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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 年於北美館盛大策辦的「歲月 照堂：1959-2013影像展」提供重新閱讀張照堂
影像美學的嶄新可能。展場除了呈現其最核心的攝影作品之外，還可見到大量的個人
隨筆與攝影扎記，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這些原本被定位為「周邊」的實踐成果，與其
一向被視為核心的攝影作品究竟共構出何等形貌的創作星叢？簡言之，在其書寫文字
與攝影實踐之間，其實存在許多相互映射、共振的感性元件，它們共同交織出一張潛
在的、看不見的影像平面。這意味著，張照堂影像美學的真正全貌，並不僅只於展覽空
間中呈現的冷凝靜照或實驗短片而已。倘若其文字與影像之間確有相互補充之處，那
麼張照堂影像美學的另一半，便必須從那些未被現實化為實際影像的「非影像」書寫
裡尋找，因為這些文字與他的攝影作品同樣充滿犀利而深邃的渲染力。
本文以張照堂對攝影形式語言之開拓為起點，探討其影像美學蘊含的魂魄化主體之
姿。並由此擴及其書寫文字與攝影作品之間所交織、共振出的殊異空間，以期在現
有研究基礎之外，開闢對其攝影扎記的分析路徑。簡言之，張照堂的創作橫跨攝影靜
照、複合媒材、裝置、實驗短片等多方實踐。因此透過探索他在其他創作類別中凝聚
的感覺團塊，我們將能重新拼組出一張檢視其影像美學特殊質地的感性地圖。
—
關鍵字：現實化、潛在、非影像、攝影扎記、魂魄化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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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hibition “TIME: The Images of Chang Chao-Tang, 1959-2013” grandly held at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n 2013 opened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interpreting Chang Chaotang’s image aesthetics. The venue not only brought Chang’s magnum opus into spotlight,
but also presented a large number of his random notes and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his
exhibition enabled us to review the creative constellation that consists of the practical results
achieved by the documents originally defined as “peripherals” and the photograph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core. To wit, many mutual-mapping and resonating elements exist amidst
Chang’s written texts and photographic practice, and Chang successfully wove these elements
into a virtual and invisible image plane. It implies that we can never gain a full picture of
Chang’s image aesthetics merely from his static photographs or experimental films. If his
texts and images are essentially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other critical component of
Chang’s image aesthetics lies consequentially in the “non-image” writing that has not yet been
actualized into real images, since his texts are as highly contagious as his photographs.
This essay treats Chang’s efforts in developing a formal language of photography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it investigates the spiritualized subject embedded in Chang’s image
aesthetics. By means of seeking to pioneer an analytic approach to Chang’s ref 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his essay extends the scope of discussion to the specific space creat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and resonance between Chang’s written texts and photographs. The genres of
Chang’s creation encompass static photograph,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and experimental
film. Therefore, we can make a holographic map of the interesting texture of Chang’s image
aesthetics only by exploring the blocs of sensation in his works of different genres.

—
Keywords: actualize, virtual, non-image,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spiritualized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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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荒謬與殘酷的因子，與其說是政治戒嚴的高壓，不如說是來自生命本身的
思考與回溯。現在解嚴了，生命不是仍然荒謬、殘酷嗎？說不定更勝一著呢……一
般人會認為這些照片看起來虛無、荒涼，好像活著無意義，是反社會與政治的。
但這不一定跟政治學有關的，可能更接近心理學、美學或哲學的罷。1
──張照堂

前言
在討論藝術家與其社會環境之關係時，有時藝術史寫作會掉入一種「社會反映
論」的危險。簡而言之，便是過於簡化地解讀社會氛圍、環境、機制、歷史事件等外在
因素對藝術家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同時，也預設創作者總是一面忠實的鏡子，
必然會一五一十地反映其所身處的社會現況。此種分析進路，背後當然有其正面的價
值預設，例如視藝術家為針貶時事、扮演社會良心的公眾知識份子角色。但作為一種
理解和詮釋方式，「社會反映論」最大的問題便是過於偏重從結構面的角度來看待創
作意圖的生成過程，卻反而忽略了：藝術家本身如何擇取、反思、推進其創作語彙的自
由意志和能動性，同樣具備決定性的力量。換言之，「社會反映論」式的解讀雖能幫助
我們聚焦在大範圍的文化和物質基礎的考察上，卻也容易使得藝術創作的詮釋過於
單一、片面，進而輕忽藝術家在其創作進程中所揭示的種種轉向、岔離和變異。如文章
開頭這段引言裡，張照堂對其冷冽、詭譎之影像風格成因的闡釋，即是藝術家創作主
體意識不可被輕忽的一項明證。
整體而言，張照堂的藝術生涯跨越多次世代與時局的轉折，早已無法將之簡單定
焦在 50、60 年代歐美現代思潮和形式語言的平行輸入狀態，亦無法將之直接安置在

70 年代臺灣回歸鄉土的入世關懷，乃至於80 年代逐步邁向解嚴的社會批判脈絡中。他
的影像美學確實孕育自存在主義、荒謬劇場、超現實主義等現代思潮的養分，並由影
像表現的實驗探索起家。之後，隨著思想和生命經驗愈加成熟，也確實轉入對在地人
文景致的深刻關照。但他始終沒有全然貼合「社會寫實」式的創作路線，而是形成一
種涵涉諸多異質元素，並且與現實保持疏離態度的影像風格。據此，思考其美學成就
的標準並不難確立：倘若張照堂確實樹立了一種風格獨具的影像語言，那麼這套語言
必定不會只停留在踩踏西方現代主義陰影前進的「學習者」姿態，也不會只是自詡為
1

張照堂，〈冷凝的觀伺身影：張照堂訪談錄〉，《歲月•風景：張照堂攝影展》（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2010），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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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明鏡」，但卻對影像語言本身毫無反思、只視之為訊息傳遞工具的純粹鏡映狀
態。相反的，它必定有其感性表達和意義組裝的特出之處，既能接收西方思潮的灌溉，
同時又能與在地的社會脈動產生共振。最終，轉化鑄造出一種符合藝術家內在靈魂探
索欲求的影像美學——這套美學所蘊含的思維、姿態乃至於影像操作的手勢，不僅在
藝術家所經歷的 60、70、80等各個年代都有過實質效力，甚至直至今天，它仍持續是
藝術家反覆探勘、考掘其所謂的「生命的荒謬、殘酷」的豐富資產。如果不拉到這種高
度並以這種標準檢視其影像美學，我們如何能細緻地指出，他創造了一個直到今天都
值得年輕影像創作者參照的感性座標 2 呢？但另一方面，為了思考其影像美學的特殊質
地，這也將要求我們反過來檢視現有詮釋模式與研究視野中還有什麼值得開發之處？
同時，在張照堂橫跨攝影靜照、複合媒材、裝置、實驗短片的多方實踐成果之中，還有
什麼是我們遺漏的呢？
如今，關於張照堂攝影的相關研究已日漸全面而完備。有綜觀概述其影像美學與
臺灣攝影發展之緊密關係的文章（郭力昕，2011），亦有橫向討論其與 V-10成員，以及

