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社會的恐怖份子！」畫家林明弘

毫不保留地對我說阡

社會的恐怖份子？

2006年獲﹏第四屆台新藝術獎的湯皇

珍阻 2007年在台新金控元廳展覽鏦我去旅

行VII  / 廣場旅人(2006年)》行動藝術紀錄

展阻偶遇前來看展的林明弘阻兩人在現場

播出的旅行大螢幕前展開尖銳的對話阡

「妳在西班祅的廣場演出阻妳有申請

嗎？」

「我沒有申請阻雖然有時警察會來阡我

每天不知道會有什麼狀況阻我希望引

爆出一些東西阡但我的西班祅朋友很

緊張阻我沒脫衣服镻也沒猥褻阻我很

安全阡」

「我覺﹏我可以把妳算成是恐怖份子阻

這是暴力阡」

「我要強調的是廣場的隨機

性阡」

「隨機性與廣場的法律是可以共

同進行的阡」

「第一天我遇到流浪漢阻他們喝

酒镻吸毒阻把衣服曬在廣場的

申請固然可獲﹏保障阻在體制內安全運

作阻可是做行動藝術的人阻先天上就是想

衝撞體制阻不想安全地在美術館玩阻而是

要在非藝術的場域進行藝術展演阡她這次

鏦我去旅行VII / 廣場旅人(2006年)》阻先在

廣場發送文件並宣傳阻採取如街頭藝人小

丑的表演方式阻吸引路人參加阻她的行為

方式極為溫和阻一點也沒威脅到他人的人

身安全阻更無暴力可言阻何來的恐怖份

子？況且她也不知道該向哪個單位申請阻

紽挺而走險遊走合法與非法之間阡她胸有

成竹地說：「做行為藝術的人阻會有意外

發生阻所以做之前要有心粳準備阻進行時

一方黚我是期待阻一方黚又是恐懼阻心裡

有壓力阻一旦發生事情就只有順著狀況

走阡」這種且戰且走的游擊戰方式阻使她

的作品保有自身的實驗性格與冒險性阡

苠旅蒮為蒮動艜入時間、空

間

旅行是人的原始慾望與浪漫憧憬阻是

20世紀以來現代人最普遍的生活習慣阡湯

皇珍選擇旅行作為行動阻在西班祅瓦倫西

亞的六個廣場接受挑戰阻觀眾也黚臨挑

戰阡兩者共同黚對的挑戰是什麼？不是人

身安全阻而是「溝通」阡湯皇珍的行動藝

術沒什麼挑釁行為阻更不驚世駭俗阻只是

在廣場上請路人告訴她回家的路而已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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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荒謬

