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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以視線結構作為策略的影像  

自陳界仁作品漫漶而出的影像經驗  
 

黃建宏  
 

晶體－影像的斷裂操作  

第一次的推移鏡頭是清朝的男人，我們看到的是正在凝視的匿名者；切到被

凝視的即將服刑的男犯，鏡位的高度卻是半個大人身高，立於藏身其他觀者身後

的視點，犯人的眼神懸浮無法聚焦；第二次的反向推移是正在觀看的今日女性勞

工；回到犯人身上，鏡頭依然是中近景；然後，跳離現場，看到一段對於調鴉片

湯的描繪，鏡頭則是技術說明時所慣用的特寫，將經濟、政治與技術聯繫起來；

回到現場，是近景的灌藥場景，延續著《魂魄暴亂》系列【本生圖】與【自殘圖】

中的緊圍式觀看，一個對於某細節－－特別是正值肢解的部位－－灌注大量觀看

的鏡頭，「看」在影像的感知中生成一種壓力，甚或，一種對於細節的瘋狂；回

到出神的特寫，那向上的觀看與緊圍的俯角觀看，形成了一種分裂；在油膏塗抹

犯人身體並呈現行刑用刀時，除了塗抹的近景與刑具的特寫等等說明性的影像之

外，一直有著塞滿景框邊緣的注視，儘管刀子以特寫作為前景，但背景的注目卻

是投向身體，而與正面的畫外形成三角的映射關係。一方面是不同視線在剪接中

的交錯或映射關係，另一方面是畫外的交錯映射構成的視覺空間，這兩種映射關

係在長達 1 分 23 秒不斷逼近的臉部大特寫之後，便從犯人胸口的兩塊傷口探入

（01’13”22），浮現出挪用西洋元素的圓明園遺址，以及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看

守所、監獄與廠房等建物，換言之，凌遲在這個通過傷口所產生的折射中，代換

了維度，投射到已然枯槁的廢墟裡，並重複著之前清朝／今日台灣的交叉凝視（因

為推移的方向相反），而且對於該交叉凝視的觀看和閱讀又從威權（圓明園）跨

越到規訓（看守所）與控制（廠房）。在這樣一種缺乏脈絡連結與說明的影像段

落裡，引發脈絡間的想像者就是這不斷交錯並改變維度的映射視覺，也就是德勒

茲所界定的「晶體－影像」：映射關係取消了實在與潛在的截然二分－－每個影

像因為喪失「原型」而「潛在化」（virtualiser），也因此每一個潛在都足以作為當

下的實在化，這種即時的內在往返提供了晶體－影像的能動與創造力。我們在觀

看中，隨著這個動力的衍生，生成出一種在視覺動態中未定形的晶體－－一種流

動的感知量體。片子在 0’15”15 處出現了一個同 01’13”22 形成對話關係的交叉鏡

頭－－同時也是交叉凝視－－，這對話／對質並非任何符號或語句的對應，而是

凝視的位置，這個純粹感性的對質姿態，才真正地以某種沉默同泛西方的凝視進

行對話。 
文本的擴張不再是尺度的類推延展，而是讓異質性湧現的「佔據」，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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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佔據被凝視身體的位置令原本的身體變成為一種供以窺視的“肉體－攝影

