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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從殖民異鄉到東亞地緣藝術

―文　黃金福

「從殖民異鄉到東亞地緣藝術：台日國際藝術交流計畫」是一個以台日當代藝術與思潮交流為出

發點之計畫，此計畫系統性的分為兩個階段執行，分別為台日藝術交流研討會和台日當代藝術交

流展與學生實習合作交流計畫，此目的是為建立雙方互相學習與交流之平台並進而開啟新的未來

藝術發展方向。

台灣與日本藝術交流的歷史淵源從早期的殖民異鄉時代的日本寫真館、「台展」（台灣美術展覽

會）、「府展」（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的繪畫發展，接續1980、9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台灣大

量留日學生歸國的教育影響，直至近期的台日當代藝術普遍多元化的國際交流…等等。台日藝術

交流的長久歷史與情誼，無論是在近現代或當代藝術史發展脈絡上，皆是台灣藝術發展重要的研

究背景與論述。

在2019年開始的全球Covid-19疫情肆虐下，連帶與擴散性地威脅到世界各個角落每個人的身體

、生活、行為與溝通，台灣與日本由於地緣接近因素，許多面臨後疫情時代下的政治社會現象與

結構變化一樣面臨著東亞地緣政治、過度資訊體制和經濟物化的巨大影響等等問題。未來後疫情

時代的台日文化發展勢必得越來越關注地緣政治與疫情經濟關係在日常生活當中產生的影響和問

題，雙方無論在經濟文化各層面上，皆有著相當高層度的雷同性，也都是一種經濟高度發達及多

元的當代社會生活環境，生活在此後疫情時代下的人們，真實的生命狀態不斷地被疏離化、被孤

獨化、被數位化…。我們須持續探究雙方的文化歷史脈絡，如何互相影響與交流，方能生產出所

謂在「全球化或後疫情時代下」影響的「台日當代藝術」發展趨勢與未來面貌。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畫冊」－記錄兩部台日兩地之間的學術性展覽交流。此出版計畫是指

向因兩地社會環境與生產體系如此相似與互相影響的一種現象探究；更重要的是，這些關連到地

緣政治、商業機制、或城市生活有關的藝術交流探討，能夠進一步地深入詮釋當代台日社會最真

實的生活景觀與文化創造力量。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
第一部：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展覽論述
－侘寂美學下的疆域・時間・身體

―文
―檔期
―地點

蔡伊婷
1/17-1/28　2022
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國際廣場

本年度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學系在「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中

，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式的論點，探討「延異」(différance)概念如何展現其自身的

「存在」(existence)的現象，德希達式的理論基礎批判了過去歐洲中心化的二元式論點，強調的是界線

的模糊、多元中心趨向以及錯置的方式來達到解構的目的。易言之，德希達談到的「延異」現象，瘋狂不

斷地在意義的定義及指涉上產生擴散性的裂變，且永不止息。人們只能在這狂躁的律動下，僅能攫取片刻

短暫的意義，因意義霎那間生成，也在頃刻間消逝。

在本檔展覽中，邀請到台日藝術家的影像系列作品，筆者從中觀察這些作品如何展現其跨越疆域、時間及

身體的侷限，並以一種解剖傳統文化根基的態勢，試圖以一種無邊界、無中心且不斷產生裂變、擴散的創

作思維來詮釋變動中「非恆常、非永恆、非理型」的美學觀。台灣與日本在的地理及國族定義上受到海洋

的阻隔，形成了不論是在語言、文化、宗教、社會…等方面的差異，然，值得探討的是，因為全球化的脈

動下，在世界各端生活著的人們，經驗著時間及空間變化迅速的感知卻極為雷同。不論是藝術家黃金福、

林鴻文、蕭培賢、翁琤筑各自以《奇觀影像系列》、《無題系列》、《消逝光景》、《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以及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遊走身姿為題的作品，皆可觀察到藝術家對於身處現今資訊網路