60至70 年代臺灣現代生活的研究（許綺玲，2009）；有重新聚焦在張照堂紀錄片之美
學成就，思考其動態與靜態影像之關連的論述（孫松榮，2013），亦有分析其特異的主
體狀態與精神結構的觀點（龔卓軍，2013）……。3 簡言之，現有的評論和研究成果，
已讓我們看到張照堂影像創作豐富而多樣的面貌。不過，本文無意在此進行文獻回
顧，也無意一一比對、評斷先前各種觀點之優劣，而是希望指出現行張照堂研究尚未
涵蓋到的一些縫隙，嘗試開發新的討論路徑。譬如，相較於張照堂一般最為人重視，
同時藝術成就也最被肯定的攝影靜照，或者自60 年代末起一系列極具開創性與前瞻
性的實驗紀錄片，他本人的文字寫作受到的關注卻比較少。眾所周知，張照堂也是極
為優秀的文字工作者，不僅編輯過《影像的追尋：臺灣攝影家寫實風貌》、《臺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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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所有具重要藝術成就之創作者，都在其表達媒材之運用、形式語彙之創發，以及創作思維與觀念上，豎立一個宛
如紀念碑般極易辨識、指認的創作實踐典範——正如同談及臺灣當代影像創作，陳界仁絕不會被錯過；談及日治時期臺灣
繪畫史，陳澄波不會被忽略一樣——那麼，這些創作實踐典範，不只是藝術家個人特殊感性經驗的體現；這些典範宛如星
叢一般的聚集，也能讓後人據此描繪出一張由各式各樣之殊異表達所拼組成的感性經驗地圖。一個值得後人不斷參照、學
習的藝術家，其創作即是提供一個「感性地圖」，使人得以在這方地圖上，辨別哪些實踐區塊已被前人窮盡，而哪些地方
仍有值得拓展、開發之處。此為筆者將藝術史發展，予以地理學化表達的特殊方式。

3

郭力昕，〈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論張照堂的攝影藝術與生命風景〉，《光影•鏡頭之外：張照堂的彳亍足跡》（臺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1 ），頁 19-30 。龔卓軍，〈起咒的姿勢：張照堂與攝影主體性的追尋〉，《現代美術》第
170期（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3/10），頁60-64。許綺玲，〈重探V-10昔日展的幾個「現代」身影〉，收錄於林文
淇、吳方正主編，《觀展看影：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臺北：書林，2009），頁125-140，原發表於：《「回首臺灣
百年攝影幽光：臺灣影像風格與攝影特質的轉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頁94-111。孫
松榮，〈雙重性的紀實之眼：初論張照堂1970年代的紀錄片〉，《歲月╱照堂：1959-2013》（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
2013/10），頁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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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群像》、《看見原鄉人：臺灣客家光影紀事》等重要的攝影書籍，更曾寫下許多觸動
人心的文字扎記，是一位頗能挖探自我內裡，並貼切描述自身情狀的創作者。這些攝
影扎記過去僅有零星的出版，如《生活筆記》（1977-80）、〈非影像筆記〉（1989）或
者後來於《藝術觀點 ACT》上陸續發表的短文可供查閱，但一般觀眾並無機會——特
別是在同一個展覽空間之中——有組織、有系統地比對這些文字與影像創作之間的關
連性。

2013 年於北美館盛大策辦的「歲月 照堂：1959-2013 影像展」無疑提供了新
的閱讀可能。在展場裡，除了滿佈各種吾人熟悉的詭譎表情、姿態，陰鬱的風景、畫
面，疏離的臉孔、身影之外，還可見到大量的個人隨筆、過往展覽文件、攝影機具、
暗房器材、印樣、各種書籍寫作之成果等。但這些屬於「光影、鏡頭之外」4 的展示，
並不只是向觀 眾提 示張照堂同時作 為攝影創作者、紀 錄片 導演、書 籍 編輯與文字
工作者的多重 身 份而已；它們也 提 供一 個契 機，讓 我們重新 審視 這 些 原本 被定位
為「周邊」的實踐成果，究竟與其一向被視為核心的攝影作品共構出何等殊異造形
的創作星叢？特別是 張 照 堂的 攝影 扎記，不應該 被 視 為其影像創作的陪襯補 充，
或 者只 是藝術家日常生活所思所想的 註 解。張照堂曾多次 指出他的創作養 分來自
對《筆匯》、《劇場》、《現代文學》所刊載之文學作品，以及七等生、陳映真等臺灣
作家的大 量閱讀。因此，將文學 性（或 更精準 地說：詩性）視 為其影像創作的 重 要
根底之一，並不為過。但這並不是指我們應當以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來重新理解張照
堂，本文的寫作目的遠非如此。重點是以其書寫文字與攝影作品之間所交織、共振
出的殊異空間為線 索，我們或 許能 夠 在現有的研 究基 礎 之外，劃出一 條不一樣的
詮 釋路 徑。這條幽微小徑將能幫助我們從張照堂在其他創作類 別中凝聚的感覺團
塊（bloc of sensation）5，重新拼組出一張檢視其影像美學特殊質地的感性地圖。

4

筆者2011年曾受張照堂之邀撰寫一篇文章，以他因為獲頒行政院第三十屆國家文化獎而舉辦的展覽「光影•鏡頭之外」
為主要的評論對象。這檔位於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的小展雖然有如文件展一般，只是陳列出歷年重要展覽的海報、編輯撰述
過的專著雜誌、曾使用過的器材等物件，但也展出不少或寫於筆記本，或註記在月曆上的扎記隨筆正本。這是筆者第一次
注意到，對於張照堂的研究不能只聚焦在其靜態與動態的影像創作，而必須與這些宛如短詩、散文一般的文字寫作一併思
考。如今這篇論文是對先前評論觀點的修正、完備與再推進。詳見王聖閎，〈關於「光影•鏡頭之外」，以及張照堂的影
像剳記〉，《光影•鏡頭之外：張照堂的彳亍足跡》（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1），頁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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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語言之探索，及其所蘊含的內在批判性
張照堂對攝影的基本美學態度極其明確。在許多訪談或自述裡，他不止一次強
調影像必須具備如詩一般，充滿各種意義不明且能誘發觀者諸多揣想的「謎趣」：我
個人比較喜歡這一類的影像，留白，若即若離，未完成，永遠保持一些謎趣與想像。這樣
的照片或許具有某種文學式的思考空間，耐得住多讀幾回，不會一次就看厭。」（張照堂，

2010：118）在另一篇回顧其 60、70 年代攝影歷程的短文裡，他說的更為明確：「一
張照片如果有各種分歧解讀、多向聯想，照片自然有更多思索空間。切忌太直白，勿一眼
看穿，留下一些謎疑與想像，可以去推敲與爭辯，如此影像不是更具意義嗎？」（張照堂，

