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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早春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對全世界經濟體系與公共衛生造成巨大危機，隨著世界各國

陸續進行邊境封鎖及旅運管制，也為藝術與文化領域帶來嚴峻考驗。全體北美館同仁在並肩

抗疫的同時，持續穩定推動各項館務發展計畫，全民期待的「北美館擴建案」與「新建典藏

庫房」的推進腳步更未曾停歇。在過去一年裡，本館視國際疫情情勢與國內防疫政策重新規

劃展演檔期與調整活動內容，在全球藝術生態遭受強力衝擊的時刻，我們則逆勢在典藏、展

覽、研究、教育與行銷推廣等各個博物館功能面向皆有豐沛的收穫。

本館藉由籌辦大型國內藝術展覽與國際展覽，兼顧在地藝術發展研究與國際當代藝術潮流之

引介。本年度推出「2020台北雙年展」為分歧的生態問題導入政治協商以創造外交新碰撞的

情境；「歐文．沃姆個展」、「布列松在中國」、「內在移民」等展覽深具國際交流意義；前輩

藝術家「江賢二：回顧展」、六〇年代前衛文藝指標性人物「未完成，黃華成」回顧展持續豐

富臺灣藝術史；典藏實驗展「秘密南方」、臨場性展演「藍天之下」、「2020臺北美術獎」、「2015

臺北美術獎首獎個展」持續拓展藝術不同象限的可能，豐富精采的展覽更於疫情期間創下亮

眼的到館觀展人次。為打破疫情立下的距離限制，本館首度嘗試台北雙年展與典藏實驗展的

線上展廳，台北雙年展研討會亦提供網路雙語直播服務，為國際藝術同好以及無法親臨到館

的觀眾打造線上參與體驗平台，更為本館拓寬了國內外受眾的服務觸角。

藝術學習方面，本館策畫各項分齡分眾的公眾活動，包含展覽漫遊、演講座談、工作坊、

樂齡行藝、育藝深遠及各式節慶活動，吸引觀眾共享多元的藝術資源。此外，兒藝中心規劃

「時間在哪裡」、「牠它星球」兩檔給兒童的展示，王大閎建築劇場與藝術家葉名樺合作演出

「牆後的院宅」，藝想迴廊年度計畫〈接近〉為藝術家賴志盛針對空間特性的限地製作。本館

館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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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透過各種形態的學習活動，搭起藝術文化友善平權的橋樑，引領參與者主動親近藝術，期

能激發觀眾無限的創意潛能。

除上述活動規劃，典藏的徵集與運用亦為本館核心任務之一，本年度於捐贈作品部分尤有

突破性佳績，前輩畫家洪瑞麟長子洪鈞雄自美國跨海捐贈「礦工畫家」洪瑞麟 150件珍貴素

描、水彩、油畫類作品，與臺灣大眾分享這份珍貴的勞動寫實美學遺產。此外，也特別感

謝過去一年來與本館密切交流的藝術家、合作夥伴與補贊助單位，這些支持是本館不斷朝

前邁進的最佳助力。

疫情未歇，本館更將以兢兢業業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每一項任務與挑戰，我們透過書寫過去

歷史的同時，創造當下並展望未來。在這全球震盪不安的紛擾之中，邀請社會大眾與我們

攜手並進，讓藝術陪伴彼此生活的每一刻，共創下一個美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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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再想像

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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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需要一座臺灣美術史的常設展館
本館擁有豐富且珍貴的臺灣近現代藏品及文獻，典藏日治時期臺展與府展

作品居國內美術館之冠，將致力於臺灣多元藝術史常設展示與研究，並推

動藝術與文化資產教育。

   臺北北緣需要一座藝術公園
基地位於中山北路原花博園區內，北美館之擴建將採用覆土式建築，保留

公園綠地，營造「樹林美術館」，藝術與自然共生場域，創造兼具藝術功

能、公共論壇與市民休憩之文化綠園。

本計畫預計於本館以南之花博公園美術園區，擴建地上一層、地下二層之新

館，與本館及新建典藏庫房共同形成臺北藝術園區。新館整體規劃朝向自然

綠地與地景建築融合之目標，故而地面層將為城市保留公園綠地，建築本體主

要位於地下層，以提供民眾有更多元的參觀體驗和休憩選擇。

北美館肩負推動臺灣現當代藝術的保存、研究、發展與普及之使命，因應全

球藝術潮流的發展演變，與提升既有首都美術館之功能，美術館擴建成為藝術

圈殷切盼望近 20年之共同期待。

面對北美館成立 37年後的展覽、典藏、教育及觀眾服務等空間不足之困境，

例如缺乏臺灣經典藝術常設展空間、適合當代新類型藝術之需求的展演映空

間等，本計畫希冀重建與梳理臺灣藝術史，為臺灣藝術發展奠定扎實與健全基

礎，並使藝術迎向未來和常民學習體驗。

計畫定位：
   臺灣需要一個當代藝術展演平台與世界接軌
新館將朝向扮演當代藝術、新媒體或科技藝術、現場藝術等新類型跨域或

混種藝術創生展演、研究、推廣教育的平臺角色。新館對於藝術創新與具

未來性的藝術教育將是重要的孕育和推廣基地。

美術館再想像

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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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再想像

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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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成立於 1983年，逾 37年的典藏庫房空間規模與設備已不敷當前綜合

保存、維護、研究與可見式庫房展示等多元化的專業新需求，另隨著作品

保存觀念日益發展，本館庫房亦須與時俱進，接軌國際標準。典藏庫房新建

隱入地下，以北美館停車場為基地，採取地面開放空間最大化、建築量體最

小化之作法，貼近美術館典藏的機能需求。地下結構除了具有天然減震與節

能的優點，也與本館既有庫房位於同一層高度，有益於安全管制與運送動線

單純化，大為降低典藏作業過程中的相關風險。

身負保護典藏品並延長作品壽命的庫房，防災是首要要務。本案防洪標準以

200年洪水位為考量，比照捷運防洪標準；且所有開口另皆設有防洪門，以

防止地面水漫流，同時也規劃良好之地面洩水坡度，有助於快速向外側排除

地表逕流。另一方面，原先本館入口廣場與停車場之間存有近 4公尺的高低

落差，在此次規劃中將減少至 1.15公尺，同時整合地面人行動線，延伸北

美館入口廣場東側的空間，設置公共走廊，為下一階段的臺北藝術園區案預

留整合與延伸的可能，提供民眾更為順暢與便利的參觀動線。

北美館的收藏涵蓋日治時期以來臺灣美術史上重要作品、國內外具代表性藝

術家的經典創作，以及透過各種專題展覽具當代議題向度的蒐藏等。其豐富

藝術資產將藉由「可見式庫房」的規劃，讓事前預約的研究者在參訪過程中

看到藝術物件如何被保存，以及典藏之幕後作業，強化當代文化資產保存的

社會教育。而逐漸成形的臺北藝術園區，對於城市和參訪民眾，也將更具

開放性與可近用性等公共性的關懷體現。本案以臺北市政府所編列之 10億

7,357萬元新臺幣的經費新建，預計於 2024年啟用。

美術館再想像

典藏庫房新建暨南進門改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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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展覽．參與 
本館強調兼顧臺灣與全球特色的雙年展、館方自行策畫或邀請客座策展人合作

之國內外專題策劃展、巡迴交流展，以及育成的提案計畫與競賽獎項，掌握全

球視野，鏈結區域脈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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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 2020年疫情的衝擊，北美館逆勢吸引更多觀眾造訪，於 6月份創下 10年