虛擬的當代社會下，被龐大的資訊流以躁動急速之姿，改變其意義本身的情境，而身為血肉之軀的主體存

在﹣「人」，又如何感知並回應其不斷在生成、裂變、消逝下，似實似虛，似幻似真的世界? 參展的年輕

藝術家作品，彷彿將觀者帶進了幻化虛擬的時光隧道，觀者透過畫面上看似現實又非真實的物件，遊走其

藝術家營造的既抽象又虛擬的思想空間中，更加展現其新興世代對於時間空間生成消逝、變化莫測的生命

在這次展出藝術家的作品中，為觀者建構了一種擺盪於虛實錯置的觀看經驗﹣從影像作品中，觀者可以觀

察到藝術家們自體內在的辯證過程。換言之，藝術家們透過影像形塑的語彙，傳遞自我與外在之間的對話

，特別是在現實的當下和生命消逝的無常情境下自發性質的內在體悟與喃喃自語。展出的作品以「非恆常

、非永恆、非理型」的呈現藝術上的另一種美學概念，亦即－日式侘寂美學（侘寂 わび－さび，Wabi－Sabi

）。侘寂一詞不便言明，亦難以定義，多與日本禪學(Zen)中，指涉的空寂境界和極簡形態有所呼應。侘 

(Wabi) 是一種脫離群世的居禪生活空間指涉，也常常用於詮釋天然的素材(如，草、木、土)回歸融入環境

的質樸之美；而寂(Sabi) 則是意旨凋零，為一種時間性的指涉，詮釋於自然生成之物在消逝的過程中所產

生的美。因此，在日本美學的潤澤下，本次邀展的藝術家創作概念，筆者亦以日本侘寂美學的概念，來探

討展出的系列作品中，作為對於紛擾塵世、過往時光、虛實世界的一種「非永恆」、「非理性完美

」、「去中心化」的反思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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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福
Chin-Fu, Huang

「奇觀影像系列 / Spectacle Image Series / スペクタクルイメージシリーズ 」
2017年 / 攝影蒙太奇 / Digital Photomontage / デジタルフォトモンタージュ

藝術家黃金福創造、抽離當代城市中普遍極易流通的資訊視覺性，藉由一種暗喻性的造型變化、紀實性的具體畫面、或虛

擬的攝影蒙太奇，試圖去反思與批判資訊社會提供給普羅大眾的一種錯誤的幻覺；由此創造出一種奇觀城市影像思維，期

待呈現出對於當代城市景觀的某些思考，或許可讓世人有機會在這般快速、扁平化(Superflat)、資訊流的城市裡，看到另

一種「奇觀」世界的可能性與感受。

The artist Chin-Fu, Huang creates and separates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hat is generally easy to circulate in contemporary 

cities. Through a metaphorical shape change, documentary specific images, or virtual photomontages, he attempts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rovid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A false illusion of the public, thus creating a spectacle of urban 

image thinking, moreover presents thought o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 perhaps allowing the world to live in such a 

fast, superflat, and information-flowing city. Here, the possibility and feeling of seeing another "spectacle" world.

アーティストのChin-Fu,Huangは、現代都市に溢れる情報を分離し、視覚化した。画像、フォトモンタージュなどを用い、社会に

溢れる情報について疑問を投げかけている。都市に関する多くの情報から、私たちは時にスレレオタイプな誤った都市イメージ

を植え付けられている。この作品で『スペクタクル』な都市に触れることで、都市に内在する可能性を感じてほしい。



林鴻文
Hong- Wen, Lin

在時空中墜落連結1994。是反徵雜蕪的四周的惟境惟暱。無所知悉一切已不想言說的現下，一切都將盡入唯心

。一份揣測視覺所賦予的能力與覺察心思底可以被翻攪出的如何生命功課？

To connect with 1994, when it is full of mass. I do not want to say an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internally. The vision 

of ability and awareness  draws out a lesson of life. 

完璧に計算された1994年と繋がること。全ては内部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それは、人生おける教訓にな

「無題系列 / Untitled Series / 無題シリーズ」
2014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The "military village" is a unique culture in Taiwan. In 1949, the national army and family members moved to Taiwan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s governmen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war.

 The government built and allocated villages for them. Every National Day, the retired soldiers will decorate the village 

with national flags, as such a style of the "military village" culture has disappeared and is nostalgic.

「眷村」是台灣很特別的文化。自1949年，來自中國各省的國軍和眷屬，因國共戰爭失敗，隨中華民國政府遷

至台灣後，政府機關為其興建配置的村落。每逢國慶、紀念日，一大清早，眷村必定掛滿國旗，那是老兵的一種

思念更是執著。「眷村」文化特定的味道，已經消失讓人懷念。

「眷村」は台湾の非常に特別な文化です。1949年以来、国民党と共産主義の戦争が失敗し、中華民国政府が台湾に移

転した後、政府機関は中国の国軍と扶養家族のために村を建設し。毎年、建国記念日，早朝、眷村は国旗で覆われて

い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眷村」文化の独特の味は消えて、懐かしいです。

蕭培賢
Peir-Shyan, Xiao

「消逝的光景系列 / The Disappearing Scene Series / 消えるシーンシリーズ」
2006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翁琤筑
Cheng-Chu, Weng

