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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ho（以下 Raphaële Bertho 的發言只將翻譯打出，並以 Bertho 指稱）：

今天我要與大家分享一個法國大型攝影計劃，這個計劃叫做Frances Territoire Liq-
uide（FTL），一共動員了四十幾位攝影師，並從2010年持續到2014年。

我間接參與了這個計劃，因此，除了要分享計劃成果之外，也想跟大家分享這個計劃的

起步：如何慢慢將人聚集起來，最後成為一個非常大型的計劃。必須要說明的是：這個

計劃並非因公部門的支持或贊助而生，可以說自頭至尾都是由藝術家規劃出來的計劃。

2010年，四位攝影家體驗到：來到21世紀，我們有必要重新觀看法國的國土與地景。

同時，他們也非常清楚不會有任何公部門的預算。剛開始創業維艱，他們四個人有這樣

的想法之後，首先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討論「我們想做什麼？」「我們有什麼樣的想

法？」「又要如何重新詮釋法國的地景樣貌？」他們共同的是要以攝影藝術重新詮釋法

國的地景，這個計劃就是從單純的想法開始。

在起步之後，他們認為四個人的專業都只是攝影，因此，他們需要專業管理人來協調這

麼大的計劃，也因為如此，他們四個人都同意找一位藝術總監為他們執行行政工作。

最後他們選定的藝術總監是一位英國人，叫做Paul Wombell，藝術總監是英國人的好處

在於：他跟法國的攝影圈不一定有非常緊密的人脈關係，因此，他不會受制於既有的

知名度與輩分。舉例來說：如果有一位知名法國攝影家的攝影計劃不符合這個團隊的需

要，藝術總監就能夠板起臉來拒絕。

四位發起人把行政工作交給藝術總監之後，就開始進行自我挑戰，他們決定在這個計劃

中突破自己的舒適圈，要去做以前覺得自己辦不到或者非常冒險的事。

一開始，這個計劃叫做「We Are France」（WAF），這其實是一種自嘲（WAF在法文

中音近狗吠）。而剛才提到的正式名稱「法國流動地景」則是後來由藝術總監確定的。

而且，從一開始，FTL就有個有趣的規則：「所有參與的攝影師之間不能互相交流此計

畫的作品。」這個規則的用意是要讓每位藝術家獨立創作，而不相互影響。因此，除了

藝術總監掌握整個計劃之外，攝影家之間並沒有任何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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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要分享給各位的是2013~2014，這個計畫接近尾聲時，藝術家們製作的簡介短

