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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摘要

蔡明亮的影像裝置在臺灣當代藝術領域、尤其是影像與錄像藝術的發展上，有著絕對

的重要性，因為他是國內少數看出當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之互動的關鍵在於建築

的藝術家。當國外的藝術家早已開始以多元的角度來發展影像裝置與建築的可能、進

而讓電影的觀影經驗與美術館的觀展經驗能有更具突破性的串連時，國內藝術家對

此領域的意識不足，更突顯了蔡明亮作品的美學價值與重要性。本文先從蔡明亮的影

像裝置〈是夢〉（2007）與〈情色空間〉（2007-2010）來概述蔡明亮對影像裝置空間

之關注，以及他對裝置空間的概念如何開展他既有的電影美學，再以他的最新影像裝

置〈鍋爐裡的劇場〉（2011）來深入論述他如何讓建築作為串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

的關鍵，以及建築與影像裝置在美學上如何呈現出多層次的互涉。

—

關鍵字：蔡明亮、建築、影像裝置、影像與錄像藝術、電影美學、電影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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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sai Ming-l iang ś f i lm insta l lat ions posses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ese 

contemporary art,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film and video art, for his observations 

that architecture is a key in connecting film aesthetics and film installation.  While 

western artists have developed diverse strategies to explore the aff inity between 

film installation and architecture, Taiwanese artists have not yet responded to this 

aesthetic breakthrough.  As a filmmaker who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urban 

environments, Tsai takes an architectural approach in his film installations and thus 

creates a relatively mor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spaces and spectators 

when compared to other works of film and video art in Taiwan.  This essay will first 

examine his recent works It's a Dream (2007) and An Erotic Space (2007-2010) to 

describe his concerns for architectural spaces in film installations and how his concept 

of film and video art responds to his film aesthetics.  In later sections, the essay will 

look at his latest work The Theater in the Boiler Room (2011) to deepen the discourse 

of how architecture serves as the crucial element in connecting film installation and 

film aesthetics. 

—

Keywords: Tsai Ming-liang, architecture, film installation, film and video art, film 

                 aesthetics, film specta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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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前言

如果你說電影的面向，到最後只是做生意，創作量愈來愈低落，可是電影的面向要回

到電影的時候，它怎麼辦呢，必須要找到適當的位置，表示電影不一定要在電影院發生了，

它可以在新的位置上發生，博物館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場域，讓電影重新獲得創作的自由。

　　　　　　　　　　　　　　　　　　　　　　　　　            ―― 蔡明亮
1
 

在探討擴延電影與空間環境的論文中，馬克‧葛羅德(Marc Glöde)從電影史的

宏觀角度來檢視影像中的空間性
2
，他強調對電影本身及其展陳方式的空間狀態之探

索，早從電影剛被發明時就已開始，只是隨著電影產業的確立，電影展陳的空間也逐

漸被簡化為今日的跨國性電影院空間。他指出在電影媒介的發展走向逐漸確立後，反

而使得電影史初期發展出來的多樣化展示性逐漸消失，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因為

實驗電影、擴延電影、影像與錄像藝術
3
開始關注影像展示的空間狀態，而得到了再生

的可能（Glöde, 2010: 104）。葛羅德指出這樣的發展有兩大值得關注的面向，一是電

影開始進入不同於電影院的建築如美術館、公共空間與藝廊，而影像與空間之音像造

型互動也因此有了更多面向的可能。然而在探討這個層面時，必須注意的是不能輕易

將這些機構空間所象徵的美術史脈絡直接套用於對擴延電影與影像裝置的討論上，

更不能直接假設這些影像作品被美術館機構吸收後，就擁有了如同繪畫、雕塑作品那

1. 參考蔡明亮個人網誌《阿亮日記》，http://www.wretch.cc/blog/tsaidirector/21203127。(2011.11.14瀏覽)。
2. 二十世紀初期的影像播放流連於當時的各種娛樂場域，如五角戲院（penny arcade）、冬季花園（winter garden）與各色節慶

活動等，並且有許多創作者在當時就已開始開發多元的影像裝置。例如在1913年的世界貿易博覽會上，Bruno Taut以天文台

的概念來裝置投影，呈現了能漫布於整個拱頂的影像；1927年，Walter Gropius與Erwin Piscator提出了「完全戲院」（total 
theater）的構想，希望能以移動式的投影機來讓影像覆蓋整個放映廳的牆面與天花板，以超越既有的電影放映層次。開幕於

1929年的天堂戲院（Loew ś Paradise Theater, Bronx, NY），則以風景畫般的宮廷建築來強調觀影空間的氣氛，是為一種「氣

氛電影院」，這種強調建築風格與裝飾美學的電影院在20年代非常盛行。這些實驗性的概念如今都被當代的影像裝置吸收，

成為開展影像美學的可能性之一。

3. 在開始正式論述之前，必須強調的是當代電影與藝術的交互作用，已使得電影的概念與媒材都滲透了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因

此最為通用的「錄像藝術」一詞早已包括多重媒材如錄像、投影、16釐米電影與35釐米電影等，而數位科技的出現更使得無

論導演或藝術家都能自由遊走於這些媒材之間，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將35釐米拍攝的影像轉為高畫質數位錄像（HD video），

種種運動影像的實踐都使得film與video兩字在當代藝術界中已是無法拆開使用的詞組，而這個趨勢也反映在進來的著作出

版上，如Tate在2009年出版的Film and Video Art，以及Tate在2011年出版的Expanded Cinema: Art, Performance, Film等，

都傾向於以綜合性的角度來觀看所有運動影像藝術。因此，如今最為合適的用字應該是「影像與錄像藝術」（film and video 
art）或「運動影像」（moving image）。本文為統一論述，在談論蔡明亮之外的整體脈絡時將依照前後文脈絡，以「影像與錄

像藝術」來指稱相關形式（但若提到早期錄像藝術對電影類型的對抗等特質時，仍維持單用錄像藝術）；而本文真正要論述

的部分，則聚焦在蔡明亮的影像裝置相對於這廣大的「影像與錄像藝術」脈絡的意義。因此，所謂的影像裝置並沒有脫離整

個film and video art的系統，而從物質特性的角度來看，「底片」（film）與「磁帶錄影」（video）在數位時代中已鮮少呈顯美

學與理論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也不再是大多數當代藝術家關注的面向，而少數至今仍堅持以16釐米創作、強調16釐米底片

之特殊價值的藝術家如Tacita Dean與Ben Rivers則必須被另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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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清晰的身分特徵（Laurenson, 2009: 151）。這些走出了電影院、進入了新的建築展

示狀態的影像美學與歷史脈絡，必須由葛羅德提出的第二個層面來進行深入解讀，也

就是「影像、空間與觀者之間的感知與互動關係」（Glöde, 2010: 104）。

出生於馬來西亞、但作品幾乎全都聚焦於臺北的導演蔡明亮，從2007年的〈是

夢〉開始嘗試影像裝置創作後，便積極地從葛羅德提出的這兩個面向建立起電影的第

二生命，也因此延續了他對創作自由的堅持。蔡明亮目前仍是臺灣唯一跨足影像裝置

創作的導演，也因此是在談論藝術與電影在臺灣的發展譜系時的首要作者。蔡明亮與

其他臺灣錄像藝術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影像裝置向來都從電影出發，最後尋求的

路徑也是要回歸電影，因此如何連結被歸化於美術館與藝廊展覽系統的影像裝置，以

及他過去所歸屬的電影史脈絡，就成為蔡明亮在創作影像裝置時的最大課題。

電影如何從美學與製作等各層面滲透影像裝置，早已被西方理論界視為檢視當

代影像創作時的首要課題。電影的風格語法與符號體系對當代人理解與操作視覺文

化的影像之強大，已建立起人們閱讀影像的慣性。
4 
雖然Youtube、Facebook等各類網

站與線上播放系統看似改變了人們的觀影習慣與資訊接收模式，但在潛意識裡，觀者

其實仍在尋找電影，也在破碎的影像訊息中試圖串聯與還原電影式的敘事 ── 這樣

的當代文化特徵，正是影像藝術創作者能從電影美學中淬煉新的藝術語彙的前提。蔡

明亮的電影作品看似與當代影像媒介的發展脈絡無關（蔡明亮本人也說過他刻意讓電

影中的角色遠離電腦）
5
，而僅聚焦於對都市人心理結構的關照上，但當他將作品置放

入影像裝置的脈絡裡，重塑了影像、空間與觀者的關係，其電影美學中的當代性反而

能在這個「結構重整」的過程中顯露出當代性。

4. 參考Malcolm Le Grice, “Time and the Spectator in the experience of expanded cinema,＂in A. L. Rees (ed.), Expanded
      Cinema : Art, Performance, Film (London: Tate, 2011), p. 160-161。關於電影敘事對視覺文化的影響，藝術家兼理論家Jackie 

