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智信｜漂流城市－ TFAM

無以名狀的雨季

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水形成了一種完美的建築，而這仍是用另一種方式比喻身
體和頭腦內部發生的事情，顯示出內部的迴路、血脈、器
官； 顯露逃逸。它是一種脈衝 把私密公開。

羅 智信
「漂流 城市 TFA M」
的亞 洲想 像
文│鄭文琦

—

裘亞（Olivier Joyard），

〈身體迴路〉（Corps Circuits），林志明譯
法國評論家裘亞在討論蔡明亮電影的〈身體迴路〉一文裡
將《青少年哪吒》（1992）、《愛情萬歲》（1994）、《河流》
（1997）、《洞》（1998）這幾部片進行深刻的剖析。 作者
視演員身體為被凝視的客體、慾望的載體及某種「迴路」，
觀眾或創作者透過攝影機鏡頭和旁觀者的角度，看見這些
身體的主人內部私密的慾望及其「存在的處境」— 透過
多得要滿出來的水 ：雨水、廁所中的水、排汗、滲漏、水
管破裂……等。但是身體適應了，因為「水保護他們，封
閉他們，攻擊他們，在他們身上塗抹不有善的物質，使得
他們像是洪水中的星辰一樣美麗」。（註 1）無論它究竟
出於何種創作者的執念，千禧年之前拍攝的蔡明亮作品裡
「水」的意象，都預告了 2000 年以後洪水和某個集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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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人員處理漏水及其循環而使用的器物，包括將可能被
水浸濕的文書或電器堆高的元素，和為了蒐集液體所設計
的克難管線與容器。正似城市居民擺脫洪水的徒勞無功，
是蔡明亮電影裡已呈現的亞洲集體寓言，再者（也是更重
要的），是我們在觀看羅智信作品時感受的「難以言喻」
性，或者說如同蔡明亮電影的曖昧感受 — 特別是在將這
裡所呈現的狀態（淹水的意象）與個人的日常經驗產生連
結，因而超越靜態對象理解的時刻 — 而那也是評論吳景
宜指出的 ：「羅智信對於『個人日常的經驗』與『身體』
方面的創作，也因為難以轉述為文字，即難以被談論，而
陷入一種『看似』晦暗不明的窘境。」但正因為這種無法
Disorn Duangdao ｜ River No Return

藝術家提供

被文字概念化的身體，讓（一個限地裝置在觀者內部引發
的）身體知覺，在這個「樣樣都可被大量複製傳播」的消
費時代，成為少數倖免於被「複製、消費和商品化」的感
官。（註 2）

的關係 ：它讓我們看見一種無盡循環的迴路，表面上要說
的是水的氾濫或流竄，但其實，水還是在訴說我們內部所
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那些雨季漫漫的亞洲城市。

雨季，漂流的城市

在原始的創作自述和完成的作品之間，可以注意到藝術家
的靈感分別來自「寶藏巖」和「北美館」兩種迥異的空間
經驗。在藝術家去年於寶藏巖駐村期間結合影像與現成物
的裝置作品，回應了當地特殊的人文景觀，指涉「駐村期
間綿綿的春雨」、「淹水的歷史」以及「與人們生活息息相

