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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從硬體層面來看，還是就軟體層面而言，對於臺北市立美術館來

說，2018 年都是個重要的一年。我們在過往厚實的累積上，邁開新的步

伐，著手為下一個三十年打造新的基礎。

打從誕生的那一刻起，高而潘建築師所設計的北美館，就是台灣現代主

義建築群中備受矚目的焦點。伴隨著建構台灣現當代藝術史的重要使命，

北美館建築成為支撐台灣美術發展與藝術生態重要的場域，與所有館員

及作品共同走過。為了迎向下一個三十年，經過長時間的檢測與諮詢，

以及在北市府的大力支持和相關局處的協助之下，從 2017 年 10 月起，

我們啟動了館舍修繕的進程，改善空調並整修展場空間，希望藉由展示

空間結構的更新與強化，帶來更好的展覽與觀賞品質。館舍修繕期間，

讓市民的創意生活不中斷，運用廣場的開放性創造另類的展演契機。不

管是《庇護所》所提出的山林與自然的辯證，還是《沙中房間》所帶來

的虛擬與真實的對話，都為我們拓展了空間體驗的內容。這樣的努力在

2018 年藉由分層逐步開展的策略，重新開館，獲得了極大的迴響與肯定。

在硬體改造的同時，我們亦著手面對公部門組織修整後，如何在劣勢中

善用機會提高效能，以因應新時代美術館的行銷與跨域挑戰。組織修編

終於在 2018 年通過，於 2019 年正式邁開組織轉型的步伐，也拓展了與

外界溝通聯絡的幅度，藉此朝向更具彈性與研究能力的美術館邁進。

作為整體規劃的重要環節，透過作品的典藏來為台灣藝術史的建構打下

良好的基礎是刻不容緩的事情。近幾年內，北美館針對作品典藏的方針

和分類方式做了全面性的思考，例如，針對新時代的創作媒介，提出時

基藝術（time-based arts）作為典藏的新分類，以符合國際趨勢。

2018 年的重新開館，不只是對未來的想像，而是對未來轉向的關鍵操作

期。包含典藏庫房新建和南進門改建工程的定案，以及正在積極擘劃「台

北藝術園區」的北美館擴建計畫，我們都站在時代的關鍵樞紐上。就歷史

議題而言，我們希望從不同的面向與脈絡切入，再次重述歷史；針對當代

的跨域作品，我們在意方法論上的實踐創新；此外，就空間與展示向度來

說，我們將二樓設定為歷史核心區，希望清楚描述展覽的相關規劃與議題

的範圍，也利用一樓的挑高空間與開放空間，嘗試新的展演型態。

館長的話



2018 年延續到 2019 年的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

統」清楚地揭示了北美館從生態系出發的思考方式。不止向外擴展到整

體藝術生態，甚至更進一步思考自身之於社會與環境的責任。我認為觀

眾的學習與成長始終是美術館的重要職志。在教育推廣層面上，我們提

出了「劇場性」作為新的美感教育的內涵，並以「王大閎建築劇場」的

型態，啟動對於建築與藝術思維互涉性的探索。三樓藝想迴廊的創設係

以觀眾為主體，使藝術存在於其俯仰之間，美學於日常之際。

承先啟後的 2018 年是臺北市立美術館重要的一年，我們不只要承繼過

往的努力，繼續厚植台灣現當代藝術的基礎，還要為下一個世代開拓新

的可能性，大步邁向下一個三十年。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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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修繕 空調節能改善 展場更新

