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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鯊魚皮與漢服運動 

  兩種衣服，一個尖端先進，一個極其古老，彼此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因為一

場全球矚目的運動盛會，而產生了貼擠與連結。 

  第一種是名為「快皮」（Fast Skin）、俗稱「鯊魚皮」（Shark Skin）的高科技

泳衣，由跨國企業「速必濤」（Speedo）公司專利研發而成，自 2000 年問世以來，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衣護體」方式，幫助各國泳將不斷刷新世界記錄。對各

國參賽選手而言，在當前以 0.01 秒決勝負的國際泳壇，「鯊魚皮」高科技泳衣之

即時出現，便成了奪標與否的致勝關鍵。但為何是「鯊魚皮」？此泳衣之所以暱

稱「鯊魚皮」，正在於成功具體展現當代「衣體成形」的塑化技術，亦即「人皮」

與「鯊魚皮」的完美「模控學合成」（cybernetics）。此技術透過最新科技的「仿

生學」，「模擬」海中鯊魚身上層層交疊的盾鱗，再運用奈米科技在織品表面，創

造出無數肉眼無法辨識的綿密Ｖ形「縐摺」溝槽，造成織品平滑「表面」的「深

度」粗糙化（表面作為一種「縐摺」的深度，讓表面與深度、光滑與粗糙不再二

元對立），用來改變紊流邊界層的結構與速度分布。 

    與此同時，此神奇泳衣也捨棄傳統織品的接縫方式，以超音波黏合技術一體

成形，其緊縮彈力較一般泳衣強 70 倍，乃是直接壓迫包塑人體肌肉線條，讓泳

衣與身體肌肉間完全沒有任何得以消耗能量的震動空隙。更有甚者，鯊魚皮泳衣

還據稱將當前航太科技研發出的聚氨酯材料（原本用來降低太空船穿過地球大氣

層表面的摩擦阻力），塗抹於泳衣表面，以降阻增速。故鯊魚皮乃號稱當今世界

最輕最快最密合的泳衣，能有效降低水中阻力 10%，降低氧氣耗損 5%，乃二十

一世紀全球泳壇趨之若鶩的最新「高科技時尚」運動商品。 

  第二種則是強調「衣裳相連，披體深邃」的「深衣」，此乃中國古代的一種

袍服，基本形制為交領（兼有盤領與直領）、右衽、寬袖、繫帶。深衣與其他中

國古代上衣下裳不相連屬的冕服與元端服不同，深衣作為袍服的最大特色，乃在

上衣下裳分裁但在中間加以縫綴連屬（周錫保 54）。根據記載，深衣形制「出現



於春秋戰國之際，盛行於戰國、西漢時期。不論尊卑，男女均可著之。其地位僅

次於朝服。東漢以後多用於婦女。魏晉以降，則為袍衫等服代替。深衣制度亦隨

之淹沒」（《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140）。但這原本屬於中國古代的深衣形制，卻

在當前由中國網路年輕世代發起、強調「華夏復興，衣冠先行」的「漢服運動」

中「重新出土」，並被標舉為中國自上古到明代「衣」脈相承、最能代表華夏文

化認同的二十一世紀漢族服飾。根據中國傳媒的報導，此號稱透過網路集結而在

中國各地冒現的「漢服運動」，聲勢或大或小，紛與不同的傳統儀式或節慶相結

合，「湖北、北京上千名學生身穿漢服在邊鐘聲中完成『成人禮』、十幾位合肥青

年身穿漢服推廣傳統文化、二十餘名成都市民穿漢服過冬至節、西安市十餘位網

友身著漢服『祭天』等」（〈回顧之三：中國人的大國情結〉）。而這些報導中參與

者所穿著的「漢服」，主要皆奉行此寬袖大袍的「深衣」形制。 

  但這兩種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衣服，究竟可以產生怎樣的貼擠與連結？「快

皮」與「深衣」、「鯊魚皮」與「漢服運動」究竟可以啟動何種「現代性」的「縐

摺」思考？就在 2008 年夏天北京奧運會游泳競賽場地「水立方」的現場，號稱

「第四代」的連身式鯊魚皮泳衣再度大放異彩，奪金選手中穿著此款泳衣者超過

九成，而勇奪八項金牌的美國泳將「飛魚」菲爾普斯（Michael Fred Phelps），更

成為此運動時尚品牌的最佳代言人。但就在此「神奇泳衣」引起全世界驚訝目光、

成為北京最耀眼「奧運戰袍」的同時，漢服運動的「深衣」卻以一種「缺席」不

在場的方式與北京奧運失之交臂。2007 年 4 月由中國一百多位大學與民間機構

的教授、博士與學者簽名、二十家中國網站聯合發佈了一份漢服倡議書，內容乃

針對一年後即將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要求將漢服指定為北京奧運會的禮儀服

飾，並希望中國漢族運動員在開幕式中能穿著漢服進場。倡議書中指陳 1964 年

東京奧運的禮儀小姐穿和服，1988 年漢城奧運的禮儀小姐穿韓服，皆有其歷史

文化的延續性與代表性，故應以「深衣」而非少數民族的「旗袍」、「唐裝」（「馬

褂」）或歐美人士的「西裝」作為代表華夏文明的服飾。當然此少數人的網路倡

議，立即被指摘為乃狹隘大漢民族主義的復辟，嚴重忽略中國乃多民族的國家組



成，此網路連署漢服倡議書遂曇花一現、無疾而終。 

  而 2008 年奧運會的現場，禮儀小姐身上穿的是「旗袍」，中國國家代表隊的

領航運動員姚明身上，穿的是黃襯衫紅西裝（以顏色呼應中國國旗的配色，但也

被不買帳的鄉民譏為「番茄炒蛋」）。而 2008 年奧運結束後，有關「鯊魚皮」泳

衣作為壟斷市場的「高科技外用興奮劑」或「穿在身上的禁藥」之爭議更甚囂塵

上，國際泳聯終於決定痛下殺手，宣佈自此禁用此類高科技連身長泳衣。但作為

北京奧運現場最光芒耀眼、也是最後一瞥的「鯊魚皮」，與作為北京奧運現場根

本不曾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的「深衣」，兩者之間究竟能產生什麼樣的（非）關係？