片。

（影片）

播放這段影片，是想要讓大家感受這個計畫的氛圍，大家也能夠看到，計劃之初就只是

在像今天這樣的地方討論，成長到最後，則有43位攝影師參與。

剛才有一段影片，是發生在計畫已經接近尾聲，要把這些成果呈現給大眾時所錄製，

他們去聯絡他們十分嚮往的、在攝影史上有崇高地位的機構－DATAR，也就是曾經在

1984~1988年間進行過地景攝影計劃的法國國土規劃委員會。不過，他們是在創作結束

後才尋求公部門的支持，而不是一開始就去要求贊助。

因為知道我曾深入研究DATAR國土規劃委員會，且了解第一次計劃中許多細節，這群攝

影師藝術家在2012年拜訪了我。我認為這些藝術家的拜訪其實是一個學習的機會，而

不是要我去教導他們任何事情。

DATAR在80年代的攝影計劃其實是一個實驗，讓所有的藝術家可以嘗試詮釋地景，實驗

80、90年代的攝影。三十年後的FTL計劃並沒有犯下複製三十年前DATAR計劃的錯誤，

而是重新把當時攝影家們所追尋的問題拿出來檢討，自問在21世紀的我們該要如何回答

同樣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國土是什麼？」與「攝影是什麼？」

（法國地圖）

這張地圖上標示的是43位攝影師創作的所有地點。他們帶著這張地圖去見DATAR的負責

人，藉由這張地圖，攝影師跟國土規劃專家就能夠一起討論。有趣的是，他們以為這是

一張是全新的地圖，但他們發現，國土規劃局所做的事情跟他們殊途同歸，從不同的角

度竟得到了相似的地圖。這些藝術家在沒有任何國土規劃的訓練下，敏感的感受到法國

的國土在哪些地區將有重大的改變，而早一步去把它拍攝、記錄下來。

（合照）

這張照片相當有價值，左側是80年代執行DATAR計劃的攝影師，而右側則是三十年後

FTL計劃的部分攝影師，也就是間隔三十年的兩群攝影師在此會面了。

接下來進入各位所期待已久的攝影作品本身。這個計劃由43位攝影師，完成了41個攝

影系列，今天沒有時間一一介紹，不過有一個網站大家可以上去看，所有作品都在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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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一位女攝影師試圖以攝影重新詮釋浪漫主義的地景樣貌，而這個影像所要表現的，

即是拒絕觀看古典主義的宏偉景象。

2.  
這張照片是Emmanuelle Blanc的作品，主要呈現人為因素進入宏偉的自然地景，破壞環

境且造成危險。

3.  
這個作品的作者為四位創始攝影家之一，他的作品是非常美而開闊地景呈現。

4.  
這張照片是人為地景與自然地景雖然堆疊，但卻又彼此對立、衝突。

5.   

這位攝影師所在意的概念是「流動」。包含了自然的流動（河流），以及人為流動（

如：道路、卡車）。

6.  
這位攝影師想要呈現「永恆不墜的巴黎」，所有日常生活的動態幾乎被他抹去，只看到

隱約的車流線條。

7. 
這張照片表現的概念是「當代遺跡」，各位所看到的高架橋是法國在60年代開發子彈

列車時，被淘汰的另外一個計劃－氣動快速火車，由於輸給了子彈列車，這些高架橋雖

被留下來但也荒廢了。

8.  
這張照片呈現的是當代與過去的交錯。

9.  
這位攝影師透過Google Maps的影像創作，所以主題是虛擬的意象。

10. 
這位攝影師的作品是由本人攝影之後，再請印度畫家為照片上色而成。

11. 
這張照片表現的是「國土中的界線」，注意看路面，可以發現有一邊路面已經翻新，另

一面則無，這即是行政區的劃分在實際國土上若隱若現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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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對於若有似無的界線，這張則呈現硬性的隔離措施。歐洲現在有許多難民，難民中有

許多人試圖穿越法國偷渡到英國，但被隔離在此集中管理。即使如此，仍有人試圖突破

這個疆界。

13. 
最後這張影像結合了攝影跟裝置藝術，它要讓觀眾對影像中的真假產生疑惑。

以上作品皆來自於法國流動地景計劃，43位藝術家在整個法國以非常多元的手法來呈現

法國地景，從最開闊的地景到最細節的日常生活都在被含括在這個計畫中。也就是說，

他們以非常廣闊的定義來回答「何謂攝影？」這個問題。

我也非常榮幸有機會在2017年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展覽中心展出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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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對談

