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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影像可以是流動的，

動態影像可能是沉靜的。

兩者相融於音景之中。

Still images can be moving 
and moving images can be still. 
Both meet within sou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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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nd Culture Documentary Images

張 乾 琦 先 生
Chang, Chien-Chi．60 歲（1961 年 1 月）

評審評語

從事報導攝影三十餘年，屢獲國際高度肯定。近十多年

來，更在攝影的基礎上開展對錄像與聲音的探索，作品

深具人道關懷與獨特美學，為紀錄影像開拓不凡的格

局。

Chien-chi Chang is an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reportage 

photographer with a career spanning over three decades. 

About ten years ago, Chang began to explore photography-

inspired video-recording and acoustic possibilities. His 

works are richly characterized by a profound human touch 

and a unique aesthetic, lending an extraordinary vision to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學 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教育系　　碩士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學士　

現 任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終身會員

曾 任
西雅圖時報　　　　　　　攝影記者

巴爾的摩太陽報　　　　　攝影記者 得獎感言

倍感榮幸，願能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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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攝影詩人的張乾琦，從高二首次發現暗房顯影的奇妙就愛上了攝影，東吳大學畢業後在美國攻讀碩士期間為了攝影廢

寢忘食，無時無刻都在想著「攝影」，著迷到連畢業典禮都忘了參加，徹底的「為攝影而活」。1996年為了深入了解紐約唐人街

非法移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張乾琦決定搬進生活條件惡劣的公寓裡跟他們一起生活，系列作品在1998年以英文、日文、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與希伯來文等五種語言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與《時代雜誌》而造成極大的轟動，美國勞工部因此展開查緝長期存

在的雇主苛待偷渡客勞工的事實，進而有效改善了非法移民的工作與生活困境。

張乾琦超過三十年的攝影生涯出版過四本攝影集，包括以龍發堂精神病患為主題的《The Chain鍊》、反諷台灣婚紗攝影生態

的《I do I do I do我願意》、揭露台灣仲介越南新娘真相的《Double Happiness囍》、思索跨國移動時空轉換的《Jet Lag時差》，

均是攝影行家珍惜收藏的名作。已逝的知名戰地攝影家Philip Jones Griffiths曾讚譽：「張乾琦的作品帶著一種特質。他會為

身旁的新發現所喜。他是個帶著相機的詩人。」在Philip Jones Griffiths的引薦下，張乾琦於1995年成為紀實攝影界公認為地

讓台灣觀點站上世界頂尖舞台的攝影詩人─張乾琦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位最高組織「馬格蘭攝影社（Magnum Photos）」的提名會員