「鯊魚皮－深衣」的配置，給人的第一個反應當然是古／今、中／西與快／慢的

最強烈對比，一邊是最新最快最科技的時尚運動商品，一邊是最古老最儒雅最緩

慢的中國傳統服飾，而在「鯊魚皮」的時代談「深衣」復興，確實難免給人不知

今夕何夕的時空錯亂之感。但我們也不要以為二十一世紀初的這波「漢服運動」

特立獨行，回頭看看上一個世紀之初，「漢服運動」也是一樣狀況百出。剛坐上

民國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就穿著十二章袞服到天壇主持祭天大典。同年學者錢

玄同就職浙江教育司長，據稱身上穿的乃是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身體力行並藉

此推廣其所發表的〈深衣冠服說〉。康有為之女康同璧在 1910 年亦組「復古女服

會」，倡導恢復漢朝女子服飾；「今萬國所共競者，豈非文野之別哉？……中外古

今女服無不長裙翩翩者，圖畫器物皆可具考，從未有短衣無裙者。建議採取中國

古制：高髻長裙束帶尖履．．．酌加今制，豈非合今古、通中西之制乎？」。然

而此處並非要將本世紀之交零星出現的「漢服運動」與上一個世紀之交零星出現

的「漢服運動」視為如出一轍，畢竟清末民初冒現的「漢服運動」，乃是改朝換

代之際的「亂世亂穿衣」，無有章法之際，乃訴求古制。而二十一世紀初的「漢

服運動」則是透過網路動員、透過影像複製，以 80 後年輕世代為主體所帶出某

種在視覺與裝扮形式上的「角色扮演」（cosplay）。故「漢服運動」的問題，不能

僅停留在思索其是否能召喚民族意識的回歸，激發文化主體的自覺，或批判其是

否僅為抱殘守缺、泥古不化，自陷狹隘偏激的民族主義情緒。「漢服運動」必須



被「問題意識化」：中國近現代歷史為何始終未能好好處理「身體－服飾」的表

面？為何三不五時就要發作一陣有關「國服」認同的病狀徵候？ 

    就以這波倡議「深衣」的「漢服運動」為例，表面上看來中國作為「大國崛

起」的文化自信，似乎藉由北京奧運的舉辦，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就在此

高峰之中，也讓我們再次看到中國「時尚現代性」百年來的歷史糾結，「衣」舊

難解。我們不禁質疑：為何「線性進步史觀」所帶來的速度焦慮感，不論是超英

趕美還是超克現代，至今仍揮之不去？為何昔日的「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依

舊如此擺盪在不堪回首的恥辱象徵與復古鄉愁的認同投射之間？為何在辛亥革

命將屆百年之際舉辦的北京奧運，旗袍與唐裝（馬褂）依舊被部份人士視為可疑

可議，雖然其用語已從「異族」改為「少數民族」？而更為可疑可議的則是「西

裝」，彷彿中國人斷斷續續穿了一個多世紀的「西裝」，依舊不是「中國現代」服

飾，而是原屬於且專屬於「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服飾，彷彿一下子讓人又掉回

中國／西方、傳統／現代（要中國就無法現代，要西方便得捨棄傳統）的泥淖裡

動彈不得？這波倡議「深衣」的「漢服運動」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也不得不面對，

中國「時尚現代性」百年來糾結在西風東漸，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文化傳承上

的諸多問題依舊未解，即便在「大國崛起」的當下，還是以不可預期的「身體－

服飾」徵候，無預警召喚著近現代中國歷史創傷與文化記憶的斷裂論述。 

    而本書正是要以此「身體－服飾」的徵候為出發，但主旨不在於如何閱讀這

些「身體－服飾」徵候，而在於如何讓這些「身體－服飾」徵候「去病徵化」？

如何讓「旗袍」不再鬼影幢幢，讓「西裝」不再只是帝國殖民壓迫下揮之不去的

「服」號？如何走出「創傷現代性」的悲情？如何跳脫「線性進步史觀」的套式？

而《時尚現代性》一書正是想要以「舉重若輕」、「具體而微」的方式，重新面對

且重新處理這些議題。全書共分為八個主要章節。前兩章為全書的理論開展，後

六章則分別進入不同的服飾裝扮細節項目，以開展理論文本與身體－服飾文本的

交織。第一章以班雅明與德勒茲的「縐摺理論」為出發，鋪陳「歷史哲學」作為

「力史摺學」的關鍵，正在於將「時尚」的創造變化視為「合摺、開摺、再合摺」



的時間運動。第二章透過重新閱讀班雅明的〈譯者的職責〉，提出「翻譯縐摺」

的概念，並以「同字異譯」的方式，展開「翻新／時尚」、「現代／摩登／毛斷」

等字組在概念上的「分裂雙重」與性別差異，也以「同音譯字」的方式，展開「Shame

代性－羨代性－線代性」、「行勢－形式」等字組在概念上的差異微分。第三章與

第四章分別就「男人在頭，女人在腳」的中國 Shame 代性恥辱著手，第三章談

男子辮髮，第四章談女子纏足，企圖將「創傷現代性」的時間災異斷裂，轉化為

「踐履現代性」的時間連續變化。第五章從民國初年的鴛鴦蝴蝶派小說雜誌《眉

語》封面切入，談「時裝美人」的圖像流行，並由此分梳出「陽性現代」與「陰

性時髦」之間的時間感性差異。第六章從《婦女雜誌》的女子服裝改革徵文切入，

談「曲直寬窄」如何可以從「身體曲線」的服飾描繪，抽象到「縐摺曲線」的「微

偏」，並以「摺摺連動」的動勢，打破線性進步史觀所建構中／西、傳統／現代、

寬衣／窄衣、直線／曲線、平面／立體的二元對立系統。第七章以殖民地台灣「旗

袍縐摺成洋裝」的歷史案例為出發，回頭探討 1920 年代上海平直旗袍與巴黎直

筒洋裝，作為「拓樸連結」的可能，並嘗試以「中西合襞」的柔軟摺疊，鬆動「中

西合璧」所預設文化作為剛性粒子的集合想像。第八章則聚焦於化學合成染料陰

丹士林藍，一方面從「質量體戰爭」的宏觀層次，看其如何進入中國壟斷市場，

如何連結兵戰與商戰，如何建構現代視覺政體與國民身體，更如何集結出各種時

尚現代性的資本與國族編碼，而另一方面則從「分子化運動」的微觀層次，看陰

丹士林藍如何滲透浸染棉紗棉布，如何給出鮮豔明亮的情動力強度，如何創造身

體膚表－染色面料－視網膜－大腦皮質界面觸受的變化異動。 

    北京奧運讓尖端科技的鯊魚皮與古代深衣擦肩而過，卻讓我們開啟了「時尚」

作為中國現代性另類「方法論」的探索契機。 

 

第一章  時尚的歷史摺學 

楔子：林則徐的褲子 



    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中，鴉片戰爭慘敗的相關史料，總是讓人如此不忍卒

睹，而後《南京條約》的簽訂，更是牽動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的悲憤。但

就在這一片淒風苦雨、哀戚沉重的歷史創痛中，卻有一則令人匪夷所思、不禁莞

爾的記載，串連起「褲子」與「戰爭」非比尋常的關係。 

    一八三九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上奏主戰，其所表列的眾多理由中包括了下

面這一項：「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

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則徐集：奏稿》36）。

林則徐在此大膽自信地向道光皇帝表示，「英夷」的擊刺能力差，惟靠槍砲而已，

若能順利引誘其上岸，就有把握將其一舉擊潰，而其中的關鍵正在於「英夷」雖

人高腿長，但腿足皆「纏束緊密」、屈伸不便，為其弊也。而一年後林則徐又再

度上奏，就同樣觀點加強深入說明：「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該

夷則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刃數敵，

即鄉勇平民足以致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髮皆與華人迥殊，吾民齊心

協力，殲除非種，斷不至於誤殺」（《林則徐集：奏稿》36）。此處林則徐所精心

謀劃的致勝戰略，依舊放在「英夷」的軍服弱點之上，謂其一但被誘離上岸，則

將被我方兵勇輕易殲滅，而其中的關鍵依舊是在「渾身裹纏，腰腿僵硬」的弱點，

英軍一擊便倒，而倒地便無法復起，只能任人宰割。 

    但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軍服設計如此笨拙不便，膝蓋不能隨意彎曲，一仆便

不能復起嗎？彼時被視為船堅砲利、所向無敵的英軍，會在軍事武力與軍服設計

上出現如此重大的落差嗎？若中國女人纏足被西洋人譏為野蠻，那被清朝大臣視

為夷狄仇讎的英軍，怎麼更是野蠻落伍到將男人的腿足全部「纏束緊密」呢？欽

差大臣林則徐的觀察，並非純屬道聽塗說，雖然彼時許多的文獻資料皆顯示同樣

的「文化誤識」（cultural misrecognition）。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觀察，乃是依據其

