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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攝影作品裝置在外牆上連結了室內室外空間

C04地上的兩個印有手掌紋的紅色作品是傅美貴

作的，這些元素擴散到展場附近的很多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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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亦欣將不同歡迎辭作成的的霓虹燈

南海藝廊為C04臺灣前衛文件展所規劃的戶外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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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中反映鄭亦欣作品

C04舞者及傅美貴投影作品將室內與室外

聯成一氣，上方的燈光將透過肢體的移動

推動玻璃舞臺下的聲控裝置。

傅美貴另一件作品〈鞦韆系列〉的影像投影與尼古拉‧居亞的光電感應聲響藝

術作品〈陽光的歌〉以及由舞者黎美光、于明珠，音樂林錦蘋，燈光裝置鄒蕙

筠等共同合作的跨領域作品〈雙人─從零之後〉，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即

興演出，並且穿透展場的落地窗玻璃以及南海藝廊的不銹鋼圍牆。

講到空間的穿透，不能忽略由臺南原型藝術空間所提供的集體創作作品《微微

流域》，這些藝術家將原型藝術空間之前的兩個空間的地基圖形以及目前空間

的佈局框架搬到南海藝廊的展場，於是這個具有時間積澱的空間框架，重新變

成工作室狀態，可以在裡面安裝、懸掛各種物品、作品，並且永遠保持透空。

這件工作室狀態的作品，還隔著整片落地窗與戶外的木板平臺、鄰居窗臺、各

種花草樹木形成一種自然的連結。這些藝術家也覺得這裡突然變成一個很像

「原型藝術空間」的空間，原型空間室內、室外相互連通，並且與社區的關係

相當密切。

在開幕的那一天晚上，實施封街，除了將南海藝廊與文化總會之間的街道及南

海藝廊內部的庭院轉變為真正的社區廣場之外，還運用非洲鼓的隔街對話，舞

者攀爬穿越圍牆的動作以及用燈光將周邊的建築染上顏色以及晃動節奏的方

式，將這個希望達成社區的戶外劇場的藝術空間，以戲劇性的方式呈現了出

來，這個開幕儀式與整個展覽的主題是完全相扣合，這是一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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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橋頭尼古拉作使用太陽光能以及觀眾的互

動創造聲響或音樂品

C04原型藝術的成員將臺南原

型空間複製在南海藝廊

鄭亦欣將不同歡迎辭作成的的霓虹燈

舞者及傅美貴投影作品左邊的黑影是現代古箏

的即興對話



 

C04曾玉冰將火車旅行的影像投射在樓梯上方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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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總體型思維模式

也許我們還可以從策展人所受到的藝術訓練來看這個展覽。張惠蘭在東海大學

的時代就已經參與過偶戲劇團，並且她的哥哥就是童顏劇團的團長，依據我的

理解，這個劇團具有社區劇場的特質。在法國留學的期間，張惠蘭除了修藝術

創作之外，還修環境色彩學，這與她愛好園藝以及後來經常策劃與戶外景觀、

自然生態相融合的裝置藝術是完全相通的。另外一個學習背景也是不可忽略

的，她曾經數次告訴我，她特別選擇在建築系任教，現在的建築領域已經不同

於以前以工程為主的建築，一部分往社區總體營造的方面發展，一部分往更廣

義的空間設計的方向發展，一部分往整體都市規劃方面的發展……。從這個角

度來看，純粹視覺藝術反倒是留在原地變化比較小或格局比較小。 新建築的經

驗、社區劇場的經驗與她原有視覺藝術的科班經驗結合在一起，形成很不一樣

的思維與操作的模式。是不是有必要把「陰性書寫」這個名詞在最後一刻搬出

來？她是我見過的最高檔的網狀串連高手。

張惠蘭位南海藝廊化的燭光晚餐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C04新濱郭瑞祥有關郵件與掛念的互動裝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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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蘭位南海藝廊化的燭光晚餐

(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張惠蘭位南海藝廊化的燭光晚

餐(圖片資料來源 張惠蘭提供)



