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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播學視野來看，有另類特性的社區／群媒介的研究大致上包

括：民主、文化認同、社區／群傳播與社區／群網絡的關係等面向

（Jankowski, 2002）。 

從人類學的視野來看，在觀察普羅大眾近用傳播媒介或傳播

（新）科技與社區／群的互動時，理所當然大都是聚焦在「族群／群體

認同」的面向。如此，議題發展或許創新有限，但是，從文化面向切

入，卻也展現出更深縱、更多面向有關媒介、族群及文化認同的探討，

可說是為文化研究「行外人」開起一扇更大、更亮的窗。 

Shimmering Screens 就是這樣一本多層次探討媒介、科技、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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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想像、與文化的書。對像我這樣研究傳播的讀者來

說，透過人類學窗口看到的風景，雖然對一些概念層次的哲學論述感到

有點吃力，卻也忍不住對一些不曾識過的觀點或族群文化探索的深入而

驚嘆連連。 

這本書也是澳洲白人作者 Jennifer Deger 企圖超越西方主流（或白

人學者）觀點，透過澳洲少數民族 Yolngu 年輕世代的視角，探索及反

思傳播科技與原住民文化傳承、認同、族群意識及歸屬的關係。Deger

從 1995 年起，即以人類學博士生、媒體教練／製作人、原住民的結拜

親戚等多重身份，進入澳洲偏僻的東北角 Gapuwiyak 鎮中一個居民還

不到一千人的原住民 Yolngu 族部落，進行田野研究一年半。 

置身在一個 20 世紀末期的後殖民社會，Gapuwiyak 鎮充斥著西方

流行音樂、好萊塢影集和電子科技，接受英語教學、英式教育及政治體

制，Yolngu 是個了無生氣、也有邊緣族群都有的社會問題的聚落，但

是相較於其他資源較佳的族群或部落，Yolngu 卻也是最有文化自信、

自覺的部落。不同以往人類學者的參與式觀察研究，作者以親身參與的

行動研究法，與 30 歲出頭的在地研究伙伴（ informant）、自詡對

「Yolngu 媒體有獨到視野」的文化仲介 Bangana，一起製作與 Yolngu

文化傳承有關的廣播節目、錄製 Yolngu 儀式祭典歌曲，以及聯手提

案、企畫與製作一部耗時將近兩年的重量級電視節目【古拉瑞生命之

河】（Gularri: That Brings Unity，以下簡稱【古】片），兩人也不時與

一些澳洲媒體機構合作、製作文化節目，甚至遠赴歐洲做了好些文化表

演。 

這樣的媒體合作歷時三年多，但是兩人的結拜姊弟關係一直維持

到 2002 年、Bangana 因心臟病猝死為止，當時 Deger 的田野研究還在

論文書寫階段。依照 Yolngu 族的傳統習俗，死者所有照片、聲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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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及名字均不得再公開出現，否則會給家人帶來不幸，好在得到自認為

是「現代 Yolngu 人」的遺孀及其子女的首肯，這本書才得在四年後正

式面市，封面就選用了一張 Bangana 的畫像作底，上面再疊上醒目的書

名文字，另外，書本內頁也選用了多張 Bangana 照片。 

紐澳的原民傳播研究相當豐富，在傳媒研究的質與量上有其一席

之地。本書價值之一，是作者廣泛整理紐澳及歐美相關文獻，可為原本

對紐澳學術資源有相當隔閡的讀者省去許多翻找文獻、閱讀思索的功

夫。作者除了從如何認識世界的本體論耙梳文獻外，更企圖超越既有的

理論論述，探究仿真（mimetic）傳播科技（包括：私人的照相機、攝

影機、錄音機、到政府專案補助的小功率廣播及衛星電視等）在原民年

輕世代日常生活中，所顯現出來的「中介文化」（mediated culture）的

意義，也可說是一項創舉。 

本書共有九章。第一章細述作者如何進入 Bangana 家族、認識

Yolngu 部落的世界，感性、理性兼具，讀起來相當有趣。第二章回顧

視覺文化理論，從上層次的視覺理論、視覺人類學逐步窄化至原民媒

介、原民視覺媒介在原民社群的實踐及其社會、政治乃至文化上的意義

辯證，作者假設：在特定的歷史、文化脈絡中，媒介科技與知識產製、

主體性之間有著複雜而基本的關係，作者依此架構檢驗以 Bangana 為主

的 Yolngu 族年輕世代，如何以多重使用者身份（主流電視觀眾、照相

機被拍攝者、相片收集者、電視節目製作者、也是觀賞者）與媒介互

動，以理解外面的世界和他們所居住的世界。 

第三章作者從在地的媒介及科技情境來討論什麼是 Yolngu 族的主

體性。Yolngu 部落族人在不能免於文化強權（美國及澳洲歐裔）的侵

入下，年輕世代會成了文化盲人或聾子，甚至忘了他們是誰？作者從詮

釋 Bangana 的觀點覺悟到，她必須建立在地化認同理論，才能從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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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感官形成的文化感知力去理解 Yolngu 人媒介使用的主體性。 

