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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特所撰〈嘉寶的臉〉出發，本文企圖重新思考電影作
為「臉部特寫」的可能。一般界定下的臉部特寫，乃是以近距
離拍攝的人物臉部影像，其明確指出的重點有二：一是攝影機
與被攝人物的空間距離（近），二是被攝人物的身體部位（臉）。
而文中放入括弧的「臉部特寫」則是企圖鬆動此狹隘明確的界
定方式，讓「臉」成為一種情感性的強度，讓「特寫」指向一
種對時間的敏感，對身體「面向性」（face to）的關注，讓「臉
部特寫」可以不是臉部也不是近距離，只要能凸顯出電影影像
的時間性－情感性－面向性－關（觀）連性、亦即電影影像所
產生的「觸動」（the touch）的，就都是「臉部特寫」。
為了開展此「臉部特寫」所揭露細節感官與蓄放的情感強
度，本文嘗試回到「語言轉向」之前的早期電影論述，從巴拉
茲（Béla Balázs）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與艾普斯坦（Jean Epstein）四位電影論述者重新出發，
以當代的理論觀點重新閱讀他們一九二○、三○年代的電影書
寫。這四位早期電影的論述者，不約而同都被電影所展現獨特
魅力的「臉部特寫」所蠱惑，不約而同讓「臉部特寫」以非人
本中心、去封閉主體的方式擴散流盪。他們所關注的臉，不只
是認識論表面的臉，更是讓人「觸動」的臉。在他們的筆下，
電影的臉成為「事件」而非「再現」，成為動態的「變成」而
非靜態的「存有」，讓所有電影的「表面」（sur-face）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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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臉」（inter-face），讓所有的「間臉」都成為打破人本中心、
封閉主體想像的「界面」。
關鍵詞：臉部特寫（face in close-up），體感空間（the haptic
space），面相（physiognomy），上像性（photogenie），情感
（affect），觸動（touch），表面（surface），間臉（interface），
間主體（intersubjectivity）

※

※

※

一張專注拍攝出的臉，即使遠距，也總是特寫。特寫總是展示臉
部，一種面相。
歐蒙，〈臉部特寫〉
（Jacques Aumont, “The Face in Close-up”）
我將臉視為表象的譬喻，表象中的表象，譬喻中的譬喻，如果你
願意，也可說臉是祕密本身的元表現，一種顯現的原始行動。因
為臉本身是一種偶發，位於靈魂假面與靈魂之窗交接的魔幻十字
路口，乃善加維護的公共祕密之一，為日常生活所必需。
陶席格，《破相》
（Michael Taussig, Defacement）
嘉寶的臉，范倫鐵諾的臉，卓別林的臉以及奧黛麗‧赫本的臉，究竟有
何異同之處？
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著名短文〈嘉寶的臉〉（“The Face of Garbo”）
中，侃侃而談電影銀幕上明星臉的異同：范倫鐵諾的臉會叫人迷戀到想自殺，
嘉寶的臉也同樣神祕蠱惑；卓別林的臉白得像麵粉，而嘉寶的臉白得像石膏，
前者如圖騰而後者如神祇。但巴特全文的重點卻不在比較男明星與女明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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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而在區辨女明星彼此之間臉的差異，而此差異就座落在嘉寶與赫本的對
立之上：嘉寶的臉是概念，赫本的臉是實質，嘉寶的臉是理念，赫本的臉是
事件，嘉寶的臉是原型，赫本的臉是凡人，嘉寶的臉叫人敬畏，赫本的臉叫
人迷戀。簡而言之，嘉寶的臉來自天堂，是女神的臉，赫本的臉來自人間，
是女孩的臉，女神的臉是（形而）上面的臉，而女孩的臉是（形而）下面的
臉。
在這一連串的對比之中，巴特所意欲凸顯的乃是嘉寶「絕美」的臉，美
到有如柏拉圖的理念，不食人間煙火、超越俗世凡塵。首先，這種美當然必
須是白色的，此處強調的純白，不僅只是黃金比例下希臘雕像般的石膏白（數
學與幾何的完美結合），更是西方啟蒙精神（en-lightenment）中結合光與絕
對形式（更可延伸為種族優越、殖民擴張主義）的「白色神話」（white
mythology）。而此同時，這種絕美的臉推到極端也必須是「去性別化」、「去
性慾化」的臉。相傳美國大導演葛理菲斯（D. W. Griffith）之所以發明特寫
鏡頭，正是因為要捕捉電影中女明星美麗的臉部細節。而當代法國導演高達
（Jean-Luc Godard）也曾經半認真半揶揄地指出，美麗女星的臉是最美麗的
景觀、最具促銷力的商品。1然而在巴特筆下，嘉寶的臉卻美到「超越」了性
別與性慾，嘉寶的臉成為美的絕對形式與概念，不再有男女之別。
因此嘉寶的臉作為「上面的臉」而言，上面指的是抽象、昇華以及超越，
和傳統精神分析與性別研究中慣常談論的「上面的臉」／「下面的臉」有所
不同。佛洛依德曾就人類由四足爬行到雙腳站立的身體進化史，做了精闢的
文化精神分析，此以視覺優勢取代嗅覺主導的站立姿態，乃同時是以「臉面」
取代了「生殖器」（Freud 229-35）。此「上面的臉」如何置換「下面的臉」
更在後續精神分析的相關討論中呈現出清楚的性別製碼，女人「上面的臉」
成為父權文化中「性戀物」（sexual fetishism）與「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的對象（電影中女明星的臉正是此二者的絕佳結合），以壓抑掩
蓋「下面的臉」潛在之閹割威脅，而蛇髮女妖（Medusa）之所以猙獰恐怖，
正是將此閹割威脅上移表面化，成為父權文化中「憎女」的潛意識恐懼與投
射：蛇髮女妖把應該壓抑在下面的女性生殖器官移轉成上面的臉面，她所帶

1

Jean-Luc Godard, “Defence and Illustration of Classical Cinema,” Godard on Godard (New
York: Viking, 1968) 28, qtd. in Mulve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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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恐懼正是去壓抑、反昇華的結果。雖然〈嘉寶的臉〉一文中談論到的嘉
寶，乃是針對扮裝電影《瑞典女王》所作的討論（嘉寶在片中變男變女，分
飾女子與年輕騎士的角色），但此性別扮演的部份卻在巴特的詮釋中遭到徹
底的排除，原本傳統單一女人身體的下面與上面（面即是臉），在此則被成
功置換成兩個女人之間（嘉寶與赫本兩位女明星之間）上面與下面的差異，
概念／實質、理念／事件、超越／實存的臉之本質差異，而與性別意識形態
徹底無涉。
但巴特〈嘉寶的臉〉一文真正有趣的地方，卻不周旋在上述的種族與性
別意識形態批判，〈嘉寶的臉〉真正啟人疑竇之處，在於我們無法確定巴特
談論的臉究竟是電影《瑞典女王》中嘉寶的臉，還是該電影劇照中嘉寶的臉？
而劇照的臉部特寫（攝影的臉）與電影的臉部特寫（電影的臉）又有何差異
之處？首先，若將〈嘉寶的臉〉放回巴特談論電影的論述脈絡中觀察，我們
很有理由相信巴特此處所談的極有可能是攝影的臉而非電影的臉。以巴特的
另外兩篇相關文章為例，在〈哈庫演員〉（“The Harcourt Actor”）一文中巴
特談到哈庫攝影工作室一系列的演員劇照，其所運用的獨特打光與攝影技
巧，以古典再現機制的符碼讓照片中的演員充滿神性，徹底超越了身體的物
質性與年齡限制，「哈庫演員是神，他無所作為，他在靜止狀態中被攝入」
（19），所有注意的焦點都「被化約為一張滌盡所有動作的臉」（20）。換
言之，此處的神性與知性，正在於靜止不動所代表的永恆與超越，而非時間
流變下身體的成住壞空。嘉寶「石膏像般」的臉似乎跟哈庫演員「大理石般」
的臉一樣，都是由人性昇華為神性的理想／理念化，都屬靜態攝影美學中「滌
盡所有動作」的臉。
而在〈第三義〉（“The Third Meaning”）一文中，巴特更指出電影作為
一種攝影之重要性，超過電影作為一種「動畫」（the motion picture）之重要
性。巴特開宗明義將電影的意義分成三種層次：訊息層次的溝通，語言象徵
層次的表義（顯義）與非語言層次的指稱（鈍義）。巴特以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恐怖的伊凡》與《波坦金戰艦》等片之劇照為分析文本，談
論照片中的化妝衣飾髮型，像沙皇廷臣的臉、伊凡的山羊鬍子、或農婦的髮
髻，如何有如「一種腔調，一種浮現的形式本身，一種標示出訊息與表義重
重堆疊的褶子（甚或縐褶）」（62），展現出某種既持久又消退，既光顯又
易逝的「減弱意義」，大於敘事中單純、筆直的垂線，成為比直角大的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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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向無窮無盡的語機活動。此乃真正「影片性」（the filmic）之所在，始
於語言與後設語言所止之處，「在影片中那無法被描繪的、無法被再現的再
現」（64）。對巴特而言，只有靜止狀態的劇照，亦即在時間流變與運動延
續中所截取的片斷，才能提供影像的「內在」而非影像的「運動」，展現出
「影片性」的特質。換言之，影像並不在電影作為「動畫」的影像運動中，
而在電影作為「靜照」的「畫格」（photogramme）之中。
由此觀之，巴特對「影片性」之堅持，乃為一種雙重的「化動為靜」。
原本在傳統電影研究中，（臉部）特寫就常被當成截斷「敘事之流」的靜止
影像，以「景觀」取代了「動作」（Mulvey 41）。而在巴特的筆下，這電影
中的（臉部）特寫更進一步被「攝影戀物化」，成為更形固置不動的照片，
以便能細緻讀出影像的「內在」、影像的「鈍義」。然而〈第三義〉一文雖
然和〈哈庫演員〉一樣，都是支持我們推斷〈嘉寶的臉〉乃談論攝影的臉而
非電影的臉之有效文本，但〈第三義〉所提出之「鈍義」（亦有譯為「敞性」），
卻也同時反向打開了我們對〈嘉寶的臉〉之閱讀可能：此處所謂的「鈍義」，
雖是「顯義」的減弱，卻是情感的增強，而此影像的「鈍義」更在巴特日後
談論攝影的專書《明室》中有更為細緻的發展，而成為具有情感強度的「刺
點」。換言之，明顯意義的減弱，往往正是情感觸動的增強，表義系統的「鈍
義」成為情感強度的「刺點」。2
而〈嘉寶的臉〉真正最有趣動人的地方，不在於巴特以二元對立系統的
上面／下面、神／人、概念／實質、理念／事件，建構出嘉寶超越、永恆、
靜止、不動的臉，更在於〈嘉寶的臉〉作為一種「書寫文本」（a writerly text）
而言，隨時可能開放出另一張〈嘉寶的臉〉之可能，前者〈嘉寶的臉〉若是
雙重的「化動為靜」，那後者〈嘉寶的臉〉則是多重的「化靜為動」。此話
怎說？在巴特的文字中，嘉寶的臉固然與赫本的臉二元對立，但吊詭的是嘉
寶的臉中卻也有赫本的臉：巴特在將嘉寶的臉與赫本的臉在「並時軸」當成
兩個極端對立的同時，卻又將嘉寶的臉在「順時軸」當成過渡到赫本的臉之
「過程」，讓「上面的臉」與「下面的臉」不再只是靜止空間的上／下，而
同時也是流動時間的先／後，嘉寶的臉成為「本質美」過渡到「存在美」的
過程，嘉寶的臉不再是單純「本質美」的代表，而成為兼具「本質美」與「存
2

