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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都市流動：加拿大與台灣後現代都市電影空間之
閱讀策略

57

1 本首歌詞引文原文如下： 
I hate the skydome and the CN tower too, 
I hate Nathan Phillip’s square and the Ontario Zoo, 
The rent’s too high, the air’s unclean, 
The beaches are dirty and the people are mean, 
And the women are big and the men are dumb, 
And the children are loopy cuz they live in a slum! 
The water is polluted and their mayor’s a dork, 
They dress real bad and they think they’re New York

我恨天虹體育館，也討厭 CN 塔

市政廳廣場噁，多倫多動物園差

這裡房租太高，這裡空氣不好

海灘太髒，人心太壞

女人過胖，男人過呆

小孩不正常，住貧民窟難怪

水被污染，市長無腦

人們穿得爆醜，還自以為是紐約客

—口袋死精靈〈多倫多之歌〉1

從來無錯誤，咱臺北市的墓仔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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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的帳簿，顛倒的宣佈

從來無錯誤，咱臺北市的墓仔埔啊

免驚得走路，只要有企圖

言論的製造，無論墮落，還是圈套

無論陰謀，還是警告，全是進步的信號

咱不免假仙，不免假仙，不免遐歹勢

遮不免信心，不免責任，快樂的土地

搭不免緊張，不免緊張，驚欲創啥貨

遮不敢講話，嘛是犯罪，一切用買賣

—羅大佑〈台北的墓仔埔〉

以上兩首流行歌曲的主題分別是多倫多和台北，兩首歌不約而同

都以嘲諷口吻批判多倫多和台北這兩個後現代都市。以搞笑歌曲聞名

的三人團體「口袋死精靈」（Three Dead Trolls in a Baggie）的〈多倫多

之歌〉批評多倫多和一切向多倫多看齊的加拿大省份和都市。歌詞中

的「我」把多倫多這個後現代都會批評得一無是處；那裡的男人、女

人、小孩、水、空氣、海灘和各種地標都很爛（“all sucks”），其他以

多倫多為中心的地點也不倖免（也 “sucks”）—由多倫多到安大略，

紐芬蘭（Newfoundland）到魁北克、曼尼托巴（Manitoba）和薩克其萬

（Saskatchewan）。卑詩省唯一可取之處是：它緊鄰亞伯達省。以農、林業

與生產天然能源為主的亞伯達省呢？除了都市卡加利（Calgary）之外其

他都最好！羅大佑的台語歌曲〈台北的墓仔埔〉所嘲諷的則是台北的全

面商品化，將台北譬喻成金錢至上的墓（賣）場。在商業化的影響之下，

台北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一切以買賣為重，只要能成功（賺錢），管

你手段是欺騙（「圈套」、「陰謀」）還是威脅（「警告」），都被當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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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象徵。這兩首歌歌曲輕快、語調嘲諷。前者表面上批評多倫多，其

實也嘲諷反全球化都會的地方主義心態（provincialism）；後者表面讚美

台北進步，其實批判其全面商品化。

位於地球兩端的多倫多與台北在這兩首歌曲中，是與居民對立的怪

物。兩個後現代都市好似造成零距離的空間，反映的是在全球化的推波

助瀾下，跨國資本主義和運輸電傳科技使得全球都市展現無可避免的劃

一性。例如，全球化讓世界各都市展現外觀神似的摩天大樓商業中心、

廣告牆、購物商城與來自各地的商品。除了帶來劃一的文化、壟斷的經

濟，還經由電子傳播媒體形成帝國，並潛入消費者個體的意識和身體。

此外，人口、商品、資訊、病毒以及慾望等流動加速，因此也改變了我

們的家庭與社會關係以及時空距離感（Harvey；Giddens）。

然而，全球流動其實既劃一也雜多；劃一的是產生同質作用的全球

資本、新聞與流行商品，雜多的則是流動中各式各樣的資訊、人們、論

述和文化產物。因此，兩首歌都忽略了後現代都市的多元性，而以過於

單一的角度刻畫都市。〈多倫多之歌〉將多倫多和亞伯達省作「城鄉」之

二元對立，以多倫多為罪惡淵藪，影響周遭地區，而亞伯達省則有非都

市區而可置之度外。〈台北的墓仔埔〉則過於強調台北的商品化，呈現其

只有商業符號互換邏輯，失去了人性，宛如墓場。在全球化的風潮中，

後現代都市是全球化資本、資訊、移民、商品、慾望甚至病毒等流動的

匯聚點，其文化必然雜亂多元，不可能完全封閉排他或被全球資本主義

商業文化完全同質化。誠如巴克（Christopher Barker）指出，將全球化視

為美帝統一或西方媒體文化同質化的論點有以下三個盲點：㈠ 全球化的

流動並非單向；㈡ 由西到東、由北往南的全球化流動不見得都是統治殖

民的勢力；㈢ 同質化的力量同時為破碎化與雜多化的力量所抗衡（115）。

換言之，全球流動一方面劃一同質，但另一方面卻也雜亂多元。在

其影響之下，在地經濟與文化或遭同化瓦解，或企圖封閉自保，但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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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接觸到雜多的流動。與全球流動一樣，後現代都市的雜多文化，既可

能造成主體性喪失，也可以成為建構主體的策略和溝通的媒介。因此，

本書研究目的，就是探討在全球化看似劃一的文化脈絡下，蒙特婁、多

倫多和台灣台北三個後現代都會的電影如何展現與處理全球流動、雜多

與溝通的議題。本書目的不在於分析全球化資本「化異為同」的均一力

量，也不是進行「西—東」或「加—臺」的區域或地方比較研究，

而是將這三個都市視為全球網絡之內「彼此連結與分離的地點」（“places 

of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min and Graham 34）；分析在這種既在

地分殊又網網相連的全球都市文化脈絡之下，電影如何產生主體認同與

多元溝通的意義。

後現代都市如何處理全球與在地力量交揉所產生的流動與雜多呢？

都市中的多元族群、資訊與商品所產生的議題層出不窮，所涉及的範疇

可包含國家與都會政策規劃、危機處理、大眾媒體經營與製作等等。在

學術領域，後殖民研究、後現代都市文化文本與空間研究對於後現代都

市中的流動與雜多，看法也是各家分歧，莫衷一是。以本書所研究的都

市—多倫多、蒙特婁和台北—的都市政策為例，此三個都會均有大

量移民居住，但接納多元族裔和展現都市主體的政策都不同。在加拿

大 2011 年的移民人數比例排行中，多倫多和蒙特婁分別居第一和第三

位（溫哥華居第二；“Immigration and Ethnocultural Diversity in Canada, 

2011”）；大台北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的外籍人士人口則是

全台之冠（〈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104 年 6 月〉）。多倫多

市政府與台北市政府均致力推廣與發展都市的多元化，以使多種文化薈

萃。前者以擁有多種族裔地區和一個多於 30 種語言的廣播電台（CHIN 

Radio）為傲；後者也開始在招牌路標上使用多國語言，並在台北火車

站、圓山花博公園等地點為移工舉辦一年一度的穆斯林開齋節。另一方

面，蒙特婁則因為魁北克的國族意識和單語政策而在公共場所語言標示

00-F都市流動-導論-(打樣).indd   60 2017/10/11   下午 01:34:50



61導論

都市流動

2 多倫多向來有「治安良好、乾淨整齊、對移民友善的美譽」（請見《離散為家》第六

章）。前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廖咸浩則在第二屆台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指出台北具有「廣

度、多元性，以及時代轉折所承受的壓力與匯集、轉運的能量」（廖咸浩 qtd. in 〈台北學

研討會〉）。魁北克的語言政策（如「法語法案」Bill 22, Bill 101, Bill 178）和統獨議題

相關，這些議題在蒙特婁以及整個魁北克引起許多衝突，諸如：在 Bill 178 通過之後，

1980 年代晚期有許多英語市民決定遷離蒙特婁（Between the Solitudes, 1993）；2012 年

魁北克舉行省議會選舉，支持主權獨立的魁人黨贏得選舉，選舉之夜卻有流血抗議（胡

川安 185）。魁北克的單語政策引起的爭議也很多，例如：法語人民可否就讀公立英語

學校，店招上法語是否必須比英語大，電話留言訊息先播放英語還是先播放法語等等

（“Speaking out” 2012）。

的議題上意見分歧。2 如勒文（Marc Levine）所指出，單語與雙語政策的

爭議反映出兩種對立的看法：「蒙特婁的主體是法語，還是雙語」（137）。

即使爭議不斷，蒙特婁市民的族裔背景日益多元，它的語言地景也必然

轉變。法語委員會（CLF）對該市的語言地景進行研究，發現由 1997 年

到 1999 年短短兩年之間，法語店面招牌由 52% 減少到 47%；雙語店招

則由 37% 增加到 43%（Backhaus 20-21）。時至 2015 年，在英語居民人

數居多的區域，店招多被要求改為雙語，但另一方面，魁北克法語司

（Office québécoi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為了保存其法語傳統，仍要求跨

國公司（如好市多、Second Cup、Guess 等）在商標上加上法文解釋，卻

被最高法院法官駁回（Montreal Gazette Editorial Board）。

除了都市政策各有不同，不同階級或族裔背景的市民對於都會的雜

多文化也有不同體驗。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中產階級在都市比鄉鎮享受

較多而且可自由選擇的文化活動、飲食商品和生活格調。但另一方面，

「自由選擇」其實是資本主義商品行銷策略所製造的假象；同樣地，都會

快捷便利的傳輸系統也牽引著錯綜複雜的權力網絡，其中隱含著權力傾

軋和陰謀險惡，也可能因意外或差異而造成碰撞或衝突。套句加拿大小

說家布蘭德（Dionne Brand）在《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

中對多倫多的描寫，都市的空氣中浮游著「偶然」，地鐵乘客「自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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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無虞，也明知其實不然」（4）；都市居民每天醒來時也「預期〔當天〕

會有誤解產生」（5）。被排擠在不同種權力網絡邊緣的性別、族裔與經濟

弱勢團體，則更無法「自由」地進入各種權力運作與溝通的場域。即便

他／她們可以自由進出都市，與都市活潑互動，在都市「自由」消費，

但總難免面臨體制與強權的排拒與壓抑。若非透過少數的文字與影像自

述、藝術再現、新聞報導和田野研究，使他／她們加入都市的論述網絡

中，他／她們和都市的互動很難被看見，我們也無從了解這些弱勢文化

如何改寫或顛覆都市（或國家）中心主體論述，如何使都市流動中的溝

通更加多元與更有意義。

本書所分析的蒙特婁、多倫多和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均以電影形

式捕捉與呈現不同種弱勢角色如何面對種種複雜多變又難以掌握的都市

流動—包括：移民移工、旅者過客、車流人流、資訊資本、商品符號

和病毒慾望。這些都市流動難免受到資本勢力與國家政策左右，並捲入

全球商品邏輯之中。但都市流動也可以鬆動傳統社會與國家結構，促成

多元溝通與產生多元意義。本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分析蒙特婁與多

倫多後現代都會電影中，流動的符號、資本、空間與人們對國家與移民

主體的影響。第二部份則討論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三個都會電影中的

流動與溝通；流動包括流動空間（如「非地方」和「第三空間」）、流動

主體（移民移工和漫遊者）、漫遊觀視，在其中角色透過媒介、儀式和

符號改寫與彼此溝通，或與都市互動，藉以面對都會生活常有的孤獨、

偶遇與意外情境。

整體而言，本書主張都市流動雖然造成歷史與「地方感」消散以及

人的孤獨，但也打破傳統藩籬，讓角色得以面對陌生人或與都市互動，

進而在溝通中產生自我、人／我和都市的多元意義。流動如水，既可載

舟亦能覆舟—既可帶動混雜多元又具有新鮮好奇感的文化交流，但也

能讓人與符號脫節（disembedded signs），造成主體游移不定或國家符號空

洞。我所研究的多倫多、蒙特婁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面對全球化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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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非一味呈現人的游移失落，而是採用「雜多」（混雜和多元）的閱

