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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電影中的照片」獨立成一種特殊的文本類型，試圖從攝影本身的曖

昧性質出發，闡釋文本意義的出席與缺席。研究文本來自德國導演文‧溫德斯

（Wim Wenders）在 1983 年拍攝的電影作品《巴黎‧德州》（Paris, Texas）中的三

組照片。班雅明堅稱電影使人們得以經歷意識的冒險之旅，然而也同時取代了觀

者的思路；電影中的照片使變動的影像暫停，其與生俱來的「沈思性」為觀者帶

來一個得以自主想像和思索的環境。《巴黎‧德州》中的照片現身∕隱身於電影脈

絡裡，為我們證明了創作者的、時間的、真相的以及想像的出席與缺席；電影本

身因為照片的揭示更為完整，而電影中的照片亦因電影與攝影兩種形式上的互文

關連，帶來了多重詮釋的可能。 

 

關鍵詞：電影、攝影、出席、缺席、溫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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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photographs in films” is seen as a unique type of text. By centering 
on the ambiguity of photography itself, the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meaning on the three sets of photographs in the film “Paris, Texas” by 
German director Wim Wenders from 1983. Walter Benjamin claims that films can lead 
the viewer into a conscious journey. However, it also dominates the viewer’s train of 
thought. The photographs in films stop the continuously flowing images, and their 
meditative nature provides the viewer a space for imagination and contemplation. Their 
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in the context of “Paris, Texas” bear witness to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the director, tim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and imagination. The 
film has become more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implicit meanings in 
the photographs. In additio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become possible due to the 
constant dialogue between film and photography. (db) 

 

Keywords: film, photography, presence, absence, Wim W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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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評論的對象是文‧溫德斯（Wim Wenders）1983 年完成的電影作品《巴

黎‧德州》（Paris, Texas）中的照片。溫德斯不但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同時也以攝

影師的身分名聞遐邇。溫德斯對於攝影的熱愛亦表現於其電影作品，他曾在執導

的多部作品1中，使用「照片」的元素，有些成為電影佈景中的細節，有些則被安

排擔任與劇情相關的要角。《巴黎‧德州》則是溫德斯導演的電影中，與照片運用

密切相關的作品，照片以轉折關鍵或點綴功能的姿態出現，與電影本身的內裡息

息相關。 

本文意圖將「電影中的照片」獨立成一種特殊的文本類型：它是靜態攝影的

輸出物，同時是電影作品本身。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談論電影與攝影時，

將攝影視為孕育電影的溫床。他讚許電影開拓了我們意想不到的廣大活動空間，

不斷流動的電影影像如同幾十分之一秒的爆炸瞬間，炸開了這個世界，這使觀者

得以展開意識的冒險之旅。但也由於電影的製作過程是一連串人為動作的組合，

鏡頭的運用以及剪接技巧，使電影影像的複製抹滅了班雅明論及早期攝影獨有的

「靈光」（aura）時談到的「此時此刻」2。 

班雅明的論述賦予電影與攝影兩者互為承繼，又相互對立的位置，電影中照

片的重要性便以出席者的角色在兩種藝術形式之間周旋。班雅明堅稱電影連續不

斷的影像阻礙了觀眾心靈的聯想，流動不停的影像取代觀者的思路；電影中的照

片展開跳脫於電影本身的時空觀，它使變動的影像暫停，提供觀者一個得以自主

想像與思索的環境，這就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談照片時提及電影和攝

影之間最大的差別便在於攝影具有「沈思性3」。 

在《巴黎‧德州》中，出現三組重要的照片，它們的象徵意義與其文本類型

一樣充滿可辯證性。這些照片本身的存在，和既有的劇情脈絡之間，形成既依賴

又抽離的關係。電影的影像順流而行，不斷往前推進至其他影像，電影中照片的

意義顯露其獨有的敘事功能；它們不只是形式的，也是具有多重意涵的—影像的

展現是「什麼」的在場證明？被封鎖在照片中的影像，如何展開意義的逃逸？本

文擁抱攝影影像的曖昧天性，闡釋研究文本意義的出席與缺席。 

                                                 
1 《愛麗斯漫遊記》（1973）、《夏日記遊》（1970）、《守門員的焦慮》（1971）、《巴黎‧德州》（1984）、《慾望之

翼》（1986）等。 
2  根據班雅明在〈攝影小史〉中對於「靈光」的定義：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

在眼前。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者身上的一節樹枝，直到「此時此刻」

成為顯象的一部分。轉引自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9，頁 107。 
3  電影的影像順流而行，不斷往前推進至其他影像，其指稱的對象會溜開，不為實物的原有存在做出聲明，以

羅蘭巴特的說法便是：「電影中沒有幽靈，不會來糾纏我」。羅蘭‧巴特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

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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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一）文獻回顧 

「攝影」與「電影」兩種媒體形式的誕生，與光學及化學的技術進展密切相

關。因應十九世紀末歐美社會轉型的潮流，攝影與電影順應商業導向的需求而普

及，然而攝影與電影終於成為藝術創作內容的一部分，則是歷經一連串長期的辯

論才得以被眾人接受。 

攝影與電影剛問世時，人們多將其視為一項新鮮物件，應用於記錄性用途。

最早期的攝影術技巧多從模仿繪畫而來，取代肖像畫的肖像照流行一時；隨著可

重複沖洗的底片推出，業餘攝影的環境逐漸成熟，人們拍照以呈現日常所見。法

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rlaire）曾在法國攝影協會於 1859 年舉辦的展覽會

發表評論：「…攝影應回歸自身，成為藝術或科學的奴隸。攝影應該是非常謙遜的

僕人，就像印刷或速寫，從來不曾創造文學、未曾彌補文學，它填滿旅客的相簿，

儲存我們眼睛所見的記憶，讓我瞻仰自然生成的圖書館。…」4由此可知，攝影在

當時被視為服膺於繪畫藝術與視覺記錄的工具。 

電影的發明則來自攝影與動作（motion）的結合：1894 年，愛迪生的實驗室

轉動連續的單張照片，使影像產生移動的幻覺；1892 年，法國發明家雷諾將紙繪

畫面投影成連續影像，成為今日動畫製作系統的濫觴。前者的攝影內容加上後者

的投影形式，便是電影放映的概念。初發明時期的電影並不被應用於敘事用途，

放映師玩弄會動的影像，以類似舞台表演的姿態呈現於人們眼前。 

換言之，無論是攝影抑或電影，它們曾經只是感官經驗的片面之詞，被動地

以影像記下生活片段，而不用來「說故事」。隨後，劇情電影的產出擴大了流動影

像的敘事空間，也對比出「電影」與「攝影」在敘事本質上的差異，各種論辯隨

之而生： 

1. 照片時間： 

法國文化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特別關注照片時間的

認知，他認為運動引發攝影影像的變化，5攝影和電影最大的不同，就是攝影具有

「沈思性」。電影的影像順流而行，不斷往前推進至其他影像，其指稱的對象會溜

開，不為實物的原有存在做出聲明。然而電影的結構性本質使觀者面對影像時，

採取狼吞虎嚥的態度，觀者無法停滯在任何一幅畫面上，這就是羅蘭巴特唯獨對

                                                 
4  B.Newall, The Hitory of Photography, 1982, p. 83.轉引自 Roy Armes，唐維敏譯，《錄影學》，台北：遠流，1994，

頁 124。 
5 “Image, Music, Text” (1977), pp.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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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影的停格劇照感興趣的原因。此外，羅蘭巴特對於攝影及電影的「框架」之

別做出說明：銀幕是一個遮擋物，從中走出去的人仍繼續生活。但攝影表示，框

內發生的一切皆已代表絕對的逝去，攝影從來就不是現在式，雖然觀看照片的動

作是現在式。照片中的人物動彈不得，他們如同標本，唯有刺點才能展開盲域

（champ aveugle）6的索求。在羅蘭巴特的認知中，電影的影像不是憂鬱的，影片

構成的世界是對外不斷開放的狀態，不同於攝影純粹是沈浸過去的憂鬱物。 

相對於羅蘭巴特一口咬定照片利用自身框架鎖住了時間，使之動彈不得的想

法，德國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持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攝影照片讓人驚

