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 案 報 告 書

HOME TO  ALL

2020.07.0
8

 

禾
磊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貳    社宅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體規劃與論述

參   社宅基地公共藝術前導計畫

肆   後續公共藝術執行策略與方案建議

伍   結算明細表

陸   附件

目錄
CONTENTS

02

05

05

33

24

33

42

69

69

71
74

74

76

78

78

80

103

壹    計畫過程紀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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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誌與線上文章

三、田野調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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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紀事表
日期 辦理事項 / 會議 / 公告 說明 備註 / 收發文號

107/11/14 評選委員會議 評選委員會結果 : 禾磊藝術評選第一名 北市都設字 第 10760572231 號 

107/11/28 議價 ( 約 ) 決標會議 禾磊藝術有限公司決標簽約 北市都祕字 第 1076065118 號

107/12/28 檢送第一階段計畫書 檢送第一階段工作計劃書 107 磊字第 1228 號

108/01/14 第一階段計畫書通過 第一階段工作計畫書 經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審核通過 北市都設字 第 1076070740 號

108/02/26 檢送第二階段計畫書 檢送第二階段工作計劃書 108 磊字第 0226 號

108/04/03 檢送第二階段計畫書補件
依 108 年 3 月 13 日北市都設字第 1083015714 號函
辦理，檢送第二階段修正計畫書 5 份、「社宅公共藝
術總體規劃與論述手冊」10 份及電子檔

108 磊字第 0403 號

108/04/19 第二階段計畫書審查會議
第二階段工作項目 ( 社宅公共藝術總體規劃 ) 修正後
通過，依結論及委員意見補充資料與修正，並於收受
會議記錄之 30 日內檢送修正後報告書及光碟備查

北市都設字 第 1083036419 號

108/05/08 檢送第二階段修正計畫書
檢送修正後報告書 10 份及臺北社宅公共藝術規劃手
冊 10 份及電子檔 1 份

108 磊字第 0508 號

108/05/20 第二階段計畫書與論述手冊審核通過
第二階段工作計畫書及論述手冊經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審核通過

北市都設字 第 10830419 58 號

108//07/24 檢送公共藝術基地前導計畫資料 檢送第三階段公共藝術基地前導計畫活動相關資料 108 磊字第 0724 號

108/08/08
辦理前導計畫活動
20 X 20 - 社宅公共藝術的 N+1 種想像

辦理第三階段公共藝術基地前導計畫第一場活動 -20 X 
20 - 社宅公共藝術的 N+1 種想像

108/08/21
辦理前導計畫活動 - 社宅公共藝術咖啡
桌

辦理第三階段公共藝術基地前導計畫第二場活動 - 社
宅公共藝術咖啡桌

108/08/25 辦理前導計畫活動 - 藝術與空間的碰撞
辦理第三階段公共藝術基地前導計畫第三場活動 - 藝
術與空間的碰撞

108/08/26 檢送衍生性商品設計提案
檢送「FLOAT 漂浮珍奶杯」之環保杯與 LOGO 設計提
案

 108 磊字第 0826 號

108/09/11 衍生性商品及 LOGO 設計」技術會報 　
依會議結論修正後，再檢送修正衍生性商品及 LOGO
設計

北市都設字 第 1083087025 號 

108/10/01
檢送第三階段計畫書及「公共藝術前導
計畫」活動之文字紀錄

檢送第三階段工作計劃書 ( 含修正衍生性商品等相關
設計 ) 及 108 年 8 月 8 日、21 日、25 日「公共藝術
前導計畫」活動之文字紀錄

108 磊字第 1001_1 號

 日期 辦理事項 / 會議 / 公告 說明 備註 / 收發文號

108/10/21 第三階段計畫書同意備查
第三階段計畫報告書經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同意備
查

北市都設字 第 1083092739 號 

108/10/29 檢送檢生性商品打樣
依 108 年 10 月 21 日北市都設字第 1083092739
號函辦理，提交第三階段之衍生性商品打樣

108 磊字第 1029 號

109/01/02
檢送公共藝術季相關活動企劃
書

檢送第四階段公共藝術季環保杯及環保袋活動企
劃書

108 磊字第 0102 號

109/01/14
環保杯及環保袋推廣企劃經臺
北市都市發展局核允

第四階段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實驗展環保杯
及環保袋推廣活動經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核允

109 年 01 月 14 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電子信件

109/02/25
檢送公共藝術季活動執行企劃
書

檢送第四階段公共藝術季執行企劃書 109 磊字第 0225 號

109/03/12
檢送公共藝術季活動執行變更
企劃書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檢送第四階段公共藝術季執
行變更企劃書

109 磊字第 0312 號

109/03/27
第四階段公共藝術季活動執行
變更會議

同意第四階段工作項目變更為線上展覽，並請補
充預算項目變更對照說明。

北市都設字 第 1093034310 號、北市
都設字 第 1093035983 號

109/03/30 衍生商品環保杯驗收會議 點驗衍生商品環保杯數量與形式 北市都設字 第 1093035608 號

109/04/06
檢送公共藝術季活動修正計畫
內容

檢送公共藝術季活動 109 年 3 月 27 日研商會議
結論修正計畫內容，修正計畫大綱與預算表

因應武漢疫情，採用電子郵件作為正
式檢送文。
禾磊 109 年 04 月 06 日電子郵件

109/04/13
檢第四階段與第五階段期程規
劃變更

因取消辦理「臺北市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實驗展」
之實體展覽，變更契約內容第四與第五階段期程
規劃

禾磊 109 年 04 月 13 日電子郵件

109/04/17 衍生商品刺繡徽章驗收會議 點驗衍生商品刺繡徽章數量、顏色及形式 北市都設字 第 1093044647 號

109/04/22
「臺北市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實
驗展」線上展覽開始

第四階段公共藝術季活動之
「臺北市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實驗展」線上展覽
自 109 年 4 月 22 日至 109 年 5 月 13 日展出

 

109/05/27
檢送活動剩餘之環保杯及刺繡
徽章

檢送「臺北市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實驗展」線上展
覽活動剩餘之環保杯及刺繡徽章

109 磊字第 0527 號

109/06/11 檢送成果作品集 為第四階段檢送成果作品集 109 磊字第 0611_2 號

109/07/07 檢送修正版成果專刊
依北市都設字第 1093057673 號檢送修正成果作
品集

109 磊字第 0707_1 號

109/07/09 檢送結案報告書 為第五階段檢送結案報告書 109 磊字第 0709 號

     備註： 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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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總 體 規 劃 與 論 述

貳    社宅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
體規劃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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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住宅保障青年與弱勢的居住權
居住是人民的基本人權，應受國家法律保障，因此中華民國設有住宅法，保障人們安居樂業，每個人都需要家，而國家有義務協助人民逐步實現這個
理想。但是數十年來房價飆漲的趨勢，使得城市居民無力購屋，居住生活在城市的痛苦指數飆高，尤其青年與社會弱勢族群更難以立足都市。據調查，
因高房價趨使青年遷至新北或桃園，臺北人口外移，青年族群願意成家生養小孩的意願降低，2017 年，臺北市戶籍人口減少 12447，這對臺北市而言
無疑是一個警訊。

一個都市文明的持續繁榮，有賴於其開放性與多元多樣性，能持續帶來活力，因此，臺北市政府近年來提出社會住宅的政策，由市政府興建集合式住宅，
採取「只租不賣」模式，以低於市場租金的價格，給所得較低者、無房產的青年，或各種特殊弱勢家庭，並且輔以各種配套措施。社會住宅也成為近年來
各大城市的重要政策。政府興建社會住宅，對於臺北來說，不僅僅是都市設計或公共工程的建設，他是一個新的都市文化運動，需要打破許多過去的限制，
更需要改變臺灣民眾對於家與房產私有家族繼承，這兩個的價值與概念彼此之間根深蒂固的連結。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市民生活文化和共享共好的價值。

社宅政策，為臺北市留住青年人才、支撐社福體系、實現居住正義與更長遠的社會階層流動理想；也帶來新的公共設施、公共空間、社會照護場所與
市民共享，實質提升在地居民生活、休憩、工作的環境品質，補充在地所需的軟硬體公共服務。

社宅入住戶組成，來自社會不同階層混居共生，容納 30% 基地附近里民，未來將連結周邊鄰里形成共同的社區生活圈，因此社宅的價值意義將不再只
是建築本身，而是其所維繫的社會網絡有望成為新的都會群體，成為城市新文化運動的觸發點，為社會帶來重要的轉變。

在已經高度稠密以及群山環繞難有新腹地的臺北盆地中，都市土地寸土寸金，開發幾近飽和，面對全球性的經濟和高房價市場現況，政府從政策面介
入房產自由市場，面對各種紛歧的市民意見以及複雜的社區需求，整合凝聚有極高難度。雖然國外各大城市的社會福利以及社宅政策已累積許多成功
案例與經驗，對於我們的城市與普遍潛藏的價值觀，仍然是一種新形態的社會變革，因此，公共藝術也必須跳脫過去的架構與思維，與時並進，這也
是各類創作者與公共藝術策展需要思考的問題。

(2) 社宅公共藝術主題與核心價值
臺北市，是一個由外來移民所組成的都會，經濟快速發展，城市持續擴張，建物高度與密度也不斷升高，人口由臺灣其他各地鄉鎮不斷遷入，群居在
此以尋求更好的工作與發展機會。人口構成，除了清領時期到日劇時期漸次在此定居的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戰後又加入隨蔣介石政權遷台
的南腔北調各省人士。近年來，也有不少從臺灣境外遷入來工作或結婚的外配外勞，使臺灣住民種類以及文化更添多元性。

目前 266.9 萬的人口，聚居在 271.8 平方公里的盆地之內，其間有河流山嶺，有鬧市社區，每日熙熙攘攘的在此勤奮工作生活，文化雜揉，需求不一，
環境承載力的危機也開始浮現，不僅是建築，公共藝術也必須一起面對二十一世紀最嚴酷的環境考驗。

在城市落腳定居，成家立業，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事，而能讓眾多人發展出對於城市共同情感與認同，並能夠有意願給與回饋努力共同將環境打造得
更好，更不容易。經過幾個世代的累積，現在，大家對於臺北作為家園的感情與認同，也不同於以往了。1980 年時，音樂人羅大佑的“鹿港小鎮”，
書寫青年對於農村家鄉古鎭純樸逐漸喪失的落寞與憤怒，歌詞裡的臺北，不是家的依歸，而是喧囂塵俗霓虹的結合。到了 1990 年，林強創作“向前走”，
創意青年對於臺北的嚮往，展現一種強烈在地文化認同的積極動力。在 2017 年的今日，臺灣也已走過經濟暴漲錢淹腳目的年代，不管是好時光還是黑
暗時代，臺北城與臺北人必須調整自我，才得以繼續作為眾人的家，讓世居家族，青創青年，銀髮族與幼兒，以及新加入的外籍族群，都能以臺北為
家安居生養。而我們也必須改變消耗資源侵害自然的方式，讓臺北再度成為與其他自然生物共存共榮的家。

臺北本身即為高密度及充滿異質性的城市，社會住宅更是將異質性濃縮，雖然乍看有著普遍性、去標籤化，然而卻容易忽略其中的差異性，包含不同
的職業類別趨向、不同的年齡層與年收入，不同區域的社宅又有各自地域性的樣態，加上入住戶短期居住，社會住宅可以說是一個流動性的混居且內
在快速變動的有機體。

社宅政策，為臺北市留住青年人才、支撐社福體系、實現居住正義與更長遠的社會階層流動理想；社宅的興設，第 1 階段 4 年 2 萬戶，本案所屬 35 處
基地已遍佈全市，將帶來新的公共設施、公共空間、社會照護場所與市民共享，實質提升在地居民生活、休憩、工作的環境品質，補充在地所需的軟
硬體公共服務；社宅入住戶組成，來自社會不同階層混居共生，也容納 30% 基地附近里民具有地域性，未來將連結周邊鄰里形成共同的社區生活圈，
因此社宅的價值意義將不再只是建築本身，而是其所維繫的社會網絡有望成為新的都會群體，成為城市新文化運動的觸發點，為社會帶來重要的轉變。

社宅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的論述，預示著一種為公眾，以公眾為本的思考基礎的美學介入，一般而言，藝術被視為具有高度精神感染力，能激起美感的體驗的創造性
作為。雖則當代藝術具有前衛與批判的本質，公共藝術，則是一種入世的藝術，需要成熟的態度與清晰的視點，真誠審視現況，而能夠借著當代藝術

的批判與辯證性，在都會與社區的公共領域，找到創造性以發掘生活常新之道。

當代藝術思維，創作不受物件與形式的束縛，轉而關注創造關係與脈絡的趨勢，法國策展人與藝評家尼可拉．布希歐 (Nicolas Bourriaud, 1965-) 於
1998 年的著作《關係的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 中闡述：「關係美學」是一種以製造、推動人與人關係的藝術創作為基礎的美學理論，參與者
也納入藝術作品中，藝術作為一個開放的介面提供溝通、交流的觸媒，唯有建立起實質的互動，創作才算完整，因此，「關係美學」作為臺北社宅公
共藝術的論述基礎之一，有助於思考不同個體、群體乃至於整個社會之間的交流及關係。

除了人與人、人與事件的關係外，在都會以及社區的架構下談公共藝術，傳統上會聚焦在空間的硬體物理條件上談公共藝術與空間的配合，但是當代
的公共藝術，除了符合前述基本條件，應該超越其上，從更大的環境議題來看待，去思考人與建築與都市或自然環境的關聯，這和二十世紀所發軔的
環境藝術或者地景藝術有所不同，也將需要注入新時代的創新詮釋和關注，環境倫理學者羅爾斯頓 (Holmes Rolston III) 提出當人類談及環境時，不能
純粹從利益、掠奪的角度出發，思索如何利用環境而應該從尊重及義務的角度，思考整體生態的平衡和諧共處。

「民眾參與」是公共藝術不可忽視的重要本質，其中的民主價值，透過作品與社群溝通對話的公共藝術策展方式，也呼應社造精神，重視個體自主參與、
培養公民意識、凝聚社區社會共同體，在生活中體悟與實踐。

社宅與周邊街廓形成的社區生活圈，即是公共藝術主要發生的公共場域，社宅建築師、社宅入住戶、進駐 NPO 組織與商家、管理單位、周邊社區居民
與藝術家，都將是公共藝術發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者；藝術家不是主導者，而是身處其中的創作夥伴，藉由公共藝術作品，開啟生活圈裡人與人不
同身分者的對話分享、互動交流，相互學習。

在這個階段提出 HOME to All 的論述主題，Home 原本是私人的空間，然而社宅既是家又具有公共性，這其中存在著矛盾性，勢必要給予家一個新的
概念，對所有人張開懷抱。而 All 是個別的住戶聚集而成的一處社宅居民，是社宅周邊的住戶、商家，乃至於三十五處社宅的串聯，更是數年後住戶更
替後替臺北注入新的一股流動力量而影響到的全臺北市民。

在以上主題以及論述概念的陳述下，歸納整理出五項核心價值的原則：

有機的彈性與模式
都會具有有機的性質，經常處於流動變遷的狀態。真實的生活場景，是過去的時空和社會人事所織就的複雜網絡，我們期待公共藝術提供對應真實環
境課題的創造力。這個歷程和藝術行動的內容，常常必須以有機模式應對複雜環境，而藝術行動也會隨著環境與情勢的變遷，成長與代謝。

公共藝術經過嚴謹的程序而產生，易被公務機關的規定所束縛，或被合議制的妥協沖淡其原創活力。我們需要在既定的採購程序中，創造彈性空間、找尋
更多挑戰的可能。畢竟社宅公共藝術所面臨的都市社會改革，在臺北市的發展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新契機。跟過去面臨的校園、醫院、文化園區、廣場
都不一樣，這樣的民眾聚集與生活模式完全不同，只租不賣、三年輪替一次。在這種條件下該如何凝聚對家園的凝聚力和想像、與週遭居民共同營造更好
的都市認同感？是很不同的挑戰，面對這種城市需求的群眾心理狀態，需要更有機、更彈性的作法，必須打破過去做完當作財產物件驗收的狀態。臺北本
身即為高密度及充滿異質性的城市，社會住宅更是將異質性濃縮，雖然乍看有著普遍性、去標籤化，然而卻容易忽略其中的差異性，包含不同的職業類別
趨向、不同的年齡層與年收入，不同區域的社宅又有各自地域性的樣態，加上入住戶短期居住，社會住宅可以說是一個流動性的混居且內在快速變動的有

機體。

知識建構與社會網絡分享
當代社會的公共性，在資訊通訊的新時代，不一定僅有一種傳統街區的空間想象，而在於區域性以及強烈虛擬空間的部落連結，在流動性遊牧式的實
體空間以外，網路世界的社群，兩者都是公共藝術建構其公共性的重要介面。在這多重層次與多重節點的界面裡，公共藝術的概念，得以使知識資訊，
與感性的創造交互同行。知識的獲得以及梳理，分享與傳遞，是公共藝術創造行為的重要支柱。 

公共藝術的公共性並不侷限於某種固定空間或建築形態裡才能落實，現代社會的群眾意見在網絡、社群中凝聚流動非常快速。大量知識和訊息在網路
上竄流，如何發揮正向能量有組織有智慧的把意見凝聚和分享，讓這樣的知識網絡建構，回饋到社宅居民身上，這也可能是公共藝術可以想像的挑戰。

為他人服務的價值核心
公共藝術，必須是為他人而作，從起心動念到身體力行，都是這個價值核心。公共藝術作者以創意為媒介，身處一種中介的身份，不僅在他人的空間
領域裡創作，觸及眾人生命核心的生存與家園意識，是以創作，一方面必須出自于藝術家的自我核心，面對眾人共同生活的場域，以專長付出和發揮。
是給予，禮贈，也是服務。

現代藝術非常重要的核心是自我批判與原創性，藝術家的創作核心大多是以自我為核心，作為公民的藝術參與與社會議題的推進，這樣的藝術它的價
值核心是為公眾服務。是「公共」還是「公眾」，是「大家一起做」還是「為大家而做」，定義可能非常多重，我們從這之中，梳理出各種不同需求
及定義，理出各類行動方向。

從我到我們 從微觀到巨觀 
創作的獨特性從個人出發，其真實，是對我們自身與處境正面的深切凝視。藝術家的視點與特殊感受力，對於城市家園的現況回應，也表現巨大社會
結構的現況與一環。即使是從個人立場出發，但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回應，與眾人處境切身相關，期待在公共的平台上，獲得共鳴，便形成革新的能量。
藝術家的創作能量從個人的觀照回應到大社會的脈動，期許創作的獨特思考性可以映照社會的處境，在這個公共平台上求取最大的共鳴與能量。

( 一 ) 社宅公共藝術總體論述與案例分析

1、總體論述



7

(3) 都市設計和城市文化新運動
N+1 種公共藝術想像
社宅本身的設計與建設，有其都市設計的 Guide Line，論述背景
與執行策略，公共藝術必須和都市與建築的原則一起共同面對這
些重要課題，更進一步，善加發揮藝術的創造性，耕耘更細膩或
者更獨特的對話關係，在各個不同層次的都市公共空間或節點，
擬定俱有適當空間層次感的藝術設置策略。主辦單位之理念期待
公共藝術能夠具有故事性、互動性，能夠促進地域再生與社區凝
聚，以及更多想像空間，但是，同時需要保持和諧與都市景觀與
機能的和諧，因此，百家爭鳴各類創作樣態蓬勃的今日，各種想
像的發揮，以及想像的落地實現，需要透過都市層級的整合，這
是本計畫的重要課題之一。
臺北社宅屬於都會集合住宅，完備的居住機能，除了居住單元以
及基礎設施以外，公共空間的設計，以及公共設施，具有一定的
通則，以及適應不同社區或社群的個別需求而調整。公共藝術可
以就這個基礎，去規劃創作的基礎：

社宅建築本身的設計，大都兼具開放空間的留設，社會住宅基地的建蔽率都不會超過 50%，目的就在於在地面層留設更多的開放空間供社區居民使用。
帶狀式開放空間，讓居民在擁擠的都市環境中能夠享有綠色的生活空間。屋頂城市農園的規劃，兼具生態社區景觀規劃及綠建築再生能源之構想，希
望能夠促進社區居民農作、融居及交流的機會。這些都市公共空間，需要公共藝術和諧融合的整體表現，也依靠公共藝術彰顯獨特的社區生活圈。

在營造友善社區生活圈的前提下，如果基地臨近的公共空間條件以及預算條件允許，例如公園公共藝術可以跳脫基地限制，擴大設置範圍，連結基地
內公共空間及基地鄰近公園公共空間。

社宅的公共服務空間，在地上一、二層樓，甚至三、四層樓都必須劃設為公益設施，提供社福醫療、長照設施、托嬰日照中心等，除此之外還有社區
公共保母、身心障礙服務站、清潔隊或消防局辦公室、店鋪、烹飪教室等設施，希望能照顧到各族群的需求，並建立暢通的鄰里交流管道。換言之，
社會住宅不只是提供入住者的居住空間，同時它也具有公共設施的功能，創造更大範圍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藝術的軟體和硬體，也可以充分的和
這些公益設施結合。架構開放式的平台，容納居民和民眾共享共治的生活開展。

根據 2015 年的《臺北市社會住宅推動策略執行計畫》，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出租的對象有 30% 是經濟社會弱勢家戶，60% 是青年與一般家戶，
10% 作為專案實驗型住宅 ( 部分將規劃作為「銀髮智慧社宅」)，希望以混居的方式降低社宅被標籤化的狀況。公共藝術的計畫，在社會層面上，可能
透過軟性的藝術計畫。協助弱勢家戶，建立尊嚴自信。

依照目前的規定，經濟社會弱勢者每期租期為 12 年，青年與一般家庭每期租期最長 6 年。因此，社宅的居民類似學校學生，數年換一屆，因此每屆新
生都可能需要透過公共藝術的介入，重新給予融入社區的良機。

根據上述分析，公共藝術，可能發揮的面向，首要須視空間樣態，以及與建築施工實際進度，與公共藝術推展進度的結合，一步步落實。期待行政代
辦與個案執行小組在啟動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時，能有效規範藝術家創作的設置計畫之空間配置計畫。本案將預先建立原則，協助主辦機關，規劃合理
的行政代辦專業需求，順利發包，獲得公共藝術代辦專業服務，以如期推展優質之公共藝術計畫。

協作共創，顯現日常生活美學
藝術群體協作互文，透過諸多個體或者群體的進駐與互動，讓創意在常規與行事曆的隙縫中，配合著日常工作與生活的節奏作息，透過共同勞動與共
同遊戲，匯聚出一種能夠共同理解與交流的生活美學。各種藝術代表不同思維，彼此互相的傾聽與激發，讓理解與同理心萌發，帶來更多包容。

為了啟動這個新城市公共藝術美學運動的想像，有幾項基礎需要面對：一，需要能夠掌握當代藝術思潮以及社會脈動，機敏的處理論述與落地實踐的
辯證關係。二，入世推動政府機器，善於在現行法令架構下，導入彈性創意的操作設計，能順利應用於政府公務發包與執行系統。三，整合龐大資源
以及藝文界可能消化對應的機制，也需要串聯並擴大既有公共藝術產業生態鍊，跨界的活力注入以及合作是必須。在臺北市社宅的整體性城市論述上，
我們提出以上的概念，在 2018 到 2020 期間，透過不同階段不同方式的公民參與與實踐，逐步反覆論證修正。而能夠和我們的城市與眾人生活真正接壤。

公共藝術離開美術館、畫廊進入到各種真實生活場景，面對不同生活、家庭、階級、知識及不同需求的人們，需要落實於生活，才能產生深度引起共鳴。
一次性的全民對話可能難以企及，但可以多面向的面對各種不同小眾，從小眾間的對話集聚到大的公共對話平台，在日常生活的真實場景中來交織彼
此的對話。我們認為這可以歸納成一種城市新文化運動、具有都市設計導向的公共藝術來談論，去回應社宅的設計原則。

這幾項公共藝術創作原則，是都市的、生活的、建築的，是軟的、感性的、帶有精神性的藝術創作，跨越各類領域來回不斷對話，打破各種疆界，將社
宅設計原則及公共藝術創作原則，納入到環境美學與關係美學架構裡，由公民參與的共創共構，實現公民共治共享的城市文化。

我們視臺北社宅公共藝術，為一場城市新文化運動，基於社宅設計原則及公共藝術創作原則的集合，致力透過環境美學、關係美學等論述方向，參與
社會變革，期望向社會共創共構的目標前進。社宅的設置有其初衷及原則，公共藝術也必須與都市及建築的原則一起共同面對這些重要課題，發揮藝
術的創造性，在都市的不同介面拓展對話的空間，促進社區凝聚、互動及溝通。本案先以各類案例與重點案例舉隅，從眾多國內外案例的舉例與分享，
探討公共藝術的可能發揮空間，讓公共藝術突破現有框架。這些案例分類不以創作媒材、形式區分，而以論述所探討的概念方向，去分類的呈現，有
以下幾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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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塑造都會生活圈的連結與特色

【韓國 首爾 安養公園 Anyang Public Art Project】

韓國的安養市 ( 朝鮮語：안양시 ) 是於首爾南部的衛星城市，而安養公園的前身為安養遊樂公園，具有自然景觀及歷史文化的優勢，由於過度的遊客
破壞自然景觀加上都市轉型的考量，在市長李明博任內啟動第一屆「安養公共藝術計畫」( Anyang Public Art Project )，成立「安養藝術村」。期許
從一個工業化的城市轉變成能夠與環境友善共存的藝術城市，邀請韓國國內及國際藝術家、雕刻家、地景藝術家、建築師沿著安養市的漢江支流建
構 52 件公共藝術品，這些藝術家各自以自身的專業創造出與環境融合又獨具特色的公共藝術，其中包含位於園區出入口的展覽中心的作品 Anyang 
Pavilion，由獲得 2015 年全球辦公建築首獎的葡萄牙建築大師 Alvaro Siza 所設計以及建築師 Acconci Studio (Vito Acconci) 作品，呼應起伏地形，既
為地下停車場的通風出口也是露天劇場的座椅。運用藝術作為城市意象與生活轉向的觸媒及平台，在長時間幾屆的公共藝術計畫耕耘下，創造出新的
城市運動。

【丹麥 哥本哈根 Nørrebro 社區 Superkilen Park】

由丹麥知名建築團隊 BIG、柏林 TOPOTEK 1，及丹麥藝術團隊 Superflex 共同合作的 Superkilen Park，座落在哥本哈根內一處匯聚 57 種文化的社區
Nørrebro，為了能與在地居民作溝通，所以在設計之際，就必須將這多元文化的背景考慮進去，因此在長達一英里的公園內，設計團隊將從全球 60 
多個國家蒐集而來的街道家具錯落擺放其中，而且從上空往下俯瞰，不難發現公園被色彩劃出了 3 個區塊，有著結合市集及體育功能的紅色廣場、作
為當地居民天然聚會場所的黑色場域，還有表現充分自然綠蔭的綠色公園等，在各區域內設有不同的街道物件，呈現一個完美融合景觀與藝術的設計
量體。步入公園之中，可以發現有來自俄羅斯和卡塔爾的霓虹燈、亞美尼亞餐桌椅以及西班牙乒乓球桌，豐富代表在附近街區的多國籍的居民生活。
因為它的美，是以設計和景觀融合形成而不是故作自然的，同時還可將住戶的多樣化融入到社區當中，並寄予對故鄉或是民族文化的一種情感依托，
透過大膽的用色和公共藝術空間，散發出的激情與能量，特別是對這塊曾經是廢棄空間的所運用的再生活化，Superkilen Park 展示了在巴西長椅旁邊
設有本地集市，與切爾諾貝利的滑梯、印度攀爬架和伊拉克鞦韆的融合都不再是突兀，國際文化的家具符號代表著與世界的完美交融，才能讓居民真
正融入哥本哈根。