藝術在城市街道的日常工作 120

創意廣場•人間系列•美人香
從國美館新春的《女人香》系列活動談起
美術館內外人山人海，美術館的玻璃牆壁已經沒有任何的阻隔作用，外面的世

界，包括臺中市的商業世界以及戶外廣場的市民休閒空間，已經毫無阻隔地滲

透到美術館內部。

早先，我對政治、商業有比較多的戒心，但是完全擺脫這兩種脈絡，無疑將會

把藝術放在一個無能量可借用，更糟糕的是，把藝術放在一個無用武之地。對

我來說，藝術應該讓自己陷身在危險的真實場域，直接感受社會以及直接改變

社會。經營華山藝文特區有機會讓我不得不直接面對政治力量及間接面對商業

力量。到了去年我開始接受新職務，也就是接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

系籌備主任，開始必須直接且真實地面對商業世界。

在這種體認下，去年除參加屏東半島藝術季籌備，也用十天時間就近全面觀察

藝術季、觀察藝術與觀光飯店及與觀光街道結合的情況，並就近參觀高雄衛武

營舉辦的設計博覽會。當然因為經常在高速公路上跑，有機會觀察到高速公路

清水服務站讓人驚豔的餐廳經營及獨特的大眾休閒消費模式。去年底還數次到

瑞芳，觀察自己的學生在當地公有市場舉辦的一個強調社區互動的畢業展，並

透過這機會與九份藝術家及社區營造的朋友有一些接觸……。我自己為學校經

營的南海藝廊本來就是一個實驗藝術與生活世界以及商業世界結合的一個藝術

空間，去年的創意市集已經將它的影響範圍直接擴張到牯嶺街，而它的間接影

響還擴散到臺北市簡直氾濫的創意市集活動，在這些觀察中，似乎感受到某種

在地化的文化消費以及創意產業模式的形成。這些錯綜複雜的經驗，當然還包

括面對政府對於類似華山藝文特區的經營管理的態度等等，讓這一篇小小的文

章背後，隱藏著很多的思考。把觀察對象放在國立美術館在新春所舉辦的這個

系列的展演，其實是想同時觀察很多不可分割的項目。

相對於處於國際城市臺北的臺北市立現代美術館，較為地方性格且直屬文建會

的國立臺中國美館，當然會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加上新任館長本身具有非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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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文建會經歷，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歷史、文化資產以及文學等專業

領域，並且還包括新聞採訪的領域，這似乎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保證能夠體現

某種文化藝術政策的安排。我們可以追問，這樣的組合會將臺灣的當代藝術帶

往何處？這裡，特別是這個時候，至少可以觀察到一種模糊的縮影。

美術館區位與空間規劃特質

相對於高雄市立美術館以及臺北市立美術館位處城市邊緣，臺中國立美術館則

完全位在城市核心地帶。國立臺中美術館與臺中文化中心連結在一起，周邊又

有廣大的公園綠地，無疑的非常容易成為大眾休閒生活的場域。早在大家還不

太進入美術館的時代，美術館外圍的公園綠地，早就已經是市民重要的休閒空

間，這已經可以證明這個區位及空間的價值，並且這空間還不斷擴張及精緻化。

 國美館春節期間戶外廣場上人山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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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水牛廳很適合當表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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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藝術大街旁邊的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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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的戶外空間很受歡迎，但是美術館室內空間的爭議性就比較大，到過臺

中美術館的人就會發現我們習慣的那種封閉式展覽廳似乎很少，美術館中最重

要的展覽廳，似乎就是那個看起來大而無當的「美術街」，以傳統的展覽方式來

看，這是一個非常難用的空間，它就是一個巨大的穿堂或是一個巨大的室內街

道，要讓這個空間產生大功能，除非大幅度地改變展覽的觀念以及類型。

如果從整體來看美術館的空間規劃，它就像是一個大扇頁，收縮的底部是內部

的行政空間，幾個封閉型的展場緊緊圍在行政空間外面，帶狀無交叉的展覽空

間與美術館扇形圍牆之間的弧形空間走道，就是我們一再提到的「美術街」。這

個「美術街」隔著弧形的玻璃大圍幕與包圍在美術館外面、早已經成為民眾假日

休閒空間的廣場、綠地、景觀與雕塑公園對望，其實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現在新規劃的美術館又用弧形的藝術推廣空間、餐廳、綠地、臺階等等，在外

