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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當代美術館辦理設計類展覽的現象，及展覽背後與設計類收藏的互

動關係，試圖了解當代美術館對設計抱持的理解與接收度，透過展覽呈現出的設計面

貌以及背後的可能意義。因此選擇三個國際案例以及一個臺灣案例，做為研究分析的

對象。案例分別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美國的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日本的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以及臺灣的臺北市立美術館。案例採用資料分析法，透過不同地區

的美術館，以十年（2002至2011年）為一個研究區間與研究範圍，分析美術館中設計
類展覽與設計類收藏的狀況，進而了解相互之間的關係及可能的影響因素。

 
研究發現博物館展覽是美術館或博物館與觀眾之間最直接的溝通管道，也是館方溝

通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展覽內容本身會傳達給觀眾有關美術館經營的印象，而展

覽與館藏之間存在有高度互動關係，而這互動關係又會回饋到展覽意義的表現。博物

館的展覽策略與操作也會受到其他內部措施或觀念的影響，如館長的經營策略、館務

發展的定位、與在地相關社群的互動、對藝術範疇的理解與接受度等。最後建議北美

館未來在經營設計類展覽與設計類收藏的同時，應該思考逐步擴大對藝術範疇的接

受度。增加對應臺灣設計內容的展覽與研究，也是協助臺灣逐步落實設計物件與設計

文化的研究。

—

關鍵字：美術館、設計類展覽、設計類收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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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design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exhibitions 

and museums’ design collection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comprehend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scope of knowledge on desig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accept design, how 

design is presented in exhibitions, and factors which have possibly given rise to these 

exhibitions.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exhibitions at four museums, the 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 the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 and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Utilizing methods of data analysis to compare these various museums, the parameters 

of this research are focused on the decade from 2002 to 2011 and include analyses of 

the conditions of design exhibitions and design collections at these museums. The paper 

thus attempts to reach an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relationships and possible inf luencing 

factors within these institutions. 

This  re sea rch ha s  d i scovered that  ex h ibit ions a re  the most  d i rec t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museum and its audience and are a pivotal part of any 

museum’s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exhibitions and collections. Such relationships also relate to how exhibitions 

are conceived and organized. Exhibition strategies and museum management can be 

inf luenced by other internal ideas and practices, such as: the museum director’s strategy; 

the way a museum positions itself ; a museums’ relationship with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y; the scope of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for art, and other issues. Lastly, 

a proposal is made for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n the future, as the museum makes 

plans for design exhibitions or adds design works to its collections, it should gradually 

expand the breadth of its coverag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xhibitions and 

research into design in Taiwan, this could assist Taiwan in progressively bringing more 

design pieces into Taiwanese museums and implementing studies on the culture of design.

—

Keywords: art museums, design exhibitions, design collection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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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一、前言

美術館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於藝術文化的推廣者、傳承者，也是教育者的角色是

無庸置疑。臺灣的博物館事業發展從日據時代開始至今也超過100年，從1980年代起
臺灣的博物館進入蓬勃發展，許多公、私立博物館也在此時期成立，呈現快速成長，至

今數量近600多家（張譽騰，2011）。2002年臺灣引用英國經驗，開始探討臺灣的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博物館事業亦被納入了文創產業的範疇，被定義為「文化展演設施產

業」，是文化展演發展的基地，具有建構臺灣主體文化特色的角色，也是為能銜接國際

文化產業接軌的橋樑（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辦公室，2003：96）。博物館或
美術館作為文化建構者與傳承者的角色，在當代的全球化發展下，應積極建立自我館

務發展特色，彰顯在地的文化價值，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美術館與設計產業有甚麼關係？美術館除了經營藝術之外，對於設計文化可以扮

演起甚麼樣的角色？回顧過去臺灣的美術館展覽，對臺灣設計的論述並不多見。林磐

聳曾指出「臺灣藝術界普遍對設計存在有歧視與矮化的偏見⋯⋯充滿商業的銅臭味，

將之貶低為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設計家作品也甚少被羅列在美術類行列⋯⋯更遑

論作品被收錄典藏。」再者「反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早已將『設計』

列為重要的館藏作品⋯⋯。」（2006：8-12）這樣的呼籲似乎反映了臺灣的美術界與設
計界之間長久以來發展的問題，美術代表的高藝術（high art）象徵與設計所代表的
低藝術（low art）象徵，在臺灣似乎是個兩條平行線，沒有太多的交集與合作。因此傳
統上對臺灣的美術館展覽印象多以繪畫、雕塑、裝置、當代藝術作品等為主。近十多年

來，因為從英國與歐陸等地區倡導創意產業成為國家發展政策之後，設計相關的領域

成為產業顯學及學術界探討的主題，在臺灣也不例外，設計也成為當代社會關注的項

目之一。當代美術館對設計抱持何種態度？如何對應社會對設計的期待與發展趨勢？

是本研究的背後動機，因此想透過不同地區的當代美術館做為案例，了解設計類展覽

與設計類收藏的現象，以及展覽呈現出的設計風貌與背後的可能意義。

二、名詞定義

（一）設計：英文以desig稱之，本研究所謂的「設計」範疇，主要沿用從歐洲工業生產
現代化之後所產生的現代設計專業範疇概念，主要涵蓋產品設計、空間與建築

設計、視覺傳達（包含平面設計、包裝設計、多媒體設計、動畫設計等）、流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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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科技含量高的機械設計、工程設計等就不在本研究討論的範疇。

（二）設計類展覽：本研究所稱的設計類展覽是指於前述的設計範疇之下，由美術館

策畫、美術館與外部策展人策畫、或美術館與它館合作策畫之的展覽，包含常

設展與特展。根據200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簡稱ICOM）對博物館的定義：「博
物館收藏、保存、研究、展覽並傳遞人類物質與非物質的遺產」，而展覽是博物

館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喬治．艾里斯．博寇（G. Ellis Burcaw）曾指出博物館的
展覽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或技術性質的集合裝置，引導觀眾於觀賞展覽時

創造意義與美感。此類型的展覽有高度的教育功能與文化思想內涵，常設展、特

展或教育展都是呈現的方式，與一般商業型展覽的目的不同（Burcaw, 2000：
203-205）。

（三）設計類收藏：根據ICOM（2007）對博物館的收藏定義指出：「收藏是一個物質
性與非物質性物的全部，其內容涵括個人或機構費心收集、分類、挑選並為了其

代表的價值而將其保存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且經常是為了與一群規模大小不一

的觀眾溝通的作品、人工物、標本或活體生物、書籍、文獻檔案或見證物。⋯⋯

為建構一個真正的收藏，這些物的聚集必須是一個一致且有意義的整體。」因

此，博物館的典藏必須有其收藏政策及清楚的分類系統，以確保這個整體的收

藏價值與意義。本研究所指的設計類收藏就是美術館透過其收藏政策，進行對

前述設計範疇的作品有系統的收藏與保存。

 

三、研究說明

本研究主要目地在了解美術館辦理設計類展覽的現象及展覽背後與設計類收藏

的互動關係，試圖分析美術館中藝術與設計的關連性及美術館對設計抱持的理解狀

況，透過對個案美術館設計類展覽與設計類收藏的研究，呈現出設計面貌以及背後的

可能意義。本研究探討的方式主要運用資料分析法對所選擇的個案進行分析，資料來

源以二手資料為主，為各案例美術館的相關出版品與網站資料、期刊、雜誌、報紙、或

網路文章等。陳金木曾指出蒐集與資料的分析是質性研究的兩大課題，主要採取歸

納方式分析資料，重點在於關注意義的產生。而本研究經初步資料探尋後，了解到並

非所有的當代美術館皆對經營設計類作品有興趣，但然仍有不少地區的主要美術館

把設計類作品納入其展覽內容與收藏的範疇，如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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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Art，簡稱MoMA）、紐約藝術與設計美術館（Museum of Art and Design 
New York）、舊金山現代美術館（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簡稱
SFMOMA）、休斯頓現代美術館（Contemporary Arts Museum Huston）、法國巴
黎的龐畢度中心（Centre national dárt et de culture Georges–Pompidou）、荷蘭阿
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與亞
伯特美術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簡稱MOT）、德國法蘭克福市與漢堡市的應用藝術類美
術館⋯⋯等。

本研究選擇的美術館案例分別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日本的東京都

現代美術館、美國的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及臺北市立美術館（Taipei Museum of Fine 
Art，以下簡稱北美館）。選擇的考量有：（一）地域性：期望透過不同地區或城市的美
術館為案例，可獲得較多樣的觀點，因此從歐陸、美國、亞洲及臺灣等地的城市美術館

