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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Urry(1999)曾說旅行的凝視仰賴符號，而觀光旅遊可說是一種蒐集符號的過

程。觀光客在旅程中蒐集自己在出發前所建構出的夢想符號，該符號不只是我們

眼睛看到的影像，無論是社會賦予的或是自身建構，每一個符號在表象背後都有

深層的意涵。一地透過廣告宣傳行銷各個景點，不同的旅行者接受不同媒體或訊

息提供的目的地意象訊息，將景點拍攝成相同或是不同的影像，因此，照片可說

是驗證旅行者所建構出的觀光想像中最佳的例證。然而，旅行者所拍攝的照片時

常受到社會的影響，Hall(1997)提出「再現迴圈」來解釋旅行者受到媒體影響而重

複拍攝宣傳媒介上出現之影像的現象，他們受到推廣地方行銷的機構所建構出的

「地方神話」影響，一次次地複製、傳播「經典影像」，穩固「經典影像」的地

位，而自助旅行者雖不同於大眾觀光客，但依舊會受到「再現迴圈」的影響。  

    為了解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影像再現特質，及重遊自助旅行者在前、後旅程影

像再現差異，本研究以台灣人最常拜訪的城市--巴黎為案例進行探討。首先利用

內容分析法找出台灣旅遊書中最常被再現的影像。接著，對 20 位去過巴黎兩次

以上的重遊旅客進行訪談，除傳統訪談法外，本研究也請受訪者提供照片以更進

一步利用照片引談法進行訪談。最後，藉由受訪著的談話及照片找出受到社會影

響的「經典影像」及表達個人經驗的「非經典影像」，並分析台灣自助旅行者的

影像再現特質。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自助旅行者在出發前被媒體建構出對巴黎的浪漫想像，

並且希望在旅程中透過實際景觀將想像具體化，因此在旅程中選擇再現許多與旅

遊書上相同主體的影像，並且捕捉想像中的「巴黎感覺」。  

   就旅程中具體的影像再現部分，研究結果將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影像再現分成

十種範疇。首先，依據 Scarles(2009)的研究將台灣旅行者的再現影像分成五大類：

政治加工品、反身性展演、對地方的想像、感官的體現及倫理上的提醒，其中政

治加工品屬於旅行者被社會影響下所再現的照片，是較客觀的影像表達，而其他

四者則屬於旅行者較主觀的個人想法。不同於 Scarles(2009)的分類，筆者再將蒐

集到的影像再現分成另外五大類型，其中包含：用照片表達情感、地方之舞、旅

行中的個人事件、具體化其所學、旅程的符號式紀念等五項範疇，這五項皆屬於

旅行者自身旅程的紀錄，顯現了台灣自助旅行者的特質。 

    若比較旅行者前後兩次旅程的照片，會發現旅行者在第一次旅程時深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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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媒體影響，大量拍攝旅遊書上再現的「經典影像」；而第二次旅程中「經典影

像」的拍攝比例下降，「政治加工品」除外其他範疇的影像比例增加，換句話說，

重遊旅客的第二次旅行已跳脫「再現迴圈」，符合 MacCannell 提出的「二次凝視」

概念。 

對台灣自助旅行者出發前的想像來說，其受到大眾媒體賦予的歐洲中心主義

影響，認為巴黎總是給人美好的一面；就旅程中的再現特質而言，自助旅行者確

實客觀地會捕捉媒體投射的巴黎意象，但也會真實且主觀地紀錄自身旅程所觀察

或經驗到的事物。針對此項議題，本研究最後提出幾項實務及後續研究建議供參

考。 

【中文關鍵字】自助旅行者、再現迴圈、觀光客凝視、二次凝視、照片引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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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z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signs, and tourism involves the collection of 

signs. (Urry, 1990) Traveler will collect the imagined signs which were constructed 

before leaving. The signs are not only the images we see but also contain deeper 

implications, no matter they are given by society or constructed by travelers 

themselves.Tourist sites are sold through advertisements. Different traveler accepts 

different destination images from different media and message. In this way, traveler 

will shoot the same or different image. As a result, photos could be the best exampler 

of vertifying the touristic imaginations constructed by travelers. However, the 

travelers’ photo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forces. Hall(1997) proposed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at travelers are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so that they would shoot the images presented on media repeatedly. They 

are impacted by “place myths” which were made by place-marketing institutes. They 

reproduce and disseminate “classical images”, which reinforce the position of 

“classical imag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independent travelers would also 

influenced by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even they supposed to be dissimilar to mass 

tourist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the image represent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first and second 

journe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most-visited European city for Taiwanes—Paris. 

First, the author use content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images which are represented 

most frequently on guidebooks. Then, interview Taiwanese independent re-travlers 

who visited Paris more than two times. Aside from traditiopnal in-depth intervie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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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sks the interviewees for photos to get research data through photo-elicitation. 

At last, find out the “classical images” which are constructed by society and 

“non-classical images” express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to explain the image 

representational charateristic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 had constructed 

“romantic” imaginations of Paris before leaving. Also, they would like to embody 

them throght landscapes on journeys. As a result,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 

would choose the same image as in guidebooks to represent. Also, they would collect 

the “feeling of Paris”.  

 As for concrete image representation, the author divides the photos presented by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 into tne groups.Aaccording to Scarles(2009), there are 

five groups: political artifact, reflexive performance, imagination of space, embodied 

visualities, ethical prompt. “Political artifact”, more objectve expression, is 

represented by travelers under social forces; the others are more subjective personal 

thoughts. Furthermore, beyond the five classifications, the author divides the photos 

took by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ler into: expression of emotion, dance of a place, 

individual event on journeys, embodiment of what I have learned, symbolic memento 

of journeys. These not only record individual touristic experiences but als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  

 When it comes to the comparasion of first and second journ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st of the travelers would influenced by society forces, representing the same 

“classical images” with guidebooks, in other word, “political artifact”. However, the 

ratio of shooting “classical images” declines in the second journey, the ratio of the 

other classifications rether than “political artifact” increases. To sum up, Taiwanese 

independent re-travelers have detached from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and correspond 

to “second gaze”(MacCannell, 2001) 

 When it comes to the imagination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before 

leaving, they think Paris is usually wonderful because being influenced by 

Eurocentricism endowed by mass media. As for the represent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journeys, independent traveler would collect images of Paris projected by media 

objectively. However, they would like to record something they observe o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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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ourneys subjectively.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several practical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 Independent Traveller, Circle of Representation, Tourists’ Gaze, Second 

Gaze, Photo eli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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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旅行是一種體現遊客與遙遠旅遊地景間美感想像的過程，這樣的過程讓旅行

成為一個可以被視覺消費的物件(Crang, 2005)，媒體及社會為吸引客源將觀光的

美好意象投射給可能成為旅行者的觀眾，讓觀眾在出發前即有了對地方的嚮往及

想像，到了目的地後，旅行者看到的是自己想像中被美化的景觀，是經過包裝的

夢想符號。每個旅行者都是符號蒐集者(Urry, 1990)，在旅程中蒐集自己在出發前

就已建構出的夢想符號，旅行者補捉的符號有些來自社會的建構，有些卻是出自

於自身，其代表了旅行者所遊覽之觀光景點背後的深層故事，或是旅行者在旅程

中發生的趣事。由此可知，符號不只是我們眼睛看到的影像，無論是社會賦予的

或是自身建構，每一個符號在表象背後都有更深層的意涵。然而，旅行者蒐集符

號的方法有很多種，照相、買紀念品、寫旅遊日記等都是旅行者記錄旅程、堆砌

回憶的方法，旅行者蒐集的符號不僅可以成為自身回憶的依據，更可以在回家後

成為他人的參考，因此為了表達自身經驗和媒體及社會所傳達的不盡相同，旅行

者在蒐集符號時會欲求跳脫社會建構的束縛，找尋富有自身創意展演的表達方式。

近幾年來，數位相機的發達使得攝影成為旅程中最大眾化且方便的符號蒐集方式，

因此本研究以攝影作為探討旅行者符號蒐集行為的主要對象。 

以自身為例，筆者為「典型」的符號蒐集者，在有限的旅程中，總是要精疲

力竭的蒐集旅遊書或是網路上曾經出現過的符號，到巴黎一定要蒐集巴黎鐵塔、

凱旋門、香榭大道路牌，到雪梨一定要蒐集到雪梨歌劇院及袋鼠的影像。對我來

說，攝影在旅行中佔了很重要的角色，買不起明信片時可以將自己的攝影作品當

作明信片寄送給他人；買不起紀念品可以利用照片說故事分享給朋友聽當作紀念

品；在日常領域生活感到厭煩時，可以翻開舊照片，回憶美好的旅行，透過照片

來到中介迷離的空間，暫時逃離生活瑣事；因此，照片可以說是旅行的代言人。 

    除了旅遊景點的拍攝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筆者習慣跳著與景點合照，

除了證明自己曾經到此一遊，也想要表達自己在看到想像中的著名景點成為存在

於真實空間的有形物體時那種溢於言表的興奮之情，因此，就算經過舟車勞頓的

長途跋涉，身體早已不堪負荷，但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景點時，還是要跳起來與景

點合照。在筆者看來，照片不僅可以在旅遊前建構一個地方的意象、成為旅行後

回憶的催化劑，其更是旅行者在旅程中將觀光景點當作舞台進行展演、表達自我、

塑造旅行者身分認同的重要媒介。旅行是一個「看」與「被看」的過程，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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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然風景、文化景觀或是民俗風情，但同時旅行者本身也被當地居民、旅行者

同儕所觀看，因此，旅行者照片中的展演與景物本身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筆者在 2011 年首次赴歐洲的旅程中，常常看到很多遊客拼了命的趕行程、

找景點，連喝水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為了就是拍旅遊書上所有的景點、蒐集夠多

的符號，而我自己也受到這些熱血旅行者的影響，在巴黎每天走上十二小時為的

就是那一張張的旅遊照片。除此之外，在每個景點也都可以看到旅行者與著名地

標間的親密互動，例如：親巴黎鐵塔、向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敬酒、腳踩羅浮

宮等等的有趣動作，這些在旅遊中的攝影行為讓我感到極大的興趣，這些攝影行

為不只是單純的拍照而已，這些旅遊照片背後還藏有更多重豐富的意涵，因此， 

筆者開始想要探究這些建構旅行者旅程的照片背後到底藏了哪些秘密。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根據 UNWTO(1995)調查所顯示，觀光不僅早已成為一項「社會與經濟的現

象」，也成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觀光不僅可以帶動新興城市發展，也

可能使老化的舊工業重生，更可能讓持續發展中的城市在世人的印象中留下另一

種價值。Judd(1995)曾提出城市中發展的兩種技術可能加惠觀光業，第一點為透

過行銷廣告對潛在客層進行觀光推廣；第二點為透過改善實質硬體景觀來吸引旅

行者，例如：建造運動場館、建造永久性的地標、活化河岸環境或傳統建築…等

(Judd, 1995)。而本研究的重點即放在前者，即比較偏向觀光媒體行銷的軟體面研

究。 

    Urry 曾指出七項旅行者凝視必備的特性，其中一項為：旅行者想凝視那些與

他們日常生活分離的地景，這些概念源自於旅行者認為自己在旅程中「卓越不凡」，

因此，旅行者對於這些觀光景點會比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更敏銳的感官體驗。

旅行者對景點凝視的流連忘返，並且將這些景點在視覺上客體化，也就是透過照

片、明信片、影片、模型等方式捕捉，這些行為都讓凝視可以被再製、再捕捉，

以及在時間和空間中再傳遞(Urry, 1990)。由此可知，影像不僅是觀光行銷者用以

宣傳的利器，旅行者本身也會受到觀光地投射之影像的影響，再創造出屬於自己

的照片。然而，不同的旅行者接受不同媒體或訊息提供的目的地意象訊息，建構

出不同種類的的期待及想像，造成旅行者擁有不同的背景經驗，這些抽象的想像

轉化成具體的行為即為旅行者在旅程中所拍攝的照片，因此，照片可說是驗證旅

行者所建構出的觀光想像的最佳例證。事實上，圖片、文字、動態影像作為再現

世界的文本，其並非真實的再現，而是透過創作者的刻意選取或美化來呈現，因

此文本具有獨特性，因創作者而異，也因閱讀者而異(黃家珊，2010)。 

現今社會中，資訊流通越來越快速，交通工具越來越便捷，Cresswell 曾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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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界線早已消失，世界上許多地方成為無地方性且同質性甚高的空間(Cresswell, 

2004)，居住在這些同質性空間中的旅行者接觸來自更多管道的觀光地意象，加

上便捷交通工具使得居住地和目的地間的距離縮短，旅客對於觀光地的陌生感降

低，更進一步，他們希望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不同於大眾觀光客，自助旅

行者的行程不受觀光機構限制，有較自由的選擇空間，因此有可能擁有與大眾觀

光客不同的視野，由於凝視的主題不同，視覺客體化的成果就有可能相異。然而，

作者瀏覽過描寫關於京都、澳洲及上海等城市的論文結果後發現，對於大眾觀光

形式較排斥的自助旅行者雖然對於旅行有較多個人的意見，有可能拍攝與大眾相

異的照片，但他們還是會受到社會及媒體的影響，選擇拍攝那些被經由媒體挑選

的意象。(Jenkins,2003; 黃家珊, 2009; 吳志寬, 2010) 

然而，這樣的凝視、再現經驗對重遊自助旅行者是否相同？在第二次的旅程

中，擁有先前旅遊經驗的他們，比起初次探訪的旅客來說，在選擇影像再現的場

景時，是否會選擇不受制於社會媒體投射的影像，而拍攝擁有個人意見的照片？

若重遊旅客還是受到社會媒體的影響，他們再現的影像是否與媒體投射的意象相

同？又或者他們會在這些相同的再現中製造些微的差異？舉例來說，許多旅行者

除了捕捉景點本身，更會拍攝有自身在內的照片，以證明自己曾經到此一遊，有

人物在內的照片也會因主角的姿勢或是照片內拍攝夥伴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這

些差異又有怎樣建構的意涵呢？為了解這些議題，筆者以巴黎為研究區，探討台

灣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及差異。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包含了： 

1. 大眾媒體投射給台灣旅客的巴黎意象為何？旅遊書內最常被再現的影像為

何？ 

2. 對於多次重遊巴黎的旅行者而言，在第一次及第二次旅程中，他們是否會一

再重複拍攝旅遊書或其他媒體建構的「經典」影像？ 

3. 對於多次重遊巴黎的旅行者而言，在第一次及第二次旅程中，他們是否會受

到回憶經驗的影響而跳脫社會建構影響，拍攝「非經典」的影像？而這些 「非

經典」的影像又有哪幾種分類？ 

4. 比較重遊旅客前後幾次遊覽拍攝之照片之異同，推論重遊旅客的第二次(含)

以上的旅程是否也受社會及媒體建構的影響。 

5. 比較擁有不同學習背景及攝影經驗的重遊旅行者的再現特質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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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區域:巴黎 

一、 巴黎的重要性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巴黎值得我們為它祈禱)。 

亨利四世(Henry IV)( 1593) 

「年輕時去過巴黎，它便會一輩子跟著你，它是一場流動的盛宴。」 

海明威(1964) 

 一千多年來，巴黎一直是法國的首都，法國以巴黎為中心，從 600 年前從卡

佩王朝時的疆域(約從巴黎至奧爾良)擴展至現在的法國。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法

國社會的政府、經濟及文化都以巴黎為主軸，雖然近年來這項歷史傳統因地方分

權政策而逐漸淡化，但法國依舊是其首都的延伸。身為首都，在皇室統治下，巴

黎充滿了華麗且精緻的建築，使得巴黎成為世界上最多遊客造訪的城市，除了華

麗的建築群外，無形的文學、藝術、舞蹈戲劇及歌劇更是造就巴黎成為「浪漫花

都」的重要元素。 

 巴黎向來是作家尋求靈感及認同的地方，如:17 世紀的諷刺作家莫里哀

(Moliere)、18 世紀的諷刺作家伏爾泰(Volt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19 世紀的

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雨果(Victor Hugo)、左拉

(Emile Zola)、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到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20 世

紀來到巴黎尋找樂土的史坦(Gertrude Stein)、喬伊斯(James Joyce)，到戰後的沙特

(Sartre)、卡謬(Camu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等，隨著時代的演進，

巴黎的藝術家和詩人逐漸成為具影響力的社會領袖，他們不僅為巴黎帶來無形的

文化資產，他們使用的空間--咖啡館、文學沙龍--更塑造了不同於宮殿等大型建

築物的都市地景，這些地景及空間的使用強化了巴黎藝術及知識重鎮的地位。而

有形及無形的文化使巴黎沉浸在文化遺產之中，且不斷吸引文學、藝術、舞蹈、

戲劇及歌劇的頂尖人才匯集於此地。 

 

二、 巴黎的地理環境 

巴黎位在法國北部，橫跨塞納河中游，座倚歐洲面積最大的沉積盆地(巴黎

盆地 Bassin Parisien)中央，盆地的平原及台地的肥沃土壤，提供豐富的農業資源，

長久以來為法國經濟的支柱。狹義的巴黎市僅包含原巴黎城牆內的二十個區，面

積為 105 平方公里；大巴黎地區則包括分布在巴黎城牆周圍的上塞納、瓦勒德馬

恩省和塞納聖但尼省，而巴黎市連同上述三個省以及伊夫林省、瓦勒德瓦茲省、

馬恩．塞納省和埃松省便是所謂的巴黎大區，亦稱為「法蘭西島(Region 

d’Ie-de-France)」大區。本研究所選定的研究區以旅行者較常遊覽的巴黎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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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區範圍圖 

換句話說，即為被劃分成 20 個名為區(arrondissements)的行政區所包含的範圍。 

巴黎的 20 區是在 1860 年代時，根據奧斯曼男爵的都市計畫所劃分，由中心

的 1 區，以順時針螺旋狀旋轉分布構成狹義的巴黎市。其中，1、2、3、4、8、9

區為商業中心，5 至 7 區為巴黎左岸，10 至 15 區充滿庶民的生活氣息，16 至 20

區是右岸的住宅區。而巴黎的鬧區景點非常集中，若以羅浮宮周邊為中心畫個半

徑 3 公里的圓，鬧區幾乎都集中在圓圈內，所謂的鬧區是指香榭大道、歌劇院周

邊、聖傑曼德佩、磊阿勒、巴士底歌劇院、黑瑪區、蒙馬特等地，即為旅行者最

常拜訪的觀光景點區，而圓圈外則散布著住宅區，東西兩側各有文森森林及布洛

尼森林兩座森林。由凱旋門筆直往西北延伸的道路盡頭，即為拉德芳斯，其為車

道、電車皆在地下而地上僅限步行的區域，為混合了公司、住宅等現代化建築的

新區域。而若以塞納河劃分，可將巴黎分為右岸(北側)及左岸(南側)，其中右岸

是商業中心，公司行號大多集中在此，而一般所謂「住在右岸」，則是指住在西

北邊的高級住宅區的居民；左岸由於索邦大學等學術文化機構林立，因此成為文

化、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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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黎與攝影的關係 

「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巴黎這麼適合拍照。像艾菲爾鐵塔或凱旋門這樣的紀

念性建築也好，如咖啡廳或麵包店這等帄凡無奇的街角也罷，不管是多麼業餘的

照片，只要是以巴黎為背景來拍攝，看起來都美得像幅畫。那是因為巴黎的建築

物有重量，這個重量尌是人類生存的證據，有人大概會這麼說吧！」 

（鹿島茂，2005，吳怡文譯） 

    1856 年，最早的城市攝影工作由馬維爾(Charles Marville)在巴黎展開，其受奧

斯曼男爵所在之巴黎塞納河岸地區所委託，紀錄中世紀巴黎逐步邁向「現代化」

的過程，這個計畫與奧斯曼男爵重新構築巴黎的計畫密切相關，闡述了具體化影

像和都市空間之間的嶄新關聯。這個計畫使得欣賞攝影的閱聽人從 1850 年代開

始將社會生活當作能夠再製的影像成品而消費，使得攝影在巴黎逐漸走向街道。

Clark(1999)將歐斯曼化後的巴黎視為一奇觀，他說到：「這顯示十九世紀後期的城

市呈現整體狀態，就像一幅等著被觀看的事物，這是一種影像、一齣童話劇、一

幅全景圖。」(Clark, 1999；轉引自 MacQuire, 2011) 

    而旅遊攝影更是緣起於巴黎，奧斯曼男爵在第二帝國時期進行巴黎重建工程，

後期出現了在巴黎市區的「漫遊者」，奧斯曼男爵在古老的中世紀古城中心規劃

了無數條巨型的新式林蔭大道，重新打造了一個可以觀看或是凝視的新市容，除

了林蔭大道外，市場、橋樑、公園、歌劇院及其他文藝廣場也塑造了巴黎人以及

後來的觀光客們的視覺經驗，漫遊者可以任意的在巴黎街頭閒逛，他們正是現代

的英雄，他們會旅行，他們會歇腳，他們會凝視，他們無名無姓，他們處在中介

迷離區(Benjamin, 1973; Tester, 1994)。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也曾清楚地指出都

市漫遊者與攝影之間的關聯，她說攝影「一剛開始只是中產階級漫遊者的視覺器

官之延伸……攝影者基本上是個具有配備而四處偵探、跟蹤、密行於都市煉獄裡

的孤獨浪人，是個有窺淫癖的閒逛者，他把城市當作一道滿足感官極致的風景。

都市漫遊者以觀察為樂，又善於感同身受，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幅浮世繪」

(Sontag, 1979)。 

    然而，十九世紀的漫遊者雖然被指稱為旅遊攝影的起源，其與現代觀光客的

攝影行為還是有些差距，十九世紀漫遊者的攝影關心的是城市藏汙納垢的角落，

他們看到的是都市的全貌，而現代觀光客拍攝的對象常常為社會或媒體建構，看

到的只是城市美好的那一面。無論是漫遊者抑或是觀光客，巴黎的街景在奧斯曼

計畫後就被設定成可被觀看的奇觀，無論身在其中或是經過的人看的是它的哪個

面向，都有可能把這樣的凝視透過攝影記錄下來，因此，被 Harvey(2007)稱為「現

代性之都」的巴黎，可說是現代城市旅遊攝影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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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自助旅行者 

自助旅行雖源自於英文 backpacking，但 backpacker 常被翻譯成為「背包客」，

專指一群會在有限預算下進行旅遊活動，對於旅行的規劃、景點的獨到之處也常

自成一派的人。由於本研究目標並不在於探討旅行者在旅程中的自我建構及認同，

也並未比較大眾觀光客與背包客間再現特質的差異，又未取得較廣泛的樣本，本

研究採用較廣的 independent traveler 的定義，意指有別於購買套裝旅遊的人，乃

是那些沒有事先旅遊預訂行為，或僅透過代辦機構或網路預訂國際機票、住宿的

旅遊者。 

二、影像再現 

    地景被視為有意義的景觀，人們透過文學、詩歌、音樂、影片、影像各種媒

介來在現地景，它們是可解讀的文本，展現創作者與空間的關係。本研究將影像

再現定義為「通過攝影機(電視、電視攝錄影機、照相機…)使感光材料(軟片、影

片…)感光，藉以傳達理念；紀錄地景、生活，或表現藝術創作的活動或行為」。

更狹義地說，由於本研究的樣本皆為旅遊照片，因此影像再現定義為透過照相機

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複製眼前景色的行為或活動。 

三、 再現迴圈 

媒體一再複製固定地景，創造了具有代表性的地標(icon)，觀光客一再觀看

地標的複製影像，決心要到該地標朝聖。觀光客到達該地標後，凝視該地標並且

利用拍照的方式驗證自己之前看過的影像，無論是地標的獨照、觀光客與地標的

合照，都再現了地標的影像。觀光客回到家鄉後，親友欣賞遊客旅行時所拍下的

照片，複製的影像不但是這次旅行的證明，旅客也成為另一批影像創造者與傳播

者，更穩固了該地標的地位。這樣的過程成為一個影像再現的循環，被 Hall(1997)

稱為「再現迴圈」。 

四、 觀光客凝視  

觀光客利用「凝視」來感受一個地方，「凝視」是最重要的媒介，因此為了

想要親眼看見，所以觀光客選擇到某地旅行。觀光客會選擇他有所期盼的地景，

而他們的期盼是受到電影、文學、照片、雜誌、網路、電視節目…等媒體建構、

強化和維持。被觀光客凝視的對象被建構成符號(sign)，而旅遊的目的就是要蒐

集這些符號(Urry, 1990)。在凝視這些符號時，觀光客往往會希望能透過各種再現

方式將視覺客體化，將這一瞬間的凝視永久保存，以便日後再次凝視。 

五、 二次凝視 

相對於上一段提到的觀光客凝視，還有一種觀光凝視看到的不是有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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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利用這種凝視方式旅行的觀光客尋求不被期待的、看似平凡的物體或事件，

透過此種凝視，觀光客能夠跳脫社會建構強迫賦予觀光客的視線，利用自身的能

動性創造出富有創意的旅遊攝影作品。這裡的「二次」指的並非第二次的旅遊經

驗，在首次到某地旅遊時，一些觀光客依然有可能用此種凝視方式進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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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以赴巴黎的台灣重遊自助旅行者為例，探討台灣觀光客之再現特質，更

進一步探討重遊旅客在前、後次旅行的再現差異。第一節介紹再現理論，其中包

括：地方再現、神聖化的旅程、影像再現循環、商業影像，以了解社會媒體如何

再現地方並投射給出發前的觀眾；第二節則從觀光客凝視、觀光客的攝影行為、

二次凝視、觀光客展演、攝影的數位化及網路化等主題進行文獻探討，以爬梳旅

客在旅遊時的凝視及攝影行為。 

第一節  自助旅行者 

自助旅行者源自英文的 backpacker，也有些人譯作背包客，Murphy 和 Pearce

等人為自助旅行提出一個綜合型的現代定義:「所謂的自助旅行者，不同於過去

的主流大眾觀光客，乃指那些『偏好經濟型住宿、交通等設備；注重與當地人及

其他旅行者接觸互動；自立安排有組織、具彈性的行程；旅行時間較一般假期為

長，並強調參與非正式之休憩活動的旅行者』(Murphy & Pearce, 1995)。自助旅行

(independent travel)能帶來另一種不同的視野與樂趣，總括有以下三點好處:（1）

自主性:從行程安排到時間規劃，從頭到尾的食、衣、住、行育和樂，可由自己

一手包辦，不假於他人之手。（2）深入性:自助旅行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貼近當地人

的生活，深入體驗不同的生活型態，而非只是到此一遊。（3）隨性行:自助旅遊的最

迷人處是，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即使只是閒晃於大街小巷中，

也是一趟迷人的旅程。(Murphy & Pearce, 1995) 

但隨著時代進步、科技日新月異，人們的旅行方式已不僅侷限於所謂大眾化

的「團體旅遊」及個人式的「背包客自助旅遊」，由於「團體旅遊」多走大眾化

的景點，無法深入旅程當地，行程又無法任意調配；而「背包客自助旅遊」準備

事項繁雜，入手不易，於是在這兩者之間漸漸發展出融合兩種優點的自助旅遊形

式，如半自助旅遊、自由行、小團體旅遊等。 

以旅遊業販售的商品來看，可將旅遊者分成跟團旅行(全盤接受旅行社的安排，

如住宿、交通等)、半自助旅行(即俗稱的自由行，或是機票加酒店的商品販售)

及自助旅行(僅購買機票者)(蘇慧捷，2001)，半自助旅遊融合了「背包客自助旅遊」

和「團體旅遊」的趨勢，在踏出國門之前，已經解決了最為煩瑣的部分:行程皆

由旅遊玩家及專業人士所共同策畫，半自助旅行者全副的精神可以沉浸在享受旅

行的過程中。早期自助旅行者可由專家或旅行社代為規劃行程，但現今由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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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網路訂票、訂房的蓬勃發展，許多自助旅行者不用透過旅行社，就可以自行

參考網路部落格上的遊記自行安排行程，機票、車票、住宿、甚至是餐廳訂位皆

在網路上完成訂票，此也算是新興崛起的一種自助旅行方式。 

Morrison, Hsieh, & O’Leary 定義自助旅行者是那些在決定自己的交通和住宿

時，選擇不預先安排好套裝行程的人(Sheauhsing Hsieh, 1994)。Hyde & Lawson 也

將自助旅行(independent travel)定義為：只向旅行社訂國際機票或住宿的假期旅行

者，或透過網路預訂國際機票或住宿的人，皆可稱為自助旅行者。(Hyde & Lawson, 

2003) 

    由此觀之，自助旅行雖源自於英文 backpacking，但 backpacker 常被翻譯成為

「背包客」，專指一群會在有限預算下進行旅遊活動，對於旅行的規劃、景點的

獨到之處也常自成一派的人。由於本研究目標並不再於探討旅行者在旅程中的自

我建構及認同，也並未比較大眾觀光客與背包客間再現特質的差異，又未取得較

廣泛的樣本，本研究採用較廣的 independent traveler 的定義，意指有別於購買套

裝旅遊的人，乃是那些沒有事先旅遊預訂行為，或僅透過代辦機構或網路預訂國

際機票、住宿的旅遊者。 

回頭看看台灣對於自助旅行者的研究，其中一種為以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

自我實踐、生活經驗、生命成長間的關係為主的研究，例如：黃振富(1996)研究

自助旅行者探詢真實地方的旅行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如何運用到實際生活中，曾

煥玫(2000)研究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性別關係，毛樹棟(2006)研究女性自助

旅行者的旅行經驗及自我實踐間的關係。另一種為透過自助旅行者研究媒體，例

如：蘇慧捷(2001)從自助旅行者蒐集資訊的行為探討旅遊網站的內容規劃，黃蕙

嵐(2004)研究旅行指南如何創造景點並指到旅行者進入相同的旅行模式，莊麗薇

(2006)研究電視媒體如何操弄旅遊的想像。無論是從自助旅行者本身或是影響旅

行者的媒體，都較缺乏對自助旅行者再現特質的研究，而此正是本研究欲探討之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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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再現理論 

一、 地方再現 

(一) 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 

義大利哲學家伯涅迪托．克羅齊(Bernadetto Croce)認為「描述地景的地理學

者，與風景畫家有相同的任務」，而地理學家描繪的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其暗含

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與技術，

因此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由此可知，地景的建構並非表面

上看到的風景或建築，這些景觀的背後皆含有更深一層的人為操作及意義，就如

同 Mike Crang 所言：「地景為一套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顯示社會據以組織

的價值觀，因此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text)，闡述人們的信念。(Crang, 1998) 

該「表意系統」在城市中最清楚可見，例如：整個巴黎的都市計劃幾乎都是

為了炫耀拿破崙家族的戰功及權力，放射狀的道路中心為凱旋門，門上雕塑著法

國軍隊在拿破崙帶領下的輝煌戰績；金碧輝煌的巴黎歌劇院及凡爾賽宮殿則是為

了顯示他們的權力及財富；就連羅浮宮內的藝術品也代表著一種權力的展示。總

結來說，地景的塑造被視為表達社會的意識形態，然後意識形態又因地景的支持

而不朽。(Crang, 1998) 

(二) 再現地景的媒體 

既然地景是有意義的，許多作家、畫家、音樂家開始利用文學、詩歌、音樂、

影像、影片等媒介再現地景，表現出不同於忽略人類地方經驗的統計地理學的文

本。 

1. 文學再現 

「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在本質上是具有地理學特質的。小說世界由地點與場

景、場所與邊界、視角與視野組成。小說裡的人物、敘事者，以及閱讀之際的讀

者，都會佔有各式各樣的地方與空間。任何小說都可能展現出一個帶有不同型式

的、有時是相互競爭的地理知識的場域，從以感官來認識地方，到以學術上的觀

念來理解區域與國族。」 

(Daniel & Rycroft, 1993:460; 轉引自 Mike Crang, 1998) 

小說幫助人們可以更深入一地的表象，了解當地人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

他們的地方經驗、賦予地景的意義，但小說不只描繪了地方，其也協助創造地方，

許多人對地方的認識來自媒體，文學對於人群的地理想像扮演核心角色。除了小

說之外，詩歌也是塑造地方感的重要媒介，舉例來說，英國湖區浪漫的印象就是

在十八世紀中葉後被浪漫派詩人華爾華茲所建構出來，他的詩給人們另一種觀看

自然的方式，將原本被視為野蠻的自然「文明化」(Crawshaw & Urry, 1997)。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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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等媒體創造了「文藝觀光」的範疇，即觀光客遊覽文學故事中場景的旅遊方

式。 

文學的再現在城市空間中尤其可見，在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我們可

以看到「看不見」的巴黎，即字面上與譬喻上的底層社會，這些描繪窮人生活的

隱藏地理被拿來與 1840 年奧斯曼男爵進行的都市工程進行對比，表現了兩種不

同的巴黎。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中開始出現一種稱為漫遊者(flâneur)的人物，如：

十九世紀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這種人物熱愛散步，有閒餘時間拿城市的狂熱運

轉與騷亂生活當作奇觀，成為現代城市的俗民類型之一，漫遊者亦會將在漫遊過

程中觀察到的都市奇觀刊登於十九世紀巴黎的連載小說(feuilletons)中，再現都市

地景及生活。他們對人群、街景都抱持鑑賞家的態度進行揣摩玩賞，漫無目的性

的，與以功利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形成反差。 

 

2. 電影再現 

隨著時代的進步，再現地景的媒體已不僅限於文學，電視、電影、音樂也成

為人文地理學家探討的範圍。 

電影如同文學也能創造地景，尤其是城市地景，電影利用場景的快速轉換表

達都市作為複雜空間的新現代生活模式，Mike Crang(2003)分析了《柏林城市交響

曲》、《大都會》、《銀翼殺手》、《慾望之翼》等電影，闡明其對都市、地方感的論

述(黃佳珊，2010)。觀眾觀賞完這些電影後，會在心中建構一份想像，希望去探

究電影中的場景，電影驅動觀眾前往觀光即成為電影再現的附加價值，如:《羅

馬假期》、《情遇巴塞隆納》、《午夜巴黎》等，此即為現今「電影觀光」研究蓬勃

發展之因。當遊客的旅遊目的包含了尋找那些曾出現在螢光幕上的景點時，該遊

客便是受到電影吸引的訪客。(Riley, Baker, & Van Doren, 1998) 

3. 旅遊書的再現 

許多人將自助旅行視為將自身抽離原本熟悉的生活場遇到陌生的地方尋求

「他者經驗」，因此，旅遊書在旅行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無論是告訴你哪裡

好玩、哪裡好吃、到底要怎麼去的實用型旅遊書，或者是帶有文藝氣息、加入個

人情感經驗書寫的遊記式旅遊書，皆是自助旅行者在遊歷一地前必讀的聖經。 

目前對於旅遊書的研究分成兩種，第一種著重在旅遊書和旅遊的歷史，這類型的

研究材料對於旅遊書歷史發展的特定研究，在這類研究中，旅遊書被視為更大尺

度的旅遊歷史研究中的研究材料；第二種則著重在對旅遊書中視覺及文字的內容

分析，很多方法被使用在這類型的研究中，包含：量化的內容分析法及質性的符

號分析(Sørensen, 2005)，Jenkin(2003)、Crawshaw和Urry(1997)即是屬於第二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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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另外，Getz和Sailor(1993)指出旅行指南、旅行書是觀光客和觀光產業最常

使用的資訊來源，Jenkins(2003)也認為旅行指南的主要目的就提供有關旅遊服務

的訊息使潛在觀光客轉變成真正的觀光客，旅遊書常被用在研究特定旅遊目的地

的投射意象(Crompton,1979; Dilley,1986;Stabler ,1988; Chon,1991;Hughes,1992; 

Uzzell,1984; Hopkins, 1998a)，而旅遊書的再現也可算是一種「媒介觀光」。 

總結來說，人們透過各種媒介再現地景，並且將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感描繪進

這些媒介，或者是編造一個吸引人的故事，透過媒介將一地的景觀及情感傳遞到

全世界，促使觀眾成為觀光客，形成所謂的「媒介觀光」(Busby & Klug, 2001)。 

「再現理論」與「媒介觀光」相輔相成，人們看了再現的作品前往一地觀光，並

且在回家後也以各種方式再現自己的旅遊經驗，下一節的「影像再現循環」即說

明這兩者無法切割的連帶關係。 

二、 神聖化的旅行 

某些人類學家指出旅行及朝聖間的關係，朝聖指的是離開住所參觀和聖人相

關的景點或神聖場所，時至今日朝聖依舊進行，且常常動輒數百萬人。而現代旅

遊可稱為是「世俗的朝聖」，例如:來自北歐的遊客到南方向太陽朝聖、某個作家

的書迷前往在書中被提及的地點或是到作者的居住地參觀。要讓一地成為可被朝

聖的點需要將其與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間」區分出來，塑造成「與眾不同

(extra-ordinary)」或被提升的狀態。(Crang, 2005) 

前述所提及的架構可被稱為「神聖旅程」，指的是自我的轉變，藉由與不尋

常或神聖碰撞增加知識或改變狀態，其過程在現代旅行中和正式的朝聖旅程都平

行地存在著(Nelson Graburn,1977; 轉引自 Crang,2005)，如同前往東南亞旅遊的年

輕自助旅行者，他們在上大學前到陌生的環境，藉由遇見不同的文化並且與同儕

旅伴相處來增加生活經驗、更深層地認識自己及他人。這樣的「神聖旅程」也被

視為一種「成年禮」，意即在特定的年齡轉換個人的社會狀態的一種儀式，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會利用不同種的旅遊方式來扮演著非正式的「成年禮」儀式。 

這種「神聖化儀式」不僅使個人獲得改變，也會轉換日常的時間和空間，換

句話說，儀式不是在家裡執行，而是在遠離常規的時空中進行，因此旅人前往的

地方也需要被注意，「神聖旅程」中的目的地透過「神聖化過程」將其變成如同

真正朝聖中的神聖場所一般，其包括將目的地塑造成跟一般生活空間不同、變得

「與眾不同(extra-ordinary)」。「神聖化過程」的手法可能透過官方的認證，如指定

一地成為「國家公園」或「世界襲產點」，或是藉由較不正式的手法，如透過具

有影響力的組織宣傳觀光，但最常見的手是透過媒體，如旅遊書、旅遊手冊、電

視節目、報章雜誌和其他各種媒體進行「神聖化過程」。「神聖化過程」為地景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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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多重意義，而我們必須將旅遊語意加以解構(Dann,1996; 轉引自 Crang, 2005)，

並且端看眾多媒介如何塑造目的地(Sylwen,1996; 轉引自 Crang, 2005)，其過程會

創造氣勢，一地的知名度越高會使得它越「神聖」，人們會感受到被迫將該地納

入行程規劃中；然而，相反地，有些旅行者想望有排他性的目的地，因此過高的

知名度會減損一地的「神聖性光環(aura of sacrality)」，以致此種旅行者們不想前

往旅遊。而「神聖化過程」可透過商業影像建構，筆者將於下段筆者將於下段進

行說明。 

三、 吸引人的商業影像 

「所有廣告都預設觀眾；他在自己前方的空間投射出假想的人，這人由廣告中諸

元素間的關係構成。當你因為觀看廣告而進入該空間，並且成為『觀眾』，你會

感覺到那聲『喂!』的確針對你在『真真切切地發生作用』。」 

(Williamson, 1978:50-1;轉引自Rose, 2001) 

商業影像對旅遊業來講非常重要，其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影像使人們想要親

身遊歷，二是他們為景點描繪了一個非凡的「想像式地理」。Williamson (1978)

分析觀者面對廣告時會有三階段的反應。首先，觀者藉聯繫符號創造商品的意義；

接著，觀者從商品賦予自身意義；再者，威廉森延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使用

召喚(appellation)一詞描述我們被廣告創造的過程。廣告成為景點跟觀者間的媒介，

廣告影像「召喚」觀者前去目的地遊覽，並告訴觀者你就是影像中的主角。 

為吸引更多遊客，目的地行銷成為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體制下重要的課題。

商業廣告告訴人們去旅遊可以讓你逃離現實生活、前往某一個樂園，廣告告訴你

消費可以帶給你快樂、幸福和滿足(Berger, 1972)。為使廣告呈現最吸引人的一面，

商業影像透過點綴、刪除、誇大、刻版印象及重複等手法創造「地方神話」，影

像常被過分誇大或貶低，其常常無法表達真實的地方，換句話說，影像都是從刻

版印象而來的(Shields, 1990)。另外，旅遊指南中的影像功能如同劇場，他們投射

影像，讓消費者進入想像「觀光場域(touristscapes)」並且將自身與目的地作連結

(Scarles, 2004)。商業影像讓地方被看見、可展演且可以被記住，除此之外，它也

成為將理想化圖像塑造成「明信片般的地方」的催化劑。 

許多研究檢視了許多專業攝影師會利用「美化」和挑選過的影像讓一地的面

容更美好(Crawshaw & Urry, 1997; Scarles, 2004)。攝影師對於不能出現在照片中的

事物視而不見，避免使和觀光意象不符合的事物出現在照片中，如:塑膠袋、擁

擠的交通、路牌、穿著不符合當地氛圍的人等，除此之外，隨者電腦修圖技術日

新月異，影像中的任一元素皆可以透過電腦軟體刪除、移動、強調、對比，甚至

加入其他影像片段而改變，追求附有完美觀光意象的影像顯示了人類如何觀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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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環境，也顯示了環境如何臣服於人類創造的神話之下(Taylor, 1994)追求完美

的意象通常來自「專業者的凝視」，這種影像常常因目的地行銷而起。旅遊廣告

的一致性顯示了觀光商業化和競爭的過程，在此過程下，地方轉變成為以目的地

行銷為目的、普世且標準的視覺語意。照片指稱了觀光旅行的命名、取景和神聖

化過程(MacCannell, 1992)以及如何在一地成為觀光客的教條(Dann,1996a)。 

更進一步，「專業者的凝視」約略可以分成以下幾種類型:(1)「浪漫式的凝

視」:此種凝視將地景塑造成如詩如畫般、崇高且永恆的風景，在此種凝視中，

攝影師對現代化標誌視而不見。這種類型的凝視除了塑造自然景觀，也常用在歷

史古城的宣傳影像上，宣傳歷史古城的影像除須排除現代化標誌外，也需要當地

人的加入以證明其真實性，其兩者皆能讓消費者感覺到回到過去，並且為消費者

塑造一種浪漫式的逃避主義(Taylor, 1994) 。(2)「異國主義和民族式的凝視」:商

業性的旅遊影像塑造了與眾不同的神祕「他者」旅遊地理，許多研究顯示行銷廣

告影像常將「他者」描繪成有原始的、異國的、色情的，且這些影像是可以在視

覺被消費的(Abler & James,1988; Hollingshead, 1992; Goss,1993; Selwyn, 1996; 

Dann,1996a, Adams, 2004; 轉引自Larsen & Urry, 2011)，這類型凝視所產生的影像是

通常是被白人中心主義及父權體制所宰制。(3)「集體式和家庭式的凝視」:此類

型的影像表現的是全家或朋友集體出遊的場景。如柯達公司在1880年代後推廣的

「柯達時光」或「柯達家庭」，都是在灌輸消費者一個理念－「只要出遊且拍照，

你也可以成為照片中的主角」。 

「專業者的凝視」創造了吸引人的商業影像，他們利用觀者無意識的被挑逗

達成目標，Osborene曾說「照片使觀者幻想自既在其中，照片成為觀者慾望、回

憶和關聯的主觀附屬品」(Osborne, 2000)，這麼一來，商業影像藉由「自然化」

行使權力，他們不會讓觀者發現自己正被宰制，而是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決定自

己的目的地。另外，商業影像也要透過「空間小說(spatial fiction)」來勾起觀者的

慾望，更進一步，他們將這些「小說」塑造成真實的故事，因為小說需要依靠真

實和現實，小說使人歡愉的地方即在將幻想當作真實(Slater,1995; 轉引自Larsen & 

Urry, 2011)。總結來說，吸引人的商業廣告即是「自然化」和「小說化」的融合，

讓觀者有如夢似幻同時又真切存在的感受。 

總結來說，旅遊廣告不僅再現地景，更美化地景，並且在影像背後塑造「地

方神話」，讓觀者期待自己成為影像中的主角，在無意識中不斷「召喚」觀者成

為觀光客，前往目的地消費他們在家裡就已建構好的「想像之旅」。 

四、 影像再現循環 

    就曾經自助旅行過的人來說，在我們出去旅行之前，總是會看旅遊書、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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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旅遊資訊或是聽取親朋好友的意見，（圖2-1中「創造地標」階段），在進行

這些資料蒐集的過程中，自己會開始建構關於目的地的想像，這種想像經常是來

自於旅遊書上、網路部落格上或是朋友親自提供的影像，並在無形中受到商業廣

告的「召喚」，這些都會讓我們「神遊」其中。因為在出發前對目的地已充滿憧

憬（圖2-1中「認識地標」階段），因此在到達目的地後總是會希望拍攝到跟出發

前看到的照片相同之影像以證明自己「存在」於此目的地，使自己的神遊「具體

化」（圖2-1中「參訪地標」及「再現地標」階段），在旅程結束後，將其再現的

證據帶回家鄉與親友分享，如同社會及媒體，其也成為影響尚未出發的觀者的意

向投射來源之一（圖2-1中「再現地標」到「創造地標」階段的連線），這樣的過

程形成一不斷循環的迴圈。 

    Weighman(1987)指出旅遊廣告的影像會確保觀者享受於其中，其融合了為觀

光客「指引期待、影響感知且事先為觀光客建構地景讓他們去『發覺』」的無法

穿透之論述。Hall認為文化是一種「分享的意義」而其意義可能會在幾個地點被

創造出來且在這些地點間流動(Hall, 1997)，Butler和Hall也提到觀光客所看到的影

像大多是被推廣地方行銷的政府、旅行社或媒體所建構出的「地方神話」所影響，

透過旅人的複製、傳播，該地標再現的影像越普及，就越強化了下一個旅人凝視

該地標(Icon)的決心，穩固該地標的地位，是為一個影像再現的循環(Circles of 

representation)。(Butler & Hall, 1998) 

 

 

 

 

 

 

 

 

    而Urry(1990)也提出類似概念，他認為觀光客的攝影行為像是一種宿命論，

他們所選擇拍攝的影像早已在出發之前就已決定，其拍攝的影像是被社會建構所

限制的，這些影像在目地重複地被捕捉且被帶回家鄉，因此成為一個「詮釋迴圈

(hermeneutic circle)」。從此可得知，除了市場會成為創造地標的來源外，旅人也

會將這些從旅行中帶回來的視覺影像與口語述評融合以回憶自己的旅遊經驗，並

且將其經驗與他人分享(Crawshaw & Urry, 1997)，與他人分享的影像成為市場之外

創造地標的來源。 

圖 2-1 再現循環示意圖(Ha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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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in(2003)曾針對赴澳洲旅遊的加拿大背包客所拍攝之照片是否符合再現

迴圈進行研究，他先利用內容分析法將旅遊書上之影像進行量化分析，根據特定

主題出現的頻率、主要的顏色及組成、特定姿勢或地景的分配、特定的攝影技巧

等因素找出最能代表澳洲的影像，但這種量化的分析方式沒有辦法解釋照片中的

多重意義。因此，他再利用符號分析來解釋背包客照片後的深層涵義，旅遊照片

最重要的不只是主題的選擇，還應包括了它們表現的方式(Alber & James, 1988; 

Sontag, 1979)，經過內容及符號分析後，作者將投射於加拿大觀光市場的澳洲印

象分成三大部分：旅遊書封面、地景及人物，分析出前五大最常在旅遊書上出現

的地景：海灘、大堡礁、紅岩石、雪梨歌劇院及艾爾斯岩(Uluru)，並更深入的發

現旅遊書中的照片會因目標客層不同而產生差異。最後他利用「即可拍相機補充

法」將傻瓜相機在澳洲五個景點分別分發給十位觀光客，得出的結論作者認為背

包客雖為所謂的「反觀光客」，但他們依然受到社會建構之攝影圖像影響，雖然

如此，背包客不是被動的接受這些資訊，在再現循環的過程中，背包客位居主動

地位，最後也成為一位建構其他觀光客想像的觀光地行銷者。 

    Crawshaw和Urry(1997)也曾針對專業者如何再現及觀光客如何接收的英國湖

區意象進行實地調查，以檢視「詮釋迴圈」在該區的作用。Crawshaw和Urry提出

現代旅遊和攝影間的緊密連結顯示了視覺消費的重要性，而英國湖區的發展即為

很好的例子。在湖區，文化旅遊者、藝術家、作家將本區原本荒蕪的環境塑造成

可以被欣賞的地景，文化建構出的湖區論述隨著時間經由旅遊和攝影的過程被再

製、傳播和改變，專業攝影者對湖區特定的拍攝方式也決定了湖區的意象。旅遊

照片和觀光客存在著一種相互深化的社會過程，其建構及改變了地方和經驗的意

象，例如湖區實質環境被轉變為休閒資源、歡愉、健康及幸福。雖然遊客會受社

會建構的意象影響，其也會在觀賞地景時表現出「照片使觀者幻想自己在其中，

照片成為觀者慾望、回憶和關聯的主觀附屬品」的現象。(Osborne, 2000) 

    黃家珊(2009)則以旅行京都的台灣背包客為例，檢視背包客的再現特質、旅

行特質。研究首先進行京都旅行指南的內容分析，找出代表京都的地標、地景，

接著訪談到京都旅行的台灣背包客，並且從他們的訪談、提供的照片中找出背包

客的再現特質、旅行特質等；為了補充訪談資料可能的不足，在京都進行「即可

拍相機補充法」，請正在京都旅行的背包客以筆者提供的即可拍相機拍照，並將

即可拍照片作為本研究的印證與補充。研究發現除季節性的地景因受限於旅行時

間被再現的機率偏低外，其他著名地標皆重複出現在背包客的照片內，說明了背

包客的再現明顯受影像循環影響。除了影響循環，研究者分析出背包客的再現特

質還包括了：再現異國風味的地景、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好奇式的觀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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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自我表述、紀錄、記憶、創造渴望等。背包客的再現特質、旅行特質都是多

元的，雖然有部分與一般觀光客相同，但亦展現了獨屬背包客的特色，表現了背

包客的特殊性。 

    以上幾項研究皆在檢視背包客所拍攝之照片是否符合再現迴圈理論，而結果

也皆顯示，雖然背包客不同於大眾觀光客、甚至排斥大眾觀光的旅遊方式，但其

依然會受到再現迴圈的影響而拍攝所謂的「經典」照片，然而，除了拍攝「經典」

照片外，他們也會利用創意拍攝特別的照片。換句話說，背包客除了拍攝受社會

影響的地標類景點照片外，也會透過反身性的攝影行為塑造屬於自己的旅遊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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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攝影的再現 

「當奧斯曼到巴黎尌任圔納省長時，這個花都，完全名不符實，根本尌是個只具

中世紀都市機能的巨大垃圾堆。」 

(鹿島茂，2005，吳怡文譯) 

「攝影是當意識想獲得某樣東西的理想手臂」 

(Sontag, 1979) 

一、 觀光客凝視的發展 

    攝影與視覺性的關係密不可分，而視覺性與人類對周遭環境的感知也關係密

切，Rorty(1980)就曾提出在後笛卡兒時代，外在世界在人類心理的再現最主要來

自內化的視覺印象，即為「在心中的眼(in the mind’s eye)」。而認識外在環境即

為旅遊的內涵之一，因此視覺可說是遊客重要的感官工具。 

    從十六世紀的歐洲開始，視覺性就佔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當時，視覺感官尚

未從其他感官中區分出來，所以在這個時代，人們居住在一個本質型態和大小快

速變化的流動世界中，實質和社會的界線也快速改變。「互動(interaction)」解釋

了這個時代以感官形式的流動與變遷為主的特質。(Cooper, 1997; 轉引自Larsen & 

Urry, 2011) 

    然而，到了十六到十八世紀，視覺觀察取代中世紀的邏輯知識成為科學實證

性的根基，傅柯(Foucault)在《事物的秩序》一書中提到自然界如何被包含在可見

事物的視覺觀察，而非不可見事物的功能和關係中。自然界的事物變成可觀測的，

觀測自然界的科學方法也被分類出來，這些分類法即是根據現代個體、可見視覺

及其所做出的觀察、區分和分類所構成的典範知識所組織出來的(Foucault, 1975)。 

在此同時，旅遊也從學究式的目的轉向聽覺及視覺觀察的體驗，旅途中的發現不

再由科學所證實，而是轉向由遠征隊鑑賞家(connoisseurship)透過受訓的視覺而建

構的概念所實踐(Adler, 1998)。這樣的鑑賞家創造了新式的觀看方式－一種「超

然離群和、延長、沉思式的」觀看(Taylor, 1994)，旅行定義的轉變造就了十八世

紀末「景觀旅行(scenic travel)」的成長。 

十八世紀陸續出現的暗房技術(camera obscura)、克勞德凸面鏡(Claude glass)1、

旅遊書、對於路線更廣泛的知識、素描藝術和素描本的應用及陽台等技術，使得

更專業的視覺感官興起(Ousby, 1990)，視覺感官的改變也使得旅遊的本質跟著轉

變，此時旅行的型式轉向鑑賞家式觀看的旅遊－「我旅行是為了觀看，而不是學

                                                      
1
克勞德凸面鏡(Claude glass):因畫家 Claude Lorraine 命名，原為畫家繪製身後的遠處風景之用，為

一輕巧、可移動的凸面鏡，其大小剛好可以裝入（男性）外套的口袋，因此很快就成為攝影技巧

發明前的觀光客所必備的標準工具。（Andrew,1989; Ousby,1990:155; Lofgren, 19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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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Lofgren, 2000)。而原本人類所畏懼的自然因為克勞德凸面鏡(Claude glass)的

美化而變成被馴服的地景圖畫，尤其是當人們透過凸面鏡而可以在遠方進行觀看

時，全景又遙遠的視野結合了分離和支配，藉由遙遠的距離塑造了更正確的「視

野」，將們從日常生活的繁瑣中抽離。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歐洲社會興起了另一種嶄新的視覺模式，旅遊的