曹良賓（以下簡稱曹）： 

 我可以先請教敬寶老師嗎？您做的《天上人間》計畫是獨立完成的，但她今天介 

 紹的是一個群體，您覺得協與單獨的創作會有哪些差異？

陳敬寶（以下簡稱陳）： 

 我先提出我的提問。首先我非常impressive您能夠橋接兩個世代不同攝影家的工 

 作階段，我特別感興趣的問題首先是80年代的DATAR，作為一個公部門開始的計 

 畫，有沒有更具體的發起原因？社會性的或政治性的。

 另外，我們都知道Adget對世界攝影史的影響，80年代由公部門發起的計畫，是 

 否一定程度的歸因於Adget造成的影響或是做為他工作的延續？

Bertho： 

 Adget可以說是第一個利用攝影來讓國土地景被看到的藝術家。不過DATAR在啟  

 動時，其實是參考了70年代美國所進行的New Top（不確定）攝影計畫，另外， 

 美國農業局30年代的攝影計畫也確實對80年代的DATAR企劃有相當的影響。所  

 以，對DATAR產生影響的不只有Adget而已。透過這個計畫，他們希望讓藝術家  

 影響國土規劃專家純理性的專業觀點。對我來說，藝術存在的價值並不在於合理 

 化一個政策，而是去挑戰、質疑政策的正當性。

陳：	

	 我覺得起點是重要的，所以我想問的小問題是，當時DATAR開始時，是由公部門 

 邀請攝影工作者加入他們團隊，是嗎？

Bertho： 

 其實答案蠻複雜的，並不是單純由公部門邀請藝術家去改變專家，但也不是藝術 

 家主動加入，應該是兩者皆有一點。

 1983年是國土規劃委員會的創始週年紀念，所以他們籌劃了一個文化展演。在  

 國土規劃委員會任職的Bernard Latarjet認為邀集藝術家來參與這個計畫，會使這 

 個計畫更增色。所以他就用了這筆籌備歌功頌德回顧展的預算進行攝影計畫。

 成果出現後，國土規劃委員會的長官是很意外且不高興的，可是結果已經公開給 

 大眾了，所以只能繼續下去，而沒有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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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請姚瑞中老師提出問題或對剛才的簡報做些回應。

姚瑞中（以下簡稱姚）： 

 我現在覺得有一個挑戰，地景拍攝在某些科技推出的時候已經有可能被取代，譬 

 如Google街景服務或是Google Earth。那麼既然在網路上都已經可以看到這些地 

 方，且可以選擇任何角度觀賞，派這些攝影師去拍的意義是什麼？這其實也困擾 

 我蠻久的，之前我們在查蚊子館時，也在網路上用Google的街景服務，可是我們 

 看不到內部、看不到它的過去。我想請教的就是說，國土規劃局有沒有藉由這個 

 展覽把一些該解密的資料，或者說看不到的資料釋放出來，而不只是拍攝照片。

Bertho：	
	 過去的樣貌是指國土規劃局在80年代的作品，還是包括70年代、60年代甚至是  

 更早之前的？

姚：  

 都可以。我的意思是，一個地景或是建築本身都會有自己的脈絡、歷史與條件。 

 這些攝影師在拍攝前是否會特別去調查照片背後的脈絡，又是否有分享那些研究 

 的成果。

Bertho： 

 首先，法國政府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會對產生重大改變的國土進行攝影紀錄。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受到軍事科技的影響，法國的國土規畫局認為記錄地景最 

 好的方式就是空照圖，也就是現在Google Maps在做的事情。

 也因此，當國土規畫局的Bernard Latarjet先生提出要重新派出攝影師採用較早期 

 的做法，在地面拍攝建築物、拍攝地景時，雖然看起來沒什麼，但其實是一個革 

 命。而在近幾年，法國也不斷地挖掘出，空照圖作為主流紀錄方式這段時間的， 

 攝影師在地面拍攝的地景與建築，所以您剛才提到連貫的紀錄其實是這幾年來逐 

 漸挖掘補足的。

 至於您剛才的照片背後的拍攝條件或相關資訊。在80年代國土規畫局的計畫當  

 中，為了凸顯這個計畫是藝術創作而非行政存檔資料，則是刻意不公開的。

法國在台協會文化處專員連苔嵐： 

 我認為剛剛姚瑞中老師是在問攝影師是否可以自己去看那些檔案、那些資料，而 

 不是他要不要把它放在展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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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這有兩個層次。一個就是攝影家可能對那個地方有做過基礎研究才會去拍，所以 

