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持攝影機的⼈：論綠⾊⼩組的影像非純 

摘要 

　　成⽴於1986年的綠⾊⼩組，隨著解嚴前後的社會條件⽣成，為了對抗三家國營電視台的

偏頗報導，持起攝影機，參與、記錄了各式反抗運動現場，試圖突破媒體封鎖，還原事件真

相，並在1990年因著⽣產條件改變，不敵市場運作與消費⽂化，轉型失敗⽽宣告解散。在成

⽴30週年後的今天，綠⾊⼩組儼然已逐漸為既有論述視作「台灣新紀錄⽚」的始祖，且以此

出發，發展出兩⼤台灣紀錄⽚的主要命題——現實主義美學與為弱勢發聲。本⽂旨在對這樣

的論述形構與典範建⽴進⾏提問，嘗試看⾒綠⾊⼩組⽣命的完整性與不連貫性，以及「紀

錄、傳播、戰⾾」三位⼀體之非純定位下的角⾊衝突與⽭盾，分別從左翼精神與實踐、紀錄

倫理、影像美學三個層⾯之非純特質試論之，進⽽指認延續「鄉⼟⽂學論戰」⼆分邏輯的錯

誤認識，可能對綠⾊⼩組的歷史定位乃至台灣紀錄⽚系譜產⽣何等錯估。最後，本⽂介紹後

續研究將拉出之「後綠⾊」⽅法，探討相關作品延續⾃綠⾊⼩組的非純之餘，如何回返至綠

⾊⼩組的多重「弱影像」實踐，共同在紀錄踐⾏的過程中從持攝影機的⼈，成為（不）持攝

影機的⼈。之中或許昭⽰著現實主義影像與紀錄倫理交織共構的台灣紀錄⽚論述，可能有另

⼀種系譜想像。 

關鍵字：台灣紀錄⽚、綠⾊⼩組、非純、鄉⼟⽂學論戰、社會運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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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們創造⾃⼰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

件下創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切已死的

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樣糾纏著活⼈腦⼦。當⼈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家和周圍

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

靈來為他們效勞，借⽤它們的名字、戰⾾⼜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久受崇敬的服裝，

⽤這種借來的語⾔，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幕。——⾺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路易．波拿巴的霧⽉⼗八⽇》 

　　1986年10⽉，解嚴前⼀年，綠⾊⼩組由王智章、李三沖 、傅島 三⼈於台北市德惠街創1 2

⽴。爾後跨入解嚴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綠⾊⼩組⾛在街頭，扛著簡易的電⼦攝影機

（ENG）進⾏拍攝（陳世宏 10），直到1990年底，同樣於德惠街宣告解散（140）。幾年下

來，共累積了超過⼀千五百⽀、三千多⼩時的錄影帶（10）。隨著解嚴邁入30年，綠⾊⼩組

也迎來了屬於⾃⼰的30週年標記。台灣綠⾊⼩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2016年開始，舉辦多場

相應的紀念活動 ，當年的紀錄影像再次重現於世⼈眼前，如同綠⾊⼩組獲得臺灣國際紀錄3

⽚影展（以下簡稱「TIDF」）⾸屆「紀錄⽚傑出貢獻獎」之獎項增設⽬的所⽰，30週年的

系列活動似乎也重新開啟了「梳理長期被社會忽視的台灣紀錄⽚歷史，建⽴台灣紀錄⽚的主

體性」的契機（TIDF, 2014）。 

 李三沖本名李春發，因在「1130桃園機場事件」中被⽔砲⾞三次沖⽔，⽽得此綽號（陳世宏 76-94）。1

 傅島本名⿈樂山（陳世宏 152）。2

 從年初開始，協會每週於臉書粉絲專⾴上發表「綠⾊30影⽚回顧」︔5⽉，綠⾊⼩組獲得TIDF⾸屆「紀錄⽚3

傑出貢獻獎」，並與影展共同策劃了「台灣切⽚｜如果紀錄有顏⾊：綠⾊⼩組30週年」專題單元，成員們出席
映後座談、參加「⽇⽇談」專題講座，影展並選眏綠⾊⼩組重新剪輯完成之《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
運》作為開幕⽚︔同⽉，他們開始重返抗爭現場播放影⽚，共舉辦了新⽵遠東化纖罷⼯、新⽵⽔源⾥反李長榮
化⼯、鹿港反杜邦運動三場，並出版關於後者之《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錄⽂集》（2016）
⼀書（陳世宏 148）︔11⽉，於華山⽂創園區揭幕「綠⾊⼩組30週年⽂物展」，展出包括⼿稿、⽂件、照⽚、
攝影器材、剪接設備、錄影帶、各式抗爭物品等，並舉辦「綠⾊⼩組30週年研討會」，同時發表《衝撞與凝聚
——綠⾊⼩組⼜術訪談集》專書︔2017年3⽉至6⽉，綠⾊⼩組更參與了由臺北市⽴美術館策劃的「微光闇影」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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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中興⼤學邱貴芬教授出版《看⾒台灣：台灣新紀錄⽚研究》（2016）⼀書，

可說是第⼀本國內學者以中⽂研究撰寫之台灣紀錄⽚學術專書 。她⾸先在導論中介紹「⼤4

約從1980年代中葉開始，亞洲許多國家先後興起了⼀股新紀錄⽚的風潮」 （2016a：2），5

並接續為綠⾊⼩組賦予了始祖與典範的重要定位：「台灣新紀錄⽚的出現，通常追溯到王智

章在1984年拍攝的海山礦災的紀錄⽚。……王智章隨即在1986年與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

『綠⾊⼩組』，開啟了台灣新紀錄⽚的紀元」（8-9）。邱貴芬在序中反思「『看⾒台灣』

意味之前『未看⾒』、『看不⾒』」（iii）︔同樣的，TIDF策展⼈林⽊材針對綠⾊⼩組「台

灣切⽚」單元之策畫，亦如此⾃許：「藉由策展，使『看不⾒』的作品『被看⾒』」6

（115）。 

1. ⽂獻回顧 

　　如此巧合的共時性指向了綠⾊⼩組在2016年之前的不可⾒，以及各界急欲重新看⾒以重

構紀錄⽚系譜的欲望。「那麼，該如何看︖看到什麼以往『看不到』、『未看到』、『不能

看到』，或者『視⽽不⾒』的台灣」（邱貴芬，2016a：iii）︖邱貴芬以她認為1980年代中

葉以來眾紀錄⽚導演反覆探討之「看⾒」命題切入，這當然亦是我們今⽇重新閱讀綠⾊⼩組

影像所關注的。於是在重新看⾒之前，必須先⾏理解台灣紀錄⽚主流論述⽬前是如何「看

⾒」綠⾊⼩組。我們將以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概念切入，檢視既有論述材料——不管是研究⽂獻或策展機構論述——所構成之

確定性的語⾔秩序。礙於篇幅所限，我們或可暫且先從邱貴芬這段針對綠⾊⼩組引領之台灣

新紀錄⽚初試啼聲階段，所提出之相當具代表性的總結，對此略窺⼀⼆： 

 郭⼒昕針對該書撰寫的書評中為我們整理道，在邱貴芬的這本著作問世之前，「國內關於紀錄⽚的中⽂出4

版，⼤約集中在西⽅紀錄⽚歷史與製作的譯介，台灣紀錄⽚研究史料的整理與彙編，以及對紀錄⽚創作者的訪
談這幾⽅⾯」（2016：200）。

 之所以「新」，邱貴芬從「『新』的視角」、「『新』的紀錄⽚展現形式」、「『新』的紀錄⽚⽣產模式」5

與「『新』的紀錄⽚放映與流通模式」四個⾯向試定義之（2-8）。

 林⽊材指出：「雖說綠⾊⼩組不管在台灣傳播史或紀錄⽚史上，都有重要的開創意義，但事實上，綠⾊⼩組6

的活躍期在於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之間，此後他們的作品並未隨著時間⽽廣為流通流傳。在TIDF策
劃的過程中，深感綠⾊⼩組雖然已被奉為經典圭臬，但當作品無管道觀賞時，也使得關於綠⾊⼩組作品的論述
無法開展深化，這所謂『看不⾒』的缺憾竟如此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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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的紀錄⽚重點並非在於影像作為⼀種藝術，⽽是影像紀錄所能產⽣的現實⼒7

量，兩者的觀看和詮釋⽅式並不相同。這樣寫實傾向濃厚，關懷弱勢，講求⼈權，

注重紀錄倫理的紀錄⽚拍攝，為台灣新紀錄⽚的發展奠定基礎，⽽逐漸形成台灣新

紀錄⽚的傳統」（25︔強調為筆者所加）。 

　　呼應著1980年代解嚴前後的社會條件，台灣新紀錄⽚旨在「讓消⾳⼈民發聲」（Chiu, 

2007），延續至今仍被視為「台灣紀錄⽚的任務」（林寶元 6-10︔邱貴芬，2013：108-

9），亦為紀錄⽚「政治性」討論的根源（Kuo, 2012︔郭⼒昕，2014）。「由下⽽上的電影

史學」（historiography from below）取徑（Chiu, 2010︔轉引⾃邱貴芬，2013：108），背後

看⾒動⼒來⾃於「試圖對1949年以來遭到國民黨扼殺的紀錄⽚進⾏系譜的重建」（孫松榮，

2014：86）。當這樣的傳統與史學從1980年代台灣紀錄⽚的政治意義出發，研究重點便「聚

焦於底層⼈民與現實主義影像」（Ibid.）。在地脈絡與其背後主導之線性「葛⾥遜（John 

Grierson）史觀」合流 （84-85），⼆者持續籠罩，我們可反覆從國內紀錄⽚研究專書進⾏8

指認（Chiu & Zhang, 2014︔Lin & Sang, 2012︔王慰慈，2006a︔李道明，2000，2013︔邱貴

芬，2016a︔郭⼒昕，2014）。 

　　到了30週年後的今⽇，綠⾊⼩組的影像不再只是作為當年即時對抗⽼三台的⼩眾媒體，

儼然已經溢出「紀錄性」（documentary）的向度，脫離抗爭現場之「記錄、戰⾾與傳播」

角⾊，⾛過了媒介轉向與影像物質變⾰，⾸次正式進入了電影院與美術館展演。當各策展機

構不約⽽同地轉向綠⾊⼩組，擔起梳理歷史存檔（archiving）的角⾊時，在檔案的使⽤與詮

釋上，又是如何形塑、鞏固乃至確⽴上述主流台灣紀錄⽚史觀與認識論︖ 

 邱貴芬為該章節命名之標題為「1984-1990：初試啼聲的台灣新紀錄⽚」（20），這裡的「此時」便是指涉這7

個時期。

 關於西⽅紀錄⽚的史觀認識，李家驊與孫松榮等⼈已在各⾃的書寫中，針對這個複雜的議題嘗試進⾏拆解。8

前者重新探討被台灣紀錄⽚學者反覆引⽤之葛⾥遜為紀錄⽚所下的指標性定義——「對真實進⾏的創造性處
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 ）——所內含之⽭盾，指認其對「創造性處理」的強調或許⼤於「真
實」（60-70，80-93）︔後者則為我們梳理了其他西⽅學者如何回返現代派前衛與實驗電影，重新書寫紀錄⽚
歷史，除了從起點解構其與現實主義影像之間的分野，更昭⽰葛⾥遜主導之紀錄⽚認識論與歷史系譜實為「排
除與採納、闡述與詮釋的結果」，⽽這些「受抑制的他者」正等著從葛⾥遜史觀中被釋放（84）。

4



　　我們可以⾸先粗淺地從綠⾊⼩組⾃⼰舉辦的「綠⾊⼩組30週年研討會」，理解其是如何

在「紀錄的政治」此⼀標題下，透過四個議題的設定 ，與學者共同延續史學的⼀貫觀念，9

勾勒陳述（statement）以強化綠⾊⼩組作為另類⼩眾媒體的運動典範。究竟何謂「綠⾊精

神」的當代價值延續︖當研討會上的第⼆個議題提問「綠⾊精神的再現與繼承」時，與談⼈

陳素⾹ 總結的關鍵字比如「民間」、「部落」、「社區」，乃至「底層」、「⽇常⽣10

活」 。這些詞彙不禁讓⼈聯想起鄉⼟⽂學論戰後「⾯向社會」的追求，但就動態影像之媒11

介特殊性與其美學精神何在，乃至美學的政治⾯向，皆沒有在研討會上看到任何的相關討

論。 

　　2016年TIDF的專題單元中，除了播映綠⾊⼩組21部影⽚，影展另外策劃了「時光台灣

1980s：電視新聞」⼀單元，從國營⽼三台代表之之⼀的華視新聞中，挑選出18⽀⽚段，並

將相關聯的綠⾊⼩組影像與對應事件的華視新聞置放於同⼀場映演聯播 。透過官⽅與民間12

敘事於同場次的交叉比對，觀眾更能直截了當地理解綠⾊⼩組從「桃園機場事件」起便⼀戰

成名的運動成就——作為正統敘事或國家記憶書寫的系統雜聲︔⽽當綠⾊⼩組⾛進臺北市⽴

美術館時，策展團隊則將綠⾊⼩組與三位皆於《⼈間》發表過作品的攝影師——劉振祥、⿈

⼦明、許伯鑫 ，於整個展覽中獨⽴拉出⼀個「歷史性的暗影」單元與空間並陳，再次將綠13

⾊⼩組與《⼈間》乃至《⾃⽴晚報》等80年代重要左翼報章雜誌或新聞媒體進⾏連結，過⼆

者對綠⾊⼩組就紀實攝影與本⼟關懷的影響，同樣強化綠⾊⼩組於紀錄政治的歷史價值。尤

其，策展團隊特意選擇展出攝影作品之底⽚，⽽非沖洗後的照⽚（⾒圖1），更突顯感光物

質被光線照亮後，所留下的事實痕跡，與動態影像相互補遺，共同展現了對後解嚴時代的⾒

 第⼀個議題「新出⼟與再發現」中涵括了TIDF策展⼈林⽊材對影展策畫的分享，另外兩位——陳世宏與林麗9

雲的「再發現」，⽅法上則是透過歷史的考古，藉由⼜述採集綠⾊⼩組⾃身及其當年與留美左翼社群互動之經
驗︔第⼆個議題「綠⾊精神的再現與繼承」關注影像與地⽅運動之間的關係︔第三個議題「當代世界的另類媒
體運動」，接續綠⾊⼩組創⽴之「媒體」身分的傳播實踐，進⾏橫向與縱向的討論︔第四個議題「綠⾊經驗的
反思」則為圓桌論壇，四位討論⼈包含兩位長期關注社會運動的記者——孫窮理與鐘聖雄，以及⼀位環境運動
⼯作者——崔愫欣，所謂的「經驗」，主要是從社會運動的⾯向切入。

