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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Taipei, Taiwan 

d/ AUG.17.2019 – NOV.03.2019 

 

一、 關於展覽 (430 字) 

自 19 世紀起，得益於工業革命後獸力解放，養狗的目的從工作為主開始轉向賞玩陪伴，促使品種標準化時對 

於外觀的要求逐漸並駕甚至壓過性能，追求品種的獨特性也導致了對血統和名稱代表性的講究，最終與當時 

的科學和政治思維產生部分謀和。  

同樣受到工業革命深刻影響的陶瓷業，自 18 世紀中期後以模具規模化生產陶瓷的技術成熟，在滿足日常實 

用陶瓷的需求後，裝飾陶瓷也開始深入民間，不再是專屬於上層社會的高級藝品。在今日我們會覺得頗為媚俗 

的這些陶瓷擺飾，透過模具量產，在我眼中，與純種狗於標準範本下繁殖跟認證，有著呼應的邏輯。  

不論是繁殖或是翻製，都涉及人為形塑。狗作為最貼近人類的動物，假設對狗的態度是文明意志的延伸，狗之 

品種，人之民族，我們在歷史上屢屢見到一些狗和國族認同有意無意交會的歷史時刻。對狗育種的移情似乎緩 

解了以人的種族去條件化國族的不合時宜。「馴國」像是一局套圈圈遊戲──擺開這些無法自造聲量的動物

（狗）、以牠們為型的人造物件（陶），和製造者的歷史（人）──企圖套中三者交集的微小標竿。 

 

二、 完整陳述 (1499 字) 

「馴國」展覽是一個從個人收藏出發的創作計畫的階段性呈現。大約自 2012 年起，我開始大量收集台灣早期

多半在鶯歌生產的狼犬撲滿。這些撲滿開始生產的年代還有待考證──遽聞為民國六零年代，（亦有稱為光復

初期）；但是到民國九零年代因為工廠外移而停產倒是頗為可信。這些在過去常被當成套圈圈獎品的狗狗，做

工稱不上精緻，在遊戲中往往被放在前排當作安慰獎。但因為存錢的功能與當時逐漸富有起來而有餘力儲蓄的

社會風氣相輔相成，廣泛流行──這些狗狗，在床頭前、在書桌上、在櫥櫃中吐舌傻笑地陪伴著我們──直到

最後為了取出肚子裡的零錢而被砸碎，或因為本來就沒什麼價值而被丟棄，逐漸稀少。曾經深入家家戶戶的它

們，走過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而蛻變成為了一種專屬台灣的集體記憶：一種台灣狼犬（台灣牧羊犬）。 

當年，為什麼在眾多動物題材中，這種坐姿狼犬最受青睞？一來狗先天有顧家護主的良好形象。從製造面推

測，這種垂直造型能最有效節省窯內空間，在套圈圈遊戲時也相較容易被套中。然而在這麼多種狗中，為什麼

是狼犬？在台灣，最早的狼犬可能是隨著日本統治（1895-1945）而來的。日本學習德國軍事現代化開始引入

軍犬，爾後更透過德意志帝國在一戰敗後割讓青島（1914）獲得大量狼犬。日本撤退之時，許多軍官因為狼

犬不便帶走，便把它們轉贈給當時台灣的仕紳階級，國民政府遷台後，狼犬依然重點服務於軍警。始終在社會

高層之間流傳的狼犬，成為社會上威權、高階、昂貴的象徵，或許也因此陰錯陽差地促成狼犬撲滿在政治逐漸

開放的時代中依然廣受庶民的歡迎。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other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2 

德國狼犬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被建構出來滿足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一種狗。「德國牧羊犬（德國狼犬）」原本

只是普遍存在日耳曼南方鄉間的土種狗，在德意志帝國成立後不久，於 1899 由育種家 Max von Stephanitz 正

式賦予了「Deutscher Schäferhund」之名。後來牠們因為學習能力強，很快地脫離了鄉村勞動進入了軍警領

域，從此與軍事史緊密相連。納粹曾將牠們視為優生學的理想範本，並且推崇為德國人的象徵。在二戰中因為

各國軍隊採用而達到繁殖高峰，直到今日，即使因為基因退化而逐漸淡出軍警用途，普羅大眾還是視其為軍犬

的同義詞。 

在西方，對培育純種狗的熱情始於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由於工業革命後獸力解放，養狗的目的從勞動逐