2012：53）
對於某種「影像詩學」的追求，不但是張照堂攝影創作一貫的起手勢，也是許多
論者據以論斷其視覺風格成因的論述錨點。意即將其攝影的美學根源與臺灣戰後一
方面大量引介西方思潮與物質文化，另一方面又處於白色恐怖底下言論封閉、思想箝
制的政經背景，緊密地扣連在一起。但這種立基於時代條件的觀點經常無能回答：在
穿越多次時代與社會的變遷之後，張照堂為何依舊保持那冷凝觀伺且疏離於現實的
影像風格，且不但沒有因為政治壓力的消退，或者戒╱解嚴動盪的遠離而稍減，反倒
愈加純化而精粹？換言之，如果藝術家的創作動力全然來自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壓力和
刺激，那麼一旦離開奠定其創作底蘊的特殊時代氛圍，藝術家必須持續推進自我藝術
生命的根本動力，又該從何處孕生呢？換言之，除卻外在環境與社會因素，藝術家恆常
的創作命題依然是朝向自我內在深處的誠實探勘，並且將之轉化為一種能夠與時俱
進的、能在實驗性與成熟穩定之間取得平衡的感性表達方式。因此，如何面對自我，與
如何面對藝術語言的創造和推進同等重要。
早 在 19 6 0 年代 初，仍 是 一 位 大學 生 的張 照 堂便 把自己 放 進 如 何挖 探自我 的
問題性當中。儘 管早 年 的 影像創作，從 反覆 重 構身 體，或 者 切 割物象 和景框 的 攝
5 此為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於《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 ?）一書中發展出
來的概念。對德勒茲來說，藝術作品最重要的，便是透過對表達材料的差異化運用，留存藝術家極為特異的「感覺」
（sensation）。但這裡所說的感覺，並不是單純對應於日常生活世界的某個實際而尋常的經驗內容，也不再只是某個客觀
對象物的摹本，而是被推逼至極致，以致於獲得絕對自足性的（self-suﬃcient）存在狀態；是感覺宛如紀念碑一般的奠立，
有其自律性（autonomy）、獨立性的狀態。德勒茲稱之為「感覺的純粹存有」（pure being of sensation）。以德勒茲也曾
提及的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為例，其向日葵畫作所留存的並不是那些花的視覺表象，而是畫家本人無比扭
攪、賁張暴烈、躁鬱如火一般的特異感覺；其作品所存封的，正是梵谷獨樹一幟的，於他處不可得的感覺團塊。詳見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 (London: Verso, 199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6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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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靜照，一直 到複合媒材 裝 置、動態 影像短 片 的 形式 語言 探 索，看似 是 一種 向自
我內 在 捲 曲而不顧 周遭 現 實 的 藝 術 姿 態 —— 甚 至 連他自己也曾表 示 這 些 早 年創
作 主 要 是 一種「回到身體、回到自我、迎向虛無」，熱 衷 於荒 謬 與 淒迷 之 感 的 藝 術
宣告（張 照 堂，2 012：5 4）—— 但 這 些 反覆 透 過 特 殊 疊 印、框 取、晃 動、模 糊、失
焦而來的 實驗 性語 彙，並不能簡單 地與臺灣戰 後 文學被冠 上的 標籤：「無根、自我
放逐、形式主義的 60 年代」（施淑，1994：253）劃上等號。事實上，從無頭者形象、
〈石室之死亡〉到〈日記〉，乃至 於〈剎那間容顏〉中對自我肖像的解離與重構，搭
建出的是 一座 以「自我」之多重 變 體 為 構築元 素的 岐 路花園。這 座 影像 岐 路花園
所 試圖對抗的，正是當時主流的 畫 意 派 攝影，以 及其過度耽 溺於唯美 意 境而終至
僵 化 的美學 理 念。因此，選 擇 以西方現代 主義 著重藝 術內在性 與形式自主性的影
像實驗，本身就是 一種 對（藝術 創作）現實╱現況的積極批評與回應，而不能簡單
化 約為一種消極而反現實的 頹 廢觀，或 者某 種陷溺於個人情緒抒 發的喃喃自語。
簡言之，取道形式美學的思考和實驗，並不意味其創作路 徑必定是一種無視歷
史、背對現實的藝術姿態。換句話說，相較於孕育西方現代思潮的高度發達資本主義
社會，60 年代臺灣在政經局勢與社會條件上的落差雖屬事實，但張照堂既荒蕪又疏離
的早期攝影，並非一種既不伸張抗辯，亦無對峙態勢的間接性語言。我們固然可以說，
這種以自我形體之多重摺曲為起始點的影像追尋，可能源自藝術家在創作生涯早期，
生命力與創作力意欲賁張爆裂而無處可發的抑鬱和不滿。但這種「宣洩、抵抗當時臺
灣政治社會抑悶情境的一種奇異而有效的語言」（郭力昕，2011：27），卻絕非追趕歐
美現代性步伐而不可得，以致於只能在窒悶時局底下，藉由藝術聊表一己之虛無、漂
泊、苦悶心境就可以解釋的。許綺玲曾分析，張照堂與 V-10「視覺藝術群」成員們對攝
影現代性的擁抱及追求，迎對的正好是 60至80 年代臺灣社會從農、工業社會，逐步跨
入重視商品行銷、媒體傳播、影視育樂的消費社會型態的轉變。V-10 成員也多半從事
這些領域的工作。因此，他們所身處的正好是逐漸講究文化涵養與生活品質，並且以
城市活動為中心的現代生活。可以說，攝影的現代性無疑是在這種現代生活的背景下
滋長，其本身便蘊含一種從城市出發的觀點（許綺玲，2009：129）。是以，張照堂的影
像之所以是一種「奇異而有效的語言」，來自於他真正地把攝影鏡頭對準自身所處的
現代生活，並且紮實地從「日常」之中提煉出「超常」，而不是架空地塑造一種與在地
經驗全然脫節的飄渺景象，或只是停留在小我範圍的生活感受與情感描寫。但另一方
面，其影像之所以「現代」不能單純從社會環境解釋（譬如認為他的影像代述了一整代
人的壓抑和苦悶）。我們還必須注意到，藝術家對形式語言之翻新、對造形╱形體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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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與重構、乃至於敘事和景框的破碎化處理，乃是為了逼迫出一種嶄新的藝術表達方
式；這種接近「為藝術而藝術」態度的感性表達，也是使攝影得以推進至「現代」，並
且能與先前思古幽情式的舊日影像徹底告別的關鍵鑰匙。
總而言之，早 年化身為無頭者的張照堂，其創作力量主要來自他對內在生命、
對當時文學、藝術、西方思潮的感受與回應，並切實轉化成一種與當時藝術創作景況
（畫意派攝影之保守）以及外在大環境（尚處於戒嚴令之下的臺灣社會）保持距離，但
又飽含政治性與抗辯意味的姿態。然而跨入70、80 年代之後，揮別青年時期的種種鬱
悶，而改以更為入世之眼光來凝視現實世界的張照堂，卻更加確立以詩性與謎趣為主
調的視覺風格，這顯然不是把他套入臺灣美術史發展的一句「步入現實，回歸鄉土」就
能解釋的。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將張照堂早年的影像探索簡單劃限在形式主義一方，
然後將他 70 年代步入民間、把鏡頭對準生活景況的發展，視為一種現實主義的回歸。
因為這種「現代主義（形式主義）vs.現實主義」的二分法無疑是有問題的：一方面，它
過於簡化地以拍攝方法、對象與題材的不同，作為影像風格的界分判準。另一方面，
它也過於粗糙地將個人內在情感、心境之抒發，與忠實再現客體的紀實性表達加以斷
開。如此削足適履的劃分反而無法幫助我們理解，貫穿在張照堂各個創作時期的美學
基調究竟是什麼。
攝 影本 就 專 擅 於從 現 實 世界之中 切 取 特定 的 部 位—— 如 同 班 雅 明（Wa lt e r