 陳素⾹曾任《前進》、《⾸都早報》記者，常於運動現場⽀援綠⾊⼩組，並共同參與製作《歷史的誤會》10

（1990︔剪輯⽚114）等⽚，現為台灣國際勞⼯協會（TIWA）理事長。

 座談會錄影可參⾒：〈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65881534〉（檢索⽇期：11

2019/01/27）。

 此⼀展映形式還且透過影⽚的播映與編排，輔佐呈現或甚至開創了何種敘事可能與美學想像，礙於篇幅所12

限，本⽂暫不深論之。

 三⼈都在《⼈間》的「意⾒攝影」專欄中，各主筆過⼀期（張世倫，2015：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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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圖2）。誠然，如同綠⾊⼩組最常使⽤「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

…」這兩種闡述作為旁⽩之發話開頭，在威權統治下，主體說話的⾒證，依舊是綠⾊⼩組至

今最為⼈稱頌的重要成就，亦是其⾃身側重的資產所在。 

　　但，看⾒是⼀個動態的進程。正如邱貴芬為我們指⽰「看⾒」這個動作隱含的時間性，

今⽇的重新看⾒，⾃然也必要指出過去與現在的沒能看⾒。故本⽂旨在提問：綠⾊⼩組是否

只有台灣紀錄⽚主流論述側重看⾒並誤視為整體之單⼀⾯向︖在綠⾊⼩組之美學與政治分析

中，是否過度傾斜後者，忽略了之中可能隱含的遮蔽與局限，並低估了其於前者展現的異質

⾳像表現︖並進⽽以此作為典範，主導台灣紀錄⽚論述至今，抹滅紀實政治與美學實驗匯流

共構的可能 。 14

圖1、圖2 「微光闇影」，臺北市⽴美術館，筆者攝於2017年6⽉18⽇。 

2. 研究⽅法 

  

　　本⽂將借⽤巴贊（André Bazin, 1918-1958）於〈非純電影辯——為改編辯護〉（"Pour 

un cinéma impur: defense de l’adaptation", 1958）⼀⽂中提出之「非純」（impur）概念（77-

104），指認綠⾊⼩組於外部拍攝⾏動與內部影像⽂本中的異端、分裂、罅隙與不連貫。在

巴贊為改編電影的辯護中，「非純」為其視作電影的藝術命題，體現於電影對各⾨古典藝術

之⾎脈承接與相互滲透之動態關係，且還「受到社會學因素的影響」（80）。作為⼀個美學

 我們可以從郭⼒昕在其相當具影響⼒之紀錄⽚研究專書——《真實的叩問：紀錄⽚的政治與去政治》14

（2014）序⾔中的這段⽂字，⼀探此論述命題與架構的⼆元論調：「舉起攝影機的⼈，若不以紀錄抵抗、翻轉
這樣的狀態，只忙著拿紀錄⽚製造『材料上』真實的情緒消費品，或者好整以暇地展⽰創作者的藝術才華，我
以為在此時此地，似乎是奢侈了些」（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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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體，「電影把它們攫為⼰有，因為它需要它們，也因為我們希望通過電影看到它們」

（104）。當電影⽤了不多的時間在這些跨領域的加⼯積累中為⾃⼰打開通道後，「留待電

影的⼯作只是灌溉兩岸，滲入各種藝術之中，巧妙包圍它們，滲入內層，以便淌出不易察覺

的通道」（Ibid.）︔爾後，「非純」在法國電影理論史中，隨著不同時期的研究轉向，不斷

地為後⼈沿⽤。比如歐蒙（Jacques Aumont）便跳脫媒介特殊性，將非純提煉為跨媒介、跨

⽂化分析的⽅法（method: Nagib & Jerslev xx-xxi）︔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則以非純作

為形體分析的理論依據，發展出「制域」（régime）等概念，進⼀步從影像寓⾔的⽭盾中，

探索電影與其他藝術之間交織交錯的動能與影像性（98-132）。 

　　回到台灣紀錄⽚論述，孫松榮與⿈建宏在王慰慈主編的《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

驗 1930-2003》（2006）⼀書中，有別於其他篇章強調紀實性的書寫，不約⽽同地引⽤歐蒙

針對盧⽶埃兄弟（Auguste Lumière, 1862-1954, and Louis Lumière, 1864-1948）於《⼯⼈離開

⼯廠》（La Sortie d’usine, 1895）總共進⾏了三次拍攝調度的討論，重申紀實從來就不只是

純粹的錄製，⽽內含視覺主導之即時場⾯調度（孫松榮，2006：144-5︔⿈建宏 152-3），從

中顯⾒紀實影像的非純，為我們提供了重探台灣紀錄⽚論述的線索。孫松榮分析台灣紀錄影

像「紀實與虛構之制域並存」，嘗試指引⼀條匯流影像史書寫的道路（143-51）︔⿈建宏則

回頭辨識影像內在的非純，即紀實與實驗本是內存的「不同『驅』向」，兩相作⽤，「紀實

讓實驗變得更為真實，也唯有實驗才能突破表象的張⼒⾯」（152-60）。 

　　接續著⼆⼈以非純回應台灣主流紀錄⽚論述的紀實性問題，我們將分別從綠⾊⼩組於左

翼精神與實踐、紀錄倫理、影像美學三個層次的非純展現，試論其如何為論述長期壓抑，及

其如何衝擊綠⾊⼩組作為「台灣新紀錄⽚」典範之純正。循傅柯於《知識的考掘》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書中引介之不連續性、間斷性、反起源性觀點：「若要定

義⼀組『陳述』（statement）的獨⽴性，就必須定義這些事物間分崩離析的現象，去掌握他

們的罅隙，去衡量間隔其間的差距。換句話說，去有系統地表明他們分化斷裂的法則」 

（110︔譯⽂修改）。　 

　　孫松榮在重構張照堂1970年代之紀實作品時，卻也反省單純援引「非純」等西⽅電影理

論之概念與⽅法論，「未能清晰闡釋國內紀錄⽚與實驗電影之間的歷史結構等關係」

（2014：85）。他進⼀步為我們指出在威權統治下的兩次「真實電影」嘗試——「從1966年

的《劉必稼》到1980年代獨⽴紀錄⽚的崛起」——之間，其實「明顯存在著⼀道斷裂、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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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86）。縱使張照堂⾃述以1974年的「攝影告別展」，「與不能明確的⾃我告⼀了

斷」，轉向「社會寫實攝影」（張照堂 年表（無⾴數）︔轉引⾃孫松榮，2014：91），孫

松榮卻分析其於這個時期透露出的曖昧性與不確定性，證成了回歸鄉⼟的實踐，實與現代主

義的概念性與實驗性不相衝突（92）。孫松榮在此回返「鄉⼟⽂學論戰」這個重要的事件，

是如何構築起統⼀的論述體系。誠然，倘若1970年代的紀錄影像如他分析之，並非只是單向

地、線性地作為1980年代邁向本⼟、關注底層弱勢之現實主義影像的過渡與前傳，同時也

「繼承、轉化，並實體化1960年代現代主義與西⽅流⾏⽂化的影像思想之結果」（101），

我們更必須重新審視鄉⼟⽂學論戰在與現代主義劃清界線後，為1980年代設置了何等⼆元的

閱讀框架，並在紀錄⽚這個藝術形式中，遺留了什麼懸宕至今的問題。 

　　比如邱貴芬接續前⼈視綠⾊⼩組為「反主流⼩眾媒體」之論調 ，便將其「傳播」之政15

治貢獻直接轉渡至「紀錄」⾯向，拉出「分庭抗禮」的「反抗」軸線，作為理解綠⾊⼩組乃

至1980年代台灣紀錄⽚以及其他⽂化藝術實踐的重要徵候（2016a：39）。她特別提及《鹿

港反杜邦運動》（1987︔剪輯⽚029）作為「相當代表性的例⼦」，論證這部「以說明式呈

現的紀錄⽚」，旁⽩選擇女聲與鹿港居民慣⽤的福佬語，為台灣新紀錄⽚第⼀階段草創時期

「弱勢結盟」的特徵（Ibid.）。我們卻反⽽也能從綠⾊⼩組其他多部影像紀錄中，「聽⾒」

男聲或字正腔圓的中⽂旁⽩。當研究因此將綠⾊⼩組簡化，除了可能落入福佬話至上的陷

阱，更忽視綠⾊⼩組對外省⼈⾃由返鄉運動、原住民還我⼟地運動、客家族群為主之⼯⼈運

動等的重視，以及發展出之相應語⾔策略。她與張英進合著之英⽂專書——New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aries: Ethics, Subject and Place（2010）——介紹起台灣紀錄⽚時，亦以

「台灣新電影」之「中產」、「菁英」作為對應標的，為西⽅世界介紹綠⾊⼩組代表之街頭

「草根」（grassroots）與「⾒證」（eye-witness） （Chiu & Zhang 41-3），並將其歸納為16

 可於李道明受⾏政院⽂化建設委員會委託編輯的《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研究書⽬與⽂獻選集（下）》15

（2000）⼀書之「紀錄⽚與社會運動」章節，所收錄的江冠明、李泳泉、李道明、張碧華、戴伯芬與魏吟冰等
⼈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書寫中看到這樣的明確定位。

 該論調同樣出現於邱貴芬2016年出版的中⽂專書——《看⾒台灣：台灣新紀錄⽚研究》中，她認為台灣新電16

影相較於台灣新紀錄⽚的底層、民間、弱勢與反主流特質，標⽰出「新興中產階級的菁英式語彙與社會關懷⽅
式」（2016a：25）。對此，孫松榮在針對該書撰寫之書評中提出質疑，認為這樣的說法「無疑忽略了新電影
中例如《兒⼦的⼤玩偶》（1983）、《超級市民》（1985）與《戀戀風塵》（1986）等試圖呈現底層視角並帶
有⾼度社會批判的作品，……新電影確切的歷史定位及其遺贈，似乎無法單以邱教授引述⾃多位評論者（⿈建
業、林寶元、紀⼀新等）的論點，即可將之直接裁定為中產階級的菁英式語彙與社會關懷⽅式的，箇中因素複
雜，值得細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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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穩定的攝影機運動強調影像再現的『真實性』與『可信賴性』」 （42）。這樣的區17

辨取徑雖為西⽅讀者勾勒出想像藍圖，但我們必須提問：如此推論是否可能只「看⾒」其

「不是什麼」，⽽非其真正「是什麼」︖又⼆元論調是否可能已成了鄉⼟⽂學論戰與解嚴後，

理解80年代與台灣紀錄⽚的唯⼀⽅法——黨國與街頭、西⽅與在地、國際與本⼟、菁英與庶

民、中產與底層、集體與個體、紀錄與實驗、觀察與介入、感性與理性、美學與政治、政治

與去政治、長鏡頭與⼿持鏡頭、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等︖延續這樣的推論，在探討綠⾊⼩組

