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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 © 2020TFAM

關於美術館 年報下載館長的話 附錄美術館再想像

https://www.tfam.museum/AnnualReport/2019/2019download_ch.pdf


2019年，為臺北市立美術館邁向下一個里程碑的起始點，也是接續 2018年館舍軟硬體

重新整備後，重啟續航飽滿能量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我們在過往厚實的基礎上保有與

當代對話的動能，關注當下的同時亦放眼未來。今日，美術館的功能及其博物館學正在

經歷一場典範的轉移，當代語境下美術館的角色與任務迫切需要重新再行定義，藝術不

再只是談論審美價值，而需具備當代社會的觀察與反思能力，進而提煉出更具前瞻性的

價值觀點，美術館在這個過程中則扮演著關鍵的中介角色。在美術館價值不斷變化的時

刻，本館秉持為公眾服務的信念，持續不怠地探問與開創美術館的各種可能性。

藝術與社會綿密交織的網絡來自於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當代社會的轉變使得藝術隨之變

異，因而我們對於美術館的觀眾策略及營運與治理模式也需自傳統博物館意涵跳脫、開

創新局。本館的核心價值始終是美術館的受眾∕參與者，我們翻轉展示、教育、典藏、

研究的既定歷史藩籬，使藝術不再仰之彌高，而能作為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關聯、建

立關係的介面，進而喚醒自我生存的反省性格。我們也將這樣的理念，落實在美術館外

顯的展演、學習活動、空間轉型，以及內在的知識建構、組織再造與管理、館際關係網

絡等面向。

本館的觀眾策略包含橫向的參與族群之廣納以及縱向的全齡受眾之關照。我們以 2018、

2020台北雙年展為關鍵媒介，前者透過藝術介面使參與者意識到自身與「自然」關係的

改變，是從「概念」上去處理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2020台北雙年展」接續此一議題，

進一步以「外交的協商機制」提供一種調整我們與環境∕生態關係的「新的方法論」，研議

共存與共創的可能方式。本館運用雙年展機制將議題緊扣常民日常生態，沒有人是局外

人，每個人都是關係人，模糊藝術家∕非藝術家的二元界定，邀請傳統上不屬於美術館界

館長的話



的專業人士如行動主義團體、科學家、建築師、影視工作者進入美術館，與我們一同探

索跨學科、跨領域與美學的關聯。另外，本館以分齡分眾的思維規劃豐富多樣的知識學

習、公眾活動與社區計畫，激發兒童、親子、青少年、大學生、青壯年、銀髮族及身

心障礙族群的藝術潛能，引領參與者主動親近藝術以及自我導向的學習，獲得屬於個人

且獨一無二的美術館經驗。此外，2019年 5月組織修編正式施行新設之行銷推廣組導入

數位社群媒體行銷推廣方式，更將美術館受眾觸角從「實體」延伸至「虛擬」世界。

從國際視野及館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國際對話的活絡以及與海外藝文機構展開對等互惠的

雙向策展交流為這一年主要的著力點。前者如「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有效啟動國際策展

人的全球網絡，使本館與國際專業社群得以高度串流；後者有「狂中之靜」與國際獨立策

展人協會（ICI）、「聲動」與法國里昂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安棲」與盧森堡讓大公現代美

術館、「小說」與澳洲博斯當代藝術中心等機構之展覽合作實績，加以「池田亮司」橫跨

數學、科學、藝術領域之跨域展示，交織出豐富的創作語彙與開放語境的展覽場域，雙

方亦透過展覽合作契機建立未來長久的夥伴關係。

本館參與臺灣現當代藝術生態之策略，包含分別於年初與年末推出前輩藝術家于彭與董陽

孜數十年創作生涯的首次回顧展，試圖提供一個新的路徑重新觀望他們與傳統藝術的關

係；「她的抽象」展出臺、日、韓三地重要藝術機構之典藏，提出東亞繪畫藝術中女性藝

術家抽象繪畫缺席多年的觀點與脈絡，為臺灣近百年藝術篇章的研究與書寫留下極具歷史

意義之檔案紀錄，更由此尋回關心傳統媒材現代化議題之觀眾；「2019臺北美術獎」首次

引入國際策展與藝術機構領域專家擔任國際觀察員，帶進國際趨勢與觀點並參與決審討

論，藉此強化臺灣藝術獎項的對外廣度；為鼓勵當代藝術創作的多元開放性，提昇展覽

總體呈現的實踐力，本館近年以「藝術家個展系列」於共同檔期進行整體推動，以增加議

題獨特性與創作型態差異之對話機制。



美術館的營運與治理模式近年開啟一系列重要變革。以「當代策展的亞洲語境及其超越」

國際論壇為例，除本館與國藝會機構串聯之重要意義外，更具臺灣公立藝術機構首度雙

軌討論獨立策展人與機構策展人議題之劃時代意涵；自 2019年起，本館調整聘任人員的

考核機制，由此強化研究銜館員的研究能力，使其研究成果與館務發展相互契合；館內

新訂定的「跨組室策畫會議」於展覽開展前一個月邀請策展人說明展覽概念與內容規劃，

各組室推派代表共同商討挹注使展覽呈現更為豐厚的配套規劃，創建館內良好且有效的橫

向策畫平台。

隨著藝術展示思維轉變、典藏數量增加與作品保存觀念更新，本館既有空間規模與設備

已不敷使用，「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與「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

