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09:30-17:30；週六延長開放至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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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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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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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館導覽APP
  臺北市立美術館專屬導覽APP，於iOS及Android系統均可使用。運用iBeacon
  室內定位技術，讓觀眾朋友隨時掌握展覽資訊、優遊美術館。想體驗「北美
  館導覽App」，請於APP STORE、Google Play輸入關鍵字「北美館」免費
  搜尋下載。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贊助成立單位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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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的光 預約工作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大工作坊
 8/1起至9/17(日) 免費參加
 平日團體場次：國小、國中、高中，10-30人團體(不混齡)，
                             每週二~四上午10:00-11:30
 假日個人場次：國小1-6年級，每場次限20名兒童，每月單週日上午
                              10:00-11:30，活動當日依報到情況開放現場候補。
   報名方式：需事先網路報名預約；現場候補需攜帶小朋友健保卡。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記憶光廊 不分齡工作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大工作坊
 8/1起至9/17(日)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二至週日下午13:30-17:20，週六延長至20:20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包包客」定時導覽│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即日起至9/16(六)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三、四、六下午2:00；雙週六上午10:30 (導覽全程約1小時)
 活動對象：5歲以上觀眾
 注意事項：美術館提供之包包僅供本活動使用，活動結束需歸還
   報名方式：定時導覽無須預約，依時間至集合點集合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集故事 隱藏版│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小工作坊
 即日起至9/16(六)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三至週六下午3:00-3:30
 活動對象：建議4-6歲親子觀眾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發現─Museum」暑期服務學習
           為鼓勵青少年走進美術館，認識美術館，本館辦理高中生暑期服務學習計
     畫，以公共服務方式，提供青少年體驗、學習，並拉近與美術館的距離。計畫
 內容含括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以及展場服務，藉由全程參與，青少年
 得以親身經驗一場豐富的學習之旅，從中探索美術館展覽、典藏以及教育活
   動的功能與多元面向，並延伸到美術館觀眾服務的有趣觀察。
           結合本館二樓典藏展及相關教育活動辦理，提供全日型及半日型兩種服務
    學習：全日型為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 + 值勤，半日型為教育活動體驗 + 值
   勤。青少年可依個人興趣自由選擇。
   全日型服務學習｜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值勤
 活動對象：10-12年級學生（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場次以 10 人為限
 活動場次：8/2至8/31，每週三、四、六 08:30-17:30
 　　　　　9/1至9/17期間，每週六 08:30-17:30
 半日型服務學習｜教育活動體驗+值勤
 活動對象：10-12年級學生（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場次以 10 人為限
 活動場次：8/4至8/31，每週五、日下午13:00-17:30
 　　　　　9/1至9/17期間，每週日下午 13:00-17:30
 自6/1週四上午09:30起開始受理線上預約，額滿為止；服務學習日2週前
 不再受理申請。

「移動製作」不分齡體驗活動
   假如空間是一種容器，我們如何置身其中漫步、移動、相遇？移動時，視線
   如何在人與物與空間之中遊走？「移動製作」以209藝想空間為容器，邀請觀
   眾對物件與空間開啟一段觀看、審視、思考、身體參與，進行一場人與人、人
   與物件對話的空間雕塑探索。
 即日起至9/17(日) 免預約、自由參觀
 地點：本館二樓209藝想空間

「空間漫步」親子導覽活動｜即日起至9/17(日) 
 週二、三、四上午定時導覽+團體預約導覽 10:00-11:00
 週二、三、四下午團體預約導覽 14:00-15:00
 週六、週日定時導覽+團體預約導覽 上午11:00-12:00｜下午14:00-15:00
 定時導覽免預約，自由參加；團體預約導覽需7天前採網路預約，限小朋友
 與家長10-30名
 洽詢專線：02-2595-7656分機326

「2017樂齡行藝」銀髮族導覽活動
 即日起至9/15(五) 每週二至週五
 導覽賞析本館當季展覽、作品分享
 參加對象：銀髮族團體（免票），每梯次25人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3、303
   
 作為中場的時間：第57屆威尼斯雙年展與台灣館展論壇
 8/6（六）14:00-17:00
 地點：圖書室

   
詳細報名資訊請洽本館網站www.tfam.museum

封面作品：陳萬仁，《午夜憂鬱》/ 影像裝置，UHD 4K、彩色、無聲、循環播放，尺寸依展場空間而定，
2017 (局部)