熱帶海洋的空氣對流造成季風，連綿不斷的雨水為陸地帶

關的空氣、水域、空間等主題」（引述自羅智信的「漂流

來洪流，多餘的液體從各自所屬的渠道溢出，它們到處醞

城市－ TFAM」創作計畫）。新的版本則涵蓋了作者參觀

釀成災，以淹水、滲漏的姿態潛入建築物屏障的安全空間

北美館的經驗 ；因為台北「氣候潮濕多雨，每當雨季美術

裡，成了人類最初與最後宿命的想像。水患也是再尋常不

館內幾乎隨處可見大小、形式、色彩各異的水桶散佈」以

過的本地經驗，但洪水的終極意象是如此鮮明而龐大，以

承納老舊的空間滲漏。關鍵性的差異在於，漏水對於原被

至於人們總是再三輕易地讓自己忽略最明顯的徵兆，像是

賦以重任的美術館而言，卻成為藝術品最不可預期的「危

銀幕上頻頻出沒的雨痕或水滴、指向那些狼狽而私密的情

機」。於是「漂流城市－ TFAM」在隱喻突兀的水淹或雨

境，從人類身體的不同組織滲出、又透過飲食的過程而回

漏等危機之餘，也穿透這個收藏與展示用空間的實用性疆

到體內的循環歷程，以及不該出現在建築內部的各式各樣

界，超越原本設定再現可見的水的循環做法，也溢出了原

水漬、擦乾了又濕的地板或牆面、為了避免被浸濕致壞掉

本的美學意圖和感知的向度。

而堆高起來如臨時紀念碑一樣、轉眼就立刻被人遺忘的桌
椅雜物或堆疊型態。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了那些無名的神
來之舉，企圖將任意泛流的無名液體引導或蒐集至五顏六
色的塑膠容器裡 — 假如我們得為這種「臨時的狀態」加
上一個名稱的話 — 那些臨時管線設計得簡直像匠心獨運
的裝置。以上描述的情景，正是藝術家羅智信在他的作品
《漂流城市－ TFAM 》裡試圖處理的對象或主題 ：如同銀
幕上的「水的意象」，這個在美術館內現場布展時才就地
取材完成的限地（site-specific）「裝置」，或說是臨時的狀
態，其實只是觀眾所見的表面徵象 ；然而透過藝術家為說
明完成作品與計畫的落差而補充的（後設）自述，才可能

空間，記憶與身體
在北美館的展場裡，我們不只看到了用來裝飾室內空間的
闊葉植栽、舊文書檔案匣與雜誌、不在其位的待機屏幕與
展場告示牌，桌椅或舊沙發等原本各有所用的現成物，它
們不分類型或用途全都被藝術家的主觀尺度重新排列成不
同組合狀態。這些臨時堆積的狀態，鑲嵌了藝術家自己過
去面對淹水時的經驗，以及在極短的佈展時限下，如同實
際應付淹水時透過本能判斷而重組此種印象（從原始物件
的功能理解出發，以及重量與尺度的運作方法，同時改以

更清楚地看見白他真正指涉的，是那個隱藏在背後的、龐

兼具穩定承受和視覺構成的條件作為歸納之依據）的歷時

大而難以描繪的集體結構和歷時性過程。為什麼我要這樣

性積累。但在此處，這種歷時積累和物質性的調整過程，

說呢？

若是從如何解決美術館的漏水危機的實用角度思考忖度其
美學意圖，就完全喪失其中的詩意，以及那不知如何言

首先，羅智信在北美館的現成物裝置，至少在表面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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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無以名狀的分配或部署（disposition）意涵了。

持續運轉中的除濕機作為循環的關鍵，功能在於將空氣中

的並不是蔡明亮，而是因為這種安排布置的方式所串連的

吸收的水氣導引至一定容量後，轉換成室內的迷你水患或

知覺，乃是必須藉身體性的累積而體現在片斷記憶，甚至

維持花盆的水分補充等。在實際的裝置裡，這些除濕機更

更大規模的意識結構裡。有趣的是，蔡明亮的東南亞背景

是觀眾理解作品的關鍵。它們用透明塑膠水管連結天花

也是個跨文化的索引 ：雖然電影在台北拍攝，但在其他亞

板、盆栽和地板各部門而構成系統。但是管線裡流動的液

洲城市也找得到相似的情境。儘管膚色改變了，身體隱匿

體，本身卻是最不需要以再現思考的。這裡涉及美學本質

了，記憶卻是跨越文化和語言。

或方法的分野 ；假如我們只是為了掌握可見的過程而置
入真實的循環，作品認知也不過是再次導入一種安全的真
實，如同再次重建或還原某個現場的傳統做法。而潮濕、
黏滯或被淹沒的，這些令人不適的感受仍是被忽略或排斥
的「例外」，也仍舊指向某個藝術以外的真實。
然而，羅智信在毫無淹水徵候的室內展間裡所做的，是
將除濕機因為不存在的理由而嵌在側立絨布沙發和雜誌
上。且不說是否牴觸除濕機原本的功能，無用讓這過程
化為一種被無目的性所驅策的事件 ；在這個經驗中，逾
越常態的設計超越人為的屬性區隔，更將常見的個人化
經驗（淹水或淋濕）抽離所屬的「自然」位階，如同待機
中的藍色調畫面、運轉中的馬達和再次流失的積水、幾

