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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介到建築：楊德昌如何利用多重媒介
來呈現《一一》裡的臺北
江凌青

大綱
前言、以媒介科技來彰顯電影真實
相信影像：影像建構之城
攝影：影像生成的機制與敘事的提示
閉路監視器：強調觀者位置與空間的擴延
從媒介到建築：從電腦視窗到城市窗景
結語



英國萊斯特大學美術與電影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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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巴贊提出的兩種電影美學：「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為出
發點，思考楊德昌如何建構出獨具電影感的城市再現模式，進而論證楊德
昌如何以「相信影像」的美學來實踐「相信真實」的理想。楊德昌一方面
呈現了一種藉由極度精密的構圖思維來建構的影像抽象化，並且也藉由對
城市生活中的枝微末節的再現，來傳達他對當代影像媒介的思考；另一方
面他企圖完整呈現臺北人各種生活面向的野心，又使得《一一》渾然天成
得如同真實生活的節錄。楊德昌的影像就在表現主義與寫實主義的兩端擺
盪，進而以一種適切而平衡的美學來再現城市。本文將分析楊德昌如何利
用多重媒介如攝影、閉路監視器、電腦遊戲、甚至玻璃窗倒影來擴充視域，
進而建立出一座充滿電影感但又不脫離日常生活軌道的臺北圖像，而這座
城市所呈顯出來的日常性，又在看似平凡之餘，暗中被導演放置於臺灣的
社會歷史框架上，不但為世紀之交的城市進行影像存檔，也為這座看似尋
常而不見驚奇的城市豎立了電影式的紀念碑，也確立了東亞城市電影與媒
介科技的緊密連結。
關鍵字：楊德昌、《一一》
、媒介研究、新媒體、寫實主義、造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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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介到建築：楊德昌如何利用多重媒介
來呈現《一一》裡的臺北
江凌青

前言、以媒介科技來彰顯電影真實
城市無法被單一或一組影像再現，而只能由住民對城市的
情感反應來呈現或投射。也就是說，越難以用特定的影像
來表現城市時，也就代表城市帶給人們的感受越為強烈。
——Ackbar Abbas，〈香港與華語電影中的情感空間〉1
James Tweedie 和 Yomi Braester 在《城市邊緣的電影：東亞電影與城
市網絡》（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Film and Urban Networks in East Asia）
一書中指出，當代全球化城市已成為生產、流通與消費媒介科技的實驗室，
而在這樣的全球化浪潮中，東亞城市塑造出了特別旺盛的城市電影風潮，
中國、香港、日本、南韓與臺灣導演都不斷以都市生活為關注重心；而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這類型電影的先鋒──也就是新電影以降的臺灣電影。
2

這些城市電影的特色，就是去除了城鄉對照後的全然都市化環境，以及

1

Ackbar Abbas, “Affective Space in Hong Kong Chinese Cinema,”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Film and Urban Networks in East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P,
2010), p. 25.
James Tweedie and Yomi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Film and Urban Networks in East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P,
2010), pp. 1-7. 在講述東亞城市電影的風潮時，Tweedie 和 Braester 以臺灣八零
年代的知名導演為首要之例（也是唯一詳盡介紹的例子，由此可見臺灣電影對
此塊學術研究之重要性）來深入解說城市對東亞電影美學的影響。楊德昌
（1947–2007）
、侯孝賢（1947–）與九零年代的蔡明亮（1957–）
、陳國富（19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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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城市作為舞臺的新型社會與經濟劇碼。Tweedie 和 Braester 企圖在這
本論文合輯中強調的重要觀點，則是電影本身作為一種觀察都市文化的媒
介，已開始因為其本身的質變（從膠卷底片過渡到數位拍攝），而為那些
由媒介科技所滲透的當代都市經驗建立了精密的影像檔案庫，紀錄下媒介
轉型與都市文化之間的互動與演變。他們強調電影對城市之再現，與視覺
文化在過去幾十年來所經歷的劇變密切相關，而新型的螢幕（手機螢幕、
電腦螢幕）
與資訊傳輸方式則加速與擴展了城市影像的可能性。他們認為，
將科技媒介與城市整合為新的電影形態與樣式（formation）
，是東亞城市在
急遽都市化的過程中所衍生的重要視覺文化現象，新的電影形態讓影像與
屏幕雙雙走出傳統的電影院，進而成為城市結構的原料──而在這種新的都
會環境中，城市的邊界何在、與電影從哪開始，已是個不可能被界定的問
題。3
而本文試圖深入論證的，就是 Tweedie 和 Braester 在 2010 年所提出的
這些論點全都在 2000 年就已攝製完成的《一一》4 裡得到實現與辯證，而
《一一》作為臺灣城市電影之代表，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也因此有著不可動
搖的先鋒地位，甚至開啓了東亞電影以媒介科技來彰顯真實的美學系統。
正如德國媒體學家 Friedrich A. Kittler 所言：「每當人們身陷車流，以每小
時上百公里的時速前進著，日常生活也自然而然地充滿電影感。」
，5 楊德
昌在《一一》中則以雙向度的方式擴充了電影感的疆域，一是從運動影像
的層面來具體呈現城市裡的大量流動，如車窗外連綿無盡的城市樓房；二
是拍攝現代城市中別具「影像感」（也就是強調影像之存在）的物件，如
都成為他們關注的例子，而臺北也成為他們延伸論述其他東亞城市電影（中國、
日本、香港與南韓）的出發點，探討城市空間與經驗如何成為當代電影創作者
的重要創作動機、同時也構成重要的美學特色。
3
James Tweedie and Yomi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p. 11.
4
《一一》，楊德昌導演，楊德昌編劇（香港：Golden Scene，2000）
。
5
Friedrich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 Stanford, 1999),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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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出現數次但卻十分關鍵的閉路監視器螢幕、男孩洋洋隨身攜帶的照相機、
NJ 的公司嘗試開發卻在電影結尾仍未完成的電腦遊戲等。楊德昌不但依據
這些科技媒介的特性來調整他的電影書寫，也以一種獨特的電影感記錄了
世紀之交的臺北。吳珮慈在〈一一：凝視背面（也凝視那遠去的背影）──
敘事結構與空間表述體系試探〉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
「《一一》
在狀似古典敘事的外貌下，體現了一個特殊的景框體系，時而逸出了基本
的視覺修辭及戲劇功能，而進入到媒介本身的思維層次，顯現今日科技媒
介的全勝，已經使媒介進入了忘卻自身存在的狀態。」6 而本論文的研究
就是希望能回應吳珮慈的論點，並且以此觀點思考《一一》裡的臺北。
為何楊德昌必須跳脫純粹的電影敘事空間，而如同吳珮慈所言「在狀
似古典敘事的外貌下」，不斷以科技媒介的再現來「逸出基本的視覺修辭
及戲劇功能」？這與 Ackbar Abbas 在研究華語電影中的城市空間（尤其是
香港這樣的全球化城市）時所點出的困境有關。這樣的困境在於當代城市
之駁雜質素，已難以被電影影像整合出一種逼近現實印象的再現可能，也
因此導演必須轉而從特定市民的情感流動來揣摩城市的面貌；正如李紀舍
所言，當今全球化城市已「無法透過實體的建築重現，而只能一再地成為
理想與概念」
，7 當代導演必須仰賴具體景觀之外的媒介與載體來突顯住民
內在的情感空間，而在全力擁抱數位與科技文化的東亞城市裡，楊德昌的
美學策略不僅透露其個人對科技媒介的關注，也有強烈的社會文化脈絡作
為支柱。

6

7

吳珮慈，
〈一一：凝視背面（也凝視那遠去的背影）──敘事結構與空間表述體
系試探〉
，黃建業編，《楊德昌──臺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
（臺北：躍升文化，
2007），頁 192。
李紀舍，
〈臺北電影再現的全球化空間政治：楊德昌的《一一》和蔡明亮的《你
那邊幾點？》〉
，《中外文學》33.3（2004.8）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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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華語電影研究已開始出現對新媒體的關注，例如英語學界唯一專
門研究華語電影的《華語電影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就在
2009 年以「華語電影作為新媒體」
（Chinese Cinemas as New Media）為專
題，探討數位電影、電玩遊戲、電腦特效與網路對華語電影的影響。8 可
惜的是目前探討的面向仍聚焦於最為明顯地受到數位科技語彙所影響的
作品，而像《一一》這樣初探當代科技媒介文化的作品仍未被放進這條以
媒介研究為主軸的學術脈絡中。本文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將早已被視為華語
電影經典的《一一》放置到這條脈絡中，一方面重探《一一》之經典地位，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開展出更多對類似作品的討論，以及臺灣新電影已降的
電影發展如何與此脈絡產生緊密連結。