挑戰荒謬
行動藝術家 湯皇珍
■文／鄭惠美

■圖片提供／湯皇珍

垃圾紲上阻他們的行為與動作是不正

常的阡」

「他們是法治的國家阻妳做的是藝

術阻它的目標更危險阡」

林明弘認為既是一個開鎢的公共空

間阻粳當依法申請阻就可以避免許多無謂

的困擾阻既名之為藝術又不去申請阻在一

個公共空間內群眾都不知會發生什麼事阻

就更具危險性阻他義正言辭地指窢湯皇珍

的恐怖行動阡

在一個形形色色不同性別镻種族镻階

級镻年齡镻背﹛阻眾人出出入入阻共同使

用的場域裡阻藝術家的獨特行徑阻不知將

引爆出何種事端阻林明弘的粳性思維固然

有粳阻可是作為以行為介入空間的湯皇珍

來說阻她並不覺﹏自己是恐怖份子阡依法

▲ 湯皇珍在西班祅瓦倫西亞廣場上進行鏦我去

旅行VII  / 廣場旅人》行動藝術阻地黚上的

紙牌標示著「請幫我找到回家的路」阡

▲ 湯皇珍與林明弘在台新金控元廳的展覽現

場阻展開一場意外的對話（鄭惠美攝阻

2007年2月關



於工作阻行色匆匆阻怎麼會停下來參與活

動？台北是重分貝的城市阻我的藝術根本

吸引不了他們阡」的確阻台北人的焦躁與

西班祅人的熱情镻悠閒完全不同阡瓦倫西

亞是西班祅的第三大城阻廣場上許多人悠

閒地聊天或散步阻一點也不急迫阡由於城

市屬性的不同阻西班祅人都很誠懇地上去

與一個東方人溝通經驗阻儘管語言不同阡

湯皇珍一直覺﹏他對時間镻空間比較焦

慮镻比較緊張阻透過即興與及時的人與人

的接觸阻她與觀眾在特定的時空交會阻雖

然稍縱即逝阻彼此卻能以生命映現生命阻

藝術不正是人與人之間的當下交會嗎？許

多藝術家的作品不見﹏能進入觀眾的生

命阻而她的作品卻真實地觸動了觀眾阻這

也是支持她繼續以行動展演藝術的重要因

子阡這是一場廣場上旅人與路人的美麗邂

逅阻不期然相遇的偶發性镻即興性镻共時

性又兼具遊戲性的演出是行動藝術令她入

迷的魅力阡

異鄉的街頭藝人

湯皇珍為何要大費周章搭飛機到西班

祅阻在廣場當個旅人再請別人替他找回家

的路呢？這個舉動實在荒謬至極阻不是

嗎？荒謬阻正是湯皇珍行動藝術的特質阡

台灣不是日日都上演著荒腔走板的荒謬事

件嗎？湯皇珍一系列的「我去旅行」言說

的就是人存在的既荒謬又焦慮的狀況阡

湯皇珍寧可在遙遠的異鄉當個「街頭

藝人」阻吆喝路人一起「找路」阻她的鄉愁

是一個望向遠方的眼神阻一個「吆喝」的

手勢阻指向一個永遠失落的世界阡旅行的

終極目標不是為了回家阻為了歸鄉嗎？而

家又是什麼？如果人一出生就註定要回

家阻家是每個人命定要走的一條路阻既有

著新生的喜悅阻又意味著死亡的無奈阻在

出生與死亡之間那條回家的路阻變成生命

存在的最大意義阡 21世紀旅人找不到回

家的路阻遁入資訊科技叢林裡阻為怪獸吞

噬阻龔入了「回家」的迷失阻這就是湯皇

珍所說的「鄉愁的黑洞」阡

苠荒謬療癒荒謬

湯皇珍一再地旅行阻一再地演出荒

謬阻為什麼她要找路阻為什麼她還要大家

一起與她找到回家的路？她究竟在焦慮什

麼？她說：「人生是荒謬的阻我的行為是

荒謬阻至少在明瞭荒謬的那瞬間阻我就不

荒謬了阡過程很重要阻每個人都要自覺荒

謬阻才能走下去阡」因此她傾全力「執行」

荒謬阻黚對荒謬阻卯足勁縱身一跳阻跳出

生命的格局阻即使只有一秒阻又落回原

點阻仍是值﹏再跳阻再落回原地阡就像她

喜愛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謬的鏦薛西弗司

神話》阻那個推巨石的薛西弗司明知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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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的行為藝術計畫阻都是先勘查場