【美國 邁阿密 Intervention in urban space，Carlos Cruz-Diez】

委內瑞拉的藝術家 Carlos Cruz-Diez 自 1960 年代即開始了城市空間干預的計畫，希望藉由
藝術在城市空間改變影響人們的生活日常，藝術家透過短暫的藝術表達，改變了城市的線性
與格狀區隔，為城市注入驚喜，但仍然保持原有的機能，這些城市尺度的作品產生了不同城
市空間的對話，釋放了城市傢俱固有的想像。例如他在許多城市為傳統的黑白斑馬線增添了
色彩計畫，吸引了人們關注，更增安全提醒作用。

【澳洲 墨爾本 Nicholson-St_Mall，HASSELL】

尼科爾森街購物中心位於墨爾本市郊的博克斯希爾 (Footscray) 的中心，是在地重要的商業和社交中心，是這座城市重要的市民公共空間，代表了這座
城市的特色與願景。1970 年，這裡的商場建造了人行步道，是當年澳洲第一個嘗試設置禁止車輛通行的市民空間。2006 年，這座商場不再具有當年
的影響力，市政府希望改造此區，建立社區形象並帶來更多文化活動。
HASSELL 建築師事務所重新設計了這個空間，融合這座城市與水共生的都市設計方向。抽象的黃色線條作為概念結構元素，這條黃色「緞帶」貫穿整
個商場空間，並有機的融入了街道家具和公共設施。訂製的座椅坐落在黃色「緞帶」的邊角並與樹木植栽位置呼應。這個舒適的聚落空間，能容納社
區活動、文化活動、市場和聚會。鋪面的顏色對比劃分了不同空間並增強了設計語彙。圖像化的大膽設計參考了當地文化─充滿活力和活躍的街頭生
活、舞蹈、慶典和街頭藝術。該購物中心現在擁有開闊的視野和充足的照明，社區居民的中央聚會空間，提供聚會、交談、表演、吃飯和購物的場所。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丹麥、邁阿密以及澳洲三件案例，都是公共藝術連結建物與建物外圍的都市公共空間，形成城市地景與區域性生活場域特性的良好案例，安養公園
是造鎮計畫裡，與既有公園結合的藝術計畫，營造藝術與野地自然地景共融的景象，讓原本便有社區公共休閒功能的公園，更優化加乘其休憩遊賞
身心靈放鬆的特質，成為獨一無二的特色公園。不管是利用色彩計畫，廣場鋪面，街道家具，地景，將城市社群裡隱藏的文化生活精神特色，透過
公共藝術呈現出來 (Inside Out)，突破現代都市格狀理性的架構隙縫，創造更具流動性的互動可能。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在城市治理的分工上，各種公共空間與設施權管分割甚細，以臺北各社宅為例，涉及之單位至少包括 ( 養工處，公園路燈管理處，區公所與鄰里，
交通局，社會局，教育局，社會局、觀光局、文化局等等 ) 這類設置方案需要主動整合各涉及單位協調，才能形成共識。這類設置更須注重與既有
空間機能共存協調，不能妨礙任何重要基本的都市空間機能需求 ( 例如人形車行動線以及消防機能 )。公共以及私有之間的分際，需要更細緻的處理，
完成後的管理維護機制需要社區形成運作組織，才能長久。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在臺北市 35 處社宅裡，有多處社宅可與基地周遭環境或者社宅本身建築群，整合成為地域性的社區生活圈，例如興隆社宅、廣慈博愛，或是內湖三
個基地，公共藝術可以配合連結建築群以及周遭公共空間，配合軟體計畫，營造都市生活圈在都市景觀上以及城區文化氛圍的地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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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機能結合的街道傢俱

【英國 紐卡索 BLUE CARPET，Thomas Heatherwick】

這件由建築師 Thomas Heatherwick 創作的公共藝術作品，位於英國紐卡索的 Liang Gallery 前的開放空間，鄰近市區商圈與夜生活區。地面以混合
藍色碎玻璃的樹脂材作為地磚鋪設於地面上，堅硬的地磚在周邊建築立面、人行道護欄與廣場中央掀起滑順的弧線造型，有如一層柔軟布料覆蓋在這
個空間，這項設計元素同時結合街道家具的設置，形塑出一塊可供市民遊走、休憩、停駐觀賞的公共空間。

【荷蘭 阿得雷德 Hart's Mill Playground， ASPECT Studios】

位於阿得雷德 (Adelaide) 市碼頭最老的麵粉磨坊旁，持續運作最久的哈特磨坊 (Hart's Mill，1955 ～ 1980 年 ) 隨著時代淘汰，陸路取代水路，磨坊功
能早已不在，成為土地閒置廢棄的遺址。2012 年，南澳市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口來這個場域工作生活，規劃了這個哈特舊磨坊區域，這個都市更新
重振項目包含了三個重疊區域：重建舊廠房和碼頭周圍的空間，提供一系列公共活動空間。Mulloway 建築師與 ASPECT Studios 景觀都市設計事務所
所組成的團隊在這個項目中，側重於建築元素，並通過詮釋性「遊戲」整合文化遺產。
該案為周邊社區提供一系列日常或夜間可靈活運用的基礎設施，並開發了主題性的相關設計元素，來詮釋哈特磨坊與周邊場所記憶的文化特徵意義。
在這裡，大膽而個性鮮明的主題遊戲場成為主要焦點：「黃色」 與「 黑色」相間的色彩規劃，如同暗灰工業碼頭城市裡出現的驚嘆號或警示暗示，其
大膽用色，與磚紅歷史悠久的哈特磨坊大樓形成鮮明對比，挑戰著、也吸引著大人與小孩，不同於一般遊戲場的多色彩設計。由於基地鄰近碼頭區，
眾多的港口貿易活動使遊戲的遊具，混合了不尋常的遊戲元素，例如位於西北方的浮標風標塔 (buoy weathervane tower)，它同時也是一座 7.5 公尺
高的樹屋結合冒險溜滑梯和一個巨大的堅果 (nut)，隱含了航海和工業主題。這個空間活化再利用，跳脫了傳統歷史遺跡的使用方式，持續以累積及醞
釀與當地生活接軌，為空間植入鮮明亮麗的色彩，一掃多年的廢棄荒蕪，哈特舊磨坊周邊景觀，為阿得雷德內港碼頭更新，開啟了新時代不同年齡層
之間的對話，共同構築歷史港灣的魅力與美學。

【比利時 Knokke-le-Zoute〈The Dragon House〉 ，Niki de Saint Phalle】

這件作品位於比利時 Knokke-le-Zoute，主要以雕塑作為創作領域的 Niki， 深受 Gaudi 
的建築素材運用與建築架構的影響，1979 年時於義大利托斯卡納的加拉維喬，開始打
造 一 座 大 型 的 主 題 公 園：Giardino dei Tarocchi。 本 件 作 品 由 比 利 時 收 藏 家 Roger 和
Fabienne Nellens 委託，為他們家中花園打造結合建築與雕塑的作品。這座雕塑建築以龍
為主題，設置在花園的山坡上，內部為廚房、浴室、寢室等生活空間，外部結合龍口造型
與溜滑梯，為藝術雕塑與都會節點空間結合的完美範例。

【西班牙 巴塞隆納  工業公園巨龍滑梯，L.PENE GANCHEGUI &A.NAGEL】

位於巴塞隆納的西班牙工業公園前身為工業用地，是 1980 年代巴塞隆納市政府開始大力
推動城市再生計畫的成果之一。由建築師 L.PENE GANCHEGUI 及藝術家 A.NAGEL 合作，
由北而南的將城市的格子系統延伸到南面的樹林區，童話世界般的高塔及金屬巨龍雕塑形
成了這個公園的故事主軸，巨龍作為公園入口，   同時也是孩童玩耍的滑梯，造型、功能
與空間規劃形成良好的對話關係。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制式的街道家具、罐頭遊具，讓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公共藝術與街道家具照明指示牌等結合，點化趣味特色，如果和具有設計主題性之公園結合，

可讓基地原先的公共機能更加強化。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客製化的街道家具與公共藝術，設計及設置施作成本相對工業商品化的設施要昂貴許多。另外需要整合既有的設施系統與公共藝術，在設計與工程，

做變更或者加減項。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臺北各處社宅均有街道家具之需求，在部分公共空間原本便以非常緊縮的基地裡，可以讓公共藝術和不可缺少的街道家具與設計結合，一方面整合
讓城市設施景觀更簡潔，一方面讓社區景觀在實用目的以外，更有意義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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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建築景觀環境共融

【荷蘭 阿姆斯特丹 十分錢住宅，Marjet Wessels Boer】

阿姆斯特丹發展至 17 世紀時，城市迅速擴張，無法負擔繁榮帶來
的大量經濟活動與人口增長，導致在 19 世紀時失業率上升、城市
街道堆滿垃圾，貧窮、疾病、飢餓在城市蔓延，惡劣屋主用高價房
租 出 租 糟 糕 的 住 家， 工 人 自 覺 應 由 自 己 掌 握 生 活， 成 立「 推 動 自
有 住 宅 協 會 (BVEW, Bouwmaatschappij tot Verkrijging van Eigen 
Woningen)」， 十 分 錢 住 宅 就 是 當 時 第 一 個 社 會 保 障 住 宅 (sociale 
woningbouw)，現在的房屋所有人 Woonstichting De Key 於 2012 年
大幅翻新這些房子，並委託藝術家 Marjet Wessels Boer，希望可以讓
路過的民眾產生好奇心，想主動了解住宅背後的歷史，於是 Marjet 評
估了這裡的歷史與現況後，以古時印刷器具中存放字母的盒子 (letter 
box) 作為靈感，把原本空洞的牆面改變成展示櫃，格子裡放的物件有
些是對某間住戶有特別意義 ( 物件上會有住戶房號 )，有些則代表十分
錢住宅或推動自有住宅協會，亦或是對四周環境別具含意、曾經發生
過的插曲。

【日本 埼玉縣立大學指標設計，舟橋全二】

日本埼玉縣立大學校園中的指示牌由藝術家舟橋全二設計出人形的意
象，設計小組 Design Team 將藝術家的設計轉換成得以施工的圖，再
交給施作廠商，最後公共藝術兼顧實用功能並與建築整合。

【丹麥 奧胡斯現代美術館 Your Rainbow Panorama，Olafur Eliasson】

由知名丹麥暨冰島籍藝術家奧拉佛．艾里亞森 (Olafur Eliasson) 為美
術館設計的〈你的彩虹全景〉(Your rainbow panorama)，位於奧胡斯
現代美術館頂樓，為一座 150 公尺長，寬三公尺，直徑約 52 公尺寬的
環形走道。走道兩側是光譜色列的玻璃，觀眾漫步在走道裡時能看到熟
悉的城市景觀在彩色玻璃的效果下，隨著自然的光影變化及步伐的移動
宛如置身在一個魔幻空間。作品的觀賞與體驗除了從走道內部眺望城市
外，在美術館的周圍也可以看到屋頂上的一道彩虹光環，為丹麥奧胡斯
(Aarhus) 市的天際線增添一個亮點，透過藝術作品連結人與建築及都
市。

【美國  加州  核桃溪市  Wind Fins】

〈Wind Fins〉位於加州的核桃溪 (Walnut Creek)，是一面安裝在建築玻璃外牆的風動設計，一片片的鋁板像是魚的鰭，無風的時候垂直於玻璃牆的平
面，起風時，數量眾多的金屬鰭如同有機般隨著風向擺動，由於金屬反光的特質，整片作品將會此起彼落的擺動、閃亮，光影隨著日照強度、角度不
同在兩旁牆面上的影子也會跟著舞動，製造出虛實之間的趣味變化。這件裝置作品像是建築體與都市空間之間的一道有機介面，暨像是從建築生長出
來，又隨著自然無形的風影響而擺動，雖然材質是人造金屬卻像是生物界的魚鰭設計，在形式及意義上都呈現了建築與自然環境相互影響、共存的景
象。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在既有建築空間以外，外加外掛新的藝術元素，欠缺與空間的對話整合，是公共藝術最需要被改變的缺陷。因此 35 處社宅的公共藝術，在原則上希
望全體性的在這個原則上來努力達成。案例分享裡，不管是和建築立面結合，在壁面做平面式發揮，或是外加藝術裝置，都需要和建築空間共融對話，
在色彩介面材質比例尺寸等物理條件上，與建物做良好搭配。在文化精神的面向上，和地方文化歷史意義城市空間或者是記憶情感生活美學有所結

合。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公共藝術與建物景觀共融結合，是公共藝術發展上最難達成的目標。第一步首要必要條件是提早上公共藝術進場與建築設計和營造施工整合，目前
各基地施工時程不一，設計營造單位紛雜的情況，是實務上的一大挑戰。建築設計與營造為求減少干擾與工作負擔，也常常排擠公共藝術可能發揮
空間，兩造難以溝通合作，更使公共藝術發揮受限。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臺北各社宅，基地已在施工中，前期規劃各處分包精簡前期時程程序，促進公共藝術與景觀環境共融之可能。另一方面，也有賴業主，積極要求各
專案之建築設計營造與未來的藝術徵選作品，積極配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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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與空間場所敘事對話

【臺灣 新竹 清華大學  葉子，Juanjo Novella】

在清華大學校園的大草原上，一片紅鏽色的葉子立在一片綠意之中，雙瓣形的葉片像顆心，又似蝴蝶展翅欲飛，是藝術家 Juanjo Novella 在臺灣設計
的第一件大型公共藝術品。葉子從葉柄到頂端總長 10 公尺，垂直高度為 8.7 公尺，寬度 7.5 公尺，材質為耐候鋼，因具穿透性，看來輕盈而優雅，僅
靠葉柄及葉片的 2 個點固定在地面，結構相當特殊。白天能透過陽光穿透葉脈，形成活潑流動的光點，夜間在燈光映照下，形塑出不同的空間氛圍，
作品在一天的各時段展現不同風貌，令人更能感受作品與空間環境的互動及大自然的光影變幻。

【臺灣 臺北 士林法官學院 鏡界】

位於士林法官學院的三件永久性作品，在建築空間中找到最佳的地點，讓藝術家的作品和空間產生極佳的對話。許宗傑〈真善美〉、柯濬彥〈懸照〉
置於一挑空及一樓梯上方，敏感的應對白天的光以及夜晚的室內燈光；而陳浚豪〈學無止境〉則在大廳一側，與其他兩件形成一組對話關係。同時個
別作品的意涵在不同層次呼應了法官學院之核心理念。

【臺灣 臺中 中部國際機場  觀世界世界觀】

中部國際機場的三項永久性作品的意涵與機場空間尺度相互呼應，形成良好對話。佛洛里安〈律動十號〉作品光滑具有韻律流線性的外表，裡頭卻是
結構性的工業鋼骨。造型像是一種科技機械文明下的產物，像是外星飛行器的神秘物件。許宗傑〈速．Speeding〉( 時光飛行 ) 巧妙地將時光與飛行
之間的律動，表現於作品〈速．Speeding〉。機場，一個飛行啓程的入口，轉載了體驗各個地區時間的人們，同時，擁有著時光般的速度感。藝術家
高田洋一先生對於飛翔的想像與憧憬，自然地表達於作品當中。藉由空氣與風的作用，讓作品在空間之中，優雅、自在地律動，形塑出一種仿生、自
然的意象。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公共建築大部分有鮮明的建築使用目的與特性，因此公共藝術也大都嘗試與空間的敘事性嘗試對話。例如案例之中的大學高等教育場所，作為國門
意象的機場空間，或是法官培育的學習場所等等。優良的公共藝術，並不是被動附麗於建築，作為地方意義的附註，而需要主動的以創造性的藝術
語彙，點化場所精神的自明性。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這項目標，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真正優良的創作，大部分公部門公共藝術執行講求平頭式的公開公正，人人機會平等，忽略真正優質的藝術創作更
無法以工程採購思維框架，即使制度包含邀請委託價購，諸多非專業考量與行政干擾難以建立共識信任專業，妥協結果使諸多公共藝術流為平庸甚
或劣作。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臺北市一次性在數年內大量設置社宅，公共藝術作為最後一棒，務必避免大量平庸作品一次性出現臺北街頭，可階段性實施，並策略靈活採用徵選
邀請委託價購以及專業諮詢意見。



12

【德國 柏林 The 2 Euro T-Shirt-A Social Experiment】

由致力於減少棄置成衣對環境及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公益團體慈善團體
「時尚革命」(Fashion Revolution) 在街頭發起的藝術實驗。他們在柏林
街道上放置一台 T 恤販賣機，裡面的 T 恤 1 件只販售 2 歐元 ( 約 67 元台幣 )，
引起許多民眾圍觀及購買，如同一般使用販賣機的流程，挑選完衣服尺寸
接著投入硬幣時，螢幕會出現一小段 20 秒的影片，黑白的影片紀錄了一
群日以繼夜工作卻領取低額工資的血汗勞工，其中大部分是位於較落後國
家的貧窮婦女及兒童，再現了快速時尚背後對於工人的剝削。影片結束後，
螢幕上方會跳出一道問題：您會購買 T 恤或是選擇捐出剛才投下的 2 歐元？
實驗的結果是大部分民眾最後都選擇捐出 2 歐元，這項藝術實驗透過創意
的機制設計，引起民眾好奇並刺激思考時尚背後對於其他地區的勞工不公
平的待遇，並自願地捐款為大環境盡一份心力。

(5) 社會設計讓機制創新翻轉

【英國 利物浦 Granby Four Streets 街區】

格蘭比四街社區土地信託 (Granby Four Streets Community Land Trust，CLT) 是一個非營利的社區營造組織，位於英國利物浦的格蘭比社區，社區土
地信託具體而言是由社區居民組成的社區組織，以無償或廉價取得政府土地、運用捐款或社區認股購地等方式，取得並保持土地所有權，再以低價出
租或長期交由房屋屋主利用。格蘭比社區由於 1980 年代英國政府失當的住宅與規劃政策導致空屋率上升，加上社區基本公共設施服務的缺乏致使社區
環境日趨惡劣。2011 年 11 月，為了避免社區被拆遷，該社區的居民成立格蘭比四街社區土地信託，自動聯繫地方政府、住房協會和開發商，要求社
區營造的過程必須納入居民意見。直到 2013 年，找到 Steinbeck Studio 挹注資金，並引介 Assemble 團隊參與社區的整體規劃。他們開始啟動十屋
計畫 (Ten House Project) 與四街角計畫 (Four Corners Project)，針對社區荒廢的傳統維多利亞式房屋進行修繕，並配合原有的歷史文化意義。而他
們也在計畫推行的過程中強調居民的參與，透過創新利用公共空間激發在地居民的興趣，進而投入相關議題。他們不僅重新規劃、整造社區中的閒置
空間，更與私有房產的屋主接觸，期待將大家的意見納入社區整體規劃考量。對他們來說，在地居民的需求和想法是改善社區的重點，藉由大家的集
思廣益才能打造更好的家園。

【德國 柏林 樹的音樂會】

德國環境與自然保護聯盟 (Bund für Natur- und Umweltschutz Deutschland,BNUD) 為阻止柏林每年平均會砍伐 2000 棵老樹的狀況，透過一項藝術
行動試圖引起大眾的注意，他們邀請五位藝術家在一棵百年板栗樹下舉行一場〈樹的音樂會〉(Tree Concert)。藝術家們在樹下放置了感應布幕，當從
樹上掉下來的栗子落在布幕上會轉化成不同音階的聲音，同時也會產生不同色彩的燈光。這項計畫成功引起柏林民眾的關注、意識到老樹的重要，除
了表示支持的聲浪，透過捐款能下載栗子掉落所產生的音樂也吸引了大量的款項。〈樹的音樂會〉藝術計畫不僅成功留下老樹更是成為良好的觸媒，
促成民眾關心社會議題進而互相討論怎麼樣才能共創一個更美好的城市。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社宅公共藝術本身具有高度的社會正義之革新性質。利物浦以及柏林兩件案例，均以藝術計畫，作為策動社會公共發聲或動能的行動平台，啟動社
會機制的變革與反轉，達成社會性的變革，為被忽視的環境與人文議題號召注意力，為城市弱勢族群提供幫助，為城市進步而努力。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臺北市公共藝術發展歷時三十餘年，民眾參與的現況多與硬體脫節，也與群與社會議題脫節，大多以簡易工藝親子藝術手作課程或是娛樂休閒性的
藝術活動替代。必須拓展新血與不同業種跨界加入，促成公共藝術應當有的社會能量，真正紮根進地方社區。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臺北社宅公共藝術應結合軟硬體計畫共同進入社區，因此在前期規畫之中，針對有需求以及有預算條件之社宅基地，建議導入前期藝術進駐，後期
對新住戶保留預算作後期藝術計畫，才能搭配社宅本身社會正義改革的積極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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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同樣為每三年舉辦一次的瀨戶內海藝術祭，自 2010 年開始於瀨戶內地區舉辦，「瀨戶內海」地區因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來就有著資源傳遞、文化交
流和戰略意義的重要地位，而後受到工業化及全球化衝擊，使得小島內人口外流、高齡化嚴重。為了重振這片海洋土地的生機，北川富朗擔任藝術總監，
以「海之復權」為宗旨，在瀨戶內海的許多島嶼間匯集現代藝術創作，目標是讓瀨戶內海成為地球所有區域的「希望之海」。2019 年的會期延續上一屆，
分為春、夏、秋 3 期，會場遍及瀨戶內海區域內的直島、豐島、女木島、男木島、小豆島、大島、犬島、沙彌島 ( 春季限定 )、本島 ( 秋季限定 )、高見島 ( 秋
季限定 )、粟島 ( 秋季限定 )、伊吹島 ( 秋季限定 )、高松港與宇野港周邊。聚焦在瀨戶內特產品與農漁物產的重點企劃—「瀨戶內的資源 X 藝術家」，
以及藝術家挖掘初還存在瀨戶內島嶼的傳統飲食的「島之『食』X 藝術家」企劃於本屆藝術祭推出。靜態的藝術創作與建築是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的觀
賞重點，會期中還有許多戲劇與舞蹈表演企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共襄盛舉。

(6) 地方創生地域振新

【臺灣 臺南 剪紙合作社，吳耿禎】

2015 年，吳耿禎獲得機會進行藝術計畫，他到台南佳里區的幾個學校帶工作坊，這計畫就像是一張待剪的紙，一切從零開始。每個工作坊有 5 個家庭
參與，主要由學生與媽媽們組成，吳耿禎擔任老師的角色，帶領成員們學習收集家中歷史及基礎的素描與剪紙技巧，且透過網路社群的輔助時時與成
員們討論。這些像是美術班的教學課程，透過每次的作業與分享活動，鼓勵參與者將日常生活的各種可能帶到創作中。為了讓這些沒有基礎的成員能
真正地創作，吳耿禎設計了不同的課程，其中幾次的內容，包括觀察生活中感興趣的職人在工作時主要的動作或特徵，引用進入舞蹈肢體課；又或者
試著描繪令成員感動的聲音，再剪成作品。凡此種種，吳耿禎想做的是讓成員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剪紙創作不是只有剪出裝飾性的圖象，而是
要與自己的生活有所關聯。」換言之，透過工作坊的帶領，吳耿禎將剪紙真正地深入到居民的生活中，那些創作不再只是徒具裝飾性的圖象，而是與
創作者生活產生緊密關聯的結晶。

【日本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為世界最大型的國際戶外藝術祭，從 2000 年開始
每三年於日本新潟南部舉辦，是一片被大自然包圍的里山地區。以「人
類就在自然中」為理念、地方再造為目標，將藝術作為橋樑，農田作為
舞台，連繫人與自然，並探討地域文化的承傳與發展，發掘地方蘊含的
價值，發揮地方潛在的魅力，重振在現代化過程中日益衰頹老化的農業
地區。希望透過藝術的力量、當地人民的智慧以及地域的資源，共同振
興當地農村的面貌。大地藝術祭透過藝術家進入社區，融合當地特色的
構思，在與農村裡的長者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們的協助下，已經創
造出數百座充滿當地風土人情，並與大自然及社區共生的藝術作品，它
們分別的散落在 760 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上。其中，有一些作品同時也
成為餐飲設施、住宿設施等等以供使用，另也還有一些作品是利用原有
的空屋或廢棄的學校進行改造，賦予了這片土地新的生命。歷屆藝術祭
的許多作品及設施，也作爲地方財産被永久保存。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瀨戶內海藝術祭與大地藝術祭被視為地方創生的重要案例，偏鄉地區的傳統地方物產，物質文化以及聚落文化，老 化人口的生活希望，透過藝術創
作、展演企劃至工作坊，用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樣態，重新連結人與地方的關係，振興地方活力。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這幾項案例，涉及極大規模的預算以及極其複雜的公私部門合作，藝術策展以及商業行銷運作，經過二十年，一位策展人的深入經營，超大規模的
跨國合作，使原本以藝術號召地方社群的地方創生行動，早已超越原有的範疇，成立一種新的藝術祭典範，但也須面臨本身發展瓶頸以及危機。藝
術與設計工作者在藝術祭的加持下，確實受到鼓舞，但是地方就業與經濟產業是否真的得到振興，尚無紮實的研究數據佐證。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地方創生與社宅藝術計畫的結合點，建議聚焦於地方文化生活的提昇精煉與活化，大地藝術祭的精神是一種全觀式的長期地域振興方案，臺灣完全
以公部門主導，以採購預算執行，配合政策辦理藝術的模式，難以跨越本身框架，惟可學習以藝術啟動地方參與並凝聚地方自我認同感，以期許帶
入更多公共藝術的樣態，而公部門對應的彈性也可適度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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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臺北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竹圍工作室】

長期關注環境生態與社區互動的藝術家吳瑪俐希望透過追溯樹梅坑溪，邀請新舊居民重新
認識這塊土地，透過藝術學習及行動實踐一同關注樹梅坑溪的地景變化、思考怎麼樣的環
境才是理想的藍圖。藝術家吳瑪俐、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團隊及相關團隊在這個地方辦
理了「樹梅坑溪早餐會」，以當地栽種的蔬果為食材料理的早餐加上輕鬆的對談探討人與
環境的關係、「村落的形狀──流動博物館」、「食物劇場──社區劇場行動」、「在地
綠生活──與植物有染」、「我校門前有條溪」等藝術行動。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希望
在環境美學上，與專家學者、居民重新與土地建立關係。