但若由此「刺點」的角度觀之，即使是攝影的「靜照」也有其情感觸「動」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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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的「間臉」（inter-face）。
而有趣之處更在於巴特對此「間臉」的描繪：「在這神祇化的臉上，有
某種比面具更敏銳的東西在隱約浮現：在鼻孔的曲線與眉毛的弧度之間，有
一種主動意願所展現的人類關連，一種稀有、個體的功能，讓臉部的兩個區
域相互關連」（83）。此處的「間臉」不僅只是由空間上／下轉變過渡到時
間先後的「間臉」（在「本質美」與「存在美」之間），更同時是在臉部的
五官空間之上，展現時間變化中動態表情的「間臉」（在「鼻孔的曲線」與
「眉毛的弧度」之間）。於是原本有如「石膏像」、有如「面具」般嘉寶的
臉，此時卻有了某種「和諧」與「抒情」。「間臉」所強調的不再是幾何學
的完美直線，而是蘊含動量的曲線與弧度，不再是上／下垂直的靜止空間對
應，而是水平面隨時間起伏變換的生動表情，「一種形態功能的無盡複雜性」
（84）。「間臉」的詮釋面向之所以能夠打破我們最初對〈嘉寶的臉〉作為
雙重「靜照」的憂慮，正在於「間臉」讓嘉寶的臉成為「過程」而帶入了時
間性，「間臉」讓嘉寶的臉上有了「表情」而帶入了情感性。「間臉」讓嘉
寶的臉由靜止完美的超越形式，墜入實存現象界的流變，由影像戀物固置的
「攝影」，回歸到時間運動影像的「電影」。「間臉」面向的出現，能讓電
影的臉動起來，既是時間的流動，也是表情的生動，更是情感的情生意動
（e-motion, the motion of emotion）。
由〈嘉寶的臉〉出發，本文企圖重新思考電影作為「臉部特寫」的可能。
此處的「臉部特寫」之所以放入括弧，意在凸顯其「溢出」日常用語的部份。
一般界定下的臉部特寫，乃是以近距離拍攝的人物臉部影像，其明確指出的
重點有二：一是攝影機與被攝人物的空間距離（近），二是被攝人物的身體
部位（臉）。但此處放入括弧的「臉部特寫」則是企圖鬆動此狹隘明確的界
定方式。正如歐蒙（Jacques Aumont）在〈臉部特寫〉一文中所言，「臉」
與「特寫」可以相互轉化、相互替代，臉即特寫，特寫即臉，都是創造一個
敏感可讀的表面（134）。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電影Ｉ：運動－影像》
亦言，「情感－影像是特寫，特寫是臉」（87），「沒有臉部特寫，特寫就
是臉」（99），因此特寫、臉與情感影像乃三合一，成為彼此可以互換的對
等物。而本文便是以此「溢出」傳統臉部特寫的界定方式提出下列質疑：如
果「臉」可以指向一種情感性的強度，那山可以有臉、路可以有臉、窗簾與
茶几可以有臉嗎？如果「特寫」指向一種對時間的敏感度，或是一種身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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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face to）的專注與關懷，那一定非得限制在近距離嗎？如果「臉部
特寫」可以不是臉部也不是近距離，那「臉部特寫」所要凸顯的便是電影影
像的時間性－感性－面向性－關（觀）連性（因觀看而有關連），亦即電影
影像所能產生的「觸動」（the touch）。電影的臉是變換萬千的「間臉」，
是五官表情之間的觸動，也是影像與觀影之間的觸動。只有從此時間性－情
感性－面向性－觀連性的「觸動」重新出發，才能讓電影的臉真正動起來，
讓「靜照」變成「動畫」，讓所有電影的「表面」（sur-face）都成為「間臉」
（inter-face），讓所有的「間臉」都成為打破人本中心、封閉主體想像的「界
面」。
此處我們必須回顧上個世紀電影理論在歷史發展中的「語言轉向」，以
便凸顯出為何我們要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下此刻談論「電影的臉」，以及這
種談論方式可能帶來的理論發展潛力為何。在艾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論中，電
影的影像被視為表意文字，其意義的組構在於電影的剪接技術，而非單一鏡
頭中演員臉部豐富的表情。以最著名的「庫勒雪夫效果」（Kuleshov effect）
為例，同一鏡頭的單一臉部表情，當平行剪接上不同的畫面時（湯碗或棺木
中的小孩），會產生迥異的情感效果（飢餓或哀傷）。而後俄國形式主義更
強調符號的常規，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enand de Saussure）的符號語
言學為圭臬，視電影為片語、句子組成的語言形式系統、以便徹底讓電影脫
離作為「寫實傳統」中自然現象的記錄或對現實世界的指涉。而在六○年代
風起雲湧的電影符號學，則更是將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推至另一個高峰，視
電影為表達或陳述的語言活動，更進一步結合拉岡（Jacques Lacan）的精神
分析主體理論（拉岡本身即是在索緒爾的影響之下重返佛洛依德，而宣稱潛
意識的結構如同語言的結構），讓電影不僅是「影片語言」更是「想像的
意符」3。換言之，在此「語言轉向」的脈絡之中，電影的臉只是表「義」（巴
特的「顯義」而非「鈍義」）的符號，或成為觀視偷窺理論中的「戀物」（fetish）
，
或成為視覺認識論下的創傷（「致命女人」神祕無法參透的臉）（Contable,
Doane, Mulvey），或成為否認主體空無的「象徵秩序」（Žižek 182-88）。
臉之為臉的表「情」、臉之為臉的物質流變、或臉之為臉的「觸動」（臉的

3

此處借用電影符號學大師梅茲（Christian Metz）的兩本書名：1974 年的《影片語言：電
影符號學》與 1982 年的《想像的意符：精神分析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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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性－情感性－面向性－觀連性）皆一概存而不論。
因此如何把「觸動」的臉放回當前的電影研究之中，不僅只是對「語言
轉向」的消極反動，更是積極開展電影美學「體感」（the haptic）空間、「觸
感」（the tactile）表面和電影倫理學「面對面」（face to face）之新契機。而
本文所欲嘗試的，正是回到「語言轉向」之前的電影論述，從巴拉茲（Béla
Balázs）、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與艾
普斯坦（Jean Epstein）四位早期電影論述者重新出發，以當代的理論觀點重
新閱讀他們一九二○、三○年代的電影書寫。那時候的默片仍是「臉部特寫
的黃金時代」，那時候的「奪目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熱鬧神奇有如
馬戲團與雜耍表演，讓人目不轉睛、目不暇給。那時候的電影有較少的敘事、
較鬆散的意義組構、較弱的封閉主體中心。4而這四位早期電影的論述者，不
約而同都被電影所展現獨特魅力的「臉部特寫」所蠱惑，不約而同讓「臉部
特寫」以非人本中心、去封閉主體的方式擴散流盪。他們所關注的臉，不只
是認識論表面的臉（以「臉」的「外在性」打破「深度形上學」與「存有形
上學」的真理與意義預設），更是讓人「觸動」的臉（時間與情感強度的動
力，觀影體現的情生意動），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在他們的筆下，正是「觸
動」所牽帶出的時間性－情感性－面向性－觀連性，讓電影的臉成為「事件」
而非「再現」，成為動態的「變成」（becoming）而非靜態的「存有」（being）。

一、巴拉茲：間臉即界面
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在二○年代初期的幾本電影著作中，就已展現
對（默片）電影臉部特寫的獨特關注。作為德國社會學大師倪莫（Georg
Simmel）與時間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之門生，巴拉茲認為電影讓
我們從真實世界的慣有感知中加以疏離，以便開啟嶄新神奇的視覺經驗，尤
其是電影特寫的「顯微」功能，化不可見之微物為可見，如在草葉中悄然移
4

「奪目電影」（多界定在 1908 年之前的電影）乃指早期電影的生產技術無法發展完整的
情節敘事，而是以新奇奪目的短暫影像，喚起立即的興奮、快感或驚嚇，讓觀眾一下子
目眩神馳，一下子目瞪口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盧米埃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
最早的《火車進站》，觀眾對不久前發生的車禍心有餘悸，遂在影片放映時，看見迎面
轟隆隆而來的火車，會忍不住奪門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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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瓢蟲，成就一種巧妙精緻的微型詩學。此「顯微」的神奇魔力，不僅將
萬事萬物特寫放大，更是賦予萬事萬物獨特生動的面貌，為我們展現了生命
力量的蠢動，事物隱而不見的內在靈魂。巴拉茲之所以被喻為「臉部特寫的
桂冠詩人」，正在於他的電影論述與創作實踐，特別凸顯「事物的面相」（the
physiognomy of things），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城市、人物、商品甚至機器，
都有面相，都有表情。巴拉茲的電影詩學，正是世界「相貌化」（visagification）
的呈現：電影就像一張變換萬千的臉，臉中又有大大小小、深深淺淺、各形
各狀的臉不斷打開，而觀看電影有若觀看世界生動活潑的面相。
巴拉茲對（默片）電影臉部特寫最著名的表述，莫過於「微面相學的無
聲獨白」（the silent soliloquy of microphysiognomy）一語。此表述中第一個
吸引我們注意的，當然是「面相學」一詞的援引。Physiognomy 一詞的希臘
字源，分別為 phusis（appearance，表象）與 gnōmōn（interpreter，詮釋者），
亦即由外部顏面的五官長相，推斷詮釋人的性格與命運。西方早在希臘時代
就已有面相學的相關論述，亞里斯多德的《動物誌》中有專門談論面相的章
節，在羅馬帝國時代就已出現專門的面相師，以占星學結合面相學分析，根
據額頭上的金星、木星、火星線條來算命（McNeill，《臉》182-86）。而這
門古老的相術在長期銷聲匿跡之後，卻在十九世紀有了「科學化」的轉型，
結合當時蓬勃發展的行為科學、統計學與人體測量學，再配上新興的攝影技
術，啟動了面相分析的刑事犯罪檔案熱潮。5而在面相學科學研究日趨式微之
時，電影的發明卻再度讓面相學敗部復活，正如艾森斯坦所言，電影特寫重
新發現了「臉部的無聲語言獨白」（127），此與巴拉茲的「微面相學的無聲
獨白」有異曲同工、相互呼應之妙。
而此表述中第二個吸引我們注意的，當然是「獨白」的戲劇用語。巴拉
茲雖借用劇場語言，卻也同時清楚表達出戲劇與電影作為不同藝術形式的差
異。劇場擁有空間的整體性，但卻受限於固定的觀看位置與固定的視角。劇
場觀眾無法全神貫注在演員的臉部表情，一方面是因為離的太遠而看不清
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演員的台詞話語太多而備受干擾。反觀（默片）電影