來同期最高來館人次的紀錄。多檔展覽拓展藝術不同象限的可能，「2020台北

雙年展」考量現今的我們因生態問題而嚴重對立與分歧，導入政治協商以創造

外交新碰撞的情境；前輩藝術家江賢二個展梳理其自 1960年代中期至今長達 55

年的藝術創作歷程、台灣六〇年代前衛文藝指標性人物黃華成的回顧展，持續

豐富臺灣藝術歷史；奧地利藝術家歐文．沃姆極具幽默感及表演性的「一分鐘

雕塑」、布列松的中國相關作品首度研究與專題展出、可可利亞個展聚焦人們由

外而內尋求安身的轉向，展現本館與國際藝壇的開放與交流；「秘密南方」探索

本館典藏的未知潛力；「藍天之下」以人、環境、生態、疾病為命題，描繪我

們所處世界的現實情境；「2020臺北美術獎」與「2015臺北美術獎」得主王湘靈

個展呈現，充分展現本館飽滿的現當代藝術能量。



2020台北雙年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2020.11.21 −2021.3.14

伊山．貝哈達，〈預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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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賢二：回顧展
2020.03.28 −2020.06.28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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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台北：歐文．沃姆個展 
2020.04.02 −2020.07.05

〈電視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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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現代詩展」裝置作品重現

未完成，黃華成
2020.05.09 −20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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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在中國：1948 -1949 / 1958
020.06.20 −2020.11.01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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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
2020.07.04 − 2020.10.18

左：弗拉基米爾・可可利亞，〈樹梢〉，2020

右：弗拉基米爾・可可利亞，〈行走的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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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南方：
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7.04 −2020.10.18

區秀詒，〈克里斯計畫番外篇：北辰南星黑蝙蝠〉（局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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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之下：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2020.08.01 −2020.10.18

Baboo，〈新！王冠度假村〉（局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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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臺北美術獎
2020.12.12 −2021.02.28

首獎：張碩尹，〈檳榔屋、山蘇床與蝸牛陷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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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臺北美術獎首獎個展

快要降落的時候−王湘靈個展
2020.03.07 −2020.05.31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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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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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葉名樺藉由「牆後的院宅」

引領參與者從戶外觀賞、劇場觀看、身歷其境等三個不同層次的演出與觀看來共

同回應空間之建築特性；藝想迴廊打造以觀眾為主體的互動交流與休憩空間，今年

由藝術家賴志盛以「接近光與風一些」的概念介入空間，鬆動身體與藝想迴廊的既

有關係；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的第十、十一號計畫邀請觀眾接觸不同的藝術表現，

感知自己的生活，也產生對環境的覺察意識與行動。本館推出一系列公眾活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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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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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館以「王大閎建築劇場」的型態

啟動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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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放進「建築」與「劇場」

兩個元素，可以解讀為「建築（本身作為一種

上演生活的）劇場」，也可以將「建築」當作動

詞，解讀成「建築（一個）劇場」。此處的「劇

場」有別於一般有舞台、座位、演員、觀眾等

對劇場實體空間的認識，概念上更接近於去建

構一個不同於現實世界的空間，讓觀眾走進去

親身經歷，並建構其獨特的觀賞經驗。

王大閎建築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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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建築能以具體的形式表達抽象的情感，舞

蹈和劇場則以身體的表現試圖將具體事物抽象

化。「牆後的院宅」引用建築師王大閎生命中片

段經歷進行轉化，表演者攀登於高牆之上、遊

走在院落之中、生活於當下時空，以階段性的

演出配合空間的維度，參與者透過戶外觀賞、

劇場觀看、身歷其境等三階段，不同層次的演

出與觀看來共同回應空間之建築特性。

藝術家葉名樺以舞蹈、戲曲、行為與影像搬

演、虛構、回溯建築師王大閎的建築生涯、

自宅與他的日常，於王大閎建築劇場進行的三

階段演出「牆後的院宅——之上」、「牆後的院

宅——遊院」與「牆後的院宅——過日子」。演

出以各異的規模與劇場形式回應空間與敘事，

創造出不同的觀演經驗，而現場表演亦轉化成

影像於王大閎建築劇場限時播放。

王大閎建築劇場

牆後的院宅

牆後的院宅——之上

高牆上將出現一幅影像，關於牆內的世界，是個男人的家，中西混合的。眾所皆知的可能是王大閎先

生的故事、國父紀念館的形體或是登月紀念碑的夢想。王大閎先生在英國劍橋求學時，當時人們曾經

不羈的攀登牆上，以冒險、反抗的姿態面對體制與日常。演出者葉名樺與陳武康將變化敘事中的位置

與樣態，從建築之上與王大閎先生跨時間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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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後的院宅——遊院

王大閎自宅將成為舞台，台上台下都將搬演上場，在虛構與現實間模糊邊界。觀者在院宅之外

遊，演出者在建築內流動。舞蹈家葉名樺與戲曲名伶黃宇琳以傳統戲曲混攪著時空與回憶，以肢

體與聲響重組脈絡，翻轉王大閎自宅中「家」與「院」的想像與詮釋。

牆後的院宅——過日子

一同生活在院宅中，演出者與觀眾唯有面對。此

演出最終階段，觀眾將和舞蹈家陳武康、葉名

樺與戲曲名伶黃宇琳在親密的劇場經驗中創造屬

於自宅的生活片段。在這裡不只是觀看，而是成

為，在這曾經的家中，一起草稿日常的樣態，創

造共同生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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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參與 (Audience engagement)為本館營運企劃相當重視的議

題。2018年將原位於二樓 209展覽室的「藝想空間」調整至三樓

迴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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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迴廊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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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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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想迴廊

接近−賴志盛
2020.06.25−2021.06.06

本年度最新計畫〈接近〉由賴志盛針對空間特性限地製作，從藝想迴廊往下眺望，

大廳像一個池子，池裡透著光與風，池子的邊緣即是迴廊的女兒牆。藝術家提出

「接近光與風一些」的概念，設計了高低不一的平台，繞過柱子、越過橫樑，沿著

樑柱延伸，圍繞整個迴廊，最後探進北美館大廳的「池子」，一個原只能觀看、無

法前往的地方。賴志盛為觀眾創造一個踮腳或跨越的動作，在特殊的位置上觀看

與觸摸，進而對這原本的空間產生新感受，這個空間是北美館的實體，是虛空的

大廳，也是光與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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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X-site

《膜》：多重真實
2020.06.13 −2020.08.09

X-site計畫是以本館戶外廣場為基地，從空間構

築、當代藝術、參與者、環境研究等多元視角，

探討臨時空間裝置形塑廣場公共性精神之整合性

實驗計畫。自 2014年開辦，每年以不同議題對外

公開徵選空間提案，吸引無數新銳建築師與藝術

創作者參與，被視為臺灣當代空間型態的跨域實

驗平台。

「何理互動設計」以作品〈膜〉獲得 2020年首獎。

〈膜〉以偏光片（polarizer）的特殊光學效果創造

層次多重疊加的空間，觀者於移動間產生觀看錯

覺，迷走於邊界曖昧、真實與幻境交疊的超感體

驗，如此不斷改變對於空間的認知與詮釋，回應

本屆徵件命題−「多重真實」（X-Reality）：探索

真實的過程需要持續的交互參照。

何理互動設計，〈膜〉，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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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十號計畫——時間在哪裡
2020.07.04 −2020.11.15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看不見」的事物，它們存在，卻不一定被覺察。像是風、像

是聲音，以及時間。這項藝術教育計畫將和觀眾一起透過作品參與，認識藝術

家對「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並藉由創作、閱讀、書寫等方式，開啟自己對時間

的探索。本計畫展出王仲堃、王雅慧、李錫奇、李佳穎、林冠名、郭奕臣、

陳其寬、劉瀚之、謝德慶等九位藝術家作品，連結現場「時間的自由研究」兒童

作品、藝術家工作坊、繪本閱讀、創作型導覽等活動，邀請觀眾接觸不同的藝

術表現，以新鮮的眼光審視、感知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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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十一號衛星——牠它星球
2020.12.12 −2021.04.11