有人曾經說過，流浪是揭示存在的一種方式。通過將自身拋於異地強化對於自身存在的意識。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中譯，赫爾斯特城堡的呼吸)是2019年在英國著名城堡之一創作的一系列作品。翁對身體與環境之

間的關係很感興趣。透過遊走該城，亞洲女性的身影被揭開。因此，窗框和景觀的照片圖像不僅是該景色，而且

還顯示了翁的獨特背景。對翁來說，窗戶不僅是人們向外看的媒介，也是向內看的媒介，如同攝影的本質。

 One once said, wonder as a way to unveil the existence.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one’s own existence by throwing 

oneself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 is a series of works created in one of well-known castles in England 

in 2019. Weng is inter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wandering around the castle, 

the figure of Asian female is unveiled. Thus, the photo images of the window frames and landscape are not only the views 

of the place but the views show Weng’s unique background. For Weng, windows are not only a medium for one to look

out but also look in, equally what the  photography is. 

ある人はかつて、存在を明らかにする方法を考えた。さまざまな場所に身を置くことで、自分の存在を確かめる。ブレ

スオブハーストキャッスルは、2019年にイギリスの有名な城の1つで作成された一連の作品です。ウェングは身体と環

境の関係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た。城を彷徨う作品は、ウェング独自の手法により、窓枠などの風景からアジア女性の姿

が浮かび上がる。ウェングにとって、窓は人が外を見るだけでなく、写真と同じように中を見る媒体でもあった。

「赫爾斯特城堡的呼吸 / 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 / ハースト城の息吹」
2019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網路資訊氾濫的世代裡，每個人仿若都依照著不同的失衡比重前進，接著在始終沒有去中心化的世界裡高速的運行，漸漸

失控也困惑。

In the era of flooding information, everyone seems to be advanc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imbalances and then 

running at high speed in a world that has never been decentralized, gradually getting out of control and confused.

氾濫情報の時代では、誰もが前進し、分散化されたことのない世界を高速で走り、徐々に制御不能になり混乱しているようです。

黃德馨
De-Sin, Huang

「高速公路系列 / Highway Series / ハイウェイシリーズ」
2021年 /影像拼貼 / Digital image collage / デジタル画像のコラージュ

身在快速變遷的時代，我們總是在面臨選擇，任何選擇的背後

都有被捨棄的選項，漸漸地悄悄地被我們遺忘在過去。成長的

我們獨自在時光隧道中穿梭，追憶著酸甜苦辣，追朔著物是人

非；追不回的是青春，追不到的是時間。

In an era of rapid change, we are faced with choices constantly. 

Behind any choice, there are discarded options, which we gradually 

and quietly forget in the past. We traveled through the time tunnel 

alone, reminiscing the ups and downs, retracing the right and 

wrong of thing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what we cannot get 

back is youth. What we cannot catch is time.

急速な時代の変化において、私たちは絶えず何かを選択し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つまり、排除された選択肢が、私たちの背後

には存在する。

私たちはタイムトンネルを一人で旅し、浮き沈みを思い出し、成長

の過程で物事の善悪を辿ってきた。私たちは若かりし時には

戻れない。時間は捕まえられない。

「寂系列 / Silence Series / 沈黙シリーズ」
2021年 / 手機攝影 / Mobile Photography / モバイル写真 Tsai-Sin, Yang

楊采心



在日久天長的人生旅途中，大部分的事物都會隨著時間慢慢消逝，變成宇宙中的一份子， 可留下來的是它的內在意涵與價

值，而這些無價之寶即可指引或教導人們回歸至最純粹的性格本質。

In the long journey of life, most things will slowly fade away with time and become part of the universe, but what remains is their 

inner meaning and value, and these priceless treasures can guide or teach people to return to The purest nature of the character.

人生の長い旅の中で、多くのものは、時間とともにゆっくりと消えていき、宇宙の一部になる。そして残っているものには意味と価

値がある。これらの貴重な宝物は、自然が最も純粋な性質に戻る道標になるだろう。

我是誰？從哪來？該往哪去？為何而生? 著迷了嗎?著迷些什麼?我在哪?我是否還是我? 原本寄託的，如今還能寄託嗎？ 

世代進步快速，祂們的慾望是否也跟著擴大了？

Who am I? Where do I come from? Where to go? What am I fascinated about? Where am I? Am I still me? Can I still trust myself 

now? As generations progressed rapidly, did my desires also expand?return to The purest nature of the character.

