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09:30-17:30；週六延長開放至20:30。
 溫馨提醒：本館為了維護展品狀況，展間空調溫度設為攝氏20~22度，敬請
 來館觀眾隨身攜帶保暖衣物。
 門票資訊
 全票30元、優待票15元（可使用悠遊卡或現金購票）、65歲以上年長者及
 未滿18歲觀眾免費入館、週六夜間17:00-20:30免票參觀。
 地下樓免費入館（DEF展區、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藝術書店、餐廳、視聽室、
 圖書室、中庭）。
 教育生活卡：基本票卡500元、加價票卡700元。
 因應本館佈、卸展期間展覽減少，自106年3月6日至106年3月10日止，開放
 免票參觀。
 資訊查詢
（1）網站：http://www.tfam.museum 
（2）訂閱電子報：進本館網 站點選「訂閱電子報」，即可收到最新訊息。
（3）服務中心：（02）2595-7656分機220。
 導覽服務
（1）每日10:30、14:30及週六19:00辦理中文定時導覽，歡迎參加（請依本館
 網站公佈為主）。
（2）團體預約導覽，請於一週前來電申請（02）2595-7656 轉323蕭小姐。
 便利服務
（1）服務中心提供寄物及輪椅、拐杖、嬰兒車借用服務。
（2）地下樓G區設有哺乳室。
（3）正門及停車場右側設有無障礙坡道，館內設有無障礙電梯及洗手間。
 圖書服務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09:30-17:00。星期一及國定假日不開放。藝術
 相關圖書分類編目，提供免費閱覽、資料查詢、翻拍及付費影印等服務。
 另外提供視聽影音現場借用觀看服務。
 溫馨提醒
 本館為了維護展品狀況，展間空調溫度設為攝氏20~22度，敬請來館觀眾
 隨身攜帶保暖衣物。
 餐飲服務
  週二至週日10:30-17:00；週六至20:30；週一公休。
  餐廳位於地下樓，提供飲品與輕食服務。Tel:（02）2595-7989
 市府資訊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http://www.gov.tw/。臺北市政府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廉能市政您我共創：臺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檢舉熱線1999轉1743（一起
 肅貪），守護公義，保障您的權益。臺北市民申辦案件的好幫手：臺北市民
 e點通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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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贊助成立單位

NEWSLETTER03 2017
集什麼？ Collecting and So On 2017.01.07-09.17
Collecting and so on 展區 Galleries: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本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推出的主題企劃展覽與教育活動「集什麼？Collecting 
and So On」，邀請六位藝術家展出與收集概念相關的作品，並發展出體驗
式工作坊、互動導覽、繪本故事等相關教育活動。加布里爾．卡林伯迪（
Gabriele Galimberti）的《玩具故事》（Toy Stories），以攝影方式呈現不同
地區小朋友的玩具與平常遊玩的地方，從孩子的收集，反映各地生活景況。
栗田宏一的《土壤圖書館/日本》（Soil Library / Japan），從其長時間收集
日本各地土壤所製作的藝術作品，以「收集」傳達藝術家對土地與人文的關
懷。吳芊頤以當代的創作手法，蒐羅、轉換存在大家視覺記憶中的老窗花。
亞歷山德．列維（Alexandre Lévy）採集台灣的聲音結合裝置《聲動台》（
T-Sensations），邀請觀眾體驗聽覺、觸覺與視覺的結合。王雅慧收集舊家
的灰塵製作《和光同塵》，以影像與裝置解開時光、看見變化的本質。康雅
筑在旅行途中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探尋及收集與織品相關的物件，藉由現地
創作方式呈現。「集什麼？Collecting and So On」從藝術作品出發，觸發觀
眾間彼此的對話與交流，也藉由藝術家視角，引發觀者思考收集和自身的關
係和意義，體現收集的多樣性。