Hatfield認為，錄像藝術雖然試圖藉由影像的迴路與重複性等策略來對抗敘事，但對於追求可辨識的敘事、偶然性的情節連

貫與結局，仍如此深植於當代文化中，因此所有影像藝術都無法迴避敘事的概念。Le Grice則對此提出稍有不同的解釋。從他

創作影像、錄像與數位作品長達四十年的經驗來看，他認為所有的作品裡都存在著一種編劇藝術（dramaturgy），這樣的編

劇藝術會產生一種對觀者而言具有意義的象徵性。但Le Grice並不想輕易將此編劇藝術等同於敘事。雖然上述兩位藝術家對

敘事抱持著不盡相同的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敘事、或說具有敘事潛能的編劇藝術（dramaturgy），是當代影像藝術不再抗拒

的概念。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當代影像敘事雖然不盡然能流暢地實踐「敘事結構」，卻仍處於一種具開放性的「敘事狀態」

中。

5. 在接受Danièle Rivière的訪問時，蔡明亮談到「美國人看到我的電影時大概會非常驚訝，但電腦在我的臺灣生活裡就是不佔

有重要地位，而這樣的生活就是我的選擇。我不希望我的角色沉迷於電腦，也不希望他們透過電腦的新奇性得到娛樂。這就

是我的選擇。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臺灣人人都有電腦，電腦在這裡並不昂貴，而人們總是想買到最新的機型。但我真的相信

我可以不須電腦或手機就活下去。」（199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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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從錄像藝術崛起的60年代末期到今日，藝術家們已發展出無數與電影史與電影

美學做出呼應的形式策略，許多理論家也都認為藝術與電影的互涉是當今影像藝術

的最大特色，這樣的觀點與錄像藝術剛崛起時所對電影美學展現的對抗姿態有著極

大的差距，其間的演變、斷裂與連結還有待一個更為全面的歷史性探查來建構論述，

而原本單純的錄像藝術一詞也已被擴充為更為廣義的「影像與錄像藝術」或「運動影

像藝術」。如同葛羅德所揭示的，藝術與電影的互涉首先必須從建築性的面向談起；

本文欲深入分析的部分，就是藝術家在指涉電影史時所使用的多重形式策略中，「建

築」如何成為一個突出且關鍵的概念系統，使得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連結能更加

深化，使得博物館與美術館空間所能提供的影像展示不僅限於文物的觀看與展示，

而能如同孫松榮所言，成為「極富層疊性與複雜性的影像表現型態及展覽『事件』」

（2010: 29）。

本文中所指的建築並非局限於絕對具體或完整的建築，而是試圖以廣義的方式

來觀察建築對當代影像創作的影響。在這樣的脈絡中，影像裝置將展陳影像所建構

的、具有建築特性的空間延伸為其美學觀的重要元素，使這些或是暫時搭建的、或是

挪用的既有的展場建築特徵的形式策略，成就一種將影像與錄像藝術實踐於「建築式

路徑」（architectural approach）之中的作品，而影像外部的空間也不再局限於展示

性的功能，而被融入作品本身。以90年代後至當代的藝術表現來看，採取這種「建築

式路徑」（architectural approach）的首件重要作品是茱蒂絲‧巴瑞(Judith Barry )的
〈森林之作〉（The Work of the Forest, 1992）。這件作品以新藝術風格的屏風為螢幕

造型，製作出一個既是屏風、也是螢幕、又像迷宮結構的裝置結，並且以拍攝建築的方

式來製造出「影像成為真實建築」的錯視效果。琳賽‧席爾思(Lindsay Seers)為〈超任

務6-黑色瑪麗亞〉（Extramission 6, Black Maria, 2009）與〈命運終該如此〉（It has 

to be this way, 2009/2010）【圖1】-【圖6】系列等作建構的大型木造房屋放映室，也

是以建築擴充影像裝置的經典例子。

近年來陸續開始有更多當代影像藝術家專注探討建築與影像的美學互動，並

且將建築作為生產影像內涵的主要策略。例如英國藝術家威爾森姊妹（Jane & 
Louise Wilson）的作品〈自由而無名的紀念碑〉（A Free and Anonymous Monument, 
2003），將諸多工業建築的立面當作螢幕來拍攝，以「移動的建築」般的多重屏幕投影

環繞觀者。中國藝術家楊福東的〈八月的二分之一〉（One half of August, 2011）則將

八段既有的黑白高畫質數位影像投影於各種建築元素如牆角、柱子底部與建築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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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琳賽‧席爾思，〈命運終該如此之一〉，展覽現場裝置

（Matt's Gallery, London），攝影：John Riddy,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att's Gallery, London

圖2 琳賽‧席爾思，〈命運終該如此之一〉，展覽現場裝置

（Matt's Gallery, London），攝影：John Riddy,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att's Gallery, London

圖3 琳賽‧席爾思，〈超任務6-黑色瑪麗亞〉，展覽現場裝置

（Tate Britain），攝影：Tate Photography,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att's Gallery, London

圖4 琳賽‧席爾思，〈超任務6-黑色瑪麗亞〉，展覽現場裝置

（Tate Britain），攝影：Tate Photography,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att's Galler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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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在2010年版本的〈命運終該如此〉中，藝術家為此影像裝置建立了一座木造建築，造

型以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地國在西非黃金海岸建立的堡壘建築為靈感，這些堡壘在當

時的用途是方便殖民者監控在建築底部的奴隸，而席爾思則將這樣的監視機制轉化

為呈現她個人前往西非追溯家族史的平台，在探討當代錄像藉由特定放影空間強化

感官經驗的同時，也以建築本身的特色深化此經驗的論述脈絡。

從外觀來看，這座堡壘放映室有著制式化的建築元素：厚實的外牆、方向性明確的階

梯與入口，但一旦進入建築內部後，極度的黑暗加上看台與投影平面之間的高度差，

則在影像出現之前便已建構起這件作品的戲劇性。

圖5 琳賽‧席爾思，〈命運終該如此〉，2010，錄像裝置內部　© Lindsay Seers and 
Matt ś Gallery, London, 2010

圖6 琳賽‧席爾思，〈命運終該如此〉，2010，錄像裝置外部，華威藝術中心展覽現

場（Warwick Arts Center）。攝影：江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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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再結合為新的影像裝置作品，讓各種形式的建築風格與既有的影像融匯，也使

原本象徵著界線的建築框架被擴延為能讓觀者一路走向影像深處的神祕隧道。
6

影像裝置運用建築的另一種類型，則是以既有的建築來作為延伸影像也安置影

像的空間，運用此路線的重要藝術家代表是以建築外牆作為螢幕、又以影像填充建

築內容的妮卡‧拉迪奇(Nika Radić)，她的〈三面窗〉（3 Windows, 2008）、〈藝廊打

掃〉（Gallery Cleaning, 2009）等作都以錄像投影取代建築上既有的窗景，而以建築

框架與影像裡的室內景觀結合出一種具有電影感的敘事節奏。道格‧艾特肯(Doug 
Aitken)在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的〈夢遊者〉（Sleepwalkers, 2007），將八段影像投影