圍的戶外空間與美術館室內空間之間，設置了一個流暢的中介，無形中將進入

其間的觀眾懷抱在美術館內部，而非僅僅在外面。

其實在美術館大街裡面，也同樣設置了不少足以將外面的大眾吸引到裡面的設

置，例如在「美術街」周邊設置了服務空間、書店紀念品空間，展覽延伸商品

攤位，此外也在「美術街」樓上設置了一個占地相當大既可鳥瞰外面，也可以

鳥瞰藝術大街的現代餐廳。



125 從私領域到公領域藝術空間的建構與閱讀

這個館內的「美術街」目前還在摸索它的空間定位及有效的使用，不過有點越

來越明朗的趨勢，這可以從幾個展覽來觀察。例如去年底到今年初的《女人

香》系列展演，例如去年由文建會與經濟部指導、國立臺灣美術館、奧地利電

子藝術中心與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共同主辦，並由工研院、資策會共同協

辦的《快感─奧地利電子藝術節25年大展》看出一點端倪。這個展覽就使用

「美術街」，並且將這個空間轉變成電腦相關產業的商展空間以及大型主題休

閒餐飲空間的綜合調性。《女人香》系列活動，也使用「美術街」當主要展演

場，這個系列和高科技扯不上太多關係，但是和多元創意產業的關係就明顯

了。

國美館藝術大街上方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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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7《2006春夏時尚秀》

第一波活動由國內九位知名設計師，以個人獨特創意作品，傳遞女人對當代服

裝的需求，還特別邀請名模林嘉琦前來走秀，展現臺灣服裝的時尚美學。

2006/01/21-04/23《茲手放異─遊戲人間朱銘彩繪木雕展》

由國立臺灣美術館與朱銘美術館共同主辦，在朱銘「快刀雕刻收放之間，呈現

出一股生命的張力，而豔麗的色彩更增添現世氣息的親切感，不刻意的人像寫

實，詼諧戲謔的表情，呈顯人間遊戲的性格。」「展覽空間安排在美術街上，

期待藉由雕刻作品與空間長廊及觀者往來流動時間的對話，呈顯出朱銘作品蘊

含的人間性與人文氣質。」「國美館安排國內劇場知名燈光設計師林克華，為

這一次彩繪木雕作品布置相互配合的燈光，保護朱銘的作品，同時營造成『人

間劇場』」 非常有趣，文宣中標示了朱銘作品總價值約新臺幣兩億六千萬，在

《女人香》的官方文宣中，也沒有忘記提醒作品總價約五億元。

2005/12/15-17《香車美人─朋馳經典名車展》

配合國美館舉行的《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臺灣戴姆勒克萊斯勒

公司應邀在國美館展出四款朋馳經典名車營造「香車美人」的形像。

2005/12/17-31《2006設計師古往今來靜態聯合展》

國內老、中、青服裝設計師及《2006 MERCEDES-BENZ時尚獎》亞洲區代表

靜態聯合展出。

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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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銘的人間系列又是另一種的女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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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30-02/02：《樂音․茶香․女人香》系列活動

為鼓勵民眾參與各項藝術文化活動並配合《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

展》，特別在美術館藝術街的水牛廳，規劃一個結合視覺、聽覺與生活美學的

藝術饗宴。這是一個綜藝表演活動，舞臺擺設數百位觀眾的座位，四周除設置

幾個提供品茶的精緻攤位外，還有由臺南藝術學院學生等提供的金工、陶藝類

的創意產業攤位。美術館的餐廳就在這表演舞臺的上方，美術館的書店就在舞

臺的旁邊，《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延伸性商品的商店也在附近，

幾個相當精緻的產業空間相映成趣。

2006/02/02-12《吳瓊華─檳榔‧西施裝置藝術show》 

以臺灣檳榔西施本土議題作為藝術創作的女性藝術家吳瓊華於2月2日到12日其

間與《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系列活動相互搭配。

2006/02/02《檳榔西施扮裝秀》

2日下午，在《樂音‧茶香‧美人香》系列活動的綜藝舞臺上舉辦一場次文化

的另類展演，扮裝檳榔西施活動，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劉素真博士主持，

藝術家吳瓊華將研究檳榔西施的心得公開發表，大學畢業的小雪等數位檳榔西

施現場真人熱情演出。

一些善意以及嚴格的思考

以國美館的「美術街」作為主要場域，以2005/11/12-02/12的《女人香─

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2006/01/21-04/23的《茲手放異─遊戲人間朱銘