（Nominee），並於2001年獲選為終身會員（full member）。

由四位世界頂級攝影大師在二次大戰後合創的馬格蘭攝

影社，要成為終身會員，其攝影主題的人文關懷深度、格局

思考廣度和獨創美學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既有終身會員之認

可，才能成為提名會員，經過四到六年的作品後續觀察，再

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會員票選同意才能成為終身會員，截至

2021年九月底止，在世的終身會員僅存42位，全亞洲至今只

出過兩位終身會員，唯一來自台灣的就是張乾琦。美國《時

代雜誌》、英國《泰晤士報》、法國《費加洛報》等世界重

要新聞媒體均刊過他的作品，並獲全球各大美術館及攝影節

爭相邀展和典藏，得過美國年度新聞攝影獎、荷蘭世界新聞

攝影日常生活類首獎、尤金史密斯人道攝影等獎項的肯定，

讓台灣觀點得以在世界頂尖舞台佔有一席之地。

出身貧困養成堅毅個性，高中初窺攝影奧妙

1961 年在台中烏日鄉的貧困村落出生，張乾琦是家中長

子兼長孫，底下有四個妹妹。由於父親胃出血的手術用掉家

中所有的積蓄，媽媽沒錢買菜是常有的事。「在我的記憶中，

父母就是一直在工作，不管再怎麼辛苦，為了養大五個孩子

拼命地工作。我六歲的時候家裏才有電，在台灣人口集中都

市的五零年代，我十歲時也搬到台中市區，家境都稱不上寬

裕。」張乾琦認為，正因經歷過年少時期的貧苦日子，所以

每次得在很差的物質條件下維持長期的拍攝工作時，也能甘

之如飴，父母努力生活的精神，則深深影響他「不管遇到再

多困難，都要堅持把事情做好。」

國中畢業首次考高中時不理想，張乾琦重考才考上豐原

高中，並開始對英語產生興趣，在導師的允可下，到學校英

語名師張修容的英語課旁聽，開啟更寬廣的視野，受惠於張

老師的鼓勵與引導，會主動去找課外的英語雜誌閱讀和收聽

英語廣播，考大學時更把英語相關科系列為最優先的志願。

豐原高中還是張乾琦初窺攝影奧妙的契機，某次跟著高二的

同班同學去學校暗房洗照片，「在紅色安全燈下，從水裡看

顯影劑在相片紙上移過來移過去，影像從無到有 ...... 感覺怎

麼會有這麼神奇的事？」就此對攝影產生高度的興趣，而當

年埋下的攝影種子，歷經多年長成參天大樹。

考進東吳英語系後，張乾琦大二跟表姊借兩萬元買單眼

相機，本想日後打工慢慢還，未料媽媽得知後很生氣地去銀

行提款要他立刻還錢給表姊，「她不喜歡欠別人錢。」儘管

挨了老媽一頓罵，張乾琦拿到生平第一台屬於自己的相機還

是寶貝到形影不離，務求對機器的每個零件和功能掌握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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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都能留下記憶」的地步。除了到圖書館翻遍跟攝影有關的

書，日常生活對攝影兩字特別敏感，「有次在中國時報標題

瞄到『攝』，連忙打開來看，才發現是講『攝護腺的預防與

治療』。」1985 年以報導攝影特色著稱的《人間》雜誌創刊，

也成為他汲取紀實攝影工作態度的養分。

退伍後回到系上當助教存了一年錢，在學姊介紹下，張

乾琦 1988 年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原是衝

著該校的多媒體教育學程而去，卻因為對攝影的濃厚興趣身

兼了三份學校的攝影工作，包括學校對外發行的報紙、年刊

與為全校服務的暗房，過起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攝影結合的

癡迷生活，也因此結識一群攝影同好。「看攝影集比較像在

仰望大師，但學校都是同輩，能邊喝啤酒邊自由自在地分享

對彼此作品的看法，包括直接提出批評。」

參加大師攝影工作坊拓展攝影生涯視野

畢業前張乾琦報名參加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為期五

天的攝影工作坊，由 12 位來自報紙和雜誌的資深攝影記者和

編輯擔綱講師，工作資歷加起來超過兩百年，講師們對成員

們每天交回來的作品一一指教，犀利程度宛如批鬥大會。透

過當地報社的介紹，張乾琦選定拍攝一個剛從日本移民到美

國的小家庭，完全聽不懂英語的十歲小女孩要怎麼適應新環

境，他細膩地捕捉小女孩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在學校的隔閡，與

因此展現的東西文化衝撞，以此系列贏得 1990 年美國年度大

專院校傑出攝影家首獎和到國家地理雜誌實習三個月的機會。

拍攝過程讓張乾琦首度深思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當

他從觀景窗發現自己的鏡頭對小女孩造成額外壓力時，他選擇

放下相機，等情況轉好再回來。「這影響我之後的攝影生涯，

同時期總有兩、三個主題在進行拍攝，當一個主題拍到需要留

給被拍攝者和自己空間，就先休息轉到另一個主題。」

在國家地理雜誌實習時，張乾琦有很多機會看到頂尖攝

影工作者的原作和拍照的過程。「當年一個報導故事平均要

用一千卷底片，沖洗成三萬六千張幻燈片，編輯要從中選出

十到十五張，我特別喜歡看印樣，可以觀察攝影師在現場是

怎麼移動和猜測他們是怎麼思考的，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其後張乾琦獲聘為西雅圖時報的攝影記者，期間自費參加他

