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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術學院體制的誕生*
劉碧旭**

摘要
歐洲的藝術學院是一個在歷史過程中逐漸演變形成的體制，進而成為西方國家藝術
學院的原型。最初，藝術只是手工藝的勞動，依靠著師徒制相傳，發展出行會組織維持
職業身分與地位，但是一五六三年義大利佛羅倫斯梅蒂奇家族領導期間成立「藝術學院」
（Accademia del Disegno）
，將藝術工作的傳承從行會轉變為學院，而後法蘭西受到義大
利經驗影響，一六四八年成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隨著君主專制日益鞏固，不但在法
國大革命之後得以延續，甚至造成西方國家成立藝術學院的風潮。
本研究採取歷史脈絡分析的方法，回溯義大利與法蘭西的藝術學院的演變過程，並
採取藝術機構研究的觀點，釐清藝術學院發展過程中藝術知識與文化政治之間關係的演
變。本研究分為六節：第一節「前言」
，主要說明藝術學院設置與藝術家職業身分的認同
息息相關；第二節「佛羅倫斯手工藝行會的政治與文化」
，主要說明藝術學院成立之前手
工藝行會的政治經濟地位；第三節「Accademia 與 Disegno：佛羅倫斯藝術學院的詞源及
其歷史意涵」
，主要說明 Accademia 與 Disengno 這兩個詞彙在當時歷史脈絡之中的詞意與
精神；第四節「義大利藝術學院體制的法蘭西轉型」
，主要說明法蘭西皇室成立藝術學院
的歷史背景；第五節「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藝術與政治」
，主要說明文化政治影
響藝術知識體制化的過程。第六節「結語」
，主要說明藝術學院的歷史回顧具有前瞻意義。
本研究的目的，第一在於釐清歐洲藝術學院誕生與演變的歷史脈絡，第二在於檢討
藝術家職業身分認同與藝術創作自主性之間的關係，第三在於探索藝術學院面對新時代
挑戰應有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的態度。

收稿日期：2017.10.24；通過日期：2017.12.14。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細心閱讀與指導。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美術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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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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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職業身分的認同
藝術創造力是人類的一項基本能力，而人類藝術創造力的活動紀錄自古有之，但是，
藝術成為具有職業身分的工作以及藝術教育機構的出現，卻是過去數百年間的事情。如
今世界各地藝術教育的學院體制便是過去數百年間歷史演變過程的產物，特別是延續著
歐洲的藝術學院體制的傳統。
歐洲藝術1教育機構的興起和發展，歷經政治與經濟的變動而產生出各種名稱與形態，
例如行會（guild）
、工作坊（workshop）
、學院（academy）
、學校（school）等。這個演變
的過程，顯示出藝術家身分地位的變動，同時體現各個時期藝術家創作思想的實踐。
文藝復興以前，藝術家的身分地位及其創作的個人屬性並不是一種普遍的認知。誠
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明》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一書中所言：
「人的意識在信仰、錯覺和幼稚的偏見交織而成
的面紗之中，將自己視為一個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而才能夠意識到自己。」
（Burckhardt, 1995: 87）藝術家隸屬於材料或商業活動範圍的行會，例如雕塑家必須加入
「製造商行會」
（Arte dei Fabbricanti）
，畫家必須加入「醫生、材料商和貨物商行會」
（Arte
dei Medici, Speziali e Merciai）
（Barzman, 2000: 184; Pevsner, 1973: 43）。行會主導工作的
分配與藝術家技能的訓練，行會藝術家屬於藝術委託的工作成員，嚴格說來，他們稱不
上是現代觀 念的藝術家，而被視為 手作的勞動者，他們屬 於地位低的機械的技 術
（mechanical arts）（Barasch, 2000: 2-3；Pommier, 2008: 44）
。
一五六三年，歐洲第一所官方的「藝術學院」
（Accademia del Disegno; Academy of
Disegno）誕生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藝術家們試圖藉由這個官方機構的成立，將自己的
社會階層從機械技術提升為自由技術（liberal arts）
。而這項任務的另一個層面則是改變藝
術家的教育方式，刻意要與行會的師徒制和手工藝有所區別。
藝術家與王公貴族的結合，符合藝術家對自己社會地位提升的期待，同時符合君主
專制政權的統御手段。因此，設置官方藝術學院在十七世紀歐洲君主專制政權的時代蔚
為風潮，歐洲各個民族的皇室紛紛起而效尤，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整個歐洲各地已經
1 本文探討的藝術類別是以繪畫、雕塑與建築為主的造型藝術，這三者從十六到十九世紀統稱為美術（Fine
Arts, Beaux-Arts）
，隨著藝術形式與類別的擴充，
「美術」這個名稱已逐漸不被使用，雖然它仍沿用於某些
藝術學校。本文使用「藝術」而不使用「美術」一詞，因為前者比較能夠表達創作者從事藝術活動的自由
精神（Lagoutte, 199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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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了 100 多所藝術學院（Pevsner, 1973: 141）
。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便是法蘭西2皇
家繪畫與雕塑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因為它影響近代藝術
體制的形成與發展，其影響的層面涵蓋藝術教育、藝術展覽和藝術評論。法國大革命以
後，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美術學校（É cole des Beaux Arts）以及法
蘭西學術院的美術學院（Académie des Beaux Arts, Institut de France）
，3這時新機構的藝術
家教育方式和聲望跟舊王朝時期並無太大的差別（Pevsner, 1973: 200）
，
「藝術學院」仍然
是藝術家崇敬與追求的理想。然而，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開始發生轉變。
十九世紀「反學院的」（anti-academic）思維對抗學院體制，藝壇百花齊放，多樣的
藝術觀念從學院主義的審美規範之中解放出來。日後，學院主義（academism）或學院藝
術（academic art）一詞便帶有負面的意涵（Goldsten, 1996: 1-3）
。但是，這種具有貶義的
用語並沒有使學院已經建立的意義與藝術教育的連結消失，直到目前為止，培養藝術家
的藝術大學，普遍仍以「藝術學院」
（academy of arts）來稱呼藝術家教育機構（Goldsten,
1996: 6; Pevsner, 1973: 6）
。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歐洲的官方藝術家教育機構的設立源自於十六世紀義大利的佛
羅倫斯，十七世紀在法蘭西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時代達到高峰，十八世紀迅速遍布於整
個歐洲，直到十九世紀湧現反對藝術學院的聲浪。官方藝術學校做為一個體制化的機構，
它的褒貶轉折揭示出藝術家在時代變動之中職業身分的各種面向。
藝術家職業身分的認同與藝術學院的誕生，兩者之間相互影響而呈現出來的軌跡，
也反映出每一個時代藝術家對於社會地位的追求過程。此外，藝術家職身分的認同既涉
及社會地位的追求，也涉及藝術知識的建構以及藝術家知識能力的發展過程。
因此，本文想要釐清與說明：

2 「法國」這個中文指的是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法蘭西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而在這之前的舊
體制與君權政治時期，法蘭西尚未成為現代意義的國家，因此，本文以「法蘭西」稱呼法國大革命以前的
時期，而以「法國」稱呼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時期。
3 法國大革命對王朝體制下的機構有所改革，一七九五年將過去的皇家學院（Academies Royales）改制為法
蘭西學術院（L’Institute de France），並將過去學院教學的職能分開而設置美術學校（L’É cole des Beaux
Arts）。一八一六年路易十八下令將藝術納入學術院體制，亦即納入法蘭西美術學院（Académie des Beaux
Arts）
，這個機構負責監督美術學校，舉辦羅馬獎以及沙龍展覽作品遴選的工作（Monnier, 1995: 45-46, 67-69;
Pevsner, 1973: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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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歐洲藝術家的培養過程中，是甚麼原因導致藝術教育機構的興起？這些機構如
何興起？而且，又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中，藝術家的職業身分認同與藝術家教育發生
密切的關係？
2. 做為現代藝術教育機構的原型，歐洲初期的藝術教育機構如何建構藝術知識？而
這些藝術機構又是如何將藝術知識予以體制化？
3. 歐洲藝術學院體制的演變過程，除了是受到不同時代的歷史條件與社會條件的影
響而發生，是否也是藝術家為了追求創作自主性而展現出來的價值主張？

二、佛羅倫斯手工藝行會的政治與文化
在古代歐洲社會，行會的概念有兩種意義，一種指稱的是玻璃製造與採石工匠的組
織；另一種則是指稱儲存黃金的行會成員。後者涉及的意涵，在中世紀初期並不被基督
教教會所接納，因此這種意涵的行會未能普及。到了十一世紀，由於西歐農業技術的改
善，人口數量的增加，越來越少的人需要依賴土地農作來維生，例如商人和手工藝人，
他們都是不以土地做活的人。這些人口，協助城市的興建，促進各式行會的成立。大約
直到十三世紀，各種類型行會的設立已經相當普遍，例如糕點麵包行會、裁縫行會、製
革行會、屠宰行會等等（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6-7）
。
西元第四世紀以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然而西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
後，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不安的幾百年間，羅馬教皇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並能影響世俗
政權，也就從教會領袖轉變為世俗社會的領導者。行會經濟雖然不屬於封建體制原有的
社會結構，然而神權授予教會統治一切，行會和教會的關係自然而然變得密切。
在信仰的層面，行會得到神聖精神的榮耀與保護，每一種行會都會有相關的聖人做
為庇護聖人（patron saint）
；4而在世俗層面，行會固定慈善捐獻給教會，通常行會成員會
在庇護聖人的節日聚會，參與慶祝活動，並且在這個日子選出行會的領導者。商業行會
敦促國王和領主能夠允許行會建立關於製造和貿易的法律，而行會則必須繳稅給統治者
（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8）
。

4

例如，聖約翰（Saint John）是石匠行會的庇護聖人，聖約瑟（Saint Joseph）是木匠行會的庇護聖人，聖馬
丁（Saint Martin）是清洗織物原料與紡織行會的庇護聖人，聖馬太（Saint Matthew）是錢幣兌換行會的庇
護聖人（Brucker, 1998: 98; 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8）
。

6

文資學報∣第十一期

這些歷史背景，大致說明了行會興起的社會環境，至於行會本身的作用，我們將聚
焦於手工藝行會（craft guild）
，因為，在「藝術家」這個身分意識尚未萌芽以前，畫家、
雕塑家和建築家也屬於手工藝人。因此，手工藝行會也就影響他們的教育和工作型態。
手工藝行會採取師徒制，這個制度將工作與教育結合在一起。師傅（master）是手工
藝人的最高職級，師傅可以開設工作坊，承辦行會委託製作的工作。一般而言，學徒
（apprentice）在青少年時期（從 11 歲到 14 歲）拜師學藝，師傅提供學徒住所、服裝和
食物，通常學徒和師傅的家庭共同生活，協助打理家庭雜務。
學徒以二到七年的時間學習，成為資深學徒或協同學徒（journeyman; companion），
這個階段的學徒可以擁有自己的工具和材料，學藝達到一定程度時也可以承接師傅的部
分工作來賺取薪金。經由師傅的推薦，資深學徒能夠向其他師傅學習手藝技術。最後，
資深學徒必須繳交一件作品，再由行會成員來評價而決定是否讓資深學徒晉升為師傅
（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9）
。
手工藝行會內部有一種互助機制來扶持每一位成員。首先，行會保證固定的收入以
確保成員穩定的生活。除此之外，若有成員死亡，其他成員會協助辦理喪葬事宜，並照
顧亡故者的家庭（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7）。整體看來，手工藝行會的師徒制和互
助機制保護和滿足行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其互助的機制也符合基督教精神，儘管
行會經濟與封建制度背離，前者以產品製作、消費和買賣交易為基礎，而後者則是以土
地所有權、權力分配和農業生產為基礎，但兩者都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影響。
行會經濟伴隨而來的城市發展和新興階級，必然影響原有的政治權力結構，而貴族
的世仇和黨派之爭，免不了波及行會。而在各種行會之中，商業行會（merchant guild）
和手工藝行會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的層面最為明顯（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7）
。因此，
我們進一步想要說明，複雜的政治因素是否影響與如何影響手工藝人的職業身分與教育？
是否正是這個原因，十六世紀下半葉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手工藝人，在行會制度發展成熟
以後，逐漸興起擺脫行會而另行創設學院的想法？
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釐清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行會經濟及其政治作用以及
手工藝行會在這個城市國家（city-state）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歷史課題的重要性，誠如布
克哈特所言：
「在佛羅倫斯的歷史之中，最崇高的政治思想和最珍貴的人類發展形式相互
結合。」
（Burckhardt, 1995: 52）
。
佛羅倫斯這個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它的卓越聲譽來自於它全體人民以銳利的批判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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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精緻地創造出來的城邦精神，這個精神不斷地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形態，同時也不斷
地描述和評論這些改變。因此，它成為近代政治理論、統計科學和歷史書寫的發源地
（Burckhardt, 1995: 52-53）
。受惠於這種獨立的理智和自由的精神，佛羅倫斯也是「藝術
家」這個職業身分和近代「藝術學院」這個教育體制的發源地。
一個文化富饒的國家同時意味著它的經濟繁榮，佛羅倫斯的崛起正是透過它的商業
發展而影響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形貌。從片斷且稀少的文獻看來，中世紀初期，未見義大
利商業活動復甦的跡象，甚至在西元第九世紀，大部份的商人足跡僅僅出現於義大利北
部倫巴底平原的城市，諸如帕維亞（Pavia）
、米蘭（Milan）
、克雷莫納（Cremona）
、皮雅
琴察（Piacenza）和威尼斯（Venice）。直到十一世紀，隨著地中海貿易的活躍，熱那亞
（Genoa）、比薩（Pisa） 那普勒斯（Naples）和阿瑪菲（Amalfi）等沿海城市才開始成
為重要的商業城。也就是說，在第九世紀與十一世紀期間，佛羅倫斯尚未出現明顯的商
業活動，相關文獻提及當時地中海貿易的熱絡景象，幾乎還沒說到佛羅倫斯的參與，一
直要到十二世紀參與比薩抵抗穆斯林海盜的戰爭，佛羅倫斯才開始加入地中海貿易的行
列（Brucker, 1998: 65-67）
。
佛羅倫斯既不臨海也不在平原，它的地理條件並不利於當時的商業發展。位在東側
的亞平寧山系（Apennine Mountains），起伏的山丘雖然是良好的軍事防衛地形，但在當
時卻使貨品運送既費力又耗時。而貫穿城市的阿諾河（Arno）
，並不是海洋和佛羅倫斯之
間的理想航線，人為障礙、沙土沈積以及水流的季節性變化都影響河流的交通（Brucker,
1998: 66-67）。
雖然沒有海岸與平原城市的地理優勢，佛羅倫斯居民還是能夠善用原有的自然資源
來發展經濟。他們利用阿諾河充沛的水量來清洗進口的羊毛原料，然後以複雜的技術加
工製成高級羊毛布料。這個新興行業在十三世紀急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從
鄉村移入佛羅倫斯的人口遽增，而這個行業的相關行會也紛紛設立。
新興的行會包括，羊毛商行會（Arte della Lana）
、羊毛加工行會（Arte di Calimala）、
銀行金融行會（Arte di Cambio）
、律師和公證人行會（Arte di Giudici e Notai）
、精緻紡織
行會（Por Santa Maria）
。這些大型且富裕的行會，影響佛羅倫斯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
最為顯著（Brucker, 1998: 68, 118）
。至於當時佛羅倫斯從事繪畫、雕塑和建築工作的勞動
者，他們被視為工匠，多數以金工匠的技能（goldsmiths）來訓練，沒有建立特定的行會，
而是隸屬於跟工作材料相關的行會，雕塑勞動者參加石材與木材工藝師傅行會（Arte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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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stridi di Pletrae e Legname），繪畫勞動者參加醫生與藥師行會（Arte dei Medici e
Speziali）
（Brucker, 1998: 68, 102；Levey, 1998: 35）
。
自第九世紀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成立以來，義大利半島的政治便處
於教皇政權和世俗政權鬥爭的狀態，兩股勢力各有黨派的支持，因此，十一世紀後期，
出現支持皇帝的吉貝林派（Ghibellines）與支持教皇的貴爾甫派（Guelphs）
。佛羅倫斯的
吉貝林派多數是富裕的商業大家族，貴爾甫派則主要是封建地主和貴族，直到十四世紀，
貴爾甫派又分裂為支持教皇的黑黨與反對教皇的白黨（Brucker, 1998: 32, 117-121; Levey,
1998: 18）
。
新型態的經濟影響了城市發展與社會變動，從鄉村湧入城市的人口變化也造就了城
市自治公社（urban commune）的出現。這是義大利從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最重要的政治
發展，取代了自九世紀加洛琳帝國（Carolingian Empire）解體以來統治義大利半島的傳
統權力，成為北部義大利和部分地區典型的政治組織 （Brucker, 1998: 109）
。十二世紀佛
羅倫斯早期城市自治公社由貴族和少數商人階級組成，成員選出領事（consuls）來治理
城市。市民期待能夠經常參與審議公社領事決議之前的事務，包括公共秩序、軍事外交、
稅務徵收和商業活動管理等等事務。一二○○年，城市自治公社改變各項行政職稱，將
領事改稱為執政總督（Podestà）
（Brucker, 1998: 112）
。
佛羅倫斯吉貝林與貴爾甫之間派系衝突激烈，政權更迭頻繁。從一二五○年到一二
六○年，羊毛相關行業的行會聯合其他行會建立第一人民政府（Primo Popolo）
。在佛羅
倫斯的歷史中，這是首次由貴族以外的市民階級取得城市自治公社的政治主導權（Brucker,
1998: 68, 113, 117）
。行會政治力量持續擴張。一二八二年，除了大型且富裕的上等行會
之外，屠宰、鞋匠、石匠和木匠以及鐵匠之類的中等行會也都各有代表能夠參與政治
（Brucker, 1998: 34-35, 132, 248）
。做為政治機構，這些行會也容納跟行業無關的成員，
例如貴族身分的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加入醫生與藥師行會，以獲得參與政
治的社會身分（Brucker, 1998: 115）
。布克哈特認為，黨派鬥爭造成的政治變化足以說明
佛羅倫斯優越的批判精神（Burckhardt, 1995: 52）
。
這股優越的批判精神同時表現於文化藝術的領域，譬如，行會經濟的政治作用亦表
現在佛羅倫斯建築的輝煌成就中。十三世紀最後的十餘年間，整座城市各處都有大型建
築工程的興建、街道橋樑的鋪設、教堂新建築的擴建。例如，道明會新聖母聖殿（Dominican
Santa Novella）與方濟會聖十字聖殿（Franciscans Santa Croce）的擴建，以及聖若望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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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Baptistery of San Giovanni）外部大理石裝飾。此外，當權的行會政府也委託建造新
建築，例如象徵佛羅倫斯自治精神的首席執政廳（Palzzo dei Priori），也就是後來所稱的
舊宮（Palzzo Vecchio）
（Brucker, 1998: 249）
。
城市翻新工程彰顯了新興階級的權力與市民階級的審美品味，行會透過壟斷與競賽
的方式來支持個別的手工藝人。一四○一年，羊毛加工行會（Arte di Calimala）贊助聖若
望洗禮堂東側青銅門的裝飾工程，邀請吉貝提（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和布魯內萊
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參與競爭。他們兩人提出參與競爭的作品5難分軒
輊，行會 34 位評審裁定由他們兩人共同執行工程。但是，布魯內萊斯基拒絕這個裁定，
於是由吉貝提取得裝飾工程與獲勝的名聲（Jovinelly and Netelkos, 2007: 7; Levey, 1998:
82-83, 117）
。
行會發起的競賽，引起手工藝人之間潛在或公開的競爭，這樣的做法表面上是民主
的，但手工藝人仍需依照贊助人的要求去執行，因而行會的壟斷限制了創新的審美價值
之開展。然而，吉貝提和布魯內萊斯基之間這個競爭，仍然呈現出從中世紀晚期藝術過
渡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一個轉折；因為，無論他們站在哪一種創作立場，這種競爭使
得創作者特別強調自己的個人精神，依照自己的主觀觀點來發展作品特色。也因此，吉
貝提得以將自己的肖像標示在洗禮堂的門口浮雕上面，而跟他處於競爭關係的布魯內萊
斯基，也能拒絕行會裁定，並前往羅馬造訪古代遺址，追尋自己熱中的古典精神。
照道理說，基於行會對建築與裝飾工程的贊助，無論是頗負盛名的師傅或者是默默
無名的工匠，都能夠受惠於行會而維持生活。但是，根據十五世紀的財產清冊（castasto）
顯示，雖然富有的行會和家族透過整個城市的建設計畫來支持大批的工匠，大多數的工
匠仍然非常貧窮（Brucker, 1998: 96）
。
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手工藝工匠個人的職業身分意識的覺醒以及他們困窘
的現實生活，是不是影響他們開始著手創設藝術學院這個新體制的原因？而且，日後佛
羅倫斯的藝術學院（Accademia del Disegno）的設立，是不是就是為了取代手工藝行會制
度？為了釐清這兩個問題，我們詳細說明佛羅倫斯藝術學院的設立緣起。

