助建構社會秩序。 

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依據這個說法，並把所有被制度

化系統排斥的事物稱作「汙穢」（dirty），認為汙穢這個社會邊界外的客體所造

成的混亂將會破壞社會既定的模式： 

 

從（身體的）孔穴排出的物質，顯然是邊緣物質。痰、血、奶、尿、糞、

淚，皆超出身體的界線… … 由此可知，污染作為一種危險的型態，在宇
宙或社會結構愈是得到清楚界定之處，它便愈是以強烈的姿態呈現。50 

 

我們污染（pollution）的行為是譴責任何客體、想法的反應，就像是困
擾或反對任何被珍愛的階級系統。51 

 

                                                 
48 翻譯文引自蔡淑玲，〈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頁 123。 
49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 “Conclusion,” in The Politics and Pos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6, p. 191.  
50 譯文引自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臺北：桂冠，民 92，頁 89。 
51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66,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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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認為污染雖會破壞既定模式，卻也為模式提供了構成要素；秩序意味著

有所限制，在建構秩序，遵守某些秩序的同時，也摒棄掉那些明顯符合建構模式

要求的東西。52因此，社會體制系統需要排他或分化的過程，厭棄低等事物以此

將世界分成高層／低層、文明／粗魯、純淨／雜種，一個符合秩序的社會。但是

被排除的事物不會消失不見，它被劃在秩序之外、疆界之外，隨時有可能威脅著

疆界內的秩序與法條，當踰越的行為發生時，往往就是被排除的東西復返之時。 

被排除的事物如何復返並威脅秩序建構內的主體？受到巴岱儀與道格拉斯

影響，提出「厭棄」（abjection）理論的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分析了主體在被排

除事物的「厭棄」情境裡所受到的威脅性。克利斯蒂娃指出「厭棄情境」中的

「厭棄體」（abject）作為一個已遭徹底逐出的墮落物，會把自我引導至一個意

義崩解的所在，她提到了「厭棄體」對主體「超我」（super-ego）的對峙以及它

給予主體「自我」（ego）的影響： 

 

某個與超我這位主人混融的「自我」，便硬是把這個部分趕出去。它在

外面，外於這個它似乎認不出遊戲規則的我的世界。總是在未曾預警之

下，它促使主體進行一種釋放、教他驚厥，逼迫他發出吶喊。… … 從前，
在那段模糊、被遺忘的生命中，它曾經讓我覺得熟悉；而今它卻成為一

個全然與我無關的、惹人反感的東西，不斷地騷擾我、糾纏我。… … 它
是一個我無法辨認的「某種東西」。53 
 

「厭棄體」造成主體迷惘的驚顫甚至有恐怖的感覺，乃因它們是被超我排除掉不

屬於自我認知的範圍。在克利斯蒂娃的定義中，任何不潔的東西，諸如人體的嘔

吐物、尿液、糞便、經血甚至屍體等等，都屬於會讓主體感到骯髒、噁心與淫邪

的事物。芭芭拉‧克利德（Babara Creed）也引用了克利斯蒂娃的說法，提到恐

怖電影習慣製造斷肢、並列的死亡屍體、血液、唾液、汗水、淚水、新鮮東西的

腐敗… … 等等「厭棄情境」，以製造恐怖效果，也就是製造任何踰越／威脅主體

                                                 
52 瑪麗．道格拉斯，〈污染象徵秩序〉，《文化與社會》，臺北：立緒，民 86，頁 187-188。 
53 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鬱譯，《恐怖的力量》，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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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徵秩序裡的「邊界」（border）的機會，使得觀看者的主體受到侵擾，而感

到恐怖。54 

就心理底層的分析，「厭棄體」固然形成了厭棄情境的出現，但並非來自表

面上的清潔或健康的欠缺，而是它擾亂了主體對身分、體系和秩序的認同。克利

斯蒂娃也提到所有的厭棄情境，其實都發生在主體辨認出一種作為整體存有、意

義、語言和慾望奠基者的空缺（manque）之時。55這是厭棄情境力量的極致展現

所致，主體體認到有一令他感到噁心、驚恐的事物，破壞了他對外界的認同，他

甚而對存有本身產生質疑乃至失落，主體的失落鬆動了社會建構主體的模式，瓦

解同質性意義的存在，平時主體仰賴的律法，此時顯得不堪一擊。 

依精神分析學來說，形諸個人超我的力量將低下、噁心、醜陋的東西被排除

在外，一但它們出現，即被超我感覺到卑賤，所以「厭棄感根植在超我之中。」

超我排除「厭棄體」的方式轉化為國家意識型態建構社會主體的模式，可看出

國家意識型態機器如何地召喚它需要的主體。當社會用排他的動作，排除任何

危害社會規範的思想行為，建立一個法律與道德的系統體制來召喚社會內個體

單位的服從，那麼同質性的意義、規則將會框架住個體的認知。然而被驅逐於

外的並不是永遠地消失，當它以厭棄體的形式（宗教、道德、意識型態律典之

外的另一個面向）復返，同質性意義的失落與匱乏會帶領一個社會異質性地變

動。如同克利斯蒂娃提到「厭棄情境」的首要定義是曖昧性（ambiguity）：主體

就算排除了「厭棄情境」的勢力，但並不是完全不受它威脅，相反地，「厭棄情

境」對主體來說是永恆的危險。56 

一個社會建構身體知識的同時也銘刻了許多的意識型態。社會內的主體對身

體的認知是積極地在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的場域中被意識型態結合與分

                                                 
54 Babara Creed, “Kristeva, Femininity, Abjection,” in The Monstrous-Feminine: Film,Feminism,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10-11. 
55 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7。 
56 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7。 



 27 

離，從不正確地只能由本身來評估。57社會中的身體形象其後隱藏了大量的社

會知識，我們看待社會的身體形象等於也是在看待這個社會系統，反之亦然。

因此身體形象反映了社會對它賦予的知識，也反映了社會系統製造的框架，特

別是在身體形象開始逸離社會系統、挑戰大眾的目光的時候，更可以知道國家

社會的體制系統如何地被踰越。如同上述所言的巴岱儀的否定同質性意義與克

利斯蒂娃的「卑賤情境」，從《搜神記》與《魂魄暴亂》踰越傳統手法的創作方

式與踰越同質性思考的表現，同樣可看出類似的踰越性。筆者將以此論述系統

作為下文探討這兩部作品時的參考的依據。 

 

第二節 異質結構論述下的邊緣人身體：《搜神記》 

 

一、 全民起乩的搜神神話 

 

侯俊明自言《搜神記》是他模仿晉朝干寶羅列神祇與靈異人物，作為道德訓

誡或引為警示時局徵兆方式的一座廟，目的是為了將社會中一些荒謬的情勢與

都會的邊緣人加以神聖化供奉，並嘲謔何以致之的窘境。58此外，侯俊明建廟

祠的方法參考了清末重刊明刻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圖文左右對照的形

式，運用版畫配合文字的方法，創立了一系列相當大幅 154×104公分的侯式刻

本萬善祠《搜神記》，祠中含納了十八尊變相的「異體神」，一個專收失勢棄神

與無主孤魂的陰廟於焉成立。這種造廟的方式十分獨特，他圖文並茂的方式創

作，顯示圖像與文字相互詮釋時不能切斷的臍帶關係：圖像的意義有賴文字的

補充，文字的說明指示詮釋圖像意義的方向，圖像的描繪則具體化文字的書寫。

因此，為了更正確觸及《搜神記》的圖像意義，筆者將先大概分析《搜神記》

                                                 
57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 “Conclusion,” p. 192. 
58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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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書寫模式。 

分析描寫十八尊「異體神」的文字，不難發現到內容並不全然來自侯俊明本

身的語彙。在文字版書中，他先起頭描述這些「異體神」被供奉的來由、生前

的形象、異於常人的「長才」與在陽間顯現的「神威」，而後，又拾人牙慧地援

引當時名人雅士對其所搜之神的釋文，最後自己再對這些釋文下一個簡短的註

腳，從這簡短的註腳中也解釋了侯俊明最後把圖像完成的原因。出版成書的《搜

神記》中，化名變相王子的侯俊明也曾自述版書內容的陳述是在得變相圖稿一

批，不得其解之下，幸「蒙友壇鼎力相助。扶乩降靈。始知諸神聖名號事蹟。」

59 

黃海鳴提及了《搜神記》包括原文、引文及後人詮釋的文字部分，充滿了破

洞、意義之不連貫、矛盾、斷裂。60令人難以掌握意義的文字內容形成作品的

特殊性，然而這特殊性具體造成什麼效果？筆者認為侯俊明挪用干寶《搜神記》

的部分神話元素，且集合眾人的想法，再經由藝術家本身的書寫、描繪臻至完

成，這種由各方意見構築而成的人間陰廟，呈現的是多音、異質的構築結構，

即使部分早已被記載的古代神祉名諱在此被書寫，但他們卻脫離了原來的神話

敘述結構，重新地以現代社會觀點詮釋。從描述諸神事蹟的文字內容來看，這

些神祉的故事是由各屬不同領域的文人墨客與創作者合力述說，他們宛如是奠

基在各家詮釋與發言基礎上的現代神明。眾人合力述說、共同幫助侯俊明扶乩

降靈的行為，使得《搜神記》的神話敘述呈現的是多音、眾生取鬧喧嘩的異質

結構，而且，創作者每每在板書末了下的最後註解又帶著戲謔的色彩，更迫使

《搜神記》作為一部記載言談與圖像的現代搜神神話，其宣傳德誼與教化人心

的功用幾乎消逝無蹤。以〈大奶夫人傳〉【圖 9】為例，干寶《搜神記》中的大

奶夫人是一位幫百姓消災解禍的娘娘，文獻上記載她「鎮蛇妖有功。」然而在

《搜神記》裡的〈大奶夫人〉，描述的反而是秀場裡賣弄色相的女王，因其「奶

                                                 
59 侯俊明，《搜神記》，頁 51。 
60 黃海鳴，〈手印版新搜神記〉，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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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霸」成了眾人擁載的女神。古代大奶夫人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德行在侯

俊明的《搜神記》裡被其他的「德行」置換掉，他們美其名也是在普渡眾生，

但是這種「以胸前巨蒲振震育化俗凡」的普渡，跟原來神祉普渡方式相比，卻

不禁任人覺得錯愕、甚至覺得荒謬可笑。然而創作者是有意貶低他所搜的神祇？

大奶夫人被評為「她沒腦袋。眾所見乃豆腐所幻也。」但侯俊明又在註解提出

反駁「有女異議曰奶大無罪。是無聊男子自壞頭殼也。」我們無法確切知道，

亦無法判斷創作者是全然地貶低或頌揚所搜之神，即使創作者曾自言創作動機

之一是要替這些異體神立傳、宣揚。很值得注意的是，侯俊明在《搜神記》描

述的文字與註解就如同〈大奶夫人傳〉的效果一樣，在正反並行的評價中帶有

戲謔的曖昧：似褒又貶、似貶又褒。 

 一一審視《搜神記》中文字版書的搜神內容，筆者認為從第三位至第十

三位與第十八位神祇符合了侯俊明所搜的「失勢棄神」：回春神女、女媧、白馬

郎君、戰神、甘霖神君、百花神祖、那吒、救苦天尊、大奶夫人、愛情藍鳥、

採陰真人、花君等，他們被侯俊明刻字立傳的內容就如同前述〈大奶夫人傳〉，

往往在正面地述及他們在人間的「豐功偉業」之後，文字筆鋒隨即一轉，嘲諷

這「豐功偉業」實則是引起混亂或根本是淫穢無當的劣行。譬如被奉祀於茶室

的〈回春神女傳〉【圖 2】具有回春壯陽的神力，但卻有引人染上愛滋死亡的危

險，〈戰神傳〉【圖 10】雖然「奪人妻無往不利」，但是「與幸福卻日行日遠。

孤獨日深。乃至狂癲。」，〈甘霖神君傳〉【圖 11】以人民的福祉為念，「神鞭」

只要一揮動即可為民求得風雨，但是侯俊明引朋友的話語卻稱其「神君逢旱則

洩。民不知避。沾其液則廢。」，原來的神威、行誼被逆轉成對人民有害的毒物。

不管是〈回春神女傳〉、〈戰神傳〉或〈甘霖神君傳〉，侯俊明在最後同樣地又對

他們在批評他們神威的負面價值之後，批上不置可否的註腳，〈回春神女傳〉的

愛滋威脅只要「戴上保險套一樣樂。」、〈戰神傳〉不以為忤，仍「沾沾自喜洋

洋得意」、〈甘霖神君傳〉反而嘲弄百姓是民智為開，不知道那是酸雨的淨化作

用。從正到反的評價，最後又顛反為正的註腳，創作者對「失勢棄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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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游轉在歌功頌德與諷刺貶抑之間。即使是《搜神記》另一個搜神主題「無

主孤魂」：六腳侯氏、情蠱、蒙雙氏、拖地紅、相公等，文字的曖昧同樣顯露在

其版書內容上。然而與前者不同的是，作為被陽世／社會排擠或處於其中卻不

得志的角色，這些「無主孤魂」們生前的事蹟雖然在侯俊明的萬善祀裡被刻碑

表明，侯俊明採取的敘述策略是並列正反相互對立、突出的內容，文字是正面

敘述之後再佐以時人嘲謔式的詮釋，最後下的註腳也僅作補充時人之前的話

語。如同〈情蠱傳〉【圖 29】由愛生恨終至「男女乃結伴相交相殺至夢絕」；〈蒙

雙氏傳〉【圖 3】的「生生世世永不離」，最後是「永不得超生」。 

筆者認為，《搜神記》文字上整體的曖昧與異質意義的建立，乃因創作者欲

以戲耍的方式一方面呈現現代社會慾望奔流所顯現的離奇、怪誕，另一方面也

要觀者脫離傳統的道德制約，正視那被舊社會壓抑的情慾。《搜神記》為原來淪

落社會邊緣的人物立了一座「歌功頌德」的陰廟，如此等於將社會上對這些人

的評價重新洗牌，讓觀賞的人切實瞭解到：原先社會賦予的價值判斷有了缺口。

但是，正面的評價之後又是負面的評價，這缺口斷裂的愈來愈大，有可能促使

觀者開始思考任何意義的存在都有可能是暫時、可被顛覆的。然而《搜神記》

如何瓦解舊有社會的觀念與刺激觀者重新思考崇高、道德、正常… … 等等的概

念？筆者認為可以從《搜神記》奠基於古代神話形式，但又戲耍其中的神話語

言結構來探討。 

結構主義的符號學派認為，在一強固的社會系統中，每一個符號的符徵

（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串成的意義鏈是武斷／固定的。61而認為每一件

事都可以是神話且主張神話成為符號學體系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也

提到神話是一種言談、一種傳播體系／訊息與意指作用的方式，62且認為神話

的意義已經有本身的價值存在，它屬於歷史，意指作用已經建立並且能夠自足，

「意義已經完備，提出了一種知識、一個過去、記憶及事實、理念、決定的相

                                                 
61 Terry Eagleton，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民 82，頁 123-124。 
62 羅蘭．巴特，《神話學》，臺北：桂冠，民 86，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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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秩序。」63依巴特的說法，神話的意義建立在它特殊的形式上，它完滿的意

義必然建立在特有的認知上。然而，觀看侯俊明的《搜神記》，它挪用古書記載

神話的形式甚至神明的名諱，乍似我們熟悉的神話故事，但細看之後才發覺它

不指向過去的歷史，所以讓我們錯愕。傳統的道德與教化被提出來，但同時也

被另一荒謬離奇的形象表現，作為一種奠基於古代神話之上的現代神話《搜神

記》，一方面憑藉大眾的集體知識、過去與記憶，另一方面也由此打破統一、完

整的價值判斷書寫，踰越專一思想的傳輸。而且，藝術家運用生猛有力的常民

文化符號，鼓舞全民起乩的行為，又等於將詮釋權開放給各界人士，促使流動

意義的建立。 

 

二、 邊緣人的身體 

 

《搜神記》表現與正典／學院系統迥然不同的民間／通俗的全民起乩行為，

可說完全表現在社會底層／失勢／邊緣的人物形象上，這也是《搜神記》建立的

何以是陰廟的緣故－專收孤獨漂泊的失勢棄神。也許因為描繪失勢棄神的身體形

象的方式難免與眾不同，《搜神記》一系列赤身裸體、性特徵誇大、器官錯置… …

等等的奇形怪狀身體，在後解嚴社會初期，卻引起不少爭議的漣漪。爭議的聲音

乃因《搜神記》挑戰了當時社會的目光，一些評論也分析《搜神記》為何引起當

時社會大眾側目的原因。林裕祥提到台灣人身體語言的塑造，在移民、殖民與文

化邊緣地帶的歷史條件下，往往是受政治意識型態壓制後的一種被役使的「勞力

身軀」；漢文化的禮教觀念與兩性性關係的倫常禁忌，建立了一套社會允許的身

體行為模式，統治者間接由此獲得權力，而身體是政治權力操控下的最基本單

位。64因此他認為，侯俊明在《搜神記》中描繪的兩性性器官變異圖像的符號，

指涉的是他對美術學院內「唯美」教學體制的反動與對森嚴的倫理體系所作的一

                                                 
63 羅蘭．巴特，《神話學》，頁 177。 
64 林裕祥，〈侯俊明「新搜神記」圖版中的身體政治語意〉，頁 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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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轉喻式反抗，長期被制化的奴性身體，在此以自身潛意識的官能性本能作抵

抗。65就解嚴前的歷史長流來看，《搜神記》挑戰社會大眾目光突顯的是台灣社

會過去受制於政治／傳統意識型態的掌控，然而，《搜神記》蒐集的社會邊緣人

物的形象為何就可說具有反抗與踰越舊傳統社會的力量？或者，明確的說，《搜

神記》所呈現的社會邊緣人物的身體形象是為何能踰越當時的社會目光，反抗了

社會傳統對身體所設的框架？ 

人類學家凱羅．史密斯．羅森柏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分析英國維多

利亞時期的意識型態是以控制身體為重點，在封閉系統建立上下有別的秩序並管

制踰越秩序的行為，同時也提出任何時代、地方、社會都會具有類似的意識型態，

這種僵化的意識型態融合了種種道德規範及身體控制，使得身體的任何行為都受

制於社會的監控。66如依羅森柏格的說法，那麼社會的監控如何銘刻於身體之

上？身體又如何表現社會的特性？羅森柏格依據人類學家維多．透納（Victor 

Turner）認為的所有象徵都具有兩極的特性，既是感官象徵又具有社會學意義，

把具形又感官的身體轉化成一種象徵符號，可以象徵無形的秩序，如此一來，身

體如果是一種象徵符號，那麼附加於身體的控制、法規與處分也就承載了想要控

制或維護社會的意識型態與慾望。67 

身體可被當作一個累積意義的象徵符號，那麼當身體形象開始突變成與以往

不同的形象時，之前建立的象徵意義也隨之被瓦解，特別是身體以極度誇張、變

形與失序的面貌出現。筆者之前提到瑪麗．道格拉斯認為社會疆界之外的邊緣人

物是危險且具有力量，危險乃因威脅到社會秩序的建構，但也因其危險而具有顛

覆社會秩序的力量。因為所有社會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約束失序與混亂之上，秩

序雖然本身擁有權力，得以維持本身安定並收束混亂失序的力量，但混亂本身也

擁有狂野無形的威力。羅森柏格也指出社會中有可能象徵混亂與無秩序的群體，

                                                 
65 林裕祥，〈侯俊明「新搜神記」圖版中的身體政治語意〉，頁 182。 
66 凱羅．史密斯．羅森柏格，〈維多利亞時期純潔觀裡性的象徵意義〉，《文化與社會》，頁 199。 
67 凱羅．史密斯．羅森柏格，〈維多利亞時期純潔觀裡性的象徵意義〉，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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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邊緣性與過渡性的族群，邊緣性是指沒有權力地位，在社會分工複雜體系

