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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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大陸有非常活躍的業餘攝影團體及攝影創作活動。
而當時在日本統治之下的臺灣業餘攝影者雖然沒有正式組織，但也有個別的活動，但

是這樣的局面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後有巨大的轉變。1953年由大陸來臺
的攝影界人士將上海的中國攝影學會在臺復會，從此主導臺灣攝影活動的發展。1963
年以臺籍人士為主的臺灣省攝影學會成立後雖然與中國攝影學會有競爭的關係，但

是毫無當時政治的肅殺氣氛。這些政治上、地理上及省籍上的差別在追求「攝影之

樂」的共同目標下，實際上在業餘攝影團體與攝影者之間並沒有後人想象中那麼大的

影響。

—

關鍵字：業餘攝影團體、業餘攝影者、中國攝影學會、臺灣省攝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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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mateur photographers were very active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In the 

mean time, amateur or creative photography was also germinating in the Japanese occupied 

Taiwan. After 1949, amateur photograp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reestablished the Chinese 

Photographic Society with local photographers and dominated photographic activities.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Taiwan founded in 1963 was considered main competitor of 

the Chinese Photographic Society. It had membership based mostly on native Taiwanese 

photographers. Howev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societies was not as fierce as political 

scenes. The ge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amateur photographers 

were obscured by the pursuit of “the pleasure of photography.”   

—

Keywords: amateur photographic societies, amateur photographer, Chinese Photographic 
Society,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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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3年9月，北美館正展出「歲月／照堂：1959-2013影像展」，第10期的《攝影之
聲》雜誌也出了張照堂專號，其中匯聚各名家討論攝影者的作品與創作背景，配合北

美館的展覽，無疑是近年來臺灣攝影界的一大盛事。不過在臺灣媒體及攝影界比較少

人注意到的是，10月份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剛好也舉辦「靜山遠韻：郎靜山攝影藝術
特展」。對照《攝影之聲》內阮慶岳在〈一張照片，到底要說什麼？〉一文中開頭就提到

臺灣攝影界郎靜山（1892-1995）與張照堂常被視為兩個對立的波峰代表，這個巧合
令人不禁莞爾。1 郎靜山在1995年過世之後，幾度成為攝影評論者祭旗的對象，他的
創作風格與張照堂從來是天南地北，攝影生涯也是互不相干。不過在北京中國美術館

這個國家藝廊展郎靜山與北美館展張照堂，正巧又影射了阮文中大陸╱臺灣的對立。

臺灣攝影藝術是否真的是在這種對立的局面中發展出來的？這個問題可能要還原到

一些歷史的場景來探討。本文以二戰前後中國的業餘團體談起，切入到戰後1950到
1960年代的臺灣業餘攝影圈。藉由當時攝影團體的活動，來呈現在當時社會與經濟背
景下，臺灣攝影圈的一個片斷。

二、二戰前後的中國業餘攝影團體

臺灣在日據時代並不乏業餘攝影活動，但是能正式成立業餘團體的仍以在臺日

人為主。而鄧南光、張才與李鳴鵰等這些臺灣前輩攝影者，大多以經營攝影器材或相

館來維持純業餘的攝影活動。戰後臺灣本地的攝影者開始比較組織性的攝影活動，

特別是攝影展與攝影比賽的舉行，對於攝影風氣的助長應該有顯著的功效。1949年國
府撤退來臺後，帶來大量的遷移人口，加上國共的軍事對立，因此原本單純的民間攝

影活動便不再完全的單純。1953年郎靜山主持的中國攝影學會在臺「復會」，這是戰
後臺灣第一個官方認可的正式攝影組織。不過中國在1920年代即有業餘攝影團體，郎
靜山即是1928年上海「華社」的發起人之一。為何說是「復會」？因為中國攝影學會這
個名稱在1953年已經是第三次被登記使用。1925年還在上海光華大學就讀的林澤蒼
（1903-1961）創立了第一個「中國攝影學會」並發行《攝影畫報》。不過這個記錄並沒
有實質的意義，因為這個學會的成員只有個位數，《攝影畫報》也只是趕著當時上海