善案」為本館展開歷史新頁。未來的臺北藝術園區將包含臺灣美術史藏品的常設館、當

代藝術的展演平台以及「樹林美術館」意象的藝術公園等三大軸線；新的典藏庫房及南進

門之空間移置調整，將成為實現美術館典藏專業與重視典藏資產教育的典範，具有為後

世保存公共文化資產與對其進行推廣運用的普世意義。這兩項計畫將扮演本館發展進程

的關鍵樞紐，亦是本館面對日新月異的新觀念與新技術等當代挑戰的積極回應，除了開

創美術館營運的新趨勢、建構藝術與城市空間的生態鏈結，更期待藉以強化民眾美學茹

養與公共記憶，以達首都美術館應具備之文化視野與藝術使命。

北美館的 2019年，因社會大眾的支持與市民朋友的參與而豐富深刻，藝術牽起我們與國

內外藝文生態及各行各業專家學者深厚且綿長的互動關係。北美館不曾忘卻為全民藝術

福祉服務的初衷，未來亦將步履立於 36年累積的成果之上，邀請社會大眾與我們一同創

造豐富精彩不間斷的 2020年！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美術館再想像

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

北美館成立 36年後，面臨展覽與典藏空間不足，以及無法滿足臺北朝向

國際都會藝文發展的軟、硬體需求之限制與困境，終在藝術圈引頸期盼近

20年下，臺北市政府於 2018年 3月宣布啟動「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

立美術館擴建案」，並於 2019年 7月正式移交本館辦理。

「臺北藝術園區」的前瞻性規劃包含：一、一座臺灣美術史的常設展館。

重建與梳理臺灣藝術史，致力於臺灣多元藝術史常設展示與研究，為未來

臺灣藝術發展奠定扎實與健全基礎；二、一個當代藝術展演平台與世界接

軌。朝向發揮當代藝術、新媒體或科技藝術、現場藝術等新類型藝術創

生展演、研究、推廣教育的平台作用，使藝術迎向未來和常民學習體驗；

三、臺北北緣一座真正的藝術公園。以綠園妝點藝術和常民美感生活，營

造「樹林美術館」，藝術與自然共生之場域，創造兼具藝術功能、公共論

壇與市民休憩之文化綠園。

園區將以臺灣藝術史及當代藝術生態為發展據點，向外連結新生園區之生

態多樣性與周邊社區之常民文化，形成多元人文綠帶，同時串聯故宮博物

院、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台北當代藝術館、臺北數位藝術中心、臺灣當

代文化實驗場及周邊各具特色之園區，成為臺北北區門戶的重要藝文觀光

動線。期能匯聚藝術能量，成為亞洲藝術樞紐與典範、創造兼具藝術博物

臺北
故事館

近現代
藝術本館

王大閎
建築劇場

當代藝術
新館

戶外兒童
遊憩裝置

館與市民休憩之都會綠色廊帶、提升城市創意發展競爭力、保存與建構臺

灣藝術史，以及開創視覺與跨界藝術的生產與展演平台，成就精緻文化生

產及人文薈萃的都會園區。



美術館再想像

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案

本館為臺灣首座致力現當代藝術的美術館，開館

36年來，現有典藏庫房空間已趨飽和，建築設

備亦不敷當前多元藏品的保存、維護、研究、

修復及展示等需求。因此，於 106年啟動先期

規劃研究於本館停車場空間籌備「典藏庫房新建

暨南進門改善工程」，包含典藏庫房的新建、南

進門，以及館舍相關設施之改善計畫。預計於

2021年動工，2024年正式啟用。

由於典藏庫房基地鄰近國定圓山考古遺址，本館

已辦理「圓山考古遺址範圍調查試掘評估計畫」，

以考古學田野挖掘工作方法，進行庫房基地範圍

內抽樣探坑挖掘，以確認遺址範圍及地下文化層

堆積的分布狀態。新建典藏庫房預設為地下一層

地上四層的建築體，預計滿足美術館至少未來 50

年的典藏量。本館亦運用當代思維重新定義部分

館舍空間，南進門將成為藝術教育推廣區、志工

備勤室以及輕食休憩空間之基地，本空間將併同

「可見式庫房」之規劃，推動典藏文化資產教育。

新的典藏庫房及南進門之空間移置調整，對於美

術館而言，將成為宣示實現博物館典藏專業的典

範，更具有為後世保存公共文化資產與對其進行

推廣運用的積極性意義，期能強化美學茹養與公

共記憶，達到首都美術館應具有的視野與使命。



01藝術開展世界

EXHIBIT & ENGAGE  
本館強調兼顧臺灣與全球特色的雙年展、藝術生態鏈結、育成的提案計畫與

競賽獎項，亦由館方自製或與客座策展人合作之國內外專題策劃展、巡迴交流

展，掌握全球視野，建構區域脈絡，扶植藝術人才，以促進臺灣現當代藝術生

態發展，並提升大眾的認知和參與。

本年度共推出 20檔展覽，包含國際藝壇盛事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以藝術家鄭淑

麗作品的展示，以及首次代表臺灣參與紐約 Performa國際行為藝術節的特殊

「無牆台灣館」計劃；前輩藝術家于彭、董陽孜的回顧展持續豐富臺灣藝術書寫

歷史；盧森堡藝術家謝素梅、日本視覺聲光藝術家池田亮司、泰國導演阿比查

邦．韋拉斯塔古的個展共同交織開放語境的展覽場域；透過與里昂國立音樂創

作中心合作「聲動」以及與澳洲博斯展開策展對話的「小說」，展現國際機構間的

深度交流；「她的抽象」鋪陳東亞女性藝術家抽象繪畫缺席多年的觀點與脈絡；

加以八位新銳藝術家申請展與「2016臺北美術獎」得主黨若洪個展呈現，充分展

現本館在 2018年修∕休館後全方位重啟續航的飽滿能量。



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

3X3X6
2019.05.11－2019.11.24

鄭淑麗，〈卡薩諾瓦 X〉



Performa・19雙年展

無牆台灣館
2019.11.01－2019.11.24

余政達，〈FAMEME〉，2019

©Paula Court，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于彭：行者．天上．人間
2019.03.30－2019.06.30

于彭家居生活場景展出一景



聲動：光與音的詩
2019.04.13－2019.07.14

雷米 ‧費雪勒、傑斯伯 ‧諾丁、西里爾 ‧帖斯特，〈隱訊〉，2016



謝素梅：安棲
2019.04.20－2019.07.21

〈封手〉（局部），2014



她的抽象
2019.07.20－2019.10.27

洪藝真，〈無題〉（局部），2009



池田亮司個展
2019.08.10－2019.11.17

〈符碼一詩〉，2018



小說：雙城計畫
2019.11.16－2020.03.01

楊季涓，〈九條線〉（局部），2018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狂中之靜
2019.11.30－2020.03.15

〈煙火（檔案）〉，2014



董陽孜：行墨 
2019.12.14－2020.03.08

〈任所適〉，2003



2019臺北美術獎
2019.12.07－2020.02.16

首獎：楊登棋，〈父親的錄影帶〉（局部），2019



創作個展

Kosmos——張碩尹個展
2019.04.27－2019.07.21

〈南冥有鳥，其名為鵬〉，2016



創作個展

伏擊——倪灝個展
2019.04.27－2019.07.21

展場一隅



創作個展

冷鍊——侯怡亭個展
2019.04.27－2019.07.21

〈代工繡場―歷史刺繡人〉，2019



創作個展

在放鬆的多數的陽光下——
李明學個展
2019.04.27－2019.07.21

〈練習曲〉，2019



創作個展

冷曠野的溫柔——黃華真個展
2019.08.17－2019.11.03

左：〈曠野的溫柔－25〉，2019

右：〈無題〉，2018



創作個展

日常的虛構重建：虛與實的感知體系——
陳郁文個展
2019.08.17－2019.11.03

〈天際棲息〉，2019



創作個展

自我、人與機械及其殘餘——
張般源個展
2019.08.17－ 2019.11.03

〈祝福〉，2018



創作個展

馴國——吳權倫個展
2019.08.17－2019.11.03

展場一隅



2016臺北美術獎首獎個展

老男．雜匯．小神仙——
黨若洪個展
2019.08.17－2019.11.10

展場一隅



藝術激發潛能

LEARN & EXPLORE  
本館以分齡分眾的策略，規劃各類學習與參與活動，包含展覽漫遊、演講座談、

工作坊、樂齡行藝、育藝深遠以及各式節慶活動等。每年辦理專業志工培訓、學

生實習，與國內外藝術家合作策劃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展出計畫與互動學習裝置，並

透過工作坊進行各種探索與體驗課程，提供觀眾自主學習與藝術遊憩空間。

王大閎建築劇場開啟建築空間美學的展演實驗，延伸而出的紀錄片與工作坊試圖將

過去的知識記憶串起；藝想迴廊打造以觀眾為主體的互動交流與休憩空間，今年邀

請藝術家林明弘進行現地創作；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的第八、九號計畫帶領民眾投入

藝術家的創作宇宙，並且產生自發研究學習的反饋。館內一系列別出心裁的公眾

活動計畫，以及美術館進入社區的樂齡啟航，搭起藝術文化友善平權的橋樑，使

到訪美術館的觀眾得以透過多元管道與不同的知識面向擁抱藝術，進而培養全民美

學涵養及激發無限的創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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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由「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摹擬重建的「建國南路自宅」

坐落於本館南側美術公園，2018年由本館營運規劃並以「臺灣建築」

與「當代劇場」做為發想，將此空間命名為「王大閎建築劇場」，期能

作為觀眾認識王大閎及其自宅的關鍵基地，並成為本館推動臺灣建築

史與引介建築美學的展演實驗平台。

王大閎建築劇場



王大閎與建築劇場建築師自宅與現代主義 轉化了的傳統 從《杜連魁》到《幻城》— 
王大閎的文學夢

王大閎與我

本影片拍攝計畫共包含五支紀錄片，內容依據

王大閎建築與設計延伸主題，接續去年的「建

築師自宅與現代主義」、「轉化了的傳統」、「從

《杜連魁》到《幻城》— 王大閎的文學夢」，今

年推出「王大閎與我」以及「王大閎與建築劇

場」兩部影片，每集由一位專家學者作為王宅

主人，邀請其他幾位專家學者們作為客人，藉

由知識與記憶的連結，回望此座曾經存在，並

且透過此建築望見建築師對未來生活的想像與

期許。

王大閎建築劇場

誰來王宅午茶



本活動以「王大閎建築劇場」作為系列工作坊所開創的場

域，連結王大閎的建築概念和空間作為方法，其所書寫的

文本和創造的想像為內涵，由「草苞實驗室」策劃，邀請

不同的創作者帶領國小、國中的青少年，經由多種的創作

途徑－建築、視覺藝術、聲音和文學—等方法探詢王大閎

的建築與想像，並結合自身的日常感知與美感經驗，轉化

為再創造與再想像的可能。

 

