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位把官員眼中的錯誤設計變為「我最

搖擺」，遊走在時尚、設計、建築、動漫、

電影、藝術的當代館館長，憑著他的教育熱

忱與專業藝評、策展及美術館行政的嫻熟經

驗，行事風格親切、務實，完全沒有官僚意

識，反而以他的美學意識及擘劃長才，上任

第一年便締造近 15萬的參觀人口，打破以

往平均每年約 8萬左右的觀眾數，且創下日

後每年觀眾人數平均約 19-20萬上下，大大

翻轉了當代館的命運。

究竟石館長與他的團隊如何讓一坐近百

歲的古蹟，枯木逢春？他們如何訴說自己的

故事，打造當代美術館品牌，樹立自己的地

位與優勢？

台北當代藝術館它不像北美館具有崇

高、神聖，以近現代美術為主的殿堂式、膜

拜式的美術場域，而是一間間教室的庶民空

間。

當代館的前身就是以教育為導向的日治

時期建成小學 (1920年 )，國民政府來臺後

又化身為臺北市政府辦公廳舍 (1945年 )，

直至 49年後市府遷往新市府大樓 (1994

年 )，它始回歸建成國中，之後建成國中正

面被規劃為美術館且被評定為市定古蹟，成

為美術館與學校共構一體，並正式定名為

「台北當代藝術館」，

2001年正式營運。

台北當代館的前身

混融著日人上課的小學

校與臺灣人洽公的市政府，殖民與後殖民色

彩濃厚，它身體所流淌的血液含藏著無法與

人疏離的基因，且在世紀末才開始規劃的當

代館，也涵融著時代騷動不安的體質。

當代館騷動不安的體質同時具現在當

代藝術引領風潮的實驗與創新的精神上，以

「活在當下」、「持續演繹」、「現代進行式」

的藝術，時時呼應當下時代的社會文化。

這座紅磚、灰瓦，臺灣第一座古蹟活化

再利用，臺灣第一座以當代藝術為主體的古

蹟美術館，一入口的山口勝宏〈龍〉，象徵

當代館以「藝術、古蹟、科技」為主軸，推

動新媒體藝術、動漫藝術、時尚設計、建築、

電影等等，打造一個可以對話、跨界、交流、

溝通的平台。它更是一座去殿堂化、去權勢

化、去高貴化，親近普羅大眾，一切正在生

發進行，又十分具有未來性的美術館。

藝術走出館，引人

潮入館

「當代館就像一

3

① 當代館平日於廣場放映電影，而開幕晚會
常常配合主題於廣場舉行舞蹈或劇場表演

② 讓當代館古蹟枯木逢春的館長石瑞仁

藝術彩風YUAN MAGAZINE

3130 September 2014

打造
庶民
美學
的當
代品
牌

石瑞
仁 文、

圖／
鄭芳
和

去殿堂化的古蹟美術館

2000年正當北美二館將開館，卻被認為茲事體大，有再整體評

估的必要，當年一位藝評人直言不諱地說：「文化界真正需要的是專

業識見的發揮和有機靈活的運作制度！」

這座耗資不斐，費時整修 3年的台北當代藝術館，終於在 2001

年開館，至今已 13年，而當年勇於撰文對文化局痛下針貶的石瑞仁，

也在 2008年任第 4任館長，迄今已 6年，堪稱當代館開館以來任期

最長的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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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發電機，要把能量發散出去，讓所有的