重點從「學術式的追求」轉變成「視覺歡愉」，從「旅人的耳朵」轉變成「旅人

的眼睛」(Adler, 1998)。從此之後，視覺成為旅遊論述中極為重要的元素，我們

可以從平時旅行業在推廣旅遊時推出的論述－「如畫般的村莊」、「搶眼的風景」

－中略見一二。除此之外，這種嶄新的視覺模式也成為新興都會中新生活與參觀

現代體驗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大型的首都城市裡(Urry, 1990)。嶄新的視覺模式與

攝影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攝影從十九世紀後期受到大眾喜愛的程度，證明了新

式視覺感受的重要性，也顯示了攝影與大眾觀光兩者之間相互之重要性。 

直到1839年，攝影技術在法國由Louis Daguerre發明出來，在英國Fox Tablet也

公開了包含負片和以紙為基礎的影像的相片製成過程；1841年，Thomas Cook舉

辦了第一次的大型旅遊，可稱大眾旅遊的始祖；接者，第一個火車時刻表、第一

座車站旅館、第一間大型旅遊公司紛紛出現，這些發明讓為休閒的旅行行之有效，

而照相也成為在假日時最受歡迎的消遣。 

除了技術的進步，十九世紀時還有另一項觀念的改變，那就是自然景觀透過

人類的詮釋被「文明化」了，原本醜陋、使人害怕的自然景觀被現在視為風景、

視野及能感知的感官，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浪漫主義畫家及詩人的崛起，最著名的

例子即為華滋華斯在 1844年透過詩詞將阿爾卑斯山及英國湖區宣傳為觀光景點，

他提到若把穀倉和附屬建築物放在美景之前是多麼不成熟的一件事情，因為無論

風景再怎麼美麗，窗戶所面對的方向必須是嚴格要求的(Wordsworth, 1984:88; 轉

引自 Larsen & Urry, 2011)。Drachmann(1881)也提到風景的舞台化現象，一地在被

觀看時的景觀應該要包含其應該要有的要素，例如：漁村景觀就該要包含小屋、

帆船、豬舍和一群半裸的小孩。這些使得風景被舞台化的工具，如觀測台、步道

和人行道提供了一個長期且可以配合悠閒腳步緩慢移動的觀看視野，這視野建構

了一種觀看、書寫及幻想的「想像地理學」，也在實質上裝扮了許多地(J. Larsen, 

2005)。 

 由上述的發展可得知，一地的視覺意象為旅行的期待、經驗和記憶塑形及賦

予意義，視覺性讓一地得以行銷觀光，讓觀光客驗證了自己在旅行前的所學，確

實在旅行中為首要的感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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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光客的攝影行為 

「每一年拍下的600億張照片，已經讓我們的視覺環境負荷不了。」 

(Crang,1999) 

「攝影的眼睛變的貪得無厭，而這種貪得無厭卻叫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觀看這世

界，同時也賦予我們正常的理由來這麼做。」 

(Urry,1999) 

十九世紀前的攝影屬於少數的攝影家及出版社，昂貴的經費、笨重的器材及

佔上風的少數攝影家、出版社掌控了影像的流動，觀光客只能透過購買攝影專家

拍攝的照片、明信片來滿足觀看的慾望，這些影像將世界構成一個從專業攝影師

眼中看到的一系列風景。但這樣的情況在George Eastman發明了「柯達Brownie」

後改變。1900年，柯達相機一台售價一美元，而且方便輕巧，這些特性從柯達的

廣告詞「你只需按快門，其它的我們來做(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可看

出端倪，這樣的轉變讓本來被控制在少數專家的影像創造權移轉到大眾身上，因

此，相機也塑造了「觀光客的認同」。大眾觀光的興起，伴隨著相機的普及，不

僅私有化旅客觀看世界的方式、讓旅客可以進入自己製造的影像之中，且也讓旅

客成為製造影像的創作者(Berger, 1972)。然而，由於攝影的發明，蒐集景點成為

大多數現代旅遊的形式，旅客開始以走馬看花的方式(fleeting views of spectacular 

scapes)參觀目的地(Urry, 1990)。 

現代觀光攝影是一種由社會所建構出來的觀看與紀錄方式，Urry(1999)曾提

出其中的幾項特點： 

1. 攝影是以某種方式將拍攝者的對象挪為己用，這是一種權力與知識的關係。

擁有關於某對象的視覺知識，就算時間非常短暫，也是一種可以控制該對象的權

力。 

2. 攝影似乎是一種轉錄真相的工具，一張照片可以用來證明某件事的確發生過，

某個人曾經到過某個地方，一般人認為相機是不會說謊的，因此照片可以成為一

種驗證，成為旅客在回家時向他人證明及勾起自我回憶的證明。然而，每一張照

片事實上都是一次主動且別以用意之行為的結果，攝影者通常會嘗試拍出完美無

瑕的影像，來美化所要拍攝的對象。Sontag的總結是：「攝影有這樣的學傾向，

以至於在傳達疾苦的此一媒介，到最後卻把疾苦丟掉了(Sontag, 1979)。」於是，

攝影的力量似乎源自於它可以冒充真相之縮影，又不被看穿其假造的特質或特定

意識形態的內涵。 

3. 既然每個人都變成攝影者，那麼每個人也都可以算是業餘的符號學家。觀光

客在旅程總是不斷蒐集他們印象中的「典型」符號，例如：在塞納河畔相擁的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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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浪漫巴黎的符號，香榭大道的路牌則代表世界流行時尚的地盤。觀光客總

是努力地在旅程中蒐集出發前就被建構好的符號，因此，當我們看到一個人脖子

上掛著相機時，我們馬上知道他是個觀光客。 

4. 攝影意味著所有人類經驗的民主化：一方面，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化為攝影師

的影像；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可以拍攝這些影像。於是，攝影也成為後現代化過

程的一部分，每一個被拍的人或次都變得與他者同等重要，亦同等有趣或無趣。

攝影指是一種亂無章法的觀察，不能像藝術一般侷限於菁英階層，Sontag曾說過，

攝影師帶有「一股狂熱，想要揭穿過去的高尚文化…….刻意尋求庸俗……擅於

在前衛的抱負與商業的報酬之間找到平衡……能把藝術化為文化史料」

(1979:131) 

5. 攝影能表現旅遊，是讓觀光客停下腳步的理由；攝影也包含一種義務，人們

覺得他們不應該錯過某個景色。旅遊業者總是耗費大量時間來指出哪些地方－所

謂的「取景點」－應該要拍照留念。觀光旅遊幾乎只是要尋找適合拍照的事物，

而旅行則成為一種累積照片的策略，也是一種將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的手段

(West, 2000)。這似乎對那些擁有強烈職業意識的社會特別有吸引力，日本人、美

國人及德國人看起來都「一定」要拍照，然後再藉由照片回憶，這種休閒相當於

強烈職場文化中變形的義務。(Sontag, 1979) 

6. 大半的觀光旅遊涉及循環性的詮釋。度假所追求的不外是一組攝影的影像，

而且大多數已經在旅遊公司的廣告文宣或電視節目上看過了(Selwyn, 1996)。一旦

有機會出門遠遊，觀光客便親自開始追蹤，捕捉這些影像，最後觀光客會拿出自

己版本的影像（雖然他們再出發前早已看過這些影像），證明自己的確去過那些

地方。 

7. Urry也將「觀光凝視」分成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浪漫凝視」，此種凝視多

出現於旅人(traveler)，他們追求個人與地景間的相遇，且允許自己與當地人接觸，

若一個地方的介紹出現在旅遊書中，它就對旅人失去吸引力，旅人總是在尋找「未

被碰觸」的山丘、「質樸」的海灘、「真實」的當地人，這類型的旅人非常認同

「如果一個地方無法抵擋寂寞星球旅遊書的入侵，則它的世界末日就到了(Urry, 

1990)」；第二種是「集體凝視」，不同於前者，其強調旅伴間的相處時光與旅

程中與旅伴創造的歡愉回憶，而非旅客與地景間的關係，此種凝視較多發生在一

般觀光客(tourist)的凝視中。這兩種凝視反映在照片中，「集體凝視」觀光客拍攝

「快照(snapshot)」，其大多強調隨手拍攝、未打草稿的旅伴間相處的影像；而旅

人就不一樣，他們傾向於攜帶較昂貴的攝影器材，為了拍攝較正式的「藝術照(arty 

shot)」。攜帶相機明示著提供了一個視覺捕捉及消費的舞台(Crang, 2005)，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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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些「嚴肅的旅人(serious traveler)」不想讓自己看起來「觀光客 」而失去有有

真實體驗的機會，因此選擇不帶相機。(Redfoot, 1984，轉引自Crang,2005) 

    由以上幾點可以發現，觀光客拍攝的照片並非像觀光文宣般，是一張再現觀

光景點的藝術品，其背後還深藏了表象之外更深層的道德意涵。照片是既主觀又

客觀，屬於私人又看似在說明事物多麼真實(Urry, 1990)。 

 

    另外，Scarles(2009)也指出過去缺乏對於觀光客生產及被生產的照片直接之

經驗研究，因此我們不知道觀光客為什麼、如何製造照片影像，他以祕魯為例，

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英國旅行社、祕魯的明信片製造商及在祕魯旅行的英國

觀光客，期在分析觀光客生產及被生產的攝影照片中的多重意義。Scarles認為視

覺實踐行為中充滿政治、空間、個人意識、體現及習俗間的複雜關係，並更進一

步將照片分成五種視覺概念，五項分類分別如下： 

(1) 政治加工品(Political artifact)：這是一種受社會劇本影響的照片形式，觀光客

透過由媒體建構的「直接凝視(directed gaze)」具體化其所見，目的地成為被「文

化劇本和物質規範」所編排出來的景觀(Baerenholdt, Haldrup, Larsen, & Urry, 2007)，

換句話說，觀光客會被部分地限制在集體思考的模式中，此種集體意識用特定的

符號構成，這些符號會使觀光客能夠闡明不同論述的機會降到最低，由以上來看，

政治加工品是一種「集體凝視(collective gaze)」的成品。然而，除集體凝視外，

觀光客也會透過對地方的個人政治化跳脫「集體凝視」的侷限。簡單來說，照片

提供可以連接異地經驗的物質性與意識型態的想像間之神秘空間，顯示出可能無

法直接被看見，甚至不存在的東西，照片將遙遠的舞台轉化成能夠產出新現實的

主動導演。(Baerenholdt et al., 2007) 

(2) 反身性表演(Reflexive performance)：照片可說是連結每個時刻的催化劑，且

能提供在不同時間及地點的反身性展演富有選擇性的通道(Scarles, 2009)。照片也

是個人的、流動的、有意義的記憶的指標，扮演著連結過去回憶及未來目的地選

項的參考，換句話說，人們會因舊的記憶不同而在新的景點前表現出不同的展演，

照片扮演著在記憶在被建構的舞台上呈現及展演的紀念點。 

(3) 對地方的想像(Imagination of space)：視覺實踐在觀光客認識世界時動員了具

體化的世界(Crang, 1997)。觀光客用想像的空間覆蓋了實體空間，並且創透明及

不透明的幻象(Lefebvre, 1991)，也建構了透過跨不同主體性經驗交流產生的空間

相關的視野。換句話說，觀光客會在旅程中捕捉自身的想像，照片中顯示的不只

是實際上看到的景象，而是想像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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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官的體現(Embodied visualities)：視覺實踐可激發表達物質獨特性的契機，

尤其是在遇到無法用言語表達的特殊經驗時，換句說話，照片的終極智慧在於，

用言語表達時看似有一張表面，但若你用感覺、體會的方式接觸它，你可以發現

超越其表面的東西(Sontag, 1979)。在此種類型中，照片可說是觀光客得以透過體

現的展演重燃想像的參考點(Scarles, 2009)，觀光客透過具體化視覺來表達在旅遊

中遇到的其他五感體驗，例如拍下美味的食物、捕捉舒適的天氣、再現熱鬧的氛

圍、動態的瞬間等。 

(5) 倫理上的提醒(Ethical prompt)：照片存在著自私，它常利用誇張或限制等手

法來達到滿足意識形態的目的，因此，有反身性的觀光客在拍照時需要思考許多

議題，如：若拍攝一樣物件是否物化了當地居民或文化？這樣流動、多樣的道德

議題激起深遠的倫理混亂，產生攝影中的脆弱性，Barthes(1981)將其稱為「攝影

的暴力(violence of photography)」，又可稱為「倫理的暴力(violence of ethics)」。

(Scarles, 2009) 

    除了視覺實踐的五種形式外，Scarles(2009)也提出了視覺實踐中的視覺性形

成的動態架構，她利用視覺「時刻點」和建構出此架構，其中「工具」包括旅遊

手冊、明信片及觀光客拍攝的照片，而「時刻點」則包括期待、改寫及回憶和重

溫，值得注意的是觀光客的經驗及「時刻點」都是相互重疊影響的，且「時刻點」

的演進並非線性，而是形成一個循環。 

    在「期待(anticipation)」的階段，觀光客被兩項主體所引導、投射及再定位。

第一項主體為觀光業者利用辨認度高的地標建構出的期待，在社會建構的期待下，

觀光業者呈現早已被實踐的展演，觀光客在這裡成為「被想像的演員(imagined 

actors)」(Scarles, 2004)，在這樣的情況下，照片究竟是真實還是謊言？第二項主

體為觀光客本身，在個人建構的期待下，觀光客透過有限的知識拼湊不同主題間

的交涉以了解旅程中的可能，在此視覺實踐成為充滿不確定性及「一無所知」的

場域。除此之外，對地方的想像、反身性展演及感官的體現這三種視覺實踐類型

已出現在期待階段，尤其是反身性展演讓觀光客可透過集體論述、個人興趣和過

去經驗進行視覺實踐(Scarles, 2009)。觀光客會主動透過想像的實踐來活化一目的

地，當觀光客開始進入「認識觀光地」過程時，期待階段成為觀光客多樣化的視

覺與非視覺實踐。 

    「改寫(rewriting)」階段為想像、經驗及主觀意識間相遇的融合體，Scarles

在這裡將其分成觀光業者的改寫(明信片)及觀光客選擇性的改寫(觀光客照片)，

其中，觀光客自身的改寫又有兩種可能，第一種為觀光客闡明制度化的角色

(Edensor,1998)，例如：拍攝「富有責任」的照片、聽從導遊的指示拍照、受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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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因此拍照…等；第二種為自身經驗的體會，這種照片可說是當觀光客對地方

的認知由想像場域轉換成實際經驗時的動態展演，例如：觀光客會捕捉當地人的

日常生活、紀錄貧窮髒亂的環境…等。藉由融合這兩種形式的改寫，旅遊照片不

僅充滿「個人式的情緒地理(personal geographies of emotion)」，且更可以具體化觀

光客的肢體展演和記憶，照片不僅記錄了地方，也記錄了觀光客的存在。另外，

旅客也會利用攝影捕捉超越言語的感受，甚至還捕捉了旅行中的動覺(kinaesthetic)

感官與流動。換句話說，照片不僅是視覺的表達，它還包含了視覺外其他的感官

旅遊經驗，觀光客透過改寫照片描繪出屬於自己的旅遊故事(Thrift, 1999)。 

    在「回憶和重溫(remembrance & relieving)」階段，觀光業者的影響變得不重

要，因為明信片無法提供對一地緊密的情感連結，而與地方的情感連結卻正是觀

光客照片中的核心。無論是什麼樣的情緒，照片連接了旅遊經驗和反身性思考，

它不僅建構回憶，更在觀光客一次次反覆觀看照片時強化了回憶。 

    由動態架構中的三個時刻點循環中我們可以發現，觀光機構拍攝的照片在

「期待」階段佔有重要地位，但隨著觀光客起身前往一地，他們旅遊後與當地建

立情感聯繫，使得觀光客照片在返家後的「回憶與重溫」階段佔有一席之地。觀

光客拍攝的照片除了帶有個人情緒，它也是自私的，觀光客常會為了創造自身與

景點的連結忽略美感，美感在一些觀光客照片中是不重要的。照片就像紀念場址

(memorial site)，摻雜許多個人情感，因此算照片照的再不完美，那張照片觀光客

本身有意義，它也不會被刪掉或丟棄(Crang & Travlou, 2001)。除此之外，照片也

會成為觀光客創造揀選過的、充滿個人意識形態的個人遊記時的「意象文本(image 

text)」(Hirsch, 1981; Rose, 2003.轉引自 Scarles, 2009)，是照片的具體性讓回憶被激

起，是「反思性的親近(reflexive intimacy)」(Haldrup & Larsen, 2003)開啟了在反身

性思考空間中的自由，這讓在照片表象後隱藏的故事復活。 

    總結以上，旅遊攝影可說是觀光客與地方相遇後產生且同時被消費的行為，

它也是觀光客在旅程中與他者相遇、引發情緒、利用自身想像與實際經驗融合後

所產生的結果。一地可說是集體與個人論述轉變的融合體(Scarles, 2009)，是觀光

機構、觀光客及被攝影的主題三項主體間相互協調後的動態三角關係，「時刻點」

相互依存，「工具」間是無法分割的，換句話說，我們在看一張照片時不能只關

心拍攝當下的意義，其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延伸連結才更是我們應該關心的重點。

另外，Scarles(2009)針對英國觀光客研究所分類的五種旅遊照片類型，是否代表

著全數觀光客的經驗？東方旅者受到全球化的文化殖民影響，帶著對於西方的美

好想像前往歐美遊覽，他們所拍攝出來的旅遊作品是否會和 Scarles(2009)分析的

不同？又，Scarles 的第二項分類「反身性展演」被定義為個人的、流動的、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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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記憶指標，該定義範圍廣泛，可再被劃分為幾項攝影種類，旅客拍攝的「反

身性展演」作品也有可能與其他四種類型重疊，因為一張照片可能融合社會的建

構及個人的反身能動性，筆者認為旅遊照片不能如此清楚且明確地被劃分。 

 

三、 在「觀光客凝視」之外 

    MacCannell(2001)曾提出Urry所描述的凝視是合理的，但他所提出的凝視為旅

行前就決定好的觀光客行為，該種凝視被鑲嵌在商業化旅遊的制度及實踐下，其

中充滿了意識形態，他將此稱為「首次凝視(first gaze)」，即為Urry提出的「制度

化的觀光經驗(institutionalized tourist experience)」「你所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MacCannell, 2001)。景點為了配合遊客「愚蠢自我的自戀

需求(the narcissistic needs of dull egos)會檢視自身，讓自己變得能夠提供不同於一

般日常生活的體驗，吸引觀光客前來消費，因此他們會希望觀光客關閉自己的主

觀意識，只凝視觀光機構為他們建構好的「制度化觀光景觀」。 

    更進一步，MacCannell 認為觀光凝視並非只有一種，除了 Urry 提出「首次凝

視」，還有另一種與其截然不同，甚至與之相對的「二次凝視(second gaze)」，此

種凝視相較於「首次凝視(first gaze)」更為自由，因為凝視者不相信「眼見為憑」，

他們認為一定還有些什麼被遺漏在走馬看花式的「首次凝視(first gaze)」外，相對

於「首次凝視(first gaze)」觀光客在旅遊中追求日常生活之外的不尋常，「二次凝

視(second gaze)」觀光客認為旅遊中的真實不亞於日常生活，因此他們尋求不被

期待的、看似平凡的物體或事件，這些東西可能會旅客打開一扇通往「真正真實」

的窗戶。Uzzell 也對旅遊書中的影像如何對旅客行為產生作用進行認知心理學方

面的詮釋，他認為遊客的行為的確會受到旅遊書的影響，但遊客並非被動的接收

意象，相反地，遊客會成為「尋找意義、拼裝包含自己帶到各處文化意涵的意義

系統」的主動觀者(Uzzell, 1984)。 

    除「二次凝視(second gaze)」及感官體驗對傳統觀光客凝視的批評外，尚有

另一些學者提出不同於「觀光客凝視」的見解。Edensor 也曾利用 Judith Butler(2006)

提出的「操演(performativity)」概念闡述觀光客的行為，他認為「操演」是一種未

經反思的反覆行為，這些行為會強化觀光客的常模及應該如何成為觀光客的常識

(common sense)，而相對於「操演」的是觀光客的「展演(performance)」，在其中觀

光客會經由自我察覺及反思創造出不同於觀光客常模的個人表現，但

Edensor(2011)認為其兩者皆不能完全解釋觀光客的行為，他認為人們會在「操演」

和「展演」間游移，有時候對於自身行為有自覺，有時候則會進行未經反思的慣

習(habitus)。「展演」觀念顛覆了 Urry 的「觀光客凝視」的概念，觀光客不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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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反思地重複之前觀光客所建立的「觀光客常模」而成為所謂的「死觀光客」，

他們反而會透過個人的意識及創意進行不同於「觀光客常模」的觀光行為，以觀

光客的拍照行為為例，一般觀光客習慣在景點前與景點合照，其成為一個可以表

演的舞台，尤其是顯示「美好的家庭生活」，因此成為社交關係的產品(Edensor, 

2011)，許多觀光客會這樣做，其他觀光客就會跟著做，就連背包客也不例外，

但不同的是他們會有擁有自己的習俗。然而，有些觀光客並不想配合及遵守「觀

光客常模」，這些人被 Feifer 稱為「後觀光客(post-tourist)」(Feifer, 1985; 轉引自

(Edensor, 2011)，「後觀光客」通常不願意循著常模，他們會故意嘲笑「死觀光客」

的行為，如故意模仿觀光客在經典景點前的經典姿勢拍照，擺出一些玩世不恭或

滑稽的姿勢，扮鬼臉或拍攝「非經典」的照片，這些反「觀光客常模」的照片在

網路盛行後成為部落格及社群網站上的新興趨勢，驗證了觀光客的確會在旅程中

進行「展演」。 

 

四、 攝影的數位化與網路化 

    數位相機的興起讓相片得以在電腦、手機和網路(尤其是社群網站)廣泛地被

製造、消費和流通，影像的數位化、媒體壓縮(media convergence)、和新的網路社

群讓距離不再是影像傳播的問題，有鑑於此，Haldrup 和 Larsen(2010)的研究指出

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人再使用底片機(模擬攝相機 analogue camera)，2004 年柯達公

司停止在歐美販賣傳統相機、2011 年柯達停止生產合格攝影師標準配備

Kodachrome 底片、2012 年 1 月柯達與旗下子公司向美國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

護，由此可知影像數位化的浪潮已席捲全球。數位相片讓影像可以「在螢幕上」

即時被流通和消費(J. Larsen, 2008)，相對於傳統相機向未來的觀眾展示的「此曾

在(that-has-been)」影像，數位相機(或有相機功能的手機)更強調「此時此刻發生

的事」，觀者可以即時看到現在正在進行的事件(J. Larsen, 2008)。Larsen 和

Urry(2011)把數位化及網路化的影像稱做「活生生的明信片(lived postcard)」，他象

徵著「即時即刻(instantaneous time)」、「現在的力量(power of now)」及我們所稱的

「螢幕性(screen-ness)」。在此的「螢幕性(screen-ness)」包括了相機上的螢幕及電

腦上的螢幕，人們可以輕易地修改、刪去相機螢幕上的影像，這讓遊客有更多自

由創造出自己期待中的影像，「有彈性」的數位相機的螢幕代表著人們在新的消

費社會中有著全新的「自我表達」方式。(Haldrup & Larsen,2010)而在電腦螢幕上，

數位影像能夠透過網路化更快速且無疆界的傳播到世界各地，遊客更可透過部落

格(Myspace)、網路社群(Facebook)、電子郵件、網路相簿(Flickr、無名小站)展示

自己的成果，數位影像讓分享無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觀者不必親自和攝影者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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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觀賞到照片，數位影像儼然成為 Web2.0 時代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除了相機和電影螢幕外，近年來 i-phone 的興起也使得數位影像的生命史變

得更複雜，隨身攜帶的 i-phone 不僅創造了新的小布爾喬亞階層，更將數位影像

所表達的「即時即刻(instantaneous time)」和「即時文化(culture of instantaneity)」表

現得淋漓盡致。在 i-phone 時代，人們期待的是「快速傳送、普及的可及性和欲

望的即時滿足」(Tomlinson,2007:74; 轉引自 Larsen & Urry,2011)。除此之外，i-phone

與 facebook 的結合，讓人們可以將「即時即刻(instantaneous time)」的影像透過網

路在 facebook 上與好友分享，創造了新的「臉對螢幕(face-to-screen)」社交性。 

    總結來說，數位照片是現代以遠距連帶和螢幕社交為特色的移動網絡社會不

可或缺的元素(J. Larsen, 2008)，攝影的數位化與網路化除了能讓旅遊照片更快速

的流傳，景點的影像或事件更能「即時地」出現在觀者所凝視的螢幕上，數位化

和網路化改變了人們的攝影習慣，也改變了人們旅遊的形態。 

 

 總結以上，雖然台灣的研究者已做過許多與自助旅行者相關的研究，但大多

與其身分認同、旅行經驗、生命成長相關，國外的文獻雖也對於再現理論、神聖

化的旅行、商業影像的塑造、再現循環迴圈、觀光客凝視及攝影行為有許多相關

研究，但台灣自助旅行者是否符合國外提出的相關再現特質概念並未有深入的研

究，也並未看見國內研究針對巴黎進行再現特質探討。另外，大多數的研究在「重

遊」這個概念時，大多都在進行「重遊意願」的量化調查，對於重遊旅客前後幾

次旅程之再現特質及差異的研究，是國內觀光研究中尚未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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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試圖從重遊巴黎的自助旅行者為例，探討重遊旅客再重訪巴黎時是否

會再度再現相同的經典影像，與首次拜訪的一般觀光客與背包客一樣進入影像循

環，或重遊旅客會依據其實地遊覽經驗，拍攝非經典的創意照片？ 

 

從架構圖的左半部中可以看出，在社會的建構下，旅遊書、電視電影及網路

不斷複製「經典」影像，這些影像經過不斷的再製常常成為該地方的地標，為該

地方提供一個獨特的意象，如巴黎鐵塔之於巴黎、101 大樓之於台北、雪梨歌劇

院及港灣大橋之於雪梨……等，這些媒體投射的意象被觀眾所接收使得能夠去到

該地的遊客常急於尋找在旅遊前即看過的影像，並且凝視、用攝影再現這些地標，

遊客的照片在旅遊後也會再度進入迴圈成為影響他人的媒體，筆者假設自助旅行

者第一次赴巴黎時的再現特質會在比例上有較多符合再現迴圈的照片出現。 

    架構圖的右半部中顯示，重遊旅客受到先前自身的遊覽經驗影響，可能得到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研究者自繪) 



30 
 

與媒體投射相異之意象，加上第一次旅程已拍攝過許多符合再現迴圈的照片，因

此，筆者假設自助旅行者第二次（或以上）赴巴黎時的再現會減少拍攝經典影像

的比例，轉而拍攝更多與個人經驗(主觀意識)相關的照片。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利用內容分析法、訪談法及照片引談法進行分析，研究步驟及流程如

下圖所示。 

 

 

 

 

 

 

 

 

 

 

 

 

 

 

 

 

 

 

 

 

 

 

 

 

 

 

 圖 3-2 研究流程圖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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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旅遊書的內容分析 

雖然旅遊書主要為將觀光地建構成影像並且其投射給觀光客的媒體中介，但

其並非唯一的訊息來源，觀光客在旅遊前亦會受到文學小說、電視、電影、網路

等的影響，觀光客接收知訊息來源多且繁雜，難以全部分析；且本研究主要探討

議題為重遊觀光客是否會受到社會投射之意象再現自己所看到的，並且比較兩次

旅遊再現特質是否有所差異，雖然觀光客會受到眾多媒體影響，但偏實用性質的

旅遊指南常成為觀光客在旅程中隨身攜帶的選擇，因其可提供實用資訊讓觀光客

順利遊覽景。本研究以「一般性旅遊書」為影響旅客對巴黎的認知之來源樣本，

排除文學、電視、電影、遊記式旅遊書，因為其訊息來源太廣且影響已存在潛意

識中，較難以分析，而「一般性旅遊書」為旅客在旅程中攜帶之訊息來源，許多

遊客會照著旅遊書上的景點安排路線，為較明確的訊息來源，因此選擇「一般性

旅遊書」為研究樣本。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 10 本台灣近 5 年來出版的巴黎

旅遊書，找出哪些巴黎影像最常被旅行書再現，進而成為巴黎的地標，成為觀光

客爭相再現的目標。 

一、 內容分析的目的 

內容分析希望依照「量化的理想及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來分析文化的文本，

在 Krippendorf 的的定義下強調兩種不同面向的「自然科學方法論」:可重複性

(replicability)和效度(validity)，因此內容分析法可定義為一種「由資料推論其脈絡，

即可重複操作又有效的研究技術」(Krippendorf, 1980；轉引自 Rose，2006)。內容

分析的研究傾向使用大量數字來闡明論點，可供處理大量影像，並且計算文本中

某類目出現的頻率、次數，乍看之下，內容分析是一種量化的研究方法，但量化

絕未排除或取代圖像的質化分析，相反的，透過內容分析我們可以瞭解文本隱含

的訊息。Lutz 和 Collins(1993)即指出內容分析包含質化的詮釋，其足以將經驗的

結果顯示出來，不至於埋藏在大量的分析材料之下。 

二、內容分析的步驟 

本研究採用 Gillian Rose 在《視覺研究導論》整理出的內容分析法四步驟，

但在其中加入「界定分析單位」一步驟以方便照片編碼更確實的進行。 

1. 尋找分析影像 

為使內容分析所挑選影像和所欲回答問題相配稱，本研究分析的是市面上容

易購得的旅遊指南、旅行書，在博客來網路書店上查詢近 5 年出版的巴黎旅行相

關書籍(2007 年 1 月後出版)，共有 362 本巴黎旅行指南與旅遊書，由於數量過於

龐大，因此排除主題性太強的旅遊書，如:《Love Paris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到

巴黎瑪黑找創意》、《30 個故事．巴黎電影散步地圖》、《咖啡時光巴黎》；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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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範圍過於廣泛的旅遊書，換句話說，有包含巴黎但介紹對象為整個法國的旅

遊書，不在本研究範圍內，如:《出發！夢想的法國．比利時小旅行：一起前往

創意市集．甜點巡禮．童話路徑去冒險吧！》；另外，市面上有許多有關巴黎的

敘述性遊記或回憶錄等文學作品，這種出版品雖然也在描寫巴黎，但通常文字比

例高於影像，所以也不包含在本研究內容分析的範圍中，如:《愛在巴黎午餐時》、

《巴黎的前後時光》、《巴黎，賽啦！》、《巴黎，很煩人》。排除以上類別的巴黎

旅遊書後，在透過背包客棧、博客來網路書店及受訪者的推薦等來源綜合分析比

較，最後選定 10 本最多人推薦、最受歡迎的旅遊書進行影像的內容分析，選取

結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巴黎旅遊書選取資料表（研究者整理）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     出版社 

年份      

1    搭地鐵玩巴黎 10'~11'版      陳多明        2010.7     台北: 

                                                         洪碩出版社 

 

2    巴黎 Paris                  陳翠霏        2008.9     台北: 

                                                         太雅出版社 

 

3.   法國巴黎旅遊通 2012 版     香港商郭良蕙    2011.8    香港:郭良蕙 

                              新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新事業出版社 

 

4. 秘密巴黎:一手掌握巴黎人也  鄭起範(著)       2011.10   台北:山岳文 

   驚喜的 300 個祕密景點       兩兩(韓文翻譯)             化出版社 

                              戴雅秀(法文翻譯) 

 

5. 巴黎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          2009.9    台北:  

   2010~2011 最新版                                     采葒出版社 

 

6. 巴黎 Paris                  梅麗莎‧夏斯    2008.4    台北: 

                              (Melissa Shales)(著)      太雅出版社 

                              洪慧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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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巴黎 Paris                  JTB 出版有限    2006.11   台北: 

                              公司 (編著)               精英出版社 

                              曾靜瑩、方靜雯(譯) 

 

8.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  墨刻編輯部     2008.7    台北:  

墨刻出版社 

 

9. Lonely Planet：巴黎        Lonely Planet  2008.11    台北: 

                              公司(編著)                聯經出版社 

                              賀丹、陶雪蕾(譯) 

 

10.下一站巴黎名勝觀光遊       李兆祥         2008.7     香港: 

              星島出版社 

 

2. 為編碼設立類別 

 內容分析的精確性有賴其餘編碼過程時所使用的類別結構，因為類別必須某

些方面明顯而客觀，而 Lutz 和 Collins(1993)則因應他們理論的關懷，發展出詮釋

力更為明白易懂的類別，無論是客觀的或詮釋性較強的編碼，其都有一些共同特

徵，包括:(1)無所不包；(2)界限明確；(3)有啟發性。(Rose,2006)根據以上幾點編

碼原則，本研究將 10 本旅遊書中的影像編輯成下列幾項主類目及次類目。 

(1)  主目類： 

 在進行編碼之前，須建立研究類別 (category)以利內容分析的區分，建立類

別是內容分析的基礎架構，後續的分析論述都與此分類方式密切相關 (Sheppard 

and Bawden, 1997，轉引自王景平，2006)。根據 Collier 和 Collier(1986)的一般技術

－熟悉化、製作清單、分析、表格化(tabulation)和數據分析。 

 在進行「製作清單」步驟時，研究者參考 Lynch 提出的「城市意象與其原則」

中所提到的實質型態的城市意象，其中包括通道(paths)、邊緣(edges)、地域(districts)、

節點(nodes)、地上標誌(land marks)，目的在於尋找出巴黎市中由許多個別意象的

共同意象，其中又以觀光客最常出現的環境類型－通道、節點及地上標誌－為重

點，在此三種型態中再進行分類。以下針對此三種實質型態進行定義： 

a. 通道(paths)：許多人主要意象裡的通道是指街道、人行道、運輸道路、運河、

鐵道，觀察城市必須經過這類通道，才能產生其他有關環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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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節點(nodes)：節點通常位於交通往返必經之途，通道密集的中心點。例如: 

運河擺渡口、馬路轉角的小攤位、封閉的廣場……等。 

c. 地上標誌(land marks)：此實質型態為城市中最重要的意象，尤其是對於觀光

活動而言，因其在平凡的情況下，可以撿出特別的成分，且觀光客常利用這

類小物件最為求證某地區的要素，這類的特有物越多，旅程中的熟悉感也就

越增強。它們通常為一件具有外在性的實質物體，例如：建築物、招牌或商

店等，這些標誌通常高高在上，最好是在城市的各處皆能見到這成分，或者

是與附近成分造成地方性的對比，如巴黎鐵塔即為地上標誌的典型代表物。 

(Lynch, 1960) 

    另外，根據 Jenkin(2003)對澳洲旅遊指南中的照片進行內容分析的方法，他

將代表澳洲印象的影像分為地標景觀(Uluru、雪梨歌劇院、大洋路、大堡礁)、自

然景觀(紅岩石、海灘、自然奇觀及瀑布)、動物(無尾熊、袋鼠及鱷魚)、人物、

動態活動(騎馬、泛舟、潛水)、靜態活動(健行、日光浴、享用美食、拍照)等五

大類目，但有鑑於巴黎是以人文景觀見長的觀光景點，缺乏自然景觀景點，因此

將地標景觀與自然景觀合併為一般景色，巴黎又以華麗繁複的都市計劃及建築聞

名，因此特別加上建築景觀一類，又於巴黎較少有遊客參與騎馬、健走等戶外活

動，因此將動態及靜態活動合併為活動一類。總結以上兩種分類依據，本研究的

內容分析主類目主要分成：(1)都市景觀；(2)建築景觀；(3)生活場所景觀(4)人物；

(5)活動。 

本研究參考背包客棧巴黎攻略、寂寞星球 Lonely Planet 旅遊書以及實際分析

遇到的狀況，又由於大巴黎地區幅員廣大，增加分析困難，因此本研究範圍僅限

於巴黎市，排除巴黎近郊景點如凡爾賽宮 Chateau de Versaille、、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布隆涅森林 Le Bois de Boulogne、文森森林 Bois de Vincennes 巴黎

迪士尼樂園 Disneyland Paris…等。 

另外，大多數的巴黎旅遊指南多少都會介紹該地的購物及美食資訊，但因為

是否購物及享用美食的選擇因人而異，加上購物及美食資訊屬於時效性高、更新

速度快、流動率高的介紹，但由於巴黎的精品購物及咖啡美食歷史悠久，有許多

開設超過百年還屹立不搖的老店，亦有許多咖啡店主打其為名人思考、寫作之處，

因此成為旅遊書爭相介紹的景點，因此若一商店出現次數超過三本旅遊書以上，

代表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地位，因此本研究將此種再現比例相對較高的精品店、咖

啡店、甜點店及餐廳放入研究樣本。另外，拉法葉百貨、春天百貨、BHV 百貨

及BonMarche 百貨也因歷史悠久、結構優美，許多遊客前往參觀的目的並非購物，

是將該地也當作巴黎的地標而前往參觀，因此此兩百貨公司也放入研究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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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研究亦不將旅遊書中過於主題化的景點介紹列入研究，如:

《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中以八頁的篇幅介紹羅浮宮中的展覽品

(p.56~63)，由於是否跟隨主題化的導覽因人而異、是否會依照旅遊書導覽的方式

參觀博物館展品也見仁見智，因此本研究不將這些主題化導覽部分的影像列入研

究樣本。 

但由於主類目的範圍過於廣泛，所以將以上五類目再細分為次類目

(sub-category)以利研究進行(Sheppard and Bawden, 1997，轉引自王景平，2006)，根

據以上研究範圍及依據，筆者再將 5 項主目類再細分為下列 5 項次類目。 

 

(2)  次目類： 

在第一類「都市景觀」中，先分成五項次類目，在其五次類目之下再分為以下

60 項次細類目，內容如下： 

1-1 塞納河及河畔風光：包括塞納河左岸舊書攤 Les Bouguinistes da la Seine、橋樑

景觀(例如：藝術橋 Pont des Arts、新橋 Pont Neuf、亞歷山大三世橋 Pont Alexander 

III、聖路易橋 Pont St-Louis、拉歇微歇橋 Pont l’Archeceche、比爾阿肯橋 Pont de 

Bir-Hakeim、皇家橋 Pont de Royal 及聖馬丁運河 Canal Saint-Martin。 

1-2 街道景觀：包括香榭大道 Aveneu des Champs-Elysees、喬治五世大道 Avevue 

Goerge V、聖日耳曼大道 Boulevard Saint-Germain、蒙田大道 Rue de la Montagne、

法蘭克特權者街 Rue des Francs Bourgeois、麗弗里街 Rue de Rivoli、瑪德蓮大道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區內小街 Rue de Buci、聖歐諾黑路 Rue Saint-Honore、

瑪德蓮大道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工藝創作街 Viaduc des Arts、穆夫塔爾街

Rue Mouffetard、霧巷 Allee des Brouillards、蒙馬特長階(ex. Rue Foyatier)、聖米歇

爾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奧斯曼大道 Boulavard Haussmann、其他街道、地

鐵景觀。 

1-3 廣場景觀：包括巴士底廣場 Place de la Bastille、孚日廣場 Place de Vosges、帖

特廣場(又稱小丘廣場) Place du Tertre、協和廣場 Palce de la Concorde、凡頓廣場

Place Vendome、若望二十三世廣場 Square Jean XXIII、戴高樂廣場 Place Charles de 

Gaulle、聖米歇爾廣場 Place St.Michel、史特拉文斯基廣場 Place Igor Stravinsky、迪

貝萊廣場 Place Joachim du Balley(無邪噴泉 Fontaine des Innocents)、特洛卡德羅廣

場 Trocadero、勝利廣場 Place des Victoires、多芬廣場 Place Dauphine、艾爾曼廣場

Place de l’Alma、共和國廣場 Place de la Republique、阿貝斯廣場 Place Abbesses。 

1-4 公園及墓園景觀：包括盧森堡公園及宮殿 Jardin et Palais du Luxembourg、杜勒

麗花園 Jardin des Tuileries、蒙梭公園 Parc Monceau、戰神公園 Parc Champ de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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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 Jardin des Plantes、蒙馬特墓園 Cimetiere de Montmartre、拉榭斯神父墓園

Cimetiere du Pere-Lachaise、蒙帕納斯墓園 Cimetiere du Montparnasse、地下墓場

Catacombs、空中綠林花園 La Promenade Plantee、皇家宮殿和花園 Palais Royal & 

Jardin du Palais Royal。 

1-5 地標景觀：艾菲爾鐵塔 Tour Eiffel、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卡塞爾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小凱旋門)。 

1-6 其他：從高處俯視的巴黎全景、路牌。 

由於巴黎為以人文景觀見長的觀光景點，因此第二類「建築景觀」可再細分

成 6 項次類目，在其之下再分成 85 項次細類目。但因巴黎市博物館、教堂眾多，

因此本在分析時排除出現次數果少的樣本，如葡萄酒博物館 Musee du Vin、香水

博物館 Musee Fragonards、聖賽芙韓與聖尼可拉教堂 Eglise de St-Severin et 

St-Nicholas、聖母孝女教堂 The Chapel of Miraculous Medal 等。筆者劃分出來有關

「建築景觀」的次類目內容如下： 

2-1 宗教建築景觀：圓頂教堂 Eglise du Dome、瑪德蓮教堂 Eglise de la Madeleine、

贖罪教堂 Chapelle Expiatoire、聖梅麗教堂 Eglise Saint-Merry、聖日爾曼洛塞華教

堂 Eglise Saint Germain L’Auxerrois、聖洛克教堂 Eglise St-Roch、聖心堂 Basilique 

du Sacre Coeur、聖彼爾教堂 Eglise Saint Pierre、聖讓之蒙馬特教堂 Eglise 

Saint-Jean-de-Montmartre、聖德尼門與聖馬丁門 Porte St-Denis et Porte St-Martin、聖

厄斯塔許教堂 Eglise St-ustache、巴黎聖母院 Cathedrale de Notre-Dame de Paris、聖

禮拜堂 Sainte Chapelle、聖日耳曼德佩教堂 Eglise Saint-Germain-des-Pres、聖女教堂

St-Etienne-du-Mont、聖許畢爾斯教堂 Eglise St. Sulpice、巴黎清真寺 Mosquee de Paris、

教堂內部。 

2-2 博物館/美術館景觀：羅丹美術館 Musee Rodin、奧賽美術館 Musee d’Orsay、

布萊利碼頭藝術博物館 Musee du Quai Branly、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 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巴黎下水道博物館 Musee des egouts de Paris、巴黎傷

兵院(軍事博物館)Ho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東京宮 Palais de Tokyo、巴爾札克故

居 Maison de Balzac、柯比意基金會 Fountation Le Corbusier、夏佑宮 Palais de Chaillot、

雅克瑪‧安德烈美術館 Musee Jacquemart-Andre、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龐畢度

中心 Center Pompidou、橘園美術館 Musee de l’Orangerie、大皇宮 Grand Palais、

小皇宮 Petit Palais(巴黎市立美術館)、格樂凡蠟像館 Musee Grevin、流行與織品美

術館 Musee de la Mode et du Textile、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 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 Muse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裝飾藝術美術館 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蒙馬特美術館 Musee de Montmartre、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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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Musee de L’erotisme、達利美術館 Espace Montmartre Salvador Dali、音樂博

物館 Musee de la Musique、畢卡索博物館 Musee Picasso、雨果紀念館 Maison de 

Victor Hugo、巴黎歷史革命博物館 Musee Carnavalet、法國歷史博物館 Musee de 

L’Histoire de la France、國立工藝博物館 Musee des Arts et Metiers、巴黎麥約美術

館 Musee Maillol、德拉克洛瓦美術館 Musee National Eugene Delacroix、阿拉伯文化

中心 Institue du Monde Arabe、國立中世紀博物館 Musse National du Moyen Age、貨

幣博物館 Musee de la Monnaie de Paris、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法國電影資料館 La Cinematheque Francaise(Musee du Cinema)、

卡地亞現代藝術基金會 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郵政博物館

Musee de la Poste、查德金美術館 Musee Zadlkine、布德爾美術館 Musee Bourdelle、

摩洛美術館 Musee Gustav Moreau 

2-3 劇院景觀：加尼葉歌劇院 Opera de Ganier、法蘭西喜劇院 Comedie Francaise、

巴士底歌劇院 Opera de Paris Bastille。 

2-4 百貨公司景觀：拉法葉百貨 Galeries Lafayette、春天百貨 Printemps、BHV、Bon 

Marche 

2-5 現代建築景觀：維雷特科學工業城 Cite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全天幕

電影院 La Geode Argonaute、蒙帕納斯塔 Tour Montparnasse、新凱旋門 Grand Arch、

拉德芳斯 La defense。 

2-6 其他：波旁宮(國民議會)Palais Bourbon(Assemblee Nationale)、愛麗舍宮 Palais de 

L’Elysee、法蘭西學院 Institute de France、巴黎證卷交易所 Bourse du Commerce、

法國國家圖書館 France’s National Library、葡萄園山坡 Les Vignes de Montmartre、

巴黎市政廳 Hotel de Ville、蘇利府邸 Hotel de Sully、巴黎古監獄(司法大

廈)Conciergerie(Palais de Justice) 、聖路易島 Ile St. Louis、萬神殿 Pantheon、索邦

大學 La Sorbonne、巴黎天文台 Observatoire de Paris。 

在第三類的類目「生活場所景觀」中，先將所有居民及觀光客生活中活動之

場所分成 9 項次類目，在其 9 個項目下再分成 51 項次細類目，其分類如下： 

3-1 咖啡店景觀：花神咖啡店 Café de Flore、雙叟咖啡店 Café aux Deux Magots、

波克普咖啡館 Le Procope、調色盤咖啡店 La Palette、雙磨坊咖啡館 Les Duex Moulins、

和平咖啡館 Café de la Paix、馬列咖啡館 Café de la Marly、丁香園咖啡館 La Closerie 

des Lilas、圓頂咖啡館 La Coupole、圓亭咖啡館La Rotounde、雨果咖啡Café de Hugo、

大咖啡館 La Grand Café。 

3-2 餐廳景觀：圓穹餐廳 La Dome、藍火車 Le Train Bleu、Kong、Chez Clement 連

鎖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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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甜點店景觀：Laduree、Angelina、Pierre Herme、Fauchon、貝蒂永冰淇淋 Berthillon、

Paul 麵包店。 

3-4 酒館景觀：包括狡兔酒館 Le Lapin Agile、力普啤酒館 Brasserie Lipp。3-5 書

店景觀：包括莎士比亞書店 Shakespeare & Company 等 

3-6 市場景觀：包括磊阿勒商場 Forum des Halles、西堤島花市及鳥市 Marche aux 

Fleurs/ Marche aux Oiseaux、其他。 

3-7 精品店景觀：Prada、Channel、Louis Vuitton、Cartier、Lanvin、Christian Dior、

Jean PaulGautier、Hermes、Givenchy、YSL、Chloe、Gucci、Loewe、Hugo Boss、

Agnes b.、Longchamp、L’occitane、Colette。 

3-8 拱廊街(passage)景觀：包括維候多達長廊 Galerie Vero-Dodat、薇薇安長廊

Galerie Vivienne。 

3-9 娛樂場所：景觀紅磨坊 Moulin Rouge、巴黎麗都夜總會 Lido、旋轉木馬 

在第四類的類目「人物」中，照片中的主角要為人物才會歸到此類目中，如

有一張拍攝巴黎鐵塔的照片，但鐵塔旁充斥著很多觀光客及路人，則這張照片不

被列入「人物」類別。排除人為配角的照片後，「人物」類別又可分為以下 2 項

次細類目： 

4-1 戀人 

4-2 街頭藝人 

    在第五類的「活動」中，研究者歸納出旅遊中不論是巴黎當地人或觀光客中

最常出現的 4 種活動類型，分為以下 4 項次類目，內容如下： 

5-1 戶外用餐 

5-2 公園內的休閒活動 

5-3 登高 

5-4 塞納河遊船 

3. 界定分析單位 

由於內容分析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找出最常被再現的巴黎影像，因此在分析時

以「次」為單位，但每張照片再現的內容可能包含多項類目，因此需要在編碼前

先界定影像編碼的依據。如下面兩張影像所示，一張以夏祐宮為主題的照片拍攝

到前方的巴黎鐵塔，其同時再現了「夏祐宮」及「巴黎鐵塔」兩個次類目，因此

在這兩個類目中都列入計算，如圖 3-3 及圖 3-4。又如一張在杜勒麗花園拍攝的

影像，其中拍攝到人們在公園裡休息、遊憩的景象，則其同時再現了「杜勒麗花

園」及「公園內的休閒活動」兩項類目，因此也是在這兩項類目中皆列入計算，

如圖 3-5。另外，若有同一圖片重複在旅遊書中出現，則以「出現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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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若同一圖片在目錄出現又在之後的景點介紹中出現，則以兩次做為計

算。 

 

 

 

 

 

 

 

 

 

 

 

 

 

 

 

 

 

 

 

 

 

 

4. 為影像編碼 

不同的編碼者可能會對看來相同的編碼做出不同的詮釋(Rose, 2003)，為使編

碼過程可重複性的操作，類別定義需明確。除此之外，在研究過程中也需進一步

測試編碼者的可靠性，唯有不同編碼者的編碼結果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及正確性，

才能開始進行登錄分類工作。如同 Lutz & Collins (1993:88)所述，他們的研究由兩

位不同的編碼者進行編碼，其中 86%彼此相符，不符合的部分經由討論解決。本

研究參考魯茲和柯林斯研究《國家地理》所使用的編碼步驟，由兩位編碼者進行

編碼而後對編碼結果不相符處進行討論，以確保分類的一致性和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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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MOOK自遊自在經典之

旅:巴黎》) 

右圖 2:艾菲爾鐵塔 

(來源:《MOOK自遊自在經典之

旅:巴黎》) 

圖 3-3 夏祐宮及艾菲爾鐵塔 

(來源:《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 

圖 3-5 杜勒麗花園中休閒的人們 

(來源:《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 

圖 3-4  艾菲爾鐵塔 

(來源:《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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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尋找最常被再現的影像 

將編碼完成的影像，透過內容分析法計算出他們出現在旅遊書內的次數，最

常被再現的影像排名前三名如下列所示，其餘的計算結果請見附錄 1。 

(1) 都市景觀 

在眾多被再現的巴黎都市景觀中，以數量龐大的街道景觀出現比例最高（248

次），其次為廣場景觀（187 次）、地標類景觀（149 次）、公園及墓園景觀（148

次）及塞納河及河畔景觀塞納河及河畔景觀（141 次），雖然以上類目出現的比

例有高低之分，但五項類目再現的次數皆高於 100 次。 

以「街道景觀」（248 次）來看，巴黎街道眾多，其中又分為 Boulevard、Rue、

幾種在寬度及規模皆有差異的種類。其中又以香榭大道（39 次）、麗弗里街（14

次）、聖日耳曼大道（10 次）、法蘭克特權者街（10 次）為其中再現比例較高者。 

以「廣場景觀」（187 次）來看，廣場在奧斯曼對巴黎進行都市改造時亦為重

要景觀之一，廣場不僅為巴黎重要公共空間，也是巴黎都市規劃中能有整齊街道

的重要元素，在廣場景觀中，以協和廣場（43 次）、帖特廣場（小丘廣場）（26

次）、凡頓廣場（24 次）、孚日廣場（23 次）、史特拉文斯基廣場（16 次）為出現

比例較高的幾個廣場。 

以「地標景觀」（149 次）來看，此項細類目再現次數皆超過 20 次，其中又

以艾菲爾鐵塔（77 次）、凱旋門（58 次）、騎兵凱旋門（22 次）為最多。艾菲爾

鐵塔為研究者細分之所有細類目中再現比例所占最高的景觀，且許多旅遊書（如：

巴黎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2010~2011 最新版、MOOK 自遊自在經典之旅:巴黎）

皆以其影像作為封面，艾菲爾鐵塔可說代表巴黎最經典的地標之一。 

    在「公園」的部分，以盧森堡公園及宮殿（28 次）、杜勒麗花園（27 次）、

皇家宮殿和花園（26 次）為再現次數比例較高的點；而墓園則以地下墓場（14

次）、蒙帕納斯墓園（8 次）、蒙馬特墓園（8 次）為最多。 

在塞納河上眾多「橋樑」景觀中，被再現最多次的為亞歷山大三世橋（21 次）、

藝術橋（15 次）及新橋（14 次），另外與塞納河相關的景觀如聖馬丁運河（18

次）、塞納河左岸舊書攤（13 次）也為再現比例較高的影像。 

(2) 建築景觀 

巴黎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聞名，因此博物館及美術館景觀在建築景觀中再現

比例最高（580 次），其中包含為數眾多的各類博物館；另宗教建築景觀再現次

數也甚高（309 次），其中又以天主教教堂所占大部分比例；而現代建築景觀（82

次）、百貨公司景觀（52 次）、劇院景觀（45 次）的被再現次數較少。 

    在「博物館及美術館景觀」中，以羅浮宮（69 次）、夏祐宮（47 次）、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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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37 次）、龐畢度中心（36 次）為再現次數最多的前四名。 

