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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 活動／展覽簡介 

 

李泳泉「孵個電影夢」 
 
第一堂課－短片創作異想天開： 
以《九一一事件簿》中，英國、以色列導演的兩部片長各 11分鐘的作品為例，討
論短片創作的可能性。英國導演肯‧洛區的紀錄片，娓娓道來，憂傷如詩，同時有

著沈痛的控訴；以色列導演阿默斯‧吉泰的作品，則屬在形式上運用最寫實的「一

鏡到底」，在內容上最貼近以色列社會現實的「劇情片」。藉由兩部作品的激盪，請

學員丟出源自曾經有過的閱讀經驗、生命經驗與想像經驗中的五花八門、上天下地

的創作發想，延伸討論如何「大題小作」以及「小題大作」。同時，將準備許多精

彩片段，來與大家的發想對話、辯證，漸漸形成個人或小組實作或寫作的初步架

構，作為兩週間習作的起點。 
  
第二堂課－短片創作火線交錯： 
針對個人或小組實作或寫作的成果，大家腦力激盪，相互提問，相互建議。並將就

大家的作品亮點與主要問題（創作想像面和實作技術面），準備一些可供比較或參

考的片段，協助大家精修作品。 



 

《幽靈公園》- 跟著動物雕像去旅行 
 
彭一航曾發表作品有《禁止攝影》（2014）、《午夜漫遊》（2016）、《人類園》（2017）、
《幽靈公園》(2018)、《野餐》(2019)、《雜訊》（2020）等系列。作品展出於台灣美
術雙年展、清邁攝影雙年展、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台北 1839當代藝廊。獲集保藝
術賞評審特別獎、宜蘭獎優選、台南攝影節 photo go 獎、獲日本清里攝影美術館
典藏。本次講座將跟大家分享攝影入行 11年的心路歷程，從藝術家最著名的系列
幽靈公園進入創作的世界。 

 實體《招．術》過招網路《招．術》 游本寬 2021創作分享活動 
 
當代的創作者在網路上發表作品，時有所聞；但是，游本寬嘗試在今年的創作活動

中提出：網路上的作品所堆疊出來的訊息和美感，如何可以和實體作品產生有意義

的對話？例如：他的《招．術》創作的原始動機，來自於網路文化長期以來，浮誇、

扭曲、真假難分的現象，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引發了更多的焦慮與悲情，讓人痛心，

讓人無奈，更讓人想躲回無網的簡易生活。於是，從影像拍攝記憶的斷裂點出發，

意圖藉由：生活中的真影像、偽遊記，讓新、舊、真、假的語言、故事和情感，來

對應當今網路訊息真假難分的困境。 
 
溫馨的「臺式常民看板」——調侃網路上誇張不實的銷售誘惑； 
直敍、類訊息的文字——省思過度包裝的網路行銷； 
擬真的小說——影射網路訊息真假難分的現況。 
 
除了藝術內涵的探索之外，《招．術》在實體藝術書的形式上，也意圖以單張跨頁、



上下或左右並置，「近似時空」的流動想像，突顯了網路傳播過程中，觀者多不花

心思、匆匆一瞥的狀態，並進一步思索攝影者在拍照現場的思維心境：對象眷戀的

情感、人在照像中的主體性，以及既連續、又間斷，影像紀錄的破口等。 
 
這些藝術思維，相信讀者在雙手碰著書本閱讀時，感覺應該更為深刻。尤其是，對

於書本特有的「裝訂線」探究，應該也是讀者值得互動討論的焦點之一。 
 
書，翻頁，前者的記憶仍在；合起來，過程的回憶，抹滅不掉 
 
這是游本寬 2021新作《招術》在網路完全分享之後，用實體書再和讀者見面的內

心吶喊。期望讀者一起來探索他的藝術思維！ 
 

 

