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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攝影書的媒介性：書冊作為技術
*
圖像的機具裝置
朱盈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助理教授
chuchuhua@gmail.com

摘要
本文以捷克哲學家維蘭．傅拉瑟（Vilém Flusser）技術圖像的概念為基礎，
論述照片的物質性以及圖像與手指的關係，如何構成當代攝影書的媒介性。文
中首先從「傳統圖像—線性文本—技術圖像」架構對應攝影書當中所涉及的媒
介，尤其是作為技術圖像的攝影和作為載體的書冊，並對照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於〈擬像的次序〉（The Order of Simulacra）中劃分的三個等級「仿
造、生產、仿真」進行論述。其次以義大利攝影藝術家阿爾貝托．維切里（Alberto
Vieceli）在 2019 年出版的《手持照相機》（Holding the Camera）攝影書為例，
該書蒐集各式「照相機使用方法」的圖像並進行分類，包括相機使用說明書、器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具體且深具啟發的意見，使本文得以更加嚴謹完善，謹此致謝。本
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攝影書媒介研究：以維蘭．傅拉瑟技術性圖像理論為基礎」（計
畫編號：MOST 110-2410-H-152-010-）部分研究成果。本文部分曾以〈攝影書的媒介性：談機
具與記憶的共生可能〉發表於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國立中山大學「媒介與共生—當代跨域交流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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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廣告傳單、雜誌上的介紹冊頁等，以元圖片的自我指涉方式提供思考書冊（攝
影書）與內容（照相機）的關係。最後，則以傅拉瑟將攝影者比喻為遊戲人的角
度，探討書冊如何作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以呈現攝影書的媒介性。

關鍵詞：《手持照相機》、技術圖像、維蘭．傅拉瑟、機具裝置、攝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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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捷克哲學家維蘭．傅拉瑟（Vilém Flusser）1 在 1980 年代提出「技術圖像」
（technical image）的概念，以當時技術的發展趨勢做預想，將自身比喻為「攝影
宇宙的居民」，主張未來會是由電子技術圖像構成的社會，人人都能隨心所欲地
生產及對待照片，甚至不會在意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技術圖像。傅拉瑟認為，這
樣的社會是逐漸浮現的烏托邦，然而我們也在過程中被照片操縱、甚至充當技術
圖像裝置的反饋機制。2 傅拉瑟的論述提供我們思考，在二十一世紀的生活中，技
術圖像如何影響我們感知和衡量世界。而其中一個有趣的對照，是技術圖像的概
念與攝影書（photobook）在當代的發展狀態。
傅 拉 瑟 主 張， 攝 影 有 別 於 其 他 技 術 圖 像 的 特 質， 在 於 照 片 是 由 複 製
（reproduction）的方法進行流通，這樣的擴散過程，和照片的物質載體 —
「紙」— 相關。這是後工業時代的物件典型，照片具有附著於物性（materiality）
表面的特質，其價值是表層的資訊，例如，海報的紙張本身並無價值，但在
海 報 上 的 資 訊 卻 因 為 可 被 複 製 而 具 有 影 響 力。 傅 拉 瑟 也 提 到 電 磁 化 的 照 片
（electromagnetic photographs）和印在紙上照片的不同：電子影像不需要物件（紙）
來支撐訊息，具有純粹的資訊價值，不會產生物性的價值消逝，是更為高級的影
像形式（advanced images）。3 這樣對於照片紙本物性貶值的看法，呼應 2010 年

1

傅拉瑟於 1920 年在捷克布拉格出生，1939 年期間納粹占領布拉格之後與妻子伊迪絲．巴斯
（Edith Barth）及家人移居倫敦，之後又前往巴西，直到 1970 年代返回歐洲，陸續在義大利、
法國、德國、捷克等地工作與生活，出版研究著作。
2
參閱 Vilém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trans. Anthony Mathews, 65-75. 本
文關於傅拉瑟 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Fotografie 的引用，除了此英譯本之外，還參考下列繁
體中文及簡體中文譯本：李文吉譯，《攝影的哲學思考》；毛衛東、丁君君譯，《攝影哲學
的思考》。
3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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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隨著數位科技技術的進步，書籍產銷模式轉變、數位人文的發展和紙本書是
否消失的相關爭論。4 然而，紙本攝影書在二十一世紀卻成為當代攝影的重要展呈
形式，相關的展覽、比賽、出版、論壇等以不同規模大量出現，甚至被認為是攝
影書的復甦或黃金時期。5 在傅拉瑟所謂「技術圖像宇宙」的當代生活中，影像的
生成與流通都不是以平面印刷為主要載體，那麼紙本攝影書作為當代攝影表現的
重要媒介，具有什麼樣的意涵？
另一方面，在傅拉瑟設定人類歷史的發展模型中，持續出現的討論是如何用
「手」來實現。在「傳統圖像」（traditional image）的歷史中，人類依據圖像來
掌握環境，然而，圖像不具有深度，人類只能用手指抓取（grasping）圖像的表
面，這個手勢的結果便產生了「線性文本」（linear text）。線性文本的階段是由
串在一起的概念所形構而成，當串連概念的規則逐漸失去連貫性，僅剩下無維度
的粒子（particles without dimension），為了組織這些粒子並將其意識具象化，「技
術圖像」因此出現。照片和電報等技術圖像依賴的是對粒子元素的編碼，由於粒
子無法被觸摸，用手抓取的手勢則轉為用指尖觸摸按鍵（keys）來計算。6 文化理