美術館作為一個歷史機構，所有改變皆建構在過往基礎

上逐漸發生，並非決然與過去告別。館舍機能重整奠基

於 34 年的歷史與經驗，透過內部系統和展場的更新，

在記憶與新意之間，尋找出更好的平衡。

北美館的展示空間在設計上屬開放式，無法確實達到恆溫恆濕。本次空

調節能改善工程目的在於賦予展場具備恆溫恆濕的潛在功能，並達到分

區供應、調節的效果。

空調節能改善



牆面結構
各樓層舊有壁面板牆的結構不盡相同，大

多為輕鋼架骨料三樓展間則主要為木角

材。外層矽酸鈣板之外，內層所加的板材

也有三分及六分。本次牆面更新統一使用

輕鋼架骨料，並將板材更換為結構力較佳

之八分夾板，再以四分矽酸鈣板包覆。

地坪
各樓層的塑膠地板鋪面經長年使用，已嚴重變色、硬化、局部脫落。本

次地坪更換使用無分割複合式水泥地坪，因其表面平整較不易藏汙納垢，

近年來普遍為藝術空間設計採用。本次亦選擇平光表面，是為了避免反

光影響展品與展場整體的呈現。二、三樓展場則採用塑膠地坪，並以整

捲式塑膠地毯取代原塊狀鋪面，使其更加平整便於維護。此外，為提昇

本館門面的形象，一樓大廳及迴廊區域也進行大理石鋪面更換整修。

展場更新案



天花桁架
依現有格子樑系統於一樓天花板增設桁架供作品、影音器材設備懸掛使

用。依以往展覽佈置實務經驗，燈軌的架設常需配合展場規劃移位。本

次天花桁架設置同時，也預行加裝燈軌，更可彈性的適應不同的燈光設

計，又可收到美觀的效果。本次更新設置桁架另行固定所需燈軌，期能

達到更為彈性的效果。

視覺標示
本館公共空間現有的視覺標示，

一直沿用陳瑞憲建築師於 2000

年設計的指標系統。歷經二十年

的使用，部分指標已與實際功能

不盡相符。本次更新包括館內外

所有標示，針對全館指標系統的

一致性與實用性進行整合，仍以

原有設計型式為原則，讓觀眾保

有對美術館空間符號的熟悉感與

記憶。



本館自 2017 年 10 月啟動多項修繕工程：更換使用

34 年的空調系統，汰換展場牆面及地板，重整指標

系統及修繕大廳大理石地板等工程。暫停開放九個月

期間，北美館「修而不休」，以創新的方式，演繹展

覽、教育、研究與保存等業務，希望創造「美術館再

想像」的各種可能。展演場域也從美術館的白盒子往

外擴展至戶外廣場、校園。

群聚創生展演新視界 時光膠囊 2.0 藝術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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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而不休

美術館再想像



北美館主建築整修期間，廣場空間成了創意延伸的最佳場域，讓「綜合劇場」走出戶外，形

構成文化的「院子」。《庇護所》採竹編交織來創造光影變動、《沙中房間》提供給觀眾的

虛實空間體驗，而今年的 X-site 計畫《OO》則藉由輕浪板與大型泡泡來構成夢幻世界，這

些作品都大幅拓展了戶外空間展演的可能性。

展演新視界

藝術家王文志《庇護所》大型竹編裝置，帶

來自然與社會意象，結合多元的藝術體驗，

搭配廣場講座等系列活動，深度探討全球

環境與難民議題，帶來嶄新的廣場想像。

庇護所
2017.10.07-2018.04.01

北美館戶外廣場



獲得 2017 年威尼斯影展虛擬實境競賽片單元「最佳體驗大獎」（Best 

VR Experience）的作品《沙中房間》，是由臺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及

美國前衛音樂教母蘿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共同的創作。虛擬

實境（VR）體驗於北美館廣場的神秘貨櫃中展開，觀者置身於由象徵「記

憶」的黑板築起的虛幻世界，探索文字、符號、聲音與記憶的關聯。

沙中房間

2017.11.18-2018.02.25

北美館戶外廣場



2018.06.02 - 2018.07.29

北美館戶外廣場
設計團隊  大林工作室

《OO》以鷹架、浪板作為構造主體和擬人化的泡泡動力裝置，將日常

工務的視覺經驗精煉提升至藝術層次，賦予不可見的氣流運作為一個可

見的形式，為我們帶來突破以往的身體經驗，為理所當然開放或公共性，

注入一股叛逆、一個提問，或者一個對於本屆命題：「關於工務所的行

動研究（In Progress）」以及美術館修繕事件相對精確的回應。

2018 X-site《OO》－工務所的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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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創生