相信影像：影像建構之城
Tweedie 和 Braester 在探討當代東亞城市電影時，特別指出東亞城市的
發展與視覺文化環境（image environment）的變動密切相關，而電影、或
其他媒介實踐（media practices）與這個新的視覺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則
是學界近來亟欲處理的議題。9 他們認為在各種屏幕媒介（電影、電視、
手機與網路）急遽發展的環境裡，電影媒介扮演著兩種重要角色：對影像
工作者而言，電影成為一種「樣版」
（template）
，讓他們在操作新媒體以生
8

9

在第 3 卷第 1 期（2009）的《華語電影學刊》裡，來自加拿大、印度與香港的
學者從武術電影特效、新媒體文化與數位製作的發展等三大面向來談當代華語
電影發展，強調電影與正在轉變中的新媒體之間的密切互動。例如陳劍梅以〈視
覺文化的轉變之於後現代漫遊者的空間經驗：MMORGs 對於當代華語電影的衝
擊〉（“Transformation of Visual Culture in Relation to the Spatial Experience of
Postmodern Flâneurs: The Impact of MMORG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預測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將在華語電影界引起潮流。但這一系列論文
也指向對電影本質的關注，也就是無論新科技如何虛擬化、複數化與轉化電影，
我們都仍該關注電影經驗本身帶來的意義。
Tweedie and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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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影像時有所參照；對學者而言，電影提供了一種概念性的框架，讓他們
在分析由各類螢幕構築起來的視覺景觀時，能有所依據。10 然而更重要的
是，電影媒介雖然有著造型樣板與理論框架的雙重地位，Tweedie 和 Braester
也注意到了電影在當今影像氾濫的時代裡，已無法充分描繪現代人的生活
經驗：
身處二十一世紀之交的電影工作者，已從超越現代性的角
度來觀看這個世界，並且發現無論是城市或電影，都無法
適切地定義他們的生活經驗。過去由觀者位置與群眾性
（publicness）啓動的觀影經驗已逐漸朦朧遠去，取而代之
的是當代屏幕科技所傾向的觀影經驗：也就是可攜帶式的、
私密的，而非在戲院裡的集體互動。當代媒介科技打散了
觀影的群眾，並且創造了一種不具地理集中性的社群。11
這種「城市或電影都無法適切定義生活經驗」的當代特質，可以連結到
Abbas 所點出的「沒有單一或系列影像可以再現城市」
、以及李紀舍所謂的
「城市已無法透過實體的建築重現」。也就是說，這些學者都看到了單一
視覺媒介在進行文化再現時的捉襟見肘——然而對楊德昌這樣的電影作
者而言，這樣的困境並非阻礙，反而可能成就新的創作契機，城市的難以
再現益加激發了他以電影來展現城市面貌、甚至保存瞬息萬變的城市景觀
的決心。因此，出現於世紀之交的《一一》其實就是楊德昌以影像保存、
甚至建立起來的一座「僅屬於那個當下」的城市，也就是楊德昌試圖呈現
的是僅屬於那個時間點的城市景觀、是試圖以電影感的操作來抓住時間之
流裡的某個定點，而非一幅概述性的城市圖像——既然已無法為城市打造

10
11

Tweedie and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p. 6.
Tweedie and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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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絕對具有代表性的影像，楊德昌的做法則是將城市開放給各種可能的影
像，讓靜止的攝影、氾濫的監視器與虛擬的電腦遊戲，都共同來堆砌、嫁
接出城市的文化再現。
這種以多重媒介影像來思考城市環境的做法，在 1986 年的《恐怖份
子》中已成就了堅實的基礎。雖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其經典論
文〈重繪臺北圖像〉
（“Remapping Taipei”）中強調的主要是此片中的後現
代特徵（尤其是這樣的特徵如何透過臺灣都市建築的特性來體現），他指
出層層疊架、相互寄生的公寓建築結構使臺灣的城市與中國大陸的城市之
間沒有歷史共鳴，也與香港的虛擬城市狀態有所區別，12 同時他也強調《恐
怖份子》的西化面貌並非相對於中國傳統，而是以想像中的臺灣身分認同
為主要問題意識。13 因此，片中人物所採取的諸多創作手段如寫作與攝影，
在在都是呼應此問題意識的後現代策略，而這些多重並置的媒介，無論其
本質是傳統（如寫作，雖然是存在於大眾主流媒體的文學獎機制裡的寫作）
或現代（如攝影，雖然是富家子弟遊手好閒之餘的玩物），都被楊德昌用
以思考電影式的真實，也對電影中的都市生活空間做出後現代性的、拼貼
式的闡述。因此詹明信認為電影之外的創作媒介動搖了《恐怖份子》的現
代性，而使其顯露出「後當代的相關性」
（post-contemporaneous relevance）。
14

詹明信也指出楊德昌的鏡頭賦予了每項媒介某種特殊的力量，15 例如周

郁芬的小說預示了現實的發展，而男孩以大量相片拼貼出來的混血女孩肖
像，則成為全片視覺力道最為強大的影像。雖然詹明信並未深入發展他對
《恐怖份子》中的媒介論述，而在論文後半將焦點完全轉向建築，但這篇
經典論文已藉由「現代性–後現代性」之間的流變與區分作為論述架構，
12
13
14

15

Fredric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P, 1992), p. 120.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p. 117.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p. 139. 在此詹明信是
指，若《恐怖份子》並非全然屬於後現代的話，那麼它至少仍呈現出後當代式
的相關特質。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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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陳出一條分析楊德昌電影裡的媒介美學的路徑。
但在將《恐怖份子》作為楊德昌再現臺北的經典之作、並且將之與楊
德昌「越拍越靠近臺北」16 的《一一》連結觀之前，必須先點出兩片最大
的不同之處正是取決於媒介的使用。在《恐怖份子》中，人們創作故事或
影像，甚至因為沉溺於自身創造的媒介景觀中而難以自拔，寧願將自己隔
絕於城市環境之外，隱身於暗無天日的公寓房間裡；甚至連混血女孩從電
話簿中隨機挑選號碼、打電話給陌生人並且編造謊言的行為，也是一種敘
事的創作；但到了《一一》時，已無人創作完整的故事或影像，媒介成為
一種體現城市流變與人際距離的觀察者，例如無處不在的監視器螢幕就是
最好的例證，它無法透過任何「創作者」的眼光來生產出特定的影像，只
能盡可能地捕捉與節錄現實，而這些現實是不受作家或攝影師、甚至導演
操縱的，這點與洋洋的攝影觀念也不謀而合──洋洋並不像《恐怖份子》中
的男孩那樣，沉迷於將現實呈現成自己想像的樣子（因此連警匪追逐戰，
在他眼中也不過是個可能變成「好作品」的素材，他對事件背後的意義漠
不關心），洋洋攝影的目的是回歸媒介生產的基本問題──那就是特定媒介
科技的演進，能如何改變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
因此，《恐怖份子》與《一一》雖然在媒介使用上有著極大的差距，
但這兩部作品同樣都以容納媒介科技的城市環境，來呼應詹明信所提出的
問題「在電話、攝影出現之前的人類現實，到底是什麼樣子？」17 以此歷
史性的意識為前提，楊德昌對媒介演變的關注也才有意義。正如媒介理論
學者伯納德．史帝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術性與時間：愛比米修
斯的過失》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echnics and Time 1）中所強調的媒介
16

17

楊德昌在 2007 年受訪時提到，自己是「越拍越靠近臺北」。參考楊德昌，張靚
蓓採訪，
〈我是越拍越靠近臺北——楊德昌談《一一》〉，《現代主義電影相
對論》（2007.11.2）：
< http://blog.sina.com.tw/vita517/article.php?pbgid=17891&entryid=574762 >
（2011 年 9 月 8 日檢索）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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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觀──也就是沒有單獨存在的媒介系統，只有一連串的系統演變，18《一
一》在楊德昌作品裡的特殊之處，正在於他放棄了《恐怖份子》中對媒介
的創造性使用，而是以更為全面且適用於更廣大群眾的角度來強調「一連
串的系統演變」中的某段過程，來組成一種具有特定時代性的再現模式，
並且藉由視聽媒介的多樣性，來呈現不同層次的真實；這種對媒介的考量
可以與他細膩的視覺構成風格相互連結，葉月瑜與戴樂為就將他稱為「慎

重且又費盡苦心的完美主義者」。19 他們不但強調楊德昌的視覺風格與
構圖原則在他的創作中佔有如何重要的位置，也強調楊德昌之所以多方探
索場面調度、景框設計與剪輯手法，是為了將歷史性的、地理性的文化現
象進行視覺化的處理，進而 「勾勒出歷史時代的輪廓」
。20 葉月瑜與戴樂
為對楊德昌的視覺策略之強調，也獲得其他學者的支持。2010 年，在與法
國電影資料館的《楊德昌回顧影展》同時舉辦的一場座談會上，影展策劃
人尚–馮索瓦．侯哲（Jean-François Rauger）、剛出版《楊德昌電影》
（Le
cinéma d'Edward Yang）專書的影評人尚–米榭爾．弗東（Jean-Michel Frodon）
與臺灣學者吳珮慈共聚一堂，侯哲提出「抽象化」的概念來分析楊德昌的
風格，其中諸多見解可與葉月瑜與戴樂為之觀點互有呼應。侯哲認為楊德
，拉近了他的作品與外國影迷的距離，因此
昌作品中的「視覺抽象之美」
就算他們對臺灣這塊土地沒有任何基本認識，依舊能輕易地被他呈現出來
的影像之美所吸引。所謂的抽象化，侯哲指的是影像的強烈視覺性、以及
超脫表象的敘事可能性，也就是他所謂的「我們明顯看到這個極度被建構
的影像乃開放給某種將降臨的意外、事件，和景框內可能發生的事物。」
21