 他一定會有的基本認識；第二個層次就是國土規畫局的基礎研究跟攝影家的看法 

 可能有落差，拿兩者來比對且有落差才會有趣。

 因此我的問題在於，政府如果沒有將資料公開的話，這個計畫的意義就會停留在 

 只藉由地景去談所謂的攝影美學，而不去延伸談背後的倫理學，包括變遷或政策 

 執行產生的失敗與落差。我首先要問的就是是否開放這些資料？

Bertho： 

 是的，80年代計畫的所有成果都是公開的，並且在整個歐洲發行了一本攝，三個 

 月就售完了。計畫成果發表之後，確實引起了一般民眾對國土規劃政策的正當性 

 與恰當性的討論。同樣的，三十年後FTL計劃的圖錄也是不到一年就銷售一空。

陳斌華（以下簡稱陳）： 

 Bonjour。今天下午把FTL計劃43位攝影師的作品都看過一遍。我想分幾個層次來 

 討論。首先在台灣的狀況，除了土壤液化之外，我們的國土本身處於非常不確定 

 的狀態，這個我們今天就先不討論。最主要想要討論的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件事 

 情可以這麼順利的完成？

Bertho： 

 首先我要說，這個計劃沒有任何的助力，這真的是大家自己努力來的。當我第一 

 次遇到四位的發起人時，我好像看到抱著美好夢想的四個瘋子，所以我認為，最 

 大的成功要素其實是他們的熱情。這些人成功的說服攝影家朋友以及產業相關人 

 士投入這個計畫。

 剛開始，參與者只知要一起合作，其實不知道會達成怎麼樣的成果。可以確定的 

 是要踏出第一步。

陳： 

 我說明一下我認識的與我所相信的狀態。就我所知，姚老師以他的才氣與財力， 

 已獨立完成了好幾次類似DATAR的計畫；敬寶老師與我都進行過相關的地景創  

 作；鎮豪服役時是照相士官，他當時所做的就是對著應該是我們的國土但現在不 

 是我們國土的那邊進行國土研究。

 我也相信如果在場的各位馬上開始一個計畫，由於台灣人口與創作資源較少，可 

 能沒辦法做到一樣多，但也能夠完成相似品質的一半數量。但在台灣，計畫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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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通常不會這麼順利。首先，要有人喜歡拍照；接著，他們要買得起精緻的相  