中不佔核心位置；道格拉斯則認為扮演危險曖昧角色的人被看成是無法控制、不

能自主、危險不安，且社會不容的力量，他們被視為反社會，特徵是「汙穢淫蕩、

無法無天。」68 

《搜神記》裡的人物不是「無主孤魂」、就是「失勢棄神」，他們顯然是被社

會遺忘或是驅逐的邊緣人物。雖然處境邊緣，但也因為這不受拘束的邊緣力量才

能表現充沛又旺盛的慾望與抗爭能量，突顯被壓抑許久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可

以看到：〈刑天〉【圖 12】斷頭身體倒掛，並燒烤自己雙眼以求視察這個世界的

抗爭力量；被「鄉人以為怪」的〈六腳侯氏〉【圖 1】死後仍「捧頭泣母喪」；「不

見容於世」（文字解釋因為得了愛滋病）的〈回春神女〉【圖 2】不怕愛滋病的威

脅，兀自微笑享受搓揉乳房的快感；「生而棄養。致逆。」「浪盪西門町」的〈那

吒〉【圖 13】在母親臨盆之際，故意拿刀刺母雙股，暗喻被棄養小孩的叛逆形象。 

 

第三節 破壞同質性歷史建構機制的殘軀／屍體：《魂魄暴亂》 

 

陳界仁用電腦繪圖輸出巨大模糊失焦影像的《魂魄暴亂》，有九張是挪用了

舊歷史照片中並植入陳界仁自身的影像。這樣的創作手法曾被評論具有批判寓

意，認為是創作者試圖用電腦影像的合成與虛擬，遁入人類潛意識，剖視歷史中

人類殘暴的野蠻獸性，透過這些視覺圖像進行對中國／台灣現代化過程的批判與

詮釋，69且提及到陳界仁也曾自言：這一系列作品是要重新檢視，在中國到台灣

的現代化歷史發展中，刑罰與暴力如何從外顯的形式轉變到隱匿的形式，所以他

選擇歷史的舊照片，在每張照片角落裡放置自己的影像，以回到每個歷史現場的

                                                 
68 凱羅．史密斯．羅森柏格，〈維多利亞時期純潔觀裡性的象徵意義〉，頁 201-202。 
69 王嘉驥，〈從反聖像到新聖像－後解嚴時期的台灣當代藝術〉，頁 118。姚瑞中，〈攝影裝置〉，
《台灣裝置藝術》，頁 289。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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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模式決定他理解歷史的角度。70 

如依前述所言，那麼《魂魄暴亂》作品已不是單純地挪用歷史節點紀實照片

而已，因為創作者的改變與移入新影像的結果，使得作品具有豐富的寓意性－批

判歷史的建構。然而，作品如何展現批判歷史建構的寓意與創作者理解歷史的角

度？或者確切的說，創作者在歷史影像中植入現代人影像（陳界仁自身的影像）

與改變舊歷史照片形式的結果，為何就能夠引導觀者思考個人對本身歷史記憶的

認知經常是受到上層／權力／左右，而達到踰越單一權力陳述歷史的效果？為了

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可首先從創作者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創作手法－挪用歷史照片

的策略－談起。 

 

一、 揭露歷史影像背後的暴力 

 

陳界仁挪用歷史照片的時間節點主要是：清朝最後酷刑、國民黨革命、清黨、

內戰與霧社事件。這九張照片有的是外國人所拍攝下的中國歷史事件，71有的攝

影者不詳，72有的則可能是中國／日本新聞社所拍攝的照片。73陳界仁挪用這些

照片的結果因此被評論為轉化他自身對西方式好奇的嘲諷批判，與對於中國現代

化過程的反省與批判。74不管陳界仁有無刻意嘲諷拍攝者的身分以及照片呈現出

的意識型態（西方的觀光式觀看或新聞報導的渲染），筆者認為，從陳界仁挪用

這些歷史照片體現的影像風格中，對於批判國家刑罰暴力的寓意是同一的，筆者

也會將討論焦點放置於分析陳界仁挪用舊歷史刑罰照片，是如何讓觀者對歷史採

取批判的距離，踰越認同國家建構的歷史記憶。 

陳界仁挪用的歷史照片因為當時環境不好的緣故，影像本就稍微模糊，而他

                                                 
70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49。 
71 如〈本生圖〉、〈自殘圖〉。 
72 如〈去勢圖〉、〈自殘圖〉。參考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
感〉。 

73 如〈失聲圖 I、II〉、〈法治圖 I〉。 
74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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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照片放大至 260×208公分的大尺寸，些微失焦的影像粒子變得更為粗糙，但

也使影像像一種對歷史記憶的書寫，人彷彿置身歷史迷霧中。在詭魅的歷史迷霧

中，令人驚懼的是恐怖的身體影像被放大與置於畫面中心，遭處罰的受刑者的罪

行似乎因此被漸漸抹消；與被大屠殺的人民一樣，觀者傾向注意到的是他們忍受

巨大痛苦的傷殘身體，因而有可能對這傷殘的身體寄予害怕或憐憫之情。 

以《本生圖》【圖 4】為例，在其原來所挪用的歷史照片裡【圖 14】，觀者看

到的中國酷刑是透過攝影者的視線，也就是西方拍攝者觀看中國酷刑的視線，這

樣全觀整個刑罰場景的視線，不只與畫面中圍觀者與施刑者一樣專注於施刑者的

動作，連旁觀者的專注神情與受刑者被淩虐的身體也納進去，突顯了這個全觀淩

遲刑罰場景的觀視是帶有西方好奇中國奇風異俗的觀看。有可能作為向西方介紹

中國的明信片影像。75然而，轉換到陳界仁的《本生圖》，觀看的意義卻被大幅

改變。《本生圖》中受刑者的形象被放大並移置畫面中心，使得受刑者被淩虐的

身體與恍惚表情更形恐怖地靠近觀者，而且頭部一分為二，更增加這受刑者身體

形象的詭魅與不真實，不真實的感覺將酷刑場景的恐怖感更加擴大。受刑者遭受

酷刑的身體形象的恐怖感被加強的效果，早已超越引導觀者思索西方好奇觀看中

國的寓意，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看到國家刑罰暴力的恐怖。在受刑者似乎痛苦又恍

惚的表情中，觀者強烈感受到的更是國家刑罰行諸個人身上的暴力，就如同〈失

聲圖 I〉【圖 6】與〈失聲圖 II〉【圖 7】中，我們同樣可看到國家刑罰的暴力與瘋

狂。 

〈失聲圖 I〉中，挪用共軍屠殺農民之後的屍體橫陳，畫面中央是陳界仁拿

著刀刃砍像自己又開懷大笑的模樣。這張作品曾被評論為揭露中國現代化進程

中，左翼與右翼以一致的方式各自進行排他性的暴行，經由刑罰／排除／肅清的

                                                 
75 陳界仁挪用的凌遲圖照片是巴岱儀在《慾望的淚水》的圖片。這張照片由法國士兵所攝，首
次刊載於 Carpeaux的Pékin qui s’en va, Paris, 1913,和 Dumas的Traité de psychologe, Paris, 1923.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5。另有文章提及到在
西方殖民時期，將酷刑描繪成野蠻的習俗是普遍的文宣手法，十九世紀末期中國的凌遲照片在
法國風行，證明了恐怖的觀光價值，越是風行，越能使歐洲脫離暴力的象徵，藉由這些照片的
傳播，殖民者壓榨中國的舉動更被合理化。Clair Margat，連俐俐譯，〈面對恐怖的藝術〉，《典
藏今藝術》，129期，民 92，6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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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而達到鞏固權力的位置。76但照片除了讓觀者看到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的屠

殺暴力之外，陳界仁扮成象徵國家威權的屠殺者－軍官－的形象，並且抬頭向上

地開懷大笑著，更讓人體會到國家威權任性處置民眾性命的瘋狂。〈失聲圖 II〉

屍體橫陳的畫面與〈失聲圖 I〉雷同，被置於中心的軍官更令人啞然，他依然笑

著，正要將自己的陽具塞進被害者的嘴巴，這樣的舉動更突顯上對下的凌虐與掌

控。陽具作為象徵秩序中權力的代表物，77等於是社會秩序的最高主宰，它被放

入受害者的嘴巴，赤裸裸地隱喻一場國家威權妄自施予權力於人民身上的殘酷過

程，而社會中的人民只能被迫承受，被迫吞食屠殺背後的權力暴力。 

 陳界仁挪用的某些歷史影像中，有一個明顯的特徵是：陳界仁都會以旁觀者

的形象現身於觀看每個刑罰暴力場景中，例如〈本生圖〉置身左上方人群之中的

旁觀者陳界仁；〈去勢圖〉【圖 15】站在西方觀光客身後的陳界仁；〈自殘圖〉【圖

5】左後方向前觀看自相殘殺的連體人與處決場景的陳界仁。他在一系列暴力影

像現身的效果，挑戰、踰越的不只是西方介入東方的觀視目光，他同時也向觀者

暗示了我們看待歷史時習慣的角度，引導影像／歷史外的觀者思索：國家在進行

體制的刑罰與暴力時，是否我們就像旁觀者只注意到酷刑進行的奇觀，而忽略了

背後的國家暴力？尤其是每一張顯影歷史性暴力場景的攝影作品尺寸長寬各高

達 200公分以上，給人恍若親臨現場的感受，使得現在與過去的時間邊界短暫地

被消融，圖像外的觀者彷彿也被納入相同的歷史場景裡。這種積極讓觀者參予每

個歷史刑罰時刻的表現手法，將現在和過去時空的斷裂搭上橋樑，觀者彷彿重回

歷史現場，親自參與過去殘酷的那一刻。置身現場的臨場感或許使有的人因為太

過震撼，而別開目光，然而震撼的程度已讓人對國家驅除異己的暴力留下印象；

又或許有的人一瞥見照片，在影像粒子粗糙模糊的歷史迷霧中，可以維持過去與

現在的距離，負荷影像的暴力，但當目擊到一個現代的影像－陳界仁存活在過去

                                                 
76 劉紀蕙說到陳界仁本欲揭露國民黨佔據延安後，屠殺民眾的暴行，但因挪用的照片是 1946年
內戰期間共軍屠殺崇禮全村的紀錄，想要揭露右翼的暴行卻反而也揭露了左翼的殘暴。劉紀
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9。 

77 詳見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民 77，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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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中，且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死亡事件的發生時，是否觀者也會開始揣測自己

也正是見證這場歷史的人物？而我選擇的觀看角度為何？ 

羅蘭．巴特曾言：「攝影未必顯示已不存在者，而僅確切地顯示曾經在場

者… … .攝影的本質即在於證實它所表現者。」78歷史照片證實了一場歷史事件

的發生，即使它曾被遺忘、被拒絕相信，但是影像「此曾在」的訊息不會被抹消。

陳界仁把歷史照片重新挪用輸出，擴大了這些歷史影像的真實感與恐怖感，也使

得影像脫離了原先被敘述的結構（作為西方觀看中國的照片或新聞報導的攝影作

品），而他又現身於歷史刑罰中，以現代人的身分去見證那可能塵封已久的過去

回憶，彷彿引導觀者以後設批評（meta-critics）的角度去思考歷史被建構時權力

的侵軋。陳界仁說過：「面對一個不一樣的作品，我自己會希望是一個顛覆性的

異質，質疑同質性的東西。所以驚訝或遭遇到排他性，是可以預料到的。」79又

說：「觀眾可以自由解讀我的平面作品，它沒有文本，沒有終點，也沒有決定的

瞬間，很多狀況是在誤讀下衍生，我尊重『詩意』。」80作者的說法傳達了作品

詮釋意義的開放性，一如同他作品揭示的：踰越單一權力陳述的歷史。 

 

二、 營造死亡氣氛的厭棄物：屍體 

 

陳界仁根據前九張作品〈本生圖〉、〈去勢圖〉、〈自殘圖〉、〈法治圖 I、II、III〉

與〈失聲圖 I、II、III〉挪用的歷史照片年代，將其定義為控訴 1900年至 1950

年「史前史」的作品，81相對於 1950年的「史前史」，〈恍惚相〉【圖 16】、〈連體

魂〉【圖 17】、〈哪吒相〉【圖 18】與〈瘋癲城〉【圖 19】等作品所面臨的是當時

                                                 
78 羅蘭．巴特，許綺玲譯，《明室》，臺北：台灣攝影《季刊》，民 84，頁 104。 
79 《藝術家》紀錄整理，〈儀式性的藝術〉，《藝術家》，第 312期，民 90，7月，頁 200。 
80 黃茜芳，〈點燃生命的微光：陳界仁的藝術創作路〉，頁 155。 
81 劉紀蕙採訪的〈陳界仁訪談錄〉，2000年 7月 28日。引自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 
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3。筆者隨後詢問過陳界仁關於這幾張照片的內容時，陳 
界仁提到他每次展覽並沒有全部一系列地展出，這是因為他本身對於幾張作品並不滿意的結 
果。因此筆者羅列的照片，將以曾展覽過的照片為主，〈法治圖 II、III〉與〈失聲圖 III〉就不 
列上。筆者電話訪問陳界仁，民 92，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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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戒嚴史」。四張作品脫離前一階段挪用歷史圖像的方式，照

片是完全地虛擬一場類似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景。虛擬歷史場景的照片被詮釋為象

徵解嚴前國家意識型態對人民無形的掌控，雖沒有真實的屠殺事件，但體制的暴

力是同一的。雖然是虛擬的屠殺景象，然而當大尺寸的黑白攝影照片掛在展覽牆

上，內容是一系列斷頭殘腳、肢解、雙生的恐怖人體時，同樣引起觀者恐怖的感

覺，感到恐怖的原因，乃因它不是我們日常熟悉的景象。它是被我們屏棄於意識

之外卑賤的東西－屍體，一個倒下的人，一個「最終最汙穢的殘渣」82 

《魂魄暴亂》大量殘軀屍體、受刑場面的顯影，有延續了前系列作品中的某

些歷史影像符號，顯而易見的是屍體橫陳的屠殺場面。〈失聲圖 I〉與〈失聲圖

II〉中表現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對農民施予的集體殺戮以及〈法治圖〉呈

現霧社事件原住民與日本殖民政府抗爭時的殘酷景象【圖 20】，類似地出現在〈恍

惚相〉屍體散置的荒原與〈連體魂〉排排堆積的斷頭場景裡。在〈恍惚相〉屍體

散置的荒原中，兩個蹶腿斷腳者? 著另一副斷頭的身軀，奔跑迎向觀者，這樣的

景象令人聯想起迎神慶典中，信徒? 著神祉慶祝神明聖誕的盛況，然而，場景轉

換到荒蕪只剩屍體遍佈的原野上，這樣的姿態彷彿透露著在死屍的世界裡，死亡

正透過這些屍體而被歡欣地慶賀著。慶賀死亡的訊息迎向觀者對觀者的主體心理

造成很大的衝擊，遍佈的屍體與像死屍般迎面襲來，不僅刺激觀眾恐怖感的萌

發，在心理層次上，有可能影響了主體的永恆的安定。 

屍體作為一個對主體構成威脅的厭棄物以及流露的死亡氣息，容易瓦解主體

在象徵秩序中的完整，就如同前面克麗絲蒂娃所提到的「它卻成為一個全然與我

無關、惹人反感的東西，不斷地搜擾我、糾纏我。」象徵死亡的屍體重新出現在

主體面前，那原已被主體排泄出的東西巨大又大量地復返，主體頓時感到匱乏，

而感覺恐怖： 

 

厭棄如排泄作用，原本與身體快感（滿溢而射）相連。在禁忌厭惡的排

                                                 
82 茱莉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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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過程中，和身體逸樂相櫬。此雙重厭惡／快感的原始記憶，將是主客

分離互涉後，主體的「匱乏」之源，造成對禁忌本身既愛且畏的心理機

制，從而牽制著主體的踰越自由。83 

 

主體的「匱乏」，使得象徵秩序的迴路受到阻礙，主體對社會秩序的認同有了崩

塌的危險，使得主體開始踰越社會秩序的建構。在作品《魂魄暴亂》之中，因為

陳界仁製造的屍體與斷頭場面是與國家戰亂的歷史相關，那被遺忘或被國家試圖

掩蓋的歷史記憶，復返到觀者面前，不禁令人對國家威權建立社會秩序的手法產

生疑惑。當大量被屠殺者的屍體連續地刺激觀者的視覺，觀者同時也被迫回憶那

文明化過程中，被排除、遮蓋的恐怖記憶。然而，源自國家體制的暴力不曾消失，

〈恍惚相〉與〈連體魂〉中雖然沒有挪用真實的歷史場景，但延續前系列九張作

品的展出，處在這一觀看脈絡中的觀者，容易也被導引聯想其他不曾述說的歷史

暴力，一望無際的屍體荒原象徵國家無形又無界的暴力，〈連體魂〉核子反應爐

的零件與草根並列，毀滅與生機的雙生隱喻，更是引人在堆積如山又駭人的頭顱

影像中，體驗國家社會體制進行（美其名）現代化建設背後的毀滅。 

 

 

 

 

 

 

 

 

 

 

                                                 
83 引自蔡淑玲，〈聽，那萬流匯聚的「中界」－從克麗絲蒂娃的「宮籟」探主體的意話語論述的
侷限〉，《中外文學》，第 30卷，第 8期，民 91，1月，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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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詭態身體的呈現 

 
就整體風格而言，《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不僅在創作形式上具有踰越上

層權威的表現，構成作品中心寓意的母題－身體，同樣以頻頻發春身體與怪誕瘋

癲的身體意象，進行瓦解舊秩序建構的視覺展演。這兩部作品中的身體意象映入

觀者眼簾，首先就踰越了我們一般所熟悉的完整身體。它們幾乎被以不完整或受

傷的身體呈現，構築的是一系列誇張、器官錯置與殘肢斷腳的身體意象，引人聯

想到米哈依爾．巴赫汀於《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84）書中所談到的詭態身體

（the grotesque body）。 

基於對拉伯雷民間文學深入研究的基礎，巴赫汀認為，關於詭態人體和人體

生命的描寫，數千年來始終在藝術和語言創作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詭態人體

形象還大量存在于各民族非官方語言生活中，尤其是在人體形象與辱罵和詼諧相

關的方面。84巴赫汀的說法，指出了對於五花八門的詭態身體形象描寫，大部分

出現在民眾交往的笑罵之中。而民眾笑罵式的身體描述，對比於巴赫汀所講的官

方文學標準化的身體描寫：「一種完全現成的、完結的、有嚴格界限的、封閉的、

由內而外展開的、不可混淆的和個體表現的人體。」85，本就呈現出一種叛離官

方敘述系統的身體形象，所以他也提出這樣的身體形象，是經常出現在民間慶典

嘉年華會（carnival）中。 

巴赫汀接著提到詭態身體所屬的嘉年華世界裡，上下階級的對立即將被推

翻，平常恪守的繁文縟節與禮教秩序將於充滿歡笑、滑稽的慶典中被逆轉，諸般

禁忌與身體器官成了百姓們嘲謔與誇張化的目標，平民的幽默不斷表現在對官方

嚴肅的體制統治與意識型態的顛覆、逆轉、嘲諷、模擬上，如此充滿平民原始活

力與喧鬧、滑稽的氛圍下，身體形象不須強調昇華的過程，對身體下半身的注意

反而取代了對身體上半身的描述，因此在嘉年華中出現了「上下倒錯」和「厭棄

                                                 
84 巴赫金，李兆林等譯，《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民 87，頁 369-370。 
85 巴赫金，李兆林等譯，《拉伯雷研究》，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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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傾向。「上下倒錯」即主宰精神／意志／靈魂的「上部」（頭顱、臉孔）和

