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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與記憶：陳順築攝影/裝置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陳順築 1992 年至 1999 年間的作品為研究題材，藉以探討記憶在作

品中的樣貌。許多藝評家皆以「鄉愁」、「記憶」為切入點，並表述藝術家對於故

鄉的緬懷之情。本研究以影像在符號至現象學的追尋脈絡，以及柏格森物質與記

憶的心物合一觀點，綜合呈現《家族黑盒子》至《集會家庭‧遊行》系列作品中

諸影像全體與記憶的關係。 

  第三章「記憶貯藏箱」以《家族黑盒子》作為分析對象，探討雕塑作品中召

喚觀者想像的各項小物件、分述各物件於神話或自然中的象徵質素，並輔以蒙太

奇及符號學的解讀，逐一呈現此系列作品在懷鄉意識上的機轉。 

第四章「記憶／追憶」以 1993~1995 年間的作品為分析對象，其中有《二段

記憶的記錄－I、II》、《記憶－I、II》、《六０年代的無題－I、II》、《集會家庭‧遊

行》等，分述作者以藝術創作對記憶進行各種特性的探究，分別有重複、怪異、

類像等特質，其記憶產生的源頭來自於一個富含創傷性的時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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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Memory : a Study of Chen Shun-Chu’s works of 

photography and Installation 

 

Summary 
 

In this study, my research includes works by Chen Shun-Chu from 1992 to 1999 as 

the subject matter and examines the memory motif reflected in many facets of his 

works. Many art critics investigated this memory motif as their entry point and 

implied the artist's expressed nostalgia feeling for his hometown. In this study, I 

would put his images in context of semiotic and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and 

utilize Henry Bergson’s viewpoint of material and memory with the unity of mind and 

matter, a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his series of works from "family 

black box" to" meeting the family. Demonstration ", so that all such various image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memory could be explicated. 

In the third chapter“the memory locker”, I would take "Family Black box" for 

analysis, with some sculpture works summoning imagination from each small items, 

as well as their symbolic quality in myth or nature. Interpretations assisted by 

montage and semiotic explanation would reveal his nostalgic mechanism in this series 

of work. 

In the fourth chapter“the memory/recollect”, I would take his works from 

1993~1995 for analysis, including "Two Section of Memory Recording- I, II", 

"Memory - I, II", "Untitled. Reminding Ages of 60s- I, II" and "Meeting the family. 

Demonstration". I would deal with in turn, how Mr. Chen with his artistic creation 

endeavors to examin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mory motif and his strategies 

of expression, including repetition, grotesque and simulacre etc., which take his 

memory as resources that filled with traumatic stories from his epoch. 

 

 

Keyword: 

Chen Shun-Chu, "Family Black Box", "Meeting the Family. Demonstration ", image, 

photographic installation, materi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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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裝置藝術家創造了一個另外的世界，它是一個自我的宇宙，既陌生，

又似曾相似。  

──安東尼．強森1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論文的研究動機對他人而言可能略為渺小，但卻像是自我的探索旅程，別

具一種個人的存在意義及生命價值。因此，必須說出創作品引起我2心理震盪的初

始原由，由這個理由出發，研究者可能往當代藝術譜系的路途邁進？在 2005 年，

新竹教育大學美教所所學會邀請藝術家陳順築前來演講，當影像瀏覽至《家族黑

盒子－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1993）時，研究者的目光遠離同學們的交談鏡

頭，融入陳順築輕描淡寫的述說之中，其藉由母親的述說，來觀看父親過去的青

春往事，那是一個兒子所不曾參與的過去。在這場演講裡，不經意的召喚起研究

                                                 
1 安東尼．強森（Anthony Janson）是美國藝術評論家。徐淦，《裝置藝術》，中國：人民美術出版

社，2002。頁 1。 
2 在文化版圖中，「由內而外」(inside out)或「由外而內」(outside in)是關係的位置概念，其中的那

道區隔是界分的必要存在，而「內」與「外」的界定則是主觀的詮釋。以「我」為核心所開展的世

界定義為「內」－我的所屬，其餘為「外」－非我所屬；擴大成集體，則「內」是「想像的共同體」，

「外」是非我族類的「東方」（或西方）。「由內而外」反映一種弱勢者的發聲，建構一種對位的態

勢重新書寫自我，並讓「強外」得以改變其霸權式的擴散主義。「由（弱）內而（強）外」也是一

種擴散主義，但其目的不在宰制，而在主導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化解「（強）外」對它的刻板印象

或誤解，而不是歐美中心論或後殖民觀點的「由外而內」的角度。可見，「由內而外」表達出主體

的真相與真實性。廖新田著，＜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台灣美術的後殖民主義觀點評論狀況＞，《美

學藝術學》，3 期，2009 年。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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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兒時的記憶：大約在小學四年級的暑假，父親無意間的透露出個人的青春往事，

引來研究者的好奇心，並在一只陳舊而又佈著許多龜裂紋路的塑膠製仿皮箱裡，

尋找父親所說的那幾封書信，但未尋獲傳說中的書簡，二、三年後，在西卡紙上

繪製一只坐在鞦韆上的日式卡漫少女，並在圖畫的外緣加上繪製精美的紙框，丟

入父親的舊皮箱，不曾再箱內探尋任何蛛絲螞跡。或許就是這一小段故事成為追

尋與研究之因。 

  一如俄藉導員安德烈．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的影迷在信中所述： 

 

謝謝你的電影《鏡子》，我的童年就是那樣……但你是怎麼知道的？

就是那樣的風，那樣的雷雨……嘉卡（Galka），把貓咪弄到外面去。

我的祖母喊著……房裡一片漆黑，油燈也熄減了，等待母親回來的

感覺充塞了我整個靈魂……而你的電影如此美妙地呈現了一個孩童

這種思維的蘇醒！而且，我的天！真是太逼真了……我們真的不知

道母親的臉容是何等模樣。而且，就這麽簡單……你知道嗎？在那

間幽黑的戲院裡，凝視著被你的天才所燃亮的那片銀幕，那片刻，

是我此生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並不孤單……3 

 

然而，研究者與這位由高爾基來的女士不同的是，我開始思索這種感受的來源。

相似過往的影像能夠引來觀者心裡的悸動，像是滴落一點微小水滴，卻讓平靜的

水面，畫上許多同心圓，圓與圓看似沒有界限般的不斷擴散。這種心中的感覺為

何？怎麼來的？為何如此強烈？以及藝術作品如何能引來相似記憶的召喚？這個

大問號一直留在研究者心中。 

  2006 年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閱讀了當代美國評論家瑪潔瑞．帕洛夫(Marjorie 

Perloff)的文章，瑪潔瑞以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理論來呈現法

                                                 
3 陳麗貴、李詠泉譯，《雕刻時光》，安德烈‧塔可夫斯基著，臺北市：萬象，198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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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猶太裔藝術家克里斯汀．波東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1944-)的作品4，帕洛夫

的論點由巴特在《明室》所建立的攝影觀點切入，並進一步釐出波東斯基創作品

的意涵。有趣的是巴特以《冬園》5相片尋回自己的母親6。而波東斯基在親人皆存

活的狀態下，以朋友家庭照重構自己幻想的家庭、成長經驗，或聯絡社會事件罹

難者親友，取得死者生前物品，以近乎人類學的方式呈現死者檔案。帕洛夫在文

中7提及波東斯基身為猶太裔悲劇性的成長背景，在作品中所呈現的是物質性客體

及死亡意象。波東斯基立刻又令我重新想起陳順築的藝術作品，二人作品風格類

似（仔細看仍多有差異），而波東斯基、陳順築及羅蘭‧巴特所探討的有相似的主

題，即記憶。而令研究者混沌不已的，卻是陳順築作品中的影像，是如何喚起「我」

這八竿子也打不著的人心中的記憶。於是研究者開始逐一收集藝術家陳順築所有

作品的文字及圖像，並且逐步與創作者進行訪談，來一解心中的疑惑。 

  本研究係透過對陳順築藝術作品內容之分析，進一步探討個人回憶、記憶特

性與觀者內在經驗的關係，主要藉由二系列作品為主要分析對象：首先以陳順築

《家族黑盒子》（1992）系列及其 1994 年以前的作品為主，進一步分析其作品內

                                                 
4 Jean-Michel Rabate, In writing the image after Roland Barth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p. 32-58. 
5 《冬園》照片是巴特母親五歲時，與七歲哥哥在溫室花園前的家庭合照，是一張陳舊的老照片。

巴特表示：「他不能將冬園照片展示出來，它只對我存在，對您，只不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照片，

千萬張「隨便什麼」的又一實例。它不能構成一門科學的清晰客體，不能為實證意義的客觀性奠基，

頂多只能引起您知面的興趣：比如關於時代，服裝，上相與否；但對您而言；沒有任何創傷。」

Jean-Michel Rabate, In writing the image after Roland Barth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97, pp.37。 
6 羅蘭．巴特在〈The Photographic Message〉（1961）一文中開始以符號學的觀點探討攝影中的意

指(Denotation)及義涵(Connotation)。之後在〈Rhetoric of the Image〉（1964）對以符碼化的訊息來界

定照片提出質疑，並在他的〈The third Meaning〉（1970）一文中則提出顯義(sens obvies)、晦義(sens 
obtus)，讓自己對攝影的觀點與符號學界清關係。然而在《Camera Lucida》（1980 年），以現象學的

觀點提出知面(Studium)及刺點(punctum)。巴特在此二十年間所提出觀點是對攝影本質，即所思

(noeme)的追尋。在現代主義晚期巴特以書寫形式作為一個口譯者，對照片的感受是一種援救的運

轉：Winter Garden 照片的刺點被實現，當觀者(viewer：巴特)能夠轉動客體（物體 object）退回有

知覺以及性存在的主體(subject)。羅蘭．巴特此曾在 that-has-been (ça a été)，是的攝影的本質及所

思（noeme）。攝影的指示對象並不意指形象或符號所指示的可能為真之客體，而是指曾經置於鏡

頭前，必然真實的物體。我從不否認有個東西曾在那兒，在感官上，攝影是一種在場（存在）。

Jean-Michel Rabate, In writing the image after Roland Barth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97, pp.32-58。 
7 Jean-Michel Rabate, In writing the image after Roland Barth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97, pp.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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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鄉愁。其次以陳順築《集會．家庭遊行》（1995-1999）系列為主，進一步分析其

作品內容記憶與影像的關係。 

 

二、 藝術家介紹 

 

  藝術家陳順築，1963 年出生，台灣澎湖縣人，父親經營建築業8，早在 1982

年就由澎湖渡海來台求學，於 1986 年畢業於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接受過解嚴

前美術學院的洗禮。現居住並工作於台北9。 

在訪談中10，得知陳順築就讀美術系時，師承吳承硯教授11及黃坤和教授12，

主修油畫創作。早期的直接攝影作品曾以《影像．潛像》（1990）為名舉辦攝影個

展13，並在此展尚未結束前，獨自前往歐洲，原有意就讀比利時皇家藝術學院14，

但踏足到充滿藝術情調的歐洲大陸後，他未正式在學院裡繼續深造，卻遊歷歐洲

各國的美術館及名勝古蹟，在親自體驗到西方古典和當代前衛藝術的衝擊，陳順

築最後以「歐洲美術史之旅」總結這趟歷時八個月的旅行15。 

                                                 
8 陳順築家中歷時經營建築業：父親陳金都，孩子順築、順建，取名都與建基築室有關。張頌仁，

〈複寫的儀式〉，《藝術家》，第 114 期，1999。頁 390。 

9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34。 
10 訪問時間：2006 年 12 月 14 日於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 
11 吳承硯：民國三十六年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於 1990 年自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七十歲屆

齡退休，1999 年病逝台北。吳承硯執著於寫實的創作生涯五十餘年，追求單純的美感，尤其鍾情

於印象派和荷蘭古典寫實的風格。教職退休之後的十年間，以細緻古典的技法表現靜物為主題，保

有印象派流暢感和色彩，吳氏認為：「畫家的責任是將平常人看不到或看到卻沒注意的特點強調出

來」，堅定的以畫筆油彩呈現人像、靜物、風景等作品。吳淑娟，“北美館現展出吳硯畫展精確寫

實中烘托唯美寫實＂，台北市立美術館，2002。http://epaper.pccu.edu.tw/（2010 年 6 月 16 日） 
12 1994 年春天，在舊稱草山的陽明山文化大學，爆發了一場長達 34 天的美術系學運，在罷課期間，

美術系學生為反抗僵化及惡劣不堪的體制，爭取創作自由，於罷課廣場成立「小草藝術學院」，黃

坤和為當時系主任。 
13 《影像．潛像》陳順築攝影個展，曾在台北夏門攝影藝廊（1990 年 3 月 24 日至 4 月 5 日）、台

中省立美術館（1990 年 8 月 10 日至 9 月 6 日）、台南市立文化中心（1990 年 9 月 21 日至 10 月 2
日）、高雄中正文化中心（1990 年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1 日）及基隆市立文化中心（1990 年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6 日）展出。陳順築，《影像．潛像陳順築攝影個展》，臺北市：慾望蜻蜓藝術工作

室，1990。 
14 該學院以英語教學，但陳順築至歐洲時卻將金錢用以學習法語。 
15 劉宇彬，《鄉關何處：論陳順築的家族照片與原鄉圖像》，國立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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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順築在 1990~1991 年於歐洲遊學期間，接受多樣文化衝擊，進而投入複合

媒材的裝置創作16。回國後，開始以「攝影」做為主要的創作語言，結合了雕塑、

裝置、行動與地景，長期的以自傳式的家族經驗為內容，陸續發表《家族黑盒子》

（1993）、《集會．家庭遊行》（1995）、《花懺》（2001）、《四季遊蹤》（2004）、《家

宅-四乘五立方》（2007）、《迢迢路》（2009）......等系列作品。 

其作品曾在德國、法國、澳洲、日本、香港和台北市立美術館多處舉辦個展，

近年也受邀 1998 年美國當代華人藝術巡迴展、1998 年中國上海雙年展、1999 年

日本福崗亞洲三年展、2002 年韓國光州雙年展……等多起展覽。由此得知，陳順

築是創作作品豐富，並具多起國際雙年展展覽經驗的台灣藝術家。 

 

                                                 
16 摘錄自元智大學藝術中心《開盒之間》（2006 年 12 月）裝置藝術聯展，會場藝術家介紹，內容

由藝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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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以陳順築 1992 年至 1999 年間的作品為分析的重點對象，並以研究者感興趣

的主題：物質、記憶進行探討。 

 

二、研究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 以訪談法蒐集陳順築作品的創作動機、其內容主題及媒材使用的個人

觀點17，以進一步分析此種具個人自傳色彩之藝術作品內容，及特定

媒材使用的意涵。 

（二） 以文獻分析法蒐集與陳順築作品有關的各種專書、藝術評論、期刊、

畫冊及各種展覽文件。由前人的觀察與研究中獲得對陳順築作品已有

的解讀眼光，再從中找到進一步解讀的可能性。國內期刊及書藉大多

只刊載少數幾張代表性的藝術作品，藉由各種畫冊及展覽文件的蒐

集，儘可能提供組織陳順築藝術作品內容脈絡的參考依據18。 

（三） 以藝術史學、攝影美學、藝術社會學、人類學等觀點，對陳順築作品

內容進行分析。 

 

                                                 
17 於 2006 年 12 月 04 日在東海大學藝術中心進行第一次訪談，內容以《四季遊蹤》（2004）為主，

該日並參觀《四季遊蹤、所在 陳順築 許哲瑜影像展》。於 2006 年 12 月 14 日在台中教育大學美

術系進行第二次訪談，內容以《集會．家庭遊行》（1995）為主，該日陳順築演講「攝影裝置」。 
18 研究者向藝術家取得歷年的展覽畫冊時，發現最早期的《影像．潛像》，書面皆保持完好，但釘

針早已生繡，更加深研究者急於收集分析的欲望。（於 2006 年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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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記憶 

 

  亞里士多德在《論記憶與追憶》（On Memory and Reminiscence）中，歸納記

憶的幾點特徵： 

 

（一） 所謂的「記憶」，隱含著一種對時間流逝的認知。 

（二） 因此所有有能力認知時間流逝的動物都有「記憶」，也可以「回憶」

（remember）。 

（三） 但是動物之中只有人類，有能力不只可以「回憶」，還可以「追憶」

（recollect）。 

（四） 人類之中，擁有大量記憶的並不等同於善於追憶的人。通常，擁有大

量記憶的人，心思比較遲緩；善於追憶的人，心思比較靈活。 

  回憶，只是在某種刺激之下，記憶中的事物從潛藏中重新浮現出來。但是追

憶，則隱含了把需要記憶的事物，仔細收集（collect）妥當，然後在需要使用的時

候，重新取出來使用，因而也就是“re-collect”。中文翻譯研究者暫以「記憶」及「追

憶」來區分。 

  在此處的記憶以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的定義，則主張腦是行動的工具，

是知覺藉以接觸外物之途徑，而記憶的作用在於保存過去，此二者的性質與功能

不同，純粹知覺是對當前變化不居影像的認識及反應，純粹記憶則保存過去諸影

像於精神狀態中，前者相應於物質，後者為精神，二者性質各異，但彼此聯結在

「優先影像」大腦中，彼此交互作用，記憶存在大腦，但腦並不是意識或思想，

因此意識藉由記憶的作用，一方面愈能保持過去，他方面藉由知覺，也愈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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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因此，過去與現在連續一氣，變化不斷19。 

然而，在個體無意識中，由於詞的聯想法，而引起一組組的內容的簇擁在一

起，形成簇群或簇叢，就是榮格所說的情結（complex）。組成情結的各種思想、

情感及記憶是以聯想的方式簇擁在一起。任何觸到情結的詞都會引起拖延的反

應。20哈威‧杰肯斯的再評價咨詢理論關於人的描述性模型，頗有一致之處。此論

認為，在痛苦之中輸入的信息是在機器被關閉的情況下被存儲的，它們被卡在那

裡，形成一塊疤，來堵塞我們的思維。而榮格認為：情結不一定是個體調節的障

礙，某些強烈的情結可能對藝術家的創造性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21因此，在情結

產生時，亦與記憶產生關聯，並且是一種堵塞我們思惟的塊疤，那與懷鄉（nostalgia）

產生相近的關聯。 

西文的詞源學角度來說，鄉愁亦稱懷舊一詞源于兩個希臘詞根 nostos 和

algia。nostos 指回家、返鄉之意，algia 指一種痛苦的狀態，即思幕回家的焦灼感22。

大陸學者周寧指出是空間距離和間隔對人的生理和心理的影響23。指對過去的憶念

或神往。 

 

二、 物質 

 

物質（matter）佔有時間、空間和質量的東西。客觀存在的一種物質形態稱為

場。 可以以視覺、嗅覺及各種觸覺感應到的東西；與思想相對而言： 按照唯物

主義理論，物質指獨立於意識以外的，但可以被意識所反映、摹寫的客觀存在。 

  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所指，客觀事物是存在於自身；而他方而言，事

物自身又如圖畫般，為人所感知──此即影像──卻是存在於其自身之影像。而所謂

                                                 
19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2-162。 
20 王志敏，《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頁 42。 
21 王志敏，《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頁 42。 
22 周寧，《文化現代性與美學問題》。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2。 
23 周寧，《文化現代性與美學問題》。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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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對柏格森而言，乃是「諸影像之全體」(un ensemble d’images)，亦即是

「宇宙」(univers) 24。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作品內的各物件皆可以物質，即影像

來視之。 

 

三、飛散 

   

  飛散（Diaspora）是獲得豐富新意的古詞。按其希臘文詞源，原指種子或花粉

“散播開來”（to sow/scatter across），植物得以繁衍；自《舊約》以來，這個詞長期

與猶太民族散佈世界各地的經歷聯繫在一起，增添了在家園以外生活而又割不斷

與家園文化種種聯系這層涵義25。在共時文學創作和文化實踐中，飛散形成一個新

的概念，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譯、文化旅行、文化混合等涵義，也頗有德

勒茲（G. Deleuze）遊牧思想（nomadic thinking）現代哲學意味。在傳統的意義上，

飛散指一些與移民、移位（displacement）相關的狀況，以及對“家園”的種種情感，

在概念重構後的飛散，保留了跨民族性文化、文化翻譯、文化旅行、文化混合等

內涵。是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時代複雜過程中一個靈活的能指（a dynamic 

signifier）26。以飛散的新視角來看，“家園”即是實際地緣所在，也可以是想像的空

間；“家園”不一定是落葉歸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旅程的一站。Diaspora 偶爾會

翻譯為離散，具有一種離鄉背景的淒涼感，是一種被動的，翻譯為“飛散”是較主動

的，並且更加貼近於希臘詞源的本意，並有生命繁衍的意涵，亦與有機的概念雷

同。 

 

 

 

                                                 
24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3。 
25 李鐵出版，《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113。 
26 李鐵出版，《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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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機 

   

  羅蘭巴特與皮亞杰強調藝術系統的完整性、自足性、完美性，他們的說法，

實際上是西方文論自亞里斯多德以來，所謂有機論（organicism）的一個比較複雜

的新版。亞里士多德認為作品整體中的各成分都是互相關聯的，任何組分都是整

體不可少的因素，而且所處的位置也是不可移動的27。 

  在生物化學領域，「有機」（organic)這名詞可追塑至 19 世紀28，當時認為有機

化合物只能以生物經「生命力」（life-force，vis vitalis）合成。有機物與「無機」

的基本分別來在於無機物是不會被生命力合成，但後來這理論被推翻，Friedrich 

Wöhler 以氰酸與氨水合成尿素（無機物合成有機物）。一般而言，有機化合物定

義為化合物中有碳氫鍵而無機化合物則沒有。因此碳酸（H2CO3）是無機化合物，

但是蟻酸（HCOOH，第一個脂肪酸）則是有機化合物。在有機物中，碳的化合價

（原子價）都為 4 價，但在計算中（尤其是氧化還原反應）碳的氧化數被認為是

不固定的。有機物中普遍存在共價鍵。有機物發生反應時，就是一些共價鍵斷裂，

同時一些新的共價鍵生成。有機物之間的反應，大多是分子間反應，往往需要一

定的活化能，因此反應緩慢，往往需要加入催化劑等方法。而且有機物的反應比

較複雜，在同樣條件下，一個化合物往往可以同時進行幾個不同的反應，生成不

同的產物。有機化合物的符號組合，與飛散的的生命繁衍意涵有著相似的關聯，

只是在有機化合物裡，遺傳基因與致癌物質是具有相同活力的生命體。 

 

                                                 
27 越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論文集》，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頁 51。  
28 此段期間最顯著的景觀是西歐與北美因工業革命促成的技術與經濟上的進步。連帶的，各種自

然科學學科，如物理、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皆逐漸成形，並影響到社會科學（包含社會學、人

類學、歷史學等）的誕生或重塑。但另一方面，這些工業國家透過強大的生產力與武器，成功地殖

民世界大多數地區，並以傾銷的方式破壞許多古文明國度，如中國、印度、土耳其既有的社會與經

濟體系，造成這些國家走向「現代化」。此外，民族主義興起，使多數歐洲民族建立起屬於自己的

現代國家，並開始建立與保存本國的歷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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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出現於 1970 年代的歐美藝術世界。到了 1980 年代

以後才有許多藝術家逐漸以此做為標榜，將其做為一種新的創作或展演型態。到

了 1990 年，英國倫敦出現了第一座裝置藝術為名，且由藝術家主持的裝置博物館

（Museum of installation，簡稱 MOI）29。台灣自 1987 年走出長達 40 年戒嚴體制之

後，1990 年代邁入了一個不折不扣的解構體制與顚覆傳統的過渡階段。當此種新

穎的藝術表現概念形式及手段傳入台灣後，深深擄獲年輕世代藝術創作者的心，

尤其是在學院之中的學習之子。30整個 1990 年代可說是百花齊放、爭奇鬥艷，令

人目不暇及。 

  裝置藝術的興起亦可是極簡主義的反動。極簡主義（Minimalism）或稱極簡藝

術、低限藝術、極限藝術。是 50 年代開始在美國出現的藝術活動，並且很快的在

60 年代成為一種主流藝術。31極簡藝術追求的就像其名稱宣告一般，企圖以最簡

單、最抽離人性的手法來還原藝術的本質；作品本身極度簡單的形體與線條意義

不在於象徵其他事物，而是要回歸到物質和形狀本身的關注與思考。代表藝術家 : 

唐納德‧賈德（Donald Judd，1928-1994）32，法蘭克‧史特拉（Frank Stella，1936

年出生）33，卡爾‧安德烈（Carl Andre，1935 年出生），索爾‧勒維特（Sol Lewitt，

                                                 
29 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台北：木馬文化出版社，2002。頁 8。 
30 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台北：木馬文化出版社，2002。頁 8。 
31 是一種非寫實繪畫與雕刻，其理念在降低藝術家的情感表現，而朝單純、邏輯的選擇發展。這

