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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沒有看見就相信的人，有福了。 

—聖經（若 20：29）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於 2011 年九月底至十月底間推出許哲瑜的《無姓之人》個展。其間展出

《完美嫌疑犯》、《日常小短劇》、《大事件景觀劇場版》、《大事件景觀 1》、《大事件景觀 2》、

《大事件景觀 4》等作品。對我們來說，《無姓之人》這個個展架構出一個足以陳述大眾媒

體與個體間關係的視覺平面。 

 

【大眾媒體系統的實在】 

 

一般而言，我們藉由看新聞來獲知某些無法親身參與的消息。這促使藝術家以事後回到案發

現場拍攝、以網路搜尋事發地點、或依照報紙的照片[1] 來「重建現場與事件」。 

 

這個看似平凡無奇的出發點凸顯了一個往往為我們所忽略的事實：大眾溝通媒介（印刷術、

電視、網路…等）的出現介入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大幅拉長了溝通鏈的長度，使得在訊息

（information）發送者與訊息接收者之間沒有出現在場性的互動。這是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

件，因為社會為了面對「在人無法即時地參與社會或世界上所發生的所有事件的狀況下，仍

然必須以某種方式『在事後』對其中某些無法親自參與的事件做出反應」這個問題，而分化

出大眾媒體系統。 

 

這樣的大眾媒體系統因而不等於所有人的集合。或許讓我們以《大事件景觀 1》與《大事件

景觀 2》所提供的新聞事件思考個簡單的例子：在我們從新聞中獲知某個兇殺消息的時候，

兇殺事件實際上已經結束了，而這個我們當下獲知消息中被殺的人已經死亡許久。 

 

這個「新聞事件中正在死亡的人/實際上已經死去許久的人」的差異，不僅清楚地顯示出縱

使事件已經過去，只要我們是從大眾媒體系統第一次獲知這個訊息，大眾媒體所給出的訊息

具有自身的實在（reality）（因為一般而言我們並未懷疑這些訊息能夠是條「新聞」）。而且

縱使某個人 A 已經在 A 時́間點獲知訊息 I，雖然另一個人 B 在不同的時間點 B 獲́知訊息 I，

訊息 I 作為事件以及作為新聞的效度對 A 與 B 來說就都是等效的，換句話說，A 對 I 的獲知

並不妨礙 B 在不同時間點上對 I 的獲知。I 獨立於 A 與 B 個別的觀察而具有其實在性。正如

《日常小短劇》中以監視器來呈現的新聞事件，作為觀眾者的我們所處的位置必然新聞事件



的發生之外，透過螢幕（用許哲瑜的話就是：介面）窺伺著新聞事件。 

 

在這樣簡要的現象分析之下，就「訊息與實在之建構」這個問題上，我們清楚的發現起碼有

兩個面向需要考察：一個屬於「大眾媒體系統」的面向，我們必須探問大眾媒體系統如何建

立起獨立於觀眾的實在與時間性；另一個屬於觀察者的面向，也就是找出大眾媒體系統到底

為這些彼此背景、所處位置、獲知時間全然不同的觀察者安排了什麼樣的觀察位置。 

 

【議題與客體】 

 

新聞這種大眾媒體系統中的特殊類型[2]如何建構出自身的實在？《大事件景觀 1》與《大

事件景觀 2》提供了我們一些考察的線索。 

 

《大事件景觀 1》 整合了數則家暴新聞，並將其串成一條敘事鏈。特別的是，在這個新聞

敘事鏈的每個動作之間，或說每個分鏡鏡頭之間，並非如同一張張的相片截然劃分，相反地，

動作與動作之間彼此都有相互重疊的部份，這樣一種部份重疊的畫面效果塑造了動作彼此之

間更強的連續感。更清楚地說，《大事件景觀 1》一方面藉由留白的方式大幅度地弱化背景

的脈絡性，這迫使觀眾不得不集中於畫面中少數的線條，另一方面透過將後一個動作疊加到

前一個動作的做法創造速度感，降低不同畫面間注意力溢散的機會。 

 