由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策劃的《未來道人》是由《庇護所》概念延伸，邀請

藝術家對當代身心修行的科技媒介，提出「未來道人」的想像，傳遞一

種期待未來時空轉換的意象。《未來道人》邀請林亭君、張欣、鄧雯馨與

DINO 等藝術家，進行一場結合太極、武術、視覺與聲音實驗的表演活動，

帶領觀眾參透時空疆界，進入新的修行運動方式和想像。

《未來道人》、《臺北夢》與《聰明的消費》是 2017 至

2018 年於北美館廣場王文志《庇護所》內外空間所舉行

的，透過徵求台北的非營利組織提供的微型公共計畫案。

此系列活動也是北美館休館期間，針對公共性參與議題

所特別規劃的活動。

 《未來道人》2017.12.23



 《3C形意拳》
藝術家林亭君在北美館廣場上的《庇護所》竹結構空間內，示範與介紹

這套自行研發的基本 3C 形意拳的招式與精神，並帶領參與者一起領略

一種新的自然生態觀看，調度目光去思索那些充斥在日常裡的各種 3C

產品和我們展開的互動模式。



 《群眾數據瀑布》
藝術家林亭君帶領一個集體的拍手擊掌練習，透過引導、上傳、下載、

自由四個階段，集體性的拍手聲響產生一種能量的共感與流動，出現同

調現象。共同創造出的新的能量循環將在這場練習裡，一同發聲、循環

不息。



「臺北」對於臺灣也許是個追求想像的場域，激發我們對於城市的夢想，

對其社會、環境、科技的豐滿幻想似乎能令我們產生更加接近激情的錯

覺…。從百合花樂團的台語歌唱，再串連十位藝術家組成的團體「讓豬

仔飛」，在表演中分工成演出者、策劃人、影像製作員、燈光員、聲音

製作人 ... 等，把部分後台的工作過程將「如何讓一個人飛起來」這樣的

幻想搬上檯面，進行演出。本活動由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策劃。

 《臺北夢》2018.03.10



日常生活中，我們早已習慣於塑料帶來的便利。

然而，隨著塑膠製品的比例增加，看似多元而自

由的消費背後也造成環境的負擔。想想在 200 年

後的未來，當我們都被那難以分解的塑膠物質層

層包圍時，又該如何自處與生存？由「竹圍工作

室」( 本活動策劃單位 ) 以落語、編織、舞蹈的形

式，以戲劇詼諧的手法藉由塑膠產品探討與消費

相關議題。

 《聰明的消費》2018.03.24



時光膠囊 2.0

三座移動式小攤車，於廣場輕盈現身。特製的小攤車，乘載了美術館過去與現

在的書冊、影像、聲音與館員小故事，一反機構為主導的記憶書寫，邀請民眾

朋友寫下自己與美術館的相遇時刻。紙本記錄與影音交錯，讓 34 年厚重歷史

在廣場輕移，小攤車作為「美術館再想像」的航站，讓民眾感知與思維馳騁，

提筆為美術館即將的重生祝福與充電。



65場
1709人

5月

本館展覽空間休眠期間，特別針對「育

藝深遠」推出休館限定版「藝術不在

家」深入校園特別企劃。由北美館長期

深耕兒童藝術教育的專業人員，透過深

入淺出、活潑有趣的實作、引導等互動

模式，以移動教室的方式前進校園，為

台北市國小三年級學童提供藝術賞析

及創作課程，持續推廣美學教育，以另

類課程刺激學童美學創造力。2018 年

度共實施 193 場，參與學童達 4,996 人。

藝術不在家

3月

46場
1150人

4月

52場
1355人

6月
30場

782人





與觀眾暫別九個月之後，本館於 7 月 21 日再度敞開大門，並以分樓層漸次重新開放的策略，

分階段釋放藝術能量，使各展覽獲得應有之關注，同時為民眾與藝術社群提供專業服務。首波

開館行動是以美術館作為「臺北市立機構」的公共性基調展開，從大廳至地下樓的免票區開始，

象徵邀請全民返館的盛情歡迎，四大展出 / 計畫包含大廳跨領域邀請互動參與之展覽，地下樓

層推出大型動力機械裝置展、策展提案展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第 6 號計畫，期間全面免門票，

以饗觀眾；8 月 25 日二樓展開臺灣重要當代藝術家回顧展，9 月 29 日啟動三樓國際影像實驗展，

恢復售票；11 月 17 日一樓大展區至二樓《2018 台北雙年展》開展，迎接全館全方位的展演及

活動功能，以國際形象回應對全球藝術社群的邀請與召喚。

重返北美館‧逐步開展

讓我們穿透魔鏡，迎向新世界！

異星系 

跨域讀寫

夏陽：觀．遊．趣

2018 台北雙年展 2018 臺北美術獎

揭相：馬格利特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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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步．逐步