 機、拍出高品質的影像；比較關鍵的，在於拍出來的照片會被視為藝術作品，且 

 能夠讓政府單位願意接受。這些事情牽涉到姚老師提到的問題：這個計劃對於政 

 府與資訊公開有沒有對應的辯證過程。

 在台灣，我們比較習慣將照片作為文件檔案使用（如：身分證）。而我覺得，法 

 國的這個計劃比較像是藝術家為了滿足創作的慾望所製作出來的文本，就可以被 

 當成藝術作品。我想請問，妳對於攝影作品作為一個藝術作品與作為文件檔案之 

 間如何分辨，以及如何在展覽中處理這件事情。

Bertho： 

 這邊要澄清，您剛才提到除了熱忱之外必須擁有資金。但事實上，他們在邀請藝 

 術總監時，其實是由所有的人自掏腰包提供交通費，後來公部門的資助其實也無 

 法支付整個計畫的所有支出，而在第一次的展覽，也是透過跨境融資才募集到足 

 夠的資金。

 雖然這個計畫主要是由43位攝影家完成，但周圍也有很多熱忱的支持者以不同方 

 式協助，例如印刷業的朋友，就以低價協助印製圖錄；另外還有裱框師傅或者個 

 人捐助等，我則是自願為他們準備對外的公關資料。

 回到80年代國土規劃委員會計畫的成功，使攝影作品從文件轉變為藝術作品這件 

 事，當時，一方面有攝影師本身不斷爭取，表達其作品的藝術性，另一方面，當 

 時法國政府文化政策對藝術的定義擴大，許多原本不被視為藝術的東西都在80年 

 代被認可為藝術。

 而明年，即將舉辦展覽的國家圖書館本來就是作為藝術呈現的展演場地。這也說 

 明了「這些地景攝影是藝術作品」。

楊鎮豪（以下簡稱楊）： 

 不同的國籍常會因政治問題以及意識型態的影響而有爭議，為何邀請英國的藝術 

 總監時能夠如此順利？

Bertho：	
	 藝術總監Paul Wombell雖是英國人，但他享有國際的知名度，而英國鄰近法國， 

 所以他對法國的國土也有一定的了解。同時，雖然之前沒有合作過，法國攝影家 

 也大都認識這位藝術總監。重點在於，即使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因一開始就有一 

 定的認識，所以彼此之間仍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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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正因為他不是法國人，Paul Wombell就必須去信任攝影家對對國土的詮 

 釋，而不是強加自己的見解。所以他跟法國國土的距離夠近到他可以了解創作者 

 想要表達的事情，但又有足夠的距離讓創作者能自由創作，而不會去限制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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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提問

觀眾： 

 我想請教一下，剛剛其中一張投影片是地圖，我發現在法國與德國、瑞士的邊境 

 的拍攝遠多於海岸線。不曉得以您美術史學者的角度觀察、或是否討論過這個現 

 象是否有社會歷史的背景因素？

Bertho：	
	 這並不是事先規劃的。剛才提到所有攝影家之間在創作時並沒有互相溝通。最後 

 大家集結起來，才發現這樣的結果。但也可以說這些藝術家身為觀察者，都很靈 

 敏地感受到，這些接近歐陸其他國家的邊境將會是未來法國國土發展變化最大的 

 地區。

蕭麗虹（以下簡稱蕭）： 

 Raphaële,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you have to answer here. Obviously, your   
 photographers are showing landscape using art as their way to show the artistic  
 side (not documentary of the landscape). And be able to use that to mak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liquid landscape.

 I’m not sure whether you understand that our national border is different, very  
 nontransparent. And also these artists are in fact visual artists. They can be con- 
 sidered as art but not document, but some of these artists are working as docu  
 mentary and presenting to the public. And then to be recognized not as art but  
 docu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should be aware of.

 You said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the DATAR MISSION is an open archive, and you  
 are saying that photographers are not documentary but visual artist. and their   
 work is approach people differently. These artists are trying to look for evid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showing.

Bertho： 
 I want to be sure I really understand what you asked. Because you know in the   
 DATAR MISSION, Bernard Latarjet and François Hers, the two directors were writ- 
 ing that in this mission, documentary and artistic value are both valued together.  
 So we don’t have to separa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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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answered before. It was the photographers don’t put detail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point of view, which place were photographed to make more   
 symbolic statement about landscape.

 It ’s not only just this vil lage. it is earth vil lage who show the problematic of  
 the landscape in most of place in France. But it ’s also a document about   
 transformation in the 80s of landscape as this vil lage is also a document 
 about this vil lage. There are two sides. And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Is   
 that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蕭： 

 I think it ’s not the problem of your side. The problem is for you to understand   
 our problem. So that you understand why that they have this stress.