5

這兩件作品名稱都是《犧牲以撒》（Filippo Brunelleschi, Sacrifice of Isaac, bronze relief, 45 x 38 cm; Lorenzo
Ghiberti, Sacrifice of Isaac, bronze relief, 45 x 38 cm），目前並排展示於佛羅倫斯巴傑羅美術館（Muse
Nazionale del Barg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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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ccademia 與 Disegno：佛羅倫斯藝術學院的詞源及其歷史意
涵
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經這樣比喻：
「事物的名稱象徵了事物的形象，
就好像力量象徵了獅子的身體，尊貴象徵了老鷹的眼睛（Foucault, 1973: 36）
。」在近代
社會，Academy 這個字象徵著學術研究與知識傳遞的場所，但它的定義是如何產生的？
而這個字，又是如何跟藝術發生連結而產生了「藝術學院」這個名詞與機構？我們認為，
Academy 這個字的辭意變遷，應該能夠幫助我們釐清它所蘊含並且持續變化的各種意義
與基本精神。
Academy 源自於古希臘文 Ἀκαδημία，原來指的是雅典西北部的一個地名，柏拉圖曾
在附近講學，雅典人因此將追隨柏拉圖思想的群體稱為 academy，更廣泛的意義則用來指
稱柏拉圖學派（Pevsner, 1973: 1）
。根據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的記載，羅馬共和晚
期的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也曾經將他的鄉間宅邸稱為 academy（Pevsner,
1973: 2）
。於是，academy 被賦予了哲學的精神，或者被用來指稱一種具有知識意涵的物
理空間。
十四世紀以前，義大利人尚未展現出對古代文化強烈而普遍的熱情。這種熱情，必
須以市民生活做為基礎，讓貴族與擁有自治權的市民階級（burgher）從平等的立足點出
發，參與學習文化，創造兼具文化與休閒的社會生活，建立可以展現出文化熱情的社會
條件（Burckhardt, 1995: 114）
。進入十四世紀，正是在這樣社會條件，佛羅倫斯能夠被譽
為文藝復興的搖籃。崛起於行會經濟的梅蒂奇家族，從老柯西莫（Cosimo the Elder; Cosimo
de'Medici, 1389-1464）的時代開始，具體展現出對古代哲學的熱情。
一四三八年與一四三九年間，拜占庭首府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學者阿爾吉羅布洛斯
（Johannes Argyropulos, 1415-1487）曾經前來義大利佛羅倫斯商討教會統一事宜。一四五
九年，老柯西莫再次邀請阿爾吉羅布洛斯前來佛羅倫斯講學，掀起了柏拉圖思想研究的
熱潮，從而 academy 一詞也隨之蔚為風潮（Pevsner, 1973: 1）。日後，阿爾吉羅布洛斯的
弟子費奇諾（Marsilio Ficino, 1433-1499）也同樣受到老柯西莫的敦聘與禮遇，並被贈與
了位在卡雷吉（Careggi）的一座鄉間別墅，讓他做為鼓吹柏拉圖思想的聚會場所，而這
座別墅也就是後人所稱的柏拉圖學院（Accademia Platonica）（Burckhardt, 1995: 139;
Pevsner, 1973: 2-3）。基於這個典故，梅蒂奇家族開創了一個將柏拉圖學派的哲學精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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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知識意義的鄉間別墅空間結合起來的傳統，並賦予 academy 一詞兼具抽象思想與具
體空間的意涵。
這個不具政府色彩的柏拉圖學院，可以沒有拘束地討論問題與研究問題，既散播自
由風氣，也使得 academy 成為時髦字眼，成為博學的象徵，被用來稱呼各種新興的社會
組織，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文化交流的新形式（Pevsner, 1973: 3-4）。這種文化交流的新
形式，造就了優雅高尚的談吐與寫作風氣以及注重哲學精神的生活態度（Pevsner, 1973: 8）
。
逐漸地，這個風氣發展成為教育觀念，而應運而生的佛羅倫斯學院（Accademia Fiorentina）
便是一個典型。日後，學院也從民間的私人組織轉變成為官方的教育機構 （Pevsner, 1973:
6, 11）
。一五四○年，柯西莫一世（Cosimo I de'Medici , 1519-1574）直接介入學院事務，
目的在於強化義大利語以抗衡拉丁語，建立語言法規（Barzman, 2000: 27-28; Pevsner, 1973:
14-15）
。
自從柯西莫一世介入學院事務，academy 開始建立明文規章，規定各項職務的人數及
其遴選辦法，進而透過會議制度與行為準則，規範學院成員（Pevsner, 1973: 13）
。從此，
Academy 已經浮現現代學院觀念的初期輪廓。如今我們提到學院，往往指的就是這種皇
家或官方成立以推動科學或藝術的機構（Pevsner, 1973: 14）
。其中，佛羅倫斯的藝術學院
（Accademia del Disegno）便是一所公立的藝術學校，成為現代藝術學校的原型（Pevsner,
1973: 42）
。
佛羅倫斯這所學院以 disegno 命名為藝術學院（Accademia del Disegno）
，並非只是素
描學院（Academy of Drawing）或設計學院（Academy of Design）
，雖然 disegno 也可以翻
譯為素描和設計。因為，文藝復興時期，disegno 一詞的意涵遠大於素描或設計，具備了
涵蓋整個藝術創作領域的多重意涵。
這個詞彙反映了十六世紀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藝術生產與藝術知識的理論觀點與視野，
並被用來跟手工藝和機械技術做出區別（Barzman, 2000: 145; Goldstein, 1996: 14）
。這時，
藝術已經被理解為一種知識，它的知識形式與學習方法也已涉及其他知識，已經突顯出
獨特的專業條件。因此，Disegno 一詞不但是藝術知識論的建構準則，也是藝術家職業身
分認同的專業象徵。
Disegno 首先意指素描，仍然是藝術創作的基礎。吉貝提在《評論》（Commentarii）
一書中提到，素描（disegno; drawing）是繪畫和雕塑的基本原理（Barzman, 2000: 148）
。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也認為，繪畫就是 disegno；缺少 disegno，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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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都無法成立（Pevsner, 1973: 30）
。米開朗基羅（Michealangelo, 1475-1564）告訴學
徒，不要浪費時間，必須努力描繪（disegno）
，描繪作品、模特兒、自然或想像，disegno
被理解為一種基礎訓練，這是作品完成以前的預備狀態（Barzman, 2000: 145）
。
當時的藝術創作者關於 disegno 的說法，都想證明自己從事的是自由的技術，企圖將
自己從卑微的技術（art）轉變為高尚的藝術（Art）。然而，這樣的企圖單單依靠創作者
是很難實現的，還需要仰賴同時代作家的幫忙。例如，但丁推崇畫家契馬布耶（Cimabue,
1240-1302）和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
，佩托拉特讚頌畫家西蒙尼・馬蒂尼
（Simone Martini, 1285-1344）
（Kultermann, 1993: 5）
。此外，在《神曲》
（Divina Commedia）
一書中，但丁更創造了一個義大利文「藝術家」
（artista）
，稱呼畫家這個職業。他認為藝
術家等同於詩人，因為藝術家能夠描繪美，彰顯神的光輝。雖然對但丁同時代的人來說，
藝術家這個名稱並沒有意義，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仍屬罕見（Pommier, 2008: 24-25）
。
藝術家的職業身分與社會地位必定涉及政治、知識與藝術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柯西
莫一世建立起來的專制政權下，佛羅倫斯學院致力於統一語言規則並提升在地語言的地
位。一五四七年，佛羅倫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瓦基（Benedetto Varchi, 1502-1565）重新討
論 artista 的起源和意義，試圖說明這個詞彙源自於托斯卡尼語言，藉此指出藝術家是從
事智力自由活動的專業人士（Pommier, 2008: 26）。
藝術家這個職業名稱對於這項工作的從業人士的身分與地位之認同發生了初步的作
用，而知識理論的建構也進一步提升了藝術家的地位。佛羅倫斯學院的成員除了討論語
言和文學，連同對視覺藝術產生興趣，他們多數依據亞里斯多德的《詩學》
，反駁柏拉圖
對於詩人或藝術的貶抑，藉此提升詩人的地位同時提升畫家的地位（Barzman, 2000: 146）
。
但瓦基與眾不同，他並不以《詩學》做為提升藝術家地位的核心論點，而是轉向亞里斯
多德的《尼可馬斯倫理學》
（Nicomachaean Ethics）
。在這部書的第六卷，亞里斯多德建立
了人類認知的典範
（the paradigm of human cognition）
，將理智的品格（the intellectual virtue）
區分為普遍的理性（Universal Reason）與特殊的理性（Particular Reason）
（Barzman, 2000:
147），前者涉及永恆的理性知識，又可細分為科學（epistēmē/ science）與智力（nous/
intellect）
，融合科學與智力則能探討形上學、數學以及物理學；後者涉及短暫的感性知識，
只能借助規則探討個別的具體事物，屬於技藝（technē）的領域（傅偉勳，2009：125-126）。
瓦基運用亞里斯多德的典範觀念，將繪畫、雕塑與建築歸類於普遍的理性之範圍，並將
它們提升到科學的位階（Barzman, 2000: 147-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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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藝術學院（Accademia del Disegno）創辦人之一的瓦薩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受到瓦基的影響，綜合柏拉圖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與亞里斯多德的形上
學（Metaphysics）
，闡釋 disegno 的意涵（Williams, 1997: 34）
。在他的定義中，disegno 是
對於掌管整個自然法則的理想形式的領悟與理解（understanding）
（Williams, 1997: 41）
。
他還進一步提出，disegno 結合關於普遍理想形式的知識與技能，將之描繪成為圖像。依
據這個觀點，disegno 一方面涉及感官知覺的知識，另一方面是關於非物質形式的知識
（knowledge of unenmattered form）
，抽象作用最終可以說明現象世界的構成（Barzman,
2000: 149）
。換言之，瓦薩里運用亞里斯多德的認知典範的觀念，陳述 disegno 從具體到
抽象、從感覺到理性的連續過程，將 Disegno 從特殊理性提升到普遍理性（Barzman, 2000:
149-150）
。
政治力量把文學、語言與學院（academy）統合起來，成為佛羅倫斯學院。這個學院，
持續扮演托斯卡尼國家語言統一運動的中心，並致力於以在地語言做為文學和科學的法
定語言。瓦薩里深諳柯西莫一世對於語言的政治考量，他因而企圖以 disegno 做為藝術語
言，使之具備相當於在地語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Barzman, 2000: 27-28）
。因此，我們可
以清楚指出，佛羅倫斯的藝術學院誕生於當時政治、語言和知識交織而成的體制化結構
之中。
在瓦薩里籌設規劃這所藝術學院以前，手工藝相關的行會已經失去重要性，即使十
四世紀畫家、雕塑家和手工藝家組成的宗教慈善團體聖路加公會（Compagnia di S. Luca；
Confraternity of St Luke）也已經解散（Levey, 1998: 63; Pevsner, 1973: 43-44）
。米開朗基羅
的弟子雕刻家蒙托爾索利（Giovanni Angelo Montorsoli, 1507-1563）曾經在聖母領報大殿
（Santissima Annunziata）裡面捐贈一處墓穴，提供做為藝術家的公墓；一五六二年，為
數頗眾的藝術家齊聚這個地點，參加藝術家彭托莫（Jacopo Pontormo, 1494-1557）的葬禮，
瓦薩里藉此場合向與會者宣佈藝術學院即將成立的計畫（Barzman, 2000: 24; Pevsner, 1973:
44）
。彭托莫葬禮之後的數月，六位長期得到宮廷贊助的藝術家6共同起草學院規章，一五
六三年一月十三日，獲得柯西莫一世的核准，成立佛羅倫斯藝術學院。學院成員的工作
重點就是 disegno，從事觀念的探索與表達，而學院的主要任務就是傳授 disegno（Barzman,
2000: 29; Pevsner, 1973: 45-47）
。雖然這六位藝術家都聲稱自己是改革者，但事實上他們

6

這六位藝術家分別如下：Montorsoli （1507-63）
、Agnolo Bronzino （1502-72）
、Francesco da Sangallo 1494-I
576）
、Michele di Ridolfo Ghirlandaio Tosini （1503-77）
、Pier Francesco di lacopo di Sandro Foschi （1502-67）、
GiorgioVasari （1511-74）（Barzman, 2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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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宮廷藝術家，他們的地位和職權都來自於柯西莫一世，受惠於統治者的資源分配；
從社會關係來說，藝術家和統治者之間有著不對等的相互依存關係，因此，藝術學院這
個新機構的建立並不代表藝術家已經擁有自主權，他們仍然從屬於贊助者的政治力量
（Barzman, 2000: 32）
。
文化政治可以說是柯西莫一世的治理術，既可以公開展示他的威權，也可以做為建
構和維護國家文化認同的方法（Barzman, 2000: 24）
。隨著柯西莫一世的殞落，一五七○
年代以後，佛羅倫斯藝術學院也隨之沈寂沒落，而手工藝行會制度卻依然存在。但是，
藝術學院這個機構與制度並沒有因此消失，它日後卻在十七世紀的六○年代出現在阿爾
卑斯山脈以北的法蘭西，形成一個歷史更為久遠的藝術教育體制。