Benjamin）將攝影師聯想為外科醫生的比喻——可以從事物細節裡洞見微觀的精妙
構造，亦可由其形體輪廓組構出純粹抽象的圖景。但是即便如此，對形式美感及影像
語言的追求，並不妨礙攝影家對其所拍攝之人事物，投以積極而入世的關懷眼光。簡
言之，這兩種美學態度並非互斥而不相容的對立項，端看如何調配與擇取。而風格一
致性的深究，需要我們大膽離開「實驗性╱紀實性」、「現代╱本土」、「冷冽╱溫暖」
這類二元對立的概念框架，才能夠恰當地詮釋。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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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魂魄化的主體姿態
張照堂在影像創作中確立出何等的主體性，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這關係到他如
何看待自己在攝影靜照與紀錄踏查兩邊的美學經營。在《揮手的姿勢：看•不見•張照
堂》與吳忠維討論拍攝者與被攝者的訪談裡，有一段話很具體地闡釋他個人理想中
的攝影主體狀態與一般報導攝影之間的差異。此段談話甚是關鍵，我們有必要完整節
錄：
我拍照的時候，有時會覺得自己靠近物體的行為好像是把自己從極其平常的環境
中抽離出來，離開現實人間，再去看原本的周遭環境人事物。好像自己不是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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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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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是超脫出來地看。就好像雖然我進入一個場景，和對象
們及他們的週遭人事物站在同一個地面，但我又想一邊進去又一邊離開那個地
面，離開那個圈子，用一種遠一點的精神去看。也因為這樣罷，所以這照片上就
有一種現實之外的感覺。（吳忠維、張照堂，2000：96）
在這段話裡，張照堂很鮮明地描述作為拍攝者的他，與拍攝對象之間的理想關
係。相較於報導攝影仍必須維繫與現實貼近的倫理位置，他更傾向一種「離開現實
人間」的姿態，意即一個好似駐足於現場，但又隨時能夠抽離的鏡位與視角。評論者
龔卓軍稱此飄忽遊走的姿態為一種「現代影像巫乩」般的主體姿勢，一種「起咒的姿
勢」，並且稱讚其中蘊含的巫乩式靈視與孿主體之力，是臺灣攝影主體性有別於其他
亞洲視覺文化的可貴特質（龔卓軍，2013：64）。龔卓軍以「孿主體」來闡釋張照堂確
實是一個值得參考的詮釋路徑，因為此一路徑能夠幫助我們擴充攝影主體性討論背
後所涉及的政治性意涵。不過我們可以繼續與之討論的是：「孿主體」雖然暗示一種
「解散單一人稱」的複數主體狀態，因此頗能貼切說明張照堂跨媒材的多重疊層身
份，但我們仍必須進一步說明，其基進的逾越之力究竟從何而來？其次，如果確如龔
卓軍所說：「即便是80年代的許多優秀攝影者，也都設法結合了理性的社會批判與巫乩
式的爆發能量」，那麼我們該如何在「孿主體」的基礎上，更加特定出張照堂影像美學
裡獨有的觀伺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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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對於「孿主體」概念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補充的正是張照堂對觀伺位
置的想像。其所描述的「好像靠近，但又是超脫出來地看」、「一邊進去又一邊離開那個
地面」，其實指向一個著重自由穿梭、來回游移的超越性姿態——好似佛教所說之「中
陰身」，既已離開現實人間，但又徘徊其中——這是一種魂魄化的主體（spiritualized

subject）狀態：它既在場又缺席；既參與現實但又超然於外；既熱切擁抱，同時也冷
眼抽離。身體感並非此種主體姿態之中最首要的事；即便擁有一個身體，至少也不會
是一般報導影像中，僅將攝影視為見證工具以不斷貼近事件現場的肉身在場性。相反
的，從這種魂魄化的主體視框之中望出，雖然仍是現實中依稀可辨、可指認的具體物
象，但影像本身卻總是將觀者拋入一個不知身在何處的夢魅之境裡。以致於，跟隨張
照堂的視線，即使身處現世，我們眼裡盡是迷濛幻異的場景；或反之，即便遁入如鬼
魂一般的疏離視域，現實景物卻總是比其原初之姿更加赤裸而強烈地映入眼簾。簡
言之，魂魄化的主體姿態蘊含著無比的能動性，允許張照堂劃出一道既超脫於現實之
外，卻又能夠深刻回眸、凝視其特異之處的逃逸路線。
長期於電視台工作，並且拍攝過多部踏查深入、切題精準之紀錄片的張照堂，自
然清楚攝影書寫歷史、捕捉文化內在紋理的紀錄本質。但他也很明白影像語言的潛能
不應禁錮在紀實性的道德諭令裡。即便是著重田調踏查的《王船祭典》拍攝工作，在
顧及民俗祭祀與生活實況描寫的同時，他（與另一攝影師杜可風）仍希望打開音像紀
錄形式本身的可能性，大膽地消去祭儀現場的任何聲響，僅配上作曲家邁克．歐菲爾
德（Mike Oldfield）的音樂作品《歐馬頓》（Ommadawn , 1975）。如此的安排，一方
面讓觀者更加專注在影像所捕捉的視覺細節上，另一方面也透過音樂的渲染力，直接
提點、烘托出祭典本身所激發的庶民文化活力。但無論如何，紀實攝影仍必須關照到
訊息見證與溝通傳播的本質，有其面對公眾的功能性。也因此，張照堂選擇把挖掘自
我及保有自由進出距離的魂魄化主體姿態，留給攝影靜照的領域。（但這並不意味張
照堂的紀錄片比較不具藝術性。正好相反。正因為紀實攝影本身存在諸多限制，張照
堂在 70 年代對紀錄片音像組裝形式的多方探索，反倒突顯出他的開創性貢獻。）7 也
唯有魂魄化的主體之姿，允許他拍出像是〈樹林•1987〉【圖1】這樣的傑作，這是他最
好的作品之一。隔著一團火焰，影像中呈現的黑影似人又似鬼，身分未明。這固然是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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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孫松榮，〈雙重性的紀實之眼：初論張照堂 1970年代的紀錄片〉，《歲月╱照堂：1959-2013》（臺北：臺北市立美
術館，2013），頁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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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佈置技術的精湛演繹，能從熟悉的現實中攝出令人戰慄卻又無以名之的詭譎景
象。但若仔細揣想，火焰的另一端，意即身處觀者位置的我們竟也身分未明；彷彿我
們才是置身漫天塵煙與燒化火堆之中，對人世投以最後一瞥的鬼魂。倘若如此，那麼
這幅景象究竟是人望向鬼，抑或是鬼望向人呢？我們恐怕永遠無法知曉。唯一可以確
定的是，只有如此的影像給予我們一種拍攝者與被攝者皆不可知，卻又反覆交錯鏡射
的雙重曖昧性。此即魂魄化主體之姿所帶來的特殊「謎趣」，也是張照堂攝影靜照裡
特有的意義空間。8

圖1 張照堂，〈樹林•1987〉，28x40 英吋，優質平滑藝
術紙，數位輸出

三、攝影的「相遇」，與朝向混沌未知之力的純粹影像
張照堂深知攝影的魅力並不在給予觀者「已知」，而是透過影像迫出未曾思考或
者無法被思考的「未知」。這是其注重「謎趣」的主要原因。因為攝影就其特性而言，
本就擅長捕捉事物形貌與存在狀態。但也因此，它很容易深陷作為「證言」功能的泥
沼：意即見證事件，紀錄歷史流變，或者代替已逝者揭露曾經存在之真相。簡言之，在
攝影史盤根錯節的底部，總是纏繞著一種認定攝影能夠召喚真實的再現性思維——直
到數位技術重新賦予其任意編造世界的能力之後才有所改變。雖然，弗希德爾（Peter