人，所有的社區都感受到它的動力，都動起

來。」已經 60歲的石館長仍意氣風發地談

著他的發電機原理，認定當代館是個輻射中

心、產能中心，要把所有的產能發射出去，

讓市民隨著當代藝術的節奏起舞。

的確，石瑞仁不畏事，不怕做錯事，

他說：「沒有人像我們遇到那麼多問題，但

沒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的。」他甚至更不斷

開發新業務，主動出擊，創造更新的動能。

他畢業於臺中師專，又入臺灣師大美術系就

讀，之後考取公費留學於美國天普大學獲藝

術史碩士，又高考及格。早年於淡水的小學

擔任美術教師，其後出任北美館展覽組組

長，又任台新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臺

灣前衛文件展 CO2發起人、策展人，及關

渡美術館館長。

當石瑞仁任當代館館長，此時當代館已

不是由原先企業界出資成立的當代藝術基金

會經營，而是轉由市政府的臺北市文化局基

金會主導經營。石館長在榮膺大任之際，真

正考驗他的不是專業能力，而是籌款能力，

因為預算少了一半。所幸他在關渡美術館任

內早已磨練出克服困難、整合資源的因應變

通本事。因而在結合外部資源上，石館長仍

一本先前在關渡美術館的「合作」方式，以

專業的規劃能力及深度的教育推廣，連結各

種可能的資源，發展不同的合作模式。

石館長在這個兼融歷史與當代文化的場

域中，展演著國內外最創新前衛的創作。而

且不只在館內展，他一上任就提出「讓藝術

走出去」、「藝術不能自己關起門來玩！」。

館員形容館長是一位探索者，總是積極挖掘

館內外能夠吸引參觀民眾的空間，只因當代

藝術強調與空間的對話，與觀眾的互動，於

是館內的樓梯間、廊道都成為展覽空間，甚

至外牆窗戶也成為「公民藝術窗」。既可播

放多媒體藝術，也可成為展覽窗。

而館外的廣場闢為「公民藝術廣場」

(MOCA Plaza)，展覽大型雕塑與裝置藝術，

又設立「數位互動電視牆」，以互動型數位

創作與錄影作品搭配展出，展場更擴張至臺

北捷運地下書街，開闢「地下實驗、創意秀

場」包括 3個空間，一面 18公尺長的數位

電視牆及一個小型公共廣場，提供年輕新銳

藝術家大膽、前衛、多元的展演創作。

藝術介入捷運地下書街

石館長探索開發新空間的能力，確實

高人一等。尤其在爭取與捷運公司合作的過

程中，為打破體制的框架，他總是不斷的與

他們溝通、磨合，他本著「無牆美術館」的

理念，以對方的利基為考量，希望以藝術造

街，促進商機並帶動藝術發展，終於捷運公

司被說服成為當代館的合作夥伴。當他們把

原來商店寥寥無幾的中山地下街打造成藝術

商街，只見商店一間間地進駐，租金一天天

地提高，甚至店面一位難求，捷運商店大發

利市。

這個「地下實驗、創意秀場」全年度

的展演計畫，於 2009年榮獲「文建會藝術

介入空間」專案輔助，共推出 11檔藝術展

演項目，受到商家、捷運公司，往來民眾及

文建會的多方肯定。好評之餘，館長乘勝追

擊，繼續探索藝術介入空間的各種可能，他

乾脆擴大基地，來個「藝術一條街」打通地

下街的任督二脈，讓整條書街藝術血脈更暢

通。

於是館長主動向文建會提案「公共藝術

美化工程」，爭取經費在地下書街的公共空

間裝置作品，如何米柔〈愛思維看世界〉或

陶藝家余成忠〈驚讚！蝴蝶谷〉、倪再沁〈紐

約怪談〉、豐田啟介等人〈重生樹〉、愛倫

公主〈花陰之光〉等，而地下街所有的燈箱、

海報欄與牆面也都成為當代館設計揮灑的空

間。

石瑞仁一位具有商機頭腦，又富創意思

考的館長，時時在動腦主動出擊，向政府單

位提出專案計畫，位於捷運地下街「爵士廣

場」旁的「當代文創聚落」(2010年 )，便

是當代館獲得「文化部協助獎勵或補助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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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當代館一入門的山口勝宏〈龍〉，象徵當代館以
「藝術、古蹟、科技」打造當代藝術平台

④	黃步青作品〈訴說〉(2014年 )以撿拾廢棄物拼
組男女形象，藉由籠中鳥訴說既往的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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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事業辦法」第三條第四點「輔導核心創

