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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芭芭拉・克魯格的作品融合觀念與女性主義藝術，對日常
生活的建構和消費、誘惑和控制的社會機制進行批判性理解。
本論文分為「宰制霸權」與「主體自我」兩大範疇，探討與分
析克魯格的圖文作品傳達性屬差異是經過文化詮釋過後的意
涵，性屬強制身體變成一個文化符號，刻板印象更有助於製造
標準化的主體。軀體美學使身體成為異化的產品、消費的對象，
身體是權力的鬥爭場域，為規範權利下幽暗沉默的犧牲品。克
魯格的圖文作品慧黠幽默的諷刺性結合，揭示社會隱而不宣的
現實，完成階段性的時代任務，極具歷史意義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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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筆者在閱覽藝術期刊時，瞬間被芭芭拉・克魯格 (Barbara Kruger, 1945- ) 的作品《你的身體乃是戰場》(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 1989) 所吸引，目光為其作品所攫獲的主因為其作品圖文
的鮮明表現手法及隱含議題的強烈批判性，遂而對她創作的一貫手
法及作品背後的相關理念產生一探究竟的強烈好奇心。克魯格援用
拼貼、攝影等創新手法，將時代命題置入其中，揭示主體所遭受的
歷史境遇，觀者得以藉此反思現代人生活的樣貌及處境。在閱讀相
關的文獻後，筆者深深感慨，克魯格作品所欲傳達的訊息，遠遠超
出看似簡單圖文拼貼的表象之外，而目前所累積的研究成果卻仍無
法滿足筆者對作品背後意有所指的深刻性。
活躍於 1980 年代的克魯格堪稱「跨界」的文化工作者，早期
她曾擔任流行女雜誌的美術編輯，除了創作攝影蒙太奇與多媒體裝
置之外，亦從事影視評論、策展、教學、寫詩、設計公共藝術等 (張
蕊君，2010)。除此之外，她還參與許多藝術體制外的公益宣傳計畫，
如愛滋病、女權運動、反家庭暴力等活動的海報和看板設計，在公
車、街頭、車站、學校等商業畫廊機制之外的場域發揮影響力，觸
及更廣大的觀眾 (曾少千，2003)。她在藝術創作內外積極參與社會、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脈動，拒絕將藝術與大眾文化做切割，克魯格
以她的多重身分，翻轉了人們對於藝術家既定的印象 (沈奕伶，
2009)。她的美學符應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的名
言：「哲學家總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Marx & Engels, 1998: 571)。克魯格透過藝術批判、改變世界，甚
至如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欲將此實踐精神
運用到主體上，探討如何形塑自我或生活，以導致其轉變，並達至
真理 (黃瑞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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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 1969 年的商業藝術洗禮和遭遇當時藝術環境的性別挫
折後，克魯格的作品從一條圍巾到最後很性屬的裝飾性巨大美麗織
品，成為她邁向藝術之途的旗幟。隨著當代女性主義政治的演變，
對女性藝術家的認同促進了克魯格個人創作意識的發展，她的藝術
創作理念及所受的影響持續不斷地轉變。然而，克魯格卻於 1970 年
代中期停止藝術創作，致力於閱讀批判理論及思考自身與藝術世界
的關係 (Squiers, 2010)，直至 1970 年代末，她放棄繪畫和工藝創
作，轉向攝影和文字的蒙太奇 (黃心怡，2005)，以強烈的破碎斷裂
影像、有力的口號文字標語與單純的色彩打破影像的沉寂 (Nochlin, 1988)，將圖像與文字諷刺性地解構再重構，以話語的方式重新
創建，賦予其新的詮釋與生命，她操縱、調製和重新編碼晦澀、滑
稽的圖像，玩弄視覺原始功能，進行令人困惑的激進批評。克魯格
對日常生活的建構和消費、誘惑和控制的社會機制進行批判性理
解，她的作品檢視社會人事物的關係，激發觀眾的認知，並要求觀
者採取立場產生各自的意涵，使得多重和抵抗性閱讀成為可能。她
以微妙的視覺策略賦予藝術破壞穩定和瓦解公認真理的權力
(Weir, 1998)，以顛覆的方式警惕我們權力藉由社會關係的共鳴與
重複所造成的威脅 (Pfeiffer, 2011)，呈現出藝術家眼中的真實，形
成關於經驗和認同調停的藝術。
在此認知前提之下，本文希望進一步深入探討克魯格作品背景
之文本及其意涵分析。為對圖文作品有更深入且適切的瞭解，對作
品的詮釋除注重圖像文字層面的解析外，尚須擴展至作品意涵的論
述分析，援引相關的社會政治因素及學術論述觀點進行深入研究，
在後現代論述的交替援引探討中，將使文本分析更加多元寬廣、越
發深層細膩。然而以論述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勢必須將藝術家的
作品打破時間脈絡加以歸類整理，方能援引相關論述對相近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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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進行深層的探討，以避免研究架構衍生重複贅述及支離破碎之
虞。在上述考量下，筆者難免無法兼顧作品之時序與系譜，而異於
一般藝術史的研究手法。在本研究中，筆者擬以克魯格的圖文作品
爲研究對象，首先針對作品中圖像及文字的形式結構加以描述，再
深入分析作品圖文所指涉的意義，進而援引相關論述探討文本延伸
的寓意，希冀藉由互文性的概念超越文本的限制、擴大文本所涵蓋
的層面，期待運用跨領域的學術思想，從多元的角度對克魯格的圖
文作品進行詮釋、解讀，深入分析文本所含括的訊息。

貳、觀念與女性藝術的交疊
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克魯格的圖文作品乃屬觀念藝術的一
環，而正是觀念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改變了藝術的創作方式。馬塞
爾・杜尚 (Marcel Duchamp, 1887-1968) 首先提出，藝術的功能乃
作為一種質疑，藝術的重點從形式轉移到所表達的內容，這意味著
藝術的本質已然改變，其強調的是功能，而非形構的問題 (柯史士，
1992)。觀念藝術以藝術本質爲創作的首要目標，它的藝術表現形式
超越了傳統僅以繪畫或雕塑的呈現方式，開拓了更多的可能性。觀
念藝術家強調作品的重要性在於作品背後的觀念或意義本身，以及
藝術不可妥協的純粹性 (唐曉蘭，2000)。1960 年代後，影像的創
作開始和大眾文化、日常生活、商業空間、媒體緊密結合，克魯格
採用標語式的文字佈置在大眾文化影像上，使圖像與文字的關係產
生劇烈的移置，衍生兩者不穩定的關係，展現從內部癱瘓圖像再現
的能力 (林宏璋，2016)。
觀念藝術作品的設計往往在於激發觀眾思考，有許多作品甚至
依賴觀賞者的心靈參與才能呈現其意義，故而創作時不僅以作者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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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還要考慮藝術脈絡和展示的背景，作品因「介入物」及「脈
絡」的參與，形成較複雜多樣的藝術 (唐曉蘭，2000)。後觀念藝術
之後，攝影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不完全是批判影像如何操作大眾意
識的方式，許多藝術家為圖像的使用者而非製作者，圖像已脱離載
體、媒體的限制，是一種橫跨性的概念，在融入許多社會性議題的
同時，承載其他眾多的線索，仔細觀看便可看到背後思維的豐富度，
在顛覆、篡位現實的同時，達成意義的建構。克魯格的作品從早年
的小尺寸到後來將整個展場包裹起來，訊息不但未被限制在框架裡
(林志明，2016)，去「神聖化」的展覽更是牆面靈活的調度運用，
將裝置擴展到美術館外的空間，這種藝術策略無疑是逾越白盒子的
意識形態 (林宏璋，2016)。
鑑賞克魯格的圖文作品時，不難發現其藝術創作理念隨女性主
義運動的發展及當代女性主義政治的演變而不斷地轉變。然而唯有
打破歷史的封鎖，研究女性如何遭受壓制，以及挖掘這種壓制的情
形如何為人所掩飾，事實的真相方能破繭而出，為人所知。對中產
階級而言，婦女的禁錮生活是生活安逸與社會地位變遷的表徵，婦
女持家以及視其為工具的觀念，導致諸多用以限制女性的行徑措
施，婦女囿限於生兒育女的角色或充當「待用的勞動力」。在 19 世
紀資產階級成為主流之後，大部分的婦女接受布爾喬亞倫理觀念所
界定的附屬地位，屈居家庭從事家務工作，凡事均由丈夫做主，極
少參與公眾事務。婦女在社會、文化各個領域中，都處於附屬地位，
早已喪失自己言說的能力，成為男人施暴的犧牲者 (米歇爾，1989)。
克魯格在大眾媒體和流行文化的影像和衍生物中，嘗試分散父權秩
序的語言，揭發被文化譯為符碼形象的方法，商議父權文化裡被視
為他者的女性位置 (黃心怡，2005)。