畫報發行潮的急就章刊物，是刊了很多照片，但是與目前對攝影雜誌的認知很遠。對

1　阮慶岳，〈一張照片，到底要說什麼？〉，《攝影之聲》，第10期，2013年9月，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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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抗戰後的1948年，上海的攝影界人士又組織了中國攝影學會。這次大家公推郎靜山
當理事長，林澤蒼以及原來「黑白影社」的成員盧施福、穆一龍與陳懷德等人擔任理

事。黑白影社本來是1930年代與華社較勁的團體，但是在戰後人事全非的殘破中，彼
此又結合起來。這個新團體有很大的成分是建立在1946年由黑白影社成員穆一龍與
陳懷德所成立的中國攝影出版社上，同年10月開始出版的《中國攝影》雜誌。這是戰
後在中共執政前，中國地區唯一持續發行的攝影刊物，也是當時攝影者的交流園地。

發刊的第一篇文章〈攝影之樂〉，這個標題成為往後一直到1949年停刊為止的固定刊
頭專欄，而且幾乎都配上相似的插圖【圖1】。這張插圖很直白的說明了在中國1946年
以及往後華人地區攝影團體的主要性質與活動方式。雖然個別的攝影者可能有個人的

理念與創作，但是攝影團體有很大的成分在於追求所謂的「攝影之樂」。

圖1  盧施福，〈攝影之樂〉。（圖片來源：《中國攝影》，第1期，1946年10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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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攝影團體的宗旨

雖然在攝影史上有許多業餘攝影團體成為藝術攝影的推手，但是大部份業餘攝

影團體的成員與主要活動都可以歸納到對攝影的興趣上。就如劉半農（劉復，1891-
1934）在《光社年鑑》第一集的序中所說的「amateur」精神，「不論其所做所為是否
含有美素，只求其所做所為與其本身職業無關，則其人即為amateur。」2 更進一步來
說，「必須所做所為完全出於興趣，而又始終不跳出興趣範圍之外的，才是真正的

amateur。」劉半農認為光社成員在攝影上的目的只在於追求自己的快樂，不想對社會
有什麼貢獻，也不想在攝影藝術上有什麼作為。對於社員以光社名義參加攝影比賽也

持反對態度，但不禁止個人身份參加。3 劉半農與郎靜山的年紀只差一歲，但過世的
早，而長壽的郎靜山多了近一甲子的時間來影響華人攝影圈。劉半農的純粹主義取向

到了1930年的上海華社就產生質變。華社以發揚東方藝術，提高生活興趣為宗旨4。雖

然興趣沒變，但是使命感就出現了。緊隨著華社成立的上海黑白影社在1933年重定了
其會章與宗旨，仍然強調攝影興趣，而且定義在研究藝術，「本社集合有濃厚攝影興趣

者，共同從事研究攝影藝術。以表揚我國文化及增進我國在國際藝術界之地位。」5黑白

影社這個抗戰前中國最大的業餘攝影團體基本上把往後兩岸各攝影團體立案的宗旨

都設定好了，連1948年上海重組的中國攝影學會也要「使中國的攝影藝術⋯⋯在國際上
能有些微的收獲。」6 綜觀戰前與戰後中國各攝影團體的立會宗旨，從興趣為出發點，
但終究要以提升攝影藝術在國際上出人頭地為目的；這樣的邏輯在1953年中國攝影
學會第二次在臺灣復會後，又帶到臺灣來。

在單純的因興趣而結合之外，從1930年代開始，在中國的攝影團體要背負國難當
前的壓力，在戰後更要弘揚中華文化，為國爭光。等到1949年後，這些國仇家恨與民
族興亡的包袱又要「播遷」來臺。所以一件單純的事，就是基於對攝影的喜好而聚在

一起，也可能變得不太單純。1950年具官方性質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以宣導官方
的藝文政策為主旨，同時設有攝影委員會，郎靜山擔任主委。隔年，以省籍人士為主的