4

關於數位文化中紙本印刷書的定位與討論，參閱 Anthony Grafton, Codex in Crisis, 1-64; Robert
Darnton, 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3-20, 67-78; Amaranth Borsuk, The Book,
197-258.
5
根據統計，1999 年國際間與攝影書相關的出版社約百餘家，到 2021 年累積將近五倍成長，
最 高 峰 在 2010 至 2016 年 間。 參 閱 Clément Chéroux, “Why the ‘Photobook Phenomenon’ Is
More than Just a Fad,” Aperture, https://aperture.org/editorial/has-the-photobook-become-moreinteresting-than-photographs-themselves, 下 載 日 期：2022 年 1 月 19 日。 此 外， 攝 影 研 究 者
麥特．強斯頓（Matt Johnston）列舉在攝影書研究過程中遇到的詞彙，包括 “photographic
book”、“photographic artist’
s book”、“photobook”、“photo book”、“photobookwork”、“book of
photographs”、“photography book”、“authored photography book”、“photographically illustrated
book” 等，反映出 “photobook” 作為通用的指稱背後存在不同脈絡，也透露從媒介技術的
角度來看，攝影與書冊結合的普遍性。關於攝影書在當代的復甦現象，參閱 Matt Johnston,
Photobooks &: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Contemporary Medium, 28-33.
6
參閱 Vilém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trans. Nancy Ann Roth, 8-10. 本文關
於傅拉瑟 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 的引用，除了此英譯本之外，還參考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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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在今日社會中，人類的雙手萎縮，不再
採取行動，數位領域中的工作與傅拉瑟的想像相反，雙手的衰退並未帶來休閒的
烏托邦，反而帶來充滿績效壓力的世界。7 值得思考的是，韓炳哲認為「數位」
（digital）是指用來計數的手指（digitus），數位文化是奠基於用以計數的手指上，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思考手指與紙本書冊建構出來的關係？
技術圖像的論述提供探討了攝影書在當代的媒介性。本文參考傅拉瑟對於
“apparatus”（機具裝置）8 的分析，論述在受到藝術思潮與數位科技的影響下，
當代的攝影書並不將書冊視為照片的乘載體（supports），而是作為技術圖像的
機具裝置。本文以義大利攝影藝術家阿爾貝托．維切里（Alberto Vieceli）在 2019
年出版的《手持照相機》（Holding the Camera）為例（如圖 1）。在這本攝影書
中，維切里將自己的作者身分設定為「蒐集與編輯」，9 他於 2015 至 2019 年間
蒐集二十世紀西方攝影工業蓬勃發展時各式「照相機使用方法」的圖像，包括相
機的使用說明書、相機器材的廣告傳單、相機雜誌上的介紹冊頁等，再從蒐集
到的 700 多張現成圖像中挑選 330 張編輯成攝影書。《手持照相機》以元圖片
（metapicture）的自我指涉方式，10 展現使用者如何依照指示與機具裝置互動，在
主題（照相機）與形式（攝影書）之間形成有趣的對照。以傅拉瑟的技術圖像理

譯本：李一君譯，《技術圖像的宇宙》。
參閱韓炳哲，王聖智譯，《數位狂潮下的群眾危機》，頁 42-46。
8
在簡體中文版本的「譯後記」中，譯者說明 “apparatus” 一詞的複雜性，除了在繁體中文版本
使用的「機具」之外，apparatus 還包含圍繞裝置的各種話語，甚至是規則，譯者強調在理解
這些哲學概念時，需要回到傅拉瑟的語境思考。參閱《攝影哲學的思考》，頁 91-92。
9
《 手 持 照 相 機 》 的 目 錄 頁 中 署 名「 由 維 切 里 蒐 集 與 編 輯 」（Collected and edited. Alberto
Vieceli）。
10
攝影評論家吉爾德等（Gelder & Westgeest）在說明攝影理論的歷史脈絡中，借用視覺文化
研究者米切爾（W. J. T. Mitchell）的元圖片概念探討「自我映現的攝影」（self-reflective
photography）。 參 閱 Hilde Van Gelder and Helen Westgeest, Photography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0-2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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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基礎，本文首先闡釋如何從「傳統圖像—線性文本—技術圖像」架構對應攝
影書當中所涉及的媒介技術，尤其是作為技術圖像的攝影和作為載體的書冊；其
次分析在《手持照相機》中，書冊（攝影書）與內容（照相機）的關係；最後延
伸傅拉瑟將攝影者比喻為「遊戲人」（Homo Ludens）的觀點，11 探討書冊如何作
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以呈現攝影書的媒介性。

圖 1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封面與封底一覽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11

「遊戲人」概念在 1930 年代由荷蘭哲學家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提出，闡述人
類文明發展中遊戲的意涵，與 Homo Sapiens（智人）、Homo Faber（工具、勞動者、製造者）
等作為對照。參閱胡伊青加，成窮譯，《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頁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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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攝影、攝影書
傅拉瑟在 1980 年代陸續出版三本與技術圖像相關的書籍，包括 1983 年的 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Fotografie（英譯為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1985 年的 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英譯為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以及 1987 年的 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英譯為 Does Writing
Have a Future?），在這些標題的字詞中，「『邁向』攝影的哲學」、「『進入』
技術圖像的宇宙」、「書寫具有『未來』嗎」，均強調技術圖像的論述與「未
來」相關，也透露這三部曲是從後歷史觀點來進行論述。12《攝影的哲學思考》開
宗明義，說明其論述架構是建立於線性書寫與技術圖像的發明，這些發明將人類
文明區分為不同階段：「傳統圖像—（線性書寫的發明）線性文本—（技術圖像
的發明）技術圖像」。在《技術圖像的宇宙》中，為了強調技術圖像與傳統圖像
的差異，並更進一步梳理人類文化結構在不同階段的狀態，傅拉瑟又建構五個層
級（rung）的文化歷史模型：第一層級為動物與原始人類所處的四維時空具體經
驗；第二層級約發生於 200 萬到 4 萬年前，人類成為面向客觀世界的主體，該世
界是由可掌握的對象所組成，典型產物為石刀和雕刻人像；第三層級是智人處於
自我與周圍環境之間具有想像的平面區域，典型產物為洞穴壁畫等傳統圖像；第
四層級為西元前 2000 年中葉線性文本的發明；第五層級則為技術性圖像的世界。13
《書寫具有未來嗎？》則更為著重技術圖像發明之後，應如何思考從文數字編碼
（alphanumerical code）到數位編碼的轉變過程中，書寫的意義及線性文本所建構
的世界。14
12

傅拉瑟所稱的「後歷史」，指的是根據他建構的文化歷史模型，會離開一維的歷史結構，進入
新的無維度階段（dimensionless level）。參閱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15.
13
在《技術圖像的宇宙》中，傅拉塞擴充《攝影的哲學思考》的架構，建立了五個層級的模型，
「傳統圖像—線性文本—技術圖像」可對應其中第三到第五的層級。
14
參閱 Anke Finger, Rainer Guldin and Gustavo Bernardo, Vilém Flusser. An Introduction, xxi-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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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圖像屬於史前的（prehistory），是繪圖者對於外在環境客體的觀察，透
過在二維平面上描繪圖像，使某物變得可以理解。由於圖像存在於平面的表層，
觀者若要建構圖像的意義，需經過目光掃描（scanning）圖像的過程，而這樣的
掃描途徑會牽涉圖像本身的體現與觀者的意圖。也就是說，傳統圖像的繪製者介
於圖像及其意義之間，圖像上的符號是由繪製者所經營，觀者若要看懂這種圖像，
需要根據繪製者的象徵符號系統進行解碼。線性書寫的發明是人類文化技術的第
一次重大轉變，將傳統圖像的表現轉化為概念，是歷史意識的開始。相較於傳統
圖像的描繪，線性文本是以理解和解釋為主要途徑，然而在線性文本作為資訊載
體的主導期間，圖像仍持續挑戰線性文本的地位，到了十九世紀，當線性文本無
法接受更進一步的轉介、甚至變得模糊並潰散為粒子時，技術圖像便就此發明。
技術圖像除了攝影之外，也包括電影、電視、衛星圖像等。儘管技術圖像在
許多方面喚起人們對於傳統圖像的記憶，但技術圖像是全新的媒介，和傳統圖像
具有截然不同的表意方式。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思考其中的差異。其一是圖像
的產製方式：相較於傳統圖像的象徵符號是由繪製者決定，技術圖像是由機具裝
置所製成，不僅需要考量該機具裝置的發明來自何種意識與目的，也需要考量機
具裝置內部結構與操作者的關係。其二是圖像的意義：傳統圖像屬於想像，是人
類於客觀世界中觀察和描繪之後的抽象，其意義存在於圖像的表面。技術圖像屬
於後歷史、無維度的結構，其所產生的意識層次是概念的計算，透過編碼的方式
產生訊息。更進一步來說，技術圖像在本體論上表意的是概念，在歷史意識中屬
於後歷史，在抽象概念中屬於第三級抽象。相較於文本主導社會中，是以線性、
過程、歷史性的方式，在技術圖像主導的社會中，則是採表面、環境、場景的方