在美術館外牆上，讓城市作為展示影像的場地，也讓城市本身所能提供的視覺元素全

都被這八屏道影像吸收為潛在的敘事能量。
7
此外，藝術家以建築作為播放場域、並且

強化建築本身特性與影像之造形性互動的作法，也不僅限於對建築外牆的運用，例如

克里斯蒂娜‧魯卡斯(Cristina Lucas)在2010年利物浦雙年展中發表的作品〈撫觸，而

後離去〉（Touch and Go）【圖7】-【圖8】，則是另一個重要的例子。這件作品拍攝利

物浦當地退休工人向一棟廢棄的商業大樓的窗戶扔擲石塊，最後展覽時則是在該棟

大樓內的空曠大廳裡架起大型螢幕，播放藝術家以數位攝影機記錄下那個過程的短

片，而螢幕旁正是充滿破洞的玻璃窗。廢棄大樓在這件作品中既是主角，也是有別於

商業放映機制之外的電影院。

上述作品之所以能流暢地將建築融入於影像裝置的概念中，與這些藝術家對電

影美學的深入認識有關。他們一方面拆解了電影敘事的框架，另一方面又以更為詩

意、也更為強調觀者感官體驗的美學策略來建構影像、也建構承載影像的空間，進而

以「影像與建築」的雙軌模式保留了電影的敘事潛能，並且將辨識敘事與還原情節的

權力交給觀者。與其說他們以錄像藝術既有的迴路系統來挑戰、甚至質疑電影的敘

事結構，倒不如說他們是以此錄像手法轉化了敘事的型態，但卻以這樣的新樣態持續

讓觀者興起「辨識敘事」的慾望，也因此使影像裝置時時處於一種「敘事的狀態」。國

6. 楊福東在〈八月的二分之一〉裡所使用的影像，全都是他個人較為早期的作品，其中包括實驗長片〈竹林七賢〉（Seven 
Intellectuals in Bamboo Forest, 2003-2007）。因此〈八月的二分之一〉是一件「關於影像的影像」，無論從何種層面來看談的

都是影像美學與本質的問題。〈八月的二分之一〉指的是中國農曆的中秋節，楊福東以此概念來對自己過去影像作品中所提出

的傳統、藝術、文學等概念作出建築式的重構，讓平面的影像與三度空間中的建築交會出另一層影像向度 –– 在這個向度中，

影像裡的世界彷彿透過實體的建築而得以「還魂」，再次縈繞（haunting）觀者。

7. Doug Aitken的這件作品，還以許多不同形式與電影美學產生連結，例如拍攝預告片，並且請來知名演員Tilda Swinton等人

擔任影片主角。此外，這件作品也成為一件「夜夜播放的戶外電影裝置」，在2007年1月16日至2月12日期間，每晚都從傍晚五

點播放到晚上十點，成為一件「與城市共同入眠」的影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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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以利物浦當地、位於中國城邊緣的一棟舊式商業大樓「歐陸愉悅國際有限公

司」（Europleasure International Ltd）的建築作為影像主角，邀請當地因為全球化

浪潮席捲、在地工業衰退而失去工作的勞工來向這座人去樓空的建築仍擲石塊。藝

術家將這座建築同時設定為拍攝的主角與播映的地點，將建築的存在化為連結影像

藝術之形式與內涵的關鍵。

〈撫觸，而後離去〉中的建築外牆立面，在眾人扔擲石塊、加上藝術家的介入後，被

打破的玻璃窗呈顯出以英文大寫字樣呈現的TOUCH AND GO（也就是本件作品

的標題），以建築的物質狀態來標誌全球化經濟如何「來了又走」的無奈現象。

圖7 克里斯蒂娜‧魯卡斯，〈撫觸，而後離去〉，2010，利物浦雙年展展覽現場。攝

影：江凌青

圖8 克里斯蒂娜‧魯卡斯，〈撫觸，而後離去〉，2010，利物浦雙年展展覽現場。攝

影：江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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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影像與錄像藝術領域，雖然開始逐漸在影像美學上樹立起獨特的歷史文化特性，

但卻大多聚焦於對科技媒介與身分認同的思考上，而在電影美學的思考上稍顯厚度不

足。蔡明亮以電影創作者的身分進入美術館，將他過去以長鏡頭注視日常場景的方式

切換為對具體建築環境在展示影像時的考量，使電影場景與影像裝置產生戲劇性的

交會，也使得他的作品在臺灣當代藝術領域裡佔有絕對關鍵的地位。

將上述三類或運用建築形式與建築概念來處理影像裝置的作品對照於蔡明亮

歷年來的影像裝置，可以發現〈是夢〉與〈情色空間〉屬於第一類，是以建築性的路徑

來思考影像的部署展示，而〈鍋爐裡的劇場〉則屬於第三類，以既有的建築空間來延

展與安置影像，進而以建築本身的歷史文化特性來強化影像內涵。本文先從〈是夢〉

與〈情色空間〉這兩件影像裝置來概述蔡明亮對影像空間的思考，再以〈鍋爐裡的劇

場〉來深入論述建築如何能作為串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關鍵。
8 

一、超越電影式的觀看：從電影美學來看影像裝置的建築取向

〈是夢〉【圖9】-【圖10】是蔡明亮在2007年受邀為坎城影展六十週年拍攝的一

部長約23分鐘的短片，之後他又在同年將此作轉化為裝置藝術的形式，於威尼斯雙年

展臺灣館展出，而這件作品也在2010年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在這件裝置作品中，

蔡明亮放置了54把來自一家馬來西亞老戲院的座椅，而這家電影院正是他小時候常

去的地方，而〈是夢〉也是在這家早已關閉了十幾年的老戲院裡拍攝。蔡明亮以一個電

影導演與電影影迷的身分，展現了電影建築（電影院）
9
與電影影像交涉之必要。在那

個人人都只能去電影院才能看到電影的年代，電影不是人們能輕易在網路上下載到的

數位影像，影迷們也無法在DVD中看到電影本身之外的拍攝花絮，「前往電影院」這個

動作就顯然有著朝聖、也彷彿有著前往特定美術館觀賞畫作原件的意味。對影迷而言，

電影院永遠是一個具有地點特性的美術館，而電影的觀影經驗也無法被新媒體的資訊

接收模式所取代。電影院建構了影迷們對電影的記憶，而那些經年累月地吸收著人們

的氣味與汗液的座椅，也同樣成為碎屑般的影像，沉澱於觀者的影像記憶中。蔡明亮以

8. 本文強調從電影美學的角度來觀察當代影像與錄像藝術的發展，但並不代表本文將電影美學等同於所有影像的創新（而應該

是眾多角度之一，而此角度既然已是重要的角度，本文亦希望指出國內對此面向之關注尚不足）。本文試圖追蹤的是電影美

學在影像與錄像藝術的框架中，如何能從特殊性範疇（專屬於電影研究的脈絡）走向開放性範疇（作為影像與錄像藝術之靈

感）的過程。

9. 電影建築在本文中都單純指涉播映電影的建築（電影院），但為強調電影院本身的空間特色與建築型態與電影產業、電影美

學之間的關係，故以電影建築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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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蔡明亮，〈是夢〉，2007，錄像裝置。圖片提供: 臺北市立