作及獨立工作者進駐文化創意聚落」的專案

補助所建構的文創場域，當代館統籌規劃，

號召文創藝術達人共同參與，帶動地方文創

產業。

藝術一條街，串連商圈

石館長在完成地下書街藝術化之後，

又興致勃勃把探索目標移轉到地面，他彷彿

一位空間的偵探家，只要看到周遭了無生氣

的場域，他便情不自禁地想注入一道藝術清

泉，灌溉一畝新綠。這回他又運用臺北市政

府「臺北好好看」公共藝術計畫的補助經

費，主動企劃「台北當代藝術館廣場與捷運

站公共藝術設置案」(2010年 )。

當代館邀請李明道、李億勳、梁任宏、

許唐瑋等藝術家，依環境的特色及屬性，以

不同的媒材，量身打造四組公共藝術。當代

館把原本機房林立的捷運中山站旁的線性公

園，打造成藝術人文休閒公園，讓「捷運之

便，慢活之樂」洋溢在都會的綠樹濃蔭中。

石館長希望當代藝術館是全民的美術

館，是人人可以擁抱、親近、同樂的好所在。

他真正把藝術落實在生活美學的實踐中，長

久以來他一直企盼當代藝術不只能活化古

蹟，更能活化社區、活化人心。

「藝術一條街」從臺北車站連接至捷運

雙連站，無論在地面或地下街區，整條長達

幾公里的線型公園與地下街沿線，步行其間

無處不充滿美麗與驚喜，除了地面層的「公

共藝術美化工程」外，又有「地下實驗、創

意秀場」展演空間，以及環形的「微展場」、

「好玩藝‧地下學苑」二處小型展場，和

「當代文創聚落」文創商店。當代館在藝術

社區營造上扮演著先鋒推手，連結實驗創

新、商圈產業與社區參與，逐步將鄰近地區

打造為一座充滿創意的當代館人文商圈。其

中地面層的「公共藝術特展區」2012年獲

得文化部「公共藝術」兩項入圍及一項最佳

民眾參與金獎，而「地下實驗、創意秀場」

和「當代文創聚落」則連續3年獲文建會「藝

術介入公共空間」專案補助的肯定，藝術照

亮了地下街，地下街因藝術而貴。

連結外部資源，活絡館內資源

此外，臺北市人氣最旺的捷運忠孝復

興站，人潮在熙來攘往中，更可以看見形式

簡明、風格親切的繪本、動畫，生動有趣地

描繪出臺北都會的風情款款。由銀行獨家贊

助，臺北捷運公司委託當代館策劃的〈忠孝

復興─給你一個ㄓㄗㄢ `〉藝術展覽，當代

館為新生代創作者及市民大眾架接一座城市

夢想的平台，利人、利己、利社會，企業反

饋社會又一最佳例證。

將老舊歷史翻新為流行創意，一向是

當代館最擅長的魔法，當代館點石成金的事

實，有目共睹。就連萬華區有間日治時期臺

灣最大的日本「西本願寺」遺址，早已是當

地居民眼中的「鬼獄」廢墟，文化局也請來

當代館的魔法師為它驅魔再造，在當代館邀

來徐楊聰等七組藝術家以公共藝術介入廢墟

後，白天、黑夜各自展現不同的藝術風情，

又週週舉辦藝術歡樂活動，廢墟終於不再是

鬼獄，而是吸引眾人的樂活天堂，不但成功

讓古蹟重生，營造在地文化記憶的情感認

同，也成為青少年創意、休閒、消費的文化

據點。

由於當代館本身的經費短絀，石館長的

經營哲學是「窮則變、變則通」，他經常勉

勵館員，要「窮而不困」、「窮得很開心」，

一群平均年齡 30歲上下的當代館團隊，任

勞任怨與館長一起拼藝術，在「窮而不困」

的年代，讓城市、空間與當代藝術共生對

話。

石館長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館，既開

放又彈性，能寫、能策、能募款、能連結，

又能激發內部的行動力，這群當代館團隊，

跟在館長身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然

工作十分忙碌，卻學得許多難得的博物館學

經驗，他們已是一群卓然有成的當代藝術尖

兵。

石館長所以如此辛苦地連結許多外部資

源，為的是推動「藝術無國界，人人都是藝

術家」的教育使命，同時也磨練館內團隊，

並彌補館內的展覽經費，一舉數得。他總以

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

當代藝術是一種公共論壇

然而，當代館最關注的，仍是主館的展

覽。當代館自 2008年起迄今，逐步建立了

⑤	裝置於臺北中山捷運站公園的李明道公共藝術作
品〈音響機器人 BIGPOW〉

⑥	當代館廣場上的「當代影像聚場」日夜播放「青
春未來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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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展覽六大區塊：一為主題策劃展，