漸轉向賞玩陪伴，育種對於狗的外觀的講究開始壓過對實際性能的追求，追求品種的獨特性也導致了對血統和

名稱代表性的講究，最終與當時的科學和政治思維產生部分謀和。同樣受到工業革命深刻影響的陶瓷業，自十

八世紀中期後以模具規模化生產陶瓷的技術成熟，在滿足日常實用陶瓷的需求後，一些作為擺飾的陶瓷也開始

深入民間，不再是專屬於上流社會的高級藝品。在今日我們會覺得頗為媚俗的這些陶瓷擺飾，透過模具量產，

在我眼中，與純種狗於標準範本下繁殖跟認證，有著呼應的邏輯。 

不論是翻製或是繁殖，都涉及人為形塑。狗或許是最貼近人類的動物，甚至有部分論者已然宣稱狗不再屬於自

然界。假如我們同意對狗的態度是一民族文明意志的延伸。狗之品種，人之民族，我們在歷史上屢屢見到一些

狗和國族認同有意無意交會的歷史時刻。如十九世紀後統一的德意志帝國，蘇聯解體後的高加索地區國家，南

斯拉夫解體後的巴爾幹國家，民族複雜的西班牙，以致建國後的以色列。對狗育種的移情似乎緩解了以人的種

族去條件化國族的不合時宜。然而狗的血統認證可以很絕對，作為人卻無法，不只是從道德上有陷入種族主義

的危險。從政治上來說，血統也並非是國家形成的關鍵，對於文化／社會面的認同往往才是國族建構的要素。

「馴國」像是一局套圈圈遊戲，擺開這些無法自造聲量的動物（狗），以牠們為型的人造物件（陶），透過層

層的指涉和隱喻，從陶瓷到狗，再從狗的育種對照到製造者的歷史（人）──企圖套中三者交集的微小標竿。 

 

三、 關於藝術家 (326 字) 

吳權倫出 生於台 灣台南 。畢 業於國立 台南藝 術大學 造型 藝術研究 所。自 然與文 明， 生態與政 治，媒

材與數位 之間的 不斷改 寫、 折衷與矛 盾，一 直是吳 權倫 創作的普 遍背景 。其運 用電 腦生成影 像、攝

影、素描 、現成 物、陶 瓷等 多元媒材 ，發展 成以觀 念與 研究為基 礎的裝 置作品 。近 期作品多 從一段

收藏／收 集的過 程起步 ，關 注這些「 收藏物 ／收集 物」 自有的身 分與啟 示，再 逐漸 納入歷史 與社會

的脈絡。 吳權倫 曾獲得 台新 藝術獎年 度提名 ，以及 台北 獎及高雄 獎優選 。曾於 臺北 市立美術 館、國

立臺灣美 術館、 韓國光 州美 術館、上 海外灘 美術館 、柏 林貝塔寧 藝術村 展出， 並受 邀參與「 2014

台北雙年 展－劇 烈加速 度」 。作品受 國立台 灣美術 館、 臺北市立 美術館 典藏。 近年 前往首爾 、柏林

以及祕魯 等地駐 村及發 表。 現居與工 作於柏 林與台 南兩 地。 wuchuanlun.com 

 

 

file:///D:/Google%20雲端硬碟/EVENTS_one事件壹/2019.08%20北美館_馴國/Wuchuan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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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作品 

 

1. 被正式稱為是、俗稱為是(或沒有被稱為是)，被用來(或沒有用來)保護、放牧或驅趕

──羊、山羊、牛、馴鹿、羊駝；有得到國際育犬組織(FCI)登錄的、只有地方犬會

認可的(或沒有任何認可的)；持續存在的、稀有的、已滅絕的或當代新混種的各種畜

牧犬，以及牠們所屬國籍、各種稱呼法、以該國語言及文字書寫，地理發源、可能的

血緣關係以及命名來由｜印刷品｜29.7×42 cm 二十七件｜2019 

2. 毛／釉｜鉛筆紙本｜61.8×48.5 cm，28.5×21 cm，31.5×24 cm｜2019 

 