5

十九世紀「顱相學」（phrenology）的研究熱潮亦有類似的發展背景，不僅認為罪犯的形
貌（面相與顱相）可在大量攝影檔案的分析研究中加以歸納出數種典型，更往往假科學
之名，強化對族群與階級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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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以讓我們完完全全專注在演員－角色的面相細節。而電影的神通廣大，
不僅在於可以用蒙太奇的剪接手法，隨時改變舞台動作的距離與角度，更可
以徹底拉近觀眾與場景之間的距離，創造一種兼具「心靈」與「感知」的貼
近狀態，一種幾近被臉部特寫淹沒滅頂的貼近狀態。而電影中的演員－角
色不論是獨自一人或身處人群之中，都可以用臉部表情做獨白，以呈顯「心
靈的孤寂」。臉部的「無聲獨白」是說給眼睛聽的話，不是說給耳朵聽的話，
乃可見的語言而非可聽的語言，因此更具抒情效果與情感強度。巴拉茲相信
用嘴說話會撒謊，但用臉說話不會撒謊，因為臉是靈魂之窗，臉的獨白讓我
們能瞥見「靈魂的底處」（63），臉的獨白比語言更有表情、更大膽、更坦
白，更偏向本能與潛意識。而有聲電影的出現，則是打破沈默，讓「微面相
學的無聲獨白」每下愈況，讓故事的敘事結構逐漸凌駕於影像生動豐富的面
相變化之上。
但雖然巴拉茲是第一人以「微面相學的無聲獨白」的切入觀點，開啟了
日後有關電影臉部特寫的相關論述，但傳統對巴拉茲的閱讀，仍大部分囿限
於德國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美學與萬物有靈論（animism）的詮釋框架，未能
真正讀出巴拉茲在今日可能提供的理論潛力。批評家科許（Gertrud Koch）就
曾依循此傳統，清楚指出巴拉茲電影論述中揮之不去的「人形化詩學」
（anthropomorphic poetics）（168），電影中萬事萬物皆有臉面，正是人用自
己的形象創造上帝、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到世界之上，而電影特寫便是此詩學
中最強而有力的「視覺人形化」
。而同時在巴拉茲文本中一再出現的「靈魂」，
更是當前企圖重新詮釋巴拉茲最棘手之所在，若循臉即靈魂之窗的哲學傳
統，那巴拉茲的電影論述所強調凸顯的，將是臉的「內在性」與「精神性」，
而非我們在本文所欲開展之臉的「外在性」與「物質性」。因此如何由「內
在性」翻轉成「外在性」，如何由「人形」到「去人形」，由封閉主體的「人
本中心」到「去人本中心」，如何在精神性中讀出物質性，如何將「靈魂」
的不可見與現代性經驗中同樣可感不可見的時間性與情感性做疏通，便是我
們此刻重新閱讀巴拉茲的重點之所在。如果可見的臉將不可見的靈魂由內翻
轉到外，那此處臉的視覺認識論便可以出現兩種不同的想像方式，一種是臉
「之後」，可見「之後」的不可見，另一種則是臉「之間」，可見「之間」
的不可見，前者凸顯的是靜態的空間層次（前與後，或上與下），後者凸顯
的是「關連」（relating to）與時「間」變化（就如巴特在嘉寶臉上看見「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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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曲線」與「眉毛的弧度」之間的「間臉」，發未發的表情一樣）。而本
文在此對巴拉茲的重讀，便是企圖將詮釋的重點由臉的「之後」移轉到臉的
「之間」。
首先，讓我們看看巴拉茲筆下在同一張臉上所呈現的「間臉」。巴拉茲
盛讚默片演員精彩的臉部表情，他／她們的臉不僅是「雙重的臉」（演員的
臉與角色的臉之重疊），更是多層次，彼此之間相互隱藏與揭露的臉。巴拉
茲以默片女演員倪爾蓀（Asta Nielsen）為例，有回她飾演一個受雇去引誘年
輕多金男子卻真正墜入愛河的女人，而雇用她的男人躲在簾後偷偷監視，她
既要偽裝成虛情假意，又要小心流露出與不流露出自己的真情，更要在表白
的同時繼續偽裝虛情假意給偷窺者看。在她看得見的臉之上，有偷窺者看不
見的臉，卻是情人和觀眾看得見的臉，也有情人看不見的臉，卻是偷窺者和
觀眾看得見的臉。而倪爾蓀便成功地在這些不同層次的臉部表情、可見與不
可見的臉中轉換，偽裝她的偽裝，撒謊她的撒謊。而觀眾面對這種多層次的
臉，必須具備讀出其「字裡行間」（“between the lines”）的幽微能力（75），
才能得其「微面相學」之精妙神髓。而同一張臉上的「間臉」不僅可以來自
臉部表情的層次性，也可以來自臉部不同部位表情的差異性（將整體表情拆
解為部份與部份之間的不協調與張力）。演員－角色可以用臉部表情偽裝某
種情緒，但當攝影機逐漸貼近到可以呈現「微面相學」的所有細節時，便會
出現某些無法受自由意志控制的臉部部位，而這些部位的情感便會巧妙透露
出與整體臉部表情不同的訊息。
因此巴拉茲相信面相之所以比語言文字更豐富可貴，正在於它具有此非
自由意志所能控制的潛意識成份。
如果某人想要說謊，並且是個厲害的說謊家，他的話語將完美達
成任務。但他的臉上總有他無法掌控的部份區域。他能盡其所欲
地結起眉頭、皺起額頭，當攝影機躡足貼近，出示他虛弱且驚嚇
的下巴，完全沒有可供操縱的模仿，即使臉上其他部位在虛張聲
勢。他嘴上的微笑即使再甜美也徒勞無功，他的耳垂，單獨放大
下鼻孔的側邊，都洩漏出本該隱而不顯的粗野與殘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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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此刻面對這段陳述的重點，可能不在探討表演的問題（演員是否可
以運用演技，或虛弱的下巴或殘暴的鼻翼究竟屬演員還是屬角色等），也不
在議論真相的問題（臉部表情到底會不會說謊）或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情與
潛意識或「光學潛意識」的關係），而在於巴拉茲此處所欲凸顯的「語言」
與「面相」之間的差異，而此差異正出現在他與艾森斯坦的分道揚鑣之處。
巴拉茲以「面相」為中心的電影論述，曾引來艾森斯坦的非議，而用親暱揶
揄的口吻提醒「貝拉，別忘了剪刀」，而巴拉茲也不甘示弱，撰文表示電影
影像不是用來「表義」，而是用來創造與活絡思想。影像不是象徵，不是表
意文字，更不是一切事前安排妥當、意義明確的蒙太奇剪接，否則影像將淪
為「圖畫書寫」（picture-writing），用文字表達就好，何必拍電影。艾森斯
坦與巴拉茲的差異之處，恐怕正也是結構語言學與面相表達的差異之處，前
者強調語言學的結構、邏輯與確定性（意義不存在於單一鏡頭，而存在於鏡
頭與鏡頭之間的剪接組構），後者強調影像本身的開放性與不確定性，充滿
曖昧不定的表達（有如巴特所謂語言「顯義」之外的非語言「鈍義」），因
而偏向現象學的「多重感知」（Koch 176）。
接下來，就讓我們更進一步從巴拉茲電影論述中同一張臉上的「間臉」，
過渡到不同臉之間「面對面」所形成的「間臉」。巴拉茲曾大力強調要用心
而非用眼去看電影，此心乃「發散出一種在沈思隱密事物時的溫柔人性態度，
一種細緻的關懷，一種對微型生活親密性的溫柔傾身，一種溫暖的感性」
（56）。所以巴拉茲認為客觀的自然不是電影中的「景色」（landscape），
因為「景色是一種面相」，有著無法被定義、難以描繪的獨特情感表達。「景
色」是一張出其不意會「回視」我們的臉，一張不斷向著觀看者訴說，並努
力與觀看者建立深厚情感關連的臉。而電影之所以能夠將自然轉變成「景
色」，正是透過導演「溫暖的感性」去掌握自然的「面相」，在最「客觀」
的自然之中，創造出最「主觀」的情感關連，讓自然的「靈魂」反射出我們
的「靈魂」，讓自然成為我們內在主觀情感的「外在化」與「客觀化」。在
此巴拉茲似乎企圖鋪陳一種「深情關注」的電影倫理學，但這種用心觀看、
用心顯微「溫暖的感性」，固然可以讀成某種形式的「視覺人形化」，以主
觀的情感投射在萬物之上（因而有臉，因而會回視，因而萬物有靈），但也
似乎提供了另一種「面對面」，由「間臉」創造出「間主體」（inter-subjectivity）
的可能性。讓我們再次以前面論及的默片女演員倪爾蓀為例，巴拉茲認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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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如孩子般自然天成，她的臉如鏡子般反射他者的情感表達。這其中的矛
盾之處，一方面倪爾蓀的臉不會撒謊，她不作戲，她只呈現她自身，她的臉
部表情是靈魂無意識的反射動作，而另一方面她的臉又是一張反射外在的鏡
子，反射出觀看者而非她自身的潛意識情感（56）。這種矛盾如果不是巴拉
茲本身的論述含混，那就是一種「間主體」可能發生的沒入狀態，分不清內
與外、主體與客體，意識與潛意識，而只有在這種沒入狀態，特寫鏡頭才能
將原本「最主觀」的臉部表情變成「最客觀」的投射呈現（倪爾蓀的臉不是
她個人的臉）（60），將原本「最主觀」的觀看變成「最客觀」的影像呈現
（我們的臉成了螢幕上倪爾蓀的臉）。
而這種「間主體」的沒入仍與當前電影理論所汲汲強調的「視覺認同」
有所不同。巴拉茲曾精彩表述類似當今「縫合理論」的電影觀看機制：他指
出我們不是站在劇場的池座中觀看《羅密歐與茱麗葉》，在電影院中我們是
以羅密歐的眼睛仰望著茱麗葉的陽台，並以茱麗葉的眼睛俯視羅密歐，我們
的眼睛、意識和電影中的角色結合，以劇中人物的眼睛看世界，不是以我們
自己的眼睛看世界。這段表述讓二○年代的巴拉茲可以直接「縫合」進當代
符號學與精神分析電影研究中的「主體理論」與「視點理論」。而「視點」
縫合與「面相」沒入的差異，正在於前者的視覺中心（如果不是更為麻煩的
「陽物理體視覺中心主義」）
，截然不同於後者所強調的「體感」（the haptic）
、
「觸感」（the tactile）與「體現」（embodiment）。6而對照於電影理論的「語
言轉向」，巴拉茲「面相」沒入的論述，恐怕反而要比巴拉茲「視點」縫合
的說法，更具當前電影理論發展的潛力。「間主體」的沒入是情感的強烈傳
染，巴拉茲舉例當電影中一個逃婚的新娘看見滿室的賀禮，所有的禮物都像
有了容顏，都發散出一種出奇溫柔的體貼與愛意，她望向它們，它們也深情
回視著她，直到她停下腳步、回心轉意（56）。又如一位精疲力竭的騎士橫
6