北美館節目資訊

Learning & Events 教育推廣
        起自2012年與案公共藝術的剩餘款項，劉
和讓承租了一間位於汐止的廠房— mt.black，
並將其發展為藝術方案，以名為《畫廊》的
第一號作品開啟了轉借地方結社的  「伍眾會
計劃。藝術家將其身分的不可視性作為「中
介」，模擬地方經濟的勞動平行，衍生出身
份、階級、物質、機構、介面、經濟、製
造、資本、勞動的交織，包含迄今五年間劉
和讓、詹士泰、秦政德、廖建忠、李若玫的個展發表。劉以「境物虛擬」的
裝置作為 「伍眾會計劃」影像的「後製」，以《伍眾會計劃》攝影集冊作為
「境物虛擬」的交互文本，藉由攝影與物質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中相為主體的
推演，展中的裝置與不在場的影像檔案辯證著虛擬與真實的關係。

Exhibitions & Lectures

社交場                                                                       2017.07.08-2017.09.17
Arena  展區 Galleries: 1A、1B

         「社交場」串聯了舞蹈、身體、戲劇、音
樂、聲音、影像、文本，探討一個來自於「展
示」和「表演」之間的共生關係。更為重要的，
一個藝術展覽如何混雜表演，不論是相互逼
近，或是彼此交集，都可以視為一種創造性
的「共生」。依此脈絡，這個展覽連結了「靜
態展示」（be displayed）及「活演出」

（be performed）。 靜態展示涵蓋本館與光州市美術館之交流展，而台、韓藝術
家通過「社交場」讓作品以一種奇特的當代意義和在台北這個城市發生的「世
界大學運動會」展開社會層次的對話，更藉此尋找顯於外或潛伏於當代存在
最混雜的社會場域。相較於靜態展示，七個「活演出」從 2 天到 8 天不等，
以演講表演、參與式劇場、舞蹈、音樂、聲響、行為、影像等不同的演出形式，
形塑此共同主題。

阿曼，《單彩紅色》/ 綜合媒材，
199 × 305 cm，1987

第五十七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 2017.05.13-2017.11.26
57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of the                  場地Venue: 威尼斯 普里奇歐尼宮
Venice Biennale Taiwan Pavilion—Doing Time                        Palazzo delle Prigioni

       「做時間」綜合性呈現藝術家謝德慶作
品，由與藝術家長年合作之獨立策展人亞
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
）策劃，首次同時展出謝德慶兩件《一年
行為表演》作品，《一年行為表演1980-
1981》（「打卡」）以及《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戶外」），以及三件於
1973年在臺北創作從未公開的行為表演與
攝影的作品《修補道路》、《曝光》、
《跳》。知名攝影師雨果．葛蘭丁寧
（Hugo Glendinning）和策展人希斯菲爾德
更特別為本展製作紀錄片《重返過去之外》，紀錄當下年屆65歲的藝術家，
舊地重遊回到七〇、八〇年代在臺北與紐約行為創作的所在，在這個回顧的
共鳴中進行審視和沈思。

空間行板：館藏作品選                                  2017.06.24-2017.09.17  
A Space Andante：                                                展區Galleries: 2A、2B
Selected Works from the Collection

       「空間行板」從對今日雕塑樣貌的觀察出
發，透過本館典藏品來映現時間進程中，涉及
空間的不同思考，拉出以空間為題的切面，呈
現雕塑接向裝置藝術、新媒體藝術，脈絡相連
的對空間概念的思辨、探測與運用。
        有關藝術的空間本質、存有或佔有空間方
式等問題，不斷透過實踐，在概念翻轉中增強
自身，如同一股細流，緩緩地改造當代藝術的地貌，豐富人們對當代藝術理
解和體驗的方式。也刺激觀者面對想像的空間、概念的空間、現實的空間等
的感知差異。

嘟嘴男孩：重製計畫－鄭崇孝個展 2017.07.15-2017.09.17
Pouting Boy: Reproduction Plan -                                          展區Gallery: 3B
Zheng Chong-Xiao Solo Exhibition   

