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噪音是我一無所有的開始，

讓我更勇於嘗試更多聲音的可能性。

Noise,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and therefore I tend to 
explore the more possibilities of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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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ward
Sound Art

王 福 瑞 先 生
Fu-jui Wang．53 歲（1969 年 4 月）

評審評語

王福瑞教授是臺灣聲音藝術創作的先鋒，三十年來持續

探索聲音的可能性，推動實驗音樂與當代藝術的結合，

並藉由教學和國內外展演活動，培育聲音藝術創作者，

表現傑出。

Professor Fujui Wang is a pioneer of sound art in Taiwan. He 

has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sound for three 

decades,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al music 

and contemporary art, and nurture sound artists through his 

teaching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得獎感言

「一無所有」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放開自己，想怎麼

做就怎麼做，不需要綁手綁腳，重要的是過程與累積起

來的經驗，敢去闖就有新的養分。那樣的自由度，讓我

更有勇氣一路走來不停創作。創作聲音早已是我生活的

一部分，我覺得大家對聲音的想像與思考可以更不受

限，這也是我和我妻子盧藝命名我們工作室為：『響相

工作室』的原因之一 。

聲音創作是一條寂寞的路，不像以視覺為主的藝術創

作，大眾比較容易看得懂，也不像音樂創作，一般人比

學 歷

美國金門大學 電腦資訊系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學士　

現 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副教授 

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　　 　　　董事

曾 任
臺灣第一個聲音藝術「異響 / Bias 2003」展策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與科技中心，「數位藝術實驗室 (2005) /

電腦音樂實驗室 (2006~2019) / 未來聲響實驗室 (2010~2014)」

主持人

「2007/2008 年臺北數位藝術節」策展人

較容易聽得懂，聲音藝術比較難理解，

但近年聲音藝術的展演活動愈來愈蓬

勃，一些新設機構如空總臺灣當代文化

實驗場 C-Lab 的臺灣聲響實驗室，和學

術機構內聲響實驗中心的建立，可見聲

音藝術在臺灣已經札根和發展。我是和

臺灣聲音藝術圈一起成長，所以「東元

獎」的肯定，也是對聲音藝術在臺灣發

展的肯定。

對「東元獎」的期望

感念東元的挑選用心，對於這塊聲音藝

術肯定，廣度更廣

東元有獨到的眼光，人生中第一個大獎

與東元一同走出超凡的人生成就

攝影 陳又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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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聲成林 匯音成海－臺灣聲音藝術教父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從 1992 年醞釀創辦臺灣第一本實驗音樂雜誌