主宰生殖／排泄的「下部」（生殖器、肛門）的錯位。「厭棄化」的傾向同樣如此，

指對身體的關懷從頭腦和心臟（精神與情感的主宰）降低到「肉體的低下部位」，

其意識型態寓言的是「將一切高貴的、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東西降低，它是

一個向物質性水準的轉移，其目標是土地和肉體，即兩者不可分割的統一。」86 

巴赫汀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論述嘉年華的特色是民間文化、大眾文

化與菁英文化的關係，意旨是企圖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民間文化嘉年華會

中，找到反叛與顛覆的力量，所以在嘉年華的「怪誕現實主義」中，肉體形象的

誇張、變形，「低下部位」與「開放的洞穴」被盡情地謳歌、嘲弄，藉以消解、

拉平一切的等級差異與距離。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歌頌肉體感官慾望的反文化

和大眾文化之聲，以對抗官方文化、神學和古典文化。」87因此他提到喧鬧嘉年

華會中的詭態身體形象是： 

 

像我們經常強調的，詭態身體是正在轉變的身體。它從不終止、完整；

它持續地被製造、創造也製造、創造其他的身體。而且，身體吞噬這個

世界，也被這個世界吞噬。這是為什麼詭態身體的基本角色是生長自

我、踰越自己的身體，生長製造出新的、第二個身體：內臟與陽具。這

兩個部位領導詭態的意象，所以它們被主要、積極地大肆誇張；甚至離

開身體，可以過獨立的生活… … 內臟與陽具之後的下一個器官是，可以
吞噬世界的嘴巴，接著下一個是肛門。88 
 

從以上所言得知，巴赫汀認為的詭態身體形象其顯著的特徵是－未成形的人體－

「永遠處在建構中、形成中，並且總是在建構著和形成著別的人體。」89它們不

斷地衍生滋長，連續地變幻內臟與性器官，如同大海般蘊涵無限的創造力，持續

淹沒常人想像世界是充斥正常美好身體的概念。 

                                                 
86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8-269。 
87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2。 
88 Mikhail Bakhtin, “ The Grotesque Image of the Body,” 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17. 
89 巴赫金，李兆林等譯，《拉伯雷研究》，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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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的身體不停上演著解構身體完整概念的戲碼 

，《搜神記》裡的身體形象尤其使然。它們任意地變更身體器官的位置，甚至誇

大它的功能。《魂魄暴亂》雖然沒有類似變換身體器官的形象，身體卻以另一種

受傷或死屍般的模樣，狂歡地進行自淫與切割自己身軀的行為（如〈哪吒相〉、〈瘋

癲城〉），此舉亦符合嘉年華會中詭態身體對死亡概念的重新詮釋：「死亡，不會

使任何重要的什麼終結，… … ，相反，死亡使之在新的一代中得到革新。」90 

然而《魂魄暴亂》營造出死亡氣氛的詭態身體如何革新國家歷史的建構？《搜神

記》中身體器官的不斷轉換、誇張化的身體又是如何踰越當時社會的價值系統？

許多對巴赫汀嘉年華會理論的討論提出描述詭態身體的嘉年華會，往往是以歡

笑、瘋狂的姿態揚棄傳統價值的束縛，藉此逆轉顛覆上／下、官方／民間、精緻

／粗俗、神聖／厭棄等等的對立關係。91而筆者也將在下文一一依這兩部作品中

呈現的詭態身體意象，論述它們是如何地具有踰越新與舊、上層與下層之間不對

等的關係。 

 

第一節 不停流動變幻的身體：《搜神記》 

 

侯俊明《搜神記》採用常民文化美學創作的行徑，已經叛離了官方／民間與

傳統／現代的階級對立，他作品中的身體到處充滿類似嘉年華會中詭態身體的意

象。作品裡，人的胸部與性器官被高度誇張化，幾乎佈滿整個畫面，甚至更以生

殖器為上。例如〈甘霖神君〉【圖 11】、〈百花神祖〉【圖 21】、〈愛情藍鳥〉【圖

22】與〈相公〉【圖 23】等圖中巨大、增殖又變形的陽具、〈救苦天尊〉【圖 24】

被高度放大的女陰、〈大奶夫人〉幾欲垂地的巨乳、還有〈花君〉【圖 25】中會

開花的肛門，這些奇特、畸形又讓人覺得可笑的器官不斷地上演打破身體邊界的

表演，塑造身體無限可能的變換，而這變換正與左列文字書寫的社會事件相契

                                                 
90 巴赫金，李兆林等譯，《拉伯雷研究》，頁 373。 
91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民 84，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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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身體的流動變換同時反映社會千奇百怪的異色慾望。 

 詭態的身體雖然呈現慾望勃發的社會現象，但也突顯了慾望的社會問題。前

文中筆者提到《搜神記》是創作者得一批變相圖錄，後蒙友壇協力扶乩降靈，再

完整呈現的作品。因此，詭態身體的描繪是創作者先繪製草圖，並參考友人文字

的補充，再真正繪製完成的作品。例如從編列《搜神記》作品與文獻的書冊中，

可以清楚看到侯俊明繪製的聖像草圖與朋友的文稿，如【圖 26】、【圖 27】等等。

此種創作過程，使得對於詭態身體形象的詮釋，脫離不了文字內容的輔助，如同

黃海鳴所說的：「圖與文字各由不同的部分組合而成，… … ，但當放在一起時，

它們互相解釋，互相補充，其『較完滿』的內涵，既不在此，也不在彼，而在兩

個局部物體之間。」92雖然《搜神記》投射觀者視神經上的總是象徵慾望高漲－

性器官都被誇張化－的詭態身體（除了〈刑天〉與〈六腳侯氏〉以外），但是，

筆者認為，慾望高漲的身體愈被詭態地呈現，愈益發強調這些詭態人物被慾望所

苦的一面。他／她們一面極盡享樂之能事，一面也更反映被慾望奴役的無奈，尤

其配合文字後半的敘述逆轉前半描述他／她們「神蹟」、「長才」的語言，不難閱

讀到他／她們的慾望是矛盾的慾望。 

 侯俊明曾自述《搜神記》所搜之神「倒不是什麼神祇靈異類，而是要扥此結

構將都會邊緣人與以神聖化之供奉／嘲謔。在荒謬的敘事裡益發突出其與現實格

格不入之窘迫，在矛盾中顯其無奈與無助。」93依此說法，體現都會邊緣人形象

且具邪淫的詭態身體，是欲抒發現實裡無法被認同的慾望，突顯其孤獨無奈的處

境。然而離奇、荒淫的的詭態身體如何顯現被壓抑的矛盾、無奈？慾望的解放是

否就能反撲那過往不被允許的行為？顛覆陳舊的道德體制？觀察《搜神記》中的

詭態身體，筆者歸納出有三個特徵：斷頭、雌雄同體與性器官錯置，而在下文，

筆者也將就以上問題與這三項特徵繼續論述《搜神記》詭態身體隱含的慾望問

題，以及這些陰廟裡的身體如何以昂然的慾望表徵踰越現實社會的一般道德思

                                                 
92 黃海鳴，〈手印版新搜神記〉，頁 158。 
93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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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一、執念太深的斷頭意象 

 

 《搜神記》第一個出現的詭態身體形象便是斷頭的視覺意象－－〈刑天〉【圖

12】。從左列文字敘述：「古籍有載。與帝爭。受砍頭極刑。刑天以乳凝視。不屈。」

我們可得知萬善祠第一個搜的神〈刑天〉，指的就是古代被黃帝砍頭的刑天，右

列的刑天圖像，正好也呈現一個斷了頭的人倒掛在火爐之上，他雙手捧著火爐，

背上還長出一隻巨大的眼睛，亦符合左列文字敘述：「無首刑天。手足摸索而行。

自殘背脊以得巨眼。然傷甚。睜眼則淚湧痛不可抑。於是自吊烤乾淚水，終得以

視。」所謂的「古籍有載。」指的就是《山海經．海外西經》所描述的刑天： 

 

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

操干戚以舞。94 

 

這則古代傳說後人解讀為刑天因與皇帝相爭而敗，被授與砍頭極刑，但他鬥志未

懈，死猶未已，仍然在斷首之後，繼續抗爭。95在一些為《山海經》所畫的插圖

【圖 28】中，也可瞥見刑天的圖像是斷頭、操干戚而舞的形象。96 

 侯俊明曾自述對古代刑天的深刻印象，認為這影像撼動著他：「… … 就像一

個死不瞑目的人，撼動我的豈只是神話中超乎尋常的變異意象，而是這其中所充

塞的不可彌補的缺憾與仇恨。」97所以他在《搜神記》裡，借用刑天這個象徵不

斷抗爭的形象作為他所搜變相圖錄之首： 

    

                                                 
94 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台北：洪氏出版社，民 70，頁 214。 
95 參見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頁 215-216。 
96 此圖見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頁 214。盛鎧曾提到現在坊間所見之《山海經》插圖，多半
襲用清初吳任臣所輯之重繪刊刻本。盛鎧，〈「以乳為目，以臍為口」－－試論侯俊明的《搜神
記》〉，頁 15。 

97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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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天為《六腳侯氏變相圖錄》編錄之首，並以此進行導讀，是因為刑

天斷頭，永不止息的抗爭意象，猶如鬼魅般附身顯靈，在我血脈賁張的

歲月裡，因生命狀態之不順遂，而強悍的盤據著我，凝結成我近七年來

的創作原型。98 

 

我們從他在 1988年所作的《小女人》個展中，私密空間裡里的紀念物裝置影像

【圖 29】，也可以看到類似於《山海經》所作的刑天插圖，侯俊明也自述這是以

最切身的原始經驗謀合刑天形象之後，所發展出來的前期作品。99 

對於刑天形象的感動，使得侯俊明自此以這形象為創作原型，因此《搜神記》

卷首就擺放了一個他所繪的刑天。然而，這個〈刑天〉形象卻迥然不同於《山海

經》的插圖或他之前創作的形象，觀者看到的反而是一個被倒吊、綑綁無力的刑

天。〈刑天〉中的刑天仍然是斷首的身體，他抗爭的意念也持續存在，所以他自

動燒烤自己的巨眼，以求能睜開巨眼繼續抗爭這個世界。被置於身體中心的巨眼

恰似是這個斷頭殘軀身體的主宰，為了行使它睥視世界的力量，刑天甚至主動淩

虐燒烤自己以求明視。巨眼佔據整個畫面的中心直視觀者，它彷彿有魔力般，左

列的文字記載著「視則天下大明。政客懼。政爭止。」解釋這個巨眼具有堅決環

視世界的意念，且其力量足以令現今的政客聳然而懼，造成創作者有欲以此斷頭

意象象徵終止政爭的執念。〈刑天傳〉的文字也解釋古代的刑天形象現已附身在

「有理想、有報負時代青年之身」，刑天的形象等同於被創作者用來隱喻現代有

報負理想企圖抗爭社會霸權的力量。但是雙腳被縛、身體被倒掛的刑天，卻讓我

們感覺到這抗爭的力量是十分的薄弱無力。 

過往圖錄中，刑天雙手操干戚而舞不受束縛而行的抗爭意象，現在在《搜神

記》裡，卻是自殘背脊、燒考巨眼，變成好像是最後一絲的抗爭力量，不免顯得

悲苦許多。筆者認為，這個頗具悲劇性的刑天形象，是創作者用來隱喻現在有正

義感／抗爭意識的人，其實是位處黑暗的角落，具有抗爭力量的邊緣人在政治角

                                                 
98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1。 
99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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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場域裡，反成了一個被綑綁的「失勢棄神」。侯俊明以古代具有強烈抗爭意

識的刑天比擬現今有理想、有報復的時代青年，雖然讚許了時代青年敢對抗公權

力、伸張正義的勇氣與毅力，但是也同時顯現現在這樣的青年反而是居處於主流

之外、飽受束縛壓迫的劣境裡，他們只剩抗爭的執念可以繼續視察這個世界。 

從〈刑天〉中象徵抗爭執念的斷頭意象，到另兩幅也具有斷頭身軀形象的〈六

腳侯氏〉【圖 1】與〈情蠱〉【圖 30】，其負載缺憾與仇恨的意義漸漸地被擴大，

強調世人常常被慾望所苦甚而扭曲慾望為仇恨的情形，取代了〈刑天〉的抗爭內

涵。〈六腳侯氏〉中的詭態身體，侯俊明本來的解釋是「性壓抑。精氣無所出。

變相故。」但他的朋友簡丹另有說法，認為六腳侯氏是「侯婦受霸姦。產子六腳。

鄉人以為怪。斬首棄之。婦瘋死。爾後鄉人每於夜見六腳侯氏捧頭泣母。」性壓

抑的反動與尋母的執念於是轉化為右列圖像中，身體下部四腳（多出兩腳因此被

鄉人以為怪）大開，以通精氣，上部雙手拉扯髮髻，象徵捧頭泣母的身軀。另一

張〈情蠱〉斷頭的意象出現，則顯現由愛生恨的執念。 

〈情蠱〉中一個男性的身軀手捧著頭、陽具勃起，兀自站在一條漂流的小舟

上。左列文字說明男子因為失去愛人痛苦至極，所以自斷自己的首級，但是怨忿

的意念仍然如同昂揚的陽具無法宣洩，這世間中了情蠱的男女大抵是「愛愈真。

恨愈深。」如果愛人移情別戀，最後兩人更會「結伴相交相殺至夢絕」、「潑硫酸。

縱火焦。千刀砍。猶悻悻然。」創作者借用斷頭的意象來說明即使身軀斷了頭，

憤恨意念所執之深仍可驅動這死亡／斷頭的身體。挺立的性器聲明著不會隨身體

死亡的慾望，但隨慾望而來的仇恨卻也使得他永遠在情海裡漂流。 

侯俊明被訪問時，曾提到頭表示知識、文化，所以他在表達身體純粹的慾望

時，會把頭拿掉。100雖然〈刑天〉的斷頭意象是象徵向主流勢力抗爭的意志，但

〈情蠱〉著力描繪的確實是被慾望／仇恨糾纏的人相。〈情蠱〉中捧著頭顱的男

子，其斷頭的身軀如同拋棄了社會文化的價值包袱，剩下的是人最根本的課題－

                                                 
100 黃明川，〈侯俊明〉，《解放前衛》，台北：公視，民 91，錄影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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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男子因為執念太重，被慾望驅使的身軀還心有不甘地仍未死亡，在情海浮

沈，只能捧著斷掉了不能再接回的頭顱，昂揚著慾望航行。之前所提到的文字敘

述，說明了世間男女的情愛如果不是對等的兩情相悅，接踵而來的往往是人與人

之間的殺伐、淩虐與痛苦。〈情蠱〉中，斷了頭的男子陽具仍然挺立，呈現了他

中了情蠱之後，即使死亡，慾望仍不會止息。但是，身體原本向右的他，雙手捧

著斷了的頭面向觀者，卻讓人感到他似乎有欲訴的苦衷。筆者認為，他這個轉身

捧頭面向觀者的動作，降低了觀者對這副身體正展現盎然情慾的注意，觀者更加

投注的會是他捧頭無助的神態。雖然是「失愛人。自殘首。」因愛生恨的執念造

成他的斷首，他捧頭正面迎向觀者與正昂揚的慾望形成相反驅力的拉扯，卻更讓

人感受到他的自殘是因執念太深，無法自拔的無奈狀態，所以導致斷頭變相，正

相應了〈搜神自序〉裡的「蓋其執念太深。致變相。」 

 

二、解放情慾的雌雄同體形象 

 
《搜神記》中另一個明顯的圖像特徵是雌雄同體的形象。藝術評論家黃海鳴

先生曾言這樣雌雄同體的身體，其雙性性徵被高度放大，使身體似乎就是男性力

量與女性力量的居所，而這兩種力量在同一身體中交替、並存，或許成為可以行

使身體性享樂的條件。101如依黃海鳴先生所言，那麼侯俊明作品中雌雄同體形象

呈現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製造一個可以自體淫樂的美妙境界。人體滿足性慾的重要

性在這裡被高度的強調，但是雌雄同體形象的呈現真的是助長或實現了人們心中

的性樂園？這樣怪異的形象是否更可能引人省思，愈強調情慾解放的詭態身體愈

形其不被社會認可的慾望？ 

從長髮、乳房與高跟鞋的裝扮，我們可以猜測出〈蒙雙氏〉【圖 3】圖像中

主要的身體應是一副女體。這女體袒胸露乳，左脅還生出另一右手環繞女體腰

                                                 
101 黃海鳴，＜手印版新搜神記＞，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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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左手並掐揉女體乳房的男體（因為平胸）。女體手握下體無端長出的陽具，

男女互相取悅的滿足感不言而喻。左列的文字敘述了蒙雙氏一詞的典故為「古籍

有載手足結婚。放逐崆峒之野相報而死。神鳥覆不死草。七年。復生。兩人一體。」

侯俊明反向借用此典故，說明現代社會兩性追求獨立的自我，卻因情愛的糾葛而

引發許多的社會問題，而且他也引用朋友簡丹的話形容當時的同性情慾是無法被

主流社會接受：「蒙雙氏陰陽同體。陽為外。陰於內。斷袖人也。（註解）永不得

超生。」 

 蒙雙氏本是一段敘述愛情堅貞的故事，但侯俊明用現代社會中看似堅固實則

問題百出的愛情為其寫續，顛覆蒙雙氏的意義之餘（還加上同性情慾的註解），

也說明現代兩性的愛情觀是「蓋兩性獨立。追求自我。乃摩登時代精神。然分離

不得業障也。」〈蒙雙氏〉中健美的女體上長出了可以狎睨女體自我身軀的男體，

而且女體還主動的撫摸男體的陽具，強調了兩造積極地要滿足對異性的產生的情

慾。然而，文字說明這是一個分離不得的身體，她／他們本是「生生世世永不離。」

但「七世姻緣過。卻相互撕扯欲分。」曾經結合的男女如今分離不得，在慾望的

衝動之下仍互相取悅，反而顯現了現代社會中男女因慾望而結合，但隨後又欲分

裂，卻因慾望分裂不得的窘況。 

 〈拖地紅〉【圖 31】同樣也是個雌雄同體的圖象。頭戴鳳冠的新嫁娘裝扮符

合她「為六腳侯氏冥妻」的身分，但是頸部以下的身體卻是男性的平胸與女性的

微乳並存，其私處更有一個勃起的陽具，她雙手掐乳、性器亢奮，顯示了她與〈蒙

雙氏〉一樣，正積極在滿足自體性慾的狀態。她同時擁有兩性特徵：而且文字記

載她「一軀四性」，是現代的產物「時生既男且女系女又男。淫己為樂。」圖像

也正顯示她自淫為樂的模樣，文字也敘述她身為「侯氏冥妻」只能「以自嫁己。

夫我妻吾。新人類也。」然而她淫己為樂的神情並沒有任何愉悅，卻也表示了她

身為冥妻的身分在陽世無法與夫結合的遺憾。侯俊明藉由並置性器官在同一人體

身上，以實現她沒有辦法享受的慾望，這樣的呈現的反而突顯了一種矛盾的情

慾。頭戴鳳冠已化為陰間人物的新嫁娘，無法能夠享受結婚的快感，只能在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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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掐乳，無端長出陽具，顯出自我情慾無法抒發的無奈。 