美術館 

圖10 蔡明亮，〈是夢〉，2007，錄像裝置。圖片提供: 臺北市立美術館

圖11 蔡明亮，〈情色空間〉，2010，錄像空間裝置（現場裝置實景）。圖片提供：國

立臺灣美術館

〈情色空間〉為第二屆臺灣美術雙年展的

展品之一，是蔡明亮暨〈是夢〉後首度嘗

試大型影像裝置。雖然仍屬影像裝置之範

疇，但作品中的影像卻僅以極為低限的形

式暗藏於各個房間之中，而整個如同迷宮

的建築裝置則成為彰顯蔡明亮作品之「電

影感」的關鍵，與其經典之作〈河流〉中的

場景有所呼應之餘，更以實際的感官經驗

來取代時間影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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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夢〉展現的，就是電影與記憶透過建築空間後，留下了超越影像本身的記憶痕跡。

分別在2007年於故宮博物院、以及2010年於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的〈情色空間〉

【圖11】，則又將觀影經驗推向另一種路徑。這件作品的兩個版本陸續呈現了蔡明亮

從2007年以來對影像裝置的思考歷程：在2007年的版本中，蔡明亮僅在現場設置了

三個緊鄰彼此的小房間，裡面各自播放不同的影片，但每個房間都放著一張床墊與捲

筒衛生紙。這些小房間令人聯想起小康在〈青少年哪吒〉結尾裡走進一間電話交友中

心，面對著在窄小的房間裡響起的話筒時的茫然表情。但在2010年的版本中，這件裝

置變成了一個有著無數房間的迷宮，房間裡同樣也有著床墊、衛生紙與電視機。但與

2007年版本不同的是，這次的房間忽大忽小，有的窄小到僅容一張床墊，有的卻大到

擺滿了床墊之餘還有空地，眾多房間的唯一共通點就式是每台電視機播放的影像都一

模一樣。這個停駐於各個「情色空間」內的影像是以定鏡拍攝的一張老舊床墊，非但

不情色，甚至有點掃興。

從2007年到2010年，這兩個版本之間最顯著的變化顯然就是空間結構上的突

變，以及影像的縮減。2010年的〈情色空間〉提陳了一種「播放影像的空間可能比影像

本身更像主角」的裝置概念，在這樣的概念中，影像輕輕推動了感官經驗的運作，而空

間的配置才是強化感官經驗的主力。影像在這樣的作品中，更像是用以照亮空間的光

源，就像是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的〈戲院〉系列，將鏡頭開啟長

達一整部電影的時間後，拍攝到的電影螢幕卻是一片白光，而影像裡的主角也因此變

成了白光周圍那座所有細節皆歷歷可見的電影院建築。

2010年的〈情色空間〉雖然呈現的並非電影院場景，但蔡明亮要說的終究是觀看

電影的空間。當觀眾一一入座、燈光熄滅、螢幕亮起後，電影院就像是一座被分割為許

多小房間的迷宮，雖然每個房間裡的螢幕上都播放著一樣的畫面，但每個人所處的房

間卻都因為自身的情感與思維而有所不同。有的人在窄小的房間裡緊挨著螢幕，彷彿

除卻螢幕之外就無任何空隙存在；有的人則在偌大的房間裡徘徊，以時而疏離、時而

靠近的姿態面對螢幕裡的世界。就像〈是夢〉拍攝的是電影觀眾之間的無聲互動，〈情

色空間〉則是讓觀者成為是夢〉裡那零星散布於戲院紅椅上的觀者，自己演戲。過去

在蔡明亮電影中，令人難以忍受的漫長寂寥，在〈是夢〉與〈情色空間〉這樣的裝置作

品中，透過了觀者的遊走而得到鬆綁與紓解。這樣的紓解，一方面是因為影像不再以

近乎壓迫的姿態逼近觀者，另一方面更是因為過去蔡明亮希冀透過電影影像傳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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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張力，如今已透過觀者與空間的直接互動，殘留於觀者的記憶中。蔡明亮的影像

裝置，其實是藉由他對建築空間的關注（以老戲院的紅椅子來再造電影院空間，或以

迷宮式的房間來轉化枯燥的錄像所可能帶來的觀影經驗），來將電影史初期最為注重

的「觀者經驗」還原到一種近乎原始而純粹的狀態。

蔡明亮對觀影空間的關注、甚至為影像搭建起特殊的「電影院建築」（如夢境般

的電影院場景、如同情色三溫暖但卻又與情色全然無關的迷宮世界）的策略，深化了

影像藝術裝置與電影的互動關係，此點可從電影美學與電影產業之間的矛盾來談。以

特殊的電影院建築來強化觀影經驗，是早期電影史的形式特徵之一，然而這樣的特徵

終究被產業規格化的需求所吞噬，最後全世界的電影院幾乎都謹守著同樣的形式：成

排的座椅、碩大的螢幕、布簾與隱藏在牆後的投影機，除此之外全無個性或特色，成

為一只無論播放何種影片都不顯得突兀的規格化容器。這樣的觀影模式使得早期電

影史在映演上的多樣性完全消失，而我們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成為了一種專斷的產業公

式（Glöde, 2010: 105）。電影建築甚至成為一般大眾用以評斷影像的量尺 ── 若觀

眾無法忍受坐在電影院裡看完某部電影，那麼這部電影的價值就會被質疑，而「走出

電影院」、「離開那個播放影像的空間」則成為最直接的批評方式；一部能夠「讓觀眾

填滿整個電影院」、甚至在電影播放結束後以鼓掌與叫好聲填滿整個空間的電影，則

漸漸成為肯定影像品質的必要標籤。

然而，一部僅能吸引零星幾個觀眾的電影，就真的失敗了嗎？一部無法吸引觀眾

從頭到尾都坐在椅子上凝神關注的電影，就真的不具美學成就嗎？影像與錄像裝置不

僅要挑戰電影的規格框架，也要塑造新的「電影觀看」(film spectatorship)，而這樣的

觀看不像電影院裡的觀影經驗有一套「排隊買票、進場前買爆米花、電影開場前還要

看預告片」的模式可以套用，而將可能性完全地開放給影像的展示與播映。伊恩‧懷特 
(Ian White)在探討影像科技的發展史時指出：「電影的觀影經驗不只由影像本身所

構成，也由電影院建築、售票亭、爆米花、放映廳、某種類型但長度一定的敘事影片等

一連串元素所建構」。懷特認為，藝術家的影像藝術作品，讓電影（cinema）這個字，

有被重新定義、區分的需要，而不再侷限於上述觀影經驗所建構起來的單一可能性之

中，而需要被重新定義的內涵不僅包括影像，同時也必須重新考慮安置影像的建築空

間，以及所有相關的形式（2009: 14）。

這樣的重新思量，使影像裝置得以逆轉電影建築的規格化命運，讓影像的播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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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到電影史初期的實驗性狀態，也使得影像的優劣不再必須受制於規格化空間所強