四、義大利藝術學院體制的法蘭西轉型
十一世紀，當行會在歐洲開始興起時，法蘭西的商業行會比手工藝行會更早出現。
十三世紀，法蘭西的卡佩王朝時期（les Capétiens）
，史稱聖路易（Saint Louis）的路易九
世（Louis IX of France, 1214-1270）任命的巴黎行政官（le prevôt de Paris）艾廷・布瓦洛
（É tienne Boileau）於一二六○年代開始編撰《職業法規》
（Livre des métiers），針對行會
進行登錄與管理。一三九一年頒布的相關法令明文規定，手工藝行會採取三級制，由高
至低，分別為師傅（mâitre）
、資深學徒（compagnon）
、學徒（apprenti）
（Schnapper, 2004:
21-22）
。
西歐其他地方的手工藝行會制度大致相仿，學徒完成學習階段必須繳交一件作品，
由行會決定是否能夠授予師傅證書（lettres de maîtrise）
。從事繪畫與雕塑的勞動者屬於地
位較低的機械技術，即使取得師傅資格仍然無法改變這樣的社會位階。然而，畫家和雕
塑家一旦獲得皇室授予的特許証（charter）進入宮廷服務，他們便能夠獲得特別的待遇。
這個特許的職位首次在一三○四年出現於法蘭西，以「皇室侍從」
（valet de chambre）一
職聘任畫家和雕塑家（Warnke, 1993: 5; Schnapper, 2004: 116）
。
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宮廷畫家擁有特權，不必按照行會規定繳稅，並享有名聲，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喬托。他最初的聲望得自那普勒斯宮廷給予的特權，卻傳遍義大利各
地，特別是在佛羅倫斯，讓他既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得到城市公民的敬重（Warnke, 1993:
8）
。宮廷的禮遇將藝術家的名氣帶向國際舞臺，也將他們的創作風格傳播到其他地方：
喬托以及他同時代畫家風格和名氣便是因此能夠跨越阿爾卑斯山脈，到達北方，影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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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日後山脈以北的藝術風格也是因此同樣影響了南方的義大利。在路易九世的胞弟
查理一世（Charles of Anjou）統治義大利南部的那普勒斯王國（Kingdom of Naples）時期
（Warnke, 1993: 6）
，宮廷的藝術活動開始將義大利和法蘭西連結了起來。
十五世紀，義大利城市日益繁榮，中產階級崛起，新興的富裕景象與生活方式激發
了法蘭西君王的目光與野心，讓他們曾經想要征服義大利（Miquel, 2001: 135-140）
。但是，
華洛瓦王朝（les Valois）在軍事活動未能實現這個願望之後便決定改弦易轍，積極透過
藝術贊助和皇室聯姻，汲取義大利的藝術經驗，為法蘭西的藝術之道鋪設了最初的基石。
首先，法蘭斯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邀請義大利藝術家前來建造與裝飾楓丹白
露宮，7並創設國王首席畫家（le Premier Peintre du Roi ）一職，授予優渥的酬勞（Schnapper,
2004: 32, 116）
。爾後，亨利二世（Henri II, 1519-1559）與梅蒂奇家族的凱特琳・德・梅
蒂奇（Catherine de Médici, 1519-1589）締結婚姻；這位曾經在佛羅倫斯吸收豐富文藝復
興藝術養分的法蘭西皇后，將梅蒂奇家族熱愛藝術的傳統帶來法蘭西宮廷；一五六四年，
開始建造杜樂麗宮（le Palais des Tuileries）
（Ballon, 1991: 19）
，並將羅浮宮從原本的軍事
城堡轉變為皇室宮殿。
凱特琳的長子查理十世（Charles IX）登上王位之後，提出將羅浮宮方形院（la Cour
Carrée）和杜樂麗宮連結起來的計畫。一五六六年，他在方形院西南側往塞納河方向建造
小長廊（la Petite Galerie）
，即目前羅浮宮博物館的阿波羅畫廊（la Galerie d'Apollon）
。藝
術史家洛瑞（Bates Lowry）認為，這個計畫應該是受到凱特琳家鄉的啟發，因為柯西莫
一世也曾經提出要將烏菲茲（Uffizi）和佩提宮（Pitti Palaces）連結起來的計畫，並在一
五六五年交付瓦薩里負責設計建造（Ballon, 1991: 19）。但是，法蘭西皇室這個計畫，卻
因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衝突日漸激烈，面臨宗教戰爭（Guerres de Religion）的持
續動盪，只好擱置，直到波旁王朝（les Bourbones）的亨利四世（Henri IX, 1572-1610）
才得以完成。從這個計畫的提出與完成，我們可已清楚看出，法蘭西正在引進義大利的
藝術經驗。
義大利藝術經驗對於法蘭西皇室的影響，持續在波旁王朝時期發生作用。亨利四世
第二任妻子瑪麗・德・梅蒂奇（Marie de Médici, 1575-1642）也是來自梅蒂奇家族。這位
皇后應該是受到祖父柯西莫一世文化政治的薰陶，善用藝術圖像樹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

7

這些義大利藝術家分別為：Andrea del Sarto（1486-1530）
、Rosso Fioremtino（1495-1540）、Francesco
Primaticcio（1504-1570）、Nicolo dell’Abate（151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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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威性。著名的案例就是，她主張興建盧森堡宮（Palais du Luxembourg）
，並邀請法蘭
德斯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完成總計 24 件巨型油畫，一方面裝飾盧
森堡宮的廳室牆面，8另一方面卻是套用古代寓言，描繪與頌揚她自己和亨利四世的豐功
偉業。同樣的，亨利四世的大巴黎計畫中藝術建設也是輝煌奪目，在他被刺身亡之前，
他也曾經大規模地將巴黎改造為文化與外交活動的首都：一五九五年，羅浮宮開始興建
大長廊（la Grande Galerie）
；一六○八年，繼而將大長廊東側廳室提供給皇室藝術家做為
居所與工作室（Ballon, 1991: 27, 47; Schnapper, 2004: 28-29; Richefort, 1998: 23）
。
義大利藝術經驗對於法蘭西的影響，與其說是文化移植，毋寧說是刺激啟發，更可
以說是融合轉化（Miquel, 2001: 154）
。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繼承並發揚這項傳統，他站
在過去歷代國王建立的基礎上，透過絕對王權，轉化地創造了具有法蘭西民族精神的藝
術風格。在這個轉化創造的過程中，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並
且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我們曾經說明，
「學院」
（academy）一詞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已經成為知識權威
的象徵，而梅蒂奇家族柯西莫一世也曾運用這個象徵提升和統一語言。相同的思維邏輯，
當這個藝術經驗越過阿爾卑斯山山脈進入法蘭西，這個山脈北方的民族也是結合專制政
治與學院制度為一體，運用於藝術體制，鞏固法蘭西的民族認同。
相較於義大利，法蘭西皇室更為積極強勢。路易十四的父親路易十三在紅衣主教李
希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624-1642）的輔政下，早在一六三四年就已創立了法蘭西學
院（Académie Française）
，制定語言、文學和戲劇的規範與標準。它的基本信條即是學術
與文藝都要有標準、有法則並且要服從權威（朱光潛，2013：192）。最初，中央集權的
力量作用於語言和文學，而在路易十四的時代，則又擴張到繪畫、雕塑、音樂、舞蹈、
建築。9但值得注意的是，學院機構與制度的建立並沒有讓法蘭西停止前往義大利汲取古
典經驗。一六四八年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成立之後，一六六六年法蘭西皇室又在
羅馬設立羅馬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de France à Rome），提供年輕的皇家藝術家汲取
古代藝術精華以及當時義大利的藝術潮流。

8
9

這 24 件作品目前展示於羅浮宮博物館北翼的李希留廳（Aile Richelieu）二樓 18 號展廳。
一六六一年設立皇家舞蹈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e Danse），一六六三年設立皇家銘文與文學院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一六六六年設立皇家科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一六六九年設立皇家音樂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以及一六七一年設立皇家建築
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Architecture）（Pevsner, 1973: 89）。

劉碧旭∣歐洲藝術學院體制的誕生

17

歷來北方藝術家無論是皇室藝術家或行會藝術家，一直就有前往義大利學習的風氣
與傳統。甚至，一五六三年佛羅倫斯藝術學院成立之後，聲名遠播，即使已有地位的威
尼斯藝術家10也曾聯名寫信要求成為學院成員（Pevsner, 1973: 49）。雖然佛羅倫斯藝術學
院從一五七○年代之後便已沈寂，這種藝術教育體制的風潮並未持續發展，但是它的創
始成員之一祖卡里（Federigo Zuccari, 1539-1609）卻帶著藝術學院的理想初衷與改革理念
來到羅馬，一五九三年得到紅衣主教費德里戈・波羅梅奧（Federigo Borromeo）大力支
持，以聖路加公會做為基礎，成立了聖路加學院（Accademia di S. Luca）
（Pevsner, 1973:
59-60）
。而日後，這個以學院做為名稱的行會，卻跟法蘭西畫家之間發生了深厚的淵源，
並且影響了法蘭西藝術學院制度的開展。例如，法蘭西皇室畫家西蒙・弗埃（Simon Vouet,
1590-1649）曾於一六二四年至一六二七年間前往羅馬遊學，這個期間他曾經獲選為聖路
加學院的院長（Allen, 2003: 90）
；弗埃同時代另一位長期居住羅馬的法蘭西的畫家尼可拉
・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也在一六五八年被提名為院長；此外，曾任羅馬法
蘭西學院首任院長的夏爾．艾哈（Charles Errard,1606-1689）也在一六七二年出任該院院
長（Pevsner, 1973: 66）
。
這些紀錄固然說明了法蘭西與義大利在政治、文化和藝術的層面曾經發生深厚的淵
源，但是由於年代已久，歷史研究目前並無確切的史料與文獻可以釐清當時義大利藝術
學院移植到法蘭西的詳細過程。但是，我們可以確定，法蘭西的繪畫與雕塑的勞動者也
曾面臨佛羅倫斯這類勞動者曾經發生的身分認同的問題，他們都想證明自己的創作實踐
是自由的藝術。只不過，藝術家身分認同的問題在法蘭西卻是處於更為複雜的政治鬥爭
之中。
自從法蘭西國王設置皇室畫家的職稱以來，便已經造成這種享有特權的畫家與手工
藝行會之間的嫌隙。手工藝行會的師徒制度向來符合當時社會的法律，行會學徒完成學
習階段，必須繳交一件作品並經由審查之後始能獲得師傅執照，行會授予師傅執照也需
經過巴黎法院（le Châtelet）的認證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法蘭西國王授予皇室畫家特
權，他們不必遵守行會規定，不必繳稅，甚至無須繳交取得師傅認證的作品。一六四三
年，紅衣主教李希留學生馬扎漢（Mazarin, 1602-1661）擔任首相，輔佐年僅四歲的路易
十四，當時法蘭西戰事不斷，國庫空蕩，他為了開拓財源，於是提高稅賦，這個舉動引
起百姓不滿（Miquel, 2001: 198）
，也導致長期行會對於皇室畫家特權的不滿一併爆發。

10

這些藝術家有：Titian, Tintoretto, Palladio, Giuseppe, Salviati, Danese Cattaneo, Zelotti

18

文資學報∣第十一期

稅務問題使最高法院（le Parlement）和國王之間的權力鬥爭浮上檯面。最高法院是
卡佩王朝菲力四世（Philippe IV le Bel, 1268-1314）時期設計的行政組織之中的一個機構，
法官由國王任命。然而，亨利四世時期，財政大臣蘇利（duck de Sully, 1559-1641）為了
開闢新的財源，針對擔任司法或財政職務的王室官員徵收「官職稅」（la Paulette），遂使
這些官職成為買賣，資產階級或小貴族可以藉由買官而取得權力，並透過權力維護行會
的利益（Miquel, 2001: 106, 183, 206）
。馬扎漢提高各種稅賦之中的一項便是擴大官職稅
的徵收，要求王室官員必須預付四年的保證金，巴黎最高法院（le Parlement de Paris）反
對這種課稅制度，因而在一六四八年爆發了歷史記載的投石黨亂（la Fronde）
（Miquel, 2001:
198-199）
。11
投石黨亂爆發的前幾年，行會便已展開攻擊行動。一六四五年行會師傅翁托安・德
・鐵希安（Antoine de Thérine）授予羅宏・勒維斯克（Laurent Levesque）和尼可拉．貝
洛特（Nicolas Bellot）兩位畫家師傅文憑，但這項資格與認證卻被巴黎法院撤銷。法院向
來與行會關係親近，因此法院撤銷兩位畫家的師傅認證的舉動突顯了行會對於皇室的攻
擊態度，因為這兩位畫家同時兼具皇室畫家的身分而造成行會的敵意（Schnapper, 2004:
119）。一六四六年，行會師傅更進一步要求法院限縮皇室畫家的人數，並限制他們不得
承接私人贊助與教會委託（Pevsner, 1973: 83）
。這些事件可以說明，行會師傅對於皇室畫
家的攻擊應該是促使皇室勢力積極籌設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得以成立的另一個原因，則是當時地位日益提高
的畫家和雕塑家已經無法忍受他們自己的身分跟手工藝人的身分混淆在一起（Schnapper,
2004: 123）
。就如同一五六三年佛羅倫斯藝術學院成立的時候，瓦薩里參照佛羅倫斯學院
的模式，也是想要借助官方力量建立一個新的藝術機構，轉變長期以來畫家、雕塑家和
建築家低下卑微的社會地位，從機械的技術提升為自由的藝術。

五、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藝術與政治
法蘭西皇家藝術學院受到義大利影響，畫家夏爾．勒．布漢（Charles Le Brun,
1619-1690）的影響極鉅。
夏爾．勒．布漢曾經在西蒙．弗埃的工作坊短暫學習，而後因為掌璽大臣賽居耶

11

高等法院的法官、大領主、農民和下層人民對執政者新稅制不滿而進行的反抗行動（Miquel, 2001: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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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lier Séguier）的青睞而得到獎助金，一六四四年前往羅馬遊歷與學習（Allen, 2003:
126-127）
。在羅馬的這段期間，他與普桑往來密切，同時獲得教皇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
VIII）的授權而能夠親眼看到教皇藏品並臨摹古代傑作與文藝復興大師原作（Richefort,
1998: 43-44）
。羅馬的藝術經驗影響勒．布漢的創作，而羅馬的藝術學院也引他起加入跟
行會對立的行列。由於聖路加學院在教皇烏爾班八世的改革之下，重建了藝術學院高於
低階手工藝的優勢。各種因緣際會，他在一六四六年返回巴黎時，隨即加入皇家繪畫與
雕塑學院的籌設計畫（Schnapper, 2004: 122）
。
這個籌設計畫以皇室藝術家為核心， 12 並由一位有影響力及有品味的國家參事
（conseillier d’É tat）馬丁．德．夏莫瓦（Martin de Charmois）負責執行（Pevsner, 1973: 83;
Richefort, 1998: 229; Schnapper, 2004: 123）
。一六四八年一月二○日德．夏莫瓦向年輕的
國王路易十四呈交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設立請願書，獲得攝政母后與馬扎漢允諾，二月
一日舉行成立大會（Pevsner, 1973: 85）
。然而，五月爆發投石黨亂，攝政母后帶著年幼的
國王離開巴黎避難，直到一六五二年投石黨亂平息，國王才返回巴黎（Miquel, 2001: 201）
，
導致剛成立的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難以發展，但也是這場投石黨亂造成路易十四採取專
制主義並採取積極干預的態度涉足藝術領域，從而使得此一學院成為一個彰顯專制政權
的藝術機構。
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甫一成立，站在對抗立場的行會師傅以西蒙．弗埃為首也開辦
了一所名為巴黎聖路加學院（l’Académie de St Luc），13但其實它是一個以學院為名的行
會（Pevsner, 1973: 86）
。行會師傅們意識到 academy 字詞的效用，但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
則將 academy 一詞的效用與藝術教育真正結合起來，也就是學院等同於自由的藝術。因
此，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強調以建築、幾何、透視、數理、解剖、天文和歷史等知識作
為學院的藝術家教育之核心課程（Pevsner, 1973: 84）
。
一六六一年馬扎漢去世，已經成年的路易十四開始掌權。投石黨亂而離開巴黎的避
難經驗，讓這位國王認識到權力分散對王權的威脅，於是他獨攬大權統治一切。對內，
他重整政治勢力，收編貴族，把他們變成侍從，鞏固教會結構，以君權神授說合理化絕
核心成員有：Jacques Sarazin, Juste d’Egmont, Michel Corneille, Louis Testelin, Henri Testelin, Charles Le Brun,
François Perrier, Sébastien Bourdon, Charles Beaubrun, Henri Beaubrun, Laurent de La Hyre, Gérard Van Opstal,
Simon Guillain, Les miniaturists Hanse et Louis I Du Guernier, Chares Errard, Simon Guillain, Eustache Le
Sueur（Schnapper, 2004: 123-126）
。
13 聖路加的義大利文是 S. Luca 而法文是 St. Luc。為了避免跟一五九三年羅馬設立的聖路加學院（Accademia
di S. Luca）混淆，本文在此翻譯為巴黎聖路加學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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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君權的統治。對外，他建立現代化軍隊，樹立國威，提升工藝生產，拓展海外貿易（Miquel,
2001: 205-215）
。他採行的政策，無論對內或者對外，都明確運用藝術，具體形象化他的
政績。而這個治理方法的構想與執行的靈魂人物則是皇室要臣柯爾貝（Jean-Batiste Colbert,
1619-1683）
。
柯爾貝原來擔任馬扎漢的財務總管，一六六一年受命擔任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同
時擔任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副院公（Vice-Protector）
（Miquel, 2001: 207; Schnapper, 2004:
142）
。他採行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鼓勵手工藝生產，促進國內經濟和海外貿易，透過
嚴謹精巧的財務政策，逆轉過去惡劣的財政狀態，並將經濟與財務治理的方法落實到學
院經營，使其體制化。對柯爾貝而言，藝術之所以有用，因為它能為國王增添光彩（Burke,
1992: 49）
。體制化的過程需要誘因來實現，於是他頒佈法令，賦予學院成員權威性的頭
銜；一六六三年，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修訂章程，賦予該學院成員和法蘭西學院四十位
具備不朽者（les immortels）14尊榮的院士享有同等權利（Pevsner, 1973: 87）
。這項優越地
位，使繪畫與雕塑完全擺脫了長期以來階層分類的固有模式，它們不再被視為機械的技
術，而被提升為自由的藝術和高尚的藝術。
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的生產與教學必須符合柯爾貝的政治目標，學院的入選作品收
為皇室的典藏，樹立法蘭西藝術典範。除了基礎的素描教學，學院必須舉辦幾何學、透
視學和解剖學的講座（Pevsner, 1973: 92）
。此外，學院必須於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
討論會（les conférences）
，針對藝術作品進行討論和評價。一六六七年，皇家編年史官菲
利比安（André Félibien）主辦第一次學院討論會，將論文集編輯成書並撰寫序文，序文
中他聲明：
「討論會的目的是為了教導年輕人朝向繪畫藝術，因此有必要將他們的作品展
示於造詣更高的前輩面前，進行公開討論，去理解如何讓作品達到完美境地。討論會上，
每一個人都能自由說出對於作品的感受，審視一個主題的所有成分。透過不同的意見，
可以發現更多可以成為規律和準則的事物。」
（Mérot, 2003: 47）當時在序文中，菲利比
安也強調過去已經存在的繪畫「門類階級」制度（l’hiérachie des genres）的權威性，強調
歷史畫的優越性，認為這個門類階級制度是透過論證、理論與實踐而建立，能夠具體實
現藝術的完美（Mérot, 2003: 44, 51）
。這個論點，把再現國王英勇事蹟的繪畫和雕塑推上
一個極致的巔峰，它既榮耀了國王，也成就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柯爾貝建立公開集會的制度，讓學院能夠持續呈現官方藝術的實踐，同時對藝術進