私は誰？どこから来たの？どこへ行く？私は何に魅了されていますか？ここはどこ？私はまだ私ですか？今でも自分を信頼できま

すか？歳をとるにつれ、私の欲求も増えましたか？

林宏榮
 Hong-Long, Lin

「冥識-意疫系列 / Soul knowledge - Idea Epidemic Series/ マインドフルネス-マインドフルネスシリーズ」
2018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陳翰霖
 Han-Lin, Chen

「消逝的碎片系列 / Vanishing fragments Series  /消える断片シリーズ」
2021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乘著風向，俯看天上，遙無止盡於當下消逝時程，隨者感受風的慓悍，體會著成為風，是輕鬆的嗎？還是無形的？是穿透

的嗎？或是周旋的？但是肯定是自由的。」我騎著腳踏車望著上方樹葉枝幹群這麼想：「我就是風。」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 looking down at the sky, the elapsed time is endless in the present. Following the brief, to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of becoming the wind. Is it easy or intangible? Is it penetrating or circumnavigating? However, indeed,

it is a matter of freedom. "I rode my bicycle, looked at the leaves and branches above, and thought: "I am the wind."

風の方向に沿って空を見下ろすと、現在の経過時間は無限大だ。風になる体験をすること。それは簡単なことであろうか？形の

ないものなのか？物体を貫通するのか、それとも迂回するのか？

ただひとつ確かなことは、自由に関することだけ。

「私は自転車に乗り、葉っぱや枝を見て風になったと感じた。」

李哲儀
 Jer-Yi, Lee

「風系列 / The Wind Series / 風シリーズ 」
2018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通訊世代更迭，改變對於距離、時間的感受性，訊息的兩端是更加密切或疏遠，你的渴望將更清晰地傳達抑或是消失在片

刻之間。

The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is changing our senses of distance and time. The two ends of the message are closer or farther 

apart. Moreover, one's desire also becomes more evident or will disappear in a moment than befor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世代は、私たちの距離感や時間感覚を変化させています。メッセージの両端が近づいたり、遠ざかったりす

るのです。

さらに、自分の欲望も以前より明らかになったり、一瞬で消え去ったりするのです。

吳沛宸
 Pei-Chen, Wu

「通訊系列 / Communication Series /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シリーズ 」 
2018年 /數位攝影 / Digital photography / デジタル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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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展覽論述

―文
―檔期
―地點

翁琤筑
6/7-6/17　202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One藝術空間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是繼2022年初於日本九州產業大

學的展覽－「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1/17-1/28）之後的台日

展覽。該展於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國際廣場展出。第二部展覽則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的One藝術空間

展出，展期為6月6日至6月17日。展出者分別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與日本九州產業大學的師生聯合

展出。這兩部展覽延續「從殖民異鄉到東亞地緣藝術:　2021台日國際藝術交流計畫」並以建立雙方互相

學習與交流之平台，進而開啟新的未來藝術發展方向為目的。而展覽理念以延伸2021年所舉辦的「從殖民

異鄉到東亞地緣藝術:　2021台日國際藝術交流計畫」線上與實體同步研討會中的主題之一作為延續與呼

應－「消逝的光景─東亞影像視域下之物我關係」。該研討會邀請來自台日的學者分享其攝影創作與研究

並以攝影之特性－歷史和證據之一體兩面的特性作為探討東亞影像視域下之物我關係的前提。因此，攝影

的決定性瞬間即是對於消逝的歷史之哀悼，如同日本美學－物哀（物の哀れ）的概念，對於世間萬物的蒼

老或逝去現象的感傷。該研討會的台日學者分別以其創作與研究呼應「消逝的光景─東亞影像視域下之物

我關係」之主題。例如：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百瀨俊哉教授的《沉默的都市景觀》系列作品呈現對於被

大眾所忽視的即將消逝的都市景觀呈現於大眾面前。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所主任的高志尊教授的《光畫

－私風景》系列作品應用已被今日之數位攝影取代的古典技法與其短暫的生命旅程之記憶的並置關係呈現

對過去的哀悼。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所主任溫志維教授的《金門島嶼的影像紀錄》系列作品是重

新對於傳統紀實攝影的詮釋與結合當代攝影創作手法帶領與會者看見金門歷史的濫觴以及日漸逝去的閩南

文化。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一部：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展覽」即是延續對攝影的本質之

探討歷史和證據之一體兩面的特性並尋找文化的相似與差異性。如同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對「延異」(différance)的論述，透過延異展現自身的「存在性」(existence)。因此，「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一部：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邀請與會者找尋自身的存在性透