做為分析對象。歐陸地區選擇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的主要考量是它除了是荷蘭

最重要的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櫥窗之外，亦重視在地荷蘭設計的研究，它成立的年

代於19世紀末，具有年代對照參考的價值，而阿姆斯特丹市是荷蘭設計最為活躍的區
域，荷蘭的風格派亦是現代藝術中的重要運動。亞洲地區選擇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主

因是此館是東京地區於現代美術的代表性館所，致力於收藏與推廣日本的當代藝術

家，關注日本當代藝術、設計、動漫、建築等不同創意領域的發展，也重視國際作品的

交流與收藏，策展表現較為跨領域且多元，有都會博物館的性格，與北美館成立的年

代相近，東京地區亦是日本設計產業最有活力的區域，具有參考價值。美國地區選擇舊

金山現代美術館的主要考量是此館是美國西部地區最早成立以經營現代美術為主的

美術館，從早期重視國際藝術交流到後期重視在地藝術及設計資源的挖掘與研究，而

舊金山地區亦是美西設計產業最活躍的地區，不少國際知名的美國設計顧問公司也是

從此區域發展出來，如Frogdesign、IDEO等。臺灣地區選擇臺北市立美術館主因是此
館是推廣臺灣地區現代美術的重要館所，也是臺灣接軌國際當代藝術交流最有歷史

的館所，其所在地臺北市亦是臺灣設計產業發展最有活力的地區。（二）館所的屬性：

選擇納入北美館的原因是為了進行研究的對照，作為參考與比較的依據，以及未來營

運之參考。而北美館為一座公立美術館，因此選擇條件上以公立館所優先。荷蘭阿姆

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及臺北市立美術館皆為公立性質的美術館，唯

有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是私立的美術館。主因是美國地區多數重要美術館多為私立美

術館，除了史密斯桑尼雅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e）下的國立博物館群為公立系統

內25期-三校0528.indd   56 2013/5/28   下午 0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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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多數屬於民間的美術館。徐純（2007）曾指出公私立博物館的差異主要在資源
的出處不同而已，美國認為不管公立或私立美術館都屬於社會資源，因此差異不大。

因各案例美術館有其各自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脈絡，本研究以過去十年作為分析

的基礎，即從2002年至2011年做為一個研究區間。主要考量是當今創意產業發展約
起於上世紀之交，歐洲地區開始對此議題有較多的探討，臺灣也於2002年把文化創意
產業納入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因此以十年的段落做為本研究背景。

四、博物館展覽是博物館溝通的途徑

博物館有四大功能：展覽、研究、收藏及教育，各功能相互互動。其中，展覽是博

物館做為文化傳遞功能的主要工具之一。透過展覽，博物館的收藏品才有機會展現在

世人面前。弗德利希．瓦達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認為博物館展覽是特殊的象
徵性表達方式，是博物館的一種「溝通」途徑，主要呈現真實事物的詮釋可能性，因為

事物自己不會說話，必須透過「呈現」及「詮釋」這兩個重要因子來完成展覽。展出的

物件代表特定的證據，具有真實性，也是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的過程。這也是博物館展

覽之所以異於其他展覽的原因。因為博物館展覽不是一種對現實的模仿，本身就是一

個文化現實（Kulturelle Realitaet）的呈現，是博物館化的一種外顯形式（Waidacher, 
2005：263）。因此，博物館的策展應提供參觀者一個理解的途徑與系統，更甚於知識
的呈現。

圖1　物件關係五角圖  （引自Waidacher, 2005: 239）

自然 / 製造者收藏者 / 使用者
學得技術

物件

溝通 博物館觀眾

獲得物件

獲得物件

博物館化

資訊

教育使用

覺察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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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物件五角關係圖（如圖1）指出了物件、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物件透過
博物館化的過程，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再經研究與策展後以展覽方式與公眾溝通；相

對而言，公眾透過進入博物館參觀展覽，於展覽中對物件的察覺，與博物館的展覽進

行溝通。因此一個成功的展覽不僅是博物館策展團隊人員圓滿的完成策展工作，也在

於對觀賞者產生的效果（Waidacher, 2005：244）。

五、博物館展覽是博物館收藏研究的延伸

漢寶德指出研究是隨著博物館館藏而來，而教育是隨著展覽而來，因此收藏與展

示是兩項基本功能（取自耿鳳英，2000）。博物館收藏（museum collection）是博物
館價值的核心，也是博物館存在、傳達及論述的前提（Wachdacher & Graef, 1987）。
當物件進入博物館之後，透過博物館有組織性地及系統性地紀錄，會成為有用的「文

化證據性價值」（Waidacher, 2005：217）。因此博物館的收藏必須是一個整體且有
計畫性的收藏。李子寧（2011）也曾提到美術館的公共化演進，除了帶來館務教育革
新，也讓收藏成為國力的象徵或集體認同的象徵。館藏物件體現的不只是物件自身的

價值，而是背後的人、事、物的社會關係。作品的造形、風格語彙、材料使用等，皆有

其時代性。愛琳．霍伯-格林希爾（Eilean Hooper-Greenhill）曾提出博物館的展覽與
其陳列方式，與博物館理解、連繫觀眾的方式有關，首要議題是如何使用博物館的館

藏，提供何種經驗給觀眾。館藏研究可能產生的實用性成果，透過策展規劃，以主題

的方式進行有意義的呈現，是博物館論述能力的表現（Hooper-Greenhill, 2001）。可
見館藏與美術館展覽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也是一座美術館之所以是一座博物館

的重要條件之一。

展覽是博物館與觀眾之間重要的溝通方式，一個好的展覽是需要好的展示設計

的支持，然而展示並沒有特定的形式。對美術館或博物館而言，因為擁有真實的物件，

可提供觀眾與物件之間直接的交流，具有真實感，亦是博物館異於其他文化場域的強

項。呂理政（1999：12-13）曾針對展示的構成要素提出看法，指出展覽內容包含四個
要件：展示對象（觀眾）、展示主題（訊息－故事大綱）、展示媒體（物件－展品與多元

媒體）及展示空間（空間架構與展示方法）。並認為首要任務是思考展覽的溝通對象，

其次是展示媒體，接著是傳達的訊息，然後依各主題設計於展覽空間中。本研究認為

此種展覽設計的規劃方式偏重設計流程的思考，當展覽設計進行時，需要來來回回的

相互印證，成果會較佳。喬治．艾里斯．博寇（G. Ellis Burcaw）提出展示設計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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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開放式取向、物件取向、概念取向及綜合取向等；並認為物件取向的方式較適

合藝術類博物館使用，因為藝術作品的鑑賞性特質，展示的物件與資料需進行系統性

研究，物件可以主動與觀眾溝通具有教育性質，偏向靜態呈現（Burcaw, 2000：210-
213）。本研究認為設計類作品不若藝術作品的主觀創作與自由心證，若採取此取向的
展覽方式恐顯得較為無趣。建議博物館可以思考增加運用劇場場景或情境環境的空

間設計以拉近設計作品於生活情境的關係，透過一個被抽離的象徵性空間，塑造設計

類展覽的獨特性。

六、美術館展覽是美學教育的重要一環

美術館作為為大眾開放與公眾教育的場域，肩負美的學習與豐富美感經驗的責

任，美術館更是一般民眾獲得美感經驗的最佳管道之一。若典藏品是博物館的心臟，教

育則是博物館的靈魂（劉婉珍，2002：23）。過去的美術館被認為是美術知識與美學經
驗過於艱澀難懂的殿堂，但是新一代的觀念促使美術館要了解觀眾，親近民眾，透過各

類教育活動的策劃，吸引並鼓勵民眾參觀美術館，從愉快的學習經驗中獲得樂趣。而美

術館透過對典藏品的研究，可以轉化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展覽是廣被接受與運用的

一種教育形式。參觀美術館的經驗本身就是一種學習，美術館擁有獨特的收藏品資源，

透過於美術館中第一手的觀賞與接觸，可以補足學校教育中對美學學習的不足，參觀美

術館或博物館的經驗就是社會教育的一環，是多元社會下廣義的教育經驗。

杜威在「藝術即經驗」中提到一個概念，藝術是實在的，不是抽象的。他認為藝

術的開始、過程與結束，都在具體的經驗中進行（肖曉瑪，2009：62）。從這論點來看
設計創作，同理可證。現代設計的創作過程，除了需要想像的創意，更需要許多經驗值

的蒐集、參考及體驗的產出。一個好的設計也不是只有造形與美學上的表現，許多的

設計作品涉及功能性的需求、心理性的滿足、文化意義的表現等，是創意、理論、實務

與經驗的總合，是對應生活發展出來的。因此設計可說是一種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上

