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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來，數位產業的進步與成熟，人手一台數位相機的結果造成影像被大

量的消費，這樣的消費習慣間接影響了出版業，市面上開始有文字媒合影像的創

作出現。出版型態越來越多元，文字與影像不再壁壘分明，開始有互相結合、補

敘的狀況，有越來越多的圖文書佔據書店一角，影像與文字的主客體，產生了模

糊含混的流動邊界。這股風潮中，張雍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出版了三本文字影像

書《蒸發》、《波西米亞六年》及《雙數／MIDVA》。 

 
    本論文以張雍在台灣出版的三本書為研究主體，首先從張雍的旅居經驗出發，

談他對「移動」議題的關注，旅行時與他者的交會及反思，以及旅者與觀光客在

異國觀看視角的差異，最後重新定位「家」與自身的關係。接著從張雍在捷克進

行的攝影專題中探討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關係／位置，以及從中觀看到的差異及

欲翻轉的偏見，然後將鏡頭反轉，將鏡頭聚焦的位置從遠方回歸現實生活，開始

拍攝與記錄自己及自己周遭的人的生活，關注人與人共通的情感、每一天細微的

差異。最後從美學的角度切入，回到文字與影像的關係，說明媒合影像與文字所

造成的混搭、互文的文本效果。 

 
 
摘要：張雍、自我反思、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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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turity and improvement of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cameras, photos are extensively used by the public. The customer’s 
habit cause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ublishers as well. As a result, a literary work with 
the text and matched photos has generally come out in our publishing market.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ublishing types, texts and photos are not in opposing positions as 
before. Instead, they begin to integrate and further become complementary roles. The 
bookstore occupied with more and more photo books, there is a blurred boundary 
flowing between the subjectivity of text and the objectivity of photos. In this tendency, 
Simon Chang has published three photo books within two years, Evaporation, 6 years 
in Bohemia and Even Numbers/Midva. 

 
This thesis is aimed to study Simon Chang’s three books.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begins with Chang’s traveling experience, discussing his concern of “shift.” In his 
journey, Simon explores his communication and introspection with others and a 
traveler’s viewing discrimination in the exotic countries. And, he eventually 
re-identifies his own relationship with a “home.” Second, Simon’s photo series in Czech 
Republish depicts a relation/position between a beholder and the beheld people in 
which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prejudice to be overturned. Meanwhile, we 
can turn over our shots, zooming in our focus from a distant place to our daily life in 
reality. He embarks on taking a shot of himself and recording his real life or the people 
living around him, dealing with the humans’ universal feelings and emotion and trivial 
details in every single day. Lastly, aesthetic theory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is study. 
We return to a 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photos. This thesis represents not only a 
mixture of the text and matched photos but an intertextual effect between the text 
and photos as well.   

 
 
 
Key wrods: 
Simon Chang, self-reflection, stere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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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文字與影像的媒合 

    自大學二年級購入了人生中第一臺相機──二手 holga 120s，我與攝影便結下

了不解之緣。那是一臺非常陽春的相機，機身跟鏡頭都是塑膠製、沒有辦法自動

過片，甚至因為製作過程簡單、不甚精細，機背還會不時漏光……儘管如此，攝

影還是令我著迷不已。那時候還沒有數位相機，是一個只有菲林
1
的時代，我一直

記得，每當我珍而重之拍完一捲菲林後，便迫不及待將之送到相館，然後滿心期

待沖印之後的相片會是如何顯影，相片效果是否如我預期的那種興奮的感覺。即

使後來慢慢的將手上擁有的底片相機汰換成數位相機，仍因為對菲林特殊的情感，

始終收藏著幾台底片相機和數捲菲林在我的防潮箱中。 

 

    近幾年來，數位產業進步、成熟，幾乎人手一臺數位相機，連手機也大多具

有基本的照相功能，加上智慧型手機的市場佔有率逐漸提高
2
，攝影相關的 app 日

新月異，記憶卡容量更是動輒 4G、8G……，影像儲存變得既容易又無負擔，操作

者只要負責按下快門，透過電腦讀取檔案後，不需花錢上相館便能看到照片成果。

影像製造完全擺脫過去數量上的限制與沖洗的繁複手續，顯得親民且唾手可得。 

 

    網路上更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影像分享平台，包括網路相簿
3
、攝影網站、照片

分享論壇、社群網站
4
……每天有數以萬計的照片在虛擬空間中發布，影像氾濫的

程度遠超出我們想像。儘管如此，筆者卻發現，很少有一張影像是沒有任何文字

敘述輔助的，就算只是一張毫無構圖可言的食物照片，也會寫上「今天的晚餐」

之類的文字敘述。因此筆者欲思考的是文字與影像之間的關係為何？純影像無法

被解讀嗎？影像本身就是意義還是因為旁邊的文字敘述意義才得以彰顯？若照片

1 Film，又稱為底片。 
2＜台灣手機市場 智慧型市占逾 7 成＞，瀏覽日期：2012.6.11.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395599，udn聯合新聞網：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DC)

調查，今年首季台灣手機市場總銷量 221 萬支，其中智慧型手機市占超過 7 成，達 165 萬支。 
3 現在網路上常見的網路相簿包括：Flickr、Picasa、Photobucket、無名小站…… 等。 
4 包括 Facebook、Twitter、Plurk、微博……等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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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文字敘述改變是否影響影像如何被詮釋？照片與文字同樣作為一種再現

(representation)，照片是否比文字更加真實？ 

 

    詩人路寒袖這兩年嘗試結合文字與攝影作品，出版了三本攝影詩集；劉克襄、

吳明益等生態書寫作家，亦將自己拍攝的影像納入文字之中，豐富作品的內容；

鍾文音亦試圖將創作觸角探至影像，將攝影與札記、散文結合，出版了《暗室微

光》
5
。坊間許多攝影集也不再單單只是攝影作品的集合，一向在攝影集中擔任配

角的文字，也漸漸占有一席之地。影像與文字的主客體，產生了模糊含混的流動

邊界。例如在國外獲得許多攝影獎項的張雪泡的攝影集：《如果我也曾有過最好的

時光：張雪泡攝影文誌》
6
，除了照片之外，私人札記穿插其間為其一大特色，圖

文之間相輔相成，自有一貫閱讀邏輯；又如李依樺、林艾箴的《短對話》
7
，裡頭

一張又一張的拍立得照片吸引讀者目光之外，兩人之間書信的文字對話，與影像

亦形成互涉、互文的關係。 

 

    媒合影像與文字，造成混搭、互文的文本效果，是筆者近幾年的閱讀關懷焦

點。在這一波文字影像混搭風潮中，筆者注意到一位長期旅居東歐的作者──張

雍，目前在台灣已出版了三本文字攝影集，以下略述張雍的創作歷程及創作特質，

以彰顯本論文的關懷焦點。 

 

 

二、張雍的創作歷程與創作特質 

 

    張雍，1978 年生於台灣台北，處女座，輔仁大學影像傳播系畢業。念建中夜

間部時，被選角開始當起臨時演員
8
，因此對影像產生興趣。2002 年前往歐洲自助

旅行，從此對遠方的生活，徹底上癮。有收集火車票、機票的嗜好，並且習慣在

車票的背面記錄些旅途中微不足道的細節
9
；左手則刺有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小說《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這幾個文字。2003 年決定辭去

工作，並旅居於捷克布拉格，在當地就讀於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攝影系碩士

班
10
。 

5 鍾文音，《暗室微光》，台北，大田，2012 年 3 月。 
6 張雪泡，《如果我也曾有過最好的時光》，台北，大鴻藝術，2011 年 5 月。 
7 李依樺、林艾箴，《短對話》，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 
8 謝屏翰導演 口述／陳詠瑜 整理，＜攝影師只能拍攝他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一個老朋以說張

雍＞《波西米亞六年》，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 
9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6 years in Bohemia》，台北市，田園城

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頁 15。(《波西米亞六年/6 years in Bohemia》這本書並無頁碼，

為了研究方便，筆者設定目錄之後的第一張照片──上面有一棵聖誕樹及一位白髮老人──為頁碼

1。) 
10 張雍，《波西米亞六年》，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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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雍以深度人文故事以及人物在不同環境裡的反應為創作主題，好奇著「人」

背後許許多多的故事，以相機為工具，拍攝一個又一個人的故事。《蒸發》、《波西

米亞六年》兩本文字攝影集收錄了張雍在布拉格期間的作品，紀錄捷克布拉格

Bohnice 精神療養院的＜她們＞、波西米亞南方的故事＜遠方的獵人＞、拜訪捷克

歷史最久的馬戲團＜一個馬戲團的故事＞，＜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背景則為匈

牙利吉普賽村落，而記錄捷克不為人知的情色工業則為＜Praha Erotica＞專題等。

除了攝影，張雍亦持續進行短片的創作。
11
2011 年發表的《雙數／MIDVA》

12
則將

鏡頭轉向日常生活周遭那些最平常也最戲劇性的熟悉，繼續他在遠方生活裡的旅

行，故事的收集。
13
 

 

    在張雍的第二本作品《波西米亞六年》中，由謝屏翰導演口述的推薦序文當

中寫道： 

 

說他是攝影者不如說他是一位作者，因為他不只是拍攝，他還喜歡寫，他

試圖要讓人知道，他所看到、所經歷過的人、事、物；他是一個說故事的

人，他不會只是純粹攝影，然後擺著，他會擔心你看不到他攝影背後想說

的事，於是，作品中總是會帶上文字描寫，他想要更多人可以理解、可以

分享、可以知道他眼中所看到這些落差很大的故事。14 

 

    謝屏翰指出，張雍透過文字與影像的結合來說故事，以使得故事更容易被閱

讀與理解。在張雍的前兩本書《蒸發》、《波西米亞六年》中，分別收錄了張雍不

同時期在布拉格所拍攝的作品。張雍鎖定的拍攝主題，往往是人們以帶有偏見的

眼光所凝視的社群，比如說精神病院、獵人、移動的傳統馬戲團、Ａ片工廠、吉

普賽村落……，張雍試圖用他的相機來說故事，他以自身介入其中，並且以相機

鏡頭和文字進行敘事，欲翻轉主流凝視的權力架構。到了 2011 年的第三本《雙數

／MIDVA》，張雍一改其道，將鏡頭反轉，回頭拍攝自己與自己周遭人物的故事。

張雍從布拉格移動到斯洛維尼亞後，歷經妻子懷孕、女兒出生，張雍的影像不似

之前充滿批判性，而多了些柔軟、也放入更多的情感。如張雍在《雙數／MIDVA》

11 《波西米亞六年》，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頁 187。 
12 張雍，《雙數／MIDVA》，台北市，大塊文化，2011 年 9 月。MIDVA，斯洛維尼亞語，一般歐

洲語言只分單複數，但斯洛維尼亞語還多了個「雙數」──兩個的時候要用雙數，三個以上才是複

數。ＭＩＤＶＡ的中文翻譯是「我們倆」（Mi 是我們，Dva 是數字 2），是這個雙數的主格；主詞

若是「雙數」，之後的動詞也要配合做變化，與單數或者複數的形態皆不同，這確實是斯洛維尼亞

語法最獨特之處。 
13 ＜張雍 Simon Chang＞，《雙數／MIDVA》，台北市，大塊文化，2011 年 9 月。 
14 謝屏翰導演口述／陳詠瑜整理，＜攝影師只能拍攝他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一個老朋以說張雍

＞，《波西米亞六年》，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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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七年的試鏡＞一文說到： 

 

《蒸發》及《波西米亞六年》記錄的是試鏡過程中向外張望窗外的風景，

關於他方故事好奇的觀察及學習，冒險來自於那個台灣島上長大的年輕人，

遺憾當初學校沒有教你的好奇，這段試鏡結束後繼續料理的則是往內看的

反省，《雙數／MIDVA》裡的故事延續之前的相信，繼續透過鏡頭及文字來

檢視新生活裡的點點滴滴。15 

   

    張雍的三部作品，前兩部是「外視」，以攝影鏡頭觀照社會、反思社會、批判

主流社會的凝視之眼；而第三部則是「內視」，將鏡頭反轉自身，穿透自我、自視

自省。筆者認為，張雍的獨特性，即在於他以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書寫，交替內

／外兩種攝鏡，並且對於生活中的「此地（空間）／此在（時間）」，有深刻的反

思，如同張雍手臂上的刺青 La vie est ailleurs(生活在他方)，他自己曾說過：「大家

都誤會了，生活在他方這句話並不是在說『生活在別的地方』，而是一個提醒，提

醒自己生活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
16
 

 

因此，張雍的凝視(gaze)從未停止，他的凝視也充滿自省，如他一直在學習如

何用 Baby 的角度看世界
17
，他認為只有丟掉偏見才能進入故事中拍攝，如此視野

才能更寬廣。本論文即是基於對影像與文字的混搭風、互文式作品的興趣，以及

對張雍作品中的多重內／外視鏡的關注，欲討論的是，張雍透過影像、文字，如

何再現世界？再現自我？「旅行」對張雍的創作又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這樣的

圖文創作過程中，文字與影像又會產生什麼樣的交互作用？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張雍是近幾年來新崛起的新銳攝影師與作家，網路、雜誌上關於張雍的訪談

性質文章不少，卻相當片斷，缺乏整體性的評介。而關於他的學術研究更少，只

15 張雍，《雙數／MIDVA》，台北市，大塊文化，2011 年 9 月。頁 4。由於《雙數／MIDVA》這

本書作者並未編上頁碼，筆者基於研究需要，便自行編上頁碼。為參照方便，第一頁為目錄之後的

第一篇文字推薦序<再見．張雍>，從此類推。 
16 陳佳琦，＜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典藏今藝術》，176 期，2007.05，頁

163。 
17 Louis 採訪， ＜人物特寫：尋找人生影像的真實記錄──張雍＞，《DIGIPHOTO》2011 年 9,10

雙月刊，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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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現實掛號──文字顯影創作研究》
18
，這篇論文對於文字與影像之間的共

生關係著墨不少，亦是將焦點擺放於文字與照片的再現形式，但張雍在此論文裡

頭只是其中一章，並與其他多位攝影家並置論述，且該篇論文作者的論文重點在

於張雍出版的書籍排版方式、及整體設計，主要是論述書籍的版面美學，並未針

對張雍的文字影像內容做太多的詮釋。而本研究則將以張雍三本已出版的文字影

像集為論述主體，試圖呈現其創作樣貌及文字影像美學，這是前行研究所匱乏之

處，也是本研究的價值所在。 

 

    另外陳佳琦在《典藏今藝術》的＜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
19

這篇文章中則對於紀實影像提出質疑，對許多打著關懷揭露社會不公的道德指標，

最後卻只提出一幀幀抽離脈絡僅存構圖優美的作品與攝影師抱以批判的眼光。
20

不過，對於張雍來說，似乎沒有這麼多的沈重包袱。那些影像裡的經驗之於他，

是一次次的旅行與他現下的生活，它們以一種內在的經驗方式被訴說著 21。陳佳

琦這篇論文將重點放在張雍的一系列的拍照專題上，討論紀實攝影與人文關懷之

間的角力關係，另外，論文寫作的時間已是 2007 年，只針對張雍在台攝影展

「endless journey」來作論述，並未將張雍的文字創作納入討論，彼時張雍三本

著作皆尚未出版，更不用說將張雍三本著作的時間脈絡加以整理呈現，因此本論

文仍還有相當大的延展空間。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詞義界定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以張雍目前出版的三本文字影像書《蒸發》、《波西米亞六年 6 years in 

Bohemia》及《MIDVA／雙數》作為主要論述場域，鎖定兩個方向進行論述。第一

是探討張雍旅居至捷克、斯洛維尼亞所引發的旅行相關書寫論述，透過張雍的鏡

頭及文字，探究張雍八年間對於旅行、異國、書寫、攝影、流浪還有家的概念的

流動以及內心風景的變異；第二部分則討論張雍做為一位隱身的觀察者，該如何

對他所關心的議題進行闡釋或關注，張雍這個「邊緣人」
22
又如何去凝視地域其他

18 蘇亮宇，《現實掛號──文字顯影創作研究》 ，高雄，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2011 年。 
19 陳佳琦，＜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典藏今藝術》，176 期，2007.05，頁 161-163。 
20 陳佳琦，＜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典藏今藝術》，176 期，2007.05，頁 162。 
21 陳佳琦，＜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典藏今藝術》，176 期，2007.05，頁 162。 
22 宇文正，＜在左手腕上刺青的人＞，《蒸發》，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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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人」。 

 

論述方法將採文本分析、論述分析來論述文本及影像。先就張雍的三本攝影

文字集進行文本比較，討論張雍三本著作分別在內容及形式上的異同。再將張雍

的生命歷程納入，著眼於張雍不滿於現實狀態，下定決心離開家鄉，接著流浪到

遠方，最後在斯洛維尼亞成家的生命進程，以及在張雍一幀幀的影像及文字間所

透露出對於「家」和「旅行」之間的辯證會是如何。同時以視覺相關理論為輔助，

試圖揭露文字之下、影像之外的言說，並論述分析影像文字之間的互文性及文本

脈絡。 

 

二、詞義界定 

 

（１）紀實攝影 documentary photograph 

     

所謂「documentum」這個字彙，該字的意義是「正式的文件」，也就是說 document

是不容質疑的，而紀實攝影作為一種體裁延續了這樣的定義，它所代表的是一種

真實，相較於其他的體裁，紀實攝影在演變上始終代表了一種反映何事已經發生

的客觀真實
23
。但我們漸漸發現，照片從來就不客觀，因為我們都知道，鏡頭之後

的腦袋不可能不帶有個人的意識型態，拍攝目的為何？照片為誰而拍？甚至攝影

師涉入拍攝的程度都是影響其客觀性的原因之一。郭力昕在「再寫攝影」中便有

如下的說明： 

 

所謂新的紀實攝影是可以透過傳統的快門捕捉，也可以透過「預先設想」

（preconceived）的設計安排，包括編導式的攝影手法；它可以出現在「冷面」

（deadpan）展示的巨幅尺寸照片上，也可以是凡常物件的微小細節。它們離

開了傳統紀實攝影必須講述「完整」故事、或負擔社會使命的框架，而讓一切

的隨性或不經意，都成為記錄，都屬於這個世界零碎而真實的經驗。24 

 

張雍旅居至捷克的初衷便是到布拉格學習攝影。因此到達歐洲之後，就開始

許多紀實攝影計畫的拍攝，就讀學院期間，跟著他的老師拍了許多的專題，包括

追蹤了兩年多的中歐最大的精神病院──Bohnice，或是捷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馬戲團之一──Circus Berousek。無論是精神病院、馬戲團或是其他攝影專題，張

雍的拍攝皆有他的拍攝目的，因而影響照片的呈現或他欲訴說的故事。而張雍的

追蹤更非從旁以望遠鏡頭遠遠觀看，而是涉入其中，與其拍攝對象交談、了解、

12 月。頁 9。所謂「邊緣人」是指他的身分是客居在捷克的東方人這樣的角色。 
23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頁 117。 
24 郭力昕，《再寫攝影》，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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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經過長時間的介入才漸漸進入拍攝工作。因此，張雍的紀實照片從來都不

客觀，他也許是「預先設想」，也許有個人的編導涉入，包括按下快門的瞬間的選

擇……都帶有張雍個人的意識，而本論文欲探討的並非張雍的紀實攝影客觀與否，

那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張雍如何透過他的照片與文字去呈顯他觀看的視角及

他欲訴說的觀點。 

 

而除了較為嚴肅的紀實專題之外，張雍亦拍攝了許多街頭、驛站、窗景、塗

鴉……的照片，甚或只是一些家庭照片：拍攝親人在睡覺，女友的母親幫父親修

剪毛髮，鄰居小男孩互相追逐，開車行進時移動的景像，女友產檢……的瞬間，

如此隨性或不經意的紀錄如郭力昕所說，這也是一種紀實，這些浮光掠影片片構

築成張雍的生命歷程，也是張雍生命中零碎而真切的紀錄。 

 

（２）凝視 gaze 

 

拉岡(Jacques Lacon)在 1978 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觀念》一書中，透

過視覺理論的觀念，將「凝視」定義為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凝視」

不是字面上所呈現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視別人的意思，而是被他人的視野所影

響。拉岡認為，在想像的關係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視覺領域(field of the 

other)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

折射而成，人總是意會到他人與自我存在的關連，透過這樣的帷幕(screen)，來構

成對自我的再現，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再現方式，「凝視」的關係和權力因此得以形

成。
25
拉岡發展了鏡像階段的概念，而此概念影響某些視覺文化論述的方式之一

26
。 

 

張雍從紀實攝影出發，透過鏡頭與文字凝視著社會上不同的人背後不同的故

事。而張雍創作的概念便是將自我與他者作一個連結，相機做為一種工具，做為

視覺的延伸，每一次的快門都是一次時間／空間的凝結／延續，在鏡頭之內，拍

了什麼，鏡頭之外，沒拍的又是什麼？在不違反紀實的精神之下，張雍在 A 片工

廠進行側拍時，勢必在框架之內要做取捨， 其中權力關係、戲劇張力則呈現了張

雍在其中的凝視。 

 

（３）旅行 travel 

 

「旅行」指的是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運動，以及與離開家園相關的經驗書寫。

旅行的動機不外是克服空間距離及逃避工作，形成新的樂趣與經歷，在旅行的過

25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 年。頁 120 
26 Gillian Rose，王國強 譯，《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台北市，群學，2006 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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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有許多「能動」與「不能動」的政治經濟。而在「能動」的政治經濟的面

