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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步的空間─首部曲
文/拉黑子‧達立夫(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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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3年底啟動《旅行》計畫，紀錄每日行走「五十
步的空間」的所見景象，利用糖廠撿拾到的蔗渣濾
布作為畫布，於台11線沿岸現地行動、撿拾、繪
畫、拓印拖鞋與阿美族族語日誌書寫，同時記錄了
日期與公里數。 攝影/謝宛真(圖1)、蔡孟娪(圖2)

身為歷經數度殖民歷程的少數族裔，在現行各
種政策的主導下我們被熔入主流文化，接受以均質
為導向的現代教育，學習運用主流社會的規則與價
值觀，然而我們與主流文化共用的，始終並非是全
然吻合的精神或思想語彙，甚至面對符號或圖像的
直觀反應，都呈顯出源於不同背景既熟悉又陌生的
天然認知屏障。異質的觀看現實始終流動於族群內
部，亦步亦趨的隱入個人的日常行止，時而順服時
而衝突，身為少數族裔的創作者面對這樣微妙的生
存狀態的位置，感知能力相對敏感而纖細。
個人在20多年的創作歷程中 ， 早期(19912000)傾向於承載族群的躁動不安，焦慮正在被割
裂而可能再難追回的自身歷史，深刻察覺傳統正在
快速流失的時間壓力，遂而奔投於溯源，從傳統的
器物形制抽取線條語彙，並以母體文化為再現對象
的創作表現，後以末始系列 1 作為階段性的結束與
開始。而後(2000-2006)重新錨校定位，尋塑既承襲
傳統精神又屬於當代的線條、語彙，及至於自身回
應古今的姿態與位置。在族群文化的保存上，透過
數次駐村、駐地創作、大型委託創作的機會，帶領
族人經由創作的路徑回探自身的族群處境；在個人
創作上則推出「殘」2 系列作品，同時出版混合阿
美族語與中文的散文《混濁》3 一書，作為個人創
作上再一次的折返。2008年起，以「颱風計畫」4
為出發，試圖突破文化背景的藩籬，運用更足以讓
主流文化產生共感的語彙，涉入深層的族群精神，
並由此揉練出跨文化的理解，從中萃取共同的感知
取向，諸如環境的困境與意識、消費社會的急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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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對人性的關注、對自身心靈的探索等等。颱
風計畫利用由海岸邊拾回的無主拖鞋進行多次重複
的重組與拆解，歷經五年5 的展覽與發表後，再重
新理解，發現颱風所颳起的紛飛不過是一次又一次
表相的張狂，在隨風打散的原子逐漸落地之時，反
而如同進行著更深層的隱爆。這些曾經隨著強風與
激流震盪的歷史、文化，以及自我的碎片，在落地
之時狀似無意識的聚合，卻集結了一股正面迎向現
實的加速度，以太平洋為觸媒，創作開始指往一個
新進的方向—「五十步的空間」。
「五十步的空間」一詞的原由來自於已故的
父親曾在生前語重心長的對我說：「我們只剩下
五十步。」，對於生活腹地原就狹小的港口部落而
言，五十步幾乎就等於走到浪頭上的距離，在傳統
裡面這是生命等待與出發的地方，原應是一個小心
以待的警戒區域，但隨著現代的發展，這一段空間
被迅速擠壓著，而人們對於自然環境、傳統文化的
輕忽於是也呈顯在這樣的地帶。然而這從來不止是
環境問題，身為世居於太平洋邊岸，靠著這片海洋
餵養的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人，我們所關注的海洋
是一種涵蓋到所有生命消長平衡的永續觀念，為此
我不得不以一種足以穿梭在傳統與現代間快速變換
的觀看方式凝視這片海洋與此刻我們所共同面臨的
現況。

《旅行》繪製的畫面紀錄了創作者對於台11線的重複進入與觀看變化，同時也揭露出身於阿美族背景對海洋的認知與觀看方式，
視線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在不同身分與脈絡間切換，由此去經驗這空間在「進」與「出」之間的交換關係。 (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