的創作。綜合來說，美術館擁有的多樣藝術作品是學校美術教育或家庭美術教育中所

缺乏的，「藝術作品」是美術館進行美感教育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媒介；設計概念涉及

的實用性與功能性則是了解「生活」的好途徑。美術館若能善用主題策展、展覽延伸

的教育活動、展覽設計的色彩、展示家具的使用、設計教育手法等的巧思與設計規畫，

實踐藝術、設計與風格的整體呈現應可帶給大眾一個美感與生活兼具的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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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七、美術的範疇隨時代改變

歐美的美術館所經營的藝術涉及設計領域的時間比較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紐

約的MoMA。早在1930年代就設立有建築與設計的策展部門，不定期推出設計領域
相關的展覽或教育活動，成為其推廣的範疇，直到今日。雖說設計是在歐洲工業革命

之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專業，十九世紀之前一直被以工藝或應用美術的概念存在。現

代藝術興起，設計逐漸從藝術及工藝領域分道揚鑣，藝術逐漸成為純藝術（fine art）
的代名詞，工藝則屬於藝術的範疇之一。歐洲的美術館與應用美術類博物館傳統上

也是兩條平行線。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此概念又開始轉變。從簡瑞榮（2002：418）
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轉變的時間點。他指出1946年時，英國藝術協會（the British Art 
Councils）的相關法規多以純藝術（Fine Arts）的字眼形容藝術。到了1967年，此委
員會為順應藝術潮流的發展，逐漸納入電影、攝影、電視等領域，統稱藝術（Arts）。
1990年，依據美國的國家藝術人文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的界定，傳統藝術、應用藝術、工業及商業設計、表演、展覽、服裝設
計等都是藝術。藝術的範疇從精緻藝術的概念擴大到具有消費文化內涵與美學兼具

的創意性活動，這也可以從文化工業理論開啟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與消費文化的探討，

看出藝術內涵被擴大解釋的趨勢轉變。近10~20年間，跨領域的合作與多元媒材的實
驗應用逐漸被接受與流行，藝術、設計及工藝之間的分野不再絕對得清楚，美術館與

博物館肩負的公民美學教育責任，因為新博物館學的發展使美術館變得更加親民與

更社會化，美術館對現代設計的接納度變高。

而藝術（art）與設計（design）有著歷史發展的淵源。Art這個字的拉丁語原意指
技能、技巧、技術，同工藝（craft）的意思。學者佐口七朗曾說到，在日本實用的技術被
稱為「藝道」（1990：20）；又說：「藝術影響設計，而設計是藝術的延伸。約翰．華克 
（John A. Walker）亦提到藝術史衍生出設計史（馮永華、楊裕富，2006：102；1990：
36）。」「藝術、設計、風格」是不容清楚切割的整體，也是時代風格的整體樣態，因為
時代風格的影響一向是全面性的；巴洛克的繪畫影響了那個時代於家具、建築、歌劇、

服裝、音樂的流行（2006：102）。又如美術史上的立體派、結構主義、風格派等純粹的
造形與色彩語彙的運用，影響了德國包浩斯學校的美學教育，成為現代設計的濫觴。

馮永華與楊裕富曾針對設計風格的形成進行相關理論的思辯與推演，提出五種

設計風格形成的理論，分別有「底層醞釀說」、「設計週期說」、「設計社會說」、「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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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應說」（政經強權論）及「時代精神說」等（2006：104-106）。其中的「設計週期說」
提出了設計風格的品味也存在著週期循環的現象，此說法觀察到藝術與設計的各種

風格隨著時間的流轉會進入不同的時間區段；如希臘羅馬的古典形式在文藝復興中

因人文精神再度出現，後來又在新古典主義裡被發揚，之後又進入後現代成為造形語

彙。進一步針對造形風格的「繁複vs簡潔」、「陽剛vs陰柔」等調性提出風格演變循環
圖（圖2與圖3）。這兩個圖的基本論點支持「藝術、設計、風格」本是一個發展整體，
藝術與設計的發展史就在這樣的正正反反的各式運動中成就歷史的豐富度。

八、案例研究

（一）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 

根據其官網上的資料顯示，此博物館成立於1874年，起源於一群私人收藏家的現
代藝術作品捐獻並成立基金會運作開始。展館位於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內，1895年搬至目前的館所，美術館建築是由當時的荷蘭建築師韋斯曼（A. W. 

美術工藝&新藝術設計 裝飾藝術設計 後現代主義設計
趨向複雜、 
裝飾

21世紀設計

中世紀設計

巴洛克設計文藝復興

設計

希臘、羅馬

設計

包浩斯現代主義

設計

包浩斯現代主義設計

圖2　「複雜 簡潔」歷史周期循環圖（引自馮永華，楊裕富,2006）

圖3　「陽剛 陰柔」歷史周期循環圖（引自馮永華、楊裕富, 2006）

抽象主義設計

新古典主義

設計

抽象主義

設計

後現代主義

設計

裝飾藝術設計美術工藝與

新藝術設計

洛克克設計矯飾主義

設計

趨向簡單、 
單純

趨向陽剛

趨向陰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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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Weissman）設計，館藏種類紛雜。1920年時開始整理館藏物件的種類，聚焦於現代
藝術與當代藝術作品、攝影作品及設計作品等。後來因為收藏有多幅梵谷的作品而聞名於

世，不過於1962年時，把多數梵谷的作品移轉給同樣位於阿姆斯特丹市的梵谷基金會（後
來成為梵谷美術館）。二次世界大戰後，此館快速發展，主因是當時的館長是威藍．桑柏格

（Wilem Sandberg, 1945-1963）。他的背景是一位平面設計師，在他擔任館長之前是美
術館的策展人，而在他之前共有三任館長負責館務工作，他接下館長之後，運用現代的策

展手法進行大型主題展的策劃，並擴大博物館於當代藝術收藏，設計作品成為收藏重點，

轉變展覽策略與技術，擴增博物館的展示空間等。主要用意要讓博物館現代化，也從這時

開始，讓此美術館開始獲得國際名聲。從2004年開始，為了讓更多的館藏被看見並能展
覽，開始一個新展館的計畫，蓋一棟與舊館相互連接的新館，由荷蘭建築師本特姆．克倫

威爾（Benthem Crouwel）負責設計。因此美術館於2008年底開始部分業務與設施搬出，
僅留舊館的部分空間維持常設展的運作，新館已於今年（2012）正式對外開放。2008年
時美術館利用修建期間，結合荷蘭在地的年輕設計師進行工地圍籬的藝術創作與設計實

驗，推出“Paulus Potterstraat/ Hoek Van Baerlestraat: fencing the museum deer 2: jula 
laatikainen cryptozoology”展覽，給年輕世代參與創造公共美學與生活環境機會。

此館過去曾做過的重要展覽內容，如「眼鏡蛇派」（COBR A, 1949）、「風格派」 
（De Stil,1952）、「荷蘭的建築與形式，1920至今」（Bauen und Formen in Holland, 
1920 bis Heute,1958）、「1950年以來的藝術」（Art Since 1950, 1962）、「設計師們」
（designers, 1968），展出當時美國當紅的抽象表現藝術、低限藝術、普普藝術等知名藝
術家的作品。此外，約於1950年代開始，開始收藏攝影作品；1970年代之後，錄像藝術也
開始進入館藏；80-90年代則著重在南美洲、東歐與俄羅斯等的當代藝術現象的探索，展
覽的脈絡似乎也呼應著世界歷史的發展與演變。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發揮館藏特色，在

攝影、錄像藝術、當代裝置藝術、設計上皆有研究配合展覽發揮。

此館館藏數量約有9萬件，從線上館藏資料庫的資料顯示，設計類作品的館藏主
要分有六大類：設計（design）、家具（furniture）、海報（poster）、平面設計（graphic 
design）、圖案（graphics）、織品（textile）等。經查詢後得出設計類作品數量約2,480件，
佔所有館藏數量約3%。各類別數量如表1。此類收藏品主要在1945年之後，因為館長威廉
姆．珊蒂柏格（Wlem Sandberg）的支持而變成館藏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此美術館進行設
計策展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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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項 數量（件）

設計 （產品設計類） 285
家具 （產品設計類） 107
海報 （視覺傳達類） 734
平面設計 （視覺傳達類） 230
圖案 （視覺傳達類） 1,017
織品（流行設計） 107
小計 2,480

              表1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設計類收藏數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前述得知此美術館對設計類展覽及設計類館藏的經營有其歷史脈絡可循。自