      「嘟嘴男孩︰重製計劃」是藝術家鄭崇孝近
五年來的創作成果，涵蓋五十六件油畫作品與
創作過程中的手稿及草圖。以「摹寫」、「改
造」為主要創作概念，鄭崇孝挪用中國或者西
方經典藝術名作之元素，並安排人物「嘟嘴男
孩」生活於其中，進而重塑成反映當代生活景
況新作。
        在2013年他繪製出第一件改造西方藝術大
師的作品《縫褲子》，是在荷蘭藝術家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上，加入依自己外觀特徵所創造出的「嘟嘴男
孩」，並利用這人形符號勾勒出畫面的敘事性跟趣味性；其後，鄭崇孝逐步
將系列創作的「重製」素材延伸，從攝影作品、垃圾場回收畫布，至近期的
中國古代山水之作，提供本次個展豐富的視覺經驗。

較為全面地呈現出發軔於六〇年代晚期，並在
七〇年代拓展開來的、找尋新的造型方式的努
力。雖然這一波嘗試因為與常民生活的距離過
遠，而無法持續受到民俗的滋養而夭折，導致
陳傳興所謂「台灣現代性的延遲」的發生，而
再下一波視覺上的造型努力，要等到八〇年代
晚期才又能重新發動。本展希望具體而微地展
示這個時代的嘗試。

為了一種現代的視覺：七〇年代跨域的造型感  2017.07.15-2017.09.17
For a Modern Vision:                                                                      展區 Gallery: 3C
Taiwan's Transdisciplinary Plasticity in the 70s 

         本次展覽希望聚焦並呈現在台灣七〇年代不同藝術相關領域間的造型性
問題。
         台灣藝術史在處理七〇年代的視覺藝術、攝影、舞蹈、戲劇、設計甚至
電視的影像表現時，多聚焦在「鄉土」與「寫實」兩個議題的面向。然而，
就視覺層面而言，所謂「現代」當不只在議題層面上發酵，也在如何為「鄉
土」與「寫實」提出新的造型著墨甚多，蔣勳於七〇年代明確提出了「文化
造型」的概念，並認為美術、攝影、舞蹈、電影甚至文學等領域都應該在造
型層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問題。
         本展希望藉由七〇年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與設計相關的文獻與資料，

我的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林泰州影像個展 2017.07.15-2017.09.17
My Body Is an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展區Gallery: 3A
Lin Tay-jou Solo Exhibition

 
        林泰州參與環保運動拍攝系列污染
影像，個展「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
源自一場公聽會，環境災民許立儀發言
抗議環保署官員與石化工業主管。災民
處於無政府保護與被犧牲狀態，就像活
在污染環境的實驗室白鼠，以肉身印證
環境污染，村民集體病變與密集死亡率
取代無力監測的空污數值。身體存在如
尼采所言權力意志本體，肉身因反抗衝撞而成為行動與發言詮釋之力量，改
寫被配置之命運。展覽呈現林泰州近三年參與環保運動所拍攝之作品，包含
MV、紀錄片、錄影藝術與廣告，實踐影像藝術作為環境抗爭之媒體武器。

伍眾會計劃—境物虛擬－劉和讓個展 2017.07.15-2017.09.17
B-5 Project – Boundary Substance in Virtual -                      展區Gallery: 3B
Liu Ho-Jang Solo Exhibition

展覽講座

破身影 2017.07.01-2017.09.17
Broken Spectre                                                                        展區Gallery: E

 
        此展集合了許哲瑜、蘇匯宇與余政達
三件委託製作的影像裝置作品，分別回應
台灣1990年代的三個文化史檔案，包括台
北空中破裂節（1995）、台灣渥克劇團早
年劇碼，與《島嶼邊緣》雜誌中一場酷兒
身體的對談。重訪當時以身體官能為基底
的文化實踐──關於破敗的身體、踰越的
感官、未竟的烏托邦。
        三件作品背後的歷史文本，不約而同地展現為某種遊戲的、干擾的、混
雜的、庶民的文化實踐，遙遙相對於當時主流場域中雄辯、系統化的論述。
破敗的身體性化為各種小敘事，在大寫政治的解放周邊如影隨行，並被武裝
為一種反文化的戰略，也形塑了1990年代對於邊緣與反叛的想像。
        以「破身影」為題，展覽並不著力於再現歷史，更像是試圖捕捉文化史