14

「不朽者」這個詞採用朱光潛的中譯（朱光潛，201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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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監督和控管（Crow, 1985: 33）。學院另一個公開集會的制度則是展覽。15這兩種制度最
終目的，便是為了建構理論，確立法則。柯爾貝主政期間，藝術理論成果豐碩，菲雅．
德．尚布黑（Fréart de Chambray）於一六六二年發表《完美繪畫的理念》
（Idée de la Perfection
de la Peinture），菲利比安於一六六六年發表《論古代和現代卓越畫家生平與作品》
（Entretiens sur les vies et sur les ouvrages des plus excellents peintres anciens et modernes）
，
德．菲努瓦（Charles-Alphonse Du Fresnoy）的拉丁文詩篇《論畫藝》（De arte graphica）
於一六六七年由德．皮樂（Roger de Piles）翻譯成法文出版（Fontaine, 1909: 17），貝洛
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於一六七二年發表《現代畫家和雕塑家生平》
（Vite de’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i moderni）獻給柯爾貝。這些著作的主要精神是在延續義大利文藝復興
時期藝術的理論，並進一步延伸於個別藝術家作品的討論，而這些理論觀點也會成為學
院討論會（Conférence）針對藝術作品進行解析與評價的依據或參考（Pevsner, 1973: 93）。
16

一六六七年的討論會，學院提出九篇論文， 這個時期的理論強調理性思維，特別是
普桑的繪畫觀點。法國藝術理論史家封登（André Fontaine）在《法國的藝術理論》一書
曾經詳細詮釋普桑的理性觀念，他說對於普桑而言：
「理性，就是批判的意識，就是哲學
17

的精神，它不是著重於表象，而是致力於穿透現實」
。 理性（la raison）就是邏輯（la logique）
、
清晰（la clarté）和良知（le bon sens）的同義詞（Fontaine, 1909: 11）
，而在繪畫的工作中，
素描（線條）是實踐理性的首要技法，而色彩則只是不完善的感官愉悅。從一六七一年
到一六七七年的討論會，開始出現關於色彩的作用之不同觀點與主張，於是學院內部形
成兩派論點，一派支持線條，另一派則支持色彩，也就是史稱的「線條與色彩之爭」
（La
querelle du coloris）
。
誠如菲利比安對於討論會的闡釋：
「透過不同的意見，可以發現更多可以成為規律和
準則的事物。」
（Mérot, 2003: 47）學院內部的爭論同時也創造出新的理論，而建構理論

一六六三年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修訂章程，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學院每年應集合會員展示其作品，一六
六七年學院首次舉行展覽，一七二五年以後的展覽固定在羅浮宮的「方形沙龍」
（Salon Carré）舉行，從此
「沙龍展」
（Le Salon）成為學院展覽的專有名稱。這個官辦的展覽攸關藝術家的聲譽，即使在法國大革命
以後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被廢除，「沙龍展」依然是藝術家的藝術聖殿（Crow, 1985; Lemaire, 2004；劉碧
旭，2015）
16 四篇討論普桑的作品，兩篇討論拉斐爾的作品，一篇討論古代雕塑拉奧孔（Laocoon）
，一篇討論提香（Titien）
的作品，一篇討論委羅內塞（Véronèse）。
17 原文：la raison, c’est le sens critique, l’esprit philosophique qui ne s’en tient pas aux apparences, mais fait effort
pour pénétrer la réalité. 出自封登
（André Fontaine）
《法國的藝術理論》
（Les Doctrines d’Art en France: Peintres,
Amateurs, Critiques, De Poussin à Diderot）, Paris: H. Laurens, 1909, p.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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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項工作也明顯地區隔了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和行會之間的差異。但是，學院紀律和
知識生產隨著柯爾貝的辭世開始鬆懈，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學院的另一種公開集會「沙
龍展」
（le Salon）又掀起一波改革學院的聲浪，這一次藝術知識的生產從學院內部到學院
外部，因而刺激藝術評論的興起。18
總而言之，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綜合了十六世紀下半葉佛羅倫斯藝術學院和
羅馬聖路加學院的架構而成立，它雖然不是藝術學院的發明者，但卻是使藝術學院制度
趨於完備的奠基者。義大利的藝術學院成立不久便倒退為臨時性與半私人性的學校
（Pevsner, 1973: 96）
，而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則是透過章程和法律建立學院組織，
透過基礎教學講座和討論會落實藝術家教育，讓各種藝術理論的建構與藝術潮流之間發
生交互作用，從而以公開的展覽活動，呈現法蘭西民族文化和藝術家的身分認同。雖然
這個藝術學院體制化的初期曾經經歷專制政治而奠定基礎，但是它整個體制的系統化所
建立的模式，卻成為近代西方國家藝術學院設立的原型。

六﹑結語：藝術學院體制的回顧與前瞻
自從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成為藝術教育機構的原型，歐洲國家紛紛成立藝術
學院。一六九七年，普魯士成立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一七○五年，奧
地利成立維也納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Wien）
；一七五二年，西班牙成
立馬德里費南多藝術學院（Academia de S. Fernando）
；一七五五年，那普勒斯皇家藝術學
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Napoli）成立；一七五六年；威尼斯藝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w Arti di Venezia）成立；一七七六年，米蘭藝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w Arti di Brera）
成立。直到一七九○年，歐洲各地已經設立了 100 多家公立藝術學院（Pevsner, 1973: 119,
122, 141, 142）
。
然而，在歐洲國家熱中成立官方藝術學院的時代潮流中，仍然出現許多不同於學院
體制的現象與藝術思潮。首先，縱使官方藝術學院的設立已勢不可擋，許多學院藝術家

18

一七四七年德．聖彥（La Font de Saint-Yenne）發表一篇名為《法國繪畫幾個導因的反省》
（Réflexions sur
quelques causes de l’état present de la peinture en France）諷刺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因而惹惱學院藝術家。
啟蒙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於一七五九年到一七八一年之間針對沙龍展與作品撰寫評
論。德．聖彥和狄德羅並非體制內的成員，他們都是從學院外部對沙龍展提出批評，日後被視為藝術評論
的興起（Crow, 1985；Lemaire, 2004；劉碧旭，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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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布雪（François Boucher）
、提耶波羅（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和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他們開設的私人工作室的藝術家訓練方法仍然類似於中世紀的工作坊（Pevsner,
1973: 216）
。這個現象顯示，藝術學院體制仍然無法完全壟斷與限制藝術家培養與發揮創
造力的社會條件。至於藝術思潮方面，正值官方藝術學院體制日漸普及的同時，歐洲浪
漫主義思潮也正興起，強調天才與靈感，標榜主觀的個人主義。於是，當時將情感與想
像力視為核心藝術創造力的浪漫主義藝術家，便站到標榜理性主義的藝術學院的對立面。
不同於學院藝術家追求身分認同，他們追求藝術創作的自主性，強調藝術創造力的自由。
進一步，在現代國家朝向民主制度發展的過程中，藝術學院體制也開始被賦予公共藝術
教育的角色與功能，而君主政治時期的藝術學院體制也已受到挑戰。新時代的新觀念與
新價值在在都衝擊著它的定義與價值，因此，透過歷史脈絡理解它的原型與演變，便同
時兼具回顧與前瞻的意義。
就回顧的意義而言，在歐洲藝術學院體制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首先看到從中世紀手
工藝行會邁向官方藝術學院的艱難步履，從而在另一個時代我們又看到反對藝術學院體
制的新興思潮。後浪試圖覆蓋前浪。這個過程可以說明，每一個時代藝術家都會因為不
同的社會條件而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實踐，有的時候既要提出身分認同的主張，有的時候
也要強調藝術創作的自主性。
最初，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之所以想要擺脫手工藝行會，便是為了將自己的社會
位階從機械的技術提升為自由的技術。當時，城市的興起以及新興經濟條件鼓舞了被視
為手工藝勞動者的階級產生了身分意識，並積極追求身分認同。換言之，這是一個從技
術（art）轉變成藝術（Art）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之中，十六世紀的義大利佛羅倫斯結合
accademy 和 disegno 兩個詞彙的意涵與知識力量，並憑藉著結合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
知識論，建構出佛羅倫斯藝術知識的壯闊視野，並以此為基礎規劃佛羅倫斯藝術學院
（Accademia del Disegno）的藍圖。
這個藍圖，一個世紀之後，跨越了阿爾卑斯山脈，進入法蘭西的土地上，展現出一
方面繼承而另一方面改造的格局。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L’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在投石黨亂與財力貧乏的困境中誕生，並且在皇室與重臣的強勢
政治力之下，隨著文化政治的方向成長，既積極建立語言與藝術的秩序，也積極鞏固法
蘭西皇室的權力。因此，公開討論會（les conférences）與沙龍展（le Salon）這些學院定
期活動，一方面是在建構法蘭西民族的藝術理論觀點，另一方面也是在宣揚法蘭西皇室
的君主專制體制。不可諱言的，也正因此，在法蘭西藝術家追求身分認同的過程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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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為錯縱複雜的社會條件的影響。即使法國大革命以後，歐洲國家也陸陸續續朝向現
代國家發展，而它們的藝術學院也都轉變成為公共的教育機構，然而，這種從專制時代
建立起來的藝術學院體制卻一直延續下來，並且成為許多現代國家藝術學院的原型，甚
至影響亞洲國家例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與民國初期中國的美術學校的發展脈絡。
就前瞻的意義而言，時至今日，藝術學院的體制固然為藝術家的身分認同做出不可
抹煞的貢獻，也確實為藝術家養成教育提供基本的教學環境與資源，但是它卻也已經成
為一個逐漸受到國家政治體制支配的機構，甚至也已面臨反省力與創造力的危機。因此，
我們認為，這項針對歐洲藝術學院體制進行的溯源探討，可以提供明確的歷史線索，幫
助我們進行多層次的反思：第一，幫助我們回到每一個時代的歷史脈絡中，重新理解人
類藝術活動的發展過程中，藝術學院創立初期的動機與目的；第二，幫助我們釐清它曾
經經歷的各個不同時代的社會條件，理解它發生演變的原因與過程，及其發展出來的機
構組織與藝術知識；第三，幫助我們更加準確認識與評量它在當代社會表現出來的觀念
與行動，並且依據藝術專業的判斷，為它找尋修正與創新改造的方向。如此，我們也就
會發現，以回顧做為基礎的前瞻，才不會是盲目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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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issance of European Academic Institution of Art
Liu, Pi-Hsu*

ABSTRACT
The academy of art in European countries is an institution resulting fro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considered as prototype of academies of art in Occidental world.
At the beginning, art is craftsmanship based on apprenticeship, consolidated by guild. But, since
1563, Accademia del Disegno was built by Florentine Medici family in Italy, academy replaces
guild as powerful institution. Encouraged by Italian academy, French emperors of Bourbon family
established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in 1648. As an institution supported
systematically by royal authority, its influence continues after French Revolution, even leads future
development of Occidental academies in coming era.
This research, takes historical-contextual analysis as method, retraces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academies of art in Italy and France, and follows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s of art knowledge and culture politics. This research contains six sections.
The first, Introduction, expli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y of art as a result of artist status
identity. The secon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Florentine craftsmanship guild, explicate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craftsmanship guild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academy. The thir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Accademia and Disegno, explicates the origin and spirit of Italian
academic institution. The fourth, The French Transformation of Italian academic institution,
explic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invention of French royal academy. The fifth,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and et Sculpture, explicates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e
politics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rt knowledge. The sixth, Conclusion, expl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reflective study of academy of art.
This research looks towards three aims. Firstly it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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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e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Secondly it aim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tist status
identity and the autonomy of creativity. Thirdly it aims to rediscover the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spirit
of academic institution of art.
Keywords: academy of art, Accademia del Disegno,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
art knowledge, cultur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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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如戰地：台灣營造業工殤碑的歷史
敘事與集體記憶*
顧玉玲**

摘要
本文聚焦在營造業工殤碑的歷史探究，這些散落在公路、水庫、大樓、隧道、車站
或隱或現的紀念碑，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來台、解嚴後三個時期，在政治經濟
結構的轉變脈絡中，有什麼不同的呈現？台灣現代營造業逾百年的歷史，在政權轉換時
都與軍事建構緊密相連，從殖民時期募集軍夫的包商、到戰後大批榮民組成的榮工處，
戰役與勞役有延續性，公共工程的工殤碑所呈現的歷史敘事也多是禮讚犧牲，少有反思
勞安。
解嚴後設立的工殤碑，在資本與勞力全球化，政治鬆動與民間社運興起，是否有別
於過往的歷史敘事？本研究從歷史文獻的爬梳、實地探墈後的碑文分析，探討解嚴至今
三十年的建碑脈絡，並依勞、資、政三方角力的結構，初步區分為傳承型、政治型、參
與型三種工殤碑模式，分析當代工殤碑再現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工殤碑、營造業、職業災害、集體記憶、歷史敘事