Gregory Bateson 曾經以「某組區別，它在下一個事件出現的時候做出一組區別」來定義「訊

息」。[3]對 Bateson 來說，訊息包含了一組會從一個事件蔓延到下個事件的區別。如果以這

個角度來閱讀《大事件景觀 1》，那我們可以觀察到，那些我們迫於時間因素而無暇仔細考

察的新聞敘事過程都是藉由將後一個行動銜接上前一個行動才能指稱這兩個行動間在意義

上具有同一性（例如，在《大事件景觀 1》中意味著都是家暴行動的組成部份，否則單純的

揮拳、鄙視與搖頭都可以具有開玩笑或是示愛等其他可能意義），這不僅將個別的行動抽離

了原本行動發生當下的情境脈絡，也濃縮了行動本身的意義。藉由不斷地重複關連（去脈絡

化）並遞迴使用（濃縮），行動在意義層面上的「同一性」（於此，家暴）一方面沈澱下來，

另一方面同時讓後續所有行動銜接上某個已知的辨認圖示（例如，家暴）而變得一般化並得

到確證。[4]正如《大事件景觀 1》所示，大眾媒體系統利用這種方式來濃縮意義、生產議

題與被談論的客體這些屬於系統自身的固有值（eigenvalue）。 

 

相對於《大事件景觀 1》的「過程敘事」，《大事件景觀 2》則從「系統對事件的記憶」這個

面向展現新聞事件被濃縮下來的整體結構。 

 

這種濃縮下來的結構標記了那些對家暴這個圖示內容的豐富化有貢獻的那些組成部份，然而，

這個事件內容結構不僅呈顯出被歸因到家暴的那些理由，更重要的是：這個結構讓那些「潛

在尚能對家暴圖示有所貢獻、確仍被排除在外的意義單元」變得具體可見！在這個意義上，

「家暴這個訊息確有其事」與「由某個消息來源而得的新聞可能只是片面且偶連，而非事件

全貌」這兩件事情是可以相容的。[5]這說明了作為社會性記憶的新聞在內容上能夠經得起



一再的修正與更動，甚至在某些人士將之全盤否定（/否認）之後對其他某些人仍具有新聞

上的價值。只有在種將新聞事件視為社會性記憶的理解下，我們才能夠說明為什麼上述對於

同一個訊息 I，A 與 B 兩個人能從 A 與́ B 這́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接近，甚至還對 I 有著不同的

認識。 

 

【背景式實在與個體】 

 

從上面對《大事件景觀 1》與《大事件景觀 2》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作為「實在」的新聞事

件並不追求訊息的整全性，相反地，時效性才是重點。沒有任何新聞為了獲得滴水不漏的訊

息而放棄新聞自身的即時性。[6]作為社會記憶的新聞事件可以依賴圖示而維持在同一個事

件上，並且持續地改變它的事件內容。對於政治、經濟、法律、藝術、教育、科學…等等這

些社會的其他系統來說，如同《完美嫌疑犯》這個作品所示，大眾媒體系統扮演了一個「提

供作為溝通出發點之背景式實在」的角色。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現代社會的速度化（Temporalisierung）[7]與功能分化，使得政治、經

濟、法律、藝術、科學、教育…等其他系統無暇負擔「建立社會性記憶」的功能。大眾媒體

系統之所以分化出來，就在於能夠提供政治人物、商業人士、法律從業人員、藝術家、科學

家、教師…等等這些人據以跟其他人溝通的出發點。正如《完美嫌疑犯》中那些彷彿如實存

在而通常不引起質疑的事件背景，人們彼此在溝通時會預設特定的背景知識以維持「世界的

一貫性」。我們可以說，人們在當下彼此溝通的論題與客體（第一實在）之外，還疊加上一

個不要求共識的第二實在，這個第二實在充當「共同假定的實在」，並據此形成各自的判斷。

只有在彼此在判斷上不一致的時候才可能回頭檢視這個作為共同脈絡的第二實在是否具有

相同的內涵。這就大幅避免掉在溝通開始之時就必須無限後退地檢測彼此在溝通上預設條件

的困擾，讓溝通能在時間壓力之下快速地移動。 

 

如果上述的分析不無道理，那麼在《完美嫌疑犯》中從這些「背景式實在」裡浮出的那些人

物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大眾媒體系統會製造出這樣的人物來，並且將行動的理

由歸因到這個人物的「動機」？或者我們換個方式問：為什麼大眾媒體一般而言不會將新聞

事件中的行動歸因於太陽黑子活動或是神經突觸瞬間的電位差所造成的影響？ 

 