機”，在既成的「晶體」中以「內在」（immanent）建構的方式使得文本「多層

化」：我們終於看見那「半個人身高」的鏡頭背後的凝視者，看到另個時代的另

個受刑人，甚至在退出傷口的觀看中，看見攝影機透鏡上映射的犯人自身（分別

是 00’16”17 與 00’17”02，第一次的出現還閃過一只眼睛疊映在犯人的頭像上），

一種觀眾觀點重疊上犯人觀點後的一次「跨距」反射，雖說這種手法曾經被維托

夫在《持攝影機的人》裡用作從現象－機器－作者的跨越，並將這跨度的能力稱

為「電影眼」，但在此的操作具有更為複雜的映射關係，而不限於概念的辯證與

連繫；當犯人第一次正面平視鏡頭時，接到女性觀看者，在這樣第一次發生眼神

相對的重要時刻，血流從女觀者身上沿著小腿漞流而下，在地上與犯人的血匯積

一處，在這個關鍵的“虛構”時刻中，凝視的對質剪接流變為身體的交流； 後

在嘴巴張開的恍惚特寫中，跳切到眼神映射的雲空，跟著鏡頭的運動，才看到那

一片顛倒的海，視線在剪接的延伸中，又進行一次倒反的折射；接著看到傷口外

望的廢墟；滂泊大雨中的行刑； 後，回到那一張被喬治．巴塔耶引用的凌遲照

片，這短短三秒鐘的凝視，這影像的晶體化卻在逐漸泛白的“隱退”中，進入一

個與西方凝視產生「斷裂」的存在之中。晶體化以及映射往返中的造假，使得被

殖民者擺脫權威式詮釋，進而可能獲得／建構自身的凝視，意即「斷裂」成為可

能，斷裂也因而提供了被殖民者或說被殖民之記憶獲得片刻存有的契機：互溶的

鮮血在土地上彷彿成為視覺力量的種子（晶體－影像的晶種），重新佔領記憶中

的失土－－一種將土地異質化的力量。 

 

斷裂的想像  

上述提到以晶體－影像所進行的斷裂，然而，這個斷裂在它同存有之間的深

層聯繫中，並非一種純粹的建構，而是使既存在台灣的斷裂得以被「面對」，甚

至得以進入「流變」的創作，換言之，陳界仁在其影像作品中所創生的斷裂，就

是創造出一種得以面對斷裂的時空。作品，就作為兩種異質性斷裂－－（歷史）

既存的斷裂與（作品）獨特的斷裂－－的會面與黏合。「斷裂」在浪漫主義哲學、

藝術與建築的現代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論述裡，似乎再現著一個非

常重要的概念－－差異－－，只是不論差異的形式、構成差異的方式與對差異的

要求等等，在上述不同的脈絡下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意涵；然而，另一方面，置身

台灣的我們，卻又以著各種不同的經驗和方式，對這些所謂西方（一種狹隘又無

限擴延的西方）進行學習、想像與建構。正因為這樣的一種類似「後殖民」的情

境，使得許多的論述和表現形式本身就呈現為一種「斷裂」的徵候；這“斷裂的

徵候”指的就是台灣－西方這連結的大量生產，除了歸諸到政治經濟的實際利害

關係之外，更“台”的其實是這些生產同政治經濟的關係，往往是通過「象徵」

來加以保證，同時依此獲得其利潤與剩餘價值的佔有。換句話說，正因為斷裂的

存在，甚至可以說斷裂的「無法彌補」和「無法再現」提供出這還得以出現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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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獲利的「虛擬空間」，這虛擬空間並非幻象，而是連結上經驗、物資、權力、

知識與利益的現實性場域（champ des réalités）。 

這場域內所流通的「現實性」使得該場域在生產與反饋之間「實在化」

（actualiser），而實在化對於利潤與功能的實證性保證，使得斷裂成為一個無法

被直接呈現和面對的課題，甚至，這實證經驗正以彌補斷裂的努力，來遠離斷裂

並替代掉斷裂的可能再現。這樣的操作，不論出自必要性或無意識，都使得斷裂

變得既“總是”真實卻又“已被”替換掉（或說「隔離」），而成為一道傷痕；既

是總是為真的當下，又似乎已是飄邈的過往（虛擬的記憶）。斷裂總是存在，卻

又在想像力的催眠之中，在總是存在於新生活的夢遊狀態中，斷裂被不斷地遺

忘。於是，台灣似乎擁有著一種獨特的斷裂形式，跟歷史辯證的否定性斷裂、跟

本體論的回歸或跟認識論的絕對斷裂等等都不一樣，它是一種「遺忘斷裂的斷

裂」，一種同外來的「啟蒙精神」極為不同的斷裂。簡言之，我們置身在一種分

裂之中，並繼續操作著讓該分裂持續獲得合法化的運作：「在」與「不在」共存

的斷裂，一種自我消解的斷裂。但這種自我消解在實證精神作為指標的國度裡，

雖說化解了現象再現中的緊張，卻不斷地將這未決的張力置入個體各自的心理運

作裡。在這樣的狀況下，傅科所提出「我們自身的批判性存有論」的內在啟蒙，

是否可能自這般不同於外來啟蒙的情境中發生呢？這項傅科企圖在其「西歐」脈

絡中提供的思維行動，明顯地必須建基在針對法國大革命的思辯之上，尋找其微

型革命的動力，也就是從革命的想像與檢視之中，創生思考的必要性。《凌遲考》，

當然還有其他傑出台灣藝術家的創作，似乎就是在這個單一而攻利的資本主義市

場邏輯與貪腐而虛偽的民主體制，在這一個以遺忘斷裂維持利益壟斷的階級化社

會中，令我們找到面對斷裂的片刻與「實驗－經驗」。像是在學院與社會的巨大

隔閡（不只是語言上，更是在利益與權力上的隔閡）之間，嘗試一種通過視覺與

身體經驗的「類－我們自身的批判性存有論」
1
。 

 