的影像美學時，被放⼤的就多為繼承「真實電影」(cinema vérité）的影像特徵（李泳泉 60︔

李道明，2006：73），藉由強調粗糙的美學特質，回頭服務綠⾊⼩組於紀實與紀錄政治的歷

史定位。 

　　最後，我們也常⾒論述嘗試將綠⾊⼩組或80年代紀錄影像進⾏分類，套入西⽅紀錄⽚的

分析框架。最普遍的即是借⽤尼可斯（Bill Nichols）的六種紀錄⽚模式：邱貴芬與張英進就

指出相對於80年代的中國新紀錄⽚多為觀察式的模式（observational mode），台灣主要則為

表演式的模式（performative mode）（Chiu & Zhang 8）︔李道明持不同意⾒，指認其「⼀

開始時運⽤了⼀種『觀察式』的紀錄⽚模式，⼤量拍攝現場未經『指導』的真實事物，且很

少加入旁⽩，帶給觀眾及新鮮、真實的臨場感，造成過往台灣紀錄⽚所少⾒的感動⼒。……

但令⼈遺憾的是，影⽚的美學形式在這些記錄『社會運動』的紀錄⽚中，卻重新回到以旁⽩

來引導影像的『解說式』的模式」（2006：73）。雖然相較⽽⾔，李道明提出了綠⾊⼩組於

不同階段的演進，但並沒有給出我們確切的時間證據，比如前述提及帶有女聲、福佬語旁⽩

的《鹿港反杜邦運動》（1987），其實比沒有旁⽩、更靠近李道明理解為觀察式的模式的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抗爭）》（1988︔剪輯⽚084）來得早了⼀年。 

　　從綠⾊⼩組如此被不同學者歸於不同紀錄⽚模式，除了已可⼀窺接下來我們將處理之綠

⾊⼩組的非純特質，孫松榮也反駁，「此分析⽅法的優點，是能掌握歷年來國內紀錄⽚的發

展趨勢與變化，但隨之產⽣的缺點是流⽔帳似地概括每⼀個時代的影⽚類別，猶似只達到⾒

林不⾒樹的效果，無法進⼀步突顯不同時代的紀錄⽚（如⼀般紀錄⽚與實驗紀錄⽚）之間盤

根錯節的關係 」（2014：85）。回顧既有研究論述，我們除了應當重思其為何選擇性地

「看⾒」與「看不⾒」，以及之間進⽽產⽣的落差，如何抑制綠⾊⼩組的非純，更理應仔細

 這樣的說法其實與綠⾊⼩組成員⾃身對影像技術的要求並不相同，後將進⼀步論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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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研究⽅法的偏誤，如何影響綠⾊⼩組既有歷史定位的單⾯，乃至整體紀錄⽚系譜的錯

估。 

⼆、綠⾊⼩組的非純 

「等待、停滯、⽚刻的睡眠，說也奇怪，這都讓我想到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午夜列

⾞、空襲、核爆避難所，戰爭的微⼩碎⽚，都銘刻在⽇常⽣活中。」——克⾥斯．

⾺克（Chris Marker, 1921-2012）《⽇⽉無光》（Sans soleil, 1983) 

1. 左翼精神與實踐的非純 

 

　　1985年，綠⾊⼩組成⽴前⼀年，鄉⼟⽂學的代表性⼈物陳映真創辦《⼈間》雜誌，⼆者

的創⽴同起源於解嚴前後的媒體戰（王品驊 6-7），爾後雙⽅常互相⽀援 。1987年1⽉出刊18

的第15期的《⼈間》並在封⾯稱綠⾊⼩組為「民眾的電視台」 。1988年1⽉，《⾃⽴早19

報》創⽴，三者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各司其職。1989年9⽉，《⼈間》雜誌在發⾏47期

後，因財務壓⼒停刊，綠⾊⼩組在⼀年後亦宣告解散，⼆者皆在突破政治上的⾔論封鎖後，

不敵資本主義市場邏輯與消費⽂化。這樣的共時性除了為我們提點可能的時間座標，以及背

後主導之反抗運動與⽣產條件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昭⽰了我們該如何⾯對⼆者在完成歷史任

務後，共同於1980年代末的「失敗」︖又「失敗」除了涉及集體的結構因素，攝影機前後的

社會⾏動者（agent）之個體⾯貌為何︖歌頌典範之餘，正視綠⾊⼩組⽣命的完整性與不連

貫性，或許是重構當前台灣紀錄⽚論述最為緊迫的任務。 

　　因此，我們得將綠⾊⼩組先置放回1980年代，從外部之社會條件重新檢視其與⽂化地

景、反抗運動等時代語脈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反抗」的歷史主軸中，漸顯之左翼精神與實

踐的非純。若說李家驊2013年的博⼠論⽂為我們開啟了台灣紀錄⽚發展脈絡與台灣左翼運動

 比如李三沖回憶後勁反五輕運動時說道：「我們是殊途同歸，《⼈間》的⼈、鹿港反杜邦的⼈、綠⾊⼩組，18

並不事先講好要去後勁聲援，⽽是從不同的路徑去那邊。我們⽴場⼀致，很⾃然就在那邊匯集，很⾃然就會互
相討論應該要怎麼幫後勁」（陳世宏 106）︔⽽綠⾊⼩組的命名過程，亦與《⼈間》有關（219-20）。

 該期名為〈⼈間媒體1〉的專題中寫道，「打前夜開始，街頭巷尾，已經廣泛流傳這樣⼀句⽿語：『今年的選19

舉，最⼤的輸家不是國民黨，不是民進黨，是⼤眾傳播媒體』」（官鴻志 53）。
10



史相互構成的想像，綠⾊⼩組作為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的代表，再也無法抵擋由李家驊指

認之——由陳曜圻的《劉必稼》（1967）放映會與陳映真入獄共築之——歷史場景所刻畫的

「⼀個名為『真實』的創傷印記」，「幾近滿溢對『真實』強烈的欲望順勢在主體內部瞬間

爆炸開來」（70），接續著他的研究，之後綠⾊⼩組又懸置或壓抑了什麼，等著為後⼈衝

破︖ 

　　同樣是精神分析式的⽂化診斷，陳傳興在《憂鬱⽂件》（1992）⼀書中更對「將『主體

意識』、『主體性』當為是『解嚴』的成果」進⾏批判（10），他提出「延遲現代性」的視

差，質疑以事件作為分⽔嶺的斷裂曲解，探問究竟何謂「主體性」或「主體意識」（9-

11）。這樣的時序區分不只發⽣於紀錄⽚範疇，同樣⾒於攝影、繪畫、當代視覺藝術等領

域，將⼀連串藝術事件與實踐之發⽣，連結至1987年的解嚴，成為後來研究者介入之縫隙

（張世倫，2015：20-7，2019：45-53︔簡⼦傑 1-20）。比如簡⼦傑的「空缺考」，便指出

回探的關鍵「不在於積極定義的產出，或是任何『時代分期』的時序性說明」（10），因為

在「西⽅藝術脈絡參照與社會事件的解嚴」之雙重前提下（Ibid.），理論化⼯程可能被簡化

為「我們沒有，所以要有」，或者相反之陳述——「即使我們有，也總是被理解成沒有」

（Ibid.）。如是處處皆為縫隙之困難，也彰顯了跨界的相互參照，或成了從現代性時間意識

解放之當務之急。比如張世倫便參⾒「散⽂電影」（essay film）的概念，從台灣攝影史之重

探中，想像與倡議「散⽂攝影」的論說與詮釋架構（2019：45-53）。他嘗試⾃「紀實攝影

『⾯向社會』的論述形構裡」（46），重尋「相對上較無法被妥善收納陳述、因此長期被忽

略漠視的，此種影像與⽂學⾼度疊合之現象，或可⽤⼀種較具⾔說彈性、肯認摸索嘗試、但

亦能反身影像本體意涵的『散⽂攝影』論說」（Ibid.）。 

1.1 1980年代的綠⾊⼩組 

　　⾸先，1980年代從來就不該被視為連續的、同質的、有秩序的全集（assemblage），

1980年代的綠⾊⼩組與台灣新紀錄⽚也並非如此。王柏偉與汪俊彥在分析同時期的⼩劇場運

動時，便提醒了1980年代的空缺。前者認為「在70年代的『鄉⼟』與90年代的『公民／市民

社會』之間」，80年代的「⼈間」似乎⽋缺⼀個明確的社會性概念。此時構成「環境劇場」

的「環境」是⼀個「（正在尋找『社會』或『民間』的）環境的『勢』」（強調為筆者所

11



加）。假若穩定的結構其實並不存在，今天的研究論述則該從「運動」的角度切入，對其不

穩定狀態進⾏不穩定的梳理 ︔後者接續強調不穩定也延伸至創作者對物質與材料的質疑，20

體現出創作的破碎位置 。這些描述與形容同樣可⾒於綠⾊⼩組的訪談中，李三沖就曾⾔，21

綠⾊⼩組的成⽴為歷史的偶然，「那個時代⼀定會有⼀個『麻⼦』，也許不叫作『王智章』，

但⼀定會有這樣⼀個⼈出現」 （陳世宏 87），不斷醞釀⽽成的形勢與張⼒將個⼈的身體推22

上了浪尖，巨浪⼀波波席捲⽽來，王智章即表⽰，「在長期的壓抑下，當時的社會所具有的

能量就像⼀壺即將要燒開了的⽔。……不過就是添了那麼⼀根柴⽕，⽔就開了」（王品驊、

簡偉斯 28） 。 23

　　王墨林憶起1987年於台北錫板廢船廠策畫的《拾⽉》時，為我們提⽰了1980年代的藝術

實踐中幾個類似的重要關鍵字：「在沒有⽅法的狀況下，隱約感受到⼀種曖昧的氣氛，便⽤

身體佔領了這些廢墟」（轉引⾃周郁齡 125︔強調為筆者所加）。李三沖回憶1987年「歷史

的舞台」已先⾏搭建完成（陳世宏 85），這樣⼀種游擊式的、身體先⾏的、「還沒被美

學、語⾔、⽅法規訓的初始衝動」（Ibid.），符合綠⾊⼩組認知的影像即時性需求，因⽽影

像紀錄其實「沒有什麼刻意的美學動機」（⿈彩惠，2016）。李三沖坦⾔，「我們並沒有坐

下來好好談⼀談什麼是『綠⾊⼩組』、『影像紀錄』、『⼩眾媒體』等等問題，……這麼多

年都在拍攝抗爭活動，有點被動，都被運動和抗爭事件帶著跑」（陳世宏 87︔強調為筆者

所加）。 

　　逐運動⽽⽣的結果，可以從賀照緹1993年碩⼠論⽂——《⼩眾媒體．運動⽂化．權⼒

——綠⾊⼩組的運動形式及⽣產條件分析》——的訪談中，閱讀到個體成員後期的倦怠

（72-85）。其中⼀個創始成員便表⽰，做了兩年差不多就是極限了，「⼲捺做兵同款」24

（75）。當綠⾊⼩組的身體佔領運動現場，嘗試衝破黨國威權與媒體封鎖時，似乎卻又在經

年累⽉的時效壓⼒下，無可避免地將⾃⼰的身體封鎖進了⼯作時間表的紀律規訓中，無法再

 引⽤⾃王柏偉與汪俊彥於2018年12⽉22⽇在國⽴臺灣美術館舉辦之「野根莖——2018台灣美術雙年展系列講20

座」中的「重構80年代的⽂化地景——談《拾⽉：⼀份超現實⽂本》」座談發⾔，王柏偉談及「勢」的概念為
他與汪俊彥在談話中共同發展，可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Pb1hydwE0&t=3504s〉（檢索⽇
期：2019/01/27）。

 Ibid.。21

 「麻⼦」為綠⾊⼩組創始成員王智章的綽號。22

 李三沖也形容當時的台灣社會宛若⼀「燜燒鍋」（陳世宏 82）。23

 賀照緹以D為其化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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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 ，戰⾾氣氛也就逐漸散佚。1988年五⼆〇農運爆發⼤規模的警民衝突，可被視25

為解嚴後反抗運動的⾼峰，隨後國家遂⼀⾯強⾏鎮壓街頭抗爭，⼀⾯轉向使⽤更細緻的治理

⼿段與運動者議價，社會運動逐漸「喪失⾃主性，或變成朝向國家的（state-oriented）運

動，意圖進入國家機器體制內獲取政治權⼒」（68），各運動路線之間的分裂逐漸浮上檯

⾯，尤以「選舉—議會／抗爭—群眾」以及國族認同間的歧異為主 （18），難以再藉由相26

互結盟積累資源（68-9） 。 27

　　⾯對社會運動的轉向與暫歇，綠⾊⼩組愈發對過去集中拍攝的黨外政治運動感到厭倦與

被背叛，「漸漸遠離這個逐漸成型的新資源分配中⼼」（59-60）。少去黨部組織在流通層

⾯的⽀援，綠⾊⼩組又正值舊成員疲態漸顯⽽需招募新⾎的轉型適應期（69），內憂外患夾

集，某創始成員便曾感嘆：「有時候覺得我好像沒什麼同志」 （75）。更為關鍵的，街頭28

運動明顯減少後，抗爭與綠⾊⼩組之紀錄皆逐漸轉型為長期駐點式的勞⼯運動與環境運動

（131），這些運動原即由資源相對弱勢的團體主導，⽋缺⾼張⼒的衝突又激不起市場的迴

響，幾乎沒有銷路（陳世宏 102-3︔賀照緹 86-7）。⽣產條件改變後，財務便每況愈下 。 29

　　綜觀來看，前期受限時間，後期⽋缺資本，綠⾊⼩組成員坦⾔其實⼀直無法投入攝製他

們⼼⽬中的理想影⽚類型（賀照緹 78）。如果綠⾊⼩組為了反駁⼤眾媒體，在時效性的迷

思下，受限於市場競爭壓⼒ ，又沒有為運動路線、左翼精神與實踐之非純進⾏區辨 ，卻30 31

仍期待「記錄⼀個（解嚴後反抗運動的）全⾯的整體」（58︔括號內⽂字與強調為筆者所

 1986年9⽉，前進系的林正杰因質詢國民黨議員貪污⽽被判刑，放棄上訴，入獄前發動「美麗島鎮壓事件後25

的第⼀波街頭抗爭，史稱『街頭狂飆』」，為期12天，於全台各地聚集群眾集體「散步」（吳永毅，2014：
9）。綠⾊⼩組亦拍攝了這場事件，是為⼩組初期最早的紀錄之⼀。