 

 

3. 馴養 001｜鉛筆紙本｜29.7×21 cm｜2009 

此作品來自 2010 的素描系列「馴養」，此系列原意圖透過一系列人與動物親吻的網路圖

像討論網路與實體之間的交互依存。此系列的第一張為“狼”。有如一個在我還未意識之前

就被埋下的彩蛋，不論從題材、象徵、物種、技術都預示了這次個展的發展。 

 

 

4. 當收藏成為育種 – 歐洲｜歐洲陶瓷收藏、印刷品｜空間尺寸｜2018-2019 

我收集了來自歐洲諸國的狼犬造型陶瓷，這些有點俗氣的通常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小擺

飾，比較像是一種高級文化的庶民仿刻。在蒐集的過程中，我發現歐洲生產的狼犬陶瓷中

趴下的姿態佔了大多數。而趴姿，正巧是在台灣從來未生產過的。這種對姿態的偏好也許

隱含民情，比如認為狗應該要呈現比較放鬆乖巧的樣子。這次展示了德國(西德、東德)、

奧地利、波蘭、俄羅斯、捷克、匈牙利、希臘、法國、義大利等地的狼犬陶瓷。在同一體

裁下，觀察審美和態度的微妙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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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編隊 形變 犬變｜鉛筆紙本、噴墨相紙、東德卡茲許特陶瓷收藏、白瓷｜總長 1980 

cm (素描 84×59.4cm，126×59.4cm；肖像 59.4×42cm ) ｜2018-2019 

由四種媒材複合而成。第一部分是台灣狼犬撲滿的“肖像” ，乍看雷同的狼犬撲滿在近距離

拍攝下顯出各有個性的樣貌。背景的雲彩紙，除了在年代感和氣質上的呼應。雲彩紋和迷

彩的相似增添另一種解讀層次。 

第二部分是來自東德 Katzhütte (Hertwig & Co)陶瓷廠的現成物，生產的週期介於 1958 年

到 1990 年之間，與台灣狼犬撲滿的有些許重和。Katzhütte (Hertwig & Co)位於德國圖林

根，曾經有過兩個階段的發展，於 1864 年到 1958 年之間使用 Porzellanfabrik Hertwig & 

Co.品牌。1958 年後，隨著東西德分裂，位於東德的工廠被收歸國有，並改名為 V.E.B. 

Zierkeramik Katzhütte。最後在 1990 年，隨著兩德統一，結束了所有生產線。 

第三部分為以 Katzhütte (Hertwig & Co)陶瓷為模型，將它們依據狗在穿越各種障礙項目時

的身體造型畫成素描。其中十款──暫停桌、跳環、跨欄、波浪杆、隧道、軟隧道、A 字

坡、翹翹板、長跳、步道通常出現在較為通俗、休閒化的「敏捷競賽」之中。並加入兩種

通常在較吃重的軍警訓練時才會有的項目──翻牆與爬梯。第四部份，則將上述的素描以

白瓷實體化，目前先製作了跳環、A 字坡、翻牆、波浪竿四款。 

                          

                               

 