《NOISE》和自主發行唱片起，現任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

藝術系副教授的王福瑞，30 年來在臺灣聲音藝術領域每個

隨時代掀起的發展新浪頭，都扮演領頭羊、關鍵橋梁或幕

後推手的角色。2001 年他所策畫的「靜電暴動」展是臺灣

告別 90 年代生猛類比噪音、朝向電腦數位化的轉捩點；

2003年首屆「異響Bias」是臺灣第一個以聲音藝術為名，

並採用徵件方式讓年輕創作者有全新舞臺的展覽；2006 年

參與讓聲音藝術成為臺北數位藝術獎的獨立獎項並擔任多

屆評審，不少優秀聲音藝術家由此發跡；2008 年策畫「超

響 TranSonic」連辦六年，致力追求超越實驗的成熟精緻

演出，成為臺灣聲音展演年度大事的代名詞。而從 26 歲

開啟個人創作生涯，不會任何樂器的王福瑞擺脫樂理框架

回歸聲音本質，用直覺面對聲響並據以發展聲音的肌理，

持續不輟地探索前所未聞的聲音藝術，連續端出 2007《超

越 0~20HZ》、2008《聲泡》、2010《聲點》、2011《雜音

空態》、2012《靜噪》、2013《超傳波》、2015《移動的

聲林》、2016《透明響像》、2020《噪音寂靜》等各有特

色的作品，被國際視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聲音藝術家而邀

展不斷，贏得「臺灣聲音藝術教父」的美名當之無愧。

先天散光造就偏愛聽覺，NOISE開拓臺灣實驗音樂之路

1969 年在臺北出生的王福瑞患有先天散光，從小就戴眼

鏡而容易感到視覺疲勞，聽音樂成為他最愛的休閒活動，所

有零用錢都花在買音樂卡帶和ＣＤ，國中就跟著讀師大附中

的哥哥聽搖滾樂，「到現在還記得哥哥騎機車載我去ＣＤ出

租店，回家自己錄成卡帶的情景。」當自己也考上校風自由

多元的師大附中，王福瑞最喜歡跟好友一起到ＭＴＶ店看各

種實驗電影，也接觸了比搖滾更前衛的實驗音樂。「我沒有

翹過課，但常常下課就往ＭＴＶ跑，我的個性就是對自己感

興趣的領域越挖越深，喜歡的導演和音樂都會去找各種資料

來看，直到高三下學期才開始認真念書準備聯考。父母看我

基本成績都有顧好，也不會去限制我的興趣。」

剛考完大學聯考時，王福瑞初次看到德國實驗音樂團

體「新建築倒塌（Einstuerzende Neubauten）」的紀錄片影

碟，很疑惑這些在柏林廢墟敲敲打打的工業噪音算是音樂

嗎？裏頭還結合日本白虎社容易讓初次接觸者感到毛骨悚然

的舞踏，帶給他全新的視聽體驗。「前衛搖滾其實很重視音

樂的技法，但實驗噪音完全打破一般人認知的音樂結構。」

王福瑞說，他在疑惑下想要深究而越聽越多，由此進入一個

當年在臺灣非常冷門的新世界。讀政大統計系時，他常請朋

友從香港幫忙帶回臺灣沒賣的噪音專輯，及專門報導獨立和

實驗音樂的《助聽器》雙週刊，除了翻看國外雜誌，更主動

寫信聯繫歐美和日本實驗音樂的創作者，詢問他們的心路歷

程、音樂理念和製造各種聲音的材料工具等，大四醞釀將信

件訪問所獲得的資訊集結成冊分享給同好，1993 年畢業後

便以程式設計師的收入，正式創辦完全以噪音為主題報導的

《NOISE》雜誌。

王福瑞校長兼撞鐘，文編、美編、印製和建構銷售網絡

都一手包辦，除了自己寫稿也四處延攬適合寫手，臺灣擁有

最多實驗音樂專輯的收藏家盧振文便是《NOISE》力邀的寫

手群之一。雖然只是克難用 A4 紙印個 200 本，以每本 15-30

元的價格放在唱片行寄售和郵寄給一些海內外訂戶，僅發行

十期的《NOISE》卻成為往後一談到臺灣本土噪音歷史時，

就會提起的傳奇音樂雜誌先驅。

除了出版紙本雜誌，王福瑞還進一步出錢出力協助噪音

創作者在臺灣發行ＣＤ和卡帶，以「噪音行動」為名，用各

種猛烈刺耳、駭人聽聞的專輯，企圖帶給臺灣樂迷最大極限

的震驚。以《NOISE》為廠牌發行的首張專輯是日本知名噪

音團體「The Gerogerigegege」的作品，源於對方主動詢問他

有沒有興趣幫忙在臺灣發行，「他們在噪音界很有名，我感

到很榮幸也想試試看，便請對方寄母帶給我。」王福瑞回憶，

當年在臺灣ＣＤ壓片至少要 500 張，接到母帶的壓片公司業

務還特別找他詢問：「你這裡面資料是不是錯的？聽起來都

是怪怪的聲音耶，確定要這樣壓嗎？」

《NOISE》發行的專輯總計超過二十張，每張ＣＤ和每

感謝臺灣聲響實驗室 C-LAB Taiwan Sound Lab 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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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卡帶都是王福瑞先出資限量壓片或拷貝，包裝則是他利用