 路線的歧異除了導致於黨外政治運動的分裂，亦延續至1990年代勞⼯運動與今天的社會運動。26

 在此簡單舉兩個案例佐證：⼀是綠⾊⼩組⽀持外省⼈探親權利，拍攝了《⾃由返鄉運動》（1987︔剪輯⽚27

028），卻遭民進黨地⽅黨部退回訂購︔⼆是《歷史的誤會》以國際歌收尾，卻在民進黨辦公室說明會播映後
被要求撤換（96）。

 賀照緹化名為D之成員的受訪發⾔。28

 化名為E的成員舉後勁反五輕為例，憶及「前後拍了差不多三年，⼀共出了兩⽀帶⼦，但是都是短⽚⽽已，29

差不多⼆⼗分鐘。我們花的時間，看要賣多少⽀才能夠這三年的成本，這是沒辦法估計的」（賀照緹 87）。

 賀照緹化名為A的社會運動⼯作者回憶，「當時還有⼀個第三（映像），……誰搶早⼀天發⾏，⼀差就是⼗30

幾萬」（53）。

 解嚴初期，綠⾊⼩組雖與黨外政治運動關係緊密，卻也有意識地抗拒任何意識形態的標籤，與各路線、派系31

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以累積⼈脈作為再⽣產的⽂化資本（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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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對「真相」的聲稱作為其最⾼指導原則，即可能因⽽對攝影機與影像⾏動之「潛

能」（potentiality）無限上綱，低估了敵⽅透過議題設定的綁架。亦即只有當壓迫是「看得

⾒的壓迫」，權⼒運作夠顯著，抗爭衝突夠激烈，才能成為為⼤眾媒體以及相對之綠⾊⼩組

看⾒的議題。 

 　　總結⽽論，當綠⾊⼩組受限於體質，又因⽣產結構轉變無法成功轉型，「故不能再以

這樣的影像反抗形式⾃我合理化」（賀照緹 79︔強調為筆者所加）。於是，我們要問：為

什麼這樣的影像反抗形式就得以被後來的台灣紀錄⽚論述合理化，甚至奉為主導史觀與認識

論的圭臬︖為什麼上述討論在這三⼗年間逐漸被消⾳，甚至綠⾊⼩組成員⾃⼰亦在歷史被寫

定後對此噤聲，作為集體彷彿也順應著歷史書寫，被動地將⾃身鑲嵌進歷史脈絡中的特定位

置 ，任其後之論述將1980年代之多元實踐可能進⾏收編︖ 32

1.2 綠⾊⼩組的紀錄價值 

　　綠⾊⼩組雖在反抗運動中⾃許身兼「紀錄者、傳播者、戰⾾者」，但三位⼀體的角⾊定

位下，游移、⽭盾與價值選擇無時不伏流潛⾏。影像⾏動緊緊鑲嵌於運動之中，傳播與戰⾾

即可能凌駕於記錄之上，比如某成員便對賀照緹表⽰，兼任運動者的身分涉入太深，無法真

的長時間經營作品 （79）。從初期街頭抗爭衝突頻繁，綠⾊⼩組因著⾃身「反蒐證」定位33

與運動動員需求對其追逐（49），便不斷餵養進⽽擴張了閱聽主體的需求，「在『真相」多

了以後，觀眾要的是更煽情的政治『演出』，⽽且這些『需要』不斷被刺激，與市場互動後

沒完沒了的再⽣產」（93）。於是銷路好的影帶多半是聳動的、政治化的、⾼衝突的、⾼張

⼒的政治運動紀錄︔相較⽽⾔，草根式的、深入報導式的、長期駐點式的影帶等就乏⼈問津

（陳世宏 102︔賀照緹 86-9）。在⽣存考量下，後者的紀錄與議題即可能被忽視。 

 比如賀照緹化名為M的創始成員曾在賀照緹的訪談中憤怒表達對民進黨的強烈不滿以及對反對（政治）運動32

的疲憊失望（80），對照其於30週年出版之《衝撞與凝聚——綠⾊⼩組⼜術訪談集》中，改⼜與昔⽇黨外戰友
惺惺相惜，以及在「綠⾊⼩組30週年研討會」上，⾯對陳素⾹尖銳提問綠⾊⼩組在今⽇會是⼀個什麼樣的團
體，又會如何回應今⽇的問題時，成員們皆沒有直接回答，甚至表態拒絕將⼀起⾛過1980年代的民進黨視為敵
⼈等，皆可⾒綠⾊⼩組成員當年的運動傷害在歷史論述成形之後逐漸消⾳︔另外，中後期陸續參與過綠⾊⼩組
拍攝的謝⽂⽣、林鴻鈞、劉長鑫、連明仁、陳憶玲等⼈，不僅沒有在30週年的任何活動場合中正式現身或發
⾔，也少⾒於相關論述與討論中。

 賀照緹化名為M之成員的受訪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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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著名的〈反電影〉（"L’Acinéma", 1973）

⼀⽂中便提醒，「電影書寫的真正運動是價值的運動」（333），且電影運動是有收益的運

動，「運動需要有秩序，運動必須在秩序中呈現，運動要產⽣秩序」（Ibid.），於是影像再

現投向了可被識別的視聽標記，以「衡量返回和收益」（339-40）。他批評「影⽚所訴諸的

記憶為無物，就像資本為無物，⽽只是資本化的訴求」（341︔強調為筆者所加），在這樣

⼀個空虛訴求的整體中，「先驗地決定了銀幕上或『現實』中將被記錄的客體」（Ibid.）。

從1980年代黨外雜誌與綠⾊⼩組的起落消長，我們看到不同的媒介為了傳播所需成為消費商

品後，卻在市場競爭下，只能重蹈覆徹地於資本遊戲中宣告挫敗，攝影機無能記錄成員期待

之反抗運動全⾯的整體。賀照緹作為第⼀位，也是極少數以綠⾊⼩組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之學

術論⽂書寫者，在1990年代初便將⽬光投向綠⾊⽂本內外更為碎裂的主體，提出「什麼才是

應該／需要被呈現的」、「什麼影像在當下具有迫切性」等紀錄價值問題（107），更直⾔

紀錄影像⾛入歷史之後，「未來殘存的歷史影像將會只有⽬前被界定為重要的族群，⽽不會

有上述那些『不重要』的、被壓抑的歷史主體」（145︔強調為筆者所加）。這番預⾔顯然

已被後來的台灣紀錄⽚論述實現，除了可⾒於上述邱貴芬選擇看⾒並以偏概全列舉之「相當

代表性的例⼦」，影評⼈陳平浩2016年從綠⾊⼩組於TIDF不同展映場次的觀影⼈數以及衍

伸的相關討論中，亦觀察三⼗年前賣不好的運動紀錄，在三⼗年後可能依然備受忽視，歷史

的「看不⾒」延續至今，為⼤眾與學界持續漠視，⽽無法「獲得流傳廣布與集體記憶」 。 34

1.3 綠⾊⼩組的「個⼈內在的葛藤」 

　　從本節的分析中，綠⾊⼩組應證了⼈不是意識型態的機器，我們可以簡單地將綠⾊⼩組

未決的左翼難題總結為三個層⾯：⼀是前述政治與社會運動路線的逐漸分歧︔⼆是紀錄者、

運動者或廣義的知識分⼦與底層弱勢之間的複雜關係與倫理問題，這部分將於後⽂繼續開

展︔三是集體與個體之間的⽭盾衝突，我們將以此作為本節最後關注的重點。 

　　綠⾊⼩組成員成長於黨國掌控的歷史背景下，1970年代初期正值求學階段的他們，在學

校教育機制下備受壓制，爾後經由不同的社會實踐，快速累積「反抗快感」，⽅透過「各種

 陳平浩以〈綠⾊⼩組裡的紅⾊〉為題，提⽰相對於所謂「代表性的例⼦」，勞⼯運動等「紅⾊」⽴場之社會34

運動尤其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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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作為他們認可⾃我價值的依據」 ，最後為運動吸納（賀照緹 41-4）。解嚴初期，綠⾊35

⼩組選擇先擱置爭議，僅以國民黨與⼤眾媒體作為⼀致敵⼈，反抗之對⽴⾯對⾏動者⽽⾔其

實是⾯⽬模糊的，過程中透過反抗實踐與身體感知，才不斷回頭對主體進⾏⾃我確認

（44）。這呼應了前述1980年代融合共存的⽂化地景，創作者為時代推波助瀾與激烈擠壓，

衝鋒陷陣之餘，卻仍持續在不確定中摸索與尋覓⾃身與⽅法。 

　　王墨林在⽴⽅計劃空間主辦的「學實學校｜2017⼀年講堂」中，以「背叛」為主題之⼀

場次，回溯1960年代至1970年代個體對國家與命定歷史之背叛，提⽰「⾃⼰」與「⾏動」此

⼆關鍵字。他指出台灣在冷戰結構下，於全球反越戰運動中缺席，並未若⽇本全學共⾾會議

藉由「反帝、反戰、與第三世界站在⼀起」的軸線，「否定⾃⼰的國籍和階級出身，重新表

現新的⾃⼰」（王墨林、⿈孫權對談，林怡秀整理 64-5） 。於是到了1980年代，綠⾊⼩組36

與其他藝術⼯作者的實踐，即是「⾏動」先於「⾃⼰」出現，如李家驊指認之，「對真實強

烈慾望」在個體內是「完全失控強勢宰制了主體的⾏為與思緒」（70），且相反地是透過

「⾏動」確認「⾃⼰」，沒能建⽴內在的⾃我批判機制，我思故我在地確認「⾃⼰作為⼀個

獨⽴思考的主體存在」（66），因⽽可能落入特定教條窠⾅，無法清楚辨認為什麼反抗、如

何反抗以及到底要反抗什麼等關鍵問題。綠⾊⼩組的某成員就曾表⽰，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奠

基於傳播與紀錄的⼆者並⾏，後期少了前者，「就不知道要拍什麼，拍了也不知道要給誰

看」 （賀照緹 73）。 37

　　1987年8⽉出刊的《雄獅美術》中，畫家吳耀忠在接受好友陳映真的訪談時申明：「現

實主義它不從不可理解的個⼈內在的葛藤去看世界，⽽從民眾共同要求和願望去認識世界」

（許南村 33︔強調為筆者所加）。另外⼀位於1980年代活躍的錄像與⾏動藝術家陳界仁在

〈詞彙之外的「現實」〉（2013）⼀⽂中，便質疑為何「個⼈內在的葛藤」⼀定是「不可理

解的」，重新肯認個體差異的複雜性（255）。在綠⾊⼩組身上，從內部的分⼯責任，到影

像美學與紀錄倫理 ，乃至反抗運動與左翼精神實踐，個體的慾望或衝突⽭盾似乎都在反抗38

 王智章如同時期其他幾位藝術⼯作者⼀般，約略提及西⽅存在主義思潮對其之影響（陳世宏 17-9）。35

 這樣的缺席我們可以從1960年代藝術⼯作者間的談話略知⼀⼆。比如陳耀圻於《上山》（1966）中對⿈永36

松、牟敦芾、⿈貴蓉就越戰問題進⾏提問時，牟敦芾先是答道「注意了也沒有⽤嘛，注意就是⽩注意」，⿈貴
蓉則說⾃⼰「看報紙從來不看那些新聞的」。

 賀照緹化名為M之成員的訪談。37

 此⼆⾯向將於後續段落中開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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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效競逐中被懸置了——「我們那時候只知道拍、拍、拍，很多東西只能在腦筋裡⾯，之

