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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後的當代跨域影像： 

論陳界仁早期作品及《殘響世界》的概念生成與轉化 

孫松榮 

摘要 

當代影像藝術發展趨勢，已衝破類別與範式的限制，挑戰了既有

論述的框架。幾十年來，關於紀錄影片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亦發

生重大變化。從國外各大雙年展與文件展透過藝術家紀錄影片展現政

治藝術的多元方式，即為實例。臺灣藝術家陳界仁的《殘響世界》

（2014-16），可謂是一部藉由各種不同展映與演說形態，重新思辨歷

經社運的樂生療養院的作品。《殘響世界》遊走於紀錄影片與當代藝

術之間，藉由混融紀實與虛構、政治與詩意、歷史與想像敘述圍繞在

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志工、外配及幽靈政治犯的故事。值得注意的，

與其認為它僅奠基於宏大敘事，不如可視為陳界仁總不忘以「內在感

受」作為政治藝術的必要構成。本文擬從藝術家兩部早期作品《機能

喪失第三號》（1983）與《閃光》（1984）論辯其影像藝術的感性基

因，並以他在《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2002）中對於「後

延」，乃至《殘響世界》中的「殘響」與「謠言電影」等核心概念的

思索，視陳界仁重塑臺灣當代藝術的政治行動與另類紀錄影片形態的

試驗，乃是一種當代跨域影像思想的強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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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影像與理論、藝術與學科，及實踐與概念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

互動、交疊乃至抗衡的狀態。彼此對峙，競逐，撞擊。它們沒有孰強

孰弱，抑或，孰優孰劣的問題。作品總是等待著被闡釋進行緊密融合

的最佳瞬間，而分析工作亦致力為影像找尋著最精準且最到位的詮

釋。對於分析者來說，這堪稱是一個最為理想甚至最美好不過的書寫

關係。值得強調的，它不是不可能實現，而是只有在兩肇處在拉鋸、

角力與對話的態勢中，方可成形。關於此一面向，筆者曾在另篇文章

中1，透過「面對影像」的論題來展開一種不直接從理論作為解釋與應

用影片的書寫方法，而是由作品自身的問題意識出發進而層層構建系

列題旨的分析邏輯。更確切地說，此書寫實踐勢在必行，並非由於理

論的不可靠與不可信。恰恰相反：影像往往僅成為應證理論的例子、

論述的註釋，聊備一格。以上述文章所議論的論述語境為例，關鍵之

處，即在於自 1990年代以降被奉為臺灣電影研究方法論圭臬的「文化

研究」，可謂統御了學術圈中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如何思索與論辯影

片的主流與強勢法則，而傳統以電影語言與美學作為闡釋的路徑則被

揚棄而顯式微。關於箇中問題、難題及連結理論與影像作為分析的方

法，筆者業已在該文中詳述，在此不再贅述。二十幾年後，此一現象

從未由盛轉衰（所幸凸顯影像作為分析主體的研究取徑亦未全面潰散

瓦解），由此可充分體現出文化理論——至今再加上「全球化」的新

框架與新視野——仍舊在臺灣電影研究乃至影像藝術研究的方法論中

佔據優勢地位，難以撼動。 

與此同時，伴隨著文化理論主導臺灣電影研究與影像藝術研究方

法論的另一個同等關鍵問題，在筆者看來，無疑是類別範式的窠臼。

僅以劇情影片與紀錄影片、及攝影與錄像藝術研究為例，主流闡釋作

法仍將單一化的影像範式視為分析對象，鮮少出現以交疊或錯位關聯

                                                 
1 孫松榮，〈面對影像：蔡明亮的跨影像實踐對於臺灣電影研究分析方法論的啟

迪〉，《電影欣賞》162 期（2015.3），頁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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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反思跨界的案例。當然，此主流方法的優點之一，在於可將相關

作品進行類型化、系統化及理論化；而其壞處，則是對於一些橫跨不

同影像範式的作品，卻無法發揮出確切意義與分析之功能。以筆者近

年來對於張照堂的 1970 年代另類紀錄影片、臺灣 1980-90 年代錄像藝

術，及高重黎的幻燈簡報電影的初步研究為例2，可以清楚發現，不管

是屬於實驗紀錄影片、匯融電影語言的錄像藝術（例如王俊傑與袁廣

鳴的相關作品），還是兼容議論影片（essay film）與音像裝置特質的

作品，皆無法以傳統的藝術形式來界定並統整出均質化與一體化的表

徵。這些自 1970年代迄今發表的作品，透過藝術家穿梭於不同的藝術

場域與試驗手法，創造出了難以被歸類與化約的跨影像之作。連帶

地，由於這些作品形態的「妾身未明」，致使它們在相關研究中亦遭

受相當程度的忽略與限制。顯而易見的，實驗紀錄影片及其系譜在臺

灣愈漸蓬勃發展的紀錄影片研究中仍處邊緣位置3；而跨越投影與聲

響、影片與裝置的特殊作品，尚在尋找某種可被「跨類別地」述說與

論辯的確切話語和論述框架；至於展露出電影性的錄像藝術，則還需

提煉出能與之分庭抗禮的跨領域與跨學科思維。 

                                                 
2 孫松榮，〈超紀實之眼：論張照堂 1970年代的另類紀錄片〉，《現代美術學報》

27 期（2014.5），頁 77-104；孫松榮，〈讓子彈飛：論高重黎幻燈簡報電影《人

肉的滋味》之影像藝術實踐〉，《藝術學研究》15 期（2014.12），頁 77-114；

孫松榮，〈論臺灣實驗電影簡史：一種擴延式的影像藝術觀點〉，《中國比較文

學》98 期（2015.1），頁 56-67。 
3 這一點可從近幾年來出版的臺灣紀錄影片研究專著傾向於社會批判與個人畫像的

作品的闡釋獲得確認，代表著作分別有李道明教授的《紀錄片：歷史、美學、製

作、倫理》（臺北：三民，2013）、郭力昕教授的《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

與去政治》（臺北：麥田，2014），及邱貴芬教授的《「看見臺灣」：臺灣新紀

錄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另外，亦可參見筆者對於邱貴芬教

授著作的書評〈進擊的臺灣性：簡評邱貴芬教授的《「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

片研究》〉，《紀工報》37（2016.08.28），網址：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6/08/blog-post_28.html＞ 

（2016 年 10 月 13 日檢索）。同時，參見邱貴芬教授回應書評的文章〈紀錄片

的魅力：與孫松榮教授共話臺灣紀錄片〉，《紀工報》38（2016.10.1），網

址：＜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6/10/blog-post_1.html＞（2016 年 12 月 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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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任何理論體系無法將之一網打盡。

更何況，以上所列舉的作品已超出單一影像範式的範疇及其認識論。

不僅如此，它們亦無法在目前臺灣電影研究與影像藝術研究慣以單一

化影像範式作為剖析對象與建立準則的系統中，獲得確切而清晰的論

述定位。如果情況是如此，是否就代表它們由於無法納入既有體系而

被排除進，而構成不存在的事實？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當既存的理論

系統與影像範式無法論述這些在形式與內容上呈顯出歧義性的作品

時，建立某種為它們量身打造可能的理論方法與影像範式，就變成了

必要的書寫試驗和思想實踐。換言之，無法被定位的作品所造成的分

析困局，於是有必要為它、因它，圍繞著它，而重新提煉出另一種新

的闡述形態、方法及格局。 

就此語脈而言，陳界仁的《殘響世界》（2014-16），在筆者看

來，可謂是一件足以挑戰與反思現有理論體系和影像範式的複雜作

品。它的複雜性，首先體現在展映形態的多樣化。《殘響世界》最早

先於 2014 年 5月的第八届深圳雕塑雙年展與北京紅磚美術館的開館展

「太平廣記」中亮相，投映四頻道錄像〈種樹的人〉、〈陪伴散

記〉、〈被懸置的房間〉與〈之後與之前〉（各段為 25 分鐘不等）

【圖 1】。2015 年 1 月 18 日，陳界仁以類儀式的影像劇場形式，由一

台架置著放映影片的銀幕的小貨車引領觀眾上山，接著在樂生療養院

愛樂園（納骨塔）旁的空地上舉行「《殘響世界》回樂生」放映活

動。放映結束後，藝術家帶領觀眾參觀部分院區，放映影片的小貨車

帶領觀眾開往臺北刑務所（現為臺北監獄圍牆遺跡）。同年 10月，臺

北「立方計畫空間」舉辦《變文書：陳界仁影像、生產、行動與文

件》展覽，一方面納入藝術家在 2014年上海雙年展的同名作品《變文

書 1》，呈現他的拍攝、行動及尤其以共計十二個關鍵字來闡述其

「文化生產參照系譜」的再書寫方法4；另一方面，則展示《殘響世

                                                 
4 這十二個讓藝術家展開「藉名假說」的關鍵字分別為：「變文與俗講僧」、

「『微笑』的無名凌遲受難者」、「落地掃」、「美臺團」、「李師科」、「鄭

寶玉」、「接管工廠：新竹玻璃廠工人」、「聯福製衣廠（勞工）自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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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四段影像的相關圖文、演出者簡介、療養院空照圖、幻燈片

（《不可能體會的痛》）、電視機殘骸、「《殘響世界》回樂生」放

映活動的路線圖，並播放影片新剪輯版本（105 分鐘）。「《殘響世

界》回樂生」近一年後，2016 年 1 月 5 日晚，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節目播映了《殘響世界》的電視版（58 分鐘）。幾天之後，1 月 9