讀都市策略，以接連異同、協調衝突，並建構開放卻有自省性的主體與

在地溝通管道。

在本篇導論裡，我首先介紹後現代都會以及流動的概念，然後依序

闡釋後現代都會電影和本書所採的「雜多」閱讀（都市）策略。第一節

介紹後現代都會雜多與流動的立論根據，第二節則接續鋪陳加拿大和台

灣後現代電影的脈絡，然後定義並解釋在加拿大和台北後現代都市電影

中所共有的三種「雜多」都市閱讀策略：偶遇、流動符號和漫遊。藉由

這三種「雜多」的都市閱讀策略，這些都市電影拆解並重組都市生活的

整體意義。「雜多」閱讀也是本書穿梭於加拿大和台灣電影（以台北為主）

兩大論述之間所採取的策略。導論的第三節解釋本書如何採「外觀」角

度觀看加拿大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連結其轉換符碼，再將符號脈絡

化，討論符號在文本、社會以及全球流動三種脈絡中所產生的意義。換

言之，本書穿梭於加拿大和台灣都會電影論述之間，試圖了解與回應全

球都市流動的方式，就是與多元文本對話，漫遊其中而不忘定位，詮釋

雜多符號也不斷拼湊出有意義的圖案，以讓流動脫節的文本與符號再度

接軌，產生主體建構與溝通的社會意義。

一、後現代都會的雜多與流動

後現代都會的雜多，既以現代都市的理性規劃為基礎，也是其反

動。19 世紀以來都市的發展大致可依其主要的生產模式和都市規劃原

則，分為工業都市、現代都市與後現代都市三個階段。3 工業都市以製

3 都市（city）的發展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參考克特金〔Kotkin〕）。本書以都市的主要

生產模式和社會狀況來討論都市的演進，所討論的「都市」是工業革命以來快速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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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都市，相對於人類文明史中的傳統城市。以人口來區分，本書所討論的多倫多、蒙

特婁和台北是「都會」（metropolis，集合了都市周圍的衛星城市，人口總數達一百萬人

以上，如大台北和北北基），而非「巨大都會」（megacity，人口一千萬以上，例如紐約

和北京）。

 　　以斷代定義，本書討論的則是三個「後現代」都市。這裡「後現代」指的是「後現

代狀況」（postmodernity），也就是以後工業生產模式、跨國資本主義為主的社會狀況。

「後現代狀況」在不同地區會連結不同的政經狀況，不同都市的現代與後現代化發展也

因此先後不一，或同時並進。以台北為例，台北因為其後殖民歷史，都市的現代化發展

分別由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主導；後現代時期則與解嚴和跨國企業入台相關。至

於「後現代主義」這個文化現象是否過時，對我而言，「後現代主義」未死，只是逐步

轉型與淡出。「後現代主義」由 1960 年代以來歐美後現代文學的形式革命起，先接連後

結構理論，之後並與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論述交錯協商，而今則融入全球化論述

中，回應許多和當今全球化都市息息相關的議題（請見劉〈喧譁繁衍大哉問：後現代主

義簡介〉）。

造業為主要的生產模式，缺乏整體規劃，造成環境污染和勞工剝削等

等問題。相對地，現代都市規劃強調以理性原則劃分都市區域的功能，

但仍避免不了階級劃分與資本剝削的問題。現代主義的生產模式採取福

特主義（Fordism；1945~1973 年盛行）的機器生產線：分工精細、自動

並標準化；它的建築以幾何圖形表達科學與進步精神，並抱著烏托邦

普世理想企圖改善社會底層的生活環境。都市現代化所鋪設的管線道

路，以及所制訂的法令規章，更為都市的系統運作奠定了基礎。但矛

盾的是，歐美國家都市的現代化也帶來嚴重的陋巷區隔和郊區化發展

（suburbanism）；中產階級移居郊外，而居住在都市邊緣的往往是無法遷

移的移民和勞工。

隨著電信電傳科技日新月異和全球資本快速翻新與擴充，現代都市

轉型為後現代與後工業都市。以歐美都市為例，1970 年間，以集中、標

準化、大量生產著稱的「福特制度」瓦解，資本快速跨國擴充並在不同

地點彈性累積，都會的主要生產模式由大量機械複製轉為電子複製，並

順著傳媒運輸系統流動與「解除疆域」，於是，許多歐美都市進入了一

個「充滿快速改變、流動、不確定的時代」（Harvey 124）。後現代建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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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採折衷、多元風格；都市設計也著眼於區域的複合性功能，經濟活動

則改以休閒服務業為主。隨著交通管道的擴充延伸，郊區因此都市化；

後現代都市於是與周圍衛星城鎮結合成大型都會區，發展出多元核心。

但是，後現代都市種種多元與多核心的發展並未帶來階級平等，反而造

成居民貧富更加懸殊。以都市發展為例，不同地區因其商業發展而被「仕

紳化」（“gentrified”；參考 Ellin 15, Caufield 97-123），許多都市甚至產生

了門控社區和貧民窟並列的都市地景（參考 Amin and Graham 11-30）。

克特金（Joel Kotkin）主張決定都市是否成功的三大因素是它是否

能提供神聖性、安全感和商業活動（29）。現代與後現代都市具有高度

的商業功能，整個都市像是個商品琳瑯滿目的迷宮或大賣場一般，但躋

身於其中的都市人是否能在此安身立命？早在十九世紀中葉，詩人波特

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認為都市漫遊者是現代英雄，因

為他能在都市的「群眾、起伏、繁忙、暫忽和無限中安居」；群眾是他

的領域，就如「空氣之於鳥，水之於魚」（399）。但是社會學家齊美爾

（Georg Simmel, 1858-1918）則認為都市繁多所造成的都市心理是漠不關

心（blasé），都市居民為了習慣在街上面對「一連串的驚訝和衝擊」（466）

必須培養出冷漠的態度作為保護盾牌。沃爾斯（Louis Wirth, 1897-1952）

也指出都市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的特色就是因現代都市

人口數量、密度和異質性增加而造成人際關係暫忽、隔離，讓人處於脫

序（anomie）和社會空洞化（social void）的狀態（Wirth 197）。

現代都市的三大特色（人口數量高、密度大和異質性高）在後現代

都市中的發展更為加劇。因此，在後現代都會所感受到的鄰近與並列感，

往往出自跨地域的時空混和。都市中的多元文化聚合，也隨時發生於日常

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各層次。上述兩種（現代）都市心態—擁抱多元和

脫節冷漠—在後現代都會中未嘗稍減，人們反而要面對更快速產生、幅

度更大的雜多與流動。後現代都市的「雜多」結合混雜（hybridity）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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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異質性向來是後／現代都市繁忙生活的特色，詳見沃爾斯（Louis Wirth）。有關「混

雜」論述的歷史演進與爭論點，請見《離散為家》第五章〈反異國風之混雜策略：黎熹

年的《鹹魚女》〉。「都市混雜」結合了後殖民和全球化的混雜論述，討論後現代／全球

化都市文化中由「權力宰制」到「邊緣越界／自我形塑」的各種混雜論述和主體建構；

最早的論述例子應屬 Performing Hybridity 中第二部分“Urban Hybridities”所收錄的論文。

元異質（heterogeneity）兩層涵義；4 不只包括都市所匯聚的多種族群、

他／她們所產生的混雜文化，還有種種「流動」（flows）—各種透過傳

播運輸媒介四處流動、打破公私與國家界限的商品、廣告、噪音、病毒、

電視電腦與手機的訊息，以及眾多監視攝影機所捕捉的鏡頭。都市居民與

過客來自不同階級與社會背景，在都市活動的「流動」方向、幅度和場域

也大不相同，但總不免受到「流動」影響。因此，人們的生活步調加速，

（實體或虛擬）活動溝通的範圍擴大，流動中所接觸（偶遇）的人事物也

增多。

也因此，哈維（David Harvey）和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均認

為後現代流動大幅度地改變了我們的時空概念。哈維指出，由現代到

後現代，人們的時空感不斷改變；既有的時空疆界瓦解，時間和空間被

壓縮、抽象化，並從在地空間抽離，成為空洞的時間或者是流動的空

間（或缺乏歷史認同符號的「非地方」）。紀登斯也分析人與事的時空抽

離，他以專家系統和象徵符號（尤其是錢）系統為兩種主要的抽離機制

（disembedding mechanism），這兩種機制使人事物脫離在地，而在延伸的

（社會）制度中傳送與溝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碰到的規範系

統，往往是一些未曾謀面的「專家」所設計的傳輸、溝通與金錢交易系

統，而非傳統社會的三綱五常和四維八德。

這裡我對「流動」的定義是廣義的；以柯司特（Manual Castells）所

指的流動空間為基礎，但討論的重點和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

全球流動地景概念較為相關。柯司特的流動空間以紀登斯所謂的專家系

統為中心，包含運輸所需的網絡架構、節點以及在其中擅場的菁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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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將流動定義為「不同地區的社會行動者在社會的政治、經濟和

象徵結構中進行有目的、重複、可程式化的交流和互動（purposeful, 

repetitive, programmable sequences of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粗體

自加）」，而流動空間則是規劃、組織和承載這些活動的空間（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412, 442, 500-01）。但對我而言，流動空

間中的流動不見得有規律、有目的性或可重複；流動也可以是不規律

或偶然隨機產生的流動。阿帕度萊指出，超越國界的全球流動有五種向

度︰「族裔地景（ethnoscapes）、媒體地景（mediascapes）、科技地景

（technoscapes）、金融地景（finanscapes）、意識形態地景（ideoscapes）」。

阿帕度萊稱這些層次為地景，因為它們會因其中的流動因子而不斷改變

其景象和狀態；同時，五個向度之內與之間都有連接，也有斷裂與差異。

每個地景均同時產生異質與同質作用，也都在其中與彼此之間形成接連

與分離，造成人們心中不同的想像社群。我由阿帕度萊的視角來檢視三

個後現代都會電影的流動空間，重點不在於流動的物質架構（例如：流

動空間之組織架構或人數），而在於流動地景所產生的想像空間。這種

社群與空間想像並非虛幻不定，它往往具有社會力量，可能產生不同種

「家」、世界公民，也可能建構消費天堂或是宗教激進主義份子的「祖國」

（Appadurai 6-7）。

何以全球化流動可以產生正反作用，既能載舟又能覆舟？所謂「舟」

即是個人的認同感與在地的獨特性。資本、商品、影像訊息、科技與意

識型態一旦捲入全球流動中，就和遠端的接收與消費者產生複雜而且不

直接的關係。在「全球 vs. 在地」的論辯中，論者或著重於前者的整體控

制、或考量後者的多元建構和在地抗拒、或爬梳其間的拉鋸、辯證和對

位的關係。例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視大眾媒體為無遠弗屆的控

制霸權，媒體所產生與傳播的影像（擬像）和資訊大量充斥於社會，駭

人聽聞，使主體位置消失，知識被資訊取代，性為色情所取代。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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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像是個實境秀，化所有私密空間、甚至我們的身體為媒體控制