正如電影史學者克雷利（Jonathan Crary）所言，傳統對電影觀眾的研究奠基於「暗箱模
式」（the camera obscura model），以單眼視點與幾何學觀點切入，強調觀看主體（克拉
考爾所謂「長鏡頭下的人」）與被看景觀之間的分隔距離，讓觀看主體認同於「暗箱模
式」的抽象觀點，否定自己的身體，以便與景觀和感知形成的物質條件保持適當距離，
不受影響。而克雷利則認為電影並非源自於靜止抽象的「暗箱模式」，而是強調觀看經
驗的立即性與觀看者的身體反應，充滿身體生理學與身體暫時性的不確定（24, 70）。換
言之，電影的觀看乃為一種「體現」（embodiment），不能抽空觀看者的立即身體感應
而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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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沙漠，導演不拍騎士，只拍渺無盡頭的沙地與沙地上消失在地平線的足跡。
沙地的特寫讓沙地有了面相，讓沙地感染到腳的重度疲累與耗竭（57）。正
如巴拉茲所極力主張的，「圍繞在一個迷人微笑女孩身旁的物件，也全都面
帶微笑且優雅」（59）。而巴拉茲相信這種人與物之間的情感感應與情緒感
染，只發生在人與物同平面、同強度的電影影像之中，不發生在人與物不同
量的劇場之中。電影中的物件有臉有情，而劇場中的物件卻既聾又啞不具靈
性。
這也是為何女性主義批評家布魯若（Giuliana Bruno）會特別指出早期電
影的「體感理論」（the theory of the haptic），一種反視覺中心主義，強調以
「面相」作為身心特徵的「納入」（Bruno 256），會被後來居上的「視點理
論」所壓抑。而二○年代巴拉茲的電影論述，正是這種「體感理論」的重要
展現，讓作為「表面拓譜學」（Bruno 256）的「面相」，開展出一種兼具「心
靈」與「感知」的貼近狀態，一種幾近被臉部特寫淹沒滅頂的沒入狀態，這
種貼近的面相「觸動」方式，幾乎讓觀影變得無（面）孔不（沒）入。一方
面這種面相的「觸動」是空間性的，以貼近的「體感空間」取代視覺掌控下
的透視空間（而非單純相信面相沒入的情感強度取消了空間性）。另一方面
這種面相的「觸動」也是時間性的，一般認為臉部特寫懸置時間，乃是針對
故事推展的「敘事時間」與影像身體的「動作時間」而言，巴拉茲筆下會觸
動人心的面相，既不是視覺掌控下的透視空間、靜止空間，也不是時間停滯
的戀物表面，而是以消彌距離的「體感空間」去貼近臉部的時間流動，以「間
主體」的方式於其中載浮載沈。7臉部的時間表現在多層次、多部位的變換之
中，也在臉部表情已發、未發、發未發之中，更在臉之為「上臉」（sur-face），
「表」在「面」上的過程（「表」為浮現，「面」即顏前，即臉），此處「上
臉」的「上」，不是名詞，不是靜止空間中的方位指稱，而是動詞，不斷地
浮動與湧現。「上臉」將臉的「內在性」翻轉為「外在性」，將臉的「精神
性」（不可見的靈魂）轉化為「物質性」，「上臉」更是以「空間的毗鄰湧
7

德勒茲在談論電影「情感－影像」與臉部特寫時，也曾援引巴拉茲對「面相」的討論，
而特別強調臉部特寫的「去時空化」，乃指臉部特寫所牽動的情感強度，將具體的時間
空間座標徹底抽離。而本文此處所言之空間性與時間性，並非指向具體的歷史時空，而
是以身體空間與流變時間的哲學角度切入，與德勒茲、巴拉茲的論說並無直接的違背。
在本文結尾部份，將就德勒茲臉部特寫的「去畛域化」，做更進一步的討論與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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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達到「時間的敏感貼近」。而更重要的，巴拉茲的面相「觸動」是情感
性的，如果所有的觀看可能不被看，但所有的碰觸卻不可能不被碰觸，那電
影影像的情感接觸傳染（演員－角色與周遭景色或擺設、影像與觀眾），便
可以是如此一「觸」即發，一發不可收拾。「觸動」在此既是接觸（I touch），
也是感動（I am touched）。8巴拉茲「微面相學的無聲獨白」之論述，讓面
相成為相互感染的一種氛圍，一種情緒與調性，讓電影銀幕上成為無孔不入
（無面孔不沒入）的間臉即界面。

二、班雅明：面相體會與神經觸動
在西方早期的電影論述中，班雅明可算是極少數能對當代電影與文化理
論產生重大與持續影響的理論家之一。在鮮少人提及二○、三○年代的巴拉
茲、克拉考爾或艾普斯坦的當下此刻，絕大多數的學院中人卻對班雅明其人
其事其語朗朗上口。然而如何從我們熟識的班雅明中，端倪出他的「面相體
會」（physiognomic knowing）（Taussig, Mimesis and Alterity 97），如何從
此「面相體會」中進一步貫穿班雅明對「影像辯證」（dialectics of images）
與「感應」（correspondence）的哲學與美學思考，以及如何由此「面相體會」
串連巴拉茲、克拉考爾或艾普斯坦等班雅明同時代理論家的文本，以凸顯他
們彼此之間對「面相」與「精神分析潛意識」的共通思考與關懷，便是本文
嘗試重新閱讀班雅明的重點所在。
班雅明在〈攝影小史〉一文中論及艾森斯坦、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等人拍攝的俄國電影時，特別指出其傑出動人之處，正在擅於捕
捉人物、環境與景色的「匿名面相」（anonymous physiognomy），並將此「匿
名面相」以「面值」（at face value）的方式呈現出來。班雅明此處所謂的「面
值」，並非指一般在鈔票上明白標示出的貨幣價值，而是指向凸顯表面而非
深度的「表面價值」。然而何謂面相的「表面價值」？而相對於表面的又是
何種深度的預設？班雅明此處意有所指的乃是十九世紀中蓬勃發展的商業人

8

此處所預設的「我」，也將在主動接觸與被動感應的過程中進一步瓦解，由「空間化疆
界」（spatialized boundary）的主體，變為「動態區辨」（mobile differentiation）的去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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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攝影，其「肖像」呈現的重點乃在於被攝者的社會地位與人格特質，並襯
以布爾喬亞的階級品味與室內裝飾。但在俄國電影鏡頭前的「匿名面相」，
卻讓人臉開展出嶄新且重大的劃時代意義，跳脫出商業價值與身分地位的桎
梏，以「面相」取代「肖像」，以表面取代深度，以平民大眾取代達官貴人，
成就了艾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電影中「非凡驚人的面相展廊」（251-52）。
對班雅明而言，這些俄國電影的傑出，正在於「回復了對人體與事物世界的
面相敏感度」（Hansen, “Benjamin” 207），面相凸顯的不是肖像的內在深度
與疏離異化，面相凸顯的是「表面價值」，人體與事物世界接觸的敏感表面。
在〈攝影小史〉中班雅明並不特意區分攝影與電影的差異，反倒是與當
時其他電影論述者不約而同的，較為強調繪畫與攝影之差異、劇場與電影之
差異，而默許攝影與電影由靜而動的內在延續性，以及攝影作為電影鏡頭的
根本要素。對班雅明而言，攝影與電影真正的迷人之處，正在於以最新奇的
科技創造出最古老的魔法價值，攝影機（camera）召喚出另一種自然，另一
種本性，另一種時空，不再由人類的主觀意識所掌控，此亦即班雅明所謂的
「光學潛意識」（the optical unconscious），以呼應於當時精神分析的欲力潛
意識理論。攝影機在物質細節中揭示了「視覺世界的面相（面向）」（the
physiognomic aspects of visual worlds）」（243），此面相藏匿於所有微小事
物之中，隱而不顯，唯有透過攝影機的放大與形構，才得以展現。而在〈機
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班雅明則更進一步強調電影如火藥般的動
量，如何將肉眼所見的真實世界炸裂開來，開展出全新的「視覺世界的面相
（面向）」。
經由身邊事物的特寫，聚焦於熟悉物件的潛藏細節，在攝影機聰
明精巧的指引下，探勘平常熟悉的環境，電影一方面延展我們對
主宰生活必需事物的感知，另一方面也嘗試確保一個廣大且未知
的行動領域。我們的酒館與都會街道，我們的辦公室與裝潢好的
房間，我們的火車站與我們的工廠，好似將我們絕望地鎖在一起。
然後電影出現，將此監獄世界用炸藥以十分之一秒的速度炸裂開
來，以致此刻我們可以在它四散的廢墟與碎片瓦礫之中，沈穩且
冒險嘗試旅行。經由特寫，空間延展，經由慢動作，運動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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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快照的放大，並非僅讓可見卻不清晰之處變得更為精確，而
是揭露了主體全新的形構方式。（236）
班雅明此處對攝影機「顯微」功能的強調，與巴拉茲十分相似，不僅相信攝
影機的特寫放大能賦予萬事萬物獨特生動的面貌，更企圖在「微物」與「唯
物」、「細節」與「物質」之間建立緊密的關連。而更重要的是，攝影機的
電眼不僅「顯微」肉眼所無法瞥見的面相，更將此面相以全新主體的形構方
式呈現，而非部份客體的局部放大，此種呈現乃是轉化原先整體的絕對改變，
而非整體／部份的相對改變。
而電影影像有如炸藥般的力道，更在該文中進一步發展成子彈的撞擊威
力︰「有如子彈般擊向觀眾，對他突如其來，因此具有觸感的特質」（238）。
此處班雅明藉由達達主義彈道學的極度「道德驚嚇」，表達電影影像如子彈
般射向觀眾的力道，直接作用於身體，造成當下立即的「身體驚嚇」。對班
雅明而言，電影場景與焦距的不停轉換，讓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如果傳
統繪畫前的觀賞者，可以專心一意、投入沈思，那在戲院中欣賞當代電影的
觀眾，卻必須不斷「分心」（distraction），螢幕上沒有任何景致人物會停駐
不動，而不斷移動的影像徹底讓思考成為不可能，此即班雅明所謂電影的「驚
嚇效果」。因此對電影作為「視覺世界的面相（面向）」而言，班雅明強調
的是「分心」與「驚嚇」，而非巴拉茲所強調的出神與沒入，而電影的「分
心」與「驚嚇」正是打破布爾喬亞階級藝術的消費「沈思」，邁向集體意識
革命解放的新契機。
因此對面相作為一種特寫貼近（nearness）的觸碰敏感度而言，班雅明
與巴拉茲的論述方式確實有所不同。對巴拉茲而言，電影臉部特寫的顯微，
創造了一種幾近被臉部特寫淹沒滅頂的貼近狀態，亦即前文所談論的「間臉」
與「間主體」。但對班雅明而言，面相的敏感貼近，不指向主體的沒入，反
倒是在目眩神馳、眼花撩亂的「分心」之中，在驚鴻一瞥的瞬間辨識出影像
之「間」的配置與感應，有如在同一張臉上看到不同的臉，在一張現代的臉
上看到史前的臉。班雅明的「面相體會」之所以能如此強烈作用於身體驚嚇
與神經觸動，正在於此「面相體會」啟動了影像辯證上的古今感應。因此對
班雅明而言，電影所帶來的真正驚嚇，不是盧米埃兄弟（the Lumières）《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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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進站》首映時，無知的觀眾把影像當成真實而嚇得跑出戲院，電影對觀影
身體所造成的真正驚嚇，乃來自於如閃電般瞬時出現的「影像辯證」，讓所
謂的「褻瀆的啟發」（profane illumination）成為「前臉的啟發」（pro-face
illumination）（Taussig, Defacement 245），一種在最現代的臉上看見最古老
的臉之驚嚇。而此影像辯證更讓「變成它者」成為可能。經由面相的細節與
敏感，讓「模擬」（mimesis）成為「無（面）孔不（近）入」的身體實踐，
貼近但不沒入。
如果巴拉茲的「微面相學」是被置放於德國浪漫主義詮釋框架下的萬物
有靈論，那班雅明的「面相體會」便與猶太神祕主義與馬克思唯物辯證的思
想緊緊相扣，強調具體殊相世界的官能性與模擬性，而非共相世界的抽象理
性（Taussig, Mimesis and Alterity 2）。正如阿多諾所言，班雅明的書寫展現
了「貼近客體的思考，有如透過碰觸、嗅聞、品嚐以轉換自身」（233）。而
此特寫般的貼近，也出現在班雅明對各種微小事物的喜好（例如刻有經文的
米粒）以及他本身在紙張書頁上密密麻麻甚為細小的書寫習癖。因此班雅明
的「面相體會」不僅帶出了面相細節作為官能認識論的可能，更指向面相與
「模擬」的連結，透過面相的敏感貼近，讓「模擬」成為與世界萬事萬物的
感官連結，「變成它者」的關連性。
因此，班雅明在侃侃而談面相的特寫貼近時，其實卻開展出「近」而遠
之與「敬」而遠之的雙重弔詭。第一層次的「近」而遠之必須區分此「近」
（near）非彼「近」（close），前者強調的「近」是一種身體神經觸動的體
感（the haptic）經驗，而非後者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所能拉出空間距離的遠
近。9而此種體感經驗的「近」反倒讓「遠」成為可能，驚嚇啟動的影像辯證
9

