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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〇四年六月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機制之研究 

       研究生：李宜庭                    指導教授：呂清夫 博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研究所 藝術行政暨管理組 

                    摘   要 

    臺灣自一九九二年公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而後於一九九八年開始實施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在文化部（前文化建設委員會）鼓勵和監督之下，公共

藝術開始蓬勃發展。據官方統計，自一九九八年至二〇一一年全國設置作品已達

二一七一件，目前數量仍持續成長中。多年來由於公民之審美和人文意識提升，

以及公共空間功能轉換，部份作品啟用後在管理上出現維修困難，或是和商業發

展、公共安全、民俗信仰相互牴觸，甚至民眾反應觀感不佳等相關問題。 

    本論文整理國內、外公共藝術政策實施之文獻資料，包括法令、設置、管理、

評核、獎勵和拆遷等制度；並做出移除、移置案例說明和分析，透過「公共藝術

獎和移置認同度」問卷調查，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觀察社會大眾對現行公共

藝術評核標準之認同；將問卷案例帶入藝術家、專業人士和專家深度訪談，以探

究各方人士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和「移置機制」共識之所在。 

    研究結果及分析發現：民眾對公共藝術的美感和安全評價，與評審單位給予

獎勵或移置的相關程度並不顯著，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和專家觀點，歸納出從政策

面切入，強化民眾參與、落實作品票選機制，並建立公共藝術啟用後之「移置評

核機制」，更進一步調整公共藝術基金運作方式、成立「公共藝術移置專屬園區」，

將有助於保持我國公共藝術動能，並使公共藝術制度更加完善。 

 

關鍵字：公共藝術、公共空間、公共藝術獎、成效評量、移置評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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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ulture and Arts Reward Act established in 1992, and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nstallation of Public Artwork implemented in 1998, public art started 

thriving in Taiwan under the supervis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formerly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in 2011, the quantity of public artwork reached 2171 pieces nationwide, and the 

number is still increasing.  Through the years, due to the enhancement of aesthetic 

concepts and environmental public awareness, some works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re management problems, including functional 

alteration of public space, conflicts with commercial endeavors, maintenance 

difficulties, and significant adverse public reactions related to aesthetic, safety and 

folk custom issues.  

 

The stud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public art policies 

implemented, which contai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management, efficiency 

evaluation, reward, relocation and dismantling of public artwork plus actual cases 

involving artwork removal. For the purpose of observing the acknowledge level of the 

public on public artwork evaluation, a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on public art awards and public artwork relocation was conducted and 

data analyzed using SPSS statistics. The research also synchroniz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rtists,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to obtain their opinions on selected 

cases in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public art policy, and the system of statut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nsensus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relocation evaluation of public artwork between the general public, artists,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public evaluation on the safety and aesthetic is not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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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d to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select committee and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awarded art and relocation. The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opinions of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and the stud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civil participation shall be reinforced by developing a voting 

mechanism for public artwork,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reloc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supplement the current policy. Furthermore, management 

problems may be resolved by adjusting the scope of public art funding operations and 

set up an exclusive public artwork relocation park, all of the above methods could 

help keeping the momentum of public art and improve the public artwork policy and 

the system.  

 

Keywords: Public Art, Pubic Space, Public Art Awards, Efficiency Evaluation,  

Reloc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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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從公共藝術概念備受各國政府重視並積極推廣以來，世界各地許多城