6. 當收藏成為育種 – 台灣｜台灣陶瓷收藏、噴墨相紙｜空間尺寸｜2012-2019 

大約自 2012 年以後，我開始大量收集這種在過去常被當成套圈圈獎品的狼犬撲滿。曾經

因為存錢功能在當時逐漸有餘力儲蓄的家庭中廣泛收藏──這些狗狗在床頭前、在書桌

上、在櫥櫃中吐舌傻笑陪伴著我們──直到最後為了取出肚子裡的零錢而被砸碎。曾經深

入家家戶戶的它們成為了一種專屬台灣的集體記憶，一種台灣牧羊犬。從製造面推測，垂

直造型能最有效利用窯內空間，在套圈圈遊戲時也相較容易被套中。然而在這麼多種狗

中，為什麼是狼犬？在台灣，最早的狼犬可能是隨著日本統治而來的。日本學習德國軍事

現代化開始引入軍犬，爾後更透過德意志帝國在一戰敗後割讓青島獲得大量狼犬。日本撤

退之時，許多軍官把它們轉贈給當時的仕紳階級。國民政府遷台後，經歷戒嚴解嚴，狼犬

始終重點服務於軍警，成為威嚴、權階、昂貴的象徵，或許也因此促成狼犬撲滿在即使逐

漸開放的時代中卻廣受庶民歡迎。台灣狼犬撲滿在展覽中和來自歐洲的狼犬陶瓷遙遙相

望，多樣的面貌呈現出一種不輸歐洲諸國總和的奇特生命力。 

底座二幅照片是自己養的流浪狗──呷布。雖然是土狗但長相洋派，常有人說他混到牧羊

犬血統，所以後來我索性介紹他是一隻台灣牧羊犬。以及一幅石門十八王公廟的模型照，

此廟以狗靈聞名，據說也間接影響到狼犬撲滿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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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馴國 – 迦南犬(貝都因牧羊犬)、喬治亞牧羊犬、加泰隆尼亞牧羊犬｜鉛筆紙本、風

乾陶土｜素描 42×59.4 cm；雕塑 24×12×14 cm，24×13.5×14 cm，25×15×

14.5 cm｜2019 

本次展覽的同名作品。三種各自與該國的建國史較有牽連的品種。以色 列的迦南犬，以

聖經中的古地名為名，曾經廣泛存於聖經時代的以色列，在猶太人被驅逐後也跟 著沒

落。1934 年後逐漸復育，作為軍犬用於以色列游擊隊哈格納中。以色列建國後，迦南犬

也成為國犬。喬治亞曾在蘇聯時代與中央的紅星犬舍競爭「高加索」的冠名權，最後蘇聯

選擇了泛高加索地區大型犬混合培育出的狗種作為「高加索牧羊犬」。蘇聯解體，喬治亞

獨立後，喬治亞牧羊犬也從高加索牧羊犬中獨立出來，並逐漸爭取國際認同。加泰隆尼亞

牧羊犬成長於西班牙法國邊界山區，被認為血統上比較接近法國庇里牛斯犬，於西班牙內

戰期間大量服役於軍隊，導致數量一度危急。爾後逐漸復育，並成為加泰隆尼亞的民族象

徵物，在巴塞隆納奧運時，以立體派的風格設計成吉祥物 Cobi。 

作品以台灣狼犬撲滿的姿態和風格去雕塑這三種狗，用以牠們各自的歷史映照台灣的處

境，作為陶與陶，狗與狗，國與國之間的精神勉勵。 

 

 

 

8. 小開片｜鉛筆紙本｜30.5×26.8cm｜2019 

 

 

 

9. B_EEDS, N_TION, ETHNI_, R_GION｜黃銅｜空間尺寸 二十件｜2019 

這是一組未完成的拼字遊戲，其中缺漏的字母被散置於其他展間。我用羊皮狗零食纏繞捏塑

成字母再翻為銅雕。刻意讓表面呈現局部拋光精緻，局部脫模野放的質感。像一副燒結，有

待理解結構的器官。 

 

10-11.   最白的白｜鉛筆紙本、阿拉赫 76 號陶瓷收藏、早期日本雜誌、書寫、金色光｜空

間尺寸｜2019 

一本 1937 年的日本雜誌，報導了軸心國共組反共產協定一周年紀念，裡頭刊登一張照片，

背負著軸心三國旗幟的白色狼犬。四張素描，描繪四種本源皆為德國狼犬，但因為政治及戰

爭因素而被分別育種和重新命名的狗種（10.）、一隻在集中營製作的白色陶狗（11.），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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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不同媒材、年代、地域的物件檔案去檢視關於品種、美學、意識型態在白色尺度下的象