最欣賞的攝影大師尤金．理查斯 (Eugene Richards) 指導的工

作坊，短短五天的課程卻受用一輩子。「以前就看過很多他

的作品，但在工作坊能聽到他本人講拍攝主題背後的故事，

包括怎麼構圖與他專注到只做自己覺得重要的事，可以感受

到他是用心和整個身體在拍攝，這對我影響很大。」張乾琦

對理察斯的作品著迷到半夜睡不著，便跑到教室把留在轉盤

上的幻燈片再放一遍，老師隔天得知後對小夥子的學習熱忱

忍不住嘴角上揚，聊天時特別講到自己看過眾多攝影主題，

卻沒看過拍得夠深入的唐人街，成為日後張乾琦以唐人街為

終身拍攝主題的契機。

1992 年張乾琦在以培植攝影新秀聞名的 Eddie Adams 工

作坊贏得首獎和五千美元，便跟報社申請留職停薪飛到紐約

住三個月，正式展開對唐人街的主題拍攝，但「新鮮感一過，

剩下的都是挫折。」當地居民對外人素有戒心，人生地不熟

的張乾琦不會講廣東話根本無法做進一步的溝通，封閉的社

區猶如層層包起的洋蔥，他連要從哪裡剝起都看不見下手處，

不少日子都只按了一兩張快門就拍不下去，極度沮喪時只能

在街道邊走動邊寫筆記。

與非法移工同住拍出唐人街內幕，促成美國勞動部調查

但張乾琦沒有放棄。1994 年轉到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

後，每兩個月他都會排年休日坐單趟就要五小時的巴士到紐

約，逐步牽起唐人街內部的線，過程中他也確認自己真正想

拍攝的是能長期經營的專題，而非報社攝影「今天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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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拍那個」的即時新聞型態，1995 年決心離職，從此成為

自由攝影工作者。1996 年在國家地理雜誌的支助和紐約社工

的介紹下，張乾琦在擠滿福州偷渡客的唐人街公寓租到了床

位，毫無隔音可言的薄板隔出 32 個小隔間，將近百人共用三

個洗手台，房東為規避消防法規不允許裝空調，偷渡客們只

有把防火逃生梯當通風的陽台用。

為了混熟到能讓對方接受拍攝且自己覺得拍得夠深入的

程度，張乾琦在1996、1998、1999年到該公寓居住總共14週，

從 92 年起算的所有焦慮和挫折終究轉化為破繭而出的力量，

讓他拍出了前所未有的唐人街內幕，僅著內褲的非法移工坐

在逃生梯吃飯對應著車水馬龍的紐約街頭畫面，成為標誌張

乾琦作品的代表作，也促成美國勞工部對唐人街勞工權益進

行關鍵的司法調查。至今他持續關注拍攝這些移工家庭的生

活變化將近三十年，包括多次到福州了解他們離鄉背井的經

過和被留在老家的父母孩子，及紀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結婚

生子到培育出第三代的歷程。

他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是以高雄龍發堂精神病患為

主角的《鍊》。以寺廟起家的龍發堂長期非法收容大量精神

病患，用堂主稱為「感情鍊」的鐵鍊把病況較輕與較重的病

患繫在一起，共同工作洗澡睡覺，認為如此能促進互相扶持

達到治療效果。張乾琦說，他從報導得知台灣還有這樣的地

方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從 1993 年起到 1999 年只要回台灣就

一定會去拜訪龍發堂，十幾趟的拜訪每次待幾天到幾個禮拜

不等，熟到對方願意讓他借住內部客房，「他們對外來報導

者戒心很重，雖然對我這個美國來的攝影記者似乎有不同的

期待，但仍會派員全程監視我，我只能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

拍攝，也不能直接跟病患談話。」

《鍊》喚醒台灣對精神病患權益的正視

頭幾年的拍攝張乾琦並不急於發表，那些養雞念經乃至

洗澡的生活照雖有可看之處，卻非他理想中述說龍發堂主題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英語：Magnum Photos，又名馬格蘭圖片社）是一家跨國攝影合作社，成立於 1947 年，最初是為了忠實呈現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影像紀實而組成，創辦者都是當時知名的新聞攝影師，如羅伯特·卡帕，亨利．布列松，喬治．羅傑 ，大衛·西蒙。

「馬格蘭」一詞是一種大瓶的香檳酒名，當時戰地記者常在生還之後，喝這種酒與朋友慶祝，羅伯特．卡帕以此酒為攝影社命名。

現今在紐約、巴黎和倫敦設有據點。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是第一個全由攝影師經營和管理的攝影經紀公司，該社讓攝影師擁有自己相片的版權，而非發行的雜誌或是媒體