由侯哲的評論進行延伸論述，可以發現楊德昌其實不斷在各種強烈而具

18

Bernard Stiegler,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p. 29.
Emilie Yueh-yu Yeh and Darrell William Davis, “Navigating the House of Yang,”
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5), p. 91.
Yeh and Davis, “Navigating the House of Yang,” Taiwan Film Directors, p. 104.
林心如，
〈法國影壇重探楊德昌電影——專訪法國電影館策展人侯哲及影評人弗
東〉，《放映週報》292（2011.1.14）（國立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網路
版）：<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asp?period=292>（2011 年 9 月 8 日檢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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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現實元素間，透過嚴謹的視覺部署策略來尋找音像敘事上的平衡感，
而維繫這個平衡感的一個重大元素，就是每一部電影裡都少不了的敘事中
心──臺北。
《一一》的敘事由中心人物──一個看似平凡的丈夫、父親與女婿 NJ
開展，擴及他周遭的人事物。他在妻子弟弟的婚禮上遇見了那個當初不斷
慫恿他走上電腦工程師一途的初戀女友 Sherry，又陸續因為丈母娘忽然病
倒、妻子敏敏上山尋求心靈慰藉、出差等緣故而與 Sherry 有機會相約日本
見面。丈母娘在阿弟的大喜之日陷入昏迷，使原本看似穩固的家庭結構出
現劇烈變動，NJ 的女兒婷婷開始與剛搬到他們家隔壁的女孩莉莉結為好友，
最後甚至愛上莉莉的男友胖子。NJ 的小兒子洋洋默默地愛上攝影，只是他
拍的不是一般人眼中的花草樹木，而是人們的後腦勺、或是在日光燈下飛
舞的蚊蠅。劇中各個家庭之間的共通處，很明顯地在於他們與這座城市的
關聯、尤其是這座城市所構成的「閉路系統」對住民身心帶來的壓迫性。
這樣的壓迫性與封閉性甚至在 NJ 與舊情人 Sherry 赴日旅行後，仍因為記
憶的牽引而顯得無所不在。楊德昌所要暗示的，顯然是人們與特定城市的
深刻連結，在當今社會中可能扮演著比家庭價值更為重要的角色，而城市
又是如何透過科技媒介，在人們的記憶版圖上留下烙印。
然而《一一》透過大量科技媒介所所呈顯的現代性，並非用以傳達楊
德昌對傳統的抗拒；正如稍早所提到的，楊德昌在每部電影中的媒介使用
都必須與歷史對照才有意義，因此他關注的其實是如何在科技媒介的思維
層次上，來關照、呼應與思考傳統一路走到當代的進程。這也是為何他要
以層次繁複的敘事結構與家族中各年齡層的角色，來檢驗與體現從傳統到
現代的變遷過程，雖然每個角色都在社會網絡中有著獨特的位置，但他們
也都因為那無法逃脫的華人傳統，而有著許多共通點。《一一》的特殊之
處在於，它在影像美學上並不符合大部分新電影執著於寫實主義的傳統，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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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透過頻繁而大量的構圖設計與操弄來再現導演眼中「最為全面而真

切」的城市影像──雖然楊德昌從《青梅竹馬》
、
《恐怖份子》等片中就已開
始這樣的城市再現模式，但本論文要論證的是《一一》如何因為其時代特
性所帶來的媒介科技景觀，而得以將此美學特徵推向極致，同時也因為媒
介科技的演變而得以拓展他將媒介與城市並至觀看的思考路徑。長鏡頭與
深焦鏡頭在《一一》中不斷被楊德昌引渡進電影螢幕裡的攝影景框、監視
器螢幕與玻璃窗倒影打斷，甚至連指涉現實本身的城市建築也頻繁地拆解
畫面，使得長鏡頭與深焦美學在《一一》中都難以施展──更確切地來說，
並非難以施展，而是在巴贊於〈電影語言的演化〉一文中提出的兩大導演
種類「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之間擺盪、進而達到協調。巴贊認為「相
信影像」的導演是注重影像的造型性、景框與構圖的形式與蒙太奇，甚至
如同劇場導演般注重服裝、化妝等視覺效果；23 而「相信真實」的導演則
是以長鏡頭與深焦鏡頭來呈現真實的曖昧多義性，以讓觀者有更多闡釋電
影畫面的自由。24
雖然楊德昌被視為呈現臺灣城市真實的代表作者，在分析他的作品時
絕不能忽略的是影像的造型性、抽象性與代表真實的城市之關係。雖然巴
贊對真實主義的信仰已被電影研究學者奉為圭臬，他的電影書寫也不斷被
用來與當代電影接軌，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巴贊在區分「相信影像」與「相
22

23
24

在〈從臺灣電影觀看巴贊寫實主義理論〉中，陳儒修指出「法國導演後賣曾經
提出巴贊對於電影的中心信念，也就是堅決肯定影像的客觀性，可以說在
1982–1986 年間的臺灣新電影運動獲得見證」，文中他以巴贊提出的寫實主義
美學來回顧臺灣電影史脈絡，尤其強調侯孝賢、蔡明亮與巴贊的關係。孫松榮
的〈電影寫實主義的轉向——從巴贊、羅塞里尼的義大利「新寫實主義」到當
代亞洲電影(蔡明亮、賈樟柯、魏拉希沙可)的再創造〉也以巴贊美學為脈絡，
強調侯孝賢、蔡明亮等導演如何以寫實主義的策略來強化角色與所處空間之間
的戲劇張力，進而製造出臺灣電影、甚至亞洲電影的美學特色。
André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Los Angles: U of California P, 1967), p. 24.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pp.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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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真實」這兩類導演時，必然會受到當時電影科技的發展所限制，這也是
為何歐蒙（Jacques Aumont）在《電影美學》
（Aesthetics of Film）中批判巴
贊時指出，不同年代的電影可以呈現出的真實感也不同，因此若電影的寫
實效果會隨著科技的發展而無止盡地提升，那麼我們也可斷言「真實將永
《一一》完全呼
遠難以被盡善盡美地呈現」
。25 從媒介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應了歐蒙對真實與電影科技之互動的思考；但巴贊理論的價值在於，巴贊
雖然盡力區別「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並且不斷強調「相信影像」
的導演最常仰賴的蒙太奇無法造就現實的多義性，但他其實也在不知不覺
中建構起「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這兩個傾向之間的潛在連結，進而
開啟了電影美學的豐富性（無論他的觀點是引起贊同或批判）。雖然他看
似排斥刻意的美學建構與圖像性、造型性，但在他以「真實」為衡量標準
的前提下，仍有許多導演的影像建構在他看來是能觸動真實情境的範例，
例如在探討《大國民》（Citizen Kane）的拍攝技巧時，巴贊就指出奧森．
威爾斯（Orson Welles）以非蒙太奇的疊影技巧（superimposition）展現寫
實主義的另一種可能。26 此外，巴贊對於「相信真實」的理想（甚至詩意
的）定義，其實也使他的理論有著被當代的媒體環境更新與擴充的潛能。
27

正如學者葉月瑜與戴樂為所說的，《一一》的成功之處在於結合了楊
德昌過往作品中的優點，並且在「不同年代、不同的戲劇手法與平行敘事
段落中」求取平衡，進而創造出一種新的「自然抒情主義」，28 筆者認為
楊德昌在《一一》裡也整合了巴贊對「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這兩種
傾向的區辨，進而提陳了一種再現當代東亞城市的可能。而本文就是希望

25
26
27

28

Jacques Aumont, Aesthetics of Film (Austin: U of Texas P, 1992), p. 109.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p. 37.
巴贊對電影的極致理想定義並不精確，甚至非常詩意：
「不再有演員、不再有故
事，也不再有場景，在完美的真實美學幻象裡，也不再有電影。」參考 Bazin, What
is Cinema?, vol. 2 (Los Angles: U of California P, 1971), p. 60.
Yeh and Davis, “Navigating the House of Yang,” Taiwan Film Directors,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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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影像的造型性為出發點，來思考《一一》如何以電影來實踐當代影像
媒介在再現真實時所可能面臨的困難與契機。本論文將以後續章節分析楊
德昌如何運用多重媒介來強化視覺語言與影像的造型性，進而建立起對城
市的再現，並且在對影像的經營中展現對寫實的關注。所謂的多重媒介包
括攝影、閉路監視器與電腦遊戲，以及另一個特殊的敘事與影像建構機制
──建築與玻璃窗倒影，最後再深入剖析楊德昌對於城市與電影的理想，以
及他如何藉由擴充媒介力量，來將「相信影像」轉化為一種超越城市駁雜
質素的真實。