下班時間自己手工精心摺製的，其中為「零與聲音解放組織」

（簡稱 ZSLO 或零與聲）發行的專輯是臺灣本土第一張噪音

ＣＤ，透過《NOISE》的國際網絡發行至國外，為原本呈現

荒漠狀態的臺灣實驗音樂界播撒寶貴種子。提起這段往事，

王福瑞特別感謝當年擔任昌彥唱片店長的謝典銘，在引進和

寄售實驗音樂方面給予的許多協助。

赴美留學開啟實驗音樂創作生涯

1995 年在父母的期許和贊助下，王福瑞赴美留學，但他

坦承拿電腦資訊碩士學位只是要給家裡交代，親身接觸聲音

藝術的沃土才是主要目的。美國最大連鎖唱片行淘兒（Tower 

Records）的總部所在地沙加緬度是他赴美的第一站，其後到

舊金山，與許多原本只是透過信件往來的實驗音樂藝術家進

行當面交流，乃至跟著他們的巡迴表演行程就近觀察。「舊

金山有很多 Art house，每個月都有表演，每週三都有實驗電

影的座談，很多好玩的東西，根本沒有時間念書！」

受惠於美國聲音藝術家 Joe Colley 等人的帶領和影響，

王福瑞以藝名「精•神•經」展開個人創作，父母給的美國生

活費有部分投入到跳蚤市場購買二手錄音設備和效果器。結

合精神和神經兩詞的藝名，源於他在西雅圖看到美國實驗音

樂團體「Small Cruel Party」的表演，僅用西藏鈴和一個碗加

上效果器，層層營造出簡約神秘的音場，讓聽眾感覺被深深

吸進一個充滿禪味和靈性的精神空間，也讓王福瑞領悟聽覺

就是「透過神經的刺激去達成一種精神狀態。」

「在美留學期間是我這輩子聽最多噪音的時期，聽覺常

常被轟炸一定會造成某種潛移默化的改變，但當時也是實驗

音樂界開始對類比系統製造的極大噪音產生反動，有些藝術

家轉而追求電子系統產生的極小化聲音（minimum），我就

是卡在極大和極小的潮流衝撞中，自己去嘗試製造最吵和最

安靜的聲音作品，探索更多聽覺經驗的可能性。」1997 年拿

到學位回臺灣的王福瑞，先到大公司電腦資訊部門過著一邊

上班一邊創作的生活，隔年看到日本實驗音樂家田中能來臺

展示使用軟體 MAX/MSP 的表演，以手的肌電反射去操控聲

音和影像的互動變化，「當年看覺得很神奇，因為臺灣還沒

有人做過那種影音互動，使用 MAX/MSP 需要寫程式，我讀

政大統計系時就發現自己滿有寫程式的天賦，出國念的也是

電腦資訊，就下定決心自學，花十幾萬元購買相關軟硬體。」

全心投入藝術創作，不斷尋求新突破

1999 年王福瑞徹底告別打領帶的上班族角色，全心投

入創作，2000 年加入「在地實驗 ET ＠ T」，與各有專長的

夥伴進行集體創作和一起成長，並開始接觸策展工作。2001

年他與藝術家黃文浩、張賜福共同創作裝置作品《黃色潛水

艇》，讓參觀民眾搭乘由計程車改裝而成的「潛水艇」，繞

臺北當代藝術館附近的路段一周，航程中可透過改裝的圓型

窗戶看見魚群在都市叢林裡悠游的景象，車裡播放的聲音則

宛如深海傳來一聲聲的敲擊波。同年完成的個人作品「關節

反射」，則是臺灣最早期的即時互動影音裝置展出。

2004 年由姚大鈞策劃發起的《台北聲納－國際科技藝術

節》集結了聲音藝術界的世界好手和臺灣新銳，是當年臺灣

新媒體科技藝術規模最大的表演盛會，王福瑞閒聊時詢問美

國華裔藝術家丘漢英對臺灣聲藝界的看法，得到「沒有什麼

感謝臺灣聲響實驗室 C-LAB Taiwan Sound Lab 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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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直白評價，讓他陷入了長長的思考期。「我之前雖