日，陳界仁於臺北自來水園區放映一部關於「《殘響世界》回樂生」

的影片《風入松》（25 分鐘），藝術家將之稱為「後紀錄短片」5。2

月 25日，《殘響世界》入圍第十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與

臺灣競賽單元。 

《殘響世界》既屬於首先發表在美術館的四頻道錄像作品，也是

陳界仁深思熟慮結合概念與實踐、藝術與行動的多形態創作。但值得

強調的，它最早是由公共電視頻道於 2013年委託藝術家製作的作品，

根據節目委製編審王派彰當時與藝術家洽談的說法：任何題材都可

以，但條件須是「一部紀錄片」6。在電視台播映時，原本同步四頻道

錄像改採順時性與連續性的敘事方式。這部無論在展映形態與長度上

均有各種不同版本的作品，可說是陳界仁繼《加工廠》（2003）、

《路徑圖》（2006）與《無所居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像》

（2008）之後，另一部直接從現實世界取材、進行長期田野調查工

作，並動用相關事件的群眾所發展起來的影片。《加工廠》是陳界仁

與遭到惡性關廠的桃園聯福製衣廠女工回到封塵七年多的廠房，重啟

工作的作品。《路徑圖》則是一場關於 1997年高雄碼頭工會的工人，

為了抵制港口裝卸工作民營化政策而發起的抗爭運動。而《無所居

                                                 
「陳介一」、「愛德華・史諾登」、「水尾」、「合生」。陳界仁，《變文書：

陳界仁影像、生產、行動與文件》（臺北：立方計畫空間，2015.10），頁 4-

11。 
5 引自「風入松：陳界仁講座與放映」，Facebook，網址： 

＜ https://m.facebook.com/events/722004027930743?acontext=%7B%22ref%22%3A98

%2C%22action_history%22%3A%22null%22%7D&aref=98＞ 

（2016 年 2 月 16 日檢索） 
6 感謝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委製編審王派彰提供此訊息。除了陳界仁，「紀錄觀點」

亦邀請了藝術家張乾琦與蘇育賢拍攝紀錄影片，目前作品還在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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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像》是藝術家邀請 12位背負房貸與支付房租

的朋友（包括 1 位遊民），行走於搭建起來的工地與模板堆上的短

片。相較於這幾部影片中的人物主要是失業女工與碼頭工人，《殘響

世界》中的真實人物由院民、志工及大陸外配組成（除了在〈之後與

之前〉中演出幽魂政治犯的許逸婷以外7）：〈種樹的人〉是「樂生保

留自救會」的院民周富子的歌唱與李添培的口述，及數十位院民輪番

現身，坐在電動輪椅上凝視著鏡頭【圖 2】；〈陪伴散記〉是關於長

期陪伴運動者與院民張芳綺的追述與回憶；〈被懸置的房間〉是住在

樂生療養院附近的大陸外配劉月英演唱〈北風吹〉及清掃病房的過

程；〈之後與之前〉是許逸婷以幽靈政治犯之姿遊走在華光社區、臺

北刑務所遺址與樂生療養院。就此，展現出陳界仁作品的另一層複雜

性，如果不僅是前述展映形態的多樣化，更棘手之處，恐怕在於現實

事件、社會議題、所述人物及音像構成所形塑的文體之問題。顯然，

標榜是「臺灣唯一常態紀錄片播映窗口」8的公視電視「紀錄觀點」委

託藝術家製作並播映《殘響世界》的作法，無疑是推進了思辨這部作

品作為紀錄影片的重要催化劑。然而，值得一提的，從創作者觀點切

入的話，陳界仁卻不只一次提及這部作品絕非為了在已為數可觀的相

關紀錄影片上再次記錄「樂生院保留運動」9，而是「在脫開運動後

                                                 
7 針對作品中的角色，陳界仁在與《今藝術》的訪談中特別提到：「所以我尋找合

作演出者的邏輯，是從那些在當前社會中，試圖建構、實踐異議想像的人，譬如

《殘響世界》第四段影片中的演出者許逸婷，她除了是一般上班族、業餘的小劇

場演員外，我選擇她的原因是她同時還是反美站樁行動的自願者。我的意思是：

一個人願意用她有限的閒暇時間，去做不可能在台灣社會被關注的微小運動的精

神，是我選擇合作演出者時更關心的問題。」林怡秀，鄭慧華，〈變文與殘響：

陳界仁的影像、生產、行動與文件〉，《今藝術》279 期（2015.12），頁 149。 
8 引自「紀錄觀點」簡介，Facebook，網址： 

  ＜http://activity.pts.org.tw/pts/point/about.aspx＞ 

  （2016 年 2 月 16 日檢索） 
9  陳界仁在《風入松》的講座中，再次強調了這一點。 

http://activity.pts.org.tw/pts/point/abou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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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行敘事」 10，並「將似乎已成『定局』的事件，再發展為生產

『第二層運動』的歧點與起點」11。 

陳界仁這部在日常生活中展開運動延續性的影片的難題之一，在

於從展映形態到文體，挑戰了既有理論系統與影像範式。以臺灣紀錄

影片研究的框架而言，這部被公視委製的影片縱使符合強調觀點、倫

理及關照弱勢等紀錄影片特質並構成論辯歷史與政治的向度12，但很

明顯的，片中第四段落〈之後與之前〉許逸婷以幽靈政治犯形象的現

身，嚴格來說，並無法徹底說服主流研究中尤其凸顯不呈現虛構世界

與人物作為紀錄影片的定義，以免一方面產生欺騙觀眾，另一方面又

致使紀錄影片產生無法歸類的論點13。如果 1970 年代張照堂的另類紀

錄影片由於融匯西方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化的音像實驗手法，而使其作

品在臺灣紀錄影片系譜乃至研究中始終居於曖昧不明的地位；陳界仁

的《殘響世界》，則以兼容特殊展映形態與虛實文體等作法，不僅再

度懸置了紀錄影片的涵義，更讓作品與紀錄影片系譜和研究之間的結

構關係啟動了反思契機。《殘響世界》的啟迪性，在筆者看來，與其

辯證它是否為紀錄影片，倒不如思索紀錄影片能否為它、因它，圍繞

著它，而發展出另種可能性的詮釋方案。前者的無需辯解，肇於理論

系統與影像範式的功能和目的要是僅為了確認作品的本體與基準，

《殘響世界》注定成為一部不夠道地與純粹的紀錄影片，它是沒有資

格也並無必要被納入相關知識體系中的，因為它只會淪為主導知識與

權力架構下的邊緣者。而後者的另種可能性，則恰好在於這樣的一部

非純紀錄影片——或者套用陳界仁所說的「後紀錄」作品一詞——如

                                                 
10 曾芷筠，〈現場—複數的他者：陳界仁談《殘響世界》〉，《今藝術》269 期

（2015.2），頁 101。 
11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藝術觀點 ACT》63 期（2015.7），頁 140。 
12 邱貴芬，《「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頁 25, 40-45；Kuei-fen Chiu 

and Yingjin Zhang, New Chinese-Language Documentaries: Ethics, Subject and Pla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2. 
13 邱貴芬，《「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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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既有理論系統與影像範式的邊界上，助於思辨紀錄影片作為藝術

乃至當代藝術的政治實踐和跨域思維。 

二、藝術家的紀錄影片 

有關紀錄影片與藝術乃至當代藝術之間關係的研究課題，興起於

晚近二十年來的西方學術世界。基本上，兩者雖分屬不同的問題意

識，卻又可並置存在、彼此相容。關於紀錄影片與藝術之間的議題，

主要涉及多位研究者諸如羅素（Catherine Russell）、尼可斯（Bill 

Nichols）、瑞諾夫（Michael Renov）、貝提（Keith Beattie）、麥克

唐納（Scott Macdonald）與史丹（Robert Stam）等學者在重新思考葛

里遜（John Grierson）思想遺產在紀錄影片的影響時，不約而同地認

為葛氏著重紀錄影片作為傳遞訊息、大眾教育與社會宣傳的角色和功

能，雖在公民社會責任與勞工在現代工業社會的工作環境與條件，乃

至機構、政治機關與社會問題的觀察與實踐方法上居功厥偉，卻造成

紀錄影片朝往教育性、社會性及政治性的發展，從而壓制了那些凸顯

美學觀念、實驗性卻不失批判性的作品14。顯然，這幾位學者試圖修

正葛里遜主義犯了以形式與美學去驗證紀錄影片不該存有的定義與功

能的錯誤。由此脈絡來檢視西方紀錄影片史，可以發現，僅以葛里遜

在〈紀錄片的首要原則〉（“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 1932）

與〈戰後模式〉（“Postwars Patterns”, 1946）等幾篇著名文章中的宣

                                                 
14 有關這幾位西方學者（如羅素、尼可斯、貝提）對於葛里遜理論的反思與駁

斥，及他們對多部現當代實驗紀錄影片的分析，筆者已在〈超紀實之眼：論張

照堂 1970 年代的另類紀錄片〉，《現代美術學報》27 期（2014.5），頁 77-104

中有細緻爬梳與申論，在此僅提出關鍵論點，並增補瑞諾夫、麥克唐納及史丹

的相關近作，不再贅述細節。相關細節，可參 Michael Renov, “Away from 

Copying: The Art of Documentary Practice”, Truth or Dare: Art & Documentary 

(Bristol: Intellect, 2007), pp.13-24；Scott MacDonald, Avant-Doc: Intersections of 

Documentary and Avant-Garde Cinem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Robert Stam with Richard Porton and Leo Goldsmith, Keywords in Subversive 

Film/Media Aesthetic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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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例，1930 年代以降標舉為政治性與公眾事務服務並反美學的紀錄

片，不僅就此與前衛派影片分道揚鑣，更成為形塑國族政治與意識形

態的重要工具。此發展影響深遠，訴諸美學與藝術表徵的紀錄遺產，

爾後即被 1930 年代以來的新聞攝影繼承15；而戰後迄今興起的一連串

拒絕淪為政治與社會公器，並積極彰顯基進思辨美學與政治、實驗與

歷史的影片流派——從情境主義國際影片（Situationist Films）、結構

影片（structural film）、舊片重製（found footage）紀錄片、仿紀錄

片（mockumentary）、個人民族誌（autoethnography）、議論影片、

第三電影（Third cinema）到實驗錄像等——更被剔除在外，成了被

流放且難以被歸類的另類影像史。 

這些誕生於特定文化社會、政治與歷史脈絡，並蘊含前衛派影片

的蒙太奇與拼貼藝術等表徵的作品，除了在戰後的反殖民主義、反景

觀社會、反戰及各種反霸權行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更關鍵之

處，是在晚近的三十年來——尤其隨著 1989 年東歐劇變與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藝術家在處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新殖民主義