後再來弄。問題是說你有辦法去弄嗎」 （賀照緹 78）︖陳界仁進⼀步問道，「去除掉這些39

複雜的個⼈想像、慾望與難以⾔說的感性後，『現實』還存在嗎」（Ibid.）︖如前⽂所嘗試

論證之，綠⾊⼩組「個⼈的內在的葛藤」，並不是個⼈主義式的、（新）⾃由主義式的個體

性，⽽與社會結構、⽣產條件、歷史脈絡緊緊扣連。對個⼈的慾望、運動情感與傷害進⾏壓

抑，從他們後來的發展進程中可⾒，是無法持續長久地戰⾾的。　 

　　王墨林後來有意識地透過⾃省，對陳映真與《⼈間》雜誌「只有意識型態，卻沒有美學

思考的左翼書寫」進⾏了背叛（林怡秀整理 69），重探現實主義⽅法論與⾃身之間的關

係，亦「漸漸發現⾏動劇場變成只是為了要上媒體的畫⾯⽽已，運動裡⾯很多重要的問題都

被抽空」（Ibid.）。綠⾊⼩組雖不若同時期的陳界仁與王墨林有完整的背叛實踐，我們卻可

以之作為審視綠⾊⼩組左翼精神與實踐非純的借鏡與線索。綠⾊⼩組成員在⼜述的字裡⾏間

中流露出的失落與哀愁，反映了當「⾃⼰」僅是依附著「⾏動」⽽⽣，並未反身思辨底層弱

勢的嚴重、悲苦、動情與⾃身⽣命存在之關係時（Ibid.），⼀旦歷史條件改變，街頭抗爭與

衝突⼀下消散，主體的存在價值與反抗的正當性也就遭受⾃我懷疑，甚至只能漸漸淹沒於歷

史洪流中，留下這樣的嘆息： 

「我們做出來的帶，⼤部分是⼀款事件的帶（按：對事件現場的紀錄），……所以

我感覺我們整個⼠氣整個消沉落來，是因為嘸這個物件咱就不是叫做綠⾊⼩組。這

問題就出來了，是不是咱認定咱家⼰只能做到這樣⽽已︖咁有影是能⼒嘸夠︖我嘸

知影」 （賀照緹 75︔強調為筆者所加）。 40

2. 紀錄倫理的非純 

　　賀照緹的碩⼠論⽂中透過訪談，已經展⽰了綠⾊⼩組內部成員在運作的不同階段，就影

像美學、紀錄倫理等想像與實踐上的歧異，在「綠⾊⼩組」的集體之名下實有變異41

 賀照緹化名為M之成員的訪談發⾔。39

 賀照緹化名為M之成員訪談發⾔。40

 ⾃1989年至1990年加入的晚期部分成員甚至否認⾃⼰為綠⾊的⼀份⼦，拒絕被綠⾊命名（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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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尤其就紀錄倫理⽽⾔，晚期成員沒有前輩參與運動的脈絡與責任包袱 ，難以諒解42

綠⾊⼩組對運動的紀錄缺乏檢討與反省，新舊之爭更為明確（108-13）。但可惜的是，這樣

的討論似乎在90年代後消聲匿跡，當談及綠⾊⼩組的紀錄倫理時，多半只不斷傳頌其在

《520事件》（1988︔剪輯⽚064）中，為了保護詹益樺免為司法迫害，不同於「第三映

像」，剪去其拆打⽴法院招牌的畫⾯，展現與運動者站在⼀起的堅定態度 （陳世宏 47）。 43

　　但紀錄倫理只有如此非⿊即⽩的實踐可能嗎︖又這樣的紀錄倫理是否只得作⽤於特定的

時空背景下︖隨著之後政治與社會運動逐漸分道揚鑣，權⼒產⽣移轉與交換，更細緻的統治

技術應運⽽⽣，綠⾊⼩組如何進⼀步辨別「弱勢」呢︖抗爭運動從來就不是全然中性或權⼒

真空，賀照緹當年即反思對運動的檢討有沒有策略性的進⾏⽅式，或許將視角放回社會脈絡

上，不必然會對運動造成傷害（109），她批判綠⾊⼩組「還是有其未加檢證及反省的內在

限制，未能避開對相對弱勢者的權⼒複製」（145）。 

　　李歐塔於〈反電影〉中進⼀步分析電影書寫之價值運動是如何作⽤時，將場⾯調度

（mise en scène）的概念從「『藝術的』活動」，延伸至「⼀個對裁決、排除、刪減的深深

的無意識過程」（342），並將此反⽤，指認場⾯調度亦必須是「場外調度」（mise hors 

scène），電影的再現功能⽅得以實現（Ibid.）。對他⽽⾔，「在再現軸中把⼀種現實與複製

品分離開，這種分離產⽣了明顯的壓抑，……淘汰了所有的衝動運動，……也淘汰了所有脫

離了認同、認知和記憶的運動」（343︔強調為原⽂所加）。因此李歐塔強調場⾯調度——

「這種排除與刪減的技術」——即是標準的政治活動（344）。 

　　從幾個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前述綠⾊⼩組在「紀錄、傳播、戰⾾」之非純定位下，可

能⽣成特定角⾊的無能為⼒，三者之間的拉扯常曖昧難辨。比如在運動組織者與民眾之間，

綠⾊⼩組多半是選擇跟隨後者，幾次針對組織者與國家機器交涉談判有意無意地省略，觀者

只能同民眾⾁身在場，無法真正理解運動的進程。《1130桃園機場事件》（1986，剪輯⽚

005）的⽚尾，游錫堃作為黨外談判代表出場上台，向民眾宣布與政府的交涉進度，綠⾊⼩

組的攝影機此時跟著現場民眾只能觀看正在或已被寫定的結局，台上到台下的距離即為權⼒

 必須註明的是，賀照緹訪談的「新」成員（同樣是以化名出現），多⾃1989年至1990才加入，後來跟著綠⾊42

⼩組拍攝野百合學運等紀錄。在此以「晚期」成員稱之，與「中後期成員」如劉長鑫、謝⽂⽣等⼈做出區別。

 誠如成員王智章在2000年的訪談中提及之：「『綠⾊』在520的錄影帶中，就將民眾拆、打⽴法院招牌的畫43

⾯剪去不播，因為在畫⾯上能清楚看⾒⼀些民眾的容貌。直到詹益樺⾃焚⽽死後，我們才在紀念鄭南榕及詹益
樺的帶⼦裡，接上520中詹益樺打⽴法院招牌的畫⾯。我們⽀持反對運動，所以我們要保護反對運動者免受司
法的迫害……」（張碧華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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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現，被動員者參與不了決策與之中的動態角⼒，最後只得依指⽰「散步回家」。觀者與

被動員的群眾始終無法隨紀錄真正認識許信良的班機得如台上領導者游錫堃所說之⼀延再延

的「真相」︔《遠東化纖罷⼯事件》（1989︔剪輯⽚091）中，綠⾊⼩組雖剪進了⼯會幹部

羅美⽂與警⽅交涉的畫⾯，觀者卻也因距離聽不⾒其談話內容︔《520事件》中，鏡頭雖直

接以近景拍攝民進黨代表與警⽅的談判，紀錄者最後卻還是選擇將聲⾳抽掉。這些⼩圈圈談

話就不在綠⾊⼩組想像的運動「整體」中嗎︖就算鏡頭真的捕捉到了運動中所謂組織者的協

調或決策等過程，紀錄者似乎也從來不曾在鏡頭中越界參與。 

　　雖說如此的拍攝策略，亦彰顯了綠⾊⼩組於抗爭現場始終謹守的群眾觀點，但當群眾的

意志與組織者的策略產⽣⽭盾或衝突時，即可能產⽣紀錄的價值判斷。比如在《⽣死為台灣

（鄭南榕出殯、詹益樺⾃焚）》（1989︔剪輯⽚090）中，綠⾊⼩組雖已極⼒並陳當天各運

動路線之間的爭辯 ，到了⽚尾，旁⽩卻突兀地直接給出綠⾊⼩組常為⼈詬病的八股結論，44

說著「這次的⽰威雖然有蠻多不同的意⾒，但是⾯對統治者，⼤家表現出來的動作相當⼀致

……。」可⾒其為了運動動員的戰⾾⽬的，紀錄僅能跟隨著抗爭主敘事，掩蓋其他激進⾾爭

的動能︔更為明顯的，當事過境遷，時隔26年重新剪輯出⼟的《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

學運》放在民進黨從街頭⾛向執政的2016年，⼀⼩時的紀錄卻仍完全為主舞台綁架的運動官

⽅敘事，在TIDF⾸映後，便引來新⼀代⼯運成員吳嘉浤與綠⾊⼩組成員李三沖於網路平台

上的論爭 。本⽚所有記錄到的系統雜⾳，多半僅短暫地限縮於⼤會批准的議程中，就算偶45

然從舞台下或景框外突發，也只⾒攝影機在⼀閃⽽過地捕捉後，穩穩地將畫⾯繼續留給決策

權威的發⾔，再經過綠⾊⼩組的剪輯後，完全不⾒對話開展、鬆動或顛覆之可能。這終究成

了⼀部仰望主舞台的紀錄⽚，⼣陽餘暉或夜晚耀眼燈照下，運動明星們逆著光似乎散發出英

雄般的光輝（⾒圖3），對比台下沒有⾯孔的、（被）匿名的主體（⾒圖4），仿若他們的存

在只是⼯具般地證成運動的實⼒（賀照緹 129-31）。⽚尾綠⾊⼩組更是⼀⾔堂式地進⾏排

除，肯認野百合運動「為九零年代台灣民主化與社會變⾰的進程拉開序幕」。簡⾔之，異於

 在詹益樺⾃焚之後，現場群眾分裂為提⾼抗爭強度以及維持非暴⼒靜坐的兩個路線，最後運動在女學⽣再度44

向鎮暴部隊獻花後和平收場。

 吳嘉浤之批評——〈「野百合」豈⽢為綠⾊執政服務︖〉，可參⾒：〈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47376〉45

（檢索⽇期：2019年4⽉30⽇）︔李三沖之回應——〈談《野百合》的製作，並回應吳嘉浤先⽣〉，則可參⾒：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47592〉（檢索⽇期：2019年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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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運動敘事之外的非純，多半不是綠⾊⼩組肯定的紀錄價值，影像⾏動亦無意主動如邱貴

芬等⼈所⾔之「介入」（2016a：20-5），產⽣異議（dissensus） 。 46

圖3、圖4 野百合學運中台下的無名參與者與台上逆著光散發英雄光輝的組織者，《你怎麼

不憤怒！——野百合學運》，2016。 

　　邱貴芬將綠⾊⼩組與第三映像相比較時坦⾔，因為紀錄倫理規範，「涉及價值的取

捨」，倫理超越忠實紀錄與「知」的權利，成為指導原則（162）。本節透過對綠⾊⼩組紀

錄倫理的非純的討論，嘗試展⽰綠⾊⼩組對追求「紀錄—真實」的必然局限。綠⾊⼩組究竟

能否被視為台灣新紀錄⽚為「為弱勢發聲」的起點，「為弱勢發聲」又能否因此被邱貴芬視

為台灣紀錄⽚的初始動⼒（2010：7）︖孫松榮雖已嘗試將軸線往前推進至1980年代前比如

陳耀圻、張照堂等⼈的影像紀錄中（2016），邱貴芬卻援引後殖民理論學者斯⽪瓦克

（Gayatri Spivak）提出「出聲」（talk）與「發聲」（speak）的分野對此回應，說道：

「『描繪』底層⼈民，並不表⽰就是讓他們『發聲』了」（2016b）。倘若此為其判斷標

準，我們同樣得對綠⾊⼩組於台灣紀錄⽚論述中樹⽴之典範進⾏重新檢視。當「弱勢」從來

指稱的不只是單⼀的、僵固的群體，內部充斥著權⼒位階與多元非純的⽣命樣態時，紀錄者

又該如何思考其中的可⾒與不可⾒︖從近年幾部針對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紀錄影像中 ，我47

們仍可看到當年某綠⾊⼩組某新成員接受賀照緹訪談時所質疑的問題 ，「因為和純粹運動48

者的關係變成『被認定』或『⾃⼰認定』成運動的⼀部分，……這造成『沒辦法傷害朋友』」

 本段落擴寫⾃筆者於2016年在《紀⼯報》發表之⽂章，因規定不可露出個⼈資料，在此暫不列出來源。46

 比如同時入圍2018年台北電影獎的兩部作品——《街頭》（江偉華，2018）、《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47

榆，2018）皆於運動現場將攝影機⾯向記錄者長期拍攝的太陽花運動決策成員（張勝涵、張之豪、⿈守達、陳
為廷等⼈），我們看著被攝者多在前景以特寫現身，卻也總能在後⽅看到⼀個個如幽靈般飄過的無名參與者。
當被攝者的⽣命漸漸異軌，進入體制或與反抗理想漸⾏漸遠之際，紀錄者多是輕輕放下，以紀錄僅是關注個⼈
青春殞落為逃避進⼀步檢視或政治批判之說辭。

 賀照緹以B為其化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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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照緹 112）。⽽當媒體資訊不再若1980年代封鎖或偏頗，觀眾已經可以透過各種管道接

收運動資訊時，缺少了傳播與戰⾾的正當性，社會運動紀錄⽚為何仍得依循著這樣的倫理框

架，將紀錄停留在揭露遮蔽或再現運動現場等狹隘想像中︖ 

3. 影像美學的非純 

　　當綠⾊⼩組與論述研究皆先⾏以抗爭之對⽴⾯作為切入起點，藉以形塑⾃身反抗姿態與

身體時，究竟反抗者真實的慾望與樣貌為何︖回到綠⾊⼩組影像紀錄的最起點——海山煤礦

災變，王智章憶起從醫院探訪受災礦⼯回家後，在病房所⾒的畫⾯⼀直在他腦海中揮之不

去，促成了⾏動的動⼒（陳世宏 27）。對他乃至1980年代的觀看主體⽽⾔，「畫⾯」的視

覺性元素相對於⽂字究竟意味著什麼︖雖然綠⾊⼩組成員被問及影像美學議題時，總回應此

非紀錄核⼼思考的⾯向，我們卻可以從賀照緹的訪談中，發現四位代表性成員對於紀錄影像

本持有不同的關注⾯向 （44-5）。帶著各⾃的理想進入反抗運動後，初看可能稀釋或犧牲49

了部分個體追求，比如絕⼤部分的成員皆認同，為了反制與動員，必須或值得記錄的影像包

括「抗爭過程中的衝突場⾯、運動參與者情緒⾼亢⽽⾜以⿎舞運動的⽚段，以及運動被鎮壓

的畫⾯」（49）。但賀照緹以女性主義閱讀⽅法切入，對《焚⽽不燬——鄭南榕為台灣獨⽴

⽽死》（1989︔剪輯⽚086）與《⽣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詹益樺⾃焚）》兩⽀影⽚中