第四、五、六章從仿真理論框架討論 Yolngu 族對照片、攝影、影

像紀錄的觀點、拍攝者與被攝者間的對立、反抗，以及 Yolngu 人對這

些仿真工具的運用及實踐。作者指出，Yolngu 族的文化及想像並未被

殖民化，仿真科技、媒介、乃至媒介近用對他們有特定意義，也展現了

Yolngu 族的主體性。例如 Bangana 的祖母原味十足，還會講古，不時

由孫子引介拍攝電視教學教材，但是她不願意「靈魂被偷走」，也不願

意被當成攝影者眼中的「奇觀」，所以要孫子轉告來拍片的工作小組

「拍一次就夠了」，她拒絕重拍。她也懂得抵抗。 

最後三章是論述 Bangana 的經典電視大作【古】片，更是充分展

現由原民掌控傳媒科技向族人、外面世界展現他們希望被看到的樣子，

這幾章的田野厚描及討論也可說是全書最精彩之處。與以往都是由外來

白人（原民口中的 Balanda）來拍照、攝製影音紀錄，詮釋原住民祖先

和後代的生活世界形成強烈對比。Gularri 是孕育 Yolngu 族生命和族群

認同的一條大河，沿河散居各族、各部落原住民，在【古】片中，主持

人邀請大河沿岸各部落代表講述自己部落的文史，這些族群、部落有的

有共同的祖靈和傳說故事，也各有許多不能輕易示人的禁忌、隱諱，如

祭祀時只准男性進入的先人聖地，或是只有祭典儀式上才得出現的音

樂、圖像設計、圖騰、器物、故事及相關知識，這些文化資產既要小心

隱藏，又正是全片要展露（revealing）、以打動最大多數觀眾的素材，

Bangana 先向耆老討教，繼而與各部落討論、協商，透過鏡頭交叉運

用，以或隱或顯、或取或捨等手法來建構影片故事。 

例如作者觀察到 Bangana 在拍攝、剪接一些文化禁忌時，會用旁

白或鏡頭輕輕帶過、或故意略去一些有特殊意義的人地物，一般外界觀

眾對這些刻意淡化的畫面毫無察覺，但是本族人一看到這些「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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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個個都能穿透表面、看到更深層的意義（或是祖靈所在，或是

與先人有關的事物）；畫面中同一儀式展示（showing），各族、各人

各有不同層次、面向的解讀，卻也能相互尊重與接受。原民觀眾就這樣

透過感官與其概念、想像交相作用，逐漸深入認識、瞭解先人知識，並

感 到 自 己 同 時 與 族 人 、 先 人 產 生 了 連 結 （ connections ） 、 關 係

（relationships），認同感油然而生。這部得到一致肯定的影片，處處

都可看到 Bangana 在知識傳承與文化禁忌、有意彰顯與刻意隱藏、部落

內部與外界、公與私之間的權衡及創意。 

臺灣也是個多元族群、多種原住民的社會。一個多年前的原民媒

介近用的研究（江冠明，1996），其發現竟然與本書所述有若干相似之

處。作者原是影像工作者，他在讓弱勢自製節目發聲尚未普及時，即帶

著家庭錄影機進入一個深山原民聚落，教導兩個村落的年輕人拍攝部落

祭典，結果發現同族祭典竟有兩個不同版本、不同詮釋的呈現，還因此

引發了兩村村民的爭辯。這顯示了不同部落間的自主性和本位觀點，同

時挖掘出多元社區傳播發展的基本條件，藉由不同觀點的交互辯證，尋

找自己部落文化的詮釋力與發展力。他也肯定藉由科技引發的社區傳

播，給予了少數族群另類詮釋的空間。此外，台灣蘭嶼達悟族長輩的影

像觀（認為拍照會帶來不幸，不願被當成奇觀任由外人拍照，或當了漢

人免費模特兒，任由拍攝者拿去參賽、開影展、獲得名利等，被攝者卻

完全不知情），竟然和書中描述的 Yolngu 老人家這麼相似，Yolngu 族

若干文化禁忌，在本島原住民部落中都有類似發現，這些跨越時空的有

趣比對，越發讓人覺得原民媒介與文化研究是多麼迷人！ 

這本書美中不足的是，作者探討科技、媒介賦權，所論述的傳媒

科技只限於數位、網路出現前的媒介，這也不免令人訝異：澳洲偏鄉如

Gapuwiyak 鎮等地，在上世紀末居然還沒有網路、數位科技出現？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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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吹毛求疵的建議一下，身為女性，作者似乎宜對原民社會、科技、

性別、女性自覺等議題也應有所著墨。或許，這些已是作者下一本書的

研究課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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