380

歐美研究

克魯格同時注意到，強調女性的生物本質只是被限制在社會文
化的表象打轉，為了推翻藝術史中的強大聖像，並將已被扭曲的女
性形象重新定位，所以轉而關切文化中女性的主體性。在女性主義
發展的過程中，身體逐漸成為發展理論的「根據地」，其同時也被
視為藝術表達最基本和最強大的媒介。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1956- ) 認為，性屬主體的產生是依靠重複表演所呈現出來的假
象，性屬的建構處於動態的開放過程中，在反覆表演的間隙中，身
體有衝破文化建構及改變的可能性，身體及性屬也隨之成為不確
定、多義的。路思・伊瑞葛來 (Luce Irigaray, 1930- ) 也要求在文
學中表現女性的身體，挖掘過去社會文化充耳不聞的隱秘體驗，強
調婦女必須奮力將自己寫進世界和歷史，並挖掘身體中的雙性性慾
(bisexuality) 進入雌雄同體的領域，從而擺脫父權制的糾纏，解構
男女二元對立 (歐陽燦燦，2015)。從而發展出基於女性身體而非男
性幻想的性別差異觀，從盈餘而非缺失，積極而非被動、獨立而非
附屬的方式，開創性地建構女性主體性 (劉岩，2010)。
女性主義評論的匯集、後現代主義對主題的去中心，以及針對
性別、性慾、政治與再現的理論反省，提供了現今許多真正可稱為
最具革新性的女性藝術家的動力 (Isaak, 1996)。女性主義和視覺文
化 的 思 維 模 式 皆 以 政 治關 注 為 驅 動 ， 以 文 化 形式 告 知 主 觀 經 驗
(Jones, 2003)，其共同目標不僅僅是解釋這個世界，而且也要通過
轉化與讀者的關係去改變世界 (Kaplan, 1988)。克魯格透過作品，
一針見血地提出女性在混亂的政治環境、多元的社會關係裡，所受
的宰制與壓迫，蘊含深刻的政治與性別上的批判性 (Heller, 1999)。
本文將針對克魯格的圖文作品進行探討與分析，並將其分作「宰制
霸權」及「主體自我」兩大範疇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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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克魯格圖文作品的宰制霸權
本部分將針對克魯格與「宰制霸權」有關的作品進行分析，並
將此範疇的作品再區分成三種類型，分別以「威權與體制的監控」、
「犧牲與奉獻的情愛」、「家暴與性侵的迫害」為主題加以探討：

一、威權與體制的監控
傅柯聚焦於身體的權力微觀物理學分析，他提出權力能生產現
實和真理，真理與產生和維持它的權力系統以循環關係連接，誘發
並擴展權力。在威權社會中，弱勢族群是被剝削的對象、可交換的
商品，女性在男性主體之間的交換確定其所具有的剩餘價值，並建
構了父權社會的運作方式 (Irigaray, 1985a)。克魯格的作品 1《當你
交易時，你創造了歷史》(You make history when you do business,
2007) 將影像以低鏡頭聚焦於眾人筆挺的西裝褲管及油亮皮鞋上，
表達統治階層菁英的存在，文字暗喻握有政治實權者在協商交易
間，掌控訂定他人的生活模態，進而製造出充滿意識形態的歷史。
權力關係滲透到社會存在的各個層面，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地方運
作 (Beasley, 2005)。然而，當規則無法破壞時，就只能挑釁，笑聲
或歡愉也許可做為催化劑，瓦解或顛覆既有的再現或社會結構。在
娛樂的偽裝下，語言的慣習與權力將被俏皮話或雙關語所瓦解，頃
刻之間，其優勢遭無意義的挑戰所殲滅 (Isaak, 1996)。克魯格的作
品《跟我做一遍》(Repeat after me, 1985) 中，滑稽的人偶以令人盲
目暈眩的圖片，要求觀者於被催眠的狀態下，順應其指令，從事非
自身意願的行為，反諷社會教條對主體所進行的身心控制。而此律

1 克魯格所創作的圖文作品原則上並無設定標題，筆者為使所詮釋的作品更加明確及

便於讀者辨別，故擷取作品中字義及字體較明確的文字作為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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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卻因人偶令人發笑之造型、俏皮的雙關語，權威感瞬間瓦解，宰
制力化為空無。克魯格以隱晦幽默的手法，反譏威權教條對弱勢族
群的操控宰制，令觀者反思制度真理背後的權力運作及謀略算計。
國家是個體化暨總體化的權力形式，除了各種制度、機構之外，
尚有許多監督的技術。權力自下而上運作以維持普遍的自我和主體
形式，個體則按照標準進行自我監視和糾正 (Weedon, 1987)。「監
視」使現代社會權力的運作自動化，通過對身體實踐及活動過程的
監控，溫和、有效而微妙的管理轄制下的人群。克魯格的作品《監
視》(Surveillance, 1980)揭示緊迫盯人的監控者致使身體暴露於無
所不在的監視目光下，籠罩於龐大權力的無形壓迫中。將此觀點延
伸闡述，我們可說男人行動而女人呈現，男人看女人，女人看自己
被看，受檢視的女性把自己變成一個客體、特別的視覺目標、一個
景觀 (Berger, 2003)。女性通過身體學習特定的自我監控形式，而
「女性特質」的定義則為自我控制和監督提供了基礎。監視最終被
化約一種主觀的心理狀態──感覺到被壓迫，自我完全無法跳脫，
淪為他者的奴隸。克魯格的作品《我無法看著你》(I can’t look at
you, 1982)下方接續而來的文字「並同時呼吸」，凸顯出男性觀看
的權威性，女性因恐懼的心理而無法僭越此一被觀看、屈從男性的
卑微身分，甚而導致目視男性時幾近窒息的莫名壓力。握有權勢的
上位者，往往藉由優勢位階壓迫遭受凝視的對象，而居於劣勢的下
位者往往在此凝重的氛圍下，身心飽受壓抑，滋生自我貶抑的自卑
心理，損及自尊及人格。雖說現今社會，許多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往往因天羅地網的監視系統，使犯罪無所遁形，進而使被害人的權
益獲得保障，公平正義得以伸張，然而個人的行蹤及隱私因此遭受
侵害亦是不爭的事實，如何權衡其利弊得失及在公(私領域間取得適
切性，為現代人值得深思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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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視覺再現系統中，「凝視」通常被編碼為男性，而女
人則為對象或景觀。在觀看主導的瞬間，身體變成影像失去其實
質性 (Owens, 1992)。安・卡普蘭 (E. Ann Kaplan, 1936- ) 亦認為
男性的視見帶有一種經濟、社會的支配，並對女性要求控制權，
而女人被塑造成性慾的對象，放棄自己的視見附從「他者」的律法
以維持父權體制 (齊隆壬，1988)。於是女性隱藏身體及聲音，湮滅
內心的慾望和記憶，靜默成了一座雕像。克魯格的作品《你的凝視
擊中我的側臉》(Your gaze hits the side of my face, 1981) 強烈暗示
女性受視覺力量俘虜後生命的凝固及僵化，對男性視覺施加的石
化、死亡般的影響給予圖像化，具體呈現女性在男性凝視下喪失行
動力的境遇，女性顯然已成為男性凝視下的犧牲者。男性擁有觀看
的權力與自由意志，女性則為被觀看、被評斷品質良莠與否的「商
品」，失去身體自主權。《你的凝視擊中我的側臉》在審美鑑賞與
凝視異化之間形成一種思辨。
貫穿西方哲學傳統，女性的身體被物化為那面反映男性的平面
鏡，鏡像