從 鯤鯓顯影 到 台灣的模樣 關於台灣/攝影 的策展 
 
「鯤鯓顯影」2018 臺南國際攝影節 TiFF，臺南即將迎接建城四百年的新紀元，為

呈現臺南府城的發展軌跡，藉由「攝影」的觀點重新梳整臺南歷史文化紋理。 
  
「台灣的模樣」以「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與「國立臺灣美術館」的攝影典藏作品為

研究基礎，嘗試使用「臺灣的鏡像」來協助定義尚待被清楚定義的「臺灣文化臺灣

文化」。 
  
本次講座，邀請到策展人黃建亮來到花蓮分享這兩個大型策展的背後的思考脈絡

與執行的過程。 



 

黃錦城「當我們在創作時，我們是在做什麼？」 
 
以美籍法裔藝術家馬塞爾·杜象於 1917 年創作的「現成物 Ready-made」系列作品
《Fountain 噴泉》為核心進行跳耀式瀏覽來簡述現代藝術的肇始到當代的發展。從

野獸派、表現主義、立體派到達達、超現實藝術、抽象表現主義、波普藝術、女性

主義到裝置藝術、當代攝影等各藝術流派中挑選幾位主要藝術家與作品來漫談創

作的可能性與樂趣。 
 
給自己的第一堂創作課：從自己的生活用品，例如鮮奶空瓶、包裝盒、信箱中的廣

告、手機簡訊等，到日常散步途中的風景、環境音響來進行一場猶如自我對話的創

作實驗。請參與的朋友聊聊最近生活中關注的時事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以隨

機、聯想、借題發揮等方式去形成一個造型、意象或是故事的片斷。可個人或小組

來進行作為兩週間創作的起點。 
 
第二堂課為現成物＋媒體創作實驗室：針對個人或小組的故事構想與造型練習，相

互提問、建議。並將就大家的作品亮點與主要問題（敘事想像面和實作技術面），

提供一些適合比較或參考的作品範例，有益於協助調整作品。 



 

打擾陌生人又有罪惡感的攝影人生——莊媖智攝影講座 

 
這次攝影家莊媖智將分享個人的攝影創作歷程，無論是早年在美國拍攝的墨西哥

移民、回到台灣之後在西門町拍攝的私密空間，和近期的天主教神父安養院計畫。

我也會分享一些和不同的陌生人相處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攝影創作和自己長

遠的影響。 

 

如何多元解讀「一張」影像?如何多元解讀「一群」影像? 
 
本次講座配合藝術家楊承運的影像裝置個展，邀請策展人吳嘉寶老師來到花蓮舉

辦講座，以下為本次講座的講題大綱，透過講座引導觀眾思考與閱讀攝影作品，並

奠基於此，再就現場展覽的作品進行延伸討論。 
 
1.人人都會拍照，但不是人人都能分辨自己拍的照片的好壞？ 
2.人人都能欣賞 IG 上的照片，但為什麼進了美術館就看不懂攝影作品？ 
3.你看不懂照片，是因為你一心只想看懂。 
4.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和「作者的困境」有什麼關係？ 
5.為什麼「策展人」又稱為「專業的觀者」？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莊媖智個展 
 
什麼樣的等待極其安靜？什麼樣的等待極有重量？ 
 
退休神父在等待回天家的過程中，身體的病痛折磨與平凡的我們毫無二致，而這些

將人生歲月貢獻給台灣的神父們，在生命最後一段日子是什麼樣的光景？「A Time 
to Scatter Stones」是莊媖智於 2018 到 2020 年間在頤福園的定點拍攝計畫。頤福

園位於新莊輔仁大學神學院旁，是台灣天主教耶穌會照顧高齡神父的安養照護中

心，十多位平均年齡為九十歲的神父來自不同的國家，在此度過人生的最後一段旅

程。 
 
單一社福機構長期蹲點的拍攝計畫，首先讓我聯想到美國女性攝影家 Mary Ellen 
Mark (1940-2015) 的《Ward 81》，Mark 把自己關在精神病院裡與病人一同生活拍