1950年代以來，設計類展覽就是展覽經營的主力之一。從線上展覽資料庫所顯示過
去十年的資料也可以看出，設計類展覽幾乎每年都有（除了因館舍整修關閉的年份），

請參考表2。分析這些展覽得出以下幾項特色：

    1. 從整體數量上來看共27檔展覽：視覺傳達類有14檔，綜合類 1 展覽有9檔，產品
設計類有2檔，空間與建築類有2檔，佔所有展覽檔數（162檔）的17%。其中視覺
傳達類約52%，佔有1/2強，對照其設計類館藏中與視覺傳達有關的數量的確是
最為多數，呈現高度相關性。

    2. 展覽主題以荷蘭主題、美術館自身或荷蘭設計師有關的有16檔，約佔59%。其餘
11檔主題所探討範圍較為廣泛，涵蓋有其他國家的設計或設計師的參與。

    3. 以設計師個人或設計團隊為名的個展數量有11檔，約佔41%。其他16檔是特定主
題的展覽，或以設計競賽成果為主的展覽，例如航空設計主題、館藏主題、荷蘭

書籍設計競賽等。其中以荷蘭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為主題的有6檔，佔所有設計類
特展22%。

    4. 綜合來說，這反映了荷蘭傳統在平面設計及視覺傳達產業的高度發展。

1　  本研究中有關設計類展覽與設計類收藏的分類主要分有產品設計類、視覺傳達類、空間與建築類、流行設計類、綜合類等
五大類型，主要對照本文「二、名詞定義」中有關設計分類的定義而來。顧名思義綜合類是指展覽或收藏的內容涵蓋至少

兩種以上的不同設計類型。

2　  所謂當年展覽數量是指當年推出的展覽，包含常設展與特展，若展覽為前一年推出延續至隔年或後續幾年，則從展覽的第
二年度開始就不計入當年展覽數量。後續案例的展覽數量表皆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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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設計類展覽數量

/當年展覽數量2 ）

展覽名稱

2002年（3/15） Blur（綜合類）；
Design for children playgrounds by Aldo van Eyck and 
presentation furniture and toys（綜合類，荷蘭主題）；
Display municipal art acquisitions in 2002（Feb.-May）
綜合類（含珠寶設計作品）

2003年（2/17） Walter Nikkels–Typographer（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
Best Dutch Book Design 2002（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

2004年（6/22） Sandberg now（綜合類，荷蘭主題）；
Provisional draft plans for the new stedelijk（空間與建築
類，荷蘭主題）；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 2005（視
覺傳達類，荷蘭主題）；Mark-municipal art acquisitions 
2003:graphic design（Sept.-Nov.視覺傳達類）；Furniture 
by artifort（產品設計類，荷蘭主題）；Kramer vs 
Rietveld–contrast in the furniture collection（May-Aus.
產品設計類）

2005年（4/25） Vito Hannibal Acconci Studio–Word/Action/
Architecture（綜合類）；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 
2004（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Nest–Design for the 
Interior: Proposals for municipal art acquisitions 2004
（綜合類，荷蘭主題）；Recent graphic design（Feb. –
May，視覺傳達類）

2006年（5/27） Airworld.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for air travel（July–
Nov.，新增部分作品from策展單位Vitra design museum，
綜合類）；Pierre Bernard: Erasmus Prize 2006（Nov.–
Jan. 2007，視覺傳達類）；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s 2005（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Michel Quarez, 
Posters（Feb.–Jun.，視覺傳達類）；Spotting, Recent 
acquisitions: objects of craft and design（Feb.–May，綜
合類）

2007年（2/27） TM- City Richard Niessen （Oct.–Nov.，a graphic 
designer’s exhibition，綜合類）；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s 2006（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

內25期-三校0528.indd   64 2013/5/28   下午 0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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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25） Paulus Potterstraat/ Hoek Van Baerlestraat: fencing the 
museum deer 2: jula laatikainen cryptozoology（視覺傳
達類，荷蘭主題）；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s 2007
（視覺傳達類，荷蘭主題）；Gilian Schrofer – Model of 
Concern（空間與建築類，荷蘭主題）

2009年 館舍整修

2010年 館舍整修

2011年（2/4） Wim Crouwel:A Graphic Odyssey（視覺傳達類，荷蘭主
題）；The Best Dutch Book Designs 2010（視覺傳達類，
荷蘭主題）

表2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2002–2011年設計類展覽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成立於1935年，原名稱為San Francisco Museum of art，
是美國西岸第一個經營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美術館。有不少重要藝術家的作品，

如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安瑟．
亞當斯（Ansel Ardams）、巴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亨利．馬諦斯（Henri 
Matisse）、保羅．克利（Paul K lee）⋯⋯等。第一個設計類展覽是1940年推出的
空間與建築類的“Telesis: Space for Living”，也因為這個展覽，促使舊金山市政
府設立了都市計畫部門。1945年推出美國當代抽象表現藝術先驅傑克森．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第一個個人展。直到1975年，modern一字才加入館名中成為
Museum of modern art, San francisco，讓美術館更名符其實於所經營的領域。1980
年代正式把其策展部門分類，分別是建築與設計、媒體藝術、繪畫與雕刻及攝影等

四類。1980s-1990s陸續進來重要藝術家的作品，如普普藝術、羅森伯格（Robert 
Roschenberg）、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埃斯沃茲．
凱利（Ellsworth Kelly）等，累計有超過27,000件的館藏。隨著館務業務的增加，歷經
不少次的館舍整修與擴大，最近的一次是於2009年，預計增加4萬多平方公尺的展覽
與公共使用空間。

1983年正式成立建築與設計策展部門之前，館藏有不少歷史性與現代主義的建
築模型、設計手稿、產品設計、家具設計、平面設計等類的作品。1990年代後期，設計
類收藏更擴大範疇，如實驗性建築、字體設計、灣區（是指舊金山灣區）設計、現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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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及裝置性建築等。經美術館官網的線上資料庫搜尋，設計類館藏約有547件，佔所
有館藏作品（約27,000件3）的2%。初步分類有建築、字體設計、平面設計、海報、產
品設計、家具、織品、灣區設計等。其中以建築（含建築手稿與建築模型）、海報及產

品設計這三類數量為多數。多數作品為歐美知名設計師或設計品牌的設計，如Marcel 
Wanders、Ettore Sottsass、Marc Newson、Frank Gehry、Charles and Ray Eames、
George Nelson、Verner Panton、Karim Rashid、Apple、Dyson、Nike、DKNY⋯⋯
等。此館設計類收藏狀況如表5。

分類項 數量

建築 （空間與建築類） 141

字體設計 （視覺傳達類） 28

平面設計 （視覺傳達類） 31

海報 （視覺傳達類） 100

設計物件 （產品設計類） 100

家具 （產品設計類） 91

織品 （流行設計類） 40

灣區設計 16

小計 547
         表3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設計類收藏數量表 4 （資料來源：本研究）

過去十年間的設計類展覽，每年皆有2– 6檔的設計類展覽推出。2003年至2007
年，曾推出館藏的設計類作品常設展，名為“The Art of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Collection”。2008年至2009年有一個名為“246 and Counting: Recent 
Architecture + Design Acquisitions”的常設展，是從前幾年入館的設計類作品選出，
展覽中也提供觀眾了解作品入館的方式及收藏是如何形成的原因。2009年至2011年
推出一個名為“Dispatches from the Archives”的綜合設計類展覽，透過被設計的物
件如海報、設計品、出版品、雜誌、扣件等物件呈現此館於過去75年來於各類展覽或
教育活動設計上的創新，讓觀眾了解到美術館的創意作為。以上三個展覽皆是綜合類

型的設計類展覽。

3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的官網上陳述收藏數量約27,000件。

4　本表係經由其線上館藏資料庫，以鍵入關鍵字方式查詢，關鍵字分別以architectural drawings, architectural models,     
typography, graphic design, print+poster, design objects, Bay area design等，因為此資料庫沒有提供系統已設計好的分類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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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類展覽的展覽狀況，如表4。經分析後得到以下幾點特色：

  1. 共有25檔，約佔過去十年所有展覽（約177檔）的14%。其中綜合類展覽有8檔，約
32%；空間與建築類有7檔，約28%；產品設計類有5檔，視覺傳達類有5檔，各占
20%。綜合類及空間與建築類為主要的展覽，共有15檔，佔所有設計類展覽的
60%強。

  2. 以美國、舊金山主題及美國設計師為主要內容的有9檔，佔所有設計類展覽約
36%；國際性主題有16檔，整體來說大約是1：2的比例。

  3. 以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為名的展覽有12檔，佔比將近一半；其中具有美國內容特色
的有6檔，也是佔比一半。