過對於此曾在的影像詮釋。參展藝術家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教授與研究生共十名。四名參展教授分

別為黃金福教授（暨美術系所主任）、林鴻文教授、蕭培賢助理教授、翁琤筑助理教授。研究生為黃德馨

、楊采心、林宏榮、陳翰霖、李哲儀、吳沛宸等六位同學。藝術家們以其攝影創作詮釋該展覽主題並帶領

觀者意識自身的存在性。例如：黃金福教授的《奇觀影像》系列。該系列，以攝影蒙太奇手法創造出奇觀

城市影像。透過呈現現實與抽離現實帶領我們探討攝影的真實性，進而呼應與反思現代扁平化（Superflat

）、資訊流的城市影像。這虛實之間的影像是一種奇觀如同該系列的名稱《奇觀影像》。蕭培賢助理教授

展出的攝影作品為《消逝光景》系列。該系列作記錄台灣特有的眷村文化，眷村是由1940年，隨國民政府

來台的國軍和眷屬所組成的村落。這些村落分佈於台灣各地，但因人口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加上眷村的建築

老舊，於1980年開始政府開始重新改造這些眷村。因此，眷村文化逐漸消失於台灣的社會裡。於此，《消

逝光景》系列所體現的是對台灣社會裡短暫性的存在文化之關懷。另外，對生命的惆悵與存在性的質疑即

是林鴻文教授的系列作品《無題》所呈現的—於莽草中，自問如何維繫生命。翁琤筑助理教授的系列作品

《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中譯，赫爾斯特城堡的呼吸)帶領觀者看見她是如何應用攝影與自身於異

地揭示存在的意識。因此，《The Breath of Hurst Castle》是關乎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隨著這簡短的

介紹「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一部東亞影像視域下之消逝與延異光景」，第二部展覽將把核心轉向

對於「存在性」的探討。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展覽所呈現的作品再次應用攝影的

形式做為對於「存在性」與「影像」的探討以作為第一部的延續。因此，第二部展覽本身即是第一部展覽

的「延異」。透過此延異探討「影像」的可能性並邀請觀賞者貢獻其思維以實踐延異之最終目的－「存在

性」的展現。這些景況只存在於短暫的展期間（6/6-6/17，2022）如同展覽的名稱道出－「延異光景」。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展覽藝術家為日本九州產業大學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的教授們共五名分別為百瀨俊哉（Momose Toshiya）教授、馬場沙織助理教授

、林煊哲助理教授、吳弘鈞助理教授、翁琤筑助理教授。以及十三名兩校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安部捺美（

Abe Natsumi)、東伊織（Higashi Iori）、津高凛優（Tsudaka Rinyu）、永田海將（Nagata kaito）、

山森萌(Yamamori Moe) 、木下史雄（Fumio Kinoshita）、鶴岡佳奈（Tsuruoka Kana）、張嘉欣、黃

逸維、蘇香芸、許又云、石辛睿洋、黃品傑。



日本九州產業大學百瀨俊哉教授的作品《During the COVID Wave》黑白人物肖像攝影呈現出對於人的

關懷於當今後疫情時期。《During the COVID Wave》亦體現創作者眼中的日本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馬場沙織助理教授的攝影作品《南風》不僅應用攝影呈現其所見之台灣的樣貌亦是記載她對於當下

的感受。誠如她說：『祭典的喧囂中，暖暖的南風輕拂著少女的頭髮。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景色。』。吳

弘鈞助理教授的攝影作品《延續》呈現樹枝的剪影於不同時間下的樣貌如同自我是由各個當下所構成的。

同樣是以樹為對象的林煊哲助理教授的作品《蔓》以黑白影像呈現出存在的痕跡。因此，其作品並非對於

蔓延於老舊的牆面之老樹的關懷而是尋找存在感的瞬間。翁琤筑助理教授的作品《等待》旨於探討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一張放置於堡壘的廢棄椅子等待著觀者看見它而它只不過是我們給予的影像。此對於「存在

性」的探討即是本展覽的核心。

於百瀨俊哉教授的帶領下，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參展的學生有來自大學部的學生和碩士班的研究生。每位創

