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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當代影像的感覺結構：集置、編排與系列性

摘要

「時間」和「空間」一直是張照堂長久以來未變的主題。在黑白的主旋律中，時間的本

質乃是人之意義而非物體之運動；從現實中尋找非現實，是一個介於看的見與看不見

的曖昧空間。一系列「投影」的作品，寓意著主體的此曾在，又同時指涉一個「缺席的

客體」，它給我們的是兩個空間，包括「直接的場景」以及「延伸的場景」。張照堂歷經

青年至成年的階段，正是社會局勢相當多變的時代，從一個「閒逛者」到一個影像紀實

工作和影片編輯者，跨越平面與動態兩種攝影的操作思維。他內在的奔放與吶喊內聚

成一個無頭的軀體，身體─非身體；背影，逼視著一種窒息的存在。19歲時的張照堂
揚棄了傳統的畫意或紀實攝影，拍下了第一張至今仍揮之不去的幻景意象。他的黑白

影像讓我們跌入歲月的深淵、靈魂的暗夜。以影像方式挑戰都會長久以來的沉默，總

是飄遊在城市與郊區進行一種遊蕩與冥想，又像鳥一樣的高度來觀視這個城市。看見

廢墟世界中的精神力量，尋找聖化與世俗之間的矛盾。凝住待發的群眾和攝影者自身

的投影，像是起程前往一個集體抵抗命運的旅程。

「雙影」、「身體感」、「不定形」、「現代廢墟寓言」、以及「攝影檔案展示」是本文主

要研究張氏影像的視角；同時借以攝影、繪畫與哲學的觀點，分別提出「存在的線索：

虛、無」、「邊界，飄游在近郊與城市間」、「祭司和他的面具」、「觀看的衝突與超現

實之眼」、「檔案─裝置：當代的攝影展示」、「一個no-body（sans corps）的奧德賽之
旅」六段進程與探討；試著走入張照堂影像風格中的歲月迷宮、進而探索那可見性之

謎。

—

關鍵字：張照堂、攝影、身體感、超現實、可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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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and Space are the unchanged theme that Chang Chao-tang has lived up to for 
years. In the main melody of black and white, the nature of time is the meaning of 
human being instead of the object’s movement. Looking for non-reality in reality 
is a fuzzy space that stands in between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A series of work 
of projections implies a subject’s ça-à-été (it has been) as well as an object that is 
absent. It presents two spaces, i.e. a direct scene and an extended one. Chang Chao-
tang grew up in an era of a changing society. He turned from a “f lâneur” to an 
image documentary and f ilm editor, which included the operational thoughts of 
both cinema and photography. His unleashed inside and scream formed a headless 
figure. It was body vs. non-body; a view of somebody’s back stared at the existence 
of suffocation. At the age of 19, Chang Chao-tang abandoned the Salon photography 
or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d took his first picture that up to date is still an 
inevitably fantastic image. We fell into bottomless abysses of time and dark night 
of soul with his black and white images. He challenged the metropolitan’s long 
standing silence with his images. His work has been f loating around city and suborns 
implementing a kind of wander and meditation, and yet observing the city with a 
bird’s eye view. The spiritual power of ruins has been seen and is looking for the 
dilemma between sanit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A ready-to-go crowd of people was 
held up along with the photographer’s self-projection. A journey to collectively fight 
against destiny is just about to begin.    
   
In this article, Chang Chao-tang images were studied in accordance to the following major 

points of view: Double, Corporeality, Informe, Modern ruins fables and Photographic 

archives on display. Meanwhile, the standpoint of photography, painting and philosophy 

were adopted and a 6-step progress and study was presented including “The existing clues: 

emptiness and nil,” “Boundary, f loating in between suburban and city,” “Priest and his mask,” 

“Conf lict of viewing and the surreal eye,” “Archives-Dispositif: contemporary photographic 

demonstration”and“A no-body (sans corps), the Odyssey’s journey.” Readers would try to 

walk into the maze of time of Chang Chao-tang’s image style and discover the visibility and 

mystery. 

 
—

Keywords:   Chang Chao-tang, photography , corporeality, surreal, 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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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線索：虛、無

本論文研究基於評論張照堂作品的國內外學者均幾乎已全面性論述整理成多篇

精闢文論，因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加上此次展覽攝影者難得的復刻作品（包括

裝置及札記作品），引發筆者希望能從張照堂作品中「雙影」及「不定形」兩種較少論

述之觀察視角，進而發現攝影再現在張照堂作品中「謎」的特質，試圖探索其它可能的

路徑和新觀點。同時也思考受到西方美學及藝術啟發的東方攝影家其自我技術與差異

性。本文並不逐一檢視分析張照堂作品，而是以較多出現在作品中的元素或母題作延

伸探討。文中六大進程是以攝影家作品的創作時間、地點、方式、類型與精神等，作為

步驟及圖片分析的選取依據。

「『隨時走路，即時在場』，張照堂自高中時期拿起相機開始拍照，至今未曾停

歇。」這是這次張照堂大型攝影展覽「歲月／照堂：1959-2013影像展」主辦單位臺北
市立美術館展覽文稿所下的註解。攝影家的眼睛，永遠都在評估眼前事務，每張照片

都對我們約定俗成的觀看習慣構成了強烈的衝擊。攝影因而變成藝術是因為他開發了

某種影像的雙重詩性，他沒有使身體印記對立於其拷貝的部署，卻以一種觀察者的身

形將影像凝結幻化成為一種等待的姿勢，將時空視為感性作用的先驗形式。

觀察張照堂的攝影鏡頭很多是朝向室外的，近景反而呈現超現實感。張照堂對現

實的超越並非透過題材的更換，重複地從高處往遠方拍，海與大地、城市空間，一則

則有關人和環境、地景和內在深處的故事【圖1】；但在其影像中，現實卻又是脆弱的，
甚至是一種對現實的失落乃至於無以名狀。一個人或者很多人是一樣的，凝視並且認

圖1　張照堂，〈土城‧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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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看待個別影像，時間的本質乃是人之意義而非物體之運動；背影，逼視著一種窒息

的存在。他將生命的語言透過自我摺曲建構一塊問題化場域；我看到我在我所不在之

處，在一個虛擬開敞於表面之後的非現實空間，我／觀者在那裡，在我不在之處，是一

種將我自己的可視性賦予我自身的影子，期使觀者能看到其缺席之處；這種反射鏡式

的異托邦，在鏡頭下實在的存在且在我佔有位置上，與觀者之間，有某種折返效果的

條件下，呼應著一種烏托邦。

19歲時的張照堂揚棄了傳統的畫意或紀實攝影，拍下了第一張至今仍揮之不去的
幻景意象〈新竹‧五指山〉【圖2】。詩人洛夫在1965「現代攝影雙人展」時這麼寫過：
「他的悲劇精神透過攝影機的鏡片直接而犀利擊中我們的內心，開始使我們顫慄，繼而

使我們感動，最後使我們落入沉思的緘默。」1 他像個超現實主義者一樣，總是能在城
市裡尋獲不同的風景，發現日常場景中的革命潛能與神奇。1974年舉辦「攝影告別
展」與不確定的攝影走向告一了斷。2 10年後（1983）在包括臺北、舊金山、香港、紐
約四地舉辦「恩寵與寬容」。在此之前，1980年張照堂因《王船祭典》等紀錄片獲金
馬及金鐘獎最佳攝影，並在1984年嘗試擔任電影攝影師。2009年所展出的「在與不
在：張照堂‧風景」（2009/2/2-4/15）海報上寫著：「風景中，人在，人不在，彷彿一場夢
境。」他尋找的不是風景，是氛圍，是狀態。2012年獲頒文化獎，作品開始在海外的臺
灣書院等地巡迴，得到的評論是：

早期的作品樸實、簡潔，中期的犀利、強烈，一直到後期的凝重、潛越，交織成一

1 洛夫，〈現代藝術的新語言：評張照堂、鄭桑溪的現代影展〉，《聯合週刊》，1965年7月24日。

2 1974年張照堂於臺北舉辦「攝影告別展」。詳見李威儀主編，〈張照堂專號：歲月‧對談〉，《攝影之聲》，第10期（臺
北：影言社，2013年10月），頁86-119。

圖2　張照堂，〈新竹‧五指山‧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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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整豐富的影像脈絡。也成為臺灣『現代攝影的里程碑』。他的圖像，藉由諸多

真實又陌生的景物，深刻探索著存在處境中的荒蕪與壓抑，也帶給觀眾靜觀和沉

思的想像空間。3

從現實中尋找非現實，是一個介於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曖昧空間。林懷民說：「相遇

總是離奇的」。4 張照堂甚少在黑夜拍攝，但他的黑白影像卻讓我們跌入歲月的深淵、
靈魂的暗夜。他的影像中沒有日與夜的分別，色彩對他來說是一種造型／形體、輪廓、

閃爍，也是一種置換（displacement）。他潛巡於城市之中（事實上邊境，鄉村可能更
多）並且不斷的詰問，以存在寫實創作手法，在鏡頭下喚醒許多臺灣過往記憶，他的作