“Haptic” 最早在希臘文即「我摸」之意，在此翻譯為「體感」。當代對「體感」理論的
援引，常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維也納藝術史學者瑞格爾（Aloïs Riegl），他區分「體感視覺」
（the haptic vision）與「光學視覺」（the optic vision）之差異：前者為埃及藝術的特點，
強調貼近特寫與觸感，維持世界的客觀性，而產生敬畏之心；後者則為希臘藝術的特點，
強調觀看者與被看物之間的距離與物體在空間移動的可能，以主觀的視覺距離與整體概
念的關照，掌握世界的再現方式。換言之，「體感視覺」的重點在「碰觸」（touch），
而「光學視覺」的重點在「視距」（sight）。本文中對班雅明「近而遠之」與「敬而遠之」
的論述嘗試，即是在瑞格爾的「體感視覺」方向上做後續的發揮，因體感經驗的「近」
而無法掌控、無法主觀化與主體化，同時也參考陶席格文化人類學上對視覺「複本」（copy）
與身體「接觸」（contact）的談法。有關當代電影研究的「體感」理論，可參閱 Bruno
與 Marks 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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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遠古與現代的蒙太奇剪接，在「辨識當下」的瞬間「近」而遠之，由體
感的「近」拉到空間影像辯證上的「遠」。而更多的時候，此「近」乃彼「敬」，
體感經驗的「近」讓建立於視覺空間透視距離的主體主觀主宰意識變為不可
能，體感經驗的「近」反倒保持住客觀世界的客觀性，以及面對此客觀性所
產生的敬畏與尊重，而非主觀性的宰制與操控。而電影作為先進科技的太古
神奇而言，正在於能啟動此「近」而遠之與「敬」而遠之的雙重心理效果。
此亦可呼應陶席格（Michael Taussig）以「觸覺感知」重新詮釋班雅明時所
一再強調的「接觸」（contact），一種可觸摸感受的關連性，介於感知者與
被感知物之間，一種感知上的巨變。「面相體會」作為一種熟門熟路的體感
經驗，有如人在熟悉的建築物內行走或在夢境中漫遊，而「面相體會」所啟
動的「影像辯證」，則有如精神分析所謂的「詭異」（the uncanny），熟悉
中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後的再熟悉化、意識中的無意識、驚嚇中所瞬間察覺
的古今感應。
因而班雅明的偏好面相，不僅在於面相的獨特性與官能性，更在於面相
所能啟動的空間辯證性，一種遠古與現代的蒙太奇剪接，「是否醒悟就是夢
意識（正命題）與醒意識（反命題）的綜合？如此醒悟瞬間就等同於『辨識
當下』，事物於其中戴上它們真正──超現實──的臉」（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63-64）。此「辨識當下」的「超－現實」（sur-real）是否
就是一種「超－臉」（sur-face），浮現在現實之上，一如浮現在臉之上？而
sur-的字首，是否也可依循前文「上臉」的翻譯嘗試被當成動詞，以強調其
不斷浮動、湧現與翻轉的可能？在〈超現實主義〉一文中，班雅明特別強調
超現實主義所造成的集體身體神經感應，乃來自身體與影像的相互穿刺，成
為革命意識的解放形式︰「只有當身體與影像在科技中如此相互穿刺，所有
革命的張力才能成為身體般集體的神經感應（bodily collective innervation），
所有集體的身體神經感應變成革命的能量釋放，唯有如此現實才能超越自身
達於《共產黨宣言》中所要求的境界」（239）。對班雅明而言，視覺世界的
面相，空間的影像辯證，皆不發生在抽象理性的真空，而是直接展現於具體
物質世界，直接作用於身體的神經感應，而這些展現與感應又都導向馬克思
主義集體革命行動的能量蓄放。
而在〈超現實主義〉一文的結尾處，班雅明更採用了一個十分生動有趣
的譬喻：超現實主義者將人臉的容貌置換成鬧鐘的錶面，每分鐘鳴響六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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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首先這個譬喻直接牽動了「超現實的臉」作為一種表面／錶面的可
能，也就是為何陶席格會將班雅明談論超現實主義時的用語「褻瀆的啟發」，
諧擬成「前臉的啟發」的原因之一，讓原本熟悉不起眼的事物，突然之間展
露了「超現實的臉」（不論是人臉變錶面，還是錶面變人臉），電光石火般
呈現了人與機械之間的身體模擬與神經觸動。但班雅明在此所談的並不只是
人臉與錶面的相互置換而已，他更強調的是錶面上指針活動所蓄放的巨大能
量聲響。而班雅明這種將面相當成同時擁有錶面與能量活動兩大基本組成元
素的談法，當然會讓我們立即想起當代法國理論家德勒茲對「情感－影像」
（affect-image）的談論模式，他也同樣是以鐘錶的錶面與指針的微運動來談
論電影臉部特寫的情感強度︰
移動體失去了延展運動，而運動已成為表達運動。情感乃由反射
固定單元與強烈表達運動的組合而生。這不就和臉一般相似嗎？
臉是器官載體的神經平面，犧牲了絕大部份的整體移動力，而以
自由的方式聚集或表達了所有細微的局部運動，此為其他身體部
位所經常隱匿的。每當我們在某物中發現這兩個極化端點──反
射表面與強度微運動，我們便可說此物被當成臉來對待︰它已被
「容貌化」或是「臉化」
，它回過頭來盯看著我們，它觀看著我們……
即使它並不像是一張臉。以上便是關於掛鐘的特寫。至於臉的本
身，我們並不說用特寫來處理臉或將臉以某種方式處理︰沒有臉
的特寫，臉本身就是特寫，特寫本身就是臉，而兩者都是情感，
都是情感影像。（87-88）
在這段論述中，德勒茲以掛鐘的臉為例，談論其組成的兩大基本元素──映
射的固定神經表（錶）面與活動指針的系列微運動，與班雅明所談論的錶面
與指針移動所發出的聲響能量，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成功地解構了「面
相」原有的人本中心之主體意識預設，而朝向去中心、去畛域化的方式「變
成它者」。但在德勒茲式臉－特寫－情感影像的三位一體中（「情感－影像
就是特寫，而特寫就是臉」），電影的臉並不具有任何影像辯證或身體模擬
的面相，德勒茲電影的臉是概念的臉，乃德勒茲「大腦即螢幕，思惟即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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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產物。反觀班雅明的人臉錶面，則是「面相體會」、「影像辯證」的
啟動，強調的是身體的生理感應與神經觸動，是細節觸感的官能認識論，此
以面相作為情感觸動的身體模式，確實與德勒茲概念化的臉有天壤之別。
班雅明的「面相體會」被當成科技烏托邦主義也好，被視作革命意識的
工具與新文化形式的解放也成，他對「面相」的強調乃其整體哲學與美學思
考的重心。當其他電影理論家嘗試區分影像與語言的差異時，班雅明卻將語
言也當成具有「非感知的相似性」
，都有「面相的過剩」（physiognomic excess）
（Hansen, “Benjamin” 198）。班雅明的「面相體會」推到極端，就連語言也
是一種影像，也如一種天空表面的星座配置。「面相體會」之於班雅明，不
僅只是透過影像辯證，找出其相互呼應的相似性，更是在此「辯證光學」
（Benjamin, “Surrealism” 237）的瞬間剎那，用身體承載影像與身體之間相互
穿刺的情感強度與集體性。班雅明的「面相體會」是視覺光學的，更是體感
觸動的，而此在半夢半醒之間、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體感觸動，讓班雅明
的「面相體會」由個人拓展到集體，打破布爾喬亞階級的封閉個體想像，既
古老神祕又現代摩登，讓科技與魔法冶於一爐。