https://www.tfam.museum/Event/Event_page.aspx?id=2816&ddlLang=zh-tw


他們一旦產生自覺才會反抗，一旦反抗過後才會產生

自覺。 —— 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

本次展演中，藝術家發條鼻子通過作品演繹人類世

界；施懿珊探討由沒有肉軀的數位個體集體創造出

來的機器世界；陳慧嶠則藉由造園體現一個自然世

界。這三組藝術家用描述的文本、敘事，體現一種

藏身在人類真實情感底下所看見的桃花源林，以及

用科學這個黑魔法所創造出來的水晶世界。

讓我們穿透魔鏡，
迎向新世界！
策展人    蕭淑文
展出者    發條鼻子、施懿珊、陳慧嶠

首部曲 人的世界〈weee〉
107.7.21–107.10.7  大廳 



〈人格的資本演繹〉是作為理解今天媒介的一個提問，這件

新媒體作品暗示著我們的「人格」在機器的中介之下趨於整

合。作品通過機器系統的控制建構三場數位講演，以即時演

算的技術，擷取人的臉部表情及身體動作，套用在數位模型

無非是人類感官的延伸。施懿珊試圖梳理、剖析及反思當代

社會以科技工業為本這一軸心概念中人類的位置：當人類的

一切完全徹底被機器改造，不論個人、社群、政治、經濟、

道德、倫理無一不被觸及而改變，這是人類迄今為止面臨自

身存在最深刻的反省。

二部曲 機器世界〈人格的資本演繹〉
107.8.11–107.10.7  1A, 1B廊道

發條鼻子創作團隊以〈weee〉(2018) 真實現形「我們」和「他們」共有

的世界，企圖通過人與人所運作出來的體系去另闢蹊徑想像人類世界的

運作法則。他們蓄意用非藝術性的材料所建構出來的裝置，藉由日常物

件像是沙發、燈飾、錄音帶及卡帶錄音播放器等廢棄電子產品組裝配置

而成。在這裡，日常物件用的是生活中的「用品」，其隱藏的意義不是

擬仿杜象選現成物當成藝術的挑釁行動，而是涉及人的生活層面的探索。

另一方面，廢棄的電子設施屬於過時的物體，這些工業製品是現代文明

的遺棄物，尖銳卻不失幽默地嘲諷著文明的「價值」。

影音論壇：



陳慧嶠在美術館廣場用「宇宙之花」波斯菊創造一片花海，

並佈署三個鞦韆，由二個 150 度及一個 60 度的向度構成等

腰三角型。這個大三角的相位在占星學上意指「上帝的手

指」，希伯萊語是“Yod”這個字。作者以一種混合了夢境、

宇宙神秘力量與尊重自然的觀點來建構。眼前的一景一物

就像水一樣都是流變的事物象徵一種不可言喻的精神性，

而藉由機械操作一種平衡狀態的鞦韆表現出理性觀點可視

為一種客觀的真實。

三部曲 自然世界〈預許之地〉
107.9.29–107.12.2  廣場



為了找到書本 A，首先查書本 B，它會指出書本 A的位置。為了找到書本 B，首先

查書本 C，如此下去，永不停止⋯⋯  ─波赫士

本展以「書」為核心概念，從藝術家對書的想像發想。展覽著眼於藝術家製書的

傳統，以及當代藝術對於文件和檔案的重視，討論的範圍廣泛觸及書以及圍繞著

書的文化活動，諸如閱讀、寫作、裝幀、出版、保存、分類等，從而審視藝術家

如何看待書的課題。展覽以「閱讀與研究」、「寫作與製書」、「書與知識圖式」

三個主軸，由藝術家與其作品的詮釋，呈現文化與歷史脈絡中，藝術和書的複雜

關係：藝術的智識在書籍中記載傳承、藝術在書籍的發展歷史中參與並且俱進。

2018.07.21 - 2018.10.14
地下樓 E、F展覽室

跨域讀寫：藝術中的圖書生態學

策展人    簡麗庭、柏雅婷
展出者     林宏璋、陳貺怡、鄧肯．蒙弗、鄒永珊、
 周曼農、張致中、陳曉朋、齊簡、許家維、
 莫珊嵐、邱杰森

張致中，Gevaer ( 來福槍 /Rifel)，2018



   周曼農，偵探學 II，2018

    莫珊嵐，日安！陳中村先生，2018



生命的盡頭究竟是一片虛無，還是另有出口？或僅是在早被設定的舞台上

身不由己的演一齣戲？ 

—— 藝術家 李子勳

本展展出李子勳三件作品《迷宮劇場》、《玻璃珠遊戲的秘密》與近期

創作《序列式飛行器》。包括與《迷宮劇場》相關素描與小規模創作，

作品年代橫跨 1998 年至 2013 年。李子勳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個人生命

的私密經驗，以對世界的重新虛構想像 主要題材，擅長將虛幻的情感以

極度現實的物理來操作展現，兩者之間的對比構成了他作品的獨特表現。

2018/07/21 - 2018/10/14
地下樓 D展覽室

異星系

策展顧問：張芳薇 

左方牆面

私密的物件，2003，彭北辰收藏

後方牆面

一對，2004，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玻璃珠遊戲的秘密，2018，私人收藏



迷宮劇場，2002，彭北辰捐贈、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觀寫線描勾勒人形    幻影飄緲遊移動勢

雕刻強化繪畫語境    穿遊時空浮生逸趣  

 —— 策展人 劉永仁

夏陽的繪畫題材取自於民間宗教、神話、寓言故事及傳奇人物，以東方

獨特的線性擴張探索與實驗，開啟了漫長的藝術冒險旅程。此次展出作

品《百顏聯作》與《36 人像聯作》，充分表現了藝術家寓言式的毛毛人

語彙象徵現實的意境。夏陽於 2002 年自台北遷居上海，展開另一階段

返樸歸真的創作旅程，以剪紙拼貼繪畫，舉目所見皆是雋永題材。巨碑

式的山水圖景合當代都會與浮生閒情，以寬厚的人文內涵、幽默詼諧的

純真性情，勾勒出充滿繪畫意念的想像空間。

2018.08.25 - 2018.10.21
二樓 2A~2B

夏陽 : 觀．遊．趣

策展人    劉永仁

周處斬蛟圖，2006，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左：番鴨用衝的，過荷塘，2014，大未來林舍畫廊收藏