加於其上的量尺。
10
蔡明亮以影像裝置挑戰了過去受困於電影院中的電影，讓不同於

電影院的空間來重新擬定電影觀看的守則。但這並不能證明蔡明亮透過建築連結、甚

至深化電影美學與影像裝置的連結，僅能指出他採擷了電影史早期對電影播放與展

示之多元，
11
進而以電影導演的身分在臺灣影像藝術界豎立起清晰的「後電影」風格。

本文就將繼續探討蔡明亮的影像裝置如何回應電影美學，並且產生一種新的影像造

形性，也就是他如何以影像裝置突破制式電影院建築、進而反抗商業電影的產業範型

與敘事框架之餘，也提陳了不同於藝術電影的美學可能。

雖然〈是夢〉與〈情色空間〉中播放的影像，都像他過去的電影一樣呈現出德勒茲

(Gilles Deleuze)所謂的時間影像，也就是以變化極微的長鏡頭來顯現時延的概念，進

而讓觀者在這樣的時延中體驗到影像裡的真實。但當同樣以長鏡頭拍攝的時間影像

被放置到裝置藝術、尤其是與建築空間產生互動的裝置藝術脈絡裡時，呈現的卻是不

同於德勒茲定義的時間影像，也就是說，德勒茲對時間影像的定義在影像裝置的框架

中必須被重新審視。

德勒茲認為，時間影像最顯著的特徵，在於它與傳統寫實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

「 官能感知－運動神經情境」（the sensory-motor situation）（Deleuze, 1989: 5）。

他認為傳統寫實主義，是以特定的場景來啟動強烈的「官能感知－運動神經情境」，

像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這樣的導演所創造出來的純粹視聽情境，

通常傾向於建立在不具地點特殊性的空曠空間上，這樣的空間獨立於任何意義系統

之外，也因此可能是「任何一個空間」（any-space-whatever）。此外，傳統寫實主義通

常會賦予物件確實的情感價值與意象，但新寫實主義卻不對物件另外附加意義，而強

調它們本身的存在就具有重要性。德勒茲認為，在新寫實主義的視聽情境中，無論是

10. 這樣的重新思量與部署，對於電影創作和錄像與影像藝術創作，有著雙向的影響。影像裝置一方面成為了實踐電影媒介早期

發展出來的諸多美學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新媒體的思維來擴充電影美學，甚至回過頭來鬆綁了電影創作 ── 最好的例子就

是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 ）的電影〈五：向小津致敬〉（Five: Dedicated to Ozu, 2003），這部74分鐘的電影被

分成五段，每段都以定鏡長拍的方式呈現海邊一角，完全無敘事、也無太多的影像變化，有時畫面上只有一截飄動的浮木、

一群看海的狗、又或是在海邊來回走動的鴨群，最後螢幕上甚至只剩下一輪逐漸被黑夜吞噬的月亮倒影，以及黑幕之外的無

盡蟲聲蛙鳴。這樣的作品若以影像與錄像裝置的型態在藝廊或美術館中展出，其美學手段就無任何驚人之處，但〈五〉的特

別之處就是反過來將適用於影像與錄像裝置中的影像搬回制式的電影院與觀影經驗之中，進而提陳了不同的觀看可能。

11. 除了從電影展示的角度之外，蔡明亮的電影本身也與電影史早期所採取的觀察視角有所連結。Jean-Pierre Rehm就從電影美

學的角度指出蔡明亮的電影強烈呼應電影史早期的特色，並且指出蔡明亮創造的真實能盧米埃兄弟的影像接合的真實，這

樣的真實捕捉的是「電影發生之前」的真實。參考Jean-Pierre Rehm (ed), Tsai Ming-liang (Paris: Dis Voir, 1999), p. 25。
12. 例如張小虹在〈臺北慢動作：城市―身體的時間顯微〉中，就以德勒茲的「時間―影像」理論精密分析了蔡明亮的影像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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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角色或觀者都必須以凝視（gaze）來投注於場景與物件之中，也因此創造出另一種真

實與一種以感官作為媒介的如夢般的連結（1989: 4）。以此「如夢的連結」為前提，德

勒茲認為安東尼奧尼的創作有兩大方向：一是發展日常生活的平庸（banality），二是

將角色們推入許多極致荒蕪與非人性的情狀中（1989: 5）。這些特徵顯然都適用於論

述蔡明亮的電影，也不斷地被學者引用為分析許多電影段落的關鍵，
12
但無論是〈是

夢〉或〈情色空間〉，以及稍後要提到的〈鍋爐裡的劇場〉，展現的都並非「不具地點特

殊性」或「任何一個空間」的狀態，而是透過地點的特殊性來強化以空間性開展敘事

的可能。尤其蔡明亮在影像裝置中對物件的使用，更趨近於德勒茲所用以對比新寫實

主義的傳統寫實主義，不但賦予特殊的用途、情感與意象，更強調其在文化系統中的

位置。無論是電影院的座椅，還是那些潔白的床墊與衛生紙，它們在影像裝置裡都成

為啟動觀者心理與影像裝置的總體視聽情境之連結的關鍵。這樣的轉變，與影像裝

置本身就具有的地點特殊性有關，更與蔡明亮對影像裝置的地點特殊性的強調與強

化有關。藉由強化地點的歷史文化特性與情感價值，蔡明亮的影像裝置創造的是一種

遊移於傳統寫實主義與新寫實主義之間的浮動時間影像，這樣的美學開拓不但豐富了

他既有的電影美學，也使其過去被視為風格單一的電影作品有了更具開放性的論述參

照。

二、以影像裝置的定點特性來開展影像空間

〈是夢〉與〈情色空間〉都是利用影像裝置的定點特殊性（site specificity）來創

造出新的電影空間地景，並且將他在電影中不斷重複而顯得近乎單調的諸多元素，

轉化為神秘的感官體驗場域。但〈鍋爐裡的劇場〉則更進一步將城市歷史的脈絡融入

那看似「可能是任何一個地方」的影像空間，以沉澱於建築裡的時空框架豐厚影像裡

的空間表現。這件作品結合了松山菸廠的建築「鍋爐房」
13
、來自中山堂光復廳的電影

椅、拍攝於敦化南路和基隆路口地下道的影像，以及40年代流行偶像姚莉的歌聲。蔡

明亮以定鏡拍攝楊貴媚、李康生與陸弈靜時而獨舞、時而共舞的姿態；這些影像除了

她認為蔡明亮以「寫時主義」來放慢、放大時間感，進而改寫了傳統的寫實主義，將更具強度的情感經驗傳達給觀者，而非以

譬喻的手段來匆匆交代事件。張小虹在本文中更進一步將時間的概念推衍到蔡明亮對身體表演的概念上，論述蔡明亮如何

透過不具演技的真實身體對日常狀態的操作，來突顯生命中的「時間進程」，並且製造出具有粗裸物質性（raw materiality）
的真實。

13. 2001年，臺北市政府將松山菸廠指定為第99處市定古蹟。建立於1937年的鍋爐房，在松山菸廠裡擔負著廠內烹調膳食與熱

水等民生所需的燃煤，因此在建築上也十分特別，必須有大量用以調節氣流的窗戶、爐灶與高達36公尺的煙囪。在建築形式

上，與菸廠裡其他建築同樣採取木架構與磚造的形式，流露出日治時期晚期開始採用的簡潔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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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圖14  蔡明亮，〈鍋爐裡的劇場〉，2011，錄像空間裝置（現場裝置實 
景）。攝影：江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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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蔡明亮，〈鍋爐裡的劇場〉，2011，錄像空間裝置（現場裝置實景）。攝影：江凌青

在鍋爐房一角的爐灶空間中，蔡明亮重現了

他在〈情色空間〉裡拍攝的短片，短片內容

是他在澎湖某窯場拍攝的一張床墊，窯與

爐的意象在此重疊，而鍋爐房的地誌身分

也因此得以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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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投影在鍋爐房既有的牆面上，也投映在為了此件影像裝置所另外搭建起來的諸

多三角形牆面上，因此也製造出這些演員可能同時在不同的牆面上獨舞、遙遙相對的

畫面。【圖12】-【圖14】這些牆面與來自中山堂的老椅子共同佔據了鍋爐房裡的空間，

以一排椅子面對一個牆面的組合，三三兩兩地建構起一個音像、人影與聲光交錯的場

域。此外，蔡明亮還利用了鍋爐房原有的爐灶空間，在裡面放置了數台電視機，播放著

〈情色空間〉中曾出現的舊床墊影像。【圖15】無論是用以安置影像的建築、或是影像

所捕捉的地下道、又或是40年代的老歌與無數人坐過的舊椅子，都是以時光的刻度與

記憶的留痕來醞釀敘事潛能。

蔡明亮對影像空間的精心規劃，使得〈鍋爐裡的劇場〉所生產的觀影經驗與早期電

影提供給觀者的感官衝擊更為相近。雖然兩種觀影經驗在時間上相距了一百年，但卻同

樣具有不可替換的定點特性。在空間上，這樣的定點特性意味著影像空間對觀影經驗的

決定性影響；在影像上，這樣的特性則意味著觀影經驗無法在他地被重複播放與感受。

在這個影像科技媒介多元發展的年代，無論是再小眾的電影，觀者都能輕易取得DVD
以重複觀看、甚至決定如何觀看，觀看的空間、氛圍與時間分配已不再是導演能夠決定

的變因。由此觀點來看，當代影像裝置其實比制式的電影，更像原始的電影。而當影像

裝置被搬到特定的建築裡，創作者也就更為徹底地實現了原始電影的第二生命。

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略提到影像裝置以多元取徑回應電影史，現在則要更進一步

論證蔡明亮如何透過建築來實踐影像裝置對電影美學的回應。麥可‧紐曼(Michael 
Newman)在探討90年代以後的影像藝術時，指出當代影像藝術將既有的電影史轉化