銜尾蛇－林子桓個展 2017.07.15-2017.09.17
The Yellow Snake is Waiting                                                  展區Gallery: 3A
Tzu-Huan Lin Solo Exhibition

 
        「銜尾蛇」為錄像與其相關的沈浸式
裝置作品。藝術家林子桓藉由三個耳熟
能詳的故事述說不同的慾望狀態，並以
莊子對蝴蝶與魚的理論說明慾望迴圈的
出口。故事內容分別為秦始皇尋仙丹、
伊甸園欲望之蛇，以及梅杜莎蛇髮成為
機器。藝術家透過自身的夢境串連這三
個情境：秦始皇即使擁有一切卻仍渴望
長生不老；蛇則是聖經伊甸園中唯一能與人類對話的動物，象徵慾望的本質；
而梅杜莎的頭髮成爲慾望的機器，每條蛇髮皆與母體連結。影片的下半段展
現混入藝術家夢境中的各種形體欲望，強調莊子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尋找
神仙與成仙的過程中領悟知足、在虛擬與現實中拾得欲望，並透過對蝴蝶與
魚的行為模仿表現精神層面的自由。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 
行為表演 (紐約)，16釐米底片影像，藝
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劉和讓，《料號15-12》/ 複合媒材
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2014

鄭崇孝，《尋找復活島石像》 / 
油彩畫布，290 × 273 cm，2016

悚憶：解與紛 2017.08.19-2017.12.17
Power, Haunting and Resilience                場地 Venue: 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
                                                    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 Cornell University

      「 解」作為本次展覽的提綱，可以思考切
入點為：從戒嚴到解嚴，從艱困險難到化解
的過程。「解」之前是因紛亂而警戒之僵化
狀態，長時間警戒使心靈感受力單一化，
「解」如同果實硬殼到突破，但是所展開茁
生的新芽亦遇到許多危機紛擾，然而危機即
轉機，其中隱含無限的可能性。藝術家許多
作品尖銳的提問就如庖丁解牛的那個「際」，
只一刀之刺，便揭開生命深處的巨大盲洞。相對於「紛」的動態存在，在紛
亂的反應之中，從順勢解其紛，或又拓展出各人自我解惑的理路，在繽紛無
際滲出模糊地帶中，或者又挑起了另一個個需要再度待解之「分際」。於是
一個提問帶領出另一個提問，激盪出循環的火花，當代藝術的無解，也回應
了解嚴之後的狀態。
           本展整體主題為：「悚憶：解與紛--解嚴與台灣當代藝術」係由臺北市
立美術館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共同策劃主辦，中華民國文化部駐紐
約臺北文化中心指導贊助，總計邀請一十四位台灣藝術家的一十九組件作品
為取樣展出，形式內容包括:繪畫、雕塑、攝影、錄像、裝置、複合等媒介。
本展品選件自解嚴前後時期，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維度，自1975年以來到晚近
2014年代，從現、當代藝術家中選擇具代表性作品，在視覺藝術中呈現激進
、炫麗圖騰、抵制、昂揚、心靈探索、繪畫真理辯證等議題。

蘇匯宇，《屁眼．淫書．速克達》 / 雙頻
多頻道錄像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2017
版權由藝術家所有