親身與英國商人接觸的第一印象與第一手經驗，正如其在一八三九年七月二十六

日的日記中就早已記載，「惜夷服太覺不類，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

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林則徐集：日記》351）。在林則徐眼中，不倫不類



的英國男性服飾，全身上下包裹緊密，若服飾之「文明」在於「蔽形」，那如此

暴露全身線條的緊窄夷服，就只能以獸形相類比。 

    而林則徐作為號稱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日記中的觀察記載

確有其「穿文化」（trans-cultural）的洞見與不見。他精準地指出包裹緊密的英國

男性服飾，其外型特徵乃「短褐長腿」。「短褐」一詞同時包含了「面料誤識」與

階級歧視。「短」指短上衣，「褐」指粗布，而「短褐」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語境

中，乃是以粗布短衣「提喻」勞動或貧賤階級的穿著打扮與生活方式。十九世紀

英國男性外衣作為「短褐」之「短」，相對於晚清中國男性「長袍」之「長」，自

是粗野不文、等而下賤之。而「短褐」之「褐」，則是以「褐」作為粗布、作為

葛、麻、獸毛粗加工品，去理解並且想像英國商人身上所穿著的服飾面料。林則

徐用「褐」來作面料與階級指稱，有可能是故意曲解或順用成語，硬將毛呢說成

粗葛，也有可能是對西洋面料基本知識的缺乏，而誤判毛呢為粗葛，但就算是誤

判，亦不無展現其對服飾面料「視觸感」（haptic）上的敏銳性。但「短褐長腿」

的觀察中，真正弔詭的乃是「長腿」二字。林則徐對英國人第一印象的「長腿」，

可以有三種相互層疊的可能解釋。第一種當然是生理結構的考量，人高腿就長。

第二種是視覺的對比效果，上衣「短」自能顯得腿更「長」。而第三種則是最為

關鍵的問題所在，會不會正是因為英國男人「渾身裹纏」，尤其腿足「纏束緊密」，

因而拉長了身體線條，尤其是腿部線條。而此緊窄「修長」的身體─服飾線條，

對比於中國鬆垂「寬廣」的身體─服飾線條，當然就更強化英人「長腿」的異常

顯著。 

    那我們是否有可能循此「長腿」的視覺線索，重新回到林則徐奏摺中匪夷所

思的「文化誤識」，看一看林則徐眼中讓英軍「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

的褲子，究竟是哪一種褲子？就鴉片戰爭的圖繪資料與世界軍服服飾史資料觀

之，彼時英軍所穿的軍褲，乃剪裁合身的高腰直管長褲，英挺威武，運動自如，

尤其特顯腿部線條之修長。反觀滿清王朝八旗和綠營部隊的軍服，則是笨重的盔

甲、鬆垮的號衣、布袋式的中長寬口褲，一如服飾學者所言，「還停留在冷兵器



時代，根本不能順應十九世紀飛速發展的軍事科技與戰術」（華梅，《中國近現代

服裝史》2）。但我們此處並非意欲以戰爭的成敗論英雄，而判定英軍修長的「窄

褲」，就一定比清朝鬆垮的「寬褲」要好，雖然此衣飾寬窄的優勝劣敗，難逃後

續定論，尤其是在清末依「線性進步史觀」所推動的服飾改革聲浪中，「寬衣博

帶，長裙雅步」早已被製碼為跟不上時代的落伍失敗。此處所要嘗試的，乃是針

對「文化誤識」所可能展開的一種「推理」行動：為什麼英挺威武、運動自如的

英軍軍褲，會被林則徐等有「智」之士，看成「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

呢？是否肇因林則徐反求諸己，用自己身上所穿與八旗綠營將官兵卒身上所穿的

「中式褲」，去想像英軍將官士兵身上所穿的「西式褲」呢？而以「中式褲」去

想像「西式褲」，究竟會鬧出什麼樣的大笑話或捅出什麼樣的大婁子呢？ 

    就讓我們先來看看「中式褲」與「西式褲」的結構差異。傳統的「中式褲」

乃寬邊大褲腰、大褲襠、無側縫分割，穿著時多為前後無分，而十九世紀穿在英

國商人或英國士兵身上的「西式褲」，則是採分片、分體的服裝縫製法，褲腰、

褲襠、褲腿（褲管）的合身設計，讓腿部線條清楚可辨。而中式褲的寬鬆肥大，

對比於西式褲的合身適體，不僅只是視覺效果與面料多寡的問題，更是剪裁縫紉

技術上的大不同。傳統「中式褲」乃平面剪裁（直線剪裁），褲身與腿部之間所

留空間寬大，而需在褲頭繫帶、褲腳縛帶，而「西式褲」則是立體剪裁（曲線剪

裁）、褲身貼合腿部，壓擠出褲身與腿部間可能的多餘空間，褲頭用釦、褲腳垂

立。所以問題便出在若以「中式褲」的「平面剪裁」，來想像「西式褲」作為修

長合身的直管長褲，那不僅只是視覺形式上的「纏束緊密」，更絕對是身體動作

上的「屈伸皆所不便」。「平面剪裁」的「中式褲」必須寬大，讓褲身與腰腿之間

留有足夠空間，才得以運動自如，而英軍身上不預留內部空間而緊貼著腰腿的直

管長褲，一定雙膝緊繃難以行動。故若就「平面剪裁」的身體─服飾邏輯而言，

林則徐的「合理推斷」乃是一點都沒有錯。 

    那林則徐錯在哪裡？一切就錯在「西式褲」不是「平面剪裁」，「西式褲」之

所以修長合身而又能運動自如的祕密武器，就在於裁切縫合的衣片之上，藏有看



不見的「縐摺」。寬鬆肥大的「中式褲」，收束褲頭或褲腳時，都會出現布料表面

顯而易見的縐摺，而讓衣服與身體之間產生更多的活動空間，但這些「立體」縐

摺皆為「活褶」，鬆開束帶後又會回復原來的「平面」。而英軍軍褲上的是「死褶」，

不僅是被縫線縫死的縐摺，也更是外觀上看不見卻讓軍褲產生「立體」空間的縐

摺。以服裝縫紉的術語來說，即是「省道縫摺」（darts）之所在，亦稱「縫合摺」

或「死褶」：「dart 原為投槍、投箭之意；現指衣服裁片上為配合人體曲線而車合

的長三角形區域，褶尖指向人體凸起處，長短則依所在位置及設計變化，且各有

特定名稱」（《圖解服飾辭典》199）。「省道縫摺」之為「省」，正在於將面料與身

體表面之間的餘量加以摺疊，並用縫線縫死，既可以消除衣片的餘量，又可創造

出衣片曲面的立體感。而「省道縫摺」之不可見，不僅有別於衣服表面因收束而

暫時出現的立體活摺，也有別於在衣服表面以摺曲面料縫合固定而成的立體活摺

（在中國古代此種收摺方式叫「辟積」），「省道縫摺」是摺在面料的裡面，縫死

之後再熨平，從面料表面不易直接辨識，而能辨識的僅為其所創造身體與衣服之

「間」相互貼合的微立體空間。 

    故鴉片戰爭英軍身上「西式褲」的修長合身、運動自如，不僅是剪出來的，

更是摺出來的。服飾史學者多認為「立體剪裁」的出現，乃西方服飾發展史上的

大事，原本古希臘羅馬時期，服裝的形制主要採圍裹披掛樣式（drapery），未發

展出衣片裁剪縫合的概念，而十三世紀日耳曼游牧民族的入侵，帶來了立體剪裁

與行動速度的連結，遂逐漸發展出上下分離、封閉合身的服裝形制與複雜的剪裁

技術，包括多片剪裁與省道縫摺等技藝。故林則徐的錯，不僅錯在以「平面剪裁」

去誤識「立體剪裁」，更在於只有「活褶」而沒有「死褶」的概念。在林則徐的

眼中，明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活褶」痕跡的英軍軍褲，如此緊窄合身，如何有

可能讓膝蓋屈伸自如。看來林則徐的「文化誤識／誤事」，不是出自迷信傳說（鴉

片戰爭時不乏以扶乩術或屎尿陣擋洋槍洋砲，或以虎皮帽、虎皮衣、虎神營去「虎

滅羊／洋」等怪力亂神），也不是純屬對西方人作為「洋鬼子」、「西夷」的怪異

身體想像投射，而是一種合乎常情、合乎常理的「理性推斷」，唯一的錯誤乃在



於林則徐常情常理的「衣」據，乃是以自己身上的「中式褲」做出發，洞視「夷

服」的「短褐長腿」，卻不察「腿足纏束緊密」卻能運動自如的關鍵，正在褲子

之上那些看不見的「縐摺」。 

    而本書以此為楔子，不是要以後見之明去嘲弄滿清大臣的怪誕想法，也不是

要責難「穿文化」服飾知識之匱缺足以誤事誤國，而是希望在沉重的歷史創傷中，

能有「舉重若輕」、「具體而微」的另類切入觀點，以爬梳中國近現代在身體─服

飾表面所冒現的各種奇形怪狀、疑難雜症。而此楔子推理所圍繞的「縐摺」，也

將成為本書在理論架構上的關鍵，不僅只是對衣飾「活褶」或「死褶」的好奇與

興趣，而是企圖將服飾時尚（sartorial fashion）的「衣飾縐摺」與當代的「理論

縐摺」相互連結，以「縐摺」的運動重讀歷史，以「縐摺」的觀點重談國族與性

別，以「縐摺」的感性重回時間與主體。而以下本書第一章的縐摺理論發想，便

將圍繞在兩位主要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

的相關「縐摺」論述中進行，觀看其二者如何得以摺摺相連。 

    但在正式進入理論的鋪展之前，須先說明兩個有關翻譯的問題。第一個是「縐

摺」的用法。法文 pli 或英文 fold 的中文翻譯版本甚多，包括摺子、褶子、摺

曲、皺褶、縐褶等。本書之所以嘗試採用「縐摺」的翻譯方式，乃是企圖以從糸

字邊的「縐」，來開展織品面料的聯想，呼應本書對服飾時尚研究的關注；並嘗

試以提手旁的「摺」來取代「褶」，一方面乃是希望能與純粹作為名詞的法文 

plissemen （褶子）有所區隔，一方面也同時希望能呼應英文 fold 兼具動詞與名

詞的特性。雖說「褶」的衣字邊亦與服飾時尚的焦點疊合，但為強調「縐摺」之

為運動之勢，故選擇「摺」而非「褶」，而在「縐摺」詞語的表達之中，也已有

「縐」作為織品面料與服飾時尚的連結。而本書「縐摺」的用法，也會隨著概念

發展的上下文，靈活轉換為名詞的「褶子」或動詞的「摺曲」。而第二個翻譯問

題，則是圍繞在本書對「歷史摺學」的概念建構，以同音字「摺」與「哲」作為

理論發想的起點，企圖以「歷史摺學」的新命名，帶出原本「歷史哲學」中所蘊

含的力量與流變，並以「時尚」作為此概念化「歷史摺學」操作的核心。以下我



們便將分別進入班雅明與德勒茲的「縐摺理論」，再嘗試以巴洛克「摺學」串連

兩者，結尾部分則是以兩位理論家所列舉之「時尚」案例，來再次說明「歷史摺

學」的可能操作方式。 

一．班雅明：時尚的「虎躍過往」 

    首先，讓我們從班雅明談論「歷史哲學」的著名段落著手，揭露其所謂的「歷

史哲學」為何總已是「歷史摺學」，以及為何其「歷史哲學」的概念發展總已和

「時尚」密不可分： 

歷史是結構的主體，此結構的場址並非同質、空洞的時間，而是充滿當下

（Jetztzeit ）顯現的時間。因而對霍北斯皮耶（Robespierre）而言，古羅馬是一

個充滿當下時間的過往，他讓此當下時間從歷史的連續體中爆破出來。法國大革

命視其自身為羅馬的再生轉世。法國大革命召喚古羅馬的方式，正如時尚召喚過

往的服飾。時尚擁有對時事的敏銳天分，不論其是在何處擾動久遠的叢林，時尚

乃老虎朝向過往的跳躍。然而此跳躍乃發生在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場域。而在歷

史開放空間的同樣跳躍，則是辯證的跳躍，此即馬克思對革命的理解。（“Theses” 

261） 

此段表達乃間接呼應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中對法國革命的看法：革命危機時刻勢將引述過