   4. 整體來說舊金山現代美術館的設計類展覽善用館藏的優勢，讓設計作品進入展
覽主題。不管從常設展到特展的推出，主題豐富，常有跨設計領域的策展內容，

所佔百分比很高，是其特色。在展覽的設計類型並沒有偏好哪一種設計領域，產

品、視覺、空間等皆有其平均發聲的機會，呼應其館藏狀況，亦沒有那一類設計

類收藏特別突出。5

年代（設計類展覽數量/
當年展覽數量）

展覽名稱

2002年（5/18） Body Design（綜合類）；Architecture+Water（空間與建築
類）；Perfect Acts of Architecture（空間與建築類）；Taken 
by Design：Photographs from the Institute of Design
（視覺傳達類）; Jack Stauffacher：Selections from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視覺
傳達類，美國主題）

2003年（2/16） Fantasy and Function: The Furniture of John Dickinson
（產品設計類，美國主題）；ROY/design series 1（空間與建
築類）

2004年（3/15） Belles Lettres: The Art of Typography（視覺傳達類，美國
主題）；Glamour: Fashion, Industrial Design, Architecture
（綜合類）；Yves Béhar fuseproject/design series 2（產品設
計類）

5　SFMOMA的空間與建築類收藏數量約141件，視覺傳達類約159件，產品設計類約19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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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4） 2x4/ Design Series 3（視覺傳達類，美國主題）；
2006年（2/18） Alexander Girard: Vibrant Modern（產品設計類，美國主

題）；Xefirotarch/Design Series 4（空間與建築類，美國主
題）

2007年（2/19）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at 100: Innovation by 
Design（綜合類，美國主題）；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at 100: Fertile Ground（綜合類，美國主題）

2008年（2/22） A Rooftop Garden for SFMOMA （空間與建築類，美國
主題）；Cut: Revealing the Section（空間與建築類）

2009年（4/20） Sensate: Bodies and Design（綜合類）；Patterns of 
Speculation: J. MAYER H.（空間與建築類）；OTL 
AICHER：München 1972（視覺傳達類）；Austere: 
Selections from the SFMOMA Collection（綜合類）

2010年（1/16） How Wine Became Modern: Design + Wine 1976 to Now
（綜合類）

2011年（3/19） Less and More: The Design Ethos of Dieter Rams（產品
設計類）；Tobias Wong（產品設計類）；ParaDesign（綜合
類）

表4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2002-2011年設計類展覽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

位於東京都木場（K i b a）的現代美術館於19 9 5年開館，建築由柳澤孝彥
（Takahiko Yanagisawa）所設計。館藏作品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及國際上知名
與有潛力的當代藝術作品為主，如 安迪．沃荷（Andy Warhol）、橫尾忠則（Tadanori 
Yokoo）、龜倉雄策（Yusaku Kamekura）、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ene）、野口勇
（Isamu Baguchi）等，數量約有5,416件，含括繪畫、雕塑、流行、建築及設計。常設
展是館藏作品的重要展廳，名為“Our ninety years：1923–2013, life goes on”。展覽

分有兩大區塊：「1920s–1980s」及「1980之後」，1980年代是日本經濟邁向高度發展
的重要時刻，也是國力到達最強盛的時期。展出分別來自日本老中青三代的藝術家

與設計師們的作品，如日本設計先進龜倉雄策的作品就展示於常設展中。此展覽針

對日本社會的文化現象、男女議題、經濟等透過創作提出不同的世代觀點。特展方

面從1990年代後期到2000年前期，推出幾個重要的展覽，如“Mark Rothko 1903-
1970”（1995）、 “Cindy Sherman、David Hockey、Andy Warhol”（1996）、“Arte 

內25期-三校0528.indd   68 2013/5/28   下午 0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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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a 1945-1995”（1997）、“Art in Southeast Asia 1997-Glimpse into the future”

（1997）、“The Manga age”（1998）、“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One hundred 
years of architecture”（1998）、“Love forever Yayoi Kusama 1958–1968”（1999）、
“Japanese art in the 20th century”（2000）、“Issey Miyaki——Making things”

（2000）、“Takashi Murakarmi”（2001）、“Global Visions——Art after 1980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2001）等。可以看出其脈絡從美國的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探
討，到區域性藝術的詮釋呈現、日本當代創作的特色，如漫畫的探討、可愛文化的符

號、日本設計、建築、與流文化行等，涵蓋面相當的廣泛，多元且國際化。

從其線上館藏資料庫查詢得知館藏的設計類收藏約有561件，佔所有館藏作
品（5,416件）約10%，分類於「二次資料」類別之下。多數是海報作品，以龜倉雄策
的海報作品為最大宗。國際設計師的作品有坎帕納兄弟（Campana brothers）及
Demakersvan的創作，詳細資料如表5。

分類項 數量

海報（視覺傳達類） 550

家具（產品設計類） 10

戶外裝置設計 1

小計 561
         表5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設計類收藏數量表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此美術館過去十年間共推出22檔設計類展覽（如表6）。每年持續辦理，有一年
一檔到一年四檔的可能。館藏作品主要應用於常設展中，如龜倉雄策的作品，少數作

品與主題展有關，如坎帕納兄弟的作品就出現於2008年的與巴西設主題有關的展覽
中。從這些展覽可以分析出以下特色：

  1. 共22檔，佔所有展覽（88檔）約25%，有1/4的比重。而這22檔中，視覺傳達類有8
檔；空間與建築類有5檔；流行設計類有3檔；綜合類有2檔；產品設計類有2檔。以
視覺傳達類的1/3最多，空間與建築類佔有1/4比例。顯示此美術館對此兩種設計
類型的偏好，而這兩種設計創作在日本的設計產業中亦是很發達的產業。在視覺

6　  此表中的海報作品多數為龜倉雄策的設計海報，約546件；木和村創爾郎有4件；產品設計類作品來自矢荻喜從郎1件、川保
久玲1件、坎帕納兄弟8件；戶外裝置設計來自Demakers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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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類展覽中與動漫設計有關的就有7檔，佔了所有設計類展覽近1/3強。
  2. 以日本、東京為內容及日本設計師為策展內容的有11檔，約佔設計類展覽50%比

重。國際的部分也有11檔。
  3. 以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為名的展覽有12檔，超過半數，而日本設計師或日本設計團

隊佔有7檔之多，約佔所有設計類展覽32%的比例。
  4. 總體來說，此美術館的設計類展覽呈現多元的面貌，在引介國際設計交流之時，

同時探索日本設計的狀態，展現日本設計的多樣發展、特色與優勢。藉由各設計

領域之間的互動及策展設計與藝術間的交流，提供觀眾一個認識當代藝術美學

與生活美學的管道。

年代（設計類展覽數量

/當年展覽數量）
展覽名稱

2002年（2/7） Ferrari & Maserati Artedinamica（產品設計類）；Luis 
Barragan the Quiet Revolution（空間與建築類）

2003年（3/9） Studio Ghibli Exhibit ion（視覺傳達類，日本主題）；
Gaudi, Exploring Form（空間與建築類）；Ikko Tanaka: 
A Retrospective（視覺傳達類，日本主題）

2004年（1/8） Japanese Animated Films: A Complete View from their 
birth to “Spirited Away” and beyond（視覺傳達類，日本主
題）

2005年（1/7） The circus exhibition of the “How's Moving Castle” （視

覺傳達類，日本主題）

2006年（2/7） T he A r t  of  Di sney（視覺傳達類）；C ol le c t ion  of  t he 

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綜合類）

2007年（2/8） Landscape–Yukihisa Isobe（磯邊行久）: Artist—Echological 

Pl a nnner（空間與建築類，日本主題）；Space  for  Your 

Future–Recombining the DNA of Art and Design（綜合類，

日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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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8） Color Hunting in Brazil（產品設計類），（日本移民巴西百

年慶）；Studio Ghibli Layout Designs: Understanding the 

Secrets of Takahata/Miyazaki Animation （視覺傳達類，日

本主題）

2009年（4/10） Lu xur y in f a sh ion Reconsidered（流行設計類，日本主

題）；A Tokyo Culture Creation Project–Luxury in fashion 

Reconsidered: Special Exhibit Kazuyo Sejima Spatial Design 

for Comme des Garçons（綜合類，日本主題）；SWEDISH 

FASHION-Exploring a New Identity（流行設計類）；The 

Colors of Mary Blair（視覺傳達類）

2010年（3/8） Catalysis for Life–New Language of Dutch Art & Design（綜

合類）；Hussein Chalayan–from fashion and back（流行設計

類）；Karigurashi no Arrietty & Yohei Taneda（種田陽平，日

本主題）；Fusing Fantasy With Reality（視覺傳達類，日本

主題）

2011年（2/8） Transsolar+Tetsuo Kondo– Cloudscapes（空間與建築
類）；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s for Tomorrow（空間與
建築類）