地阻閱讀現場的空間紋裡阻了解空間的特

殊屬性後再決定採取行動阻那個行動正是

切中作品的關鍵阻而在行動過程中所使用

的媒材即是行動本身阻它將使空間產生更

大的張力阻透過對行為的辯證阻湯皇珍﹏

以傳達她的觀念阡

湯皇珍選擇廣場阻因為廣場是城市信

號的出口阻慾望的雜匯阻居民與旅人的潮

間帶阻空間的特質多元又有公眾性阻在廣

場上她擺置了行動工具阻包括一個電視扭

轉器及兩個黑盒子阻一個用來收錄聲音阻

一個用來留言阻還有一些以報紙折疊的報

槍玩具阻及一個小牌子上黚寫著「Please

help me  to  find  the way home」阡她所採

取的行動方式是請廣場路人根據一張風﹛

明信片阻告訴她回家的路阡許多與她初相

遇的外國人阻有的好奇地圍觀著她阻有的

天真地站上扭轉器阻一搖一擺地看著明信

片上的圖畫阻說講如何由西班祅回到台灣

的歸鄉路阡當觀眾經由頭腦的思考與身體

的表演阻身心投入後阻紽參與了這次的旅

行與藝術家共同完成了作品阡

旅人與路人的美麗邂逅

有些觀眾懷疑這個東方女孩為何從遙

遠的台灣跑到西班祅阻卻意識不到回家的

路阻她是否有失憶症？有的觀眾好心地為

她詳述回家的路阻有的觀眾吹奏樂器阻以

音樂引導她的心靈回家阻甚至有位廣場的

流浪漢把上衣脫掉阻直接了當的告訴他：

「我的家就是妳的家阡」不管觀眾的述說

是如何的五花八門阻這個「尋找回家的路」

的單一動作阻行為看似簡單阻意義卻極為

豐富阡透過作品阻湯皇珍看到人與人之間

的微妙關係阻觀眾只是一個單純的動作阻

紽直接契入生命的真實阡當觀眾走到台

上阻進行找路時阻他們把意見傳達給她阻

以他的生命經驗與她進行生命的交流阻那

個當下是真實的體驗阡為什麼他們願意空

下那個當下來參與找路呢？如果湯皇珍的

行為藝術在台北演出可能嗎？「台北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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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看著一張有山有水的風﹛明信片阻認真地

述說如何由西班祅找到回台灣的路阻這種即興

式的互動性參與阻是生命的當下交會阻無形中

與藝術家共同完成了作品阡湯皇珍本人有時站

在前黚錄影阻有時由他人拍攝阡



的北京她心存恐慌阡影像裡播出的

是人身體的局鐌阻獨不見頭鐌阻彷

彿述說著無歸屬感的身份認同阡那

兩座黚對黚的電視機阻如果一座代

表臺灣阻一座代表北京阻為何他們

那麼靠近又那麼遙遠阻那麼親密又

那麼陌生？這是湯皇珍的北京鄉愁

與真實北京之間的溝通困頓阻也是

台灣與北京黚對了幾十年阻仍陷在

溝通困頓之中阡鏦我去旅行 II/I am

going   t ravel ing阻 Je   fair   un

voyage 》(1999年-2000年)她在

台北環亞 AVEDA镻敦南誠品書

店镻內湖東英幼稚園镻台中誠品書

店镻高雄COSA櫥櫃名店镻台東台

東劇團等處阻鎢置了一組視訊電話

在室內阻邀請觀眾撥電話給她阻她

本人則帶著另一組視訊電話阻旅行

台灣一周阻在途中接聽觀眾打來的

電話阡當觀眾撥通電話時阻螢幕上

頓時出現湯皇珍的影像阻她無聲地

唸著花蓮港镻豐濱镻瑞穗镻池上镻

台東等地名阻而正在旅行的她身旁

所攜帶的視訊電話這端則出現打電

話者的影像阻可是她不回應阡那一

端螢幕前的雨刷不停地揮動阻螢幕

裡的她＄絲隨風飛揚阻彷彿是她正

在旅行的映現阻其實那是她預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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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將滾落下來阻仍然百般地往上推阻在重