2

反射出的是男性的形象和價值，反映了男性的慾望，女

2 雅各・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 表示，當嬰兒 (8 到 18 個月之間) 在鏡中

辨識出自我的形象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整體。因而若將「鏡
像階段」理解為統一和真實自我的真正來源，那麼就人類心理學而言，自我便是不
真實的。完整自我的錯覺不僅源於實際分裂的假面 (masking)，自我意識亦是通過某
種異化 (alienation) 來實現：即自我意識乃源自自我之外的鏡像，轉引自 Berger
(1993)。6 個月大的小孩對鏡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由此產生對於自己身體的整體
想像，拉岡說，「鏡像階段」為沉溺於空間認同之誘惑的主體生產出一系列的幻想，
把一個碎片的身體形象納入一個我稱之為整形術的整體性認識中。通過視覺的作
用，嬰兒把自己在母嬰共生時期獲得的種種破碎體驗縫合到一起，把它誤認為一個
完整和完美的自我形象，憑此構建起想像的身體，為進一步成長為象徵主體打下基
礎。在小孩成年後，這種想像的身體還繼續產生影響，表現為理想自我，也就是人
們想像中的理想形象，參見劉岩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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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僅作為一個虛幻的影像存在 (劉岩，2010)。女性通過觀照鏡子來
證明自己的身分，並確保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這種自戀阻礙了她們
真實體驗的表達 (張岩冰，1998)，然而女性的自戀及她與理想之間
的契約都源於陽具

3

的統治 (Irigaray, 1985b)。克魯格的作品《裝

飾》(Adorn, 2018) 中，女性端詳鏡中的自我，為自己塗抹胭脂，然
而裝飾的竟是「囚禁自身的囹圄」，暗喻女性身陷監視無所不在的
巨型監獄中，她無時不妝點自我，以為他人的凝視目光作好準備。
化妝的面容成為女性基本的社會表情，是女人社會化的肉體形式
(徐敏，2003)，一抹紅唇就像順從於父系社會的主體，當女人回應
這召喚，粉飾容顏，便服從在這樣的性別關係中，而一個喜歡看她
妝點自我的男人，也同樣被召喚進這關係中，只是他是擁有權力的
一方 (Fiske, 1990)。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女性何嘗不也因自身美貌
吸引男性目光而心生愉悅，雖說女為悅己者容是一種臣服於兩性關
係的心理機制，但不可諱言地，手腕高明的女性常藉此魅惑手段擄
獲男人的心，達到她心懷不軌的潛在意圖，故操控權究竟掌握在何
者手上，似乎也難以妄加論斷。

二、犧牲與奉獻的情愛
史前時代，心臟一度象徵女性力量，相對於男性的陽具象徵，
心臟象徵女性的生育與生殖器 (Steinem, 1993)。心臟表達關於身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確立了陰莖的獨特地位，對他

來說，有無陰莖決定了兩性的本質差異。主體在經歷俄狄浦斯情結和閹割情結的過
程中獲得性屬氣質和主體性。他並以男性性徵為標準，將女性定義為「不足」、「匱
乏」甚至「空洞」。拉岡則把陰莖發展成具有象徵意義的陽具，使之成為定義性徵
和主體性的唯一模式，即主體進入象徵意義的秩序並由此獲得性屬，完全取決於其
與菲勒斯的相對關係以及在語言中所處的先決地位。參見雅克布斯 (1992)。

芭芭拉・克魯格圖文作品之宰制霸權與主體自我

385

體、情感、愛的痛苦經驗，是克魯格所關懷的重要主題之一 (Tillman, 1999)，克魯格的作品《我必須放棄自己才能被你所愛嗎？》
(Do I have to give up me to be loved by you?, 1988) 挪用駭人的醫
學圖像來表現「心碎」的字面意義，作品文字呈現出極大的脆弱性，
似乎代表心碎者的抗議和醒悟，側重探討心碎和負心人之間的糾葛
情仇 (曾少千，2004)。作品揭示追求愛的渴望而犧牲自身慾望，一
如女人按照男人的夢想及需求來塑造自己。發問者似乎不再容忍愛
情關係中的羞辱和自我犧牲，試圖挽回其獨立和尊嚴，彷若愛情是
一場博弈，是對他人反饋愛情的賭注。克魯格的另一件作品《想起
你》(Thinking of you, 1999) 則採取痛楚的角度引導觀眾進行思考，
作品中的手指及別針圖像宛如匕首般令人感到驚恐，文字與圖像則
具有一種衝擊性的對比 (林彣全，2010)，給出「我」「你」間關係
相當貼切的寫照，那便是「我」在「你」表皮下的關係。「想你」
如安全別針意有所指地被影射以置入記憶中，記憶則藉由疼痛所引
起的畏縮所強化。在不對等的情愛關係中，求愛者往往陷入委曲
求全的處境，希冀愛人的青睞，導致喪失自我的不堪與椎心刺骨的
掙扎，克魯格的作品具體陳述求愛者內心的無奈及苦痛，讓觀者感
受到其內心的困頓與情感的糾結。
根據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 的「誘惑理論」，
「性」是奉獻與回饋的冗長程式，愛情本身和肉體行為是一種女人
為誘惑男人而發明的細膩、巧妙裝飾，誘惑則是在不停的相互交換
之中，所進行的一場符號秩序的遊戲 (朱怡貞，n.d.)。在克魯格的
作品《出售愛情》(Love for sale, 1990) 中，女人的淚水、文字旁白
上演愛情金錢交織的權力戲碼，刻劃愛情在金錢權力操弄下的蕩然
無存 (曾少千，2003)。金錢使身體淪為工具，女人把身體處置權提
交給男人，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被交換 (葛紅兵、宋耕，2005)，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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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成為男人行為的印記和幻象的核心。商品的身體恰恰是一種抽
象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化 (Irigaray, 1985a)，女性的身體由於其承載
的可供交換的價值而被男性認可，女性在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中，
把身體轉換成一個標準化的符號、一個可供交換的能指、一種參照
權威模式的「相似」。克魯格的另一件作品《金錢∕愛情》
(Money/love, 1985) 與此一作品類似，旨在處理金錢與愛情之間的
糾葛與取捨，少女促狹又挑釁的表情反諷金錢的萬能，克魯格運用
圖文間的「互文」性，大膽抵制為錢財犧牲愛情的觀點 (Kruger,
1993)。然而情愛雙方的性別，可能因其權位、財勢的不同而有所轉
換，現今社會已不若以往般男尊女卑，女性亦可能成為位高權重、
財大氣盛者，作品中的圖像雖為女性，卻仍有置換為男性的可能，
金錢與愛情的角力已無絕對的性別定位可言。
婚姻常被暗示為一種勞動契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丈夫謀生
並贍養家庭，給予他無須法律授權的統治地位，而妻子則成為首要
的僕役，被排除在社會生產之外。政治意識形態將社會領域的優先
權歸屬於男人，女人則被驅逐到私人生活裡。此種二元論預設了一
種理想化的性屬化勞動分工，即男人在公眾領域裡奮鬥、競爭、大
展身手，而女人則像蠶繭一般待在家裡。克魯格的作品《我說：親
愛的……去廚房煮你那該死的蛋》(I said: Get in the kitchen and
cook your own damn eggs…Darling) 中，女性在男性狀似柔情的擁
抱凝視下，被丈夫囑咐安於家務，扮演甜美無知的角色，一如父系
好萊塢電影機器的「神話」中，女性的受抑、消失或沉寂 (齊隆壬，
1988)。圖像中的女性肢體符碼可被解讀爲對從屬關係的接納，其微
微側身的姿勢是順服者對掌握權力、高高在上的男性說話時的姿
勢，一種逢迎、服從的表現 (Alexander, 2003)。作品中男女雙方呈
現出「女人在情愛關係中的不對稱位置」，女性所應關注的生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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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皆應以男性的滿足為考量，聚焦於男性的觀感及心理需求，投
其所好、百依百順。伊瑞葛來認為，文化把主流的想像模式加到人
們身上，這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如何理解和定義自身。父權體制控制
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女性不自覺地把這樣的觀念內
化為自己的存在意義，始終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劉岩，2010)。女
性意識是男性再現系統強加於女性中的角色、形象及價值，在這樣
一個虛假的女性意識中，女性喪失了自己。正如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 1921-2006) 所言，媒體上「幸福家庭主婦」形象背後隱藏
著婦女內心的自我失落和不完整感。
與克魯格同時期的女性藝術家辛蒂・雪曼 (Cindy Sherman,
1954- ) 亦以類似的手法挪用 1950 和 60 年代的電影劇照，將自己
喬裝成大眾媒體形象，凸顯出一種公眾的、已知的女性原型影像，
以暗示女性的文化角色。她將自己佯裝為所有意象的模特兒，模仿
黑白電影中的致命女性，以諷刺手法揭露女性衝突的自畫像，她利
用攝影的「真實」，暴露出自我的杜撰與虛構，揭示真實自我的矛
盾 (西格爾，1996)。雪曼在曖昧敘事之中，攫取精心製作的女性形
象，是一個正在示範女性再現過程的女人，她將自己的身體當作工
具，將讀者引入大眾文化擴散的泥淖中。她像是每一個女人，而女
人味本身便是一種喬裝，她順服地微不足道的姿態彷若嘲諷著，喬
裝就是在自我與自身形象之間製造一種匱乏 (Isaak, 1996)。雪曼和
克魯格上述兩件作品中，展示的女性形象皆大眾文化中飾演矯情做
作的陰柔女子，而正是這種偽裝的虛假性，凸顯出此主體意欲構築
認同的幻識性追求。葛莉賽達・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1949- )
即指出，女性特質不是女人的自然狀態，它是隨歷史變動之意識形
態建構，它是為其他優越的社會團體製造出來的「女性」符號。女
性只是一個符號、虛構物及意義與幻想的混合體 (Pollock,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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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芮薇兒 (Joan Riviere, 1883-1962) 亦指出，「偽裝」是所有「女
人特質」的核心 (Butler, 1999)，在這副女性氣質的面具下，女人在
扮演的過程中失去了自我 (Irigaray, 1985a)。
女性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說明婦女做為客體的生存狀況，主
要取決於她們所處的經濟地位。經濟上對男性的依附，致使女性安
於男人指派給她們的角色，不去爭取自由 (張岩冰，1998)。法律將
已婚女性定義為丈夫的財產，安置於家庭之中 (Weedon, 1987)，一
家之長的專有名稱、父親的名字決定了對家庭的所有，在那裡妻子
和孩子是丈夫的所有物 (Marx & Engels, 1947)。克魯格的作品《你
的金錢萬能》(Your money talks, 1984) 是攸關你我的戰爭與家庭。
一般而言，房屋被理解成父權體制的象徵，在這裡同時轉化為動盪
和危險的代名詞 (劉岩，2010)。文字「你的金錢萬能」點出家庭迸
裂的主因，使圖像所顯現的爆破場景令人感到不勝唏噓。經濟主控
權及社會職場的表現在此成為家庭成員關係的主要因素，克魯格將
家庭中最現實物質的一面赤裸展現，令人無限感慨，一旦維繫溫馨
家庭關係最重要的情愛與親情元素被摒除在外，家庭破碎的悲劇往
往震撼上演。
在西方布爾喬亞中，母親一直是個強而有力的文化象徵
(Huffer, 1998)，支撐著社會和慾望秩序，但卻總是被保留在需要的
維度。母親往往為家人犧牲了自己的慾望和需要，自己卻被父權文
化置於社會的邊緣，被排除了再現的可能。傳統家庭由「無自我性」
所控管，暗示著女性屈從於丈夫與孩子的滿足及需求，照顧別人的
行為不斷地被再現、強化、「複製」，成為女性特有和專屬的職責
(Bordo, 2003)。女性因孩子而受限於家庭，養育子女及操持家務成
了她生活的全部。在一般的不情願背後，存有一種基本的父權假設
(Weedon, 1987)，即女性親屬並不希望支薪，因為她們所做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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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愛的表達 (Harcourt, 2009)。然而，女人「自然」比男人更
擅於養育和照顧，相對於男人「自然」扮演擔負家務的角色乃是一
種迷思，克魯格的作品《無條件的愛》(Free Love, 1988) 中，女性
無條件的付出，是出於自然天性亦或屈從於社會要求，為現代婦女
值得深思的課題，「愛」這個詞本身需要重新審視。惟現今社會中，
雙薪家庭抑或家庭主夫已不在少數，家庭功能的維繫與親人照護的
付出，取決於成員的特質及內心的意願，加上社會照護機構的林立
與家務共同分擔的觀念，皆使女性不再受限於傳統性屬角色，兩性
如今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及可能性。