表6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2002-2011年設計類展覽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 臺北市立美術館 

北美館於1983年正式開館，當時是奉臺灣政府要加強文化建設政策而來，是當時
亞洲最大的美術館所。北美館致力於現代美術作品的展覽與典藏，美術史料的整理與

保存，現代美術的學術研究及美術教育的推廣。北美館的建築體由高而潘建築師事務

所設計監造，以多個白色的方塊體空間堆積而成，是臺灣戰後建築作品的代表之一。

北美館主要收藏二十世紀以來臺灣具代表性與創意性的藝術家作品，當然國外藝術家

作品也在配合策展時積極收錄，藏品範疇以現代藝術及當代藝術範疇為主。館藏作品

數量約4,423件（至2011年底）。典藏分類有13項，設計也是其中一類 7。經查詢北美

館線上典藏資料庫，得出設計類作品約有77件，漫畫類有1件，皆為視覺傳達類的設

7　北美館的收藏分類有攝影、綜合媒材、油畫、版畫、水墨、素描、陶藝、工藝、漫畫、設計、書法、雕塑、水彩等共13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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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作品，如表7。設計類下沒有再分類，從作品來看以平面設計/圖案設計最多，少數是
海報、企業識別設計、廣告設計、雜誌設計等。多數作品入館於1980–1990年代，以展
覽收藏方式進入，最早的設計類作品入館於1980年。設計類收藏的數量相較於北美館
的所有典藏數量約佔2%的比例。

分類項 數量

海報 （視覺傳達類） 16

平面設計/圖案設計海報 （視覺傳達類） 41

廣告海報 （視覺傳達類） 1

企業識別海報 （視覺傳達類） 11

漫畫海報 （視覺傳達類） 1

雜誌設計海報 （視覺傳達類） 8

小計 77
              表7　臺北市立美術館設計類收藏數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北美館的成立，為臺灣藝術界開啟一個讓觀眾了解美學的平台。1980年代辦理過
「美術設計展」（1984）、「中國古典室內設計展──從傳統到創新」（1986）、德國新
藝術運動展」（1988）、「包浩斯展」（1989）等。1990年代則以建築展為多，如「都市
景觀與現代藝術展──法國新興市鎮範例」（1991）、「細緻的現代主義──楨文彥」
（1997）、「從建築看城市──華人建築2004」（1999）等。80–90年代的設計類展覽
大約一年一個檔次為原則，到1990年代後期，增加至2–3檔次。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
維持一年2–3檔的設計類展覽（如表8）。分析後得到以下幾點特色：
   
    1. 共有21檔展覽：空間與建築類展覽有9檔；產品設計類有5檔；流行設計類有3檔；

視覺傳達類有2檔；綜合類的有2檔。設計類展覽佔所有展覽（254檔）的8%，設
計涵蓋面多元，以空間與建築類的比例最高，約佔所有設計類展覽的43%。

    2. 以臺灣為主題或臺灣設計師為主的展覽內容只有2檔，一檔是「臺灣生活美學設
計聯展－亂，有秩序」，另一檔是古又文的設計個展。佔設計類展覽總量的10%，
其他19檔皆是國際借展。

    3. 以設計師個人或設計團隊為主題的展覽有9檔，約佔43%，其他則是特定主題的
展覽。其中具有臺灣主題的有1檔，為設計類特展5%。

    4. 總體來說，北美館2000年代的前半期多以國際設計經典的展覽居多，後半期則

內25期-三校0528.indd   72 2013/5/28   下午 02: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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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關注在設計於消費文化與流行次文化的現象呈現。從北美館創館至今，設計

類展覽數量的遞增，表示北美館對設計這個主題的興趣與臺灣社會現象與文化

變化的脈動有所對應。但從北美館回應在地設計文化的研究與傳承角度來看，能

量是比較不足。

年代（設計類展覽數

量/當年展覽數量）
展覽名稱

2002年（3/29） 柯比意（空間與建築類）；遠東建築獎特展（空間與建築

類）；絕對「表現」在臺北（平面與視覺設計類）
2003年（2/26） 領域：當代以色列設計展（綜合類）；建築電訊－60年代建

築次團體（空間與建築類）
2004年（1/23） 義大利設計展 產品設計類）
2005年（2/29） 薇薇安．魏斯伍德的時尚生涯（流行設計類）；普立茲克建

築獎作品展，1997–2000（空間與建築類）
2006年（1/23） 義大利燈飾設計展（產品設計類）
2007年（3/27） 明日建築展（空間與建築類）；欲望與消費－海洋堂與御宅

族文化（產品設計類）；臺灣生活美學設計聯展－亂，有秩序

（產品設計類，臺灣主題）
2008年（2/24） Archilab：建築實驗室法國中央地區當代藝術基金會建築收

藏展（空間與建築類）；伊東豊雄：衍生的秩序（空間與建

築類）
2009年（2/27） 皮克斯動畫20年（平面與視覺設計類）；義大利茶與咖啡器

物設計展（產品設計類）
2010年（3/24） 高堤耶與蕭畢諾舞台服裝展（流行設計類）；破界．

Breakthrough：古又文服裝雕塑展（流行設計類，臺灣主
題）；理查．羅傑斯┼建築師：從住宅到城市（空間與建築）

2011年（2/21） 倫敦超當代設計展（綜合類）；輕觸大地：格蘭．穆卡特建築

展（空間與建築類）
表8　臺北市立美術館2002-2011年設計類展覽一覽表（資料來源：本研究）

九、案例比較與分析

以前述四個案例的狀況進行設計類展覽與設計類典藏的比較，如表9所示，
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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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類特覽與常設展

各案例美術館於過去十年的設計類展覽總數約介於21–27檔，但因為各館每
年推出的特展數量不一，有的較多，有的較少，造成比例上的差異。從表9–序號2
的分析項目可以看出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設計類展覽所佔比例25%最高，每4檔
展覽就有一檔與設計主題有關。主要原因是此美術館一年推出的展覽數量約7–9檔，

與其他三個案例相比偏少有關。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居次，約為17%；舊金山現代
美術館約為14%。這兩個美術館於過去十年間推出的展覽數量相近，分別是162檔與
177檔，因此在設計類展覽的百分比相去不遠。百分比最少的是臺北市立美術館，為
8%。臺北市立美術館過去十年間的展覽數量是四個案例中最多的一個，約有254檔，
因此設計類展覽的比例約是其他案例的1/3–1/2。本研究認為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設
計類展覽佔比較高的原因是此館展覽取向的企畫能力與企圖心強，採納包括設計類

型和跨領域美學的藝術內容，多元展現當代藝術多媒材的跨越性，呈現出展覽的活

潑性，使用大量的企畫展的緣故。而北美館方面，認為辦理設計類展覽並非館務展覽

發展的重點，設計類展覽是基於跨界交流，提高北美館於大眾美學的教育功能，主力

仍在推廣現代藝術領域 8。不過與其他兩個案例館所相比較，北美館的特展數量多出

1/3，是個有趣的現象。

此外，從分析項目6與分析項目7可以得出，視覺傳達類的展覽是阿姆斯特丹市立
博物館與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展覽主力，分別有52%與36%。說到荷蘭的視覺傳達設
計，有其歷史性的傳統，從國家級的大公司採購通常會要求提供美學顧問諮詢、荷蘭

美術的發展歷史、政府對文化藝術及設計的支持等，都讓荷蘭的視覺傳達設計在國際

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9。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威藍．桑柏格館長對平面設計的喜好也

是影響此館朝此方面發展的原因之一。而說到日本的視覺傳達設計產業更是多元，從

早期的浮世繪畫風、學習包浩斯的理性構成、具特色的日本色彩系統、細緻的包裝設

計到漫畫及動畫等的多元發展，讓日本的視覺設計自成一個風格體系。不過日本在建

築領域的表現也很傑出，從視覺傳達類佔東京都現代美術館設計類展覽的比例只是

相對多數，並非絕對的多數可以看出。

8　  這是筆者曾以電話訪問的方式，簡短洽詢北美館研究組所獲得有關設計類展覽辦理的回答。

9　  網路資料，Contemporary Dutch Graphic Design：an insides/ousider’s view，Retrieved form http://www.typotheque.com/
articles/contemporary_dutch_graphic_design（瀏覽日期：2012/ 1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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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則以綜合類的設計展覽居冠，佔有32%，顯示此館並沒有特別
青睞哪一種設計類型，而綜合類本身就是涵蓋多樣設計的跨領域展出。北美館則以空