往的語言、傳統或服飾，來呈顯世界歷史的新場景，一如路德戴上聖徒保羅的面

具，一如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國革命輪番披掛羅馬共和與羅馬帝國的服飾上

陣，亦如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淪為法國大革命的拙劣模仿。只是班雅明此處

的論證，刪除了馬克思著作中原本的嘲諷口吻，而帶入馬克思對「跳躍」（leap）

作為歷史辯證與革命動量的正面想像，並積極放大「時尚」作為此歷史「跳躍」

思考的關鍵核心。 

    故引言一開始，班雅明便展開對所謂傳統「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批判，

指出其乃架構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之上，有別於歷史唯物論所著重的「當下

時間」。班雅明接著便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尚」來說明此「當下時間」的特異性，



如何從「同質、空洞的時間」所建構虛假同一的歷史連續體中爆破抽離，讓法國

大革命以非線性的方式跳躍承接千年以前的古羅馬共和。對班雅明而言，法國大

革命召喚古羅馬的方式，正是時尚召喚過往服飾的方式。因而就哲學概念的操作

觀之，此「跳躍」乃是將兩個原本不相連屬、無立即因果關係的歷史時間點相互

貼擠，產生「辯證影像」（dialectical image），亦即班雅明所謂充滿張力與革命動

量的「當下時間」或「時間節點」（a time nexus, Zeitkern ）。然此「跳躍」非朝

向未來，而是朝向過往，非特意揀選，而是事件發生，再由歷史唯物論者以「建

構原則」（constructive principle）加以辨識（“Theses” 262），故稍縱即逝的「當下

時間」，亦即歷史唯物論者的「當下辨識」（“the now of recognizability”）。故對班

雅明而言，其作為歷史唯物論者最主要的「建構原則」與「當下辨識」，無疑乃

是無階級社會作為原初歷史（primal history）、烏托邦集體大夢或集體無意識的

理想。 

法國大革命的白色長襯衫 

    故若輔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尚史料，當可更加理解班雅明此處「虎躍過往」的

革命動量。彼時的革命服飾體現了階級平等與性別平等的烏托邦集體大夢：原本

代表低下勞動階級粗野不文的「長褲」，取代了代表貴族階級優雅尊貴的「短褲」，

故革命者被統稱為「無短褲黨」（sans-culottes ），而認同革命的男男女女更開始

穿起用白色棉布做成的長襯衫，形制簡單，不分男女，以平民百姓慣用的便宜棉

布，對抗皇室貴族慣用的昂貴絲綢。而此不分階級、不分性別的白棉布長襯衫，

不僅在「視覺形式」上類同於古羅馬共和時期不分階級（雖有不同的外搭方式）、

不分性別的白色「裘尼卡衫」（tunica , tunic），更是在「歷史意識」上的相互呼

應：無階級劃分亦無性別差異的理想社會。此革命時尚所構成的「辯證影像」，

既是法國大革命「朝向過去」的「跳躍」，亦是古羅馬共和「朝向未來」而在革

命當下的「實現」（actualization）。 

    故時尚乃是歷史作為「跳躍」運動的最佳表徵，但班雅明此處亦嚴格區分出

時尚的雙重性。一是統治階級發號施令場域的時尚，亦即班雅明論述中一再透過



馬克思「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與佛洛依德「性戀物」（sexual fetishism）

理論加以嚴厲批判的資本主義時尚體系，一個表面上不斷引述、重複使用過往服

飾風格以創造新異感、實際上卻是以「地獄時間」「虛假意識」重複單調同一的

階級與性別壓迫之體系。而另一面則是時尚作為政治先導前瞻性的可能，其不僅

僅指向藝術的未來流變，更基進地指向「新的法規、戰爭與革命」（Arcades 64），

此乃革命時尚作為歷史哲學概念的真正魅力所在，但卻又極易被資本主義反革命

時尚體系加以混淆模糊，必須透過歷史唯物論者的「當下辨識」，找出稍縱即逝

的「辯證影像」，才能畢其功於一役。換言之，時尚貼擠著最新與最舊，但一面

是具革命創造性的當下時間，另一面則是資本主義表面推陳出新、內裡一成不變

的地獄時間，而班雅明此處正是透過此高難度的「當下辨識」，讓法國大革命成

為古羅馬的再生轉世，在男女革命分子的白色長襯衫上，看到無階級無性別集體

烏托邦的未來實踐，此乃時尚作為「虎躍過往」的真正革命動量所在。 

革命的跳躍即縐摺 

    而此充滿革命動量的「跳躍」（Sprung , leap），在班雅明承續的馬克思主義

脈絡中，正是「縐摺」（Umschlag , folding）的另一種表達。在馬克思與恩格斯

的相關著作中，最早乃是採用「縐摺」來表達「革命」的質變，以有別於「演進」

（evolution）所指向的量變，尤其是在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曾以「縐摺」來

置換黑格爾的「辯證跳躍」，以呼應信中所談論的織品工業（Lehmann 265）。但

不論是馬克思理論原先使用的「縐摺」或後來使用的「跳躍」，皆強調由量變到

質變的劇烈轉換，一如馬克思名言「所有穩固的都煙消雲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Communist Manifesto 77）所傳達由固態到液態的相變，「跳

躍」或「縐摺」所貼擠的（法國大革命作為古羅馬的再生轉世），正是此由量變

到質變的「當下時間」。因而「跳躍」不僅是蘊含豐沛動能的「意象」或「譬喻」，

更涉及「摺」學概念的操作，亦即經由「建構原則」去創造或辨識出「時間節點」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歷史時間點貼擠在一起，產生特異點布置，由量變轉成質

變）。而由「縐摺」或「跳躍」所建構的唯物史觀，便不再是那種由過去現在到



未來、有如念珠般依序排列的線性時間，而是瞬間爆破虛假同一歷史連續體的「當

下時間」，一如革命爆破演進，質變爆破量變。 

    而班雅明的「歷史摺學」不僅有來自馬克思理論「跳躍」即「縐摺」的影響，

更有來自其研究巴洛克時期「單子論」的影響。在《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 ）中，班雅明企圖展現巴黎拱廊街由盛而衰的「經濟論據」，但卻強調這

些「經濟論據」之所以能成為「起源」，不在於因果律，而在於其能給出拱廊街

具體歷史形式的完整系列，一如葉片由植栽「開摺」（unfold）而出（Arcades 462）。

他更進一步說明其所謂「十九世紀的原初歷史」，不是要在十九世紀裡找到原初

歷史的蛛絲馬跡，而是將十九世紀視為「原初歷史的一個源起形式」（an originary 

form of primal history）（Arcades 463）。換言之，十九世紀乃是整體原初歷史所集

結出的一個時代新形象，或所「開摺」出的一個新（葉片）形式。對班雅明而言，

此「開摺」運動更涉及歷史作為「力場」（a force field），一個由「前─歷史」

（fore-history）與「後─歷史」（after-history）所形成力力相衝突、摺摺相貫穿

的辯證當下： 

如果歷史的客體會從歷史承繼連續體中爆破出來，乃是因為其單子結構

（monadological structure）使然。此單子結構首先浮現在此抽離出的客體本身，

以歷史衝突的形式，構成歷史客體的內在（如是其深處），所有歷史的力量與利

益以縮小的尺度進入其中。由於此單子結構，歷史客體在其內在發現其前─歷史

與後─歷史的再現（例如，一如當前學術研究所喚，波特萊爾的前─歷史在寓言

體，其後─歷史在新藝術）。（Arcades 475） 

如果馬克思的「跳躍」或「縐摺」貼擠出非線性「時間節點」、現在與過去的「辯

證影像」（法國大革命與古羅馬），那此處巴洛克單子結構所凸顯的，則是歷史客

體之「內」的「辯證影像」（前─歷史與後─歷史的衝突張力）或歷史客體之「內」

的「時間節點」（既是寓言體、波特萊爾、新藝術作為原初歷史所開摺出的不同

短暫形式，也是波特萊爾作為單子結構，貼擠了過去的寓言體與未來的新藝術，

亦即歷史的摺摺連動）。容或此兩種理論（馬克思主義與巴洛克單子論）的表達



方式與著重焦點有所不同，但班雅明穿梭其間的歷史「摺」學思考方式，卻十分

一致。莫怪乎班雅明曾言「相較於理念，永恆更是衣裙邊緣的縐摺」（“The eternal 

is more than a ruffle on a dress than some idea.”）（Arcades 463）。此裙緣的縐摺之

所以比抽象理念永恆，不僅在於其所體現歷史物質性的細密真切（相較於理念的

抽象形式），更在於此歷史客體之「內」由前─歷史與後─歷史衝突張力所摺曲

而成的「時間節點」或「辯證影像」（白棉布長襯衫作為古羅馬與法國大革命的

貼擠，一如波特萊爾抒情詩作為十八世紀寓言體與二十世紀新藝術的貼擠），充

滿馬克思主義「跳躍」的革命動量與辯證史觀。此看似微不足道又充滿陰性聯想

的服飾邊緣細節，遂成為班雅明歷史哲學的「力場」所在，亦即「時尚」作為「歷

史摺學」思考的核心關鍵所在，正因此處的縐摺已不再只是具備歷史物質性的服

飾細節項目，而能成為歷史作為縐摺運動所體現的「單子結構」，一個歷史力量

與利益集結、前─歷史與後─歷史摺摺相連的「單子結構」。衣裙邊緣的「縐摺」，

遂能如此這般跳脫文學譬喻，跳脫特定歷史時空的服飾文化，堂而皇之成為歷史

「縐摺」運動中最具革命爆破力的時尚「辯證劇場」（Arcades 64）。 

二．德勒茲：世界的「摺摺連動」 

    那另一位「縐摺」理論家德勒茲，又將如何與班雅明論述中所形構的歷史「縐

摺運動」與時尚「辯證劇場」展開對話呢？顯然德勒茲的「縐摺」較不涉及黑格

爾的辯證跳躍，亦不預設馬克思主義的無階級理想，甚至也不像班雅明如此強調

歷史物質性與時尚流變，但德勒茲的縐摺理論，亦是透過巴洛克「單子論」來展

開「縐摺」作為力量與流變的思考，帶出「縐摺」作為抽象機器（而非歷史物質

客體）與虛擬連續體的可能。德勒茲曾在《意義的邏輯》（The Logic of Sense ）

中提及縐摺作為一種特異點的多樣性布置，在《法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中論及油彩縐摺，在《電影 II》（Cinema 