品重新活化了我們對城市的記憶；但阮慶岳表示張照堂的作品表現出的是一種「生命

本質的殘酷荒謬」。5 他將人的無意識視覺化，並質疑外觀世界的存在與虛無，甚至以
特有的黑色幽默唬弄我們這個沉悶社會；又像個白日造夢者，尋常事物底下的反動潛

能。

張照堂歷經青年至成年的階段，正是社會局勢相當多變的時代：白色恐怖的陰影、

美軍的到訪與亞洲的戰亂、臺灣電視的興起、媒體跨越一大步、出版業的勃興（比較起

今日接近無紙的電子時代）、西方思潮的傳入、鄉土運動的興起，可以說是臺灣歷史上，

攝影這項媒材得以大量進入日常生活與文化、政治等活動的各個層面的最大時機。然

而在這一段不算短的時光中，張照堂進入了電視臺工作，從一個「閒逛者」到一個影像

紀實工作和影片編輯者，從此跨越平面與動態兩種攝影的操作思維；《王船祭典》的紀

錄片開始部份透露了這樣的持續思考。隨後，他內在的奔放與吶喊沒有花費在紀實攝

影的運動場上，而是內聚成一個無頭的軀體，身體—非身體，其持續的創作上。

張照堂以自己同時是無頭身軀入鏡造成「雙重」凝視，是一種自拍照也是一種缺

席的再現重返──或如傅柯（Foucault, 1986: 22-27）所言缺席再現、鬼魂／詭異的
重返6 ──而自我藉由凝視的辯證機制，透過虛擬鏡像（投影／反射）的分裂、異化、

3 資料來源：「張照堂攝影展：潛越—臺灣意象 1960-2005」網路新聞稿，（展期：2012年3月16日-5月18日，紐約：臺灣
書院）。（2013/7/10瀏覽） 

4 林懷民受訪，〈光影‧張照堂〉，出自公視《紀錄觀點》， 3 2 9集， 1 9 9 5。h t t p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fXBhp1FkU30 。（2013/7/1瀏覽）

5　 出自「張照堂藝術對談1」座談紀錄（日期：2013年10月13日，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與談者：阮慶岳、龔卓軍、王
雅倫、張照堂），林怡秀．張玉音整理，〈歲月‧照堂：關於（非）影像思維的討論〉，《典藏今藝術》，第254期
（11），頁150。

6　 Michel Foucault, “Text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es 16:1 (Spring 1986), pp. 22-27.

北美館學報27期.indd   136 2014/5/30   下午 10:27:59



page. 137
一種觀察者的身形：張照堂攝影作品中「可見性之謎」之思索

The Statue as an Observer: Reflections on the Visibility and Mystery of Chang Chao-tang's Photography

不定形（informe）而掌握其主體的完整性，這些無頭的身影看似缺席卻是一種「我來
過」的聲明。攝影「雙重」（double）特質，意味著影像做為一種再現真實的分裂過程，
重複曝光、疊印的手法亦像一種鏡中鏡／鏡淵（mise en abyme）（Krauss, 1985: 109-
110）的效果，能使影像符號繼續流動、延異與再構【圖3】。7

然而觀者心中的不確定增加了。用攝影刻畫不知名空間的物質性及時間感，平凡

或平庸的場景，但物件卻兀自存在與周遭環境無關。觀眾更多時候是在照片中得到的

失落感，來自原鄉的失落，或兩種同時存在的情緒。記事感薄弱的影像場景，在此宛如

重返夢境8般地似曾相似；「盡是一些遠行的姿態，在人們還沒摸清楚頭緒前，便稍縱即

逝，難以回頭。」9

7　 克勞斯（Krauss Rosalind）對於超現實主義攝影的研究以「形式」（或說表記）先行之語言學、符號學等方式，輔以藝
術史、精神分析等多重觀點，也就是說先將「內容」置於括弧而暫不詮釋，並提出了表記「間隔」（space）、「雙重」
（double）、巴岱的「不定形」（informe）等概念以試圖說明超現實主義攝影結構。「詭態／詭異（uncanny）」來自佛
洛伊德1919年提出的字彙，是一種對遭到壓抑的回歸，主體的焦慮。 

8 本文中不斷出現的「夢境」，其論點來自佛洛依德與超現實主義等提出的觀點，同時採用攝影家本人時常引用的說法。在

書寫過程中亦參考Agamben Giorgio著，尹星譯，《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開封：河南大學，2011）。

9  張世倫，〈遠行的夢遊〉。http://www.wretch.cc/blog/chaotang/26895134。（2013/7/10瀏覽）
       〈Time of No Shadows〉，《張照堂部落格》。http://changchaotang.blogspot.tw/ 。（2013/12/27瀏覽） 

圖3-1　張照堂，〈澎湖‧1965〉

圖3-2　張照堂，〈韓國‧首爾‧2008〉 圖3-3　張照堂，〈臺北‧行天宮‧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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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照的時候，有時會覺得自已靠近物體的行為好像是把自已從極其平常的的

環境中抽離出來，離開現實人間，再去看原本的的周遭環境人事物。好像自已不

是場景中的一份子，也不是一般的觀眾，而是帶著一種進入場景環境同時也抽離

自已的感覺和眼光在遊走、等待和捕捉。所以我這樣的行為就應該不是報導攝影

的行為和視角，因為紀實報導應該是用很平常，『跟對象一樣』的心情去看現實世

界。而我不要也不想用一般現實的觀角去看著現實，我比較希望能保存自己那種

若即若離的姿態，好像靠近，但是又超脫出來地看。」張照堂這麼說。10

張照堂的作品使我們自身存在下意識的命運，上升入直覺之境界；而在這趟「旅

程」中，觀者終臨存在卻又倍感孤寂。阮慶岳表示，張照堂的影像某種程度回應了整

個時代，一是作品的神祕性，是他所敘述的東西觀眾無法完全明白，這種東西會吸引

你；另外，他的影像雖然有其關懷，卻也透露出極度的荒蕪感。「荒蕪感」事實上是

張照堂對現代文明的詮釋或回答，他如此詮釋我們的文明。而「神祕性」是某種對於

現代文明理性所主導下的一種過程。11

正因為思考現代藝術作為一個主體性的展現，其逾越與顛覆的架構也正弔詭地

成為其主體的一部份。張照堂作品中的人像常常在畫面的前面，使得頭的尺寸與觀

10　吳忠維，《揮手的姿勢：看‧不見‧張照堂》（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96。

11 同註5。關於張照堂作品中的「謎」的觀點，在過去曾有季惠民、傅遠政、王聖閎、張世倫等人提出過。本文同時採用梅洛
龐蒂的說法，參考Maurice Merleau-Ponty著，龔卓軍譯，《眼與心》（L’oeil et l’esprit）（臺北：典藏，1964/2007），頁            
86。其中梅氏強調現代歐洲繪畫藝術特別努力揭示可見性本身所代表的「謎」惑，以及超現實主義者常將自身置於虛擬空
間（非實際物理空間）中，一種既熟悉、卻又陌生的場景，是對於起源之謎的追尋。

圖4　張照堂，〈上海‧2005〉 圖5　張照堂，〈新竹‧新埔‧1960〉

北美館學報27期.indd   138 2014/5/30   下午 10:28:00



page. 139
一種觀察者的身形：張照堂攝影作品中「可見性之謎」之思索

The Statue as an Observer: Reflections on the Visibility and Mystery of Chang Chao-tang's Photography

看者的尺寸大小差不多，剛好相印著，打破一種不在場的情況，背影則帶我們進入一

個場域【圖4】。「我拍比較紀實的或人物是比較半肩以上的特寫，就比較不會去考慮透
視感，因為我站的位置也有沒機會去考慮。」12把人放在一個空曠的空間，地平線是拉

高的，他的畫面總不是那麼的絕望，有時又是那樣的絕望，連狗也沒有出路，因為牠

沒有辦法說出自己的身體【圖5】。誠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甚至認為尤金．阿
傑（Eugène Atget）在這些地方拍照別無其他目的，只為了暴露線索。13 張照堂一系
列「投影」的作品，寓意著主體的此曾在，又同時指涉一個「缺席的客體」，它給我們

的是兩個空間，包括「直接的場景」（原來的位置）以及「延伸的場景」。投影是沒有

「臉」與「身體」的，觀者投影在觀看者的身上，只剩他人的目光指涉了被凝視者的存

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以為「攝影敘述是我們缺席時的世界的樣子，鏡頭探尋
的就是這個缺席，即使是在飽含情感的面孔與身體上，鏡頭探尋的仍然就是這個缺席。

因此，人可以在照片中拍攝得最好的是原始人、貧民、物體等，對於他們來說，它者本來

就是不存在，或者已經不再存在的東西，只有非人類才能上照。與此相反的是，世界與我

們都是互相使對方茫然所失的存在。」14難道「影像之心即是虛無」？15（林志明，2013：
226）合乎安德烈．巴贊（Bazin, 1975: 18）所言「唯有攝影機鏡頭拍下的客體影像，能
夠滿足我們潛意識提出的再現原物的需要」。16 創作者在概念上改變了物件的意涵，攝
影賦予俗世凡物一種視覺張力與想像空間，詩和攝影在此刻是平行的。張照堂往往改

變物體尺寸，置放在異常環境中與單純的物件並置，以及呈現造型或形式間地相互關

係。輕忽的靜默、懸而不決的空無－帽子，不知名的動物，崇尚於死屍的直硬與莊嚴；

一種神祕儀式的召喚，消除了可見與不可見。【圖6】

究竟是影像之迷（f a ndom），或說是對影像「鬼魂」（pha ntom）的一種執
念，或許才是攝影的「相遇」裡，最令人難以理解、最扣人心弦，卻也最遊盪不散的

「謎」。17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注意到巴特《明室》裡的「相遇」，以及似幽靈

12 李威儀主編，〈張照堂專號：歲月‧對談〉，《攝影之聲》，第10期，頁86-119。

13 Walter Benjamin著，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失的年代》（臺北：臺灣攝影工作室，初版，1998），頁70。原文詳見“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Schocken books, 1936/1969 (first pub.)), 
p. 226.