中：沒事，坐一下，2014，私人收藏

右：你趴著，我走走，2014，，私人收藏



習以為常的物件因此重獲力量，迫使觀者去重新審視，去理解最終愛是唯一 

 —— 路易 史古特耐爾

本展由比利時夏勒華攝影博物館（Charleroi Museum of Photography）現任

館長薩維耶．凱能（Xavier Canonne）策劃，試圖透過攝影原件及家庭影片，

揭露馬格利特（1898-1967）於日常生活及創作過程中的真實面向。此批影像

攝於 1914 至 1967 年間，大多己無留存底片，由私人藏家收存。直至 1970 年

代中期，才得以重返世人眼前。基於藝術史的研究脈絡，這些攝影展品如同家

庭相簿，提供我們另一道思考軸線，來探究馬格利特的創作動機及作品意涵，

同時也能夠進一步了解比利時超現實流派的相關發展。

2018.09.29 - 2018.11.25
三樓 3A~3B

揭相：馬格利特影像展

策展人    薩維耶．凱能





策展人以「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為題，探討生態系統千變

萬化的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被反映在藝術與機構的運作機制中。本屆

結合不同的生態系統模式，特別關注這些機制中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以及

此運作機制如何趨向於整體的共同利益。北美館作為展覽的場地，成為雙

年展的中樞神經系統，透過展覽的實驗性操作，讓美術館成為跨學科討論

的平台，藉以向外擴展，在博物館的範圍之外引發更多的迴響。

2018.11.17 - 2019.03.10
一樓 1A~1B、二樓 2A~2B、地下樓 D~E~F

2018台北雙年展─
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

策展人    簡麗庭、柏雅婷
展出者     林宏璋、陳貺怡、鄧肯．蒙弗、鄒永珊、
 周曼農、張致中、陳曉朋、齊簡、許家維、
 莫珊嵐、邱杰森

策展人    吳瑪悧 范切斯科．馬納克達
展出者 隆薩克．阿努瓦特菲蒙 瑪莎．艾恬薩 烏蘇拉．畢曼 區秀詒
 阿列克斯．布爾達科夫 張懷文＋ MAS 微建築研究室 晁瑞光＋臺南社區大學 張碩尹
 朱利安．夏利耶 陳珠櫻＋太陽能昆蟲生態箱工作坊 露西．戴維斯 在地實驗
 未來農夫 圖爾．格林富特 英果．古騰 范欽慧
 亨利克．赫肯森 海倫．哈里森 & 牛頓．哈里森 侯志仁 & 鄧信惠 蕭聖健
 原轉小教室 柯金源＋「我們的島」 柯艾桑南 黃信堯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林芝宇－雜草稍慢 杜恩．林克拉特 林從欣
 尼古拉斯．曼甘 茱瑪納．曼娜 非人類博物館 吳明益 

 菌絲網絡社會 打開綠生活 亞倫．瑟庫拉 趙仁輝
 瑞秋．薩斯曼 薇薇安．蘇特 基隆河守護聯盟 鄭波
 臺灣千里步道協會 

古斯塔夫松 & 哈波亞，非人類博物館，2016 迄今



菌絲網絡社會（弗朗茲．薩韋爾＋太郎＋馬丁．豪斯＋鄭淑麗＋全球網絡節點），

菌絲網絡社會，2018



蕭聖健，歸，2018

柯金源＋「我們的島」

前進，2018

我們的島，1980-2018



敏感區域：生態脆弱性與公民
抵抗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 
團體座談：藝術家講座

