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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據《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 Das Passagen-Werk）一書，

旨在解析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反歷史主義的視野，探究

其「碎片」、「介於中間」等概念。 

 班雅明認為，習慣處於簡化的歷史脈絡下，易對現實無感。因此，他以碎片

摘錄的形式佈排《拱廊街計劃》，並藉由不同碎片組成的「介於中間」，收納歷史、

社會、時代下隱藏的部份，還原現代社會和歷史的碎片聚集空間。其目的在於發

掘可見歷史縫隙中，為數眾多卻被刪除的歷史；換言之，以此目的視為寫作動機

的《拱廊街計劃》，可以說就是眾多「介於中間」之聚合體。 

本研究採取抽樣方法，從《拱廊街計劃》中選取四章節深入分析，耙梳「青

年藝術風格」、「鐵造建築」、「賭博與賣淫」、「收藏家」等四項主題和班雅明歷史

觀點之關聯：憑藉「介於中間」具備的拒絕排除、無法解釋、以及去除功能性等

特質，探討班雅明如何藉由十九世紀巴黎的藝術、建築、文學、社會等碎片，呈

現「介於中間」的歷史，釋出另一種歷史描述方式，進而析論班雅明面對歷史議

題的立場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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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based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Arcades Project mainly focuses on 

the view towards anti-historism and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detritus’ as well as 

‘intervening’. 

 Benjamin claimed that people would ignore what happened in reality under the 

scheme of simplified history. As a result, he established The Arcades Project by the 

form of detrital extraction, and collected concealed parts of history, society, and epoch 

through ‘intervening’ which consists of different detritus in order to take a reduction 

of gathering space from modern society and history. Its purpose aims at excavating 

numbers of deleted history via the chink of visible hi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purpos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tivation of The Arcades Project, i.e. numerous collective of 

‘intervening’. 

Consequently, this thesis adopts sampling technique as a method to dissect four 

chapters of The Arcades Project and attempts to find relations of Benjamin’s historical 

standpoint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ubjects: ‘Jugendstil,’ ‘Iron Constructio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Collector’. Relying on characteristic of ‘intervening’ 

including refusing exclusion, inexplicable, detaching objects from functions, this 

thesis could investigate Benjamin how to present ‘intervening’ history by means of art, 

architectur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Paris among nineteenth century. Furthermore, it 

not only expands another historical description, but demonstrates the position and 

practice Benjamin confro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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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同當年一篇英譯本書評直接指明的：假如人們想理解為何《拱廊街計劃》

與班雅明如此契合，便不能藉由一般逐句逐章的閱讀方式，而應該隨意翻閱，可

從 C 跳翻至 D 或 L 或任一段落，這也是《拱廊街計劃》被稱為一本開放再創造

的片段之書的契機。1原本的閱讀習慣會讓人從內容解讀文字，但進入班雅明以

趣味性包裹著的流離與格言狀態之時，在閱讀過程中，這些局部細節迫使閱讀者

不能僅從表面進行解讀，事物的另一種觀看角度反而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清晰。

這樣的閱讀型態異於一般觀看習慣，既無特定閱讀順序、亦不要求嚴肅讀畢全書，

意味班雅明的目標並不僅止於賦予事物多重涵義，他也不強調事物在社會的規則

與構成秩序，正因如此，閱讀者往往困惑於各章節的瑣碎、模糊、不連貫、片段

交雜的文字關係，不同章節看似各別面向新巴黎城市的時尚或老巴黎拱廊的衰頹，

但事實上，更多著眼在布爾喬亞階級與新時代交手的過程。 

在一九三零年的一封信中，班雅明自己提到：「《拱廊街計劃》是上映我所有

掙扎過程以及想法的劇院」，2可以說，討論這本「片段之書」即相當於探索班雅

明本身；追溯碎片書寫的成立背景，正還原了班雅明面對社會與歷史的立場。雖

然是本未竟之書，從《拱廊街計劃》的書寫型態，無論《拱廊街計劃》的成書背

景、後來翻譯的社會處境，甚至班雅明自身曖昧游移的定位，皆可觀察到班雅明

針對系統與制式化的歷史提出抗議，使人興味倍增。 

本研究動機源於課堂導讀《拱廊街計劃》的初版大綱〈巴黎：十九世紀的首

都〉（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4）英譯文本，由此對書中特

殊的佈排手法、以及身為一個德國猶太裔人卻投入近十年歲月書寫十九世紀巴黎

                                                      
1
 „If you want to know why the arcades mattered so much to him, do not get stuck in Convolute A, the 

official repository, too full of lumpy information, but go straight to Convolute C or Convolute D or 

Convolute L.‟ and „…it is open to us to re-create such a book, in bits and pieces. Not always skittering 

across the surface…, but changing pace all the time, gloating over local detail….‟ T. J. Clark, 

“Reservations of the Marvellous,” review of The Arcades Project, by Walter Benjam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2, no. 12, 22 June, 2000, 

http://www.lrb.co.uk/v22/n12/tj-clark/reservations-of-the-marvellous. 
2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orewor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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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班雅明、甚至他在內容中所提出各種社會對象感到好奇──班雅明並未於

《拱廊街計劃》中，明確指出其成書動機與目的，但對象卻明確選定了十九世紀

以及當時的巴黎社會，其中許多選材更是一般論資本主義社會少見的，例如賭博

妓女或者收藏等等。 

究竟怎麼樣的動機，足以支撐班雅明顛覆以往的閱讀方式，改以全摘錄作為

主要書寫體裁？這些造成閱讀困惑的複雜細節底層又交織出怎樣的思想網絡？

再者，循此是否能夠略窺班雅明面對變動中的社會、國家、歷史、生活中細微人

事物時所秉持的立場？另外，即使班雅明在 S 章卷頭語點明了論歷史議題之重點：

「用歷史的碎片來創造歷史。」，3但他從不曾明確提出「碎片理論」作為系統化

的說法。這種借大量歷史碎片創造歷史書寫──或以漢娜鄂蘭的說法是格言式─

─卻並不以此立論的理由為何？最後藉由以上探究，針對《拱廊街計劃》的書寫

形式以及班雅明立場加碼提問：「為何強調碎片？」以及「何謂介於中間的歷史

議題？班雅明如何提起？又為何重要？」換句話說，透過《拱廊街計劃》中四章，

爬梳班雅明的思考模態及形成緣由，即本研究重點。 

 為了辨明問題意識，首先，必須先區分班雅明的歷史角度與歷史性思維之間

的差異，此即本研究的根本假設，班雅明直接指出了他處理歷史議題的關鍵詞「介

於中間」（intervening）： 

 

「假使人們只從歷史中汲取那些極為相似與理論性的普遍事實，那麼，

尌如叔本華所說，人尌只能閱讀晨報與希羅多德了。其餘那些介於中間

的──對最疏遠與最近事實既明顯又致命的重複──變成了單調乏味且

毫無效用。」該段落並沒有完全說明清楚。此番話假定重複能讓人們在

歷史的進程中，即使關注再重大的史實都一樣瑣碎。然而，作者自身的

想法恐怕是偏向前者。相對於此，應該可以說明的，正巧尌是「介於中

間」的枝微末節，也尌是那些永恆不變的。[S1a,2]
4
 

                                                      
3
 „To create history with the very detritus of history. – Remy de Gourmont, Le II

me
 Livre des masques 

(Paris, 1924), p. 259.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1. 
4
 „“If one takes from history only the most general facts, those which lend themselves to parallels and 

to theories, then it suffices, as Schopenhauer said, to read only the morning paper and Herodotus. All 

the rest intervening – the evident and fatal repetition of the most distant and the most recent facts – 

becomes tedious and useless.” Remy de Gourment, Le II
me

 Livre des masques (Paris, 1924), p. 259. The 

passage is not entirely clear. The wording would lead one to assume that repetitio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concerns the great facts as much as the small. But the author himself probably has in mind only 

the former. Against this it should be shown that, precisely in the minutiae of the “intervening,” the 

eternally selfsame is manifest.‟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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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到「歷史性思維」的深錮之後，班雅明嘗試避開，因而發展出一種新的觀看

角度。這種新的歷史觀看視野並非專有名詞，而是邊界相對模糊的聚集空間，因

此，本研究以「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作為《拱廊街計劃》處理片段書寫形式的

假設：目的不在於闡述班雅明的新歷史視野，而是班雅明如何、以及為何透過碎

片形式，重新審視歷史議題；換句話說，分析並且區別選定的四章，藉此映證歷

史議題，正是本研究之主要假設。 

 再者，辨析班雅明如何以片段、摘錄的方式處理社會議題，亦為本論文好奇

之點。對唯物主義者而言，每項物都是各自殊異的世界，像是本研究挑選的四項

議題，看似分歧，實則殊途同歸，這種各自獨立的脈絡也是唯物主義者面向世界

的方式。可以說，班雅明以不連貫的手法處理各章，其實就是從「反歷史」的立

場，陳列差異甚大的社會現象，這樣的作法正是不願使系統化的歷史等同於歷史

主義的觀點。而這正好也能對照〈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中，當班雅明明確批判朝著某進步目標鋪陳的進步神話時，他提

到的歷史主義者與歷史唯物主義者之區別：前者以進步概念書寫歷史，因此，其

時間感空泛且雷同，後者則懸置了不同的歷史事件，改以非因果的方式拼貼出同

質而空洞的時間。5  

如此區別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作法，可得知班雅明的用意，並非用於形塑一

套新的觀看系統，而是提醒觀看歷史者那些在系統化歷史之外、被刪除掉的歷史。

班雅明視這種省略近似值的慣性是系統化歷史下的慢性毒藥，緩慢地侵蝕真實的

歷史──無論被視為正統的編年歷史、或帶有主觀詮釋的進步史觀，皆刪除了歷

史中不符合「正統」與「詮釋」的其它細節。因此，藉由一種毋須編年或詮釋系

統介入的中間視野，發展「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目的即在於反駁進步史觀，

進一步找出被刪除掉的隱藏歷史；也就是說，班雅明提出「介於中間」，展示一

種新的觀察角度、一個新世界，藉此容納更多無法被看見的歷史碎片，此亦即其

討論歷史的動機。 

以「介於中間」作為基點，再透過「碎片」等原則，試圖解放長期被壓制的

歷史細節。「碎片」與「同情心」，其實也是使「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得以成立

                                                      
5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3-264.文中提及歷史主義者（historicism）及歷史唯物論主義者

（historical materialist）之差別。參考中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香港：牛

津大學，2012），頁 32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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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系統化的歷史性思維關注的是每件大事的重要性，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小

事件常被忽視。為了翻轉這樣的現況，需要藉著此二原則擺脫對大事件專注，進

而重新理解歷史的必備途徑。因為一旦歷史事件無分大小，必須被排除於所謂「正

統」之外的歷史也隨之驟減，班雅明認為這種充滿日常生活細瑣軼事的歷史，才

最符應日常生活，換句話說，「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前提，即為重複碎片形

式所呈現的歷史。唯有不評論、不詮釋、儘量還原碎片原樣，6如同《拱廊街計

劃》中諸多摘錄構築成的沉默與折衷，才有可能排除掉歷史性思維的侷限。 

總之，為了理解班雅明的思考脈絡，必須回歸書寫本身，處理他對各章節的

鋪展安排，進行最底層的梳理，包含他如何介入各層社會現象？又為何這些對象

足以作為十九世紀資本社會的代表？因此，本研究挑選《拱廊街計劃》中的四章，

進行摘錄分析，從青年藝術風格、鐵造建築、賭博賣淫、收藏等四種面向，整理

班雅明提出的「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特徵。事實上，班雅明最終最想探問的是：

為何生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會對時代、歷史等變化不知不覺，即使察覺了，

仍感到不舒適？這些不習慣的源頭從何而來？這樣的質問必須透過選取的這四

章：S、F、O、H，也就是「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其中之四。經由分析班雅明

的切入方式、選取的對象、追查的源頭，進而耙梳班雅明亟欲處理的課題：「介

於中間的歷史議題」。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為了深入理解班雅明處理歷史議題的思考方式，於是選定該書中四個章節，

作為討論對象。那又為何選擇了 S、F、O、H 四章？綜覽全書，《拱廊街計劃》

是班雅明的「碎片之書」，也就是說，書中各章皆為班雅明蒐集來的不同碎片，

每塊碎片又由更細微的各段摘錄小碎片所組成。從此一角度解釋，無論選擇哪一

章其實並沒有太大差別。因此，本研究假設《拱廊街計劃》每一章的碎片形式，

皆能觸及班雅明思想核心。 

緣此，本研究採樣選用了其中四個章節，各章看似議題迥異，其實卻都有其

共通點：「避開歷史性思維」，此亦即班雅明之動機。以下將針對 S、F、O、H 四

章進行分析並統整，分別就其議題指向、問題意識、討論重點、以及呈現「介於

中間」的方式等，藉表格示意。透過耙梳班雅明的摘錄選材與順序佈排等細節，

                                                      
6
 S 章卷頭語之一便提到：「不對事件發表任何評論，才是好的。」„Events profit from not being 

commented on. – Alfred Delvau, Preface to Muraill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1924), vol. 1, p. 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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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還原各議題呈現的「介於中間」狀態，以此窺見班雅明採取「介於中間」的

方式、實踐步驟、以及其核心關懷。 

論文章節 二 三 四 五 

標題名稱 理想擬像：青年

藝術風格 

決定社會景觀的

物：鐵造建築 

社會邊界：賭

博、賣淫 

物與人複雜的交

互作用：變調的

感官、收藏、寓

言、全景… 

取材自 S 章 F 章 O 章 H 章 

社會現象 青年藝術風格 鐵造建築 賭徒、妓女 收藏 

問題意識 1.班雅明如何看

歷史？ 

2.為何以青年藝

術風格為對

象？ 

1.為何鐵造建築

成為現代社會景

觀代表？ 

2.為何鐵造建築

興盛於 19 世紀？ 

 

1.為何以賭博與

賣淫為對象？ 

2.為何出現「社會

邊界」？ 

3.合法性如何成

立？ 

1.為何物須脫離

功能性？ 

2.為何須成立寓

言空間？ 

班雅明的

討論重點 

現代藝術、歷史 

 青年藝術風

格／現代藝術

的位置 

物複雜的發展過

程 

 觀者的視野影

響社會景觀 

臨界經驗、無法

解釋 

 拒絕排除／去

標籤化 

物與人複雜的關

係（物的功能

性、物的寓言） 

 清晰的假設

vs.混亂的現實 

「介於中

間的歷史

議題」呈

現形式 

理想擬像 社會景觀 社會邊界 「孩子們的收

藏」／「整體」

／寓言 

圖表  研究架構 I：「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各章綱要 

對班雅明而言，無論面向青年藝術風格（S）、鐵造建築（F）、賭徒與妓女

（O）、收藏（H），都是他觀察到十九世紀社會被刪除掉的部分，其中所羅列的

歷史、藝術、族群等，都是「介於中間」的狀態，這是他認為較為完整的社會現

實。《拱廊街計劃》的安排方式便嘗試以這種雜亂無規律的摘錄模態呈現，看似

毫不相關，卻共同透露著班雅明面對歷史的立場。這是班雅明看待物的態度及作

法：「介於中間」的重點並不在於 A 與 B 的交集將給出什麼。照理說，同時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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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 B，目的在於探究二者間相同或相異之處，但班雅明循著「介於中間」的觀

察視野，尋找「相似」的部份，亦即透過對照既有史觀與新視野的角度，維持著

碎片各自散落的原始樣貌；換句話說，「介於中間」是針對既有現實而提出的新

視野。透過材料並置並且不詮釋的方式，重新展示長久以來，社會中「被隱藏的

真實」，另外再從社會脈絡中，梳理出不可見的歷史，還原現實中的世界面貌。 

假若深究其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我認為，研究架構必須建立在針對各章節

的分析上，才算得上是成立，包括碎片如何被呈現、同情心又該如何察覺等等。

可以說，從文本本身返回檢視其思想脈絡的作法，其實就異於其他研究。因此，

本研究嘗試從看似毫無邏輯的《拱廊街計劃》中，採樣選取四個章節：青年藝術

風格、鐵造建築、賭博與妓女、收藏等。另一方面，這也是班雅明在系統化歷史

底下挖掘出不可見歷史的細節：對應著不同的歷史碎片，從形式上改變了面對歷

史的習慣，並由此展示十九世紀不同的巴黎樣貌。從十九世紀巴黎截取的此四面

向各異其趣，人、物、概念皆含納於中，卻脫離進步史觀、大敘事史觀、或者其

下衍生的合法性、合科學性，自隱身的歷史陰影中掙脫，進入可見歷史區域。每

一章都是「介於中間」的其中一種呈現方式，這也是「介於中間」的碎片特殊之

處：表面上形式重複，卻各擁其殊異，彼此獨立存在，又互為他者。 

首先，「青年藝術風格」以「理想擬像」作為「介於中間」的呈現方式，重

新耙梳現代藝術相異於既有歷史之處；「鐵造建築」則被視為「現代社會景觀」

的代表，透過形式的改變映證時代的同時性與相對性發展，進而指出「介於中間

的歷史」在發展中的複雜過程，以及歷史與「社會景觀」的關係；「賭博與賣淫」

則相較於清晰的歷史脈絡，以「臨界經驗」、「無法解釋」等模糊概念，作為「拒

絕排除」之前提，表徵「社會邊界」，並展示「介於中間」視野能夠保有的豐富

性；而「收藏」則更直接以「孩子們的收藏」、「整體」、「寓言」等概念並置的方

式，各項內部皆呈現「介於中間」、彼此之間亦為「介於中間」的展示，明示「介

於中間」的複雜作用，透過不同於系統性的觀看角度，重新描述物的世界，這便

指出了去除功能性的物之於「介於中間」的重要。 

相較於研究初期的大綱初稿，「介於中間」的歸納發現，應為最大突破。總

歸可指出三處不同的思考切入點：觀看方式、架構主軸、以及內容架構。就整體

而言，影響最大或者班雅明與其他觀看歷史差異最多的方式，即採取了「介於中

間」討論歷史。大綱初稿主張從「碎片式」體裁關注「界線」議題，並延伸至現

實世界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型態，這樣的推論看似合理；然而，在更深入分析班雅

明各章文本，直接或間接歸納出其觀看歷史的視野之後，認為「介於中間」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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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其實有著完全相反的觀察動線：班雅明從未將「碎片」視為一套歷史理

論，他所作的只是整理歸納，並且透過這樣的陳列，使閱讀歷史者意識到既有歷

史的蹊蹺。再者，大綱則著重歸納「班雅明的世界觀」，但此一假設不夠聚焦。

因為班雅明的議題皆針對現代社會景觀舉例，亦即有特定物與人的關係爬梳，僅

以「世界觀」論，無法觀其相對於歷史的反叛張力。三者，如前所述，班雅明挑

選的每個章節皆相映社會現象而來，作為「介於中間」的碎片之一。若刻意僅以

一關鍵詞統括多項視野，將喪失班雅明還原被刪除掉的歷史之活潑性，是以本研

究以各章為最小單元，僅於結論交叉比對「介於中間」歷史碎片的相對位置。 

此三項差異，即本研究針對班雅明思想不斷修正的軌跡。這種推敲的研究痕

跡正如同班雅明思想的模糊與擺盪特性，透過解讀、嘗試描述這些模糊不確定的

過程，或許才能較為接近班雅明的複雜思想。 

 總而言之，我認為《拱廊街計劃》描述的並非一種特定的概念，而是空間化

後的思想佈排，研究者相當於在他創造的空間中繪製極為特殊的思想地圖。本研

究針對問題意識等一連串環環相扣的疑問，析論《拱廊街計劃》中的四章節，再

參酌班雅明的唯物主義者身分，假設班雅明的《拱廊街計劃》片段形式與歷史議

題關係密切。正如他在[S1,3]提出：「時尚的更替，永不休止的更新，避開了『歷

史性』思維；正確來說，這只能透過政治（神學）上的思維扳倒它。…」7「歷

史性思維」對他而言，是立於現代思考歷史的關鍵；換言之，察覺「如何避開歷

史性思維」即探問班雅明《拱廊街計劃》思想之敲門磚，也是研究者深入班雅明

思想核心的途徑。接續於此，各章的重點便是從文本中耙梳班雅明如何面向十九

世紀巴黎的多項議題，並針對既有系統理論拋出問題或進行反擊。 

 透過一個個群聚空間，班雅明重新以「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擺設歷史角度

的模式，由被刪除的歷史細節組成「介於中間」，凸顯以往既有史觀系統化隱藏

的排除細節。這些「碎片」細節其實一直都存在歷史之中，因此「介於中間」的

呈現方式，挑明了班雅明強調的歷史重點並非再行創造一套新的史觀，而是提出

一種新的觀看視野，以另一種描述方式避開歷史性思維，使歷史不再落入系統化

的窠臼。這種展示隱藏歷史的作法，在進步史觀或大敘事史觀等歷史性思維脈絡

下不可能出現，可以說，這也是班雅明提出另一種相對於詮釋系統的歷史視野之

原因。 

                                                      
7
 „The change in fashions, the eternally up-to-date <das Ewig-Heutige>, escapes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it is truly overcome only through a consideration that is political (theological).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3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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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整理資料並非為了統整某類說法或者歸納某類別，而是刻意透過這些

零散資料，或者說，是被系統排除在外的「碎片」，客觀呈現同一思考脈絡下的

其他描述角度，盡量避免物受到過度主觀詮釋。換句話說，S、F、O、H 等四章

皆各自為「介於中間」的呈現方式，然而卻又同時是「介於中間」的其中四部份。

另一方面，這些相對於既有社會現象所成形的「介於中間」，也就是另一種解讀

世界的描述方式。事實上，從「介於中間」的概念觀看歷史，也是班雅明的思想

總綱，而這同時也是他認為現代的特徵之一。因此，本研究不僅憑藉班雅明的生

平或事蹟作根據，而是由《拱廊街計劃》文本本身，從下而上重新還原班雅明的

佈局意識、材料選用背景，可以說，此即與其他研究相異之處。 

 

（三）、文獻回顧 

 以下文獻回顧將分別從地域和關鍵詞，將目前蒐羅到的相關文獻分作五部份，

分別為：班雅明著作、中文學界研究、外文研究、班雅明與歷史、班雅明與《拱

廊街計劃》。 

第一部分將重點放在班雅明本身的著作上，透過寫作背景、流離過程、以及

翻譯狀況等等，掌握對班雅明的基本學術認知。二、三部分則分別面向中、外文

學界，自班雅明歷來論著研究著眼，分別回溯中、英文世界的班雅明研究狀況。

其中，在「中文學界研究」部分，將整理分析目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論文成果和

研究方向，並舉出重要著作或譯作。雖同屬中文學界，研究間也常有互通與相似

處，但無論從期刊或者學位論文，皆可看出二地因政治、社會、經濟等相異發展

背景帶來的殊異。「外文研究」部分則轉向國外，蒐集歐美地區班雅明相關研究

資料。試圖藉由探究歷來相關研究中的分類位置與識別度，奠基研究基礎。文後

附錄另以表格形式，羅列中外學界相關著作、寫作年代、出版細目等。研究不同

時期或地域的研究者便會有不同成效，有助於耙梳整體研究趨勢。 

 第四、五部分則針對與本研究關係較為緊密的二關鍵詞為題：「歷史」與「拱

廊街計劃」。班雅明思想遍及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藝術等多類，就本研究

整理與觀察，認為他投注了許多心力在現代社會與歷史省思上，而《拱廊街計劃》

又是他的實踐著作。因此，本研究將限縮於此二關鍵詞，探究班雅明以碎片形式

書寫《拱廊街計劃》的理由，也就是「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成型的背景，更深

入進行梳理。 

藉由五部份的文獻回顧，釐清本研究之研究位置，並且試圖訂定較適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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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標。 

 

1. 班雅明著作 

班雅明的文章散落，目前整理彙編主要留存有德文版七卷《班雅明作品全集》

（Gesammelte Schriften）、以及六卷《班雅明書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另

有英文版五卷《班雅明作品選》（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選錄除了

《論德國悲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1928）和《拱廊街計

劃》（Das Passagen Werk, 1982）。8目前關於班雅明中、英文研究的資料源頭不外

乎此。 

其中，關於本文的研究對象《拱廊街計劃》，與之相關的最早筆記出現在一

九二七年，當時班雅明從莫斯科回到柏林後，開始蒐集一些關於巴黎的剪報。一

九三三年，因躲避納粹，班雅明逃亡至巴黎，經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引薦，為移往紐約的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研究

雜誌》（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2-1947）撰稿，隔年正式成為法蘭克福

社會研究所成員，每月獲五百法郎研究費。為兌現資助，班雅明提出六章《巴黎

拱廊街計劃：一個辯證意向》的研究大綱（後改名為《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九三七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同意班雅明以唯物觀點論述波特萊爾，後續才將其中一

章發展成為《波特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然而，一九三八年九月，當班雅明將《巴

黎：十九世紀的首都》第二章〈波特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寄往紐約法蘭克福交稿，卻被以不構成理論結構，

僅為資料堆砌為由，退稿要求修改；而後修訂的第二版文稿即〈論波特萊爾的幾

個主題〉（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一九三九年七月寄出，發表於《社會

研究雜誌》第八卷。隔年，一九四零年，班雅明結束生命，《巴黎：十九世紀首

都》成為未完成作品。9
 

                                                      
8華特‧班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香港：牛津大學，2012），頁 339。附

錄開頭即對班雅明之現存作品簡述。《班雅明作品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 eds. Rolf 

Tiedermann, Hermann Schweppenhae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2-1989）、《班雅

明書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 eds. Christoph Goedde and Henri Lonitz,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5-2000）、《班雅明作品選》（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eds. Michael 

Jennings, Howard Eiland, Gary Smi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005） 
9參見 Rolf Tiedmann, „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 Approaches to the Passagen-Werk‟, The Ar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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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的著作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零年期間產量豐碩，無論旅行途中或戰

爭時期，皆持續產出。由其作品列表，可看出廣博的關注層面，文學如普魯斯特

與卡夫卡、語言如人類整體語言與翻譯美學、藝術如超現實與機械複製攝影等。

由此可察覺，班雅明的作品反映了其所身處的環境，而這些時代處境毫不保留地

展示於後期的《拱廊街計劃》各章中。 

 以上可看出班雅明不排斥作品中呈現不同形式的書寫面向，正如他認知的各

領域皆擁有各自樣貌一般。因應不同情境，自該生成相異的自主系統／寓言空間，

這樣的空間呈現，可以說除了勾勒出其世界觀之外，更從各個系統的綜合中，進

一步使班雅明其人與思想顯得清晰。 

 

2. 中文學界研究10
 

相較於歐美六、七零年代興起的班雅明熱潮，11班雅明在中文學界的研究遲

至八零年代末期方才引進相關著作譯本與美學思想概述，而中文專書（九零年代

末期）出版整體而言又略晚於中文期刊論文（九零年代初期）。面對這樣的現象，

有學者認為譯本的出現時機，是想透過班雅明看待現代化衝擊的「進步」說法，

給予翻譯當時同處於強烈現代化、甚至中西文化衝擊下的社會一份指引；依此說

法，班雅明於中文學界崛起的時機，相當於為新舊時代的轉折點，以先驅的姿態，

展示個人與歷史距離的示範。12
 

中文學界的班雅明研究大致可分作：生平與著作介紹、整體思想剖析、原著

翻譯、以及關鍵詞延伸等四種常見類型，各類皆有交互跨用之例。早期研究多以

整體綜觀為主，即前三類型，近期則偏重第四類。除此之外，由於班雅明本身研

究範疇甚廣，連帶著他的相關論著亦有眾多面向，探討包含精神式的救贖美學、

現實與非真實之間的拉鋸、兒童教育、個體與群體的微妙共存關係、大眾文化生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29-945.；以及王人英，〈班雅明筆下的《新天使》密碼〉

王人英，〈班雅明筆下的《新天使》密碼〉，《世安美學論叢系列 I：2008-2013─在現代性的廢墟

上》（2010），頁 63-64。 
10

 中文學界班雅明相關理論研究詳情，請見附錄：表一。 
11

 1955 年，阿多諾整理其著作，出版德文《班雅明選集》二卷。隔年，「新左派」（New Left）

興起，歐美日等國大學生批判舊有共產與社會主義政黨，反對溫和專制主義、並主張關注弱勢，

此運動便受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影響極深。因此，涵蓋班雅明在內，法蘭克福批判思潮達

到高峰。接續，1978 年出版《班雅明書信集》、1972-1989 年間亦陸續出版七卷《班雅明全集》。

法蘭克福學派熱潮可參閱巴托莫爾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派》，頁 4。 
12

 劉紀蕙，〈談《啟迪：本雅明文選》一九九八年以中文出版之意義〉，《中央日報副刊閱讀版》

(1999/07/01)。劉紀蕙提到 1998 年出版的《啟迪》序言中，張旭東想藉著班雅明的作品翻譯呼應

當時中國現況，期望讀者能以更成熟的態度反思當代個人與歷史的微妙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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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藝術（電影、攝影、建築、小說…）、現象與城市現代性的互動等等。 

班雅明思想最初由中國大陸地區譯為中文，以《發達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論波特萊爾》（1989）與《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等專書為首，《讀書》雜

誌也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間頻繁連載介紹，其他期刊雜誌陸續跟進。對中國

大陸學界而言，八零年代引進班雅明思想，除了傳遞歐洲新知識，更視其為反映

時代之媒介，寄予其拯救社會的使命。13
  

台灣地區最早的班雅明特輯則集結於一九九三年時的《當代》雜誌，內容包

含三篇班雅明相關文章：還學文〈班雅明和他的思想─黨外馬克思主義者〉、張

錦忠譯班雅明文章〈旅行與犯罪小說〉、以及鄭培凱譯英國文藝理論家泰瑞‧伊

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的〈班雅明與布萊希特的文藝觀〉。事實上，更早

在一九九一年，張錦忠與陳瑞文即分別從語言哲學與美學的面向介紹班雅明，14

繼而指出台灣的班雅明美學熱潮，其實源自於「台灣攝影工作室」當時出版的二

本班雅明選文譯本：《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1998）與《說故事的人》（1999）。

15
 

以前者為例，透過班雅明二篇文章〈攝影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靈光」作為貫穿關鍵詞，攝影與藝術作品皆作

為省思現代性的媒介。眾多學者對於「機械複製」或「靈光」的概念進行延伸與

映證，陳瑞文和高千惠即直接地強調複製藝術品消失的靈光，認為是新時代的精

神再生，從純粹美學的儀式轉變成為帶有政治意涵的過程。16就此，高千惠另一

篇文章更針對「機械複製」，結合在深圳大芬油畫村執行的實際案例，探究「戲

仿」的藝術性。藉由山寨版藝術、「反─美學」等關鍵詞，討論靈光取決權應歸

於何處，甚至回溯藝術史，重啟對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和安迪‧

沃荷（Andy Warhol, 1928-1987）藝術挪用之思考。17
 

                                                      
13張旭東，〈從資產階級世紀中甦醒：本雅明與當代中國文化意識〉，《讀書》第 11 期，1988，頁

2。文中提到：「這樣一個爆炸性的理論話語空間自然同當時中國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密

切相關，更與八十年代特定的意識形態氛圍和知識份子心態彼此呼應…。更多地成為八十年代中

國變革的一種此時此刻的文化表象和徵候。」 
14參見張錦忠，〈言本的傳譯性與譯人的天職──班雅明語言哲學翻譯初論〉（1991）、陳瑞文，〈美

感起因的辯證：班雅明的美學〉（1991）。 
15陳瑞文，〈靈光消逝與前衛藝術──班雅明對於技術世紀的悲觀預言〉，《藝術觀點》第 3 期（1999），

頁 87。 
16
高千惠，〈物象有覺的班雅明〉，《藝術家》第 385 期（1997），頁 271-272；陳瑞文，〈靈光消逝

與前衛藝術──班雅明對於技術世紀的悲觀預言〉。 
17
高千惠，〈「班雅明計畫之後」：當代仿挪藝術的複製與生產之思考〉，《藝術觀點》第 46 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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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班雅明研究面向自由度大，不同研究者各循其學術背景取材，再深入論

析，例如現代城市美學、文藝理論、藝術哲學等。在藝術面向之外，專書部分如

石計生《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2007），則從文化面向，刨探班雅明的

美學概念。逕從盧卡奇（Lukács György, 1885-1971）、城市、閱讀等三方面，分

別闡述班雅明的「遊手好閒者（Flâneur）」概念如何影響城市意象，同時也從精

神與文化層次評析班雅明美學。其所提出的「圓現象閱讀」一詞，便是根據心理

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理論為基底，審視波特萊爾的巴黎漫

步與現代詩創作的關係，並探討觀者處於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位置，強調「同一」

與「差異」為同時存在、並可協調運作的一整體。書中還提及常見的「真實性」

議題：他認為若以「圓現象閱讀」的方式探看「真實」，眼前一切其實都只是當

下暫時、權宜式的狀態。這種說法不啻於加入中國哲學思想，提供另一種關注班

雅明「本真性」的角度，映證班雅明疑慮的「真實」，實非一成不變，而是持續

處於變動狀態之中。18
 

有趣的是，針對期刊與博碩論文部分，整合分析目前台灣和中國大陸二地的

班雅明研究，會出現一些不斷重複的關鍵詞，但這些關鍵詞卻因地域與社會背景

差異，發展出相當歧異的研究發展取向，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選取的範圍與操

作的方式。 

台灣的班雅明研究範圍多落在「文學」、「跨界藝術創作與理論」、「漫遊者」、

「科技運用」等四類：「文學」主要以班雅明的翻譯理論〈譯作者的任務〉作為

出發點。自早期的班雅明研究始，便以文藝與翻譯理論佔大多數，19尤以〈翻譯

者的任務〉為基點，討論原文與譯本轉換之間的模糊地帶。稍後，班雅明思想運

用於藝術的趨勢後來居上，筆者統稱為「跨界藝術創作與理論」，以班雅明思想

作為其中一支點，另外尋找理論或創作形式進行對話，理論方面包含了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阿多諾、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20藝術創作方面則如蘇聯導演愛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1898-1948）、德國藝術家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

                                                                                                                                                        
頁 128-135。 
18石計生，《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台北：群學，2007）。討論「圓現象閱讀」時，作

者以約翰‧艾利斯（John Millott Ellis，1831-1894）, Against Deconstruct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0.作說明：「意義不存在於作者的心理過程─那是觀察不到且無法發掘

的，意義存在於作者使用特別語言系統所呈現的文本之上。」 
19
張錦忠〈言本的傳譯性與譯人的天職──班雅明語言哲學翻譯初論〉（1991），以及黃惠華〈翻

譯／轉形：論華特‧班雅明[譯者之責]〉（1996）。 
20

 參見蔡翔任，〈技術、靈光、與政治擬造─海德格與班雅明〉（2001）、林純如，〈如何審視藝

術？以阿多諾與班雅明「文化工業」之美學分析〉（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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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等。21根據量化數據，即可清楚看出文學與藝術二研究聚落的比例大幅

領先；而就論文統計與刊物載體來看，能明顯觀察出台灣近三十年來的班雅明研

究者，以文學背景研究者居多。22這從前述「台灣攝影工作室」早期翻譯出版的

二本小書，亦可一窺台灣學界以藝術與文學作為關注班雅明的傾向重點。 

至於中國大陸的研究關鍵詞，則落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現代性」、

「拱廊街計劃」等四大類。其中與台灣最為相似的研究取向在於「現代性」，亦

即「漫遊者」的主題上：藉由班雅明塑造出的波希米亞文人形象，各自向市場生

態、建築、都市文化、日常生活等美學意義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學界較為

重視班雅明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面向的論著或觀念，此與台灣學界近

來著重發展「跨界藝術創作與理論」、「科技運用」之趨勢為近來差異甚大。 

就歷史與社會層面而言，此一現象可再次歸因社會背景於一九六零年代以來

的極大轉變：中國大陸自推行「新文化運動」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國家社會

主義跟著傳入，從此便在保存中國文化與西化之間掙扎。23同時期，台灣則盛行

自由經濟，遂面臨國內市場飽和問題，而改出口貿易；基於這樣的背景，社會積

極發展資本主義，進而帶來數位科技的發展，人們因此邁入資本主義社會，24進

而擴張成另一個機械複製的階段。25因此，藉由〈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

文提出的科技時代現象、以及科技與藝術的跨域必然性，加之衍生出許多關於數

位影像、影像政治、藝術作品靈光，台灣的班雅明研究面向了當代藝術與科技時

代的關係、以及跨界藝術運用於當代藝術的現況、展望以及挑戰。 

上述可見，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班雅明研究各異其趣。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班

                                                      
21

 參見王人英，〈班雅明筆下的《新天使》密碼〉（2014）、曹筱玥，〈以班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美

學觀談數位互動裝置之創作內涵〉（2015）等。 
22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中鍵入「班雅明」搜尋：檢閱資料共八十三筆，最高的為語言文字學

（38 筆）、藝術（23 筆）、社會科學（8 筆）、哲學（4 筆）、史地總論（4 筆），而刊載這些論文

比例最高的在《中外文學》（12筆）、《當代》（8筆）、《淡江外語論叢》（5筆）（檢索日期：2016/07/24）。 
23〈巨變時代的世界觀──《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摘要〉（2007/10/04）。與談人張汝倫反思 1980

與 1990 年代之後，中國學界多追求西方理論，而不重視現實社會的憂心：「1990 年代以來…我

們經常談到馬克思‧韋伯，去看他的傳記，他一生關切著人類的問題、歐洲的問題、西方的問題、

德國的問題，都是很現實的。但我們在專業性這樣一種很漂亮的修辭和表達之下，缺失了我們對

現實的關注。」http://www.snzg.cn/article/2007/1004/article_7217.html（檢閱日期：2015/01/12）。 
24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臺北縣：左岸文化，2002），頁 151-153。紀登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成形於十

九世紀之後，並提出其主要包含「分立的經濟領域造成了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國家與獨立經濟

在制度上的聯合大幅影響國家統治模式」等五項特徵，本文就此推論這因如此不同的社會背景，

使得台灣與中國的班雅明研究分別朝向了目前的分野。 
25邱誌勇，〈網路空間的影像政治：從數位化藝術影像談起〉，《資訊社會研究》，第 15 期（2008），

頁 117。文章開頭即提到：「在這個階段裡，資本主義將藝術影像加以複製並數位化（digitization）

至網路空間上，並強勢地將藝術複製影像納編（incorporated）進其經濟範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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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思想原本關注的即整個時代的變動，致使研究其理論便也忽視不得同時代的

橫軸成果。 

至於班雅明的相關理論之中文譯作，26列舉二書為例。班雅明好友漢娜‧鄂

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一九七三年幫班雅明編輯文集 Illuminations 時，

以傳記書寫形式完成序言：〈華特‧班雅明：1892-1940〉（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分別收錄三部分──「駝背人（The Hunchback）」、「黑暗時代（The 

Dark Times）」、「潛水採珠人（The Pearl Diver）」，藉此回顧班雅明其人與思想。

文中頻繁引用班雅明與友人的書信往返集、其著作包括〈歷史哲學論綱〉在內等

作品，例如第三部分提到班雅明作為收藏家，便梳理了其人格特質、成長生平、

或書寫作品時的原則，希望藉由這種思想殘片的形式，使讀者下意識以為字句間

皆為班雅明的喃喃自語，或只是他以一個近似說書人的角色，讓文字彼此對話著，

既客觀又帶有感性地訴說著他者的故事。漢娜‧鄂蘭這篇傳記形式的文章，召喚

回班雅明一直盼望的「死亡」回返，27由此書的初版年份，可以說，鄂蘭是最早

為班雅明設立學術價值與位置的學者。 

另外亦採用評傳形式紀錄班雅明的文章，還有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收錄的〈土星座下〉。文中提到，班雅明選擇書寫對象時，會特別挑

選，用以回應自己身上帶有的「憂鬱、淡漠、專注、延遲」的「土星氣質」。例

如巴洛克戲劇因為有「土星性格的淡漠憂鬱」（Saturnine acedia）而顯得戲劇化；

其他如班雅明常提起的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普魯斯

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等人，桑塔格

稱他們也都呈現此特殊氣質。雖然與鄂蘭的〈華特‧班雅明：1892-1940〉皆以

班雅明為對象的短篇評傳，但在內容上卻有所差異，以書名為例，即可看出清楚

察覺：鄂蘭以一則客觀、看似不帶情感的紀年形式為題，並不預設班雅明的特質，

而〈土星座下〉則直接指出桑塔格認為最能彰顯班雅明的「土星氣質」。桑塔格

甚至指出：「班雅明將他自身，他的氣質，都投射到所有作品的主題裡，而他的

氣質也決定了創作方向，選擇與他氣味相投的加以發揮。」28，他強調的是班雅

                                                      
26

 班雅明相關翻譯著作出版詳情，請見附錄：表二。 
27

 華特‧班雅明，〈講故事的人〉，《啟迪：班雅明文選》，頁 130。「在現代社會，死亡越來越遠

地從生者的世界中被推移開。」對班雅明而言，想要在快速變遷的二十世紀現代社會中尋回傳統

生活中的永恆，只有「死亡」一途能辦到，他所指稱的「死亡」是寓言式的，就像是靈光的「消

逝」、卡夫卡對真理的「放棄」，才能重新以新的姿態觸及新與舊文化的核心。 
28

 Susan Sontag,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1)；中譯本─廖思逸、陳耀成、姚君偉譯，〈土星座下〉（台北市：麥田出版，2007），頁 143。

桑塔格為七位在思想或個人特質上帶有所謂「土星氣質」的藝術家或理論家書寫評論，並且集結

成冊，例如華特‧班雅明、羅蘭巴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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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意驅離自己的邊緣性，藉由土星的遲緩與憂鬱特質，緩慢地凝視時間與空間，

並灌注至凝視對象的土星特質面，擺進其建立起的寓言式空間中，其實這種說法，

便是從班雅明作為「收藏家」的角度書寫。可以說，桑塔格關注的是班雅明的人

格與學術特質；相較於此，鄂蘭陳列的卻是班雅明的生命過程，或者更精確地說，

是他與時代的碰撞關係。 

另一譯作《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則從政治角度

切入，即便與本研究的立場不甚相同，但書中不以片面詮釋的方法理解班雅明的

碎片書寫，反倒將研究作為作者和理論者的對話平台之作法，對本研究欲貼近文

本觀察的期望具一定程度影響。伊格爾頓在序言中即指出他的書寫與班雅明的話

語之間，「並非是一種反思或複製的關係，而更像兩種話語疊加而產生出第三種

話語」。29透過馬克思主義、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狂歡概念、

以及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等作

家為對象，重新耙梳班雅明對歷史哲學、德國悲劇寓言、文本修辭特性等革命面

向，並且提出對革命批評的疑問及其潛力，甚至從靈光和商品的討論，呈現藝術

的政治革命特性。 

藉由整理中文學界的班雅明的研究成果，包括專書、學位論文、專文、譯著

等，回頭定位本研究：有別於選取單一概念對照應用層面，本研究與既有研究差

異之處，在於片面節錄運用的作法僅僅延伸了班雅明所採集的資料，而非真正探

求其思想本身。本研究將以《拱廊街計劃》一書為核心，透過一步一步分析文本

的過程，析究班雅明的觀察途徑與動機，加之以台灣與中國作為主要對照組，而

不只是從某片段概念、某事件、甚至建築體本身理解。 

 

3. 外文研究30
 

 歐美的班雅明研究早於二十世紀中期就開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間出

版《班雅明全集》之後，更是在九零年代成為顯學。專書與專文產量皆十分豐富，

其中也有許多關於班雅明各類選文輯彙編。 

 史丹佛大學出版的 Benjamin’s Ghosts: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29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郭國良、陸漢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i。 
30

 班雅明外文研究詳情，請見附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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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ltural Theory，序言即引用班雅明《柏林童年》的〈幽靈〉一文所提到關

於鬼魂的經驗，31延伸作為班雅明直到現代，還是對各方面有著像是鬼魂般如影

隨形、無處不有的影響，研究層面從德國、文學、文化研究，更擴及到了建築、

視覺藝術、藝術史、影像研究、人類學、溝通理論、社會學、神學、歷史學、政

治學、以及哲學等等。32根據這些範疇，編者 Gerhard Richter 將集結的十四篇文

章區分為四種面向：影像文化、本真性經驗、歷史反思、邊緣形象，藉此回顧班

雅明帶給現代社會的影響。 

與 Benjamin’s Ghosts 同時出版的，還有 Graeme Gilloch 的 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Constellations，此書分類的涵蓋範圍較廣，共有文化碎片化、消費商品

化、都市化、大眾媒體與複製、科技變異、歷史進展等六面向。相對於 Benjamin’s 

Ghosts 的領域分類，Gilloch 較偏向以議題的方式呈現班雅明思想。他提出的主

要問題訴求，即在於思辨「班雅明的現代批評能否被理解為『後─現代性的前歷

史』？」論辨過程將班雅明定位為現代思想的關鍵角色，指其立於現代浪頭重要

的起承位置，一定程度影響到同期或後期理論家，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33 

 上述二書的分類偏向社會或文化層面，‘With the Sharpened Axe of Reason’: 

Approaches to Walter Benjamin 一書則出現較為不同的分類。除了出現常見的現代

性與後現代的專文之外，較為特殊地，另還集結了以下討論面向：從女性主義或

性別的角度論文學與《拱廊街計劃》中的欲望、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等。34例如

Sigrid Weigel 的文章即提到小說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23-1985）的作品如

《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與班雅明的書寫皆為解構形式，只是卡爾維

諾的描述方式強調想像的力量，其城市以男性神話為基底，卻總渴望著擁有陰性

特質；而班雅明的城市，Weigel 則認為他以地質學的書寫方式，尋覓並試圖解讀

「城市的視覺與身體空間」。35 

                                                      
31

 Gerhard Richter, “Benjamin‟s Ghosts,” Benjamin’s Ghosts: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 „A ghost had appeared to me. I could hardly 

have described the site of its workings. Yet it resembled somebody I knew, but who was inaccessible to 

me.‟引文中譯可參閱《柏林童年》，王涌譯（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2012），頁 110。 
32

 Gerhard Richter, “Benjamin‟s Ghosts,” 2. 
33

 Graeme Gilloch, 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Constellations (UK: Polity Press, 2002), 234-236.此問

題原文為：“Could Benjamin‟s critique of modernity be understood by an archaeologist of our „recent 

past‟ as the „prehistory of post-modernity‟?” 
34

 ‘With the Sharpened Axe of Reason’: Approaches to Walter Benjamin, Ed. by Gerhard Fischer 

(BERG, 1996), 4. 
35

 Sigrid Weigel, “Reading/Writing the Feminine City: Calvino, Hessel, Benjamin,” „With the 

 



17 
 

 傳記方面，以法國哲學家與評論家Bruno Tackels出版的Walter Benjamin: Une 

vie dans les textes（2009），以及 Howrad Eiland、Michael W. Jennings 近期合著的

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2014）為人熟知。36前者從文本脈絡分析回溯班

雅明其人；後者則從作者本身出發，專注於其生涯過程，從評論、政治等面向反

映其生活經驗，其中涵蓋了對班雅明的論著，如〈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波特萊爾相關文章、以及《論德國悲劇起源》等，進行深度剖析。另外，Esther Leslie

的Walter Benjamin，更是早期研究班雅明生涯與學術發展的評傳，概分作六階段，

紀錄班雅明生命中的轉折經歷。有趣的是，在後記中，Leslie 從文化層面切入，

列舉了數項與班雅明相關的藝術創作，其中包含針對其經歷甚至其時代背景展開

的紀錄片和虛構小說、或受其思想影響創作的版畫、繪畫、影像、裝置藝術等等。

37
 

再者，關於班雅明的外部研究，若往前回溯，最早可推至一九九零年的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1990）這本重要的

班雅明研究專書。此書出版前，歐美學界多以翻譯班雅明著作為主，這本書可說

是最早以專題形式論述班雅明的專書之一，也是完整研究《拱廊街計劃》的先驅。

從此書被其他班雅明研究專書引用的頻率，可映證其重要性，許多研究便以此作

為發展起點，發展出不同面向研究。Susan Buck-Morss 將內容劃分成三部分：第

一部份，分別從時間和空間軸回顧班雅明的成長與學術發展。時間軸主要以《論

德國悲劇起源》（1925）與《單行道》（1928）為引線，透過共同觸及的寓言主題，

重新審視班雅明充滿矛盾的生命特質和學術歷程；38空間軸則另以四座城市──

巴黎、莫斯科、那不勒斯、柏林為基點，分別從政治革命家與童年的角度，回顧

班雅明的布爾喬亞身份、以及神秘文明的背景養成。第二部份的四則小標則以類

                                                                                                                                                        
Sharpened Axe of Reason’: Approaches to Walter Benjamin, 6. 
36

 David Ferris, “David Ferris reviews 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 review of 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 by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hicago Journals, July 09, 2015, Critical 

Inquiry, http://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david_ferris_reviews_walter_benjamin_a_critical_life/. 
37

 Esther Leslie, Walter Benjami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219-226.文中舉例的相關藝術作

品：David Mauas 於 2005 年拍攝完成的 Who Killed Walter Benjamin?片中重返數處所謂的「犯罪

現場」，如西班牙邊界 Port Bou 小鎮、班雅明曾下榻的飯店等，以紀錄片的方式提示何為班雅明

的致命殺機；小說則如 Jay Parini的Benjamin’s Crossing (1997)、Bruno Arpaia的The Angel of History 

(2009)，班雅明於故事中皆成為主角；R. B. Kitaj 創作了油畫 The Autumn of Central Paris (after 

Walter Benjamin)(1973)、Valerio Adami 亦以思索中的班雅明為原型，創作石版畫 Ritratto di Walter 

Benjamin(1973)。 
38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18.《論德國

悲劇起源》（1925）與《單行道》（1928）成書年代相近，內容相似但風格卻不同：前者試圖隨著

文章推進，解除寓言在巴洛克戲劇中的重要性；而後者則從各項日常物品中尋找並轉化成寓言；

換言之，前者班雅明試圖要呈現的是解構後的零散碎片，而後者則是經由一個構想的世界而重新

組裝聚合的碎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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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文字遊戲的排列組合呈現，針對神話、自然、歷史三項概念，探討四個班雅明