在傳統的認知中，事件、問題、衝突…都是
非單一線性的發生，而是多重空間的交互影響，在

我們傳統的族群空間觀念有著大大的不同，然而傳

平洋的風景蔓延，及至影響到所有前來遊客的普遍

個更美好的世界，在觀看太平洋的同時，人們也為

故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無數有形無形的空間因

統面對環境的本能卻在這過程中衰退著。如今，原

心理之中。

那觀看隱喻的本能悄悄撬開了一個縫隙，窺見生命

素中進行通盤考量，只要稍有一個變項更動了，

住民族從海洋與山林獲取生命資源的生命方式依舊

當我們凝視環境卻近乎無動於衷，那是因為

的意義。太平洋運用她的語彙來喚醒所有人潛藏的

那整件事情的觀看方式或是解決的途徑都可能因此

存續，然而本質早已不同，認知主體不再根著於故

我們已經失去了看見事物背後隱喻的本能，看不見

本能，然而如果要能恢復或者維持這份本能，需要

而大大轉向。對比現代科學實證主導的價值觀中，

有的母體文化，而處於一種漂泊且撕裂的狀態，族

神話、祖先、故事、感激或者禁忌，看不見所有平

的卻是對世界的認知與未來想像的重建，甚至包含

人們致力於為眼前的困境尋求一個單一、快速的解

人們共同面臨的是多重的時間壓力，改變的速度太

淡無奇背後的精彩與奧妙。然而這正是太平洋的偉

禁忌與規範，對我而言，那必然的途徑便是重複性

決方案，以「五十步的空間」為例，人們數十年來

快，包含傳統、文化、語言、宗教、價值觀、人際

大之處，她讓人得以在她的風景、色彩變化或者細

的肉身勞動與對口傳神話力量的信任。

不斷重複在海岸邊投放消波塊，以為自己在解決環

關係、謀生方式、教育……當改變的速度成為潛沉

微之處尋獲一個途徑與自身的成長經歷產生一種共

在「五十步的空間」的系列創作裡，我透過

在所有族人內部的集體壓力，這股壓力勢必將往太

振與關聯，回溯自己兒時的甜或者曾經想像過的一

「旅行」這一組作品，在這我已經行走了大半輩子

境問題，實則卻是不斷增強壓迫環境的力道，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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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平洋岸邊，進行一個規律的，長達一年的行走

在撿這個過程裡，彷彿你撿的東西跟你是沒

與人為廢棄物撿拾。延續颱風計畫撿拾拖鞋的經

有關係的，事實上「撿」其實是在釋放身體裡過往

驗，經由每日的行走，透過撿拾漂流拖鞋的契機進

所有不再適合甚至不再需要的東西，這樣的釋放到

行隨機的觀看，並將自己的觀看所得繪製在於都蘭

哪都需要，只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途徑。舉例而

新東糖廠拾獲的古老布疋上，以阿美族語記錄心

言，撿拾讓我查覺到流失，當你在撿你是在釋放也

得，並為這只拖鞋拓下最後一個腳印。拖鞋因其通

在丟，而特別是這份拋出會讓你清楚的看見，你流

風、輕便與廉價、易損壞、不易腐敗的特質，在極

失的很多是以往不甚在意的東西，包括身處的大環

短的時間內成為台灣沿岸常見的人為廢棄物，另一

境到母體文化，所以透過這個撿的行為，才能檢視

方面，拖鞋同時也是南島民族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共

到那個不堪、那個微小的東西背後所包裹的龐大。

通生活物件，他的存在同時也象徵著我族在這數十

從來我們對於新事物，都會給予一種迎接與擁抱

年內所經歷的物質文化劇變。以拖鞋為主軸製作

的熱情，然而如同這空間裡的進退，有進就有出，

「旅行」作品的同時，我也有意識的撿拾周邊的人

於是這數百年來我們之所以讓他不斷流失，其實是

為廢棄物。

呈顯了一種共同的無意識。以為無關緊要，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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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創作幾乎都從「撿拾」開始，身為善於