奇的地方，不在於「時間定格」，相反的是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時間的綿延連續、

不可停留。其引用神的角度，將照片比擬為上帝的造物，每張照片都有一層神聖

的光暈。溫德斯解釋：攝影對瞬間的撕裂，這使得照片獨特，因為它儲存下時間

裡的唯一的「一次」，使之成為故事的開始。 

2. 影像詮釋： 

美國最重要的評論家之一蘇珊‧宋塔（Susan Sontag, 1933-2001）則論述攝影

影像詮釋的問題。其認為攝影照片的本質是片面而非得以陳述的，文字賦予照片

被理解的機會，相對於透過攝影所產生的影像切面，書寫而來的描述才能成為詮

釋。蘇珊‧宋塔稱頌文字圖說為照片帶來的貢獻，文字的解釋凌越於雙眼所見的

影像，但她也同時提醒文字圖說的疏漏之處便是其無法永遠擔保一幅圖片的意

義。每張照片都只是一個片斷，其道德和情感重量取決於它所嵌入的位置，照片

會因其在視覺上的前後脈絡關係而改變。 

無獨有偶，英國美學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論述所有照片

都提供兩種訊息：第一種關於被拍攝的事件，照片確切地表現了事物存在的證據，

其次則和時間斷裂所造成的震撼感（a shock of discontinuity）7有關。照片、拍攝

的過去與被觀看的當下間存在一個經由時間的斷裂造成的深淵，意義必須在各種

連續和關連中出現，而照片是對於時間瞬間面貌的孤立，因此，照片都是曖昧含

混的，照片的意義顯得模糊，人們得以隨意地創造（invent）照片中的故事，使意

義處於一種不斷衍生發展的狀態。 

3. 從攝影到電影： 

約翰‧伯格對影像詮釋的觀點正好呼應了溫德斯所說的：「每張照片可以是一

部電影的第一個鏡頭」8。溫德斯指的是照片帶來說故事的力量。他相信照片中即

                                                 
6  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79。「盲域」指的是鏡頭上看不見的角

落。 
7  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三言社，2007），頁 93。 
8  崔嶕、呂晉譯，《一次：影像和故事》（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6），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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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風景或道具，都有講述故事的自主性，而攝影對照片的持續跟蹤正是一種感

受故事的過程。這些在攝影機前只會出現一次的時間，透過被拍攝的照片才能夠

得以顯現，並從一次到永恆。從第一張到第二張照片之間的時間裡，故事慢慢出

現，這兩張照片之間存在著另外一次的永恆，也過渡從攝影到電影的可能性。 

除了評論家之外，許多攝影師、電影導演、錄像藝術家等影像工作者也不斷

挑戰「攝影」與「電影」之間的界限： 

（1）由靜態影像組合而成的流動影像 

蘇俄紀錄片導演維爾托夫（Dziga Vertov）以反對人工劇情片、倡導「電影眼」9

理論聞名，他的電影作品《攜著攝影機的男人》（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 
1929）以許多幾乎靜止的緩慢鏡頭真實記錄日常片段，透過具反身性思考的美學

觀，深刻實踐了剪接的蒙太奇理論。這是紀錄片史上的經典實驗，維爾托夫意圖

透露的電影社會意涵，在接近靜態的影像段落之間發生。法國導演 Chris Marker
則明朗化攝影與電影之間的雙重敘事關係，其在 1962 年的作品《堤》( La Jetée)
中使用了大量的單色靜照，彷彿今日的照片放映秀，攝影靜照的連續出現

構成了一部完整的電影。由照片的影像內容本身、照片出現時間長短以及音效

與旁白的鋪陳，營造出電影故事的段落與起伏。 

（2）刻意靜止的流動影像 

相對於使靜態連續成動態敘事的思考邏輯，加拿大錄像藝術家 Michael Snow
反其道而行，在其 1967 年的作品《波長》（wavelength）中，刻意以錄像的方式

拍攝固定的靜態照片。攝影機架設在不變的同一位置，鏡頭緩慢地逐漸靠近（room 
in）被攝對象（牆上的照片）。畫面單一，聲響卻有漸強的變化，隨著外界波長的

拉高，聲音逐漸尖銳，直到影片最後，觀者才彷彿在最急迫的瞬間進入了被攝照

片本身。 

（3）在流動影像中嵌入靜態影像 

嵌入式的靜態影像是最常被應用在電影中的類型，「電影中的照片」是故事

的延伸，平面影像的時空拉寬後，成為了電影劇本的輔助說明甚或姿態多變的要

角。在《我是你的男人》（Leonard Cohen: I am your man, 2005）中，照片保有紀

實功能，接續電影進行；在《皮相獵影》（Fur：An imaginary portrait of Diane Arbus, 
2006）中，照片是電影靈感的來源；在《艾蜜莉的異想世界》（Amelie from 
Montmartre, 2001）中，照片由私人蒐集物轉變成另一個故事中的主角，為電影敘

事進行了再建構的過程。本文研究對象《巴黎‧德州》也是其中一例，照片除了

                                                 
9  Dziga Vertov 認為人類不該全然信任肉眼所見，攝影機能夠捕捉到前所未有的視覺經驗，透過鏡頭，容易被

忽略的細節能夠再次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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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情節的過門外，也闡述著意義的出席與缺席。 

（4）由流動影像凝縮而成的靜態影像 

攝影曾是影像創作史中的前衛角色，電影出現後，反而逐漸退隱成陪襯或敘

事觸發的位置。當眾多影像創作者，紛紛嘗試靜態和動態間兩者的延伸關係實驗

時，日籍攝影師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的系列攝影作品《Theaters》（1978）

則逆向思考，其將一場電影的時間以極慢速快門凝縮成一張最純粹的靜態照片。

於此，攝影與電影之間的界線，除了形式和內容的陳述外，也多了一層哲學上辯

論的可能。 

（二）問題意識 

從文獻探討看來，無論是藝評家或者影像創作者，同樣關注靜態影像和動態

影像如何互動的問題，並以各自的方式追索幾個從攝影到電影的影像詮釋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1）時空觀（2）觀看框架（3）詮釋權。本文的問題意識

便從攝影與電影之際，相互獨立卻又具備意義互文性的模糊狀態出發，試圖根據

以上歸結出的討論途徑，探討《巴黎‧德州》中的照片顯現出什麼樣貌的時空觀？

照片本身與拍攝者設定的框架，以及觀看者的詮釋有何關連性？進而以研究者自

身的觀察與分析，提問「《巴黎‧德州》中的照片」各表徵出何種意義的出席及缺

席狀態。 

《巴黎‧德州》導演溫德斯擁抱觀看者對影像的主導權，甚至認為照片在電

影中是一種刻意的留白：「照片是一種需要以想像填補的文本，攝影只需要一個畫

面，看的人就可以從中讀到一整個故事。一個影像的力量不只是你所看見的表面

而已，你可能因為觀看，而擁有它之前與之後的故事。而電影和照片不同，它由

許多畫面組成，但這些畫面卻企圖講述一個故事。無論電影如何開放，連續影像

為它帶來或多或少的結構，這時候，出現在電影中的照片便陳述了留白的深刻。

我喜歡能讓觀眾思考的電影作品，觀眾看到照片時會多想一想。我留了一些謎團，

或說莫名的感覺和空間給觀者，讓它們的詮釋完整電影本身。」10本文承接此種

對於詮釋的鼓勵，進一步論述電影中的照片所顯影的時空觀、角色的隱喻以及導

演與照片間的關聯性；同時也在照片所隱藏的抽象情感、想像及地景概念當中尋

找實存的意義所在。 

三、《巴黎‧德州》中的照片 

《巴黎‧德州》的劇情改編自美國作家山姆‧謝普（Sam Shepard）的短篇故

                                                 
10 溫德斯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公開演講內容。（2008.10.31） 

Journal of T
aipei Fine A

rts M
useum



王怡婷 賴雯淑（2010）。〈出席與缺席—從《巴黎‧德州》中的照片談起〉。《現代美術學報》。19（4）。33-58 

 