Martha Schwendener, The Photographic Universe: Vilém Flusser’s Theories of Photogra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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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
若將攝影書的媒介技術對應到傅拉瑟「傳統圖像—線性文本—技術圖像」
的架構中，攝影屬於技術圖像，書冊卻是線性文本的產物，在二十世紀末的後
攝影（post-photography）狀態中，我們如何透過技術圖像的概念對攝影書的媒
介性進行辯證？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擬像的次序〉（The Order of
Simulacra）中所列舉的三種次序，提供有趣的對應。布希亞將擬像劃分為三個等
級，這三個等級亦平行於其價值規律（law of value）的變化。首先是古典時期（從
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時期），以再現為主的「仿造」（counterfeit），依賴的是價
值的自然規律；其次是工業時代，以辯證為主的「生產」（production），依賴的
是價值的商品規律；第三級的擬像是「仿真」（simulation），是當下以運算編碼
所主導的模式，依賴的是價值的結構規律。16 若將擬像的三個次序對應於前述傅
拉瑟的架構，第一級的仿造可對應線性文本、第二級的生產與第三級的仿真則對
應技術圖像，再將攝影書所需要的媒介技術放置於這樣的架構，初步得到以下如
表 1 的對照。
傅拉瑟
技術圖像架構
線性文本
技術圖像
技術圖像

布希亞
擬像的三個次序
仿造（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時期）
生產（工業時期）
仿真（代碼）

印刷書
攝影技術
攝影書（當代）

表 1 傅拉瑟「技術圖像架構」、布希亞「擬像的三個次序」與攝影書所需之媒介
技術對照。

15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8-18;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5-13.
16
參閱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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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冊是線性文本主要的資訊載體與傳播途徑，在與書相關的技術發展歷史中，
重要的技術變革包括二世紀在基督教世界「抄本」（codex）的發明，將尺寸差不
多的獨立書頁疊合後，沿著同一邊裝訂黏貼，使書本可以逐頁翻閱，改變過去長
條形書卷（scroll）的捲軸型態；另外就是十五世紀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發明的活字印刷術，該技術延續使用到十九世紀。17 德國媒介研究學者弗里德里
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提到，隨著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機之後，機械化的
技術使得書冊體制化：

古騰堡印刷機出現以後，同一個版本的所有書冊才有了完全一致的頁數，
而每一字每一詞都可以在這頁數下獲得地址。書籍（與手寫書稿不同）不再
是存儲和傳遞數據的簡單媒介，它們也允許訓練有素的讀者進行最基本形式
的數據處理。今天在集中電路片和微處理器中所進行的活動，在存儲地址和
程序指令下展開的無窮的數據計算，當時便在紙上以較為樸素的方式進行。18

這段文字說明印刷術的發明如何使書冊呈現一致的形式，活字印刷的機械化
取代了過去在歐洲修道院抄書室裡抄書員與畫匠的工作。頁碼的編排使得書冊的
檢索、腳註、目錄、索引等功能更為完善，讀者可以在書冊媒介上進行編碼式的
資訊處理。印刷術和文藝復興藝術具備相同的思想型，第一級的擬像（仿造）發
生於文藝復興時期，過去在種姓社會階級中符號數量有限，但自文藝復興時期開
始，由於封建秩序解構、時尚開始出現，所有階級都可以沒有區別地玩弄符號。19