向上，因為人到了異地，會因為外在的景觀而形成時空上文化差異的感受，對於

異地、異國情調與當地的人土風情，產生吸收或自我改造的過程，甚至進一步對

自己文化產生戀舊，或對異地反征服得保留現狀。而且在旅遊的過程中，往往牽

涉文化翻譯和對文化差異的感覺。因此，對時空能動的方式，經常發展流動、多

元的主體位置。
27
而在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中提到：旅行

形塑旅者的主體性，「此處」(Here)與「彼處」(There)的界線泯滅了，空間失去意

義，旅行甚至讓主體變成「主體就是旅行、旅行就是主體。」
28
 

 

    張雍離開台灣，前往捷克，最後在斯洛維尼亞娶妻生子，旅行到了最後，驛

站竟變成了家，作客他鄉成了落地歸根，離與返之間的辯證消失
29
，旅行之於張雍

的生命，具有不可抹滅之存在意義。    

     

（４）再現 representation 

 

所謂的「再現」就是使用語言和影像為周遭世界製造意義。我們用文字來了

解、描述和定義眼見的這個世界，我們也用影像做同樣的事情。這個過程是透過

諸如語言和視覺媒體這類再現系統來進行，而再現系統自有其運作組織的規則和

慣例。例如，英語就有一套表達和詮釋意義的規則，至於繪畫、照片、電影或電

視等再現系統也一樣。
30
而再現也是一種過程。透過這個過程，即便是這樣簡單的

一個場景，我們建構了周遭世界並且從中製造意義。
31
 

 

    照片總是被認為是一種真實的再現，但是按下快門的那瞬間，卻由攝影師決

定要拍什麼，什麼東西要在框架之外，如何構圖，又該對焦在哪。張雍的書包含

了大量的影像，文字與影像作為一種再現，在紀實攝影的前提之下，張雍鏡頭下

的影像做了怎麼樣的再現？他的文字和影像又是如何交叉辯證，是本篇論文試圖

要釐清的部分。 

  

27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63。 
28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

頁 41。 
29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

頁 40。 
30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陳品秀 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

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11 月。頁 32。 
31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陳品秀 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

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11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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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視角 

 

 

     本章將討論張雍書中的幾個攝影專題，討論內容包含布拉格時期兩本書：《蒸

發》中的＜遠方的獵人＞、＜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一個馬戲團的故事＞，《波

西米亞六年》當中的＜ 她們＞、＜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Luna Park：流浪是

一種宿命＞。張雍從 2003 年起，陸續在歐洲拍攝了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

波西米亞南部的鄉下獵人、匈牙利吉普賽貧民區、傳統捷克馬戲團、捷克成人影

片工業、移動式遊樂園……，他對焦於非主流社會所關注的議題，試圖用他的鏡

頭說故事，模糊正常／不正常、邊緣／中心的界線，藉以暴露文化中的權力政治，

接續斯洛維尼亞時期後的《雙數/MIDVA》則是將鏡頭反轉，從每天眼睛一睜開的

日常生活裡感受焦點的刻度，回頭關注生活、關注妻子女兒，從中尋找人類共通

的情感。  

 

 

第一節 觀看與被觀看 

   

 

一、決定性的瞬間 

 

    所謂「看」（to see）是觀察和認識周遭世界的一個過程，「觀看」（to look）則

是主動去為這個世界製造意義；「看」（seeing）是我們每日生活的某種隨性作為，「觀

看」（looking）則是一種更有目的性與方向性的活動。
32
本節欲討論張雍透過相機，

如何去「觀看」他拍攝的主題，如何「觀看」人，我們又如何去「觀看」張雍的

照片與文字。張雍相信，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個證據，如果拍的是人，則你記錄的

便是你自己和那個拍攝對象的關係。
33
 

 

    張雍從紀實攝影出發，透過鏡頭凝視著社會上不同的人背後不同的故事。相

機做為一種工具，做為視覺的延伸，每一次的快門都是一次時間／空間的凝結／

32 瑪莉塔．史特肯 Marita STURKEN、莉莎．卡萊特 Lisa CARTWRIGH，《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

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2009 年，頁 29。 
33〈htc x Simon Chang 張雍〉影片 1 分 04 秒，《張雍臉書 Simon Chang》，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10151370325236150&set=vb.158509999790&type=3&theat
er，檢索時間：201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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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他不諱言，他的精神導師就是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而他在布拉格

的老師 Viktor Kolar 也是一位承襲布列松精神的攝影家。
34
布列松（1908-2004），自

1932 年有了第一台徠卡相機之後，便開始發展一種結合即時性與精確構圖兩種特

色的街拍風格，並以雜誌新聞攝影師的身分在世界各地旅遊和攝影，他的攝影作

品「決定性的瞬間」奠定了他大師的地位，讓他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攝影師之一。
35

李昱宏在他的著作《灰色的隱喻》中論及： 

 

布列松找尋瞬間的方式，是以漫無目的的緩慢行走取代慌張的尋找，當他

到達某地之後，他會試著融入當地，如此他可以好整以暇地等待著他的機

會，他緩慢地觀照周遭，等他與附近的環境合而為一時，那麼他就有充裕

時間以直覺捕捉他的瞬間。因此布列松的攝影作品絕非偶然之作，他的偶

然與巧合是他於凝固時間的過程中所偶遇的，而這種偶遇並非無意，也並

非刻意，他的狀態是混沌的，他透過他的直覺審視這個世界，他理解他的

機會將在何處出現，他透過他的直覺觀照即將可能發生的瞬間，當瞬間發

生時，他便得以不疾不徐地按下快門。36 

 

  布列松這樣的攝影風格影響了無數後人，張雍即是其中之一。張雍就讀學院

期間，跟著他的老師拍了許多的專題，包括追蹤了兩年多的中歐最大的精神病院

──Bohnice，或是捷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馬戲團之一──Circus Berousek。
37
所謂

的追蹤，並非從旁以望遠鏡頭站在遠處觀看，在不會被拍攝對象發現的地方進行

畫面的捕捉。而是以標準鏡頭（normal lens）親自涉入拍攝對象／團體當中，與其

交談，進而熟識，熟識之後才慢慢將鏡頭帶入。譬如說：進行 Bohnice 全歐洲最大

的精神病院拍攝計劃時，前三個月張雍只是帶著相機，相機裡並不裝上底片，進

入病房中和她們攀談，試著了解對方。雖然隨身帶著相機，但並未有任何拍攝動

作，相機只是隨意地放在桌上或是任他們把玩，彼此熟悉之後方才進行拍攝
38
，張

雍手中的相機並不會像槍枝一般獵取式的對著人「shoot」那般具有侵略性。
39
對張

雍而言，攝影師要做的工作絕對不是只有按快門而已。張慧慧在＜MOT／TIMES

線上誌＞採訪張雍時，提到關於張雍面對攝影的態度： 

 

有別於一般大眾對攝影較侵入性的印象，張雍「每按一次快門，就是一次

34 陳佳琦，＜人道主義的回歸：張雍與他的人像旅程＞，《典藏今藝術》第 176 期，2007.05。 
35 法爾．威廉斯 Val Williams，《這才是攝影 跨越百年歷史的不朽影像剖析》，台北市，城邦文化

出版，2012 年 9 月，頁 199。 
36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頁 39。 
37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161。 
38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1。 
39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J1UsBLqUY ， 
0:55 處，檢索時間：20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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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就像他的老師 Viktor Kolar，用時間消解了與被拍攝者間的距離，

盡可能地貼近他們的生活，顧好與被攝者的關係，拍照只是「by the way」，

只是關係的見證。張雍說：「當他們習慣你，期待你的到訪，那真的是一

個非常美好的感覺，像是連結起一個 team，攝影變得不是你獨立完成的工

作。」40 

 

    因此，張雍在每一次的專題拍攝當中，一定親自涉入，並參與一段時間，也

許和獵人們喝上一杯，也許進入馬戲團拖車和人閒聊，也許趁著成人影片的拍攝

空檔和演員們談論他們的家庭生活，也許進入吉普賽小鎮中生活……。檢視張雍

的文字與影像，可知張雍追求的絕非只是營造畫面的美感，或像狗仔一味窺探為

人所不知的一面，他欲陳述的是一個又一個關於人的故事。在精神病院長達兩年

的拍攝中，最常出現在張雍鏡頭下的空間是吸煙室，像這樣的一個公共閒聊場合

特別容易讓人卸下心房，表現情緒。而這樣狹小的空間中，張雍勢必無法站在十

米之外，以望遠鏡頭窺視，以局外人的角度置身事外的「看」；只能積極介入，面

對面的、近距離的、予以理解與同情的「觀看」。他在拍攝精神病院那段時間曾述

及自身的拍攝歷程： 

 

起先的三個月並沒有拍攝太多的照片，相機擺在吸煙室的桌上與她們閒談。

二號部門的病患有從十七、八歲的女孩到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四十位左右

的病患依病情被區分成白、藍、黃三個組別，她們大部份無法得到醫生的

許可，必須整日待在病樓裡，空間狹窄而且光線陰暗的吸煙室似乎是她們

在沒有太多選擇之下最常消磨時間的社交場所，廉價的香菸一支接著一支，

未曾間斷，無法不注意那些焦黃，有些甚至已泛黑的纖細手指……聆聽她

們的故事時，我總是想像著，不久以前，這些被丈夫所疼愛的妻子們，為

孩子所仰賴的媽媽們，在她們來到 Bohnice之前究竟是什麼模樣，想必與

我現在所看到的她們有很大的差別。41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回應了張雍一貫的拍攝理念：拍攝絕不只是按下快門而已。

他必須耐心等待，等待他熟悉「她們」的環境、瞭解「她們」背後的故事；等待

「她們」習慣他的出現、他的存在；等待鏡頭下每一個「決定性的瞬間」的出現。

也就是說每一個「瞬間」凝結的背後，都是「長時間」等待的成果。這兩者不但

並存，而且密切相關，沒有「長時間」的等待，就不會有決定性的「瞬間」產出。 

 

    再者，我們從張雍的文字可以發現他的觀察力相當敏銳，他將他所看到的畫

40 張慧慧採訪整理，＜張雍：精準地按下快門，就是一次擁抱＞，《MOT/TIMES 線上誌》，

http://www.mottimes.com/cht/interview_detail.php?serial=60 檢索時間：2013.6.2。 
41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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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眼睛構圖之後加以文字化：「空間狹窄而且光線陰暗的吸煙室」是對吸煙室寬

窄以及採光狀態的描述；「廉價的香煙」、「焦黃，有些甚至已泛黑的纖細手指」是

將鏡頭拉近，特寫香煙包裝盒的品牌以及「她們」手指頭的狀態上，這些細節可

以讓我們了解精神病院中這些女人們的狀態一定和她們來到精神病院前的容貌樣

態大不相同。張雍來到 Bohnice 精神病院後便是慢慢的和她們攀談，觀照週遭，傾

聽並且理解，不急著按下快門，待他與環境契合，他便以他的直覺捕捉瞬間。 

 

    筆者試著再以以下的照片來分析張雍的「決定性的瞬間」。如下圖（圖 2-1），

Bohnice 精神病院中的吸煙室，圖中三名女子分別佔據畫面的兩邊，而畫面正中央

的深色方形桌子上，簡單放置了一束花、香煙盒、煙灰缸、飲料……等可以合理

出現在社交場合、且足以讓人放鬆身心的物品。光線從畫面左上方斜射下來，這

種明顯具方向性且質地較硬
42
的光線造成右側兩位女士臉上亮部及暗部的分界相

當明確，臉上緊皺的眉宇、緊抿著的雙唇、凹陷的雙頰與眼窩因此被凸顯，左邊

角落那位未被光線照射到的婦人陰暗晃動更顯神態恍惚。而那道光線又打亮了牆

上的塗鴉，平衡了畫面較暗的左側；牆上充滿童趣的塗鴉與精神病房中分別佔據

兩角的女人們形成一個三角形，這樣的構圖方式與對比也讓這張照片更顯張力。 

 

 
（圖 2-1）

43
 

 

    另外，從照片中看得出這三位女子眼神空洞，分別朝向三個不同方向，彷彿

心事重重，各懷心思，不期待被理解，也沒有人能理解。而張雍以外來身分介入

其中，卻不覺得突兀，是因張雍已熟悉並且融入這裡的人、這空間與氛圍，他儼

然成為隱形的觀察者，因此三位女子並不因為外來者的侵入而顯得神情緊張或因

42 筆者認為，一般而言，具有方向性且直射的光線，容易造成被攝物體有較為明顯的陰影，為較

硬的光線，如正中午時的太陽光。相對而言，擴散性的光源因光源被分散，顯得柔和無明顯陰影，

為較柔軟的光線。如陰天時的光線。 
43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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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成為被拍者而「擺起姿勢」
44
，或者說，至少減輕了這樣的狀況，使得外來的

干擾降到最低。張雍因此得以隱藏或融入在這空間中，透過他的直覺來捕捉任何

可能的瞬間。 

 

    同樣長時間的追蹤與涉入其中的拍攝方式，亦出現於＜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

＞這個紀錄布拉格成人影片工業（Ａ片）的拍攝專題當中。張雍跟著導演、工作

人員與演員群從一間旅館移動到另一間旅館，他曾敘述成人影片工作者的現場拍

攝情況： 

 

一群成人影片工作者像幽靈般地靜悄悄地從城市的一角，移動到另外一

端——他們在布拉格郊區租下一整間旅館進行拍攝，休息兩天再換到布拉

格伏爾塔瓦（Vltava）河畔住宅區一棟豪宅內；導演，男女演員，製片，

攝影師，像寄居蟹尋找牠所寄居的殼那樣，從一張床，流浪到另一張床……45 

 

    專業的影像工作者要有專業的技術與態度，一個影片的完成有賴導演、製片

乃至於男女演員共同來完成，其中最基本必須做到的就是每個人處理好各自份內

的工作，而拍攝地點的選擇自然是拍攝過程中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拍攝地

點的選擇不管是在旅館也好，豪宅也罷，是在郊區或是在住宅區，都只是外觀的

選擇，和空間內要進行的拍攝工作毫無干係。必須提出討論的是在每一幢屋宅內

真正參與拍攝的空間，那一張又一張的床所形成的異質空間到底呈現何種氣氛？

像是東京迪士尼樂園一般，迪士尼樂園裡頭所呈現的氛圍及所有的展演，與東京

街頭大不相同，裡頭充斥著電視或商品上才看得見的卡通人物，活脫脫的在你眼

前揮手，曼妙的舞姿配合歡欣鼓舞的音樂、城堡、雲霄飛車、3D 立體電影都讓人

流連忘返。如果說迪士尼樂園販賣的是歡樂的氣氛，那麼很明顯的，成人影像販

賣的便是一種原生欲望。赤裸的身體，導演指揮下男女演員的表情、姿態、互動，

無不希望能刺激觀者最原始的慾望。 

 

    然而從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這專題中所呈現的系列照片，讓人感受

到的不是 Playboy 雜誌中女體男體身體的展演、眼神的挑逗所帶出的激情與慾望，

也不是影片中極盡搔首弄姿為了取悅觀者、刺激觀者感官的那一面，而是演員在

導演喊「Action」之前，「cut」之後他們身為演員並且秉持專業演出的現實面貌。

張雍在公視《日光大道》節目中接受訪問時，提到：「我拍攝他們的方式，跟他們

另外一位隨團攝影師拍攝 DVD 封面、雜誌的，他們也分得很清楚，那一個攝影師

就是拍表面的、給商品的那個部分。另一個攝影師——我，就是拍攝影機後面這

44 羅蘭巴特，《明室》，台北市，台灣攝影工作室，頁 20。 
45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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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的，或是攝影機在開拍之前或之後的狀態。」
46
  

 

    另外，張雍在描述整個工作團隊的移動時，用到「像幽靈般地」、「靜悄悄地」

這樣的字眼來描述整體移動的狀態。幽靈所呈顯的意象是一種我們似乎知覺，但

卻沒有人看的見，處於陰暗幽微處，不宜喧譁吵鬧的指涉，一切只能地下化進行

的模式。因此張雍再補充：「這是一般遊客，甚至連布拉格當地居民都不熟悉而且

難以想像的灰澀角落；是寄生在這座美麗城市之下，以汲取（尤其男性）消費者

最原始的動物性慾望而生存的地下社會。」
47
而「床」，本該是具有私密／居家／

休息的指涉，然而在成人影片的演繹下，「床」突變成為一公開／展演／工作的姿

態，在「床」上所有的動作皆合理的處於被觀看的姿態，至於如何被觀看，則視

觀看者的目的及觀看角度而定。 

 

    如以下這張照片（圖 2-2），張雍在不打擾成人影片拍攝的狀況下，他選擇站

在演員及工作人員的後方，鏡頭穿過左右兩旁的男演員及導演，對焦在女演員的

臉部，因為看不見男演員及導演臉部的表情，因此並不會造成觀者視線的分散，

而能順著男演員、導演及手勢所形成的框景，聚焦在女演員面部的表情。 

 

 

（圖 2-2）
48
 

 

    女演員的表情專注，似乎正專心的接收導演欲給她的訊息，儘管女演員身體

46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qRNAfHWNk5U， 

11:40 處，檢索時間：2013.6.14。 
47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97。 
48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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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屈膝平躺姿勢、男演員的手更是直接放在女演員的小腿上，呈現曖昧的姿態，

但因張雍取景的角度（巧妙的運用攝影機擋住私密部位）與抓取的瞬間，使得這

張照片所傳遞的訊息，便與情色雜誌所意圖給予觀者的感官挑逗完全不一樣了。

不管是表情或是角度，筆者從這張照片所觀看到的，是攝影機暫停時刻導演及演

員之間的溝通狀況，而女演員的眼神直視導演，不帶任何情慾。 

 

    也就是說，同樣是演員在床上展演這一幕，周圍的觀看者因為其觀看目的不

同，拍攝時間及角度不同而產生了不同層次的觀看，筆者分為三個層次來說明：

首先，導演執導一部影片，必須掌控拍攝現場所有細節，演員表情動作皆要到位，

攝影師也要做到導演要求的拍攝效果，因此導演透過鏡頭來指導及觀看演員的展

演，目的是完成影片的拍攝；其次是平面攝影師，他在不干擾導演拍攝影片的狀

態之下，進行平面影像的側拍，他所觀看的是攝影機開機狀態之下的演員，他捕

捉演員的動作表情以作為商品則為他的目的，此為第二層的觀看；最後是記錄者

（張雍），他選擇退後一步，站在攝影團隊的最後面，彷彿退的很遠其實很近的一

種全覽式的觀照，屬於一種介入，但不干預的觀看。 

 

    退後一步全覽式的觀看，因觀看者的不參與，反而更能等待，尋找不同的視

角切入，做決定性的瞬間的捕捉。如下圖（圖 2-3），照片中看到了許多雙腳交錯

重疊，其中最容易分辨的是最右邊穿著耐吉球鞋的腳，腳踝以上著褲裝，耐吉商

標前面立著三腳架，明顯是一位工作人員，也許拿著燈架、麥克風架。而左邊沙

發上交錯的腿部影像特寫中唯一穿著高跟鞋的女演員，夾在數名男子之間，這些

人或坐或蹲或跪，而腿部以上的肉體與演員的姿態，張雍有意識地將之排除在框

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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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49
 

 

    照片中左邊及右邊各一支「腳」架，撐住沙發的鐵製的沙發腳，以及男女演

員及工作人員穿鞋／不穿鞋的腳共構而成這只有「腳」的畫面，和上一張（圖 2-2）

相同的是張雍很清楚他欲傳遞的並非獵奇式的性愛畫面，因此在取景的角度上做

了相當巧妙的取捨，避開成人影像直接的慾望表述，而右邊工作人員以及腳架的

入鏡，再再提醒觀者這並非性愛畫面的偷拍，而是成人影片工作現場的側拍。夾

雜「演出」及「現實」的畫面，讓這張照片呈現的慾望既私密卻又公開。 

 

 

二、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關係／距離  

 

    接著，筆者試著再分析＜遠方的獵人＞中當攝影者與被攝者因觀看位置不同

會產生什麼樣不同的詮釋空間。以張雍《蒸發》中＜遠方的獵人＞這張照片（圖

2-4）為例，構圖採黃金比例
50
來做一分配。地面與天空的比例為 2：3，再將畫面

垂直平分為三等分，獵人們呈一斜線排列於右下角，其線條加以延伸，可延伸至

畫面左上方，將畫面對等劃開成兩個直角三角形，構成一和諧的畫面。 

 

 

49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83。 
50 古代希臘人發現，如果將一條線分成長短兩段，而且「全段長度：長段長度=長段長度：短段長

度」，這樣的分割方式會得出最完美的比例，而利用這種算法所分割出來兩線段長的比，就叫做「黃

金比例」（又被稱之為神的比例）。而黃金比例可以創作出和諧的美感，自古以來便大量的應用在

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品當中。而在攝影裡常使使用的正片（幻燈片）其比例是二比三，也接近

黃金比例，發展到後來三比四或是三比五的例子也愈來愈多。整理自＜第二章 攝影美學中的積極

體積消極體積及其比例問題＞《創意攝影 美感的攝影技巧》，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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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51
 

 