三、家暴與性侵的迫害
身體政治的核心目標是避免為我論的身體變成為他論的身體，
然而性強暴的邏輯往往不僅是由生理因素所影響，而且更多的是由
性政治所支配。現行強暴案例被解讀為男性利益服務，法庭中的審
判實踐經常認可一種觀點，即強暴乃為面對女性「刺激」時，男性
活躍性慾的自然延伸。那些在自我呈現上非性被動或處女式莊重的
女性都是「咎由自取」的，故而女性必須自我掌控抑制，避免提供
「不合理的」刺激 (Weedon, 1987)。在性強暴中，強暴者把對象的
身體當作獲取快感的工具，性成了奴役的儀式，透過此一儀式完成
對性客體的馴服 (葛紅兵、宋耕，2005)。克魯格的作品《我們玩得
愉快嗎？》(Are we having fun yet?, 1987) 將鏡頭聚焦於女性臉部
的特寫，呈現出女性矛盾衝突、身心糾葛的困惑心理──對於性慾
歡快的興奮渴望，終結於夢幻破滅的沮喪悲泣。克魯格擅長挪用廣
告的視覺效果和修辭，有時更運用逆向思考加以諧擬與質問，這種
和觀眾直接面對面的交涉語調，使觀眾敏銳感受自身的存在，進而
思考是否認同或拒絕作品的訊息 (曾少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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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傳播媒體中，男人對女人施暴的色情渲染一再被展現、
演示和容忍，乃父權社會最為恐怖和無情的表現 (Bordo, 2003)。社
會寬容度的提高，使暴力和色情圖像通過媒體「滲入」主流文化，
藉由風流倜儻的保護色，一切蠻橫暴力及凌辱虐待終將被美麗的言
詞或畫面合理化為浪漫的情節 (Weedon, 1987)，為惡行暴虐敞開
了方便之門。克魯格的作品《你是完美的罪犯》(You are the perfect
crime, 1984) 中，酷似亨弗萊・鮑嘉 (Humphrey Bogart, 18991957) 的男星以嚴峻冷酷的姿態吞雲吐霧的抽著菸，傳達出其似乎
正在籌畫、預謀些什麼的訊息，其冷酷蔑視的眼神令人不寒而慄。
這種不可一世的加害者，往往專制獨裁、城府深沉，對權力運作及
社會規範有絕佳的敏銳度，善於尋找容忍、寬恕或欣賞他偏執行為
的環境，以高壓手段奴役、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層面 (赫曼，
2018)。耐人尋味的是，克魯格作品的圖文含義往往取決於觀者的角
色定位，只有當代詞所指稱的位置被識別時才有意義，故而克魯格
要求觀眾在她的藝術話語中，將自己迅速和自覺地「建立」為一個
主體，個人可能因其性別、階級、種族和族裔特徵等不同，而成為
觀點截然迥異的主體 (Alberro, 2010)。作品在此有許多逆向隱喻，
文字「你是完美的罪犯」是意指男星，抑或臆想黑色電影情節中的
蛇蠍美人，則讓本作品的文本多義性產生因人而異的閱讀樂趣。
克魯格設計看板傳達終止女性被虐的訊息，作品《終止》(STOP,
1992) 以起因取代結果，男鞋影像特寫向觀眾邁步逼近，轉喻其抵
達家中即將降臨的暴力威脅，作品中以統計資料呈現家庭暴力問題
的嚴重性，頗具震撼力；另一件作品《恐懼》(Horror, 1983) 及《像
我們一樣害怕》(Fear like us, 1994) 中，遭受暴力對待的婦女，痛
徹心扉、悲淒哀怨的神情，更令觀者為之動容；在作品《出去》(GET
OUT, 1988) 中，女人則以空洞而疲憊的眼神透過鐵絲網麻木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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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凝視著我們。如今在全世界仍有成千上萬的婦女，被她們的丈夫
毆打，既不敢申訴，也找不到政府機構可以幫助她們 (米歇爾，
1989)。強暴、毆打和其他形式的性侵與家暴，普遍發生在婦女身上，
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關係，粉碎人我關係與信
念體系，將受害者推入危機的深淵之中。而殘酷暴行被揭露後，否
認、壓抑和解離反應不只發生在個人意識中，也發生在整個社會層
次上。為了逃避罪行應負的責任，加害者盡其所能地促使大眾忘記
此事，而當其保密與緘默的防線被攻破後，便開始攻擊受害者的可
信度。如果沒有人發起強大的政治運動主張人權，無人積極挺身作
證，創傷事件無可避免地會被壓制遺忘所取代 (赫曼, 2018)。
上述四件作品皆透過身體局部象徵和強烈文字慧黠的結合，達
到示現與強烈的視覺策略 (Ivinski, 1993)，因肖像符碼在移情與投
射的程度上，能達到形象認同策略的效果，故作品的說服性來自其
影像的肖像性。克魯格善於掌握肖像符碼精確傳達的真實性，使觀
者相信文案，以完成它對觀者的說服 (何智文，2005)，作品鼓勵觀
者進入他人的世界，以同理心搜尋解決之道 (曾少千，2004)。克魯
格作品中的圖像雖皆呈現為女性的身影，然而檢視目前社會層出不
窮的性侵與家暴案件中，顯然受害者不乏為男性的案例，而且受害
者亦散布於各階層、年齡及族群之中，若每個人都能對他人的處境
感同身受，尊重善待彼此，則社會的衝突暴力將消弭無形，人倫悲
劇亦不復上演。