 

三、反映變相情慾的性器官錯置 

 
 《搜神記》第三個身體意象特徵為被錯置的性器官。具有錯置性器官特徵的

版畫有〈女媧〉【圖 32】、〈救苦天尊〉、〈相公傳〉等，這些版畫皆將男女性器從

下而上置換成頭，對比於前幾幅斷頭的身軀，直接用性器官將頭取代，亢奮的情

慾更加明顯。最為特別的是，取代的性器官都是另一異性的性器官，這樣的身體

意象謀合了創作者聚焦兩性歧異性關係的方式，而且，身體下部性器官直接逆轉

為上變成身體重心更讓人覺得這些身體渴望情慾的迫切。是以，筆者將以較具代

表性的〈女媧〉與〈救苦天尊〉來論述表現迫切情慾的身體意象其踰越的價值思

考。 

〈救苦天尊〉的救世主坐臥蓮花之上，奇怪的是頭部卻被類似女陰形狀的部

位取代。左列文字寫著這個面相是因「草呂蟲附食僧人面。以口交。解眾苦。」

所致，「自號天尊。然其多褶穴緣。蓋糱罪極樂糾扯所成。」雖是草呂蟲面，但

是形狀卻酷似女性私處，右手還主動撥弄裂開的穴緣，這個狎昵的動作更像之前

文字敘述的「普渡眾生」行為：「救苦天尊以肉身渡眾生。凡女有慈悲心腸的。

張腿即是」。創作者的亦接著下了註解「亦有專職者。可遠觀。亦可近褻。然價

不同。所忌者為幼齒勿狎。」等於隱喻現在社會妓女的工作。她的私處構成整個

身體上部，右手撥弄女陰，暗示她張腿渡眾生的行逕，然而她坐臥蓮花座上，左

手還成禪定手勢，原來象徵佛教聖人的符號底上，可以進行著販賣色情的行為。

這個詭態的身體圖像奇異地把平撫大眾慾望的性工作者，象徵成是個神聖的救世

主，等於踰越了社會大眾對她們一貫的貶抑思考，而且，類似女陰的頭部不斷地

被拉扯成穴裂狀，更暗示她們「普渡眾生」的廣大。文字敘述「其罪自受。猶耶

穌背十字。」將她們比擬作聖經替眾人受罪而死的耶穌，幫眾人宣洩慾望後的苦

痛，由自己承受，因孽罪極樂所受的拉扯面相，甚至也要取代整個身體（整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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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半都是酷似女陰的草呂蟲面），強調她們的「犧牲奉獻」。 

《搜神記》的圖像版畫配合文字的說明，可以讓人猜測到這是反映社會情慾

萬象的作品，就如同筆者以上對〈救苦天尊〉的詮釋一樣，透過文字與圖像相輔

相成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明瞭這些詭態身體意象的形成。〈女媧〉也是一個需要

文字輔助詮釋的圖像，首先，萬善祠（四）中對〈女媧〉的文字描述為： 

 

女媧（古籍有載。力能造人。補天。正四極。止淫水。）世紀末見男權

當道乃再出打不平。克惡男。（另按朴子）陳克華志曰基進女子叱奼商

場無人能擋。日久成精首化龜頭。如蛇吐信。蓋男昏男因不美滿致之。

然效者日眾。嘆為新時代。新時代。新女性。（勇哉。） 

                       

女媧在中國古代傳說中是一位補天造人的女英雄，古籍多是記載其「煉五色石以

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102侯俊明在《搜

神記》中借用古代女媧偉大的行誼來比作新時代的女性，看起來頗有尊崇的意

味，但是右邊的圖像卻把她轉化成以男性龜頭為頭的模樣，站在空無一人的桌子

上。她雙腿大張的站在職場會議桌上，頭部以下完全是一個性感的女體－腳穿高

跟鞋、胸部堅挺，頭部卻被異性的性器之一錯置，甚至連雙手也缺無。文字中提

到的「日久成精首化龜頭。如蛇吐信。」筆者認為識創作者保留了後人對女媧形

象的認識大抵為「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 … 」，103而且

從後人所作的插圖【圖33】之中，也可具體看到人面蛇身的女媧形象。104 

古代女媧人面蛇身的形象象徵她幻化不居的神力，《搜神記》中的〈女媧〉

無手的蛇形與龜頭的如蛇吐信的模樣也具有「打不平。克惡男。」的力量。然而

原來是人面蛇身的古代女媧，變成現代女媧反而是蛇面人身，卻逆轉了眾人原來

對女媧神祇的崇敬。雖然她像有氣勢般地盤據在桌上，但是幻化為龜頭的頭部與

雙腿敞開露出下體的身體，卻將這位現代女媧的身體導引至情慾面向的討論。左

                                                 
102 此文見於《淮南子》的〈覽冥篇〉，引自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頁 390。 
103 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頁 389。 
104 圖像摘自洪北江編，《山海經校注》，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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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字敘述這樣的形象「蓋婚姻不美滿致之」，依此說法，我們不禁聯想到這個

現代女媧乃因兩性關係的失敗，所以她投入以男人為天下的商場，將精力發洩其

中。頭部變成男性性器官象徵她握有男性的權力、如蛇吐信、無人能擋的氣勢，

底下的女體身軀，胸部堅梃、雙腿大張呈現亢奮狀態，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其無

畏男尊女卑，勇於追求情慾滿足的展現。然而，〈搜神自序〉裡一開始就開宗明

義提到這些變相圖錄「有無主孤魂。有失勢棄神。然皆肉身成道。蓋其執念太深。

致變相。為遂其願也。」創作者附形在這些詭態身體上的情慾特徵，往往是他／

她們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缺憾。所以現代女媧展現其不凡力量的身體，反而是突

顯了現實中的無奈。 

綜合以上的分析，《搜神記》不停表現旺盛慾望的詭態身體，其反射的是背

後現實社會滋生的慾望問題與無奈處境。因為現實世界裡有不被滿足的執念，創

作者建立一座陰廟收容他／她們，並形諸其身體。但形塑他／她們所持執念於身

體形象的同時，卻造成詭態身體的出現。筆者認為，創作者搜羅他們的風流軼事，

並賦予形象，讓他們在陰廟盡情展現被壓迫或不被滿足慾望的詭態身體，其愈不

停地誇張、變形甚至錯置性器官反而更讓人感受到慾望被壓制的無奈與痛苦，無

奈與痛苦情緒的傳達因此有可能踰越原初社會欲加建立的道德禮教。我們暫且不

論這些被壓制的慾望是否合乎道德，因為從創作者似褒似貶的敘述文字來看，這

並不是他所欲論斷。透過對《搜神記》詭態身體的觀察，我們看到的是被社會意

圖壓制的情慾現象。 

黃海鳴提到《搜神記》就總的來說，「圖與文字的內部均表現一種共同的特

色：即異質斷片的奇怪的組合。」105而筆者根據以上對《搜神記》中身體意象的

三項特徵的分析：斷頭、雌雄同體與性器官錯置，亦看到這些詭態身體如同文字

異質、片斷的論述，也同樣呈現了流動、異質結構的組合。但是，經由對《搜神

記》詭態身體的分析，筆者要具體指出的是，透過創作者不停地將各種身體意符

                                                 
105 黃海鳴，〈手印版新搜神記〉，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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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除了一方面瓦解過去昇華身體形象的傳統美學，另一方面也踰越過去傳統

對身體一貫的思考的模式。這些奇異畸形的身體，同時間接地顛覆了舊有社會的

文明觀。 

 

第二節 控訴國家刑罰暴力的身體：《魂魄暴亂》 

 

《魂魄暴亂》作品中展現了許許多多蹶腿、斷手、斷腳或被淩遲酷刑削肉去

皮的肢體，尤其頭顱並排、散落的斷頭意象，與四肢斷裂又隨意接合使用的意象，

也宛若是一場詭態身體的展演。從整個作品脈絡來看，這些詭態身體都是出現於

國家的刑罰事件裡，除了挪用歷史照片的作品較具體外，第二階段的作品就算是

虛擬的場面，但是部分挪用歷史照片某個意象的手法，也延續地隱喻國家刑罰施

予個人的無形暴力。在刑罰事件構築成的死亡的意象中，身體不是呈現瘋狂詭異

的狀態，就是像死屍般展現他們的活動力量，服膺了巴赫汀所談拉伯雷世界中，

生與死亡界線的抹消。106本應該是死亡靜止狀態下的屍體卻起而表演著他們旺盛

的生命力。 

〈恍惚相〉【圖 16】屍體橫躺的荒原中，一個斷頭的人雙手橫曳，如同一尊

神祇般，尊榮地被兩個斷腳的人? 著，彷彿象徵死亡是應該被神聖地尊崇著；〈瘋

癲城〉【圖 19】抬著棺木前進的送葬隊伍，卻有一個披著婚紗的新娘盤作其上，

讓死亡感染到喜悅的氣氛。觀者同時看到喜慶與喪禮同時進行的怪誕樣貌，扮演

新娘的受傷軀體，他的左前方還有一個佩帶胸花的媒人引路，但是這位新娘的底

下卻是一個裝載屍體的棺木，蹶腿的扛轎者扛著棺木恍惚地向前前進，還互相啃

咬著彼此的軀幹，配合著身旁正割鋸自己頭顱、以斷手／腿為杖、神情癡呆的夥

伴，形成既是娶親也是送葬的隊伍，歡慶與死亡的氣氛於此合而為一，暗示了死

亡是一個令人歡欣的存在。前景中扛著棺材的人啃食著斷手，形狀恰似被扛新娘

                                                 
106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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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斷裂下來的右手，肢體破解了原來的功能，死屍的世界裡，身體部位的功能可

以被改變，斷腳甚至也可以被當作柺杖，幫助行走。其他的作品同樣也出現奇形

怪異的身體，例如〈自殘圖〉與〈連體魂〉兩個頭顱／身軀相連的詭態身體，〈那

吒相〉一體三身的身體等等。 

 前文中提到《魂魄暴亂》具有控訴國家刑罰／體制暴力的寓意，筆者認為作

品中詭態身體的呈現，同樣也以其恐怖、怪異的形象突顯國家社會對其下人民的

暴力宰割，而且宰割不只體現在人體，亦影響到心理層面。陳界仁提到： 

 

當我將原本就十分模糊的歷史影像，輸入電腦中，並放大成巨大的尺寸

後，這影像呈現出一種在迷霧中的歷史遺跡般的地理感，一種不確定的

影像在其中回盪，一些失去五官的臉孔，一些失去連接的肢體，只存氣

味在其中游走的殘像，然而，他們是誰？107 

 

當陳界仁挪用歷史照片，看到那些被肢解、凌虐的身體，他興起了一種想要搜尋

他們身份的慾望，但是我們知道作為紀錄歷史節點的照片，其中被刑罰的人體其

身分是不足為重的，這些照片企圖紀錄的是國家如何建立穩固體制的方式，他們

是默默無名的人物。陳界仁特別對這些無身份的人感到興趣，然而他的興趣已跳

脫對於重構過去國家歷史的想法，他關切的是被拍攝的沉默他者。他說到：「我

挑選歷史照片，第一要事件不明，越不明越好。第二要個人身份不明，甚至確切

年代不清楚更好。這就是說我並不在於談哪個歷史事件，更不在於談國族的歷

史… … 雖然他們每個人都有名字，有生命過程，然而他們變成荒漠。」108筆者認

為，創作者對沉默的被攝者的興趣，雖然不在於談論當時的歷史事件，但是他從

這些歷史中被忽略的弱勢群體出發，創作一系列的詭態身體，而且還將自己的影

像以旁觀者、劊子手與受害者的角色輸出，放入各個歷史節點中（即使是虛擬場

景，但也看得出某部分歷史照片中的影像），其實更加重這些詭態身體與歷史刑

                                                 
107 引自劉紀蕙訪問陳界仁的內容，〈招魂術〉，頁 64。 
108 趙川，《揭起歷史的表皮（續）－關於歷史、個人和創作的斷想》，民 86，網路資料：

http://www.chinatown.com.au/art/articl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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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事件的關係。是故，筆者將就這些照片所呈現的詭態身體展演，討論其後蘊含

的－被壓抑的歷史復返後的踰越寓意。 

 

一、寓言主體精神分裂的雙頭身體 

 

 〈本生圖〉【圖 4】中犯人的詭態身體赫然聳立在畫面中心位置。從照片體

現的整個視覺脈絡來看，照片中的場景顯現的是清朝正在進行中的凌遲酷刑，被

綑綁的犯人神情迷茫，然而胸膛之上卻異常地出現兩個頭顱。犯人一分為二的雙

頭影像，赫然現身於歷史照片中，我們可以猜測出這是創作者挪用歷史照片的手

法。然而這虛構影像的手法突顯了什麼樣的意圖？ 

陳界仁自述基於對被攝者歷史的關心與受到道教所相信的人的魂魄有十個

不同狀態，以及冷戰和戒嚴體制時期被影像媒體餵養經驗等等影響，認為自我經

常是在分裂的恍惚狀態裡。所以他提到，「去認識這種自我分裂下的恍惚，或許

能像十三世紀西夏的雙頭佛和羅馬神話中的雙面神，在觀看過去和未來間，認識

當下的自身狀態－一個「被攝者」的狀態。」109依創作者的說法，分裂出雙頭的

身體隱喻的是被攝者主體精神分裂的狀態，然而這個影像如何能超越本身的束

縛，體現創作者所說的「認識被攝者當下自身的狀態」？法國學者克雷何．馬高

特（Claire Margat）認為〈本生圖〉完美地詮釋了「本生」二字，他提到： 

 

「本生」闡述了佛教前世之外的「原生」概念。受刑者的雙重面孔，不

是表達一種消滅自我和分身的分裂生殖，而是對死亡之後，緊接著不可

抗拒的重生所作的嘲諷。… … 同時存在的兩張面孔，取代了酷刑的殘
暴，與望向天空的安詳神情形成雙重對比，從旁觀者到受刑者的身分認

同阻礙因而被排除了。 

陳界仁將巴岱耶出版的照片重新轉化，提出－雅努士（Janus雙面 

                                                 
109 鄭慧華，〈被攝影者的歷史－與陳界仁對談：《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回音》〉，《典藏今藝術》，

129期，民 92，6月，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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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這尚不為人知的謎題：死與生同時存在。110 

   

〈本生圖〉中受刑者／被攝者恍惚下分裂的主體，無論被理解成痛苦至極的剎那

狀態，或是對於過往／死與未來／生的現在詮釋，都被具體指出是主體當下的超

脫與踰越。他既是被西方攝影機捕捉的客體，也是被國家刑罰的對象，兩個機制

的掌控下，創作者將他的頭部分裂，分裂出的頭顱用來象徵對當下被動處境的踰

越。然而，創作者賦予這個影像形而上的寓意，其構成的視覺效果為何？我們又

如何從〈本生圖〉構築的視覺系統窺探出創作者的寓意？ 

原本是一張紀錄歷史刑罰事件的照片，轉化成了因為影像粒子粗大，人物恍

若置身於夢境般的抽象存在。看似真實卻又如同夢境般的畫面中，一個受刑的犯

人離奇地擁有兩個頭顱，兩造之間甚無差異，令人無法猜測出哪一個才是犯人真

實的頭顱。他彷彿本來就是這樣的面貌，但觀看到一個人正在切割他的左腳，旁

邊又圍繞專心注視這一幕的群眾們，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滿清施行凌遲酷刑的場

面，而犯人頭一分為二的影像觀者可以隨即猜測到這是一個虛構手法的應用。曾

經真實存在的場景中出現一個虛構的影像，是創作者於後透過影像處理，增添上

去的，而這個舉動，筆者認為，等於銘刻創作者對當時剎那畫面的現代詮釋，現

代觀點的詮釋，因此使得作品具有視覺「寓言」（allegory）的效果。 

一般所謂的「寓言」是將比較廣泛的世界觀或複雜的訊息，編碼於讀者容易

聚焦、接近且具娛樂性的敘事形式，但是對於藝術創作而言，可以被認為是在面

對檢查或官方禁制時，一種表現諷刺或批判意圖的方式。111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中把巴洛克時期寓言的重要性提高於古典

時期的象徵，他並且分別以德國悲悼劇（Trauerspiel）舞台上的歷史布景為例，

說明寓言的歷史性就如同悲悼劇裡宛如「廢墟」（the ruin）的歷史布景，「寓言在

思想領域裡就如同物質領域裡的廢墟，這說明了巴洛克藝術何以崇拜藝術的原

                                                 
110 Claire Margat，陳書諒譯，〈兩者之間的圖像〉，《典藏今藝術》，129期，民 92，6月，頁 195。 
111 彼得．布魯克，王志弘等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民 9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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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12接著他也引卡爾．布林斯基（Karl Borinski）所提的多明尼哥．吉耳藍

朵（Domenico Ghirlandaio）耶穌誕生圖中片斷的、轉瞬即逝的、榮光的如畫的

背景畫面，解釋巴洛克寓言對待古代的回憶是一種作為「廢墟」的形式，具有高

度意指功能的碎片、殘餘： 

 

巴洛克作家們的實驗相似於煉金術士的實驗。古代的遺產一項對一項地

構成了新的整體得以混和的諸因素。甚或說：是被構成的整體的諸因

素。因為這個新現象的完美視野是一片廢墟。在一個結構中大量使用古

代的因素，而不把它們連合成單一的整體，在被毀滅之時，將仍然優越

於古代的和諧，這就是那種技巧分別在表象誇示上應用於修辭形象和規

則的目的。文學應該稱作設計的藝術（ars inveniedi）。113 

 

從以上所述，歷史的觀念佔班雅明所說的寓言有極大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寓言

的產生必有奠基於過往歷史記憶之上。寓言乃透過辯證的方式，將歷史中具體遭

受壓迫與被隱抑不言的部分加以呈現出來；所以寓言的覺醒火花往往產生於邊緣

的物體和人物，以及突現、自發的記憶或震驚遭遇的時刻。114雖然班雅明的寓言

概念發展是研究巴洛克文學而來，有些學者也指出在前衛藝術中，亦有符合此概

念的作品，如葛瑞格．歐文斯（Craig Owens）指出寓言是前衛藝術的支撐原則，

他主要界定為「挪用、位址特殊性、非恆久性、積累、散漫、混雜。」115培德．

布爾格（Peter Burger）說明班雅明與前衛作品交往的經驗，才使他發展出此一概

念，他也歸納出寓言的重點是「寓言本質上不連續的斷片，也因此是有機象徵的

對立面。」、「寓言作家結合孤立的現實片段，藉此創造意義。這是安排出來的意

義；不是由斷片的原本脈絡而衍生。」116寓言的出現往往是主體有欲予韃伐、批

判的對象，但遭受壓迫之下只能以散漫、隨機甚至虛構的形式表達批判寓意，要

                                                 
112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tragic Drama , New York: Verso, 1985, p. 178. 
113 此翻譯文引自瓦爾特．班雅明，陳永國譯，《德國悲劇的起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