攝了 36天，揭露了奧瑞岡州立精神病院的病患處境，展現了女性攝影家對女性精

神病患的獨特觀照。周慶輝(1965-) 耗時三年以樂生療養院為主題的「停格的歲月

─痲瘋村紀事」，是國內紀錄攝影佳作，透過憾人的影像，表現痲瘋病患的生活點

滴。長期蹲點社福機構拍攝，是人道關懷，還是利用被攝對象成就個人藝術實踐？

兩面刃的拿捏，需要藝術家的高度自覺與自省。 
 
莊媖智的專業是公共衛生學，在美國北卡羅南納州念博士班時為了要平衡繁重的

論文壓力，首次接觸社區中心的攝影課與暗房；在史丹佛大學博士後研究時，特別

去大學部上攝影課，意外展開一趟精彩的影像探索之路。「西門時刻」是媖智在台

灣嶄露頭角之作，她花了四年的時間拍攝西門町不同族群的私密空間，例如：紅包

場、刺青店、同志三溫暖等等，讓人印象深刻的不僅是龍蛇雜處的西門町次文化展

現，而是她與三教九流之士應對與自處的能力。莊媖智過往的拍攝計畫如 2002年



的 East Palo Alto、2007-2008年的木柵老街、2012-2016年的西門時刻、2017年的
嘉義現代軍眷等，她從經驗中建立自己與陌生人互動的原則：錯過可能成經典的照

片無妨，人與人的相互理解更為重要。非攝影專職的莊媖智清楚理解拍照是具侵略

性的行為，並隨時提醒自己該知道何時收手。 
 
頤福園管理階層的更動，神父身體與精神狀態的衰弱，都增加了拍攝計畫的難度，

而莊媖智在忙碌的公共衛生教學研究工作之外，展現驚人的決心與執行力，以三年

的時間、百趟以上的造訪，完成這個特殊的攝影計畫。系列影像有安靜的特質，讓

人不自覺靜下來細細品味，她不琢磨於神父們日漸衰老的肉身，甚至在挑選作品時

避開視覺元素強烈的影像。我們從中看到神父的生活日常、頤福園的環境與氛圍、

天主教儀式以及神父留下的少許遺物與老照片…，她在創作自述中提到「在身體逐

漸衰弱、身體功能限制之際，他們的想念、苦痛、及盼望，像似捻熄燭火前心底還

望向有光的地方。」這是她對於人生終老的探究與關懷。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來自於傳道書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

有定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

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意指世間萬物都有命定時刻。頤福園的神父們年

事已高，不太有體力與外界互動，多半安靜在自己的世界禱告、做彌撒、用餐與復

健，他們忍受身體的病痛，依舊珍惜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並且等待著上帝來接他

們。 
 
凡事有定時定期，生病年老都有時，雖然我們都厭惡生病，害怕死亡，如果從上帝

的眼光來看，時間的鐘擺搖向生、推向死，生與死都有其位置，生有其美好，面對

死亡病痛，有其意義。媖智的首次個展，她的影像緩緩訴說，並且提醒我們將眼光

投向更高處。 



 

「當攝影書成為一種藝術實踐」莊媖智專題演講 
 
本次講座藝術家莊媖智將分享製作《西門時刻》和《A Time to Scatter Stones》兩本
攝影書的過程，包括設計、編輯、印刷，以及和不同領域的人合作的經驗。並整理

對於 “做攝影書的人所在意的事” 的觀察，和書作為藝術實踐的優勢和限制。最
後也在講座中分享一些自己喜歡的攝影書。 

 

記錄時間與空間的藝術 - 莊媖智郭力昕對談 
 
好地下藝術空間非常興奮能邀請到評論人郭力昕來分享他對莊媖智作品的看法，

現場將以提問與對話的方式進行，期待這樣的互動形式，能讓觀眾獲得更多有機的

思考與觀點，並更深一層理解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系列作品的意義。 

 