延伸「2020台北雙年展」對環境議題的探討，兒藝中心打造充滿探索精神的衛

星展「牠它星球」；觀眾作為地球上的消耗者、也作為環境保護的實踐者，在

日常生活中被賦予改變的可能。本展邀請數位當代藝術家創作，經由對物種的

再發現，以自然生態、動物科學知識基礎為經，以感官學習經驗為緯，發展

出包含觀察、遊戲、體驗、創作的互動作品。觀眾將透過藝術家之眼，感知

到形塑自然環境最重要且沈默的生命形式，藉此挪移以人為中心的慣常視角，

產生對環境的覺察意識與行動、進而展開互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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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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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推廣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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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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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漫遊 3場 135人

工作坊 181場 13,330人

演講 / 座談 8場 820人

展覽漫遊：布列松在中國 1948-1949/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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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場次為攝影家沈昭良從其自身閱歷豐富的新聞攝

影工作、藝術創作以及策展等不同維度與面相出發，廣泛就政治、歷史與美

學意義，對於攝影、布列松以及布列松在中國展等進行個人的回應，並提出

這些角度相對於華人∕台灣社會、攝影潮流、藝術實踐與創作實務等面向的

觀察與看法。

公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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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計畫

2場

232人

161人

青少年
學習∕建構

13場聽障導覽

7場樂齡行藝

67場 6,7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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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配合本館「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

戰視角及全球南方」、「台北雙年展」等展覽，透過展覽中當代藝術作品的呈現

及活潑互動式導覽，帶領學童進一步了解最新藝術潮流，並與台灣的當代藝術

界對話互動，培養嶄新的美感經驗。

27,4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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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事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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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當代台北在地的文化色

彩，以行動博物館方式，分享典藏作品賞析、並與社區互動，帶領

在地居民發現作品與日常生活藝術連結。

此展示以臺北市立美術館 36年來所典藏大同區相關藝術家及其作品，

來編織「共同記憶」的文化視野；以倪蔣懷〈台北李春生紀念館〉為

首，邀請在地居民透過認識藝術家筆下的大稻埕、雙連天主教堂、

台北橋、台北孔廟等該區特色。北美館與大同區區公所、臺灣新文

化運動紀念館合作，邀請 60位在地居民一同參與創作，欣賞大同區

相關典藏作品，挖掘長者們的在地生活記憶，像

是經過幾次變身的台北橋、巷內的好滋味、

孔廟、大橋戲院、粿仔街、以及大稻埕

煙火的共同回憶等，都是樂齡長

者們的創作題材。 491人14場

社區啟動

街事美術館
2020.09.13 − 2020.11.15
地點：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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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交流

研究工作是美術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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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台北雙年展開展，展覽策展人規劃「外

交新碰撞」國際論壇，廣邀國內外思想家共同應對這個日益緊迫的情勢，深入思

考生活在土地上的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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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為屬於全民的藝術文化智識資產奮力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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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台北雙年展論壇是為共同應對一個日益緊迫的情勢：生活在土地上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此，

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此已再無共識。川普曾說：「我們和你們不在同一個地球上。」當交戰各方都當

別人是外星人，完全屬於別的星球，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的意義是什麼呢？問題看起來似乎不再

是大家對同一個行星有何不同願景，而是好幾個互相衝突的行星，各自具有怎樣的成分與形狀。

多元主義如今有了更明確的本體論面貌，彷彿我們確實生活在不同土地上，並且互相交戰。如果

你我不住在「同一個行星」，關鍵便在於探索一些讓我們免於徹底毀滅的替代方案，又不致屈從某

個最高權威。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外交新碰撞」。

本活動共計四場次，由策展人馬汀．圭納與公眾計畫策展人林怡華主持，講者包括策展人布魯

諾．拉圖、學者許煜、吳瑪悧、黃建宏、張君玫、彭保羅，以及十位參展藝術家與獨立策展

人。為突破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旅遊限制，本論壇特別規劃國際視訊連線以供學者進行交流與觀

眾問答，同時提供網路雙語直播服務以饗大眾。

國際論壇

外交新碰撞：2020台北雙年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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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台北雙年展論壇：
 引言、專題演講 | 布魯諾．拉圖

・ 2020台北雙年展論壇：
 圓桌論壇 | 吳瑪悧、黃建宏、張君玫、彭保羅

・ 2020台北雙年展論壇：
 外交新碰撞 | 許煜

・ 2020台北雙年展論壇：
  對談1：張永達、蘇郁心 | 對談2：秦政德、李佳泓、
林傳凱、陳怡君 | 對談 3：莫奴、史帝芬．維列−
波特羅、歐利

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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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計畫，北美館於 8、9

月陸續邀請四位國外館所館長分享其參與新建或擴建經驗：第一場由

現任東京都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藝術

總監長谷川祐子（Yuko Hasegawa）以「如何親近藝術？美術館的民主

化實踐：整建、擴建、新建」為題，從館舍擴建經驗與館舍營運、

公共服務關係進行分享；第二場講座邀請現任「法國國立博物館聯盟

−大皇宮」主席克里斯・德肯（Chris Dercon），從巴黎大皇宮美術館、

倫敦泰德美術館等經驗分享，並針對疫情當前美術館所遭遇的困境，

分析未來美術館規劃應考量的趨勢與面向；第三場由日本大阪國立國

際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Art, Osaka）館長山梨俊夫（Toshio 

Yamanashi）分享其經營的美術館建築空間環境、目前日本美術館舍

間的合作樣貌，以及美術館的營運挑戰；第四場邀請奧地利格拉茲美

術館（Kunsthaus Graz）館長芭芭拉・史坦納（Babara Steiner）以其

現在與過去任職的美術館，分享館舍建築空間環境、藝術合作計畫與

當代藝文機構的角色，討論未來美術館的營運課題。

擴建講座

地平線之外：美術館擴建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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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親近藝術？美術館的民主化實踐：整建、
擴建、新建 | 長谷川祐子

・日本美術館的現況與未來 | 山梨俊夫

・美術館再造−永遠的課題 | 克里斯・德肯

・ 藝術萬靈丹−藝術機構如何回應當代的需求和
期待？ | 芭芭拉・史坦納

擴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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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現代美術 /
學報 /年報

現代美術第 196期

現代美術學報第 39期

現代美術第 197期 現代美術第 198期

2019 年報（中 /英文版）

現代美術第 199期

現代美術學報第 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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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黃華成

出版

典藏目錄

展覽專輯

江賢二：回顧展 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一分鐘台北：歐文．沃姆

典藏目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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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
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快要降落的時候——
王湘靈

藍天之下（中 /英文版） 小說：雙城計畫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私選集：狂中之靜

接近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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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文獻中心

本館圖書室於 110年 1月 23日正式轉型為「圖書文獻中心」，

整合圖書室與文獻中心兩端的知識與研究資源，包含圖書室

藏書（共計 39,572本中外文藝術圖書、14,854冊中外文期刊、

2,515件影音資料）與文獻中心的館史數位化檔案及資料庫，

以擴大藝術知識規模與研究視野。本館更於圖書室原有空間

中，劃定數位檔案查詢與實體文獻檔案展示的區域，以提高

圖書文獻中心的可親性與使用率。

本館於 109年優化中心的硬體設施，重新調整空間照明，特

別強調門廊的設計規劃，增加可視度，並開發文獻檔案的微

型展示空間。首檔實體展示於 110年 1月 23日推出，聚焦

自 1984年具指標性的競賽展「新展望」，其為本館展覽當代

脈絡的開拓，以及展現走向國際雙年展的蛻變軌跡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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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保存