作者以其經驗與所學之攝影技術創作。木下史雄與鶴岡佳奈是九州產業大學的研究生，他們的作品以黑白

影像為主。畫面以人與自然之間的密切關係。木下史雄的作品《From Coast to Coast》如同日記般的呈

現他的父親於熊本縣的阿蘇山上以及該山與當地人之密切關係因阿蘇山既是當地的資源亦是災害來源。《

Come Into View》是鶴岡佳奈的作品，透過攝影捕捉她所記憶的身影－一個觸碰自然物的身影。此相互

心靈的交換的瞬間被記錄下來而觀看這件作品的觀者成為這事件的見證者。大學生們的作品有彩色或黑白

影像的創作，安部捺美的作品《Stand by me Blue》是一張彩色攝影，記錄一位位於頂樓上的女子並用

俯視的角度呈現出人的渺小於都市環境中。同樣以俯視角度創作並帶給人一種渺小之感的作品《

Accumulation of Phenomena》是由津高凛優所拍攝的。津高凛優以日本的自然地景風貌為畫面主題－

深藍綠的大海如同一道暗流將兩岸劈開而面對這浩大的自然人類只能屈服於下以及呈現對自然畏懼。此崇

高（Sublime）感即是「存在感」的體現。不同於津高的作品東伊織的作品《Spring Curse》所呈現的存

在感是存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用特寫手部的剪影來呈現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係。誠如東伊織所說：『

對他人的期望和焦慮，以及像寄生蟲一樣依附於某物的自我。』。山森萌的作品《Correct City》呈現其

出生的城市生活。對生活的敏銳度亦可於永田海將的作品《Look Up》中看見。永田海將的作品帶領觀者

看見，三架日本自衛隊的飛機不僅於天空中劃出一道道的記號亦是凝聚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元素；時間也因

此而凝結。再次，觀者可以於本次展覽作品中看見對於攝影的本質之探討－歷史和證據之一體兩面的特性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的學生是由參展的教授們邀請參與。每位教授邀請一位學生共同展出。石辛睿洋

與黃品傑同學是2022年的畢業生。兩位畢業生的攝影作品是由本展覽計畫的執行成員之一的蕭培賢助理教

授指導。黃金福主任特別挑選這兩位學生的作品參展。兩位創作者的作品帶著蒙太奇與超寫實的意向。蒙

太奇的風格亦可於數位拼貼的創作作品中看見，例如：張嘉欣的作品《存在性》是以六張影像拼貼而成，

她呈現對於存在性之意義的重新定義。因為對她來說「存在」與「需要」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蘇香芸的作

品《厭世口罩人生》以日記的方式記錄自己戴者口罩的兩百天。《厭世口罩人生》呈現口罩下的自我存在

之體現亦帶領觀者重新思考疫情下人們的存在性。黃逸維的作品《白家生》記錄白家的不同世代之女性的

風貌。許又云的作品《旅途》記錄一次旅行的她自身以及對於人生之路的感嘆。《旅途》將大自然現象－

夕陽西下的景象轉變為旅程中美好的記憶。於此，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人的「存在性」是與他人和環境有著

密 切 的 關 連 。 最 後 ， 邀 請 讀 者 共 同 尋 找 台 日 文 化 的 相 似 與 差 異 性 作 為 本 論 的 「 延 異 」 之 結 尾 。



2022台日當代藝術交流展
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展覽



百瀬俊哉
 Momose Toshiya

我們繼續受到反復出現的 COVID-19 浪潮的困擾。這是在浪潮中所拍攝的照片之一。

We continue to be plagued by waves of COVID-19 that come in repeatedly. This is one of the photos taken during the waves.

私たちは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の波に幾度も悩まされ続けています。波の間に撮影した中の１枚です。

「於疫情期間 / During the COVID-19 wave /コロナ波の間に」
2022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馬場沙織
 Saori Baba

來台灣的時候，我很驚訝有這麼多的節日。看見台灣人懷念祖先的信仰並以陵墓為中心的地域聯繫令我感動與新奇。祭典的喧

囂中，暖暖的南風輕拂著少女的頭髮。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景色。

When I came to Taiwan, I was surprised by so many festivals. In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festival, the warm south wind blew the girl's 

hair.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view. Seeing the Taiwanese nostalgia for their ancestors' beliefs and the mausoleum-centered regional

connection is touching and novel.

台湾に来て、大小様々なお祭りがあることに驚いた。廟を中心とした地域の繋がりや、先祖を大切に祀る台湾人の信仰心に触れ、あら

たかな気持ちになった。祭りの喧騒の中、暖かい南風が女の子髪を撫でた。わたしは、その様子を瞼に焼き付けた。

「南風 / South Wind /南風」
2022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吳弘鈞
 Hung-Chun, Wu

隨著時間的運行，每個時代的思維是不斷演變而延續。有過去才有今天，當然也才有未來。雖然我們都在這時間軸上，

但卻不是過往的人，而是當下的自己。

As time goes by, the thinking of each era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continuing. There is the past, and there is today, and of 

course, there is a future. Although we are all on this timeline, we are not the people of the past but the present self.