靈感的轉化-從眼前所見到攝影書製作——何沐恬攝影講座 
 
本次的攝影講座將分成以下兩部分：第一部分創作者何沐恬會分享隨著生命歷程

而於不同城市、不同情境下拍攝的作品，從發想、實驗，到執行的細節。包含在英

國製作的「家居窗景」、工作出差期間的「他方亦然」、重新發現台北的「City 

Mountains」等。第二部分以「家居窗景」和「City Mountains」為例，分享兩本攝影

書的創作構想如何成形、製作期間遇到的技術問題，並透過討論，一起發掘攝影書

傳達訊息的方式。 



 

Long Hug Things 水島貴大駐村攝影工作坊 
 
「Long Hug Things 」這個詞指的對你來說珍貴的東西的意思，可以是愛人、家人、

寵物或其他任何事物。這次工作坊將由日本攝影家水島貴大帶領參與的學員把你

珍貴的東西作爲攝影作品。第一堂課程將會引導學員從帶來的攝影作品中進行挑

選與編輯，作為製作 ZINE(小誌)的前導熱身。第二堂課程會開始製作手工 ZINE，並
進行短片拍攝的練習與實際拍攝。 
 
本次工作坊將製作 20 頁左右的手工 ZINE、舉辦工作坊成果展，展出學員攝影作

品、手工 ZINE與作品介紹短片。 



 