「被壓抑的女性」進⾏之分析，卻也可⾒鄭南榕的妻⼦葉菊蘭接受訪談，「是以開放邀請的

姿態歡迎流盪在寂靜中的情緒延宕和想像，因此⽽迥異於男性那種⽬標取向的、線性的沈默

型態」（136︔強調為筆者所加）。 

　　不過，賀照緹的論⽂中雖然為本⽂貢獻了相當豐富的史料與問題意識，卻也受限於傳統

⾺克思主義的唯物分析框架，多將影像的突變、雜種歸功於運動「偶然的關鍵時刻」

（145），影像內部斷裂、錯頻的雜⾳對她⽽⾔僅是外部的結構條件使然，「並非出⾃影像

製作者的蓄意安排，⽽是意外地從未經剪接的『實錄』中越出來的」（136）。但難道綠⾊

⼩組對影像全然沒有任何感性覺察嗎︖某成員在她的訪談中，便反駁外界對於綠⾊影像風格

過度「雷同」的批評：「其實我們⼀直有討論，綠⾊做的帶⼦是不是要慢慢改變」50

 林信誼於1987年加入綠⾊⼩組，替補鄭⽂堂（陳世宏 217），與另三位創始成員共為綠⾊⼩組最被認識之代49

表性⼈物。

 賀照緹化名為E之成員的訪談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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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拍攝⾏動策略與影像美學風格的轉變，⾃然也關乎前述1988年五⼆〇農運後抗爭運

動的轉型。該成員有意識地⾃省，「綠⾊⼀開始的帶⼦都語氣非常強烈，對問題的分析都太

直接太簡單，因為那時考慮到你對⼀個重⼤事件，你要⾺上去反駁，⾺上去跟它對抗的時

候，你要很直接去講，我們需要的是⼀種比較直接的，比較煽情的畫⾯，有考慮到它的傳播

效果」 （Ibid.）。當中後期抗爭運動時程拉長，拍攝不單單只是衝突當下的紀錄與再現，51

現場無⽌盡的漫長等待與空⽩又該如何被呈現呢︖在《遠東化纖罷⼯事件》（1989︔剪輯⽚

091）中，紀錄者便不時在⼀場又⼀場的抗爭衝突間，隨意拍攝⼯⼈帶來的孩⼦，且有意識

地從孩童⾼度後縮（zoom out）⽽⾒其後的抗爭布條（⾒圖5）。抗爭運動內含之敘事、策

略，以及時間與空間的特殊屬性，實與綠⾊⼩組的影像紀錄，具相互構成之複雜⾯向。分歧

多元的運動型態與路線，使得綠⾊⼩組的紀錄影像內涵非純的影像美學特質。 

　　針對1980年代的台灣藝術實踐，龔卓軍曾提問：「如何判斷美學政體與美學命題有何突

破」（39）︖他從後者出發提醒若要檢視其前瞻性，「不得不尋找某種視差與超越經驗論的

觀看路徑」（Ibid.）。本節便旨在指認綠⾊⼩組於⾳像語彙的試驗／實驗中，如何形成躍出

觀看經驗的變種。這些閃現的鏡頭有異於賀照緹歸納之特定影像美學——個⼈化男性領導英

雄塑造、無聲的群眾代⾔策略以及其他突出運動成功的特定鏡頭風格（128-33），從中除了

可⾒綠⾊⼩組對⼈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思考的⽴體向度，亦可進⽽回探綠⾊⼩組非純的「沒有

美學」 ，可能蘊含了哪些先驅性的貢獻。 52

3.1 綠⾊⼩組的現場 

 簡永斌於1989年分析張照堂作品時，同樣點出了類似卻更顯複雜的轉向，或可相互對照：「這個社會所逐漸51

下降的道德感與價值感，正重疊在我們⽇常的視覺慣性上，它所帶來的是那種不可⾃拔的現實失落感，那種痛
切的感受，透過冷靜、透晰的攝影重現，⼀件件地逼視過來。如此，攝影者視覺空間的取向受到影響，攝影者
的關懷由熱情變成冷靜，攝影者不得不承認無法掌握紛亂現實的無奈，攝影⾏為也就漸漸地孕育個⼈『⽇常慣
性—第⼆空間』的視覺，⽽開始浮游在⼀⼰想像的時空中。……攝影者本身的⽴場由充分介入⽽成為冷眼旁
觀，但意念卻又輕易地滑入客觀存在的被寫體，產⽣⼀廂情願的主觀感受。在真與假、有情轉無情、介入與疏
離之間，這種攝影取向的⽭盾，可以說是其攝影⾏為的特性。」（無⾴數︔轉引⾃孫松榮，2014：93）。

 「沒有美學」摘⾃東海⼤學社會系⿈崇憲教授於「綠⾊⼩組30週年研討會」上的發⾔，眾⼈聽聞後皆玩笑附52

和。他雖澄清這是與綠⾊⼩組的戰友——陳素⾹之間的笑談，卻直指綠⾊⼩組研究論述的空缺。可參⾒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65881534〉（檢索⽇期：2019/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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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沖談及《1130桃園機場事件》的拍攝時，就表⽰⼀整天被困在⾼速公路上實在為

時太長，到後來「都不知道要拍什麼了」 ，⾃然也會有意識地觀察現場可能的素材。攝影53

機靈活地穿梭現場，透過鏡頭成功混淆觀眾的⽅向感，並從許國泰服務處取得軍警陣營出發

由內往外的拍攝（陳世宏 96），在單⼀空間中玩出了多樣的視角︔《從解嚴到國安法》

（1987︔剪輯⽚022）中，綠⾊⼩組亦藉拍攝位置的轉換，同樣精彩地呈現了警⽅對龍山寺

的「圍城」，以及民眾其後的「反圍城」。 

　　除了影像空間外，我們也可以辨識拍攝與剪輯，如何重新形塑運動現場的身體感知。在

《1130桃園機場事件》整天的抗爭紀錄中，衝突常是沒來由地就發⽣了，比如鏡頭帶到警⾞

的破胎，卻沒有解釋前因後果 。隨著⼀個個⼩事件逐漸堆疊，天⾊漸漸暗去，時間跳接也54

愈發快速，觀者不禁疑問中間省略的⽚段是否都只剩無盡的等待了。搭配幾次突出的仰拍遠

景，鏡頭望著⼀班班⾶過天際的班機，卻不知等不等得到許信良如期搭機返台。最後突如其

來地宣告「散步回家」，如是無奈的反⾼潮結尾，成了綠⾊⼩組後來多年記錄「失敗」的社

會運動的前導與激情被迫嘎然⽽⽌的時代縮影 。 55

　　回到綠⾊最被認識的衝突現場紀錄，其構圖也並不限縮於賀照緹分析之「⽤鏡頭強調場

⾯之『⼤』」（128）。比如在《遠東化纖罷⼯事件》中，攝影機先如賀照緹所⾔，緊踩制

⾼點，透過俯拍彰顯對峙意象，但當女⼯從廠內衝出來⽀援罷⼯時，視角卻瞬間切換為平

視，從兩位警察間的縫隙，伸進（zoom in）捕捉這個夾縫中求⽣存的衝破動能（⾒圖6）︔

回到前期街頭抗爭的代表——《520事件》，在這樣多焦點的混亂現場，綠⾊⼩組除了揭露

了警⽅如何主動推進與攻擊，更善⽤景深與來回變焦，⼀次鏡頭本在拍攝遠景警⽅以警棍攻

擊民眾，觀者原是跟著攝影機，隔著距離旁觀，沒想到攝影機突然被⼈群撞擊⽽晃動，往左

 引⾃李三沖於2016年5⽉8⽇在華山拱廳舉辦之TIDF⽇⽇談——「如果紀錄有顏⾊：綠⾊⼩組三⼗年」講座上53

之發⾔，可參⾒：〈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jjrV9IhkIpcQje4QjApbkImQ8d5Q0z4Z〉（檢索⽇
期：2019/01/27）。

 曾參與「綠⾊⼩組30週年研討會」的記者鐘聖雄便於2016年觀賞該⽚後對此進⾏質疑：「每次的衝突場合都54

沒有開頭，畫⾯出現時，就是已經打到⼀半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誰起頭的。……影⽚中花了不少⼒氣，想
呈現抗議民眾並非如官⽅所形容的『暴民』，民眾也花了很多⼒氣維持秩序，不希望主動挑起紛爭。那所以
呢︖最後只是要幫民進黨開脫，然後把問題推給少數激進民眾嗎︖」並引來綠⾊⼩組成員傅島回應道：「 綠
⾊⼩組從⼀開始就是反對者抗議者的⼀份⼦。」從中除可就綠⾊⼩組的影像敘事⽬的、觀點位置與抗爭群體之
異質性等紀錄倫理問題再⾏延伸討論，鐘聖雄所指控之扁平呈現反⽽卻也帶出了其他影像感知的可能，顯⾒綠
⾊⼩組影像紀錄的複雜，非僅能從單⼀⾯向論之。引⾃鐘聖雄2016年4⽉21⽇臉書發⽂，可參⾒：〈https://
www.facebook.com/edd.jhong/posts/10153610766177781〉（檢索⽇期：2019/10/10）。

 本段落改寫⾃筆者於2016年在《紀⼯報》發表之⽂章，因規定不可露出個⼈資料，在此暫不列出來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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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過，畫⾯近景倏地出現了⼀名淒厲哭喊的女性，運動現場的傷患就這麼以臉部特寫現身

（⾒圖7），於是攝影機不再只是報導與揭露，觀者亦不再只是接收資訊，⽽被迫身歷其

境。整⽀影像亦不僅是全然地由衝突堆疊，鏡頭幾次伸進拍攝⽔⾞砲⼜，當砲⼜突然轉向

「直視」鏡頭時（⾒圖8），孔洞穿透了被攝狀態，仿若國家正藉此冷冷反監控，可怖在於

觀者亦不得知下⼀秒⽔柱是否就會直接朝攝影機噴射⽽來。 

圖5 綠⾊⼩組在漫長的抗爭過程中拍攝⼯⼈帶來運動現場的孩童，《遠東化纖罷⼯事件》，

1989。 

圖6 綠⾊⼩組轉換視角捕捉到女⼯從廠內衝出來⽀援罷⼯時的情動，《遠東化纖罷⼯事

件》，1989。 

圖7 ⼀名淒厲哭喊的女性在攝影機被撞擊晃動後倏地進入景框，《520事件》，1988。 

圖8 ⽔⾞砲⼜突然轉向「直視」鏡頭，《520事件》，1988。 

　　另外我們也必須強調，運動現場從來就不是綠⾊⼩組的唯⼀現場。這除了展現於綠⾊⼩

組於後製剪輯的第⼆現場，藉「看⽚紀錄」對拍攝素材進⾏的詮釋與再書寫（50），更⾒於

其不同⽬的的影帶製作，包括為特定議題進⾏深入報導的「綠⾊專輯」、綜合性呈現的運動

集錦、對既有政治與市場廣告進⾏戲謔、仿擬的運動與政黨宣傳⽚等。這些影像混⽤了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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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實的視覺元素，尤其後期與社會運動團體為了反駁郝伯村的「社運流氓」說所共同製作

的《歷史的誤會》，從街頭隨機訪問開場，透過旁⽩接續進⾏思辨性的論證，條理清楚地將

討論擴展至歷史化的⾯向，並拼貼新聞⽚段、歷史檔案、報紙翻拍與動畫表現等（⾒圖9、

圖10），已⾒其交叉使⽤各種現成影像（found footage）的熟稔，反諷國民黨於民國初期的

「黨外」出身。 

圖9 綠⾊⼩組使⽤各種檔案影像歷史化「社運流氓的討論」，《歷史的誤會》，1990。 

圖10 綠⾊⼩組以旗幟替換的⽅式為民進黨製作電視廣告，《綠⾊電視台開播⽚》，1989。 

3.2 綠⾊⼩組的詩性  56

 