17

參閱萊恩斯（Martyn Lyons），胡宗香等譯，《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
頁 35，56。
18
參閱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李雙志譯，《實體之夜。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論文選輯》，
頁 11。
19
布希亞說明仿製品在文藝復興時期和自然一起出現，例如「胸前的假背心、假牙、仿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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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到與攝影書相關的印刷技術來看，十五世紀圖像的印製主要採用凹版印刷，
文藝復興時期對於盔甲設計新時尚的需求，開始採用化學方法進行鐵板蝕刻，更
是精進了金屬加工技術，也促使凹版印刷脫離手工雕刻，得以追求更為細膩與精
準的印刷圖像。20
第二級擬像隨著工業革命出現，這些新的符號沒有經歷文藝復興時期所具
有的階級區分，很快地以系列的方式被大規模生產，這樣的模式不是原型與仿
造的類比邏輯，而是等價、無差異的關係。布希亞借用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 機 械 複 製 時 代 的 藝 術 作 品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的論述，說明二十世紀初電影和攝影即為再生產的
邏輯，透過吸收生產的過程改變目的性，使得產品和生產者的角色變質。這些技
術不被視為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而是作為中介（medium），任何物體都
可以被簡單複製，並生產成為新的意義。21 攝影書的出現與攝影技術和印刷技術
相關，發生於布希亞第二級擬像的生產階段，透過機械化的再生產，書籍得以被
大量複製。從書的歷史來看，工業革命使得印刷日趨機械化，無論是機械印刷機
的普及、紙張製造技術的增進，或是十九世紀末西方教育系統漸趨完善，大眾識
字率上升，種種因素皆使得書籍生產成本降低，也提升整體社會對出版的需求。22
在傅拉瑟探討技術圖像出現的背景因素時，他分析了十九世紀印刷術的發展與義
務教育普及的影響，進而導致兩種對立的情況。一方面來說，傳統圖像為了擺脫
的室內裝飾、巴洛克式的舞台佈景」等，在仿造的擬像中，自然被轉變為人造符號。參閱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50-53.
20
參閱休斯頓（Keith Houston），吳煒聲譯，《書的大歷史：橫跨歐亞大陸，歷經六千年，認
識推動人類歷史的最強知識載具》，頁 232。
21
參閱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55-56.
22
印刷術的機械化增加了印刷數量，使印刷速度加快，製紙機的發明也可生產寬度增加且連續
不斷的紙卷。再加上 1860 年代開始以木漿作為製紙原料（原先為碎布），減少紙張的生產
成本，降低書籍製作價格，並提升書籍製造率。參閱《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
大變遷》，頁 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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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文本的氾濫，進入博物館沙龍和畫廊成為純藝術，喪失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另一方面，線性文本分裂為兩個部分，其一是針對菁英階層的深奧文本（hermetic
texts），例如科學和技術等，其二則是針對廣大社會的廉價文本（cheap texts）。
傅拉瑟譬喻技術圖像具有「水壩」（dams）的特質，會將所有文化納入其中，使
得原先是為了解決圖像和文本分裂的問題，反而卻依照技術圖像的邏輯發展：技
術圖像嘗試將圖像的概念重新引入日常生活，卻以複製品的方式將自身放置於傳
統圖像的位置上。技術圖像為了讓提供給菁英的深奧文本變得可理解，將科學方
程式等陳述轉為影像，卻反而歪曲了深奧文本。而在廉價文本的部分，技術圖像
為了顯現影像中的魔法，以程序化的新魔法取而代之，反而使原先固有的魔法和
意識型態轉化為「技術圖像的程序化魔法」，產生如攝影小說（photo-novels）等
文類。23
回到傅拉瑟的「傳統圖像—線性文字—技術圖像」，技術圖像的作用是重新
揭示圖像的魔術，但這個魔術已經歷過線性文字所具有歷史意識的洗禮，也因
此，技術圖像得以被視為傳統圖像和線性文字的綜合。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傅拉瑟
說明技術圖像的水壩特質，便可理解它如何轉化傳統圖像和線性文字。當十九世
紀攝影發明時，書冊形式是當時普及通用的媒介，將照片集結並以書冊形式出
版，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以最早出現的攝影書為例，1843 年由英國植物學家
安娜．艾特金（Anna Atkins）的《英國藻類照片：氰版印象》（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使用氰版顯影 24 製作藻類照片，這系列的
攝影書並不是透過照相機的拍攝方式留下影像，書的製成僅止於朋友私人之間的
23
24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17-20.
氰版顯影（Cyanotype）為十九世紀由英國赫歇爾爵士（Sir John Herschel）發明，混合鐵氰
化鉀（Potassium Ferricyanide）及檸檬酸鐵銨（Ammonium Ferric Citrate）兩種藥劑作為感光
液，又稱藍曬法。除了艾特金將植物放置塗有感光液的紙張上進行外觀特徵複印之外，也用
於工程圖、圖鑑製作等影像複製技術。由於製作成本低廉、操作簡易穩定，至今仍常被應用
於介紹類比影像技術的教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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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然而，整本書無論在製作、設計、裝幀等都具有豐富完整細節，氰版的顯
像方式也精準地展現了艾特金想表達的主題。另外，1844 年英國攝影技術發明者
亨利．塔爾伯特（Henry Fox Talbot）的《自然的鉛筆》（The Pencil of Nature），
以卡羅法（calotype）拍攝印製 24 幅照片，用手工黏貼的方式將照片貼在書中各
章節的標題頁面，作為書籍內容的插圖，也提醒書冊所具有文字與圖像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現在被認為最早的攝影書，都不是透過印刷技術大量產
製，而是利用書冊的媒介特質，作為作者的表達語境。25 在與攝影書相關的印刷
技術方面，除了前述紙張技術革新使得成本降低、十九世紀發展的照相凹版術
（photogravure）使得書籍中開始出現照片、多色平版印刷術（chromolithography）
透過分色印版的方式實現彩色印刷，十九世紀晚期半色調（half-tone process）印
刷技術的普及和報紙等大眾媒體的發展，更使得照片在印刷品中的複製得以更為
快速、大量和便宜。從媒介技術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十九世紀的攝影書視為
線性文本的媒介（書冊）和技術圖像（攝影）的結合，那麼自二十世紀末開始，
當紙本媒介被數位電子所取代，攝影書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布希亞提出的第三級擬像，是由運算編碼主導的仿真。第三級擬像沒有第一
級擬像對原型的仿造，也沒有第二級擬像系列化的再生產，而是透過「模式」的
生成 — 以模式替代系列生產。模式是根據複製性本身設計出來的，在第三級擬
像中，重要的並非等價法則，而是價值的結構規律。更明確地說，第一級擬像（仿
造）存在於自然法則的世界，屬於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學；第二級擬像（生產）
存在於力量和張力的世界，屬於能量和確定性的形而上學；第三級擬像（仿真）
存在於結構和二項對立的世界，屬於是非決定論和代碼的形而上學。三個層次的
擬像具有辯證關係，每個等級都使前一等級服從自己，因此，系列生產（第二級）

25

參閱 Gerry Badger and Martin Parr, The Photobook: A History, Vol. I (London: Phaidon, 2004),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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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仿造等級（第一級），而現在的仿真（第三級）又取代了生產等級。26
我們可以從第三級擬像，也就是運算編碼所主導的仿真模式，來思考當代
的攝影書。布希亞指出，第三級擬像具有「0 和 1 的二進制系統那神祕的優美」
（mystical elegance of the binary system of zero and one）。布希亞引用生物符號學
者湯瑪斯．塞比奧克（Thomas Sebeok）的理論，藉由生物的脫氧核糖核酸分子
結構包含的訊息為例，解釋二進位模式的數字性（digitally）如何占據我們的生
活。當代社會中的一切訊息和符號，都是透過具體的測試（test）、問
question/answer）、刺激

答（the

反應（the stimulus/response），所有的內容均被連續程

序（continuous process）中和，這些程序和遺傳密碼同樣具有不確定性，並將意義
縮短為更微小的訊息。這種「測試」也成為當代基本的社會控制形式，任何訊息
都透過二元信號系統，也是不斷測試的系統。27 布希亞進一步分析這樣的測試操作：

每個圖像、每個傳媒信息都是測試，而且周圍的任何功能性物體也都是
測試 — 即在「測試」一詞的精確意義上，按照程式或分析模式，釋放某些
回答問題的機制。今天，物體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功能」，它不為你們服務，
它測試你們。它和過去的物體不再有任何關係，這就如同傳媒信息與事件的「現
實」毫無關係。物體和信息，兩者都已經是一種選擇、一種剪輯、一種取景的
結果了，它們已經測試了「現實」，並且對現成提出了那些「正在回答」的問題，
它們把現實分解為一些簡單的元素，又把這些元素重新組成一些調整了對立的
劇本，這恰巧如同攝影師把反差、光線、角度強加給自己的主題（無論哪個攝
影師都會對你們說：他什麼都能做到，只要他在對照相機及其代碼的即時測試
做出準確回答的時刻或折射光中，以合適的角度抓著原物就行了 [……]）。28
26