    遠方樹林呈灰階若隱若現，恰似中國潑墨山水畫以淡墨揮灑其中，最後在天

地遼闊、白雪皚皚之間撒落幾點黑影，聚焦於右下方的人影，構成視覺主線，聚

焦於此。畫面簡約，看似容易，卻是張雍在布拉格影視學院紮實訓練下的美學養

成，讓這瞬間頗具禪意。從空間上來看，獵人們的活動範圍何其大，無法與精神

病院中狹小的吸煙室相比，若同樣為 50mm 的標準鏡頭，觀看者在吸煙室裡可以看

清楚被觀看者的表情的話，在廣無邊際的樹林裡，被觀看者只能是幾個小點。再

來，若以涉入程度來看，狩獵季節受限於冬天，且狩獵一次的活動時間最多幾個

小時，加上事前溝通及事後討論等細節，總時間不可能拉得太長。如此一來，在

時間涉入的程度上，和長達一兩年時間進行交涉及拍照的＜她們＞是不一樣的兩

個系列。更重要的是，獵人們穿梭在樹林間必須保持專注，不可能有太多時間與

攝影師交流，攝影師的職責是從旁觀看、記錄，且不能干擾狩獵活動。因此，在

＜遠方的獵人＞這個專題中的「遠方」，除了指出獵場地理位置的遙遠之外，更是

點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空間距離遙遠，也就是說，同樣為涉入，比起＜她

們＞，觀看者在＜遠方的獵人＞中的涉入程度是不及＜她們＞深的。儘管如此，

＜遠方的獵人＞中仍有他欲訴說的故事與其中欲扭轉的偏見，此待下一節深入探

論。 

 

    因此，我們可以說攝影者與被攝者的關係與距離的遠近隨著拍攝主題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涉入程度。拍攝精神病院與成人影片工作者時，因為拍攝空間狹窄、

場地大小有所限制，記錄者必須以最貼近的距離來處理這些人的故事，因此這兩

個專題中的照片總是可以清楚的看見被攝者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而當空間轉

換，來到遼闊的森林，獵人們握著槍桿穿梭在樹林當中尋找獵物的同時，張雍自

然必須調整自己的拍攝位置，時而貼近時而退後。貼近時張雍捕捉被攝者的情緒，

當他退後，縮小自己時，他便可以觀照環境，以更宏觀的視野來觀看他所拍攝的

主題。 

 

    總括來談，這一節以＜她們＞、＜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遠方的獵人＞

這三個題材，論述觀看者和被觀看者之間的距離／關係。張雍作為一觀看者／記

錄者，他本著對人種種的好奇心，貼近每一個他欲探討欲了解的故事。張雍以一

男性攝影師的身分，深入 Bohnice 精神病院以拍攝女性憂鬱症患者為主的＜她們＞

系列，試著伸出公平的觸角去探究「她們」的故事；＜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中，

張雍近距離的觀看胴體的展演，對於情慾的公開展演／販賣，演員不同身分的轉

換，張雍試著去理解，但他也承認，這是他所處理過的題材之中最困難的一個
52
；

51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71。 
52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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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遠方的獵人＞中，張雍選擇觀看獵人尊重大自然的那一面，反思過去獵人

較為負面的形象。三個不一樣的拍攝題材，張雍卻秉持同樣誠懇的態度去試著貼

近，試著理解，以對等的關係進入他們的生命。 

 

 

第二節 差異與偏見 

 

 

    八年前，張雍隻身來到布拉格，進行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攝影系碩士班的

修行，剛開始，他遊走街頭，對異鄉、對異鄉人充滿好奇，他常常搭著夜車、走

在街頭、走在驛站，於張雍而言，異鄉的夜晚總有許多瞬間是值得被看見、被記

錄的。因此，有點像是復習學校所教所學，像是一種觀看的訓練，也許也像一種

觀光的凝視，總之張雍帶著他的好奇心進入街頭，試著捕捉每一個令人產生悸動

的瞬間，他說： 

 

六年多前來到歐洲，開始從事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總是

在布拉格及其他歐洲城市的街頭，捕捉那些令我心頭產生一股悸動，激起

一攤漣漪的短暫邂逅；那些浮光掠影的瞬間。隔一段時日後發現自己收集

了好一些的影像：關於街頭的那些流浪漢，醉倒在路邊的年輕人，相擁而

泣的情侶，而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莫過於那些凝望遠方沉思，不知正在思

考什麼難解謎題的神祕表情……於是開始思考有關現實的嚴峻及人們如何

反應，並且企圖在影像中反覆地問自己同樣的問題……53 

     

    從事街拍（snapshot）活動時，記錄者與被記錄者往往只有短暫的交會，記錄

者遊走街頭、融入地景並觀察人們，找出「決定性的瞬間」，一旦完成拍攝便失去

交集。其中交會時間可能是站在路邊和人攀談，詢問是否接受拍照；也許只是走

在街上看到某個瞬間讓你心動於是按下快門而無交談；也許貿然按下快門後才得

以和被攝者產生交流，於是在拍攝之後多了一些討論的時間……但無論什麼樣的

觀看，記錄者和被記錄者都無法稱得上是「好交情」。張雍曾在公視節目《日光大

道》接受訪談時，說明他頭一、兩年剛到東歐的狀況： 

 

我發現我拍了很多流浪漢、或者說一個人，在酒吧或在咖啡館裡沉思，望

著遠方，然後正在想一個猜不透的問題的那一種人，可能跟我那時候的處

境有關吧！我喜歡坐夜車，那你離開車站、火車站，包包先放外面，抽根

53 張雍，＜她們＞，《波西米亞六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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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你一回頭會發現，其實另外一個流浪漢也坐在火車站旁邊，你會自然

而然跑去跟他聊天，或他會過來跟你要一根菸抽，然後聊天。通常認識一

個城市的方式就是從這樣開始。所以前兩年拍了很多這樣的照片，就是路

上遇到的新朋友……然後慢慢轉型到是拍長期，同樣一個地方，同一群人，

然後發現，這樣更有意思，就是固定到同一個地方，跟那些新朋友見面，『順

便』拍照。跟在路上拍攝很不一樣，因為路上拍攝的面對面就是很快速的，

很隨機的，通常會有一些交情，那是拍攝之後……那現在做的事情是拍攝

之前有很多交情，你去和他們見面，聊天、喝咖啡，『順便』拍照。」54 

 

    於是張雍開始轉型，試著長時間去關注同一群人，「去固定的地方，有意思的

窩著，拍照」
55
，關注他們在做什麼，和平常社會大眾的認知是否有所不同？他嘗

試和他們做朋友，試著和他們相處、交談。「拍照」，永遠不是最重要的事。他發

現他不喜歡「偏見」這個東西，於是他試著透過鏡頭凝視這些社會上非主流的人

物，想要翻轉中間的權力關係。張雍曾說：「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實，影像可以

被設計、被消費，甚至被刻意的誤解。我想做的是，更貼近那些人，不用偏見的

眼睛看他們。」
56
於是張雍在選擇他的拍攝對象時有一個共通點，即選擇社會大眾

可能帶有歧視與偏見的一群人。因此他選擇了精神病院的病人、東歐偏遠地區的

獵人、布拉格的成人影片工作者、吉普賽人……等，這些與當代社會生活形態不

太相同的一群人。他在《MOT/TIMES 線上誌》的訪談中提及他是如何選擇拍攝主

題以及他對於偏見的看法： 

 

在捷克待了六年多，拍攝對象由 Bohnice精神病院中女性重度憂鬱症患者、

Ａ片工業拍攝過程、傳統馬戲團、獵人，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跨性別變性者

的對象，張雍表示，在選取拍攝主題時，是朝向一般人帶有偏見目光的身

分族群，例如精神病院，「一般布拉格人，如果你說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

他們就會說：『你是從 Bohnice來的嗎？』」或者提起獵人時，就覺得他們

就是到鄉下喝酒，然後射殺動物，「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偏見，但我自己比

較不喜歡。」57 

 

    張雍所凝視的「這些人」與社會大眾所謂「正常」的上班族群不同。張雍鏡

頭下的獵人／吉普賽人／巡迴馬戲團／移動的遊樂園／成人影片工作者……，這

54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qRNAfHWNk5U 
  11:26 處，檢索時間：2013.6.14。 
55 吳雨潔，＜張雍／有意思的窩著，按下快門＞，聯合報 2012.10.9。 
56 張慧慧採訪整理，＜張雍：精準地按下快門，就是一次擁抱＞，《MOT/TIMES 線上誌》， 

http://www.mottimes.com/cht/interview_detail.php?serial=60 檢索時間：2013.5.25。 
57 陳韋臻，〈隱身的觀察者—專訪攝影人張雍〉，《破報》， 

http://pots.tw/node/4043 檢索時間：20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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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和當代社會大眾過的生活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選擇與當代社會絕大多

數人不同的生活形態。大多數人的生活形態是固定的，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日

復一日，就算是跑外務的業務員，也有固定服務的公司與規定的工作時數。但張

雍所凝視的這群人卻充滿著時空上的不固定性：獵人遵循自然的時間、動物的時

間來狩獵；成人影片工作者的拍攝時間、拍攝地點，除了不固定、甚至是不能言

說的；馬戲團、移動式遊樂園不斷巡迴展演，移動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停留時間

或長或短，視參觀人潮而定……。因此我們可以說，張雍對這群時空不定性的人

們特別關注。就因為他們跟「正常人／一般人」的生活是有差異的，所以這差異

便導致主流社會對他們產生了許多偏見，而張雍便希望能透過他的影像與文字來

反思這些差異與偏見。 

 

 

一、獵人 

 

    張雍第一個關注到的便是「獵人」這個專題。一般而言，我們提到獵人，常

常是帶著刻板印象：血腥、濫捕濫殺、殘忍、酒不離身……，張雍問過他的捷克

朋友有沒有看過獵人，他的朋友回答：「他們就是在森林裡面隨便獵殺動物的一群

人。」
58
張雍不以為然，於是他跟著獵人的腳步，踏上冰天雪地，去感受狩獵這件

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寫道： 

     

這是一場耐力與專注力的考驗，必須忘記氣候的惡劣，凍紅了的食指永遠

扣在扳機上緣，身體變成似乎只是一個以穩定節奏呼出白煙的樂器，成為

與四周一眼望去沒有盡頭銀白色世界裡的一部分。冷風的咆哮搭配著呼吸

的平穩節奏，雪片靜悄悄落在地面發出的聲響就像是秋天森林裡的落葉，

可以清楚地被聽見……。這種人與周遭景致神奇地合而為一的瞬間，是打

獵過程中最美的部分。突然發現，人在大自然裡竟顯得那樣的渺小，微不

足道。59 

 

    也許張雍並沒有跟著獵人拿起獵槍捕捉獵物，但他跟著獵人們踏入同樣一片

森林、聆聽同樣的槍聲、獵犬咆哮的聲音，感受同樣的冷風刺骨與肅殺的氣氛，

不同的是獵人觀看的對象是鴨禽走獸，而張雍觀看的是對象是獵人；獵人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透過槍枝緊盯兔子、野鳥；張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透過觀景窗

凝視著獵人；獵人們的食指緊扣扳機，張雍的食指緊扣快門；獵人追蹤鳥獸，準

確命中獵物是他們的專業；張雍或進或退，在快速行進的獵人行動當中捕捉決定

58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qRNAfHWNk5U， 
13:55 處，檢索時間：2013.6.14。 
59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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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瞬間是他的直覺。張雍試圖模擬的是獵人的時空節奏，進而感知他們，進入

他們的生命地圖。筆者認為，張雍進行這樣的文字書寫試圖告訴我們，獵人只是

個名稱，就像農夫一樣，農夫依四時運行耕種，播種、插秧、除草、施肥……獵

人申請執照、合法使用槍枝，有精準的射擊技術，決定好每一次的狩獵對象之後，

不過度濫殺濫捕
60
。農夫不會受到歧視、獵人也不該如此。另外，在每一次狩獵行

動結束後，他們會將捕捉的獵物一個一個排列好，然後脫下帽子尊而重之的將手

放胸前，像是為它們禱告，也像是一種感謝： 

 

獵人們在樹林裡用銳利的目光在草叢中持續搜索，獵犬們也帶回了更多被

擊落的野鳥。野鳥被整齊地排列在雪地上，一字排開，獵人們也恢復到先

前集合時的隊形，所有人脫下帽子，以低沈的嗓音對著那些雪地上的鳥群，

獻上一首當地對獵物以及大自然致敬的傳統獵人小調。61 

  

    記錄者的紀錄方式直接影響觀者的想法，張雍在＜遠方的獵人＞中呈現的獵

人是非常有秩序、有條不紊、訓練有素、謙卑而尊重大自然的，如果張雍拍攝且

呈現出的是一群面目猙獰、瘋狂鳴槍的男人，在狩獵結束之後將死去的動物隨意

丟置，任憑獵物血流滿地、堆積成山的畫面，相信觀者對於獵人的想法一定完全

不相同。因此，筆者認為，為了扭轉偏見，張雍在＜遠方的獵人＞中所挑選的照

片與撰寫的文字，皆刻意抹除較為血腥的部份，甚至美化、浪漫化獵人的狩獵活

動。如前面所述，獵人們每次行動皆會決定此行狩獵的對象，並非亂槍打鳥，看

到什麼打什麼，下圖（圖 2-5）我們可以看到滿地都是此次狩獵活動的成果：野鴨。

野鴨被一隻一隻井然有序的排列並安放在草地上，而雪白的背景前是穿著深色厚

重外套掛著獵槍的獵人們，原本冬天草地的黃綠色和獵物的血紅色所形成的強烈

對比，會讓狩獵的血腥味更加濃稠，但張雍刻意以黑白粗黑粒子的低色調畫面來

處理，於是排列整齊的野鴨、草地、草地上的人們所構成的畫面，沒有滿載而歸、

歡欣鼓舞的氣氛，取而代之的是莊嚴、肅穆的感受，讓觀者彷彿也沾染了狩獵現

場對於生命消逝的黯然神傷。 

 

60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J1UsBLqUY ， 
14:31 處張雍提到：比如說，獵人們決定這次只打兔子，那即使山豬經過獵人面前，他們也不會開

槍，檢索時間：2013.6.2。 
61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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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62
 

 

    而下圖（圖 2-6）的獵人們站成一列，摘下頭上的帽子放在胸前，獵人們臉上

肅穆略顯疲憊，唱著傳統獵人小調以表對大自然的崇敬。張雍對焦在離鏡頭最近

的那位獵人的臉上，並將他置於畫面的右側，使得視線得以向左後方延伸，而排

成一列的獵人也因距離對焦點愈遠，而顯得愈模糊。模糊的部份恰如其分地凸顯

出畫面右側那位獵人深邃的五官與肅穆的神情，當然，更重要的是傳達張雍所欲

扭轉的關於血腥暴力的負面刻板形象。 

 

 

（圖 2-6）
63
 

 

62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74。 
63 張雍，＜遠方的獵人＞，《蒸發》，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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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雍欲破除的便是社會大眾所認定的刻板印象，他所塑造出來的獵人形象成

了溫婉有禮且尊重生命的一群人，而這正與一般人對於獵人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張雍試圖觀看與言說的，就是既定印象之外的那些我們容易忽視或是選擇視而不

見的故事。 

 

二、精神病院患者 

 

  而在＜她們＞中，張雍觀看著這群精神「異常」的人長達兩年之久，但涉入

愈深，他愈想反問，這群人究竟是和誰有「異」？「異」在何處？張雍提出了一

些他內心的疑問： 

 

想著所謂的「正常」與「不正常」到底該如何區別？坐在電車裡，突然有股

衝動想要站起來問車廂內那群神情嚴肅的乘客們：「自認為是正常人的舉

手？！」誰又有權利來替人們決定？！一個簽字加上蓋章之後，救護車在樓

下等你，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每天早上三位顯得不太友善的醫生來到你的床

前，在你尚未完全清醒之前重覆「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高中讀哪裡？」

之類的問題，並在醫院冷冰冰的評量表上以潦草的字跡寫下更冰冷的註記。64
 

 

    張雍內心的疑惑反映在他的文字與影像中。從張雍＜她們＞系列照片中，我

看到一張張神色哀戚、面容憔悴、眼神空洞無助的人們，他們的無言似乎也在控

訴這個社會「誰來評斷我正常不正常？」，或是「正常的標準值在哪？」，「又該如

何測量？」的機制。前文提到，影像可以被設計、被刻意的誤解，當然更可以被

操控，因此常會被利用來界定何為「正常」，何為「不正常」： 

 

從十九世紀以來，攝影一直都是論述運作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照相術在十

九世紀初發明的同時，也正是現代政治國家崛起之際。攝影於是成為科學

專業和國家官僚機構管制社會行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攝影用

來標明證據和犯行，在醫學上用來記錄病理並界定「正常」和「不正常」

之間的視覺差異，而在諸如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社會科學中，則用來創造研

究者（人類學家）和研究對象（在許多例子中被定義為「土著」）的主體位

置。而攝影影像的多樣化用途，也發展出各式各樣以監視（surveillance）、

管制和分類為目的的影像製作活動。攝影於是經常被用來確立差異性，並

透過這個過程界定出所謂非標準主體或非主要主體的他者（the other）。65 

 

64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1。 
65 瑪莉塔．史特肯 Marita STURKEN、莉莎．卡萊特 Lisa CARTWRIGH，《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

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2009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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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攝影是確立差異性的一種重要的工具，透過觀看我們可以確認差異，但

並不表示張雍認同主流論述中正常／不正常這樣二元對立的價值體系，這樣只是

簡化了在觀看差異時所滋生的複雜性，唯有認同差異並且消除偏見才是張雍認為

正確病努力嘗試的方向。筆者分析張雍選擇放入＜她們＞專題中的影像，大多是

安靜而抑鬱的，難道所有的精神病患的癥候皆相同？我相信不是的。張雍選擇排

除了那些失控或是暴躁明顯具有情緒、動作的照片（抑或是張雍根本就選擇放下

相機，向前給予安慰，因此沒有拍攝），而放入他們安靜、看著窗外或互相擁抱的

畫面，這樣的選擇不見得沒有渲染力，甚至，看了照片之後的感動是更是強烈。

如下四幀（2-7~2-10）照片： 

 

（圖 2-7）
66
 

 

（圖 2-8）
67
 

66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44。 
67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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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68
 

 

（圖 2-10）
69
 

 

    這四幀照片中，看到她們自顧自的抽著煙，也許低頭沉思，也許凝視窗外，

也許相互擁抱，不變的是她們滿臉的愁容。張雍當時選擇記錄這群女性憂鬱症患

者
70
，或許就是被她們安靜，陷在自己情緒裡但每個人背後卻又有故事的狀態所吸

引。再三閱讀了張雍的＜她們＞之後，筆者發現，所有的畫面大多安靜而沈重，

沒有張牙舞爪的畫面，沒有大吼大叫的憤怒，難道憂鬱症患者沒有其他情緒嗎？

相信只要為人，一定有情緒。張雍在文中提到，她們也有起衝突的時候： 

 

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好幾次目睹了女士們起先是聚在吸煙室裡抽菸，然後

談起彼此的丈夫，過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她們時而口角，時而彼此安

慰或相擁而泣，失控的場面十分混亂，卻也讓我好感動，或者更多的是感

68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51。 
69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55。 
70 吳雨潔，＜張雍／鏡頭 破偏見＞，聯合報，20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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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71 

 

    先不論張雍是否曾拍攝精神病患哭泣、起口角這類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但

他沒有將照片呈現出來，只在文章中提到這一個部分，這是張雍的「選擇」。筆者

認為，這樣的選擇反而讓這系列所呈顯的特色更有力量、更具觀點的一致性，也

讓張雍想說的故事更為完整。文章的最後，張雍提到： 

 

在拜訪 Bohnice這兩年半的時間裡，目睹了許多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畫面。

高牆的另一側，現實世界裡的「正常人」對於這群病患似乎仍存有偏見，

與她們近距離接觸之後我體認到，像精神官能失調這樣現代社會的文明

病——過多的壓力，複雜的人際關係讓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潛在的

受害者，甚至有可能發生在你最摯愛的人身上。72 

 

    筆者以為，張雍不將精神官能症放置在私領域，而將其歸咎於整個社會的病

態，彷彿只要隔著一道高牆，將同樣症狀的人統一集中，精神病就會在「正常」

世界裡消失於無形，張雍或許期望這樣的解釋能喚起更多人對自己、對家人的情

緒有更多的關愛，也減輕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的恐懼、排斥與偏見，進而嘗試去

瞭解她們，而不只是將她們邊緣化、隱形化。回到拍攝 Bohnice 精神病院的初衷，

張雍和其他人一樣，都是從「不了解」開始，他永遠記得第一次踏入 Bohnice 精神

病院的第一個晚上： 

 

就這樣，第一天我便親眼目睹了那些我從未見過甚至不曾想像過的畫面。

永遠記得秘書打開第一間大門時，迎面撲鼻而來的那股混雜著廁所的潮溼

及病房消毒水的強烈氣味，讓我頓時遲疑了腳步，病房內那種黑色電影

（Film noir）中常見的高反差光調，加上病人們猶疑不安的眼神，著實不

好受。我待在二號這專門治療女性憂鬱症患者的部門直到當天晚上十點，

在她們就寢，與護士們簡短交談並互道晚安後，一個人走在空無一人的公

園裡，回想著那些彷彿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場面，頓時覺得胸口有塊大石頭

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大口大口貪婪地喘氣，踩著凌亂的步伐，那個晚上，

眼睛盯著天花板看了一整夜……73 

 

    第一天踏入精神病院的張雍，彷彿被投了記震撼彈，不管在嗅覺上、在視覺

上都是從前不曾遭遇過的，因此，當離開精神病院之後，四周一片沉寂時，頓時

所有剛才在精神病院所撞擊出的種種感覺瞬間湧出，他必須大口大口喘著氣，才

71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3。 
72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5。 
73 張雍，＜她們＞，《波希米亞六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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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心裡的感受共處。儘管如此，張雍回到家之後依然無法入眠。這是一種心靈

上的撞擊，肇因於原本對精神病院全然陌生與不解，進入之後，病房空間的氣味、

色調，以及生活其間的人的生命姿態，都造成拍攝者的心靈震撼。 

 

 

三、成人影片工作者 

 