收稿日期：2017.03.25；通過日期：2018.01.30。
本文所列之工殤碑相片，皆為作者於 2016-2017 年間多次至現場探墈拍攝。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督促本文大幅修改，更聚焦於解嚴後工殤碑的史料收整。
**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研究所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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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記憶與失憶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台北捷運通車二十週年了！
隨著台北捷運行駛長度增至 131.1 公里，每日搭乘人次突破二百萬，營運利潤創新高，
二十歲的台北捷運慶祝成年禮，也推出一連串紀念活動、音樂會，販售紀念卡、紀念幣、
紀念章，舉行「轉動幸運城市特展」
，回顧捷運與台北市民共同走過的歷史記憶，強力召
喚社會對捷運的集體認同：
「捷運，讓大台北地區生活圈更緊密地連結，同時也改變城市
的原本風貌，將大台北地區變得更為乾淨繁榮。」
（台北捷運 20 週年網頁，2016）
。
在官方慶祝、表彰捷運營運成就的同時，卻有二十年前因參與捷運工程而罹患潛水
夫症職業病的工人，因長年飽受病痛折磨，重新集結，再啟談判。這些工人從花蓮玉里
遠赴台北，與台北市捷運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引發媒體關注（Ettoday 專欄，1華視午間
新聞專題報導2），隨之而來的工人與支持者協同展開的抗爭行動及紀錄片3出爐，更在下
半年引起媒體競相追逐。4眾多新聞或專題報導、評論等都不約而同都提及分別設置於捷
運台電大樓站的二號出口的、江子翠站三號出口的「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勞工紀念碑」
，這
二個低調肅穆並不顯眼的紀念碑，因為爭議新聞而重新被凝視。
追溯回顧，潛水夫症紀念碑自一九九九年底、二○○○年初在捷運站出口側邊，面
對街道設立，至今已有十七年了。除了通車時的正式揭碑記者會以外，顯少受到囑目。
紀念碑的默不作聲，恰好也反映了當代勞工議題的不受重視，遑論更邊緣的職業災害。
從網路上搜尋到部分路人、遊客、教師或特意去找尋，或無意間看到，引發一些對捷運
潛水夫症紀念碑的討論及心得貼文。抗爭期間的媒體密集報導，行色匆匆的人們路經這
二個捷運站口，忍不住會多看一眼，似乎因為這個碑長久的被忽視而多了一絲好奇，一
點疑惑，人們為了那些缺席的、無聲的受害而驚訝，也為自己的遺忘或根本未曾記得而
好奇。
顧玉玲，2016 年 1 月 29 日。
〈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紀念碑，是試金石，還是遮羞布？〉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129/639939.htm?feature=profile_014&tab_id=343 。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2 華視午間新聞專題報導，2016 年 5 月 2 日。
〈首例！捷運工人集體罹絕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ZEEGo2XQQ。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3 自由時報，2016 年 12 月 1 日。「尋找捷運潛水夫」紀錄片揭北捷職災工人血淚。
http://news.ltn.com.tw/index.php/news/life/breakingnews/1904490。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7 日。
4 三立新聞網，2017 年 1 月 4 日。〈便利的代價…45 捷運工骨痛如針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2BVwLMM5c4。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27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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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與疑惑的牽動，就是討論與探究的起點，關於遺忘與記憶，以及歷史敘事的今
昔對比。
長久以來，營造業高居台灣重大職災率首位，一出事非死即殘，工程艱辛，傷亡慘
重（林楨中、王澤雄，2003；江委螗，2010）
。隨著工程技術的發展，大型營造愈發朝向
誇耀式的高危險工法，以人定勝天的新科技自滿，不時推陳出新以爆破、高壓、冷凍等
繁複工法挑戰自然環境，造成勞動者置身於懸空、深挖、爬高、水湧等危險環境，所以
死傷不計其數。相較於台灣其他勞動場域裡的職災，零星化、個別化出現的工殤容易被
忽略，但營造業一出事都是一死三傷5的重大職災，牽連甚大，好似一場又一場不見硝煙
的「經濟內戰」
，特別觸目驚心。
工地危險，一如戰地，故而營造業在開工前、完工後都有祭拜以求平安的習俗。重
大工程完工後也有為工程成就而立碑紀念的習慣，舉凡水庫、鐵路、公路、大型建物等
公共建設的紀念碑特別多，作為統治者的政績呈現。但在風光揭幕的同時，也很難不面
對工程中死傷的事實，於是也附帶會出現為犧牲的勞工建碑，撫慰亡靈。勞工因工作傷
害而傷亡的紀念碑，名稱繁複，殉職、殉難、殉工、遭難、慰靈、招魂，不一而足，無
意間為後世留下足以爬梳基層勞動狀況的史料。一九九三年台灣的秋鬥遊行，首次將「工
殤」二字推入運動進程，也開啟了工人由下而上要求建立工殤碑的運動，反思職災的社
會意義，對抗由上而下的撫慰（顧玉玲，2008）
。
過往的殉職、慰靈、召魂是來自上面或外部的視角，受難者只有被動地接受召喚或
安慰，只能服從，不能作亂。而「工殤」從工人運動中孕育而出，以具體的行動對抗職
業災害帶來的集體傷痛，企圖展現由下而上的工人主體，對勞動體制有更多的批判。以
下，為方便敘述，有關勞工傷亡紀念碑，在本文中一概以「工殤碑」稱呼，但進入不同
時代具體的建碑陳述裡，還是回到原有的命名。
歷史無法脫離敘事（narrative）
。過往事件的素材經人為後製，組成前後呼應的敘事，
對事件及經驗進行意義的脈絡化，就是後人所接收到的歷史。一個世代的集體記憶透過
歷史學者或官方的編撰，確定歷史敘事，並經由教育、政治及社會種種制度所儲存而傳
播，Halbwachs（1980: 51）稱之為「歷史回憶的行李箱」（a baggage load of historical
remembrances）
。我們帶著這個行李箱行走，但裡面的記憶多是二手傳播而來，而非自己

5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28 條規定，凡有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受傷之職業災害事故，雇主必須於二十四小時通
報勞動檢查機構，且勞檢機構必須至現場進行檢查。故而一般將「一死三傷」列為重大職災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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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的，是「借用記憶」
（borrowed memory）。類似的概念，還有 Landsberg（2004: 2）
提出的「義肢記憶」
（prosthetic memory）
，我們經由影像傳播目睹事件經過如在現場，這
二手記憶就好比是加裝義肢，成為我們形塑自身主體與政治的一部分。而承載記憶的大
眾媒體，透過影像、新聞、現場採訪，使人們雖未親臨現場卻像是親眼目睹，由傳媒框
限了也取代了集體記憶（Huyssen, 2003: 18; Simine, 2013: 31）
。社會群體內，人們相互借
用與傳播集體記憶，形成支配性的記憶。至於，借用與傳播的權力是否均質？這就牽涉
到權力運作及民主參與問題了。
從統治的角度來說，集體記憶是可以藉由具體的物件、傳播而型塑並加強的，隨之
而來會決定了整個社會對事物的價值以及認同。Young（1993: 13）研究集體記憶，探討
「這個時代的公共記憶為何及如何被紀念事件、紀念館與紀念日所形塑」
，當代被選擇的
紀念日、紀念碑及儀式，決定了什麼是重要的、被公眾認可的，這些事件成有了明確的
公共定性。追問什麼事件被紀念，也暴露有其他事件被掩蓋；鞏固了這個記憶，同時也
抹滅了他人記憶。過去由現今所重視的事件被重新建構，紀念及保存的選擇，經常壟斷
了集體記憶（Young, 1993; Urry, 1996; Burke, 1997; Harrison, 2008）
。於是，分析紀念背後
的權力結構，就成為記憶研究不可避免的議題。
Connerton（1989）延續 Halbwachs 集體記憶的觀點，在史學上區分了「歷史重構」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與「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
。他認為，同一個時空與事件
中不同位置的人及群體，會有不同的記憶，因此，官方書寫的歷史重構是有限的視角。
而「社會記憶」則相對廣泛多元，社會上不同的群體有自己的歷史記憶，那些長期從主
流歷史裡緘默不語的群體，正是最該被記住的集體記憶。晚近有許多學者傾向以社會記
憶（social memory）取代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以此突出社會中個人意圖及能
動性，不被「集體」二字掩蓋各種社會文化因素（Connerton, 1989；Olick & Robbins, 1998；
王明柯，2015）
。但我以為，社會二字看似包容併蓄，其實反而掩蓋了內在競合的矛盾；
相對的，分明記憶不一致卻號稱集體，更可突顯社會中的主流聲音經常替「集體」代言，
邊緣者也不免對支配性的記憶所主導而反過來形成負面的自我評價。集體記憶的探究，
正好以歧異記憶揭露歷史敘事的單向選擇。
從工殤碑探討邊緣社群的集體記憶，是我進行研究的初心。為限定研究範圍，本文
在歷史爬梳時，以重大職災率最高、死傷最嚴重、並立碑最多的營造業為主要分析對象。
一來重大營造工程規模龐大，雇員較多，工期有限，完工時較易一併計算工人死傷；二
來營造生產之物多與大眾習習相關，紀念碑也多在交通要道，人群經過之處，有利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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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本土工殤碑與集體記憶的關連。但由於過往台灣的碣碑收集資料中，並未出現「工殤」
這項分類，故在我的收集重劃界線過程中，不易掌握切確數量。本研究僅限於史料搜尋
大致分類，搭配相關的政治經濟背景，進行資料分析。此外，在搜尋工殤碑的記錄時，
也不免出現部份個人塑像，雖與工傷有關，但立碑的緣由多在其捨身救人的仁義之舉，
暫不列入本文的「工殤碑」範疇。
隨著公路、水庫、大樓、隧道、車站的落成，台灣各地出現了或隱或現的工殤紀念
碑，形塑了什麼樣的集體記憶？由於營造業公共工程與國家爭戰與治理的深厚關連，使
得相關傷亡敘事多附和了誇耀工程成果、肯認工人犧牲的主流敘事。然而，隨著新自由
主義橫掃全球，營造業的資本早已國際化，其內含的「公共利益」更被「私人資本」所
取代。解嚴至今三十年，在勞、資、政的角力下，新的記憶論述，又有何相對應的改變？
在研究方法上，我對營造業在政權轉換時期的歷史，進行初步的文獻爬梳，從滿清
至日治時期、到二戰終結後國民政府來台、再到台灣解嚴至今，以公共工程的包商和政
權的親近關係，檢視工殤碑的歷史敘事。再特別針對解嚴後建立的工殤碑，實地到現場
探勘，分析空間、形式及碑文內容，探討歷史詮釋的權力結構。
歷史不是過去的事件，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連（Robterson, 1991: 5）
。
我們如何體驗「現在」
，取決於我們對「過去」的知識。反過來說，我們對以往的看法，
也正當化現今及未來的社會秩序。工殤碑看似是以物質形式被留下來的歷史再現，但其
論述方式及流傳管道，與當事人及一般社會大眾的距離是什麼？沈默的、被輕忽、被排
除的勞動階級，真的被如實記憶了嗎？在勞雇力量極度不對等的狀況下，民主對話不可
能從天而降，因此揭露歷史敘事的權力結構，是開啟社會協商的前提，共識的形成就是
階級鬥爭的過程。解嚴後對「民主化」的檢驗，也許就是去除單一支配性的歷史敘事，
讓社會上歧義的、未完成的集體記憶出土，保留矛盾的張力，讓後人以具體行動來填補
新意。

二、營造業與軍事建構的密切關連
營造業向來與「文明」指標相結合，人類改造自然的具體物質遺產，最顯著可見的
就是大型工程，穿越歲月的風沙，若未因天災人禍主動或被動所夷平風化，便可待成為
歷史的指證，或稱之為古蹟，或為物質文化遺產。諷刺的是，大型營造業的城牆、運河、
炮臺等，原本就具備防禦、攻擊等軍備功能，既是促進發展的，也是摧毀破壞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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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軍事競賽推動了高科技發展，促成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但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
災害，也隨之而來。
拉開台灣現代營造業逾百年的歷史，6大型建造幾乎都與軍事建構相隨。清朝治理時
「把蓋鐵路當成打仗」（互助營造，2012：46），鐵道工程與中法戰爭發包方式一致，工
地的組織管理與帶領軍隊一般，都稱之為「役」
。戰役和勞役都是苦役，重體力、高耗能、
高風險。而承包公共工程的，若非已立下軍功者，便是藉戰爭累積資本的殖民買辦，或
冷戰時安置除役軍士的特權機關。在今日全球化生產與消費的基礎上，更常見發動戰爭
的國家，結合軍火商的利益，統包了戰前軍火、戰後重建的所有硬體設備需求。
政權轉換時期，戰爭與營造互相轉承，無縫接軌。權力結構的上層，戰時與戰後的
利益都互相流通；權力結構的下層，受僱者為了謀生，從土兵到工人，身分再如何轉換
還是第一線面對出生入死。

（一）從滿清治台，到日本殖民：軍事擴張與加強建設
台灣原是多族群的共居之地，原住民在島上各有不同部落領域，各據一方。在人口
及地區都有限的情況下，十六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西班牙人先後登陸台南及淡水，西
方帝國佔據台灣期間所留下的有形建設，多是城牆與古堡 ，兼負有軍事防禦功能。之後，
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統領台灣西部，至明朝延平群王鄭成功驅離荷蘭人，大量漢人渡海
移入而墾拓土地擴增，興建多處土城、大廟、圳埤、燈塔等，以符合民生所需，建立城
市規模（周婉窈，2014：37-83；互助營造，2012：346-347）
。
整合性的大型公共工程，多半來自政權的危機處理。清朝統治時期，一八七四年發
生了日本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7這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次武力擴張行動，雖規模不大，
但卻是日本學習西方強國對外侵略的開端，導向未來的帝國主義及殖民擴張之路（陳其
南，2010：84-103）
。對原本鬆懈統治台灣的滿清政府來說，牡丹社事件是邊防警訊，於
是開始派軍隊前來台灣修築「理蕃道路」
，北起蘇澳、南迄花蓮秀孤巒水尾，即現今「蘇
花古道」
，以防日本海寇再犯。

「營造」冠於承攬工程的現代廠家名稱，始於一八八○上海川沙人楊斯盛在上海創「楊瑞泰營造廠」，這
是第一個新式營造廠。
「台灣營造百年史」由此定義，台灣現代營造業發展至今約一百三十年（互助營造，
2012：26-43）。
7 琉球王國船難者因誤闖台灣原住民領地而遭到出草身亡，日本以此為理由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
後由中日兩國外交折衝解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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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四年因越南主權引發中法戰爭，台灣也被捲入備戰。武將劉銘傳徵召大稻程
茶商蘇樹森、林汝梅、林朝棟等人，組織在地台灣人作為民兵，以抵禦法軍並贏得戰爭。
戰後，台灣被改制為行省，劉銘傳也成為首任巡撫。一八八七年，台灣鐵路開工，被視
為台灣現代化的先河。劉銘傳原就是開疆闢土的武將，麾下的士卒戰時打仗，戰後就承
接工程建設，原本的民兵包商，就直接督辦鐵道工程，茶商蘇樹森甚且成為最大的鐵道
承包商（互助營造，2012：44-45）
。由此可見，近代台灣最早期的大型開路修道，始自邊
界設防、抵禦外患的軍事管理，戰爭與建設前後接軌，都是同一批人。大商人組織民兵，
外包國家的防禦工程與開路建設。
牡丹社事件日本進軍台灣時，大倉喜八郎曾擔任日軍的包商，調配軍需物資和募集
軍夫。依日本軍隊編制，軍人是正規士兵，主責作戰；軍夫則有搬運彈藥、構築軍事工
程的任務，包商因而在戰時掌有土木建築的能力，為日本現代營造業奠基。大倉喜八郎
因戰爭財而快速累積資本，一八八三年即成立「大倉組」營建（互助營造，2012：50）。
甲午戰爭後，一八九五年起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明治維新時期由日本
政府帶進了現代化建設與治理，最明顯可見的就是鐵路、水庫、大圳及道路。許多研究
都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是日本邁向殖民帝國的試金石，肯定其有經營殖民地與現
代化的能力（李子寧，1997；陳其南，2010）
。日本治台第一項大工程是南北縱貫鐵路，
四大包商全來自日本殖民母國：大倉組、澤井組、鹿島組、久米組。隨後，又有南北大
水圳及水利發電等大型工程建設，日商在台灣大發利市。而台灣營建商多為日人業者服
務，或做其下包零星工程（互助營造，2012：50）
。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台灣營造業及其他產業均以提供日本軍需為優先。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擴張、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野心，日本營造業者被整編為「軍
建協力會」與「戰時建設團」（互助營造，2012：87-88）
，全力支持軍事構工。而殖民地
台灣在一九三八年開徵「支那事變特別稅」
，一九四三年再開徵「台灣大東亞戰爭特別稅」
以大力支援日本軍事擴張（曾健民，2005：15）
。之前台灣的現代化基礎建設完備，如縱
貫鐵路、德基水庫等，如今更帶動營建工程、軍事工程的空前發展，經費龐大，利潤可
觀，大批日本營造商一波又一波陸續抵台，大發戰爭財。

（二）國民政府來台的國家治理：戰役與勞役無縫接軌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接連轟炸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嚴重破壞了許多基礎設
施，包括鐵公路及橋樑、口岸。一九四五年八月天皇宣布投降，三個月之後國民政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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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台灣，台灣人一夕之間從戰敗國變成戰勝國，被捲入國共內戰，成為國民黨的後勤補
給站，同時也激起民間的反抗力量，發生官民流血衝突。直至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
第七艦隊駛進台灣海峽協防台澎金馬，美國軍事介入國共內戰。在國際冷戰結構下，台
灣被正式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反共前線，美援也解除國民黨在軍備及財政上的危機，穩定
其在台的統治（王振寰，1993：72）
。8
換了一批統治者，舊的破壞與新的建設都需要戰後重建的營造業補充。彼時台灣本
土營造業總算排除日本殖民主的商業壟斷，得以銜接重建，但二戰後國民政府全面撤退
來台後，部分中國營造業商也隨之遷台，很快就取得建設台灣的優先入場券，之後的省
營、國公營營造企業更有了特權議價，本土營造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對待，屈居小型的房
屋建業，或公共工程的下包商，直至經濟起飛後才在各式商業及住宅大型建案中累積資
本（互助營造，2012：107-119）
。
戰後的台灣大型公共建設，資金上，有來自美國指定項目的支援，其中，工礦業、
交通運輸業都是重要的優先發展項目（林鐘雄，1987：41）
；人力上，一九四九年全面撤
退來台的國軍及家眷逾一百二十萬人，冷戰期間，兩岸分裂敵對但沒有正面衝突，大量
的軍事人口閒置，便被分派拿起圓鍬十字鎬加入建設台灣行列，成立兵工建設，至各地
鋪路、架橋、築堤、墾荒、採礦、開大圳、建水庫等。至今仍可以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看
見「兵工建設紀念碑」
，紀念一九五一年國軍因建設工程死傷慘重的歷史。但長久下來，
兵工建設卻成為常態性的特權營造單位，直到一九七八年爆出軍工協建處將國家工程轉
包圖利，國防部所屬的兵工建設總隊才遂漸退出公共工程的建設（互助營造，2012：
127-128）
。此後，軍事與營建的界線也才在政府體系裡正式區分開來。
另一方面，戰後十年，台灣在軍事上依賴美國保護，兩岸分立局勢大致抵定。為了
安置大量無仗可打的軍事人員，一九五六年由退輔會主掌成立了「榮工處」9，退役榮民
成為龐大的營造業人力。榮工處在公共工程中享盡特權，非但興建石門水庫，又獨攬曾
文水庫工程，十大建設中就負責了八項，壟斷台灣多數公共工程。然而，擁有特權，也
要付出代價。六○年代美國介入越戰，要求盟邦支援。榮工處就跨海遠赴越南承攬港濬