翻譯： 

 我要確認一下，您的意思是說由於法國的資訊是公開的，所以攝影師只要去強調 

 他的藝術性就好，台灣則是因為許多資訊不公開，所以在座諸位除了藝術的創作 

 之外也在進行證物的留存是嗎？將某些正在發生的不當事情公諸於世嗎？是不是 

 說立場有一點不一樣，跟法國的情形不一樣？

姚： 

 當然不是這樣子啊，不可能是這樣子。

曹： 

 也許概括說明一下我的理解，剛才蕭麗虹老講的是攝影可能有時候當作文件，但 

 同時也作為藝術作品。在法國，因為DATAR是一個公開透明的資訊，所以大家比 

 較強調藝術性。但剛才Raphaële強調她認為攝影作為一個文件或作為藝術並不  

 互斥，它可以同時存在。但蕭老師強調的是，她希望她了解台灣的狀況，我們在 

 進行攝影藝術創作時可能不只是要強調藝術價值，它的社會功能可能在現在的台 

 灣是具有相當的迫切性的。或者是說，在台灣社會，你很難在面對這麼多的社會 

 問題的時候，還強調社會性。姚瑞中老師可能比較適合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 

 做了很多project，他的社會意識蠻強的，也許聽聽姚老師的看法。

蕭： 

 姚老師的藝術性攝影作品也很多，可是他知道現在社會欠缺的是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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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ho： 

 在80年代DATAR計劃的開放其實也是第一次。在這之前，有關國土規劃的記錄性 

 資料照片是非公開的。剛才提到，原本這筆預算是要拿來做歌功頌德或合理化國 

 土規劃政策的展覽，但後來結果出來，有關當局以及民眾都質疑：「國土規劃二 

 十年的成果怎麼這麼糟糕？」也正因為這個計畫引起討論，才讓國土規劃政策的 

 監督得以進行。

 曾經看過國土規劃委員長的一封內部信件，內容提到：「我撥出預算給這些藝術 

 家，他們竟然拍出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開始拍我想要的照  

 片？」不過不可諱言的，法國政府80年代的文化政策變得非常開放，一旦被視 

 為藝術，它所獲得的重視將讓它難以被邊緣化。也因此，即便當權者不喜歡成  

 果，也不能夠輕易地冷凍這些創作。

姚： 

 我剛剛提到一個主要的爭論，舉個例子來說：美國農業局的農民檔案，主要是因 

 為經濟大蕭條，所以請了一些攝影師（報社記者或是攝影工作者），配合一些文 

 字工作者，下鄉拍攝、紀錄。他們拍的是非常真實的檔案，當時並不認為這些檔 

 案具有藝術性。可是這些檔案到了後來卻影響很多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說，藝 

 不藝術不應該是自己說了算，而是能不能像FTL計劃一樣讓法國人深層了解自己 

 的國土是不是面臨了什麼問題。這個出發點是非常純真的。

 現在的問題在於：觀景窗外面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是被刪除或遮掩的，也因為如  

 此，藝術家常被極權社會中被當作社會的化妝師。那麼，真實性是否會比藝術性 

 更重要，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條件跟定義。即使是FTL這個計劃，也不能代表 

 所有攝影家的觀點。它的代表性也是在後來的國土規劃局進入接洽後才開始有一 

 些故事性。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計畫已經停止了，他們未來有什麼更多 

 的想法或規劃嗎？畢竟它只是一個抽樣，它的宏觀性是否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Bertho： 

 攝影被視為藝術在各個國家發生的時間不同，在每個國家都不一樣，而美國確實 

 是相對早的國家。而FTL是一個私人的計劃，作為一個純粹的藝術計劃，它有其 

 優勢，但同時也有完全不在意的事情，所以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要代表法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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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計畫是那些藝術家自主拍攝地景照片，但現代科技發達，大 

 家都會拍照，法國政府有沒有思考過開放公民上傳的地景攝影，而不是透過用很 

 強的藝術表現表達法國地景。也就是說，為什麼只能是藝術家來創作，而非一般 

 大眾？

Bertho： 

 我認為要產生對任何議題的思考，並不是藉由大量的堆疊才能夠達到。而且，若 

 要拍攝地景，Google Maps、Google Earth已經做得很好了，所以並不一定需要  

 公民攝影師來回饋這個國家的地景平台。

 不過法國的環保部也會舉辦全國性的攝影比賽，他們在1992年跟2014年分別舉  

 辦過兩次全國性攝影比賽，每次大概都有八千多張照片的參與，而我在這兩次比 

 賽中，也都曾擔任過評審委員。

～	特別感謝武端熱心繕寫逐字稿，才會有這篇活動紀錄的誕生	～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