的語境中，面對社會日愈嚴重的貧富差距、私有制、反恐戰爭、難民

潮及人權等許多重要議題，透過紀錄影片的形式來發動結合觀念與行

動、政治與美學、歷史與後設的藝術實踐。更具體而言，此種堪稱

「藝術家的紀錄影片」16（artists’ documentary）風行於各大當代藝術

展覽，尤其自 1997 年與 2002 年的第 10 屆和第 11 屆德國文件展

（Documenta）開始17，其中紀錄影片與當代藝術之間的相遇，以融合

美學、批判與跨界的「政治藝術」展開了關於「生命政治」

                                                 
15 Maria Lind and Hito Steyerl, “Introduction: Reconsidering the Documentary and Con-

temporary Art”, The Greenroom Reconsidering the Documentary and Contemporary 

Art #1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and 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Bard College, 

2008), pp.11-12; Julian Stallabrass ed., Documentary (London: Whitechapel Galle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3), pp.12-13. 
16 Julian Stallabrass ed., Documentary, p.13. 
17 Okwui Enwezor, “Documentary/Vérité: Bio-Politics, Human Rights, and the Figure of 

'Truth' in Contemporary Art”, The Greenroom Reconsidering the Documentary and 

Contemporary Art #1, p.81. 



《藝術學研究》( 2016.12 ) 

 

 115 

（Biopolitique）的再現與反思。由此，半個世紀多以前被紀錄影片摒

棄的形式實驗與美學精神的遺產，可以說在當代政治藝術中重新獲得

承接與推進，而辯證紀錄影片作為藝術或非藝術、真實或虛構、形式

或內容的命題，不再是無法共存、極度對立的禁忌字眼，而是在辯證

之間產生復興、創新及反省之所在。 

由上述背景來思索陳界仁的《殘響世界》，可以更為清楚地把握

這位在 2002年開始即以動態影像實踐，並陸續在國內外的當代藝術大

展上獲得高度關注的藝術家結合觀念、實驗及政治向度的創作意圖與

作品形態。當然，上述國際當代藝術趨勢能說明陳界仁及其影像作品

為何位於此股浪頭上的原因，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遺忘在地歷史、政

治、社會、文化及經濟等因素對於藝術家走向動態影像創作的關鍵影

響，乃至他如何自覺地在當代政治藝術脈絡中進行自我的定位、差異

與反省18。身為一位在 1980 年代初開始在繪畫、行為表演、裝置、錄

像藝術及實驗影片等類別展開多重試驗的創作者，陳界仁的藝術實踐

一開始即是與戒嚴體制的政治結構關係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值得一

提的，行為表演《機能喪失第三號》（1983）與單頻道錄像藝術《閃

光》（1984），是其中兩件至關重要地影響藝術家的動態影像創作觀

念與方法的作品19。《機能喪失第三號》本來只是一件由陳界仁夥同

四位朋友在西門町武昌街所即興演出的行為表演。但值得注意的，當

五名戴著紅色頭套的蒙眼演出者行走並在街上呼天搶地吸引群眾圍觀

時，陳界仁請了一位朋友以攝影機側錄演出全程。藝術家描述當時觀

看影片的感受：「當記錄行動過程的八毫米影片沖洗出來時，我卻只

                                                 
18 陳界仁，〈詞彙之外的「現實」〉，《人間思想》5 期（2013.12），頁 252-

262。 
19 近三十年後，《機能喪失第三號》（1983）的八釐米彩色紀錄影片才在「當空

間成為事件：臺灣，1980 年代現代性部署」上露面（王品驊策展，高雄市立美

術館，2012）；而本來準備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首次個展「告別 25」上發表的

單頻道錄像（當時並無作品名稱），則在藝術家布展後被中心告知取消展覽（個

展後移至「神羽畫廊」）。此部後來題為《閃光》的單頻錄像作品要等到三十多

年後即 2015 年 10 月，才於「啟視錄：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上展映（孫松榮策

展，關渡美術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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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影片中看到行動的外部行為與現場群眾的騷動情況，而不可能看

到我『內在感受』的變化，這個失落的經驗，讓我後來想去探究『內

在感受』可以如何被顯影的可能性，不過還要等到 19年後〔指：2002

年的《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我真正有機會拍片時，才

開始去探索這個可能性。」20而《閃光》這部緊接著在《機能喪失第

三號》之後完成的錄像藝術作品，畫面是陳界仁扮演一位戴著頭套的

犯人面對著鏡頭被槍斃、倒下，幾分鐘的影片由於輪播關係，致使犯

人不斷而連續地死亡與復活。藝術家自導自演這部作品，一方面，為

了試圖呈現出先前無法在《機能喪失第三號》中被看見的內在感受；

另一方面，則是受到當時李師科犯下臺灣第一起銀行搶案——尤其是

三台電視新聞每天反覆播放銀行監視器——的影響。陳界仁如此追

憶：「為了期望有人能提供破案線索，每天不斷重複播放戴著帽子、

假髮、口罩的李師科，持槍跨越銀行櫃檯時，被銀行監視器錄下的模

糊影像，這段錄像除了讓我反覆思考李師科如何藉由遮蔽自身臉孔，

翻越象徵『法律』界線的『逾越』行動，拿回被剝奪者的自我命名權

（⋯⋯）。在紀錄影片中無法被看見的『內在感受』、李師科遮蔽自身

面容的『逾越』行動、銀行監視器與國家、資本、軍工複合體的關

係、『槍』的多重意涵與指涉，以及因電視不斷重播該模糊錄像，使

得不斷閃爍的電視掃描線彷彿溢出原有的呈像功能與電子科學的範

疇，而成為某種莫名意象。21」 

三、從內在感受到後延 

從《機能喪失第三號》的八釐米彩色紀錄影片到《閃光》的黑白

錄像，藝術家所聲稱的內在感受，一方面，指向其在行為表演歷程

中，逐步由恐懼擔心轉至興奮躁動及不可言說的心理變化，而根本無

法被能夠記錄現實世界的攝影機捕捉與體現的失落現象；另一方面，

                                                 
20 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羅悅全主編，《造音翻土：戰後臺灣聲響文化

的探索》（新北市：遠足文化；臺北：立方文化，2015.5），頁 152。 
21 陳界仁，〈陳界仁〉，曲德益總編輯，《啟視錄：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臺

北：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2015.12），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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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致力透過單頻錄像藝術作品去轉化「李師科案」，乃源自於弱勢

老兵對於國家與資本體制的不滿，而放手一搏（甚至自取滅亡）的生

存狀態。值得強調的，從這兩個與彼時社會脈絡緊密相連的作品來

看，內在感受，並非僅是藝術家為了在作品中恢復個人原初的心理狀

態或情緒反應，而是因處於特定生存語境，而體現出的某種交織著內

在精神與身體經驗的複雜意識；而它不可能被膠卷與監視器畫面再

現，關鍵之處，並非是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以遮蔽面容作為表現的方

式22，而在於藉此，揭示出一系列始終在陳界仁作品中佔據核心地位

的問題意識：處於戒嚴、反共與冷戰局勢體制下的人民的內在感受，

如何可能被看見？如何可能反抗？如何可能突圍？相對於內在感受在

紀實與監視影像中的失落與缺席，遮蔽面容的指涉，不過更應證了攝

影機縱使捕捉了現實世界乃至人民的外在表現，說穿了，在解嚴體制

下，那些可被立即而直接記錄的影像片段（諸如三台的新聞畫面）總

是被篩選、掩飾及隱藏起來的——而遮蔽的面容，恰巧即是表現人民

無能發聲的最佳寫照。從此面向來思索陳界仁此番可被稱為「內在感

受論」的說法，在筆者看來，深具啟發性，乃是在「綠色小組」於

1984 年開始豎立的反主流媒體、伸入底層社會及民間批判精神等不少

具有左翼內涵的主題與影像方法之外（郭力昕將其崛起視為「臺灣具

有政治上之獨立精神的紀錄片實踐」，邱貴芬則將之喻為「臺灣新紀

錄片的紀元」）23，開拓出一條雖從紀錄性的影像（八釐米彩色紀錄

影片、監視器畫面）出發，並獲得啟示，卻反其道而行的影像實踐：

《機能喪失第三號》的以身試法及《閃光》的死亡迴圈，不僅精準地

折射出彼時藝術家對於所處的專制社會乃至假象藝術的精神結構，更

重要的，它們促使陳界仁的動態影像創作生成出一種避開了立即落入

表象化的危險，而須透過想像化和概念化的形態來逼顯、詰問及思辨

                                                 
22 陳界仁這兩部影片中的戴頭套者形象——某種對於無頭者或去頭者的轉形——

在臺灣藝術家作品系譜中並非首創，而是其來有自，筆者曾在〈超紀實之眼：

論張照堂 1970 年代的另類紀錄片〉中做了論述。 
23 郭力昕，〈如何掀開被遮蔽的史觀與現實：試論臺灣的「左翼」紀錄片〉，

《攝影之聲》15期（2015.6.7），頁 40；邱貴芬，《「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

片研究》，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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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根錯節的歷史的方法。更確切來說，陳界仁的「內在感受論」，乃