工作坊包含五個系列 : 聲音創作者馮志銘的「金曲星艦日

記」以錄製一篇聲波日記為概念，邀請參與者共同錄製一

份送給這此地的金色唱片。建築師田倧源的「尋形變話—

與王宅對話」藉由模型作為思考和創作的工具，建構新的

空間想像。藝術創作者張立人的「登月立體幻燈工作坊」

預計將拍攝一系列超現實影像的立體幻燈，並將參與者的

作品組成一組環形裝置。藝術創作者倪祥的「有點壞壞的

科幻旅程」邀請參與者嘗試將科幻小說文字創作中的「經

典畫面」立體化，進而在過程中思考文字和空間圖像再現

的故事厚度。文學研究者黃資婷，將以「青春夢」為主

題，透過主題式的想像進行閱讀與書寫。

王大閎建築劇場

借來的翅膀－王大閎的建築、
文學與科幻青少年工作坊



以觀眾為主體的「藝想迴廊」，喚醒觀眾對於自我的覺

知力以及對於空間的感知能力，鼓勵觀眾參與、進而

呼吸且感受藝術的存在。此迴廊開放、流動的場域

特性，使人得以綜覽全館開放場景、感受美術館大廳

週邊的穿透性與開放視野。未來將延續藝想迴廊「促

成自主學習、鼓舞多元藝術參與」願景，以此處為基

地，發展各項具實驗性的主題計畫，提供來訪觀眾開

創思考、沉澱、互動、參與、創作、交流的空間。

藝想迴廊



藝想迴廊

24 / 7
24/7為藝術家林明弘所進行的空間演繹，在這個以觀眾為主

體的空間，藝術家在其創造接近日常生活的情境中，邀請觀

眾走入，並歡迎所有感知經驗的參與活動，更提供觀眾練習

成為使用空間的各種角色的機會；觀眾於此空間內從美術館

的參觀者反轉成為美術館的行動／表演者，在這樣的情境之

下，觀眾的身體行動及姿態將賦予這個空間意義，而自身亦

成為既是空間主體又是觀望他者的多重角色。

在「24/7」空間裡，我們提供一系列的「星期六」課程，包含繪本、

戲劇、寫作、日文課、攝影、手語、肢體與舞蹈等，透過課程的

參與，我們得以重新認識身體，並且創造獨一無二的美術館經驗。

圖為參與者在「星期六」肢體開發課程中感受身體、呼吸、律動在

此空間中的各種可能。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八號計畫——面對面
2019.06.15－2019.10.27

「面對面」以我們生活中熟悉的「肖像」為主題，透過館內典藏作品搭配互動學習

裝置，討論我們的面孔在藝術中呈現的多元面向，讓觀眾與作品在展場面對面展

開互動、實地探索藝術家如何透過肖像繪製，在畫布上呈現畫中人的日常面貌。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九號計畫——會動的藝術
2019.11.23－2020.06.07

「會動的藝術」串聯了作品以及具互動性質的現地製作，邀請當代藝術家呈現

運用動力機械實踐的種種巧思，帶著我們發現日常生活熟悉的動力原理。脫離

既有的概念發揮想像力，發現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並且燃起「我也來試試看

吧」的興趣。



公眾計畫

本館關照全年齡層之受眾，配合當年度展覽規劃辦理各類學

習與參與活動，致力提供參與者不同類型親近藝術與學習新

知的方式，以及深入了解現當代藝術發展脈絡的機會；在藝

術推廣層面更不遺餘力，透過例行性的定時導覽、團體預約

導覽、親子導覽與身心障礙導覽等，豐富每一位到館民眾的

美術館學習體驗。

687
場

13,790人

導覽

iOSAndroid



展覽漫遊 16
場

1,065
人

大 / 小工作坊 194
場

3,692
人

演講 / 座談 4場 911
人

展覽漫遊：于彭－行者・天・人間 |吳季璁 X吳超然

「展覽漫遊」是展覽場專家導覽的創意延伸版，邀集藝術界與跨領域的專家學者

們來館以其專長與創意回應展覽，並在可能範圍內做異於傳統的展覽鑑賞或回

應，與觀眾分享。此場次為藝術家吳季璁與于彭回顧展策展人吳超然針對于彭

創作當中幾項議題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談，包括于彭的筆墨從哪裡來、如何

在他的創作裡實踐、西方的素描如何轉化成為筆墨，以及筆墨在當代的意義。

公眾計畫



19
場

99
人

青少年
學習∕建構

17
場

448
人

聽障導覽

14
場

403
人

樂齡行藝

246
場

13,615
人

育藝深遠

育藝深遠

「育藝深遠」為臺北市文化局針對臺北市國小學童所舉辦的藝術欣賞活動，為

政府機能對於學齡孩童的藝術文化與教育之重整，本館負責國小三年級學生的

參觀活動。本活動自 94學年度開辦至今，受到許多迴響與歡迎，本館每年皆

規畫精彩的藝術啟蒙方案，帶領小學生欣賞與體驗藝術創作的奧妙，培養孩童

的生活審美與多元的創造力。今年活動以「她的抽象」、「董陽孜：行墨」展覽

為發想，圖為導覽老師們以生動活潑的作品解說與互動提問，引領學童進一步

了解董陽孜的書寫藝術，以及培養嶄新的美感與觀展經驗。

公眾計畫



本活動將建築理念與精神，轉換成適切

的語言，藉由實際的體驗與創作，讓

小學員們從自身出發，探索與空間的關

聯，進而認識到建築與設計密不可分的

依存關係，將形狀、色彩、材質等美學

經驗帶進日常生活中。期望能夠在有限

的時間內，為這群學習力與創造力都處

於極佳狀態的孩子們，創造出更多體驗

生活及認識建築的機會。

公眾計畫

2019建築體驗夏令營



「街事美術館」為本年度試行的社區推廣活動，

於明年將全新啟動，以強化本館藝術教育之企

劃力。今年邀請在地居民將街頭巷尾的大小故

事，以藝術的方式呈現在地記憶，透過典藏作

品賞析、在地回憶採集、社區互動、創作及展

示，以「臺北人的 365日常」為主題，重探生活

區域主體，共同探尋及認同在地文化特色與人

文風貌，找尋當代臺北在地的文化色彩，將臺

北 12行政區打造區區「皆是」美術館，讓大眾

在日常生活中與藝術自然且不經意的相遇。

試行首站中正區是以本館典藏之廖繼春〈新公

園〉及吳承硯〈北門〉為起點，邀請在地居民透

過認識藝術家筆下的總統府、北門、新公園、

臺北車站等該區特色。喚起在地居民的青春記

憶，展覽呈現在地樂齡長者對於臺北在地文化

特色與探索印象記憶的創作，激發人們對於臺

北藝術文化的想像。本計畫展出地點於二二八

紀念館。

社區啟動

街事美術館



本館與學學文創合作，以本館典藏之鄉原古統

〈臺北名所繪畫十二景〉為起點，邀請師生踏查

龍山寺、大稻埕、北投等百年昔日八景，共同

探尋及認同在地文化特色與人文風貌，找尋當

代臺北名所的文化色彩。本計畫鼓勵教師以參

與式藝術概念進行教案研發，展覽呈現師生對

於臺北在地文化特色與色彩的探索歷程，並藉

以轉化為「小感動鼠」彩繪創作靈感，激發人

們對於臺北文化色彩的想像與憧憬，珍視在地

文化的特色與價值。

社區啟動

藝術進入社區——
名所考現學 ‧臺北色



社區啟動

文化就在巷子裡——
藝術快遞系列

為有效結合社會資源並將美術館典藏品推廣至台北各角落，使無暇

進入美術館的民眾能欣賞藝術之美，由本館志工策畫的「藝術快遞系

列—藝術賞析」，走出美術館，進入社區學校與機構團體，以生動活

潑的方式傳遞美的悸動與藝術的感動。

14場

491人



藝術探索知識

DISCOURSE & EXCHANGE
研究是美術館重要功能與發展基石。本館關注國際藝壇與國內藝術生態之發

展，著重知識生產與藝術實踐之相互關聯，並藉由國際論壇與出版等實踐方

法，逐步累積與擴充藝術智識資產 。

本館每年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今年包含與國藝會共同主辦的「當代策展的新挑

戰」，以及「IN-Site: 2019 X-Site」兩場國際論壇暨工作坊。前者將美術館日常的

策展工作，透過此次論壇的契機，梳理機構策展演進，同時映射出臺灣獨立策展

的歷史進程與實踐方法。後者探討如何構築空間之創造性實驗；《現代美術》、《現

代美術學報》、《美術論叢》、《典藏目錄》以及展覽專輯等學術刊物及電子出版，

匯集凝聚與醞釀發酵現當代藝術生態之多樣性與豐厚度。在藝術知識探索的進程

中，我們除了為藝術而服務，更是為屬於全民的藝術文化智識資產奮力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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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策展的新挑戰」為本館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合辦，並由立方空間策劃執行，國際論壇主題為「當