然有作實驗聲音、拍過實驗電影和視覺與聲音的小互動，但

形式上沒有甚麼特別，創作概念和內容也沒有那麼鮮明。」

歷經 2006 將近整年的休兵思考，王福瑞在 2007 年端出了創

作生涯的轉捩點――《超越 0~20HZ》。

0~20HZ 屬於人耳聽不到的頻率，要如何呈現聽不到的

聲音？王福瑞利用錯誤美學，讓人耳聽不到的頻率在喇叭裡

做非常快速的轉換，由於喇叭反應不過來，就會產生中斷的

噪音，用全新的建構聲音方式重新定義了「聽到」。自此之

後，王福瑞的創作方向越來越往自製聲音裝置發展，運用前

所未見的聲音裝置，創造新的發聲可能性，原本只會用電腦

寫程式的他因此自學用晶片寫程式、自行設計電路板等等。

每一兩年就會舉行個展的他總是同時有好幾個想法在進行，

每件作品都會先經過很多測試調整，醞釀好幾年直到自己「感

覺對了」才算完成，測試過程往往得耗費很多材料，讓他沒

有什麼積蓄可言，因為「幾乎所有賺的錢都會投入新創作。」

很多人聽過麥克風接近喇叭時產生的刺耳噪音，那是音

訊回授（feedback）造成的，王福瑞 2008 年發表的《聲泡》

即是將小喇叭和小麥克風嵌進同一個長型燈泡中，透過單晶

片微處理器、數位電阻和繼電器去控制回授的音量，產生宛

丁啟祐 聲音工程師 / 感謝臺灣聲響實驗室 C-LAB Taiwan Sound Lab 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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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蟬鳴的聲音。高科技隱身在看似簡單的燈泡群中，卻能讓