41 

事選集《汽車旅館記事》（Motel Chronicles）。電影中，溫德斯使用別具個人特徵

的影像語言，如交通工具、高速公路、城市大樓等符號；大量的開車鏡頭，加上

隨故事發展而進行的空間移動過程，使《巴黎‧德州》被視為公路電影的重要作

品之一。在時空遷移的背景設定裡，劇中的照片呈現了時間的更迭結果；它們具

有純粹紀實功能，並且是某物的既定指稱對象與具象線索。 

記載著「Travis 之地」的照片（圖 1），是與電影名稱相互指稱的關鍵照片。

歷經長途跋涉之後，Travis 開口第一句話便試圖向 Walt 介紹這張相片，包括照片

的由來和內容：Travis 透過網路郵購的方式買下一塊地；照片的內容是一片荒蕪

的地景，照片的中央佇立一塊告示牌，牌子上寫著「FOR SALE」；照片中空地所

在之處是德州一個叫做巴黎的小鎮，德州的巴黎是 Travis 的父母第一次做愛的地

方。 

 
 

 

 

 

 

圖 1  出售中的「巴黎‧德州」 

迅速以連續快門捕捉 Travis 與妻兒的表情、位置和動作的快照（圖 2），是另

一組值得討論的照片。由於它是唯一紀錄 Jane 臉孔的照片，在電影中的幾個時機，

它被拿出來，儀式一般地反覆比對。單字卡似的家庭相簿（圖 3）則是 Travis 與

Hunter 心結打開後，藉以重新認識對方的物件。相簿裡有 Travis 的父親與母親的

形象，也鞏固了 Travis 年少時與 Hunter 幼時的模樣。 

 

 

 

 

 

 

 

 

圖 2  Travis、Jane 和 Hunter 的全家福快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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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Travis 的家庭相簿 

《巴黎‧德州》所描述的是一個謎樣的故事。鏡頭從一個衣衫殘破、昏倒於

沙漠之中的男子開始，逐步串連起其身邊人物的關係。主角 Travis 和兒子 Hunter
共乘一部小貨車，踏上尋找妻子∕母親的旅程。因為劇情裡充滿「隱瞞」，多數時

刻觀者無從得知角色的細微面貌、行為動機、與內心聲音。照片的出現，適時地

填補了問句的空間：Travis 為什麼隻身在沙漠之中行走？Jane 是什麼樣的人？她

為什麼離開？巴黎德州在哪裡？ 

照片的出席對《巴黎‧德州》敘事的完整性而言不可或缺，它們具有功能性

意義，也是導演個人特質的展現。溫德斯從在日記電影《反轉鏡》（Reverse Angle）

中，表示： 

「大家會以為，我在拍了十部劇情片後，會自認我的工作就是透過影像來說

故事。可是奇怪的是，我從來不作如是想。這或許是因為對我來說，影像比

故事重要，或者應該這麼說，「故事」往往只是尋找影像的藉口而已。」11 

溫德斯時常被評論家定位為「新感性主義」（New Sensibility）或「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12風格的導演，他剛開始拍電影時，只是將攝影機隨意架起，讓

它保持轉動而任意地捕捉經過的畫面13。《巴黎德州》可以說是溫德斯的作品中敘

事最具邏輯的一部電影。然而事實上，溫德斯對於文字敘事的妥協，只做了一半

的讓步，因為他仍在電影中安排照片的出場，這個彌補動作平衡了溫德斯對於影

像敘事能力的迷戀。電影中的照片主題各異。沙漠中的荒地為故事帶來一個想像

空間；溫德斯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內容中提到相關的想法，他在拍攝《巴黎德

州》時，心中維持的信念就是：「地點將找到故事使它們浮現。」影像的力量不僅

展現在空間的設定之中，其他的照片也隨著電影的進行為故事的鋪陳盡了一份心

力。這些照片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曖昧不明的，其意義狀態也是相對開放的，照

                                                 
11 Kathe Geist 著，韓良憶譯，《溫德斯的旅程》，台北：遠流，1993，頁 35。 
12 溫德斯認為敘事並不是電影唯一的出口，其對於現象本身的重視，與存在主義認為「存在先於本質」的概念

具有互通之意。 
13 Heiko R. Blum. Gesprach mit Wim Wenders,” Filmkritik, 1972, p71.轉引自 Kathe Geist，韓良憶譯，《溫德斯的旅

程》，台北：遠流，199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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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脈絡並不因電影設定而封鎖，照片的存在導引出不存在的矛盾，照片的出席

隱含著缺席的意義。在演員帶來的故事之外，照片遂成為電影的弦外之音。 

四、照片是電影的出席者 

猶如蘇珊‧宋塔（Susan Sontag）所強調：「攝影是將被拍攝的東西佔為己有。」14

照片身為訊息的載體，固定住被攝事物的模樣；同理，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將照片視為「事物外貌的引用」15，由此可見照片做為物件出席者的表徵。在《巴

黎‧德州》中，照片所揭露的不僅是事物的外貌，角色藉由和照片之間的互動16，

將自己置入了某種與照片內容相關的關係結構當中，被攝事物躺平在相片的邊緣

之內，擁有了觀看的人們賦予它的命名和解釋。照片的出席對應於敘事脈絡，兼

具技術性功用，與隱喻的內涵。 

（一）論述時間的表態 

《巴黎‧德州》的故事沿著兩條時間軸線並行：一條表現於主要的敘事，時

間隨 Travis 的旅程開展。另一條是在角色的對話之間不斷被提及的論述時間，相

對於電影敘事時間，被論述的內容是四年前發生的事，以及四年來無端消失的歲

月。電影敘事的時間是明確的，它展開的方向有跡可尋，跟隨電影逐格前進的腳

步，時間帶來事件，故事自然浮現。而被論述的時間則隱藏於主要敘事之中，它

的訊息碎裂、歧異，觀者必須藉由四面八方而來的線索，才得以閱讀照片所隱藏

的時間觀。因此，照片在敘事的結構當中，呈現電影時間的此刻，同時也是論述

時間的入口。 

梅茲在〈想像的能指〉（The Imaginary Signifier）中提出電影的想像性特質以

說明電影使認同增強的可能：他認為當觀者進入觀影過程的「次級認同」

（secondary identification）17 時，感知行為將和攝影鏡頭所建構的影像觀點一致。

正如理性主義對於時間的看法：時間為一連串的「現在」和「點」。時間存在的事

實在我們進行任何推論之前就已經被接受了；而對於時間的直覺意即時間存在彷

彿人類生存的一部分，這其中無須任何證明18。電影時間歷經窺視秀的告白、母

                                                 
14 蘇珊宋塔著，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2。 
15 約翰‧伯格主張「照片從事物的外貌所引用而來，這表示了外貌本身就構成了一套語言。」摘自《另一種影

像敘事》，張世倫譯，台北：三言社，2007，頁 113。 
16 Walt 憑藉著破爛袋子中的全家福快拍確認那是 Travis 的所有物；Hunter 如同閱讀兒童單字卡般觀看家庭照

片，從中認得祖父母年輕時的長相；Travis 描述照片中的空地位於巴黎德州，那是屬於他的土地。 
17 Metz, Christian.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Trans. Celia Britton, Annwyl Williams, 

Ben Brewster, and Alfred Guzzett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51. 根據梅茲所言，觀眾在觀

看電影的次級認同之前必須先經過初級認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的過程：意指認同觀看電影是一個純粹、