(7) 結合社會環境美學教育

【臺灣  藝術交陪：藝術行動列車計畫，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交陪：藝術行動列車計畫〉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策畫，擔任此計畫執行長的龔卓軍
副教授表示「藝術交陪」，是借用清代以來臺灣寺廟與地方鄰里所謂的聯境、交陪境方法，
計畫藉由貨櫃行動列車開入全省社區中，進行藝術教育與社區串連，讓藝術教育能與地方
共享。計畫預計從 2017 年開始，持續四年，以臺南藝術大學院為基地，將音樂戲曲與影像
展演結合 VR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AR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3D 建築投影
(Projection Mapping) 等技術發展成「光、影、戲、樂」藝術行動列車，期望每輛藝術行
動列車繞境時，提供民眾可使用、觸及的介面，除了科技技術外，各種與民間交陪的藝術
工作坊也會同時進行，透過移動的行動列車概念與在地脈絡連結，累積藝術能量。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由策展團隊與藝術家長時間進駐社區，進行社區陪伴，以藝術為中介，創造新的社群關係，帶來新的觀看環境脈絡的與自我理解方式。環境的理想
藍圖在環境教育與自我教育的鋪陳下，奠基成為環境改革的重要基礎，在藝術計畫的進駐與梳理之下，得以展開。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進駐式的環境藝術計畫，具有高度變化且須即時即地修正創作的主觀空間，環境與行為模式是被創作也是需要被藝術形塑改變的對象，但大環境的
變遷或更加難以克服的因素都會影響對於最後結果的考驗。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傳統公共藝術的民眾參與，與深度環境藝術教育與藝術進駐計畫的結合，尚屬有待開發的領域，有待臺北社宅開風氣之先。公共性與藝術創作主體
性的對話，在公務體系裡，要創造彈性空間，更積極地彼此建立互信與配合。而這類的藝術計畫，著重在於社群認知與關係的建立，合約時程有時盡，
藝術的影響如何評估，或者如何延續其影響，需要事先建立質化非量化的共識。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地方記憶的流失，以及當代人口及續變遷流動的狀況，對於人文情感與地獄的依著，無法避免造成靳傷與剝離。家園的感情與認知，是建立社群生
活包容新社群成員的重要根據，本類兩項案例，面對城市人口移民變遷與文化文明情感記憶考掘，可資為社宅公共藝術的處理參考。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情感記憶往往與話語權的爭鬥纏繞，都會空間權力的敏感地帶，需要真誠面對，也需要妥適的協調與溝通。又或者因為都會的忙碌節奏，使彼此生
活疏離冷漠，社群鄰里關係難以建立。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面對地方議題較為敏感或抗爭較烈的區域，可透過前期進駐計畫，營造友善氣氛，透過記憶梳理與同理心建立，使彼此的看見，趨近彼此的接受和
理解，讓社宅的新住戶可以順利融入周遭社群，透過情感脈絡的連結，融解冷漠孤立。

(8) 呈現記憶情感脈絡

【香港 民間博物館計畫】

於 2002 年成立的民間博物館計畫，成員包括陳沛浩 ( 藝術策展人 )、蕭競聰 ( 設計教育者 )、
謝柏齊和黃小燕 ( 文化研究員 )。曾策動一系列「街道博物館」計畫，對日常生活的型態、
傳統和價值進行盤點，並以「呈視社區」的手法與持著「文化拾遺」的理念，在不同社群
環境中進行研究、展覽、出版，提供討論平台，並進而發現潛在，及至未來的設計創新。
如「小作業、大智慧」工匠展致力探討城市中的視覺和物質文化，發掘本土創意和不起眼
的民間設計；「整整一條利東街」和「青苗上河圖」呈現人與環境在城市變遷或士紳化下
的面貌和故事；韓國安養公共藝術節的「投訴博物館」則展示體現市民參與和政治表態的
項目。

【臺灣 臺北 燕子之城 : 移民、後 / 殖民記憶與新臺灣色彩】

為策展人陳香君策畫，以外籍勞工聚集的中山北路二三段為主題，邀請臺灣與香港地區 8 位關心社會文化的優秀藝術家，從視覺藝術、影像紀錄以及
建築城鄉的視角，思考全球經濟變動下，外籍移民風潮所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山北路除了外籍移工外，中山北路向東連結日治時期稱為「條通」
的林森北路，向西串連至美國大使官邸，展覽〈燕子之城〉嘗試從美學、當代藝術的角度轉化社會文化的空間，呈現臺灣後／殖民歷史與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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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創環境永續行動

【香港「啟德河綠廊」社區教育計畫】

對於住在黃大仙區的居民來說，啟德明渠是一個並不陌生的名字。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污染、發臭的標誌。每到雨季，泛濫四溢的污水尤其令人觸
目驚心。近年由於環保意識提高，加上政府的積極整理，啟德明渠逐漸蛻變成今日明淨的啟德河。「啟德河綠廊」是在「共構、共建、共享」的大前
提下產生的社區教育計畫。本計畫由社區營造學社及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主辦，與啟德河流域的十八間中小學合作，聯同外國及本土藝術家的參與，
由學生繪製「小箱」表達對啟德河的感覺，並進行了啟德河的考察活動，由藝術家帶領兩次工作坊，共同創作探討活化啟德河社區為主題的藝術品。

【英國 倫敦 國王十字都市再生基地上的遊牧式公園】

Skip Garden 是一個暫時的遊牧式公園， 位於倫敦的國王十字都市再生的建築基地 ( King's Cross Urban Regeneration)，由全球世代基金會主辦，
合作對象包含開發商、企業、社區中小學、社區居民、區政府、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建築系大學部學生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基地包含使用有機的方式種植各式香草、蔬菜、水果、花卉和養殖蜜蜂的區域，同時有舉辦永續與環境課程、文化活動的教室、以及
一個使用當地食材的 café/ 餐廳。Skip Garden 利用建築工程時期的閒置空地，在基地的建造工程不斷地前進之下，Skip Garden 也必須不斷的移動。
目前 Skip Garden 已經於 2015 年 9 月，花費近五個月的時間從基地一搬往基地二，目前還有部分小計畫正在進行，例如：養蜂計畫。透過生態與參
與過程建立社區認同，是全球世代基金會成立的精神，因此，Skip Garden 內所有搭建的設施與花草、蔬菜，都是透過不同的自願者與組織抑或捐獻
金錢、材料、或勞力由下而上一同建造出來，他們可能是來自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國際學生、居住在當地的居民或企業員工等等，透過參與過程，參
與者對於 Skip Garden 多了一分不同的認同感，同時也讓 Skip Garden 又有「一千雙手的公園」之稱。

【奧地利 維也納 食用城市 Karls Garten】

2015 米蘭世博會正追求這個世代下都市人的理想生活「自給自足」。Urban Gardening 已邁出了「食用城市」的第一步，維也納的 Karls Garten 就
是代表這種趨勢的其中一例，計畫主持人 Simone Rongitsch 與他的團隊每年都會嘗試新的種植方法，實驗哪些方式適合哪些植物生長，雖然讓這些
城市農園要達到餵養每一個人仍是值得挑戰的目標，他們致力於提供沒有圍欄的種植環境，為都市人們開闢出城市農共享空間，同時，近年來人們對
於糧食短缺問題抬頭，設置在公園的城市農園的確讓都市的人們更加認識這些食物，像是番茄需要多長的時間發芽長大。他們與許多專家合作，持續
研究如何開發及擴展農園及花園，至今在維也納已有 53 座這樣的花園。

【美國 西雅圖 Growing Vine Street 計畫】

本計畫源起於 1994，一開始的目標很簡單，只是期盼能將街道打造成為一個綠意盎然的公園，同時能讓街區中當下大雨時的由下水道中溢流的雨水及
汙水能經由另一個街道面的水道系統，透過植物的滲透及潔淨或其他設計手段，完成一個理想的水資源生態系的處理新系統。這兩個目標企圖吻合西
雅圖市政府所謂的「綠街計畫」，這是個整合都市設計、水利、生態、交通運輸、景觀改善、社區運動的整體思維。而 Growing Vine Street 計畫則成
為一個標竿性的努力。
1997 年之後，真正的執行開始展開。在三個區域，廣達八個街廓的區域，總共進行了好幾個階段的街面鋪面改造、綠化及地面水道設置、接水設備、
街道家具及小型社區藝術活動被執行。這其中常被提及的「聲音水管」設施則邀請許多藝術家及社區居民一起設計。當溢流水由屋頂的接水槽傾流而
下時，許多有趣的排水管設計不只完成功能性的需求，還發出有趣的水流聲。這個以「水」( 留住水 ) 的觀點開啟的創意性思考，鼓勵了在地居民及邀
請的藝術家等提供一些保留水、引導水、展示水、使用水的設施設計。而如今這些整合性的都市綠美學基礎成為整個社區的價值及榮耀；它潛移默化
的教導著市民對於一個「美麗」及「綠城市」願景。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二十一世紀的都市，最重要的議題乃是環境永續保育，這是任一個城市社區都需要一起去面對的公共責任，也需要教育下個世代，如何建立應有的
了解和行動。這幾個案例，透過藝術，在都市街道，讓想要為了永續貢獻一份心力的大眾，創造創意的管道。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環境永續的行動續航力，需要組織性的傳承，而非娛樂節慶活動，因此如何持續吸引民眾投入與散發能量帶動社群一直是這類計畫需要面臨的挑戰。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大部分社宅建築設計均有城市農園以及屋頂農園，其他城市環境永續的相關行動或環境設計，也可透過公共藝術達到更有創意的發揮。臺北市推行
都市農耕已有數年，但在環境美學以及公民素養與自治管理的公民實踐，是公共藝術可以進一步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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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會正義與弱勢照顧

【日本 橫濱 Para Triennale】

由身心障礙者與多元藝術文化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打造的現代藝術國際展覽，標榜任何人都能參加，活動分為創作、發表、展示三個階段，邀請視覺
藝術家與表演藝術工作者與身心障礙者共同創作，最後在橫濱的象鼻公園進行舞台演出與展覽。如藝術家井上唯的工作坊，由藝術家設計出呼拉圈造
型的塑膠板，參與者將五顏六色線材、布條穿過板子，變成圓形物「MARUIRO」，小物件平日可用作杯墊或裝飾貼章，藝術家與參與民眾也共同完成
了直徑 4 公尺的巨大「MARUIRO」。透過工作坊自然地營造出融洽氣氛，讓身心障礙者找到在社會上的定位，建立與一般人對等關係，一般人也能夠
藉由這樣的機會，改變對身心障礙者的觀念和想法。

【美國 匹茲堡 Conflict Kitchen】

大都市聚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不同國族、宗教習俗、身心障礙、年齡性別、教育
水平、階級和性向的羣體。美國匹茲堡市中的〈矛盾廚房〉 (Conflict Kitchen)，亦
譯作〈衝突廚房〉，自 2010 年起他們專門提供與美國有衝突國家的菜餚，促進顧客
展開跨國族、多元文化和社會階層的交流。在提供平等的交流空間和正確資訊下，
以宴饗拉近人際距離，以溝通化解矛盾。矛盾廚房的合伙人之一 Dawn Weleski 認為
食物是良好的媒介，他曾於今年香港 Make A Difference 創不同年會上說到：「食物
是個『引誘』人們，進入我們計畫的媒介。」矛盾廚房的出現，源於匹茲堡當地經
濟環境的改變。匹茲堡市曾湧現大量空置商鋪，Dawn Weleski 和 Jon Rubin 兩人看
準時機，合作經營各種非營利計畫，而矛盾廚房的前身，則是他倆合作經營賣鬆餅
的咖啡館。後來，他們打算提供多元選擇給匹茲堡市的居民，售賣來自委內瑞拉和
伊朗等異國美饌。七年間，他們從只有一個窗口的外賣小販，成長為能夠運營餐廳、
舉辦數百人活動的餐飲業者，甚至擁有跨國合作的經驗，並曾烹調過阿富汗、伊朗、
巴勒斯坦、北韓、委內瑞拉和古巴的食物。矛盾廚房亦透過食物提供一個讓當地居
民開眼界的空間。讓大家坦誠自己對異國文化的無知，以及因無知帶來的偏見，最
終有助化解針對外族的仇恨犯罪 (hate crime)。

【臺灣  臺北 台大兒童醫院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動物嘉年華】

藝術家在台大兒童醫院二樓候診區帶入紙雕及立體書的建構方式，以雷射切割工法，將抽象轉化後的動物線條，以薄鋼板的拉伸及切割來呈現，並由
牆面一直延伸直到覆蓋天花板；同時，在白色鐵件的背後注入色彩，輔以牆面上的鏡面反射效果，製造出故事中諾亞帶領動物成雙成對的上船時的畫面，
也藉由色彩來表達彩虹意象。靠近窗戶旁的洞洞柱牆，柱裡彩繪了故事內容，由白色鑄件包覆，鑄件上一個個不同大小的沖孔，讓充滿好奇心的小朋
友前來觀看，同時讓空間層次透過行為來增加細微變化。每個診間被設定為「希望的大陸」，寓意著希望的開始，狹長型的鏡面牆經過反射，讓空間
呈現輕、透質感；燈光在白色鐵件後的層層渲染，也與天花板間接區隔開來。而候診區內隨意擺設的大骨頭座椅以及七顆彩球，就像海水漫上甲板的
泡沫，自由而溫和，孩童開心跳躍的畫面，使這空間中更添生動，為孩子創造更好的環境，期望這空間裡的孩子是被祝福的。

【臺灣 身體地圖計畫】

身體地圖計畫嘗試將藝術治療與舞蹈治療結合，帶領受到性侵害或是家暴的青少年，透過肢體探索及藝術創作，重新回顧及面對過去至今不同的生命
階段。參與的青少年通常因為受過傷害在肢體表達上較為內縮，在藝術治療過程中試著讓他們放鬆地讓身體伸展、對世界及自己更有信心。計畫的初
衷不在直接談論或分析創傷，而是在一次次藝術治療當中讓受傷的青少年逐漸尋得安全感。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價值，在於人文精神的實踐，在各種歧見與階級壓抑的社會裡，橫濱以及衝突廚房的藝術計畫，展現高度人文精神的價值，這是
人類群體社會裡極為少數但也極為珍貴的一部分，而社宅本身的社會居住正義的實踐，在公共藝術的層面需要去深化。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社會救助的計畫，需要面臨較多社會壓力，也需要更多協調溝通，有時候需要給予較佳的隱私保護，適合的藝術創作類別也需要慎選。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社宅的住戶組成充滿異質性，若公共藝術能針對弱勢提供照顧，則更能實現公共住宅政策促進向上流動的初衷。建議善加結合既有社區資源，導入
適當的藝術創意與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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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轉譯當代生活意涵與民俗之慶典

【臺灣 臺南 月津港燈節】

由臺南市政府主辦，每年元宵節期間以臺南鹽水月津港親水公園周邊為主要藝術作品設置地點，透過藝術作品與光、水的元素互襯，營造與地景契合
的藝術氛圍。臺南自 2004 年推動「月津風華再現計畫」，改善當地排水系統、水質狀況，並進行橋南老街及生態公園景觀規劃計畫。2010 年辦理第
一屆「月津港迎春燈會」，2012 年擴大辦理「月津港燈節」，使燈節作品不只是以傳統生肖年為主題，提升至藝術的層級，樹立了燈會活動的獨特風
格。2016 年月津港燈節以「月光寶盒，亮今津」為主題，從所在地鹽水地景歷史出發，說明鹽水因狀似新月，故稱為「月津」、「月港」，雖然在日
治時期後沉寂了數十年，大眾對於鹽水的印象只停留在蜂炮與意麵，期許月津港燈節如同電影中能夠改變命運的月光寶盒，透過藝術的能量帶來精彩
的活動及大眾對於鹽水的新印象。陸續幾年中也邀請外國藝術家的作品，逐漸在國內及國際間累積月津港燈節的知名度，2019 年更增加互動元素，將
徵件區擴展至巷弄燈區展出。

【臺灣 臺北 寶藏巖光節】

寶藏巖由 60、70 年代所興建的自造房舍所形成，建築依山傍水而建，為臺北市絕無僅有的特殊聚落樣貌。2004 年寶藏巖正式登入為臺北市第一處聚
落形態之「歷史建築」，2010 年以「藝居共生」概念引入「寶藏家園」、「AIR 駐村計畫」與「閣樓青年會所」作為其營運發展之方向，成立寶藏巖
國際藝術村，藉由當代藝術的「創造」與「美感」進入這處充滿「對話」與「痕跡」的寶藏之地。為了吸引民眾參與，由 2013 年起於元宵節慶期間舉
行燈節，使之成為一場藝術慶典。在累積一定觀眾後，不再以大型裝置為主要特色，策展方向以「光」這個媒介為主題，巧妙結合寶藏巖地景或歷史
脈絡，透過藝術來探詢這座聚落多向的軸度。

執行藝術計畫後之效益

臺灣仍保有多項民俗慶典，在都市型態的生活節奏之間，創造休閒生活的空檔，逸出於資本勞動生活架構之外，為家庭與社群交流，保留時間與空
間上的可能性，民俗慶典具有極大普同性的文化根底，案例裡的民俗慶典與當代藝術語境的結合，在傳統民俗慶典中注入新元素。

執行時可能的困難處

配合慶典的短暫作品或活動，不能流於煙火式的娛樂活動，如何精準掌握民俗與文化精神的普遍性與深度，需要具有文化能力的專業策展。

針對社宅公共藝術之效益分析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及都會的生活型態，個別成員以及小家庭單元，非常需要這類的休閒空檔，其空間與時間獲得解放，各種平日被工作框架區隔
的人們，也在民俗慶典裡暫時鬆綁，創造各種非常規的交流與互動的異質性空間，又具有高度的文化普同性與共同理解，是公共比肩交集與交流的
魔幻時刻。社宅社區的居民能夠透過此類的藝術活動，轉譯傳統民俗文化精神賦予當代社會生活的文化意涵。

【加拿大 蒙特婁 Impulse，The sixth annual Luminothérapie event，Lateral Office& CS Design&EGP Group, Mitchell Akiyama, Maotik 

and Iregular】

這是一項結合街道遊具、音樂及影像光雕的互動装置，由來自多倫多的 Lateral Office 與 CS Design、EGP Group 共同完成的裝置，名為“Impulse”， 
設置於加拿大蒙特婁市中心。
在市中心的 PLACE DES FESTIVALS 廣場上，有三十個巨型的 LED 蹺蹺板，將這塊公共空間轉化為一座燈光遊樂園。這項裝置結合了互動音樂與投影，
當民眾坐上蹺蹺板，內建的裝置將流出和諧的聲響和燈光，產生不斷變化的短暫構圖。同時有九座光雕裝置，投影在城市中九座高大建築的立面，影
片與音效的投放與 PLACE DES FESTIVALS 廣場上蹺蹺板為互動裝置。當廣場上的蹺蹺板上下擺動時，投影牆的影像與音效透過裝置呼應蹺蹺板的平衡
/ 不平衡、對稱 / 不對稱、緊張 / 和諧之間的律動。
這場活動為加拿大蒙特婁娛樂區基金會 (QUARTIER DES SPECTACLES) 舉辦的冬季系列慶典活動之一，為燈光設計提案競賽─ Luminotherapie 
COMPETITION。這項活動廣邀各領域藝術家、設計者、提案競賽，勝者將在蒙特婁娛樂區展出提案作品。今日的蒙特婁娛樂區與前紅燈區區域重疊，
自 19 世紀以來即是有名的娛樂場所。2001 年，蒙特婁舉行全球高峰會，文化政策討論興起，政府成立蒙特婁娛樂區基金會，將文化定位為蒙特婁的
關鍵開發政策。2007 年蒙特婁市政府與州政府更進一步支持創設了藝術場所基金會 (the Fondaton de la Place des Arts)，促進公共空間的藝術展現。
種種資源投入娛樂區，一年中至少有四十場次的戶外文化事件，促進社區的創意氛圍與獨特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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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地盤點
以下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的基本資料，盤點社宅公共藝術設置基地，並整理各案開工完工預定期程列表、戶數、面積及設計單位。

發包順序 行政區 社宅 基地面積 戶數 開工時間 預計完工 公共藝術經費 總計經費 設計單位

1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A 基地 ) 

63,954.52

0 2018/08/09 2022/03
85,564,959

148,206,581

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B 基地 ) 0 2018/08/09 2022/03 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C 基地 ) 476 2018/08/09 2022/04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D 基地 ) 522 2018/01/10 2021/10

62,641,622
陳裕益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E 基地 ) 522 2018/01/10 2021/10 徐維志建築師事務所

2

文山 興隆二期 A 基地 4,848.09 340 2019/07/01 2022/10 15,779,000 

69,131,000 

謝佑祥建築師事務所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興隆二期 E 基地 3,171 263 2019/07/01 2022/11 11,816,000 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興隆三期 F、H 基地 7,373 447 配合社會局搬遷期程 - 19,076,000 恩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興隆三期Ｉ基地 7,013 500 2020/06 2023/04 22,460,000 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

4

文山 木柵 1,763 119 2017/08/17 2020/04/27 5,673,000 

40,022,587 

張昌明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和興水岸 4,755 174 2019/11/26 2022/12 11,476,000 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樟新水岸 4,789.14 192 2019/12/18 2022/12 11,424,000 陳浩怡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景豐一區 2,439 90 2020/10 2022/09 5,606,385 上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文山 景豐二區 2,591.93 80 - - 5,843,202 -

9

信義 六張犁 A、B 區 14,904 709 2018/09/18 2022/12 37,599,000 

63,222,414 

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 六張犁 D、E 區 D：11,543.5
E：8,229 1,113 俟 A、B 區完

工後啟動 - 尚未編列 -

信義 三興 11,039.82 560 2019/09/04 2024/07 25,623,414 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

3

萬華 青年二期 7,271 518 2017/07/17 2021/06 18,733,000

40,653,000 

大宇建築師事務所
萬華 莒光 3,491.68 201 2017/12/28 2021/10 9,799,000 許宗熙建築師事務所

萬華 福星 3,958 255 2019/10/23 2024/10 12,121,000 上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6

內湖 瑞光 4,874 389 2017/10/05 2020/12 17,093,000 

50,916,000 

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
內湖 行善 21,570.52 526 2018/10/29 2021/09 28,662,000 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

內湖 舊宗 2,731.67 97 2020/02/24 2023/05 5,161,000 張弘鼎建築師事務所

7
大同 明倫 8,639 380 2017/03/10 2020/07 18,384,000  

45,897,970 
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

中山 錦州 5,230.63 387 2020/02/17 2023/12 19,608,000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
中山 培英 2,898.24 96 2020/02/27 2023/07 7,905,970 曾永信建築師事務所

8
北投 新奇岩 5,932.44 288 2017/05/26 2020/11 10,810,000

37,991,000
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北投 福國 9,515.49 363 2020/06/12 2024/04 16,596,000 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士林 百齡水岸 4,416 266 2020/10 2024/08 10,585,000 楊瑞禎建築師事務所

5
南港 中南 2,228 119 2017/11/09 2020/10 5,405,000 

25,075,000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

南港 小彎 9,007.23 341 2018/03/08 2021/07 12,582,000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南港 經貿 3,552.41 118 2020/08 - 7,088,000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

10 南港 玉成 8,589.33 396 2020/10 2025/01 22,957,102 22,957,102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 南港 南港機廠 77,766.91 1,442 2019/12/27 2024/04 77,931,871 77,931,871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
薛昭信建築師事務所

總計 621,997,525           

相關期程仍以實際工程進度為主

( 二 ) 公共藝術分包策略與方案規劃

公共藝術預算表與計劃分包順序表

社宅公共藝術代辦與分包分布圖

備註：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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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辦及設置案分包順序與公共藝術預算
各設置案考量都發局人力、基地工程時程、地理位置及相關都會環境文化脈絡、預算分配等因素，規劃行政代辦和設置案之分包順序及預算。案內包含基地工程時程先後順序，也將規劃公共藝術分期完成之
時程，經考量部分基地工程完工期程緊迫，因此調整提前 ( 工程進度為 2019 年 10 月之記錄 )。各基地因其特殊性，細節列在各期規劃中。

信義區 廣慈博愛園區 ABCDE 信義區 六張犁 AB 區 信義區 三興

文山區 興隆 AEFHI 文山區 和興水岸

文山區樟新水岸 文山區 景豐一區 文山區 景豐一區

萬華區 青年二期 萬華區 莒光 萬華區 福星

大同區 明倫 中山區 培英

士林區 百齡水岸北投區 福國北投區 新奇岩

內湖區 瑞光 內湖區 行善 內湖區 舊宗

文山區 木柵

南港區 中南 南港區 小彎 南港區 經貿

南港區 玉成 南港區 南港機廠 南港區 南港機廠

中山區 錦州

代辦與設置案分組與發包順序

備註：
1. 代辦一之信義區六張犁 DE 區、代辦二之文山區樟新尚未編列工程預算，目前代辦費用不含兩處基地。     2. 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社宅建築模擬圖

行政區 社宅 現場施工狀況
行政
代辦
發包
順序

行政代辦
發包時間 說明

設置
案

發包
順序

說明 公共藝術
總計經費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A 基地 ) 已開工

一

2019 年
10 月

第一組代辦與第二組代辦同時發包。辦理信義
區內兩組設置案，第一為廣慈博愛園區，另一
案為六張犁ＡＢ、ＤＥ以及三興。一二組代辦
已於 8 月公告，9 月完成評選。

1

廣慈博愛園區ＡＢＣＤＥ五個基地，皆已發包
施工，時程較緊迫，列為第一案發包，將與戶
外景觀統整為一案，依施工完成順序安排藝術
設置時程。

148,206,581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B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C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D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E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六張犁 A、B 區 已開工

9
六張犁ＡＢ區列為公共藝術設置第一期，六張
犁ＤＥ區與三興之建築已開工，公共藝術為本
案第二期。

63,222,414信義 六張犁 D、E 區 規劃中

信義 三興 已開工
文山 興隆二期 ( A 基地 ) 已開工

二

第二組代辦率先發包啟動，將文山區共十處社
宅基地，整合為兩組公共藝術計畫。通過審議
後，興隆案應先發包啓動，而木柵、和興水岸、
樟新水岸與景豐一、二區五處基地為一案，將
列為第 3 案發包。

2
興隆二期三期工程ＡＥＦＨＩ整合五處社宅基
地整合為公共藝術第 2 案，未來公共藝術配合
工程進度與藝術進駐計畫分期施作。

69,131,000 
文山 興隆二期 ( E 基地 ) 已開工
文山 興隆三期 ( F、H 基地 ) 規劃中
文山 興隆三期 ( Ｉ基地 ) 109/03/20 決標
文山 木柵 已峻工

4
本案有五處基地整合為一案，木柵、和興水
岸、樟新水岸，為案內第一期。景豐一、二區，
為案內第二期。

40,022,587 
文山 和興水岸 已開工
文山 樟新水岸 已開工
文山 景豐一區 109/03/26 決標
文山 景豐二區 規劃中
萬華 青年二期 已開工

三 機關自辦 萬華區三個社宅基地整合為一計畫。 3
計畫內公共藝術僅一案，為青年二期、莒光、
福星三基地。其中福星之工程期程較晚，公共
藝術配合稍晚進場。

40,653,000萬華 莒光 已開工
萬華 福星 已開工
內湖 瑞光 已開工

四 2020 年
7-12 月

第四組代辦，須處理較為分散的基地以及條件
較為獨立之社宅基地。內湖、大同、中山、北投、
士林，五個行政區的範圍，大部分為臺北北區
或中區偏北的位置。

6 瑞光與行善兩個基地應先辦理，舊宗基地距離
行善基地近，但時程較晚。 50,916,000  內湖 行善 已開工

內湖 舊宗 已開工
大同 明倫 已開工

7 共三個設置基地，明倫案時程較早，應先設
置，錦州、培英可稍晚進場。 45,897,970中山 錦州 已開工

中山 培英 已開工
北投 新奇岩 已開工

8 三處基地，新奇岩應先辦理設置，福國與百齡
水岸時程較晚。 37,991,000北投 福國 已開工

士林 百齡水岸 109/03/18 決標
南港 中南 已開工

五 2020 年
9-12 月 本組分三案，基地集中於南港。

5
中南、小彎、經貿為一案，基地都在南港，預
算規模較小。集中為一案，作品設置按基地工
程安排期程。

25,075,000南港 小彎 已開工

南港 經貿 109/05/29 開標
109/06/11 評選

南港 玉成 108/11/14 決標 10

南港玉成基地條件特殊，開放空間廣場設計與
臺電舊倉庫未來活化利用之公共空間以及藝文
展演方向可能有整合對話合作機會，是以本基
地單獨成案。

22,957,102 

南港 南港機廠 已開工 11

南港機廠與未來文創產業開發輔導基地在一
起，位於軟體園區與經貿園區附近，鄰北流音
樂中心與 202 兵工廠，場域條件建物功能與未
來都市發展動態對話緊湊，條件特殊，也建議
單獨成案。代辦應提早於設置計畫，通過審議
確定理念定位，執行可稍緩配合工程期程，列
位第十一案。