方言與國際語言的對質與合成  

《凌遲考》作為一種「類－批判性存有論」，並非針對巴塔耶關於那一張照

片（或說明信片）的詮釋進行檢驗，而是一種面對“我們自身”的動態批判與建

構，正是在這一「我們自身的動態－」呼應到德勒茲繼承史賓諾莎之後又連結到

柏格森的一個重要概念－內在性平面。而這種朝向內在的建構與發生，就是不斷

面對自我的努力，一種為了「觀看自我」而尋找創新觀看與影像的努力。繼《凌

遲考》之後的三部曲，以《加工廠》作為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打破了《凌遲考》

中的晶體化影像，在同樣慢動作與黑幕淡入淡出的分節架構下，並非一種視覺的

                                                
1 我們在此並不直接地以「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指稱，而加上「類－」，主要在於傅科

向來無法接受書寫文本與影像文本之間進行直接的對應；事實上，文字與影音在創作與處理上的

差異也確實有著非常大的差異性，直接地用「美學」論述進行其相近操作或概念的等同，而又沒

有直接的美學論述策略上的考量，確實有失嚴謹。所以，在此暫用「類－」一方面標示其相近性，

另一方面仍保留其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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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映射，而是視覺「縱深」的倒錯與往返。以一個證券交易所的對角縱深空鏡

作為開場，緩慢的推軌同樣營生著一種思考式的觀看，在這個曾經繼加工出口區

（第一次的台灣經濟奇蹟）之後激起第二次經濟熱潮－－股市－－的場所，一個

徹底再現貨幣作為公分母的特性化場域，缺席的究竟是什麼？那些原本應該仰首

注視著股市行情的存在為何缺席？不同於《凌遲考》將予以對照、延伸的影像（清

末的凌遲照片）至於片尾，讓所有先前的影像快速地在對照的觀看裡，進行影像

的晶體化，《加工廠》把對照的影像擺在片頭，以「缺席」作為創造觀看的藉口。

同樣，也不似《凌遲考》，《加工廠》以虛構影像同報導影像進行交叉剪接，換言

之，並不用晶體化來構成「對質－斷裂」，而是在影片內部即進行一系列的斷裂，

我在此暫時將這斷裂稱為一種「方言／國際語言」的對質，並將在下文的分析中

說明。 

《加工廠》作為一影片文本的主要架構，是對於四段新聞影片剪輯的「進

出」，這推拉鏡頭加上黑幕淡入淡出上所完成的緩慢進出，主要由兩個中年女工

拿著的一件工作服，其中兩段則以這兩個女工的轉頭正面注視鏡頭的當刻進入，

另一段則是雨中公車上女工的窗外凝視；不同於「晶體－視覺」的是一種以歷史

特性化的視覺所引導的觀看，更確切地說，以特殊身體引領觀看的影像，一種縱

深往返的視覺，往返過程中的四段新聞影片剪輯則是兩個身體端點之間的潛在振

盪，換言之，女工的身體在陳界仁的影像中，一方面是將訊息符號與象徵予以「感

性化」的「雕塑」（馬修．巴尼所延伸的意涵），另一方面則是被歷史性紀錄影像

所描繪形塑的「剪影式」身體。在這四段「進出」中，第一段（00’04”36-00’05”23）

簡潔地以康樂隊－美軍船艦－參觀新廠－上下班的單車潮－進加工出口區，構連

起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想像﹔第二段（00’08”09-00’08”43）以對應彩色影像的平行