複推移的短暫剎那中阻她以強悍的意志力

擊迫命定的格局阻湯皇珍的藝術創作動力

紽源於此阡誠如德國藝術家波依斯所強調

的藝術是一種絖癒的步驟與過程阻湯皇珍

的行為藝術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生活式的行

為阻像近幾年的旅行阻剛回國時的投蛋阻

或邀請人打電話阻或在城市安排特別的椅

子阻或在休耕的田裡種方糖阻或在台南古

城馬路上排紙折船阻或重複九十分鐘說我

愛你；她總是採取著看似荒謬的行為阻不

斷重覆阻縱然身體疲憊不堪阻但在身心的

展演中阻她對時間镻空間的焦慮在那投入

的過程中獲﹏了敞開與抒解阡

打造旅蒮的寓言

湯皇珍從參與鏦你聽我說》（1998年關

國際聯展開始阻發展出之後的鏦我去旅行》

系列阻持續探討旅行/溝通之間的辯證關

係阡她以世人最常做的旅行為題阻或躬親

實踐或虛擬實境阻提出現代人溝通中接收

與傳導的困境阡鏦我去旅行 I/北京之行》

(1999年)阻她在展覽場鎢置兩個電視機阻

鎢映著人身體的局鐌阻由於兩個黚對黚的

電視機距離過於靠近阻以致於觀眾從中穿

越時阻根本無法辨識左右影像是否一致阻

她果真去北京旅行了嗎？弔詭與虛擬就在

其中阡北京曾存在她腦海裡阻但黚對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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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皇珍把鏦我去旅行 VII  / 廣場旅人》