參閱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56-57.
參閱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60-61.
28
引文自車謹山譯，《象徵交換與死亡》，頁 82。原文參閱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6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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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的仿真擬像概念，提醒我們圖像的生成是透過編碼運算產生，這樣的圖像
概念不是仿造或生產的擬像，而是經過各種運算的測試，對訊息的任何閱讀，都
只是對代碼的持續檢查。將布希亞的擬像論述對應於傅拉瑟的技術圖像 — 當代
是受編碼支配的仿真模式，在由運算編碼主導的符號系統中，我們透過測試、問
答、刺激、反應等方式產出圖像。也就是說，在技術圖像的宇宙中，圖像是經由
編碼運算產生，圖像的文字是編碼，而作為技術圖像的操作者或使用者，我們觀
看技術圖像、被大量技術圖像包圍，卻是透過測試的問答機制生成或回應圖像。
我們處於被動的接收狀態，無法參與更改運算編碼。在如此狀況下的攝影書概念，
與工業時代以系列複製生產的邏輯並不相同。也因此，我們需要以仿真的邏輯看
待攝影書，將書冊視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探討這樣的裝置如何在「準備好」
的狀態中，讓我們以圖像來填充它。

三、案例分析：《手持照相機》
在傅拉瑟設定的人類歷史架構中，從傳統圖像（洞穴壁畫）轉換到線性文本
的原因，在於圖像的二維特質：當一個圖像從另一個圖像汲取意義之後，會將意
義賦予下一個圖像，這樣的交換關係具有魔法性（magical）。為了回到事物本身，
需要避免圖像的中介（mediating）。然而，由於圖像的二維特質不具深度，意義
只能被看見卻無法被抓取，於是，二維圖像被簡化為一維的線性文本。從線性文
本到技術圖像的過程，則是因為文本是由概念串在一起，無法有更進一步的圖像
中介（pictorial mediation），以至於變得模糊，甚至潰散為粒子。由於手指無法
觸碰和聚集粒子，技術圖像試圖將周圍的粒子整合到影像的表面，透過操作在機
具裝置上所配置的按鍵，我們得以抓取及展現這些無法碰觸的碎片。29

29

參閱 Flusser,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8-10,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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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拉瑟的論述中，透過手來抓取意義的需求與慾望，轉化為機具裝置的按
鍵。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柯達相機（Kodak）在 1888 年推出第一台「柯達一號」（No.
1 Kodak）的廣告標語：「你按下按鈕，其他交給我們」（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自此，照相機的複雜程序被簡化至「按下按鈕」— 在工廠裡
預先將塗有感光劑的紙卷裝入固定焦距的相機中，使用者在拿到相機之後，拍攝
過程只需要按快門，拍完之後再將相機送回柯達工廠進行照片沖印。柯達公司以
消費者的使用需求為目標，透過量產標準相機的方式，將製作照片的過程與拍攝
照片的動作分開，也促成當時大眾攝影的發展。30 在圖 2 這張廣告的插圖中，相
機的上方是那顆僅需按下的按鈕（快門），而雙手捧著照相機的姿態彷彿正在邀
請觀者按下按鈕。

圖 2 1889 年柯達相機廣告
資料來源：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advertisement-for-the-kodak-cameraeastman-dry-plate-and-film-company-american-1884%E2%80%931889/lgGXR6am_WvVAA

30

參閱 Mary Warner Marien,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4th ed., 161,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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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內頁：A1. (Shooting Around the Corner)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我們可以用《手持照相機》攝影書的第一張圖片來對照（如圖 3）。這張圖
出自 1965 年德國祿萊（Rolleiflex）照相機廣告。照片中的人以雙手捧握一台雙反
相機（Twin-Lens Reflex, TLR），由於相機本身的構造，外在景象會透過相機內
的反光鏡反射到對焦屏的毛玻璃上，拍攝者因此可以藏匿於轉角處，透過對焦屏
進行取景。維切里將這張圖像分類在「從角落拍攝」類別中，這與雙反相機常採
用放置腰平（waist-level）高度、從上往下觀看的拍照姿勢不同，而是利用相機取
景系統的結構，擺出不同的身體姿勢。圖 2 和圖 3 這兩張廣告圖像都反映在相機
工業中，試圖將所有過程簡化為按下按鍵的企圖。這也可以對應傅拉瑟說明相機
工業的發展狀態，新型號會比舊型號在體積重量、販售價格、操作效能等各方面
更為優化，而這樣的技術精進，是來自於消費者給予的反饋。消費者的使用經驗
與反饋會影響相機機具的發展，然而，在更新型號的機具出現時，使用者又需要
適應及學習新的照相機操作方式。「圖 4」分別示範按下按鍵（快門）的不同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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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門線（shutter release）延伸，拍攝者不需受觀景窗的限制決定身體動作，而
是可以將照相機放置高於頭部的位置、或是地板平面等人眼無法看到的視角。透
過牙齒來操作快門線的照片，出自 1938 年《科技新世代》（Popular Science）雜誌，
該專題為「相機使用者新型輔助」（Newest Aids for Camera Users），31 其中的「齒
控快門」（Teeth Operate Shutter）是專門設計給牙齒操作的快門線，呈現身體姿
態與照相機之間的多重可能。

圖 4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內頁。
從左至右分別為 C3. (Holding Overhead)、D5. (Shooting from Ground Level)、F9.
(Following the Signs)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31