聽眾宛若置身於大自然，讓《聲泡》在法國巴黎展出時備受

評論家肯定，「在作品中呈現一股呼應自然的調味」也成為

王福瑞創作的一大特色。

例如 2010 的《聲點》－「雲端下的聲林」是由 250 顆喇

叭所構成的作品，每顆喇叭經由晶片運算產生不同音頻，數

百個亂數控制的聲點在空間裡高速流射，聲波觸發 LED 燈亮

起，打在小喇叭有點反光的振膜上產生光暈，觀眾看到光的

明暗之舞就是聲音的電流。2015 年《移動的聲林》則是聲點

的完成版，參觀者沉浸在 1000 顆喇叭構築包圍的空間中，隨

著腳步移動，讓視覺、聽覺與空間的交互作用不斷改變，宛

如進入被大批星光包覆、雨聲忽大忽小的超意識聲林。

王福瑞從 2011 年《雜音空態》個展開始用其他聲音藝術

家很少用的「指向性喇叭」創作，2013《超傳波》是《雜音

空態》的進階表演作品，此系列僅用最單純的白噪音作為發

聲素材，透過動力設計讓指向性喇叭做各種角度的旋轉，喇

叭發出的聲束有如光線聚焦，聲束撞擊在不同空間和不同材

質的表面反射和折射，都會製造出不同的新聲音，此起彼落

的交錯像海浪拍打聲有各種細微的變化，讓聲音與空間的關

係得到前所未見的緊密探索。

2012 年創作的《靜噪》包含《電磁音景》和《感知音景》

兩件作品，王福瑞花了一百多天將自己往返工作和住家路途

的各種聲音錄製下來，包括捷運廣播和奔馳在軌道的聲音、

公車汽車的引擎喇叭聲、行人的交談絮語聲 ......，在《電磁

音景》作品中，這些都市文明的聲音被解構成無聲的電磁波，

流竄在他特別設計的通電輕型鋁框中，當觀眾手持王福瑞客

製的喇叭互動裝置接近鋁框，上下左右不同的移動就都聽到

從電磁波轉化出來的音景，就連框與框的交界處也有獨特的

電磁波交錯聲。此作品獲得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成為北美

館收藏裡極少數的聲音藝術裝置。

培育聲音藝術後進，桃李滿天下

2005 年王福瑞受邀進北藝大主持數位藝術實驗室，爾

後成為新媒體藝術學系的講師，結合學校資源舉辦的展演，

培育出姚仲涵、王仲堃、葉廷皓、張永達、王新仁等傑出的

聲音 / 音像藝術中生代。2011 年與盧藝共同成立「響相工作

室」，透過現場表演、展覽、工作坊、國際交流與偏鄉教育

計畫，讓臺灣聲音藝術發展得更多元。

新媒體藝術創作與教育者、實驗音像推廣團體「噪流」

現任負責人葉廷皓，是王福瑞在北藝大碩士班的得意弟子之

一，他形容王福瑞對學生而言，是很像朋友而非長輩的「心

靈導師」，不會一股腦兒灌輸很多東西，而是讓大家透過日

常相處與共事，逐步去體驗學習老師作為藝術家的哲學、創

作想法如何醞釀和落實等等。「老師在我求學期間舉辦了很

多活動和表演，都會邀請學生參加，我們不只是當場表演，

還參與活動事前規劃和執行，從中學到很多教室裡學不到的

東西。」

2007 年 7 月起每月舉辦一場的《失聲祭》，就是由王福

瑞的弟子姚仲涵、王仲堃、張永達、葉廷皓等人共同創辦，

邀請的藝術家多為臺灣本土新生代聲音創作者，被譽為「臺

灣最道地的聲音快炒」，至 2016 年 1 月辦滿第 100 回，是當

年場次最密集、累計參與藝術家人數最多的聲音演出平台。

而 2008 年誕生的《超響》，實則源於王福瑞看到各有專長的

學生們在創作上已有初步成果，若集結起來在規模更大的平臺

共同發表，會促使大家去深入思考怎樣做得更完整、更上一層

樓。葉廷皓比喻，《失聲祭》很像棒球的小聯盟，《超響》就

是層級更高的大聯盟，「老師看似隨和，但品質要求很高，他

從來不會命令或逼迫學生要怎麼作，但學長和學弟在很好的氣

氛下切磋砥礪，很自然會去想辦法把自己的作品做到更好。」

葉廷皓回憶，他剛進研究所頭兩年還抓不到方向，很多

創作實驗都失敗，看著同學和學長姊都有明確的發展，挫敗

的他常質疑自己是否一事無成，很灰心也很焦慮。「但每次

跟老師聊，他都不會否定或批評我那些失敗的實驗，而是給

一些引導的建議。後來聽學姊轉述，老師在聊到我時會跟大

家說，從那些不成功的實驗可以看出我的某些特質，找到方

向是遲早的事。」葉廷皓很感謝王老師在他迷惘時期的鼓勵

和陪伴，他從 2014 年起回北藝大教課，教學方式就深受老師

的影響，「我會特別去注意學生的不同特質，不會要求他們

追逐流行，也很樂意陪伴，即使是課堂專業以外的提問，也

不吝解惑。」

學校提供學生使用的公共空間有限，有其他人要用時就

得把東西收走，但要完成一個作品往往需要好幾個禮拜，王

福瑞老師總是大方開放辦公室給學生完成創作，不同時期會

有不同學生進駐，老師和學長姐經過時很自然會跟學弟妹聊

聊天，彼此分享看到新作品的心得和新的創作想法。「老師