擁有版權，此外，也直接提供攝影師需要的幫助。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旗下的攝影師和新聞攝影師，許多都已具有相當的世界知名度

和獨特的攝影語言，從廣泛的主題，如家庭、毒品、宗教、戰爭、歷史、犯罪、政府、慶典、藝術等，都有相當經典而且重要的紀

實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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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他想讓觀者能跟那些被感情鍊繫著的病患在視覺上

正面對決，歷經六年建立的關係，管理人員總算同意讓他每

組單獨正面拍攝。張乾琦不是第一個拍到龍發堂感情鍊畫面

的攝影師，卻是首位能將感情鍊作為系列主題，讓觀者必須

直視每對被鍊住的患者是何種表情、肢體語言展現的交互關

係，從而深思背後隱藏的問題。系列 1998 年在攝影家雜誌發

表後，引發的震撼與迴響促成政府重新檢視龍發堂的病患權

益，龍發堂隔年便把張乾琦列為拒絕往來戶。

2001 年張乾琦首次在台灣開個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

展出雖涵蓋美國唐人街、台灣婚紗攝影另類生態等主題，最

受矚目的還是《鍊》。張乾琦和長期合作的師傅試了好幾種

放大尺寸，最後決定將展出照片放大到跟真人尺寸一樣，「一

天只能做一張，頂多兩張，光是放大照片的步驟就花了兩個

月。」為了找出最適合的擺放方式和角度，張乾琦在佈展的

兩個月期間幾乎天天都到北美館展場走察，對牆面顏色和打

光角度斤斤計較。「我想把空間運用到極致，不想照片只是

掛在那邊，想要有某種穩定在牆面上的感覺，觀眾走到跟照

片有一定距離時會變成微微仰視。」之後《鍊》在巴西聖保

羅雙年展和新加坡展出時，考量展場空間和當地人種的平均

高度，他靠走察找出的理想高度分別是離地 52.5 公分和 47.5

公分，每組人像的順序也會依照空間作調整，《鍊》系列至

今在世界各地展出已超過二十次，每次布展方式都不同，卻

無一例外激發出高度震撼和人道思考。

完美主義性格打造攝影集夢幻逸品

張乾琦對於作品呈現的完美主義性格，在製作攝影集時

用吹毛求疵都不足以形容，自行作好幾種打樣來找出對的尺

寸和編排方式只是基本的，除了反覆跟設計師確認各種細節，

他每本攝影集都會到現場監印，他笑稱自己會先去找印刷廠

的開關，準備一看到不對就立刻關掉 ...... 例如為了 0.1 公分

的留白在印刷時容易出現誤差，已經進入試印階段的《鍊》

全部作廢重來，為把 0.1 公分改成 0.2 公分，他特地買了幾百

朵玫瑰去跟比利時籍的設計師道歉。「展覽總會謝幕，但攝

影書是會流傳的，我不想留下遺憾。」2002 年出版的《鍊》

以連頁設計，正面打開是 48 張人像串成的紙練，看似全黑的

背面則有一條以 95% 灰階呈現的細鍊隱喻世間的人際關係，

已絕版而成為攝影集收藏界的夢幻逸品。

至今出版的四本個人攝影專書中，2001 的《我願意》

和 2005 的《囍》都是結婚主題，張乾琦回憶，90 年代末期

他常被親朋好友委託拍婚禮，又看到台灣流行婚紗攝影的現

象，他很不願意照既定模式拍，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

結婚過程的不同面向，於是在《我願意》集結了諸如新娘和

新郎在禮車裡累到昏睡的黑色幽默。《囍》則源於他對 2003-

2004 年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人娶越南新娘的社會現象感到不可

思議，於是跟著仲介去越南六到七趟，捕捉到眾多越南新娘

的茫然，令人深思跨國婚姻淪為買賣的問題。「當地仲介婚

姻是一條龍作業，會發生什麼事宛如生產線一樣都可以預期，

上百個年輕女孩被台灣人用難聽的話品頭論足，五天內要把

所有證件辦好 ...... 我從中看到很多無奈。」

2015 出版的《時差》是以各國機場和酒店為主的照片，

呈現張乾琦多年來需到世界各地進行拍攝的空中飛人生活：

「飛機、床舖和閃爍的電視屏幕，給予了生活中唯一的連續，

而所能感受到的溫度，除了臨座乘客擦身即過的體溫外，只

剩下隔壁房間穿牆而過的聲響。」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當年

度特別推薦的攝影集之一。在兩個孩子出生前，張乾琦對攝

影的堅持是不把照片拍好就不回家，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直

在天空飛，2012 年有了第一個孩子後在奧地利的家就像條無

形的線，在特別重要的日子把他拉回，但主要生活型態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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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裡聚少離多。