清醒而警覺的感知行為，觀看者為先驗主體。 
18 Simms, Karl. Paul Ricoeur. Routeledge Critical Thinkers, 2003,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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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久違的重逢，結束於 Travis 再度上路的畫面，這是電影時間的句點。《巴黎‧德

州》中和觀者共同前進的流動影像便是承載著這種對於時間的直覺存在。 

和電影敘事時間相對的是電影中被論述的時間，它與現實平行，不斷被提起。

時間關係者，表示故事和敘事體，或說故事和論述間的時間性關係。純故事層面

來說，事件總是被認為遵循嚴格時間順序發生、單一而直線地進行。然而到了論

述層面，事件可以不同的時間順序表現出來，像倒敘、平行進行和前敘等手法19。 

在《巴黎‧德州》中，和主要電影情節的順序敘事相較而言，被論述的時間

採取內在性倒敘20的方式，透過回憶、物件以及言說連結起消失的時間。在電影

裡，Travis 突然的失蹤和 Jane 對 Hunter 的遺棄，使 Travis 回來之前的時間成為一

片迷霧，論述時間不時以各種化身出現在主要電影敘事的空隙之中，其致力於線

索的提供，為使觀者拼湊那一段過去的時光。故事看起來總是迎接著下一個明天，

實則電影中存在著另一個觀者都知道，但沒有具體形象的時空。 

溫德斯以細節鋪陳論述時間存在的痕跡：Walt 的直接質問、八釐米家庭影片

的播放、醫生預言 Travis 身上有意外造成的傷痕、Anne 對 Jane 行蹤的透露，電

影裡俯拾即是時間的因果關係。四年或者更久之前發生的事件，是現狀的伏筆，

被論述的時間幫助電影觀者捕捉故事的全貌。完整的故事始末形成於電影時間的

敘述與論述時間的認知。 

《巴黎‧德州》中照片與電影本身不可分離的原因之一，在於照片是電影時

間和論述時間的連結點，溫德斯使用照片中的影像作為論述時空的引述，照片和

電影之間產生彼此註釋與說明的關係。 

《巴黎‧德州》中被論述的時間形象並不明確，角色間行為互動與台詞的抽

象特質提供觀者揣摩的基礎；照片的態度則是堅定的，它們表現出被攝物瞬間停

格的樣貌，提供幫助觀者瞭解論述時間的參考畫面。因此，照片像是一道回到過

去的入口，電影所創造的既定時空奠立角色活動的基礎，照片的出現則彌補電影

所未能完整訴說的。視覺經驗眼見為憑，藉此形構觀者的想像，逝去的時光也卓

然成形。這也就是為什麼蘇珊宋塔說「經由照片而來的記憶，讓其他形式的理解

和記憶都黯然失色」21。應用於電影敘事的運作過程中，照片指引出潛伏於觀者

與電影之間的隱藏時間觀。照片嵌在電影之中，靜態影像是電影時間的一個節點，

                                                 
19 Robert Stam、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等，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台北市，遠

流，1997，頁 196。 
20 Robert Stam、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等，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台北市，遠

流，1997，頁 196。根據吉內特在《敘事論述》裡的解析，他將事件不按發生次序表現出來的狀況，稱為錯

置順序（anachronies）。錯置順序之中的倒敘又區分為外在性（external）與內在性（internal）。外在性倒敘出

現時間在主要敘事事件之前，譬如背景資料說明；內在性倒敘旨在填補主要敘事中的空隙。 
21 蘇珊宋塔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台北：麥田，2004，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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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時間的「現在」看來，照片放大與集結論述時間的精華，照片所展示的過

去轉變成為觀看的現在。 

然而照片無疑是屬於過去的，它永遠是過去影像的化石，攝影使被紀錄的事

物與時間沈積在照片當中。照片連結了過去時光的功能在《巴黎‧德州》中更為

明顯，電影中的相片以影像書寫了過往時光的大綱。在電影時間中，相片的描述

是 Travis 的私物與擁有物，相片是一個物件，在適當的時間點露面，並加速劇情

的發展。漢德森（Henderson）指出，因為電影沒有固定的時間關係系統，所以任

何有異於單一直線時間次序的敘述順序，必須借助於一大堆訊號，以引導觀眾意

識到時間順序的變動22。《巴黎‧德州》中的相片擔任的就是訊號的角色，透過相

片，觀者意識到 Travis 的過去是存在的，同時嘗試摸索 Travis 存在的方式；換言

之，相片的存在使電影中隱晦的時間感若隱若現，使觀者的迷惑降低。 

漢德森探討時間持續性時，提出「摘要性時間」（summary）23的型態，將冗

長的故事時間濃縮簡略成論述裡的浮光掠影。照片在電影中便是扮演論述時間的

節點，在觀者對於輪廓不明的論述時間感到迷惘時，相片採取輔助理解的姿態，

電影中不斷提及空白的四年，觀者從全家福相片和家庭相簿的暗示中，體察相片

的內容是很可能就是與電影故事相關的敘述。巴黎德州的照片是連接 Travis 與過

去四年的唯一線索，因此我們可以說，電影中的照片不只是攝影當下所記錄的時

空，同時它也進入電影的敘事結構，是電影時空短暫的凝縮，延伸成為理解劇情

的推手。 

（二）起點的隱喻與想像的終點 

就意義層面而言，照片在電影中的出席，是起點的隱喻，也是想像中的終點。

在長時間的沈默之後，首度使 Travis 開口說話的是攝下了巴黎德州空地的照片。

Travis 的父親在外人面前介紹妻子時，習慣先說她來自「巴黎」，刻意的停頓之後

才接著說出「德州」。Travis 暗自模仿父親的玩笑，如出一轍地留下語句縫隙。 

Travis 把對原初之地的嚮往，投射在照片所展示的影像上。當一場火災徹底

燒毀 Travis 的居所，其頭也不回的離開，唯對照片中的「遠方」帶有執著之意。

照片中的空地荒蕪，寸草不生的景觀或許和焚燒過的家園無異，但在 Travis 與家

人失聯的四年之中，委身於照片框架中的告示牌如同指針形象，導引 Travis 追尋

的方向。 

Travis 對於照片的依賴和母親有極大關連，他念念不忘的是照片所象徵的遠

                                                 
22 轉引自 Robert Stam、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等，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台北

市，遠流，1997，頁 197。 
23 Brian Henderson. Tense, Mood, and Voice in Film (Notes after Genette), Film Quarterly, Vol. 36, No. 4 ,1983, p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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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據 Travis 聲稱照片中的空地位於母親的故鄉：一個叫做巴黎德州的地方。段

義孚（Yi-Fu Tuan）24闡述「地方之愛」一詞，指涉「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這

種聯繫和依附感，乃是地方作為「關照場域」（field of care）觀點的基礎25。巴黎

德州若是母親曾給予 Travis 子宮般的庇護之地，照片就是 Travis 的臍帶。照片中

的空間因為情感的聯繫而具體化，Travis 藉由它聯繫起自己對於母親的情感。 

Travis 堅信照片所指之地就是自己的生命開始的地方：「我想，那裡可能是我

生命的起點」。Travis 認為父親與母親第一次的結合使他的生命從無到有，巴黎德

州具有「原點」的意義。在幾千萬顆精子中，他被選擇並且存活下來，巴黎德州

暗喻一個安全的場所，是生命的原鄉。如同在 Jane 懷孕之初 Travis 對於「兩人的

孩子」的看法，他也把自己當成是父母親之間愛情的見證。歷史哲學家明克（Louis 
O. Mink）將生命與敘事體二者分離視之，談及生命的特質時，他提醒人們在真實

世界中，生命是無法體驗結局的來臨的，若要理解生命完整的樣貌，必然得透過

他者才能實現26。生命像是一個無法預料始末的敘事體，它是偶然成性的，我們

不可能參與自己的誕生與死亡。人們初生時，無意識地接受他者的梳洗與慶賀；

人們的死亡，在斷氣之後才發生。因此，對生死的斷定權永遠掌握在別人手中，

自己無法參與。但在電影中，Travis 透過照片與母親的敘述，將自己視為生命誕

生的參與者，照片的存在成為他者的代稱，在寓意上，Travis 如同親臨了生命的

現場。 

因此，對 Travis 而言，巴黎德州很可能也是他此生真實感受到愛的起點。這

合理解釋了 Travis 對於巴黎德州與母親的故事念念不忘的理由，甚至在人生最挫

折的時刻，執意往巴黎德州前行。Travis 將巴黎德州視為人生另一個可能的起點，

希望自己回到與這個世界初次發生關連的狀態，一如想像所有的胚胎在受精時，

都被期許成長成獨特的個體。然而，一個子宮意象般的屬地，或許是新生兒生命

最初的庇護所，但對一個成人而言，它也被轉化成逃離現實的藉口。 

Travis 遇見難關時選擇迴避的方式，這樣的逃逸，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離群