147。原文參照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tragic Drama , 178-179. 
114 見廖炳惠編，《關鍵詞》，台北：麥田，民 92，頁 16。彼得．布魯克，王志弘等譯，《文化理

論詞彙》，頁 9。 
115 彼得．布魯克，王志弘等譯，《文化理論詞彙》，頁 10。 
116 培德．布爾格，蔡佩君等譯，《前衛藝術理論》，台北：時報，民 87，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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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其寓意必須先理解物體與環境的關係。 

從〈本生圖〉中，陳界仁挪用歷史照片的凌遲場景並加以放大、誇張，筆者

認為便頗具寓言效果。畫面中一個虛構的雙頭影像被放置於曾經真實存在的歷史

事件中，影像彷彿有了寓言的效果。受刑於國家殘酷暴力之下的雙頭犯人，乃正

處於瀕死狀態中。他一方面遭受極端的痛楚，一方面又受到鴉片酊麻醉效果影

響，陷入「恍惚」狀態。他的身體遭受國家酷刑，而神智恍惚，一分為二的頭顱

可能象徵他此時精神狀態的分裂。對照於周圍圍觀的民眾與執刑者的專注神情，

筆者認為，這畫面等同寓言一場國家所謂剷惡揚善的「合法暴力」，實際上是一

種驅除異己，收編合乎其社會法則民眾的暴行，它造成的是社會中的個人主體隨

時處於死亡狀態中的精神分裂。 

 傅科認為古代君主政權下，大部分刑罰的施刑都在公共場合之中，犯罪者被

火燒、攻擊和撕裂等於是君主威權的象徵性展示。117也由此，傅科首先認為身體

的形塑不再單純地由自然與生物性決定或限制，而認為身體是在各種變化的權力

形式中不斷地被錘鍊。118但是〈本生圖〉中銘刻國家威權的凌遲酷刑，卻因為犯

人的詭態雙頭身軀，使得照片外的觀者不再像圍觀的民眾只注意膾子手行刑的動

作，觀者開始恐懼國家威權的恐怖暴力。犯人身體上的傷口佔據畫面中心點，汩

汩流出的血液配合胸膛之上逸離出的兩顆頭顱，宛如向觀者寓言國家威權對人民

的暴力與收編是一種強迫性的造成個人主體的分裂。如同〈去勢圖〉中，隱匿在

牢籠中的犯人，頭也是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的虛擬頭顱也出現在另一幅作品〈連體魂〉【圖 17】中。〈連體魂〉

頭顱交錯層疊的場景裡，陳界仁剛好站在畫面中心的地表灰暗處。灰暗的地表看

似是地表的一道裂縫，前景裡的斷頭正巧也是陳界仁的臉孔，於是造成他猶如以

受害者的身分，從地表裂縫中升起，向大眾揭示這場戰役的殘酷。裂口的戰場成

了他揭示道理的舞台，他左右手各拿著核子反應爐的零件與草根，兩件物品分別

                                                 
117 Michel Foucault, Di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p. 

45 
118 Michel Foucault, Di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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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毀滅與生機，更似寓言表面上體制暴力的屠殺是帶給人民未來新生的希望，

但實際上有可能是另一個毀滅的開始，象徵生機的草根也會變成已無生機的枯萎

狀態。 

在筆者詢問陳界仁的過程中，他提到〈連體魂〉手裡拿著的物品是與雙頭人

的形象一樣，希望表達一個物品或事件都具有正反兩者的意義，核子反應爐的零

件既可象徵帶給人民便利、動力的來源，但是也可能象徵毀滅的強大力量，而中

藥的草根具有治癒人的力量，但過多的話也可能會有中毒的危險。119 

陳界仁的說法正好與筆者的分析不謀而合，兩個物品分別拿取的正反對立情

況，剛好也與這兩件物品屬性的兩極化相互呼應。而配合著作品中整個的視覺脈

絡來看，筆者也認為，陳界仁站在其上向觀者闡述這以新生為名行毀滅之實的歷

史傷口，裂開的地表等同象徵國土的分裂，並與陳界仁腹部欲要裂開的傷口呼

應，彷彿說明屠殺的暴力不只影響到土地的分裂，也象徵造成個人主體的傷口。

這一個身軀分成兩個頭，一身兩面的外形，寓言國家刑罰兩面一體的殘酷。 

 

二、一身三體的受害者形象 

 

《魂魄暴亂》第二階段作品被認為隱喻戒嚴時期國家隱匿的暴力，〈哪吒相〉

【圖 18】亦被評論為被中年人監控的少年犯問題。120它實際上出自一則新聞報

導照片與電影影像的合成－－1996年少年監獄騷動的鎮壓與帕所里尼的電影

《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121監獄鎮壓少年犯的歷史事件轉化到〈哪吒相〉，顯現

的即是監獄裡少年犯被中年獄卒監控的詭態畫面。畫面一如前幾張作品，呈現了

劇場式的開放場景，左右兩旁各對稱地出現陳界仁扮演中年獄卒站立在匍俯趴臥

的人體上，盡情展現獄卒形形色色的變態慾望。這些獄卒們的姿態神情有的瘋癲

                                                 
119 筆者電話訪問陳界仁，民 92，12月 20。 
120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1。 
121 見林志明，〈記憶／歷史／系譜〉，頁 70；〈意識的造型與藝術家的工作－座談會紀錄〉，《中

外文學》，第 29卷，第 2期，民 89，7月，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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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有的裝聾作啞、有的更是笑容猥褻地自淫起來，暗示中年獄卒對少年犯所

為的變態行徑。例如，拿著望遠鏡的陳界仁，猥瑣的姿態暗示監視行為是一種不

道德的偷窺行為，兀自在左右兩旁角落裡手淫起來的陳界仁，則暗示中年獄卒們

對少年犯的統治暗地裡是在滿足自身的快感。 

〈哪吒相〉有一個奇特的影像是，被紙鈔蒙蔽雙眼的兩位獄卒正在拿刀割鋸

一個一身三體人物的雙腳，猶如暗示監獄中獄卒們受金錢引誘下而為的殘暴行

徑。然而這殘暴行徑配合被割鋸的人體組織出什麼樣的寓意？矗立於畫面中央，

上半身分成三個人體的連體人形象恰恰符合字面上民間稱呼少年哪吒為「三太

子」的名諱。如果說一身三體的詭態身體在此是用來比擬民間「三太子」的形象，

那麼他宛如是監獄裡被囚禁的少年犯，並以受害者的角色顯現被獄卒割傷的形

象。一身三體的身軀除了以此形象服膺「哪吒」字面上的意思，腰部以上分裂的

身軀突顯什麼意涵？特別是他們並不是面無表情地存在著，左右兩個身體各拿著

刀刃砍向自身，更引人深思。 

觀看《魂魄暴亂》第一階段作品至第二階段，所呈現的國家刑罰也由凌遲酷

刑移轉到監獄的監控，正巧符合傅科說的公然刑處身體的刑罰消失，國家開始製

造圓形監獄（panopticon）作為另一種不同形式的懲罰：監禁犯人。傅科提及這

種變化，代表懲罰的主要對象從身體轉變到「靈魂」或「心理」，表示「懲罰脫

離人們日常感受的領域，而進入抽象意識的領域。」122因此監獄建立的象徵意義

是：「懲罰重心不再是製造痛苦的技術的酷刑，其主要目標是剝奪財富或權利。」

123國家對犯人實行監獄的控管，雖然少了恐怖的刑罰，但是相對地，刑罰卻抽象

地銘刻在個人主體上。國家威權改由另一套嚴峻的監獄系統監控社會非法的人

民，懲罰的不僅是限制人身的自由，還深入到個人的「靈魂」。過去降臨在肉體

上的死亡被代之以深入靈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懲罰。124 

                                                 
122 米歇爾．傅科，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民 88，頁

9。 
123 米歇爾．傅科，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頁 16。 
124 米歇爾．傅科，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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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哪吒相〉中一身三體的身體正是以其詭態的形象，象徵國家監

獄系統對個人主體無形又抽象的操控，因為無形所以愈形詭態。被囚禁的少年犯

如同下方俯臥的人群，臣服在國家靖廬高壓的監控下，底上的中年獄卒狂歡式地

進行對他們瘋狂的監視行動，而中央的一身三體人物象徵少年犯長期禁錮之下，

一種內在的主體分裂。他們拿刀砍向自身反映的是一種內在精神的瘋狂，雖然沒

有真實的刑罰暴力，但是國家威權卻以更高壓的監控形諸於人，造成主體精神的

分裂與瘋狂，「魂魄」由此「暴亂」。 

 

三、 揭露歷史表相的自殘連體人 

 

除了身體的分裂、增殖，《魂魄暴亂》另外引人怵目的詭態身體是陳界仁顯

影自己身軀並加以殘害的身體形象，如〈自殘圖〉【圖 5】。〈自殘圖〉挪用的兩

張歷史照片是：左邊為張作霖清黨所拍攝的照片，右邊是國民黨在廣東清黨時期

的照片。125因為挪用的這兩張照片剛好是歷史上，國民黨清除內部異議份子的暴

力事件，所以〈自殘圖〉被評論為隱喻國家對人民的暴力是一種砍向自身的行為，

黨派族群的自相屠殺是一種向自身施加暴力的機制。126從創作者挪用的策略來

看，筆者採取這個說法，但更要就影像內容具體提出視覺上對觀者的影響，如何

踰越一般觀看歷史照片的眼光，並分析砍頭刑罰背景中的正拿刀砍向自己的連體

人，其隱藏的寓意。 

〈自殘圖〉兩張照片接合的歷史屠殺畫面是兩位正被砍頭的俘虜，但背景裡

卻出現了一個詭態的連體人。連體人右半分裂出的人體頭部也被砍斷，呼應了左

邊俘虜正要落地的人頭，而從連體人右手拿刀的情形來看，這應該是他手刃自己

另一個身軀所為。歷史中的屠殺場面，被創作者放置了一個詭態的連體人形象，

使得原來的歷史照片不是單純紀錄現場的實錄，它同時也鑲嵌了挪用者的批判寓

                                                 
125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8。 
126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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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照片原是紀錄國家黨派懲罰黨內份子的行徑，但創作者虛構一個影像在其

後，等於是批判了前景中，黨內正在進行自相殘殺的暴力。連體人被放置的位置

與創作者之前的作品一樣，都是被置於畫面的中心，形成讓觀者首一注目的焦

點，他的前後分別是被殺的俘虜與靜悄悄看待這一幕的軍閥，連體人穿插其中，

使得上對下、軍閥對犯人的控制關係有了阻礙，歷史影像表面完整自足的真實頓

時被瓦解，而且連體人的詭態身體猶如向觀者揭露這場歷史事件的醜陋－－這是

場族群自殘的暴力行為。 

 依據前述的分析，《魂魄暴亂》中的詭態身體，具有控訴國家歷史與體制暴

力的寓意是具體顯現在那些恐怖、莫名增殖身體的影像上。這是因為挪用歷史照

片，策略上的效果。筆者認為，創作者為了在曾經存在的歷史事件裡，標示現代

人的詮釋，因此他在歷史舊照片裡放置的恐怖、畸形的身體，是具有踰越的意義，

顯現的是創作者要以此詭態的身體形象去提示觀者，當面對一場描述歷史事件發

生的影像時，能以質疑且開放的角度去閱讀影像，理解其中隱含的國家歷史暴

力，以及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權力關係。藉由畫面中，詭態身體引起的不安與非

真實效果，加強歷史事件的恐怖感，並以此虛構的人體形象隱喻創作者批判國家

歷史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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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映藝術家焦慮的身體意象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作品分別在 1993年與 1996年展出，一展出立即

受到眾多的注目，不管作品是陸續地在國內各地方巡迴展出，或是由國內大展移

置海外參展，127作品愈被曝光，愈像一塊磁石吸引諸多的評論。在眾多文章中，

不乏記者或是策展者等人與創作者進行訪談的紀錄。從這些紀錄中，筆者發現到

兩位創作者的自述中有一共同特徵是：皆對後解嚴時代的社會環境，進行思索與

突顯其矛盾狀況。他們的創作感應於當下社會解放的風氣，在禁閉與開放之間，

對任何意義系統進行質疑與解構的功夫。 

侯俊明接受策展人楊蕙如訪問時，針對她提到他的作品諷刺性很強，但是不

清楚諷刺什麼時，他回答這是對社會中不管是受害者或迫害者處境的嘲諷，是對

一個莫可奈何、難堪狀況的解嘲，128他描述到創作解嘲狀況的目的是：「一方面

是突顯問題，二方面是消解問題。突顯問題似乎很可怕，消解問題卻很荒謬。對

社會進行改革必須建構理想；可是我沒有，我只是突顯窘境。」突顯社會人群的

窘境引領他描繪社會上各種稀奇古怪的事跡，但是為何專注於慾望上？楊蕙如問

到他作品中總是出現與慾望相關聯時，他則回答到： 

 

這還是要回到解嚴後的狀態。當政治高壓時，人的慾望也被壓抑；慾望

或性在政治鬆綁時，就成為特別突顯的部分。就某方面而言，我個人的

創作探索與年齡適巧遭遇這個階段，個人的內在層面正面臨著很大的困

難，這也與現實相呼應，因此藉由創作來作告解。129 

 

侯俊明是有意以作品反射他居處於解嚴後時代所遇到慾望的衝突，而這點也顯示

                                                 
127 《搜神記》曾收邀至加拿大展出，但在國內展出的時間與場次較多：台北雄獅畫廊、台中新
展望畫廊、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見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4。侯俊明，《搜神記》，頁 199。《魂魄暴亂》除了曾代表台灣參加 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
外，也曾多次到各國展覽，詳細參展紀錄參見劉紀蕙，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
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52。 

128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4。 
129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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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品與社會氛圍的關係。 

陳界仁的作品同樣與社會時局的脈動有關，不過他在解嚴後時代環境的刺激

下，更加投注的是對歷史記憶真偽的批判，而這其中因為牽扯到歷史照片與對攝

影術的反省，陳界仁接受別人的訪問時，往往以攝影中拍攝與被拍攝的關係，說

明作品要揭露其中隱藏權力干預影像的方式與如何連帶影響觀看者的歷史記憶： 

 

我好奇的是，人的慾念如何被顯影出來？或者人如何通過影像來確定 

自身的記憶？是誰在操控影像？如何被紀錄？等問題。… … 在傳播影像 
的同時，影像背後的訊息，也同時介入和改變觀看者的思維。… … 在全 
球化的傳媒包圍宰制下，我們依舊難以脫逃『被觀看』、『被敘述』的處 

境，… … 。對於當代社會的回應，我們必要保持一種『再敘述』、『再議 
論』的態度。130 
 

因為對於攝影術中被攝者歷史的關心，所以陳界仁選擇在被定影的歷史影像上 

重新改寫，審視其中的權力機制。兩位創作者同樣質疑了社會價值與歷史系統的

真實性，而且企圖以解構的方式呈現出來，然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尋求新的正

確解決之道，他們關切的是質疑的動作，並把問題丟出給觀者，讓思考的過程變

成是異質性流動的狀態。然而，筆者認為，不下是非判斷的作品內涵反而顯現了

創作者正在質疑的過程中，同時，產生了對未來無所適從的矛盾與焦慮，因為這

股焦慮，所以他們作品中投注的焦點才總是罅隙中那懸浮不定的意義，或是歷史

照片中恐怖的刑罰場景。 

 關於焦慮，佛洛依德解釋為一個不愉快的影響或以感覺不愉快－一種即將面

臨危險的感覺為特徵的情感狀態，而心理上的焦慮是一種自我不安的經驗，就像

是面對模糊的或一無所知的危險時，一種沒有力量的感覺。佛洛依德原初認為焦

慮是力比多（ libido）沒有被宣洩、排解的結果，但是在 1926年他將焦慮轉移到

討論是自我（ego）面對威脅時的反應，且依身體與心理層面分為現實焦慮

                                                 
130 鄭慧華，〈被攝影者的歷史－與陳界仁對談：《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回音》〉，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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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anxiety）與信號焦慮（signal anxiety）。131信號焦慮原是保護主體面對

威脅時，心理能夠從容應對的機制，但是當主體內部焦慮的張力超過可控制的範

圍時，將導致主體暫時性的功能瓦解，呈現所謂的驚慌（panic）或創傷狀態

（traumatic state）。132因此，佛氏假設了焦慮的雙重起源：一為創傷因素的結果，

二為這種創傷因素將再發生的威嚇信號。133對應於之前台灣美術喜於描繪正常美

好身體形象的傳統，筆者認為，《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中詭態身體意象的出

現，便是一種受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影響下的創傷經驗的體現。它們反映了後解

嚴藝術家們在累積禁錮的成長經驗之後，感染開放的社會風氣，思欲解構任何專

制／單一的價值體系時，卻又矛盾地無所適從的焦慮。分析這些詭態身體意象可

以幫助理解創作者的焦慮。但是如何從這些象徵創傷的身體意象裡看出藝術家隱

藏的焦慮？筆者將在下文繼續論述。 

 

第一節 作為中介的儀式：《搜神記》 

 

我個人的創作探索與年齡適巧遭遇這個階段，個人的內在層面正面臨著很大

的困難，這也與現實相呼應，因此藉由創作來作告解。我的作品看似攻擊別

人，其實是攻擊自己。 

－－侯俊明134 

 

侯俊明的創作年代橫跨 80、90年代，是台灣藝壇裡的異數之一。他的作品

早期是以裝置與劇場表演為主要表現形式，擅長個人私密且具儀式特質的前衛創

作，風格往往顯現出常民文化的況味。從 1987年初期在國立藝術學院畢展的作

                                                 
131 Burness E. Moore, M. D. and Berbard D. Fine, M. D., eds. Psychoanalytic Termsa and Concept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25.  
132 Burness E. Moore, M. D. and Berbard D. Fine, M. D., eds. 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p. 