堆疊的勞動過程，是觀看羅智信北美館限地製作時最重要
的參照線索。身體的勞動，無論是創作者或者一般台北市
民，顯然不只是普遍存在的文化背景，更足以引發超越的
美學經驗 ；儘管在多數生活裡這種漏水的應變工程，只是
無意識作用著。
何者為藝術，何者又為日常？假如人們在災難來臨時猶能
發揮再造空間的本能，又何以非得糾結在可閱讀的層次審
度美學價值呢？藝術家在最後的提問是 ：「日常的物件憑
藉什麼跳脫日常而進入創作？」或許在這件作品裡刻意遮
蔽的，正是大銀幕上個別進出的亞洲身體，更是這些身體
的主人一再穿越那些困局的渴望。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當
泰國藝術家 Disorn Duangdao 在他的《River No Return 》

株點綴於其間的綠色盆栽 ；在取樣自現實場景的同時也

裡，將 2011 那一年流經泰北湄濱河的洪水來源，在米漿

變成服膺於另一種潛在秩序的「媒介」（media）。如同煉

紙上書寫隱形的「River No Return」字樣時，身體結合集

金的歷程，透過現成物的重組和錯用而超越日常。儘管

體水災記憶的痕跡，也穿越了個體所限的雨季「回憶」指

如此，它仍是在內部進行某種安排規畫，透過這種辨證

向亞洲共通又仳離的淵源。（註 5）藝術家們完成屬於自

而創造性的安排帶領觀者進入它的內部，觀看一個發生

己的小時代，最終記憶如水，也將永遠留在我們體內了。

在外面某處的世界。（這裡不妨參考伯格的觀點來思考靜
註1

物及繪畫的作用。( 註 3)）

裘亞（Olivier Joyard），〈身體迴路〉（Corps Circuits），林志明譯文收錄於
《蔡明亮》，遠流，2001。

註2

從觀看回到身體

吳 景 宜，〈 時 代 破 褲， 口 袋 炸 彈 〉（◎ www.luojrshin.com/files/
luoreviewwu.pdf）。

註3

間。構圖也就是對某個內部進行安排規畫。」……「繪畫就是把東西帶進內

感受早就深植在觀眾身體的細胞記憶，與其他私密性的獨

部……弔詭是，它邀請觀眾進入它的房間觀看外面的世界。」藉此提醒讀者
不要受限於「雕塑」、「繪畫」或「畫框」這些詞的表面區別，而把此處的理

特經驗嵌在一起 ；在不斷漏水的颱風夜裡，在梅雨終日潮
濕而快要發霉的室內空間，觀眾與銀幕上的人物一同在雨

解重點放在這種由內部再次轉向外部的美學作用上。
註4

目前最好以個別位置（dis-position）來探討（包括空間安排、觸碰、聯繫、

印象。在這種有如「真實情景」的顯像裡，「世界要求我
置（dis-position）來探討。」（註 4）但讓人感到坐立難安

雷姆（Jean-Pierre Rehm）於《蔡明亮》一書引述法國哲學家農西（Jean-Luc
Nancy），見〈雨中工地〉（Chantiers sous la Pluie），其中提及「……而是

裡流汗或便溺，在溢流裡召喚各種「內部」循環或流動的
們不再以轟動奇觀的方式來思考，而是目前最好以個別位

見約翰．伯格（John Berger），〈繪畫的居所〉，《觀看的視界》，麥田出版，
2010。文中其指出「構圖行為指的永遠是將形狀擺在某個包圍起來的獨立空

電影裡那些被蔡明亮喚起的濕黏難耐、渾身不快的經驗與

路線）。」
註5

Disorn Duangdao, River No Return , 2011 ；Chitti Kasemkitvatana 策 展
的 BACC 實驗計畫「Temporary Storage#1」。2011 年泰國洪水參見維基 ：
◎ zh.wikipedia.org/wiki/2011 年泰國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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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中文主編等職。 自
2007 年後開始於平面媒體發表藝評文章，現為《No Man ’
s
Land 》（數位荒原）線上期刊主編、《典藏

今藝術》特約

作者、表演藝術評論台特約評論等。近年熱衷於東南亞自助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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