索居，同時也是內心的倒退。Travis 對母親的依戀在成人階段時期，投射到另一

個女人身上；當他對於女性的渴望在 Jane 身上徹底破碎，Travis 處於滅絕狀態時

便想起最初的愛欲對象，他希望自己能夠回到小嬰兒狀態，哭泣時能夠被母親所

懷抱與撫慰，但 Travis 的母親早已不在人世，巴黎德州就成為了釋放母親情感的

歸屬之地。 

於此，巴黎德州彷彿確實成為了 Travis 自我旅程的起點。雖然 Travis 年長 Jane
                                                 
24 段義孚（Yi-Fu tuan）：美國威州大學著名人文地理學教授、城市文化研究專家。 
25 Yi-Fu Tuan, Steven Hoelscher.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4.轉引自 Tim Cres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頁 35。 
26 Simms, Karl. Paul Ricoeur. Routeledge Critical Thinkers, 2003,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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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Travis 的情感狀態反而更像無助的小孩，他失去 Jane 的同時也遍尋不到母

親的存在。Travis 出現在行為上的退行作用（regression）27可視為一種鄉愁，受到

挫折時，會回歸為小時候的行徑。Travis 突然無法開口言語以表述自己，也記不

得所有發生過的事情。當他從沙漠再度回到城市，行徑就像是一個初次與世界面

對面的孩童，仍未熟悉人事運作的規則。Travis 使用望遠鏡看風景和建築物；將

細微之處放大，以微型（miniatures）28宇宙的概念觀望世間萬物，這是一種孩童

的凝視。Travis 帶著想要去巴黎德州的孺慕之情，重新開始對愛的追尋。 

照片中的追索之地，也成為最後的目的地。和 Walt 一起從德州開車回洛杉磯

的路上，Travis 幾度逃離。某一次 Travis 再度出走，Walt 在火車通過的路段，找

到沿著鐵軌前行的 Travis，此時鏡頭所拍攝的，是一個看不見鐵軌透視點消失的

遠方。沒有人知道 Travis 要走去哪裡，直到他拿出照片，向 Walt 做出去巴黎的要

求，我們才得以推測他想要去照片中的空地是一個叫做巴黎德州的小鎮。為了滿

足對於終點的好奇，觀者於此被迫必須和角色共同期許一場內心的旅行。《巴黎‧

德州》是一個描述旅程的故事，延續溫德斯處理公路電影的風格，在一段預期之

外的時空旅程中，主角進行自我的整頓與翻修。因此唯有當 Travis 逐步突破自我、

親情與愛情上的困境，堅定地走下去時，終點才能在眼前自然顯現。 

巴黎‧德州曾經是 Travis 想像中的目標，他買下一塊不毛之地，心中期盼終

有一天能夠帶著摯愛的妻兒共同居住在那裡。Travis 心裡有一幅願景，它建築在

一個「家」的基礎上。巴黎‧德州曾經帶給他關於生命的莫大感動，同時隱含對

於至親的懷念，他希冀和家人一起在此共同生活。「居所」是穩定的、深情的、永

恆的意象，正是 Travis 一心追求的東西。 

如同「當我們天空的頂點融合在一起，我的家屋就有了屋頂」29的意象。Travis
不是要買下一片空地，而是一個能夠支撐起家屋的地方。巴黎‧德州的天空就是

Travis 所勾勒的家屋的頂點，但是他並沒有如願，深刻的愛導致他對 Jane 懷有強

烈的不安全感，即使兩人都將對方視為生命中情感的另一半，Travis 過度的佔有

欲仍使婚姻無法進行下去。Jane 的離去沈重到使他對於現實產生強烈的退卻感，

他刻意遺忘不願意面對的記憶。沒有了家人，Travis 把情感全都投注到他買下空

地的地方，那是一種假想的終點，是一個沒有家的家。這塊空地上什麼都沒有，

Travis 假裝不記得他已經沒有完整一個家的能力，只是不知所措地往前走去。 

                                                 
27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著，呂俊、高申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台北：知書房，2000，頁 583-598。 
28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頁 239-277。

加斯東‧巴舍拉論述在觀看微型空間時，放大鏡的使用帶來「第一次的意象」，帶著放大鏡的人非常純真地

守著習以為常的世界（頁 246）。 
29 保羅‧艾呂雅（Paul Eluard），《活著的尊嚴》，巴黎：Julliard 出版，1941，頁 15。轉引自《空間詩學》，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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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is 回到城市生活以後，開始必須面對人際的群體關係。Hunter 對 Travis
的最大影響，就是讓他知道他的終點不在照片裡，不是那張他買下的地也不是褪

色的全家福合照。在抵達真正的終點之前，他必須先試圖面對自己。因此他開始

擔負逃避已久的責任，他試著讓 Hunter 接受自己身為一個父親的角色，也積極地

找尋 Jane 的下落，並向她真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巴黎‧德州》中的照片，既是 Travis 生命的起點，也是一個想像的終點，

照片在 Travis 的面前讓步，給予他一個能夠描述自己的空間。因此 Travis 才能逐

漸談起自己喜歡的照片、從軍時期加入樂隊的經過、「巴黎‧德州」所在之地，以

及父親與母親的往事。這些照片是撥開 Travis 神秘迷霧的手，一次又一次地將

Travis 坦呈在重要的人面前；照片消弭了部分因為 Travis 的膽怯而帶來的，與他

人之間的距離。電影的最後，照片十分自然地缺席了，因為 Travis 已經準備好足

夠的勇氣面對自己、他人和這個世界。 

（三）從框架的設定詮釋溫德斯 

電影中的照片是一種特殊文本，照片影像的再現與重重框架的設定相關。羅

蘭巴特明言，照片是邊框的封鎖而電影存在於銀幕之內30，電影中的照片在表相

形式上至少經過這兩種框取的限制。此外，從蘇珊‧宋塔與溫德斯的觀點中，被

攝者與拍攝者的擾動及作用力被歸納為照片的無形框架。 

蘇珊‧宋塔曾犀利地闡述攝影與生俱來的侵略性格。縱然其聲稱攝影基本上

是一種非介入的行為，因為介入的人無法記錄，而正在記錄的人沒有辦法介入；

蘇珊‧宋塔仍視相機的使用為一種參與的形式，攝影以近乎「性的窺淫癖」（sexual 
voyeurism）31的心態默許與鼓勵眼前事件的發生。蘇珊‧宋塔甚至將相機比喻為