「典藏」是美術館的核心精神與表徵，面對藝術創作類型的日新月異，及作品

保存維護觀念的不斷更新，本館持續研究並深化典藏脈絡和價值，計畫性地徵

集蒐購現當代重要藝術作品，紮實地為全民的美術館奠定厚實的發展能量。至

2020年 12月底，本館累計收藏總數已達 5,300件，具體展現多元又殊異的藝術

向度及其時代精神。

美術館典藏重要任務除了作品徵集之外，亦涵蓋藝術品保存維護、藏品管理及

其研究推廣。今年度蒐購及捐贈合計入藏 220件作品，包含水彩、油畫、綜

合媒材、雕塑與素描；典藏品合計 104件之提借展出與圖檔共計 376件之應用

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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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藏品的修復維護工作，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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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月 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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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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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內外重要藝術獎項或展歷為長期觀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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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普，〈咫尺天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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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蒐購，一方面以藝術家創作生涯為導向，徵購已典藏藝術家之

後期優秀作品，油畫類包含楊世芝〈壓擠在整體與部分之間〉、薛保瑕〈游

移之光〉、林鴻文〈研立〉、〈玄化〉、黃宏德〈栱〉、莊普〈曜〉、曲德義

〈黑白與色 III〉以及郭娟秋〈藍冬〉、黨若洪〈空中降下無情劍〉、〈雙開〉

等，以及綜合媒材類莊普〈幻覺的宇宙〉、彭弘智〈單眼球〉、王雅慧〈林

中路〉等作品，另亦留意補充尚未收藏之中生代藝術家如顏頂生〈我想種

一棵樹〉、〈將軍溪畔〉、〈二朵雲〉、〈滴子〉之油畫創作；另一方面，則以

申請展、臺北美術獎得獎者為觀察脈絡，收藏黃華真〈芥菜種〉等 3件、

謝牧岐〈躺下來的自畫像〉、劉致宏〈短篇小說〉、蕭筑方〈不不要過來〉

等 3件油畫，以及張碩尹〈被錢活活吞噬〉等 5件素描作品，並及林明弘

〈台北市立美術館 08.09.2000-07.01.2001〉、吳權倫〈編隊 形變 犬變〉、李

明學〈溢出的記憶〉、陳郁文〈天際棲息〉等 2件、饒加恩〈紋徽〉、林其

蔚〈唸珠〉、賴志盛〈邊境〉等綜媒類作品，合計本年度共蒐購38件作品。

本年度捐贈作品部分尤有突破性佳績，包含前輩畫家洪瑞麟長子洪鈞雄

特別自美國跨海捐贈洪瑞麟遺留、經館內研究人員特地赴美挑選出之 150

件珍貴素描、水彩、油畫類作品，倪再沁家屬捐贈之 22件水墨、油畫、

雕塑作品，韓國資深藝術家張相宜捐贈之大型水墨創作〈風與靈魂〉、前

館長張振宇先生捐贈陳德旺〈自畫像〉等 2件油畫、吳超然教授捐贈日籍

畫家三宅克己〈蒂沃利風景〉水彩、藏家捐贈王萬春〈讀〉、〈凭〉等 4件

作品，以及蒐購作品藝術家薛保瑕、莊普另行捐贈之〈異域〉、〈咫尺天

涯〉等作，合計共獲捐贈 182件作品。至 2020年 12月底，本館累計收

藏總件數已達 5,300件。

入藏紀錄

年度入藏

洪瑞麟，〈日本畫室〉，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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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1955 − 2015）

從圓山到 101，1992-2008
曲德義 （1952 −）

黑白與色 III，1984

陳德旺（1910 − 1984）

自畫像，1970c

洪瑞麟（1912 − 1996）

機械保修房一景，1950

顏頂生（1960 −）

將軍溪畔，1993

年度入藏

三宅克己（1874 − 1954）

蒂沃利風景，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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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德（1956 −）

栱 (柱上承棟的方木 )，2000

林明弘（1964 −）

台北市立美術館 08.09.2000− 07.01.2001，2000

張相宜 (1940 −）

風與靈魂，1995

楊世芝 (1949 −）

壓擠在整體與部分之間，1998

彭弘智（1969 −）

單眼球，1999-2015

郭娟秋（1958 −）

藍冬，1994

年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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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保瑕（1956 −）

異域，2004

王萬春（1956 −）

凭，2005

黃華真（1986 −）

芥菜種，2012

劉致宏（1985 −）

短篇小說，2010- 2014

饒加恩（1976 −）

紋徽，2012-2014

賴志盛（1971 −）

邊境，2013

年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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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慧（1973 −）

林中路，2016

陳郁文（1991 −）

天際棲息，2016

黨若洪（1975 −）

雙開，2018

張碩尹（1982 −）

雅克．迪．沃康松的消化鴨 1739，2017

林其蔚（1971 −）

唸珠，2018

吳權倫（1985 −）

編隊  形變  犬變，2018- 2019

年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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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學（1978 −）

溢出的記憶，2019

蕭筑方（1980 −）

不不要過來，2019

莊普（1947 −）

幻覺的宇宙，2019

謝牧岐（1981 −）

躺下來的自畫像，2019

林鴻文（1961 −）

玄化，2019

年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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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藝術文化深入民眾生活，達成藝術品為全民共享之目的，本館在累積重要

藝術資產的同時，亦著重藏品之推廣運用。本年度除館內 5檔展覽借展共 51

件藏品，館外共計出借 8單位、53件作品。其中國際借件有聖地亞哥攝影博

物館（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s）洽借郎靜山作品 11件，參與 "Out of 

the Shadows: Contemporary Chinese Photography" 展覽；館外出借件數最

多為國立臺灣美術館「經典再現─臺府展現存作品特展」，展出本館典藏之陳

澄波、郭雪湖、林玉山、陳進等 20件作品；其餘借展單位包含臺北教育大

學北師美術館、國父紀念館、台東美術館、李梅樹文教基金會等。此外，於

數位作品圖像方面，亦出借 178件予館內、198件予館外單位應用，足見本館

無論在前輩藝術家與現當代藝術創作方面之收藏與推展均有不錯的成果。

借展作品

郎靜山，〈仙山樓閣〉，1955

50



修復師進行盧雲生絹本重彩作品〈梨子棚 〉(1934)顏料加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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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與修復，

以兼顧保存、研究、展示之需求。今年度典藏修復情形如下：膠彩

絹本作品盧雲生〈梨子棚〉完成修復框裱、呂鐵州〈後庭〉完成日式

屏風裝裱。油畫作品李仲生、郭柏川〈自畫像〉、〈郭夫人〉等 19件

油畫作品修復黴害、龜裂、空鼓、剝落、掉色、畫布變形塌陷等

劣化情形，進行相關科學檢測分析研究；呂基正〈山間望洋〉、〈南

山〉油畫畫布重整，顏料重新進行固著；張嘉穎〈貓貓谷的躲藏〉畫

布鬆弛皺曲處理。書畫作品進行兩幅巨幅作品董陽孜〈九歌〉、張相

宜〈風與靈魂〉重新裝裱以及石原紫山〈達魯拉克的難民〉加固、全

色程序以及相關新進入藏作品如：李明學〈溢出的記憶〉、林其蔚〈唸

珠〉文物保存維護措施製作。

針對館藏時基媒體類作品保存專業需求，進行該類藏品保存維護調查

評估計畫及數位庫房前導規劃計畫：兩案針對館內時基媒體藝術類型

藏品進行保存現狀分析，並依據本館藏品屬性需求設計藝術家問卷、

訪談手冊、入藏檔案規範清單、入藏狀況檢視、藏品身分識別、展

示狀況紀錄等中英文對照紀錄表格；分析並提出建置數位庫房之規劃

方案與建議，建立示範工作站，數位作品箱製作流程確立、作品數

位指紋、作品身分有效驗證與時機媒體數位庫房所需的軟硬體系統

與工作流程。

51



行銷．關係

美術館的核心任務為典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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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本館首度嘗試台北雙年展與典藏實驗展的線上展廳，提供國際藝術