三、克拉考爾：「為臉而臉」與「長鏡頭的人」
本文接下來要探討的第三位早期電影臉部特寫論述者克拉考爾，乃班雅
明的摯友。他們有共通的猶太教神祕主義背景，同樣被視為「唯物主義美學」
的論述代表，而他們的電影理論更有許多相互呼應之處。克拉考爾在 1924
年認識班雅明之後，兩人一直保持通信的習慣，也不時交換閱讀彼此的論述
與寫作。克拉考爾 1940 年逃亡期間在法國馬賽開始構思《電影理論》一書時，
幾乎天天與自殺前的班雅明見面聊天（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44）。
班雅明視抒情詩人為現代都會生活的「拾荒者」，克拉考爾視攝影機有如現
代生活影像的「拾荒者」（54）。班雅明談論電影影像的目不暇給，如何打
破布爾喬亞階級的藝術沈思，克拉考爾在他早年的電影評論〈分心的狂熱〉
（“Cult of Distraction”）中，也一再強調看電影造成的分心效果，促使觀者在
心神不寧之時，質疑社會結構的合法性。班雅明強調電影所造成的集體身體
神經感應，乃足以轉化成革命的能量釋放，克拉考爾從早期意識形態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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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店員看電影〉（“The Little Shopgirls Go to the Movies”）一文起，就十
分著重探討「社會的白日夢」，不僅把通俗觀眾的電影消費當成某種逃離單
調生活的正面力量，也預示了日後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的批判方向。
雖然他對電影作為一種歷史哲學革命能量的論述，不及班雅明基進，在電影
影像的歷史辯證性與光學潛意識上，不及班雅明繁複，但他對電影的社會心
理趨勢（尤其是大眾媒體的民主與反民主潛在性）有更為深入精闢的探討，
尤其是 1947 年的著作《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
成功揭露威瑪電影中的納粹主義瘋狂，更為當代電影論述中「國族寓言」、
「政治潛意識」的理論開創先河。
然而在班雅明成為當代學術寵兒的同時，克拉考爾的電影理論卻長久以
來頗受抨擊。批評家質疑他對寫實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粗糙分類，將自己陷入
盧米埃兄弟對比於梅里耶（Georges Méliès）的僵化二元對立，更有人質疑他
的論述位置隨地理文化空間的改變而漸趨保守（從一個威瑪激進份子到冷戰
結構下美國學院自由主義人文學者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批判火力，則是針
對他對「物質現實」（physical reality）的執著。克拉考爾被嘲諷為「天真的
寫實主義者」，因為多數批評家認為他所堅持的寫實主義，預設了符號與指
涉物之間的透明連結或對應關係，於是電影淪為對於物質世界作為客體的機
械式記錄，亦即電影的機械複製確保了電影記錄現實的客觀性。這些批評顯
然忽略了克拉考爾對電影「物質現實」中潛意識層面與建構成份的探討，克
拉考爾不僅談論無意識的瘋狂與慾望、焦慮與偏執，更相信奇幻片、歌舞片
也都可以帶出物質真實的內在潛力，「另類次元的真實」（reality of another
dimension）、「建構的真實」（49）。就算電影是真實的一種再現，那克拉
考爾要說的是電影並非全然以客觀的機械複製方式再現真實，電影乃是以比
喻或寓言的方式再現真實。以下將以克拉考爾早年的電影筆記（馬賽手稿與
大綱）與 1960 年付梓的《電影理論：物質真實的救贖》為主要的分析文本，
從克拉考爾對電影（臉部）特寫在物質顯微與解構主體的論述出發，重新界
定他的「寫實主義」為「寫時主義」，不僅只是電影慢動作作為時間的特寫
（53），更在於電影影像中的「時間偶發性」，充滿日常生活經驗中無法預
測的隨機開放。克拉考爾相信電影能夠「記錄」物質現實，正在於電影能具
象化平凡、偶發、變易的世界，這種「寫實－寫時主義」不再是符號與指涉
物之間的問題，這種「寫實－寫時主義」是對於時間的敏感，若用德勒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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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電影不是再現真實，而是恢復真實，因為電影畫框不是固定的，而是
溶入時間的變動之中，而時間也不斷透過電影畫框的邊緣滲透出來。對克拉
考爾而言，「寫實－寫時主義」作為物象世界湧現最具體而微的面向，便是
電影的臉部特寫。
先讓我們來看看克拉考爾如何比較兩位著名電影導演葛里菲斯與艾森
斯坦的臉部特寫。他認為美國導演葛里菲斯是第一個清楚知道電影敘述如何
依賴仰仗於特寫鏡頭。他以葛里菲斯的電影《多年以後》（1908）為例，一
張望夫早歸的婦人臉部特寫就是一切，本身就是目的，雖然在此婦人臉部特
寫之後，馬上接連其夫被棄至於荒島的畫面，似乎是在影像敘事上，成功地
往人物內心世界的所思所念推進，讓前後兩個影像的連結，成為婦人內心期
許與丈夫重聚的渴望。但克拉考爾強調如果電影敘事是要我們「穿越臉部」，
確定臉部之後所表達的敘事連結與意義傳達，那電影臉部特寫真正最大的情
感強度，則是「停在臉上」「為臉而臉」，婦人「巨大而獨特」的臉部特寫
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敘事或建立意義的手段。電影臉部特寫的蠱惑魅力，正
是要觀看者耽溺徘徊於那神祕疑惑的不確定性（47），而忘記敘事的明確表
義與後續推展。
而克拉考爾就是站在「為臉而臉」（非為敘事而臉、為蒙太奇表義而臉）
的角度，反駁艾森斯坦對葛里菲斯臉部特寫的批評。克拉考爾指出，艾森斯
坦主張電影特寫「較非用來展示或呈現，而是用來表示，傳達意義或命名」，
因此特寫鏡頭只是蒙太奇剪接的單元，本身並不具有意義，必須與其他相連
的鏡頭單元相互並置而產生意義（47）。因此艾森斯坦會挑剔葛里菲斯電影
中的特寫鏡頭，責其多數淪為孤立的單元，鬆脫獨立於電影影像的上下文脈
絡，不符合蒙太奇理論中影像必須緊密相互交織的要求，犧牲了意義的組構
與傳達功能。而克拉考爾則反其道而行，認為艾森斯坦過度執迷於其自創的
蒙太奇理論，因而低估了葛里菲斯卓越的電影成就與其臉部特寫的真正動人
之處。「對葛里菲斯而言，微小物質現象的巨大影像，並不僅只是敘事不可
或缺的部份，更是物質現實嶄新面向的揭露」（48）。換言之，雖然同樣都
是運用臉部特寫，艾森斯坦與葛里菲斯的差異，似乎也是前文談論艾森斯坦
與巴拉茲的差異，亦即「語言符號」與「面相」的差異。前者的「為表義而
臉」，以結構語言學的「符號」為基礎單元，強調武斷的符號其意義的生產
過程來自衍異（differ from and defer to），語言乃形式系統，套句索緒爾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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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言中只有差異，沒有純然之詞」，因此任何單一特寫鏡頭本身並無意
義，必須與其他相關鏡頭相連結而產生意義。而後者的「為臉而臉」，則強
調單一鏡頭中影像的豐富不確定性，其所產生的關連性，不在於表義鏈衍異
的表義過程，不在蒙太奇剪接的知性連結，而是影像本身如何鑲嵌於「物質
生活的叢結密林」（48），如何透過毗鄰性所啟動的物象湧現，而產生身體
觸動的強度。
因此我們也可以將克拉考爾對臉部特寫所開展出的身體觸動，置於前文
有關體感空間的討論架構之中觀察，看看他與巴拉茲、班雅明在電影作為一
種身體「髮膚」之感的異同之處。首先，克拉考爾與巴拉茲一樣，十分注重
電影中人物角色與佈景道具所營構出環境氛圍之相互感染。10他指出早期電
影展現了對萬事萬物的高度好奇與旺盛興致，意欲探勘所有生物與無生物的
奧祕，所有人類與非人類的物質存有，還沒有發展出日後敘事電影的「人本
中心」。克拉考爾引述當時一名畫家對電影的觀感，指出電影特寫讓觀眾變
得異常敏感，一頂帽子、一張椅子、一隻手一隻腳，都隱藏著感性因子，而
演員角色反倒可以只是一項細節，一個世界物質的碎片（45）。對他而言，
佈景道具不是襯托人物關係與對話的背景而已（46），佈景道具可以是演員，
演員可以是佈景道具，彼此平起平坐，相互感染，此乃真正的電影性之所在。
而電影的體感空間不僅只是模糊了演員與道具，更讓影像畫框內的前景
與背景的關係也變得曖昧模糊。克拉考爾舉例說明道，若要拍攝房間中的男
人，攝影機有時不是直接看到清晰可辨的整體人形外貌，而是要我們費盡心
思，從右肩膀、前手臂、傢具一角與部份牆壁去感受認知此人與環境的交織。
攝影機的神奇，就是以移動的視角，將熟悉的人事物加以解體，因而帶出其
彼此之間隱而未見的關連性（54）。而這種人與環境的交織與隱密關連性的
揭露，包含了好幾個層次的轉化。首先當然是電影在「熟悉化」與「去熟悉
化」之間的「詭異」效果。一方面克拉考爾強調電影的體感空間，乃為一種
皮膚觸感的熟門熟路，「親密的臉孔，我們每日走過的街道，我們生活的房
子──所有一切有如皮膚一般屬於我們的一部份，因為我們用心認識它們，

10

雖然巴拉茲與克拉考爾都對電影的環境氛圍感染著墨甚多，但我們也不要忘記以克拉考爾
的批評角度來說，並不十分欣賞巴拉茲「新浪漫主義」式的萬物有靈論，並責其太過天真，
乃屬前現代面相世界的通感靈交，缺乏現代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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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用眼睛認識它們。它們一旦整合進我們的存有，便停止成為感知的客
體，不再是企求的標的」（55）。這種如皮膚般身在其中的熟悉移動，正可
呼應班雅明視電影有如熟悉建築物中依觸感而展開的慣習身體移動或夢境中
無意識的漫遊。
而另一方面克拉考爾也強調此如皮膚般熟悉的體感空間，卻因電影的影
像「顯微」而出現了「去熟悉化」的面相－面向。和班雅明一樣，克拉考爾
也援用相同的火藥修辭，來描繪電影影像如何炸開世界的潛意識，透過實際
上的放大效果，「爆破傳統現實的牢籠，打開我們曾在夢中最擅長探勘的廣
闊之野」（48），此即班雅明筆下「視覺世界的面相（面向）」，亦即克拉
考爾此處一再強調的「另類次元的真實」。於是特寫放大後的影像，出現了
截然不同、無法事先預測的物質屬性與功能：皮膚特寫，質地有如航空攝影
照片，眼部特寫如湖泊、如火山口（48），讓所有熟悉物件都去熟悉化，展
示物件彼此之間原本隱而不見的相互關連。克拉考爾舉例，電影中兩人對談，
攝影機以搖鏡方式橫掃過聽者的臉與屋內的擺設，於是窗簾突然之間口若懸
河了起來，眼睛也訴說著自己的故事，呈現出「熟悉中的不熟悉」（55），
有如夢境般似曾相識的陌生之感。若由此「去熟悉化」的角度觀之，克拉考
爾當然不會天真單純地主張電影反映或反射物質現實，反倒是不斷企圖凸顯
出物質真實在潛意識層面的「詭異」。
其次，克拉考爾對揭露人與環境隱密交織的堅持，還有其更大的理論企
圖心，亦即以電影的臉部特寫取代「長鏡頭的人」（“human being at the long
shot”）。11何謂「長鏡頭的人」？克拉考爾指出「長鏡頭的人」乃藝術電影
的產物，其受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劇場美學之影響，以古典悲劇無可逃避的命
運結局為圭臬，形塑封閉且結構完整、意義明確的藝術形式。在克拉考爾眼
中，這種以人（悲劇英雄）、以劇場美學為發展的藝術電影，大大違反了早
期電影視萬事萬物皆新奇有趣的「非人本中心」，讓電影不再是物質事件的
湧現、發生與機遇，而淪為強調個體意識、內在性與認同的封閉藝術。因此
「長鏡頭的人」就是布爾喬亞－劇場主體，此主體乃建立在與物質現實拉開
分離的距離之上，並以此距離達成主體意識對外在客體世界的視覺掌控。此
奠基於十九世紀劇場美學的布爾喬亞主體，十分類似班雅明所批判奠基於十
11

Marseille notebooks, Kracauer Paper 1:13，引自 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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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紀商業人物肖像的布爾喬亞主體，而相對於「長鏡頭的人」之「臉部特
寫」與相對於「商業肖像」之「匿名面相」，就都是以特寫貼近的體感與觸
動，取代觀視距離、內在深度與疏離異化，回復人在世界「之中」而非「之
前」的敏感接觸表面。克拉考爾曾引述一段他深表同感的話語，「在劇場中，
我總是依然故我；在電影院中，我在所有事物與存有之中。因此每次看完電
影回到我自己時，我總是感到孤單寂寞」。12「長鏡頭」讓觀看者保持距離、
無動於衷，而能夠以布爾喬亞封閉主體的主觀意識去掌控世界，而「特寫」
則是讓觀看者深陷其中、無（臉）孔不入（貼近觸動），反倒開放出體感空
間的觸動與間主體之間的流動可能。
因此克拉考爾對「長鏡頭的人」之批判，也就是對人本中心封閉主體的
批判。克拉考爾相信沒有至高無上的主體，能超越獨立於物質世界的流變之
外。而電影的「寫實－寫時主義」就是不斷以物質現象的流變解構布爾喬亞
個人完整主體與確定意義，開放出電影作為非人本中心開放性事件的時間特
質，一種「實存的後形上學政治」（a postmetaphysical politics of immanence）
（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45）。相對於「長鏡頭的人」，電影臉部
特寫的「為臉而臉」，不僅開展了影像的實存、影像的時間物質流變，更是
克拉考爾電影唯物論與影像寓言的關鍵：
電影將整體物質世界帶入活動，觸角及於劇場與繪畫之外，第一
次將存有變成動態。電影不朝向上方，不朝向意圖，而是往底層
推進，甚至採集與攜取糟粕渣滓之物。電影對廢棄物感興趣，對
就在那裡的東西感興趣，包括人之內與人之外的世界。臉在電影
之中不算數，除非電影的臉將死亡之首囊括其下。13
如果此處上方代表的是抽象與超越，那克拉考爾論電影的「向下沈淪」，則
是對物質現實、時間流變的堅持。克拉考爾與班雅明一樣，執迷於歷史殘片
與影像拾荒，雖然沒有班雅明的空間影像辯證（在最現代的臉上看見最古老
12