的螢幕（“Ecstasy of Communication”）。哈德和內格瑞（Hardt and Negri）

則認為當今的「新世界秩序」是一個超越國界的資本主義「帝國」。這個

「帝國」由支持跨國資本主義運作的跨國公司和組織所組成，產生跨國

資本主義去中心（decentered）和去疆域（deterritorializing）的力量，透

過和我們的生命與生活結合、隨機變化的命令網路來管理混雜主體、經

營有彈性的階級，並把國家的差異融為繽紛的世界彩虹（Hardt and Negri 

xii-xiii）。換言之，在全球化帝國中，不論地方性或雜多都為帝國的系統

所（容許）製造和行銷，而非純粹的在地產品。

即使大眾媒體和資本主義有全面性的影響力，許多學者還是由不同

的著眼點討論在地抗拒霸權和建構多元主體的可能性。例如，邱貴芬探

討鹿港的「暗訪」習俗如何建構台灣性的異質空間，藉此了解並分析台

灣的庶民文化並介入當時在台灣學術界盛行的全球化論述（詳見下文）。

後殖民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巴巴（Homi Bhabha）、季羅益（Paul 

Gilroy）等人則在理論層次強調邊緣、混雜和離散空間有顛覆性和文化越

界的活力。貝爾席（C.K. Belsey）討論年輕人文化，主張不是所有年輕

人都盲目地生活在孤離的虛擬或媒體世界中。她認為當代雜種化的世界

青年（hybridized world-kids）會利用拼貼、組合、撿拾和融合（bricolage, 

assembly, pastiche, blending, pick’n mix）等不同的次文化風格來建構自己

的身分認同。

「全球－在地」、「經濟控制－主體行動」的互動網絡的確千頭萬 

緒，而其中的辯證關係也因人、因地和因個案而異。全球化雜多的流動

空間沒有「家」的安穩，也沒有固定的價值體系可為依歸。但是，既然

後現代都市空間必然有雜多的人群和流動的文化與符號，我們就應檢視

與討論在後現代都市中生存的主體，如何可以避免被抽離的符號瓦解，

遭流動的慾望驅使，或因到處竄流的資訊而游移不定；如何能化流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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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拼湊出有行動力的主體。因此，我選取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的

後現代都會電影，檢視其在流動中如何採取「雜多」策略來閱讀後現代

都市。同時，身處台北，研究三個後現代都市的電影文本，我不企圖勾

勒此三大論述的單一完整性，而在相異的都市電影文本中協調衝突，接

連異同，重組被拆解的符號的脈絡與溝通意義。

以後現代都會流動為貫穿本書的主題，本書討論蒙特婁、多倫多與

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中都市流動對國家、移民、都市空間與個人溝通所

造成的影響，也分析其中所建構的主體與溝通意義。第一部份「都市流

動、國家與移民：蒙特婁與多倫多電影」討論流動對國家主體與都市移

民的影響，主張流動造成蒙特婁電影中國家符號的淪喪，多倫多電影中

邊緣人物的孤獨，卻也促成角色的溝通與第三空間的建立。第二部份「都

市流動與溝通：台北、多倫多與蒙特婁電影」則由國、家進入都市的流

動空間，帶入台北電影並將三個都會的電影兩兩比較，討論在流動空間

中角色／鏡頭與都市，角色與角色之間所產生的溝通意義。

下面兩節我分別介紹蒙特婁、多倫多和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和我身

為研究者在閱讀後現代都市流動時所採取的「雜多」策略。加拿大和台

北後現代都會電影的雜多策略是偶遇、漫遊和符號重新定義，我的策略

則是採外觀角度、鋪設脈絡以殊中求同並回應理論爭議。混雜的閱讀不

是雜亂無章，而是選材雜多配以主題整合、漫遊不忘定位，並將脫節的

符號再接軌、脈絡化。因此，本章最後整合解釋本書以混雜策略閱讀蒙

特婁、多倫多和台北所爬梳出的脈絡與溝通意義。

二、加拿大與台灣後現代都市電影的「雜多」閱讀策略

不同地區的都市和都市電影發展的時期劃分各自不一，在不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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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如：《雙生兄弟》（Dead Ringers, 1988）、《裸體午餐》（Naked Lunch, 1991）、《超速

性追緝》（Crash, 1996）、《X 接觸－來自異世界》（eXistenZ, 1999）和《夢遊大都會》

（Cosmopolis, 2012）（ 參 考 Balzer）。“Cronenberg’s Toronto”（David Cronenberg: Virtual 
Exhibition）把這些影片中的多倫多景點一一呈現。

6 寧靜革命為 1960 年到 1970 年之間，以勒薩熱（Jean Lesage）為首的魁北克自由黨執政

所促成的改革，包括政教分離、讓教會退出教育與醫療保健，並在政經方面進行大幅

度的改革。一般認為 1968 年魁北克黨成立以及 1970 年的十月危機（October Crisis）讓

寧靜革命告終，但寧靜革命也可以當作 1960 年代～ 1980 年代魁北克現代化的代名詞

（Dickinson 305-44）。

也有其不同的重點和面貌。本書所研究的三個都市中，多倫多的現代化

與後現代化發展最早，也最符合上述的都市發展模式：於 1950 年代展開

現代化，城市建築和大型公寓區的建造都反映現代化精神，並於 1970 年

代至 1980 年代間，發展為一個多元的後現代大都會（詳見《離散為家》

第六章「多重孤獨，多重空間」）。現代化多倫多的呈現應以加拿大寫實

電影的經典之作《無人揮手告別》（Nobody Waved Good-bye, 1964）和《走

向路的盡頭》（Going Down the Road, 1970）為代表，在其中多倫多是個

讓人孤獨、失敗與受害的場域。由免稅時期（The Tax-Shelter Era, 1974-

82）至今，多倫多常常被假裝為紐約或其他美國大都市；柯能堡的電影雖

然有頗多在多倫多拍攝，但在這些作品中它都是一個無名的北美都市。5 

一直到多倫多新浪潮（Toronto New Wave，或稱安大略新浪潮〔Ontario 

New Wave〕）的影片中後現代多倫多才成為主角，展現它的多元文化特

色（參考 Pevere 23-27）。

蒙特婁和台北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仍深受國家懸而未決的統

獨問題影響。因此，兩個都市的現代化發展和國家主體建構息息相關，

也多以政治事件為劃分現代與後現代時段的分界點。蒙特婁的現代化以

60 年代的寧靜革命開始，6 反映在魁北克電影的則是寫實主義國家電影

（Marshall, “Montréal Between Strangeness, Home and Flow” 208）。它的後

現代化則以 1980 年魁北克統獨公投獨派失敗開始，此時採獨派立場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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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導演開始對政治失望。例如，阿坎德（Denys Arcand）開始以蒙特婁後

現代都市為場景來反映並批判以美帝為首的商業文化（詳見第一章）。台

北城市的現代建設自日據時代即開始，1960 年代開始迅速成長。台北的

兩大轉捩點應屬 1967 年改制為院轄市（人數超過 125 萬），市長改為官

派，以及 1968 年台北合併如士林、內湖、南港、木柵、景美等區域。台

北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歷史指標則是 1984 年跨國公司麥當勞來台、1987

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以及 1989 年台北捷運開始建構。反映在電影上

的是 1960 年代以降一系列的台北電影：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台北電

影呈現城鄉對比並反映對工業化與現代化「猶疑不安與矛盾」；1980 年代

的電影則由台北人的角度刻畫都市生活，而由《恐怖份子》（1986）起，

台北電影開始展現後現代都會的氛圍（林文淇〈台灣電影中的台北呈現〉

78）。

即使這三個都市各有其歷史特色和政治議題，但是它們的後現代都

會電影都反映出後現代都會的流動。本書處理這三個後現代都會電影所

呈現的流動資本和情慾，以及不同種弱勢族群—移民移工、計程車司

機和女性—的流動觀點，和他／她們所經歷的流動空間、非地方以及

所建構的第三空間。電影與後現代都會弱勢族群的流動空間有兩個重要

的關連。一者，電影為多媒體藝術，呈現都市的三度或四度空間，可以

讓觀眾目睹或想像這些流動時空的聚合過程。其次，電影不只可以透過

形式與內容充分捕捉流動，而且因為它的跨國經營與全球行銷策略而處

於媒體、科技、金融與意識形態地景的流動與斷裂中。處於這些超越國

界的流動之中，後現代都會電影往往也因此將關注點由國家歷史與寓言

轉移到處理這些離心的流動。

在 1980 至 2000 年期間，加拿大法語、英語電影和台灣電影先後開

始將視角由國家轉到後現代都會，以都市和全球化議題融入或取代國家

認同主題。國家主體曾是魁北克電影的主要議題之一。馬歇爾（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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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魁北克文化與電影中的失怙情結往往表達於愛戀失去的母親、受假父親控制，或轉而拒

絕母親並追求父親的男性氣概等家庭關係上（參考 Quebec National Cinema 105-106）。
8 樂巴瞿（Robert Lepage）和其他導演不同的是，他的拍攝場景是魁北克市，而非蒙特婁。

指出，除了歷史與文化因素外，其國家電影形成的另一主因是魁北克

電影工業所處的弱勢地位（是英語加拿大和美國電影公司的子公司；

Quebec National Cinema 210）。如前所言，魁北克電影的國家主義以紀

錄片（或稱「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寫實主義風格表達。但自

1980 年代以降，魁北克導演如阿坎德、畢納梅（Charles Binamé）、雷

阿璞（Léa Pool）和樂巴瞿（Robert Lepage）開始結合紀錄片風格與創

新手法，呈現後現代都會不同年齡層角色所感受到的失序、孤獨和失怙

的孤兒情結。7 還有許多導演開始呈現後現代都會的流動。在《奏鳴曲》

（Sonatine, Michel Lanctot, 1984）和《蒙特婁的耶穌》（Jesus of Montreal, 

Denys Arcand, 1989）兩部影片中，地鐵代表速度與消費主義的空間，

乘客身處其中對他人漠不關心，而成了少年自殺和當代耶穌的死亡之

地（Marshall, “Montréal Between Strangeness, Home and Flow” 209-10）。到

1990 年代的《愛情 • 測謊》（Le polygraphe, Robert Lepage, 1996）則以快

轉方式刻畫地鐵和餐廳人來人往，並在超速流動中呈現令人驚嚇的自殺

與意外。樂巴瞿的《天倫夢劫》（Le confessionale, 1995）雖然仍有魁北克

1960 年代以來國族論述中所表達的戀母和反抗假父親的孤兒情節，但他

的影片既具有自傳性又帶入跨國視野。因此，民族情感被放入跨國脈絡

中，並將天主教神父和在魁北克市拍攝《懺情記》（I Confess, 1953）的希

區考克這個美國好萊塢「電影之父」並列（參考 Dickinson 175; Marshall, 

Quebec National Cinema 305-308）。8

在處理蒙特婁都會電影上，我選取分別代表三個族群的導演：曾積

極支持魁北克獨立的「作者導演」阿坎德、以外人自居的雷阿璞，以及

第二代導演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這三位導演在處理「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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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議題所反映的世代差異也可由他們分別參與拍攝的《蒙特婁六重