而同樣的撞擊亦來自於成人影片的拍攝現場，從拍攝空間來看，成人影片大

部分是在密閉的空間內進行，不管是旅館或是住宅，在室內有限的坪數中，張雍

的「觀看」是相當近距離、相當震撼的，赤裸裸的性愛場面在眼前展演，這樣的

衝擊力絕對不比在 Bohnice 精神病院看著憂鬱、精神分裂的女人來得容易承受。狹

窄的空間無處遁逃，張雍記得他第一次觀看成人影片拍攝時，面對現場環境時的

調適之道： 

 

看著男女演員近距離在我伸手可及之處進行演出，現場光著身子四處走動

與工作人員有說有笑的演員們，記得第一次目睹現場的情況，三不五時我

得強迫自己離開現場，跑到 villa外邊點一支菸，讓自己靜一下。74 

 

    所謂「靜一下」這三個字，具有多重詮釋空間，張雍是因為觀看之後身體產

生情慾的反應而必須離開現場抽一根煙靜一下？抑或是因為親眼目睹的臨場感過

於令人震驚必須離開現場？還是因為對拍攝主題諸多的不理解而必須離開再思？

張雍未明確點出，但在他陸陸續續的跟拍過程中，他漸漸發現，對於性產業，他

的確是有許許多多的不了解： 

 

這個產業最惹人爭議，最粗魯的本性與最讓我不解之處是將人與人之間那

最親密，無法與他人分享的那最隱私的片刻，以「表演」或者極具侵略性

的視覺語言，來挑逗並且刺激消費者的動物性本能，將這股原始慾望商品

化、規格化，以表演的方式，標價來販售，拜高科技網際網路之賜，滑鼠

每一次的點擊，都是對人性那最脆弱的一面，一次十足曖昧的挑逗。75 

 

    的確，「性」，具有其親密性與隱密性，當性突然成了公開的展演，對象是跟

你沒有任何關係的人，目的是藉著性愛動作的演出換取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這

樣的連結方式在社會中是為道德所不容的。然而，關於性產業，筆者認為應該有

更多元的解釋，在此，筆者認為張雍的「不解」偏向於負面的情感表達，他接受

性產業確實存在（否則如何進入並且跟拍），但無法接受為什麼有「人」能將性視

74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105。 
75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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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演，甚至標價販售。但若扣除此不解，張雍仍認同每一個「演員」身分的表

徵之下，他們的本質仍是個「人」，而每一個人都是多面向且具多重身分的。 

 

    在拍片現場，他們可以是成人影片的演員，但回到家，他可能是位父親及丈

夫，張雍好奇他們在不同的角色之間如何轉換，因此，拍攝的空檔，張雍便和演

員們閒聊，詢問他們從哪裡來？家庭生活如何？
76
，每個人都有被瞭解的慾望，他

們也很開心，終於有一個人好奇他們身為「人」的那個部分，而不只是Ａ片演員。
77

這是主流社會較少關心的部分，但近距離觀看了兩年的時間，張雍似乎未能替成

人影像工業中，工作者在「人」與「表演者」之間的拉扯找到解套，也未能為自

己找到更好的觀看與反思位置： 

 

至於究竟如何理解Ａ片工業，張雍坦承自身並不喜歡，然而，「我跟了兩

年，時間不夠我去理解作判斷。我還在找那個答案，我不想下結論，也許

永遠也不會有結論。」然而，日後走入不同性產業的場景，也讓張雍對「自

以為良善的立意」產生懷疑，例如與捷克德國邊境妓女的接觸，被奪走底

片並潑酒在臉上，或者走入現場實境秀天體換妻俱樂部 Big Sister，被強

行脫掉衣服，以要求「公平」的經驗，讓他開始反省最初的立意，「也許

她們並不期待被理解」。在這些情況底下，張雍選擇是放棄，銜接著張雍

對「團隊合作」的信念，他並不強迫進入也不以金錢買通，「像是到印度

花錢拍小孩的照片，那是最自私的紀念品。」78 

 

    一直以來，張雍都是以和拍攝對象建立關係為他的拍攝信念，他也坦承「近

距離的觀察，企圖說一個不依循主流社會對這一群人的偏見，並且對其中所參與

的人員都公平的故事，試圖發掘較人性的那一面，說實話並不容易。」
79
更遑論拍

攝過程中發生不愉快或是不被尊重的狀況。既然無法和拍攝對象產生團隊連結，

張雍毅然決然決定退場。或許兩年的時間真的不夠長，不夠讓張雍和他們互相信

任、彼此了解。但張雍要提醒我們的是，即便是成人影片工作者，他們和其他「一

般」領域工作者一樣，有他們的專業，同時也和其他「一般人」一樣，必須在不

同身分之間轉換。 

 

    整體而言，本節筆者所要論述的是，在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之下，張雍如何

用他的方式來認識、認知、認同差異，並且反思「偏見」。本章節以＜獵人＞、＜

76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101。 
77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OEqbBa4lXLk ， 
12:15 處，檢索時間：2013.6.14。 
78 陳韋臻，〈隱身的觀察者—專訪攝影人張雍〉，《破報》， 

   http://pots.tw/node/4043 檢索時間：2013.7.7。 
79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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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及＜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論述張雍試圖扭轉的刻板印象。在＜獵人＞

中，張雍看到了獵人訓練有素、取之有道而且悲天憫人的那一面，在他有意的篩

選下，從他的照片及文字中，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獵人不同於以往的形象；而在

＜她們＞專題中，張雍不認同住在 Bohnice 精神病院裡的病人就是「不正常」的，

她們必須對抗憂鬱或是來自心理不同的聲音，這並非能向向外人道的幽微心理，

張雍藉著這個專題，試圖喚起的是社會大眾對於她們應有的重視及更多的尊重，

以及提醒人們應該對自己的親人、朋友付出更多的關懷；＜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

＞的他們的確不一樣，張雍關懷的是他們身為「人」的這一部分，想了解除了成

人影片工作者身分之外，這些表演者的日常身分角色為何？他們在角色之間又如

何進行轉換。但筆者以為在這個部分，張雍仍然不免囿限於主流道德意識，無法

用更多元、更寬廣的心胸去理解。整體來說，張雍長時間的深入，嘗試著墨於「人

類共通的情感」，這點仍是必須給予肯定的。 

 

 

第三節 由「外」而「內」的轉身／凝視 

 

 

    從《蒸發》到《波希米亞六年》再到《雙數／MIDVA》，張雍不只是年齡上從

二十三歲過渡到三十歲的改變，不只是從單身晉級為爸爸這樣身分的轉換，更明

顯的是他心境上的轉變。二十出頭時，張雍放棄了在台北穩定的生活、穩定的工

作，隻身來到布拉格，進入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攻讀攝影，帶著他的好奇心，

陸續拍攝了許多攝影專題：獵人、Ａ片工廠、Bohnice 精神病院……，拍攝對象從

街頭上的流浪漢、老人、風景到精神病患、演員、吉普賽人……這一個又一個「人」

的故事，都是張雍所好奇所感興趣的議題，他將他這七年來的所見所聞，稱作是

命運早替自己安排好的一場試鏡（audition），一場長達七年的 audition……
80
 

 

這場長達七年的 audition──異鄉生活裡的旅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

在排練室裡對著鏡子自主練習。車窗看出去盡是陌生的人群，彷彿是銜接

昨晚電影結束後，下一場戲繼續的場景，互相呼應的劇情；從咖啡館的落

地窗向外看去，那對正在大雨中擁吻的情侶，看起來更像是在片場裡演

戲……81 

 

    異鄉生活中，張雍的鏡頭總是朝向他者，特別是弱勢的勞動力、底層、弱勢、

隱晦的那一群，試圖在每一個戲劇人生中，找尋某種與大眾認知有所差異的巨大

80 張雍，＜關於那場長達七年的試鏡＞，《雙數／MIDVA》，頁 38。 
81 張雍，＜關於那場長達七年的試鏡＞，《雙數／MIDVA》，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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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扭轉僵化的刻板印象，直到 2010 年 4 月，張雍決定結束捷克這將近七年的

試鏡，搬到斯洛維尼亞（Slovenia）和女友 Anja 同住，並一同迎接即將到來的小孩，

因而有了《雙數／MIDVA》這本圖文書的誕生，將鏡頭從遠方調轉回來，以自身、

親人與日常生活為拍攝對象。本節主要耙梳的，是張雍在《雙數／MIDVA》這本

圖文書中做了哪些改變，包括拍攝對象的改變、視角的改變、色調的改變……等。

而這些改變都呈顯在張雍的觀看之中，因此，筆者試著將張雍的觀看分為三個層

次，逐步探討張雍反轉鏡頭之後，他看到了什麼／他想看到什麼。第一、對於當

下現實世界與日常生活細膩的觀察；第二、對於親密關係的探究；第三、對於自

身的反思。 

 

一、對於當下現實世界與日常生活細膩的觀察 

 

    首先，他開始思索，對生活、對自然的觀看是不是一定要在遠方？生活中難

道沒有任何激情或是值得記錄的片刻嗎？於是張雍產生了這樣的感慨： 

 

你突然發現，攝影師們的鏡頭大都對準在那無限遠的某處，遠方那個總被

攝影師們認定為「更戲劇性」的山頭上，試圖透過觀察他方的生活，比對

出自己人生的重量。82 

 

    「獵奇」是多數攝影者的共性，攝影師往往喜歡獵奇或是喜歡捕捉任何陌生

化的景物：他們向外尋求外拍模特兒以供創作；他們嚮往旅遊，到每一個不同於

故鄉的地方尋求拍攝題材，這是很自然的想法，張雍不也是如此？離開台灣之後，

他開始用異鄉人的目光凝視陌生的街頭、去發現陌生的題材，因為陌生，一切都

顯得稀奇、有趣，拍攝的眼光因此容易失去準度，必須不斷的練習以提昇自己對

於題材的掌握性。張雍在布拉格的七年中，他觀看了形形色色的人們，以相機為

媒介，涉入了他們的故事，在拍攝的同時，他雖然也曾不斷重新回返自身，思考

自己關於人生的命題，然而畢竟只是短暫閃過，未及深入，多數時候，他的眼光

仍然停駐在他者身上。直到女友懷孕，張雍突然驚覺自己的身分即將有巨大的改

變，即將成為別人的丈夫，小孩的爸爸，於是《雙數／MIDVA》的概念漸漸有了

雛形，張雍試著打破大眾總認為攝影師總是要到「遠方」拍攝別人的印象： 

 

《雙數／MIDVA》是一個有別於以往的嘗試，是我二０一０年六月才開始的

拍攝計畫。這次我將鏡頭反轉過來，從每天眼睛一睜開的日常生活裡感受

焦點的刻度，在身旁親近的人們身上思索攝影時景深的縱長；想像如同一

位決定倒著跑的馬拉松選手那樣，你不再汗流浹背地追逐那不知何時才會

82 張雍，＜後語．倒著跑的馬拉松選手＞，《雙數／MIDVA》，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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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從地平線竄出，錦上添花的歡呼聲以及香檳酒杯互相敲擊的聲響。開

始決定倒著跑之後，你反而加倍地注意每一個輕踏出的步伐，還有那些剛

逝去的風景，正回頭望向其他跑者時，那幅依依不捨的模樣……倒著跑的

跑者必須更細心地調整步伐、放慢速度，讓每一秒都在失去的景象，在轉

換觀看的面向之後，前方不再只是驚鴻一瞥的表象，而是帶有表情的珍藏。83 

 

    張雍為自己設定十八年的拍攝計劃，開始仔細關注他生活周遭的變化，一花

一草一木都值得用心記錄，鏡頭觀看的是每一個生活的片刻：女友 Anja 著紅色毛

衣，挺著大肚子在森林裡散步的系列照片（圖 2-11）、貓咪躡手躡腳前進的影子與

葉子篩下的光影交映成趣（圖 2-12 左）、下著雪的 Slovenu Gradec 小鎮、家庭聚會

的某個時刻，或甚至只是鄰居家孩童奔跑的瞬間……全都收入了張雍的人生風

景。 

 

 
(圖 2-11)

84
 

 

 
(圖 2-12)

85
 

83 張雍，＜後語．倒著跑的馬拉松選手＞，《雙數／MIDVA》，頁 200。 
84 張雍，＜藍眼睛的太空人與宿命的賓果遊戲＞，《雙數／MIDVA》，頁 114。 
85 張雍，＜關於那場長達七年的試鏡＞，《雙數／MIDVA》，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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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雍將鏡頭反轉，不再觀看遠方，嘗試一種像是家庭記錄照的方式為自己、

也為自己的家人留下一些吉光片羽，長時間的和人們相處，以倒著跑的姿態，細

心留意每一個不願錯過的片刻，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成為一種獨一無

二的家庭照片。郭力昕在《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中，曾論及家庭照片： 

 

大部分的家庭照片大多捨不愉快而只取歡笑，拿起相機記錄的是各種值得

拍照留念的時刻：生日、畢業、結婚、出遊、全家福……如此的一成不變，

誰能在家庭照片中看丈夫打太太、父母打小孩或是家庭成員死亡後入殮前

的照片呢？為什麼一旦拍照，就非得擺出一副制約性或強迫性的笑容？我

們對自己不時在製造的家庭影像與生活快照，以及這個製造的行為，能有

些什麼樣的反省或變革呢？86 

 

    郭力昕指出，即使是家庭的日常影像，也都有可能是一種「製造」，刻意地迴

避了某些畫面、塗抹掉某些時刻，即便是數位化的現代社會，一天生產億萬張照

片這樣以影像敘事的年代，我們看見的依然是一幅幅家庭聚餐、出遊、慶生這些

所謂生活亮點的照片，而少見悲傷、沮喪的時刻的記錄。郭力昕進一步指出，此

種「製造」，是緣自人們對於「幸福家庭」的想像： 

 

這是由於家庭生活照的功能常像是好萊塢的通俗喜劇。人們進入電影院裡，

取得暫時的勇氣，繼續面對並不那麼美好的現實生活。人們也按照類似的

概念，年復一年地拍攝與編選生活故事，在相簿裡建造一個歡樂、幸福、

美滿的家庭故事。人們對「幸福美滿」這個故事的共識與集體渴望，家庭

攝影，一如家庭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社會機制。87 

 

    然而，張雍似乎不滿足於這樣「幸福美滿」的生活故事，對於自己這個長達

十八年的家庭照片拍攝計畫，張雍欲拍攝的不盡然全是生活中的亮點，他將攝影

融入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個片刻。從他《雙數／MIDVA》的照片中，我們可以

看到車子行進時，他從車子的擋風玻璃由內而外的捕捉，可以看到 Anja 在房間走

動，卻因室內光線不足而產生的模糊的影像（圖 2-13），或是挺著大肚子的 Anja

洗完頭毛巾還罩在頭上的畫面    ，或是白雪皚皚的冬日風景（圖 2-14）： 

 

86 筆者整理於郭力昕，《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 年，頁 71-76。 
87 郭力昕，《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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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88
 

(圖 2-14)
89
 

 

    這些由小細節編織出的生活樣貌，充滿現實感，每一幅照片對於拍攝者、對

於被拍者都是有意義的。當每一次回頭看見照片，回憶起的絕不只是拍照當下的

瞬間，而是一段具有特定時空意義、鮮活現場感、有血有肉的記憶碎片，而這些

碎片拼貼出的，便是一段段的生命記憶，我們彷彿也可以從他們的生活中照見自

己的生活。 

 

 

二、對於親密關係的探究 

 

    《雙數／MIDVA》這本書之所以會出現，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張雍想要記錄下

他的妻子 Anja 從懷孕到生產，然後接續著女兒出生的歷程。張雍在公視＜日光大

道＞的訪談中說：「我想出了很多聯結，也許用電影剪接的概念，希望做一個紙上

88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32。 
89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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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從懷孕到出生，每個人的人生就是一場電影......。」
90
也就是說，這本書可以

說是張雍和妻子之間的親密聯結，是一個攝影工作者親密關係的具現。如圖 2-15、

2-16，這兩張照片是張雍的妻子懷孕時的影像。2-15 左幅，鏡頭特寫在 Anja 大大

的肚子上，兩條白帶子交錯，綁著儀器，應該是產檢時張雍為太太所拍下，產檢

也好，拍攝裸露的肚子也好，勢必是親近之人才能卸下心防與之拍攝。圖 2-16 中

的 Anja 近乎裸體，更是親密之人方能透過鏡頭捕捉。 

 

 

(圖 2-15)
91
 

 

 

(2-16)
92
 

 

    這樣的聯結，回應了張雍此書最核心的概念──雙數／MIDVA
93
，拿著相機的

90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J1UsBLqUY ， 
12:30 處，檢索時間：2013.6.30。 
91 張雍，＜藍眼睛的太空人與宿命的賓果遊戲＞，《雙數／MIDVA》，頁 106。 
92 張雍，＜兩顆星星之間的虛線＞，《雙數／MIDVA》，頁 199。 
93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0 為雙數做了解釋：一般歐洲語言只分單複

數，但斯洛維尼亞語還多了個「雙數」──兩個的時候要用雙數，三個以上才是複數。MIDV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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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雍，作為一個拍攝者，他的相片自然不會出現在他的攝影文字書裡，但書裡處

處皆是他的足跡，當鏡頭前是自己最親密的人，其眼神與心情勢必與之前在布拉

格進行的專題拍攝截然不同。因此，面對這樣的對應，張雍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以

最誠懇的心情溫柔地將原本隸屬於兩個不同現實的世界，透過輕按快門來進行雙

數連結。被定格的那個瞬間，是那個關於『我們』的證言。」
94
 

 

    雙數，還有更多的詮釋空間，以下圖為例（圖 2-17），這一頁很明顯張雍將兩

張照片並列在一起，左邊照片的中心是一個嬰兒的小手，右邊照片似乎就是一張

風景照片，但這兩者照片之間有何聯結？張雍在日光大道中曾以此圖說明關於雙

數的連結： 

 

像是一個拼圖的概念，照片左邊是 4／30，小孩出生的那一天，右邊是探望

老婆回家之後，一個人在附近田野散步沉澱所拍的照片，沒有多特別，東

方人會看手相，照片中那是小朋友的手，不是老太太的手，而右邊啤酒花

正要發芽，看到密密麻麻的線，好像每一株啤酒花也有他的命運。兩張照

片放在一起的拼貼，哪一張先看，哪一張後看，為什麼是這兩張？對我來

說，就是按照當時的心情做一個拼圖。95 

 

 

（圖 2-17）
96
 

 

    左邊是剛出生的 Sonja 的手，右邊是準備發芽的啤酒花，這兩張照片的聯結則

是「命運」。張雍以東方人的觀點，聚焦在嬰兒手上密密麻麻的紋路，這樣的掌紋

中文翻譯是「我們倆」（Mi 是我們，Dva 是數字 2）；主詞若是「雙數」，之後的動詞也要配合做

變化，與單數或者複數的型態皆不同，這確實是斯洛維尼亞語最獨特之處。 
94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1。 
95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J1UsBLqUY ， 
12:40 處，檢索時間：2013.6.30。 
96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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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命運？啤酒花田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線，彷彿啤酒花也有他的命

運一樣，為什麼在此落地生根？會發芽嗎？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的拼貼，對張雍來

說，是按照當時的心情所拼貼而成，對觀看者來說，雖未參與張雍的生命歷程，

在看這些照片時，也自會有一套自己的閱讀邏輯及心得。 

 

    因此，雙數可以是兩張不同的照片，依照當下的心情拼貼起來的兩兩一組的

照片。這一張和那一張，每兩張的組合都可以蹦出新的火花，讓觀者產生不一樣

的閱讀感受。同時，筆者以為，這也是雙數的另類解讀：藉著閱讀這本書，也建

立了張雍和讀者的一種聯結，一種雙數的概念。 

 

 

三、對於自身的反思 

 

    當然，對於 MIDVA／雙數的解釋，更多的是人的情感交流與撞擊： 

 

“MIDVA”這個介於單數與複數之間，另一個「雙數」的出現，在人們習以

為常的人際關係網路界面，更細心地梳理出各種親密關係不同層次的沉澱。

我與挺著個大肚子的 Anja，後院的那棵樹和我，我與對面的那位凝視遠方

的乘客，乘客在車窗上的倒影以及拿著相機的我，我與即將報到的小 baby

等等，雙數提醒著不同的視野，觀看與被觀看不必然是存在於截然不同的

世界。97 

 

    來到斯洛維尼亞，從早上張開眼睛到晚上閉上眼前，張雍一邊學習著斯洛維

尼亞語，一邊學習著單數、雙數、複數的概念，延續一直以來的拍攝理念──拍

照，不是只是按下快門而已，更重要的是建立關係。一直到 MIDVA，張雍更將這

樣的想法擴充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己。不同的觀看產生不同的親密

關係，或是倒過來說：不同的親密關係導致不一樣的觀看，觀看的最後，這些情

感、記憶、時間、空間勢必都將回到自身： 

 

旅居歐洲將近 10 年，某個時間點上我突然發現帶著相機在生活裡的旅行，

無論走到離家多遠的邊境，影像訴說的故事都是關於“自己”與“另外一

個自己”98 

 

    我們可以這樣說，小說家寫小說，小說可以是虛構的，但細心的讀者可以從

97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1。 
98 張雍，<赤裸的黑白風景：關於詩人的左心房/右心室 - 聽見 郭英聲>，人間福報副刊，201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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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裡行間找出作者的蛛絲馬跡，同樣的，攝影師拍攝照片，題材的選擇可以多元，

但不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從照片中反射出某一個自己？ 

 