肆、克魯格圖文作品的主體自我
本部分將針對克魯格與「主體自我」有關的作品進行分析，並
將此範疇的作品再區分成三種類型，分別以「主體的認同與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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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的追求與塑造」、「話語的緘默與發言」為主題加以探討：

一、主體的認同與自尊
身體的「界定」是權力形式的鬥爭焦點，政治鬥爭在身上留下
痕跡，並控制著物質身體，使其成為它的文本 (Giblett, 2008)，身
體是各種力量博弈的動態結果，女人將永遠處於抗爭狀態的場域
(Butler, 1993)。克魯格倡導合法墮胎權利的海報作品《你的身體乃
是戰場》，表現了當代社會通過身體爭奪生育控制的權力。作品中，
女子的臉龐被垂直區分為正片和負片的曝光效果，表達了女性生活
和身體經驗之間的分歧 (Weir, 1998)。文字表述著吉爾・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的觀點，將身體定義為各種力相互競
爭的戰場，即服從與支配的力之間的關係界定著身體 (王曉華，
2016)。擁有權力的身體通過侵吞、占有、征服和支配來創造形式，
擁有意志的身體是自己命運的主人，隨時可以重塑自己 (德勒茲，
2001)。身體作為戰場，無力改變衝突的進程，而作戰的理由和主體
可能僅是純粹的虛構，身體是在場的缺席者，是被利用的局外人 (王
曉華，2016)。然而語言作用於身體的權力雖是性∕別壓迫的原因，
同時卻也是超越這個壓迫的途徑 (Butler, 1999)，作品中的面容以
沉著的神情、堅定的目光告訴我們，身體乃是革命的戰區，是抵抗
社會權力、重新定義自我的場域。挑戰既存的意識形態，需要通過
鬥爭方能獲得自主權 (Bordo, 2003)，主體將顛覆倒置話語權力，重
新定義父權意義與價值。
文化把主流的想像模式加到人們身上，這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如
何理解和定義自身，女性通過男性的錯誤再現而被塑造 (劉岩，
2010)，在虛假的女性意識中喪失自己。資本主義父權制下的女性特
質意味著一個被動的、被虐的和自戀的身分認同 (黃華，2005)，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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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想像創造了女性形象和女性身分，女性的性別
是一個語言學上的缺席，一個不能從語法上確定的實體，因此女性
是男性話語一個永恆而基礎性的幻象 (Butler, 1999)。所以，真實的
女性根本不存在於象徵界中 (劉岩，2010)，女性在鏡中看到的只是
匱乏，只有破碎的體驗 (Irigaray, 1985a)。克魯格的作品《錯誤》
(Mistaken, 1981) 呈現出女性形構的自我執著於錯置失真的身分認
同，作品中的文字「你茁壯成長於錯誤的身分認同」表明，女性身
體已然成為永久的沉默和規範權利下的犧牲品。顯然主體的認同及
自尊取決於自身價值的肯定，如何在人我關係中自我定位，獲得應
有的尊重乃存乎一己之心。
巴特勒指出，性屬是由社會文化建構的，因此，性別 (sex) 與
性屬 (gender) 的區別暗示著具有生理性別的身體與由文化建構而
成的性屬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連貫性，性屬身分由被動地被塑造到
主動地表演，由單一、固定轉向多重、流動。她認為，性屬應該被
看作一種流動的變體，主體不再是一成不變的永恆概念 (劉岩，
2010)。性屬操演 (performativity) 透過反覆、重申，形成一定的語
言成規，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達到預期的效果，性屬成為一個政治
戲仿的現場 (Berger, 1993)。更由於表演和模仿具有多樣性和可變
性，所以性屬具有混沌的不確定性 (李銀河，2003)。在每一個人身
上，性屬總是在兩極間搖擺，男性或女性的外表，往往僅由服裝來
維持，換裝癖便是在性屬差異的文化符號下進行嘲弄或誇張的一齣
滑稽戲 (雅克布斯，1992)，性屬是操演性的觀點試圖指出，我們所
以為的性屬的內在本質是通過一套持續的行為生產，對身體進行性
屬的程式∕風格化而穩固下來的。性屬化意味著臣服於一整套社會
規則，在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裡，「身體」通過某種專擅和詮釋的
意志，成了被動的媒介及工具，受文化的鐫刻，決定著自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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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 1999)。
當代藝術採用偽裝、投射、分裂、雙重表述的自我錯位形式，
以達到消除僵化類別和陳規定型觀念的政治目標 (Berger, 1993)。
克魯格的作品《無關性屬》(Gender is irrelevant, 2011) 即採用此一
創作手法，肖像面容左右兩邊截然不同的裝扮呈現出性屬混合的模
稜兩可，主體建構自我以變裝的形式作為不服從社會對我們是誰的
僵化定義的強大手段，不斷質疑統治文化規範性行為標準的方式
(Berger, 1993)。政治話語中的性屬分類從來就不是穩定的，持續且
集體的強調去認同 (disidentification)，對民主抗爭的再表述具重要
性，其有利於身體概念的重構 (Butler, 1993)。作品拼貼的元素抵抗
了僵固的認同、拒絕固定身分的主體，凸顯了性屬的不確定性，在
這樣的並置中，兩個身分都將失去它們內在的穩定性。值得指出的
是，這是一種有效的表演，它產生真實性，以至無法加以解讀，偽
裝策略致使理念從其僭用中分離出來 (Butler, 1993)，性屬體系不
斷從內部被戲謔地動搖和顛覆，熟悉的二元對立被迫陷入一種含糊
和未知的連續體中 (Bordo, 2003)。
由於對性屬的操弄以及形象的倒置，在《無關性屬》中，我們
見證了一個主體的幻識性構築，這個主體重複並模仿著貶抑了主體
本身的合法性規範，產生於強迫卻又破壞其自身的重複控制，這種
重複在授予產生真實性規範以合法性的同時，又剝奪了它的合法
性。主體幻識性強調了構築認同的幻識性承諾，而這一承諾最終只
會導致失望與去認同化 (Butler, 1993)。這些行動、姿態、演繹實踐
大體都可以解釋為操演性的，因為它們原本意圖表達的本質或身分
都是虛構的，這表示它乃是沒有本體論的身分。性別是一種通過操
演而演繹出來的意義，當性別從其自然化的內在和表面解放後，它
可以成為展現對性屬化的意義進行戲擬增衍，以及顛覆遊戲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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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各種行動和姿態，以及表達出來和演繹實踐的慾望，創造了
一個內在的、統籌性的社會性屬內核的假象，這假象由話語所維繫，
為的是把性慾管控在以生殖為中心的異性戀的強制性框架內。性屬
戲仿揭示了性屬用以模塑自身的原始身分本身就是一個沒有原件
的仿品。通過戲仿的語境重置，它們祛除了自然化的身分而被人們
加以調度 (Butler, 1999)。化妝加強了女性特徵，通過對深層擬真的
表面進行超級擬真，使之超出符號之外 (布希亞，2011)，而我們進
行閱讀的正是一種符號意指系統 (雅克布斯，1992)，拒絕性屬差異
的符號可能含有反抗意識形態的暗示，然而所欲征服的反抗符號永
遠不會消滅，甚至還會持續引燃未來更多的反抗 (Fiske, 1990)。
在後工業社會中，身體不再是勞動的身體，而是被塑造成享樂
的身體，追求身體視覺及官能快感 (歐陽燦燦，2015)。以身體形象
為自我表徵與認同，使人們對待身體的態度和行為模式產生巨大改
變 (Falk, 1994)。追求身體的外觀美以使身體引起他人的感官快感，
並如消費物一樣顯示出所謂的自我獨特個性和品位，以便讓身體具
有更高的交換價值 (歐陽燦燦，2015)。身體是文化的一種載體、一
種有力的象徵形式，我們對待身體的文化態度表現了我們社會中存
在的矛盾，表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分裂的時代。時尚帶來的奇想和
對身體的專橫將女人的身體物化、商品化，讓女人飽受痛苦 (Bordo,
2003)。在克魯格的作品《這是我的全部∕我意味你∕我意味我》
(It’s all about me / I mean you / I mean me, 2010) 中，封面女郎意
氣風發地擺出傲人的姿態，文字依序橫列於女郎的三圍之上，顯示
女性是如何被定義及消費，而其又是如何反轉自我的主控權力。
「凝視觀者」在這種意義上，正是主體建構並迷戀於自身主體
性的表現。在持續的自我審視中，克服疑慮、消除不確定性、保持
自我的穩定表現 (徐敏，2003)。消費社會中，自戀者的身體傾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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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一種功能性的形式，人們開發身體的潛能使它成為指向幸福、
健康、快樂、美麗的可見性符號，成為與所消費的物品一樣寓示著
個體社會地位的能指。德勒茲和費利克斯・伽塔利 (Félix Guattari,
1930-1992) 表示，身體一方面總是社會性地被建構，另一方面又表
徵著超越的意志，試圖保護自己的獨立品格。抵抗意味著對被動性
的超越，是屬於主體的姿態 (王曉華，2016)，當女性身體違背「完
美身體」的主流理想，並得到肯定和展示時，便承認了現實女性的
真實、外形和尺寸的多樣性及肉體存在的功能 (Russo, 1986)。那叛
逆的性將自己表現為不是通過「別人」的看而存在，而是具有自我
定義的能力，喜愛並滿意自己。