剪接方式，剪輯中景的紡織現場－成衣生產線－特寫與近景的年輕女工，然而，

或許出於偶然，所有引用的紀錄片段中，僅女工特寫的影片因為污損，而致放映

時產生浮動扭曲的狀況；第三段（00’12”40-00’13”32）是視察生產線－餐廳－宿

舍，再現著一種當時的「性別凝視」，因為總是一群男性主管凝視著被隱去容貌

差異的女工，但剪接到宿舍時，同前面的片段似乎產生一種交叉剪接的對話關

係，換成一群看似快樂而獨立的摩登女性，在快樂地回到近景的房間後，穿著短

裙的時髦裝扮，就跳上床去，如是，勞工－被凝視對象－現代化－摩登構成了一

個描繪女工生命的影像系列，這是一種「方言式」的身體詮釋，因為她們不再像

電影裡的摩登女性要不是妓女、要不是情婦等等男性戀物的複製品（一種國際性

語言），而是一種面對外來與內部強大的政商剝削中，努力自我轉化的在地女人。

這些匿身在大敘事與國際語言的俗套剪影裡的身影，在對應著彩色影像所虛構塑

形的女工身體時，正是足以描繪出皺紋、髮絲和棉線細節的解析度，喚出了灰調

黑白影像中沒有聲音的氣息。  

在這一段方言／國際語言的進出和交叉剪接裡，存在著一個獨特的詩性元

素：一個貫穿全片的女工容貌。這個詩性元素的極致表現，就是 00’18”07 出現

的大特寫：從翻騰到漸次沉靜的一杯茶，杯內映射著彩度較高的整個女工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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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後則有著一個幾乎抽色至灰調的半個女工容貌。一個之前無法完成穿線的女工

在其他女工仍沉睡時，甦醒，並凝視著一個幽暗深處，就在鏡頭推至全暗後，出

現了這個沒有任何歷史與地點脈絡說明的影像，一個以關鍵元素高度壓縮疊影的

影像：女工分化出兩個容貌，玻璃杯的玻璃介面幾乎失去其厚度，因為水的流動

而翻滾的茶葉，緩慢地交雜著許多茶中雜質沉澱下來，杯上一道白色的花飾刻

紋。從 00’10”26 脫線開始，但這無法穿線過針孔的停滯片段（一直到 00’12”26），

卻並沒有在特寫（女工和機臺入鏡）與大特寫（裁縫針與機臺）的交錯中產生焦

慮，卻因為影像速度的沉靜與鏡頭總是聚焦在那軟曲的棉線線頭，而使得這生產

線的遲滯狀態，出現一種幽靈般的時刻：工廠真的還在運作嗎？或說在這針孔與

線頭的凝視中，放大的生命狀態與物件知覺，將我們自系統性的國際化認知抽

離。在穿線成功的同時，我們看到了一只損傷的指甲，接著女工超現實地（或說

“詩意地”）抬頭正視一個俯角鏡頭，再切到上述提到的第三段新聞紀錄片段，

連接到以國際語言（一種通行於三零年代到六零年代的國際性語言）所進行之歷

史敘述中，在監督參訪中所隱含的「性別凝視」以及形塑女性私生活的「戀物窺

視」。由女工的身體、容貌和狀態所構成的「方言」－－特別是這位所選取女工

的五官特徵，如細眼、厚唇與圓鼻頭－－講述著一種尚未疏離身體和土地的語

言，一種帕索里尼稱之為「前語言」或說他的重要影像概念「現實性的語言」，

在 00’18”07 的這個鏡頭中凝結成一個自足的疊影，一個經由延遲、脫節到甦醒

之後所出現的詩性影像。電影的「詩性」根據帕索里尼意味著影像足以作為前語

言的狀態，也因此，陳界仁的女工，必須在這樣的「詩性」操作中，獲得“自身”

的影像權力，在這種他治（或「他製」）的詩性影像中才得以滿足創作者自身的

一種影像宣言，這便是影像論述中「間接自由主體」的深刻政治性。然而，女工

的故事（歷史）、廢棄的加工廠、女工的凝視、沉睡的女工這四個《加工廠》的

影像題旨卻在另一種陳界仁《凌遲考》之後作品中一貫的表現質感（顏色的處理

與場景的調度）中，成為融入全球化氛圍中的完善作品；換言之，國際語言並不

只在內容再現中作為一種影像符碼，而是以著另一層國際普遍認可的「膚質」讓

這方言性與國際性之間存在一層可滲透介面，這介面不僅構成美學溝通的倚賴，

同時也是建立交換價值的所需。於是，陳界仁操作著兩種影像膚質，一種來自於

身體的方言性，一種則來自於影像料質的國際性，一方面兩種膚質之間存在著絕

對的差異，另一方面，台灣處境所要求的，幾近強迫性－－或強迫症式－－的膚

質「合成」，不又呼應到「面對斷裂」的深刻主題嗎？
2  

 