14　 顧錚編譯，《西方攝影文論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修訂版，2007），頁129。

15　 林志明，《複多與張力：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臺北：田園城市，2013），頁226。

16 André Bazin, “Ontologie de l'image photographie, ” Que’st ce que le cinéma (Paris : Les editions du cerf, 1981), p. 18. 中譯見 
André Bazin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麼？》（臺北，遠流電影館，1992），頁20。 

17 張世倫，〈照相姿態與幽靈：一則隨想〉，《藝術觀點》，第50期（臺南：臺南藝術大學，2012），頁13。
Jacques Derrida & Bernard Stiegler, Echographies of  Television: Filmed Interviews, trans. Jennifer Bajorek (Cambridge: Polity, 
2002),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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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ity）般的介於可見與不可見的模糊存在關係。前衛者必須在無人涉足的地
區找到方向，因此也可以說總是將視覺無法觸及的不可見性之謎來揭開其底細。梅洛

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認為沒有哪個視覺是不帶思想的，但是光有思還是
看不見；視覺乃是一種有條件的思，它以發生於身體上的東西為「契機」而產生──視

覺這種思是按照一個不是由自己確定的規劃與法則在運作   ，在它的中心有個被動性的
謎。18 這也就是為什麼塞尚（Paul Cézanne）畫筆下的物體帶有一種變動的不穩定狀
態和一種變形，在這些可見的表象下，塞尚的作品帶我們看到表象裡肉眼所見不到的

變化。梅式遺著手稿《可見者與不可見者》（Le visible et l’ invisible）告訴我們：「肉體是

存在於作為現象的可見的、可觸的和可意識的東西背後的不可見的、不可觸的、和不可意

識的東西。」19 但正是它使得可見的、可觸的和可意識的現象能夠存在。身體／整體的
廣延，本質上是一種「身體─空間」存在的運動狀態。對梅氏來說，意識就是通過身體

的中介而朝向事務，「我的身體是我理解世界的工具」。20 正如畫家的觀看看起來具有
某種特殊的能力，它能附予「外行人的觀看以為不可見的東西一種可見的存在，或者說，

它能把不可見的東西轉變成可見者。彷彿在實踐一種有關視看的魔幻理論，彷彿畫家具

有一種特殊的超人視力。」那麼張照堂是否也以黑白影像抗拒戰後資本主義的洶湧而

至？使這些看似剩餘、稀少的影像倖存了下來；是那一點的，不是主流社會的亦不是被

遺棄的人，只是站在邊境。

18　 Robinet André著，宋剛譯，《模糊曖昧的哲學：梅洛龐蒂傳》（Merleau-Ponty sa vie, son oeuv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1963/2006），頁95。

19 Lingis Alphonso,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Followed by Working Notes (Le vsible et l’invisible), ed. Maurice Merleau-Ponty, 
trans. Lefort Claud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aris: Gallimard, 1964/1968), p. 101.

20　 Maurice Merleau-Ponty著，龔卓軍譯，《眼與心》（L’oeil et l’esprit）（臺北：典藏，1964/2007），頁86。

圖6-1　張照堂，「臺灣—核災之後⋯」系列之一，2005-2013。 圖6-2　張照堂，〈板橋‧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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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界，飄游在近郊與城市間

對所謂「都會以外」的人和地方我是有一種親密的情感。而這種親密的情感使我

會想要離開都市去這些地方拍照，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種鄉土的召喚，但是這

和當時的文學運動是沒有關係的。21

張照堂的作品常常只有地點和年代，而觀察他所拍攝的地點，可以發現城市出生

且身在菁英大家庭的張照堂，卻總是選擇游移在城市的近郊，誠如他常常駐足的板

橋、淡水或澎湖，臺南縣或屏東縣的小鎮；尤其在象徵「離家」自組家庭以後。22 張照
堂的鏡頭總游移在城市與近郊邊緣地帶交集的場景中。來自布爾喬亞階級的家庭，但

卻以影像方式挑戰都會長久以來的沉默，都市是安靜的，鄉村則是蠢蠢欲動的。總是

飄遊在城市與郊區進行一種遊蕩與冥想，介於夢境與真實的游移，又像鳥一樣的高度

來觀視這個城市。對張照堂來說，他所認知的自然並沒有被人類文化遺棄，城市中心

與邊緣地帶交界的模糊地帶，總是充滿驚奇【圖7】。攝影它不斷介入、反射出布爾喬
亞與資本主義的階級觀，城市是更複雜的有機體，在歷史崩毀之前，被介入也記錄下

來。經常，他出現在公園中或大樹旁，在這群在城市邊境喘息的人們身邊悄悄記錄下

他們的夢與記憶【圖8】，不能搖醒他們以免墜入深淵。

21　 吳忠維，《揮手的姿勢：看‧不見‧張照堂》（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139。

22　 同註2。

圖7-1　張照堂，〈萬華‧1986〉

圖8　張照堂，〈臺北‧2012〉

圖7-2　張照堂，〈臺北西門町‧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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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作品〈萬華‧雙園河濱‧1961〉【圖9-1】亦讓人想起布列松（H. Cartier 
-Bresson）或馬丁．慕卡克西（Martin Munkácsi）的Three Boys at Lake Tanganyika

（1929-30），甚或是布拉弗（Manuel Alvarez Bravo）。23 除了濃郁的巴洛克似的光
影似乎超過同齡青年，也可以看出張照堂受到繪畫性的構圖概念的構圖影響，甚至同

一景出現「有人」及「無人」的先後構圖順序。仰角的構圖來自於早期120相機拍攝的
觀看角度，但也意外凸顯了兒童成人化的視角，但邊緣化或憂鬱感縈繞在市郊荒蕪的

土地上。小孩和老人是純真年代的反應，兒童望向遠方的眼神，讓人想起電影《四百

擊》的最終一幕，那藉由停格所投擲出的一雙落向無盡他方的迷失眼神【圖9-2】。從
最早期少見溫馨，但成人化兒童畫面中，一張透露超現實意味的編導式擺拍作品，玩

具裸身的小男孩吊掛／懸置在竹竿上，預告了成年後墜入現代主義的苦澀與荒涼。一

張少見近逼框取正面的小女孩，凝視域外且遲疑的臉孔，導引出在畫面之外【圖10】，
屬於觀者的想像空間，可見與不可見。

那些不知年歲的雕像或玩偶具有某種擬人化，在大太陽底下，它們的存在呈現出

這個場域的極度不確定性，輕忽而靜默群像絕然的孤獨，悲觀且絕望【圖11】。「我會

23 沈昭良文中提到日本港千尋教授也曾有相同看法，出自〈Chang Chao-Tang攝影集〉，2008。 http://www.shenchaoliang.
com/CHINESE/NOTE/C-note15.html。（2013/12/10瀏覽）

圖11-1　張照堂，〈澎湖‧2003〉 圖11-2　張照堂，〈紐約‧1986〉

圖9-1　張照堂，〈萬華‧雙園河濱‧1961〉 圖9-2　張照堂，〈板橋‧1963〉 圖10　張照堂，〈板橋‧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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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在那座雕塑裡頭去想想看，看它周圍環境，想它的感受。假設你一個人站在那裡一輩

子，風吹日曬，你的感覺是什麼？孤單也好，或是很寂寥、很無奈。」24

總是，穿梭在攪動城市呼吸的小徑，出奇不意的最後來到一個詭異空虛的廢墟，

那個無頭的身影正徘徊著，監視著這一切！廢墟是界定「存有之整體狀態」的存有學

範疇。是既存在又消失的秘密空間，如同迷宮一般通往所有地下心靈，時間或空間都

是一種褶曲。廢墟的現場，人與模具假人沒有差異，分不出彼此【圖12】。一種困陷在
自身歷史後像中的當下知覺的復甦，他以獨特的心靈知覺來認識世界。即使重覆的是

記憶，那麼，「記憶，是一種啟蒙、一種再生，它打開的是一個新的空間。」25

「場地」（site），在日常用語中的意思是某事物所處的地點或位置，或是某事物
發生的地點或位置。場地可以是永久性的，但這「site」一詞通常暗指暫時性的場地。
起源於丁文「site」，它與挪威語和蘇格 語中的「syt」有關，而「syt」還意味著不幸或
悲慟，而該詞的這一罕 用法在其觀內引起缺乏感或移除感。「場地」一詞於20世紀
60年代晚期開始出現在藝術史語境中，一般是在「特殊性場地」的範疇內。場域是
藝術品的所在地，能提供其空間背景特殊的形式、功能和文化、社會、政治、歷史脈

絡等。正如場所精神（Genius Loci）根據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個「獨立的」本體都
有自己的靈魂，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生命，同時決定了它們的特性和本質。26 在場
所精神的發展過程中保存了生活的真實性，人們生活在某種環境中，會產生「方向感」

（orientation）和「認同感」（identification），人必須曉得自己和所處環境的關係。如

24　 同註2。

25 援引自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詩句，參見張照堂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
chaotang/3352440。（2011/3/3瀏覽）

26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 Loci Genius,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80), p. 18.

圖12　張照堂〈板橋‧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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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傑總是尋找那些在城市中被忽略或遺忘被掩沒的事物，那些即使我們都曾走過

的地方，超現實詩人德斯諾（Robert Desnos）曾對於20世紀初攝影家阿傑作品如此說
道：「他已經拍攝了整個巴黎，並用他奇異的客觀創造出一種夢境與一種驚奇。⋯⋯他的

作品打開一種道路通往不尋常的腦內風景，而那個內在風景一直牽引著我們的注意力，並

在現實與夢境當中維持一種平等的關係。」27

時間之流的慵懶與傾頹中所蘊含的強度，卻是讓張照堂看見廢棄和腐鏽的世界

中的精神力量，拍照則是一種出神的體驗。是怎樣的徵兆在觀者／我與那樣的影像

之間，歲月的指引喚起一種出神的超現實夢境，與時間邂逅與空間神遊。用班雅明的

概念來說即是在俗世的聖化中，殘磚斷瓦的歷史鬼魂尋找救贖之門。是張照堂有意的

「誤入歧途」找尋一種共在的感覺，而總是流連忘返。攝影行為的時間好比戲劇化的

行動是關乎空間的再現。「時間」和「空間」一直是張照堂長久以來未變的主題。以康

德（Kant）而言，自我意識不外是自我認同的意識，若以其「先驗」原則去掌握時，則
「空間」變成一個人在世存有的「感性條件」。將自己的身體投置在一個閒置遺忘的城

市／空間──陌生地點，身體既不在「現在」（相對於荒蕪）也不在地點（熟悉化）。

「詩人在他們的街道上發現社會的排斥，並且從這個絕對的排斥中顯現他們的英雄

式地主題。」（Benjamin, 1976: 79）28 超現實主義者常在日常場景中發現革命的力

27 Rauschenberg Christopher, Paris changing: revisiting Eugene Atget's Paris, with essays by Worswick Clark, Nordstrom Alison, and 
Bernier Rosamond (New York :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7), pp. 10-16. 
Albert Valentin, “Eugène Atget (1857-1927),” in Photography in the Modern Era: European Documents and Critical Writings 1913-1940,  
ed. Christopher Phillip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russels: Variétés, December 1928;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9), p.16.