多重關係轉譯
團體座談：藝術家講座

11月18日  民主化邊界

本屆國際論壇聚焦於與生態環境議題相關的認

知、政治與倫理問題，將雙年展的主軸「後自然」

關連上後人類與後殖民兩個思潮，認為對於生態

的反思，同時涉及不同族群以及地緣政治的問題、

人類在世界中的位置、人類與其他物種甚至人造

物的關係，並且在這樣的基礎上，深刻思考台灣

在相關議題上所面對的情境與可能的著力點。

藝術和理論─後自然、後人類
和後殖民的纏繞與衍射

公開座談：藝術作品作為烏托
邦視野的創造

 「2018台北雙年展：後自然─
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國際論壇

11月17日  公民權自然化

團體座談：藝術家講座

藝術、科幻、科技與科學



大海：一趟航向太平洋中的地
緣政治學與生物物理學的旅程

從阿里山到里山：從台灣環境
治理典範的變遷看全球環境史

公開座談：行動、藝術實踐社會生態：我們如何從自然系
統及其關係模型學習群眾倫理

12月15日  政治化生態

消失的地景：近期印度藝術創作中
的生態暴力、地域政治與治理性

12月16日  將自然去移民化

2018 台北雙年展策展人吳瑪悧於 11 月 18 日出席國際論壇



「臺北美術獎」為臺灣當代藝術圈重要且具前瞻性、指標性的視覺藝術獎項之一，鼓勵具

獨特風格與時代精神之作品，力求發掘優秀之藝術創作者，希冀激發臺灣藝術圈產出更多

元的思考與創意能量，多年來的累積已成為藝壇新秀展現創作能量的舞臺。自 1983 年開館

首次舉辦以來從未間斷，三十餘年來見證臺灣當代藝術發展脈動，累積的豐碩成果展現臺

灣當代藝術的飽滿能量，因應空間翻轉，本屆首度於本館三樓展出。

2018.12.22 - 2019.03.31
三樓 3A~3B

2018臺北美術獎

評審團 高俊宏、邱誌勇、雷逸婷、劉永晧、鄭慧華、盧明德（主席）、簡正怡
首獎 王連晟
優選 于軒、走路草農 / 藝團、林羿綺、張允菡、張紋瑄
入選 邱子晏、東冬．侯溫、鬼丘鬼鏟、陳呈毓、陳依純、郭俞平、賈茜茹、饒加恩

首獎｜王連晟，閱讀計畫，2016 

$$$/Dialog/Behaviors/GoToView/DefaultURL


優選｜于軒，克萊因．赫茲－不存在的實驗室，2018

優選｜走路草農 /藝團，湖底田水上考古系列，2018



優選｜林羿綺，信使計畫：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2018

優選 |張紋瑄，自殺技術基金會：年度發表，2018

檔案提供：台北當代藝術館 



優選｜張允菡，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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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擴延

2017 年，本館重新收回原為「臺灣精品館」的「南進門導引走廊」。同時，由王大閎建

築研究與保存學會摹擬重建的「建國南路自宅」，經臺北市政府指示，於 2018 年轉由本

館接管策劃營運，考量「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之歷史意義及空間定性，試圖以「臺灣建

築」與「當代劇場」作為連結發想，將此空間定名為「王大閎建築劇場」。跨域型態的結合，

讓建築不再只是紀念性的靜態載體，而是容納台灣建築美學及當代藝術展演的實驗平台。

2010 年在台北花博期間為連結北美館與美術公園而設的南進門，如今成為聯繫美術館與

「王大閎建築劇場」花博園區的管狀廊道：「南進門導引走廊」。藉由兩項建物的重整與

擴展，重新強化美術館園區的場域連結關係，使美術館得以從獨立建築體融入城市空間，

讓藝術、建築、城市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生態網絡。

南進門導引走廊×王大閎建築劇場

南進門導引走廊 × 王大閎建築劇場 3C 藝想迴廊





三樓迴廊具有綜覽全館的視野，在此打造觀眾參訪過程中遊憩、體驗與自主學習的空間，

與地下樓親子型態的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相互呼應。藝想迴廊的通透及開放，為青少年及成

年觀眾另闢天地，有助於同儕之間的交流，也可放慢步伐、自我沉澱。

3C藝想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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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計畫 第 7 號計畫：無關像不像 X-site 創作解密 社區計畫

走路去月亮的人 誰來王宅午茶

走路去月亮的人－沉浸式參與計畫

本計劃以王大閎建築劇場為腹地，由藝術團體「明日和合製作所」量身打造的展演計

畫。在約三十分鐘的過程裡，將帶觀眾穿越時空經緯，以複數視角重新感受自宅空間

內外諸多線索與故事，開啟一場揉合事實與虛構的體驗。觀眾透過聆聽裝置並將自身

置於自宅內遊走、觀察、對話，沉浸於歷史情境與虛構敘事間。演出形式將以各自獨

立又相互對位，如三重奏般的敘事結構作為基調。每次體驗觀眾都只能得到其中一段

故事，如同轉瞬即逝的靈光，逕自閃耀自宅內的多樣情懷。

第 6 號計畫：建築的 70%



本系列影片共三集，每一集以王大閎建築與設計為主題，依據不同的單元討

論，邀請一位專家學者作為王宅主人，同時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們作為客人，藉

由知識對談與記憶的連結，回望此座曾經存在，如今摹擬再現的建築。並且透

過此建築，望見王大閎對未來生活的想像與期許。

第一場 建築師自宅與現代主義 第三場 從《杜連魁》到《幻城》— 
王大閎的文學夢

第二場 「轉化了的傳統」－ 
兼論王大閎、貝聿銘及李承寬
的建築作品主人

誰來王宅午茶



建築的百分之七十是建築師的功勞，剩下的百分之三十要由藝術家來完成。

—— 高而潘 建築師

本展以北美館作為建築文本，建構出一個貼近現實的虛擬建築師事務所

及工地。來訪觀眾受邀走進建築師的工作現場，或閱讀、或遊戲、或設

計、並動手操作，猶如在場般參與由核心概念發想到成就一棟建築的旅

程。藉由參與「一座公共建築如何被建構」的命題，觀眾參與建築師的

工作，得以一窺建築師的奇想與日常，並進而體驗抽象的設計概念，如

何經由反覆的縝密思考及測試，在真實世界中付諸實踐。

2018.07.21 - 2018.11.04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 6號計畫：建築的 70%