康雅筑，《履旅縷之介》局部，2016  / 複合媒材，60 x 240 x 250 公分

 包包客│兒藝中心展區｜兒藝中心諮詢台集合
 即日起至4/30（日）
 定時導覽：每週三、週四、週六下午2:0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團體場次：每週三、週四上午10:00-11:30，需上網預約報名，每場次限25人
 活動對象：國小一到六年級
 注意事項：活動之包包僅供現場發放使用，活動結束後需歸還。
 窗花集│兒藝中心大工作坊
 即日起至4/30（日）
 不分齡場次：每週二至週日下午13:30-17:3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個人場次：每月單週日上午10:00-11:30，網路預約，國小一至六年級，每場
 次限20人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315。
 集故事│兒藝中心小工作坊
 即日起至4/30（日）
 每月單週日下午14:00-14:3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活動對象：親子觀眾（建議4歲以上）

「午後聽賞」導覽活動
 3/25（六） 14:30-16:00
 導覽賞析「微光闇影」展作品，並提供即時手語翻譯。
 參加對象：聽障人士及其陪伴人員(免票)或對手語翻譯有興趣者。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03
「2017樂齡行藝」銀髮族導覽活動│銀髮族團體（免票），每梯次25人
 3/1（三）至9/17（日）  每週二至週五
 導覽賞析本館當季展覽、作品及座談分享。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3、303
 文化就在巷子裡─藝術快遞│一般民眾．免費參加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03
 3/9（四）14:30-16:00｜中山老人住宅中心
 活動內容：畫作賞析（典藏精選篇）＋ DIY藝術創作
 3/24（五）14:00-15:30｜興豐區民活動中心／YWCA生活學苑 
 活動內容：畫作賞析（典藏精選篇）＋ DIY藝術創作

2016臺北美術獎 2016.12.20-2017.03.19
2016 Taipei Arts Awards                                                展區Galleries: D、E
、F

「2016臺北美術獎」經過初審、複審兩階段評選過程，共選出12名藝術家進
入決審名單，最後決選由藝術家黨若洪作品《尋源問道―小神仙系列》獲得
首獎，五位優選獎得主分別為劉致宏、簡志峰、陳呈毓、陳依純、杜珮詩，
入選由許喬彥、陳泓綸、王佩瑄、王鼎曄、莊培鑫、魏澤獲得。本屆臺北美
術獎特別增加觀眾票選「人氣獎」，於2016年12月20日至12月22日預展期間
，由觀眾至本館「2016臺北美術獎」網路活動頁面參與投票，票數累積至12
月22日晚間23:59截止。經過激烈競爭，陳依純作品《你夢見電子羊了嗎？》
獲得最高票數，成為首屆人氣獎得主。「臺北美術獎」為臺灣當代藝術圈重
要且具前瞻性指標的年度競賽展，多年來的累積已成為藝壇新秀展現創作能
量的舞台。期待臺北美術獎能觸發對於作品的討論與對話，也希望成為藝術
家生涯中重要的發表場域與平台。

魏澤，《Négraille黑鬼》，2015 / 複合媒材，尺寸依場地而定

Exhibitions & Lectures

微光闇影 2017.03.11-2017.06.18
Faint Light, Dark Shadows 展區 Galleries: 1 A、1B

「微光闇影」發想自攝影中的光與影、明與暗所交織、掩映而成的某種影像
現實，除了空間，也蘊涵著「時間」的維度。展覽聚焦在人的處境，在「感
光」、「曝光」之餘，重新凝視攝影所具有人文深度的幽暗。相對於台灣
1970-1990年代的報導攝影要求拍攝者，以良知及饒富同情的心理，或以組
合照片清晰而明確將「事實」傳達給觀者，讓觀者能對拍攝的事件與對象有
正確的認知與理解。如今進入人手一相機的世代，拍照上傳甚至現場直播更
加方便快速的自媒體時代，影像已成為隨時展現自我及生活的時空碎片，帶
著吸引注目，進一步影響他者的企圖。
展覽涵蓋超過20位現、當代攝影家的作品，透過時間性、歷史性、物理性與
被拍者的暗影等四種不同的影像屬性，呈現出攝影在拍攝三度空間之外，所
具有令人玩味的第四時間維度；同時在暗影與微光的抗衡中，光，終而在照
片中留下掙扎、抵抗聚焦的痕跡。讓其曖昩、不確定性、與隱藏在幽暗中的
「微光」，經過時間的等待、不足的光線、特意的遮閉與破壞下，使攝影的
幽暗顯現其奧意與無窮的餘韻。展覽以紀實為基礎但超越紀實，找尋不滅的
靈魂。