奏》（Montréal vu par, 1991）和《宇宙司機》（Cosmos, 1997）兩部影片的

對比看出。兩部影片同樣是六位導演合拍的都市電影。在《蒙特婁六重

奏》片中法語導演和英語導演的觀點可說是涇渭分明，而且每一位導演

都是具有獨特風格的「作者導演」。法語導演將蒙特婁作今昔對比，以深

刻地呈現具魁北克特色的夫妻衝突、孤兒情結和偶遇戀情等主題。在此

片中，阿坎德刻畫的是對寧靜革命時代的激情懷念，而雷阿璞反映的則

是失怙、戀母、被主流排斥等傷痛回憶。《宇宙司機》則是蒙特婁年輕一

代導演所拍攝。這些年輕導演不像前一時期的「作者」導演那樣各有獨

特風格，也不再處理和國族主義相關的議題。《宇宙司機》用名為宇宙的

希臘裔司機串連六個片段，呈現後現代都會流動空間（旅館、咖啡館、

街上、戲院、計程車）中的偶遇和「流動」：偶遇的陌生老人和已整型過

的前女友帶來短暫的浪漫插曲；不可預期的愛滋病、搶匪和連環殺人犯

則對生命造成威脅。維勒納夫的段落（“Le Technétium”〈鎝〉）像這個第

一個人工合成之放射性化學元素一般，反映出後現代都會快速變化、缺

乏歷史深度：一方面網路電視轉播速成、膚淺與商業化，另一方面受訪

的作者則是想要書寫歷史卻文不成章。

多倫多也是多倫多新浪潮及其後起之秀的影片中的主角之一。本

書處理的多倫多導演和作品大體也分為三群：新浪潮的主力導演伊格言

（Atom Egoyan）和羅茲瑪（Patricia Rozema），有色族裔導演蒂帕梅塔

（Deepa Mehta，印裔）、維哥（Clement Virgo，加勒比海裔），以及 2000

年前後上映的多倫多故事（包括《愛你的五種方法》〔The Five Senses, 

Jeremy Podeswa, 1999〕、《死亡倒數》〔Last Night, Don McKellar, 1998〕、

《多倫多故事》〔Toronto Stories, Sook-Yin Lee, Sudz Sutherland, David Weaver,  

Aaron Woodley, 2008〕和《軋倫多》〔Tkaronto, Shane Bellcourt, 2007〕）。

這些作品呈現了多倫多的多種面貌，不同的弱勢族裔和他們的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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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認為楊德昌 1986 年的《恐怖份子》是後現代電影，只是楊德

昌自言他並沒有這種自覺（Kraicer）。

間，但都與國家主體關係不大，頂多由邊緣觀看中心。一般咸以為羅茲

瑪的《聽美人魚唱歌》（I’ve Heard the Mermaid Singing, 1987）是加拿大

國家（和電影）主體的成長寓言，但片中主角波莉（Polly）的成長過程

其實包含拋掉帶有國旗的帽子、離開代表體制的「教堂畫廊」、走出以

CN 塔為背景的小屋，並進入一個沒有國家符號的金色空間。

和上述的蒙特婁與多倫多電影一樣，本書所選取的台北後現代都

會電影涵蓋台灣新電影與新新電影兩代，包括：蔡明亮 2000 年前的電

影、新新電影導演陳玉勳的《愛情來了》（1997）、陳國富的《徵婚啟事》

（1998），還有 2000 年後的實驗電影《台北四非》（2006）與陳芯宜的《流

浪神狗人》（2008）。1980 年代台灣新電影中呈現歷史和鄉土，可以解讀

為台灣的國家寓言與人民想像共同體（林文淇，〈九○年代台灣都市電影

中的歷史、空間與家／國〉）。但 1990 年代以來台灣電影中的國家議題逐

漸被都市議題取代，9 如林文淇指出，90 年代電影呈現台北的最大特色

就是代表國家象徵的「絕對空間」的消失或空洞化，取而代之的是如大

飯店、速食店、摩天大樓等的「抽象空間」和由運輸工具、電子傳輸、

電腦與電玩所造成的「速度的空間」。因此，許多台北電影中整體感與歸

屬感幻滅，被電子化與擬像化的空間意義變得抽象而模糊（〈台灣電影中

的台北呈現〉）。李清志也認為，這些空間使得台北的空間經驗「常常是

片段的、殘缺的，猶如衛星電視 MTV 的畫面呈現方式一般，使得企圖

去組合出一完整的都市圖像，將有如拼湊萬片拼圖般地困難重重」（23；

qtd. in〈台灣電影中的台北呈現〉）。對我而言，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不論

呈現飯店商場，或鋪陳網路公路，所回應的都是都市的流動。雖然都市

流動可能造成都市居民孤獨、不安定與殘缺感，但也可促成在地陌生人

的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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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降，台灣都會電影在場景和處理的流動主題上都更加多

元，也更加回應全球化的趨勢。除了《台北四非》與《流浪神狗人》所

匯聚的多元視角外，蔡明亮仍以他獨特的視覺美學呈現都市邊緣人在流

動中孤獨脫序，但他的場景已擴充到高雄（《天邊一朵雲》2005）和新北

市（《郊遊》2013）。張作驥的《醉 • 生夢死》（2015）也深入描述社會底

層有限的流動，或隨著色情交易的合約關係浮動，或只能在創傷回憶中

迴流。片中主要角色之間雖有親情關切，卻好似總被困在都市角落，走

不出一片天。近幾年來，其他導演所拍攝的台北電影則比較雜多而有喜

感。影片中開始出現國際移工和兩岸互動（如《台北星期天》〔2009〕、

《總舖師》〔2013〕、《對面的女孩殺過來》〔2013〕）。年輕一代的台北影

片「不論在風格上與主題上皆有明顯年輕化、偶像劇化傾向……，著重

在台北作為一個全球都市的視覺地景，將焦點聚集在台北的消費與觀光

等面向」（林文淇、洪健倫；請見第五章）。

在電影全球化的風潮中，多倫多新浪潮和台灣新電影的發展頗為類

似。這些風格獨特的電影雖然受到國際影展重視，在國內它們卻不被片

商和觀眾喜好。此外，這些新浪潮電影初期有助於建構國家文化主體，

但當它們轉向處理都市與全球化議題時，往往受到部分學者批判。早在

1991 年迷走即因為台灣新電影沒有直接處理國家議題而提出「新電影之

死」的看法。郎法蘿（Brenda Longfellow）也批判加拿大多倫多新浪潮導

演的影片順應國際趨勢、傾向非政治和「後」國家。例如，她認為伊格

言的多倫多都是「沒有靈魂、令人孤單的反烏托邦」空間（“Surfing the 

Toronto New Wave” 125）。派克比較伊格言在新電影時期—《喜相逢》

（Next of Kin, 1984）到《意外的春天》（The Sweet Hereafter, 1997）—之

前與之後的影片，指出伊格言在這兩個時期的作品都採取好萊塢風格，

因此，他認為「作者已死」。即使伊格言積極建構「伊格言作者」論述，

他在後新浪潮電影作品中引用國際明星，迎合大眾口味。我則認為，新

00-F都市流動-導論-(打樣).indd   75 2017/10/11   下午 01:34:52



76 都市流動

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

10 我對集體電影的定義是由一位導演或多位導演拍攝、有多重故事線穿插或分段出現的影

片。影片中或有角色重疊、貫穿、偶遇，或彼此完全不相關。本書處理的《蒙特婁六重

奏》、《宇宙司機》，《死亡倒數》、《愛你的五種方法》、《多倫多故事》、《愛情來了》、 
《徵婚啟事》、《流浪神狗人》均屬集體電影。

電影「作者」並未死去，只是有些導演選擇轉型和多元化。這些導演想

要有足夠的資金拍片，就必須同時面對全球市場和在地觀眾。依梅爾尼

克（George Melnyk）的看法，不同的都會電影所建構的是該都市特有的

都會性（urbanity）。這些電影所呈現的都會性沒有單一定義，而是個集

合名詞，讓全球觀眾看到了該都市的多樣性，也特別引起在地都市市民

的共鳴。

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如何建構所處都市的後現代

都會性呢？

除了作者導演的獨特手法外，我認為三地電影共有三種「雜多」拼

貼策略：集體電影（ensemble film）10 中的偶遇、流動符號的重新定義、

漫遊觀視批判主體的建構。

㈠集體電影中的偶遇

在後現代電影中集體電影越來越常見，因為它可以捕捉後現代性的

複雜與多變，並勾勒都市圖景（參考 Sim）。本書所處理的多倫多與台北

集體電影更呈現多個主角的偶遇，藉由連結他們的故事勾勒出都市居民

群體（或特定年齡層、階層或族裔）的縮影。《台北晚九朝五》（戴立忍，

2002）和蒙特婁的《尋找世紀末的天堂》（Eldorado, 1995）專注在二十多

歲的年輕人，呈現她／他們的迷失、孤獨和追逐性慾。這兩部影片有許

多相似之處，也可以作為對比。主題上，兩部影片的年輕人都是失落的

一代；在呈現方法上，兩部片子也以五光十色的舞廳、跳接的鏡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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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摩托車和直排輪活動造成速度感和混亂感。《尋找世紀末的天堂》片中

的角色都與社會脫節，無法與人作有意義的溝通，「失落、害怕、沒有未

來」（影展文宣中導演的話）；例如，富家女洛珊（Roxan）藉著幫助別人

填補心靈空虛，璐璐（Loulou）利用一夜情填補空虛，DJ 洛伊（Lloyd）

滿嘴含性字眼的髒話、性交後卻不敢負責，漢麗耶（Henriette）利用性幻

想和與心理醫生對談來尋找同伴，麗塔（Rita）到處偷竊遊蕩……均是如

此。《台北晚九朝五》DVD 封套上的宣傳文字（「十幾段沒有愛的愛情關

係」）和所提供的「小辭典」—包括一夜情、網戀、多角戀和「不能

治病的」藥—則是片中年輕人情感混亂的寫照。最極端的例子有兩個：

Hitomi，不惜出賣身體以進入演藝圈，最後只換來在影片中扮演人形花

朵和垃圾桶等小角色；髮型師 Cola，到處追逐女色以逃避過去被師父性

侵害的創傷。

同樣是呈現在混亂中迷失的年輕人，兩部片子所建構的意義卻有深

淺上的不同。《台北晚九朝五》中有「一刀未剪的露點公開」（該片的宣

傳文字），卻沒有深刻的愛情。或者說，本片的「膚淺」在於它呈現了

愛與情，卻讓所呈現的愛情在「真愛 vs. 雜交」的二元對立中遊走，而沒

有在溝通中產生深刻的意義。首先，「真愛」的代表是 Eva 和小馬，但是

他／她們表達的方式非常一廂情願、自我矛盾。Eva 穿著性感又願意和

愛人 Ben 同居，在與 Ben 親近的時刻她「為愛」拒絕性交，臨走前又「為

愛」以身相許。賣「藥」仔小馬在全片中憂鬱且不發一語，而且他表達

感情的方式也很單向：利用毒品和煙幫助久病的父親解脫、珍惜父親送

的錶、寄情於網路上暱稱為 Summer Blue 的網友。最無厘頭的是當他好

似回心轉意要接受一直對他感興趣的 Cindy 時，卻不明不白地被卡車撞

死。連片尾較正面的結局也都是以「同性 vs 異性」、「城鄉」等二元互換

或飄浮的符號呈現。被 Cola 傷透心的 Vivi 轉而與女同志 Iden 結為連理；

被幫派老大羞辱的 Cola 逃到鄉鎮重新做人；失去小馬的 Cindy 則因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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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蝙蝠俠贈送的多彩氣球而展顏。前二者以同性戀和鄉村為避難所，

後者的笑容則如在空中飄浮無定的氣球一般無因無果。

另一方面，《尋找世紀末的天堂》則賦予角色歷史和情感深度，並

在偶遇的邏輯中產生意義。首先，大提琴演奏深沈的畫外音和本片破碎

而且快速轉換的情節進展形成對位，並為後者鋪設情感深度。同時，在

劇情中，街頭演奏的大提琴師也說出麗塔的創傷故事（和男友相約自殺

卻臨時後悔），為她的浮游不定提供歷史深度。其次，本片並不企圖為

每一個問題提出解答。麗塔背叛洛珊、璐璐傷害丈夫馬可仍是片中未解

決之痛。另一方面，本片也為兩位角色的孤獨受創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漢麗耶看透心理醫生不是交談的對象，轉而真心關切偶遇的麗塔，並接