徵性，崇尚、排斥、疑慮。 

10. 純種 – 四種狼犬｜鉛筆紙本｜84.1×59.4 cm 四張｜2017 

四種本源相同，但因為政治及戰爭因素被重新育種和命名的狗種，德國狼犬、（東德）德

國狼犬、東歐狼犬、白色瑞士狼犬。 

德國狼犬於冷戰分裂期間，曾經因為東西德發展的落差，以及對狼犬使用目的的不同，而

逐漸在體質和氣質上產生差異。統一後官方其實已經沒有所謂東德狼犬的說法，然而在坊

間偶爾還是會有認為東德狼犬因為曾經封閉的歷史，而且過去一直以工作犬的標準繁殖，

整體體質更純粹且優秀血統的看法。東歐狼犬則是冷戰時期於蘇聯白俄羅斯地區培育出的

品種。以德國狼犬為母體，混血來自俄羅斯的狗種（甚至是狼）以強化對東歐環境的適應

力。在外型上還是被培育的非常接近德國狼犬，於冷戰時經常服役於邊境。白色瑞士狼犬

除了毛色，其他外型與德國狼犬基本沒有差異。在 1933 年後，白色被以帶有白化症基因

的理由被除名。實而是當時在發展軍備的過程時顧慮純白色在戰場上容易被鎖定，而將之

失格。呼應了德國當時的優生學思維以及逐步崛起中的軍事整備。過了數年後，白色狼犬

在美國和瑞士重新標準化，重新冠了國名。 

11. Allach Nr.76｜阿拉赫陶瓷收藏，書寫，金色光｜空間尺寸｜2019 

在今日慕尼黑近郊的達豪集中營，於納粹時期曾經設有一間陶瓷工廠 Allach (1936 - 

1945)。技巧高超的猶太陶藝師在這裡製作專屬於納粹高層的瓷器。Allach 象徵了納粹的

美學品味以及民族自豪，他們特別強調他們使用來自德國本土的瓷土，用來製作出配得上

雅利安人菁英的晶瑩剔透的瓷器。納粹對白瓷的迷戀豪不忌諱的連結上他們對於白種的自

豪。然而在同時它們也可以因為戰爭的理由和對於白化症的恐懼將白色的狼犬判為失格。 

書寫部分，請見“六、Allach Nr.76”。 

 

 

12. 特別的褲子 不可熨燙中國 不可熨燙中華民國｜噴墨相紙｜148×104 cm 三件｜

2019 

部分台灣狼犬撲滿的脖子上會掛有金牌，然而上頭的文字可能只是為了營造一種舶來品的

氛圍而不明就理地挑選了一些英文字，如 Slacks（休閒褲），No Ironing（不可熨燙）等

等。雖然是個陰錯陽差地失誤，但也讓人聯想到當時台灣以紡織作為出口大宗，因為遍地

都有紡織工廠而被稱為紡織王國的一段歷史。在產地處出現兩種版本：China 或是

R.O.C。據一些老貨攤主的說法，其差異在於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 年）前後，在退聯前

稱為 China，在退聯之後必須改稱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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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格拉芙拉特: 牧犬傳｜單頻道高清錄像｜八分｜2018 

我數次走訪了第一隻德國狼犬的培育地 Grafrath，在當地漫遊的過程中，發現一處於第四

紀冰河期形成的冰壺地質遺跡，這處地質遺跡因為傳說中曾被當作天然的捕狼陷阱而被取

名為「狼坑冰壺」。由於第四季冰河期正好也是部分科學家們推測狗從狼被人類給馴化的

時期。在第一次走訪 Grafrath 的過程中，我很幸運的認識了當地的前狼犬協會會長。然而

會長最後告訴我，其實在 Grafrath 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人飼養狼犬了。                  

https://youtu.be/PtKg3AX-6_Y 

14. 狗匠｜單頻道高清錄像｜九分｜2019 

在陶瓷與狗之間企圖交集兩者受人為型塑的層面。以各種案例：敏捷競賽、東德陶瓷、納

粹陶瓷和台灣狼犬撲滿去淺談各自被加諸的意識形態。片頭以德國多特蒙特的敏捷競賽開

場，以這種人狗合作的運動指出一種塑造的發生。爾後走訪慕尼黑近郊的達豪集中營，企

圖找尋關於 Allach 陶瓷的歷史過往。最後，以在柏林和台灣（台南、高雄、台北）兩國之

間跳蚤市場尋覓陶瓷狗的片段帶入對陶瓷的審美趣味，並引出狼犬輾轉繼承的歷史。

https://youtu.be/eVq5LqFMT7M 

五、 Blondi 

布隆蒂，希特勒的母德國狼犬。布隆蒂多半在政宣中與希特勒一同出現，突顯

希特勒人性化的一面。此獨照由攝影師 Walter Frentz 拍攝。本圖由 Hanns-

Peter Frentz 提供。 

 