　　本節最後，我們將針對綠⾊⼩組影像紀錄中最另翼的⼀次實踐——《勞動者戰歌（新紡

抗爭紀錄）》（1988）進⾏⽂本分析，指認綠⾊⼩組影像中的沈默、易軌、偏題、⽇常、無

意識等詩性展現，如何在抗爭情節與敘事中恣意停滯、留⽩、遊蕩、懸宕或重複，呈現穿透

⼒，以釋放洪席耶所⾔之影像的「純粹感性⼒量」（aisthèsis）（125-33），⽽非僅是得益

於賀照緹分析之特有的女性運動經驗 （142-5）。這些看似不具政治性，為既有研究忽視、57

排除之感性或藝術性實踐，實與綠⾊⼩組廣泛被認識的運動衝突現場再現並置，精神分裂地

共構成綠⾊⼩組的紀錄影像。 

　　⾸先，本⽚在開頭⼀段訪問及⽚名浮現後，竟是數個總長近五分鐘的空鏡頭，邀請觀眾

⾛進⼯廠邊的街坊巷弄，⾛進在地居民的閒話家常。沒有旁⽩，沒有⾳樂，只有百無聊賴的

庶民⽇常，我們甚至不清楚確切地點之所在，表明了這是將凝視投注於⽇常⽣活本身的紀錄

 本段落擴寫⾃筆者於2016年在《紀⼯報》發表之⽂章，因規定不可露出個⼈資料，在此暫不列出來源。56

 新光紡織關廠⼯⼈四百多名⼯⼈中，絕⼤多數為女⼯，其中包含數⼗名原住民建教⽣（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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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進入罷⼯現場後，不只依舊不聞旁⽩，紀錄者更非常⾃信地對於抗爭脈絡全不交代，

甚至在⼀個看似說明會的現場，觀眾只聽⾒台上不知名發話者說出「關廠最主要的原因

是」，就直接切到下⼀個場景⽽無下⽂了。如此意識地將重要的抗爭資訊剪去，直接悖反了

綠⾊⼩組的傳播使命與邏輯。全⽚充斥著這般省略與脫軌，或將敘事讓渡予視覺表達，觀眾

透過視覺接收後，得在腦中對抗爭脈絡⾃⾏重組與認識。 

　　比如另外⼀段巧妙的安排中，鏡頭先是拍著「勞動晚會」的指⽰牌與箭頭，我們卻⾒疊

在上頭的兩個影⼦往箭頭的反⽅向⾛去。接著下⼀景中，⼯⼈們與組織者時⽽討論，時⽽跳

舞，我們對此摸不著頭緒，⼀直到⼯⼈於晚會上輪番載歌載舞，我們才明⽩前⼀段只是晚會

前的籌備，影⼦與箭頭的設計也就無須贅⾔︔⽚中更⾒綠⾊⼩組任意調動敘事 ，嘗試展現58

衝突之事後狀態：鏡頭先是帶到新光⼤樓牆柱上被撕毀的傳單痕跡，接著夜晚場景中，運動

者在影像中簡單幾句痛批國民黨，其後才是當天稍早事發當下的衝突場⾯。 

　　新光紡織的⼯⼈雖如其他運動主體⼀樣⾛訪了數個機構，綠⾊⼩組卻依舊沒有使⽤字卡

交代各時間、地點，甚至在近⽚尾處，當攝影機閃過地⽅法院標牌，正準備擺向⾨⼜的抗爭

⼈⾺時，畫⾯竟又⽴刻跳接到⼯⼈於室內彈琴唱歌的另⼀場景（⾒圖11），彷彿這些⽣活中

的歌唱，都比抗爭資訊來得重要。這些歌舞⽚段除了與⽣活場景共同佔據影像紀錄的絕⼤篇

幅，且在此亦非如其他運動紀錄中帶有凝聚⼠氣、重構戰⾾身體的政治⽬的，僅為單純愉悅

的感性抒發 ，在對抗資⽅的同時，「解放了平⽇在⽣產線上的身體壓抑」（142），於抗59

爭者、於紀錄者皆然。其中⼀場女⼯圍著圓圈歌舞，攝影機甚至於圓⼼不斷跟著跳舞⼈群三

百六⼗度轉動（⾒圖12）。綠⾊⼩組在這場運動中，專注⾯向抗爭⽇常，回歸⽣活本貌，呈

現⼯⼈在運動現場鋪收棉被、摺疊傳單、挑燈唸書、睡眠休息、敲釘⽊板、掛舉布條等瑣碎

細節，並不時於其中穿插各種物件空鏡頭。當捨棄了「為弱勢發聲」的代⾔策略，⼯⼈便不

再只是⼯⼈，不再只是悲情憤恨的底層群體，終成⼀個個完整的⽣命個體，會罷⼯爭權、會

唱歌跳舞、會吃飯睡覺，也才會真正地活著。 

　　《勞動者戰歌（新紡抗爭紀錄）》主要由1988年加入綠⾊⼩組的劉長鑫負責攝製完成

（陳世宏 48），這⽀剪輯⽚當年後來並沒有正式發⾏，我們暫且不知原因是否為其形式風

 綠⾊⼩組在《遠東化纖罷⼯事件》中亦使⽤了倒敘開頭，先是讓我們看到了開票的結果，才重頭按時序進⾏58

敘事。

 我們從⽂本中聽到的也不僅僅只是《國際歌》等運動現場常聞之曲⽬，甚至包括寵物店男孩（Pet Shop 59

Boys）等所演唱的西洋流⾏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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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難以銷售。2016年隨著TIDF的展映，負責主導選⽚事宜的王智章與李三沖另外委託晚期

成員郭明珠將其重新剪輯成短版，並邀請當年的抗爭⼯⼈楊⼤華錄製輔助說明之旁⽩，貫穿

全⽚（Ibid.）。雖然細節有待查證，但從這樣的更動，我們已可想⾒影像美學的非純被綠⾊

⼩組⾃身與觀者「看⾒」的重重困難。 

圖11、圖12 新光紡織女⼯唱歌跳舞畫⾯，《勞動者戰歌（新紡抗爭紀錄）》，1988。 

4. （不）持攝影機的綠⾊⼩組 

　　在⾯對鄉⼟、發現真實、為底層弱勢發聲的共同⽬標下，動態影像紀錄有異於《⼈間》

等媒體的⽂字報導與平⾯攝影之處究竟為何︖陳界仁在回應吳耀忠與陳映真於《雄獅美術》

的對談時，即回探繪畫史的發展脈絡，強調視覺藝術本身「不穩定性」的特質，反駁⼆⼈

「以⽂字的思考邏輯去討論視覺藝術」，申明「視覺藝術主要處理的是⽂字與語⾔之外，那

些難以清楚說出的感性」（254）。不穩定性除了對陳界仁⽽⾔，留有寬泛的詮釋與想像空

間，他亦借寫實主義在意識型態上可左可右的案例轉換提醒：「我們都不能單單以形式去驗

證它們的政治傾向究竟為何」（259）。 陳映真與吳耀忠因時代限制產⽣之邏輯偏誤同樣可

顯⾒於三⼗年來的台灣紀錄⽚論述中，錯誤期待著紀錄影像必備「社會『報導』功能」

（Ibid.），不假思索地將「為弱勢發聲」與紀錄⽚媒介劃上連結。 

　　回到1984年的海山煤礦災變，王智章原是為任職之《前進》雜誌對礦災進⾏⽂字追蹤報

導，進入醫院後發現受災礦⼯傷勢嚴重的病體並不若報紙引述院⽅所⾔已逐漸康復，遂決定

召開記者會，但⾃覺靜態照⽚效果有限，無法呈現院⽅的惡劣態度與病患的慘狀，於是⾸度

嘗試動態影像紀錄，記者會的成功奠定了⽇後⾛向運動紀錄的基礎（王品驊、簡偉斯 25-6︔

陳世宏 26-8︔賀照緹 42）。王智章不滿⾜於⽂字與平⾯攝影的原因，⼀貫地是就運動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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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思考如何「接觸到民眾」 （賀照緹 42）。如同他之前在黨外活動中安插幻燈⽚節⽬，60

亦是希望讓演講會場能更為⽣動。影像的媒介特殊性雖可能是王智章持攝影機的切入契機，

卻不是王智章追求的⽬的。且動態影像紀錄的出現有其社會條件，除了得⼒於輕便電⼦攝影

機與家庭錄放影機的普及等物質基礎，更是⽴基於黨外雜誌在資訊⼯業資本再⽣產下側重政

治權⼒⾾爭，使得弱勢社會運動的報導空間被壓縮，因此「開發另⼀種報導及動員⼯具成為

迫切的需要」（26-9）。　 

　　但「持攝影機」的動作在台灣紀錄⽚論述中，卻不被如是解讀，比如邱貴芬即再次⽰範

了其對綠⾊⼩組角⾊定位的單向認識與錯誤挪⽤。她指認1980年代的亞洲陸續出現了「四處

遊竄，⼿持攝影機的⼈」（2013：91），單純套⽤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15-1980）的

機械複製概念，假定綠⾊⼩組亦承襲了這樣的影像技術想像，「對於攝影機的⼒量有⾼度期

許」（92），籠統地將其界定為⼈機合體的「賽伯格⼈」（cybrogs）。她認為⼿握攝影機

的他們，因機器的攝錄、再製、傳播等功能所賦予⼈的⼒量，促使「真實」（truth）的界定

得以被問題化與重新定義，進⽽鬆動介入⾁眼所⾒、為主流勢⼒所掌控的「現實」（reality: 

Ibid.）。這樣的推論不但忽略了後來影像與反抗運動相互⽣成的關係，更與歷史事實有所出

入。必須釐清的是，綠⾊⼩組並非因著對動態攝影機或影像科技的認識才持起攝影機，成員

多半是在⾛進反抗運動或加入綠⾊⼩組後，才第⼀次在他⼈的簡單指導下，慢慢摸索、練習

操作 ，如同我們在前⽂談及之1980年代⽂化地景⼀般——沒有⽅法，身體先⾏。王智章在61

林信誼加入時，即安撫他說：「我們三個都跟你⼀樣，都是進來才學的，這是家庭⽤的，就

跟傻瓜相機⼀樣」（陳世宏 217）。 

　　另外，我們亦有必要重新肯認綠⾊⼩組「弱影像」（poor-image）的景觀特質，其實從

來就沒有辦法真正如邱貴芬所論證的，全然開啟「與機器緊密連結，把視角伸向通常⼈們看

不到或是視⽽不⾒的社會角落」（2013：91）。在前期⾼張⼒的抗爭運動現場，攝影機常為

 此為賀照緹化名為M之成員的受訪發⾔。60

 成員多半不是⼀開始就對攝影機有所想像，或期待進⾏影像⾏動，其中只有傅島與李三沖對動態影像相對有61

認識。前者⼗九歲時進入中影製⽚廠擔任燈光助理，對影像技術有所學習，退伍後為⼤眾媒體抹⿊林正杰激起
義憤，是因為惦記「衝撞體制的時刻我必須在場」，才在綠⾊⼩組招兵買⾺下加入。他回憶⾯試時，王智章也
完全沒有考驗他對攝影機的操作能⼒，只在簡單講解後丟給他⾃⾏熟悉（158-65）︔後者因著對電影的喜愛，
於⼤學拍過八釐⽶電影，但過去在王菲林介紹下多從事影像⽂字書寫的⼯作（78-82）︔另外兩⼈則相對更沒
有經驗，王智章是在記者會⾏動成功後，適逢Panasonic⽣產第⼀台家庭錄影機（Home-Video Camera M1），
因操作簡易，才借錢買來嘗試，興沖沖至台北各地練習拍攝（31）︔林信誼則回憶加入綠⾊⼩組前，從未使⽤
過ENG，只有玩過相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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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波及，警⽅甚至可能主動攻擊、阻撓攝影機拍攝（陳世宏 116-9）。比如在五⼆〇農運

現場，林信誼與李三沖的攝影機都為⽔⾞沖壞，後者甚至連眼鏡、觀景窗都不⾒了（115-

6），紀錄中也保留了攝影機⿆克風被警察打壞後繼續拍攝的畫⾯，綠⾊⼩組並以旁⽩提醒

觀者。成員的⼜述中常談及⾃⼰不知道攝影機有沒有在拍，或者不知道攝影機拍到了什麼

（91-2）。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紀錄⽚論述的錯亂，⼀⾯獨斷地將綠⾊⼩組視為真實電影的「弱

影像」美學特質，證成其作為「紀錄—真實」的典範，⼀⽅⾯卻又開啟⼈機⼀體的「賽伯格

主體」，為後續⼈性透過紀錄倫理於科技使⽤中彰顯的相關討論鋪路。邱貴芬重申「紀錄—

真實」的疆界時，引⽤了中國影評⼈王⼩魯談及紀錄⽚導演有其倫理上的「能」與「不能」，

推崇紀錄倫理作為超前創作實驗或藝術⾃由的先驗（2016b）。但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卻指出，當代⼈的貧乏與不⾃由，並不是被宰制結構限制了「能做什麼」，反⽽