林勇賢，《文化符碼C》 / 錄像裝置，
205 × 300 cm，2017

夏陽，《人群之十一》 / 油彩畫布，
101.5 × 137 cm，1978

的鬼影。三件作品是破敗身體的歷史迴光，也是對於晚近文化檔案的改編、
致敬與再想像。
參展藝術家：余政達、許哲瑜、蘇匯宇 | 策劃：游崴 x 在地實驗

（展覽內容涉及情色，建議 15 歲以上觀眾觀賞。 ）

顧世勇，《藍瞳孔》 / 混合媒材，
200 × 150 × 150 cm，1991

林子桓，《銜尾蛇》/ 錄像裝置，尺寸依場
地而定，2017

林泰州，《台北圓山工業區》 / 合成輸出，
165 × 110 cm，2017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09:30-17:30；週六延長開放至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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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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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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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館導覽APP
  臺北市立美術館專屬導覽APP，於iOS及Android系統均可使用。運用iBeacon
  室內定位技術，讓觀眾朋友隨時掌握展覽資訊、優遊美術館。想體驗「北美
  館導覽App」，請於APP STORE、Google Play輸入關鍵字「北美館」免費
  搜尋下載。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贊助成立單位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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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的光 預約工作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大工作坊
 8/1起至9/17(日) 免費參加
 平日團體場次：國小、國中、高中，10-30人團體(不混齡)，
                             每週二~四上午10:00-11:30
 假日個人場次：國小1-6年級，每場次限20名兒童，每月單週日上午
                              10:00-11:30，活動當日依報到情況開放現場候補。
   報名方式：需事先網路報名預約；現場候補需攜帶小朋友健保卡。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記憶光廊 不分齡工作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大工作坊
 8/1起至9/17(日)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二至週日下午13:30-17:20，週六延長至20:20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包包客」定時導覽│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即日起至9/16(六)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三、四、六下午2:00；雙週六上午10:30 (導覽全程約1小時)
 活動對象：5歲以上觀眾
 注意事項：美術館提供之包包僅供本活動使用，活動結束需歸還
   報名方式：定時導覽無須預約，依時間至集合點集合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集故事 隱藏版│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小工作坊
 即日起至9/16(六) 免預約、免費自由參加
 每週三至週六下午3:00-3:30
 活動對象：建議4-6歲親子觀眾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16。

「發現─Museum」暑期服務學習
           為鼓勵青少年走進美術館，認識美術館，本館辦理高中生暑期服務學習計
     畫，以公共服務方式，提供青少年體驗、學習，並拉近與美術館的距離。計畫
 內容含括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以及展場服務，藉由全程參與，青少年
 得以親身經驗一場豐富的學習之旅，從中探索美術館展覽、典藏以及教育活
   動的功能與多元面向，並延伸到美術館觀眾服務的有趣觀察。
           結合本館二樓典藏展及相關教育活動辦理，提供全日型及半日型兩種服務
    學習：全日型為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 + 值勤，半日型為教育活動體驗 + 值
   勤。青少年可依個人興趣自由選擇。
   全日型服務學習｜參觀展覽+教育活動體驗+值勤
 活動對象：10-12年級學生（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場次以 10 人為限
 活動場次：8/2至8/31，每週三、四、六 08:30-17:30
 　　　　　9/1至9/17期間，每週六 08:30-17:30
 半日型服務學習｜教育活動體驗+值勤
 活動對象：10-12年級學生（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場次以 10 人為限
 活動場次：8/4至8/31，每週五、日下午13:00-17:30
 　　　　　9/1至9/17期間，每週日下午 13:00-17:30
 自6/1週四上午09:30起開始受理線上預約，額滿為止；服務學習日2週前
 不再受理申請。

「移動製作」不分齡體驗活動
   假如空間是一種容器，我們如何置身其中漫步、移動、相遇？移動時，視線
   如何在人與物與空間之中遊走？「移動製作」以209藝想空間為容器，邀請觀
   眾對物件與空間開啟一段觀看、審視、思考、身體參與，進行一場人與人、人
   與物件對話的空間雕塑探索。
 即日起至9/17(日) 免預約、自由參觀
 地點：本館二樓209藝想空間

「空間漫步」親子導覽活動｜即日起至9/17(日) 
 週二、三、四上午定時導覽+團體預約導覽 10:00-11:00
 週二、三、四下午團體預約導覽 14:00-15:00
 週六、週日定時導覽+團體預約導覽 上午11:00-12:00｜下午14:00-15:00
 定時導覽免預約，自由參加；團體預約導覽需7天前採網路預約，限小朋友
 與家長10-30名
 洽詢專線：02-2595-7656分機326

「2017樂齡行藝」銀髮族導覽活動
 即日起至9/15(五) 每週二至週五
 導覽賞析本館當季展覽、作品分享
 參加對象：銀髮族團體（免票），每梯次25人
 洽詢專線：02-2595-7656 分機 323、303
   