28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t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 1976), p. 79. 中
譯見張旭東等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來爾》（臺北：臉譜，2002），頁137。

圖13　張照堂，〈淡水‧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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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利用紀實攝影表達他們對布爾喬亞的不滿和對真實的批判。張照堂的近郊則有更

多的潛能。〈淡水‧1987〉【圖13】，畫面中占盡最大位置的兩位純真少女，是張式攝影
中少見的青春女性，狀似悠閒卻不視／識照相機，如果以為這張太平盛世狀的海邊一

角是張式的寫實標準作品的話，便是輕忽了這視而不見的眼神。那些奇怪不安的大石

頭中，與海線鄰近的大石頭還有幾顆大人頭，那些呆坐面對著大海的人頭正等待時間

的點石成金。在奇異的詭異片刻中，海與天際分岔出兩條路，往作品的右邊消失而去，

不見透視點。（當然我們可以思考是否是暗房的加工使我們迷失，或是按快門曝光的

剎那使然）。右上角突出的不明黑邊（也可能是攤販車棚），彷彿提醒這僅僅是一個舞

臺，而那些幾乎看不出販賣什麼的推車，其實只是臨時演員？誰是過客？是攝影機或是

觀眾？作品拍攝標示1987年所代表的解嚴年代，究竟是一場擬像或是真實？

三、祭司和他的面具

群照是張照堂攝影中一個清晰的特色，一群人（經常是男性）站在沙灘式的樣

態，或面向大海同一個方向，瀰漫著一種神祕的儀式氛圍，像是啟程前最後的凝視，

一種祝禱。大海的影像在藝術史學家溫克爾曼（J. J. Winckelmann）的思考與感受當
中，是將其視為靈魂的實態。而這一群人往往似熟悉卻又疏離，各自凝視遠方。像一

種肖像社會學的縮影；其中也許有一位正是攝影者自身的投影，又像是即將前往一個

集體抵抗命運的旅程──一個起駕的姿勢【圖14】。它使我們聯想到《王船祭典》儀
式的原型場域。等待火的附身之前，主客體之間的震動，產生如遠古時期人或物所體

現的超自然力量，陌生而無法測量。不可觸知的氣體與可見的身體之間所展現出來的

形象流轉與感傷力形式。廢墟與王船燒盡結束後的荒蕪，當一切東西都煙消雲散時，

唯一能捍衛著傳統儀式的靈光，便是照片；是觀者渴望去尋覓那看不見的地方。主客

體之間的震動，產生如遠古時期人或物所體現的超自然力量，陌生而無法測量。沒

有悲傷，乩童抽離悲傷、巨大壓抑乃至狂亂痙攣。面具是壓抑一種內在狂喜或恐懼、

焦慮完全不得而知；祭司手持法器、乩童起乩、攝影家的鏡頭透過臉的表情及身體感

（corporeality）29、孩童清亮無暇的眼神能夠看到天使的臨在。在「場地」裡我們所

感知的是一種止不住的遙遠感，再加上憂鬱感和死亡感，臉是彼此的相遇，與祭司的

29 本論文所稱「身體感」是受到現象學梅洛龐蒂的「身體圖式」（schéma corporel）「身體的意象性」（intentionalité du 
corps）等概念啟發；並參考國內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出版的《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所提出的身體的感受同時包含
意涵與感覺、文化與本性，既非純粹的身體感受，亦非單純的認知等概念；以及參考學者龔卓軍《身體部署》一書中對身

體感的論述：「身體感是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狀的現象。⋯⋯不只來自過去經驗的積澱，它也帶領我們

感知運作，指向對於未來情境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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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臉上的化妝）進行一場可見與不可見物的交融。有了這火花，觀者更渴望去尋覓

那看不見的地方。猶如認為早期的人像皆具有一道「靈光」圍繞，像是「靈媒物」一般

的潛入，暗示攝影在初期仍存在祭祀作用的神祕感受。詭異把我們帶回古老的宇宙泛

靈論概念，透過攝影的表現讓它們重新回歸。最終遺留下如班雅明所言：崇拜價值退

守到最後一道防禦工事──人類的面部表情。30

我心裡一直有一種與文明世界對抗的聲音，所以我會去尋找草根性與野性的東

西，像乩童就是。31

30 同註13，頁69。
「格拉內曾引用中國的諺語：死者的靈魂到處遊蕩，面具是它歇腳的地方。」出處同註8，頁77，內文及註解詳Aries P., 
“Centuries of Childhood,Harmondsworth,” 1973, p. 66。

31　 同註5。

圖15-1　張照堂，〈板橋‧1964〉 圖15-2　 張照堂，〈陽明山〉，數位版，「臺灣—核災之後⋯」系
列之一，2005-2013。

圖14-1　張照堂，〈廈門‧鼓浪嶼‧2006〉 圖14-2　張照堂，〈三峽‧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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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系列現代性轉換的作品中，神聖性與世俗性、世界中間的一種轉換與抗

衡，神聖解體到世俗世界中間的抗爭，在這個抗爭的過程中，戴著頭套或疊影的面具

的影像【圖15】，其中我們看到張照堂的身影。乩童或是祭司／巫師必須是孤單的，
他必須獨自面對。龔卓軍便認為「有一種特殊的主體狀態，在面對強勢、景觀化的現代

社會，所產生的憂鬱，或頓挫，這對張照堂來說都是某種超現實主體。」飯澤耕太郎在其

《寫真的思考》一書中指出「賦予特殊事務普遍性，將偶然必然化。那種可以感知不可

見事物的神話性想像力，就是攝影師們最有力的武器。」他更將攝影師按快門的手，比

喻為具有科學與魔法為一身的探勘師手杖占卜的高度知能，能感受前端不可見的生命

力的微微騷動。32 那些古文明的民族的苦行僧們他們跳舞是為了進入一個與神聯合
的境界，或完成一個社會儀式。自石器時代開始已有面具，是提比斯（西元前6世紀開
創希臘悲劇）開始把面具運用在劇場裡，克勞斯（Rosalind Krauss）說的很精確：「在
本世紀裡，運用面具當作對心理學的一種挑戰，以否決十九世紀自然主義所形成的個人、

獨立、私人化的內心空間。」面具不只讓表情概念集體化，且將創造力和勞動狀況融合

在一起。所有面具所共有的本質觀念（隱藏和顯現），這也是藝術裡的一個基本要素。

克勞斯進一步提出攝影的得天獨厚之處──即「攝影乃是個來自真實的印跡或轉渡，攝

影並不同於繪畫、雕塑或素描，在影像系譜上，它更接近掌印、死亡面具、杜林殮衣（the 
Shroud of Turin）、海灘的海鷗爪印。」33 布希亞更明確的說：攝影術是現代的驅魔術
（exorcisme），原始社會有面具，資產階級社會有鏡子，而我們有影像。34 至於對應於
乩童這個通靈角色，在西方福魯克薩斯（Fluxus）和貧窮藝術（Art Provera）的理念
中，經常可看到經由模擬薩滿（le chamanisme）巫師的角色，試圖將藝術重新恢復其
前理性時代的力量。一群由視覺藝術家、音樂家與表演藝術家所結合的團體，藉著表

演（performance）的形式展現當時社會、政治、學運、哲學的人文氛圍。而對抽象表現
主義畫家帕洛克（Jackson Pollock）而言，藝術更可說是一種儀式與心靈轉化表現的
集合。他投入了榮格（C. G. Jung）所提出的無意識及整體心靈概念，視其為蛻變的力
量。並視薩滿可以說是個居住在「下面」世界的人，能接收精神的啟發、已逝薩滿的靈

魂以及黑暗的力量。這樣的族群在特定的條件下死亡，而在超人類或狂喜的存在形態

中重生。感覺到他們體內的一種光，在腦袋、思想內部，某種如火般閃耀的物事，賦予

在黑暗中閉眼能觀的能力，解讀被隱藏的事物或未來，以及看穿另一個人的祕密，均

32　 飯澤耕太郎著，黃耀進譯，《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臺北：流行風，2013），頁36。 

33　 Rosalind E. Krauss著，連德誠譯，〈超現實主義攝影的情狀〉，《前衛的原創性》（臺北：遠流藝術館，1985/1995），
頁155。

34　 顧錚編譯，《西方攝影文論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修訂版，2007），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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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不可見性」的力量。35

羅蘭巴特的《明室》一書中，「此曾在」（ça-à-été）說明了攝影影像中唯一能被保
證的並不是機械性的相似，而是那曾在相機前停留過的物件；36甚至如克勞斯亦曾認

為，攝影影像與沙灘上的痕跡接近，更像是已離去事物的鬼魅般的留痕37，使我們不

再繼續在相似性的辯證上打轉，而將攝影置入一個可以和各種其他標指共同比較或

聯合作用的論述空間中。西方的超現實主義者利用紀實攝影表達他們對布爾喬亞社會

的不滿，對傳統美學的嘲諷，以及對真實現象的批判，鬼魂重返的路徑與蠱惑情感的

於焉產生，陌生的真實存在於過去的某一刻，卻又以某種陌生的面貌回覆這一刻的凝

視。38 豬公祭？39將所有人驅離開來，到一個平凡的世界，而豬公成為一個一個熱門獻

祭品，它占滿空間。因此當獻祭者隨著犧牲動物─他者─的死亡，自身亦因強烈的恐

懼與不安，走向類似於死亡的精神經驗，主體藉由這樣的觀看而將自身懸空／真空，

並達成主／客體二元對立消融、同一化之恍惚、神聖狀態。照片此刻透露出它原有的

沉思和感召力量。作品中也經常出現動物符號的波伊斯（Joseph Beuys）對不可見的
作品有高度評價，他曾表明，真實性最重要的部份是不能見到的。他主張「可見的」與

「不可見的」藝術作品，它們分別存在於「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世界」裡。在不可見的世

界裡（人們的內心世界亦屬之）具有無法感受的力量、形式及能量的流動。不可見的藝

術作品是以其思想、觀念塑造出的精神性之作品（波伊斯亦將不可見的世界與「相對

35 帕卡瑞（Stephen Polcari，Chapman大學現代藝術教授）策畫2008年「傑克森．波洛克與薩滿教」展。資料來源：
Karlstrom Paul J., ”Jackson Pollock and Louis Bunce,” in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 24(2), p. 26.