25. 
133 佛洛依德，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新編》，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74。 
134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29。 



 65 

品《多寶塔書畫選粹》以小密盒、抽屜等日常物件為創作內容開始，之後的《工

地秀》、《大腸經》、《小女人》、90年代初期的裝置作品《偉人館》、《刑天》、《侯

府喜事－拖地紅》、《怨魂》等，侯俊明貫以台灣特有的風俗與社會普普面貌作為

觸煤，引發一系列關於圖像／文字、身體／空間的探討。1992年他第一次運用

宗教手印版畫的形式，創作含有警世寓意的《極樂圖懺》作品，1993年的作品

《搜神記》則是第二波的手印版畫創作。 

侯俊明創作《搜神記》起於他對台灣現今社會亂象的感應，力圖透過一種能

與社會環境結合的藝術，所以他選擇用古代神話圖文並茂的方式，表達他的關懷

與戲謔。侯俊明不可否認地擁抱這個轉變中的新社會，但他在擁抱的同時卻也對

新社會的情慾現象產生無所適從的焦慮，他自己也提到： 

 

透過社區的觀察，我進入系列以原慾為表現主軸，關於社會、文化及自

身的思考，尤其是關於焦慮，一種內在的緊張。為了要能生猛的傳達這

些內外世界底層的訊息，我逐步的摒棄了視覺性、繪畫性美感經驗的營

造，而欲使圖像如利刃般的有所指涉與殺伐，直接而赤裸裸的呈現一

切。如果說在我們創作裡真能有殺伐，那麼殺伐的對象絕對是由外而內

的指向我自身。135 
 

《搜神記》摒除美感經驗的怪異身體，像利刃般地狂刺觀者的視覺神經，有的評

論他的人體形象是「人的身體始終以即將崩裂的禁忌形象存在著，預示著身體正

處於消失或變形當中的邊緣處境。」136 這樣的視覺圖像指涉嘲弄的是權力與性

在當代存在的面貌，但是身體「異化」的形象卻也顯現這些身體正處於一個邊緣

且焦慮的狀態。侯俊明用戲耍的文字指涉社會情慾的面貌時，也將社會內在的緊

張焦慮透過這些身體圖像流溢出來，造成作品中充滿情慾色彩的「神祇」也感染

了一種無可奈何的焦慮感。 

筆者認為，這焦慮感乃是結合了藝術家對社會現狀的觀察與反省，並融合了

                                                 
135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5。 
136 李淑禎，＜圖解警世地獄＞，《雄獅美術》，第 283期，民 83，9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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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本身的焦慮，力透作品形式肌理，表現出來。所以他選擇了版畫作為他創

作的主要形式： 

 

我喜歡版畫，它是用刻的，所以線條很節制。… … .基本上版畫是不自
由的，製作過程中受到很多的限制諸如材料的抗拒等。它所呈現的線條

是壓抑節制的，自然產生不同的力度，再加上我喜歡黑白色彩，因為愈

單純愈有力量。137 

 

版畫單純簡單的形式力量是創作者企圖要將社會內部的緊張矛盾宣洩出來的利

器。因為簡單的線條、構圖，排除掉美好的修飾效果，可以將社會底層的慾望問

題赤裸地表現出來，但是相反的，赤裸裸的慾望圖像愈刺激觀者的視覺，愈顯示

其後壓抑力量的強大。創作者必須壓抑自己不能太華麗地描繪圖像，但又必須能

直接傳達他的訊息於觀者，於是直接、不受潤飾且誇張化的身體圖像躍然紙上，

反而顯出一種急於表現的焦慮，呼應了他想揭露社會問題與觀者溝通的急切焦

慮：「我的創作採取低姿態，採取低姿態勢因為我有強烈溝通的企圖心，我很擔

心別人看不懂我的作品。」138只是創作者為何急需與觀者或社會大眾溝通？其中

是否也反映了藝術家作為承載社會意識的客體之一，自身的焦慮因應時代的社會

氛圍更需尋求一個抒發的出口？ 

閱讀其他侯俊明的自述，可以發現到藝術家的確是歡慶這個後解嚴時代的到

來，所以，他以這時代的樣貌作為供給其創作靈感的養分。他不諱言遷居蘆洲時，

隨處可見的工地秀、「愛國自強晚會」、「熱情的藝術舞蹈」是他最方便、直接的

取材對象，但他真正想做的是要以大眾所熟知的儀式，去承載一個新的精神意

涵，形成一個既非什麼又非什麼，既是什麼又是什麼的創作複合體。139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意涵可視為藝術家在情慾與意念相互混亂矛盾之下，謀求解脫的焦慮

狀況顯現，所以他有製造儀式以昇華自身情慾與社會情慾的衝動。從《搜神記》

                                                 
137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9。 
138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6。 
139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5-196。 



 67 

展出的形式與內容來看，的確可看出這是場希望全民起乩的儀式。 

首先就形式上來說，創作者曾自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與民眾溝通，而從《搜

神記》挪用大眾之前熟知的古書形式，配合著簡單圖像的描繪，還有展覽時大幅

版畫與文字相互的參照幫助了民眾欣賞作品等等，企圖與民眾溝通的形式變成是

作品的特徵之一。而從內容上來看，侯俊明邀請各方名人好友共同為他所搜羅的

異神下個註解，而此註解也隨後影響《搜神記》的完成，這樣的內容便也把他人

在場的因素也納進去。於是在想與民眾溝通以及諸位好友的協力扶神降靈之下，

侯俊明化身為民間乩童的角色，將社會上各界矛盾無奈的情慾難題，轉變成自己

的問題並參雜個人自身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創作版畫圖像時，壓抑但具力量的線

條，一同宣洩出來，作為他試圖昇華大眾情慾問題與自身衝突處境的過渡儀式。 

侯俊明創作昇華的儀式，如同象徵人類學家維多‧透納認為人的情感、意慾

在社會現實下的壓抑、矛盾就是造成儀式主導力量的重要來源。從他的民族誌

裡，他發展出儀式威權富有的神秘力量常常是造成挑戰政治威權的弱者力量，或

邊緣力量的來源。所以儀式，尤其是儀式中介狀態（ liminality）所傳遞的訊息，

無論是認知或情緒、意慾上的訊息都是對社會的一種反思、批判和超越。140如果

說儀式進行的時間結構依象徵學派范‧基內波（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說法，有三個段落：分隔（separation）、邊緣（transition）與整

合（incorporation），141那麼「邊緣」階段的過渡就如同透納所講的中介狀態，這

個狀態是一個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曖昧狀態」，特質是過渡性、轉換性、水

乳交融、平等… … 等等。142 

侯俊明坦言「我是在我一系列的作品裡面，處理自身的焦慮。」143而《搜神

記》等於是藝術家試圖昇華本身焦慮，所進行的中介狀態儀式性的藝術表現： 

 
                                                 
140 何翠萍，黃應貴編，〈比較象徵學大師－透納〉，《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正中，
民 81，頁 349。 

141 莊英章、許木柱、潘英海等編，《文化人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 80，頁 53。 
142 何翠萍，黃應貴編，〈比較象徵學大師－透納〉，頁 350。 
143 《藝術家》紀錄整理，〈儀式性的藝術〉，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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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是一種『中介』的作用，它使我從這個階段，邁入另一階段。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幾乎從『工地秀』以後的創作，就是透過一種這樣

的儀式，去作許多我個人內在當下必須解決的問題。144 

 

侯俊明透過建立一場「侯氏神話」的展覽，確定了一個階段的完成，而我們觀者

看到的正是他正在進行解決自身或自身與社會結合的焦慮的中介儀式。 

 《搜神記》的草稿中，侯俊明的創作總是集合各種對身體任意描繪的想像。

他隨意地把各器官與身體形象移置、變化、誇大或分裂，等於是企圖把身體當作

一個書寫的符號，任意地拆開、組合，再組合、拆開。這種隨性隨機的創作方式，

筆者認為，是創作者用看似窮盡一切身體符號的方式，耗盡大眾對身體的禁忌，

以此踰越大眾與社會傳統的目光，然而這種耗盡身體的意義的過程卻顯示出他的

焦慮，身體在游移轉換的過程變成了是一個過渡性、功能未明（ liminal）的軀體， 

將對身體符號賦予的底層意義在不斷變換的過程中瓦解掉。 

 《搜神記》的詭態身體的意象與巴赫汀的詭態身體同樣具有踰越的力量，不

同的是，後者踰越的是任何上層階級的權力與價值觀，前者踰越的則是整個大社

會，甚至指向自身。《搜神記》的踰越層面擴及到對社會全面的關注，創作者更

進一步反省到，在這大環境下自我的焦慮：「我的興趣在於死亡的終極關懷，而

不是觀光化的娛人慶典。」145當作品中汩汩流動的情慾被大肆著墨，看似歡慶這

新的解放時代到來，實際上人心的異化與現代社會的焦慮與緊張也相同地被呈

現。踰越舊傳統的價值思考與對亂象的關懷成為作品背後負載的真正意義，侯俊

明藉由創作詭態的身體，一方面復活被舊體制壓迫的人物，然而也一方面融合自

我與社會的慾望問題，焦慮地突顯社會脫序的亂象，因此形塑了《搜神記》整體

特殊的風格。 

 

第二節 恍惚主體的精神性踰越：《魂魄暴亂》 

                                                 
144 《藝術家》紀錄整理，〈儀式性的藝術〉，頁 195。 
145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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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凝視著過去的歷史影像時，過去同時也回望著我，過去看見了現在。並

將穿過我的凝視，看向未來。 

我所關心的歷史，是那些被合法性所排除的「歷史之外」地歷史，……，一種

被隱藏在迷霧中「失語」的歷史，一種存在我們語言、肉體、慾望與氣味內

的歷史。 

－－陳界仁146  

《魂魄暴亂》作品曾被評論為是在台灣藝術主體性普遍失語的情況下（處於

想像的西方／中國／台灣之間），藝術家藉由收集歷史照片以及追溯自己生命裡

深刻的記憶與經驗，運用攝影這項「攝魂的技術」、「記憶的圖錄」、「觀看的權力」

工具，把歷史照片轉化重製，使原先攝影者的權力轉變為他自己言說的權力，把

屬於公眾的集體記憶轉化為他個人藝術主體的根基，建立個人的藝術系譜。147換

句話說，《魂魄暴亂》變成是一個集合藝術家背後歷史集體記憶與個人生命經驗

的藝術創作，然而這樣的結合反映了什麼樣的衝動？在後解嚴時代台灣藝術過去

壓抑的能量開始準備百花齊放時，藝術家為何選擇重新輸出歷史照片並把自己身

體的影像也銘刻其中？銘刻自己身體影像的創作方式是否來自某種焦慮？既然

曾有評論認為，藝術家的生長經驗是其創作時心靈的憑藉與懷想，筆者於下文將

先了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與創作脈絡，由此試圖闡釋其作品中，充斥的詭態身體

意象所顯現的焦慮狀況。 

 陳界仁受訪時提到，小時生活在新店軍事監獄旁的眷村，父母親之於陳界仁

是無能、殘缺的，兄弟姊妹中有一個是智障弟弟，這樣的成長環境對於陳界仁來

說，是腐朽、瘋癲的。148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哪吒相〉隱喻監獄的圖示

外，他的人體形象面容總是具有恍惚、痴呆的神情還有令人感到癲狂、暴亂的軀

                                                 
146 胡永芬，〈理性地恍惚，詩意地殘酷－看陳界仁如何「看」〉，頁 53。 
147 陳宏星，〈失語後的系譜重建：陳界仁藝術語彙的歷史追尋〉，頁 77。 
148 黃茜芳，〈點燃生命的微光：陳界仁的藝術創作路〉，頁 150。 



 70 

體。他曾言「歷史因為被利用而存在，基本上我不想討論任何歷史的議題，選擇

這些影像主要是喜歡，也排拒談論歷史，我的歷史觀是不斷的鬥爭。」149他對自

身生命經驗裡的瘋狂性甚過於對國家歷史的探討，所以致使他在第二階段的作品

中出現大量的自殘身體意象。自殘的身體意象反映了一種被虐傾向，而這個問題

須詳細討論，是故筆者將留於下一節深入探討。劉紀蕙閱讀陳界仁的作品是採用

精神分析的徵狀式閱讀方式，她說明政局變遷之下，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反映的是

一連串遭受創傷的過程。150從陳界仁一系列屍體、活人的殘軀意象中，我們往往

看到陳界仁恍惚、目光渙散翻白的眼神，而筆者認為，這翻白的眼神可視為是創

作者正經歷創傷的眼神，也是經歷死亡之時痛苦與極樂並存的眼神，它反映了藝

術家主體面對創傷時的心理狀態。 

恍惚的神情與翻白的眼神說明陳界仁正在與死亡交涉、以此踰越生命永恆意

義定位的狀態。他恍惚出神的姿態、神情令人聯想到巴岱儀討論求知過程中的「內

在經驗」： 

 

在物我兩忘的境地裡體會意識、知識、語言的限制，在踰越的「否定」

儀式中，… … .在否定自然同時也了解自己本身也是動物，也就是他否
定的對象，因此在他否定自然時也否定自己。151 

 

透過否定的作用，主體需要否定自己才能突破任何知識框架的限制，達到求知結

果，這種否定作用如同蘇珊．羅賓．蘇雷曼（Susan Rubin Suleiman）在分析巴

岱儀的文本時，提到巴岱儀的內在經驗裡的否定性是：「踰越社會理性疆界的動

作，雖然內在經驗主體感到痛苦，但踰越疆界後的喜悅隨之而至。」152因為在踰

越的過程中，必然遇到規範的疆界，感受疆界極大的約束力，痛苦因此產生，但

在跨越疆界之後，喜悅由此而來，因此踰越總是「極端的喜悅與苦悶混合而生。」

                                                 
149 黃茜芳，〈點燃生命的微光：陳界仁的藝術創作路〉，頁 154。 
150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47-48。 
151 蔡淑玲，〈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頁 116-119。 
152 Susan Rubin Suleiman, “Transgression and the Avant-Garde: Bataille’s Histoire de L’oeil”, in On  

Bataille: Critical Essays, eds. Leslie Anne Boldt-Iro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5,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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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巴岱儀在《慾望的淚水》中，自述了看到那張中國凌遲酷刑的照片時，體會到

吸引力與恐怖的感覺的沒有差別：「我突然看到的和我被痛苦囚禁的－－同時我

也被交付－－是相反的認同，神性地狂喜／恍惚和極度的恐怖。」154 

 對於恐怖引起的毀滅與恍惚／狂喜神情，造成主體又愛又恨的曖昧態度，主

體既被吸引但又強烈排斥，如同克利斯蒂娃所言，看到「厭棄情境」中－橫陳並

排的屍體、頭顱，總是曖昧地恍惚，主體害怕「厭棄體」的存在，希望消滅它，

但另一方面卻又受到它的吸引。 

 陳界仁在《魂魄暴亂》中擔任受害者的角色，神情總是進入一種的恍惚的狀

態之中，筆者認為，這反映了藝術家創作背後的焦慮面貌。他用認同被害者的手

法來向觀者闡明這個機制關係，以此踰越攝影機背後的權力歷史時，同時也體驗

到刑罰暴力對個體造成的束縛力，極端的痛苦與喜悅，造成了恍惚的狀態。這兩

個相互異質的結構互相抗爭，不斷從各種詭態的身體意象中流卸出來，形成這些

身體的神態總是在痛苦與快樂之間游走。 

陳界仁曾言「被刑罰者是一個無法逃脫的『被攝者』。一個無語的人，即便

是死亡也無法逃脫。我感興趣的不在國族歷史；而是在影像歷史中，因為事件與

被攝者的無語和不確定下，所形成的『恍惚』和難以言說的『斷裂』。」155斷裂

是造成主體恍惚的底層作用。從藝術家國家與個人的生命集體記憶中，我們看到

藝術家的探討的始終是主體空缺、失落、無法填滿的那一部份「失語」斷裂，因

為「斷裂」，他在自殘的軀體上總是佩戴著一幅「恍惚」的神情。這時的藝術家

主體處在一個疆界模糊的地帶，在暴力、瘋癲、狂喜的場景中，試圖將此身體／

文化／歷史所要卑賤的「厭棄體」昇華。156 

  陳界仁似乎對瘋癲恍惚的影像特別著迷，當他第一眼看到巴岱儀那張凌遲的

                                                 
153 Susan Rubin Suleiman, “Pornography, Trangression, and the Avant-Garde: Bataille’s Story of the 

Eye, ” in The Poetics of Gen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0. 
154 Georges Bataille, 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or,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9, p. 

207。 
155 鄭慧華，〈被攝影者的歷史－與陳界仁對談：《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頁 197。 
156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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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照片時，他雖也受受刑者恍惚的表情吸引，但他更進一步想到的是這刑罰後

後蘊含的涵義：「在施行刑罰儀式中，受難者在痛楚與死亡間，腦海裡浮現出什

麼？旁觀者在凝視的過程中，思緒又有者怎樣的轉換過程？在刑罰中，是如何發

展出一種細緻的操控技術，使痛苦被持續，觀看被延長？」157從歷史照片引發的

許多問題促使陳界仁開始思索歷史照片中那些被拍攝的無名者。他認為那些無名

的被拍攝者是一方面遭受國家刑罰的暴力，另一方面也遭受攝影機任意地擷取影

像： 

 

就我個人的看法，當攝影術在十九世紀伴隨著資本主義進入中國、台灣

等第三世界的時候，第三世界只是淪為被觀看，… … .，我會用到那些
砍頭或肢解的圖像的原因是，我們不但是被觀看，而且是被肢解下的觀

看。… … ..這種被肢解下的觀看可以被連結到－為什麼我一出生就住在
監獄的旁邊，為什麼活在一個戒嚴的世代裡面，… … ..我只是希望在這
些東西裡面去凝視它，然後讓我的想像發展下去，我後面的一些影像，

完全是我的狂想… … 。158 

 

陳界仁為了戳破被拍攝者被無形地竊取影像言說的權利，在第一階段的作品中他

特別選擇主要被攝者被迫害的那一面，且放大加重他們的被迫害的恐怖，即使第

二階段作品的主角變成了是自己，他想要用影像揭露刑罰暴力與攝影鏡頭掌控影

像的不對等關係，目的仍然不減。筆者認為，這種動機本源自創作者本身對歷史

記憶失落的焦慮，但漸轉化成將這股焦慮擴大至揭露歷史節點的真相。而攝影是

他揭露真相的利器，攝影的真實感比圖像還絕對，雖然影像是經過處理、放大過，

但處理過的身體意象所構築出的詭異世界卻比真實還逼人，也更引起觀者覺得恐

怖。 

讓觀者覺得恐怖，或許不是藝術家的最終目的，告訴我們歷史暴力的真相，

也許才是他的真意，如同他本身對歷史記憶的焦慮。所以他反覆地輸出這些歷史

影像，甚至自創詭態遭受凌虐懲處的身體意象，以肢解、怪異的身體踰越暴力／

                                                 
157 Claire Margat，陳書諒譯，〈兩者之間的圖像〉，頁 194。 
158 〈意識的造型與藝術家的工作－座談會紀錄〉，《中外文學》，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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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屏障歷史真相的企圖，並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攝影這個極具掌控權力的

東西反化為自己言說的權力，揭露歷史真正的恐怖。然而藝術家在試圖揭開歷史

內裡，踰越歷史被遮蔽的事實中，是否也顯出藝術家對失落歷史真實的焦慮？既

然一切起源於一張歷史照片，或許我們可先就照片呈現出的觀看機制，探討看與

被看之間的結構關係。 

 美國藝術史學者哈．佛斯特引用賈克．拉崗（Jacques Lacan）的理論，提到

主體回到創傷的現實，是一種重複的精神症狀，這個精神症狀反映了主體對象徵

秩序的回絕，就像是超現實主義的藝術總是過度地表現（excesssive），以致於反

映出一種焦慮，雖然他們的創作是要隱藏創傷現實，但是這個焦慮卻從中指出創

傷的真實狀況。159《魂魄暴亂》是陳界仁對歷史照片產生回音的作品，背後參雜

了藝術家本身的生命經驗與對國家歷史質疑的記憶，是故，他創作這一系列作品

要揭露族群集體記憶裡的底層真相，平撫他不明所以的創傷，然而重複地揭露，

觀者卻有可能感受到藝術家與其自身開始產生對歷史記憶不確定的焦慮感。換句

話說，藝術家試圖直接揭露歷史底層的不堪，踰越觀者熟悉國家所跨越的每一現

代化腳步，是為了將國家推向更美好的世界時，他的焦慮也於大幅作品的擺放中

流洩出來。於此，筆者引用拉岡的觀視理論，繼續探討照片在看與被看之間如何

呈現創作者的焦慮。 

 拉岡提到文藝復興時期古典的繪畫總是將主體的觀看置於可以掌控物體世

界、不受威脅的位置上，事物有秩序平穩地陳列在觀者面前，而人宛如是這物圮

世界的中心。如同下列的圖示： 

 