                                                
2在此，逕行補充但不加以冗言的便是這方言／國際語言的對質與合成，並不只在女工這一

層次上（通過蒙太奇與影像處理），同時也可以在「空間部署」中看到：橫移推軌下的廢棄工廠，

挑空天花板可見的現代主義風格的機能性線條，一種大跨度的形式化線條，與底下紀錄了工人生

態行為的複雜機具和雜亂堆疊的椅子，這種「形式／碎形」在空間視覺上明顯可見的「斷裂」，

結合著上述的影像質感處理，在身體缺席（或說「勞動」缺席）的空間描繪上，展現出我們的某

種複雜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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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影像：換回失土的方言  

這詩性的「方言－影像」標誌著一個轉折，《凌遲考》中作為映射的符號－

物件，在《加工廠》之後轉向到符碼－影像，在《八德》與《繼續中》便延續著

這詩性，分別進行了繁衍與躍升。在《八德》中，陳界仁利用「灰塵」構築了一

個塵封的水族箱，在這個水族箱裡，對已經在《加工廠》中形成符碼的「椅群」

進行搬動。該影片於是開啟了另一種內涵的文本，一種在刑罰與歷史對照的文本

中尚未出現的主角「行動」，封塵水族箱內的勞動，將陽光所照亮的汗水與肌膚，

“挪移”到另一時空－－既脫離勞動（工廠已廢棄）、也脫離抗爭（離開抗爭現

場）的時空－－，使得工人的行動進入到一種懸置的勞動，或說在視覺與影像上

讓勞動進入另一種狀態，一種「滯工」或說「去作品」（désoeuvré）的行動，一

種「罷工」的影像。「罷工」的影像並非對於罷工的一種再現，而是影像與創作

者同勞工問題及勞動狀態之間的某種斷裂關係的呈現；創作者的勞動不同於勞工

的勞動，而影像的勞動狀態也無法直接地疊合上被遣散員工的勞動狀態，因此，

影像面對他者問題所意識到的「不可能」逼使著「罷工」影像的呈現：呈現一種

不再對應於任何資本主義框架中生產工具或交換價值的勞動。這是一種為影像而

進行的勞動，影像在這不可能的狀況下，唯有轉化成一種「不可能」等價的勞動

－影像，讓創作者面對勞工時的「斷裂」成為影像，才能夠重新連結上藝術表現

與勞動問題之間的聯繫。簡言之，影像在「罷工作為『為己』之勞動」而得以獲

得「以己」表現的可能。 
這樣的影像意識，似乎已經同《加工廠》那連成一氣「進出」自如的詮釋姿

態大不相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影像操作歸為一種「美觀化」（通常譯為“美

學化”），因為這樣的化約將論述自身侷限在「忠實再現」的目的論裡頭。因此，

影片改採以局部特寫和隔著灰塵－玻璃介面的觀看的碎裂剪輯，直至第四章廠房

屋頂的「長拍鏡頭」系列，在「不可能的推軌」中呈現出一種灰色荒漠的烏托邦，

混凝土的斑駁變成浮動的抽象紋理。在此，沒有《凌遲考》中的交叉視覺，也沒

有《加工廠》中的進出觀看，而是大量繁衍著《加工廠》裡開始出現的詩性影像，

如水瓢（00’00”55-00’01”00）、工人身體的洗滌（00’01”36－00’02”06）、搬運椅

子時的勞動身體（00’06”27－00’10”47）－－特別是 00’08”49 之後的廣角特寫、

一個壞掉的地球儀、碎裂球殼中的鏡子，在破碎的地球地圖旁邊反射著廢棄工廠

的桌椅（00’11”13-00’11”20）、電腦螢幕（00’13”24－00’15”40）以及一整段工廠

屋頂表面的描寫（00’16”05－00’23”15），詩性的感性觀看不提供視覺的路徑或視

覺的象徵化，而直接地以「表面」和「碎片」與我們進行「逼視」。「表面」與「碎

片」正是影像面對自身時 00’23”38 回到堆滿椅子的辦公室的災難式場景，與同

個推軌鏡頭在 00’08”49 越過一排面蒙塵的隔間玻璃，正視著一個劇場化的空間﹔

《八德》是一個穿梭不同實際空間的行動，但這行動卻是一種「罷工式」的虛構

行動，在這行動中影像所捕捉瀏覽的「表面」將這些實際空間以其「質地」予以

「特性化」與「潛在化」。罷工－影像以「特性化」與「潛在化」將場域（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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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的工廠；割裂的失土）轉化為專屬自身的領土。方言－影像就是一種面對斷