36 Roland Barthes著，許綺玲譯。《明室》(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 )（臺北：臺灣攝影工作室，
1980/1995），頁132；同註15，頁158。

37 Rosalind E. Krauss, “No More Play” & “The Photographic Conditions of Surrealism,” i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5), p. 203 .

38　 Ibid., p. 54.

39　很多觀眾及讀者一開始都會陷入是大老鼠或豬公的困惑。經筆者向藝術家求證，應該不是大豬公，而是小隻豬仔，這是原
住民祭祀的習俗。

圖16 　張照堂，〈新竹‧五峰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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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超時間」或「死後的生活」等概念連接在一起）。40

展覽現場是第二現場？張照堂將黑白影像作品的印樣系列全部攤開展出，讓觀者

從連續靜照中感受到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逼近的現場感，最後無頭的豬身終於占滿

整個空間成為一種超現實。一個背影，等待著下一個動作【圖16】。

四、觀看的衝突與超現實之眼

遠處照像機的位置常常和攝影者的視角重疊。然而影像總讓觀者處於一種劣勢；

不僅僅是在身體上，而且也是在心理上拉開了與觀眾的距離，而恰恰是這種推開使得

觀看者轉化成為一個主體。在張照堂作品之前，觀者專注的是思考而非觀看。蘇珊．

宋塔（Susan Sontag）提出認為攝影式的觀看活動「為當我們檢閱「攝影式的『看』」的
要求，它主要成為一種分離式的『看』的實踐，一種介於相機以及人眼焦慮與判斷透視之

間，因客觀矛盾而受到強化的主觀習慣。」41 他所帶來的新觀看方式，影像不再單純只
是影像，而是影像自身成為一種意識，喚醒觀者的自我意識。就好像雖然我們相信照

片是真的那對象曾經存在，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個世界一樣。

在張照堂的攝影靜照中，有著大量透過凝視、觀看的鏡頭，看不見的對象藏在景

外，人物在景內款款凝視、或是監視。畫面常以人的位置來帶出透視點，影像中總有

其他旁觀者，攝影家往往在構圖上並沒有隱藏觀者的位置。把觀者和影像中的主體相

合為一的經驗，使用一種進入畫面空間之中的感受來加以表達，這在十八世紀的西方

畫論裡稱作「神遊」（transporter）。42 很多不同的人常常會很湊巧地在場域中同時出
現，他們的身體凝結在一個空間，並非透過暗房技巧或數位修圖，類似一種表演「戲

劇」卻又不是事先排演出來的或有計畫的。

「劇場性（theatricality）」主要是體現在確立一種與觀眾之間的關係上，佛萊德
（M. Fried）曾說排外性（Exclusivity）成為繪畫戲劇性的任務43，尤其在近年來當代

攝影中也可以看到，影中人完全不將攝影者的照相機當作是一種窺視或凝視，這對於

40　 曾曬淑，《思考＝塑造 Joseph Beuys 的藝術理論與人智學》（臺北：南天，1999），頁175。

41　 Susan Sontag著，黃翰荻譯，《 攝影》（On Photography）（臺北：唐山，1973/1997），頁124-125。

42　 曾曬淑編。《身體變化西方藝術中身體的概念和意象》（臺北：南天，2004），頁130。

43　 Michael Fried, Why Photography Matters as Art as Never Befo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0.

北美館學報27期.indd   149 2014/5/30   下午 10:28:02



現代美術學報—27
Journal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page. 150

專題　當代影像的感覺結構：集置、編排與系列性

一種戲劇的效果是不可少的。無窮性的在場，對體驗的綿延的癡迷，難道是典型的劇

場化？但張照堂的抓拍現實攝影，卻常常是透過攝影師之眼即可造成同時成為「觀看

者」以及「被觀看者」的衝突【圖17】。他的攝影以其特有方式對反劇場性（例如人物
直視畫面外的觀者）的繼承，日常生活又對寫實叛逆，反而造成另一種謎樣。評論家飯

澤耕太郎即表示：「在既不知是什麼時間，又無法連接至任何場所的情況下，照片本身便

可被視為一種宛如發生於神話性時空中的樣態。」44 但並不是所有照片都會引起觀者
有這種同時意識到被攝物的過去和現在的知覺，當觀者缺乏具體生活記憶做為觀看

的中介時，他只能尋找「奇觀」；而其它觀看者，則會轉換為回憶和被攝物去思索或拼

貼。

梅洛龐蒂認為生活便成為是身體因當下性的親身經驗所知覺的場域，所謂的現

象之身與全體的環境構築在一個互相參與的世界，人的存在須是一個「情境」或「境

遇」（situation）的存在。將自身身體當作意識主體「空間經驗」的一部份，自我存在的
「情境」，因創作而與外在的世界有了動態的辯證。45 人的影子與真實而瞬間凝住的
人，在照片中成為雙影（被拍的人物成為影中人、無名氏）。即便是影子，亦一個有知覺

的東西，帶著一種沒有重量的想像的身體的在世存在。梅氏以為世界的肉身，它們讓

我們求助知覺─被知覺的共通感（Einfühlung），因為它們意味著我們已經處在被這
樣描述的存在中，我們是來自這樣的存在的，在存在和我們之間有一種共通感。46 剪
影與投影讓我們回想到攝影發明之前，人們對於自我肖像的渴求所用的方法。在張照

44　 同註32，頁19-20。.

45　 Samuel B. Mallin, “1. The Ontology of Situation,” in 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

46 M. Merleau-Ponty著，羅國祥譯，《可見與不可見的》（Le visible et  l’invisible）（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版，
1968/2008），頁317。

圖17-1　張照堂，〈臺中公園‧1981〉 圖17-2　張照堂，〈陽明山‧擎天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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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作品中肖像是其重點，被攝者在肖像中的眼神是一種特殊狀態。如同巴特所言：「這

特殊純粹的眼神便是『風態（air/aura）』的產生，因為他似乎保留了某種內在的事物。」
這些影像中尤以小孩與老人和老友居多，老人的臉「散發出一種神祕，他一生的價值⋯⋯

善意，無任何權力衝動。」47為他本人存有的真像。

群眾戴上看日出的特製眼鏡【圖18】，使得「臉」影像突然有一種宗教儀式及展示
的感覺，一群人專注站在一個廣場上，彷彿正在進行某種宗教儀式前令人屏息以待的

時刻。此刻像是「看不見」攝影者，只有等待的神蹟。注視與可見的事物相遇往往只是

一種偶然，這種相遇也可能轉瞬即逝。視覺的雙重性會使我們的感覺融化在可見的外

在世界之中，也會使外在世界轉化到我們內在的不可見的世界之中，視覺就在看與被

看之中使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互逆、交錯、返回、迴圈⋯⋯。48 如同梅氏的所謂的「可見
的」與「不可見的」可能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層面；它們也完全可能分居於兩個不同的

世界。在〈算命〉【圖19】場域的旅程中的兩種時空同時出現，幻想，是靈魂凝視空虛，
是一趟內在視野的神祕旅程。

可見性之謎也會帶來美學的效果。照片大海中小船上孤獨地仰頭（有時是攝影者

的鏡頭逼近），【圖20】攝影者的凝視和對象呈現互為主體的狀態，有一個對象正在
被我觀看；我正在凝視一個對象。將自己自棄在無人的廢墟中，像夢遊一樣到來，一生

冷清，彷彿正在離開他自己：

如果夢者在作夢時遇見了他自己的世界，這是因為他能夠在那兒認識到他自己命

47 Barthes Roland, 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 (Paris: Cahiers du cinéma; Gallimard; Seuil, 1980), p. 169；以及同註
15，頁183。

48　 同註18，頁43。

圖18　張照堂，〈嘉義‧1991〉 圖19　張照堂，〈萬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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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事實:他在那兒發現了他的存在與他的自由的原初運動，不論是一種有所成就
的狀態或是異化的狀態。49

而不可見之謎有時則是驚悚的。斷頭的雕像【圖21】必須找尋失落的共同體—他
的記憶，有了身體與眼睛，還要透過大腦來作為一種連結，大腦的思維或是說回憶，

是內在的和精神性的，透過大腦，透過回憶，記憶成為一種隔膜，使得人物能回到過

去。德勒茲（G. Deleuze）所說：「因為召喚回憶就是跳躍到某個過去區域裡，即我們假
想回憶所潛在存在的區域。」50但它們有更多的是時間，站在那裏等待。觀者在觀看的