2 ）中帶出思想─影像作為大腦皮質的縐摺。但德勒茲談論「縐摺理論」最重要

的論述，則是集中在《傅柯》（Foucault 1988 ；法文原文 Foucault 1986）與《褶

子》（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1993 ；法文原文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1988）兩本書中。 

《傅柯》：特異點系列的力量布置 

    在《傅柯》一書中，德勒茲嘗試處理晚期傅柯在希臘性學研究中所欲凸顯的

「自我」，一探其如何跳脫傅柯原本對知識與權力的論述模式，而其中的關鍵就

在於以「縐摺」來處理「域外」、「內在」與自我「主體化」的問題：自我的「內

在」乃是「域外」（流變線、流變之力）的縐摺，亦即「內在」由「域外」摺曲

而成，「一個僅僅只是域外縐摺的內在，有如船隻乃是大海的縐摺」（97）。而此

處作為哲學概念操作的「縐摺」，也更進一步被德勒茲連結到服飾時尚的「縐摺」，

例如縫紉技術中的「翻摺」（領邊、袖邊、衣邊的由內翻外或由外翻內）（98），

或服飾、書封等具雙重性、層疊性的「襯裡」（doublure ）（99）。而後德勒茲更

進一步從傅柯的《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 Pleasure ）中整理歸納出希臘主體化