種簡化論傾向首見於 1913 年俄國畫家馬列維奇（Kazimir Malevich）一幅白底黑方塊構圖的作品，

其風格仍是集結了俄羅斯的至上主義（Suprematism）和荷蘭的新造形主義（Neoplasticism）。雖然

其基礎來自歐洲，但是巨大的外形、未標示的主題，以及「藝術作品應為客觀事實」的概念郤是純

美國式的。他們設想了三種處理藝術構成問題的方向：使它普普、使它極簡、使它去物質化。台灣

科技大學建築系。“藝術：極簡主義＂，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2010。 http://www.ad.ntust.edu.tw/
（2010 年 6 月 10 日） 
32 美國極簡主義雕塑家唐納德.賈德早在 1965 年就宣布“繪畫已死＂，是這一風格的領頭人。極簡

結構、線條和同樣抽象的幾何圖形不斷地出現在 20 世紀末的景觀建築師們的庭園作品中。賈德相

信非極簡主義的雕塑傳統勢將毀滅，強化視覺記憶的簡單形式將取代「特定的物體」。像這樣形式

簡單的物體，不管是金屬、塑膠、夾板、石材或其他素材的藝術品無所不在。 
33 史特拉說：「如果畫作夠精瘦，夠準確，或者夠恰當，那麼你就能夠觀賞它。我要任何觀賞者能

夠從我的畫作中得到的，正如果我從其中所得的，是你可以亳不疑惑地看出如下事實：你看到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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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2007）等34。 

  極簡主義是對於 1950 年代自發的、反形式的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反動，都是不滿意當時的行動繪畫而產生的。行動繪畫是美國抽

象表現主義的一支，講求直覺、自發性的表達，幾乎在５０年代主導了美國的前

衛藝術。35如果說極簡主義的極簡及虛無是反對工業社會對速度、效率的推崇，那

麼裝置藝術的態勢則是迫使觀眾放慢節奏的場域。 

  美學史家普遍認為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是扮演著鈾 235 的角

色，並撞擊原子核產生核子分裂連鎖反應，擴張產生了 50 年代集合藝術

（Assemblage）或新達達（Neo-DADA）以及 60 年代極簡主義或普普藝術，80 年

代美國史坦貝克（Haim Steinback）的靜物作品，德國波依斯（Joseph Beuys），法

國拉維爾（Bertrand Laviar），結至 90 年代美國的傑夫孔斯（Jeff Koons），英國的

戴米．赫思特（Diman Hirst）。也由於裝置泛指一種手法而非風格，不是一種派別，

而是一種觀念，並且反應出當代藝術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的深刻影響。 

                                                                                                                                               
只是你所看見的。」 
34 全球華人藝術網。來逛有趣的英國藝廊，全球華人藝術網，2010。 http://artnews.artlib.net.tw/（2010
年 05 月 01 日） 
35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藝術：極簡主義＂，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2010。 
http://www.ad.ntust.edu.tw/（2010 年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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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至 2006 年底止，尚無探討陳順築藝術作品的專書出現。期刊部份有梅丁衍、

黃海鳴、孫立銓……等 3 篇。陳香君在《藝術檔案•社會閱讀》一書中，以〈陳順

築：乘著家族記憶的翅膀單飛〉，針對 2000 年左右所發表的作品進行言簡概要的

論述。姚瑞中亦將《集會．家庭遊行》收錄在《臺灣裝置藝術 1991-2001》一書中，

並以〈空間裝置〉篇章做為圖像史料的分類。郭力昕在《書寫攝影》中，以《家

族黑盒子》（1993），攝影與裝置的關係。林婷婷一文則為介紹性的評論。 

  最早由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一文中，探討陳順築作品《封閉空間的自

由式飛行》（1992）、《家族黑盒子》（1993）、《水相》（1993）、《風象》（1993）及

《糖果架》（1994），並簡要的指出許多對陳順築藝術作品的看法，文章的起始及

結束，無不探討陳順築的作品是一種個人自傳性的主題式修辭術，指出《封閉空

間的自由式飛行》（1992），是在木製框內，襯錶不同飛翔姿態的海鷗與若干晴空

白雲的照片，暗示木製窗內、屋內的禁閉與自由的隔離，並透露陳順築在島嶼海

洋間透露了某種自由與牢籠的批判，而海鷗飛翔的姿態若能像記憶般凝結在假想

的天空中，代表最晦澀的鄉愁。而《糖果架》（1994）中，失焦的植物照片象徵澎

湖情結在炫爛嬪紛世界中，逐漸退到慘淡的感傷36，同時還指出陳順築鎖定在一個

澎湖地質學生態37與童年舊事的鄉愁中38，並期望陳順築不要只停留在歷史責難的

避風港中，向個人母土、血緣輸誠投降，其作品回贈的是無盡的鄉愁。黃海鳴在

〈重建聖域及召聚遊魂的介面、箱子及場域〉39一文中，與梅丁衍感受相似，皆指

出陳順築在 1994 年以前的創作，其內容是探討個人對家族、土地的記憶，並無不

                                                 
36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7。 
37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5。 
38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5。 
39 黃海鳴，〈重建聖域及召聚遊魂的介面、箱子及場域－陳順築的「家族攝影裝置」小回顧〉，《現

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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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露其中難以癒合的傷痛感。黃海鳴更自創「聖城」40、「遊魂」41，做為《家族黑

盒子》（1993）、《水相》（1993）、《集會．家庭遊行》（1995）、《家庭風景》（1996）

等作品的理論基礎，對藝術作品中的「個人與家族、土地的記憶」進行詮釋及評

論的可能性，認為陳順築的作品是透過箱子、攝影、鏡頭……等各種儀式性的場

域，重建聖城並召喚遊魂。其中《夢境第六十四分之一》（1994）是屋頂斜向天的

同心圓結構，家屋作為宇宙的中心，四週是環型土地及海洋，斜傾的家屋象徵人

事的凋零與離散，但在《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1994）突兀的圓管造形，是

陳順築坦蕩的面對個人記憶，並由糾纏的縈念中出走的證明。而《集會．家庭遊

行》（1995）不但指涉個人經驗、主觀情感或幻覺，社會意涵明顯昇高，但仍然具

有對荒蕪土地及人口流失的感嘆憂傷。直到《金都遺址》（1996）重複性的拼貼父

親生前的照片，使神聖性及悲劇性減低。並表示在 1996 年後的作品已不在適用「聖

城」、「遊魂」的模型來論述。 

  張頌仁在〈複寫的儀式〉中表示當作者的私人影像走向社會時即已被賦予更

抽象及廣泛的象徵，所以陳順築的家族歷史已被創作者曝光成集體記憶的象徵，

而這些生活影像的移植皆與陳順築家中歷時經營建築業的「記憶」有關，並由一

九九二年起漸漸在作品中發揮房屋安身立命的衍生意義，而他的作品永遠與家族

及澎湖島的地理有關，這種執著像流浪者渴望歸宿，也像悼忘。 

  鄭慧華則是由攝影的角度，觀看《四季遊蹤》（2004）系列作品，以羅蘭．巴

特的「此曾在」，以及相機的機運，認為作品將過往的鄉愁擲向廣大的虛空狀態42，

                                                 
40 聖城：被聖化的家庭建築及家族成員的聚合體，指陳順築作品中的家人、房屋、小島的土地、

海岸、海洋、天邊、雲彩、太陽等元素的整體結構。亦為陳順築創作的重要原型。黃海鳴，〈重建

聖域及召聚遊魂的介面、箱子及場域－陳順築的「家族攝影裝置」小回顧〉，《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21。 
41 遊魂：指家族中死去的親人，和離開家宅、小島，過著不同生活漂泊他處的親人，一如澎湖人

的宿命。在陳順築作品中的遊魂亦可為消逝的童年。黃海鳴，〈重建聖域及召聚遊魂的介面、箱子

及場域－陳順築的「家族攝影裝置」小回顧〉，《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21。 
42 鄭慧華指出鄉愁是陳順築作品的詮釋，而陳順築創作中特有的森冷與疏離，更以一種迂迴的方

式彰顯了擲向虛空的情愁。並引用米蘭•昆德拉（Milan Kundera）在《無知》中的描寫：「……他們

的鄉愁越是濃厚，這鄉愁就越會把記憶掏空。……因為鄉愁不會強化人的記憶力，鄉愁不會喚醒記

憶，鄉愁自給自足，它滿足於自身的情愁……。」鄭慧華，〈追憶那不復記憶的虛空與鄉愁－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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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的消逝與存有間，以殘骸般的死亡訊息，反諷生命消逝的宿命，其中提及

陳順築對作品的說明，各種照片及物件的使用是「物質化永恆」43的意涵，但無再

繼續深討物質化永恆與各年代作品的關係。 

  劉宇彬《鄉關何處：論陳順築的家族照片與原鄉圖像》碩士論文於 2007 年出

版，其藉由歷時性的圖像分析，探討陳順築並非一味指向鄉愁之路，其影像是具

有多元指涉意義，並讓觀者注視在其家庭照背後的懷舊與回憶機制。劉宇彬以記

憶理論、寓言理論、精神分析理論歷時的呈現陳順築的作品。 

                                                                                                                                               
築四季遊蹤系列〉，《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41。 
43 鄭慧華，〈追憶那不復記憶的虛空與鄉愁－陳順築四季遊蹤系列〉，《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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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背景 

 

第一節 視覺符號分析理論 

 

照片並不僅僅是一種產品或一種途徑，它還是具有結構自立性的一

種對象；在絲毫不考慮將這種對象與其使用分開的情況下，應該預

想到一種特殊的方法，該方法先于社會學的分析，並且只能是對于

這種特殊的結構即一幅照片的內在分析。 

羅蘭．巴特44 

 

弗迪南．德．索緒爾 

  弗迪南．德．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生於瑞士日內瓦，

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他將語言學塑造成一門影響巨大的學科，其內涵存在於各

種理論的中心。索緒爾認為語言是基於符號及意義的一門科學－稱為現代符號學

（Semiology or Semiotics），其詞語語源引自希臘語。《普通語言學教程》為符號學

的思想根據之一，其為索緒爾於 1906 至 1911 年間，在日內瓦大學的課程講義，

由二位學生整理而成，其本人並無作品傳世。 

  萊普斯基提出，教程發表幾十年以來所形成的用一系列二元對立等觀點來介

紹索緒爾的傳統是不可靠的，它們往往成了那些遠離索緒爾思想的理論探索的出

發點。他不贊成這樣一種傳統，但郤仍按這一傳統來介紹的理由是，索緒爾對現

代語言學的影響正是產生在這個框架內。45 

  索緒爾將（sign）符號分為能指（Signifier）及所指（Signified）二個部份。意

                                                 
44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4。 
45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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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為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為符意的意義概念，由二部份組成為符號的整體。索

緒爾的 “代數學”就是符號的意思，“每一項都是複雜項”的意思是，每一個單元都

可能成為多種玩法（即代碼）、多種意義的承擔者。46其語言的單元和代碼之間存

在著某種微妙的“流動”關係，即能指及所指兩者之間的關係為任意性的，沒有必然

關連。 

  語言及代碼間存在著微妙的“流動”關係，此關係並不同於撲克牌的單元及打法

之間的變換關係。索緒爾以“長河”、“袍子”和“補丁”的比喻來理解是十分傳神的。

47補丁（圖１）中心為舊單元，至最外圈為新單元，舊單元進入了新範圍就成了補

丁。亦可說漢字集合就相當於一件袍子。其中絕大部份單元都是補丁，而且不只

一次地做過補丁。顏色即是一種補丁，它多次的被使用並賦予各種意義，如白色

的恐佈意義／純潔意義，紅色的革命意義／正義的意義／權利的意義／慾望的意

義。在王志敏所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一書中分析《瘋狂歌女》、《這裡黎明靜

悄悄》、《開國大典》、《戀人曲》四部影片之中的棕色調，其具兩種含義：即歷史

感和失落感，這兩個含義間的距離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在他們之間建立起轉義的

聯系的確需要某種過渡，因此可以把它們看成是具有了一種補丁的關係。 

 

 

 

 

 

 

 

 

                 

圖１ 補丁48 

王志敏（1993 年）提出新比喻：“典喻”（圖２），語言系統（langue）包含三

                                                 
46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6。 
47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7。 
48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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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關的術語：純單元、代碼、碼化單元。以字典的角度來解釋此三術語，純單

元可設想成一種語言的詞，碼化單元相當於一種語言詞典正文中被解釋的詞，而

代碼為一種語言的某種語法規則總滙，即法典。我們讀書遇見不懂字句時，便查

字典，以瞭解關於該字的字義和用法的某種解釋，即字典的碼化功能。然字典的

碼化功能並不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無法僅靠字典而瞭解本文。字典僅對純單元

進行某一程度的碼化，並不提供全部代碼。而原則上，要真正讀懂所有的本文，

必須了解全部的代碼，然此舉不可能。由漢代《說文解字》收納 9353 個字，至清

代《康熙字典》收納 47035 個字的擴增狀態，即可知其水流湍急、不斷擴大的繁

增狀態。 

 

                      純單元（碼元） 

                  語言系統（langue）   碼化單元 

語言（langage）            代碼 

                  言語（parole） 

                        

                   
     圖２ 典喻49 

 

 

  羅蘭．巴特歸納：每個符號（signe）中都包括或蘊含著三種關係。分別為一

種內在關係，以及二種外在關係。除了內在關係為意指與所指結合外；其次的兩

種外在關係：其一是潛在的，它將符號與一個蓄聚其它符號的特殊貯槽結合起來，

符號由這貯槽抽出後再插入論述中。其二是實在的，它將陳述中前後相連的符號

結合起來。50 

  第一層內在關係亦為象徵性關係，如十字架「象徵（symbole）」基督教，紅

色「象徵」禁止通行，並且此種關係不僅見於象徵中，亦見於符號中，粗略而言，

                                                 
49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7。 
50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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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乃是些純粹約定俗成的象徵。51 

  第二層關係中意味著，每個符號皆有一個蓄聚形式的有組織貯槽或「記憶」，

符號與這些形式有所區別，而其間那份差異雖絕小至微，郤足以造成意義轉換，

例如紅色之意指禁止，無非是因其系統化地與綠色及橘色相對立，即使無其它顏

色，紅色亦可與缺色對立；此系統層面的關係又命名為縱聚合體（paradigme）。52 

第三層關係非第二層取決於（潛在的）「兄弟」，而是取決於（實在的）「近鄰」；

一如「homo homini lupus」（人對人一如狼對人）中，「lupus」與「homo」以及「homini」

間維繫著某些關係；又如服裝裡二項元件創造出一過渡性但具有意義的組合，此

稱橫組合性關係（syntagme）。53符號學是索緒爾用以研究人類社會如何使用符號

的科學，有別於傳統文學對語言的歷史演變所採用的歷時（diachrony）性研究，

更指出共時（synchrony）54為解決當下時空語言的內部指涉問題。任何事物都有二

個方面：在時間中持續和在空間中存現55。 

  對索緒爾而言，語言學各項詞項之詞的關係能沿兩平面發展，其中的每一個

平面皆能產生自己特有的價值。共時的（synchronic）一詞表示分析的意思、歷時

的（diachronic）一詞表示歷史的意思，因此，以共時的方式研究某讀本就是探究

其因素之間存在的關係56。以歷時的研究就是檢視旁白故事演變的方式57，而從事

對於前者我們習慣稱之為“物”；對于後者，我們習慣稱之為“事”。“事物”構成了生

活的內容。 

  共時性是所謂直軸分析58，是由讀本中找出隱藏的對立模式（pattern of 

                                                 
51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59。 
52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59。 
53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59。 
54 共時(synchronic)出自於黃新生譯，《媒介分析方法》，台北：遠流出版社，2002。頁 22。“共時＂

意指以共時方式研究某文本就是探究其因素之間存在的關係，而從事“歷時的＂研究是檢視旁白故

事演變方式。 
55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頁 19。 
56 黃新生譯，《媒介分析方法》，台北：遠流出版社，1992。頁 22。 
57 黃新生譯，《媒介分析方法》，台北：遠流出版社，1992。頁 22。 
58 Arthur Asa Berger 指出直軸分析時應避免下面幾種錯誤：第一、找出正確的對比（不是找出否

定）。譬如：「窮」是「富」的對比，不應該使用「不富」或「不窮」等字。第二、要確定你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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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ion）。羅蘭巴特指出此又稱為聯想平面，是除了話語外，那些具有共同點的

單位在人的記憶中，通過聯想合成其中有各樣聯系的詞組群59。第二種為歷時分析

60是所謂橫軸分析，即強調形成旁白故事的連串事件。橫組合是空間基礎上符號的

結合，在人類口語中，這一空間是線性的和不可逆轉的，是語鍵的。在語鍵中各

項真以存在的形式聯結起來；此分析活動為意義的切割61，橫組合聯系更接近於言

語62。 

羅蘭．巴特在《符號的想像》裡指出：單一視點侵越整體意指現象，以致於

在符號學上似乎可說有不同的意識（在此指分析者的意識，而非符號使用者的意

識），因為，在選擇某一關係作為主軸的行為中每每隱含著某種意識型態.。由象徵

性意識來看符號的深度面向時，可見構成象徵的乃是意指與所指的層疊，彷佛是

筆直豎立在世界上，即便當有人斷言象徵繁多豐富時，亦有如林立般形現，亦即

猶若諸些深厚的關係紊亂無序地並置著，且相互間可說僅透過根（意指）來交流

溝通，並顯得似類比關係，而造成在象徵一詞興盛時期，享有神話般的盛譽，並

以豐富著稱，造成象徵無法簡化為單純的符號，因此內容的力量不斷得凌駕於溝

通形式之上，造成象徵成為富有情感的參與工具，而非溝通形式。因此，後以符

號或意指作用代表之。而象徵意識才於術語間的轉換時宣告瓦解。 

 

兩個符號一經比較，某種縱聚合性的意識會隨之出現，為梅洛龐蒂（Maurice 

                                                                                                                                               
與讀本中的角色、事件相關。 
59 越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論文集》。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頁 299。 
60 Arthur Asa Berger 指出橫軸分析有幾項重要概念：第一、不論任何類別或型態的故事，皆由某些

功能所構成，對於故事之原則至為重要。第二，故事中事件發生秩序非常重要。故事文本的邏輯與

故事中要素的安排，大為影響我們對事情意義的想法。事實上，這就是所謂編輯。黃新生譯，《媒

介分析方法》，台北：遠流出版社，1992。頁 27。 
61 越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論文集》。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頁 299。 
62 羅蘭巴特指出語言與言語有一種相互包含關係。語言是同一社會的人們的言語實踐所積蓄的寶

藏。它是個人印記集體的總結，在每一個孤立的個人這一層面上，它必然是不完整的。完善的語言

總是在說話的大眾中才存在。以歷史發展的觀點言語現象總是先于語言現象（言語促成語言的發

展）。語言是言語的產物又是它的工具，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真正的辯證關係。越毅衡編選，《符

號學文學論文集》，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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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leau-Ponty，1908-0961）所言的「共存調節」（modulation de conexistence）： 

 

字與其活的意義間的關連並非外在性組合的關連，字乃意義之宅

宇，而語言並非智性活動過程的外在附屬物。又，對言說主體及聆

聽者而言，語音動作所實現的乃是某種經驗的結構化作用，某種存

在的調節作用，恰如吾人身體的行為為吾人與他者賦予吾人周遭事

物以某種意義。63 

 

有一個名符其實的符號的想像存在；符號不僅僅是某一特殊知識的對象，而且還

是「觀」（vision）的對象，類似化學家用的分子表示法；符號在意指作用的場域

中移動，並清點符號的配價（valences），勾勒出這些配價的輪廓：符號可成為感

性的概念。64 

 

表１：當代分析與歷時分析的要素65 

共時性 歷時性 

同時 連續 

靜止的 演變的 

體系中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直軸的 橫軸的 

李維－史陀 卜羅普 

 

  所有結構主義活動，無論其是反思性或詩性的，目的均在重建出一「客體」，

以藉此呈顯出該客體的運行規則（功能），因此客體的擬像（simulacre）仍是結構，

而此擬像具有定向且有企圖的擬像。結構人取來現實66，將其分解，復再重組之；

                                                 
63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62。 
64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64。 
65 黃新生譯，《媒介分析方法》，台北：遠流出版社，1992。頁 22。 
66 現實一詞令研究者聯想到現實主義（Realism），又稱寫實主義。一般定意為關於現實與實際而排

斥理想主義。現實主義於十九世紀 30 年代占據歐洲文藝史上主導地位的文藝思潮及流派；亦是一

種創作原則及方法。“現實主義”這個詞最早於德國詩人席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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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表面上顯得微不足道67。其價值存在於結構活動的兩個客體之間，或說兩個時

間之間，有新事物產生了。創作或反思此間並非印製出對世界原初「印象」，而是

確實製造出一個與原來的世界相像的世界，且其間目的並不在於複製（copier）原

來的世界，而是要使其明白可解68。這原客體是擷取自社會的現實抑或是想像的現

實，這無關宏旨：界定藝術的並不是複製之客體的性質，而是人類重建這客體時

在其中所增添的東西：技術本身即是一切創作的本質69。因此，研究者亦不排除了

解部份影像、及物件的象徵內容，好作為推敲各作品的內在意義，以及與其他系

列作品的相互關聯。 

                                                                                                                                               
Schiller，1759 年 11 月 10 日～1805 年 5 月 9 日）在 1789 年 4 月 27 日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 年 8 月 28 日～1832 年 3 月 22 日）的信中使用。1850 年 9 月 21 日法國作家尚弗勒

里在《秩序報》上發表了一篇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 年 6 月 10 日～1877 年 12 月 31 日）

的文章《藝術中的現實主義》。1955 年巴黎世界博覽會庫爾貝兩幅畫作遭主辦單位貶抑而未能入

選。尚弗勒里同小說兼批評家杜朗蒂創辦了一本名為《現實主義》的刊物。1857 年尚弗勒里在論

文集《現實主義》的序言裡，稱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是現實主義方法的

創始者之一；同時列舉了一批英國和俄國作家的名字，企圖給現實主義某種綱領性的東西。歐洲《現

實主義》文藝流派正式成形。於十九世紀 30~40 年代形成並取代浪漫主義。取自：“大唐網＂，

2010。http://info.datang.net/X/X0493.HTM（2010 年 5 月 30 日）。繪畫上的寫實主義相對於抽象主

義，令研究者熟悉的巴比松畫派盧梭（Étienne Pierre Théodore Rousseau，1812 年 4 月 15 日～1867
年 12 月 22 日）及米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 年 10 月 4 日 1875 年 1 月 2 0）即屬之。 
67 由羅蘭．巴特指出若干人士則據此表示，結構主義的工作亳無意義、乏味、徒然。陳志敏譯，《符

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69。而研究者在寫作論文的早期亦

是抱持相同的看法。 
68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69。 
69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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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蘭‧巴特 

 

在某些繪畫裡，具有一些編碼成份、修辭方式、時代象徵符號；但

是，沒有任何意指活動單位指的是精神狀態，這種精神狀態就是一

種存在方式，而不是具有一種結構訊息的對象。                 

羅蘭．巴特70 

圖３  羅蘭．巴特 影像本質的追尋71 

 

羅蘭‧巴特（Ro1and Barthes）是20世紀馳名國際的法國文論家。他提出「作

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與「零度寫作」（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的文評

理論，引爆文學界與學術界的震撼，也掀起影像閱讀的新觀念，形塑巴特的無限

魅力。 

                                                 
70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12。 
71 由研究者整理。〈攝影訊息〉〈影像的修辭〉〈第三種意義〉收納於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

蘭．巴特著），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Ro1and Barthes 

攝影文章及著作 
年代 概要 影像的追尋 

〈攝影訊息〉 

(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1961 年 意指（Denotation）、意涵(Connotation) 
符號學 

〈影像的修辭〉 

(Rhetoric of the Image) 

1964 年 以沒有符碼化的訊息來界定照片 疑問與離開 

〈第三種意義〉 

(The third Meaning) 

1970 年

顯義（sens obvies）（溝通）、 

晦義（sens obtus）（象徵） 
界清 

《明室》 

(Camera Lucida) 

1980 年

知面（Studium）（細節）、 

刺點（punctum）（曾幾何時） 
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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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特在〈攝影訊息〉（The Photographic Message）一文由新聞攝影的分析出發，