二、形體的追求與塑造
媒體大量充斥著讓身體看上去始終青春煥發、性感十足、美麗
動人的訊息 (Shilling, 2003)，女性成為「文化傀儡」，盲目屈從於
美麗的壓迫性政治，在大眾文化壓力下，接受強制性的虛構形象
(Bordo, 2003)，將自身變成純粹的外表、人造的建築 (布希亞，
2011)。女性改變自己的身體，輕率地通過縮衣節食或急切的接受外
科整型改造自身 (Bordo, 2003)。在他人眼中，身體則是被打量、注
視、品味、裁決的審美客體，決定女人未來的是男性的審美觀。身
體成為女性規劃的方式，與其說是表達了她們的個體性，似乎更像
是反映了男性的設計和幻想 (王曉華，2016)。大量的女性動手術只
是為了增大自己的乳房或改變它們的形狀，她們覺得為了成全自己
的自尊、體現「市場價值」，犧牲健康是值得的。這些女性之所以
冒險，不是因為她們被媒體制定的美麗標準所騙，而是因為她們意
識到，這些標準左右了她們的潛在愛人和雇主的觀察和慾望
(Bordo, 2003)。整形外科手術時代開啟了道德無用論，美貌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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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逍遙於文明社會之外，尚無任何限制它的力量 (吳爾夫，1992)。
今天身體處在消費主義中的歷史，是權力讓身體成為消費對
象，讓身體受到讚賞和把玩，這就是權力對身體精妙的改造 (葛紅
兵、宋耕，2005)，身體成為異化的產品，創造性生產的文本 (Bordo,
2003)。美容技術伴隨著不同時代的美學觀，給婦女帶來身體上的折
磨和精神上的摧殘，從而形成獨特的身體文化現象。它們體現了強
加於企盼在公共領域獲得成功的婦女所受到之身體限制 (黃華，
2005)。克魯格的作品《你是美麗的》(You are beautiful, 2011) 揭
露在美容術盛行的當代，女性的面容及身體淪為大眾產製的對象，
女性為符合社會觀感下的美貌，不斷進行整形手術，承受著肉體的
摧殘及手術的風險，卻仍不斷催眠自己將成為「美麗」的典範。外
在的完美主義盛行，時尚的普遍暴政永久的、晦澀的教導女性身體，
指出個體缺陷和不足，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規訓 (Bordo, 2003)。克魯
格對現今社會現象提出質疑，尋求美麗與權力之間的連帶關係，並
點出此議題的重要性，對大眾消費脈絡所建構出的「美麗」形象提
出控訴與反諷 (林彣全，2010)。
由於當代社會對年輕苗條和完美身體的迷戀，致使傅柯所謂身
體的「監視」和「規訓」在這裡成為可能。一方面我們不斷地「監
視」自己的身體，時刻注意它與美體規範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們
又不得不時刻通過種種技術「規訓」自己的身體 (周憲，2003)。消
費社會的物質身體因需建構和維持功能性形象，使消費經濟形成對
身體新的規訓方式，消費話語成為人們認識身體、形塑身體、表達
身體慾望的主要憑藉，而身體乃是被消費話語所生產出來的被動身
體。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語境的要求和權力目光的凝視下，
不斷發展並修飾、改造自己的身體，自我依據時尚潮流、社會慣習
及他人目光，進行自我體現，成為消費社會中自我認同的主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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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燦燦，2015)。克魯格的作品《超富饒／超華麗／超骨感／永
遠年輕》(Super rich / Ultra gorgeous / Extra skinny / Forever young,
1997) 中，女性的容顏凍結於年輕貌美的時空中，雙眼茫然地憧憬
著凍齡的美貌，臆想著他人羨慕的眼神，被萬能和永恆的青春幻想
所淹沒。
消費社會對身體的隱秘規訓，通過不斷產生又無法滿足的缺失
感，使身體臣服於消費話語 (歐陽燦燦，2015)。在塑身廣告持續的
誘惑和傾銷下，人們失去對自我生活的根本主宰，意欲透過對身體
的塑造找回自我，「塑身」不僅是權力微觀運作的體現，更是晚期
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 (黃華，2005)。在那喀索斯神話中，鏡子是深
度的缺席，是表面的深淵，而這之所以具有誘惑力、令人暈眩，乃
因每個人都是傷害自己的第一人。克魯格的作品《我很酷……》(I
am cool . . . , 2016) 中，一個攬鏡自照的女人主觀地專注於容顏，
外表獲得自戀的享受，與意志完滿的理想、絕對控制的幻想產生基
本認同。按拉岡的說法，正是鏡像這種他者關係才建構了人的自我
和主體存在 (張一兵，2011)。消費社會中的自我呈現為身體化的鏡
像，同時這種鏡像又受制於他人的目光，因此身體既是在他者性的
美麗和色情的標準制約下的身體，又是一種符號性自我的體現 (歐
陽燦燦，2015)。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1926-2017) 說，女人攬
鏡自照使自己成為慾望的客體，而克魯格的鏡子則如同主體的樂趣
想像，讓慾望現形。正如蘿拉・莫薇 (Laura Mulvey, 1941- ) 所言，
「女人作為影像，是為了男人的視線和享受而展示，它始終威脅著
要引發它原來所指稱的焦慮」(1999: 840)。反映出現代女性不斷透
過父權社會的標準審視自己的外貌而喪失自我，女人的身體乃遭受
父權社會進化出來的權力給收押。