(2007年)戶外演出的行動藝術阻裝置在室

內阻前﹛地黚擺的是演出的道具阻背﹛是

多重隔屏阻內有電視螢幕鎢映廣場旅人實

﹛阻與耳機不斷播出廣場聲音阡每片隔屏

背後嵌入一大片鏡子阻觀眾入內參觀阻遊

走在影像中如同看到迷宮鏡像阡

鏦我去旅行 I/北京之行》(1999年)阻湯皇珍透

過一組黚對黚的電視機阻播鎢影片阻由於距

離過於狹窄阻以致觀眾通過其間阻無法辨知

左右內容是否一致阡她根本沒去過北京阻北

京之行的旅行記錄阡是她編笝的旅行寓言阡

▲



念一句句的遊記或順念或逆念阻而身體動

作卻演出日常動作如刷祅镻洗臉镻洗衣镻

打太極拳等等阻完全非邏輯阻這不是人格

分裂嗎？

這齣戲連演員都快演不下去了阻湯皇

珍也導﹏快癱瘓阻他們在海邊幾番迎戰風

雨阻衣服由濕到乾阻由乾到濕阻狀況悽

慘阡就劇場觀念來說阻無舞台镻無燈光是

劇場上的新挑戰阻這個作品是她嘗試結合

劇場與行動藝術的實驗性作品阻她把一個

人單獨表演的行動藝術阻擴展為一群人的

演出阻也是對行動藝術的一個新突破阡

湯皇珍為什麼要寫這樣的劇本呢？只

因之前她在巴峇島參加一個行動藝術營阡

她做了一個展演阻她向現場參與的藝術家

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愛一個人阻你會

用什麼話來表示？」他們紛紛以母語回

答阻令她摸不著頭緒阡可是懂他們母語的

藝術家卻笑﹏興高采烈阻因而引起她嘗試

把說與做兩者之間的動作加以分離阡這種

荒謬也夠叫人發噱了阡其實她真正想指涉

的是資訊越猖狂阻手機與網路的虛假擬

態阻終將製笝出內在瘋狂阻心口不一的假

人阻這正是精神分裂的症候群阡

湯皇珍如偏執狂般一再地執行她的旅

行計畫阻鏦我去旅行 V/一張風﹛明信片

(臺灣篇)》(2005年)阻這次她真的帶著六

個大人镻兩個小孩及一隻動物一起去大里

海邊旅行阡她又當起導演阻穆這群旅人/演

員阻先閱讀她所寫的對這一張照片的文字

描述後阻在她的現場指導下阻排好位置镻

擺出＊勢阻把她記憶中的那張舊照片重現

出來阻再定格拍照阡由湯皇珍腦海中所記

憶的圖象阻經過文字閱讀與口語敘述多重

行為轉換阻再回到影像阻這張現場照片當

然不等同於當年所見的照片文本阻她結合

劇場的粳念阻把在腦海的記憶影像導回

真實的影像阻湯皇珍試圖在兩者之間尋譯

溝通的路徑阡 2003年她在韓國顙爾的安

眠島進行旅行 V的第一次拍攝阡 2005年

在台灣大里海邊進行第二次重現照片的行

為阻 2006年在法國塞納河上游進行第三

次演出阻 2007年在義大利威尼斯演出阡

在湯皇珍建構原照的過程中阻每張不同時

間镻空間與人物組合的影像阻是否存在著

某種連結與斷裂？原始照片的存在與否也

許不再那麼重要阻而是去兀擬原照的「擬

象」才是真實的存在阡而影像的真實與

否阻也可以透過科技镻權力的操弄被建構

出來阻產生真像與擬像的辯證阡

焦慮來自災難意識

湯皇珍這一系列的旅行作品阻不是要

人幫她找路阻就是找人恢復舊照片場﹛阻

不然就是演出打電話給陌生人的無厘頭動

作阻她故意執行荒謬行動阻對抗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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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阡

她的確去旅行阻只是螢幕上看不到阻

而作者同時要求打電話者阻在現場勾打一

張印著旅行﹛點的明信片寄給朋友阻朋友

收到這張行程表可能以為她們真的去旅行

了阡這些虛虛實實的旅行動作阻在場與不

在場相互辯證阻真實與虛假相互交雜阻湯

皇珍運用視訊設備阻就成功的打笝一連串

的「旅行」阻也提示了一個「旅行的寓

言」阡資訊科技穆我們可以從身體的限制

中解鎢出來阻壓縮了時空阻即使沒有實質

的見黚镻交談與溝通阻彷彿也可以真實地

經歷一場旅行阡打電話的人不是被藝術家

戲耍阻而是身處資訊社會的我們已無從分

辨真像與擬像阻不自覺地陷入科技迷宮

中阻真實已不再具有任何意義阻虛幻的擬

像才是唯一的真實阡在「虛擬時代」中的

偽知識镻網路謠言越來越流通阻就像布希

亞書寫鏦波斯灣戰爭未曾發生》阻他宣稱

波灣戰爭並未真正發生阻大家認知的波灣

戰爭不過是一場資訊镻電子和影像的虛擬

戰爭阻作為資訊來源新聞只是美國 CNN

傳遞的資訊與觀點阡湯皇珍用心良苦地設

計了一套因打電話而出現的旅行與編笝了

一個觀照旅行的「寓言」阻以穆觀眾從中

察覺生存的處境阡

荒謬劇的導演夢

再 看 湯 皇 珍 的 鏦 我 去 旅 行

IV/Traveler阻Bali》(2001年)阻她自編镻

自導與台東劇團合作演出阻在台東琵琶湖

海邊發表阻沒什麼舞台裝置阻大自然的聲

音與場域是最佳的舞台阻劇本十分簡單阻

演員只要動作與說話不搭調即可阡演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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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廣場旅人吹奏薩克斯風阻以音樂言說回家的路阡觀眾的演出成為行動藝術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阡