8

9

王振寰轉引（Jacoby, 1966）研究的數據：五○年代，台灣國防預算佔中央政府總預算 85~90%，只夠支付
人事費用及軍備維修，飛機坦克船艦車輛都來自美國贈與。直接的軍事援助，在 1950~65 美援期間就高達
25 億美元。另一個經援約 15 億美元，其中間接軍事援助還是佔了 62%（王振寰，1993：31）。
一九五六年成立的「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
，簡稱「榮工處」
，至一九九八年公司化，成為退輔會屬下的公
營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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渫工程，一直到美軍戰敗才隨之撤離（互助營造，2012：189）
。
也就是說，政府使用戰後退役軍士成立營造公司，承包國內重大公共工程的建設，
與民爭利；但也同時要承擔國家對外的軍事介入工作，在國際政治的牽引下，以美國的
政治意志為軸心，調派至他國戰場上進行軍事建設工程。

（三）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國營轉私營，資本無國界
美援十五年10結束後，台灣大型營造工程轉向世界銀行等機構貸款。一九六九年，德
基水庫興建向世界銀行貸款，為了符合世銀推動「資本自由化」的政策，台灣公共工程
的發包從此被迫將招標對象擴及國際資本，對世界銀行會員國的營造廠商開放聯合承攬
招標。最後，德基水庫由日本熊谷組與美大利營造公司共同承包，成為台灣首次引進聯
合承攬制度（Joint Venture, JV）的公共工程（互助營造，2012：175）。戰前曾在台灣活
躍半世紀的日本營造商，再度重返台灣市場。從此以後，向來由國營機構或榮工處壟斷
的台灣公共工程營造市場，只能向資本自由化低頭。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伴隨著政治
「民主化」
，台灣也跟上新自由主義議程，要求資本鬆綁，勞動市場彈性化（金寶瑜，2005：
163；鍾秀梅，2011：19）
。九○年代，朝野一致推動「國營企業民營化」與「勞動條件
去管制化」相關政策：降低資本流動與併購的門檻，販售國營土地及股權給私有財團；
同時也修法讓勞工的工時、工資、雇傭關係都彈性化，工人更加沒有保障。
解嚴後十年，台灣為了爭取加入 GATT，11必須排除國際資本進來的障礙，同時取消
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於是，榮工處被法令賦予的公共工程優先議價權，也就被取消了。
一九九八年，榮工處改制為「榮民工程公司」
，造成大量裁員，私營化後更是勞資爭議不
斷。12隨後，享有政策特權的公營中華工程公司、唐榮公司、台灣工礦公司的榮建部等，
也都基續改制為公司化。
原本台灣的公共工程招標規定，外商投資股權比例必須限制在 50%以下。但在二○○
二年台灣正式加入 WTO13後，由於上述法規違反 WTO 有關市場開放的規定，也必須修

美援有直接贈與、貨款與技術合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以贈與為主，之後改為贈與和貸款並行，
至一九六二年後則多是無息貸款。台灣於二○○四年一月將美援貸款清償完畢。
11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成立於一九四八年，旨在促成自由貿易的多
邊協定。於一九九五年設置 WTO 世界貿易協定，後者才是獨立的國際組織。
12 ETNEWS，2013 年 12 月 18 日。「榮工公司敗訴卻不還資遣費，勞工：看透政府！」。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218/307981.htm。檢索日期，2017 年 8 月 3 日。
1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前身為 GATT（國際關貿總協定）
，是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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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既有法令以符合國際開放協定。Harvey（2005：93）指出，WTO 決定了全球經貿的互
動規則，自由競爭只是掩蓋了核心國家的資本壟斷，不利於弱國發展。台灣加入國際自
由貿易組織後，立即由跨國資本壟斷的鮮明例證，便是營造業。二○○九年，台灣簽署
加入 GPA，14有關政府採購，再一次降低對本地供應商的保護，此後，國外營造商不必和
本土廠商合作，也可直接參與公共工程的投標。至此，台灣的營造業，徹底進入以資本
為主，國家全面退位的自由競爭時代。營造商和政權的曖昧相依，也就此正式被資本全
球化所取代了。

三、公共工程的建碑政治學
臺灣自明清統治、日本殖民時期、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至今三、四百年來，歷史遺
留下經采拓登錄的碣碑已逾二千件（何培夫，2001；曾國棟，2004）
，成為台灣近代史的
物質證據。立碑內容繁複多元，普遍來說多是頌德與紀事，有的是先民開墾、辟邪敢當、
興文設教的歷史記載，有的則針對災難、戰事、傳奇留下記錄，又有防禦殺敵、義行節
孝、宗教禺意、戒殺惜生，開展起來就是一整個庶民生活記錄。重大工程完工，作為政
績與成就，都是非立碑以茲紀念不可。這一點，中、日皆同，量大至難以計數，有慶功、
感念、示警等意涵，既是開墾的功績，也是治國正當性的確認。
營造業工程艱困，工程人員死傷慘重，百年來建立了許多殉職碑、招魂、慰靈碑，
更不用說還有不少專業人士因公卹職的紀念碑。這裡，我僅採用了重大公共工程工殤碑
為例，以其包商和政權的親近關係，檢視追悼死亡勞工的歷史敘事。
日治時期大型營建工地的工殤碑，多半帶有慰靈、招魂的意涵，紀念對象不分日本
人或台灣人，許多碑前設有香爐，供人祭拜，既是大型災變後對亡靈的撫慰，也是對冤
死者的懼怕，擔心客死異鄉，無親人收屍。故而建碑也有擋煞、安魂之意，追思亡者，
也避免冤靈作亂。這些工殤碑多半在竣工時，在宏偉的工程紀念碑不遠處同時設立。

一處理國與國家貿易準則的全球性組織。至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WTO 共有 164 個會員國，官網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whatis_e.htm
14 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簡稱 GPA）由 WTO 各會員國依其意願選擇加入
後，相互開放經談判議定之政府採購市場，目的係降低對國內產品及供應商的保護，減少對外國產品及供
應商的歧視，增加透明度以及建立磋商、監督和爭端解決機制。資料來源：行政院工程會官網
http://www.pcc.gov.tw/pccap2/BIZSfront/MenuContent.do?site=002&bid=BIZS_C0990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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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九一八年的「吉安橫斷道路殉職紀念碑」15為例。橫斷道路是一跨越中央山脈的
路線，山勢險竣，炸山炸路道致死傷無數，因施工期間無法下山安葬，殉職人員只能就
地掩埋，直到全線路基打通，才在「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設立的馬路對面，另立「殉
職者之碑」
，設供桌、祭臺，讓民眾就地祭拜，當地居民尊為「殉職公」。後來因花蓮吉
安鄉台 9 丙線道路拓寬，
「殉職者之碑」才被移到「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前，碑石也加
蓋了鐵皮屋。
工程同儕自主立碑的案例不少，其中，位於台南官田鄉烏山頭水庫堰堤工作站後方
的「嘉南大圳殉工碑」
，很具代表性。一九三○年歷經十年工程的大圳完工後，全體工作
人員組成「烏山頭交友會」
，在大壩旁為 134 名因意外和疾病殉職的同仁及眷屬興建「殉
工碑」
。主碑為長條立方型，碑陽刻有「殉工碑」三字（圖 1-1）
，碑座銅鑄，正面是八田
與一16親撰的碑文（圖 1-2）
，感念所有殉難人員，另外三面則刻上死難者的名字，區分為
因公殉職、因病死亡、以及家眷死亡，不分台籍日籍，亡者姓名依殉難先後排列。17
八田與一親撰的日語碑文，依水庫現場指引告示上的碑文譯文抄寫如下：
嘉南大圳的竣工所帶來的恩澤是廣泛而宏偉的，尤其鬼斧神工的引水工程
與施工方法，其施工之細緻艱鉅，可居於全世界之冠，因此歷經十年辛楚風霜
始得竣工。歿者諸君在此期間蒙受不幸災厄，或罹患風土惡疾，飲恨殞歿於異
鄉，永眠於斯土，實在令人痛惜與憐憫。諸君雖身為工程的殉難者，由於這犧
牲得以鼓舞士氣，完成此項宏偉工程，可謂是諸君的功績。鳴呼！曾文溪淙淙
的長流，依託此蜿蜒長堤，久恆涵孕為碧潭，貢獻永不止息的灌溉水源，只要
這翠流不斷，足以使諸君的芳名永垂於不朽。因此，卜地於斯土立碑，藉以永
懷諸君。
昭和五年三月 烏山頭交友會長 八田與一

能高橫貫道路在花蓮開發史上深具意義，所以開鑿記念碑與殉職者之碑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經內政部
指定為三級古蹟。
16 八田與一（1886-1942）
，日本石川縣人，土木工程師，在台灣日治時期參與殖民地水利工程建設，以臺灣
嘉南大圳設計者及烏山頭水庫建造者聞名，有「嘉南大圳之父」之稱。
17 另據長老教會蘆俊義 2017 年 4 月 20 日投書蘋果日報「話說八田與一先生的銅像和殉工碑」
，表示交友會
要為八田與一設立個人雕像，他建議同時設殉工碑，並要求亡者不分日、台籍，按姓氏排列，但我在殉工
碑的基座亡者姓名上，看見的應是依年分而非姓氏筆劃排列，故蘆先生此文應是誤傳。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20/110166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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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圖 1-2

通篇悼文，強調鬼斧神工且細緻艱鉅的工法，
「可居於全世界之冠」
，對於在工程期
間因水土不服而罹疾、遭故、客死異鄉的工程人員及家屬，不分日籍台籍，碑文感佩他
們的付出，雖「飲恨殞歿於異鄉」
，卻鼓舞士氣完成艱困工程。肯定工程人員的偉大貢獻，
強調「諸君的芳名永垂於不朽」
。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軍事戒嚴，海防森嚴，開路建水
庫都由軍隊直接介入。在兩岸敵對卻又無仗可打的政治局勢下，一九五六年蔣經國任退
輔會主委，輔導除役人員轉業，動員一萬多名退伍榮民投入國道工程。榮民建設中，最
具代表性的工殤碑當屬中橫沿線的「無名紀念碑」
。一九五六年中橫公路闢建工程正式動
工，沿途多是崇山峻嶺、懸崖峭壁，開通只能靠人力一鍬一鏟、一斧一鑿完成，六年工
程期間亡故者達 225 人。這些榮民隻身在台，死後也無親人可安葬祭祀，同儕們便在公
路沿途設立無名紀念碑，令殉難者得以長伴他們艱辛開闢的公路。直至一九六○年東西
橫貫公路完工通車，台灣公路總局建長春祠，18紀念且供奉因修築橫貫公路殉職的員工靈
位。
至今，行政院退輔會（2014：53）有關「榮工處」事蹟仍這樣記載網站的
說明仍這樣寫著：
榮民弟兄在海拔 2、3 千公尺高的中央山脈施工，由於技術與設備都極為
簡陋……許多工作在當時都靠挖掘、肩挑、鎚 鑿、鐵橇等原始構工方式進行，

18

後長春祠因坍方損毀，如今所見的長春祠是由榮工處於一九八九年改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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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嚴重阻絕，他們就得用繩索繫身懸空深淵 絕壁，去打石穿洞，搬運土方。
有時因豪雨地震，導致大量坍方，路線中斷，阻塞河川，或水位陡漲，沖毀施
工便橋，這種種因洪水、山崩、天寒、地凍、以及疾病甚至死亡所導致的災患，
都無法阻止榮民弟兄們完成任務的決心。19
將客觀上各種工程設備的不足所導致的傷亡，轉以個人「完成任務的決心」
，以「弟
兄們」的軍隊同僚情誼，掩蓋受僱者的工作危險，更使得營建工作比照戰地的「國家任
務」之感。而代表國家力量的立碑，也是以歌頌工程為主，拓荒有成，榮民弟兄們不惜
付出性命而達成任務。
同樣是公共工程，一九六四年設於桃園龍潭的「石門水庫員工殉職碑」
，也頗具象徵
意義。進入石門水庫園區往壩頂前行，小徑旁可見石砌的「員工殉職紀念碑」
（圖 2-1）
指引，來到方型階梯狀的紀念廣場（圖 2-2）。殉職碑是長方型的四向立碑，大理石黑底
鏤刻燙金字，碑框與基座都是白色大理石材。碑陽刻題「石門水庫殉職員工紀念碑」
（圖
2-3）
，落款是「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前置銅質香爐，裡面沒有香灰只有一些小碎石。
碑陰刻有事件經過：
石門水庫建設工程自開始施工迄至竣工，歷時八載，參加工作員工七千餘
人。以工程艱鉅，安全設施雖經力求完善，然仍不免發生意外事件；殉職員工
計有黃德昌（開列姓名）等20三十四人。謹將人名事蹟泐石，藉誌哀思。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引用文字原載於榮工處網站，http://www.rsea.gov.tw/sales1-3.php?p=1。檢索日期，2017 年 8 月 4 日。但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再查詢已不見榮工處網站，但同樣的文字被記載於退輔會編著《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一書中的〈榮工事蹟篇肆：重大工作回顧〉（2014：51-115）
。
20 碑陰主碑文將三十四名亡者姓名全數寫入，本文暫時略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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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兩側分別鏤刻了「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殉職員工事蹟」
（圖 2-4）
，含三十四名亡
者的姓名、年齡、籍貫、殉職日期及事蹟。這份資料是工殤碑中罕見完整的記錄，可以
看出當時工人們年齡最幼 21 歲、最長 45 歲，都正值壯年；外省籍與本省籍比例為 18：
15，此時是戰後近二十年了，榮民投入工程仍佔高比例；細究事蹟則可以看到施工過程
的種種勞作：隧道坍方、落石爆炸，工程人員或是承受重擊、輾、撞、擠、壓等外在危
險因素，導致溺水、滑倒、車禍、擊斃等職業災害。
工程同儕的自力建碑，敘事記實，留下值得探究的勞動史料，以待日後再理。但就
時代氛圍來說，大型營造業特別是公共工程，由於從業人員都是被國家徵召而來，不管
是來自日本殖民母國的僱員，或是來自中國的戰後榮民，為公共建設而客死異鄉的哀悼，
就不免有了更深層的「因公恤職」的神聖性。戰地與工地，都是同一套政治語彙：工程
艱困，在所不惜；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碑為證，永垂不朽。

四、解嚴後的工殤紀念碑
上一節整理工殤碑文獻，國家的角色從戰爭到治理，工人的勞動從戰地到工地，都
是召喚愛國、肯定犧牲。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對倖存者的激勵作用，再接再厲，雖死猶
榮。從而也阻止了對施工過程的工安檢討。
解嚴後，黨國控制逐漸失靈，伴隨著解嚴後國會改組、兩黨政治成形，甚至已然完
成二次政黨輪替。然而，通過新國會立法而來的，是勞動條件去管制化、國營企業私有
化、金融資本自由化、引進廉價外勞等政策，有利於私人資本擴張，卻加重剝削勞工的
處境，政策性造成台灣的貧富差距愈趨兩極化。同時間，民間自主力量也形成集結，隨
著台灣自主勞工運動的進程，對勞工安全衛生的重視，職業災害的反省，也成為社會變
革的動力。其中，始自一九九三年推動工殤碑的運動，不同於有具體經濟損害的勞資爭
議，反而在職災求償外還要求立碑為證，明顯有意搶奪勞動歷史的詮釋權。
這一節以解嚴後的工殤碑為主要記錄對象，限於篇幅，暫以主碑文及建碑時間、地
點為主，至於建碑空間配置、再現形式、性別與種族分析、相關社會效應等，留待日後
再另文探究。
解嚴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快速，以下我從建碑的緣由與過程，區分為三種工殤碑
類型以方便討論：一是重大公共工程完工後，因循過往傳統由事業單位（多半也是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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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主動設立的「傳承型工殤碑」
；二是由上而下，以突出議題、同時內含政策宣誓的
「政治型工殤碑」
；三是由下而上，經過工人抗爭與資方、官方協商角力而成的「參與型
工殤碑」
。

（一）傳承型工殤碑
開拓道路、鐵路，向來除了促進民生交通、產業運輸，同時也附帶軍事防備力的作
用，所以交通運輸營造的工殤，多有為亡者立碑的傳統。因此，我統稱為「傳承型工殤
碑」
，這類紀念碑的形式與內容也許會因應時代而有所改變，但經向有關單位追問建碑源
由，我獲得的回覆多是基於過往建碑的傳統，一脈相傳而立碑。這些碑都明確刻下殉職
人員的姓名、籍貫、年紀，工程單位也會舉辦正式的揭碑活動。但建碑後，大抵上只有
各地的退輔會持續針對有榮民死亡的碑，每年舉辦春、秋祭拜，其他的碑就成為公共地
景的一部份，除了揭碑典禮外，不太有其他後續活動。
1.南迴鐵路殉職人員紀念碑，1992 年，台東火車站南迴鐵路紀念公園內