2014 年他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環境音，剪成

自傳式紀錄短片《在路上》(On the Road)，內含他特地收集

來自 15 個國家的母親所哼唱的搖籃曲，當成是給兒女的禮

物。2019 年他整年搭的國際航班總數高達 70 趟，2020 年因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而銳減成全年只有七趟，能待在家中陪兒

女的時間大幅增加，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幾乎不會帶相機，

也讓他有感而發用英文寫下父親的心聲：「I used to think that 

I am nothing without photography. Until I had kids and realized 

that without love, I am less than nothing. （過去我總認為，沒有

攝影，我根本一無是處。直到有孩子後才了解，若沒有愛，

我會比一無是處還要虛無。）」

冒著入獄風險拍攝脫北者的五千公里大逃亡

在張乾琦攝影生涯中難度特別高的主題，是 2007 年接

受國家地理雜誌委託拍攝逃離北韓的人，儘管「不一定拍得

成、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萬一被抓到就可能被關到監獄」，

但在對北韓獨特性有難以言述的感受下，張乾琦還是抱著興

奮的心情承諾接案。為了避人耳目，他必須從中國南方繞道

前往中國東北的北韓邊界與脫北者會合，再花九週時間與他

們共同展開長達五千公里的逃亡，從中國東北到雲南、寮國，

最後逃至脫北者只要自首服完非法入境徒刑後就能被遣送到

南韓的泰國 ...... 張乾琦描述，逃亡期間要換乘各種交通工具，

包括麵包車和船，因彼此語言不通只能用眼睛溝通，跟仲介

聯絡只能透過手機簡訊，照片慢慢累積後就更擔心被捕，「一

旦被抓到，怕沿路國家的當局就能根據這些照片去回溯，讓

整個逃亡路線曝光，構圖要能成立又不能透露身分和太清楚

的地點，真的很難！」儘管風聲鶴唳處處受限，最後仍有驚

無險完成拍攝，而他們是負責牽線的仲介經手的第 50 趟生

意，仲介在第 51 趟就被抓了。

2009 年在美國維吉尼亞攝影展的邀請下，張乾琦嘗試將

此系列加上聲音製作成多媒體短片「逃離北韓 (Escape from 

North Korea)」，為此特別自費到中國北京和韓國首爾錄製他

想要的現場聲音，補拍他覺得能讓作品更豐富的訪問與畫面，

透過暗夜狗吠聲、脫北者獨白、手機訊息音、樹林風聲、北

京車站的廣播與牧師帶著脫北者禱告等音景設計，讓原本靜

止的照片更有臨場感和流動的時間感，在跟牧師一起說完阿

門後，全家皆已逃離北韓的女孩面對鏡頭張開了眼睛，是全

片唯一使用的動態影像，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這種結合聲

音、動態與靜態影像的多媒體形式，也成為張乾琦後期創作

的一大特色。

纖細又嚴謹的當代影像藝術家

「複多與張力：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的作者臺北教育

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林志明 2000 年剛從法國回台灣

時，為＜文化研究＞期刊和交大教授劉紀蕙共同專訪張乾琦，

觀察他的創作生涯超過二十年，林志明評價張乾琦這些年來

累積的影像創作探索和耕耘，早已超越優秀攝影家的範疇，

稱他是台灣重要的「當代影像藝術家」也實至名歸。

林志明指出，從張乾琦早期的作品《我願意》《鍊》和

唐人街系列即可看出，他對於攝影「觀看」和「被觀看」權

力角度的思考著墨甚深，除了謹守報導攝影「對同一主題長

期蹲點觀察、不是單方恣意獵取影像而是跟被拍攝者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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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攝影社』的唯一台灣會員，近年來也擔綱培育後進的幹部