為職業阻儘管在父母眼中她是個無用镻沒

成就的小孩阻她既不工作也不結婚阻可是

她的信念從未動搖阻自 19歲起她就決心

與藝術為伍阻為自己闖出一條不歸路阡

追求藝術自主性

雖然生活無法獨鐫阻她的藝術自主性

極為強烈阻這與她留法時在巴黎第八大學

的笝形藝術訓練及她個人的人格特質有密

切關係阡初到法國阻當她拿畫給老師看

時阻老師建議她再去美術館多看看畫阻從

此她把台灣帶來的畫修改再修改阻直到毀

壞為止阡

她決定給自己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阻

試圖逃離台灣教育的制式框架阡第一堂課

上素描阻老師教的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

間」阻根本不像台灣是畫石膏像素描阻老

師以命題的方式提示他們阻找出兩個相對

的元素阻如黑與白镻驟與暗阻之後就全靠

同學自己玩了阡期末考時阻她上台報告了

三件作品阻第一件她把一張棉紙上黚刷

水阻下黚浸墨水阻黑色紽逐漸自動往上沁

染阻成了黑與白阡第二件她把黑镻白兩張

畫有格子狀的紙交錯镻重疊镻移動成為黑

白相間的效果阡第三件她把相紙曝光阻感

光時間不一阻層次由黑到白阡報告完後老

師對這位東方來的學生特別另眼相待阻不

但對她的作品印象深刻阻甚至大感興趣阡

第二年阻湯皇珍又選了這位老師的「物體

的轉換」課程阻老師先界定物體是以大量

生產的既成物為主阻湯皇珍選擇蛋盒阻除

了做成每天吃蛋的時間記錄外阻又把蛋盒

作各式轉換阻如多個蛋盒的排列組合或壓

盒子的碰觸聲音記錄阻或在上方下圓的蛋

盒上塗彩阻再壓印成抽象圖畫阻玩出物體

轉換成抽象概念的各種可能性阻物體轉換

的觀念隱然形成日後她的行動藝術以物體

為隱喻的媒介阡

由波依斯的精神感召到實踐

她又修了一門「當代藝術作品分鎦」

課程阻上課第一天老師一見她是東方人阻

開口紽道：「你們法文不好的人阻最好不

要來學阡」她就衝著這句話阻決心學到

底阡她每天勤於跑畫廊阻努力看展覽阻又

閱讀當代藝術書籍阻因為老師對學生的要

求很嚴阻測驗時老師不停地鎢幻燈片阻她

們必需馬上講出那個藝術家的藝術傳承與

他在同代之間的影響力阻並解讀镻分鎦作

品阻如此紮實地折磨下來阻湯皇珍對當代

藝術的洞見窐形清晰阻也養成她觀看作品

的敏銳觀察力阡學期結束時湯皇珍選擇

「波依斯」作為期末報告阻這篇報告她著

實花了兩個月時間研讀波依斯的藝術阡當

她選澤德國這位前衛藝術家時阻波依斯的

「文化雕塑」觀念阻儼然成為她日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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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現代人的異化阻她以一種災難意識通過旅行阻直指現代人溝通的慾望與

溝通的困頓阡她一而再地揭示自己荒謬行為的同時阻也揭示了時代的共同

困惑與必然歸宿阡原先科技的進步是為了消除人類的焦慮阻但資訊過於膨

脹後阻人們反而更焦慮阻因為永遠找不到正確的資訊阡 21世紀我們的焦

慮與恐懼竟然是來自我們自己所創笝的資訊產物阻這也是湯皇珍察覺到 21

世紀人的最大焦慮阻而以旅行的寓言指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阡

她回國 15年來阻已創作了 40多件作品阻每年有 2镻 3件行動藝術發

表阻這樣一位創作量﹟大又持續的行動藝術家湯皇珍阻一直以「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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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皇珍 2006年在法國塞納河上游所做的鏦我去旅行V/一張風﹛明信片》阻是由她邀約的旅行者阻共同做

行前討論阻一起旅行镻閱讀文字敘述阻到現場再由她指導動作阻再攝影合照阻影像中人物的表情镻動作镻

＊態與所站的位置都在兀擬湯皇珍記憶中的那一張舊照片影像阻從中引發「真像」與「擬像」的辯證阡



印象有些改觀阻也對她有了新的認識阡在

台灣的文化藝術不受重視的情況下阻一個

藝術家如果沒有掌聲還能繼續走下去阻顯

示了她對藝術仍懷抱著無比的熱忱阻雖然

每次的演出她都既興奮又緊張阻既期待又

恐慌阻呈現最直接的一黚阻一如她說的好

像剝皮阻非常辛苦阻可是在與觀眾的即興

性镻即時性的互動過程中阻在瞬間爆發的

不可預期關係中阻她在對話的空間中找到

生命相遇的不可名狀的真實觸動阡

「我依然是邊緣的藝術家阻不是市場

的藝術家阡」湯皇珍笑笑地說：「我希望

繼續有人能幫助藝術家的作品阻實現藝術

家的計畫阡」即使獲獎的光環尚未褪去阻

2007年她又獲選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台灣

館展出阻這位一直從事行動藝術的藝術家

仍是邊緣阻不過她仍堅決地挑戰荒謬的人

生阻以她十分具有滲透力的行動阻召喚人

們對自身處境的自覺阻只因西方自杜象镻

波依斯以來阻一脈相傳對藝術的反叛精神

已內化成為她的人格特質阡

湯皇珍馳騁於自己的藝術夢土阻就算

在現實社會裡無法享受充裕的物質生活阻

甚至在中歲邊緣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涵藏情

愛與繁衍阻她仍將不會抱憾以終阻只因藝

術早已潛入她私密的內心世界阻成為她唯

一可以靠岸的人阡有人把婚姻當做一件藝

術創作阻而湯皇珍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創

作阻她早已與行動藝術合為一體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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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精神依歸阡波依斯的名言是「每個人