是你身體已經無法辨識。所以透過這個撿的行為，

採集的阿美族人，「撿」是一個我們為了延續生命

這些廢棄、遺棄、遺忘的東西，清理自身同時回溯

而代代相傳技能，是人類伸手探向自然獲取食物的

記憶的精彩與甜美，在新與舊之間尋找一股平衡，

古老動作，是人於自然界的原始互動關係之一，包

透過身體空間的轉換對思維與精神進行「縫補」，

含對族人的責任與對環境索取的節制，一種餵養孕

「撿」回自己的樣貌。透過撿把感官視野逐漸縮到

育且不可過量的自我要求。我創作的主要材料也都

一個小範圍裡面，然而這個你自以為再熟悉不過的

來自於我的撿拾，如今的撿卻更像是一種承擔，在

地方，你是真的認得他嗎，才發現這看似這五十步

被丟棄中看到文化的消失，看到環境這個空間裡的

的空間其實很寬廣。文化的流失、環境的改變或是

的深意與浩瀚。而後在部落老人家的指引下，我開

傳統的撿拾必然搭配的是一種「全觀式」與

拉扯與衝突，看到不得不撿更多的現實驅動。在此

整個大環境的破壞，這些是我們朗朗上口的當代困

始溯回樑柱(木頭)與陶片(土)的起源，我一次又一次

「隱喻式」的觀看方式。我想講一個故事，那是從

我承繼這個肢體動作但轉換了拾獲物，有時是漂流

境，然而當生活跟環境的關係太遙遠，遠到你只能

沿著東海岸的溪流往深山裡走，或者頂著艷陽行走

前有一位老頭目的喪禮上，他的大女兒一邊撫摸著

木、有時是纏人的魚線、有時是建築廢料、有時是

用思考的方式來回應提問，其實就是找不到著力點

在太平洋的沿岸，而在行走過程中扛回的漂流木則

亡者一邊回想她與妹妹一起到山上撿蘆葦心，年輕

蒐集了一整個寶特瓶的玻璃、有時是滿布袋的塑膠

或支撐點，當你的身體失去那份本能，思考有時只

成為主要的創作材料之一。

貌美的妹妹在溯著溪流而上的過程中迎接了初潮的

瓶蓋，還有更多的塑膠片……這些人為廢棄物有一

是一種空洞。

「撿」是我最直覺的感知方式，從生活日常的貝殼、海菜，到創作之後陶片、古樑柱、漂流木、漂流拖鞋、海廢、玻璃……這個行為涵蓋了我的知識、記
憶以及經驗，內化成一種無可抗拒的本能反射，讓我得以經驗自身。 攝影 / 徐蘊康(左上)、謝宛真(左下) 、施合峰(右下) 照片提供/拉黑子 ‧ 達立夫(右上)

這樣的勞動逐漸成為我認識世界的重要途

一段往事。部落的喪事期間所有族人會聚在一起憑

個共同特色，是他們均喪失了舊有的功能與意義，

回到部落初期我以撿拾部落廢棄的古房舍樑

徑，透過肢體的使用理解口傳歷史中的身體感，諸

弔死者，並以輪流講故事來紀念死者，故事的敘述

看似殘破不堪的停放在岸邊，實則卻呈顯了一種近

柱與土地上破碎的陶片為主，木質的樑柱隨著崇尚

如豐年祭的舞蹈與浪濤節奏、海岸邊尋貝時面對海

者巨細靡遺的描述了光線在溪流上的反射、穿梭在

似於解放過後的純粹性格，而我以這些材料形塑本

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價值觀而傾頹，陶片則是隨著傳

浪的步伐之間的關係，又或者歌謠韻律的強度在集

山間的風、以及尚不懂事的妹妹用了錯誤的葉子包

系列計畫的另外數組雕塑或裝置作品。以此回歸到

統信仰被西方宗教取代的過程而破碎，這些材料本

體勞動過程中所引領的肉體節奏協調與瞬間同時爆

覆自己，導致不由自主在岩石上跳耀最後成為部落

我的創作，但前面就是需要這個勞動的過程才有辦

身即具備著多重指涉。透過在撿拾的過程中與部落

發的肌力……等等。在對創作的探索方處於起步之

中最曼妙的舞者……等等，透過口述加上生動的肢

法體悟，才能解答為什麼，甚至在答案未明之前身

族人所發生的互動，我也同步拾回一個沒有文字的

時，甚至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身體本能便已開啟

體表達，帶入環境、氣候、陽光、植物的知識，甚

體已經感受到了，所以我會不斷的進行，這不斷的

族群，在傳承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諸多口傳故事，獲

了一條關於部落歷史、關於台11線、關於自我存在

至歡笑，用輕鬆面對嚴肅，她在抒發自己的悲傷，

進行便是解答。

得重新理解部落精神的契機，體會母體文化中蘊含

意義等龐大地景圖象的測量途徑。

又巧妙的平衡了喪場中的悲傷，也為一個沒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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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承繼了歷史與智慧。我們是從這樣的日常中