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 2016.10.29-2017.03.05
Line of Vision - The Photography of Wang Hsin         展區Galleries: 3A、3B

台灣資深攝影家王信（1941-），生於鹿港，成長於台中。1970 年畢業於東京
農 業 大 學 畜 牧 學 科，後 改 學 攝 影，1972 年 於 東 京 寫 真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1972-73 年拍攝《訪霧社》系列，1974 年在日本和台灣巡迴展出受到矚目，
返台後決心投身報導攝影。1974-75 年間拍攝《蘭嶼．再見》系列，開台灣
報導攝影先河。1979 和 1989 年拍攝《澎湖風土記》系列。為了推動紀實攝影，
1976 年起在多所專校致力攝影教學，也主持攝影教室，目前為自由攝影工作者。
王信以人道關懷為初衷，相機為記述工具，為少數原住民文化與台灣城鄉庶
民文化的消逝做社會見證，傳達不同文化差異應予尊重的觀點。她重視影像
表達的敘事性，硬調子的黑白映像有著沉鬱孤寂的質感，以及準確而溫暖的
情感，蘊藏其中的是對於人性的掙扎與期許，也兼具了報導與創作之實。此
展為帶有回顧性質的大規模攝影個展，以作品主題與創作時間為軸，邀集王
信自 1970 年代以來各個階段具代表性的計畫與系列。為能理解創作脈絡，展
覽包括學生時代習作，作品導言、文獻紀錄與大事紀、作品影像播放以及紀
錄影片。展覽期盼觀者得以照見藝術家的影像創作與文字寫作，因應報導攝
影關注庶民生活百態與社會環境變遷，所展現具有普世性的人道關懷和另一
種觀看視界。

伏流，指潛藏於表面之下，一種隱匿的精神狀態。英文展名RIVERRUN出自
於喬伊斯（ James Joyce ）的實驗性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 Finnegans 
Wake），此作由夢境出發，以夢語串流意識，充滿晦澀、難解、背離常規
的字句。寬鬆、自由或偏離在藝術或文學中都是被允許的，甚至可以昇華為
藝術的養分，這也意味了以近精神分析的手法去梳理創作意涵的可能，藝術
因為這份自由而廣義且包容。若連結集體社會的歷史脈絡與精神情境，藝術
家以個體透過追尋、回溯，試圖將意識到的斷裂縫補，以不同媒材書寫歷
史、重建記憶，詮釋自身所關切的生命議題。本展呈現與歷史、記憶、精神
層面呼應的藝術家創作，探討社會歷史斷續之間，集體與個體、表意識與潛
意識互為表裡的豐富流變。創作中紀實與想像的交互作用，有如一自我精神
性治癒的過程，透過縫補與編織，呈現寬容的全觀景致。

雷琴娜．希維拉（Regina Silveira），《入侵系列：冒險故事》 / 
「2006台北雙年展：〔限制級〕瑜珈」館外牆面

許家維，《馬武督的傳說》，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實驗室 / 圖片提供：許進發

王信，《夢幻山城》，2006 / 數位輸出，2016，藝術家自藏

邱國峻，《神遊之境01》，2012 / 攝影影像、絹布、刺繡，75 x 112公分

鋼鐵之歌──高燦興的鋼雕柔情│展覽開幕講座．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26（日）14:30-16:30
講者：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地點：視聽室 （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雕塑遊戲 不分齡創作活動│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25（六）－6/25（日）
地點：二樓 209藝想空間