代策展的亞洲語境及其超越」，並以「跨領域策展實

踐、展覽機制和教育轉向」、「跨地域、跨文化融

合」與「地緣政治」，以及「策展與藝術史的構建」三

個子題，針對臺灣機構及獨立策展雙軌並進的策展

專業進行回溯與檢視，為國內近二十年來少見以國

際論壇規模討論策展未來發展之可能性。活動邀請

23位策展人、學者、專家參與，進行了 3場專題報

告、6場專案分享與 3場圓桌論壇，三天 12場次共

計 2,336聽眾人次。

國際論壇

當代策展的新挑戰——
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



跨領域策展實踐、展覽機制和教育轉向

「跨地域、跨文化融合」與「地緣政治」

策展的職能為何？| 鄭大衛 ・ 原民性與當代藝術：幾個策展反思 | 徐文瑞
・ 良心作為意識之旅：重溯歷史 | 柔依・柏特

・ 製作南方：「南方」作為台灣當代策展之方法 | 
 呂佩怡

・ 誰來晚餐：亞洲及其他地區的當代藝術與展覽中
的食物及待客 | 弗朗西斯・馬拉維拉斯

圓桌論壇 | 鄭大衛、徐文瑞、柔依・柏特、呂
佩怡、弗朗西斯・馬拉維拉斯

策展與藝術史的構建

作品或 /與 /及觀念：
美術館情境下的策展與歷史建構 | 皮力

・ 用文件展的馬克杯泡茶 | 瑞牧德斯・馬拉薩斯卡

・ 與歷史共存：在策展的槓桿力量與對過往的清算
兩者間來回協商 | 艾琳・黎加斯比・拉米雷斯

・ 美國花 | 尤安・古梅爾

・ 視覺取向：策展作為藝術史另類建構的方法 | 
周郁齡

圓桌論壇 | 皮力、尤安・古梅爾、周郁齡、瑞
牧德斯・馬拉薩斯卡 、艾琳・黎加斯比・拉米
雷斯

跨—出神力量 | 瑞克斯媒體小組 ・ 延展的客廳：空間和談話 | ruangrupa

・反思當代策展 | 蕭淑文

・  建築師與私人蒐藏家之於藝術機構的新角色 | 
 保坂健二朗

・「脫序演出」：策劃實踐的新嘗試 | 謝豐嶸

圓桌論壇 | 瑞克斯媒體小組、ruangrupa、蕭淑文、
保坂健二朗、謝豐嶸

國際論壇



本館「X-site計畫」歷經五年的實踐與觀察，本屆以「IN-site」為題舉辦國際論壇與工作營，透過多重視角探

問場域生態關係裡社會、自然、政治、經濟的流動性、跨（cross）、加乘的交織與多工模式，進一步思考

「作品本身—場域—涉入者」三者共構出對「IN-site」的想像和時空經驗。國際論壇以「跨領域協作之未來

性」及「空間裝置與公眾溝通」為兩大議題，邀請國內外跨領域創作者針對空間裝置創作的實驗性與跨領域

面臨的困難、挑戰、方法論及其協作概念等面向進行討論，活動共計 564人次參與。

工作營針對當代藝術、空間表現、建築裝置之協作，邀請不同領域的 10位創作者進行跨領域課程，共計 5

組20位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本活動併行於「曖昧流變」微型展，囊括五件 IN-SITE工作營創作與影片、X-site

歷屆入複選作品則為文獻，將碎化的素材、作品與場域關係重新編輯為新的敘事組合，提出工作營跨領域

間橫向交織的可能性，本展共計 23,882人次參與。

國際論壇

IN-Site: 2019 X-Site國際論壇暨工作營



出版

現代美術 /
學報 /年報 

現代美術第 192期

現代美術學報第 37期

現代美術第 193期 現代美術第 194期

2018 年報（中 /英文版）

現代美術第 195期

現代美術學報第 38期



2018台北雙年展：後
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
生態系統（英文版）

出版

美術論叢 典藏目錄 / 
專冊

展覽專輯

藝術絲路：
臺灣藝術家訪談錄

典藏目錄 2018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選粹
（英文版）

第 58屆威尼斯雙年展—
願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
鄭淑麗—3X3X6

于彭：行者‧天上‧人間2018台北雙年展：後
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
生態系統（中文版）



聲動：光與音的詩

池田亮司：RYOJI IKEDA

謝素梅：安棲 她的抽象

2018臺北美術獎

池田亮司：連續統

黨若洪個展：
老男・雜匯・小神仙

董陽孜：行墨



伏擊—倪灝個展

曠野的溫柔：黃華真個展

在放鬆的多數的陽光中：
李明學個展

冷鍊：侯怡亭個展

Kosmos：張碩尹

虛構體—日常仿作

自我、人與機械及其
殘餘：短論我們身處當
前世界與這三者緊密又
纏繞畛域中的位置

馴國：吳權倫



藝術典藏記憶

COLLECT & CONSERVE
本館典藏政策在於透過策展研究，計畫性地收藏臺灣現當代藝術作品，具體呈

現以臺灣美術史為縱軸，以當代議題為剖面之典藏脈絡，兼及部分國際特色收

藏，以 20世紀重要藝術家具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溯至 19世紀源流作品為輔，

迄今典藏總數已逾 5,000件代表作品。

典藏任務首重作品徵集、保存維護、藏品管理與研究推廣。今年度蒐購及捐贈

合計入藏 44件作品，包含水彩、油畫、綜合媒材、雕塑與攝影；典藏的數位

化兼顧保存過去、與時並進，以及利於未來推廣運用之積極性思維，透過錄像

作品數位化轉製、網頁圖檔優化、典藏系統擴充及資料數位化作業逐步推展；

典藏品與圖檔共計 439件之提借與運用，展現本館收藏成果的豐厚度與重要性；

透過每年定期檢視典藏品，以進行藏品的修復維護工作，加以視保存與展示之需

求，專案進行相應的藏品施作規劃，期能為社會大眾累積重要藝術資產與典藏歷

史記憶，使藝術文化深入民眾生活，達成藝術品為全民共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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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方針

本館典藏蒐購政策面向及收藏體系
（2017年修訂版）：

   臺灣現當代藝術史為脈絡的重要藝術家之作品，以藝術

家個人發展階段為導向。

   以本館籌劃之「台北雙年展」及國際合作∕策劃展為脈

絡具代表性之作品，透過展覽研究契機，以現當代議

題與創作類型為導向。

   以本館自行策劃之專題展、「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之

作品，透過展覽研究契機，以現當代議題與創作類型

為導向。

   以「臺北美術獎」或臺灣重要藝術獎項為長期觀察研究

脈絡之藝術家作品，以藝術家個人發展階段為導向。

   以本館申請展為長期觀察研究脈絡之藝術家作品，以藝

術家個人發展階段為導向。

楊茂林，封神演義 — 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 (局部 )，2006



為持續豐厚臺灣現當代藝術收藏、完整呈現藝術生態的多元面貌，本館

以現有典藏品為基礎，針對現當代議題與藝術家創作生涯為導向進行重要

作品之蒐購。透過「夏陽 : 觀 ‧遊 ‧趣」、「焊藝詩情—高燦興回顧展」等

展覽機緣，購藏了夏陽〈周處斬蛟圖〉、高燦興〈鹿〉等資深藝術家具代

表性之作品；以雙年展機制、本館自行策劃專題展展覽研究為契機，加

以本館長期關注具潛力藝術家於館外如畫廊或單位機構之展示，徵集了如

吳東龍〈符號 -113〉、彭弘智〈面對面〉、崔廣宇〈系統生活捷徑－表皮生

活圈：城市精神（台北）〉、陳萬仁〈深邃而璀璨的憂鬱〉、張嘉穎〈貓貓

谷的躲藏〉、王雅慧〈問影 #1〉等作品；「臺北美術獎」作為關注新生代創

作能量之關鍵媒介，蒐藏了歷屆得獎者如陳擎耀〈海灘上的 AK47少女〉

及賴九岑〈大白天在躲貓貓的小精靈〉之近程優秀作品；此外，得因於社

會大眾與民間單位對於藝術資產保存之熱忱與共同參與，使得石川欽一

郎珍稀函冊〈山紫水明帖〉等 6件、蕭如松〈信〉、鄧南光〈臺北郊外〉等

11件、顧福生〈何以奔逃〉等重要作品得以入藏。

今年度亦獲得夏陽再次捐贈可與蒐購作品相互呼應的〈周處斬蛟〉水墨畫

1件；曾入選府展第四回之蔡雪溪〈臺北孔子廟〉膠彩畫 1件；以及曾於

「MADE IN TAIWAN : 楊茂林回顧展」展出的楊茂林〈封神演義－摩訶婆

娑世界的夢幻島〉1件綜合媒材作品，合計共 3件捐贈作品。本年度總

計收藏44件作品，至108年12月底，本館累計收藏總件數已達5,080件。

石川欽一郎（1871 − 1945）

山紫水明帖（局部），1929

蔡雪溪（1884 −卒不詳）

臺北孔子廟，1941

鄧南光 (1907 − 1971)