看待拍照的角度是這樣，面對生活的態度亦如此。歐洲這幾年的訓練讓我

相信攝影是一輩子的志業，最嚮往的攝影是與生活緊密的連結。虛心檢視

周遭生活的轉動，眼前那沒有一秒鐘在重複自己的世界，都鉅細靡遺地被

濃縮或者稀釋在由一顆顆小星星般的銀鹽粒子所堆砌而成，相紙上的那個

二度空間裡邊；那看似平靜的方寸世界，裡邊的深度延伸至無限遠，一直

伸展到另一端我們腳下正踩踏著的、這個深不可測的現實世界。99 

 

    向外觀看了八年，拍了許多別人的故事之後，張雍開始回過頭記錄自己的生

活，這固然是一個新的嘗試，然而，若沒有前面紮實的訓練與八年的沉澱，就不

會有相信攝影是一輩子志業的張雍。對他而言，既然眼前每一秒鐘都不重複，那

就表示時間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消逝，而這正是攝影的本質：「所有的照片都是一

種逝去之物。」
100
。既然消逝速度如此快速，那一幅幅的影像能顯得平靜嗎？對張

雍而言，與現實深度聯結之後，我們只能更加謙卑： 

 

相機裡邊通常有面鏡子，快門喀擦一聲，鏡子將現實世界的切片反射到底

片的表面，同一面鏡子更同時彈向相機背後那個始終在找尋答案的世界。

這是一個再神秘不過的蒙太奇，更像是一種反省──為什麼拍？從什麼角

度拍？什麼時間點拍？其實都是技術性的問題，一般相機的設計，鏡頭通

常朝外，但所有問題追問的起點總是在觀景窗後面──相機與手肘間正夾

住的那顆心裡邊……101 

 

    常聽到的說法是：相機是具有侵略性的，拿著相機的人是較有權力的人；這

是某種事實，然而張雍一直努力以「自覺性」、「自省性」的拍攝視角，在破除這

樣的觀點，如前所述，他的觀點即是：按下快門永遠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

眼前這個人；拍照，就是攝影者和被攝者團隊合作的呈現。抱持這樣觀點的觀看

者，永遠記得將攝影這件事回到初衷，回歸到人類共通的情感，秉持這樣的心情

拍照，其他技術性的問題，永遠不是最重要的。張雍反思自己在不同時間段落中

的拍攝心境： 

 

布拉格那段波西米亞的生活，像是對自己 delayed的青春期補償般的延續，

99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2。 
100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93。 
101 張雍，＜兩顆星星之間的虛線＞，《雙數／MIDVA》，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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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相機及好奇心，一腳踏進從前只有在電影裡才會見到的那些角色的生活

圈裡，近距離地觀看他人的生活，底片上逐格做筆記，在過往的記憶裡反芻，

將歐洲的體驗仔細地對照過往習慣的筆跡；搬到斯洛維尼亞之後，Anja更是

耐心地替我解釋 MIDVA／雙數的用法，不只是在慣用語的文法上，經常是在

兩人朝夕相處的生活裡。102 

 

    布拉格那段時間，張雍進入不同的「他」和「她」的故事，說的是關於遠方

的故事，刺激而精采，然而說來說去，依然是「別人」的故事。搬到斯洛維尼亞

後，張雍訴說自己的故事，包括對 Anja 的生產的期待、不安；女兒出生後帶給他

的種種驚喜和思考；關於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注意著四季的變化，最重要的是，

他從一個人／單數，變成兩個人／雙數，如此重大的人生變化，他都一一用相機

和筆記錄下來，然後「生活」在每一個當下，每一個兩人朝夕相處的日子裡。 

 

    整體而言，本節的關注焦點在於張雍如何反轉鏡頭，不再望向遠方，回到現

實世界之中的拍攝、記錄與自省。張雍在布拉格時期，每一個明確的專題中，皆

自有其故事待訴說，有其議題該提出討論，然而，除此之外，張雍更重視的是每

一次拍攝後與自身連結的反省與思考，也就是說，張雍透過觀景窗所有的凝視、

拍攝現場氛圍的紀錄、回到暗房沖洗相片，所有流程走完之後，最後的思考常常

反轉回到自身，進入自己內心，回憶童年那個在醫院的自己
103
，想到旅居在外的

自己，不經意出現的鄉愁，關於命運的安排……等等，導致他的圖像呈現出一種

既介入他者、卻又不斷地反思自我的雙重態度。搬到斯洛維尼亞之後，他關心現

實生活每一刻的變化：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自己和自己的

對話與反省，因此在時間空間細微的變化中，找尋人類共通的情感。 

 

 

 

小結 

 

 

    第二章整體所要呈現的，是張雍這八年來鏡頭下的變化。第一節從觀看者和

被觀看者的角度切入，嘗試分析張雍作為一位觀看者，他是如何觀看，他與被攝

者之間的關係又呈現怎樣的張力；第二節探討張雍觀看到的差異，以及他所欲翻

轉的偏見。張雍試著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詮釋獵人、精神病患與成人影片工作者，

102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0。 
103 張雍在＜她們＞，《波西米亞六年》中談到由於母親在醫院上班，小時候他總是在醫院裡冒險，

這樣的記憶，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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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張雍的觀看中，看到他對於「人」的好奇及關懷；第三節則探討張雍將鏡

頭反轉之後，從遠方回歸現實生活的拍攝，對於自然與親密關係是如何聯結，以

及如何回返拍攝者自身。張雍搬到斯洛維尼亞之後，與妻子、女兒的互動呈現的

雙數、複數關係，回歸到人類共通的情感紀錄，這是張雍現階段最重要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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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命的移動 

 
 

    本章首先以《蒸發》中的＜從桃花源出走＞、＜任意門＞和《波西米亞六年》

的 ＜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離開之後，回家之前＞等篇章，探論張雍

在移動的過程中，所欲追求的目的為何，如何呈現在其書寫及影像之中。異國經

驗、旅行過程中，張雍如何與自我及他者對話，其內心風景又是如何變異。接著

以《蒸發》中＜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一個馬戲團的故事＞以及《波西米亞

六年》的＜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等篇章，討論張雍如何以「異鄉人」、「邊

緣人」
104
的眼光，凝視這些移動者的生命姿態，又如何從這樣的移動中反思自己對

於「移動」以及「家」的定義。 

 

 

第一節  從島嶼出走 

 

 

一、出走的原因 

 

當初選擇離開家鄉，是決定以出走的方式來對抗現實生活裡的「重力」─

─一種大多數人所依循的生活方式：大學畢業，一份穩定的工作，男女朋

友固定的交往，然後開始存錢，準備買車，結婚……一種像是膝跳反應那

樣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105 

     

    上面的引文呼應了張雍在＜從桃花源出走＞中一開始便援引的Pink Flyod的歌

詞──I have become comfortably numb 我迷失在安逸的麻木感中
106
這樣的感受，也

彰顯出張雍「離開」的原因，是對「現實」的反思。在台灣的一切都在「常軌」

之上，成長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小康家庭，家庭氣氛和諧，有一份穩定、有前途的

工作，也有固定交往的對象……。看似擁有一份人人稱羨的美好生命藍圖之際，

張雍卻對現實感到焦躁，感到沉重。他不斷思考「我從哪裡來，下一站會是哪裡？」
107

104 摘自宇文正，＜在左手腕上刺青的人＞，《蒸發》，頁 9，這裡所提到的邊緣人，指的是客居

在捷克的東方人之意。 
105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7。 
106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6。 
107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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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難道自己就該順著傳統價值觀，努力工作，然後成家立業？在這樣的

反思之中，「離開」成為一個新的生命功課，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不想要太簡單，也不想要太抽象的解釋，再次誠實地問自己到底是為什麼？

心裡第一個舉手回答的聲音說道：「因為流浪是你這階段必須作的功課。」108 

 

    舒國治曾經指出，流浪，即是將個人從現實中抽離：「以我觀之，流浪最大的

好處是，丟開那些他平日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好比說，他的賺錢能耐，他的社會

佔有度，他的侃侃而談（或訓話習慣），他的聰慧、迷人、或顧盼自雄；還有，他

的自卑感。」
109
筆者認為，這也貼切地道出張雍亟欲出走的心情，他想對抗傳統對

生命的期盼方式，他想丟掉所有現實考量與束縛，他不想活在別人的期望裡，他

只想出發到遠方，「是異鄉，是沒有熟人沒有過去沒有記憶」
110
的遠方，做自己。

張雍將自己迷戀遠方的狀態比擬為「生了一場迷戀遠方生活的病」
111
，而且還病得

不輕。 

 

還有人認為，人只要每隔一段時間「離開一下」，就可讓他的生理與心理迅速

恢復健康。而最能反應這種「現代論述」（modern discourse）的一句話就是：

「我需要度個假。」112 

 

    許多論述都將對現實狀態的不滿足比喻為一場病，癥兆是對於遠方有所想像，

對追尋那烏托邦一樣的地方產生欲求，為了要痊癒，只能「出走」。同是旅行書寫

的舒國治，對於這樣的「病」也有一番論述： 

 

也可能他們身上有一種病，至少有一種癮，這種病癮逼使他們不能停在城鎮；

好似城鎮的穩定生態令他們的血液運行遲緩，令他們口臭便秘，令他們常感

毫無來由的疲倦。然他們一到了沙漠，一到了冰原，他的皮膚馬上有了敏銳

的舒泰反應，他的眼睛濕潤，鼻腔極其通暢……113 

 

    對旅行者而言，單一城市、或者說「固定空間」、「固定生活」，正是病症的根

源，為了讓自己的「病」痊癒，為了去感受他方的生活，或是更簡單的說：為了

「離開」，他必須移動。張雍如此敘述自己決定離家出走的情景： 

108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7。 
109 舒國治，＜流浪的藝術＞，《流浪集》，新北市，大塊文化，2006 年。頁 64。 
110 舒國治，＜遠走高飛＞，《流浪集》，新北市，大塊文化，2006 年。頁 12。 
111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8。 
112 John Urry，國立編譯館主譯，＜觀光客的凝視＞，《觀光客的凝視》，台北市，書林出版，2007

年。頁 26。 
113 舒國治，＜流浪的藝術＞，《流浪集》，新北市，大塊文化，2006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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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與老闆長談之後，我暫時辭去工作，看著左手手腕上「La vie est 

ailleurs」（生活在他方）的刺青，背起背包，開始旅行……雖然我知道前

面的路充滿著不確定，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感所帶來的興奮，讓我感受到前

所未有的刺激，我迫不及待想離開這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即使知道家鄉

是一座被稱為福爾摩沙的美麗小島。於是，我決定從這個桃花源離家出走。114 

 

    張雍此段引文的關鍵詞：「不確定感所帶來的興奮」，正足以說明他之所以「出

走」的核心動機。由於「不確定性」，使得原先安逸的、穩定的生活情景產生變化，

內心也激生出期待、想像、興奮，變成更「有感」了。關於「好奇」的旅行前奏，

吳明益亦曾提及：「任何旅行的前奏，都是緊張，只不過好奇終會壓過緊張。」
115
懷

抱對於「遭遇」的想像，張雍帶著興奮緊張又好奇的心情，邁向未知的旅程。 

 

 

二、從「旅行」到「旅居」 

 

  然而，當初說好的半年的學習之旅，卻在不知不覺中，時間不斷地延遲拉長： 

 

原本計畫只在布拉格待一學期，給自己原本繁重的工作一個喘息以及充電

的機會，一晃眼六年已過去……116 

 

    旅行時間的延宕，也在「不確定性」之中。目前並無任何理論指出「旅行」

的「有效期限」是多長，是三天？一個禮拜？一個月？還是一年？胡錦媛在＜遠

足離家──迷路回家＞中，曾如此為「旅行」下定義： 

 

我個人主張旅行是跨越疆界的行為。旅行之所以與「流放」（exile）、「流

浪」（wanderings）、「流離」（diaspora）或「移居遷徙」（migration）不

同便在於旅行者終究將回到原先所出發離去的「家」。「家」的存在與回歸

是旅行的觀念得以成立的前提。117 

 

    此定義牽涉到幾個層面，其一，旅行的「跨界性」；其二，旅行者與「家」的

關係。既然跨越了自身的疆界，便牽涉到主體與「家」的關係的重新定位。然而，

114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9。 
115 吳明益，＜行書＞，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北市，二魚文化，

2004 年。頁 199。 
116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9。 
117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

北市，二魚文化，2004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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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並未觸及旅行的「時間跨度」的問題。由此定義看來，張雍既是離「家」出

走，家便是一個存在的概念，不管張雍離開「家」多久，只要「家」的概念存在，

這一去一返即構成「旅行」的定義。再來，若將旅行二字拆開，「旅行」的「行」

該是一個不斷移動的過程，且每一個定點停留的時間都不應該太長，也就是說旅

行應該保持在「移動」的狀態。但張雍離開家之後，是以布拉格為居住點，並在

當地的布拉格攝影學院（FAMU）學習攝影作為他的生活基調。因此，筆者以為，

相較於「旅行」而言，以「旅居」二字，來概括張雍長時間離開家鄉到異地求學

的狀態，無論就「時間跨度」而言，抑或就張雍在布拉格的生活狀態而言，都是

更為精確的。李明璁在＜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

的比較研究＞中有更進一步的解釋何謂「旅居者」： 

 

旅居者的社會位置經常是曖昧不清的，其身分也隨之混雜——擺盪在旅人與

移民之間，有著流動而模糊的認同。有時候他們就像一般觀光客，用輕盈的

腳步和開朗的目光造訪趣味事物；但有時候他們又如普通移居者，略顯沈重

地在異國都市邊緣努力生活。118 

 

  便是這樣旅居者的身分，東人人的臉孔，讓張雍在布拉格的前一、兩年的影

像及文字作品常帶著疑問：「我是誰？」模糊的認同也讓他對於和他有類似處境的

「邊緣人」起了同樣的興趣。 

 

三、對於「移動」的關注 

 

    來到布拉格，張雍便是異鄉人，作為一旅居在外的人，張雍自然帶著好奇的

眼光觀看這相對陌生的風景／人物，他關注所有跟移動相關的任何指涉：包括蒐

集車票、機票
119
，他尤其喜歡捕捉每一個移動的風景：街頭、驛站、交通工具......

等。整體而言，張雍的作品，彰顯出他對於各種「移動空間」的高度興趣，如圖

3-1： 

 

118 李明璁，＜旅居經驗與觀光凝視的折射／轉向：台灣和日本遊學生的比較研究＞。頁４。 
119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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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120

 

 

    影像中，張雍凝視的是不知通往何處的巴士，從乘客的穿著中，我們可以判

斷天氣相當寒冷，巴士中的旅人一雙雙的眼睛透過玻璃，角度一致地看向窗外，

因為他們同時注意到張雍的鏡頭／觀看，儘管我們無法判斷這輛巴士是正要移動

到目的地，抑或是正抵達目的地，我們也無法推知每個人旅行的目的，是旅遊、

探親還是工作，但筆者以為，張雍感到好奇、並拍下照片的動因，正是此移動狀

態下的人們每個人臉部細微的表情變化以及同樣角度的目光注視。 

 

    而另一張照片（圖 3-2），畫面空間是在某一節車廂裡，透過張雍的鏡頭，我

們看到畫面中央有一位閉目休息的旅人，而畫面左邊的座位上則不見任何旅人。

至於右邊座椅空間，因為被主體（旅者）遮蔽而未能判斷是否有其他乘客存在。

我們知道，任何照片都非「真實」本身，而是「真實」的某個斷面，因此，我們

無法遽以論斷，這節車箱除了拍攝者與被攝者之外是否真的「空無一人」，然而，

就畫面來分析，張雍選擇貼近主體並空出左方空間的拍攝視角，確實營造出一個

空曠、寂靜的移動空間。 

 

120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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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121

 

 

    畫面中的旅人全身以大衣裹覆，衣領豎起，頭以帽包覆，同樣是個寒冷的天

氣，旅者坐在長椅的最末端，背靠著隔板閉目休息，身旁無任何友人陪伴，也許

因為深夜、也許因為疲憊，張雍捕捉的瞬間，不只是一位旅行者閉目的樣態，更

多的是旅者因單人移動而產生的孤寂氛圍。 

 

    而下圖（3-3）中，拍攝主體則是汽車後座空間，空間內有兩個小孩，閱讀者

從主體車輛向後視，只見一輛輛的車子斜放並排停放路邊，視覺上產生一種「延

伸性」，停住的車輛內部空間為何有兩個小孩，引發閱讀者的好奇，而兩個小孩的

眼神無所畏懼，直挺挺看向張雍，似乎也好奇這位拿著相機的東方臉孔為何方神

聖，或是這拿著相機的東方臉孔想對我們做什麼（保持警戒）。無論是哪一種回望，

都無損這兩個小孩明亮、直視的眼神。 

 

121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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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22

 

 

    而更有趣的是，張雍拍下這直視鏡頭的小孩，沖洗成相片之後，我們透過照

片看到的則是直視觀者（看相片的人、觀閱者自身）的眼神，觀者與記錄者彷彿

存在同個現場，感受孩童的觀看。 

 

    筆者以這三張照片（圖 3-1、3-2、3-3）為例，畫面空間既彰顯出畫面中被攝

者的「移動空間」（公共汽車、地鐵車箱、汽車後座），同時亦揭露出張雍本人的

移動路徑；做為觀閱者，我們可以感受張雍這一旅者所進行的異國觀看視角，以

及其與「觀光客」的觀看視角有何不同。John Urry 在《觀光客的凝視》中論述觀

光客的攝影行為，筆者擷取其中一小部分，藉以探析「觀光客」與「旅者」的差

異視角： 

 

攝影能表現旅遊，是讓觀光客停下腳步的理由，而且要拍張照片才會再上

路。攝影也包含一種義務：人們覺得他們不應該錯過某個景色，因為一旦

錯過就失去拍照的機會。旅遊業者總是耗費大量的時間來指出哪些地方─

─所謂的「取景點」──應該要拍照留戀。的確，觀光旅遊幾乎只是為了

要找尋適合拍照的事物，而旅行則成了一種累積照片的策略，也是一種將

個人記憶（還有尤其是家庭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的手段。123 

 

122 張雍，＜任意門＞，《蒸發》，頁 190。 
123 John Urry，國立編譯館主譯，＜視覺化與主題化＞，《觀光客的凝視》，台北市，書林出版，

2007 年。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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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Urry 的觀點來看，觀光客的攝影帶有一種焦慮──無法拍到重要景點的焦

慮。比如說：到巴黎一定要拍到巴黎鐵塔，到台北一定不能錯過 101 大樓，最好己

身可以同景物一同入鏡，以表示曾經到此一遊。而拍照的目的是為了蒐集各處的

旅遊景點，累積個人及家庭共有的回憶，且待未來某日翻開家庭照相本得以共同

召喚記憶。 

 

    但旅者的凝視似乎並非如此，從張雍的三本文字攝影書中，筆者看不見任何

強調布拉格重要景點的影像在其中，也不見張雍在他的文字中做任何景點式的觀

光說明。只看到一張張的街頭、驛站的速寫。張雍對驛站、對移動工具特別感到

好奇，正確地說，應該是對處身驛站、置身移動工具中的「人們」感到好奇，他

說： 

 

喜歡在公車站或火車站裡拍照，總是好奇那些乘客究竟是從哪裡來，又即

將往何處去？那些謎樣的臉龐每每讓我深深著迷。那些深邃的眼神也總是

讓我想到自己的處境……124 

 

    「驛站」隱含著連結、轉接、再出發等意涵，而「移動的驛站」，更具有能動

性與方向性，張雍對於處身「移動的驛站」中的人們的興趣，更進一步來看，這

也是同屬移動中的張雍，對於移動者的身世、所來處的好奇。這樣的感知也開啟

了他對移動的馬戲團以及移動式遊樂園的好奇與關注，關於這兩個議題，將留待

下一節作細部的討論。 

 

    而以上三張照片還有一點值得探究，就是被觀看者的眼神。街頭攝影中，攝

影者與被攝者的互動是相當微妙的，第一、關於「時間性」的──攝影瞬間的決

定：攝影者和被攝者之間的交流非常短暫，攝影者必須迅速判斷被攝者是否友善，

可否拿起相機直接取景拍攝；第二、關於「空間性」的──攝影者與被攝者應該

保持多遠的距離，才不會讓陌生的兩者之間產生不悅感。從這三張影像中，我們

可以看到圖 2-1 同時有四、五個人看向鏡頭，圖 3-2 沒有眼神的問題，因為被攝者

的眼皮是闔上休息的，圖 3-3 中兩個小朋友眼睛也是直視鏡頭。 

 

    圖 3-2 中被攝者與攝影者之所以可以如此靠近，是因為被攝者處於睡眠／休息

狀態，攝影者得以好整以暇，慢慢靠近被攝者，甚至能夠細細構圖之後再按下快

門，就時間性及空間性來說都是非常充裕的。而圖 3-1 與 3-3，被攝者儘管同樣是

直視鏡頭，但兩張影像之間，卻不能以同樣的角度被詮釋。圖 3-1 中，被攝者之所

以願意望向鏡頭是因為他們坐在車上，隔著一大塊擋風玻璃望向攝影者，且兩者

124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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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一段足以產生安全感的距離（車內／車外、移動速度），因此攝影者和被攝

者得以保持一種平衡的關係，進而進行拍攝，屬於時間性短暫，但空間性十足的

拍攝。而圖 3-3 中，攝影者能夠近距離靠近被攝者，而被攝者也能回視鏡頭是因為

攝影者和被攝者本身就是大人／小孩這樣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當然，車門也提供

了足夠的保護性，因此攝影者能夠大膽靠近後按下快門。因此，這兩張照片對於

觀看的詮釋是不同的。 

 