裂的影像，甚至是「斷裂－存有」自身的一種批判性影像。更進一歩地說，我們

面對的斷裂，甚至包含著方言能力的喪失，在《八德》中，潛在化的勞動－罷工

變成為一種換回失土（解域－再域化）的方言。 

 

劇場：晶體化的重返與失憶  

「劇場化」在《八德》中僅是一種「質地－再域化」的影像效應，但在《繼

續中》卻變成一種三段論式影像表現的重要依據﹔前半段由三個空洞大樓從彩

色、黑白到負片的魚眼鏡頭（具有全球化隱喻的變形影像）切分出辦公大樓、地

下渠道與停車場－工作室，後半段則由停車場－工作室、貨車廂以及管理室構成

的劇場式映射空間。雖說延續著《八德》的主題，但光的操作不再是細緻地描繪

其表面，並使其在感性的流變之中獲得一種潛在化，而是關注在空間的量體表

現：如空洞的辦公大樓、多重映射的現代辦公室、堆滿廢棄物的沉重渠道以及“戰

場”般的停車場－工作室；在這樣的排置下，明顯地，陳界仁著重在每個空間各

自發生的行動與事件，換言之，空間在劇場化的操作中被分隔開，成為無法穿越

的空間，儘管其中貨車廂與管理室就內存於停車場－工作室，可是這兩個空間之

間並無身體行動上所構成的聯繫，另一方面在這空間中仍各自維持著個別的封閉

性。如此，《繼續中》這一似乎宣告出“即將”的命題，並非以一種空間的串聯

或時間上的延展來給出表現「即將」的內在衝勢，卻反而將各個空間進行區隔。

然而，這區隔卻遠非一種「隔絕」，相反地，這區隔彷彿為了形成一種可映射的

介面，以勾引某個劇場化空間對另個空間進行「非現實」與「非敘事」的連結；

例如全球化隱喻的魚眼鏡頭的三段式變化、三個不同層面空間之間的關係（電腦

－廢棄的週邊設備－油印機）、貨車與客車、貨車與管理室、美援時代與阿扁時

代以及反軍購文宣與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宣等等，每個被予以劇場化的空間都是封

閉的。其中唯一發起行動的身體，不再是受刑人與勞工，而是知識份子－－一種

具有象徵性的角色－－，《繼續中》因而在「即將」的宣稱裡進行著一種「躍升」，

躍升到象徵的層次裡。 

但巧妙的是，這躍升彷彿有著單子－世界（monade-monde）的影子，以不

溝通的映射方式完成一無人稱的影像世界；如管理室電視上的股市走勢和運動者

的映射（00’10”17－00’10”24）、一個電視－車窗－運動者的三角映射（00’10”37
－00’10”50）、00’11”29 與 00’12”52 的車內外映射、00’11”53 的前運動者－運動

者（照片與身體；生者與死者容貌）的跨時空映射，特別是 00’14”04－00’14”24
的一個特殊鏡位，以斜角的微俯角從貨車廂一角的革命者遺照遙望著飛彈試射演

習的電視螢幕，運動者驟然起身遮疊在遺照前方，在一種偏斜的狹窄視角空間中

產生了極為複雜的折射。儘管其中有一段重拾《加工廠》的「進出」手法，映射

到蔣介石時期的紀錄影像，但並不作為連貫性的結構，也因而成為獨立的可映射

「單子」。運動者的象徵性身體，似乎在這樣的複雜映射中，作為一種異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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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種」，由他穿梭在一個錯時的戰場－－台共與反軍購、日據時代與民進黨時