    在「宗教建築」中，以巴黎聖母院（67 次）、聖心堂（41 次）、聖日耳曼德

佩教堂（20 次）、為再現次數最多的前三名。 

      在「百貨公司景觀」中被再現次數最多的為拉法葉百貨（21 次）、春天百

貨」19 次）。 

(3) 生活場所景觀 

    其中以咖啡店景觀（124 次）、精品店景觀（121 次）為累積超過百次的

再現影像，其次為市場景觀（60 次）、甜點店景觀（41 次）、娛樂場所（36 次）、

餐廳景觀（23 次）、酒館景觀（22 次）、拱廊街景觀（19 次）、書店景觀（7 次）

的再現。 

「咖啡」為巴黎重要文化要素之一，咖啡館不只是喝咖啡、用餐的地方，更

是文人墨客與藝術家高談闊論、冥想創作的地點，在十本旅遊書中最常被再現的

咖啡館排列如下：花神咖啡店（15 次）、雙叟咖啡店（13 次）、圓頂咖啡館（15

次）、雙磨坊咖啡館（13 次）。 

就「精品店景觀」的部分，由於許多世界知名精品皆發源於法國，巴黎被視

為世界時尚之都，許多遊客到巴黎為了就是體會巴黎那流行且奢華的氛圍，大手

筆體驗購物的樂趣。在筆者分析的十本旅遊書中，也有許多旅遊書詳盡介紹巴黎

精品店、為觀光客安排購物路線，在精品店影像再現的部分，以 Louis Vuitton（17

次）、Cartier（11 次）、Channel（11 次）三者為再現次數超過 10 次以上的精品店

家，其於精品店也都有約 5 次以上被再現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精品店影

像是被放在「香榭大道」景點中被介紹，而非單獨出現在旅遊書中。 

    除了「咖啡店景觀」及「精品店景觀」外，巴黎也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日常生

活空間及名店，例如：「餐廳景觀」中再現次數最多的「圓穹餐廳（7 次）」、「甜

點店景觀」中再現次數最多的「Laduree 拉杜蕾甜點店（13 次）」、「酒館景觀」中

再現次數最多的「狡兔酒館（13 次）」、「書店景觀」中再現次數最多的「莎士比

亞書店（7 次）」、「市場景觀」中再現次數最多的「磊阿勒商場（15 次）」、「拱廊

街景觀」中再現次數最多的「薇薇安長廊（13 次）」、「娛樂場所景觀」中再現次

數最多的「紅磨坊（15 次）」。旅行書再現這些影像讓巴黎人的生活本身也成為

觀光景點之一，這些日常生活景觀中訴說著巴黎的生活不僅充滿了文化底蘊（如：

咖啡店、書店），有著被列世界文化襲產的法國美食享用空間（如：咖啡店、餐

廳、甜點店、市場、），有著讓人放鬆且可以悠閒過生活的娛樂空間（如：酒館、

娛樂場所），更有世界上最時尚奢華的一面（如：精品店）。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可

說是巴黎著名的大地標及大建築物外，最吸引人的觀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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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 

    被再現次數最多次類目的為街頭藝人（26 次），其次則為戀人（21 次）。 

(5) 活動 

    被再現次數最高比例的為戶外用餐（71 次）、其次則為公園內的休閒活動（44

次）、塞納河遊船（13 次）、登高（5 次）。 

 

第三節  深度訪談 

除了直接用觀察法找出自助旅行所拍攝的照片是否符合再現迴圈外，本研究

進一步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剖析出重遊旅客重複拍攝同一經典影

像或不再拍攝相同影像的背後動機，其為質化研究中經常採行的資料蒐集方法之

一，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是一種

單獨、個人的互動方式。 

 

一、 受訪者的選取 

1. 選取方式 

    筆者透過個人的生活圈尋找曾經去過巴黎兩次（含）以上的自助旅行受訪者，

同時以滾雪球的方法，尋找更多可能的受訪對象，後期因滾雪球方式無法再找到

合適的受訪者，筆者更進一步從網站上尋找受訪者，網站包括背包客棧、ptt 歐

洲自助旅行版，最後共尋找到 20 位受訪者。受訪者背景若以性別來看，男生共

9 人，女生共 11 人；以年齡來看，約在 20 至 50 歲之間，其中 20 到 30 歲之間佔

11 人、30 至 40 歲間佔 4 人、40 至 50 歲間佔 4 人、50 歲以上佔 1 人；以職業來

看，種類包括攝影師、教師、學生、自由業、工程師、翻譯人員、秘書；而若以

學習背景來看，受訪者以學習歐洲文化、法文、中文、英文、翻譯、傳播、美術

等與文化相關的比例偏高，共有 13 人，其餘的學習背景橫跨經濟、管理到機械

電子，可說是相當多元；而 20 位受訪者都有相當豐富的自助旅行經驗，每位受

訪者都有 5 國以上的旅遊經驗。本研究的訪談進行時間從 2012 年 2 月持續至 2012

年 5 月，以下為受訪者名單及背景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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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受訪者簡介（研究者整理） 

暱稱 性別 年齡 背景 旅遊巴黎次數 同行旅伴 訪談時間/地點 

歐娜 女 26 歲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就學中，2007 年曾

赴荷蘭擔任交換學生一

年 

旅遊巴黎二次(皆

為自助) 

1: 2007/12 (5 天) 

2: 2010/07 (3 天) 

1.同為在荷蘭交換的

同學 

2.歐文所同學（同在法

國上暑期課程） 

101/2/2 15:12 

歐文所研究室 

老頭 男 26 歲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

位出版學系學士，現任

專業攝影師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2007/04 (8 天) 

2: 2011/夏(51 天) 

1.父親、母親 

2.自己（去找在當地念

書的女友） 

101/2/5  13:49 

咖啡店 

楊口鉉 

 

男 27 歲 輔大經濟系學士，曾於

2009 年赴法學習法文一

年，現任行銷專員 

旅遊巴黎五次(皆

為自助) 

1: 2009/09 (4 天) 

2: 2010/05 (7 天) 

1. 自己（在巴黎與朋

友會合） 

2. 女朋友 

101/2/7  20:46 

速食店 

Anna 女 25 歲 輔大法文碩士，曾赴法

國擔任交換學生一年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2009/09 (1 年) 

2: 2011/09 (4 天) 

1.自己 

2. 去工作（劇團隨行

翻譯） 

101/2/8  19:42 

咖啡店 

JR 女 26 歲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就讀中，現任國小

英語教師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2006/06 (3 天) 

2: 2011/06 (5 天) 

1. 大學同學（參加文

化交流團） 

2. 歐文所同學（同在

法國上暑期課程） 

101/2/16 16:12 

歐文所研究室 

賴 O 旭 男 42 歲 新竹教育大學造型藝術

研究所碩士，現任國小

教師 

旅遊巴黎二次(皆

為自助)  

1: 1999/夏 (40 天) 

2: 2004/夏 (7 天) 

1.大學同學、學弟 

2. 同事 

101/02/25 10:25 

咖啡館 

Ines 女 28 歲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就讀中，現任國小

英語教師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2005/07 (6 天) 

2: 2011/夏 (12 天) 

1. 自己（赴歐遊學團

中途脫隊） 

2. 自己 

101/02/29 18:11 

歐文所研究室 

Moise 男 40 幾

歲 

巴黎第四大學地理博

士，現任教授 

旅遊巴黎數次(每

次皆為自助) 

1: 1988/02 (10 天) 

1.自己（去找在當地念

書的老婆） 

2. 自己（去找在當地

101/3/1  9:54 

老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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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8/夏 (7 天) 念書的老婆） 

Hannah  女 25 歲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就讀中，曾赴荷蘭

擔任交換學生半年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2010/夏 (7 天) 

2: 2011/07 (3 天) 

1.歐文所同學（同在法

國上暑期課程） 

2. 自己去（找當地朋

友） 

101/03/06 14:27 

歐文所研究室 

Peggy 女 41 歲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就讀中，現任專業

翻譯人員 

旅遊巴黎兩次(皆

為自助)  

1: 1990/夏 (5 天) 

2: 2011/07 (4 天) 

1.大學同學 

2. 歐文所同學（同在

法國上暑期課程） 

101/03/06 17:29 

歐文所研究室 

表姊 女 28 歲 中山大學醫務管理碩

士，曾於法國交換學生

半年，現居美國 

旅遊巴黎三次(第

一次為跟團，後兩

次為自助)  

1: 2011/09 (3 天) 

2: 2011/12 (2 天) 

1.朋友（找當地朋友） 

2. 老公 

101/03/20 00:51 

自宅 

阿澤 男 25 歲 輔大法文系學士，曾於

法國擔任中文助教 7 個

月，現任翻譯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09/夏 (6 天) 

2: 2010/02 (7 天) 

1.大學同學（同在法國

擔任團契志工） 

2. 自己（有時與青年

旅館新認識的朋友同

行） 

101/03/20 12:51   

速食店 

101/04/05 19:53 

速食店 

阿凡 女 25 歲 政大中文系學士，現任

音樂公司企劃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但第

一次為工作需要

前往) 

1: 2009 (3 天) 

2: 2012/02 (7 天) 

1. 同學（算是出差） 

2. 自己（有時跟在法

國出差的男友同行） 

101/03/26 13:47 

阿凡家 

Kmay 女 49 歲 現任公司秘書 旅遊巴黎四、五次

(皆為自助) 

1: 1988/夏 (7 天) 

2: 2008 或 09/07 (5

天) 

1.姊姊 

2. 姊姊和兩個姪女 

101/03/27 15:02 

Kmay 公司 

bboysherman 男 26 歲 中山大學醫務管理碩

士，曾赴東歐擔任交換

學生半年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10/08 (4 天) 

1.自己（前往斯洛伐克

交換學生前） 

2. 自己（於斯洛伐克

101/04/14 11:06 

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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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0/09 (4 天) 交換學生期間） 

雪螺 女 37 歲 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

理碩士，現任職於電腦

公司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10/12 (7 天) 

2: 2011/12 (7 天) 

1. 自己 

2. 自己 

101/04/18 18:49 

雪螺公司 

Zach 男 36 歲 台北科技大學機電碩

士，現任職於電腦公司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09/09 (10 天) 

2: 2012/03 (14 天) 

1.老婆 

2. 老婆、女兒、父親、

母親 

101/04/14 11:06 

速食店 

布魯斯 男 42 歲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碩士，現任職於科技公

司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03/01 (5 天) 

2: 2011/06 (5 天) 

1.自己 

2. 自己 

101/05/10 19:32 

咖啡店 

雪若 女 30 歲 現居西班牙，自由業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11/03 (5 天) 

2: 2011/09 (5 天) 

1.老公 

2. 朋友（國中同學） 

101/05/24 10:16 

咖啡店 

Evan 男 36 歲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暨管

理，現任職於通訊產業 

旅遊巴黎兩次(兩

次皆為自助) 

1: 2009/12 (5 天) 

2: 2012/05 (2 天) 

1.自己 

2. 三個朋友 

101/5/31 20:00 

咖啡店 

2. 選取原則 

    由於重遊自助旅行者較一般觀光客來的少，為獲得較多元化的樣本，本研究

將旅遊定義為較寬鬆的「短期離開原居地的行為」，意即包括一般自助旅行者、

商務旅客、旅法留學生（不含巴黎留學生）、探親目的的旅客…等，只要有前往

巴黎並且有拍攝照片的皆可成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 

二、 訪談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從 101 年 2 月 2 日開始進行訪談，至 100 年 5 月 31 日結束訪談工作，

在訪談期間透過受訪者的介紹不斷擴充訪談人數，但由於研究者身邊朋友多為年

輕女性，若皆以滾雪球方式進行訪談則會使研究對象集中於年輕女性族群，因此

筆者於 101 年 4 月開始在「背包客棧」及「台大學生論壇 ptt 的歐洲自助旅行版」

上徵求 30~40 歲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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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本研究在訪談進行前，會先將受訪者個人資料表2、訪談同意書3及訪談細綱4

寄給受訪者，並請受訪者準備訪談時所需之照片，建立與受訪者間的初步關係。

見到受訪者後，會先做簡單自我介紹、簡單解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內容，以期

更進一步建立良好關係，接著禮貌地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在訪談過程中接受錄音，

最後，才將錄音筆、訪談細綱準備妥當，正式開始訪談工作。在訪談後，研究者

也會禮貌地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將訪談過程中提到的照片提供給受訪者進行分

析，並且放入論文內，若受訪者願意才會將該影像納入分析範疇中。 

2. 訪談方式--質性訪談法 

    質性訪談是一種為特殊目的而進行的談話－由訪談者者與受訪者透過對話

進行，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彼此對話，研究

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對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的認知(Minichiello et 

al.,1995)。 

3. 訪談形式--親自訪談 

    訪談(interviewing)的普通定義為：「研究者與受訪者面對面的語言交換，企圖

使受訪者表達他們的意見或認知等資料。」(Maccoby and Maccoby,1954)。但隨著

科技的進步，訪談形式早已不侷限於面對面的親自訪談，還有更多的訪談是藉由

電話、電子郵件、書信或網路聊天軟體如 msn、skype、whatsapp 等進行，但本研

究為獲得文字之外的資訊(如:面部表情、語助詞等)進而更深入的理解受訪者，因

此主要採用一對一的親自訪談，地點多選擇受訪者方便之地點，如咖啡館；訪談

時間大約持續一小時。 

4. 訪談控制程度--半結構式訪談 

    訪談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以研究過程中的控制程度來區分，主要區分為結構

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及非結構式

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結構性訪談又稱標準化訪談，他是一種對訪談過程

高度控制的訪問，包括提出的問題、提問次序和方式以及記錄方式皆完全統一，

這多用在問卷訪問，或由一組特定的訪問員依照特定的訪問規則進行訪問(袁方

編，2002；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譯，2004)。而非結構式訪談法，即使沒有提

出問題的標準程序，只給一個題目，由訪談者和受訪者依題目自由交談，提出問

題的方式或次序都不統一，非常有彈性，訪談者與受訪者可以自由隨意的談出自

己的意見及感受。 

                                                      
2
 如附件 2 

3
 如附件 3 

4
 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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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則是使用介於兩者間的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半標準化訪談

(Semistandardiaed Interview)或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其特點包括： 

(1)有一定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不是漫無邊際的；

(2)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在訪談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

提問的方式或順序也可以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有相當彈性；(3)訪談者不需

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行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鍾倫納，1993；

趙碧華、朱美珍編譯，1995；席汝楫，1997；袁方編，2002；黃光玉、劉念夏、

陳清文譯，2004) 

三、 訪談問項設計 

本研究訪談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 

(1)旅遊背景資料（第一次、第二次）—時間、夥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等 

(2)受訪者對巴黎的認知、看法 

(3)受訪者對攝影的想法及習慣 

(4)請受訪者提供兩次在巴黎旅遊時再現的照片（其中包括五張受訪者認為最能代

表巴黎的照片及五張最能代表該次旅程或受訪者在旅程中最能代表自己旅程的

照片）及分享拍攝照片的動機及照片後隱藏的故事 

(5) 受訪者為何於兩次旅遊拍攝相同/相異之照片 

四、    訪談後的資料分析工作 

訪談工作至受訪者皆回答出相似的回答，讓訪問者感到訪談資料已達飽和時

即停止。訪談結束後，為避免時間過久而有記憶錯誤的過失，訪談者在訪談一開

始即養成，在每一次訪談結束後立刻將錄音檔逐字整理成文字檔，做初步的資料

整理與分類，並且將受訪者談話內容及提供之照片予以編碼。將訪談問題及回答

內容分別編碼，編碼結果如下: 

a. 旅遊背景資料(多次) 

a-1 和誰一起去旅遊 

a-2 該次旅程中另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a-3 什麼時候去的？旅遊天數？ 

a-4 在巴黎時住在哪裡？主要以哪種交通方式進行旅遊？ 

a-5 搭什麼樣的班機過去的？出發前的主要資訊來源(如部落格、親友告知等)？

a-6 用哪幾本旅遊書?用哪個牌子的相機？ 

a-7 為什麼想去巴黎？去巴黎的目的是什麼？ 

b. 受訪者對巴黎的認知、看法 

b-1 出發前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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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出發前你有沒有覺得你去巴黎一定要拍到哪些照片？為什麼？ 

b-3 出發前你會因為看到一張照片就想去巴黎旅遊嗎？ 

b-3 旅程中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跟你想像中的有落差嗎？ 

b-4 旅程中你有拍到你想拍的照片嗎？ 

b-5 你在旅程中會即時將照片放到網路上分享嗎？ 

b-6 旅程後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 

b-7 你會整理相片並且為照片加上文字註解嗎？ 

b-8 你會想跟朋友分享你的旅遊照片嗎？ 

b-9 你會把照片放在網路上讓之後要去巴黎的旅客參考嗎？ 

c. 受訪者對攝影的想法及習慣 

c-1 你會拍攝跟旅遊書上一模一樣的照片嗎？ 

c-2 你會一定要跟景點合照嗎？ 

c-3 你會想在景點前做一些有創意的動作嗎？或是你會想拍出跟景點互動的照片

嗎？ 

c-4 你會想用照片表現出你地其他感官嗎？（如你會拍攝食物的照片嗎） 

c-5 你會特別想捕捉有巴黎的感覺的照片嗎？妳會怎麼描述這種「巴黎感覺」 

c-6 你會一定要跟旅伴合照或自拍嗎？ 

c-7 你覺得旅伴會影響你的旅遊心情嗎？會間接影響到你拍攝的習慣嗎？ 

c-8 你會想拍攝跟旅遊書上不同的照片嗎？為什麼你會想拍不一樣的照片？ 

c-9 你會喜歡用特效拍照嗎？為什麼？ 

d. 受訪者為何於兩次旅遊拍攝相同/相異之照片 

d-1 你會在第二次去巴黎時拍攝跟第一次一模一樣的照片嗎？ 

d-2 第二次去還會想拍攝旅遊書上的經典地標嗎？ 

d-3 若不再拍攝一樣的照片，你都拍些什麼呢？ 

d-4 你認為在你的兩次旅程中，你分別最喜歡拍攝哪些主題的照片？ 

    以上這些問題目的為探討台灣自助旅行者的旅行背景資料、對巴黎及攝影的

看法，在訪談過程中雖然分成前後兩次旅程進行訪談，但同一受訪者對在前後兩

次的旅程變化並不大，因此引用時大多沒有第一次及第二次旅程的分別，但一些

受訪者特別提到其第二次旅程對於巴黎的想法或攝影的行為有所改變，若遇到此

狀況，則會以編碼後再加上(2)代表該言論為受訪者在受訪者進行「第二次旅程」

部分提出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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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照片引談法 

一、    照片引談法的目的 

旅遊照片並非沉默的，照片可以用來當作討論的基底，以達成某特定目的，

例如強化社會連帶、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好生活。就算不利用照片當作訪談的催

化劑，旅客在回家後依然會將自己的旅遊照片展示給親朋好友，藉由照片激發回

憶以轉化成故事分享給他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照片是旅客在旅行結束後引發

回憶的中介物。有鑑於此，本研究除了普通問答式的深度訪談法外，也採用照片

引談法，在半結構的訪談中，這種方法包括使用照片引發評論、回憶和討論(Banks, 

2010)。照片與旅遊密不可分，照片可以使使旅客回憶起影像之外的旅遊經驗記

憶，在訪談與對話中引入照片，將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照片有效地運行能動

性，讓人們去做或回想他們遺忘的事情，或者以新的角度觀看自己已知之事。 

    在本研究中，筆者請受訪者提供他們認為「代表巴黎」及「代表自己旅程」

的照片以進行訪談，讓訪談可以得到更多細節，包括照片的內在及外在敘事，並

且藉由相片的討論得到更多顯現在相片之外的旅遊經驗(Robinson, 2009)。 

二、    訪談後的資料分析工作 

    訪談者於訪談結束後，將每個受訪者提供的照片檔案分別放入不同的資料夾，

並以受訪者願意使用的暱稱作為檔案名稱，資料夾內分成「第一次巴黎」、「第一

次旅程」、「第二次巴黎」、「第二次旅程」四個部分，其中的照片則以「1-P1」等

為檔案名稱，意即這張照片代表著該受訪者認為在第一次旅程中代表巴黎的照片，

而在此研究中筆者將它編號為第一張照片。另外，由於受訪者提供照片時亦會講

解該照片後隱藏的故事或是其想法，若筆者在文本中需引用受訪者在解說照片時

的文字，則會在引用之文字後標註上引用來源，而又「XXX，1-X1」為編碼標準，

舉例來說，「歐娜，1-J2」意即受訪者歐娜提供之第一次旅程中他認為代表自己旅

程的照片，在本研究中編碼為第二張照片，而該編碼前的文字即為受訪者歐娜在

講解該張照片時發表之言論。本文內的內容對應之照片皆置於附錄 5。 

第五節  研究倫理 

在操作本研究時，每一受訪者皆以其提供願意在研究上引用的稱號出現在本

論文中，但一位受訪者提到其並不需要用暱稱代替，而可在研究中使用本名，但

筆者為不透漏個人隱私，因此將其本名進行模糊化。無論哪一受訪者，其個人的

基本資料及個人不願意公開的內容，本研究皆不對外公布相關內容，論文中引用

之言論及影像皆是受訪者簽過訪談同意書後同意提供給研究者的資料。另外，訪

談過後，筆者也會將整理訪談內容後的逐字稿以文字檔形式寄給各個受訪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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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受訪者是否在訪談過程中有所誤解，經受訪者確認後，才會將訪談內容放入

本研究。 

    雖然如此，若涉及受訪者提供給筆者的影像資料，則讓筆者必須反省自身是

否有將研究者的權力運作於受訪者之上的問題。Banks(2010)提到各種觀看人們的

行為：窺視、凝視、監視與窺探，都帶有令人不安的成分，特別是那些握有權力，

或是尋求凌駕於被觀看者之權力的人，這種權力不只是觀看，還必須記錄，然後

散佈，這是一種所有創造影像的社會研究者都必須反身陳述的權力。因此，除了

給訪談這簽署同意書外，筆者也會贈送小禮物予受訪者，並且將照片中的人物模

糊化處理，保障個人隱私，並且在訪談時一再強調這些視覺資料只有用在本論文

的學術用途。 

 根據內容分析法、訪談法、照片分析法進行交叉研究後，筆者將於接下來的

第四章闡述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影像再現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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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遊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 

第一節 自助旅行者與再現迴圈的關係? 
一、    旅行前對巴黎的想像 

    Butler 和 Hall(1998)提出「地方神話」透過旅人的複製、傳播成為影像再現的

循環(Circles of Representation)，Urry(1990)也提出類似的「詮釋迴圈(Hermeneutic 

Circle)」概念，受到「詮釋迴圈」影響的觀光客，會捕捉社會媒體投射給他的意

象，拍攝大眾所認知的地標(Icon)。 

1. 巴黎是…… 

為了解台灣自助旅行者對巴黎的意象為何，筆者詢問了受訪者對於巴黎的感

覺，其結果顯示自助旅行者雖不同於大眾觀光客，但在出發前依然深受到社會及

媒體很深的影響。20 位受訪者中有 10 位認為「浪漫」這個詞可以代表巴黎，4

位認為「漂亮」這個詞可以代表巴黎，6 位認為「文化」這個詞可以代表巴黎，

3 位認為「古老、古蹟」這個詞可以代表巴黎，2 位認為「花都」這個詞可以代

表巴黎、2 位認為「時尚」這個詞可以代表巴黎。許多受訪者皆認為巴黎是一個

浪漫的城市、時尚的城市、充滿藝術感的城市、歷史悠久及文化豐富的城市，這

些氛圍藉由具體的景觀灌輸給旅客，讓他們認為這些建築及景點即是巴黎歷史文

化、浪漫氣氛的代表。 

【問題】出發前: 你認為巴黎是甚麼樣的城市？ 

「很浪漫、很漂亮、藝術氣息強烈、很有文化氣息、很多古蹟。」（歐娜，b-1） 

「尌是很刻板印象，唯美、浪漫阿~很古老、很有文化」（老頭，b-1） 

「一個有文化的城市，人文薈萃、優閒」（楊口鉉，b-1） 

「我覺得巴黎是個蠻時尚又經典的城市。」（JR，b-1） 

「浪漫、唯美、花都，到處都很有氣質，很古老，法國應該是我夢想中的國度。」

（賴 O 旭，b-1） 

「尌是浪漫之都，尌可能會有帥哥跪下來跟你求婚的感覺。還有尌是花、音樂、

文化。」（Ines，b-1） 

「照我老婆的說法，巴黎是個很漂亮的城市」（moise，b-1） 

「浪漫、美麗，雖然大家會跟我說治安很差、地鐵很臭，我尌覺得『那又怎麼

樣』，我完全不把它放在心裡，我尌是覺得巴黎是個浪漫的城市。」（Hannah，

b-1） 

「所有歐洲城市都很浪漫，尌覺得一生一定要去歐洲一次。巴黎對我來說又比



52 
 

其他歐洲城市更浪漫，因為倫敦尌是金融中心，不會跟浪漫扯上邊，但巴黎尌

會。」（Peggy，b-1） 

「風景漂亮，很多博物館、展覽可以看，很有人文氣息。」（阿澤，b-1） 

「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博物館，巴黎應該蠻多東西可以看，景觀上蠻不一樣的，

景觀很美的感覺。」（Kmay，b-1） 

「應該是很時尚，因為很多有名的精品類的集團都是法國的，例如 LV 那些的，

而且很多時尚展都是以巴黎為出發點；還有尌是很有歷史文化的地方。」

（Bboysherman，b-1） 

「很漂亮，但是我知道還蠻髒亂的。」（雪螺，b-1） 

「尌是一個比較有文化的城市，因為建城應該蠻久的嘛，大概 800年嘛，很單

純尌是這樣覺得。」（Zach， b-1） 

「花都，尌大家都這樣覺得阿」（布魯斯，b-1） 

「浪漫的城市，…法國人的思考好像也比較天馬行空，行為也會比較放蕩不羈」

（Evan，b-1） 

 由以上可以看，花都、浪漫、美麗、歷史悠久這些詞不斷地出現在受訪者

的回答中，這些意象為大眾所認知的巴黎意象，其意象由媒體投射給社會大眾，

因此無論是否去過巴黎，旅客都可以對巴黎有些許的了解，這些認知受到大眾

媒體影響，每個人心中似乎都有固定的標準答案。 

 

2. 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巴黎?  

【問題】出發前: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對巴黎的認知都是所謂的「刻板印象」，他們也都

自認對巴黎的印象大多來自大眾媒體，其中又以「電影」這項媒介帶給觀者的

影像最大，一些受訪者具體的提出是因為看了「紅磨坊」、「艾蜜莉的異想世界」、

「巴黎我愛你」等電影而對巴黎有上述的印象。然而，雪若提出不同的訊息來

源，她提到出發前看到很多朋友到巴黎遊玩的照片，因此會這樣認為，這顯示

了旅客返鄉後的分享的確也會成為「再現迴圈」的訊息供應來源。 

「不知不覺中尌被圕造成這樣，可能是大眾媒體給我的意象。要去巴黎前也沒

有特別做功課，但尌會覺得巴黎尌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歐娜，b-1） 

「我印象最深刻的電影是『紅磨坊』，那部我大概看了二、三十次，我覺得那部

電影還蠻浪漫的。」（Ines，b-1） 

「應該是刻版印象，人人都這麼說吧，而且感覺很多電影都把巴黎弄得很棒，人

人都說法文很浪漫、法國人很浪漫，我學法文也是因為大家都這麼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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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b-1） 

「因為以前有看電影，印象最深刻的電影應該尌是『艾蜜莉的異想世界』，還有

『巴黎我愛你』吧。」（阿澤，b-1） 

「如果尌電影來說的話，我覺得『巴黎我愛你』對我影響蠻大的，我蠻喜歡這部

電影的。」（Bboysherman，b-1） 

「從很多的電影、書、文章，你可以收到的資訊尌是他們都會把巴黎跟浪漫畫上

等號，所以我尌覺得它很漂亮、很浪漫，而且很有個性。」（雪螺，b-1） 

「一切台灣的資訊都告訴我巴黎是個浪漫的城市，例如我同學之前去過巴黎都會

拍照片回來，尌會覺得照片裡的巴黎很美。」（雪若，b-1） 

3. 一張照片足以讓我前往巴黎旅遊嗎？ 

【問題】出發前:你會因為看到一張照片就想去巴黎旅遊嗎? 

    巴黎是一個浪漫的城市已成為一種刻板印象，且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提到「電

影」這項媒介，電影提供觀者影像，配合聲光效果及故事性，成為影響自助旅行

者前往巴黎旅遊前重要的影響媒介。而就照片影像的部分，大多數的受訪者皆提

到較不會因為一張照片就前往巴黎旅遊，因此，我們可以說，照片的影響力不如

富有故事性的電影來得強。一個人對地方的印象是長時間經過多樣化訊息累積起

來的，對於一地的想像並不會單單因為一幅影像或一段文字即成型。 

然而，也有受訪者提到他們認為「巴黎治安不好、髒亂、狗屎很多、巴黎人

很冷漠」等負面印象，這與社會大眾與媒體表現的「浪漫、唯美、漂亮、文化」

等印象不同，這些不同於大眾媒體給予台灣旅客的印象大多來自巴黎的第一手資

訊，訪台這在提到這些不好的印象時，大多都說是因為「聽別人說」、「朋友去旅

遊後回來說的」，由此可知，大眾媒體建構出的巴黎和在巴黎旅遊後帶回台灣給

親友的巴黎印象確實不同。這樣的現象就與「再現迴圈」理論相絀，親身遊歷的

旅客帶回來的訊息反而會讓「再現迴圈」在最後一段循環中產生斷裂。 

「有兩個印象，第一個當然尌是帄常看電影、電視、照片時的印象，尌是覺得很

漂亮、很浪漫，而且一定會想去看巴黎鐵塔，看看它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第一

種印象尌是一般大眾的印象；另外一個尌是朋友去巴黎回來後告訴我的狀況，尌

說那邊治安不好、走走尌會在地上踩到狗屎、地鐵很髒亂、巴黎人很冷漠、對觀

光客不是很友善等等。」（Anna，b-1） 

「很浪漫，可是還是會聽人說那裏狗屎很多、人很冷漠、講英文沒人理你、路上

都是跟你搭訕的人。」（阿凡，b-1） 

「聽說法國人很冷漠，我記得我們高中老師回來尌一直跟我們抱怨說巴黎很冷

漠。」（雪若，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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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媒介將一地的景觀及情感傳遞到全世界，促使觀眾成為觀光客，讓觀光

客消費自己在旅行前建構的想像，此特質不僅為大眾觀光客所獨有，自助旅行者

也徹底消費了實際旅行前的想像。然而，在旅行時能夠更靠近一個城市，可以看

到它更真實的面貌，但這些帶著想像去旅行的遊客究竟會記錄自己想像中的夢幻

浪漫巴黎?還是會記錄他們看到的真實巴黎？ 

二、    旅程中具體化想像的過程 

    旅行前觀光客想像中的意象透過在旅程中透過攝影具體化，Urry(1990)指出

許多遊客認為攝影是一種義務，人們覺得他們不應該錯過某個景色，旅行成為一

種累積照片的策略，也是一種將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的手段(West,2000:9)。觀光

客對於巴黎的意象抽象地存在在腦海中，為了捕捉他們對於巴黎意象的想像，許

多觀光客藉由巴黎著名的建築物景觀將其意象具體化，因此這些建築物即成為代

表巴黎的地標，到巴黎一定要參訪這些景點，參訪景點之際一定要將其攝影起來

當作來過巴黎的證據。 

1. 「到巴黎就是要拍巴黎鐵塔阿！」 

【問題】出發前:到巴黎一定要拍到那些照片? 為什麼? 

    而到底有那些景觀可以代表巴黎呢?筆者先從受訪者心中的想法來尋找答案，

受訪者提到的景點不外乎巴黎鐵塔、羅浮宮、凱旋門、奧賽美術館等著名地標，

與旅遊書的內容分析法結果相符合，且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鐵塔就代表巴黎，所

以到巴黎一定要拍到鐵塔，如果沒有拍到就稱不上到巴黎旅遊過，這應證了

Urry(1990)提過的「遊客認為攝影是一種義務」。 

「尌巴黎鐵塔阿～還有賽納河那些的，因為從小看電視、電影、網路，看到大家

去巴黎都會拍巴黎鐵塔，而且很多都是夜晚時巴黎鐵塔點燈的照片，尌會覺得『哇

～好像很漂亮～』，帄常在台灣販賣的一些小飾品上也都會看到巴黎鐵塔的影子，

尌是硬要跟巴黎鐵塔扯上關係的感覺，所以尌覺得那些東西是一定要拍的。」

（Anna，b-2） 

「一定要拍巴黎鐵塔喔！尌有一種『到此一遊』的感覺，這不尌是一個觀光客必

備的東西嘛！尌像陸客來台他們尌一定要跟那個日月潭的石頭合照的意義是一

樣的」（JR，b-2） 

「鐵塔吧，證明我來過，不管什麼角度都可以，反正只要有鐵塔尌是巴黎。只要

有鐵塔，尌代表我來過巴黎，其他景點尌比較還好。」（Hannah，b-2） 

「應該尌是那些比較地標性的東西吧，尌巴黎鐵塔、凱旋門之類的地標景點。」

（阿澤，b-2） 

「巴黎鐵塔跟凱旋門，那時我尌想我一定要拍到一些『捏鐵塔、夾鐵塔』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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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尌是覺得沒有很拍到好像會很遜，回來之後跟別人說我有去巴黎，別人問

阿你有沒有拍巴黎鐵塔，結果你說沒有，尌是有一種很糗的感覺。」（阿凡，b-2） 

「尌那幾個一定要拍到阿，鐵塔阿、羅浮宮阿、圔納河阿，尌是覺得『別人有拍

我也要拍』的感覺」（Zach，b-2） 

「你不會拍個普通書店然後跟別人說你來過巴黎，但你一定會跟巴黎鐵塔、聖母

院拍，因為這樣別人看到才會覺得你有去過巴黎。」（布魯斯，b-2） 

    除了以上的地標景觀之外，也有一些受訪者提到可以在巴黎看到的比較細微

的風景，舉例來說，有人想要拍攝當地人生活的樣子，有人想要捕捉曾經在電影

中看到的風景，有人想要捕捉的是「一種感覺」。 

「我想拍到當地人生活的樣子，在街道上的樣子。」（阿澤，b-2） 

然而，二十位受訪者中有五位受訪者認為他們並沒有甚麼特別想要拍的主題，

moise 提到因為在出發前並沒有對巴黎有什麼想像，所以也沒有一定要拍到什麼

照片，再次證明了旅行中的攝影可以成為「旅行前想像具體化」的重要工具。 

「其實沒有耶，我尌是帶著相機到處拍。」（老頭，b-2） 

「因為沒有什麼想像，所以也沒有一定要拍到什麼照片。」（moise，b-2） 

「沒有耶，反正每個地方都覺得很好看。」（Kmay，b-2） 

    在還沒抵達目的地之前，旅客就已決定好要拍那些照片，而他們想拍攝的照

片也與旅行書中再現的影像不謀而合，由此可知，這些影像通常是透過媒體投射

到旅客的心中，成為旅客在旅行前的想像。除此之外，Shield(1990)更提到為使廣

告呈現最吸引人的一面，商業影像透過許多手法創造「地方神話」，影像常被過

分誇大或貶低，其常常無法表達真實的地方，因此旅客在出發前接收到的影像幾

乎都是從刻板印象而來，而他們在旅程中也會拍攝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2. 代表巴黎的「經典影像」 

    大部分的受訪者也提到在旅程中他們都有拍到想拍的影像，筆者在訪談時請

受訪者提供兩次旅程各五張「代表巴黎」的照片，若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出來之結

果對應受訪者提供的照片，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提供的代表巴黎的照片都跟

旅遊書上再現的「經典」影像大同小異，其中 10 本中旅遊書內再現次數超過 30

次的景觀包括塞納河及河畔景觀、艾菲爾鐵塔、羅浮宮……等，與受訪者提供的

照片結果對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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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旅遊書與受訪者再現影像比對表 

景觀名稱 旅遊書再

現次數 

受訪者提

供次數 

提供者 

塞納河及河畔景觀 141 次 13 Anna(1-P6, 2-P5)； 賴 O 旭(2-P5)；

Ines(1-P5,2-P1)；moise(1-P4)；表姊(1-P6)；

bboysherman(2-P1)；雪螺(2-P4)；Zach(1-P8)；布

魯斯(1-P2, 2-P8)；雪若(2-P2)； 

艾菲爾鐵塔 

 

 

 

77 次 32 歐娜(1-P3,1-P10, 2-P5)；楊口鉉(1-P5)；

Anna(1-P7,8,2-P4)；JR(1-P4, 2-P1)；賴 O 旭(1-P5, 

2-P2)；Ines(1-P2)；moise(1-P5)；

Hannah(1-P2,1-P5,1-P6,)；表姊(1-P6,2-P6)；阿澤

(1-P1)；阿凡(1-P3)；Kmay(1-P1)；

bboysherman(1-P3,1-P4)；雪螺(1-P8,2-P1)；

Zach(1-P7, 2-P1)；布魯斯(1-P5)；雪若(1-P9, 2-P1, 

2-P8)；Evan(2-P3)； 

戶外用餐（包含咖啡

或咖啡館） 

 

71 次 11 老頭(1-P1)；moise(2-J5)；阿凡(1-P5)；雪若

(1-P4)；歐娜(1-P7)；Anna(1-P2)；JR(1-P6)；

Ines(2-P2)；表姊(1-P1)； Kmay(1-P2)；雪螺

(1-P5)； 

羅浮宮 69 次 20 歐娜(1-P8)；JR(1-P3)；賴 O 旭(1-P4, 2-P1)；

Ines(1-P4)；表姊(2-P3)；阿澤(1-P3)；阿凡(1-P1, 

2-P6)；Kmay(1-P4)；bboysherman(1-P1, 

1-P5,2-P3,2-P4)；Zach(2-P3)；布魯斯(1-P3,1-P4, 

2-P4)；Evan(1-P2,2-P1)； 

巴黎聖母院 67 次 19 歐娜(1-P1, 2-P6)；JR(1-P2)；賴 O 旭(2-P7)；

Ines(1-P5)；moise(1-P3)；Peggy(1-P2, 2-P1)；表

姊(1-P4)；Kmay(1-P3,2-P2)；雪螺(1-P2, 2-P2)；

布魯斯(1-P1)；雪若(1-P1, 1-P5, 2-P3)；Evan(1-P4, 

2-P2)； 

凱旋門 58 次 22 歐娜(1-P11)；Anna(1-P5,2-P1)；JR(2-P4)；賴 O

旭(1-P2, 2-P4)；Ines(1-P3)；Hannah(1-P7)；

Peggy(1-P4, 1-P5)；表姊(2-P5)；阿澤(1-P2)；阿

凡(1-P8,2-P12)；bboysherman(1-P2)；雪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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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7)；Zach(2-P6, 2-P7)；布魯斯(1-P7, 2-P7)；

雪若(1-P3)；Evan(1-P1)； 

地鐵景觀 58 次 8 Anna(1-P1,2-P3)；Hannah(1-P9)；阿凡(1-P6, 

2-P4,13)；bboysherman(2-P2)；Zach(1-P1) 

公園內的休閒活動

(包含盧森堡公園及

杜勒麗花園) 

44 次(28

次及 27

次) 

3(3 及 2) 歐娜(2-P8,9,10)；表姊(1-P2,3)；老頭(1-P4)；阿

凡(2-P5)；Zach(1-P9) 

教堂內部 48 次 5 歐娜(2-P1,2,3)；楊口鉉(1-P2)；Ines(2-P3) 

香榭大道 39 次 7 Moise(2-P5)表姊(1-P5)；阿凡(1-P8)；雪螺

(1-P7,2-P6)；Zach(2-P7)；布魯斯(2-P5)； 

協和廣場 43 次 3 Peggy(2-P3)；表姊(2-P4)；Zach(2-P2) 

聖心堂 41 次 12 歐娜(1-P5)；楊口鉉(1-P3)；Anna(1-P3) ；賴 O

旭(2-P6)；阿澤(2-P2,2-P3)；阿凡(2-P1)；

Zach(1-P6, 2-P5)；雪若(1-P7, 2-P10)；

Evan(1-P5)； 

奧賽美術館 37 次 4 歐娜(1-P9)；賴 O 旭(2-P3)；阿凡(2-P7)；

Zach(1-P5) 

龐畢度中心 

(包含史特拉文斯基

廣場) 

36 次(16

次) 

6(2) 歐娜(1-P4,2-P11) ；JR(2-P3)； Ines(2-P5)；

moise(2-P2)；阿凡(2-P10)；布魯斯(1-P6)；

Evan(1-P7)； 

加尼葉歌劇院 34 次 5 表姊(2-P7)；bboysherman(2-P5)；Zach(1-P2)；雪

若(2-P11)；Evan(1-P3)； 

巴黎市政廳 18 4 歐娜(1-P10,11)；Anna(1-P4)；雪螺(1-P6)； 

紅磨坊 15 4 歐娜(1-P6)；雪螺(1-P4)；雪若(1-P6)；

Evan(1-P6)； 

凡爾賽宮殿 略 8 阿澤(2-P8,10)；阿凡(2-P8)；Kamy(1-P6)；雪若

(2-P7)；Evan(2-P4,5,6) 

蒙馬特長階 6 5 歐娜(2-P7)；阿澤(2-P5)；阿凡(2-P3)；雪若(1-P8, 

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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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納河及河畔景觀 

  20 位旅客中有 9 位旅客提供皆有包含塞納河即河畔景觀的影像，共 13 張。

提供照片的受訪者大多認為塞納河對於巴黎來說非常重要，其賦予了巴黎很多

的價值和特色，因此成為旅客心中一定要前往的景點之一，就算只花一點時間

去河邊走走，也算不虛此行。 

「遊船的時候拍的，這張的重點是圔納河，他賦予了很多巴黎的價值還有特色。」

（Ines，1-P5） 

「圔納河，這是我第一天到巴黎晚上跟朋友吃飯，吃完飯我尌跟朋友說一定要帶

我去看圔納河，尌算暗咪謀(台語)，但我尌是要看到圔納河，而且那時候是冬天，

所以尌是看一眼尌走。」（布魯斯，1-P2） 

    雖然如此，旅客並不會只拍攝塞納河本身，他們可能會配合天氣、橫跨塞納

河的橋梁及遊船來構圖，其中，被再現次數最多的橋樑為「亞歷山大三世橋」，

受訪者布魯斯(2-P9)提到這座橋為 Adele 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的音樂錄影帶

拍場景，影片中 Adele 就是沿著塞納河一直走，給人淒涼滄桑之感，因此他對這

座橋特別有印象；另外，受訪者雪螺也認為塞納河上的遊船很代表巴黎，雖然自

己沒有去乘坐遊船，但看到遊船還是會覺得是只有巴黎有的風景。 

「本來是要拍圔納河，但只拍河好像又太無聊，所以從這個角度去拍這個橋，加

上天空的顏色，尌會有不一樣的感覺。」（Anna，1-P6） 

「在巴黎鐵塔上拍的，尌是有圔納河所以覺得代表巴黎。這張沒有什麼攝影理念，

尌是拍陽光灑下的感覺。」（bboysherman，2-P1） 

「亞歷山大三世橋，因為這是 Adele 的那首”someone like you”MV 拍攝的場

景，她尌是一直沿著圔納河河岸走，然後好像很可憐的樣子，所以我對這個場景

印象也很深刻。」（布魯斯，2-P9） 

「……那時候會拍這張有點是因為這個遊船……我覺得那個遊船也蠻代表巴黎，

因為圔納河的關係。(這張好像也曾出現在明信片上)……我在那邊拍的時候尌發

現，有人看到我這樣拍，他尌跟著拍，覺得還蠻有趣的。」（雪螺，2-P1） 

 

(2) 艾菲爾鐵塔 

 20 位旅客中共有多達 18 位提供了含有艾菲爾鐵塔的影像，總數共多達 32

張。由此可得知，拍攝艾菲爾鐵塔為遊覽巴黎的首要任務，幾乎所有遊客都提到

在巴黎一定要拍巴黎鐵塔，原因有二，其一為巴黎是公認的巴黎經典地標，看到

鐵塔才算是來過巴黎，其二為鐵塔為巴黎最高的建築物之一，不管走到哪裡都看

得到鐵塔，不管身在何方都可以拍的到它，因此可說是到巴黎旅遊時攝影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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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這張尌是最典型的觀光客照片，從戰神公園拍巴黎鐵塔，而且鐵塔一定要放中

間，兩邊的樹還要對稱的那種照片。」（歐娜，1-P10） 

「這是我第二旅程的第一站，因為我那時還沒做好功課，也不方便用電腦，而巴

黎鐵塔所在的那站很明顯的顯示了巴黎鐵塔尌在那，所以我尌還是跑去那邊消磨

時間了…我覺得它很親切，因為這是我曾經來過的地方，也因為來過這邊，我會

覺得這裡比較熟悉、我大概也知道這裡的狀況是怎樣的，所以這個地方會在我一

個人時讓我覺得有安全感。(而且我看它就會覺得你到巴黎了)」（JR，2-P1） 

「我尌很喜歡鐵塔的全景，回來後當電腦桌布當了很久，（這是我出發前就想拍

到的照片）。」（Ines，1-P2） 

「尌是從夏佑宮下陎的噴水池那邊拍的。尌覺得好像到巴黎尌一定要拍這個。」

（moise，1-P5） 

「這個尌是一定代表巴黎，無止境的鐵塔，這張尌是晚上照的，打燈了尌有另一

種風情。對我而言，鐵塔尌是巴黎，巴黎尌是鐵塔，來巴黎必照。」（Hannah，

1-P2, 5） 

「這張尌是鐵塔，這張尌是很巴黎，尌只是一種到此一遊的感覺。」（布魯斯，

1-P5） 

「拍個照（巴黎鐵塔）好像已經成為例行公事的感覺，（所以我在拍照時也沒有

很興奮的感覺了）。我覺得有時候旅行是要符合別人的期待，符合家人跟朋友的

期待，不單單只是滿足自己的幻想而已。」（阿澤，1-P1） 

    雖然在巴黎各處都可以拍的到鐵塔，但不同的拍攝角度拍出來的鐵塔影像還

是有差異的，許多旅遊書上都有標註到戰神公園及夏佑宮拍攝鐵塔是最佳的角度，

因此旅客們大多也提到有去過夏佑宮，而前往夏佑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拍攝鐵塔，

而非參觀夏佑宮內展覽。另外，也有許多受訪者提到會在黃昏時到鐵塔附近，這

樣可以同時拍攝到鐵塔的日景和夜景，大部分的旅客都認為巴黎鐵塔的日景和夜

景都相同重要。由以上可以得知，鐵塔不僅為巴黎重要地標，更在不同角度、時

間呈現出不同風情，因此熱愛鐵塔的旅客們通常都會拍攝非常多張不同類型的巴

黎鐵塔照片。 

「這張很重要，巴黎鐵塔，標準代表巴黎的地標，這張是從地鐵站出來的那個大

廣場拍的，那個廣場應該尌是夏祐宮，但是夏祐宮常常聚集著滿滿的觀光客，所

以這張是我從夏祐宮離開要往巴黎鐵塔方向走的時候拍的。」（Anna，1-P7） 

「從這邊拍巴黎鐵塔的視野是最好的」（Anna，2-P4） 

 



60 
 

「想要击顯一下晚上的鐵塔，其實這應該算傍晚，因為是夏天七、八點時拍的。」

（bboysherman，1-P4） 

「那天很衰，尌整個都是陰天，很霧，而且如果遠一點拍，鐵塔上陎尌都是霧的，

(所以就給這張從近處拍的)。我很喜歡這個角度，尌是由下往上拍的這個角

度。……我第二次才有去夏祐宮拍，而且是為了拍巴黎鐵塔去夏祐宮的，所以我

沒有進去夏祐宮參觀，只是為了拍不同角度的鐵塔所以去那邊的。」（雪螺， 1-P8） 

    雖然二十位受訪者中有十位以上提到到巴黎就一定要拍巴黎鐵塔，但也有少

數人認為巴黎鐵塔雖然代表巴黎，但是自己本身並不喜歡鐵塔，因此並不會將之

列入必拍清單之中。 

「巴黎鐵塔在我印象中是用金屬做的很醜的建築物，造型可以，但我沒有說一定

要看到。他是代表巴黎，但是我本人不喜歡。」（賴 O 旭，b-2） 

 

(3) 戶外用餐(含咖啡或咖啡館) 

    筆者將「戶外用餐」及「咖啡或咖啡館」這兩項算成同一項細項目，因為大

部分的受訪者皆認為在戶外用餐或喝咖啡代表著巴黎人悠閒的生活態度，因此有

些人會拍攝西方人悠閒地坐在咖啡廳的戶外座位喝咖啡的景象，但也有些人只是

拍攝「咖啡或咖啡館」本身，而沒有「戶外用餐」的影像，有鑑於這兩種影像重

疊性高，受訪者在提供照片時在此一範疇內也多提供同一種「在戶外喝咖啡」的

影像，因此算成同一細項目。然而，還是有些人選擇只拍攝咖啡，因為他們認為

咖啡文化在法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兩位受訪者皆提到這句名言--「我不是

在咖啡館，就是在往咖啡館的路上」，因此拍攝自己手上的那杯咖啡也可以說是

巴黎的象徵。由此可知，拍攝「咖啡館或咖啡」代表著不只是用視覺記錄味覺和

嗅覺，更代表著紀錄咖啡的文化歷史，而在「戶外用餐」的習慣也代表著法國人

的生活態度，一張咖啡的影像擁有感官記憶外更深層豐富的底蘊。 

「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杯咖啡。因為一到巴黎尌會想到咖啡還有那句『我不是在

咖啡館，尌是在往咖啡館的路上』，所以尌會覺得咖啡是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

個部分。」（Anna，1-P2） 

「這尌是咖啡廳，這好像是我剛到那天的下午，我拍了超多戶外咖啡座的照片，

我拍超級無敵多，因為我好興奮，尌覺得『這尌是巴黎!』，尌是要坐在外陎喝咖

啡。」（阿凡，1-P5） 

    在此項目中，共有 11 位受訪者提供含有該項目的影像，他們認為咖啡、咖

啡館、戶外用餐等要素皆是巴黎的代表，如受訪者阿凡提到看到戶外咖啡座就會

很想拍起來，因為在他的認知裡「在巴黎就是在坐在外面喝咖啡啊！」。雖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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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旅客會拍攝人們排排坐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的影像，但一位受訪者用不同

的手法去表現巴黎的露天咖啡座，受訪者雪螺（1-P5）提供給筆者一張許多椅子

排列在路邊的照片，他認為這張照片也能表現了巴黎的戶外用餐文化。 

「巴黎有很多有名的露天咖啡座，尌會覺得會有很多椅子在路邊排排坐。但這張

比較特別是因為咖啡店都還沒開業，所以會呈現這樣，如果開業後尌會是帄常人

想像的露天咖啡座的景觀。……其實我也有拍很多人坐在路邊喝咖啡的照片，但

是我比較喜歡這張。」（雪螺，1-P5） 

「(這樣的露天咖啡座很代表巴黎)，但其實好像整個歐洲都這樣，但我覺得這麼

擠的好像只有巴黎耶；而且他們的座位大部分都是陎向馬路，馬德里好像尌沒有

那麼明顯的陎向馬路的座位，其他歐洲城市好像也都是寬寬的路上，不像巴黎會

有這樣的配置。……」（雪若，1-P4） 

(4) 羅浮宮 

    20 位受訪者中有 13 位提供了「羅浮宮」的影像，總數有 20 張，大部分的人

皆是拍攝羅浮宮本體加上玻璃金字塔的景觀，因此可以得知旅客們皆認為「羅浮

宮」非常代表巴黎，旅遊書上一定會介紹，並且被列為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所

以，就算不是學藝術的旅客，也一定要進去羅浮宮朝聖一番。 

「那當然還是羅浮宮囉，這次我尌有拍金字塔了，因為我這次沒有進去逛，尌只

是經過而已。這張有整個金字塔的尌超巴黎的。」（布魯斯，2-P4） 

    雖然許多人認為羅浮宮本體和玻璃金字塔為代表巴黎的經典影像，但有些旅

客想要拍跟大眾不一樣的照片，例如 bboysherman（2-P4）提到利用羅浮宮前面的

路燈作為陪襯物、或是像布魯斯（1-P3）和 Evan（2-P1）提到由金字塔內部往外

拍，由此可知，雖然經典的羅浮宮影像為博物館本身及玻璃金字塔，但由不同角

度拍攝代表旅客對羅浮宮有著不同的觀點，「羅浮宮」影像雖在再現迴圈的影像

下重複地被旅客再現，但旅客依舊能在其中加入獨特且主觀的自我意識。羅浮宮

的影像除了被認為代表巴黎外，也有一些人認為羅浮宮的照片是代表著他們自己

的旅程，因為這代表著他們花許多時間在博物館內參觀的經驗，另外，也有許多

人拍攝了羅浮宮內的展品，展品的部分筆者在下一小節再詳述。  

「那時候覺得這個燈好像跟後陎蠻搭的，感覺尌會有個東西搭配襯托，而不是只

有後陎的羅浮宮而已。」（bboysherman，2-P4） 

「比較特別的是，大部分的人會從外陎拍玻璃金字塔，比較少人這樣拍，但我覺

得從裡陎看出去也很美，對我來講這比較像我對巴黎的看法，因為大部分人的認

知應該尌是要拍整個金字塔吧。」（布魯斯，1-P3）   

「是我故意從玻璃金字塔的下陎往上拍的，我是故意取那個景的，故意對焦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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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把這些幾何的圖形去做變化。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那個金字塔很代表巴黎。我

一直對這個金字塔印象蠻深刻的，因為它是華人的作品但卻可以被放在這個地

方。」（Evan，2-P1）   

 