感興趣的理論面向。39第三部份則立基於第一與第二部份的分析上，更深入地從

班雅明的歷史觀，審視《拱廊街計劃》的時間層次。最重要的，Buck-Morss 此

書以時間與空間作為主要分析架構，應用連結至社會學、甚至展覽領域等，因此，

同時也是班雅明外部研究的早期發源。 

 另有諸多以班雅明思想中的關鍵詞進行延伸的專論，例如關於「本真性」議

題，早於一九九八年，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一書中便集結了十一篇相

關論文，從空間、圖像、傳統與現代、記憶等面向，深入探討班雅明面向現代性，

所呈現沒有清楚界線的「真實」說法。40其中，像 Zygmunt Bauman 便在„Walter 

Benjamin, the Intellectual‟一文中，針對他將班雅明視為知識份子的原因，藉

Maurice Blanchot 一段話援以為證： 

 

當我們回答了肯定的答案，便會同時失去了一些特定、確切、直接，以及

另外一些開放、豐富的可能性…可能性，指的不僅是什麼是可能的。透過

可能性，更應該要看到那些少於現實的。可能性在這個新陎向中，是高於

現實的…它建立了現實與基礎。41 

 

現今討論「真實」的理論基礎中，雖然還有更多其他說法，但 Blanchot 的這種

說法已經成為極普遍的一種。Bauman 宣稱，這也是他主張班雅明應該被視為是

「可能性」的哲學家與實踐者之理由。 

Graeme Gilloch 則針對班雅明與「城市」的關係出版的專書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即從城市的面相、現象學、神話、歷

史、政治等，討論班雅明筆下的城市空間。Gilloch 關注的是：「班雅明的「城市」

                                                      
39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56-57.第二

部份四個小標為„Natural History: Fossil‟、„Mythic History: Fetish‟、„Mythic Nature: Wish Image‟、

„History Nature: Ruin‟，分別討論《拱廊街計劃》作為十九世紀非歷史、班雅明的進化論批判、

收藏品意味著新科技與烏托邦想像之間的辯證、以及波特萊爾的現代性寓言，Buck-Morss 認為

這種區分小標的做法，能回應《拱廊街計劃》多元卻又有節制的書寫特色。 
40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edited by Laura Marcus and Lynda Nea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98. 
41

 Zygmunt Bauman, „Walter Benjamin, the Intellectual,‟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74. „dans 

le Oui de la réponse, nous perdons la donneé droite, immédiate, et nous perdons l‟ouverture, la richesse 

de la possibilité...La possibilité, ce n‟est pas ce qui est seulement possible et devrait etre regardé 

comme moins que réel. La possibilité, en ce nouveau sens, est plus que la réalité... La plssibilité établit 

la réalité et la fonde.‟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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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現實中、以及其他學者或作品中的「城市」，有何不同？」透過這道拋出

的核心問題，理解班雅明特殊的切入觀點，並由此考察班雅明的書寫受到馬克思

主義、猶太神秘主義、德國浪漫主義、前衛現代思潮影響之後的定位。42圍繞著

巴黎書寫的《拱廊街計畫》，其目的便是藉由零碎的現代碎片，描述帶有舊時代

遺跡的現代城市經驗。換句話說，以 Gilloch 的觀點，《拱廊街計畫》如同《柏林

童年》，展現出具辯證意味的動機，可視為是面向現代社會生活的複雜批評理論。

43
 

 

4. 班雅明與歷史 

本研究彙整班雅明列舉的四種社會面向，相對於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等既有制度下的歷史理論，以「介於中間」的視野呈現班雅明聲稱

「碎片」歷史的重要性。可以說，論析班雅明的歷史議題即分析其革命結果，正

如 Bauman 認為，班雅明作為一名知識份子的目的，即在於「重寫歷史」；據其

面對變動傳統的理念，可以理解這樣的「重寫」並非給定一套新意義，意義的規

範之於他，只是另一道囹圄，他給自己的責任是面對歷史，並且從詮釋與編年史

中釋放「被刪除掉的」細節，這是他認為身為知識分子，在學術上須對理想與現

實負責的作法。44
 

自〈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就知道他的書寫無法完全脫離政治

與歷史目的，不像同時期習慣將重心放在擴張的資本、傳統教育、法西斯主義等

強調某種特權的趨勢上，班雅明開始挑戰主流的政治與美學取向，以分裂的方式，

迫使閱讀、思考、行動的模式重新洗牌，藉此刺激受者的既定思想。45
 

以此作為透過「介於中間」的歷史視野，班雅明指出刻意主觀選擇而抹煞的

歷史存在。伊格爾頓曾提到：「歷史唯物主義必頇真實存在，不能減約為話語。」

                                                      
42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UK: Polity Press, 1997), 

4-5. 
43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115-116. 
44

 Zygmunt Bauman , “Benjamin, the intellectual,”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edited by Laura 

Marcus and Lynda Nea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98: 83. „In a history without a telos and a 

pointer, without a deterministic chain pulled ahead and thus kept straight by its still invisible, yet fully 

defined end, …-- in such a history, every moment, every „now‟ becomes pregnant with significance, a 

non-contrived and borrowed significance, a significance all its own.‟ 
45

 Esther Leslie, Walter Benjamin, 232. „Benjamin understood his work on this and many other 

occasions as a challenge to the prevalent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His work forced divisions, nailed 

corrupt lines of enquiry that defend ownership and tradition, and attempted to the theorize and 

galvanize newly forming audiences with new and liberating modes of reading, thinking and 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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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此一說法不啻證實，過去並非只是虛幻的投影，而是真實存在過的紀錄。班雅

明透過青年藝術風格或者鐵造建築等，建立起的理想擬像或夢想集合體，也皆非

架空的抽象空談，反而是實踐在歷史上的相對現實。從另一角度看，《拱廊街計

劃》亦可稱作是班雅明的反歷史表現。假若夢想僅建立於過去或歷史上，那麼有

篩選的歷史將使得現實變得單向，也省略掉夢想具反動性的現實層面，從綜合體

被簡化作想像的烏托邦。 

可以說，班雅明藉由「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反思「歷史主義」的適切性。

伊格爾頓指出，班雅明的「反歷史」立場體現於他將歷史問題比喻作星座：「與

其說這是一個歷史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具有美學價值的某些歷史星座問題」47。

一直以來，歷史主義總企圖以因果關係綁架歷史；然而，班雅明卻在其他文章中

表示歷史唯物主義的使命，即在於重新組成歷史星座。48因此，伊格爾頓表示班

雅明的「星座」說法，試圖回到歷史的「新冰河時期」，脫離以往目的論稱霸的

歷史掌控，如此也才有機會暫時抵制資本主義的壟斷。49這種「星座」的比喻與

呈現形式，以及反歷史主義的立場，強調的是歷史不能被簡化成單一個體；更進

一步，唯有保持其複雜的面向，也就是班雅明所說的「星座」狀態，才不至於總

只能接收同質歷史。本研究認為，此亦即「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核心關懷。 

此外，伊格爾頓也認為，班雅明以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er, 1900-2002）

對於「中間地帶」進行的辯證關係作為發想起點，50思考「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

亦即本研究強調的變動的「介於中間」。以艾略特為例：只要出現新事物，即使

是很小的介入，既有的完整秩序便該因應新元素進行修改，如此累積下來的無數

微調便是積累時代的成型基礎。換句話說，整體而言，枝微末節的介入都會帶來

改變，而他主張保留這些枝微末節，亦即以「碎片」的形式留存於歷史或現實之

中。這是新與傳統的一致性，會因為非進步、亦非經驗主義發展的比例或相關性，

不斷產生變化。51由此可觀察出，班雅明反對的並非歷史本身，而是造成歷史偏

頗的原因。因此，他提出「介於中間」的歷史視野，以現代社會中各種面向的不

可見部份，重啟新的歷史角度。此亦即《拱廊街計劃》在形式上不同於其他著作，

也迥異於其他理論者之處。 

                                                      
46特里‧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67。 
47
特里‧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64。 

48
華特‧班雅明，《啟迪：班雅明文選》，頁 259。 

49
特里‧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66。 

50
特里‧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69。 

51特里‧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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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班雅明的歷史理論並不屬於二十世紀末期的興起的新歷史主義系譜，

但新歷史主義卻常引班雅明的歷史論點為本，因此時有誤會。Fritz Breithaupt 便

指明班雅明的歷史論點與新歷史主義的相異之處：不同於新歷史主義，班雅明的

目標並不在於設立新的流派、或者躍為學院機構內部的主流趨勢，而是使精英制

度化不再獨大，同時也能察覺由此而生的幻象之行動。52換言之，新歷史主義僅

限於處理知識份子有制度下的單一想法，並將這些處理過的、「溫順的」想法稱

之為歷史；但對班雅明而言，「歷史不僅僅為一種主題，而是抗拒作為一種『主

題』的經驗名稱。」53歷史不只是人們必須背負的過去，而是掙扎於典範與轉型

之間的證明。 

更進一步，Gilloch 從〈歷史哲學論綱〉中，歸納出班雅明批判「歷史主義」

的原因。在班雅明眼中，「歷史主義」製造出三種「歷史神話」：歷史終結、歷史

移情、歷史進步，這些扭曲歷史的說法正是他始終抗拒「歷史主義」的理由。「歷

史終結」主張一種完整包覆、密不透風的「通用歷史」，將過去視為是靜止的物

件，事件一旦發生就不會再重複。「歷史移情」則強調人們若真的想獲得過往的

知識，移情作用便是重要關鍵，唯有將自己放在歷史角色的位置，才可能擁有如

同過去一般的視野。「歷史進步」則指已經成為完成式的過去，其實還與現在交

織一塊兒，換句話說，歷史被視為是一種概念化後的連續事件，會在現代發展到

最高點。54如此明確的清算，致使班雅明在《拱廊街計劃》中，採用了群聚的碎

片形式書寫，目的即在於撇除歷史主義絕對的進步幻象，如同討論「永恆的新

（ever-new）」與「總是相同（always-the-same）」的異同，以及二者對現代的影

響。55
 

 另外，針對「前歷史（prehistory）」的討論，如 David Frisby，即以《拱廊街

                                                      
52

 Fritz Berithaupt, “History as the Delayed Disintegration of Phenomena,” Benjamin’s Ghosts: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202. „Different from New Historicism, 

Benjamin‟s goal is not the constitution of new schools or trends within the safe frame of the institution 

of academia…but rather the act of making the institutionalized intellectual unnecessary, and the 

awakening from this illusion as well.‟ 
53

 Fritz Berithaupt, “History as the Delayed Disintegration of Phenomena.” „For Benjamin, history is 

not a mere topic; rather, history is the name for an experience that resists being a “topic”.‟ 
54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107. „For Benjamin, 

historicism falsifies history in three main ways: 1) The myth of historical closure….Historicism claims 

to present a complete, all-encompassing „universal history‟. 2) The myth of historical empathy. 

Knowledge of the past is to be gained through the act of „empathy‟… 3) The myth of historical 

progress. For, historicism, while the past is indisputably finished, it is also unambiguously linked to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chain of intervening occurrences.‟ 
55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108. „Benjamin‟s critical 

task involves an intricate, twin operation: first, to reveal the ever-new (fashion, nouveauté) as the 

always-the-same (bourgeois pre-emin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mythic itself) a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transitory and 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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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為例，論述後現代性的「前歷史」，談論拱廊延伸或象徵的現代欲望。56而

Richard Wolin 則稱《拱廊街計劃》便是班雅明透過對十九世紀廢墟的想像，完成

的「現代前歷史（prehistory of the modern）」。57
 

 

5. 班雅明與《拱廊街計劃》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零年間，班雅明專注於《拱廊街計劃》寫作上，此書可謂

班雅明對十九世紀巴黎的研究整理，也相當於一部「書寫創作」：看似沒有邏輯，

以「碎片」的摘錄形式架構全書，其實背後相對應的包括了他對歷史的反思、學

術的理想，以及對同期理論作的回應。本研究即透過其中四章，觀察《拱廊街計

劃》，試圖自特殊的「碎片」形式中窺見班雅明思想的核心，並對應班雅明個人

與學術生涯的位置，作為本研究與既有研究的差異測定。 

〈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後通稱為 Exposè of 1935），為一九三五年班雅

明應社會研究所要求，完成的第一版計畫報告書暨大綱，亦即《拱廊街計劃》發

想主軸。58接著在一九三九年，以 Exposè of 1935 為基礎，續以法文提出第二份

內容更廣泛、更具理論基礎的報告書（Exposè of 1939）。雖然《拱廊街計劃》最

後並未完成，但這兩份文件與一系列研究筆記的檔案呈現了《拱廊街計劃》不同

時期的過程與材料蒐集狀態，亦可視為班雅明思想龐雜矛盾的寫照。《發達主義

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1989）第三部分即收錄了〈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一文。由其導言

及譯者序，59可讀出譯者重新整理並出版班雅明著作的理解與為文態度：「班雅

明的奇特風格也許是他奇特的社會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現…隱晦的意圖是在寓

                                                      
56

 David Frisby, “Walter Benjamin‟s Prehistory of Modernity as Anticipation of Postmodernity? Som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With the Sharpened Axe of Reason’: Approaches to Walter Benjamin, 

15-32. 
57

 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2), 175. 早在最初《德國悲劇的起源》研究中，班雅明就已經採用「前歷史」的手法討

論，只是那時的想像對象是十七世紀的德國悲愴劇。 
58
一九三四年，班雅明全心投入《拱廊街計劃》寫作，頻繁出入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查閱資料（巴黎國家圖書館也幾次作為案例出現在他的 F 章鐵造建築中）。選擇巴黎

的原因，則是因為二零年代末期，班雅明有機會與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交往談話，雖互有助益，但

他同時認知到了自己與同期理論家的觀點差異，因而對德國作家產生某種程度上的疏離感；再加

上遊歷多地後，他覺得相較於德國，自己更親近於法國文化，因而寫作一篇短文：„The Ring of 

Saturn‟或作„Some Remarks on Iron Construction‟（Der Saturnring oder Etwas vom Eisenbau
 
, 

1928-1929），此文可視為整部《拱廊街計劃》的起點。 
59
參閱華特‧班雅明，《發達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張旭東、魏文生譯（台北市：

臉譜城邦文化，2010）。導言、譯者序分別由唐諾〈唯物者班雅明〉（頁 7-27）張旭東〈班雅明

的意義〉（頁 29-62）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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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意義上具體地呈現出完整的時代與體驗地內在的真實圖像…」。60不僅研究

波特萊爾其人與生活，更透過與「波特萊爾」相關的事物與現象，從寓言的意義

觀看波特萊爾。 

這種藉由班雅明的寓言視野，試圖引導讀者從較貼近班雅明的角度閱讀譯文

的方式，即班雅明自「介於中間」的立場面對歷史議題的方式：不直接觸碰議題

本身，而是透過周遭的相互指涉，逐漸限縮物的範圍，進而觀察到物的最純粹部

分。61正如 T.J. Clark 針對《拱廊街計劃》內容的概括形容：流離、詩意。即使這

部《拱廊街計劃》作為班雅明的臨終未竟之書著名，但 Clark 在書評中，指出此

書並不僅止於此般簡化的表面象徵性。就像班雅明雖然身歷戰爭之苦，卻不曾以

書寫直接控訴戰爭或集中營等歷史不公，而是試圖透析戰爭的源頭，或者說，透

過各種面向，將重點放在對布爾喬亞社會的哀嘆，回到現代的起源，關注資本主

義社會下的各種現象。62
 

《拱廊街計劃》的材料包含了文學研究與批評，甚至擴大到社會史與文化史

面向。從 John McCole 的說法可知，此書除了本身內容確實涵蓋這些廣博面向，

更是班雅明自身思想轉向的實證。McCole 認為，班雅明能夠理解並具現化大量

資訊，奠基於他對文學、資本主義、工業、都市化等與現代相關的長期研究。63

因此，更進一步分類班雅明的選材，將《拱廊街計劃》的內容區分為四大類：十

九世紀物質文化、經驗形式、個別作家與藝術家、結構原則。例如拱廊、鐵造建

築、室內裝飾、鐵路、全景、攝影等現代產物，便被 McCole 劃分至「十九世紀

物質文化」一類；而收藏、賭博等行為，則歸類為「經驗形式」脈絡。64然而，

此般分類也只是便於說明而簡化的一種分類方式。事實上，班雅明的碎片形式，

並無法以單一類別輕易囊括。以本研究第二章為例，雖然選取的是「青年藝術風

                                                      
60華特‧班雅明，《發達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頁 29-30。 
61華特‧班雅明，《發達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頁 95。如波特萊爾眼中的「波希米

亞人」，其實指涉的正是班雅明認定的真正文人處境：文人如同波希米亞人的處境一般，被迫隱

身於大眾市場中，穿梭於巷弄之間蒐集專欄情報：「波特萊爾明白文人的真實處境：他們像遊手

好閒之徒一樣逛進市場，似乎只為四處瞧瞧，實際上卻是想找一個買主」。 
62

 T. J. Clark, “Reservations of the Marvellous.” „I could have done without the memoir of Benjamin‟s 

flight and death at the end of the book, but this is because I believe we should read The Arcades 

Project as mourning for bourgeois society, not as a long premonition of the war and the camps.‟ 
63

 John McCole,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ntinomies of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93): 280-281. 
64

 John McCole,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ntinomies of tradition, 281. „He assembled his copious 

notes in bundles whose headings range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cades, 

fashion, iron construction, interiors, railroads, panoramas, photography, world exposition halls) to 

forms of experience (boredom, collecting, flanerie, prostitution, gambling), individual writers and 

artists (Baudelaire, Grandville, Fourier, Marx, Blanqui, Saint-Simon), and constructive principles 

(epistemological notes, critiques of historicism and idea of progress, observations on dreaming and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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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班雅明核心闡述的實為其「介於中間」的歷史觀，同時橫跨 McCole 分

類的「十九世紀物質文化」與「結構原則」二類。由此可見，「青年藝術風格」

僅為班雅明解讀十九世紀巴黎的「媒介」之一，用以窺見碎片化的城市、碎片化

的歷史、甚至碎片化的現代。班雅明的碎片書寫，材料間會彼此相互疊合，這也

是《拱廊街計劃》一書複雜之處，亦可看出班雅明面對歷史材料的反思與謹慎。

從另一方面看，可以說，McCole 的分類方式，其實就是以《拱廊街計劃》的「媒

介」材料進行分類。 

假若於華藝線上平台鍵入關鍵字：「拱廊」，與之相關的台灣學位論文有八篇，

其中四篇與消費空間相關，都不是分析《拱廊街計劃》之文本本身；換句話說，

目前台灣對於「拱廊」的研究，多以應用為主，採取《拱廊街計劃》的內容或某

部分要素作為材料，針對建築體本身或者室內空間作為主要對象。65同樣的關鍵

字搜尋中國碩博論文則出現十一篇，卻也少與班雅明有直接關係，多以實際建築

工法規畫為主，例如分析商業空間或各時代民居構造等等；66其中，馬維娜較著

重於《拱廊街計劃》文字本身特色的研究，卻也僅將《拱廊街計劃》的碎片書寫

侷限為某種隱喻，追求現代的幸福。67雖然還是有少數研究，深入探討城市在班

雅明設想下的現代語境，68但大多數還是選擇自實際用途出發，將《拱廊街計劃》

的「拱廊」還原為建築體本身，與商場空間、傳統建築等結合。69綜言之，無論

台灣與中國學界討論關於「拱廊」的論文，多數偏向實用性：前者強調消費空間，

後者則以地方性建築為主。然而，筆者認為欲接近班雅明思想，回顧《拱廊街計

劃》文本本身的特性極為重要，若僅片面截取書中關於建築或者空間等描述，作

為應用的對照組，對班雅明思想的理解將過於侷限。因此，貼近於《拱廊街計畫》

一書的文本分析，也就是說，釐清此書的佈局狀態，即本研究目標。 

 由於特殊的書寫方式、內容選取、以及佈排狀態，觀看《拱廊街計畫》的角

度五花八門，涵蓋了幽靈、蒙太奇（Montage）、寓言等。《拱廊街計劃》的譯者

之一 Kevin McLaughlin 即於序言中，稱呼《拱廊街計劃》為「鬼魂之書（ghost 

                                                      
65

 參見蔡昀婷，〈都會中心商業區人行徒步空間系統的真實與想像〉（2013）、楊心怡，〈獨樂樂？

眾樂樂？從網路拍賣探討網路時代的新消費體驗〉（2006）等。 
66

 參見韓見，〈賽博空間的“下意識角色”──以“拱廊街”為情境的分析〉（2010）、楊猛，〈Arcade：

歐洲現代商業空間的原型〉（2010）等。 
67

 馬維娜，〈幸福：一種相似的“拱廊街計劃”〉，《教育學報》第 4 卷第 1 期（2008/02），頁 3-8。 
68

 參見馮艷，〈淺析本雅明在現代性語境下的兩難境地〉（2005）、莊佳妮，〈論本雅明《拱廊街

計劃計畫》的批判語境〉（2013）。 
69參見段祥貴、麥永雄，〈本雅明城市美學：拱廊計劃與梧州騎樓的空間理論闡釋〉（2013）、譚

崢，〈拱廊及其變體─大眾的建築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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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70
McLaughlin 指出班雅明循著文學的線，拉進波特萊爾、雨果等人，因

而將巴黎和魅影、鬼魂等詞聯想一起。Margaret Cohen 更在書中細述班雅明如何

在整理及書寫的同時，將自己投入歷經城市變遷，卻還是縈繞著傳統鬼魂的巴黎

城市之中。71 

跳脫對巴黎城市的幽魅聯想，另有從巴黎的城市印象、或者以巴黎為本的《拱

廊街計劃》之書寫印象著手，關注影像或文字的場面調度與節奏等面向。例如石

計生強調班雅明的「印象空間」：經由兩個、甚至更多的巴黎城市場景疊合之後，

「印象空間」的量的累積，如同「蒙太奇」一般，能夠藉由局部喚起整體形象，

進而形塑出巴黎的「印象空間」。表面上，這種「量變到質變的辨證過程」為「蒙

太奇」的節奏調度狀況，石計生認為，這同時也適用於《拱廊街計劃》的。72 

同樣談論班雅明與「蒙太奇」，Graeme Gilloch 則從班雅明書寫《拱廊街計

劃》所採取的「蒙太奇」手法切入，說明其特點便在於「毋須贅言，展示已矣。」

73，這也映證了班雅明認為歷史不應添加過多解釋的觀點。在 Myth and 

Meteropolis 中的「辯證圖像（Dialectical Images）」一章，Gilloch 指出班雅明提

出歷史的目標，即在於重建：以超現實主義的「蒙太奇」技術重建歷史，《拱廊

街計劃》即班雅明展示「蒙太奇」與「不解釋」的實證。這樣的說法，不啻指陳

「蒙太奇」即為班雅明寫作方法的源頭。74另一方面，Gilloch 還直接指明「蒙太

奇」源自於「震驚（shock）」概念。「震驚」是班雅明用以挑戰傳統哲學脈絡形

式與內容的關鍵：以十九世紀為切入點，班雅明認為當時已經受到太多歷史的幻

象所控制，人們沒有意識到歷史或其背後的操控權力，甚至逐漸喪失反思歷史的

能力。此時，透過「蒙太奇」的原則重新疊合出的辯證性圖像，班雅明舉出「震

驚」，認為這是歷史最後的覺醒防線，試圖藉此將歷史幻象造成的無意識，轉化

為有意識的現代。75 

Susam Buck-Morss 則透過「寓言」，重建班雅明的歷史觀軸線。Buck-Morss

主張《拱廊街計劃》中不明確的結構，可視為連結班雅明的「現代」與十九世紀

                                                      
70

 „It presents us with an extensive meditation on the breakdown of concrete empiricity and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ghostly.‟ 
71

 Margaret Cohen, Profane Illuminatio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aris of Surrealist Revolution 

(Ba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72
石計生，〈機械捕捉的美感：從班雅明談愛森斯坦電影蒙太奇〉，《當代》第 194 期（2003），頁

94-95。 
73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UK: Polity Press, 1997), 112. 

„I need say nothing. Only exhibit.‟ 
74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112. 
75

 Graeme Gilloch, Myth and Mete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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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軸，也意味著《拱廊街計畫》擔綱著轉化的象徵角色：將歷史哲學、歷史

圖像轉化為政治學的辯證角色。76事實上，《拱廊街計畫》的轉化角色，Buck-Morss

認為早可在《論德國悲劇的起源》與《單行道》中見端倪。二者皆指涉現代「寓

言」，展現班雅明面對同一事物時常浮現的矛盾、或者隨時間改變的思想觀點。

其中，《論德國悲劇的起源》試圖從巴洛克戲劇透露的失望與期望指向悲劇的起

源，區分出理論與寓言；《單行道》則藉內容轉化寓言意義，城市或商業功能都

扮演著班雅明所謂的現代主義碎片形象，如加油站，又或者自然物如石頭與狗等。

77同樣從寓言看到現代形式的問題，物質建構出的拜物神話寓言使班雅明能將經

驗到的世界轉化為可見的碎片。就此而言，《拱廊街計劃》的中心思想，近似於

《單行道》，得以探查時間的不可回逆性和結果的不可變更性，亦即一般真理的

存在常態。 

由上述回顧，透過對《拱廊街計劃》的認知基礎，以及班雅明的其他作品參

照，可更明晰地確認本論文之研究定位、適切性、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發展方向。

本研究試圖從採樣的四種現代社會景觀切入，主要關注於班雅明論歷史議題的面

向，以「介於中間」作為《拱廊街計劃》各章的碎片呈現方式，藉此剖析班雅明

反對既有史觀的初衷與作法。 

 

（四）、研究限制與發展 

目前面臨三種研究限制，其一為語言限制，其二為方法範圍限制，最後則為

時間限制。 

首先，《拱廊街計劃》的書寫為德文，研究對象則為十九世紀的法國巴黎拱

廊，無論時代或地域、書寫或被書寫者，與身處二十一世紀且使用中文的研究者

本身有著極大的背景差異。本研究主要使用文本為哈佛大學出版社英譯版《拱廊

街計劃》（2002），英語與德語雖皆屬印歐語系日耳曼語系，卻為較相近的二種語

言，但在翻譯語意上多少已有差距，正如班雅明在〈譯作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23）中，討論到的譯本和原版落差。本研究的首要研究限制於此，

同時也是一大挑戰：經過二層相異文化轉換（德文轉譯至英文、再由閱讀者轉譯

成中文）之後，其中面對文本被翻譯的可行性、原義理解之合適性，在本研究過

程中成為一大挑戰。再者，由於筆者並無德文學習背景，因此，在文獻回顧的「外

                                                      
76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215. 
77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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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部分，多以英文世界的班雅明研究為主，以及少數法文資料。其它如日

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研究，僅能佐以參考。 

其二，如「文獻回顧」概述，班雅明思想發展至今，已有諸多發展面向，尤

其關鍵詞的研究趨勢，更為各地近來研究趨勢。本研究為求以貼近文本的方式進

行，因此在論文中，並不刻意加入其他學者對該主題之看法，僅略引一二，與本

研究採樣的《拱廊街計劃》進行對話。 

 時間亦為一大限制。一方面，班雅明研究多不勝數，除亞洲地區，包括台灣

與中國之研究數量已不勝數，歐美研究更是難以蒐集齊全。若想在有限的論文寫

作時限與篇幅內全數彙整，實為不易之事。故本文僅選定數篇中英文研究編列表

格，再從中進行研究參照及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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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想擬像：青年藝術風格78 

 

S 章雖命名為「繪畫、青年藝術風格、新奇」，但以達利一段文字為界，前

半段共十九段摘錄討論的卻都是歷史相關議題，由此可見，達利居於 S 章中承先

啟後的交界點，此亦彰顯了青年藝術風格與歷史議題的緊密性；再者，S 章也是

四種「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討論中，最直接碰觸到歷史觀的部分。因此，本

章首要爬梳的是青年藝術風格作為理想擬像空間的重要性，以及班雅明從青年藝

術風格確立新歷史視野的理由與作法。 

藉由引述達利一段關於青年藝術風格建築文字，班雅明點出「理想擬像」的

概念，透過青年藝術風格的裝飾性，提出一種仿擬現實世界的理想空間。可以說，

舉青年藝術風格為對象，即班雅明處理歷史議題的關鍵所在，確立「介於中間」

的碎片透明性、鏡射性等抽象概念。因此，將理想擬像的概念劃分為三層面：前

二節討論青年藝術風格作為理想擬像的特徵與作用，說明夢想與現實的位置；最

後一節則指出青年藝術風格必備的不舒適條件，以及其與既有史觀的相對關係。 

何以現實世界需要另一個相對應的理想空間？另一方面即探問：何以需要另

一種「介於中間」的角度來看待既有的歷史？自班雅明看待青年藝術風格的角度，

以及面對「理想擬像」空間的特殊討論方式，可以窺見其欲呈現的「介於中間」

視野。 

 

第一節、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 

 青年藝術風格作為理想擬像的首要特徵為「透明性」，關鍵在於指出「介於

中間」的碎片視野「沒有意義」；相對地，理想擬像能夠處於夢想與現實之間，

亦緣於歷史細節的「透明」特質。針對此論證，班雅明分別以浪蕩者眼中的現代

社會，以及普魯斯特的書寫特性為對象。 

                                                      
78

 Jugendstil，稱青春藝術派或青年藝術風格，1895 至 1910 年間流行於歐洲的前衛藝術風格，因

德國慕尼黑《青年雜誌》得名。涵蓋建築、繪畫、雕塑、文學、應用藝術等，以反普魯士建國時

期的學院派精神、打破傳統格式為主，約與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1892-1902）同期。另外亦

譯為「青春藝術」，如蔣洪生譯，〈阿多諾、本雅明通信選〉，《藝術時代》，2013 年第 9 期，頁 121。

註 32：「班雅明和阿多諾都把其時的各種寫作形式都囊括到青春藝術派這一稱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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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於現實與夢想中間的新世界如何被創造？首先，班雅明藉由達利討論超現

實主義的一段文字，暗示了「理想擬像」的概念及其關鍵： 

 

「或許再也不會有任何擬像，能藉由提出物的總和體，建構出比陏命性的

青年藝術風格建築裝飾還要來得傑出、更能精確媒合『理想』的概念。從

來沒有集合體的成尌能夠像這些青年藝術風格建築一樣如此純粹、擾動地

成功創造夢想世界。位於建築的邊緣處境，它們獨力實現它們所引頸期盼

的，以一種極度暴力、殘酷的下意識行為，痛苦地透露出對現實的憎惡，

以及我們在童年時期的神經官能症中，察覺到對理想世界庇護的需求。」

Salvador Dali, “L‟Ane pourri," Le 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 1, 

no. 1 (Paris, 1930), p. 12. □工業□廣告□[S2,5]
79 

 

青年藝術風格作為理想擬像，事實上，是對現實的反動以及理想世界的渴望。理

想擬像的行動成功與否，即構築於既純粹又擾動的方式上，而夾在現實與夢想中

間所實行的行動，這無異於創造一個全新的夢想世界。 

藝術發展大多必須選擇現實或夢想一邊，但青年藝術風格的出現，卻打破了

這樣的規矩。這也是達利讚揚青年藝術風格的原因：因夢想而生，卻紮根於現實

之中。由此推論，達利認為塑造夢想世界的最佳位置，即處於邊緣──同時面向

過去與現在，卻各自離開一段距離。青年藝術風格建築裝飾是達利宣稱具有革命

性的理想世界。他認為，在充斥著擬像的現代世界中，青年藝術風格透過裝飾物

重複且繁瑣的集合，展示著新時代試圖掙脫歷史束縛的反叛與理想。青年藝術風

格便延續著這樣的相似性，跨足於現實與夢想中間，但也因為這種如同象徵主義

般若即若離的距離，方能與當時的「正統」藝術歷史展開拉鋸。 

表面上，面對在現實中拿捏夢想的分寸，青年藝術風格與象徵主義相似，但

二者卻還是有明確的差異：象徵主義的目標在於呈現一齣能夠再現夢想的戲劇，

                                                      
79

 „“Perhaps no simulacrum has provided us with an ensemble of objects more precisely attuned to the 

concept of „ideal‟ than that great simulacrum which constitutes the revolutionary ornamental 

architecture of Jugendstil. No collective effort has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dream world as pure, and as 

disturbing, as these Jugendstil buildings. Situated, as they are, on the margins of architecture, they 

alone constitute the realization of desires in which an excessively violent and cruel automatism 

painfully betrays the sort of hatred for reality and need for refuge in an ideal world that we find in 

childhood neurosis.” Salvador Dali, “L‟Ane pourri," Le 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 1, no. 

1 (Paris, 1930), p. 12. □ Industry □ Advertising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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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象徵主義憧憬沒有明確形式的夢想，現實應該向夢想靠攏，要是能夠

完全使現實相等於夢想更佳。80青年藝術風格則明確指出了現實與夢想之間確有

其距離，亦即「介於中間」的存在。不像象徵主義需要借助諸多術語輔助，仰賴

冰山一角的隱喻符指；相對地，青年藝術風格不隱藏任何意義，或者直接說是「沒

有意義」，一切以重複的形式攤開審視，去除掉象徵主義永無止盡的術語問題。

在班雅明的認知中，術語意味著專業以及對某種理想框架的設定，但這樣的設定，

其實都隱含有藝術的等級問題。因此，青年藝術風格選擇捨去術語的形式，及其

不作為混雜的現實亂象或者夢想符號的距離──介於現實與夢想中間的距離。此

即達利所指出的最佳位置，亦為班雅明眼中的「理想擬像」。 

理想擬像的其中一項特質在於「透明性」。[S2,1]與[S2,3]段摘錄，即從歷史

與現實的代溝，以及相對於歷史的夢想集合體，分別從浪遊者眼中的透明片社會

及普魯斯特的書寫方式，指出透明的歷史狀態，批評既有的歷史框架。 

 

夢想集合體不了解歷史。歷史之前發生的事件總是相同、也總是新的。事

實上，最新與最現代的知名事件，好比是作為「相同的永恆輪迴」的事件

夢想型態。回應這種時間觀的空間觀，即浪遊者世界中貫穿、疊加的透明

片。這種空間感、時間感主導著現代小品主義的誕生。□ 夢想 □ 集合體 

□ [S2,1]
81

 

 

…「某種程度上的一種存在」為一種死亡中的存在。…正是如此，在這獨

自生活的狹窄封閉空間中，「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某人」通往死亡領域──

對我來說，這種恍然大悟首次出現在 1930 年，我於巴黎和 Proust 的談話

中。可以確定的是，Proust 並沒有抬高人性，他只是進行剖析。儘管如此，

他的道德崇高向著全然不同的方向。他對在他之前，其他作家們所未詳的

抱有熱情，因而他將自己的主題看作是對人生道路中各事物交織的忠實呈

                                                      
80

 „“…What Symbolism liked best was the semiparodic play with dreams, with ambiguous 

forms; …was a necessary and exquisite combination.” André Thérive, “Les Livres," (Le Temps, June 

25, 1936).‟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3 [S5a,1]. 
81

 „The dreaming collective knows no history. Events pass before it as always identical and always new. 

The sensation of the newest and most modern is, in fact, just as much a dream formation of events as 

“the 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that corresponds to this perception of time is 

the interpenetrating and superposed transparency of the world of the flaneur. This feeling of space, this 

feeling of time, presided at the birth of modern feuilletonism. □ Dream □ Collective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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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忠實呈現一個午後、一棵樹、灑在地毯上的一抹陽光；忠實呈現服裝、

幾批家具、香氣或景色。…從最深刻的意涵來看，我同意 Proust，「也許

將自己侷限於死亡的一邊」。他的孙宙有屬於他的太陽，聚集起來的物，

或許，在死亡中繞行著生存時刻的軌道。「超越高興的原則」也許尌是對

Proust 作品的最佳評論。一般而言，為了要理解 Proust，可能必頇從他的

主題是對立陎的事實開始，…「與其說是世界，倒不如說是生命自身」。

[S2,3]
82

 

 

班雅明以「夢想集合體不了解歷史」破題，解釋他捨棄既有史觀的原因。針

對現代的歷史狀態，[S2,1]段首先指出由透明片堆疊而成的特殊現代歷史時、空

間，班雅明將這種新歷史稱作「夢想集合體」。既有史觀將歷史視為重複的標題

群落，但事實上，能夠準確說明現代歷史狀態的，班雅明卻指出是如同現代社會

的浪遊者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無數貫穿、疊加的透明片。這種形式不只是歷史，

而是夢想。此處所指「夢想」，並非抽象嚮往之說，而是相對於歷史而言，一種

事件的永恆輪迴；換句話說，夢想集合體就是浪蕩者眼中一層層疊加的透明片，

每張透明片上記載的空間與時間，都是現代生活中的現實，亦即時代的縮影。由

無數的片段聚合起來的現代，這一刻的空間帶有上一刻的記憶，這是既有歷史無

法詮釋、現代特有的時間與空間感。 

為了凸顯事件的順序與重要性，以往總將歷史簡略成各子題底下的細項之一，

顯得清晰且具秩序的因果關係。然而，有意識地刪減歷史事件，使得原本存在的

稜角被省略，所有事件統一以大敘事的軸向、進步的觀點詮釋。為了這批佔大部

分但卻被遺忘、沉默的歷史碎片，班雅明於是提出了「夢想集合體」，總和零碎

的事件，並指稱他眼中的歷史樣貌，捨棄了歷史的大敘事與進步結構，此亦即現

代人眼中呈現透明狀態的歷史。 

                                                      
82

 „…“somehow one being” a being in the sphere of death…. How it is that, within the narrowly 

confined space of a single life, this “being somehow one” with what has been leads into the sphere of 

death – this dawned on me for the first time in Paris, dur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Proust, in 1930. To be 

sure, Proust never heightened but rather analyzed humanity. His moral greatness, though, lies in quite 

another direction. With a passion unknown to any writer before him, he took as his subject the fidelity 

to things that have crossed our path in life. Fidelity to an afternoon, to a tree, a spot of sun on the carpet; 

fidelity to garments, pieces of furniture, to perfumes or landscapes. …I grant that Proust, in the deepest 

sense, “perhaps ranges himself on the side of death.” His cosmos has its sun, perhaps, in death, around 

which orbit the lived moments, the gathered things.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s probably the 

best commentary there is on Proust‟s work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Proust,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perhaps necessary to begin with the fact that his subject is the obverse side, …“not so much of the 

world but of life itself.”‟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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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另以普魯斯特為例，藉文學碎片映證「介於中間的歷史」之透明特性。

以普魯斯特的書寫對照歷史，班雅明指其即以書寫徹底實踐透明歷史的作家：對

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全然源自於對事物本身的分析，不對事物進行過度延伸。就

[S2,3]段對普魯斯特的回憶，班雅明認為普魯斯特描述的對象是「某種程度上的

某種存在」，並非單純依循創作者主觀的感受書寫，而是針對某種存在事物的忠

實呈現。面對書寫文字，相當於見證了對象物某部分的存在，可以說，班雅明提

出普魯斯特之目的，即針對普魯斯特「不抬高人性，僅進行剖析」的作法：徹頭

徹尾不抽象、忠實地描述現實。普魯斯特認為存在必須緊貼人性進行剖析，而不

是將人性塑造成一種至高無上的存在，亦即不讓「人性」被托抬成為唯一的準則

或目標。 

普魯斯特忠實呈現了他生命中的各種事物，包括服裝、午後的陽光、窗外的

樹、香氣等，這些不僅為構成普魯斯特作品的必要條件，更是構成「某人」或「某

事件」的細節部分。換句話說，普魯斯特筆下的「某人」或「某事件」都是有限

制的存在，亦即獨自生活的狹窄封閉空間，將人與事件視為特定的空間存在。生

命是有侷限的存在，選擇忽視限制，相當於架空了現實，以敲邊鼓的方式環繞生

存問題，卻始終不去直接觸碰問題本身。這種有範圍限制的篩選，就班雅明看來，

才是對存在最貼切、最不誇飾的忠實呈現，或者說，普魯斯特面對現實事物的忠

實呈現，就是班雅明所提到的透明狀態，亦即浪蕩者在城市中看到的透明片。 

無論普魯斯特以細節的忠實描述、或者以碎片方式疊合映射的夢想集合體，

二者都不加入主觀詮釋、亦不刻意進行重點分類，而是從反進步史觀與反大敘事

史觀出發。理想擬像作為延伸的現實，卻又不被化約為其他整數而獨立存在，清

楚聲明不成為現實。這種不將相似化約為相等的努力，也是達利指出青年藝術風

格建築獨有的刺點：其建築裝飾既不作為建築本身，亦非單獨存在的雕像，只是

依附於建築此現實之物上，提醒著現實上始終都存在有夢想的元素；而班雅明透

過理想擬像，欲強調的即為達利指認為青年藝術風格所抗爭的。 

綜言之，理想擬像的位置介於現實與夢想中間，以貼近的相似性映射著世界，

忠實呈現的存在是普魯斯特的創作依據，同時也是班雅明強調透明歷史狀態的核

心原則。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特徵，使得「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不再將意義的

重大程度視為最重要，而能將目標放在忠實呈現現實的細節，這同時也是「介於

中間」經由青年藝術風格所強調的。透明的說法正是相對於既有的不透明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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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青年藝術風格的鏡射性 

 青年藝術風格建築並非以一種平和的方式創造甜膩的未來夢想，相反地，是

以擾動的形態，達到純粹卻不穩定的理想世界。[S2,5]段達利指出以青年藝術風

格建築創造夢想世界「純粹且擾動」的方式：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訴諸其

「純粹」特質；面向「擾動」，班雅明則以阿多諾與波特萊爾為例，補充強調夢

與現實的「鏡射性」。 

 鏡射出的理想擬像，亦即青年藝術風格勾勒出的「介於中間」定位：相對於

進步與大敘事史觀、既存歷史文化系統「避而不談」的模糊地帶。從青年藝術風

格建築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一種純粹，會以矛盾的狀態滲入傳統、「正統」歷史

文化圈。當然，在滲入的過程中，也可能感受到既有歷史與文化系統的排擠與敵

意。既有的框架越穩定，更顯青年藝術風格的擾動性，換句話說，拒斥反應反而

使得青年藝術風格的定位顯得激進與侵略性強。 

 既然理想擬像的「透明性」呈現了歷史的狀態，接著將以[S4,1]為觀察點，

從理想擬像的「鏡射性」討論青年藝術風格如何回應歷史現象： 

 

青年藝術風格的景象底下是非常有問題的，包括沒有歷史現象能夠在避而

不談的範疇下被瞭解；而這樣的避而不談往往卻具體地表達出已經逝去了

的。「外表殘留的是城市的喧鬧、並非元素而是產業一種不受拘束的猛烈、

現代交換經濟下無所不包的最高統治權、不斷前進的世界、來自於技術化

勞工與大眾、這世界似乎說明了青年藝術風格是一種全陎的騷動、窒悶、

以及毫無秩序。」[S4,1]
83 

 

比較歷史與藝術範疇的「避而不談」，能很清楚地看出班雅明賦予藝術在現代社

會中的革命性位置。以往記載歷史，談的都是檯面上的歷史現象，能夠清楚歸類，

因為進步史觀與大敘事史觀不會保留模糊不清、「避而不談」的歷史。然而，這

也說明了為何班雅明選擇「避而不談」的青年藝術風格作為對抗歷史的例子。對

                                                      
83

 „The view of Jugendstil represented below is very problematic, for no historical phenomenon can be 

grasped exclusively under the category of flight; such flight is always registered concretely in terms of 

what is flown. “What … remains outside … is the din of cities, the unbridled fury not of the elements 

but of industry, the all-inclusive sovereignty of the modern economics of exchange, the world of 

ongoing activity, of technologized labor, and of the masses, the world that appeared to the exponents of 

Jugendstil as a general uproar, stifling and chaotic.” Dolf Sternberger, “Jugendstil, ” Die neue 

Rundschau, 45 (September 9, 1934), p. 260.‟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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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來說，「避而不談」通常是表達「已經發生」或者「已經逝去」最具體的作

法。 

事實上，提出青年藝術風格，目的在於抨擊，以鏡射方式，對立於歷史文化

系統之外，衝破完美的歷史與社會藩籬，抵制多數暴力。透過理想擬像鏡射出來

的夢想世界，很蠻橫、很不留情面、同時卻也真實；看似暴力的破壞，其實是為

了添加一些真實的喧鬧感，滲入原本堅不可破的秩序與靜默中。現代社會顯得秩

序、條理化，要是僅觀察時代表象，例如交換經濟、技術化勞工、大眾社會等，

並不能看出秩序底下的喧鬧和無法歸類，歷史在編年史與進步史系統之外，其實

還有更多沒有被歸類的「其他」部分。依班雅明的說法，唯有透過理想擬像，如

青年藝術風格，這些「其他」才有呈現的機會；藉由這種總是騷動且毫無秩序的

「新」，才可能察覺到時代現象背後對應的權力關係。可以說，青年藝術風格面

對歷史「避而不談」的態度，突破了既定歷史框架，青年藝術風格建築透過純粹

又擾動的方式，展現出既熱情又拘謹的特質。 

除了對抗歷史的系統化，班雅明還引用阿多諾「鏡射房間」，以及波特萊爾

論青年藝術風格的說法，解釋「何以歷史總是重複且難以理解」的問題。透過[S2a,2]

與[S5a,3]的材料，分別從「現實中的夢」與「夢中的現實」，看到歷史與青年藝

術風格介入夢與現實中間的方式，再次映證他以作為理想擬像的青年藝術風格討

論「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立意。 

 

Wiesengrund 引用了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一段落並進行評論：「他踏上

一棟煤氣照明建築一樓的樓梯，推開小門，站在入口處。往左是一道通往

房間的玻璃門。他繼續筆直進入了前廳。前廳的另一頭是兩間完全一模一

樣的房間，有著一模一樣的裝潢，彷彿鏡射出來的一般。」尌這段來論，

這是很好的一段引用，Wiesengrund 評論道：「房間的重複令人難以理解，

好像尌只是反射，而非它真的存在。如同這些房間，也許歷史中所有的陎

貌都極為相似，即使是歷史自身，也都還是會順從於自然，堅持作為複本

存在。」□鏡子□室內□[S2a,2]
84

 

                                                      
84

 „Wiesengrund cites and comments on a passage from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One climbs the 

stairs to the first floor in a gas-illuminated building, opens a little door, and stands in the entry. To the 

left is a glass door leading to a room. One continues directly ahead into an anteroom. Beyond are two 

entirely identical rooms, identically furnished, as though one were the mirror reflection of the other.” 