為豐沛的素材，並且大致從下列幾個方向來回應電影史（2009: 88-94）：

一、 將影像帶入藝廊空間，是 對早 期電 影史 上的「吸引力電 影」（c i n e m a  o f  
attraction）的展示美學。觀者不再被固定於座位上，也因此能像電影史初期的觀

者那般以更直接的方式對影像作出情感回應。

二、 以循環播放的方式來與電影的線性敘事形成對比，並且推翻結局的意義，使結構

更為神秘如謎。

三、 對既有電影片段的運用與延伸，甚至完成電影情節中未竟之事。

四、 呼應電影媒介的變化。當代的觀者能在播放DVD時任意中斷、重複或快轉影像，

而這些因為媒介變遷所形成的影像質變則被藝術家們用以當作創作的素材。

五、 將幕後的攝製過程作為影像的主體，推翻電影對影像成品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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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藝術與電影

上述特徵當然並不能涵蓋當代影像回應電影史的所有路徑，但本文要繼續推論

的，是當蔡明亮這樣的電影創作者跨出電影媒介，而同時以影像裝置的方式來回顧電

影史時，這些美學特徵又會發生何種系譜上的變動與延展。

被劃定於藝廊與美術館範疇的影像裝置作品，雖然呈現的是運動影像，但觀者卻

時常將其當作另一種靜態作品來欣賞，甚至如同在欣賞畫作與雕塑時一樣，會想逼近

作品以觀察細節。而將運動影像投射於建築而非螢幕上時，則更會強化了這樣的心理機

制，因為抽離了螢幕後的影像，與其說是電影，反而更像是具有動能的透視畫，就像孫

松榮指出的「『展示的電影』已脫離了連鎖的敘事性與「再—現」向度，而朝「造形性」

（plasticité）、純粹的「視覺性」甚至「繪畫性」的面向趨近」（2010: 21）。因此在影像

裝置中，影像的運動並非如同電影裡的那般理所當然，反而會因此發展出各種可能，像

是靜態影像的插入與平面圖像的蒙太奇等，進而擴充了既有的電影語法與規格。

但要深入探究〈鍋爐裡的劇場〉，則又必須超越「展示的電影」的概念。這件作品

的影像部分，是三位演員在一處空曠無人的地下道時而獨舞時而共舞的段落，以循環

播放的方式出現於既有的建築牆面與另外搭建的數面三角形牆面上。這件作品的一

圖16  蔡明亮，〈鍋爐裡的劇場〉，2011，錄像空間裝置（現場裝置實景）。攝影：江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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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極為關鍵的造型性來源，是漫遊於牆面與座椅之間的觀者在趨近螢幕時所產生的

身形投影，這些投影會因為觀者與投影機的距離改變而產生尺寸變化，而當觀者逐漸

往播放影像的牆面走去時，還會出現觀者逐漸往地下道走去的效果。【圖16】這樣的影

像造形運動雖然是藉由簡單的投影機制所生成，卻因此成為連結這件作品的兩個建

築元素 ── 鍋爐房與地下道的關鍵。從一方面來看，影像裝置本身的物質性，使得螢

幕內外的建築空間有了連結的可能。從另一方面來看，鍋爐房的歷史文化特殊性使得

影像裡的空間在往螢幕外的真實延伸時，能製造出更具辨識度的敘事潛能。在這個層

面上，影像裝置裡的建築使得作品本身能與電影敘事有了更為精確的連結。影像之外

的真實空間，使得影像裡的世界有了另一個通往德勒茲所謂的「如夢連結」的出口，而

非被侷限在單純的美術館體系裡，被當作附掛於美術史脈絡的靜態原件來觀看，而應

該被視為一種「現場表演的電影」（Live Cinema）。在這個現場表演中，一但觀者通

過了建築的入口，就進入了這場即時播放的電影中。

在討論「現場電影」這個概念時，蓋伊‧宣威(Guy Sherwin)指出「投影機可能與

攝影機一樣重要」（2011: 252）。這種對機器物質的重視突顯了建築空間在影像裝置

裡的重要性 ── 因為不同的建築必然會造就不同的投影質地，就像楊福東在〈八月

的二分之一〉中展現的建築－影像景觀。〈鍋爐裡的劇場〉就以鍋爐房的特殊空間性與

投影機的物理特性來呼應影像裡的地下道空間。從鍋爐房的建築來看，其挑高的空間

與垂直排列的大量窗櫺與木造橫梁等幾何輪廓，使得影像中的地下道之透視結構得以

被延展，而與鍋爐房的建築結合為一個整合性的空間；從投影機的裝置來看，觀者的

身體存在能以投影的型態進入地下道空間，成為蔡明亮這支「地下道之舞」的流動舞

者，與影像裡的角色一樣在不同的牆面上徘徊，也為這支循環播放的既定影像節奏添

上裝飾音。

此外，再從蔡明亮作為電影作者的身分來看，亦可發現其影像裝置對其電影創作

進行擴延的動作，而建築又如何成為此擴延程序中的關鍵。回應本段開頭所提到的定

點特性，蔡明亮的作品總是在具有類似特徵的建築中停留：例如出現於〈青少年哪吒〉

（1992）、〈河流〉（1997）、〈你那邊幾點〉（2001）裡的老舊公寓與每部戲裡都出現

的李康生一樣，成為了串連這些作品的具象符號；〈洞〉（1998）甚至以同一座公寓社區

與室內市場建構起全片的視覺節奏；而像〈愛情萬歲〉（1994）裡的各式空屋與〈不散〉

（2003）裡即將關門的老戲院更以影像與建築的交融來為為城市的變化留下獨特的電

影紀錄。然而這樣的電影要呈現的並非緊湊且完固的敘事系統，而是在不斷重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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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破舊荒蕪、傷痕累累但又仍屹立存在的場景之餘，流露城市生活的內在節奏。

三、建築：影像作為一種建築，或建築作為一種影像

建築師其實比藝術家更早開始以多媒體裝置來探索建築與當代音畫媒介與聲

光科技的關係。在錄像藝術於60年代出現於藝廊之前，柯比意早就在1958年的世界

博覽會中，與音樂家伊阿尼斯‧澤納基斯(Iannis Xenakis)、艾德格‧瓦瑞斯(Edgard 
Varèse)合作，以電子詩的概念呈現聲光投影，創造出「空間性的音樂」，這個極具實驗

性的計畫開啟了以建築串聯音畫媒介的模式，藝術界則要到了90年代才開始探索這

個領域。要進一步探討建築如何能作為串聯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關鍵，就必須先從

更為廣義的角度來探討建築結構在美學裡的重要性。烏利希‧盈高(Ulrich Winko)指
出，建築與音樂一樣，都奠基於「能以數值關係來解釋的秩序結構上」（2009: 43），