街頭攝影有其有趣、刺激之處，但不能不提的是街頭拍攝仍是有其危險性及

侵略性的，如圖 3-4，拍攝地點為波蘭中央車站地下道，時間是晚上。畫面中央，

男子的手在相對臉部的高度附近用力揮舞，因為揮舞速度高於快門凝結速度，因

此手的部位呈現左右揮舞的橫向線條，加上高反差的光影讓眼窩處顯得更暗，看

不見被攝者眼神，而突起的部位亮到快失去細節，這樣強硬的面部表情加上明確

「say NO」的手勢，傳遞「拒絕」的訊息相當明確，沒有轉圜的餘地。 

 

 

(圖 3-4)
125

 

 

    對此照片，張雍做了註解： 

 

那天晚上與當時的女友起了爭執。生氣地拿起相機一個人跑到格但斯克（波

蘭）的中央火車站。隨性地拍攝當時在車站裡所遇到的那些面孔，主要是

一些晚間無家可歸的遊民，當時相機背後的我其實很粗魯，完全不在乎被

125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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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者的感受。突然之間，我理解到為什麼人們說──相機有時候會變得像

是一種武器......126 

 

    前面提到街頭拍攝的短短交會中，必須判斷被攝者是否友善，但這樣的判斷

前提是──攝影者的態度是否顯得粗暴。攝影者與相機擁有權力，具有侵犯性，

這次的拍攝經驗提醒張雍，被攝者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能不能拍下一張

很棒的照片。這樣的街頭攝影歷練，影響了其後張雍對於長時間進入同一個環境

觀看同一群人的興趣。 

 

    本節首先理解張雍決定「出走」的原因，乃是基於對於現實的不滿、抵抗「傳

統生命藍圖」的必然發展，以及對於他方的嚮往；其次則論述張雍的移動特質，

並定位其移動性質為「旅居」，相較於「旅行」，有更長的時間跨度。最後以張雍

的三張影像探討旅者及觀光客的凝視有何不同，旅者凝視的姿態又是如何。藉著

這樣街頭攝影的經驗，如何影響張雍對於人的好奇及關注，又如何對他的攝影觀

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二節 生活在他方──張雍生命風景的展現 

 

一、他方在何方 

 

    這一章節當中，筆者試以《蒸發》＜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一個馬戲團

的故事＞以及《波西米亞六年》＜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為主要討論章節，

探討張雍從台灣「出走」後，如何以異鄉人的角色來看待這三個命題，如何呈顯

他們流浪／移動的本質。吉普賽人的流浪特性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總是帶點浪漫

與不羈，馬戲團和 Luna Park 遊樂園，一年中絕大多數的時間總是在移動：從一個

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不斷地巡迴展演，這樣的流浪／移動本質，似乎和張雍左手

臂的刺青 La vie est aillerus（生活在他方）
127
遙遙相應。生活在他方，他方究竟在哪？

在網路發達的現代，他方似乎顯得難以找尋；鍾怡雯在論述王盛弘的作品時曾指

出，網路改寫了旅行的意義： 

     

南方朔在為王盛弘的《慢慢走》作序時便表示，文明開創型旅行家的時代

已一去不返，當代的旅人多半把旅行視為「自我精神修煉之旅」。王盛弘的

歐洲之旅的「精神修煉」乃是確立自己屬於「無根」世代，網路時代／世

126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47。 
127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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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一半是活在虛擬空間裡，網路改寫了旅行的意義，跨界的衝擊感降到

最低，只要有網路，就沒有太多的他方可言。128 

 

    由於網路普及，自助旅行風氣愈來愈盛行，人們只要在入口網站鍵入一個關

鍵字，便有數以萬計的資料洋洋灑灑一筆一筆羅列眼前，任君挑選，想要出發旅

行，變得相當方便、輕鬆。但也因為如此，在還沒正式踏上旅程之前，在網路上

很容易可以先進行一遍、甚至多遍的「行程導覽」。舉例來說，安排一趟旅程，想

在羅馬親眼看到羅馬競技場，出發之前，人們便已經在網路上從不同的時空角度：

仰角、俯角、白天、夜晚、特寫、全覽、三百六十度、3D 立體透視，從裡到外，

看透了羅馬競技場。因此，當千里跋涉好不容易來到羅馬競技場前，終於看到「本

尊」的興奮與期待，早已在當時滑鼠鍵入羅馬競技場的當下，即被消解抹去，徒

剩一種親自驗證的感受。但在這樣網路無國界的世代中，卻有一個地方，在匈牙

利南部，讓張雍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 

 

在歐洲旅行好一陣子了，像這次遇到的情況倒還是頭一遭。行前試著在網

路上收集旅行資訊，從沒想到會有這樣一個地方，竟然找不到任何住宿或

如何前往的交通資訊。Google網頁上也沒有太多介紹當地風土民情或人文

歷史的資料，只有幾篇關於小鎮嚴重的失業率及居民普遍貧窮的研究與分

析。找不到這個小鎮的風景照片，反而是一張又一張冰冷且不帶感情的柱

狀圖──關於小鎮青壯人口低就業率的分析圖表及幼齡學童失學比例。129 

 

    這裡是 Gilvanfa，在匈牙利南部，距離克羅埃西亞邊界三十公里左右的吉普賽

小鎮。
130
吉普賽人，身上流著流浪血液的民族，令張雍感到好奇的是外界對於吉普

賽民族充塞著各種想像，包括詩意浪漫、貧窮髒亂等雙重形象，但實際上到底是

怎麼回事：「我想一探究竟，這群總是被外界與貧窮、髒亂、低教育水平，無法融

入社會等偏見劃上等號的吉普賽人，他們的生活是否如電影及攝影作品裡描寫的

那樣詩意與浪漫，或者，與我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究竟有哪裡不一樣。」
131

 

 

    這是個很有趣的命題。吉普賽民族在電影導演庫斯杜利卡（Emir Kusturica）的

名作《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1998）或《黑貓白貓》（Black Cat, White 

Cat,1998）中，都被「浪漫化」，導演以獨特的敘事手法，將巴爾幹半島上吉普賽人

的生活哲學，再現為熱情奔放的詩意民族，在充滿能量的音樂襯托之下，讓觀眾

128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頁 43。 
129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6。 
130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6。 
131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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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浪漫、放蕩不羈，逐水草而居的波西米亞生活，產生無比的遐想。
132
影片流

傳世間，習於流浪、生活浪漫而又多采、刺激，成為絕大多數人心目中「吉普賽

人」既定形象。於是，在影片中所再現的吉普賽人生活，便與現實生活樣貌產生

斷裂，無法銜接。 

 

 

（圖 3-5）
133

 

 

    張雍則以他的鏡頭，反思了此種「吉普賽文化想像」。如圖 3-5 中，一個大男

孩和一個小女孩站在一面牆前，彼此對望。男孩顴骨凸出，臉部線條有稜有角，

人高馬大，隱約也看得到脖子上的喉結，儼然是個小大人了。而右邊的女孩身形

圓潤，稚氣的臉龐掛著一雙澄澈的大眼睛，輕抿下唇，仰著臉看著大男孩，兩人

身上的衣服一深一淺／一髒一淨形成強烈對比，斑駁的牆壁在黑白底片的呈現下，

反而替這張照片的故事背景多了幾分說明。有趣的是，竟有個穿條紋衣服的小孩，

趁著右邊小女孩不注意的時候，將她的手偷偷放在她略略發育的胸部上，讓這張

影像多了更多的故事性。 

    

    張雍之所以有機會踏入這個小村，是和其他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十多名年輕

人，一起來為這邊的小朋友舉辦一些英語課程、組織唱遊活動。
134
因此張雍在＜地

圖上被遺忘的角落＞所呈現的系列影像中，有許多是將視線放在孩子身上的，他

對這些孩子的生命圖像產生許多感慨： 

 

132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6。 
133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98。 
134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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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睛是靈魂之窗，透露著一個人內在自我的蛛絲馬跡，明顯地，這裡

的小孩及婦女，他們的靈魂與身體好似某種充滿張力的戲劇性組合──從

來沒有看過一個才七、八歲的小男生擁有三十五歲成年男子那樣成熟的眼

神；一位帶著四個小朋友的媽媽，渾身上下處處散發著清純少女的稚氣。

我開始好奇，這裡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讓孩子

應有的純真與無邪，凝固在另一個時空裡，一去不復返，就在這小小的年

紀。135 

 

    同樣的斷裂感亦存在於＜一個馬戲團的故事＞和＜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

＞這兩個攝影專題當中。馬戲團與遊樂園，都被賦予多重想像，包括歡樂、開心

的氛圍，小丑、空中飛人、雜耍、雲霄飛車......無一不讓人歡悅。然而，張雍的影

像與文字中所再現的馬戲團與遊樂園，卻並非如此，如圖 2-6 及 2-7： 

 

 

（圖 2-6）
136

 

 

135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8。 
136 張雍，＜一個馬戲團的故事＞，《蒸發》，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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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137

 

 

    檢視圖 2-6，首先抓住觀者視線的，是男人疲憊的神情，眼皮下垂，眼神放空。

接下來注意到的是臉上戴著的那顆小紅球
138
，那顆小紅球足以讓我們快速判斷影

像中的人物身分是一位小丑，然而出現在小丑臉上的表情，卻非他的招牌笑臉。

小丑站在表演舞台上時神采奕奕，以誇張表情努力逗觀眾開心，然而，透過張雍

的鏡頭，觀者接收到的是失意、疲憊、倦怠。比起在舞台上表演的瞬間，張雍抓

住的瞬間，更貼近小丑的真實人生。 

 

    而圖 2-7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滿佈手臂張牙舞爪的青筋，張雍刻意將肩膀以

上的部位排除在畫面之外，避免臉部的表情影響觀者視線。因此觀者得以專注地

將視線放在男人因勞動而產生的身體線條上。這張影像另外還有一刺點
139
不得不

提，便是牛仔褲中間拉鍊上方的小開口，誘發觀者猜想，為何他不將拉鍊拉上，

是牛仔褲拉鍊壞了？或者是不小心沒拉好？抑或是另有他因？問號與答案，在不

同觀閱者心中都有異質性，同時，不論是哪個答案，這張照片成功地抓住了觀者

的視線。 

 

    無論是文本還是影像的呈現，張雍在這三個攝影專題中所關注的，皆非外在

展演，大眾所熟知的部分，他更好奇、更有興趣的是馬戲團歡呼聲背後／鎂光燈

照不到的樣貌；遊樂園組裝前／拆卸後的姿態；吉普賽民族小村莊的真實生活面

貌。藉著這樣的專題展出，也讓大眾原本對他們較為平面且模糊的印象，變得更

137 張雍，＜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波西米亞六年》，頁 114。 
138 之所以知道是紅色的，是文章中有提到小丑的紅色泡綿球。 
139 羅蘭．巴特，《明室》，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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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立體、多元。 

 

二、旅行即生活／生活即旅行 

 

    生活在他方，張雍異鄉的生活當中所進行的每一次專題攝影／街頭攝影，深

入探究之下，發現其內容均觸及張雍身為一個觀察者，如何發現差異，以及此發

現如何觸動自己的改變。鍾怡雯在＜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中＞一文

裡提及，旅行與書寫所觸及的，不僅是異地風景，同時亦是旅者自身的「內心風

景」： 

 

我們帶著我們的偏見去旅行，換而言之，沒有一種旅行是客觀的，主體帶

著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型態去旅行，讀者閱讀的不只是異地風景，尚包

括旅者的觀點／偏見，也就是旅者的「內心風景」。旅行最根本的意義乃在

發現自我／他者的「差異」，因而產生內省和反思。140 

 

    張雍在捷克六年多的旅居／生活中，陸陸續續拍攝了精神病院、捷克成人影

片工業、鄉下的獵人、傳統馬戲團、吉普賽小鎮……等，他發現，凝視他者，亦

同時返視自身： 

 

透過鏡頭，驚訝地發現一張張的影像，彷彿像拼圖那樣一塊一塊地拼湊出

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自己；鏡頭下那些充滿故事、撲朔迷離的眼神，更像

是蛇髮女妖梅杜莎的臉孔，只要看一眼，便將過去一部分的自己，那個被

留在故鄉的自己變為石頭。141 

 

    於是，隨著年齡增長，閱歷豐厚，張雍左手臂上的刺青「La vie est alleurs」─

─生活在他方的定義，也產生了質變： 

 

左手臂上 La vie est ailleurs的刺青，不時地提醒著我，生活其實不是

在他方，不是計畫著如果有一天我賺了足夠的錢之後我如何如何，生活不

應該是如果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想要怎樣怎樣……真正的生活是在當

下的那個片刻，是一次眨眼、一口呼吸那稍縱即逝的片刻。142 

 

    張雍透過鏡頭認知到，無論他方或地方，「真正的生活是當下的那個片刻」，

140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頁 39。 
141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21。 
142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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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者的眼睛，最終會回到自身。回顧張雍在捷克這六、七年的生活，從一開始的

出走，遠走他方，經過這些年的淬鍊、觀看及反思，「生活在他方」一句話的誤

解與真意，似乎同時隱喻了張雍從年輕時期為了擺脫台灣傳統的生命期盼而遠行，

其後再往回觀看自己與生活的關係的複雜心路。
143

 

 

    接續第一節所論述的出走，本節論述張雍來到異鄉遊走街頭、多方摸索之後，

如何將節奏穩定下來，並在布拉格攝影學院 FAMU 紮實的攝影訓練之下，進行一

個又一個的專題拍攝。本節將《蒸發》＜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一個馬戲團

的故事＞以及《波西米亞六年》＜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這三個專題拉出來，

觀察張雍如何將他們的故事以更多元的視角，呈現不同於大眾較為平面的印象，

再以張雍手臂上的刺青「La vie est ailleurs」貫串本章節，呈顯張雍在一次次的旅行

中，如何發現自我／他者的「差異」，因而產生內省和反思，而有了「旅行即生活、

生活即旅行」的體悟，重新界定「家」的意涵。 

 

 

第三節 異鄉旅人的鄉愁──對於「家」的反思 

 

 

一、思鄉 

 

    前文論述張雍以「旅居者」的身分，「生活在他方」的獨特觀察視角，如何透

過鏡頭，掌握移動者在移動瞬間的各種形象，其作品同時彰顯兩種「觀看」；一方

面是一個「局外人」的視角，二方面則又不同於「觀光客」的「獵奇」凝視。再

者，透過這些鏡頭，張雍連結了被攝者與自身，重新思索「家」的定義，本節即

欲針對張雍旅行之後「回家」的歷程進行論述：當離家太遠太久，「鄉愁」或淺或

深在潛意識裡出沒，返家前，「打包」行李時，決定事物必須帶走／捨離的掙扎，

踏上歸途回到家的感受，這些都是本節的論述焦點。尤其張雍特殊的狀態是，他

在異國的時間遠多於在「家」的時間，他踏上旅程的時間遠多於停下腳步，那麼，

「家」，對他而言的意義又是什麼。 

 

    前文提到，旅行之所以與「流放」、「流浪」、「流離」或「移居遷徙」不同，

便在於旅行者終究將回到原先出發離去的「家」。「家」的存在與回歸，正是「旅

行」觀念得以成立的前提。遠行，尤其是長時間的遠行，或濃或淡，勢必會產生

一種名為「思鄉」的情緒。一趟旅行有出發就有歸返，當走得太遠太長太久，夜

143 陳韋臻，〈隱身的觀察者—專訪攝影人張雍〉，《破報》， 

   http://pots.tw/node/4043 檢索時間：20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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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靜之時，這樣的情緒便悄悄從夢裡鑽出，張雍即曾引用葉慈（Willian Butler Yeats）

的詩句：「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責任從睡夢中的想像力開始，

表達「思鄉」如何竄入旅居者的夢中： 

 

六年來只回家幾次，說不想念家鄉的一切只會顯得矯情，的確花了不少的

精力說服自己，這一切都是自己的決定，有某種「任務」必須達成。白天

清醒的時候，告訴自己應以成熟的態度來面對有時如漲潮的海水迎面襲來

的思鄉之情，但進入睡眠狀態以後，最深沉的潛意識接管所有思緒之際，

最脆弱的那一面試圖傳遞某種強烈的訊息……144 

 

在作品中，敘事者「我」永遠記得來到布拉格的第二年，第一次回台北的一天

晚上，夢裡他坐在背景不明的火車裡，爸媽坐在他身旁開心談笑，但他卻像隱形

人一般，無論他多麼大聲講話，多用力揮手，爸媽始終看不見、聽不著，驚醒之

後發現淚水早已爬滿雙頰的那種激動的情緒。
145
白天時，理智及成熟的態度可以

控制／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想念家人的情緒，可以告訴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去處理，

沒有時間想念，但到了深夜，對家的思念之情，依舊以夢的形式迴返，令人招架

不住。此種心情，一如愛亞的＜夢歸家＞中提到，每一次外出旅行的時間一長，

白天明明快樂充實，怎一到晚上「歸家」便化為各種隱喻出現夢裡？
146
愛亞描寫

夢境中出現的焦慮，急於回家的心情，反而更襯出了「家」在旅行中的角色份量。 

 
 
二、打包 
 
    前文所述是在旅途中急於「歸家」的一種焦慮，而「行李該如何打包」又是

另一種焦慮；打包行李所牽涉到的，除了對於「家」的想像之外，更多的是對於

「生活在他方」的總結，哪些生活衍生物是必須保留的？哪些是可以揚棄的？「工

具類」該如何打包？「回憶類」又該如何打包？回憶的體積與重量那麼多，哪些

該帶走，哪些又該留下： 

 

我帶了很多的行李回家，但最私密的「行李」，其實是剛褪去的那層皮；是

當初來到布拉格之前，自己二十四年的歲月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回台北之

前，計畫找個時間回到布拉格 Vltava河河畔，自己最常去的 Strelecky島

上，將這件貴重但不想帶回台北的行李──這層花了六年時間才褪去的皮，

144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21。 
145 整理自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西米亞六年》，頁 23。 
146 整理自愛亞，＜夢歸家＞，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北市，二魚

文化，2004 年。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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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沒有人注意之際，順著水流，悄悄地留在 Vltava河裡……147 

 

    這層花了六年褪去的皮，暗喻著張雍在這六年的異鄉生活中所經歷的一切，

把過去在台北過著安逸、平順日子的自己卸下，並以嶄新／重生的姿態再回到台

北。如此一往一返的圓形結構，繞了一圈重新回到出發地，才發現自己再也不是

當初離開台北的那個自己，而這樣的差異必定是旅者經過旅行這個歷程回返之後

才能發現的，此種蛻變是發生在離開之後、回家之前、「生活在他方」的一段時間

線之中。 

 

 

三、踏上歸途 

 

    全球化的現在，返鄉不似過去那樣困難重重，交通工具的進步結合網路工具，

機票、車票只消在指尖輕點，便可訂下旅程，同樣的，距離 9027 公里的布拉格和

台灣，一趟飛行會有多久呢： 

 

還是不敢相信，又回到了台北。也許是實在不習慣飛機上的睡眠，又真的

像是剛從一場很長很長、消耗了許多精力的夢中驚醒，額頭上還滲著汗

水。......睡眼惺忪，算算時間，從買好機票，在布拉格家中匆匆打包，

抵達台北，不過是過去七十二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情，好像誤打誤撞在某個

小巷子的轉角盡頭打開一扇小叮噹漫畫裡的任意門，「咻的一聲」，就這樣

從布拉格回到了台北。148 
 

    在全球化的後現代，跨界的距離縮短了，連旅行的意義也快耗盡
149
，連鎖餐

廳、連鎖咖啡店在世界各地都有據點；新竹巨城吃得到法國巴黎空運來台的麵包；

透過網路視訊，可以無縫接軌，讓分處世界兩端的人們可以說上話、見上面，這

是個連鄉愁都快消失殆盡的時代，但心理移動的速率，跟得上身體的移動嗎？張

雍舉了一個印地安人關於旅行的古老傳說來說明： 

 

古時候的人的旅行方式只能靠步行或馬車，通常一趟到遠方的旅行在出發

與到達目的地之間之間至少得花上數星期、個把月甚或一年的時間，當時

的人也習慣那樣的速度，那種邊走邊看的移動方式；現代大眾交通工具普

及之後，城市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被戲劇性地縮短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也

147 張雍，＜後語：離開以後，回家之前＞，《波西米亞六年》，頁 183。 
148 張雍，＜任意門＞，《蒸發》，頁 198。 
149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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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這般快速。印地安人相信，這種進步科技的旅行方式並不人性……即

使旅人已經到達，靈魂卻才從方才出發的地方，以最原始的方式、不成比

例的速度，緩慢地朝目的地前進，通常會比旅人晚幾天到達……。150 

 

    張雍援引印地安人的信念，相信用人類原初的方式移動，身體與靈魂得以同

步，以新科技壓縮時空、快速移動，則靈魂與身體將暫時剝離，作品中的我，儘

管已經回到台北，透過窗戶向外望去，已看不見布拉格公寓中庭的風景，一切仍

顯得不太真實。或如印地安人的傳說所言，人的靈魂仍在旅行中，尚未到達目的

地。在此，張雍表達出他對於生命的思考：身體與靈魂必須同步密合。 

 

 

四、家鄉／異鄉 

 

    另一方面，長期旅居他方，也使他能以「陌生化」的眼睛重新觀看家鄉。回

到家鄉台北，一切卻顯得陌生，兩年多不見的城市，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敘事者

我像個觀光客一般，坐在計程車裡，仔細打量這睽違兩年多沒見的家鄉城市風景。
151

原本熟悉的風景陌生化了，像是來到一個全新沒去過的地方，因為陌生，他便能

以不同的視角看待台北這個城市，發掘新的樂趣： 

 