《科技新世代》創刊於 1872 年，此圖像出自於 1938 年 8 月號。根據專題介紹，齒控快門為
一位在俄亥俄州發明家發明，在快門線末端裝有橡膠，方便使用者放在嘴巴中咬合，透過
牙齒操控快門線，可以讓雙手有更多操控相機的自由度。該專題其他的發明介紹，包括長
鏡頭槍型相機、泛光燈轉換器、連拍馬達、防泡顯影罐等。參閱 Popular Science 8，1938，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eCYDAAAAMBAJ&printsec=frontcover&dq=popular+sci
ence+1938&hl=zh-CN&sa=X&ved=2ahUKEwjI_efhsMz2AhWuGKYKHaK6AOwQ6AF6BAgEE
AI#v=onepage&q=popular%20science%201938&f=false, 下載日期：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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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圖 3 到圖 4，我們可以思考傅拉瑟論述中攝影者與照相機的關係。傅
拉瑟提醒，攝影哲學的任務是將攝影從實踐提升到思考意識的層面，在後工業語
境下，攝影者的自由是與裝置的博弈。32 照相機將製造圖像的功能囊括在機具裝
置的內部，為了使消費者能更輕易、方便地操作相機，所有功能被濃縮在按鈕上，
攝影者無法進入照相機內部，對於按下快門引發的複雜程序一無所知，雖可能透
過各種概念性的動作（conceptual act）操作相機，仍舊需要遵循機具裝置所包含
的程序。33 傅拉瑟以象棋的活動比喻照相機的操作，棋手在象棋的遊戲規則尋找
新的可能性，相同地，攝影者也以把玩的態度使用照相機。在這樣的對照中，照
相機被類比為玩具，攝影者被類比為遊戲者（player），既不是勞動者，也不是製
造者，而是遊戲人。34 和象棋不同的是，象棋本身結構簡單、規則容易，但遊戲
的過程複雜，相對來說，照相機本身的結構複雜，遊戲的過程卻是簡單。作為遊
戲人的拍攝者，其面對的規則存在於照相機相互交織的程序中，一個是相機自動
性所產生的影像，一個是攝影者以遊戲的方式把玩的自動性，另外則是經由攝影
者給予的反饋所形成的更大的攝影工業。
從遊戲人的角度來看《手持照相機》，這本攝影書像是「玩攝影遊戲」的規
則說明書，呈現使用者如何依照圖像指示與照相機互動，以「正確」的姿態拍出
「好」照片。也因此，我們需要理解攝影書的架構如何構成遊戲性。舉例而言，「圖
4」齒控快門的圖像中，以框線的指示符號註記快門線的使用方法，在《手持照
相機》中被編列於「跟隨指示」（Following the Signs）類別中，並且與其他同樣
具有指示符號的圖片並列。維切里的作法，是將含有照相機的圖像從原始脈絡取
出，再透過攝影書的編輯方法，給予圖像新的脈絡。這樣的操作利用了書冊原有
的架構，例如在目次頁（如圖 5）中，對開頁面左邊的圖像是手握 1976 年出品的
32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79-82.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37.
34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2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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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機 Agfamatic 4800，這樣的手勢回應攝影書的標題 “Holding” the Camera。右
邊是以 A 到 Z 的條列方式編排，每一條目是維切里依照不同握持相機的姿態做分
類，整本書沒有頁碼的標注。有趣的是，這些標題彼此相互對應，例如 A「從牆
角拍攝」（Shooting Around the Corner）、B「從腰平或胸部高度拍攝」（Shooting
from Waist and Chest Level）、C「高舉過頭」（Holding Overhead）、D「從地面
拍攝」（Shooting from Ground Level），這幾組可作為對照，指出相機握持者如
何使用身體與周遭空間作為測量依據。又例如 Q 為「持握照相機」（Holding the
Camera）、R 為「藏匿相機」（Hiding the Camera）、L 為「如眼鏡般持握」（Holding
like Glasses）或 J 為「隱藏面孔」（Hidden Faces）等，握持與藏匿的暗示，透露
使用特定相機的意圖。至於書末的索引（Index）（如圖 6），則提供觀者閱讀的
重要指引，以不同的符號 — 小括號 ()、中括號 [] 、書

📖、相機 📷、標註 *—

標示該圖像的資料，包括相機型號、相機製造年分、圖像的原始出處等。這些條
列資料，一方面標注所有圖像的原始出處，另一方面呈現維切里對於現成圖像的
編輯意識，透過文字和圖像排列組合所創造的對應關係，提供觀者趣味的想像。

圖 5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目錄頁一覽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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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索引頁一覽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更進一步來說，《手持照相機》標題的“Holding”指的是握持照相機的手勢，
從書冊媒介的角度來看，又可對應觀者在閱讀這本攝影書時，需要將書捧握在手
中翻閱的姿態。觀者在閱讀時，需透過手指進行翻閱與開闔，甚至在翻找的過程
中，也可能連結到其他圖像。從傅拉瑟以遊戲人比喻攝影者與照相機具的觀點，
我們可以思考《手持照相機》中，藝術家如何透過書冊既有的架構，以觀者的閱
讀經驗擴張圖像原本的意涵。在閱讀的過程中，觀者不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需
要透過翻頁、尋找、對照等程序來接受影像的訊息。換言之，傅拉瑟的技術圖像
論述強調概念被分解為各種訊息的碎片，這些元素無法被觸及、也不可見，而在
《手持照相機》攝影書中，透過書冊的架構創造遊戲規則，使觀者在閱讀時，以
手指翻找紙本頁面，填補電子技術圖像無法用手抓取影像粒子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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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冊作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
在《攝影的哲學思考》的概念術語表中，傅拉瑟將機具裝置定義為「一種模
擬思想的玩具」。35 傅拉瑟從語源學分析，說明“apparatus”在拉丁文中源自動詞
“apparare”（「做好準備」之意），而另一個在拉丁文中的動詞“praeparare”
也具有「做好準備」相同之意。傅拉瑟進一步以前綴詞“ad”和“prae”作爲區分，
提出機具裝置具有兩個意思：一樣東西為某件事做好了準備（“apparatus”）、
耐心等待某樣東西的狀態（“preparatus”）。他以黑盒子（black box）36 比喻照
相機，強調內部已設定好自動化程序，攝影者對於機具裝置的操作，在於知道
要餵食

輸入（feed/input）什麼、才能依照攝影者的意願吐出

輸出（spit out/

output）：
它是一個複雜的玩具，複雜到把玩者也無法明白；它的遊戲是由包括在
程序之內的符號組合構成的；這些程序是由一個元程序所產生並且屬於其他
程序的遊戲結果；雖然完全自動的裝置可以不用人的介入，但很多裝置需要
人作為遊戲者和功能執行者。37

由於技術圖像的編碼在黑盒子內部進行，攝影者知道如何操作機具裝置，同時也
知道自己無法窮盡黑盒子內部複雜的過程。攝影者的身分兼具遊戲人與功能執行

35

傅拉瑟在前言說明，使用概念術語表的目的並非給予明確的定義，而是希望以詞彙字典的形
式作為假說，提供讀者反思文章論述的邏輯。
36
《攝影的哲學思考》於 1985 年出版的葡萄牙版本，書名即為《黑盒子的哲學》（Philosophy
of the Black Box）。參閱 Schwendener, The Photographic Universe: Vilém Flusser’s Theories of
Photogra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116.
37
參閱《攝影哲學的思考》，頁 29；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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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操控機具裝置的同時，身體可能因受機具裝置制約或攝影目的而出現各種
姿態。再以《手持照相機》「隱藏相機」（Hiding the Camera）類別的圖像為例（如
圖 7）。照片中的女子背對觀者，將產於 1960 至 1961 年間的 Linhof Wide-Angle
65 照相機揹在左肩身後，左手大拇指以反握手勢準備按下快門，右手持握的鏡子
映射女子的眼睛，視線和觀者對望。在這張照片中，可以看到幾種視線的交錯：
女子望向鏡子的視線、女子藉由鏡子折射的視線、正面直接對準觀者的相機鏡頭，
而女子右手（握持鏡子）與左手（按下快門）的兩種手勢，則可對應 apparatus 的
語源意涵，既是將自身準備好，同時也是耐心等待某事的發生，以狩獵的態度捕
捉圖像。