芭芭拉・克魯格圖文作品之宰制霸權與主體自我

399

各式身體偶像被媒體打造成「虛擬的形象」，成為當代強制性
軀體美學的視覺標準 (黃華，2005)，身體美學標準的合法化和普遍
化導致了對身體的壓制和暴力 (周憲，2003)，對身體的管理成為一
項服務於身體而非靈魂的計畫。資產階級「苗條的暴政」確立對婦
女的支配地位，超標的體重被視為反映了缺乏意志和道德人格上的
缺陷，苗條形象則被闡釋為正確管理慾望的隱喻。在關於女性自我
約束和克制衝動的教育中，拒絕食物成為重要的微觀實踐 (Bordo,
2003)。為了維護苗條和性感的身體形象，節制飲食變成人們的自發
需求，規訓個體的身體實踐 (歐陽燦燦，2015)，在厭食症患者的身
體上留下真實的痛苦印記。年輕女孩從小就學習控制體重，並且將
減肥藥片浪漫地神秘化為晦澀、永恆的女性技藝 (Bordo, 2003)。克
魯格的作品《多重才完美？》(How much does Perfection Weigh?,
2018) 凸顯出現代女性對於所謂「完美體重」的追求已導致嚴重的
飲食失調，甚而陷入病態的精神恐慌症。女性在雜誌的媚惑及鼓動
下，不斷以服用藥物或讓自身挨餓的方式自我監控體重。時尙的暴
政，永久、難以捉摸地指導女性個人身體的不足和匱乏，此乃文化
標準化所有女人的強大規訓 (Bordo, 2003)。反觀今日的大眾媒體
及社會百態，化妝、美顏、整容、塑身似乎已不再是女性的專利品，
某些男性亦對此一時尚趨之若鶩，與此同時女性對男性的顏值也會
給予相對的評價，仿若形體的追求與塑造已成普世的潮流。

三、話語的緘默與發言
話語乃是構成知識的方式，它不僅是思考及產生意義的方法，
亦構成所要控管的那些主體的身體「本質」、潛意識與意識及心理
與情感生活。然而在象徵秩序內，女性不具發言位置，男性慾望與
男性利益定義並控制著女性性愛和女性主體性，女性潛力受到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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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父權版本 (Weedon, 1987)。長期以來，婦女的聲音被視為歇斯
底里、非理性的話語而遭到排斥 (黃華，2005)。在父權制社會裡，
婦女被迫保持緘默，女性作品不斷地被偏頗解讀，否定其作品的激
進潛力 (Weedon, 1987)。克魯格把文本當作一個女性說話者，似乎
暗示「我」是女性，收受者是男性，違背某些文字組織和圖像傳統，
諸如舊約所述「沉默的女人是上帝的恩賜」(Mitchell, 1998: 310)、
「溫和的沉默是女人的冠冕」(Aristotle, 1995: 36)。克魯格的作品
《你的緘默》(Your silence, 1981) 中，黑影形象以他的食指在嘴上
比出「噓」的手勢，文字「你的舒適是我的緘默」揭示男性獨大的
語言操控權力，並將女性言說消音的沙文作為。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理論框
架下，男性性徵以陰莖為標誌，是定義的中心，具有絕對意義的
「一」，相較之下，女性性徵等同於烏有，成為男性性徵的否定物、
對立物、逆反物，亦即「非『一』」。女性沒有自己獨立的性徵和
身分，不得不生活在黑暗之中，隱藏在面紗背後，躲避在房間裡 (Irigaray,

1993)，淪落為「一個抽象的、不存在的現實」。弗洛伊德

的描述和定義是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奠定了父權文化的性別關係，
導致女性在父權制度下被邊緣化，長期以來，女性慾望被壓抑，女
性主體被消音 (劉岩，2010)。父權加諸於女性的權力論述，遮蔽於
自然的邏輯面紗下 (Nochlin, 1988)，女性是從屬物，是作者塑造的
石像，乃為被剝奪行為能力者 (宋美璍，1988)。克魯格的作品《物》
(Thing, 1982) 中，作為客體的女性被困在一道光線之中、凝固在圖
片的表面，女性面容遭男性邏輯面紗所覆蓋，致使其物化為石像，
仿若處於男性霸權下的虛構之物，與其腦中意念「我乃真實之物」
形成強烈對比。故而婦女應衝出沉默的羅網確立自身的存在，作為
一個說話的主體挑戰男性論述 (雅克布斯，1992)。近年來，女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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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舞台已漸趨多元，女性言論亦相對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足見性
別平等之發展已取得相當的進步。
「書寫」為被壓抑的女性性慾以及它所維繫的女性本能發言的
方式，藉著書寫自身，女性將回到那殘餘被剝奪的身體，那被展示
的、怪誕的、陌生的身體 (Weedon, 1987)。女性話語抗拒並摧毀了
所有牢固的形式、印象、思想和概念，不但可以違背邏輯，還可以
重複含混，甚至歧義叢生，它充滿隱喻和戲仿，是一種摧毀「真理」
的聲音，它向父權制中所有專斷的論述宣戰，以打破菲勒斯中心

4

話語的統治 (黃華，2005)。克魯格將幻想的心理空間帶入建築的規
模，圖文作品等同環繞聲效，覆蓋、充斥畫廊所有的物理結構，
在觀者進入展場的同時 (Kwon, 2010)，驚覺自身被訊息所包圍，
甚至被巨大的口號強烈攻擊。視覺慣語和牆面設計採用的猛烈侵
襲，使空間傾向喪失所有的穩定性，圖文環境衍生出一種最終激進
化的效果 (Urban, 2011)。克魯格在裝置中結合詞語和圖像，成功地
排除、歸化和隱藏空間的構造，破壞了空間作為一個封閉場域的固
有特徵，是一種質疑權力的社會形式 (Dziewior, 2014)。展場中鋪
天蓋地的書寫，猶如訊息黑洞般貪婪地吞噬一切，其強力侵擾觀者
的思緒，令其覺醒，重新思考自身的歷史定位。這是一個主導地
位本身次序的翻轉，緘默開始頂嘴，發出公開「指控」，給予歷史
沉默的群體發聲的關懷 (Geyh, 2002)。克魯格此一展示手法乃觀念
藝術創作策略之沿用，作品猶如具體的結構，被當作樓房般裝置起
4 菲勒斯中心主義認為男性優於女性，男性對人類所有事物都具有合法的、通用的參

照意義。弗洛伊德用「菲勒斯中心主義」這一術語來指稱嬰兒「力比多」聚焦於外
生殖器的性特徵發展階段。因為女孩沒有陰莖，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們的性特徵不能
完全用菲勒斯的關係來概括。法國女性主義受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影響將其用法中心化，廣泛的運用於批評性描述男性的偏見，參見徐
穎果 (2009: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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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觀念建築」(唐曉蘭，2000)。
另一位女性藝術家珍妮・侯哲爾 (Jenny Holzer, 1950- ) 亦將
陳腔濫調互相堆疊組合，玩弄一些既有的符碼，如同是在語言遊戲
中自我打擊般的愚蠢力量。那些已被寫下的現實，讓我們察覺充斥
生活環境的老生常談，和我們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淹沒著我們的話語
環境所形塑。她認為語言無疑受到制度危害最劇，她的目標乃推動
語言通過施加控制的點及知覺進入感官的境界。她的作品《銘言》
(Truisms, 1986) 取代著公式化陳述的想法，將真理的多面性呈現給
觀 眾 ， 充 分 卻 彼 此 衝 突 的 真 理 一 個 被 一 個 迅 速 地 取 代 (Isaak,
1996)，揭示信仰與偏見、真實及虛偽、主觀和武斷，滑稽可笑的荒
謬矛盾性，並高度反映了這個承載過多、媒體爆炸的世界 (西格爾，
1996)。顯然觀念藝術藉由文字傳達思想，引發觀者反思的手法，為
當時藝術界創作的風潮，藝術家將觀念注入作品中形成藝術本質，
經由作品的主題及內涵傳達對社會的關懷及批判，促使觀者在接收
訊息的同時，反思所處的環境。經過多年的努力，博物館以及藝廊
已意識並注意到藝術家性別比例的合理化，女性創作者在藝術界亦
逐漸受到重視，取得一席之地，對於女性藝術的發展具有積極正向
的鼓舞作用。