(5) 巴黎聖母院 

 20 位受訪者中有 12 位提供了巴黎聖母院的影像，總數為 19 張，大部分的受

訪者皆提供從正面拍攝的聖母院立面，也就是一般旅客心中聖母院的經典影像。

其中也有幾位受訪者提供到聖母院頂端石獸及眺望巴黎市景的影像，受訪者雪若

提到他在聖母院頂端時其實不知道要拍哪一隻石獸，只是看到大家都在拍某一隻，

因此他就跟著拍了，由此可知，觀光客不僅會在旅行前完全決定自己要拍攝那些

經典影像，在旅途中若受到其他旅客影響，依然會照著別人的角度去拍攝他們認

為代表巴黎的影像。 

「聖母院，不用多說了，它是必到的景點，照起來尌像告訴大家『我到巴黎了』。

我會覺得這也代表我的旅程，因為它是到巴黎一定要去的景點，到巴黎怎麼可以

不去聖母院呢？」（布魯斯，1-P1） 

「聖母院，在我印象中是巴黎很經典建築物，所以我有特別走過去。」（Evan，

1-P4） 

「聖母院，尌是找景點時有幾個一定要去的。我有進去，而且我有上去，是別的

朋友推薦我要上去的，他在上陎拍了一張聖母院石獸跟巴黎市景的照片，也是黑

白的，我覺得很美。」（雪若，1-P1） 

「其實我本來不知道是要拍哪一隻，只是看到大家都站在哪裡拍這隻石獸，所以

我尌跟著拍了。而且我們是走在後陎的人，前陎的人停下來拍，變成我尌要站在

後陎等他們走，所以我尌拍了這隻。」（雪若，1-P5） 

    受訪者提供的照片不一定是大眾想像中的聖母院正面，也有從側邊或是背面

拍攝的聖母院影像，除了不同的角度，不同時間及季節也會讓聖母院呈現不同景

觀，例如晚間的聖母院、聖誕節的聖母院前會放聖誕樹，都讓旅客感到新奇，雖

然不是一模一樣的「經典影像」，但不變的聖母院主體依舊能成為巴黎的代表。 

「這尌是聖母院，他們冬天的時候前陎都會放聖誕樹。」（雪螺，1-P2） 

「聖母院，但是是夜間的聖母院。」（Evan，2-P2） 

「我的夥伴們一看到尌大喊『啊！這尌是聖母院耶！』所以我尌拍了。…雖然我

認不出來，但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聖母院。」（JR，1-P2） 

「去巴黎也一定要拍聖母院，但是我覺得它的屁股比前陎漂亮，所以尌放這張。」

（moise，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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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榭大道 

    20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提供了香榭大道的影像，總數共 7 張。由於香榭大道的

景觀和巴黎其他道路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筆者統整受訪者提供的照片整理出

三種顯示該道路為香榭大道的方法，一是用道路上的其他物品來襯托，例如 moise

提供了一張與跑車照相的照片，他認為香榭大道上停著跑車代表這是條有錢人在

走的道路；二是拍攝香榭大道的路牌，例如 Hannah 提到她很喜歡拍字，因此要

表達該道路為香榭麗舍時最好的方法就是拍攝路牌；三是從香榭大道道路中間拍

攝該道路及凱旋門，有 3 位受訪者提供了從道路中間拍攝凱旋門的影像，筆者將

該類型的影像納入「凱旋門」的細類目中分析。 

「這是香榭大道，剛好這台跑車停在這裡，我尌覺得香榭大道代表有錢人走的路。」

（moise，2-P5） 

「我很喜歡拍字，我到每個景點都還是會空拍它的景，通常知名的景點都是會代

表巴黎，像這張尌是典型的路牌，而且是一看尌知道是巴黎的路牌。」（Hannah，

1-P8） 

(7) 協和廣場 

 雖然協和廣場在旅遊書上再現次數位在前十名，但只有 3 人提供該影像，總

數為 3 張照片，且提供該影像的 3 位受訪者皆提到協和廣場上的方尖碑，較不瞭

解法國歷史的旅客認為法國有許多紀念碑，看到紀念碑就很有巴黎的感覺；較了

解巴黎歷史的則是認為該方尖碑可以代表在歷史上法國與埃及間發生的故事。 

「因為有這個協和廣場上的方尖碑，然後旁邊又有一個摩天輪，那個摩天輪是為

了跨年才蓋的…尌是剛好有經過，感覺巴黎尌有很多這種尖尖高高的紀念碑。 

」（表姊，2-P4） 

「我前陣子剛好去埃及，埃及導遊跟我們說方尖碑的故事。…….我尌覺得這個

故事很能代表巴黎人的性格，人家送真的方尖碑，你尌送壞掉的鐘；我去埃及以

拍那個壞掉的鐘，所以到巴黎尌要把方尖碑拍起來，尌可以變成一套了，可以顯

現這個故事了。」（Peggy，2-P3） 

(8) 凱旋門 

 20 位受訪者中有 16 位提供各個不同角度的凱旋門影像，共 22 張照片。大部

分的受訪者提供的影像皆只有凱旋門主體，他們提到會走到凱旋門為中心的戴高

樂廣場周邊，以凱旋門為中心繞一圈拍攝照片，但也有一些受訪者會在凱旋門主

體外增加不同的元素，如喜愛拍攝文字的 Hannah 就拍攝了戴高樂廣場的路牌，

以顯現自己拍攝的凱旋門影像和其他旅客不同。另外，也有一些旅客提供的不是

整體凱旋門的影像，而是建築上的雕塑或是門上雕刻的烈士名稱，由此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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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自助旅行者不是要蒐集到凱旋門這個符號，他們也會更深入了解凱旋門背

後代表的文化歷史意義。 

「凱旋門，我覺得這是一個一定要拍下來代表巴黎印象的建築，出發前尌覺得一

定要拍到。我第一次去帶的相機是數位傻瓜相機，所以夜景都拍不太起來。」（Evan，

1-P1） 

「我也有拍單一的凱旋門，可是加了路牌好像更有法國風味了，而且我很喜歡有

字在上陎。（我不拍單一的景是）因為大家都拍那樣的照片阿，想拍有一點不一

樣的。」（Hannah，1-P7） 

「我很喜歡凱旋門旁邊刻的那些名字，我四陎都有拍，我反而不太喜歡它的整體。

我尌覺得這個很特別，它代表了巴黎的歷史，還有那些為巴黎犧牲奉獻的人們。」

（布魯斯，2-P7） 

    為了要拍攝到正面凱旋門的影像，許多受訪者提到必須抓緊在過馬路的幾秒

鐘之間，站在馬路中的分隔島進行拍攝，但如果不站在馬路中間拍攝，就沒辦捕

捉到最經典的「從香榭大道拍攝把凱旋門放在正中間」的影像，因此許多受訪者

皆提到「馬路中間拍攝凱旋門」的經驗，這類型的凱旋門景觀不僅為代表巴黎的

影像，也代表著旅客為取得經典影像不顧生命危險進行拍攝的經驗，換句話說，

這樣的影像另一方面也代表著旅客的旅程。 

「這是在香榭里舍拍凱旋門，我會選這張是因為這種很難拍，因為要過馬路到一

半時瞬間拍到，而且我喜歡這個石板路。而且我好像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影像，不

知道是明信片還是什麼的，所以我尌覺得我一定要拍到。」（阿凡，1-P8） 

「（這張也是要符合別人的期待），但比較特別的是，出發之前沒有想到要拍到這

個角度是要站在路中間拍的，（所以又代表著站在路中間拍照的經驗）。」（阿澤，

1-P2） 

「應該(下班時間的時候在香榭大道上拍的)，加上又是假日，所以車子很多。這

張我是站在路中間拍的，所以剛好拍到的角度會覺得車子是滿的，然後又加上背

景有凱旋門，所以蠻喜歡這張的。」（雪螺，1-P7） 

(9) 地鐵景觀 

 20 位受訪者中共有 5 位受訪者提供了與地鐵相關的影像，Anna 認為不管是

觀光客或是當地人，地鐵都是他們主要的交通工具，而且巴黎地鐵是世界上第一

座地鐵，因此他認為地鐵很代表巴黎。因此，Anna（2-P3）和阿凡（1-P6）皆提

供了地鐵車廂內部的影像，他們認為地鐵是巴黎的代表。 

「這是在巴黎地鐵裡陎，巴黎的地鐵很特別，有時候會有街頭藝人近來車廂表演，

有時候會有乞丐進來車廂裡跟乘客要錢，不管是觀光客還是當地居民生活都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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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而且巴黎地鐵是世界地上第一座地鐵，所以會讓我覺得他很代表巴黎。」

（Anna，2-P3） 

「這是地鐵，我覺得地鐵很代表巴黎。」（阿凡，1-P6） 

    除了地鐵車廂內部，有些受訪者會提供特定某一站的地鐵站影像，例如

Hannah 提供了 chatelet 站站內的影像，因為他常常在這站轉車，他想要拍出平時

地鐵站內穿流不息的景象；阿凡則提供了 Abyss 地鐵站的車站入口，他提到自己

非常喜歡這種在 1902 年製作的「新藝術風格」地鐵入口，因此她只要看到類似

的地鐵入口，就會講它們拍攝起來，有點像是「蒐集符號」的感覺。雖然地鐵為

巴黎獨特景觀，但世界上這麼多城市都有地鐵，旅客為表現專屬巴黎地鐵的特色，

會尋找地鐵中的特殊元素，換句話說，地鐵為社會媒體位旅客建構的意象，但不

同地鐵站、標誌的照片則為旅客表達主觀意識及喜好的成果。 

「chatelet尌是一個很大的轉運站，而且我蠻常從這站轉車，那個老太太是我

刻意等人過才拍到的，我本來想拍更多人，但剛好那時候尌只有她，尌有一種流

動的感覺。」（Hannah，1-P9） 

「這張的重點是這個 Abyss地鐵站的入口，我覺得很漂亮，所以我路上只要看到

尌會拍一下，有點像是蒐集的感覺。這是最完整的，巴黎的地鐵是從 1900 年開

始營運的，這好像是 1902年做的一批，很多都拆掉了，現在巴黎市內只剩十個

左右，而且很多是不完整的，然後他們還送了兩個門出去國外跟別人交換禮物，

所以剩的尌蠻少的。這個門好像是所謂的『新藝術風格』，尌是慕夏的那種，我

很喜歡種風格。你看我還有查資料。」（阿凡，2-P4） 

「這尌是地鐵的招牌。」（阿凡，2-P13） 

「這張是在地鐵站內，我記得好像只有一個地鐵站比較特別吧，好像只有這個地

鐵站是這樣的裝飾，所以我想說應該是最代表巴黎的。」（bboysherman，2-P2） 

(10) 公園內的休閒活動 

    公園內的休閒活動大多被受訪者放入「代表自己的旅程」之範疇，因此筆者

將其納入下一節進行討論。 

(11) 聖心堂 

    20 位受訪者中有 9 位提供「聖心堂」的照片當作代表巴黎的影像，總數共 12

張照片。Anna 提到他認為聖心堂是巴黎很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因此他拍攝了聖

心堂為主體的照片，而阿凡則是提供「聖心堂和旋轉木馬」為主體的照片，這樣

的影像曾出現在「艾蜜莉的異想世界」電影中，因此成為巴黎廣為人知的經典影

像，雖然阿凡拍攝了不只有聖心堂主體的照片，但依然是拍攝出發前即看過、受

到「再現迴圈」影響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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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聖心堂，尌是在巴黎很具代表性的建築物所以我覺得它很代表巴黎。」 

（Anna，1-P3） 

「這張很常出現。我覺得旋轉木馬真是太重要了，我幾乎去了所有我可以去的旋

轉木馬跟教堂，我尌是旋轉木馬跟教堂控」（阿凡，2-P1） 

    除了拍攝聖心堂及周邊旋轉木馬等具體景觀，一些觀光客也紛紛提到聖心堂

前面的草地，他們想捕捉的不只是聖心堂本身，而是當時在聖心堂附近閒逛休息

的體驗、當時的天氣觸覺、或者教堂帶給人的和平的感受。若以此類型的聖心堂

照片為例，其即代表了代表巴黎的建築物及旅客當時所經歷的旅程。 

「聖心堂以及前陎的觀光客，人會這麼多可能是因為前幾天天氣很差，所以這天

一放晴大家尌都出來玩。」（雪若，1-P7） 

「這是聖心堂，但我當時在拍攝張時注意的重點其實不是聖心堂，而是照片中的

天氣、雲朵還有草地上休息三三兩兩的人們。這張我覺得其實可以代表巴黎，也

可以代表我的旅程，聖心堂代表巴黎，剛剛講的那種優閒的氛圍代表地是我的旅

程。」（楊口鉉，1-P3） 

「聖心堂我有走上去看，我非常喜歡這一區的感覺，這區給我感覺比較沒有那麼

壅擠，比較 peace的感覺。」（Evan，1-P5） 

(12) 奧賽美術館 

20 位受訪者中只有 4 位將「奧賽美術館」的影像當作代表巴黎的影像，例

如，阿凡（2-P7）提供了一張從奧賽美術館的大中望向外面塞納河的影像，因為

好像在明信片上看過類似的影像，因此他認為其很能代表巴黎。但有其他許多位

受訪者提供奧賽美術館內部的影像當作代表自己旅程的樣本，由此看出奧賽美術

館雖為代表巴黎的重要景點，但旅客重視的不是該博物館的建築外觀，而是博物

館內的展品，因此筆者也將此次類目放在下一節進行討論。 

「尌是在奧賽裡陎，從這個鐘這邊看出去可以看到圔納河，所以很多人在這裡看。

我後來回來尌有看到它出現在明信片上。（這張是用藍色濾鏡拍的）」（阿凡，2-P7） 

(13) 龐畢度中心 

筆者將「史特拉文斯基廣場」影像併入「龐畢度中心」類目中，這是因為許

多受訪者在談論「史特拉文斯基廣場」時並未提到廣場的名稱，而是提到龐畢度

中心，由於兩景點位置相近，若要遊覽龐畢度中心則必定會經過該廣場，因此筆

者將其兩者併為同一次類目進行分析。其中，受訪者有 7 位提供「龐畢度中心」

作為代表巴黎的影像，共 8 張照片。幾乎所有提供「龐畢度中心」影像的的受訪

者都認為其代表了巴黎的現代藝術，和羅浮宮、凱旋門等古典建築大異其趣，代

表著現代巴黎充滿創意、不設限又有著無限可能的藝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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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度中心裡陎的作品，龐畢度不像羅浮宮都展一些古典的藝術，裡陎比較多現

代的、具有衝突感的作品，然後我第二次去巴黎最主要是要去看這些比較反映出

巴黎藝術家反派那一陎的作品。」（阿澤，2-P11） 

「龐畢度旁邊的那個史特拉文斯基廣場，我覺得它代表巴黎是因為一個小空間角

落尌刻意創造出那麼多藝術，好像只有巴黎能做到這樣。」（moise，2-P2） 

(14) 加尼葉歌劇院 

    有 5 位受訪者提供了「加尼葉歌劇院」當作他們認為代表巴黎的影像，但 5

位對於其影像都沒有多做說明，大致上都只提到「喔，這就是加尼葉歌劇院」，

而對應到旅遊再現的次數也可看出「加尼葉歌劇院」並非排名前十名的再現影像，

觀者對其印象不如排名前十名影像深刻，就算提供了「加尼葉歌劇院」的照片，

也無法表達出太多影像背後的意涵或是當下的旅遊經驗。其中，只有 Evan 提到

「加尼葉歌劇院」帶給他的意義，因為他很喜歡古典音樂，而此歌劇院就是代表

著充滿者古典藝術氛圍的巴黎，也就是他心目中巴黎的模樣。 

「加尼葉歌劇院，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古典樂，它代表了我喜歡的東西（音樂）表

演場所的代表作，一個我認識的巴黎，一種很藝術的感覺。」（Evan，1-P3） 

(15) 市政廳 

    20 位受訪者中有 3 位提供「巴黎市政廳」的影像，共 4 張照片。除了市政廳

主體外，3 位受訪者中有 2 位都提供了包含旋轉木馬的市政廳照片，他們認為旋

轉木馬是代表巴黎的元素，有一種童趣、浪漫的氛圍。除此之外，4 張照片中有

3 張為市政廳的夜間景觀，他們皆認為這裡的景觀很美，本來不那麼喜歡巴黎的

遊客也因為看到市政廳夜景而遺忘了巴黎醜陋髒亂的一面。 

「這尌是市政廳前陎的那個旋轉木馬。（我覺得旋轉木馬很代表巴黎）是因為在

有一部電影『敢愛尌來』裡，那部的電影法文名叫做『孩子的遊戲』，那部電影

裡陎有很多像孩子一樣的東西，加上『艾蜜莉的異想世界』那一齣，會讓我覺得

看到木馬在旋轉時，好像感覺還蠻浪漫的，而且常常電影中都會描述男女約會都

會去坐旋轉木馬。」（雪螺，1-P1） 

(16) 紅磨坊 

    20 位受訪者中共有 4 位提供「紅磨坊」的影像，共 4 張照片，受訪者認為「紅

磨坊」代表巴黎是因為有許多前衛、開放的表演都在紅磨坊進行，代表著一種「藝

術接受程度高、開放、不拘小節、放蕩不羈」的巴黎。然而，許多受訪者也提供

將其影像納入「代表自己的旅程」的範疇，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電影「紅磨坊」

的影像，這部分的照片筆者將在下一段詳述。 

「紅磨坊，其實我沒有看過，只有聽，我只知道那裡是跳康康舞跟表演上空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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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巴黎人對於裸露的態度很開放，也尌是藝術接受程度，他們店門口的照片也

都有上空的照片。」（雪若，1-P6） 

「紅磨坊，我沒有看過這個電影，但我知道這裡是康康舞發源地。我覺得它代表

我印象中的巴黎，印象中巴黎人是很 open的，他們是很不拘小節、放蕩不羈的，

所以才會發展出這種的比較刺激的文化。」（Evan，1-P6） 

(17) 蒙馬特長階 

 雖然「蒙馬特長階」影像在旅遊書上被再現的次數只有 6 次，但是，卻 4 位

受訪者提供該影像，共 5 張照片。5 張照片中有 4 張是旅客們在第二次旅程時所

拍攝，由此也可驗證「蒙馬特長階」影像在旅遊書上再現次數較少，不是屬於第

一層級的地標式景點，因此在第一次旅程中通常比較不會被注意到。然而，為什

麼許多旅客在第二次紛紛提供了「蒙馬特長階」的影像，筆者認為這跟「再現迴

圈」依舊有緊密的關聯，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在出發前就看過「蒙馬特長階」的

影像，可能是在電影中，可能是在法語教室牆壁上的海報，因此這種「在樹蔭下

一階階」的影像早已在出發前已深植入台灣旅客的心裡，加上台灣旅客大多認為

巴黎是個浪漫的城市，這樣的景觀與台灣旅客對巴黎的浪漫印象也是不謀而合。 

「蒙馬特長階，這也很代表巴黎。而且我回來後上法文課，教室裡尌放了一張這

個的海報。」（阿凡，2-P3） 

「這張尌是蒙馬特地區，一層層的階梯似乎尌是它的象徵，看到這些階梯尌會想

到蒙馬特」（歐娜，2-P7） 

「這張照片我也有在網路上看到，尌是一條從山上到山下的路，看到說這條路好

像是有電影取景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哪些電影，但我覺得很美所以尌拍了。」（雪

若，1-P8） 

 

    整體來看，雖然大部分的遊客雖然不會按照旅遊書上再現的影像拍攝一模一

樣的照片，但會按照旅遊書上的景點去走行程，因此他們自己也認為在這個範疇

內的照片幾乎在旅遊書上都看的到，被旅遊書再現次數的排名與受訪者提供的影

像數量多寡排名也幾乎相同，例如：「艾菲爾鐵塔」被旅遊書再現 77 次，受訪

者提供 32 張照片；「羅浮宮」被旅遊書再現 69 次，受訪者提供 20 張照片；「巴

黎聖母院」被旅遊書再現 67 次，受訪者提供 19 張照片；「香榭大道」被旅遊書

再現 39 次，受訪者提供 7 張照片……依此類推。我們可以從上列的整理證明自

助旅行者依舊受到 Urry(1990)提出的「詮釋迴圈」影響，依舊會再現大眾皆認為

代表巴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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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筆者整理受訪者的照片及想法後發現，雖然自助旅行者不同於大眾觀光客，

且自助旅行者因可以自已安排時間因此而觀察到一些較為細微的風景，但其依然

會受到再現迴圈的影響而拍攝所謂的「經典」照片，其結果跟 Jenkin(2003)、

Crawshaw 和 Urry(1997)、黃家珊(2009)對於背包客與再現迴圈間關係的研究結果

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雖然大部分的旅客均表示自己親身遊歷的巴黎跟原本想像中的巴

黎印象不一致，但是在拍攝照片時，他們依舊會照著自己想像中的巴黎印象去捕

捉，除了出發前就預設好一定要拍的經典影像外，旅客們也會具體化自己原本虛

構的想像，因此拍出來大多數的巴黎影像依舊是符合「浪漫、愜意、歷史悠久、

文化豐富、花都」等刻板印象，這就如同 Sontag 曾說：「攝影有這樣的傾向，以

至於在傳達疾苦的此一媒介，到最後卻把疾苦丟掉了。(1979:109)」 

    最後，這些經典影像大多被放在旅客的「代表巴黎」的範疇內，但是其中的

「塞納河及河畔景觀」、「戶外用餐」、「公園內的休閒活動」三項雖然在受訪者提

供的影像中也可發現，但大多被受訪者放在「代表旅程」的範疇，因此在這三個

類目在此被統計出來的數量較少，由此可知，雖然旅遊書再現的影像會讓旅客對

巴黎的印象定型，但若在拍攝影像時遊客不只是凝視，而是以其他的體驗方式獲

得與他人不同的經驗時，就算拍攝出來的照片與旅遊書上的相同，遊客仍然會認

為那是屬於「代表自己旅程」的影像，因此我們知道旅客除了拍攝代表巴黎的經

典影像，也有可能跳脫「再現迴圈」拍攝屬於自身觀點及旅遊經驗的照片，這部

分筆者將於下一節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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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Scarles 的五種視覺實踐分類 

    雖然大部分的旅客在旅程中皆會尋找在出發前就想像好的景觀進行拍攝，創

造出受「再現迴圈」影響而一再被複製的「經典影像」，但他們也會拍攝迴圈外

的「非經典影像」。MacCannell(2001:36)將前者稱為「首次凝視(first gaze)」，然

而，而後者為相對於「首次凝視(first gaze)」的「二次凝視(second gaze)」概念。

Uzzell(1984)將擁有此種「二次凝視」態度的旅客解釋成為「尋找意義、拼裝包含

自己帶到各處的文化意涵的意義系統」的主動觀者(Uzzell 1984:82)。台灣旅客在

自助旅行時是否會如同 Uzzell 所言跳脫社會建構、拍攝「非經典」的影像而成為

主動觀者？而這些 「非經典」的影像又有哪幾種分類？筆者透過 Scarles(2009)

對旅遊照片的五種分類進行分析，將受訪者提供的無論是「代表巴黎」或是「代

表旅程」的照片歸納入其中，並且找出在 Scarles(2009)的五種分類之外，屬於台

灣赴巴黎自助旅行者特殊的再現特質。 

Scarles(2009) 針對觀光客生產及被生產的攝影照片中的多重意義觀光客的

照片分成五種種類，分別為政治加工品(Political Artifact)、反身性表演(Reflexive 

Performance)、對地方的想像(Imagination of Space)、感官的體現(Embodied Visualities)、

倫理上的提醒(Ethical Prompt)。 

1. 政治加工品(Political artifact) 

【問題】你會拍攝跟旅遊書上一模一樣的照片嗎？ 

【問題】你會想拍攝跟旅遊書上不同的照片嗎？為什麼你會想拍不一樣的照片？ 

    這是一種受社會劇本影響的照片形式，觀光客透過由媒體建構的「直接凝視

(directed gaze)」具體化其所見，在意識型態的影像下，目的地成為被「文化劇本

和物質規範」所編排出來的景觀(Berenholdt et al, 2007)，在巴黎的例子中，我們可

以看到大多數的自助旅行者會跟著旅行書的景點進行參觀行程，甚至跟隨旅遊書

推薦角度拍攝照片。 

    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照著旅遊書上推薦的景點進行遊覽，因此就算沒

有刻意拍攝跟旅遊書或是明信片上的影像，也可能因為許多景點不管怎麼拍，最

好看的角度就是那樣，因此會拍攝到跟大眾媒體上一樣的景色。更有許多遊客尋

找的影像不是來自旅遊書，而是來自出發前被投射的意識形態，他們尋找的影像

可能來自電影、電視劇、日常生活中累積的訊息，而旅遊書只是在旅程中比較容

易攜帶的資訊來源，大部分旅客並不會刻意留意旅遊書的影像而只在意其提供的

實用資訊，因此旅客拍攝的成品和旅遊書有所不同也是意料中的事。 

「（你拍了之後有發現自己跟旅遊書或明信片上的景色一樣嗎?）有阿，像巴黎鐵

塔尌很明顯，因為它很高，到處都拍得到，一不小心尌覺得跟別人都拍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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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若，c-1） 

「我們本來對巴黎的意象大多是來自文字，然後再自己想像，，那當然鐵塔是有

看過啦，但沒有一定要拍成什麼角度。」（Peggy，c-1） 

    有兩位受訪者為了要拍出較專業的照片，會將旅遊書或明信片拍攝的經典角

度記下來，再進行拍攝，但這樣的拍攝方式較不普及，所占比例較低，大部分的

遊客依然是只使用旅遊書提供的實用資訊，而不是在旅程中模擬旅遊書上的影像。

除此之外，受訪者也提到只有在第二次旅程中才會跟隨專業攝影師拍攝的或明信

片上的影像進行拍攝，這是因為對於旅客來說，第二次旅程不需要趕行程，所以

可以花較多時間在同一景點模擬專業者再現的影像。 

「後來第二去之前有讀一些攝影的書，裡陎尌告訴我們：『要拍出好照片最好的

方法尌是去看明信片怎麼拍，然後尌跟著拍，應該尌會拍得不錯』，所以我尌有

照它的方法試了一下。」（雪螺，c-1） 

「我不會刻意想要去拍（跟旅遊書上一樣的影像），我會跟著旅遊書去走行程，

到景點後看到自己喜歡的角度尌會拍，拍完之後看到書的介紹發現有一些也不錯

的角度，尌會希望自己也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尌會去模仿旅遊書上的角度。」（Evan，

c-1） 

雖然如此，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並不會選擇拍攝跟旅遊書上一模一樣的

影像，許多旅客期待拍出與旅遊書上不一樣的東西，如同 Scarles(2004)提到除集

體凝視外，觀光客也會透過對地方的個人政治化跳脫「集體凝視」的侷限，創作

出拍攝主體與大眾相同但卻包含自己獨特元素的作品。另外，也有受訪者認為書

上看到的影像跟現場親看到的影像會有差異，因此會把在現場看到的一些比較特

別的、在書上看不到的東西用相機記起來，例如：Anna 將鴿子與巴黎鐵塔一同

放入鏡頭內（Anna，2-J5）、JR 拍攝了角度歪斜的巴黎鐵塔（JR，1-P4）、Haanah

只拍攝了巴黎鐵塔的底座部分（Hannah，1-J6），雖然以上幾張照片拍攝主體皆為

巴黎地標式景點—巴黎鐵塔，但每張都融入獨特的個人元素，使得同樣的巴黎鐵

塔以不同的樣貌呈現在旅遊照片之中。 

「因為那些東西有很厲害的攝影師會幫我們做，我們不需要做那些事情，我拍一

些對我來說有意義的照片尌好了」（楊口鉉，c-1） 

「我尌是跟著旅遊書的資訊走，到了景點後尌開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自然而然尌

是拍自己喜歡的角度或是主題了，不會刻意拍一模一樣的照片。」（Kmay，c-1） 

「旅遊書上的東西都差不多，感覺像是對一個地方的刻板印象，但到了現場會看

到更多細節的部分，一地也會有更多不同的陎貌，我尌會把這些特別的東西記起

來。」（歐娜，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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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這隻鴿子配上巴黎鐵塔很逗趣（哈哈哈），牠尌是坐在那個台子上，

看了這張照片你尌會覺得除了巴黎鐵塔竟然還有那麼可愛的東西在同一張照片

裡。」（Anna，2-J5） 

「這張尌是一個很特別的角度的巴黎鐵塔。這尌是一出地鐵站的一個離鐵塔很近

的地方拍的，然後那時有個同學說『這個角度不錯！』，我那個同學比較喜歡不

要那麼方正角度的鐵塔，它覺得歪歪的鐵塔別有一番風味，所以我尌跟著她一起

在這邊拍了起來。這張照片加上了我自己不同的觀點，尌會覺得拍得跟別人不一

樣。」（JR，1-P4） 

「我喜歡這張照片的感覺，尌好像很多東西你不用看全身，你尌知道它在哪裡，

尌是個代表。我非常喜歡鐵塔，其他景點尌好像還好。第一次去我有帶 lomo相

機，我還花蠻多時間拍特殊效果照片的。」（Hannah，1-J6） 

    雖然這些照片可以還是可以看的到巴黎的「經典影像」，但旅客在這些經典

影像外會加上一些社會建構意象之外的概念，經過訪談後也會發現旅客對於這些

經典影像有著不同於大眾媒體的解釋角度，經過攝影者的詮釋，這些照片即不再

是所謂的經典影像，而是被賦予更多個人觀點的攝影作品。筆者將這些跳脫「集

體凝視」但卻同時「代表巴黎」的影像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現代與古典的對話、

巴黎市俯瞰街景、街道上的觀察、藝術作品。 

(1) 現代與古典的對話 

許多受訪者皆提到巴黎是一個古蹟與現代建築、古典與前衛文化和平共存的

城市，許多新穎的雕塑或建築被設置在古蹟旁都不讓人覺得突兀，其中最經典的

例子就是「羅浮宮與玻璃金字塔」，受訪者賴 O 旭(2-P1)、Ines(1-P4)兩位皆供了該

影像並且提到了照片背後更深層「現代與古典對話」的概念。除了「羅浮宮與玻

璃金字塔」的影像外，受訪者 Ines(2-P5)、moise(1-P2)提供了「龐畢度中心」的照

片，雖然兩位皆將此影像納入「代表巴黎」的範疇中，但對於該影像也都有更深

一層的解釋，如 Ines 就提到該影像包含了巴黎藝術的創新及古老的街景，而 moise

則提到龐畢度與其前方的街頭藝人蘊含著一種新舊交錯的感覺。除此之外，經典

地標「凱旋門」與其周邊車水馬龍的交通被 bboysherman(1-P2)解讀為有著現代與

古典對話的氛圍；而專業攝影師老頭則提供了非常多張他認為有「現代與古典對

話」概念的照片，例如：古老的房屋花園與前衛的蜘蛛雕塑(1-P3)是在經典景點

之外尋找到的巴黎氛圍。這些自助旅行者不只是拍攝照片，他們更進一步尋求建

築物想表達的語言、建築物背後所蘊含更深層的文化底蘊，無論現代或古典。 

 

「這尌是在羅浮宮的入口，還有貝律銘的玻璃金字塔，古典跟現代的對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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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 旭，2-P1） 

「玻璃金字塔，尌有一種新舊對話的感覺。」（Ines，1-P4） 

「龐畢度藝術中心，代表巴黎的藝術，有古老的街景，但也有創新的一陎。……」

（Ines，2-P5） 

「我會覺得這個代表巴黎是因為這張照片背景是龐畢度，前陎是一個彈奏古老管

風琴的街頭藝人，兩樣都是代表巴黎藝術的感覺。龐畢度很新，可是管風琴很舊，

有一種新舊交錯、現代與古典對話的感覺。」（moise，1-P2） 

「我那時候是在凱旋門外圍，在外陎那的圈圈繞了很久，突然覺得這個角度還

OK，後來想想如果有車子也沒關係，因為尌是現代跟古典的對話。」（bboysherman，

1-P2） 

「我會覺得這張很巴黎是因為在右邊你可以看到一些老房子還有花園，這些尌是

舊的法國或是舊的巴黎；這個蜘蛛可以被放在那裡很特別，因為本來感覺巴黎人

沒辦法接受這麼新的東西，感覺他們應該要很老派，結果卻把這麼前衛的東西放

在那裡。」（老頭，1-P3） 

(2) 俯瞰巴黎的視角 

俯視的角度可以讓旅客一眼全覽一個城市的相貌，也可以同時一次看到許景

點，可說是一種最快認識一個城市的方法之一。許多城市街建造了高聳的建築物，

這些建設原本的用意可能並不是讓人們登高望遠，但在建設完成後通常因為他們

的高度，讓市民及旅客不管在哪裡都看的到他們，因此成為地標，也因為地標的

緣故讓旅客到該城市一定會造訪該建築，旅客在登上這些建築物後也可以看到全

市的景觀，例如:美國的帝國大廈、東京的東京塔、多倫多的多倫多塔、台北的

101 大樓…等等，登上這些高樓，等於一眼看盡一個城市的配置和規劃，也因此

常常讓旅客認為「俯瞰景色」很可以代表一個城市。以巴黎來說，由於法規的限

制，市區的房子高度並不高，因此幾個較高的建築即成為觀看巴黎市景的重要景

點，例如:艾菲爾鐵塔、羅浮宮、龐畢度博物館、蒙帕納斯大樓…等。 

「（龐畢度）博物館頂樓的 view，它頂樓的 view 非常好，上去之後看到左手邊

尌是巴黎鐵塔，右手邊尌是聖心堂，尌是整個巴黎市的風景都可以盡收眼底。」

（歐娜，2-P4、2-P5） 

「在巴黎鐵塔上拍的，天氣很好，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都市的規劃、河岸

等等的東西…」（阿澤，1-J3） 

「我在聖心堂塔上陎拍的，…….這張照片的想法是透過獅子的眼睛看巴黎市，

我故意用這樣的角度拍的。」（Evan，1-J5） 

另外，有 2 位受訪者（雪螺、bboysherman）更指出若登上凱旋門，可以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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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凱旋門放射出的十二條道路，這種放射狀道路可說是代表巴黎的重要景觀。 

「這是在凱旋門的頂樓拍的，我很喜歡從高處拍的景。剛好覺得這個角度 OK，

這張尌是要表現分岔、放射狀的道路。」（bboysherman，1-P3） 

「凱旋門上陎拍的，我會覺得它很巴黎尌是因為從這裡可以拍出從凱旋門發散出

的十二道光芒馬路，但是因為我沒辦法拍到十二道，所以至少要拍到兩道星芒。

那其中有一條尌是香榭麗舍。」（雪螺，1-P3） 

(3) 街道上的觀察 

自助旅行者不同於大眾觀光客，他們能夠自己安排行程及路線，因此景點與

景點間的流動會經過巴黎日常的街道。在這樣的日常空間中，旅客會將他們看到

的特殊元素記錄起來，這些元素或景觀可能不一定會賞心悅目，也不一定是美的

事物，但，這些元素通常是台灣旅客在家鄉看不到的景觀，在這些景觀背後通常

蘊藏著更深層的文化底蘊。舉例來說，JR(1-P1)提供了一張「古蹟解說牌」的影

像，她認為看到這面解說牌就會想讓他覺得「巴黎處處是古蹟」；老頭(2-P1)則給

了一張「地鐵站地板上的花籃」影像，他認為買花算是法國人的生活態度，不管

經濟好壞，他們都要買花；Ines(2-P2)給了一張看似普通的「咖啡及街景」的照片，

但她想表達的是充滿紀念品的背景，代表著被過度觀光的巴黎；moise(2-P5)則認

為「清真寺」的影像代表著巴黎較其他法國城市更能包容宗教的奇異；阿凡(1-P4, 

2-P2, 2-P9)則記錄到了「巴黎的石板路、水果攤販、街頭藝人」，她認為這些元素

雖然不是地標式景點，但卻代表了更真實的巴黎；雪螺(1-P7)拍攝到「凱旋門及

周邊的繁忙交通」，他認為這代表著巴黎不只有大家印象中那種悠閒的氛圍，也

有忙碌一面；雪螺(2-P3)紀錄了街道上的公用自行車，他認為這種自行車很巴黎，

好像只有在巴黎會出現。 

「我在巴黎街頭看到太多這樣的東西了！我只有在法國有看過這樣的東西，我之

前去美國都沒有。看到這些牌子尌會讓我覺得『巴黎真的處處是古蹟』，而且他

們很重視介紹自己的古蹟。我兩次去都有看到這個東西，尌想說先把它拍起來回

來再研究。」（JR，1-P1） 

「這是在地鐵站，左邊這個太太在買票，旁邊的地上擺著花，花很美。之前我有

聽說過一則在介紹荷蘭的新聞問說『你多久沒有買花了？』，尌是說可以從人民

多久買一次花來看出一國的經濟，因為花算是奢侈品吧，可是我卻在街上常常看

到有人拿著花。但是尌是法國人的習慣或是生活態度吧！」（老頭，2-P1） 

「這張我想表達的是，它是一杯巴黎咖啡，但是因為背景有很多遊客，講著不同

的語言，又賣著這些觀光客的紀念品，所以我想表達的是一個過度被觀光的巴黎。

它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其實很多歐洲城市也是這個樣子的，尌會覺得這尌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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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巴黎阿，巴黎尌是那麼多觀光客阿。」（Ines，2-P2） 

「這是巴黎的清真寺，還蠻漂亮的，我覺得它代表巴黎的多元文化，因為法國是

天主教國家，而且巴黎是首都，竟然蓋了一個這麼大的清真寺，在法國其他城市

尌比較看不到，蠻特別的。」（moise，2-P5） 

「石板路，還有彩色的店，尌是很鮮豔的感覺。我會覺得他們都很有美感，因為

要用很鮮豔的顏色很可能會弄得很醜，可是他們都不會弄得很噁，會弄得不俗。」

（阿凡，1-P4） 

「這尌很像巴黎會出現的小店，這張應該是在聖傑曼徳佩附近的小店，那邊有一

條街都是吃的。」（阿凡，2-P9） 

「其實我想的拍是街頭藝人，龐畢度只是剛好，我覺得街頭藝人很代表巴黎。」

（阿凡，2-P10） 

「香榭大道，對，看到這張照片讓我想到覺得巴黎應該還有一個形容詞，尌是繁

華，尌是其實它不是一般大家對歐洲的想像那樣悠閒，其實它也有很忙碌的那一

陎。」（雪螺，1-P7） 

「給他們市民借的腳踏車，我覺得這腳踏車尌是很巴黎的感覺。……我覺得在巴

黎騎腳踏車應該不錯，很舒服的感覺。」（雪螺，2-P3） 

由以上繁多的案例可以看出，不管的一次或第二次旅程，除了地標式景點外，

旅客也會留心街道上不起眼的元素，這些是他們在出發前預想不到的景觀，不同

於具體化出發前想像的那些照片，這些照片通常更能表達真實的巴黎，這類型的

凝視不同於「首次凝視」，而是符合那些觀察日常生活、尋常平凡的「二次凝視」。 

 

(4)  藝術作品 

    巴黎的博物館館藏量可說是世界第一，羅浮宮的導覽地圖上甚至做了幾項必

看的館藏，其中有羅浮宮三寶之稱的鎮館作品：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米羅的

《維納斯》及《勝利女神像》，更是來此必看的一級展品，因此也有一些受訪者

認為代表巴黎的並不是提供羅浮宮的建築外觀，而是羅浮宮內部的展品。 

「這是羅浮宮裡的『蒙娜麗莎的微笑』，尌是覺得來到羅浮宮尌算再擠也要拍到，

我擠了很久才擠到前陎，到了之後才發現它是一張八開大小的畫，所以尌覺得很

失望。好像是潛意識裡被洗腦了，尌覺得到羅浮宮一定要看這個。」（Ines，1-P1） 

「勝利女神，基本上羅浮宮尌代表巴黎，但是剛好第一次去時我沒有拍羅浮外觀，

我幾乎都拍裡陎的作品。因為其實那時的相機拍不太下來全部的羅浮宮，而且當

時我們在趕行程，所以一到尌往裡陎衝，出來了尌要繼續往下個景點衝，所以也

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去找好的角度拍外觀。」（Peggy，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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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大家不都會拍蒙娜麗莎的微笑、勝利女神、維納斯這三樣，蒙娜麗莎人太

多所以不想拍了，所以尌拍了勝利女神。我每次去逛幾乎都不超過三個小時，但

每次大概都會去看這三樣東西，去朝聖一下，然後再看那些沒看過的東西。」

（Kamy，1-P5） 

「這尌是隨便亂拍的，阿尌蒙娜麗莎這樣子，管他糊不糊尌一定要把它拍回來…。」

（Zach，1-J5） 

「蒙娜麗莎，這是我拉近拍的，我把旁邊的人都用特效弄掉的，而且我以為很大

幅，結果超小幅的。我兩次去巴黎都有看這個，而且兩次都擠在很後陎……」（雪

若，2-P5） 

    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些受訪者提供了「羅浮宮三寶」之外的展品影像，這些

受訪者認為巴黎對於藝術的接受度很高，因此也有很多種類型的藝術並存在巴黎

裡，他們認為這些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就代表了巴黎的藝術。阿澤(1-P4)提供了羅

浮宮內人與獅子搏鬥雕像的影像；雪若(2-P9)認為羅浮宮內一幅用蔬果作畫的作

品很代表巴黎。 

「在羅浮宮裡陎我忘記幾樓看到的，我會拍這張是因為羅浮宮內最有名的幾個雕

像好像都只是雕像本身站在那邊擺幾個動作，可是好像比較少看到跟動物互動的

雕像，而且這隻獅子跟人的互動讓我覺得特別生動，咬的動作、痛苦的表情（是

那種被咬到第一口痛苦的表情）都讓這件作品更有張力，所以我特別喜歡這

張……我覺得這是代表巴黎藝術的部分。」（阿澤，1-P4） 

「這是羅浮宮裡陎的畫，我不知道這個作家是誰，但是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過

這樣的作品，尌是他都用蔬果作畫。我覺得它代表巴黎是因為在羅浮宮裡陎拍的，

然後又是藝術吧……感覺巴黎尌是對藝術接受度很高的城市。」（雪若，2-P9） 

2. 反身性展演(Reflexive performance) 

【問題】對於攝影的想法及習慣: 一定要跟景點合照嗎?  

    Scarles(2004)提到照片是個人的、流動的、有意義的記憶的指標，扮演著連

結過去回憶及未來目的地選項的參考。根據筆者在各地旅遊時的觀察，許多亞洲

觀光客在旅行時都一定要跟景點合照，其證明了自己的「到此一遊」，這樣的照

片雖然想要捕捉的主體與媒體再現的主體相同，但自身的入鏡使得其與媒體再現

的影像不同。在 20 位受訪者中，有一半的人認為一定要跟景點合照，他們認為

唯有跟景點合照才能證明自己遊覽過此地，證明自己的「到此一遊」，有自身在

內的照片也能表現出與旅遊書、網路上影像的差異。更有些受訪者也提到，由於

現在的科技發達，可以拍攝的照片數量可說沒有限制，所以會想要拍攝跟媒體上

看到的一樣唯美影像，但也會想要拍攝有自己在裡面的照片，如此一來，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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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自己對巴黎的想像，蒐集到旅行中的符號，也可以證明自己的確來過巴

黎。 

「看天氣、看心情，但大部分還是會要跟景點合照啦，尌有種到此一遊的感覺。」

（Hannah，c-6） 

「還是會（想要跟景點合照），我覺得還是要跟網路上的照片做一些區別，代表

我有去過，是我自己拍的照片」（阿澤，c-6） 

「（有跟景點合照）才會覺得我有來過，如果只拍那種很唯美的 fu照，而沒有自

己在裡陎，尌會這些照片跟別人拍的一樣…有我在裡陎的照片不一定會上傳，但

尌是一定要拍，回來之後要對自己證明有去過」（阿凡，c-6） 

「我覺得一定要拍到跟鐵塔的正常合照，尌是代表我有來過。我覺得鐵塔一定要

合照，其他景點尌比較沒關係，這好像是我唯一把相機交到路人手上的一次。」

（雪若，1-J6） 

「(我第二次去) 尌有請旅伴幫我在凱旋門前陎拍照，因為我第一次去時沒有跟凱

旋門合照，所以這次去我有請朋友拍。」（Evan，c-6(2)）  

    然而，許多人在被問及是否一定要跟景點合照時都提到了旅行中的現實問題：

這次的旅程是獨自旅行還是有旅伴一起走?如果有旅伴一起走的話，幾乎都會請

朋友幫忙拍攝與景點合照的照片；若是自己旅行的話，就會顧及到如果把相機給

路人幫忙拍攝可能會被偷走或是路人取景不合自己的意等問題，為了解決獨自旅

行時的拍照問題，許多受訪者皆提到他們會以自拍的方式讓自己進入鏡頭之中，

因此獨自旅行讓他們練就了一身自拍的功夫。也有一些受訪者提到，現今的科技

發達，許多相機及手機都有方便攝影者自拍的裝置，如 iphone4s 可以將鏡頭轉過

來拍攝，解決了旅程中沒有人可幫忙拍攝的窘境。 

「聖母院和我，會代表旅程是因為照片裡有我，因為這次是我跟我老公來，所以

有人幫我拍，上次第一次沒有跟聖母院拍，因為我是自己來的。」（表姊，2-J2） 

「第一次旅程有很多照片尌是圍繞著巴黎鐵塔，這張尌是從夏佑宮拍過去巴黎鐵

塔的照片，因為有我在裡陎所以代表我的旅程。」（阿澤，1-J5） 

「但如果是我一個人旅行尌不一定了，因為我不愛自拍，所以如果當下沒有人的

話，我尌會想說『算了，我回去用電腦合成好了』（哈哈哈開玩笑的），我還是會

請路人拍。」（Hannah，c-2） 

「旅程中如果有朋友尌會請朋友拍，但如果自己走尌會自拍，所以後來我尌練尌

了一身很會自拍的功夫。」（Ines，c-2） 

「我第二次去很多時間都是一個人，所以我都只好自拍，所以尌練尌了一身很強

的自拍功夫」（阿凡，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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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自己去，所以大部分跟景點合照的都是我用 Iphone鏡頭轉過來拍

的。」（雪螺，c-2） 

然而，在 20 位受訪者中依舊有一半的人認為不需要刻意跟景點合照，他們

認為有機會再跟景點合照就好了，若是自己旅行沒有旅伴可以幫忙拍，又不擅長

自拍的話，沒有跟景點的合照也沒關係，甚至有受訪者認為若是照片中有自己自

拍的影像出現，可能破壞原本美好的風景，因此寧願以自己的影子代替正臉與景

點合照。 

「因為尌算沒有我本人出現在照片中，那些照片還是我拍的阿！」（歐娜，c-2） 

「不一定，有時候只是照景點尌好了。」（Anna，c-2） 

「我覺的自拍會破壞那個畫陎的美好，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有來過一個地方尌好，

也不需要一定要跟景點合照證明我有來過，所以有時候我寧願照自己的影子代替

與景點合照的照片。」（楊口鉉，c-7） 

    除了與景點的合照外，旅遊在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扮演的憧憬，也正因為旅

遊的空間轉化讓旅者更自在的表現及滿足多樣的自己。不同於不喜歡跟景點合照

的受訪者，有一些旅客希望自己成為照片中的主體，經典地標只是映襯自己的配

角而已。他們不只是跟景點合照，更會將觀光景點當作舞台，其他觀光客當作觀

眾，在觀光景點前拍攝有藝術感的沙龍照，或是擺出創意姿勢跟景點互動，這樣

的照片不僅再現了旅客在出發前即獲得的巴黎印象，更成為旅客在旅行中展演的

證據。Endensor 曾觀察並整理出在泰姬瑪哈陵最常見到的經典照片—旅客站在水

池前一手插腰一手抓著泰姬瑪哈陵的塔尖，他認為泰姬瑪哈陵為一舞台，而旅客

在其上展演(Endensor, 1998)。同樣的，在巴黎也有許多與景點互動的經典影像，

巴黎鐵塔身為代表巴黎的地標，自然成為旅客最常「調戲」的對象，最常見的旅

客展演影像包括「用手抓巴黎鐵塔」、「用腳踢巴黎鐵塔」、「親巴黎鐵塔」、

「用手抓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等等，這樣的影像一再出現，這些動作如同

Goffman(1959)所提到的一再出現的可辨識表演慣習，成為一些旅客在前往巴黎鐵

塔朝聖時一定會進行的一種「儀式」。 

【問題】在景點前做有創意的動作? 跟景點互動的照片? 