市公共空間皆不乏以各種不同形式表現的公共藝術設置，其足以反映城市風

格，並展現一個地方的獨特人文素養，也常被視為該地區之文化特質。在公

共藝術執行過程中，公眾是藝術品的設計、使用和評判的主體，充分傳達人

文關懷的「公共精神」是為設置公共藝術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藝術性則是一

個創作之所以被稱為藝術品的基本屬性，能夠實現「公共性」又具有高度「藝

術性」的作品方足以詮釋實質意義上的「公共藝術」。在許多公共空間之中，

除去傳統型式的作品之外，也有可被稱為前衛的、頹廢的、甚至與固有美學

精神迥異，不易被一般公眾所理解的藝術裝置，但以藝術創作觀點而論，媚

俗的作品並不代表缺乏藝術價值，反之亦不代表其缺乏公共性，因此如何在

公共性與藝術性，公眾的審美需求、藝術家個人喜好以及商業功能之間取得

平衡一直都是廣受討論的話題，而此問題的存在也致使公共藝術設置執行困

難度升高，作品完成後在公共空間也受到群眾更嚴格的評議。 

 

    臺灣於一九九二年公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而後在一九九八年實施《公

共藝術設置辦法》，多年來在文化部（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鼓勵和監督

之下公共藝術蓬勃發展，過去公共空間藝術品多數以傳統媒材及創作形式呈

現，常見的有雕塑、壁畫等，接著新形態公共藝術蓬勃發展又使得藝術創作

形式更為多元。由於數量快速成長，因此與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實際發展

產生疏離的現象在所難免，加以公共藝術設置在公民的審美和人文意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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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環境功能更新之際，正面臨諸多管理、民眾觀感以及與商業、公共安全、

環境適切性甚至民俗禁忌等問題。文化部前身之文建會主委曾指出：「優質公

共藝術的普遍，會讓生活空間更生動、有趣；令人可懼的是，如果拙劣的公

共藝術泛濫，將讓公共環境受汙染、傷害。」（陳郁秀：2002）公共藝術作品

啟用後若不能發揮美感傳達功能，或者管理維護不周，甚至崩毀難以修復，

其存在形式和佔有空間無法得到大眾認同，甚至造成爭議，不但讓公共藝術

政策實施的美意受到折損，也形同社會資源浪費。 

 

    致使公共藝術產生爭議有許多因素，其中包含藝術家和來自不同背景之

公共藝術執行者、觀賞者對藝術及其語彙有不同的理解；公共資金，空間等

各種資源是否恰當使用，美感需求以及公共安全和公民監督是否落實的問題。

公共藝術設置必須能夠與時俱進，更符合時代意義並融入國民生活，有鑑於

此，對於設置完成啟用之後的公共藝術作品，在相關法令當中建立一套詳細、

公正、客觀以促進公共藝術作品合宜進退、進化再生的成效評量暨考核標準

實屬必要。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我國公共藝術設置的成效評量以及維護機制多年來仍然在藝術家、執行

面和政策法令不確定因素之間游移擺盪，經周密嚴格的評選、審議、設置完

成的作品，啟用後出現髒污、損毀、故障等缺乏維護的狀況，或有民眾反應

與民俗有關的沖煞、風水等疑慮，甚至未經權責機關同意逕自進行遮蔽、移

動或拆除，有些則被質疑阻礙視線或空間動線、影響逃生功能等。除此之外，

作品造型、色彩以及裝置形式都有可能成為公共藝術作品在特定空間不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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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歡迎的理由，劉文沛曾指出： 

 

公共藝術運作機制不但要受到藝術規律制约，還要受到經濟規律支

配和社會心理作用。公共藝術作為一種文化界面，不僅提供了社會

人群之間的文化精神意義上的信息交換，還體現為社会人群之間的

物質利益交換和心理狀態交换，因此公共藝術運作機制還應建立在

對人性心理與動機的觀察與把握之上1
 

 

人性心理與動機除了美學議題之外，本著公共空間使用者眾，面對各種不同

意向及需求，甚至屬於不可抗力的自然環境變遷，國內、外公共藝術因此而

面臨拆除、移置的情況多所存在，目前國內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較著重於設

置，對於設置完成後可能面臨的問題相對著墨較少。決策執行單位、藝術創

作者對民眾與環境的觀察與掌握是否精準十分重要，藝術設置啟用之前有時

難以論斷，而完成之後，其過程已無法逆轉，藝術與公共空間運用、經濟效

能之間又往往存在著難以預見的衝突與矛盾，專家吳慧貞曾指出： 

 