美術館戶外雕塑親子導覽活動│親子活動．免費預約參加
3/4（六）－3/19（日）
地點：本館周圍與館內中庭（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6

微光闇影展  開幕座談│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12（日）14:30-16:30
地點：圖書室視聽空間 （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主持人：李威儀｜攝影之聲主播
與談人：
李佳祐｜藝術家
陳佳琦｜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侯鵬輝｜藝術家
黃子明｜藝術家、中時攝影部主任

伏流・書寫：                                                 2017.03.18-2017.06.04  
關於歷史、記憶、精神的斷與續                    展區Galleries: 2A、2B
RIVERRUN: 
dis/continuous writing on history, memory and spirit         

朗誦 ／文件：台北雙年展1996-2014 2016.08.13-2017.03.26
Declaration/ Documentation: Taipei Biennial, 1996-2014      展區Gallies: 3C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台北雙年展」是北美館與國際當代藝壇進行交流，所舉
辦之最重要國際型大展，今年適逢國際台北雙年展 20 週年，本館特別策劃「朗
誦／文件：台北雙年展 1996-2014」。「朗誦」呈現的是歷屆策展人與藝術家
在回應當代與日常生活，藉由策展與作品在台北雙年展的場域中，所欲表達
的一種聲音、文本、表情與動作姿態。展覽在文件的基礎上展開為展覽、文
獻網站與藝術對談活動等三個部分：將以網站呈現 1996-2014 等過去十屆台
北雙年展的檔案，涵蓋各式文件、攝影、影音紀錄。其二，除了展示實體物件外，
展出作品以「在地性」及為該屆北雙展特別提案創作的作品為主，並特別邀
請曾經參展台北雙年展的藝術家余政達與周育正創作回應「台北雙年展」的
全新作品。其三，舉辦藝術對談活動，邀請歷屆策展人返台參與「對談．雙年展」
活動，反思北雙展的過去經驗，並展望未來；另外也規劃「比野拉拉松」藝
術對談活動，廣邀藝術圈專業人士就二十年來，探討台灣目前創作方式及藝
術生態、機構與政策變遷以及國際交流等議題。所有活動同時錄影成為台北
雙年展的檔案生產，在對過去台北雙年展所開啟的另一種回憶、閱讀、感知
與檔案生產活化的策展理念下，期望對台北雙年展的過去，甚至未來，有更
完整的感受、理解和展望。

焊藝詩情→高燦興回顧展 2017.03.25-2017.06.25
Welding Poetry:                                                          展區Galleries: 3A、3B
KAO TSAN-HSI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高燦興 (1945- ) 是一位勤奮謙
和的雕塑家，其雕塑歷程，從
泥塑、木雕，進而以鋼鐵為主
要創作媒介，他利用工業機具
的切割及焊接為手段，將板狀、
塊狀鋼鐵再創造出新面貌，展
現造形、觸感、量塊、時間及
空間之雕塑本質。
1969 年高燦興自國立臺灣藝
專 ( 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美
術科雕塑組畢業，持續創作迄
今，創作出豐碩的雕塑作品。
早期創作思想探討人生宇宙以
及自然與環境課題 。自九○
年代之後，高燦興的雕刻形式
徹底解放朝向抽象構成，其思
想結構才是雕塑的本質核心。
近年系列作品展現鮮明的藝術
語言，他在汽車廠蒐集廢棄的
板模焊接成作品，並以鐵絲加
以浸泡、染色成綠色團塊，鐵絲幻化成繞指柔，引發無限想像空間。

「焊藝詩情→高燦興回顧展」，縱觀高燦興個人探索創作歷程，也全方位研究
其藝術思想與作品。本展結構分為 : 雕塑作品、公共藝術、焊鐵柔情告白、
雕塑工具風華。本展覽藝術作品借自各個美術館、畫廊、收藏家以及藝術家
自藏品包括：素描、浮雕、雕塑、裝置作品近百件精彩作品，完整呈現其藝
術風貌。