同好與無法親臨到館觀眾的觀展體驗；本館亦持續透過博物館館際間的合作來拓

展美術館的互動網絡、展演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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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展演活動與藝術知識的建構與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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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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有 26組∕次貴賓團體來館參訪；

年度展覽開幕活動有來自法國、荷蘭、墨

西哥、泰國、韓國等 14國 20人次外交駐

台單位出席。

疫情期間，為提升北美館與群眾溝通的能

量，與直播節目合作展覽宣傳，拓展不同

屬性之媒體曝光，分眾觸及多元族群；並

針對典藏實驗展及 2020台北雙年展規劃

線上展廳，強化與國際藝術圈、無法親

臨到館民眾之鏈結。持續積極經營官方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社群平台，

Instagram追蹤人數突破 3萬人次，為國內

藝文館所最多追蹤人數帳號，帶動更廣泛

的群眾關注。

2020年北美館於疫情間不但創下 11年來同

期 6月最高的參觀人數，更獲《GQ》雜誌

「年度最 GQ賞：Best Museum」的殊榮。

公共關係
國際交流

圖為援用本館典藏郭奕臣〈入侵北美館〉(2004)作品概念

所拍攝之本館 APP宣傳形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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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於觀眾視線的美術館幕後，是美術館館員與學界、業界專業人士及技術團隊

腦力激盪、通力合作、一步步積累的過程。在展覽籌備與呈現方面，我們可

以看見策展人、藝術家、文字工作者、空間及平面設計師、攝影師、布展人

員的密集互動；藝術活動與教育體驗更與舞者、建築師、園藝家、生態倡議

者等共同規畫；另外，典藏作品審議、雙年展諮詢、藝術獎項評審等，皆仰

賴各方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使得本館在藝術建構上更趨專業與完備，達成美

術館的社會責任與使命。

幕後協力

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通往世界的獸徑：

潛行工作營」中的「萬物夜談 -川流治理術」，

造訪曾文溪上游達邦部落，營火夜談，推演

自身與環境的關係

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通往世界的獸徑：

潛行工作營」中的「萬物夜談 -川流治理術」，

造訪曾文溪上游達邦部落，營火夜談，推演

自身與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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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北雙年展「協商劇場」針對數個真實存在臺灣本地急迫需探究的社會爭議，

邀請來自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學者及五所大學的學生共同合作

2020台北雙年展「協商劇場」針對數個真實存在臺灣本地急迫需探究的社會爭議，

邀請來自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學者及五所大學的學生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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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X-site「《膜》─ 多重真實」佈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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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夥伴是北美館第一線服務所仰賴的重要角色。本館於 1990年開始徵募志

工，1992年由當時的教育推廣組負責組織成立志工大隊，每年皆視需要不定

期召募，目前美術館志工大隊總人數共 1025人，包含 5個組別、19個中隊之

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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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服

務熱忱落實在展場秩序的維護、諮詢服務、導覽工作、教學助理任務等面向，

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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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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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北美館的公共形象塑造和提升觀眾的整體參訪經驗，本館每年均規劃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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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推動藝術商店門面設計更新案，藝術商店在

重新揭幕時同步上市販售限定衍生商品「袋走北美館」帆布袋、「貼近北美館」

紙膠帶組，邀請民眾收藏一整套北美館的優質新體驗。

創意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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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術館



劉明興 代理
2011.08.01 −
2011.09.04

翁誌聰 代理
2011.09.05 −
2012.07.01

吳光庭
2010.09.15 −
2011.07.31

林曼麗
1996.11.08 −
2000.07.31

黃光男
1986.09.07 −
1995.02.26

首任館長代理館長

蘇瑞屏
1983.09.16 −
1986.09.06

張振宇
1995.09.07 −
1996.06.03

黃才郎
2000.09.15 −
2007.03.25

現任館長

王俊傑
2021.02.26 −

蔡靜芬 代理
1995.02.27 −
1995.09.06

黃才郎 代理
2000.08.01 −
2000.09.14

謝小韞
2009.1.1 −
2010.2.28

陳文玲 代理
2010.03.01 −
2010.09.14

黃海鳴
2012.07.02 −
2015.01.31

蔣雨芳 代理
2015.02.01 −
2015.04.29

林平
2015.04.30 −
2021.01.31

蔣雨芳 代理
2021.02.01 − 
2021.02.25

劉寶貴 代理
1996.06.04 −
1996.11.07

陳文玲 代理
2007.03.26 −
2007.08.15

謝小韞 代理
2007.08.16 −
2008.12.31

歷任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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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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品典藏
審議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政
風
室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秘
書
室

行
銷
推
廣
組

教
育
服
務
組

典
藏
管
理
組

展
覽
規
劃
組

研
究
發
展
組

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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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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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本館公
告提醒觀眾「戴口罩、勤洗
手、與人保持 1公尺距離」。
(03.07)

2020.01

2020.02

2020.0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入館須配戴口罩且額
溫未超過 37.5度；入口處實施觀眾體溫量測、提供酒精消毒、空
調引入外氣、定時環境消毒等防疫作業。 (01.30)

本館與「教育部高中課程美術學科中心」合辦「高中職美術教師研習
營」，教師們除了意見交流、參訪本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當期展出
「會動的藝術」之外，同時也親身體驗藝術家王仲堃的互動作品，共
計 25位任職北北基行政區的教師共同參與。 (02.08)

年度紀事

快要降落的時候−王湘靈個展 (2020.03.07 - 2020.05.31) 

因應疫情發展，觀眾進入本館均採實名制，到館民眾須留下參觀時

間、姓名以及聯絡方式。 (03.20)

因應疫情發展，實施觀眾及館員全面配戴口罩，始可入館。 (03.27)

江賢二：回顧展 (2020.03.28 - 2020.06.28)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九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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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發展，本館修正提醒觀眾之公告為「戴口罩、勤洗手、與

人保持 1.5公尺以上距離」。 (04.06)

110年度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政府出版品評比，本館《現代美術
季刊》、《現代美術學報》皆獲選為「期刊」類優良出版品；《江賢二：
回顧展》、《未完成，黃華成》、《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私選集：狂
中之靜》獲選為「專書」類優良出版品。

2020.04

因應疫情發展，本館各組室同

仁於 4月 9日下午 2時執行異

地辦公之演練。 (04.09)

2020台北雙年展首波參展名單發佈——「協商劇場」轉化
展演空間為實踐場域│新聞發佈 (04.17)

2021「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推選撒古流・巴瓦瓦
隆代表參展│新聞稿 (04.30)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本館各樓層展區以

100人次為原則，進行人流管制。 (04.02)

本館第 260次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通過蒐購林明弘 2000年北雙

參展作品，並且通過洪瑞麟家屬捐贈之 150件作品。（04.28）

一分鐘台北：歐文．沃姆個展 (2020.04.02 - 20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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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於 5月 6日執行居家辦公演練，共計 10位同仁參與演練。(05.09)

威尼斯雙年展主辦方宣布將原訂於 2021年 5月的威尼斯雙年展延至

2022年 4月 23日至 11月 27日舉行。 (05.19)

2020.05

未完成，黃華成 (2020.05.09 - 2020.11.08)

本館與知名生活品牌「JIA品

家家品」首度聯名合作，運

用北美館建築管狀交錯、白

色立方堆疊的獨特造型，正

式推出「北美館ｘ JIA」雙品

牌聯名瓷盤。 (05.15)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依指揮中心指示，因

疫期趨緩，本館取消各展區 100人次之人流管制。 (05.15)

本館提交文化部舉辦之「109年度博物館評鑑」之「自評報告」。(05.15)

因應疫情發展，依市府防疫規劃，本館採用市府資訊局實名登入系

統，觀眾入館參觀時須攜帶身分證掃描登記。 (05.18)