並確立新聞攝影是兼具文本及照片二種訊息實體，並分別由詞語及照片的線條、

表面及色調所組成，它們比鄰而居，並非均質性的同在。與新聞照片同時出現的

文字，即為語言學結構；而另一種照片的結構分析吸引羅蘭‧巴特的注意。新聞

攝影是一種訊息，訊息乃由一個發送源（source emettrice）、一個傳送渠道（canal de 

transmission）和一個接收環境（milieu recepteur）組成的。72而發送與接收的研究

方法皆為社會學的範疇，但是，對於訊息本身的分析方法則只能是不同的：不論

訊息的來源和用途如何，照片並不僅僅是一種產品或一種途徑，它還是具有結構

自立性的一種對象，應該預想一個特殊的方法，該方法先于社會學的分析，並且

只能是對于這種特殊的結構即一幅照片的內在的分析73。由對象到圖像，常會出現

簡約（reduction），包含大小、視角、顏色，為了將真實過渡至照片，並不需要將

真實切分成單位，並將這些單位組織成對象的在實質上有區別的一些符號，讓觀

者透過符號來解讀這個對象，因此在對象及圖像之間並不需要安排一個中介的編

碼處理，照片因此非真實，但無可否認它是一個完美的相似物（analogon）。因此，

照片是一個無編碼的訊息；並且可得出一個推理：攝影訊息是一種連續訊息。而

新聞攝影相片是符碼化(codified)74的影像：攝影師在拍攝過程中，依循即存社群傳

統一貫的文化／語言溝通架構及形式，使原來「真象」改頭換面。75照片以整體來

看是一種傳達訊息的媒介（Medium），將攝影的意義用符號學中的意指（Denotation）

及意涵(Connotation)來表示76。除了在攝影，甚至還包括圖畫、繪畫、電影及戲劇

裡，皆包含著兩種訊息：一種為外延的，即相似物本身；另一種為內涵的，它是

社會在一定程度上藉以讓人解讀它所想象事物的方式。在本文之中，羅蘭．巴特

                                                 
72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3。 
73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4。 
74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9。 
75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5。 
76 陳學聖，〈在明室中看攝影的本質〉，《攝影天地》，1997。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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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思索新聞攝影與藝術攝影的不同，新聞攝影的訊息在某種程度上讓真實之物

充滿其實體，不留下第二種訊息的位置，此時，在這種被文化化的訊息結構當中，

以一種如數學般的科學結構，即唯獨外延訊息充滿了該訊息，並成為一種完全相

似的感覺77。因此，若要準確的加上描述是不可能的，描述在於為外延訊息補加上

第二種訊息，這種訊息是在一種編碼即語言中提取的，並且它最後通過與照片的

相似物進行比照而構成一種內涵。此種描述不僅僅是不准確的，或不完全的，它

還改變結構，它在被指出的東西之外，還意味著別的東西。攝影是否不可能離開

語言架構，去成為一個沒有負載符號的訊息？ 

  巴特在〈影像的修辭〉（Rhetoric of the Image）一文中其實已離開了符號學並

定義影像的意義78，相片在觀者意識上展示的並不是被攝物的現實存在（任何的複

製皆可引起此復制），而只是一種曾經在此（avoir-ete-la）的意識，因此，涉及到

空間－時間的一個新的範疇：直接局部的和先前時間的範疇，會在在此與從前之

間出現一種非邏輯性的結合。照片乃是一種真實的非現實性；它的非現實性是在

此的非現實性，照片從未像一種幻覺那樣被體驗，它根本就不是一種在現場79。是

一種彷佛的意識，照片上的是被攝物曾經存在（l’avoir ete-la having been there）80。

非與電影奇妙的虛構意識結合在一起，照片與電影乃是一種對立，照片以某種方

式躱避歷史，並代表了即絕對新穎又最終不可逾越的一種“晦暗”人類學事實；人

類第一回體驗一種無編碼的訊息。81在此文中巴特提出沒有符碼化的訊息來界定照

片。在此處可看見符號的第三種訊息（象徵的、文化的或內涵的訊息）符號，是

                                                 
77 整理至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6。 
78 巴特由古代字源學去考慮影像之本質。“image＂一字的字根是 imitari，即複摹（copy）或類比

表象（analogical representation）之意。同時真正的符號系統（sign system）是這類的表象所產生。

巴特並思索影像中顯示的意義有無窮盡之地？如有，則不受意義控制之外是什麼情況？此時，巴特

由攝影所開展的時空來考慮攝影本質。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

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1995。頁 10。 
79 整理至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33。 
80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0。 
81 整理至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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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連續的 

  〈第三種意義〉（The third Meaning）將照片影像與文化語言系統／建制劃清

界線，提出影像有三種層次上的意義。第一層為溝通性（communicative），是最直

接的訊息供應，如學者坐在書架前高談闊論，週遭佈置強調照片中主角的學問及

其權威性82。其次為象徵性（symbolic）：如愛森斯坦劇照除了傳達照片內容，可能

更是導演／攝影師個人影像經營或表達內心個性或傾向的手法。83上述二者稱為顯

義（sens obvie：obivius）84，可收歸在文化的架構中去理解。第三重意義是晦義（sens 

obtus）：是一種符號學以外的迷離（enigmatic）的聲音，非知識及資訊架構去理解

的、反邏輯、反陳述的、永遠游離在現存（presence）與不存（absence）之間，我

們與之接觸，只能產生感受（emotion）及迷離彷彿(enigmatic)的感覺85。一種完全

離開以傳訊／傳播系統（communication）及指涉系統（signification）作為中心的

意義。 

  結至1980年，巴特出版《明室》（Camera Lucida）一書，書中指出明室是一

種比攝影更古老的描像器名稱，藉之可以透過一三棱鏡來描繪一物，一眼看著被

畫對象，一眼看著畫紙；布郎修說：影像的本質完全在於外表，沒有隱私，然而

又比心底的思想更不可迄及，更神祕；沒有意義，卻又召喚各種可能的深入意義；

不顯露卻又表露，同時在且不在，猶如美人魚西衡娜的誘惑魅力。 

  《明室》一書開宗明義表示其為攝影本體論86，並與攝影美學分清界線。攝影

                                                 
82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1。 
83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1。 
84 即放置在前景的意思。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

影潮流》，第 107 期，1995。頁 11。 
85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2。 
86 本體論（ontology）又譯為存在論、存有論，其英譯源自希臘語ον（存有）和λόγος（科學、

研究、理論）的組合。是形而上學的一個基本分支。柏拉圖學派認為：任何一個名詞都有一個實際

的存在；另一些哲學家則主張一些名詞並不代表存在的實體，而只代表一種集合的概念，包括事物

或事件，也有抽象的，由人類思惟產生的事物。例如：“社團＂就代表一群具有同一性質的人組成

的集合；“幾何＂就代表一種特殊知識的集合等。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一書正文後附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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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photo-graphy）是一種「光的刻劃」87，攝影負載的只是一個攝物的影子，

是對真實的某一時刻完全物理性的參與。巴特認為此為攝影最原基的性質，捨此，

攝影不能成立88。對此，那麼觀者所處的位置為何？即是返回最簡單直接、最當下

的「我」作為出發點。 

   巴特於《明室》一書中，由經驗及實證的角度切入，歸納照片有二種元素

－知面（studium）和刺點（punctum）。知面（Studium）此字並不意指「學習」，

至少不直接謂此，而指對一項事物用心，對某人有好感，是種一般的投注，無疑

具有熱忱，但並不特別深刻劇烈。89非意指單純只是指示或告知的功能性細節，泛

指照片中令人喜歡或覺得有趣的層面，此種喜歡並無感情上的投入90，似發現攝影

者的企圖，贊成或反對之際但又總在了解它，此由文化層面發展而來，也可說是

大多數人都可找到的一些線索來切入元素，具某種教育功能，有時會有一些內含

知識（intraknowledge），雖無法構築事物全貌但令人更親近它一些，不過因攝影的

偶然性（contingency），觀者所發現的知面可能是攝影師所預料之外的，所以攝影

師常使用一致性（unary）或可讀性為手段來指示一個較明確的訊息（意涵）91。 

  騷擾知面的第二元素，我稱之為刺點（punctum），因為此字又有針刺、小洞、

小斑點、小裂痕，還有擲骰子，碰運氣的意思。相片的刺點，便是其中刺痛我（同

時謀殺我，刺殺我）的這一危險機遇。92由細節而擴散（expansion）成為感觸內容：

                                                                                                                                               
「筆者對第二組反駁的答覆」最後一部分中對「本體」的定義是：「一件東西，以它為主體直接寄

託著、或者以它為依靠存在著某種我們理會到的東西，即我們心裡有實在觀念的某種特性、性質或

屬性，就是本體。因為嚴格來說，我們對於本體沒有別的觀念，只認為它是這樣一個東西，其中形

式地或卓越地存在著我們所理會的東西，即客觀地在我們的某個觀念裡面的東西，因為天然的光亮

告訴我們，無是不能有任何實在的屬性的。」本體論。“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5 月 30 日） 
87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2。 
88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2。 
89 許綺玲譯，《明室》，羅蘭．巴特著，台北：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36。 
90 陳學聖，〈在明室中看攝影的本質〉，《攝影天地》，1997。頁 14。 
91 陳學聖，〈在明室中看攝影的本質〉，《攝影天地》，1997。頁 14。 
92 許綺玲譯，《明室》，羅蘭．巴特著，台北：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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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吸引「我」的，往往不是運用已知的知識去作理解／批判，而是令「我」感

性地產生莫名的震盪的細節，像照片所射出來的箭一樣刺痛我，也由刺痛帶動我

去細細品嚐、去思想。某種動力帶觀者去想像93。無論攝影師風格多強，都不能抹

煞（That has been）／此曾在（ca-a-ete）被攝物曾經存活在的本質，欣賞者投注其

中，不純粹是視覺的觀賞，而是由刺點的細節發放進入一個幻想的空間，而與被

攝物做身體力行的接觸94。 

  曾經存在（that has been）指使我疼痛的刺點擴散到我的感觸意識，我會意識

到，此幻想重現的空間，其實是次等（secondary）的空間：指此空間滲入了時間

的轉化，照片所拍攝的是一真正但經過、存在的空間，曾經存在成為刺點的第二

定義，為集中理解第一定義的強度性（intensity），對家庭照的切身感受，正為「曾

經存在」的感慨而劃出時間向度的裂痕上，攝影機從時間之流中抽割而出的那一

刻，透過照片再現眼底，證據確鑿的標示著實存，時間在攝影活動中被空間化，

也永恆化。「曾經何時」只存在我的回憶及幻想中，因意識到時光不再的強烈時間

感。照片中並非一片平面影像，而是一個存在，一個靈魂，一個無代替的一個人、

死亡、主體與客體的輪唱、一種繁衍與生殖。巴特末了在《明室》裡對攝影本質

的追尋成為一種與研究者被喚至作品前的感受一般，同時並有許多過往經驗的召

喚，亦也成為另一篇已發表的小文章。關於本研究的作品分析亦是按著相同的追

尋方式演進。 

                                                 
93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3。 
94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

199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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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柏格森論時間與記憶 

 

  本節的目的不在全面性的研究柏格森意涵豐富的哲學思想，而是就其與時

間、記憶及物質相關的二本著作《時間與自由意志》、《物質與記憶》進行概念性

的整理。以便於進一步應用來分析陳順築藝術作品之意涵。 

 

一、 前言 

 

  十九世紀法國的哲學思潮，分為三大趨勢：一為以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為代表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e)、主張社會進化三階段：神學的、

形上學的、實證的三基本法則95；二為以查理．雷怒威(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

為首的觀念論(idealisme)，或稱「新批評主義」，乃受康德影響而攝取實證主義與

觀念論之精義而立說者96；三為以孟德比郎(Maine de Biran：1766-1824)與偉特．古

善 (Victor Cousin ： 1789-1860) 為 先 導 的 「 精 神 主 義 的 實 證 主 義 」 (positivisme 

spiritualiste)，柏格森的哲學乃屬於此一趨勢，意指以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論證、

融合形上學的思想潮流97。 

  法藉猶太裔柏格森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生命哲學(life philosophy)的哲學家98。一

九二七年柏格森以他在一九０七年的主要論述：《創造進化論》(L’Evolution creatrice)

獲得諾貝爾文學獎。 

  柏格森哲學主要探究生命的本質，而與生命息息相關的時間，則是其哲學的

                                                 
95 吳康，《錫園哲學文集》，台北：華國出版社，1961。頁 505-506。 
96 吳康，《錫園哲學文集》，台北：華國出版社，1961。頁 506-549。 
97 吳康，《錫園哲學文集》，台北：華國出版社，1961。頁 505-506。 
98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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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99。柏格森認為自亞里斯多德以來的時間觀是一個長久的基本錯誤100，因

為，時間的本質仍是人的意識，而不是物體的運動，且真正時間與生命一樣都是

不能分割的。此外，柏格森也注意到康德將時空視為感性作用的先驗形式，但批

判後者將時間視為與空間般同質，以至於時、空互相混淆101。因此，在《時間與

自由意志》一書以科學實證的方式分析意識，證明「時間」，並提出反實證主義的

《生命哲學》。 

  柏格森哲學隨後影響「意識流102」文學的興起，並激起大眾的討論。《追憶似

水年華》的作者馬塞爾．普魯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在巴黎大學求學時

結識哲學家柏格森，其思想對普魯斯特的創作產生了深遠的影響。台灣學者尤昭

良博士出版《塞尚與柏格森》（2003）一書，對柏格森哲學進行部份的歸納及整理，

並做為分析塞尚繪畫的理論工具，藉由塞尚畫作中的幾何圖形與柏格森理論的概

念圖作為相似性的歸因，並指出塞尚畫作受柏格森風潮影響。尤昭良對於柏格森

理論的歸類可做為研究者分析陳順築藝術作品的參考，與其不同的是，研究者試

圖以陳順築作品中的物件的排列及呈現方式，進一步分析創作中所呈現的記憶意

涵。然柏格森對意識、知覺的開發，與其所倡導的哲學方法：直覺，與藝術家的

天賦心智能力頗為相似，直接去除外在表象並進行直接的認識。柏格森的支持者

                                                 
99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2。 
100 時間的論證，可遠溯至古希臘哲人齊諾（Zeno of Elea, c.460 B.C）有關運動的各項論證。齊諾

為了維護其師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 c. 540-470 B.C）有關存有為「一」，而不是其對手畢達格拉

斯學派（Pythagoras, c. 570-469 B.C）的「多」，精心設計了使用畢氏的數學方法──無限地分割空間

距離──因而在「阿奇勒斯與烏龜賽跑的論證中」，荒謬地推論出飛毛腿阿奇勒斯竟無法追上行動遲

緩、但先跑一步的烏龜之結論；換句話說，齊諾由此運用了畢氏的方法，導致與畢氏主張矛盾的結

果：「變化與空間是不可能」。亞里斯多德之後認為時間是物體運動或變化的連續，由於事件之前後

發生，而使人意識到時間的流轉，沒有變化或運動也就沒有時間可言，時間可以做無窮的分割與延

伸。柏格森的立場不同於齊諾，但他對齊諾的論證方法保持批判與欣賞，並有助於他後來發現「真

實的時間」和生命亦不能以數學來分割。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

頁 162。 
101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2。 
102 柏格森對「時間」、直覺的論證及奧地利精神分析學家弗洛伊德的無意識結構和夢與藝術關係的

理論，都對意識流文學的發展有過重大影響。意識流文學家尚有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威廉‧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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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慕(T. E. Hulme：1883-1917)103曾言：「他並未創造任何新的藝術理論，那有些荒

謬。但似乎對我而言，他所做的是：藉由對特定精神程序的精銳分析，他使我們

更加準確地陳述對於藝術的感覺，並較少品質的扭曲。」因此，柏格森哲學具豐

富的美學思辨，不可忽視柏格森對於後現代美學思潮的影響，尤其是意識流，因

此有必要進一步推敲柏格森原初所指的內容，雖然其所指的內容專注於意識層面

的分析，或許是進一步瞭解映射潛意識或與其對照的工具。 

 

二、時間與自由意志 

 

  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一書中，由分析意識，進而探討「真實的時間」，

即「綿延」，並與習以為常的「表象時間」區隔開來。人們因長久以來被要求以語

言文字來表達自己，反而受限於語言文字；此因語言文字要求人在表達思想與意

識活動時，以如同物體般清晰明白的方式來表達，如此一來意識被同化為物質104；

時間就被時鐘給取代，成為物質化、空間化的片刻分割。柏格森對各種意識樣態

進行分析，並將時間區分為二種：一是外延的(extensif)、可量的物質，另一為內斂

(intensif)的、不可量化的意識。意識作用的複雜多樣與交織穿透，構成「變化不可

分的繼續」(continuite indivisible de changement)，整體就是綿延不絕之生命體，它

是不可分割的自我，有如長流般的永遠向前演進；而不同的意識強度乃表示不同

強度的生命力。因此，人們應憑諸直覺的同情共感，而不是以理智的推理分析去

把握它105。尤昭良指出柏格森以音樂為例，說明美感經驗是由「暗示」，而非「呈

現」來傳達，若行諸造形藝術，則是以凝定的姿態來「暗示」其豐富情感；以一

個微薄的「暗示」，使那意象「充滿我們心靈的全部」，而不是把情感直接逼迫的

                                                 
103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2。 
104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3。 
105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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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來。106因此，綿延是變化不拘的運動，一中含多，多中顯一，是不可分割

的連續體，一如生命有許多不可拆離的部份，並且是完整的有機整體。 

  柏格森提及意識的樣態的多樣性，強調多樣性有二種形式（圖４）：一為「量」

的、可數的、同時並置(juxtaposition)於「空間」向度的多樣性；二為完全屬於「質」

的、不可數的、交織穿透(interpenetration)成為一個整體的綿延，這才是真實又具

體的時間，而「表象時間」只是綿延的象徵物，象徵性的呈現在空間裡。柏格森

又進一步指出：「意識所覺到的內在綿延不是旁的，而只是意識狀態的互相溶化以

及自我的逐漸成長。」107而「量」與「質」分別代表二個層次不同的自我，一是

表層意識、清楚分明、社會化的「表層自我」；另一為深層意識、瞬息變化的、各

種思緒交織穿透而組成的「深層自我」108。 

 

 

 

自然 表象 空間、量、表層自我（表層意識）、靜止、分割、斷裂 

實在 綿延、質、深層自我（深層意識）、運動、整體、連續 

 

圖４ 表象與實在109 

 

綿延是真正自我，柏格森並以「帷幕」比喻「表層自我」，它遮蓋了「深層自我」

並使其隱晦難知。如圖５，柏格森以三叉路般的「幾何象徵」（表層意識）來代表

左右為難的狀態，但在綿延（深層意識）裡，並不預知並置在空間中Ｘ與Ｙ二個

叉路的存在，縱使我們不在紙上畫出一個象徵的幾何圖形，但只要我們將那自由

                                                 
106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6。 
107 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吳士棟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13。頁 79。 
108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7。 
109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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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加以分割為若干接續的階段，即相對動機的概念：「猶豫不決」與「抉擇」，

則我們被迫地，甚至、幾乎不自覺地想到它，因而以一種語言的「形象作用」（結

晶化）110將那幾何象徵圖形遮掩。如柏格森所言：「這些都是象徵的說法，其實不

是有二種傾向，甚至不是有了兩個方向，而是有了這樣一個自我：它真在通過他

的猶豫不決在生長著與發展著，一直等到自由的動作瓜熟蒂落出現時為止」111。

它們是深層意識裡各個念頭剎那交織穿透，而綿延發展下來，不可分割的整體歷

程112。因此，柏格森強調「運動」、「變化」與「整體」為主導概念，綿延為哲學

核心，分辨質、量兩種多樣性，並延伸實在、表象及語言具有三個層次：一層為

「深層意識」、「綿延」、「交織穿透」；二為「表層意識」的「幾何象徵」；以及以

語言表達的「形象作用」，即結晶化。而陳順築藝術作品中的各種物件、現成物亦

得被視為某種為「結晶化」－交織穿透的元素，共同組成作品中的一具體象徵。 

 

 

圖５ 綿延與幾何象徵113 

                                                 
110 語言的形象化作用，表示柏格森對概念化語言之不完全信任態度：語言不但不能表達深層意識

之超言說實在，甚至，語言本身的「形象作品」還將表層意識的「幾何象徵」也一併遮掩。「結晶

化」又譬喻為語言文字有如概念的結晶化，並代表獨立分明的圖象，為進退兩難或左右搖擺的空間，

造成不綿延的結果。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0。 
111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1。 
112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9。 
113 轉引自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31。研究者於 2010 年五

月以電子信件向尤昭亮博士請教，此圖中的各項英文字母只是幾個符號並無特殊涵義，亦可換成其

它字母，不必想成某些字的縮寫。 

Ｘ Ｙ

Ｏ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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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質與記憶 

   

  柏格森將綿延哲學，運用來探討一般的心理問題－記憶，並完成《物質與記

憶》一書。他主張「記憶」是「心」與「物」（心靈與身體；精神與物質）會合的

處所。對記憶精密的研究，可以使人了解「思想」究意是腦髓（物質）的作用，

或是純粹為一獨立之精神體，如此一來即能解決歷來「觀念論」與「實在論」各

執心、物一端的衝突114。柏格森折衷觀念論與實在論，並提出介於「觀念論」的

「再現」（representations）與「實在論」之「事物」（chose）的中介物：影像(image)

來。於是，就常識而言，客觀事物是存在於自身；而他方而言，事物自身又如圖

畫般，為人所感知──此即影像──卻是存在於其自身之影像。而所謂「物質」，對

柏格森而言，乃是「諸影像之全體」(un ensemble d’images)，亦即是「宇宙」(univers) 

115。他認為宇宙中的「優先影像」(image privilegee)是人，人與外在影像交互作用

影響，諸影像傳遞運動於人之身體而產生知覺；身體又將運動加以抉擇後，以行

動反送諸影像。他認為腦是行動的工具，是知覺藉以接觸外物之途徑，而記憶的

作用在於保存過去，此二者的性質與功能不同，純粹知覺是對當前變化不居影像

的認識及反應，純粹記憶則保存過去諸影像於精神狀態中，前者相應於物質，後

者為精神，二者性質各異，但彼此聯結在「優先影像」大腦中，彼此交互作用，

記憶存在大腦，但腦並不是意識或思想，因此意識藉由記憶的作用，一方面愈能

保持過去，他方面藉由知覺，也愈與現在結合，因此，過去與現在連續一氣，變

化不斷116。而「身體」－「優先影像」即人對於宇宙之知覺與認識。 

  柏格森論及認識活動時，以「圓環」（如圖 6）比喻明晰的知覺向心靈呈現的

運動是輪環般反覆轉現，而非直線式無法重覆或反省者。他說：「我們明晰的知覺

                                                 
114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70。 
115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3。 
116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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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可以用一個緊密的圓環為比喻，知覺影像向著心靈運動，記憶影像即投射到空

間裡，一個跟著一個而成了連環。」117，明晰的知覺即「注意」118的知覺，而另

與直覺119關係密切的「注意」，一則是精神上的後退運動，上溯各層回憶；二則也

是一種心力的集中，強化現在知覺；三則它還是一種反射作用，將與對象相類之

影像投射於前端，以上三者密切相關而構成層層「迴圈」。柏格森並以圖６來描述

記憶，以小圓Ａ為最近於直接的知覺，此小圓只包括對象Ｏ與復遮蔽對象之殘影，

其後有大圓Ｂ、Ｃ、Ｄ和智慧擴充的努力程度相應，遍通各圓便是記憶的全體，

因為記憶常常是現在的，而且記憶因為有彈性可以擴張，而能把許多啓示反射在

對象上，有時關於對象自己的內容，有時關於對象的補助事件。如此，等到把所

知覺的對象重新造成一個獨立的全體以後，我們把離他很遠的諸狀態重新集合起

來和他共成一個體系，若以 B’、C’、D’表示向深而進的層次，這漸次加深的原因

即在對象中，並暗中即和對象共存，則可知注意之進行必致不僅重新創造所知覺

的對象且把和對象相結合而又擴張不絕底體系重新創造了；所以Ｂ、Ｃ、Ｄ等圓

表示記憶之擴大的層次，而其反射之Ｂ’、C’、D’便表示達於實體之深入的層次120。

因此上層較大的迴圈為智慧的擴充，而下層較深的迴圈是對對象之實在。柏格森

藉著分析「注意」的迴圈，說明了記憶與知覺之間的密切關係，記憶透過知覺，

反射、擴充人至漸次加深的實體121。將圖６與圖５相互對照可瞭解此乃心物合一

的會聚狀態。 

                                                 
117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4。 
118 注意是從過去的記憶中選擇適當的影像，再反射到現在之事物上。是精神的集中與後退的運動，

而其專精純一便可產生直覺；由於意識注意於特定對象，所以並不散逸於諸繁雜事物；並且記憶自

此後退、反省，不斷地選擇各種相類似的影像以滋養並強化現在知覺，使其增益創新。尤昭良，《塞

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4。 
119 此處所指的直覺是一種廣義的心理能力，稱為哲學的直覺，乃人所天生具有一如本能，但並非

本能即是直覺，而是本能之淨化、昇華，去除了社會成規與理智的分析，心力集中地深入對象之中，

進而與之產生「同情共感」（sympathy）的直接知識，在動物為本能，在人為直覺；故直覺是與理

智程序相反的一種精神洞觀，它一反以理智探析事物固定的恆常性，改而注意到世界持續的變化

性，它又是一種凝神注意，柏格森認為直覺用以輔助理智，並非反對理智，它超越推理分析與語言

文字，而直接掌握內在的綿延。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6。 
120 柏格森，《物質與記憶》。（張君譯）。臺北縣：先知出版社，1976。頁 154-155。 
121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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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圓環122 

 