圖 7 《手持照相機》內頁。R10. （Hiding the Camera）
資料來源：Vieceli, Alberto, Holding the Camera
圖 7 中，女子的動作提醒我們，攝影者在面對由文化對象組成的叢林時，可
能出現各種操作的選擇，儘管這樣的自由仍受到機具裝置的限制，但依照攝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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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戲想像，則可擴大機具裝置的使用可能。將這樣對於機具裝置的理解延伸到
《手持照相機》，當維切里將圖像放置在作為機具裝置的書冊中，透過書冊的架
構（即機具裝置的程式），執行功能使用者（維切里）的目的 — 藉由書冊的架
構與符號的暗示導引觀者的閱讀順序，以賦予圖像新的脈絡。
在技術圖像的第三部曲《書寫具有未來嗎？》中，傅拉瑟探討在技術圖像的
世界中，線性書寫可能具有的價值。他先以森林和人工記憶儲存體作為譬喻，想
像如果沒有了書冊，不需要砍伐樹木作為材料，森林會茂盛，圖書館則會被其他
人工記憶儲存方式取代。然而，傅拉瑟認為書冊不可能消失，因為在人類文明歷
史中，紙張是熟悉已久的物件，我們就像書蟲（bookworm）般咀嚼紙張、甚至居
住於書中。傅拉瑟強調書冊以書脊（spine）構成具有吸引及說服的姿態誘惑我們，
使我們在面對一本書時，會想要「翻轉」（turning around）、「打開」（opening
up）和「翻閱」（paging through）。而這三個動作都具隱喻暗示：翻轉在字詞上
有「革命」（revolution）的意思，指的是在圖書館書架上，由書脊並列而成的牆
與圖書館的牆之間存在書冊紙張。當觀者在書架上選擇一本書、將書從書架取下、
將書脊翻轉過來 ⋯⋯ 這樣的動作很可能產生新的反轉、甚至造成革命。打開指的
是「選擇」的姿態，無論是選擇哪一本書、在決定一本書之後又選擇翻到哪頁，
觀者擁有選擇閱讀的自由。書中的不同頁面具有不同功能，例如目次頁提供由上
往下檢閱書冊內容的選擇、索引頁提供這本書和外部連結的資訊。翻閱的姿態則
是「自由」，可能是觀者有意識的翻閱，也可能是以手指在頁面間隨機的翻閱。
翻轉、打開、翻閱這三種姿態，說明了書冊的低階（low function）特質，如何指
向革命、選擇、自由，滿足書蟲式的感受。
我們可以透過這三種姿態來思考書冊如何作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書冊的
結構並不複雜，不像照相機黑盒子的結構具備無法介入的自動性，然而，在技術
圖像主導的當代生活中，影像的載體與流通傳播是經由各式電子設備，這些電子
設備是更龐大的機具裝置，內部包含更複雜的自動化程序，也更符合文化工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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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饋。在這樣的狀況下，書冊以自身的架構、紙張的物質性等，使功能執行
者得以進行賦型。「賦型」一詞可從英文字的 in-form 來理解，指的是攝影者作
為功能執行者時需要操作相機的程式，同時也需考量拍攝的遊戲意圖，在兩者之
間尋找能夠被賦型的資訊。38 從翻轉的觀點來看，當觀者閱讀書脊上的標題（如
“Holding the Camera”）、取下攝影書、翻轉過來並打開冊頁的同時，即進入維
切里設置的藝術語境。維切里將不同的圖像蒐集分類排序並加上書脊，書脊是一
種賦型，其功用是將不同的單張紙頁集結，同時賦予圖像新的意涵。這是屬於藝
術家書籍（artist’
s book）的攝影書，39 如同攝影者在把玩照相機遊戲的同時，也
在進行抵制，當代藝術家使用攝影與書冊作為創作媒介時，也試圖操弄書冊結構、
紙張物性等脈絡，以表達創作理念。
書冊的第二個姿態：「打開

選擇」，成為藝術家實驗書冊的編製。我們可

以藉由法國哲學家史鐵凡．休維爾（Stéphane Chauvier）對遊戲的思考來理解。休
維爾指出玩和玩遊戲的差異，玩屬於具有目標導向卻無特定約束，而玩遊戲則有
既定的目標及規則，遊戲規則是用來作為判斷的基準，也是作為在遊戲過程中實
踐的引導。40 其中，「建制性規則」（règles constitutives）的特色在於強加給玩家

38

傅拉瑟認為，當攝影家手上握有相機，並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找尋機具當中尚未被發現的程
式、使他能製造出新的賦型。“informing” 在傅拉瑟的概念術語表中，為「製造未必可能的
各種因素的組合」（create improbable combinations of elements）與「將這種組合印製在物件
上」（imprint them upon objects）。在譯注中，李文吉解釋「information 兼具訊息〔資訊〕
與賦予某物、某想法形體二種意義，若將拆之為 in-form〔形式、形體〕，則更可明白賦型
一意的字源」，在該版本的序言中，李亦強調說明翻譯時需思考傅拉瑟的動機。參閱《攝影
的哲學思考》，頁 25-26，99-100。
39
當代的攝影書具有的目的與功能，可分為：「攝影的書 — 攝影書」（Photographic bookphotobook），目的是蒐集和呈現，功能是作為圖像的容器（container）；「藝術家書籍 —
攝影書」（Artist’s book- photobook），目的是探索、整合和推廣，功能是作為藝術作品；「攝
影文章 — 攝影書」（Photo essay- photobook），目的是通知和教育；功能是載體（carrier）。
參閱 Johnston, Photobooks &: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Contemporary Medium, 90.
40
參閱休維爾（Stéphane Chauvier），蘇威任譯，《什麼是遊戲？》，頁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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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的限制，例如跳華爾滋、打籃球等都屬於建制性規則，行動者需依照規
則進行實踐。書冊的遊戲性像是象棋，藝術家要在有限的程序中尋找新的可能性、
新的步法，而書冊的建制性規則也讓觀者認可，什麼樣的構成可以被稱為「書」。
傅拉瑟在分析照片的流通時，強調照片就是紙片，照片的價值在於紙片表面乘載
的訊息，而不是照片的物件本身，當相同的訊息出現在不同的脈絡中，照片就會
獲得新的意義。41 然而，《手持照相機》攝影書中，卻是紙張賦予技術圖像意義。
事實上，維切里蒐集的許多現成圖像是電子檔案，42 正因為這些影像被印製在紙
張上，再依書冊的建制規則將紙張編列成冊，才完成其創作概念。
而在書的「翻閱