是因為被剝奪了「能不去做什麼」的經驗，「不是對⾃⼰的能⼒盲⽬，⽽是對⾃⼰的無能盲

⽬無知︔不是對⾃⼰能夠做什麼盲⽬，⽽是對⾃⼰不能做什麼，或者說，能夠不做什麼盲

⽬」（4︔譯⽂參考王聖閎）。藉由重探綠⾊⼩組多維身分的交互作⽤，我們應該區辨其在

體認⾃身於倫理實踐上「不能做什麼」或者「能夠不做什麼」之前，對攝影機的「無能」

（incapacities）或許仍是盲⽬不確定的。 

三、結論：攝影機「眏真」的失能 

　　陳映真曾撰寫兩篇⽂章稱頌吳⼄峰的《⽉亮的⼩孩》（1990），⽂中他將

「documentary」譯為「報告」——「真實的『報告』」，說著「報告攝影、報告影⽚和報

告錄影，已回歸到攝影最原初的起點——對於⼈、對於⼈所⽣活與勞動的現場的記錄／報

告，重新取得了擎天裂地的⼒量」（96）。依附於1980年代反抗運動⽽⽣的綠⾊⼩組，共享

同樣的精神，「對『真相』的焦慮來⾃怕⾒／聽到的不夠完全，不夠多」（賀照緹 122）。

但從本⽂的討論可以發現，攝影機在綠⾊⼩組的⼿上或許沒有全然「映真」之⼒量。又所謂

的「真實」究竟指涉英⽂語境中的「truth」、「reality」、「actuality」、「authenticity」

等，於紀錄⽚領域皆還需要深入辯證。我們試圖解構台灣紀錄⽚論述借綠⾊⼩組建構起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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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像神話，重新看⾒綠⾊⼩組的非純，以及其如何於反抗運動現場成為多重意義之

「（不）持攝影機的⼈」。 

　　⾸先，透過左翼精神與實踐的非純，我們指認紀錄者對個體存有認識與慾望等「個⼈的

內在的葛藤」之壓抑。隨著外部⽣產條件的轉變，綠⾊⼩組不但無能實踐記錄運動「全⾯的

整體」的理想，甚至不敵反抗運動的脈動與資本市場的運作⽽解散，失去影像⾏動作為反抗

形式的正當性，因⽽成了不再持攝影機的⼈︔接著，紀錄倫理的非純反映了反抗運動內部的

⽂化形塑與權⼒位階，我們嘗試辨別綠⾊⼩組的多重角⾊如何交纏影響紀錄價值的判斷，在

「為弱勢發聲」之紀錄政治典範中，實有權⼒複製與異議排除，進⽽重新確認綠⾊⼩組身兼

紀錄者、傳播者與戰⾾者，本來即為不純持攝影機的⼈︔最後，重新閱讀影像、分析影像美

學的非純，我們尋覓真實電影與現實主義影像典範外的試驗／實驗，看⾒綠⾊⼩組如何透過

對傳播與戰⾾身分的讓渡、多維度現場的影像實踐、紀錄敘事懸宕迸發的純粹感性等，成為

能不持攝影機的⼈。⽽假若紀錄影像能不只作為報導，「紀實」除了作為「紀錄—真實」的

縮寫，或許在綠⾊⼩組身上，亦已開展出「紀錄—實驗」向度的可能性。 

　　針對綠⾊⼩組成員對攝影技術的基本要求，賀照緹整理指出，「為了剪接時的需要，鏡

頭停留的時間不能太短︔掌鏡⼒求平穩，不晃動︔少使⽤移進及移出（zoom in, zoom 

out）︔攝影機的移動要緩慢⽽有節奏」（50）。雖有這樣的起⼿式，我們卻可從綠⾊⼩組

的影像中發現混亂的現場無法盡如⼈意，攝影機紀錄有所不能（⾒圖13）。史戴爾（Hito 

Steyerl）在其著名的〈弱影像無罪〉（"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中總結道：「弱

影像不再是關於真實（real）之事：有個真正的源頭。反之，它是有關於⾃身存有的真實情

境：漫無⽅向的群聚循環、數位流竄、裂解又多變的時間性。它所關係的是反抗及挪⽤，同

時也關係著服從及剝削」（51）。綠⾊⼩組的「弱影像」特性，除了關乎影像經濟產製層

⾯，除了關乎真實電影的影像美學，更是「碎屑或渣滓」（46），是模糊、殘碎與焦點之

外。因此，本⽂主張當回頭看⾒綠⾊⼩組時，不能只在第⼀個層次上歌頌其對第三電影

（Third Cinema）⾰命實踐的傳承，忽視他們與1980年代瞬息萬變的社會脈動之互動⽣成，

以及最後解散的失敗︔也不能只在第⼆個層⾯上定調為將「弱」轉化為時代⾒證與記憶的強

向度（孫松榮，2011：60-7），忽略他們在身分角⾊衝突下的無能，以及在感性層次上的紀

錄實驗︔我們更應該在第三個層⾯的精神上，看⾒綠⾊⼩組在⾯向事件現場之場景中，透過

即時性的紀錄創造，重塑不穩定、不可預期的影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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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章在2016年TIDF重新展映的《⽣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詹益樺⾃焚）》版本

中，剪去了舊版詹益樺趴在蛇龍上點⽕⾃焚的近拍鏡頭，相對於當年尊重「他就是希望⼤家

踏過他的身軀往前衝」的運動動員考量，三⼗年後「因為不忍⼼」，改選擇側⾯拍攝的畫⾯

（⾒圖14），「比較看不到阿樺的痛苦」（陳世宏 51）。誠然，「看⾒」不該只是紀錄影

像與研究的唯⼀⽅法，當我們不再只是激情地直視，不看⾒或許反⽽能看⾒更多沒能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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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持攝影機的綠⾊⼩組在不可預期的抗爭現場常不能掌握拍攝⾏動， 

《1130桃園機場事件》，1986。 

圖14 2016年TIDF新剪輯版本中置換了側⾯拍攝的詹益樺⾃焚畫⾯， 

《⽣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詹益樺⾃焚）》，198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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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記：「後綠⾊」論述框架 

1. 「後綠⾊」的紀錄⽚發展脈絡：現實主義影像與紀錄倫理的再共構 

　　綠⾊⼩組的非純，尤其在左翼精神與實踐及倫理問題上，提供了紀錄影像與社會運動共

同在1990年代後開始逐漸轉向的養分。⾸先，在兩個場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個⼈的內在

的葛藤」以及不同主體之間的關係互動，愈發為⾏動者重視，甚至在跨界互動中相互構成。

曾組織新光紡織關場⼯⼈抗爭等役的吳永毅的這段體悟，彷彿就隱隱地回應了戰友當年的難

題，他強調：「當個別⾏動者有解放⾃⼰的慾望時，他／她才會以其整個個體性投入抵抗，

從個體⾏動到集體認同的緊張過程，反⽽是集體⾏動的⼒量來源」 （2014：14-7︔強調為62

筆者所加）。 

　　⽽在綠⾊⼩組之後的台灣紀錄⽚的發展脈絡中，不同的世代因著社會條件之差異，亦集

體地展現出⾯向個體「私紀錄」轉向（聞天祥 6-7）︔與此同時，我們雖然陸續看到帶有實

驗風格的紀錄⽚⾃2000年前後傾巢⽽出，嘗試解構台灣紀錄⽚之「寫實情節／結」（王慰

慈，2006b：99，李道明，2006：72，李家驊，2013，邱貴芬，2016b）， 紀實卻在後續論

述中與倫理問題相互纏繞，甚至借屍還魂，堅不可摧地共構成為台灣紀錄⽚論述中揮之不去

的新「情節／結」。 

　　隨著1990年代興起之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思潮，倫理逐漸成為紀錄⽚研究

領域的關注重點，邱貴芬從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對他者

的責任」之倫理基礎出發，藉其提出之⽣命課題的轉移——從「⾃我追尋」轉向至「我和他

者的關係」，連上了她所認為之「為弱勢發聲」的台灣紀錄⽚關懷初衷與核⼼（2016a：

45）。縱使紀錄倫理在這三⼗年來，也因跨學科的討論經歷了理論轉向，嘗試從異質性擴展

對倫理實踐的想像，邁向「多⾳交織」（polyphony）的狀態（73-9，176-86），但隨著紀錄

⽚逐漸⾛入國際影展與商業市場，論述又因其中更為複雜的觀看與權⼒關係，重返邱貴芬所

⾔之「正義」的倫理規範中（2016b）。對台灣紀錄⽚論述⽽⾔，攝影機兩端「不在同⼀戰

線」雖可對話共構（郭⼒昕，2014：125-32），但仍必須是安全無害、謹守分⼨的。 比如邱

貴芬雖然從台灣紀錄影像的閱讀中，嘗試打開對倫理的想像，但當討論起吳耀東《在⾼速公

 本段引述之吳永毅的書寫，為其閱讀盧卡奇（Lukács György, 1885-1971）、丘延亮、夏林清、夏曉鵑等⼈論62

述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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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游泳》（1998）時，⼀⾯聲稱被攝的弱勢主體得以發聲，⼀⾯卻質疑其虛假演出戲弄、

顛覆拍攝者的紀錄⽚凝視（documentaty gaze），「是否也有倫理責任」︖紀錄者與其之共

謀是否又有造假、欺騙觀眾的嫌疑（2016a：170-6）︖從中，我們可⼀窺台灣紀錄⽚論述在

紀錄倫理之課題上看似開放、實則固守的價值判斷。 

　　不過，倫理得於紀錄⽚⽽非電影等其他影像媒體中主導之根本原因，仍必須回到紀錄⽚

與現實（reality）之間的關係進⾏釐清。2000年後的台灣紀錄⽚論述在嘗試接納並書寫紀錄

⽚的美學實驗與藝術性之餘，依舊無法擺脫「紀錄⽚是什麼」之認識論窠⾅，即便稍微讓渡

對現實主義影像的堅持，仍是換湯不換藥地謹守對紀錄⽚本質論的既定想像，紀實與虛構之

間的互動發展於是經歷了「⾒山是山、⾒山不是山、⾒山又是山」三個階段（47），如邱貴

芬所⾔，「在過盡千帆，進⾏種種前衛的實驗之後，『真實』 的復返，提醒我們的，的確63

是個有關『正義』的問題——『紀錄倫理』」（2016b）。因為紀錄⽚再現的影像只能被視

為「來⾃攝影機對真實世界的捕捉」（李道明，2006：76），台灣紀錄⽚論述仍不時告誡著

不可以「不誠實」（Ibid.），不可以「以假亂真」（邱貴芬，2016a：41-2）。置換了⼀個更

緊的道德緊箍咒對紀錄者進⾏規範，卻不⾒其申明「關於真實世界（about reality）」的特質

作為紀錄⽚定義、歸類的疆界時（40-50），這層「關於（about）」是如何與影像及不同的

主體互動⽣成︖又何謂「誠實」或「不誠實」︖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在⼀次次被突破之後，

難道謹守現實的疆界，只是為了避免落入⽂化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嗎（46-7）︖ 

　　重新回到巴贊為改編電影的辯護，他的提醒或許也成了我們今⽇重新理解「後綠⾊」的

重要借鏡，他說明雖然⾃⼰同樣希望優秀的原創電影能盡量多問世，「然⽽，这種柏拉圖式

不切實際的願望和空想對於電影的發展不會有任何裨益。如果電影越來越借重⽂學（甚至繪

畫或新聞報導），那麼，這就是⼀個事實，我們只能承認它，⼒求理理解它，因为我們未必

能夠左右它」（99-100）。 

2. 未來研究⽅向 

　　後續研究第⼀部分將依循以綠⾊⼩組作為出發點建構起的台灣主流紀錄⽚論述之線性史

觀，指認綠⾊⼩組以降，左翼運動與紀錄影像的匯流脈絡所養成訓練的影像⼯作者，對「後

 邱貴芬此處的「真實」，意為英⽂中的「reality」，⽽非「truth」，本⽂統⼀使⽤「現實」，唯於引⽂中不63

更動其⽤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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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三⼗年來紀錄⽚論述與⽅法，及其內含之兩⼤命題——「為弱勢發聲」之紀錄倫理以

及現實主義影像——實已展現出的背叛︔第⼆部分則將秉持傅柯系譜學（geneaolopy）精

神，揚棄台灣紀錄⽚歷史書寫的線性敘事與媒介特殊性，試圖勾勒新的系譜藍圖與影像閱讀

及詮釋之⽅法。⾸先我們重回綠⾊⼩組所處之1980年代，嘗試從不同藝術媒介中，找尋共通

的視覺語⾔與身體形象線索，並專注探討台灣紀錄⽚主流論述選擇多半忽視實驗錄像作品，

藉由重探同時期紀錄／實驗影像作品與綠⾊⼩組之間的關係，希冀將綠⾊⼩組重新置放回廣

義之左翼政治影像史的拼圖中，解構綠⾊⼩組作為「台灣新紀錄⽚」平地⼀聲雷之單向起源

神話︔接著，我們將挑選數部「後綠⾊」三⼗年來的紀錄影像，與綠⾊⼩組就「紀錄倫理」、

「現實主義影像」與「（不）持攝影機的⼈」三個層次進⾏對話，重新建⽴「後綠⾊」的系

譜想像與詮釋架構。 

　　綠⾊⼩組在1989年11⽉開播「綠⾊電視台」前，本是期待做⼀個流動的發射台，以游擊

戰的⽅式躲避國民黨追蹤，可是電波始終為建築物所遮擋，試了許久都傳不出訊號（陳世

宏 136）。該是把⾼牆拆下了，當台灣紀錄⽚論述可以不再要求純淨與純正，可以容納更多

控制與預期之外的雜質，「綠⾊精神」於當代⽅有傳承的可能。看⾒綠⾊⼩組的非純，便是

希望如同他們當年⼀般，持攝影機嘗試看⾒主流⽂化與⼤眾媒體所賤斥的混⾎與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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