Apropos of this passage (Kierkegaard, <Gesammelte> Werke, vol. 3 <Jena, 1909>, p. 138), which he 

cites at greater length, Wiesengrund remarks: “The duplication of the room is unfathomable, se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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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斯特的忠實書寫映證了碎片的存在，阿多諾的「鏡射房間」則檢視碎片

重複的必要。阿多諾以鏡射房間指出現代面對歷史時的困惑與危機：各自存在，

卻因為「重複」，而被矛盾地視為相同。班雅明便直接點出阿多諾引用的這段文

字，很適合用來說明現代的重複特性。他使用了「彷彿」、「好像」等修辭，使得

眼前一模一樣的房間並不真實存在，藉此類比歷史的透明狀態。對阿多諾來說，

歷史的重複即像是「彷彿」相似的眾多房間，看不清開始與結束。舉例來說，「戰

爭」頻繁地出現於歷史之中，從事件的角度來看，戰役不同，卻也只是人、時、

地的替換，每場戰役確都發生，卻因不斷重複，每次戰爭「彷彿」僅為鏡射一般，

實際傷亡人數或個體感受都不被算進歷史書寫的範疇中。一旦參與者沒有意識到

歷史作為複本存在，便容易以多數結果作為分類定論，後知後覺者會對歷史的重

複感到難以理解及困惑；更糟糕的是，不知不覺者更是理所當然地略過歷史細節

的差異，將相似視為相同。多數暴力便源自於歷史給予人的錯覺經驗──因為重

複，人們逐漸忽略相似中的細節，看不見的歷史也因此被區隔於可見歷史之外。 

另外，班雅明也以註解的方式，點出[S2a,2]段的關鍵詞：鏡子與室內，並分

別以鏡像與房間回應。從現實的角度觀看「房間」，在不斷重複的封閉性上，衍

生出歷史重複的面貌，事物如同鏡像般作為自然、甚至歷史自身的複本存在。「室

內」作為關鍵詞，意味著班雅明所創造的新世界，並沒有完全脫離現實，而是投

射於現實生活、既有歷史之上的理想擬像。這兩間房間，很明顯地，只是擺設相

同，如同鏡子反射一般，但無論在地理位置或存在空間上，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間

房。至多相似，卻不會相同。這便指涉到歷史的存在狀態：歷史由無數碎片組成，

每塊碎片都是另一塊碎片的鏡射，鏡射與被鏡射者皆真實存在。在清晰的現實中，

人們能夠意識到相同事物的不相似之處；然而，在抽象如歷史的情境中，構成歷

史的細節卻容易被忽略，如同處於哈哈鏡迷宮之中。 

相較於此，波特萊爾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描述有著誇張變形裝飾的青年藝術

風格房間，並將如此奇特的經驗命名為「夢遊式的存在」：「房間尌像是夢，一個

真正精神上的房間…每一件家具外型都拉長，無精打采又頹喪的…，人們可能會

說，這是一種夢遊式的存在，像是礦物與植物。」85當一個封閉空間中的元素能

                                                                                                                                                        
to be a reflection without being so. Like these rooms, perhaps all semblance in history resembles itself, 

so long as it itself, obedient to nature, persists as semblance.” Wiesengrund-Adorno, Kierkegaard 

(Tübingen, 1933), p. 50. □ Mirror □ Interior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8. 
85

 „… “a room that is like a dream, a truly spiritual room… Every piece of furniture is of an elongated 

form, languid and prostrate, …one would say, with a somnambular existence, like minerals and plant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3 [S5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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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察覺到與現實的距離時，就像是即將從夢境中清醒過來的時刻，既確定自己

身處於現實的「房間」，卻又深陷於夢境之中。由此可知，理想擬像並沒有固定

的定義與向度：從阿多諾的觀點，他關注的是「現實中的夢」，即以自然或其自

身作為相似複本的歷史；波特萊爾著眼的則是「夢中的現實」，從精神層面，將

房間想像成作夢的空間，可以見得他對理想擬像的認知即源自對夢境的想像。 

無論阿多諾「現實中的夢」，或者波特萊爾「夢中的現實」，作為理想擬像的

青年藝術風格呈現的形式，二者皆為鏡像歷史的呈現，亦可見班雅明在某一層面

上，將歷史視為「獨自生活的狹窄封閉空間」，包括個體事件面對歷史、現實、

夢想時的距離，而不只是事件的順序與重要性，以及青年藝術風格作為「理想擬

像」，是如何鏡射著「介於中間」的歷史碎片。 

綜言之，歷史的狀態是各自封閉的滾動的圓，表面上，彼此之間毫無關聯，

但當歷史被還原為碎片時，歷史狀態便如同鏡像碎片或者透明片，鏡射、疊加於

彼此的存在之上。以達利的說法、阿多諾、波特萊爾等對現實與夢的劃分，青年

藝術風格的鏡射性意味著相對於歷史系統的革命性位置。而這種擾動性，亦可稱

作「不舒適」，表達的即歷史文化系統中習慣被「避而不談」的細節。因此，這

種理想擬像的鏡射帶來的擾動狀態，可以視為是青年藝術風格的革命作用，另一

方面，其實也是班雅明強調現代藝術的關鍵點。接續將從擾動性延伸，討論因其

而生的「不舒適」，指出班雅明面對現代藝術的肯定態度，以及涵蓋青年藝術風

格在內的現代藝術，位於「介於中間」視野下的位置。 

 

第三節、不舒適的現代藝術 

 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與鏡射性，會擾動現代社會，但這樣的擾動性不僅青

年藝術風格具備，凡帶有「理想擬像」特質的皆有此擾動功效，暗示現代社會不

舒適的必然與必要。現代藝術在班雅明眼中，便有此作用，甚至還有足夠與整個

現實世界抗衡的威力：能意識到矛盾，站在「介於中間」的角度，對既有歷史進

行省思與反叛。另外，談論現代藝術，便不能不涉及繪畫議題。繪畫的處境轉譯

了時代性，班雅明以德拉克洛瓦或卡夫卡小說中的畫家等等，說明現代藝術因為

帶有透明性與鏡射性，無法訴諸情感言詮，進而與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作對照，

化解對現代藝術形式的質疑。最後，班雅明站上了歷史與國家權力的對立面，點

出現代藝術脫離不了政治。 

雖然在技術社會的發展下，藝術與科技的結合已為常態，例如青年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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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早的現實主義，但在班雅明的眼中，藝術始終把持著先驅者的使命。 

 

「藝術的發展從來都不會帄行於由國家製造的『舒適』品味（我被迫得使

用這個粗俗的字，來表達一個不這麼法國的概念），相反地，我們倒是可

以清楚明白地闡明，當舒適成為一個時代與國家吸引大眾的主要準則時，

藝術才能便已所剩無幾…方便性排除掉風格；一個出產自英國工廠的罐子，

相較於 Vulci 或 Nola 的裝飾花瓶，更能適應它的結果。後者是藝術品，反

之，英國罐子什麼都不是，尌只是一個家用器皿……不容置喙地，結論尌

是在歷史中每一角，都能見到工業發展想方設法要帄行於藝術發展。」

[S6a,1]
86

 

 

這段摘錄釐清了班雅明對藝術與工業的定位。因為工業平行於國家發展，是大眾

眼中更現代化、更舒適的生活表徵，即使二者的目標皆指向了夢想世界、都是建

立在渴望上的新奇之物，但現代藝術終究不會與現代國家發展出來的舒適為伍。

以藝術對抗霸權──早先是宗教，後來是國家──的說法，確立了現代藝術獨立

的存在地位，甚至帶有反叛的政治意味，現代藝術處於國家機器的對立面，代表

的是恆久不變的新。班雅明從這點認定現代藝術是少數能夠反抗國家權力的關鍵，

也有可能成為脫離歷史控制的鎖匙。從這點看，他認為現代社會的舒適狀態只是

表象，事實上，只要人們意識到社會正持續發展中，不舒適便隨之而生因為發展

意味著改變、意味著當下生活與以往習慣的差距，由此產生摩擦。 

照理說，藝術從社會而生卻作為社會對立面的狀態，應該會時時感到不舒適，

但在國家權力系統之下，藝術時常刻意、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被納入體制之中。

一旦成為權力系統的一部分，藝術展現出來的可能便是大眾認定的舒適形式，甚

至自願隱沒於舒適圈中。班雅明進一步指出，必須意識到藝術與主流傾向的相悖

離，亦即感受到發展中的不舒適，才能真正觸碰到時代問題之所在。因此，他提

                                                      
86

 „“Far from saying that the progress of art is parallel to that made by a nation in the taste for „comfort‟ 

(I am forced to use this barbarous word to express an idea quite un-French), we can unequivocally state,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epochs and the countries in which comfort became the public‟s principal 

attraction have had the least talent for art…. Convenience excludes style; a pot from an English factory 

is better adapted to its end than all the vases of Vulci or Nola. These latter are works of art, whereas the 

English pot will never be anything but a household utensil…. The incontestable conclusion is that 

nowhere in history is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in any way parallel to the progress of art.” Ernest Renan, 

Essais de moral et de critique (Paris, 1859), pp. 359, 361, 363 („„La Poésie de l‟ Expostion‟‟).‟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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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Renan 在[S6a,1]提到的那段話：「當舒適成為一個時代與國家吸引大眾的主要

準則時，藝術才能便已所剩無幾。」當大眾將國家建構出來的舒適品味視為習以

為常的社會風氣時，那麼，藝術引起的不舒適，將會被看作不正常，因而受到排

斥與忽視。 

如此情況下，現代藝術若無法自覺使命所在，也將受到激烈挑戰。即便如此，

班雅明還是認為現代藝術是當代社會的活力來源。他樂觀地指出，即使被吸納進

大眾熟悉的舒適圈，現代藝術還是會因為渴望，陸續從各主流領域不斷掙脫、茁

壯，維持著總是新的形式，中介於現實與夢想之間的變動位置。換言之，這種更

新的不舒適是現代藝術能夠作為體制之外的不可見歷史，在國家權力的發展中，

保有非詮釋、非概括式的客觀角度。 

從現代藝術的生成動機來看，為了符應大眾的舒適品味，藝術捨棄了新的變

動性，改而和國家發展平行。班雅明在[S2a,5]段，借用 Histoire de Paris 一書，

舉例巴黎與英國城市的發展狀況，補充 Renan 的說法： 

 

「渴望將憑空創造風格。外來的影響促成了『現代風格』，其靈感幾乎都

來自於花的裝飾。英國拉斐爾前派與慕尼黑城市主義者提供了範式。鐵造

建築由鋼筋混凝土建成。這是建築最低潮的時候，恰與最嚴重的政治蕭條

同時期。這時，巴黎獲得了那些非常奇怪、也與舊城市截然不同的建築物

與紀念碑…」[S2a,5]
87

 

 

 隨著社會起舞的舒適品味早已稱不上藝術，或者說，藝術最重要的便是能夠

憑空創造風格、可以不依循主流力量，依照自己的方式塑型。經由此段所披露的

核心問題：與同期其他都市相較，為何只有巴黎創造出新的現代風格？班雅明指

出是因為藝術與時代的環環相扣，更進一步解釋，是有所「渴望」的緣故。「渴

望」源自於對當下時代的不滿意，為了滿足渴望，發展中的巴黎社會創造出裝飾

性風格，也因此在整體環境衰退的狀況下，成就了一座現代城市。藉此，班雅明

                                                      
87

 „“The desire was to create a style out of thin air. Foreign influences favored the „modern style,‟ 

which was almost entirely inspired by floral decor. The English Pre-Raphaelites and the Munich 

urbanists provided the model. Iron construction was succeeded by reinforced concrete. This was the 

nadir for architecture, one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deepest political depression.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Paris acquired those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which were so very strange and so little in accord 

with the older city…”Dubech and d‟Espezel, Histoire de Paris, p. 465.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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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強調了時代風格創造的契機：「不舒適」的動力。唯有意識到不舒適，才會

產生渴望，進而改變；亦由於意識到了時代改變的不舒適，因而改變無法適應新

環境的既有形式，生成新風格。換句話說，「不舒適」就是創造新風格的契機，

現代風格便由此孕生。 

綜言之，不舒適的藝術既代表著藝術家的自覺，更作為「介於中間」的歷史

革命。在國家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大眾品味的壓力下，如同青年藝術風格，現代

藝術亦作為理想擬像，重新從非實用性的角度，衡量藝術介於夢想和現實之間的

重量與相對位置，以及被刪除掉的歷史重量。 

 

現代繪畫的處境 

 在不舒適的現代藝術處境中，繪畫的位置顯得微妙。一直以來，繪畫習慣被

歸類到傳統藝術，班雅明卻認為，現代藝術範疇下的繪畫不能這麼簡單地劃分，

這樣會讓現代藝術再度落入藝術史的形式僵局。因此，班雅明以安格爾與德拉克

洛瓦為例，分別從各自代表的新古典與浪漫主義，對照進步史觀下的舒適藝術，

說明藝術與工業在現代社會中的相對關係，亦證成發展觀點下的碎片歷史。針對

現代的定義，班雅明首先假設現代藝術總是存在於一種既定脈絡中，一切事物都

是新的，就像卡夫卡在小說《審判》中直接挑明的「現代」定義： 

  

「現代」的定義，在既存脈絡中總被視為是新的。要描述這種情況，恆久

不變的新並不是太壞的表達方式，它相當於 Kafka 的「荒地景色」。「『你

想看看一兩張你可能會想買的畫嗎？』…Titorelli 吃力地從床下拖出一堆

沒有框的畫布；它們都覆蓋著厚厚的灰塵，當他吹掉最上陎一張的灰塵時，

那些上揚的塵雲讓 K 幾乎失明又窒息。「野性，荒地景色」，畫家邊說邊

遞給 K。畫陎中有兩棵矮小的樹，彼此離得很遠，被黝黑的草地分隔開來。

背景是由多種色調渲染出的夕陽。『好的』，K 說，『我會買下它。』K 輕

率而沒有經過太多考慮，因此他很高興畫家不但沒有覺得被冒犯，還從地

上拿起了其他畫布。『這是同系列的畫作』，畫家說。可能本來尌刻意要讓

他們成為同組系列畫，但尌眼所能及之處，二幅畫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差異；

同樣的二棵樹、草地、以及夕陽。但 K 沒有糾結在這點上。『極好的景色』，

他說，『二張我都買下，我要將它們掛在我的辦兯室。』『你似乎很喜歡這

個主題』，畫家一邊說，一邊又撈出第三張。『很幸運地，我這裡碰巧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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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這類的習作。』但這不僅僅是類似的習作，而又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野

外荒地景色。顯然這位畫家緊抓住這次機會好賣出他的舊作。K 說：『我

同樣也會買下這張。』。『這三幅畫共多少錢？』『我們下回再決定好了。』

畫家說…『我必頇說，非常高興你喜歡這些畫，所以我決定附帶奉送其他

張床下的畫。每一張都是荒地景色──這輩子我總共畫了十二張。有些人

會認為這樣的主題太過陰鬱，而不採取任何行動，但也總有像你這樣的人，

尌是獨鍾於昏暗的畫陎。』」□大麻□[S1,4]
88

 

 

畫家展示予 K 的三幅畫，佈局幾乎一模一樣，形式極為相似，但畫家與 K

卻不約而同指稱這些繪畫並不是一樣的，畫家最後還提到了他總共創作十二幅

「荒地景色」。很明顯地，除了現代藝術中的複製概念之外，班雅明還強調了現

代繪畫的議題。 

傳統的架上繪畫在現代，通常被視為落伍的藝術形式。但班雅明卻透過卡夫

卡筆下的畫家 K 的故事，指出繪畫表面上的不合時宜其實只在於題材本身，也

點出了現代架上繪畫的問題：形式或者主題隱含的意義並非現代藝術的關注點，

更重要的其實是其透明的表面性，這同時也映證了班雅明眼中的歷史狀態。宗教

繪畫已不再具備與從前相等的象徵意義，傳遞價值意義的宣傳畫也應駐足於過往

的封建時代。現代繪畫應呈現的是透明的表面性，換句話說，討論架上繪畫的存

亡，在現代早就是無關緊要的論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繪畫符合時宜，亦即不在

倚賴深遠的歷史意義，建立其獨立位置。 

                                                      
88

 „Definition of the “modern” as the new in the context of what has always already been there. The 

always new, always identical “heathscape” in Kafka (Der Prozeß) is not a bad expression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Wouldn‟t you like to see a picture or two that you might care to buy?‟… Titorelli dragged a 

pile of unframed canvases from under the bed; they were so thickly covered with dust that when he 

blew some of it from the topmost, K. was almost blinded and choked by the cloud that flew up. „Wild 

Nature, a heathscape,‟ said the painter, handing K. the picture. It showed two stunted trees standing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in darkish grass. In the background was a many-hued sunset. „Fine,‟ said K., „I‟ll 

buy it.‟ K‟s curtness had been unthanking and so he was glad when the painter, instead of being 

offended, lifted another canvas from the floor. „Here‟s the companion picture,‟ he said. It might have 

been intended as a companion picture, but there was not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that one could see 

between it and the other; here were the two trees, here the grass, and there the sunset. But K. did not 

bother about that. „They‟re fine prospects,‟ he said. „I‟ll buy both of them and hang them up in my 

office.‟ „You seem to like the subject,‟ said the painter, fishing out a third canvas. „By a lucky chance I 

have another of these studies here.‟ But it was not merely a similar study, it was simply the same wild 

heathscape again. The painter was apparently exploiting to the full this opportunity to sell off his old 

pictures. „I‟ll take that one as well,‟ said K. „How much for the three pictures?‟ „We‟ll settle that next 

time,‟ said the painter…. „I must say I‟m very glad you like these pictures, and I‟ll throw in all the 

others under the bed as well. They‟re heathscapes every one of them – I‟ve painted of them in my time. 

Some people w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se subjects because they‟re too somber, bu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like yourself who prefer somber pictures.‟” Franz Kafka, Der Prozeß (Berlin, 1925), pp. 

284-286. □ Hashish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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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關鍵在於「透明」，浪蕩者眼中的透明城市，即由無數掙脫了歷史

形式束縛的「透明建築」組成；繪畫亦由無數透明的筆觸與結構組成，試圖去除

詮釋歷史與進化史觀賦予的內部意義。這種透明，便是現代性欲呈現的目標。使

內部透明，其實即強調物自身存在，正如阿多諾「鏡射般的房間」討論特殊的現

代性模型：「在衝擊之後，它們變成了由『現代性』形象而來的空洞模型。尌此，

這世紀愉快地反映了它最接近現在的過去。」89經由衝擊之後的瞬間轉型，現代

性展示了它特有的行動──掏空內部。這也可以理解為何現代藝術在受到新衝擊

之後，卻還是時常出現相似風格的原因：原先的內部意義並不再適用於現代，但

藉由「透明」的特性，包覆於外部的眾多現代性，撤換了內部的敘述，其中也涵

蓋了繪畫。 

至於複製，不僅指狹義的機械複製，更包括了自然與人類的關係重新省思。

班雅明另外在[S5,2]與[S5,5]，引述了同樣一段話，討論科技複製對 1860 年代的

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繪畫的影響，算是呼應卡夫卡筆下的 K：「據他們所說，藝

術家陎向自然時的態度，必頇要是去個人化的──那麼，他尌應該可以同樣的圖

接連畫十次而不帶有遲疑，每件作品都與前一張無一不同。」90畫家並不認為相

同的景色是複製，他將畫作命名為「野性，荒地景色」，每件作品都是「野性」

的構成，亦即「自然」的展現；形式看似雷同，皆荒地景色，卻只是因為自然景

色相似。這能以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常被視為是「去個人化」代表作為佐證，由

此可見科技複製對現代藝術的影響；換句話說，K 所代表的現代藝術家面對任何

主題，都抱持著看待自然的態度，亦即「去個人化」的客觀角度。能夠客觀、不

摻雜個人情緒，面對無法排除複製的現代，才是現代藝術家最基本的創作態度，

也才是最能忠實呈現現實、承認現實、甚至改變現實的作法，如同班雅明提及普

魯斯特的創作。 

再者，既然談論的是現代藝術的狀態，不可避免地，必須談談工業與藝術的

關係。現代繪畫呈現的表現性與透明性，回應的恰好是班雅明觀察到透明與鏡射

的新歷史狀態。現代社會中的工業與藝術互動密切，即使有反對聲浪，但班雅明

認為這是時代必然的趨勢，只是結合的比例差異。他抱持樂觀的態度評估未來發

                                                      
89

 „At one blow, they became the hollow mold from which the image of “modernity” was cast. Here, 

the century mirrored with satisfaction its most recent past.‟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6[S1a,6]. 
90

 „…“According to them, the position of the artist toward nature ought to be… impersonal – so much 

so that he should be capable of painting the same picture ten times in succession, without hesitating and 

without having the later copies differ in any way from those that came before.” Gisela Freund, La 

Photographie au point de vue sociolgique (manuscript, p. 128).‟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2 [S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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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此舉十九世紀，即現代之後的二位藝術家──安格爾與德拉克洛瓦──為

例，究析現代藝術中的工業與藝術論爭。 

 

「李奧納多認為繪畫是至高無上的終點、至高無上的知識展示、並且打定

主意尊其為全能主，並且毫不猶豫地著手分析讓人難以承受的深度與精準

度，我們能比他所渴望追求的驚人目標更加深入嗎？從古代繪畫的偉大到

現代繪畫的過程，能在 Eugène Delacroix 的藝術作品與寫作中某種程度理

解到。這種現代，充滿了點子，卻也受焦躁不安與無能為力感所折磨；他

詴圖追上過去的大師，但卻每一刻都陎臨到了能力的限制。沒有比卓越的

藝術家與自我意見分歧，而開始神經兮兮，只為了要取得藝術的偉大形式

而做出垂死掙扎這種壯觀的場陎，要更能說明難以解釋的衰退，以及昔日

時光的成熟。」[S6,1]
91

 

 

安格爾…針對…學院制度，進行直言不諱的可能性辯護…他並沒有站在反

對浪漫主義的那邊。他的回應從一開始，尌和工業共進退：「現在人們希

望工業能和藝術結合在一起。工業！我們完全不想要它！尌讓它待在原地，

千萬不要將它安插在我們學院的步調中…！」──安格爾堅持在繪畫中，

要製作出畫圖專用的操作原則。每個人都可以在八天之內學會用色。

[S7a,1]
92

 

 

 現代畫家須具備哪些特性？班雅明透過 Valéry 描述的德拉克洛瓦指出：剖

析古代大師的精湛技術，卻不對繪畫的未來感到絕望；確認現代社會的能力限制，

                                                      
91

 „“What could be further from us than the amazing ambition of a Leonardo, who, considering 

painting as a supreme end, a supreme display of knowledge, and deciding that it called for omniscience, 

did not hesitate to embark on a universal analysis whose depth and precision leave us overwhelmed ? 

The passage from the ancient grandeur of painting to its present condition is quite perceptible in the 

artworks and writings of Eugène Delacroix. This modern, full of ideas, is tortured of his resources in 

his efforts to equal the masters of the past. Nothing could better illustrate the diminution of that 

indefinable force and fullness of earlier days than the spectacle of that very noble artist, divided against 

himself, embarking nervously on a last struggle to attain the grand style in art.” Paul Valéry, Pièces sur 

l’art (Paris), pp. 191-192 (“Autour de Corot").‟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4. 
92

 „Ingres, ..., makes the bluntest possible defense of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chool..., to whom the 

communication is directed. In this, he does not take sides against Romanticism. His response has to do,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industry: “Now people want to marry industry to art. Industry! We want none 

of it! Let it keep to its place and not come plant itself on the steps of our school…!” – Ingres insists on 

making drawing the sole basis of instruction in painting. One can learn the use of colors in eight day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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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充滿想法；描繪生活的深刻，而非禮讚人性的光輝。這同時也是班雅明在

[S1,6]討論相對於進步史觀的「發展」概念──具體、衰退的救贖、革命意識等

實證。現代畫家的特性指出了新的藝術斷代。現代之後的繪畫不再朝著達文西的

深度與精準度發展，更多強調的是具體回應現實的點子。透過在作品中落實現實

的寫照，現代不只剩下詮釋史觀者意識到的侷限與沮喪，藝術家毋須掙扎於架上

繪畫的存留問題。準確地說，形式之於現代藝術，已經不再是思考的當務之急，

包含繪畫在內的各種形式，都展示著藝術的可能性。 

 鑑於現代人逐漸喪失面對日常的力量，德拉克洛瓦選擇了對人性深度剖析，

而非對媒材或某宗教題材的深度研究，試圖呈現更確實的生活。德拉克洛瓦擺盪

於古代大師與現代繪畫之間，隨著時代變遷而感到焦躁不安，卻仍願意思考繪畫

的可能性，即使繪製的題材驚心動魄，卻不至於全然訴諸情感，反倒以分析的方

式，深度剖析人性，而非如宗教或歷史巨畫般，無限上綱信仰的美好或者人性的

禮讚。事實上，對照普魯斯特，即可知道這種貼近生活、對待人性的真切，才是

班雅明眼中現代藝術家的特質。 

 至於安格爾，強調藝術與工業的貼近，甚至聲明藝術可以經由步驟化學習而

成，藝術成為大眾可以學習的對象。他認為，實行繪畫原則即積極證明現代技術

與自然的調和。於是，他接納工業化的結果，調整藝術，使其工業化、程序化、

系統化，並被大眾接受。相對於大師的天才性，安格爾顯然站在現代的大眾角度，

認為藝術是共享的領域，凡透過簡化過的繪畫原則操作，每個人都能學習繪畫，

繪畫不再只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娛樂。而繪畫原則的制定，展示了科技複製運用於

繪畫中的成效，以繪畫的步驟化、系統化，反擊了固守體制的學院教學，批評學

院墨守成規、不願察覺時代與藝術的轉變。 

 現代社會下的藝術免不了與工業並置討論，但現代藝術家在面對截然不同的

繪畫困境時，並非逃避，而是以不同方式正面迎擊，上述二者的態度與行動，即

反映了繪畫在時代轉變下的影響。對班雅明來說，現代畫家的革命意識察覺到進

步史觀的不合時宜，因此不再向著歷史的單一準則盲目前進，而是試圖掙脫傳統

的繪畫界線。直白地說，工業趨近藝術的動作，說明了繪畫在現代藝術中始終不

滅的原因：工業屬於現代，藝術則是社會的反動。若正視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便

不可能將工業屏除於現代之外，班雅明也以數則摘錄指出刻意迴避工業的不合時

宜，換言之，現實中的藝術不應與工業涇渭分明。事實上，藝術與工業的關係如

同「介於中間」的歷史狀態，既透明又鏡射、既封閉卻各自作為時代細節存在。 

現代畫家的工作在於群聚並展示繪畫歷史的碎片，展示最接近現在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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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中間尋找一種平衡，對班雅明而言，此種平衡其實便如同

理想擬像的鏡射性與透明性，尋覓「相似性」而捨棄了內部意義。這群在藝術領

域建構「介於中間」的新藝術史視野一干行動者，將藝術史的意義掏空，以各種

現代包裝過去與現在的時間。班雅明認為，「現代性」的內部掏空是最具包容性

的現代狀態，重新填充的動作面向了「現代性」，無論過去的任何時刻或面向，

在現代性的包覆下，都能再度進入「現代」。藝術並沒有衰落，只是以不同的形

式展現，同理可證，繪畫也不會因為進入現代而消失。 

探究現代藝術中的媒材問題，相當於循著傳統脈絡，探問藝術在現代的位置。

藝術在現代社會中遭遇到的困境，可能是由於時代轉變造成的觀念更新，也就是

說，現代重視的是過去已經發生的與當下生活間的相似性，這種相似即意味著「現

代性」。藝術較其他社會現象更為激烈，討論現代繪畫，不啻反映了時代發展的

現況。由此亦可看出班雅明的時間與歷史觀，也是他支持「現代性」的原因。 

 

現代藝術的政治意義 

從班雅明處理現代繪畫的論題，可理解現代藝術並不像進步史觀下的傳統藝

術，在形式、正統、或權力之間拉鋸，而是高出國家發展的擾動者角色，使人在

舒適的環境中，還能意識到生活刺點的介入者。換句話說，現代藝術不同於為權

力服務的藝術，反倒被賦予了[S8a,1]段所說，足以與國家權力匹敵的政治意涵。 

 

青年藝術風格詴圖使藝術接受科技。它是第二次嘗詴，第一次是現實主義。

而在此陎臨的問題，或多或少，都與那些對新的科技複製過程感到不舒服

的藝術家意識有關。對青年藝術風格來說，這類問題早尌對於被壓抑著而

感到苦惱。青年藝術風格從不曾將相互牴觸的科技視為一種威脅。也因此，

陎對著科技，暗藏其中的反而更加具有侵略性。裝飾性的方式使得即使依

賴科技作為主題，對它們也起不了任何作用。（附帶一提，這賦予了 Adolf 

Loos 與裝飾搏鬥顯著的政治意義。）[S8a,1]
93

 

                                                      
93

 „Jugendstil is the second attempt on the part of art to come to terms with technology. The first 

attempt was realism. There the problem was more or less present in the conscious of the artists, who 

were uneasy about the new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 (…) In Jugendstil the problem as 

such was already prey to repression. Jugendstil no longer saw itself threatened by the competing 

technology. And so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echnology that lies hidden within it was all the more 

aggressive. Its recourse to technological motifs arises from the effort to sterilize them ornamental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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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藝術的政治意義之外，這段同時也指出另一重點，即藝術家意識的崛起時機。

現代藝術家願意正視現代社會的不舒適，因此他們能夠意識到再製的結果，以及

科技相對於藝術的矛盾過程，藝術家的意識便生成於不舒適的藝術發展過程中。 

現代藝術在班雅明在對抗進步與大敘事史觀的「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中，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作為理想擬像的空間，介於現實與夢想之間，將各種被

簡化過後的歷史意義轉換回透明且複雜的狀態。處於透明世界的人們也將自歷史

負擔中解放，不會恐懼新事物，得以秉持現代的生存法則──恆久不變的新。 

藉由卡夫卡、德拉克洛瓦、安格爾等現代創作者，展示現代藝術介於現實與

夢想之間的不同作法，同時討論理想下的藝術與現實中的工業發展。班雅明強調，

這種去個人化卻又不逃避現實的作法，即面對現代藝術的態度。回應青年藝術風

格，現代藝術更在形式上，呈現了其重複性與意義的透明性，並且站在藝術立場，

正面接納本質上相互牴觸的科技，而非全然抵制，反以「重複」作為現代藝術潮

流的特點。這種正面迎擊的姿態，不但彰顯了藝術與科技相乘的優勢，更捍衛了

藝術己身在時代中的存在位置。由此可見，此一準則，實為現代藝術家最具威力

的作法：並非排除或掩飾不熟悉的新事物，不分說地將其視為威脅，而是嗅出細

微卻矛盾的不舒適，並與這樣的不舒適共處。 

現代藝術展現出來的「介於中間」特質，具備了無意義、以及避而不談的革

命特質，透露出現代藝術作為理想擬像的立場。現代藝術作為夢想與現實之間的

理想擬像之一，具備政治意涵的戰鬥力，且賦予自身抗衡外界既有系統的能力。 

 

結論 

 在班雅明眼中，藝術與歷史脫離不了關係，例如藉著理想擬像的青年藝術風

格，或者廣義稱現代藝術，班雅明便指出論歷史的重要性。 

 傳統社會的藝術與信仰、權力關係緊密；現代之後，藝術成為詭異的存在：

與國家權力同時發展，卻又總是悖離歷史脈絡而獨立。這種矛盾的悖離關係，班

雅明認為，反而更能彰顯現代社會與傳統歷史的裂斷，也正因為現代藝術呈現的

矛盾張力，使得若要重啟新歷史視野，便必須從現代藝術著眼。事實上，S 章便

                                                                                                                                                        
was this, we may say in passing, that gave Adolf Loos‟s struggle against ornament its Salien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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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著墨於此。本章將青年藝術風格引導出的「理想擬像」分成三層面。前二部份

指出理想擬像的特徵與作用，藉由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與鏡射性，對照既有歷

史書寫的進步史與大敘事史觀，強調「介於中間」的影響，避開歷史性思維。第

三部分則擴展討論現代藝術，指出藝術在現代與歷史的關係，或者直指現代藝術

作為「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要素：不舒適與政治意義。相較於大眾的舒適品

味，不舒適使藝術保持警覺狀態，避免歷史性思維的掌控再次重演，這也是班雅

明推崇現代藝術為革命的可能原因。 

 有趣的是，由青年藝術風格的透明性與鏡射性，以及現代藝術的舉例，可以

得知「理想擬像」其實有無數種，重點在於成形的動機，以及擾動的功效。青年

藝術風格只是理想擬像其中一例，如[S2,5]結尾處，班雅明還舉出其他類推：工

業與廣告。前者以一種極具侵略性的方式進入自然，對現代之前的生活而言，算

是突如其來的改變，激烈顛覆對既有的認知，也對不留情面擾動著眼前的世界。

再者，理想擬像即理想狀態下，由各種物所共同擬造的幻象。對班雅明來說，廣

告就是這樣的存在：渴望尋求理想世界的庇護，並以一種夢想的形態介入消費主

義、資本主義等絕對物至上的現實範疇。 

由此可見，理想擬像成形的動機其實同時涵蓋了看似相悖的二層面：憎惡現

實、渴望理想世界。在明面上，理想擬像的生成動機是因為對眼前的現實感到憎

惡，透過某項行動推翻或批判這個世界；然而，潛在動機卻也極度渴望理想世界，

希望重建烏托邦世界，作為反抗現實的夢想立基點。這種既激進又平和的矛盾狀

態，在本質上，十分暴力且殘酷。為了成功擾動平凡的狀態，必須透過強硬的手

段達到；以擾動的狀態，自我掙扎地汲取對於現實的敵意。 

 作為理想擬像的青年藝術風格，強調的是有別於具體歷史脈絡、夢想與現實

的模糊地帶，亦即以往歷史中不被承認為、或不可見的部分。青年藝術風格因同

時反抗現實與尋找理想世界而興起。事實上，「理想擬像」具備的「全面的騷動、

窒悶、以及毫無秩序」等現代特徵，即「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總體狀態，這

也是班雅明選擇青年藝術風格的動機。可以說，青年藝術風格以理想擬像的空間，

具現化了「介於中間」的碎片視野。 

 再者，現代藝術論題其實是班雅明實踐「介於中間」的方式之一，也意味著

他的重視。現代藝術之於他，並非純粹形式或題材變革，而是自覺的意識；現代

藝術能夠演繹現代性的各種形式、藝術家能在現代的各種不舒適中，找到相對於

大敘述的自我意識，這對發展中的現代社會來說，是極為特殊的存在。對班雅明

而言，藝術與工業都是現代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進展，二者皆為現實的一部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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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忽略其中一方，只是欲蓋彌彰。選用介於藝術與科技、或者工業與自然中間

的材料，作為現代藝術的論述基礎，也都是強調現代中變動的平衡。藝術本身就

是現實的一部分，不應脫離現實存在，但也正是這樣的不舒適狀態，證明了藝術

存在於現實之中。班雅明因此認為，不舒適其實是現代的創造前提，能夠察覺到

這份不舒適的現代藝術家也就成為革命者，以不斷推翻權力機制為基點。 

 

 

 

 

 

 

【圖 1】現代藝術與工業的變動關係 

介於藝術與工業、藝術與政治、藝術與權力、藝術與傳統之間，現代藝術是

社會發展中，最能全面展示進步與大敘事歷史不合時宜的映射。從班雅明的角度，

藝術是先驅者，由渴望中蘊生，帶領著工業、甚至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相對於

體制與權力，朝向夢想前進；換句話說，現代藝術的張力大過於其他現代產物。

具有意識──能夠察覺時代發展帶來不舒適──的現代藝術家使命不同於古代

大師將創作偉大繪畫視為唯一目標，而是呈現相對於進步時代的藝術，成為抗拒

歷史發展的作品或言說。這也是班雅明選定青年藝術風格、以及德拉克洛瓦、安

格爾、普魯斯特、雨果、卡夫卡、高第等現代藝術的原因：皆有意識地以藝術創

作見證時代的衝擊。之於班雅明，現代藝術是論當代最有效且實際的方式之一。 

另外，關於現代繪畫，班雅明討論的並非架上繪畫的去留問題，或者現代藝

術的表現形式等；而是藉由繪畫的分歧、藝術與工業的關係、以及藝術相對於國

家舒適品味的不舒適發展，反映時下現況。這意味著班雅明討論藝術問題的重點，

在於辨明現代藝術的位置與重要性：映證複製時代的轉變，兼之理解現代人與工

業、時代的關係。科技複製相當於反歷史的其中一種表現，討論現代藝術的複製，

即論藝術與科技結合之題。與其論述重複、再製等動作對於傳統藝術的傷害，倒

不如以此作為現代社會下的歷史命題，回應進步史觀的不合時宜，還要來得重要、

更能反映科技時代下的藝術發展。換句話說，由於作為「介於中間」的理想擬像，

現

代 

國家發展 

藝

術 

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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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藝術聯繫著現實與夢想、架空歷史賦予的脈絡意義、並給出全新的時代現象，

這些都被班雅明看作是平衡現代世界的關鍵點。 

總而言之，呈現青年藝術風格與「介於中間」的關係，不同於其他如鐵造建

築、賭客、收藏家等，會以特定物質或人為目標，而是以抽象的藝術趨勢、或者

時尚風潮等概念對照，由此可見「介於中間」的複雜度與包容性。筆者認為，這

也是 S 章的重要之處：欲理解班雅明對於歷史的看法，便不能忽略他從藝術層面

觀看歷史脈絡的角度。S 章表面上討論的對象是青年藝術風格與現代繪畫，藝術

現象處於多項矛盾之間，正是他認為最具衝擊性的時代見證，因此，實際上，無

論提出藝術或工業，他關注的始終是歷史論題。 

本章將現代藝術視為能夠挑戰進步史觀與大敘事書寫的顛覆者，藉此省思現

代歷史議題，意味著 S 章指出了如何最直接以「介於中間」的狀態面對現代歷史，

包括發展過程、形成原因、操作方式等等，並以青年藝術風格與現代繪畫舉例。

身為書寫者，班雅明的重點在於透過青年藝術風格的陳列，對照歷史的革命意涵。

這種操作方式不同於藝術史蒐集直接材料，對青年藝術風格進行評價定位的推斷；

也不僅僅以純然形而上學的方式，理論式地勾勒青年藝術風格的抽象理念與價值；

亦非從社會學的實際面向，抽絲剝繭青年藝術風格的權力關係場域。「介於中間

的歷史」與進步史觀、大敘事史觀的鮮明對比，更闢出各家學理之外的小徑。 

由此可見，現代藝術，包括青年藝術風格在內，回應了班雅明的現代歷史碎

片：不被進步歷史所收納允准，卻足以作為歷史的映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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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決定社會景觀的物：鐵造建築 

 

社會景觀是由諸多同時性因素緩慢形塑的複雜面貌，並非單純出自某主流趨

勢、或者當權者推行的某政策短時間就能形成的。然而，人們卻時常因為某些表

面上的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大眾的欲望等等，而選擇相信簡化過後的社會現

象。班雅明透過「鐵造建築」，便是回應這樣的矛盾，並且強調與進步史觀相對

的發展觀，反擊系統進步史觀下普遍認知的「正統」與「美」。換句話說，物決

定社會景觀的呈現樣貌，組成現代社會景觀的鐵造建築，而「鐵造建築」就是班

雅明選出代表現代社會具決定性的物之一。 

本章材料選用自《拱廊街計劃》F 章「鐵造建築」（Iron Construction），其中

最多引用出自於研究鐵鑄風格與裝飾藝術歷史的 Alfred Gotthold Meyer

（1864-1904）；94頻率次高的則為瑞士藝術史學者暨建築評論家 Sigfried Giedion

（1888-1968）的著作 Bauen in Frankreich（1928）。95前者多採用比較的手法，舉

例十九世紀面對鐵造建築的反應；後者從社會層面，強調鐵造建築為社會帶來的

建築與藝術方面的改變。再次之，人們對艾菲爾鐵塔等大型鐵造建築的批評、期

望與驚嘆，則各四次引用自 Historie de Paris（1926）和 Le Siècle du fer（1890）。 

藉由這些摘錄，班雅明指出十九世紀鐵造建築的爭議，在形式上，即概分為

「欺騙性結構」與「直接外露結構」，以此劃分社會景觀的不同觀看方式，進而

論證「介於中間」的歷史視野與進步美學史觀之差異。有鑑於此，本章主要關注

鐵造建築與社會的四種關係，並析究物如何決定社會景觀。第一節首先挑明造成

社會景觀分歧的矛盾所在，即視野所帶來的形式差異；接續二小節則針對物形成

社會景觀的交互作用，從「同時性」與「相對性」二概念，映證複雜的發展過程；

最後則藉由建築與藝術，強調現代風格的形成，即呈顯社會景觀與物複雜且漫長

的發展過程。 

                                                      
94

 Eisenbauten 相當於 Iron Construction 之義，可解釋為鐵造建築。此書於 Alfred Gotthold Meyer

逝世後（1907）發表，主要討論新媒材的形式、新舊媒材之間的差異、以及新材料與大眾的磨合

過程，另外還有如水晶宮等鐵造建築於十九世紀的影響。F 章中從[F3,6]跨至[F5,1]，共引用十二

筆。 
95

 Bauen in Frankreich, Bauen in Eisen, Bauen in Eisenbeton，1928 年初版，1995 年由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出版英譯本 Building in France, Building in Iron, Building in Ferroconcrete，以火車站、公

共市場等鐵造建築影響或反映的社會變遷作為紀錄要點，亦即建築與社會之間的關係。F 章共引

用十一筆，範圍從[F2,4]跨及[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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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欺騙性與直接外露結構 

為了梳理社會景觀形塑之成因，筆者察覺，班雅明以鐵造建築為對象，將文

獻中的十九世紀鐵造建築形式概分為二種：「欺騙性結構」與「直接外露結構」。

以此鮮明對照，暗示社會景觀矛盾的起因，就源自於進步史觀的雙軸線：何謂正

統？何謂美？  

相較於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 1931-1994）探討社會景觀如何運作，

甚至被視為「景觀帝國主義」96的核心，班雅明的出發點有所差別。在德波的觀

點中，景觀從來都不是中性的現代景色，而是「當今社會的主要生產」。97現代

的社會景觀如同媒體一般存在，他認為現代景觀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產品，同時

也是最大的政治奇觀。98雖然班雅明也將鐵造建築視為社會景觀，但其訴求並非

直接面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反而花費更多精力呈現社會景觀所呈現的矛盾

現象。換句話說，詮釋作為社會景觀的鐵造建築，並不是班雅明最主要的目的，

從班雅明關注「欺騙性結構」或「直接外露結構」的引用文字，即可察覺班雅明

的用意在於還原社會景觀的複雜面貌。在他的認知中，僅將鐵造建築侷限於政治

層面，過於狹隘，正如同他在其他章節中的嘗試。 

對班雅明而言，形式之於現代，不僅止於有無裝飾的判別，還意味著時代的

變化──形式在不同時代間的差異，相當於具體映射了複雜的時代現象，這也是

社會景觀所呈現的。鐵造建築在十九世紀之後的發展，出現二種主要的鐵造建築

趨勢：較早出現的「欺騙性結構」以及「直接外露結構」，以下將針對時人對鐵

造建築如 Les Halles、Eiffel Tower 的矛盾說法，指出大眾觀看社會的方式，以及

物與時代的複雜關係，打破社會習以為常的偽裝。 

 

欺騙性結構：以 Les Halles 為例 

「欺騙性結構」（spurious constructions）是班雅明觀察複雜的社會景觀，歸

                                                      
96
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景觀社會》（La Societe du Spectacle），王昭風譯（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3。「呈現的東西都是好的，好的東西才呈現出來。」是景觀帝國主

義所強調的。 
97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景觀社會》，頁 25。 
98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景觀社會》，頁 26。王昭風的注解文字中提及凱爾納（Douglas 

Kellner, 1943-）在《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 2002）中，指出德波的景觀相當於「去政治化

和推廣綏靖政策的工具」，因為社會景觀成立，意味著大眾的注意力會從現實生活中轉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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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其中一種形式。班雅明認為時代的厚度與其複雜形態源自於技術的發展，而

技術衍生出來的形式差異，便相當於時代變遷的折射。 

 

塵封冬園的海市蜃樓、火車站的沉寂、軌道交叉路口代表的小確幸──全

都在欺騙性的構造之下腐朽壞去，玻璃先於此一時期，而鐵則由此開始醞

釀。上個世紀的前三分之一，仍尚未有人能參透如何以玻璃與鐵進行建

造……[F3,2]
99

  

 

「欺騙性結構」出現於[F3,2]，其前後段摘錄（[F3,1]與[F3,3]）皆引用了

Sigfried Giedion 在 Bauen in Frankreich（1928）一書中，提到建築模糊的劃分狀

況、以及建築與手工藝的演進關係。由此可見，鐵造建築在時代中的位置是變動

的，而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正相映著時代的複雜狀態。班雅明更進一步指出，造

成時代複雜的原因，即源於鐵造建築反映時代。因此，如同面具一般在鐵的材質

上裝扮「欺騙性結構」，意味著大眾的品味，以及調適程度。 

事實上，「欺騙性結構」一直存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十九世紀，鐵造建築因

為外層施色及模仿傳統媒材與結構，而被視為欺騙性的材質；隨著時代演進，鐵

材廣為大眾接受，鐵造建築因此換上現代化的面具，具現代化特徵的鐵造建築，

成為炙手的時尚代表。因此，在時代的前提下（更針對性指時間），「欺騙性結構」

的重點轉變為時間疊加的痕跡，甚至能以公式審視：「新（事物）」加上「時間」。

假若省略時間要素，切斷與時代的關係，物體只是原本的物本身，並不會是物存

在的真實形態。 

時代中的物皆具備欺騙性結構，儘管時代轉換，物的外觀留存歲月痕跡、建

築形式已不再新奇光鮮，相繼興起的鐵造建築，卻是見證十九世紀現代化媒材從

生澀到成熟的醞釀過程，同時也對應著大眾更迭的觀念。無論沒落的皇室建築、

大型花園、喧騰沸揚的車站、或者錯落交雜的鐵道，物一旦被製造，必有與時代

相連的節點。一切事物都無法逃脫時間的包覆，即使是「最新」，也會在生產完

成的瞬間成為「較新」，外觀可能仍時尚、仍新穎，卻在時間的包覆下，成為相

對的過去的新。時間全面性地緩慢覆蓋於物體之上，在時代流轉間，凝固成為時

                                                      
99

 „The dusty fata morgana of the winter garden, the dreary perspective of the train station, with the 

small altar of happines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racks – it all molders under spurious constructions, 

glass before its time, premature iron. For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no one as yet 

understood how to build with glass and iron….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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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物體應具的型態。物不能外於時間存在，也因此，「欺騙性結構」的說法，

其實便涵蓋了時代變化的過程。 

加入新材質的新式建築，對當時舊有的存在形式而言，是重大的新議題：「當

然，與本身即為鐵的構造相比，還是多為鐵的應用。木造技術只是轉移到了鐵上。」，
100新蓋鐵造建築如火車站之類，開始將新材質列入設計考慮：應該選擇新材質或

者保持原樣或者折衷？原有建築該保持原樣或者結合現代形式，像是如同教堂般

高挑的車站？究竟該保持舊建築的面貌，或者符應時代趨勢？任何超前時代的

「面具」，亦即形式發展之前的先驅者，常被視為「錯誤」的裝配。時間造就「欺

騙性結構」，而「欺騙性結構」包覆於物之外，反映著轉變的時代，如巴洛克建

築以石材為主，現代社會則以鋼鐵為主。同樣是建築，卻由於不同的技術發展與

時代趨勢有所差異，時間即造成時代複雜化的主因之一。 

以 Les Halles 為例，班雅明在 F1a 小節中，並置了幾則相對矛盾的說法：[F1a,3]

及[F1a,5]分別舉一九零四年法國經濟學家 Levasseur 和作家 Du Camp 一八七五年

的文字，討論 Les Halles。二人寫作時間相距僅三十年，卻明顯可看出人們對同

一棟建築物的不同反應：認同其為藝術的正面評價，以及同時也是不成熟的構造

體。 

 

「…名符其實的典型：尌像哥德式教堂完成的象徵，在巴黎與其他城市重

建過許多次，人們彷彿能從 Les Halles 上見到全法國…值得注意的進步可

以在細節上觀察到。巨大的主建築變得豐富且優雅；欄杆、燭臺、馬賽克

牆壁，皆證實了在追求美上的普遍成功……」[F1a,3]
101

 

 

「這類不成功的嘗詴之後也沒有再出現過…Les Halles 的建造在一八五一

年之後仍持續進行，無論在在建築本體上，或者針對形式材質上的論辯，

                                                      
100

 „“... Naturally, it is a matter more of an application of iron than a construction in iron. Techniques of 

wood construction were simply transposed to iron.” Sigfried Giedion, Bauen in Frankreich, p.20.‟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4[F2,6]. 
101

 „“… a veritable archetype: reproduced several times in Paris and other cities, it proceeded, as the 

Gothic cathedral had done, to appear all over France…. Notable improvement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details. The monumental lead-work has become rich and elegant; the railings, candelabras, and mosaic 

flooring all testify to an often successful quest for beauty….” E.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vol. 2 (Paris, 1904), pp. 531-53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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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現在都尚未獲得明確答案。」[F1a,5]
102

 

 

Du Camp 呈顯了一八七五年看待鐵造建築的氛圍，大眾對鐵的存在仍措手

不及，不明確它在藝術或者生活中的位置，普遍不受好評。反觀二十世紀初

Levasseur 的敘述，鐵造建築因為同時照應主體構造及建築細部裝飾，而被劃進

藝術圈，原先被批判損害美感的部份，此時卻成為美的代表。多數加入鐵應用的

建築，亦即班雅明所說的「欺騙性結構」，建築師會從成功的案例中汲取靈感，

如 Hittorff 便參考 Bellangé 使用鐵與鍍銅的圓屋頂創新穀物交易所的設計、使用

鐵鑄構造設計了巴黎北站。技術方面，欺騙性結構也沒有放棄傳統技術，而是將

原本用於木材上的技術轉移到了鐵材之上，該雕琢的細節不但沒有失去，反而因

為鐵擅精雕的特性而使品質更為精緻。 

大眾習慣了鐵造建築，致使鐵於十九世紀激增，展現全然不同於既有生活的

樣貌。鐵結合了各種新的形式與新的材質自身，較傳統的自然媒材具更高同質性：

不像木材須作成樑木才能作為建材使用，鐵異於材料與結構的二分法，在生成當

下即可直接納入建築體系。既為材質自身，亦成結構本身，無須拆解或變化。鐵

造建築如 Les Halles 因而開啟新的可能性，從室內到室外、公共到私人，無論階

級、人種、居住地，技術使得新媒材可以不被濫用或遮掩地成為生活中的設計。

另外，鐵的高塑性、耐濕、大量生產、價格低廉等因素，更使其能夠成為外露建

材並與其他材質結合，由此可將鐵造建築視為十九跨二十世紀之間的科技進步史

寫照。 

班雅明選擇備受爭議的公共鐵造建築作為時代的證明，試圖透過各種「相對」

案例，接近巴黎或十九世紀等無法一言蔽之的對象。正如 F 章開篇引用 Michelet

說的「每個世代都夢想著下一世代」，103鐵造建築處於世代交接的十九世紀末期，

在新需求下，藉建築想像尚未到來的時代，夢想成為了以整個時代作為對象的申

論題。具現的新技術部份源自於失敗的夢想，如同 Eiffel Tower 和 Les Halles 的

群眾反應在發展過程中，被保存下來或排除掉的相對說法、從人們看待物質的觀

點與態度，皆能感受到時代鏗鏘有力的存在證明。 

  

                                                      
102

 „…“It was an unfortunate attempt which will not be repeated….Work on Les Halles has not let up 

since 1851, yet they are still not finished.” Maxime Du Camp, Paris (Paris, 1875), vol. 2, pp. 121-12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2. 
103

 „Each epoch dreams the one to follow. Michelet, “Avenir! Avenir!” (Europe, 73, p. 6)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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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外露結構──以 Eiffel Tower 為例 

班雅明選用材料的準則在於和時代有所呼應，因此，F 章中選用的案例，幾

乎都是十九世紀極具話題性的鐵造建築，如早期的博覽會、晚期的市場等。相較

於應用了鐵、或者傳統建材興建的建築，直接展露鐵造結構的建築較少許多，十

九世紀仍多以「欺騙性結構」作為主要鐵造建築形式。鐵的應用建築雖然展示了

時間的因素，從「最新」推移為「較新」；然而，鐵直接外露的結構方式，更直

接見證了時代的發展，以及對機械科技的品質信任。 

 

風格時期「外露鐵製產品的成功」：「可能是…對機械科技的熱情以及對這

項材質最優良耐久性的信任，此即能解釋為何應該要表現力量與必要性時，

會用到『鐵』的屬性。鐵是自然的律法、鐵是『工人隊伍的一大步伐』；

德意志帝國聯盟與總理大臣自身或許也都是由鐵所組成的。」[F8,5]
104

  

 

從[F8,5]的摘錄中，明顯可見鐵的屬性在時代發展中是必要的，人們也因為

這些特質對科技產生信心與熱衷。在鐵形成自身風格並引領時代風潮之後，但凡

提起力量與耐久性，會從原本認知中的自然元素聯想至人工材料的鐵；最後更將

金屬特質延伸至人身上，更因此影響帝國風氣，鐵就此作為力量的代稱，進一步

化身為國家權力的代名詞，金屬材料因而被賦予了權力的階級化。鐵的轉化過程，

事實上，也相當於世界博覽會的舉辦目的，以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覽會的艾菲爾鐵

塔最為顯著：因顯眼的直接外露結構，在成為巴黎現代化指標的同時，亦對十九

世紀的人們造成極大衝擊。 

以下透過二段摘錄，再從另一方面，呈現大眾面對新形式改變之際，快速且

兩極的轉變，先後作出的失望與期望反應： 

 

「艾菲爾鐵塔。『雖然它證明了無線電信研究的實用性，但因為它相當醜

陋，起初受到猛烈的抗議聲浪…這次世界博覽會可以說是鐵造建築勝利的

                                                      
104

 „The “triumph of exposed ironwork” in the age of the genre: “It may be … the … enthusiasm for 

machine technology and the faith in the superior durability of its materials that explains why the 

attribute „iron‟ is used … whenever … power and necessity are supposed to be manifest. Iron are the 

laws of nature, and iron is the „stride of the worker battalion‟; the … un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is 

supposedly made of iron, and so is … the chancellor himself.” Dolf Sternberger, Panorama (Hamburg, 