這樣的數值關係運用於音樂上，建立的就是旋律的平衡性；而運用在建築結構上，呈

現的就是比例的協調感。盈高的概念如今已成就一種示範建築能如何與其他藝術媒

介產生連結的範型，而影像與錄像藝術脫離了文學式的敘事流向，而以循環播放的結

構來建構其存在的實體，也因此具備了與上述兩項媒介更為接近的數值關係。

蔡明亮顯然深諳這樣的音樂曲式（或建築比例）與影像藝術並置時，能在交錯的

數值間產生新的結構，而這樣的結構又如何能擴充制式的電影規格。白大維就曾指出

蔡明亮的電影雖然看似無聲，卻具有音樂性極強的規律音韻，藉由「象徵符號的反覆

再現震盪出某種戲劇張力的憂鬱樂音」（2009: 302）。在談到他的電影與都市環境的

關係時，蔡明亮也指出他的拍攝準則是將真實的城市轉化為一種影音符號系統，因此

對他而言，街道、橋墩、巷弄，都像是戲劇舞台，電影真實並非百分之百的現實。他想拍

攝的是他個人眼中的臺北，而非臺北原有的樣子（Rehm, 1999: 113）。這樣的系統，

也與白大維所指的「音樂性」能有諸多連結；而〈鍋爐裡的劇場〉，顯然則以影像裝置

的迴路播放系統，製造出比電影作品更為清晰可辨的曲式。這件作品以松山菸廠的日

治時期建築作為核心、也作為一個可讓其他媒介與概念穿透的平台，再讓影像與音樂

共同環繞、穿刺這個核心，進而建構起一種有別於傳統觀看經驗的數律關係。在這樣

的平衡結構中，投影於牆上的影像也成為建築的一部分，共同支撐起人們對此老舊建

物的感官經驗；同時建築也成為一種影像，跟隨著投影機發射的光芒，遁入了那循環

播放的影像次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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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鍋爐裡的劇場〉中，影像不僅是無實際形體的光影所構成，更是建築結構的

一部份、也是「內在節奏、心理狀態與氣氛」的一環。蔡明亮要表現的不僅是老建築、

老歌與老電影，更是沉澱於這些舊日之物中、而難以被當代文化所包容與再現的氛

圍。無論是廢棄的電影院座椅、沒有行人經過的地下道、或是不再運作的鍋爐房，蔡明

亮關注的都不僅是物件本身，更是它們「正在消逝中」的姿態。在談到90年代後的影

像藝術特徵時，紐曼還特別指出另外一點，就是當代藝術家善用影像藝術的多元可能

來處理歷史，尤其是歷史與私密敘事、主觀經驗與幻想的關係，以及歷史與空間、地理

與時空的關係（2009: 98）。〈鍋爐裡的劇場〉就是以這些角色們在冷清的地下道裡跳

舞的段落，來以一種飽含私密情感的書寫，展現城市空間與住民的關係。

吉麗安娜‧布魯諾(Giuliana Bruno)在她探討建築與視覺藝術之關係的著作中，

指出蔡明亮是繼安迪‧沃荷（Andy Warhol）、安東尼奧尼與香塔‧阿克曼（Chantel 
Akerman）之後，將「時間的建築學」（architectonics of time）呈現得最好的東方導演

（2007: 200）。布魯諾所謂「時間的建築學」，是導演們如何以鏡頭來凝視那一個個被

角色們離棄的空間，並且如何在毫無敘事進展的狀態下展現靜默空間中的時間流逝。她

也強調，空間在這樣的影像中並非實體結構，而是一種氣氛式的心理狀態 ── 布魯諾

的論點，可以幫助我們以建築來連結蔡明亮的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蔡明亮對電影的

理想無疑是傳統的、是由對投影光束與日常景觀的迷戀所凝聚而成的，正如布魯諾所

說的「沒有演出，唯有空間在演戲」（2007: 209），蔡明亮電影中的建築就和他慣用的

演員一樣，都是用以成就一種內在節奏、心理狀態與氣氛的演出者。我們可以說，在蔡

明亮的電影中最重要的美學與敘事核心就是「蔓延」的狀態，從城市的外部到內部、從

公眾場所到私密場所等。例如在他的前兩部作品〈青少年哪吒〉與〈愛情萬歲〉中，這樣

的蔓延狀態是以大雨、工地等重複出現的隱性象徵符號來展現蔓延於各個都市人內心

裡的孤獨，而在〈河流〉與〈洞〉中則以顯性的病痛與病毒來直述這種蔓延的狀態。

這樣的蔓延狀態，要如何透過建築來具現？伊莉沙白‧葛羅茲 (Elizabeth Grosz)
在〈身體―城市〉中提到，城市能積極塑造人們的身體，並且在人們的肉身上留痕

（1998: 49）。她認為身體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可以被視為一種「拼貼或集結」的關係，

而非兩個平行或區隔開來的個體。她反對將身體視為次等於心靈的概念，認為這種想

法會限制人們對於城市與身體關係的思考。她強烈質疑將身體視為無感的機器、而將

心靈意識視為「機器中的魂魄」，並且強調身體經驗其實也能與心靈經驗一樣深刻。

葛羅茲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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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其所處的環境，為彼此製造出一種超真實的形式、一種擬真的模式，

這種模式超越、轉化了現實對兩者形象的作用：因此城市被當作身體的擬像，

而身體反過來也被轉化、被「城市化」、被「都會化」為一種獨特的都會身體

（1998: 43）。

葛羅茲將身體與城市視為彼此烙印、留痕、甚至轉化彼此的兩者，而非傳統觀念

所認定的「身體為因、城市為果」、也就是「人類創造城市」的單向關係。當這樣的雙向

關係進入到〈鍋爐裡的劇場〉 ── 一個關照城市裡的古蹟建築與空場景的影像裝置作

品，就是透過觀者的身體來強化「城市被當作身體的擬像」，進而呼應了葛蘿茲「將身

體視為一種能盛裝城市經驗的存在，而這些經驗在肉身上的留痕則成就了不同時代／

不同城市的身體特殊性」的概念。過去，蔡明亮是以電影來隱喻城市與身體的交互作

用，如今他則以裝置的形式特徵來為這樣的交互作用進行更為具體的象徵系統。這件

作品除了以蔡明亮拍攝的影像、松山菸廠的舊建築與中山堂的老椅子串連起符號的總

體性，但又因為投影裝置的特性，使得觀者的身影成為了第四個造形符號。觀者的身影

以黑影的樣態進入李康生、楊貴媚等人跳舞的地下道，見證、也體驗了在那特定的地下

道空間舞動的他者身體。這件裝置本身就像一座供眾多感官經驗來源的城市空間，組

成身體的重要框架與內涵，並且為所有前來的觀者生產了身體的史地特性（historico-
geographic specificity） ── 這樣的定點特性並非傳統電影的觀看姿態所能達成，而必

須透過用以展示影像的建築與影像本身的特殊音像造型互動來實踐。

因此，〈鍋爐裡的劇場〉絕非單純以裝置的概念重現蔡明亮的電影，而兩者最大

的差別就在於對建築的態度。在電影裡，角色們與場景的關係處於一種「失聯」的疏

離狀態，例如在〈愛情萬歲〉、〈河流〉、〈洞〉、〈你那邊幾點〉等片中，蔡明亮都不斷

插入幾位主要角色獨處、進食、便溺甚至自慰的情況；在這些以中景鏡頭呈現的段落

中，作為視覺焦點的人物通常被置放於畫面的中央，而且極為接近畫面的頂端，因而

使這些家居場景呈現出極為壓縮的空間感。蔡明亮藉由特殊的取景與構圖策略，讓尋

常的家居場景充滿了幽禁與孤獨的質地，而這樣的影像傾向可以呼應到理查‧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對於現代社區的論述。森尼特認為現代交通運輸讓人們可以輕易而