間與建築類設計展覽的43%為多數，過去十年間有七年皆推出建築類展覽，有時一年
是1–2檔。這現象的產生原因有：1. 建築在所有設計類創作中帶有的美學思辨性與哲
學討論成分較多，與藝術本質較為接近，因此被北美館所接受的程度相對較高。2. 臺
灣從1990年後期開始，對整體生活環境的關注，美術館對設計經典的建築展的接納
度較為提高，因此此類型展覽的數量也跟著增加（吳珮綺，2010：61）。

(二) 各案例用國家或地區主題為特展內容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與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在序號3的分析項目中所佔百分比很
高，分別有是59%及50%。皆達半數或半數以上；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則是36%；北美
館是10%。顯示荷蘭與日本這兩個美術館非常重視其國家設計文化的研究與關注，並
沒有因為國際交流所需而忽視了本國設計文化研究的責任。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對

設計研究的重視主要來自於二次戰後具有設計背景館長威藍．桑柏格的大力支持，以

及後續幾任館長們的持續重視，奠定基礎。日本東京都美術館案例則反應了日本博物

館界在對應全球化過程中，積極透過展覽方式審視全球化環境下的區域文化風貌有關

（張婉貞，2008）。不只連結日本當代藝術與國際觀點的討論，也關注當代日本設計文
化現象的探討。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在美國主題的表現並沒有特別突出。北美館在此項

目的百分比不高的主要原因是過十年間，只有兩檔展覽與臺灣主題有關，相較其他案

例的數量是明顯偏低。

本研究認為臺灣案例相較其他三個案例偏低的原因在於臺灣設計的國際化程度

不夠，尚未立足於國際設計史的研究地位與設計評論市場的發展有關。荷蘭位於歐洲

地區，又是現代藝術中現代主義設計的倡導者之一，蒙德里安從立體派畫風到抽象畫

風格，影響了荷蘭視覺設計與家具設計的風格派的產生，本在藝術運動上佔有一席之

地。1920–1930年代間，荷蘭的平面設計的貢獻在於激進的設計與藝術運動；如彼得．
茲瓦特（Piet Zwart）結合瑞士風格與達達藝術，創造一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芬．
寇威爾（Wim Crouwel）成立的Total design強調功能主義與對國際風格的支持，把
複雜的視覺設計成系統性的指示系統是其專長，也帶出荷蘭設計於指標系統的視覺

設計競爭力（彼得．多摩爾，1999：98）。荷蘭作為一個歐洲小國，夾縫於英、法、德等
大國中間，做為荷蘭公民都有一種必須與國際接軌，站上國際舞台的認知。設計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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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尋求新的設計概念嘗試與實踐不遺餘力，也因此成就了1990年代荷蘭楚格設計
（Droog design）誕生，成為一個國際皆知的設計流派。日本設計則是隨著她的經濟
實力於1970年代逐漸躍上國際舞台，日本企業懂得從1950–1960年代的美國企業設
計部門中整合資料，加以模仿與學習（彼得．多摩爾，1999：30），很快地日本產品暢
銷，好用，輕薄短小，成為異於美國與歐洲的設計；平面設計與建築則運用辦理大型

展會，如奧運、世博、亞運等，於是海報設計站上國際舞台。彼得．多摩爾曾指出1964
年的東京奧運在日本就促成了一種結合日本傳統圖案與瑞士國際風格印刷術的新平面

設計影像風格（1999：106）。日本建築結合西方的理性與東方的哲學觀，作品帶有隱
喻象徵，創造出一種低調又帶有思維性的建築空間表現，與日本禪相互呼應，引出有

建築師如丹下健三、楨文彥、黑川紀章、安藤忠雄、妹島和世⋯⋯等。美國基本上是一

個多民族與多文化的地區，成為各種設計實驗地，就不難理解為何後現代運動與後現

代建築會發生在此；此外，美西地區是創意產業與科技產業的重鎮，社會鼓勵創業的

氛圍，也對其設計被運用於創新思維與商業系統的結合產生影響，使得美國成為設計

顧問公司的大本營，如企業識別體系、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等。

若以上述的分析做為基礎來看序號4的分析項目，得出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反而以
67%為最高；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居次為64%；北美館為50%；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
有37%。因為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在過去以其國家或所在地區為主題的特展檔次為9
檔，其中有6檔就以美國本土與舊金山灣區的設計師們為個展表現。東京現代美術館
是11檔中有7檔。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是16檔中有6檔。北美館雖然有50%的比例，
但因為過去十年間只有2檔，其中1檔為古又文的個展，因此得到較高的百分比。

從這可以了解當代美術館在多元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下，其關注的面向不再只有國

際觀點或在地觀點的簡單陳述。張婉真（2008：35）曾提出博物館的經營是地區、國
家，與國際間複雜關係中的一環，意義在賦予多元的文化面貌，同時要回歸自身傳統，

加以檢視、調整與認清自我本質。

(三) 以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為主題

此分析項目主要了解各案例美術館的特展呈現是否以個展居多。結果得出東京都

現代美術館有55%；舊金山現代美術館有48%；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有41%；北美
館有43%。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光是與宮崎駿有關的個展就有3檔，加上日本有許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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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知名的設計師，特別在建築與視覺傳達領域，因此以日本設計師們為主的個展數量

就佔過去所有設計類特展數量的一半之強。舊金山現代美術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

館及北美館並沒有超過半數，重點放在帶有主題論述的集體展為主。具有特定主題取

向的集體展覽，相較於個展較能具有嘗試性，有時帶有批判傳統或權威的風格，較能

反映當代多元的詮釋觀點（呂理政，1999：12）。因為集體展覽是聚集多位創作者的
作品呈現或是不同的創作類型，比較能表現出設計文化的時代趨勢、當代生活關係探

討、科技或技術應用的創新。

(四) 從各案例的館藏狀況

從表9中序號8及序號9有關設計類收藏的分析項目可以看出各案例館藏的比例，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以10%最高；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以3%居次；舊金山現代美術
館與北美館各為2%。東京都現代美術館佔比高是因為其總收藏的數量較少，分母較
小，得出較高的百分比；而此館收藏設計類收多數是龜倉雄策的平面設計作品（如海

報）為主。但若以數量來看，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的設計類收藏最多，因為此館成

立最早，歐洲是設計概念的發源地，荷蘭的風格派主張在現代主義思潮中亦扮演重要 
的推動角色，其設計作品收藏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而此館向來以豐富

的藝術收藏聞名。

不管是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或臺北市立美術館，視覺傳達

類作品都是較多的收藏類型。前兩個美術館皆有其收藏視覺傳達類作品的歷史傳統

與產業發展特色。荷蘭擁有歷久不衰的視覺藝術傳統，從十七世紀的哈爾斯（Frans 
Hals）、維美爾（Jan Vermeer）、十九世紀立體主義的蒙德里安，二十世紀風格派的蓋
瑞特．瑞特維爾（Gerrit Rietveld）、瑞士風格的彼得．茲瓦特到二十一世紀的楚格設
計，再加上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從二次戰後就逐步投入荷蘭設計作品的收藏工作，

奠定了今日基礎；日本傳統的浮世繪影響了西方繪畫，成就印象派的出現，而西方的藝

術理論與創作技術亦影響了日本現代藝術與設計的發展，日本對於傳統民俗造形與色

彩的深入研究，加上大型展會的辦理與國家經濟實力展現，塑造了日本的視覺設計擁

有獨特的風格。北美館的此類收藏多數來自於1980年代辦理的設計競賽或展覽，如
1984年的美術設計展，以及1990年代透過蒐購或展覽入館。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則以
產品設計類為其設計類收藏較多，推論原因應是此館的對設計的看法偏向傳統設計

史作為其收藏的觀點，因為對照其特出的設計類展覽以綜合類居多，綜合類展覽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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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類展覽佔一半以上，而產品設計類中包含有設計物件、家具、織品、灣區設計

等，但相較視覺傳達類及空間與建築類並沒有高出許多，算是設計類收藏比較均衡的

館所。

若從館藏與常設展之間的關連性來探討，發現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舊金山現

代美術館與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皆有設計類的常設展，不定期會進行設計類收藏品的