1938), p. 31.‟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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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或者比較準確地說，它表明了它自身的徹底失敗。』」[F4a,4]
105

 

 

「一八七八年左右，鐵造建築被認為是解救的途徑。它『對垂直狀態的渴

望』、空的空間勝過填滿空間的優勢、以及來自於可見窗框的光線，重新

帶起源自歌德時代的特色風格，藉由一種全新的靈魂與材質而重生與再次

年輕。但一八八九年，工程師建造 Galerie des Machines 與艾菲爾鐵塔時，

人們對鐵的藝術感到失望。也許太快了。」[F4a,5]
106

 

 

從[F4a,4]、[F4a,5]關注艾菲爾鐵塔的摘錄，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期望與失望。

鐵造建築在發展過程中，曾經賦予當時人們無比的希望，讓人想起中世紀歌德式

教堂的光線，甚至比喻作為一種全新的靈魂，藉由窗框間透出的光線，重新找回

面向建築的精神性與材質性，解放建築長期封閉的侷限。然而，艾菲爾鐵塔全部

裸露的材質、粗重的色彩，被認為是新媒材、新技術的發展過程中走偏了的時代

例子。當人們察覺材質的強烈存在感，不再能將建築視為以往對歌德教堂的渴望

與仰慕時，期望就此轉成失望，甚至有所戒慎，認為鐵造建築並非正統，而這樣

的怪物是徹底失敗的建築，其失敗便在於操之過急，過於赤裸地呈現建材原有的

質感。 

現代建築的衝擊是直接來自材質本身，不再作為間接傳導媒材，自身就是新

的力量。鐵代表著該時代實用性與美學性的拉鉅，卻遠遠超出當下的生活模態，

也因此，原先鐵造建築帶來的希望與未來，對還來不及準備的群眾而言，是快速

到還來不及成為「藝術」的混亂代表。班雅明將一八八九年建造的艾菲爾鐵塔視

為鐵材矛盾的具現化，也是「介於中間」的歷史空間：同時具備勝利的技術與失

敗的美學、實用與醜陋、精神救贖與期望落空；既作為純鐵材建造的無線電基地

台，亦為法國國力與技術發展的宣示。然而，卻也因為鐵在十九世紀搖擺不定的

位置，被迫自縮於其他材質的內部，既為新時代的象徵，又同時作為傳統的偽裝，

                                                      
105

 „Eiffel Tower. “Greeted at first by a storm of protest, it has remained quite ugly, though it proved 

useful for research on wireless telegraphy….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is world exhibition marked the 

triumph of iron construction. It would be truer to say that it marked its bankruptcy.” Dubech and 

d‟Espezel, Histoire de Paris, pp.461-46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161. 
106

 „“Around 1878, it was thought that salvation lay in iron construction. Its „yearning for verticality‟ 

(…), the predominance of empty spaces over filled spaces, and the lightness of its visible frame raised 

hopes that a style was emerging in which the essence of the Gothic genius would be revived and 

rejuvenated by a new spirit and new materials. But when engineers erected the Galerie des Machines 

and the Eiffel Tower in 1889, people despaired of the art of iron. Perhaps too soon.” Dubech and 

d‟Espezel, Histoire de Paris, p.46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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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班雅明藉著鐵造建築的矛盾，明確地將時代投射於材質之上。 

 班雅明以艾菲爾鐵塔矛盾的「相對」觀點為例，其實是為了彰顯人們的認

同行為：理應蓬勃開展的建築新局面，卻由於超出人們熟悉的認知範疇，雖然實

用，但外觀卻難以被大眾接受，並非傳統認知中的美的材質，因而被拒斥於認同

之外。這種對於未知事物的恐懼屢見於新媒材發展的過程中，而艾菲爾鐵塔更為

一顯例。人們對新事物的反應，即大致可窺視時代的發展狀態，換句話說，直接

外露的鐵造結構具現化了科技對時代的衝擊，更直白地說，整個時代的發展過程

其實就濃縮在大眾對建築矛盾的批評與褒貶中。 

 

小結 

由「欺騙性結構」的偽裝與模仿，到直接外露結構的宣示，映證了時代的轉

變：除了展現材質的爭議性、社會發展的同時性、還有支持或反對新媒材的立場。

探問立場的重點並不在於班雅明關注媒材的正當性，反之，班雅明重視的是大眾

面對新材質時，出現差異形式的現象，以及為何此二形式並非按先後順序發生、

而幾乎同時存在。針對此問題意識，班雅明透過[F8,2]段 Louis Chéronnet 的文字，

輔以[F5a,7]段，指出其箇中原因。 

 

反對艾菲爾鐵塔的聲浪：「我們以作家、畫家、雕刻家、建築家的身分，…

捍衛法國藝術與法國歷史飽受威脅的名聲…前來抗議這項建設，位處於我

們首都正中心、既無用又醜陋的艾菲爾鐵塔…它粗鄙的團塊吞沒了

Norte-Dame、the Sainte-Chapelle、the Tower of Saint-Jacques。我們所有的

不朽遺跡都被降低了水準、我們的建築被貶低。」[F8,2]
107

 

 

艾菲爾鐵塔：「儘管它感覺起來像一件小玩意兒，但很明顯地，它是這個

時期所有巨型建設中最知名的，一般而言，這無疑代表著該年代二流的藝

                                                      
107

 „Protest against the Eiffel Tower : “We come, as writers, painters, sculptors, architects, … in the 

name of French art and French history, both of which are threatened, …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very heart of our capital, of the useless and monstrous Eiffel Tower…. Its barbarous 

mass overwhelms Notre-Dame, the Sainte-Chapelle, the Tower of Saint-Jacques. All our monuments 

are debased, our architecture diminished.” Cited in Louis Chéronnet,“Les Trois Grand-mères de 

l‟exposition, ”Vendredi, April 30, 1937.‟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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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鑑賞力僅能在樣式的框架與精緻作工中進行。」[F5a,7]
108

 

 

[F8,2]明確指出大眾反對艾菲爾鐵塔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威脅到法國的藝術

與歷史。為何會對歷史與藝術產生威脅？在大眾心目中，烙印有社會既定的傳統

脈絡，對於「何謂美？」以及「何謂正統？」帶有極高標準與原則。這是源於歷

史中的雙進步軸線：進步史觀與進步美學，一旦脫離兩條軸線，社會將立即為新

形式貼上「醜」或「不正統」的標籤，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艾菲爾鐵塔即其一。

這種既定的社會印象，既是「直接外露結構」的鐵造建築之所以招致兩極化辯論

之原因，同時也是社會需要「欺騙性結構」存在的原由。 

另一方面，鐵作為新材質不受歡迎的可能原因與大眾關係緊密。當大眾對鐵

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相較於木頭、石頭等自然材料，鐵作為加工材質，被進步

史觀者視為「非正統」在所難免。但其實鐵在剛開始成為建築媒材時，頗受歡迎，

理由是鐵經常與其他媒材合併使用，這種連結對大眾而言，是新奇的見識，還留

有傳統的元素，因此相當於還留有人們熟悉的部份，並常以精緻的雕工呈現。然

而，十九世紀末的鐵造建築卻直接以「直接外露結構」攤曬於大眾面前，相對於

以往精緻的美感與正統的材質經驗，使得大眾惱羞成怒，延續「震驚」，作出嚴

厲批評。 

事實上，班雅明提出「直接外露結構」與「欺騙性結構」的強烈對照，忠實

呈現了時代改變之下的社會全景。他藉此暗示，除非人們能夠脫離進步視角看事

物的習慣，否則始終都將無法察覺到新形式的功能變化，以及事物形式影射的時

代的改變，例如艾菲爾鐵塔的「直接外露結構」。對班雅明而言，意見各異的摘

錄並不是為了評判優劣，而是希望透過鐵造建築的紀錄，客觀見證時代變化，試

圖琢磨促成此變化之推力。此推力可能極為劇烈、可能緩慢難辨，無論如何，析

究這些隱藏的部份，才是班雅明認為社會景觀真正嶄露的時代；換句話說，每次

新形式的形成，其實都是觀察時代隱藏因素與影響的契機。 

從鐵造建築的形式差異，班雅明提醒觀者意識到鐵造建築在時代中，有其鮮

明結構差異，並由此形塑出的現代社會景觀。針對他引用的正負鐵造建築評價，

探究人們處於同一時代之下卻形成不同視野的契機，藉此班雅明也梳理物與社會

                                                      
108

 „The Eiffel Tower: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ost famous construction of the epoch that, for all its 

gigantic stature, … it nevertheless feels like a knickknack, which … speaks for the fact that the 

second-rate artistic sensibility of the era could think, in general on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re and 

the technique of filigree.”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vol. 3 (Munich, 1931), p.363.‟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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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以及物反映社會的方式。就[F5a,7]的說法，僅依循進步史觀下「正

統」與「美」的視野，充其量只能在侷限的鑑賞範疇中表達美與歷史。因此，藉

由鐵造建築，班雅明嘗試從形式議題處理現代社會景觀形成的因素，辨析社會景

觀與進步史觀、「介於中間」歷史視野的關係，他認為此一關係，其實才是決定

社會景觀的關鍵點。 

 

第二節、同時性發展 

 班雅明以水晶宮為例，說明社會景觀並非單一因素所能決定，而是由諸多同

時性因素發展而成，例如象徵性的政治與權力因素、時代性的工業化因素、或者

技術性的材質因素等。本節圍繞著一九五一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鐵造建築，確認

「同時性」之於社會景觀發展的影響力。 

現代風格的成型不僅有政治或經濟等主要可見的因素，同時還有更多面向共

同構成。為了試圖解釋這樣的發展過程，首先以水晶宮為代表，表面上受政治影

響，但其實還同時受到經濟等現實因素影響、或受想像左右。藉由鐵造建築的象

徵性、時代性、以及材質性，聲明鐵造建築的同時性發展，間接呈現現代風格形

成的複雜背景。 

 

政治權力的象徵性 

水晶宮是第一次由國家為單位，以戰爭之外的方法，為了倫敦世界博覽會而

興建，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力量。換句話說，鐵造建築的興起並非平白無故，至少

背後有其強大的推動力量。其中，政治的推動最顯而易見，除了有國家作為強勁

後盾，展示的成果還能宣揚國家權勢與意志。可以說，世界博覽會是國家政治權

力與經濟強權的象徵，各國將展覽會視為一次盛大的國力慶典，其中展示的都是

最新、最能代表該時代的元素。另外像是之後一八八九年巴黎萬國博覽會，Le 

Correspondant 雜誌為讀者規畫的專題為「金屬建築與鐵路」，109由此可察覺鐵造

建築在十九世紀末的影響地位。 

從政治的角度看，鐵造建築被賦予的強盛象徵意義，便代表著國家政權的推

力。此象徵力量，使得鐵造建築意外地成為大眾認定的現代象徵： 

                                                      
109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02:167 [F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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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倫敦博覽會結束之後，英國人民對於水晶宮的未來變向感到好

奇。雖然租借這片土地的契約條款上指明建築頇得拆毀掉，但輿論卻一致

同意取消這項條款…報紙版陎被各式各樣的建議填滿，其中很多確實很古

怪。一位醫生希望這個地方改成醫院；其他還有提議要淋浴建設的……有

人認為可以讓它變成一間巨大的圖書館。一位瘋狂熱愛花卉的英國男士則

堅持要看到整間宮殿成為花園。」[F5a,1]
110

 

  

不同於促成世界博覽會舉辦及興建的政治權力，對國家來說，水晶宮的建造、

博覽會的興辦，是國家在外交上的重新定位，既證明工業技術成熟，也能凝聚國

民向心力的手段。然而，水晶宮對大眾而言，卻是存在於想像中的童話世界。一

直以來，大眾對於工業成就帶來的改變感受不明顯，能夠清楚察覺到的，只有消

逝的自然與貧困的階級差異。水晶宮的出現無異於一種激勵：藉由外露的建材，

真正見證到時代的改變、並且意識到基層勞工的存在。因此，在人們的潛意識中，

已不自覺將水晶宮的未來與社會、國家的未來緊密重疊。作為時代的代名詞，從

建築外觀到其功能性，都是人們能想像的具體對象，可以說，時代開放了建築的

限制，同時也展現出與人、建築之間的新關係。 

以溫室為原型的水晶宮即國家製造出來的寓言，據 A. Démy 描述道：「據一

位觀察員所述：『你可能會以為你浸身於某些寓言裡，小精靈與水中以女水晶宮

殿的河川湍流中。』」111鐵造建築的寬敞內部與大面積受光面，對十九世紀之前

的人們來說，是全然預想不到的。水晶宮的建築本身大量使用新媒材、新技術，

令人驚嘆為觀止，再加上內部打破諸多不可能的視覺安排：鑄鐵技術使得建築體

足夠負荷挑高空間，甚至能將整棵榆樹搬進室內。較浪漫的說法，可謂工業革命

之後，自然與工業矛盾的和解。而大面積玻璃採光，讓參觀者在建築內部也享有

                                                      
110

 „“After the closing of the London Exhibition in 1851, people in England wondered what was to 

become of the Crystal Palace. Although a clause inserted in the deed of concession for the grounds 

required … the demolition … of the building, public opinion was unanimous in asking for the 

abrogation of this clause…. The newspapers were full of proposals of all kinds, many of which were 

distinctly eccentric. A doctor wanted to turn the place into a hospital; another suggested a bathing 

establishment…. One person had the idea of making it a gigantic library. An Englishman with a violent 

passion for flowers insisted on seeing the whole palace become a garden.”… A. S. De Doncourt, L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Lille and Paris <1889>), p. 77.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2. 
111

 „“… In the words of one observer: „You might think you were under the billows of some fabulous 

river, in the crystal palace of a fairy or naiad.‟” A. Démy, Essai historique <sur les expostitions 

universelles de Paris (Paris, 1907)>, p.40.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2[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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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光線，頂光、側光、各面向的光線同時存在，這在傳統石造、木造建築中

是不被允許的。透明的水晶宮使得幻想具象化，這是屬於工業時代的寓言，各種

元素如同現代，有著強烈的對比：自然與工業、鐵與玻璃、人與精靈、內與外、

可能與不可能、現實與寓言等。 

然而，無論從國家或大眾的角度，班雅明卻要提醒觀者，水晶宮不是只有總

是美好的表面。鐵造建築象徵著進步，但進步背後的諸多現實推力，除了具話語

權的公開面之外，其它幾乎少被看見。例如雨果譴責「平民皇帝」路易‧菲力普

的說法，便直接指出溫室與政治的關聯：「他讓大眾在溫室中成長。」112鐵造建

築的建造過程並非一人或一時可以完成，但如此複雜的歷史與政治，卻時常以「進

步」廣義稱之。以溫室喻之，雨果暗指當時所謂的民主始終依傍著權力存在，並

非真正的民權，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與王權時代的差別僅在於掌權者從貴族

轉變為資產階級。 

 

見證速度的時代性 

 上述說法從政治層面討論水晶宮，另外在F章中，班雅明還列舉了其他層面，

試圖翻轉過於簡化的現象解釋；精確來說，不光是政治面向，在現象背後，還有

更多複雜的因素，無法三言二語帶過。因此，他羅列更為全面的社會現象與態度，

如經濟層面，以及下一部分的夢想層面。 

鐵造建築的時代性在於它見證了改變中的速度，也經歷了重要的經濟時刻，

這意味著鐵造建築的功能性在於它的短暫目的。有趣的是，理應顯得不穩定的短

暫目的，卻因為時代的快速更迭，反而使得鐵造建築變得正規與穩定，而鐵也在

短時間內產生極大轉變，因應工業化，改變其形式。 

 

鐵作為基材的建築起初以短暫目的為主：遮蓋市場、火車站、展覽大廳。

因此鐵很快與重要的經濟時刻連結起來。曾經代表著功能性與轉瞬即逝，

                                                      
112

 „Béranger: “His sole reproach to the regime of Louis Philippe was that it put the republic to grow in 

a hothouse.” Franz Diederich, “Victor Hugo,” Die neue Zeit, 20, no. 1 (Strttgart, 1901), p. 648.‟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1 [F4a,6].路易‧菲力普被推上歷史舞台，作為七月王朝領

袖，採取溫和的外交政策，一八四零年代常被拿來與復辟的拿破崙相比。雨果以溫室喻之，正因

為路易‧菲力普表面上採取溫和政策，讓大眾在自由社會中成長，但其實只是試圖遮蔽軍事、外

交、經濟內部的複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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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日，卻以一種改變中的速度，開始逐漸變得正規與穩定。[F2,9]
113

 

 

「這項材質在它甫出現的一百年間，已經歷經了非常重要的轉變──鑄鐵、

熟鐵、生鐵──所以今日的工程師可以隨心所欲配置全然不同於五十幾年

前的建築物材質……從歷史的觀點反思，這些是令人擔憂不穩定動亂的源

起。從來沒有一種建築材質有過類似狀況。我們尌站在必定會向前跨出激

烈步伐的發展的起點上…材質的條件散布著『無限的可能性』。」[F3a,1]
114

 

 

從[F3a,1]可看出，A.G. Meyer 主要從三部份觀察鐵造建築造成的裂斷現象，

以及材質激烈的獨特性：短時間劇烈轉變的材質、材質發展的可能性、以及作為

動亂起點的新材質。從材質的歷史發展，便可以看出鐵在短短幾十年間的快速發

展，班雅明在[F2, 9]記下：「鐵很快與重要的經濟時刻連結」。對應社會經濟的快

速演變，鐵造建築由於媒材特性，原本僅作為短暫的公共目的使用，但在現代化

與趨勢、思想的轉變下，鐵的「快速」特性在轉瞬即逝的時代中，成為相對穩定

的速度。 

然而，為什麼鐵能相較於其它既有材質，發展如此快速？或者，從另一角度

提問：鐵為何會在十九世紀之後，才快速發展，成為時代性的代表？班雅明強調，

這並非媒材的特殊性，而應歸因於整體技術發展的結果，他在[F3a,4]直接指出「技

術絕對主義是鐵建構造的基礎──基礎很少來自媒材自身。」115鐵與玻璃早在十

九世紀之前便已存在，卻一直被視為是非正統的人工材料，只是因為現代工業化

之後，技術發展、大眾對於人工材料的接受度大幅提升，鐵因此在短時間內發展。

換言之，班雅明強調技術的重要性，意味著物的轉變其實與所屬的時代緊密相連，

                                                      
113

 „The first structures made of iron served transitory purposes: covered markets, railroad stations, 

exhibitions. Iron is thus immediately allied with functional moments in the life of the economy. What 

was once functional and transitory, however, begins today, at an altered tempo, to seem formal and 

stable.‟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4. 
114

 „“This material, in its first hundred years, has already undergone essential transformations – cast 

iron, wrought iron, ingot iron – so that today the engineer has at his disposal a building materia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ome fifty years ago ….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ese are „ferments‟ of a disquieting instability. No other building material offers anything remotely 

similar. We stand 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development that is sure to proceed at a furious pace…. 

The … conditions of the material … are volatilized in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A.G. Meyer, 

Eisenbauten , p.11. Iron as revolutionary building material!‟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7. 
115

 „The technical absolutism that is fundamental to iron construction – and fundamental merely on 

account of the material itself... A. G. Meyer, Eisenbauten (Esslingen, 1907) , p.1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7[F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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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便映射著整個工業社會的發展與轉變。可以說，對班雅明而言，推動鐵造建築

快速興起的是時代本身，而鐵造建築與時代形成相互影響的迴圈，亦即鐵見證了

十九世紀的時代性。 

在技術推進下的鐵帶給人們劇烈衝擊，就成果而言，它全面改變城市景觀、

居住形式、甚至生活習慣。工業化運動之前想像不到的狀況，在十九世紀之後有

實現的可能性。鐵可以說是引起大眾關注時代變動的開端媒材，是技術、時代發

展的體現。對班雅明而言，「新」是時機成熟後的發展成果，相當於其背後整個

過程的可能性，他認為真正該關注的是材質帶來的裂斷影響，以及影響之後的整

體發展。另外，人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反對或支持聲浪，便源自於此一激烈轉變

的斷裂性，並由此生成面向未來的可能性。 

另外，技術上的快速發展更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因素。水晶宮等鐵造建築展示

現代的技術成就，輕型建材讓建築能更自由地放大縮小；可拆卸的零件，也意味

著材料移動的便利性，組裝速度倍增、花費成本低，排除了傳統媒材的諸多侷限

性。鐵造公共建設的興設，充分展現了鐵與其他媒材結合的新可能性，使用量大

幅擢升。[F1a,3]的補充資料便指出：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七年，不過將近二十年

時間，巴黎區的鐵材用量，已自五千七百噸增加到六萬一千噸，大幅飆升，同時

代其他國家亦如此。116 

科技的進步史，也就是鐵造建築展現的象徵性與時代性，事實上，都是同時

性的發展，正如現代社會一般。或者說，現代抽象的激烈轉變其實從「物」的發

展便能察覺出來，在這裡，鐵造建築即班雅明觀察的「物」。 

 有別於進步史觀看待物的方式，班雅明提出「發展觀點」。透過「發展觀點」，

他認為才可能察覺物的同時性發展，而不僅受最具話語權的主要勢力左右，下一

部分的「相對性發展」，亦由此展開。像[S1a,8]段即從宗教、政治的角度，對大

敘事結構的歷史觀提出宣戰，與政治、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對抗黑格爾與馬克斯

代表的大敘事。以往人們相信眼前的社會由政治與神學建立，但十九世紀之後，

卻察覺到現代社會發展下的工業等，較宗教與政治更能證實現實存在，劃時代的

劇變才是十九世紀歷史擴張的真正因素。這樣的看法從實質上改變了生活，更重

要地，點出歷史的觀看問題。 

 

                                                      
116

 E.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vol. 2 

(Paris, 1904), pp. 531-53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2[F1a,3].「1848 年，5,763 噸

鐵進入巴黎；1854 年，11,771 噸；1862 年，41,666 噸；1867 年，61,572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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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點的釐清相當於站在十字路口，為至關重要的利害關係。尌各陎向

而言，新的歷史思維目前已經定調，以更高的具體原則、衰退時期的救贖、

歷史斷代的修正、以及不久後基於這些論點，發生在反動或陏命意識中的

效用作為特徵。[S1,6]
117

 

 

每個時代皆以逃不掉的現代展現自身──但任一時代也因此有權力撤除

它。無論如何，以下這句非常清楚地顯露對「逃不掉的現代」的理解：「也

許，我們的後代將會在掌握到第一個主要時期的當下認知到，尌整個基督

教世界的發展，包含宗教改陏在內，耶穌之後的第二個主要歷史時期起始

於法國大陏命，以及十八與十九世紀交接之際。」站在另一角度，這是「沒

有任何時期能夠比這更能切斷欲深入世界歷史─一個沒有宗教贊助者 、

沒有改陏者或立法者的時期」的問題。…作者假設歷史不斷地在擴展中。

但事實上，現實結果卻是工業為歷史帶來真正劃時代的特色。劃時代的劇

變肇始於十九世紀此一看法，並不帶有 Hegel 與 Marx 的特權。[S1a,8]
118

 

 

針對進步史觀與大敘事史觀，班雅明提出[S1,6]段的「發展」觀點，嚴正聲

明現代社會不再需要進步與大敘事立場；另外再透過[S1a,8]段對照大敘事史觀，

藉此釐清反對大敘事史觀之原因。歸納出四項原則：具體、衰退的救贖、重新斷

代、以及革命意識，以此證明發展觀點並不相等於進步史觀。 

  

小結 

                                                      
117

 „Of vital interest to recognize a particular point of development as a crossroads. The new historical 

thinking that,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s,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concreteness, redemption of 

periods of decline, revision of periodization, presently stands at such a point, and its utilization in a 

reactionary sense is now being decided.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4. 
118

 „Every epoch appears to itself inescapably modern – but each one also has a right to be taken thus. 

What is to be understood by “inescapably modern,” however, emerges very clearly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Perhaps our descendants will understand the second main period of history after Christ to 

have its incep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the turn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ile grasping the first main period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hristian world, 

including the Reformation.” At another place, it is a question of “a great period that cuts more deeply 

than any other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 a period without religious founders, without reformers or 

lawgivers.” Julius Meye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Franzosischen Malerei (Leipzig, 1867), pp. 22, 21.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history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But this is, in reality,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industry gives it its truly epochal character. The feeling that an epochal upheaval had begun 

wi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no special privilege of Hegel and Marx.‟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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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班雅明的「夢想」並非抽象的烏托邦理想，而是倒映出現實的另

一個相似世界。這個世界沒有穩定結構，有的只是諸多現實的映射，因此沒有深

度。在這種沒有深度的空間中，如鐵軌、鐵造遮蓋市場、水晶宮等，都成為一塊

塊任意疊置的碎片，紛雜卻處於同一平面。 

班雅明引用 Le Siècle du fer 一書中的段落，映證技術發展與其它時代中的現

象必然有同時性關係： 

 

1779 年，第一座鐵鑄橋出現在 Coalbrookdale。1788 年，它的建造者119獲

頒 Gold Medal of the English Society of Arts 獎。「除此之外，自從 1790 年，

建築師 Louis 完成了巴黎的 Théatre Français 煉鐵結構，我們可以說金屬建

造的年代確實大致與法國大陏命同時發生。」[F7a,3]
120

 

 

從這段摘錄，可以直接看到班雅明對於時代發展的看法：他認為時代中任何現象

皆不可能獨立成型，如同[F7a,3]最後提到金屬建造的年代，與法國大革命幾乎同

期，鐵造建築的興起同時借助了政治、經濟、以及人們渴望夢想的結合成果。但

總體來說，這些推動的力量其實也都只是大時代中的一環。 

鐵造建築的年代即相當於物的發展過程，法國大革命象徵著的是民主意識興

起，二者皆非一時一地或一人能夠成就，社會經濟與政治並存於同一時空中，也

意味著眼前所見的社會發展現象，其實是由複雜的的同時性交織組成。表面上，

鐵造建築的成功，導因於國家推動或世界趨勢，但班雅明透過德、英、法等國鐵

造建築的實際發展現況與影響，事實上，是為了強調二點：第一、時代的趨勢並

非以單一角度或說法能夠詮釋清楚的，如同水晶宮的成就並不只因為政權推動，

還有背後更多複雜的時代因素；第二、這些檯面上簡化過後的因果關係，班雅明

認為可以藉「介於中間」的視野還原原本矛盾的發展過程。 

 論題最後回到水晶宮，班雅明選擇水晶宮為例，並不只是因為它是世界博覽

會的場地，或者是讓世界看到的國家門面，更重要的是水晶宮展現了已經解決了

                                                      
119

 Shropshire 的 Coalbrookdale 鐵鑄橋由 T. F. Pritchard 所建造。 
120

 „In 1779, the first cast-iron bridge (that of Coalbrookdale). In 1788, its builder was awarded the 

Gold Medal of the English Society of Arts. “Since it was in 1790, furthermore, that the architect Louis 

completed the wrought-iron framework for the Théàtre Français in Paris, we may say that the centenary 

of metal construction coincides almost exactly with tha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e Lapparent, Le 

Siècle du fer (Paris, 1890), p.11-1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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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問題；從另一種角度來看，水晶宮即作為時代進步的見證。由此可知，政

治面向只是造成時代現象的眾多影響之一，但政治擁有的強大話語權，使它較其

他面向更具可見度。換句話說，討論水晶宮、艾菲爾鐵塔等知名鐵造建築，其實

都在面對新時代的問題，包涵時代如何被呈現，以及時代的真實樣貌。 

 

第三節、相對性發展 

除了同時性發展，現代社會景觀的複雜成因，另實踐於「相對性」上。舉凡

全球化（相對於國家主義、個人主義）、新媒材（相對於傳統、舊、古典）、自然

與科技的分野、或者材質、結構、形式等差異，可以看出社會景觀因「相對」而

興起。有趣的是，這些「相對」的矛盾卻成為班雅明眼中，造就社會景觀的先決

條件，尤在工業社會成型後更加顯明；換言之，現代社會景觀便積累於各式「相

對」的張力之下，新詞彙也隨之生於「相對」之間。現代社會的「相對性」發展，

建立於物與社會的複雜作用，進而形塑出現代景觀社會：其中包含體積的大小、

力量的強弱、材質的新舊、結構的垂直水平、自然與人工、室內與室外、社會角

色等等。 

以下透過其中二面向，舉例論述「相對性」發展的特性與實際現象。其一為

新與傳統的相對，前面二小節已針對建築結構與形式進行分析，這裡則探討其材

質性部份；另一則為技術分工下相對專業的角色。 

 

融合新與傳統的材質性 

 社會景觀的「同時性」發展主要提到象徵性與時代性，而在「相對」的前提

下，「材質性」則為另一關鍵。班雅明在 F 章中選用的材料，關於鐵在時代中的

矛盾與衝突佔最多篇幅。鐵造建築快速發展的原因，除了政治的權力因素及經濟

等社會因素之外，同時還包含了人們對時代的想像，此一想像透過鐵造建築，實

際呈現出新與傳統的融合。 

 

「每位商人都在模仿其他材質與方法，當他使瓷杯有琥珀製品的特質、玻

璃模仿陶瓷、黃金飾品仿效皮陏製品、外觀仿藤的鐵鑄桌子等等，並自認

為成尌了品味奇蹟。在此表演競技舞台上，糖果製造商在幾乎忘卻他該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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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的範圍，並且丟失了他品味詴金石的前提下，也被激發出渴望作為雕刻

家與建築家的衝動。」科技太過快速的進展，以及新材質越來越容易被接

納，是造成此一混亂的部分原因。融合它們的成果反倒更徹底地導致了錯

誤與失敗。另一方陎，這些徒勞的嘗詴卻是佐證科技產品起初是源自於夢

想的最真切證據。（不僅只有建築，所有科技在某一程度上，都能被視為

是夢想的集合體。）[F1a,2]
121 

 

從[F1a,2]可以看出，現代的混亂源自於進展快速的科技，使得越來越多新材

質能被人們接納，也因為技術更新，新與傳統材質能夠結合，材質能夠發揮最佳

效能，雖然也造成了現代混亂的現象，但融合以往不相容的新與傳統，證明夢想

世界存在，或者說，現代之前的新因為沒有發展如此快速的技術，與傳統的差距

並不大，但在鐵裂斷性發展之後，新與傳統的差異性瞬間顯而易見。因此，雖然

會有成果被認為是徒勞的嘗試或者失敗的創發，但材質所呈現的矛盾，使得建築

成為科技時代下夢想的集合體。 

許多傳統物品在外來刺激競爭下亡佚，時代風潮轉動越快，群眾適應新科技

的能力便越強，越能接納新事物。假如沒有進入時代的能力，不會知道現在的「新」

便立基於「舊」之上，傳統與新的融合創發現代風格，因而造成社會秩序混亂，

無法依循既有的認知方式採取應對方式。在為求新而變的趨勢下，逕自融合相異

材質的後果，可能導致物件形式的錯誤；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看似徒勞

的嘗試，班雅明卻認為都是證明科技奠基於想像而生。因此，出現在建築、家具、

飾品中既新又傳統的「錯誤」物件上，事實上，都是圓夢行動的一環。換言之，

處在界線被破壞了的曖昧狀態下，才能透過鐵造建築，回顧對照現代脈絡與既有

傳統與想像的距離；一切看似錯亂、浮誇的結合，對班雅明而言，都是現實。經

過許多不合適的嘗試，反而就此驗證夢想的現在進行式；夢想並非對與錯的是非

題，而是以時代為對象的申論題，作為現實中的夢想集合體。 

                                                      
121

 „“Every tradesman imitates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others, and thinks he has accomplished 

a miracle of taste when he brings out porcelain cups resembling the work of a cooper, glasses 

resembling porcelains, gold jewelry like leather thongs, iron tables with the look of rattan, and so on. 

Into this arena rushes the confectioner as well – quite forgetting his proper domain, and the touchstone 

of his taste – aspiring to be a sculptor and architect.” Jacob Falke,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Geschmacks ,p.380. This perplexity derived in part from the superabundance of technical processes and 

new materials that had suddenly become available. The effort to assimilate them more thoroughly led 

to mistakes and fail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vain attempts are the most authentic proof that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at the beginning, was in the grip of dreams. (No architecture alone but all 

technology is, at certain stages, evidence of a collective dream.)‟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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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鐵造建築體之外，鐵軌、火車的出現，也時常被視為夢想途徑，尤其在

工業化運動之後，移動成為稀鬆平常之事，這批鐵造製品更直接成為夢想世界本

身。即使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部分激烈反對的聲音，特別在一八三０年代，但這些

強烈對比的懼怖與希望，其實分別從不同面向映證了鐵帶給人們的衝擊。前者是

人們擔憂因為工業快速的發明，意識到新事物威脅到既有生活秩序，導致原有生

活被破壞，因此游走於精神崩潰邊緣附帶的快感與罪惡，這種掙扎與矛盾在十八、

十九世紀極為普遍。後者則聲明了以鐵為例，物質的象徵力量在工業社會中不可

抹滅：「『鐵路軌道』被賦予了特殊且確切無疑的夢想世界，僅是指出科技發明的

物質象徵力量有多麼重大，便為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122
(Benjamin 

2002:156 [F3,4])因為鐵造建設，使得身處王權時代的人們看到了公眾的力量、能

夠站在現實世界望向新世界；對國家而言，則可以是國家對人類能力與國家成就

的信心。換言之，鐵應對至人們對於新事物的想像，充分展現了物質的象徵力量，

也因此，鐵軌除了作為技術進展的極佳例證，亦為通往夢想世界的特殊道路。 

 

「…對能夠理解此建材與傳統價值觀截然不同，以及建築材質實際用途的

任何人來說，變得顯而易見。『鐵喚起某種不信任感，只因為它不是直接

源於自然，卻反倒以人工方式被視為建築材質。這種不信任是特定專指文

藝復興時期 Leon Battista Alberti 所給出的普遍觀點，他的說法是：『因為

每樣事物都有一部分是自然的創作與組合，而那是相較於人手所製造與組

成的藝術，更加不能被分解的。』[F3a,4]
123

 

 

意識到詞彙的相對衍生過程後，班雅明以 Meyer 在[F3a,4]列舉的文藝復興時

期 Alberti 分析自然與人工作品的說法，重啟討論人們看待鐵的不信任感。鐵在

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受到爭議性的反對原因，主要部分即因鐵這種人工材質

                                                      
122

 „“Railroad tracks,” with the peculiar and unmistakable dream world that attaches to them, are a 

very impressive example of just how great the natural symbolic power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6 [F3,4]. 
123

 „…anyone who recognize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contrasts with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value 

and utility of building materials. “ Iron inspired a certain distrust just because it was not immediately 

furnished by nature, but instead had to be artificially prepared as a building material. This distrust is 

only a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at general sentiment of the Renaissance to which Leon Battista Alberti 

(De re aedificatioria [Paris, 1512], fol. xliv) gives expression at one point with the words: „Nam est 

quidem cujusquis corporis pars indissolubilior, quae a natura concreta et counita est, quam quae 

hominum manu et arte conjuncta atque, compacta est‟ <For there is, in each thing, a part that is the 

work and the assemblage of nature, and that is more indissoluble than that which is produced and 

assembled by the hand of man with his art>.” A. G. Meyer, Eisenbauten (Esslingen, 1907) , p.1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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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全然違背了傳統美學價值觀的自然說法，木材與石材是現

代之前的人們最常使用來作為建材的自然物，因為它們是距離自然最近且最容易

取得的建材，可以說，在現代化之前，人們總生活於自然之中，不但人類本身和

自然相關（組成人體的元素），人的居所、使用場所也都與自然有著密切關係，

這樣的社會由自然支撐。當鐵造建築徹底從形式、本質面接受了人工方法，普遍

與既有習慣不符，因而使人們對新媒材產生不信任感，對大眾而言，鐵造建築能

以零件被分解的形式，完全說明其存在相當於沒有靈魂的機械；也因此，自然與

人工的相對，闡述的是現代化過程中，從人的角度面對新媒材時的感受，對大眾

而言，因為懼怕不熟悉，於是不信任，但從班雅明的註解可察覺他認為此般不信

任亦為時代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Alberti 提出對媒材的不信任適用於工

業革命之前的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對以技術絕對主義為主的現代社會來說，

鐵造建築理應不被信任的人工特質，卻是證明現代以媒材為主、相對於傳統的線

索。124
 

 

工業社會中相對的角色 

除了材質的相對關係，推動社會運作的角色也有其相對位置，例如工程師、

建築師、與裝飾者，三者隨著時代演變，而有其相對起伏的勢力關係，以及面對

時代的矛盾。鐵造建築在發展過程中，生成許多矛盾的相對概念，或者說其中的

構成元素即相對，班雅明針對「相對」，主要從相對專長領域的技師、相對的人

工自然、新與舊等概念，以 A.G. Meyer Eisenbauten 的文字，說明鐵造建築等新

時代產物因具備適應不確定的能力，因而在強力混合的發展過程中，生成「新」

的概念。 

 

「一七九一年，工程師一詞開始在法國被使用，指那些對防禦工事和攻城

熟練的官員。『…建設者與裝飾者壁壘分明，並且因此衍伸出更深入的問

題：身為建設者盟友的工程師，勢必侵犯到前者的地位，從社會層陎來看，

難道不是一個冷漠的集合嗎？』」[F3,6]
125

 

                                                      
124

 Eds. Elizabeth Gilmore Holt, “Leon Battista Alberti „ On Architect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rt ( Princeton U.P., 1982), 218-220. 
125

 „In 1791, the term ingénieur began to be used in France for those officers skilled in the arts of 

fortification and siege. “…the constructeurs stood opposed to the décorateurs, and with this the further 

question arose: Did not the ingénieurs, as the allies of the former, necessarily occupy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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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便提到工程師一詞因應當時的革命時勢所需而創造，在這之後便陸續相

對於這個詞，而衍生出其他不同的代稱，如建設者與裝飾者，從現實的工作層面

看，此即細部分工，原本工程師與建築師、建設者與裝飾者等界線都模糊不明確，

因為社會並不需要如此細緻的分工，但在革命之後，生活模式、美學認知、社會

組成等均發生劇烈變動，這些細節分工對社會來說，卻出現極為不同的意涵：工

程師與建設者的身分上有階級的差別── 原先可以藉「建造者」一詞統稱所有

與建設相關人員，但革命之後，前者特定指的是在革命中街區攻防戰親政府的官

員，後者的對象範圍則限縮至參與基礎建設工作的工人們，包含建築師與勞工，

當詞彙不再中立，使用者與使用時機、使用場合都有其指涉性，亦即每回這些詞

被提起，就是社會的再劃分、階級之間的再製，人與人、詞與詞之間的親睦消逝

了，新世界、新觀點皆處於「相對」之中，建築不再是完整體，而被建築師和室

內設計師各自瓜分；另一方面，原先在王權時代被宣告一統的價值觀，也在這樣

的多點發生下分崩離析，美學、社會無法再以單一視野觀看，全破裂成碎片視野，

對立繼起，範圍不再局限於大時代風格的轉變，而是時代之下每個個體（每棟建

築、每位建設者與裝飾者）的騷動，一言以蔽之、一詞以代全的習慣已經不再適

用，因此，從表面看，分工細緻後的結果呈現的是社會中各集合的冷漠。然而，

這樣的冷漠卻是擺脫掉大意識形態的偽善而留下暫時性的必然傷痕，只有在察覺

得到痛、摘除得掉面具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有恢復個體、角色、身份殊異性的可

能，或者說，有了差異，才有審視一切習以為常基礎的動力。也因此，社會角色

位置的變動可能衍伸出矛盾的觀點，也正因此符應了現代之後非大敘述脈絡的價

值觀，在歷史記錄、社會反思上，皆有各自成立的論述面向，但也因此，才能在

整個世代下，逐漸聽見有所差別的聲音。 

 

小結 

從二種不同的「相對」面向，可看出時代的轉變、事物的定位，皆非一蹴而

能成，須先找到「相對」的裂斷界線，進而進行「相對」實驗，在 Eiffel Tower

和 Les Halles 的例子中，班雅明特地安排了二種不同的前後組合，用以佐證時代

變遷在人們思想與生活上留下的痕跡：前者以同一作者所記錄的巴黎歷史，重複

強調了人們對現代鐵造建築異於傳統裂斷特性的畏縮與批判；後者則以不同時間

                                                                                                                                                        
socially speaking, a distinct camp?” A.G. Meyer, Eisenbauten (Esslingen, 1907) , p.3.‟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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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位作者記錄該時代人們看待鐵造建築的態度，任何事物都將不同於以往，更

不用說現代化代表、具備裂斷性與未來性的鐵造建築對人們帶來的偌大衝擊。綜

言之，任何二事物皆有邊線、有「相對」，也就是說，各種新詞彙皆生於「相對」

之間，班雅明透過三種「相對」的整理，勾勒出事物受時代推移的影響，以及矛

盾在現代社會中立體的重要性。 

討論現代建築的發展，假若僅看到表面上消長的社會現象，單純列舉鐵造建

築的成功與批評說法，人們只會感到困惑與恐慌。另外，此一表面化的過度清晰

其實也是現代動亂的主要根源，人們只看到建築在時代現象中所呈現的亂象，從

結果憂心社會的動盪，甚至認為十九世紀的建築因為鐵而呈現衰退趨勢。藉由反

對鐵造建築的諸則摘錄，班雅明即透露這種失望其實都只是人們執著於對某事物

既有脈絡的想像，艾菲爾鐵塔即一鮮明案例。 

由二、三節分析，可察覺「同時性」與「相對性」被班雅明視為建立新歷史

視野的基本原則：前者意味著不排除，亦即「介於中間」的包容性；後者則強調

此一新視野由矛盾融合而成的張力。由此二原則建立起來的視野，班雅明認為，

相較於既定的「正統」史觀或者「美學」脈絡，能更接近混雜、無秩序的現實，

另外更重要的是，不會再無意識地受進步史觀綁架。 

 

第四節、現代印象與鐵造建築 

社會景觀的發展並存「同時性」與「相對性」，體現了時代發展的複雜與不

穩定性，班雅明藉由建築與藝術長期且緩慢的發展過程，表明社會景觀甚至大眾

印象中的現代，皆非單一因素、單一進步視角可言詮盡。 

鐵造建築脫離造形藝術成立的前提，說明鐵造建築在相對的時代問題下，被

視為一種藝術觀念，進而決定了社會景觀的發展樣貌；也就是說，體現在現代鐵

造建築上的形式爭議，其實就是時代中的視野問題。因此，班雅明針對鐵造建築

提及的「形式」，並非藝術史中的風格之變，而是再現時代的觀念。從「同時性」

與「相對性」發展所呈現的矛盾現象，可以察覺到現代風格即源自於這些複雜的

社會景觀之中，若僅侷限於社會現象的視覺風格變化，也就是只從材質或面積等

物理條件而論，那將只是資料蒐集，無法深究回應時代轉變的問題本身；以鐵造

建築來說，就是只能自「正統」與「美」的表層討論著眼，而無法進一步觸及現

代風格形成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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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社會景觀主要構築於鐵造建築的「同時性」與「相對性」，因此，

由此可追溯現代印象之形貌；即以鐵造建築為例，由物決定社會景觀的案例： 

 

鐵製陽台。「房子擁有最精緻的統一立陎樣式…只憑藉著門與窗接合。在

法國，即便最窮困的房屋…也沒有例外地，窗戶都是朝向地陎的『法式

窗』…這讓欄杆成為必備之物；在較不富裕的家庭中，會是樸素的鐵杆，

但在富有家庭的卻會是經裝飾過的鐵…在某一程度上，欄杆成為一件裝飾

品…可藉由強調窗戶的底線，有助於更進一步接合立陎。並且可同時實現

其功能，卻無頇破壞立陎的水帄。這樣的接合不可能因為它側陎持續的延

伸部分，尌滿足現代房屋中重要建築群的需求。建築師的建造美感需要房

屋越來越強烈的水帄趨勢作為表達形式。他們發現了傳統鐵窗能作為應對

於此的方法。穿越建築前陎的完整長度，一或二層樓，他們設置了有鐵格

柵的陽台，當此類型為黑色時，非常引人注目，並帶給人充滿活力的印象。

這些陽台…受最近期的建築影響，維持著非常狹窄的空間；假如過於簡潔

的表陎不再是問題所在，透過它們，被稱作是立陎浮雕的陽台，儘管依舊

帄坦，牆陎卻克服了和雕刻裝飾一樣小與帄坦的效果。在類似房屋的案例

中，這些陽台欄杆彼此融合，並因此鞏固了有圍牆街道的印象；在較高樓

層被租用給商業目的，還有經營者建造了能與之匹配，鐵製產品中善用空

間的浪漫風格鍍金字母，似乎能純粹被視為是裝飾性，而在字母取招牌代

之的狀況下，這樣的影響亦跟著提升。」[F8a]
126

 

                                                      
126

 „The iron balcony. “In its most rigorous form, the house has a uniform façade.... Articulation results 

only from doors and windows. In France, the window is, without exception, even in the poorest house, 

a porte-fenêtre, a „French window‟ opening to the floor…. This makes a railing necessary; in the poorer 

houses it is a plain iron bar, but in the wealthier houses it is of wrought iron…. At a certain stage, the 

railing becomes and ornament…. It further contributes to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façade by … accenting 

the lower line of the window. And it fulfills both functions without breaking the plane of the façade. 