彩繪木雕展》做為純粹藝術類的主軸。在這部分重疊的線條上，又重疊了

2005/12/15-12/17的《香車美人─朋馳經典名車展》、2005/12/17-12/31 的

《2006設計師古往今來靜態聯合展》、2006/02/02-02/12的《吳瓊華─檳榔․

西施裝置藝術show》等更流行的展覽線條，然後又在靜態的幾條展覽線條上疊

上2005/12/17的《2006春夏時尚秀》、2005/01/30-02/02的《樂音․茶香․女人

香》系列活動以及2006/02/02的《檳榔西施扮裝秀》等人氣十足的幾個動態表

演，這樣的時、空關係圖形一旦排列出來，就很容易理解國立美術館或是背後

的文建會、行政院的企圖。

這裡面充滿各種的名牌、各種的文化創意產業項目以及各種挑逗感官的展示以

及表演。各式各樣的活動相互支援、相互包裝，相互提高身價，並且形成某種

吸引大眾的整體行銷論述。參觀的人數確實不少。至少在有表演的時候人很

多。

這麼大的空間按照以前的觀念，不是無法辦展覽，就是只能用來辦大型展覽。

但是大型的展覽必花費巨大經費，並且基於效益，又不能展得太短，這一來又

讓整個美術館的活力降低。這個系列似乎也實驗出一種可行的模式，用很多大

小不一、卻性質相關的展演活動互相銜接、重疊，相互支援，並容許在沒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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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的狀況中不斷地改變。當然也可能流於只是表面的關係，而無法促成有關社

群之間的真正創意連結。

「藝術街」是一個很有發揮空間的場域及展演觀念，它可以大方地模擬街道的

文化，街道的各種流行文化，並且以這些文化的「大元素」在這條「美術街」

上來組合、連結、實驗。現實生活中無法這樣的天馬行空，而在「藝術街」

中，用同樣的元素卻可以任憑創意發揮來組合。在這樣的過程中，真正大格局

的創意會被激發出來。我個人認為把似乎分開的展演活動組織得非常具有創意

以及能夠相互激發創意及反省，這種「不共時」的有機對話的策劃能力不在單

一大展的策劃能力之下，而是更困難，更有價值，它通常需要異業之間的密切

的交流激盪，這是創意產業中的核心課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展覽組合排列還相當保守、曖昧、鬆散，當然這需

要時間來慢慢實驗、適應。我想，它的保守、曖昧、鬆散也來自於國立美術館

功能定位以及主體性上的不確定。

國美館到底是一個全國性的美術館，還是一個地方性的美術館？國美館到底是

一個要隨時滿足上級交辦業務的美術館，還是一個逐漸找到最恰當定位發揮特

色的美術館？國家級的美術館似否適合以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它的主要訴求？並

且還包山包海？還是必須逐漸找出能吸收城市能量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特色模

式？

當很多美術館都往「即效性」創意產業這個方向傾斜的時候，是不是擠壓了不

是那麼迫切要求商品化的純粹藝術實驗？國家的藝術空間是不是作了恰當的分

工、分級區隔？這些不同的藝術空間的專業區隔，是不是對更大層面文化創意

更有幫助？國美館與它的頂頭上司可以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環繞在女人香主題的新春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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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道」成肉身的技藝
隱身街道卻造就未來城市的藝術
我的藝評對象以及藝評觀點明顯地改變，早期我做的大多是藝術作品的微觀閱