受後者用偷來的 CD 所表達的友誼。一向不願意負責的洛伊最後也因為

擔心麗塔而到處尋找她。本片以洛伊背著麗塔離開舞廳，走在曠無一人

的鐵道上為象徵性的結尾。荒涼的鐵道背景指涉片中與片外許多孤獨流

動的人們，但兩人上下相疊的身影也暗示著孤單中仍可以建立有意義的

關係。

和《尋找世紀末的天堂》類似，本書處理的都市集體電影也運用偶

遇邏輯，發展角色短暫的戀情和友情。集體電影如《死亡倒數》、《愛你

的五種方法》、《愛情來了》、《徵婚啟事》場景分別設於多倫多和台北，

呈現不同年齡層的中產階級在都市中失去傳統家庭的慰藉，轉而和工作

夥伴、室友或甚至偶遇的陌生人建立友誼。我將在第二章、第五章與第

八章分別分析多倫多和台北的集體電影，主張在都市生活多元與快速流

動中仍然可以產生有意義的溝通。換句話說，短暫相聚或透過媒介溝通

不見得因此關係輕薄隔閡，因工作與近親疏離也不一定就生活空虛。

雖然地點與手法不同，多倫多和台北電影的偶遇還是表達了共同的

關切點。例如，《死亡倒數》和《二十、三十、四十》（張艾嘉，2003）

都藉由災難拉近人的關係。《死亡倒數》（見第二章）處理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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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十、四十》則由大地震開始，但實際上偶然相遇的人的溝通模

式才決定溝通是否產生意義。《死亡倒數》讓一對男女在世界末日前抓住

最後幾小時彼此認識並相愛，《二十、三十、四十》則讓來自馬來西亞的

小潔和從香港來的依童在短暫相處中建立了嘻笑、親密又曖昧的感情。

《愛你的五種方法》（見第二章）和《愛情來了》（見第五章）更是

對在都市偶遇、臨時突發的溝通做了深刻的詮釋。兩部片子都以出租公

寓為主要的場景，呈現同住一個屋子中的人的溝通方式。《愛你的五種方

法》處理經由五種感官所作的溝通，《愛情來了》則讓所溝通的訊息透過

（電子）媒介（電視、大哥大）傳播。但不論透過感官或電子媒介，傳達

的訊息都可能脫節、被誤解，或間接地表達善意。相較之下，透過感官

溝通不見得比媒介溝通簡單或直接。

《愛你的五種方法》利用一個小女孩（代表純真）失蹤的事件貫穿

周圍五個（名字都以 R 起頭）透過感官追尋愛情的故事。四個成人和一

個少女的感官溝通都有其失敗之處：按摩師露思（Ruth）在工作時把顧

客都當成自己已故的丈夫撫慰，卻無法「觸碰」到女兒的心；羅娜（Rona）

製作美麗的藝術蛋糕卻失去「味覺」；清潔工羅伯（Robert）自以為可以

聞到愛的味道，卻淪為 3P 性愛的一員；眼科醫生理查（Richard）熱愛古

典音樂卻即將失聰；帶著眼鏡的少女蕾秋（Rachel）對性好奇，偷窺他

人性交，卻讓她負責照顧的小女孩走丟。和一般都市人一樣，這些角色

失去感官功能或者是因為創傷或疾病（露思和理查），或者由於過於理

性（羅娜和羅伯），或者出於缺乏自信（蕾秋）。片中羅娜的疑心病和羅

伯過度信任嗅覺都是無解的問題，露思母女的創傷和理查的疾病也無可

挽回。但是本片不但讓兩對母女復合，而且鋪陳幾組非親屬式的（兩個

面臨喪失親人傷痛的母親之間、妓女和醫生之間）互相扶持。最深刻、

有趣的溝通是兩個偶遇的年輕人之間的互相鼓勵。傳統男性中心的電影

中窺視是物化對方以滿足自己的方式；但本片中的反叛少女蕾秋窺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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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瞭解自己，而且在闖下大禍（小女孩失蹤）後，和一位偶遇的男

孩建立起彼此支持的情誼。當男孩在她面前變裝為女生，蕾秋的讚美與

肯定—「好像把你由內到外看透了」（“It’s like looking at you from inside 

out”）—重新定義由觀視所造成的溝通。

㈡流動符號的重新定義

同樣是集體電影，同樣處理都市人的孤獨，《愛你的五種方法》採

柔緩的步調和帶有美感的鏡頭重新檢視、定義五種感官的溝通，《愛情來

了》則用活潑的喜劇手法，呈現在陰錯陽差的善意溝通中，符號如何經

由電子媒介傳播脫離原脈絡而產生了新意。《愛情來了》中的公寓較小，

角色的社會階層較低，呈現四位在台北謀生、工作不順遂又溝通笨拙的

年輕人。麵包師阿盛整天埋身在麵包店，他沉默不善於溝通，喜歡唱歌

卻五音不全，寫信給偶然間碰到的幼時玩伴麗華卻不敢把信交給她。胖

妹吳莉莉是打字小姐，工作枯燥又孤獨，因此寄情於看電視美食節目和

電話交友；她的失敗在於想減肥而不成，想交友也不得。他們的室友作

曲家也無法靠作曲在台北闖天地，窮到靠阿盛的麵包果腹。推銷員阿松

也是口舌笨拙，推銷防身器卻好像在威脅或詛咒顧客，因此到處碰壁。

在這些小人物的生活中，其實還有其可悲的一面：阿盛從小失怙；阿松

鎮日奔波，沒時間過生日；吳莉莉的電話情人，其實是以貌取人又喜歡

惡作劇的無賴喬書培；麗華的婚外情也碰到自私男子，沒有好結果。

《愛你的五種方法》中男孩的扮裝也重新詮釋了服裝符號，而在一旁

觀看的蕾秋則更進一步改寫了觀看的意義。《愛情來了》中工作辛苦又孤

獨的都市無名小卒則總是能彼此支持，並且透過流動符號表達善意和抱

著希望。如第五章分析，本片的流動符號—「隱形人」、電視中唱歌

的阿盛、call 機、手機與生日蛋糕拼圖—都是角色用來表達彼此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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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傳達與接收到的意義可能不同，但不影響善意的表達和領會。孤

獨的阿盛改寫了「隱形人」符號：他五音不全的歌唱經由電視傳播成了

「隱形人」，安慰了失戀的麗華。和電視牆的影像一樣，遺失的手機也是

脫節的符號，散佈在城市的角落，可能被遺忘、忽視，也可能為有心人

作曲家和莉莉接收到而被賦予意義（對朋友的祝福和交友的希望）。阿松

不工作，在樓頂拼湊的色板「蛋糕」也是脫節的流動符號，博得麗華一

笑。兩人素昧平生，阿松不知道麗華為何悲傷，麗華也不知道阿松沒有

人陪他過生日，但是兩人的脫節舉動和符號卻產生了有意義的連結。流

動的符號因此在傳送者和接收者的生活中產生了正面意義。

《愛情來了》一片由阿松看飛機起飛接 Call 機為起頭，由胖妹瞪著

響起的手機結尾是很有意義的，凸顯了這些小人物都是傳送、接收符號

訊息的有心人。片首阿松說他從小喜歡看地圖，並想像著地圖上生活著

他「認識的人或以後才會認識的人」；偶遇的麗華就成了他地圖上「多認

識的一個人」。換言之，「認識」雖然短暫卻不膚淺，因為經由替阿松剪

頭髮，麗華在阿松的意義體系中和其他符號（生日、風箏）產生了連結。

同樣地，在屋頂上當麗華俯觀城市，看到都市的全景、四周的建築外觀

以及洗大樓工人時，這種觀視也是將毫不相關、破碎的都市圖景納入自

己的情感系統，讓自己的情感得以紓解。個人解讀都市脫節的符號於是

產生了正面的意義。

在此，我們看到了第二種閱讀都市的「雜多」策略：重新定義都市

的流動符號。後現代都市中遊走的人們可能視而不見，或因偶遇而產生

衝突與溝通。流動的符號可能誤傳或漏接，也可能歪打正著，因此產生

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如賴旭和洱里（Scott Lash 和 John Urry，詳見第六章）

指出，充斥在後現代空間的符號可能讓人麻木不仁，無法產生意義，但

是也可能讓人發展出美學的自省性，利用重新定義符號來表達對自身和

環境的了解。在本書研究的後現代都會電影中，這種美學自省性表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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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對脫節符號的接受度以及重新詮釋與演出的能力上。第五章我將討

論《愛情來了》與《徵婚啟事》的角色如何透過媒介與儀式讓浮動的符

號產生溝通的意義；第六章則討論蔡明亮和伊格言影片的角色如何經由

重新詮釋周圍的日用品以及角色扮演，來治療創傷和與人溝通。

相對於《台北晚九朝五》的快速二元互換（真愛 vs. 雜交；花心男

性 vs. 同性關愛；無意義死亡 vs. 美麗漂浮氣球），以上討論的集體電影

呈現了偶遇中的善意與互相扶持，讓流動的人們產生關連；相對於音樂

錄影帶中、都市大樓上和捷運站中快速流動的影像，在許多後現代都市

電影中我們看到脫節的符號被重新改寫，賦予新意和脈絡化。這兩種閱

讀都市的「雜多」策略也是「脈絡化」的閱讀方式。兩個角色之間或許

只有點與點的連結，但經由偶遇，更多的角色被連結在一起；此外，文

本中還有多條情節線、多個符號放射的意義會彼此平行和交錯，脈絡於

焉產生。

㈢漫遊觀視批判主體建構

另一種都市的「雜多」閱讀是經由漫遊觀視造成的，這也是都市電

影利用鏡頭呼應都市流動的方法。這種漫遊觀視（flâneurial look）我在

第七章定義為一種「流動視角，既有都市漫遊者（無目的或非線性）的

漫遊特色，也反映出現代化都市景觀的多變和觀視者的流動性」，而且

我的重點是藝術家能夠整合具批判力的觀點，而非都市居民（如麗華）

抒解心情的觀賞角度，或消費者流動、破碎、受商品召喚或漫不經心的

視角。雷阿璞與羅茲瑪的影片中採漫遊觀視角度的是影片鏡頭本身和影

片中的藝術家角色。在後現代都市中還有很多其他種漫遊者和藝術家一

樣，他們的認同沒有被後現代符號虛擬化，反而能夠整合經由破碎流動

視角所看到的景象和所遇見的芸芸眾生。加拿大和台灣影片中以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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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角的片子正好可以作為代表。《宇宙司機》中的宇宙貫穿六個人的故

