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渡大西洋」拼貼
曼．雷 ( 1890-1976，美國籍 )
1921 年
銀鹽相紙 ( 藝術家用鉛筆親筆在背
面寫下日期和作品名稱；出版註記
為另一人所寫 )，21.8 × 16.2 公分
私人收藏

Trans-Atlantique Collage
Man Ray (American, 1890–1976)
1921
Gelatin silver print (Date and title 
inscribed in pencil on verso in the 
artist’s hand; publishing notations 
in another hand), 21.8 × 16.2 cm
Private collection

英國皇家航空雙翼機自巴勒斯
坦沙漠起飛的鳥瞰圖
攝影師不明

約 1917 年

銀鹽相紙，15.2 × 8.3 公分

私人收藏

Aerial view of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aircraft taking off 
in the deserts of Palestine
Unidentified photographer
c.1917
Gelatin silver print, 15.2 × 8.3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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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之戀》電影片段
亞倫．雷奈 ( 1922-2014，法國籍 )

1959 年

電影畫面

私人收藏

Hiroshima Mon Amour 
(excerpt)
Alain Resnais (French, 1922-2014)
1959
Film excerpt
Private collection

 「亞利桑那風景，1943」和「亞
利桑那風景，1945」，收錄於《光
圈》雜誌，第十冊，第四期
弗雷德里克．薩默 (1905-1999，巴

西籍，生於義大利 )

1962 年

雜誌內頁，40.97 × 23.5 公分

私人收藏

'Arizona Landscape 1943' and 
'Arizona Landscape 1945,' 
Aperture, vol. 10, no. 4
Frederick Sommer (Brazilian, born 
in Italy, 1905-1999)
1962
Page spread from magazine, 40.97 
× 23.5 cm
Private collection

位於韋茲萊的喬治．巴塔耶墳墓
德麗莎．澤倫科娃 ( 1985 年生，捷

克籍 )

2012 年

銀鹽相紙，23 × 29 公分

藝術家自藏

Georges Bataille's Grave, 
Vézelay
Tereza Zelenkova (Czech, b. 1985)
2012
Gelatin silver print, 23 × 29 cm 
Courtesy of the artist

第十四號版，水楊醇，選自
 《裝飾性顯微攝影》，Draeger 
Frères 出版
蘿拉．阿爾賓．奇尤 ( 1879-1962，
法國籍 )
1931 年
金屬紙張凹版印刷，27.4 x 21.5 公分
私人收藏

Plate XIV, Saligenin, from 
Micrographie Décorative, 
Draeger Frères
Laura Albin-Guillot (French, 1879-
1962)
1931
Photogravure on metallic paper, 
27.4 × 21.5 cm
Private collection

第二號版，巴西木素，選自
 《裝飾性顯微攝影》，Draeger 
Frères 出版
蘿拉．阿爾賓．奇尤 ( 1879-1962，
法國籍 )
1931 年
金屬紙張凹版印刷，27.4 x 21.5 公分
私人收藏

Plate II, Brazilin, from  
Micrographie Décorative, 
Draeger Frères
Laura Albin-Guillot (French, 1879-
1962)
1931
Photogravure on metallic paper, 
27.4 x 21.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攝影師不明

1960 年

銀鹽相紙，25 × 20 公分

私人收藏

Hiroshima Museum
Unidentified photographer
1960
Gelatin silver print, 25 × 2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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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沙塵暴明信片
攝影師不明
1935-1937 年
明信片，每件 10 × 15 公分
私人收藏

Postcards of American 
Dust Storms
Unidentified photographers
1935-1937
Postcards, 10 × 15 cm each
Private collection

從洞穴之牆到廠房之牆，收錄於
 《彌諾陶洛斯》第三、第四期
布拉塞 ( 1899-1984，法國籍，生
於匈牙利 )
1933 年
雜誌內頁，30.96 × 49.35 公分
私人收藏

'Du mur des cavernes au mur 
d'usine' [From the Wall of the 
Cave to the Wall of the Facto-
ry], Minotaure, no. 3-4
Brassaï (French, born in Hungary, 
1899-1984)
1933
Page spread from magazine,
30.96 × 49.3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在平滑的表面塗上粉末使潛藏
的指紋顯現
攝影師不明
1923 年
銀鹽相紙，25 × 20 公分
私人收藏

Dusting a smooth surface 
in order to bring out a latent 
fingerprint
Unidentified photographer
1923
Gelatin silver print, 25 × 20 cm
Private collection

男子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長椅
小睡，河的對岸是工業展覽館，
位於炸彈爆炸處正下方
攝影師不明
1959 年
銀鹽相紙，20 × 25 公分
私人收藏

A man takes a nap on a bench 
in Peace Park Hiroshima, 
while across the river stand 
the ruins of 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Gallery which 
stood immediately beneath 
the explosion point of the 
bomb
Unidentified photographer
1959
Gelatin silver print, 20 × 2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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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雜誌封面，馬歇爾．
杜象的〈大玻璃〉
埃爾溫．布盧曼菲爾德 (1897-
1969，美國籍，出生於德國 )
1945 年
雜誌，30.96 × 23.98 公分
私人收藏

Cover of Vogue featuring 
Marcel Duchamp's Large 
Glass
Erwin Blumenfeld (American, born 
in Germany, 1897-1969)
1945
Page spread from magazine, 
30.96 × 23.98 cm
Private collection

紐約現代美術館「訊息」展覽
專輯封面及內頁
1970 年
出版品，40.64 × 27.94 公分
私人收藏

Cover and spread 
from Information exhibition 
catalogu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1970
Publication, 40.64 × 27.94 cm
Private collection

 《馬歇爾．杜象》書本內頁
Trianon Press 出版，倫敦，
1959
羅伯特．利貝爾 (1901-1986，法
國籍 )
1959 年
書籍，31.45 × 50.17 公分
私人收藏

Page spreads from Sur 
Marcel Duchamp, Trianon 
Press, London, 1959
Robert Lebel (French, 1901-1986)
1959
Book publication, 31.45 × 50.17 cm
Private collection

 〈狂喜的國旗〉，收錄於《獻給
畫家的詩作》
查爾斯．亨利．福特 (1908-2002，
美國籍 )
1945 年
出版品 ( 詩選 )，30.48 × 48.59 公分
私人收藏

"Flag of Ecstasy" in Poems 
for Painters
Charles Henri Ford (American, 
1908-2002)
1945
Publication (poetry anthology), 
30.48 × 48.59 cm 
Private collection

 《文學》第五期 (系列二)，
1922 年 10 月
路易・阿拉貢(1897-1982， 法國籍)

安德烈．布勒東 (1896-1966，法

國籍 )

菲利普．蘇波 (1897-1960，法國籍 )
1922 年
雜誌內頁，24.77 × 35.89 公分
私人收藏

Page from Littérature, no. 
5 (second series), October 
1922
Louis Aragon (French, 1897-1982)
André Breton (French, 1896-1966)
Philippe Soupault (French, 1897-
1990)
1922
Facsimile of magazine, 24.77 × 
35.89 cm
Private collection

 〈狂喜的國旗 ( 致馬歇爾．杜象 )〉
 《觀點》第五冊，第一期，1945
年 3 月
查爾斯．亨利．福特 (1908-2002，
美國籍 )
1945 年
出版品 ( 詩選 )，30.48 × 48.59 公分
私人收藏

"Flag of Ecstasy (for Marcel 
Duchamp)," View, vol. 5, no. 
1, March 1945
Charles Henri Ford (American, 
1908-2002)
1945
Publication (poetry anthology), 
30.48 × 48.59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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