「臺灣文化協進會」也成立攝影委員會，由鄧南光擔任主委，李鳴鵰、張才與薛天助都

2　劉復，〈序〉，《北京光社年鑑》，第1集，1928，頁1-3。

3　同上，頁4-6。

4　〈華社影展詳記〉，《申報》，第11版，1930年12月25日。

5　〈黑白影社社章〉，《黑白影集》，第1冊（上海黑白影社，1934），頁109。

6　〈前言〉，《中國攝影學會第一屆攝影展覽會》（上海中國攝影學會，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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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委員。雖然臺灣文化協進會的主旨也是推行國語，協助政府宣揚文化政策，但是兩

個協會的組成份子的省籍比例剛好相反，雖然不一定是打對臺，但也反應了光復初期

攝影團體的族群差別。這個族群差別在攝影團體中所反應的其實不在攝影作品本身，

而是攝影活動的主導權。1950年代有很多政治性的攝影活動，辦攝影展常需要負擔政
治宣傳的任務。1951年省教育廳與中國文協合辦「懷念大陸攝影展覽會」，攝影者當
然多是大陸來臺人士7，不過鄧南光也擔任了展出委員。同年臺灣文化協進會攝影委

會由鄧南光籌組了「第一屆臺灣省攝影展覽會」，參展者自然是本省籍攝影者為主。8 
1952年中國文協舉辦的「自由中國影展」由郎靜山任籌備會主席，鄧南光是這次影展
的徵集委員。開幕當天何應欽、白崇禧、郭寄嶠、蕭自誠及張道藩等黨政要員到場，由

當時的教育部長程天放主持。揭幕當日還要「特向總統呈獻致敬書」，要「誓滅共匪，復

興中華民族」。9

臺籍人士在官方攝影活動中並沒有缺席，只是在當時黨政軍為主導的圈子裡

只能擔任配角。李鳴鵰在1952年加入了中國文協攝影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主管出版
組；10這自然與他出版了《臺灣影藝》月刊有很大的關係。第3期的《臺灣影藝》刊載了
郎靜山的人體攝影，而當期的封面則是臺籍攝影者李大溪的人體影像11，這也象徵了

兩個不同族群的攝影者未來的的競合關係。1953年中國攝影學會再次復會，38位發起
人中僅有 鄧南光、李鳴鵰、蔡子欽及詹炳坤4位臺籍人士，不過在這個會籍之下，鄧與
李兩人各自組成非正式的「自由影展」及「臺北市攝影會」；後者在1956年正式立案成
為「臺北市攝影學會」。臺籍人士雖然在許多活動中扮演主要推手，但是成果是歸於

整個團體與領導人。例如中國攝影學會第一次到日本的交流活動是1954年在東京銀座
的小西六藝廊（小西六フォトギャラリー）的展覽，有郎靜山、徐德先、鄧南光及傅崇文

等9人的50餘件作品參展。當時報紙中的報導皆說是學會的理監事會議決議，公推李
鳴鵰赴日籌劃。徵信新聞還有提到李鳴鵰的名字，但聯合報就只說是推派李氏赴日籌

劃。12 這對出錢出力，運用自己在日本的人際網絡全力促成活動的李鳴鵰當然不是很
公平的待遇。李鳴雕在晚年的訪談中，也特別強調那次展覽是他負擔展覽經費。13 李

  7 《聯合報》，第3版，1951年10月18日。

  8 《聯合報》，第3版，1951年9月24日。

  9 《聯合報》，第2版，1952年4月10日。

10 《聯合報》，第2版，1952年6月10日。

11　《臺灣影藝》，第3期，1952年5月31日。

12　《聯合報》，第3版，1954年12月9日；《徵信新聞》，第4版，1954年12月8日。

13 凌美雪，〈臺灣攝影先行者：李鳴鵰回顧展〉，《自由時報》，藝術文化版，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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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雕後來參與的臺北市攝影學會並未特別強調任何創作理念的差別，但是活動力與