製造出一個「個人（person）」[8]並將「動機」指派給這個個人，意味著社會溝通無法真的

發現與證實「行動的理由」。[9]但是迫於時間與溝通的需要，必須製造出事件行動者之動機，

以避免觀察者（新聞觀眾）將問題推回到自己身上，質疑自身在觀察層面上的預設。由此可

見，《完美嫌疑犯》中的人物身上必然黏附著隨事件觀眾恣意填充的動機而無法逃脫，相對

於填滿細節的「背景式實在」，這個人物的留白不只在其「建構性」上具有意義，還在其「偶

連性」上留待不同的觀察者的填充。 

 

【自我（self）的圖示】 

 



我們差點忘了，還有一個外在於大眾媒體系統的「觀察者」位置還在我們的考察之外。雖然

我們已經說明了大眾媒體系統在自身之內為新聞事件的觀眾留下了「等待填充的動機」這個

位置。但是，為什麼觀眾有能力提供動機？更清楚的說，一個沒有家暴經驗的人如何能夠「理

解」家暴新聞並且「有能力猜測」家暴事件中行動者的動機？或許，以口蹄疫事件為背景的

《大事件景觀 4》給了我們一個解釋。 

 

正如我們前面所述，大眾媒體系統所建構的實在並非客觀真理，也不要求共識。相反的，這

個實在以圖示的方式來將記憶結構下來，這一方面讓參與溝通的觀察者可以將某些東西預設

為共同已知而逕自開始溝通，另一方面也預留空間給行動，換句話說，圖示並不將行動固定

下來，而只規定行動的可能性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透過圖示來「將虛擬他者動機的

可能性範圍」固定下來，但是，在作為觀察者的「我們自己」這邊，如何能夠有個與「虛擬

他者動機的可能性範圍」相應的圖示呢？ 

 

雖然「將自身對他人的觀察往自己的方向推移」這件事是戲劇的貢獻[10]而非大眾媒體的發

明，但是印刷術或其他大眾媒體的出現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自小說的興起以降，我們看到

「自我實現」被大眾媒體所接手並強烈地散播開來。對我們這裡來說，重要的是理解到：大

眾媒體一方面將我們置於新聞事件之外，我們並非新聞事件當中那些感染口蹄疫而被隔離開

來的人們，也不是那些直接參與口蹄疫問題折衝的行政官員；另一方面，我們卻也位於大眾

媒體生產出來的那個世界之中，這個世界也生產了我們作為個體的位置。換句話說，我們就

是那些口蹄疫新聞事件所欲「影響」的個體。藉由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反覆練習，我們或許

可以將新聞事件只視為是文本與圖像，那麼作為個體的我們就處於外部；但是我們也可以體

驗著大眾媒體所欲帶給我們的影響，那麼我們就處於內部。為了在內部與外部這兩種立場間

擺盪與選擇，作為個體的觀察者因而不得不為自己建構出一個「自我」的圖示，並且也將這

個圖示套用在自己身上。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不管是「虛擬他者」還是「自我」都處於

「二階觀察」這個「觀察某個觀察者之觀察」的位置上，因而「自我」對「經驗的我」來說

也是個「虛擬他者」。[11]於此，再也沒有動機上無法進入的問題。 

 

【結論】 

 

從《大事件景觀 2》出發，我們首先藉由新聞事件的發生與新聞觀眾獲知新聞時間點兩者間

的落差來說明大眾媒體系統建構了自身的實在，並透過《日常小短劇》指出觀察者位置位於

大眾媒體系統之外，而監視器式的觀看恰恰是這種觀察者位置的極佳隱喻。繼而指出《大事

件景觀 1》以視覺的方式展現了濃縮意義、生產議題與被談論的客體的過程，以及《大事件

景觀 2》所展現的濃縮結構。在這樣的認識下，對於觀察者來說，大眾媒體系統的功能就像

《完美嫌疑犯》所顯示的一樣，在於提供不同的觀察者彼此溝通時一個假定彼此都是已知出

發點，也就是作為社會性的記憶而參與溝通。為了接受這樣一個不預設契約、共識甚至信仰

的第二實在，《大事件景觀 4》則為我們展示了以圖示來將經驗的我建構成二階觀察層次上

的「自我」的方式。於此，一個關於大眾媒體與個體關係的視覺平面就呼之欲出了。 

 



（本文獲得 2011 年《數位藝術評論獎》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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