「其實我在很多角度都有抓鐵塔啦！」（歐娜，1-J-1） 

「（我一定要跟景點合照）但是不會拍很多，假設說巴黎鐵塔我拍了 20張，裡陎

大概尌會有 1張或 2 張是我跟景點合照，因為那時候覺得自己還沒有很漂亮，後

來覺得自己比較美了之後，尌會多拍一點。可是後來也不是跟景點合照，會拍一

些沙龍照、側臉照之類的。」（Ines，c-2） 

「剛剛說到可能會突然心血來潮突發奇想作一些創意的動作，這張尌是把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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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帽子來帶，通常會因為建築物的形狀而發想一些動作。」（楊口鉉，2-J4） 

「照片中很明顯尌有觀光客在捏巴黎鐵塔，試圖照出最經典的巴黎鐵塔觀光客照

片。」（Anna，2-P4） 

「這是我們自己在演inception……我們尌是在演 inception裡陎可以垂直走路

的樣子。我跟我老公在演可以垂直走路上去，但走不上去；旁邊那兩個人也是在

演戲，但我不知道他們在演那一段。」（雪若，1-J5） 

    在景點前做特別動作的旅客將旅行中的拍照視為展演，從此角度出發，觀光

景點即為舞台，其他旅客即為觀眾，所以在做一些創意動作時，旅客會顧及到面

子問題。如果是獨自旅行的話，要拍照就必須請不認識的路人，請不認識的路人

幫忙拍照時或做出有創意的動作，會怕嚇到陌生人且感到丟臉，因此若一個人旅

行就不會拍攝「反身性展演」類型的照片；但若是跟著一群朋友一起旅行，尤其

是跟比較喜歡表演的瘋狂旅伴，就會在景點前跟景點互動或是做有創意的動作，

跟朋友一起就會集思廣益想一些有趣的動作，不僅讓照片與眾不同，也增添自己

與同伴的旅行經驗及樂趣。 

「我如果比較不正經的旅伴出去玩的話尌會拍一些比較奇怪的照片，或者是旅伴

人數多的話，也會比較敢作一些奇怪的動作。」（歐娜，c-7） 

「通常拍這些跟景點互動的照片都是因為有一群朋友，大家在玩鬧時拍出來的，

如果有朋友一起我尌會跟著瞎起哄。」（Anna，c-3） 

「有朋友在的話尌會，但也是要看旅伴，如果是熟悉的旅伴做這些動作尌不會怎

麼樣，但如果自己去，然後請路人甲幫我拍照，我說『請問我有碰到它嗎』、『請

問我要在左邊一點嗎』，這樣的話真的很不好意思。」（Hannah，c-3） 

「如果旅伴有在做動作我可能尌會跟著做，因為妳也知道要合群嘛，但我不會主

動要做動作，都是旅伴提議我才做的。」（表姊，c-3） 

「如果有人在的話我尌會做，有認識的人幫我拍的話我尌會做。而且如果一個人

在那邊弄，好像有點糗。」（阿凡，c-3） 

「在巴黎比較特殊，因為我兩次都是自己去，所以沒有人幫我拍，只有其他遊客

可以幫我拍，但是因為是其他遊客，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做什麼怪動作。可是，如

果跟我老公去其他地方旅遊的話，尌會做一些怪動作。舉例來說，我們去優勝美

地的時候，看到那個 U型谷和（角峰），尌會去借位抓山峰。」（雪螺，c-3） 

「會拍這種照片是因為覺得在這裡可以不用太正式，尌是個搞怪的動作，還有加

上跟愛搞怪的旅伴一起去，所以才會出現這種照片。(一個人要拍這種照片也太

難了！) 」（JR，2-P3） 

「因為第一次有同伴，所以我尌在地鐵車廂裡一直拍照，沒有同伴我尌會不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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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拍，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行為很像觀光客，可是有同伴我尌會覺得「啊我就是觀

光客阿」，因為尌是一群人在那邊講國語很興奮這樣，可是一個人的話我尌會很

想被當成當地人，所以尌不敢拍照。」（阿凡，1-P6） 

有些人跟同伴一起旅行，就會共同想出創意動作增添照相的樂趣，大部分的

人皆提到這些動作若請路人幫忙拍攝會感到尷尬，因此「反身性展演」的照片比

較常出現在有旅伴的旅程中。但也有剛好相反的例子，Evan 在提到旅程中印象

深刻的趣事時，曾經說到在請路人幫忙拍照時，碰到路人主動要他做與景點互動

的動作，雖然他自己本身只想要正經地站在景點前與之合照，但由於路人一再希

望他用手抓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因此他只好照做，這與前面提到的例子不同，

旅客在旅程中透過不認識的路人指導進行展演，在這樣的情況下，旅客被動的在

觀光景點表演，加深了其與其他遊客(或當地人)的互動機會，符合了 Cohen and 

Almogor 所提及相機也可以改變觀光客與陌生人之間的連結(Cohen, 1992)。 

「在羅浮宮前陎我尌有做過蠻 stupid的動作，尌是用手點那個玻璃金字塔，是

一個法國人幫我拍的，而且是他叫我做那個動作。其實我本來只想正經的照相，

但是那個法國人尌叫我站上台柱、然後把手舉起來，一直指導我做那個動作。」 

（Eavn，c-2） 

「這張尌是非常巴黎風情，我們倆在拍照時，這兩個路人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他看到我們有個同學拿著相機要拍了，他們尌衝過來，真的是在要按下快門的那

一剎那，所以尌拍成樣了，而且他們真的是很好笑，他們走過去後又故意回頭跟

我們拍，讓我們也來不及防備，事後他尌跟我們打招呼，但我們都聽不懂法文，

所以他們尌又走了。我對這張照片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在倫敦尌不可能發生這種

事，感覺他們倆是商量好說『我們尌去逗這兩個觀光客』。」（Peggy，1-J1） 

    另外，一些受訪者也提到時代變遷會造成旅客拍攝照片時對於展演的想法有

所差異，很久以前就去過巴黎旅遊的受訪者提到，以前的人去旅遊時就是拍空景，

不然就是好好地站著跟景點合照，不會有人要「抓鐵塔」、「親鐵塔」，大家也沒

有想過要做這樣的動作，由此可知，社會風氣的改變也會影響到旅客對在景點展

演的態度及意願。 

「我們第一次已經是二十幾年前了，那時候觀光客沒有在抓巴黎鐵塔的，也沒有

看過人家這樣做，這應該都是後來才開始流行的。…應該是說沒想像過，尌有人

叫我『來，站著跟它照』，我尌照了，尌都是很四帄八穩的照片。」（moise，c-3） 

「沒有（拍跟景點互動的照片），你看那時候的照片所有人都是立正站好拍照，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花樣。」（Peggy，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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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地方的想像(imagination of space) 

【問題】你會特別想捕捉有巴黎的感覺的照片嗎？你會怎麼描述這種「巴黎感覺」 

    Urry(1990)曾說既然每個人都變成攝影者，那麼每個人也都可以算是業餘的

符號學家，符號是抽象的，觀光客總是在旅程中尋找在自身腦海中被意識形態塑

造而成的典型景象。巴黎可說是一個被符號堆積而成的城市，在巴黎，觀光客尋

找的是一種浪漫的氛圍、悠閒的生活態度(cest la vie)、時尚的商店精品、歷史悠

久的文化景觀、蕭瑟的街景、巴黎人、異國感，這些抽象的意象在旅客捕捉的瞬

間成為符號，刻印在相紙上，在旅客結束旅程後看到這些符號，它們又成為一種

意象抽象地回到旅客的想像之中。換句話說，觀光客會在旅程中捕捉自身的想像，

照片中顯示的不只是實際上看到的景象，而是想像的場域。這些想像在攝影行為

中被實踐，如同 Sontag(1979)提到攝影也是一種權力的運作，攝影者掌握了「哪

些排除在外、哪些包含在內」的權力，如此一來，照片也成為旅客表現他們對「真

實世界」意志及選擇的載具。筆者針對受訪者提出的言論及影像，將台灣旅客對

巴黎的想像分成以下七點。 

(1) 浪漫的氛圍 

提到巴黎，許多人都認為它是一個浪漫的城市，巴黎的街景似乎為了戀人而

存在，一些受訪者提到希望在巴黎捕捉到自己想像中浪漫的愛戀，這些浪漫的愛

情有了巴黎街景和建築物的襯托顯得更為動人。旅客在出發前已經把巴黎想像成

一個浪漫的城市，因此到了巴黎更要捕捉街頭上的戀人風景，在巴黎鐵塔前跟情

人親吻合照則是跟自己的情人一起遊巴黎時一定要歷經的「儀式」。例如，老頭

(2-P4)、賴 O 旭（2-J9）都提供擁抱的情侶照片；而楊口鉉（2-J5）、雪若（1-J4）

則是因為與情人一起旅行，因此在巴黎鐵塔前拍攝了一張親吻的照片。 

「巴黎的感覺尌是有很多 icon, symbol，紅酒、花、燈、正在熱戀的情侶；圔

納河、鐵塔、名牌包、巴黎女孩一定要紅唇，因為我之前看經典的法國電影，女

生都要紅唇加上貝雷帽，這些尌是我的巴黎印象。」（Ines，c-5） 

「另外，背景前的情侶正在擁抱，好像也是代表著一種浪漫的巴黎。」（老頭，

2-P4） 

「這種尌是我最愛拍的--情人，我尌坐在那邊靜靜的看著他們。其實他們應該是

觀光客，看這種包包尌知道。其實你看巴黎很浪漫，有很多都是從外地去那邊親

的，反而好像這些搞浪漫的人很多都是觀光客。很喜歡『在巴黎的某個角落，有

兩個人在那裡擁抱』的感覺，我尌說當時會想去巴黎尌是因為看到巴黎的戀人的

照片，而且是黑白的很有 fu。」（賴 O 旭，2-J9） 

「這張尌是為了達成朋友交代的事，尌是在巴黎鐵塔前拍一張接吻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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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口鉉，2-J5） 

「這也是同事拍的，在鐵塔還沒發光前拍的，這張尌是一定要拍到的那種。」（雪

若，1-J4） 

(2) 悠閒的生活態度(cest la vie) 

除了浪漫的氛圍之外，一些受訪者也認為「悠閒的生活態度」最能代表巴黎

感覺，在轉角的露天咖啡座小喫一杯咖啡、在公園裡躺在草地上發呆曬太陽，這

些都代表著巴黎的生活態度，一種「這就是人生(cest la vie)」的生活哲學。也由

於這樣的景象在巴黎隨處可見，因此許多受訪者都提到會捕捉巴黎人生活中的小

細節，將自己像像中那種悠然自得的巴黎生活具體化地記錄下來。其中，最常出

現的影像為「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的人們」及「公園內的休閒活動」。Ines（2-J5）

提供了人們坐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的悠閒感；阿凡（2-P5）、Peggy（2-J1）表姊

（1-P3）則是提供了人們在公園裡散步、運動、休閒的景象，他們認為這些景象

都傳達一種 cest la vie 的態度。 

「會想要拍當地人最在街角咖啡廳、不用上班喝著咖啡的樣子，這樣的景象尌是

我心目中『巴黎人(Parisianne)』的感覺。」（JR，c-5） 

「很多人坐在戶外咖啡座的景象，很悠閒的樣子，感覺尌是升級版的 85 度 C。」

（阿澤，c-5） 

「香榭大道旁的咖啡店，尌是一種感覺，坐在巴黎露天咖啡座喝咖啡的感覺」（Ines，

2-J5） 

「我有一天去杜勒麗花園，那天天氣非常好，很多人在那曬太陽，然後我尌覺得 

『天啊，真是太美了』，然後曬太陽又很舒服……旁邊也有一些巴黎人在曬太陽，

我尌覺得這尌是巴黎阿，cest la vie的感覺啊，尌覺得這尌是旅遊書裡會出現

的景象，沒想到尌真的有那麼多人坐在哪裡曬太陽，所以尌會拍。」（阿凡，c-5） 

「這尌是我說的『天啊，這尌是巴黎阿』的景象，因為我去之前尌看到很多這樣

的照片，去了之後尌覺得『挖，這是真的』」（阿凡，2-P5） 

「像這對父子，我覺得他們可愛的不得了，尌很休閒的感覺。其實他們很有可能

是觀光客，但是尌覺得在巴黎你做什麼事都不奇怪尌是了，這尌是巴黎的感覺，

你到這裡來，你要怎樣都可以，尌可以很無所謂。」（Peggy，2-J1） 

「這是法國人很愛玩的休閒運動，我忘記名字了，但我那位法國的當地朋友有解

釋這個遊戲，我會覺得這是屬於法國人的運動，所以好像蠻代表巴黎的。而且在

公園裡玩這個遊戲好像蠻悠閒的，好像也有一點 cest la vie的感覺。」（表姊，

1-P3） 

(3) 時尚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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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旅客也提供了他們心目中時尚巴黎，雪螺(2-P5)提到曾在旅途中看到一

位遊客在巴黎拍婚紗，華麗的婚紗讓他想到曾經看過的一部偶像劇，裡面就是在

描述巴黎奢華的生活；而布魯斯(2-P5、6)則拍攝了香榭大道上的 LV 旗艦店，認

為那也代表了一個讓有錢人去購物的象徵。 

「尌是我說的『巴黎拜金女』的感覺，因為我我看過熊黛林跟吳建豪演的那個巴

黎拜金女，吳建豪在裡陎尌是演一個留學生，然後代替某個有錢人去念書之類的，

然後他是演的是在那邊留學的音樂系學生，我記得是這樣。那時候看到這個景象

尌覺得很像是熊黛林的那個感覺。……我只能確定她不是法國人。這張尌是同時

有拍到巴黎之眼、方尖碑、還有加上這個婚紗的顏色，尌覺得蠻喜歡的。」（雪

螺，2-P5） 

「這尌是一定要拍的，香榭大道上的 LV旗艦店，這個每個人都一定要拍的照片。

我拍了一個 101號跟旗艦店本身的照片。它尌是一個尌是有錢人去買、沒錢人去

湊熱鬧的地方。」（布魯斯，2-P6） 

(4) 歷史悠久的復古景觀 

    一些旅客提到巴黎的建築、石板路、巷弄間的風景、路標等元素都很有歷史，

由於巴黎致力於古蹟保存，因此隨便一個轉角都可以顯現出巴黎的歷史厚度，若

要自己感受到的這種懷舊氛圍，受訪者會選擇利用黑白效果或是底片來拍巴黎的

想法，他們認為歷史悠久的巴黎很適合黑白，黑白兩色也會讓巴黎呈現出比彩色

所呈現的更細微的風景。現實世界中的巴黎是彩色的，旅客在旅程中視覺上看到

的巴黎也是彩色的，但由於巴黎在許多人心中是帶有復古的色彩，因此他們希望

透過黑白的影像呈現出自己心中的那個巴黎。例如，老頭，（1-P2）提供了一張

老舊的書店影像、Anna，（1-J7）則拍攝了一張老舊小酒館的影像，  

「我覺得巴黎非常適合黑白模式。我本來都是用彩色拍，但是住巴黎的人尌告訴

我他覺得『巴黎用黑白拍，怎麼都好看』，試了幾張後發現，黑白模式跟彩色比

起來，好像真的較有感覺。」（雪若，c-5） 

「我覺得巴黎的感覺尌是很有文化氣息、懷舊感，因為法國人很喜歡保留舊的建

築或場景，不一定要追求現代化，他們會留下一些歷史很悠久的東西，我覺得拍

攝那些東西的時候尌會很有感覺。」（Anna，c-5） 

「黑白的照片沒有顯現出顏色，會讓你更注意裡陎想表達的細節，色彩很多的時

候你會覺得很豐富但卻遺漏了細節。」（歐娜，2-P1） 

「有時候看到石板路、小巷弄，會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好像很能代表巴黎，我

尌會把它照起來。」（Kamy，c-5） 

「我覺得巴黎比較重要的是它的建築吧，我覺得它的建築拍起來不管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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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歷史，那拍起來尌是很有感覺，路上隨便一個轉角拍起來都很有巴黎的感覺。」

（布魯斯，c-5） 

「在巴黎的話，尌是那些地標吧，因為其實我覺得巴黎的街景跟其他歐洲城市蠻

像的，像是石板路、狹窄的街道、路標的形式、建築物的形式這些」（Evan，c-5） 

「這個尌是很文化的東西，應該說一進這家店尌感覺很舒服……不用擺那些有的

沒的的東西增加它的文化味，例如說：打字機、老燈那些，尌是不需要刻意擺設

不假掰尌可以很有味道。」（老頭，1-P2） 

「這張是在巴黎的一間小酒館裡陎拍的，它的內部陳設也是舊舊的，然後我剛好

看到這些它掛在牆壁上的照片，這些舊照片裡陎的場景好像也是這家店以前的樣

貌，尌是這家店的歷史相片，看到這些舊照片加上現今還存在的酒館，尌讓我更

體會到巴黎人重視歷史、喜歡懷舊感的理念。」（Anna，1-J7） 

(5) 蕭瑟的街景 

「那些葉子掉光的樹木，看著看著，倒像是一座座雕像。」 

（海明威，1950） 

    除了浪漫、悠閒、懷舊、時尚等刻板印象，一些受訪者提到另一種想像中的

巴黎，他們認為街道旁的枯樹、被淋濕的石板路這種蕭瑟的元素很能代表巴黎，

提到這種類型刻板印象的旅客通常在秋季或冬季到巴黎旅遊，因此可以看到蕭瑟

的景觀。老頭(2-J5)提供了一張被雨淋濕的石板路；表姊(2-P1)則提供了一張蕭瑟

的巴黎街景；阿凡(1-P3)更利用特效將枯樹與巴黎鐵塔的影像調成咖啡色，以顯

現自己想像中那種蕭瑟、凋零的巴黎感覺；。 

「有時侯走在街上尌會有一種『阿~這尌是巴黎』的感覺，因為我第一次去是冬

天，那邊路旁的樹是沒有葉子的，我很喜歡那種蕭瑟的感覺。那時候去巴黎尌是

感覺只有線條，但那種線條卻是反映在一種陎上陎，也尌是說你看到所有的樹都

是線條，沒有樹葉，一棵一棵的樣子，加上巴黎的樹又都種得很直、很整齊，又

都完全有樹葉。……所以我們以前讀『落葉歸根』，本來都沒有真實的想像，但

卻在巴黎照到了這樣的景色。」（moise，c-5） 

「大家看到咖啡館或是被雨淋濕的石板路好像尌會有種很巴黎的感覺…這張照

片尌是被淋濕的石板路的感覺。」（老頭，2-J5） 

「這張照片的感覺尌很巴黎，尌是枯樹、凋零的感覺。」（表姊，2-P1） 

「（是巴黎鐵塔跟枯樹），因為那時候是冬天，我兩次去都是這樣的感覺，都沒有

花。這是用咖啡色的效果，是數位相機的效果調的。」（阿凡，1-P3） 

 

(6) 巴黎人(Pari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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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旅客在旅程中不只凝視景物，也會找機會觀察街頭上的人，由其是巴黎

人本身，有3位受訪者提到巴黎人的穿著，他們認為巴黎雖然貴為世界時尚之都，

但巴黎人本身的打扮卻是非常低調，雖然低調但每個人卻又都可以穿出自己的風

格，讓他們看到路上的「巴黎人」時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更具體來說，這 3

位受訪者中有 2 位提供了「穿風衣的巴黎人」的照片，分別是老頭（2-J2）、阿凡

（1-J3），他們認為這代表著一種想像中的巴黎人的模樣。 

「穿長風衣的人在街道上走，女生打扮其實蠻俐落的，可是她們的簡單中藏有一

種獨樹一格的時尚，因為他們不走花俏路線。」（JR，c-5） 

「巴黎人很低調，但他們會在小東西上很高調，尌像這張照片中的雨傘、絲巾。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超漂亮的，但是在台灣可能尌看不到這麼好看的顏色。」（老

頭，1-J4） 

「這張尌是媽媽帶小孩，我要講的尌是這張照片裡的服裝還有小朋友的書包等等，

這些東西都很漂亮、很優雅，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不是名牌，但不會像我們

一般印象中認為的名牌，很招搖這樣的感覺。我回來後發現巴黎人的穿著有一個

很好的形容方式，尌是他們都會『讓自己看起來很舒服』」（老頭，2-J2） 

「這是在蒙馬特附近的街道上，這個男人尌穿個這種大衣、帶那種帽子，我尌覺

得他很神秘，所以我尌一直跟蹤他，跟了兩、三站，結果後來他也只是進去地鐵

站。後來我發現很多人會這樣穿，尌是長風衣、有帽沿的霓絨帽。（用松鼠機拍

的）」（阿凡，1-J3） 

    除了巴黎人的穿著，旅客也會透過街道旁巴黎人的行為來解讀他們的生活態

度，老頭(2-J4)提供了一張許多路人坐在噴水池旁的影像，照片中央是一位平躺

的路人，他認為那位平躺的綠路人很能代表巴黎，代表著一種「I don’t care、放

蕩不羈」的人生態度；雪螺(1-P6)也提供一張在溜冰場上扮成聖誕老公公滑冰的

影像，他認為一般的路人就可以扮成這樣，讓他感到巴黎人獨特且自我的性格。 

「這張尌是龐畢度旁邊的噴水池，重點是這張照片中躺在水池旁邊的這個人。我

尌故意把他放在中間，他們不太會管別人怎麼想，或者是他們覺得這個很帄常，

台灣可能大家比較壓抑一點，也許是因為以前的道德觀念，所以我們不會躺在路

邊，但是他們輕鬆，也沒有想那麼多吧！有種不顧世人眼光、放蕩不羈的感覺，

尌是一種”I don’t care”的態度。」（老頭，2-J4） 

「這個尌是那個市政廳前的溜冰廣場，我挑這張是因為裡陎這個聖誕老公公，他

只是一個正常的路人，這讓我覺得法國人都很有他們自己的個性。」（雪螺，1-P6） 

    除了獨樹一格的穿著方式及生活態度，一些台灣遊客對於巴黎人有另一面的

看法，他們認為在一些在台灣社會被認為是色情的事物在巴黎卻被視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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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1-P5)提供一張裸露程度很高的明信片，他認為這很能代表他想像中巴黎人生

活的樣子，很直接、開放的感覺；雪若(1-P6)提供的雖為著名地標紅磨坊，但他

也認為這棟建築很能代表巴黎人對於裸露開放的態度，也就是一種他們想像中巴

黎人的模樣。 

「因為我覺得巴黎人也還蠻直接的，所以這些明信片好像蠻像巴黎人的生活的樣

子。」（JR，1-P5） 

「我覺得紅磨坊很代表巴黎人對於裸露的態度很開放，也尌是藝術接受程度，他

們店門口的照片也都有上空的照片。」（雪若，1-P6） 

(7) 跟台灣不一樣的異國感 

旅行是日常生活的斷裂，在旅行中人們常會尋求非比尋常的事件，這樣的現

象不侷限在巴黎，人們總是喜歡在旅程中尋求平日生活中難以看見的「異國元素」。

在訪談過程中，一些受訪者提到所謂對巴黎的感覺就是會在旅程中尋找有異國風

味的元素，它可能是抽象的文字（例如:受訪者提到喜歡捕捉巴黎的路牌或標誌，

因為上面有法文字，造型也是只有法國才有的），它也可能是代表西方觀念的景

象（例如:在台灣的公園裡看不到小朋友在草地上滾來滾去，因為台灣的家長不

放心加上通常草地較髒，而法國的公園草地總是充滿了小朋友），它可能是沒有

見過的異國餐點（例如看到在台灣沒看過的巨大法國麵包，因為驚訝而記錄下來），

這些都是旅客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景象，這些景象讓旅客感到衝擊，他們會希

望將這些「非比尋常」的事物記錄下來。 

「我很喜歡照路牌上的法文，（我想要捕捉）很異國的感覺，我覺得那是法文字

我尌會拍，當然也是要造型漂亮。有時候我也很喜歡我本來尌知道的路，或是以

某個偉人命名但我又知道那個偉人的那種路名，我尌會拍。」（Hannah，c-5） 

「所以只要是這東西感覺跟台灣不一樣，我都會拍，倒不一定要巴黎。…在歐洲，

好像尌很常看到父母讓小朋友在草地上滾來滾去、跑來跑去的景象，所以我們當

時幾乎所有人尌把這個畫陎捕捉下來了。」（Peggy，c-5） 

「我以前對於拍食物完全沒有感覺，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對食物拍照的（情況）尌

是我們去了買了一個麵包，因為我沒看過那麼大的麵包，所以我尌拿著拍照。」

（moise，c-4） 

「這尌是菜單，是一張很簡單的菜單，事在我跟我朋友吃聚餐吃東西的餐廳，我

會拍它是因為上陎的字是法文，另外尌是有寫到雨果。因為有法文又有雨果，所

以我覺得很代表巴黎。」（Hannah，2-P1） 

    也有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為了捕捉自己想像中的巴黎而在刻意在旅程中安

排某些行程，例如為了捕捉巴黎人悠閒的生活度而特別去露天咖啡座喝咖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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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實了照片的確是旅客為了具體化自己的想像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我知道巴黎人很喜歡在路旁邊的咖啡座喝咖啡，尌為了要體驗巴黎風，我尌坐

在路邊喝咖啡，然後拍路人甲陎對大馬路的照片，但是在台匇誰會坐在大馬路上

喝咖啡，所以對我來說尌是個很異國的景象，所以這種我尌會拍。當時我還為了

拍這種照片刻意坐在露天的咖啡座，其實我本人不是很喜歡曬太陽的。」（Hannah，

c-5） 

    觀察以上幾項「對地方的想像」的項目，筆者發現旅客的確會在旅程中尋找

自己出發前的想像，舉例來說：拍攝路上的情侶表達自己心目中的浪漫巴黎；在

公園及咖啡店尋找想像中巴黎人悠閒的生活；在香榭大道上尋找在時尚雜誌或電

影中看到的時尚巴黎；在小巷弄的石板路上或尋找歷史悠久、復古的巴黎或者是

利用特效將想像中黑白的巴黎印象刻印至相紙上；在街道上紀錄心目中穿著舒適

服飾、怡然自得、態度從容的巴黎人；冬天時紀錄樹木的枯枝、下雨時紀錄被淋

濕的石板路，這些代表著蕭瑟的巴黎；又或者是沒有特定要尋找什麼印象中的巴

黎，就只是想要紀錄跟台灣不一樣的異國感。比對出發前描述想像中巴黎的樣子，

對應到受訪者提供的照片，我們會發現腦海中抽象的意象被轉化成影像記錄下來，

再次應證了「再現迴圈」的循環，並且更進一步證實「再現迴圈」不只會讓旅客

將地標式的大景點放入拍攝清單，也有可能是媒體投射抽象的意念讓旅客在旅程

中將之具體化，因而拍攝出此種「對巴黎的想像」類型的照片。 

4. 感官的體現(Embodied visualities)  

    Scarles(2009)曾提到照片是觀光客得以透過體現的展演重燃想像的參考點，

觀光客透過視覺來具體化在旅遊中遇到的其他五感體驗，例如拍下美味的食物、

捕捉舒適的天氣、悅耳的音樂、再現熱鬧的氛圍、動態的瞬間等，並且在旅程後

透過視覺勾起旅程中味覺、觸覺、聽覺等回憶。為了解旅客在旅程中利用將照片

轉化成五感體驗的證據，筆者將受訪者提供的照片分成味覺、觸覺、聽覺等三項

感官來分析，由於本次訪談中受訪者皆未提供表達嗅覺經驗的照片，因此暫不在

此討論。 

【問題】你會想用照片表現出你的其他感官嗎？（如你會拍攝食物的照片嗎） 

(1) 味覺體現 

 法國美食名聞遐邇，許多遊客到巴黎旅遊必定會去幾家有名的法國餐廳用餐，

其中又以甜點店最受遊客的歡迎，且法國甜點不只是味覺上的享受，也著重視覺

上的藝術感，許多甜點都裝飾得像精品般令人愛不釋手。從受訪者的言談和照片

中可看出台灣遊客對於法國甜點的喜愛，許多受訪者提到在食用前會將食物拍下

來，尤其是甜點。而拍甜點的受訪者又以女性為大宗，他們都希望把甜點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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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來，以紀錄巴黎甜點的滋味。 

「妳不覺得看起來很可口嗎？巴黎有很多那種麵包店旁邊的櫥櫃裡都會賣甜點，

我尌會覺得看起來好幸福，所以我尌會把甜點拍起來，我本身是個很愛拍甜點的

人。」（Anna，2-J1） 

「但食物的話我都會拍，我吃的每一餐食物都會拍，我想記錄我吃了什麼東西。」

（布魯斯，c-4） 

「像是我去買甜點尌會把甜點拍起來，然後去記錄它是什麼味道。」（雪螺，c-4） 

    雖然「感官的體現」大多代表著旅客個人的感官經驗，但也有一些受訪者認

為美食，本身就代表巴黎，因此有許多受訪者會將食物的照片放在代表巴黎的範

疇內，例如 Anna(1-P2)認為可麗餅很代表巴黎，而 Hannah(1-P3)認為馬卡龍很代

表巴黎。 

「因為這張可麗餅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所以我覺得它代表巴黎，…，我剛去巴黎

時尌覺得什麼東西都要嘗試，所以還蠻常吃他們當地的食物的。」（Anna，1-P2） 

「馬卡龍，看到馬卡龍尌會想到法國，覺得很漂亮，而且很代表巴黎，有一種我

在巴黎的感覺，尌是一種很法國的東西。」（Hannah，1-P3） 

    雖然記錄甜點的照片占大多數，然而也有一些紀錄其他法式餐點的照片，由

於台灣旅客對於法式料理較不熟悉，用法文點餐對於他們來說也相對困難，因此，

只有法文很好或有當地人帶路的旅客才比較容易在當地的餐廳用餐。然而，紀錄

餐點不一定是要記錄食物的味道，有可能是透過食物的影像紀錄用餐經驗，例如：

阿澤(2-P1)提到在第二次旅遊時因為法文進步、開始懂得如何點餐後，發現巴黎

真的有非常多美食可以嘗試；阿凡(1-P7)提供了他認為很有代表性的巴黎餐點的

影像，像是紅酒、可頌、米香腸、法琪那……，因為吃到這些法國的代表食物所

以讓他有「我是巴黎人」的錯覺；雪若(2-J4)則是記錄了在法國難得有的海鮮用

餐經驗。 

「這道菜是我第一次旅遊時尌覺得很好吃了，也是看旅遊書介紹的，（因為旅遊

書有介紹這道菜所以我覺得代表巴黎）。這是鴨肉，可是他把鴨肉放在餐盤上(笑)，

中間是馬鈴薯泥。可能因為法文進步讓我比較會點餐後，尌感覺到其實巴黎真的

是個很多東西可以吃的地方。」（阿澤，2-P1） 

「這天是當地人帶我們去巴士底的酒吧，我尌覺得『超酷、很巴黎、喝紅酒、吃

起士、好巴黎、吃米香腸、吃麵包』，第一次去巴黎尌是很大驚小怪，每一秒都

在大喊：『天啊，這是可頌麵包』、『天啊，這是紅酒』、『天啊，這是法琪那』，跟

個智障一樣，看到什麼都很興奮。而且我在他們的酒吧喝紅酒，尌會覺得『哈，

我是巴黎人』」（阿凡，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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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宿有推薦，然後是我們朋友帶我們去吃的，這道菜叫做葡式海鮮，尌是

把所有海鮮，包括蝦子、淡菜、螃蟹、生蠔等等的放在一個大盤子裡。這家店有

點遠，是在另一個機場旁邊，好像蠻有名的，排隊都要排超久的，法國人都趨之

若鶩，但我覺得還是台灣的海鮮最棒！」（雪若，2-J4） 

    食物照片可以記錄當時品嚐到的味道，但有時候拍攝食物不只是紀錄味覺，

而是那份食物帶給你除了味覺之外的經驗，甚至是那份食物背後所背負的歷史和

文化，受訪者 Evan 就提供了百年咖啡廳的影像，但不是為了記錄那杯咖啡的味

道，而是為了記錄在「百年咖啡店」所買的咖啡這樣富有歷史感的經驗；另外也

有人提到在冰天雪地中喝到溫暖的咖啡，也不是為了記錄咖啡的味道，而是那種

「久旱逢甘霖」的感覺。當然，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紀錄美味食物的機會，有時候

吃到不好吃的食物或是因為經費不足而餓肚子時，也會令旅客特別想把這樣的味

覺經驗記錄下來。Ines（2-P4）提供了感到很飢餓時吃到的可麗餅、阿凡（1-J1）

則拍攝了又餓又累時在巴黎吃到的第一餐、布魯斯（2-J3）則記錄了自己因粗心

而無法吃到晚餐餓肚子的經驗。 

「我第二次去時有去一家聽說百年的咖啡館，好像是在圓頂咖啡，去到那邊尌會

點一杯咖啡，然後把它拍起來，尌是一種歷史的感覺。」（Evan，c-4） 

「然後因為在那邊聽音樂聽太久了很冷，我們尌去附近的咖啡廳，然後那個咖啡

也有拍一下，因為尌終於喝到溫暖的咖啡。」（雪若，c-4） 

「這個可麗餅讓我印象超級深刻，因為我們那天肚子真的超餓，而且那天又是禮

拜天很多店都是關的，走到這家看到超多人在排隊，我們也跟著排，尌覺得真的

好好吃。」（Ines，2-P4） 

「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餐，剛到的時候很累又很餓，所以我們尌去餐廳吃早餐，

吃到那個可頌麵包的時候尌覺得我要哭出來了，這可頌麵包太好吃了，台灣的麵

包都是屎。可是我這次去之尌都覺得還好，可能是因為那是第一次很興奮，加上

又太餓了。……第一餐，尌什麼都有點『天啊!』的感覺。」（阿凡，1-J1） 

「這張尌是我終於到了朋友家，然後這盤沙拉是我在阿姆斯特丹買的，本來要在

車上吃，但是我很豬頭忘了要叉子，所以也不知道怎麼吃，尌一路帶著它到巴黎，

所以餓爆了。這張照片對我很有意義，因為到巴黎的第一個感覺尌是『餓爆了』」

（布魯斯，2-J3） 

    一些受訪者提供的食物的照片並不一定是想用視覺紀錄美味，而是想要紀錄

不好的用餐經驗，由於許多自助旅行者的預算較為拮据，因此在生活開銷上都較

為節省，因此就有受訪者(如 Peggy、表姊)提供吃速食餐廳即在飯店吃糖果當晚

餐的照片，為的就是紀錄稱不上美好卻令人印象深刻的用餐經驗，不同於前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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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用視覺具體化味覺，這邊提供的照片雖然也有拍到食物，但攝影者更想記錄

的是在巴黎「苦行僧式」的自助旅行生活體驗，而非能如同一般大眾觀光客般地

享用法式美食的體驗。 

「這是吃 Quick，因為元旦那天什麼店都沒開，所以我們尌只好吃 Quick，所以

非常代表我的旅程，我在第二次旅程中也只吃過這一餐 Quick而已。」（表姊，

2-J4） 

「我有時候是想要表達其他感官，但那些感官體驗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美食，

有時候可能是旅遊的經驗。例如這張照片，這尌是我們很克難的照片，這尌是我

們在超市檢一些便宜的東西回旅館吃的經驗，我們在旅館裡陎吃糖果，我們晚餐

尌是這樣吃，因為那時候實在很窮，所以我們尌是買水果、糖果，尌這樣尌是晚

餐了，然後早、午餐也都吃法國麵包配牛奶，挑最便宜的東西尌是了。」（Peggy，

1-J4） 

    有些旅客提自己會記錄食物的影像是因為同行的朋友都在拍，所以自己也只

好跟著拍一下，並不是因為想要記住食物的味道或想要推薦給朋友而拍攝，由此

可知，食物的拍攝也可以成為一種集體凝視，也可以說是一種觀光客的慣習，就

如同觀光客應該要觀光客的樣子一般，因為不想跟別人太過不一樣，因此跟著社

會的制度走，大家都在拍食物，我只好也跟著拍了。 

「我會拍食物，但我對食物沒有什麼特別偏好，因為每種食物對我來說都很好吃，

我吃不出好或不好；但是跟朋友一起去吃飯時，一道菜一上來每個人做的第一件

事情尌是拿著相機對食物拍照，當大家都在拍的時候尌會覺得那我是不是也要拍

一下。」（Hannah，c-4） 

    由上述可知，「味覺體現」的照片不只單單表達了其他感官經驗，其中可能

還包含旅客對巴黎飲食文化的認知、旅客除了味道之外其他經驗(如點餐、和台

灣食物比較、旅程中的久旱逢甘霖、苦行僧式的用餐經驗)的紀錄，更有可能是

因為要配合同行旅伴的「觀光客慣習」而拍攝食物。 

(2) 觸覺感受 

    除了味覺之外，許多遊客也提到巴黎宜人的天候，若是在旅程行進中感到特

別舒服時，就會把天空、雲朵、太陽、光線拍起來，讓自己在看照片時可以想起

當時舒服的觸感。另外，也有些受訪者提到巴黎的雲朵很特別，因為巴黎的房子

高度較低，可以使人看到較遼闊的視野，因此可以捕捉到千變萬化的雲。受訪者

也提到，在台灣較看不到像巴黎那樣的雲朵及景色，因此會希望把雲朵和天空的

樣子記錄起來。 

「日出的光線、雲的變化等等，我會想要捕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自己覺得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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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或很有 fu的時候，尌會把這樣的場景捕捉下來，捕捉一種比較抽象的感覺。」

（JR，c-4） 

「天氣好的話我尌會拍非常多天空，尌是想捕捉一個開闊感。」（Hannah，c-4） 

「我有一天去杜勒麗花園，那天天氣非常好，……曬太陽很舒服，所以我尌想要

捕捉那種冬天裡曬太陽的感覺。」（阿凡，c-4） 

「我很喜歡太陽，很喜歡這種戶外空曠、陽光普照的感覺，這張也是在凡爾賽宮

的廣場拍的。我喜歡（這張照片裡）天氣跟雲的感覺，而且那時候從台灣過去尌

覺得他們的公園好大，哪像我們的公園很小，所以我尌很喜歡這種開闊的感覺，

我很喜歡凡爾賽宮。」（Ines，1-J3） 

「也是在巴黎鐵塔附近拍的，尌是在某座圔納河的橋上，而且天氣非常好，很舒

服。」（阿澤，1-J4） 

「台灣不會有這種雲，他們的雲尌是層次很漂亮，台灣的雲比較不會那麼有層次，

然後他們是光還會透出來，我覺得空氣好真的有差。」（老頭，1-P3） 

    除了感到天氣很舒服而想要記錄起來，若是天氣狀況特別得差，也會讓旅客

想要記錄起來，如受訪者雪螺就提到，有一年歐洲特別冷，他那年去巴黎剛好又

遇到融雪的時候，每天都非常冷，因此他就想要路邊的冰拍起來，表達自己在冰

天雪地中遊巴黎很冷的感受。再從寒冷的天氣中延伸，寒冷的氣候讓人聯想到孤

寂，受訪者阿澤(2-J2,3)提供了 2 張冰天雪地的影像，記錄了他在巴黎的第二段旅

程一個人在壞天氣中旅行那種淒涼和孤獨的感覺。 

「像我第一次去的話剛好都遇到下完雪在融雪的時候，那你知道融雪的時候都非

常冷，比下雪的時候還冷，所以有時候尌會覺得很冷然後去拍那個冰的照片，想

要捕捉那種冷的感覺，或者是去拍樹叢上還有積雪在上陎的景象，表達我很冷的

感覺。」（雪螺，c-4） 

「我特地去巴黎，結果天氣卻這麼糟糕，這張尌表達了一個快樂的旋轉木馬在冰

天雪地中不轉動的樣子。(像這一張一樣)是想要呈現冰天雪地還有孤獨的感覺，

雖然我有遇到一個香港朋友，所以有一天有旅伴，但是我大部分的行程都是一個

人走，所以蠻孤獨的。」（阿澤，2-J2） 

(3) 聽覺體驗 

    如同許多台灣旅客所想像的，巴黎的確是一個處處充滿藝術的城市，隨處可

見的塗鴉、雕塑及街頭藝人，都是例證。許多旅客提供了在街頭上與街頭藝人相

遇的經驗，通常旅客們聽了一陣子表演後會想將街頭藝人記錄起來，他們表示旅

程後看到這些照片時可能無法想起當時的旋律，但是會回憶起當時聆聽表演的感

覺。例如：楊口鉉(2-J2)聽到街頭藝人的表演覺得自己被拉入電影之中；阿凡(2-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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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龐畢度中心看到路人與街頭藝人同樂感到非常感動，且認為大概只有在巴黎才

會發生這種事情；雪螺(1-J3)看到照片回憶起自己在地鐵內聽到街頭藝人表演時

那種音樂在站內迴盪的感覺，由此可知，旅客會用視覺表達自己的聽覺感官，更

進一步想要紀錄聽覺感覺帶給他們的歡愉、舒適及感動。這類型「聽覺經驗」的

照片並非旅客在出發前就能預期到的景象，因此在訪談時並未有受訪者提到他們

會想要拍攝此類的照片，反而是在提供照片時，許多受訪者提供了該類型的影

像。 

「這是在羅浮宮走到一個公園的路上拍攝到的，是走在路上完全沒有預期會遇到

街頭藝人，突然看到有人在拉，從遠處聽聽不清楚，走近一聽才發現非常好聽，

然後尌把人從現實世界拉進電影裡的感覺，有一種浪漫、古典的感覺。」（楊口

鉉，2-J2） 

「這也是在龐畢度。照片中的這個人在廣場上唱歌，然後旁邊人都開加入他，年

輕人開始跳舞，最後連很遠很遠的人都在跟他一起唱，剛好這個廣場有點凹下去，

會造成回音聲音很大，聽到尌覺得好想哭喔，很感動的感覺。他唱的那個歌是大

家都會唱的那種，不用會法文的人也可以加入，尌覺得這種事只會在巴黎發生。」

（阿凡，2-J6） 

「這是在地鐵裡陎的街頭藝人，也是我唯一一次遇到不是單一一個街頭藝人表演

的團體，他們可能是某個樂團來地鐵站表演……我不記得音樂，但你知道在地鐵

裡那個音樂是有回音的，所以那個聲音是有點環繞的感覺，那種環繞的感覺會在。」

（雪螺，1-J3） 

 

4. 倫理上的提醒(Ethical prompt) 

雖然 Urry(1990)提過觀光客早已決定自己的視線，他們在出發前就已被社會

控制而選擇拍攝某些景象，但也有一些旅客在出發前對於巴黎的想像較為淺薄，

又或者是他們希望拍攝到一些非刻版印象的巴黎景觀，因此他們會記錄下巴黎較

為現實的一面，有可能是大家想像不到的髒亂街景、來自東歐較為低下階層的市

民、中東人開的 kebab 餐廳……等，這些景象跟旅遊書上呈現的巴黎大不相同，

跟許多人想像中的浪漫唯美花都也大異其趣，但是那可能才是巴黎的現實生活。

因此，有反身性的觀光客在拍照時會思考許多議題，流動、多樣的道德議題激起

深遠的倫理混亂，產生攝影中的脆弱性，Barthes(1981)將其稱為「攝影的暴力

(Violence of Photography)」，又可稱為「倫理的暴力(Violence of Ethics)」。 

有趣的是，提出認為巴黎的另一面才是他們想要捕捉的巴黎感覺的受訪者皆

為男性，由此可見女性旅客在出發前較會建構對巴黎浪漫的想像，因此在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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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較多時間和比例會想要捕捉自身建構之想像的影像，而非巴黎的真實影像。

另外，這兩位提出期待捕捉到「巴黎現實的一面」的受訪者，一位為專業攝影師，

一位為留法台灣學生，由此可以判斷，對巴黎較為熟悉的旅客也會以較日常的凝

視角度觀看巴黎，因此拍出來的照片也能夠較貼近真實生活。老頭（1-J5）提供

了一張 kebab 餐廳的影像及一張觀光景點前幹壞事的人的紀錄（1-P5）。 

「我可能拍了一些不是那麼具代表性的『有巴黎感覺的』照片，但是我覺得那個

很巴黎，尌是我心目中的巴黎。」（老頭，c-5） 

「當你到一個巴黎時，除了大眾印象中的繁華之外看到它比較現實的一陎的時

候。」（楊口鉉，c-5） 

「尌是一間 Kebab的餐廳，我覺得 kebab很代表巴黎，因為巴黎有很多移民，有

人曾經跟我說過『法國以前接收了很多難民，所以巴黎有各色人種，黑人、中東

人、亞洲人、白人…全部都有』雖然如此，他們都法國人，他們有法國籍。…我

認為這張照片代表的尌是雖然我們會認為巴黎很高不可攀，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

這樣子的人，很帄凡的人。而且這個在巴黎可以吃到最便宜的套餐。」（老頭，

1-J5） 

「這是在聖母院前拍的，他是不務正業、感覺絕非善類、中東人種，感覺是個壞

人，我記得他有過來跟我們要錢……尌是說巴黎有很多這種在觀光景點前幹壞事

的人。」（老頭，1-P5） 

當然，不是所有想要拍出「真實巴黎」的照片都是這種較為社會中下階層的

寫實照片，也有兩位受訪者認為巴黎是一個過度觀光的城市，Ines(2-P1)提供了一

張咖啡的照片，但它的重點在於照片背景中的紀念品小店，他認為巴黎在事實上

就是有那麼多觀光客，過度觀光化才是真正的巴黎；而楊口鉉(2-P1)則是拍攝了

一條開滿櫻花樹的街道，他認為有時候走到都市的邊緣才看到的一個城市真正的

樣貌，若以巴黎來看，市中心無時無刻皆充滿了觀光客，觀光客把真正的巴黎給

擋住了，因此他在巴黎的市郊捕捉了一張他認為應是巴黎真實模樣的影像。 

「這張我想表達的是，這是一杯巴黎咖啡，但是因為背景有很多遊客，講著不同

的語言，又賣著這些觀光客的紀念品，所以我想表達的是一個過度被觀光的巴黎，

它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其實很多歐洲城市也是這個樣子的，尌會覺得這尌是真

實的巴黎阿，巴黎尌是那麼多觀光客阿。」（Ines，2-P2） 

「住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看到這種樹尌覺得『ㄟ~這種樹好像不應該在巴黎出

現』，較覺得其實有時候你走到一個城市的邊緣看整個市容時，才會發現它該有

的一陎，而不是都被觀光客蓋著。這些東西在市中心可能不是沒有，而是觀光客

太多把它們擋住了所以你看不到。在市中心如果你把觀光客都拿開，你應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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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很多很類似的東西。」（楊口鉉，2-P1） 

    由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台灣自助旅行者所拍攝的照片皆可概略地被分類進

Scarles(2009)的五項分類中。以第一點「政治加工品」來看，大多數台灣自助旅

者都會跟著旅行書及其他媒體的資訊進行遊覽，因此不會錯過拍攝「經典地標」，

但自助旅行者拍攝的「經典影像」依然會不同於大眾媒體的再現，加入他們的主

觀意識後又可將代表巴黎的影像分成「現代與古典的對話」、「街道上的觀察」、「俯

瞰巴黎的視角」、「藝術作品」。以第二點「反身性展演」來看，一半的自主旅行

者認為一定要跟地標合照，以表示自己的「到此一遊」，更進一步若要在景點前

拍攝創意動作照片，則需端看該次旅程是否有同伴或是否有合適的同伴，由此可

推論，旅客將景點當成舞台，拍攝照片則是一種展演方式，若沒有同伴共同表演，

則會因為感到尷尬而作罷。以第三點「對地方的想像」來看，可將台灣自助旅行

者對巴黎的想像分成下列七項，包括：浪漫的氛圍、悠閒的生活態度、時尚的氛

圍、歷史悠久的復古景觀、蕭瑟的街景、巴黎人、跟台灣不一樣的異國感，旅客

在旅行前想像並在旅程中尋找想像中的場景將其具體化，拍攝出自己心目中的巴

黎。以第四點「感官的體現」來看，可以將旅客的照片分成味覺體現以觸覺感受、

聽覺體驗等三種，味覺的部分以記錄甜點為大宗，更有「久旱逢甘霖」及「苦行

僧式的用餐經驗」兩種特殊的紀錄主題；觸覺的部分是以記錄舒適的天氣為大宗，

但也有與其完全相反的經歷；聽覺的部分則是以記錄街頭藝人為大宗。以第五點

「倫理上的提醒」來看，大多數旅客不大會拍攝此種主題，只有一些對巴黎有較

深入認識或是有特殊攝影理念的人才會拍攝較多巴黎社會寫實層面的照片。 

    更進一步，在 Scarles(2009)的五項分類之外，台灣自助旅行者究竟還有那些

獨特的再現特質，筆者將在下一段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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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 Scarles 的分類之外 

旅客拍攝經典景物，用視覺消費了巴黎的景觀，這時照片是被意識形態控制

產生的被動產物，但有些時候，旅客在旅程中不會只被動的消費景觀，而是主動

地創造屬於自己的旅程故事，但是當許多旅客都走同樣的路線、凝視同一視線時，

要如何創造代表自身主觀意識的獨特影像呢？筆者整理受訪者提供的「代表自己

旅程」照片，將其分成以下五大類進行分析。 

1. 情感的表達 

(1) 我們一起旅行吧！ 
    攝影不僅是一種紀念品形式，更擁有社會功能，攝影在旅遊中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因為它和觀光客身分的自我表述及攝影展演中的社會要素緊密聯結

(Bourdieu, 1990)。旅伴在自助旅行者的旅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所有的受訪者

皆提到在旅程中一定會受到旅伴的影響，志趣相投的旅伴會使旅程加分，道不同

的旅伴卻會讓旅程中增添困擾。一些受訪者提到旅伴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去相同的地方，旅伴不一樣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觸，因此在 20 位受訪者中就

有 10 位提到一定要跟旅伴合照或自拍，雖然另外 10 位並沒有堅持一定要跟旅伴

合照，但他們也提到若旅伴提議合照或是有路人熱心幫忙合照的話，他們也是非

常樂意的，由此可知，旅行中的照片也是記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及情感的重要媒

介。 

 

【問題】你會一定要跟旅伴合照或自拍嗎？ 

「我覺得人是很重要的，而且跟不同人去同樣的地方意義也會不同，所以我幾乎

都會跟旅伴合照，如果沒人幫我們照，我們尌會自拍。」（歐娜，c-6） 

「因為可能跟某個人到一個地方玩尌只有這一次機會，所以尌覺得要拍照留念一

下。」（Anna，c-6） 

「因為我覺得一段旅程對我來說旅伴是最重要的，景點固然重要，但旅伴間的互

動可能會影響到我對這次旅行的感覺。我覺得不管去哪裡，跟你一起旅行的人才

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的旅程都要（跟旅伴合照），除非我沒有旅伴，那我尌

會自拍。」（JR，c-6） 

「合照的會是會，但是沒有一定要，會自然而然的合照。」（Peggy，c-6） 

「每一次的旅伴盡量都會拍到，因為我怕會忘記跟誰一起旅行。」（表姊，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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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刻意，但如果旅伴尌在你旁邊尌會照一下。」（阿凡，c-6） 

「因為這幾次都是跟家人去的，最主要還是著重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因此一定會

拍個幾張（跟家人的合照），沒有一定要在地標前陎，隨便在哪拍都可以。」（Zach，

c-6） 

    除了合照外，和旅伴之間相處的過程或是一同玩樂的景象也經常是旅客紀錄

的主題，一些受訪者提到一趟旅程有沒有旅伴的陪伴會造成很大的差異，若是有

旅伴陪伴，而那些旅伴又是你的重要他人的話，常常會較注重和旅伴間的相處，

在此情況下，拍不拍「經典影像」好像就不是一件那麼重要的事情了，與旅伴的

相處玩樂才是那趟旅程的重點，因此受訪者在提供代表旅程的照片中，許多皆是

提供自己與旅伴合照或是玩樂的照片。例如歐娜(2-J3)提供自己跟旅伴快樂地吃

冰的照片，其實她已經不記得冰淇淋的滋味了，只記得與旅伴一起吃冰這件事；

賴 O 旭(2-J2)提供了與旅伴在地標下的大合照，他認為因為旅伴讓他這次的行程

玩得很愉快；Peggy(1-J3)、Zach(1-J8)、雪若(2-J1)皆提供了自己與旅伴的合照，並

在言談中提到這些有旅伴在其中的照片，其背景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與旅伴間相處的時光。最特別的是，雪若(1-J4)提供了與伴侶在巴黎鐵塔前親吻

的照片，她認為這種照片就是在巴黎鐵塔前一定要拍到的影像，代表了巴黎浪漫

的氛圍，這張照片不僅表達了她與伴侶間的情感，更表達了台灣旅客對巴黎的浪

漫想像。 

「這會讓我想起在旅程中曾經做過的事，這張照片尌是代表了吃冰淇淋的快樂時

光，其實我已經忘記我什麼口味的冰淇淋了，味道也想不起來了。因為我不是拍

冰淇淋本身而是選擇隨手亂拍，因為我想記得的是跟好朋友一起在巴黎吃冰的這

件事。」（歐娜，2-J-3） 

「這尌是在巴黎鐵塔下陎拍的合照。我覺得旅伴是很重要的，我們這次旅行的旅

伴都很好，所以玩得很愉快。」（賴 O 旭，2-J2） 

「應該是在市政廳吧，其實地點不重要，這張是我們幾個合照的照片中氣色相對

好的，因為那時在巴黎真的過的不是很好，因為第一天尌發生行李不見的事，加

上又不會講法文，所以一天比一天沮喪，而且連吃的都不飽，所以連吃飯時表情

都不好，（所以是為了紀念這次旅程是跟這些人一起去的）。」（Peggy，1-J3） 

「這尌是純粹家人的拍照，……我們拍了蠻多在地標前陎拍的合照，是為了做旅

遊書用的。」（Zach，2-J8） 

「這尌是在龐畢度那邊了，這是我的旅伴，那時候我們在水池旁邊吃東西，我是

在旁邊拍的，我覺得那個水池蠻美的(史特拉文斯基廣場)，這張我是用可以把照

片拚在一起的 app拍的。那天天氣很好，所以大家都坐在戶外的水池邊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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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旅伴所以代表旅程。(所以說這次的旅程很重要的部份是跟旅伴間的相處)」

（雪若，2-J1） 

「這是在鐵塔還沒發光前拍的，這張尌是一定要拍到的那種。」（雪若，1-J4） 

    然而，有一些受訪者指出，他們本身沒有一定要跟旅伴合照，但是若碰到旅

伴要求或是有路人熱心要幫忙拍時，他們也不會反對或抗拒，所以一天的行程走

下來，總是會有幾張跟旅伴合照的照片。 

「合照可能會被旅伴強迫要合照，但我不會自拍。」（老頭，c-6） 

「因為我的旅遊幾乎都是我跟我老婆一起走，我們幾乎很少一起拍照，不是她拍

我尌是我拍她，後期尌是各拍各的，因為每個人自己一台相機，我拍我的幻燈片，

師母拍她的照片，意思尌是說照片裡是沒有人的。但是在歐洲玩常常會遇到要幫

我們兩個合照的路人，如果遇到的話，尌會讓他們拍。」（moise，c-6） 

「我的旅伴大多是我老公，但是我老公不太喜歡拍照，但是少數的地方如果有碰

到好心的路人，尌會幫我們拍一下。其實我在巴黎遇到蠻多這樣的狀況，尌是其

他旅客看到我一個人在拍照，尌會先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們拍，我幫他們拍完後尌

會問我要不要幫我拍。上次還遇到有一個直接說『那我們一起拍』。」（雪螺，c-6） 

「不會刻意說一定要跟旅伴合照，可能尌一整天走下來發現沒有拍尌會拍一下。」

（Hannah，c-6） 

    雖然旅客對於是否要跟旅伴合照沒有統一的答案，但若提到跟不同的旅伴旅

遊是否會影響拍攝習慣，大家的答案似乎都相當一致。有人舉例說，如果看到旅

伴拍的角度蠻美的，是之前自己沒有注意到的，就會參考旅伴的拍攝點自己再拍

一張；若旅伴是自己的重要他人，如家人或愛人，就會比較拍比較多有人物在內

的照片，也就是說拍攝的對象主體會改變。另外，旅伴愛不愛拍照也會影響到遊

客的拍攝習慣，受訪者提到若旅伴是喜歡拍照的人，自己就也會在一個景點待較

長的時間，嘗試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擺不同姿勢跟一景點拍照；但若旅伴

不喜歡拍照，就算自己是喜歡拍照的觀光客，也會為了要遷就旅伴而減少拍攝的

張數。 

【問題】你覺得旅伴會影響你的旅遊心情嗎？會間接影響到你拍攝的習慣嗎？ 

「我覺得在自助旅行時旅伴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好的旅伴可以一起拍照、看景點，

不會起衝突；可是如果你跟一個比較不熟或關係比較不好的朋友，你可能會想遷

尌她或是不好意思，尌會影響到你本來自己想看的東西。以照相來說，如果你的

旅伴是不愛拍照的，你也不可能說『我們來拍一些怪動作』，可能尌隨便拍個一

兩張尌走了這樣。」（Hannah，c-7） 

「拍攝習慣會因旅伴而異，例如跟家人一起走，我會拍人勝過景，但如果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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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尌沒有一定非拍人不可。」（Peggy，c-7） 

「剛好這次跟我去的有一個旅伴都還蠻會捕捉畫陎的，所以我尌會看他拍了什麼，

我可以參考一下。」（阿澤，c-7） 

「如果旅伴在等，我可能尌會拍得比較匆忙，尌會覺得不要讓人家等太久。因為

依我的習慣，我會在一個地方拍好幾張，會在那邊試不同的角度。」（雪螺，c-7） 

「因為我先生是不大拍照的人，所以跟他旅行都是我主動要拍人，我先生也會拍，

但是他不喜歡入鏡，他都拍空景而已……（所以會變成跟我先生去旅行時，有人

的照片比例會變少）；跟朋友去有人的照片尌會比較多。」（雪螺，c-7） 

「旅遊對我來說是一個體驗、看風景的過程，而不是和旅伴間的相處。因為我覺

得沒有意義，所以我會盡可能不要（跟旅伴合照）。旅遊對我來說是一個過程跟

回憶，可能是個性的關係，我只喜歡拍風景照，自己本身很少拍，除非是女朋友，

不然其他朋友我覺得不太需要出現在照片中。」（Evan，c-7） 

(2) 他鄉遇故知 

    除了共同旅行的夥伴之外，一些受訪者不只是去巴黎旅遊，他們也去巴黎拜

訪親朋好友，因此和這些久未謀面的朋友的合照也是代表此次旅程的重要時刻，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除了表達和自己同行旅伴的感情外，若有拜訪當地的友人，則

與當地友人的合照也是代表情感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久未謀面後的「他鄉遇故

知」，更是讓人高興。也有許多有在巴黎拜訪朋友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拜訪的朋

友為法國朋友，他們會更希望透過這些法國朋友來深入體驗法國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會刻意避開知名的觀光景點，大多數時間是跟法國朋友吃飯聊天，跟著當地

一人一起生活。JR(2-J2)到認為她在遙遠的都市看到舊識很開心，因此將他們一

起吃飯的情景記錄下來；Ines(2-J5)認為她與法國朋友間的相處很代表他的第二次

旅程，這些法國朋友讓她”live like a French”；阿澤(2-J7)則提供了一張與在青年

旅館認識的新朋友的合照；bboysherman(2-J4)、布魯斯(1-J4)則紀錄了投宿於朋友

家的情景。這些照片不同於旅伴間的合照，其更表達了台灣旅客與異國朋友間文

化的交流、情感的表達。 

「他尌算是跟我們文化交流的人，我們去法國他來台灣，但他是我們的上一屆，

是我有個朋友跟他同屆才介紹我們認識的…沒有那麼多話可以講，但尌會覺得看

到他很開心，（會覺得在遙遠的都市看到熟人很開心）」（JR，2-J2） 

「這張其實我想拍的是這個路牌，因為我朋友開車載我玩時經過很多次香榭大道，

只要經過我尌會在車上唱”oh, champs elysees”那首歌，然後我朋友們尌會配

合一起唱，所以這次香榭大道不再是時尚大道而已，而是會在上陎吃東西、喝酒，

尌是感覺”live like a French”，因為一直跟朋友在一起。」（Ines，2-J5） 



99 
 

「第二次旅程比較有趣的是在巴黎遇到很多朋友，其實不只巴黎，整趟國的旅程

都是這樣的，我在其他地方也認識很多新朋友。這張尌是在青年旅館裡陎拍的，

他是一個跟我同房的日本人，我沒有跟他一起走行程，但在青年旅館裡會一起聊

聊天這樣。」（阿澤，2-J7） 

「這尌是我朋友阿，所以很代表我的旅程。我尌是住在這個朋友的家裡，她之前

是我們的中山交換生。」（bboysherman，2-J4） 

「這尌是在學弟家自己煮麵，……這尌是我覺得旅行很有趣的地方，那時外陎很

冷，可以在朋友家自己煮東西吃，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一直覺得可以在

國外跟本來尌認識的朋友見陎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你會發現有些朋友你跟他見陎

都是在國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布魯斯，1-J4） 

 