Friedl）在〈製造中的歷史〉（“ History in the Making ”）一文裡試圖透過攝影史料告
8

在意象上，〈樹林•1987〉這件作品也能令人聯想到年輕藝術家蘇育賢在〈花山牆〉（2013）中，透過說書人溫文儒雅之
臺語唸白道出的佳句：「綴著火焰來離開，變成魂身，這把火就不曾停過了，除了自己，是燒不著任何東西；不過，從火
焰內所望出去的一切，盡是一片燃燒的風景。」儘管張照堂曾在訪談中指出自己比較傾向「浪漫、遊走、隨興、業餘、去
政治化的特殊風格」，但若細究其魂魄化主體所打開的雙重曖昧性，確實隱含一種可以架接上政治主體性之討論（國家身
份未明）的意義空間。這與蘇育賢透過紙紮人偶、中陰身、鄭南榕、民間祭祀儀式等元素，嘗試打開討論國家歷史的另類
政治性空間，有若合符節之處，惟此一思考軸線需要更細緻的詮釋銜接。不過由於這並非本文寫作主旨，只能日後另闢新
文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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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們，即使是刑事紀錄與新聞攝影剛興起的年代，攝影就難逃人們因為不同立場而
產生之選擇性詮釋的命運。因此攝影作為「製造」歷史、再現歷史的絕佳媒介，其實從
未真正地獨佔「真實性的光環」。9 但即使如此，由於它本身不可避免地蘊含一種見證
式的言說形式（攝影影像總是訴說著：「有東西曾經存在那兒！」），使得它總是難以
逃離再現性思維的巨大籠罩，甚至被攝影者妄自披上絕對客觀的外衣，任意冠上「紀
實之眼」的稱號。這裡所謂的再現性思維，指的是一種假定任何差異的事物（未知），
都可以快速收編至已然被確立、被經驗的既存領域（已知）裡的思維方式。（沒有事物
是無法被理解的！）但事實上，再現性思維往往只是壓抑差異事物的真正意義，並且
把它強行劃入既有的事物分類系統裡。這裡頭並不啟動任何關於差異的思維運動，而
只是再次鞏固趨於「同一性」（identity）的邏輯而已。10
攝影清晰指示（index）事物的卓越能力——作為認識世界的重要媒介——不僅
容易強化此同一性邏輯，也容易使影像的歷史化約為再現的歷史。因此，關於攝影影
像的創造，總是必須在與同一性邏輯的反覆鬥爭、抗衡中展開，以避免閱讀影像的歧
異路徑，再次掉入一一指認事物、簡單辨別物象的僵化思維模式裡——若是要從攝影
影像內部迫出嶄新的感性經驗則更是如此。創作者勢必得解開再現體制的枷鎖，抗拒
複述已知俗見的欲望，勇於離開一般人習以為常的識讀常規，嘗試在既有的藝術語言
中講出突梯、尖銳、充滿不和諧腔調的少數語言，才可能真正地探照到影像世界藩籬
外的未知之境。
毋寧說，探索影像語言之開發創制的張照堂也同樣面對類似的課題。他清楚知道
影像若要具備指向未來的力量，勢必得繞過以紀實性為核心，以認識╱辨識事物為目
標的思維方式。換言之，其所說的「切忌太直白，勿一眼看穿，留下一些謎疑與想像」，正
是阻斷觀者習以為常的辨別欲望，拒絕淺白訴說出影像所指。雖然張照堂總是堅持從
現實世界中攝取影像，從不編導、刻意設計，但他的攝影作品往往劇烈地摒除任何鮮
明可辨的敘事、象徵和意義連結。因此，影像的閱讀不再是通往世界某處的認識活動，
也不再是作為拍攝者親炙現場的證據。透過將現實事物的形貌重新組裝成如詩一般
凝練的畫面，張照堂讓他的攝影作品 徹底內縮成強烈而飽滿的感覺團塊，成為一張
9

Peter Friedl, “History in the Making,” e-flux 18 (Sep. 2010).
http://www.e-flux.com/journal/history-in-the-making/.（2013/12/21瀏覽）

10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曾對這種潛藏在西方哲學體系深處的同一性邏輯與再現性思維，有過許多精湛的批判。詳見
《差異與重複》（Diﬀerence and Repetition）第三章「思想影像」。Gilles Deleuze, Diﬀerence and Repetition , trans.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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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觀者思考的封閉性平面。要言之，這麼做正是為了促使觀者直接面對影像本身的
感性配置。其所依賴的不再是攝影的指涉功能，而是攝影影像的基本特性：「相遇」
（encounter）。
攝影，至少就非常古典的意義而言，本就是一門非常仰賴外在條件的藝術，因為
它無法如繪畫一般憑空塑形。攝影家所攝之影像，雖然是個人踏查實踐的成果，卻也
必須依靠某種程度的機運促成。也因為如此，攝影總是涉及一種與未知事物相遇的
狀態：意即離開慣常的思考模式與行動路徑，並與意料之外的事態變化交會。影像的
創造也是相同道理。其目的並不是將觀者再次帶回已知事物或者熟悉景觀之中，剛好
相反，影像創作者必須將其觀者帶到最能夠領受純粹差異之力量與強度的相遇客體
（the object of encounter）面前（Deleuze, 1994: 139）。因為，唯有駐足在既有認知
模式和分類框架都失效的未知盲域之中，真正的影像思考才會開始啟動。
但具體而言，影像究竟如何成為不斷干擾既有認知模式，並且迫使觀者思考的混
沌之物呢？而張照堂究竟如何透過影像的「謎趣」，提供一種能夠（暫時）逃離再現性
思維的「相遇」？這是我們必須細究的。其次，這種從現實景觀中迫出絕對差異的影像
創造，是否只存在於張照堂靜態與動態影像的美學經營裡？其創作脈絡裡還有哪些線
索值得指出，進而幫助我們理解他有別於歐美現代主義的特出之處？筆者認為，這些
關鍵問題的答案，必須從他非影像創作的成果中尋找。因為張照堂跨出靜態與動態影
像的多方實踐成果，早已使他脫離僅僅是挖探單一媒材之必要性、形式之自律性的現
代主義者；他也無法狹隘地定位為單純的攝影家。因此，探究張照堂非影像類的創作
成果，一方面能夠避免限縮在現代主義陰影的危險，另一方面也能幫助我們回答，何
以張照堂能夠穿越諸多世代，直至今日都能為當代影像創作帶來啟發。

四、影像與文字交織出的特異空間，以及〈非影像筆記〉中的影像
之思
張照堂有一作品系列值得更多的關注。1988-89年間，他有過一次短暫的美國行，
途經舊金山、紐約等地，在旅行中拍下一批照片，後來以「行旅•自白」為題發表在《藝
術觀點 ACT》上（以下簡稱「行旅•自白」）。據藝術家描述，這些多半是他認為語焉不
詳的影像。由於感覺到它們各自存在的缺漏、失誤、不到位，因此便提起筆在照片上
頭寫下一些補述拍攝當下心境的短句或斷言。如果就現代主義—形式主義的美學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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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文字的介入乃至於對畫面的破壞，自然是一種既減損影像強度，同時又不夠「純
粹」的舉措，無法內聚出他一向為人著稱的冷冽影像風格。但張照堂自述：「一張純粹
的照片，由於文字介入的打擾，最終可能剝奪了讀者在照片中的字宜與敞開想像。但同時，
將一張本來不怎麼樣的照片加工，或許因為這樣的圖文並置的面貌，也多了另類解讀的版
本。」（張照堂，2011：83）換言之，儘管「行旅•自白」的不足或說不完整，再次揭露攝
影總是必須與偶然共舞，因而無法自我奠立的脆弱性（fragility）宿命。（意即，攝影總
是處在古希臘人所說的「技藝」與「運氣」（tuch ē）的夾縫之間。）但也正因這些照片
的不純粹，使得張照堂影像實踐的內部蘊含一條偏離現代主義美學判準的清晰軸線。
在此，攝影不再是單純視覺性元素的提煉與經營，反而成為一種由影像與文字共同組
裝、相互補述的異質性空間，並且打開複合式閱讀的可能岐路。
「行旅•自白」上頭的突兀文字，不僅透露張照堂向來毫不掩飾的種種猶疑躊躇
或自說自話（其中一張照片上的文字註記，猶如語言構成的噪動迴圈：「活著就是等
著，等著就是看著，看著就是想著，想著就是癢著，癢著就是躁著……」），更提顯出一種
對著內在生命根源的反覆扣問。而照片便成為收藏並展示這些內心獨白的一隅精神角
落。除此之外，由於文字現身於影像旁側，讓我們得以同時對照圖文，因此可以發現，
它們本身的語言狀態——充滿哲理的簡短敘述、沒由來的警語或斷言、從日常縫隙中
竄出的奇思狂想，內心的吶喊或自白——其實便是對張照堂攝影實踐裡慣常使用的影
像構句形式的提示。意即，要緊的往往不是影像的敘事、意義、象徵指涉或者邏輯性，
而是影像本身所給予的特殊張力和強度。由此觀之，「行旅•自白」中的文字並非影像
的附庸，它們一筆一劃地嵌進影像裡，不斷擾動、混淆、截斷、遮蔽著原有的影像閱讀
慣習，塑造出難以言明卻又不斷撞擊讀者╱觀者的文字謎趣。簡言之，「行旅•自白」中
圖與文的感性並置，無疑提示了一條重新思考張照堂影像美學的線索。
若更 擴 大 地 來看，張 照 堂曾寫下的其他 攝影 扎記也不應當 視 為日常生活的平
凡牢騷和感 觸，或 者只 是 攝影靜照之外的 補 充說明而已。因為 在 書 寫文字 與影像
實踐之間，其實存在許多相互映射、共振的感性元件，它們共同交織出一張潛在的
（virtual）11、看不見的影像平面。這意味著，張照堂影像美學的真正全貌，並不僅止
11