For the great architectural mass of the modern house, with its insistent lateral extension, this 

articulation could not possibly suffice. The architects‟ building-sense demanded that the ever stronger 

horizontal tendency of the house… be given expression…. And they discovered the means for this in 

the traditional iron grille. Across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building front, on one or two stories, they set a 

balcony provided with an iron grating of this type, which, being black, stands out very distinctly and 

makes a vigorous impression. These balconies, … up to the most recent period of building, were kept 

very narrow; and if through them the severity of the surface is overcome, what can be called the relief 

of the façade remains nonetheless quite flat, overcoming the effect of the wall as little as does the 

sculpted ornamentation, likewise kept flat. In the case of adjoining houses, these balcony railing fuse 

with one another and consoled the impression of a walled street; and this effect is heightened by the 

fact that, wherever the upper stories ar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e proprietors put up… not 

signboards but matched gilded letters in roman style, which, when well spaced across the ironwork, 

appear purely decorative.” Fritz Stahl, Paris (Berlin <1929>), pp. 18-19.‟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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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a]段藉由「鐵製陽台」，歸納並凸顯出鐵造建築交互形成的現代印象。首

先，水平風格強烈，相較於巴洛克時期宗教式的垂直建築風格，現代鐵造建築基

本上採取水平，但卻也不排除垂直的元素，例如窗戶、欄杆等。因此，同時出現

垂直與水平元素的鐵製陽台，便成為現代社會景觀常見的建築形式；也因為鐵材

的特性，使得欄杆本身除了具備功能性之外，亦成為裝飾的一部份；再者，相較

於陽台以平面形式延展，欄杆則以垂直軸向設立。光是陽台組件之一的欄杆，便

同時具備功能與裝飾、水平與垂直等矛盾；再加上原本屬於傳統的鐵窗，鐵製陽

台以現代建築之姿，承載著傳統元素。此即鐵造建築作為現代景觀的特徵：擁有

同時性、卻又具備相對性。也因此，帶有裝飾性的「鐵製陽台」即可視為是現代

印象，鐵製元素也鞏固了「現代」的印象。可以說，現代印象源自於現代與傳統

的衝突與融合之中，現代印象亦由此生成。 

「鐵製陽台」只是班雅明舉出的鐵造建築其中一例，在他看來，能成就社會

景觀的物，都會具備既矛盾又相容的特質，而如此矛盾的融合會直接呈現於形式

上。對班雅明來說，鐵造建築的形式所展示的，其實就是社會景觀的「同時性」

與「相對性」；可以說，無論由「同時性」與「相對性」形構出的社會景觀、或

者經由現代與傳統的矛盾融合的現代印象，其實都是班雅明透過鐵造建築，針對

時代提出的論證，欲證明任何時代現象皆非單一視角的形成。 

 另外，從「鐵製陽台」的舉例，可以推論出，「形式」之於班雅明的重要性，

或者說，班雅明認為「形式」就是物能夠決定社會景觀的直接表現；從他對現代

風格的評述，甚至可以定論：不同時代將生成不同形式，亦即不同形式的出現，

意味著不同時代的改變。換句話說，形式之於社會景觀即一種觀念，如同藝術之

於現代為觀念，關鍵在於此一觀念矛盾的融合特性。 

以下重新回到鐵造建築，透過建築與造形藝術的關聯演變，探討鐵造建築形

式與藝術的關係，以及這層關係遇上歷史所產生的革命性。相較於欺騙性結構與

直接外露結構，從同時性的空間面向，分說鐵造建築的形式議題。班雅明從藝術

的角度，提到共時性縱軸的鐵造建築，將十九世紀的鐵造建築與造形藝術進行切

割，鐵造建築被視為全新的「藝術」觀念，暫時不作社會景觀解。作為一種新的

藝術形式，鐵造建築推翻了由法國美術學院為建築與造形藝術所作的連結： 

 

透過法國美術學院，建築與造型藝術產生連結。「這對建築而言是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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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洛克時代，這樣的統整是完美且不證自明的。然而，在十九世紀的進

程中，卻開始變得岌岌可危。」這不僅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來重新

看待巴洛克，也暗示著在歷史上，建築是最早發展出藝術觀念的領域，或

者更好的說法是，它承認了最佳的凝視狀態，在於當「藝術」──十九世

紀，一種從未想像過、但本質上卻毋頇理由解釋的類別──被納入知識生

產力創造物一環時。[F3,1]
127

 

 

鐵造建築與造形藝術進行分割，是建築覺察到被無條件視為同一體的危險性，

所採取的行動。這段也指出，巴洛克時期的建築理所當然與造形藝術連結，因為

信仰興盛時期，藝術與建築皆獻給上帝的榮耀，能夠越高聳入天，意味著與上帝

的距離越近，建築因而竭盡向上延展；然而，十九世紀之後，科技社會發展，建

築加入不同媒材與技術，與信仰共處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建築因而脫離信仰綁定

的造型藝術，卻也因此被「正統」與「美感」脈絡視為一場災難。Giedion 提到，

建築映照著十九世紀的發展中的現實社會，察覺到完美的危險與不合時宜，因此

逐漸脫離造型藝術。雖然他以「災難」形容這場脫逃行動，但基本上，Giedion

的說法卻是客觀的，「災難」是相對於巴洛克時代的建築狀態而言。巴洛克時期

的建築由學院主持，與造型藝術完美合一，而這樣的裝飾結合，放在十九世紀卻

是格格不入、甚至岌岌可危。從班雅明後面的補述，可以推測，建築的不再安於

過往，是因為隨著新社會中發展出「藝術」的概念。 

此處所指的「藝術」並非單科學門，而是一種觀念──在知識生產力之外的

領域。由[F3,1]段說法，可以得知，事實上，建築較藝術本身更早發展「藝術」

概念。正如前述提到，這是由於科技發展與時代需求之故：鐵作為工業材質早已

存在多時，但一直還是要到十九世紀之後，需求量才極速飆升，立基於前述歸納

出的「同時性」，以及衍生出工業與自然張力的「相對性」因素等。總之，班雅

明承認建築是藝術，不但源於建築先藝術暗示了「藝術」的本質觀念，更因為藝

術對他而言，或者是他看待現代社會中的建築，為一種觀念；此一觀念透過不同

形式，回應時代的不同論題，並非既定將藝術認定為一門學科。 

                                                      
127

 „Through the Ecole des Beaux-Arts, architecture is linked with the plastic arts. “That was a disaster 

for architecture. In the Baroque age, this unity had been perfect and self-evid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it became untenable.” Sigfried Giedion, Bauen in Frankreich <Leipzig 

and Berlin, 1928 >, p.16.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 very important perspective on the Baroque; it also 

indicates that architecture was historically the earliest field to outgrow the concept of art, or, better, that 

it tolerated least well being contemplated as “art” – a category wi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a 

previously unimagined extent but with hardly more justification at bottom, imposed on the cre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vity.‟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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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具有自覺意識的警惕，也是班雅明認為建築能夠早於藝術，掙脫知識生

產力的權力場域之動機。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建築這項宣示至關重要：一場

意識到、並將自身排除於知識生產體制之外的革命。「藝術」觀念就此被賦予相

對於歷史脈絡的革命性格，這是建築首先點出來的現代關鍵，此亦即班雅明選擇

「建築」作為討論對象的原因。綜言之，梳理建築的「藝術」特質，探究現代社

會景觀的形塑是關鍵點，而鐵造建築正是現代建築的代表，此即班雅明成立「鐵

造建築」一章之動機：若僅討論「建築」本身、或者現代生活的轉變等，皆太抽

象，也無法全面看出現代風格的包容與反叛性，因此，以更限縮於特定材質、並

具時代爭議性的鐵造建築作為社會景觀代表，冀此帶來某種程度上的革命性。 

然而，形式之於時代固然重要，但「藝術是否能藉由形式復甦」一論題，班

雅明在[F2a,5]，以「形式在現代能否起到作用」此一更為具體的問題作為基礎，

提出其看法：他重視的並非形式本身，而是推動形式成形背後時代的技術發展。 

 

這裡討論的是藝術藉由形式重新復甦的話題。但形式不正是本質真正的難

解之處，亦即形式為自身保留下──精確來說，是透過它們──形式為精

確、客觀、針對某一問題所提出具有邏輯性的解決方案，以純粹的實體術

語製造補償的權利嗎？當輪子被發明來可以持續於地陎上前行時，會不會

尌曾有人以相當正當的理由辯駁道：「現在它是圓的──同時也是輪子的

形式嗎？」最終是否不只是形式範疇的顯著成果，而是圍繞在關於技術發

現的議題上？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猜測什麼樣的形式會隱沒於機械之中

──形式在我們的時代，是否又起決定性作用。「舊的生產工具形式在某

一程度上，會影響到它們展現出來的新形式，…也許別種形式會更斐然可

觀，在現代的蒸氣發動機火車頭發明之前，事實上有兩英呎長的火車頭已

經被嘗詴建造，這樣的火車頭隨即取代馬，蔚為新的時尚。正是在相當重

要的力學發展，以及實際經驗的累積之後，機械形式開始徹底與機械原理

同調，並且從構成機械的工具傳統形式中脫離。」（按這種意思來舉例，

建築中的支撐與載荷亦為「形式」。）[F2a,5]
128

 

                                                      
128

 „There is talk of renewing art by beginning with forms. But are not forms the true mystery of nature, 

which reserves to itself the right to remunerate – precisely through them – the accurate, the objective, 

the logical solution to a problem posed in purely objective terms? When the wheel was invented, 

enabling continuous forward motion over the ground, wouldn‟t someone there have been able to say, 

with a certain justification, “And now, into the bargain, it‟s round – it‟s in the form of a wheel?” Are not 

all great conquests in the field off forms ultimately a matter of technical discoveries? Only now are we 

beginning to guess what forms – and they will be determinative for our epoch – lie hidden in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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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直接指出，形式之於時代，並非空泛的名詞，而是針對某問題，有邏

輯性的解決對策。然而，形式在現代能起到作用嗎？這是班雅明透過馬克思的摘

錄進行的反思：馬克思認為形式無關緊要，雖然新的工具形式會參酌舊的形式發

展，但形式種類太多，一一盡數並無意義，凸顯技術的重要性反倒更符合工業社

會需求。反觀班雅明，他則認為形式有其自身作用，並不會因為形式多到眼花撩

亂，就可以略去不論，反而正是這種眼花撩亂的眾多，他認為這才是形式作用於

現代社會景觀上最獨特的效果。形式上最直接呈現了時代，包括鐵造建築形式、

新藝術形式等；換言之，各種相異形式展現出來的都是時代的演變過程。因此，

若欲觀察現代社會景觀，便不得不談形式。 

然而，與其說班雅明論證的是形式的重要性，倒不如說是形塑此一外形的背

後成因；他重視的始終不是社會景觀的各別突出或時尚，而是形塑現代社會景觀

的背景以及其中必備條件、元素。形式的重要性並不在其自身，以火車來說，便

同時含納有技術、力學發展、實際經驗、大眾喜好等等眾多複雜因素，換言之，

光是一輛蒸汽火車頭，其實便濃縮了整個社會景觀於其上，如同艾菲爾鐵塔或水

晶宮，都是班雅明提到像是無數透明片疊加的現代一般：看著火車頭的形式，相

當於涵蓋著「同時性」與「相對性」的社會景觀。 

 

小結 

由此可證，藝術確實藉由形式產生改變，但班雅明透過[F2a,5]所要強調的，

其實是形式所衍生的時代問題性：藝術本質上討論的是時代的問題性，形式是為

了解決時代演變中出現的問題，相對做出精確、客觀的解決方案。從班雅明論形

式的說法，可以理解到他認為形式相當於時代改變的折射，討論形式便是察覺個

別現象的發展；可以說，任何社會景觀的形式都有其問題性，無論對應於藝術、

建築、或者其他機械、鐵造建設，能夠因應時代而變而衍生出來的形式，班雅明

                                                                                                                                                        
“To what extent the old forms of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influenced their new forms from the 

outset is shown, … perhaps more strikingly than in any other way, by the attempts,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present locomotive, to construct a locomotive that that actually had two feet, which, after the 

fashion of a horse, it raised alternately from the ground. It is only after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nd accumula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at the form of a machine becomes 

settled entirely in accordance with mechanical principles, and emancip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the tool that gave rise to it.” (In this sense, for example, the supports and the load, in architecture, are 

also “forms.”) Passage is from Marx, Kapital, vol. 1 (Hamburg, 1922), p.347n.‟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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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都具有「藝術」的革命觀念。 

班雅明認為討論社會景觀與物的關係，必須將現代印象的生成過程納入考慮。

從[F8a]可知，現代風格的特點在於傳統與現代的綜合，另外鐵造建築也反進步

史觀，這也說明了任一社會景觀的形式皆不能用單一視角論之；但形式以最直接

的方式展現了時代最鮮明的變化，緣此，無論看建築或藝術，皆不能捨形式不論。

綜言之，不同形式展示的是不同時代面臨到的論題，而建築更是先於藝術具備革

命性的「藝術」觀念；因此，面向鐵造建築的形式，即意味著朝向現代的視野問

題。可以說，現代印象與鐵造建築如此環環相扣的時代關係，因為「同時性」與

「相對性」而引導出複雜的社會景觀，並不能以單一進步視野觀之；也因此，鐵

造建築所形塑出的現代印象，從新歷史視野角度看，其實再現了時代的觀念。 

 

結論 

班雅明從十九世紀大眾對於鐵造建築的紛雜看法，整理出奠基社會景觀的基

礎：「同時性」與「相對性」。以鐵造建築為對象，還原社會景觀的決定關鍵及其

形塑過程，他指出，針對鐵造建築的爭議，舉凡材質的正當性、權力的象徵性、

藝術的合法性等，都必須從相對於單一進步史觀視野的「介於中間」新歷史視野，

重新察覺簡言以蔽時代複雜因素的草率，並且釐清時代爭端所在，以及這些驚嘆

與抗議聲浪最終為何仍匯聚一流，形成社會景觀。 

透過梳理十九世紀的鐵造建築，班雅明提出重新觀看世界的方式：不爭辯何

謂「經典」建築、何謂建築的「正統」、何謂「美」的物件；亦不著重呈現鐵造

建築所使用的特殊工法。事實上，這些說討論皆承襲於既有史觀脈絡。因此，班

雅明採取的方式，如《拱廊街計劃》中各章並置各式觀點的方式，盡量全面展示

該世代對某主題的看法。F 章即蒐羅了與鐵造建築相關的諸多材料，目的在於他

認為：藉由分析鐵造建築，或者說現代社會景觀之途徑，也許能夠重新探詢大眾

反對新建材的原因，並試圖對所謂「經典」建築進行重新省思，以此找回總是被

社會主流忽略的不可見部份，或者說是參與眼前社會景觀發展過程的各項因素。

正如 Giedion 所述：「二十世紀的結構工程走著不同的路線：它整個結構帄均承

擔重量，而代替了過去以若干點和線承擔重量的方法──這種傾向現在仍然繼續

不斷的成長著。」129這種從時代之間細微的點與線觀看世界的方式，其實也是班

                                                      
129西格弗里德‧基提恩（Sigfried Giedion）著，劉英譯，《時空與建築：一個新傳統的成長》（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臺北市：銀來，1972），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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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明觀看物與社會景觀彼此作用的原則：在社會現象中，試圖抓住幾乎隱沒的線

索，正視那些在進步史觀中不被看見或被排除的部分。 

 下圖簡要統整社會景觀的先決條件、必備元素、以及發展過程。班雅明列舉

鐵造建築的不同形式與時代爭議，其實是為了反證進步史觀之侷限：在進步史觀

中，只能爭論鐵造建築的正統性與美學性，這也是十九世紀多數論辯針對的立場，

然而，此一視野的解釋方式，早已無法排解現代社會景觀的複雜成因與現象；換

言之，欲察覺社會景觀發展的蹊蹺，班雅明建議必須置身於「介於中間」的新歷

史視野中：因為「同時性」與「相對性」即新歷史視野相對於進步史觀主要陳述

的立場；從表面的形式進行最本質上的對抗，而非進步史觀中的形式判斷，這種

分析時代變化的形式推力，亦為形塑社會景觀之關鍵。 

 

 

 

 

 

 

 

【圖 2】鐵造建築作為社會景觀的發展過程與元素 

論述鐵造建築的形式差異、現代建築風格成形時間、建築與藝術的本質關係

等，皆以鐵造建築作為「物」之代表，與現代社會景觀進行對照的過程中，歸納

出新歷史視野中的「同時性」與「相對性」等發展條件，並以此映證進步史觀用

於現代的窒礙難行。  

綜合而言，班雅明處理鐵造建築的手法，是同時透過新歷史視野與進步史觀

的角度：藉著諸多摘錄說法，直接攤露社會景觀的不合時宜或者反映時宜，其實

主要取決於觀者的視角，這也是班雅明強調「介於中間」的新歷史視野之於時代

的重要性。事實上，鐵造建築對他而言，就是現代社會中最大面積、最具代表性

的可見景觀物，以此映呈時代與物的相對關係。討論鐵造建築的目的，是藉由爬

梳時代極度矛盾的各爭端，探究如何、以及為何融匯成為現代社會景觀。再者，

社會景觀 

現代 

風格 

 

形式 

 
藝術 

 

建築 

 

現代建築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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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社會 

 

物 

 

「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 

 
進步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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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社會景觀之關鍵所在，其實便取決於觀者的視野，藉此重新梳理物與社會的

關係，甚至物反映時代的方式。作為社會景觀，鐵造建築既回應了時代對建築的

爭議，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介於中間」之於時間與歷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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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會邊界130：賭博、賣淫 

 

賭博與賣淫是被排除於正規、合法性之外的現實，是不被社會接納的隱藏人

群，換句話說，即代表「社會邊界」。不同於社會系統下的絕對與清晰，「社會邊

界」希望保留邊界的模糊特質，試圖透過還原現實樣貌的過程，遠離合法性等標

籤；也就是在「合法性」的體制標籤下，察覺到既有歷史表面之外的隱藏現實。 

邊界的「即將發生」與「無法解釋」相對於合法範圍中的清晰規則，說明了

拒絕排除的新歷史視野。因此，班雅明提出「邊界」的重點，便在於「去標籤化」，

這也可以說是「社會邊界」之於「介於中間」視野的重要所在：保留「介於中間」

的豐富性，藉由「臨界」的模糊性，證明「介於中間」相對於合法性，是不清晰

的。由此可見，在《拱廊街計劃》中，「賭博、妓女」議題的位置，即指出了「邊

界」的存在，也就是從社會面向看待「介於中間」的新視野。 

唯有意識到社會中「清晰」的肇始點，才可能還原為「不清晰」，這也是「介

於中間」最關注的核心概念：「拒絕排除」。循此，本章分別透過「合法性標籤」、

「臨界經驗」、「無法解釋」、「拒絕排除」等四部份，討論社會邊界生成的原因、

特殊的模糊性、以及其作為看見被刪除歷史的關鍵功用，以此戳破社會的「假正

經」現象。 

 

第一節、 合法性標籤 

針對合法與非法之劃分，班雅明提出疑問：為何「合法性」能夠成立？班雅

明選擇《拱廊街計劃》中的摘錄資料，通常節錄不同來源的資料，短則獨立成篇，

長則四至五筆摘錄並置或與其它材料交叉使用，O 章從[O5,1]至[O6,3]，多達十

二筆的摘錄內容，皆選自於 Béraud 的著作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et la plice 

qui les régit，集中的作法十分罕見。因此以 Béraud 的文字進行推敲，試圖透過

大量的資料選擇，還原班雅明論合法性限制的動機。 

十九世紀三０年代，妓院與賭場管制前後的狀況、以及妓女與賭博管制法案

                                                      
130

 「邊界」一詞出現於[O5a,1]，班雅明引用 Béraud 的文字，舉出妓女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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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標準。然而，班雅明的焦點並不在於合法性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劃分

合法與非法的背後推力。如此可見，「標籤化」正是劃分合法性的首要步驟，而

「假正經」的社會亦成立於合法性的標籤下；這同時也是班雅明以妓女為對象的

理由。 

以下將說明當「社會邊界」帶有「介於中間」視野時，一一瓦解合法性標籤

的方式：先探論合法性的限制與原由，進而強調公眾的責無旁貸。 

 

1830 年 4 月 14 日，警方頒布管制性交易的法令：「…（1）…他們被禁止在

任何時間或以任何托辭出現在拱廊、兯園、或者大道上。法律。（2）除非

在領有執照的妓院，否則兯眾的女孩不被允許從事性交易。法律。（3）孤

單的女孩─也尌是那些不待在有執照妓院的妓女─不能在路燈被點亮之前

進入這些房屋；他們在那裡必頇迅速進行，並且穿著簡單與體陎…法律。（7）

入口的燈光、以及更早時候向著門走去的老女人，指向了有執照的妓院…」

[O5,3]
131

 

 

合法性限制 

1830 年 4 月中旬，巴黎警方頒布管制法令，宣布性交易在巴黎從此為非法

行為。法令劃分出合法與非法：由[O5,3]段的第二條法律內容，可察覺作為「公

眾女孩」的妓女，若想要維持她們公開的工作身份，必須進入合法妓院體系；註

冊成為合法妓女，才可能生存於光亮之下、能夠理所當然地換取時間與空間。性

交易雖被列為合法工作，性工作者成為領有執照的「職業妓女」，但同時也被貼

上了羞恥的標籤。法令將妓女分配至黑暗一方，人們對於性交易的觀感每況愈下，

光顧妓院的恩客由於法令之後的「羞恥」標籤，對於「買愛」行為感到羞愧、遮

遮掩掩、羞於見人，妓女的愛便和「羞恥」劃上等號，只剩肉體的逞樂，原先在

情感上享受到的歡愉逐漸消逝；一旦大眾習慣了這樣的相等關係，妓女那待售的

                                                      
131

 „From the police edict of April 14, 1830, regulating prostitution: “…(1) … They are forbidden to 

appear at any time, or at any time, or on any pretext, in the arcades, in the public gardens, or on the 

boulevards. …(2) Filles Publiques are not permited to engage in prostitution except in licensed brothels 

(maisons de tolerance). …(3) Filles isolées –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do not reside in licensed 

brothels – may not enter these houses until after the lighting of the street lamps; they must proceed 

directly there and be dressed simply and decently …. (7) Licensed brothels shall be indicated by an 

entry light and, in the early hours, by an older woman tending the door……” F. F. A.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et la plice qui les régit (Paris and Leipzig, 1839), vol. 2, p. 133-135.‟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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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便不再得到等酬的回報。換句話說，羞恥感非自然生成。 

這種藉由合法性堆疊出的羞恥感，深植於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中。班雅明

認為 Béraud 的說法，相當於揭開社會的傷疤：「…社會中令人羞愧臉紅的傷口處

藏匿著金錢，群眾因此對此三緘其口。它結了一層金屬光澤的痂…。」132在班雅

明眼中，這是以錢的光澤作為掩飾的社會傷疤，既顯示出所謂「合法」表面的真

實內部，亦透露著愛的衰頹。換言之，管制妓院的法令一發佈，妓院便失去了原

有的活力，性交易成為非法行為，原先作為拱廊一大特色、斑斕穿梭的妓女，也

在法令禁制下隱沒於黑暗中，當性交易或者說以性作為交易籌碼，卻被視為是愛

的墮落時，班雅明認為這其實也是拱廊衰落的開始，因為愛與拱廊皆有模糊邊界

的特質。 

「合法性」對妓女而言，除了是明確的法規限制，更是被貼上「羞恥」標籤

的肇始點，妓女們開始承受制度與道德的雙重束縛。欲以公開身分，以性交易工

作者為職，須經過「合法性」的篩選，因而得順服於程序的限制與權力之下；而

無法進入合法妓院、地位和名聲相較低下的妓女，就此被排除於「合法性」之外，

成為非法群落，致使「合法」的限制同時也是權力限制的開始。 

再者，從班雅明的角度，他會完全認同 Béraud 所說，一旦登錄並接受有關

當局控管，就能使適婚年齡的女孩順利回到一般生活嗎？答案是否定的。 

 

Béraud 建議，假如有此意願，應該要讓每個女孩，甚至是每個未成年人，

都能登錄作為妓女。他的論點：「…藐視她們，便是要她們承受被遺棄的

一切殘酷結果。她們必頇進行登錄，然後接受有關當局的監控。讓這些甫

屆適婚年齡的女孩們順從地進入一般生活，有專門規劃來收容她們的房子，

而不是將她們遣返回墮落的環境…通知她們的父母。當他們了解到女兒的

放蕩生活仍尚未被兯開、仍是政府審慎監控的秘密時，他們會同意再次接

受她們。」[O5a,3]
133

 

                                                      
132

 „… The shame-reddened wound on the body of society secretes money and closes up. It forms a 

metallic scab. We leave to the roué the cheap pleasure of believing himself devoid of shame….‟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2[O1a, 4]. 
133

 „Béraud proposal is that every girl, even a minor, should, if she so desires, be registered as a 

prostitute. From his argument: “… To spurn them is to take on one‟s head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cruel 

abandonment…. They must be registered, then and surrounded with all the vigilance of authority. 

Instead of returning them to an atmosphere of corruption, let us submit these hardly nubile girls to a 

regular life in a house specially designed to receive them…. Notify their parents. As soon as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dissolute life of their daughters will remain undisclosed, that it is a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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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女孩或女人，Béraud 建議應給予每個人選擇作為妓女的權力，父母親

也不該視此為不光彩的職業；官方法令禁止妓院營業，事實上，也都只是公開掩

飾他們覺得不適宜或無法控管的社會現象。就 Béraud 的立場，提出當妓女避開

一切道德不允或者社會不恥的標籤時，也就能遠離「邊界」、掩飾那些不光采的

眼光、以合法的身分進行偽裝；換句話說，他認為並不需要討論「邊界的女人」

有無回歸邊界的必要，她們反而應該盡力朝向非邊界前進，融入一般大眾與社會，

就像他說已屆適婚年齡、同時也想以妓為職的女孩，應該藉由登錄，找到能夠收

容她們的房子，亦即有牌照的妓院，如此才能回歸「一般生活」。管制法律清楚

劃開了合法與非法，邊界的女人被迫選擇一邊──繼續從事性交易或者轉行。

Béraud 主張性交易不該被列為非法，但凡與性交易相關的場所與人員皆須登錄

執法機關檔案，這樣能夠改善社會觀感，有效掌握妓院與妓女的行蹤與數量。筆

者整理 Béraud 聲明的觀點有三：（一）表面上的合法並非真實的社會現象，大部

分是由強制的法令限制而定；（二）妓女是在邊界上生活的職業，連接著室內與

室外；（三）人皆有權選擇想要的生活，女性也能不依賴男性生活。 

然而，就班雅明的看法，他會認為 Béraud 的建議，本質上也是表面的偽裝。

以性交易作為工作只是當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沒有好與壞的劃界，二分法只是

有權者為了經濟或政治方面便於操管而訂定出來的遊戲規則，討論分野的正當性，

事實上，只是隔靴搔癢，最重要的還是探究推行管制法律背後的權力意圖。班雅

明站在相對於 Béraud 的立場，他認為重新擁有邊界身分最為重要：因為班雅明

定義的「邊界」，並非社會給予的貶義歧視，而是還原至無權力壓抑的狀態，從

清晰還原至模糊的現實，這也強調了「邊界」的概念：除了一般會注意到、亦即

「歷史」呈現的面向，也有「歷史」之外的隱藏面。在此前提下，沒有所謂的「一

般生活」，有的只是「生活」，由此可見二人差異。綜言之，班雅明是趨近邊界而

遠離中心權力的，這也是他認定的「時尚」所該達到的。 

 

公眾不道德 

社會偽裝的表面該歸咎掌權者的合法性標籤，但除此之外，班雅明認為，妓

女身上的標籤更多是來自於社會的附加，動機在於「公眾的不道德」。[O1,5]確

                                                                                                                                                        
religiously guar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y will consent once again to acknowledge them.”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vol. 2,> pp. 170-171.‟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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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地說明「兯眾的（相對於私人的）不道德，如何經由其自身、以及犬儒主義的

解放與懲戒而形成。」，134性交易的「非法」並非職業本身的原罪，而是權力與

大眾的標籤。 

為何會出現「公眾不道德」的現象？班雅明認為和「假正經」135的社會現象

有關。 

  

「當我經過新橋附近，一位妝化得很濃的妓女前來向我搭訕。她身穿及膝的

輕薄紗裝，大腿至腹部處明顯可見紅色的絲質內褲。她說：『看啊！看啊！我的

朋友，你是這麼年輕，又是個異鄉人，你會需要它的。』接著，她抓起了我的手，

悄悄地圔了張紙條在我手中，並且轉身沒入人群。正在想說我應該是獲得了一處

地址，於是我看向了那張紙，結果我看到了什麼？──一則醫生的廣告，他宣稱

他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治癒所有想得到的疑難雜症。這裡由女孩們負責疾病治療的

接頭，實在挺奇怪。」[O1,5]
136 

 

班雅明認為這封信反映出普遍的社會現象，亦即道德敗壞的證明：當時人們

根深柢固地認為穿著輕浮的女性都是妓女，所以當穿著薄紗的女性給他紙條，他

直覺聯想到妓院地址與性病相關；也因為半世紀前警察機關對於妓女的健康檢查，

名義上是「健康檢查」，實際卻是隔離政策，從此被貼上「墮落」、「非法」的標

籤。實行登錄，妓女相當於被劃分為「公眾」與「私人」：「眼所能及，每位走在

Rue de Jérusalem 的女性，不是在前往警察局的途中，尌是在回程，她們很快尌

被烙印上兯眾的女孩的稱呼…」137這種累加的污名化，班雅明直接指出源自於公

                                                      
134

 „… public immorality (in contrast to private) carries in itself, in its liberating cynicism, its own 

corrective….‟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0[O1,5]. 
135

 班雅明在[O2, 1] (Benjamin 2002:493)中，從妓女以面具偽裝自身的現況，對應至整個時代，

他在這邊直接指明了他對時代虛偽的定義：「假正經」。 
136

 „“As I was walking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ont Neuf, a heavily made-up prostitute accosted me. She 

had on a light muslin dress that was tucked up to the knee and that clearly displayed the red silk 

drawers covering thigh and belly. „Tiens, tiens, mon ami,‟ she said, „you are young, you‟re a foreigner, 

you will have need of it.” She then seized my hand, slipped a piece of paper into it, and disappeared in 

the crowd. Thinking I had been given an address, I looked at the missive; and what did I read? – An 

advertisement for a doctor who was claiming to cure all imaginable ailments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It is strange that the girls who are response for the malady should here put in hand the means to 

recover from it.” Carl Benedict Hase, Briege von der Wanderung und aus Paris (Lepzig, 1894), pp. 

48-49.‟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0. 
137

 „… “Every woman seen walking along the Rue de Jérusalem, either to or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there, is immediately stigmatized with the name fille publique …. F. F. A.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vol. 1, pp. 189-190.‟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1[O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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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不道德風氣及犬儒主義。或者說，法規的限制範圍意味著性工作的合法性，

但妓女健康與否的重點、等級分類的標準，並非完全取決於男性的慾望，更深層

探究，其實是公眾的慾望──對於劃分合法與非法的欲望、社會階級制度滿足的

慾望、希望遮掩不道德的欲望。 

班雅明明確指出「公眾的不道德」絕大部分源起於權力因素，連帶影響到其

他面向的考量。當執法者意圖統一群眾思想時，會以貼標籤的方式，將對象歸類

至「不道德」，如此一來，便握有說服群眾的立場。群眾聽信或習慣了這樣的說

法，整個社會就將呈現班雅明憂慮的面貌：「假正經」，繼此之後，指稱某者「不

道德」，反而成為普遍應當為之事。 

 

小結 

透過性交易與賭博，班雅明看到了表層之下的現代社會現象，主要問題出現

在「偽裝」的風氣及「絕對」的視野。在「假正經」的現代氛圍下，理應看不見

偽裝與絕對之外的現實，班雅明卻選出賭博與妓女，試圖挑戰清晰的合法邊界，

因為他從資料上察覺到，劃分合法的標準其實很複雜，必須考慮政治權力、公眾

認知等角力，這使得現代人普遍相信社會加諸於邊界人的標籤，進而劃分出高低

階級與特權歸屬，導致假平等現象。可以說，O 章所提到的賭博與妓女，便是班

雅明試圖指出二點：第一、所謂「社會邊界」由社會自身劃分，包括政府與公眾；

第二、邊界與「標籤化」緊密相關。由此二點，可察覺到若欲「去標籤化」，便

必須意識到社會邊界的存在，但這藉著同一體制內的視野並無法達成，因此他提

出「介於中間」新歷史視野。事實上，他便透過體制之外的新視野，點出社會邊

界與標籤的存在。 

班雅明認可 Béraud 坦然面對「邊界」的行動與思考，這是一種對既有體制

進行反思，甚至察覺其不合理之處的意圖，然而，較之於性別正義，班雅明更強

調沒有被關注的現實，不只是討論既行制度的合理與合法性，必須跳脫表面現象

與制度，試圖覺察背後操縱的權力。Béraud 的主張雖然指出了邊界的異常清晰，

班雅明卻認為他忽略了「異常」的原因。可以說，Béraud 宣告的是讓妓女如同

一般人或行日常生活之必需，要求體制內「如同」其他人的生活；班雅明追求的

卻是保有日常生活，強調的卻是掙脫於體制之後，謹慎保有的自我。此即班雅明

認定的有限制的真實──人無須依附權力，在意識到「合法性」制度的異常，掙

逃之後，從清晰回到模糊邊界，才有可能不受權力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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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班雅明論合法性的問題，可推知「貼標籤」的結果，亦即生成邊界現象的

因素，絕對不僅止於掌權者，公眾的從流更是模糊邊界逐漸被排除在歷史之外的

必備條件。因此，與其推敲班雅明選擇的觀點位置、或者判斷是法案或評論者的

是非對錯，他更想強調中立客觀地處理材料。對班雅明而言，同時提出材料但不

表態，並非犬儒或迂腐，而是譴責僅注重官方說法的社會，這也是他透過「社會

邊界」與「介於中間」視野產生的連結，藉此抨擊看似始終和平的現實表面。 

 

第二節、 臨界經驗 

班雅明透過十九世紀三０年代巴黎政府的管制法案，指涉政治權力介入之後

清晰的社會現象，藉此對比現代社會十分欠缺但他認為應該保留的「臨界經驗」。

簡言之，此節重點在於「臨界」，亦即以妓女作為邊界的特殊性，進而指出跨越

邊界的重要性。 

為何班雅明強調「臨界」，或者說，「臨界經驗」對班雅明而言有何重要性？

合法性的限制造就邊界，邊界正是社會清晰化的肇始，而班雅明提出新歷史觀便

在於澄清清晰的標籤化。從另一角度看，能夠無視於合法與非法的界線，即相當

於放逐於權力系統之外，班雅明稱之為「臨界」，共通點在於具備躍出邊界的動

作。面對現代社會，班雅明認為其中的臨界經驗已經越來越無法辨認，其中只剩

下睡與醒、交談的過程、性在愛情中的比例等三項，是他認為還能辨識的。以下

將針對這三項他所提出的「臨界經驗」，回應臨界重要性的問題。 

 

過渡的儀式──這是民俗中，與生和死、結婚、動情等等儀式相關的名稱。

現代生活中，這些轉換漸漸變得越來越無法辨認與體驗。我們對臨界的經

驗變得非常貧乏。唯一殘存的這類經驗，可能只剩下入睡了（還有伴隨著

的甦醒）。最終留下的是交談過程的起起伒伒，以及愛情中性的排列組合

──躍出臨界的經驗尌像是改變了形象的夢想。Aragon 說道：「人類是多麼

喜愛呆瞪著那扇想像之門！」[O2a, 1]
138

 

                                                      
138

 „Rites de passage – this is the designation in folklore for the ceremonies that attach to death and 

birth, to marriage, puberty, and so forth. In modern life, these transitions are becoming ever more 

unrecognizable and impossible to experience. We have grown very poor in threshold experiences. 

Falling asleep is perhaps the only such experience that remains to us. (But together with this, there is 

also waking up.) And, finally, there is ebb and flow of conversation and the sexual permutations of 

love – experience that surges over thresholds like the changing figures of the dream. “How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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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中的「過渡」經驗已不如從前豐富，這是屬於標準以上、飽滿以下的邊

界活動經驗，班雅明稱之為「臨界」，例如他觀察到僅存的三項：由生到死、由

未婚到結婚、進入戀愛模式等，每次的經驗都開啟了無法言喻、亦無法清楚記載

的生命結果。 

第一項為睡到醒、或者從有意識進入到無意識的過程，會經歷一段即將入眠

或即將清醒的恍惚狀態，處於這段臨界狀態，現實與夢境往往難以分辨。其中，

跨入清醒的過度關鍵，相較於「清醒」或「覺醒」等，班雅明選擇的是「震驚」。

Back-Morss 指出，雖然「震驚」和「覺醒」二詞來自於同一經驗，但班雅明在

〈歷史哲學論綱〉中提到的卻是前者。139由此也可看出，班雅明的過度經驗並非

平順無痕，而是如同震天劇雷般的裂斷，他認為必須要有截然不同的元素，才算

是真正進入到另一階段。第二項則是交談的過程，談話中話語的拋接無法等同於

直接再現的圖像、或像錄音般無遺漏地接收，彼此要表達的語態、語境，端憑當

場進行過程。最後則是性與愛的比例，就像妓女被男人們暱稱為燕子140，陳述的

便是她們處於「邊界」的生活習性。Levic-Torca 認為妓女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們

在窗邊的生活，從傍晚至深夜、從大道移轉至小巷弄間作生意，就像在天空為了

尋找食物而飛來飛去的燕子。如同燕子們和人群共用一處棲息空間，卻不畏懼人

群，被暱稱作「燕子」的妓女也渴望人群，然而，作為邊界，她們卻不曾真正屬

於「人群」，牠／她們反而在邊界──人群的邊緣，保存自己的生活型態。 

無論睡與醒、交談、或者性的比例，這些恍惚與模糊的經驗，皆為班雅明判

定現代社會中已逐漸消逝的，就像班雅明將妓女定位為邊界人，正是因為他認為

這些被稱作「燕子」的女人們，擁有無限的可能，包括不同時間、空間產生的相

異形象；換句話說，這群燕子正是班雅明認定的時尚、夢想再現者、以及臨界經

驗創造者。可能因為法律條文的清晰明確、或許因為工業生產線的專業化、亦或

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的慾望。總之，班雅明強調的是「臨界」，也就是瀕臨邊界的

過程，一旦過於清晰，就會失去二項事物媒合之間的有趣矛盾，這是他認為現代

                                                                                                                                                        
loves to remain transfixed,” says Aragon, “at the very doors of the imagination!” Paysan <de Paris 

(Paris, 1926)>, p. 7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4. 
139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337. „The 

Theses on History is not a fairy tale in any traditional sense. And yet its imagery tells the same story 

that had always motivated the Passagen-Werk. In the Theses, Benjamin speaks of “shock” rather than 

awakening, but they are different words for the same experience.‟ 
140

 „“Hirondelles – women who work the window.” Levic-Torca, Paris-Noceur (Paris, 1910), p.142. 

The windows in the upper story of the arcades and choir lofts in which the angels that men call 

“swallows” are nesting.‟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2[O1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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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擅長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是討論「臨界經驗」的原因。他以為，最具想像

力之時刻，也就是夢想得以保存之處，想像力在此得以任意改變形象、跳躍於時

間與空間。 

「邊界」與「門檻」在 Béraud 的用法中，皆使用「threshold」一字，區隔

出室內與室外的範圍。班雅明在[O5a,1]引用另一段 Béraud 的文字，說明「邊界

女人」擅於「越界」的特質：「…關於在邊界的老女人：『…禁止這女人越過門檻，

因為她常會有走上街攔阻路人的放肆行徑。我親眼看到這些皮條客攬著、拽著男

人們的大衣，可以說是強迫他們進入她們的妓院。』」141管制妓院的法令頒佈後，

性交易被塑造成一種只屬於室內的神秘感：妓院與妓女皆須經過登記，才得以公

開營業，因此被附加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不得衣衫不整出現在公共場所、不得

在燈亮前進行交易。 

班雅明另外在[O2,1]提出了疑問：「一位體面的女士能夠維持多久不喪失自

我？」妓女面對來自於經濟的壓力、現代生活的誘惑、道德的批評，總是被社會

認定為墮落的代名詞；但班雅明卻持相反意見，他主張她們意識到自己的「邊界」

狀態，因而盡力維持自我，或者說，得以不喪失自我的原因，就是因為不會輕易

摘下因地制宜的面具。雖然合法性有所限制，但對妓女來說，就只是標籤的作用，

實際上的生活型態仍然不受時間、空間拘束，因此可以成為 Béraud 眼中如同時

尚般的「日常幻覺」： 

 

「…起初，兯眾的女孩的數量似乎非常多，那是由於這些女人來來去去的日

常巡遊，肇始一種幻覺效應，這會使他們繁衍成為無限多…將這樣的幻象當

作事實，在每一個夜晚，兯眾的女孩刻意展示各式的偽裝。只要稍微有經驗，

便很容易能夠明白，八點鐘這位穿著華貴優雅的女人，和九點出現的廉價店

員、以及十點鐘以鄉下人之姿現身的是同一個人。正是這樣，才使得首都中

的妓女不管什麼時候，總是顯得疲憊。舉例來說，跟著其中一位女孩走過聖

馬丁門和聖丹尼斯門之間的大道。她目前是盛裝模樣，戴著一頂有羽毛的帽

子，以及外罩著披肩的絲質長禮服。她轉進了聖馬丁路，始終沿著右手邊走，

                                                      
141

 „…With respect to the old woman at the threshold: “…prohibits this woman from passing beyond 

the doorstep, because it often happens that she has the audacity to step out and intercept passersby. 

With my own eyes I have seen these panders take men by the arm or by the coat and, so to speak, force 

them to enter their houses…. F. F. A.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et la plice qui les régit 

(Paris and Leipzig, 1839), vol. 2, pp. 149-150, 152-153.‟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9-500 [O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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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鄰近聖丹尼斯路的狹小巷弄區，接著進入那許許多多荒淫之所的其中一

間。不一會兒之後，她走了出來，身上穿著灰色長衣或是樸素的黑紗服。」

□時尚□[O6a,2]
142

 

 

妓女們在合法性限制之前，會聚集在街道上招攬生意，依照不同的區域與等

級，被標上不同價碼：由邊陲到奧斯曼大道中心，價碼依照接近市中心的距離成

反比，身上穿戴的亦不盡相同，從華貴的新款到樸素的舊裳都有機會出現。

Barthélemy 提及，妓女可以說是巴黎民間的地方官，因為她們能夠照顧到寂寞的

社會角落，143正是由於她們作為「社會邊界」的身分，因此深諳黑暗的語彙，懂

得撫慰來邊界的買春客；但也因此，引發性與愛比例模糊的紛爭：究竟妓女付出

的、或者買春客得到的，是只有肉體的性，還是也包括了「天使們」的愛？ 

妓女作為「邊界女人」的特殊性，在於能夠不被合法性所框限，因此能破除

清晰的邊界、破除合法性限制住的時間與空間，能在不同時間成為不同人、也因

為不同空間而讓人產生眼前之人並非同一人的錯覺，自然到如同日常一般，讓人

產生為數眾多的幻覺，這種無限多的繁衍速度，就像是時尚的更替。或者說，因

為時間與空間被限制住，她們必須透過各種時尚的偽裝，才能突破合法性的限制，

生存下去；決定面具穿戴的時間點便極為重要，不能太快拆除，亦不得守舊不移，

如何保存面具因而成為一種時尚。班雅明對她們不經意製造出的幻覺感到震驚，

從中察覺到了對抗合法性的可能；換句話說，能在這種既定的清晰邊界上，能夠

造成騷動的特質，正是他認為「邊界的女人」在現代社會中最特殊之處。 

 

                                                      
142

 „“That the number of filles publiques at first seems very great is owing to a sort of phantasmagoria 

produced by the comings and goings of these women along a routine circuit,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multiplying them to infinity.... Adding to this illusion is the fact that, on a single evening, the filles 

publiques very often sports multiple disguises. With an eye just the least bit practiced, it is easy to 

convince oneself that the woman who at eight o‟clock is dressed in a rich and elegant outfit is the same 

who appears as a cheap grisette at nine, and who will show herself at ten in a peasant dress. It is this 

way at all points in the capital to which prostitutes are habitually drawn. For example: follow one of 

these girls down the boulevard, between the Porte Saint-Martin and the Porte Saint-Denis. She is attired 

for the nonce in a hat with feathers and a silk gown covered by a shawl. She turns into the Rue 

Saint-Martin, keeping always to the right-hand side, comes to the narrow streets that border the Rue 

Saint-Denis, and enters one of the numerous houses of debauchery located there. A short time later, she 

comes our wearing her gray gown or rustic weeds.” F. F. A.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Paris and Leipzig, 1839), vol. 1, pp. 51-52. □ Fashion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1-502. 
143

 參見 Benjamin 2002:511 [O12, 1]，引自<Auguste-Marseille> Barthélemy, Paris: Revue Satirique 

à M. G. Delessert (Paris, 182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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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為了使「介於中間」的新歷史視野更豐富，對班雅明來說，討論「邊界」是

必要的，因為「邊界」意味著合法性的劃分，進而意識到「假正經」社會形成的

原因：權力與公眾的標籤化。妓女在管制法案之後的處境，正是班雅明認定作為

「邊界」的首要代表。妓女的特殊性在於她們受到合法性的限制，卻作為「邊界

女人」，展示了跨越邊界的可能，換句話說，正因為他們能夠展現邊界的特殊性：

臨界，而這也是「介於中間」的宗旨：模糊清晰的邊界。 

另外，班雅明強調「臨界經驗」，目的在於重新正視想像力。歷史學者 Martin 

Jay 提到：雖然身為物質主義者，班雅明並沒有完全脫離他受到馬克思結構理論

的影響；但他主張與宗教的參照、情緒的附加、創造性的追求等144這些臨界的創

造經驗，也說明了他的經驗論並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明確經驗，而這也是馬克思

不認同的經驗條件。班雅明認為對夢想的想像不該被拋棄，在太過明確的世道中

必須留存著對夢想的嚮往，因此他透過《拱廊街計劃》四處從巴黎網羅「夢想屋」。

如同班雅明關注妓女合法性的問題、賭博非法的議題，重心都不是著重在對與錯

的概念，亦無關乎他的立場所在，而是在於形塑呈現社會現行法規的背後推力上。

班雅明在經驗觀上不同於馬克思，這是因為他始終不將重點放在要以什麼論調反

駁，而是針對如時尚的看法，試圖從局部窺見因現代工業、資本社會而生成的諸

多論題。 

「時代」是班雅明認為現代生活應當保存的想像空間，因為它可能涵蓋了特

殊的臨界經驗，藉此能區分「即將發生的」與清晰的資本社會、明確的現代工業，

在規律的現代生活中保持混沌的夢想狀態。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與偽裝

的世界進行切割，亦即排除掉必須「假正經」的生活模態。因此，班雅明透過剖

析時尚與妓女、賭徒與運氣、現代與臨界經驗之間的關係，從另一種角度討論現

代社會現象背後的成因，分析因現代生活興起而產生的偽裝悲劇；不僅是討論表

面的時代趨勢，而是深入現象內部，真正觸碰到現代社會真正該面對的問題。 

 

第三節、 無法解釋 

班雅明討論「臨界經驗」，是因為現代生活過度清晰，反而忽略了模糊中想

像力的重要性，除了妓女等三項現代生活僅存的臨界經驗之外，另外也提到了賭

                                                      
144

 參見 Martin Jay, “Experience without a Subject: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Novel,”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edited by Laura Marcus and Lynda Nea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98: 196. 

 



90 
 

徒「無法解釋」的特質，更深入地說明了邊界模糊性的結果與現象。「無法解釋」

的說法在[O4, 1]出現，Paul Lafargue 使用該詞概括布爾喬亞階級賭徒對不可預測

的尊崇心態；班雅明則認為「無法解釋」的模糊性，便是能動搖清晰邊界的力量，

就像是「邊界女人」的運動方式所帶來的「臨界」效果，重新正視未經社會規範

馴服過的隱藏面向。透過[O4, 1]與[O13, 1]，班雅明區分出二種資本主義社會的

人：無法解釋的與清晰準確的，藉由分析布爾喬亞階級賭徒的行為模式，以及他

們崇尚「無法解釋」的原因，進而映證「社會邊界」特殊的模糊性。 

 

迷信的人會密切留意線索；賭徒則會在他們理解前做出反應。在預料之中

贏得遊戲，沒有付出比這更多的代價，將會導致不知情的人認為他只是「運

氣好」，所以他下一回合也只必頇要動作快一些、更有勇氣即可。事實上，

這類事件的發生暗示著一種從幸運賭徒手中釋放出來的運動反射，還沒能

被具體實現。尌只有在像這樣「即將發生的」尚未發生時，才會在意識中

變得清晰。[O13,1]
145

 

 

「不用奢望布爾喬亞能夠成功理解財富分配的現象。伴隨著機械產量的擴

展，財產已非個人化，而是分布於股份有限兯司的集體型制中，最終這些

股份都會被捲入證券交易所的漩渦中……賭博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想起了

股票的買賣確實尌被稱作是『炒作』市場。整體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漸漸

將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成為大型的國際賭屋，布爾喬亞在這裡拋收資本，結

果都不是他們可以預想到的…在賭場大廳中，「無法解釋」受到布爾喬亞

階級衷心尊崇…從表陎上看，成功與失敗來自於無法預測，都是靠機會得

來的，這通常令人費解，也使得布爾喬亞傾向於賭徒的心態…運氣與股票、

債券綁在一起、受制於市場價格變動、沒有考量到市場動機便進行生產的

資本主義者都是專業的賭徒。然而…賭場的常客始終掌握著神奇的配方，

可以用來召喚命運女神。…社會這股無法解釋籠罩了布爾喬亞，尌好像無

                                                      
145

 „The superstitious man will be on the lookout for hints ; the glamber will react to them even before 

they can be recognized. To have foreseen a winning play without having made the most of it will cause 

the uninitiated to think that he is “in luck” and has only to act more quickly and courageously the next 

time around. In reality, this occurrence signals the fact that the sort of motor reflex which chance 

releases in the lucky gambler failed to materialize. It is only when it does not take place that “what is 

about to happen,” as such, comes clearly to consciousnes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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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釋之於自然與未馴服過的。」[O4, 1]
146

 

 

 [O13,1]劃分二種賭博的人：迷信的人與賭徒，前者相信準確的分析，後者

信仰「即將發生的」；或者像[O4, 1]區分的資本主義者：不接受投機心理的投資

客，以及尊崇「無法解釋」的布爾喬亞階級。 

布爾喬亞階級崇尚的是賭場中「無法解釋」的因素，而非信仰交易所中盛行

的股票經紀人，因此被稱為專業的賭徒。他們在證券交易所中拋收資本的手法，

依舊如同 1837 年前的賭屋情景：成功失敗皆歸因於運氣，只是現在下注的器具

從籌碼、點數換成了股票、債券，運氣的走向也不再隨著骰子轉動，而是跟著市

場的價格浮動，放棄對機會與運氣的信仰，相當於背離了他們相信的世界。他們

相信，仰賴準確的分析相當於背棄自己的身分，寧可沉溺於「賭」的機會氛圍中，

也不想將「無法解釋」的不確定因素排除。因為這些無法確定的因素，亦即投資

中的風險，對於他們來說，才是投資過程的重點。 

布爾喬亞階級「無法解釋」的隨機行動自外部制衡市場動向，並非研究市場

內部的情勢走向，而是捧著大把資金，僅憑藉著運氣隨意押注。這種相當於炒作

的賭博式投資，對習慣評估市場後才投資的投資客而言，反而可能動搖市場走向，

因此被現代投資市場視為不容忽視的異端。他們的估注一擲可說是建立在雄厚的

經濟基礎以及對運氣的冒險性格上。另一則摘錄中則描述了十九世紀二０年代，

一位布爾喬亞賭徒瘋狂的行徑：「他坐在那兒，全然氣定神閑，幾千法郎尌懸繫

於他那一手牌或那一次擲骰，右手卻始終放在胸前的夾克上。…當遊戲進行到最

驚險的回合，他會亢奮地伸手進去緊貼胸口，通常一個上午的賭金便相當於他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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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useless to expect that a bourgeois could ever succeed in comprehend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Fo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production, property is depersonalized 

and arrayed in the impersonal collective form of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whose shares are finally 

caught up in the whirl-pool of the Stock Exchange…. indeed, in a manner so reminiscent of gambling 

that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stocks is actually known as „playing‟ the market.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ole tends more and more to transform capitalist society into a giant international 

gambling house, where the bourgeois wins and loses capital in consequence of events which remain 

unknown to him…. The „inexplicable‟ is enthroned in bourgeois society as in a gambling hall…. 