攝影：影像生成的機制與敘事的提示
楊德昌對攝影媒介的強調，從電影一開始就已出現。在電影開場，可
以看到眾多角色們從遠景逐漸走向前景（圖 1）
，最後全體正面面向鏡頭，
拍攝合照（圖 2）
，此外導演還從不同角度呈現了人們輪番合影的景象（圖
3）
。電影開場的全體漫步，並非是隨意任性的遊走（與一般新電影中的長
鏡頭不同）
，而是逐漸「走向一幅畫面（合影）」的過程。而以電影敘事的
層次來看，他們不僅走進了一幅畫面、更走進了一條即將啟動的敘事序列，
進而被那合影的瞬間給賦予了正式的影像生命。正如每個角色在敘事裡都
佔據著獨特的位置，合照也要求每個人都必須「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電影開場的段落，可以被視為一種用以告知觀眾的提醒，提醒他們「即將
要穿越電影的門檻，然後進入敘事的空間」
。
以傳統攝影媒介塑造的闔家歡氛圍，在電影開場不久後就像氣球一樣
被輕易戳破；有趣的是，導演也的確在將鏡頭轉向婚宴的第一個段落裡，
就放滿了氣球──從充滿綠光的戶外場景挪移到室內後，楊德昌選擇呈現的
第一個段落，是洋洋獨自站立在幾個奮力吹氣球的飯店服務生面前的畫面。
他幼小的背影如同背對鏡頭拍攝的肖像照，與那片螢光粉紅色的氣球之海
形成強烈對比（圖 4）
，其中流露的孤獨提醒了觀者，在那看似完美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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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有多少荒謬之事正在逼近──例如一群人辛苦吹著那些在婚禮過後就
會被一一戳破的氣球。然而更為荒謬的是，似乎所有成人都已如此習慣這
些儀式的行進，唯有一個幼小的男孩注意到了其中的蹊翹。在另一個段落
裡，導演呈現出洋洋獨自在偌大的圓山飯店大廳裡行走的背影（圖 5）
。圓
山大飯店是臺北最為知名、最富「中國風情」的地標之一，然而當一個小
男孩在被其他女孩戲弄、然後默默在紅地毯上撿拾鞋子時，這樣的地標已
失去了它富麗堂皇的風情，而讓觀者感到孤獨與荒謬的蔓延。
在婚禮場景裡的另一個段落中，婷婷攔住正為了小舅子的婚禮而忙得
焦頭爛額的 NJ，告訴他婆婆身體不適，希望返家休息。此時 NJ 正好拿了
一張阿弟與小燕的婚紗照。在那張裱上金框的相片裡，只有他們兩人龐大
的頭像特寫，因而稍顯滑稽，加上 NJ 在心煩氣躁下就隨意將照片往架上
一擱，使得合照被倒置（圖 6）
，也就更強化了攝影媒介在此段落裡的諷刺
功能。導演巧妙地在這個看似尋常的中景鏡頭裡融入了一個特寫鏡頭，而
這樣的並置製造出了充滿荒謬感的戲劇張力。這樣的荒謬效果在楊德昌眼
中的臺北裡四處流竄，從電影開場的婚禮、到之後盤據大部份情節的日常
生活，直到最後的喪禮段落才得到平息。
雖然目前尚未有論文專門探討《一一》中對媒介的運用，但已有學者
對此進行概略性的探討，例如吳珮慈與李紀舍都在研究本片的空間表述體
系時提出片段式的看法。前者提出《一一》以媒介滲透城市空間的再現，
使「現實造境虛像」，但對於楊德昌對媒介的態度（是用以警示觀者，或
對科技的可能抱持樂觀？），吳珮慈持保留態度。29 李紀舍則批評楊德昌
對影像儀器的信賴，他認為將再現空間的信念投射到機械性的影像上、並
且讓人們看見肉眼不可及之處，是許多臺北城市電影如《一一》與《你那
邊幾點》的共同策略，但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有神化電影媒介之嫌：

29

吳珮慈，
〈一一：凝視背面（也凝視那遠去的背影）〉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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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兩部電影裡，攝影鏡頭的機器眼光竟被賦予機器所無
法達成的任務；從這個角度出發，我們可以說楊與蔡實際
上過度神化電影視野⋯無論攝影機的鏡頭多麼神通廣大，如
此的凝視終究不能將眼前的現代城市恢復成理想的世界城
市。30
這樣的觀點或許忽略了電影不僅是一種科技媒介，更是創作媒介的本質。
身為電影創作者，若對所謂的「電影視野」不抱理想，那又何須以此媒介
來創作？以此角度來看，李秀娟的觀點可能更適合用以深入分析《一一》
中的媒介使用：
在閱讀楊德昌電影時要注意的就不該再是他的文本是不是
「真實」地再現臺北，而是要看這些文本如何利用虛構所
賦予的諸多可能性對臺北現實進行一場又一場不墨守成規
的「搬演」
（performativity）
。我認為楊德昌的電影在某種層
次上不只「後設」了自己，更介入臺北文化的「後設」面
相。藉由虛構和現實交會所產生的戲劇化效果，策動臺北
「新」的可能。31
李秀娟提出的「搬演新可能」，在《一一》中首先被攝影媒介所實現。在
看似尋常、多以遠景拍攝而少用特寫的開場段落裡，楊德昌不斷將攝影的
書寫插入電影文本中，以驅動觀者對電影真實的思考。攝影媒介對於《一
一》表彰其「相信影像」之美學傾向的重要性，可由克拉考爾（Siegfried
30

31

李紀舍，
〈臺北電影再現的全球化空間政治：楊德昌的《一一》和蔡明亮的《你
那邊幾點？》〉
，《中外文學》33.3（2004.8）
，頁 97。
李秀娟，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什麼？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臺北〉
，
《中外文
學》33.3（2004.8），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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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cauer）在《電影理論》
（Theory of Film）中對攝影的探討來驗證。巴贊
曾極力抵禦攝影的造型概念，認為去除掉影像的造型傾向，才是理想的電
影語言，32 並且認為高明的導演不該以影像的造型性來與畫家競爭。33 然
而不同於巴贊盡力區別「相信影像」與「相信真實」的態度，克拉考爾在
討論攝影的寫實傾向與造型傾向時指出，這兩個傾向其實並不相互衝突，
相反的，造型傾向甚至可能協助充實與實現寫實傾向。34 克拉考爾認為，
媒介隨著歷史變革的意義並非僅止於物質世界的改變，也在於媒介的演變
能如何改變感官經驗、進而開啟了人們過去意想不到的真實面向，而以攝
影媒介來看，這個「意想不到的面向」就是攝影機能拍攝到許多肉眼在短
時間內無法注意的細節；因此，攝影影像的紀錄與繪畫性的抽象依舊有著
共通點──就是它們呈現出的真實，都與過去的人類所能看見的真實非常不
同。35
克拉考爾強調寫實傾向與造型傾向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也強調
攝影改造、擴充人類視域的功能。這樣的媒介史觀，顯然被楊德昌置入了
《一一》看似古典的敘事結構裡，而隱隱發揮了「造型傾向甚至可能充實
與實現寫實傾向」的功能。由此來看，楊德昌信仰的並非巴贊的「不再有
（the power of
電影」36的無電影願景，而是克拉考爾所強調的「媒介力量」
the medium）。
在《一一》中，攝影就被用作開啟這一連串媒介力量的起始點，甚至
成為整合這些媒介思考的關鍵。劇中最為重要的敘事支線，就是洋洋沈迷
於拍攝「人們看不見的東西」
，例如後腦勺、或是在日光燈下飛舞的蚊蠅。
洋洋拍攝的都是人們不會注意的角落，也因此當老師發現洋洋拍攝的一疊
照片時，語帶諷刺地說：「前衛藝術喔。」洋洋對於影像、尤其是人們不
32
33
34
35
36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p. 28.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p. 40.
Siegfried Kracauer, Theory of Film, 1960 (Oxford: Oxford UP, 1971), p. 16.
Kracauer, Theory of Film, pp. 8-9.
Bazin, What is Cinema?, Vol. 2,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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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或不願意看見的影像的執著，與楊德昌試圖使用多重媒介來擴充《一
一》裡的視覺景觀有著絕對的共通性。洋洋的照相機填充了電影媒介所無
法型塑的景觀樣態，也為看似冰冷僵化的城市填入了柔軟的褶皺內裡。此
外，在許多呈現都市住民與環境的段落裡，楊德昌都採用了拍攝正面肖像
照的構圖方式，例如洋洋與父親在麥當勞（圖 7）
、或莉莉在美式餐廳連鎖
店 N.Y. Bagels 裡獨自面向窗外（圖 8）的畫面，都是他以攝影媒介的造型
傾向作為再現城市空間之策略的例子。在這些段落中，楊德昌不斷運用攝
影的媒介特性插入電影敘事，為世紀之交的臺北人製作肖像，也讓現實成
為一種可能被造型化的影像形式。