77,931,87 1 



20

代辦
順序 名稱 發包

順序 主題 行政區 社宅 基地大小 行政代辦
發包時間 行政代辦工作內容 公共藝術

總計經費
行政代辦

費用
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
後續軟體
3+3 計畫

1

設置案一 1 無牆美術館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A 基地 )

63954.52

2019 年
3-9 月

公開評選專業公共藝術工作者，以協助都市發展局啟動公共藝術相關工作與辦理創意徵選之工作。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畫徵選簽約、
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廣慈博愛園區 A、B、C、D、E 基地的代
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140,000、220,000、290,000、270,000、280,000 元。由於公共藝術執行時間甚長，行政代辦工作時間將經歷多年，
編列預算需顧及長年工作需求。

148,206,581 1,200,000 83,207,799 6,000,000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B 基地 )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C 基地 )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D 基地 )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E 基地 )

設置案二 9 綠色療育

信義 六張犁營區 A、B 區 14,904
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畫徵選簽約、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
理之事項。信義區六張犁 AB 區基地的代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為 380,000 元，三興基地為 270,000 元，由於信義區六張犁 DE 區社宅工程經費尚
未編列，目前代辦費用不含六張犁 DE 區社宅，未來代辦費用保留彈性調整空間。

63,222,414  650,000 56,841,273 6,000,000
信義 六張犁營區 D、E 區 D：11,543.5

E：8,229

信義 三興 11,039.82

2

設置案三 2 樂山行

文山 興隆二期 ( A 基地 ) 4,848.09
公開評選專業公共藝術工作者，以協助都市發展局啟動公共藝術相關工作。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
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文山區興隆 A、E、FH、Ｉ基地的代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180,000、140,000、220,000、260,000 元。由於文山區興隆三期社宅 (FH、Ｉ基地 ) 工程尚未完成發包，時程較長，使公共藝術執行時間延長，預算編
列需包含行政代辦多年工作時間。

69,131,000 800,000 62,331,000 6,000,000
文山 興隆二期 ( E 基地 ) 3,171
文山 興隆三期 ( F、H 基地 ) 7,373

文山 興隆三期 ( Ｉ基地 ) 7,013

設置案四 4 綠動城市

文山 木柵 1,763

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
木柵、和興水岸、樟新水岸、景豐一、二區基地的代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110,000、230,000、230,000、110,000、120,000 元。由於文
山區景豐一、二區社宅工程發包尚未完成，使公共藝術執行時間延長，行政代辦工作時間將經歷多年，因此編列預算如左。

 40,022,587 800,000 30,224,587 6,000,000 
文山 和興水岸 4,755
文山 樟新水岸 4,789.14
文山 景豐一區 2,439
文山 景豐二區 2,591.93

3 設置案五 3 歷久彌新

萬華 青年二期 7,271

機關自辦
代辦三需處理基地有三處，集中於萬華區，建議都發局考量一位專責承辦人員辦理，經考量後如仍擬徵選代辦，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
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萬華區青年二期、莒光、福星基地
的代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460,000、240,000、300,000 元。

40,653,000 0 40,653,000 6,000,000 萬華 莒光 3,491.68

萬華 福星 3,958

4

設置案六 6 城市之光

內湖 瑞光 4,874

2020 年
7-12 月

代辦四工作範疇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畫徵選簽約、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
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代辦預算設置案六分攤代辦四之預算為 800,000。由於代辦四之個案公共藝術預算規模較小，整合為一代辦節省行政與時間
預算等資源。但代辦處理共五個行政區九處基地較為分散。時程工作時間長。整體預算為 2,400,000 元。內湖區瑞光、行善與舊宗基地的代辦費用依工
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270,000、450,000、80,000 元。

50,916,000 800,000 44,119,891 6,000,000
內湖 行善 21,570.52

內湖 舊宗 2,731.67

設置案七 7 城市故事

大同 明倫 8,639
代辦四工作範疇：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畫徵選簽約、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代辦預算：設置案七分攤代辦四之預算為 800,000。由於代辦四之個案公共藝術預算規模較小，整合為一代辦節省行政與
時間預算等資源。但代辦處理共五個行政區九處基地較為分散。時程工作時間長。整體預算為 2,400,000 元。大同區明倫、中山區錦州與培英基地的代
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320,000、40,000、140,000 元。

45,897,970 800,000 39,088,153 6,000,000 
中山 錦州 5,230.63

中山 培英 2,898.24

設置案八 8 永續城市

北投 新奇岩 5,932.44
代辦四工作範疇：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計畫徵選簽約、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代辦預算：方案八分攤代辦四之預算為 800,000。由於代辦四之個案公共藝術預算規模較小，整合為一代辦節省行政與時
間預算等資源。但代辦處理共五個行政區九處基地較為分散。時程工作時間長。整體預算為 2,400,000 元。北投區新奇岩、福國與士林區百齡水岸基地
的代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230,000、350,000、220,000 元。

37,991,000 800,000 31,191,725 6,000,000 
北投 福國 9,515.49

士林 百齡水岸 4,416

5

設置案九 5 明日城市

南港 中南 2,228 代辦五需處理基地有五處，集中於南港區，建議都發局考量一位專責承辦人員辦理，經考量後如仍擬徵選代辦，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
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南港區中南、小彎、經貿基地的代
辦費用依工程經費比例分配分別為 90,000、200,000、110,000 元。

25,075,000 400,000 18,675,218 6,000,000 南港 小彎 9,007.23

南港 經貿 3,552.41

設置案十 10 街廓家居 南港 玉成 8,589.33
2020 年
9-12 月

代辦五需處理基地有五處，集中於南港區，建議都發局考量一位專責承辦人員辦理，經考量後如仍擬徵選代辦，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
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

22,957,102 360,000 14,597,102 8,000,000 

設置案
十一 11 創活聚落 南港 南港機廠 77,766.91

代辦五需處理基地有五處，集中於南港區，建議都發局考量一位專責承辦人員辦理，經考量後如仍擬徵選代辦，代辦工作範疇自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至
計劃徵選簽約設置完成送審議會備查為止 ( 不含 3+3 後續軟體計畫部分 )，所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之事項。

77,931,871 1,240,000 76,691,871 

 備註：
1. 查信義區及文山區行政代辦已於 108 年 9 月份辦理公開評選。部分社宅基地尚未編列工作預算，後續行政代辦及設置案發包，需依實際工作進度調整。     2. 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3、公共藝術設置案與行政代辦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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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代辦預算比例分配原則
各案行政代辦案金額依基地工程經費比例分配。方案一到四之代辦費，以設置案為單位，以單一基地工程成本除以基地工程成本合計，得出之百分比以分配各案行政代辦預算。

以代辦案一的設置案一為例： 廣慈博愛園區，A-E 共 5 個基地，代辦總金額為 1,200,000 元。依前述算式得出廣慈博愛園區 A、B、C、D、E 基地之百分比為 11%、19%、24%、23%、23%，代辦總金額乘百分比，

得出代辦經費為 140,000、220,000、290,000、270,000、280,000 元。  全案代辦金額分配詳下表：

代辦
順序 名稱 行政區 社宅 單一基地工程成本 ( 元 ) 基地工程成本合計 ( 元 ) 百分比 代辦總金額 各基地代辦金額

1

設置案一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A 基地 )

14,820,658,119

11%

1,200,000

140,000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B 基地 ) 19% 220,000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C 基地 ) 24% 290,000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D 基地 ) 23% 270,000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E 基地 ) 23% 280,000 

設置案二
信義 六張犁營區 A、B 區 3,759,132,599 

10,926,262,101

59%

650,000

380,000 
信義 六張犁營區 D、E 區 4,604,664,848 - -

信義 三興 2,562,464,654 41% 270,000 

2

設置案三

文山 興隆二期 ( A 基地 ) 1,577,266,000 

6,912,809,332

23%

800,000 

180,000 
文山 興隆二期 ( E 基地 ) 1,181,616,332 17% 140,000 
文山 興隆三期 ( F、H 基地 ) 1,907,774,000 28% 220,000 

文山 興隆三期 ( Ｉ基地 ) 2,246,153,000 32% 260,000 

設置案四

文山 木柵 564,676,037 

3,999,780,492

14%

800,000 

110,000 
文山 和興水岸 1,147,819,762 29% 230,000 
文山 樟新水岸 1,142,326,647 29% 230,000 
文山 景豐一區 560,637,902 14% 110,000 
文山 景豐二區 584,320,144 15% 120,000 

3 設置案五
萬華 青年二期 1,873,210,829

4,065,169,380
46%

     機關自辦
0

萬華 莒光 979,875,338 24% 0
萬華 福星 1,212,083,213 30% 0 

4

設置案六
內湖 瑞光 1,709,280,565 

5,091,496,516

34%

800,000

270,000 
內湖 行善 2,866,168,951 56% 450,000 

內湖 舊宗 516,047,000 10% 80,000 

設置案七

大同 明倫 1,838,343,132 

4,589,716,068

40%

800,000 

320,000 

中山 錦州 1,960,775,979 43% 340,000 

中山 培英 790,596,957 17% 140,000 

設置案八
北投 新奇岩 1,079,943,567 

3,797,898,924

28%

800,000 

230,000 

北投 福國 1,659,395,357 44% 350,000 

士林 百齡水岸 1,058,560,000 28% 220,000 

5

設置案九

南港 中南 540,582,241 

2,506,944,572

4%

 400,000 

90,000 

南港 小彎 1,257,542,331 10% 200,000 

南港 經貿 708,820,000 6% 110,000 

設置案十 南港 玉成 2,295,709,153 2,295,709,153 18%   360,000 360,000 

設置案
十一 南港 南港機廠 7,793,179,451 7,793,179,451 62%      1,240,000 1,240,000 

備註：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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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間策略

社宅本身的設計與建設， 有其都市設計的 Guide Line，公共空間與公共設施的設計具有一
定的通則，並依不同社區或社群的個別條件與需求調整。本案 35 處社宅基地公共藝術的作
品空間策略與創作規劃，回應都市和建築的設計原則，具以下通則：
1. 建築量體立面與公共藝術的融合，以建築設計可早期與公共藝術同步規劃為原則
2. 與戶外公共空間結合，如廣場、穿廊或沿街面帶狀開放空間
3. 與室內公共空間結合，如入口大廳、梯廳
4. 與社區公共設施結合，如交誼空間、公共廚房、社區教室、屋頂農園等
5. 與社會照顧據點或計畫結合
6. 與社宅周邊公園或公共空間結合

建立社區連結

作品需和地方具有關聯性 (Site Specific)，在空間物理條件上，梳理環境與人的脈絡，能建
構地方知識與社會分享網絡。此外，當代公共藝術更需在前述條件上，以關係美學為核心，
藝術為媒介，推動人與人、人與地方的關係，讓民眾參與的軟體計畫成為市民自主參與、培
養公民意識，凝聚社會共同體的觸媒。策略面上具以下面向：
1. 融合地方文史、生態與生活脈絡
2. 創造社區共享共融網絡
3. 融入社會照護精神
4. 環境美學陶養
5. 促進公共參與對話

長期運作與營運

三年一輪的居住政策，形塑社宅多元流動的特質，面對複雜的社會議題與大量匯聚的公共資
源，社宅公共藝術需突破一次性執行的做法，導入社會設計創新翻轉概念，形成長期經營的
模式，策略面上具下列原則：
1. 可營運募集社區運作資源 
2. 預留後續長期運作之預算
3. 在地組織的培力
4. 永續觀念的養成與經營

設置案一
信義區廣慈博愛園區
A、B、C、D、E 基地
主題概念：無牆美術館
以園區概念規劃，為周邊傳統街區帶來新時代與
新觀念，也帶來需要社區共同面對、適應的新改
變，整體園區的藝術和開放式的綠色景觀融合，
以環境美學搭建公民廣場，結合園區附近生活
圈，讓廣慈博愛園區成為臺北市新的中央公園，
園區內綠廊步道與鄰近小型綠地串聯成適宜散步
生活的步行城市社區，未來搭配捷運與各種大眾
交通建設更加蓬勃本區各類公共生活機能。許多
新的公共資源，匯聚與在地居民開放共享。未來
透過公共藝術的串聯，配合軟體計劃，形塑新舊
街區融合共好的都會藝文生活圈，打造體現市民
生活文化的公民廣場，並能提供社區活動、文化
活動等持續的各式各樣的聚會活動場域，長期促
進更融洽的社區社群公共關係。

設置案三
文山區興隆二期 A、E、
興隆三期 FH、Ｉ基地
主題概念：樂山行
家園的營造，必須包含鄰里與周遭都會文化社
會生活的整體涵構。因此，本設置案，以打造
興隆社宅聚落獨特的城市文化生活圈為核心概
念，透過公共藝術進駐的社會性宣告，破除鄰
避標籤迷思，凝聚新舊社群彼此認識與融合契
機，結合社造觀念，建立藝術進駐陪伴社區的
中介機制，整合梳理社區藝文資源，營造社區
自主共創共構的住居認同與自信，落實弱勢照
顧的社福社會學習網絡、結合周邊國小在地課
程的社會環境美學教育網絡。共享建築景觀開
放空間與各建物公共服務空間的美學環境，串
連區內最大型公園木柵公園至社宅聚落之間的
綠色景觀與生態環境，型塑成為文山區特有的
都會郊山社區藝文生活圈。整體計畫，應被視
為持續性的社會文化運動。

設置案五
萬華區青年二期、莒光、福星

主題概念：歷久彌新
公共藝術與在地須深刻連結，萬華區具有豐富
的特色，有優勢也有危機，既老也新，最傳統
也最新潮，最在地但也最國際。以此為主題，
挖掘生活裡最能搭接過去朝向城市未來文化生
活的元素。萬華的人口逐年下降，人口老化嚴
重，社宅政策帶入年輕人安居，配合長照以及
育幼的福利，延續城市的活力。公共藝術計畫
可穿越歷史記憶與各時代不同族群的文化時空
背景串聯，促進社區的互相理解與情感共融。
當地豐富獨特的宗教祭典，各類移民移工的文
化交流，傳統市場所反映的生活器物飲食文化，
各個不同時期眷村國宅的歷史記憶，透過公共
藝術與在地多元生活脈動駁接，浸潤於社區各
種角落。與青創結合，藉由各類工作坊，培養
結合社區組織工作的種子，形成社區自主活力。

設置案四
文山區木柵、和興水岸、樟新水
岸、景豐一區、二區
主題概念：綠動城市
文山區本身比鄰臺北盆地南緣寧靜多雨山區，
區內有許多小形山系丘陵，以及綠地公園，除
了親山特色外，和興水岸、樟新水岸基地鄰近
景美溪蜿蜒的河道。配合本區特色優勢，本案
公共藝術以「綠動城市」為主題，打造宜居樂
齡，青銀共居的城區生活。公共藝術以基地為
本，向外延伸串聯周圍綠地及河岸，連結景豐
一、二區基地和周邊靠著蟾蜍山系的景美運動
公園；木柵基地及附近的久康公園；和興水岸、
樟新水岸基地與景美溪河岸步道，打造文山區
整體特有生態藝文生活圈。形成都會空間點線
面的串聯，使藝術與生態與休閒活動結合。

設置案九
南港區中南、小彎、經貿
　　　
主題概念：明日城市
南港區人口結構年輕，是北市唯二呈現正成長
的區域。經貿園區與中研院，匯聚了人文自然
學術研究與科技生技產業，未來將帶動更多新
的青年人口就業與居住。本案三塊基地周邊住
戶多有良好教育程度，社經能力較優，周邊有
許多學前機構，與公托設施，顯現對下一代教
養的重視，是培育新世代市民的活力都會區。
社宅公共藝術針對此特質，以明日城市為主題，
規 畫 孩 童 環 境 美 學 教 育 方 向 之 軟 硬 體 藝 術 計
畫，期待透過藝術的浸潤與生態知識的建構，
喚起下一代的自然意識，重塑環境美學倫理，
打造具永續精神的未來城市。

設置案十
南港區玉成

主題概念：街廓家居 
玉成社宅與周遭不同尺度的空間連結，形成獨
特生活脈絡的街廓，本案主題重新檢視廟埕在
舊社會中具有的多重時空意義，重新形塑具公
共、私密、流動性、彈性的當代市民空間，在
多重空間機能的鋪陳下，模糊私密與公眾之間
的絕對界限，與個人與集體的的二元畫分。透
過公共藝術、文化展演，使文化構築於生活之
上，使生活意識注入都市脈絡，共同寫下新時
代的都市文化主義。也希望營造與城市生活交
融的藝文大街廓， 期待跨部門的合作連結，靈
活運用文化資產以及開放空間。

設置案十一
南港區 南港機廠

主題概念：創活聚落
南港基地座落於流行文化的產業區，周遭緊臨
北流行音樂中心與南港展覽館，有機會成為「文
化產業群聚空間」的樞紐平台，使社宅得以透
過結合周遭藝文環境，將創造、行銷、人才以
及資訊串連整合，塑造出複合型文化平台聚落，
並透過三年一度的盛大城市節慶，落實臺北文化
生活願景。社宅公共藝術的定義與樣態將全面
翻新，吸引多元背景的人才交流與跨界合作，
將網絡實體化，讓產業生活聚落在藝術的調和
下成為一個多向度的承載器。從生活出發，讓
產業、生活、工作連貫。南港社宅進一步串聯
其他社宅公共藝術；成為臺北社宅創意的發聲
舞台。

設置案六
內湖區 瑞光、行善、舊宗

主題概念：城市之光
內湖是臺北市住宅區的後起之秀，山林河流自
然環境優美，影音與新興科技產業發達，坐落
於此的社宅，有望發展出新形態的都市生活聚
落文化，公共藝術規劃也希望發揮地區優勢與
特色，迎接新時代的新住民文化。因此以城市
之光為主題，期許以媒體互動藝術與公共環境
美學的對話結合為規劃方向，作為本區公共藝
術發揮主軸。公共藝術計畫應搭配後發先至的
發展優勢展現未來性，主動向外延伸合作平台，
透過社會組織與設計的創新性，創新科技與藝
術的媒合，計畫朝向城市的自然環保節能方向
考量。

設置案七
大同區明倫
中山區錦州、培英
主題概念：城市故事
設置案七的基地都設置在周遭都會紋理複雜的
舊區域，建築基地的公共空間相對來說較為緊
迫狹窄，尤其是明倫以及錦州所在的區域，區
域各自所累積的文史背景與都市景觀更迭非常
多樣也非常複雜，城市本身便訴說著不同時代
的不同故事，而努力在城市裡生活的人們，持
續留下自己的篇章。因此設置案七以「城市故
事」為主題，透過公共藝術，在這一波的社宅
社會運動裡，訴說城市生活回顧以及未來想望。
透過藝術敘事，縫合都會與社會的裂縫，提煉
常民生活文化的精萃，對於老且繁密的都會紋
理，應以減法美學與環境結合。

設置案八
北投區新奇岩、福國
士林區百齡水岸
主題概念：永續城市
環 境 藝 術 已 成 為 公 共 藝 術 的 重 要 核 心 概 念 之
一，面對城市治理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挑戰，社
宅公共藝術也期待公共藝術能夠策動社群與藝
術家團體，透過藝術管道，建立永續與環保的
家園與生活。本案三個基地，北投士林，早期
曾屬於城市近郊農業區域，居民對於環境以及
文化的關注意識也發展甚早，期待透過公共藝
術強化永續經營的挹注。社宅公共藝術的創作，
呼應環境藝術迎向與自然的生生不息精神，不
僅喚起對生態美學與自然意識的重視，凝聚社
區人群，更可積極介入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
社群行為的改造，重塑環境美學的倫理。

設置案二
信義區六張犁 AB 區、DE 區、
三興
主題概念：綠色療癒
人口稠密住商混和，是臺北市各個區域的共通
點，因此市民大多渴求綠地與休閒空間，生態
綠地與友善步行生活空間，是營造快樂生活的
城市治理良策。社宅政策推動期間，意見的對
立以及誤解衝突，難以避免，在歷次爭議紀錄
之中，民眾表達對於綠地公園的渴求，以及交
通衝擊的擔心。因此公共藝術以「綠色療癒」
為主題，公共藝術可以扮演積極彌合社區渴望，
以及交誼聯繫新舊居民的療癒角色。面對人類
壽命延長，人口老化的大趨勢，公共藝術在社
會參與的積極面，不能忽略此一重要趨勢。活
化城市生活活力及城市生態，可藉公共藝術創
意搭建橋樑。公共藝術將與都市綠廊串聯，結
合城市永續生態保育的行動。也應澄清複層交
疊的歷史記憶，觸發創造性的空間意義翻轉。

5、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方針

本規劃案為臺北市 35 處社宅公共藝術所擬計畫，而社宅的興建是進行中且未來持續進行的政策，下列整理公共藝術設置規畫的重要方針，供日後其他社宅的公共藝術推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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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辦理「公共藝術設置案行政代辦」廠商徵選

公共藝術社宅基地數量 35 處，將 35 處基地規劃為 11 個設置計畫，5 個代辦包。 1、前期行政代辦案協助
業於 108 年 2 月 26 日向興辦機關檢送「社宅公共藝術總體規劃與論述手冊」與「臺北市社會住宅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分包操作及分期建置策略，經興辦機關審核，業於 108 年 5 月 20 日通過。興辦機關業
按分包策略之建議，進行行政代辦招標作業，108 年 8 月 14 日公告上網第一包、二包之行政代辦案招標。 

行政區 社宅 現場施工狀況 行政代辦
發包順序

行政代辦
發包時間 說明 設置案

發包順序 說明 公共藝術
總計經費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A 基地 ) 已開工

一

2019 年
10 月

第一組代辦與第二組
代辦同時發包。辦理
信 義 區 內 兩 組 設 置
案，第一為廣慈博愛
園區，另一案為六張
犁ＡＢ、ＤＥ以及三
興。一二組代辦已於
8 月 公 告，9 月 完 成
評選。

1
廣慈博愛園區ＡＢＣＤＥ五個基地，皆已發包施工，時程較緊迫，
列為第一案發包，將與戶外景觀統整為一案，依施工完成順序安排
藝術設置時程。

148,206,581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B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C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D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廣慈博愛園區 ( E 基地 ) 已開工
信義 六張犁 A、B 區 已開工

9 六張犁ＡＢ區列為公共藝術設置第一期，六張犁ＤＥ區與三興之建
築已開工，公共藝術為本案第二期。 63,222,414信義 六張犁 D、E 區 規劃中

信義 三興 已開工
文山 興隆二期 ( A 基地 ) 已開工

二

第二組代辦率先發包
啟動，將文山區共十
處社宅基地，整合為
兩組公共藝術計畫。
通過審議後，興隆案
應先發包啓動，而木
柵、和興水岸、樟新
水岸與景豐一、二區
五處基地為一案，將
列為第 3 案發包。

2 興隆二期三期工程ＡＥＦＨＩ整合五處社宅基地整合為公共藝術第
2 案，未來公共藝術配合工程進度與藝術進駐計畫分期施作。 69,131,000 

文山 興隆二期 ( E 基地 ) 已開工
文山 興隆三期 ( F、H 基地 ) 規劃中
文山 興隆三期 ( Ｉ基地 ) 109/03/20 決標
文山 木柵 已峻工

4 本案有五處基地整合為一案，木柵、和興水岸、樟新水岸，為案內
第一期。景豐一、二區，為案內第二期。 40,022,587 

文山 和興水岸 已開工
文山 樟新水岸 已開工
文山 景豐一區 109/03/26 決標
文山 景豐二區 規劃中

萬華 青年二期 已開工

三 機關自辦 萬華區三個社宅基地
整合為一計畫。 3 計畫內公共藝術僅一案，為青年二期、莒光、福星三基地。其中福

星之工程期程較晚，公共藝術配合稍晚進場。 40,649,000萬華 莒光 已開工

萬華 福星 已開工

2、依工程進度先辦理信義區、文山區及萬華區三行政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 含 2 件行政代辦案及 5 件設置案 )：

3、後續依先期規劃之分期分包策略，配合各社宅施工期程辦理全市社宅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備註：表格更新日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信義區：
(1) 108 年 10 月 16 日行政代辦案決標。
(2) 108 年 10 月 29 日行政代辦案簽約完成。
(3) 108 年 12 月 17 日、109 年 2 月 7 日召開第一、二次執行
小組會議。
(4) 109 年 3 月 23 日提送文化局審查。
(5) 109 年 6 月 5 日通過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議。
(6) 刻邀集在地文化團體召開工作坊意見交流，並辦理相關文
件送文化局備查。

 文山區：
(1) 108 年 10 月 16 日行政代辦案決標
(2) 108 年 10 月 31 日行政代辦案簽約完成。
(3) 108 年 12 月 4 日及 109 年 2 月 7 日召開第一、二次執行
小組會議。
(4) 109 年 3 月 30 日提送文化局審議查。
(5) 109 年 6 月 5 日通過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議。
(6) 預計於 109 年 7 月 13 日及 27 日邀集在地文化團體召開工
作坊意見交流。
(7) 刻辦理相關文件送文化局備查。

萬華區：
(1)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由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自行辦理。
(2) 109 年 4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
(3) 109 年 5 月 2 日及 6 月 5 日拜訪在地文史工作者。
(4) 109 年 5 月 19 及 26 日邀集在地文化團體召開工作坊意見
交流。
(5) 109 年 6 月 15 日開第二次執行小組會議。



24

二、 辦 理 專 家 學 者 研 討 會

貳    社宅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總
體規劃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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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參與之專家學者：
龔書章
現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於臺灣東海大學建築系、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碩士以及設計碩士，曾獲得多項國內外建築、室內大
獎，在空間專業與學術教育有卓越的貢獻並積極參與各種文化藝術類型展覽。

曾光宗
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致力於建築教育的革新與實踐、環境景觀營造、兒童空間教育等。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建築計畫與設計」、「日本現代建築
與思潮」等。

褚瑞基
銘傳大學建築系教授，於多所建築學校教授建築史以及建築理論。他關注城市設計、公共藝術、城鄉發展以及社區營造。著有許多有關建築思維、設
計理論的書籍。

日期｜ 2019 年 1 月 2 日 ( 三 )
時間｜ 14：30 - 17：30
地點｜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903 會議室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執行單位｜禾磊藝術有限公司

社宅公共藝術研討會
本案以“Home to All”為主題，作為研討素材，辦理兩場專業論壇，邀集各類專家學者以及社區代表，交叉討論，以期對於提案期間所提擬的論述主題，
精進與修正。公共藝術的城市美學論述基礎，誕生於民主自由的當代社會體制，因此，對於臺北市在此刻的重要社宅社會運動，其公共藝術之公共意涵，
也應透過公共論壇，以求彼此傾聽與彼此發聲之節奏和諧，求和並非求同；求共鳴，而非求同調。
本案於計畫前期舉辦兩場研討會議與論壇，對象以專家學者，市府相關局處人員、社宅建築師、營造廠商、社宅參建單位、社區規劃師、有興趣參與
公共藝術工作人士為主，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對於社宅公共藝術對於城市公民文化與生活的意義與期待。進一步，對社宅公共藝術的型
態與方式提出想像或具體建議。結合兩場論壇之記錄與成果，整理成社宅公共藝術手冊，以達到議題發酵與理念推廣之目的。公開論壇歡迎民眾以及
有意參與之藝文界人士參與。

( 一 ) 臺北公共住宅公共藝術研討會：臺北社宅公共藝術的都市美學
公共藝術在臺灣，曾為一時顯學，各種樣態的實驗與詮釋也未曾間斷，發展至今，公共性與藝術性似乎還需勉強相互包容。因此，第一場社宅公共藝
術的研討會，以內聚反省社宅公共藝術之論述為目的，邀請專家學者對論述之高度與視野提出戰略性的思考，與政府部門共同對於其核心價值以及視

野高度先做本質上的釐清，以及都市美學方向的討論。

討論議題：
(1) 社宅公共藝術的核心價值與使命
無論作品的形式是永久性還是臨時性，是屬於硬體還是軟體，社宅公共藝術的核心理念，應以利他為出發，以改善環境與公眾生活的議題為主，與社
區及所處的在地脈絡產生對話，成為城市新文化運動與新都市美學的推動者。

(2) 社宅公共藝術應達成的任務
公共藝術進入社宅，除了進入社宅的公共空間，也應該進入社宅的公眾生活之中，回應並形塑社區的性格，挖掘其內在價值，為社區凝聚豐富議題的
能量，打造溝通與交流的橋樑，促進公共的對話，將陌生的個體串聯成具有共同感的群體。

(3) 對公部門機制與流程的建議
公共藝術的民眾參與，應該在何階段開始啟動 ? 在傾聽大眾的聲音與專業的建議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 ? 在現行法令機制之下，如何更有彈性地運
作公共藝術計畫 ?