「108年度油畫作品維修護案」完成第二期包含

李 仲 生 No.027、No.028、No.034、No. 038、

No.039、No.042、No.045、No.051、No 052等

合計 9件油畫作品修復。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九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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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 《膜》：多重真實 (2020.06.13 - 2020.08.09)

接近−賴志盛 (2020.06.25 - 2021.06.06)

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 / 1958(2020.06.20 - 2020.11.01)

(獲選十大公辦好展覽第八名 )

副總統賴清德、立委吳思瑤參

訪「X-site計畫：多重真實 ─

《膜》」以及「江賢二：回顧展」

等展覽。 (06.24)

呂基正油畫作品〈南湖大山〉、
〈山間望洋〉等 2件作品修復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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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 「內在移民」展覽開幕式暨記

者會，包含文化部蕭宗煌次

長、台北市文化局陳譽馨副

局長、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派崔克 ‧ 朗樂、斯洛伐

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

文、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一

等秘書冉內莉 ‧班貝、波蘭臺北辦事處文化組組長高琳雅、美國在

台協會經濟組組長安恬、前駐捷克代表處代表夫人黃鴻端、公廣集

團陳郁秀董事長等貴賓均到場慶賀。 (07.03)

文化部於 7月 21日蒞臨本館進行「109年度博物館評鑑」之「複

評」——實地評鑑及評鑑會審議作業。 (07.21)

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 (2020.07.04 - 2020.10.18)

第十號計畫——時間在哪裡 (2020.07.04 - 2020.11.15)

本館進行戶外典藏石材類雕塑

作品清洗與維護作業。 (07.21)

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7.25 - 2020.10.25)

69



2020.08

2020.09

本館與中央廣播電台合作製作「聲動美術館」節目（本館協助其一年

節目中的一季 13集），入圍 2020金鐘獎「藝術文化節目獎」 (08.26)

文化部函復本館「109年度博物館評鑑」評鑑會複評決議、本館營運

優點及後續發展建議：(09.21)

1.    歷經 30多年發展日益精進茁壯，屬於台灣指標性的當代美術館，

亦於國際藝術生態環境逐漸領有一席之地。

2.  近年致力於藝術史書寫及文獻累積，考量藝術史與博物館、藝術

家各方均有關聯，建議留意相關方法論並從館史角度找出北美館

擁有文獻的獨特性。

3.  刻規劃臺北藝術園區，建議討論並確立與本館、臺北當代藝術館

之區隔與未來發展方向；另建議臺北市政府提前規劃並協助給予

對應營運人力。

洪瑞麟 150件精選作品捐贈北美館，2022年初策劃展登場│
新聞發佈 (08.18)

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2020.08.01 - 2020.10.18)

本館第 261次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通過張碩尹、黃華真、謝牧

岐、劉致宏、蕭筑方、吳權倫、李明學、陳郁文等新生代藝術家

作品蒐購，並通過韓國藝術家張相宜作品捐贈（08.13）。

本年度「志工大隊金彩獎」頒獎典禮預計於 8月 16日假本館視聽室

舉辦，典禮共頒發「優良志工獎」、「模範志工獎」、「模範志工團隊

獎」、「榮譽志工獎」、「特殊貢獻獎」及「資深志工服務獎」等獎項，

獲獎志工總計有個人獎 61名及模範中隊 1隊。 (08.16)

2020台北雙年展公佈展覽亮點及公眾計畫詳情│新聞發佈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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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本館與央廣「聲動美術館」合作策畫台北雙年展專題，四集節目

分別邀請策展人和藝術家介紹展覽。 (11.24 – 12.22)

「時基媒體」保存系列講習活動分別於

11 月 24日、11月 25 日、12月 10日

辦理，邀請時基媒體藝術修復師於館

內與國外講者連線分享時基媒體作品

入藏及管控作業流程，以利提升專業

知能。 (11.24 – 12.10)

本館第 262次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通過郭娟秋、饒加恩、林其

蔚、賴志盛等之作品蒐購，並通過三宅克己、王萬春及倪再沁 22

件作品捐贈（11.06）。

北美館典藏庫房新建案評選結果公布——張樞地下庫房開啟美
術館運營新想像│新聞發佈 (11.27)

2020台北雙年展盛大開幕│新聞發佈 (11.20)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2020.11.21 - 2021.3.14)

本館「小說 : 雙城計畫」展覽專輯
入圍 2021第 17屆「金蝶獎」台灣
出版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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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

第十一號衛星——牠它星球 (2020.12.12 - 2021.04.11)

2020.12 「2020台北雙年展貴賓之夜」，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

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馮寄台等 160名貴賓皆到場共襄盛舉。

(12.03)

「未完成，黃華成」與「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兩展入圍

《Shooping Design》「Best 100」，頒獎典禮於 12月 11日舉辦。

(12.11)本館因今年度展覽規劃與觀眾迴響，獲得時尚雜誌《GQ》選為

年度 15 大風格人事物，預計 12 月 11 日頒獎，訪問內容將同步

於 12月雜誌刊登。 (12.11)

今年館慶日訂於 12月 26日舉

行，當日除全館免票參觀外，

亦辦理多場民眾參與活動，

包含「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

計畫：協商劇場—核廢的未知

數」、結合雙年展定時導覽的

「空氣漫遊者」活動，以及兒

童藝術教育中心搭配「第11號衛星—牠它星球」推出的探索工作坊「星

際對話小聚場」；同步向社會大眾宣告「圖書文獻中心」的成立，並將

逐步開放兩大資料庫建置成果與微型文獻展示，回顧北美館開館後第

一個 10年與時代脈絡之間的互動和發展。 (12.26)

從物種共生回看歷史——張碩尹獲「2020臺北美術獎」首獎│
新聞發佈 (12.11)

北美館「圖書文獻中心」成立宣告暨 37週年館慶活動│新聞
發佈 (12.30)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21年度重點計畫預告│新聞發佈 (12.30)

2020臺北美術獎 (2020.12.12 -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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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水彩 三宅克己 蒂沃利風景 1910

水彩 洪瑞麟 合力翻倒土石車 1950

水彩 洪瑞麟 礦場一景 1950

水彩 洪瑞麟 運煤車旁休憩 1950

水彩 洪瑞麟 翻倒土石車 1950

水彩 洪瑞麟 捨石山 (土堆尾 ) 1951

水彩 洪瑞麟 在聊天的礦工 1951

水彩 洪瑞麟 火爐邊取暖 1953

水彩 洪瑞麟 安靜的登記室 1954

水彩 洪瑞麟 母親畫像 (施葉涼 ) 1964

水彩 洪瑞麟 屏東古厝 1973

水彩 洪瑞麟 街景 1980

水墨 倪再沁 罐子與植物 2004

水墨 倪再沁 高壓電塔前的路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船與藍藍的海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山邊的大樓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龜山島與飛機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蘭草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飛機與高樓／缽中落葉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窗與馬克杯／一棵柳樹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杯子與梅花／遠眺山峰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野馬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草裡的岩石 2001-2013

年度入藏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水墨 倪再沁 柳樹與小草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柳樹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馬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小龍 2001-2013

水墨 倪再沁 草莓 2001-2013

水墨 張相宜 風與靈魂 1995

油畫 王萬春 讀 2000

油畫 王萬春 禪境 2007

油畫 王萬春 花火 2007

油畫 曲德義 黑白與色 III 1984

油畫 林鴻文 研立 2018

油畫 林鴻文 玄化 2019

油畫 洪瑞麟 日本畫室 1935

油畫 洪瑞麟 長子鈞雄畫像 1945

油畫 洪瑞麟 盧森堡公園 1980

油畫 倪再沁 東海校園 2008-2009

油畫 倪再沁 東海文理大道 2008-2009

油畫 倪再沁 東海路思義教堂 2008-2009

油畫 倪再沁 文理大道鳥瞰 2008-2009

油畫 莊普 曜 2019

油畫 郭娟秋 藍冬 1994

油畫 陳德旺 自畫像 1970c

油畫 陳德旺 柯洛研究 19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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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油畫 黃宏德 栱 (柱上承棟的方木 ) 2000