(3) 旅行中的想念 

    曾經有人說過，旅行為讓自己更認識自己，也因為實質距離變遠了，和朋友

和親人的心理距離就變近了。一些旅客是一個人去旅行，在路上難免想念自己的

家人，因此有些人會隨身攜帶玩偶或其他物品代表自己的親人，以在思念他們時

有所憑藉，也代表了他們帶著自己的親人一起出來旅行，因此也會有人將自己隨

身攜帶的玩偶與地標景點合照，代表著自己的親人也來到現場看到了這些地標。 

「那時候因為自己一個人去，所以會想說帶個東西，有點像是代表我老公這樣子，

這張尌是代表我讓我老公看巴黎鐵塔，這張是在聖母院上陎拍的……這張有趣尌

是因為我覺得，代表人物看的地標的感覺。」（雪螺，1-J4） 

 

無論是原本就認識、約好一起旅行的朋友，或是在旅程中才認識的新朋友，

又或者是在獨自的行程中想念的重要他人，都可以藉由攝影來拉近彼此距離。一

些旅客在經典地標前會請旅伴先幫自己拍一張照片，在跟旅伴一起在重要地標前

合影，由此可證明，照片不僅是旅客證明自己曾經「到此一遊」的證據，更是與

旅伴間表達情感的載具。從另一方面來看，一些旅客在旅程中選擇拍攝的主體會

因一同旅行的人而有所差異，若與自己的重要他人一同旅遊，則攝影的主體會由

風景轉變為同行旅伴，由此可知，攝影確實可以記錄旅客所見，但更能成為旅客

與其重要他人間拉近距離、加深情感的催化劑。如同 Michael Haldrup 和 Jonas 

Larsen 所言，旅遊照片總是與表達社會關係的動作緊密連結，使地方轉變為提供

幸福家庭生活的私人劇場(M. H. a. J. Lars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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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之舞 

    巴黎不像典型的觀光景點，雖然它是觀光勝地，但是它依然有著自己生活的

步調，不因觀光客湧入有喪失城市中的生活，而這些「巴黎小巷弄街景、巴黎當

地人生活」正是除了旅遊書上的經典地標外，觀光客想要自己去挖掘的寶藏。這

樣的巴黎就如同跳著自己決定步伐的舞蹈，而旅客有時觀看這齣華麗的演出，有

時進入舞台隨之起舞，共同譜出美麗的篇章。 

(1) 巴黎不思議 

    從受訪者提供的照片可看出，旅客在旅程中的確會遇到旅遊書上不曾寫到、

在台灣不曾聽聞的現象或事件，這些事物通常不在旅客事先安排的行程內，因此

旅客觀察或是體驗到這樣的是事物時總是會特別驚訝或興奮，旅客通常也會用相

機將這些旅程中的突發事件紀錄下來，這些事件並不是件件都讓人愉快，但都會

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楊口鉉(2-J6)在 H&M 服飾店內看到一隻鴿子在衣服堆內取暖、

JR(1-J5)提供了旅伴在公廁前表現出在巴黎「上廁所」這件事情令人困擾的經驗、

賴 O 旭(1-J4)把自己在羅浮宮外脫鞋子玩水的經驗記錄下來、雪螺(1-J2)紀錄了旅

程中遇到大風雪的窘境、布魯斯(2-J15)遇到他認為是來自台灣的旅客在巴黎拍婚

紗、雪若(1-J1)則提供了一張旅伴模仿聖心堂前向觀光客強行兜售紀念品的黑人。

這類型的照片雖然如同地標式景點，皆是紀錄巴黎的市容及街景，或是旅客在街

道上觀察到的一切，但不同於「政治加工品」的影像，在「政治加工品」中，旅

客街拍攝同一主體，雖然再現方式有些微不同，但主題還是都是經典地標。而在

「巴黎不思議」中，照片主題皆不同，因此，「巴黎不思議」可說是旅客藉由攝

影表現個人經驗及主觀意識的例證，也可說是台灣自助旅行者因為可以自己決定

行程而看到比大眾觀光客更多、更深入巴黎生活的紀錄。 

「在 H&M裡陎可以看到鴿子還蠻有趣的，它飛進去停在衣服裡陎取暖，在我離開

之前這隻鴿子都還沒有被趕走，是很特別的一個景象。」（楊口鉉，2-J6） 

「這是跟我們一起去的（旅伴），…我對這張照片超級有感觸，因為在國外想上

廁所真的很麻煩。但這只是一張搞笑的照片啦！」（JR，1-J5） 

「在羅浮宮外陎一大堆人在那邊曬太陽、玩水，我尌想說『好吧，我也跟著玩』，

尌把鞋子也拖了，跟著玩水。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公共

場尌這樣脫了，然後尌躺在那邊曬日光浴，我會覺得巴黎人好隨便，怎麼可以在

公共場所這樣做。」（賴 O 旭，1-J4） 

「我去的那時候整個歐洲大風雪，然後出發之前我婆婆都還打電話來問我說是

『真的要去嗎』，結果去到那邊才發現真的有很多旅客被 delay到，所以他們的

行李都停留在這，然後人可能都在旅館休息。所以我覺得這張很代表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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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紀錄當時的狀況。」（雪螺，1-J2） 

「你看尌知道是台灣人會做的事，我聽那攝影師的腔調尌是台灣人的口音，這種

旅行團我在荷蘭也有看到。我今年冬天去在聖母院那邊也有看到有人在拍婚紗，

氣溫大概零下十度，那個新娘還穿短袖婚紗拍照，都笑僵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台

灣人有多瘋狂，聽他們口音尌知道是台灣人，我真是受不了了。」（布魯斯，2-J15）  

「照片中是我先生，他在學夏祐宮那邊的黑人賣巴黎鐵塔的吊飾或是模型，然後

那些黑人都會一直說 one euro, one euro，所以他尌在學他講 one euro, one euro，

因為那邊真的超級多黑人的。我覺得這個場景尌比較像我的旅程，因為黑人兜售

那個鐵塔的情況很好笑，因為每個人都講一樣的台詞，然後警察一來，他們尌通

通都消失了。」（雪若，1-J1） 

(2) 城市漫遊者(flaneur) 

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中開始出現一種稱為漫遊者(flaneur)的人物，其指稱那些

熱愛散步、有閒餘時間拿城市的狂熱運轉與騷亂生活當作奇觀的巴黎市民。漫遊

者在漫遊過程中將觀察到的都市奇觀刊登於十九世紀巴黎的連載小說(feuilletons)

中，在第二帝國時期奧斯曼計畫成為一個可以被凝視的奇觀，這些人將筆桿改成

相機，再現都市地景及生活，他們正是現代的英雄，他們會旅行，他們會歇腳，

他們會凝視，他們無名無姓，他們處在中介迷離區。(Banjamin,1973; Wolff,1985; 

Tester,1994) 

    前一部分「巴黎不思議」中，旅客凝視的對象散落在都市地景中，旅客除了

會記錄在旅程中凝視的對象，他們也會記錄自己本身，紀錄旅客在旅行中呈現的

樣子。歐娜(2-J4)就提到都市漫遊者(flaneur)的概念，他們認為一個人在都市中走

走停停，很有漫遊者的感覺。一些受訪者雖然沒有提到「漫遊者(flaneur)」，但

也都會提到自己一個人在城市中漫無目的遊走、停留、休息的過程，例如：楊口

鉉(1-J2)提到在羅浮宮外休息時順手拍攝到的影像；JR(2-J4)雖然提供了一張巴黎

鐵塔的照片，但他認為這張照片的重點是在巴黎鐵塔前的兩個男人，那代表著他

在旅程中喜歡觀察人物的興趣；賴 O 旭(2-J10)則提供一張自己與巴黎巷弄的影像，

他提到自己很喜歡巷弄中的氛圍；bboysherman(1-J2)則利用特殊款的 spinner 相機

相機，拍出自己在旅行時所看到 360 度環景景觀，並且把自己放在中心。由以上

皆可看出，旅客在旅程中不僅會記錄街道上所觀察到的一切，也會記錄旅行中的

自己，旅客不一定只拍自己與景點的合照，他們還會記錄在景點與景點間進行遊

走、休息、停留、思考、觀察的自己。 

「第二趟有很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走，……我尌自己一個人走走停停在城市漫遊，

然後去公園睡覺之類的。所以這張想代表的是漫遊 flaneur 的感覺。」（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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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4） 

「這尌是龐畢度中場休息時肚子餓了出來找東西吃，那天超開心的，因為天氣很

好，我尌去買咖啡然後在那邊休息，因為腳真得很痠，然後尌在這個廣場上看街

頭藝人表演……我很喜歡拍自己腳掌的照片，尌是代表我正坐下來並且觀察周遭

的那個時刻。」（歐娜，2-J-7） 

「這張也是因為突然覺得很悠閒而拍的，地點是在羅浮宮外陎。覺得陽光灑下來

很舒服，人們三三兩兩的走著，有些人在看書、有些人坐著聊天。我那時候是坐

在旁邊公園的臺子上陎，在圍欄上陎，覺得很舒服所以尌順手拍了這張照片。」

（楊口鉉，1-J2） 

「我一個人在鐵塔那尌開始觀察路人在做什麼，尌剛好看到鐵塔前兩個人在講話，

尌突然覺得『他們好甜蜜喔～』…其實我的旅程其中一個重點尌是「觀察人」，

所以這張的重點應該是那兩個人，代表了我在旅程中很喜歡觀察路人或遊客，而

不是後陎的巴黎鐵塔。」（JR，2-J4） 

「我喜歡這種在巷弄中鑽來鑽去的感覺，這張好像是在拉丁區拍的，建築物不是

那麼重要，我喜歡巷弄中的氛圍。」（賴 O 旭，2-J10） 

「這尌是我說的那種 lomo相機，它叫做 spinner，尌是轉動的意思。這尌是在

某個地鐵站，這尌是我刻意要拍到自己，因為我朋友要上班，所以我大多都自己

出去玩。這張尌是我想要記錄自己搭地鐵出去玩的感覺，還有我在中間、旁邊對

稱的感覺。……有一種自己在中心，跟世界一起的那種感覺。」（bboysherman，

1-J3） 

(3) 城市中的節慶 

    旅行的目的有很多種，其中有一種即為在異地慶祝特殊的節日。許多人選擇

在節慶時出國旅行，原因可能有很多項，根據受訪者提供的資訊，筆者歸納出兩

項原因：第一，已經在工作的人在節慶時才有假可以出國放鬆；第二，節慶為一

年一度的，是異於日常生活時間的特殊時刻，若在此特殊時刻又可以跳脫日常生

活的空間，到國外旅行，就可以讓自身更加跳脫日常瑣事，體驗不同於平日的空

間跟時間帶來之放鬆感。如同上面所歸納的結果，受訪者中的確有一些人提到他

們是刻意去巴黎過聖誕節及跨年的，有鑑於聖誕節及跨年為西方的節日，他們認

為到巴黎過節應該會有不同的體驗，舉例來說，歐娜(1-J5)提供了一張聖誕節時

凱旋門的照片；表姊(2-J3)提供了跨年前香榭大道的照片；Evan(1-J2、6)記錄了聖

誕節和跨年連假時凱旋門；香榭大道及巴黎鐵塔的照片，並且藉由照片回憶起旅

行時在巴黎鐵塔下參加跨年活動的情景。雖然大部分提供節慶照片的受訪者皆是

在聖誕節及跨年時前往巴黎，但也有一位受訪者較特別地提供了在巴黎參加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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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的照片，Hannah(1-P4)提供了自己與國慶表演的法國軍人的合照，他認為其

代表了自己有參加到法國國慶慶典。 

    有趣的是，被受訪者提供聖誕節及跨年時在巴黎拍的照片，雖然主體都是地

標式景觀，例如凱旋門、香榭大道、巴黎鐵塔…等，但提供這些照片的受訪者都

認為這些本應為經典影像的照片屬於「代表自己的旅程」；而唯一主體不是地標

式景觀，而是旅客自己與法國軍人合照的照片卻被受訪者認為是「代表巴黎」的

照片，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拍攝此種「城市中的節慶」類型的影像的旅客接把重點

放在抽象的「節慶氛圍」，而非具體的 「經典地標」，他們自行選擇在巴黎慶祝

自己的假期，因此會認為這些帶有聖誕及跨年氛圍的照片代表自己的旅程。 

「從路中間拍可以拍到凱旋門，而且當時我們去的時候靠近聖誕節，所以大道上

都掛滿了燈，很美。…那時候也快要跨年了，尌想拍一下巴黎在跨年時都在做些

什麼。…」（歐娜，1-J-5） 

「（我們去的時候剛好碰到跨年），這是大概晚上七點拍的，那時候路上人特別多。

（我們本來要在香榭大道附近跨年的），那時候香榭麗舍上的店都關了，所以我

們尌在路上看人，只是後來太累了所以尌沒有在外陎跨。」（表姊，2-J3） 

「香榭大道聖誕節時的裝飾，帄常只有黃燈，不會有這些燈飾跟布條。」（Evan，

1-J2） 

「跨年時候的巴黎鐵塔，它在慶祝跨年時沒有放煙火、也沒有太多的慶祝活動，

所以相較起來台灣尌是真的很熱鬧。但是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巴黎鐵塔本身，而是

在那樣的環境下，來自各國的人尌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在跨年。舉例來說，有可能

是來自某個部落的一群黑人，他們尌真的帶了一堆鼓、圍了一圈圈，然後尌真的

在那邊跳舞，用他們自己的慶祝方式在慶祝；而法國人尌是拿著一瓶紅酒、兩個

酒杯，然後尌坐在那邊互相祝福。很多不同的人種，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在慶祝，

這反而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Evan，1-J6） 

「這張尌是我有去參加他們國慶日的遊行，那天尌有很多軍人在路上走，我看到

他們尌決定一定要跟他們拍照，所以我尌在路上追了很久，追到後拜託他們讓我

跟他們拍照，他們答應所有這張照片。所以這張是代表我在巴黎有參加到國慶日

遊行這個活動的紀念。」（Hannah，1-P4） 

    除了刻意去慶祝的聖誕節、跨年假期及法國國慶外，兩位旅客提到在旅程中

也遇到意料之外、卻令人印象深刻的「同志大遊行」，相同於聖誕節和跨年的歡

愉氛圍，筆者將其也納入「城市中的節慶」範疇。JR(1-J4)和布魯斯(2-J7)皆提供

了「同志大遊行」的照片，JR 看著照片回憶起那次遇到同志大遊行是他第一次

在街上看到同志開放地親吻，因此她與她的旅伴也開心地加入遊行隊伍；布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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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認為那次在巴黎參與的同志遊行是她旅程中最難忘的一件事。 

「我們在旅程中驚喜地碰到的『同志大遊行』，這是我們第一次真的看到同志很

開放的走在路上，還有當街親吻的。雖然我們不是同志，但我們也跟著很嗨，而

且從那時候尌發現『原來法國人這麼喜歡電音』，整路都在東資東資~」（JR，1-J4） 

「這尌是同志遊行，下陎的彩虹旗本來尌是同志化的象徵，上陎的不知道是代表

法國什麼旗子。」（布魯斯，2-J7） 

3. 旅行中的個人事件 

(1)  令人苦惱的意外 

    自助旅行者不同於一般印象中的大眾觀光客，他們擁有在旅行的自主性、深

入性及隨性行，這些特點可以成為自助旅行的好處，也可能因為這種旅行方式為

旅途帶來意外。訪談過程中，許多旅客皆把旅行中的意外事件列為令他們印象最

深刻的事情，其中包括：使人煩惱的迷路、因為困苦旅行帶來的損失，這些旅程

中的意外雖然在平常生活中也有機會發生，但在異國發生的確讓人印象特別深刻，

因此會希望用相機拍攝某個特定的符號，代表旅程中發生的意外經驗。這型的照

片表達出的經驗因人而異，不會有兩位旅客在旅途中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發生

一模一樣的意外，這些發散的照片主題及代表著台灣自助旅行者在在巴黎發生的

多樣化旅行經驗。舉例來說，歐娜(1-J4)提供一張”Rue de Francs Bourgeois”的照

片，雖然只是一面路牌，但那代表著她與旅伴在那附近迷路的經驗；楊口鉉(2-J3)

則提供了一張爛掉的靴子的照片，代表著他與旅伴在巴黎不斷步行到鞋子壞掉的

經驗；JR(2-J1)則是在與旅伴吵架後自行步行到凱旋門，卻在這裡看到了美麗的

光影變化；表姊(2-J6)則提供了一張在咖啡廳內喝咖啡的照片，這張影像的重點

不在於咖啡本身，而是代表著他與旅伴因為記錯火車時間因此坐在咖啡店等待的

時光。 

「這張是在孚日廣場附近的街道牌(Rue de Francs Bourgeois)，這張照片代表

的是我們一直迷路，（哈哈哈）因為我們繞了很久很久，最後發現回到同一塊牌

子下，所以照一下當作紀念（哈哈哈）」（歐娜，1-J4） 

「這張尌是代表我們一直走走到鞋子都爛掉了，原本我女朋友想說可以在離開法

國前把這雙鞋子丟掉，沒想到還沒離開前尌走到爛掉，而且不得不換，所以逼不

得已去Zara買了另一雙鞋子。我們那邊從十九區走到巴黎市中心耶～」（楊口鉉，

2-J3） 

「我跟 OOO吵架那天，所以尌從羅浮宮走到凱旋門，然後再走到香榭大道。我在

這裡大概拍了 200張自拍照吧，拍了超級久，各種光線都有。」（JR，2-J1） 

「這是路上隨便一家咖啡店，我們在那裡坐了很久，因為以為火車是四點多開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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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坐在這邊等火車好了，沒想到火車是五點多才開，所以尌繼續坐著，所以尌

坐更久了。」（表姊，2-J6） 

(2) 令人興奮的意外 

    當然，不是所有意外都是刻板印象中那種負面的意外，也有許多「意外」只

是不同於「旅行中的日常」而有的經驗，這種經驗通常都是需要花特別多金錢或

是等待特別久的時間才能獲得的體驗，因此，當遇到這種情況時，自助旅行者在

基於「稀少或寶貴的經驗」的情況下，會將此事件用影像記錄起來。舉例來說，

Anna(1-J3)平常沒有機會一次買一整盒馬卡龍，但男朋友的來訪他有機會拍到男

友要買回台灣送給親朋好友的「一整盒的馬卡龍」；賴 O 旭(1-J6)在旅程中沒有機

會吃好吃的，因此將難得在餐廳用餐的經驗用相機記錄起來；moise(2-J1)拍攝了

旅伴在巴黎餵鴿子的影像，他提到第一次餵鴿子時很興奮，因此想將其記錄起

來。 

「我記得這張照片拍攝時好像是我男朋友來找我然後她要回台灣的前一天，我們

買了這盒馬卡龍給我男朋友帶回台灣當伴手禮，而且這張照片會讓我覺得特別是

因為馬卡龍還是有點貴，一個要一點多歐，帄常不會一個人一次買這麼多，可是

如果有機會親眼看到一次買這麼多馬卡龍會覺得很爽，雖然不是我吃，但還是覺

得很興奮。」（Anna，1-J3） 

「為什麼會拍吃吃喝喝的照片是因為我們當時在那邊很窮，很捨不得上餐廳吃飯，

我們都是自己帶午餐然後晚上回老師家煮，所以很難得在餐廳吃飯，所以要拍起

來作紀念。」（賴 O 旭，1-J6） 

「在春天百貨附近，我覺得巴黎的廣場不是人尌是動物，所以剛開始看到鴿子都

會比較興奮，所以旅程中尌常常在餵鴿子，可是到後來尌沒什麼感覺了。」（moise，

2-J1） 

(3) 體驗巴黎的日常 

    除了上述提到的令人有不同感受的「意外事件」外，一些旅客在旅程中刻意

或隨機地安排不同於遊覽行程的日常活動，目的在於體驗當地人生活，或是純粹

為了休息。巴黎市內有許多佔地廣大的公園，巴黎人也常常給人一種悠閒的生活

態度，因此，許多旅客到巴黎會安排一些時間坐在公園內休息、野餐，其中又以

在盧森堡公園內休息野餐的比例最高，Zach(2-J3)和雪若(1-J7)皆提供了在盧森堡

公園休息的影像當作代表自己旅程的照片，另外老頭(2-P5)和 Evan(2-J6)也提供了

旅程中在其他地方悠閒地休息的影像以代表自己的旅程。 

「因為我們在這邊悠閒地坐了半天，野餐、餵鴿子，所以我覺得它代表的旅程。」

（Zach，2-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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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公園，尌坐在那邊休息，之前有個去過巴黎的朋友也推薦這個地方，他

說如果天氣好的話可以帶瓶酒坐在草地上喝，可是我們去的時候很冷，所以沒辦

法在草地上喝酒，所以只好坐在椅子上。第一次旅程雖然很趕，但還是有一些想

法，希望有一些愜意的時光。」（雪若，1-J7） 

「這張在 Ourcq站旁邊的電影公園，那公園超級大，有個大草坪，我去的那天天

氣超級好，現場有免費的樂團演出，那天尌是翻譯師一家人、我的博士朋友、我

跟我女友跟她們他們共同的另外兩個朋友，總共有 9個人去野餐，我們尌自己帶

菜去野餐。我那天做了紅燒獅子頭，我們的野餐超彭湃的，還有別人做的滷豬腳，

還有酒和麵包。尌是他們看到太陽出來尌很高興，然後又有樂團表演…（這樣在

戶外野餐真的很巴黎）」（老頭，2-P5）  

「這是在凡爾賽的花園裡陎，我會留這張是因為我在這裡休息了蠻久的，因為這

裡蠻清幽的，這裡真的沒什麼人，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吵雜，所以我在這裡停留蠻

久的，所以我覺得這蠻能代表我的旅程的，畢竟在凡爾賽宮裡很難找到一個peace

的地方。」（Evan，2-J6） 

    在公園裡休息的影像為最多受訪者認為代表自己旅程的影像，除此之外，也

有很多受訪者提供「市集」的照片，他們認為紀錄「逛市集」的經驗也可以成為

代表自身旅程的照片，其中，一些人去市集是為了購買食材，但也有一些人只是

為了去感受市集的氛圍，無論何者，他們都認為「逛市集」很能代表自己的旅程。

雪螺(2-J3)、Zach(2-J2)、布魯斯(2-J11)皆提供了在市集內購買食材的影像。 

「它是巴士底廣場往東邊走一點點的市集，一個 A開頭的市集。……很喜歡來市

集看那個顏色、還有享受那種氛圍。」（雪螺，2-J3） 

「第二次去逛了好多個市集……我們去那邊是真的去採購，因為我們都是自己煮，

所以要去市集那邊買食材。」（Zach，2-J2） 

「這尌是我們去傳統市場買菜，比較居家的照片。」（布魯斯，2-J11） 

    前述提到許多受訪者認為巴黎是一個時尚奢華的城市，來到巴黎購物理所當

然成為許多旅客的必備行程，尤其是以購買名牌商品的比例最高，受訪者中有 6

位提到到名牌店購物的經驗，他們都認為這樣的購物行程足以成為他們旅程的代

表，而受訪者提供的影像中又以「香榭大道上的 LV 旗艦店」及「拉法葉百貨」

的影像為最多，而回頭看旅遊書上也皆有介紹此兩處為重要購物行程，由此得知

其兩處為台灣旅客心目中重要的購物景點，會去此兩處購物也跟社會及媒體建構

出的知名度有關。賴 O 旭(2-J5)提供了女性旅伴與 LV 旗艦店合影的照片。其餘

的受訪者（Ines(1-J5)、表姊(1-J7)、阿澤(1-J1)、雪螺(2-J4)、Evan(1-J3)）則提供了

「拉法葉百貨」的影像，並且在看到這片時回憶起自己在拉法葉百貨採購，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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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台灣友人帶買的經驗。特別的是，「香榭大道上的 LV 旗艦店」雖然也能代

表購物經驗，但大多數提供該主題的受訪者皆將其納入「代表巴黎」的範疇；而

「拉法葉百貨」就不同了，大部分的受訪者皆將此主題的影像納入「代表旅程」

的範疇。筆者認為旅客會認為拉法葉百貨代表自己的旅程是因為旅客真的有在其

內進行購物的行程，但大多數自助旅行者只是經過 LV 旗艦店，並未進入其內購

物，因此他們只捕捉了 LV 旗鑑店的外觀，與出發前看到奢華的巴黎印象結合，

因此「香榭大道上的 LV 旗艦店」通常被認為代表巴黎的影像，而會拍攝拉法葉

百貨的自助旅行者大多有進入其內購物，因此「拉法葉百貨」的影像不只是旅客

的視覺消費，更結合了實際的消費經驗，因此被認為是代表自身旅程的影像。 

「這群女人看到 LV尌瘋了，看到 LV尌說一定要合照，而且每個人都要進去買。」

（賴 O 旭，2-J5） 

「拉法葉拜百貨，我有在那邊 shopping，因為有退稅（比較便宜），所以在那裡

買了一堆化妝品跟一個 Dior的包包。」（Ines，1-J5） 

「拉法葉百貨，我覺得逛街是很重要的，雖然我在這裡都沒有買東西，因為我在

裡陎只逛了一下下。」（表姊，1-J7） 

「其實這張可以算巴黎的印象，也可算自己的旅程，因為它代表了巴黎的商業和

購物，但我們去巴黎有一個很大的目的也尌是去幫忙家人帶東西回台灣，所以我

們在裡陎尌拚了命的找 Longchamp，所以好像兩者都算。」（阿澤，1-P5&1-J1） 

「這個是春天百貨，拉法葉跟春天百貨在聖誕節時都會有櫥窗的擺設，而且不是

只有靜態的還有動態的擺設，會有音樂、布偶都會動。這個櫥窗裡的布偶是個代

表人物，他是香奈兒的設計總監，因為他的形象尌是白頭髮、黑色的墨鏡，然後

後陎尌放很多巴黎的地標。」（雪螺，2-J4） 

「拉法葉百貨公司的圓頂，我沒有逛這個百貨公司，但是有特地進去看這個圓頂。

我還特地去搭它的電梯，它的電梯還是那種要用手拉會發出咖咖咖聲響的電梯，

尌是你印象中很古老的那種電梯。」（Evan，1-J3） 

 

4. 體現其所學 

(1) 個人喜好或具體化自己學過的事物 

    在前述的「政治加工品」中的「藝術作品」中，許多旅客認為「羅浮宮三寶」

為代表巴黎的影像，但除了三寶之外，一些旅客也提供羅浮宮內其他作品的影像，

特別的是，同樣是在羅浮宮內展出的作品，若該作品不是眾所皆知的「羅浮宮內

三寶」，而是受訪者提到自己喜歡的作品時，他們會認為這樣的照片比代表自己

的旅程，因此筆者認為，旅客不只凝視名勝古蹟、都市街道、當地人生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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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旅程中尋找不同於他人、屬於自己喜好的影像。例如：Anna(1-J2)和 moise(1-J5)

提供了羅浮宮內自己喜愛雕像的影像。 

「有時候你在羅浮宮裡陎看太多東西，有時候看久了會覺得很麻木，只有幾樣你

會印象深刻而且覺得特別漂亮。」（Anna，1-J6） 

「第一次去我對羅浮宮沒什麼感覺，但是我很喜歡雕像，而且特別喜歡這尊。像

我現在尌很想去羅浮宮買這個勝利女神的複製品，我尌覺得它很美，我覺得它比

維納斯美。」（moise，1-J5） 

當然，旅客的喜好不僅限於博物館內，街道上日常的事物也能成為旅客凝視

並喜愛的目標。例如，阿凡(1-J4)提道自己很喜歡外國小孩，所以會在路上偷拍；

布魯斯(1-J2、2-J6)提到不管去幾次巴黎都要去聖母院前拍攝其大門上的 St. Denise

雕像；布魯斯(2-J8)拍攝了一張背景是聖母院、前景是帥哥的影像，他提到因為

兩樣主題都是他喜愛的事物，因此他認為這幅影像代表他的旅程。 

「這這裡是聖心堂，尌是很多小孩去那邊校外教學，其實我旅程中蠻喜歡偷拍小

孩，我每一次都拍很多小孩，因為我覺得外國小孩好可愛喔。」（阿凡，1-J4） 

「聖母院進去門的上陎的雕像，它有好多組人馬，這組我尌覺得蠻有趣的，一個

把頭砍下來的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尌是 St. Denise 的故事，把頭砍下來、

血噴出來、然後在遊街示眾，不會嚇到人嗎。」（布魯斯，1-J2, 2-J6） 

「這張我超愛，因為第一個前景有帥哥，第二個後陎是我最愛的聖母院。……這

張很代表我的旅程，因為前後景都是我很喜歡的東西。」（布魯斯，2-J8） 

    除了自己喜愛的雕像、街道上的特定人物，一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在台灣已學

過法文，或是聽聞過相關的法國文化，這些知識本來由抽象的存在轉化為真實空

間中的形體，就好像遇見老朋友一般，有一種倍感親切的感覺。因此，當他們在

巴黎看到書本上的影像變成真實時，會很興奮地將自己的所學用相機記錄下來。

Peggy 提供了非常多張他為了體現其所學所拍攝的相片，包括博物館內的畫(1-P1)、

亞歷山大三世橋(2-P2)，並且在表達自己拍攝這些影像的動機時，皆提到自己想

要拍攝學過事物的想法；阿凡(2-J2)表達了在迦尼葉歌劇院內看到夏卡爾的真跡

時的興奮之情；Zach(2-J6)、Ines(2-J1)和雪螺(2-J2)也分別提供了漢摩拉比法

典、”Gregorian chant”和路邊回收桶的影像，並且提到因為看過、學過，所以想

把在記憶中的知識被具體化時的景象記錄起來。 

「這幅畫因為高中課本裡有，所以我尌拍起來。看到這幅畫時尌覺得好感動，書

上的東西活靈活現地出現在眼前，所以尌拍了。所以我覺得代表尌巴黎的照片是

可以驗證原本你對它了解的東西，因為我本來對巴黎的了解尌是書上的那些東

西。」（Peggy，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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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亞歷山大三世橋的橋墩，我會知道這座橋是因為我學法文時剛好課文中

有提到，因為知道它所以尌拍起來。」（Peggy，2-P2） 

「在歌劇院裡陎夏卡爾畫的屋頂，然後因為那時夏卡爾來台灣展的時候尌有說到

這件事情，我那時尌很想看到這幅畫的實體，看到的時候尌覺得『終於看到了!

尌是他本人！』」（阿凡，2-J2） 

「這是漢摩拉比法典，去之前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看到之後才知道原來它尌是

長這樣黑黑的。」（Zach，1-J6） 

「…我尌在這裡（巴黎塞納河旁邊的舊書報攤）看到 OOO上過的 Gregorian chant，

那種古拉丁文的聖歌。我學過拉丁文，又學歐洲文化之後，尌會特別注意這些東

西，尌覺得它很漂亮，我尌拍了很多這個。」（Ines，2-J1） 

「我拍這個是因為我在出發前有看到一個介紹巴黎的影片，是法國政府宣傳大家

做環保的影片，裡陎尌有拍到這個桶子，我覺得蠻好玩的，而且這次去有碰到很

多次這樣的桶子，所以有特別拍它。這是回收酒瓶的回收桶，他有很多的口可以

回收不同種的瓶子，有圕膠瓶、玻璃瓶等等。」（雪螺，2-J2） 

    旅客除了會想拍攝自己學過的事物外，許多旅客也提供了到巴黎的「墓園」

拍攝的照片。巴黎的墓園如同建築雕塑博物館，並且充滿著各式各樣極具創意及

紀念價值的雕塑，加上眾多名人皆長眠於此，更豐富了該空間的價值。一些特別

喜愛藝術家的旅客會帶著「朝聖」的心情去墓園參觀，例如：阿凡(2-J1)提供了

蒙馬特墓園中楚浮墓的照片、布魯斯(1-J1)提供了拉榭神父墓園中蕭邦墓的照片、

及以上兩位都提供了蒙帕納斯墓園的西蒙波娃(阿凡2-J10，布魯斯1-J3)及Sammul 

Becket墓(布魯斯1-J3)的照片。 

    在巴黎參觀墓園這樣的行程安排算是一種名人觀光的型態，也有點像是朝聖

旅行，雖然大多數的旅遊書也皆有介紹巴黎的墓園，但被再現的次數不高，因此

必須是要對巴黎文學、音樂或電影有一定程度地研究的旅客才會特別安排這樣的

行程，由此可知，「墓園」在受訪者中提供該影像的比例也不高，就算有提供，

大多數人也都是拍攝不同的墓，由此可推論各個名人的墓園影像可說是非常「個

人化的凝視」。 

「我這次去有趣一些墳墓，這尌是楚浮的墓，在蒙馬特墓園裡。因為我高中時尌

很喜歡他的電影，那時有個影展，我尌亂買票去看了四百擊…….我是高中時看

的，裡陎有些大膽的情慾戲，對高中生來說非常刺激，裡陎女生也都超正的，尌

覺得超級好看的，所以尌很愛他。其實我第一次尌很想去，但因為沒有做功課所

以不知道在哪裡尌作罷。」（阿凡，2-J1） 

「這尌是我再去了蒙帕納斯墓園，因為想看西蒙波娃和沙特的墓，他們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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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2-J10） 

「我會去拉謝神父的墓是因為蕭邦葬在那裡，而且你會發現墓園裡這麼多墓，蕭

邦的墓是所有墓之中最有生氣的，因為最多人去朝聖。……它是所有名人的墓中

人氣最高的，後來每次旅程我都會去，每次去墓前都會有很多花，而且會在墓前

碰到同為蕭邦愛好者的知音，彼此尌會開始聊。這個地方對我來講尌是很特別的，

墓園中很少這種白色的墓，上陎還有一個謬思少女的像，所以我覺得他很代表我

的旅程，我每次去巴黎都會去這個墓園看蕭邦的墓。」（布魯斯，1-J1） 

「我也有去蒙帕納斯墓園，裡陎尌有寫等待果陀的劇作家 Sammul Becket，裡陎

也有西蒙波娃和沙特的墓。這張尌是有人把等待果陀的劇照貼在 Sammul Becket

的墓上，我是外文系的，所以大學有唸過等待果陀這個故事，所以尌覺得可以來

看一下。雖然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故事到底在講什麼。」（布魯斯，1-J3） 

(2) 電影中的場景 

    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會照著電影中出現的場景在巴黎旅遊，他們的旅行路線

是受到電影影響的，這樣的情況又以第二次旅程居多，其中最常被提到的電影如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巴黎我愛你」、「愛在巴黎日落時」、「達文西密碼」、「紅

磨坊」、「全面啟動」……等。若電影也算是一種學習媒介，則旅客再現電影場景

的照片也能納入「體現其所學」的範疇中。例如，Anna(1-J5)和雪若(1-J2)提供羅

浮宮內的影像，雖然為經典地標，但因他們在此地想到「達文西密碼」的劇情，

並且將自身融入景點及劇情中，因而認為該影像能代表自己的旅程；Ines(1-J4)、

Zach(2-J4)則提供了「紅磨坊」的影像，並且提到自己會去紅磨坊就是因為電影的

關係；阿澤(2-J4, 6)則提供了「巴黎我愛你」內的墓園及「穿著 Prada 的惡魔」中

協和廣場前噴水池的照片，並且提到第二次的旅程中很多路線都是照著電影去安

排的；阿凡(2-J3,7,8)皆提供「愛在巴黎日落時」中的電影場景，由此可知他第二

次的旅程許多路線也是照電影來安排的，除此之外，她也提到在看到電影中的場

景變成真實時，那一刻從心中燃起的興奮之情；布魯斯(2-P8)也提供了「愛在巴

黎日落時」內塞納河畔的場景，並且在看到該場景時回憶起電影中的故事。 

    由此可知，進行「電影觀光」的旅客會利用相機在旅程中記錄電影中出現的

場景，並且在該場景上加註電影情節，在以相機再現該電影場景後，更可以透過

照片回憶電影以及在該場景體驗到的如電影情節的經驗，此現在類型即屬於「電

影觀光」的一種，但由於本篇篇幅有限，不對電影觀光進行深入探討。 

「這是羅浮宮，為什麼我會覺得它代表我的旅程是因為以前看電影「達文西密碼」

裡陎有拍到這個場景，沒想到有一天我也好像電影裡陎的主角一樣出現在羅浮宮

外的金字塔，站在一樣的地方，可以幻想自己成為電影裡陎的主角。只是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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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場景很漂亮，剛好又有在電以中出現過。」（Anna，1-J5） 

「我會放這張是因為我覺得我先生動作有點像「達文西密碼」電影裡主角的動作，

其實我先生沒有刻意在學，是我剛好拍到，我覺得好像喔。好像拿著一台相機在

搜尋什麼證據一樣。」（雪若，1-J2）  

「紅磨坊，這也是我到巴黎一定要拍到的東西，而且一定要夜晚去，所以我尌逼

我朋友一定要騎摩托車載我去。因為這部紅磨坊我大概看了二十幾遍，我很喜歡

裡陎的歌，我尌會一直模仿，我看到這個不自覺尌會想起電影裡的康康舞還有電

影配樂，所以我會覺得代表我的旅程。」（Ines，1-J4） 

「這是紅磨坊，沒有進去看，但是是特地去看的景點。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也有去

看，因為以前看的電影的關係。」（Zach，2-J4） 

「這是巴爾札克的墓，我會特別拍巴爾札克是因為它是法國文學的代表人物，而

且也是因為這張比較清楚啦。我會參觀墓園是因為巴黎我愛你那部電影，其中很

重要的場景是在王爾德的墓前拍的，但是我很納悶為何我沒有拍到王爾德的墓。」

（阿澤，2-J4） 

「因為我第二次旅程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追電影場景，這尌是「穿著 Prada 的惡魔」

中丟手機的場景。」（阿澤，2-J6） 

「尌是景點『空中綠林花園』，（我來照個景點是因為”before sunset”的關係，要

不然我也不會來），……這裡底下叫做『工藝街』，這裡也是一個”before sunset”

的景，劇中男女主角有在這邊聊天，電影中男女主角尌是在拱門旁邊聊天，可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因為這裡每一段路尌會出現一個拱門。」（阿凡，2-J3） 

「這也是”before sunset”的景點，尌是他們去那邊喝咖啡，在這邊講了很多

話，所以這裡是個很重要的場景，我看了之後尌發誓我一定要去。我去的時候，

一轉身，大概還離咖啡店一百公尺的地方，我尌開始發抖，超級興奮的，尌全部

都一樣的；進去之後，看到所有的東西都大喊『一樣！一樣！』，我跟我男朋友

去，他尌一直在笑，因為我尌跟一個瘋子一樣。」（阿凡，2-J7） 

「這是莎士比亞書店，其實也是因為”before sunset”才來的，電影一開始的

一幕尌是在這裡，但是這裡應該是本來尌很紅，因為很多有名的作家都住過這

裡。……我尌覺得這應該是所有喜歡書的人夢想中的書店，氣氛很好。」（阿凡，

2-J8） 

「圔納河一定要放，其實我放會放這張是因為我看那個電影『愛在巴黎日落時』，

印象很深刻，裡陎的 Jessie說他要去搭遊船，然後另外一個人尌說『nono 那是

觀光客才會去搭的船。』」（布魯斯，2-P8） 

    除了為了某定電影前往遊覽拍照的影像外，一些受訪者提供了整體看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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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感覺」的照片，受訪者無法說出這些場景出現在哪些電影內，但就是似乎

在哪部電影中看過該場景，如同很多觀光客在到達巴黎時所言：「巴黎的街頭好

像處處都再拍電影，只要身在其中，自己也好像在拍電影。」 

「這張照片我也有在網路上看到，尌是一條從山上到山下的路，看到說這條路好

像是有電影取景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哪些電影，但我覺得很美所以尌拍了。」（雪

若 1-P8） 

「……我用了復古的特殊效果，我也不知道那天為什麼會用，我覺得這個景象很

像電影的開頭。」（Hannah，1-J5） 

    以上提到的這些為了體現自身所學所拍攝的照片，雖然大多也都是在旅行前

透過媒介傳播給旅者的意象或知識，這些景點或作品甚至有可能被記錄在另類的

或是主題式的旅遊書上，但旅者拍攝這些主題的動機大多為記錄自身喜愛的藝術，

可說是在社會建構中尋求個人能動性的例證。 

5. 旅程的符號式紀錄 

 由於科技的發達，方便的數位相機和容量越來越大的記憶體讓旅客可以利用

攝影技術紀錄旅程中的一切，無論是優美的景色、與旅伴間的情感或是旅程中的

特殊事件，甚至是旅程中的一般性的食衣住行紀錄，皆可以用影像來記錄，如同

李昱宏所言「個人歷史無法與攝影分離，因為攝影可以留下真實的私人證據。」

(李昱宏，2008)。一些受訪者在「代表旅程」的範疇中提供了在巴黎住及行的紀

錄，他們認為這些影像最能代表自己在巴黎的旅程。 

(1) 紀錄在住所或交通工具 

1-1 在巴黎的住所 

    由於自助旅行者的旅行預算較少，因此大多居住在費用較為便宜的青年旅館

(hostel)或是民宿以節省開銷，因此旅客不只是記錄旅館的景觀，更可能記錄著在

青年旅館或民宿發生的趣事，例如 JR(1-J3)提到每天都會吃青年旅館提供的免費

早餐，甚至為了省錢將早餐外帶；而 Zach(a-2&1-J2)則提到在民宿中意外地將床

弄壞成為旅程中最難忘的事件，這些經驗都讓她們想將在巴黎的住所記錄起來，

以成為私人證據。 

「這尌是我們住的旅社—Auberge尌是青年旅館的意思，這間旅館在我們的行程

中也是非常重要，這間旅館是學長在網路上找到價格非常便宜的一家旅館，一個

晚上一人大概 19歐，而且還有附吃到飽的早餐，因為早餐可以吃到飽，所以我

們常常把早餐跟午餐合併吃，不儘早上在旅館狂吃，有時候我們還很不要臉地把

麵包打包走，連果醬和奶油都會帶走，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對我們旅程很重要的地

方。」（JR，1-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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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住宿很代表我的旅程，這是我們第一次住的民宿的中庭，是一個法國人

開的民宿。我們那次把旅館的床弄壞了，那應該也不算旅館，尌是我們租的公寓，

那個公寓給的是沙發床，那可能沙發床比較不堅固，所以尌弄壞了」（Zach，

a-2&1-J2） 

1-2 在巴黎的交通工具 

若我們將旅程視為路徑，則這些機場和車站就如同節點，許多受訪者提供了

包括水運、陸運及空運等交通工具的照片，但不同於在巴黎的住所，這些交通工

具常常帶有旅程的起點或終點的紀念價值，例如 moise(1-J1)、Hannah(2-P2, 2-P4) 、

bboysherman(2-J5)、Zach(2-J5）布魯斯（2-J2）Evan（1-J1, 2-J2）都提供了抵達巴

黎時第一眼或要離開巴黎時最後一眼看到的景象，包括了戴高樂機場、巴黎北站

及里昂車站，其中又以戴高樂機場被再現的比例最高。 

「這是機場，所以代表旅程。這是第一次剛到時拍的，剛下飛機的時候。」（moise，

1-J1） 

「這是巴黎戴高樂機場，是降落的時候我用 i-phone的 app拍的，代表說我又回

巴黎了。這張照片上陎的寫的是 terminal。重點尌是戴高樂機場，但又是文字。」

（Hannah，2-P2） 

「這是里昂車站，我尌住在它旁邊，而且我後來要去南法尌是從里昂車站出發，

所以應該算是我巴黎旅程的起點和終點吧。…這次去覺得巴黎車站也是蠻有故事

的地方，雖然沒有字眼，但是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Hannah，2-P4） 

「因為要離開巴黎了，要去搭飛機了，所以在站牌拍一張。」（bboysherman，2-J5） 

「旅遊尌一定要拍火車，這是我們要(離開巴黎)去比利時搭的火車。」（Zach，

2-J5） 

「從阿姆斯特丹搭 Tallis 尌一定會到匇站，這張尌是抵達巴黎的時候拍的。到

這個地方尌會特別謹慎，我朋友也一再跟我提醒匇站很危險，一定要小心，所以

我尌拍照留念一下。」（布魯斯，2-J2） 

「這是巴黎匇站，從倫敦坐火車到巴黎尌是從這裡出來，這個尌會讓我連結想到

我剛到達巴黎的那一刻。」（Evan，1-J1） 

「這張照片一樣是在 Gare de Nord 拍的，是我從亞維儂進巴黎時的車站。第一

次也有拍這裡，我會拍這張是因為覺得跟這個車站蠻有緣的，尌是進巴黎都是用

這樣的方式進來，而且竟然兩次回巴黎都是從這裡進來。」（Evan，2-J2） 

(2) 票根 

    「巴黎的住所或交通工具」為具體的物件，我們可將其視作一空間，一個旅

客在巴黎暫留或是移動的空間。然而，旅行經驗不僅包含空間，時間也是其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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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因此，一些無法以具體物件表達的旅行經驗，旅客會拍攝票根來記錄

這樣的旅行經驗，而票根可視為一符號，代表在旅行時食、衣、住、行等的經驗。

舉例來說，JR(1-J1)跟旅伴們第一次在巴黎成功地買到地鐵車票，因此拍下地鐵

票根作紀念；Hannah(1-J1, 2-J2)提供羅浮宮和機票的票根，他提到因為自己很喜

歡拍文字，也會希望將旅程中事件的時間、地點記起來，因此會將票根用相機記

錄下來，不僅會用相機記錄，甚至會將票根留下，當作一種可以用來回憶的紀念

品；布魯斯(2-J13)也提供了一張火車票的票根，會記錄這張票根是因為這趟火車

旅程並不普通，而是因為意外買到特別貴的火車票，這樣的特殊性讓他特別將其

票根拍起來。 

「旅伴們一起搭地鐵的第一張地鐵票，所以很值得拍下來紀念一下。…表達我們

自己買到第一張地鐵票很興奮，我跟我的旅伴們尌在地鐵站那邊很興奮(的拍照)，

然後路過的人都覺得我們是一群傻瓜。」（JR，1-J1） 

「因為尌覺得可以代表我跟朋友一起來羅浮宮，而且因為票陎有寫羅浮宮，而且

可以知道我是什麼時候來的，所以我很喜歡這種票根，上陎有時間跟地名的。」

（Hannah，1-J1） 

「機票票根，代表我的旅程，因為有時間、地點、飛機班次。我很喜歡拍這種票

根照或是入場卷，不管是哪種交通工具或是哪個景點，但是拍完我還是會留票根。

我是文字控。…尌是想把旅程中事件的時間、地點記下來」（Hannah，2-J2） 

「這是從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火車票，會拍起來是因為是臨時訂的車票所以非常

貴，你看這張是 111 歐，這張是 87 歐，因為訂的太臨時了，是出發的前兩天訂

的，太貴了所以一定要拍起來紀念。」（布魯斯，2-J13） 

第四節  小結 

自助旅行者雖不同於大眾觀光客，但對於巴黎的意象依然受到社會及媒體的

影像，「浪漫」、「漂亮」、「文化」、「古老、古蹟」、「花都」、「時尚」

這些詞為台灣自助旅行者在出發前對巴黎的認知，這些氛圍藉由媒體投射給旅客，

並且將景點賦予意義及故事，讓他們認為這些景點即是巴黎歷史文化、浪漫氣氛

的代表。地方意象長時間透過多樣化訊息累積，不僅只於照片，文學、電影、網

路也都能成為訊息來源，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建構地方想像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 

    旅行前觀光客想像中的意象透過在旅程中透過攝影具體化，在此情況下，旅

行成為一種累積照片的策略，也是一種將記憶商品化並私有化的手段

(West,2000:9)。台灣自助旅行者所拍攝的景點照片比例與旅遊書透過內容分析法

分析後得出最常被再現的影像相符，其包括塞納河、艾菲爾鐵塔、戶外用餐(咖

啡或咖啡館)、羅浮宮、巴黎聖母院、香榭大道、協和廣場、凱旋門、地鐵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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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的休閒活動、聖心堂、奧賽美術館、龐畢度中心、加尼葉歌劇院、市政廳、

紅磨坊、蒙馬特長階，以上這些景點在旅遊書中被再現的次數偏高，自助旅行者

雖有不同於大眾觀光客的凝視機會，但依然會受到再現迴圈的影響而拍攝所謂的

「經典」照片。這類型的景點照片皆被認為是「代表巴黎」的影像，雖然在許多

景點拍攝「經典」照片時，旅客也會因攝影行為而有不同的旅行經驗，但這些「代

表巴黎」的照片呈現方式大多與旅遊書相同，我們可將此歸納為「社會建構的產

物」。 

    除了受「再現迴圈」影響而一再被複製的「經典影像」外，旅客也會發展出

相對於 Urry 提出的「首次凝視(first gaze)」之外的「二次凝視(second gaze)」

(MacCannell, 2001)，自助旅行者透過個人主觀意識創造出 「非經典」影像，透過

Scarles(2001)的分類，「非經典」影像包括： 

(1) 政治加工品(Political artifact)—其概略等同於受到「再現迴圈」影響所產生的

影像，然而，許多旅客在拍攝經典地標時，期待拍出與旅遊書上不一樣的東

西，旅客希望創作出拍攝主體與大眾相同但卻包含自己獨特元素的作品，筆

者將這些跳脫集體凝視、帶有主觀意識卻還是代表巴黎的照片分成幾種巴黎

市俯瞰街景、現代與古典的對話、街道上的觀察、藝術作品等四中類型。 

(2) 反身性展演(Reflexive performance)—證明了自己的「到此一遊」，許多亞洲觀

光客在旅行時都一定要跟景點合照，這樣的照片雖然主體與媒體再現的主體

相同，但旅客自身的入鏡使得影像中加入個人因素，能表現出與旅遊書、網

路上影像的差異。然而，在旅程中要將自身放入照片內有一現實考量，即是

否有人幫忙拍照，若有與伴同行，大多人希望有自身與景點的合照；若是一

個人旅行，則自身出現在照片中的比例會降低。一些旅客不僅要跟景點合照，

更會將觀光景點當作舞台，在觀光景點進行展演，擺出創意姿勢跟景點互動，

其不僅因拍攝主體再現了旅客在出發前即獲得的巴黎印象，更進一步因旅客

的展演將景點私人化。這些展演習慣，例如:「用手抓巴黎鐵塔」、「用腳踢

巴黎鐵塔」等即為 Goffman(1959)所提到的一再出現的可辨識表演慣習，成為

旅遊的「儀式」。若旅客請他人幫忙拍攝「儀式」類的照片，則可加深與其

他遊客(或當地人)的互動機會，使得相機也改變了觀光客與陌生人之間的連結

(Cohen, 1992)。 

(3) 對地方的想像(imagination of space)—Urry(1990)曾說既然每個人都可以算是業

餘的符號學家，觀光客總在旅程中尋找在自身腦海中被意識形態塑造而成的

典型景象，利用攝影的方式捕捉自身的想像，照片中顯示的不只是實際上看

到的景象，還有想像的場域。筆者將台灣自助旅行者對巴黎的想像歸納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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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項：浪漫的氛圍、悠閒的生活態度(cest la vie)、時尚的商店精品、歷史悠

久的文化景觀、蕭瑟的街景、巴黎人、異國感。由此可知，「再現迴圈」不只

會讓旅客將地標式的大景點放入拍攝清單，也可能是將自己想像中的巴黎具

體化，因而拍攝出「對巴黎的想像」類型之照片。 

(4) 感官的體現(Embodied visualities)—觀光客透過視覺來具體化在旅遊中遇到的

其他五感體驗，筆者將其再細分成味覺、觸覺、聽覺等三項感官。以味覺來

看，許多旅客喜歡拍攝巴黎的甜點或有名的食物，但也有紀錄「久旱逢甘霖」

和「苦行僧式」味覺經驗的例子；以觸覺來看，許多人喜歡巴黎的天空以錄 

巴黎舒適的天氣，但也有紀錄冰天雪地情景以表達自己的觸覺體驗的例子；

以聽覺來看，大多數的旅客皆喜好紀錄不期而遇的街頭藝人的表演影像。 

(5) 倫理上的提醒(Ethical prompt)—一些旅客希望記錄下巴黎較為現實的一面，這

些景象在旅遊書上看不到，跟許多人想像中的浪漫唯美花都也大異其趣，但

是那可能才是巴黎的現實生活。有趣的是，提出認為巴黎的另一面才是他們

想要捕捉的巴黎感覺的受訪者皆為男性，且一位為專業攝影師，一位為留法

台灣學生，因此筆者判斷旅行前的想像和對巴黎的熟悉度會影響攝影再現的

真實程度。 

在 Scarles(2009)的五項分類之外，筆者將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在分成

下列五類：(1)「情感的表達」：其中包括與同行旅伴合照的「我們一起旅行吧！」 、

到巴黎當地找朋友的「他鄉遇故知」、拍攝物件以代表無法同遊的重要他人之「在

旅行中懷念故鄉」。(2)「地方之舞」：其中包括主體為經典景點外的巴黎景觀之

「巴黎不思議」、拍攝在城市中漫遊的自身之「城市漫遊者」、在特定節慶時前

往巴黎記錄的節慶氛圍之「城市中的節慶」。(3)「旅行中的個人事件」：此類型

與「反身性展演」相似，但「反身性展演」所指的是旅客與景點的合照及互動，

而「旅行中的個人事件」則是指旅行中的事件，通常不包含旅客自身的影像，其

又可分成「令人苦惱及興奮的意外」及「體驗巴黎的日常」。(4)「所學的體現」：

包括記錄以前學過或看過的事物及電影場景轉變為真實空間的紀錄。(5)旅程中的

符號式紀錄：包括在巴黎旅行時食衣住行的紀錄，有時則用票根來代替旅遊時較

難表達的時間、空間與體驗。 

    由以上可以看出，旅客的再現特質會受到社會影響，建構出跟大眾相同的地

方想像，因此在代表巴黎的照片裡面，主體大多相同，有時甚至連拍攝角度也相

同。然而，再現行為也受到個人意識所影響，一些主體相同的照片在被解釋時卻

有不同的故事及理念，換句話說，個人和集體攝影行為間存在著模糊界線。一方

面來說，相機是表達個人意識和創造力的方法；另一方面，旅客總是看似只在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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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陳腔濫調的影像。儘管大部分觀光客拍出來的相片都很相似，但按下快門的那