伍、結論
由於六○ 年代美國政治、社會、經濟處於高度發展及變遷等危
機狀態，引起人們對傳統威權的質疑，觀念藝術幾乎與激變的時代
同時發生。綜觀而言，觀念藝術的形成是藝術史自身演進的結果，
從達達主義至最低限主義，甚而發展到只要觀念而幾近「非物質」
的觀念藝術。藝術家以嚴肅、冷靜的態度自我審視，在尋求「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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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時，抱持否定藝廊商業行爲與博物館專權的態度，以哲學、
系列與結構三種途徑來構成藝術作品的基本特質，並在形式與媒介
物、主題與內容創作的角色及展演的場域各方面，延展多元擴散的
性質 (唐曉蘭，2000)。另一方面，由於近來西方的婦女運動雖已擴
大至政治體制的改革，但依然無法動搖父權社會的本質。於是，新
一代的女性主義不再侷限於社會、政治層面的認同，而將注意力轉
移到主體內在的文化、心理層面，將女性主義批評視作婦女運動抗
爭的新核心，進入全面的總體戰，並展現它無比的潛力 (子宛玉，
1988)。克魯格作為一個女性藝術家挑戰一個男性主導的藝術機構，
她選擇公共講述、藝術的本質，大膽攻擊權力的假設就像變革一樣，
她的藝術受社會時事所驅動，持續不斷的使命使她從歷史的變遷中
脫穎而出 (Heller, 1999)。
克魯格堪稱「跨界」的文化工作者，其獨特的創作語彙模糊了
至高無上的藝術與大眾媒體之間的界線，她表示，理論的豐富性和
複雜性應該突破學術界的護城河，通過一種強大的圖像、文字、聲
音和結構進入公共話語 (Kruger, 1993)。1980 年代初期，克魯格在
紐約藝術界表現突出，她以圖像和文字諷刺、質疑、批判人們對於
既有社會現象的觀感，挑戰當代社會人們對於權力、性別、消費、
身分認同等議題的既有成見 (沈奕伶，2009)。克魯格充分運用廣告
特質，從包裝紐約市公共汽車，到佈滿地板、牆壁和天花板上的巨
大裝置，她的作品就像消費社會中的宣傳無所不在 (Heller, 1999)，
她以廣告開門見山的視覺策略，直接揭示社會隱而不宣的現實及弱
勢族群難以啟齒的切身訴求，批判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觀者往往
驚覺自己被權力和解放的引文及消費詞彙所包圍，甚至被巨大的口
號攻擊，然而作品的中心卻是一個抽象、虛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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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格以文化工作者的姿態，操弄文字與圖像的互文性，運用
圖文符號指涉社會文化，以挪用拼貼的手法將當代議題置入作品
中。在她的藝術實踐中，圖像與文字聰明而誘人的組合，直接深刻
地觸動當代生活的敏感神經，尖銳地指出深藏於權力體制之下的荒
謬與不合理。其創作中所探討的議題，皆引發觀者對宰制霸權與主
體自我的反思，翻轉人們對刻板印象的既有觀念。在與其作品交會
的當下，常讓人有瞬間覺悟之感，甚而內心遭受一股寒意侵擾，久
遭壓抑馴化的身心、自然天性則因共鳴而遭受撩撥，鬆動制伏僵化
身心的銬鐐枷鎖。40 年來，克魯格的洞見，遂在靜默平凡的圖像和
喧囂嗆聲的文字互動中，掀起一場喧嘩中的寧靜革命。
本論文在後現代論述的援引分析下，將克魯格圖文作品中所隱
含的宰制霸權與主體自我意涵進行更深層的詮釋，並對其文本所含
括的訊息從事進一步的探討。從克魯格的圖文作品中，我們可體悟
到威權監控形構現代權利的巨大網絡，衍生出主觀性的精神壓迫，
令主體感到綑綁束縛，變得恐懼焦慮、卑微屈服。其作品中的身體
猶如傅柯所言，乃被權力操控、塑造、規訓的對象，為歷史所改造，
被動而靜默，具有為特定利益服務的社會、經濟、文化意涵。主體
的缺席使意識形態得以趁虛而入，資本主義的商品拜物確立了身體
美學的標準，令身體成為消費改造的對象、空無殘存的形式。永無
止盡的填裝需求迫使主體塑造、摧殘自身，時尚文化的暴政宰制令
女性再度為規訓權力所收押。情愛使求愛者淪為客體，以滿足對方
的慾望活動，被動與受虐的指稱更令女性成為男性暴力下的犧牲
品。受害者的悲泣哀怨與恐懼絕望，透過克魯格的作品震懾每一位
觀者，提出強烈的控訴。霸權的知識話語壓抑他者的發言權力，導
致其消音緘默的社會處境，克魯格展場鋪天蓋地的陰性書寫，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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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歇斯底里的策略喚醒壓抑沉默的身體，召喚拯救生命的熱情魔
力，抗拒真理邏輯的父權論述，攻占歷史的發言舞臺。
由於電腦影像處理的簡易性，使克魯格的圖文作品易於大量產
製，加上網際網路的便捷性，更促使其作品廣泛流傳。網際網路中
的圖像和文本的即時全球流通，引入大量新的觀眾，促進藝術家在
更廣泛的話語辯論場域進行操作，藝術家將視覺媒體和科學研究結
合起來，參與激進的社會議題。克魯格以迷人的簡潔形式、挑釁的
口號，有效地提出權力、性和再現的問題，提高觀眾對社會問題的
意識 (Dziewior, 2014)。她指出我們在性別、階級、種族、年齡、
宗教等的標記乃被文化系統所定義，她的作品審問組織日常生活和
社會權力交換機制的關係，要求每個人認識自身的立場 (Kwon,
2010)。她以話語的方式重新創建圖像，賦予其新的詮釋與生命，站
在這些口號、語句之前，觀者必須迅速嘗試解碼 (Mall, 2006)。而
每個主體因與圖像間有不同的聯結，意義的理解便因人而異 (Colomina & Wigley, 2014)。單一作品由於觀者個人的體驗及生活經
歷的獨特性，衍生出殊異之意涵，更因觀者自我定位的不同，可
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心靈衝擊及態度回應。本論文由於定位於克魯
格圖文作品中的宰制霸權與主體自我，故多以此角度針對作品進行
詮釋，然而克魯格作品意涵的多義性絕對不僅於此，觀者一旦轉換
立場，其作品所衍生之寓意也許將截然不同，而此也正是克魯格作
品文本多義性閱讀之特質與樂趣所在。
不可諱言地，克魯格的作品乃時代變遷、歷史演化下的產物，
人心思變的社會回應，而其藝術成就亦為時勢所促成。然而隨著多
元性別平權文化的來臨，女性議題在今日似乎已漸形消退，克魯格
的作品形式也可能因其高頻的曝光率，最終將導致觀者麻木無感。
縱使如此，在女性平權的運動中，克魯格的相關創作仍極具歷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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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及價值。且因克魯格的眼光早已遠遠超越純粹的女權主義計畫的
視野 (Görner, 2006)，其相關議題作品的階段性時代任務雖已告一
段落，惟她尚有許多介入社會議題的作品，值得相關學者針對箇中
觀念及意涵進行深層的研究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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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rbara Kruger’s works blend Conceptual and Feminist art, and
critica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mechanisms of daily life construction, consumption, seduction and control. This thesis divides Kruger’s works into two categories: “control hegemony” and “subject
self,”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how Kruger’s works with pictures
and words convey gender differences, which are meanings unde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gender forces bodies to become cultural
symbols, and stereotypes facilitate to create standardized subjects.
Body aesthetics makes bodies to become alienated products and consuming objects. Bodies are fields of struggle for power and gloomy
silent victims under normative rights. Kruger refers to the monitoring and materialization of women under the gaze of patriarchy by
way of mirror and sculpture. The ironic combination of Kruger’s
works with pictures and words, and deployment of humor, reveals
hidden realities of society and women’s unspeakable claims. Kruger’s works complete stage tasks and are replete with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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