二為室內實驗展，三為廣場實驗展，四為當

代影像聚場，五為公共藝術展，六為藝術一

條街。2012年便規劃了 31檔展覽，2013

年則為 27檔。平均每年維持 30檔上下。

主題策劃展，重視學術性、專業性、

議題性、跨域性，常常邀請學有專精的策展

人，就全球化下人類所面臨的價值衝擊或生

命體系的異變等議題策展。例如 2013年的

跨年大展〈後人類欲望〉，由陳明惠博士擔

綱策劃，共邀請國內外 25組藝術家，就〈複

製人〉、〈跨性人〉、〈改造人〉等三大主

題，鋪陳與詮釋〈後人類〉觀點中，現代人

日漸分歧的身分認同與多元異質的生命價值

觀。對臺灣而言這是一個驚悚的議題，尤其

東西方文化社會不同，所提出的作品觀點與

所觸及的核心命題，也迥然相異。

館長認為，展覽須好看又必須具有議題

性，他把當代藝術設定在一種公共論壇的機

制或情境當中，讓藝術的價值與意義有機會

密集地接觸各方的檢閱、思考、解釋、討論

和批評等等，以沉澱展覽的意義。因而這個

在藝術家與藝術家、藝術品與觀眾之間，充

滿多面向互動的展覽，它的意義就在提出一

種論述，透過藝術的展示與觀眾的閱讀，激

盪出彼此對話的可能性的公共論壇。尤其對

於變形人或克隆人 (複製人 )到變裝、扮裝、

性別認同等等議題，正是觸及許多當今社會

人類的身體與慾望的敏感、私密問題。藝術

家以多元、開放的作品說話，讓觀者面對作

品，也面對己身生命的叩問。

展覽均衡性、全方位、多元化

而2014年當代館策劃的「對話與對照」

性主題展，以邀請不同國籍、不同創作面向

的藝術家，做為參照組，透過雙個展彼此交

流、對話。激發觀眾欣賞不同藝術家對「家」

的生命情境的不同視野。譬如蓋瑞‧貝斯

曼 (Gary Baseman)的〈歡迎來我家〉。蓋

瑞以插畫、繪畫、手稿、錄像及雕塑裝置等

500件作品，鋪陳出他的家族根源與文化系

譜及藝術家對生死、友情、親情、愛與生命

情境的詮釋。

而黃步青則以複合媒材及裝置作品呈現

「寄語大海」的孩童記憶，「土地關懷」的

鄉土成長環境，「工業荒蕪」的大量製造 /

消費及「生命‧愛」的人間有愛願景等四

大系列，觀照大地家園與人間情愛。兩人都

以家為基點，蓋瑞往內挖掘情感，黃步青往

外關注大地，分別創作出不同的生命風景。

當代館在布展上匠心獨具，在古蹟建築

與場域和觀眾之間，常常讓作品在原來的脈

絡之下產生新的文化對話空間，突破一般布

展的平鋪直敘掛畫方式。

此外，當代館也策辦館際交流展，如

「台灣藝術新世代」展在上海美術館 (2009

年 )、北京今日美術館 (2010年 )巡迴展出，

推薦 32組臺灣年輕當代藝術家作品新風

貌，與 2008年上海美術館來當代藝術館展

出 1980年後出生的創作者「果凍時代」展

相媲美、對話，堪稱當代館開館以來第一次

的海外展，也是破天荒的創舉，當代館也義

不容辭地推介楊茂林參加義大利威尼斯雙年

展 (2009年 )，又於 2011年舉辦威尼斯平

行展〈春德的盛宴〉攝影裝置展，並在義大

利策劃〈在那裡，我們生活〉，帶領臺灣新

一代電影創作者參與「阿索羅國際藝術電影

節」。

當代館也不忘邀請大陸傑出藝術家舉

行個展，透過中國的當代藝術品，讓國人了

解中國新一代藝術家面對新世紀中國經濟起

飛，社會環境改變，生態環境改變，中國藝

術家所建構的當代觀看視野和批判角度。

至於室內實驗展 (MOCA Studio)，以個

展形式引介國內外優秀藝術家展出具當代思

維的實驗創新作品。

當代館自 2008年起已不像以前公辦民

營時代，受到基金會保護，它已轉型為文化

局的官方系統，受到議會的監督與市民公眾

的檢驗，因而在展覽策略上石館長選擇中庸

的平衡之道，既辦國際展，也辦國內展，邀

展大陸作品也展臺灣作品，走向均衡、全方

位，多元性的規畫面向。

走入社區，實踐生活美學

同時當代館也不忘推廣社區的生活美

學與普羅大眾結善緣。例如 2012年以來持

續舉辦的「街大歡喜」嘉年華，以中山、雙

連街區為主，而活動最高潮是中秋節當天街

區居民與觀眾一同聽樂賞月玩藝術。這是從

2011年當代館的「南西當紅‧中山印象」

透過展覽與社區民眾、產業、文化、空間的

7 8

⑦ 當代館配合主題展舉辦藝術夏令營，由外國導師
指導角色打造，創作完再演出超現實劇碼

⑧ 當代館以寓教於樂專為 12歲以下兒童打造的小
玩藝教室 MOCA u12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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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及對話交流。2013年及 2014年仍持