閉路監視器：強調觀者位置與空間的擴延
在婷婷向父親提出帶婆婆回家的要求後，影像從一片嫣紅的圓山飯店
切至婆婆在車內後座若有所思的模樣，與窗外流逝的影像再次製造出一種
靜與動之間的對比（圖 9）
。這個段落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第一、唯一、也是
最後一個呈現出婆婆正面的鏡頭，這個鏡頭如同一幀運動影像式的肖像，
將（即將陷入昏迷，最後在片尾過世的）婆婆呈現為一種凝結而固定的影
像，並且與車窗外流動的城市景觀形成對比。城市裡的流動對臺北城市電
影向來重要，例如劉紀雯就以〈臺北的流動、溝通與再脈絡化：以《臺北
四非》
、《徵婚啟事》和《愛情來了》為例〉分析三部電影裡的「車流、人
流和溝通中的符號流動」，並且主張三部電影都能「捕捉都市的流動，產
生脈絡化的意義」。37 劉紀雯亦肯定這幾部橫跨 1997 到 2006 年的電影以
多元的形式來呈現臺北，例如實驗電影《臺北四非》（2006 年）以電腦技
術擴充音畫對位形式，此外她也注意到媒介科技對臺灣九零年代電影敘事

37

劉紀雯，
〈臺北的流動、溝通與再脈絡化：以《臺北四非》
、
《徵婚啟事》和《愛
情來了》為例〉
，林文淇、吳方正編，
《觀展看影──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
（臺
北：書林，2009），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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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例如《熱帶魚》
（1994 年）中的新聞報導、
《好男好女》
（1995 年）
中的電話與傳真機等，並且強調現代人如何因為電子媒介的濫用與誤用而
造成溝通上的挫敗，以及這樣的經驗如何構成了敘事上的轉折與多元。38
相較於上述電影多以科技媒介涉入劇情發展，《一一》無疑是第一部將媒
介從敘事的層次轉換到影像的層次上的臺灣電影。以楊德昌自己的作品
《恐怖份子》為例，媒介科技如攝影、電話與電視，在該片中的主要功能
仍是敘事性的，而非影像美學層面的，例如匿名電話成為策動與反轉現實
中的變動。在《一一》中，並未出現如《恐怖份子》那樣戲劇化的媒介使
用，也沒有出現像《好男好女》裡面的梁靜那樣被傳真機恐嚇的角色、或
是在《徵婚啓示》（1998 年）中用電話告白的杜家珍，更沒有出現在《熱
帶魚》中嚴重受電視新聞影響的綁架案，《一一》裡的敘事呈現出的是一
種「科技媒介與城市住民平行共存」的現象──媒介成為一種現實，而不
再是一種用以策動劇情發展的奇觀。
因此，在電影中通常被用來加強戲劇效果、強化懸疑氣氛的監視器（讓
觀者能看見劇中主角所看不見的角落，並且以此視覺差距來製造緊張效
果），在《一一》中卻像個沈默而聊賴的觀察者，並未對敘事產生任何影
響，也並未對接下來的劇情發展提出任何懸疑的預告。在婷婷扶著婆婆下
車、進入公寓大樓的段落中，楊德昌先是以遠景鏡頭呈現他們雙雙下車的
模樣，然後影像就直接切換到了位於大樓管理員房間裡的監視器畫面上，
畫面底部還有著「保全二十四小時監控系統」的字樣（圖 10）
。監視器影
像看似以近乎唐突的方式闖入了《一一》的影像流動，但若與埋伏於開場
段落中的諸多蹊翹連結觀之，就會發現監視器在此出現的正當性──正如先
前諸多關於攝影的動作、或是攝影的成品（巨大到近乎荒謬的新人頭像）
都被用來作為一種情節上的提示，能即時傳送影像、且到處埋伏的監視攝
影機，為觀者帶來的則是更為沉重的敘事提示——也就是婆婆稍後的昏迷、
以及她的缺席如何讓整個家庭結構產生變動。
38

劉紀雯，
〈臺北的流動、溝通與再脈絡化〉，《觀展看影》，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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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以監視器影像為景框重心的段落裡，導演完全仰賴監視器畫面
來呈現兩人的動線；因此在她們走入電梯後，導演也將鏡頭緩緩地移向另
一臺播放不同角度的監視器螢幕上（圖 11）。楊德昌以多元的影像構圖來
表述他對不同媒介的思考，這樣的探索企圖挑戰的不僅是電影媒介被諸多
科技產物滲入後的主體，更是對各種媒介本質的定義。例如攝影跳脫了它
的二元平面特性，而在《一一》中成為電影修辭裡的重要符號（例如在婚
禮段落中那張被倒置的新人肖像照）
，而電影也不見得由「演員」
、
「場景」
或「場面調度」等構成，而可能只是重複、跟隨了即時轉播的監視器影像。
然而他對監視器影像的運用當然不僅於此。在婆婆進房休息後，婷婷
在父親 NJ 的要求下開始清掃，並且獨自將大包垃圾拿到大樓下方的垃圾
集中處。在這個段落裡，楊德昌先以遠景拍攝婷婷穿越公寓走廊的動態（圖
12），此時觀者不禁懷疑這到底是尋常的電影運鏡，還是監視攝影機的運
鏡？在婷婷穿越長廊、走出電梯後，下一個畫面是婷婷提著垃圾、走出電
梯，然後經過了另一個大樓管理員的房間，裡面也一樣充滿了播放監視器
畫面的螢幕（圖 13）
。婷婷放下垃圾後，導演以婷婷的觀點鏡頭來呈現她
看見的畫面，也就是正在與男友約會的莉莉（圖 14）。這個段落暗示著，
許多並非以監視器影像呈現的段落，其實依舊指向城市裡無所不在的監視。
例如在莉莉與男友在大樓下方見面的場景裡，其實也藏著監視攝影機（就
在莉莉背後的牆上），雖然導演並未呈現出那具攝影機所拍攝到的畫面，
但此時婷婷的存在／婷婷的雙眼，再次為觀者帶來監視器影像般的視覺質
地。楊德昌對於監視器式觀看的強調，並不僅在於他對城市本身的思考（城
市生活帶來的監視狀態如何讓人感到壓迫不安），也對他與電影本質的思
考有關（如何形塑電影影像與觀者位置）；而楊德昌對臺北的再現，也是
透過他對電影媒介的關注才得以實現。
為何楊德昌對電影本質的思考能與他對城市的再現有所連結？藉由
楊德昌對攝影機的操弄，觀者的視線不得不跟隨鏡頭而在不同的監視器影
像之間滑動；影像內容為何已非重點，重點是這一連串運動影像之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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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由攝影機機具的操弄來生產，而非演員的演技。這種機具與媒介勝過
當下真實的呈現，讓觀者不自覺地與敘事產生距離，而成為一個全然的觀
察者。這樣的觀者距離在電影中看似隱匿，實則無所不在，例如歐蒙就曾
特別強調觀者的在場，他認為觀者（的身體）雖然不存在於電影影像裡，
但他卻因為其接收者的角色而顯得無所不在，例如古典好萊塢電影所擅用
的「無痕跡剪輯法」
（continuity editing）
，就是證實觀者作為一個隱形的在
場角色的最好證明。39 而這樣的觀看位置，與楊德昌所要捕捉的城市面貌
又有何關聯？這個問題可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論述來進行探討。
班雅明也探討了關於觀者在場的概念，他認為觀者都被賦予一種具體想像
電影場景的能力，因此觀者在觀看之餘，也以想像力與身體感知來體驗了
電影中的場景。電影所強調的景深與場景的完整度（相較於劇場），讓觀
者不再是「無身體的觀察者」，而是以有血有肉地方式在感知與觀看，而
對班雅明而言，這種感受時空的方式，正是建築與電影的相似之處。40 專
門研究城市與電影的學者 Giuliana Bruno 也提出類似的論點，她認為人類
的觸覺官能與動能高度相關，因此觸覺官能其實就是實踐空間（無論是地
理空間或建築空間）的能動性（mobilization）的關鍵。41 因此若導演能讓
觀者在觀影時，提升對自身身體存在的自覺、進而確切地意識到自己身為
景框之外的觀察者角色，反而能使他們更能在觀影時，以官能飽滿的方式
去體驗景框之內的空間、甚至更為主動地去感應電影內部的空間——於是
電影成為一座有景深的城市，而非只是一池晃動的光影。
正如監視器能不斷左右、上下擺動以轉換視角，楊德昌在呈現婷婷對
他者的觀看時，也運用了多種視角。例如她將垃圾拿到樓下、撞見約會中
的莉莉後，她回到自家陽臺，繼續觀看那對移動到大樓一旁的高架橋下的
39
40
41