界域形構的四大自我縐摺，亦即四個最主要特異點系列的力量布置：身體（快感）

縐摺、權力（力量）縐摺、知識（真理）縐摺與域外（生死）縐摺（104）。換言

之，此處的縐摺，既指向域外之力的摺曲運動，亦同時指向此摺曲運動所產出的

「流變團塊」、特異點布置。而這種以摺曲「域外」為「內在」，打破內／外二元

對立，形構內─外相連變化翻轉的雙重與襯裡（double, doublure ）之思考路徑，

更被德勒茲視為傅柯「思想拓撲學」（the topology of thought）的基本操作原則：

「去思考就是去縐摺，用共同延展的內在，來層疊翻摺域外」（118）。 

    而該書的附錄〈論人之死與超人〉（“On the Death of Man and Superman”）， 更

嘗試區分傅柯論述中三種歷史形構的不同「縐摺」形式，亦即三種歷史特異點系

列的力量布置。第一個是古典歷史形構的「上帝─形式」（God-form），乃朝向無

限的持續開展與持續揭露，故其核心概念為「開摺」（unfold）（德勒茲並特此說

明為何在傅柯的著作中，大量出現作為名詞使用的「開摺」）（126）。第二個是十

九世紀歷史形構的「人─形式」（Man-form），以死亡的有限性與向內捲闔的方

式，創造有機體空洞的厚度，故其核心概念為「縐摺」（域外摺曲為內在）。第三

個則是當代的「超人」（superman），以有限元素創造無限組合，像是以矽元素取



代碳，以基因取代有機體，以無文法取代意符（如現代文學中不斷回返自身、無

盡開展反身性的句子結構），故其核心概念為「超縐摺」（Superfold）（131）。故

德勒茲對傅柯精彩的重新闡釋，重點不在於列舉或歸納希臘自我主體化包含了幾

種類型的縐摺，或是歷史形構過程中包含了幾種形式的縐摺，而是德勒茲透過「縐

摺」概念的操作，將傅柯文本中的「歷史」變成了「力史」，亦即歷史作為「力

量關係」的湧現與傳動，一種尼采式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129, 131），

所有的「形式」（form）（上帝─形式，人─形式，超人─形式），都是「行勢」

（force） 作為「力量關係」、作為特異點系列的力量布置所「開摺」出的不同歷

史形式。 

《摺子》：巴洛克的摺曲運動 

    而此以「合摺，開摺，再合摺」（plier, deplier, replier ; folding, unfolding, 

refolding）作為歷史創造轉化連續性運動的「歷史摺學」觀點，更在德勒茲的《摺

子》一書中，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該書一開始便從笛卡兒（Rene 

Descartes）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的根本差異處著手，前者強調身／心、

靈魂／物質的「區別且分離」（distinct and separate），而後者則強調身─心、靈

魂─物質的「區別且連續」（distinct and continuous），其關鍵正在於後者所帶入

的「縐摺」概念。對笛卡兒而言，必須先有彼此分離不相連屬的獨立個體，才能

相互區別；但對萊布尼茲而言，物質的最小單位並非可以分割的「點」，而是不

可分割的「縐摺」，因世界乃是遵循「曲率法則」（the law of the curvature）、由「縐

摺」作為摺曲之力所造成的「連續變化」（a continuous variation），故非一粒一粒

的沙粒堆積（點的區別且分離），而是有如「裘尼卡衫」的連續縐摺，不是剛性

顆粒所形成的「結構」（structure），而是有如柔軟織品所翻轉層疊出的「織理」

（texture）（25）。德勒茲亦舉「丑角服」（the Harlequin costume）為例，其外層

與裡層的連續區別，正因為不是從點到點，而是由摺到摺，一如蝴蝶被摺入了毛

蟲之中，而毛蟲正將開摺為蝴蝶一般（9）。 

    因而「縐摺」正是德勒茲在《摺子》一書中，處理萊布尼茲巴洛克思想的核



心概念：「巴洛克不指向本質，而指向一種操作功能，一種特點。它永無止境地

產出縐摺，它不發明事物：有東方縐摺、希臘縐摺、羅馬縐摺、羅馬式縐摺、歌

德式縐摺、古典式縐摺等等。巴洛克特點在翻轉扭曲它的縐摺，將這些縐摺推向

無限，縐摺覆蓋縐摺，縐摺堆疊縐摺」（3）。而「縐摺」作為巴洛克的核心操作

概念，更與萊布尼茲的「單子論」連成一體。「單子」原本乃是萊布尼茲《單子

論》中區別且連續的簡單實體，有向內包封（envelopment）與向外開展

（development）力量的「一」（23），亦即「包摺」（implication）與「展摺」（explication）

的連續傳動。而此「一」乃屬「宇宙同一」（a universal Unity），故單子作為「一」

的包封與開展、闔摺與開摺，乃由「宇宙同一」的「共摺」（complication）所驅

動（曲動）。因而「單子」可被視為「微縐摺」，既包含了「包摺」、「展摺」與「共

摺」的三位一體，也呈現了「一與多摺」（One-Multiple）的關係：在「一」的個

別單元裡，包含了整個系列或世界（26）。故單子作為微縐摺，其所導向的巴洛

克世界觀，正是世界作為「縐摺接著縐摺」或「摺摺連動」（fold after fold）（33）、

無窮無盡的縐摺運動：「我們仍都是萊布尼茲主義者，即使諧和不再是我們的世

界或文本。我們正發現新的縐摺方式，近似新的包封方式，但我們仍全是萊布尼

茲主義者，因為攸關緊要的總是合摺、開摺、再合摺」（137）。 

    故德勒茲《摺子》一書中的「縐摺」，不只指向巴洛克時期繪畫、雕塑、音

樂、文學、服飾、數學、城市、建築、物理學的表現，更在於「縐摺」作為一種

哲學概念的基進性：將世界涵納於內的單子，將外翻轉為內，將表面翻轉為深度，

從表相摺疊出本質，從物質摺疊出靈魂。故單子或主體乃是「各種不同縐摺的拓

撲學」（a topology of different kinds of folds），文藝復興單子不同於巴洛克單子，