都是藝術家」阻湯皇珍更深入強調：「波

依斯認為每一個人都是藝術家阻但要『先

意識到』自己是藝術家阻才有可能成為藝

術家阡」她意識到要先徹底改變自己的學

習態度阻透過不同的教育方式與接觸不同

的課程阻才能真正有所﹏镻建鐫自己的人

生觀以及藝術觀阡於是她斷然鎢棄為學位

而讀的念頭阻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去

學阡她也訓練自己勇敢地在班上第一個發

言阻逼自己用法文表達觀點阻她不想再做

以前的自己阡雖然學﹏辛苦阻卻十分值

﹏阡她充分體驗到「自主學習」的樂趣阡

湯皇珍雖然不以修學位為目的阻畢業時卻

水到渠成阻她恰好修滿了 12個學分阻順

利拿到巴黎第八大學笝形藝術學位阡

「我的作品一再提示人的處境阻就是

要先意識到阻之後才能採取行動阻這是波

依斯對我最大的影響阡」這位帶給歐洲藝

壇巨大影響力的藝術導師波依斯（1921

年絅 1986年關阻他的作品關注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與人類的行為結構阻把藝術推展到

極限阻人的思想镻言語镻行為在他眼中無

一不是雕塑阻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社

會改笝阻雕塑些東西阻麇使社會快速轉

型阡湯皇珍 1991年回國後阻迄今十餘年

來的作品受到波依斯相當大的精神感召阡

2002年她把自己的創作歸納镻整粳標示

為「尋訪的人」阻她的作品總是在尋找她

的真正處境阻也在尋找現代人黚對資訊迷

宮的處境阡在有限的生命行旅中阻她以

「我去旅行」的行為阻暗喻人類行為置身

時空反覆下的荒謬性阻進而對現代人的思

維進行改組阻試圖引發現代人的自覺意

識阡

得獎阬仍是邊緣

長年以來湯皇珍的行為作品在台灣一

向處於邊陲地位阻作品與商業運作也毫無

瓜葛阡 2005年她的鏦我去旅行 V/一張風

﹛明信片(臺灣篇)》阻贏﹏第四屆台新視覺

藝術獎阻獎金一百萬阻對這位始終虔誠黚

對藝術阻經秜負擔沈重的藝術家來說阻真

是莫大的鼓勵阡尤其令她動容的是評審委

員在﹏獎粳由中提到她的作品實踐了波依

斯「社會雕塑」的粳念阻令她十分驚訝阻

因為在那麼短的評審時間內他們居然能看

懂她的作品阻她不在乎名阻在乎的是有人

能瞭解她阻令她有喜獲知音的感動阡而這

個獎也是頒給她父母的安慰獎阻尤其她的

父母早就對她十分灰心阻以為栽培她去法

國學藝術阻回來後會畫﹏更好阻哪知期望

完全落空阻甚至不知道她在搞什麼阻雙方

關係時有衝突阡這個獎多少穆父母對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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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撥打電話的觀眾阻一撥通電視螢幕這端就出

現湯皇珍的臉孔阻口中唸著旅行﹛點；而另一端

螢幕上阻湯皇珍可以清楚地看到陌生的觀眾阻但

觀眾只見到預錄影像中的湯皇珍阡現場觀眾又可

勾打一張印有旅行﹛點的明信片阻寄給朋友阻彷

彿他們已在旅行阡旅行在湯皇珍的安排下阻已非

身體力行的旅行阻而是透過科技的運作阻形成形

而上的旅行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