角色，對於挖掘攝影更多元獨特的視野有相當大的貢獻。」

開設攝影工作坊激發年輕人的潛力

當年受惠於大師攝影工作坊指導的張乾琦，從 2007 年起

開始主持個人攝影工作坊，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後輩，「攝影

不能教但可以學，學員有強烈自主學習的意願才是更重要的，

我只是盡量提供方法激發出他們的可能性，看到對的時候推一

把，必要的時候提醒他們別一直埋頭苦幹，偶爾要抬頭確認自

己進行的方向是不是正確的，讓更好的部分能凸顯出來。」張

乾琦建議年輕人要勇於多方嘗試，沒做好、犯錯都是必經的過

程，「但要努力讓錯誤慢慢減少，不然就會留下後悔了。」

2012 年張乾琦在光鹽紀實工房執行長蕭嘉慶的邀請下首

次回台開課，透過事前繳交作品和拍攝計畫的報名機制精選

出 12 名學員，名列其中之一的鏡週刊技術長簡信昌回憶，張

老師的工作坊不是單純講攝影這件事，而是以攝影為創作概念

時需要做哪些思考，「他不會告訴你構圖光線要怎麼拍，而是

要用照片講一件事情的時候它會長什麼樣子，帶給觀看者的感

受會是甚麼，脈絡越來越清楚後，你就會有意識地去釐清自己

在拍的東西。張老師說過『創作最困難的是誠實』，創作必須

誠實地面對自己，當我對創作有比較多思考時，就能看出有些

創作是為了市場，作品就沒有那麼純粹。他讓我深刻理解要怎

麼讓自己的作品講話，作展覽不是把東西作完放上去就好，你

要清楚這個創作本身到底要講什麼，怎樣的媒材要用怎樣的形

式，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媒材和展現形式都應該配合作品。」

簡信昌透過工作坊將先前拍攝的《機車台北》主題延伸得更完

善，贏得 2012 年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類榮譽獎。

對今年滿六十歲的張乾琦而言，攝影不是工作而是生

活，「從來沒有考慮過退休。」從 1992 年起拍攝的紐約唐人

街移工家庭是他想花一輩子經營的主題，也沒有拍完的時候。

至今他跟大約二十個移工家庭保持朋友關係的長期聯繫，在

觀光客只能看表象熱鬧的街道上，他走在其中偶爾就會遇到

認識的居民上前打招呼閒話家常。儘管早已熟門熟路，張乾

琦每次走進唐人街，仍感覺得到心裡有隻蝴蝶在上下翻飛，

如同他在 2017 年馬格蘭與日本富士軟片公司合作《HOME》

主題計畫介紹短片所言：「實際上一直會很緊張，我認為這

很好，如果來拍攝時心情太興奮或太舒服，反而不是一個好

兆頭。我不想重複自己，不想拍攝已拍攝過的照片，那有甚

麼意義？我要繼續挑戰自己。」

由馬格蘭攝影師互挑代表作而集結成「馬格蘭眼中的馬

格蘭」一書中，負責挑選張乾琦作品的布魯斯大衛森 (Bruce 

Davidson) 如此註解：「張乾琦的內心之眼超越了現今媒體的

約束，我們不會在他的作品看到輕薄短小、速食式的影像，

他選擇常被人忽略的細膩、困難的主題，用具有熱情、穿透

力與深刻的眼光來呈現。可以確定的是，他有值得我們所有

人學習的地方。」

任關係後才按下快門」的人道傳統，對於攝影的每個層面要

求也都很高，包括如何用多張照片構築一個主題、如何讓構

圖包容多層次的圖像意義，乃至以展覽或攝影書等不同媒介

呈現時，要如何善用布置安排、整個空間和聲音讓攝影圖像

達到最佳效果。

2001 年林志明親眼目睹張乾琦對首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開個展所要求的種種細節，包括牆壁應該用什麼顏色、照片尺

寸和懸掛高度要讓觀者是以剛剛好的角度些微仰視等，可以看

出他對於整個空間的感知和理解非常敏感又深入。「張乾琦

是個既纖細又嚴謹的藝術家，他的要求很高，也因此達到了很

高的境界。他的作品對拍攝主題有各方面的反省性，包括對

攝影藝術本質的反省。而他不只是全球最高報導攝影組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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