乃在於其縐摺形式的不同，而巴洛克單子的特色，便是「朝向無限性的縐摺」（the 

fold to infinity），讓所有的縐摺都在縐摺之間（between two folds; pli selon pli ）

（13），亦即世界的「摺摺連動」。因而在此「摺摺連動」、不斷區別且連續的世

界裡，所有的「形式」（form）都是「行勢」（force）的摺曲，一如所有單子都是

「宇宙同一」的微縐摺。誠如德勒茲所言︰「揭露其織理的物質，乃成原料，如



同揭露其縐摺的形式，乃成行勢」（“Matter that reveals its texture becomes raw 

material, just as form that 

reveals its folds becomes force.”）（Fold 35）。於是在巴洛克朝向無限的縐摺運動

中，「形式」不再抽象永恆，不再獨立區隔，「形式」乃由複數力量或「行勢」摺

曲而成，「形式」的轉變與摺曲所指向的，正是世界之為縐摺運動，亦即域外之

力的「合摺、開摺、再合摺」。 

三．時尚─力史─摺學 

    接下來便讓我們分別以班雅明談論的「女性腳踏車裝」與德勒茲談論的「巴

洛克服飾」為例，來進一步說明兩人在縐摺理論上的相互會通，與兩人在時尚作

為「歷史摺學」核心概念上的差異所在。班雅明在《拱廊街計畫》中，曾以十九

世紀末的女性腳踏車裝，來展開其「歷史摺學」的思考操作。他指出十九世紀末

法國畫家薛黑（Jules Cheret）所製作的海報，呈現時髦解放的巴黎女性，騎乘著

腳踏車奔馳，身上的服飾輕盈飄逸，讓身體的速度感成功轉化成衣飾的流動性。

而此海報所呈現的女性腳踏車裝，立即被眼尖的班雅明指認為「運動裝早期無意

識的預兆」（Arcades 62）。接著班雅明更基進地辨識出女性腳踏車裝、工廠、汽

車之間的連結關係。他指出女性腳踏車裝的「運動表達」，乃與傳統女裝的優雅

模式相互纏鬥，正如最早的廠房以住家為依歸，亦如最初的汽車車身以馬車車廂

為模仿。 

    班雅明此處簡短卻精準的時尚案例分析，顯然包含了多個層次的「歷史摺學」

操作。第一是歷史時間的縐摺，指向十九世紀末女性腳踏車裝，作為二十世紀二

○年代女性運動裝「單子結構」中所貼擠的「前─歷史」（前摺），一如十八世紀

寓言體，作為十九世紀波特萊爾抒情詩「單子結構」中所貼擠的「前─歷史」（前

摺）一般。第二是現代性的「運動行勢」在不同形式中的表達：「海報」與「腳

踏車裝」皆為現代「運動表達」所開摺出的不同形式，海報不僅只是以複製圖像

的方式，去再現腳踏車與穿著腳踏車裝的巴黎女性，海報本身作為現代圖像新興

形式的快速製作、複製與流通，正與腳踏車裝所標榜的移動速度若合符節，此亦



即為何班雅明視「海報」的出現，乃現代生活「新速度」的表達（Arcades 64）。

第三則是現代性縐摺之力對「腳踏車裝」（服飾時尚）、「工廠」（生產空間）、「汽

車」（移動裝配）的「解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令原本似乎毫不相干的三

者產生「拓撲連結」，形構出現代性作為「縐摺運動」的「毗鄰不可區辨區」。分

而觀之，「腳踏車裝」、「工廠」與「汽車」都是既有「形式」的再縐摺，由既有

的傳統女裝翻轉出腳踏車裝，由既有的住家翻轉出廠房，由既有的馬車翻轉出汽

車。合而觀之，「腳踏車裝」、「工廠」與「汽車」皆為現代生活「新速度」作為

「行勢」所開摺出的不同新形式，亦可被視為班雅明所信奉烏托邦集體無意識所

開摺出的不同新形式。 

    正如班雅明所一再強調的，集體無意識（原初歷史）「在千種生活的配置中

留下痕跡，從堅固持久的大樓到稍縱即逝的時尚」（Araceds 5）。此集體無意識可

以開摺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或貼擠兩個以上時間點而形成「當下時間」或「時

間節點」或「單子結構」（古羅馬與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末的腳踏車裝與二○

年代的運動裝），亦可在歷史的特異表達中（例如此腳踏車裝時尚案例中的運動

表達，或現代生活的速度表達）開摺出不同的形式（海報與腳踏車裝，或是腳踏

車裝、工廠與汽車）。但不論是原初歷史或歷史的特異表達，班雅明對腳踏車裝

的「歷史摺學」思考，乃是讓我們成功在腳踏車裝的「形式」之中，看到「現代

性行勢」（運動表達或速度表達）的「合摺、開摺、再合摺」，將固定的形式，轉

化為流變的行勢。因而對班雅明而言，十九世紀末女性腳踏車裝展現了一種雙重

的揭露。第一重的揭露是「連續中的斷裂」，腳踏車與女性身體服飾的「拓撲連

結」，爆破了十九世紀父權社會對女性傳統服飾優雅端莊的箝制與壓抑，爆破了

線性歷史發展的連續體（直接跳接二○年代運動裝），爆破了服裝史研究所倚重

的形制傳承（運動與速度的質變，取代了優雅女裝形制的發展或改良的量變），

而另一重揭露則是「斷裂中的連續」，在看似不相連屬的個別形式中（海報與女

裝，女裝、工廠與汽車），找出其弧線曲度的趨勢、摺摺連動的「行勢」，以及單

子結構中各種外翻內轉的力量匯集、衝突與流變（集體生產製造速度與都會化性



別身體移動速度的匯集、優雅模式與運動表達的衝突、身體機器與移動機器的流

變）。一言以蔽之，女性腳踏車裝的「解畛域化」所凸顯的，正是時尚「歷史摺

學」的「合摺、開摺、再合摺」。 

    而德勒茲在《摺子》一書中對巴洛克時尚的分析，其所啟動的縐摺思考動量

亦不讓班雅明專美於前。對德勒茲而言，巴洛克作為朝向無限的縐摺，其最簡單

的形式即為服飾織品上的縐摺，其重點不在身體的遮蔽或揭露，亦不在裝飾效果

的強化或減弱，而在於讓織品縐摺如何凌駕於服飾、織品縐摺如何流溢出身體，

彷彿不是先有身體再穿上滿綴縐摺的衣服，反倒是縐摺不斷穿越衣服與身體（衣

服與身體的本身已是由外在摺曲為內在、由表面摺曲為深度），流向摺摺連動的

大千世界，無始無終。他以十七世紀巴洛克的「及膝摺褲」（rhingrave-canons ）