圖 3-1

圖 3-2

南迴鐵路開通，代表了台灣環島鐵路全線的貫通，意義重大。一九八○年動工興建
的南迴鐵路，於一九九一年底完成通車，全長 98 公里多屬山區，地質複雜，災害頻繁，
為追悼祭祀施工期間殉難的二十一名工作人員，特建碑紀念。這個碑不同於過往高聳取
向的鐵路紀念碑（如一九八○年的北迴鐵路殉職碑，高達九點五公尺，由大理石鑲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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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供人景仰）
，而是以貼近地面長臥形的長條碑石，及半人高，具親近性。二面黑底燙
金字樣的主碑，分別為「南迴鐵路興建誌」（圖 3-1）
、
「南迴鐵路興建工程因公殉職人員
芳名」
（圖 3-2）
。南鐵興建誌長達六百餘字，細述南迴鐵路開工始末，唯在文末記上：
南迴鐵路全線多屬山區，地質複雜，施工中災害頻繁，尤其隧道工程，常
遭大量湧水、落盤、抽心、擠壓等災變，再加噪音、悶熱、潮濕及空氣污濁的
惡劣工作環境，其艱辛之情，不言而喻。
………
在施工期間，不幸殉職人員共二十一人，緬懷功在南迴，特勒石留芳。
芳名碑上則列有二十一名工殤者的姓名、籍貫、年齡，依姓氏筆劃排列。隨著解嚴
後身分證廢除本籍註記，21這很有可能是台灣最後一批留有籍貫的紀念碑了。此外，依命
名習慣來看應可判斷其中有數名為女性，這在歷來的營造工殤碑中也很少見，值得再進
行工種及職務的追查。
2.台北捷運淡水線工程人員殉職紀念碑，1997 年，捷運淡水站後站廣場

圖 4-1

21

圖 4-2

1992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布戶籍法，刪除有關籍貫規定之相關條文，廢止本籍登記，同時將戶籍法第 16
條配合修正為出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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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運的淡水線於一九九七年正式通車，站後廣場設立一個方型磚造平台，半人
高的玫瑰岩工殤碑，由七根不鏽鋼條狀環繞（圖 4-1）
，圓形的碑面刻上燙金字的悼文（圖
4-2）
：
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淡水線工程殉職人員紀念碑
綠樹茁壯了，昂揚伸向天際，
鳥雀飛來了，欣然棲止孳息。
孩子們綻放笑靨，在陽光下奔跑，
電聯車氣勢如虹，在軌道上飛馳。
因為您汗血交織的灌溉與付出，
後人得以享受淡水線通車的果實。
謹致上我們無限的感念與追思
以下是九名殉職員工的姓名，落款為「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但在台北捷運至今
已有七條路線通車，也只有淡水線立有工殤碑。22經查詢，台北市捷運局表示各線工程獨
立並不清楚細節，而負責淡水線的北工處則回函表示：
「淡水線為台北捷運第一條重運量
捷運系統，完工通車後施工單位捷運局北區工程處有感於施工期間犧牲奉獻因公殉職的
同仁及勞工，為表彰渠等之貢獻。所以於淡水站設置紀念碑供人憑弔。」23各工程處各行
其事，也無統一傳承。

一九九九年及二○○○年新店線、板南線分別設立的潛水夫症工人紀念碑，是工人抗爭而來，且屬專案
議題，並無清點全線工程的工殤紀念。
23 輾轉經由捷運局南工處秘書王嶸轉送我的函文，於二○一七年三月二一日接獲北工處副總工程司巫漢忠
函復。函中表示當年的揭幕儀式由闕河淵副局長主持，然時隔久遠，也無相關紀錄留存，至於九名工殤亡
者，一名是北工處同仁，其他羅災勞工均由營造廠商負責理賠事宜，也無資料可尋。如今淡水線通車後，
站區一切都移交捷運公司維管，是否有後續也不得而知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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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宜高速公路工程殉職碑，2006 年，雪隧石碇服務區

圖 5-1

圖 5-2

北宜高速公路，也就是國道五號，俗稱「雪山隧道」公路。一九九一年開工，歷經
四十二次導坑地質災變、四十八次主隧道災變，終於在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全線貫
通，工殤碑文如下（圖 5-1）
：
雪山嶙峋，霧濃靄重，自古難行。
民國八十年，啟建北宜高速公路，穿崖越壑，台北直抵蘭陽。雪山隧道，
十二點九公里，最是艱難。幸賴國道英雄，突破險阻，鑿出曙光，歷時一十五
年，豁爾貫通，大道康莊。惟哀慟林子益等二十五位，大功未竟，遽爾犧牲。
泰籍友人，辭親千里，死別何忍，生離已傷。首任處長，郭公榮松，勤於任事，
積勞成疾，雖轉任而辭世。夫今建設功成，緬懷渠等，功勲朗朗，恩德流長，
奚立碑以懷仰。
下列殉職的本國籍十三名、泰國籍十二名總計二十五人姓名。紀念碑以最難施工的
四稜砂岩作為碑體（圖 5-2）
，表面貼上花崗岩，上面刻有殉難者姓名及工程記事，落款
為交通部高工局。揭碑時並有盛大風光的儀式，前後行政院長及新北、宜蘭二市市長都
親臨現場，並邀請泰國辦事處代表及亡者家屬致辭。24

24

曾鴻儒、黃立翔，自由時報。2006 年 6 月 17 日。
〈偉大工程…血淚交織史〉
。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710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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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義快速道路殉職碑，2006 年十一月，台北市中強公園東北側

圖 6-1

圖 6-2

圖 6-3

這個棕紅色的花崗岩紀念碑下，是二階梯式的圓型底座，包覆在一整個圓型的廣場
內，四週植有林木，是中強公園邊緣的獨立紀念空間（圖 6-1），入口處另有一座方型黃
底黑字的方型工程紀要碑（圖 6-2）
。圓型的殉職人員紀念碑，由半人高的長方型底座支
撐，碑面上分別以中文與泰文記述工殤事實（圖 6-3）
：
信義速快道路穿越象山及拇指山，工程艱鉅，施工期間，工程團隊運用智
慧克服困難，終能順利完工，在此通車時刻，我們特別感念於 93.3.23 襯砌崩
坍事件不幸殉職的四位工程人員，特此對殉職者之貢獻至上最高敬意。
下列二名台灣工人，二名泰國工人的姓名及生辰起迄日。這個碑別開生面增加泰文
翻譯，恐怕也是台灣至今唯一一個以母語書寫工殤移工姓名的碑。
5.高雄捷運紅線工殤碑，2008 年，高雄捷運獅甲站三號出口行道側
6.高雄捷運橘線工殤碑，2008 年，高雄捷運衛武營站二號與三號出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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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圖 8-1

圖 8-2

高雄捷運於二○○八年清明節前夕，於紅線獅甲站舉辦工殤碑（圖 7）揭碑儀式，感
念在高捷紅線工程興建中，因工作傷害而亡故的七名工人，其中二名是泰國籍。這些工
人多是因墜落工地、或遭飛落物體砸中而罹難，25紀念碑主動採用「工殤」二字，並強調
感念從事捷運的罹難勞工付出，藉此喚起各界對工安的重視。黑底燙金字的碑文如下：
為了高雄美好的未來，在捷運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如今處處面貌一新，高
雄已換上彩衣展翅飛揚。因捷運帶來的方便，子孫莫不引以為傲。您用生命開
創了文明與進步，我們永遠深深感念。
同年九月，橘線通車時，也針對二名捷運工人殉職而於衛武營站設立工殤碑
（圖 8-1）
。
造型一如紅線也是光亮大理石黑亮面，襯灰石子地。灰黑相間的入徑，圓柱體低至膝，
但長方型的碑面則幾乎直立在上，還是黑底金邊框，碑文如下（圖 8-2）
：
感懷捷運橘線殉職夥伴／憧憬港都新世紀／攜手努力夢成真／穿梭地龍
展契機／奮鬥犧牲為高捷
二碑的位置都選在捷運站出口的道路旁，有完整的面向行人的空間，附近有樹叢圍
繞，材質大抵類近。經函文高雄捷運局詢問得知，二座工殤碑都是由高雄捷運局要求包
商依慣例設立。

25

程啟峰，2008 年 4 月 2 日。
〈高捷工殤紀念碑揭碑 緬懷捷運殉職勞工〉。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8/4/2/n2068082.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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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型工殤碑
經工傷協會、工委會推動多年，二○○二年「職災勞工保護法」公告實施，第 39 條
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工殤與勞安正式在建碑意義上連結。立碑不只是對過往的感念、對亡者的哀悼，更要指
向對未來勞動安全的要求、對勞動體制的全面檢討，並付諸積極預防職災的行動。只是
隨著職保法完成立法，確立建碑的正當性，也同時給予政府由上而下介入的合法性，與
民間由下而上推動建碑的行動交會，彼此間的界線也曖昧難清了。26政治型工殤碑意指中
央及地方政府主導立碑行動，且未指向特定資方，故未形成勞資拉鋸的張力，而建碑之
舉一方面回應了民間的籲求，也彰顯了執政者進步的政治意涵，故我以「政治型」命名。
1.全國工殤紀念碑，2003 年，高雄前鎮「勞工公園」內
職保法實施後，政治性由上而下的工殤碑紛紛出爐。中央政府通過預算，撥款給同
黨執政的高雄市政府，在高雄前鎮區的勞工公園建立全國工殤紀念碑，火速在一年內招
標、競圖、開工、動土、完工，於二○○三年工殤日揭碑（圖 9）
：
勞績永昭，功在台灣經濟發展；
英靈罔替，心繫全民光明未來。
謹以此碑悼慰罹災勞工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宣示政府落實職業災害預防與
強化安全衛生工作之決心，喚起全體國人對勞工生命永遠深摯的關懷。
總統陳水扁謹誌
碑文雖仍使用了英靈等傳統字樣，卻增加預防職災、加強安衛等執政理念，但也一
如過往的功績碑，題上了主政者的姓名。碑前地面另有勞委會對建碑的完整說明：
「台灣
的經濟成就，是千百萬人民的智慧與努力的結晶。但過去經濟發展掛帥，忽視了對勞工
的保護，許多人因而犧牲健康，甚至喪失生命。」這個佔地不小的工殤紀念空間，除了
正面的碑文貼在岩牆上，後面有個半弧型的通道，由高聳的灰牆夾道而立，走道前的地
面鑲嵌著柏楊題字的工殤紀念悼文。

26

不過這種兩難處境，原就是社會軍動的常態，民間力量藉由立法行動而集結，鍛練集體能耐，並介入政
治行動；而一旦完成立法又常有被下治收割的危險，甚而緩和社會矛盾而鞏固現有體制。但運動也需要階
段性成果以凝聚力量（雖然有時恰得其反，反而是成功達標而瓦解了凝聚力量），功過並非二元對立，而
考驗著改革行動就是一個不停歇的辯證過程，一旦矛盾對立的兩造不再行動，就是僵固化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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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圖 10

圖 11

2.四面八方紀念碑，2007 年，台北市「承德勞動園區」內
二○○七年，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選在 428 工殤日，於台北市承德勞動
園區內，別開生面地為來台北工作的東南亞移工27設立專屬的工殤碑（圖 10）揭幕。此
碑有立體方型基座，上立六面陵型碑，造型取四面八方之意，主碑文以中、英、泰文依
次並併：
謹以四面八方紀念碑，感思於一九九一年迄今在台北市因職業災害而奉獻
出健壯身軀、可貴生命的外籍勞工朋友們，這群可敬的朋友名字將被全體市民
永誌不忘。
其他面向的詩文也翻為越南文及印尼文，並記錄二十六名職災死亡的移工姓名，採
羅馬拼音。揭幕當天並邀各個移工輸出國的駐台代表共同揭碑，為來台移工祈福（外勞
情報資訊站，2007）
。
3.女工紀念碑，2008 年，高雄旗津「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內
二○○八年，同樣是 428 工殤日，高雄市政府正式將位於旗津的二十五淑女墓更名
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重新設計巨型的蓮花石雕為主體，基座正面以文字記載了罹難
者姓名，說明災難經過及重新建碑的歷史意義（圖 11）
。

27

移駐勞工 Migrant worker，台灣官方翻譯為外籍勞工，自一九八九年專案引入，至一九九二年就業服務法
實施公布以來，正式引進，至二○一六年底已逾六十三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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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想勞動姐妹 祈願幸福城市
在此安眠的，是廿五名在勞動前線上奉獻生命的女性，一九七三年九月三
日，她們乘坐高中六號渡輪，由旗津前往加工出口區上班，因渡輪傾覆，而於
通勤過程中殉職。高雄市政府將罹難者合葬，名為廿五淑女墓，作為旗津居民
重要的當代生活史蹟，及基層勞工為台灣經濟成長奉獻生命的血淚見證。但淑
女之稱，隱含刻板性別意義，而忽略女性勞動者的貢獻，及職場工安的重要。
爾後台灣工運婦運蓬勃發展，高雄市政府在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等團體
建議下，將廿五淑女墓正名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以紀念廿五名工殤烈士。
國家文化總會亦於二○○六年標誌此處為女性文化地標，以懷念漁村女兒作為家
計支柱、經濟發展尖兵，堅強打拼的可貴情操。祈願我們能共同打造一個屬於
勞動者的國家、屬於弱勢的城市，以不負這廿五個美好生命的逝去。
由於傳統父權結構下，單身女性亡故後無法進入家祠，四十年前的溺斃女工只能依
台灣民間「姑娘廟」的習俗，將其合葬在旗津公墓，成為當地人熟知的二十五淑女公墓，
並逐漸成為鄉野傳說女鬼陰森之處。二○○四年清明節前夕，女學會28召開記者會，要求
重建 25 淑女墓碑，還原其勞動婦女的社會意含，立即獲得高雄市府的允諾，並在當年四
月二十八日工殤日宣布，將旗津的 25 淑女墓正式更名為「工殤紀念公園」
（唐文慧，2005：
138）
。女學會表示工殤意含雖好，但缺少性別平等內涵，故建議正名為「勞動女性紀念
公園」
。至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國首座「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正式揭幕，此後每
年清明節都舉行春祭（唐文慧，2013；蔣琬斯，2017）
。
這個碑雖是由高雄市政府快速承諾，以取得全國性政績，將數十年前的工殤舊案，
從鄉野間的女鬼傳說改為正向的性別勞動意義。但真正的推動力量來自民間團體女學會
多年不懈的以投書、出版性別教材29等方式持續發聲，翻轉集體記憶的詮釋。故而在性質
上也已經具備「參與型工殤碑」的雛型。此外，這個碑鄰近旗津公墓改建的「旗津生命
紀念館」
，因此在蓮座外圍的地面置有音箱，二十四小時播放佛號，祁願亡靈平安。並在
完成新命名之後，每年舉辦春祭，持續加強新詮釋以對抗舊傳說。30
全名為「臺灣女性學學會」
，官網說明：由一群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有興趣之學者、文化工作者所組成。
旨在推廣校園性別平等教育運動與婦女運動之議題。檢索日期，2018/04/05，http://twfeminist.org/
29 見唐文慧著「高雄旗津「25 淑女墓」的故事」
，收錄於蘇芊玲、蕭昭君主編《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
與性別教育》頁 134-140。台北：女書
30 我於二○一七年五月八日至旗津探墈，觀光旅遊指南及當地人仍以 25 淑女墓稱之，可見得集體記憶原就
多元併存，無以單一取代，只能以不同的歷史敘事增加想像力，互有影響。二○一三年由十二萬人網路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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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型工殤碑
解嚴後至今，僅有三個因集體職災引發社會囑目，經由受害工人及家屬、與工運團
體集結抗爭後，不但爭取到職災補償，還一併爭取到設立永久性的工殤碑作為歷史記錄。
在這裡，我取當事人在勞資爭議的強大張力中，參與抗爭、建碑、設計協商、到揭碑的
過程，命名為「參與型工殤碑」
，認同以行動落實文化民主化，更肯定受害工人不侷限在
個別案例的求償，還擴大到結構性的社會意義。雖然建碑成果明顯看得到勞、資、政三
方角力與妥協的痕跡，俟後引發的社會討論也極其有限。相較於重大交通工程行之有年
的「傳承型工殤碑」
，以及官方展現施政理念或參酌民間建言的「政治型工殤碑」，解嚴
後才有機會出現的抗爭性強、工人自主參與的「參與型工殤碑」
，是否能撐出更大的社會
討論空間，展現集體記憶多樣化、民主化的可能？端視建碑後是否能動態地活化工殤碑
的意義。
1.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勞工紀念碑，1999 年，新店線台電大樓站二號出口（圖 12）
2.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勞工紀念碑，2000 年，板橋線江子翠站三號出口（圖 13）