  柏格森認為知覺與記憶的關係是，知覺是對諸影像（物質性）的直接認識，

而對過去諸影像（精神性）的保存則為：記憶，而大腦（身體）是維繫二者的中

介物，它將現在的知覺，連結於過去的回憶，達成對宇宙的認識。他並以圖７來

說明知覺與記憶在時間、空間中的關係。我們的現實知覺與潛伏知覺在一水平線

ＡＢ上延兩線而長，這個水平線包含空間上之一切同時的事物，在其垂直線ＣＩ，

繼續喚起的憶念仍順置其上。Ｉ點位於兩條線的交叉，乃是在心意上唯一現實的

123。Ｉ點，位於兩線之交叉，乃是唯一能被意識到的一點，但何以我們在ＡＢ線

上之實在未全然知覺，卻仍毫不猶豫地認其為真實的；相反地，在ＣＩ線上，只

有實際上被知覺的現在Ｉ，對我們顯示其為唯一之真存在嗎﹝…﹞空間無限地保

存許多並列的物體；而時間則把之前互相接連的諸狀態併吞於其內。水平線代表

空間向度，具有同時並置所展開的多樣性；垂直線所代表的時間向度裡交織穿透

所累積的多樣性。前者為同時性，後者為連續性124。這是柏格森用綿延的概念，

來解釋時、空狀態如何組構人的行為，且物質及精神交會於身體。 

                                                 
122 柏格森，《物質與記憶》。（張君譯）。臺北縣：先知出版社，1976。頁 155。 
123 張君譯，《物質與記憶》，柏格森著，臺北縣：先知出版社，1976。頁 213。 
124 尤昭良，《塞尚與柏格森》，台北：宜高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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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７ 知覺與記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係125 

 

  另外，身體與時空的關係，柏格森認為，時間在流動之際，稱為「現在」；已

流動者即為「過去」。身體乃是人行動的工具，也是行動的中心。他以圖８中的 SAB

表示累積於記憶中憶念之全體，錐底 AB 處於「過去」，錐尖 S 則始終表「現在」，

時時前進不息以接觸於動作層 P，此 P 表示人（我）對宇宙實際的表象。身體之影

像集中於 S，它同時也屬於 P，所以它祇接收並儲存那些出自 P 之組成的所有影像

的行動。研究者以進行車縫的針車來作為理解，圖７及圖８的 AB 及 P 乃是接受

車縫或針繡的布類，車針永遠在圖７的 AB 和圖８的 P 進行交織穿透，但唯有Ｉ

點及 S 點是現實的及當下的，並往著下一點繼續車縫，針車後的衣物或繡物由圖

７的 AB 成為圖８的 SAB，SAB 成為可用的容器。 

 

 

 

                                                 
125 張君譯，《物質與記憶》，柏格森著，臺北縣：先知出版社，1976。頁 213。 

Ａ 
Ｉ Ｂ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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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８ 身體與時空的關係126 

  
 
 
四、班雅明非意願式記憶 

  繼柏格森於《物質與記憶》中，提出綿延，陳明時間的新思維是以意識所感

受的意識流時間，可前可後、任意拼貼。班雅明127（Benjamin, 1918-1940）從中獲

得啓發，在普魯斯特的作品中，區分出意願式記憶（voluntary memory）與非意願

式記憶（involuntary memory）。意願式記憶是在鐘錶時間的基礎上，對於過去不斷

的填寫與拼貼，如抽屜與玩具箱中的碎屑。非意願式記憶則是對於作為現實性之

過去的引用，其所帶來的瞬間氛圍之希望，是在無意識間，過去印象像浪頭一樣，

突然襲來。128一如圖８之中ＡＢ為最久遠的記憶，在於Ｐ與Ｓ相接觸的某時，意

外的造成ＡＳ非意願式記憶的出現。此處亦是說明陳順築家族創傷記憶的召喚。 

                                                 
126 張君譯，《物質與記憶》，柏格森，臺北縣：先知出版社，1976。頁 226。 
127 班雅明為法蘭克福學派成員之一，是威瑪共和時代天才的「局外的局內人」。他在左翼思想傳統

中，一個無法被歸類的、孤立無援的、著人議論的靈魂。班雅明的思想跳躍，從來就不是一個系統

式的理論家，其思想跳躍於馬克思主義、超現實主義與猶太教神秘教間，因此，亦產生許多創新的

概念，諸如氛圍、冥合、引用、收藏、記憶、寓言、印象空間、辯證印象與靜止辯證法等等，形成

所謂「班雅明咖啡杯」可被讀者自由組合及配罝構成的獨特思想，亦說明了其社會學理論為一種讀

者理論。整理自：石計生，《社會學理論》，台北市：三民書局出版社，2006。頁 214。 
128 石計生，《社會學理論》，台北市：三民書局出版社，2006。頁 197。 

Ｓ

Ａ Ｂ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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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記憶貯存器 

 

擬像是添加於客體上的理智，此份理智具有人類學上的價值，因其

即是人自身，以及人的歷史、處境、自由，甚至自然抵抗人類思想

精神的那份抗力。 

羅蘭．巴特129 

 

第一節 視覺的召喚 

 

  藝術家陳順築在二００四年出版《四季遊蹤》畫冊裡記戴了自己對二十年創

作歷程的歸結，共分為下列四種由「造像」而衍生的媒材類型： 

 

一、「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1984-1990） 

 

「直接攝影」之名的由來，陳順築聯結至 1904 年藝評家沙達奇希．哈特曼

（Sadakichi Hartmann）在照相機創作（Camera Work）的展覽評述，呼籲攝影師以

「直接方式創作」，他力勸攝影者製作得像照片而不是繪畫，要求專注於相機與沖

洗底片的根本屬性。在二十世紀上半葉，它經常被認為與記錄攝影

（Documentary-Photography）等同，因為它們對圖像的審視報導之角度相似。130 

陳順築於大學時期在學院之外學習攝影131。攝影是「造像」的絕對媒材，抒

情平實而持續描寫故鄉（澎湖）人文土地交錯的風景132。其「直接攝影」以《影

像．潛像》（1990）為代表，主要描寫故鄉－澎湖的人文風景為主要內容，內容多

                                                 
129 陳志敏譯，《符號的想像》，羅蘭．巴特著，苗栗：桂冠出版社，2008。頁 269。 
130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9。 
131 於 2007-01-26 AM10:30~PM3:00 與陳順築訪談，地點：台北縣新店市陳順築工作室。 
132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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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於風景的寫實風格，作品目前皆為友人收藏。 

攝影畫冊《眼睛的思惟》（1990）於展後相應產生。陳順築認為攝影是「造像」

（雕塑）的絕對媒材，但也因「純」攝影的天然質樸，難以滿足與日俱增的創作

慾，而與之告別。133一如，陳順築在訪談時所提及在此時期，展覽後的內在感受： 

 

《影像．潛像》是我大學三、四年級的作品，當時有很多壯大

的情感，紛紛辦了多次攝影展覽，展覽完我很覺得很不足，壯大的

情感不足以滿足個人，覺得空虛，覺得作品需要被改變，創造，因

此以遊學之名離開。134 

 

故陳順築告別台灣的土地，前往歐洲，回國後，才展開第二波的創作內容。 

 

二、「內化的影像複合媒材」（1992～2001） 

 

此時期為《家族黑盒子》系列作品二十多件，是嘗試「雕塑」攝影的重要轉

捩135，也是之後形式發展的根源。陳順築依照內在思考時序，運用許多照片、物

件、老木箱和舊門窗框，在既有空間內交織手法互異的照片及物件，成為複合媒

材的結構，進行家族系譜的演繹。 

《四季遊蹤》是此類作品的深化與完滿，其他延展作品尚有：1993 年《記憶

-I ＆ II》、《二段記憶的記錄-I ＆ II》、《六０年代無題》，1994 年《好消息！機器

饅頭來了》，1996 年《家庭風景- I ＆ II ＆ III》，1998 年《族譜肖像-祖父》、《族

譜肖像-祖母》，2001 年《台北車站》、《基隆車站》、《高雄車站》、《族譜肖像-姑姑》、

《族譜肖像-叔叔 I ＆ II》。 

                                                 
133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1。 
134 於 2010 年 6 月 6 日訪談，地點：陳順築工作室，新店。 
135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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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造型的裝置」（1993～至今） 

 

「影像造型的裝置」與「內化的影像複合媒材」的創作時期有所重疊，此類

作品的發生起始於陳順築在 1992 年後對於媒材的擴大使用，繼而在 1993 年將作

品空間放大室內。作品內容乃取材至家族和母土經驗，並裝置集體感受的社會、

環境觀察。此項作品包含：1993 年《水相》、《風相》，1994 年《夢境第六十四分

之一》、《糖果架》，1996 年《金都遺址》，1997 年《新屋》、《夢境第六十四分之二》，

1998 年《富發三號》、《聖家族》、《風中的記憶：田地》、《平安家宅》，和 2004 年

新發展的《風中的記憶：大年初三》。 

 

四、「環境的影像裝置」（1995～至今） 

 

一如「影像造型的裝置」與「內化的影像複合媒材」的衍生關係，在「影像

造型的裝置」生產的同時，亦形成「環境的影像裝置」的創作分枝。此類作品的

細胞組織來自於 1992～1995 年間，對於各生活節奏的家人影像進行不定時採樣，

並結合於各種現實景點，進行環境裝置。藉特定場域的屋舍、土地，回應人與文

明或自然的多重象徵。 

陳順築由 1995 年春首先於台北縣金瓜石完成《集會．家庭遊行-台北.屋 I》，

之後陸續跨海到澎湖裝置完成《集會．家庭遊行-澎湖.屋 I》、《集會．家庭遊行-澎

湖.屋 II》、《集會．家庭遊行-澎湖.田》，還有 1999 年應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邀請製

作《集會．家庭遊行-福岡公寓計畫》。 

在此時期，亦將《集會．家庭遊行》相同的肖像元素進行特定現場的「量身」

展出。計有 1995 年法國巴黎的洗衣坊攝影畫廊，1996 年台北市立美術館雙年展，

1998 年元智大學藝術中心、美國舊金山現代美術館，1999 年日本福岡 MOMA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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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畫廊、台北華山藝文特區，2000 年韓國光州雙年展。2001 年《花懺》系列五件

作品，陳順築將人物肖像改換為數百件塑膠花照片，並安置於親人墓地，其與環

境組織的方式與《集會．家庭遊行》相同。 

陳順築實際創作的流動軌跡，起始於長期平面攝影的身體力行。從圖９、圖

１０可發現，陳順築在《眼睛的思惟》中拍攝大量澎湖的土地影像，土地大多超

過畫面的三分之二以上，可見陳順築當時已具有相當高的土地意識136，亦是來自

於七０年代台灣美術的懷鄉傳統的衍生137。然而看似廣大的土地上頭，偶爾點綴

幾隻牛、羊動物，總是佈滿根莖堅硬枝葉稀疏的植物、尖銳錯置的石塊群、以及

與枯枝糾結共生的塑膠帶，它們恣意生長或羅列的樣貌，像極了慾望不斷翻騰擾

動的心理狀態。 

 

「大多數的人很少釋放自己的思想、心

靈，而光是為了＂看＂本身就有樂趣去

看，如果我們能不這樣看，事物的本質

就會在我們身邊隱藏的越久。」138 

圖９ 陳順築《七美》1988 直接攝影 8.8X13cm 
  
 
                                                 
136 汪聞賓教授曾於台灣藝術研究課堂（2005 年），以法國巴比松畫派藝術家弗朗索瓦．米勒

（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畫作《拾穗》，進一步分析台灣畫家李澤藩的作品，並提出由

畫中土地所佔畫面比例，可看出畫家的土地意識。而研究者亦發現一向以多媒材表現，對戰爭提出

反諷的德國藝術家安賽爾姆•基弗(Anselm Kiefer)在 1980 年代的畫作，土地幾乎佔滿整個畫面。 
137 可參閱劉宇彬，《鄉關何處：論陳順築的家族照片與原鄉圖像》，國立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7，頁 3。 
138 右側頁面空白，僅頁邊引比爾．布蘭特（Bill Brandt）（1904-1983）的話，他是英國攝影史上的

重量大師級人物。1929 年他搬到巴黎並且成為曼．雷(Man Ray)的攝影助理，也從此奠定了超現實

的基礎。1931 年他搬回倫敦，擔任過自由攝影師，並拍攝一系列倫敦的影像。這部分作品後來在

1938 年出版成一本名為 A Night in London 的攝影集，而這本攝影集則與拍攝法國巴黎的攝影師

Breassaï 那本 Paris de Nuit 有異曲同工之妙。到了 40 年代 Brandt 的攝影偏好從紀實轉向英國鄉間

景緻。但之後其拍攝的人體作品則最有其個人特色。廣泛地使用廣角鏡頭拍攝女體，局部切割與變

形的畫面，具有相當視覺衝擊的力量。印象咖啡顯影，http://imagecoffee.net/content.asp?noxcv=102
（1997 年 0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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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要知道我是否真實的活著，我要

使看不見的被看見。」139 

圖１０陳順築《澎湖》1988 直接攝影 8.8X13cm 

                                                 
139 右側頁面空白，僅頁邊引：喬．彼得．威特金的話（Joel peter witkin）（1939-）Joel-Peter Witkin 

是 1990 年代中期的攝影藝術工作者。他拍攝的主要方向是人像，但是他鏡頭中的主角並非是活生

生的人類。在他的作品構圖的主角是一具具的屍體與社會陰暗面的人，包括侏儒、陰陽人，與帶著

SM 風格佈置的格局。他從事屍體的攝影的原因是，16 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因為車禍死亡，他半夜

將他哥哥的屍體從殯儀館內盜出。他認為人死後可以表現出另一種的生命力，因此開始了他一連串

的攝影之路。皮繩偷虐邦，http://www.bdsm.com.tw/archives/2006/06/joel-peter-witkin/（1997 年 01 月

11 日）（皮繩偷虐邦為一民間社運組織，目前以組織名出版書藉，由性林出版社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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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聚合物及象徵 

 

玫塊是愛情的名字 紅十字是醫院的比喻 

僘若吃漢堡的時候踫巧戀人說我們分手吧 

那麼漢堡注定就是悲傷的象徵 

戴維．方坦納140 

 

「內化的影像複合媒材」（1992-2001）：由一九九二年開始發表《家族黑盒子》

系列作品共二十多件，是陳順築嘗試「雕塑」攝影的重要轉捩點，亦是往後形式

的發展根源141，此時運用許多舊門、窗框及箱子。以箱子為媒材的七件作品中，《家

族黑盒子－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家族黑盒子－家庭水族箱》、《家族黑盒

子－臍帶搖籃》三件作品由日本ＭＯＭＡ美術館收藏，另四件由陳順築自藏，分

別為：《家族黑盒子－福地》、《家族黑盒子－自傳》、《家族黑盒子－大盒照》及《家

族黑盒子－家庭水族箱》。陳順築說： 

 

有時候『攝影』不足以精確顯現情事，我就喜歡置入『物』參與協

調，並置或錯置，互斥出一種矛盾，可是卻又平衡的異質狀態。142 

 

《家族黑盒子》系列作品一共七件，除了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現成物」並置

入「發現物」143，首次由純攝影的天然樸質出走，好用動手做的形式來滿足創作

                                                 
140 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台北市：知書房出版社，2003。頁 280。 
141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1。 
142 轉引自姚瑞中，《臺灣裝置藝術》，台北縣：木馬文化，2002。頁 280。 
143 陳順築所使用的黑盒子及相框為精品店尋獲，因此，較多為發現物在作品之中。杜象指出現成

物和「發現物」（found object）不同。發現物是因為其有趣美麗獨特的品質而被選上；但是現成

物則是任何大量生產的一件物品，沒有個性或特質。發現物展現了品味，但現成物則無。呂松穎，

“解嚴後台灣美術多元面貌”，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www.twcenter.org.tw（2010 年 6 月 19 日）。 



 

 45

慾望。一九三０年代的超現實主義受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心理

學的啓示，藝術家開始以挖掘潛意識，作為藝術表現的信念，他們從精神病患所

收藏的盒子中，無意間發現了藝術新形式的可能性；於是日常用品或瑣碎零件(brica 

brac)就成為集錦藝術的主要特色144。而那眾多的物件，各有其象徵與符號。聖奧

古斯丁認為：「符號是一個除了能訴諸感官的實體外，還能在人腦中喚起另一種東

西的事物。」145 這令研究者想到在心理治療的領域裡，有一「陰影黑盒子」（Shadow 

Box），指個體所有內在的對話146。榮格曾對陰影有所見解，他認為陰影無法由自

我直接經驗，不過卻可藉由精神疾病的行為混亂、夢、幻想、或投射而被觀察到。

由自我意識拒絕、遺忘的內容，就是陰影；而被自我意識接受、認同的內容，就

變成人格面具。147  

  然而，陳順築亦在《四季遊蹤》展覽畫冊之中，追溯黑盒子時期的創作思絮： 

 

在「既有的空間內」交織手法互異的照片和物件，顯現過去／現在，

消逝／再現等等各自內在完備，卻又多層次觀點的影像意義。148 

 

在造形藝術裡，雕塑指造型藝術、雕塑藝術、雕像、塑像、雕塑品、立體造

型或引伸為表現力或塑造力。一位戰後德國前衛藝術家波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曾對進一步將雕塑引伸為塑造，並描述創作時的內在感受。如下： 

 

塑造這個觀念是多局部組成的。其開端是無法區別的，混沌混

                                                 
144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6。 
145 越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論文集－符號學原理》，羅蘭．巴特著，臺北縣：先知出版社，2003。

頁 280。 
146 陰影黑盒子就裝滿著個體曾經鎮壓過的每一個念頭－所有的批評、自以為是的想法、未經過處

理的情感創傷以及個體的陰影信念。黃漢耀譯，《陰影，也是一種力量》，黛比．福特著，臺北縣：

人本自然文化出版社，2005。頁 94。 
147 黃漢耀譯，《陰影，也是一種力量》，黛比．福特著，臺北縣：人本自然文化出版社，2005。頁

56。 
148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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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的一個流動的東西，不能辨識的一團...。此乃混亂的元素，而人的

本身卻與之相結合，...此一力量...首先是在不能區分的，如意志般的

東西之內被發現。於此可將眼光投向心理學上所稱的潛意識或無意

識。……與之相對的是如理念般的抽象的東西，亦即形式。此處，

我們已有二個相對立的原則，它們導向塑造，亦即導向那混亂－如

意志般的以及思維的－如形式般的（原則），它們交會在一起彼此互

爭長短。此二者之間存在著無數具有些微區分的概念，例如：那些

人們所稱的韻律，亦即那些由感覺所引發的東西；我將之當真正平

衡的中心點。149 

 

各物件的象徵及符號隨著藝術家的思絮進行換置與質變。其觀者亦一同搭架

起想像的內容，並將對物質的敏感性加入。而變化無窮的故事，實際上是數量有

限的基本元素或功能的不同排列法150。盒內各項物質材料所代表的象徵，整理如

下： 

《家族黑盒子－家庭水族箱》（圖１１）木盒蓋上是晴朗天空的黑白照片，它

的正中央正筆直豎立染上了藍色顏料的小木條。那被方盒相機定格成為灰黑的相

片質素，難道是作者對於穹蒼慾求的意象，而那中性的黑白照片正表達著天昏暗

多雲，甚至霧氣籠罩，是一個狹窄而無開闊延伸的感覺。 

 

                                                 
149 曾曬淑，《思考＝塑造：Joseph Beuys 的藝術理論與人智學》，台北市：南天出版社，1999。頁

55-56。 
150 楊偉民譯，《符號學文學論文集－最簡單符號學體系與情節類型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3。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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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１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家庭水族箱》 
1992 相片 複合媒材 62x41x26 CM 
畫家自藏 

 

因那添加其上的藍色，英譯為 blue，與憂鬱共用一個詞彙。在音樂中有著與

藍相關的命名，例如藍調（blues）151，另一與藍有關的則被稱作節奏怨曲（Ｒ＆

Ｂ）。此處的 blues 對應於中文的抑鬱。在醫學上的示意圖靜脈亦是被畫成藍色，

但事實上夾雜帶許多廢棄物的血液流到靜脈時乃是紫紅色，但它被標示為藍，並

趕著回到心臟，好換取更多的氧氣。由陳順築的訪談內容中可見其對藍的詮釋： 

 

人家說窗外有藍天嘛！框起來好像是個窗，你記得嗎，複寫家庭記

憶時，車站系列我都用反轉，反過來，用一個複片，《好消息！機器

饅頭來了》這複像有點像時光倒走，或用一個逆向的方式來看一件

事情，某種程度提供了一個觀點，自己的觀點，用這方式讓我看到

這張照片的另一面，或另一種思緒、思考的方式、看的方式。152 

 

                                                 
151 藍調一詞是與「藍色魔鬼」（Blue devils）一致的意思，意思是情緒低調、憂傷、憂鬱。早在 1798
年喬治．科曼就寫過一部名為《藍色魔鬼，一幕滑稽戲》的滑稽戲。藍調起源於過去美國黑人奴隸

的讚美歌、勞動歌曲、叫喊和聖歌。在詩歌裡這個詞常被用來描寫憂鬱情緒。 
152 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在陳順築工作室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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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的觀看方式，令研究者進行藍的理解與觀看另一層意涵。藍色進行一個

反轉的藍亦是三原色中的一員，波長最短，其互補色為黃色，由大量的水集中而

呈現藍色，亦有冷靜的意味，或許是因兒時居住於澎湖，熟悉海洋生活的作者最

初始的色彩召喚吧！黑白穹蒼與藍色木料的配搭，猶如一種在灰霧籠罩之下對清

明開闊的追求。陳順築：「沒有一定是那一種藍，是一種藍的感覺，像是記憶中的

藍是模糊的沒有一定是那一種藍。」153 

事實上藍色具有不同的色階變化。那黑白照片與深藍似乎混製成為一種灰藍

色調。正在研究者對灰藍色感到好奇時，發現藍色系就有二十四種，尚有與灰藍

色相似的藍灰色，便興起了查詢的意念，區分了此二種色彩的不同。 

色彩經由混色後的命名，應以三原色為命名的起頭，因此藍灰色是在正規的

色彩混制中而生成。而由深厚雲層可見的藍灰色，事實上接近淺藍灰色或鋼青色

又可稱為愛麗絲藍（Alice-Blue），是藍色顏色之一，此色是由美國總統西奧多‧羅

斯福之女愛麗絲．羅斯福．隆約所創造，這是引起時尚感覺的顏色154；是高貴、

典雅的貴族色，令人想到受眾多流行人士喜愛的藍灰色公主衣，但也同時想到夢

遊仙境中的長脖子滑稽愛麗絲。155 

  另一種粉末藍，又稱淺灰藍，介於藍色和深藍色之間，粉末藍的命名來自洗

衣店用來漂染衣物的物質大青156，其來自一個工業化社會裡生活事物的命名；一

曲《粉末藍》歌曲，來自某反文化的音樂形式的美國搖滾樂隊，亦為早期藍調的

衍生。這藍被置於那樹的殘枝之上，那木是象徵著樹的衍生，原本溫潤的木色被

藍掩蓋了，而那藍亦讓木的質感隱没於觀者的眼前。那藍灰／灰藍正置於觀者的

                                                 
153 於 2010 年 6 月 6 日下午 3:30-5:30 在陳順築工作室訪談內容。 
15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3 日）。 
155 《愛麗絲夢遊仙境》作者卡洛爾（Lewis Carroll），其筆下的小女孩其實為一位朋友的小孩，卡

洛爾當時拍了許多人像、小孩子們的作品。也常角色扮演變換情境。在 1860 年卡洛爾曾替愛麗絲

拍下一張照片，該幅照片中的愛麗絲，就裝成小乞丐般顯示楚楚可憐的模樣。（該年代的相片猶如

珠寶黃金一般貴重）研究者所見照片出於：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臺北市：藝術家出版社，2007。

頁 38。 
156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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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之中。 

《家族黑盒子－福地》（圖 12）在木盒蓋上是澎湖土地的黑白照片，有許多石

礫置於草地上，那是難以開墾的荒地。盒蓋中有墓地照片、蠶、海馬置於蠟上，

家庭生活照片佈滿於盒旁週圍，一條白線正由盒旁通過一塊透明的虛框壓克力

板，連結至盒蓋上的實框。 

 

 

圖１２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福地》 
1992 相片 海馬 蠶 複合媒材 
63x42x24 CM 畫家自藏 

 

 

線在古希臘神話中有這麼一段故事，意指由「命運三女神」157所紡的生命之

線。命運三女神的名字 Μοίραι 來源於 μοίρα，意為部分、配額，延伸為生活和命

運對人的配給，因此她們的本意為分配者。根據傳說，她們操緃著象徵所有人和

                                                 
157 由克羅托（Κλωθώ：紡線者）負責紡織生命之線，後由接刻西斯（Λάχεσις：分配者）將生命之

線織成各種形狀，再由阿特洛波（Άτροπος：無法避免的）剪斷生命之線。她們以這種方式控制人

們由出生到進入墳墓的命運，甚至來生。何盼盼譯（2003）。象徵的名詞。臺灣：米娜貝爾，頁。

另外，在羅馬神話中，她們被稱為 Parcae 或者 Fatae（Fates，命運）。在北歐神話中也能找到對應

者：諾倫三女神。根據德爾斐（希臘語 Δελφοί：是一處重要的「泛希臘聖地」，主要供奉著「德爾

斐的阿波羅」，是一個外在於城邦政治的複雜構造，在宗教意義上為所有希臘人提供自我認識的唯

一途徑，據說阿波羅神廟的入口上刻著「認識你自己」的格言）祭司的說法，連宙斯本人也屈從於

她們的力量。部份內容“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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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運的絲絨，從他們的出生一直到死亡，甚至來世。根據不同的版本，她們是