環島回憶錄 水島貴大花蓮駐村與工作坊學員成果展 
 
我是水島貴大，是一名日本的攝影師，擅長使用「街道與在那生活的人們」為題材，

挖掘出人們最深層的能量及情感。在街頭攝影中，那個場域所散發出來的空氣會與

在那個場域生活中的人們連結，把那個感覺融入到我自身所感受到的想像進行共

振，將我所拍攝的所有樣貌融為一個巨大的生命體，生動的將其用影像表現出來。

看著這些街拍的照片，一直以來我都會有一種像是從我的記憶中抽取般的，感受到

自己年少時期時所感受到的「大家在同一個時間裡一起哭泣一起大笑」的這種感

覺。 
 
為了拍攝新的作品，我從 2020 年 1 月開始搬到台灣住了下來，現在大概有兩年

的攝影作品量。把在台灣環島一周的旅程作為故事背景，現在的作品集結了長時間

環島中所累積的各式各樣的人的生活樣貌。 
 
走在街上，像是跨越過許多人的人生，處在日常中那麼一小個瞬間的縫隙中拍下那

些畫面。把那些站在街頭的人們，不經意的表情像是排列組合般的拍攝下來，那些

片段、那一天、那個時間、那個地點，讓觀賞者用自己的記憶滲入。巡禮全台灣的

紀錄現在也仍在製作中。 
 
第一次聽到花蓮這個名字是我剛來台灣生活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和決定來台灣

拍攝作品無關，我連台灣是什麼樣的地方都不知道就決定搬過來生活了。沿著東部

海岸，前往像是花的城市的名字的地方，只憑著這樣一點點印象就前往花蓮，出訪

花蓮時是大約在 2020 年 10 月左右的時候。 
 
第一次來到花蓮的那天，我在等待登記住房的期間到了中正路上的麥當勞吃了漢



堡。進入店家時，我不小心弄倒了一個東西，那時候感覺到很稀有的感覺是，坐在

露台吃東西的阿伯向我說了一些話，那時候的我還聽不懂中文，所以笑著用日文回

答了「嗨，您好。」（どうもこんにちは。），阿伯意識到我是日本人之後立即用日

文和我搭話，雖然他的日文並不是那麼流暢，但我明白他正在約我一起吃漢堡，我

買了自己的漢堡做到了阿伯的旁邊，阿伯把看起來已經吃不下的薯條分給了我，番

茄醬沾在阿伯短短的白鬍子上，阿伯笑著指著托盤上散落的薯條，用較有禮貌的日

文對我說著「吃吧！（食べてください！）」。 
 
從那天起的兩週間，我待在這個地方開始拍攝，沿著街道和海邊散步，和在這塊土

地上交錯的人們打個招呼然後進行拍攝。有天真爛漫的少男少女、很速配的情侶、

和狗狗散步的人、環島到中途的人、沈默地看著海的女性、正在釣魚的人，總之我

拍了各式各樣的人，被夜晚聚集的不良狗集團狂吠，印象中是一段愉快的記憶。在

這場街拍的旅途中，我重新意識到一件事，是一種在海岸或是海邊的安靜的力量。

人們或許在那邊解心房，在那個空間裡尋找適合自己的地方，海岸就這樣儲放了許

多人的表情。雖然想用我像是從外面敲門般的進入那個空間來形容，但事實上其實

有蠻多人接二連三地向我開口問說「能幫我拍張照嗎？」，我感覺到在海邊的人有

種特別的溫柔。有的時候會遇到和我聊的蠻久的人，用著我能理解的方式慢慢的和

我說話。也有不只是見過一次的人，有的人甚至見過兩、三次了。 
 
有一次，我隔天又在同一個海邊遇到了在當時讓我拍照過的女性，在我向她搭話：

「你每天都會來海邊嗎？」，然後她回答我「聽了你每天都走十幾公里來到海邊拍

照，我也受到你的影響，試試看走過來海邊了。」在那之後的日子也是，常常遇到

她，看著她的皮膚一天比一天還要黑有種很奇怪的感覺，看著一個人正在活著的樣

子，我有一種不可思議、很認真但又很奇怪說不上的感覺。 
 



接著，在那之後過了一年半的現在，為了展出我的作品第二次來到花蓮。 
 
這次，聽聞我現在正住在花蓮的消息的朋友或者是認識的人會來找我，謙虛的說我

想他們應該是喜歡花蓮的自然環境然後順便來找我的吧。在拍攝的時候也是，很多

人會介紹我許多花蓮很棒的觀光地區，一位年輕的男性把名產馬卡龍給我吃、阿伯

把剛釣上的魚給我看和我分享、送我很多糖果的阿嬤。因為大家都是喜歡花蓮的

人，讓我有一種大家想讓我在這找到些什麼關於花蓮的記憶的感覺。雖然我不知道

我是否真的能夠從我的攝影中表現出大家想讓我找到的東西，但我想透過這次的

作品展，體現我的攝影來表現我所感覺到的這個街道和在那邊生活的人們。 
 
由衷的感謝讓我拍攝的人們、來觀賞這個展覽的人。 

 

蔡胤勤「紙之為物:藝術家製書工作坊」 
 
本工作坊旨在讓同學們充分認識藝術家書籍（Artists’books）的概念及其實踐，每
週透過「講座討論」以及「裝幀製本」兩個區塊進行講授，以期達到思考與行動並

置的學習效果。講座部分將以近期於台北國際藝術村（TAV）建置的藝術家書籍文

獻庫（ABA）之典藏為本，攜帶近百本現當代藝術家的藝術家書籍作品做為教材，

以講授、梳理此媒材的「起源與脈絡」以及「記憶與檔案」專題的創作類型討論，

最後以講者近年於歐美亞三洲的考察經驗與兩岸三地策展實踐來分享藝術家書籍

的「現況與發展」；前兩週的實作教學將以「縫製」與「摺頁」兩個製本的裝幀技

術著手，旨在提供一種創作上的技術性思考，藉以掌握與應用在藝術概念的生成與

整合上，並在最後一週進行工作坊期間所創作的藝術家書籍之交流與研討，同時給

予未來繼續發展的建議。 



 

Re: 熱帶島讀——地下圖書室(浮光影藏六) 
 
65 本來自東南亞 6 城的攝影書，5 種打開展覽的方式。 
想想東南亞，對你來說，哪裡才是「東南亞」？位在臺灣南方以南，「東南亞」其

實是一個十分晚近的概念，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背景之下，臺灣與香港都曾被劃進廣

泛的東南亞之中；而近代東南亞的定義，則與二戰後美軍的戰略考量脫不開。東南

亞的形成，從來不僅是單純的地理考量。 
 
2019 年起，傻瓜書日開始東南亞的攝影書與自出版田野踏查，我們到過曼谷、馬

尼拉、胡志明市、雅加達、日惹及仰光，兩年間持續採集那些在島上難以尋覓的，

來自東南亞五國六城的作品。在花蓮的首次展出，傻瓜書日將田調期間所有相遇的

攝影書，通通搬進好地下。 
 
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書，可能關乎當下的心情，取決於個人喜好，或被陳列的方式影