時が経つにつれ、それぞれの時代の考え方は絶えず進化し続けています。 過去、現在、未来。私たちは皆このタイムラインに

いますが、私たちは今、現在を生きています。

「延續 /  Last / 継続する」
2020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Hsuan-Che, Lin 

人存於世，總是在綿延的時空交錯轉移中留下痕跡，姑且，在轉移的過程、在某處的那個瞬間之中，我就看到、我就摸到了那

個只存於我內心的小小框景世界、浮存於畫面上的直觀景色。

Human existence is a process of leaving traces in time and space. For the time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at that moment

somewhere, I can see and touch the one that only exists in my heart - a small framed world, intuitive scenery floating on the screen.

人間の存在は、時間と空間に痕跡を残すプロセスです。 時間が移り変わる途中、その瞬間どこかで、心の中にしか存在しない、小さな

額縁の世界があります。その画面に浮かぶ直感的な風景を見て、触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蔓 /  Spread /広める」
2021年 / 攝影/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翁琤筑
Cheng-Chu, Weng

存在是不斷的等待與他人相遇的那一刻。因此，他人完整了我們的存在。此相互關係如同影像的本質－影像的存在即是取決於

觀者的雙眼。而生命是短暫的如同影像短暫的烙印於我們的眼簾。

Existence is a matter of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o meet others constantly. Therefore, others complete our existence－the existence of 

the image is under the viewers’ eyes. And life is short like an image comes into view.

存在とは、常に他の人と出会う瞬間を待つことです。 したがって、他の人に出会うことにより、私たちの存在は完成させます-イメージ

は目撃者の視点の先にのみ存在します。 そして、そのイメージのように人生は短いものです。

「等待 / Waiting / 待っている」
2019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安部捺美
Abe Natsumi

我一直在追逐青春。甚至於我難過的時候，這些感覺支持著我。所以我總是可以是自信的。

I have been chasing youth all the time. Even when I'm sad, those feelings support me. So I can always be confident.

私は青春をずっと追いかけている。悲しいときもその感情は、私を支えてくれる。だから上を向くのだ。

「站在我身邊藍色 / Stand by me Blue / 青を味方に」
2021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東伊織
Higashi Iori

它表達了對他人的“期望和焦慮”，以及“像寄生蟲一樣依附於某物的自我”。

It expresses “expectations and anxieties” toward others and “self like a parasite that clings to something.”

他人への「期待や不安」と「何かに縋る寄生虫のような自分」を表現しました。

「春天的詛咒 / Spring Curse / 春の呪い 」
2021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津高凛優
Tsudaka Rinyu

日本有很多自然災害。 各種現象重疊，堆積的景觀複雜而有趣。

Japan has many natural disasters.  Various phenomena overlap and the accumulated landscape is complicated and interesting.

自然災害の多い日本。様々な現象が重なり、蓄積された風景は複雑で興味深い。

「現象的積累 / Accumulation of phenomena / 現象の蓄積」
2020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永田海將
Nagata Kaito

日本航空自衛隊特技飛行隊 Blue Impulse 於訓練飛行中與當地兒童合影。

The Japan Air Self-Defense Force aerobatics team Blue Impulse was photographed with a local child during a training flight.

Japan Air Self-Defense Force aerobatics team Blue Impulse was photographed with a local child during a training flight.

航空自衛隊のアクロバットチームブルーインパルスが、訓練飛行している様子を地元の子どもと共に撮影した。

「抬頭 / Look up / 見上げる 」  
2021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山森萌
Yamamori Moe

無論您走到哪裡，都能感受到熟悉的空氣。這是我所長大的地方，正確的城市。

Feel the familiar air no matter where you walk. This place where I grew up must be the correct city.

どこを歩いても慣れ親しんだ空気を感じる。私が育ったこの場所はきっと正しい街に違いない。

「正確的城市 / Correct City / 正しい街 」
2021年 / 攝影/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木下史雄
Fumio  Kinoshita

我父親的照片是在熊本縣的阿蘇山上拍攝的。 這座山曾多次爆發，但大自然的恩惠繼續支持著人們的生活。

My father was photographed on Mt. Aso in Kumamoto Prefecture. This mountain has repeatedly erupted, but nature's bounty 

continues to support people's lives.