(4) 對各領域的參與者的期待 ( 包括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等 )
面對社宅公共藝術的原則方向，各領域的參與者在個人理念與美學實踐之外，應扮演何種角色 ?

黃海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創辦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系兼任教授，文化部空總文化實驗室顧問，現任台新藝
術獎觀察團委員。

胡朝聖
胡氏藝術公司執行長，現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双方藝廊共同創辦人及策展人以及胡氏藝術公司執行長、2018 臺北白晝之夜總監。

林雋怡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主持人，東海大學與實踐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主要以都市設計及社會開發為其專業主軸，期
望為臺灣的都市設計帶來新的創意。

劉惠媛
教育部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主持人， 長期推動跨領域美感教育，專長與藝術史與博物館學，著有《博物館的美學經濟》、《把藝術當作動詞》、《謬
斯共和國》、《沒有圍牆的美術館》。

陳碧琳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館長，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宜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2018 年起推動蘭陽博物館總體營造計畫，提倡在愈是商業的時代
要能夠愈提倡在地文化的保存與體驗。

周育如
水越設計創辦人，帶領水越設計除了設計產品外，近幾年也發展都市酵母計畫，邀請各界的設計師及民眾一起參與，藉由設計的力量讓一向節奏緊迫
的城市生活換另一個角度重新體驗世界。

會議記錄：
2019 年 1 月 2 日，在這個新的一年的第一個上班日，本案策劃團隊邀請黃海鳴、曾光宗、龔書章、褚瑞基、胡朝聖、林雋怡、劉惠媛、陳碧琳、周育
如等 9 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於臺北市政府都發局召開「臺北社宅公共藝術都市美學研討會」，會議從社宅公共藝術的核心價值與使命、社宅公共
藝術應達成的任務、對公部門機制與流程的建議、對各領域參與者的期待等四大議題切入，對於社宅公共藝術的論述進行討論。會議由都發局王玉芬
副局長主持，首先由禾磊藝術總監暨本案總策劃人吳慧貞向與會者說明策劃團隊對於社宅公共藝術的初步主張及論述主題 Home to All，作為討論的引
言。

從多年來對於公共藝術的觀察與思考中，吳慧貞提出五項社宅公共藝術的核心原則，一是有機

的彈性與模式，由於社宅公共藝術所面臨的社會生活場景非常特殊，社宅公共藝術需要更有
機、更彈性的作法，在既定的公共藝術採購程序中，找到縫隙、找尋更多可能性。二是知識建
構與社會網絡分享，現代社會的群眾意見與訊息在網路社群中凝聚流動快速，在虛擬空間以有
組織、有智慧的方式建構知識網絡，並回饋到社宅居民身上，這也是公共藝術可以想像的挑戰。
三是為他人服務的價值核心，當代藝術非常重要的核心是自我批判與原創性，而公共藝術作為
公民的藝術參與與社會議題的推進，其價值核心是為公眾服務。而「公眾」的定義可能非常多
重，從這之中需梳理出各種不同需求及定義，找尋出不同類型的行動方向。四是從我到我們，
從微觀到巨觀，藝術家的創作即使是從個人立場出發，也是對社會脈動與公共議題的回應，與
眾人處境切身相關，期待在公共的平台上，獲得最大的共鳴，形成革新的能量。五是協作共創，
顯現日常生活美學，公共藝術需要落實於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真實場景中交織彼此的對話，將

社宅公共藝術定義為一種城市新文化運動，具有都市設計導向，回應社宅的設計原則。這幾項原則，將納入到環境美學與關係美學架構裡，由公民參
與的共創共構，實現公民共治共享的城市文化。
 
在總策劃人的引言介紹之後，與會的專家學者紛紛發言回應，提出他們對社宅公共藝術的看法與省思。

 
胡朝聖首先提及建築本身才是公共藝術的源頭，思考「公共藝術之前的公共空間」相當重要，
建築與環境的規劃設計，應該考量如何與藝術的結合。他認為 Home to All 論述十分具有時代
性，並相當認同「有機的彈性與模式」的重要性，但以利他與服務為核心價值時，需要辨識服
務的對象究竟是誰。公共藝術其實十分類似於波伊斯的社會雕塑，是綜合性的，涵蓋都市與景
觀規劃、使用者與階級流動，與藝術、教育、美學、新時代、知識的建構皆息息相關。而且公
共藝術並非只有社會議題式的功能，地標式的、純粹美學的作品，或許與社區無關，但是與城
市有關，不是立即性與民眾有關係，但可能讓美學的發散性日積月累影響到幾十年後，內化到
我們的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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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媛建議應該先做利害關係人研究跟調查，包括供給者、需求者的調查做好之後，對核心價值的
定位是有幫助的，「以人為本」的概念與「利他」的使命都非常重要，我們應該更為宏觀地去看待
公共藝術，也許可以用聯合國十七項 ( 全球永續發展 ) 指標來做，包括都市規劃、社區規劃、文化
教育、運動等，人人都有權參與。另外也建議公部門要破除穀倉效應，運用設計思考來不斷修正與
執行，公共藝術要處理的不只是藝術的品質，還有景觀、人與社群、居住環境的品質，面對未來仍
有諸多挑戰。 

龔書章認為本案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宣言，讓未來參與的團隊們清晰知道本案的價值，總策劃若要
成為典範，不只是公共藝術家們的責任，也是建築師、未來管理者以及住戶的責任，這四端的人都
要有共同的核心價值。未來社宅公共藝術可分為三個層次：共同型、任務型、特殊型，將臺北市社
宅視為一個大的網絡，每個基地會有自己的獨特性、公共性、藝術性，團隊組成也不盡相同，不是
重複在做同樣的事，也不是各做各的，要找出不同基地的任務，彼此之間可以如何互動與連結。除
此之外，應該確立未來的公共性應該要走哪個方向 ? 對每個基地是榮耀還是負擔 ? 每個基地是哪種
尺度 ? 鄰里範圍影響到多大 ? 是內部族群問題還是外部族群問題 ? 團隊組成的特色是什麼 ? 同時不
可忽略的是，社宅是還在成長的生態系，所以一定要保持多元性與動態性。 

褚瑞基則認為公共藝術其實是要建造一座橋，需要確認這座橋要連結什麼，第一是連結「人」，將
居住在裡面不相干的人連結起來；將住在裡面的人與外面社區的人連結起來，也許要將不同年紀的、
不同社會狀況的人連結起來，以人為主的價值才會有意義。此外，好的公共藝術也呼應了海德格的
「槌子關係」理論，在整體環境關係裡擁有非常好的內在連續性，默默地實踐城市美學、空間美學
與生活美學，公共藝術的價值是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此外，也必須務實面對機制的架構，如何
拆解案子與專案管理，如何確立委員的延續性，如何在審委會取得理解，會需要局處的溝通。 

陳碧琳表示「Home To All」的主題十分具有開放性與創造性，可以刺激很多想像。社宅公共藝
術與一般公共藝術的最大共同點，是「community/ 社區」的概念，但社宅是新的社群、原本
不存在的社群，公共藝術要扮演什麼角色 ?「私與公」成為關鍵性的問題，住宅的私密性與公共
性的衝突矛盾必須先釐清。還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問題，我們希望在私密性的公共住宅創造公共
性對話的同時，也要考量時間的因素該怎麼處理。階段性居住和長期居住的問題是不一樣的，當
社宅完成之後五至十年，我們希望這些地方變成什麼樣態的公共藝術？在流程及後續執行的部
分，討論「先設置」或「後設置」的優缺點相當重要， 若有先設置的可能性，需要前置了解與
釐清，後設置的部分可利用基金方式運作，確保後續持續推動的機制，現階段的重點可能是遊戲
規則的制定，要保有未來大量變化的可能性，而不是硬體的設置。 

曾光宗則指出，從「對內」層面來看，如何將社宅的母體建築與社會性的特質和價值，反映在
未來的公共藝術計畫，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社宅建築有三大特質：「混居、社會和諧、社會流
動。」在臺北市的社宅居住者，年薪從 140 萬到 1 萬都有，都發局負責的是 70% 的中等收入，
30% 由社會局照顧，這樣的特性必須加以考量。未來整個公共藝術的操作過程，需要透過管理
者去了解被隱藏起來的對象，這是公共住宅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要去標籤化，未來屬於軟體活
動方面的計畫，如何吸引到那 30%，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此外，社宅的效益不僅是暫時性的安
身立命，也提供弱勢翻轉階級的墊腳階梯，建基在居住正義的基礎上，讓人們覺得住在臺北有
未來的希望，住在社宅的這群人，可能是臺北市未來新的帶領者。而且社宅重要的使命不只是
提供硬體，更重要的是社會流動，特別是向上的流動，公共藝術要怎麼呈現，協助這群人呈現
在社會流動裡的向上形象 ? 社宅的意義不再只是建築，而是它的社會意義。從「對外」層面來看，現在 2 萬戶社宅的公共藝術計畫，從宏觀的想法
是讓一般民眾知道公共住宅到底是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任務，要讓普羅大眾了解社宅與切身關係到底是什麼。從微觀角度來看，社宅具有地域性，
有 30% 的居民幾乎都是住在這塊基地附近的里民，透過公共藝術讓地域性形成的社區產生正面的效益，是值得推動的任務。 

林雋怡從都市規劃的角度，提出「大、中、小」三個層次的思考。首先，臺北是所有人的家，給家一個
新的概念，回頭來看社宅生產過程，怎麼用公共藝術去回答，在論述時，應把過去的的起心動念與出發
點談清楚。其次，社區的融合很重要，與社宅有關的所有人員 ( 弱勢、青年、老人、婦女、兒童等等 ) 彼
此了解，可能不是最困難的，最困難的反而可能是與大眾的接觸。價值不菲的藝術品，帶給社宅的人是
榮耀還是負擔需要謹慎思考，會不會反而造成居民跟外界的緊張，公共藝術需處理社宅內、外部的關係。
最後是藝術家與作品裝置的位置，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問題，但要面對外部還是內部，個人認為第一
次開始推動社宅公共藝術的時候，對外關係要高於對內。也許未來更成熟時，可以有另外的任務，但至
少起始的階段，對外界的溝通互動可能更重要。

黃海鳴也提及處理對外關係的重要性，突然出現的社宅容易與周邊社區產生緊張關係，因此剛開始不是要設
置硬體的公共藝術，而是透過一系列的進駐和活動，拉近與外部居民的距離，緩和關係。社宅的居民可能不
會花很多力氣與時間去經營社群關係，如果有藝術活動引起他們的興趣，讓人們可以聚成幾個小群體，這在
剛開始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硬體可以稍晚一點近來，透過活動的擾動，可以更清楚定義出這個地方真正的
特色、需要與認同。一般的公共藝術是做完才進行民眾參與，現在應該反過來，還沒確定公共藝術時，先透
過測試性活動、民眾參與，我們才能理解社區的人與地方特色。除此之外，社宅的公共藝術有很多內部、外
部問題要處理，所以不可能只是表面的民眾參與和硬體做完就結束。後來持續的東西更重要，這個東西可能
屬於民主的過程、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與不斷再評估，需要保留相當的預算來持續執行。 

周育如指出社宅追求共好共創的理念，裡面組織跟過去國宅等不同，社宅是複合式的群體，有各式各樣
的族群，比較像是年輕化的大學城，帶動社區發展，將社宅與附近關係打好是很重要的，要有共同坐下
來的空間，要有機制完善的服務節點。一切都與教育有關，社宅公共藝術需要教育推廣與行政溝通，並
有公開的平台，讓大家可以去看去學習，會不斷進步，公開這件事也許可以帶來新的可能性，例如培養
非傳統定義的藝術家，以及探索更多藝術參與的方式。在資金操作方面，應該針對基地發展議題，思考
長期維護、教育推廣等需求，使資金運作能有好的未來持續性。
 
對於與會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策劃人回應本案第一個重點是它的宣言，第二是機制的設計，接下來會
將這些意見都整理到論述架構之中，期望能落實到下階段的分包策略跟每個基地的調查研究，包括釐
清基地的「共同性、任務性、特殊性」，在架構上要去區分不同的城市尺度，是否有地標性的都市節點需要處哩，有哪些是可以更柔軟的使用與
融和建築空間，哪些其實可以拉長時間用軟性方式去造成另一種特殊樣態等等，這些都需要盤點整理，未來才能發展新的模式，讓管理者和居住
者形成可以共享共治的社區，在這個公共藝術概念底下，落實新型態都市生活的社會性，嘗試建構的是一個新的模式，而不只是新型態的藝術形
式，策劃團隊會抱著極大化的期待和深刻的謹慎來面對，整體而言，我們的建築與環境、都市治理處在危險的邊緣，無論是都市設計、建築設
計或公共藝術，都在試圖將方向拉到正向軌道上，都在盡量承擔。公共藝術看似無害，只占百分之一，卻很容易在某種公共舞台被彰顯出來，
變成所有問題的放大鏡。並不是要讓公共藝術去承擔其他東西都不承擔的事，而是希望藉此時機，發展出新的機制，創造一些滲透性和彈性，讓
有能量的創作者有良好的平台，激發一些期待和想像。關於法令機制層面的檢討，由於社宅公共藝術的預算來源為都更基金，未來會先去檢視
都更基金可以容許的彈性範圍，並思考如何保證政策的延續性。社宅需要斟酌商榷的地方太多太複雜，需要被細膩的操作，其社會議題也要慢
慢解套，由公部門的機制處理會更好掌控公共性，對於政府機器的運作，如果要打破成規，期待與都發局形成夥伴關係，才能一起打這一仗。 
經過將近 3 小時的腦力激盪與熱烈討論之後，在研討會的尾聲，都發局與策劃團隊皆對專家學者們的回饋意見表達感謝，也希望未來能透過開放的
平台，號召更多不同的人來一起參與，使社宅公共藝術議題成為更加具有高度與廣度的城市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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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臺北公共住宅公共藝術論壇：混居城市．流動時代
當代城市，家庭結構以極為緊密的核心成員為主，居住環境可以隨著家庭際遇在不同階段的成長而隨之變遷，這已是大量且常態的城市遊牧生活。家
庭的概念，主要依附在於核心成員的組成維繫，而非不動產私產的遺傳擁有。記憶與感情的分享與交流，也依附在生活物件以及人的人的網絡交流。
小家庭在城市內的遷徙流動雖然頻繁，但其生活與種種實際機能，其實著落在社區以及社群間的種種公共關係與設施上，社區感不見得冷漠疏離。動
態的順暢的小型遷移，讓村落以及鄰里，衍生出一種新的網絡動態和公共規約。

第二場研討，以議題探索，推廣認知，與案例分享刺激想象與思考為主要目標。因此，將邀請國外資深城市規劃與公共藝術策展人 Kendal Henry 及
具有經驗之公共藝術創作者與專家學者，希冀達到充分啓動各種想象與討論之功效，也可對論述的落地與進一步修正，更積極準備每個公共藝術個案。

日期｜ 2019 年 1 月 13 日 ( 日 )
時間｜ 8：50 - 12：15
地點｜忠泰講廳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執行單位｜禾磊藝術有限公司
場地｜ 忠泰講廳
全台最美演講廳，MVRDV 與 Alexandra Kehayoglou 打造忠泰講廳獲 The Frame Awards 最佳手工藝提名。 會議記錄：

2019 年 1 月 13 日的早晨，臺北公共住宅公共藝術論壇於綠意盎然的忠泰講廳揭開了序幕，現場有將近兩百位觀眾共襄盛舉，氣氛相當熱絡。總策展
人禾磊藝術的吳慧貞總監在開場引言中提到，過去幾年來臺北市都發局為促進居住正義，也希望協助在臺北奮鬥的年輕人追尋自己的夢想，積極推動
公共住宅政策，這是重要的城市文化運動，作為文化藝術與設計工作者，很榮幸能在公共藝術領域與大家一起努力，透過 Home to All 的主題，希望
臺北能夠張開懷抱，容納更多元的聲音，與更多的人一起來共創未來。本場論壇將拋出主要議題與核心價值，在未來的一年半中，策劃團隊將舉辦更
多場交流討論與行動，與大家一起攜手走下去。

【公共藝術的社會參與及社會影響力】

  講者︱坎道爾．亨利 Kendal Henry
  紐約市文化局百分比公共藝術基金主任 
  Director of the NYC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Percent for Art Program

論壇的上半場首先由紐約市文化局公共藝術部門主任坎道爾．亨利 (Kendal Henry) 登場，坎道爾．亨利同時身兼藝術家、藝術行政與公家機關人員的
角色，他從 1999 年開始參與各項紐約公共藝術的推動工作，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演講一開始，他先介紹不同類型的公共藝術，並界定他所要談的公共藝術概念。西方城市常見人騎在馬上的雕像，為一種權力象徵，通常由政府由上
而下的設置，這是歷史的一部分，並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公共藝術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例如人在馬旁邊，或者人很強壯把馬舉起來，也表現了不
同思維和態度。

接著坎道爾．亨利 (Kendal Henry) 介紹另一種樣態，他不稱為公共藝術，而是公共空間裡的藝術 (Art in public spacxe)，這類通常是知名藝術家的作
品，這一類也需要，藝術走出畫廊與美術館，讓不去美術館的人，也會接觸到藝術。如傑夫．昆斯 (Jeff Koons) 的〈Puppy〉，在紐約、英國、畢爾包，
都可展出。這類型作品的重點在於作品本身，而非作品設置的地點。

但是以上類型不是坎道爾所要談的公共藝術，這場演講將聚焦於社會議題式、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公共藝術，作品和地方有關連性 (Site Specific)，可
能是歷史上的關聯，可能是文化上的關聯，可能是社會議題上的關聯，各種可能。

美術館大都以明星建築師設計的建築來吸引大眾注意，建築本身就很美麗，不過更重要的是到了美術館後，可以因為裡面的美術作品在這裡停留。但
建築設計較為平淡的公共場所，可能就有人運用公共藝術來改變大家對空間的想法和關注。橘郡的美術館 (Orange County Museum of Art)，就設置
了一個臨時性的公共藝術作品，一隻巨型小狗舉起腳在牆上尿尿，每一個小時整點，就會往牆上尿尿，表現了某種幽默的諷刺。作品吸引很多人關注，
大家來拍照分享，也因此進入美術館，觀賞藝術作品。還有人在這裡拍婚紗照，作品某種程度上算是相當成功。

用公共藝術來裝飾或增強公共空間似乎是最常見的用途，從一些藝術前和藝術後的照片，可看得出來公共藝術的影響力 ( Pablo Tauler In Memory of 
the Last Battalion / Raul Colon Primavera / Richard Haas Fulton Theatre / Richard HaasYonkers ) 我們把藝術放在捷運，社區空間，在劇院牆上或
是表面上可以看到它改變這個環境，更美、更有趣，或者更明亮因此更安全，還有我們對這個區域的觀點。

當日參與之專家學者：
國外講者
坎道爾．亨利 Kendal Henry
紐約市文化局百分比公共藝術基金主任，並任教於紐約大學斯坦哈特文化、教育與人類發展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以及普拉特藝術學院等學術機構。
曾擔任紐約州紐堡市文化與經濟發展部主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管理局藝術項目經理、紐約布魯克林非裔當代藝術博物館 (MoCADA) 策展人、美國藝術
協會 (Americans for the Arts) 公共藝術委員會成員。他任職於紐約市文化局操作百分比公共藝術基金運作多年，對於城市規劃以及各類公共藝術樣態
累積極為深厚的知識與經驗。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曾在美國、歐洲、俄羅斯、亞洲、澳洲等地開展進行多項公共藝術計畫，透過公共藝術的執行來
促進社會參與度、公民自覺與經濟發展，深度思考藝術作品與周遭環境及觀眾之間的關係。

國內講者

林洲民
建築師，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曾任美國紐約市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國立成功大學建
築系及研究所兼任教授及駐校建築師、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曾多次獲得國際建築設計獎項的肯定。曾說「設計必須深植於土地，我們重視將
設計做好，遠比迅速完成來得重要。」抱持著這樣的理念，努力從在地文化中擷取創作靈感，讓建築的深度源自於文化的廣度。

曾光宗
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內政部住宅審議委員、臺北市住宅審議會委員、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新竹縣環境景觀總顧問。曾任中原大學建築系主
任及建築改革社社長；主要致力於建築教育的革新與實踐、建築計畫研究的實踐與普及化、環境景觀營造、兒童空間教育、以及建築專業改革等議題
的探討與行動。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建築計畫與設計」、「教育設施規劃與設計」、「日本現代建築與思潮」、及「環境景觀營造」等。

黃海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系兼任教授，文化部空總文化實驗室顧問，生活美學基金會董事，現任台新藝術獎觀察團委
員。法國國立巴黎第八大學美學─藝術的科學與科技─博士。1998-2001 年擔任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創會理事長，2011-2014 年擔任臺北
市立美術館館長，2015 年《城南藝事 - 街道博物館：移動書報攤》、2000 年華山藝文特區《驅動城市─創意空間連線》、1999 年鹿港《歷史之心》
戶外裝置藝術展、1997 年嘉義戶外裝置藝術展《大地 ‧ 城市 ‧ 交響》策展人。

褚瑞基
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桃園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畢業於賓州大學建築系。返台後任教於銘傳大學建築系、實踐大學建築系等，並於多
所建築學校教授建築史以及建築理論。他關注城市設計、公共藝術、城鄉發展以及社區營造。著有許多有關建築思維、設計理論的書籍，包含《人與
自然》、《建築歷程》、《Carlo Scarpa》，也進行許多公共藝術計畫以及藝術介入社區的活動及展演。自 2016-2018，於三年間擔任《ta 臺灣建築》
雜誌總編輯，致力於提升臺灣建築發展以及國際能見度，並參與兩岸三地建築 / 藝術展覽活動及相關論述之書寫及評論。

熊鵬翥
帝門藝術教育金會執行長，現任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宜蘭縣公共藝術審議委員。長期服務於非營利文化機構，曾參與博物館規劃營運，策劃多
項當代藝術展覽，並擔任臺北、高雄、台中、桃園捷運等公共藝術策劃及協助臺北市、新北市公共藝術政策研究工作。在公共藝術、藝術教育及非營
利文化機構營運管理等專業，具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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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也有更多功能，大學圖書館 ( The Knowledge Harrell Fletcher, Avalon Kalin ) 在施工時，把圖書館裡面的藏書放大圖像，放在圍籬上。這些
書本身彼此是有對話性的，上面也有書的借閱條碼，民眾有興趣的話可以藉由這個書目去圖書館借書。

坎道爾表示，他在公共藝術領域時間很長，如果要談錯誤或爭議性，他可以出一本書，以下作品和事件，是造成他對公共藝術的認知和處理方式的重
大轉折。藝術家 Donald Lipski 的〈The Yearling〉，原本設置於紐約市中一個拉美裔社區的學校前方草地，藝術家的作品取材自他自己小孩堆疊各種
玩具的生活靈感，這個雕塑是一個椅子上面有一個玩具馬。他們花了三年時間，經過許多社區溝通和公開的遴選過程，但作品完成安裝之後，馬上接
到社區民眾的抗議，要求立即拆除這件作品。坎道爾立刻召開社區會議，全部的人都來了，各種反對聲音，有人說顏色太紅很暴力，有人說馬和椅子
比例不對，種種意見都不像真正的理由，讓坎道爾覺得很困惑。直到一位社區朋友告訴他，嘿，沒人想談真正的原因，我來告訴你吧。過去曾有一位
有權勢的地方人士，他也是一位校長，長期反對蓋學校，他說拉美裔孩子們跟野獸一樣，不需要為野獸蓋學校。這所學校，社區等了二十年，直到那
位社區重要人士過世才等到，而這件作品的形象，直接觸及了社區受到的負面貶抑和回憶。得知這段歷史之後，坎道爾．亨利決定馬上拆除這件作品，
他反省，不怪別人，只怪自己，因為在過去三年的過程之中，他們沒有創造讓社區民眾能夠安心暢所欲言的表達意見空間，一般人更不可能放下工作
進入關卡森嚴的紐約市政府和他們講這件事。

從此之後，他們執行公共藝術的方式便徹底改變了。他們會辦許多前置小活動，常常是一些小型藝術計畫，透過活動和社區會議去了解社區，有時候
和公共藝術的設置也無關，他們提供食物點心，無論地點還是時間，都是以社區居民方便為優先考量，他們不僅走進社區圖書館，同時也走出戶外。
他們在街道上設置客廳般的社區客廳，形成有趣的特殊景象引人注意，也形成聚會空間平台。大家覺得有趣，自然會來聚在一起，對話和討論自然會
發生。

坎道爾．亨利重新思考公共藝術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比起物件價值，更重要的是過程，公共藝術應成為引起對話的一個起始點。藝術家 Adam 
Kuby 在美國波特蘭的〈針灸計畫 Acupuncture Project〉，藝術家在城市中有環境問題的區域扎上巨型的針，唯有社區居民聚在一起討論並解決問題
之後，那些針才能夠被移除，各個社區後來形成一個有趣的競爭，看誰先可以把針拔掉，沒有社區想當最後一個。這件作品的重點並不只是那些巨型
的針，而是互動的過程。這是一個臨時性的計畫，意在凝聚地區對於環境問題如何處理的意見。

藝術家 Lawrence Argent 的作品〈牆上掛毯 Wall Carpet〉是另一個以人際互動為核心的案例，藝術家運用作品裝置活化了一個閒置空間，人們開始
在此處舉辦音樂會、聚會及聚餐，在計畫結束後，人們還可以將椅子帶回家中使用。另一個案例在肯塔基州較為貧窮的區域，城市中心有一個窳陋破
舊的建物和空間，社區希望能夠把破壞市容又無人處理的房子處理掉。藝術家運用已廢棄的破舊房子木料打造出一間新的屋子，乍看之下，是解決了
破敗雜亂的問題，房子看起來整齊美觀，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但這間房子不僅如此，當社區居民需要公共聚會場所時，可以自己動手，將房子打開，
組成露天舞台，教會集會場所，舉辦電影放映會或音樂會等活動。