高燦興，《不銹之頌》，2012 / 不鏽鋼、鐵，H350 x 
120 x 30公分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09:30-17:30；週六延長開放至20:30。
 溫馨提醒：本館為了維護展品狀況，展間空調溫度設為攝氏20~22度，敬請
 來館觀眾隨身攜帶保暖衣物。
 門票資訊
 全票30元、優待票15元（可使用悠遊卡或現金購票）、65歲以上年長者及
 未滿18歲觀眾免費入館、週六夜間17:00-20:30免票參觀。
 地下樓免費入館（DEF展區、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藝術書店、餐廳、視聽室、
 圖書室、中庭）。
 教育生活卡：基本票卡500元、加價票卡700元。
 因應本館佈、卸展期間展覽減少，自106年3月6日至106年3月10日止，開放
 免票參觀。
 資訊查詢
（1）網站：http://www.tfam.museum 
（2）訂閱電子報：進本館網 站點選「訂閱電子報」，即可收到最新訊息。
（3）服務中心：（02）2595-7656分機220。
 導覽服務
（1）每日10:30、14:30及週六19:00辦理中文定時導覽，歡迎參加（請依本館
 網站公佈為主）。
（2）團體預約導覽，請於一週前來電申請（02）2595-7656 轉323蕭小姐。
 便利服務
（1）服務中心提供寄物及輪椅、拐杖、嬰兒車借用服務。
（2）地下樓G區設有哺乳室。
（3）正門及停車場右側設有無障礙坡道，館內設有無障礙電梯及洗手間。
 圖書服務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09:30-17:00。星期一及國定假日不開放。藝術
 相關圖書分類編目，提供免費閱覽、資料查詢、翻拍及付費影印等服務。
 另外提供視聽影音現場借用觀看服務。
 溫馨提醒
 本館為了維護展品狀況，展間空調溫度設為攝氏20~22度，敬請來館觀眾
 隨身攜帶保暖衣物。
 餐飲服務
  週二至週日10:30-17:00；週六至20:30；週一公休。
  餐廳位於地下樓，提供飲品與輕食服務。Tel:（02）2595-7989
 市府資訊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http://www.gov.tw/。臺北市政府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廉能市政您我共創：臺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檢舉熱線1999轉1743（一起
 肅貪），守護公義，保障您的權益。臺北市民申辦案件的好幫手：臺北市民
 e點通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

Learning & Events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贊助成立單位

NEWSLETTER03 2017
集什麼？ Collecting and So On 2017.01.07-09.17
Collecting and so on 展區 Galleries: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本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推出的主題企劃展覽與教育活動「集什麼？Collecting 
and So On」，邀請六位藝術家展出與收集概念相關的作品，並發展出體驗
式工作坊、互動導覽、繪本故事等相關教育活動。加布里爾．卡林伯迪（
Gabriele Galimberti）的《玩具故事》（Toy Stories），以攝影方式呈現不同
地區小朋友的玩具與平常遊玩的地方，從孩子的收集，反映各地生活景況。
栗田宏一的《土壤圖書館/日本》（Soil Library / Japan），從其長時間收集
日本各地土壤所製作的藝術作品，以「收集」傳達藝術家對土地與人文的關
懷。吳芊頤以當代的創作手法，蒐羅、轉換存在大家視覺記憶中的老窗花。
亞歷山德．列維（Alexandre Lévy）採集台灣的聲音結合裝置《聲動台》（
T-Sensations），邀請觀眾體驗聽覺、觸覺與視覺的結合。王雅慧收集舊家
的灰塵製作《和光同塵》，以影像與裝置解開時光、看見變化的本質。康雅
筑在旅行途中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探尋及收集與織品相關的物件，藉由現地
創作方式呈現。「集什麼？Collecting and So On」從藝術作品出發，觸發觀
眾間彼此的對話與交流，也藉由藝術家視角，引發觀者思考收集和自身的關
係和意義，體現收集的多樣性。