研究與展覽，以呈現其館藏設計作品於文化、歷史、社會等面向的脈絡與詮釋。北美館

則無此機制或相應的措施，雖然歷年來辦理各類的設計類展覽，但在此領域的收藏、

研究、展覽之間的連結是相對弱勢。主因可能是北美館對藝術的認知與接受度尚未

落實並擴大至設計領域，辦理設計展覽主要是為了跨界交流，因此多以借展的方式辦

理，藉由設計類展覽提升民眾對生活美學的理解與豐富展覽內容。無法透過自行策展

探討臺灣自身的設計文化現象，是較為可惜。

序號 分析項目 阿姆斯特丹
市立博物館

舊金山現代
美術館

東京都現代
美術館

臺北市立美
術館

1 美術館開館年代 1895 1935 1995 1983

2 設計類特覽佔所有展

覽的百分比

17%
（27/162）

14%
（25/177）

25%
（22/88）

8%
（21/254）

3 國家或地區主題為內容

佔設計類特展的百分比

59%
（16/27）

36%
（9/25）

50%
（11/22）

10%
（2/21）

4 國家或地區的設計師

或設計團隊佔各案例

國家或地區為主題內

容的百分比

37%
（6/16）

67% 
（6/9）

64%
（7/11）

50% 
（1/2）

5 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為

主題的展覽百分比

41%
（11/27）

48%
（12/25）

55%
（12/22）

43%
（9/21）

6 特出設計類特展類型 視覺傳達類

（52%）
綜合類

（32%）
視覺傳達類

（36%）
空間與
建築類
（43%）

7 是否有設計類常設展 有 有 有 無

8 設計類館藏佔所有館

藏的百分比

3% 
（2,480件）

2% 
（547件）

10% 
（561件）

2% 
（77件）

9 主要的設計類館藏 視覺傳達類 產品設計類 視覺傳達類 視覺傳達類

表9 各案例美術館於設計類展覽及設計類收藏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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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檢視國際上的三個美術館案例對照臺灣北美館案例的方式，分析過

去十年間設計類展覽於美術館中的可能狀況及其館藏與展覽之間的關係。荷蘭阿姆斯

特丹市立博物館的經驗顯示歐洲傳統上繼承了工藝到設計的傳統，設計並未從廣義的

藝術大範疇中分離。荷蘭長時期的視覺藝術傳統，從抽象繪畫、風格派、現代瑞士的國

際平面設計與達達藝術的結合，發展出指標系統設計、具有幽默與人文環境關懷的產

品設計等；加上小國求生存的強勁動力；博物館館長對館務經營內容與館務定位的決

定性的影響，轉變了展覽、研究及收藏的方向與內容。此館在豐富收藏的基礎之上，積

極研究與策展來推廣自家荷蘭設計給來自國內外的觀眾，特別是荷蘭的視覺傳達設計

領域是期耕耘的重點，此博物館是了解荷蘭設計的櫥窗，也深化荷蘭的設計文化。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做為美國一個區域性的美術館，從早期辦理建築展覽開始，了

解到建築與設計已是現代藝術創作中的重要領域，並於1980年代正式納入美術館策
展部門，同時積極進行建築與設計類作品的收藏。在各類設計展覽及收藏的發展上表

現的較為平均，並沒有特別重視哪一種設計類型的發展。90年代後期轉而由外而內，
比較重視其所在地舊金山灣區的設計、實驗性建築及當代設計的觀察、研究、展覽及

教育活動的推廣，算是發展頗為均衡的一個美術館。加上美國文化本有多種族與多元

化發展的本質，亦是當代藝術與設計重要的實驗場域，如戰後發展出的抽象表現主

義、普普藝術、加州風格等，是一連串的實驗與嘗試；美西地區是創意產業與科技產

業的重鎮，有知名的設計學校、產學合作對設計被運用於創新思維與商業系統的結

合，發展出具有特色的設計顧問服務，皆是其特色。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做為東京的藝術櫥窗，對於當代東京藝術與日本設計文化多有

著墨。日本設計奠基於經濟實力的崛起，日本企業懂得結合設計師與設計資源，讓日

本產品輕薄短小的特性成為一大特色，終於異於美國與歐洲的設計風格；善用大型運

動會與博覽會舉辦的機會，整合不同設計資源，促成一種結合日本傳統文化與國際樣

式的風格，理性、在地風味又具有象徵性。從浮世繪、現代日本海報、漫畫、動漫、電玩

等新媒體的加入，更讓日本的當代設計呈現多元活潑的風貌。此館積極透過展覽探索

在地設計現象，如日本視覺設計語彙、宮崎駿動畫文化、種田陽平的動漫風格、日本建

築特徵、未來建築趨勢等。又常與國際間的藝術機構進行展覽交換或策展，藉由展覽

機會收購設計類作品進入館藏，構築一個能彰顯日本東京特色與國際性的藝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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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主要基於跨界交流的概念引進許多的設計類展覽，但這些展覽多數來自

於國外，以建築類為大宗。對提升觀眾對設計的理解與認知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但

對於探討臺北或臺灣在地設計文化的展覽關注較少，因此對應於其設計類收藏的範圍

較小，相關的研究也比較缺乏。主要經營重點仍放在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偏向純藝

術）的範疇中。如張譽騰（2003：171-174）曾指出近十年來臺灣博物館界的一個現象
是國際特展的引進，從好的一面來說是開拓民眾參觀博物館與美術館的風氣，為各館

帶入參觀人潮。但令人感到擔憂的是館所重外輕內，重展覽而輕典藏研究，重特展而

輕常設展。

博物館與觀眾之間最直接的溝通管道就是展覽，而觀眾也可能以展覽來衡量一

個博物館的成就。而博物館或美術館的溝通風格取決於各美術館如何呈現收藏、展覽

內容與方式，以及處理與觀眾之間的關係。可見展覽是美術館溝通體系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從本研究探討的四個案例也可以看出美術館展覽內容本身會傳達給觀眾有關

美術館經營的印象，若再深究展覽背後的現象，就可以發現展覽與館藏之間存在著的

高度互動關係，而這互動關係又會回饋到展覽於意義上的表現。此外，博物館的展覽

策略與操作也會受到其他內部措施或觀念的影響，如館長的經營策略、館務發展的定

位、與在地相關社群的互動、對藝術範疇的理解與接受度等，這些都可以從本研究中

看出。

基於藝術、設計、風格本為一個不容切割的整體，設計史源於藝術史，風格內涵

也會隨著時間流轉。因此建議北美館未來應該重新思考現代藝術範疇的定義與內涵，

跨大純美術（fine art）領域，擁抱更多跨設計、跨風格、跨領域的可能性。可假想自己
成為一個當代生活美學的平台，整個美術館就是臺灣美術與設計的縮影，提供參觀者

認識臺灣美術、當代藝術、設計創意的生活美學場域，積極地擁抱體驗經濟概念，發

揮美術館做為文創產業成員的影響力與整合力，也是協助臺灣文創產業的再發展。在

展覽經營策略上，初期考量預算、人才與資源的有限性，建議可多運用外部單位的合

作。如進行某國際設計展覽策畫的同時，提出相對應的臺灣設計策展內容，運用外部

策展人或學者專家，以對照、延伸、詮釋等不同的手法進行臺灣設計對應至世界設計

史的觀點研究，在地紮根也回應國際，逐步把臺灣的設計脈絡對應至世界脈絡中，從

展覽研究進而成為收藏政策的一部分，讓設計類展覽與設計類收藏取得與時代性及

地區性較有意義的互動狀態，也是協助臺灣逐步落實設計物件與設計文化的研究。因

為臺灣設計在近十年來蓬勃發展，質量已有國際水準，當代的設計師們對於臺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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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個案例美術館論設計類展覽與其背後的意義

An Analysis of Four Museums on Design Exhibitions and their Underlying Context

及在地文化特色的探討也常被應用在設計領域中，這也是值得挖掘與研究的部分。在

館所空間使用上，建議可與設計導向的顧問公司合作，運用設計策略思考來重新檢視

美術館空間運用的營運目標與效能，如美術館書店、商店、餐廳、咖啡廳等的所在位

置與參觀者在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強化美術館經營生活體驗商店的可親性與設計

美感。教育活動空間的營造，可以參考德國漢堡市的應用藝術美術館（Museum fuer 
Kunst und Gewerbe）的案例，其兒童教育資源教室運用了許多當代設計的家具作品
來營造活潑生動的學習空間，讓孩童在多樣有趣的設計情境中探索與學習，無形中就

把設計融入於生活美學裡。對北美館來說，其所在的外部環境不管在設計產業發展與

設計教育的紮根上已逐漸成熟，對未來經營設計類展覽應有所助益，在此提出淺見以

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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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美術館的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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