坎道爾．亨利本身是一位藝術家，除了美國之外，他也在世界各國進行多項公共藝術計畫。位於中亞的塔吉克首都杜尚貝 ( Dushanbe )，水資源豐富，
處處有噴泉，但一般居民用水卻受到限制，坎道爾透過一系列公共藝術計畫，觸動公眾討論水資源的議題。例如讓居民有自己的水塔，可以在雨季的
時候收集雨水儲存使用，這個重點在談自給自足，不仰賴別人可以靠自己。這個是把水裝罐，免費送給大家，但度尚貝的人通常不用罐頭，也沒有開
罐器，買開罐器又非常貴，這在談在度尚貝好像有水但用不到、沒辦法用。設置喝水 Bar 來測試民眾對當地飲用水的看法，他們告訴民眾，這裡有美
國水、中國水、澳洲水，也有杜尚貝水，請大家品嘗，看哪裡的水最好喝，大家的共同意見是，杜尚貝水滋味最差，但是最後藝術家告訴大家，這些
水其實通通一樣。藝術家透過藝術計畫讓居民們討論，之後水資源的實際改善，或許要好幾年才能解決。

在澳洲的 Footscray，有很多外來移民和難民。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群體之間有很多衝突和不信任，當地政府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創造了這個
Footscray 人民旗，以澳洲國旗背景，把 16 個不同地方的國旗放進去，把人民旗當作城市的市徽，大家有問題需要討論時，就在市政府前把這個旗升
起來。這個圖案也被居民當成一個象徵，商店或車輛，貼了這個標誌，就表示這是一個尊重多元族群安全的區域。當地的足球隊也採用這個徽章，表
達他們的支持。

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大概有八百種語言，八百個部落，彼此相處得並不和睦，這個計畫把不同部落的婦女集合起來，讓他們創造自己當地的編織服飾
事業，他們做出袋子和手提袋，賣給當地人和遊客。這些都是以藝術計畫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互動過程為重點的有趣案例。

解決問題，促進互動交流溝通是重點，但有時候，聰明且幽默的適度引發「爭議」，也是引起對話的一種方法。

藝術家接受墨爾本市政府委託，創作雕像設置於公園，來紀念創州 ( 維多利亞州 ) 的重要人士拉籌伯 ( Charles Joseph La Trobe )。藝術委員會一致堅
持，如此重要的人士，必須用傳統青銅雕塑設置於台座的形式才行。這種傳統雕像，大家很容易視而不見，年輕世代也已經不認識他了。藝術家雖然
接受了傳統雕塑的創作要求，但沒有人討論過該怎麼佈展，所以我們就故意頭下腳上顛倒過來安裝。結果社會為之譁然，大家很生氣，名人家屬也注
意到這件事，很多人在電視廣播節目上說這是驚世駭俗的舉動，開始追溯拉籌伯 ( Charles Joseph La Trobe ) 作過什麼了不起的功績，討論他有多重要，
他對墨爾本有多大的影響，怎麼可以把他的雕塑顛倒放置 ? 這時候藝術家才公布，這只是一個玻璃纖維的複製品，只會暫時刻意顛倒放置一段時間，
重點是激起大家重視和討論，以後有一個真的青銅雕塑，會頭上腳下正常的安裝。正常版本安裝之後，我在這座公園，看到一個打扮非常時髦的年輕
人經過時，竟然和朋友介紹說這就是 La Trobe，他如何如何……，那表示我們的計畫奏效了，因為這麼年輕的人也知道 La Trobe 過去的功績。

在做公共藝術計畫時清楚定義「觀眾是誰」、「對話的對象是誰」也是重要的課題。例如為機場的行李檢查員所做的作品，藝術家 Evan Roth 將一

片寫有訊息文字的板子或違禁物品的影像放在行李箱中，當行李箱經過 X 光機時檢查員就會看到，上面的訊息可能是：謝謝你在做你應該做的工作
( THANKS FOR BEING YOU!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工作人員通常不會這麼和善吧，所以也可能出現這樣的訊息：少管閒事吧 ( MIND YOUR OWN 
BUSINESS )。這位藝術家也有其他實驗，比如在放了槍或炸彈的影像，槍和炸彈是違法禁運品，但是影像則不是，這件作品挑戰合法非法的界線，當
然也有人會認為過頭了些。

坎道爾．亨利在演講的尾聲，分享了一件透過協作方式完成的作品〈Totally Kids Carrousel〉，社區參與動手創作常常不見得有好結果，畢竟專業度
差太多，但這位藝術家 Milo Mottola 被委託創作旋轉木馬，他先請孩子們畫出他們喜歡的動物，再將平面的畫作做成立體的雕塑，最後在完成的旋轉
木馬上方不僅可以看到孩子的原始畫作，雕塑下方也刻有孩子的簽名，這裡有魚，有長頸鹿，世界上沒有長頸鹿長成這樣，但是大家都認的出他是長
頸鹿，至於這個動物，我也認不出來。創作動物畫的原始小小畫家可以免費一輩子坐旋轉木馬，所以四五十年後可能可以看到五六十歲的老先生在這
裡跟別的小孩說，走開，這是我做的，我優先玩。這件充滿溫度的協作型公共藝術，透過創意的方式讓合作發生，更顯示出藝術作品建立人際連結的
多元可能性。希望大家思考的，是在做公共藝術的時候，對話非常重要，要跟社區進行對話，要有創意的方法才能讓對話發生，有時候需要先有前面
的藝術，再來創造出藝術。

巴布亞紐幾內亞婦女編織作品 La Trobe 雕像

【14 日座談補充包】

一月十四日，Kendal Henry 蒞臨都發局，與局裡不及參與論壇的同仁，再分享一次週日
演講，因為時間充裕，談及更多關鍵細節，也分享更多具有啓發性的案例，坎道爾今年有
93 件設置計畫正在進行中，總預算共有四千五百萬，整個紐約的非常繁重的公共藝術業
務，要怎麼推行？以下是他的分享：
案例分享：

( 與週日座談類似的演講省略 )
在〈說些好話計畫〉(Say Something Nice )，藝術家在街頭放了一個簡單的擴音裝置，
請大家說些好話。一開始沒人動作，但當第一個人嘗試之後，人們就爭相排隊去說些好話，
不是所有人都說好話，但大部分人都說正面的話。這個人說，我愛我最好的朋友，他的最好的朋友穿紅 t 桖站在他後面。一群女士，唱出優美的歌給
廣場人們聽。

另一個藝術計畫〈The Champion Flock of Weed Eaters〉發生在車站，居民到車站去購物上學和工作，藝術家 Jed Berk 設置一個農舍，有一隻羊媽媽，
和很多羊寶寶在草地上。有一個電視螢幕在羊媽媽肚子上。居民可以把羊寶寶帶走，但希望你和羊寶寶一起拍個照回傳，照片會顯示在羊媽媽肚子上，
看著羊媽媽就知道他的寶寶們在哪裡。有位警察請羊寶寶一起喝咖啡，有些人把羊寶寶帶到泳池一起游泳，有些人帶到教室一起上課。這計畫建立了
社區的信任感，民眾可以將羊寶寶帶走無須回報，我們就因此認識鄰居，社區裡有哪些人，他們在幹嘛。這很有趣，坎道爾說，他自己都想把羊偷走，
因為真的很可愛，但是只有一個羊寶寶遺失，沒有人把羊偷走。

下一個計畫也很受歡迎，城市中的市民分別將部分詩句永久地刺青在身上，要看到完整的詩，得把大家聚在一起，而詩的內容是關於對於這座城市的
愛。

〈泡泡計畫〉( bubble project ) 是一位在廣告公司工作的藝術家所創作，他做了空白的對話泡泡，讓它們留在廣告上，讓不同的人去寫下自己創造的
對白。看到人們在泡泡裡寫了什麼很有趣，不同社群寫下不同的話，藝術家以拍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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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廚房〉( Conflict Kitchen ) 是非常受到高度推崇的一個計畫，由一對夫妻藝術家創造，他們花了數月設置廚房，專賣正在與美國有戰爭衝突的
國家的特色食物，一次只賣一種，食物包裝是關於這個國家的正面訊息和文化特色，因為一般人對這些國家的理解很少，也常常被誤導。每個月藝術
家會邀請美國城市裡的居民和對方的居民，利用 skype 視訊，一起正式晚餐，透過食物開始對話。

〈保母貨車〉(Nanny Van)，這個計畫讓保母貨車在社區巡迴，有很多外來移工當保母照顧兒童，他們大部分都不清楚自己的權利，老闆也不會主動告
訴他們。保姆貨車會前往遊樂場或是公園，散發許多他們需要的資訊和知識，例如虐待兒童的相關法規。

由文化局補助的藝術創作 Brinco(Jump)，一雙球鞋，藝術家 Judith Werthein 設計來協助墨西哥移民非法地翻牆移民進入美國，整個 package 包括
地圖、指北針、手電筒。這個設計款球鞋，可以在紐約市買到，售價 250 美金，但在墨西哥是免費的。我們試圖讓公共藝術發揮的比藝術本身更多。

〈衝突廚房〉( Conflict Kitchen )
【對話與討論】

都發局的同仁，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仍舊對公共藝術抱持熱情，要引動革新，就從公部門內部開始，也才會邀請坎道爾到局裡座談分享，這一天坎道
爾的演講，讓大家覺得不僅有趣，也引發許多思考，副局長表示希望有機會再邀請坎道爾再來臺北交流。副局長科長和各級長官在演講之後，各自提
出不同面向的問題，議題和討論整理如下：

Ｑ 1：
我們希望公共藝術可以永續，要能維護管理，案例分享裡面有許多形式，例如可以拆開組合成公共空間的房子，是有專門的委管單位還是會直接交給
社區管理？維護管理預算怎麼處理？

Kendal Henry：
維護很重要，先決性的決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主辦機構必須要負責保存維護這些公共藝術，如果只能負責很低限度的維護清潔，就只能作青銅金
屬石頭材質等清潔就好的作品。如果是特殊作法的作品，必須事先雙方簽署文件，確保使用者能維護維持才作。而這類計畫，佔很小的部分，也需要
另找預算來源。我工作室裡所有的藝術作品委託，大部份都必須維持至少 15 年，當代公共藝術有個趨勢，其中一個是藝術家覺得有義務為那些無法表
達意見的人發聲，自然會帶出許多社會議題，即便看起來只是漂亮的圖片，依舊有訊息傳達在其中。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元的文化，社會必須有安全的
溝通環境，必須可以和政府溝通，而我們期待藝術可以做到。

Ｑ 2：
對 Donald Lipski 的〈The Yearling〉那件作品的爭議處理，可曾考慮過改變作品的外觀就可以避開爭議，而非整個撤除。例如只要拿掉馬，或一些些

改變就好？
Kendal Henry：
紐約文化局會堅守對於原創的維護和尊重，改了就不是藝術家原本的創作了，而且就算改了，這個作品還是會讓社區想起不愉快的背景，所以還是整
個重來，設置新的作品，社區很喜歡。而椅子和馬這件作品，我們把它賣給別的城市，也在一個校園門口，但那裡沒有受到貶抑迫害的類似經驗和記憶，
作品和新環境相得益彰，結果是皆大歡喜。

Ｑ 3：
請問紐約的公共藝術預算也負責藝術品的維護嗎？基金預算如何運用？

Kendal Henry：
紐約的公共藝術預算，來自工程資本的百分之一，所以用途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只能用在公共藝術設置，不能用在維護管理，也不能離開基地，也
不能做臨時性計畫。紐約的公共藝術預算，並不能匯成一大筆錢讓我自由打散來運用，用途都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定。我從慧貞這邊瞭解臺北這裡的公

共藝術預算可以有很多彈性，非常羨慕，你們可以做很多很棒的事。我們也有很多藝術和建築環境整合的計畫，那需要更長時間，因為必須早期就開始，
才能成功整合起來。

Ｑ 4：
請問 Kendal 要如何執行那麼多預算和計畫。

Kendal Henry：
我們的辦公室在舊法院裡，很美麗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很不友善，這些計畫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前前後後不一致，不是一年內要做完那麼多案子，預算也
是一樣，分年使用。但是我們的同仁要到各個要設置公共藝術部門，有學校，交通單位，消防單位，去和他們密切合作，緊緊跟著每個公共藝術案的
流程，對計畫內容負責。他們也要對我回報和討論所有過程。

Ｑ 5：
請問在紐約藝術家要如何進駐政府部門和公部門一起工作？時間要多久，要天天去上班嗎？

Kendal Henry：
我們會去問各個部門，他們是否願意讓我們派藝術家進駐和他們合作，如果願意，我們會派遣適合的藝術家，為期至少一年，一開始兩三個月，藝術
家都在適應瞭解摸索這些部門在做甚麼。他們不需要天天上班，但需要符合一定程度的時間。藝術家的另類思維，看到不同的角度和出路，對於他們
遭遇到的瓶頸或困難，會有不一樣思考和做法來解決問題。藝術家進駐公部門是我們新開始的實驗計畫。

【臺北市公共住宅 2014-2018 的集體成就】

  講者︱林洲民
  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2014-2018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論壇上半場的第二位講者為 2014~2018 年擔任都發局局長的林洲民先生，在他任內，啟動「臺北市公共住宅公共藝術先期策劃」，要探索屬於我們的
公共藝術方向，不只是傳統百分比的觀點。他也期許禾磊藝術在「臺北市公共住宅公共藝術先期策劃案」，能將社宅預算整合之後，建立一個良好的
基底和準則，讓未來社宅公共藝術參與者好好發揮。

他也提到過去擔任第一屆公共藝術節評審，參與臺北市公共藝術突破硬體和基地限制以軟體活動為主的歷史記憶，也是與此案總策展人吳慧貞的難得
淵源。二十年前，林先生剛回到臺灣，公共工程百分之一的公共藝術，讓很多建築物旁邊多了和建築環境無關的雕塑，當時的文化局龍應台局長，認
為公共藝術不只是一個物件，透過兩個污水處理廠的公共藝術預算，解決雕塑設置於沒有人會進去的公共建築的問題，評審長時間的參與，思考新世
代的公共藝術，以活動來擾動市民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在 2014~2018 年期間，林前局長率領都發局同仁，用 950 億新台幣的預算進行 40 個公共住宅的設計規劃，950
億是嘉義市年度預算的四倍，率領 1 千多位同事，執行兩萬戶公共住宅，倍數於 1970 年代的柏林、與 2000 年的
阿姆斯特丹的社宅戶數，臺北蓋的社宅如此之多，佈的戰場如此之大。講臺北公共住宅公共藝術之前，要先講臺
北公共住宅，公共藝術是抒發性的，他抒發的標的來源是臺北公共住宅。

1989 年「無殼蝸牛」運動，二十五年後，2014 年十月「巢運」，整整差了四分之一世紀，但臺北的居住狀況沒有
變好，事實上變得更壞。
1955 年到 1975 年的三十年間，臺北市國宅處，興建大約 5.2 萬戶國宅，隨著時代，國宅成為落後生活的代表，
國宅處在馬英九市長時代裁併。

2014 年柯市長的政策白皮書說八年要建五萬戶，這個數字是住宅存量的百分之五，臺北市有大約一百萬戶，百分
之五就是五萬戶。
從資料可見，臺北的空屋率是 6.73%，自有住宅 84.16%，租屋率是 9.5%。居住狀況很不好，我們需要出租房屋
提供可負擔的居住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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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社宅的數量是私有住宅的 0.8%，在荷蘭是 32%，我們落後荷蘭 40 倍，
八年五萬戶，要拉到 5%，這個比例跟德國、韓國、日本接近，這是我們的目標。
社宅於幾年興建完畢後，品質好、環境好，讓居住的人，感受到藝術也是生活的
一部份，所以今天的主辦團隊和專家們，要帶著大家一起訂準則，做為四十個公
共藝術案的準則。臺北社宅現在除了量跟質，還有公共藝術，這是個重要的歷史
事件，公共藝術的時代意義需要被放進來。

過去四年，前局長看到很多需要改進的狀況，這個架構表顯示，以家庭年所得的
50 分位點做上下切分，左右以購屋市場與租屋市場的區分。80% 為購屋市場，
20% 是租屋市場，右側的 20%，社宅處理其中的 5%，這樣大家可以了解，這個
社會離居住正義有很大落差，臺北市政府還有很多空間去努力。
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香港、日本、蒙古等等，都很需要公共住宅，亞洲社宅做得
最好的是首爾 Souel Housing Corporation，臺北市去觀摩，他們在 4 年內從 5%
拉到 8%，後兩年要做到 10%。25 年前首爾跟臺北一樣才剛開始，他現在的資
本額是一千四百億新台幣，公司七百人，已經可以自給自足，財力等同銀行，目
前還持續在興建公共住宅；建築的生命大約五十年，這個公司每年拆掉五十年前
的社宅，持續進行更新。當一個城市的數量夠、做事方法對，創新更新可以同時
發生。

未來公共住宅公共藝術的場域遍佈臺北各個行政區，建築環境景觀和藝術形式要
整體呈現，不是找一個空地就放一個雕塑，雕塑是雕塑、建築是建築，甚至妨礙
動線形成障礙，這種情形常常發生。百分之一的公共藝術，雕塑和環境呼應，建
築變得更美好，這才是我們要的。在林先生的理想裡，藝術家建築師要一起參與，
共同討論，創作形式多元，走完臺北市，公共藝術讓各處特色都不同。

財務經濟的運作對社宅推行至為重要。社宅總支出成本是 1000 億，土地取得費
用佔 152.51 億，152.51 億分年在臺北市年度總預算 1700 億之中去攤提，一年
佔用總預算 0.01-1.39%。另外都發局住宅基金多年來累積收入有 89 億可以使用
於社宅，不足再舉債 688 億。臺北市借錢，銀行非常樂意，所以，取得土地跟興
建這兩件事是做得到的。

再看收入計算，總營收 2000 億，扣掉利息和維修費用，44 年可以達標。50 年之內可以清還的計畫，就是個好計畫。我們預計在第 44 年達到收益平衡。
當政府花 10 塊錢在公共工程，會帶動 30 塊錢的社會經濟，也就是說臺北社宅對臺北整體經濟的推動是正面的。這麼正面的事，公共投入的預算是不
是太少了 ? 林先生覺得是，期許政府下十年再努力。950 億得來不易，公共藝術預算有十億，要證明這 10 億花的好，這是你的錢、我的錢、大家稅收
的錢，要藉這個史上從未有過的跨時代機會，把公共藝術在公共住宅做好。

通常公部門的案子，四年大概可以完成規劃和設計的發包，可是兩年前 (2016) 的 12 月，兩年內就做完四年的事，今天有一半的案子在施工中。瞭解
工程的人都知道，可以採用設計監造工程發包，或是採用專案管理接下來統包發包，兩種都運用，每個案子平均縮短一年，團隊一周七天拼命加班工
作才達成。

每個案子在每個不同區域都有不同特點，沒有既定的標準答案，建築物就位，接下來的是公共藝術，很多案件現在興建到 30% 而已，有的高達 90%，
有的更低，團隊實質了解了工程進度，規劃哪些可以先行，哪些可以等到下個階段。

每個案子的特點也都不同，以北投奇岩為例，臺北市府花十五年做區段徵收，現在是臺北市品質很好的六國社區，甲級開發公司全部進去，房價會一
夜飆漲，臺北市府留下這塊地，蓋出比旁邊豪宅更好的社宅。瑞光社宅在交通繁忙的地段，讓在內湖工作的人來住。下一個階段重點是東區的南港，
臺北新門戶，需要住宅量大增。信義區、六張犁剛剛動工，這裡會有高齡居住，用 OT 的方式去經營銀髮族的需求。廣慈是非常了不起的基地成就，6.4
公頃，全部 170 億，社福設施有 3 萬平方公尺，3 個 SOGO 那麼大，容納 1500 戶。超過 1.5 億的公共藝術可以做，不要只想物件有多大，要想意義涵
蓋可以有多大，每個地方題目都完全不一樣，這就是臺北社宅的特色，不單講文山、北投，要講整個臺北，最後全部要拉在一起講。

現在大家對 Ubike 有概念，幾年後未來臺北可能有 Ucar，概念一直在進步，公共藝術要去呼應未來性。很多案子腳踏車可以騎到建物的三樓，跟河堤
一樣高，可以看到溪和公園，每個基地點條件都很好也都不一樣，每個團隊設計氛圍都不同，有的旁邊是學校、擁擠的巷道、有的面對高速公路。總
經費 76 億的南港機場，將會是臺灣第一個以循環經濟實現的建築來呈現，循環經濟跟公共藝術能不能發生關係 ? 也許這就是公共藝術發揮創意的可能。
公共藝術可以去呼應基地環境的創意可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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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創作園地，要有大想法，但是細的實施概念，成就要符合臺北社宅的根本精神。整合執行者、藝術家、政策推動者來做公共藝術，社會溝通很重要。
預算跟議會溝通，設計要跟社區溝通，公共藝術亦然。每個人對藝術的觀點不同，要讓大家知道這是正面的。

公聽會說明是議會規定的，每年不同，越來越嚴格，溝通過程中有灑水、撒冥紙的各種積極對抗，這些場面都過去了，社會的正向回饋已經正在發生。

容積率也從法定 450 變到 225，400 變到 367，這個比例也代表了臺北市的成長過程，這是關鍵字，這就帶給公共藝術一個很好的創作起源。創作的
機制，要去想地點、位置、意義、以及我們要做什麼。

興隆 AEFHI，2500 戶，雖然有五個案子，五個案子加上旁邊的木柵公園才是整體，是一個完整的社區生活圈。陸保 AB 和三興可以一起看，廣慈 A-E
可以一起看，興隆 AEFHI 加旁邊的木柵公園一起看。

從早期的規劃、專案管理到逐漸成形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公共藝術有太多可以展現的地方，比如空中陽台、空中步道、連續的雨遮等等，圖示 36 個點，
表示多了 36 個幼兒園、育嬰托老社區中心、圖書館和 36 個小公園等等等。每個案子要先從建築設計了解，每個案子的建築師也要參與，大家一起推動。

那麼大的公共住宅的量在推動時其實是個社會運動，今天最後一棒就是公共藝術。當然整體而言，臺北社宅大目標是國家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然後
再來是每一區不同的特色。

都發局所負責的出租戶佔百分之七十，裡面又有百分之七，鼓勵青創團隊進住，以健康社宅為例，收入在百分之 5 0 百分點之下的青年，可提作品集
投件審查，烹飪、法律、園藝、教學各種服務提案都有，錄取率有百分之七左右，獲得錄取就得以入住，這也可以跟公共藝術做進一步延伸。這些律師、
教師、牧師、景觀設計師入住，又提供社區服務，青創回饋計畫再跟公共藝術整合。再談社宅智慧社區和公共藝術的結合，ai 到智慧社區到 3c 都是臺
灣的強項，公共藝術可以有無限可能性。

林前局長跟觀眾分享一個好消息，興隆社宅入住兩年，13 對新婚夫婦，誕生了 20 個寶寶，所以社宅應該蓋更多才對。這是個史無前例，在臺灣公共
工程史上的重大的社會運動，950 億所產生的公共住宅，公共藝術又加入，這是會個很重要的時代指標，我們要共同努力。

【社會住宅公共藝術之討論】

  講者︱禇瑞基
  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綜合座談的第二位講者，為對公共藝術長期深入參與及研究的銘傳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禇瑞基，他首
先指出社宅公共藝術需先釐清是誰住在這裡，社宅入住者的流動性很大，社會階級性也相當複雜，
但這不一定是負面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許會產生新的可能性，但社宅的營運型態無前例可循，
勢必還需要很多測試與調整。過去在臺灣 1% 公共藝術的執行歷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民眾
參與通常只是聊備一格，對話與連結經常隨著計畫結束也畫下句點，臺灣其實有足夠的專業者，只
是好的公共藝術需要來自三方 ( 興辦單位、委員、藝術家 ) 的良好合作關係。而社宅公共藝術最重
要的是像海德格所說的建立橋樑，思考如何越過隔閡、建立關係，也需要像海德格所說的槌子，我
們平常就拿槌子來用不會特別注意，直到有一天發現只有槌頭，木柄不見了，才會意識到木柄的重
要，公共藝術應該一開始就在旁邊服務我們，如同燈、景觀、街道傢俱、鋪面等，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建立關係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交換是一種方式，有一個計畫是藝術家邀請居民帶家裡的杯子來參
加，藝術家透過訪談後會為居民做一個馬克杯還給他們，展現這個家獨特的歷史；也有藝術家回溯
住戶過去搬家的經歷，將個人遷徙史製成小冊子並舉辦展覽，讓社區產生對話。

但公共藝術對社區真的會產生好影響嗎 ? 依據耶魯大學醫學院的四年研究與追蹤計畫，顯示出的結
果確實是正面的，令人感到相當振奮。

禇瑞基認為公共藝術在社宅中有三大重要議題需要處理，第一是創造認同感 (Branding)，藝術應該
成為社區共有的正向能量的推進力量，營造內部的凝聚力，第二是增進社會流動，第三是建立與外
部的連結，臺北社宅公共藝術若能夠將執行時間拉長，有機會發展出很好的連結，包括藝術家、藝
術團體、慈善團體、教育機構、宗教團體、在地組織，也許還能催生尚不存在的社宅社團。透過藝術，
我們可以發現自己與社區及環境的關係，與其他人群的關係，為自己打開一扇窗，與世界展開對話。

首先由長期以藝術經營社區的臺北教育大學教授黃海鳴進行演講，他在城南有十多年封街舉辦創意市集的經驗，然而這個創意市集其實並不只是創意
市集，而是許多獨立出版、做柔性社會運動的組織集結在一起，與社區連結非常密切的活動。黃海鳴提到臺北市大規模的社宅若能有傑出的建築體，
形成新生活聚落，包含足夠的綠色公共空間，以及既融合又凸顯居住環境的公共藝術，整個臺北市將呈現出很不同的風貌，但其實群體關係才是重點，
核心考量應該是內部的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內部的人與外部社區的人或組織的關係，在公共藝術設置之前與設置之後，都需要更長時間的經營。而且
公共住宅對於外部之社區環境、產業、社福機構以及相關社群，要有相當仔細的認識，才能持續細緻地進行長期合作，公共藝術設置需要一種節奏性
周而復始的推動，也需要留足夠的基金，作為後續必要工作的使用。此外，應該善用年輕居民的力量，創造誘因及機會，讓年輕居民的集體能量能對
社區有些貢獻，也讓他們在做中學習與成長。而社宅也應該積極對周邊表達善意及合作意願，釋出善意分享空間及藝術節慶活動，去除疏離感或入侵
感，與更大範圍的社群形成共生關係。社區中會需要由多元居民組織的永續中介機制，透過各種親民的活動經營社區需要，這也是集體培力的絕佳機
會。以過去十幾年在城南舉辦的市集為例，人與人的關係非常好，產生良性的社群互動，後來逐漸發展出獨立出版，以及既有趣又有行動力的社會組
織，以市集作為平台，與周邊產生串連作用。在社宅場域中，可以運用連結內部與外部、具開放性的公共空間，讓原本不認識的人聚集在一起，給居
民進行共創活動的場所，必須有高度的靈活性，以居民為使用主體，提供充分的自由與彈性，以容許居民大尺度的集體遊戲、工作、創造的機會。在
居民進駐初期，可由公共藝術團隊量身規劃文藝市集活動，吸引居民走出家門、認識鄰居、結交同好，也會刺激社區各種組織形成，成為改變環境的
開始。重要的是興趣誘發與培育組織，一開始時更需要邀請社區現有的團隊參與，與外部專業團隊活動調配適當比例，讓社造，社服、教學產業、藝術、
文創、圖書、獨立出版都可能進來，增進與外部社會的互動合作，也是社區內部組織培力。在輕鬆分享又具知識性的活動中，以綜合方式討論社區議
題，表達對於社區未來公共生活的想像，也就是所謂的社區劇場。從專業外力協助趨向居民組織自主治理，從市集到獨立出版到社區劇場的活動規劃，
是指向一個持續增進相互認識、社區認同、擴大周邊區域交流，以及學習協力解決問題，甚至創新的團體相互培力的過程，社宅數年更替的居民形態，
更需要可多次循環與連續性的活動介面，甚至可以先行於硬體設置之前，有助於先建立起新社區與既存社區的正向關係。