站在捷運台北車站月台上方的大廳，淡水線與南港線交錯的區域中央，趕著

回家的人潮從四面八方竄出，步伐急促，彷彿捷運站的地面溫度高達攝氏一

百度以上，多駐足一秒就會被燙傷。又好像處於 Discovery頻道深海奇觀那

樣節目的場景裡置身在悠遊於深藍色海洋深處，隨著洋流一大群突然游向左

邊，另一群又猛然游向右邊那樣快速移動的魚群間……我樂此不疲，著迷於

此次回台北發現到的新樂趣。152 

 

    行走於台北街巷，張雍一如他在布拉格一般，依然特別關注「移動」這個議

題，依然喜歡徘徊於各種「驛站」，觀察不同人們的生活習性，只是這一次，他觀

察的地方不是布拉格，而是台北，這個他從小待到大的地方──他的「家」。    六

年來，張雍往返於台北與布拉格，只是回台北的次數屈指可數，長期的旅居在布

拉格中，他也不禁思考起「家」的定義： 

 

西方人血液裡從小離開家，四處旅行的冒險性格，在東方文化裡的解釋是

顛沛流離，彷彿是命苦的人才會遭受的命運；這六年來在歐洲的「顛沛流

150 張雍，＜任意門＞，《蒸發》，頁 199。 
151 張雍，＜任意門＞，《蒸發》，頁 198。 
152 張雍，＜任意門＞，《蒸發》，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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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確實也甘之如飴，更讓我對家人們的支持與理解，始終心存感激。同

時更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家，不必煩惱笨重的行李要這樣搬來搬去……波

西米亞六年的經驗最後告訴我：家不一定是當初出生的地方，也不是即將

前往的旅途上，而是在心底的最深處，當你將右手肘以四十五度往內彎曲，

貼近左胸膛的地方，每一次規律的跳動，都指引著家的方向。153 

 

    心之所向，家之所在。「家」不一定是當初出生的地方，對照張雍的人生，當

他帶著冒險心，踏上旅途，他便不顧一切地向前走下去。以旅行為職志的文人

Norman Douglas，在他垂老之年，竟想客死異鄉意大利卡布里島（Capri）。旅行到

最後，驛站變成了家，作客他鄉成了落葉歸根，離與返的辯證消失。
154
來去之間，

旅行其實就像是生命歷程的「隱喻」（metaphor）。
155
張雍從台北出走，有六年的時

間以捷克布拉格為中心，遊走歐洲大陸，二〇一〇年搬到斯洛維尼亞，進行人生

下一個進程……。這一路行走所構築的旅行地圖不也是他的生命歷程？佇立驛站，

看著每個來來去去的旅人的臉孔，思考著自己的「顛沛流離」的人生： 

 

月台上與候車室裡那切美麗且神祕的面孔，妝以深邃謎樣的般的眼神，有

時夾雜著淡淡的哀愁，這一群又一群神祕的旅人，究竟是從哪裡來？他們

的目的地又將往何去處？我也總是反覆地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從哪

兒一路走來，我又將往何處繼續？」也許目的地會回到當初出發的地方，

甚至也許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行…… 156 

 

    旅行是一往一返的圓形結構（circular structure）
157
，但張雍旅行到後來，目的

地已經不是重點，旅行只是一種移動，一種儀式，一種療癒，尤如鍾怡雯所言：「藉

由肉身的移動而確認／發現存在的意義。」
158
，近似於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的說法： 

 

而決定性的片刻便在猛然意識到旅程沒有終點、旅程不再有理由非要到達

某一個目的地不可。超越了某一界點，即變成移動自身在變化。原本依自

153 張雍，＜後語：離開以後，回家之前＞，《波西米亞六年》，頁 183。 
154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頁 40。 
155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

北市，二魚文化，2004 年。頁 11。 
156 張雍，＜旅行沒有終點＞，收錄於聯合報副刊 2007.8.18  

http://jackyreading.pixnet.net/blog/post/7649656-張雍◎旅行沒有終點 瀏覽日期：2013.7.3。 
157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

北市，二魚文化，2004 年。頁 10。 
158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四期，2008 年 3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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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欲而在空間移位的運動，變成被空間本身所吸納──不再抗拒，不

再有旅行特有的景象。159 

 
    當移動者將他的「家」放在我心深處，旅行必須以「回家」為前提的論述即

無法適用在他身上。心之所向，家之所在，只要一個擁抱，他便有回到「家」的

感受。旅行布拉格到了後來，他可以告訴別人：「捷克是我摯愛的第二個故鄉。」160

當家的意義拓展，不再專指「原鄉」，張雍的世界更加寬廣。看著移動式遊樂園從

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將「家」變成了一種「手提行李」的概念。張雍想：「如

果流浪真的是一種宿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自覺得想起自己這幾年來在異

鄉的生活……」161，為什麼流浪？或者，為什麼不去流浪？這其間所牽涉到的，

不是故鄉與異鄉的異／同，也不是離家與返鄉的心路歷程，而是關於「自我」的

深沉思辨。 
 
    這一節筆者試圖耙梳的是張雍從異鄉「回家」這趟旅程的細部描繪，將之抽

絲剝繭，從出發前「思鄉」的心理焦慮，進入打包的具體行為，接著描述踏上歸

途，回到家鄉的陌生感與旅行到後來反思「家」的定義的歷程。張雍的生命地圖

反映在他的影像與文字，就此，宇文正曾發出如是感慨：「張雍的作品恐怕不能簡

單以「旅行文學」定義，那是他所選擇的生活阿!」
162 

 
 

小結 

 

 

    第三章所要呈顯的是旅行對於張雍的意義，以及張雍作品中的旅行敘事。本

章試以「旅居」，取代「旅行」，彰顯張雍文本中「生活在他方」的獨特時空意涵

與主體經驗，從《蒸發》中的＜從桃花源出走＞說明飛離台灣的原因在於不想對

傳統與現實妥協，＜任意門＞則提到返家的心情，以及旅行中身體／心理的時間

感受，《波西米六年》的 ＜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則反省了生活在他方的

意義，最後以＜離開之後，回家之前＞一文，探究張雍在布拉格六年的生活變化，

論述文本中的移動敘事，包括移動者所欲追求的目的為何，又如何呈現在書寫及

影像之中。 

159 尚．布希亞著，吳昌杰譯，《美國》，台北，時報，2003 年。頁 13。 
160 杜樂杰，＜推薦序：足跡所到之處，俯拾即是生活歷練！＞。 
161 張雍，＜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波西米亞六年》，頁 143。 
162 宇文正，＜在左手腕上刺青的人＞《蒸發》，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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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為「跨越疆界」的行為
163
，張雍透過攝影與文字，再現了旅行者的內心

風景、異國經驗，以及旅行過程中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

＜一個馬戲團的故事＞以及＜Luna Park：流浪是一種宿命＞，皆在某種程度上再現

了張雍以一異鄉人的姿態及視角凝視這些移動者的生命姿態，以及對移動者的關

注，更從這樣的移動中反思自己對於「移動」以及「家」的定義。「家」，是在心

底的最深處，當你將右手肘以四十五度往內彎曲，貼近左胸膛的地方，每一次規

律的跳動，都指引著家的方向。 

163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收錄於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

北市，二魚文化，2004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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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命價值的展現 

 
 
    本章首先討論「文字」與「影像」的混搭、跨界性所形成的閱讀樂趣及效果，

藉以彰顯張雍透過影像和文字的說故事策略與藝術美學。第二節則從美學的角度

切入，處理張雍這三本文字攝影書的構圖方式及其彰顯的影像風格，  
 

第一節 說故事的方法 

 

  《持續進行的瞬間》中提到，影像是「同時出現」，但寫作卻是「前後相繼」，

因為語言是前後相繼的。164張雍雖自詡為攝影師，他在台出版的三本書卻非稱為

「ＸＸ攝影集」而是稱為「ＸＸ文字影像書」，也就是說，張雍的創作並不只是侷

限於影像，文字也是張雍創作的一部分。張雍該如何將「同時出現」與「前後相

繼」這兩件事取一和諧，或是說，如何運用這兩種敘事方法來說故事，是張雍一

直以來嘗試的方向。因此，這一節的重點放在文字與影像的多重關係。筆者試從

兩個角度來分析，第一、創作者張雍在這三本文字影像中的創作企圖及所欲言說

的故事，第二、閱讀者如何閱讀文字及影像及文字影像的互涉關係。 
 
一、張雍的創作企圖及所欲言說的故事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張雍這三本文字影像集的創作到底是以影像為出發還

是文字？舉例來說：路寒袖《何時，愛戀到天涯：義大利.行旅.攝影.情詩》是以路

寒袖在義大利所拍攝的照片為出發，之後再以短詩勾附其上，使其影像與文字能

共同發聲，鍾文音《暗室微光》中豐富的讀書札記、生活雜感與一幅幅私密的、

內心的流動影像（可能是葉片的縫隙、可能是書桌的一角），不分主從，將其內心

幽微之處緩慢顯影，而更多的創作是以文字為出發，圖片的穿插成了輔助文字的

第二創作，成為文字為主而影像為輔的創作方式。無論是何種創作方式，誰主誰

從，皆為創作者的個人選擇，並不在筆者的討論之列。 

 

  那麼張雍呢？從前面兩章我們可以知道，張雍是一位旅居布拉格的「攝影師」，

他開始受人矚目是因為他的攝影作品。因此，筆者暫且以影像作為張雍的第一創

164 Geoff Dyer，吳莉君 譯，《持續進行的瞬間》，台北市，麥田出版，2013 年。頁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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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具。於是，張雍的創作歷程便為：在「第一現場」拍下影像，結束拍攝後，

才在「第二現場」寫下文字，然後成為一創作作品。換句話說，張雍是先有影像

才有文字的產出。筆者好奇的是，攝影師不就該好好拍照，讓影像說話不才是攝

影師該做的事？約翰．柏格（John Berger）在《另一種影像敘事》裡提到關於影像

敘事的不足： 

 
專業攝影家在拍照時，總試圖找出具有說服力的瞬間片刻，好讓觀看者能

賦予影像一套適切的（appropriate）過去與未來的脈絡。攝影家藉著他對

拍攝主題的理解或同理心（empathy），來決定何謂適切的影像瞬間。然而，

攝影家的工作與作家、畫家，或演員有所不同，他在每一張照片裡，只能

進行一個單獨的構成選擇（a single constitutive choice）：也就是選擇

要拍攝的瞬間。與其他傳播方式相比，攝影在展現創作者的意圖性

（intentionality）顯得特別薄弱。165 

 
  沒錯，影像可以再現創作者眼中所見真實片段，但要將作者內心較為抽象的

風景顯影，是較為困難的。舉例來說：攝影者欲拍攝「廟會」這個主題，他可以

拍出廟會熱鬧的那一面，那若想用單張影像呈現出「生、死、輪迴」的抽象概念，

相較於文字的表現方式，影像是相對困難的。因此，筆者以為，就是影像在展現

創作者的「意圖性」較為薄弱這一點，讓張雍選擇除了影像敘事之外，適切的將

自己的創作意圖以文字做二次顯影是必要的。尤其是當張雍在布拉格做的幾個專

題，更是如此。謝屏翰如此描述張雍寫作的意圖： 
 

我總是會以「他的眼睛看到了什麼」來觀看他的作品。說他是攝影者不如

說他是一位作者，因為他不只是拍攝，他還喜歡寫，他試圖要讓人知道，

他所看到、所經歷過的人、事、物；他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他不會只是純

粹攝影，然後擺著，他會擔心你看不到他攝影背後想說的事，於是，作品

中總是會帶上文字描寫，他想要更多人可以理解、可以分享、可以知道他

眼中所看到這些落差很大的故事。166 

 
  張雍了解，照片並不像人們所言那般不證自明、運用自如。167既然他的目的

是「說故事」，那麼攝影也好，寫作也好，都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a means of 

165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91。頁 95。 
166 謝屏翰，＜推薦序：攝影師只能拍攝他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一個老朋友說張雍＞，《波西米

亞六年》，頁 2。 
167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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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工具？168創作者欲表達什麼給讀

者知道？這才是創作的重點。因此，書寫也好，攝影也好，都只是創作的手段之

一，表達的內容才是目的。那麼，張雍的書寫和攝影這兩者的創作是各自獨立的

嗎？ 
 
  筆者以為，就創作方法來看，張雍在第一現場拍照之後，回到第二現場開始

進行寫作，將他在第一現場觀看到的種種內容加以沉澱思考，內化為個人風景，

方能將第一現場所拍攝的影像、想講的故事化為文字書寫下來，甚至，在退回第

二現場的思考及反省中，再次回過頭來影響創作者重回第一現場的拍攝與取景。

也就是說，張雍作品中的攝影和寫作如螺旋般，在這兩者互相激盪之下，愈旋愈

大，張雍作品中的意義便在文字與影像互相激盪之下彰顯出來。 
 
  既然要說故事，該怎麼說？影像優先還是文字優先？是要圖文並列，圖文交

錯還是圖文分開？同樣是文字與影像構成實體書的血肉，誰骨誰肉，孰輕孰重皆

可以是創作者表現的手法。筆者以為，張雍做實體書的考量似乎不只於此，他試

圖要打破文字和影像的閱讀界線。基本上，三本影像書的呈現方式是類似的，張

雍採先影像後文字的方式呈現：每一本書有五到六個主題，每一個主題有二十幅

左右的影像，影像之後接著才放入文字敘述。但《蒸發》特別的是，每一主題中

的文字敘述底下，皆將文字影像化，成為文字影像，如圖 4-1： 

 

 
（圖 4-1）169 
   

168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91。 
169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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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處，張雍大玩文字與影像的遊戲，文字既可以做為敘事主體代為發聲，

也可以變形為影像，成為另類風景。另外，張雍更在他的書籍中試圖告訴讀者觀 

於他的書的閱讀方式：儘管張雍在書籍的呈現上是先影像後文字，但他在《波西

米亞六年》及《雙數／MIDVA》這兩本書中卻沒有標示任何頁碼，利用這樣的閱讀

策略讓讀者知道，他的書是沒有所謂「閱讀順序」的，想看影像的看影像，想看

文字的看文字，想先閱讀哪個主題，該如何翻閱／閱讀此書，皆是讀者自己的事。

因此，筆者以為，張雍對於文字與影像的混搭性是很有個人想法的。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張雍三本書的尺吋。普遍來說，市面上的攝影集尺吋是較

大的。既然名為攝影集，其影像愈大自然在視覺上的呈現多了些震撼和份量。而

為了較佳的印刷品質及較大尺吋的輸出，攝影集的價位便居高不下，讓收藏者望

之卻步。田園城市創辦人陳炳槮便認為，藝術家應該想辦法將他的作品價值保留，

但同時也轉換成更親民的樣貌……。170基於這樣的概念，田園城市發行張雍的第

一本文字影像書《蒸發》（圖 4-2）
171
的尺吋定為 23.9*16.4CM 這樣的大小，價位則

訂在三百到四百之間。於是，張雍的知名度便打了開來。第二本書《波西米亞六

年》（圖 4-3）172則承襲了這樣的尺吋，到了第三本《雙數／MIDVA》（圖 4-4）173，

有別於前面兩本，這本文字攝影集採取二幅到三幅影像並置互涉，共同發聲的方

式來說故事，因此尺吋上為 30*13cm。這樣的尺吋除了讓張雍得以在同一面中放

入二到三幀的照片之外，也營造出一種像是在大螢幕看電影 16：9 那樣比例的樂

趣。 
 

    
（圖 4-2）           （圖 4-3）  

170 李威儀，＜陳炳槮＞，《攝影之聲》一、二月號，2012 年，頁 97。 
171 《蒸發》封面 
172 《波西米亞六年》封面 
173 《雙數／MIDVA》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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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二、閱讀樂趣及文字影像的互涉關係 
 
  再來，就讀者閱讀影像的角度來看，若少了文字的搭配，照片的確是含混不

明，難以解釋的。尚．摩爾（Jean Mohr）曾經做一個實驗，從自己資料庫中挑出

一些照片，並找來工人、花匠、學生、理髮師、女演員、銀行業者、舞蹈教師、

神職人員和精神科醫生等來看照片，並問他們：「你看到了什麼？」174當然，每個

人的社經地位、性別、年齡、閱歷不同，自然就產生「一張照片，各自表述」的

有趣狀態。若以張雍這張照片（圖 4-5）為例： 
 

 
（圖 4-5）175 
 
  光看這張照片，你看到了什麼？影像中的人是誰？為什麼躺在草皮上？是因

為被揍到躺在地上爬不起來？還是只是躺在草皮上發呆、曬太陽，看到攝影師，

手於是舉起打招呼？每個人心中一定各有一套說詞。張雍在《蒸發》及《波西米

174 整理自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譯，＜我看見了什麼＞，《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

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49-65。 
175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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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六年》中的每一個專題後面皆會舉引一張照片並在翻頁後，再給與一段文字，

這張照片便是其中一張，張雍對此照片的說明如下： 
 

Jure是我在匈牙利鄉下一個偏僻的吉普賽村落認識的朋友。他是匈牙利人

與吉普賽人的混血兒，智力有點障礙。村落裡的小朋友很喜歡找他一起玩

躲貓貓的遊戲，因為 Jureｙ總是自願當鬼來找躲藏在各處的小朋友們。偶

然的一瞬間，當所有的小朋友不是在跑或是老早躲好在某處的同時，我發

現 Jure其實有一樁明亮的藍眼睛，他正凝視著無限遠的某處。其他孩子此

時早已躲得不見蹤影，Jure似乎也不大在意，彷彿此時他正在尋找身在遠

方某處的自己……。176 

 
  看完文字之後，讀者再翻回前一頁，看著影像，再翻過來看看文字，似乎會

有一些不同的感覺從心裡溢出，無法具象的解釋，此時文字不單單只是文字，影

像也不再是第一次看的那個陌生的影像。兩者之間產生了互涉互文的效果，文字

與影像在觀者腦海中產生掛勾，如藤纏樹一般，圖片中的那位男孩有了名字，叫

做 Jure，住在吉普賽的村落裡，是張雍的朋友，有一樁明亮的藍眼睛（黑白照片裡

甚至浮出了顏色）。因此，無論讀者只看文字或是只看照片，先看文字或是先看照

片，似乎都會產生不同的閱讀樂趣。張雍藉著這樣單張影像與文字的處理，便產

生了多重的閱讀感受。如《蒸發》書背上所言： 
 

不論是飽滿富張力的黑白攝影，還式真實無華的大塊文章，書裡文字與影

像不分主從、亦無謂輕重之別，兩方各有力道牽引，也各自進行著穩定的

節奏。張雍用文字與影像描繪著他自己與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不一定美

好，卻完整真切、真摯誠實。177 

 

  張雍，一位跨越文字與影像的創作者，同時使用文字與影像來講故事，這樣

的敘事是不是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呢？筆者以為，文字與影像的關係是既親

密又危險的。的確，影像曖昧含混的特性因為文字的介入而有更深入的詮釋空間，

約翰．柏格對於圖文共謀有如下說明： 
 

在照片與文字的相互關係裡，照片等待人們詮釋，而文字通常能完成這個

任務。照片做為證據的地位，是無可反駁的穩固，但其自身蘊含的意義卻

很薄弱，需要文字補足。而文字，做為一種概括（generalization）的符

號，也藉著照片無可駁斥的存在感，而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照片與文字共同運作時力量強大，影像中原本開放的問

176 張雍，＜地圖上被遺忘的角落＞，《蒸發》，頁 127。 
177 張雍，《蒸發》，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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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彷彿已充分地被文字所解答完成。178 

 
    如圖 4-5，讀者因為張雍的論述而對該張照片已有固定的想法，他再也不是因

為被揍而躺在草地上，也不是單純在草地上放空順便揮手打招呼的人了，他是 Jure，
他正在玩躲貓貓的遊戲，而且他喜歡當鬼，意義從此固定，原本照片中含混曖昧

的特質瞬間被凝固。於是，筆者欲思考的是，以圖文互搭作為創作所衍生的效果，

可能有利也有弊，並不能簡單化約，但張雍用文字及影像說故事的方式，也確實

讓讀者在閱讀時，能恣意徜徉在影像與文字間，享受不同的閱讀樂趣，也藉著反

覆閱讀，讓自己多了許多反省與思考的空間。 

 

 

第二節 張雍影像的獨特性 

 
 
    張雍身為一位攝影師，並且在捷克就讀攝影學院 FAMU，這樣的美學養成自然

是其來有自，因此，在這一節中，筆者將從不同角度分析張雍的構圖美學。要生

產一張照片，說得簡單一些，便是「按下快門」一個動作而已。但真的如此簡單、

立即嗎？眼睛從觀景窗向外觀望，視神經聯結腦袋產生想法再和手指連動，決定

光圈快門 iso 值，到最後按下快門，相機反光鏡彈起，將現實影像切片反射到 CCD
（感光元件）因而成為一張照片。整個過程似乎不是那麼簡單。更不用說在拍攝

現場面對拍攝的景物時當下的思考與構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攝影美學觀，而攝

影美學觀並非單獨存在的，它必然是個人美學體系中的一部份，與個人的生命經

驗密切相關。 
 
    因此，筆者以麥可．弗里曼所著《攝影師之眼》179以及范毅順的《逐光獵影

──范毅順的攝影心法》
180
作為輔助，從視框、構圖分析解構張雍的影像。 

 

一、視框的變化 

 
    麥可．弗里曼強調視框對影像構成的影響： 

 

照片是在特定空間裡創造出來的，這個空間就是觀景窗的視框。不論是在

178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97。 
179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遠足文化，台北，2009 年。 
180 范毅順，《逐光獵影──范毅順的攝影心法》，本事文化，台北市，2011 年。 

68 
 

                                                       



 

紙上或螢幕上，視框可以從頭到尾都不變，也可以裁切或加長。無論如何，

這個框框幾乎總是呈長方形，而且它對於所框住的景物具有強烈的影響

力。181 

 