陰莖一般的槍枝，裝上底片就像是填裝子彈，對焦的動作彷彿瞄準過程，相機在

按下快門的瞬間完成射擊的動作。 

溫德斯在其著作《一次：影像和故事》32前言提出個人對於影像與敘事之間

的看法。首先他與蘇珊‧宋塔有雷同的比喻，視攝影為狩獵過程：「一個獵人扛起

他的槍，對著他面前的獵物瞄準，扣動扳機」33。溫德斯隨後加以延伸，將攝影

的力量向度分為向前和向後兩個方向。如同子彈射出槍膛時，人會感受到強大的

反作用力，攝影師在按動快門的同時，也會受到向後一擊，作用在自己身上。 

相機是一隻眼睛，可以從前面看見它拍攝的照片，從後面記錄攝影師的剪影。

                                                 
30 羅蘭巴特對於攝影及電影的「框架」之別做出說明：銀幕是一個遮擋物，從中走出去的人仍繼續生活。但攝

影表示，框內發生的一切皆已代表絕對的逝去，照片中的人物動彈不得，他們如同標本。羅蘭巴特著，許綺

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79。 
31 蘇珊宋塔著，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11。 
32 集結日記式散文隨筆與影像作品的攝影文集，內含溫德斯拍片勘景或旅行路途中所經歷事物的記錄。 
33 蘇珊宋塔著，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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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指的不是攝影師的肖像或輪廓，而是他面對攝影鏡頭之前物件的態度。溫德

斯使用一個具有多重解釋的德文單字「EINSTELLUNG」34解釋攝影的反作用力：

它是電影或攝影的術語，指對照片和畫面的安排，也是攝影師拍照時對照相機和

焦距光圈的校準。同一個單詞定義拍照行為本身，也意指在這行為當中產生的照

片。簡言之，照相機向前看的是被拍的對象，向後看的是攝影的動機。每一張照

片都是一張雙重影像：既有被拍照的對象，也有或多或少可以看見的照片「後面」

的對象：在拍照瞬間的攝影師本人。 

《巴黎‧德州》中照片的出席，使我們得以從純粹電影陳述的角度詮釋溫德

斯的創作動機、態度與情感。溫德斯對於影像具有引導觀者想像的能力給予莫大

肯定，因此他才有「一張照片可能是一部電影的開始」這樣的理念。照片不但是

溫德斯在電影中使用的敘事元素之一，同時也是溫德斯在文字、攝影與電影之間

來去自如的任意門。溫德斯的創作過程確實地實踐著想像力的延伸，並遨遊在不

同文本之間的敘述，將之轉換成影像的呈現。 

“He drops them all on the pile of rubble. Squats naked in the baking sand. Sets the 
whole thing up in flame. Then stands. Turns his back on U.S. Highway 608. 
Walks straight out into open land.” 

這段出自編劇山姆‧謝普《汽車旅館記事》35中的描寫，在溫德斯心中，是

《巴黎德州》的第一個隱形的鏡頭36。如同謝普筆下那個裸身蹲在灼熱沙堆中燃

燒家當的男子，站起來後筆直地通過美國公路走向寬廣大地的堅定；Travis 帶著

不顧一切的決心，離開已然付之一炬的家，背過身獨自走進沙漠，一轉眼就是四

年的光陰。 

接下來才是電影真正的開場鏡頭：從禿鷹的視角逐漸靠近走在沙漠中的

Travis，鏡頭緊緊跟隨著，直到 Travis 暈眩過去。在整部電影進行的過程中，溫德

斯心中始終掛念一個正面迎向沙漠的畫面，這是他替 Travis 設定的目標。「巴黎德

州」的照片是沙漠的一部分，雖然微小，但卻是一種沙漠整體的象徵，它遠在天

邊似乎永遠到不了，但又近在眼前，正緊緊地被抓在手上。因此照片是溫德斯站

在 Travis 的立場，對於想像中遠方影像的初步落實，最後他讓 Travis 和 Jane 在對

話中以言語提及自己走入沙漠的經過，這正是對於第一個隱形鏡頭的回應。 

抽離電影去檢視溫德斯的攝影作品時，會發現溫德斯所拍攝的每一幅照片之

中都鮮有人物的存在，多是隨性而致的沿途景觀，如公路、建築物與風景。在溫

德斯的攝影集《一次：影像和故事》之中，照片中若出現人物的身影，大部分是

                                                 
34 溫德斯對此單字的解釋是「對一件事情做好準備，然後領會它。」 
35 Shepard, Sam. Motel Chronicles, San Francisco：Consortium Book Sales & Dist, 1983, p104. 
36 Katherine Dieckmann, Wim Wenders: An Interview, Film Quarterylt, 1984-85,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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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人物的捕捉：跑步中的男人、拖行水管的消防員、牛仔帽老人、指路的男孩…。

這些人物的樣子和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形態沒有太大不同，其中在溫德斯相機中重

疊的是一種落單的意象，並且被攝者大多是男性。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在溫德斯

的電影中，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主角的角度進行敘事的動作。《巴黎德州》裡，Travis
正是溫德斯的化身；他與四周人群的距離感加深了自己的孤僻姿態，荒涼的、孤

獨的、只能前進而無退路的，這是溫德斯內心風景的展露。 

溫德斯生於戰後嬰兒潮年代，其成長環境無論國際情勢、價值觀點或藝術思

潮，皆處變動劇烈的時期。溫德斯出生於德國，但青少年時期和同儕共同經歷過

崇拜美國文化的時期，日後作品裡，溫德斯沒有掩飾自己對於美國的嚮往之情，《巴

黎德州》便是出自於他對於美國景觀的喜好，在旅程之中所發想。然而隨著其居

住於美國的經驗，以及對於人事的瞭解，溫德斯也必須逐漸處理自我認同感的顛

簸狀況。他將自身的矛盾投射在他創造的角色中，並讓電影中瀰漫著揮之不去的

孤寂感。 

溫德斯曾在橫穿澳洲時書寫下當時的想法：「我第一次開車橫穿澳洲。根本都

不知道，什麼事在等著我。整個大陸就像一張白色的紙。」37旅行期間溫德斯拍

攝了一張與《巴黎德州》中出現的照片構圖十分類似的靜態影像（圖 4）：照片中

唯一主角是一張豎立於地景之上的告示牌，它們擔任訊息公布或者方向指引的工

作。除此之外，便是一片無垠的背景，地平線的出現不是為了在天地之間做出區

隔，反而暗示了單一景觀的無邊無際。溫德斯面對沒有盡頭的旅程，不知道將發

生什麼事、遇見什麼人的心情，或許也可以為《巴黎德州》中那張沒有名字的照

片做出解釋。 

 
圖 4  溫德斯眼中的澳洲 vs.巴黎‧德州 

除了落單的意象之外，照片也暗喻溫德斯與 Travis 共享的分裂關係。「巴黎」

和「德州」是兩種徹底相異的意象，從地理與氣候看來毫無關連的兩個地方，文

                                                 
37 溫德斯著，崔嶕、呂晉譯，《一次：影像和故事》，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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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形成過程也沒有相似之處。法國巴黎向來被稱為藝術之都，回顧城市歷史，