康雅筑，《履旅縷之介》局部，2016  / 複合媒材，60 x 240 x 250 公分

 包包客│兒藝中心展區｜兒藝中心諮詢台集合
 即日起至4/30（日）
 定時導覽：每週三、週四、週六下午2:0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團體場次：每週三、週四上午10:00-11:30，需上網預約報名，每場次限25人
 活動對象：國小一到六年級
 注意事項：活動之包包僅供現場發放使用，活動結束後需歸還。
 窗花集│兒藝中心大工作坊
 即日起至4/30（日）
 不分齡場次：每週二至週日下午13:30-17:3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個人場次：每月單週日上午10:00-11:30，網路預約，國小一至六年級，每場
 次限20人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315。
 集故事│兒藝中心小工作坊
 即日起至4/30（日）
 每月單週日下午14:00-14:30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活動對象：親子觀眾（建議4歲以上）

「午後聽賞」導覽活動
 3/25（六） 14:30-16:00
 導覽賞析「微光闇影」展作品，並提供即時手語翻譯。
 參加對象：聽障人士及其陪伴人員(免票)或對手語翻譯有興趣者。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03
「2017樂齡行藝」銀髮族導覽活動│銀髮族團體（免票），每梯次25人
 3/1（三）至9/17（日）  每週二至週五
 導覽賞析本館當季展覽、作品及座談分享。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3、303
 文化就在巷子裡─藝術快遞│一般民眾．免費參加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03
 3/9（四）14:30-16:00｜中山老人住宅中心
 活動內容：畫作賞析（典藏精選篇）＋ DIY藝術創作
 3/24（五）14:00-15:30｜興豐區民活動中心／YWCA生活學苑 
 活動內容：畫作賞析（典藏精選篇）＋ DIY藝術創作

2016臺北美術獎 2016.12.20-2017.03.19
2016 Taipei Arts Awards                                                展區Galleries: D、E
、F

「2016臺北美術獎」經過初審、複審兩階段評選過程，共選出12名藝術家進
入決審名單，最後決選由藝術家黨若洪作品《尋源問道―小神仙系列》獲得
首獎，五位優選獎得主分別為劉致宏、簡志峰、陳呈毓、陳依純、杜珮詩，
入選由許喬彥、陳泓綸、王佩瑄、王鼎曄、莊培鑫、魏澤獲得。本屆臺北美
術獎特別增加觀眾票選「人氣獎」，於2016年12月20日至12月22日預展期間
，由觀眾至本館「2016臺北美術獎」網路活動頁面參與投票，票數累積至12
月22日晚間23:59截止。經過激烈競爭，陳依純作品《你夢見電子羊了嗎？》
獲得最高票數，成為首屆人氣獎得主。「臺北美術獎」為臺灣當代藝術圈重
要且具前瞻性指標的年度競賽展，多年來的累積已成為藝壇新秀展現創作能
量的舞台。期待臺北美術獎能觸發對於作品的討論與對話，也希望成為藝術
家生涯中重要的發表場域與平台。

魏澤，《Négraille黑鬼》，2015 / 複合媒材，尺寸依場地而定

Exhibitions & Lectures

微光闇影 2017.03.11-2017.06.18
Faint Light, Dark Shadows 展區 Galleries: 1 A、1B

「微光闇影」發想自攝影中的光與影、明與暗所交織、掩映而成的某種影像
現實，除了空間，也蘊涵著「時間」的維度。展覽聚焦在人的處境，在「感
光」、「曝光」之餘，重新凝視攝影所具有人文深度的幽暗。相對於台灣
1970-1990年代的報導攝影要求拍攝者，以良知及饒富同情的心理，或以組
合照片清晰而明確將「事實」傳達給觀者，讓觀者能對拍攝的事件與對象有
正確的認知與理解。如今進入人手一相機的世代，拍照上傳甚至現場直播更
加方便快速的自媒體時代，影像已成為隨時展現自我及生活的時空碎片，帶
著吸引注目，進一步影響他者的企圖。
展覽涵蓋超過20位現、當代攝影家的作品，透過時間性、歷史性、物理性與
被拍者的暗影等四種不同的影像屬性，呈現出攝影在拍攝三度空間之外，所
具有令人玩味的第四時間維度；同時在暗影與微光的抗衡中，光，終而在照
片中留下掙扎、抵抗聚焦的痕跡。讓其曖昩、不確定性、與隱藏在幽暗中的
「微光」，經過時間的等待、不足的光線、特意的遮閉與破壞下，使攝影的
幽暗顯現其奧意與無窮的餘韻。展覽以紀實為基礎但超越紀實，找尋不滅的
靈魂。