台北郊外，1960s

蕭如松（1922 − 1992）

信，1973c入藏紀錄

年度入藏



顧福生 (1934 − 2017)

何以奔逃，1994

彭弘智（1969 −）

面對面，2001

高燦興 (1945 − 2017)

鹿，2002

陳擎耀 (1976 − )

後庭開花系列 — 源氏物語、忠臣藏
水戶黃門、桃太郎、遠山金四郎、

暴坊將軍，2004

崔廣宇（1974 −）

系統生活捷徑 — 表皮生活圈：城市精神
（台北），2005

夏陽 (1932 − )

周處斬蛟圖，2006

年度入藏



陳萬仁（1982 −）

深邃而璀璨的憂鬱，2017

張嘉穎 (1982 − )

貓貓谷的躲藏，2017

吳東龍 (1976 − )

符號 -118、符號 -119，2018

賴九岑 (1970 − )

大白天在躲貓貓的小精靈，2018

王雅慧 (1973 − )

問影 #2，2017

楊茂林（1953 −）

封神演義 — 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局部），
2006

年度入藏



呂鐵州膠彩畫〈後庭〉劣化狀況複雜，在修復處理前經過專業且細緻的材料檢

測分析，修復處理步驟包含溢塗補彩移除、顏料層錯位調整、舊背紙揭除、

顏料層裂縫矯正與縫補頂條、畫心小托等多重修復工序，均具相當之難度且繁

瑣費時，前後一共歷時 3年始完成修復

典藏修復

本館每年定期檢視典藏品，並針對狀況不佳藏品進行修復，以兼顧

保存、研究、展示之需求。今年度典藏修復情形如下：歷時三年甫

完成呂鐵州〈後庭〉膠彩作品的修復工作，將進一步進行屏風裝裱及

保存維護的施作規劃；陳幸婉〈天圓地方 AB021〉等綜合媒材類 5件

及〈MM002〉油畫類 1件作品完成進行清潔整理與展前加固作業；陳

界仁〈失聲圖 I〉、〈失聲圖 II〉、〈失聲圖 III〉重新輸出展示推廣版本；

每年兩度進行戶外石材、金屬類雕塑作品清潔，本年度針對楊英風

〈小鳳翔〉、朱銘〈太極〉、余燈銓〈時空的組合〉、謝棟樑〈瞻〉作品

保養維護；董陽孜〈九歌〉重新裝裱為卷軸形式，以利展示及保存；

夏陽〈周處斬蛟〉作品的緊急處理。另有盧雲生〈梨子棚〉、郭柏川 4

件、李仲生 15件等油畫作品持續修復當中。



藝術創造關係

RELATE & CORRELATE  
美術館的核心任務為藝術作品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與公共服務，而這些

核心任務則仰賴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通力合作與貢獻所長才得以完成。本館近年

來更積極運用公共關係、行銷推廣、資源整合、國際交流等方式建立與各界優

質溝通對話的橋樑，使本館在藝術推展上兼懷寬廣視野與踏實步履。

本館持續透過博物館館際間的合作來拓展美術館的互動網絡；更於展演期間主

動邀請不同領域貴賓與媒體朋友參與活動，深化美術館與國內外藝術圈之連

結；展演活動與藝術知識的建構過程中，處處可見藝術從業人員的足跡，諸如

前置規畫階段的專家學者諮詢，活動發展與呈現中和策展人、藝術家、文字工

作者、建築師、空間及平面設計師、攝影師、布展人員、志工之間的腦力激

盪與交流，透過藝術的實踐，美術館得以與各路好手締結深厚且綿密的夥伴關

係。本館始終秉持為藝術服務之精神，致力為社會大眾創造一個廣度與深度兼

備的藝術文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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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美術館與群眾溝通的能量，本館針對國際型展覽、議題跨域之展覽，規劃邀請不同領域之媒

體、貴賓參與活動，強化美術館與國際藝術圈、其他領域專業人士之鏈結。本館首度於「2018台北

雙年展」展覽期間與「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及「水墨現場」藝博會活動建立交流串連關係；本年度更

有來自 15國、31組∕次的國際貴賓團體來館參訪，對話的討論議題包含展覽合作、館際交流與台灣

現當代藝術推廣等不同主題；積極經營美術館官方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社群媒體平台，

將美術館受眾從實體參觀擴延到虛擬世界的互動關注；另外，展覽積極拓展不同屬性媒體曝光之機會，

藉此分眾觸及特定族群，如「池田亮司個展」於生活設計類、時尚類、科學類媒體之露出，加以跨域

凝聚公眾聲量吸引影音名人分享觀展經驗，成功帶動更廣泛的展覽關注與對話能量；此外，持續與企

業進行良性互動，將其資源挹注於本館藝術人才培育、展覽活動或推廣教育等層面，甚而開創企業與

美術館之新型態共創模式。

公共關係
國際交流



美術館幕後，隱於觀眾視線之下的日常，在展覽籌備與展示呈現、教育計劃

構思與活動實行、典藏保存與作品維護、研究踏查與知識累積、與社會建立

關係及提供服務這些美術館核心業務之間，充滿本館、學界、業界專業人員

與技術團隊奔走的身影。專家學者為本館藝術專業諮詢的重要對象，擔任包含

典藏作品審議、威尼斯雙年展提名、臺北美術獎評審等；展示呈現憑藉策展

人、藝術家、文字工作者、空間及平面設計師、攝影師、布展人員的通力合

作；藝術學習活動更與舞者、建築師、導演、插畫家等藝文工作者共同籌畫，

我們由衷感謝每一位在美術館研究與發展進程中給予養分的人，這些人與本館

齊心合力，共同為社會大眾創造優質且獨一無二的美術館經驗。

幕後協力

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布展現場



「她的抽象」策展人文貞姬於

展覽布展現場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狂中之靜」策展人Gridthiya Gaweewong與藝術家於展覽座談