是一種對現實化的影像世界的拒斥，並在此前提上，展開一種對被遮

蔽的現實世界所持續造成人們內化的心生理，乃至生命經驗上的作用

力之揭露、想像與概念化行動。 

「內在感受論」的彌足珍貴，在於從《機能喪失第三號》到《閃

光》，陳界仁在回顧其早年藝術創作時期，即已體認到紀錄影片再現

現實世界——尤其是人民內在感受——的高度侷限與不可能。顯然，

影像實踐如何「可見地」體現與轉化個人處於歷史中的狀態與意識，

及歷史對於個人的衝擊與影響之間所形成的相互作用與介入關係，構

成其藝術創作的關鍵議題之一。確切而言，這是一個關於政治與美

學、倫理與詩學、概念與實踐並重的核心論題：陳界仁是在構思極具

政治現實主義特色的作品之際，「影像化地」實踐某種臺灣當代政治

藝術的歷史、美學及理論之思辨。更進一步地說，如果他自我定位—

—而評論界與學術界亦表贊同——為一位聚焦於冷戰、反共、戒嚴體

制，乃至新文化冷戰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命題上進行創作的藝術

家，值得凸顯的，其政治藝術作品的特異性之一，在筆者看來，與其

認為多是因為這些宏大敘事的政治正確或現實主義藝術的傾向所致，

不如是其作品題旨總是沒有規避，且同時將人民的內在感受——或是

他重新評論了被陳映真與吳耀忠在對談時所忽視的「個人真實生命中

的內在的葛藤」24——與特定歷史事件緊密聯繫起來，以引起政治異

議與美學思辨的作法，教人印象深刻。筆者想要強調：這個連結個人

與歷史、內在狀態與社會結構的雙重關係值得凸顯，其深刻意義，並

不僅在於展露出陳界仁對輕個人感性而重社會與歷史作用力的臺灣現

實主義美學的懷疑與不滿25；更關鍵之處，是促使「不知道如何說

出」26，卻感覺其內在狀態與意識無法被紀錄影片再現的藝術家，能

在解嚴後放棄創作的八年期間回到他的成長地（水尾）重新連結生命

                                                 
24 陳界仁，〈詞彙之外的「現實」〉，頁 255, 261。 
25 陳界仁，〈詞彙之外的「現實」〉，頁 254-55。 
26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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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歷史結構的關係時，以個人內在感受，作為解決個人難題及重

新展開影像創作的核心基礎與論題。 

就此，以回顧的方式來具體檢視這個在陳界仁於 1987年後停止創

作八年、1996-1999 年期間復出並完成《魂魄暴亂 1900-1999》數位黑

白系列照片，及自 2002年迄今投入拍攝從《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

迴音》到《殘響世界》與《風入松》等十來部影片出現之前，即已內

蘊在《機能喪失第三號》與《閃光》（但遲至近幾年才陸續被藝術家

追述與闡釋）的關鍵概念，「內在感受論」與藝術家念茲在茲的一張

堪稱「生命地圖論」的水尾空照圖連成一氣27，它們共同構成陳界仁

如何從《魂魄暴亂 1900-1999：本生圖》（1996）到《凌遲考：一張

歷史照片的迴音》，藉由暴力事件（如酷刑、霧社事件、國民黨革

命、清黨到內戰等）在個體上的執行歷程：一方面，展開對於西方奇

觀、日本殖民主義及中國現代化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在施暴者、被

攝影者及圍觀者之間，製造出一個既是「回視」也是「內視」的時

刻。確切地說，數位黑白系列照片無疑仍散發著《閃光》的味道，陳

界仁透過電腦繪圖將自己的頭像置換到歷史照片中被屠殺者與圍觀者

的頭顱上，造成一種自己不停地回看身為共犯的自己的套層結構28。

                                                 
27 「每次演講，我都會從這張地圖談起，這個走路大約十五分鐘即可走過的地方

叫水尾，是一塊由景美溪與新店溪沖刷而成的沙洲地，也是新店地區林氏宗族的

世居地。一九六二年，國共內戰後敗退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安置大量來自

中國大陸的外省軍眷，因此在水尾蓋了三個眷村，於是這片半封閉的沙洲地，成

為一個族群紛雜的地方。在這個狹隘區域內，同時還有：臺灣在冷戰／反共／戒

嚴時期，審判、關押政治犯的軍法局，收容韓戰期間被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療

養院，曾生產輕兵器與子彈支援越戰時期的美軍的後勤兵工廠，臺灣作為世界工

廠時期的加工區，以及底層勞工居住的違章建築區。在這個十幾分鐘即可走過的

地方，不但可以看到國過內戰、韓戰、越戰，以及臺灣從一九六六年成為資本主

義國際分工體系下的加工出口區等歷史痕跡，同時也是一個由監獄、營區、廠

區、療養院、違章建築區等構成的規訓與治理空間。」陳界仁，〈從《蔣渭水—

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再質變運動」〉，頁 138-

40。 
28
 在〈魂魄暴亂〉的「凝視」段落中，陳界仁如此寫道：「在凝視的恍惚中，我常

『看見』了我自己，我看見了做為『受難者』的我，我看見了做為『施虐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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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刊印在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的著作《情慾的淚水》（Les 

Larmes d’Eros, 1961）上的一張凌遲照所啟發的《凌遲考：一張歷史

照片的迴音》，則分別透過被極刑者的微笑，及隨著攝影機朝胸膛上

被挖開的兩道闇黑傷口邁進而同時響起皮膚電磁波聲的畫面中，創造

出藝術家介入並與歷史對話的契機。前者奠基於數位修相攝影作品

《魂魄暴亂 1900-1999：本生圖》，藉由被凌遲者臉上令人不解而困

惑的笑意，展開重新闡釋歷史的可能性與歧異性。而後者，則是啟動

一個可往內伸入，並陸續看見——遭到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遺跡

（1860 年代）、日本 731 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對中國人民身體進行生

物武器與化學武器效果實驗的實驗室（1930-40 年代）、禁閉異見者

和政治犯的綠島監獄（ 1950 年代）、美國無線電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簡稱 RCA）遺留在桃園中壢的重污染工廠

（1970-90 年代），及位於桃園縣八德市惡性倒閉的聯福成衣工廠的

女工宿舍（1990 年代）——這些表徵受到不同形式暴力事件迫害的恐

怖瞬間甚至「痛史」（history of pain）29。從照片到影片、從第一人

稱到第三人稱、從個人重新介入歷史，「內在感受論」影像化地彰顯

出歷史身體化（歷史相片的再肖像化）與身體歷史化（被肢解者的再

殖民化）的雙重錯置結構。 

《魂魄暴亂 1900-1999：本生圖》與《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

迴音》對於重拾創作的陳界仁之重要性，除了是將脫胎於《機能喪失

第三號》與《閃光》的「內在感受論」進行歷史化與身體化的影像化

之外，更值得一提的，無非是讓藝術家有意識地將原本指向某種被複

                                                 
我，我看見了做為『共犯』的我」。陳界仁，〈魂魄暴亂 1900-1999〉，「伊通

公園」，網址：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10/153/73＞ 

 （2016 年 2 月 20 日檢索） 
29 白睿文（Michael Berry）引用清朝小說家吳研人的《痛史》，以「痛史」概念來

指稱中國近代史上的暴力事件，陳界仁的《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亦是

被闡釋的作品之一。Michael Berry, 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2.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10/153/73


《藝術學研究》( 2016.12 ) 

 

 121 

雜歷史結構所內化的心生理狀態的影像構成和調度，譬如不合時宜的

微笑與時空錯置的傷口，對峙並轉化出一種極具能動性的力量。換言

之，這個在靜照與影片、觀看者與被觀看者，歷史及當下之間置入的

「回視」與「內視」的雙重時刻——如果按照陳界仁的話來說——即

是「『後延』的觀者」30。如同內在感受，後延一詞，亦在藝術家近

年來的演講與文章中反覆出現。這些被陳界仁頻繁運用的字詞，除了

作為回應與說明作品理念之外，在筆者看來，最具啟發與推進之處，

是它們表徵了一種在差異於前述紀錄影片的基礎上，構造出某種後設

思辨的影像概念。這可清楚地從上述藝術家回應酷刑照中被求刑者的

微笑時提及的「『後延』的觀者」，看出端倪：「他死後，這張照片

會繼續存在下去；而當困惑存在時，能動性就會存在。例如，蔣渭水

臨死前躺在病床上，睜大眼睛看著攝影機，同事、女學生、家人圍在

旁邊。他看攝影機的樣子彷彿穿透攝影機：他不只是被動地等著被拍

肖像，而是看向未來，要穿透這種被拍攝的狀態」31。顯然，在此語

脈下，後延帶有一種雖處於靜態甚至垂死的狀態中，仍以繼續存在下

去的態勢——例如逼視的目光——展現出伺機而動的力量。於此同

時，更不可忽略的，它亦屬一種將潛行或棲身於影像中的視覺力量逼

現出來的行動。如果對陳界仁來說，照片都可蘊含此種脈動，更不要

說動態影像的潛能並非僅僅為了記錄現實事件，而是對於無法被記錄

的現實事件自身（如內在感受），乃至現實事件的某個瞬間及其後續

（如臨死的凝視）進行想像與重構的藝術實踐。想想看《凌遲考：一

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中透過被肢解者的微笑與傷口，陳界仁如何藉由

極刑將古今中外的殖民主義、暴力史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貫穿起來。 

事實上，酷刑終而未止，源源不絕，它轉形為各種暴力事件複現

於當代。影片中這一幕尤其意義深長：失業女工在集傷口、攝影機、

歷史暴力意象於一體的鏡頭中意外現身於晚清的極刑現場，她們的凝

                                                 
30 林心如，李威儀，〈被攝影者的歷史：陳界仁的衝撞年代〉，《攝影之聲》6 期

（2012.7.8），頁 55。 
31 林心如，李威儀，〈被攝影者的歷史：陳界仁的衝撞年代〉，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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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穿透時空，被凌遲者是其化身，而她們則是被肢解者的未來代理