事，常常不經意地給予這些角色協助，道出每個故事處境的癥結，同時

也懂得在困境中生存（請見第二章）。《運轉手之戀》則經由片中的計程

車司機主角家族車行的職業訓練和他的「戀愛」（愛車、愛家、愛應該是

死對頭的交通警察）給予其尊嚴，並在開車時透過司機聽故事和察言觀

色呈現都市的眾生百態。另一個相同點是，這兩部影片一方面給予司機

尊嚴和智慧，一方面也呈現他們的都市漫遊意外與危險叢生，可能碰到

孕婦生產、可能被人偷車，或甚至因車禍而喪生。

都市漫遊的自由度不僅被都市內的亂象打折扣，而且還被不同的監

視、偷窺、檢視系統所否定—尤其當漫遊者本身是女性。第五章處理

的《台北四非》和《徵婚啟事》即是例子。《台北四非》中〈穿透台北〉

體現監視攝影機系統無所不在而且具穿透力。《徵婚啟事》中的杜醫師在

婚外情與徵婚的夾縫中則受到監視和檢視。她利用徵婚尋求情感出路，

而讓自己「漫遊」於眾人中，既觀看不同人的隱私，又成為被觀視（或

識破）、盤問（家世、感情、性經驗無所不問）、被誤解為可利用（為妓

女、性慾對象、讓父母抱孫子的工具、幫忙照顧智障兒）、玩弄（扮裝

演戲）或甚至性騷擾（試穿鞋子）的對象。本片很有技巧地讓這位「眼科」

醫師淪為被觀看評估的地位，並由此慢慢學習觀察人性弱點，伸張自己

的立場，以致整個徵婚過程成了幫助她走出困境、了解社會的儀式。但

是，她自以為居於暗處觀看別人的隱私，卻很驚訝地發現自己也是另一

個居於暗處的人—她情人的太太—的偷窺對象。於是，在情人太太

的自我告白中，偷窺與被偷窺位置都被取消，轉變為女人間的同情與杜

醫師最終的解放。

《愛情來了》中的麗華利用俯視都市來抒解心情，《徵婚啟事》中的

杜醫師也藉由觀看都市、與應徵者互動來逃避和消解自己的痛苦。麗華

的觀視或許沒有表達對都市更多的了解，杜醫師或許無法免於被應徵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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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檢視與偷窺，但她們經由觀視都市皆得以重整破碎的自我。反之，《台

北四非》、雷阿璞與羅茲瑪影片中藝術家的漫遊觀視則有較多批判、參

與視角和整合都市全景的能力。

這裡我要用黃銘正的短片《城市飛行》來總結都市電影中的「雜

多」閱讀策略，因為本片包含了三種閱讀策略：集體電影中的偶遇、符

號的流動與重新詮釋，以及流動鏡頭對都市的全觀。本片聚集了四組流

動人群：拍片導演和他的工作人員；檳榔攤販老闆、算交通流量的打工

少女和無家可歸的小孩；傳送快遞的年輕人和他所碰到的無聊女子；大

陸非法移民以開計程車為生、與他相貌神似的藍衣飛機駕駛、所碰到的

原住民以及公路收票小姐。在這些流動人群中，所有符號的表面意義和

刻板印象都被質疑和重新建立。幫派份子兇狠討債並且威脅帶走小孩，

原來僅是演戲；看起來像是幫忙大陸移民的人其實是警察，而嚇壞他的

警察其實只是演員；少女做檳榔西施，但不被攤販老闆剝削；無聊女子

穿著性感內衣，卻無意勾引快遞青年，而只是想找人一起唱歌。當然，

片中片〈乘著噴射客機離去〉既是幫派片，也抽離了原來流行歌曲（John 

Denver 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含義。流動中的符號雖然空洞，

偶遇的人們還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善意。無聊女子幫忙快遞青年清

理頭髮；場記為了讓無家可歸的小孩做臨時演員，用競選旗幟替他作了

一個風箏，藉著拼貼國家與政治符號表達善意；攤販老闆、檳榔西施、

流浪小孩三人一起乘著卡車遷徙，也重新建構了流浪「家人」的符號。

最浮動不定的是大陸移民和藍衣飛機駕駛的符號。檳榔攤老闆把兩

人認錯，因此，把計程車鑰匙以及身分證件交給大陸移民，讓大陸移民

得以對號入座，靠開計程車謀生。但是高速公路收費小姐口中喊的「阿

祥」，是大陸移民還是飛機駕駛？其實兩種可能性都有，都顯示流動人

群（失蹤的駕駛／大陸移民、已成歷史符號的收費小姐）之間曾有的（夫

妻）關係破裂。那流落山區的是誰呢？我也覺得都可能。如果是飛機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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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流落山區，他射殺麋鹿就象徵射殺自己駕駛飛機的過去。如果是移民

司機到山區小住，想射殺麋鹿就如同射殺他所取代了卻仍如影隨形的駕

駛。正如片首的文字「前面我已經不愛〔的〕人，像空的保特瓶，消滅

困難，回收不易」。藍衣駕駛其實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一方面被大陸移民

填補，一方面是個空洞的符號，出現在山區、片頭和片尾的片段中。片

尾我們不但在駕駛的公寓中看到藍色駕駛衣這個空洞的符號，還再度看

到角色的位移。在山區流浪的飛機／計程車駕駛回到住所又走到樓頂眺

望；電影場記（或他太太？）去審視空洞的房子然後也臨窗眺望。這時，

窗子下的電話號碼顯示此房子為待售屋，再次顯示流動人口的孤離、脫

節和他們周圍符號的空洞。駕駛符號的空洞的另外一個例證是在本片的

片頭和片尾呈現的飛機。一方面我們看到飛機的廣闊視野，一方面它又

轉變為航空圖上的抽象飛機符號。

即使充滿著空洞與抽離脈絡的符號，《城市飛行》中的影片拍攝和

飛機仍是把流浪人群連結在一起的媒介，讓快遞青年、檳榔攤老闆、大

陸移民和流浪小孩的生命產生關連。更重要的關連在於他們都喜愛飛機。

檳榔攤老闆和流浪小孩第一次相處就是一起玩模型飛機，大陸移民和

快遞青年也不時抬頭仰望天空中的飛機。快遞青年在被人惡作劇潑水、

丟口香糖在頭上後，本來也想要惡作劇。但是他轉而看天空的飛機，好

似因此心胸開闊。總而言之，本片一方面質疑甚至掏空了許多傳統的符

號，一方面又利用一個流動的符號（飛機和藍衣飛機駕駛）提供了城市

居民想像的出路。誰不嚮往能飛行於都市之上，擁有寬廣的視野，俯視

城市因而產生距離的美感？只是和《飛俠阿達》不同的是，本片中沒有

人能夠飛行，藍衣駕駛已成過去式；天上的飛機和模型飛機一樣，最多

不過是一個空洞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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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雜研究策略：論述加拿大與台灣後現代都會電影

全球流動中的確有許多空洞的符號與主體，但它／她／他們是否

空洞有時決定於接收訊號的人。本書透過討論所選取的蒙特婁、多倫多

和台北的後現代都會電影，目的即是討論全球流動中溝通和主體建構的

可能性。因此，本書的研究脈絡是 2000 年以來逐漸增加的加拿大電影

和台灣電影的全球化研究。在加拿大方面，《加拿大作品研究》（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s）和《電影加拿大研究》（Canadian Journal of Film 

Studies）兩個期刊在 2002 年都發行討論加拿大電影的專刊，討論（和抵

禦）電影全球化的趨勢。例如，利奇（Jim Leach）雖然看到一些加拿大

電影裡國家符號已消失殆盡，但他仍要以「缺席」（absence）來定義加

拿大電影。抗拒電影全球化趨勢也可以從 1997 到 2002 年間三篇論文對

翁達吉的《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電影的批判看出。對於這部

跨國合作、全球知名的電影，這三篇比較電影與小說的論文都質疑電影

省略小說的內容，11 也質疑它是否能代表加拿大。但 2010 年之後，派克

（David Pike）和梅爾尼克（George Melnyk）則分別於 2012 與 2014 年出

版的專書中承認加拿大國家電影時期已然結束。

台灣的學術界自 2000 年以來也熱烈討論全球化議題。就專輯而言，

《當代》雜誌出版了三期全球化專刊；包括 2000 年第 153 期的「全球化

與資訊社會批判」專輯，2001 年第 171 期的「資訊 • 網路與全球化」專

輯，以及 2003 年第 187 期的「為人權而寫作的索因卡」專輯中的「全球

化與在地化」單元。此外，《中外文學》也有三個專輯：2001 年第 352 期

的「全球化時空交換」專輯與 2003 年第 376 期的「全球化與文化研究」

11 例如，降低印裔角色吉普（Kip）的重要性（Younis），省略了廣島核爆（Roberts），以

及緩和沖淡小說的社會批判（Low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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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以及 2005 年的「大眾文學與文化：大眾性與（反）全球化」專輯。

在近幾年全球化議題在電影研究則有更細緻的研究。例如，魏玓討論國

際電影合製議題；張靄珠分別以全球化時空與歷史、身體與時間－影像

等議題討論侯孝賢和楊德昌的作品。此外，孫松榮與林松輝則以電影美

學角度分別討論蔡明亮的電影藝術如何跨國越界至博物館，以及如何用

「緩慢電影」回應當今的速度文化。（有關論者對個別新新電影如何處理

全球化議題的分析，請見第五章。）

在全球流動的文化脈絡中，本書選取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三個後

現代都會電影，處理它們所呈現的流動與雜多。為什麼是這三個都市？

如前所言，三個都市在移民比率、語言政策、後殖民國家歷史與後現代

狀況上既有一定的相近之處，也有所不同，正足以對比研究。此外，跨

越疆界、接連異同是構築全球網絡的重要策略。本書研究和比較三大後

現代都會的電影如何處理流動的人物、視角和情慾，如何建構流動空間

與第三空間，以及如何重寫脫節的國、家、建築與溝通符號，藉此討論

不同都市流動中溝通的可能性。

如旅行一般，學術越界的前提應是瞭解疆界。旅遊者在行前蒐集目

的地資料，研究者則在進行跨國研究前需要了解他國文化脈絡，且必須

面對不同詮釋社群的評量標準。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進行研究時，研究

者要能夠閱讀雜多文獻而不淪為拼貼碎片，懂得離心、越界而不失焦，

致力於接連異同而不將其簡化融合為一。因此，我在策略上援用文化

研究的「接連」（articulation）理論，12 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中鋪陳脈絡，

12 接連理論在文化研究領域的含義頗為複雜。如史萊克（Jennifer Daryl Slack）指出，它

的主要闡釋運用者（architects）是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霍爾（Stuart Hall）， 但可

回溯到馬克思、葛蘭西和阿圖塞。在此領域的發展脈絡中，接連理論可以指涉所有避免

經濟化約論的企圖（“a sign to avoid reduction,” Slack 117），也可以細膩地討論它如何在

認識論層次定義社會、在方法學層次提供文化研究方法，並且在政治運動層面因時地制

宜，以接連異己。由於我的研究取向是文本研究，因此，我採用接連理論為脈絡化的方

法和理論基礎，並不討論其在政治層面如何介入、打破既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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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化約，並找出其間的「對應處、不對應處，以及矛盾點」（Slack 

112）。換言之，在研究的實踐層面上，我身處台灣的地理位置，介於當

代加拿大和台灣電影兩大論述領域之間，必須一方面要連結兩大論述之

間的共同議題，一方面要將影片中類似的符號在其社會、理論和文本三

層面脈絡化，小心爬梳以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以下即是我的三種雜

多閱讀策略。

㈠外觀建築、連結並轉換符碼

介於當代加拿大和台灣電影兩大論述領域之間，我以建築學家艾格

絲（Diane Agrest）「外觀建築」的概念自我定位。艾格絲指出在建築史中

女性在設計理念和實作領域上都被排擠，因此站在建築之外。但是這種

外觀角度可以使女性不需要受困於建築／都市系統所指派給她的角色；

她可以「讓壓抑／取代她身體的機制開始消失」（“activates the absence of 

the repression/replacement of her body” 191），以更多元的觀點瀏覽都市和

觀看建築。由此延伸，艾格絲認為外觀論述（discourse from without）可

以泛指所有居於單一論述之外並試著連結多重論述的立場。我的外觀角

度和性別無關，我所面對的兩大都市電影論述也並不「同質、單一」；但

是居於兩者之間，我仍然可以打破其完整性，接連多種符號系統，產生

多元意義，在閱讀都市時更可以閱讀出非線性的、甚至超越國界的後現

代都市空間文本（spatialized text 55）。

為了尋找跨越國界的連結點，我的第一個選擇是加拿大和台灣／台

北後現代都市電影所呈現的（年齡、性別、族裔、階級）弱勢族群和（意

外疾病、情感經驗或都市生活造成的）孤獨角色，檢視他╱她們的邊緣

空間和經由空間實踐和想像所建構的都市主體。身處（好萊塢）主流電

影或社會的各種邊緣，這些都會電影的導演和角色並未「向中靠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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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在邊緣促成另類連結、開拓邊緣空間，或甚至跨越國家疆界。所選