會員參與度很高，主事者的省籍比例也更接近於當時人口現狀。

鄧南光籌組的「臺灣省攝影學會」則要到1963年才得到臺灣省社會處核准，成為
中國攝影學會外第一個跨越縣市的攝影組織。以當時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

來說，第8條規定：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
個為限。全國性的團體只能有一個，但是在所謂的全國只涵蓋臺澎金馬的情況下，臺

灣省攝影學會的成立在法律上並無問題，實質上與中國攝影學會分庭抗禮。臺灣省社

會處多次駁回鄧南光成立臺灣省攝影學會的申請，理由都是不符人民團體組織法，中

間是否有特定人士阻擾並無當事者的證詞。14 在寄居於中國攝影學會內的10年之間，
「自由影展」早期都在博愛路的美而廉餐廳舉辦，從現存的檔案來看，郎靜山幾乎都

會參加開幕。臺灣省攝影學會的攝影風格上雖然與中國攝影學會仍大致相近，但紀實

的攝影作品明顯增加。後來在1971年成為「V10視覺藝術群」會長的胡永，在評論1965
年第一屆全省攝影展時，就說「沙龍調」很明顯，但「寫實」風格的份量很重。15 鄧南
光當年也公開提倡寫實風格16，但是這個寫實風格是否真的奠立下來？就當時非常活

躍的鄭桑溪來看，這答案是否定的。鄭認為各個新團體的創立並未引導新的創作潮

流，形成一股新勢力。17 或許人際交往的圈子不同，攝影取材的方向也各異，但是共同
喜好攝影這件事讓大家都聚在同一個圈子展覽交遊。新攝影社團及眾多地方與非正

式民間攝影組織紛紛成立，但是反映出來的主要是攝影活動的數量，而非作品風格上

的差別。

四、臺灣vs.大陸?

「中國攝影學會，臺北市攝影學會，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攝影研究組，中國石油公司攝

影研究會，中國文藝協會攝影委員會，臺灣省文化協進會攝影委員會等6團體定16日下午
7時，假南昌街菸酒公賣局禮堂，舉行中華民國攝影界46年春節聯歡晚會。」18從聯合報

14 根據與自由影展成員及前臺灣省攝影學會會員劉新豐先生的訪談，阻擋臺灣省攝影學會成立的是省社會處，看似合法的
申請在戒嚴時期下卻有政治上考量，不希望有可以串聯全臺的組織。劉並無指涉特定攝影界人士的反對。（2013/11/2，
2013/12/14訪問）

15 胡永，〈第一屆全省攝影展覽會評介：業餘攝影新方向〉，《聯合報》，第10版，1965年2月20日。

16 鄧南光，〈攝影界應該努力的方向〉，《聯合報》，第12版，1965年6月12日。

17 紀慧玲，〈臺灣攝影界誰領風騷數十年？鄭桑溪駁留言〉，《民生報》，第14版，1989年4月1日。

18　《聯合報》，第2版，195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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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則新聞看起來，在1950年代後期其實攝影圈還挺有人情味的。郎靜山與人為善
的個性從這裡可以看的出來，幾乎所有攝影社團都招呼了。當然官方或全國性的活動

還是會由中國攝影學會來承辦，就如當前政府發包出去的文化活動一樣，黨政與人際

關係良好的郎靜山自然是第一優先。但是這些活動沒有臺籍人士的參與也熱鬧不起

來，1956年臺北市攝影學會的組成就是臺籍與外省攝影者結合的例子。所以真正的區
別大陸╱臺灣的其實是內政部、警備總部與省政府社會處在動員戡亂體制下的官僚體

制，而非以攝影為興趣的攝影者。1957年4月起中國攝影學會與臺北市攝影學會甚至
每週五晚上固定在美而廉餐廳辦攝影活動。19 這時候各個團體之間的成員其實也彼
此有所重疊，加上相互頒贈榮銜，臺灣╱大陸在這類的攝影活動中是否有哪麼大的區