自由」部分，我們可以藉由胡伊青加列舉遊戲具有的特徵

來理解。遊戲的主要特徵是自願的活動，遊戲是多餘的、可以被推遲的、不是義
務，只是因為對遊戲的喜愛，使遊戲成為一種需要。43 胡伊青加解釋，兒童與動
物之所以遊戲，是因為在玩耍當中的「喜歡」包含自願，對成人來說，遊戲是多
餘閒暇的活動，也需要有自願的意志才會進行。從這樣的角度延伸，書冊作為技
術圖像裝置的原因，正是因為書冊本身的型態特質。傅拉瑟提醒，機具裝置的程
序必須是豐富的，否則遊戲很快就會結束，而在本文的討論中，書冊作為機具裝
置的結構並不複雜，不像照相機的黑盒子無法深入，然而，也正因為書冊結構的
簡易特質，需要打開、關闔和翻閱，再加上紙張的物質性、觸覺與手感，才能提
供技術圖像限定性與封閉性。正如傅拉瑟所言，讓棋局成為可能的，並非棋盤和
棋子等材料，而是遊戲規則，也就是象棋的程序。從這樣的角度延伸，我們可以
看到攝影書存在兩個並存的概念：藝術家的創作概念，以及書冊的建制規則。也
就是說，藝術家將概念編碼為影像、又利用書冊的建制規則作為概念的表述 —
41

參閱 Flusser,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49-54.
維切里在書末註記所有圖像的來源，包括拍賣網站、地方市集、數位文獻資料庫、網路平台
等。
43
參閱《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頁 24-3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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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我們無法掌握技術圖像中黑盒子的編碼過程，書冊的功能從資訊載體轉化
為機具裝置，需要藝術家以遊戲人和功能執行者的角度，進行抵制與把玩。
傅拉瑟意圖以攝影哲學來對抗後工業社會技術圖像宇宙的機具模式，這也提
供了攝影書的批判思考。如果說，機具裝置是模擬思想的玩具，功能執行者在把
玩的同時，執行裝置的功能，遊戲人則是刻意避開裝置的預先設定，在建制性規
則下，試圖找到不同的賦型途徑，將訊息注入影像。以機具裝置的角度來看攝影
書，在《手持照相機》案例中，觀者手握著書，與書裡被拍攝者手握著照相機的
動作相互對應，當我們手握著這本攝影書時，我們的身體也會因應「書冊」物件
產生應有的姿勢，並且在翻轉、打開、翻閱的過程中，經驗置放於書冊這個機具
裝置中的技術圖像。

五、結語
當傅拉瑟提出技術圖像的概念時，攝影技術仍是以光學為主，他的觀點著重
在從彼時的當下預知未來電子影像的發展。在《攝影的哲學思考》書末，他以四
個詞彙定義書寫架構：圖像、機具、程式、賦型，強調這四個概念是任何一種攝
影哲學的基石，在這樣架構下，人們不會覺得自身處於線性文本的直線式歷史語
境，同時也會意識到照片是機具裝置生產的影像，這樣的生產過程充滿遊戲的偶
然性，也必定會受制於機具裝置內部的程序。在《手持照相機》這本「和攝影相
關的攝影書」中，圖像內容為二十世紀攝影工業的概況，顯現各種型號的照相機
與使用可能。從遊戲人的角度來看，攝影者在進行攝影的遊戲時，需要遵守相機
裝置的規則，即使攝影者的自由仍被框限於攝影工業中，攝影者也同時在把玩裝
置，而在攝影書的編制上，藝術家則是透過編輯的策略，賦予現成圖像新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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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攝影書視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首先，書冊的媒介性提供藝術家將
概念進行賦型。傅拉瑟認為，攝影者的意圖是把世界的概念編碼成影像，攝影者
利用機具裝置完成意圖，照相機也藉由攝影者的操作達到目的（除非是衛星照片
式的完全自動化情況），將它所包含的可能性轉化為影像。同樣地，藝術家透過
書冊表述創作概念，書冊則透過藝術家的操作實驗自身的結構。攝影者將由照相
機生產的影像展示給他人，可成為他人的經驗、判斷、評價和行為的範式，社會
本身與裝置（照相機）處於反饋關係中，進而完善裝置。而在藝術家與書冊的關
係中，由於書冊的建制性規則，藝術家得以藉由書冊的型態擴張創作的可能性，
藝術家將書冊作為整體作品進行展示（而非書冊中的單張影像作品），在社會與
裝置的反饋關係中，則可從與攝影書相關的各種比賽、討論、展覽中得知，從而
完善書冊作為機具裝置的概念。其次，在《手持照相機》中的圖像都是現成的，
編輯的邏輯成為藝術家的創作策略，透過實驗書冊自有的結構，操弄觀者的閱讀
經驗。也因此，我們需要意識在攝影書的創作中，如何利用書冊的建制規則作為
概念的表述。第三，傅拉瑟認為，技術圖像的表層就像指紋的複製一樣，意義存
在於圖像的表面。照相機上的快門是引發遊戲過程的按鍵，然而，除了攝影工業
中配置好的按鍵之外，還有用手抓取以得到意義的需求與慾望。由於技術圖像是
由編碼而成，其中的編程方式並非攝影者所能操作，技術圖像的粒子也無法被抓
取，以致對於用手抓取意義的需求轉移到攝影書的媒介性中。
《手持照相機》就是藉由操作書冊的索引及目錄等分類結構，以抄本翻頁的
形式，展開書冊頁面的次序，使得觀者在閱讀時，也參與藝術家設定的遊戲。換
言之，當代的攝影書以書冊的形式，將照片的信息附著在紙張物件並集結成冊，
在攝影書中的紙張，並不像傅拉瑟所說的不具價值，相反地，是紙張的物質性添
加了影像的意義。透過機具裝置的概念來看攝影書，提醒在技術圖像的粒子表層
上，手勢的動作如何被攝影書的媒介性所滿足。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我們所身
處技術圖像的世界或許不如傅拉瑟預期的烏托邦，但人類雙手的萎縮卻使得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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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媒介性具有新的意涵。攝影書成為技術圖像的機具裝置，在書冊的架構下，
圖像並置於頁面產生的意義、在書中翻頁尋找對應圖像的過程、目錄分類的編碼
邏輯、整體的視覺色調等，都成為藝術家的創作語境，也屬於當代攝影試圖操作
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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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lity of Photobooks: Books as Apparatus of
Technical Images
Chu, Yin-Hua
Assistant Professor in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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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zech philosopher Vilém Flusser’s concept of technical image,
this research seek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mediality of contemporary photobooks is
constituted by the materiality of pictur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and
fingers. This paper firstly links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image- linear text- technical
image” to the media involved in photobook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photography as
technical images and on books as vehicles, and also applies Jean Baudrillard’s discourse
“counterfeit, production, simulation” in “The Order of Simulacra”. Secondly, this paper
presents Italian photographic artist Alberto Vieceli’s photobook Holding the Camera
(2019) as an example. The photobook collects and categorizes various images of
“camera user guides”, such as user's manuals, equipment leaflets, and advertising pages
in magazines. It employs metapicture in a self-referential fashion to ponder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 (photobooks) and content (camer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usser’s metaphor of photographers as homo ludens, this paper finally 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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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ooks become the apparatus of technical images, so as to reveal the mediality of
photobooks.

Keywords: Holding the Camera, Technical Image, Vilém Flusser, Apparatus, Photo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