同時，也找到了自己真實的參與，藉由作品所帶來的「刺點」51，強烈地回到自己的身

體經驗，同時觸發心中的各種記憶型態，或喚起他們的「集體記憶」。這些雕像作為死

亡的軀體，或無生命的軀體，在班雅明的寓言中，軀體的形象：「是個碎片，一個神祕符

號。寓言的基本特點是含混和多意性。」52 

49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2006），頁205。

50 Gilles Deleuze著，黃建宏譯，《電影I：時間—影像》（Cinéma 1. L'image-mouvement）（臺北：遠流，1986/2003），
頁522。

51 同註36，頁54-55。羅蘭巴特認為，「刺點」通常是一個「細節」,亦即一局部物體，刺點激起我心中無限慈愛、憐惜、感
慨，是獻出我自己來，刺點沒有道德或品味的含意，有時又沒有禮貌的；它的擴展力可以充滿整張照片，它就在被拍物

裡，逃也逃不掉，他不一定能說明攝影者的技藝，又指出攝影者曾經在場，它是尖銳的又可以潛伏一段時間，在某個時候

跳出畫面刺向你。

52 Walter Benjamin著，陳永國譯，《德國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北京：文化藝術出版，
1925/2001），頁145。

圖20　張照堂，〈淡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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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的大學生活裡，因為自己喜歡讀一些藝文書籍。那時候非常喜歡雕塑，照

片裡有很多雕塑，因為對它們特別好奇。尤其看到一些比較怪異的、或是處在比較怪

異環境下的雕塑，因此他常想，那些雕塑在那邊這麼久了，一直佇立在那裡會不會在想

些什麼？

不只是你看見它，更重要的是他看見你，你只是偶然一瞥而過，他卻久久遠遠靜靜

地等候著你。53 

物件、動物、還有兒童的背影、回眸的眼神等都是具有身體感的。在攝影家的作

品中，彷彿進行一種凝視，在觀看的同時，也包含被觀看。凝視和對象呈現互為主體的

狀態，有一個對象正在被我觀看，我正在凝視一個對象；透過身體感覺將內部情感外

顯，也將思維透過身體傳達出來。重覆的馬身的局部（因構圖的角度），一些司空見慣

的身體被拍成雕塑。人不動回到攝影發明之初，包括雕像或動物標本，如同有許多「動

物神」（animal-gods）形象在原始宗教中出現，動物對於原始人來說乃是具有某種神
性、至高的存在。一方面是「現已不在」，一方面是「但此確曾在。」54 這樣的幻覺必定
指向被攝物的過去的存在與現今的不在。攝影從尼普斯（Nicephore Niepce）和達蓋
爾（Louis-Jacques Mande Daguerre）發明以來，其最重要的目的乃在於如何將影像固
定、以呈現「真實」的問題。巴贊並認為這種希望將影像固定的精神與繪畫與雕刻的起

源有很深關係，他甚至稱之為「木乃伊情結」（mummy complex）。也就是說，繪畫與
雕刻乃是希望可以將影像固定下來，如木乃伊一般地永恆不朽，達到精神層面的永存意

53　 張照堂，「想望風景」創作自述前引文。

54　 同註36，頁93-94。

圖21-1　張照堂，〈江西‧九江‧東林寺‧1989〉 圖21-2　張照堂，〈陽明山‧擎天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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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影像就是一件被拍攝物，他像是給時間塗上香料，使時間免於自身的腐朽。55

19世紀的如畫攝影是以觀看者作為世界中心，到了20世紀20至30年代，兩次大
戰期間受到超現實主義影響而誕生的新客觀攝影（la nouvelle objectivité），以物件
為主題的攝影作品，突出的物體的特性，甚至還可造成視覺衝突，形成物像以外的超

現實。佔據主角的位置不再是人類而是物件本身。56 貢品桌框取的是一個獨特的框架
構成，作品中的「框」暗示了攝影師的的觀景窗與時空交錯的錯亂，在彼處，遠離的事

象與映像結合，並以重疊的樣貌呈現。攝影之「框」乃是將連續性現實（reality）從中
切割、擷取元素，並以各種手法將攝影機具中所蘊含的程式，重新建構另一「照片的真

實」。因此，克勞斯認為雙重（double）是擬像（simulacrum）、次位、原像的代表，能
破壞原像的純粹奇異性（singularity），透過複製（duplication），它將原像開啟至差異
（difference）、延宕（deferral）的效果。57 因而「雙重」便是因為間隔而生的實際現實
與照片現實，同時也可以在張照堂的多種重複曝光中作品中找到此一特質。通過蒙太

奇所達到的陌生化58（作品內容中出現陌生化）以及觀眾體驗的陌生化（觀眾通過觀

看作品，從作品中奇異的影像中所接受到的沖擊而產生的陌生化）。如同我們可以發

現在超現實主義攝影中，不管是何種攝影手法，都幾乎可以恆常地發現雙重的出現，

而也正是因為雙重的結構，產生了記號的標誌照片在此不再作為一種純粹的記錄、不

是對現實的詮釋，而是被建構、編碼、索引化等等，以達成另一層面的真實。59

攝影在發明時期早已脫離一定要有透視點來證明其三度空間的存在，20世紀以
來，以多視點多重空間的蒙太奇方法構成空間早已習以為常，張照堂打破長久以來

55　 同註15，〈攝影影像本體論〉，頁20。

56 André Rouillé, “La spirale implacaable des choses,” La recherché photographique: les choeses 15 (Automne), pp. 4-5.

57 克勞斯曾在〈超現實主義的攝影情狀〉（“The Photographic Conditions of Surrealism”）一文，提到超現實主義的攝影重點
之一乃在於表記結構的「間隔」（space）與「雙重」（double），其意味影像作為一種再現真實的分裂過程，而產生多重
化、延異化。出處同註37，pp. 109-110.

58 本論文陌生化一詞來源參考布萊希特（Brecht B.）的「陌生化關係／疏離關係」（l’effet distanciation）。「陌生化關係」
理論是允許觀眾採取一種「批評」的角色，當我們凝視攝影影像時，它能揭露屬於精神分析層面內容的一種方法。這種被

巴特稱為是弗洛依德的「（ça）就在這裏」的複現，將同時出現在創作過程中以及觀眾的視覺經驗中，成為一種新的解讀
圖像再現的方法。而攝影者張照堂也經常以這種論述，提出希望別人來觀看他的作品，並由觀者自己來評論。

59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 trans.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1969/1977), pp. 19, 36; 以及同註13，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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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視點的觀景窗觀看方式構圖是繪畫性的；近景符號化60、遠景崇高化61。他的作

品其質感的純淨，竟讓觀者不知不覺得到淨化甚至洗滌乃至崇高化。烏山頭水庫【圖

22】的乾裂地景，說明了以不同的視角看同一物體，可混稀物體以往的意義，可看出物
體的抽象面，也可突出創作者要突出的物體的特性，甚至還可造成視覺衝突，形成物

像以外的超現實。布希亞聲稱，事實上，是場景本身想要被拍攝。

但如果有機會，可以尋找地點的話，我就會尋找透視感，像是地平線、很多長的

幕，我就是想要尋找那樣的景，想要將環境的空曠感跟留白，與人物形成聯繫，

那些很重要。62

 

60 同註15，頁219。
本文多次出現的用語「符號」乃參考攝影家本人多次受訪或論述中所提到「常常吸引他的眼，提起相機的動機往往是看到

一種『符號』。」而當代評論家也認為符號學乃是驅動藝術史的新能源。本文的符號化亦參考皮爾斯提出的符號理論：

一、符號採納的形式不一定是物質的形式稱為再現；二、由符號組成的感覺或意義；三、符號所指的事務稱為「物像」。

參考《皮爾斯哲學文集精粹》（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67-189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1 「崇高化」乃是西方藝術史家分析古代風景時指出以提高地平線導引觀者的視野可以延伸及拓寬，並常以普桑、米勒等人
的作品為例來說明。在美學理論中康德對崇高的分析是美涉及對象的形式，但崇高涉及的是無形式。他提到人類主體的理

性使命或理性觀念的崇高，變成了對於自然客體的崇敬。而張照堂本人受訪時也提到受到達利等人在構圖上那種寬闊的空

間感所影響。

62　 同註2。

圖22-2　張照堂，〈臺南烏山頭水庫‧2002〉

圖22-1　張照堂，〈澎湖‧望安‧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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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通常有兩種：一是操縱，二是非操縱；看似日常或至少被認為屬於現實的

某一部份。克勞斯與宋塔都以為那些越是不矯飾的照片反而越加接近超現實（主義）

攝影的核心，也就是布列東（André Breton）所言「痙攣之美」（convulsive beauty）中
的「時機的魔」（magique-circonsrancielle）63。宋塔在《論攝影》更是表示說：「攝影