人。由此，陳界仁從個人在《魂魄暴亂 1900-1999》中的多重「回

視」，到失業勞工在《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中與系列歷史

事件共同捲入相互「內視」的歷程來看，後延概念在連結著「內在感

受論」與「生命地圖論」之際，將包含著內在性與歷史性的現實事

件，做了不僅是指向「『自我』的內部」32與過去、感性及史實之間

的連結，更將之導向更趨複雜卻必要的衍繹：自《加工廠》以降，歷

經《路徑圖》與《無所居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像》乃至《殘響世

界》與《風入松》，作為後設思辨的後延，乃透過一種完而未了、懸

而未決，甚至為未來而重構歷史的形態，對現實事件重新展開影像化

的行動。 

關於紀錄影片作為當代政治藝術實踐的轉向，第 11屆德國文件展

策展人恩威佐（Okwui Enwezor）在〈紀錄影片／真相：當代藝術中

的生命政治，人權及「事實」形象〉（ “Documentary/Vérité: Bio-

Politics, Human Rights, and the Figure of ‘Truth’ in Contemporary Art”, 

2008）一文中，對於南非攝影師卡特（Kevin Carter）那張拍攝了禿鷹

在餓倒的蘇丹小女孩身後虎視眈眈的知名照片〈垂死掙扎的女孩〉

（Struggling Girl）的評論，發人省思：「攝影師在現場表現出的漠然

與模稜兩可，以及我自己對於這個小孩終極命運的好奇始終揮之不

去。後者即是此紀錄性影像（ documentary）從未透露的：後果

（aftermath）」33。紀錄性影像縱使指向了對於現實事件的記錄、證

明乃至事實的構成，其盲點之一，無非是在表現立即性、當下性及現

場性的優勢之際，卻喪失了呈顯事件的後果、餘波及延續之可能。卡

特由於捕捉了這張足以體現 1993年蘇丹飢荒的災難瞬間而聲名大噪甚

至獲頒普立茲特寫攝影獎（Pulitzer Prize for Feature Photography），

                                                 
32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43。 
33 Okwui Enwezor, “Documentary/Vérité: Bio-Politics, Human Rights, and the Figure of 

‘Truth’ in Contemporary Art”, The Greenroom Reconsidering the Documentary and 

Contemporary Art #1, pp.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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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卻同時使他遭惹罵名，從此讓他在自殺前仍不斷受到倫理

與道德的責難。如果紀錄影片自 1990年代末以來成為了當代藝術重要

的表現形態之一，如同它們在德國文件展中的展現，值得強調的，這

並非為了承接傳統紀錄影片的特質或是與之競技同等功能，更不是志

在表達現實與在場之間完好無缺的關係，而是展現紀錄影片在拍攝現

實事件時不免受到先天限制、後天亦無法顧及的種種——帶有難以直

接再現、言說甚至神祕莫測的——面向。就此當代藝術轉向紀錄影片

（或可謂「當代藝術的紀錄影片轉向」）的脈絡而言，從陳界仁的

「內在感受論」到恩威佐的「後果」可謂是同出一脈的「後延論」，

一位是策展人兼評論人、另一位是藝術家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影

像事件之後的有待追尋、終而未止與懸而未決。確切而言，恩威佐指

涉照片的「後果」並非是某種已知結局的影像時刻，而是照片中主角

未知的命運。卡特的現場性影像，引發恩威佐的懸思，促使他思辨影

像事件的後續與下落。這與陳界仁歷經《機能喪失第三號》到《閃

光》的影像啟迪有異曲同工之妙：藝術家進一步試圖將由意義與指涉

所構成的現實事件的遺漏、缺乏及後續，進行再延展和再想像的藝術

實踐。可以這麼說，在現實事件發生之後，一方面如何顯現與記錄現

實自身的後續發展成為陳界仁關注的核心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恩威

佐和陳界仁試圖捕捉在現實事件發生之後，那被排除、不被接近，甚

至一再被延後而鮮少被再現的事物和經驗。因此，與其認為這位臺灣

當代藝術家的紀錄影片，僅體現出異質的紀錄與再現現實事件的手

法，不如應視其特異影像實踐乃出自於重新思索完而未了且懸而未決

的現實事件，並致力使之繼續產生出新的意識、歷史及行動的可能，

更來得恰當而準確。 

如此一來，《加工廠》不只是一部關於失業女工返回到遭查封的

工廠舊址重操舊業的影片，而是她們在多年以後再次潛入並佔據空蕩

蕩的工廠，在塵封的廠房內透過掀開衣服的緩慢姿態，從上了年紀的

勞工內心去重新連結加工廠興衰的歷史系譜，並凸顯出她們雖身為促

使臺灣邁向經濟奇蹟的功臣之一，如今卻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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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路徑圖》不只是一部碼頭工人重演罷工的影片，而是將失之

交臂的兩場東西方世界為了反抗私有化的工人運動——1995 年利物浦

碼頭工人與 1997年高雄碼頭的罷工——錯置地聯繫起來，試圖在以失

敗收場的罷工事件之後，重新想像無法想像的歷史事件，回應無法回

應的全球聯合罷工陣線；《無所居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像》不只

是一部速寫各階層城市住民與其居所關係的短片，而是將他們辛苦賺

錢繳房貸與房租的日常生活，轉化為只要遭逢差池即會遭遇流放的不

穩定狀態，這就是為何片中僅有遊民（而非擁有居所的人民）可成功

踩踏過工地上模板堆的原因。顯然，如果陳界仁以「『後延』的觀

者」來描繪酷刑照中被肢解者微笑的能動性，這三部影片的「後延

論」即在此基礎上，分別發動了生心理、行動及觀念的藝術實踐：

《加工廠》是關於女工的記憶、內心騷動，及猶如被重重歷史纏身的

精神狀態；而《路徑圖》則是一種對已成定局的歷史事件，重新展開

未來政治行動的想像與預演；至於《無所居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

像》，無疑是對於人民身體展開墟形化與城市空間進行魅景化的擬

構，並進一步將流放身體與廢墟居所的力量逼現出來。 

四、從殘響到謠言電影 

因此，從恩威佐的「後果」到陳界仁的「後延」，去思考現實事

件之後的再現與想像——尤其，去思索在已成定局的樂生療養院及相

關的社會運動之後，如何且為何拍攝《殘響世界》——即是一件無論

在影像，還是在概念上皆為極具挑戰性的事情。如前所述，既然這件

作品並非純然是一部紀錄影片，或者，寧可說是一部對處於現實世界

的畫外（off-screen）或域外（hors-champ），乃至對已發生的現實事

件之後進行的增補和延伸之作。它的旨趣、涵義及目的，誠如《加工

廠》、《路徑圖》與《無所居者、租屋者、房貸者的肖像》在生心

理、行動及觀念上達至的作用，是顯得更為複雜與推進的。可以這麼

說，奠基於現實事件的《殘響世界》，是一部同時體現又結合「內在

感受論」與「後延論」的作品。換言之，一方面從「樂生保留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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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院民、張芳綺到劉月英，他們展現自身因抗爭運動、長期照顧

及身世背景而顯現出各種不同的生心理狀態，呈現出了在現實世界之

中創造出另種現實的多重體驗；另一方面，影片則是透過四段影像之

間的敘述關聯，尤其加上從歌聲、口述、歷史靜照到幻燈片等音像構

成與調度，不僅從歷史軸線上追述樂生療養院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

歷程，更進一步構建成具有實踐當代政治批判及行動的目的。就此，

特別值得深究的，片名中的「殘響」顯得重要。它既是同時建構在

「內在感受論」與「後延論」上，又是得以深化陳界仁的藝術觀念與

政治行動的關鍵字詞。殘響一詞在藝術家的創作脈絡中，最早可追溯

至他為《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所做的「工作雜記」手稿

中 34。這份手稿的出土，源自《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於

2013 年 4 月的北師美術館的展覽「米開朗基羅的當代對話」中展出。

藝術家在手稿中四次提到了殘響一詞35，主要用它來指涉啟發自酷刑

照的影片，乃是為了回應被凌遲者臉上那令人困惑的微笑，並以此作

為重新延續與詮釋歷史的起點。基本上，殘響的使用在文中縱然觸及

聲響與音場的範疇（例如片中響起的皮膚電磁波聲），但其命題仍不

脫前述「後延」的涵義。而陳界仁真正對於此一字詞的概念所做的深

化與推進，在筆者看來，是陳界仁分別在 2012 年底與 2013 年發表的

兩篇文章〈「謠言」電影與「謠言」策略〉36與〈影像與聲音「從翻

                                                 
34 林志明，〈殘響考〉，「ARTALKS」，網址：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lcm/2016020601＞ 

  （2016 年 2 月 8 日檢索） 
35 陳界仁在手稿中寫道：「這驅使我們去臆測的微笑與『困惑』，創造了一個不

斷延後的折射的『殘響』」；「『它』既關於法律、懲罰、影像等等，但更關

於『殘響』一個由受刑者透過無數微小行為，所引發的無邊界『音場』『聲

響』」；「這張無法得知確實拍攝時間的影像，使我們既無能知道這『殘響』

由何時發出？」；「如同凌遲受刑者那永難被真正理解的微笑——一個在不可

能中的『行動』，影片也只有成為一部不完整電影，觀眾才能進行參予，凌遲

受刑者所創造的殘響與漩渦才能被繼續擴延」。林志明，林曼麗總編輯，《米

開朗基羅的當代對話：北師美術館開幕大展圖錄》（臺北：林曼麗，2013），

頁 68, 71。（文字為藝術家的強調） 
36 陳界仁，〈「謠言」電影與「謠言」策略〉，《想像的死而復生：2012 臺北雙

年展誌》（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2.12），頁 94。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lcm/20160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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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起〉