私の父を熊本県阿蘇山で撮影。この山は噴火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が、自然の恵みは人々の生活を支えている。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 / From Coast to Coast / 濱から濱へ」
2022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鶴岡佳奈
Tsuruoka Kana

這棵樹是他爺爺種的。似乎是在輕輕撫摸著他的祖父。我記得櫻花盛開時的這個身影。

This tree was planted by his grandfather. It looked like it was gently touching his grandfather. I remember this figure when 

the cherry blossoms bloom.

この木は、彼の祖父が植えた。祖父に優しく触れ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た。 桜が咲く頃にこの姿を思い出す。

「映入眼簾 / Come into View / 姿に触れる」
2022年/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張嘉欣
Jia-Xin, Zhang

每樣人事物都有著存在性的意義。隨著時間淡化，隨著時間熟悉。存在性變成了透明而無所不在。因為「需要」所以「存在」

成了定義「存在性」。最重要的證明。

Everything has existential meaning. Through time, it fades and becomes no different from others.Thus, existence becomes transparent 

and omnipresent. "Exist" because of "need", which becomes the definition and proof of "existence."

すべてが存在する意味を持っています。 時が経つにつれ、色褪せて他と変わらなくなり、存在は透明になり、遍在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必要」のために「存在」の定義になります。 それは最も重要な証拠です。

「存在性 / Existence / 存在」
2022年/ 數位影像拼貼 / Digital image collage/ デジタル画像のコラージュ



黃逸維
Yi-Wei, Huang

找到白家的三位大長輩 記錄她們歲月的痕跡。並對比年幼的姪女 試圖尋找白家的秘密。

Find the three elders of the Bai family. This work is a recording of them by comparing their photos with their young generation as a 

way to find the secret of the Bai family.

バイ家の3人の長老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この作品は、バイ家の秘密を知る方法として、彼らの写真を若い世代と比較して記録した

ものです。

「白家生 / Bai Family / 白家生」
2022年/ 數位影像拼貼 / Digital image collage/ デジタル画像のコラージュ

蘇香芸
Nicole, Saw

這件作品主要是在疫情期間以日記的形式連續記錄了200天，每天都拍一張帶著口罩厭世表情的我上傳至Instrgram，想表達在

疫情期間不得不戴口罩的無奈，並加以思考被關在家裡時自我存在的意義及價值，也提醒大家就算再不情願也必須要記得帶好

口罩。

Staying at home during the Rona makes me feel frustrated. We have been stucking at home; however, I st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self-existence and self-value. As well as reminding people that although wearing a mask is uncomfortable, we 

still need to put it on every day. So I selfied and posted the photos on Instagram for 200 consecutive days.

コロナの間家にいると、私はイライラします。 私たちは家で立ち往生しています。 しかし、私はまだ何かをしたいです-自己存在と自己

価値の意味を反映するために。 マスクを着用するのは不快ですが、それでも毎日着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を人々に思い出させます。

 だから私は自分で写真をInstagramに200日連続で投稿しました。

「厭世口罩人生 / Misanthropy Mask Life / 厭世面俱人生」
2022年/ 數位影像拼貼 / Digital image collage/ デジタル画像のコラージュ



石辛睿洋
Sin-Ruei-Yang, Shih

我即將成為一名應屆畢業生，但我仍然不確定我將來想做什麼。對我來說，很難決定未來的職業。我爸爸總是形容我是一個

漫無目的的人。

I am about to be a fresh graduate, but I am still not sure what I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For me, it is hard to decide on a future career. 

My dad always describes me as an aimless person.

私は大学を卒業するが、将来何をしたいのかまだわかりません。 私にとって、将来のキャリアを決めるのは難しいです。 私の父はい

つも私を目的のない人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心無所向 / Nowhere / どこにも」
2022年 / 數位攝影 / Digital photography /  デジタル写真

許又云
Yu-Yun, Hsu

沿途的每個風景就像人生道路上遇到的事情一樣有風有雨，但不管是在人生還是旅途中，都希望能夠發現在身邊的微小幸福，

或許那些幸福很簡單，卻能成為回憶中美好的存在。

Every scenery along the way is windy and rainy as the things encountered on the life journey. I am seeking happiness, which can be

minor. It is still beautiful in my memory.

人生のどの場面においても、雨は降り注ぎ、風が強く吹き付けるものだ。だが、私にとっての幸せは、とても些細なことの中にある。

それは私の記憶の中で美しく在り続ける。

「旅途 / Journey / 旅」
2022年 / 攝影  /  Photography / 写真撮影





第二部：東亞影像之延異光景的存在性展覽
展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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