是唯一天生就屬於超現實藝術。⋯⋯沒有一種活動比攝影更適合於實踐超現實主義式的

觀看方式，而最終我們亦以超現實的方式觀看所有照片。」而「真正超現實的部份是照片

本身所加諸的、所搭建的距離感－社會距離以及時間距離。」64攝影所再現的真實，並不

能完全代替真實本身，反之它是符號（心靈詮釋後的再現）的再現機制，它的意義可

以隨著不同符號的並置、重複與篩選，不斷湧現新穎的奇異的詮釋向度。紀實攝影往

往令人痛心，但張照堂的攝影作品讓人驚心。相對於新聞攝影的動態瘋狂暴力，張照

堂的黑白作品無聲但內在充滿一種沉靜的失語狀態。他往往借著某種「虛擬」、「陌生

化」的途徑，例如鏡像投影陰影甚至影像本身，像潛藏在日常底下的不安或詭異，在去

熟悉化的場景中重返。好比以一種缺席的狀態借由攝影重回當下。張照堂的攝影轉變

原本紀實攝影較單向的閱讀方式，讓攝影「客觀紀實性」有了另一種觀看向度。

五、檔案—裝置 ：當代的攝影展示
 
張照堂終究從60年代苦澀又前衛的現代主義到70年代轉向一種新寫實的拍攝手

法，一般研究認為是兩種關注導引：一是以錯置方式反觀自身的生存與生活，另一，

則是從過去壓抑的身體轉變為直接的攝影表現方式65。臺灣解嚴後以及鄉土運動思

潮都使得紀實攝影的發展與媒體曝光機會比以前多出許多。學者張美陵在論述解嚴

後的攝影時這麼說：「攝影是我們理解世界的一『再現』的方式而不是臺灣『報導攝影』

者所謂的紀錄工具，應該說真實經過「中介」讓我們了解。」66 

大學時代拍的那些東西，所受到的是現代主義、存在主義或荒謬劇場等影響。雖

然告別展時我的宣誓是，我不想再拍這樣的東西了，我覺得一直重複的複製這些

東西也沒意思。再加上我開始進入社會，照片裡的那些朋友也沒有經常跟我在一

63 出處同註37，p. 97；中文翻譯參考：Rosalind E. Krauss著，連德誠譯，〈超現實主義攝影的情狀〉，《前衛的原創性》
（臺北：遠流藝術館，1985/1995），頁137；Hal Foster, Compulsive Beau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64  Susan Sontag著，黃翰荻譯，《 攝影》（On Photography）（臺北：唐山，1997/1973），頁15。

65 傅遠政，《場景之外：張照堂攝影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2007），頁100。

66 張美陵，〈內／外，自我／他者：80年代後期臺灣報導攝影的內在矛盾〉，《人像攝影學術論文集》（臺北：中華攝影教
育學會，勘誤版，1996），頁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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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我必須進入另一個世界。所以我停了一陣子，也不曉得要拍什麼。告別展之

後我可能有兩、三年都沒有動靜。67

從這次「歲月╱照堂」的展出中，張照堂將拍攝紀錄片的同時，另一手也拿照相

機拍攝的底片印樣出來，我們可以發現以往過去我們常看的一些影像其實都有一系

列，只是當平面展出時常常只看到其中一張。拍攝當時張照堂的想法是什麼？單張與

多張，靜止與連續影像之間，那個他行走中停下來，所想要出奇不意的獵取或等待機

遇的心思，又如何來轉換呢？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攝影是片斷式的證據，而且也具有多

樣的閱讀文脈，互文性理論（intertextuality）似乎已經成為當代影像研究的新途徑，
並且成為不同媒介之間的理論跨越基石。會場中一種新的檔案的展示─文件影像、裝

置，說明這一切。再問攝影的主體性？它的跨越文本性早已超脫這個答案的一切。

根據班．海莫（Ben Highmore）的〈超現實：日常生活的神奇〉（“Surrealism: the 
Marvelous in the Everyday”）一文中，他認為超現實可以被視為一種「檔案／文件」

（document）的閱讀，提議超現實甚至可以以一種視覺文化的社會學觀點，對超現
實主義進行檢討，日常生活應該是一個充滿衝擊效應的場域。也就是影像不斷透過

其溢出的使用向度，也就是影像它同時也是一份文件。68 而傑佛瑞．巴沁（Geoffrey 
Batchen）的說法，則是認為「即興式拍攝」（snap shot）是攝影者與被攝者如何對應
社會的證據（例如姿勢、構圖等），並認為應該視為人類學或民族誌的對像，並重新對

其定位成一種文化現象。69 拉第格（Jacques-Henri Lartigue）所拍攝的法國黃金年代
（Belle Epoque）針對自己周遭布爾喬亞家庭的抓拍照片，乃至於布列松（H.Cartier-
Bresson）、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日本的森山大道等都是基於某種表現欲
意，所實現的不同性質的城市抓拍。臺灣比較常用的說法則是「報導攝影」此用法接近

「紀實攝影」；然而誠如布列松口述自傳的作者皮耶．阿蘇林（Pierre Assouline）的描
述：「布列松的矛盾是紀實攝影讓他揚名立萬，但在他的內心，布列松仍視自己是一位詩

人，而布式的問題在於避免落入紀實攝影的巢臼中，如何在體驗決定性的瞬間的同時，又

能避掉紀實攝影成為一種證據的陳套。對他而言，成為一位攝影師決定性的基本條件是

直覺而非捕捉證據。」70

67 同註2，頁86~119。

68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45；中文
翻譯參考：Ben Highmore著，王志宏譯，《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導論》（臺北：商務印書館，2008）。

69 飯澤耕太郎著，黃耀進譯，《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臺北：流行風，2013），頁119-120。

70 李昱宏，《霧中的風景》（臺北：田園城市，2010），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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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臺灣經常表述的說法是，關於攝影作為「一種由社會所建構出來的觀看與

記錄方式」，攝影評論家游本寬提出另一個看法；他認為60年代的古老影像中攝影者
往往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藉由相機表現景物的特殊形式特質」。例如光線、造形、圖

像結構等等，卻往往是他們最關心的部分，而非影像往後是否可成為具有訊息記載與

傳達的「紀錄照片」。「臺灣攝影家和觀眾，也都蠻習慣於在黑白的影像世界裡，回憶、想

像，進而揣測其彩色的原貌。換句話說，攝影愛好者大多相信『黑白也是一種真實的人生

體驗！』也因此，臺灣長久以來對『好的紀錄照片』認知，一直是以黑白影像為主流。」71 
知名的日本攝影家東森照明則對自己的攝影方法曾做此表述，他表示：「攝影其實也不

過是停住了時間的影子⋯⋯如果攝影是虛構的，它切割出生命時間的瞬間，將其置換到被

稱為照片的平面上，進行永久性的保存，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以實體存在，那麼，

對拍攝黑白照片的人來說，他們就是使用黑白色調將彩色的世界抽象化，然後再進行永

久的保存。」72

在西方攝影的藝術性價值和紀錄媒介，已被作為一種檔案性物件的重新思

考，如同一種連結到對公眾記憶主題的更廣泛研究的見證。再者根據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說法，檔案是可以被重新恢復和更新，並展現出是如何使我
們與歷史意義的片段和痕跡之關係成形。因此，檔案應從視為一種「活動」到一種資

產，更好的結果是，我們不再將它僅僅視為一段歷史景象的記錄而已。今天我們可以

將它看作是一個重新詮釋的視覺紀錄文本，並不斷跨越他原有的位置與範圍。有些時

候，是否不將影像思考停留在思考影像－平面的邏輯上，可以擴大影像的版圖。例如

法國巴黎東京宮（Paris de Tokyo）在1992年曾經推出一項大型攝影展「攝影與雕塑」
（Photographie/Sculpture），展出內容包括攝影發明之初的幾位大師到當代藝術家
的作品。此展意在經由作品面對面地討論企圖將為攝影史再添新頁，因近來當代藝術

攝影與雕塑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媒材表現方式重疊等，使雙方出現互為假設交替的

結構、不明確的中間狀態等問題。其中策展人弗立佐（Michel Frizot）和當時的評論
家杜洪（Regis Durand）以部署（dispositif）意指兩種創作的行為、過程，從感知領會
到操作過程的全套理念，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如果把照相看作

鑄模，看作是借助光線得到實物印記。那麼我們就不難在兩者之間找到許多類似的特

性，例如 ：取景／底座、放大／縮小、加土／減土、closeup／局部、正／負、蒙太奇／集

71 游本寬，《臺灣美術系列：紀錄攝影中的文化觀》（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研究資料，2009），頁10、12。

72　 同註68，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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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壓條法等。當我們建立一個空間對應關係（前後、內外自然暗室）將它視為一個感知

系統裝置時，攝影和雕塑便有很多共同點了。73

1920、30年代德法乃至整個歐洲攝影實踐的一種共同攝影概念：即「攝影之眼」
成為一種不同於眼睛的新視像（new vision／nouvelles visions），成為視覺之延伸、擴
張⋯⋯，以彌補現實、補充「薄弱的」肉眼之不足。尤其與未來主義達達、結構主義、新

客觀、超現實等團體的互動。一般來說對於攝影表現的現代主義論述，例如 「現代攝
影」如Edward Steichen、Laszlo Moholy-Nagy、Man Ray、André Kertész等一連串
的發展，也無法將他們放在一個水平上來討論，或簡單一個標準來概括；同期間使用

相機的形式及美學上的不同考量的另一代表，例如背後有共黨資源支持的「Film & 
Photo League」（電影、攝影聯盟）成員，並沒有參與太多上述團體的活動，反而對於
社會議題、城市衝擊，表現出一種不協調及不安等等不同的現代觀。74

西方從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將「主體」引入哲學思想之後，「主
體」的問題標定了「現代」的符號，而思維主體是真實的存在。他以「我思」為出發點來

認識包括身體在內的世界，也以此來統合客觀世界。經過啟蒙運動與黑格爾（Hegel）
的強調，「現代性」成為「主體性」之外化展現現象。「現代」一詞到了18世紀，因考
古學的興趣及發現，而有了「進步」、「前進」的意義。75 而藝術上常用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始於19世紀中葉至末葉之間，或1880年代的10年間（依不同學說而認
定）；指的是一種由工業、科技帶動的求新求變的全面現象。至於因為文化及經濟的

上層結構所引起的另一文化社會現象層面；即表現生活方式上的一種氣氛，例如：人

性疏離、焦慮不安，這種氣候所刺激的文藝創作，形成的文化現象，詩人兼評論家的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1863年首度在法國（費加洛日報）中，提出了「現代
性」（modernité）一詞，說明它代表一種「反傳統」及「呈現當代」的特性。76 現代做
為一個起悟時刻，我們眾人恐怕更多時候是將它與啟蒙畫上等號。做為西方現代性思