宙斯和泰坦女神態彌斯（象徵法律與正義）所生的女兒，或者是和創世神（指希

臘原始神是其神話眾多譜系之創世的神祇）例如：倪克斯（Νύξ：代表黑夜的女神）、

卡爾斯（Χάος，或譯「混沌」；意為「裂縫」或「打哈欠」，最早由赫西俄德在《神

譜》中提到）、及阿南刻（Ανάγκη，意為「必然性」）158的女兒。因此，這連續土

地與生活光影的生命線，混合了許多的元素在其中：法律與正義、黑夜、混沌、

命運和必然性等。 

  《本草網目》記載：“蠶蛹富含養，食用甚益人”。蠶是一種變態昆蟲，古有僵

蠶被用來散風和化痰祛痰並具有補充精氣的功效。中國人養蠶取絲，成為世界最

大的經濟作物。蠶絲亦是民間愛用的保暖工具。在作品中其與蠟凝結一起的，是

陳順築於中藥店購買的藥材。 

被曬乾的海馬在中醫裡認為味甘、鹹，性溫，具壯陽的功效，原因則在於「海

馬雌雄成對，其性溫暖，有交感之義」。這令研究者聯想到「洋金花」亦具有相同

的功效。「洋金花」為中藥名，民間俗稱「喇叭花」，亦是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謂的「曼陀羅（Mandala）159」。在台灣野地上或花圃間所見的為曼

陀羅及大花曼陀羅，二者毒性類似，外觀也類似。曼陀羅花全株有毒，民間偶爾

會用來做為治療老人咳嗽及氣喘的鎮定劑（氣管擴張），也有人以鮮葉搗汁外敷以

治毒蛇咬傷、腫瘡及跌打損傷。曼陀羅就是中國民間小說《七俠五義》中的迷魂

藥，及《水滸傳》中的蒙汗藥。160另外，《本草綱目》記載：「相傳此花釀酒飲，

引人笑、令人舞。」「熱酒，調服二錢，子頃昏昏如醉，割瘡灸火宜先服此，即不

                                                 
158 是希臘的命運和必然性的擬人化神，她的形象是拿著紡綞的女神。 
159 「曼陀」指本質、精髓、了悟，「羅」是所有的一切。曼陀羅（Mandala）的涵義就是實現其本

質之物，曼陀羅最早出現在古印度五世紀，是屬於諸神供奉頂禮膜拜的道場或壇城，後來還演變為

古印度城邦的都市設計圖。曼陀羅圖對於宗教而言是人類「現實世界」與「聖方諸佛」融合為一體

的場所，也是天體大宇宙與人類體內微宇宙相互匯集的藝術極品。演變至今，曼陀羅是將諸佛悟道

的智慧藉由美麗的圖畫呈現在我們眼前，它可作為修道者日常生活實踐修行所用。游琬娟譯

（1998），《曼陀羅的創造天地》，蘇珊‧芬徹著，臺北市：生命潛能，頁。 
160 伽耶山基金會。“佛教城市＂，http://www.buddhismcity.net/prescription/details/10555/（94 年 0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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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苦也。」可見當時已用曼陀羅花及火麻子花（大麻）等配酒服用當小手術的麻

醉藥。161 

因此，蠶與海馬對於咳嗽、氣喘、甚至壯陽有相同功效，乃與洋金花亦同，

而此幾種在臨床表現上屬於抑制副交感神經，並有中樞神經興奮的作用162。大腦

組織海馬廻的命名，正是與海馬形狀的類似而來，那正是掌管人類空間定位與記

憶的結構。以上，或可延伸為陳順築對焦於故鄉的情感原慾，正處於召喚的心理

狀態，並由力比多163所催逼。 

上述的幾項物件正凝結於白蠟上，蠟取自自然中的天氣油脂，是一種隨著溫

度可改變形態的物質，令研究者想起波伊斯的作品《油脂椅》。同時蠟亦是木乃伊

的波斯語之意，埃及人在完成木乃伊製作後，在上以蠟塗抹，並保存好等待復活

之用。事實上，羅蘭．巴特亦對木乃伊身上的另一種保存物質－糖，給予描述：「我

覺得很暴力！糖！」164蠟與鑲鉗其中的棺木照片成為一體，皆象徵死亡，而死／

暴力成為一種聯結狀態。仔細一看木箱子的白臘上，亦有幾片紙張，上頭分別是

「探」「天」與較小的「幽」字，「探」字與穿越壓克力板至蓋上土地的線成為一

線，而「天」、「幽」分別置於蠶與海馬二個區塊，似乎在訴說著天蒼蒼、海茫茫

之感。這令研究者想起那位境遇坎坷的李商隱曾在無題詩裡留下幾許文字：「春蠶

到死絲方盡，蠟炬成灰淚始乾」。詩人正以詩道盡他的無奈與悲涼。 

美國文藝評論家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於《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

化邏輯》一書，由電影、文學觀視出後現代文化中常見的鄉愁，並以平面化的「歷

                                                 
161 伽耶山基金會。“佛教城市＂，http://www.buddhismcity.net/prescription/details/10555/（94 年 01
月 11 日）。 
162 症狀為全身躁熱潮紅、心跳加快幻聽、幻視、意識模糊、哭笑無常…等。 
163 在青春期之後，童年記憶被喚起，並發生了當時那個事件並沒有產生的性覺醒。這種性動力，

即力比多，並沒有直接被體驗為性欲，而是通過心理過程轉換為焦慮。弗洛伊德認為利比多被抑制，

其正常的表達被阻斷，從而導致利比多被轉換，焦慮因此而產生。弗洛伊德並將防衛理論用於強迫

觀念性神經症和妄想型精神分裂症。這兩種病例的症狀體現了受到壓抑以轉移和偽裝的方式得以反

彈。被壓抑的可能是一種情感，也可能是一種念頭或記憶。申雷海譯，《弗洛伊德與虛假記憶綜合

症》，菲爾．莫倫著，北京市：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8-59。 
164 許綺玲譯，《明室》，羅蘭．巴特著，台北市：攝影工作室，19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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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代替序列性的進步歷史觀，繼而指出美國六０至八０年代出產的五０年代

懷舊電影，是在虛構美好田園景觀中暗喻現實的暴力與邪惡，亦為第一世界國家

與第三世界國家現實環境的對比165。而於陳順築《家族黑盒子》系列，亦是由邊

陲移至中心時所發出的低語聲。一如研究者與陳順築訪談至小草藝術學院時的相

映感受，正表徵藝術家受環境所渲染而成形樣貌： 

 

當時我己經畢業了，學弟、妹有邀我回去，我較少參與這事，我自

己的個性較像旁觀者，與同期的藝術家相較自己常以一種軟性的方

式遠觀，可能跟我澎湖的成長經驗有關吧！她就是被發放邊疆的。

像郭維國他們很熱血，以一種革命的方式參與。文化是較封閉的地

方，由許坤成夫婦的教學方式不難想像小草藝術學院的發生，他們

較用自己的認知來教學，很少用開導啓發的方式。許坤成下台後不

久又變為院長。陽明山亦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聚集了一些書讀得

不太好的人，但他們有特定的堅持及創造力，像江貫明念哲學系的，

一下拍電影，一下又開民宿，現在不知在做什麼。陽明山也是一個

特別的地方，離台北很近，但又離城市很遠，自在獨立在山上的感

覺。166 

 

因此，陳順築身為澎湖人，以及就讀於文化大學的化外人士之名，使用創作的形

式，靜默的表達個人對時代的觀點。 

由《家族黑盒子－臍帶搖籃》（圖１３）亦看得出其類似的隱喻，盒蓋內亦以

蠟封裝身著正式服裝出遊的「家族紀念照」，盒內古早的阿媽布上頭有張金邊嬰兒

人形，黃海鳴指出：「發著金光，像聖嬰的小孩躺在搖床上，他望著貼在另一邊的

                                                 
165 詹明信，《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吳美真譯，臺北市：時報文化，1984。頁。 
166 與陳順築訪問記錄，2010 年 6 月 6 日，陳順築工作室，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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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蓋裡面的一張全家福相片，似乎整個家族也望著這個新生的男嬰孩，拼貼手

法似乎一再用來重建不可能的結合」167，與其說重建一個嬰兒與家族永遠無法結

合的冀盼，不如說盒中用五金鎖住的傾斜木片正使得嬰兒照與全家福相片成為一

個扇形放射狀的鏡子168，具正式風格(formal style)的儀式性照片與真誠風格(candid 

style)169新生兒的照片所映射在鏡前的正是一個缺席的台灣六０年代奮鬥史170，如

同詹明信所說那些滿足在暗地裡是一種不幸，一種不知名、無法和真正的滿足及

實現區分的不快樂，因為，或許這些滿足從來沒有真正實現過。六０年代成為一

個截然不同的東西──六０年的再現，亦即是自己的自我再現，在一個外在界限上，

人們對於他們自己及其歷史時刻的看法最後可能和現實無關，也就是說一個對全

世界而言的既定國家意義，可能和人們自己的內在經驗及其日常生活極其不合。

在後現代裡我們不再以稍早「歷史主體」的世俗敍事來投射自己的過去觀和未來

觀，我們不再以那種方式經驗我們的歷史，或者我們不再經驗歷史了。 

 

                                                 
167 黃海鳴，〈重建聖域及召聚遊魂的介面、箱子及場域－陳順築的「家族攝影裝置」小回顧〉，《現

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20-27。 
168 相片是會回憶的鏡子。許綺玲，〈破鏡裡頭尋先祖？──談台灣家族相片的變途或再生〉，《中外

文學》，29：2，2000。頁 84。 
169 Julia Hirsch, Family Photographs： Contents, Meanings and Effects 一書中對家族照的分類：有正

面肖像照型式的「正式風格」（formal style）與不作預演讓拍者自由捕捉瞬間動作的「真誠風格」

（candid style）。但我們也許可以在此兩種方式之外補上一種佯裝隨興（「真誠」）的正式風，其普

遍性實際上絕不亞於正式風，而在台灣一般家庭照裡，真誠風格只僅限於拍幼兒，大多數人往往視

隨興快拍為對於拍者的不尊重之舉，因為沒有預留給他們選擇展現自我形像的準備時刻，雖然其所

選的姿勢可能只是附會一種成規化的標準型罷了。許綺玲，〈破鏡裡頭尋先祖？──談台灣家族相片

的變途或再生〉，《中外文學》，29：2，2000。頁 88-89。 
170 台灣戰後並不鼓勵任何回顧台灣本土歷史的文化工作，甚至硬生生的割離了近百年本土歷史之

記憶，並代以強制填充「五千年中國的記憶」。許綺玲，〈破鏡裡頭尋先祖？──談台灣家族相片的

變途或再生〉，《中外文學》，29：2，2000。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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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３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臍帶搖籃》 
1992 相片 複合媒材 60x41x25 CM 

 

 

《家族黑盒子－互視》（圖１４）是在盒蓋及盒內安置二張肖像的彩色照片，

照片放大為滿版的尺寸，猶如六十或七十年代的連續劇宣傳照一般，一對男女主

角若有所思的眼眸正視著前方，那女主角緊閉的口，似乎有一連串的故事在那兒。

在陳順築的訪談中，其描繪了照片使用的用意： 

 

由一張很簡單的 4X6 的家裡合照，取單格，擷取所以模模糊糊的，

眼光好像喝醉酒哦！微，有一種透過…有一種感覺，夏天的時候不

是有一種水氣…霧氣，海市蜃樓的那種感覺，記憶有時候是穿過這

樣那麼長的時空一直變模糊了，記憶是閉起眼睛在看過去，閉起眼

睛在看事情，閉起眼睛要穿過那很長的時空的壅道，就像我用毛玻

璃啊！171 

 

 

                                                 
171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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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４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互視》 
    1992 相片 複合媒材  
    50x30x21 CM 
    畫家自藏 

 

 

《家族黑盒子－互視》盒內的側邊鑲滿了鏡子，鏡子是一種具平滑面，有反

射光線能力的物品，它不僅被當成實用的物體，也被用做通往永恆的管道。鏡子

通常令人聯想到外觀的世界、室內裝飾、裝飾本身、幻象與虛榮。古代的埃及人

和中國人以鏡子陪葬，相信它們是靈魂邁向來世的必要工具。在哀悼死者的過程

中，東歐人和正統猶太教徒會遮蓋屋裡的鏡子，以便專注於內心，避免讓塵俗的

事物分散注意力。對海地人來說，鏡子代表神明的水域，人死後，靈魂會在那裡

居住一年。西藏人在脖子上戴著銀鏡。東印度有一項風俗：新娘第一次注視夫婿

時，應該是透過她手上的鏡面戒指。我們的鏡像，就像影子、照片一般，具有神

秘難解的性質──彷彿有一部分的我們，活在那兩度空間的化身之中。中國和西藏

的佛教徒，發展出滌洗、淨化並照亮心靈的儀式，方法是擦亮一面鏡子，鏡中反

映出佛的形象。中國的鏡子是一種有形體的隱喻，象徵智慧：鏡子接受光而反映

真理。早期的中國鏡子是備受重視的護身符，被尊為宇宙的象徵，並且在特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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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婚禮和國家場合中被當成禮物贈與。然而，鏡子也告訴我們邁向自我了解的

歷程，引導我們培養愈漸準確的感知和真正的洞見172。在恢復版《聖經》中亦提

到鏡子作為鑑察聖徒靈命之用，「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

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象，從榮耀到榮耀，乃是

從主靈變化成的。」173因此，鏡子象徵自我的認知，同時亦有反應他者的功能，

亦是藉由顯露的他者令自我得以顯現得完全。 

然而，《家族黑盒子－互視》、《家族黑盒子－自傳》（圖１５）的鏡子，在四

方盒內相互對應，將自我及物件模糊對照後，倆倆相互抵消於鏡面，誠如馬可波

羅曾經所指的鏡子，他說：『他鄉是一面負向的鏡子。旅人認出那微小的部份是屬

於他的，卻發現那龐大的部份是他未曾擁有，也永遠不會擁有的。』 

 

圖１５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自傳》 

    1992 相片 複合媒材 64x39x29 CM 

 

黑盒子系列作品為陳順築遊學歸國後所創作完成的，因此，由他鄉（歐洲）

的映射，而令藝術家進行內在的述說行動，將個人的故事一一的表露，一如其接

受訪談時所說： 

                                                 
172 整理自：楊雅婷譯，《關於美之必要》，露絲．詹德勒著，台北：天下雜誌，2008。頁 1。 
173 恢復版《聖經》哥林多後書三章 18 節。 



 

 57

 

我想要使它反映的更深更廣的這些人物，那時候使用很多材料，這

些作品有點像喃喃自語，自己向自己告解，自己跟自己說話的一種

形式的作品，打開之後都是一個一個家裡的故事，或我要詮釋家裡，

詮釋家跟對澎湖那種四季啊！174 

 

陳順築是以「現成物」進行同時並置來作為表達，形成夢境中的景像，在

影像羅列之中，形成一個「時間差」的錯覺感受。相似的情景，亦在電影

《野草莓》中出現過，伊薩克經由夢境，返回青年時期，並有了以下的對

話： 

 

伊薩克：你照過鏡子嗎？ 

女 ：我讓你來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你己是風燭殘年的老人  

  行將就木 

  但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畢境，你的感情受了挫折 

伊薩克：我沒有受挫折 

女 ：你受到了挫折 

  因為你不能接受現實 

伊薩克：現實是我考慮得周到 

    以至于無意間顯得無情175 

 

                                                 
174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175《野草莓》，導演柏格曼，1957 年。劇中老醫生伊薩克回憶青年時期，與表妹的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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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返回青年時期的伊薩克是一位頭髮發白的老人，他正與青年時期的

年輕表妹對談。這樣時間交錯的景緻，一如訪談陳順築時所提及的日藉導演－寺

山修司（1935~1983）176的電影情節： 

 

寺山修司他是一種個人式的製片，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個小男孩

在玩一二三木頭人的遊戲，結果最後頭一轉，竟然變成一堆墳墓。177 

 

你看王家衛有部電影叫《重慶森林》，他一出門就梳西裝頭，或著是

《多桑》，吳念真的電影《多桑》爸爸就是，他們覺得那一天人很期

待的快樂時光就是出門去酒家，心裡還是牽伴著家，但是還是要去，

另一股慾望…心理另一股慾望趨動他去，台灣男人更會這樣。178 

 

那是在時間的流裡，擺放了二只不同空間的圖像，所產生的錯視，一如在圖１６

葉夏(M.C. Escher, 1898-1972)利用不合理的透視及錯誤的空間，所製造而來的類反

轉性的繪畫，使得畫面乍看正常，其實裏頭暗藏玄機。 

那隱約閃現的鏡物、二雙彩色的眼、笑而未笑的大頭照一同邀觀者入內，但

那迷糊的鏡面，所反映的是自我的低聲細語，並正在無止盡的廻繞著，引領觀眾

進入。 

 

                                                 
176 寺山修司生於 1935 年（昭和 10 年）12 月 10 日。1945 年寺出所居住的青森遭受空襲，並嚴重

破壞，而他和母親居住的房子也幾乎完全被燒毀。大學就讀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的國語國文學科（日

語）。這段期間寺山創作和歌，並在 18 歲那年獲得第二屆「短歌研究」新人獎。但一年後，寺山

休學。離開大學十幾年後，寺山在 1967 年組成了演劇實驗室「天井棧敷」，以劇作家、詩人、和

歌創作家、演出家等身分活躍；寺山修司在藝術上表現手法，等同於西班牙達利、畢卡索的抽象主

義，美國普普藝術安迪華荷，在當時保守的亞洲藝術界開啟前衛創作先端，也率先導航了日本視覺

系藝術形成。1983 年，因肝硬化逝世，享年 48 歲。寺山過世之後，當初天井棧敷的核心劇團成員

另外成立了演劇實驗室「萬有引力」，現在仍然活動中。而在青森縣的三澤市也設立了寺山修司紀

念館。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6 日） 
177 陳順築訪談內容，2010 年 6 月 6 日，陳順築工作室，新店。 
178 陳順築訪談內容，2007 年 1 月 26 日，陳順築工作室，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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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１６ 葉夏(M.C. Escher, 1898-1972)作品179 

                                                 
179 轉引自：M.C. Escher Gallery，http://www.mcescher.nl/Gallery/back-bmp/LW389.jpg（2010 年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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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再現魅惑的影像 

 

照片就是在被感知的時刻被詞語化；或者可以說，照片只有在詞語

化的情況下才能被感知。 

羅蘭．巴特180 

 

陳順築指著作品《澎湖》（1988 年）說：「你不覺得這些塑膠帶看起來很美嗎？」

181，研究者大膽的假設，這是陳順築對於情感至深的土地遭受破壞或忽視而引來

的反諷話語。梅丁衍指出若以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來看，家族群像或

肖像攝影並不足以構成歷史紀實的深刻內涵，因為任何歷史必須經由事件之間的

相關意義來突顯歷史主體的內涵，陳順築「挪用」「現成物」182，作為編寫家族重

奏曲的引契，唯重組舊相片的歷史內涵，才可能得知這些相片中一般家族的殊相。

183若肖像攝影本身就具備了自足的內涵，那麼，他的黑箱作業，就只能算是一種

解構行為。因此梅丁衍指出不該過度提高陳順築作品中的攝影意義，而低估了材

質與攝影之間的對話關係。它應該更屬於影像與符號學之間的並置互換趣味，而

非單純的攝影影像學範疇。184 

在《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圖１７）之中，盒蓋上頭各佔據四分之一的

位置，是一位女子的全身黑色照片。陳順築描述： 

 

 

                                                 
180 或者，如果詞語化推遲了，那麼會出現理解的混亂、疑問、主體的憂慮，精神創傷。懷宇譯。《顯

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百合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17。 
181 第二次訪談所說，於 2006 年 12 月 14 日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 
182 由陳順築父親所拍攝的照片。 
183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5。 
184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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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在我十七歲時就去世了，大概高二或高一…高一的時候就去

世了，去世的時候媽媽就在聊天啊！就講，媽媽拿照片出來看啊，

常看到家裡有一些女人的照片很奇怪，也不是親戚，都我媽媽保存

的，像這一張就是（指著《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同一個人物

把它反轉，好像二個角度，媽媽告訴我說這我爸以前的女朋友，後

來我爸實話有講，我們也好奇問，所以像這樣像家裡的故事一樣，

我媽媽還保存很好耶，對這個女人覺得耶很好奇，耶很多女人會把

東西生氣撕掉啊！那麼遠拿刀把男人衣服割破啊！啊！沒有，把底

片都保存得很好，所有我爸爸跟這女人去玩的照片，我不曉得去那

裡拿到的，跟底片哦！都保存得很好哦！185 

 

 

圖１７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 

1992 相片 複合媒材 62x41x26 CM 

 

                                                 
185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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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女性的全身像照片，身著整齊的套裝、高跟鞋，梳著六 0 年代最流行的

高麗菜頭，雙手置於腰後方，嚴然酷似該年代的某種產品廣告，例如黑人牙膏、

健康宣導、或勞軍之類的海報。事實上這張女性攝影的照片，更令研究者聯想到

希臘時代的維納斯雕像186，那是對於遠古美麗女神的記憶，嚴然是「情人」的印

象。那神似維納斯雕像的影像，一如拉奥孔（Laocoon）所凝結的氣息。拉奥孔在

雕塑裡不哀號而在詩裡郤哀號，主要的原因在于，空間形式自時間上凝固和永久

化的特點。美的東西的凝固和永久化是可以接受的，而在生活中，稍縱即逝的極

度瘋狂的東西的凝固和永久化，往往是不能容忍的。187 

位於盒蓋中間的位置，以及方盒的週圍，是許多家族旅遊或節慶的儀式化照

片所組成的片斷，羅蘭．巴特所說：「圖像是再現，也就是說它最終是復活」188。

陳順築藉用各種照片，進行組合拼裝，其在訪談中談及此件作品的組成情節： 

 

有些我爸爸在照片裡面，可能是他們的朋友，跟他狼狽為奸的朋友，

跟他有關係的人一起出遊，有一些是我爸爸拍她的，有一些是去攝

影棚拍的，那時期流行去攝影棚拍嘛，這個是對我來講很有趣的，

上一代的一個故事，這故事我們不知道的，然後就一樣把它客觀化，

這女人把它放很大黑白的，這照片是家庭瑣瑣碎碎的、點點滴滴的

生活流程裡面的故事，把它流程變成拼裝組合成一個整體的一個面

向，然後他們（它們）之間好像看似衝突，但又互相在一個時空裡

                                                 
186 維納斯（Venus）是愛神、美神，同時又是執掌生育與航海的女神，相對應於希臘神話的阿芙羅

狄態（Aphrodite）。拉丁語的「金星」和「星期五」等詞都來源於祂。《米洛斯的阿芙羅狄態》俗

称《米洛斯的維納斯》、《斷臂的維納斯》、《維納斯像》等，大理石雕像，高 204 厘米，亞力山德羅

斯創作於約公元前 150 年左右，現收藏於法國巴黎羅浮宫。從雕像被發現的第一天起，就被公認為

是迄今為止希臘女性雕像中最美的一尊。圖酷，“世界藝術博覽系列＂，www.tucoo.com（2010 年

6 月 7 日）。 
187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頁 20。 
188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百合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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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一個時空，有一個那塑膠繩做的，做得好像燈籠，啦啦隊那

種…張燈結彩吧！喜氣的。189 

   

在情人與喜氣的陪襯之下，在此作（圖１７）盒子的底部、正是一面偌大的鏡子，

似乎是觀者或外界形成對照，另二條紅線正連於木盒蓋上，紅線亦有節慶的紅穗

懸掛於綠色木條上，仔細一看，綠色木條上正緊密鑲鉗著一只透明壓克力板，其

上頭正複印著一位女性的黑色影像，陳順築表示那為母親的大頭照片轉印。 

  摩理斯．杭斯(Maurice Rheims)說：「收藏的愛好，是一種激情的遊戲。」…

它是兒童世界宰制外在世界最初的模式：擺設、分類、操弄。最早由康奈爾（Joseph 

Cornel）首度將攝影、印刷紀念物或郵票裝置在盒子內，成為盒子藝術家的宗師。

康奈爾以象徵手法結合了迷你啫好者(miniature hobby)與童貞幻想的情趣來創作。

並探討遊戲對心理的人格發展，以及工業生產方式與巫術禁忌之間的魔幻本質

190。陳順築正在開放的世界裡集結各項的小物件（miniatures）191，隨心所欲，自

由自在地建構立體的圖樣。 

木盒子的使用，令研究者聯想到在台灣二、三十年前的新竹，曾經是木箱外

銷美國的最大生產地，所生產的是雕刻精美的樟木箱，當年新竹木業生產毛額與

現今新竹竹科電子業等同192。然而，在九０年代紛紛由大陸木箱取代。陳順築所

採用的木箱，由其素樸的外形及銅製鎖片，較屬於台灣早期置放於紅眠床架上的

衣箱，大多用來放置較為貴重的衣物，或許也將許多珍貴的小物品存放其中。 

                                                 
189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190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6。 
191 小物件一詞借用於沙遊治療（Sandplay Therapy）中所指代表世界的各種物件。Weinrib 指出這

