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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論文從 1980 年代晚期至今的 13 部科幻電影著手，期望透過對於科幻影

像的深入分析，可以描繪出些許關於人類與科技之間互動的想像樣貌，並

且進一步探究在科幻文本所再現的未來世界中「機器／人」的主體定位。

「人類的本質如何被呈現？」、「人造物的身分位置如何決定？」、

「『機器／人』的主體定位以及認同機制？」這三個接連成串的疑問則是

架起本論文研究思考的主要路徑。 透過電影的文本分析，研究者發現在當

代的科幻電影中，人類的本質被再現為眾多難以具體描繪的字眼，像是信

任、愛、快樂、親情等等﹔經過改造之後，變成機器的「人」試圖重新

「變回」人類，然而卻在一次一次的改造之後失去了原有的身分。可以設

計、修復、重建、製造的機器英雄，卻依然逃不過來自本質的需求驅力，

「機器／人」的記憶成為最重要、卻也是最不可靠的身分證據。再者，人

造物總是被分派在設定好的位置上，在當代的科幻電影中突破現有科技框

限的同時，也讓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相對身分開始鬆動﹔變成人的「機器」

透過銀幕，不停地向觀看者強調他們「變成」人類的決心和毅力。「機器

／人」的慾望引導他們踏上尋找身份的旅程，也將你我的位置挪移到模糊

的灰色地帶。而關於主體認同的部分，歇斯底里的主體因為渴望回返而存

在，所認同的其實是那個不斷分裂的誤識，就像是當代的科幻電影所描繪

的未來景況。大對體總是介入身體與靈魂之間，這兩者之間的的關係從來

就不是直接的，機器裡的靈魂所暗示的是這樣不穩定的主體認同。「機器

／人」的死亡重新改寫對於生命的想像，機器的身體、人類的身體成為虛

擬化的數位影像，科幻電影的幻見屏幕遮蓋住的正是不久之後的未來真

實。 科幻電影一方面用影像不斷的將觀眾拉入幻見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

卻又透過影像本身先天的否定性（negativity），也就是人為操控和永不完

整的扁平性格，透過電影語言的運用一步步逼近真實。這正是科幻影像本

身具現的雙重空缺，而「機器／人」身為具像化的空缺，在某種程度上成

為觀影者宣洩死亡欲力的出口，經由影像所再現的未來想像更是當代科幻

電影最具吸引力之處。  

摘

要

(英)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technology 

through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of thirteen science-fiction films from late 1980s till 

now. It also studies the subjectivity of “Machine/Human” in those films. How is 

the nature of mankind presented? How is the identity of human creation defined?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Machine/Human”?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the main route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Science-fiction films on one hand keep on drawing audience 

into a fictional world with fantas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film 

language they verge on reality with negative of images, artificial manipulation and 

flat character . This is the double lacks presented by science-fiction films. Therefore, 

“Machine/Human”, being the void of embodiment, to some extent becomes the 



outlet of the death drive of the audience. Images of the future presented here is the 

most appealing part of modern science-fiction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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