『煙火：幻影．記憶．時間』現場



「2019臺北美術獎」評審團於決選展覽現場進行作品評審；本屆

首次引入國際觀察員的角色與評審團進行深度交流，照片左三

為新加坡美術館策展、節目暨出版部門主管 June Yap



1016位志工夥伴是美術館第一線服務所仰賴的關鍵角色。透過本館提供的培

訓課程及教育訓練，結合志工專長與個人興趣，教學相長的成果展現於數百場

的中英文導覽、親子導覽與手語導覽之中。另外，無論是教育活動的協助、

社區美育的推廣，抑或是展場秩序的維護，志工朋友們總是殷切地陪伴觀眾的

每一刻鐘，提供民眾更多親近藝術的機會，使各種美術館經驗成為可能。

展場前線



美術館的形象創造和滿足消費者的整體參訪經驗，每年均

規劃一至二款形象商品，多以本館典藏品出發衍生設計，

2018年重新開館後，亦兼及建築特色與環境之構想。

今年以品牌聯名與延伸館內商品系列方式策畫製作：其一

以典藏作品廖繼春畫作〈墾丁公園〉（1975）及〈港口〉（年

代未定）為發想推出四款創意襪；其二以本館建築形象發

想推出聯名瓷盤組。衍生商品透過品牌聯名達推廣之效，

並延伸美術館體驗，讓藝術語彙融入日常生活中。

創意加值



關於美術館



劉明興  代理
2011/8/1-
2011/9/4

翁誌聰  代理
2011/9/5-
2012/7/1

林曼麗
1996/11/8-
2000/7/31

黃光男
1986/9/7-
1995/2/26

首任館長代理館長

蘇瑞屏
1983/9/16-
1986/9/6

張振宇
1995/9/7-
1996/6/3

黃才郎
2000/9/15-
2007/3/25

黃海鳴
2012/7/2-
2015/1/31

謝小韞
2009/1/1-
2010/2/28

吳光庭
2010/9/15-
2011/7/31

現任館長

林平
2015/4/30-

蔡靜芬  代理
1995/2/27-
1995/9/6

黃才郎  代理
2000/8/1-
2000/9/14

陳文玲  代理
2010/3/1-
2010/9/14

蔣雨芳  代理
2015/2/1-
2015/4/29

劉寶貴  代理
1996/6/4-
1996/11/7

陳文玲  代理
2007/3/26-
2007/8/15

謝小韞  代理
2007/8/16-
2008/12/31

歷任館長



組織架構

近年來博物館組織架構面臨典範轉移、時代變遷與嶄新

願景等因素，有必要組織再造，以因應新的任務需求與

藝術發展。本館期許打破舊有人事框架，達到用人適才

適所，專才專用之最佳目標。經 2018年 11月通過組織

修編，調整為研究發展組、展覽規劃組、典藏管理組、

教育服務組、行銷推廣組、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和

政風室。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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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9.01

2019.02

《現代美術季刊》獲選為「107年度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政府出版
品評比」期刊類優良出版品（類組第 1）。

本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共作合作制定2019年館際串聯門票優惠票價。

「2018台北雙年展暨年度新展預告」| 漢聲廣播電台專訪館長 (01.08)。

本館地下樓「志工專屬用餐區」正
式啟用 (01.13)。

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與本館合
辦舉行「2018台北雙年展貴賓
之夜」 (01.18)。

《庇護所》及《致我們的時代與友人——李錫奇》獲選為「107年度臺
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政府出版品評比」專書類優良出版品（類組第 3
及第 6）。

年度紀事

2019 第 6屆 X-site徵件計畫「互依／互利／共生／關係／生態
（Interdependency）」評選結果從缺│新聞發佈 (01.02)



本館正式宣布「2020台北雙

年展」由國際知名策展人布魯

諾．拉圖（Bruno Latour）與

協同策展人馬汀・圭納德林

（Martin Guinard-Terrin）合作

策畫 (03.07)。

「2020台北雙年展」獲 Artnet News評為 2020年全球最令人期待的

20個雙年展 /三年展之一。

完成顧福生、蕭如松、石川欽一郎、夏陽作品入庫（此批為 2018
年 11月本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第 254次會議通過之蒐購作品）
（02.21）。

「藝術很有事」第 46集之 1 【#台北雙年展  對自然的各種
回應】| 公視採訪館長 (02.20播出 )。

2019.03

「移動製作」(2017)自主學習活

動，獲義大利A'Design Award的

Interior Space and Exhibition 

Design銀獎，以及2018 London 

International Creative Competition

（LICC,英國倫敦國際創意競賽）

裝置藝術類譽獎。

〈構築「美術館生態系」的進行式〉 | 非池中藝術網專訪館長

(02.14)。

第 11屆台北雙年展即將圓滿閉幕，館方正式公布第 12屆
策展人│新聞發佈 (03.08)



依據 108年 3月 18日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 115次會議決議，同意核准臺北

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之「新建典藏庫房」及「擴建案」涉及

國定圓山考古遺址環境敏感區域考古發掘計畫；108年 4月 11日進

場試掘；108年 11月 28日函送期末報告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有鑒於美國對於庫房建置及相關展示功能的成熟發展，同時考量未

來庫房業務推展的專業經驗交流，本館特於 2018年 11月安排時任

典藏管理組組長方美晶、研究發展組組長詹彩芸與教育服務組組長

熊思婷親至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布魯克林美術館、所羅門・古根

漢美術館等藝術機構進行參訪，除了參觀機構對外的展示空間，亦

深入典藏庫房與修復室等地，為未來設計規劃及推動擴大典藏品及

文獻資料的研究與教育功能提供參酌實例。

于彭：行者．天上．人間 (2019.03.30 - 2019.06.30)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九名 )

國家兩廳院發起的「館館好朋友」是針對親子族群

規劃的館際合作平台，串連臺北市立動物園、國

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紀州庵文學森林、國立歷史博物館

共 7家館舍，每月規劃「主題月」活動。本館接棒

8月主題月，推出兒童藝術教育中心「我畫你畫我

畫室」活動。

2019.04

「第 58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3x3x6」
藝術家鄭淑麗即將帶領臺灣團隊前進威尼斯！│新聞發佈 (03.22)



「聲動：光與音的詩」展出作

品〈走過霓虹燈管〉受到民眾

指出碎裂燈管恐形成汞汙染之

疑慮，短短數日引發社會大

眾與新聞媒體廣大關注。本

館秉持藝術專業精神，絕不

推諉對於公共安全的責任，

在面對媒體採訪時，皆詳實說明布展施作過程之防護措施，同時間

亦於本館官網與社群媒體向社會大眾清楚闡述諮詢專家之意見與展

畢後之燈管回收程序，以消除社會大眾因誤解而產生之擔憂，並強

化社會大眾對於本館專業之信賴 (04.07)。

本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第 256次會議通過鄧南光、陳擎耀之作

品蒐購（04.16）。

聲動：光與音的詩 (2019.04.13 - 2019.07.14)

伏擊—倪灝個展 (2019.04.27 - 2019.07.21)

冷鍊—侯怡亭個展 (2019.04.27 - 2019.07.21)

在放鬆的多數的陽光下—李明學個展 (2019.04.27 - 2019.07.21)

Kosmos—張碩尹個展 (2019.04.27 - 2019.07.21)

謝素梅：安棲 (2019.04.20 - 2019.07.21)



2019.05

2019.06

北美館 2019首波藝術家個展系列 
呈現另一種可能的視野│新聞發佈 (05.08)

激發對於空間構築的未來想像，
2019 X-site將以國際論壇、工作營型態登場│新聞發佈 (06.04)

「2019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

3X3X6」舉行國際記者會暨開

幕晚會，文化部次長、臺灣駐

義大利大使、臺灣駐西班牙辦

事處祕書，北市副市長與文化

局局長皆出席，並於當晚於摩

洛哥大運河飯店舉行貴賓之夜

(05.09)。

「518國際博物館日」推出特別活動「借我藝點時間」，邀請觀眾於展

場捕獲野生導覽員，以一杯茶或咖啡的時間，與導覽員交流意見或

想法，共同創造不一樣的美術館經驗。

中華郵政選用本館典藏〈南街殷

賑〉及〈吉他〉發行郵票，介紹

臺灣本土畫家之藝術成就。

「聲動」| 中央廣播電台採訪館長 (06.12)。

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3X3X6 (2019.05.11- 2019.11.24)



2019.07

第八號計畫——面對面 (2019.06.15 - 2019.10.27)

北美館「108 年申請展」評選結果揭曉│新聞發佈 (06.28)

藝想迴廊——24/7 (2019.6.15 - 2020.03.29)

協助 Viva TV「美好藝境」系列合作影片第二、三季，影片將介紹楊

三郎、李仲生、洪瑞麟、郭柏川、李奇茂、歐豪年等重要藝術家

館藏作品共計 14件；第二季於 7月公開播映。

她的抽象 (2019.07.20 - 2019.10.27)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十名 )

本館調整之聘任人員年度研究考核機制正式施行，以強化研究銜館

員具前瞻性之研究能力，以及深化研究助理工作職能之精煉嫻熟，

以達責任分層分工，與館務發展高度契合，以達永續恆常之發展與

運作（07.23）。

本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第 257次會議通過賴九岑、張嘉穎、陳

擎耀、吳東龍、高燦興之作品蒐購；並且通過夏陽、蔡雪溪之作品

捐贈（07.23）。

漫遊於藝術和日常生活之間，林明弘「24/7」將觀眾反轉為美
術館的演出者│新聞發佈 (06.14)



2019.08

老男．雜匯．小神仙—黨若洪個展 (2019.08.17 - 2019.11.03)

藝想迴廊「24/7」| 中央廣播電台採訪館長 (08.14)。

曠野的溫柔—黃華真個展 (2019.08.17 - 2019.11.03)