油畫 黃華真 芥菜種 2012

油畫 黃華真 安靜 2012

油畫 黃華真 恩典之流 -2 2013

油畫 楊世芝 壓擠在整體與部分之間 1998

油畫 劉致宏 短篇小說 2010-2014

油畫 蕭筑方 一顆被吸走的頭 3 2004

油畫 蕭筑方 不不要過來 2019

油畫 蕭筑方 彩虹般的節奏 2019

油畫 薛保瑕 異域 2004

油畫 薛保瑕 游移之光 2018

油畫 謝牧岐 躺下來的自畫像 2019

油畫 顏頂生 我想種一棵樹 1991

油畫 顏頂生 將軍溪畔 1993

油畫 顏頂生 二朵雲 1993

油畫 顏頂生 滴子 1993

油畫 黨若洪 空中降下無情劍 2013

油畫 黨若洪 雙開 2018

素描 洪瑞麟 米開朗基羅素描摹寫 1924

素描 洪瑞麟 石膏胸像習作一 1930

素描 洪瑞麟 石膏胸像習作二 1930

素描 洪瑞麟 石膏頭像 1930

素描 洪瑞麟 裸女坐姿 1930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裸女站姿 1930

素描 洪瑞麟 裸女側像 1930

素描 洪瑞麟 裸女背像 1932

素描 洪瑞麟 撫髮裸女 1935

素描 洪瑞麟 山形雪景 1937

素描 洪瑞麟 山形冬日 1937

素描 洪瑞麟 鈞雄五歲畫像 1945

素描 洪瑞麟 礦工木火 1948

素描 洪瑞麟 入坑前的叮嚀 1948

素描 洪瑞麟 礦工阿呆 1949

素描 洪瑞麟 礦工圍坐取暖 1949

素描 洪瑞麟 準備入坑 1950

素描 洪瑞麟 採煤工火旺仔 1950

素描 洪瑞麟 翹腳礦工坐像 1950

素描 洪瑞麟 運煤工啞巴仔 1950

素描 洪瑞麟 機械保修房一景 1950

素描 洪瑞麟 礦工與台車 1950

素描 洪瑞麟 礦工群像速寫 1950

素描 洪瑞麟 副礦長看告示 1951

素描 洪瑞麟 坐在運煤車上的阿坤仔伯 1951

素描 洪瑞麟 礦工坐像 1951

素描 洪瑞麟 持鋸子的坑道木工 1951

素描 洪瑞麟 青年礦工坐姿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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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荷十字鎬的礦工 1951

素描 洪瑞麟 阿坤仔伯坐像 1951

素描 洪瑞麟 收工返家 1951

素描 洪瑞麟 青年運煤工 1951

素描 洪瑞麟 礦工阿溪 1951

素描 洪瑞麟 阿添仔伯與礦工夥伴 1951

素描 洪瑞麟 火爐旁取暖 1951

素描 洪瑞麟 捲揚機房一景 1951

素描 洪瑞麟 河邊挑撿煤渣 1951

素描 洪瑞麟 賣點心的小販 1951

素描 洪瑞麟 雜役工阿土仔 1952

素描 洪瑞麟 安全出坑 1952

素描 洪瑞麟 礦工群像 1952

素描 洪瑞麟 火爐旁聊天 1952

素描 洪瑞麟 收工歇息 1952

素描 洪瑞麟 礦工文得師 1953

素描 洪瑞麟 協力抬起馬達 1953

素描 洪瑞麟 維修捲揚機 1953

素描 洪瑞麟 操作捲揚機 1953

素描 洪瑞麟 檢視捲揚機 1953

素描 洪瑞麟 矯正採煤工具 1954

素描 洪瑞麟 焦慮等候 1954

素描 洪瑞麟 三位礦工 1954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礦工符號 1955

素描 洪瑞麟 入坑登記 1955

素描 洪瑞麟 議論紛紛 1955

素描 洪瑞麟 夜晚中的事務所 1955

素描 洪瑞麟 等待工具維修 1955

素描 洪瑞麟 清理儲煤場 1956

素描 洪瑞麟 坑內工作 1956

素描 洪瑞麟 安靜等待入坑 1956

素描 洪瑞麟 礦工立姿 1957

素描 洪瑞麟 礦工小憩 1957

素描 洪瑞麟 凝視 1957

素描 洪瑞麟 寒暄 1957

素描 洪瑞麟 入坑前的提醒 1957

素描 洪瑞麟 坑木上的等候 1957

素描 洪瑞麟 坑外話家常 1957

素描 洪瑞麟 挖煤渣 1957

素描 洪瑞麟 坑口等待消息 1957

素描 洪瑞麟 抽菸休息 1957

素描 洪瑞麟 商量 1957

素描 洪瑞麟 暗自哀泣 1957

素描 洪瑞麟 坑內勘查 1957

素描 洪瑞麟 事務所前等候 1957

素描 洪瑞麟 檢測頭燈電力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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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坑外閒聊 1957

素描 洪瑞麟 長凳上的四位礦工 1957

素描 洪瑞麟 吃便當 1957

素描 洪瑞麟 分批入坑 1957

素描 洪瑞麟 坑外歇息閒談 1957

素描 洪瑞麟 台車上等待入坑 1957

素描 洪瑞麟 戴斗笠的雜工 1958

素描 洪瑞麟 老礦工 1958

素描 洪瑞麟 等發工資 1958

素描 洪瑞麟 小賭 1958

素描 洪瑞麟 準備入坑 1958

素描 洪瑞麟 三五成群閒聊 1958

素描 洪瑞麟 長凳上的三礦工 1958

素描 洪瑞麟 坑口前礦工群像 1958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1 1958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2 1958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3 1958

素描 洪瑞麟 入坑準備中 1959

素描 洪瑞麟 入坑前觀望 1959

素描 洪瑞麟 集合等候 1959

素描 洪瑞麟 等待返家 1960

素描 洪瑞麟 出坑後的沐浴 1962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 1965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 1965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4 1965

素描 洪瑞麟 裸男坐像 1966

素描 洪瑞麟 日本雪鄉 1966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3 1969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4 1969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5 1969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6 1969

素描 洪瑞麟 人體速寫 1970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7 1970

素描 洪瑞麟 洪瑞麟自畫像 1971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6 1971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8 1973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9 1974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0 1974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1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2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3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4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5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6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7 1975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8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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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19 1976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0 1976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1 1977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2 1978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3 1978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4 1978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5 1978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6 1978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7 1978

素描 洪瑞麟 速寫本 5 1957-1978

素描 洪瑞麟 山城 1979

素描 洪瑞麟 洛杉磯雷當多海邊 1979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7 1980

素描 洪瑞麟 裸女速寫 28 1980

素描 洪瑞麟 坑內暫歇 年代不詳

素描 洪瑞麟 礦工群像 年代不詳

素描 張碩尹 被錢活活吞噬 2016

素描 張碩尹 雅克．迪．沃康松的消化鴨 

1739

2017

素描 張碩尹 皮耶．雅凱．德羅的寫字手 

1768-1774

2018

素描 張碩尹 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

或，現代普羅米修斯 1818

2018

素描 張碩尹 金匠學院心理地理研究 2019

類別 作者 品名 年代

綜合媒材 王雅慧 林中路 2016

綜合媒材 王萬春 凭 2005

綜合媒材 吳權倫 編隊 形變 犬變 2018-2019

綜合媒材 李明學 溢出的記憶 2019

綜合媒材 林其蔚 唸珠 2018

綜合媒材 林明弘 台北市立美術館 

08.09.2000- 07.01.2001

2000

綜合媒材 倪再沁 從圓山到 101 1992-2008

綜合媒材 莊普 咫尺天涯 2018

綜合媒材 莊普 幻覺的宇宙 2019

綜合媒材 陳郁文 天際棲息 2016

綜合媒材 陳郁文 天際棲息 2019

綜合媒材 彭弘智 單眼球 1999-2015

綜合媒材 賴志盛 邊境 2013

綜合媒材 饒加恩 紋徽 2012-2014

雕塑 倪再沁 台北怪談 20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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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日期 參訪單位名稱