潮傳播影響下臺灣，現代主義攝影觀所標榜的攝影媒材的自律性或自主性的特質，在

73　 王雅倫，〈攝影與雕塑：記巴黎東京宮攝影與雕塑展〉，《現代美術》雙月刊，第41期，1992，頁39-47。

74 Bajac Quentin, La photographie dudaguerréotype au numérique (Paris : Gallimard, 2010), pp. 227-228.

75 王雅倫、李文吉合著，《現代意識攝影：臺灣現代美術大系》（臺北：藝術家、文建會，2004），頁20；陳傳興，〈「現
代」匱乏的圖說與意識修辭：1980年代臺灣之「前」後現代美術狀況〉，《臺灣美術中的臺灣意識》（臺北：雄獅美術圖
書，1992），頁241。 

76 李明明，〈現代與後現代的分野─兼談後現代藝術的實質性〉，《鵝湖》，第198期，1991，頁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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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視覺藝術群時代77，的確曾經多方多元的表達此一自主又自然地操作攝影這個媒

材／媒體。然而前衛藝術與「疏離」似乎已成為一種歷史常態和精神狀態，或以一種弔

詭的形式出現。當一種「變異」變成「傳統」，當「具象」變為看不清風格、形式的「抽

象」時，也自然同時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興起了。

這次的「歲月／照堂」展覽現場展出一些裝置作品，實驗性的部分也是張照堂對

臺灣藝術或攝影歷史的反思環節，透過照片的編排、選取、構成展出的閱讀方式，看

出他在那個時期提出一個重要的投射、社會的想像或象徵；其中還是有幾個東西是

後來也持續出現的概念，包括他在裝置作品上標記的「不定形」【圖23】。在喬治．巴
岱（Georges Bataille）對不定形的解釋，它並非「形的消抹」，而是一個將形從中鬆解
（undo）的運作，企圖解釋生命與死亡的二元對立。78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在張照堂攝
影作品中，從他的攝影文本、文字，發現他如何以一種積極的態度，來發現尋常活中的

驚奇之處。張照堂經常以文字描寫取代影像敘事，他選擇在拍攝紀錄片時，能自由發

揮的時刻，將鏡頭從單張到連續；事實上，也正是將它原本一格一格的拍照動作化零

為整。如今21世紀，張照堂再將手稿（生活筆記）等全部呈現出來，與數以百張、千張
的印樣，擺在年輕一代的眼前形成另一種「謎」。事前的擺拍（劇場式）變成事後的數

位（後製型編導），想像則提供我們壓力、一個逃逸的避難處，影像中的憂鬱的策略使

我們還得以站上生命的逃逸點。但張照堂的虛擬世界中，反倒不存在無身體／無頭的

純粹影像。在展覽當中裝置藝術的部份出現一團如燒盡的灰燼，是當年「不定形」展覽

中的一角，也讓觀者意識連結到《王船祭典》的最後的原型。張照堂的作品總是企圖

以攝影來喚起那個「神聖性」被解體的世俗世界，廢墟寓言不時出現在城市的許多角

落，來抵抗那種即將的衰敗，也喚起人們的自覺意識。在廢墟的盡頭、衰敗的憂鬱美，

都隱藏一種沉思。

 

77 V-10視覺藝術群，在1971於臺北成立，成員摒棄沙龍攝影所標榜的唯美，為臺灣攝影界開啟了新的內涵與風貌。在面對30
年回顧展時，評論認為「30年兄弟情誼滙聚，包容多元差異的文化傳奇」，當年崇尚情感解放的「V-10」攝影創作，可惜
「沒有充分結合不同工作領域成員的專長與才智，忽略了共同研發可以將攝影、錄影、電影、劇場表演、時事新聞等特色

融合反映時代與社會的攝影美學。」（張美陵等採訪）。V-10的張照堂與郭英聲亦表示，「『V-10』的優點是創意廣泛，
面貌多變，缺點卻是缺乏一種凝聚的共識意念，各走各路，未能產生單一、踏實的影響力。」參考王雅倫、李文吉合著，

〈我創作、因為我存在〉，出處同註74；另參考Ernst Gombrich著，尹定邦主編，《藝術與錯覺》（湖南科學技術出版，
第一版，2000）一書對風格的論點。

78 Rosalind E. Krauss & Yve-Alain Bois. Formless: A User’s Guid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7), p. 108；關於不定形的相關論述，
出自巴岱在〈原始藝術〉（“L'art primitif ”）、《文件》（Document）雜誌的〈字典詞條〉（“Dictionary Entry”）等諸多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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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個no-body（sans corps）的奧德賽之旅

張照堂在人生中很快抵達高峰時謙虛地寫下：「在40歲以前，攝影不應只是一種
紀錄，更是一種發現與召喚。它累積了個人的生存歷練和觀察經驗，然後凝聚於

1/125秒之中（當時單眼相機的快門速度）。它的行動過程是一瞬間，但也許需要
暖身一輩子，也許影響力是永遠。發現我們所忽略或遺忘的，召喚我們沉思、喜悅

或感傷，這才是攝影始與終的指標。」79

1970年代以後的藝術實踐發自現代主義的廢墟，張照堂的作品讓我們重新審視
臺灣的現代主義是否曾經存在，又它與文學藝術之曾經存在的互動關係。攝影家在面

對重覆停滯僵化時所流露的批判與疏離。如果說現代主義是以「斷裂」與「再現」來

喚起影像包含的多義性與魔幻性。那麼因為斷裂產生的頓挫，張照堂無頭的身軀更顯

出多義性出現地時代意義。在超現實主義即常常表現擴張出潛意識探源過程，透過夢

境式的表白，日記式的紀實，以記憶追溯或意識漂流的形式，探尋何謂自我存在的意

義，更是屬於《奧德賽》（Odyssey）式的經驗捕捉。奧德修斯（Odysseus）的故事表面
上是把夢想回歸到最平凡的層面，內層卻是一個打轉不出去的困境。這一部個人與宿

命相博的史詩，是超越自我限度、自我覺醒之旅。如同奧德賽兩個空間的冒險內外生

態裡的幻境與真實，以真假與虛實間的矛盾探索了個人生存方式，通過「一個no-body
（sans corps）」的身體航向到一個陌生地，土地和海洋都歸屬於他，以自身力量號召
未來群眾，通過憂鬱，身體試圖走回自己本來的純真，他的號召不是具體的，而是生命

的一種感動【圖24】。

79 出自：張照堂「旅次‧風景」開幕座談會紀錄（展覽時間：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15日，展覽地點：興華拓展臺北旗
艦店2F藝廊）。

圖23-1　「歲月╱照堂」展覽現場之一，2013 圖23-2 「歲月╱照堂」展覽現場之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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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代的張照堂，回應了整個60年代青年吶喊及認同的鮑布．狄倫（Bob 
Dylan）的聲音及憤怒。以民謠搖滾樂向政治嗆聲，爭取權力又提倡嬉皮烏托邦理想
的青少年次文化引起他的共鳴；後來的張照堂傾心於尼克．凱夫（Nick Cave）那種沉
溺於痛苦與惶恐，不安及黯然煎熬的一種刻骨銘心的音樂世界。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關心第三世界人權運動發展的的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的電子合成樂器。
張照堂的影像音樂正是透過這些企圖找回沉思者那片無聲的世界，彷彿回到無力感

的理想主義者在60年代一個半夜裡推開窗子，幾聲悲悽，無奈的狼嚎。遺憾於無法如
年齡相仿的丹尼．里昂（Danny Lyon）一樣，再次走上紀實的戰場。80 如果張照堂的
攝影是處於凸顯所謂臺灣畫意攝影、現代意識攝影以及紀實攝影之間的斷裂的話，筆

者以為是那個獨特的「身體感」，使它有別於其它。誠如柏格森（H. L. Bergson）認為
「這世界中有一個特別的影像／導體就是『我的身體』。影像之總體即所謂世界，除了經

過一個特別影像的導體──我的身體外，我不能知道有什麼新奇創化。」81

一個無名氏狀態「nobody」，也是不成形（無器官）的身體、身體各個局部、非身
體⋯⋯。底層的無名者的光環，不一定要有身分階級，也許只是在一個角落，是對人生

存在狀態的敵意，是個somebody在那裏。被拍攝者的狀態無論是只有身體、臉，或是
戴著面具或無頭的雕像，都是一種「no-body」。而凝視no-body的不安，恰好引起我
們心中的陌生或詭異感，往往就是這些東西讓觀者進入張照堂的影像，那個空間場域

將觀眾視角帶進去，又很快因為陌生化而讓我們衝出影像。既熟悉又陌生的場域，近

乎一種超現實；場域中的人╱物？又常常專注的就像沒有攝影者存在一樣，此時觀者

與客體已合而為一，一起進入一個相同的思考時空。此時此刻，張照堂的影像恰恰證

明了攝影的「在場性」。

80 同註2。

81　 H. L. Bergson著，張君譯，《物質與記憶》（臺北：先知，1958/1976），頁15、16、27、29。

圖24　張照堂，〈臺灣—核災之後⋯ 〉系列之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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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漫長的臺灣的動盪過程裡，張照堂的攝影作品讓我們在失去理智前還可

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航行還在繼續，不斷地抵達不斷的離開，揮手的姿勢是到達也

是告別；他還在找回完整的他──「他的本質」82。回首那不是一場夢境，只是夢境裡

那未竟的旅程。最後，你或會發現，現場／展場那個背影即是攝影者本人的投影，一個

姿態，走入歲月時空83：

生活中的人在找路，影像中的人在找路，札記中的人在找路。大家都在找路。一

邊走一邊迷失，一邊找到。（張照堂，1989，《臺灣攝影家群像》）

82　 同註46， 頁116。

83　 據北美館工作人員透露，張照堂經常會突襲「歲月╱照堂」展場，檢查各種部署是否依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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