快速地穿越不同地方，而這種不斷處於旅行與移動的身體狀態，最終將使人們失去與

特定的地點與空間之間的聯繫，而這種「失聯」的狀態也就造就了新的現代生活模式  
── 也就是將人們囚禁於計畫性建設的現代社區中，而與社區之外的各種地點都失去

了密切的聯繫（1994: 18-19）。蔡明亮反覆使用角色與空間的「失聯」狀態來做為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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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題，而這樣的狀態也使得蔓延於蔡明亮電影中的氛圍（或內在節奏、心理狀態）讓

一般觀者覺得難以忍受。

然而就像紐曼在檢視影像裝置如何回應電影史時提出的幾個方向之一「完成電

影未竟之事」，如果說蔡明亮電影中的角色總是處於煙霧瀰漫般的「失聯」狀態中，近

乎絕望地尋找「通聯」的可能，那麼〈鍋爐裡的劇場〉裡那些終於得以共舞的角色們，

一方面完成了蔡明亮在電影中的未竟之事，另一方面則將建築空間與人物的關係，從

「失聯」且不具地方特色的狀態，切換到更具歷史文化特殊性的層面上。雖然〈洞〉的

結尾已用幻想式的段落來呈現楊貴媚與李康生在葛蘭的歌聲中共舞的姿態，但與電

影前半部的敘事連結觀之，那樣的共舞終究太像夢、也像終極失聯後的幻覺；〈鍋爐

裡的劇場〉切掉了敘事，只剩角色們時而孤獨時而擁抱的姿態，就像是要完成〈洞〉的

未竟之事 ── 也就是讓李康生與楊貴媚在真實中共舞。正如蔡明亮在接受丹尼爾‧

德里維埃(Danièle Rivière)訪談時所說的：「我認為電影中的角色選擇身在哪裡，是

很重要的。這些選擇會展現他們的個人特質，這也是為何我會不斷拍攝城市、家屋、人

們居住的建築」（1999: 103）。建築在他的電影中是用以展現人性內在的媒介 ── 然
而在電影的世界裡，他對「個人特質」的追尋顯然成效不彰，那些低限、破敗而無情感

特色的建築並未為角色們建立起任何可辨識的「特色」，徒有過量的孤寂與情慾無處

揮發。如果說蔡明亮的電影打開了一條都市人的情感陌路、呈現了徒勞無功的追尋過

程，那麼像是〈鍋爐裡的劇場〉這個以特定的歷史建築與物件來強化影像結構的裝置

作品，就是給了蔡明亮電影裡那無盡迴圈的頓挫經驗一個溫柔的和解。電影中的角色

們身處的空間，證實的是都市環境帶給的人的情感壓迫與感官剝奪；影像裝置裡的空

間，則提陳了一個從這樣的挫折狀態中不斷爬起，進而發展出一種日常舞步的可能性。

當李康生與楊貴媚在某面牆上的投影裡跳起舞來，其他牆面上所顯示的空曠地下道，

其實就象徵著蔡明亮的電影。〈鍋爐裡的劇場〉沒有離開蔡明亮電影裡的頓挫節奏，

只是讓這樣的節奏能與平衡優美得如同40年代流行歌曲的影像並存。此外，亦必須強

調以歷史性建築作為展示影像的場所，不但使影像裝置與電影創作的聯繫有了地理

歷史上的特殊性（從電影中角色與地點失去確實聯繫的狀態，到〈鍋爐裡的劇場〉以

建築本身的歷史來呼應角色動態與情感的呈現），同時也指涉了電影院內的放影空間

與電影院之外的城市場所因為這樣的影像裝置而得到了聯繫。這不僅是兩種不同的藝

術型態產生聯繫的理論性現象，也是觀影經驗與美學雙雙開始轉向的文化徵兆。這樣

的聯繫深化了建築串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意義，使兩者之間的關係能從影像上

的層次進入空間性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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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電影美學的角度來看，蔡明亮的影像裝置以不同於電影院建築的觀影空間來

思考影像與記憶的關係，進而呼應了早期電影史對觀影氛圍的關注，同時又開展、延伸

了他既有的時間―影像美學；從影像裝置的角度來看，蔡明亮對建築的關注強化了影

像裝置的播放機制與媒介特徵，也使得裝置作品的定點特殊性有了更為深厚的歷史

文化與情感價值；從建築理論與城市研究的角度來看，影像藝術的迴路特性使其趨近

於建築的和諧比例結構，也因此更能強烈地呼應了蔓延於蔡明亮電影中的城市人的

憂鬱，甚至為這樣的憂鬱氛圍提出一個溫柔的救贖。電影美學、影像裝置與建築在蔡

明亮的裝置作品裡成為一個巨大的迴圈，但最終指向的依舊是他對電影的熱愛。一切

都因電影而生，也因電影而延續。若無電影、以及與電影有關的一切存在，也就沒有

蔡明亮的影像裝置藝術。

因此，我們最終必須回到起點，回到蔡明亮的〈鍋爐裡的劇場〉的入口前，來重新

檢視這個巨大且能不斷繁衍、擴延的迴圈。【圖17】在鍋爐房的建築正面，有著一個

碩大的霓虹燈招牌，門口的玻璃上則貼了一張海報，上面寫著「即日放映：鍋爐裡的劇

場」 ── 就像每家戲院貼出的布告一樣。招牌與海報的存在，提醒了觀者，無論這件

作品如何趨近於當代藝術中的影像裝置，或靠近了美術史的脈絡，它終究還是「一種

電影」，而這樣肯定的姿態就是由這座被蔡明亮轉化為另類電影院的鍋爐房建築來達

成。電影必須是所有論述的前提，電影也是支撐這件作品成為藝術品的關鍵。無論是

〈是夢〉、〈情色空間〉或〈鍋爐裡的劇場〉，蔡明亮都先以特定的建築造型來鋪設觀

看經驗的基礎，進而以此建築空間與影像的多重交涉來開展過去他在電影中以大量

的長鏡頭所塑造的純粹視聽情境，並且再以這些建築空間來安置電影與其他藝術類

型如音樂、劇場與舞蹈的交會。  
 
因此，當我們回到起點，來觀看這件作品的起始 ── 也就是鍋爐房的建築立面

時，必須回溯到電影史的範疇來討論這件作品的美學意義。在正文中已提過，電影史

早期並未發展出明確的電影院形式，而創作者播放影像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但眾人的

共通點就是都想創造出一種能增強觀影感官的氣氛式建築，直到制式的電影院逐漸

成形，而各地電影院空間也逐漸捨棄了不斷變動的實驗模態，往規格化的觀影經驗靠

攏後，強調以電影院建築來強化電影觀看的概念才逐漸式微，直到影像裝置藝術在二

次戰後興起，這樣的概念才又慢慢起死回生。既然目前廣泛為人們所接受的電影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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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並非從電影史初期就已確立的，那麼在電影媒介深受新媒體與網路挑戰的當代，

觀影經驗也必定再次隨著媒介科技的演進而調整自身的特性與細節，進而建立起新

的範型（如IMAX電影院），而最終電影院建築也會出現空間性的調整與進化。蔡明

亮的影像裝置藝術一方面重溫了電影史初期的觀影經驗，另一方面也預示了觀影經驗

可能產生的美學轉向。蔡明亮以建築作為主要的影像取徑，再以音樂、劇場與舞蹈等

概念為觀者帶來多元化的感官經驗；而這樣的美學不僅與狹義的藝術與電影有關，也

將影響更多文化脈絡的發展與視聽文化的演進，也預示了當代藝術將透過建築空間的

定點特性來創造更具感官強度與情感價值的總體藝術經驗。

圖17  蔡明亮，〈鍋爐裡的劇場〉，2011，錄像空間裝置（鍋爐房建築立面）。攝影：江凌青

蔡明亮將鍋爐房的立面轉化為制式的劇院型態，以看板、海報等符號來強調此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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