（2013）37。當時，文中雖尚未申論作品《殘響世界》，但關於殘響

概念已經成形。在第八届深圳雕塑雙年展與紅磚美術館開館展的前兩

個月，2014 年 3 月，陳界仁在《今藝術》發表文章〈謠言電影：記憶

殘響的擴延行動〉38，並刊登了一張 1920 年代中期「美臺團」向群眾

放映影片的照片。一年之後，這三篇文章經藝術家大幅度修改與增

刪，加入了《殘響世界》的具體說明，並發展成一篇長達三萬餘字的

文章〈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

略到再質變運動」〉（2015）39。相較前述兩篇文章，在這篇長文

中，殘響與後延之間的關係——無論從概念，還是從作品面向而言—

—更為顯著與完整。值得強調的，殘響與後延之間的關係，不再以

《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作為起點，而這個字詞之間的關係

在文脈中有時疊合在一起，有時則是前者取代了後者並發展出新涵

義。 

就作品《殘響世界》與上述長文脈絡而言，殘響原意是來自多種

不同音源的回音，混合在一起的中間狀態，他被陳界仁引申為交疊於

人們身體與腦內的各種意識40。此定義進一步被藝術家加以脈絡化，

他尤其以 1925年由「臺灣文化協會」第二屆理事長蔡培火組織的電影

巡迴放映隊「美臺團」，如何藉由身兼敘事者與評論者角色的影片解

                                                 
37 陳界仁，〈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

儀》紀錄片談起〉，《新美術》2 卷（2013），頁 4-23。 
38 陳界仁，〈謠言電影：記憶殘響的擴延行動〉，《今藝術》258 期（2014.3），

頁 88-91。 
39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32-59。這篇文章內容結合了〈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

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起〉與〈謠言電影：記

憶殘響的擴延行動〉，三篇文章用字遣詞稍有不同，但基於新版長文是藝術家

最後修訂的文章，無疑最為完整。因此，本論文以之作為主要援引與評論的來

源，至於其他兩篇文章，會視論述語脈再做相關討論。 
40 引自陳界仁與黃孫權和高士明對談的座談會〈殘響世界抗歷史減噪？〉（座談

會內容未出版，文字資料由陳界仁提供）。相關細節，「藝術眼」官網上的兩

段 座 談 會 錄 影 值 得 參 考 ： ＜ http://www.artspy.cn/html/video/1/1404.html ，

http://www.artspy.cn/html/video/1/1403.html＞（2016 年 2 月 27 日檢索） 

http://www.artspy.cn/html/video/1/1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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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員（辯士）向觀眾「曲解」影片內容來散播反帝、反殖及反資意識

的作法為例： 

作為被殖民者的觀眾，在一邊觀看默片，一邊聆聽臺

籍電影解說員「曲解」影內容的過程中，以及成為這

場活動的即興編劇與表演者後，可能會擴延出什麼樣

的後延效果？相對於擁有操控影像視覺暫留科技的殖

民統治者，當時還沒有條件掌握攝影工具的被殖民者

們，在經過這種特殊「音畫分離」互動經驗並成為即

興編劇與表演者後，當他們要向他人轉述他們曾經看

過、聽過與參與過的互動行為時，他們所能依據的只

能是個人腦海中的記憶殘像與記憶殘響，而每個人在

向他人轉述這個經驗與記憶時，也必然會因個人感知

經驗與記憶上的差異，而對存在於腦海中的記憶殘像

與記憶殘響，進行主觀性的增刪、改寫、編造等再翻

譯與再想像的現象。而依據能量不滅定律，任何曾經

發出過的聲音，在不斷折射與反射下，並非消失至完

全無聲，而是以我們耳朵無法聽到的頻率與殘響，繼

續擴散、漫延（⋯⋯）。換句話說，無論是記憶殘像和

記憶殘響，都不只是來自過去的餘像與餘音，而是一

個不斷滋生、變化的現在進行式的音與像。循著這個

聯想，我們還可以想像一部原先可能是殖民統治者企

圖教化被殖民者的電影，因某個具能動性的觀眾自行

「曲解」與再翻譯、再想像、再敘述，以及經過不斷

口耳相傳的過程後，很可能會演變成無數部反帝、反

殖、反資的「謠言電影」。41 

                                                 
41 陳界仁，〈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

儀》紀錄片談起〉，頁 134（「後延」與「殘響」二詞為筆者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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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藝術家列舉了一部由在臺北開設寫真館的日本人真開利三

郎所拍攝的紀錄影片《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1931）來闡釋謠

言電影：五千多位參與大眾葬葬儀的群眾，作為體現蔣渭水精神的「

複數分身」與「被附身者」，「藉由喪禮的遶境儀式，於禁止集會、

遊行的嚴酷現實下，進行聚集與再生的另類政治遊行」，並「通過他

們自身的記憶殘像、殘響與能動性，再發展出五千多部不同樣貌和不

斷運動的『謠言電影』」
42
。 

經由上述長段文字的引述，藝術家對於「美臺團」放映並以臺語

講解影片的想像和評論，顯而易見的，後延涵義已從前述陳界仁論及

靜照（酷刑照、蔣渭水臨終照）時所蘊含的一種帶有逼視、完而未了

且伺機而動的視覺力量（他稱為「『後延』的觀者」），發展至一種

作為殘餘物的影像與聲響（亦被他稱為「非物質性影像／聲音」43），

如何以意識的形態，不斷地產生蔓延與擴散的作用，並形成一種能在

音像作用力上具備非物質性表徵，且能在政治異議上展開一種介入與

干預的「謠言電影」。確切而言，從陳界仁並置後延與殘響，同時將

之與謠言電影和大眾葬葬儀紀錄影片連結起來的作法來看，他的意圖

是很顯著的。他在視覺力量——也就是「『後延』的觀者」——的向

度上納入聽覺的用意（正如在前述《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

的「工作雜記」手稿中，影像已具備引發音場的聲響力量），乃是為

了藉由影像投映與話語講解的交混作用，而創造出一種與原來影像和

聲響文本產生出具有異質和錯位表徵的觀眾主體性。更準確地說，這

部將隨著不同的觀眾而因「混合媒體」44表徵而映現在觀眾腦海的影

                                                 
42 陳界仁，〈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

儀》紀錄片談起〉，頁 137。 
43 陳界仁，〈謠言電影：記憶殘響的擴延行動〉，頁 89。 
44 「混合媒體」（commingled media）一詞由安德生（J.L. Anderson）提出，主要

用來指稱結合圖像、文字、音樂及辯士語聲等表徵的日本默片。J.L. Anderson, 

“Spoken Silents in the Japanese Cinema; or, Talking to Pictures: Essaying the Katsuben, 

Contexturalizing the Texts”, Reframing Cinema: Authorship, Genre, History (Bloom-

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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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乃是某種身為群眾的觀者，在受到辯士的引導並在主動介入和干

預現實世界之際45，才產生出堪稱為多重性與能動性的「意識殘像和

殘響」。所以，嚴格來說，在藝術家的文章脈絡中，謠言電影並非真

的是電影，不僅因為它只能在餘像與餘響作用下從觀者藉由被電影解

說員曲解的影片文本中想像出另部影片，更在於——按照陳界仁以

《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作為例子的詮釋——它的實踐，同時是

透過行動於現實世界中的影像化群眾所映現出來的。由此，謠言電影

之意46，除了它只從影像投映與解說話語在觀眾腦中產生作用的意識

殘像和殘響開始發生，也指向再現影像中關於被殖民者的集體抗衡行

動。如此一來，真開利三郎紀錄影片的可貴，絕非是作為謠言電影的

範式，而是它讓——親自上場扮演電影解說員角色的——當代藝術家

在曲解與翻轉由殖民者（或外來者）目光所記錄的影像之際，將「美

臺團」的電影放映對於觀眾主體性所作的啟發，巧妙地進行想像，並

將之轉化在那些參與大眾葬葬儀的群眾如何在殖民者的治理下，頑強

地展現出兼備主動性、反抗性及主體性的意識殘像和殘響。於是，從

「美臺團」的電影放映到紀錄影片《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一

種形構觀眾主體性及其影像能動性的概念和實踐成形，連成一氣。換

言之，謠言電影作為深化也是具象化內在感受、後延與殘響概念的核

心意義和啟迪性，無非一方面，在於具有向執政者或當權者索回作為

他者的群眾也同時是觀眾的多重性、想像性及能動性；另一方面，則

                                                 
45 關於「美臺團」辯士的相關研究，可參閱李政亮的〈視覺變奏曲：日據時期臺

灣人的電影實踐〉，《文化研究》2 期（2006.3），頁 127-66、卓于綉的《日治

時期電影的文化建制：1927-1937》（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8）、王姿雅的《從影像巡映到台灣文化人的電影體驗：以中日戰

爭前為範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邱貴

芬的“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on in Taiwanese Colonial Cinematic Space” The Jour-

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1 (Feb.2011), pp.77-97、林正尉的〈「對映」、

「中介」與「流動」：管窺日治時期臺灣電影、戲劇文化中的抵抗與生存之

術〉，《藝術觀點 ACT》65 期（2016.1）。頁 19-22。 
46 值得強調的，所謂的謠言是陳界仁引用自《詩經》，指稱人民通過詩性語言、

歌謠與虛構敘事操略對掌握統治機器的權力者與社會問題進行介入與干預，以

生產出各種異議史觀、想像與技術的概念。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

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再質變運動」〉，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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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之作為形塑兼融主體性、批判性及抗蝕性的意識殘像和殘響之