 作為中場的時間：第57屆威尼斯雙年展與台灣館展論壇
 8/6（六）14:00-17:00
 地點：圖書室

   
詳細報名資訊請洽本館網站www.tfam.museum

封面作品：陳萬仁，《午夜憂鬱》/ 影像裝置，UHD 4K、彩色、無聲、循環播放，尺寸依展場空間而定，
2017 (局部)

北美館節目資訊

Learning & Events 教育推廣
        起自2012年與案公共藝術的剩餘款項，劉
和讓承租了一間位於汐止的廠房— mt.black，
並將其發展為藝術方案，以名為《畫廊》的
第一號作品開啟了轉借地方結社的  「伍眾會
計劃。藝術家將其身分的不可視性作為「中
介」，模擬地方經濟的勞動平行，衍生出身
份、階級、物質、機構、介面、經濟、製
造、資本、勞動的交織，包含迄今五年間劉
和讓、詹士泰、秦政德、廖建忠、李若玫的個展發表。劉以「境物虛擬」的
裝置作為 「伍眾會計劃」影像的「後製」，以《伍眾會計劃》攝影集冊作為
「境物虛擬」的交互文本，藉由攝影與物質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中相為主體的
推演，展中的裝置與不在場的影像檔案辯證著虛擬與真實的關係。

Exhibitions & Lectures

社交場                                                                       2017.07.08-2017.09.17
Arena  展區 Galleries: 1A、1B

         「社交場」串聯了舞蹈、身體、戲劇、音
樂、聲音、影像、文本，探討一個來自於「展
示」和「表演」之間的共生關係。更為重要的，
一個藝術展覽如何混雜表演，不論是相互逼
近，或是彼此交集，都可以視為一種創造性
的「共生」。依此脈絡，這個展覽連結了「靜
態展示」（be displayed）及「活演出」

（be performed）。 靜態展示涵蓋本館與光州市美術館之交流展，而台、韓藝術
家通過「社交場」讓作品以一種奇特的當代意義和在台北這個城市發生的「世
界大學運動會」展開社會層次的對話，更藉此尋找顯於外或潛伏於當代存在
最混雜的社會場域。相較於靜態展示，七個「活演出」從 2 天到 8 天不等，
以演講表演、參與式劇場、舞蹈、音樂、聲響、行為、影像等不同的演出形式，
形塑此共同主題。

阿曼，《單彩紅色》/ 綜合媒材，
199 × 305 cm，1987

第五十七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做時間 2017.05.13-2017.11.26
57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of the                  場地Venue: 威尼斯 普里奇歐尼宮
Venice Biennale Taiwan Pavilion—Doing Time                        Palazzo delle Prigioni

       「做時間」綜合性呈現藝術家謝德慶作
品，由與藝術家長年合作之獨立策展人亞
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
）策劃，首次同時展出謝德慶兩件《一年
行為表演》作品，《一年行為表演1980-
1981》（「打卡」）以及《一年行為表演
1981-1982》（「戶外」），以及三件於
1973年在臺北創作從未公開的行為表演與
攝影的作品《修補道路》、《曝光》、
《跳》。知名攝影師雨果．葛蘭丁寧
（Hugo Glendinning）和策展人希斯菲爾德
更特別為本展製作紀錄片《重返過去之外》，紀錄當下年屆65歲的藝術家，
舊地重遊回到七〇、八〇年代在臺北與紐約行為創作的所在，在這個回顧的
共鳴中進行審視和沈思。

空間行板：館藏作品選                                  2017.06.24-2017.09.17  
A Space Andante：                                                展區Galleries: 2A、2B
Selected Works from the Collection

       「空間行板」從對今日雕塑樣貌的觀察出
發，透過本館典藏品來映現時間進程中，涉及
空間的不同思考，拉出以空間為題的切面，呈
現雕塑接向裝置藝術、新媒體藝術，脈絡相連
的對空間概念的思辨、探測與運用。
        有關藝術的空間本質、存有或佔有空間方
式等問題，不斷透過實踐，在概念翻轉中增強
自身，如同一股細流，緩緩地改造當代藝術的地貌，豐富人們對當代藝術理
解和體驗的方式。也刺激觀者面對想像的空間、概念的空間、現實的空間等
的感知差異。

嘟嘴男孩：重製計畫－鄭崇孝個展 2017.07.15-2017.09.17
Pouting Boy: Reproduction Plan -                                          展區Gallery: 3B
Zheng Chong-Xiao Solo Exhibition   