讀，後來更多的是藝術機制、生態的巨觀的閱讀，甚至也陸續提出最關心的作

品其實就是整個城市的這種說法。這一篇文章至少已經把整個城市當展場，只

挑隱藏在大街小巷中，不是那麼起眼的一些小展覽或零星的作品，當然這些作

品都有一些共同的重要企圖，那就是企圖重新建構生活周遭的環境，不管用的

是直接的是間接的或象徵的手法。

想像先行的臺北城市地景
關渡美術館蓋在山坡上，從門口看只不過是一層半的小樓房，進入門口才發現

入口處已經是四樓。透過迴旋的走道才能下到一樓，走出美術館，整個臺北盆

地密密麻麻的建築就在腳下。《空場》這個展覽中安置在一樓迴廊中由劉中興

所製作的作品《自彼方來》，讓我反覆的思考，因為它直接關係著腳底下的臺

北城市風景。

那是一幅臺北市空照圖的巨大投影，它的前面放著一張非常摩登的金屬管長椅

子，觀眾確實可以坐在那裡仔細的觀賞這件大作品或者是一張大明信片。就在

後方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風景明信片架，裡面放著世界著名觀光景點的風

景明信片。這件作品可以有各種的解讀，例如：我們以世界各地的刻板景觀片

斷來拼湊臺北市、我們以世界各地的異國情調式的奇特懷鄉情感來重新發現臺

北。但是無可否認的，臺北建築正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組合、創造、融合，並逐

漸呈現出另一種稍具和諧感的城市風格。

這件巨大的臺北空照圖作品，並非只是一張直接放大的空照圖，藝術家將世界

著名城市角落的空照圖巧妙地、不露痕跡地融在臺北的空照圖中，成為一個虛

擬的或許是未來的臺北城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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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作品讓我想到香港的經驗，夜間搭登山纜車爬到最高的觀景臺，在特定的

地方觀看時，像明信片般瀰漫著藍紫光霧的華麗夜香港就在腳底下，讓人有點

搞不清楚，是先有山腳下的香港，還是先有明信片中的香港，還是她們同時相

互成就。

建設創意小鎮的孩童生力軍
淡水是個得天獨厚的地區，在臺北市附近，有捷運之後更可以方便、輕鬆、舒

適地到達。這裡有好山、好水、好海、以前留下來的異國建築古蹟、臺灣的傳

統建築老街、後來逐漸形成的藝品商店街、港口捷運站周邊的休閒設施景觀。

這裡還有許多藝術家、很強的文史工作室、很強的社區營造的組織、一所有建

築系的淡江大學、一所包含各種藝術領域的臺北藝術大學。淡水的鄧公國小是

臺北縣藝術與人文科目的輔導學校，淡水國小現任校長曾經是鄧公國小校長。

長於課程設計的鄧公經驗、加上長於藝術實踐的淡水國校美術班的經驗，再加

上這個地區有形、無形的各種資源，造就了讓人鼓舞的成績。

 

地方的藝文中心通常不是那麼容易讓人驚豔的，但是這一次的參觀讓我大開眼

界，它絕對不下於逛淡水老街傳統藝品店或逛港口邊的各式各樣的藝品、紀念

品、小吃商店攤販時的驚喜。

這次的展覽多少讓人聯想經常處在嘉年華狀態的景觀，熱鬧是相當類似的，但

商店或攤位中陳列的東西，遠看給人一種充滿童年時代幸福快樂氣氛，但趨身

靠近，那些經常是到處都看得見的東西，實在無法讓人感受到真正的人味。在

這個展覽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前面所說所的那種非常具有臨場感的街道嘉年華氣

氛，當靠近細看時，馬上可以發現學生所製作的兩類集體創作，第一類是由學

生分組製作的立體《小淡豬社區地圖》，其中第一組學生用真實的畫具、陶藝

模擬的顏料、畫筆及繪畫作品等，創造了一間有模有樣的《藝術家工作室》。

第二組學生用各式各樣奇想的陶藝小屋，創造了一個《機械與自然的社區》。

第三組用長翅膀的超現實陶藝房子、動物創造了《飛吧！夢想社區》。第四組

利用綵帶、繪畫、陶藝城堡、人物、動物等物件創造了一個《馬戲團》帳棚內

的奇幻世界。第五組利用更加超現實的陶藝森林、花草、動物、城堡等等創造

了《夢幻樂園》。第二類是《小淡豬心靈地圖》，每一組也用集體創作的方式

製作了與第一類同樣名稱的巨型版畫作品，當然結構更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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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國小美術班成果展展場 藝術工作室的外面