別，恐怕是意識形態的後設問題。

從1954年倪直明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當前攝影的題材問題〉一文中，其實可
以看出一些端倪。倪在看過幾次中國攝影學會會員影展和臺灣文化協進會的自由影展

與每月影展後，劈頭就問「我們的攝影鏡頭，除了盯著旖旎的風景和多姿的女人外，就沒

有更有生命力、時代感的作品可以入選嗎？」倪呼籲攝影愛好者在器材上少用精神，在作

品主題上多傾注心力，以此來從事藝術創作，文化闡揚及時代感覺的交感共鳴。不過文末

仍難免要加上點政治正確的結語「以遂行攝影救國的宏願。」20 倪的呼籲當然是徒勞無
功的，因為他完全忽略一般業餘攝影團體成立的基本因素，那就是對攝影影的興趣。

而這個興趣對很多攝影者而言，就展現在「旖旎的風景和多姿的女人」上。從1930年
代的中國攝影社團到1950、60年代在臺灣的攝影社團，雖然組成分子差異很大，但是
在實際的社員活動中，風景與模特兒外拍都是很重要的活動，再由此擴展到民俗采風

甚至社會紀實。其反應的層面大部份是在對題材的選擇上，而非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差

別，因此各社團之間才會不斷串聯共同舉辦活動。對很多攝影者而言，獨樂樂不如眾

樂樂。攝影為休閒活動時，休閒的社會性與滿意度是會受到休閒時接觸對象的影響

的。21 攝影社團的持續性因此就在於維持成員的興趣，並吸引新成員的加入。

19　《聯合報》，第5版，1957年4月19日。

20　《聯合報》，第6版，1954年10月24日。

21 傅仰止，〈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休閒的社會性與休閒滿意〉，《臺灣社會學刊》，第42期，2009年6月，頁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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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攝影之樂

1950、60年代臺灣攝影社團的主要活動可分兩類，一個是攝影比賽再結合展覽，
即所謂的攝影沙龍。另外就是外拍，也可能結合比賽與展覽。在臺北市攝影學會成立

後，除了幾乎每個月辦「臺北攝影沙龍」外，在1960年代後與其他社團合辦的外拍活
動特別多，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在政治上雖然白色恐怖的案件仍不斷發生，但已經過

了兩岸軍事對峙最高峰的八二三砲戰，社會氣氛稍微和緩。1960年6月中國攝影學會，
臺北市攝影學會、青年攝影學會等三團體，聯合舉辦名媛園遊攝影會，隔年加入臺北

照相器材業公會共四團體，聯合在新北投陳園舉辦春季攝影園遊會，請有名媛闔秀及

電影明星十餘人參加【圖2】。團體會員還發給乘車證者，從中山堂出發，而且也開放
社會人士參加。22 而攝影沙龍比賽在當時成了新手出頭的重要途徑，例如鄭桑溪在

22　《聯合報》，第3版，1961年4月1日。

圖2  1960年名媛園遊攝影比賽入選證。（鄧世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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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得到臺北攝影沙龍年度積分第三名，他拍的作品〈蘭嶼少女〉則是年度最佳作
品。23 連張照堂都曾經以新人的身份在當年第46屆臺北攝影沙龍得到優選。24 這樣
的沙龍比賽其實還算是比較嚴肅的，結合外拍與攝影比賽的活動往往就更偏向休閒

性質。

被認為是以寫實取向為主的臺灣省攝影學會在1963年成立後，第一個對外大活
動是1964年在瑞芳鎮瑞濱海水浴場舉行的攝影比賽大會。這時候臺北以外的地方攝
影學會會員，如桃園、新竹攝影學會也加入，共有上千人參加。「模特兒林絲緞主辦的

諾維爾舞蹈社學生10餘人表演芭蕾舞，供人拍攝。另有基市數名酒女充當模特兒，攝影人
士爭相攝取鏡頭。」25 除了1965年起每年辦全省攝影展外，臺灣省攝影學會也幾乎每
年辦這類人像比賽大會，在年輕貌美的佳麗外，更找來影視明星及名媛當模特兒。參