種治療的方法主要假設：每一個病人在他（她）心靈深處，在適當的情況下，都有一個自動痊癒自

己心靈的傾向。因此以一乾一濕的沙盤，將小物件自在的置於其上。和英出版社。《美麗新生命》。

新竹市：和英出版社，頁 18。 
192 一回因木材乾燥處理失誤遭整批退貨及焚燒，新竹木業重挫，許多木業廠紛紛倒閉，木工師父

亦轉業，至今在新竹已少見有木箱產業，唯當年的木業經營者手上尚有幾口展示箱。藝術家曾俊豪

（新竹人）口述。因此，新竹電子業的前身乃是木業，由木盒容器到電子儲存器的轉移，皆是製作

記憶的儲存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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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盒子令研究者聯想到潘多拉（Pandora，；也譯作潘朵拉）193，根據神話，

潘多拉打開一個「盒子」（Pithos，應作罈子）。而目前當人們提到「潘多拉的盒子」，

通常是指潘多拉出於好奇而打開了盒子，釋放出人世間的所有邪惡—貪婪、虛無、

誹謗、嫉妒、痛苦—當她再蓋上盒子時，只剩下希望在裡面。 

 

 

（存在） 

媽媽的親人 

真實 （顯現） 

爸爸的情人 

密祕         謊言 

媽媽／非情人 

（非顯現） 

 

 
假 

爸爸／非親人 

（非存在） 

 

圖１８ 《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中存在與顯現的對照 

 

 

  由存在與顯現的對照圖１８符號學的系統可知「爸爸的情人」、「媽媽的

親人」具有顯現與存在的邏輯關係，而媽媽／非情人與爸爸／非親人則表示非顯

現與非存在的關係，媽媽／非情人與媽媽的親人形成一個存在但非顯現的密祕關

係。而爸爸的情人與爸爸／非親人形成一個顯現與非存在的謊言關係。這是一個

符號學的邏輯。此時，攝影照片為所指對象的此在。成為符號學的驗證。另外，

梅丁衍：「陳順築《家族黑盒子》（1993）的創作走入拼貼藝術(collage)的範疇，至

                                                 
193 希臘神話中火神赫淮斯托斯用粘土做成的地上的第一個女人，作為對普羅米修斯盜火的懲罰送

給人類的第一個女人。眾神亦加入使她擁有更誘人的魅力。根據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隻白底基里克

斯杯（古希臘一種雙耳淺口的大酒杯），潘多拉的另一名字是「安妮斯朵拉」（Anesidora），意思為

「送上禮物的她」。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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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它的淵源是來自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的啓示。」194 

  由圖１９可見「爸爸的情人」、「媽媽的親人」的一個主要「鏡頭１」時，並

接連產生「媽媽」不在者的「鏡頭」（或者隱約存在的鏡頭，需仔細看才得知），

而「爸爸」在此作中乃是一個缺席的狀態。因此，鏡頭１是「媽媽」（非顯現）、「爸

爸」（非存在）所強加給我們的，我們所擁有的影像喜悅就被這個非顯現與非存在

所奪去，而鏡頭２的出現，指「媽媽」（非顯現）、「爸爸」（非存在）所注視的領

域，為鏡頭２的出現而取代了鏡頭１。因此鏡頭１是「爸爸的情人」、「媽媽的親

人」主要目光的擁有者，映射著不存在的「媽媽」與缺席的「爸爸」為逆鏡頭，

事實上，就如不存在的「媽媽」與缺席的「爸爸」不曾在盒子出現過一般，但鏡

頭１不但不消除它，反而指向它，鏡頭２消除了它而又代表它，這意味著觀者的

幻覺發生了。觀者看到了不在者（缺席者）讓他所看的東西，認為那是他自己看

到的。鏡頭２出現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代表了不在者，又消除了不在者是一種

代碼的元素，由于鏡頭２的出現而被吸收到信息當中去了。產生意識形態效果的

代碼消失了，它被信息內容所掩蔽。逆鏡頭的出現縫合了觀者與作品在心理上（即

想像上）的縫隙。       

  以色列藉美國研究者丹尼爾‧達揚提出電影“縫合系統”理論。他從能指和所指

兩分的觀點來理解“縫合”的必要性：鏡頭１為能指，不過是一個尚待實現的整體的

不完全的部份。電影符號中的能指永遠期待著所指，觀眾被這一期待引導著，當

所指終於實現時，電影已經結束了。而觀者在黑盒子中的觀看，乃是依循自己的

視點，環顧四處，結束於畫廊小姐無以名狀的眼角嗺逼。在觀看電影中，觀眾是

不斷的縫合被引導者：鏡頭１是不在者提供給我們的能指，鏡頭２是所指；可是，

當鏡頭１消失、鏡頭２出現以後，鏡頭２又成了能指，鏡頭１反而成了所指。195而

觀看黑盒子的研究者，正是自行決定縫合尺寸的自體滿足者。觀看電影與觀看黑

                                                 
194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 1996，頁 25。 
195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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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包含著兩個方向相反的運動，即前進和回溯的運動。看電影的過程是預期的、

現在的，而看黑盒子作品時亦相同，並另有偶發的機遇產生，解讀作品的過程是

追思的、後退的；前者組織能指，後者組織所指。當「不在者」指向現在時，意

指作用指向未來；當縫合系統實現了它時，意指作用又為過去196。觀眾被此種對

立關係拉扯得四分五裂，卻感到自己完全的自由，並自以為擁有足夠的判斷力。

而這種縫合系統所引導的代碼作用，仿如一種神話：代碼消失了，只有赤裸裸的

故事存在著；但結果郤是意識形態穿越了觀者。 

 

 鏡頭１ 鏡頭２ 

逆鏡頭 

 

  

 

  

 不在者 觀者  

 

圖１９ 鏡頭蒙太奇 

 

與鏡頭蒙太奇相似的手法，亦在陳順築的訪談裡被提及： 

 

我用很多方式去阻隔啊！產生很多甬道，也是呈現一種時空，可這

時空比較像由Ａ點到Ｂ點，不像這種我呈現很多層次的時空，而這

單一的、單純的產量，或單一的毛玻璃，或單一的比喻的蠟，它呈

現的就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就是一個甬道。那這個是層次比較多一

點，但還是呈現記憶裡面的時間197 

                                                 
196 王志敏著，《電影美學分析原理》，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頁 153。 
197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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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各種空間影像的連結，不管是單線，或是多層次的連結，都與透視所有關連。 

一如，由杜勒所製造的畫圖機，曾經以某定點看到的客體來取代整個經驗的整體

性，此種機械的描摹與幾何式的結構原則於大師們直覺發生之前，曾經在現代主

義時期喚起了傾軋的風暴，把創作的活力轉移到對於某種放肆的崇拜198。然而當

透視法的表現性，當它不是被用來造成寫實空間，而是被自由地用來調節畫家所

追求的透別效果時，格外顯得明白。在超現實主義畫家的作品中可見另一種靈視

（Clairvoyance ），例如：奇里哥（Giorgio de Chirico）的作品《無限的疲倦》（圖２

０），第一眼看來好像是一種寫實的構圖，卻有一種神祕，夢幻的特質，主要的原

因乃是它偏離了一般透視的法則199，畫中主要的結構為集中焦點透視法，但雕像

則躺在以等積法透視所畫出立方體上200。由於此二種不能並存於同一的二種空間

系統，雕像雖為正方體上，但卻成為視覺上扭曲的鬼影。一如那偶然映入研究者

眼簾的《家族相簿》繪本，封皮的土黃色以及黑白照片的相襯，充滿了懷舊氣氛，

但仔細閱讀，由那道被閃電所分裂的家庭合照中，早已顯露，那一段看似幸福美

好的家族情感底下，潛藏著對置身於危險世界中的小女孩的關懷，這一股氣氛也

在奇里哥的另一件作品《一條街道的悲哀與神祕》中有平行的所指。 

 

 

                                                 
198 李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理學》，安海姆著，臺北市：雄獅出版社，1985。頁 288。 
199 靈視亦接近 visionary，是一種超感官知覺。此能力能透過普通感官之外的管道，看到遙遠的人、

物體甚至事件，或是能「看透」不透明物或物體，或是能感知到人類正常情況下收不到的能量（如

無線電波）。這種訊息在報導中往往被描述為能和普通眼睛接收的訊息相似，但也有報導描述為聽

覺或肌肉動覺。靈視也泛指所有的超感官知覺，不過也許較常指不是得自另一個人的訊息。總之超

感官知覺除上述的透視外還有預知、心靈感應等等。就像所有的超能力現象一樣，科學界內對此現

象有很多爭議。甚至超心理界內也有。對於此現象是否存在，以及驗證類似現象的實驗是否有效等

等都有爭議。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5 月 30 日） 
200 李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理學》。安海姆著，臺北市：雄獅出版社，1985。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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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２０ 《無限的疲倦》201 

 

 

  《黑盒子》系列作品觀者需以蹲姿進行觀看，正像閱覽家族照片一般，細細

進行個人式的懷想，一如玩沙少女般的姿態。而觀者動作的介入，可由 Jonathan 

Allen 的攝影裝置作品《Tommy Angel》（1995）（圖２１）有相似的感受，只是 Allen

是使用空間裝置，那是搭架了一座白色迷官通道，在不同的轉彎處懸掛著魔術師

的攝影照，有約翰的人頭、拿著十字架的福音傳道士、還有手持假人偶魔術師，

這些具有劇場效果、似笑非笑的攝影照片讓觀者跟隨著福音魔術師 Tommy Angel，

並藉以那誘惑人的雙眼以及手上的一只十字架小物件並行走而出。二位藝術家的

作品皆使觀者於觀展後，產生一種內在映像，久久揮之不去。 

                                                 
201 李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理學》，安海姆著，臺北市：雄獅出版社，1985。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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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１ Jonathan, Allen Tommy Angel #1-#3, #5-#10, 
2005-2006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122X91 cm each 
Courtesy of David Risley Gallery, London 
攝影:研究生（2006 於新加坡雙年展） 

 

  言語強化圖像是不可能的，因為在一種結構過渡到另一種結構的過程中，注

定要出現一些二級所指。文本只是擴展已經包含在照片中的內涵整體；但有時，

文本也產生（發明）一種全新的所指，這種所指在某種程度上是以追溯既往的方

式投射在圖像之中，甚至到了被外延化的程度。202陳順築《家族黑盒子》作品系

列，《家族黑盒子－臍帶》作品中的小男孩、《家族黑盒子－互視》的眼矇、《家族

黑盒子－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的情人微笑裡所召喚、《家族黑盒子－福地》

的澎湖岩石礫草地，眾多不同時空物質的並置面，正產生對於那危險世界的內涵

化，一同製造並在魂作用著203，魅影縈遶不去。二十歲後的年紀，是人往著愛與

                                                 
202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百合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15。 
203 魂生命取自恢復版《聖經》馬太福音十六章 24~25 節「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

命；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了魂生命。人若賺得全世界，卻喪失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

益處？」。魂生命代表「己」。魂包含心思、情感、意志，位於靈與體的中間，是一處靈與體的中

介處，不是受體的影響，就是靈的影響，判斷心思置於靈，或肉體，可由細微的感受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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隸屬的歸處追尋，趨向認同。黑盒子是抑鬱的，不斷得在過往美好情景裡追尋，

是被製造的時空膠囊，某些碎片被儲存，某些被遺忘，那被建立的，就如同歷經

風化的碑石，在那兒樹立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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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記憶／追憶 

 

第一節 重複 

 

記憶就像是講述一個故事，是一種重建，而不是對於某個事件精確

記錄的讀取過程。204 

 

重複（Repetition）為西方文論的關鍵詞之一，其思想可追溯至前蘇格拉底時

期和《聖經》問世的前後。弗洛伊德的有關學說可以看作重複理論史上的一個重

要轉折點，《超越唯樂原則》一書首次提出「重複強迫」原則，意指人的本能要求

重複以前的狀態，要求回復到過去205。弗洛伊德曾經對如何通過回憶來建構真實

這一問題進行過探討，這種回憶與建構的本質就是一種重複。206 

孫立銓207以類心理分析的角度，指出陳順築由 1992 年至 1995 年的藝術作品，

是以家為「現成物」與影像「物件」，來做為自我述說、拆解，治療屬於個人內在

的家族經驗與傷痛，一方面自我純粹與淨化，凝聚個人內在新秩序，並嘗試進行

新家庭經驗的建立。 

《二段記憶的記錄－I》（圖２２）、《二段記憶的記錄－II》（圖２３）是由一

張被放大至約 117X117 平方公分大小的黑白照片、毛玻璃、黃及黑色木框裱褙。 

 

                                                 
204 因此，我們現在關於記憶的知識表明，記憶可能存在各種各樣的扭曲。申雷海譯，《弗洛伊德

與虛假記憶綜合症》，菲爾．莫倫著，北京市：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9。 
205 進而為精神分析家追尋歇斯底里病症或創傷性神經症等重複現象，提供了理論依據。李鐵編緝，

《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3。 
206 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3。 
207 孫立銓，〈集會•家庭遊行--試析陳順築作品的「父親」影像〉，《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

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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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毛玻璃啊！我用很多方式去阻隔啊！產生很多壅道，也是呈現一種

時空，可這時空比較像由Ａ點到Ｂ點，不像這種我呈現很多層次的時空，

而這單一的、單純的產量，或單一的毛玻璃，或單一的比喻的蠟，它呈

現的就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就是一個甬道。那這個是層次比較多一點，

但還是呈現記憶裡面的時間。208 

 

在照片的毛玻璃上面用墨畫了一些，好像用沙拉油畫了一圈，那個也畫

了好幾個毛玻璃，一個毛玻璃好像一二千塊，想了很久，練習很久就畫

就畫壞了，我…沒有畫..就覺得不好，不好的時候就重做一個，所以那

個好不好就我來決定嘛！209 

 

 

                                                 
208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209 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圖２２ 

陳順築《二段記憶的記錄－I》1993 

照片 木料 玻璃 油漆 油 

117x117 x7 CM 

圖２３ 

陳順築《二段記憶的記錄－I I》1993 

照片 木料 毛玻璃 油漆 油 

117x117 x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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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玻璃的上頭有一點油漬，令研究者聯想到羅夏氏神祕的墨迹測試。而陳順築所

使用的油漬，亦是象徵對過往影像的一種個人詮釋，由內心深處不同的語言來進

行自我表述。圖像的語言不僅僅是發出言語的全部，而且也是所接收到的言語的

全部：語言應該包含意義的所有出其不意現象210。外加的毛玻璃有意地掩没了靈

光的消失感，讓觀者認為此在，又由黑白照的脫格提醒觀者這僅是一只照片，是

對象物的此曾在。陳順築以“二段＂記憶的“記錄＂來呈現記憶是一種柏拉圖式

的重複，“二段＂是以相似的原則或相同原則為基礎的差異，而“記錄＂是柏拉

圖認為世間萬物皆是對理念世界的模仿或複制。211柏拉圖式的重複相應于“自覺

記憶＂，是符合邏輯的，每一次記憶都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存在。 

《記憶－I》（圖２４）、《記憶－I I》（圖２５）是二件模糊的黑白照，照片亦

是放大且呈現脫格狀態。模糊的形象有一種鬼魅般的存在感，那是屬於一種尼采

式的重複，重複要求我們把相似的事物視為本質差異的產物，其前題是將人類現

實界定為類像的世界，或者說把世界本身作為幻影來呈現，此種重複缺乏某種范

式和原型作基礎，帶有鬼魂般的效果。212尼采式的重複相應於非自覺記憶，帶有

夢幻感，本質上大相逕庭的事物會以這樣或那様的奇特方式呈現出一種模模糊糊

的相似性。213或許可以由胡塞爾那裡獲得一個觀點，由直覺所產生的那種瞬間狀

態，而不是概要性的記憶，在這種記憶中時間客體會再次在呈現的連續統中完整

地建立起來，因而我們知覺到它仿彿是那樣。 

 

                                                 
210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36。 
211 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4。 
212 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4。 
213 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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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４ 

陳順築《記憶－I》1993 

照片 木料 色料 117x117 x7 CM 

圖２５ 

陳順築《記憶－I I》1993 

照片 木料 色料 117x117 x7 CM 

   

  《六０年代的無題－I》（圖２６）、《六０年代的無題－I I》（圖２７）亦由放

大至 100 公分左右的翻新老照片做為平面雕塑的基底材，由不規則的紅色框形造就

了《六０年代的無題》二連作，由突出的破格黑白照片、鮮明而清晰的親人與晦

暗難辦的人物、紅門以及白窗、照片本身與照片之外，顯示記憶／遺忘；覺醒／

夢幻；裡面／外面；滿／空；同／異；容器／容納物的對應關係。班雅明認為，

這組對應關係可由“襪子＂的形象來理解，襪子可同時是空袋子又是禮物，它被

翻捲起來時，尤其如此，此時“空＂與“滿＂、“容器＂與“容納物＂、“裡面＂

與“外面＂等概念不僅界線模糊不清而且可以互相換置。214此時，“六０年代＂

的“無題＂本來就是二種不同的內容，它們正由第三者－照片進行了彌補。鮮紅

色的木框像是由動脈所流出的、充滿氧氣的血液，象徵對於照片本身的救贖，相

本的存在價值不在於對象物的此在與否，照片這種會敗壞的物質體，是以關係之

中的第三者而存在。 

                                                 
214 此種模糊的相似性不是來自第一種事物，也不存在於第二種事物之中，是存在於兩者之間的關

係中。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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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６ 

陳順築《六 0 年代的無題－I》1993 

照片 木料 油漆 108x101 x4 CM 

圖２７ 

陳順築《六 0 年代的無題－I I》1993 

照片 木料 油漆 126x103 x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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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複與怪異 

 

那些被壓抑的記憶像一卷巨大的膠卷負片，黑白兩色，尚未沖洗。215 

 

怪異（uncanny）一詞有多重含義，其中包含陌生感、神祕感以及神祕而恐怖

的感覺，即在熟悉的事物中心產生陌生感，或者在陌生事物的中心產生熟悉的感

覺216。因此，怪異並非僅僅意味著奇異乃至恐怖，而是更具體地表示對人們所熟

悉的事物、思想和情感的震憾。一如那膽小的佛洛伊德認為櫥窗內的假人像會動

了起來一般。 

  在《水相》（圖２８）作品中，以木箱推砌為三角結構，透過木箱子的透明玻

璃，可以看見每個箱壁上皆貼有家族成員的照片，箱內則裝滿了半箱水。梅丁衍

指出《水相》中封閉箱內的靜止水面，認為是傳達陳順築有意保留海洋記憶，傳

達令人摒息的壓迫感，此種祭典裝置的手法，或許暗示了作者在離鄉背景後所遭

遇的一些困境或鄉愁？在移民棲息的奮鬥過程中，有期許與反諷的雙關語含意。

男嬰的照片放置在金字塔的最頂端，似乎陳順築並無意去突顯中國家庭倫理的結

構秩序，倒是強化了重男輕女傳宗接代、薪火相傳的信仰本質217。然而，在研究

者與陳順築的一次訪談中，主動指出《水相》中，家族成員照片的安排，是以父

親及母親做為二端排列的起始，並成為建構金字塔的基石218。因此研究者認為以重

男輕女、傳宗接代的中國倫理傳統來看《水相》作品，似乎有弱化此作品在審美

表現上的可能性。這些具體的舊物模擬的是歲月感，但因「人不在場」而被刻意

調新的舊照，則象徵著一種「記憶貯存體」，之中實燒錄了令作者低迥難忘的陳年

記憶。在我看來，這些作為記憶載體的家人照片之誇飾新樣，與其說具現了作者

                                                 
215 李鐵，《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124。 
216 李鐵，《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16。 
217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6。 
218 於 2006 年 12 月 14 日在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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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力的事實，毋寧是反映著一個遊子的心理期望。亦即，它是作者有意識地對抗

記憶衰退的一種逆反救援手法。219 

 

 

圖２８ 陳順築《水相》1993 

黑白照片、25 個木箱、25 個玻璃箱 

H.270XW.36XL.900cm 

 

當把《水相》的「相」字拆開看，其分別是由「木」與「目」二字所組成，

對應此作品的材質木箱，九組木箱也是以不同的高度所形成，其縱列排開的造型

又如同「目」字，且目也是指眼睛，又有觀看之意，以此解釋陳順築的裝置作品，

藝術家的鄉愁情懷是建立在一種視覺性的凝視，即是透過眼睛看（老照片）來達

到知覺性的體驗。220木箱所安置的是放大黑白照片，有一份新樣的感受，那份新

沖洗的樣式，讓黑白照片的懐舊感喪失了。箱中的水是淹没了人像的鼻樑的「悶

                                                 
219 石瑞仁，“論「陳順築個展」風象、水相”，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05/112
（2010 年 6 月 13 日） 
220 劉宇彬，《鄉關何處：論陳順築的家族照片與原鄉圖像》，國立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6。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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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水」221，正象徵死亡本身。陳順築重複地將幾位親人的黑色大頭照片置入水中。

並讓死亡於平常中被發覺，對於一般人而言，發現死亡是一種怪異，並且陷入生

命或死亡的抉擇，當在潛意識的意識流裡，人們是以什麼姿態面對死亡？！黑白

照片在此時仍然是媒介物，只是為數較多的重複，進行視覺死亡的認識與接受。 

  而在《風象》（圖２９）中，延落至地面的二隻長柄風扇，速度不一的吹拂著

地面上的圓盤，圓盤中是被風吹皺的海水照片。如同馬格里特（Rene Magritte）所

擅長的語意虛實弔詭手法。《水相》（1993）、《風象》（1993）的攝影意象，彼此有

異曲同工之妙，把水的真實與影像的虛幻對比作矛盾性的並置，藉以突出記憶與

夢幻在生命本質中真實與虛構等值存有的荒謬性。風扇的吹拂冷卻了記憶的熱

體，而靜止的海水則映證了時間無情流逝的殘酷事實。222 

 

 

圖２９ 

陳順築《風象》1994  

裝置 複合媒材 290x600 x320 CM 

                                                 
221 暗示了人生歷程中必隨的不快與挫折，也有將作者之記憶印象再區分為「樂觀面」與「陰暗面」

之手法意義。石瑞仁，“論「陳順築個展」風象、水相”，

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05/112（2010 年 6 月 13 日） 
222 石瑞仁，“論「陳順築個展」風象、水相”，http://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05/112
（2010 年 6 月 13 日） 



 

 79

 

《糖果架》（圖３０）形式漸為極簡（minimalism），在鐵製糖果架安置二十張

錶有鐵框黑白照，內容為以不同角度拍攝一個小女孩在草地上遊玩的畫面，一如

畢雀夫婦（Berd & Hilla Becher）的新地景攝影，他們正以攝影雕塑223地方形象。

糖果架上裝有二盞日光燈，架子前方擺有等寬而失焦的植物照片，梅丁衍更將之

與杜象的晾瓶架相比擬，指出工業產品的冷漠美學價值224。並且像是杜象的桌上

輪圈轉動般，即平常又怪異的感受。 

 

 

圖３０ 

陳順築《糖果架》1994  

裝置+複合媒材 220x92 x115CM 

 

  《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圖３１）為一件由照片、複片所組成的燈箱式複

合媒材作品。凸出的圓形複片像極了照相機的功能，鏡頭內是尚未沖洗的複片，

陳順築將之反轉成背面。凸起的圓形正鑲鉗於一位孩子的頭上，似是暗指工業化

                                                 
223 據陳順築口述，畢雀夫婦以其攝影作品榮獲雕塑獎。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

築工作室。 
224 梅丁衍，〈鄉愁不悔容顏少－看陳順築 1992-1994 年間的作品〉，《現代美術》，66，1996，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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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正取代人類的腦部及視覺運作！陳順築於訪談時描述到： 

 

是拿複片，拍複片變成透明片，這是一般商業用的透明片，所以它也是

一種反轉。這是重複跳格、跳片，或二個，這是一個重複的特色，我想

有一個時間差，我想事實提供這個反轉也是一個時間差，比較是個人向

度的時間差，這個你看到像是一個電影感的，或者，它平面不可能是電

影哦！是受電影影響很深哦！我想用一種電影微微差別的臨界點，有點

微微笑與不笑，你看過原作，一個有修過片，一個沒有修過片，但事實

上都是同一個時候，但差一點點，可能是修片前修片後，或者，這樣乍

看之下是一秒鐘、三秒鐘的時間，拍二張嘛，三秒鐘之間的差，這個也

呈現時間的一種差異，時間在一個作品裡面，在這個點裡面是一個幾秒

鐘的時間差，可是跟這照片加起來，好像又是一個更大的一個時間差，

那我們現在看它的時候，又是一個更大的時間差，很層層的時間變化，

很有意思啦！（並接續指著《家族黑盒子－自傳》）225 

 