Ibid., p. 208. Virtuel 在法文中除了「虛擬的」之外，亦有「潛在的╱具潛能的」之意，往往會與法文potentiel （英文
potential）相混淆。同時，virtual若譯成「虛擬」，在中文語境中很容易連結至藉由電腦運算而達到的視覺模擬技術：虛
擬實境。本論文為了保持其原意，故選「潛在」而捨「虛擬」之譯法。特別是在本段落稍後觸及德勒茲哲學的討論裡，
virtual是至關重要的概念。必須指出的是，在德勒茲的理論脈絡裡，virtual並不能理解成憑空捏造的「虛構」，而是如其所
說：「潛在不是與真實（real）對立，而是與現實（actual）對立。潛在就其潛在性而言完全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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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展覽空間中呈現的冷凝靜照或實驗短片而已——儘管這些是包括藝術家本人在內，
多數人認定的主要核心作品。但筆者認為，倘若其文字與影像之間確實共享著相似的
感性元件，甚至互有補充之處，那麼張照堂影像美學的另一半，便必須從那些未被現
實化（actualize）為實際影像的「非影像」書寫裡尋找，因為這些文字與他的攝影作品
同樣充滿了犀利而深邃的渲染力。
正因為攝影有其必須仰賴機運的「相遇」特質，在現實條件無法配合的情況下，生
活中自然存在一些縱使「心有戚戚卻又無法捕捉的影像」（張照堂，1989）。〈非影像
筆記〉一文即因此而生（以下簡稱這些攝影扎記為「非影像」書寫）。在這篇關鍵性的
文章裡，蒐羅了許多藝術家在工作之餘寫下的詭譎場景。它們雖沒有現實化為攝影靜
照，讀來卻充滿鮮明意象，甚至是歷歷在目的電影感。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段落，可能便
是攝影學者郭力昕用以比擬張照堂亟欲衝破庸俗生活之煩悶鬱塞的犀牛意象：
加班到淩晨四點半，一個人站在十三樓等電梯，恍惚中抽著煙。指示燈上得很
慢，長廊黑漆漆的，我好像聽到一種奇異的撞擊聲。電梯終於上來了，門一開，一
隻犀牛從裡面擠了出來……。（1975年12月15日）
在此，封閉狹小的電梯間成為暗示生活牢籠的清晰象徵，困限著張照堂不斷尋找
出口的巨大苦悶與掙扎。是以，在郭力昕的詮釋底下，這隻桀驁不馴的犀牛便是藝術
家創作與生命狀態的絕佳寫照。（郭力昕，2011：30）
另一個經常出現的段落則是個臨海拋嬰的戲劇性畫面：
淡海，夜十一時，除了浪聲，就是野孩子的笑鬧聲。一個母親哄著懷中的嬰兒說：
「乖乖的，再哭就把你丟到海裡去。」有人丟過小孩到海裡去嗎？我拿著相機等待
著。（1973年6月29日）
藝術家當然不可能束手旁觀，等著將此一瞬間攝下，但他同時也堅持不以編導式
攝影或數位影像技術的方式來重現這些腦海中的超現實場景（張照堂，2010：118-

119）。始終謹守直接攝影範疇的他選擇以文字來補捉，卻反倒把扎記寫作推到一個
獨立於其攝影靜照之外的特殊位置，而不只是打開所謂的「文學式的思考空間」而已。
簡言之，若細讀其「非影像」書寫，我們會發現這些落於紙上的幻異畫面，如果不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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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的靜照更具感性潛能、更能激發想像，至少也具有相同的張力與強度。12
讓我們再讀幾段：
中秋節夜晚，街上路上人來人往，每個人臉上都長了六個眼睛，兩個看月亮，兩
個看行人，剩下兩個已經睡著了。（1975年9月12日）
一名四十六歲的男子，因不滿鼻子整型後的效果，跑到一家酒館痛飲一陣後，將他
的整型醫生射殺，逃入一輛汽車內，到郊外的一條公路上撞車失事。
在奄奄一息中，他 在汽車的後視鏡中看到自己，撞斷的鼻樑又恢復往昔的光
彩……。（1977年3月10日）
當幾萬粒風沙從山的另一邊吹過來時，我好像聽到喃喃的歌聲，我看見七八個盲
者在海邊走路，浪花不敢打在他們身上。（1977年11月7日）
這幾段「非影像」書寫都具有鮮明的畫面，唐突卻強烈。但我們無須過度以文學
分析的眼光來看待這幾段文句所帶出的荒蕪意象，或者比較它們與存在主義、荒謬劇
場、超現實主義等西方思潮作品，在生命本質之空洞、茫然與徬徨的扣問上有何異同。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文字描述能賦予場景、人物及視角極為自由的任意性，因此
作為讀者╱觀者的我們，總是被拋入一個（比其靜照）更加混沌未明，同時也更加虛
擬的觀伺位置，無從區別文句中的意象究竟是建基在張照堂切切實實的生活經驗上，
還是漂浮在某個未知的奇詭夢境裡。不過，界分真實與幻異從來不是其影像美學的重
點；重點是在分不清虛實真假的夾縫裡，張照堂反而更能讓其讀者╱觀者領受生命本
質最無以名狀的荒謬和殘酷。我們甚至可以說，「非影像」書寫裡潛存著較其攝影靜
照更極致、悠遊的魂魄化主體姿態。
據此，〈非影像筆記〉裡的文字既不是生產於攝影「之前」的準備草稿（猶如素描
之於繪畫成品，劇本之於電影），亦不是攝影「之後」的反芻與補述（如「行旅•自白」
中的文字）；這些「非影像」書寫本身便是極具獨立性的感性表達，並且同樣指向耐得
12

北美館學報27期.indd 121

在後來收錄於《歲月 照堂：1959-2013 影像展》兩冊出版品之中，以〈非影像：歲月書寫〉重新發表部分札記的短文
裡，張照堂曾這麼說：「重讀這些虛虛實實的幻影時空，應該才是我想追求的影像內容，有些是具象的，其餘得靠直覺、
官能與幻想。」（粗體為筆者所加。）因此說「非影像」較其靜照是更理想的（ideal ）影像，或許並不為過。詳見張照
堂，〈非影像：歲月書寫〉，《歲月 書寫》（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3），頁190-191。

2014/5/30 下午 10: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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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page.