續舉辦以培養社區在地的創意尖兵，凸顯在

地獨具的生活美學為展演特色，一股新興的

藝術能量正在街區 /社區聚集發酵，蔚為當

代藝術社區的新風潮。

當代館不但中秋節有活動，元宵節也策

劃「元宵搖 100鬧燈節─萬家燈火庶民點

燈」(2011年 )活動。當代館號召許多不同

領域的藝術團隊及文創設計公司，在中山北

路的巷弄裡讓民眾驚遇藝術。同時在當代館

廣場又有大型〈捷運光雕投影秀〉，在西門

紅樓古建築也有〈大紅燈籠高高掛〉時尚動

漫秀，再配合花燈手繪、提燈踩街，讓臺北

都會市民來一場不同於傳統更具創意的燈節

藝術洗禮。

當代館配合館內外展覽，所舉辦的教

育推廣活動也不勝枚舉，除了例行性的研討

會、座談會、演講、專家導覽外，又有美術

資源教室的好玩藝教室，好玩藝‧地下學

苑，展覽教育工作坊，夏、冬令營及小玩藝

教室，帶領民眾親子共享創作之樂。當代館

尚且邀請藝術家駐校走入建成國中、日新國

小、成淵高中進行藝術教學與創作，獲得許

多學校與家長的迴響。此外，當代館也常於

假日在廣場「FUN電影」，與民眾同樂。

運用網路行銷，搭建交流平台

當代館在美術館展覽與活動的傳播推廣

上更是國內美術館首屈一指，不但在每個展

覽現場，牆上貼有 QR Code，方便觀眾以

手機掃瞄，聆聽精彩的導覽解說，它們沒有

典藏庫房，卻有數位典藏計畫，充分運用數

位科技，把所有的展覽與教育推廣活動，上

傳網路，在影音網站成立「MOCA影音專

區」，多達數百支影片，資源共享，讓民眾

免費欣賞當代藝術。

當代館又有專人經營部落格化的官網及

社群網站，是全國粉絲最多的美術館。再加

上手機上網即可免費下載 MPCA APP全天

候放送當代館資訊，藝術交流平台，當代科

技已被當代館無所不用其極地開發，將當代

藝術的資源，無遠弗屆的傳播，共享，真正

發揮網路行銷的特效。

今年 7月當代館又在館場的「當代影

像聚場」與臺北車站 K區地下街的藝文廣場

連結，邀請「未來電影日」策展團隊，舉辦

「青春未來影展」，讓市民大眾看見臺灣獨

立製片的精彩影像。

庶民美學的當代品牌

本著藝術教育熱忱打造全民美術館的

石瑞仁館長，可說是臺灣美術館中最積極用

心經營博物館的其中一位館長。也許是小學

美術教師的教育背景，讓他在思考當代館的

經營學時，總是整合不同的資源，開發、策

劃多元的展演活動，把當代館打造成一座藝

術傳播的中介平台，讓年輕的新世代藝術創

作者有更多的發表舞台，也讓年輕的世代族

群，當下體驗當代藝術的開放、多元、實驗、

自由與無所不能。

台北當代藝術館沒有炫目的建築，是老

舊古蹟再利用，迷你而小的空間卻在石館長

及當代館館員、工讀生、志工、實習生的當

代館團隊分工合作下，人氣聚焦，不僅推行

「魔卡」會員制度，又有學生駐校藝術代表，

藝術家駐校及學生團體日、親子日、社區日

等免費參觀時段，建立與學生、民眾的親密

關係。

當代館以文化行銷都會生活美學，同時

播灑當代藝術種子，創造當下及未來無限、

無形的藝術價值。在全球化的文化競爭下，

當代館不啻是文化產業中以整合行銷建立當

代藝術與時尚文化、流行文化、動漫文化、

設計文化、建築文化等混融、跨界、合體的

當代藝術「庶民美學」品牌，取代菁英路線

的美學品味。

一座近百年老古蹟，卻擁有最先鋒的當

代藝術以自己獨有的品牌訴說自己獨特的故

事，散發出指標性的青春活力，在國內，甚

至國際美術館上將擁有高度的文化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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