      「嘟嘴男孩︰重製計劃」是藝術家鄭崇孝近
五年來的創作成果，涵蓋五十六件油畫作品與
創作過程中的手稿及草圖。以「摹寫」、「改
造」為主要創作概念，鄭崇孝挪用中國或者西
方經典藝術名作之元素，並安排人物「嘟嘴男
孩」生活於其中，進而重塑成反映當代生活景
況新作。
        在2013年他繪製出第一件改造西方藝術大
師的作品《縫褲子》，是在荷蘭藝術家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上，加入依自己外觀特徵所創造出的「嘟嘴男
孩」，並利用這人形符號勾勒出畫面的敘事性跟趣味性；其後，鄭崇孝逐步
將系列創作的「重製」素材延伸，從攝影作品、垃圾場回收畫布，至近期的
中國古代山水之作，提供本次個展豐富的視覺經驗。

較為全面地呈現出發軔於六〇年代晚期，並在
七〇年代拓展開來的、找尋新的造型方式的努
力。雖然這一波嘗試因為與常民生活的距離過
遠，而無法持續受到民俗的滋養而夭折，導致
陳傳興所謂「台灣現代性的延遲」的發生，而
再下一波視覺上的造型努力，要等到八〇年代
晚期才又能重新發動。本展希望具體而微地展
示這個時代的嘗試。

為了一種現代的視覺：七〇年代跨域的造型感  2017.07.15-2017.09.17
For a Modern Vision:                                                                      展區 Gallery: 3C
Taiwan's Transdisciplinary Plasticity in the 70s 

         本次展覽希望聚焦並呈現在台灣七〇年代不同藝術相關領域間的造型性
問題。
         台灣藝術史在處理七〇年代的視覺藝術、攝影、舞蹈、戲劇、設計甚至
電視的影像表現時，多聚焦在「鄉土」與「寫實」兩個議題的面向。然而，
就視覺層面而言，所謂「現代」當不只在議題層面上發酵，也在如何為「鄉
土」與「寫實」提出新的造型著墨甚多，蔣勳於七〇年代明確提出了「文化
造型」的概念，並認為美術、攝影、舞蹈、電影甚至文學等領域都應該在造
型層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問題。
         本展希望藉由七〇年代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與設計相關的文獻與資料，

我的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林泰州影像個展 2017.07.15-2017.09.17
My Body Is an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展區Gallery: 3A
Lin Tay-jou Solo Exhibition

 
        林泰州參與環保運動拍攝系列污染
影像，個展「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
源自一場公聽會，環境災民許立儀發言
抗議環保署官員與石化工業主管。災民
處於無政府保護與被犧牲狀態，就像活
在污染環境的實驗室白鼠，以肉身印證
環境污染，村民集體病變與密集死亡率
取代無力監測的空污數值。身體存在如
尼采所言權力意志本體，肉身因反抗衝撞而成為行動與發言詮釋之力量，改
寫被配置之命運。展覽呈現林泰州近三年參與環保運動所拍攝之作品，包含
MV、紀錄片、錄影藝術與廣告，實踐影像藝術作為環境抗爭之媒體武器。

伍眾會計劃—境物虛擬－劉和讓個展 2017.07.15-2017.09.17
B-5 Project – Boundary Substance in Virtual -                      展區Gallery: 3B
Liu Ho-Jang Solo Exhibition

展覽講座

破身影 2017.07.01-2017.09.17
Broken Spectre                                                                        展區Gallery: E

 
        此展集合了許哲瑜、蘇匯宇與余政達
三件委託製作的影像裝置作品，分別回應
台灣1990年代的三個文化史檔案，包括台
北空中破裂節（1995）、台灣渥克劇團早
年劇碼，與《島嶼邊緣》雜誌中一場酷兒
身體的對談。重訪當時以身體官能為基底
的文化實踐──關於破敗的身體、踰越的
感官、未竟的烏托邦。
        三件作品背後的歷史文本，不約而同地展現為某種遊戲的、干擾的、混
雜的、庶民的文化實踐，遙遙相對於當時主流場域中雄辯、系統化的論述。
破敗的身體性化為各種小敘事，在大寫政治的解放周邊如影隨行，並被武裝
為一種反文化的戰略，也形塑了1990年代對於邊緣與反叛的想像。
        以「破身影」為題，展覽並不著力於再現歷史，更像是試圖捕捉文化史