六、 ALLACH NR.76 

去年我數次造訪了慕尼黑。在穀物市場附近有一條古董小巷，很歐洲的懷舊風情。我偶然望到一間沒開門的古董

店，在深處有一隻又大又白的狼犬瓷像。雖然隔著玻璃，但還是可以看出這隻陶瓷狼犬特別精緻生動，明顯比我以

前看過的更為高級。再經過兩次的撲空之後，我總算遇到老闆。  

這間小古董店是由一對七八旬的老夫婦經營的。我問老爺爺這隻大白狼犬的事情，有點意外的是老先生用流利的英

文回答我。原來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作品，來自一個叫做 Allach 的陶瓷廠。這間陶瓷廠今日已不在了，因為它是納粹

的御用陶瓷廠。在 1936 年被納粹頭目之一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接管。當時希姆萊要求 Allach 的產品要能作為雅利

安美學的表率，甚至還特別強調要用德國的土生產德國的陶瓷。  

Allach 的品味古典優雅，技術上是領先時代的。據說最具代表性的題材是馬，因為馬的四肢細長，一般的陶瓷廠往

往需要把腿加粗，不然就是要靠一些裝飾來支撐，而 Allach 是少數能表現出駿馬獨自奔騰的陶瓷廠。這樣的 Allach

陶瓷，主要生產給納粹高層或餽贈貴賓，只很少量的對外販售。令我啞然的是，生產這些品味高雅、作品技藝完美

的 Allach 陶瓷廠，原本是一個集中營的勞動項目──工廠就慕尼黑近郊的達豪，納粹的第一個集中營裡頭──所

以，生產 Allach 陶瓷的藝術家們其實也是暴政受害者。  

https://youtu.be/PtKg3AX-6_Y
https://youtu.be/eVq5LqFMT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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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ch 的陶瓷依大小、純白或上色分成四種版本。我遇上的這隻大白狼犬是所有 Allach 陶瓷裡頭最大的幾件。當年

有紀錄生產了 143 隻，但經過戰亂之後還剩多少，難以考證。由於納粹戰敗後，為了煙滅證據，把所有未出售的成

品還有原模全都銷毀，而已經出售的 Allach 陶瓷，在往後的轉型正義時期，因為與這段黑歷史的牽連而變成許多人

唯恐棄之不及的物件。目前最多的 Allach 陶瓷收藏可能在德國境外。老爺爺說他的大客人來自俄羅斯，另外在美國

也有很多 Allach 收藏家。但俄羅斯藏家對 Allach 陶瓷著迷最深，甚至還出版了目前市面上最齊全的 Allach 目錄。  

我好奇問他為什麼要叫這隻大白狼犬為 Blondi，是不是跟希特勒的德國狼犬有關？他說：「是的！」這樣坦白的暗

黑行銷手法，讓我當場莞爾一笑。我問了老爺爺這隻狗的價錢──就跟它的歷史一樣驚人。離開這間小店之後，我

試圖在網路上找尋比較便宜的 Allach 大白狼犬。透過朋友的幫忙，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拍賣，但最後也都因為價

錢的關係作罷，而那些老闆也很有把握，各個都堅持非常稀有，還不約而同的說有很多俄羅斯買家有興趣。  

過了一年，我又回到了慕尼黑的這間小店。老爺爺說他還記得我，我想應該是因為很少會有台灣人跟他聊一隻陶瓷狗

聊這麼久。又經過了兩次拜訪，他終於給了我一個可以接受的價錢。最後，我問老爺爺這隻狗在遇到我這個新主人之

前，已經在這間店裡多久了？  

三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