13

此乃 Geneviève du Loup 之言，克拉考爾深有同感，不僅在其 Marseille notebooks, Kracauer
Paper 1: 23 中引用（參見 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一文中的引述，459 頁註 34），並
以些許不同的方式在《電影理論》談論電影觀眾的部份再次引用（159）。
Marseille notebooks, Kracauer Paper 1: 4，引自 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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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但一樣強調電影的臉作為死亡的時間寓言（每張臉之下都是死亡的
骷髏頭，都是時間的成住壞空）。電影的「為臉而臉」，不為敘事發展的推
進，也不為表義鏈的連結，而是就在臉的物質性與時間性上，開展機遇與流
變、死亡與空無的寓言。
這種「寫實－寫時主義」摧毀了安全距離（只有如皮膚一般的體感空
間）、瓦解了整體性（只剩碎片殘瓦、糟粕渣滓）、也解構了主體性（不再
有「長鏡頭的人」）。但同時這種「寫實－寫時主義」卻讓電影有了身體，
讓電影觀眾的身體出現，成為與物質現實一樣的「肉身－物質存在」
（“corporeal-material being”）。克拉考爾相信，電影的體感空間不僅創造出
如皮膚一般身在其中的熟悉移動，電影影像更以直接作用於身體「髮膚」
（“with skin and hair”）的觸感方式，掠取觀眾之注意：「在電影中展現自身
的物質元素，直接刺激人的物質層；他的神經，他的感官，他全部的生理物
質。」14和班雅明一樣，克拉考爾強調這種立即直接的「驚嚇」經驗與身體
反應，讓「電影與物質生活脈動的近似，在接收層面上，如同以攻擊觀看者
腰部以下部位的方式，切分認同主體」（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50-51）。（此處所謂的腰部以下，充滿色情刺激的性暗示，但也正是克拉
考爾對「奪目電影」「驚嚇美學」所援引的參照模式）。克拉考爾的髮膚體
感與班雅明的神經觸動，都強調電影的「分心」與「驚嚇」，都是針對布爾
喬亞主體觀與布爾喬亞階級藝術「沈思」所發展出的影像彈道學。在他們的
筆下，電影的「為臉而臉」是電影最終的唯物美學與死亡寓言，也同時是邁
向集體革命解放意識的新契機。

四、艾普斯坦：現代性與上像性
如果克拉考爾的「寫實－寫時主義」被視為「實存的後形上學政治」，
充分凸顯出電影影像作為開放事件的時間流變，那本文接下來最後一位所要
探討的法國早期電影導演與論述者艾普斯坦，則更是著力於現代性、影像時
間與影像運動之間的關連探討，其電影創作與理論亦被批評家名之為「實存
電影」（a cinema of immanence）（Turvey），以強烈的影像超越語言與敘事，
14

Marseille notebooks, Kracauer Paper 1: 23，引自 Hansen, “‘With Skin and Hair’”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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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現物象世界的臉、身體、物件、環境、景色與事件，在時間的實存變動之
中，讓現象世界不斷湧現，生生不息。因此不論是克拉考爾的「寫實」作為
一種「寫時」，或艾普斯坦的「實存」作為一種「時存」，都是將時間流變
的因子成功納入電影影像的現代性理論發展。然而巴拉茲、班雅明、克拉考
爾筆下的「面相」與「臉部特寫」，到了艾普斯坦的筆下卻轉化成另一個更
深奧難懂的新名詞「上像性」（photogenie），一個與面相、臉部特寫極度相
似，卻又更形強調瞬間感官強度的新名詞。但此詞並非艾普斯坦所獨創，而
是當時所謂印象派電影理論的通用術語，此派批評家皆視「上像性」為電影
最純粹的表達。而艾普斯坦也曾企圖為「上像性」做出定義──「事物、人
類、或心靈的任何面向，其精神特質因電影的複製而增強」（314），但此詞
在電影理論史上依舊被視為一神祕難解的概念。15以下對艾普斯坦的重新閱
讀，將以他對電影臉部特寫的重度迷戀出發，探討臉部特寫的「動」（時間
的運動與情感的生動），如何聯繫到「上像性」的時間顯微與情感顯微，而
「上像性」的流動開放，又如何進一步打破臉部特寫的人本中心侷限。
首先還是讓我們從艾普斯坦對（美國）電影讓人心醉神馳的臉部特寫切
入分析。他毫不諱言自己在面對螢幕上放大的臉部表情時的如痴如醉，並以
山嶽地誌的地層變動，來分析臉部特寫中的時間發生與空間變動，如何經由
放大的效果而變得異常敏感。
我永遠無法形容自己多麼喜歡美國式的特寫，直接了當地說，一
個人頭突然出現在銀幕上和劇情中。現在，面對面，像是單獨對
著我說話，以一種非凡的強度膨脹擴大。我被催眠。如今悲劇是
生理解剖學的。第五幕的舞台裝置是臉頰的角落，由微笑所牽動。
等待那一刻，當一千呎的情節集中聚合於肌肉組織的結局（指臉
上的微笑），此刻的來臨比電影所有其他的部份更能滿足我。肌
肉組織的序言在皮膚底下擴散開來，陰影交替、戰慄、猶豫。事
情被決定了。情感的微風標記著雲霧籠罩的嘴角。臉的山嶽誌搖
晃不定。山崩地裂開始了。毛細管般的皺紋想要撕裂斷層。一陣

15

本文討論之艾普斯坦的電影論述，皆取材自 Richard Abel 所編的兩大冊《法國電影理論
與批評》選集，文中的引文頁碼也以此選集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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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將其帶走。像高潮推進。肌肉組織收束。唇邊輕輕抽搐，有
如劇場裡的帷幕。所有一切都是動作、失去平衡、危機。碎裂。
嘴巴棄守，有如成熟的果子裂開。一個鍵盤般的微笑，像被小刀
切開般，由側邊裂向嘴角。（235-36）
在這段抒情感性的文字敘述中，嘴角牽動出微笑的「瞬間」被有如慢動作般
的精細步驟所放大，嘴角周圍的臉部「空間」被有如高空攝影般的山岳鳥瞰
鏡頭所放大，單單一個特寫鏡頭的微笑，卻讓「時間」石破天驚，「空間」
山崩地裂，情感強度達到百分百，莫怪乎艾普斯坦要一再聲稱特寫乃「電影
的靈魂」、電影的本質（236）。
而這段臉部肌肉情感地誌的「生動」描繪，更告訴我們艾普斯坦對臉部
特寫之「動」的堅持。他坦言對靜態特寫的興趣缺缺，因為靜態特寫完全犧
牲了特寫的本質──即運動（攝影戀物美學的臉永遠不敵電影時間運動的
臉，一如嘉寶靜態永恆的臉絕對不敵嘉寶在「鼻孔的曲線」與「眉毛的弧度」
之間、時間流變與空間牽動的「間臉」），他深信特寫乃「運動上像性的最
高度表達」（236）。他舉例說明道，傳統的雕刻與繪畫不會動，所以要讓施
洗約翰的雙腿一前一後，像是鐘錶的兩個指針，一個指向整點，一個指向三
十分，以便順利產生動作的幻覺。但電影則全是動作，無一刻靜止，完全不
陷落在任何時空的穩定平衡狀態，而上像正源自時間，上像就是建立在動作
與加速之上，讓「事件與停滯相對立，關連與體積相對立」（236）。因此艾
普斯坦相信最美的臉部特寫乃是欲笑而未笑的臉，而非已經發生掛在臉上的
笑容。他所重度迷戀的臉部特寫，乃是時間運動界定下「上像」的臉，一張
充滿山雨欲來、蓄勢待發的臉：「我愛欲言又止的嘴巴，我愛左右猶豫的姿
勢，跳躍前的退縮，落地前的瞬間，即將變成，猶豫不決，拉緊的彈簧，前
奏曲，最有甚者，調過音後尚未展開序章的鋼琴。上像乃由未來式與命令句
變化而成，上像不允許任何停滯」（236）。「上像」的時間運動讓靜態的「存
有」轉為動態的「變成」，而「上像」的生動乃來自面相的「蓄勢」而非語
言的「敘事」。
「上像性」夾帶著命令句語態的超級動量，不斷朝向未來式時態做變化
生成，其時間動感顯然與電影作為現代性都會生活的特質息息相關。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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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當代都會的即時生活樣態，對速度、同時性與資訊流通的全新變革，讓電
影成為一種新式的寫「時」主義，一種結合現象「實存」（變動不居的物質
流變）與都會「時存」（稍縱即逝的時間感性）的新媒體。如果現代性的特
色就是時間流動，那艾普斯坦便是微妙點出只有時間流動的影像才真正「上
像」
。以艾普斯坦拍攝於 1928 年的電影
《亞舍家的傾覆》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為例，電影中的畫家丈夫永遠無法畫出妻子的容貌，因為妻子的容
貌有如電影現代性的臉，朝夕變易，無法以繪畫的靜態藝術形式加以定格。
臉的「易逝」成為時間不斷移動變易的表面，讓「上像」與前文所發展出的
「上臉」（「上」作為動詞的 sur-face，不斷湧現在臉上）一般，都在凸顯時
間的不斷流逝與變化生成。波特萊爾詩中的黑衣女子，在十字路口一瞥而過，
有如劃過天空的一道閃電，艾普斯坦筆下的一抹微笑，在發未發的蓄勢之中，
有著山雨欲來的張力與強度。「上像性」所要凸顯的，正是現代性的瞬間即
逝，而電影影像的不斷自我取代，不斷在時間與空間中的位移變化，正是現
代性上像的絕佳展示。艾普斯坦甚至斷言，上像只存在於瞬間，沒有超過一
分鐘還上像的影像，上像之短暫易逝，只能以秒計算（236）。對服膺物質流
變實存哲學與現代性城市感性的艾普斯坦而言，「上像性」當然不是永恆超
越的理念，「上像性」只存在於電光石火、稍縱即逝的瞬間，「上像性」就
是時間的流變。
而對電影的臉作為時間敏感表面的探討，艾普斯坦顯然比克拉考爾有更
進一步的影像哲學思考。對艾普斯坦而言，臉部特寫的「上像性」本身揭露
了現代性最根本的矛盾特質。如果現代性強調的是當下此刻、不斷流逝的「現
在」，那所有的「現在」都在當下此刻、不斷流逝成「過去」，現代性作為
「瞬間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moment）的內在弔詭，就在於「沒有現在可
以再現」（“There was no present to re-present”）（Charney 292）。所謂的「現
在」成為時間中的點，沒有長度，如同幾何空間中的點，沒有向度（316），
讓所有的「當下顯現」（presence，既指時間的現在也指空間的現存）永遠無
法固定不變、定於一點。而電影的脫穎而出，不僅正在於電影的現在式時態
（同時也不斷朝向未來式時態發展）與命令句語態，更在於電影的動詞形式。
作為「動詞的現在式命令句」（239）之電影不是抽象的心智認知、不是準確
的語言描述，而是飄忽不定、不斷流逝的影像。電影就是現代性的時間經驗，
表象世界的純粹現在式，在「沒有現在可以再現」的同時，以不斷自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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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轉化的流動影像，讓稍縱即逝的「瞬間」顯影，而電影的「上像性」就
是時空系統中不斷轉換變化的能動性。
而在「上像性」作為現代性「瞬間」顯影的詮釋中，更為重要的關鍵點
則是「瞬間」與感官經驗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此辯證關係如何讓「上像性」
成為現代性經驗中「感官瞬間的形式」。現代性的「瞬間」以時間運動挖空
了所有穩固的「當下顯現」，讓時間流變空間位移，造成了一種「感官」與
「認知」上的分裂：當下此刻的強烈感官，與當下此刻過後對當下此刻的認
知之分裂（Charney 279）。而此「感官」與「認知」的分裂（微乎其微的時
差），正是電影將此現代性的潛在劣勢，轉化為美學優勢的關鍵。電影以川
流不息的影像打斷沈思、驚嚇觀眾，讓我們在眼花撩亂、目不暇給之時來不
及思索、來不及認知，卻也同時以此「動詞的現在式命令句」，展現當下瞬
間的情感強度。因此「上像性」的重要，不僅在於時間瞬間的顯影，更在於
情感強度的顯影，臉部特寫之「生動」，不僅是影像不斷流逝的時間運動，
更是情感發未發的強烈波動。因此靜止的臉部特寫絕不上像，上像的是臉部
特寫瞬間的山崩地裂、天搖地動，上像的是臉部特寫的情感蓄放，臉未發、
已發、發未發的「情生意動」（motion in emotion）。
而「上像性」作為情感顯影的強度而言，也開展出艾普斯坦電影論述中
體感空間與神經觸動的可能面向，可以進一步與前面三位早期電影論述者十
分類似的說法相互疏通。同巴拉茲、克拉考爾一樣，艾普斯坦十分注重電影
中人物角色與佈景道具所營構出的「情境」，電影影像的情感強度，徹底渲
染滲透到周遭環境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讓電影的戲劇張力不在對話與敘
事之中，而在生物與無生物、人物角色與佈景道具所共同營造、相互感染的
「情境」之間。
真正的悲劇暫停，威脅著所有的臉孔。悲劇在窗邊的窗簾，在門
上的門把。每滴墨水都能讓悲劇開展在自來水筆的筆尖。整個房
間被所有形式的戲劇性事件所浸透。雪茄的煙霧在煙灰缸的頸嘴
處威脅停駐，灰塵在謀逆叛變，地毯泌出有毒的藤蔓花紋，椅子
的扶手在戰慄。（242）