取的加拿大與台北電影導演大多具有一些一般定義的「加拿大」和「台

北」特色（例如，加拿大英語電影中較呈現孤獨的受害者和文本後設性，

加拿大法語電影則以象徵手法處理存在問題，有時也會呈現群體的堡壘

心態；台北電影中常有混亂街景、地攤和小人物，新電影採寫實手法，

新新電影則摻入喜感等等），但是我的重點不是用這些常見的定義限定

她╱他們為「英語加拿大」、「魁北克」或「台灣」電影，而是要在選取

的電影文本中找出轉換符碼以產生一些新的連結。

最重要的連結點就是「都市流動」，藉此概念連結本書八個章節所

處理的不同種流動與流動空間。在第一部分「都市流動、國家與移民：

蒙特婁與多倫多電影」檢視蒙特婁和多倫多兩地由中心到邊緣的種種流

動。我由白人（如第一章的阿坎德和第二章麥凱勒〔Don McKellar〕、波

德斯瓦〔Jeremy Podeswa〕）所感受到的後現代都會流動出發，進而討論

弱勢族裔角色和導演所經歷和呈現的流動（包括第二章《死亡倒數》中

的華裔、《多倫多故事》的非法小移民、加勒比海裔和華裔角色、《軋倫

多》中的原住民，以及第三、四章移民導演維哥和梅塔的影片）。白人角

色所面臨的多半是自身的流動不安和後現代社會的流動資訊、資本、情

慾、感官與病毒，移民角色則因為其移居經驗而使其所居住和想像的空

間更加流動和多元。都市的流動可能打破白人社群網絡的封閉性，或讓

他們產生另類連結；在移民的第三空間中，導演維哥和梅塔則分別運用

情緒提示（mood cue）、文化符號和混雜的文本策略讓第三空間產生歷史

深度、文化廣度，或甚至改變主流空間。

第二部分「都市流動與溝通：台北、多倫多與蒙特婁電影」跨越法

語、英語加拿大與台灣的界線，處理流動所產生的溝通；包括：流動符

號的脈絡化（第五章《台北四非》、《徵婚啟事》和《愛情來了》），「非

地方」所建立的「家庭」關係（第六章英語導演伊格言和蔡明亮），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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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觀視與都市產生的互動（第七章英語導演羅茲瑪和法語導演雷阿璞的

作品），並討論在流動與偶遇中如何面對個人極限和對「他者」表達善

意（第八章法語導演維勒納夫和陳芯宜的電影）。

在三個都市（或兩個國家）的電影之間遊走，我一方面設定所討論

文本的主題脈絡，一方面也運用艾格絲所謂的不同互文領域之間的「轉

換符碼」（“shifter” or “departure signifier”），將一個文本系統開放連結到

另一個文本系統。轉換符碼有時是在文本內顯而易見的；比如，《愛情來

了》裡的 Call 機和手機，《城市飛行》中的飛機；這些符碼在文本中的

不同角色之間流轉而產生不同的意義，但皆與都市流動相關。有些轉換

符碼則是不同文本共同使用的視覺符碼，如俯觀都市和瀏覽建築而產生

的都市流動景觀，不造成歷史歸屬感的「非地方」（non-place；詳見第六

章第二節）如舞廳、機場、旅館和空洞的家，以及產生流動的工具（如

摩托車、公車、計程車、風箏和手機）和流動中的人（司機、飛機駕駛）

等等。這些流動符號本來在後現代都市空間就很常見，但是，在不同的

電影文本中他們會產生不同的脈絡意義。

在都市電影中找到共通的符碼不難，重要的是選取可以連接兩個語

意系統的符碼。這種符碼在兩個文本出現的比重與所有的含義應該是相

當的，因此，才能牽引兩個文本語意系統，進行二者的對話。以鳥瞰或

瀏覽都市景觀的鏡頭為例，在都市電影中以都市空景轉場是一個常見的

手法，可能了無新意，但是這種鏡頭在英語導演羅茲瑪、法語導演雷阿

璞的作品，以及《愛情來了》與《城市飛行》影片中都有特殊意涵。羅

茲瑪和雷阿璞的影片裡出現多種城市景象的橫搖和俯視鏡頭，而且和影

片主題相關。在她們的影片中，漫遊觀視者有些是電影角色，而他／她

們瀏覽都市景觀的鏡頭構成影片情節的主線；有些則是電影鏡頭本身，

訴說和主要情節平行發展的另一線故事。即使她們有些作品中零星的都

市圖景「看似」情節轉場，但其實這些都市圖景是角色書寫與投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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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畫布。因此，兩位導演的影片可以相提並論，藉以爬梳出這些文

本中類似的流動都市圖景，並分析它們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如何牽引出

都市和流動主體的溝通。

我利用（流動）都市圖景為共通的轉換符碼，貫穿兩位英法語導演

作品的不同語意系統，除了討論這些鏡頭的共通性外，還必須小心歸納

整理這些鏡頭在不同文本脈絡中產生的不同語意鏈，如此才能夠充分討

論影片的邊緣藝術家或鏡頭如何經由觀看都市處理自己或角色的主體位

置和對都市的態度。另外一方面，《愛情來了》和《城市飛行》中的都市

景觀出現的比較少，在比例和主題上與上述兩位加拿大導演的作品無法

進行對稱比較。因此，我在此導論中討論它們的雜多閱讀策略。

有時，轉換符碼所連結的是完全不同的電影語言系統，連符碼本身

也只有概念相同。以伊格言和蔡明亮為例，他們的共同點是呈現非地方

和關切家庭破裂，但是他們的電影手法南轅北轍，一個有非常複雜的情

節和自我指涉性，一個則採低限（minimalist）手法，鏡頭單一，情節發

展也緩慢。因此，兩種文本系統不可能在情節上或手法上做一對一的比

較，需要作「語言」的翻譯。換言之，一方面要以非地方為轉換符碼和

以流動空間（和其所造成的傳統崩潰和情慾流動）為共同的後現代情境

脈絡以構成兩個文本系統的溝通，我一方面則須解釋兩個文本系統在非

地方中運用不同符碼（伊格言影片中的鏡頭和電視螢幕，蔡明亮影片中

的電視和水）表達「流動」，影片角色也表達不同的美學自省性（例如

伊格言影片中的角色扮演，和蔡明亮影片中小康的自我表演）。

㈡殊中求同：鋪陳文本的社會脈絡和全球流動脈絡

換言之，徒有轉換符碼是不夠的，在連結之前更重要的工作是為研

究的文本建構可以對話的脈絡。如前所言，加拿大和台灣電影不但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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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而且它們所處的文化脈絡和所呈現的都市（多倫多、蒙特婁和台

北）都很不同。整體而言，台灣和加拿大有許多看似相似卻差異甚大的

連接點：兩地各有自己的統獨問題和國家主體問題，兩地之間還有頻繁

的貿易和移民關係（台灣在 1991-1996 移入加拿大的計有 32,140 名，在

移民入加拿大的國家中是第七名；之後移民加拿大人數驟減，但每年均

有 2,000 名左右）。身處世界性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兩個地區（外

加中國大陸）的關聯性更由 SARS 病毒而凸顯出來。同時，世界性的貧

富懸殊日增的問題兩地也都有份。13 但是比起多倫多、蒙特婁，台北身

為第三世界後現代都市的確比較多雜亂地區和景觀。夏鑄九則視都市非

正式經濟為台灣都市生活的基本形式，擴大貧富不均，並造成都市空間

的混亂（夏鑄九 310）。反觀多倫多的後現代化，則比較整齊有規劃，其

仕紳化代表中產階級加入都市改革（reformism），其建築也具有融合歷

史脈絡的企圖。但另一方面，蒙特婁、多倫多和台北的購物商城和街頭

同樣充滿美式和跨國商品符號與好萊塢電影廣告等等（Caulfield 61-109）。

介於三個都市和三個電影論述之間，我「殊中求同」的做法是先在

本書第一部份鋪設與分析加拿大電影由核心到邊緣的流動脈絡，然後再

於第二部份帶入台北電影的流動主題，並在第六到第八章中將三地電影

兩兩相比。為了連結不同地區的文本，我先勾勒其共同的論述空間；例

如，全球性的流動、漫遊觀視、流動空間、其所造成的傳統結構、意義

與關係的鬆動，以及流動中的溝通。然後，我處理並列文本系統的特殊

性（如伊格言與蔡明亮、雷阿璞與羅茲瑪、《迷情漩渦》與《流浪神狗人》

13 方偉晶和澀谷久美子（Fong & Shibuya）指出，多倫多貧富收入的差距由 1950 年的 4 倍

增加到 1985 年的 14 倍。台灣在 2002 年低收入戶可支配所得為二十九萬元，但最高所

得族群可支配所得為一百八十萬元（Ayo 轉載自聯合報），貧富懸殊則是六倍。但這裡

我們必須要小心比較的標準是不同的：加拿大 Low Income Cut Off 的算法是一個三口家

庭年收入是 20,926 加幣╱ 533,613 台幣到 $24,389 加幣╱ 621,919 台幣，而台灣有 39%
為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算法是月入 8433 元，年收入 101,1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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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手法），討論文本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下如何回應類似的流動議

題。在後現代流動空間的脈絡之下，全球性都會蒙特婁、多倫多和台北

都充斥著流動的人群、商品、資本、資訊、病毒和慾望，因此，這些文

本中的流動元素有了一個共同的解釋框架，作品也得以對話，敘述著三

個後現代都會的居民如何不安定、孤獨、必須離開破碎家庭，或在非地

方、偶遇中進行溝通、獲得慰藉，或透過漫遊觀看都市並質疑其權力結

構。

㈢介入理論爭論脈絡

另一種接連的努力在於介入理論爭議點，折衝差異。本書主要討論

的問題是：全球流動中都市人（含居民、訪客、移工、遊民與〔非法〕

移民）的主體如何建立，如何彼此溝通？在溝通上，我檢視流動的符號

是否在溝通脈絡中產生意義。在主體建立上，我則研究加拿大與台灣影

片和其角色的空間實踐與想像；討論它／她／他們如何被邊緣化並受限

於社會體制，以及如何擴展邊緣空間。對我而言，都市邊緣人物拓展空

間的方法有三：漫遊、混雜既有空間、重新定義其中的符號。除了以下

章節所處理的理論議題外，在方法學上，我的研究介入了兩個爭論領

域：1. 都市漫遊者是否有性別區分和批判性；2. 巴巴的混雜（hybridity）

和第三空間是否可以賦予弱勢力量。借用霍爾的字眼，我與理論天使角

力（“wrestling with the angels”；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1901），而不奉之為教條；藉以推展自己對都市空間實踐的看