Successes and failures, thus arising from causes that are unanticipated, generally unintelligible, and 

seemingly dependent on chance, predispose the bourgeois to the gambler‟s frame of mind….The 

capitalist whose fortune is tied up in stocks and bonds, which are subject to variations in market value 

and yield for which he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auses, is a professional gambler. …however, … The 

habitués of gambling casinos always possess magic formulas to conjure the Fates. The inexplicable in 

society envelops the bourgeois, as the inexplicable in nature the savage.” Paul Lafargue, “Die Ursachen 

des Gottesglaubens,“ Die neue Zeit, 24, no. 1 (Stuttgart, 1906), p. 51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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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程度。」[O1,2]
147可以說，賭場中「無法解釋的」因素鞏固了布爾喬亞的階

級感──唯有天生階級養成的無後顧之憂，才能在面對大筆投注時還能既氣定神

閑又亢奮，而這種反應正是賭徒的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對布爾喬亞階級而言，是

極度刺激的發展，整個社會相當於大型的國際賭屋，到處有挑戰命運的機會。 

相較於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偽裝表面，班雅明認為，布爾喬亞階級在賭博上

的「無法解釋」顯得較符應現實。事實上，這也是現代社會必須保留下來的特質

──一種神祕的不確定性，就像是「臨界經驗」強調的。原先被視為經濟不平等

的布爾喬亞階級特質，在賭博的場域中，反而被視為一種與清晰相對的平衡點。 

 

賭徒時間 

面對賭徒，班雅明接著分析的是「賭徒的時間」，這種時間獨立於一般生物

時間之外，是映證「無法解釋」的另一說法。無論班雅明或 France，二者討論的

「賭徒時間」，為時間帶來決定性的意志在場。 

 

「有機會冒險是不足為道的快樂嗎？無法沉醉於既害怕又期盼生命中每

秒、每月、每年的體驗，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嗎？…精靈給了男孩一顆線

球，並告訴他：『這是你的生命線，拿著它。當你覺得你手中的時間過於

沉重，尌放線；你的日子過得快或慢，取決於你是迅速或逐漸鬆開線球。

一旦你離開了線球，你的存在將會靜止於同一時刻。』男孩帶著線；一開

始，他尌將線拉到他成為男人的時候，接著，和他愛的女孩結婚、看他的

孩子們長大、坐擁辦兯室、贏得盈利與尊敬、縮短焦慮、逃過悲傷以及多

年的疾病纏身，截斷了脾氣暴躁的老年，最終結果尌是，嗚呼哀哉！從他

遇見精靈的那天起，他僅僅多生活了四個月又六天。好吧，什麼是賭博，

我想我知道了，尌是一般來說，命運只能影響許多小時或甚至許多年之中

的一段過程，但賭博卻是能在頃刻間製造變化的藝術；是能收集到一般人

慢速播放於生存過程中每一瞬間情緒的藝術；還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活

過整段人生的秘訣──總言之，這不尌是精靈的線球嗎？賭博是和命運的

                                                      
147

 „“…he sat there, as it appeared, in complete equanimity, his right hand in the breast of his jacket, 

while thousands of francs hung upon the fall of a card or a roll of the dice….which in his excitement he 

had dug into the flesh of his chest as the game was taking a dangerous turn.” Captain Gronow, Aus der 

grossen Welt <Pariser und Londoner Sittenbilder, 1810-1860, ed. Heinrich Conrad> (Stuttgart, 1908), 

p.59.‟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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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搏戰…賭注是錢，換句話說，即為最直接、最無限的可能性…也許翻開

下一張牌，球尌此滾動，玩家便會獲得停車場與花園、田地與森林、帶有

直聳入天的尖塔樓和裝飾屋頂的城堡與莊園。是的，那顆跳動的小球握有

數畝的好土地以及無以計數有著雕刻煙囪的石板屋頂，這些都倒映在羅亞

爾河廣闊的懷抱中；它涵蓋了全世界藝術的寶藏、品味的驚嘆、珠寶的價

位、最為優美的軀體。不僅如此！甚至還有靈魂──沒有人會想到靈魂會

腐敗，貪了世界上所有裝飾品、所有榮譽、所有優雅、以及所有精神權

力……你想讓我戒掉賭博嗎？不；假使賭博只能帶來無盡的希望、如果我

們的眼中都只看得到綠色眼睛的微笑，這將會使得愛不再那麼瘋狂。但既

殘酷又可怕地，這早已成定局。它反覆無常地釋出貧窮、悲慘、及羞愧──

此即其追隨者崇慕它的原因。所有激情的底端都有危險的魅力之處。唯有

接近懸崖邊，才會湧現愉快。和恐懼交織的是醉人的快樂。還有什麼會比

賭博來得更加令人害怕？它給出了又復拿回；它的邏輯與我們的不同。它

沉默、矇蔽、死氣沉沉。它是全能的。它是神……它有自己的追隨者與使

徒，當這些人受到它重擊的那刻起，便尌此拜倒於其麾下，他們打從心底

愛著它，而不是為了兌現什麼承諾。它無情地剝光他們，並讓他們責備自

己，而非歸咎於他們該負的責任。他們會說：『我玩了很差的一局。』他

們察覺到自身的錯誤；卻不會褻瀆他們的神。」[O4a]
148

 

                                                      
148

 „“Is it an insignificant delight to tempt fortune? Is it a pleasure devoid of intoxication to taste in one 

second months, years, a whole lifetime of fears and hopes? ... A genie gives a boy a ball of thread, and 

tells him: „This is the thread of your life. Take it. When you find time heavy on your hands, pull it out; 

your days will pass quick or slow, according as you unwind the ball rapidly or little by little. So long as 

you leave the thread alone, you will remain stationary at the same hour of your existence.‟ The boy 

took the thread; first he pulled at it to become a man, then to marry the girl he loved, then to see his 

children grow up, to win offices and profit and honor, to abridge anxieties, to escape griefs and the 

infirmities that come with the years, and finally, alas! to cut short a peevish old age. He had lived just 

four months and six days since the date of the genie‟s visit. Well, what is gambling, I should like to 

know, but the art of producing in a second the changes that Destiny ordinarily effects only in the course 

of many hours or even many years, the art of collecting into a single instant the emotions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slow-moving existence of ordinary men, the secret of living a whole lifetime in a few 

minutes – in a word, the genie‟s ball of thread? Gambling is a hand-to-hand encounter with Fate…. The 

stake is money – in other words, immediat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Perhaps the next card turned, the 

ball now rolling, will give the player parks and gardens, fields and forests, castles and manors lifting 

heavenward their pointed turrets and fretted roofs. Yes, the little bouncing ball holds within it acres of 

good land and roofs of slate with sculpted chimneys reflected in the broad bosom of the Loire; it 

contains treasures of art, marvels of taste, jewels of price, the most exquisite bodies in all the world, 

nay! Even souls – souls no one ever dreamed were venal, all the decorations, all the puissance of the 

world…. And you would have me give up gambling? Nay; if gambling only availed to give endless 

hopes, if our only vision of it were the smile of its green eyes, it would be loved less fanatically. But it 

has nails of adamant; it is cruel and terrible. At its caprice it gives poverty and wretchedness and 

shame – that is why its votaries adore it. The fascination of danger is at the bottom of all great passions. 

There is no fullness of pleasure unless the precipice is near. It is mingling of terror with delight that 

intoxicates. And what more terrifying than gambling? It gives and takes away; its logic is not our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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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a]出自於 Anatole France 的社會評論集 Le Jardin d’Epicure 中〈男人與精

靈〉摘錄，前銜 O4（討論階級特權及被打壓的原始野性）、後接 O5（連續 Béraud

摘錄段落），目的在強調賭博直接面對命運的特質，這對班雅明的立論來說是重

要的。為什麼人們會因外在因素，而拋棄冒險的天性，不再渴望興奮與未知？ 

故事中，命運精靈早已向男孩提示，只要能夠離開線球，那他的時間將靜止

於同一時刻，但男孩急著想長大成為男人，因此等不及未知的生命按照年月分秒

行進，快速拉完線、快速看完了自己的一生、快速閱讀到結局。現代社會擁有太

多可能，因為這些可能，反而會使人陷入精細、準確的無法可能，進而不再享受

冒險，甚至認為冒險意味著準備不足、不專業、不安全，班雅明以這段摘錄，暗

示著若抽掉冒險的元素，相當於遠離了生命中原始的情感表達。冒險的定義其實

就在於挑戰新的元素，男人之所以不願意在未知的人生中冒險，正是暗示人們因

為熟悉而不知不覺選擇忽略掉未知的、新的可能。 

另外，也看出班雅明重視過程，更精準地說，透過賭博，能讓身處於算計複

雜的現代人們，還原到單純冒險的興奮快樂。賭博的過程對他而言，是危險的激

情，因為靠近懸崖，所以湧現刺激的愉悅；由於失去的恐懼，因而得到失而復得

的狂喜，這些極端的情緒，會在短時間內反覆出現在賭徒身上。換言之，班雅明

在賭博上追尋的，其實是不同於人的邏輯，而是已知世界之外的具現，因此混沌、

無法理解，但也由於它的瞬間變化，每個小動作都將招致極大的改變。經由賭博，

追逐瘋狂的愛；透過賭徒的時間，觸碰時間之於生命與物的論題。對班雅明來說，

自為個體的賭徒時間，是他對現代社會的震撼省思：人們不再被要求分別出主體

與客體、上層與下級，一切既有結構皆因微小的一次下注動作而變形。 

其中，France 與班雅明的差異之處，在於 France 看重的是賭徒沉溺於贏的

時刻和反應，也就是關注在有意義的時間點──有確切結果，證明能夠容納更多

可能性的那一刻。然而，班雅明卻認為贏之外的時間，才真正具有可能的開放效

力，是等待著的懸浮時間，也可以是賭博中任何過程。而這些沒有相對表面意義

或者結果的過程，他認為才是時間最為複雜的內部元素，特別是下賭注的瞬間、

當賭金危在旦夕或者利潤雙收二分之一機會時，這些時刻較贏的當下更能激發想

                                                                                                                                                        
It is dumb and blind and deaf. It is almighty. It is a God…. It has its votaries and its saints, who love it 

for itself, not for what it promises, and who fall down in adoration when its blow strikes them. It strips 

them ruthlessly, and they lay the blame on themselves, not on their duty. „I played a bad game,‟ they say. 

They find fault with themselves; they do not blaspheme their God.” Anatole France, Le Jardin 

d’Epicure (Paris), pp. 15-18.‟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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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力，冒險的興奮大過其他賭博過程的任一刻。人們想盡辦法預測自己可能的未

來，除了贏之後的種種美夢，還有輸了的悲慘，以及等待著不確定的緊張，這樣

的心理狀態，班雅明認為最能體察自身存在感。無論結果如何，過程中無法解釋

的任何一段時間，對賭徒來說才是重點。 

賭徒的時間搏在每一次的瞬間，如同 J. Joubert 對「賭徒時間」所作的解釋：

「儘管這時間是永恆的；但它不屬於人間或俗世間的時間……它摧毀不了任何事

物；它完整了萬事萬物。」149這種說法賦予「賭徒時間」等同於世間時間的定位。

只是萬物在後者的流逝間，終將毀滅；而前者則永保永恆，原因在於「賭徒時間」

始終徘徊於臨界之間，沒有確定的軸向。當一切呈現「無法解釋」時，邊界也就

漫無盡頭，時間因此無從破壞起。對賭徒來說，凡事都帶有「即將發生」的可能，

並非「排除」A 或 B 或 C 後修過邊角的完美世界。對賭徒而言，每一場賭局、

每次下注與加碼，都是截然不同的奇特事件，賭徒讓自己沉醉於頃刻即能產生轉

變的過程中，因為不同的觸發點而喚醒相對應的原始反應，這是「即將發生」的

事件。賭徒為了機會反射生成的自然反應，便是他們的時間能夠獨立於一般時間

軸的原因──付出了所有等待的時間與相對的賭金以及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只

是為了可能卻一閃即逝的有利機會。 

這種不只重視結果的過程論，無非正是班雅明新歷史視野的主要關注點。在

班雅明眼中，完美不等於完整，完美的世界往往難以平等，完整的世界雖然有諸

多缺陷、卻無從屬之分，因此他以不排除布爾喬亞的方式論階級、以不排除賭徒

的方式論資本主義。「無法解釋」的不確定因素，實為對抗制度與絕對權力最重

要的部份。 

 

即將發生的 

觀察賭徒的行為，班雅明察覺到他們「無法解釋」的行為，其實是由諸多「即

將發生」的臨界動作所堆疊起來的。針對這些「無法解釋」的「即將發生」，如

前所述，班雅明以「邊界」作為解釋。想像力之於現代社會，就班雅明觀察到的

現象，都處於弱勢，但他認為，這卻是想要屏除「絕對」或「清晰」，也就是造

成「假正經」社會源頭的不二法則。能夠發揮「即將發生的」特質，這是現代社

會中少有的機會，也就是說，賭徒是班雅明認為極為特殊的社會存在，他們預示

                                                      
149

 „“There is time even in eternity; but it is not a terrestrial or worldly time…. It destroys nothing; it 

completes.” J. Joubert, Pensées (Paris, 1883), vol. 2, p. 16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14 [O1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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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代社會體制之外的臨界存在，更呈現了社會權力的紕漏。 

世界上沒有偶然，就像戰爭的發生，或者賭桌上的輸贏局勢，不會毫無來由。

由此可知，運氣亦非偶然，是人的潛意識中的「即將發生」，可以說，賭桌上的

運氣即臨界的意識，就像他提到現代生活中少有半夢半醒的模糊邊界經驗。在這

樣的邊界上，意識擺盪於清晰與混沌的模糊地帶之間，意識與潛意識產生拉鋸，

「即將發生的」尚未發生，這與「臨界經驗」的概念相同，都是班雅明主張現代

社會欠缺的重要時刻；一旦過於清晰，瞬間的時刻便不會被意識到。輸贏意味著

清晰，這也是為何班雅明強調賭博的過程，多於輸贏結果的原因：當「即將發生

的」過程被決定了輸或贏的結果後，就喪失了作為模糊邊界的可能，而成為「已

經發生」。 

以妓女為例，妓女在合法性下，時間與空間受到管控，150即為「即將發生」

的臨界被消弭，以「已經發生」取代的案例，相對於「即將發生」。Delvau 討論

蒙馬特地區的名妓時，直接強調她們「不是女人──她們是夜。」，151因為時間

被限制在夜晚，因此妓女成為夜晚的代表，不再只是性別上的女性，而是不同於

特定寄託對象的夜的總稱。這對原先跨足日夜的妓女們而言，相當於時間與空間

的明確化，對班雅明而言，這是現代社會「臨界經驗」被明確化的遺憾。「即將

發生」與「臨界經驗」，被班雅明認為是社會活力的來源，更是突破「假正經」

社會疆界的契機；一旦透過法規或暴力，刻意劃清界線，那臨界的不確定性將同

時被消除，喪失邊界特質，意味著空間與時間受到限制。管制法律的實行是權力

限制的源頭，也是無法再次臨界的開始。 

從[O4a]可觀察到，France 將頃刻間即產生變化的賭博視為瞬間的藝術，換

句話說，這種頃刻間的千變萬化就建立在「即將發生」或「無法解釋」。賭徒們

相信，相對於不知不覺的時間，賭博所產生的立即結果，更是與命運最直接的肉

搏戰。無論時尚、賭錢、或者體驗生命，班雅明認為應該盡量維持最直接也能有

最多可能的狀態面對命運。另一方面，班雅明的唯物觀，其實就建立在他舉出的

「賭徒時間」與「即將發生」上，重點就在於這種「無法解釋」。著重於頃刻間

不確定的變化：直接面對命運，每一時刻都會因為極小的變化，而影響到往後發

                                                      
150

 [O5,3]第三條法律寫明：不具認證資格的妓女們不得在路燈點亮之前進行交易。„...(3) Filles 

isolées –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do not reside in licensed brothels – may not enter these houses until 

after the lighting of the street lamps; they must proceed directly there and be dressed simply and 

decently.... F. F. A. Béraud, Les Filles publiques de Paris et la plice qui les régit (Paris and Leipzig, 

1839), vol. 2, p. 133-135.‟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9. 
151

 „Delvau on the lorettes of Montmarte: “They are not women – they are nights.” Alfred Delvau, Les 

Dessous de Paris (Paris 1860), p. 142.‟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6 [O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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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像線球滾動、賭骰擲落的瞬間，玩家便獲得原先沒有的一切，但也可能同

時輸光擁有的每樣事物。諸多「無法解釋」的條件綜合起來所形成的模糊邊界，

才是他眼中隱藏的現實，換句話說，「無法解釋」在新歷史視野中的位置，事實

上，也就說明了「介於中間」相對於清晰歷史的立場。 

 

小結 

「臨界經驗」帶出想像力的重要性，而「無法解釋的」則以賭徒時間、「即

將發生」的各種不確定性，作為對抗清晰權力制度的力量。班雅明透過資本主義

社會中的二種投資者，區分賭徒與仰賴股票經紀分析的投資客，進而指出二者的

最大差別在於清晰與模糊的預測方式。現代社會由無數的清晰，亦即無數的明確

性所組構而成，在固著的邊界下，人們喪失了想像力、不再渴望臨界經驗，班雅

明認為這是現代社會的悲劇。因此，他點出「邊界的女人」、「賭徒的時間」「即

將發生的」等現象作為反駁，以諸多不確定的微小物，對抗清晰確切的制度與絕

對權力。 

這是班雅明落實其「介於中間」新歷史視野的作法。正如「合法性標籤」一

段所強調的，公眾一旦完全聽從權力控制，世界可能因此變得完美、井然有序，

但這樣的世界卻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缺陷。綜言之，藉由「臨界經驗」的警惕，以

布爾喬亞社會或專指賭博過程中「無法解釋的」設立一道公式：無數的「無法解

釋」相加，相當於抗衡清晰（如制度與權力）的力量；以無數疊加的不確定性，

恢復成一個尚具「即將發生」可能性的現實。班雅明透過妓女的「臨界經驗」以

及賭徒的「即將發生」等邊界特質，都是用來說明「無法解釋」在現代社會仍須

留存、仍應重視的必要性，藉此聲援他相對於合法性體制的新歷史視野，換句話

說，此二者模糊的邊界特性，皆相對於清晰而被提出來強調的。 

 

第四節、 拒絕排除 

從「臨界經驗」到「無法解釋」，班雅明透過「社會邊界」的議題，直接指

出不同於以往經驗論的現代經驗：震驚，此一特殊經驗最大的功用在於去脈絡化。

震驚的目的在於使人脫離經驗脈絡，從另一角度看，「去脈絡化」的行動相當於

歷史層面的「去標籤化」，使歷史的經驗脫離。換句話說，「臨界經驗」與「無法

解釋」作為合法性的相對立場，而「震驚」則直接介入既有政治、歷史等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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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模糊邊界的清晰劃分。 

 

去脈絡化的震驚經驗 

「震驚」，意味著脫離經驗脈絡、日常生活不曾出現、岔出常軌的行為。以

賭博的例子來說，「賭注」便是一種震驚的經驗，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下了賭注

的動作，造成各種可能的震驚情形出現。班雅明將震驚的狀態投射至歷史脈絡上，

認為震驚若能出現在線性歷史上，勢必會打亂順敘軸線，此即他期待的破壞性效

果，也就是他討論「臨界經驗」與「無法解釋」的動機。 

 

「在樂觀主義瀰漫的時期，人們習慣將大大小小的事全都歸因於運氣，尌

像從 Alfred Capus 筆間流露出來的。」─賭注讓賭博這場活動擁有令人震

驚的意義，是一種使他們脫離經驗脈絡（經驗連續性）的方式。人們會打

賭選舉結果、戰爭爆發等等，皆非偶然。特別是對布爾喬亞階級來說，政

治情勢很容易成為賭桌上討論的事件。這對無產階級而言並非常態。他較

好的定位是在於辨認政治程序中固定不變的事物。[O13,5]
152

 

 

「震驚」對班雅明來說，是現代社會必備的狀態，他認為藝術抒發情感

（catharsis）的傳統美學，在現代社會中，已經被震驚與驚訝所取代。以戲劇為

例，藝術抒發情感被視為是道德秩序，情感透過馴服了的出口宣洩；震驚則意味

著道德秩序甚至情感的缺席，預示著永不休止的混亂。153譯者在《拱廊街計劃》

註釋中補充班雅明脫離「經驗脈絡」的說法，可以看作是破除「經驗連續性」的

作法，154如此將較好理解震驚之於班雅明的用意：將經驗視為一連串已發生的事

件時，事件可能只是偶然發生，然而，若從震驚的視角看事件，例如打賭選舉結

果或者戰爭爆發，無論政治或軍事，結果都是基於不同價值的賭注為籌碼而生成

                                                      
152

 „“During the period of facile optimism, such as radiated from the pen of an Alfred Capus, it was 

customary on the boulevard to attribute everything to luck.” Gaston Rageot, “Qu‟est-ce qu‟un 

événement ?,” Le Temps, April 16, 1939. – The wager is a means of conferring shock value on events, 

of loosing them from the contexts of experience. It is not by accident that people bet on the results of 

elections, on the outbreak of war, and so on. For the bourgeoisie, in particular, political affairs easily 

take the form of events on a gaming table. This is not so much the case for the proletarian. He is better 

positioned to recognize constant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13. 
153

 Zygmunt Bauman , „Walter Benjamin, the Intellectual,‟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82. 
154

 Benjamin 2002: 992，[O13,5]，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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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震驚破除了經驗原本的連續因果關係，中斷了連續性。 

另外再以巴黎群眾論政治的事件為例：布爾喬亞論辯變動的政治情勢，無產

階級討論不變的政治程序。不同於 Rageot 對樂觀主義的說法，班雅明以賭注作

為反駁關鍵：賭注作為賭博的基礎，可能只是一枚銅板、籌碼或者一張紙鈔，但

在賭博的過程中，卻瞬間被灌注了極大量潛力，為了討回失去的，賭徒不斷提高

賭注，相當於「震驚」的持續加碼，雖說如此，但這同時也是他提出賭博─尤其

強調下賭注─的意義所在。班雅明認為這樣看似不起眼的物有著令人震驚的必然

性。看似微小的事物，往往卻都是各種世界現狀的起因，Rageot 忽略「微小事物」

影響，直接將事情的發展歸功於樂觀主義時期的運氣說，是將「無法解釋」的帶

往清晰的開端。 

涵蓋賭博、選舉、戰爭在內，為了特定賭注而進行的各類型「活動」，對下

賭注或者旁觀者而言，皆會帶出震驚的經驗，換句話說，對賭注的執著，使人們

脫離了日常軌道、抽離了經驗脈絡──賭博改變了賭徒的未來、選舉改變了政治

局勢與統治形式、戰爭改變了人的居住環境與信仰。這一切看似運氣主導的「無

法解釋」，其實並非賭桌旁的賭盤可以全然操控的，而是諸多影響下的必然，例

如賭桌上的話題差異，其實來自於階級的生活調性。選舉與戰爭這類非日常事件，

因賭注而起、因賭注成定而末，賭注具備去脈絡化的特性，可說是連續經驗脈絡

的中斷者；透過使人們脫離日常生活，進入震驚的狀態，不停重新創造新的歷史

敘述。 

 

去羅馬化的羅馬人 

對布爾喬亞階級而言，人能作為羅馬人，同時也能作為去羅馬化者──創造

歷史並且摧毀歷史。看起來矛盾的來回循環，也能從賭桌的狀態映證，這種矛盾

的英雄創造說，是班雅明摘錄 Börne 的文字時，聯想到波特萊爾作品所透露出來

的關鍵點。 

 

論及賭博中的英雄元素──在某種程度上，即推論波特萊爾詵作「遊戲」

的必然結果：「在賭桌上時常出現我腦中的想法…：每年都在歐洲的賭桌

上揮霍，還怎能貯藏全副精力與熱情──怎足以創造羅馬人以及羅馬歷史？

但那尌是如此。因為每個人生來尌都是羅馬人，布爾喬亞社會的目標在於

 



100 
 

去羅馬化，因而有機會遊戲與禮節常規、小說、義大利歌劇與時尚報紙、

賭場、茶會與樂透彩、學徒年與旅遊、閱兵大典與換崗交接儀式、典禮與

參觀者、以及每天必頇重複穿脫、很耗費時間的緊身衣──所有被引進來

的這些能在不知不覺間消耗掉使用不完的精力！」<賭徒的饗宴> 

[O13a,5]
155 

 

「每個人生來就都是羅馬人」，每個人誕生在這世界，其實都被賦予了書寫

歷史的能力：不同經歷的背景或思考的對象，都會造就相異的歷史部分。但在可

見的權力之下，歷史卻被操縱於少數有權者之手，因此班雅明提出賭徒與妓女的

狀況，試圖藉由「拒絕排除」的觀點，還原現代人作為羅馬人的能力，架構起一

個「介於中間」的新視野。 

羅馬之於歐洲歷史，是歷史的源頭，去羅馬化亦即去歷史化。羅馬人發明諸

多娛樂活動，作為去羅馬化的實際行動；布爾喬亞也有諸多娛樂，然而，不同於

羅馬人之處在於娛樂的種類，以及生存目的。波特萊爾觀察布爾喬亞的娛樂特色

在於「每天必須重複」且「耗費時間」：機會遊戲如賭場或樂透、禮節常規如儀

式或制度、時尚如歌劇或報紙或衣著等，皆有一連串繁瑣的細節。也就是說，他

們的生存目的不同於羅馬人的創造歷史，而是讓歷史自行發展；另一方面，去歷

史化的過程，即去除脈絡化，布爾喬亞在這種重複的細節矛盾中，日復一日消耗

掉累積歷史的精力，或者說，他們的不創造歷史，相當於破壞歷史既有脈絡。 

班雅明認同這種說法，針對賭博，他提出「一個人越不受命運之環束縛，他

手中所能掌握的尌越少。」156的觀點。人們出生受到諸多命運束縛，例如階級。

若能認定此一假設為前提，便不會拘泥生存於歷史創造的脈絡之中，能夠看見更

真實的世界，很明顯地，班雅明站在布爾喬亞的角度思考階級。他認為，爭辯既

                                                      
155

 „Concerning the heroic element in gambling – as it were, a corollary to Baudelaire‟s poem “Le Jeu”: 

“A thought which regularly crosses my mind at the gambling table ...: What if one were to store up all 

the energy and passion ... which every year is squandered ... at the gaming tables of Europe – would 

one have enough to make a Roman people out of it, and a Roman history? But that‟s just it. Beacause 

each man is born a Roman, bourgeois society aims to de-Romanize him, and thus there are games of 

chance and games of etiquette, novels, Italian operas and stylish gazettes, casinos, tea parties and 

lotteries, years of apprenticeship and travel, military reviews and changing of the guard, ceremonies 

and visits, and the fifteen or twenty close-fitting garments which daily, with a salutary loss of time, a 

person has to put on and take off again – all these have been introduced so that the overabundant 

energy evaporates unnoticed! ” Ludwig Bö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Hamburg and Frankfurt am 

Main, 1862), vol. 3, pp. 38-39 (“Das Gastmahl der Sieler” <Gamblers„ Banquet>).‟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14. 
156

 „On gambling: the less a man is imprisoned in the bonds of fate, the less he is determined by what 

lies nearest at hand.‟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15 [O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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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現實於事無補，重要的是命運或決定權掌握在誰手中，探究現實如何被呈現

等總是被忽略的疑問。透過賭場與妓女的狀況，班雅明持續探問的是：當獨立個

體被迫收編進權力體系時，對彼此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使其再度還原？針對賭

徒與妓女的情境，班雅明指出，重點即在於相對於清晰權力合法限制的模糊邊界，

藉由「無法解釋」的賭徒時間或「邊界女人」的臨界經驗，作為正規歷史化與脈

絡化的反動，也就是將二現象視為去歷史化與去脈絡化的證明。 

事實上，班雅明並非反對既定的階級（本身）作為社會的區分，他自己便出

身於布爾喬亞階級，單純反對階級區分，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必須警

覺的是大眾在「習慣之下」所產生的問題，換句話說，他抗爭的是「習慣之下」

無意識的階級壓迫。階級本身只是社會發展下的產物，對他來說，能夠意識到、

試圖中斷歷史釋放出的階級觀，並且審視階級延伸出的社會現象合理性，才是較

具價值之事。這種由部份例證博引至普遍的社會現象，是班雅明慣用的作法，也

是他認為最能呈現真實社會狀態的方式：不強加原則至不同社會現象上，而是個

別分析社會現象，以各部分看似零散的總結歸納出世界可能的樣貌，如此才不會

由於部分原因而排除掉其他本來可存在的可能性。 

班雅明一直希望避免所謂的「絕對」，也就是無理的排除，這也是他批判清

晰合法性的原因。一旦存在「絕對排除」的項目，其他未被選上的、被排除掉的，

即成為附屬，隨之生成上對下等階級關係。這種刻意被隔開來的距離，班雅明認

為，是為了讓人看到合法性所採取的策略：先行驅逐所謂「不合法」的部份，才

能證明被留下的正當性；換言之，「假正經」的時代氛圍與公眾的不道德風氣，

皆與權力的排除互為因果。 

布爾喬亞階級不創造歷史，他們聲明自由，也就是無法解釋的一切，這對清

晰的現代社會來說，是不易生存的選項，羅馬人與非羅馬人，指的便是創造歷史

與製造「介於中間」歷史空隙的人，班雅明認為在健全世界中，此二者應並存。

綜言之，「拒絕排除」亦即強調「選擇」，最終目標便在於重建一個平衡的世界。

「臨界經驗」與「無法解釋」分別對應到賭徒與妓女，班雅明說明了「社會邊界」

存在的必要性，二者皆反映了班雅明面對合法性限制的看法，亦即面對國家與公

眾標籤化邊界的對應方式。由此可證，作為「社會邊界」的賭博與賣淫現象，其

實相當於「介於中間」作為社會層面的功用，也就是「介於中間」最核心的概念：

「拒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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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班雅明論唯物論與階級觀，都是透過現代社會中所欠缺的模糊「臨界經驗」

為源頭，提出資本主義社會中不確定的時間觀、去除歷史連續脈絡的「震驚經驗」，

強化了「臨界」的概念。這種去除歷史脈絡化的作法，除了展示班雅明的平等概

念，也檢驗了他有別於其他思想家處理現代社會問題的角度。 

以下以班雅明與馬克斯對時尚的看法為小結，更具體地呈現班雅明從「拒絕

排除」的視野觀看現代社會與歷史，相較於其他理論家的差異： 

 

「規律工時…是最早對於暴戾且無意義的時尚幻想的第一道理性枷鎖

──和現代工業體系完全不協調的幻想。」以下為腳註：「John Bellers 討

論溯及 1699 年：『時尚的不確定性確實使貧困的窮人數增加。』[O10,4]
157

 

 

班雅明認為想像有其存在的必要，158因此他重視時尚、臨界經驗等不清晰、

不明確、模糊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卻是組成完整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相

反地，可看出馬克斯鄙棄這種因階級而獲得財產的概念，他認為時尚等說法，只

是資產階級塑造出來的社會氛圍，無利於社會發展，是與現實社會毫無關係的夢

想世界，甚至使得貧富差距擴大、低下階層的人民更加窮困，因此提倡杜絕幻想、

排除時尚、避免私人財產劃分。在馬克斯眼中，工作時間與時尚幻想的關係是相

對的：當社會朝向時尚趨勢發展，便會與工業的理念背道而馳，因為時尚追求的

是躍出臨界的想像力，得做好隨時轉換形象的準備，必須懷抱著夢想。他主張現

代工業體系的理性，規律的工作時間可以抵消人們渴望更迭的時尚，當人們不再

將生活構築在虛空的幻象上，全體社會才能更快發起改革，朝向更公平的世界。 

由此可察覺，有別於馬克斯思想物質主義，亦即班雅明重要的中心思想，便

在於模糊與清晰的概念上。他不反對時尚，反而主張時尚是重要的現代社會資產，

因為時尚的無限變化，讓他觀察到了現代社會稀有的臨界經驗。 

班雅明藉由「震驚經驗」以及去羅馬化，反對社會具絕對意識的合法性，分

                                                      
157

 „“The regulation of the hours of work ... was the first rational bridle on the murderous, meaningless 

caprices of fashion – caprices that consort so badly with the system of modern industry.” Footnote here: 

“John Bellers remarked as far back as 1699: „The uncertainty of fashions does increase necessitous 

poor‟ (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 Trade, Plantations, and Immorality, p. 9).” Karl Marx, 

Das Kapital, ed. Korsch (Berlin <1932>), p. 454.‟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8. 
158

 參見[O2a, 1]和[O6a,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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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引證去脈絡化／去歷史化的概念，試圖釐清他主張的「拒絕排除」視野。此一

觀點貫穿於班雅明的各種說法上，例如 O 章多次提及的階級觀，也由於秉持著

此一宗旨，使得班雅明相較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同期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有著

明顯差異，被認為他的不表態與客觀沉默是迂腐的證明。 

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在一篇討論班雅明是否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的文章中提到： 

 

班雅明作為一位知識份子，堅決地拒絕了參與排除（exclusion）的遊戲，

這種遊戲帶有毫不掩飾的獨斷。班雅明著名的折衷說，認同自由與猶豫不

決的相似性，但這也使得這場遊戲的參與者對他不諒解。159
 

 

Bauman 認為班雅明作為一位知識份子，最基本秉持的原則即「拒絕排除」。班雅

明並非全然拒絕「排除」的動作，如前述所證，是非對錯的「選擇」，對他而言

意義不大，他真正關注的是「選擇」背後的動機，更精準地說，是選擇的排除動

機是否合理。他支持的是有理由的「排除」，也就是從自己的經驗、個人的生命

史出發，所做出的「選擇」；這是一種微觀的審視，重新標示自我的定位，毋須

他人的定義，以新的視野看歷史。此一視野發展，從班雅明面對賭徒與妓女的態

度，即可看出他提出的「社會邊界」現象，意在討論如何在現代社會的集體潮流

中，仍能以個體身分自居的對策，或者察覺「假正經」面具底下被隱藏的現實面。 

因此，班雅明討論「合法性」、「臨界經驗」、「無法解釋」等，都是為了說明

折衷的立場；換句話說，這種立場展現的是班雅明拒絕排除任何可能性的理想，

當每種階級保有自我定位，自己的聲音能夠發聲，所有可能性都能並存於現代社

會中；換句話說，折衷立場其實就相當於班雅明所提的「介於中間」視野。 

由此立場，亦可析辨班雅明與馬克思的看法差異點：後者認為階級問題源自

於階級本身，欲消除階級不平等的問題，便不能留有布爾喬亞與非布爾喬亞等階

級之分。班雅明卻認為這樣的作法僅治標不治本：階級是命定的存在，馬克思無

差別掃蕩階級，只是選擇性忽略社會事實、一律弭平的做法，有悖社會現實；他

主張真正的平等不該試圖以構想出來的結構覆蓋掉原有的歷史。賭博與賣淫的合

法性分界，便是他舉出對社會具高度危險與傷害性的作法，因為源自於「假正經」

                                                      
159

 Zygmunt Bauman , „Walter Benjamin, the Intellectual,‟ The Actuality of Walter Benjamin,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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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氛圍，也就是權力的掩飾與公眾的無感。如此一來，即使創造出新的歷史，

也只是選擇性的片面史觀，如同進步史觀或者大敘事的書寫方式，這種史觀就是

他藉助「介於中間」所反對的。 

 

結論 

「賭博與賣淫」是社會面向的新歷史視野，本章分別以「臨界經驗」、「無法

解釋」等邊界特徵，論述班雅明「拒絕排除」的概念。賭徒與妓女作為典型的「社

會邊界」案例，如同「理想擬像」相對於進步藝術史觀被提出；從 O 章的材料，

亦可察覺到，「社會邊界」的提出相對於權力與公眾限制的合法性，關鍵在於揭

穿「社會邊界」的標籤。而這種「去標籤化」正是「介於中間」的重要概念，也

就是還原歷史的豐富程度。針對 O 章進行歸納分析，本章試圖以四種面向，重

構班雅明對現代社會提出的質問與解決之道。以賭徒與妓女的「社會邊界」身份，

整理出班雅明提出的二道詰問。 

第一道詰問指向「何謂真正的平等」，也就是如何在相對的狀態，亦即不覆

蓋他者聲音的前提下進行選擇，探討警察權力，或者說是國家權力的合理性。無

論是 Béraud 於書中列舉十九世紀警察單位對上妓院的實況、Historire de Paris 一

書中提到警察勒令賭屋歇業的消息、160又或者[O4,2]提到警察的權力只會施用在

引發暴動的巴黎群眾身上，卻不用在燈紅酒綠的康康舞廳等三例，即可察覺到權

力執行的不公。為何警察禁止妓院與賭屋，卻不取締康康舞舞者？因為以絕對的

權力角度來看，前二者是國家權力認定的灰色地帶，可能只是因為警察局長站在

個人立場，認定無法提升社會正向進步、或者為了管理方便，因此沒有理由，直

接排除；後者卻由於被收編進「合法」制度中，因此倖免。 

不平等展現出國家權力強烈的排除性，班雅明將此視為是現代社會中霸道的

絕對制度。這是他對絕對的排除提出的抗議。班雅明在[O3,6]段拋出疑問，「沒

有一種只能在命運中被驗證的貨幣結構，以及一種只能在金錢中被驗證的命運結

構？」161賭博、性交易或者舞廳，這些娛樂行為若放在法律中應該一律平等才合

理，卻因為有認證門檻，而有通過與否的區別。班雅明認為，這種先入為主認定

                                                      
160

 Benjamin 2002:494 [O2a, 3]，引自 Dubech and d‟ Espezel, Historire de Paris (Paris, 1926), p. 389. 

„“On December 31, 1836, all the gambling houses were closed by authority of the police. At Frascati, 

there was a small riot. This was the mortal blow to the Palais-Royal, already dethroned since 1830 by 

the boulevard.”‟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4 [O2a, 3]. 
161

 „Isn‟t there a certain structure of money that can be recognized only in fate, and a certain structure 

of fate that can be recognized only in money?‟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96 [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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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項職業的好與壞的心態，便是預設了「更好的」職業的立場。何謂「更好的」

職業？不外乎大眾價值觀中經濟條件穩定的工作，或者較「客觀」地以道德為切

入論點，認為出賣身體是敗壞社會風氣的行為。這種從大多數價值觀出發的立場，

討論公眾不道德的成因時，班雅明即補充說明：「多數決」其實受到社會氛圍影

響，而社會氛圍可能便源自於少數權力者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社會表面上的

和諧與正向，在班雅明看來，都是要不得的虛偽面具。 

其中，最嚴重的是大眾處在這種不合理的氛圍中，卻始終不覺詭異，甚至習

以為常。這種「更好的」工作觀點，再加之法律的「合理性」規矩界定，不但完

全無法改善性工作者的生活品質，甚至只會讓他們「被迫違法」。因為最本質的

經濟結構的弱勢問題並沒有被解決，這是整個社會積累下來的慣性產物，針對這

些氛圍產物，仍要為之強貼上好與壞的工作標籤，事實上，也只是壓迫弱勢的污

名化行動。此即班雅明質疑平等的首要目標：當權力在沒有理由的前提下，以個

人或正義或大眾的名義，排除掉部分聲音，他認為必須即時察覺並提出質疑，社

會才有平等的可能；也就是說，人們必須辨明社會既有現象背後的諸多成因，及

其相對應的法律手段有無效果，或者制定法律實際上可以達到哪些目的等。 

第二道詰問則回到社會層面，探究「社會虛偽的現況從何而來？原因為何？」

班雅明指出，現代社會的清晰與絕對，便是虛偽的溫床。以妓女為例，試想當時

為何有如此多女孩與女人會將自己的身體納入交易的籌碼，甚至數量多到讓政府

得為其立法、Béraud 能以他們為對象著書？從班雅明使用的資料，可推判他認

為這是肇因於整體環境的經濟，加上社會對女性的既定看法所致：當時巴黎作為

資本發達的集中區，同時也引領著時尚商品的匯聚。在這資本流通的主要地區，

自然吸引許多無雄厚經濟基礎或者想要接近權貴的人們於市中心周遭遊蕩，賭博、

性交易等行業因此蓬勃發展。Eduard Fuchs 便提到，妓女相關圖像起源於三０年

代拱廊，162而賭博事業更是當時銀行業的主要經營命脈。163 

然而，權力當局卻擔憂這樣的環境問題受到公開檢視，因此搶先立法，排除

這些邊緣角色，明確劃清、縮小邊界的範圍，正是因為妓女與賭博的議題，直接

                                                      
162

 „Eduard Fuchs mentions “the appearance of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prostitutes, which could date 

from 1835-1840. The catalogue in question consists of twenty erotic lithorgraphs in color, each one of 

which has printed at the bottom the address of a prostitute. ” Eduard Fuchs, Illustrate Sittengeschich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Das burgerliche Zeitalter, supplement (Munich), p. 157.‟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7 [O9a,3]. 
163

 參見 „January 1, 1838. “After the prohibition, the French bankers in the Palais-Royal, Benazet and 

Chabert, departed for Baden-Baden and Wiesbaden, and many employees went to Pyrmont, Aachen, 

Spa, and eelsewhere.” Egon Caesar Conte Corti, Der Zauberer von Homburg und Monte Carlo 

(Leipzig), pp. 30-31.‟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03 [O7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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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碰到資本主義常被批評的問題：「資本主義帶來的現代生活全都是明亮的未來

嗎？」「資本主義是否通往道德墮落？」「資本主義宏揚或者貶抑了機會遊戲？」

「討論資本主義能夠忽略階級嗎？」諸如此類質問，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逐漸戴

上「假正經」面具的過程，試圖將一切批評屏蔽於「合法性」之後：以準確的股

票經紀人取代無法解釋的賭徒、明確的邊界限制區隔出模糊的臨界經驗、在法規

的制定下，墮落的不再允許攤在陽光底下。 

班雅明以二道問題作為主要思考軸線，試圖導引觀者意識並探問現象背後的

成因，此亦即其新歷史視野的目的：以「介於中間」的方式，不直接控訴或陳述，

而是透過相關摘錄資料，揭露以往不習慣被公開討論的「社會邊界」，以模糊槓

上強勢的絕對排除，陳列不被重視的資料，藉此對習慣虛偽的社會進行無聲卻猛

烈的批判。雖然這種看似不深入社會或藝術背後權力關係、避而不談的作法，卻

是阿多諾與同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者對其微詞。但實際上，班雅明並沒有不談權

力，無論談論新藝術、建築、賭博與妓女，他試圖揭開的都是構成社會現象背後

的權力關係，只是他不以一般理論的辯證方式，而是以整本《拱廊街計劃》的交

互作用，直接呈現新歷史視野「拒絕排除」的特性，重新考掘隱沒於大敘事史觀

下被刪除的不可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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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物與人複雜的交互作用：變調的感官、收藏、寓言、全景… 

 

「物為何須脫離功能性」，以及「為何須成立寓言空間」，事實上，即為班雅

明針對大敘事史觀，提出「收藏」議題的二大問題意識。可以說，「收藏」處理

的就是「介於中間」的空間化，班雅明為此狀態命名為「寓言」，亦即經由收藏

的過程，還原被刪除掉的歷史，以碎片的方式並置在現實中，最終目的在於恢復

物與人複雜的交互作用。 

「收藏」是一種抽象概念，就像班雅明在[H2,7; H2a,1]提到，將「收藏」看

作另一種描述方式。實際上，無論談收藏或描述方式，都是為了觀察清晰與變調

感官辯證下的物的狀態，而班雅明透過「收藏」，欲還原的這些「物」，亦即組成

「介於中間」新視野、以及推動另一套描述方式的基本單位。因此，H 章中的「收

藏」，是透過「變調的感官」、「收藏」、「寓言」、「全景」等過程，切斷原本與社

會清晰連結的功能性。然而，若只是使物脫離功能性，面對大敘事史觀的完整結

構仍舊起不了太大作用。為了容納這批長久被遺忘的零碎「收藏」們，班雅明提

出一個足以對抗大敘事歷史的場域：「寓言」。透過變調的感官、孩子們的收藏、

全景等事物做為「寓言」的一部分，還原物與人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也可以說，

持續變動的「寓言」場域，即班雅明「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空間化呈現。 

以下將依序梳理物與人的四種面向，從大敘事系統重新還原物與人複雜的交

互作用。第一節從感官的角度，提出班雅明的假設，指出物與人的關係被簡化的

主因，在於社會以清晰的視角假設混亂的現實，藉此闡述「收藏」的重要性；第

二節則討論「收藏」的「脫離功能性」重新賦予物對抗歷史系統的力量；再者，

三、四節則從「孩子們的收藏」、「全景」言詮寓言，如同「介於中間」視野由《拱

廊街計劃》的各面向組成，「寓言」作為「收藏」的空間化場域，也從不同視角

比對呈現。 

  

第一節、絕對清晰與變調感官 

 透過左拉的清晰感官，以及柏格森的變調感官，班雅明指出認知與真實世界

之間的差距，主要來自於「清晰的假設」與「混亂的現實」的差距。以感官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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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點，左拉「清晰的感官」宣稱觀看世界必須「合乎科學性」；但這對班雅明來

說，只是簡化了原本複雜的物與人關係，並非真實世界。因此，相對於左拉，班

雅明認為柏格森「變調的感官」應能還原單一的感官現象。只是感官屬於抽象的

理論層次，該如何落實？「收藏」即班雅明的策略見解。以班雅明的說法，收藏

家與物的相處之道，即先透過「變調的感官」，在清晰的感官系統中察覺到「沒

有實際發生的」其他事物，進而透過「收藏」，重建物與人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

或者說，收藏家的「收藏」動作，即對抗大敘事脈絡而生成的新歷史視野。 

 物與人的關係原本複雜，卻在絕對的視角下無條件被簡化，據此，班雅明提

出左拉「清晰的感官」為例，先指出絕對的「清晰感官」如何簡化物與人的關係，

進而藉由柏格森解釋，「變調感官」如何察覺簡化後隱藏在社會現象背後的矛盾

與問題： 

 

永遠別相信作家對他們自己作品的說法。當 Zola 針對負陎評論，開始捍衛

他的 Thérèse Raquin 時的說法，是其著作為性格的科學研究。舉例來說，

他的任務在於精確地呈現樂觀與焦慮不安的性格是如何互動──如何傷害

彼此。但這樣的解釋並無法滿足所有狀況。它無法解釋宗教書籍的混雜販

賣、殺人狂、動作片中血淋淋的場景，以及─絕非偶然地─發生在拱廊中

的那些。如果這本書真的能夠合乎科學地闡明某些事，那麼這將意味著巴

黎拱廊的終結、一種建築類型的衰敗。這本書經過這樣的變化過程而完全

腐敗：它的讀者如蒼蠅般墮落。[H1,3]
164

 

 

班雅明對照左拉的「絕對清晰」，提出三項社會亂象作為反例：殺人狂、混

雜的宗教書籍、電影中的血腥場面，藉此推翻左拉的說法中，一切可依秩序佈排

                                                      
164

 „Never trust what writers say about their own writings. When Zola undertook to defend his Thérèse 

Raquin against hostile critics, he explained that his book was a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temperaments. 