  工業化影響著時間的節奏，前往印度大吉領的喜瑪拉雅山特快車，窄軌車身

上刻著一段話：「慢（slow）這個英文字母有四個字母，生命（life）也一樣。速度

（speed）這個字有五個字母，死亡（death)也一樣」226，或許可以感受到整個事件

經過時的每一分每一秒；也或許在回顧時；經驗到那相同長短的時間。認知心理

學家布洛克（Richard Block）把前者稱為體驗的時段（experienced duration）；把後

者稱為記憶的時段（remembered duration）。227加州理工學院的生物心理學家史派

里（Roger Sperry）和他的同事進行了一件研究並獲得了諾貝爾獎。在此項研究裡

證實人類兩個腦半球分別容易專注於不同類型的訊息，並會以不同的方式來處理

                                                 
225 並指著《家族黑盒子－自傳》一同談論。訪談所說，於 2007 年 1 月 26 日新店陳順築工作室。 
226 勒范恩譯，《時間地圖》，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97，頁 10。 
227 勒范恩譯，《時間地圖》，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97，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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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訊息。對於時間有所控制的工作、邏輯運算為左半球負責；右半球的認知途

徑是非語言的，擅於直覺、主觀、聯想以及不涉及時間的。228因此，傑爾．李維

指出左半球分析的是時間，右半球處理的是空間。229然而《好消息！機器饅頭來

了》突兀的圓管造形，其上頭的複片230正象徵著空間－不涉及時間的概念，是陳

順築坦蕩的面對個人記憶，並由糾纏的縈念中及時間中出走的證明。 

 

 

圖３１ 

陳順築《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1994  

照片 燈炮 複合媒材 161x106 x30 CM 

 

                                                 
228 勒范恩譯，《時間地圖》，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97，頁 43。 
229 右半球處理空間，又可稱為不涉及時間的概念：指完全對時間無意識的狀況。從事右半球思考

的行為時，往往難以判斷時間的長短，這並不是指心理上覺得時間加快了（雖然事實如此），而是

說這種心理狀態根本就好像存在於時間之外。不管生活的腳步在我們生活週遭如何快速得展開，一

旦我們進入不涉及時間的狀態，就時間的角度而言，也就進入一種休息狀態。勒范恩譯，1997，《時

間地圖》，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頁 62。 
230 進入右半球狀態的觀察活動有練習上下顛倒的繪畫，或去畫負空間（negative space）就是畫出

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空間而非物體本身。勒范恩譯，《時間地圖》，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97，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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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境第六十四分之一》（圖３２）是一件由黑白照片及玻璃裝置所組成，於

1997 年展覽時，搬運不慎使房屋底層破裂，後改以沙由屋內傾出，成為《夢境第

六十四分之二》。研究者揣測“六十四＂出於八卦中的六十四個卦象，八卦是出於

易經231，所謂「易者，數也」，易經既然是一種二進位碼的引伸，訂出八卦的順序

後，數目字一到八可以分別對應到八卦中的一卦。占卜沒有必然性，一般認為可

一占再占，只要前、後卦的解譯能靈活融會即可。因此在“之一＂意外破損後，

陳順築改以“之二＂，讓作品再展出。 

 

 

圖３２ 
陳順築《夢境第六十四分之一》2321994  
照片 玻璃 複合媒材 200x250 x160 CM 

                                                 
231 《易經》以一套符號系統來描述狀態的變易，表現了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它的中心

思想，是以陰陽兩種元素的對立統一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易由蜥蜴而得名，為一象形字，此說

出自許慎《說文解字》；而蜥蜴能夠變色，俗稱「變色龍」，所以「易」的變易義，為蜥蜴的引申義。

又可指變易、變化的意思，指天下萬物是常變的，故此《周易》是教導人面對變易的書。物質世界

是絕對運動的，思維反映存在，所以思維也應當是不斷變化，與時俱進的。 另外，易指交易，亦

即陰消陽長、陽長陰消的相互變化。如一般的太極圖所顯示的一樣。《繫辭傳》：「生生之謂易」，『易』

即是「道」，恆常的真理，即使事物隨著時空變幻，恆常的道不變。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2010 年 6 月 13 日）。 
232 於 1997 年展覽時，搬運不慎使房屋底層破裂，後改以沙由屋內傾出，成為《夢境第六十四分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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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複與類像 

 

過去的文化並不僅僅是人類的記憶，而是我們自己已經埋葬了的生

活。對它的研究導致一種認識，一種發現。通過它們我們不但看到

已往的生活，而且還看到當今生活的總體文化形態。 

Northrop Frye233 

  姚瑞中在《台灣裝置藝術》一書中指出陳順築大部份的作品中可見其以平面

攝影結合立體空間的努力，並進行實存空間與虛擬影像辯證關係的探討；其作品

除了影像的企劃與拍攝外，更重要的是在製作過程中所加入的相關媒材、呈現方

式及與環境的結合關係。陳順築認為空間裝置只是藝術呈現的一種方式及媒介

234。孫立銓並指出在《集會‧家庭遊行》中，陳順築回溯象徵「家族」發源與情

感的源頭－澎湖，尋根式的重建「家族」秩序的個人意義，以及重新創建「家庭」

關連的個人理念。235 

《集會．家庭遊行-澎湖屋 II》（圖３３）於 1995 年 7 月 26 日在澎湖縣馬公市

烏嵌里進行展演拍攝。前景是生長在混雜著咾咕石、沙、土、岩塊中的天人菊、

蘆葦及不知名的細草，遠景是一片無際的蔚藍天空，只有少數幾朶白雲更顯天空

的湛藍，駐立在空曠的地平線上頭的是水泥舊屋，週圍有少數幾根電線桿及遠處

可見幾棟房子的屋頂。具學院派背景的作者將影像有秩序的拼貼在澎湖舊屋外牆

上，避開了門與窗，保留了屋的出入口。舊屋、藍天與地平均的被佈局為畫面上

                                                 
233 李鐵出版，《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18。 
234 林婷婷，〈老照片的反思 陳順築另眼看家族影像與裝置符碼〉，《雅砌》，第 109 期，1999，頁

39。 
235孫立銓指出陳順築作品中「家庭」、「家族」的概念來自於「家」與「家人」的情感，而使用「家

庭」、「家族」的「概念」已成為創作者創作語彙中的現成物，也就是說「家」、「家人」的「影像」

已超脫成一種「物件」，物件在作品中不斷的進行意義轉換與權宜使用。在此「家族」指《家族黑

盒子》中的「家族」；「家庭」指《集會．家庭遊行》中的「家庭」。孫立銓，2004，〈集會•家庭遊

行--試析陳順築作品的「父親」影像〉，《現代美術》，第 114 期，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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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區塊，攝影師處於由下而上的抑角鏡頭，由澎湖的舊屋位於畫面上的中心

位置即可知其在作者心中的地位。再仔細看會發現這是一間缺了瓦片的舊屋，裸

露在風沙中的屋樑亦已枯槁，屋頂並非作者拼貼之處，與地面上侵蝕斑駁的地基

形成強烈的呼應關係。然而作者對牆外的秩序排列象徵一種將「家庭」影像細膩

棉密的攀附於屋牆，但被遺忘的屋頂顯示著此屋無法遮避風雨的意象。此處的屋

也不具備了屋的功能，屋子內亦非為一個獨立保護的空間，而此屋僅是天地間的

四片水泥牆不與天地有所區隔。《國語活用辭典》中指出「屋」是會意字，意指人

之所止為居屋。「尸」象形指屋形。缺了屋頂的「屋」只剩下「至」，「至」指來、

到。正符應作品標題《遊行》，而來與到指進行短暫的停留，如同自我對許多記憶

提取時，無數個記憶在暫存器中不斷稍作停留。 

 

 

圖３３ 

陳順築《集會．家庭遊行 －澎湖屋 II》 

1995 年 7 月 28 日 

台灣澎湖縣馬公市烏嵌里 335 件黑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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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家庭遊行-澎湖屋 II》中的屋子，是漁人放置漁網，或漁忙時臨時休

憩的居所，陳順築稱那是中性的位置。《集會．家庭遊行-澎湖田》（圖３４）是否

也意味著－直到你歸了土，因為你是從土取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236

其田地所在地－西嶼鄉合界村，根據《台灣通史》中所戴： 

 

西嶼鄉是澎湖的屏蔽，隨、唐就有中國人經略跡象；迨至元，始設

澎湖巡檢司，「西嶼頭」亦涵括在內，隸泉州晉江縣。昔日舟行澎湖，

必繞循本島（西嶼）航駛，每到西流海面之旋渦流域，激流澎湃，

必先經西嶼頭，停泊內垵沙灣，拜祭觀音、媽祖，祈求保佑航行平

安，添加淡水並問知水性，始發帆入馬公港，或轉駛臺灣，為先史

時代，大陸渡海至臺灣之中途站。目前西嶼鄉村莊，為地方自然聚

落，自昔少有變動，至今仍然界址分明，循天然地形毗鄰而居。237 

 

 

圖３４ 

陳順築《集會．家庭遊行 －澎湖田》 

1995 年 8 月 27 日  

台灣澎湖縣西嶼鄉合界村 340 件黑白照片 

                                                 
236 恢復版《聖經》創世記三章 19 節 
237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網路村里＂，1996， 
http://village.gov.tw/dept/index.jsp?vcode=376565400（2006 年 0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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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順築表示個人並不瞭解西嶼鄉有此段歷史。而舊屋與田地皆為中界地，其

一為聯繫漁人的家與海洋，另一為古人由故鄉探訪家鄉的臨時居所，亦是陳順築

由居家（台灣）重回故鄉（澎湖）的聖所。 

在澎湖屋前所懸掛的以及澎湖田上所放置的，乃是創作者由 1992 年春天開始

至 1995 年間不定時拍攝九位「親族」成員的黑白靜物238照片（圖３５），其中包

含了六位住在澎湖老家的親人及三位在台北居住的友人239。裝錶在銀飾花框中的

黑白照被陳順築稱之為難以消抹的古典記憶，他刻意將親友的照片沖洗為黑白

照，製造一種老相片形式的陳舊感，而相中人物是展演時（1995 年）還存活著的

親友，仔細一看黑白照具光亮新穎的表面並無經年累月的歷史感，陳順築稱此為

一種將內在意義轉化並提出的「看」： 

 

而「古典」是歷史記憶中的某種先入為主的典範，就像我腦海裡無

法抹滅，那高掛廳堂的先祖工筆畫像，或母親遺照上永恆逼視的微

笑，所代表某種無法取代的「樣板」記憶，因此黑白照片像逃脫現

實的影像，以神祕的距離自我陶醉，不受現實箝制，當肉眼經驗化

為黑白影像時，它本身就是一種轉化，一種新的詮釋方式、一種將

事物內在意義提昇出來的表現手法：它是一種更深刻的「看」240。 

 

                                                 
238 靜物，或者像它在別的語言中所更好地表述那樣，是 still life（靜止的生命）懷宇譯，《顯義與

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4。 
239 根據 1995 年的《集會‧家庭遊行》的創作自述，1992 年的《家族黑盒子》系列有媽媽、哥哥、

嫂嫂、姊姊、外甥、外甥女六位親人，這是「家族」成員指標；而「家庭」成員指標則是在《集會‧

家庭遊行》中加入了在台北生活在一起的三位友人（母女）。孫立銓，〈集會•家庭遊行--試析陳順築

作品的「父親」影像〉，《現代美術》，第 114 期，2004。頁 35。 
240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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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５ 

陳順築《集會．家庭遊行》中的黑白照片 

29.3x24.2CM 

 

  銀飾花框中的人物，是親友個人正反面的黑白肖像照，人物肢體疆直、缺少

了即定的笑容並與一般「家族照」，被拍攝者所「自造的形象」241不同，其人物衣

著及身後環境參雜了睡衣臥房、居家服麻將桌、喪服鋁門窗，亦與「體面端正合

宜」、「給外人看」的家族生活照大相逕庭，更別提是「上鏡頭（photogenie）」242的

攝影作品；影像中的親友多是臨時接受邀約，並被攝影師（陳順築）要求以單一

化的、面無表情及立正姿勢進行拍攝，拍攝時親友多有狐疑，陳順築反轉家族生

活照的一般刻板的形式，並以「樣板」243形式取而代之。 

    鮑德里亞曾經認為人類在後現代陷入了表徵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因

                                                 
241 家族照是家族自塑其形像，擺給外人看，或預設以外人的眼光來反觀自身的建構，家族自塑形

像多只依附社會認可的共同準則。許綺玲，〈破鏡裡頭尋先祖？──談台灣家族相片的變途或再生〉，

《中外文學》，29：2，2000。頁 83。 
242 「上鏡頭」指內涵的訊息就在圖像本身，該圖像被燈光技術、洗印技術所美化（也就是一般所

謂的昇華）。這些技術需要統計，只是因為它們中的每一種都相應于一種內涵所指，這種所指很穩

定，以至于能夠被編入有關效果的一種文化詞滙中。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

津：百合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11。 
243 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陳順築，2004。頁 5。 



 

 88

為人類現實的表徵可以被系統化、無止境的同類複製。類象乃是影像（the image）

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由於某個表徵生產出仿真複製品，後者就與原先的現實脫

離，並且持續產生新的複製品。 

 

表徵始於一種原則，即符號與現實是對等的（即便這對等關係只是

烏托邦精神的體現，它仍然是一項基本准則）。相反，仿真始于上述

對等原則的烏托邦形式，始于對符號價值的激烈的否定，始于符號

逆轉以及對任何指涉物都宣判死刑。表徵視仿真為偽表徵，並借此

吸納仿真，而仿真卻視表徵本身為類像，進而吞没了整棟表徵大廈。

下面是影像的幾個發展階段 

1. 它反映了基本現實 

2. 它遮蔽並扭曲了基本現實 

3. 它遮蔽了基本現實的缺席 

4. 它斷絕跟任何現實的關係；它只是自己的純類像而己244 

 

詹明信認為在媒體時代之前的照片至少還保留了「他性」。由於電視機走入我

們的家庭生活後，它所傳達的形象似乎也完全屬於我們自己，因此，它便失去了

“他性＂，也就是失去了距離感。245 

  然而陳順築持續的拍攝至少累積數以千張獨一無二的肖像照，而這些照片取

自九個「個人」，分別在不同物理時間（即空間）序列裡的數個片段。陳順築正以

數以千計的「個人」「影像」抵抗這表徵危機。 

  陳順築從台北經過嘉義港口，搭船返鄉至澎湖，一件一件的拼貼於澎湖的舊

                                                 
244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4。 
245 懷宇譯，《顯義與晦義》，羅蘭．巴特著，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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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及土地上，一個影像是一個家庭的象徵246，數以千計的「他人」「影像」在澎湖

「集會」並包裏整個屋宅的四週，排列組合一如有機化合物的化學方程式。簡單

的芳香化合物具有大量的有機化合物在其中，當中包含簡單的芳香性環247，以及

多環芳香化合物或雜環芳香化合物（圖３６）。前者可以是ＤＮＡ的組成元素之

一；後二者，其分子由一個不包含雜環或取代基的芳香環融合在一起並同時分享

兩個碳原子所組成，當中大部分都是致癌物質（圖３７）。 

 
 
 

      
圖３６ 芳香性化合物    圖３７ 癌細胞的生長 

 

 

   這眾多「他人」眼睛所見正是「陳順築」。一如，羅蘭．巴特回想著有一天，

他無意間看到拿破崙的幼弟霍姆（Jerome）的一張照片（1852 年攝），並懷著未曾

消減過的訝異感，心想：「我看到這雙眼睛曾親見過拿破崙皇帝！」248。又如，自

傳的撰寫，自傳是在寫自己，自傳事實在其主要，然而不少自傳作家卻在自傳裡

                                                 
246 孫立銓指出陳順築作品中「家庭」、「家族」的概念來自於「家」與「家人」的情感，而使用「家

庭」、「家族」的「概念」已成為創作者創作語彙中的現成物，也就是說「家」、「家人」的「影像」

已超脫成一種「物件」，物件在作品中不斷的進行意義轉換與權宜使用。在此「家族」指《家族黑

盒子》中的「家族」；「家庭」指《集會．家庭遊行》中的「家庭」。陳順築，《四季遊蹤》，臺北縣：

陳順築，2004。頁 4。 
247 例如：人類遺傳密碼 DNA（當中包含嘌呤、嘧啶）、三硝基甲苯（有苯環）、乙醯水楊酸（有

苯環）、對乙醯氨基酚（有苯環）。前一者經作用後會被人體代謝避免變成痛風，後三者有苯環皆

有毒或已被列為禁藥。 
248 許綺玲譯，《明室‧攝影札記》羅蘭．巴特著。臺北縣：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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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的撰述他人。錢鐘：「為別人做傳也是自我表現一種；不妨加入自己的主見，

借別人為題目來發揮自己。反過來說，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

意地描摹出自己老婆、兒子都認不得的形象，或者東拉西扯地記載交游，傳述別

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

人，他倒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249因此，那眾多的「他人」「影

像」亦可指「陳順築自己」。 

孫立銓指出《集會．家庭遊行》會令人想起早期以記錄澎湖人、事、物為主

的詩意風景照，作品皆在顯現創作者對故鄉記憶與人事變遷的失落，並透過戶外

裝置的形式，在象徵「母性」的土地上嚴謹次序的排列影像，並在象徵「父性」

的廢墟上讓影像隨意飄動，暗示創作者內心對穩定家庭的「母性」依賴，以及內

在缺乏建構家庭之「父性」的不安全感，研究者認為更是經由通過儀式，朝向心

物合一的狀態。以具儀式性的手法將新家庭成員的影像置於家鄉土地並與之產生

關連，暗示新家庭背後一個父親角色的逐漸形成，作品意涵是陳順築企圖顯影「父

親影像」與角色扮演的內在需求，並藉回溯象徵「家族」發源與情感源頭的「澎

湖」，來企圖塑建作品中的「土地」倫理關係，但在孫立銓文中的「土地」倫理關

係，指的是基於「尋根」的個人情感所重新創建的與「家族」、「家庭」關連的個

人意義。 

由文化人類學的觀點，融合是文化採借，而文化的採借是有主體性的條件因

素，因為「文化元素的移借，並不像打補釘似地隨便湊在一起，它們只有在能配

合一個文化的設計或能重新剪裁或染色，以配合文化設計時才會被採借250。而舊

屋、土地與銀飾花框黑白影像二物質在文化認知基模中互為機轉251，亦是有機化

                                                 
249 趙白生，《傳記文學理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37。 
250 汪聞賓，〈水彩與水墨的邂逅－李澤藩水墨畫作的探討〉，《李澤藩與台灣美術學術研討會》，

2003，頁 44。 
251 機轉：借用自醫學用語。原文意指某種物質狀態質變為另一種物質狀態的轉化機制與作用。本

文假設藝術家在學習過程中，會建立一個文化認知的「基模」，以此「基模」為基礎，畫家才能將

自然的客觀物像轉化為文化的藝術圖像，或藉以轉化異文化之元素，求同存異，融匯質為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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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共軛系統252。並對觀者產生一連串的記憶召喚，作品中大量黑白肖像照的

聚集，一如作品標題中的「集會」，正解釋了親族在人與人的聚集行動，「親族」253

在文化人類學的定義乃是基於出生或婚姻系譜的紐帶，以迄由擬制親族（fictive kin）

關係所結合人與人關係的總稱。也就是說舊屋上的影像代表眾多的個人，而舊屋

成為一個讓個人與個人彼此互有「關係」的紐帶254與舊屋黏結255，而這關係是經

由黑白肖像照256以及另一個物質－房屋、土地所建立。這些取自空間上的各個斷

片（物質），在 1995 年 7 月 28 日的瞬間間隔有序的排列成一個奇觀，身體（大腦）

與時間形成交點，生命有了一度的綿延機會。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美勞教育學系汪聞賓教授於台灣藝術研究課堂講稿。 
252 共軛現象是指同時發生在同一軸上的平移和旋轉活動，或指在一個軸上旋轉或平移必然同時伴

有另一軸的旋轉或平移運動的現象。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2010 年 6 月 15 日）。 
253 劉其偉，《文化人類學》，台北市：藝術家出版社，1991，頁 172。 
254 紐帶一詞來自劉其偉對「親族」的定義中，提及「親族」乃是基於出生或婚姻系譜的紐帶，以

迄由擬制親族（fictive kin）關係所結合人與人關係的總稱。在未經產業化的社會中，所謂親族，

它對行動的選擇、權利、義務的傳達，以及社會集團的形成，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即使在產業

化的社會中，家族與近親之間，仍不失其重要的意義。人類集結成團形成原理即指血與土的組織原

理，其一是血親以母子關係為原點，另一是地緣關係因社會進化展現土地、地緣的重要性。劉其偉，

《文化人類學》，台北市：藝術家出版社，1991。頁 172。 
255 畢恆達，《家的意義》，臺北市：應用心理研究雜誌社，2000。頁 150。 
256 黑白肖像照皆採平視角度並以頂天立地的方式構成，影像看似躺在棺材內的死亡屍體（己死及

將死）或為一個紀念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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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你說／我聽 

 

  研究者對陳順築作品的關注，起始於「聽」「見」《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

這是來自於與演講「聲音」所產生的偶然召喚而起，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257常被

稱為聲象作家，是為現代的作品，是讀者只能用聽的話語。例： 

 

我有說話的樣子，說話的不是我，所說的內容不是我。說上那麼幾句泛

泛的話，算是開場白。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怎麼著手？從無法解決的

難題著手，要不然就是要從正在陸續被駁倒的、或者遲早會被駁倒的一

些肯定的斷言或否定的斷言著手。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總該還有一些

法子。否則就對一切都不抱希望了。不過實際上就是對一切都不抱希望

了。（貝克特《無名的人》）258 

 

這是一段反復不停地返回自身的話語，除了自身以外，不涉及任何其他東西。 

而聽（ecouter）乃是一種心理行為；聽到（entendre）乃是一種生理現象。羅

蘭．巴特將聽分為三種類型：第一種是生命存在物將其聽力引向一些標示，在此

層次上無任何東西可以將動物與人分開，例如狼聽到獵物或侵犯者的聲音、兒童

或 戀 人 聽 到 心 上 人 的 腳 步 聲 音 時 ， 為 一 種 警 覺 （ alerte ）。 第 二 種 為 辨 識

（decchiffrement）將聽通過耳朶，將符號按某些規則行事。第三種並非意味著依

附前二項的可能，此層面並不針對一些確定的、分出類別的符號；不是被說出的

東西，或者被發送的東西而是正在說、正在發送的東西：它被認為形成於一種跨

                                                 
257 費奧多爾·米哈伊洛維奇·杜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俄國作家，其文學風格對 20 世紀的

世界文壇產生了深遠的影響。杜斯妥也夫斯基常常描繪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卻都有著不同於常人想

法的角色，這使得他得以出色地表達 19 世紀暗潮洶湧的俄國社會中小人物的心理。 
258 沈一名、萬小器譯，《符號學文學論文集：何謂結構主義?－詩學》，茨維坦‧托多洛夫著，天津

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68。頁 212。而另一種閱讀方式－視角，是視覺藝術裡經常使圖畫結構產

生決定性的影響，例如：拜占庭的聖像中，在同一個聖像上，根據人物表現所應起的作用，使用著

好幾種視角：根據所表現的場面，主要人物應該面向他的對話者，即使如此，他也同時面向觀眾。

Ibid，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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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空間，而在此意味著：“我聽”與“請聽我”。 

 

故事播種在海上，記憶卻慢慢的埋入田地裡。259 

陳順築的故鄉澎湖，在第一波的殖民過程中遭到慘烈的破壞。260 

 

  《富發三號》（圖３８）展覽於《你說／我聽》，展出地點分別為台北市立美

術館以及法國馬河谷省的畢松藝術中心。陳順築將澎湖田地黑白攝影照片切割為

細小的片斷群，並與鹽調合其中。 

 

 
圖３８ 陳順築《富發三號》1998 
漁船、鹽、黑白照片 
作品原件 漁船：Ｈ.260ＸW.230ＸL.700cm 

鹽堆：Ｈ.120Ｘφ.200cm 
照片：Ｈ.127ＸW.250cm 

「你說．我聽」專題展 
台北市立美術館、現場裝置－漁船 
台北市立兒童育樂中心、現場裝置－ 
六百公斤海鹽，混合許多被切碎兩立分見方的「田地」照片 

 

                                                 
259 台北市立美術館，《你說／我聽》，臺北市：台北市立美術館，2008。頁 13。 
260 台北市立美術館，《你說／我聽》，臺北市：台北市立美術館，2008。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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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四面環海，鹽產豐富，更不用說澎湖了，甚至澎湖土地含鹽量過高以至

於作物無法生長。但鹽在羅馬帝國時期是招摹士兵的糧餉之一，所以薪水的英文

salary 一詞，源自拉丁文 salarium，是指發給士兵購鹽的錢261。 

  「又看見遍地有硫磺，有鹽鹵，有火跡；沒有播種，沒有出產，連草都不生

長，好像耶和華在怒氣和烈怒中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拉、押瑪、洗扁一樣。」262 