2018.12.15 - 2019.04.14
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第 7號計畫：無關像不像

本展透過本館典藏之胡坤榮、莊普及楊世芝等三位藝術

家的作品，呈現抽象藝術中專注於對材料、色彩、構圖，

無預設目的的創作行為等本質所做的藝術實驗。本展形

式介於展覽和藝術家私密空間，觀眾在展場打造的創作

空間與他們相遇，以創作者的位置，參與多樣的表現形

式，在參與藝術的過程中體驗真正的自由。





2018.09.29 - 2019.03.31
三樓 3C 藝想迴廊

X-site創作解密 自 2014 年開始的「X-site 地景裝置計畫」，過去五年超過 150 

件參選提案，每年選出首獎一名在北美館前的公共廣場實踐提

案。「X-site 創作解密」則是將歷年參與提案作品，打破年份和

主題的原始設定，重新混編，透過三個創作視野，再現 20 餘組

作品提案；並針對五屆首獎作品，以獨立展區，呈現這五個夏天，

大眾在廣場與作品互動的回憶。此外，特別邀請曾參與提案的

創作者們，以手稿形式分享他們靈光乍現的紀錄。

策展人    黃威融、王世芳





文化就在巷子裡《藝術快遞》
社區計畫

為了有效結合社會資源，將美術館精緻的典藏作品推廣至臺北市各角落，

使一般無暇進入美術館的民眾，亦能欣賞藝術之美。北美館志工大隊策

劃「藝術快遞─社區巡禮活動」，走出美術館，進入社區學校、機構團體，

並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與教具進行賞析與藝術創作活動，讓社會大眾在繁

忙的日子，也能享受美的悸動和歡樂的感動。本館於 107 年「藝術快遞

─社區巡禮活動」共計舉辦 11 場，活動參與人數為 420 人。

 「藝術快遞─社區巡禮活動」

大龍老人住宅中心
百齡社區 / 福中里活動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廈門街浸信會
YWCA- 天母社區
臺北市陽明老人公寓
南港老人服務暨日間照護中心
老人自費安養中心
中山老人住宅
道生老人安養中心
萬華老人服務中心
大安老人服務中心



藝術進入社區《機車好樂地》
2018.11.23 - 2018.12.01

藝術，成為進入社區的一種方式，透過對於藝術的想像與操作，發揮出不同的創意。因應

當代社會的變動性格，許多藝文團隊紛紛進駐社區，期待與在地更靠近、與人關係更綿密、

紮實；另一方面，隨著藝術活動多樣發展，許多微型的、更為即興的街頭藝術計畫取代大

型廣場活動，成為社區裡的另一番風景。

今年本館委託「原型樂園」劇團，計畫一場社區藝術行動《機車好樂地》。「原型樂園」

是由一群在表演藝術圈工作多年的好友所組成的劇團，長期致力於新形態的社會參與式表

演，讓藝術介入日常生活，透過各種行為、戲劇、裝置、音樂等形式，在公共空間表演並

與民眾互動；接續 2014 年《夜市劇場》、2015 年《跟著垃圾車遊台北》等輕鬆有趣的街

頭表演後，這次引領民眾在平凡不過的「機車行」裡，與社區生活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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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典藏修復年度入藏典藏方針

2017年修訂本館典藏蒐購政策面向及收藏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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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方針

周育正，《工作史—盧皆得》，2012「臺北美術獎」首獎



年度入藏

優秀作品徵集購藏
2018 年本館共購藏 24 件作品，包括李茂成《觸 2015004001》、潘信華《登高遠眺圖》等水墨

類作品 4 件；許雨仁《彩筆系列之五》油畫類作品 1 件；李小鏡《108 眾生相》等攝影類作品 10 件；

及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許哲瑜《麥克風試音〉、許家維《白色大樓》、石晉華《走鉛

筆的人》、劉秋兒《繪畫秀》、周育正《工作史－盧皆得》等綜合媒材類作品 9 件。並獲得捐

贈 13 件作品，包括油畫 1 件、水彩 2 件、素描 1 件、攝影 5 件、綜合媒材 4 件等。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本館收藏總件數已超過 5,030 件。