法。

在漫遊者論述領域中，我所介入的爭論點有：漫遊者是藝術家還是

消費者，女性漫遊是否可能，以及「漫遊（者）」這個詞氾濫至今是否

還有使用它的意義。第七章討論羅茲瑪和雷阿璞，我的重點是漫遊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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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在此導論中，我則加入計程車司機和非藝術家女性的漫遊觀視角

度。當今的都市漫遊藝術家無法避免受商業影響；同樣地，女性漫遊在

後現代社會雖然可能，但也可能被廣告召喚、為男性窺視覬覦（如《徵

婚啟事》的杜醫師）。這裡我想要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我要使用這個可能被

用得太過浮濫的詞彙。基洛克（Graeme Gilloch）對漫遊者何以「死亡」

做了很犀利的剖析，他主張漫遊者已經不是在街上漫遊的人，而成了一

個符號，無止無盡地演繹、延伸，代表「觀察者、哲學家、社會學家、

知識份子、妓女、慈善家、消費者、狗仔隊、（後）旅客、餐飲者、試吃

者、換頻道者、網路漫遊者、駭客……。代表每一個人也不代表任何人」

（109）。在泰思特（K. Tester）所編的《漫遊者》（The Flâneur）一書中，

兩極的看法可以由包曼（Z. Bauman）和莫羅斯基（Stefan Morawski）來

代表：包曼認為漫遊（flânerie）已變成漫步旅遊（flâneurisme），漫遊的

世界是購物中心、主題樂園、套裝的旅遊地點，或甚至是家裡觀賞的錄

影帶等完全被設計的、虛擬化的空間。另一方面，莫羅斯基認為後現代

社會越是充斥著擬像（simulacra）和商品的「空洞奇觀」（187），知識份

子的漫遊越是不可能。但是知性漫遊（intellectual flânerie）是一個必輸卻

不應該結束的遊戲；即使成為自己時代和家裡的陌生人，漫遊者可以為

人類開放出新的遠景（197）。

我個人並不認同「漫遊者是沙發馬鈴薯或超級英雄」這兩種極端的

看法。我認為漫遊者和流動空間（以及其混雜符號）都是現代性的產物，

也是研究都市流動的重要認知範疇。因此，這些理論富含當今這個現

代－後現代、殖民－後殖民－新殖民時代所有的矛盾和衝突。套句派爾

（Steve Pile）的話，漫遊者之所以既重要且充滿矛盾，正是因為他╱她╱

它「站在階級、性別、種族關係的交界點，藝術、大量製作和商品化的

衝突點，還有群眾、城市和現代化經驗的聚會點上」（229）。在後現代社

會中人的行動力增加，環境的種種流動更是頻仍，因此必然產生以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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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具正、負面意義的漫遊形式。每一種形式的漫遊都可能和其他形式的

漫遊產生關連：藝術家也是消費者，觀察者一不小心可能變成狗仔隊，

妓女和慈善家其實都無限度地給予，超然的觀賞更可能是一種偷窺……。

雖然「漫遊者」的語意混淆滑溜、充滿矛盾，用這個分析範疇來回

應這些衝突反而變得更加有趣。換句話說，對我來說，「漫遊者」應該不

是一個套用的標籤，而是個我必須「與之搏鬥的天使」。使用這個分析範

疇，我帶入它所涉及的衝突論述，由此在研究中問適切的問題並從而深

入討論。我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觀看、了解、詮釋後現代流動空間中的

雜亂並解決其中的衝突。我分析《台北四非》、《徵婚啟事》、《愛情來

了》（第五章）以及羅茲瑪和雷阿璞的影片（第七章），在其破碎並流動

的城市觀點中閱讀出具脈絡性的都市和主體意義。換句話說，我偏向於

討論漫遊的觀察、分析和整合能力，而不是其消費者行為的自主程度。

而且，既然女性漫遊者／藝術家和商業文化密不可分，女性漫遊者可能

迷路、成為男性窺視對象，或甚至落入色狼手中，我認為她／他們經由

漫遊空間實踐所獲得的力量與對都市的瞭解更加難能可貴。

混雜論述和第三空間也是我的研究所介入的論述領域。加拿大和

台灣所處的全球流動節點不同，而且兩個地區的混雜性質也不一樣：加

拿大是移民國家，台灣則有多重（文化）殖民的經驗。即使如此，兩個

地區的論述所共有的全球化議題是：混雜是否瓦解或建構主體，流動

空間是否被資本抽象化，或得以構成批判權力中心的第三空間。不論是

受殖民、移民或全球化企業投資的影響，當今混血、混語現象和文化交

流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國家邊緣產生「介於其間」的第三空間。這個流

動混雜的第三空間彼此不連貫且充滿裂縫，但也可以協調差異、包容多

元，並且抗拒主流壓抑和打破二元對立（Robert Young, Massey）。另一

方面，評論者也批判巴巴的混雜和第三空間的觀念，認為他忽視第三空

間的物質辯證性，造成弱勢主體建構的困難，容易被主流收編和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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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lips, Chowdhury）。

我個人認為巴巴的第三空間理論的確過於理想化，都市中的移民、

弱勢族群的混雜空間仍然有其尷尬、困難之處，甚至有身體與勞力被剝

削的事實。同時，多元文化在全球化傳播之下可能被商品化和符碼化，

正如同全球化過程中混雜的可能是孤離的人和脫節的符號。即使如此，

巴巴的第三空間做為一個論述空間仍然有其質疑權力中心和接納多元的

力量。重點在於身處混雜空間的人是否有能力了解、接受或甚至重新定

義其混雜性？是否有空間協調衝突和包容差異？還是為了生計在其中疲

於奔命，為愛慾所趨衝動行事，或者被混雜的商品所物化。換言之，正

如同漫遊觀視可以是藝術家和一般居民的閱讀都市策略，運用混雜空間

和重新定義流動符號也是。如果都市居民可以利用重新詮釋符號和溝通

來定義自我，與人溝通，藝術家如角色波莉（《聽美人魚唱歌》）、導演

蒂帕梅塔（Deepa Mehta）和克萊蒙 • 維哥（Clement Virgo）的混雜第三

空間則更加寬廣和具社會批判力。

四、都市流動、主體與溝通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在地性其實產生於流動與封閉、變化與固著

（“flux and fix”）的弔詭之中（Meyer and Geschiere 3）。任何國家主體的定

義都難免在全球流動中受到改寫。因此，「要掌握流動」，我們必須放棄

把世界視為「可定名的團體」之聚合（Kelly qtd. in Meyer and Geschiere 3）；

放棄「把行動、空間和國家都放在呈現靜態差異的地圖上」（Appadurai 

qtd. in Meyer and Geschiere 3）。換句話說，不僅都市流動，連都市（電影）

文化都應該是開放的，容許都市文本不斷製造並拆解在地性，容許疆界

不斷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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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的目的，並非定義

此三大都市或是其都會電影，而是試圖利用以下範疇來了解都會電影如

何運用、呈現與回應都市流動︰國家符號、流動空間（第三空間、非地

方）、漫遊觀視、流動符號、流動中的溝通與偶遇。為了處理都市流動

對國家與移民的影響，本書第一部份「都市流動、國家與移民：蒙特婁

與多倫多電影」選取蒙特婁與多倫多電影，分析國家符號的消失、流動

中的溝通，以及移民所造成的都市空間。第一章分析阿坎德的「沉淪三

部曲」（Decline Trilogy），討論阿坎德透過三部曲對於力不可擋的全球資

本之流批判有加。在三部曲中魁北克的國家符號在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之

下逐漸喪失其神聖價值，成為全球流動中的膚淺符號，而在地的白人社

群則越來越無力與狹隘，最後只能以讓主角離開都市為解決之道。

第二章到第四章討論不同族裔的多倫多導演讓角色造訪或待在多倫

多的邊緣並因此重新定義都市邊緣。第二章處理 2000 年前後的四部多倫

多電影所呈現的流動空間的溝通，其中《軋倫多》處理原住民在都市流

動中的個人歸屬問題，《死亡倒數》、《愛你的五種方法》、《多倫多故事》

中不同族裔背景的角色在流動的「家」和流動空間中試圖溝通。透過分

析四部影片，我主張這四部 2000 年前後的多倫多都會電影都呈現都會空

間的流動化，但這些流動（化）空間是不同族群角色的主體建構和溝通

的場域。第三和第四章討論有色族裔導演—加勒比海裔維哥與印裔梅

塔所刻畫的多倫多族裔空間。移民是都市流動的主因之一，因此，兩位

導演所刻畫的空間均有其流動性。我分析的重點在於兩位導演如何運用

電影技巧開放並豐富移民空間。第三章討論維哥的「後《無禮》影片」

用情感、情緒提示、文化符號所建構的加勒比海裔情感第三空間，以呈

現角色的回憶、經驗和抉擇。這種第三空間打破「實虛」、「今昔」的二

元對立，開放出跨族裔溝通與沾黏移民歷史的多元意義，並讓觀影者產

生同情。第四章討論梅塔影片如何採取主動離心的「混雜」和「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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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策略︰一方面戲耍「混雜」、同情「離散」，但也同時藉以混淆或

阻斷權威的劃一控制和種族區隔，讓多倫多的南亞裔社群構成加拿大垂

直鑲嵌玻璃的縮影，並且有限度地容許跨族裔及跨性別對話。

第二部份「都市流動與溝通：台北、多倫多與蒙特婁電影」處理

台北、多倫多與蒙特婁電影中流動空間的溝通，所處理的流動分別是流

動符號、非地方、漫遊觀視和全球物流系統。第五章分析《台北四非》

（2006）、《徵婚啟事》（1998）、《愛情來了》（1997）如何利用流動符號

和資訊產生脈絡化的溝通意義。第六章比較伊格言和蔡明亮的電影，

指出兩個導演在呈現傳統家庭瓦解之後，讓角色在「非地方」中建立短

暫的「家庭」關係，或重新詮釋符號，以產生認同新意。第七章分析羅

茲瑪和雷阿璞的女性漫遊觀視如何表達女性自我、與都市溝通，也批判

都市的父系結構。我主張羅茲瑪和雷阿璞一方面讓藝術家在都市內擴充

或保有其多元的自我空間，一方面利用肉眼、攝影鏡頭瀏覽後現代都市

（登高俯視、行走仰視、拍照拼湊都市），建構逸離或投入都市的藝術家

主體。第八章分析維勒納夫的《迷情漩渦》（Maelstrom, 2000）和陳芯宜

的《流浪神狗人》（2008），將都市流動放到全球物流系統之中，但也利

用偶遇與意外的情節思考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極限—死亡與陌生人。

質言之，本書由蒙特婁電影出發，逐步帶入多倫多和台北電影，

並順著國家－個人、流動符號、流動空間的論述脈絡發展。在都市流動

中要如何成家，如何溝通？在第一部份處理的影片中，家庭佔有重要地

位，它往往是角色情感投注之對象，因此，它是否破碎是一個問題。

第二部份所處理的影片則好似比較接受流動的事實，家庭則往往缺席或

形同空殼，必須重新定義與建構。就場域而言，阿坎德的三部曲最終讓

角色遠離都市，其他處理的作品則都讓角色在都市中努力溝通與建構自

我。這些蒙特婁、多倫多和台北電影或採獨特的視角與拍攝手法，或拼

貼都市圖景與混雜人群，多以「雜多」的手法試圖建構非傳統家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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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或家），也常讓角色在溝通中重新定義浮動的符號和人際關係。或

許這些影像是「萬片拼圖」，無法提供國家或都市全貌，但是它們處理

了切身的都市主體和都市生活議題，促使我們在與影片對話中尋找自己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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