作。由此來檢視陳界仁的《殘響世界》，可以這麼說，作品的野心與

目的，乃是：為了在樂生療養院歷經社會運動之後，對於其歷史與當

下、院民與群眾展開重新介入與想像的基礎上，尤其針對身為群眾的

觀眾（及也是觀眾的群眾）進行關於多重性、想像性與能動性的招

喚，及同時創造意識殘像和殘響來實踐政治藝術。而《殘響世界》，

即可謂是謠言電影的當代體現。 

作為當代謠言電影，《殘響世界》的有效性與推進性，值得凸顯

的，還與藝術家認為「只有通過與被排除者、異議者產生連結的『拍

攝行動』，才可能發展出具多重辯證性的異議史觀、想像和感性生

產」47息息相關。具體而言，一方面這透過院民、志工、陸配及政治

犯，並結合歷史與感性，回憶與記憶重新配置樂生療養院而體現出

來；另一方面，則涉及觀眾與作品音像調度之間的思辨，及尤其和影

片之外各種展演形態的對話。整體來說，從〈種樹的人〉、〈陪伴散

記〉、〈被懸置的房間〉到〈之後與之前〉，四個段落之間的關係，

乃是建構在一種可重組、並置及相互補充的多重敘述與展演形式上

（四頻道錄像同步投映、類儀式的影像劇場、採四段連續播映的紀錄

影片與展場等），重構樂生療養院。當然，這不僅意味著與藝術家一

再複述的非關一般紀錄影片的影像實踐與思維，而是在一種可被延

展、錯置及想像的時空軸線上重尋樂生療養院及對它的再次紀念。

〈種樹的人〉將在不同時代背景中強遭隔離並倖存下來的院民、他們

栽植好幾百顆可治療漢生病的大風子樹，及受機廠工程影響而在院區

產生的裂縫連結起來，變形與斷裂的形體（痲瘋病、斷木、裂縫）交

織互涉；院民李添培雜糅感傷與控訴的語聲搭配治療舊照與關節 X 光

照，瞬間歷史被穿透，院民遺照悄然複現，餘生與往生纏繞不已。

〈陪伴散記〉是志工張芳綺將傷逝化為一種在已故院民病床上重複強

制的撫摸、擦拭及抹平；每一個來回的細微而偏執動作，像是為了將

                                                 
47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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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散落在床單上的灰塵都收集起來，化為逝者肉身及歷史檔案。

〈被懸置的房間〉中的陸配劉月英與眾姐妹們一邊歡愉地唱著影片

《白毛女》的歌曲〈北風吹〉（1951），一邊則長時間地獨自清掃著

空蕩蕩的廠房與空病房的地板。〈之後與之前〉透過虛構女政治犯迴

繞著華光社區、臺北刑務所遺址及樂生療養院，間中並分別穿插著體

現日殖現代性的臺灣博覽會照片（ 1935 ）、臺北刑務所舊照

（1924）、捷運機廠工地鳥瞰圖（2014），及樂生療養院的相關歷史

檔案（1929）和幻燈片（1970-80）。 

〈種樹的人〉、〈陪伴散記〉與〈被懸置的房間〉三段影像中不

同的當事者，以自身在樂生療養院歷史與樂生院保留運動中作為殘餘

者、倖存者及陪伴者的角色，將自身潛行於體內和心裡的那些諸如被

壓迫的記憶與無法表達的悲傷顯現出來。值得一提的，〈之後與之

前〉中遊蕩幽魂的形象尤其意義深長，他彷彿是這幾位當事者的化身

【圖 3】：院民是被歧視與被囚禁的活怪物；志工則是陷於巨大悲

戚、徘徊於過去與現在、生與死之間想像著「樂生博物館」計畫的考

古人員；而陸配的歌聲，述說了一位被地主凌辱而逃入山中頭髮全白

的佃農女兒的悲慘故事。除了作為連結所述人物某種介於控訴與無

奈、創痛與哀悼的狀態，幽靈政治犯的現身擾亂了線性邏輯，透過不

可能的經驗，將當下切割出一種可以讓歷史遺址或事件現場產生偏差

與離位的效果，進而逼現出可以不合時宜地在過去、現在甚至無法被

輕易歸屬的時間中為當事者說話，並進行切換的意識殘像和殘響。試

問還有什麼比起幽魂的現身說法，更能體現出意識殘像和殘響？當幽

魂政治犯在華光社區、臺北刑務所遺址及樂生療養院穿梭之際，語聲

述說著「防疫／普查／優生／文明／強制／隔離／喪婚／絕育／那消

毒藥水的氣味／從未散去／細菌／捲曲／崩塌／喪失／截肢／畏光／

惶惶／自絕／那消毒藥水的氣味／從未散去／搜捕／鎮壓／失蹤／肅

清／審訊／判決／禁聲／空白／一種話語／吞噬掉其他的話語／貶抑

／改造／同化／從屬／秩序／重返／質變／法權／模糊／指令／寄生

／一種話語／吞噬掉其他的話語」，顯然虛構政治犯的音畫分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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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揭示近百年來樂生療養院的歷史發展，乃是各種政治治理如何將人

逼成鬼的縮影。在此歷史背景下，如果陳界仁不可避免地將此擬構的

幽靈形象置入《殘響世界》中，這絕非虛構技藝使然，而是因為樂生

療養院及其院民的命運在一開始，它在社會結構中，即以一種並不在

場的殘餘物與被排除的多餘物存活下來的。此種不在又在，非屬內部

也非屬外部，且同時被排除也被納入卻又不歸屬任何一部份的生命狀

態，映照出樂生療養院及其院民一直以來的歷史寫照。不僅如此，我

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仍等待著申冤雪恨，白毛女重見天日

的寓言尚未實現。就此，〈之後與之前〉作為意識殘像和殘響的意

義，如果回到陳界仁在「美臺團」電影放映與《蔣渭水：臺灣大眾葬

葬儀》中獲得的啟發來思考，一方面直指了縱然受到壓迫和排除，院

民及其支持者和陪伴者依然持續展現頑強而抗衡的姿態。另一方面，

幽靈則可謂是具象化並不可見的殘響，作為繼續擴散與漫延、不斷滋

生與變化的原意。此外，值得強調的，陳界仁在政治犯展開遊走與述

說之前所置入的好幾個以「防治癩病」為題的黑白幻燈片影像，斑駁

無色的畫面，跳動且幻化著不可被視見的病，展露出另種意識殘像和

殘響的表徵。這一段黑白畫面，同時被藝術家以彩色原貌重現於「立

方計畫空間」的《變文書：陳界仁影像、生產、行動與文件》展覽

中。在展場中，十幾張輪播的幻燈片變化著，顏色鮮豔繽紛，美麗奪

目。陳界仁將它們取名為〈不可能體會的痛〉，描述的文字如此寫

道：「影像來自被丟棄於『樂生療養院』垃圾堆中的幻燈片，內容可

能是 1970 或 80 年代，介紹如何防治漢生病〔癩病〕的簡報資料，但

大部分影像已因化學變化，而成為不知內容為何的抽象影像」。顯而

易見的，這個投映的彩色幻燈片寓意鮮明，正如其英文標題 “The 

Unfathomable Pain”所揭示的那樣：樂生生命，不可能被顯微，乃是深

不可測的痛楚。如果虛構政治犯的雙重聲影作為意識殘像和殘響，是

為了指涉樂生院民幽靈生命的主體性、反抗性與批判性；那〈不可能

體會的痛〉作為意識殘像和殘響的涵義，則試圖將此缺席又在場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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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狀態，懸置於不被意義固著且不可能被完全再現，而是持續產生另

類想像、差異及能動的糾纏態勢。 

此種糾纏作用與《殘響世界》其多元與多變的展演形態密切相

關。除了影片與展覽，「《殘響世界》回樂生」放映活動即顯得非常

關鍵。它的特異之處，尤其是有計劃地以放映影片的小貨車引領觀眾

上山觀看影片與下山到臺北刑務所的過程，在筆者看來，並非僅是陳

界仁認為的一種自《加工廠》以來就「將整個拍攝影片的過程，到影

片完成後的放映與展覽形式等，都發展成能與各種被排除者、異議

者、觀眾發生連帶與論辯的『往返空間』」48。確切而言，這個放映

活動先透過宛如「出殯」49儀式將前來觀看影片的觀眾轉換為聚集在

愛樂園（納骨塔）旁空地上的群眾，再藉由四屏幕同步投映將現場觀

眾，和片末邊吹奏樂曲〈風入松〉邊在捷運工地遶境的北管樂團的形

象聯繫起來的作法，顯然是對於《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的當代

追魂與轉化。更確切來說，如果真開利三郎的紀錄影片，在藝術家眼

中可被體現為反帝反殖反資群眾的代表，陳界仁則試圖透過群眾—觀

眾身分的轉換，和上述樂生療養院表徵的抗衡與幽靈狀態扣合並擴散

起來。於此同時，《殘響世界》作為當代謠言電影，亦需透過被藝術

家稱為「後紀錄短片」的《風入松》放置在一起思索。這部為了記錄

「《殘響世界》回樂生」放映活動的影片，迥異於一般側拍的作品，

陳界仁並未以活動當天的景況作為影像內容，而是在過了近一年之後

重新在愛樂園（納骨塔）旁空地上搭建起相同的四個銀幕，拍攝院

民、「青年樂生聯盟」，及十幾位二十來歲的男男女女觀看影片投映

                                                 
48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41。 
49 陳泰松，〈抵抗政治的藝術，很好！但若沒想像力，則免！—關於陳界仁《殘

響世界》的餘想〉，「ARTALKS」，網址：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ts/2015012805＞（2016 年 10 月 1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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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隨著小貨車上山下山的過程50。短片核心，在於透過慢動作來凸顯

群眾—觀眾看得渾然忘我（甚至捕捉了〈陪伴散記〉中的志工許逸婷

邊看影片邊流下眼淚的時刻），及其跟隨小貨車下山繞境的儀式。如

果「內在感受論」始終是藝術家創作不可或缺的一環，他此番重製

「《殘響世界》回樂生」的動機——如同他在 1980年代隨即揚棄了紀

錄影片標榜「眼見為憑」的拍攝模式——除了更能捕捉所述人物複雜

的生心理狀態，最關鍵目的，無非為了將這部記錄事件發生之後重構

現場的短片（或「後紀錄短片」），形塑為一部能夠奠基於「美臺

團」的電影放映與《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的精神結構上，藉由

青年男女的觀看與繞境，展開一部對於樂生療養院進行再想像、再敘

述及再擴散的當代謠言電影，如同以北管嗩吶曲牌〈風入松〉為題的

片名所賦予的意義：風入松林，由靜而動，掀起松濤一片。換言之，

陳界仁企圖透過同時結合現實主義美學與現代派重構特質的作品形態

來發動政治行動主義的意圖，無疑明顯：從影片到群眾—觀眾的意識

殘像與殘響，乃具有一種重新穿透社會，並引發思想與未來行動的效

果。 

五、結論 

在概念指涉上，電影與影片意指不一。前者是抽象的，意味整個

電影機制，是一個多重面向的社會文化結合體；後者則顯具體，是具

有豐富指示意義且令人玩味再三的文本51。如果以此定義進一步分析

陳界仁的《殘響世界》與謠言電影之間的可能關係，可以這麼說，

                                                 
50 這群年輕人是藝術家透過在臉書上成立的社團「風入松：陳界仁的小臨演們」

所招募到的，他們有些人是在拍攝現場才第一次觀看到《殘響世界》，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72541432889932/?fref=ts＞ 