加的攝影者動輒上千人，簡直像是全民的攝影運動。在省攝影學會成立後，這樣的大

型攝影園遊會就不再限於北部，中南部一樣有類似活動方便附近縣市的攝影者參加。

像1966年的全省人像攝影比賽在臺中中山公園舉行，邀請影星金玲及電視明星陳方
等擔任模特兒。26 同年在瑞芳鎮瑞濱海水浴場舉行又再度舉行人像攝影比賽，一樣找
了影視歌星來當模特兒。27 臺北市攝影學會也沒閒著，在植物園有「少女影展」的比
賽大會，這次得獎作品在美而廉展完後，還全省巡迴。28 所以在省攝影學會的串聯之
下，全臺灣的業餘攝影者結成網絡，除了各自舉辦活動與展覽之外，也相互交流，攝影

活動的規模因此不斷擴展。大部份社團同時舉辦促進成員創作的攝影沙龍比賽跟鼓

勵大眾參與的攝影園遊會。雖然看起來龐雜，但卻符合廣大成員參與攝影活動的不同

目的。而且這樣的攝影活動並不限於社會人士，大專院校內在中國攝影學會成立之前

已經有活躍的攝影社團。29 

23　《聯合報》，第6版，1961年4月7日。

24　《聯合報》，第3版，1961年12月23日。

25　《聯合報》，第8版，1964年5月11日。

26　《聯合報》，第6版，1966年7月18日。

27　《聯合報》，第8版，1966年8月21日。

28　《聯合報》，第8版，1966年9月22日。

29 臺灣大學攝影研究社成立於1948年，1952年為了支援韓戰中的華僑，還辦攝影作品義賣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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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鄧南光，拍攝模特兒的攝影
者，約19 6 0年。（鄧世光提
供）

圖4  鄧南光，模特兒外拍，約1960
年。（鄧世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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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的攝影社團活動

在中國、臺灣省與臺北市這三大攝影學會之外，還存在大量公私立機構與學校

內的攝影社團。臺灣大學攝影研究社在1948年就已成立，也是活動規模最大的一個。
1962年臺大攝影研究社辦了首屆的國際學生攝影沙龍，還找了郎靜山、張才、湯思泮、
陳長偉、陳學文等擔任評選委員，完全比照攝影學會的模式運作。30 1963年第二屆評
審委員加入鄧南光，當時擔任國際學生攝影沙龍主席的還是學生時代的工商協進會

理事長駱錦明。得獎作品在當時新公園內的省立博物館展出，最後兩屆改在國立歷史

博物館。到1973年為止，臺大攝影研究社共辦了七屆國際學生攝影沙龍，每次開幕也
幾乎都是教育部長級的人物到場主持剪彩。當然這個活動與中國攝影學會主推的國際

攝影沙龍有密切的關係，評審委員也大多來自同一體系。在國際學生沙龍之外，臺北

醫學院攝影研究社在1968年起舉辦全國大專學生攝影比賽，找了鄧南光擔任顧問。
當時各大專院校有許多攝影社，而其顧問（或指導老師）也大多由各學會中的幹部擔

任。當這些大學攝影社團辦自己的攝影展時，透過顧問的網絡，也在美而廉餐廳或是

武昌街的精工藝廊展覽。早在1958年臺大攝影研究社就在美而廉辦社員作品展31，中

興大學法商學院在1960年跟進。32 政大藝術攝影研究社在鄭桑溪的指導下也於1964
年到美而廉，33隔年則是師範大學攝影研究社舉辦的第一屆師大影展。34 1965年6月

30　《聯合報》，第6版，1962年7月23日。

31　《聯合報》，第2版，1958年4月18日。

32　《聯合報》，第3版，1960年5月29日。

33　《聯合報》，第8版，1964年5月13日。

34　《聯合報》，第8版，1965年7月4日。

圖5  鄧南光，攝影沙龍，約1960年。（鄧世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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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日美而廉舉行臺北市攝影學會第88次攝影沙龍展，隔天就緊接著鄭桑溪與張照
堂的「現代攝影展」。因此老中青三代所有對攝影有興趣的人，藉由這些密接的攝影學