122

當代影像的感覺結構：集置、編排與系列性

住多讀幾回的詩性和謎趣。進一步地說，這些宛如碎裂開的小說段落、城市傳說或者
莫名寓言，不僅與張照堂的攝影靜照一般擁有簡潔、凝煉的特質，也沒有亢長的敘述
或者令人感到累贅的情節╱情緒交代，讀來猶如快速切換的場景畫面，充滿節奏感。
在乖張文句推擠而出的特殊強度下，閃現出一個又一個抑鬱、迷濛、冷竣、酷厲的鮮明
意象，使得〈非影像筆記〉的閱讀經驗宛如在看一本編排得宜的攝影集。要言之，這種
不是以邏輯、辯證去貫穿彼此，而是透過特殊語言強度之意象來產生跳接的字詞組構
關係，同樣直指張照堂影像美學的底蘊，進而可與其攝影作品產生相互參照、比對之
效。且由於文字所具備的曖昧性與感性潛能，當我們透過這些攝影扎記回看其攝影作
品時，影像語言的歧異閱讀層次也會被打開，而不只是增添象徵意義或文學性的聯想
空間。
最顯見的實例是以下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濱意象：
滿天星斗之下，一個漁郎坐在燈塔下拉胡琴
一個女導演站在那兒看天空看海水看自己的宿命
一個攝影師躺死在沙灘上睏睡不醒
一個燈光師坐在那兒愁眉苦臉吃著便當哩！
幾個沒有生命了的老兵蹲在草地上抽煙吐煙又抽煙
三個演員在海水中打顫發冷
一個燈光助理想攔住退下去的海潮不停地發抖揮手
一個無聊的人看到

然後把這些忘掉！

在這昏暗的莫名海邊，彷彿每一個人都若有所思，卻又各自陷溺在某種茫然虛
無的情境裡，形成一幅似乎不知何去何從、既恍惚又迷離的「群像式場景」。這段「非
影像」書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清楚對照到張照堂在攝影靜照之中使用的一
種人物關係配置法。例如他 2003 年攝於臺南七股鹽田的一張攝影作品〈臺南•七股
•2003〉【圖 2】即是典型。影像中，一些孩童正嬉鬧著，一旁則有零星幾人，或各自佇
立，或靠攏在一起。畫面中央一人將雙手交背，斜站著，目光投向遠方。在大片白色鹽
山背景的襯托之下，畫面中所有人物幾乎成為看不清細節的孤立剪影。另外尚有兩件
的作品也是如此，一是〈五股•1983〉【圖3】，一是〈屏東•1995〉【圖 4】，皆是透過類
似的人物配置以凸顯一種空盪、荒涼之感。其中，屏東這張照片裡的海邊群像特別值
得一提。它頗能令人聯想到1976 年，張照堂為了編輯《生活筆記》而在雕塑家朱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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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的一張舊照片〈通宵海邊〉【圖5】。照片中有六名男子，兩個小孩，一隻猴子；
這些人或站或坐，或叼著煙看鏡頭，或轉身直望向海面。這張舊照所呈現的群像景致
與構圖似乎並不是刻意安排的，卻意外地吸引人，進而成為其他藝術家再製的對象。
奚淞曾根據這張照片製作一系列提名為〈冬日海濱〉【圖 6】的木刻版畫。爾後，林懷
民又將奚淞的版畫放大成舞臺劇的背景（蕭瓊瑞，2010：12）。13 據此，從〈非影像筆
記〉裡這段蒼涼無比的海濱意象出發，我們似乎可以指出張照堂影像創作內部，存在
一條以「海濱群像」或「群像式場景」為原型的潛在脈絡。這條影像脈絡不止貫穿藝術
家本人的攝影靜照和文字寫作，更與其他類型的創作實踐產生聯繫與共振。

圖 2 張 照 堂，〈臺南•七股•2 0 03〉，

28x40 英吋，優質平滑藝術紙，數
位輸出

圖3 張照堂，〈五股•1983〉，20x24 英
吋，無酸纖維鋇基攝影相紙，數位
輸出

13

北美館學報27期.indd 123

2011年，攝影學者林志明在他為藝術家謝春德策劃的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春德的盛宴」（“Le Festin de Chun-te”）的策
展專文中，曾分析後者有一件攝影作品〈流浪藝人〉，其構圖、人物配置與場景挑選，亦可能與朱銘所攝的這張貫穿臺灣
美術史的生活照有關。詳見http://www.chun-te.com/action_20110601/press_2_c.swf。（2013/12/28瀏覽）

2014/5/30 下午 10: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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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page.

124

當代影像的感覺結構：集置、編排與系列性

圖 4 張照堂，〈屏東•1995〉，20x24 英
吋，無酸纖維鋇基攝影相紙，數位
輸出

圖5 朱 銘 拍 攝，〈通宵海 邊〉，攝影照
片，1978

圖 6 奚淞，〈冬日的海濱〉，版畫，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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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無論是已現實化的可見靜照，還是停留在想像層次而僅能以文字捕捉
下來的「非影像」，我們必須來回比較才能一窺張照堂影像美學的全貌。也唯有透過
虛實兩端相互交織出的感性地圖，我們才能見到他凝視生命本質的真正姿態。不過，
眼下這塊感性地圖似乎已被我們拼湊出一角：這種人群總是若即若離、兀自佇立，彷彿
只能徘徊遊走在莫名的時空片斷裡的「群像式場景」，這會不會就是他對現代人生存
情境的某種深刻寫照呢？
另一方面，〈非影像筆記〉的特殊性，以及它在張照堂整體創作脈絡中的微妙位
置，指出張氏的影像美學中尚有一個區塊，並不能透過尋常屬於「可見性」範疇的攝影
影像研究來面對、處理。在前述討論中，筆者主張在其可視、可感的書寫文字與攝影實
踐之外，尚有一塊屬於潛在的、非再現性的部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樣的觀點立場
涉及一種影像存有論的重新思考：一切影像的存在都具備兩個部分，一者是映入吾人
眼簾的，已具體落實於媒體及表達材料上的「現實影像」（actual image）；另一者則是
尚未被現實化的、充滿創造性潛能的「潛在影像」。根據德勒茲的哲學，以及影響其甚
深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理論，所謂的 virtual（潛在）並不是「虛構」，也不是「模
擬」，virtual 本即是實在（reality）的一部份。換言之，實在本身可切分成兩半：一半是
潛在的，一半則是現實的（Deleuze, 1996: 179）。前者是充滿潛能、流變、差異，無可
分辨的疆域，而後者則是已然差異化、確立的結果或終局。據此，每一個當前可感知的
現實都不過是 virtual的某種現實化（actualization）。
進一步 地說，德勒茲的影像存 有 論來自對柏格 森《物質與記憶》（Mat te r an d
Memory）的創造性重構。其中，後者最著名的倒反圓錐體圖示14，不只濃縮整部著作
的論述要義，也可清楚闡釋「物質 現實」與「記憶 潛在」之關係。對柏格森而言，具
有絕對現實性（actuality）的物質以平面P 表示，而倒反圓錐體則為記憶，它宛如保有
多樣性與變項，儲存著各種差異潛能的宇宙資料庫，具有純粹的虛擬性（virtuality）。
特異點 S（singular point），則是現實平面上唯一接觸潛在圓錐體的點。在此，毫無疑
問地，特異點S是柏格森整張圖示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為它一方面聯繫著潛在圓錐體，

14

A

B
A'

B'

A"

倒置的圓錐為記憶，具有純粹的潛在性；平面P為物質或知覺，具有絕對的現實性；特異點S
則為物質平面與潛在圓錐體唯一的交會點（Bergson, 1911: 195-197）。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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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座落於現實平面上；它不僅僅是現實與潛在唯一交會之處，潛在圓錐體也
不斷在特異點S 現實化，使得原本不具潛在性的現實平面P 得以乍現流變與差異的豐沛
力量。
若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觀之，藝術作品即是聯繫潛在圓錐體與現實平面的特異點