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 2016.10.29-2017.03.05
Line of Vision - The Photography of Wang Hsin         展區Galleries: 3A、3B

台灣資深攝影家王信（1941-），生於鹿港，成長於台中。1970 年畢業於東京
農 業 大 學 畜 牧 學 科，後 改 學 攝 影，1972 年 於 東 京 寫 真 專 門 學 校 畢 業。
1972-73 年拍攝《訪霧社》系列，1974 年在日本和台灣巡迴展出受到矚目，
返台後決心投身報導攝影。1974-75 年間拍攝《蘭嶼．再見》系列，開台灣
報導攝影先河。1979 和 1989 年拍攝《澎湖風土記》系列。為了推動紀實攝影，
1976 年起在多所專校致力攝影教學，也主持攝影教室，目前為自由攝影工作者。
王信以人道關懷為初衷，相機為記述工具，為少數原住民文化與台灣城鄉庶
民文化的消逝做社會見證，傳達不同文化差異應予尊重的觀點。她重視影像
表達的敘事性，硬調子的黑白映像有著沉鬱孤寂的質感，以及準確而溫暖的
情感，蘊藏其中的是對於人性的掙扎與期許，也兼具了報導與創作之實。此
展為帶有回顧性質的大規模攝影個展，以作品主題與創作時間為軸，邀集王
信自 1970 年代以來各個階段具代表性的計畫與系列。為能理解創作脈絡，展
覽包括學生時代習作，作品導言、文獻紀錄與大事紀、作品影像播放以及紀
錄影片。展覽期盼觀者得以照見藝術家的影像創作與文字寫作，因應報導攝
影關注庶民生活百態與社會環境變遷，所展現具有普世性的人道關懷和另一
種觀看視界。

伏流，指潛藏於表面之下，一種隱匿的精神狀態。英文展名RIVERRUN出自
於喬伊斯（ James Joyce ）的實驗性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 Finnegans 
Wake），此作由夢境出發，以夢語串流意識，充滿晦澀、難解、背離常規
的字句。寬鬆、自由或偏離在藝術或文學中都是被允許的，甚至可以昇華為
藝術的養分，這也意味了以近精神分析的手法去梳理創作意涵的可能，藝術
因為這份自由而廣義且包容。若連結集體社會的歷史脈絡與精神情境，藝術
家以個體透過追尋、回溯，試圖將意識到的斷裂縫補，以不同媒材書寫歷
史、重建記憶，詮釋自身所關切的生命議題。本展呈現與歷史、記憶、精神
層面呼應的藝術家創作，探討社會歷史斷續之間，集體與個體、表意識與潛
意識互為表裡的豐富流變。創作中紀實與想像的交互作用，有如一自我精神
性治癒的過程，透過縫補與編織，呈現寬容的全觀景致。

雷琴娜．希維拉（Regina Silveira），《入侵系列：冒險故事》 / 
「2006台北雙年展：〔限制級〕瑜珈」館外牆面

許家維，《馬武督的傳說》，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實驗室 / 圖片提供：許進發

王信，《夢幻山城》，2006 / 數位輸出，2016，藝術家自藏

邱國峻，《神遊之境01》，2012 / 攝影影像、絹布、刺繡，75 x 112公分

鋼鐵之歌──高燦興的鋼雕柔情│展覽開幕講座．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26（日）14:30-16:30
講者：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地點：視聽室 （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雕塑遊戲 不分齡創作活動│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25（六）－6/25（日）
地點：二樓 209藝想空間