會與展覽空間，其實是有多交流的機會。

除了校園內的攝影社，在當時還有一個原本針對青年學子，由救國團系統下臺北

市青年服務社所主持的「青年攝影學會」。1954年臺北市青年服務社的總幹事宋膺成
立了「青年攝影活動小組」，到了1960年正式設立青年攝影學會。宋膺是中國攝影學
會發起人之一，也參與了50年代幾個大型攝影展覽的籌劃。青年攝影學會主要以辦攝
影活動為主，除了配合救國團暑期活動辦攝影比賽外，也在救國團所屬的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辦人像攝影比賽，到後來參加者也不再限於學生，跟一般學會無異。1964年的
金山風光人像攝影比賽還加入聯合報與器材商榮泰貿易公司合辦，光預先報名參加的

人數就超過五千人，動員了48個模特兒，報載當天到場人數有近萬人！35 當時還在臺大
哲學系就讀的莊明景，就在該次比賽中得到第三名。青年攝影學會的比賽評審還是毫

無例外的，由三大攝影學會的理監事來輪流擔任。另外青年服務社在1959年就開設攝
影班，到了1964年轉到青年攝影學會名下，分初級與高級兩班，由湯思泮及查士芬等人
擔任講師。36 這個攝影班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目前救國團中國青年服務社仍有這個課
程。 

這些地區與學校攝影社團似乎仍無法滿足所有攝影愛好者的需求，因此各公私

立機構還設有員工專屬的攝影社，有時自己辦活動，有時參加外部的比賽與展覽。然

而這些機構也往往會從主要攝影學會找攝影顧問，擔任展覽或比賽的評審，像鄧南光

在60年代就一直擔任大同公司攝影同好會的顧問。臺灣銀行、華南銀行、臺泥公司、
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以及經濟部所屬各事業單位都是當時常辦員工攝影比賽的單位。

在某些層面上它們可以視為學會的衛星組織，在學會幹部的引導之下，是整個業餘攝

影網絡的最基層單位。這些事業單位的攝影研究社自然是以培養休閒嗜好為目的，如

果對攝影產生進一步的興趣，就會進一步參與各攝影學會活動。

35　《聯合報》，第3版，1964年4月13日。

36　《聯合報》，第8版，196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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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後記

在沒有實質討論實際攝影作品的情況之下，光看1950、60年代的攝影社團活動
是很多采多姿的，不過這樣的說法並不否認一些臺籍成員為主的團體曾在發展中受

到壓抑。例如鄧南光所組的省攝影學會因為涵蓋了全臺灣的會員，實際上與中國攝影

學會是完全重疊的，而會員也有很多重複，因此在戒嚴時代的集會遊行管制中，直到

1963年才獲准成立。不過他在中國攝影學會籍中所組織的自由影展並未受到限制，仍
每年舉辦展覽。中國攝影學會因為郎靜山在戰前就與政府要員有深厚的交往，所以扮

演著大家長的角色，而他自己也樂此不疲。這些攝影團體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不同

的社會階層，但其發展並不是如當時政治上的鬥爭，而是分流與合作。中國攝影學會

的活動主軸落在國際攝影沙龍上，省市攝影學會則辦地方與全省的活動。但是主要的

學會成員又會出現在彼此的活動中，並相互擔任評審。到底業餘攝影團的結合是為了

攝影上的興趣，不必像政治上鬥的你死我活。縱使彼此對攝影的觀點不同，但是追求

攝影之樂的目標不變。與風聲鶴唳的政治氛圍相比，攝影團體及這些攝影活動可能是

當時不同社會族群間交往最融洽的場域。

圖6  鄧南光，拍攝模特兒
的攝影者，約1960年。
（鄧世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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