His task had been to show, in an example, exactly how the sanguine and the nervous temperaments act 

on one another – to the detriment of each. But this explanation could satisfy no one. Nor does it explain 

the admixture of colportage, the bloodthirstiness, the cinematic goriness of the action. Which – by no 

accident – takes place in an arcade. If this book really expounds something scientifically, then it‟s the 

death of the Paris arcades, the decay of a type of architecture. The book‟s atmosphere is saturated with 

the poisons of this process: its people drop like flie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3-204 [H1,3]這段文字出自於班雅明留下《拱廊街計劃》最早的一批手稿，可見左拉在班雅明

思想中的重要性。1928 至 1929 年間，班雅明正計畫起草 Paris Arcades: A Dialectical Fairyland，

當時最初的這批手稿被寫在對折一半的昂貴手工紙上，共六頁，<a°4>和其他四段一起出現在編

號 Ms. 1161 的左頁。後來班雅明在 1929 年將這批手稿寄給在法蘭克福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後

來由此刪減、擴寫成《拱廊街計劃》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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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世界，攻破其「清晰」論點。 

左拉作品中「合乎科學性」的「絕對清晰」，反映了自然主義者認為唯有與

科學跨域的文學創作，才能展現出以往沒有的理性優雅；可以說，當時認定「科

學」、「清晰」等詞彙即世界的進步化代稱。以左拉的說法，他所創構的小說人物

都是針對性格進行科學研究之後的結果，因此，所有虛構人物的性格，包括優缺

點及行為，皆有其與生俱來的特質，即使負面情緒如不安或焦慮等，也都建立在

生理學基的規律上；換言之，十九世紀中葉自然主義文學興起之前，人們並不熟

悉科學進入文學的形式，而左拉的作法正是率先實踐理性科學，使得自然主義文

學奠基於「合乎科學性」的準則下。正如[H1,3]這段對負評的回應即可看到：左

拉聲明他的小說呈現他觀察到的現實社會，例如第一本出版的自然主義小說《黛

萊絲─拉甘》（Thérèse Raquin, 1867）；又或者像之後一系列的長篇小說《盧貢‧

馬加爾家族──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則作為法國第二帝

國的另類編年史──歷史書中不會記載的那種「非歷史」──砲火猛烈地朝向當

時執政卻虛應故事的路易‧拿破崙。 

對於左拉的辯護，班雅明沒有全盤否認。他並不排斥自然主義的理性觀察方

式，包括對生活細節與專業資料等考察；事實上，理性觀察也是他書寫《拱廊街

計劃》的作法。其不以為然之處，在於當時的自然主義者一切講求「合乎科學性」，

無條件排除掉科學之外的面向，即排除「清晰之外」的作法，他認為這種使單一

面向成為全部的作法並非社會現實，只是過於單純的社會理想。針對這點，他在

[H1,3]段挑出與現實生活相矛盾的部份，即三項社會亂象作為反證之一，他認為

這種刻意強調「絕對清晰」的自然主義並不自然，甚至影響到現代社會中以偏概

全的風氣。另外於結尾處，班雅明提出第二項反證：「如果這本書真的能夠合乎

科學地闡明某些事，那麼這將意味著巴黎拱廊的終結、一種建築類型的衰敗。」

(Benjamin 2002:204 [H1,3])藉由巴黎拱廊進行辯證，班雅明證明自己的立場較左

拉的科學性更接近現實社會：假若左拉的說法符合現實狀況，那十九世紀的巴黎

拱廊將不再是華麗且豐富的時代聚集地，而是行至末途的資本主義象徵，或者是

雜亂無章的衰敗時尚或建築類型；然而，就現實層面來看，此衰敗的假設並不成

立，因此得證左拉的說法不合理。  

經由班雅明的二層辯證，可察覺到假若只刻意強調單一面向的世界或者社會

秩序，忽略事物實際散布的狀態，將如同左拉與同期醫學、科學研究者聲稱科學

性，看到的卻只是他們的世界觀預設看到的。科學的明確性無法完全釐清實際上

複雜的世界，能夠解釋的只是現象世界的一小部分，宣稱「合乎科學性」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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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感官」犯的錯誤，便是簡化了原本人與物之間複雜的關係，而社會的多樣性即

源自於該複雜關係；相較於絕對的清晰，混亂──有時甚至是社會上的最不安與

最腐敗──才是最真實的時代狀態。 

自然主義的「清晰」主流掩蓋了「混亂」的現實：異質的事物被強硬統合於

同一「清晰感官」的秩序下，班雅明指出這其實是現代社會多項問題的源頭。對

班雅明來說，點評「合乎科學性」的駁論，並非指責左拉的疏失，關鍵其實在於

凸顯自然主義者絕對的「清晰感官」，亦即塑造該時代現象的背後成因；換句話

說，與其說班雅明欲揭發的重點在於作家說法或作品本身，倒不如說他亟欲探詢

的是作家眼中絕對、唯一的「現實世界」，是否能夠符應社會現況？又是從何而

來？乍看之下，觀者會以為班雅明提左拉，用意在於「現實世界」的形貌，但班

雅明的目的卻恰好相反，他要讓觀者察覺到的其實是自然主義作家「不」關注的

焦點，亦即社會成形的原因，此即班雅明異於其他評論家之處。相較於班雅明的

說法，近代文藝評論家分析左拉的小說，有一派相近於班雅明的說法，指出自然

主義者的不自然之處，只是切入點不同；165另一派則著重於作品中的自然主義特

性，如理論與實作之間的差距。166
  

一旦忽視世界表象之後的解讀，很容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落入單一意識形

態的掌控；從歷史的角度看，透過作品「清晰」的大敘事架構，帶給大眾的單一

觀點，久而久之匯聚成為時代的習慣。為了反駁絕對的單一視野，如同對左拉的

反證，班雅明舉出能夠駁斥「清晰感官」的「變調感官」。藉由「變調的感官」

介入，找回被簡化的部分感官知覺，進而說明若欲顛覆既存現象，甚至形塑新歷

史視野，重要的是觀察角度之改變。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在現代社會中，真

正意識到現實受到遮蔽的現象。因此，班雅明以柏格森的感官說法，作為左拉的

對照組；透過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對知覺和時間的論點，反駁自然主義者

「清晰的感官」： 

 

在《物質與記憶》的結論中，柏格森認為知覺是時間的功能。假設以我們

                                                      
165

 英國西蒙斯（Arthur Symons）與勞登（Dowedn）等人認為自然主義「如果把整個真正的現實

或人生描寫出來的話，自必也有它光明的一面，那麼就該一併把它寫出才公平『自然』。…只一

意誇大醜陋的一面，把人描繪得有如豺狼虎豹一般可怕，豈非也是一種誇張主義、理想主義？」

廚川白村著，《西洋近代文藝思潮》，陳曉南譯（臺北市：志文，1976），頁 220。 
166

 法國評論家布倫蒂耶首先對左拉科學至上的自然主義發難，認為科學決定論的實驗性質，並

不全然適用於人文領域中的文學實驗：「科學實驗可得到相同的事情，在同一境遇的條件下，常

產生相同的現象或結果之原則；但以人生的變化多端，豈能適用於文藝？」廚川白村著，《西洋

近代文藝思潮》，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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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我們會以不同的步調，較為冷靜沉著地陎對某些事物，並且相對迅

速地陎對另一些事物，對我們而言，沒有什麼是「實際存在的」，一切事物

都是正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一切都將讓我們意識到。然而，這尌是經驗老

到的收藏家與物的相處之道。他們被它們迷住。他自己是如何追求它們且

不期而遇、整體又產生了怎麼樣的變化，這些都是新生成的影響──所有

這些都示意著持續不斷的變動。…（實際上，我們應該這樣說，收藏家尌

生活在一種夢想中。也是在這樣的夢想中，知覺與經驗變了調，一切都能

打動我們、一切都與我們息息相關──即使是那些看似最為帄淡的。為了

想要徹頭徹尾地理解拱廊，我們將那些物沉入夢想的最深層；彷彿早已烙

印心頭似的那般叨絮著它們。）[H1a,5]
167

 

 

提出「變調的感官」，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找出「清晰的例外」，亦即重新接

受感官感覺除了絕對的清晰之外，模糊、變調的整體經驗也是不可抹滅的經驗之

一。藉由柏格森說：沒有「什麼是實際存在」，抵銷左拉的「絕對清晰」，換言之，

重新審視被隱藏的部份，才是察覺被刪除現實的前提；另一方面，這也是班雅明

認為能夠重建物與人的關係、進而對抗「清晰」大敘事脈絡的管道。而擁有「變

調的感官」、能夠察覺簡化關係的中介者，班雅明便指明是「收藏家」。此一切入

點也解釋了班雅明提出「收藏」的理由：透過收藏家與物的相處，觀察事物真實

的持續變動。在大敘事觀點下，習慣以單一視點詮釋一切，物因此被簡化成功能

物，物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也被省略，然而，要用同一角度描述一切事物是不可

能的。因此，收藏家擁有「變調感官」，便是抵制大敘事的絕對「真實」。 

再者，班雅明用以反駁「絕對清晰」的手法很是細膩和聰明：不尋求大架構

理論來制衡左拉「清晰的感官」，而是透過「變調的感官」，試圖找出相對的「清

晰的例外」；自局部戳破「清晰」的絕對無暇──藉由例外，破除絕對──先使

人們意識到感官的不協調與不適用，才有可能察覺到被社會大敘事脈絡隱藏起來

                                                      
167

 „At the conclusion of Matière et mémoire, Bergson develops the idea that perception is a function of 

time. If, let us say, we were to live vis-à-vis some things more calmly and vis-à-vis others more rapidly,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rhythm, there would be nothing “subsistent” for us, but instead everything 

would happen right before our eyes; everything would strike us. But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for the 

great collector. They strike him. How he himself pursues and encounters them, what changes in the 

ensemble of items are effected by a newly supervening item – all this shows him his affairs in constant 

flux. … (At bottom, we may say, the collector lives a piece of dream life. For in the dream, too, the 

rhythm of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is altered in such a way that everything – even the seemingly most 

neutral – comes to strike us; everything concerns u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rcades from the 

ground up, we sink them into the deepest stratum of the dream; we speak of them as though they had 

struck us.)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5-206 [H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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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 

對自然主義者而言，人類生活就是官能生活，唯有透過感官，去除社會制度

等束縛，才能觀察到真正的現實。班雅明藉柏格森的說法，指出知覺經驗是一種

「沒有實際存在卻又確實發生在眼前」的狀態，也就是一種模糊、持續變動的整

體概念；相對於自然主義者絕對清晰的單一感官，班雅明認為，「變調的感官」

經驗才能重新找回物與人、人與世界真正的交互關係。實際上，人們會以不同步

調面對不同事物，對於時間或空間的感受，也會因應角度有所不同；唯一能確定

的，只有發生在眼前、能被意識到的部分物。單一獨大的感官已不再適用於現代，

班雅明在[H1,2]舉出絕對視覺的例外，作為「變調的感官」實際演練： 

 

人群不再踏進 Passage Colbert，而湧進相較之下不那麼引人注目的 Passage 

Vivienne。從某方陎來看，每天傍晚，自夾樓窗口流洩出的悅耳樂聲盈溢於

圓形建築大廳中，意圖誘使群眾駐足觀望。人群向門聚攏，卻停步不前，

懷疑這些新奇的小玩意兒會是迫使他們背棄習慣與日常規矩的陰謀。十五

年前，<柏林>W. Wertheim 百貨兯司為了宣傳，也推出過相同策略──但同

樣白費功夫。音樂會在極好的拱廊中被揮霍。[H1,2]
168

 

 

多重感官的策略失效，從班雅明的角度，是由於人們懼怕「新」，亦即懼怕

「改變」。為何懼怕「新」與「改變」？大眾習慣感官的絕對性、習慣選擇性忽

略秩序之外的其他，對班雅明而言，此蔽態無疑自然主義「絕對清晰」之重現。

對於聽覺產生的距離感、甚至畏懼感，班雅明指出是源自於對新的抗拒，亦即習

慣接受「清晰感官」的單一引導。對現代社會來說，「熟悉」是種慢性毒藥、是

人們逐步排除模糊現狀的結果。一旦排除模糊，「清晰」便成為中心目標，左拉

等「清晰的感官」，即造成「熟悉」的共犯結構：原應發現新事物的感官，卻因

為「清晰」的慣性，使得原先主動的「發現」退居至被動的「熟悉」。人們享受

新時代，卻不願意面對改變的現實；因為習慣，所以拒絕適應新、拒絕踏進有新

                                                      
168

 „“The crowd throngs to the Passage Vivenne, where people never feel conspicuous, and deserts the 

Passage Colbert, where they feel perhaps too conspicuous. At a certain point, an attempt was made to 

entice the crowd back by filling the rotunda each evening with harmonious music, which emanated 

invisibly from the windows of a mezzanine. But the crowd came to put its nose in at the door and did 

not enter, suspecting in this novelty a conspiracy against its customs and routine pleasures. ” Le Livre 

des cent-et-un, vol. 10 (Paris, 1833), p.58. Fifteen years ago, a similar attempt was made – likewise in 

vain – to boost the <Berlin> department store W. Wertheim. Concerts were given in the great arcade 

that ran through it.‟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3 [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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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 Passage Colbert。這裡舉例的是有強大資本推動的商業案例，時間仍長達

十五年無法被大眾接受，更遑論一般生活或者思想上的轉換、或者說接受新的困

難度有多高。從商業角度看，是商家錯估了人們接受新奇事物的速度，班雅明卻

說失敗的關鍵，在於人們不願接受改變，或者說，習慣熟悉有秩序的生活，對未

知的改變感到害怕；即使音樂本身極為迷人、即使擺在眼前的未知是新奇的，「熟

悉」的風氣卻讓人們面臨未知的陌生如臨大敵。 

藉由感官引線，時代中的現象會同時發展，人將重新意識到與物之間的複雜

關係，換句話說，感官具備「揭開」現實的能力。班雅明透過柏格森「變調的感

官」與左拉「清晰的感官」對照，欲指出：假如社會僅刻意呈現某種世界的樣貌，

那便意味著社會存在「清晰的假設」，誤以為該假設能夠使一切「混亂的現實」

合乎科學性，事實上，卻只是簡化了現實，而非客觀的現實呈顯。 

 

小結 

透過「絕對清晰與變調感官」的對照，班雅明意欲從左拉與柏格森的感官矛

盾，察覺到物與人之間被簡化了的關係，以及「絕對」思想的形成原因，試圖對

映現實，解構大敘事脈絡下的單一視點；唯有在非大敘事脈絡的新歷史視野下，

才能保留對象的細節，以及對象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其中，「收藏家」便是他

認為擁有「變調的感官」、能夠察覺並還原物人關係的中介者，同時也是實踐新

歷史視野的推手。 

H 章中的左拉作為自然主義者、主張「清晰感官」；另外在《拱廊街計劃》

中還出現過五次，169班雅明的摘錄中出現了不同立場的左拉形象，如[W5,1]，左

拉成為傅立葉社會主義者。170可以見得，班雅明處理材料的方式，是使其盡量客

觀地錯落於對應座標上，並非一味貶抑。此一作法其實也就是「介於中間」新視

野的實際應用。對班雅明而言，真實世界的紛雜意味著的是混亂，相悖於絕對清

晰的秩序，秩序也只是混亂的其中一種現象。因此，他保留各種混亂的細節，包

括左拉與柏格森的感官矛盾、左拉對作品的理想與時代的落差、以及左拉自身的

不同立場，呈現這些其實才是隱藏卻最真實的現實。 

                                                      
169《拱廊街計劃》中提到左拉的部分，分別為[H1,3]、[E6a,1]、[W3,3]、[W5,1]、[Y2a,4]、[d13a,4]

等段落，亦即散落於「收藏家」、「奧斯曼化、街壘戰」、「傅立葉」、「攝影」、以及「文學史、雨

果」等章。 
170

 Benjamin 2002: 628 [W5,1]比起社會主義者，左拉更像是無政府主義者：對集體主義毫無熱情，

既自私又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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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清晰」使得感官成為被動角色，淪為主流意識配角，「變調的感官」

揭開的便是「絕對清晰」營造出的單一感官世界；換句話說，「清晰的假設」與

「混亂的現實」的差距，正是班雅明認為簡化了物與人複雜關係、並掩飾了社會

現象之問題所在。收藏家是他認為能夠運用「變調的感官」，指出其中矛盾的存

在：透過「另一種描述方式」，力抗大敘事歷史，試圖重新尋回物與人複雜的交

互關係。 

 

第二節、收藏與脫離功能性 

 班雅明從感官的角度切入，他認為不讓物與感官僅作為工具用途、不重蹈自

然主義的「絕對」覆轍，首要步驟即在於「脫離功能性」：將物帶離原本的功能

性環境，也就是相對於絕對清晰的大敘事脈絡。 

藉由「收藏」，班雅明提出討論物與人關係的問題意識：「物為何須脫離功能

性」。物脫離受時代或權力等外力框限、脫離清晰的敘述視野，嘗試以另一種變

調的感官描述世界，重新審視物與人的關係。有趣的是，他將脫離功能性之後的

物稱作「石頭」，亦即從日常用品變為損壞物品的「收藏」，透過「脫離功能性」

的「收藏」過程，作為新歷史視野的具體再現。由此可知，收藏的重要性在於反

大敘事脈絡，也就是社會現象中絕對清晰的科學性。 

 

對收集一事來說，最具決定性的無非是使物件從原先的功能性中脫離，並

且與同類型中最相近、最有可能的事物構成關係。此關係正巧與任一實用

性相悖而飿，而陷入一種奇特的整體分類中。何謂「整體」呢？這是個遠

大的企圖，要透過一套既新又特別的歷史系統：收藏並加以整合，克服物

僅存在於眼前這項荒謬的說法。對真正的收藏家而言，這套系統中的每一

項物件都會成為理解所有時代、風景、產業、以及原物主的百科全書。收

藏家將特別的物件圈限在一個好似有最後一道電流通過（致使顫慄不已）

的魔法禁地，它在此變成了石頭，這是收藏家最具魅力之處。一切都會記

得，會思考，並且有意識地成為所有物的台石、框架、基座與密封條。……

他有力量，不藉助任何外力，再次使其自身提升至遠超出於原先設想的；

並且包覆他新獲取的意識片段，如同一座島嶼。──收藏是一種實用的記

憶，也是「親密」的不倫體現，其最具有約束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

最少的政治行動將會使得古老交易邁向另一世代。我們在這裡修建一座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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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用以喚醒上一世紀的媚俗「集會」。[H1a,2]
171

 

 

損壞的物件：從日常用品提升到寓言的地位。日常中的寓言與拜物特性。

[H2,6]
172

 

  

班雅明以「石頭」比作物的脫離狀態，也將「收藏」視為相對於大敘事脈絡

的「整體」，試圖從另一種更具象的說法來描述物的世界，避免再度落入「絕對

清晰」的觀看視野，意識到世界持續不斷的變動狀態。「收藏」的首要步驟在於

讓物脫離原本的功能性，成為「石頭」，「石頭」指的是物還原之後的原型狀態，

亦即班雅明認為最自由的物該具備的條件，欲理解班雅明選擇「收藏」為標題的

關鍵點，即必須由「石頭」概念出發；接著則藉收藏家找到與該「石頭」相似的

群落，整合為「整體」，使物超越既定設想。 

班雅明認為唯有被判定是「損壞的物件」時，物才有可能脫離功能物的日常

脈絡，進入「收藏」行列。從其他論述，亦可參酌班雅明並不排斥資本主義帶來

的科技發展，173正如他觀看拱廊的出發點，也出自於資本社會的日常變化；他的

思想並不會脫離現實世界獨立。當物作為日常用品，對使用者而言，是消費社會

的拜物形式，有其功能性，凸顯的是日常用品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消費慣性；然而，

當它成為損壞的物件時，便脫離日常範疇，進入「寓言」範疇，能從另一種視野

描述之。由此可知，使「理所當然」的日常用品脫離軌道，進入另一種描述的視

                                                      
171

 „What is decisive in collecting is that the object is detached from all its original functions in order 

to enter into the closet conceivable relation to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This relation is the diametric 

opposite of any utility, and falls into the peculiar category of completeness. What is this 

“completeness”? It is a grand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wholly irr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object‟s more 

presence at hand through its integration into a new, expressly devised historical system: the collection. 

And for the true collector, every single thing in this system becomes an encyclopedia of all knowledge 

of the epoch, the landscape, the industry, and the owner from which it comes. It is the deepest 

enchantment of the collector to enclose the particular item within a magic circle, where, as a last 

shudder runs through it (the shudder of being acquired), it turns to stone. Everything remembered, 

everything thought, everything conscious becomes socle, frame, pedestal, seal of his possession. … But 

he has the strength to pull himself up again by nothing more than a straw; and from out of the sea of 

fog that envelops his senses rises the newly acquired piece, like an island. – Collecting is a form of 

practical memory, and of all the profane manifestations of “nearness” it is the most binding. Thus, in a 

certain sense, the smallest act of political reflection makes for an epoch in the antiques business. We 

construct here an alarm clock that rouses the kitsch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to “assembly”.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4-205 [H1a,2]. 
172

 „Broken-down matter: the elevation of the commodity to the status of allegory. Allegory and the 

fetish character of the commodity.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7 [H2,6]. 
173
《拱廊街計劃》其他章節（B、O、N、X 章）中，如對 Georg Simmel 的摘錄與看法可見到班

雅明面對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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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即「寓言」作法，目的在於使物脫離功能性，離開原本的大敘事歷史與文化

場域。換言之，透過日常用品脫離功能性的過程，班雅明強調的是脫離的目的與

脫離之後的狀態：藉由「石頭」的新定位，重新定位物與人的關係。觀看物的方

式不再適用於大敘事脈絡，所有脫離功能性而成為收藏的物都將成為現在式，此

即物還原為「石頭」的關鍵思考。 

 

起初可能會以為，真正的收藏家都有辦法切斷物與其原本功能性的連結。

但是，要出現一種能夠徹底描述與以往用法不同的方式，幾乎是不可能

的。…人的眼睛如何從另一種由物出發的思考角度，來描述這種明確，這

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對收藏家而言，必頇謹記在心的，即當下的世界尌存

在於他的每件收藏物中，並且毫無疑問地，井然有序。雖然這種秩序是為

了使大眾理解而貶低其本質，但仍是源自於令人訝異卻無法理解的連結中。

此連結立基於習以為常的分類方式，以及字典中以其自然排列方式被圖式

化陳列的事物之上。我們需要做的，僅是讓某位收藏家回想起，與之相關

的不只是他的收藏物，更是與物背後的整個過去，無論其指涉的是事物的

起源、客觀特性、或者是表陎上所呈現的外部歷史細節：在此之前的收藏

家們、交易價格、近期價值的變動等等。綜合以上這些──「客觀的」資

訊以及其它，對真正的收藏家來說，他的每一件收藏品都是形圕一部神奇

的百科全書的一部份，而每項物的命運則勾勒出了世界的秩序。因此，在

這前提下，我們可以理解優秀的觀相者如何成為命運的解析者（收藏家即

為物世界的觀相者）。只需觀察某位收藏家在他展示櫃的收藏擺設尌已足夠。

當他把玩著他的收藏品們，那一瞬間，藉著它們，他似乎被喚起了某種情

感，並且像是預言者般，同時也深入了它們所在的彼端。（藏書人則是另一

項有趣的探討案例，他們是唯一不將他們的珍藏完全帶離它們原本功能性

環境的收藏家類型。）[H2,7; H2a,1]
174

 

                                                      
174

 „One may st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true collector detaches the object from its functional relations. 

But that is hardly an exhaustive description of this remarkable mode of behavior. … But how his eye 

comes to rest on the object is a matter elucidated much more sharply through another consideration. It 

must be kept in mind that, for the collector, the world is present, and indeed ordered, in each of his 

objects. Ordered, however, according to a surprising and, for the profane understanding, 

incomprehensible connection. This connection stands to the customary ordering and schematization of 

things something as their arrangement in the dictionary stands to a natural arrangement. We need only 

recall what importance a particular collector attaches not only to his object but also to its entire past, 

whether this concerns the origin and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ing or the details of its ostensibly 

external history: previous owners, price of purchase, current value, and so on. All of these – the 

“objective” data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 come together, for the true collector, in every single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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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摘錄即直接指明，脫離功能性之後的物不必再以大敘事脈絡觀看或討論，

也不再有優劣高低之分，此即成為「石頭」的最終目標。收藏者作為「命運的解

析者」或「物世界的觀相者」，所作的便是並置各種「石頭」，並在他們的收藏櫃

中呈現他們原始的存在樣態，不再有功能性、也沒有被取代的憂慮，諸多各自獨

立的「當時」、「它們」等相異時間軸，因而能夠同時並存於我們的空間。事實上，

每段物的時間皆為平凡、各自獨立的現在式，但「清晰感官」的作法，便是將同

質化這些差異，以同一的秩序統一，班雅明透過作為功能物與「石頭」的「收藏」，

提示不同的物的時間不該恣意地混為一談，這種冒昧與無知的表面秩序會使得世

界失衡，傾向特定的分類。 

因此，收藏家的目的就是保留、並存每件物的現在時間，而非將物塞入我們

的時空，徒留外殼、掏空內容。[H2,7; H2a,1]即提到除了客觀的物表面之外，物

的「其它」細節也同樣重要：物的內部資訊如物的發展過程、歷史定位等，以及

外部細節如物與社會的關係網絡，包括過去的擁有者、市場價幅等。由此可知，

「石頭」的現在式並非抹除物的過去或未來，而是強調所有時間都同時存在於脫

離了功能性時空的現在，物仍保留著原有空間的細節與關係；收藏家相當於探測

另一時空的預言者。換言之，收藏使物從日常用品轉化成為損壞物品的「寓言」

過程，強調的是可見物之外其餘的部分，亦即被大敘事脈絡隱藏起來的大部分；

唯有脫離物原屬的時空，消失了的部份才能真正作為空間存在，也才能保有各自

的細節存在。 

 另外，矛盾的是，班雅明針對收藏家提到：「他的每一件收藏品都是形圕一

部神奇的百科全書的一部份，而每項物的命運則勾勒出了世界的秩序。」

(Benjamin 2002:207 [H2,7; H2a,1])班雅明攻訐左拉試圖掌控世界的秩序，但這裡

卻又聲稱收藏家可以勾勒世界的秩序，理由為何？關鍵在於形構秩序的主體不同：

左拉以主導者身分操縱秩序；而收藏家卻只是選定收藏物使之還原並聚集，真正

勾勒世界秩序的主體實為每一項收藏物。如前述，班雅明認為收藏家只是預言者

與物世界的觀相者，在被喚起某種情感的同時，能夠透過「變調的感官」深入物

                                                                                                                                                        
his possessions, to form a whole magic encyclopedia, a world order, whose outline is the fate of his 

object. Here, therefore, within this circumscribed field, we can understand how great physiognomists 

(and collectors are physiognomists of the world of things) become interpreters of fate. It suffices to 

observe just one collector as he handles the items in his showcase. No sooner does he hold them in his 

hand than he appears inspired by them and seems to look through them into their distance, like an augur.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tudy the bibliophile as the only type of collector who has not completely 

withdrawn his treasures from their functional context.)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7 

[H2,7; H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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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端，與物維繫著緊密的交互作用，而這層作用同時也是物或人相對於現實世

界的距離。換句話說，左拉與收藏家展示的皆為有安排的世界，但相異處在於左

拉提供的是已經撤除不合乎科學細節的冰山一角，然而，收藏家卻保存了被刪除

的細節。表面上來看，收藏家的陳列方式似乎主觀、浪漫且模糊，實質上，這種

模糊卻是相對於偽裝的世界、刻意被保留下來的。總言之，透過收藏家，世界存

在於每項「石頭」中，也可以說，每項收藏物都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這也重申收

藏家的任務：即在於同時保留諸多世界的現在式，並同時以百科全書的狀態，展

陳於新歷史視野中。 

以收藏家作為引線，班雅明暗示每個人都能夠做為「真正的收藏家」，能以

自身意志理解每一項物、每一個時代、每一道風景，毋須借助任何外力，得以超

越原先設想的閾限，這樣看似簡單的動作，其實就是揭開選擇性「清晰」現實的

途徑。對收藏家（班雅明）而言，收藏的空間就是他們得以承載精神狀態之所在，

不需要刻意維持完整的型態，或者文化、歷史意識施予的完整型態；他們追求的

只是「石頭」的狀態。在凝視某物的當下，他們能暫時避居某段精神片段中，與

各種實用的、現實的目的背道而馳，如同拱廊之於班雅明的喘息空間。收藏家（班

雅明）的「收藏」並非字面上閱讀到的神話或童話故事，而是從精神分裂的隱蔽

所、從包覆無數精神碎片的島嶼延伸出去的烏托邦，一處暫避現實的異質場域；

他以「寓言」稱之，亦可稱為「整體」與「孩子們的收藏」。除了作為「石頭」

的聚集空間之外，對作為收藏家的班雅明而言，「整體」尚帶有政治上的積極抗

爭意涵，亦作為精神上尋求遁逃之寄託。  

作為政治抵抗手段，脫離功能性之後的「整體」成為文明社會的最後一道防

線，透過收藏呈現的新歷史視野，不再需要通過傳統、政府的宣傳系統發聲，可

藉由班雅明稱之為「最後一座警鐘」的政治行動，以新的力量對抗媚俗且同質的

權力集會。唯有確認物不再僅為了特定目的存在，才能真正邁向另一個世代。另

一方面，「整體」就是一處隱蔽的世外之境，收藏家不必獨群索居，「石頭」也不

一定得待在柏拉圖所謂的天外之處；即便在人群中，收藏家還是能藉由物的還原

及整合，將物帶至我們的空間所包覆的世界；無論積極層面的政治對抗，亦或消

極的隱蔽之所，「整體」並不會刻意挑選同質性的物件聚集。 

由此可知，脫離功能性並非收藏的最核心目的，但卻是反抗「清晰感官」的

第一步，換言之，亦即成為「整體」的前提，或者直言為「寓言」的必備條件，

藉此確立新歷史視野相對於大敘事史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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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孩子們的收藏與寓言 

前一節討論的是收藏使物脫離功能性環境，藉此對抗「清晰」的既有史觀；

這部分則將重點放在「收藏」之後，亦即脫離功能性之後及此過程，班雅明稱作

「整體」。僅強調物的還原，他認為並非「收藏」的全部，亦不足以對抗完整的

歷史系統，唯有加上「整體」概念，亦即從新歷史視野中物的位置，對抗滿溢著

功能性的媚俗社會，這才是以「收藏」為題的動機。 

班雅明認為僅止於討論感官，過於理論化，因此提出「收藏」，作為實際演

繹；同樣地，視收藏為「整體」的說法也太抽象，班雅明採取的策略是將「整體」

看作是「寓言」，並以日常生活中「孩子們的收藏」、「全景」等現實說法佐證；

其中，班雅明舉狄更斯的小說中模糊的主客體位置為例，精準提示了「寓言」體

現物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此即「收藏」所探論的另一項重要問題意識：「為何

須成立寓言空間」。在 H 章中，「寓言」源自於收藏，而收藏的動機則面向對大

敘事的反擊，再者，作為「整體」的收藏聚集了諸多具有推翻力量的「石頭」，

作為面向既有史觀的新歷史視野，綜此二點，可以論證「寓言」便是班雅明空間

化的新歷史視野。「寓言」在 H 章中多次與不同面向結合出現，本節首先討論「孩

子們的收藏」，此一說法充份彰顯了物在「介於中間」的歷史視野所呈現的真實

樣態。 

班雅明認為釋放物的方式，在於將「收藏」還原成「石頭」。而這些不具功

能目的、不清晰的收藏物，在現代社會中該如何呈現？此即本小節欲爬梳的：物

的最佳呈現形式，也就是「寓言」，或者更直接以「孩子們的收藏」進行回應： 

 

對收藏家的道歉不該漏掉這項抨擊：「Gui Patin
175認為貪婪與老年總是不分

家的。個體尌像是社會般，積聚的需求便是邁向死亡的徵兆之一。此能以

急性中風癱瘓的前期作為驗證。對收集的狂熱也包含於其內，眾所周知精

神病學上所稱的『囤積症』。／從造船用的臨時木條到硬紙箱的收集，都烙

印著此一銘文：『零碎是沒有價值的。』」。然而，可比較孩子們的收藏！

[H2a,3]
176

 

                                                      
175

 Gui Patin 是十七世紀的法國醫生。 
176

 „An apology for the collector ought not to overlook this invective: “Avarice and old age, remarks 

Gui Patin, are always in collusion. With individuals as with societies, the need to accumulate is one of 

the signs of approaching death. This is confirmed in the acute stages of preparalysis. There is also the 

mania for collection, known in neurology as „collectionism‟ /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airpins to the 

 



120 
 

 

為了對抗「清晰感官」背後的大敘事世界，班雅明認為，透過「收藏」，才

能找回隱藏於真實下的其他部份。從[H2a,3]最後一句，便能看出班雅明反駁 Gui 

Patin 的說法，認為「收藏」並非醫學界認定消極的囤積症177，而是現代社會積

極釐清「清晰感官」世界之外的沉默作法，例如「孩子們的收藏」般的雜物狀態，

即為積極建構新視野的現代寓言，雖從眷戀與強烈佔有慾等處看，與病症相似，

但本質上差異卻極大。孩子們收藏東西，舉凡小玩具、吃到一半的點心、禮物、

紙條等，看似垃圾般的無用物件，卻都是孩子們接近世界、形塑個人的途徑；但

「清晰感官」卻認定這些無用、零碎的收集沒有價值。作為預言者，收藏者透過

物，跨越時空間的此端與彼端，而囤積症者則是透過收集，希望藉由物來建立自

我，亦即從主觀的被動角度，建立與社會的薄弱關係。 

因此，班雅明聲援這些的零碎事物，他認為那些才是人們夠察覺現代社會欠

缺部分的契機；無論對個體或社會，「孩子們的收藏」意味著的都是「拒絕排除」

的抗爭，而以「孩子們的收藏」進行區分，辯白大敘事底下收藏毫無價值的認定。

伊格爾頓便直指班雅明強調的「孩子們」，其實是企圖在遊戲中拼湊重建的材料：

孩子們並非模仿大人的行為來理解世界，178而是如同《單向道》提到孩子們「按

照自己遊戲的情形，進行使人愕然的全新組合。由此創建出他們自己的物世界，

一個大世界中的小世界」。179 

除了「孩子們」，另外包含「老人們」、「動物們」等收集者，皆其認定夠格

作為「收藏家」的。180他們的共通模式並不重視功能性，尤以動物為例，收藏壓

根只是動物的本能，無需探究收集的理由。無論世界如何變動，收藏家的脫序時

間就是班雅明與世界共處的模式：不跟世界比快，而是以嘎然靜止的跳脫，帶著

時間靜止了的物成為旁觀者，這是個遠比現實世界、或者大敘事史觀寬闊許多的

另一種描述方式。 

                                                                                                                                                        
cardboard box bearing the inscription: „Small bits of string are useless.‟” L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Paris, 1929), pp. 26-27 (Paul Morand, “L‟Avarice” ). But compare collecting done by children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8 [H2a,3]. 
177

 「收藏癖」，Diogenes Syndrome，從精神病理學來看，又稱「戴奧吉尼斯症候群（Diogenes 

Syndrome）」或「囤積症（collectionism）」、「髒亂症侯群（squalor syndrome）」。最早報導於一九

七五年，直至二０一三年五月，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診斷與統計手冊才正式納入精神心理疾病範疇，

定義為需要治療的心理障礙。包括自我忽視、社會孤立、漠然、室內充滿雜物且髒亂不自覺、極

度自卑、強烈隱居慾望等行為病徵。參考 Chia-Chi Lin et al., “Diogenes Syndrome: Social 

Breakdown of the Elderly,” Taiwanese J Psychiatry 22: 3(2008): 236-240. 
178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頁 73。 

179
 華特‧班雅明，《單行道》，王才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1。 

180
 「動物（鳥、螞蟻）、孩子們、以及老人們。」(Benjamin 2002:211 [H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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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統合的是已經脫離功能性的物，各項物件都能保有各自細節，不再

只是大脈絡下的從屬，班雅明在[H1a,2]便直接指出這種安置物的狀態，其實就是

一套新的歷史視野，換言之，即「寓言」欲表明的新空間。如同柏格森[H1a,5]

段對眼前事物所形容的變動狀態：保有各自細節的個體不可或缺，個體彼此在整

體中不期而遇、持續不斷的關係位置。日常物都不再是原本歷史架構中的物，而

是被喚進新歷史視野中的「石頭」；可以說，「收藏」是為了撤除功能世界對物的

附加詮釋，希望還原物與人交互作用的複雜狀態，「整體」便為串接一切行動的

關鍵中點。而「整體」於日常用品與損壞物件之間矛盾的中介作用，班雅明便稱

之為「寓言」，也就是不同於既存觀看世界的方式、與眼前世界有所矛盾的隱藏

現實。 

再者，關於「孩子們的收藏」，班雅明還直接呈顯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的小說段落，以更確實、生動的方式，表露文學作品中「孩子們的收藏」作為「寓

言」形式的說法。有趣的是，從文學的角度切入「寓言」，班雅明藉由狄更斯長

篇小說《老古玩店》中描述「孩子們收藏」的五花八門，對比左拉創作秉持「絕

對清晰」的秩序，開展「寓言」空間特殊的張力。 

 

我並不覺得我能夠完全屬於這個和一大堆我所見過最五花八門的東西同擠

在商人倉庫的人。在某種程度上，盤旋在我腦海中、也圍繞在她身邊的這些

與孩子們相關的，帶著她回到了遇見我之前的時空。不必刻意回想，我尌能

記起她的形象，而這形象是由環繞在她身邊，但對她的本性而言卻很陌生、

與她的性別和年齡也相距甚遠的各種事物所共同組成。假如這些有助於讓我

深愛著的東西都能被需要的話，我願意被迫想像她身處於一個極為一般的室

內空間，她看起來一如往常、沒有令人不愉快之處，這樣的話，我很有可能

尌不會記得她那疏遠又孤單的狀態。可以說，她似乎生活在一種寓言之中。」

(《老古玩店》) [H2a,4]
181

 

                                                      
181

 „“I am not sure I should have been so thoroughly possessed by this one subject, but for the heaps of 

Fantastic things I had seen huddled together in the curiosity-dealer‟s warehouse. These, crowding on 

my mi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ild, and gathering round her, as it were, brought her condition 

palpably before me. I had her image, without any effort of imagination, surrounded and best by 

everything that was foreign to its nature, and farthest removed from the sympathies of her sex and age. 

If these helps to my fancy had all been wanting, and I had been forced to imagine her in a common 

chamber, with nothing unusual or uncouth in its appearance,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less impressed with her strange and solitary state. As it was, she seemed to exist in a kind of allegory.” 

Charles Dickens, Der Raritätenladen (The Old Curiosity Shop) (Leipzig, ed. Insel), pp.18-19.‟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8 [H2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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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這種敘述狀態，對班雅明而言，正是他在文學世界中尋覓的「寓言」

樣本：以文字將物的形式與「寓言」具象化。[H2a,4]這段節錄了狄更斯《老古玩

店》一書，由第一人稱視角描述「我」看到商人倉庫中的東西、女孩、以及出現

在女孩身邊的物件。隨著敘述推展，觀者會推測「我」其實就是眾多物件之一，

於是，主角瞬間翻轉為「一大堆」、「五花八門」的物，但這些物卻又自承不能夠

完全屬於女孩……主客體的位置在這種繞圈子的反覆說法之後，「我」的身分顯

得撲朔迷離。然而，這樣子的效果卻是班雅明期待的：呈現各種開放性的「我」，

此即其書寫常用的策略。這種混亂的主客體置換的說法，內容上既鋪陳了日常生

活的反覆寫實，形式上更展示了物與人之間最真實的關係，無論何者，皆可能作

為說話主體的「我」存在，但同時，這也是「我」不能夠完全屬於那女孩的原因：

物與人的關係並不從屬，而是各自獨立，這種積聚而成、沒有秩序的混亂，也因

此凸顯了「寓言」空間。 

狄更斯的小說著重於平民階層的生活寫實，常以嘲諷、誇飾的故事形式入其

小說發展；左拉的小說則強調的是他資料的客觀且豐富的細節，即其「清晰」概

念而。班雅明在[H2a,3]舉的是狄更斯其中一段為例：從物的自述，狄更斯帶出了

一種旁觀人由物塑造的「寓言」，小說中散落、多樣的物，試圖從「旁觀物」的

形塑出「她」的形象。這種說法延續了班雅明提到「孩子們的收藏」此最佳展示

形式，這無疑為收藏物寓言的最佳例子。 

他假設讀者都不曉得狄更斯這段文字的上下文（相當於他透過 H 章許多片

段的群落聚集，讓觀者忽略掉對出處或情節等的追溯），他讓話語結束在「可以

說，她似乎生活在一種寓言之中。」(Benjamin 2002:208 [H2a,4])的摘錄，藉此，

班雅明創造了特殊的「寓言迴圈」，並以此作為寓言概念的架構。 

這種看似沒有起頭、沒有結尾的「寓言迴圈」，可從二種層面分析：其一是

我們與它們的時空之別，從「在某種程度上，盤旋在我腦海中、也圍繞在她身邊

這些與孩子們相關的，帶著她回到了遇見我之前的時空。」(Benjamin 2002:208 

[H2a,4])可以看出，女孩因為她身邊的那些商人倉庫中的物件，被帶回到遇見「我」

之前的時空，這是抹除掉主體的作法，不談論「我」，是班雅明的聲明（班雅明

不但以文體的零碎實踐他的信念，也藉他人之口如狄更斯，道出他並不直接談論

「我」）。另一方面，則從班雅明裁切的摘錄段落，可意識到班雅明強硬地分割「我」

與「我」的脈絡，觀者不必先理解「我」的身分、或者「我」的重要性，而這正

是班雅明試圖讓觀者察覺到的：「我」就是一個個體、「我」就是我，但又刻意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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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時擁有諸多可能性。可以說，班雅明藉由去脈絡化的分割（也是他的片

段摘錄工作），為「我」創造了多聲頻道，在這些平台之間，作為「我」的每件

物都有發聲的可能。班雅明創造了現代叨絮呢喃、眾聲喧嘩的平台。此二層面，

前者為寓言造成的回返作用，後者則為寓言故事的不斷發生。 

延續對「寓言迴圈」的操作，班雅明透過狄更斯故事中，女孩的形象成型的

矛盾過程，更進一步展示寓言那不斷推翻自身的特性：「不必刻意回想，我尌能

記起她的形象，而這形象是由環繞在她身邊，但對她的本性而言卻很陌生、與她

的性別和年齡也相距甚遠的各種事物所共同組成。」(Benjamin 2002:208 [H2a,4])

女孩的形象由身邊的物件組成，而這種形塑過程完全相對於這裡提到的本性、性

別、年齡等一般認知為既定且早有對應的符號意義。班雅明從狄更斯提到的與物

的組成形象相悖斥的三種「我」的定義，分別嗅到作家對世界的反叛。 

首先，本性的定義是人們認為「我」的原初本質與性格，然而，事實上，「我」

的定位卻是在不知不覺間，特定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之下所進行的。性別，或者可

稱為性別空間，當人們指稱某一性別時，必有附帶於其後的社會指涉或意義，這

種具有特定符號設定的限定主體，往往會被分類進某類性別，也就是被劃入特定

性別空間，從此便須擔負起此一空間的所有符號重量，包括性別責任與義務。最

後則為年齡，亦表時間，透露的不只是人的身體或心靈狀態，其背後對應著的，

更是該年齡所處的時代，是特定的時間。藉由「陌生化」熟悉的定義，班雅明認

為狄更斯將重點放在這些組成形象的物上，依序一層一層地剝除掉世界賦予「我」

的意義，而這也是「寓言迴圈」迴返、並且不斷發生作用之後的新世界。 

對班雅明而言，狄更斯透過小說所展示的「寓言迴圈」，正是擁有身為作家

自覺的立場表徵，這是以文學家的身分對抗正統世界的例子，也是他認為落實於

現代的「啟蒙」。《老古玩店》的摘錄中，狄更斯以「我」與本性、性別、年齡等

社會符號相對應，班雅明在[d13a,3]引用 G.K. Chesterton
182對狄更斯的描述，可

以補充說明他選錄[H2a,4]的用意：「狄更斯是第一個敢於挑戰品味相似的文學聚

落的作家，而此聚落由今昔眾多文學天才共同圕造出。這樣的相似血緣深植人心。

狄更斯和我們帄常見到蠱惑民心的政客與記者不同。狄更斯不寫人們想要看的…

他成為了最為人熟知的國王…。」183狄更斯的書寫並不為了符應人們的需求或者

                                                      
182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和文學評論者。透過犯罪心理學的手法，創

造出以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為主角的推理小說，與 Conan Doyle 的福爾摩斯各據推理小說

山頭。Chesterton 的作品同時描寫人的理性與感性面，從矛盾的角度探討各議題；或許這樣的手

法即為班雅明選取 Chesterton 的評論作為[d13a,3]段落之動機。 
183

 „“Dickens stands first as a defiant monument of what happens when a great literary genius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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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而是他認為真正能反映時代的方式。相對於左拉（1840-1902）對敗壞與

迂腐的時代極度清晰地清算；稍早的狄更斯（1812-1870）卻在法國大革命後見

到了社會的悲觀與懷疑，但他不僅止於批判時代的苦悶，而是試圖呈現真實的人

的生活；正如班雅明認為時代思潮不斷流轉，卻絕不可能僅限於消極、破壞面向，

二十世紀歐洲的文壇多出了積極建設的部分：184狄更斯不同於天花亂墜的政客、

記者、甚至隱射著當時代大部分的文學家，多為了順從民意，得到眼前的利益，

或者全然不覺理性潮流與現實仍存有的感性之矛盾。針對 Chesterton 對狄更斯的

讚揚，班雅明證明世界不應只有理性層面所揭發的醜陋與苦痛，浪漫時期的幻影

依舊存在，且應該隨時隨地存在，存在於光明通往黑暗的甬道中、存在於最好又

最壞的時代中、存在於既理性又感性的寓言中。現實不是一分為二的絕對、並非

抽象的時代幻影，而只是一部由變化刻畫出來、最真實不過的平凡「寓言」；換

言之，對班雅明而言，憑藉著「寓言」，即使身體在令人倦怠的現實中不斷墜落，

人們仍有機會在現實的縫隙間，細察到微弱的光芒。 

時代的轉變不只有絕望的負面，還會同時帶有屬於純粹生命的正面情感，而

「寓言」代表著的就是既非正面又非負面的中間值，此為混沌的灰色地帶，卻也

是最自然的存在。就像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

壞的時代」，這套雙重否定的語言邏輯是班雅明暗示狄更斯展示給觀者最能符應

時代的作法。 

狄更斯的小說中，帶有班雅明所謂的「某種情感」185，這是左拉的自然主義

小說不會出現的。從班雅明的引述段落，可以嗅到他對狄更斯小說的高度讚譽：

同樣描述現實，不像左拉的小說會刻意避掉主觀的狀態，以及生活中的美好面向；

狄更斯橫跨於浪漫與自然文學之間，但也不全然依據既有的範示寫作他眼中的現

實。從[H2a,4]和[d13a,3]可看出，班雅明認定狄更斯就是時代中破除文學「國王」

思想的先驅者：既排除了年份或潮流等明確、特定的侷限範疇，甚至還以明確的

自覺形式進行「寓言迴圈」的書寫嘗試，這與左拉「絕對清晰」的小說有著極大

差異。班雅明也因為這份不隨波逐流的自覺，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換言之，狄更

斯是班雅明認為十九世紀作家中，少數落實了「啟蒙」概念的自覺實踐者。從另

                                                                                                                                                        
literary taste akin to tha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is kinship was deep and spiritual. Dickens was not 

like our ordinary demagogues and journalists. Dickens did not write what the people wanted…He had 

been a great popular king...” G.K. Chesterton, Dickens, trans. Laurent and Martin-Dupont (Paris, 1927), 

pp. 72, 168.‟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770 [d13a,3]. 
184廚川白村著，《西洋近代文藝思潮》，陳曉南譯，頁 142-143。 
185
「只需觀察某位收藏家在他展示櫃的收藏擺設就已足夠。當他把玩著他的收藏品們，那一瞬間，

藉著它們，他似乎被喚起了某種情感，並且像是預言者般，同時也深入了它們所在的彼端。」 

(Benjamin 2002:207 [H2,7; H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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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解讀，狄更斯說的「生活在一種寓言之中」便是班雅明嚮往的現實，班雅

明賦予了「寓言」極高的定位；也就是說，「寓言」自身的活動，就是破除時代

迷思的癥結點。 

由此即可看出班雅明對「寓言」寄予的期望，或者說是提出新歷史視野的目

的：透過「整體」的概念，收藏家針對物與收藏品作出分辨：收藏品是從物品的

實用功能性中被抽離出來的物件，並和相似群組放在一起，而這樣的群組就被班

雅明稱作為「整體」。他認為惟有經由從「石頭」到「整體」的過程，才有可能

打破既定歷史認知系統，進而重新整合出新的歷史關係。班雅明認為不可能單獨

觀看物本身，就像收藏家賞完著眼前的收藏品，也不只是看收藏品本身，物即使

被切斷功能性，卻還留著其與歷史相關連的細節。也因此，他指出在物脫離其功

能性成為「石頭」之後，必須連同考慮「石頭」與其他「石頭」所構成的「整體」，

這樣才是歷史真實的樣貌：各自獨立，卻又彼此相連。 

 

小結 

綜合第二節與第三節總結：「脫離功能性」與「孩子們的收藏」分別作為「石

頭」與「整體」的代稱，前者指的是將物帶離大敘事脈絡，亦即使物離開原本功

能性環境，由日常用品（功能物）轉化成為損壞物品（「石頭」）；進而聚合諸多

「石頭」，使「整體」成為另一種描述新世界、描述新歷史視野的方式。班雅明

設定二件事都必須在以收藏作為「寓言」的過程中完成，也因此，他將「收藏」

設定為「另一種描述方式」的實際再現，都符應現實世界的狀態。 

收藏家的任務在於將物帶離功能目的，使其成為「石頭」，作為「石頭」的

狀態相當於物處於現在式中，班雅明進一步指出最佳的收藏型態即為「孩子們的

收藏」，如同世界事物的分佈。另外，經由幾段對於收藏品的定義，可以察覺他

對新歷史視野的思考，他指出必須時時警覺無意識的「絕對清晰」，換言之，欲

保持現代意識的自覺，就必須認知物的視野並不同於所謂大敘事歷史既定的視野。

透過「石頭」的角度所閱讀到的新視野，才有可能作為新歷史視野書寫的材料，

也因此，「真正的收藏家」的觀察方式與態度並不會承襲自既有歷史脈絡，而是

藉由自己的感官調查、感知，符應事件的生成，映證班雅明「介於中間」的新視

野如何存於當代之中。 

對於班雅明的研究範疇討論，有許多不同說法，但可以確定的是，取用因時

制宜的適當材料，對於班雅明進行時代研究極為重要。事實上，班雅明透過拱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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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九世紀的物；而二十世紀與班雅明同期或稍晚的其他藝術家、評論家也經

由班雅明的論著，為班雅明進行分析與定位；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從著述如

《拱廊街計劃》、藝術作品、行為紀錄等，再次更新物的經驗。每次的交集都是

以「現在式」的身分進行推敲，而這種操作新歷史視野的方式是班雅明賦予「真

正的收藏家」還原物的任務，也是討論收藏的動機。 

Ｈ章的重點即在於以收藏作為寓言，透過「石頭」的還原，指出「整體」持

續不斷的變動關係，這其實也是班雅明認為世界的真實狀態。他反對左拉以穩定

不變的單一感官簡化世界便源於此，甚至以「孩子們的收藏」作為寓言，試圖創

造「另一種描述方式」，也就是班雅明透過《拱廊街計劃》所要呈現的「介於中

間」新歷史視野。綜言之，從「孩子們的收藏」衍生出的寓言空間，其實便可窺

見班雅明成立寓言空間的目的，即呈現物在新歷史視野中散亂、無秩序的真實樣

態，藉此與絕對清晰的感官進行分割。 

 

四、全景與寓言 

 延續以上二節，透過「寓言」空間下，「收藏」所展示現實的混亂樣態，針

對「清晰的假設」進行反駁。第三節藉由「孩子們的收藏」，指出「寓言」與收

藏的關係密切，作為「整體」或說「寓言」的收藏，呈現了新歷史視野中世界真

實的不清晰樣貌；此節則更精確地，從十九世紀隨世界博覽會而興盛的「全景」，

討論呈現於現代「寓言」的特質：豐富與矛盾的變動性。 

選擇「全景」的原因在於，對當時人們來說，「全景」形式被視為夢想的預

言，這是從進步史觀得出的結果；但若從去除進步思想、脫離價值功能性的另一

種角度切入，卻會察覺到「全景」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時代謊言。由前述推論，可

得知「全景」的矛盾衝突，亦是因為「清晰的假設」與「混亂的現實」的差距所

造成。 

班雅明所稱的「寓言」範圍複雜，綜合前面分析，將他在 H 章中提到的「寓

言」大致歸納為三種類型。除了他直接指出的「損壞的物件」，以及透過「寓言」

相關形式所呈現的小說或故事，還有另一類別，差異之處在於其對象是新時代中

的物：「損壞的物件」面向的是日常、狄更斯的小說「寓言」著重於人和物之間

的關係、新時代「寓言」則站在現代面向未來，例如接下來的「全景」。 

在以「全景」為題的 Q 章中，班雅明再次討論了狄更斯：「在《老古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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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狄更斯談及蠟像館『不變的冷淡與高貴感』。□夢想房子□」186以狄更斯、夢

想、蠟像等關鍵詞對照 H 章中列舉的狄更斯段落，可察覺班雅明如此安排的用

意：從狄更斯的小說段落聯想到夢想，除了證實班雅明認為狄更斯的小說即真實

的寓言，更可看出狄更斯筆下的老古玩店，包括其中的紛亂與能到達某處彼端的

「寓言」屬性，皆為班雅明的收藏寓言中不可或缺的陳列方式。另一方面，班雅

明這段摘錄內容針對小說中描述「蠟像館」的部分，狄更斯認為蠟像館擁有「不

變的冷淡與高貴感」，這是時間的凝固，蠟像館相當於時間的全景。班雅明的「寓

言」認為世界中任一事件與空間都是發生在如同果凍般透明的時間中的一種全面

包覆的凝固狀態。「全景」即如同蠟像館，是呈現透明、流動時間的最佳固態展

示。從狄更斯的小說與全景的關係，可推論出班雅明將「全景」視為是寓言的全

面展示，因此，正如班雅明討論的混亂現實，「全景」若只看到充滿期望或失望

的某一面，並不全然。因此，他從兩種面向談論「全景」：「新時代的預言」以及

「新時代的謊言」。 

對班雅明而言，焦點始終放在物身上，包括經歷了哪些轉變、又為何轉變的

那個關鍵「轉折點」。當班雅明說「收藏」是揭開「啟蒙」假象的「寓言」時，

便意味著他在章節中所羅列的「全景」，是他所期許的鮮明新時代寓言之一：「全

景」在十九世紀所展視的，就是時代、就是改變及進步。然而，「全景」展現出

來的蓬勃與秩序，事實上，充其量只是冰山一小角，但這卻是大眾總是看到並且

接受的那一面，可能是政治或經濟或攝影家自身的權力，也可能是先進科技作為

主導。換言之，透過全景畫或全景照片，觀者看到的只會是城市全貌或者博覽會

全景，而散佈於其中的人或事或物，在影像成為全景的同時皆一概被消弭，這不

只是「全景」遺漏的，更是現代「啟蒙」所欠缺的。班雅明便是以這樣矛盾的心

情看待「全景」。以下分別以[H1,4]、[H1,5]、[H1,6]等三小節作為舉證。 

 