 

 

 

                                                 
159 Hal Foster, The Return of the Real: The Avant-Gard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Lond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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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岡隨即也提到物體其實具有回看人類的力量，它們的回看是一種觀視

（gaze），當我們在觀看物體的同時，物體也在觀視我們，如以下圖示： 

 

 

 

 

 

 

 

 

我作為觀看的主體，不用懷疑圖畫在我眼中，但是我也在客體的光線之中，在它

的觀視之下，「圖畫在我眼中，而我亦在圖畫之中。」因此兩個元錐形圖示結合

起來就變成以下的圖示： 

 

 

 

 

 

 

 

 

這樣的圖示顯示了傳統一般觀看影像的結構：透過一層螢幕（screen），客體回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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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視被調節了，觀看的主體免於受客體觀視的威脅，並把它化為影像

（image）受觀看主體主宰。所以，即使客體的觀視可能俘虜主體目光，主體也

可藉由一層螢幕的保護，馴服客體的觀視，如同拉岡所說的「螢幕在這裡是進行

調節作用。」160佛斯特提出這樣的圖示可當作每一個影像的觀看例子，它是藝術

／再現原型（schemata）／視覺符碼的傳統，他進而指出西方一些當代的藝術已

否決掉這個傳統原型，拒絕用想像與象徵去遮蔽現實，他們要讓現實赤裸地呈

現：「就像是藝術希望讓這個『觀視』閃耀，讓客體站立，讓現實存在，在所有

它跳動慾望的光芒或恐怖之中，或者至少喚起昇華的條件。」最後，不只是影像

被破壞，螢幕也會被撕裂，暗示調節作用已被取消。161 

 陳界仁的作品即是呈現出這種撕裂螢幕的結構。從《魂魄暴亂》巨幅作品一

系列地擺放在展覽場地，因為其巨大的尺寸，隨即有可能將每位觀賞的民眾涵蓋

進作品的脈絡裡，造成觀者彷彿被吸納進同樣的歷史場景中。觀賞者一接近作

品，在被影像包圍、蠱惑的影響下，有可能暫時性地受限於作品的龐大的效果，

成為被它環繞的客體，而屈服在作品的影像世界裡。《魂魄暴亂》中的詭態身體

意象顯影，同樣也具有蠱惑觀者目光的效果，但是卻是以其荒誕、怪異的身體形

象，讓觀者屈服於它所營造的恐怖氣氛中。例如前述的〈本生圖〉【圖 4】、〈連

體魂〉【圖 17】、〈恍惚相〉【圖 16】、〈哪吒相〉【圖 18】總有一詭態奇異的人體

佔據中心，直扣觀者視神經。當觀者觀看作品的視線企圖投注在影像中時，不僅

因為影像粒子的粗糙，使得視線無法聚焦，正面迎來的斷首、肢離身體／屍體，

更恐怖地引人不敢逼視，他們就像是以其詭態的身體回看著觀者。 

《魂魄暴亂》其他挪用歷史照片的作品，也具有以詭態身體挑戰並回看觀者

的能力。例如〈自殘圖〉【圖 5】前景既顯現了一個斷頭的刑罰場景，而後背景

也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到奇怪又畸形的連體人，兩造相互配合之下，使得觀者的觀

看被受凌虐。〈失聲圖 I〉【圖 6】、〈失聲圖 II〉【圖 7】以及〈法治圖 I〉【圖 8】
                                                 
160 以上理論參見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ds. Jacques-  
   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p. 91-107.  
161 Hal Foster, The Return of the Real: The Avant-Gard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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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以大量的斷頭身體意象，刺激著觀者觀看的目光，致使觀者在許多並排陳列

的斷頭、屍體中，無法投注視線的焦點，只能任由其中的影像宰制觀者的目光。 

因此綜合《魂魄暴亂》形式上與詭態身體意象的呈現效果，觀者具有被其觀

看客體魅惑，甚至被回看、被威脅的危險，造成前面所述中，拉岡說的：「圖畫

在我眼中，而我亦在圖畫之中。」影像魅惑人的效果由此可見。但是，《魂魄暴

亂》一系列作品皆呈現著這種破壞影像調節作用的效果，這種不停破壞的效果又

是反映了創作者什麼樣的衝動？ 

一系列作品不斷地用彷彿地獄般的景象，抹消影像調節觀者美好視覺的作

用。這個重複抹消遮蔽、重現歷史殘酷暴力一面的作品可以說是創作者想要揭露

歷史真實面貌的表現，然而，他想要揭露現實的衝動，愈要破壞那層保護的螢幕

屏障，卻愈顯現真實已無法復返在觀者面前，如同拉岡所說，進入象徵秩序之後，

真實只能想像地存在。162創傷的詭態身體是藝術家告知觀者歷史真實最後的面目

是醜陋，他不斷地以詭態身體製造創傷場景，筆者認為，反而更突顯出：這是藝

術家在面對社會衝擊與歷史記憶失落之後的焦慮表現。創作者每一次破壞影像的

「螢幕」調節作用，透過挪用歷史舊照片質疑國家的排他性暴力，或者虛擬、想

像國家體制暴力的無所不在，皆反映創作者面臨舊威權崩解，在新時代如何自處

的恐慌、焦慮。焦慮甚至也表現在創作者逐漸出現自殘的身體意象。 

 

第三節 被虐的身體圖／影象 

 

《搜神記》與《魂魄暴亂》引人側目的詭態身體意象有一共同特徵：被虐意 

象的出現。例如《搜神記》中，作為作品之首、象徵抗爭力量的〈刑天〉和《魂

魄暴亂》後半系列作品的陳界仁自殘身體。〈刑天〉中自殘背脊的刑天因為抗爭

意念的強大，自動殘害自己的身體以求得巨眼，即使淚湧不可視，也主動燒考自

                                                 
162 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民 77，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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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巨眼，只為了能睜眼控訴這個世界，而《魂魄暴亂》拿著刀刃砍向自身的身

體被虐影像，除了隱喻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不正當的肅清分裂是對內的一種暴

力，亦顯示無形的體制暴力。但是抗爭的心態與隱藏的暴力為何需藉由被虐的身

體意象呈現？在後解嚴時代的氛圍裡，被虐的身體意象隱含了什麼樣的心理機

制？藝術家透過乩童角色的參與和自殘影像的輸出，是否也顯現藝術家對現狀排

山倒海的焦慮？ 

劉紀蕙提及了佛斯特所說的：「當政權極速轉移而信仰喪失的年代，藝術家

可能會充滿者伊底帕斯式的反叛與攻擊，企圖將此象徵秩序／意象－屏障擊毀，

再者可能會企圖挖掘『表像背面真實的醜陋客體／凝視。』」163她援引佛斯特的

言語，說明解嚴前後侯俊明與陳界仁的作品具有伊底帕斯似的反叛與攻擊，因為

在政權轉移，宗教偶像瓦解的時代，失去對象的認同愛戀，便會陷入憂鬱狀態，

對對象的攻擊性甚至更會轉向自身，而兩人的作品有類似的憂鬱與自殘的暴力。

164之前筆者已經論述兩部作品身體的踰越性，但是我們如何解讀作品中隱含的創

作者攻擊自身的傾向？如何剖析這傾向所隱含的憂鬱？而這憂鬱又如何可被看

作是焦慮的表現？ 

依佛洛依德的說法，人的本能分成兩類生存／愛慾本能（Eros）與死亡本能

（Thanatos），前者是刺激建構人類大部分行為活動的正面驅力；後者則代表人

類受環境或反抗自身影響下的攻擊與破壞驅力。165換句話說，兩者是一體雙面的

本能衝動，相互作用影響，所以不能分開討論，當愛慾本能降低時，死亡本能便

會漸漸凌駕愛慾本能。166筆者認為，上述兩位藝術家的憂鬱與自殘的暴力便是源

自於一個死亡本能的衝動，因為愛戀／認同的對象消失，於是死亡本能便取代愛

慾本能，驅動主體。而因死亡本能一部份會發展成攻擊與破壞的本能，如果導向

自身，就是被虐狂（masochism）。 

                                                 
163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5。 
164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4-65。 
165 Burness E. Moore, M. D. and Berbard D. Fine, M. D. ed. 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p. 

101. 
166 佛洛依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新編》，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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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被虐狂指的是一種與虐待狂（sadism）相同的性變態（perversion），

乃主體希望經由痛苦加強性的興奮與滿足。167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曾

專文討論過虐待狂的由來與特徵，他藉由解釋佛洛依德所提的死亡本能的兩個表

現方式：一為在愛慾作用下朝向外部（即是虐待狂）；二為部分是與生物體

（organism）原慾式地連結（bound）之後的殘留（即被虐狂），後者是動情

（erotoganic）被虐狂的類型，168將被虐狂與死亡本能的關係連結起來。但是之

後他也提到，從佛洛依德以來，精神分析學習慣以性慾的角度去綜合討論虐待狂

與被虐待狂，他認為必須把被虐狂的形成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心理精神結構反映，

才能清楚理解臨床實體（clinical entity）或美學上的被虐狂方式： 

 

被虐狂最重要的是形式與戲劇性：這意謂著它特殊的愉悅－痛苦情結是

被獨特的形式主義決定，還有它的罪惡感經驗也在特定的故事之中。169 

 

格林．史都勒（Gaylyn Studlar）認為，德勒茲將被虐狂獨立出來討論，是將被虐

狂經驗當作現象學討論，使得被虐狂脫離狹隘的情慾倒錯定義，並且可將被虐狂

式的美學從單一的臨床實例擴展到討論，文本中藝術家的形式、語言和愉悅的製

造。170史都勒依此把被虐狂的討論引入電影分析理論裡。而筆者依據德勒茲的理

論，也將把被虐狂理論引入討論被虐的身體意象。這種引入，筆者認為有其迫切

性，有助於解決重要的問題，因為從被虐狂的角度去閱讀侯俊明與陳界仁的作

品，才能同時理解侯俊明的起乩神話與他們作品中，身體同時呈現的痛苦、愉悅、

失落、憂鬱… … .等等與藝術家的焦慮之間的關聯性。 

 
                                                 
167 佛洛依德討論被虐狂將其分為三種類型：動情（erotoganic）、女性（ feminine）與道德（moral）， 
見 Burness E. Moore, M. D. and Berbard D. Fine, M. D. ed. 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p. 
116. 詳細的整理資料亦可參見 Gaylyn Studlar, In the Realm of Pleasure: Von Sternberg, 
Dietrich, and the Masochistic Aesthet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1-13. 

168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dness and Cruelt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1, p. 109. 

169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dness and Cruelty, p. 95. 
170 Gaylyn Studlar,“Masochism and the Perverse Pleasure of the Cinema,”in Feminism and Film,  

eds. E. Ann Kapl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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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家作為乩童角色的參與：《搜神記》 

 

《搜神記》中的被虐身體形象雖然具體顯現的只有〈刑天〉的自殘背脊形象 

與〈情蠱〉中男子自殘首的形象，但是從分析侯俊明對刑天形象的認同終至轉為

自殘背脊的〈刑天〉，以及〈情蠱〉中男子自斷首級的愛恨衝突，可發現到一股

受限於社會的抑制和逃脫不開情愛問題之後的自殘／被虐結果。筆者認為，這兩

幅被虐圖像作為抗爭社會抑制力量與突顯情慾中愛恨糾結矛盾性的呈現，正巧呼

應了作品中，創作者侯俊明身為扶乩降靈的乩童角色，在起乩的儀式中，施虐於

自己身體的特徵。兩幅被虐圖像的呈現，反映了藝術家在作品中是承受他人痛

苦，替之與社會大眾溝通的角色，從之前的分析中，當然我們發現藝術家還處理

到自己的焦慮、痛苦。作品的被虐圖像既然回應了創作者參予其中的受虐角色－

－乩童，創作者身為乩童角色在作品中的意義就十分重要。因此，筆者將首先分

析創作者是如何地以乩童角色去進行扶乩降靈的儀式，也就是創作作品。並以此

分析結果，觀照出被虐身體圖像其後的意涵是反映藝術家的焦慮。 

侯俊明從 1987年藝術學院的畢業展便展現了他的藝術習慣與生活環境結合

的特徵，而且，畢展那年正巧是解嚴時代的起點，解放的社會風氣的渲染之下，

使他可以更毫無忌憚地揉合日常生活經驗與在地文化，創作出迥異學院傳統畫風

的作品。在他畢業後陸續推出的作品除了延續以生命經驗為出發的作品外，因為

舞蹈、小劇場藝術活動的參與，他的作品逐漸與當時熾烈的學運、社運扣合，展

現邊緣人抗爭體制的意味，因此作品被廣義評論為與藝術家對現世環境的反應或

精神現象的傾洩有關。171對現世環境的反應，筆者認為，可從他作品中顯現對婚

喪喜慶的電子花車、脫衣舞孃或民間宗教儀式的興趣窺探出來，而精神現象亦可

由他創作具有抗爭力量的劇場作品，或是《怨魂》裝置中追念年輕早夭的亡姐、

《侯府喜事－拖地紅》中喜事轉變成喪葬儀式、反映兩性情慾關係等等作品分析

                                                 
171 王福東，〈新生代美術巡禮－藝術家篇〉，《雄獅美術》，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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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經由對侯俊明作品歷史風格的了解，筆者認為，累積之前創作原型與能量

的《搜神記》，亦揉雜了個人生命經驗與現實環境的刺激，而在兩者相互交疊的

影響之下，站在新舊時代的轉淚點間－－時代氛圍充滿曖昧認同的與價值漸漸失

序－－的侯俊明，開始佔據民間宗教乩童的角色，試圖扶乩降靈一些社會邊緣

人，進行與社會溝通的工作，此舉不僅讓作品因此感染陰間論述或替亡魂超渡的

色彩，亦反映藝術家創作時的死亡本能衝動。 

 侯俊明被問及到台灣的乩童建立了以肉體與慾望表達的宗教儀式，它貶低身

體，似乎比較是原始、低階的信仰時，他回應了： 

  

對，透過自我傷害表達誠意和能力。乩童用刀傷害自己的身體有兩種意

圖：一是藉由自我傷害承受痛苦，向神明表達誠意；其次對一般人而言，

乩童展現了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特別能力，透過如此血淋淋的方式建立了

乩童的權威感。其實我的作品充滿如此強烈的敘述性，對現代藝術而言

是反面的發展。現代藝術太有潔癖、太過要求純粹性，這點可以理

解，… … 但相對的，它壓抑著人和社會的關係。172 

 

侯俊明對乩童角色的認同作用乃因需要透過血淋淋具有爆發力的力量，去表達他

述說的內容，這種極力需要述說的衝動反而突顯了背後壓抑的強大。他以生猛有

力的乩童儀式，起乩招攬社會上各界的孤魂棄神，一方面背離學院傳統的畫風，

另一方面也欲如他所言：「以大眾所熟知的儀式，去承載一個新的精神意涵。」173

新的精神意涵即是社會被壓抑的情慾與脫序、矛盾與無奈的狀況。但是為何要選

擇承受肉體痛苦的乩童角色創作？為何他認為乩童傷害身體血淋淋的儀式才能

代表他意圖敘述的力量？這種象徵犧牲自我的過渡角色在整部作品裡的重要性

為何？ 

巴岱儀探索情慾主義與神秘主義自然的踰越力量時，發現到「獻祭／犧牲」

（sacrifice）行為能表現踰越的中心意義。巴岱儀並不滿足於人類學者對「獻祭

                                                 
172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6。 
173 侯俊明，〈侯氏刑天〉，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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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的看法，他試圖洞察人類學上「獻祭／犧牲」的行為模式以瞭解形而上

的意義。他認為「獻祭／犧牲」是一種破壞理性目的存在與帶領進入一個本質消

失、神聖境地的行為，它的核心力量就是踰越，破壞疆界的力量，它的另一層形

而上意義即建立在主體面對死亡上。174乩童作為宗教儀式中代替民眾與神鬼溝通

的過渡人角色，他的位置本就是處於陰陽或生死之間，疆界模糊的地帶。在他獻

祭／犧牲儀式中，身體的破壞隱喻的是對疆界的踰越與破壞，如此，才能進入這

個位置並建立本身的神聖性。《搜神記》中自殘背脊的刑天是侯俊明自始至終的

創作原型，也是他謀合乩童角色的例證，放在卷首一方面顯示他創作內涵具有邊

緣的抗爭力量，一方面刑天自殘的身體也表示他作為扶乩降靈的乩童角色，是主

動承受被降靈者的痛苦並幫助他們與社會大眾溝通。他曾自比於刑天，而刑天形

象顯露出的有志未伸的缺憾，亦可能暗示創作者感覺到本身在當時時代裡的失

落，促使死亡本能萌發，並轉向關注的那些被欲望痛苦糾纏的云云大眾。筆者認

為，對應於時代的衝擊，《搜神記》反映了創作者矛盾的心理狀態，踰越社會傳

統規範的箝制的視覺圖像反映其歡慶新時代的到來，但是，他以與痛苦結合的乩

童降靈儀式去描繪，卻也顯現其內認同客體失落的焦慮。 

侯俊明曾提及他的創作特色是：「內與外來來去去。屬於個人內在的問題，

我會將其投射於某個社會現象之中，再把它轉化為社會問題；如果從社會問題看

到一個題材或是一個感動，就將它轉變成自己的問題來呈現。」175他將別人的苦

難也融合進自己的問題之中，這種被虐式地承載，反映了他時代的焦慮需要抒

發，但由於力量強大，而且焦慮是部分由於大環境曖昧不清而來，容易將別人的

問題也化為自己的問題，因此產生被虐式地動機，佔據乩童的位置，要藉由這角

色渴望昇華／救贖自己乃至社會大眾的情慾。如前所述，〈刑天〉象徵之前創作

的抗爭內涵、〈六腳侯氏〉作為自身處景的隱喻、〈拖地紅〉源自個人生長背景的

經驗，這些與創作者相關連的作品，混雜放入作品之中，等同於他也與那些被情

                                                 
174 Michael Ray Weingrad, Benjamin or Bataille: Transgression, Redemp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Though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9, p. 192, 193.（P. H. D. thesis） 
175 楊蕙如，〈雅俗之間－當代台灣藝術的文化空間〉，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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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所苦的大眾一樣，有無可名狀的窘境。 

創作者自比於自殘背脊的刑天形象，且又作為一個扶乩降靈的乩童角色，一

種被虐式的快感隱藏其中，但被虐的衝動是因為需要求助痛苦才能獲得滿足的結

果。為何需要謀求痛苦才能滿足而求得解脫？因為對時代失落認同對象的焦慮不

安以及社會雖然解除了高壓統治的禁錮，但社會秩序的瓦解問題接踵而來，創作

者參雜創作者個人的生死與慾念、一種陷溺狀態的惶惶不安心境便轉換為被虐式

地，且是與陽世截然不同的陰間身體書寫。 

 

二、轉入受害者位置的自殘身體：《魂魄暴亂》 

  