的辦公室變成我們平時交流的據點，不是只有我們跟老師學

習，老師會說他也有跟我們學到東西，大家一起成長的感覺

很好。」儘管已是宗師級的人物，仍然不停精進自己，與時

俱進地學習新工具和思考新的創作方式，就是王福瑞給學生

們最好的身教。

葉廷皓強調，雖然在主流媒體看不太到王福瑞的介紹，

但老師是「默默地很有名」，對臺灣藝術圈影響真的很大，

在聲音藝術領域早已桃李滿天下，他數度跟隨老師出國表演，

親眼看到國際頂尖的藝術家對王老師的敬重，及國外粉絲們

對他的崇拜與喜愛，顯見其地位的崇高與堅如磐石。

第二十九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聲音藝術
146 147



從助理到夥伴，盧藝從好幫手變成牽手

2010 年到北藝大藝科中心當計畫專案助理而跟王福瑞結

緣的盧藝，一開始只覺得他是歷史人物，跟自己很有距離，

而且很難跟他要資料，「因為他都不在辦公室！」2011 年成

為王福瑞的個人行政助理，協助他進行與白木耳雜誌合作的

紐西蘭四大城市巡迴演出，各種行政大小事一手包辦，還主

動幫他創立臉書粉絲專頁，「他實在太低調了！我就想幫這

位藝術老闆走入群眾！」

一般工作總有結束的時候，但當王福瑞的助理卻很容易

24 小時都沉浸在裡面。「他腦袋會一直轉一直轉，很多創作

想法跟你分享，就是整個活在聲音藝術裡的人！記得有一場聲

藝表演從午夜零時才開始，負責壓軸的老師還被排在半夜三點

的場次，讓我當年回家被當小學老師的媽媽碎碎念，希望我趕

快離開這個不正常的工作！」即使如此，盧藝還是覺得跟老師

工作很契合，「我跟他差 13 歲，把他當大前輩看待，但他很

能接受新的東西，邏輯很強，不會感覺有代溝，而且他以身作

則，對自己的興趣無比執著，一直鼓勵我也要找到自己獨特的

路。」於是「看久了也會了」的盧藝成為臺灣聲音藝術界少數

的女性藝術家，從助理升格為王福瑞的創作夥伴。

2019 年末，王福瑞在連續數月出國巡迴演出和回臺繼續

忙個展的重度疲憊下病倒，差點就進鬼門關，急救手術後成

為每週有三天需要洗腎的終身腎友。「2019 年是忙到回國的

行李箱都不用打開，隔幾天就再出國的程度，他感冒沒痊癒

還是在忙個展，都沒有好好休息吃飯，在加護病房醒來後發

現自己還有一口氣，腦中想著還是個展要怎麼進行。」盧藝

回憶，當時她腦中閃過「萬一老師死了，臺灣聲音藝術就要

斷層」的想法，沒多久就決定嫁給王福瑞，「以醫護模式」

來好好照顧這位百分百投入工作而常常忘我的藝術家，至今

兩人的相處模式還是很像老闆和助理，「所以我到底是嫁給

老師，還是嫁給聲音藝術呢？」盧藝自己也沒有標準答案。

三年前一聽到老師重病昏迷的消息，弟子葉廷皓隔天就

衝到醫院協助處理，直到老師脫離險境才放下心頭的大石，

同時也想到以王老師在聲音藝術界的地位，留下的作品出版

紀錄實在太少了，便跟他商量要把握時間整理過往作品來出

版，「但老師認為與其純粹發表他過去的東西，不如把他的

作品當成聲音素材，讓我們這些中生代藝術家做取樣、調變、

再詮釋。」於是成就了 2021 年由葉廷皓、音速死馬、姚仲涵

擔綱演出的《脈聲噪動》，以及王新仁使用虛擬實境（VR）

呈現的《悸動――調變王福瑞》。

「東元獎」肯定讓聲音藝術領域在臺灣跨出一大步

2019 年病到無法呼吸失去意識插管急救，王福瑞當時真

覺得自己要掛了，醒來很慶幸自己還活著，心態就轉成「多

活一天，多賺一天」。即便洗腎人生只剩一半的正常時間，

他仍未放棄在聲藝領域繼續耕耘，更把洗腎的「血路通管手

術」（把手臂的動脈和靜脈連接在一起）後的血管奔騰血流

聲，結合在病床上聽到的種種聲響，融合成此生最有溫度、

廣受觀眾喜愛的作品《噪音寂靜》。王福瑞在病床上感覺到

身體變成了一個聲音裝置，透過他藝術手段的轉化，以自製

72 聲道全指向性喇叭，將身心深處暗潮洶湧的聲音擴散到展

場的各個空間角落。

「我這輩子都活在聲音之中。聲音創作是點點滴滴的累

積，每次很辛苦的創作都有一點點收穫，得到一點小小的成

就後，也就得到朝下一步前進的動力。」王福瑞微笑說，他

是臺灣聲音藝術接近零狀態的年代走過來的人，一路跌跌撞

撞，能獲得「東元獎」肯定，最高興的點不是個人獲獎，而

是聲音藝術被藝術圈子以外的人看見，對臺灣聲音藝術領域

是跨出很大的一步，「真的很欣慰也很感謝。」

得力夥伴兼助理的師母盧藝，就是最好的人體比例尺。 感謝臺灣聲響實驗室 C-LAB Taiwan Sound Lab 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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