  （2016 年 3 月 9 日檢索） 
51 Robert Stam, Robert Burgoyne and Sandy Flitterman-Lewis, New Vocabularies in Film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3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72541432889932/?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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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響世界》作為個別影片文本展現出某種歷史性、批判性與激進性

的電影特質，是它讓謠言電影的涵義在當代變得可能。而謠言電影作

為一個抽象概念，則藉由陳界仁將 1920-30 年代「美臺團」彰顯反殖

精神的電影放映、辯士講解及《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具體化

為臺灣當代藝術開啟異議行動的源頭52。於是，藝術家的《殘響世

界》之於謠言電影，在於它一方面藉由影片中同時連結著院民、志

工、陸配及幽靈形體，來表現政治治理如何將人逼成鬼的暴力，及其

被壓迫卻不屈服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多重形態的展演，尤

其是「《殘響世界》回樂生」放映活動與《風入松》，將群眾—觀眾

主體性分別於丹鳳山上的觀看與山下的繞境中逼顯且轉化出來，進而

實踐謠言電影的當代潛勢。值得強調的，如果此種主體性是陳界仁經

由現實世界臨時集會的試驗中獲得，那麼《風入松》則是再將此兼具

集體性與個人性的主體性轉入並重置於影片世界中的美學實踐。無論

如何，兩者皆為藝術家對於已成定局的樂生療養院與運動，及尤其它

尚未被思想，且等待著未來再度被引發為另波改造不義社會的政治藝

術之想像。 

在筆者看來，此種臺灣當代藝術藉由兼具歷史、創意及批判的方

式，對於政治行動主義的擬構意味深長。架置在拍攝現場進行投影的

《殘響世界》，以此種寄生性影像締造了旁若電影（Paracinema）的

場域特定之當代表徵：如同阿克曼（Chantal Akerman）拍攝墨西哥偷

渡客並投映在美墨邊界的紀錄影片《從另一邊》（De l’autre côté, 

2003）和歐尼昂（Melik Ohanian）在原拍攝地美國加利福尼亞放映反

越戰禁片《懲戒公園》（Punishment Park, 1971）的作品《看不見的

影片》（Invisible Film, 2005）所展現的政治批判，陳界仁的《殘響世

界》將樂生院民昔日由於公共衛生而強迫入院，如今卻因公共利益的

經濟發展又再度被迫遷移的暴力史之不可見的心理狀態，在丹鳳山上

的蒼穹化為一幅可見的歷史肖像。藝術家的政治影像行動主義，彰顯

                                                 
52 陳界仁，〈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

再質變運動」〉，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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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個關鍵意義。首先，深刻地來說，陳界仁穿梭於紀錄片與當代藝

術領域的謠言電影，以特殊音像語彙與多重展演形態，實踐了一種轉

化在地歷史與文化語境的政治電影。換言之，這既補足了自 1980年代

中期以來臺灣知識界不斷地試圖透過歐美的「反抗電影」（counter-

cinema），抑或，亞非拉三大洲的「第三電影」（Third cinema）等相

關概念來定位特定電影範式（尤其是「臺灣新電影」）卻產生相當程

度落差的論述遺憾53。更重要的，亦進一步體現出臺灣當代藝術的政

治影像與行動主義之涵義，可從日據時期的特殊音像放映形態與文化

意涵來展開自我的連結、再造與反思。再者，關於《殘響世界》第四

段〈之後與之前〉幽靈政治犯的現身／聲，以其不合時宜且時空錯置

的魂在（hantologique）狀態，彰顯出的一種擾亂講求現實、真實與在

場的紀錄影片本體（ontologique）之作法，極富意義。由此，它不僅

透過異質且多重的美學技藝，呈顯了一再被政府與部分地方居民所忽

視甚至否決的院民的生命政治現況，更關鍵地「在傳統的陳述方式，

與影像紀實的見證或控訴方式之外54」，構造並擴延出一種可被重新

想像歷史、經驗及方法的臺灣另類紀錄影片。 

                                                 
53 相關論爭，參迷走，梁新華編，《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

市》》（臺北：唐山，1991）。 
54 郭力昕，〈如何掀開被遮蔽的史觀與現實：試論臺灣的「左翼」紀錄片〉，頁

44。關於臺灣現實主義紀錄影片需要提升政治話語力度的論題，郭力昕教授在

發表於 2012 年的論文〈影像介入現實的政治話語能力：檢視戰後台灣的紀實攝

影與紀錄片〉中寫道：「現實主義影像要提升其政治話語的力度，需要影像書

寫者有更清晰寬闊的問題視野，以及更好的藝術敘事能力。左翼的批判性現實

主義影像，若徒具進步的政治觀點，卻缺乏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的影像敘事語

言，也難以展開更大範圍的話語影響力。在臺灣的現實主義影像生產裡，能夠

有效地結合這兩方面能力的作品，尚不是特別的豐富，有待未來的影像創作者

更多的努力」。郭力昕，〈影像介入現實的政治話語能力：檢視戰後臺灣的紀

實攝影與紀錄片〉，《文化研究》15 期（2013.3），頁 325。三年之後，他在

〈如何掀開被遮蔽的史觀與現實：試論臺灣的「左翼」紀錄片〉一文中，明確

提到陳界仁的影片對慣於透過傳統陳述方式來表現政治見證或控訴的臺灣紀錄

影片，具有示範與提醒的價值。本文可視為郭力昕教授提出臺灣紀錄影片需嘗

試其他敘事可能與美學思想，以強化左翼影像政治活語的具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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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一開始論及的理論方法與影像範式之間的對話關係，

《殘響世界》在內容與形式上的多重並可再組裝的特質，致使論者有

必要為它、因它，並透過它來展開思索與闡述。陳界仁於 2016 年 2月

16 日應「東京藝術公社」之邀，發表了一場結合一位日本年輕派遣工

（Sho Nakato）生命告白的演講。此場演講彰顯出藝術家試圖應證由

於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人們實際存活在一種無形樂生療養院的「全球

監禁、在地流放」之狀態。於此同時，這亦體現出了《殘響世界》融

匯「展、映、演、說、論」的藝術實踐與政治集結行動 55。因此，

《殘響世界》是陳界仁身為藝術家與理論家融合理論概念與藝術實踐

的重要結晶。值得思考的，《殘響世界》的挑戰與影響，並非只與如

何領會作品題旨有關，還得將藝術家著述的核心概念串聯起來，意即

一方面需蒙太奇地辯證作品與書寫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在超脫

藝術家論述的視域之際，以跨影像範式與跨類型的格局來展開思索。

毋庸置疑，陳界仁從早期影像藝術作品《機能喪失第三號》、《閃

光》，到《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殘響世界》與《風入

松》，透過內在感受與後延、殘響與謠言電影的思辨和轉化，即為一

種當代跨域影像思想的強力展現。 

（責任編輯：曾郁真） 

  

                                                 
55 本文主要針對《殘響世界》在臺灣的各種展映形態的展開討論，在此僅簡略提

及藝術家在日本 Shibaura House 五楼的演講表演中結合當地年輕派遣工講述打工

經驗的展演方式（並未納入他在悉尼展場中將四頻道錄像與當地遊民的口述錄

音交錯的藝術實踐）。此件作品的聲音裝置、文件〈不潔者、非法者、非公民

與被在地流放者們折射出的異聲：一個「不在場者」以「樂生療養院」為起點

的隨想〉及照片，於 2016 臺北雙年展上展出。相關細節，杜可柯，〈陳界仁談

《殘響世界》在東京的反應與演講表演〉，「藝術論壇」，網址： 

    ＜http://artforum.com.cn/words/9186＞（2016 年 7 月 2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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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目錄 

【圖 1】陳界仁，《殘響世界》，2014-16。 

【圖 2】陳界仁，《殘響世界》，2014-16。 

【圖 3】陳界仁，《殘響世界》，2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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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vent Contemporary  

Trans-disciplinary Moving Images: 

An Analysis of Chieh-Jen Chen’s Earlier Works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Realm of Reverberation 

Song-Yong Sing* 

Abstract 

Today, moving image arts are no longer defined by conventional classi-

fication and genre, nor are they bound by pre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ary and contem-

porary art has also transformed significantly. Showing artists’ documentaries 

has become commonplace for biennales keen on addressing diverse political 

viewpoints. An instance of such boundary-breaking work is Realm of Rever-

beration (2014-16) by Taiwanese artist Chieh-Jen Chen. Realm of Reverber-

ation blends fact and fiction, politics and poetry,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to 

narrate a story on the patients, volunteers, immigrant brides, and the ghost of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in the Losheng Sanatorium. To provide a forum for 

public debate on the controversial conservation/demolition issue of the Loash-

eng Sanatorium, the screening of the work always includes speeches and re-

lated exhibitions. Nonetheless, Realm of Reverberation is not just a documen-

tary with a grand narrative; it also displays how Chen’s “visceral feeling” led 

him to engage in politically-themed art.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key con-

cepts in Chen’s works: The Sentimental Genes in Malfunctions No.3 (1983) 

and Flash (1984), the “aftermath effect” in Lingchi (2002), and the “reverber-

ation” and “yaoyan films” in Realm of Reverberation, to argue that Chen’s 

                                                 
* The author is currently Professor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imation and Film Art,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wan. Email: rhinosing@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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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on shaping political action through contemporary Taiwan art 

powerfully manifests the trend of trans-disciplinary moving images. 

Keywords:  

Chieh-Jen Chen, Realm of Reverberation, Visceral Feeling, Aftermath Effect, 

Reverberation, YaoYan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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