代－－使之交互映射，形成我們在《凌遲考》中談論的斷裂式晶體化。可是，這

映射的可能並非只是通過脈絡上的相似性而得以連結，也可能恰恰因為脈絡上的

「無知」或「無感」而得以更為自由地發生映射。但在這劇場化空間所映射出的

晶體之中，方言－影像也在這樣的「象徵化」與「劇場化」裡，因為議題的明示

獲得了「語言」，換句話說，在影像構成的劇場化裡進入到「文學性」的描繪。

正是這文學性的描繪，陳界仁的影像似乎臨近了敘事性，相當數量的「訊息化」

符號在空間影像的映射中，乘著意識形態的痕跡之便，進行著一種詞義的「連

結」，而使得影像似乎又回到了一種敘述的管轄之下。這晶體化的重返，似乎標

示著某種「復歸」，復歸到《凌遲考》的交叉映射結構裡，只是導線不再是鏡頭

對視線的擬仿，而是劇場化空間與事件的「文意」。 

這種文學化的影像發展，在陳界仁發表於利物浦雙年展的《路徑圖》以一種

「文件化」的方式來完成不同時空、不同脈絡與不同當事者之間的映射，使得映

射在閱讀與翻譯（文件）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符號化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圖所

要訴說的則是台灣存在經驗中極為常見的一種狀態：「未完成即已成過去」；換言

之，藝術家想觸及的是一種對於「失憶」的抵抗。這失憶或許可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對於他者的地理與歷史存在的失憶，也就是所謂的「國際連結」的匱乏，另

一則是對於自身歷史與處境的失憶。那麼，陳界仁如何以影像作品去捕捉這未完

成的部分？而「罷工連線」這個在台灣歷史上已然「無法完成」的理念與行動，

如何同影像作品進行聯繫？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創作」方案，除了對訊息的接

受（站著觀看紀錄影片的台灣船工）與文意的翻譯（不在歷史現場的抗爭標語）

之外，事實上，延續著《繼續中》的劇場化影像經驗，我們在《路徑圖》中看到

的卻是「圖像化」的劇場化，意即「文件化」或「符號化」的劇場化﹔在這種圖

像化的劇場化裡，空間的描繪不再是帕拉迪歐與阿皮雅兩人所提出的假透視與燈

光營造的立體舞台空間，而是由身體在地表或牆面前的「部署」來進行戲劇化。

然而，在《路徑圖》裡 為複雜的構成元素，卻不是平面化所引發的抽象延伸，

而是具體的、甚至戲劇化後的船工身體：他們的身體總是在有限的劃定範圍或局

部設施旁，進行身體的演練，如 00’03”15-00’04”19 那觀看螢幕的船工身體（近

景）以及期間穿插的船工臉部特寫和手的局部特寫、00’05”49-00’07”03 抗議工

具的隔欄傳遞（中景與近景），特別是 00’07”28-00’08”08 之間船工越欄的上半身

近景與腳部特寫，快速替換的排練形式完成了之後穿越圍欄的陣線，接著便是

00’09”36-00’11”07 船工身體在陣線的堅持下汗淋涔涔的臉部大特寫；進行排練

的身體，在大特寫對於身體的操作下，「方言性」似乎在相當程度下在一種完成

集體圖像的運動中，被保存在排練的身體上。但無論如何，這方言性在圖像化與

語意化的框架裡，似乎僅能產生一種浮雕的效果：意即，身體上的反應成為戲劇

化身體自身的「光源」。 
在這樣一系列的分析中，影像似乎不可避免地也訴說著一種同藝術家之間的

斷裂，影像在藝術家連續或不連續的情境、想法與策略中，默默地既滿足作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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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作者書寫著自身的流變。陳界仁所強調的台灣經驗中的斷裂經驗，似乎在其

作品中實驗著不同的手法，呈現與面對成為一種不可區辨的雙重性行動。何謂面

對斷裂？就陳界仁的作品來說，是一種「自由」的示範，而為了獲得這自由卻需

要創作；台灣本來就處在一種非常斷裂的狀態，但為了面對這斷裂，卻需要一種

創造，需要創造觀看與身體。於是，面對斷裂的技術就成為他創作中的重要藝術

課題。通過陳界仁的作品，讓我們得以意識到影像與視覺的區分，當然這裡說的

區分並非一種普遍通用的差異，而是一種配置上所進行的差異化，一種「不可區

辨」的差異化。而如此「被面對」與「被創生」的斷裂，事實上，在影像的「旅

程」 中是一種皺褶，它既標誌著陳界仁影像作品同電影文本的不同，亦標示著

電影影像的另一個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