美術館戶外雕塑親子導覽活動│親子活動．免費預約參加
3/4（六）－3/19（日）
地點：本館周圍與館內中庭（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6

微光闇影展  開幕座談│免預約．歡迎民眾參與
3/12（日）14:30-16:30
地點：圖書室視聽空間 （詳情請見本館網站）
主持人：李威儀｜攝影之聲主播
與談人：
李佳祐｜藝術家
陳佳琦｜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侯鵬輝｜藝術家
黃子明｜藝術家、中時攝影部主任

伏流・書寫：                                                 2017.03.18-2017.06.04  
關於歷史、記憶、精神的斷與續                    展區Galleries: 2A、2B
RIVERRUN: 
dis/continuous writing on history, memory and spirit         

朗誦 ／文件：台北雙年展1996-2014 2016.08.13-2017.03.26
Declaration/ Documentation: Taipei Biennial, 1996-2014      展區Gallies: 3C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台北雙年展」是北美館與國際當代藝壇進行交流，所舉
辦之最重要國際型大展，今年適逢國際台北雙年展 20 週年，本館特別策劃「朗
誦／文件：台北雙年展 1996-2014」。「朗誦」呈現的是歷屆策展人與藝術家
在回應當代與日常生活，藉由策展與作品在台北雙年展的場域中，所欲表達
的一種聲音、文本、表情與動作姿態。展覽在文件的基礎上展開為展覽、文
獻網站與藝術對談活動等三個部分：將以網站呈現 1996-2014 等過去十屆台
北雙年展的檔案，涵蓋各式文件、攝影、影音紀錄。其二，除了展示實體物件外，
展出作品以「在地性」及為該屆北雙展特別提案創作的作品為主，並特別邀
請曾經參展台北雙年展的藝術家余政達與周育正創作回應「台北雙年展」的
全新作品。其三，舉辦藝術對談活動，邀請歷屆策展人返台參與「對談．雙年展」
活動，反思北雙展的過去經驗，並展望未來；另外也規劃「比野拉拉松」藝
術對談活動，廣邀藝術圈專業人士就二十年來，探討台灣目前創作方式及藝
術生態、機構與政策變遷以及國際交流等議題。所有活動同時錄影成為台北
雙年展的檔案生產，在對過去台北雙年展所開啟的另一種回憶、閱讀、感知
與檔案生產活化的策展理念下，期望對台北雙年展的過去，甚至未來，有更
完整的感受、理解和展望。

焊藝詩情→高燦興回顧展 2017.03.25-2017.06.25
Welding Poetry:                                                          展區Galleries: 3A、3B
KAO TSAN-HSI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高燦興 (1945- ) 是一位勤奮謙
和的雕塑家，其雕塑歷程，從
泥塑、木雕，進而以鋼鐵為主
要創作媒介，他利用工業機具
的切割及焊接為手段，將板狀、
塊狀鋼鐵再創造出新面貌，展
現造形、觸感、量塊、時間及
空間之雕塑本質。
1969 年高燦興自國立臺灣藝
專 ( 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美
術科雕塑組畢業，持續創作迄
今，創作出豐碩的雕塑作品。
早期創作思想探討人生宇宙以
及自然與環境課題 。自九○
年代之後，高燦興的雕刻形式
徹底解放朝向抽象構成，其思
想結構才是雕塑的本質核心。
近年系列作品展現鮮明的藝術
語言，他在汽車廠蒐集廢棄的
板模焊接成作品，並以鐵絲加
以浸泡、染色成綠色團塊，鐵絲幻化成繞指柔，引發無限想像空間。

「焊藝詩情→高燦興回顧展」，縱觀高燦興個人探索創作歷程，也全方位研究
其藝術思想與作品。本展結構分為 : 雕塑作品、公共藝術、焊鐵柔情告白、
雕塑工具風華。本展覽藝術作品借自各個美術館、畫廊、收藏家以及藝術家
自藏品包括：素描、浮雕、雕塑、裝置作品近百件精彩作品，完整呈現其藝
術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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