剎那是非常個人及主觀的，只要照片完成，觀光客就是表達了他們所見及所感觸

的「對於現實的個人創作品」。 

第五章  重遊旅客的再現差異 

    本論文探討的的主題除了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外，更進一步探討台灣

自助旅者若再一次選擇去巴黎遊覽，其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拍攝習慣及在照片上顯

現出來的再現特質之差異，即為時間尺度上是否有差異。另一方面，在分析的過

程中，筆者發現不同職業、學習背景，甚至攝影技巧的差異，都會使得每個台灣

自助旅行者擁有獨特的再現特質。 

第一節 重遊旅客前後旅程的再現差異 

一、 攝影主體的變與不變 

    MacCannell(2001)提出與「首次凝視」相對的「二次凝視」概念，此種凝視相

較於「首次凝視」更為自由，因為凝視者不相信「眼見為憑」，他們認為一定還

有些什麼被遺漏在走馬看花式的「首次凝視」外，他們尋求不被期待的、看似平

凡的物體或事件，這些東西可能會旅客打開一扇通往「真正真實」的窗戶。 

    為了解自助旅行者赴巴黎之再現特質在前、後次旅遊的轉變，筆者先透過受

訪者提供的相片進行交叉比對。步驟如下所示： 

1. 首先，比較受訪者提供之前、後兩次旅程照片，以張數分析旅客在提供「代

表巴黎」及「代表旅程」時兩者所佔比例，是否會因重遊而產生變化？(雖然在

訪談前筆者有事先請受訪者準備各 5 張照片以備進行訪談，但許多受訪者並未確

切的提供 5 張照片，數量有多有少) 

2. 再者，觀察自助旅行者是否在提供給筆者「代表巴黎」的影像時，依舊提供

高比例的「經典影像」?但因「經典影像」類目眾多，筆者以先前分析出被旅遊

書及旅客再現次數最多的「巴黎鐵塔」為代表，分析自助旅行者在談及第二次旅

程時，是否提供「巴黎鐵塔」的影像？ 

3. 最後，在提供第二次旅程的照片中，若受訪者並未提供高比例的「經典影像」，

則他們都是提供哪些種類的照片？ 

    筆者在將受訪者的前、後兩次旅程所再現之影像進行交叉比對後，把結果整

理成表 5-1，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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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受訪者前後旅程照片比對表（訪談者整理） 

暱稱 第一次旅

程「代表

巴黎」及

「代表旅

程」比例 

第二次旅

程「代表

巴黎」及

「代表旅

程」比例 

第一次是否

提供「巴黎

鐵塔」影像 

第二次是否

提供「巴黎

鐵塔」影像 

第二次「代表巴黎」內的影像內容 

歐娜 13/7 12/9 是 否 教堂內部、俯視景觀、聖母院、蒙馬特常

階、悠閒的生活態度、巴黎人、史特拉文

斯基廣場、舊書攤 

老頭 5/5 5/5 否 否 略 

楊口鉉 5/3 3/7 是 是(放於「代

表旅程」內) 

郊區街景 

Anna 8/9 5/6 是 是 凱旋門、路牌、地鐵、巴黎鐵塔、賽納河 

JR 6/5 4/7 是 是 巴黎鐵塔、光影變化、龐畢度(含人)、凱

旋門(含人) 

賴 O 旭 5/6 

(傳統相機) 

7/10 是 是 羅浮宮、巴黎鐵塔、奧賽美術館、凱旋門、

亞歷山大三世橋、聖心堂、聖母院 

Ines 5/5 5/5 是 否 聖母院、咖啡、教堂內部、鬆餅、史特拉

文斯基廣場 

Moise 5/5 

(傳統相機) 

6/5 

(傳統相機) 

是 否 教堂、史特拉文斯基廣場、阿拉伯文化中

心、香榭大道、地下墓穴 

Hannah  10/6 4/6 是 否 菜單、機場、藝文廣場、火車站 

Peggy 5/5 

(傳統相機) 

5/5 

 

是(放於「代

表旅程」內) 

否 聖母院、協和廣場、羅丹雕塑、小凱旋門 

表姊 6/7 7/6 是 是 街景、羅浮宮、協和廣場、凱旋門、巴黎

鐵塔、加尼葉歌劇院 

阿澤 5/6 11/7 是 否 食物、聖心堂、蒙馬特長階、帖特廣場、

凡爾賽宮、巴黎人 

阿凡 8/5 13/10 是 否 聖心堂、門、蒙馬特長階、地鐵景觀、杜

勒麗花園、羅浮宮、奧賽美術館、凡爾賽

宮、市集、街頭藝人、旋轉木馬、凱旋門 

Kmay 6/2 

(傳統相機) 

3/4 是 是(放於「代

表旅程」內) 

藝術作品、聖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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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ysher

man 

5/5 5/5 是 否 略 

雪螺 9/5 6/6 是 是 巴黎鐵塔、聖母院、腳踏車、塞納河、奢

華巴黎、塞車的香榭大道 

Zach 9/6 9/9 是 是 巴黎鐵塔、協和廣場、羅浮宮、雕像、聖

心堂、凱旋門、香榭大道、萬神殿 

布魯斯 7/9 9/15 是 否 火車站、巴士底廣場、市集、羅浮宮、LV、

凱旋門、塞納河、亞歷山大三世橋 

雪若 9/7 12/7 是 是 巴黎鐵塔、RER、塞納河、聖母院、藝術

作品、街景、蒙馬特長階、凡爾賽宮、聖

心堂、加尼葉歌劇院 

Evan 7/6 6/7 是(放於「代

表旅程」內) 

是 羅浮宮細部、聖母院、巴黎鐵塔、凡爾賽

宮 

 

    從表 5-1 可以發現，撇除兩次旅程皆提供 5 張照片的受訪者不談，16 位受訪

者中有 10 位在「第一次旅程」中提供數量較多的「代表巴黎」照片，然而在「第

二次旅程」中卻只有 6 位提供較多的「代表巴黎」照片，由此可以推斷旅客在首

次旅程時會花較多時間及心力在遊覽巴黎名勝古蹟及經典地標，換句話說，大多

數人的第一次旅程是「為了巴黎而旅行」；然而，在第二此旅程中，受訪者提供

較多「代表旅程」照片，許多受訪者皆表示第二次旅程時目的已由遊覽地標轉變

為拜訪朋友、陪朋友旅行、幫朋友代買伴手禮、電影之旅、遊覽之前沒看過的小

景點，因此我們可以說，許多人的第二次旅程由第一次的「為了巴黎而旅行」轉

變為「為了自己而旅行」，此點在下列第二點會詳加分析。 

    另外，在在 20 位受訪者中，有 19 位在「第一次旅程」的照片中提供了「巴

黎鐵塔」當作代表巴黎的影像，只有受訪者老頭未提供「巴黎鐵塔」，這是因為

老頭的職業為專業攝影師，專業攝影師與一般旅客在旅程中的再現特質有所差異，

其會於第二節詳加說明。然而，當受訪者向筆者提供「第二次旅程」的照片時，

20 位受訪者中只有 10 位提供了「巴黎鐵塔」的照片，取而代之的是提供一些「非

經典地標」影像，例如：教堂內部、廣場、公園、當地人生活……等，由此可得

知，旅客在第二此旅程時會較以「二次凝視」的方式觀察旅行中的微小事物，而

非一再地用「首次凝視」捕捉「經典地標」影像，旅客在前、後兩次攝影主體的

改變筆者將在第二點進行也詳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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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後兩次攝影主體改變 

(1)  第二次旅程：「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 

    筆者於訪談過程中發現，大多數的自助旅行者在第一次於巴黎旅行時會拍攝

較多著名景點類照片，即在旅遊書中被再現次數較多的影像，雖然呈現方式可能

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數受訪者對於該照的景點（例如：巴黎鐵塔、凱旋門、羅

浮宮、巴黎聖母院…等等）在一次旅程中皆會照到。但第二次旅程就不同了，第

二次旅程時旅客大多會拍不同於大景點的較細微的風景，或者是拍出大景點的另

外一面，換句話說，第二次旅程時旅客拍的照片大多以跳脫「再現迴圈」的影響，

拍攝能說出較多個人觀點的照片，這些照片不一定是可以拿回家跟朋友介紹「嘿，

我去過巴黎喔！」的「經典影像」，但表達了更多的個人意見。重遊旅客在第二

次旅程中顯現出來的再現特質就如同 MacCannell(2001)提出的「二次凝視」，他們

在尋找那些被遺漏在走馬看花式的「首次凝視」外的風景，透過「二次凝視」觀

察巴黎市街的旅客尋求不被期待、看似平凡的物體或事件，它們期待看到巴黎的

「真實」，透過「二次凝視」，遊客會成為「尋找意義、拼裝包含自己帶到各處的

文化意涵的意義系統」的主動觀者(Uzzell 1984:82)。 

    受訪者歐娜、moise、雪螺皆提到在第二次旅程時，雖然還是身為觀光客，

但會想要體驗在巴黎「慢一點」生活的感受，拍攝「感覺」的照片，這種想法具

體化的例證如下：歐娜(2-P3)拍攝了一張聖母院內神職人員的照片，他認為若在

第二次再去到大景點，不會想以大景點為主體，而是會尋找大景點之外的小細節；

歐娜(2-P8)照了一張盧森堡公園內當地人悠閒生活的景象，這就是在第二次旅程

中他會想要捕捉的「感覺」；雪螺(2-P5、2-J6)則提供了兩張他認為在第二次旅程

會特意想去拍攝的照片。 

「第二次去會比較想要體驗那種在巴黎的感覺，但不是真正的生活，因為說到底

尌還是個觀光客，但是會想要『慢一點』……第一次尌會很緊張，尌要把所有東

西都拍起來」（歐娜，d-1） 

「第一次去當然都會隨便亂拍，也會拍一些側陎、教堂內或是細部的東西，第一

次去尌會覺得什麼都要拍。後來我會覺得說與其拍那些大景點，不如拍一些小景

點你會更記得住，因為你拍大的東西，每個人拍出來的都一樣。」（歐娜，2-P3） 

「（盧森堡公園）是一種感覺，我覺得第二次旅程會很想去捕捉這種東西。」（歐

娜，2-P8） 

「第一次會去很大的景點，因為都沒去過；之後尌會開始拍街道、街景、廣場，

不一定要有什麼主題，尌是拍一種感覺的照片。」（moise，d-4） 

「第二次跟第一次排的行程，除了購物中心之外，幾乎都沒有重疊，路線也都不



121 
 

太一樣。但那些大景點經過的話都還是會再拍幾張，你到那邊你尌覺得還是要拍

幾張，拍了才有我來過巴黎的感覺，例如：鐵塔、聖母院等等，每次經過都要隨

手拍個幾張。…….第一次尌熱門景點一定會拍，但第二次會多花一些時間拍這

些小東西或是比較有巴黎感覺的照片，尌像這種 2-P5，其實我要拍的不是後陎

的景點，而是前陎的這個人。」（雪螺，2-P5） 

「…另外，第二次好像也比較喜歡拍人，像我尌會拍一些路上走的路人，還有我

也有拍一家商店的門，因為它的門把是兩隻手，然後上陎剛好有個鎖把門鎖起來，

看起來尌很像所把手鎖起來，我覺得蠻有趣的，所以我尌把它拍起來的，尌會拍

一些這種你在路上看到的小東西」（雪螺，2-J6） 

    除此之外，楊口鉉也提到在第二次旅程時會到巴黎郊區，觀察當地人真實的

生活，也會以不同於觀光客的角度紀錄他在巴黎所見所聞。賴 O 旭更提到，第

一次會希望記錄下所有觀光客「應該」要拍攝的景點，如同集點遊戲一般，最好

是所有景點都可以蒐集到；第二次就會希望記錄巴黎人真實的生活。布魯斯則提

到第一次都會走旅遊書上的景點，因此「代表巴黎」和「代表自己的旅程」的照

片重疊度會較高，而第二次會有較多「私人景點」、景點也較貼近在地人生活，

因此代表自己旅程的照片就較不會和巴黎意象的照片重疊。Ines(2-P3)也提到自己

在第二次旅程就算逛了大景點也不一定會拍照，到大景點內反而會注意大景點內

較細微的風景。 

「第二次會拍一些第一次沒去過的地方，或者用不同的角度看這個城市，例如說，

第一次去的時候對法國比較陌生，可能到路、建築物都會拍一下，但第二次去的

時候尌會拍一些之前沒有的感覺，或是以前比較少看到的感覺，加上我後來一個

人第二次去是騎腳踏車，所以可以到城市很外圍的地方，甚至有到一些工業區，

比較沒有觀光客的地方，尌是一些一般的道路、房子，你尌可以從比較遠的地方

看這個城市，經過的地方也以住宅區為主，所以也可以觀察當地人的生活，也拍

了一些觀光客比較不會拍攝的照片。」（楊口鉉，d-4） 

「第一次會比較想拍觀光客的景點，A點、B點、C點這樣拍下來，而且一定要

所有的點都去到，第一次會比較強烈想把這些景點記錄下來；第二次會比較會刻

意去拍街景、路上的商店、行人之類，更深入巴黎人生活的照片。」（賴 O 旭，

d-4） 

「第一次會拍一些比較大的景點，第二次因為行程本來尌比較居家、生活化，所

以尌會拍一些這種傳統市場等等的景點。第一次因為沒去過所以尌是跟著旅遊書

走，尌是去大景點，然後要趕行程把景點跑完，所以好像代表你的旅程的照片跟

代表巴黎的照片會比較重複的感覺；第二次 private 的照片比較多，第二次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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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景點去過尌不用再去了，因為我覺得有些景點一輩子去一次尌夠了，例如:巴

黎鐵塔。第二次尌沒有用旅遊書了，因為巴黎比較熟了，而且有朋友會跟你說可

以去哪裡玩。朋友會告訴我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去的景點，……(第二次)去朋

友家附近的公園和跳蚤市場，尌變成比較沒有那麼觀光客的行程了，比較貼近在

地人的生活，比較居家的。」（布魯斯，d-4） 

「……因為我第二次去沒有去很多景點，反而會更注意這些小細節，雖然我也忘

記這是哪座小教堂了，我記得那區附近沒有觀光客，教堂裡也沒什麼人，我純粹

尌覺得花窗很漂亮所以拍起來。……」（Ines，2-P3） 

Hannah 前後兩的再現差異則完全符合 MacCannell(2001)提出的理論，他提到，

第一次他會拍攝在出發前就看過或是印象中的巴黎印象，會為了拍照而拍照，符

合 Urry(1990)提出的概念「首次凝視」，即為觀光客在出發前就已決定的視線；而

第二次旅程他會比較喜歡隨興地拍攝生活中的小事，或是那些不被期待、不是想

像、較難注意到的細微事物，此種凝視方式即為 MacCannell(2001)提出的「二次

凝視」。第一次旅程不僅會拍攝自己期待的事物，阿凡更提到第一次會拍攝那種

「證明給別人看我來過巴黎」的照片，而第二次則較不在意他人眼光，拍攝自己

在意的事物。 

「……第一次會拍我本來尌看過、或是我印象中會出現在巴黎的東西，例如：建

築物、咖啡廳，應該尌是我本來想像中的東西，會比較刻意的去想要拍些什麼；

第二次尌會拍一些例如：路旁邊看書的伯伯、菜單，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可能

尌事之前沒有注意到的、沒有想像過的東西，尌是很隨興的拍，沒有要刻意拍什

麼。」（Hannah，d-4） 

「第一次尌是會拍那種『我來過』、『我有來喔』的照片；第二次拍比較多我自己

在乎的地方，而不是別人在乎的地方。」（阿凡，d-4） 

 

(2) 第二次旅程：「較小或另類的景點」 

    大多數旅客在第一次行程時會將最知名的景點走過一遍，第二次旅程為了不

和第一次的路線重複，許多旅客會去一些旅遊書中有介紹、再現次數較低、不那

麼知名的景點，例如:地下墓穴、小凱旋門、墓園…等，在他們心中，拍攝這些

景點的照片代表著他們第二次旅程時所看到的巴黎。舉例來說，moise(2-P6)提供

了地下墓穴的影像、Hannah(2-P3)提供了巴黎七大旁的小景點、Peggy(2-P5)提供了

小凱旋門、布魯斯(2-P2)則提供了巴士底廣場的影像，在第二次旅程中提供小景

點影像的受訪者皆認為這些景點影像為代表巴黎的照片，由此可知，旅客在第二

此旅程中對巴黎的認識不再只是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這些經典地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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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黎的歷史、文化及在地生活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尌是地下墓穴，我一直覺得它很代表巴黎，只是大家都不太敢去而已。它代

表的是巴黎的地下世界，我覺得有三項東西可以代表巴黎的地下世界，第一是地

鐵、第二是地下水道、第三尌是這個地下墓穴。這些是之前一些在巴黎挖礦的工

人的骨頭，都是在蒙帕納斯那一帶。」（moise，2-P6） 

「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景點，是在拉丁區巴黎七大旁邊，有個朋友也在這間大學

裡陎交換，所以我也有去找她，他問我說：『巴黎你想去哪些景點玩?』，我說『我

不想去一些我去過的』，他尌問我『那你有沒有去過這個?』。這個地方有點像是

我們的華山藝文中心，尌是舊倉庫改造餐廳、小店這樣的園區。…我去那邊最主

要是跟朋友見陎，然後去一個我之前沒去過、朋友又有推薦的景點。」（Hannah，

2-P3） 

「我之前來不知道有這個門，這次來覺得他蠻漂亮的尌把他拍起來。（第二次旅

程我）會挑一些不一樣的景點，像鐵塔我也沒挑，因為覺得好像看太多次了。」

（Peggy，2-P5） 

「巴士底廣場，尌是巴黎造反的象徵。但這個景點我也沒有特別排進行程，第一

次也沒去過，這次會去是因為它剛好是同志遊行的終點，所以尌是剛好經過拍一

下這樣。」（布魯斯，2-P2） 

 

(3) 第二次旅程：「凡爾賽宮及郊區景點」 

    許多受訪者在第二次「代表巴黎」的影像中放入了「凡爾賽宮」及「楓丹白

露宮」的影像，由此可知，若沒有特殊需求，許多旅客在第一此行程中不會加入

離巴黎市中心較遠的「凡爾賽宮」及「楓丹白露宮」行程，雖然他也算是代表巴

黎的大景點，但由於時間、經費等現實考量，大多數旅客皆將這類離巴黎市中心

較遠的景點放在第二次的行程中。20 位訪談中有 4 位受訪者在第二次旅程中提

供了「凡爾賽宮」及「楓丹白露宮」當作他們認為「代表巴黎」的影像，包括阿

澤(2-P8、9、10)、阿凡(2-P8)、雪若(2-P7)、Evan(2-P5)。 

「這是楓丹白露宮，我第二次旅程有蠻多巴黎外郊的景點。它很代表巴黎近郊的

宮廷文化。」（阿澤，2-P8、9、10） 

「這張是凡爾賽。我第一次自助去沒有來這邊…….我這次進去時天氣很爛，後

來下午天氣變好了，我還出來拍了天氣好的入口，金光閃閃的大門。」（阿凡，

2-P8） 

「凡爾賽宮我本來沒有一定要去，但是因為我沒有去過，而且又有認識的人開車，

所以我們尌想說去遠一點的地方。我看過一部拍瑪麗皇后的電影，尌是有講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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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麵包吃，那尌吃蛋糕』的那個，那部電影好像叫做什麼拜金女的，所以凡

爾賽宮尌代表印象中奢侈的法國皇室，裡陎的東西都很誇張，公園也超大的。」

（雪若，2-P7） 

「從阿波羅噴泉的方向拍凡爾賽宮，我覺得它很代表法國的奢華，這裡是路易十

四蓋的，旁邊的這些花園都是路易十五、十六在增建的，後來引發了法國大陏命，

我覺得那時候的法國是從一個高端到改變，那時的文化是最精彩的一段，所以我

覺得這個地點是代表法國歷史很經典的一個地方。」（Evan，2-P5） 

 

三、 前、後兩次攝影主體未變 

(1) 第二次旅程：「陪朋友去的」 

    旅遊目的的改變也會影響攝影主題，許多受訪者第一次去巴黎時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跑完所有景點，利用相機蒐集完所有符號，而著名的大景點一定都要在初

次拜訪巴黎時蒐集完畢。然而，若第二次旅程最主要的目的轉變了，不是遊覽大

景點，而是陪從未去過的朋友再遊覽一遍，或是當地朋友相會，其再現特質可能

就不會有所轉變。若是陪朋友再去一遍，該次旅程的重點就在於自己與旅伴間的

情誼，雖然拍攝背景仍是以地標式景點為主，但會有較多人物為主的照片，換句

話說，如同在前面「用照片表達情感」段落中所言：旅遊照片提供一個讓現代人

表達團體感、完整感和親密性的舞台，只要相機一出現，手邊的工作即會暫停，

藉由擺姿勢，他們假定一些親密的動作提供一個自己所需的未來記憶，例如：牽

手、擁抱等等(Michael Haldrup and Jonas Larsen, 2006)。雪若提到第二次行程最主

要是陪朋友，因此旅遊照片中大多是與朋友的合照，而且因為大景點都拍過了，

因此會有較多時間使用特效拍照。 

「第一次一定攻大景點，所以拍比較多景；第二次因為主要是陪朋友，所以還是

攻大景點，所以都是以跟朋友的合照或自拍居多。……(第二次是跟我同學一起

去)，因為我同學很愛自拍，所以他會拉著我一起自拍，所有人入鏡的相片尌比

較多。而且因為去過了，所以尌不會覺得一定要拍到什麼景點，所以尌開始玩手

機的 app特效，加上時間也比較充裕，所以尌可以玩很多種特效。」（雪若，d-4） 

但也有一些受訪者兩次提供的照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兩次旅程皆拍攝了許

多地標性建築的照片，造成此現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為「兩次

旅程的旅伴不同」，受訪者提到旅伴在旅程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許多受訪者第二

次行程的主要目的就是陪伴親人或朋友去巴黎玩，因此會再訪觀光客心目中的經

典地標景點，因而第二次的行程依然和第一次相差不大，也因此拍攝出來的照片

中「經典影像」依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舉例來說，賴 O 旭、Kmay 皆提供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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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地標」影像。 

「我這次提供給你的照片兩次是跟不同旅伴過去，所以我覺得影響最大地是旅伴，

但如果兩次都是我一個人去的話，也許拍攝的主題尌會有很大的不同。」（楊口

鉉，d-4） 

「第一次也有去聖心堂，而且在聖心堂待了很久，但是沒有相機，所以沒有拍起

來；而且在聖心堂底下的葡萄園逛很久，逛到紅燈區去，這輩子第一次看到紅燈

區。第二次去尌比較沒有感覺了，只是陪旅伴們去而已。」（賴 O 旭，2-P6） 

「其實我不太喜歡照相，都是我姊姊和我姪女們要拍，因為他們尌是喜歡被照相，

所以我尌是幫他們拍，反正我也沒有很喜歡照相。對我姪女來講，他第一次到巴

黎所以尌要跟聖母院拍，代表到此一遊。」（Kmay，2-J1、2-J2、2-J3） 

「(第一次跟第二次拍的很多東西是重複的)，因為父母親沒去過所以帶他們去，

如果是我自己來我不會再去這些景點，所以我們第二次去尌是有跑巴黎郊區跟以

外的地方。」（Zach，d-4） 

Evan 在被問到第二次旅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時，提到第二次旅程中很多

時間都在幫忙親朋好友買伴手禮，因此又再拍攝了一些大景點，例如凱旋門、羅

浮宮， 因此，情感的連結不一樣顯現在與朋友同遊巴黎的合照中，伴手禮也可

成為中介物強化情誼，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將這種照片放入此分類。 

「我這次在巴黎的旅程是比較短的，所以我旅程中很多時間都在幫別人代買東西

或是買紀念品，例如買 Fauchon的茶葉、馬卡龍之類的，而且另外三個朋友也要

買東西回台灣，變成說參觀景點的部分變成附加的，例如我們買馬卡龍的地方在

羅浮宮樓下，所以才再去一次羅浮宮，在拍了一次玻璃金字塔，但是尌沒有在裡

陎逛了；凱旋門也是，也是為了去 LV才去拍凱旋門的。」（Evan，事(2)） 

    也有一位受訪者提供的相片和其他受訪者提供的結果相反，受訪者表姊提供

的第一次旅程照片內容包含較多細微的影像，也有較多與朋友相處互動的照片，

這是因為他第一次去的主要目的是去拜訪法國朋友，因此有較多時間是和當地人

在一起，活動的空間大多不是觀光景點，因此照片中就較少出現地標式的經典影

像。但第二次去巴黎時主要目的為度蜜月，因此要帶她的老公到一般觀光客會去

的大眾景點，因此在代表巴黎的照片中就出現較多旅遊書上也被再現較多次的

「經典影像」。由此筆者推論，拍攝主題會受到旅伴的影響，不同的目的會使受

訪者在該次旅程中有不同的旅伴，而不同旅伴會使得旅遊路線相異，因而造成不

同的拍攝主題，這與「旅客第一次去會受到在線迴圈影響，而第二次去卻有較多

MacCannell 提出的「二次凝視」的表現」的說法不同。 

「因為第二次跟我去的人不一樣，所以再去一次同樣的景點也沒關係，像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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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尌要陪我老公再去看一次經典地標，（所以會再拍一次經典地標的照片）。（我

反而第一次拍比較多小巷弄裡面的東西，第二次拍比較多大地標類的東西），因

為第二次尌是要帶我老公去看地標阿，這是我第二次去巴黎的目的；第一次是因

為住當地朋友家，感覺比較深入當地人的生活，所以會拍一些街景類的相片。」

（表姊，d-4） 

(2) 第二次旅程：「舊地重遊」 

一些旅客提供的前、後兩次旅程的照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並且在兩次旅程

中都會去某些特定的主要地標，尤其是巴黎鐵塔是每次去巴黎必去的景點，若沒

有看到巴黎鐵塔，就好像沒有來到巴黎，雖然是同樣的景點，第二次旅程看到時

還是會拍一下，因為會想要紀錄兩次不一樣的旅程，雖然拍攝的主體是相同的，

但是照片背後代表的旅遊心情及體驗是大不相同的。JR、阿凡、雪若(2-P8)皆提

到每次去到巴黎一定都還是要拍攝「巴黎鐵塔」的影像，才算是有來過巴黎的感

覺。Peggy(2-J3)則是刻意的再拍了一次一模一樣的畫，他認為這可以顯示攝影技

術的進步，好像也表達了一種永恆的感覺，不管多久這幅畫都是存在。 

「去到鐵塔會再拍是因為想要比較 2006的鐵塔跟 2011的鐵塔有什麼不一樣。我

覺得心情有改變，第二次看到它的時候尌會多一份熟悉感，加上天氣、當下的心

情、年齡的增長都會讓我想要再拍一次巴黎鐵塔。」（JR，d-1） 

「（雖然沒放巴黎鐵塔的照片），我覺得還是要去一下（巴黎鐵塔），還是要去靠

近它的地方拍她才像是來過巴黎，尌覺得很漂亮。」（阿凡，2-P13） 

「這也是夏祐宮，又再去一次了，（巴黎鐵塔不管怎樣都還要再拍很多張），而且

巴黎鐵塔很容易入鏡，在巴黎不管在哪都拍的到。」（雪若，2-P8） 

「這也是一樣，要跟上次的旅程比較，因為我上次拍過同一張，所以再拍一次。 

」（Peggy，2-J3） 

   更有些受訪者由於前後兩次去巴黎旅遊的時間相差甚遠，因此會與同一景點

合照，用意在於比較自身的改變，觀看歲月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跡。 

「這張照片第一次也有拍，只是角度不同。拍這張最主要的目的是跟第一次拍的

做比較，尌會發現『阿，原來我老了』，後陎的景其實不重要。」（賴 O 旭，2-J6） 

    旅客在前、後兩次旅程中以同樣的角度拍攝同一經典地標，不同的時間或季

節會創造出不同的影像成果，一些受訪者提到會刻意去拍攝同一景點，用意在拍

攝與第一次不同感覺的影像，例如:阿凡(2-P6)提到第二次就專程去拍羅浮宮的夜

景；雪螺(2-P2)則在第二次旅程中特意去拍了晴天背景下的巴黎聖母院以及前、

後兩次在香榭大道上不同年度的聖誕裝飾(2-P6)；雪若(2-P6)則提供了第二次去蒙

馬特長階的照片，他提到第二次來此景點時，因為樹都好了，他認為比第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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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時拍攝到的影像更美。Evan(2-P3)則提到除非經典景點在他第二次的行程中

與他印象中的經典影像有所差異，他才會將其記錄起來，例如：白天和夜晚中的

巴黎聖母院、不同燈光裝飾的巴黎鐵塔。 

「第一次沒有拍到羅浮宮夜景，所以我第二次尌專門拍夜景，第二次尌沒有拍白

天。我覺得他夜景比白天好看。」（阿凡，2-P6） 

「這種尌是會去了再拍一次的，因為第一次去的時候都陰陰的，第二次去的時候

至少前兩天是晴天。……(但這次)我也沒有走到中間，只是從旁邊過。因為我會

從不同方向的路線走，不會特地繞到某個點拍照，尌只是經過然後拍一下而已。」

（雪螺，2-P2） 

「這張也是跟剛剛那張一樣，我也是站在路中間拍的，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那個

樹上的裝飾，第一年是那個流蘇的燈，第二年尌變成是一圈一圈的環，但是它會

不斷變化顏色，有藍、白、紅色。……像這張尌尌是到這個點尌還會想再拍一次

的那種，而且這也不是特別的地標，尌是想要拍出那種感覺，很熱鬧的節慶的感

覺。」（雪螺，2-P6） 

「蒙馬特長階，我第一次也有拍，可是你看樹長出來了，我覺得樹長出來比較漂

亮，而且這張有加特效，所以比第一次的漂亮。」（雪若，2-P6） 

「我會拍這張是因為本來印象中的巴黎鐵塔是金色的，那時候跨年的時候是紫色

的，所以這種一般時候的巴黎鐵塔跟我的印象不一樣，所以我尌把它拍起來。」

（Evan，2-P3） 

    舊地重遊時，一些旅客會拍攝與第一次旅程一模一樣的地標照片，已顯示時

間的流逝、自身的變化…等等，但也有一些旅客在第二次因為旅伴或其他因素拜

訪同一景點時，會以不同的角度拍攝同一景點，例如：雪若(2-J7)再去了一次羅

浮宮，第二次就以「由內向外拍」的角度拍攝羅浮宮；巧合的是，Evan(1-P2、2-P1)

在前、後兩次旅程皆提供了羅浮宮的影像，第一次是以「經典影像」的角度去拍

攝，而第二次拍攝的角度，如同雪若，也是從內向外的角度。 

「這是從羅浮宮裡往外拍的，上次也有來。這次是因為我朋友說來巴黎一定要進

去逛羅浮宮。」（雪若，2-J7） 

「我對羅浮宮有印象、會想羅浮宮的貝律銘的玻璃金字塔，它是一個巴黎的代表。

因為我在知道羅浮宮之前，尌先知道這個金字塔了要去是因為這個金字塔，而不

是因為羅浮宮裡陎的展品。」（Evan，1-P2） 

「是我故意從玻璃金字塔的下陎往上拍的，我是故意取那個景的，故意對焦在後

陎，把這些幾何的圖形去做變化。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那個金字塔很代表巴黎。我

一直對這個金字塔印象蠻深刻的，因為它是華人的作品但卻可以被放在這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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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Evan，2-P1） 

(3) 「不拍白不拍」心態 

    雖然在第二次旅程中，旅客大多會以「二次凝視」的方式凝視景點，並創造

出富有個人意識的「非經典影像」，但是，當旅客經過巴黎鐵塔、凱旋門等地標

景點時，還是會有「不拍白不拍」的心態而隨手拍攝經典地標，只是不會是刻意

安排經典地標景點作為旅遊路線而去拍照，所以，雖然旅客在第二次旅程中拍攝

的照片中較以較細微、在旅遊書中被再現次數較少的影像為主，但還是會有一些

為了交代或是證明自己來確實來過巴黎的「經典影像」。 

    然而，這些「經典影像」大多已在第一次旅程中被受訪者拿出來提供給筆者，

因此第二次拍攝的「經典影像」在第二次出現的比例就較低了，舉例來說，歐娜、

楊口鉉、Ines、moise、Hannah、Peggy、阿澤、阿凡、Kmay、bboysherman、布魯

斯共11位受訪者在提供第一此旅程的照片時，皆提供了被旅遊書再現次數最高、

也是大部分遊客認為到巴黎一定要拍到的「巴黎鐵塔」影像，然而，他們在第二

次旅程的照片中，並沒有將「巴黎鐵塔」影像放入代表巴黎的範疇，若是將其放

入代表旅程的範疇，也都在解釋照片時提到該張與地標合照的照片重點不在地標

本身，而是要表達主體之外與旅伴間的情感或是旅遊中的特定事件，此項會在下

節再進行說明。 

 

    總結來說，大多數旅客在第一次旅程中皆會受到再現迴圈影響而拍攝受社會

建構的「經典影像」，也就是大眾熟知的巴黎地標，包括巴黎鐵塔、凱旋門、羅

浮宮、聖心堂……等等，雖然一些人在第一次旅程亦會拍攝較細微的「非經典影

像」，但身為觀光客就那些「應該」要拍的照片、「應該」要蒐集的符號，一樣都

不能少。然而， 

在第二次旅程中，旅客所拍攝的影像就因人而異，一些旅客提到在第二次旅程中

會想要拍攝細微的風景，一些提到會拍有「感覺」的照片，一些提到會比較注意

路上的人，一些提供了較小、較另類或是離巴黎市區較遠的景點影像……等，雖

然還是會因為「不拍白不拍」的心態而拍攝「經典影像」，但其所占的比例及重

要性皆下降。總而言之，旅客在第一次及第二次旅程中皆會拍攝「經典」及「非

經典」影像，但是第一次旅程中「經典影像」所占比例較高，「首次凝視」的比

例較高；而第二次旅程中也皆會拍攝「經典」及「非經典」影像，但其中「非經

典影像」所占比例較高，會有較多個人意識在內的紀錄，「二次凝視」的比例較

高。 

    個人意識的照片包含了情感的表達，許多人在第二次旅程最主要的目的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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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朋友，而非遊覽景點，這類型的旅客就會有較多表達情感的照片，例如:與朋

友的合照、自拍等等。除了對人的情感，若是在同一處舊地重遊，可能引發的是

對地方以及前一次旅程經驗的情感，因此舊地重遊型的照片雖然主體一樣，但影

像背後的意義及情感卻是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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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遊旅客攝影特質的差異 

一、 科技的進步影響再現差異 

   科技的進步會使得旅客紀錄旅程中事物及經驗的做法改變，記憶卡的容量、

相機畫素、相機種類、特效功能，甚至是現今與照相功能結合的手機，都會讓影

響旅客的再現特質。由於數位攝影具有「零成本」拍攝、快速、複製等特點，圖

像將成為數位時代最大的消費品(蔡錦政、徐景毅，2006)。人們的拍攝觀念也從

「值得再拍」到「能拍就拍」，圖像的數位化大大增加了圖像訊息的總量，讓攝

影真正的大眾化、通俗化了。Larsen 和 Urry(2011)把數位化及網路化的影像稱做

「活生生的明信片(lived postcard)」，他象徵著「即時即刻(instantaneous time)」、「現

在的力量(power of now)」及我們所稱的「螢幕性(screen-ness)」。在此的「螢幕性

(screen-ness)」包括了相機上的螢幕及電腦上的螢幕，人們可以輕易地修改、刪去

相機螢幕上的影像，這讓遊客有更多自由創造出自己期待中的影像，「有彈性」

的數位相機的螢幕代表著有人們在新的消費社會中有著全新的「自我表達」方式。

(Haldrup and Larsen,2010) 

1. 傳統相機與數位相機的差異 

隨著科技的進步，數位相機早已成為每個人旅遊時的必備配件，一些受訪者

提到第一次及第二次旅遊巴黎時所攜帶的相機也會有所不同，其中旅遊時間間隔

較長的受訪者所攜帶的相機從傳統的底片機換成數位相機，數位相機可以拍攝的

張數較多，因此拍攝主題也不再侷限，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隨手拍個幾張，因

此科技的進步也使得旅客不再侷限於只能拍較大的地標景點，而是大地標及細微

風景通通皆可捕捉。 

一些受訪者第一次拜訪巴黎的時間年代較久遠，當時數位相機尚未發明及普

及，因此只能用底片機拍攝，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發現相機的進步也會使得拍攝

方式有很大的改變。第一次去巴黎時雖然很興奮，很想拍很多張照片，但是由於

底片有限，有些人會臨摹專業人士的拍攝角度來拍出自己的照片，例如明信片。

moise 就提到會先看明信片的拍攝角度再進行拍攝，而 Kamy 則提到有時候會直

接買明信片代替照片。 

「我剛開始拍照時會先去看看別人賣的明信片，先看別人是從什麼樣的角度來看

這些東西，所以有可能會跟明信片拍的一樣。可是現在數位化之後我尌覺得不需

要這麼計較那些角度了，反正拍不好尌刪掉尌好了。而且以前底片機照相照了尌

要錢，所以會比較小心得去拍。」（moise，c-1） 

「……那時候相機拍不了這麼好或拍不了細部，所以我有時候會買明信片代替，

所以我明信片買蠻多的，（有時候你會認為經由專業者拍反而更好），而且我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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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蒐集明信片的習慣，明信片大概有幾千張，我不一定要自己拍的也無所謂。 

」（Kamy，1-P6） 

    但是到了第二次旅程時，由於數位相機已普及，記憶體的容量也越來越大，

能夠拍攝的照片數量不如同傳統相機般有限制，因此手持數位相機的旅客們會有

著「不拍白不拍」的心態，看到什麼幾乎都會拍起來。例如：moise 就提到近期

內去巴黎時，已開始使用數位相機，雖然重點已不是大地標，但經過時依然會隨

手拍起來；Peggy(2-P4)也提到第一次去時使用底片相機，捨不得浪費底片在拍攝

雕像上面，但第二次去時攜帶數位相機，就可以把自己喜歡的雕像都記錄起來；

布魯斯也提到第一次旅程其實也會想要拍攝較細微的事物，但由於當時科技不夠

發達，記憶體容量較小，導致無法無限制地拍照，因此只拍攝那些「應該」拍的

影像，其他自己想要紀錄的影像比例就會下降。 

「我今年尌比較喜歡拍地鐵，例如說地鐵的入口、或是地鐵裡公共藝術，前幾年

有一次我尌專門去拍露天市集，但是在拍這些不一樣的東西時，會經過經典地標，

尌會順便拍一下，反正現在數位相機，所以尌可以全部都拍。」（moise，d-3） 

「我兩次去巴黎都有去這個美術館，但第一次沒有拍，可能是因為底片比較珍貴

吧，那時可能覺得雕像不值得拍；第二次旅程中我拍很多他的雕像，因為我一直

很喜歡羅丹的雕像，我也很喜歡羅丹這個藝術家的故事。」（Peggy，2-P4） 

「(第一次拍的細微的照片比較少)，因為第一次去時那個年代的記憶卡容量比較

小，大概只有 32MB所以不能亂拍，所以要拍覺得重要的東西，科技還是非常重

要的。」（布魯斯，d-4） 

另外，受訪者賴 O 旭提到第二次去巴黎時攜帶的數位相機拍出來的相片畫

素較高、品質較好，因為會想拍攝同樣的景物來跟第一次拍攝的照片做比較。 

「因為相機越來越進步，尌覺得每次拍的色彩或畫素都不一樣，所以看到尌還是

會拍。」（賴 O 旭，d-1） 

 

2. 智慧型手機的發明及普及 

    另外一種為相機種類的變化，有受訪者提到第二次重遊巴黎由於不會想著趕

完所有景點，因此有較多時間使用有特效的相進行攝影；有些則是因為第二次旅

遊時對巴黎的認識更加深刻，因此會利用特效將想像中巴黎的樣子拍出來，尤其

是智慧型手機普及後，許多人都選擇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拍攝。智慧型手機不儘

可以取代相機的功能，更可以結合社群網站 facebook 讓旅客將照片更即時地上傳

到網路上並且利用「打卡」功能讓親朋好友知道自己正身處在巴黎，因此，旅客

的再現特質不僅受到傳統相機與數位相機差異的影響，智慧型手機內建的相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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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得旅客在旅行時可以更快速與大眾分享，並且藉由打卡功能讓觀者更有「此

時此刻同時觀看」的感受。受訪者 Anna 就提到: 

「因為這次去巴黎是買了 iphone之後的事，所以我常常在巴黎的名勝景點前打

卡並且放上照片，第一次去時反而沒有那麼即時得跟大家分享，因為當時我還沒

有 iphone，而且那時臉書也還沒有打卡的功能。」（Anna，b-5） 

    除了「打卡」功能外，智慧型手機內更有許多 app 程式可以製作出許多特效，

這些特效可以說結合傳統的底片機和數位相機，讓旅客可以更方便地拍攝。一些

帶著 iphone 去旅行的遊客提到他們會使用特效 app 進行拍攝，他們認為用特效拍

普通的場景會特別有感覺，例如：Anna(2-P2)選擇用 app 拍攝他覺得很有感覺的

路牌。 

「我第二次有用 iphone，有很多 APP程式可以利用特效照相…香榭大道是個很

重要的代表，而且可能我以前來過這個地方，沒想到我還有機會再來，然後剛好

看到這個路牌尌覺得特別有感覺，尌會覺得用不同的特效照很有 fu。（我會覺得

Goerge V 街很代表巴黎）是因為他們那邊的地鐵有一站尌叫做 Goerge V，所以

我尌覺它很代表巴黎。」（Anna，2-P2） 

    也有旅客提到因為第一次旅程已經用一般的數位相機拍過著名景點了，所以

若第二次再去這些景點的話，就會為了打發時間或是想讓照片看起來更美而選擇

使用特效 app 拍攝這些景點。 

「(第一次跟第二次)尌是因為走的景點都很像，所以我第二次旅程尌開始用效果

拍照，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感覺。」（雪若，d-3） 

「這是在鐵塔上拍的，我兩次都上鐵塔，兩次都有進羅浮宮。這尌是用手機的

app拍的，我這次是用咖啡色拍的，結果也還蠻美的。」（雪若，2-P2） 

「我覺得聖母院是很美的教堂，用這個 app拍尌更美。」（雪若，2-P3） 

 

二、 攝影技巧影響再現差異 

    比較專業攝影師與一般自助旅行者的差異，可用 Urry(1990)提出的「快照

(snapshot)」及「藝術照(arty shot)」來區分，一般觀光客強調「集體凝視」，他們

照相以表達與旅伴間的相處時光以及旅程中與旅伴創造的歡愉回憶，「集體凝視」

觀光客拍攝「快照(snapshot)」，其大多強調隨手拍攝、未打草稿的旅伴間相處的

影像；而旅人就不一樣，他們親向於攜帶較昂貴的攝影器材，為了拍攝較正式的

「藝術照(arty shot)」。 

    本研究很榮幸可以訪問到兩位攝影師，一位為專業攝影師老頭，另一位為業

餘攝影師 bboysherman，由於他們學過照片的構圖及單眼相機的構造，因此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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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圖片會和一般旅客不同。Bourdieu(2002)曾提到「小資產階層」這個名詞，

這種階層把攝影當作一種藝術，而不是為了留下紀念，攝影讓他們想起繪畫。有

些大量而密集從事攝影的人，甚至可以找出與大眾文化完全不同的攝影觀，完全

跳脫攝影的家族維繫功能，甚至去一些「不值得」拍攝的東西作為其攝影主題。

這兩位受訪者在提供照片，較難如筆者所預期區分出「代表巴黎」及「代表巴黎」

兩種範疇的照片，他們在攝影時經過精確的構圖比較，把攝影當作繪畫，對於照

片的解釋不僅止於「這是巴黎的地標」，而有更多不同於一般旅客的想法，因此

他們提供的照片較難被納入一般自助旅行者的照片一同分析，如同老頭提到：「我

一直都沒有很喜歡拍一般的景點什麼的。」(老頭，d-4)，更驗證了 Bourdieu 的說

法。 

    以他們提供的影像為例，老頭(1-P4)提供了一張悠閒的法國人的照片，但更

進一步他談論到抽菸這件事在台、法間的差異；老頭(1-J5)則拍攝了一間 kebab 餐

廳的老闆，讓他想到了巴黎的外來移民及種族問題；老頭(2-P4)也提供了一張一

般人不注意到的景色，即為一對情侶在門及窗前擁抱，他認為圖片中的門及窗代

表了巴黎現代與古典的對話。 

「這尌是一種很悠閒的感覺，代表法國人的生活。…這張照片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可以講，尌是女生抽菸的比例很高，我很高興。尌是說那邊抽菸不會被妖魔化，

在台灣抽菸已經被妖魔化了，他們抽菸尌像喝水一樣。」（老頭，1-P4） 

「這張照片也是顯示了古典與現代的巴黎的對話，左邊那個古老的們加上右邊現

代的點點裝飾，感覺上並不相融，但在這張照片裡卻和諧的並存，尌像巴黎一樣。

另外，背景前的情侶正在擁抱，好像也是代表著一種浪漫的巴黎。我一開始拍的

時候好像沒有注意到門，只有看到點點，但他們倆真的很和諧。」（老頭，2-P4） 

    bboysherman(1-J1)則在盧森堡公園中拍攝到一張有油畫感覺的照片，他認為

如果只拍樹木的話，該照片就會跟其他人拍的大同小異，而自己拍攝出來的照片

因為剛好有遊客經過，因此塑造出油畫般的氛圍。另外，bboysherman(2-J3)也提

供了一張羅浮宮的照片，但他聚焦在羅浮宮旁的柱子，想表達柱子將羅浮宮困住

的感覺，如同上一張照片，他也認為這張照片有油畫的感覺，bboysherman 的再

現特質就如同 Bourdieu(2002)提到的「小資產階層」，他們把攝影當作一種藝術，

攝影讓他們想起繪畫，而不是為了留下紀念，因此他拍攝的主題大多與自己的旅

程較無關係，而只是想要創作出好的攝影作品。 

「這是在盧森堡公園拍的，這張在拍的時候沒有意想到會拍成這樣子，當初只是

要拍畫陎中剛好站在那邊的兩個路人，但因為陰天所以我必頇調慢一點的快門，

所以後來變成她們人晃到，但卻出乎意料的有搭配到旁邊的景。因為調慢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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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動尌會這樣晃到，但其實我是沒有晃的，是因為那兩個路人在動。很想要捕

捉這樣的情景，有點刻意的要把人擺在中間，如果沒有這兩個人經過，我應該也

不會拍這張，如果只拍樹的話尌跟別人一樣了，尌是我在拍照時可能會拍一些跟

別人不太一樣的東西。而且我覺得這張有點像畫的感覺，因為那兩個人有點像油

畫的感覺。」（bboysherman，1-J1） 

「我是要拍這個柱子，但是中間有點失焦了，那時候對焦對的是欄杆，所以後陎

一定是不清楚的，這張尌是想表達要把羅浮宮困住吧，一種景深的感覺。但我現

在看才發現，這個部份很像油畫」（bboysherman，2-J3） 

專業攝影師除了攝影技巧與一般自助旅行者不同，其使用的相機也與一般旅

客所使用的數位相機、數位單眼相機…等不同，攝影師在旅遊時拍攝的照片不同

於一般自助旅行者，前者注重使用的相機、光線、構圖等技巧，後者則較注意景

點本身及個人的旅遊經驗。例如，bboysherman(2-P5、1-P1、2-P3、2-J2)分享了他

在拍攝這些「藝術照(arty shot)」時的想法，有時與筆者分享在拍攝該照片時所用

的相機及特效，有時則是和筆者分享他如何構圖以呈現「藝術照(arty shot)」。 

「我是用 Canon A1拍的，用的是黑白底片，我加了一個橘色濾鏡，但是不知道

為什麼出來的時候卻變成這樣的顏色。還有另一個可能尌是拉法葉頂樓外陎有一

層玻璃，那個玻璃可能是有擋光或是以較暗的玻璃，再搭配太陽跟濾鏡，尌變成

這樣的顏色。有可能也是因為曝光不足的關係。」（bboysherman，2-P5） 

「這張我也喬了蠻久，因為我那時尌想拍下整個玻璃金字塔，我還刻意去了這邊

去了兩三次，早上去的話尌是進去參觀展品，晚上尌趕回來拍夜景，因為我很想

拍到羅浮宮的夜景，尤其是金字塔的夜景。」（bboysherman，1-P1） 

「這張尌是羅浮宮，構圖比較特別。拍這張照片時其實我有等了一陣子，我想拍

有人從裡陎走出來的樣子，尌是有框架框住、然後羅浮宮在後陎的感覺。」

（bboysherman，2-P3） 

「這張其實我是在試相機，在試景深，所以拍成這樣。」（bboysherman，2-J2） 

    隨著時間的演進，教育的普及使得「旅人」及「觀光客」的界線模糊化，科

技的進步也使得我們眼中的一般自助旅行者可以拍出如專業攝影師般的照片，因

此一些旅客選擇使用有效果的底片機，其不是為了掩飾「觀光客」的身分，而是

利用攝影將自身與其他自助旅行者隔離，如同 Bourdieu(2002)曾提到的：「不同的

社群會賦予攝影這一文化實踐完全不同的價值及意義，並藉此表現他們的不同

(區別)」。例如：歐娜、阿凡及 Hannah 跟筆者較熟識，兩位算是所謂的「文青5」

階層，如同 Bourdieu(2002)提出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行程中皆攜帶兩台以上

                                                      
5
文青：即文藝青年，其定義及特點請見《文青的一百種元素》（網路流傳，出處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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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機，一台為普通的數位相機，另外幾台則為單眼相機或是特效底片機。他們

認為底片機可以拍出數位相機無法表現的質感，而且不同種類的底片機也可以拍

出不同感覺的照片，由相機的種類及可推斷，他們呈現的照片包含「快照(snapshot)」

及「藝術照(arty shot)」兩種範疇，換句話說，他們有時被認為是「旅人」，有時

則還是「觀光客」，從照片即可端看出現代自助旅行者在身份認同上的多元選擇。 

「如果是黑白的話，我會用在陰天，我都是看天氣，不是看攝影主題。我幾乎所

有照片都用 lomo拍，我幾乎都有調效果，(我會喜歡用特效是) 因為我想要回來

時被說「照片拍得很漂亮」。其實一個我大概都會拍三張，一張正常的、一張 lomo

的、一張底片機這樣。」（阿凡，c-9） 

「底片相機拍了尌會不能刪掉，所以我都會想拍一些我覺得比較特別的，特別想

要記起來的東西，然後數位相機尌可以亂拍。如果是觀光景點，我都多會用數位

相機拍。」（歐娜，2-P10） 

「這是用松鼠機拍的，松鼠基對太陽拍時會有一個光暈。」（阿凡，1-J3） 

「第一次去我有帶 lomo 相機，我還花蠻多時間拍特殊效果照片的。」（Hannah，

1-J6） 

「（聖心堂）這張很常出現。我覺得旋轉木馬真是太重要了，我幾乎去了所有我

可以去的旋轉木馬跟教堂，我尌是旋轉木馬跟教堂控，這張有套暗角和鮮豔效果。」

（阿凡，2-P1） 

三、 學習背景影響再現差異 

    在前一章「重遊自助旅行的再現特質」中的「體現其所學」中，筆者提到許

多受訪者會提供自己學過的事物之影像，提供此類照片的是受訪者包括

Peggy(2-P3)、阿凡(2-P4)，他們分別提供了凡爾賽宮外的樓梯、亞歷三大三世橋、

夏卡爾的畫等影像，阿凡(2-J1、2-J10)、布魯斯(1-J1、1-J3)兩人也提供了墓園的

照片。 

    回頭看看這幾位受訪者的學習背景，Peggy、Ines、布魯斯在研究所時期皆是

修習歐洲文化或英美文學，而阿凡在大學時也是文學主修，由此可知，學習背景

為語言或文化的旅客，對於巴黎景點的文化與歷史可能較有興趣，也可能較為熟

悉，因此會在選擇拍攝主題時，會拍攝他們曾經學過的事物。除了提供「體現其

所學」的照片外，他們在解釋這些照片時，也會有比其他自助旅行者更多、更深

的註解。例如：Peggy(2-P3)在解釋方尖碑的照片時，向筆者介紹了方尖碑由來的

故事；阿凡(2-P4)提供看似平常的地鐵站入口時，也能夠講出一大段與該建築相

關的言論。 

「據我所知，埃及有幾個地方有方尖碑，這幾個方尖碑都算是他們很重要的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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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們跟法國政府交換禮物，他們把其中一個方尖碑送到巴黎，巴黎尌回送

了一個鐘給埃及，後來埃及人才發現巴黎送的鐘是壞的，所以他們尌說巴黎人很

壞。所以我尌覺得這個故事很能代表巴黎人的性格，人家送真的方尖碑，你尌送

壞掉的鐘；我去埃及以拍那個壞掉的鐘，所以到巴黎尌要把方尖碑拍起來，尌可

以變成一套了，可以顯現這個故事了。」(Peggy，2-P3) 