【綜合座談】

  論壇的下半場由深入參與社宅與公共藝術的  
  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曾光宗主持。

【從逛市集到共同組織社區劇場市集】

  講者︱黃海鳴
  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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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壇的尾聲，所有講者接受現場觀眾的提問，首先是來自信義區大道里發展協會成員提出對於改善社區環境的期待，林洲民前局長回應時提到大道
里是在廣慈博愛社宅附近四個里其中之一，每個里都有不同的意見，社區內哪些地方需要美化，哪些地方應該被保留，應該要考慮清楚，若發生該留
下的特色卻被不當美化，反而會造成遺憾。第二位觀眾提出了社宅內高齡者與社會弱勢族群的議題，希望看到關注這些人的草根型藝術計畫，熊鵬翥
執行長指出在邀請藝術家進行社宅公共藝術計畫時，會依據社區屬性、藝術家過去創作的特性、溝通能力等進行挑選，但參與式的計畫變數非常多，
包括藝術家、行政機關與社區需要建立信任才能完成。坎道爾．亨利則回應說在紐約曾進行過一個嘗試，讓藝術家進入市政府工作，讓藝術家能夠在
公共政策上產生一些真正的影響，同時在思考民眾參與計畫時，高齡社區與年輕世代會需要不同的溝通方式與媒介。最後有一位觀眾詢問社宅是否會
有預售制度，林洲民前局長說明臺北社宅只租不售，因為居住者沒有所有權所以依法不會成立管委會，但都發局會建立一個類似管委會的組織，可以
提供意見協助公共藝術的執行。回到「臺北市公共住宅公共藝術先期策劃案」的初衷，是希望有所突破，激發未來參與的想像力，不只在基地內，還
要在基地外，也許透過公共藝術可以將社宅與周邊的公園、天橋、路燈、街道家具等串聯起來，這是一種可能性，也許臺北也可以做出像 ( 德國卡賽爾 )
文件展一般令人驚豔的規模，希望公共藝術的概念可以帶領臺北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都發局副局長王玉芬也特別表示，都發局有企圖心和想法要讓
臺北社宅的公共藝術不同於以往，的確有一些法令限制難以突破，但可以對未來法令的機制提出建議，期待未來持續與大家進行討論與交流。 

綜觀論壇上半場與下半場充實的發表內容，坎道爾．亨利帶來的國際案例分享充滿了啟發性，令人深入思考公共藝術在都市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對社會能夠造成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狹義的藝術作品之功能，擁有更多的可能性。林洲民前局長對臺北社宅精闢的說明與講解，對於接下來公
共藝術如何進入社宅，如何與社宅既有的硬體與軟體銜接，也提供了非常有幫助的方向指引。黃海鳴老師則點出了社宅的新社群可能產生的問題，思
考公共藝術時必須帶入外部關係的觀點，透過社區參與與活動，才能讓內外社區有更好的互動與共生關係。褚瑞基老師強調以人為本的概念，分別從
公共藝術的理論面和執行面切入，穿插國內外精彩的案例分享，帶來許多省思，也提醒我們眼界應該要放得更深遠。熊鵬翥執行長身為臺北社宅公共
藝術的前鋒，面對五個特性不同的基地，接下來要展開一連串的藝術行動，期待在這個新的平台上創造新的典範，實踐社區培力與產生更強大的動能。

【藝居 — 家的進行式】

  講者︱熊鵬翥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第三位講者為帝門藝術基金會執行長熊鵬翥，帝門以「藝居」為策展主題，邀請 20 多組藝術家團隊在 5 個社宅基地，為臺北社宅公共藝術這場都市文
化運動首開先鋒。如同前面幾位講者皆提及延續性的重要，熊鵬翥亦認為如何讓公共藝術開啟的互動與連結不是在計畫結束後隨之結束，而是在結束
後繼續下一個階段生命的開始，是公共藝術團隊的一大挑戰。「藝居」這個主題在談家的進行式，入住者如何共同營造屬於自己的第一個有歸屬感的
住居，不只是物理的空間，也是心靈的歸屬。過去對社宅的許多批評，如殷寶寧老師所說，社會溝通嚴重不足，是目前推動社宅的關鍵困境之一，以
社宅建設已有的前置溝通與準備為基礎，公共藝術團隊仍需要更多的溝通。

這個計畫強調以人為本，談的是居住倫理，牽涉到內外的人際關係、自然與社會的環境、公共性，以及最重要的目標為生命倫理。在這樣的概念下，
發展出藝術行動、駐地創作與永久作品等三種類型的公共藝術，希望彰顯出居住活動在行為、社會經濟、教育、文化上價值創造的積極面，同時呼應
關係美學的概念，藝術就是一個會面，透過藝術創造關係。「藝居」公共藝術計畫希望能夠化區與點綴為城市平台，公共藝術就是平台、橋樑的角色，
創造溝通的平台；希望資源能延續，社區活動能夠產生永續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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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 元 參 與 計 畫

参    社宅基地公共藝術
前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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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基地公共藝術
前導計畫

( 一 )【20 X 20 - 社宅公共藝術的 N+1 種想像】

                                                        —Ideas booming, Imagination clashing   

社會住宅的公共藝術開始啟動之際，在各類藝術計畫啟動之前，期能擴大各種想像以及討論，擾動藝文工作者對於參與社宅公共藝術的認知與期待，
鋪陳日後與藝術家在實際實踐場域的互動與參與，打開社宅公共藝術的 N+1 種想像。十位受邀發表者各自準備 20 張投影片，各張投影片以 20 秒來陳
述，每人有 6 分 40 秒上台發表，呈現他們對社宅公共藝術的想法或想像，緊湊而高密度的激盪與分享，激發各界對社宅公共藝術的創意，成為社會住
宅公共藝術未來的潛力。

時間｜ 2019/8/8( 四 ) 14：00-17：00
地點｜左轉有書 x 慕哲咖啡

主持人
龔書章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以及設計碩士雙學位。1997 年成立「原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AURA），一個整合建
築設計與室內設計，強調專業實踐與創意規劃的公司；目前同時在東海、實踐等大學建築系兼任授課；並於《建築師》、《室內》、《臺灣建築》等
專業雜誌完成多篇重要的建築評論與理論文章。2007 年獲得「第八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2007 德國 iF 傳達設計大獎」及其它多項國際及國
內建築、室內獎項。

講者
沈伯丞｜策展人、評論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林長叡｜擷果創意創辦人

鄭鴻旗｜ Openlab 創辦人

賴映如｜景觀設計師

彭永翔｜ MOT TIMES 明日誌 總編輯

黃姍姍｜忠泰藝術基金會主任

李萬鏗｜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指南手冊等

蔡淳任｜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與表演藝術聯盟專案研究員

方彥翔｜高雄市立美術館助理策展人

孫育晴｜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執行長

交流座談摘要

作為設計編輯的角度，他認為社宅公共藝術的議題需要敢於挑戰大眾思考的格局，有新的想法並跳脫傳統價值。再者，社宅公共
藝術應和一般公共藝術有所差別，形式並非重點，重點是它是否符合居民的需求，城市計畫也能是藝術，而此公共藝術必須跟社
宅住民與周邊住民產生連結。藝術家可以更勇敢地批判，但批判需要拿捏分寸。藝術是沒有框架的，形式上公共藝術可以更自由；
也因此公共藝術是要建立與社區的連結，希望可以跨越過時間的限制。

提出社宅是一個生命集合體，如果將這個空間看作一個生態系，去想像社宅空間可以形成什麼模樣。透過公共藝術引進各種人為
製造的生態系，一個擁有植物、動物、昆蟲的小型自然博物館，可以帶來觀看生活空間的不同視角，也可以是凝聚社區共同意識
的方式。進一步可以有感測氣候、地震的作品，或者呈現人類生活型態、音樂、表演藝術的藝術計畫。一萬五千年前人類在洞穴
中分享記憶、知識、情感，世界的每個部份都跟人類、跟藝術相關，而當代也需要一個將世俗生活精神化完美詮釋的空間，我們
可以用這個角度來思考這個空間，回到一個全新的神祕時代。

我們生活的行為會影響周遭的人，也會影響到生活的環境。好的公共藝術，創作的同理心與公德心遠比起其表現形式來地更加重
要，是為公共性。若是公共藝術缺乏公共性，就只是存在於公共空間的物件，並沒有公共價值。我們不應該以藝術之名破壞環境
或是傷害到他人權益，「不作為也是一種藝術」，臺灣不要再做缺乏公共性、破壞環境的公共藝術。

透過分享其工作室藝術參與的五個案例來思考公共藝術參與的可能。透過分享其工作室藝術參與的五個案例經驗來思考公共藝術
參與的可能。現今社會當中，弱勢團體常常被排除在公共之外，而三明治工透過藝術參與，讓弱勢團體參與社會，進而引發大眾
思考公共的概念，並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從統計數字來看視覺與表演藝術的參與率，從表盟今年進行的八場論壇中的意見收集分析顯示，藝術活動的參與取決於過往經驗
的好壞。而社會住宅＋公共藝術，是另外一種可能的觀眾參與模式，有機會能更讓藝術直接能夠直面公眾，使各類型藝術延展自
己的同溫層，進而增加大眾對表演藝術的參與率。

透過案例重新思考公共性、私密性、規律性、殷勤性、家居性與節慶性的概念，進而提出公共藝術的新可能。公共藝術在社宅完
工後要承載、面對接下來才要開啟的生活，公共藝術還必須具有未來性。綜合這些概念，突破我們的封閉，進而達到我們的想望，
顛覆我們原有的世界觀。

現今藝術的功能性以及表現手法非常多元，發揮空間更大。除了傳統的空間裝置，應有更好的空間場域得以發揮，不重要的空間
反而更能體現公共藝術的價值。公共藝術必須針對不同環境設定不同的可能性，並思考到建築的背景與紋理，使整體畫面和諧。
再者，公共藝術要考量人文因素，思考以何條件讓在地人於這個空間發生對話。最後，除了公共藝術本身，周邊配套的合作才能
有完整的指標系統規劃。最後，藝術家不一定要強調自己的作品，重點是將之融入於環境中。

Maker Space 是介於從虛擬到實體的空間，這裡是自學、共學、混齡學習的地方。這是個機器材料的共享空間，也是一個新舊科
技混雜的動手做空間。Maker Space 重要之處在於自學與共學的交織，社群的回饋共享。古風里小白屋，是里民中心的交流，也
是網絡社群的交流之處。講者對它的期待就像過去的矽谷車庫，是一個創新發明培養皿，另外有一個創意的實驗室，你要讓一個
計畫成形，必須要不停的實驗。最後，這地方就是一個瘋狂點子實驗的地方。

她首先分享一句話：「森林是海洋的戀人」，森林產生的所有養分都會回到海洋，人類生活在陸地與海洋之間，是生態循環體系的
一部分，卻對生態非常不了解。她認為公共藝術作為媒介，可以引發人們對生態環境的好奇，讓人理解感動。透過藝術的轉譯，我
們可以重新詮釋人造空間與環境景觀、建構對自然的知性知識，創造人與自然的新關係與新溝通。

———  沈伯丞

———  黃姍姍

———  李萬鏗

———  蔡淳任

———  方彥翔———  林長叡

———  鄭鴻旗

———  賴映如

———  彭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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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工作經歷讓她在不同地方、與不同對象有不同藝術參與的經驗，她覺得公共藝術可以讓居民、藝術家、規劃者可以有更好
的對話和想像。公共藝術是以公共議題為導向，並讓民眾介入參與，去形塑公共論述的創作；透過探討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對
話，可以邀請大家進入藝術事件。有別於在美術館、畫廊的白牆空間，公共藝術可以大方走進生活場域，本身就是一個在進行中
的事件。當生活場域變成一種共同參與的藝術，因地制宜去思考，永久性作品便能和這個空間、環境、和人產生對話，創造有感。

———  孫育晴

主持人評論摘要
龔書章老師認為公共藝術是沒有框架的，藝術就是因為沒有界線才能打開清晰的視野，社宅計畫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公共藝術。他曾參與一些小型

公共藝術案審查經歷，如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養老院、醫療機構等，他們因自身背景自認無法做公共藝術，但是龔書章認為，上述社會性強的
機構，應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定義自身的公共性，透過公共藝術服務、幫助他們的特定族群。2017 臺北世大運，重新定義世大運品牌形象的核心小組就
是由 2016 年對熊讚批評聲浪最大的幾位意見者組成，而 2017 最後的成果是非常成功的。今天的講者都是非傳統公共藝術領域的工作者，龔書章認為
發表者們都對公共藝術的期望傳達出強烈的訊息。社宅公共藝術是一個大型的計畫，透過對公共藝術有多元想像、有熱情、有期待的不同領域人才加
入，專業可以被重新定義，讓我們有不一樣的公共藝術。以下龔老師分別回應每位講者的想法。

他認為沈伯丞提出具有當代性的內容，公共藝術需要回應生態、氣候、環境，甚至可以表演藝術來回應生活，這些都是還沒被社宅正視過的議題。

賴映如提出如何建構社宅的植物園生態，也回應了沈伯丞結晶化的概念，透過藝術轉譯讓生態能被感受，社宅本來就有 Garden 的規劃，但需在定義
社會住宅空間時就釋放出參與機會。

鄭鴻旗對 Maker Space 跨年齡教育學習系統的發想可以是將來社宅任務進駐或是特定 program，然而經營者如何永續經營這件事有待討論。

林長叡提到 Anish Kapoor 在芝加哥的裝置，將公共藝術融入環境生活，建立起人與環境的感知溝通橋樑，龔書章希望林長叡再多說明過往經驗中，如
何把感知放入生活。

彭永翔針對公共藝術處理社區或特殊族群的討論已有人推廣，臺北市興隆一二區的社宅也有許多特殊族群，目前由社會局處理一線問題，但第二線如
何承接處理？像彭永翔分享的 Assemble 案例來啟動社宅公共藝術是一種可能。

他認為黃姍姍的發表很震撼。身為策展人的黃姍姍，每天都在面對策展、面對藝術家，她的提問是重要的──公共藝術的作品需要再多一個還是少一
個。是否該作為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蔡淳任提出的概念從表演藝術聯盟的角度出發，詢問為什麼公共藝術不是持續的發展 ? 拉出時間上的長度。而這樣的事需要有計劃，很多委員都在討
論，不是沒有可能。公共藝術讓社區或環境在公共性方面有機會藉由這 1% 持續發展。

三明治工分享了很多的案例，如此的公民行動和公民教育，如摺飛機、小孩子對公園的看法、對無障礙環境的概念。社會住宅即是需要公民行動，例
如案例的投票箱，臺灣人對投票很熱衷，這種公民意識在社區空間裡是怎麼被看待。他們的藝術創作展覽，將藝術轉譯對應真實的生活場域。

方彥翔具有非常清楚的問題意識。每一個概念都是社區要面對的問題，背後具有批判性，也有很好的分享，以生活的概念來談，雖然案例都在美術館
展出，但很可以激發想像，在一個社區，可能用藝術另類的方式來清晰的面對問題，這會創造機會，成為可以改變社區的事。目前為止，這些概念意
識從沒有被清晰地呈現在公共藝術的作品裡，希望接下來年輕的一代可以多加入公共事務。

最後一個講者提到因地制宜，在孫育晴許多的案例中看到。這些經驗都在談「大家」的想像，如寶藏巖、藝術村，而社宅公共藝術中「大家」是很重要的，
也回應了方彥翔提到如何享受孤獨，或是如何讓孤獨變成一種非孤獨的事。

結語
龔書章認為公共藝術在法規、招標等比起建築更有開放性與自由，應更有彈性、更有機會打破定義。這場先期公共藝術的論述因此需要被更清晰地看
到，並邀建築師來一同參與。社宅的共同生活體有許多不同族群，臺灣卻很少看到把許多不同的「人種」匯聚在一起，社會住宅最需要這種合作，因
為現在的社會住宅充滿了矛盾、不信任的狀態，有著不同族群的共處，以及複雜的社區。
在臺灣要處理如何在單一創作思考的情況中，有更多創意的激盪，形塑共存性空間。他舉例美國一個案例：某個位於社區和地鐵之間的公園，是很多
遊民的居身處，社區家長因而擔心孩子路途上的人身危險。政府不能把無害的遊民趕走、也要照顧擔心孩子的雙親，面臨這樣的兩難，他們宣布其為
該市重要的寵物公園，讓友善寵物進來形塑人與人之間的安全感，遊民也可在原地移動到自己安心角落，空間沒有被改造，卻創造了共存性的空間。

此外，在公共藝術或社會住宅建築的審查會，很少建築師提到在當代裡，可以享受自我，又可以享受大家的概念。隱私很重要，要享受自己生活又在
一個大眾群體，有時候空間無法解決，如果有機會應該是社會住宅很大的想像空間。



( 二 ) 社宅公共藝術咖啡桌

公共藝術離開美術館、畫廊，進入都市中各種真實生活場景實踐，面對不同生活背景、階級、需求的
人們，常被賦予各種不同的任務以及使命。在臺北市社宅的社會運動之中，被專業界期許扮演橋樑，
以凝聚社區意識、作為當地社區的溝通觸媒。

都市與社區是一種有機體，因此社宅公共藝術或許也需要發展出某種特殊體質，和都市共同有機生
長，富有彈性，以面對不間斷的挑戰及變化；期待跨越各個領域來回對話，破除疆界，不斷產生新的
動能。社宅公共藝術咖啡桌座談邀請策展人與藝術行政類、社造與空間類、設計與城市空間類、藝術
創作與策展類等跨領域專家工作者，從公共藝術與社區的共生、共創關係切入，探討藝術計畫如何實
踐關係美學理念，並進一步討論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如何在住宅及原有社區之間建立溝通平台，並產生
持續性能量與新的共生關係。

時間｜ 2019/8/21( 三 ) 13：30-17：00
地點｜臺北願景計畫工作室

討論人

沈伯丞｜策展人、評論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臺灣藝術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吳佩珊｜一起創生執行長

吳俊毅｜不完美。原創工作室創辦人

吳思璇｜ Alpha Team；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 孵化計畫發起人，日日昌小公寓先期規劃

邱俊達｜獨立策展人

姚仲涵｜聲光科技藝術家

張柏韋｜美感細胞 ( 教科書再造計畫 ) 共同創辦人

陳青琳｜深度設計創辦人

陳姵潔｜獨立策展人，現任南海藝工作室負責人、臺北市城南水岸文化協會秘書長

黃金樺｜建築師、PLAN( 築策創意整合 ) 創辦人、日常經典的主理人

景雅琦｜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樂美成｜彡苗空間共同創辦人

小組帶領人
李慧珍
現職湄公河文化中心統籌、臺灣技術劇場協會
理事。從事劇場管理服務、藝文專案及藝術節
慶之策畫統籌、教學等工作多年，為國內國內
劇場管理服務規劃與執行資深專業工作者。近
年熱切關注藝文環境良性發展、藝術的社會參
與、多元人才培育機制、跨文化跨區域的學習
及理解、區域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林宜珍
前任文化部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編審。英國
倫敦金斯頓大學當代設計策展碩士，曾任忠泰
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秘書長、歐立利國際展覽
設計資深設計與設計部行政主任。專長領域建
築、設計、藝術類展覽規劃及專案整合、執行，
以及創意聚落策畫、經營。

孫啓榕
孫啓榕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中國科技大學建
築系 講師。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碩士，研究領域為都市
設計、建築設計及理論研究。專長為環境規劃
理論及實務、形象分析、規範理論及都市及建
築設計實務操作，曾參與齊東詩舍、臺北琴道
館老屋修復。

林書豪
星濱山 - 正濱港町藝術共創創辦人。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研究所畢業，基隆星濱山共創工
作室創辦人、召集人。將「瀨戶內藝術」及「藝
術共創」概念引進，集結各界人才，2017 年組
成星濱山團隊。

主持人
林靜娟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規劃暨景觀系哲學博士。現
任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任中華民國
都市設計學會理事長、臺灣建築編輯顧問與臺
北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擔任臺北市政
府人性化空間美學研究班講師、彰化「永續校
園創意空間研習計畫」講師，並於北科大與淡
江建築系開設多門課程。主要研究藝術教育、
建築設計景觀規劃設計、建築與環境美學，以
及文化與空間。

殷寶寧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現職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主要研究專長為建築與文化研究、文化
資產與博物館、都市研究等。曾出版《情欲 ‧
國族 ‧ 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性別與設
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等書。

吳慧貞
禾磊藝術總監。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碩士，
2001-2005 進行「臺北市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
例」、「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自
治條例」起草、推動與完成立法。策劃 2014 國
立暨南大學公共藝術「綠色美學」、「臺北未
來的都市生活想像推展計畫 URS27-Next Play
華山綠工廠」、法務部法官學院公共藝術「鏡
界」、中部機場公共藝術「觀世界 世界觀」、
2018「洌冽海風下 - 澎湖縣內海地景藝術祭」、
2017 國家會展中心 ( 南港展覽館擴建 ) 公共藝
術、2017 衛 武 營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家 園 HOME 
TO ALL」等多項公共藝術計畫。

第一輪小組討論摘要

第一組議題：傳承創新  
林書豪 + 姚仲涵 張柏韋 陳姵潔
這輪就社會住宅政策形成三年一輪居民遷徙的
流動狀況，提出公共藝術如何與在地產生更深
連結、進而延續的可能性。首先提出若以公共
藝術作為公共社區與學校的連結，能否以公共
藝術思維生產教案，給予社區或學校傳承的可
能。第二提出藝術家進駐社宅，與在地產生較
深的連結並形成創作。由進駐進一步探討在藝
術家交替、居民流動的狀況，提出中介組織作

為一輪輪遷徙群體之間連結、傳承的機制可能。

第三組議題：機制執行
李慧珍 + 沈伯丞 吳佩珊 樂美成
以專職的機構法人代替固定合約去運作，不但
可以解決在機制執行中公共藝術面臨到的很多
問題，更可以達到永續性。法人非單一型既定
方案合約，有著空間的彈性；它也非必然會結
束的個人，有著時間的靈活，依不同的需求變
型，回應不同時間的需求，進行經費與人才的
調配，成為一個滾動永續經營的機制。而這樣
的法人具有公共性與透明性，是全民監督的，
不必害怕它具有營利性。法人以這個公共藝術
為特定目的而存在，並只服務這個公共藝術。

第二組議題：公民社會
孫啓榕 + 吳思璇 陳青琳 黃金樺
社宅公共藝術在公民社會中應擔任開啟社宅與
周邊對話的角色。社宅公共藝術含有公共性、
開放性，其核心價值在創造地區共同文化價值。
公共應是社會共同建立持續發展的空間，而非
私人佔有的剩餘，期望公共藝術在公民社會的
持續發展中，能成為感動彼此，攜手共創的力
量。永續經營方面，健全的資本生態業，是永
續的基礎，若商業行為不被允許，如何實踐永
續經營。私領域與公共領域交織時，應尊重不
同人，相信人、相信藝術的力量，靠藝術的力
量來感動彼此，攜手共同生活。

第四組議題：城市策略
林宜珍 + 吳俊毅 邱俊達 景雅琦
談到社宅公共藝術可能產生都市調節與補償的
契機，如城市保育、公共空間的調節。而城市
意象的塑造與公共藝術的關係，現階段比起物
質性成果，生產過程更顯重要，透過參與累積
的認同，自明性的產生，在看似硬體的城市策
略討論下，透過社宅公共藝術可探討形塑新的
「都市人」、「臺北人」的策略。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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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小組討論摘要
第一組議題：機制執行
林宜珍 + 黃金樺 吳思璇 姚仲涵
參與者們延伸討論更多面相與更細緻的運行模
式。關於時間性與延續性，法人的角色能否延
伸，在作品的生產、設置到後續維護的整個過
程中，擔任藝術家與政府的協調工作。更進一
步，面對現有 35 個基地，這種垂直整合的大組
織，較難顧及不同地域的自明性與多元性。應
思考賦權地方組織積極參與公共藝術的生產，
從田調、創作、維護都回到地方，讓地方與社
宅公共藝術產生連結與認同。

第二組議題：公民社會
林書豪 + 吳俊毅 景雅琦 陳姵潔
社宅公共藝術在公民社會可從三個面向討論。
第一，多元社區參與，如透過市集等各種活動
來串聯在地與外來的人們，讓在地居民跟外來
民眾創造連結。第二，社宅公共空間作為使用
者介面的實驗與推廣，如：無障礙設備、共融
遊具等。此外，社宅公共空間也可能是社區平
台，提供社區客廳、托育、托老中心等服務，
藉由公共藝術凝聚社區內外的人們。第三是社
宅公共空間公共藝術作為社區培力基地，透過
藝術家的眼光挖掘隱藏性的議題，讓社宅與社
區成為互相滋養、轉譯地方知識與文化的場所。

第一輪主持人回饋摘要
殷寶寧
綜合四組討論概念，認為其中兩大交集重點為
永續性與開放性。永續性與開放性具有連帶關
係，彼此牽連更多的議題。永續一方面是作品
的永續。以編列預算的思考這樣永續的需求，
進而提出法人機制，是為機制永續的可能。另
一方面是住民的永續，關乎於人的動員與城市
的認同，動員情感和創造認同是未來的挑戰。
臺灣新住民的人口越來越龐大，如何面對新住
民或是族群差異相對大的群體是一項重要的課
題。永續要朝向獨立呈現的文化還是彼此朝向
更融合的狀態尚待討論。

小結
孫啓榕所提出的我們要相信人，相信藝術的力
量非常的重要。藝術強調的是內在的情感面，
它的浪漫能打動人心是因為它來自人的情感。
如何建立在動員情感的面向又可以確保機制的
永續便是一個我們要繼續探討的課題。

第二輪主持人回饋摘要
殷寶寧
第一點，公共藝術機制執行的很多問題都是公
部門的公共弊端，延續「法人」這點做為機制
執行的解決方法之一，可能需要回到母法去處
理。

第二點，城市策略應為大架構小策略，以大的
架構方向，包以在地的執行策略，回應不同的
地方需求。也希望藝術家藉由主動倡議的過程，
提出自己想要的概念。

第三點，講述永續性的同時，須注意時間點的
推移，不要忘記未來性。

第四點，社會面向的議題應以有效去解決問題
而非簡化的救濟，同時回應在一個健全的資本
生態鏈，不要害怕談論營利，將有形無形的資
本都計算進去，以好的設計機制來操作。

第五點，公共藝術發生在真實的生活場景，必
須思考每個地方不同的社會議題和需求，將公
共藝術視為政策上的活棋。這樣議題挖掘公共
藝術是一種社會設計，透過各種有創意藝術的
方式去弭平社會問題，並強化公共性價值。

林靜娟
公共藝術不再只是物件，而是建立在人的關懷、
居民認同之上。設計上，應關乎生態環境、城
市策略等，舉築空間計畫為例，應該與永續社
區經營一起思考、一起規劃。

如華山綠工場的藝術行動，創造出社區認同，
包含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連結，效果比許多永
久性裝置藝術來得更好。在公共藝術之中，藝
術家應跳脫以自己為核心，消除人與人的邊界，
而非舉辦制式的民眾參與。 

永續性的議題很重要，但是永續是甚麼要重新
省視定義。面對社宅住民的流動，加上時代變
動的加乘，一次性的計畫裝置等可能無法顧及
往後變化。應設立長期機制，不要一次將所有
預算使用完。要考慮如何去面對非同溫層的人，
面對不同的看法，也是一項重要課題。

林靜娟
舉建築與社宅設計的準則制定以及設計策略實
踐為例，認為公共藝術也可以建立這樣的思考。
有些基本問題需要先釐清：住戶具有不確定性
與流動性，因此更需要界定某些普遍性準則，
在那個基礎上，去回應真實情況裡的特殊性。
她提醒：第一有機會的話，要回應真實的社宅
條件，第二要擴大藝術的領域和形式限制，第
三什麼才是公共藝術，必須要形成一個清楚的
論述，更具體的思考”我們要的是什麼？””
什麼才能真的改變我們人和社會關係？”第四
永續與營利，她提出英國 20 世紀初藝術運動者
的社造例子，他們透過商品包裝讓弱勢社區的
居民販賣營利，也將社區工作職缺回歸在地，
真實地給予他們更好的經濟生活與條件，社宅
公共藝術能否做到這些事？有思考的空間。

小結
藝術不是創作而已，而是可以改變、培養，甚
至是形塑臺北人的行動。如果可以突破視覺藝
術的魔咒，才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很多國外的
美術館把公共藝術變成幼兒的藝術教育、培養
對藝術的鑑賞的「行動」。當思及對藝術的定
義，她想起這句話：「那是對真實生活的另一
種眼光，創造我們去看待生活的新角度」。公
共藝術可以保持這個初衷，無須侷限於硬體形
式，一次性的大筆硬體設置投資，已經過時。

第三組議題：傳承創新
李慧珍 + 邱俊達 樂美成 吳佩珊
公共藝術需要重新定義，突破物件思考，以過
程為重。首先應著重對人的思考，對住民的關
注，無論是行動或作品形式的公共藝術，事前
的田調、空間研究或互動非常重要，過程中將
關注點放在居民身上，得以發掘問題意識，並
能有適當的機制引進適當專才，跟藝術工作者
一同解決問題、一同創作。另一方面，社宅公
共藝術需要日常與生活化回應住民，成為地方
文化情境的要素，也要為他所用。

同時，臺北社宅應將其高度流動性視為特別之
處，社宅是匯聚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應被大多
數人使用、進入，塑造更廣的傳承。

第四組議題：城市策略
孫啓榕 + 張柏韋 陳青琳 沈伯丞
討論者們進一步以「社區就是生態系」為架構，
提出在自然資源已然被用盡的現代，惟一重要
的議題是「對未來的可能」。成員提出「廟埕」
的概念，所有的社區創造公共藝術同時也在創
造公共空間，凝聚地方意識、形成公共認同，
他 們 期 待 公 共 藝 術 是 匯 聚 榮 譽 感 與 尊 嚴 的 開
端。人是城市策略課題下重要的存在，應該相
信人，相信下一代，如果沒有讓地方更好的提
案，應適度留白，相信下一代的智慧，保留課
題給下一代面對。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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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下一章，如何換腦進行有組織性與策略性的思考

時間的向度

機制

執行

機制執行

面對三年一輪的既定政策，公共藝術如何面對定期輪替的時間
與社區變遷

如何促進靈活與有效的管理

公部門與民間該各自如何高度整合與協作 ?