有模有樣的藝術家工作室左半邊 有模有樣的藝術家工作室右半邊

用陶所製作的生態 用陶所製作的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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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整體的展場《小淡豬的社區地圖》或是《小淡豬的心靈地圖》， 我們都

發現學生從小就以團隊方式共同建構理想社區的經驗。這些表現了兒童特有的

想像世界，但和美術教室外面的淡水街道，也有密切的關係。它使用了不同的

藝術表現媒材，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在一種更加接近真實的多感官經驗中被鋪陳

展開。

集體創作讓人驚訝，學生個別的創作更是讓人驚訝，驚訝他們驚人的說故事的

能力。個別創作包括了充滿奇想、色彩豐富夢幻的油畫、版畫、陶藝，還有以

鐘的框架為基礎的立體複合媒材奇幻世界、以各種媒材製作還包含了環境背景

的立體複合媒材公仔以及充分表現孩童驚人說故事能力的繪本。我認為正是這

種綜合的能力，讓他們這麼小就能建構與外面世界具密切關係，但又強烈投射

內心世界未來的城鎮或社區。

看到這個展覽，我知道一件讓人期待的創意城市的工程已經悄悄地展開。但

是，如果這些小朋友上國中、上高中、不再有這種的藝術教育環境，這種得來

不易的能力，會不會從此中斷？ 這個展覽讓我想到另一個不起眼但是很有啟發

性的《「框」新詩物件展》。參展的詩人喊出一句讓人動容的口號，“詩是兒

童派來臥底的”。

集體創作的版畫心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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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件詩來改變城市的唐基柯德行動計畫

《「框」新詩物件展》，當然除了文字之外，還有物件。我認為除此之外還包

括了行為、行動。創作者包括：林煥彰、大蒙、阿健、姚小強、謎、黃小偷、

玩詩合作社、林德俊、許赫、劉哲廷、孟少、阿讓、紫鵑等。在他們的DM中

有兩個，團隊的署名，一個是「玩詩合作社」，底下畫了一個沒有面孔、上面

畫了問號的藍色米老鼠圖樣，另一個是「新詩跨界激動隊」，還附了宣言式的

兩句話：透過新鮮雜耍趣味詩企劃的發想與行動，達成詩的跨界與推廣。

我想這個屬名為「玩詩合作社」的幾位匿名或使用筆名的創作者，應該就是這

次活動的主要推動者。為了集中火力，我們就專注在以「玩詩合作社」集體署

名的幾件作品。

《樂善好詩》：在展覽場入口處，擺了一個樂捐箱，邀請觀眾順手捐一張隨身

物，救助荒涼的詩主題，兌換一首詩，成就荒謬而真實的詩行動。舉凡發票、

鈔票、名片、手抄紙片、金融卡、信用卡等「隨身物」都可投入此箱，代表著

參加2005書香創意市集的玩詩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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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對詩的愛心，它將成為詩人的百寶箱，詩人準備以此種作為素材，創造

下一件詩作品，後續發展詳見「玩詩合作社」部落格。網址為http://blog.yam/

playpoem

《尋找詩蹤》：玩詩合作社2006年1月1日在蘋果日報「臺北」市分類廣告版

上，刊出一篇廣告詩，發起詩占領廣告版的行動，並邀請林煥彰、蘇少連、顏

艾琳、孫翠評、林德俊、許赫、劉哲廷、阿讓、紫鵑等詩人，透過種種「詩廣

告/廣告師」的文本，打破「實用」版面和「無用」文學的界線。

《信手拈來一片詩》（詩的抽抽樂）以及《洞見一首詩》（詩的抽抽樂），都

是使用遊戲的方式》讓參與者在純碰運氣的賭博遊戲中獲得一首詩的禮物。

《名片詩 / 詩名片》，名片是一個人的形象呈現，作為日常生活中傳播率最高

的紙片，可否不只是名字、頭銜、地址與電話，當詩與名片交媾，是否因此成

為個人書寫的工具，而詩將乘著它，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句詩公投入憲》，他們自不量力地發起「公民公投一句詩入憲運動」，這