日常的虛構重建：虛與實的感知體系—
陳郁文個展 (2019.08.17 - 2019.11.03)

池田亮司個展 (2019.08.10 - 2019.11.17)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七名 )

自我、人與機械及其殘餘—張般源個展 (2019.08.17 - 2019.11.03)

馴國—吳權倫個展 (2019.08.17 - 2019.11.03)

Google街景拍攝團隊拍攝全館內部公共與展覽空間（含南進門廊

道、王大閎建築劇場）並計劃於其平台上線 (08.19-20)。

「臺北美術獎首獎——黨若洪個展」 | 中央廣播電台採訪館長

(08.21)。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 Ocula藝術之眼專訪館長 (08.29)。



2019.09

2019.10

本館「閉館整修」、「分階段開館」、「擴建案發布」| Bravo91.3

台北都會音樂台「博物館美學散步」專訪館長 (10.16)。

〈擺脫寄生黑盒子 空間新亮點〉| 中國時報採訪館長 (10.13)。

本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第 258次會議通過彭弘智、王雅慧、陳

萬仁、崔廣宇之作品蒐購；並且通過楊茂林之作品捐贈（10.2）。

本館赴美國洛杉磯洽談前輩藝術

家洪瑞麟 142件作品捐贈事宜，

同時進行作品清點檢閱與拍攝等

典藏相關作業 (10.21-26)。

〈入坑前的叮嚀〉，1948

「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 (10.11 - 13)

「池田亮司個展」| Bravo91.3台北都會音樂台「博物館美學

散步」採訪館長 (09.20)。

舉辦 FB與 IG「美粉甘溫趴：11萬粉感

謝」活動 (09.14起 )。

2020台北雙年展策展人宣布展覽主題「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新聞發佈 (09.17)

2019 X-site計畫：IN-site國際論壇暨微型展上檔，邀集跨領域／
國界／世代參與者共同拓展空間想像的邊界│新聞發佈 (10.25)



2019.11

「無牆台灣館」為本屆亮點，

今年以臺灣與瑞典並列為雙

國家主題館，由藝術節創辦

人暨首席策展人蘿絲李．戈柏

（RoseLee Goldberg）擔任策

展。其中余政達〈FAMEME〉

與黃博志〈四樓天堂〉之展演計畫由北美館策展人蕭淑文與活動團隊

協作策劃，本館以長年累積之跨國製作經驗擔任幕後推手，傾力支

持臺灣藝術家登上全球當代藝術重鎮、開啟跨國界∕文化之對話。

林平館長獲選為《Shopping Design》雜誌「Shopping Design Taiwan 

Best 100」，肯定本館在設計界乃至於其他領域之影響力 (11.06)。

「2018台北雙年展」榮獲 2019 La Vie「台灣創意力 100」—10大創

意展會獎項入選獎 (11.15)。

為慶祝臺北與西澳大利亞首府

伯斯市（City of Perth）雙城友

誼與文化交流 20周年的重要

里程，本館首度以雙邊策展人

交換計劃來進行文化研究與交

流。本館指派助理研究員簡正

怡前往駐地，返國後完成「小

說：雙城計畫」。展覽開幕典禮暨記者會，臺北市長柯文哲、澳洲

辦事處代表高戈銳（Mr. Gary Richard Cowan）、伯斯當代藝術中

心館長艾米．巴蕾特．蓮娜德（Amy Barrett-Lennard）均到場慶賀

(11.16)。

小說：雙城計畫 (2019.11.16 - 2020.03.01)

IN-Site: 2019 X-Site國際論壇 (11.09 - 10)

Performa・19雙年展——無牆台灣館 (2019.11.01 - 2019.11.24)



2019.12

「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議

(11.19)。

本案前期規劃期間，2018年 12月由館長林平帶領展覽規劃組組長

余思穎與助理研究員蕭淑文等同仁參訪荷蘭國家博物館、荷蘭梵谷

美術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海牙弗爾林登花園暨美術館、貝

耶勒基金會、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藝術廳之擴建新館，請

益館舍空間擴建之經驗，並與其研究員、策展人及建築師討論館舍

空間擴建之細節，同時拜會 Herzog and De Meuron建築工作室之

資深合伙人 Esther Zumsteg女士，洽談該工作室執行國際知名美術

館如英國倫敦泰德美術館與香港M+之擴建案經驗與範例；此外，

12月另由副館長蔣雨芳偕同展覽規劃組助理研究員陳苑禎前往上海

參訪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PSA)、龍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昊美

術館等，與其交流館務發展與館舍擴建之經驗，以作為本案的重要

參考實例。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狂中之靜 (2019.11.30 - 2020.03.15)

本館志工受邀參與「108年度第 23屆金鑽獎優良志工頒獎典禮」，本

次志工大隊成員同時榮膺團體（712中隊）與個人獎項之肯定。

美術館之友聯誼會贊助「誰來王宅午茶」系列影片拍攝計畫，獲文化

部「文馨獎」之「評審團特別獎」(11.19)。

第九號計畫——會動的藝術 (2019.11.23  - 2020.06.07)

〈美術館的生態視野——專訪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 

藝術家雜誌專訪館長。



今年館慶規劃以「尋找老照片

拍攝點」、「新舊交織的建築

風景放映」，以及夜間「管中

音樂盒——大提琴合奏音樂

會」，從白天到夜晚不間斷的

活動中與民同樂 (12.21)。

董陽孜：行墨 (2019.12.14 - 2020.03.08)

2019臺北美術獎 (2019.12.07 - 2020.02.16)

〈臺灣只有獨立策展人嗎？——機構策展人，一個長期被

忽略的系統〉| 今藝術專訪館長 (12.04)。

〈機構策展人培育的前景：北美館林平館長專訪〉| 現代美

術季刊專訪館長 (12.05)。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狂中之靜」特別規畫短片選輯，包含 25

部共 360分鐘之影片於本館視聽室放映，4日共計 963觀賞人次。

「2019臺北美術獎」，楊登棋以非常態的父子關係獲首獎│新聞
發佈 (12.06)

第 7屆 X-site計畫由何理互動設計以作品《膜》獲得首獎│新聞
發佈 (12.18)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攝影 陳擎耀 張飛戰岳飛泡泡滿天飛 -1 2000