因地制宜

公共藝術如何突破一般合約限制實現長期經營

如何維持積極支持關係

面對龐大資源，以及複雜的社宅社會議題，如何匯聚跨領域人
才參與貢獻

公部門的角色

公共藝術如何辨識釐清各社區的問題意識與應對方向

如何保持最大彈性

執行預算如何導向積極興利思維而非消極防弊

如何建構城市的意象或識別性

城市生態保育

探討社宅內的生態經營可能性
( 如都市農園、園藝治療、城市養蜂 )

如何以藝術的思維進行環境行動的組織培育
( 含括文創、藝術、組織街區營造 )

公共藝術如何促進環境永續意識的建立

如何塑造都會生活圈的連結與特色

都市設計導向

探討生態知識的建構與美學化

公共藝術與社宅整體意象營造

如何跟建築景觀環境共融

社區公共空間

公共藝術如何回應生態氣候

藝術與空間場所敘事對話

公共藝術可否為結合具公共機能的街道家具

探討公共藝術如何結合社會環境藝術教育

私密與公共不同層次的空間處理

共用空間的塑造與參與機制

城市策略公民社會 傳承創新

是否有組織營運的永續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民眾參與是否能更深入社會組織機制創新翻轉

公共藝術與地方創生與地域振興是否有概念或操作的交集參考

社會設計的創新

公共藝術如何與日常生活與真實場景的連結

轉譯當代生活意涵與民俗之慶典

如何建立藝術與空間之間的敘事對話

面對世代交替 公共藝術如何建構情感記憶脈絡

面對多元族群與文化 如何促進地方情感認同

地方知識如何傳承與創新

地方文化情境

以自治為基礎的社區賦權

藝術介入社區與公民文化素養的培養

街區營造跟社群組織

自由精神與公民行動價值

身心障礙住戶如何增進其社會參與及連結

社宅政策支持青年在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公共藝術如何提供
創意以及孕育的機會

弱勢族群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較為低落，公共藝術是否可補充
其在文化資本的接觸與累積

任何社區均可能有失能家庭，公共藝術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窗
口提供輔導或者撫慰 ?

部分社區有低收入戶，公共藝術是否有可能在藝術管道建立弱
勢的培力機制

弱勢族群的培育與階級翻轉

面對政策下各種
年齡族群階層混
居狀況

社宅包含都市與社會福利政策對銀髮樂齡生活的支持，公共藝
術如何融入與整合

創造機會讓青年人
口遷入並留下

混居 遷徙

社宅公共設施支持幼兒成長與育樂，公共藝術在軟硬體各面向
可以如何加入

社群的需求與特質

如何面對既定政策
下三年一輪的遷徙
模式

社區公約與組織運
作模式的成形

促進社群關係與連結

如何營造社宅內部社群
的關係

如何營造社宅與周遭鄰
里社區的關係

公民社會如何涵容私領
域與公共議題的交織

社 宅 公 共 藝 術
都 市 設 計 與 城 市 文 化 的 創 新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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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公共藝術與建築景觀的前置融合工作，除了良好的行政流程縝密支持，也需要社宅建築師、營造
廠商與創作者相互協商共同合作。為開啟與建築景觀營造界的對話，於 8 月舉辦一場藝術家與建築師
的交流訪談活動，期藉由建築師設計帶領的角色，透過彼此美學思維與實務經驗的交流，互相了解並
形成與未來社宅公共藝術與基地建築融合時的跨領域合作共識。

訪談
藝術與建築設計皆為美學重要支柱，思維與訓練卻可能有所異同。公共藝術理想上應該是建築與藝
術的交融對話，然而長期彼此難以整合，在實務上總是無法並肩齊驅。為期許社宅公共藝術能跳脫
過去的框架，我們希望促進建築與藝術界的彼此傾聽，讓不同的美學思維可能在社宅的公共空間互
相交流。

本場次邀請一位藝術家與兩位社宅建築師作為講者，彼此分享藝術創作經驗，以及社宅建築和公共藝
術的相會。也邀請國內多位重要建築師作為與會貴賓，他們擁有豐富公共建築或都市空間設計的實務
經歷。藉由下午茶的輕鬆形式，藝術家與建築師交流各種與公共藝術的相遇經驗，彼此對於社會住宅
公共藝術的看法、理想及實務之間的落差，從這些經驗萃取正向建設性的成長能量。我們更希望政府
業主，能夠給予建築設計者與營造業空間，讓設計者不至於擔憂為公有建築物與藝術的融合實務，負
擔不必要的壓力。而藝術工作者，能夠理解建築師對於空間的設計理念，放大藝術在環境裡的整體思
考，使得百分之一的感染力影響力不侷限在百分之一，而能浸潤整體環境空間。

藝術家張耿華為豪華朗機工共同創辦人，他們近年參與臺北世大運聖火裝置、臺中花博大型裝置，作
品受大眾矚目，創作橫跨藝術、科技、機械、建築等領域，擁有豐富的跨界整合經驗，且與公部門有
多元的公共藝術合作經驗。本場活動邀請他分享團隊的創作經驗，與建築師分享交流，期對未來社宅
公共藝術的融合有所助益。

兩位建築師戴嘉惠與郭恆成，他們設計的社宅建築基地，分別有進行中的公共藝術計畫，及未來將發
生的公共藝術，本場座談，他們各別分享對社宅公共藝術的合作經驗與想法期望，開啟建築師與公共
藝術合作的共識。

時間｜ 2019/8/25( 日 ) 14：00-16：00
地點｜新富町市場 巷仔內教室

講者

座談訪談紀錄

豪華朗機工是四人團隊，成員擁有雕塑、哲學、
美術、音樂、建築、造型、科技藝術等不同背
景，創作涉獵了概念、視覺、機械、互動 ... 等
方向，被外界稱為跨領域的科技藝術團隊。一
般藝術家多以個人創作為主，組成團隊時，必
須經過整合、交流、溝通過程，這在藝術界是
新的嘗試，但其它領域，如建築業，是行之有
年的工作狀態。另一方面，成員各自出身不同
領域，他們的創作，較難在短時間、統一視覺
風格觀察出脈絡。

2010 年成軍以來，他們與各個國家、不同單位
合作進行多元創作，如法國駐村的照顧計畫、
台新基金會共感創作計畫、臺電大樓公共藝術
案、臺東南方以南大地藝術祭等。過程中，他
們拆解彼此的關係，包含團隊之間、公部門、
民間單位、環境、民眾等。「關係」，就是豪
華朗機工創作脈絡的核心。

以下介紹近年參與的一些案例，來回應一些公
共藝術的議題：

-2010 照顧計畫
這是一個法國駐村計畫，以啄木鳥跟樹的依存
交換關係為概念。地點在鄉村廢棄的紡織廠。
這裡由英國藝術家 Sam Basu 買下改造，他的
外籍身分與新屬性 ( 藝術 ) 空間，形成紡織廠與
鄰里之間一股特殊的氛圍。計畫分兩部分─《照
顧 Treignac Project》、《我在法國》。

對內，用藝術手法協助屋主整理空間，屋主參
與影像拍攝作為交換。對外，請合作舞者編早
操，紡織廠周邊社區定點演練，吸引周邊鄰居
建立對話關係。藝術與關係的交換概念，成為
改變社區關係的觸媒，也是公共藝術的可能形
式。

張耿華  ———  
-2011 天 氣 好 不 好 我 們 都 要 飛 Fly ! no 
matter what
公共藝術已出現多種形式，不受限單一實體作
品，有即刻性表演、臨時或永久作品、具漫延
性的參與、虛 / 實等多種可能。

與台新基金會的合作中，他們提出這個共感計
畫，由 37200 位小學生共同創作，每個孩子自
由發揮鳥的飛行姿態與意義，並透過動畫技術，
變成同一隻鳥，飛越每個人想去的地方。計畫
傳達的訊息感動了許多人，讓它不只是一件藝
術作品，更是一個善良的禮物，其力量能漫延
影響整個環境。

過程中，藝術家觀察到幾件事：一是換位思考，
對環境的想像或感受，可能因立場不同而改變。
思考作品的發生，必須觀察許多面向，找到一
個最大公約數。也許建築和藝術可以站在彼此
立場，互相思考。二是臺灣家庭現況，無論外
配家庭或隔代教養的教育狀況。三是小朋友的
創意，會因師生關係受到影響。

-2010-2016 日光域 
理想到現實的平衡練習。這件作品從 2010 年
開始發展，回收家庭不要的燈具，重新轉化成
藝術作品。從美術館白牆到真實公共空間，過
程適應不同地域的環境關係，最後回到臺灣，
發展作品適應建築關係、耐候性，並遇到願意
接受機械性作品的業主。

-2016 臺電大樓 太陽之詩
關於前人沒做過的嘗試。這件作品是 2016 年
與台電大樓合作的創作，以太陽提供地球能源
的關係對應台電供給臺灣能源的任務。創作過
程常遇到的反應是─沒有人這樣做過！但他們
認為，無論藝術家或科學家，都在嘗試前人未
知或沒做過的事。與公部門或廠商的合作，像
是一個共同成長的過程，製作廠商原本的零件
組成完整作品，會改變原本的認知，增進對作
品的認同。

張耿華│豪華朗機工共同創辦人

臺灣藝術大學雕塑系畢業，曾就讀造型研究所。2010 年與同樣是藝術家的雙
胞胎張耿豪、陳志建及林昆穎於組成豪華朗機工，以混種跨界為創作概念，
討論奇觀社會中的人性思維，在科技與人文這兩個極端中取得和諧，激發創
意，並利用「音樂、視覺、裝置、文本」共陳手法，使面向千變萬化，作品
跨界戲劇、電影、舞蹈、建築、流行音樂、經濟行為。

戴嘉惠│戴嘉惠建築事務所主持人

美國 南加州建築學院建築碩士，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並擔任臺灣女
建築家學會常務監事。曾任職於美國知名事務所 -GENSLER，並任教於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擔任兼任教授級專家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郭恆成│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美國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C）建築碩士，兼任中華大學及中國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建築系講師。為臺北社會住宅內湖舊宗社宅建築師。現為郭恆成建
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2016 臺電大樓 樹雨霧
談到空間公有化的挑戰。作品的概念是希望開
放台電大樓與鄰里接壤的長形廣場，讓民眾進
入互動。他們將電線桿造型與噴霧系統結合，
透過時段性噴霧表演，吸引人群進入並停留。
作品開放後，卻遇到民眾反應，希望減少噴霧
時段，一是減少小朋友停留時間，二是對噴霧
衛生的擔憂。立意良好的公共藝術遇到現實挑
戰，業主與藝術家如何一同面對，也是未來的
課題。

-2017 寧夏銀川美術館 雨霾
用輸送帶傳送塑料，彷彿再現雨水在大氣中的
循環。作品呈現出幾個觀賞層次，包含遠觀到
近看的聽覺、視覺變化，同時反映出人類高度
使用塑材，造成的環境浩劫。

-2018 南方以南 
藝 術 處 理「 公 共 性 」， 回 饋 與 環 境 的 關 係。
2018 年，他們受邀台東南迴的大地藝術祭進行
創作。尋找台東的環境關係時，從報導看到尼
伯特風災後，台東大批荖葉園毀壞，水泥柱與
鋼筋的廢棄回收利潤低廉，無人投標處理這批
廢棄物。他們由此著手，取出水泥中的鋼筋，
形塑出線性山稜，設置在台東大武的沿海山線，
回應花東開發議題。無法處理的廢棄物，與看
似不合收益比例的作業，透過藝術的轉化，重
新賦與價值，讓人反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2018 過境之時
科技的手法不是唯一方式。在泰國喀拉比海岸
的造船廠，他們透過數位切割、重組，創造出
只存在二維世界的影像，進一步運用 3D 建模，
製作，將一艘 7.5 公尺的船拉長到 24 公尺，創
造出原先不存在真實世界的船，回應策展「不
存在的仙境」概念。
這件作品結合科技思維和傳統技法，創造新舊
並存的作品，他們認為，科技藝術可以內化思
維，而非僅限視覺的表現。

-2017 臺北世大運 聖火
創造精神性象徵，建立榮耀感。世大運是奧運
以外，層級最高的國際賽事，他們透過想像創
造指標性平台，跟臺灣鋼管車合作，從製作到
完成，所有參與者共有的榮耀感。

-2018 臺中花卉博覽會
作品實驗性重要嗎？《聲 / 光 / 機 / 神》2018 
臺中花卉博覽會的作品，作品概念啟發自開花
─植物生長過程中細胞分裂最繁複的狀態。為
呈現生命複雜的姿態，科技表演的編寫與控制
系統結合，影響了作品的靈魂，需要很好的跨
領域合作才能完成。過程中，不同領域的跨語
言交換，需要有效的溝通，才能達到最好的成
果，有過去案例的經驗累積，才能完成這樣具
實驗性的作品。

藝術家進一步提問，這些具實驗性的作品，如
何面對現在的評選機制？何種背景的評審能評
選這些作品？其專業性是否正當？或者僅作為
行政把關，協助計畫順利推行，還有需要探討
的空間。

最後，他分享 Jack medi 的話：「藝術不是再
現現實，而是創造相同強度的真實」，送給各
位，一起想想能為未來再做點什麼事情。

( 三 )【藝術與空間的碰撞】與建築師的公共藝術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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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前初次與公共藝術合作的經驗，當時的藝
術家提案形式多元，但獲選團隊在議價階段常
遇到以工程導向角度處理作品的安全性與後續
維護，或許是這個因素，導致公共藝術提案漸
趨保守。

設計人也希望遇到好的藝術家與提案，甚至願
意配合變更設計、延長期程。然而這幾年與公
共藝術合作的經驗，被選上的多是較好驗收、
維護而非建築師屬意的作品。

臺北市第一期社宅公共藝術計畫中，有兩點與
以往公共建築案不同，第一是橫跨興隆一、二
區，健康、東明、萬華等五個社宅基地，是目
前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案。第二是社宅本身議
題，讓這次的公共藝術計畫形式樣貌不同以往。

第一期計畫內容，若將公共藝術放在一個十字
軸中心，向上有文史紀錄的採集，向下有對未
來社宅的想像，而左右兩側連結了周遭社區與
社宅居民。計畫型內容外，同時設有永久性作
品，如公共藝術與兒童遊具結合。

透過這次計畫，他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公共藝
術形式，更進一步提問，建築師與藝術家的交
集該何時發生？是建築完工，環境空間、材質、
光線等條件已完備，藝術家再進入，讓創作精
準回應環境。或是提前藝術家介入時機，讓他
們加入前端設計階段，就部分公共空間的建築
維護、開發空間、材質等面向進行整合。如金
澤 21 世紀美術館，直接整合美術館空間跟藝術
家，這件事只能在前面設計階段，讓藝術家加
入設計團隊，才有可能實現。

最後，建築師提到，審查階段遇到的限制，多
來自使用者意見，而非建築師，這個階段，他
們 也 只 能 在 一 些 細 小 的 部 份 配 合 藝 術 家 的 創
作。他對未來社宅的公共藝術有所期待，遇到
好的作品，空間設計、期程等也願意配合，同
時也好奇藝術家面對一系列社宅公共藝術，創
作時會從什麼角度切入思考，希望將來與藝術
家能有更多對話、彼此瞭解的機會。

戴嘉惠  ———  

———  褚瑞基

———  林欣蘋

———  林欣蘋

———  郭旭原

———  何震寰

———  吳慧貞

———  吳慧貞

郭恆成  ———  

●  現在的機制中，建築師沒有直接表達或建議公共藝術的管道。
●  事實上沒有案子能在簽約後三個月與建築師討論，導致後續有許多加減項。
●  需要各局處的溝通，才能在機制內彈性運用經費。
●  全臺灣正在推社宅，社宅公共藝術透過基金的經營方式，嘗試實驗性做法。
●  臺灣不缺人才，但沒有妥善機制可以對應到這些人，現有機制可能也對應

不到對的人。
●  邀請比件能找出對的人，但又侷限了年輕人進入的門檻。
●  甲方、委員、藝術家的角色很重要，三者良好的組和才能形成好的結果。

●  現在政府機制的設計，公共藝術也要走「競圖─評選─基本設計─細部設
計─施工─驗收使用」的完整歷程。建築和藝術總是在平行世界裡各自奮
鬥，難以相遇，也難以整合。

●  面對公共藝術，公部門往往人力不足或是不想做，只好靠代辦機制，走完
前面繁複機制，使早期整合的可能更低。

●  公共藝術執行的起始點還是為業主所決定，過去規定拿到建造執照的三個
月內就應開始做，讓建築與公共藝術不要是平行世界，要一起進行，但沒
有強制性等於徒勞，掛到建築執照上，大家心生抗拒，更困難。建築師有
很多困難和問題要解決，根本無暇他顧，藝術家也是，只能各自生存，這
是目前現況，要解決必須從機制徹底解決，臺北社宅已經等不及了。

●  以新竹高鐵公共藝術為例，多年前的案例，關於位置，形式和藝術家遴選，
建築師參與的非常深。軟體工業園區的兩位資深建築師，也非常積極的參
與公共藝術，從作品的選擇、定位跟景觀設計的配合調整設計變更，公部
門和私部門一起配合，讓作品和環境對話的關係很好，到目前為止還是少
數的良好案例。

●  以個人的經驗來說，建築的空間基本上乾淨平整，業主也有心有意願，公
共藝術就還可以做點事情，但不是所有公有建築物都有適合條件讓公共藝
術發揮。正如褚老師說的，三者都配合得起來時，好的藝術才有機會出現。

●  作品不好，業主不願意廢標，只想趕快做完的比例更高，這樣海撈機制的
公開徵選，業主只想照章行事，委員也不想參加，建築師不想過問。好的
團隊的出現，只能靠運氣。整個機制令人擔憂，政府機制是大結構問題，
防備和防弊思維太主導，要讓善和美產生需要很大的願力。

●  都發局作公共藝術的策略應與文化局不同，因為藝術的創作形式應該不侷
限於和建築有關，我認為藝術的創作有時可能是文學，是一首詩。

●  我認為社宅應該像是城市的 gallery，收什麼作品，在當初選地與訂戶數時，
策展人和政府就應該要決定策略，基地有什麼議題、需要什麼作品，就像
開美術館一樣去收，而且要開放地尋找很多藝術家。

●  有藝術家提案後，建築師才有辦法開始處理，對我來說，要有具體的對象
來對話，一個幼兒園的業主，一個社福單位業主，一個 gallery 的業主，

●  環境的調整很折磨的，被夾在營造廠和所有的工地需求裡，設計師會陣亡
的。所以公共藝術最好要提早討論，讓建築師在基本設計階段時就把他當
作需求，才有辦法跟社宅很棒的規畫結合，比如說我們知道青創或社造需
要空間，藝術家有機會扮演社區再造、再生的角色，他的需求和提案要在
這個階段就讓建築師知道，建築師才能把他的計畫和建築再重新計畫一
次。

●  日光域在美術館看很有趣，可以跟人有很直接的互動，可是當它在台電大
樓外面時，就像一個珠寶被掛在那裡。藝術進來的時間如果是在建物完成
的後期，就會像是珠寶。在美術館很好的經驗，卻不見得適合公共藝術，
因為場域是錯的，建築物已經沒有場域讓它發光發亮。

●  藝術的永恆並不是擺個作品在那裡不會壞，也可能是在一個活動，它的感
動或感染力就凍結在那個時空了。

●  我建議第一要先從主軸的串聯來思考，社宅公共藝術是很難得的機會。這
個主軸可能要談共生、共居、自由等等，而且一定跟環境有鍊結關係，每
個案子的個性都不太一樣，主軸下要有個案的個性。例如三興社宅，之前
是收垃圾的回收場，所以具有環保的議題。我認為策展角度可從每一塊基
地，尋找其過去的城市紋理，例如幾棵大樹移不走，都可能是城市記憶的
痕跡，策展的議題。

●  第二，媒合，建築師不那麼熟所有藝術家，可以多辦像今天這樣的藝術家
認識會嗎 ? 耿華的簡報，讓我們了解他的作品，欣蘋說的方式，其實現在
也有點太晚了，但像今天這樣就可以創造能量，大家會知道，可以一起創
造。

●  第三，要快，因為很多案子已經開始了，開始後，我們就無暇於他，還要
變更設計，怕都怕死了。現在就要想，以後才不會慌了手腳，才有辦法達
到我們的理想。

●  第四，請都發局要主導，為了公共藝術要變更設計都用專案來審變更。有
些藝術家可能會跨到公園、人行道，這些都要變更。說不定有些人會說都
來變更好啊，因為變更完可能保固責任就不用在他們身上。例如地坪的磁
磚如要跟外部整個連起來，也要變更，大家共同讓事情可以很快被執行。
這四件事都要快。

●  我們對每個基地的狀況有大概掌握，幫都發局做 35 個基地的規劃，後續會
跟各位建築師一一請教討論。現實狀況，不是每個基地有辦法讓建築和藝
術一開始就在一起，現在的基地大部分都已經開始開挖或是細設已經做完
了，需要因應現況發展和執行。

●  公共工程或公家單位不希望有他們不期待的麻煩出現，這讓有能力做好事
情的人會面對到層層關卡。

●  過去參與公部門提案時，承辦提醒複雜設計會很麻煩，當時以為公務員嫌
麻煩，後來發現其實承辦是好意提醒，注意公共工程一定大家都要注意的
東西，避免綁標的嫌疑，或是廠商能力做不到不會做，等問題發生解決不
了，會很麻煩，這時才發現有問題的不是承辦，而是整個機制

●  建築和藝術融合的狀態是最好的，以郭建築師分享的經驗來看，由建築師
安排好公共藝術的位置都是為時已晚，也許未來建築工程可以有副委託，
像機電一樣，建築整體提案就包含藝術部門。

延 續 前 場 提 出 的 公 共 藝 術 介 入 機 制 與 時 機 問
題，提出了想法及經驗分享。建築師理想中，
藝術與建築的交集，應是碰撞、擴張，現況卻
非如此，有時甚至彼此侷限、沒有交集。

面對社會住宅的集居模式，建築師曾考慮過設
計實驗性社宅，重新定義住家。但受社會住宅
房型的設計規範限制，住家空間較難有發揮，
因此轉向對公共空間的規劃進行一些實驗。目
前舊宗、河濱社宅的開放了一些設計，如社區
共享空間、聯繫步道，或是連結社宅居住空間
與公共設施之間的介面。他將之稱為村口或生
活劇本，認為是公共藝術很好介入的空間。關
於介入方式，目前他能做的是在公共空間中規
畫建議位置，適度留白設計，如街道傢具、鋪
面或公共設備，讓藝術家來發揮。未來建築使
用執照取得前後，藝術家可以到現場參考這些
設計者建議的空間。

建築師分享 14 年前設計環河北路跨堤陸橋的案
例，才發現藝術與建築整合不容易。最後建築
師女兒的創意圖畫與橋體的圖案表現，大家不
禁莞爾讚賞。郭建築師藉此經驗提問：現行機
制中，公共藝術與建築何時能產生交集？

建築跟公部門之間的整套歷程，包含競圖─評
選─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驗收使用。

建築師在競圖階段發揮設計、評選之後，在基
本設計階段開始修改，選擇可堅持、可退讓的
元素。到了細部設計的時候，都是為了鋪陳後
面的施工，建築師處理的事情太多，配合施工
期程也非常趕，在這個階段配合整合公共藝術
的條件就更少。

所以，在實際狀況裡，一般公共藝術的介入時
機，都是在建築快完工、或使用執照取得之後，
建築環境已完整，藝術家發揮的空間相對受限。

目前的評選機制，是否有空間，讓藝術家從基
本設計階段參與，或是透過自主審查表、參建
單位等機制的調整，讓建築師的設計和公共藝
術能彼此回應。
期許未來建築與公共藝術的交集能激起精彩的
火花，而非流於形式的妥協。不僅是一位建築
師的渴望，同時是社會的期盼。

一個藝術家的業主，我才知道對象是誰，需要什麼議題，需要什麼配合，
我才知道，怎麼去把他的作品放在我的建築計畫裡去整合。

●  沒有先討論，藝術家可能產生很多抱怨，對建築師用的石材和植栽等等都
會有意見。但其實我們蓋的每一棟房子都是新的紋理，個人認為建築物最
漂亮的時後是二十年後，那時候還可以很漂亮才是真的。自己蓋的新建築，
有時也會無法適應，常常思考我們當時的決定有沒有對不起人家。

●  都發局社宅公共藝術這麼大規模，應該從一開始就以策展的概念，來告訴
我們，是要用舞蹈的形式作歷史紀錄，還是想要形成什麼對話關係，此時，
建築空間只能等待，理解作品後，提供它載體，可能是容器，可能是地點，
或者表演的場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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