    每一張照片都是現實世界的一個切片，如何切？切哪裡？便是攝影者的美學

經驗養成，因此即便是同一棵樹、同一片落葉，十個攝影者便有十種不同的構圖

方式。而且也因為這個框架的存在，攝影師在這方框內的取捨便顯得相當重要，

哪些風景要納入框景？哪些必須排除在框景之外？直框還是橫框？框內元素的空

間佈局與對應關係，都是攝影師必須面對的選擇。不同的視框設計，就會營造不

同的美學效果，以及不同的故事情境。因此，這個框框對於所框住的景物自然是

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如圖 4-6，照片的主體為一臉上著妝的小丑，但張雍並沒有選擇走上前，近距

離給他臉部特寫，反而站在帳棚外，稍微拉開他與被攝者的距離，讓框框裡的資

訊更加豐富。 

 

 

(圖 4-6)
182

 

 

    因此，我們從微微拉開的帳棚裡，看到從帳棚外射入的淡淡的光線照亮了帳

棚裡的小丑與地上圈養的鴨子。帳棚線條與外圍框框自然地形成一梯形框架，框

住小丑及鴨子，形成框中之框的效果，營造出「雙重故事體」的情境，亦即，產

生一種「帳棚內外可能有不同故事」的提示。帳棚外的亮與帳棚內的暗所形成的

明暗對比，左邊帳棚上兩條粗白色線條交錯在畫面的中央，有引導觀者視線的作

181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頁 7。 
 182 張雍，＜一個馬戲團的故事＞，《蒸發》，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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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讓視線焦點更加集中，而暗處若隱若現的垂直線條，也給予觀者許多的觀看

樂趣。 

 

    除了這種框中框的視框變化之外，張雍亦擅長利用框框的限制，遊走在若隱

若現的視覺刺激中，如圖 4-7。圖 4-7 是張雍在成人影片拍攝現場的側拍記錄。畫

面中有三位男子，三位男子的臉部表情、五官都相當清楚、明確。一般而言，影

像中最吸引人的主體，最常見的是人臉的重要部位，特別是眼睛和嘴巴，而這多

半是因為我們最常從眼睛和嘴巴獲得訊息，藉以看出一個人的反應，因此人不自

覺地會在畫面中搜尋眼神，也就是說，畫面中人物的眼神，總是觀者瞬間捕捉到

的第一資訊所在。然而，這張影像有趣之處在於，人們之所以被吸引，並非因為

他們的眼神，而是在畫面最下面，那不在框框內出現的部份，引發了觀閱者對男

性肉體與影像性慾空間的無限想像。 

 

 

（圖 4-7）
183

 

 

    無庸置疑的，我們的目光大多落在我們感興趣的事物上。張雍所截取的畫面，

視角非常巧妙的避開了男性的性徵，卻又讓畫面中三位男子的手部動作透露些許

訊息，而三位男子中間那只露出一點點的頭部更讓人充滿想像空間，讓人們揣想

相片以外的敘事空間到底是如何。因此，透過張雍的攝影作品，其所呈顯的攝影

理念，在於強調「見與不見」的辯證關係，沒有入鏡並不代表不存在，至於「存

在」了什麼？相片之外的言說，就留待觀者自行想像了。 

 

二、對比與平衡 

183 張雍，＜從一張床到另一張床＞，《波希米亞六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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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可．弗里曼除了強調視框，也強調攝影的基本原則，「對比」和「平衡」： 
184 

 

攝影最基本的兩大原則是「對比」和「平衡」。對比凸顯了照片裡圖形元素

（像是影調、色彩、型態等等）的不同。兩個對比的元素會加強彼此的效

果。平衡與對比的關係密切，它是對立元素之間的主要關係。解決了平衡

的問題（例如色塊之間的平衡），影像便會有均衡感。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

決，影像看起來就會失衡，令畫面出現緊張感。185 

 
    攝影者透過畫面所追求的美學效果，無論是強烈的對比或是平衡效果，或是

介於這兩者之間，端看攝影者內心欲呈顯的是什麼樣的風景。而所謂的對比，也

不盡然是顯而易見的黑／白，大／小，遠／近……等。也可能是較為抽象的概念，

比如：熱情／冷漠、或是快樂／難過……。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張雍長達兩年對

於女性憂鬱症患者的關注，這些關注的內容具體呈現在＜她們＞這個攝影專題中，

張雍拍下了一幀幀她們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常生活，沒有浮誇的濫情，沒有刺激的

畫面，但這樣的平鋪直述，反而襯托出她們內心所欲訴說的千言萬語與波濤洶湧。

而除了＜她們＞的文字與影像敘事之外，張雍以其細膩的觀察，總能在生活中找

尋畫面的張力。筆者再以另外兩幅照片說明張雍作品中的對比與平衡。 
 
    圖 4-8 是一個賣氣球的人。照片中大大小小、不同顏色的圓圍繞著主體（人），

連接氣球的線從賣氣球的人臉旁呈放射狀散開，呈現圓的線條之美，而右後方建

築物上的方格與交叉線條卻是如此剛硬，這一柔一剛／一圓一方，在這畫面中呈

一明顯對比。而更顯突兀的是人的臉部表情，因為氣球帶有歡樂的指涉，賣氣球

的人應該營造歡樂的氣氛，但此人臉上表情如此嚴肅，與照片中的氣球格格不入，

汽球的輕盈感、光線折映，與臉部表情的凝重感、暗影籠罩，形成一種奇妙的違

合感，經由此種違合感，卻鮮活地訴說了一名汽球小販為生活打拚的生命情境。 
 

184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頁 63。  
185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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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86 
 
    而圖 4-9 中，很明顯的，畫面中的主角是張雍的妻子，Anja，這是一張標準的

人物肖像照。這張照片中很有意思的是女子身上穿著的衣服──印有陸軍字樣的

墨綠色棉質Ｔ恤。上面「陸軍」兩個中文字，中文字所呈顯的東方文化和 Anja 白

種人身份的對比；男性衣物穿在女性身體上所呈現的陽剛／陰柔交雜的對比；隨

意披散而下的長卷髮和不苟言笑的表情所形成的種種衝突美感，都讓這張照片緊

緊抓住觀者的目光。 
 

 
（圖 4-9）187 

186 張雍，＜從桃花源出走＞，《蒸發》，頁 34。 
187 張雍，＜藍眼睛的太空人與宿命的賓果遊戲＞，《雙數／MIDVA》，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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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形與攝影元素 

 
    影像是一種視覺美學，圖形元素與空間佈局，對於一幅照片的視覺效果、對

於觀閱者美感經驗的形塑，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最簡單的元素是點，點很容易引人注意。更上一層的是線，在指引和創造

視覺動力時很有用。再上一層的則是造形，造形可以組織影像元素並帶來

視覺結構。在一張照片裡，我們要把哪些東西當成點、線或造形，都取決

於我們如何構想一幅影像，而這不但會受到主題內容的影響，也牽涉到我

們對它的了解和興趣。188 

 
    攝影和繪畫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影像一定都是直接取自實物。也就是約翰．

伯格在《另一種影像敘事》中提到關於攝影和繪畫的異同時所述：「照片並不是從

事物的形貌所翻譯（translate）過來，而是從事物形貌所引用（quote）而來。」189

因此，繪畫時，我們可以在畫布上大肆畫上許多不同顏色、不同大小的點、線、

面，拿起相機，望觀景窗看出去，卻只能在真實影像中尋找形似的點、線、面加

以連結。而要在現實世界中發現這些幾何圖形，便視個人生活經驗和對被攝物的

了解與興趣而定。但若仔細觀察我們生活的世界，幾何圖形其實無所不在，而張

雍敏銳的攝影之眼，讓他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許多有趣的美學元素，這些美感

經驗都成為他影像中的重要血肉。 
 
    如圖 4-10、4-11。圖 4-10 將畫面一分為二，下面三分之二是田，上面三分之

一是山及天空。田埂呈水平線平行分布，表現出穩定、平靜的一面，而田埂上的

樹枝井然有序地豎立在田埂上，直線式的排列，則讓畫面顯得有力量。水平線和

垂直線能互補，因而產生一種平衡感。遠方的山呈不規則形狀，不但沒有破壞這

照片的美感，反而讓這四平八穩的構圖不那麼單調。 
 

188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頁 63。 
189 約翰．伯格和尚．摩爾 John Berger&Jean Mohr，張世倫譯，《另一種影像敘事》，台北市，臉

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 年 3 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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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190 
 
    相較於圖 4-10 剛硬的線條，圖 4-11 則是曲線的展現。曲線總讓人與溫和、優

雅的想像連結。左邊的曲線來自於地板上車輛煞車的痕跡，一個個的過彎痕跡讓

這張照片顯得刺激又動感，地面上還有許多白色線條朝著上方及右方延伸，而兩

個人影我們可以視為兩個點，兩個點的影子則為兩條線，張雍將這兩點兩線置於

畫面中上方，在兩邊的白色斜線中間，讓整張照片充滿線條的力與美。 
 
    而圖 4-11 的右邊這張照片顯得簡單許多，為一螺旋狀的紅色扶手樓梯，除了

樓梯呈現螺旋狀外，每一階的階梯則以中間凹洞為圓心像外伸展，紅色的扶手本

身也具有豐富的線條感，甚至十根腳趾頭及夾角脫鞋都可以是點和線的延伸，因

此這兩張照片的幾何意味都非常濃厚，極富觀看樂趣。 
 

 

190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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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91 
 
四、光和色彩 
 
    攝影是光的藝術。因此一張照片光線的處理，或者明暗對比、或者明暗相襯，

是構圖中最具表達力的重要手法之一。而明暗對比及其產生的氛圍，在麥可．弗

里曼的《攝影師之眼》有此論述： 

 

就其狹義的定義而言，是指高反差。第二個軸則是整體明度，對整幅影像

的氣氛有很強的影響力。當整體要表達的是昏暗、影像主要內容分布在暗

部層次，則影像屬低暗調的。反之，當所有的影調都調成淺影調，便是高

明調的。192 

 
    上面引文說明了若影像只有灰階，則色階靠近黑色為低暗調，色階靠近白色

則為高明調，而這兩種調性自然適用於不同的拍攝主題。在張雍前兩本文字攝影

集中，黑白的照片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張雍對於拍人，有他的堅持，他在公

視節目＜日光大道＞接受訪問時曾如此回答： 
 

我一開始去捷克拍的都是黑白的，百分之九十五，我好奇的是人的情感，

灰階好像比較容易表達。顏色是複雜的，因此將複雜的東西降到最低，顏

色拿掉，因為我想讓你看的是情感，比較深層，深沉負面的情緒，而大多

數人好像迫不及待想拿掉，我想講的是說人其實可以脆弱到這個程

度......193 

 
    張雍關注的是人臉上的表情，灰階雖不是真實世界的反映，但在影像中，灰

階因為顏色的單純性，反而能充分感受到「光」的存在，並營造明暗差別，讓表

情更加鮮明，成為亮點。因此比起彩色底片，張雍較偏愛黑白所呈現的效果。彩

色照片並非做不到，只是因為加入了顏色，照片自然就複雜的多了。因為如此，

即便到現在，仍有許多攝影家堅持使用黑白底片的原因也是如此，如圖 4-12。圖

中，整體色階屬於高反差的低暗調黑白照片，照片中主體為右側中長髮男子。照

片中的強烈光源來自男子後面，也許是路燈，也許是其他，男子背光，因此照片

的亮部在影像的後方，尤其男子的髮絲根根分明，即是來自後方光源的照射。而

男子的左上方尚有一微弱的光線，輕輕打亮男子的臉龐，而畫面中的顆粒感極重，

191 張雍，＜兩顆星星之間的虛線＞，《雙數／MIDVA》，頁 165。 
192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吳光亞譯，《攝影師之眼》，頁 108。 
193 ＜日光大道＞第 53 集訪問張雍，公視，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J1UsBLqUY ， 
12:15 處，檢索時間：20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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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底片所呈現的效果，在灰階豐富的色調中，男子的眼神、表情，拉鍊的金屬

光澤都能被凸顯。 
 

 

（圖 4-12）194 
 

  這是張雍在捷克布拉格那段時間所喜愛且習慣使用的柯達底片所呈現的影像

效果。後來跟著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 Anja 搬到了斯洛維尼亞後，張雍因為 Anja
懷孕開始進行《雙數／MIDVA》的拍攝計畫，將鏡頭拉回自己身邊，開始注意四季

的運行、一草一木的成長，他的影像慢慢開始加入了色彩，顯得柔軟許多。這樣

的變化來自於他和 Anja 的新關係、對於新生命即將來臨的喜悅、來自於對於未來

的不確定，這些變化由外在而內化到他的心裡，然後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張雍在《雙數／MIDVA》的作品中收錄了許多家庭照片，鄰家小朋友的慶生會、

一群人圍著過去的照片品頭論足的時刻、坐在電視機前欣賞足球比賽的緊張都收

入了張雍的鏡頭下，因而多了許多的生活感。如圖 4-13，Anja 的母親正在幫丈夫

修剪鬍子，母親的頭髮、衣服的紅褐色，背後木頭製的櫥櫃，父親臥躺著的沙發，

都是暖色系列，窗外陽光輕透窗簾帶入一些光線，加上這對夫妻可愛又親暱的互

動，讓觀者不禁也分享了這溫馨的家庭片刻。 
 

194 張雍，＜生活在他方．波西米亞六年＞，《波希米亞六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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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95 
 
    又如圖 4-14，一個小男孩站在比他還要高的玉米田前，專注的盯著手上的玉

米，手則忙著掰開玉米的外葉，相當可愛的畫面。整幅畫面以綠色為基底，卻綠

得很有層次，淺金色頭髮的小男孩也因為背景的深綠而能從畫面跳出，不被背景

吃掉。 
 

 

（圖 4-14）196 
 
    從黑白過渡到彩色，也象徵著張雍攝影風格的轉變：從深度的人文紀實關懷，

到關注起身邊的小細節、小變化。每一個階段有每一個階段張雍必須面對的功課。

這一節筆者從視框的變化、對比與平衡、圖形和攝影元素、光和色彩探究張雍的

影像構圖美學，並從中發現張雍在布拉格影視學院 FAMU 的紮實訓練下，總能觀

察到日常生活豐富的細節及精準抓取人物表情的瞬間，善於發掘環境中的幾何圖

195 張雍，＜關於那場長達七年的試鏡＞，《雙數／MIDVA》，頁 29。 
196 張雍，＜多愁善感的樹演員＞，《雙數／MIDVA》，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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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進而拍攝下饒富趣味的影像。 
 
 

小 結 

 

 

  這一章節筆者從創作者與讀者的角度分別討論文字與影像之間的互文性與閱

讀感受，張雍對於文字與影像的創作形式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這樣的風格也引

領讀者進入張雍的內心風景。而文字與影像既親密又危險的關係也提醒我們，當

圖文結合成為一種新的創作文體，除了享受不同的閱讀樂趣之外，在解讀圖文創

作時，勢必更加謹慎。接著第二節從攝影的構圖法則來分析張雍的影像。張雍對

於影像框架、明暗、幾何的準確度拿捏得恰到好處，讓觀看者不但從影像中發掘

美的那一部分，更從觀看的過程中得到許多樂趣。而張雍從黑白過渡到彩色的影

像表現，除了是外在因素的改變（搬離布拉格、娶妻生子……），更是內心世界的

一種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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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近幾年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再加上社群網站的成熟，讓人們得以隨時拍

照，隨時上傳，透過社群網站的分享，展式自己的小宇宙。當人人都能拍攝日常

影像，描繪生活細節，並隨時上傳分享，無數照片與文字充塞在虛擬空間中，其

中圖文結合最豐富的當以「美食」和「旅遊」為最，圖文的結合度也最高。然而

有趣的是，這樣的結合到底是影像為主還是以文字為主，常常讓人無所辨別。一

張只有美酒佳餚而無任何言說的照片就像是單薄枯燥的菜單，而只有文字敘述卻

沒有附上任何影像，只能套鄉民所說的話：「沒圖沒證據。」因此，文字與影像在

社群網站上若能完美結合，方能吸引大批人馬來比「讚」。 

 

  於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文字與影像的互文互搭，成了我近來的閱讀

關懷焦點，而這波文字影像共生的創作風潮也從網路上延燒到實體出版業。張雍，

便是這一波風潮中非常具個人風格的一位攝影家／作家。因此，筆者便以張雍在

台灣出版的三本文字影像書為主軸，分成三個部分分別討論張雍的移動歷程、在

布拉格的攝影專題以及文字與影像的關係。 

 

  張雍雖然是台灣人，但卻旅居在布拉格從事攝影工作，便是這樣的特色引起

台灣出版業者的注意。出版張雍前兩本書的田園城市出版社，其創辦人陳炳槮接

受《攝影之聲》的訪談時提到決定將張雍的文字影像出版的原因：除了是希望栽

培新人和試著開發市場之外，自己人在拍台灣很少看到的題材，還是很特別。加

上書的單價也不高（以攝影集來講），於是，在台灣，開始有人知道張雍的名字了。
197

 

 

  他的影像散發著濃郁的異國情調，從他離開台灣，以布拉格為中心，在東歐

各國間移動，他以自身「旅人」的角度，遊走在各個驛站，觀看著每個旅人的表

情、狀態，然後從這種短暫的交會發現自己對人的「興趣」，因而發展出長時間的

在同一個地方，觀看同一群人，進行一個又一個的專題拍攝，直到妻子懷孕，才

離開布拉格，搬到斯洛維尼亞： 

 

搬到歐洲四處旅行，從事影像工作，一轉眼已是八年前的事情。二０一０

年春天結束了布拉格的故事，Anja在布拉格的房間協助我收拾行李，六月

搬到巴爾幹半島北端的小國──斯洛維尼亞，繼續從事影像故事的收集，

197 李威儀，＜陳炳槮＞，《攝影之聲》一、二月號，2012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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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布拉格的計畫僅只是六個月的旅行，之後發現當初離開家，那個只想

「多認識自己」這樣單純的動機，原來是需要一輩子的時間，甚至在嚥下

最後一口氣之前，都還來不及完成的事情。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原本單純的動機演變成一種生命的實踐，當生命向前

行走時，張雍永遠不會忘記要回頭看看，他充滿自覺的書寫中，總是對逝去的時

間，對於「家」的定義，充滿諸多思考與反思，於是，當他遊歷捷克七年之後，

再度展開了一場未知的旅行，從《MIDVA／雙數》中，我們看到張雍對於新生活，

新生命降臨的期待和徬徨，翻攪的情緒只能藉著拍照、藉著書寫，記錄下來。因

此在書中儘管我們看到的是懷孕的 Anja、是大自然的變化，或是周遭的人們的互

動，但在這些表層之下，更多的是是張雍興奮、忐忑、期待的複雜心情。於是張

雍寫下這樣的文字： 

 

風格讓別人去談論，記錄的是真心相信的故事或者那些總是讓自己困惑的

字眼，以這種角度出發的攝影，若有幸被稱為藝術作品，猜想是因為某種

強烈企圖心，希望走過必留下痕跡；不願意就那樣催眠自己，藏住心底的

聲音，勉強將冰山的一角當成是全貌的風景……198 

 

  記錄下來的是他對於生命的困惑，對於人種種的不解，即使努力的參與，依

然會有受挫的時候，比如說他在布拉格跟拍的成人影片工廠。在那樣的時候，張

雍選擇退出，但長期的跟拍並不會船過水無痕，還是會在心上烙下痕跡，會在生

命中留下腳印。 

 

  而張雍的獨特性就在於他不只是拍照，他還書寫，寫他異國的經歷，寫他對

於移動的關注，對於社會上非主流人物的關注更讓他花長時間涉入其中，試著去

觀看，並且了解，進而發現差異，扭轉偏見。他以書寫、以攝影這種拉開自己與

世界對應關係的操作模式去看這個社會，更透過攝影與文字書寫去一點一滴累積、

拼湊自己的生命能量。 

   

  最後，我想說的是，張雍藉以書寫的企圖不只是要向讀者交待一個個的故事，

或者一個個屬於自己或關於他者的種種諸多記憶，更重要與強大的部分是要透過

書寫的過程，藉由書寫這個動作進行當下的思考，去追尋關於記憶內裡一切過去

種種已發生的事情，回過頭以現在自身的當下，重新再一次審視並試圖從中獲取

（或體認）出一些新東西。也就是說，當拍攝工作結束，回到書寫狀態時，張雍

藉由書寫進行新陳代謝，藉由每一次的書寫幫自己重新換血，重新思考。 

198 張雍，＜雙數／MIDVA＞，《雙數／MIDVA》，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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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張雍的影像依然是強烈的，抽離又涉入地帶領讀者進入他的內心風景。

同時使用文字與影像敘事讓讀者了解他想說的關於他者與自己的故事。然而，圖

片的詩意若得靠文字營造出的情境來具象化，文字的介入導致影像的詮釋空間被

剝奪，讀者對於影像的想像自然是減少的。張雍提出的是一種說服的方式，說服

讀者去享受張雍的旅程、張雍的故事，他的信仰。因此，筆者以為，文字與影像

的共生常常是很難去界定誰主誰從，文字涉入程度多少，影像曖昧含混的比例又

該是多少，文字與影像的混血沒有完美比例，筆者只是試著提出一些問題，讓大

家重新思考這兩者之間互文的可能性及混血後產生的效果。 
 
  文字與影像混雜是這個世代的特徵之一，筆者以己淺薄的知識，拋磚引玉，

以張雍作為研究對象，對於文字和影像的研究尚屬粗淺，期望未來有更多的人對

影像與文字的混血、共生有更多元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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