銜尾蛇－林子桓個展 2017.07.15-2017.09.17
The Yellow Snake is Waiting                                                  展區Gallery: 3A
Tzu-Huan Lin Solo Exhibition

 
        「銜尾蛇」為錄像與其相關的沈浸式
裝置作品。藝術家林子桓藉由三個耳熟
能詳的故事述說不同的慾望狀態，並以
莊子對蝴蝶與魚的理論說明慾望迴圈的
出口。故事內容分別為秦始皇尋仙丹、
伊甸園欲望之蛇，以及梅杜莎蛇髮成為
機器。藝術家透過自身的夢境串連這三
個情境：秦始皇即使擁有一切卻仍渴望
長生不老；蛇則是聖經伊甸園中唯一能與人類對話的動物，象徵慾望的本質；
而梅杜莎的頭髮成爲慾望的機器，每條蛇髮皆與母體連結。影片的下半段展
現混入藝術家夢境中的各種形體欲望，強調莊子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尋找
神仙與成仙的過程中領悟知足、在虛擬與現實中拾得欲望，並透過對蝴蝶與
魚的行為模仿表現精神層面的自由。

謝德慶，《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 
行為表演 (紐約)，16釐米底片影像，藝
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劉和讓，《料號15-12》/ 複合媒材
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2014

鄭崇孝，《尋找復活島石像》 / 
油彩畫布，290 × 273 cm，2016

悚憶：解與紛 2017.08.19-2017.12.17
Power, Haunting and Resilience                場地 Venue: 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
                                                    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 Cornell University

      「 解」作為本次展覽的提綱，可以思考切
入點為：從戒嚴到解嚴，從艱困險難到化解
的過程。「解」之前是因紛亂而警戒之僵化
狀態，長時間警戒使心靈感受力單一化，
「解」如同果實硬殼到突破，但是所展開茁
生的新芽亦遇到許多危機紛擾，然而危機即
轉機，其中隱含無限的可能性。藝術家許多
作品尖銳的提問就如庖丁解牛的那個「際」，
只一刀之刺，便揭開生命深處的巨大盲洞。相對於「紛」的動態存在，在紛
亂的反應之中，從順勢解其紛，或又拓展出各人自我解惑的理路，在繽紛無
際滲出模糊地帶中，或者又挑起了另一個個需要再度待解之「分際」。於是
一個提問帶領出另一個提問，激盪出循環的火花，當代藝術的無解，也回應
了解嚴之後的狀態。
           本展整體主題為：「悚憶：解與紛--解嚴與台灣當代藝術」係由臺北市
立美術館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共同策劃主辦，中華民國文化部駐紐
約臺北文化中心指導贊助，總計邀請一十四位台灣藝術家的一十九組件作品
為取樣展出，形式內容包括:繪畫、雕塑、攝影、錄像、裝置、複合等媒介。
本展品選件自解嚴前後時期，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維度，自1975年以來到晚近
2014年代，從現、當代藝術家中選擇具代表性作品，在視覺藝術中呈現激進
、炫麗圖騰、抵制、昂揚、心靈探索、繪畫真理辯證等議題。

蘇匯宇，《屁眼．淫書．速克達》 / 雙頻
多頻道錄像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2017
版權由藝術家所有

林勇賢，《文化符碼C》 / 錄像裝置，
205 × 300 cm，2017

夏陽，《人群之十一》 / 油彩畫布，
101.5 × 137 cm，1978

的鬼影。三件作品是破敗身體的歷史迴光，也是對於晚近文化檔案的改編、
致敬與再想像。
參展藝術家：余政達、許哲瑜、蘇匯宇 | 策劃：游崴 x 在地實驗

（展覽內容涉及情色，建議 15 歲以上觀眾觀賞。 ）

顧世勇，《藍瞳孔》 / 混合媒材，
200 × 150 × 150 cm，1991

林子桓，《銜尾蛇》/ 錄像裝置，尺寸依場
地而定，2017

林泰州，《台北圓山工業區》 / 合成輸出，
165 × 110 cm，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