響，抑或是被書名或封面吸引；或者沒來由地，這本剛剛好的書就這麼剛剛好的出

現在你的眼前。翻開一本書，可以是一場既私密又直接的事件。相較於看一場展覽

的被動，在翻頁、停留及開闔之中，打開一本書往往是更主動的觀看經驗。 
 
在「Re: 熱帶島讀——地下圖書室」，我們將提供東南亞與攝影書的五種檢索方式，

涵括書籍裝幀、印刷方法、地緣關係、作品關鍵字到書名字詞。觀者可以隨心挑選，

按圖索驥，展開一條只屬於你的觀看路徑。每一次檢索、每一疊書、每一個由你決

定的閱讀次序，都將成為新的一次打開展覽的方法。 
 
一個分類就像是一張新的地圖，讓我們以檢索作為觀看的另一種取徑，想從哪裡打

開東南亞，只要你伸手去取。 



 

《熱帶島讀:攝影書與自出版》新書發表 
 
辛苦懷胎兩年，傻瓜書日終於在這個初夏順利產出《熱帶島讀：攝影書與自出版》，

母子均安！誠摯的邀請觀眾來花蓮加入我們的新書滿月發表會～我們將在活動當

日導讀此書，亦隨著書的章節與內容介紹「Re: 熱帶島讀——地下圖書室」所展出

的東南亞攝影書，為大家補充關於東南亞攝影書的各種養分！ 

 

高鵬翔「設計中的設計」 
 
每個設計者探索建構作品過程方式都有所不同，個人作品擅長用結構與視覺包裝

內容本質，將分享個人如何找到呈現設計的思考過程。2016 年發起新活字排版運
動計畫，設計一組活版印刷工具，藉由各種工作坊與藝術家合作，字田活印盒再設

計才是字田活印盒完整的設計，課程中也會讓參加者用字田活印盒參與設計的一

部分。 
 
◎ 第一週 ｜  
設計師作品背後的概念介紹，關於參與活版印刷的推廣與產品規劃，活版印刷與現

在設計之前脈絡的關係。 
◎ 第二週 ｜  
台灣活版印刷介紹，與使用設計師設計的活印盒設計自己的作品。 



 

《試刊號ㄏ》:photozine 工作坊 
 
在每一次的傻瓜書日現場，我們會集結所有的創作者，一起在一個週末共同完成一

本現地製作《試刊號》。這次在「RE: 熱帶導讀——地下圖書室」，我們即將與大家

一起試驗——《試刊號ㄏ》。 
 
第一次自出版就上手，點下「到底要去那裡印？」的超連結，島內隨處可見的便利

商店複印機，即是這次集體創作的先決條件。無論你想正著印、反著印、黑白印、

彩色印，複印一次兩次三次都可以！讓我們以開放編輯的形式，抵達 《試刊號ㄏ》
的多重宇宙。 
 
◎ 第一天 ｜ 
聚焦在「什麼是 photozine？」「為什麼要做一本 photozine？」 
傻瓜書日將帶來各種地域，不同題材、形式、裝幀的攝影出版物，讓大家可以親手

翻閱作品，並一同分享攝影書與 zine 的發展脈絡與文本。每個參與者也請準備各

一本，以影像為主體、自己好喜歡和不喜歡的攝影出版品。現場以實體書與數位方

式呈現都沒問題。 
◎ 第二天 ｜  
正式開始《試刊號ㄏ》的製作與編輯。前往便利商店，以複印機印製 2 張黑白、
2 張彩色圖像，影像的形式、手法不拘。回到地下圖書室，以開放編輯的形式，請

所有參與者一同挑選、排列、裝幀自己的 photozine。讓我們以取之在地、用之在

地的方式，完成集體創作《試刊號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