許多藝術家定居於此，並為此地留下價值不菲的創作成績。德州則和巴黎截然不

同，它位於美國西部的地理區域，一望無際的沙漠景觀中僅散落老牛仔的身影。

而德州的巴黎，事實上是一個人口僅有兩萬多人的小鎮，找遍小鎮也沒有一家法

國餐廳；溫德斯使用了一個模擬兩可的地名和照片中的形象，將自己長期困惑的

國族認同問題轉嫁到 Travis 身上。溫德斯擴張照片的意義，對 Travis 進行拉扯；

一邊是父親不斷重複的玩笑，一邊是母親真正的出生地。語言上的雙關遊戲和

Travis 自身的矛盾情感形成對比：對於過去，他遺忘卻同時記憶。對於未來，他

無能為力卻悄悄買下了一塊地。對此刻的自己，Travis 始終不清楚自己是誰，來

自何方，而這也是溫德斯長年探索自我的主題。 

在情感層面：溫德斯的作品通常不太處理親情衝突的問題，他的溫吞手法使

親密如家人的關係也帶了一點距離。溫德斯試圖擺佈一種脆弱的愛，使角色在孤

立的狀態之中相互汲取溫暖，這點從 Travis 翻閱家庭相簿的一幕找到印證。Travis
和家人的迂迴關係就像照片在相簿上位置的安排，它們被蒐集在同一本相簿中，

卻是彼此分離的。Travis 介紹給 Hunter 的照片當中沒有一張是家人的合照，而母

親的單人肖像遠比倚在車旁的父親清晰，簡單的幾張照片說明了在電影之中角色

的相對關係。這是溫德斯特有的「沈默」的愛。照片無法開口言語，但溫德斯試

圖讓它們表述飽滿的情感；這種內斂同時也表現在愛情的追尋上。 

《巴黎‧德州》的架構靈感來自於溫德斯合作的專業編劇彼得‧漢克（Peter 
Hank）的構想。在漢克著作《紙短情長》一書中，男主角以第一人稱出現，他心

中帶著已分居妻子的影像，獨自走遍美國。溫德斯曾表示：「這部片子的構想就像

是尤里西斯的故事，有一個男人腦海裡帶著一個女人的影像四處旅行。」38Travis
腦海裡的女人，無疑就是 Jane，抽象的情感隱喻覆蓋於女人的形象，躍然於相紙

上。在電影裡，Travis 不僅攜帶著女人的影像，他懷念她，並且尋找她。 

電影中的照片，間接為溫德斯自身的沈默與愛辯證，也表徵了存在的證明。

在《愛麗絲漫遊記》中，小女孩 Alice 和 Travis 一樣，總是隨身攜帶母親與祖母

的照片，她在恐懼面前用照片保護自己，根據溫德斯的說法是：「愛麗斯總是用這

些照片不停地證明她還存在著。」39一路上當 Travis 或 Hunter 對旅程產生不確定

的心情時，他們便凝視照片中的女人，企圖證實幸福的時光確實存在。照片的影

像和現實可能已經不同，曾經存在的事實不會改變，這是溫德斯的感性。因此，

即使 Travis 的父母親皆已去世，在電影中他們仍以年輕樣貌現身，看起來仍能行

                                                 
38 Heiko R. Blum. Gesprach mit Wim Wenders,” Filmkritik, 1972, p. 71.轉引自 Kathe Geist，韓良憶譯，《溫德斯的

旅程》，台北：遠流，1993，頁 164。 
39 溫德斯著，崔嶕、呂晉譯，《一次：影像和故事》，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6，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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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與言說。Travis 一家三人合影的快拍照片具有相同用意，對比於電影中難以團

聚的家庭境況，照片留下的是真實而親暱的痕跡。 

溫德斯在電影作品中安排照片的出現，或許有技術上的用意，然而若從情感

層面出發，溫德斯對於照片的存在向來保有正面的態度。正是如同崔嶠在《一次》

譯後記中提到：「也許對溫德斯來說，拍攝電影與攝影是延遲遺忘的出口。」回頭

看《巴黎‧德州》裡的快拍照，相同形式的照片同樣使用於《愛麗絲漫遊記》的

劇情中，角色們在快拍機器之前抓緊瞬間做出表情，不願當下被抹滅。 

五、照片是電影的缺席者 

「缺席」的概念從攝影影像語言的曖昧特質出發；「照片」可以表現劇烈的真

相，也可以是最荒誕的謊言。約翰‧伯格正面迎向影像的曖昧性質： 

「一張照片，就像一個『相遇之所』（meeting place），身在其中的攝影者、

被攝者、觀看者，以及照片的使用者，對於照片常有著彼此矛盾的關注點。

這些矛盾既隱蔽，又增加了攝影圖像原本就具備的曖昧不明特性。」40 

照片以影像的形式在電影中出席，但是其所暗示或寄託的部分，很可能是真

實世界中的缺席者。照片一向被視為使我們相信「什麼」的證據，證據還在手上，

但「什麼」或許已經不存在了。《巴黎‧德州》中三組照片裡的影像，各自具有出

場說明：一塊被買下的地、一組開心的全家福合照，以及一系列家人的舊照。它

們在為 Travis 的生命經驗提詞的同時，那些 Travis 記憶中的「什麼」，從另一種角

度看待，竟成為了「不在」的證明。 

（一）情感與想像 

拉岡（Jacques Lacan）主張一切的愛欲都是想像，他提出「他者」（other）一

詞，表示主體與慾望對象之間的象徵地位；拉岡認為慾望並非生物學上的神經衝

動，而是針對一個模糊對象的幻象活動41。《巴黎‧德州》中，Travis 的父親喜歡

想像妻子是來自巴黎的時髦女郎，事實上她只是個靦腆的鄉下姑娘。Travis 想像

Jane 不再迷戀自己，認定年輕妻子終將遺棄他，因為他和她相比是如此的衰老。 

Travis 的父親對於母親的偏見，讓「巴黎德州」在某種角度上像是記憶的傷

口，照片被視為印記，如同羅蘭巴特的說法，攝影的框取使影像被囚禁在框架之

中。Travis 的母親身為人妻的角色，在先生對她錯誤的想像當中噤聲，她被視為

是鄉下的、俗氣的、如同她的出生地。但顯然 Travis 不滿於父親的偏見，在他心

                                                 
40 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三言社，2007，頁 15。 
41 轉引自 Robert Stam，陳儒修、郭幼龍譯，《電影理論解讀》，台北：遠流，2002，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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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巴黎德州象徵母親的美好青春，他積極往照片中的他方靠近，企圖澄清父親

的玩笑。 

我們在同情 Travis 的母親不被丈夫瞭解的同時，卻發現 Travis 也和他的父親

一樣，站在自己的立場對妻子做出過度的假設。Travis 和父親擁有共同的失誤，

即過於簡單地為伴侶做出定義。他們輕易原諒自我中心的謬誤，未曾嘗試尊重對

方的自主意識。《巴黎‧德州》也是溫德斯自我中心的揭露，電影之中描述女性心

理狀態的部分稀少，並且多是局部的揣測。Jane 在電影中是個性格異常模糊的角

色，觀者所見到的 Jane 是經過層層框架包裹的結果，我們從未能站在沒有屏障間

隔的位置上觀察她。我們認識 Jane 的方式僅來自於電影中的照片、錄影帶，以及

其他角色對她的描述。Jane 在電影中如同照片，是一個被平面化的女性，即使導

演安排她和 Travis 當面對話，在視覺畫面上仍隔上一道雙面鏡。我們對 Jane 的觀

看目光帶有攝影的侵略性，鏡子的邊框使 Jane 在視覺效果上像是一張照片中的被

攝物。無論是 Travis 的實際行為，或者在他對婚姻的想像裡，Jane 皆處於被禁錮

的狀態。 

因為巴黎德州是母親的故鄉，Travis 賦予此地「家」的意涵。但對於 Travis 的

母親而言，巴黎德州的意義確實如此嗎？部分女性主義者並不同意家是一個安全的

地方，甚至對許多女人而言，家是女性受壓迫的核心位址：「家是抵抗的地方」42。

Travis 的愛存在於自己建構的世界觀中，Jane 所抵抗的便是 Travis 轉移在她身上

的壓力。 

因此，在 Travis 對紀錄 Jane 與 Hunter 笑顏的照片表現出珍愛之情時，同時

揭示了他對想像的沈溺。羅蘭‧巴特認為照片中的時間是梗塞不通的43，攝影以

古怪的方法使事物靜止停滯，其態度強勢而猛烈，因為攝影所留下的是一種帶有

強迫感的、無可轉化的影像，回憶被堵在照片裡面，形成與回憶相對的力量。透

過照片在電影中的運用，觀者才能衡量電影時間和論述時間中的距離。當照片所

標示的過去成為和現狀的對照，在敘事的位置上，照片被拿來當成今昔對比的證

據，照片是「他者」的具體形象，美好的合照尤其是最真實的幻想。 

家庭相簿中的 Travis 和我們從電影中看見的 Travis 形象大相逕庭，全家福快

拍照以過去的親密對照出今日的離異。Travis 難以面對照片中的時光已經是褪去

事實，他隨身攜帶的家人合照，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絕大的謊言。所有的照片都可

以說是一種倒敘法，照片裡的影像提供了一個既定的結局，Travis 將之視為允許

沈溺的藉口，以選擇性的記憶為照片中的時光上膠，在《巴黎‧德州》中，堵住

                                                 
42  Robert Stam，陳儒修、郭幼龍譯，《電影理論解讀》，台北：遠流，2002，頁 44。 
43 「回憶是被堵住的，很快變成了反回憶。」羅蘭巴特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台灣攝影工