圖 12

圖 13

台北捷運工程在建造過程中，新店線 CH221 標、及板橋線 CP262 標先後於一九九三
年、一九九六年因滲水崩塌，而使用壓氣工法進行搶救。搶修過程中，卻因減壓不當，
造成坑道內工作的工人，陸續爆發潛水夫症相關併發症：股頭發黑壞死、耳膜破裂、聽
選為台灣十大「鬼地方」之一（蘋果日報 2013-8-7 高雄）
〈「鬼景點」：旗津區二十淑女公墓最誘人〉。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25227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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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障礙、多發神經脅變、置換人工關節等，如針刺入骨的不定期抽痛，更是如影隨形。
使用壓氣工法的兩個坑道，加起來才短短 1100 公尺，卻已有四十一名捷運工人證實罹患
終身無法根治的慢性潛水夫症職業病，罹病率高達六成以上（游長安等 41 人，1998；鄭
天浚等，2000；李元唐等，2005；經典雜誌，2006）
。
由於工法特殊、病症罕見，捷運潛水夫症成為台灣首椿經官方確認的公共工程集體
職業病例。經工人持續近三年的抗爭，總算在官方的見證下達成勞資爭議和解，並附帶
要求在捷運新店線、板南線的事故地點，建立工殤紀念碑，以達到警示作用。由於職業
病有潛伏期，又不是立即可見的死亡災難，故而立碑時只以職業病說明為重，將參與抗
爭的民間團體與官方勞工局、捷運局並列，而未留下罹病工人的姓名（余倩如，2003；
顧玉玲，2016）
。
此碑黑底鏤刻金字，分別由台灣知名書法家周澄、陳宏勉書寫，增添人文色彩。兩
個碑的格式與碑文一致，
「捷運新店線（板南線）潛水夫症勞工之紀念文」全文如下：
捷運新店線二二一標（板南線二六二標）工程，因施工及緊急搶救需要，
採用壓氣工法作業，造成數十名工作伙伴罹患減壓症，成為台灣首件公共工程
重大職業病例，引發相關勞動法令的重新研擬。
經罹病工人及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共同爭取權益，
由台北市政府提供醫療補助及協調承包商予以補償，使勞工獲得妥善照顧。
回顧勞工們付出之健康、心力，成就了新店線的通車，謹致上最高的敬意，
特立此紀念文為誌。
這個碑，只有事件，沒有人名，留下抗爭與政策修訂。它召喚的不是傷痛，而是教
訓；碑前無需祭拜，而是指向反省及歷史證據，讓職場的暴行被公開指認，期待創傷經
驗能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保護不再有人受害。也讓大眾在使用便利快速的捷運時，不
忘趕工拼命、為公共建設付出身體健康代價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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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aipei101 伙伴碑，2007 年，台北 101 辦公大樓前靠信義路側

圖 14-1

圖 14-2

圖 14-3

二○○七年工殤日，彼時的世界第一高樓 Taipei 101 在緊臨信義路的通道上，以七座
彩色的琉璃牆組成工殤碑，以紀念因公過世的六名工人，及所有參與高樓建設的勞心勞
力者，命名為「伙伴碑」
。距離 101 繁華商場最近的第一塊琉璃上，碑文以中英文書寫（圖
14-1）
：
從這裡，延伸出去的每一片段、每一角落
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
獻給所有親身參與 TAIPEI 101 的伙伴
並紀念工殤往生的
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張達全
二○○二年 331 大地震時，林建成等五名工人自搭建中的高樓墜落身亡，震驚台灣
社會。協助工人家庭的勞工團體，31與官方談判安衛勞檢制度的建立，與資方談判工人職
災賠償，並提出建立工殤碑的構想。勞、資、官三方洽商建碑與設計理念，歷時四年，
確認以「伙伴」命名建碑，將參與建設的勞動者，不分藍白領、本外勞，總計有一萬名
工人的名字全部刻印在紀念碑上（圖 14-2）
，肯定勞動價值，作為伙伴碑的主體。最後一
塊碑則將出資公司、工程贊助廠商、勞工團隊也列名，突顯出錢出力、共同參與的意涵。

31

主要參與的團體，計有工傷協會、工委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其會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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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331 工殤亡者，及其後一年因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的工人張達全共六位，都名列第一面
碑上，標註「工殤」
，以示悼念，更作為勞安警惕（顧玉玲，2008）
。
伙伴碑由七面各三米高、二米寬的彩色琉璃牆所組成，以七巧版的活潑造型隨機拼
湊成牆面，正反都鏤刻透亮的文字，密密麻麻全是工人姓名，還有多名移工的拼音姓名，
是 Taipei101 戶外最大型的裝置藝術，也成為觀光客來台旅遊的重要景點。夜裡，伙伴碑
內置探照燈，由內向外迴照而出七彩亮光（圖 14-3）
，吸引不少遊客拍照紀念，也成為台
北重要的都市地景之一，雖然很少人注意到這是一座工殤碑。

（四）小結：國家的角色，工人的主體
第一類「傳承型工殤碑」
，延續著清朝、日治、至國民政府來台的營造業建碑傳統，
工程艱困仍是恆常的主題，立碑者都是地方或中央的工程發包單位。近年來退輔會接掌
了後續祭拜的活動，延續對榮民的關懷與同儕的相互安慰。就此類型的工殤紀念碑，解
嚴前後的差別不大，同時兼俱誇耀工程艱辛及對同儕的悼念，緬懷個人犧牲帶來社會進
步。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也可以從其使用的碑文內容、建造形式看到差異。在碑文
書寫上，採取比較接近民眾的現代化語彙；在碑體造型上，除了材質更多元，也不約而
同放棄了傳統直立石碑的造型，去除威權的肅穆感。這部分很吻和曹欽榮（2015）研究
當代紀念碑的形式，指出碑座多不再使用高聳、權威形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極簡主義形
式的紀念地景來表達。此外，這些慰靈碑也不再設立供桌或香爐等宗教意含的器具，多
與戶外景觀相容，成為公共藝術的一部分。
第二類「政治型工殤碑」
，多是二○○二年職保法實施後，由有政治敏感度的中央及
地方首長設立。藉著工殤紀念碑宣誓政績與進步觀點，將勞安、移工、女性等議題與勞
動結合，以最尖銳的工作傷亡，突出勞動價值與付出的社會代價。全國性工殤碑直接宣
誓政府強化勞安、預防職災的決心，並直指唯經濟發展導向的問題，工人不是自願犧牲，
而是「被犧牲」
；台北市的移工碑針對區域性的公共工程，突出基層移工的貢獻，拉出跨
越國界、種族的視野；高雄市的女工碑將數十年前的加工出口區的場景拉出，以古喻今，
連結上今日工殤訴求，增添性別觀點。可惜的是，這類官方紀念碑，最大的問題在於主
政者急於在任內收割成果，故而動作火速。議題式的工殤碑沒有針對性，建碑既不必得
罪特定資方，也毋須撫慰補償特定勞方，社會爭議小，若沒能引發討論，就不免只有宣
誓而無政策。顯見由上而下的建碑，雖動用公共資源增加進步觀點，但若在選址、動土
的事前作業上不主動引發社會討論，突出政策缺失；事後也沒能設計延續行動，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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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制度性的變革，無法具體回應當代社會議題，只餘關心弱勢的政治宣誓作用。官方
若掌握權力卻不肯用力，建碑也只是政治動作。
第三類「參與型工殤碑」
，都始自重大職業傷病事件。因為大型的災難（未曾預期的
大地震，使工人從前所未見的高樓頂部跌落街頭致死；或異常氣壓作業未依標準操作，
造成捷運工人集體罹患潛水夫症職業病）
，引發工人集結抗爭，並因此受到社會囑目，才
撐起建碑的協商空間。不過，在勞資雙方力量不對稱的狀況下，建碑的過程充滿拉鋸推
擠的張力，不是四平八穩的宣導，也無法盡如我意的表述。這裡是力量對比的場域，所
有的不盡完美都留下角力的痕跡。因此，參與型工殤碑就會面臨在碑文上勞資政三方的
角力：若朝向反省工程缺失，就不免要追究資方責任；若重覆過往的犧牲奉獻，也非工
人所願。所以這三個碑的碑文都遊走在勞資政三方拉鋸間，雖說是由下而上抗爭而來，
但內容都是協商妥協的結果，證實工人職災受害，但未敢直指結構性的勞資矛盾：台北
捷運強調工人罹患職業病，但抗爭後罹病工人已獲官資妥善照顧；而台北 101 則以城市
美學的抽象字句，掩蓋高樓下慘酷的工殤代價。在實力原則下，現階段的參與型工殤碑
也只能留下中性的歷史敘事，留待未來以行動展延集體記憶的多重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為止，願意正面以建碑回應民間訴求的，還是以公部門、
公共工程為主，一般私人營造業，以利潤導向為主，尚無動於衷。傳承型工殤碑全由運
輸工程建設單位建立，政治型工殤碑更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編列預算建造，至於三個參
與型工殤碑，台北捷運的發包單位就是北市府，官方同時兼具資方的雙重角色，難辭其
究；台北 101 雖非公共工程，但土地是公有的，採 BOT 由民間企業建造、經營，所以台
北市政府仍是連帶業主。當然，逼使官方不得不作出正面回應的，主要還是來自工人組
織不懈怠的抗爭，引發社會囑目，致使官方不得不壓著資方一同回應工人的抗爭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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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歷史敘事與政治角力
紀念碑作為集體記憶的固著化、物質化展現，背後是社會力量的協商結果。
早年，公共營造工程由國家掌控，調派軍隊鑿路、拓荒，征戰和開路都是蓽路藍縷
的苦差事，人員傷亡後的建碑祭祀既是撫慰犧牲，也維持了政權再擴張的合法性（子安
宣邦，2007；檜山幸夫，2013）
。從清朝、日殖、到國民政府來台，基本上都是延著這個
戰爭包商與營造包商一脈相傳，在「保家衛國」的共通理念上，公共工程的工殤碑便不
免帶著為國犧牲的悲壯氣息，彷彿戰死沙場，在所不惜。在這個脈絡下，國家是營造工
程的最大主導者，即便有商人在其中獲利，也都是基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將營造工程交
給誰也是官資合謀共利。例如，日本殖民主重用從殖民母國來的日本營造商，國民政府
照顧隨軍隊來台的除役榮民，也優先外包工程給渡海而來的外省營造商，以鞏固政權基
礎。
為集中論述，本文援引解嚴前的營造業皆以「公共工程」為主，在日本殖民及國府
來台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本土營造商幾乎都拿不到公共工程的標案，只能屈居日商或公
營單位的下包，或轉向民間住宅建築，故未被納入此次討論。事實上，七○年代起台灣
經濟起飛，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工廠、商辦、住宅等龐大商機，那又是營造業另一條重
要發展軸線了。此外，承據日本殖民利益的本土企業四大家，32在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時，
許多地主被配與這四大企業股票作為徵收土地的補償，使其事業版圖更形擴大，代表了
被收編的本地利益（李宗榮，2007：197）
。四大家中的台灣水泥辜家後來也投入營造業，
也開始有機會競標公共工程，並成為本文所提及的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的對象。
屬於國公營壟斷的特殊現象已逐漸被私人資本所取代了。
解嚴以來，在全球化浪潮裡，資本決定了一切，政權只能依照國際貿易協定更改其
權限，更多的資本自由化，其實就是更少的政治自主權。道路與水庫是公共的，承包獲
利的廠商卻是私人的；建設成果有利大眾，但具體的施工過程中的勞工傷亡，還是包在
個別的勞資爭議中。公與私的界限，利益了誰？傷害了誰？這筆帳需要好好算清楚，不
能被感念犧牲所混淆。若進入具體的利害盤算，加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以預防職災，對
個別資本家來說就是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工程效率，有違其利益；對社會大眾來說，加
強勞安訓練以防患於未然，阻擋工人傷亡所引發的後續醫療及勞損代價，才符合公共的

32

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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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益。也就是說，資方的私人利益與社會的公共利益，經常是矛盾衝突的。反之，
工人與公眾的利益才是一致的。
自從台灣的重大工程採國際聯合承攬制度後，幾乎是相同幾家跨國大營造商統包。33
政府採購法採用價格最低標，營造業者在低價搶標的市場結構下，為了趕工及節省成本，
率先被刪減的就是勞安經費。從日治時期至今營造業特有的層層轉包制度，使企業的職
災賠償責任被稀釋，出事的都是第一線最下包的受僱工人，職災賠償卻囿於法令而無法
向主要承攬企業求償（林楨中、王澤雄，2003；張隆盛，廖美莉，2003；蘇宜士，2005；
江委螗，2010；鄭雅文等，2013）
。34個別廠商若為了降低安衛成本而造成更多工殤，代
價就轉至全社會承擔。如此，圖利了個別廠商，卻削弱了國力，這恐怕是當代工殤碑必
須翻轉之前的歷史敘事，重新說一個有關於工殤與公共利益的故事。
建碑不是事件的終結，而是論述的起點。當代對博物館展覽敘事的分析，多強調包
容、反省多元歧異的觀點，引發觀眾的提問與反思，而非對觀眾提供終極答案，才能促
成互為主體性的觀眾經驗（陳佳利，2007：141；張婉真，2014：221）
。博物館多由官方
耗資經營，承載官方史觀，有相對明確欲傳遞的教育作用，觀賞者也多是買票入場的特
定觀眾。但紀念碑散佈在公共領域，或是交通要道，或是商場附近，或是休息站，是免
付費的人潮往來之處，任何人都可以親近、使用紀念碑進行不同的行動與詮釋／反詮釋，
不管是獻花還是塗鴉，甚或是被大眾棄之不顧，都呈現了某種政治現象。雖說原始碑文
會決定了歷史敘事的主軸，但建碑之後所衍伸的社會囑目、討論、行動，才能真正呈現
多元視角的集體記憶。
就算是解嚴後建立的「傳承型工殤碑」
，其中也不乏誇耀工程成果、肯認工人犧牲的
敘事觀點，主要原因多是由於建碑者就是營造公司及發包單位，歷史敘事便不免受限於
官資強調「發展」的共同利益。至於相對有進步意識的「政治型工殤碑」
，或由工人抗爭
的「參與型工殤碑」
，若有不同過往的意義，應該是看建碑後能否再衍伸更具體的行動，
引發更廣泛的社會討論，否則就是以進步的光環，延襲昔日安撫工人的作為。蒐尋網路

如日資鹿島、日資熊谷、台資大友為（即台泥辜家轉投資的企業）同時承攬了台北捷運及台北 101，公司
化後的榮工處（即現「榮工工程公司」）則同時列名在台北 101 與雪隧的工程團隊。
34 勞基法規範勞資關係裡的職災補賠償，但營造業多重外包都是承攬關係，故而最下包的工人僅能向直接
雇主求償，中上層大包商僅有連帶責任。直至二○○二年工人推動完成立法的「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才
將承攬關係也納入職災補賠償的直接責任，但實務上，很多下包工人連勞保也沒有，更難以舉證勞雇關係
而求償無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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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有人在臉書上發文分享在旅遊途中與台北 101 伙伴碑相遇的心得與相片、35有國小
教師以高捷工殤碑作為戶外教學的教案、36更有教師將北捷潛水夫症碑列入台灣的人權景
點、37以及上一節所述女學會將旗津女工碑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教材等。這些來自民間自發
的傳播作用，也許是親臨現場、研讀資料、或觀賞紀錄片後而獲得的「借用記憶」
（Halbwachs, 1980）
、
「義肢記憶」
（Landsberg, 2004）
，都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形塑
自身的認同，也增加集體記憶的多元素材，得以跨世代對話。
工殤碑佔定了一個城市空間，任何人都可以自主與其發生關聯、形成對話。在未來
的時間長流裡，因為空間與物件的具體存在，大眾得以自發性地連結意義，擴散討論，
打持久的陣地仗，讓有階級、性別、族群觀點的集體記憶出土。歷史的多重敘事就在碑
文的空白處，由後人來填寫。

35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網站／主題：台北大廈伙伴紀念碑。
http://www.eeunion.org.hk/forum/index.php?topic=1501.0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36 郭怡君、楊琇媖、吳麗媚、劉育豪，〈關懷「殤」心，遠離「傷」心：高雄市工殤紀念碑人權教案〉。
http://www.nylon.org.tw/main/docs/elem3kuo.pdf。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37 吳瑞元，
〈2015 人權教育工作坊二：人權景點教學探究研習省思〉。
http://qsirabc.blogspot.tw/2015_12_01_archive.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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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Sites as Battlefield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Based on Workers’ Monuments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aiwan
Ku, Yu-Li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workers’ monu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 are plenty of monuments next to the roadside, reservoirs, buildings, tunnels, and
railway stations.

What does those monuments express based on the three periods of time based on

the Japanese coloniz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uled, and Martial Law lift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modern construction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gime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military construction,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raise the military's contractors, to a
large number of post-war veterans made up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ampaign and labor
continuity.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presented by the workers' monuments are mostly praising
sacrifices, and rare reflections on labor safety.
As to those workers’ monuments built after Martial law lifted, are there historical narrativ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ones because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political
loosening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I explor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building
workers’ monument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by study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alyz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monuments after fields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ipartite wrestling from
labor, capital, and government, I divide workers’ monuments into three types of heritage, political
and participatory types,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reproduction.
Keywords: workers’ monuments, construction industry, occupational injury,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 Ph.D.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s Renovation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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