2020.01.07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鄭家鐘董事長參訪「董陽孜：行墨」。

2020.01.21 日本森美術館事務局長田边奈津（Natsu Tanabe）參訪「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狂中之靜」。

2020.01.22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澳紐中文教師專業培訓團」參訪「董陽孜：行墨」。

2020.02.1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張政源局長等 35名參訪「董陽孜：行墨」回顧展。

2020.02.20 天下雜誌社長吳迎春與總主筆蕭富元等 26名同仁參訪「董陽孜：行墨」回顧展。

2020.05.22 國藝會董事長林曼麗、執行長李文珊，偕同國藝之友一行等 80人參訪「江賢二：回顧展」。

2020.05.29 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Jordan Reeves）來訪。

2020.06.11 捷克代表 Patrick Rumlar與副代表 Dita TÁBORSKÁ來訪。

2020.06.16 台北迎新會（駐外代表夫人與駐台辦事處代表夫人）參訪「江賢二：回顧展」。

2020.06.24 副總統賴清德、立法委員吳思瑤參訪「 X-site計畫：多重真實 ——《膜》」和「江賢二：回顧展」。

2020.06.26 文化部李永得部長、蕭宗煌次長、藝發司吳宜璇副司長、尤文君科長、NSO國家交響樂團呂紹嘉總監

參訪「江賢二：回顧展」和「 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 1958 」。

2020.06.26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朱宗慶董事長參訪「江賢二：回顧展」。

2020.06.26 花蓮縣文化局長參訪「江賢二：回顧展」。

2020.07.03 文化部蕭宗煌次長、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陳譽馨副局長、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Patrick Rumlar、斯洛

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Martin Podstavek、前中華民國駐捷克代表處代表夫人黃鴻端、 義大利經貿文

化辦事處貿易組主任 Paolo Quattrocchi、波蘭臺北辦事處文化組 Olimpia Kot-Giletycz、史瓦帝尼王國

大使館一等秘書冉內莉 ‧班貝（Zanele Keke Bhembe）、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組長安恬、臺灣公共廣播

電視集團陳郁秀董事長出席「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開幕暨記者會。

2020.07.03 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公孫孟（Jean-François Casabonne-Masonnave）與文化處長柯柏睿（David Kibler）參

訪「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 1958 」。

2020.07.09 前總統馬英九、前國安會高華柱秘書長、前國安會葛光越副秘書長、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廖繼斌

參訪「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 1958 」。

2020.07.15 文化部駐義大利代表處文化副參事鄧美容、駐德國代表處文化組一等文化秘書葉瑋妮、駐馬來西亞代

表處文化組一等文化秘書哈莎玲、駐雪梨辦事處文化組文化參事許麗慧，來訪了解本館展覽國際交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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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參訪單位名稱

2020.07.24 聖露西亞大使勞倫特（Edwin Laurent）、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公孫孟（Jean-François Casabonne-

Masonnave）、墨西哥商務文化辦事處處長 Martin Torres出席「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

球南方」開幕暨記者會。

2020.07.31 義大利商務辦事處處長大使夫人Mrs. Quattrocchi出席「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預展記者會。

2020.08.06 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公孫孟（Jean-François Casabonne-Masonnave）、文化處長 David Kibler來訪，討論

法國相關展覽合作事宜。

2020.08.13 市長柯文哲、文化局長蔡宗雄出席舉辦於北美館「2020智慧城市」首長高峰會。

2020.08.19 文化部交流司紀東陽副司長等一行人參訪「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8.21 文化部交流司一行人參訪「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8.25 文化部交流司一行人參訪「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8.28 桃園市魅力金三角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協會王根深理事長等人參訪「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

全球南方」。

2020.11.20 聖露西亞大使館秘書克莉莎（ Cleisha Bernise Springer）、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觀光暨交通部主任

Adila Chaerman、荷蘭在臺辦事處譚代表敬南（Guido Tielman）、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代表羅林（Daniel 

Csaba Lorincz）、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經濟處長通才（Thongchai Chasawat）、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代表夫人、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代表 Dita Táborská、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長 Martin 

Torres Gutierrez Rubio、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暨文化處處長柯柏睿（David Kibler）出席「2020台北雙

年展」開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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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63

參觀人數

社群媒體

14,888人

人

FACEBOOK追蹤

人149,000
YOUTUBE觀賞 

TFAM APP下載

人

INSTAGRAM追蹤

30,263

208,442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網站瀏覽

現場參觀人數

478,157
北美館參觀總數  

人

152,070人

兒藝藝術教育中心  

人8,568
王大閎建築劇場  

3,646,941
線上參觀人數

人

254,476
台北雙年展網站瀏覽

人 人

官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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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參觀人數

2020台北雙年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2020.11.21 – 2021.03.14

江賢二：回顧展
2020.03.28 – 2020.06.28

一分鐘台北：
歐文．沃姆個展
2020.04.02 – 2020.07.05

未完成，黃華成
2020.05.09 – 2020.11.08

布列松在中國：
1948−1949 / 1958
2020.06.20 – 2020.11.01

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
2020.07.04 – 2020.10.18

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
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2020.07.25 – 2020.10.25

藍天之下：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2020.08.01 – 2020.10.18

2020臺北美術獎
2020.12.12 – 2021.02.28

快要降落的時候——
王湘靈個展

2020.03.07 – 2020.05.31

124,949
人

185,129
人

135,448
人

287,988
人

225,034
人

99,225
人

164,953
人

76,738
人

133,447
人

111,629
人

81



2020 年辦理記者會 ( 含發表會 ) 共計 12場次；發布各展覽活動

中文新聞稿共 30篇，英文新聞稿共 9篇

紙本媒體 14

影音媒體 14

網路報導 77

自媒體 (網誌 ) 48

紙本媒體 7

影音媒體 6

網路報導 105

自媒體 (網誌 ) 30

紙本媒體 10

影音媒體 5

網路報導 60

自媒體 (網誌 ) 19

紙本媒體 2

影音媒體 2

網路報導 39

自媒體 (網誌 ) 2

紙本媒體 11

影音媒體 2

網路報導 39

自媒體 (網誌 ) 23

未完成，黃華成

江賢二：回顧展

布列松在中國：
1948−1949 / 1958

一分鐘台北：
歐文．沃姆個展

內在移民：安身的視野

新聞報導

紙本媒體 22

影音媒體 6

網路報導 176

自媒體 (網誌 ) 39

2020台北雙年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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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媒體 10

影音媒體 2

網路報導 52

自媒體 (網誌 ) 30

紙本媒體 1

影音媒體 4

網路報導 58

自媒體 (網誌 ) 21

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
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

藍天之下 :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紙本媒體 4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48

自媒體 (網誌 ) 4

2020 X-site

《膜》—— 多重真實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22

自媒體 (網誌 ) 4

2020臺北美術獎

紙本媒體 8

影音媒體 3

網路報導 20

自媒體 (網誌 ) 4

快要降落的時候——

王湘靈個展

網路報導 24

自媒體 (網誌 ) 1

3C 藝想迴廊 
接近——賴志盛

83



紙本媒體 12

影音媒體 10

網路報導 173

自媒體 (網誌 ) 28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21

自媒體 (網誌 ) 2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 11號衛星——牠它星球

109年度
北美館相關報導總計

84

紙本媒體 3

影音媒體 1

網路報導 12

自媒體 (網誌 ) 5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時間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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