攝影 陳擎耀 後庭開花系列 - 源氏物語、忠臣藏、水戶黃

門、桃太郎、遠山金四郎、暴坊將軍

2004

攝影 鄧南光 台北縣 1960s

攝影 鄧南光 台北郊外 1960s

攝影 鄧南光 台北郊外 1960s

攝影 鄧南光 台北 1961

攝影 鄧南光 台北 1960

攝影 鄧南光 台北 1960

攝影 鄧南光 台北 1960s

攝影 鄧南光 深坑 1962

攝影 鄧南光 台北 1960s

攝影 鄧南光 無題 50年代晚期至 60年代初期

攝影 鄧南光 無題 50年代晚期至 60年代初期

攝影 王雅慧 問影 #1 2017

攝影 王雅慧 問影 #2 2017

綜合媒材 王雅慧 縫隙 2002

綜合媒材 王雅慧 旅行者 2019

綜合媒材 彭弘智 面對面 2001

綜合媒材 陳萬仁 深邃而璀璨的憂鬱 2017

綜合媒材 崔廣宇 系統生活捷徑－表皮生活圈：城市精神（台北） 2005

油畫 顧福生 迷魅之園 1970

年度入藏



油畫 顧福生 何以奔逃 1994

油畫 顧福生 海濱 2011

油畫 夏陽 太子爺 1990

油畫 夏陽 周處斬蛟圖 2006

油畫 賴九岑 大白天在躲貓貓的小精靈 2018

油畫 賴九岑 這不是瑪格利特的天堂 2018

油畫 賴九岑 這不是瑪格利特的小玩意 2017

油畫 張嘉穎 貓貓谷的躲藏 2017

油畫 陳擎耀 海灘上的 AK47少女 2019

油畫 吳東龍 符號 -113 2018

油畫 吳東龍 符號 -118、符號 -119 2018

雕塑 高燦興 鹿 2002

雕塑 高燦興 生態變異 2010

水彩 蕭如松 信 1973c

水彩 石川欽一郎 北國的夏 1932

水彩 石川欽一郎 日本富士山 年代不詳

水彩 石川欽一郎 朝鮮內金剛長安寺 1940-1943c

水彩 石川欽一郎 江上 1925-1940

水彩 石川欽一郎 英國倫敦泰晤士河 1922

水彩 石川欽一郎 山紫水明帖 1929

水墨 夏陽 周處斬蛟 1965

水墨 蔡雪溪 臺北孔子廟 1941

綜合媒材 楊茂林 封神演義 -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 2006



國際交流

日期 參訪單位名稱

2019/01/16 瑞士 Hauser & Wirth 合夥人Marc Payot、亞洲區資深總監 Vanessa Guo 來訪。

2019/01/17 英國 Pilar Corrias 創辦人及亞洲區副執行長 Vera Yu 來訪。

2019/01/17 蘇格蘭國家畫廊發展部主任 Samantha Lagneau來訪。

2019/02/24 日本青森縣立美術館學藝員奥脇崇大來訪。

2019/02/24 Vargas 美術館策展人及 新加坡雙年展策展人 Patrick Flores來訪。

2019/02/24 日本「活用美術館典藏之探究型鑑賞教育開發計畫」調查團 (成員包含東京國立近代

美術館一條彰子、寺島洋子、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科調查官東良雅人及日

本體育大學奧村高明教授等 )來訪。

2019/03/03 中國上海龍美術館館長王薇等 30人來訪。

2019/03/03 德國奧地利林茨OK當代藝術中心館長Martin Sturm、林茨藝術與設計大學副校長

Frank Louis、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 Sophie Goltz來訪。

2019/04/19 瑞士阿爾高爾美術館（Aargauer Kunsthaus）館長Madeleine Schuppli參加「謝素梅：

安棲」展覽開幕活動。

2019/05/24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Patrick RUMLAR、副代表 Dita TABORSKÁ來訪。

2019/05/30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副代表邱俊育、主任林詩慧來訪。

2019/06/05 新加坡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部長 Grace Fu、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助理理事長劉

榮忠、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國際關係司長黃仁安、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黃偉

權、副代表邱俊育、主任林詩慧參訪。

2019/06/21 德法公共電視 ARTE製作人 Rasha Salti參訪。

2019/06/18 哈佛大學美術館教學學程負責人、典藏研究策展人 David Odo參訪。

2019/07/19 貝里斯駐華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 Diane C. Haylock、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參事 Carlos 

Vidal Pintos、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Patrick Rumlar參加本館「她的抽象」展覽開

幕活動。



日期 參訪單位名稱

2019/08/06 利物浦雙年展策展總監Manuela Moscoso參訪。

2019/08/08 波蘭臺北辦事處禮賓、公共及文化事務負責人陳玲雅來館，與美術館之友聯誼會進

行文化交流。

2019/08/14 澳洲國藝會北亞地區國際發展經理 Rosemary Hinde、澳洲在臺辦事處媒體暨文化經

理胡偉娟參訪。

2019/08/14 由台灣企業家夫人與企業界女菁英組成「環球英華會」參訪「她的抽象」展。

2019/08/15 Pro Helvetia 瑞士文化藝術基金會亞洲區負責人魯昱熙、亞洲區辦公室專員范君迪

參訪。

2019/08/16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新聞、禮賓、泰僑社群組長Sudasiree Phromchana參加「老男‧ 

雜匯 ‧ 小神仙—黨若洪個展」展覽開幕活動。

2019/09/03 休士頓美術館亞洲藝術策展人 Bradley M. Bailey參訪，策展人會見藝術家董陽孜、

王信。

2019/09/06 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總監暨共同創辦人 Magnus Renfrew、 Robin Peckham參訪。

2019/09/09 香港M+ 美術館副館長 John Wicks參訪。

2019/09/09 Van Cleef & Arpels 基金會舞蹈與文化活動經理暨策展人 Serge Laurent參訪。

2019/10/04 由台灣駐外及外國駐台大使夫人組成之國際性聯誼組織「臺北迎新會」參訪「她的抽

象」展。

2019/11/15 澳洲在台辦事處代表 Gary Cowan參訪。

2019/11/20 威尼斯國際大學董事會主席 Umberto Vattani、義大利羅馬 Sapienza大學教授

Stefano Pelaggi參訪。

2019/11/26 中國昊美術館館長尹在甲參訪。

2019/12/09 東京都美術館策展人稻庭彩和子 Sawako ININAWA、藝術家日比野克彥 Katsuhiko 

Hibino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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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205

女 401

觀眾調查

年齡 5
14以下

7
60-64

113
30-39

96
15-19

7
65以上

47
40-49

311
20-29

19
50-59



碩士或以上 141

大學 /專  405

高中 /職 56

國 (初 )中或以下 4

軍公教人員 28

學生 278

民間企業 208

無 39

其他 58

60,000以上 62

40,000 – 59,999 107  

23,100 – 23,999 117

23,099以下 76

無收入 188

不知道 /拒答 34  

教育程度 職業 收入



居住地區

北北基宜 171

桃竹苗 26

中彰投 17

雲嘉南 9

高屏 4

花東 1

其他 2



1次 251

2次  137

3次以上  211

1次 184

2次  117

3次以上  281

家人  97

朋友 313

團體 24

獨自前來  173

其他 4

參觀北美館次數 參觀博物館次數 同行者



交通方式

324
捷運

18
計程車 / Uber

76
機車

119
公車

5
其他

45
自行開車

23
走路

1
腳踏車



335117

3629254

17
訊息來源

256
北美館官方網站

文化快遞月刊、摺頁介紹

雜誌 /新聞報導

北美館電子報 

138
北美館 FACEBOOK

捷運站宣傳看板

語音導覽 APP

63
北美館 INSTAGRAM

親友介紹

電視 /廣播報導



對展覽有興趣 404

帶小孩參觀 40

參觀相關活動 56

路過附近、順道參觀 127

工作或課業需求 85

被建築物吸引 53

一定會再訪 321

會再訪 251

不一定 38

不會再訪 0

一定不會再訪 0

一定會推薦 157

會推薦 258

不一定 167

不會推薦 10

一定不會推薦 0

參觀原因 觀眾再訪意願分析 觀眾推薦意願分析



2019年辦理記者會 (含開幕暨記者會 )共計 20場次；發布各展覽活動

中文新聞稿 35篇、英文新聞稿 14篇。

紙本媒體 9

影音媒體 6

網路報導 13

自媒體 (網誌 ) 12

紙本媒體 45

影音媒體 9

網路報導 221

自媒體 (網誌 ) 22

紙本媒體 8

影音媒體 2

網路報導 16

自媒體 (網誌 ) 5

紙本媒體 3

網路報導 7

自媒體 (網誌 ) 9

紙本媒體 13

網路報導 33

自媒體 (網誌 ) 3

紙本媒體 10

影音媒體 12

網路報導 27

自媒體 (網誌 ) 13

于彭：行者．天上．人間

謝素梅：安棲

聲動：光與音的詩

第 58屆威尼斯雙年展
台灣館：鄭淑麗「3X3X6」

藝術家個展系列 I：張碩尹、
李明學、侯怡亭、倪灝

藝術家個展系列 II：黃華真、
吳權倫、陳郁文、張般源

新聞報導



紙本媒體 17

網路報導 50

自媒體 (網誌 ) 15

紙本媒體 4

影音媒體 3

網路報導 18

自媒體 (網誌 ) 3

紙本媒體 5

網路報導 9

自媒體 (網誌 ) 7

紙本媒體 3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33

自媒體 (網誌 ) 13

紙本媒體 11

影音媒體 11

網路報導 39

自媒體 (網誌 ) 15

紙本媒體 2

網路報導 29

自媒體 (網誌 ) 6

她的抽象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狂中之靜

池田亮司個展

小說：雙城計畫

老男・雜匯・小神仙—
黨若洪個展

董陽孜：行墨



紙本媒體 5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7

自媒體 (網誌 ) 6

紙本媒體 140

影音媒體 58

網路報導 559

自媒體 (網誌 ) 135

紙本媒體 3

網路報導 10

自媒體 (網誌 ) 3

網路報導 7

自媒體 (網誌 ) 1

紙本媒體 2

影音媒體 13

網路報導 40

自媒體 (網誌 ) 2

X-site相關資訊

其他展訊、講座、活動、
館慶等綜合報導新聞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面對面、會動的藝術

108年度北美館
相關報導總計

24/7 空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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