Jacques Aumont, Aesthetics of Film, p. 215.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ed.
Hannah Arendt,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8), pp. 217-251.
Giuliana Bruno, “Haptic Space: Film and the Geography of Modernity,” ed. Alan
Marcus and Dietrich Neumann, Visualizing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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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約會的情侶（圖 15）。這兩個由婷婷的觀點鏡頭拍攝的畫面，暗示了
婷婷對這對情侶的持續觀察。不僅被監視者可能生活受到影響與威脅，甚
至連監視（觀看）者也會因此出現戲劇性的轉變；例如暗中觀察莉莉的婷
婷就因此心生對愛情的嚮往，甚至愛上了莉莉的男友胖子，最後又落得被
拒絕而感到心痛不已。對婷婷而言，因為監視而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
距離，同時也是理想愛情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正如詹明信將《恐怖份子》裡的空間分為四類：傳統空間（老式公寓）
、
國族空間（醫院）、多國空間（辦公大樓）與難以辨識的跨國空間（旅館
走廊）並且以空間的多元性來論證該片的後現代性，42《一一》依舊具有
在不同形式的都市空間之間遊走的傾向，只是傳統空間明顯減少，僅偶爾
穿插於情節中（例如在角色們經過的巷弄間、或 NJ 與同事外出用餐的路
邊攤）
，對敘事也並未發生任何關鍵影響。
《一一》的另一個空間特色是強
調每個角色（除了陷入昏迷的婆婆）都在家屋之外還擁有另一個彰顯他們
身分的空間；對婷婷和洋洋而言，這個空間就是由政府機構所象徵的國族
空間所建立與操控的學校；而對其他成人而言，這個空間就是他們工作的
辦公大樓。
洋洋就讀的龍安小學位於臺北人心中最好的學區，然而即使是位處於
臺北市精華區的小學，也難以像成人們進出的辦公大樓那樣呈現出強烈的
都市意象。因此楊德昌再次運用了監視器影像，來讓這個看似與都市隔絕
的校園空間，能夠有足夠的視覺性強度來回應其他段落所散發的都市意象。
在洋洋為了領取沖洗好的相片而在午休時間偷偷離開校園的段落裡，楊德
昌以監視器畫面來呈現他返校後的情節。校園裡的監視器螢幕上有四格畫
面，每個畫面都及時呈現出位於校園各個角落的監視器所拍攝到的影像，
而洋洋的身影便陸續出現於同一個螢幕上的不同方格裡（圖 18）。最後，
導演將畫面移回現實場景，以鳥瞰鏡頭拍攝洋洋在一塊綠色操場上奔跑、

42

Jameson, “Remapping Taipei,” The Geopolicital Aesthetic,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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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被一群小朋友包圍然後抓住的畫面（圖 19）。稍早洋洋在沖洗店裡滿
足地看著底片、以及被眾多裱框照片給圍繞的畫面（圖 17），與之後的監
視器畫面、以及他被同儕「活逮」的段落，再次形成了一種建構於科技媒
介思維上的對比之趣。洋洋這個角色象徵的攝影媒介，在此段落中顯得弱
勢、甚至成為被「跟監」
、「撲倒」的對象，由此可見這個看似尋常的校園
場景再次成為楊德昌用以思考媒介特性的平臺，也因此被拉入了不斷流動
的城市空間中（即使位處鬧區的校園看似獨立於那車水馬龍的城市場景之
外，但洋洋偷偷離校的舉動卻又讓這兩個看似分離的場景得以串聯）
。
與之前呈現婷婷與婆婆的監視器畫面不同的是，這次的監視器畫面無
須導演運鏡，就能一次呈現出多格畫面，呈現出一種內在的蒙太奇。在這
個段落中，導演並未左右移動鏡頭，而是讓攝影機逐漸逼近電視畫面。楊
德昌暗示攝影機具不但嚴重影響我們觀看的方式與內容，也影響我們組織
影像片段的方式。在婷婷與婆婆的段落中，觀者跟隨著攝影機的移動，看
見不同的監視器螢幕陸續捕捉到她們的身影，也因此建立出一個時序清楚
的影像段落；在洋洋的段落中，攝影機定鏡拍攝同一個螢幕，而洋洋則在
這個涵蓋四個方格的螢幕裡陸續出現，但因為時間差距太短，觀者難以建
立起一個順時性的概念，直到最後導演以遠景鏡頭呈現出洋洋在操場上被
包圍的畫面，觀者才從監視器畫面的漩渦中被解放出來，回返到時序清楚
的敘事軸線上。與稍早以監視器畫面呈現婷婷與婆婆的段落並置觀看，就
會發現楊德昌總是以遠鏡頭畫面來總結一連串的監視器或（類）監視器影
像（圖 14、15、18）
。這樣的視覺構成策略，將他對媒介的思考，與他對
城市空間的思考串聯起來，進而使得他以「媒介式的觀看」來處理城市再
現。如同攝影媒介在本片中具有「啟動影像生成」與「提供敘事中的提示」
功能，閉路監視器在本片中也被分配了顯著的功能性。監視器強調了觀者
的位置，同時以多重角度的視野來擴延觀者所能感知到的空間，進而以圖
像化的方式為觀者拼組出一座更具實體感、更具景深的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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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介到建築：從電腦視窗到城市窗景
《一一》的時空背景是世紀之交的臺北、也是電腦科技正要起飛前的
過渡時刻，因此片中的主角 NJ 也面臨了其經營的軟體公司必須轉型開發
電腦遊戲的事業轉捩點。然而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看見任何電腦遊戲被付
諸實踐，甚至也未曾看到 NJ 或其同事操作電腦、全心投入數位次元的模
樣，這點與《恐怖份子》中強調媒介創作成果的傾向大為不同，也是用以
比較兩片城市景觀的重要線索。《一一》捨棄將媒介視為逃避城市生活的
創作用途，轉而強調「人類該如何投入科技研發」這個議題如何與芸芸眾
生的情感經驗相呼應，這樣的強調甚至讓許多角色的內在情感刻畫都顯得
更為深刻，例如胖子指出的「電影讓人的生命延長了三倍」，或是洋洋在
充滿聲光效果的視聽教室裡凝視心儀的女孩的剪影等，都讓媒介科技所帶
來的新層次的真實滲透了看似尋常的日常生活經驗，這樣細緻的處理是過
去楊德昌在《恐怖份子》
、
《獨立時代》與《麻將》等同樣強調臺北的作品
中，都未曾實現的。
全片有兩處對電腦遊戲做出精闢的處理。第一次是將小燕做產檢時的
超音波畫面與日本遊戲設計師大田在 NJ 公司的簡報進行音畫交融的處理，
因此當畫面上出現了小燕腹中的胎兒時，背景音卻是譯者將大田的報告翻
譯為中文的內容：「它已開始具有生命的一般現象，除了可以思考計算，
還可以成長成一個活生生的新生命，成為每個人寄託感情的好朋友，這才
是電腦遊戲最廣大的商機。我們目前無法超越只有打人殺人的一般電腦遊
戲產品，並不是我們不夠瞭解電腦，而是我們不夠了解人，我們自己。」
吳珮慈在分析此段落時指出，超音波畫面中的胎兒／電腦遊戲／商機這三
層語意的連結在音畫錯位的機制下呈現出強烈的反諷意味。43 第二處明顯

43

吳珮慈，
〈一一：凝視背面（也凝視那遠去的背影）〉
，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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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電腦遊戲的段落，則是在電影近結尾處的一則新聞報導。這則新聞報
導插入電玩畫面以隱射胖子如何兇殘地殺害了莉莉母親的男友，顯然是要
呼應先前大田所說的「我們目前無法超越只有打人殺人的一般電腦遊戲產
品，並不是我們不夠瞭解電腦，而是我們不夠了解人，我們自己。」以電
玩的視窗來隱喻真實的事件，其實是《一一》裡隱而不揚的視覺母題。當
一個想像中的電腦遊戲（大田的簡報內容）與真實世界的胚胎是以圖像化
（超音波的掃描畫面）的方式來達到連結，也就代表無論虛擬與真實建構
的是吳珮慈所謂的反諷效果、抑或是相互連結以擴充人類感官經驗的可能，
其前提都是對「影像」的仰賴；這樣的前提也證實了楊德昌對「相信影像」
的多元嘗試，而這樣的嘗試甚至將他帶往了電影媒介之外的創作領域，也
使得他最後未完成的遺作並非傳統電影，而是動畫《追風》。
吳珮慈雖然在註釋中提到「楊德昌的鎧甲科技公司是以兼具聲光影音
動畫效果和互動功能的富媒體形式，來創造影像藝術與行銷的新模式」，
但她同時也強調自己「絕對完全無意聯結兩個不可比較的事物」。44 但楊
德昌在《一一》中開始顯露的媒介思維、甚至將人類胎兒與電腦遊戲角色
相互比擬的音畫部署策略，真的與他後來逐漸走向的新媒體影像藝術有著
絕對的切割嗎？筆者認為正好相反。《一一》中諸多被電腦科技思維所啟
發的影音實驗，其實不但預示了楊德昌對科技的願景，也反過來成為他思
考電腦媒體創作的視覺基礎。若將《一一》與楊德昌後來投入的 Miluku（牛
奶糖家族）網站計畫聯結觀之，則會發現兩者不但並非「不可比較」，更
有著相互滲透的近親血緣。漫畫家與電腦工程師的雙重背景，已被公認為
是楊德昌電影美學中的重要源頭，而 Miluku 計畫更是整合了他的多重身分，
使漫畫、電影與電腦工程正式交融。這個計畫是以線上短篇動畫的形式來
呈現一個現代家庭的故事，角色會日漸增多，故事也會越來越完整──這樣
的結構不但明顯呼應了《一一》中以華人家族建構起來的大敘事，更呼應
了劇中角色大田對電腦遊戲的願景。在關於媒介演變的經典之作《新媒體
44