作室，1997，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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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影像的是 Travis 自己，而不是照片本身。 

（二）巴黎德州 

「巴黎德州」這個地方，從在電影中的出現形式便饒富興味。事實上，溫德

斯擁有足夠的權力，為「巴黎德州」—電影的關鍵詞，一個具有承先啟後意象的

地方—安排更氣勢磅礡的出場。但他摒除文字的力量或流動錄像的手法，選擇以

照片呈現。這個曖昧的決定本身便使照片中的影像充滿想像空間。 

Walt 一度誤以為 Travis 透過郵購買下的是照片本身，而非照片中的空地。原

因在於照片是具有權威性的，它為人們帶來經驗與知識，但也可能以各種欺騙形

式的「擁有」姿態出現44。照片的物質性讓它易於說謊，影像與現實之間與生俱

來的弔詭成分，使得 Travis 和照片的關係出現可議之處。透過買賣行為，照片中

的空地成為 Travis 財產的一部分，他卻從來沒有到過照片中的地方，甚至也不知

道到達彼地確切的路徑。他竟珍愛一張照片勝於土地權狀。 

在電影中，我們對於照片的瞭解全來自 Travis 記憶的描述，然而 Travis 的記

憶似乎不是處於穩定的狀態。Travis 堅稱照片中的空地位於巴黎德州，卻連買地

的初衷也不記得，當他將照片中的地方視為生命的起點時，他正將局部的地域擴

張成整體的印象。「照相設框取景，實際上是只取部分的景觀，而切割掉框外的世

界。因此，我們所看到的，便是相機的框架，以及一個不在場的空間。」45Travis
找尋對於巴黎德州的整體意象，但照片永遠是局部的呈現而已。照片中的空地無

法呈現巴黎德州的全貌，甚至我們得以合理的懷疑，照片中的地方真的是巴黎德

州嗎？ 

正如同電影中某個不知名的路人在天橋上的咆哮：「這是一個哪裡都不是的

國家！（It’s a country of nowhere!）」電影中主要的場景，從德州、新墨西哥州、

亞利桑納州到洛杉磯，其基本景致都是荒涼的沙漠。這些地方的自然地景沒有什

麼不同，只有人造的建築物具有差異性，而建築物本身也並非為了順應當地景觀

所蓋設，通常僅是消費性的標記。美國人迷信汽車文化，在公路旅行的過程中，

任何一個交流道、加油站與汽車旅館的選擇看似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開著車，

哪裡都可以去，因此 Travis 信賴汽車而不願意搭飛機，那使他面臨危機感。溫德

斯早期對於美國文化的崇拜在《巴黎‧德州》中轉化成對消費文化的反思。照片

中的空間界線是被抹滅的，巴黎德州或許也是一個哪裡都不是的地方；Travis 一

心想去巴黎德州，他甚至擁有一張清晰的地圖，但是他哪裡也沒去成。他擁有那

                                                 
44 蘇珊宋塔著，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216。 
45 Bruce Elder. Image and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Canadian Film and Culture. Waterloo, Ontario: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86-287.轉引自劉紀蕙，〈跨藝術互文與女性空間：從後設電影談蘿茲瑪的藝術相對

論〉，《中外文學》12 期：頁 52-8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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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片，卻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照片中的沙漠，可以是任何一個沙漠；每

一個沙漠都可以是巴黎德州。 

尚且不論影像真實性的問題，我們回歸到 Travis 自身對於照片的期望。Travis
看待照片時的心態，不是從將之視為某個短暫被相機捕捉的時空，而是吸收了過

去的記憶、現在的事件和對未來的期許—充滿情感的觀視。在 Travis 第一次開口

說明照片的細節時，電影的鏡頭將照片框取於中央，Travis 將照片面向車窗外的

光線，此時此地，經攝影機特寫的相片之上的荒草與沙礫彷彿爬上久違的靈光，

時間久居此處，具有超現實的視覺印象。 

鏡頭試圖接近 Travis 心中對於巴黎德州的嚮往，但同一張照片對他人而言意

義全然不同。Walt 不甚專心地盯著照片幾秒，迅速歸還給 Travis；當 Travis 在酒

館把巴黎德州的照片遞給 Hunter 看時，Hunter 皺眉問：「所以我們以後要住在沙

漠裡嗎？」這句話弭平的是照片中刺點的失落，羅蘭‧巴特將「刺點」46視為「某

個東西的標記」，照片因此不再無關緊要。由於對照片的一無所知，Hunter 並不被

照片中的細節或局部物體所刺痛，原本活躍的刺點進入靜止狀態，照片的創傷本

質消褪。於是，這張 Travis 投注強烈情感的照片，此刻成為一張再尋常不過的輕

薄文件，縟皺、破舊、孤立。躺在酒吧吧台上的照片不再被光影穿透，影像的表

面像是一堵圍牆，禁止了任何想像的攀爬與附著。標示著銷售中空地的照片暗喻

Travis 的最終疏離，他與自己、兒子、愛人和這世界，隔了一道認知上的鴻溝，

而巨大距離存在的證明，竟僅是一張幾釐米厚度的照片。「相機使異地的、奇特的

事物近了、親切了，而使熟悉的事物小了、抽象了、顯得奇特了、更遠了。」47這

是照片所能帶給現實最抽象的距離。 

六、結論 

在《巴黎‧德州》中，流動影像與靜態影像之間構成敘事、再現與意義詮釋

的多重結構。電影使用照片講述故事的方法，使影像的意義成為多重的排列，敘

述和隱喻藉由影像出現，同時使故事本身與觀者之間展開互動，於此意義便得以

重新誕生與消亡。這種意義的滑動過程實則是一種常態，照片的意義在看似較為

固定的電影文本之中仍然時時處於變動的狀態。 

《巴黎‧德州》中的照片便在意義滑動的基礎上，兼具出席者與缺席者的角

色。它們的出席有所根據：照片是處於電影時間與論述時間之間的介質；以電影

中人物的互動狀態而言，照片是角色自我旅程中起點與終點的共同象徵；從觀看

                                                 
46 一個「細節」吸引住我，讓我感覺它的存在便足以改變我的閱讀…，這個細節即是刺點。羅蘭巴特著，許綺

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52。 
47 蘇珊宋塔著，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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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度分析，電影中的照片亦然成為觀看框架結構中的一環，更由此得以探看

電影導演的創作動機。照片也指向某物的缺席：實存於照片中的景色暗指著情感

的想像地圖，「巴黎德州」從照片的形體脫離，遠比電影中的現實抽象。 

回應於研究的文本類型—「電影中的照片」，照片的安排使意識活動得以有一

沈思的空間，之中曾在的人物作為出場證明，觀者藉之理解與詮釋。然而，值得

省思的是：電影中的照片之詮釋結果的「暫時性」遠大於其他類型的攝影文本，

文本特質使其詮釋結果隨著詮釋過程中的多重變因而變遷，致使意義本身也成為

一種動態的過程。照片現身∕隱身於《巴黎‧德州》的電影脈絡裡，為我們證明

了創作者的、時間的、真相的以及想像的出席與缺席；電影因為照片的揭示更為

完整，而電影中的照片亦因兩種形式上的互文關連，帶來了多重詮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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