一句詩正是「詩是兒童派來臥底的」。這個入憲運動需要八萬兩千人參與連

署，只要參與者願意下載連署單並且完成連署，就是一個跟任一位參與者有關

的歷史事件。（《「框」新詩物件展》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在我所負責的

南海藝廊中展出）

《「框」新詩物件展》以及淡水國校美術班的畢業展，讓我以另一種視野重新

閱讀《空場》中被忽略的作品以及用不一樣的眼光及期待，來觀看位在八德路

二段爵士攝影藝廊展出的鄭國裕《數位光彩攝影展》。

玩詩合作社在蘋果日報用詩來占領廣告版

名片也可以成為寫詩的工具，於是透過它
失進入日常生活

框新詩物件展用文字以及物件來創造詩

和中藥有關的文字物件也可以創造物件詩

域藝術空間的建構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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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相機及電腦合成未來的臺北風景

這個取名為《數位光彩》的數位攝影展包括了兩種內容，一種是炫耀數位技巧

的拼貼式攝影，另一種是幾乎讓人難以辨識真偽的風景街景人物攝影，讓我最

有感覺的，是那些很有臨場感的「類寫實」數位風景、人物的攝影。原先沒

有想到作為藝術家雜誌評藝廣場的評論對象，看過展覽後，認為挑其中的一部

分，正好可以討論一些新的問題。

數位照相機已經成為與手機重疊的隨身機具，這種比較適合於掌握單一物件的

視覺機器，難道已經取代了人對於環繞身體的環境的整體掌握經驗？一些具有

傳統攝影經驗的數位玩家，一方承接著傳統照相機的經驗，一方面享受數位相

機越來越高的畫數以及透過電腦影像後製的更大自由，他們會不會逆向操作，

拍出比以前的傳統攝影更接近人所真實感受的環境？

也許是因為低調、謙虛的鄭國裕一向以傳授高度攝影技巧的教師自居，很少把

一般在菁英藝術圈中常用的話語掛在嘴邊。他自然流露出來的的一句話，聽在

我耳朵裡特別有感覺。他說他要求的是一種“像真的一樣的自然”，這裡可能具

有兩種含意，第一種當然是要合成、拼貼得讓人看不出破綻，第二層含意應該

是他要透過看不出破綻的合成視野、視角，來再現我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由

數不清楚的接觸與觀看所構成的的事實。這是一種透過攝影機的人工觀看？還

是為了還原人與環境的更多重以及複合的時空身體關係，而不得不藉助於科技

的一種「人的視野的回歸」？他說：這個展覽題目訂為《數位光彩》，一方面

彰顯數位攝影處理對光影、色彩，乃至畫面心理層次的控制之功，另一方面更

希望數位影像處理能夠如「GLORY」般，輝煌、燦爛、光彩而自豪。在精英

的攝影論述中，被說的最多的是「光暈的淪喪」的這個觀念，有趣的是，鄭國

裕要在數位的風景攝影中重建或建立攝影的「光彩」或「光暈」。這「光彩」

或「光暈」，是因為他所實驗的數位合成，能夠重新捕捉更完整的人與環繞著

它的環境的關係？

從爵士攝影走出來，走在非常奇特的向著西邊的八德路二段的街景，假如鄭國

裕神奇數位合成攝影的對象是臺北的街道，而不是他在觀光旅行途中的景點，

那將是另外一種格局、另外一種影響力。他目前是中華攝影教育學會秘書長、

數位影像工作室負責人、臺北攝影學會數位影像處理班講師，在經歷中包括了

各級的評審、各類學校的演講、各類藝術相關科系的課程……，多到令人忌

妒。拖老同學下水為城市的建構出力好像有點殘忍。數位合成的臺北街道攝

影，將影響臺北人以未來的眼光看臺北。



鄭國裕數位合成攝影──匆忙

鄭國裕數位合成攝影──星慟

鄭國裕數位合成攝影──等忙

鄭國裕數位合成攝影──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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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從私領域到公領域藝術空間的建構與閱讀

用未完成的的街到來虛擬一個可能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