為例，其形制寬大蓬鬆，綴滿緞帶，讓穿上「及膝摺褲」的身體隱然消失，彷彿

只剩下不斷倍增的縐摺，有如浪潮般翻越騰攪，橫向開展。而巴洛克時尚的其他

款式，不論是緊身短上衣、斗篷或襯衫，都與「及膝摺褲」有異曲同工之妙，滿

溢著千百個縐摺，讓穿者有如在大海波浪裡上下浮沉的泳者，只能將頭部微微露

出波濤洶湧的海面。故對德勒茲而言，巴洛克時尚無所不在的縐摺，已不再僅是

特定歷史服飾的裝飾細節而已，而是一種翻轉的力量與強度：「衣飾縐摺傳達出

一種施加於身體的精神行勢，或是將其上下倒轉，或是再三令其站立或舉起，卻

都在每個事件中將其內翻外轉，並鑄造其內裡的表面」（Fold 122）。 

    德勒茲接著便將論述的焦點，轉到巴洛克藝術中所再現的服飾縐摺。他以義

大利藝術家貝里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畫作與雕塑為例，說明其藝術創作

中的服飾縐摺如何滿溢畫面甚且溢出畫框、如何滿溢石雕表面甚且溢出石雕本

身。首先他將貝里尼繪畫藝術所再現的縐摺，從服飾縐摺擴大為靜物畫上所呈顯

的窗簾、桌布（織品縐摺）與蔬果（大地縐摺），再擴大為河流、雲朵、花崗石、

洞穴、光線、火焰的無盡縐摺。故對德勒茲而言，貝里尼的藝術不是結構，而是

織理（Fold122），一種讓身體摺曲如火焰燃燒、向上捲繞的織理。於是縐摺穿越

所有的物質載體（身體、織品、服飾、花崗石與雲朵），縐摺也脫離了所有的物



質載體，以不同的尺度、速度與向量，穿越並連動於山、水、紙、布、組織體與

大腦之間，成為不斷差異化微分的虛擬性本身。故德勒茲得以聲稱，巴洛克藝術

之所以為「抽象藝術」（Fold 35），不在於對形式的否定，而在於視形式為力量的

摺曲（「揭露其縐摺的形式，乃成行勢」），亦即以縐摺所啟動的抽象機器。 

    於是巴洛克所建立的，乃是一個「宇宙同一」的藝術表達，無盡摺曲，無限

延展，每個藝術形式都向下一個藝術形式延伸擴展，繪畫溢出畫框而成為石雕，

石雕亦溢出了自身而成為建築，而建築的門面與內在脫離而成為城市規劃，而此

藝術連續體所指向的，正是巴洛克藝術相互連結轉換的「介於其間」，介於繪畫

與雕塑之間，介於雕塑與建築之間，介於建築與城市設計之間（Fold 123），任由

流動的物質─行勢所無盡貫穿。德勒茲在巴洛克時尚無限開展的服飾縐摺與巴洛

克藝術區別（曲別）且連續的摺摺連動中，再次驗證「巴洛克不指向本質，而指

向一種操作功能，一種特點。它永無止境地產出縐摺」，縐摺作為流變之力或域

外之力的摺曲運動，無盡穿梭摺曲於各種織品、非織品與各種藝術形式之間。故

德勒茲要我們搜尋的，不是各種不同藝術形式的差異（繪畫、雕塑、建築、城市

之間區隔且分離的靜態差異），而是「宇宙同一」巴洛克「縐摺行勢」的動態差

異化微分運動，穿越溢出各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但我們全部仍是萊布尼茲

者，因為攸關緊要的總是合摺、開摺、再合摺」，一如班雅明鎖定歷史客體的「單

子結構」，在十九世紀末的女性腳踏車裝中，看到速度表達與運動表達，看到時

尚模式─生產模式─移動模式的拓撲連結，看到時尚作為歷史哲學的「辯證劇

場」，德勒茲則是從服飾時尚的縐摺出發，看到巴洛克藝術「宇宙同一」的整體

開展性，無盡摺曲出涵蘊大氣與大地、火與水的「宇宙劇場」（Fold 123）。時尚

是班雅明思考「歷史摺學」的主力，一或將其視為最具歷史辯證性與革命動量的

「時間節點」（法國大革命貼擠古羅馬），一或將其視為最能展現歷史之為「力」

史的「單子結構」（前─歷史與後─歷史的力力衝突與摺摺相連）。而時尚僅是德

勒茲借力使力的切入點，以帶出巴洛克「合摺行勢」與「開摺形式」的連續變化，

但卻也同時成為德勒茲在談論巴洛克縐摺概念中最鮮明生動的案例。 



    整體而言，班雅明的縐摺理論充滿革命動量的強度修辭，視辯證跳躍為歷史

的縐摺運動，意圖爆破同質空洞的線性時間連續體；而德勒茲的縐摺理論則強調

世界流變乃不斷推擠的縐摺運動，單子即微縐摺，亦即特異點系列的力量布置。

兩人的論述模式與強調重點或有不同，但皆以「合摺、開摺、再合摺」的方式，

強調「摺摺連動」乃歷史的推演或世界的流變。而班雅明的「當下時間」或「時

間節點」（可摺曲的時間性），與德勒茲的「毗鄰不可區辨區」（zones of proximity 

and indiscernibility）或「拓撲連結」（可摺曲的物質性），亦都傾向凸顯「多摺」

（the multiple）（時間貼擠或物種貼擠）作為特異點力量布置的可能。又如班雅

明的「單子結構」（前─歷史與後─歷史力力衝突、摺摺相連的歷史客體）與德

勒茲的「單子微縐摺」（以織理取代結構），皆指向一種巴洛克式朝向無限的縐摺

運動，凸顯了「一與多摺」的疊層關係。時或班雅明較為側重歷史作為「力史」，

如何成為「力量關係」的摺曲，而德勒茲較為凸顯非關係、非人稱的主體，如何

成為域外之力的摺曲，但兩者皆成功以「縐摺」打破西方形上學所預設的內在／

外在、本質／表象、深度／表面的二元對立，讓所有的「差異區別」都成為「差

異曲別」，亦即以摺曲為力量或行勢的差異化微分運動。時或德勒茲理論的政治

面向，較為側重特異點系列的尋覓，以解畛域化的縐摺線，從既有的系統連結中

逃逸，以形構新的抽象機器，而班雅明理論的政治面向，則清楚標示馬克思歷史

唯物論對無階級社會革命動量的烏托邦理想，但兩者皆不約而同地透過「縐摺」

思考，徹底將西方哲學傳統中「物質」與「形式」的分離斷裂，成功轉化為「物

質─行勢」的連結︰不再有固定不變的抽象「形式」，所有的「形式」都是力量

或「行勢」的暫時摺曲，都將隨「行勢」之「合摺、開摺、再合摺」而產生變易。

班雅明與德勒茲的縐摺理論，遂同時凸顯「行勢」（力量的關係、力量的摺曲或

特異點的力量布置）大於「形式」之重要，而得以將歷史「翻新」為強度與張力

不斷湧現流竄的「力場」，將世界「翻新」為縐摺與縐摺之間永恆不斷的「摺摺

連動」，而開啟了我們得以重新進入中國時尚現代性的感知模式與思考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