吳珮慈，
〈一一：凝視背面（也凝視那遠去的背影）〉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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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曼諾維奇已明示：今日的電影已與動畫無異。45 雖然《一一》
看似寫實而無任何動畫蹤跡，但它顯然實踐著曼諾維奇所強調的「導演對
於新媒體特色的呼應」
。46《一一》所呈現出來的高度精密視覺結構、以及
將媒介與建築雙雙提升至抽象層次的美學，不但隱隱指涉動畫的概念，也
預示了楊德昌終將走向動畫創作一途的事實。
電腦遊戲等媒介在《一一》中的功能是提醒觀者當代城市的影像多元
性，也因此是以插曲的方式跳躍地出現於段落之間；而真正能以視覺抽象
美學潛入敘事段落之內的媒介其實是城市建築，尤以那些被現代照明系統
映照得如同巨幅螢幕的窗景為甚。現象學派建築師 Juhani Pallasmaa 認為所
有電影都以建築圖像與空間的構成方式來編寫出最基本的戲劇張力與影
像節奏。47 電影學者沃倫（Peter Wollen）更特別指出，階梯在電影的世界
裡就像建築物的脊椎，時常背負著推衍劇情、製造戲劇效果的重責大任。
48

《一一》的主要建築、也就是 NJ 一家居住的電梯大樓，雖然沒有傳統的

階梯能用以推衍戲劇張力，卻有那一扇扇映照城市、也框住屋內角色的窗
戶來製造戲劇效果。Pallasmaa 強調建築物常因為人的使用與居住，而超越
了冰冷的幾何結構，並且趨近於夢與潛意識的抽象形式。49 楊德昌呈現窗
戶倒影的形式美學，或許正好呼應了 Pallasmaa 將建築視為精神性存在的

45
46

47
48
49

Lev Mo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IT P, 2001), p. 295.
Mo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p. 288. 曼諾維奇指出四種與新媒體有所
對話的電影創作模式：
「在傳統電影拍攝中運用電腦技術」（Use of computer
techniques in traditional filmmaking）、
「使用以電腦科技為主的新型電影」（new
forms of computer-based cinema）、「導演如何面對當今電影對電腦後製的仰賴」
（filmmaker’s reactions to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f cinema on computer
techniques in postproduction）與「導演對於新媒體特色的呼應」（filmmaker’s
reactions to the convetions of new media）。雖然楊德昌並未運用到前三者，但他
顯然積極地以第四種特徵來建立《一一》的當代特質。
Juhani Pallasmaa, The Architecture of Image: Existential Space in Cinema (Helsinki:
Rakennustieto, 2001), p. 32.
Pallasmaa, The Architecture of Image, p. 32.
Pallasmaa, The Architecture of Image,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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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而不斷藉由窗上倒影來呈現城市景觀的做法，也成為《一一》再現
與塑造城市圖像的主要策略。
在 NJ 回家後、發現妻子敏敏正在哭泣的段落中，導演先是呈現了 NJ
從走廊另一端走進臥室看著妻子對他哭訴人生的空白，因為她發現自己每
天都只需要用幾分鐘的時間，就能把一整天的事情向昏迷中的母親報備完
畢，而且每天講的都一樣；NJ 沒有針對妻子的恐慌做任何安慰，只說他會
要求護士唸報紙給岳母聽，因為「這樣她每天都可以聽到新的」
（圖 19）
。
然後鏡頭轉向 NJ 鄰居的窗戶，從窗簾間的縫隙可以看到蔣太太的情人正
奮力嘶吼，而窗外的高架橋上依舊車流不斷，在黑夜裡默默地閃爍著亮點。
導演輪流呈現出兩戶人家的窗戶，一邊有哀傷的妻子與無語的丈夫
（圖 20、
21），另一邊則是吵得不可開交的中年情侶。這個段落巧妙地將城市裡的
公私空間進行了文本語境上的嫁接，使窗內的私情節與窗外那片典型的公
領域有了潛在的互涉與串聯。就像先前的監視器影像一樣，這些窗景也同
樣暗示了人物形影可能出現在多重螢幕／介面上，進而製造出多重靈體的
錯覺（如洋洋在同一個監視器螢幕上的不同方格間凌躍如鬼魂幻影），林
文淇更直接將這樣的城市影像稱為「鬼魅之城」
。50
在另一個段落中，敏敏站在她的辦公室落地窗前，思考自己該何去何
從（圖 23）
。楊德昌在此段落中巧妙地融合了室內建築的結構、家具與辦
公室隔間的線條，將畫面進行大量的切割，然後再以漫渙開來的城市夜景
來消融室內場景裡的冰冷線條，使畫面充滿了豐富的視覺層次。即使吳珮
慈、林文淇等學者在這樣層次豐富的影像中看見的是反諷、或是令人恐懼
的鬼魅之城，筆者以為楊德昌本人看見的可能是透過各類媒介影像的積累，
來跳脫在現實中必然受限的視野，進而將電影、也將城市開放給更多可能。
即使他在一系列的臺北電影中描繪了諸多無奈、憂傷甚至暴力之事，到了
50

林文淇，
〈臺灣電影中的世紀末臺北〉
，廖咸浩、林秋芳編，
《第一屆臺北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4 年 11 月 27–28 日，臺北市文化局（臺北：臺北市
文化局，2006），頁 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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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對臺北的觀察集大成的《一一》時，他已不僅想呈現城市的負面現象，
更想尋求超越的可能。這也是為何在胖子犯下謀殺罪行後，楊德昌安排了
一段婷婷看見婆婆醒來的段落──過去，在《恐怖份子》與《麻將》中，主
角的死亡總是成為總結整部電影的句點，傷害來得像是一場隱忍已久、然
後一旦爆發之後就揚長而去的地震，但在《一一》裡，楊德昌終於透過冷
靜而溫和的觀察，重新給予觀者在震盪之後撿拾碎片的機會，而非受困於
對死亡的驚懼中。
從《恐怖份子》到《一一》的轉變，小男孩洋洋絕對是最為關鍵的角
色。他和《恐怖份子》裡的少男一樣相機不離身，但兩人對攝影的態度差
異，正是影響楊德昌再現臺北的關鍵。楊德昌在《一一》裡不但第一次以
小男孩作為重要主角，更以他對攝影的熱愛與對影像的迷戀來探勘一座城
市；此外，楊德昌也由小男孩對生命經驗的好奇來串聯不同的城市空間，
例如他在家中浴室玩水這個段落，乍看之下與楊德昌對臺北的再現毫無關
聯，之後卻與他獨自到泳池探險的段落巧妙地結合起來；家居場景與都市
中的公共空間在這兩個遙相呼應的段落中，呈現出了充滿活力的城市再現
可能。楊德昌以洋洋這個角色提陳了新的領悟──城市或許充滿壓抑與憂
傷，但同時也是現代人創造生活經驗的主要場域，正如大田所說的「每一
天都是新的一天」，媒介的創造性在《一一》中已完全滲透於日常生活的
可能性之中。
《恐怖份子》與《一一》對城市生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此點可由劇中兩段臺詞來證明──在《恐怖份子》中，作家周郁芬說「我
每天關在那小房間裡，為的就是逃避那毫無變化的重覆」
；在《一一》中，
日本遊戲設計師大田則說
「為什麼我們都害怕第一次，每一天都是第一次，
每一個早晨都是新的，同一天不可能重覆過兩次。」從「每日的重覆」轉
化為「每日俱新」，也可以說是伴隨媒介演變過程所發展出來的新觀點。
此外，楊德昌也首度在電影中插入異國場景，將 NJ 帶到日本與舊情
人重逢，而城市建築更在這段重溫舊愛的段落裡成為連結臺北與日本的扣
環。在將敘事帶到日本的段落中，他先是呈現出一連串從車內拍攝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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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景（圖 23–25）
，成串排列的辦公大樓讓人馬上聯想到敏敏或 NJ 工作的
辦公大樓。這一連串影像以強烈的詩意手法呈現，鏡頭忽近忽遠、焦距時
而清晰時而模糊，唯一不變的是燈火通明的窗景與黑夜的對比。然而稍後
導演才揭曉，這座城市並非觀者所以為的臺北，而是東京。這種城市之間
的相似性與連續性，是透過對機具的操縱（刻意製造出模糊的城市夜景、
而非以焦距清楚的圖像建構出訊息清楚的城市景觀）而達成。窗景的「媒
介力量」之強大，使其能以繁複的層次建構出觀者對臺北城的視覺印象，
甚至成為連結臺北與不同城市、以及標記臺北作為一個跨國城市的指標。
楊德昌對窗景的靈活運用使他鏡頭下的臺北呈顯了各種文化模式的共生
（臺北、日本、與全球化都市），更強調了當代東亞城市那混雜而多層次
的文化質素。李秀娟就指出，楊德昌的作品並非純然西化或現代化，而是
「拼貼不同文化情境」後的在地回應。51
這種「拼貼不同文化情境」的動作，又被住民的情感經驗強化、進而
成就了二度的連結。例如在兩個一前一後的段落裡，導演先是以日本和室
的格狀拉門來襯托 NJ 在拒絕 Sherry 邀請他同床共枕的暗示後、獨自舉杯
的剪影（圖 26）
；之後再以寫實的方式拍攝他回到臺北家中、獨自對窗飲
水的姿態（圖 27）。這兩個段落以十分雷同的構圖來製造具有特殊地理性
與情感氛圍的肖像，強調對城市的再現必須與住民的情感有所連結才有意
義，而對當代城市的再現也唯有在住民的視覺經驗與情感經驗都得到充分
的描繪時，才有可能實現。