在展覽過程中，相片表面的粒子會被自然的化學變化逐漸侵蝕，終至完全消失，

如同鹽有治死的功能般。 

  「亞比米勒整天攻打城，將城奪取，殺了其中的人，將城拆毀，撒上了鹽。」

263被切碎了的「澎湖田」，正撒上鹽象徵與過去徹底隔絕。 

  「你們的言語總要帶著恩典，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你們應當怎樣回答各

人。264那被鹽所調和後的言語，將使人和睦。 

陳順築：「我無意開創新的影像語法，去「回憶」擅於遺忘的有限生命；只是，不

間斷用熟悉的影像造句，逐一對焦情感的原慾，搭架影像「場景」，反芻我所認知

的世界。」265 

  成為小細末的澎湖花生田黑白照片，猶如萬花筒中的小碎片，同時亦認知「真

我」的滄海之一粟。另一件《風中的記憶：田地》（圖３９）由照片、金屬相框、

五金組件的室內裝置藝術，將田地成為各種細小的片段。幾許碎片安置在被割裂

的田地前，一如刺點般成為微妙的境外場（hors-champ），好似影像將欲望擲出畫

面所見之外，不只射向裸裎的「其餘」部份，也不只射向一個實現行動的幻想，

更迄及了靈與肉的相結相纏，完美優越的生命體。266因為「花生田」已成為「花」

「生」「田」。 

                                                 
261 喜信家庭網路雜誌，http://www.joy.org.tw/holyspirit.asp?num=3272（2010 年 6 月 4 日） 
262 恢復版《聖經》申命記二十九章 23 節。 
263 恢復版《聖經》士師記九章 45 節。 
264 恢復版《聖經》歌羅西書四章 6 節。 
265 陳順築（2004）在《四季遊蹤》的創作自述〈複合媒材中的影像現實與幻憶〉的結尾提及。 
266 許綺玲譯。《明室‧攝影札記》。臺北縣：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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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９ 

陳順築《風中的記憶：田地》1998 

照片、金屬相框、五金組件 H.270ＸW.900ＸD.400cm 

台北漢雅軒畫廊、現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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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馬拉梅（Mallarme）：「所有的書多多少少都融入了有意轉述的人言。」267裝置

藝術家所創造的新奇環境，引發觀眾的記憶，產生以記憶形式出現的經驗，觀眾

借助于自己的理解，又進一步強化了這種經驗。其結果，是文本的寫作，得到了

觀眾的幫助。就裝置本身而言，它們僅僅是容器而已，它們能容納任何“作者”和“讀

者”希望放入的內容。268 

  陳順築以《家族黑盒子》系列作品，雕塑個人內在風景，藉以各種「物件」 

拼貼家庭絮語，娓娓述說一段六０年代的似水年華。不僅是聚焦情感的原慾，並

將回憶對焦故鄉－澎湖。同時，黑盒子中的美好景緻亦像一面鏡子般，映射一段

看不見的歷史。然而，光影炫爛，召喚潛藏的故事，各種物件道盡了集體潛意識

的蔓延。那盒內是慾望交換的空間。 

 弗洛伊德認為記憶就像夢一樣，或者像虛構的小說，在心裡衝突的基礎上構

建起來。269在《家族黑盒子》之後所衍生的《二段記憶的記錄－Ｉ、ＩＩ》、《記

憶－Ｉ、ＩＩ》及《六０年代的無題－Ｉ、ＩＩ》，那些充滿幻想的記憶成為陳順

築的創造中心，並與影像一同拼現，互相造樣造句，組成一段記憶蒙太奇，實現

各種記憶可能的面貌。同時，照片的第三者身份在此時被定位。《水相》、《風相》、

《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及《夢境第六十四分之一》呈現影像怪異的特質，陳

順築正以死亡對觀者進行感官的挑釁。 

  《集會家庭．遊行》系列是尋根式的返鄉，陳順築以身體力行，將歷時性的

黑白人像照片，一一搭建澎湖屋及田地。並於「你聽．我說」《富發三號》表露澎

                                                 
267 郭思慈，〈從符號學到現象學的轉向－羅蘭．巴特論攝影本體〉，《台灣當代攝影潮流》，第 107
期，1995。頁 13 
268 徐洤，《裝置藝術》，北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1。 
269 申雷海譯，《弗洛伊德與虛假記憶綜合症》，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0。 



 

 97

湖晦澀的歷史，同時亦支解影像並告別影像，成為影像的造樣造句。 

  

  德勒茲發現在盧克萊修、休謨、斯賓諾莎、尼采和柏格森之間，存在著一種

神祕的關聯，這種關係由對消極的批評、對快樂的培養、對內在性的憎恨、對力

量與關係之外在性的頌揚，以及對權力斥責等等所構成，這神祕的關聯形成一個

思想的孤兒線，亦嬗變為他日後遊牧思想線。270若我們希望達到一個溝通，一個

完全適應現代世界的溝通，便是阿多諾式的，將密封瓶投入大海的方法，待密封

瓶被拾起時，在那獲得某種意外之喜。德勒茲反對樹狀文本，樹是世界的形象或

是世界－樹的形象的根、束狀根皆隐藏著統一性，甚至指人的心靈按照基礎、本

質、系統、層級原則來分類、組織、儲藏、各種知識，此為舊有的樹喻文化。德

勒茲便以塊莖文本成為遊牧思想的集中體現，並以逃逸線作為不同路線間的橫向

交流，攪亂了樹的譜系。但不要忘了，那起始於思想孤兒線的質素，樹至塊莖的

思想變形，仍是知識文化所掌管的地盤。心靈在此而言乃是一個模糊的概念及名

詞，一如心理學將靈魂二字同時並置一般。另有一種靈、魂、體的區分，將樹的

來源界分為生命樹及知識善惡樹，樹種的選擇來自人的自由意志。再次回到柏格

森所說：「其實不是有兩種傾向，甚至不是有了兩個方向，而是有了這樣一個自我：

它正在通過他的猶豫不決在生長著與發展著，一直等到瓜熟蒂落出現時為止。」

人對著生命進行著追憶，那追憶的對象不斷地進行替換，在那追憶的腳步上，看

似廻圈與秩序，那是一場虛空與虛空的轉動，而在那轉動至深處之時，麥子死

了…… 

 

一粒麥子不落在地裡死了，仍舊是一粒；若是死了，就結出許多子

粒來。271 

                                                 
270 李鐵編緝，《西方文論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789。 
271 恢復版《聖經》約翰福音十二章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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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影，也是一種力量。272它揭露自己真實的本質，如同地圖，引導我們回家

－我真正的家，也就是在靈內住的深處，並在此發現生命的源頭，並呈現出真實

本質。一如，法國夏特勒大教堂(Notre Dame de Chartres )的迷宮，迷宮象徵著進入

一個虛擬的神聖城市，而在迷宮上的路徑被稱為“至耶路撒冷的道路＂，而可想

而知迷宮的中心是“新耶路撒冷＂，這裡的迷宮並非指受迷霧而阻礙了視線，迷

宮的中心點是一個具有照明及啟發可以令人們洞察問題，遶著中心的長道路可以

讓我們獲得信心及實現夢想。273故事不再是防礙，唯有接受故事，才能體悟自己

一如宇宙，皆為塵土及影兒。自我小之又小，否認己，甚至於無。一如當蚌被砂

粒所傷，就分泌生命的汁液包裹砂粒，使其成為寶貴的珍珠。 

 

櫃上面有榮耀的基路伯覆蔭著平息處；關於這幾件，現在不能一一細說。274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樣子也是怎樣。275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亮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流出來。276 

...... 

                                                 
272 黃漢耀著，《陰影，也是一種力量》，台北縣：人本自然出版社，2005。 
273 法國夏特勒大教堂，http://www.geocities.com/Wellesley/6142/index.html#labyrinth（2005 年 1 月

19 日）。 
274 恢復版《聖經》西伯來書三章 5 節。 
275 恢復版《聖經》以西結書一章 28 節。 
276 恢復版《聖經》啓示錄二十二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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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陳順築作品類型 

年 代 與

作 品 類

型 

直接攝影 
 
1984-1990 

內化的影像複合媒

材 
1992-2001 

影像造型的裝置 
1993-2004 

環境的影像裝置 
1995-2001 

1990 《影像．潛像》   
 

 
 

1992  《家族黑盒子》系列   

1993  《記憶-I&II》、《二段

記憶的記錄-I&II》、

《六 0 年代的無題

-I&II》 

《水相》、《風象》  

1994  《好消息!機器饅頭

來了!》 
《夢境第六十四分

之一》、《糖果架》

 

1995    《集會．家庭遊行

-台北.屋 I》首次於

完成於金瓜石，之

後 陸 續 在 澎 湖 進

行《集會．家庭遊

行-澎湖 .屋 I&II》

《集會．家庭遊行

-澎湖.田》 

1996  《 家 庭 風 景

-I&II&III》 
《金都遺址》  

1997   《新屋》、《夢境第

六十四分之二》 
 

1998  《 族 譜 肖 像 - 祖

父》、《族譜肖像-祖

母》 

《富發三號》、《聖

家族》、《風中的記

憶：田地》、《平安

家宅》 

 

1999  《台北車站》、《基隆

車站》、《高雄車站》

 

 《集會．家庭遊行

-福崗公寓計畫》 

2001  《 祖 譜 肖 像 - 姑

姑》、《族譜肖像-叔

叔 I&II》 

 《花懺》 

2004  《四季遊蹤》系列 《風中的記憶：大

年初三》 
 

註：本表由研究者自行繪製，僅集結陳順築於 2004 年之前的創作，作品類型乃借

引陳順築《四季遊蹤》畫冊內的分類項目。於 2005 年後尚有《家宅－四乘五立方》

（2007）系列、《記憶的距離》系列（2008）、《迢迢路》系列（2009）、《一枝樹》

系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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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內容Ａ 
 
時間：2007-01-26 AM10:30~PM3:00 

地點：陳順築工作室 

訪問重點：以黑盒子系列作品為主 

訪談成員：陳順築（陳）、林桂君（林）、王秀琪（牛） 

訪談內容： 

林：麻煩老師介紹一下黑盒子作品。 

陳：這個系列是個原型啦！在這之前都有拍直接攝影平面照片嘛！退伍之後工作

一兩年，就去了歐洲念書，後來歐洲太好玩了，然後就去了大概快一年回來所發

展的一個系列，所以它是所謂平面、立體雕塑複合媒材的創作。 

林：老師是雕塑及平面二種作品何者較早。 

陳：是一起的。那是複合媒材，像我上回提到這是比較內化的裝置，很多東西是

使用有機的材料，不像鋼鐵，單一的，它是複合媒材的，這材料是有點實驗性的，

比如有蠟啦！還有一些棉線，照片都有點脫格啊！這些複合媒材它是比較企圖讓

它們自己去掽撞一個，我很精準去呈現這些材料的特性，可是我要讓他們仍舊去

產生一種可能，是我自己不知道的，比如：脫格、棉線、及棉線外露 

林：脫格是指？ 

陳：例如像…有些照片是沒有切好的，看似隨性，事實上是很精心設計的，加上

很多破破舊舊的一些坑洞啊！還有一些材料原生就有的一些狀況啊！單件的材料

來講不是我很喜歡的，但結合起來我想試試看它，假設它會不會是有問題的，結

合材枓去呈現一種新的可能。 

林：那黑盒子作品單件單件可有一個自己的故事嗎？ 

陳：是啊！是啊！像這個是比較典型的嘛，《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這是我爸

爸在我十七歲時就去世了，大概高二或高一…高一的時候就去世了，去世的時候

媽媽就在聊天啊就講，媽媽拿照片出來看啊，常看到家裡有一些女人的照片很奇

怪，也不是親戚，都我媽媽保存的，像這一張就是（《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

中情人的照片）同一個人物把它反轉，好像二個角度，媽媽告訴我說這我爸以前

的女朋友，後來我爸實話有講，我們也好奇問，所以像這樣像家裡的故事一樣，

我媽媽還保存很好耶，對這個女人覺得耶很好奇，耶很多女人會把東西生氣撕掉

啊！那麼遠拿刀把男人衣服割破啊！啊！沒有，把底片都保存得很好，所有我爸

爸跟這女人去玩的照片，我不曉得去那裡拿到的，跟底片哦！都保存得很好哦！ 

牛：那些是你爸爸拍的哦！ 

陳：有些我爸爸在照片裡面，可能是他們的朋友，跟他狼狽為奸的朋友，跟他有

關係的人一起出遊，有一些是我爸爸拍她的，有一些是去攝影棚拍的，那時期流

行去攝影棚拍嘛，這個是對我來講很有趣的，上一代的一個故事，這故事我們不

知道的，然後就一樣把它客觀化，這女人把它放很大黑白的，這照片是家庭瑣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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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碎的、點點滴滴的生活流程裡面的故事，把它流程變成拼裝組合成一個整體的

一個面向，然後他們（它們）之間好像看似衝突，但又互相在一個時空裡面，同

一個時空，有一個那塑膠繩做的，做得好像燈籠，啦啦隊那種…張燈結彩吧！喜

氣的。 

林：老師這都是幾零年代的照片？ 

陳：很雜耶，像這些都是我還沒有出生之前，六０或五０年代，像彩色照片就是

七０或六０年代，高中或國中都有，像這個我就有參與到。 

林：老師那鏡子使用的用意？ 

陳：我想要使它反映的更深更廣的這些人物，那時候使用很多材料，這些作品有

點像喃喃自語，自己向自己告解，自己跟自己說話的一種形式的作品，打開之後

都是一個一個家裡的故事，或我要詮釋家裡，詮釋家跟對澎湖那種四季啊！天氣

大自然的變化，這些雲都我拍的，所以照片來源就很雜，事實上那時候自己也解

放了攝影，唷！不一定！所以這系列作品當時非常紅耶，好多報章雜誌都報導或

簡報，人家就很期待這些作品，一副沒有賣相，但副理直氣壯，是可以被溝通的

哦！不是虛榮哦！ 

林：老師那這籃色木條的用意為何？ 

陳：人家說窗外有藍天嘛！框起來好像是個窗，你記得嗎，複寫家庭記憶時，車

站系列我都用反轉，反過來，用一個複片，《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這複像有點

像時光倒走，或用一個逆向的方式來看一件事情，某種程度提供了一個觀點，自

己的觀點，用這方式讓看到這張照片的另一面，或另一種思絮、思考的方式、看

的方式。 

林：所以《好消息！機器饅頭來了》是翻拍的照片？ 

陳：沒有翻，是拿複片，拍複片變成透明片，這是一般商業用的透明片，所以它

也是一種反轉。這是重複跳格、跳片，或二個，這是一個重複的特色，我想有一

個時間差，我想事實提供這個反轉也是一個時間差，比較是個人向度的時間差，

這個你看到像是一個電影感的，或者，它平面不可能是電影哦！是受電影影響很

深哦！我想用一種電影微微差別的臨界點，有點微微笑與不笑，你看過原作，一

個有過修片，一個沒有修過片，但事實上都是同一個時候，但差一點點，可能是

修片前修片後，或者，這樣乍看之下是一秒鐘、三秒鐘的時間，拍二張嘛，三秒

鐘之間的差，這個也呈現時間的一種差異，時間在一個作品裡面，在這個點裡面

是一個幾秒鐘的時間差，可跟這照片加起來，好像又是一個更大的一個時間差，

那我們現在看它的時候，又是一個更大的時間差，很層層的時間變化，很有意思

啦！（《自傳》） 

林：老師那底下小小的家庭照片，每頁都是你嗎？ 

陳：是，我都有參與。有一些不同階段。是原版老照片。這是《互視》由一張很

簡單的 4X6 的家裡合照，取單格，擷取所以模模糊糊的，眼光好像喝醉酒哦！微，

有一種透過…有一種感覺，夏天的時候不是有一種水氣…霧氣，海市蜃樓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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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記憶有時候是穿過這樣那麼長的時空一直變模糊了，記憶是閉起眼睛在看

過去，閉起眼睛在看事情，閉起眼睛要穿過那很長的時空的壅道，就像我用毛玻

璃啊！我用很多方式去阻隔啊！產生很多壅道，也是呈現一種時空，可這時空比

較像由Ａ點到Ｂ點，不像這種我呈現很多層次的時空，而這單一的、單純的產量，

或單一的毛玻璃，或單一的比喻的蠟，它呈現的就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就是一個

壅道。那這個是層次比較多一點，但還是呈現記憶裡面的時間。這個有水（《家庭

水族箱》），那時候日本亞洲美術館要切貨，整個要買，我不…。 

林：這旁邊都是水嗎？ 

陳：沒有這都玻璃箱，玻璃箱加高在照片上，四個角墊上東西。我們拿原作圖錄

出來看。玻璃箱做得剛剛好，下裡大概墊那麼高，照片好像翹角就不影響，照片

是很自然的，這是很自然的時間久了，老照片啊！這原版的老照片，把它四個角

墊高，把它放上水，這好像講水族箱裡面的故事。 

林：所以水放上面，照片在玻璃箱下面。 

陳：對！對！下一層因為墊高了，照片可以自然的伸展、曲解在水箱下面。這個

是我拍的（《家庭水族箱》蓋上雲的黑白照片），你看水是藍色，結果不是，它是

週邊的，框、應該窗外有藍天，結果不是，所以它是有反轉哦！天空變黑白的。 

牛：這是一張大照片還是二張？ 

陳：一張啦！把它切割，這樣才會…才會…飄動。 

陳：這個女人好像在酒店上班的，因為我爸以前做營造業會上酒家，營造時常會

上酒家，而且上酒家是正常的，穿得“跁跁＂（時髦），你看王家衛有部電影叫《重

慶森林》，他一出門就梳西裝頭，或著是《多桑》，吳念真的電影《多桑》爸爸就

是，他們覺得那一天人很期待的快樂時光就是出門去酒家，心裡還是牽伴著家，

但是還是要去，另一股慾望…心理另一股慾望趨動他去，台灣男人更會這樣。這

個還是有層次哦！你有沒有注意看，這還是有層次，我這邊還有似如似數，這邊

還有壓克力片，壓克力我用賽璐璐片，把媽媽的影像都是媽媽的影像疊在上面，

所以很多細節。 

林：所以這個是在賽璐璐片上頭的？ 

陳：沒有，壓克力。所以我很多層次，那時候，哇！一直在做這些反反覆覆做這

些，一層一層又一層的撒狀、霧狀、惘狀，片斷記憶，加上線性的記憶，或者是

面向的記憶，一整面的，變成一個立體的空間。 

牛：所以從這裡看就無限的延伸了，這一個鏡子。 

陳：很像一個景，看仔細，哇！原來這裡面看到自己。 

林：看到自己！看原作較不一樣。 

牛：這都被日本人買走了哦！ 

陳：我留了三個，像賣祖產，裡面很多原版照片嘛！這個很簡潔《互視》。 

林：這個也在日本了。 

陳：因為我想說台灣也不太買這個嘛！那恆溫恆溼放在那邊，也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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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這是你爸爸媽媽嗎？ 

陳：是啊，我媽媽蠻漂亮的哦～很像小白菜…很白….很像義大利國會議員那個….

呵呵…… 

林、牛：呵呵….. 

林：老師那這邊緣是照片還是鏡子？ 

陳：是照片，摺得很準，摺好，一整張完整的。可是這邊為什麼有沒摺也搞不懂，

那時候亂做一通，這邊有…啊這邊有個厚度，所以變成箱蓋，可能這個理由啦！

那時有當時的理由啦！但現在忘記了～ 

牛：老師這文件夾是可以翻的嗎？ 

陳：恩恩！這不是有件作品嘛！來打開來！ 

林：老師這邊可以的用意是什麼？《自傳》 

陳：這是繪畫性的抽象的，寫意的，沒有說透過這個要強調什麼，是整體的，後

來…我把它改為…閒閒沒事幹，在過幾年之後我把它全部塗黑，吃飽甚閒嘛！這

個也改變不了什麼嘛！這邊玻璃還把它敲破，這是貼好玻璃我把它弄破，很多細

節是我自己當下有一種感覺，不要讓它很具象，就是一個好像就是這一塊那一塊

並置、錯置出來的作品，它有一些這種我創造出來的即興，就像我說照片有一些

脫格的邊框啦！有一些破爛啦！這些好像沒辦法做到，那我不是有一件作品是在

照片的毛玻璃上面用墨畫了一些，好像用沙拉油畫了一圈，那個也畫了好幾個毛

玻璃，一個毛玻璃好像一二千塊，想了很久，練習很久就畫就畫壞了，我…沒有

畫..就覺得不好，不好的時候就重做一個，所以那個好不好就我來決定嘛！我的美

學經驗、美感經驗來告訴我它好不好，這個也是一樣，這個沒辦法，它敲破就敲

破了，敲了就沒辦法第二次了，所以就…我想這差不了多少啦！那種造型差不了

多少，不太影響，這邊就有點關係啦！就有待藝評家來告訴我！ 

陳：你說這可以動，但儘量不要讓人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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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談內容Ｂ 
 
時間：2010-06-06 pm3:30-6:30 

地點：陳順築工作室 

訪問重點：以黑盒子系列作品為主 

訪談成員：陳順築（陳）、林芯妤（林）、林易霜（林妹） 

 

訪談內容： 

林：《家族黑盒子－水族箱》是那一種藍？ 

陳：沒有一定是那一種藍，是一種藍的感覺，像是記憶中的藍是模糊的沒有一定

是那一種藍。 

 

林：老師，能夠聊一聊小草藝術學院的事嗎？ 

陳：當時我己經畢業了，學弟、妹有邀我回去，我較少參與這事，我自己的個性

較像旁觀者，與同期的藝術家相較自己常以一種軟性的方式遠觀，可能跟我澎湖

的成長經驗有關吧！她就是被放發邊疆的。像郭維國他們很熱血，以一種革命的

方式參與。文化是較封閉的地方，由許坤成夫婦的教學方式不難想像小草藝術學

院的發生，他們較用自己的認知來教學，很少用開導啓發的方式。許坤成下台後

不久又變為院長。陽明山亦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聚集了一些書讀得不太好的人，

但他們有特定的堅持及創造力，像江貫明念哲學系的，一下拍電影，一下又開民

宿，現在不知在做什麼。陽明山也是一個特別的地方，離台北很近，但又離城市

很遠，自在獨立在山上的感覺。 

 

林：《迢迢路》你歸類在那一個創作類型？ 

陳：《迢迢路》來自我二十年來，拍攝了四百多卷式片，我一一整理出客觀的東西，

拍照是下意識的、當下的感覺，我將它們整理出來，在香港展覽有 35 張，書本為

了頁面擴張了 50 多張。《影像．潛像》是我大學三、四年級的作品，當時有很多

壯大的情感，紛紛辦了多次攝影展覽，展覽完我很覺得很不足，壯大的情感不足

以滿足個人，覺得空虛覺得作品需要被改變，創造，因此以遊學之名離開。《水相》

那時期的作品為了回應學術上的需要，照片是獨處與環境呼應的方式。《迢迢路》

較沒有包袱。是一種獨處的享受，有一種安全感，我喜悅這種拍攝的感覺。這種

沖洗出來的橡膠銀粒子很細膩，這照片很美，這左上的亮光我很在意，我需要他

是灰矇矇的，不然它會搶走這瞼。我以現在的眼光挑選過去的作品，挑選著要抉

擇之處花較多時間，對於年少有很多的不準確，在 2008 年後挑選得較少，這些照

片大約落在 1993 年至 2008 年之間。我用中距離來看待，避免進入私語，按快門可

以沒有壓力，並將美景收錄下來，等我將它們拿出來看時有些都毀損了，但我沒

有意外或失落的感覺，我接受壞掉的狀態，一種有條件的放手，以前較為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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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像是海平面地景那些迷人的線及造形都是我的未知。而模糊的照片有一

種神遊太虛的感覺，是不用走上路的。挑選作品是對獨特某一角的選擇，在猶豫

不決之中，這要顧慮到作者、觀眾，還有照片要讓觀眾可閱讀，照片本身就是作

品，主要是照片提供什麼訊息，完整性的。我較少像吳天章強調攝影技術的進步

性。 

 

林：老師你在《家宅四乘五立方》就較少拍人像了，黑白與彩色的使用有何差異

呢？ 

陳：黑白照片某種氣氛較強，人物指涉較多，《家宅四乘五立方》有一種記憶猶新

的感覺，是記憶不遠處的，最近的親人生命力都很旺盛很少拍他們。 

林妹：你跟李小鏡的作品有何差別？ 

陳：李小鏡的作品較為魔幻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我較喜歡去喚起觀眾的經驗，

像是一種對人的質問一樣。不是去塑造某種偶像的權威。 

 

林：對了老師你曾提過的那一部日本導演？ 

陳：《寺山修司》他是一種個人式的製片，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個小男孩在玩一

二三木頭人的遊戲，結果最後頭一轉，竟然變成一堆墳墓。 

 

林妹：我都起雞皮疙搭了。 

陳：那表示一轉眼之間那男孩還是一位男孩，但對別人而言，早就成為一堆墳墓

了。 

 

林：老師你信風水嗎？ 

陳：信啊!我信科學風水，像這裡易守難攻，可不適合二夫妻居住，本來己經跟樓

上的台商約好要買下，但因一位博士朋友會看科學風水，來了這裡，因此，在樓

上鄰居回來的第一天，幫忙他付了機票錢，就決定打消購屋的念頭，後來買在新

店站，到現在我們都安然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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