石晉華，《走鉛筆的人》，1996-2015

許家維，《神靈的書寫》，由本館與法國國立當代藝術工作室 (Le 

Fresnoy) 共同委託製作，於「2016 台北雙年展」展出



典藏修復

本館透過館內專任及委請館外修復師進行典藏品之維護與修

復，年度委外修復完成包括油畫類張金發《細語》、黃荷華

《自畫像》以及林惺嶽《台灣戒嚴統治》、《歸鄉》，膠彩

類張李德和《蝴蝶蘭》，雕塑類麥顯揚《無題》、楊英風《小

鳳翔》等 7 件作品。自行修復則包括：攝影類鄧南光《林家

花園》、版畫類林燕《鳳凰》等共 2 件作品及戶外石材類、

金屬類雕塑作品例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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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 創意加值

凝聚公眾聲量，實現資源共享
美術館優化群眾溝通的能量持續在重新開館以後帶來改變，針對各類展覽的宣

傳操作，更積極嘗試不同的觸及可能。開館系列展覽「跨域讀寫：藝術中的圖

書生態學」與誠品書店合作，配合圖書的策展主題舉辦「週末夜講堂」與「藏

書票手作工作坊」。「2018 台北雙年展」也首度嘗試電影院廣告，在光點電

影院及誠品電影院播放雙年展預告，試圖從休閒取向相似而溝通語彙相近的族

群中找到更多共享客群的可能。

行銷推廣是本館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方向，運用公共關係、行銷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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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實體行銷策略與媒體發佈、館內外資源的整合運

用，建立友好媒體管道、開發新宣傳通路、增強與民眾即時互動、提高觀眾社群黏著度，同

時耕耘國內外媒體對於本館大型展覽的關注，並透過媒體與觀眾熱絡互動，形塑北美館數位

時代新形象。

行銷推廣數位與社群媒體

公共關係

「藏書票手作工作坊」報名踴躍，成為館外開發藝術愛好潛在客群的成功經驗



集結各界賢達，諮詢建設性意見
本館每年邀集各界賢達為諮詢委員，檢視一年來美術館展覽與教育推廣、

研究與館務成果，針對未來展望提供建議，藉由各方多視角的專業意見，

提供美術館能夠落實理想的方向，同時為增進藝術界內部溝通、開拓社

會能量，與外部交流的良好契機。

本館與國家兩廳院合作「館館好朋友」親子藝文活動、參與「阿特銀行」

藝文儲幣計畫；也響應國立故宮博物院「小編聚」及「兒童博物館串聯」

等計畫；「2018 台北雙年展」展覽期間主動發起與國家兩廳院交流無障

礙導覽經驗分享。透過一系列的合作與串聯，追求實現文化資源共享、

藝文社群共榮的長程目標。



數位與社群媒體

積極經營行動社群媒體 關注人數突破十萬
官方粉絲專頁內容多以展覽作品、藝術家以及推廣教育活動宣傳為主，發文策略從展覽特殊

性與亮點出發，搭配節慶活動與環境話題，針對北美館閱聽群眾來自各年齡層、興趣背景各

異的觀展客群特性，提供多樣化活潑與知性兼備的圖文貼文，吸引點入閱讀互動，藉此提高

走訪展覽與參與活動意願，為喜愛美術館的觀眾，於官網資訊之外，能有較為可親、即時回

應問題的輕鬆接觸選擇。2018 年 9 月為響應官方臉書粉絲人數邁向 10 萬人，特別企劃「屬

於我們的北美館，十萬粉絲臉書特別企劃！」企劃期間，總觸及人數達 7.8 千人次，藉此吸

引民眾重返美術館參與當期相關展覽活動。

互動導覽 APP  使用者持續攀升
本 館 自 2016 年 起 推 出「 臺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導 覽 

APP」，持續提升內容的豐富化與功能的人性化，並

運用 iBeacon 室內定位技術，結合文字介紹與語音導

覽規劃，搭配普及展場無線網路連線，讓觀眾能以自

身行動裝置，即時收到定點展覽品與展場介紹及相關

語音導覽功能。現有使用者統計至 2018 年 12 月底，

累計共 16,376 位 ( 人 / 機 )。

「美術館的再想像」網路互動體驗宣傳設計



創意加值

推廣典藏  創造品牌形象
衍生商品透過創意及巧思，將本館藏品結合當代設計及行銷策略，擴大

藏品的附加價值，創造本館品牌形象。為符合致贈貴賓以及大眾消費兩

種需求，本館 2018 年度以典藏品陳庭詩的《晝與夜》(1983) 為發想，延

伸出具東方飲食代表性的精緻陶瓷筷架組；另一款「藝術之窗」磁鐵組

以親民價格推出，運用北美館管狀懸臂結構堆疊而成建築外窗的鮮明印

象。不論是從典藏品發想、或是從館體形象出發，館方希望透過衍生商

品將美術館體驗延伸，讓美術館真正走入每位愛好藝術朋友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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