新時代的預言 

「全景」對十九世紀來說，無疑是令人振奮的預言，它以全然不同於以往的

角度觀看世界，為展示各國進步發展狀況的世界萬國博覽會，也紛紛啟用了與「全

景」相關的建築形式或影像留存等。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即[H1,6]提到的巴黎大

天球儀。 

                                                      
186

 „“In The Old Curiosity Shop, Dickens speaks of the „unchanging air of coldness and gentility‟ about 

the waxwork. □Dream House□”‟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532 [Q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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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電影。大天球儀：直徑 46 呎長的巨大球體，在這裡可以聽到聖桑

（Saint-Saëns）的音樂。」□透視景□[H1,6]
187

 

 

該段落幾個關鍵詞：「全景電影」、「大天球儀」、「Saint-Saëns」188都與一九００

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相關，也就是班雅明選用的此段選文 La Vie à Paris 1900 所紀

錄的年代。興建大天球儀的目的在於推廣自然科學，為了吸引人們，除了外觀巨

大的球體造型本身，另外還有其他感官元素：室內有一整團管弦樂團伴著一架巨

大的管風琴，演奏出 Saint-Saëns 從未發表過的樂曲、全景餐廳、包括了行星軌

道與宇宙間星球關係位置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展示區等。這些都是當時天文學界

或當時科技界最先進的研究成果，展示目的在欲使群眾認為花費一法郎五十分買

票進場，是值回票價的。189
 

從整體來看，開頭與結尾的文字產生了極大的矛盾感：全景電影與透視景。

這兩個代表著不同時代、不同觀看視野的詞語，班雅明卻在引用完 Jules Arsène 

Arnaud Claretie 的文字後，隨即將透視景補注於末段，這是他刻意安排的對照組。

藉由此對照組的呼應，從「全景」的角度出發，串聯起班雅明與 Claretie 對二十

世紀初期的巴黎生活以及一九００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描述。一九００年前後對

於巴黎而言，是值得紀念的時期。190連續主辦世界性的大活動，對法國而言，是

非常值得驕傲的事：從艾菲爾鐵塔到包括大天球儀在內的諸多建築，展現的都是

當時代最高的技術，並試圖帶領時尚風潮。建築的進展示時代進步的神話寓言。

大型世界性活動對於每個國家都是發揚自家文明進展的極佳途徑，一些關於國際

性活動的資料也大都會被保存下來，因此，班雅明蒐集《拱廊街計劃》資料的過

程，想必也在國家圖書館中發現許多關於當時諸如此類的展覽會圖文記載，也包

                                                      
187

 „“Cineoramas. The Grand Globe Céleste : a gigantic sphere forty-six meters in diameter, where you 

can hear the music of Saint-Saëns.” Jules Claretie, La Vie à Paris 1900 (Paris, 1901), p.61. □ 

Diorama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4 [H1,6]. 
188

 Saint-Saëns 不但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法國天文學會的成員，由天文學會成員的作品作為新

天文展示建設的背景音樂，是再適當不過的。這或許是主辦單位選擇 Saint-Saëns 譜寫的新樂曲

作為這樣一個特殊的自然科學成果展示地點來演奏的原因。 
189

 „Pour ajouter encore à l„impression produite, un orgue immense d‟une facture toute nouvelle 

exécutera une musique céleste inédite de Saint-Saëns, sous le patronage duquel des concerts 

d‟orchestre seront également donnés.‟ 法國宣傳“Le Grand Globe Céleste de Paris”的報導：

http://exposition-universelle-paris-1900.com/Image:BAL05PAV012D.jpg（檢索日期：2015 年 2 月 28

日） 
190

 1889 年，適逢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以艾菲爾鐵塔落成作為主軸，在巴黎舉辦了第四屆世界

博覽會，相隔一年（1900 年），作為十九世紀的回顧，舉辦奧運的同時辦了第五屆世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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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部分全景影像。目前網路上還可以搜尋到當時留存下來的 Panorama 形式相關

影像，像是坐在交通工具上，以平視移動的方式側拍巴黎街景、或是乘坐艾菲爾

鐵塔內部的電梯，由地面往上升至足以俯瞰巴黎市區的連續影像畫面。這些以「全

景」形式呈現的畫面，都可以證實當時對於全景的連續拍攝已極為熟悉。「全景」

的角度意味著人們的觀察視線由於工具改變而轉換，同時也對應著社會、世界的

變化。 

班雅明以時代觀察者的身分，整理出「全景」作為新時代預言的證明，這是

人們對未來的期許。對班雅明來說，寓言就如同神話一般，容納了許多照理說不

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的事物，介於想像與現實之間的微妙地帶，以全景的大天球

儀為例，在落成之前，人們不會想到建築能真正以巨大球體的方式呈現，但因為

時代的科技進步，使得「不可能」成為「可能」，也因此，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

的方式。可以說，人們的觀察視線因為「全景」而不再只是「不可能」；過程中

改變的不只是物質、觀看角度、甚至連對世界的期待也隨之異動。透過「大天球

儀」，班雅明展現的是新時代中具前瞻性的預言。 

  

新時代的謊言 

前面提到的是「全景」的前瞻預言，這是班雅明對時代的期望，但他也知道，

往往現實並不如預言那般簡單、清晰，因此，他同時也列舉了其他關於「全景」

的摘錄，暗示對「全景」的否定意涵，這推翻了「全景」作為前瞻事物的說法，

直指「全景」除了作為前瞻性預言之外，更是共同譜出的「新時代的謊言」。 

 

音樂似乎只有在逐漸式微、並與新式機械音樂相較，管弦樂顯得過時的前

提下，才能稱得上是步上軌道。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管弦樂才能在

那裡短暫地尋得一處庇護之所。…儘管如此，與拱廊精神相呼應的音樂──

全景音樂，今日只能在舊式的上流音樂演奏會中聽到，像是蒙地卡羅俱樂

部的管弦樂：例如 Félicien David 所譜寫的全景樂─Le Désert、Christoph 

Colomb、Herculanum。1860 年代(?)，阿拉伯使節團來訪巴黎時，巴黎便為

他們在最高等級的 Théâtre Opéra(?)中，準備了 Le Désert 作為演出曲目。

[H1,5]
191

 

                                                      
191

 „Music seems to have settled into these spaces only with their decline, only as the orches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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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起源於 1893 年的拱廊。[H1,4]
192

 

 

首先，班雅明在[H1,5]提到的是「全景音樂」。他使用的還是「相對」手法：透

過管弦樂與機械樂的更迭興衰，展示新與舊的消長、並存，若說「過時的」毫無

意義，很明顯是錯誤的。以「全景音樂」為例，其「全景」特色即是時代所襯托

出來的，接著在全面更新的世界中，從新的位置轉到了就的位置，「全景」從最

新潮的轉換成為舊物的守護者，但依舊是新舊相對的一份子。班雅明以相對的手

法，在[H1,5]中並置新式機械音樂與傳統管弦樂，並進一步類比後者至拱廊。管

弦樂是多種樂器的眾聲喧嘩，管弦樂團中的所有樂器都是個別、獨立的聲響；機

械音樂卻明顯地與之不同，由同質元素組成，即使音色不同，但生成的本質卻相

同。雖然全景管弦樂在班雅明的時代已經被替代，但班雅明仍提醒觀者，這樣的

逐漸式微絕非失敗，而只是音樂隨著時代發展演變的證據。所以他說：「音樂似

乎只有在逐漸式微、並與新式機械音樂相較，管弦樂顯得過時的前提下，才能稱

得上是步上軌道。」(Benjamin 2002:204 [H1,5])他不希望觀者一言概之地抹煞「過

時」之於他、之於新時代的重要意涵與位置。 

表面上，班雅明討論的是新與過時的議題，然而，延續他對自然主義的批判，

回頭分析[H1,5]此段落，便可察覺事有蹊蹺。最後一句話中埋有伏筆：「一八六

０年代(?)，阿拉伯使節團來訪巴黎時，巴黎便為他們在最高等級的 Théâtre 

Opéra(?)中，準備了 Le Désert 作為演出曲目。」(Benjamin 2002:204 [H1,5])在這

段文字出現之前，班雅明對「全景音樂」的描述並不帶有任何年代色彩，只是客

觀的描述「全景音樂」類型的發展趨勢；然而，班雅明加註了「一八六０年代」

（即使他打了問號，但這也意味著他意識到這個年代的重要性），即刻讓整段文

字回歸到政治、社會層面，讓人開始審視當時的政治環境，為何以「全景音樂」

作為時代寵兒？為何「全景音樂」會被作為是迎接阿拉伯政治使節的「最高等級」

                                                                                                                                                        
themselves began to seem old-fashioned in comparison to the new mechanical music. So that, in fact, 

these orchestras would just as soon have taken refuge there. (…) Nevertheless, there was music that 

conformed to the spirit of the arcades – a panoramic music, such as can be heard today only in 

old-fashioned genteel concerts like those of the casino orchestra in Monte Carlo: the panoramic 

compositions of <Félicien> David, for example -- Le Désert、Christoph Colomb、Herculanum. When, 

in the 1860s (?), an Arab political delegation came to Paris, the city was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mount 

a performance of Le Désert for them in the great Théâtre Opéra (?).‟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4 [H1,5]. 
192

 „In 1893, the cocottes were driven drom the arcades.‟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4 

[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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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一八六０年代，選用全景音樂家 Félicien David 的作品招待阿拉伯使節，

這意味著當時巴黎以「全景」的展示為榮，如同博覽會的科技全景展示，在外交

場合，「全景音樂」與歌劇院被視為是最高等級的表徵。由此可知，在十九世紀

中期的「全景」包括音樂在內即為最高等級的展示。若深究其政治時代背景，正

為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1870）時期，當時外交政策以追求永久和平為主，但

與許多國家的關係時常朝夕令改。193可以推想「全景音樂」對當時的人們或政權

而言，即帶有和平、永恆的象徵；班雅明站在二十世紀回顧當時的歷史，他必定

觀察到了因此，他以這段伏筆隱喻諷刺政治與社會實情的不符：看似美好、祥和

的「最高級」待遇，其實本質上是政治鬥爭的角力場域。針對該時代由政治領銜

的不誠實，左拉也，甚至發表了一系列的長篇小說，作為對於左拉普查民間實情

的作法，因此，班雅明討論「收藏」、「寓言」、「啟蒙」、甚至看似和平泰然的「全

景」，都是透過與現實的反差，對時代的反思。 

在[H1,4]的簡短摘錄中，雖然並沒有直接提到「全景」，但從班雅明對妓女

附加上的二層限定範圍，可以察覺到這也是班雅明安排作為反映時代的物件，一

為「一八九三年」，另一則為「拱廊」。為何特別指明是一八九三年？「一八九三

年」在歐陸歷史中適逢所謂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 1871-1914），也就

是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如同「全景」一般，當時的人們沉浸在新世界洋溢著的美

好氛圍之中，所有成果都展示著這種興盛；而後來的人們從「美好」一詞，也直

覺相信這是一個沒有罪惡、世界太平的世代，然而，現實中的許多被認為是「非

法的」事物卻依舊存在，如妓女，在一般認知中普遍卻「不合法」，但在在班雅

明的書寫中，擁有豐富面向。除了《拱廊街計劃》O 章 Prostitution, Gambling 之

外，《單行道》的 No. 13 也列了九條關於妓女與書籍的敘述，包含特殊時間、開

放性、主客體等，例如「書籍與妓女使時間交織在一起。他們能讓夜晚成為白晝，

也能使白晝作為夜晚。」194，便敘述了妓女的特殊時間。妓女可以說包容了拜訪

她們的人們的出逃時間，或者稱現實之外的逃亡時間。正因為此一「逃亡」特性，

班雅明將妓女視為是一種景觀，能夠映證遍覽時代對於「不合法」的認知。妓女

的不合法是文明社會中惡名昭彰的，弔詭地是，她們的恩客會藉口拜訪她們，試

圖暫時逃離現實，逃避工作、婚姻、自己、甚至未來。他們在她們身上尋找的是

                                                      
193

 拿破崙三世時常表示，第二帝國的功能在於引導法國國民認識司法，而在外交上則追求永久

和平，但也因此搖擺不定，最後使法國陷於外交僵局。然而，他在掌權期間的行為卻顯示出他所

謂的社會正義並不代表自由，他承諾的公民精神只是空頭支票，限制人民言論自由、選舉自由、

出版自由。 
194

 “Books and harlots interweave time. They command night as day, and day as night.”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NLB: 

Great Britain, 197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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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間的出逃口，對召妓的當事人而言，這段時光並非真實的他的人生與時間，

只是暫時岔開來的時間點；但對妓女而言，他人的出逃時間就是她們的工作與生

活。同一空間中的二種時間：現實時間與出逃時間，讓妓女所在之處成為異質並

置的場域。 

很明顯地，這是班雅明透過「新時代的謊言」─使妓女的存在非法化，所延

伸出來的「新時代寓言」。這類謊言惟有作為「收藏」，才能夠以「物─石頭」的

狀態再現自身，而拱廊，則是「新時代寓言」的最佳起源地。 

 妓女在「正常」社會中是邊緣化的一群，[H1,4]段天外一筆地插進了妓女的

起源，這在滿是物的 H 章中很是突兀，但若對照上下文，可察覺在此之前的[H1,3]

討論的是左拉的理性，班雅明認為這種「絕對清晰」反而是腐敗的開始，[H1,4]

與[H1,3]產生強烈對比；作品因為「合乎科學地」被安排，反倒是進入腐敗、墮

落狀態的開端。人們平常並不會意識到理性、秩序與衰敗之間有所關連，班雅明

想指出的就是這個，他認為沒有什麼恆久不變，當一幢建築或者一部作品被形塑

出妥當穩固的形象時，便意味著它們放棄了生命的原動力。以此類推，他於[H1,4]

提到了拱廊中的妓女、[H1,5]提及全景音樂的更迭。班雅明為此辯駁道，每件事

物都自帶有他美麗與衰敗的一面，並非拉出一條警戒線，便能將號稱「醜陋的、

骯髒的」拒斥於自身之外，拱廊如此、人如此、社會亦如此。因此，他讓妓女成

為收藏、成為寓言，在被人們劃分至腐敗與墮落的同時，也意味著人們與社會不

願意面對自身的黑暗面，從另一層面看，她們之所以成為所謂的墮落象徵，其實

都是旁觀的人們所追加的。他認為，拱廊並不適用於左拉等人的「合乎科學」說

法，而是獨立於一般世界之外的異質空間。在這裡，正常的反面不是不正常，而

是不被接受；奇怪才是不奇怪能夠存在的基本現象。妓女於拱廊找尋到了她們的

同類，是慰藉，也是依偎。人人都是共犯，這是班雅明隱喻在 H 章中，無聲的

嚴厲指控，而這也是新時代對大部分事物總是視而不見、現代「啟蒙」總是扭曲

的起源。 

 

小結 

班雅明的「寓言」不只是故事的寓言，它既消極又積極、既作為損壞的物件

又是新時代的全景、既是預言也是謊言。「寓言」的形式是他為「收藏」設想的

究極狀態：當物從日常物轉變為收藏品，它還原成為它存在的目的；當物從收藏

品再轉變成寓言，它不再受時代的一切框架囿限，可以帶著一種有「某種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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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態度重新看待這個世界，以及那個世界。 

班雅明以「全景」作為新時代寓言的最高峰，它同時作為十九世紀的進步代

表與時代象徵，但也同時上演著該時代最大的騙局。因此，從「全景」小節再回

頭思考班雅明對於「寓言」的定義與他所認同的「寓言」呈現形式，其實，藉由

「收藏」的行為，除了可以作為逃離者或旁觀者，暫時避開現實世界，並進一步

透過這些收藏品組織自己的世界。班雅明的逃離並非懼怕新奇，相反地，他渴望

所有事物，包括新與舊，物之於他，始終能讓他抱持著現實所不能給予的安定感。

在收藏所衍生出來的特異空間中，班雅明能夠自在地認為自己是什麼就是什麼，

是物也好、是人也罷。他唯一能夠確認並且樂於遵循的是，在「寓言」中，重新

擁有了身為「物」的自覺與意志。 

「全景音樂」的最高級展演戳破了全景的平等與祥和；「一八九三年拱廊的

妓女」亦打破了「美好時代」的幻景，二者皆作為時代的「收藏」，但同時也作

為顛倒世界的「寓言」：時代在變，唯一不變的是人類的蒙昧；政治從第二共和

轉入了第三共和，但人們對社會的認知卻始終處於一定的封閉層面。這樣現實與

幻景倒錯的世界，在「寓言」中達到了最高的反動。妓女是一種脫逃的出口，一

種而在他的認知中，妓女也是拱廊的「收藏」，因而妓女在新時代中，作為一種

全景「寓言」存在。「全景音樂」也是、甚至「大天球儀」亦如此。總言之，從

[H1,6]、[H1,5]、到[H1,4]的倒序安排，可以察覺班雅明的「全景」概念並不單純，

他並不讓人輕易察覺安排意圖：對「全景」的抨擊。觀者必須仔細逡巡於文句段

落間，反覆推敲後才會知道其用意。從他先鋪陳「全景」的前瞻性再行推翻的作

法，便可以看出，他對時代中各事物的看法始終不是單一，即使他看出了「全景」

對大眾的麻痺作用，甚至擔憂，但也不因此而就此掩飾他對新事物的讚揚，以及

新時代展示出來的科技新形式。對班雅明而言，如同新與舊的界線只在「相對」

之下，每件事物如「全景」都有其前瞻性與非前瞻性，就如同生物演化論並非進

化論一般、不帶有任何目的性。 

從「寓言」這段的文字與其它摘錄，可清楚看出班雅明的手法：既清晰又模

糊，關鍵詞是他的觀點發射原點，從《拱廊街計劃》中常可以看到同一個關鍵詞

散落於各章中，但往往卻是與其他不同的語詞並置，由此，班雅明的思想以發射

狀的形式輻射於整本書中。班雅明藉由「寓言」以及 H 整章所要指出，既有趣

又諷刺的是「預言」與「謊言」皆為新時代不可或缺、也必須並存的「寓言」，

只有這樣，世界才能完整，才能不受「清晰」或「模糊」的單一所控制。避開「清

晰」與「模糊」，而採用了「不清晰」與「不模糊」的中間值，作為整本書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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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風格，正如他對左拉「絕對清晰」的抨擊：他以書寫落實他的信念。 

由此可知，提及「寓言」的重點並不在於寓言的形式，而是寓言提供了另一

種角度來重新審視既有世界，而以班雅明的說法，即為「介於中間」的新歷史視

野。也因此，「寓言」被賦予了對抗時代的力量，不只是抽象、理論化的，而是

能夠從實際的時代角度著眼的批判。總歸一句，「寓言」本質上就是反對大敘事

以及進步史觀而創造的新視野空間，同理可證，構成「寓言」空間的「收藏」，

亦是為了呈現混亂的現實而成立。 

 

結論 

與其從內容歸納「收藏」談拜物社會中不被功能物侷限的作法，班雅明採取

的方式則是更具體地，藉由實際的物證取代抽象理論。本章即列舉他提出的其中

四種：「變調的感官」、「收藏」、「寓言」、「全景」等作為引線，旁徵其面對物的

態度。主要透過二項問題意識：「為何物須脫離功能性」以及「為何須成立寓言

空間」，以具體的方式，討論物與人的關係，可以說，重點便在於覺察物與人複

雜的交互作用被簡化的原因。 

首先挑明對照「清晰感官」與「變調感官」的用意，在於透過與現實的落差，

點出物與人的關係被簡化的現象。從「變調感官」的介入，可察覺簡化的原因在

於「清晰感官」的單一絕對，這涉及到結構背後的大敘事脈絡。接續則探究物的

還原、亦即遠離大敘事的可能性，分別在二、三節中分別陳述：脫離功能性的「石

頭」以及由諸多「石頭」組成的「整體」。「石頭」的觀點說明了「收藏」的重要

性：「脫離功能性」，班雅明稱這種狀態為「石頭」，成為「石頭」意味著物被帶

離了大敘事下的功能性環境，並在我們的空間再現它們。換言之，班雅明以「石

頭」回應了「為何物須脫離功能性」一問題。再者，透過「整體」的概念，班雅

明提出「寓言」，並以此作為新歷史視野的空間化，或者說，唯有在新歷史視野

下，才能看到物在「介於中間」視野中完全相對於「絕對清晰」的真實樣態。分

別以「孩子們的收藏」與「全景」，前者透過損壞的物件、古玩店等，辨析寓言

之於物的功用與途徑；後者則指出「寓言」的重要性與實際具現。 

「變調的感官」區分出「清晰的假設」與「混亂的現實」，對照此一矛盾，

以柏格森的「變調感官」說法為中介，指出物件應該的互動狀態：不期而遇、在

整體中會產生持續不斷的變動。事實上，H 章的動機即藉著脫離功能性的物，點

出在新歷史視野與大敘事史觀下物所呈現的狀態，進而看到物與人的不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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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無論「孩子們的收藏」、「寓言」、「整體」、或者其他在《拱廊街計劃》

中作為「介於中間」存在的狀態，都是班雅明藉以具現化新歷史視野的「另一種

描述方式」；也就是試圖使抽象的唯物理論，透過「全景」、「收藏」等確實存在

於眼前的物件們，在現實的空間中呈現物的原有狀態。作為一個現代「沒有」理

念的實踐者，從 H 章的安排，可以看出班雅明如何在書寫中徹底落實這個「沒

有」，也就是他呈現物與人關係的方式，以及如何在一個既存世界中，從被單一

化的詞彙窺見被懸宕於括弧之中的刪除視野。 

綜言之，班雅明談收藏家、收藏物、物在時代中的真實樣貌等面向，都相對

於「絕對清晰」的主觀意識，既非分類、亦非定義，而是在我們的空間中重新連

結起與物的複雜關係；由這些面向相互建構起的「收藏」、「寓言」等「介於中間」

空間，試圖使物掙脫大敘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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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研究選定《拱廊街計劃》中的四章節：S、F、O、H 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從

四塊拱廊碎片回溯班雅明的思想脈絡，拋出不同質問與疑惑面向歷史議題，藉此

作法，勾勒出班雅明避開歷史性思維的途徑。各章雜亂，每一章卻各展示著不同

的碎片特性，此意味著每一章其實處理的都是「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只是採

取了相異的切入點。例如討論「青年藝術風格」時，點出了碎片歷史與其他碎片

之間的相似性；「鐵造建築」則回到現代與歷史發展的過程，著重發展當下的同

時性與相對性；「賭博與賣淫」說明的則是碎片的去標籤化特質，能夠模糊邊界

的劃分，並且包容相異立場的解釋；最後，「收藏」一章則強調了碎片脫離功能

性的必要，在這樣像是寓言的空間中，碎片，或者說歷史，才能呈現實質上混亂

的現實。換句話說，《拱廊街計劃》便是班雅明提出的「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

作為「反歷史」的實踐。 

以下將由四面向進行研究之總結：首先，提綱挈領整理班雅明提到與歷史相

關的三項關鍵詞彙，此為其反駁「反歷史」的重點；接續則指出「介於中間的歷

史議題」之於歷史的重要性，強調「被刪除掉的歷史」；第三部分則自各章節與

「介於中間」的論述中，重申避開歷史性思維的方式，並梳理統整《拱廊街計劃》

一書操作反歷史的實際原則；最後則回到班雅明自身，延伸討論其採用「介於中

間」的方式重新審視歷史的思考脈絡。 

 

「碎片」、「介於中間」與歷史 

站在反歷史主義的立場，班雅明秉持著「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主要衍生

出「碎片」與「介於中間」二項特質，面對變動中的社會、國家、歷史、甚至生

活的細節，作為「反歷史」的實現，透過如「S 繪畫、青年藝術風格、新奇」等

章，拒絕系統化的歷史性思維。此二項特質關係密切：「碎片」的聚攏被班雅明

視為是「介於中間」的呈顯狀態，而這種定義、界線皆不重要的的空間狀態，才

有可能與深植於社會中的歷史性思維抗衡。一旦將史實碎屑強行納入某特定標題

或分類，這些碎片便失去各自殊異的特質，因此這同時也證實了現實中的史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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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系統化歷史觀可以言詮。 

首先，從「碎片」切入討論「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歷史從來都不完整，

具備完整系統的歷史軸線其實是病態的封建思想，班雅明認為，唯有還原成碎片，

歷史才有可能不作為逃避現實、仿效清晰劃分的編年史；從另一角度看，若重拾

大敘事歷史刪除、以往不被看見的「碎片」，才有可能避開歷史性思維。由此可

見，與其說班雅明面對的碎片為一套完整的理論，倒不如說是他強調的一種新觀

看方式，或者說，班雅明碎片歷史的重要性便在於其「重複」特性。碎片的歷史

因此作為歷史性思維的反證。 

現實中，過去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時間單位，無從比較異同，班雅明卻藉由

「碎片」，強調過去與現在生活的相似性：當歷史中一切發生過的事件都被還原

成為碎片，時間被轉換為空間，無論過去或現在，都不會是絕對的。一旦意識到

歷史與生活的重複，亦即承認了歷史與生活皆為碎片，大敘事與進步史觀結構才

有機會被瓦解；再者，當人們察覺到已經發生的事件與現下生活之間的相似性，

進而從這樣的「重複」中，肯定歷史（已經發生）與我們（現下生活）其實同時

存在。假若選擇忽略此一相似性，將碎片的「相似」視為「相同」，相當於抹煞

了人與歷史之間的距離，而這種以主體杜撰取代客體陳述的作法，之於歷史，極

度危險，因為這意味著理應存在的歷史細節將被消除。 

相較於以往的歷史理論，班雅明提出新的觀看方式，推翻帶有進步觀念的既

定歷史認知。原本被明確建構的歷史變得抽象且無所依據，還原後的碎片視野中，

歷史的起源與結束並非重點，重要的反而是歷史中鮮少浮上檯面的細節。假使人

們變得只能閱讀理論性、條列式的歷史、或者記誦遠離生活的歷史口訣或條目，

這意味著人們落入了歷史所塑造的神話幻象中，就此相信歷史有終結與進步。另

外，為了爭取對歷史的認同，「移情」作用是必要的，但這種近似於同情的情緒

轉移，並不能真正客觀的反思歷史，容易因為情緒遮蔽，而過於偏執，反倒忽視

掉歷史中更真切顯見的枝微末節。藉由對「移情」作用的反思，班雅明提醒該正

視不可見的「碎片」，使大事件之外的枝微末節進入我們的生活、使生活不再隱

形，藉此推翻既有歷史的建構型態，破除長久以來由重大事件組構起來的歷史，

可以說，這同時也是班雅明嚴厲批判單一史觀的切入點。 

 憑藉「碎片」，僅能避開歷史性思維，若要維持「拒絕排除」的立場，班雅

明舉出能夠容納重複且枝微末節「碎片」的空間概念：「介於中間」，如此才有可

能不依附系統軸線，給予還原後的碎片們一個有別於系統化歷史的空間，此亦即

「介於中間」被提出來與系統化的歷史性思維相抗衡的主要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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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基於「介於中間」的概念上，班雅明接續提出相對於進步史觀的「發展觀

點」。以 F 章為例，班雅明明確指出從「發展觀點」討論鐵造建築，和從進步史

觀觀看鐵造建築，會產生現實上的矛盾。進步史觀假設歷史不斷在擴展，時代的

劇變會依循所謂進步歷史的劇本前進，然而，班雅明透過「發展觀點」的原則，

包括具體、衰退的救贖、重新斷代、以及革命意識等等，指出對社會造成劃時代

改變的，並非進步的歷史劇本，而該是歷史中的工業發展以及造就工業的周遭。

換句話說，表面上，推動著歷史發展的是正在進步的歷史道路，班雅明卻說，這

些看似被推著向前進的歷史現象，其實都是「逃不掉的現代」，是由該時代實際

發生、積累的各樣事件與各人各物，涵蓋十九世紀以來工業革命與社會變革的疊

加，而帶來的「劃時代」變化。因此，從「發展觀點」來論鐵造建築的發展，得

以察見並非源於黑格爾或馬克思的進步或大敘事說法，而是由過去與現在發生的

一切細節累積起來、必然推展出的空間，沒有衰退、亦無進步。 

綜言之，「發展觀點」下的歷史必須紀錄的是具體的現實，不只是沿用傳統

史書的材料或者書寫方式，這在變動快速的現代社會中，將顯不合時宜，這從進

步史觀聲稱現代社會已走到衰頹歷史末端的說法即可推翻，班雅明更直指「發展

觀點」下的歷史為現代的救贖，有面向未來的希望。另外，不以衰退或進步的說

法詮釋歷史，也意味著以往歷史的斷代方式須重新檢討──進步歷史以重大事件

或者掌權者更迭作為斷代截點，但班雅明認為其他的細瑣事件亦不得輕忽。一旦

以具體的原則、既非進步亦非斷代的角度面對歷史，則將逐漸顛覆既有系統化的

歷史性思維，班雅明稱此為革命意識，無論站在任何歷史系統之前，也都具備足

以與之抗衡的自主意識，這也是班雅明對「發展觀點」，或者說以「發展觀點」

為基礎的「介於中間」之寄望。 

此三項特質使以往進步史觀領銜的歷史產生質變，如【圖 3】所示：發展觀

點使得可見歷史不再那麼無懈可擊，有了缺口之後，不可見的碎片歷史開始有了

被看見的機會，班雅明認為這樣的歷史狀態，應是歷史更為現實的一面；換句話

說，以碎片形式為基礎，由可見歷史與不可見碎片拼組成的「介於中間」，即班

雅明認定討論歷史議題必要呈現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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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碎片歷史的「介於中間」狀態 

 

「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被刪除的歷史 

重新還原的「介於中間」歷史視野，模糊了「重要」與「枝微末節」的界線，

班雅明認為這些重複的枝微末節能夠抗衡歷史性思維，也就是說，班雅明以「發

展觀點」從系統化歷史中摘取出「碎片」的作法，關注的重點即在於那些被刪除

掉的歷史，藉此脫離歷史性思維。 

歷史以重複的姿態出現在不同時代，但實際發生的過程卻不盡相同，唯有察

覺到歷史「相似」卻不「相同」的細微差異，才可能擺脫權力意識的控制，脫離

系統化歷史性思維，看見世界較為完整的面向。為此，從不同於歷史性思維的角

度，衍生出「碎片」、「介於中間」等等，試圖解放長期受壓制的歷史細節。對班

雅明而言，提出「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動機，即在找出被刪除掉的歷史，盡

量保留這些碎片們最客觀的狀態，呈現最多數的可見歷史。他認為，不可見的歷

史其實都存在可見歷史中。因此，察覺這批被刪除掉的不可見歷史，改以議題形

式提出，同時使可見與不可見的歷史碎片「介於中間」的方式，能夠避開歷史性

思維，亦即「反歷史」的實際作法，在於必須強調被忽略的枝微末節。 

然而，若因此說班雅明是新歷史的撰寫者，我認為，倒不如稱其為歷史的翻

案者要來得更精確。他的目的在於找出被系統歷史刪除掉的碎片，以「介於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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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盡量保留物對象最客觀的狀態，呈現碎片堆疊的視野，其用意並不在於

重新創造一套新結構，亦非刻意強調某段歷史的重要性，而是秉持「拒絕排除」

的立場，以相對於舊有系統化的視野重新觀看歷史。 

以往歷史區分的「重要」與「枝微末節」，在「介於中間」的狀態下，無論

歷史之內或之外的，都以碎片的形式，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存在，或者說，班雅明

的「反歷史」，即為「介於中間」在歷史範疇的實際呈現方式。透過看似欠缺結

構的平面形式，相對於既有史觀，展示「被刪除掉」的歷史細節，關鍵便在於如

何蒐羅、並呈現消失了的歷史──避開歷史性思維，更批判既有歷史霸權。 

事實上，本文選擇並分析四章《拱廊街計劃》的方式，便試圖延續班雅明的

書寫動機：各章獨立、又一定程度上扣銜的設定。例如透過觀察被排除於合法性

之外的賭徒與妓女、被歸類於「正統」的「藝術史」之外的青年藝術風格與鐵造

建築等等，自不同面向還原被刪除掉的歷史，使其聚攏於「介於中間」的空間中，

進而重新被看見。進步歷史觀或大敘事史觀為了更有系統地歸納事件，習慣去除

無法分類的細節，以概括觀念統合一切，即以少數的主觀詮釋歷史。這種作法的

特點在於「清晰」，但也同時難免「絕對」、「同一」地解讀發生的事件。由四章

可見，班雅明提出的「即將發生」、「無法解釋」、「臨界經驗」等模糊說詞，相對

於其他理論者，顯得沒有明確論證、並不甚清晰。這種不直接給出「介於中間」

範圍的作法，看似無章法的排列，其實都作為清晰歷史的對立面存在；錯落於書

寫之中的方式，亦為避開系統歷史的策略。於此狀態下，「被刪除掉的」與任一

歷史事件皆為可見歷史、亦皆作為獨立的整體存在。 

 「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關鍵，並不在於澄清某段歷史的影響力、強調特

定人物或事件的歷史地位、或者宣示某段歷史意義；相反地，「介於中間」羅列

的是以往歷史不願正視的部份，即使不可能蒐盡一切，但秉持著「拒絕排除」的

立場，經由「碎片」察覺到被（刻意）刪除掉的歷史細節，從雜沓、散落的議題

碎片，誘引出「介於中間」的場域──沒有明確的界線、範圍、定義，同時涵蓋

可見與不可見歷史的場域。 

 以「介於中間」容納被刪除的歷史碎片，不再只是呈現進步與大敘事史觀下

的重要事件或者化約後的標題。藉 Remy de Gourment 的說法，班雅明指出被刪

除掉的歷史之重要性，事實上，也就是觀看歷史的必備原則：不只關注理論化後

的普遍事實，而是介於理論與現實之間，納入其他看似單調重複、被視為枝微末

節的歷史碎片。這是班雅明首次正式引述「介於中間」，強調「重複」並非只是

對某事物的複製，而是同時關注重大史實與細碎瑣事，視其皆為歷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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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中間」便是這種試圖使被刪除掉的歷史碎片、重複的枝微末節，能夠使不

可見歷史以「碎片」形式，重新進入可見歷史範域，也就是說，「介於中間」即

不可見歷史與可見歷史齊聚時呈現的理想空間。 

 

「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拱廊街計劃》 

班雅明的討論立基於「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雖然《拱廊街計劃》各章節

間既獨立又相互關連；獨自存在，卻皆以「介於中間」的形式呈現，與其他章的

「碎片」層疊相映，藉此釐清歷史議題如何呈現「介於中間」的狀態，以及「介

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之於班雅明的重要性。【圖 4】呈現的，即本文從四章中觀

察到的四種議題，以及各議題與「介於中間」的複雜關係。 

 

 

 

 

 

 

 

【圖 4】「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拱廊街計劃》 

 

本文採樣的四章，首先是「理想擬像：S 章 青年藝術風格」，該章展示了班

雅明認知中「介於中間」視野的總體呈現。透過青年藝術風格，從透明性、鏡射

性等抽象概念，展現「介於中間」的碎片特性。以阿多諾或波特萊爾提到實際與

理想之間的映射「房間」為例，指出「理想擬像」的特質具備了「全面的騷動、

窒悶、以及毫無秩序」等現代特徵，而「理想擬像」就作為「介於中間」的總體

形象；接續再加入現代藝術討論，無論現代藝術的「不舒適」、或者現代性恆久

不變的新，往往都不被進步歷史所收納允准，卻都是用以回應歷史碎片映射出的

「相似性」，相當於「介於中間的歷史」與進步史觀、大敘事史觀之間的鮮明對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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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社會景觀的物：F 章 鐵造建築」則以鐵造建築為對象，將焦點放在

社會景觀複雜的發展過程上。就班雅明的觀察，「鐵造建築」發展過程中的「同

時性」與「相對性」，既回應了時代對建築的爭議，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介

於中間」之於時間與歷史的關係，例如十九世紀對艾菲爾鐵塔的各家報導便無一

定論，便同時涵蓋有積極的時代希望，直至負面的時代之恥等廣泛意見。換句話

說，「鐵造建築」同時涵蓋「正統」之內的歷史，以及被排除於外的不可見歷史，

經由析論社會景觀與觀者視野的密切關係，鐵造建築反映了時代發展過程中，「介

於中間」的歷史碎片帶有的「同時性」和「相對性」，並藉由此二項悖反的特質，

反擊系統進步史觀下普遍認知的「正統」與「美」。 

「社會邊界：O 章 賭博、賣淫」轉向揭發社會的虛偽面，以邊界人為對象，

點出被社會標籤化的可能原因，以及社會與合法性的關聯。「社會邊界」則主張

相較於清晰合法的界線，在臨界的模糊特性上，試圖保有「介於中間」的豐富狀

態，並且強調碎片的「拒絕排除」特性，試圖以論「社會邊界」為起點，去除社

會的標籤化。換言之，也可以推測班雅明採取「介於中間」視野觀看歷史議題之

動機，即在於達到「拒絕排除」的理想。 

最後一章「物與人複雜的交互作用：H 章 收藏」則面向拜物社會，藉由多

項對象物，論辯物與人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以變調的感官察覺「被刪除掉的」

歷史細節為前提，「收藏」呈現「介於中間」的平面化空間，寓言形式的碎片使

得歷史脫離功能性，物與人之間也逐漸恢復到複雜的交互關係。在這個平面化後

的空間之中，物脫離原有功能環境，可以不必再依附於大敘事史觀之下。 

班雅明的書寫計劃，如《拱廊街計劃》，即班雅明試圖從不同面向重新觀看

既定的歷史，透過各式物與人的關係，還原隱藏的社會現象之形成背景與原因。

每一次重新觀看就是一塊碎片的生成，眾多歷史碎片則組成了「介於中間」的聚

合體。「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不只說明了歷史對象的相對位置，關鍵更在於摘

錄材料本身的聚集，即呈現了歷史的碎片狀態。相較於其他將「中間」視為鬆動

主體的說法，195班雅明的「中間」是一種相對狀態──材料雜亂、無結構，對比

既有歷史系統的另一種模糊觀看視野。因此，即使各章皆有其論述面向，但最鮮

明的共通點，便在於被論述的對象都是他認為「被刪除掉的」不可見歷史，或者

過往歷史不允許、不認為值得被記錄的細節。 

                                                      
195

 陳瑞文，〈德勒茲創造理論的非人稱與非人稱性〉，《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五期（2011

年 1 月），頁 9。文中指出，德勒茲說明悖論邏輯（logique paradoxale）時，提過「中間」一詞：

當主體處於同一性狀態，卻又能同時感受到非同一性的自由，如此不斷鬆動主體的內在性平面，

即「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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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趣的是，雖然「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呈現的都是「被刪除掉的」

不可見歷史，但因為不同碎片折射、映射的光澤角度皆不同。因此，分析比對四

章之後，本文觀察到此四塊碎片彼此間具有細微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試圖藉由局

部推測《拱廊街計劃》之布局理念。從差異性切入，例如 S 與 F 章同樣提及藝

術議題，S 指向現代藝術，範圍較 F 針對建築為廣，因此，S 所呈現的「介於中

間」空間理應相對於較廣泛的歷史議題，涵蓋進步史觀與大敘事史觀，F 章則專

注於駁斥進步史觀下的藝術史觀。再者，自相似性層面論，F 與 H 周旋於「物」

與人之間，前者強調的是物發展的過程，後者則著重於物和人的關係，雖一則對

物一則對人，但關注的都是如何「拒絕排除」，亦即如何還原較完整、同時含納

可見與不可見歷史的平面狀態；而 S 和 O 則同樣面向「邊界」議題，審視所謂

「正統」、「合法」等說法。 

 從「介於中間」的發展過程來看，亦可理解「介於中間的歷史」重點其實在

於「同時」與「相對」：每種呈現於現代社會中的「介於中間」形式，都有其相

對面向，例如鐵造建築相對於傳統美學與史學脈絡、或者被排除的相對於合法的

等等。可以說，這些由碎片透露的細微關係，其實都輾轉指出班雅明關注社會現

象的重點。他的焦點並不放在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或者深入鑽研社會結構生成

的背景上，而是專注於點出社會中看似正常、實則詭異之處，也就是一般人容易

視而不見的「理所當然」。像他切入賭博與妓女的角度，不同於實際政治或社會

學界的論述方式，正因為採取的是看似欠缺結構辯證的理論方式，因此與「正統」

歷史格格不入，而這也是班雅明的理論為其他理論者詬病，被批評是形而上哲學

之關鍵處。 

 然而，本文認為，班雅明看似隨意列舉歷史、藝術、政治等細節的作法，其

實是他處理「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必要呈現的方式，更直白地說，即創造一種

反歷史脈絡、批判既有歷史書寫方式的新視野。事實上，欠缺結構正是對既有歷

史結構的反動，因此他在察覺了為數眾多的被刪除細節之後，並非重建一套系統，

置入這些「被刪除掉的」歷史，而是鋪造了《拱廊街計劃》的空間，專門收納這

些「被刪除掉的」歷史，同時並置可見與不可見歷史──條文或各史書摘錄等已

經被記錄下來的歷史，以及沒有被記錄在案、空白的「介於中間」歷史。這是大

部分人們無法意識到的批判作業，他認為，若無法客觀地指出隱藏於社會結構之

下的現象，也只會讓不被納入新系統中的「被刪除掉的」其他細節，繼之沒入可

見歷史平面之下。 

綜論以上，除了原本的研究架構，深入分析比對各章文本之後，針對「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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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關係、各自表徵的碎片特性、以及班雅明擇其為對象之立意等三部分，

從社會實際現象與班雅明的問題意識切入，延伸出對各碎片的觀察與統整，表列

於下。由此四章選樣，即可看出《拱廊街計劃》各章的獨立與獨特特性。 

論文章節 二 三 四 五 

標題名稱 理想擬像：青年

藝術風格 

決定社會景觀的

物：鐵造建築 

社會邊界：賭

博、賣淫 

物與人複雜的交

互作用：變調的

感官、收藏、寓

言、全景… 

取材自 S 章 F 章 O 章 H 章 

社會現象 青年藝術風格 鐵造建築 賭徒、妓女 收藏 

問題意識 1.班雅明如何看

歷史？ 

2.為何以青年藝

術風格為對

象？ 

1.為何鐵造建築

成為現代社會景

觀代表？ 

2.為何鐵造建築

興盛於 19 世紀？ 

 

1.為何以賭博與

賣淫為對象？ 

2.為何出現「社會

邊界」？ 

3.合法性如何成

立？ 

1.為何物須脫離

功能性？ 

2.為何須成立寓

言空間？ 

班雅明的

討論重點 

現代藝術、歷史 

 青年藝術風

格／現代藝術

的位置 

物複雜的發展過

程 

 觀者的視野影

響社會景觀 

臨界經驗、無法

解釋 

 拒絕排除／去

標籤化 

物與人複雜的關

係（物的功能

性、物的寓言） 

 清晰的假設

vs.混亂的現實 

「介於中

間的歷史

議題」呈

現形式 

理想擬像 社會景觀 社會邊界 「孩子們的收

藏」／「整體」

／寓言 

「介於中

間的歷史

議題」的

相對立場 

相對於進步與

大敘事史觀 

相對於雙進步軸

線：史觀與美學 

相對於清晰的合

法性 

相對於大敘事與

合乎科學性 

與「介於

中間的歷

史議題」

提出「介於中間

的歷史議題」之

視野 

「介於中間的歷

史議題」之發展

過程 

「介於中間的歷

史議題」之豐富

性 

透過變調的感官

呈現平面空間化

的「介於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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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 歷史議題」 

「介於中

間」的歷

史碎片特

性 

相似性：透明、

鏡射、不舒適 

同時性與相對性 拒絕排除 脫離功能性 

圖表  研究架構 II：「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各章關係及延伸 

「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與班雅明 

究析《拱廊街計劃》的寫作方法，其實就是回溯班雅明的思想脈絡。但這並

不表示我們可以將「介於中間」的討論方式，簡稱為班雅明寫作《拱廊街計劃》

的方法論；相反地，應將「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命題，視為是他對歷史蹊蹺

之反駁、以及審視既有歷史脈絡之展陳。 

「介於中間」的歷史碎片呈現了理論系統之外的枝微末節，藉此避開同一的

歷史性思維，保留下重複、相似、瑣碎的「已發生」事件，這也是班雅明以碎片，

佈署《拱廊街計劃》之目的。討論如何透過「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察覺既存

的詭異社會現象、備受爭議的社會景觀、甚至衍生出「被刪除掉的」隱藏歷史，

即假設班雅明為了避開「歷史性思維」，他選擇的立場。分別藉由變調的感官等

中介關鍵，從各種相對面還原歷史的碎片，再以「介於中間」的包容與豐富特性，

最大面積地呈現現代社會與歷史的可見面向與隱藏部分。換句話說，「介於中間

的歷史議題」並不給定一套方法論作範，而是以反（包括史學、美學等）既有方

法論的作法，呈現出班雅明重新面對歷史議題的決心。因此，不應以「方法論」、

「史觀」等具系統意涵的詞彙簡稱之。正如 Remy de Gourment 所談：歷史事件

並無重大與不重要之別，一切都是瑣碎的，沒有能夠代表歷史整體的存在。 

透過抽樣拉出的四條引線，分別從藝術、建築、邊緣性、收藏等議題進行爬

梳，描繪四章各自呈現的碎片狀態，以及之於「介於中間」的關係。這些分析正

說明了班雅明選擇某些社會現象作為十九世紀資本社會代表的原因，藉由資本主

義社會的人們對時代、歷史的反應與投射，梳理各自衍生出的問題意識，交互回

應，呈現「介於中間」豐富且難以界定的樣貌。另一方面，既指出抽樣分析，其

實也只是「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其中之四，但在統整之後，本研究歸納出「介

於中間的歷史議題」的四點特徵：（一）呈現騷動、窒悶、無秩序的不舒適感、（二）

非單向度的發展過程、（三）拒絕排除及標籤化、（四）物和人的關係呈現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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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空間。這些特徵雖然沒有被直接指明，但不能否認，都是班雅明觀察過歷史

與歷史之外以後，暗示現代人面對歷史的立場與作法。 

對班雅明來說，「圖像」並不具有退化或進化的明確立場，換句話說，圖像

之於他，看似雜亂無邏輯，但從來都不是烏托邦式的想像，而是經由他的方式辯

證出來的，正如討論超現實與普魯斯特時，他不曾從印象的角度詮釋一樣。196同

樣地，在《拱廊街計劃》中，青年藝術風格是他攫取的圖像，鐵造建築、賭徒與

妓女、收藏亦為是。他堅持辯證式的圖像，因此藉由這批十九世紀資本文化下的

鮮明圖像，交叉比對，試圖描繪出近於真實的十九世紀形貌，這也意味著他所選

取的這些「被刪除掉的」不可見歷史碎片，成立關鍵即在於皆有所本，並非憑空

想像，而是以如同碎片般的摘錄形式構成全書。事實上，《拱廊街計劃》展示的

歷史「圖像」即其辯證成果。《拱廊街計劃》收束了包羅萬象的各式碎片，看似

沒有邏輯，但實際上，「沒有邏輯」即其面對既有歷史系統的策略。班雅明從來

沒有將「碎片」看作是公式理論，因此，《拱廊街計劃》聚集了眾多現代社會圖

像，卻都只是並置陳列。 

綜言之，無論展示豐富、重複、卻又枝微末節的「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

或者指出刪除掉諸多現實的所謂「歷史」，使人們感到震驚或不舒適，事實上，

班雅明的目的都試圖使人們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能夠意識到既有歷史的蹊蹺，

並且重拾有別於權威的判斷力。從現實社會與世界的表象中，嗅到背後隱藏的權

力關係或意識形態，嘗試以不同的描述方式剖析現象，試圖從可見歷史的縫隙中

撿拾被權力系統刻意遺忘、刪除掉的不可見細節，這些細節正是他所謂的「碎片」；

更進一步說，班雅明採用的「碎片」並不是一套工具，而是歷史自身的總稱。可

以說，「介於中間的歷史議題」所勾勒的，其實也就是班雅明的唯物視野。 

                                                      
196

 „As we have seen in his encounter with surrealism and Proust, Benjamin‟s use of the term “image” 

had nothing impressionistic about it. Dialectical images were to be analytical constructions, meant to 

lay bare both the regressive element and the utopian potential in modern culture.‟ John McCole,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ntinomies of tradition,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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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中文研究 

中文專書 

年代 《書名》 作者 出版地：出版社 

1998 《班雅明》 馬國明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8 《班傑明》 陳學明 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本雅明思想評傳》 劉北成 台北：商業印書館 

1998 《本雅明思想肖像》 劉北成 上海：人民 

2003 《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 石計生 台北縣：左岸文化出版 

2007 《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 石計生 台北：群學出版社 

2010 《文化的宗教性：本雅明、伽達默爾、勒維納

斯的文化理論》 

朱大成 道風書社 

台灣地區相關中文期刊論文 

年代 〈篇名〉 作者 出處 

1991 〈言本的傳譯性與譯人的天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語言哲學翻譯初論〉 

張錦忠 《當代》第 68 期，頁 88-99 

1991 〈美感起因的辯證：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的美學〉 

陳瑞文 《現代美術雙月刊》第 37 期，頁

66-73 

1993  〈班雅明和他的思想─黨外馬克思主義者〉 還學文 《當代》第 81 期，頁 11-13 

1994  〈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辯證─從班傑明（Walter 

Benjamin）與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

論辯談起〉 

蔡錚雲 《國立政治大學學哲學報》第 1

期，頁 35-50 

1995  〈死前的自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

精神圖像〉 

洪雯倩 《當代》第 91 期頁 70-77 

1996  〈關於班雅明（W. Benjamin）的「巴黎─十九

世紀的首都」〉 

陳瑞文 《台北市立美術館現代美術雙月

刊》第 65 期，頁 36-42 

1998  〈超文字、鬼魂、業報：從網路科技看班雅明

的時間觀〉 

廖朝陽 《中外文學》第 26 卷第 8 期，頁

8-31 

1999  〈談《啟迪：本雅明文選》一九九八年以中文

出版之意義〉 

劉紀蕙 《中央日報副刊閱讀版》

(1999/07/01) 

1999  〈靈光消逝與前衛藝術─班雅明對於技術世紀

的悲觀預言〉 

陳瑞文 《藝術觀點》第 3 期，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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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凝視與可譯性：班雅明翻譯理論研究〉 邱漢平 《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5 期，頁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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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 

1996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s. by Marcus Bullock, 

Michael Jenning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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