51

李秀娟，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什麼？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臺北〉，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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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城市」的意象，在楊德昌的電影中有多重要？Hubert Damisch 在其
著作《天際線：納希瑟斯之城》
（Skyline: The Narcissistic City, 2001）中指
出，城市不僅是人類歷史的走廊，更是一個能用以理解人類與歷史的關係
的良好模型。52 如今國家界線混淆、文化流通紊亂、城市景觀駁雜，「模
型」的樣貌似乎不再明確，更遑論捕捉到特定城市的真實性；然而楊德昌
仍試圖以城市作為他理解「人類與歷史關係的良好模型」，因此《一一》
在美學的操作上或許違背了巴贊對真實的信仰，但若以動機而論卻是十分
相似的──都是要揭示那不斷流逝的真實。對巴贊而言，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必須透過尊重時延的長鏡頭，而他強調長鏡頭並非被動的紀錄，而是建構
真實的主動動作。53 對楊德昌而言，總體時代的氛圍則比片段的時延更為
重要，也就是為時代建構模型比為特定事件建立模型來得重要。若從建構
模型的角度來解讀楊德昌在《一一》中以媒介充實圖像性的做法，就是他
以多重媒介的涉入來打造一個多面體的敘事模型：這個模型不僅藉由電影
屏幕、更藉由環繞於我們周遭的科技載體來編織與拉攏電影敘事必備的視
覺圖像，甚至將包圍人們的建築零件如門窗，都轉化為巨大的螢幕，放映
起流動的城市景觀。楊德昌運用了許多臺灣電影史不曾關注的科技媒介如
監視器與電玩，來模擬、逼近城市生活的真面目，使二十一世紀之初的臺
灣電影有了新的可能；他試圖記錄媒介科技如何在網路文化即將掀起風暴
的世紀之交，對電影語言進行著干涉甚至重塑的動作，也因此以《一一》
成為第一個對當代媒體文化做出呼應的臺灣新電影導演。54
52
53
54

Hubert Damisch, Skyline: The Narcissistic C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2001),
pp. 8-9.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What is Cinema?, Vol. 1, p. 34.
侯孝賢在《最好的時光》中的第三段頻繁地拍攝電腦與手機螢幕、同時也強調
攝影媒介在當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為繼《一一》後最能用以探討媒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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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也強調現代人必須仰賴大量機具的協助來理解、認知周遭環境
與空間的現實，但這樣的強調並非批判，使用監視器影像也不純然是要控
訴城市讓人欲逃無門的監控狀態，而是指陳了當代都市的影像再現絕對必
須藉由引入其他媒介的影像來擴充，才可能逼近巴贊對真實的理想定義。
從敘事的角度來看，《一一》是以精密的音畫部署策略與各種世代對城市
的使用與認知來呈現臺北；從視覺性的角度來看，城市被化作那「一連串
的媒介演變」中的一環，根據著媒介內涵的變動與形式的演進來調整自身
的再現模式。而建築身為構成城市這個「用以理解人類與歷史的關係的良
好模型」的主要元素，也就因此化作一種能夠傳遞音畫訊息的媒介，同時
也以不斷變動、演化的狀態來跟進（與追上）媒介科技發展的腳步。楊德
昌從《一一》的標題，就已提醒了我們他對生命循環、萬事萬物相互鏈結
而成一體的態度，而他對城市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要提陳的並非對城市的
斷論（例如批判城市之惡、人性疏離），而是盡其所能地呈現一條流動的
軸線上的某一點；以《一一》來說，這個點就是在世紀之交、網路文化才
剛要掀起文化震蕩的時間點，而《一一》中處處出現螢幕的狀態，也早已
成為當代人浸淫其中的真實景觀，更不用說他在片中提出的電腦遊戲願景，
如今已如何廣泛地被新型掌上電玩遊戲所實踐。55
《一一》以電影語言來整合各種電子式的觀看，預告了當代城市將逐
漸往螢幕裡走去、人們將越來越習慣生存於螢幕影像之中的現實，這樣的
觀點在近來對城市電影的學術研究中紛紛獲得肯定，例如 Tweedie 和

55

的臺灣電影經典。《最好的時光》晚了《一一》五年出現，但呈現的媒介景觀
已大相逕庭，兩者的比較具有超越電影史與電影美學的歷史文化意義。
從較為早期的電子雞、戀愛養成遊戲到許多當代的掌上互動遊戲，都強調「飼
養生命」、與角色產生情感連結等特質，打打殺殺的遊戲早已不再是最流行的
遊戲選擇。例如日本 DS 掌上遊戲《朋友聚會》
（Tomodachi Collection，2009
年 6 月發行）就是讓玩家擔任大樓管理員，可以將自己的親朋好友、電視明星、
漫畫角色等各種可能的人物都放置進同一棟大樓裡當鄰居。遊戲內容不外乎打
掃家居環境、聽朋友講心事等看似尋常的日常瑣事，然而這樣的遊戲卻在日本
推出後馬上登上遊戲排行榜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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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ester 就在研究東亞城市電影時強調「科技媒介與城市整合為新的電影
形態與樣式（formation）」
、
「新的電影形態讓影像與屏幕雙雙走出傳統的電
，已是
影院，進而成為城市結構的原料」
。56 媒介與建築的合體（或混淆）
臺北與眾多當代都會（尤其是東亞城市）最為顯著的面貌特徵，而詹明信
以建築特徵來強調臺灣城市特性的取徑，也可能在這樣的媒介景觀發展中
有了重新被檢視的必要；畢竟當代城市對這些聚焦於都會生活的電影而言，
早已不再只是提供視覺元素的背景，而是與電影媒介共同穿越媒介發展軸
線的載體。最終，並非建築被視為一種屏幕或一種影像媒介，而是媒介構
成了建築；在這樣的建築裡，唯有不斷納入各種來源的影像，才有可能拼
湊出一座城市的真貌。

56

Tweedie and Braester, ed., “The City’s Edge,” Introduction, 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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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edia to Architecture:
How Edward Yang Applies Multiple Media
to Depict Taipei
Ling-ching Chiang

This essay aims to apply two aesthetic principles posited by André Bazin,
“faith in the image” and “faith in the reality,” in order to ponder how Edward
Yang constructs a specifically cinematic paradigm of representing the city. The
“faith in the image” principle will be analyzed in dep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tudies in order to show how Yan makes use of this aesthetic strategy to
approach the ideal of “faith in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Edward Yang presents
a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visual abstraction by making use of ordinary details
of the city; on the other hand, his ambition of displaying a complete sketch of
people living in Taipei with truthful observations also offers the film such a
realistic flavor that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naturally presented without any
artificial arrangements. The cinematic world sways between realism and
expressive abstraction, and thus achieves the balance in a disorderly city. The
discourse of this essay will be emphasized on how Edward Yang makes use of
a myriad of media, including photography,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video/computer games and reflections on windows to expand the audience’s
vision and create a cinematic imagery of Taipei without separating it from the
everyday track. Although the mundane quality displayed by this city might
seem ordinary, it is actually placed within a specific socio-historical mo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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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therefore exists as a visual record and cinematic monument that
belongs uniquely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 words: Edward Yang, Yi-yi (A One and a Two),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realism, p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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