開啟了一道回溯的路徑，讓我遁入了以為早已失

學習看待生命的態度，也從這樣的傳承之中學會一

去的幼時記憶或者更古老的傳說故事之中。可以說

種既發散又專注的觀看。

我既透過撿而更專注於「此時」、「此地」，我又

採集的同時一眼望去，腦海中除了看見現在

因為撿而遁入了另一個時空，對我而言在那雙重拉

需要的目標物也為未來可能需要的各種物質進行建

扯之中行成了一個巧妙的間隙，讓我可以既處於當

檔，同時也對當下存在處境的安全進行一次全面的

下，又屬於太平洋沿岸虛擬記憶裡的一環，更溯及

掃描，一方面必須專心的進行採集，一方面則必須

我的根源我的立足點，而這些同時運作在我的身體

注意到所有可能的突發狀況。在真正的觀看之中，

裡，就在這「五十步的空間」中，它給我一股融合

你必須看見眼前可視的全部，也必須看見那些隱藏

的力量。

在溪底、海面下不可視的全部，用心靈跟環境的互

在傳統上，「五十步的空間」原是一條可以

動，那是身體的釋放與自然一起融入，你不用眼睛

走過經過，但不可以占有的路徑，山與海在此交

就會知道下一步要走到哪裡、往哪邊跳耀。而當下

換、生命在此轉換、進退，我想提出的就是這個轉

所處的位置，又可能因為不同的自然界現象與過往

換的概念。這條路徑的精神提醒我們需要在生命中

的神話故事交織，神話透過眼前的畫面彰顯土地與

保持的彈性，五十，一半一半，男男女女在此採集

生命的意義，同時也描繪著規則與禁忌。所視世界

食物、祭司在這裡解災去病、傳統的儀式在這裡進

中每個細節的隱喻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傳遞部族

行，古老的靈魂在此送往迎來、神話裡詮釋了這空

的宇宙觀與生命哲理，賦予觀看者適度的概念，並

間裡的所有禁忌……，我經由撿拾在此交換我的困

提昇他自身的存在意義與責任感。

惑與苦悶，拼湊古老的智慧，並轉換能量，以此回

當你敏銳的面對你的每個細微的行為，那便

歸初衷，並獲取對生命意義的重新詮釋。

是「美」的展現時刻，生活便是美的呈現，這份敏

1 「末始」系列作品以漂流木表現陶甕的弧度，來參照阿美族以母系為

銳所激發出來的美並不單純是藝術上的意義，更可

主體的文化，型塑女性的肚腹。陶甕、祭杯等原是阿美族重要的傳統

說是我等迎向時代潮流沖刷的著力點。撿拾的同時

而棄置。1991年回到部落後不久，即於部落農地上展開破碎陶片的挖

我享受在跳躍與連續性之間快速切換的思考過程，
我行走，時而專注時而放任思緒碰撞、蔓延與遊
走，所有的疑問、困惑、恐慌、壓抑或者焦慮，包

技藝，在外來宗教的洗禮加上政治社會的變遷，多數陶甕已經被敲碎
掘，並同時進行部落傳統文化的田野調查。
2 「殘」系列作品以細弱的漂流樹枝為主要材料，當時東海岸的漂流木
雕已逐漸蔚為氣候，將目光轉往細弱的木頭，透過作品反應人們有意
識選擇背後所隱含的殘酷特質。

含身體與心靈的清洗與梳理都會在勞動的過程中進

3 《混濁》麥田出版，2006年。

行。比起漂流木，海廢的撿拾是更輕盈的，那股輕

4 以海邊拾回的6000隻拖鞋，透過裝置手法表現傳統與現代、部落與主

盈偶爾會招致一種介於清明與無意識之間的拉扯，
我是有意識的在這灘岸上去搜尋我要的物件──即
便他是泛指的垃圾之一，然而我又因為這撿拾的輕
易而進入了一種下意識自動運行的慣性之中，從而

流社會等不同角度觀看颱風的價值落差與精神思維，於2008~2013年
間持續執行，而撿拾拖鞋的行動至今仍進行中。
5 共進行五次展演分別於2010年1月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首次個
展)、2010年1月國立台灣文學館(戶外特展)、2010年10月國立台灣美
術館(台灣雙年展)、2011年4月高雄美術館(第九屆台新獎入圍特展)、
2012年10月第九屆上海雙年展。

《線》部落裡編網是男人的工作，而漁網是海洋子民需珍惜保存的工具，如今竟漂流散落在海灘。柔軟的塑膠線看
似沒有威脅性，然則每條線都是一堵堅實的牆，對自然都是一道銳利的切割。然而線這樣的事物又是創造的源頭，
可以編織、連結、串連與縫補，在瞬間裡穿透看不見的空間，一種可以源源不絕的傳達的元素。在冗長且枯燥的編
織過程裡，手中的線撬開時空的縫隙，取得重新審視自己的機會，進入過往生命裡的不同時空。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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