《魂魄暴亂》中被虐的身體意象是藝術家掃描本身自殘狀態的身體影像之後 

的結果。從〈去勢圖〉【圖 15】扮演受刑者的角色，〈自殘圖〉【圖 5】中受刑者

與施刑者的連體形象、〈法治圖 I〉【圖 8】中央被行刑的原住民到〈恍惚相〉【圖

16】、〈連體魂〉【圖 17】、〈哪吒相〉【圖 18】與〈瘋癲城〉【圖 19】一系列自殘

身軀詭怪奇異的顯影，陳界仁任意分裂又接合這些被虐的身體影像，且接續於以

歷史檔案照片為影像主本之後的被虐身體意象，更是大量出現，此舉是否也反映

了藝術家本身的焦慮？ 

劉紀蕙曾提及陳界仁容易被歷史創傷場景所捕獲、箝制而迷戀的狀態，她說

到真正引起他興趣的不是「觀看」角度的諷刺位置，而是「傷口」本身。176這個

「傷口」指的就是那些國家進行排除或鎮壓群眾的陰暗歷史傷口。透過對歷史舊

照片中刑罰場景的觀看，陳界仁被國家因為排除異己所造成的歷史傷口深深吸

引，而且因為「在凝視的恍惚中，我常『看見』了我自己，我看見了作為『受難

者』的我，我看見了作為『施虐者』的我，我看見了作為『共犯』的我。」177觀

者也可清楚看到在歷史照片中或虛擬的歷史影像裡，陳界仁分別扮演了觀看者、

                                                 
176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4-65。 
177 引自劉紀蕙訪問陳界仁的內容，〈招魂術〉，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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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刑者與受刑者的角色。陳界仁接著也說到這種被歷史照片所蠱惑的恍惚狀態，

是如何地影響他的創作： 

 

 當我試著在這彷若無邊際的影像幽靈上，依憑著想像，試圖描摹著他們

可能的面容時，我的每一筆都像是背叛著他們原有的面孔，那樣描繪出

的臉孔，更像是我套在歷史影像上的面具，一個可能帶著我自身印記的

他者之臉。178 

 

當陳界仁用電腦光筆在他者之臉上描繪部分失焦影像，過程中，他覺得這些無名

的他者彷彿帶著自身的印記，這是陳界仁在創作時，感覺與歷史照片裡的人物影

像交疊的心理狀態。而這心理狀態可以解釋，為何他的作品中逐漸地呈現出他去

認同他們的位置，佔據他們身為觀看者、施刑者甚至受害者的身分，並且以此身

分造成觀看者時空背景的混亂，踰越觀看歷史的單一角度。 

所以，如同筆者之前所論述的，他在第一階段的挪用歷史照片裡，批判了國

家與殖民者在建構與紀錄歷史中被忽略的隱藏式宰制暴力，他提示了觀看歷史的

觀者或身處歷史洪流中的主體，彷彿就像受刑場面中的旁觀者般木然且盲目。他

以與權威者共謀的角色來讓我們望見這其中的權力傾軋，然而同時，他自己也望

見了在國家社會的體制暴力中，自己亦有可能如同那低下、被動的受害者，隨時

隨地有可能淪落為被宰製的對象。這種對國家無形體制的恐懼幻想，使他逐漸認

同並佔據受虐者的位置，所以在第二階段的作品中，他藉虛構從台灣戒嚴時期以

來的歷史事件場景，並化身為如同前階段作品裡被刑罰的受害者，隱喻國家無形

的體制暴力，向觀者提示暴力場景下另一個來自於低下、被宰製者的詮釋觀點。 

即使是在虛擬歷史場景的第二階段作品中，國家體制的控制已經是個隱藏無

形的存在，筆者認為，曾經同時顯影自己是施虐者與受虐者的陳界仁，已將上對

下暴力的施行轉化成了一種自殘身體的衝動，並且構成了第二階段作品主要的視

覺母題－－創作者自殘的身體意象。例如〈哪吒相〉中左右兩側正在拿刀或鋸子

                                                 
178 引自劉紀蕙訪問陳界仁的內容，〈招魂術〉，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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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自己的陳界仁，站立在圃伏的人體之上，就像是獄卒對底下犯人的上對下統

治，他此時化身為獄卒的角色，而且在其他陳界仁分別扮演獄卒們瘋狂、異色且

荒淫的無當管理行為環繞下，自殘的行為顯現獄卒們高壓的統治轉化為瘋狂的被

虐行為，畫面中央一身三體的受害者拿刀割傷自己與此雷同，同樣產生被虐的行

為。兩廂陳界仁分別位居迫害者與被害者位置的自殘舉動，轉變成視覺上一種創

作者被虐快感的呈現，而從其他作品：〈連體魂〉前排中的陳界仁頭顱，或〈瘋

癲城〉中已經具現創作者瘸腿、斷手、斷角的身體意象，我們也可發現創作者漸

漸地移入被害者的位置，顯現他們被懲罰後的肢離身體。 

〈瘋癲城〉被陳界仁指為是紀錄他夢境的作品，因為夢境的怪誕與恐怖，驅

使他把夢境描繪下來。179雖然這幅作品純粹是描繪一場夢境的作品，並沒有具體

指向任何對歷史事件的控訴，但是筆者認為，從陳界仁一系列創作《魂魄暴亂》

的脈絡裡，〈瘋癲城〉突顯的是創作者漸漸地認同那些被殘害的受害者，而對夢

境描繪的自白剛好顯示了創作者精神上受到受害者形象影響。〈瘋癲城〉整個場

景中，一個送葬／娶親的隊伍，背後是空無一人的建築物突顯一種杳無人跡的荒

涼感。前景中莫名地出現一個像是由死屍們組成的隊伍，神情痴呆的向前邁進，

如同是鬼魅幽靈般地還排徊在陽世，從他們的動作與神情，他們像喪失理智、陷

入瘋狂狀態，其中一人還啃食一個不知從哪得來的斷手。這樣怪誕的身體意象的

確讓人覺得這是不存在於真實中的幻想或是夢境，但是，這個置身於場景中頭戴

警帽或前景中啃咬斷手的人掛著宛如是醫院注射袋的詭態人體，卻也不禁令人聯

想起警察與醫院這兩個體制代表，彷彿造成了人的瘋癲。 

我們如何解讀這種藝術家與歷史受害者認同之後的被虐式身體顯影？如果

說這是把原先控訴的歷史權威的施虐快感，轉為瘋狂地向內指涉自身的衝動，造

成藝術家的創傷身體呈現為對被虐快感的追求，那其中隱含的轉換機制為何？藝

術家以本身的創傷身體加入作品，這種重覆（repetition）輸出本身自殘的身體意

                                                 
179 筆者 E-mail訪問陳界仁，民國 93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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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僅顯現創作者對結合痛苦的快感耽溺，亦如同前述中，他對極度痛苦與狂喜

的恍惚狀態的吸引，由此我們可發現到《魂魄暴亂》中的創傷身體反映創作者具

有被虐狂的特徵。 

德勒茲從分析德國作家里歐普．凡．沙謝-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的被虐狂式文本時，提出了被虐狂的痛苦本質是「痛苦只需要與它相

關條件的重複形式。」180重複與痛苦的製造有極大的關連，而不斷地重複痛苦會

漸融入快樂的經驗裡，德勒茲接著也提到被虐狂重複的作用如何因快樂原則

(pleasure principal)的關係，而產生異化： 

 

替代重複被當作與已獲得或參與的快樂相關的行為模式的經驗，替代重

複是被經驗或重複經驗的快樂所主宰，重複是狂野地運作並且從所有原

先所有的快樂中獨立出來。它有自己的想法與理念。快樂現在是與重複

相關的行為形式，陪伴與追隨具有令人畏懼又不獨立力量的重複。181 

 

在被虐狂的情境裡，重複痛苦變得是製造快樂的來源，快樂依此而生。在陳界仁

的作品裡，我們看到陳界仁自殘身軀影像的表情總是帶著與凌遲犯人類似的恍惚

神態。這種原先象徵痛苦與狂喜並存的心理狀態，被延續在陳界仁後半系列的自

殘影像裡，筆者認為，亦可說明陳界仁連續顯影自殘的影像是一種被虐狂式地追

求快感的影像。他反覆切割自己身軀、斬斷自己的頭顱的影像，導向一種對「被

虐快感」的追求，那他追求的動機為何？在前一階段系列的作品裡，陳界仁用挪

用歷史照片的策略，毀壞了過去的歷史威權，但是過去潛泳在表像下的醜陋暴力

與權力，仍如影隨形地跟隨社會內的主體，這是社會與主體永恆不變的關係，所

以，筆者認為在第二階段系列的作品裡，他顯影割裂自己肉身的影像，是以呈現

被虐快感式的身體，重覆地向觀者訴說著體制暴力早已造成主體的心理創傷。 

追求「被虐快感」是影像表面的意義，圖像可能作為創作者內在心境的寫照，

                                                 
180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dness and Cruelty, p. 119. 
181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dness and Cruelty,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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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其為描述心理狀態的隱喻。筆者認為，潛伏在追求身體極度快感的被虐影像

背後，是創作者在面對歷史創傷場景之後，死亡本能的驅力作用之下，傾向於憂

鬱式地產生對死亡的著迷。劉紀蕙提及了陳界仁曾表示自己對歷史傷口的著迷：

「殘酷，常讓我們被擋在影像之外，然而傷口闇黑的深淵，不是讓我們穿過的裂

縫嗎？一個可能穿過『棄絕』的裂縫。」182陳界仁對闇黑傷口的吸引，筆者認為

與劉紀蕙之前提到《魂魄暴亂》的第二階段，鑲嵌於陳界仁身上回到歷史創傷場

景的自殘衝動是一種自我掏空、無對象性的自殘與憂鬱狀態，183兩個說法可相互

對照出陳界仁面對歷史刑罰場景時，這個國家歷史的傷口也轉換到藝術家心理的

創傷上。尤其我們知道陳界仁生長於錯落偏僻荒涼市郊畸零地上且與監獄仳鄰的

貧窮眷村之中，村中高比例的瘋子與白癡人口以及與白癡弟弟同住一個房間的成

長經驗，184還有從復興美工肄業之後的住在弟弟住處，由擺地攤弟弟供給生活，

過著無所是事的頹廢生活，唯一的活動可能是去巷子口買包白長，而日子就這麼

過了，185陳界仁的心靈早已潛伏著關於瘋癲、死亡與恍惚、虛無的經驗。而經由

一張歷史照片中凌遲酷刑的引爆，他積累了戒嚴時期氛圍的鬱悶，終於也釋放在

創作《魂魄暴亂》上。 

 劉紀蕙借用克利斯蒂娃的說法，試圖說明陳界仁作品中的憂鬱狀態是因為原

初對象的失落／死亡如同太陽轉變為黑色，無法繼續投注愛戀，而且也無法哀悼

這失落的對象物，無法哀悼的原因是因為此對象物已經被內化，而對此對象物的

攻擊性便轉而朝向自身，在政治或宗教偶像瓦解的時代，特別容易觀察到此憂鬱

狀態。186劉紀蕙詮釋陳界仁作品中的與憂鬱相關的自殘暴力，乃是引用了克利斯

蒂娃在《黑色太陽》（Black Sun）中論述憂鬱（melancholia）的歷史時，所提到

西方中古時期對神信仰的消失以及在此宗教氣氛影響下，面對政權崩塌時獨有的

                                                 
182 引自劉紀蕙訪問陳界仁的內容，〈招魂術〉，頁 66。 
183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4。 
184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74-75。 
185 黃茜芳，〈點燃生命的微光：陳界仁的藝術創作路〉，頁 154。 
186 劉紀蕙，〈『現代性』的視覺詮釋：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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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心情（black mood）。187 

克利斯蒂娃提到的憂鬱狀態乃根基於佛洛依德區別沮喪（depression）與抑

鬱的架構上。188而她所說的原初對象的失落，導致往內的攻擊行為，亦符合佛洛

依德說到抑鬱的顯著特點是：「深深痛苦的沮喪，患者失去對外在世界的興

趣，… … ，以至於最終成為自我譴責和自我辱罵，達到頂峰時是在妄想中期望自

己受到懲罰。」189自我的懲罰、貶低是因為憂鬱時，自我是貧乏空虛的，他譴責、

怒罵自己，希望自己被拋棄或懲罰，佛洛依德接著也提到憂鬱患者的自我折磨是

快樂、有意義的，就像在強迫性神經症中的相應現象，有憎恨和虐待的傾向，而

這都和一個對象物有關。190依據前述，自我懲罰的被虐傾向有可能與憂鬱相關，

《魂魄暴亂》中與死亡和暴力結合的被虐身體意象，配合著敘述藝術家成長經驗

的文本，因此也可能是創作者的心理憂鬱傾向下的創作結果。 

憂鬱造成的被虐傾向既然牽涉到一個對象物，那麼陳界仁作品中自殘身體意

象的指涉對象物又是為何？劉紀蕙提到對象物既已內化，那麼內化之後的對象物

是以什麼樣的型態存在？參照於之前談到陳界仁的創作背景與後解嚴的時代氛

圍，筆者認為，其對象物是與侯俊明同樣的認同感失落以及歷史記憶的不確定

性，而他創作這些詭態甚至自殘的身體意象，便是顯現了體制崩塌後的創傷心境。 

 陳界仁的創傷心境使得作品中的詭態身體如同是創傷之後的症狀（symptom 

）表現。克利斯蒂娃說「症狀是一種語言，在宣告棄權的同時，說明了體內藏著

一個無法同化的異鄉人，一個怪物，一個腫瘤，一種癌症。」191她也指出「症狀

其實就是符號化，替不可名狀的恐懼狀態賦予記憶。」192閱讀陳界仁作品中的被

虐影像便像是閱讀藝術家創傷後的症狀，而從《魂魄暴亂》一系列將對蒙蔽的歷

                                                 
187 Julia Kristeva,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  
188 她說到：「 … … 我應該從佛洛依德的觀點檢查問題，… … ，從沮喪和憂鬱兩者界線仍然模糊情
況下組成的核心要義中，試著引領出客體失落和意義連結的緩和作用中的普遍經驗。」，Julia 
Kristeva,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p. 10. 

189 約翰．里克曼編，賀明明譯，《佛洛依德著作選》，台北：唐山，民 79，頁 64。 
190 約翰．里克曼編，賀明明譯，《佛洛依德著作選》，頁 71。 
191 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15。 
192 茱利亞‧克利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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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懸浮不安的社會的恐懼，化成被虐影像的症狀之中，我們也從中閱讀到陳界

仁面對創傷時所產生的焦慮：失落認同對象物。由於這股焦慮，促使作品中大量

地出現以銘記創傷場景的被虐影像－－藝術家不停在自己身上銘刻創傷／傷口

的視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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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九○年代後的台灣美術進入一個異常勃發、生命力旺盛的時期，少了戒嚴時

期國家體制的控制，台灣美術轉換為多元豐富的面貌，對於身體意象解構完整形

象的營造沒有止息，議題更擴及到權力、性別、身心觀照各個層面，例如以變形、

分解的身體意象進行性別思維辯證的女性藝術，或是從自我主體性出發、思索內

心存在意義的後現代藝術作品。關於身體意象的藝術作品在解嚴後開放的台灣藝

壇，源源不斷地出現，時代解放的氛圍解放了身體意象創造的限制，新媒材、新

觀念與多元議題圍繞之下，台灣美術中的身體意象也會不斷地併發踰越舊有結構

的作品。 

從近幾年來台灣美術發展的歷史中，筆者發現，肢離、錯置與變形身體意象

作品剛好集中出現在解嚴後批判意識高漲的時代。這時期的藝術風格開始變得多

樣，謝東山亦曾指出台灣當代藝術中破除舊社會體制束縛的解構藝術

（Deconstruction Art）興起的背景剛好是 80年代政治的變革與經濟的起飛之時： 

 

而台灣當代藝術，也在1980年代左右出現了「去中心」趨向的作品，

它們對既有的權威採取懷疑的態度，批判，或者戲謔，解構藝術以後設

的角度表現了對社會體制中各種權威事物（或意識型態）的反動，它的

體質是批判的。其解構的對象除了藝術體制，還包括政治、歷史、國族

認同、土地認同、性別、物種等方面的權威。193 

 

解嚴後政經局勢大改變的情況下，藝術生龍活虎地揚起開革的大旗，以批判的角

度解構單一權力中心的論述，解構藝術的去中心化特質正如林惺嶽先生所言：對

一元化統御威權的解構之後自發的反撲，而其創作的媒體及手法之複雜多樣也亦

屬空前。194 

                                                 
193 台灣的解構藝術含有去中心化的概念，但是謝東山先生也指出其義與西方的解構理論無絕大
的關係。謝東山主編，〈解構藝術〉，頁 141。 

194 林惺嶽，〈展望一九九二年－從解構到重建〉，《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頁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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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解嚴之前也有一些政治批判的創作，但都屬於地下化的活動，直到解

嚴後才正式浮出檯面。隨著社會環境中政治暴力新聞的充斥、街頭抗爭活動與從

政者無恥胡說的遍佈，這些生活的新聞就成為藝術家創作的靈感來源之一。195以

政治性題材掛帥的嘲諷創作一時之間蔓延到各個創作團體與個體，呈現的是一片

以批判為主流的反叛文化。196在這體制瓦解，思想體系沸沸湯湯地進行改革變化

的時機，台灣美術也開始契合時局的脈動，出現各類型自由創作的藝術。在此風

潮中，筆者認為《搜神記》與《魂魄暴亂》同樣也以肢離、錯置、變形的詭態身

體加入對過往國家社會的思想體制的踰越陣容裡。 

解嚴後多元議題的解構、批判藝術中，複雜多樣的創作手法不乏許多新奇且

殊異的表現形式，思想的解構反映在藝術家的創作上，傳統美學的風格與形式亦

隨之被解構甚至踰越，有可能形成具有現代性特質的踰越社會體制的身體意象產

生。所以，筆者以《搜神記》與《魂魄暴亂》作一個研究台灣美術身體意象論述

的起步，目的是：一方面分析他/她們作品的重要特徵；另一方面也賦予它們更

積極的意義，企求能開創性地提出台灣美術史中一個特殊的藝術現象，藉由分析

此現象，而能具體指出解嚴後的踰越社會體制的身體意象裡的底蘊。 

而從之前論述的成果裡，筆者就《搜神記》與《魂魄暴亂》的作品形式：前

者為具有異質性論述特色的文字，後者為顛覆觀看與被觀看權力關係的挪用歷史

照片，和作品中具有強烈巴赫汀所說的詭態身體特徵的身體意象，指出了這兩個

系列作品，共同帶有踰越過去國家社會體制宰制的色彩。但是，如同筆者之前引

巴岱儀所說的踰越的過程是痛苦與喜悅交雜，侯俊明與陳界仁所創作具有踰越性

的身體意象，同時，也反映了自身的焦慮：前者是對社會與自身情慾的焦慮，後

者是對失落認同物的焦慮。由這點來看，藝術作品不僅是容易受社會大環境影

響，亦與藝術家有切身的關係，但這並不是筆者分析《搜神記》與《魂魄暴亂》

作品的重點，筆者希望的是－－歸納／分析一個藝術現象，由此將這成果紮根於

                                                 
195 姚瑞中，〈社會反諷與政治批判〉，《台灣裝置藝術》，台北：木馬文化，民 91，頁 20。 
196 林惺嶽，〈展望一九九二年－從解構到重建〉，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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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術歷史中，以此補足／豐富台灣美術史貧乏的統整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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