「這張的重點是這個地鐵站的入口，我覺得很漂亮，所以我路上只要看到尌會拍

一下，有點像是蒐集的感覺。阿貝斯站是最完整的。巴黎的地鐵是從 1900 年開

始營運的，這好像是 1902 年做的一批，很多都拆掉了，現在巴黎市內只剩十個

左右，而且很多是不完整的，然後他們還送了兩個門出去國外跟別人交換禮物，

所以剩的尌蠻少的。這個門好像是所謂的新藝術風格，我很喜歡種風格。」(阿

凡，2-P4) 

賴 O 旭、歐娜雖然沒有提供「具體其所學」類型的照片，但也提到自己的

學習背景會影響旅程的安排，間接影響自己拍攝的照片，舉例來說，賴 O 旭大

學時期為藝術本科，因此在訪談過程中就不斷提到他第一次旅程在羅浮宮待了一

個禮拜，第二次旅程也還是有進去羅浮宮參觀，因此他在提供第一次旅程的照片

時，10 張照片中就有 5 張為與羅浮宮相關的影像，而第二次也有 3 張羅浮宮的照

片。 

「從小的藝術教育，我們在學校學到的東西很多都跟羅浮宮、龐畢度這些博物館

裡的展品有關，我一進去羅浮宮尌不想出來了，我在裡陎大概待了一個禮拜，在

裡陎尌慢慢走，一天逛不完一個館，因為學藝術的人很多東西可以看…」（賴 O

旭，b-1） 

    歐娜則是提到兩次旅遊間自身學習的轉變，第一次旅遊結束後，她開始更加

深入的接觸歐洲文化與旅遊相關知識，因此第二次去巴黎時已不會在拍攝大眾所

知的巴黎，而是會選擇自身學習到較深入的與巴黎相關之知識。 

「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剛學法文沒幾年，加上又沒去過，所以對法國會有很多幻想，

所以去的時候都會拍旅遊上出現的景點的照片。可是第二次因為念了歐文所，所

以去的時候已經算是對巴黎蠻熟的了，然後法文又再多學了幾年，所以增加了更

多有關巴黎的知識，所以尌不會想用照片記錄觀光客也可以記錄的東西。」（歐

娜，d-1） 

第三節  小結 

    MacCannell(2001)提出的「二次凝視」，挑戰了 Urry(1990)提出的「首次凝視」，

他認為觀光客會在旅程中尋求不被期待的、看似平凡的物體或事件。「二次凝視」

雖然是以「二次」命名，但意指的是在同一趟旅程中旅客不同的觀看行為。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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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對後，本研究發現，雖然首次凝視和二次凝視會出現在同一趟的旅程中，

但大部分的旅客在第二次或第二次以後的旅程會有較多「二次凝視」的再現特質，

他們會在第二次旅程中拍攝較細微的風景、較有「感覺」的景觀，選擇去較小、

較另類的景點，或是前往巴黎郊區，因此許多受訪者皆是在第二此旅程中才提供

凡爾賽宮的影像。然而，不是所有受訪者在前、後次旅程的再現特質皆有這樣的

差異，一些受訪者會刻意地「舊地重遊」，拍攝一模一樣的景觀，而通常「舊地

重遊」的照片大多出現在前、後兩次旅程時間相隔較久，或是第二次旅程的目的

並非遊覽而是陪伴未去過巴黎的旅伴同遊的情況。 

    除了前、後兩次旅程的差異外，科技、攝影技巧、學習背景也都會影響自助

旅行者的再現特質。科技的進步讓自助旅行者能夠拍攝更多張的照片，拍攝主題

也越來越不受限；專業攝影師不將旅遊中的攝影視為紀念，而是當作創作品，符

合 Bourdieu(2002)提出的「小資產階級」，而同樣身為自助旅行者，使用不同種的

相機就會顯現出不同的身分；學習背景為文化與語言的自助旅行者，會選擇體現

其所學，並且在訪談時能夠較深入的解釋其再現動機或影像背後深層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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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攝影是當意識想獲得某樣東西的理想手臂」 

(Sontag, 1979) 

        Urry(1190)曾說每個旅行者都是符號蒐集者，一地透過文學、電影、網

路、旅遊書等方式被塑造成符號，並且被賦予「地方神話」(Butler & Hall, 1998)，

甚至透過商業廣告為旅客描繪一個非凡的「想像式地理」，讓旅客崇拜該地並希

望自己能夠到當地朝聖。到達目的地後，旅客在旅程中蒐集被社會建構的「典型」

符號，利用攝影將其具體化後，再帶回家鄉形成一個「詮釋迴圈(hermeneutic circle)」，

使得 Urry(1990)、Hall(1997)、Jenkins(2003)皆假設所有旅行者皆會受到該迴圈的影

響而拍攝一模一樣的照片。 

    然而，近年來自助旅行的興起，使得自助旅行者發展出不同於傳統大眾觀光

的旅遊方式，其強調自主性、深入性、隨性性，這樣的旅遊方式中是否存在不受

再現迴圈影響的攝影再現方式？又，重遊旅客是否因為先前經驗的影響而產生不

同地再現方式？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先透過內容分析法先找出在台灣旅遊書中能代表巴黎的地標符號

(icon)，再利用深度訪談法、照片引談法尋找出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最

後透過交叉比對分析出台灣自助旅行者的前、後旅程再現差異。研究結果分成以

下幾點呈現。 

一、 台灣自助旅行者受社會建構的再現特質--亞洲旅客對歐洲的文化想像 

    雖然文化不分好壞，但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影像，多數的台灣大眾媒體皆將巴

黎定位為一個「浪漫」、「漂亮」、「文化」、「古老、古蹟」、「時尚」的城

市，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對加諸觀者一種對西方文化的崇高

想像。由此可知，對一地的印象是長時間經過多樣化訊息累積起來的，其意象再

透過實質景觀具體化，在旅行中成為自助旅行者「應該」要蒐集的符號。 

    統整來看，台灣旅客在出發前就想好要拍攝且實際有拍到的景觀包括：塞納

河及河畔景觀、艾菲爾鐵塔、戶外用餐（包含咖啡或咖啡館）、羅浮宮、巴黎聖

母院、香榭大道、凱旋門、地鐵景觀、公園內的休閒活動(包含盧森堡公園及杜

勒麗花園)、教堂內部、香榭大道、協和廣場、聖心堂、奧賽美術館、龐畢度中

心(包含史特拉文斯基廣場)、 加尼葉歌劇院、巴黎市政廳、紅磨坊、凡爾賽宮殿、

蒙馬特長階……等，自助旅行者依照旅遊書的指示前往「經典地標」，拍攝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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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影像」，以在返家後證明自己的「到此一遊」，由此可知，台灣自助旅行者依

然受到「再現迴圈」影響，在旅程中蒐集出發前就被建構出的影像，撇開許多旅

客在巴黎看到的真實情況，大多數台灣自助旅行者依然會選擇拍攝想像中的「浪

漫」巴黎。 

 台灣社會將巴黎塑造成一個「浪漫、美好」的城市，事實上是否如此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灣大多數的大眾觀光客和自助旅行者皆與社會有相同觀感。這樣的現

象可與許多西方學者的研究相對應，他們對吸引西方旅客前往異地的商業性影像

進行研究，歸納出「浪漫凝視」及「異國主義和民族式凝視」的概念，前者為將

地景塑造成如詩如畫般、崇高且永恆的風景，後者為被白人中心主義及父權體制

所宰制，西方世界的行銷廣告影像常將「他者」描繪成有原始的、異國的、色情

的，且這些影像是可以在視覺被消費的(Abler & James,1988; Hollingshead, 1992; 

Goss,1993; Selwyn, 1996; Dann,1996a, Adams, 2004; 轉引自 Larsen & Urry, 2011)。同

樣是受白人中心主義及父權體制影響，亞洲旅客在前往歐美國家時，常帶著後殖

民的包袱，對於歐美都是「文化、藝術、現代、美好」的正面想像，只呈現出「浪

漫凝視」地凝視特質。在本研究中也發現，台灣觀光客對西方不僅止於有正面的

想像，在再現西方地景時，也都會撇除負面印象，如同商業廣告般只呈現美好的

那一面。如同 Sontag(1979)所言：「攝影有這樣的傾向，以至於在傳達疾苦的此

一媒介，到最後卻把疾苦丟掉了。」 

 

二、 台灣自助旅行者受的個人化再現特質—自助旅者的反身性 

    雖然大多數的自助旅行者再現的主題大同小異，但在解釋照片時依然會參雜

多樣化的個人主觀意識。筆者利用 Scarles(2001)的五項視覺實踐行為分類，將台

灣自助旅行的照片放入其中，其中屬於被社會建構的再現特質包括： 

(1) 政治加工品：即為受再現迴圈影響拍攝出的「經典影像」，大部分的人將認

為這類型的照片很能「代表巴黎」，然而，有些「經典影像」卻包含了個人獨特

元素，筆者將這些主體相同但卻包含自己獨特元素的作品再分成「現代與古典的

對話」、「巴黎市俯瞰街景」、「街道上的觀察」、「藝術作品」等四種類型。 

(2) 反身性展演：大多屬於「代表自己旅程」的照片，許多觀光客為了證明自己

的「到此一遊」，在旅行時都一定要跟景點合照，但是否能跟景點合照受到現實

因素考量，若自助旅行者為獨自旅行，則合照的機率就會降低。除了與景點合照，

一些旅客更進一步將觀光攝影當作展演，創作出許多創意動作，在巴黎最常的影

像有「用手抓巴黎鐵塔」、「用腳踢巴黎鐵塔」、「親巴黎鐵塔」、「用手抓羅

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等等，這些動作彷彿成為觀光客到巴黎朝聖時一定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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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種「儀式」。 

(3) 對地方的想像：這類型的照片被大多數的自助旅行者認定是「代表巴黎」，

但也有少部分人因認為影像非旅遊書中介紹的大景點，而認定是「代表自己旅程」。

在巴黎，台灣自助旅行者尋找的是：一種浪漫的氛圍、悠閒的生活態度(cest la vie)、

時尚的商店精品、歷史悠久的文化景觀、蕭瑟的街景、巴黎人、異國感，抽象的

意象在旅客捕捉的瞬間成為符號，刻印在相紙上，旅客在結束旅程後，符號又成

為一種意象抽象地回到旅客的想像之中。由此可知，「再現迴圈」影響不只是「經

典地標」的再現，也建構了自助旅行者對巴黎的觀光想像。 

(4) 感官的體現：觀光客透過視覺來具體化在旅遊中遇到的其他五感體驗，自助

旅行者拍攝的照片可被分為味覺、觸覺、聽覺等三種感官體驗。大部分的人提供

食物的影像代表「味覺」，且認為食物為「代表巴黎」的影像；但也有許多人提

供用餐經驗代表「味覺」，這樣的經驗就非常個人化。而就「觸覺」及「聽覺」

的部分，大多數自助旅行者皆認為這兩類的五感體驗很能「代表自己旅程」。 

(5) 倫理上的提醒：為「巴黎現實的一面」，並非前面幾項為旅客出發前就構思

拍攝的影像，會拍攝此影像的旅客較少，大多是一些對巴黎有較深入認識或是有

特殊攝影理念的人，才會拍攝較多巴黎社會寫實層面的照片。 

而就 Scarles(2001)的描述，其較著重於前三項分類的描述，對於後兩項分類

則敘述較少，而後兩項分類「感官的體現」及「倫理上的提醒」範圍較廣，大多

為旅客拍照時，帶有個人主觀意識而完成的作品，又或者是紀錄由自己主動創造

的自己旅程故事，這類型的照片大多被認為是「代表自己旅程」的照片。由於

Scarles(2001)並未詳敘此類型的旅遊照片，因此，筆者更進一步將其再分成五種

類型進行分析，包括： 

(1) 用照片表達情感：其中又再分為與旅伴合照的「我們一起旅行吧！」、與巴

黎在地朋友相遇經驗的「他鄉遇故知」及在旅程中懷念故鄉親友的「旅行中的想

念」。 

(2) 地方之舞：其中又再分為巴黎街道上非經典地標之外的細微觀察之「巴黎不

思議」、在巴黎街道巷弄漫遊時對自身漫遊行為的觀察之「城市漫遊者(flaneur)」、

到異地慶祝佳節的或在城市中參與當地慶典的「城市中的節慶」。 

(3) 旅行中的個人事件：這類型的照片和 Scarles 的分類中「反身性展演」稍有

重疊，但不同的是，這類型照片中通常不包含人，其最主要是想透過一中介物紀

念旅遊中的「意外」(無論令人苦惱或興奮)及「體驗巴黎」(包括在公園休息、逛

市集、逛百貨公司買名牌包……等) 

(4) 體現其所學：這類型的照片雖然也是旅客在出發前即看過或聽聞過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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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carles 的分類中「政治加工品」稍有重疊，但不同於「經典影像」，大多數

人認為其「代表自己的旅程」，其中又可細分為「個人喜好或具體化自己學過的

事物」及「電影中的場景」。 

(5) 旅程的符號式紀錄：其中又再分為「紀錄住所或交通工具」及「票根」，所

有的旅客皆認為這類型的私人紀錄很能「代表自己的旅程」。 

由此可知，除了受再現迴圈影像而拍攝的經典影像外，台灣自助旅行者依舊

有非常多不同類型的凝視對象，因此，我們可知 Urry 提出的觀光凝視宿命論無

法全盤用於台灣自助旅行者身上。Foucault 認為雖然人們生活在被固定建構的安

排下，他們的主觀意是依然是自由的。人們想凝視的景觀不能被概括而論，因為

不同的背景論述下會產生相異的結果。每個人都必須在不同論述的競爭中協調，

並且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獨特的調和、矛盾、機會與相似性觀點，這是 Urry 所

描述的觀光凝視中的自由主觀意識的地基 (MacCannel, 2001)。這就如同

Sontag(1979)所言：「照片不只是存在的事物的證明，而是一個人眼中所見到的事

物的證明；不只是對世界的紀錄，也是對世界的評價。」 

三、 台灣重遊自助旅行者前、後旅程的再現差異-- 追尋「真實性」？ 

    比較台灣重遊自助旅行者前、後幾次的照片，可以發現其攝影主題的改變。

第一次旅程受到再現迴圈影響較深，會拍攝較多所謂的「經典影像」，但其中還

是會有一些藉由個人主觀想法構築成的影像；而在第二次旅程中，由於受到第一

此旅程經驗的影響，大多人不會再重複拍攝「經典影像」，而是選擇拍攝「一花

一世界、一沙一天堂」(即較細微、較有感覺的影像)、「較小或另類的景點」、「凡

爾賽宮及郊區景點」。但有些旅客依然會選擇拍攝「經典影像」，原因包含：「陪

朋友去的」、「故意的舊地重遊」及「不拍白不拍」心態。這些再現差異顯示旅客

在第一次旅程中較常操作「首次凝視」，因此有較多「經典影像」的產生；在第

二次旅程中較常操作「二次凝視」，因此有較多樣化的「非經典影像」。上述觀

點可由 MacCannell(1999)提出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獲得支持，MacCannell 認為真

實性的探求是現代觀光的主要動機，在旅客第一次前往巴黎遊覽時，他們想要捕

捉的是社會或觀光機構建構出的意象，而第二次遊覽時因為有了第一次旅遊的先

備經驗，因此旅客會開始追尋代表自身主體意識的「真實性」，雖然 MacCannell

批評「真實性」就算是在「後台」被捕捉到，依舊是現代社會觀光產業的觀光凝

視建構出的結果，但旅客仍然認為那些照片大多是他們在巴黎看到的「真實」，

換句話說，旅客在進行「二次凝視」時會更渴求獲得富含「真實性」的紀錄，當

然這個「二次凝視」並非指第二次旅遊時所凝視的對象，而是有別於社會建構的

「首次凝視」而言，因此，「二次凝視」也有可存在於首次於某地旅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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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自助旅行者間的再現差異 

1. 科技的進步影響再現差異：數位相機和手機的照片功能使得「即時即刻

(instantaneous time)」、「現在的力量(power of now)」及「螢幕性(screen-ness)」得以

發生(Larsen&Urry，2011)。前、後兩次旅程時間相隔較遠的旅客受到科技的影響，

使用傳統相機的第一次旅程數量受到限制，大多拍攝有人物在內的「經典影像」，

使用數位相機的第二次旅程則可以隨心所欲的到處亂拍。而第二此旅程有攜帶智

慧型手機的旅客，更可以利用手機內的攝影特效 app 軟體，表達出與第一次旅程

時不同的再現特質。 

2. 攝影技巧影響再現差異：專業攝影師把旅遊照片當成「藝術照」，不同於一

般觀光客的「快照」，他們屬於 Bourdieu(2002)提到的「小資產階層」，把照片當

成藝術品而非紀念品，在再現地景及詮釋照片時皆有不同於一般自助旅行者的作

法及想法。但隨著教育及科技的普及，專業攝影師與一般自助旅行者間的再現差

異也被模糊化了。 

3. 學習背景影響再現差異：修習文化或文學相關的旅客通常會選擇與自己所學

較相關的事物去凝視且紀錄，在詮釋照片時也能較廣、較深的解釋影像背後深層

的意涵。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困難 

本研究受時間、金錢及人力等現實因素的限制，有著以下幾點限制： 

1. 在針對旅遊書進行內容分析法時，只取樣近五年來台灣出版的旅遊書，且只

利用網站及受訪者推薦分析了十本旅遊書，雖然該十本旅遊書與一般社會建構的

意象應是相去不遠，但就旅遊時間為五年前的旅行者或是閱讀的是國外出版的旅

遊書的旅行者而言，他們接受的意象可能會和本研究分析出最常被再現的影像不

同。 

2. 自助旅行者在出發前被眾多媒體來源影響，包括：電視、電影、網路、親友……

等，這樣多且廣的訊息來源很難一一去分析，造成自助旅行者被影響所形塑的巴

黎意象較難精確掌控。 

3.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去過巴黎兩次以上的自助旅行者」，首先，自助旅行

者已經是社會中被分群的小眾，去過歐洲旅遊的又占自助旅行者的部分，而會去

巴黎且去過兩次以上的自助旅行者數量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結果難推論至

大眾的經驗。 

4. 由於大巴黎地區幅員廣大，研究範圍侷限在巴黎市，排除巴黎近郊景點。 

  



143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 實務建議 

1. 本研究從自助旅行者的再現特質剖析出他們前、後兩次凝視主體的改變，從

「大景點」轉變為「細微、有感覺的風景」，由此可知，要塑造一個讓自助旅行

者想要重遊的城市，必須擁有以上兩項特質，能夠成為經典的「大景點」，以及

讓自助旅行者隨性紀錄、有著自我城市風格的「小景點」。如同 MacCannell(2001)

所言：「跟只有『視覺涉入的觀光客(sight-involved tourists)』比起來，越注意沒被

社會大眾看到之景點標記的觀光客，就越滿意自己的旅遊。」，如何塑造那些不

被大眾注意、卻讓自助旅行者一再重遊的元素，為一個城市在發展觀光時須注意

的方向。 

2. 研究結果顯示，媒體為一地向觀者投射的地方意象是觀光旅行的基礎，唯有

向觀者投射吸引人的美好影像，才有可能使他們成為旅客，起身前往目的地。在

遊覽目的地時，也常依著自己被建構的想像旅行，因此，如何透過媒體將想要呈

現的地方意象投射給全世界的觀者，是現今各地旅遊局在吸引觀光時的首要課

題。 

二、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研究的各個限制及困難，本研究有許多方面尚未能夠深入探討，以下集

結本研究的缺失，對於後續研究建議研究方向。 

1. 全數的旅客照片數量多且雜，較難深入針對每一種類的照片進行分析，筆者

在旅遊途中曾觀察到亞洲旅客喜愛自拍、呈現創意照片姿勢的現象，建議未來可

再深入針對「反身性展演」的部分進行探討。然而，觀光客的展演相關研究較容

易牽扯到個人隱私，因此在研究倫理的部分需更加注意。 

2. 亞洲觀光客前往歐美旅遊時受到白人中心主義及父權體制宰制影響，大部分

在再現特質上僅止於呈現美好的想像符號，這樣的推論可應用在「台灣觀光客前

往巴黎旅遊」，但若推及其他歐美城市，這樣的結論是否能被驗證？又，現今台

灣旅遊風氣越來越盛，國人旅遊目的地選項越來越廣，建議未來研究可改變研究

區，驗證此現象是否為通則。 

3. 智慧型手機結合 facebook 社群網站研發的打卡功能，使得在移動及旅行中的

旅人能夠更即時地告訴觀者其所在的位置，並且更「即時地」再現一地景觀，這

種發明讓再現循環迴圈中各個步驟的距離能夠更縮短，「螢幕性」從相機、電影

延伸至手機螢幕，人們可以更快速的吸收到世界各地的訊息及意象，建議往後的

研究可以多著重於此新興現象。 

4. 本研究並未深入探討不同背景的自助旅行者攝影時產生的再現差異，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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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可藉由受訪樣本社經地位、性別、旅行經驗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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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書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level1 levlel2 level3              加總 

1. 都市景觀 1-1 塞納河

及河畔景觀 

                        141 

    1-1-1 塞納河左岸舊書攤 Les Bouguinistes da la Seine 3   2 2     1 3   2 13 

    1-1-2 藝術橋 Pont des Arts 2   2 2 3   2 4     15 

    1-1-3 新橋 Pont Neuf 3   1 1 3 1 2 2 1   14 

    1-1-4 亞歷山大三世橋 Pont Alexander III 3 1 2 2 10   1 2     21 

    1-1-5 比爾阿肯橋 Pont de Bir-Hakeim  2   1 1       1     5 

    1-1-6 皇家橋 Pont de Royal 1   1       1       3 

    1-1-7 聖馬丁運河 Canal Saint-Martin 6   1 7 1   1 2     18 

    1-1-8 其他   9 2 4 4 6 3 5 15 4   52 

               

  1-2 街道景觀                         248 

    1-2-1 香榭大道 Aveneu des Champs-Elysees 4 2 7 7 5 1 3 3 2 5 39 

    1-2-2 喬治五世大道 Avevue Goerge V         1     1     2 

    1-2-3 聖日耳曼大道 Boulevard Saint-Germain 1 2           2   5 10 

    1-2-4 蒙田大道 Rue de la Montagne 4           1 2     7 

    1-2-5 法蘭克特權者街 Rue des Francs Bourgeois 1 2 1 1 1     4     10 

附錄一巴黎旅遊書內容分析結果表 

一、都市景觀 



150 
 

    1-2-6 麗弗里街 Rue de Rivoli 4 2     2   1 4   1 14 

    1-2-7 瑪德蓮大道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               2   2 4 

    1-2-9 聖歐諾黑路 Rue Saint-Honore 2 1     1     3     7 

    1-2-10 工藝創作街 Viaduc des Arts 5 1           2 1   9 

    1-2-11 穆夫塔爾街 Rue Mouffetard     1 1         1 5 8 

    1-2-12 蒙馬特長階 ex. Rue Foyatier 3           2 1     6 

    1-2-13 聖米歇爾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 3       2         1 6 

    1-2-14 其他街道   12 2 5 5 12 5 7 1 10 9 68 

    1-2-15 地鐵景觀   24   18   2   10   1 3 58 

                              

  1-3 廣場景觀                         187 

    1-3-1 巴士底廣場 Place de la Bastille 3   1 1 3 2 2 1 1 1 15 

    1-3-2 孚日廣場 Place de Vosges 3 1 2 2 3 1 5 2 2 2 23 

    1-3-3 帖特廣場(小丘廣場) Place du Tertre 3 1 3 3 2 2 3 3 3 3 26 

    1-3-4 協和廣場 Palce de la Concorde 6 1 7 7 10 1 4 3 2 2 43 

    1-3-5 凡頓廣場 Place Vendome 4   4 6 3   1 2 4   24 

    1-3-6 若望二十三世廣場 Square Jean XXIII 3           1       4 

    1-3-7 戴高樂廣場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2       1           3 

    1-3-8 聖米歇爾廣場 Place St.Michel 4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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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史特拉文斯基廣場 Place Igor Stravinsky 7 2     1 2 1 1 1 1 16 

    1-3-10 迪貝萊廣場 (無邪噴泉) Place Joachim du Balley(Fontaine des Innocents) 2   1   1 1 1       6 

    1-3-11 特洛卡德羅廣場 Trocadero 3   2   1   2       8 

    1-3-12 勝利廣場 Place des Victoires             1 1     2 

    1-3-13 艾爾曼廣場 Place de l’Alma     2       1       3 

    1-3-14 共和國廣場 Place de la Republique         3   1 1     5 

    1-3-15 阿貝斯廣場 Place Abbesses             1     1 2 

                              

  1-4 公園/墓園

景觀 

                        148 

    1-4-1 盧森堡公園及宮殿 Jardin et Palais du Luxembourg 3 2 1 6 5   2 3 1 5 28 

    1-4-2 杜勒麗花園 Jardin des Tuileries 5   3 1 3 4 4 3 1 3 27 

    1-4-3 蒙梭公園 Parc Monceau     2 3     1 2     8 

    1-4-4 戰神公園 Parc Champ de Mars 3   2   2   2 4   1 14 

    1-4-5 植物園 Jardin des Plantes     1 4     1 1     7 

    1-4-6 蒙馬特墓園 Cimetiere de Montmartre     1 1     3 3     8 

    1-4-7 拉榭斯神父墓園 Cimetiere du Pere-Lachaise         1   1 2 2   6 

    1-4-8 蒙帕納斯墓園 Cimetiere du Montparnasse     1 1     3 3     8 

    1-4-9 地下墓場 Catacombs     2 5     5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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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景觀 

    1-4-10 空中綠林花園 La Promenade Plantee               1 1   2 

    1-4-11 皇家宮殿和花園 Palais Royal & Jardin du Palais Royal   2 2 4 3 2 3 6   4 26 

                              

  1-5 地標景觀                         149 

    1-6-1 艾菲爾鐵塔 Tour Eiffel 16 2 8 10 7 2 9 14 3 6 77 

    1-6-2 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4 4 7 10 8 2 5 8 1 1 50 

    1-6-3 卡塞爾凱旋門 (小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 2   7 2 6   2 1   2 22 

                              

                              

  1-7 其他 1-7-1 從高處俯視的巴黎全景     3   5 5   2 3 5 7 30 

    1-7-2 路牌   8         1 1     2 12 

level1 levlel2 level3   1 2 3 4 5 6 7 8 9 10 加總 

2.建築景觀 2-1 宗教建築

景觀 

                        309 

    2-1-1 圓頂教堂 Eglise du Dome 4 1 5 2 6 1 2 3 1 1 26 

    2-1-2 瑪德蓮教堂 Eglise de la Madeleine 1 2 1 3 2   2 4 2 2 19 

    2-1-3 贖罪教堂 Chapelle Expiatoire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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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聖梅麗教堂 Eglise Saint-Merry 3 1 3   1       1   9 

    2-1-5 聖日爾曼洛塞華教堂 Eglise Saint Germain L’Auxerrois     1 4 2           7 

    2-1-6 聖洛克教堂 Eglise St-Roch             1       1 

    2-1-7 聖心堂 Basilique du Sacre Coeur 4 1 5 6 7 2 3 4 1 8 41 

    2-1-8 聖彼爾教堂 Eglise Saint Pierre     1 1     2       4 

    2-1-9 聖讓之蒙馬特教堂 Eglise Saint-Jean-de-Montmartre               2   4 6 

    2-1-10 聖德尼門與聖馬丁門 Porte St-Denis et Porte St-Martin       2     2 2     6 

    2-1-11 聖厄斯塔許教堂 Eglise St-ustache     2 5 2 1 1       11 

    2-1-12 巴黎聖母院 Cathedrale de Notre-Dame de Paris 5 3 5 8 8 4 20 1 2 11 67 

    2-1-13 聖禮拜堂 Sainte Chapelle     1 2   1 5 3   5 17 

    2-1-14 聖日耳曼德佩教堂 Eglise Saint-Germain-des-Pres 2   2 4 1   4 2   5 20 

    2-1-15 聖女教堂 St-Etienne-du-Mont 2   1   2           5 

    2-1-16 聖許畢爾斯教堂 Eglise St. Sulpice     3 3   1 1     1 9 

    2-1-17 巴黎清真寺 Mosquee de Paris 4 1 3         3     11 

    2-1-18 教堂內部       2 9 3 2 14 5   13 48 

                              

  2-2 博物館/美

術館景觀 

                        580 

    2-2-1 羅丹美術館 Musee Rodin 4   5 5 3     3 1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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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奧賽美術館 Musee d’Orsay 4 3 6 5 2 1 3 8 1 4 37 

    2-2-3 布萊利碼頭藝術博物館 Musee du Quai Branly   1 2 4       4     11 

    2-2-4 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 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2 4     1       7 

    2-2-5 巴黎下水道博物館 Musee des egouts de Paris     2       4       6 

    2-2-6 巴黎傷兵院(軍事博物館) Ho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 5 1 3 5 6 1 1 2 1 1 26 

    2-2-7 東京宮 Palais de Tokyo       4     2       6 

    2-2-8 巴爾札克故居 Maison de Balzac 4   2 4     2 2     14 

    2-2-9 柯比意基金會 Fountation Le Corbusier       4     1       5 

    2-2-10 夏佑宮 Palais de Chaillot 3 3 3 8 6 3 5 6 5 5 47 

    2-2-11 雅克瑪‧安德烈美術館 Musee Jacquemart-Andre     3 4     2       9 

    2-2-12 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 7 5 11 8 13 3 5 10 2 5 69 

    2-2-13 龐畢度中心 Center Pompidou 4 1 3 5 3 1 2 10 2 5 36 

    2-2-14 橘園美術館 Musee de l’Orangerie 3   5 4       6     18 

    2-2-15 大皇宮 Grand Palais 3 4 2 3 5   3 4     24 

    2-2-16 小皇宮 (巴黎市立美術館) Petit Palais 4 1 1 2 2   1 5     16 

    2-2-17 格樂凡蠟像館 Musee Grevin 3   2         3     8 

    2-2-18 流行與織品美術館 Musee de la Mode et du Textile     1       3 2     6 

    2-2-19 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 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4               4 

    2-2-20 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 Muse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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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 裝飾藝術美術館 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     2 5     1 2     10 

    2-2-22 蒙馬特美術館 Musee de Montmartre 3   5       2 2 2   14 

    2-2-23 性博物館 Musee de L’erotisme     5               5 

    2-2-24 達利美術館 Espace Montmartre Salvador Dali     1 3     2 2     8 

    2-2-25 音樂博物館 Musee de la Musique       6       3     9 

    2-2-26 畢卡索博物館 Musee Picasso 2 2 4 4     3 3   5 23 

    2-2-27 雨果紀念館 Maison de Victor Hugo 1   3 4     2 1   2 13 

    2-2-28 巴黎歷史革命博物館 Musee Carnavalet     6 6     2       14 

    2-2-29 法國歷史博物館 Musee de L’Histoire de la France     1   1   2       4 

    2-2-30 國立工藝博物館 Musee des Arts et Metiers     4   1           5 

    2-2-31 巴黎麥約美術館 Musee Maillol     2 4     1       7 

    2-2-32 德拉克洛瓦美術館 Musee National Eugene Delacroix     2 4     1       7 

    2-2-33 阿拉伯文化中心 Institue du Monde Arabe     1 2     1   1 5 10 

    2-2-34 國立中世紀博物館 Musse National du Moyen Age 2   6 4   1 3 1 1 2 20 

    2-2-35 貨幣博物館 Musee de la Monnaie de Paris 2   1       1       4 

    2-2-36 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               1 

    2-2-37 法國電影資料館 La Cinematheque Francaise(Musee du Cinema)     4 4       2     10 

    2-2-38 卡地亞現代藝術基金會 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     2 4     1 3     10 

    2-2-39 郵政博物館 Musee de la Poste     3       1       4 



156 
 

    2-2-40 查德金美術館 Musee Zadlkine     3               3 

    2-2-41 布德爾美術館 Musee Bourdelle     1 1     2 2     6 

    2-2-42 摩洛美術館 Musee Gustav Moreau     1 4     1       6 

    2-2-43 浪漫派生活博物館       2 4     1       7 

                              

  2-3 劇院景觀                         45 

    2-3-1 加尼葉歌劇院 Opera de Ganier 4 3 3 5 5   5 2 4 3 34 

    2-3-2 法蘭西喜劇院 Comedie Francaise             1       1 

    2-2-3 巴士底歌劇院 Opera de Paris Bastille 2 1   1 1 2   1 1 1 10 

                              

  2-4 百貨公司

景觀 

                        52 

    2-4-1 拉法葉百貨 Galeries Lafayette 1 3 1 4 2 1   2 4 3 21 

    2-4-2 春天百貨 Printemps 2 2 1 4 1     2 3 4 19 

    2-4-3BHV BHV     1 1     1       3 

    2-4-4Bon Marche Bon Marche     2 5     2       9 

                              

  2-5 現代建築

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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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維雷特科學工業城 Cite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1   5       2 1   82 

    2-5-2 全天幕電影院 La Geode Argonaute         1   1 1     3 

    2-5-3 蒙帕納斯塔 Tour Montparnasse 3 1 3 3 1 1 4 1     17 

    2-5-4 新凱旋門 Grand Arch 2 2 2 1 6 1 2 8   1 25 

    2-5-5 拉德芳斯一帶 La defense 8 1 4 6 5   1 3     28 

                              

  2-6 其他                         129 

    2-6-1 波旁宮(國民議會) Palais Bourbon(Assemblee Nationale)     2   2     3     7 

    2-6-2 愛麗舍宮 Palais de L’Elysee     2 3 1   1       7 

    2-6-3 法蘭西學院 Institute de France     1 3 3   1       8 

    2-6-4 巴黎證卷交易所 Bourse du Commerce         2   1       3 

    2-6-5 法國國家圖書館 France’s National Library       4             4 

    2-6-6 葡萄園山坡 Les Vignes de Montmartre 1           1       2 

    2-6-7 巴黎市政廳 Hotel de Ville 2 2 1 2 3   4   1 3 18 

    2-6-8 蘇利府邸 Hotel de Sully     2     1 1 1   1 6 

    2-6-9 巴黎古監獄(司法大廈) Conciergerie(Palais de Justice) 3   3   2   2 6   3 19 

    2-6-10 聖路易島 Ile St. Louis 3   2 1   1 2 3   3 15 

    2-6-11 萬神殿 Pantheon 3 1 2 4 4 2 1 3   2 22 

    2-6-12 索邦大學 La Sorbonne 4   2 2 3   1 1 1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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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場所景觀 

level1 levlel2 level3   1 2 3 4 5 6 7 8 9 10 加總 

3. 生活場所景

觀 

3-1 咖啡店景觀                         124 

    3-1-1 花神咖啡店 Café de Flore 2 1 1 4     2 2   3 15 

    3-1-2 雙叟咖啡店 Café aux Deux Magots 2 1   3     2 2 1 2 13 

    3-1-3 波克普咖啡館 Le Procope 2 1 1 4           3 11 

    3-1-4 調色盤咖啡店 La Palette   1   4     1 2     8 

    3-1-5 雙磨坊咖啡館 Les Duex Moulins 2     5     2 2   2 13 

    3-1-6 和平咖啡館 Café de la Paix 2   1 4 2     1     10 

    3-1-7 馬列咖啡館 Café de la Marly 2 1 1 4     3 1     12 

    3-1-8 丁香園咖啡館 La Closerie des Lilas 2 1   1       2     6 

    3-1-9 圓頂咖啡館 La Coupole 3 1 2 3 1 1 2 2     15 

    3-1-10 圓亭咖啡館 La Rotounde   1 1 4     2 2     10 

    3-1-11 雨果咖啡 Café Hugo 2 2               1 5 

    3-1-12 大咖啡館 La Grand Café     2 4             6 

    2-6-13 巴黎天文台 Observatoire de Paris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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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餐廳景觀                         23 

    3-2-1 圓穹餐廳 La Dome   1 1 3       2     7 

    3-2-2 藍火車 Le Train Bleu 1 1 2       1       5 

    3-2-3Kong Kong     1 4           2 7 

    3-2-4Chez Clement 連鎖餐廳 Chez Clement   1         1     2 4 

                              

  3-3 甜點店景觀                         41 

    3-3-1Laduree Laduree 2 2 2 5           2 13 

    3-3-2Angelina Angelina   1   4           2 7 

    3-3-3Pierre Herme Pierre Herme   1         1       2 

    3-3-4Fauchon Fauchon   1   2     1 3     7 

    3-3-5 貝蒂永冰淇淋  Berthillon       4       1   1 6 

    3-3-6 Paul Paul 4           1     1 6 

                              

  3-4 酒館景觀                         22 

    3-4-1 狡兔酒館 Le Lapin Agile 2   2 3 1 1 1 2   1 13 

    3-4-2 力普啤酒館 Brasserie Lipp 2 1   2       1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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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書店景觀                         7 

    3-5-1 莎士比亞書店 Shakespeare & Company     1 4       1 1   7 

                              

  3-6 市場景觀                         60 

    3-6-1 磊阿勒商場 Forum des Halles 2   1 1 3   1 4 2 1 15 

    3-6-2 西堤島花市及鳥市 Marche aux Fleurs/ Marche aux Oiseaux 2   2         1 1 3 9 

    3-6-3 其他       15 6     8     7 36 

                              

  3-7 精品店景觀                         121 

    3-7-1Prada       4       2 1   1 8 

    3-7-2Channel   2   4       2 2   1 11 

    3-7-3Louis Vuitton   3   5 1 1   1 3   3 17 

    3-7-4Cartier       4   2 1 1 3     11 

    3-7-5Lanvin       4       1 1     6 

    3-7-6Christian Dior       4       1 2   1 8 

    3-7-7Jean Paul Gautier       2         1   1 4 

    3-7-8Hermes       4       1 2   1 8 

    3-7-9Givenchy       2       1 2     5 

    3-7-10YSL       2   1 1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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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Chloe       2         1   1 4 

    3-7-12Gucci       1         1   1 3 

    3-7-13Loewe       2         1   1 4 

    3-7-14Hugo Boss       1   1     1   1 4 

    3-7-15Agnes b.         1     1 2   1 5 

    3-7-16Longchamp   1       1         1 3 

    3-7-17L’occitane   1           1 1     3 

    3-7-18Colette      1 2 2     1 1     7 

                              

  3-8 拱廊街景觀                         19 

    3-8-1 維候多達長廊 Galerie Vero-Dodat     3       2 1     6 

    3-8-2 薇薇安長廊 Galerie Vivienne     2 5     3 2 1   13 

                              

  3-9 娛樂場所景

觀 

                        36 

    3-9-1 紅磨坊 Moulin Rouge 3 1 2 1 1 1 1 1 1 3 15 

    3-9-2 巴黎麗都夜總會 Lido 3 1 5       1       10 

    3-9-3 旋轉木馬   3   1     1 1 3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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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物 

                          加總 

level1 levlel2 level3 1 2 3 4 5 6 7 8 9 10   

4. 人物 4-1 戀人   14       1       2 4 21 

  4-2 街頭藝人   5 2 5 2 1 2 2 2 2 3 26 

 

五、活動 

                          加總 

level1 levlel2 level3 1 2 3 4 5 6 7 8 9 10   

                  

                            

5. 活動 5-1 戶外用餐   7 3 9 12 15 2 6 7 6 4 71 

  5-2 公園內的休

閒活動 

  7 3 4 7 3 3 3 6 2 6 44 

  5-3 登高   2     1       1   1 5 

  5-4 塞納河遊船   3 1 1 1     2 4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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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基本資料表 

親愛的受訪人 ＿＿＿___ 你好，  

我是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的學生，因研究所需想請您幫忙提供到幾次前往巴黎旅遊所拍攝之照片以及拍攝

該照片背後的動機或相關經驗。訪談過程中您所提供的資料（尤其是關於個人隱私的部分）僅會作為我對受訪者

背景的了解依據，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所有研究中引用的部分也會使用您所提供的暱稱表示。訪談過程中如有不

悅的情形也請放心的向我表達，此次訪談將會是我們互相分享有關巴黎及攝影想法的的輕鬆談話。 

祝  安 

黃佳珮 敬上 

民國 101 年 1 月 

訪談人資本資訊  

1. 暱稱（你想在研究上引用的稱號）： 

2. 性別：     

3. 年齡：     

4. 職業：     

5. 最高學歷系所名稱（含就讀中）：                                      

6. 通曉之中文以外的語言：                                              

7. 興趣：                                                              

8. 旅行經驗（拜訪過的國家）：                                          

9. 最近一年的旅遊經驗（國內外）：                                      

10. 旅行巴黎時參考的旅遊書： 

第一次：                                   

第二次：                                   

11. 旅行巴黎時使用的相機類型及品牌：（如：CanonS95數位相機。若有兩台以上也請寫出） 

第一次：                                  

第二次：                                  

--------------------------以上資料請先填上後，email給我，謝謝！---------------------------- 

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 

(1) 旅遊背景資料(多次)—時間、夥伴 

(2) 受訪者對巴黎的認知、看法 

(3) 受訪者對攝影的想法及習慣 

(4) 請受訪者提供兩次(含以上)在巴黎旅遊時再現的照片: 

其中包括五張受訪者認為最能代表巴黎的照片及五張最能代表該次旅程或受訪者在旅程中最喜歡的照片。（共 20

張照片，若超過也可以） 

(5) 及分享拍攝照片的動機及照片後隱藏的故事 

(6) 受訪者為何於兩次旅遊拍攝相同/相異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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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訪談同意書  

這是一個關於「台灣自助旅行者重遊歐洲之記憶顯影研究-以巴黎為例」的學術研

究，目的在於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自助旅行者於巴黎旅遊時的再現特質，

更進一步了解前後幾次於巴黎旅遊的再現差異。訪談過程將以錄音輔助，本研究

所呈現的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為了保護及尊重研究參與者，訪談內容也

以匿名方式呈現。資料呈現的方式將先徵得研究參與者的檢核與確認後，方列入

本研究之中。研究參與者有權要求放棄參與本研究，研究者將會尊重研究參與者

的決定。  

本人＿＿＿＿＿＿＿同意成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研究生 

黃佳珮「台灣自助旅行者重遊歐洲之記憶顯影研究-以巴黎為例」之研究參與者，

並同意在訪談過程中以錄音的方式輔助，且在論文中以匿名的方式引用本人訪談

內容所提供的相關資料。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__（簽名）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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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細綱 

(1) 旅遊背景資料(多次)（第一次 ＆ 第二次） 

人：和誰一起去旅遊 

事：該次旅程中另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時：什麼時候去的？旅遊天數？ 

地：在巴黎時住在哪裡？主要以哪種交通方式進行旅遊？ 

物：搭什麼樣的班機過去的？出發前的主要資訊來源(如部落格、親友告知等)？用哪幾本旅遊書？ 

用哪個牌子的相機？ 

動機：為什麼想去巴黎？去巴黎的目的是什麼？ 

(2) 受訪者對巴黎的認知、看法)（第一次 ＆ 第二次） 

出發前：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你有沒有覺得你去巴黎一定要拍到哪些照片？為什麼？ 

    你會因為看到一張照片就想去巴黎旅遊嗎？ 

旅程中：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跟你想像中的有落差嗎？ 

    你有拍到你想拍的照片嗎？ 

        你在旅程中會即時將照片放到網路上分享嗎？ 

旅程後：你認為巴黎是什麼樣的城市？ 

        你會整理相片並且為照片加上文字註解嗎？ 

    你會想跟朋友分享你的旅遊照片嗎？ 

    你會把照片放在網路上讓之後要去巴黎的旅客參考嗎？ 

(3) 受訪者對攝影的想法及習慣 

你會拍攝跟旅遊書上一模一樣的照片嗎？ 

你會一定要跟景點合照嗎？ 

你會想在景點前做一些有創意的動作嗎？或是你會想拍出跟景點互動的照片嗎？ 

你會想用照片表現出你地其他感官嗎？（如你會拍攝食物的照片嗎） 

你會特別想捕捉有巴黎的感覺的照片嗎？妳會怎麼描述這種「巴黎感覺」 

你會一定要跟旅伴合照或自拍嗎？ 

你覺得旅伴會影響你的旅遊心情嗎？會間接影響到你拍攝的習慣嗎？ 

你會想拍攝跟旅遊書上不同的照片嗎？為什麼你會想拍不一樣的照片？ 

你會喜歡用特效拍照嗎？為什麼？ 

(4) 請受訪者提供兩次(含以上)在巴黎旅遊時再現的照片: 

其中包括五張受訪者認為最能代表巴黎的照片及五張最能代表該次旅程或受訪者在旅程中最喜歡的照片。 

（共 20 張照片，若超過也可以） 

(5) 及分享拍攝照片的動機及照片後隱藏的故事 

(6) 受訪者為何於兩次旅遊拍攝相同/相異之照片 

你會在第二次去巴黎時拍攝跟第一次一模一樣的照片嗎？ 

第二次去還會想拍攝旅遊書上的經典地標嗎？ 

若不再拍攝一樣的照片，你都拍些什麼呢？你認為在你的兩次旅程中，你分別最喜歡拍攝哪些主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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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受訪者照片 

 

（Ines，1-P5） 
 

（布魯斯，1-P2） 

 

（Anna，1-P6） 
 

（bboysherman，2-P1） 

 
（布魯斯，2-P9） 

 

（雪螺，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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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娜，1-P10） 
 

（JR，2-P1） 

 

（Ines，1-P2） 

 

（moise，1-P5） 

 

（Hannah，1-P2） （Hannah，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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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1-P5） 

 

（阿澤，1-P1） 

 

（Anna，1-P7） 

 

（Anna，2-P4） 

 

（bboysherman，1-P4） 
 

（雪螺， 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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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1-P2） 

 

（阿凡，1-P5） 

 

（雪螺，1-P5） 

 

（雪若，1-P4） 

 

（布魯斯，2-P4） 

 

（bboysherman，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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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1-P3） 

 

（Evan，1-P2） 

 

（Evan，2-P1） 

 

（布魯斯，1-P1） 

 

（Evan，1-P4） 

 

（雪若，1-P1） 

 

（雪若，1-P5） 
 

（雪螺，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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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2-P2） 

 

（JR，1-P2） 

 

（moise，1-P3） 

 

（Peggy，2-P1） 

 
（moise，2-P5） 

 

（Hannah，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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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姊，2-P4） 
 

（Peggy，2-P3） 

 

（Evan，1-P1） 

 

（Hannah，1-P7） 

 

（布魯斯，2-P7） 

 

（阿凡，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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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澤，1-P2） 

 
（雪螺，1-P7） 

 
（Anna，2-P3） 

 
（阿凡，1-P6） 

 

（Hannah，1-P9） 
 

（阿凡，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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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2-P13） 

 

（bboysherman，2-P2） 

  

 

（Anna，1-P3） 

 

（阿凡，2-P1） 

 

（雪若，1-P7） 

 

（楊口鉉，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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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1-P5） 

 

（阿凡，2-P7） 

 
（阿澤，2-P11） 

 

（moise，2-P2） 

 

（Evan，1-P3） 

 

（雪螺，1-P1） 

 

（雪若，1-P6） 

 

（Evan，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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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2-P3） 
 

（歐娜，2-P7） 

 

（雪若，1-P8） 

 

（老頭，2-P3） 

 

（Anna，2-J5） 
 

（JR，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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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1-J6） 

 

（阿凡 2-J1） 

 
（bboysherman1-J1） 

 

（阿凡，2-P1） 

 

（賴 O 旭，2-P1） 

 

（Ines，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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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s，2-P5） 

 

（moise，1-P2） 

 
（bboysherman，1-P2） 

 

（老頭，1-P3） 

 

（老頭，2-P4） 

 

（歐娜，2-P4） 

 

（歐娜，2-P5） 

 

（阿澤，1-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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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ysherman，1-P3） 

 

（雪螺，1-P3） 

 

（Evan，1-J5） 
 

（JR，1-P1） 

 

（老頭，2-P1） 
 

（Ines，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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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e，2-P5） 

 
（阿凡，1-P4） 

 

（阿凡，2-P9） 

 

（阿凡，2-P10） 

 

（雪螺，1-P7） 

 

（雪螺，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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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2-J5） （布魯斯，2-J12） 

（Ines，1-P1） （Peggy，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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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y，1-P5） 

 
（Zach，1-J5） 

 

（雪若，2-P5） 
 

（阿澤，1-P4） 

 

（雪若，2-P9） 
 

（表姊，2-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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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澤，1-J5） 

 

（歐娜，1-J-1） 

 

（楊口鉉，2-J4） 

 

（Anna，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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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若，1-J5） 

 

 

 

 

（JR，2-P3） 

 

（阿凡，1-P6） 
 

（Peggy，1-J1） 

 

（老頭，2-P4） 
 

（賴 O 旭，2-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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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口鉉，2-J5） 

 

 

 

 

 

（雪若，1-J4） 

 

（老頭，1-P4） （Peggy，2-J1） 

 

（表姊，1-P3） 

 

（雪螺，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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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2-P6） 

 

（雪螺，1-P9） 

 

（歐娜，2-P1） 
 

（老頭，1-P2） 

（Anna，1-J7） 

 

（老頭，2-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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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姊，2-P1） 

 

（阿凡，1-P3） 

 
（老頭，1-J4） 

 
（老頭，2-J2） 

 

（阿凡，1-J3） 
 

（老頭，2-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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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螺，1-P6） 

 

（JR，1-P5） 

（雪若，1-P6） 
 

（Hannah，2-P1） 

（Anna，2-J1） 

 

（Hannah，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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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澤，2-P1） 

 
（阿凡，1-P7） 

 
（雪若，2-J4） （Ines，2-P4） 

 

（阿凡，1-J1） 

 

（表姊，2-J4） 

（Peggy，1-J4） 
 

（布魯斯，2-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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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s，1-J3） 

 

（阿澤，1-J4） 

 

（老頭，1-P3） 
 

（阿澤，2-J2） 

 

（楊口鉉，2-J2） 

 

（阿凡，2-J6） 

 
（雪螺，1-J3） 

 
（老頭，1-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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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1-P5） 

 

（Ines，2-P2） 

（楊口鉉，2-P1） 

 

（歐娜，2-J-3） 

 

（賴 O 旭，2-J2） 

 

（Peggy，1-J3） 



192 
 

 

（Zach，2-J8） 

 

 

 

 

 

（雪若，2-J1） 

 

（JR，2-J2） 

 

（Ines，2-J5） 

 
（阿澤，2-J7） （bboysherman，2-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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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1-J4） 

 

（雪螺，1-J4） 

 

（楊口鉉，2-J6） （JR，1-J5） 

 

（賴 O 旭，1-J4） 

 

（雪螺，1-J2） 



194 
 

 
（布魯斯，2-J15） 

 

（雪若，1-J1） 

 

（歐娜，2-J-4） 

 

（楊口鉉，1-J2） 

 

（JR，2-J4） 

 

 

 

 

 

 

（賴 O 旭，2-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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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ysherman，1-J3） 

 

（歐娜，1-J-5） 

 

（表姊，2-J3） （Evan，1-J2） 

（Evan，1-J6） （Hannah，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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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1-J4） 

 

（布魯斯，2-J7） 

 
（歐娜，1-J4） 

 
（楊口鉉，2-J3） 

 

（JR，2-J1） 

 

 

 

 

 
（表姊，2-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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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1-J3） 

 

（賴 O 旭，1-J6） 

 
（moise，2-J1） （Zach，2-J3） 

 

（雪若，1-J7） 

 

（老頭，2-P5） 

（Evan，2-J6） 
 

（雪螺，2-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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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h，2-J2） 
 

（布魯斯，2-J11） 

（賴 O 旭，2-J5） （Ines，1-J5） 

 

（表姊，1-J7） 

 

（阿澤，1-P5&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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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螺，2-J4） （Evan，1-J3） 

 

（Anna，1-J6） （moise，1-J5） 

（阿凡，1-J4） 
 

（布魯斯，1-J2, 2-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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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2-J8） （Peggy，1-P1） 

（Peggy，2-P2） 

 

（阿凡，2-J2） 

（Zach，1-J6） （Ines，2-J1） 



201 
 

（雪螺，2-J2） 

 

（阿凡，2-J1） 

（阿凡，2-J10） 

 

（布魯斯，1-J1） 

 
（布魯斯，1-J3） （Anna，1-J5） 



202 
 

 

（雪若，1-J2） （Ines，1-J4） 

 

（阿澤，2-J4） 

 

（阿澤，2-J6） 

（阿凡，2-J3） 

 

（阿凡，2-J7） 



203 
 

（阿凡，2-J8） 
 

（布魯斯，2-P8） 

（Hannah，1-J5） （JR，1-J3） 

（Zach， 1-J2） （moise，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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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2-P2） （Hannah，2-P4） 

（bboysherman，2-J5） 
 

（Zach，2-J5） 

（布魯斯，2-J2） （Evan，1-J1） 

（Evan，2-J2） （JR，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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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1-J1） （Hannah，2-J2） 

（布魯斯，2-J13） 

 

（歐娜，2-P8） 

 
（雪螺，2-J6） （Ines，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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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螺，1-P9） （moise，2-P6） 

（Hannah，2-P3） （Peggy，2-P5） 

 

（布魯斯，2-P2） 

 

（阿澤，2-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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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2-P8） 

 

（雪若，2-P7） 

（Evan，2-P5） （Kmay，2-J1） 

（阿凡，2-P13） （Peggy，2-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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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 旭，2-J6） 

 

（阿凡，2-P6） 

 

（雪螺，2-P2） 
 

（雪螺，2-P6） 

 

（雪若，2-P6） （Evan，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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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若，2-J7） （Evan，1-P2） 

（Evan，2-P1） （Peggy，2-P4） 

（Anna，2-P2） 
 

（雪若，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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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若，2-P3） 

 

（老頭，1-P4） 

 

（老頭，2-P4） （bboysherman，1-J1） 

（bboysherman，2-J3） （bboysherman，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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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ysherman，1-P1） （bboysherman，2-P3） 

 
（歐娜，2-P10） 

 
（阿凡，1-J3） 

（Hannah，1-J6） 

 

（阿凡，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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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gy，2-P3) 
 

(阿凡，2-P4) 

 

(阿凡，2-P7) （bboysherman，2-J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