170 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 期．2005 年 6 月

在此「情境」氛圍的相互感染中，電影的特寫不僅讓萬事萬物都有了會回視
的臉，也同時讓古老神祕的「萬物有靈論」成為現代性經驗中的「萬物有情
論」。此處的臉部特寫在窗簾、門把，在地毯、椅臂，因為情感的渲染讓窗
簾、門把、地毯、椅臂都有了臉，都成了放大的臉部特寫、放大的情感強度。
如果電影的情感強度是以臉部特寫為其最主要的釋放來源，那此一觸即發的
情境，便是最具上像性的「面面相覷」。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戲劇性張力
不是劇場式的誇大演出，艾普斯坦強調電影特寫是「喃喃細語的颶風」
（238），此處蓄勢待發的「面面相覷」，正是情感接觸感染的特寫放大，乃
艾普斯坦所極力推崇的低調壓抑。
艾普斯坦一再強調電影不是故事，電影只有現在式的流逝影像，沒有開
頭，沒有中段，也沒有結局（242）。但電影是情境，是感官瞬間形式的情感
強度，讓現象世界「生動」起來，變得神靈活現，變得「超－現實」。因而
他認為電影是一種更形原始的語言，一種能賦予萬事萬物擬仿生命的魔法語
言，能讓場景佈置轉換為情境營造，讓銀幕上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脫胎
換骨、點石成金。「透過攝影機，櫃子裡的左輪手槍，地上的破瓶子，一隻
眼睛孤立的虹膜，都被提昇到劇情中角色的位置。它們有如活生生般充滿戲
劇感，活像捲入情感的轉變當中」（317）。於是經過情感特寫的左輪手槍已
不再是左輪手槍，而是左輪手槍－角色人物，朝向犯罪、失敗、自殺的衝動
或悔悟，有著自身的「氣質、慣習、記憶、意志、靈魂」（317）。左輪手槍
的臉部特寫（因特寫而有了臉部）有如魔法符咒、神祕不可知，讓人在莫名
的尊崇、害怕與驚恐中「近」而遠之且「敬」而遠之。
而這在電影銀幕上相互感染的情感強度，當然也同時流瀉到電影院做為
另一個情境的體感空間，與觀眾作為另一個體感空間中接觸傳染的對象。艾
普斯坦非常強調電影影像與觀影觀眾之間的「敏感貼近」：「我從未像這群
攝影師一般鄭重其事地旅遊。我觀看。我嗅聞事物。我碰觸。特寫、特寫、
特寫。不是以旅遊俱樂部的眼界所推薦的觀點，而是自然、在地、上像的細
節」（237-38）。觀眾透過攝影機的眼睛，以特寫的貼近親密方式，遨遊多
重感官的面相世界。這種「敏感貼近」，甚至讓銀幕上的痛苦情感，都近在
咫尺，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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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觸手可及。如果我伸出手臂，我就碰觸到你，這即是親密之
所在。我能細數磨難中的每根眼睫毛。我像是也能舔拭淚水。從
所未有一張臉孔如此朝向著我的臉孔。更近一點就能壓住我，我
跟它面對面。我們之間甚至連空氣的間隔都沒有，我消耗著它。
它在我之中有如聖體。極大化的視覺敏銳度。（239）
這段生動的文字描繪，非常能夠展現艾普斯坦做為一個早期電影理論家的內
在衝突矛盾。他一方面以視覺為尊，強調「極大化的視覺敏感度」，視電影
為心智的知性活動，另一方面又凸顯特寫造成的「現象世界的感官毗鄰性」，
如何讓影像的體感空間變得敏感貼近，讓每根眼睫毛上的淚水都觸手可及。
或許這正是艾普斯坦的有趣之處，在陽物理體視覺中心的基本預設中，同時
發展出「視觸覺」（tactile vision）的敏感觸動，與現象世界的「感官毗鄰」
（sensuous proximity）（Bruno 256）。16艾普斯坦甚至還曾直接將電影視為
「褻瀆的暴露」（莫非又是另一種「褻瀆的啟發」－「前臉的啟發」），透
過人體組織器官（例如手、臉、腳）直接接觸而觸動觀眾，引發直接的身體
神經感應（Stam，《電影理論解讀》57）。
而面對這種直接的身體神經感應，如果班雅明與克拉考爾喜歡用彈道學
修辭，來描述電影影像的撞擊強度與視觸感，那艾普斯坦則和《明室》裡的
巴特一樣，則是喜歡用「刺點」來形容此影像直接造成的情感強度。17艾普
斯坦指出電影影像造成的身體感應，有如針刺般的間歇性情感激發，因為沒
有超過一分鐘的純「上像」，也就沒有持續性的情感累積（236）。觀影的身
16

17

艾普斯坦曾一再強調電影作為一種「心智」（psychic）活動、一種形式理念之重要，「觀
看即理想化，抽象與萃取，閱讀與挑選，改變」（244），甚至在許多方面還將電影視為
思考時間的機器，而與前所提及德勒茲「大腦即螢幕，思惟即影像」的電影哲學有不少相
通之處。但艾普斯坦的電影理論，固然可以從視覺認知的角度加以切入而言之成理，卻也
可以從反視覺中心主義的「體感」「體現」角度加以發揚光大。可參見 Turvey 精彩的文
章，企圖處理此心智／體感，視覺主宰／觸動體現的批評觀點差異。
然而艾普斯坦與巴特對情感情度「刺點」的理論，還是有其基本的差異所在。對巴特而言，
「顯義」增強，則「刺點」強度減弱，而「鈍義」增強，則「刺點」強度增強。巴特乃是
以語言表義系統對立於非語言、非知面、潛意識運作的情感強度。但對艾普斯坦而言，並
無此表義系統與情感強度之預設對立，即使在其凸顯「情境」與感官瞬間美學的同時，也
多不忘強調電影文本與上下脈絡對意義建構之重要，甚至有時不惜犧牲表面細節以尋求深
度意義（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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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應是「一種激情的歇斯底里生理學」（238），並與身體的神經傳導相通
相應，電影成為「神經能量來源與充滿其輻射光芒的電影院之間的接力賽」
（238）。莫怪乎艾普斯坦主張，電影銀幕最上像的姿勢，乃是身體間歇性的
神經觸動，尤其以卓別林神經質身體的抽動痙攣為最佳代表。原本班雅明在
論及機械複製生產模式如何徹底改變大眾與藝術的關係時，就曾以畢卡索的
繪畫與卓別林的電影為例，前者服務於布爾喬亞階級的菁英主義，故保守反
動，而後者則是強調集體經驗
「視覺與情感享受的直接親密結合」
（“The Work
of Art” 234），故前衛進步。而艾普斯坦則是更進一步將卓別林的身體反射
動作，當成「上像的神經衰弱症」（238）。卓別林的默片身體動作，不僅只
是機械時代的身體寓言，「切斷表達性的身體動作，將其變成一系列微細的
機械衝動」（Hansen, “Benjamin” 203），更是時間顯影與情感顯影的生動結
合。卓別林的身體反射動作就是一張神經衰弱症的臉部特寫，一張充滿時間
運動、情感強度與神經反應的臉部特寫，不停間斷抽動，不止痙攣發作，因
而最為上像，最能體現出現代性的「感官瞬間形式」與電影體感空間的神經
觸動。
從嘉寶風華絕代的臉到卓別林神經反射動作的身體，從會回視的景色到
有氣質有意志的左輪手槍，本文所企圖談論「電影的臉」不限於默片，不限
於近距離拍攝，不限於臉部，也不限於人類。正如德勒茲所言，如果人的臉
部原本用來提供「個人化」、「社會化」與「溝通」三大基本功能需求，那
「電影的臉」則是無人稱的（98），同時徹底喪失此三大基本功能。「電影
的臉」既是臉孔也是抹去臉孔（effacement），「電影的臉」是最為徹底的「去
畛域化」：「臉的赤裸比身體的赤裸更為巨大，臉的非人性比動物的非人性
更為強大」（100）。18因此「電影的臉」所要凸顯的不是「人形化詩學」，

18

德勒茲此處所言的主要參考座標乃為瑞典導演柏格曼（Ingmar Bergman），德勒茲認為其
電影作品已達臉的虛無主義之極致，將情感－影像推展到了極限。雖然德勒茲對電影臉部
特寫做為情感－影像的論述，基本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從巴拉茲與艾普斯坦的重新出發，德
勒茲以臉部特寫的「解領域化」（抽離具體的時空座標）來凸顯關係性、動態、流變與情
感的狂喜。但整體而言，仍偏概念化的操作，避談現象世界的感官經驗。雖然德勒茲也曾
依循瑞格爾「體感視覺」與「光學視覺」之差異，發展出「體感空間」（亦即「平滑空間」
smooth space）的相關理論，並將此取消深度的「體感空間」與情感－影像、臉部特寫加
以連結，與本文所企圖嘗試的理論化建構，有十分相似的路徑，但德勒茲似乎過於強調由
「肉體表面」轉化為「非肉體表面」、由「身體」轉化為「影像」的必要，而本文則是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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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電影影像的時間性－情感性－面向性－關（觀）連性，將面相、特寫與
情感影像相連結，讓「表面」成為「上臉」sur-face、「間臉」成為「界面」
inter-face，打破「臉」所預設的封閉個人主體意識，而成為表情生動、向外
開展的動態連結。「電影的臉」是用來觀看的，也是用來觸摸的，因此在視
覺之外，還須強調視觸覺，在「視點理論」之外還須發展「體感理論」，在
「語言敘事」之外更要重視「面相蓄勢」，在「表義」之外更要在乎「表意」
與「表情」，以便能以身體體現的方式，豐富開展電影獨特的細節感官認識
論。
綜觀四位早期電影理論家巴拉茲、班雅明、克拉考爾與艾普斯坦，他們
之中有人特別強調面相獨白的敏感可讀，有人執著於「面相知會」的影像辯
證，有人專門探討「為臉而臉」所揭露物質現實中隱而不顯的全新面向，有
人則著重於「上像性」的時間與情感顯影。但整體而言，四人都展現早期電
影論述視萬事萬物皆新奇有趣的「非人本中心」與「非敘事主導」。四位論
述者不約而同讓「電影的臉」以非人本中心、去封閉主體的方式擴散流盪。
雖說其主要的著作與文章大多完成於一九二○、三○年代，但在本文重新閱
讀與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卻也使其與當代電影論述者巴特、德勒茲、歐蒙、
陶席格、布魯若等人順利連線，成為質疑電影理論「語言轉向」的另一種可
能、另一種出發，讓「面相」再次成為感官毗鄰、時間流變的表面，成為蓄
勢待發的情感強度，成為一發不可收拾的接觸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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