S；藝術創作裡最懸而未決的、充滿各種流變與差異的創造性潛能，於特異點 S上現實
化為我們可知可感的實存客體。藝術家每一次透過對表達材料極為差異化的創作實
踐，都是一次對於純粹潛在性的提取。儘管，純粹潛在性既不可再現也無從感知，且我
們多半僅能就已然現實化的作品進行討論，但一件好的藝術作品，依然能向我們洩露
並甚至指引其背後豐沛而無可劃限的創造性潛能。
回到張照堂的影像美學。確實，我們的討論必然只能圍繞在張氏已然現實化的攝
影實踐成果與書寫文字上。但是〈非影像筆記〉對文字怪異的塑造與組構卻提供一個
缺口，讓我們得以窺見其影像布置的巧思。正因為藝術家自己也清楚，其遏抑不住的
創作意念與奇思狂想——意即那些超出攝影能力之外的「心有戚戚卻又無法捕捉的影
像」——是不可見的，因此〈非影像筆記〉存在的目的，恰恰是為了指向這些現實條件
無法框限的想像性畫面。據此，「非影像」的書寫思維不是文學性的，而徹徹底底是攝
影性的；因為閱讀其中意象，能幫助我們更加理解張氏如何配置其觀伺位置（主觀鏡
頭），如何組織其氛圍、場景、人物、物件。甚至，在字裡行間，〈非影像筆記〉已向我
們洩露其理想的影像節奏、構句模式，乃至於張氏影像美學中的「魂魄化主體」姿態
等線索，這是探究其攝影扎記之所以至關重要的原因。

結語：「非影像」書寫與非物質電影
討論張照堂最核心的攝影作品，與其「非影像」書寫之間的關係，會將我們重新
帶回到一個最根源的問題上：關於影像的討論，並不限於透過影像機具生產出來的部
分；無播放機具條件下產生的影像也應當被重視。張照堂雖謙稱他的攝影扎記只是一
種「非影像」，似是清楚地劃定了文字與影像之間不可逾越的疆界。筆者則欲鬆動此一
疆界。「非影像」書寫所激發的畫面聯想當然是一種影像，只是它被藝術家放置在一個
極為特殊的曖昧交界上。換言之，它們僅只是不被任何影像機具現實化，或者落實於
傳統視覺性媒材上，仍處於觀念、記憶及想像的層次而已。然而綜觀張照堂多元多向
的實踐成果，這些文字生產其實在他整體創作脈絡中佔據一個特殊的位置。可惜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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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本人尚未全面性地整理並出版他所有的攝影扎記（圖與文的編排亦是一項浩大工
程），以致於研究者們還無法進行更細緻的分析比較，本文亦只是極為初步的嘗試。
不過，像「非影像」書寫這般無須影像播放機具，僅存在於想像和記憶中的影像研
究如何可能呢？這並非張照堂影像美學獨有的問題。事實上，臺灣電影史的起源很可
能就是這種「無機具影像」。眾所周知，在早期默片時代，日治時期的臺灣戲院通常會
請一名「辯士」，在戲院舞臺旁側同步為觀眾解說電影情節。但當時戲院內，也會有日
本警察或消防隊員坐鎮監督，以防止臺籍辯士暗地裡煽動群眾。因此臺籍辯士們便
必須想辦法在轉譯電影劇情的同時，以各種俚語╱暗語之方式，將原本殖民者意欲教
化被殖民者的影像內容加以「錯譯」。俚語╱暗語的存在，不只是讓早期臺灣電影觀
眾在既有音像內容之外，多了一層解讀內容而已。事實上，透過臺籍辯士的「錯譯」，
每一位觀眾的腦海都可能重構出與原本電影版本截然不同的音像內容來。15 對此，陳
界仁在〈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
談起〉一文裡提出相當值得參考的問題。他指出，正因為只有殖民者掌握了電影的影
像機具與科技，因此對於沒有攝影機的早期臺灣電影觀眾而言，當他們要與他人交換
曾經看到（聽過）的電影內容時，他們只能憑藉各自腦海中（經臺籍辯士暗語）重構
的電影版本來溝通。意即只能憑靠收藏於每一位觀眾記憶中的「殘像」來相互交流。
但此一外在條件的困境，卻也讓臺灣電影史的書寫置入一個全然不同的問題性裡。他
說：「我們可以繼續想像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一部殖民統治者企圖教化被殖民者的
電影，經過臺籍辯士的『曲解』後，因而引發每一個觀眾『再翻譯』、『再想像』和『再敘
述』的電影，很可能會演變出──無數部反殖民主義的『非物質性電影』。這些非『物質性
電影』，或許也可以說是通過『再敘述』（聲音或文字等）的傳遞過程中，不斷擴延與變相
的『傳說與謠言式電影』。」換言之，對陳界仁來說，最早的臺灣電影打從一開始就是這
種僅存在於記憶（想像）中的「非物質性電影」；唯一可能的屏幕與播放機，就是觀眾
的大腦！16 倘若如此，這種「非物質性電影」的歷史書寫究竟如何可能呢？

15

學者三澤真美惠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影接受狀態，以及早期臺灣電影人與殖民政權之間的折衝交涉，有頗為細緻的資料
考掘。詳見三澤真美惠著，李文卿、許時嘉譯，《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臺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第一章二、三兩節。

16

有趣的是，德勒茲曾有一名言：「大腦即屏幕」（The brain is the screen.）意在指出，相較於精神分析和語言學，電影的基
本特性有一部份是與人腦的生理運作息息相關的。因為影像的生成機制（也包括人的思想意識）離不開大腦迴路與神經刺
激的作用。他說：「〔神經〕連結經常是矛盾的，且全面瀰漫著簡單的影像聯想。正因為電影使影像產生運動，或說賦予
影像自我運動之能力，從未停止描繪大腦的迴路。」詳見“The Brain is the Screen: An Interview with Gilles Deleuze.” in The

Brain is the Screen: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 , trans. Marie Therese Guirgis, ed. Gregory Flaxma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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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影像的感覺結構：集置、編排與系列性

「非物質性電影」的問題提醒我們，關於影像的思考與歷史書寫還必須關照到座
落在語言文字與現實影像之間的無機具影像。這類影像並不是經由播放機具和光學
機制，真真切切映入眼簾的「現實影像」，而是透過語言文字之刺激、想像與召喚，進
而直接投影在人們腦海的「潛在影像」。這類影像雖保有諸多潛能與差異力量，卻僅
能收藏於記憶之中。17 如同陳界仁所說的「非物質性電影」，張照堂的「非影像」同樣
只能透過語言文字（的轉述和詮釋）來傳遞，同時，也只能在每個人的腦中屏幕上「播
放」（重現）。由此觀之，「非影像」其實已打開思考無機具影像的可能道路，甚至已經
觸及影像史書寫與紀錄的問題。「非影像」雖然是將藝術家的想像、記憶加以固著，並
透過文字書寫落實於紙上的差異化表達。但是透過對於文字構句、詞彙極為特異的
組裝和編排，卻使我們彷彿能透過其閃現的強烈意象，領略同其靜照一般豐富而奇詭
的「謎趣」。因此，張照堂的「非影像」書寫並非文學式的尋常寫作，而全然是以攝影
的思考方式為核心。
總而言之，對張照堂來說，攝影的美學經營自然與文學不同；視覺構成是它的第
一要件，訊息的閱讀傳遞僅是次要的。然而，張照堂很早便已深知攝影這門藝術有其
極限或邊緣，同時也很早就開始透過文字，將那些心有所感卻無法完成的影像補遺下
來。如今看來，這些文字非但沒有成為影像的附庸，反而有其特出之處；文字當然不是
影像，但張照堂的「非影像」書寫卻把文字扭攪成宛如影像一般的感覺團塊，進而與
其攝影作品相輔相成，緻密地交疊出一張奇異而有效的影像平面。文字與影像的感性
共振，不僅向我們透露張照堂最深邃的影像之思，也充分展露其影像美學的前瞻性。
他總是喜歡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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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91）「非影像」書寫或許也
是他為當代影像創作找到的歧異路徑之一。

17

如同德勒茲對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分析，他說後者所說的「回憶」（resonance）全然是潛在的，因為它們是：「……真實
而未被現實化的；理想而未被抽象化的；象徵而未被虛構化的」。Gilles Deleuze, Diﬀerence and Repetition , pp.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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