公部門應該有良好的籌畫和判斷力，藝術家也得多想一想。藝術家

會著重他的藝術創件，對環境、人和社群的思考邏輯不太一樣，但

這是創作公共藝術的核心能力，造型當然也是同等重要。所以這個

回應到所有的問題，我覺得去瞭解環境、瞭解人，瞭解社群，不是

以藝術家個人的概念為出發點的時候，才會是比較周延與完整的思

考。2 

 

因此發展出具體的評量和考核方式，對於瞭解公共藝術存在該場域的效能與

                                                      
1
 劉文沛，《公共藝術運作機制研究》，上海大學，（2013），（博士論文） 

2
 見附錄八 吳慧貞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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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十分重要，而詳細明確的移置辦法，也能夠有效解決藝術作品在公共空

間啟用後發生的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彙整國內和國外公共藝術政策、制度和移置案例，

藉民眾對公共藝術獎和移除之認同程度，檢視我國在現行制度下的公共藝術

設置移置機制；並訪談相關領域專家對公共藝術法規的觀點和意見，藉以釐

清公共藝術啟用後常出現之問題及其產生原因、解決方案，期待研究結果有

助移置標準程序的建立，使公共藝術作品的異動和再生有所依據。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涉及公共藝術的名詞釋義、相關文獻的蒐集和整理；國內、外公共

藝術法規；獎勵辦法檢視與移除案例分析，藉臺灣民眾對於得獎和移除案例

之認同程度、結合公共藝術專業者的觀點，以探討我國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

和未來移置、再生機制建立之可能性並提出建議。 

 

    黃健敏曾指出，由於政府公部門的案件執行過程資料無法完整取得3，包

含政策制定和立法程序，經費使用規劃等；移除案例資料的收集亦受限資訊

公開範圍及程度，深度訪談亦涉及受訪者基於個人立場及對於個案相關人、

事、物之尊重難免有所保留，但不影響所有呈現資料之真實及準確性。 

 

                                                      
3
 黃健敏於 2011 年在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主題四:公共藝術退場機制中指出:「公共藝術相關 

資訊在文建會的公共藝術官方網站皆能夠搜尋獲得。網站上的資料是以文建會公共藝術年鑑

為準，可惜資料不精準。一個設置案的經費是 600 萬，但是作品經費不會是 600 萬，因為

有行政代辦費與其他的費用，作品的實際金額多少？沒有清楚呈現。甚至一個設置案有五件

作品，而總價是一千萬，於是每件作品的單件價格沒有……。」 

 



5 

本研究經由探索過程逐步釐清現行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的困難和再生契機，

以及「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機制」法令細則訂定之要點，以期到達研究結論時

能夠印證個人對於本論文研究限制的認知，研究結論未盡完備之處將規劃為

未來之研究建議。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定義 

 

壹、公共藝術的多元定義 

     

  一個提供不特定人士公開活動之場所可稱為「公共領域」，而在「公共領

域」發生的藝術行為則可泛稱公共藝術，倪再沁曾指出：「廣義言之，凡公共

空間中的藝術事物均可涵蓋，狹義而言則專指公共藝術政策下的產物」（倪再

沁，2008：26）。我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公有建築物

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

之一。」 說明了臺灣對於公共藝術的基礎定義，在規定上仿效美國新政（New 

Deal）4時期所發展的百分比公共藝術政策，而我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完

全不同的時空背景；「公共藝術」隨著時間不停演繹出新的定義，日本知名藝

術策展人南條史生（Fumio Nanjo）曾說： 

 

公共藝術原本是稱呼長時間設置的作品，對於短期性的展覽作品，

將其稱為公共藝術，恐怕會混淆觀眾。可是，本書曾談過公共藝術

的定義其實十分曖昧不清，公共藝術領域比想像中還要廣泛，因此，

                                                      
4 (New Deal)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topics/WPA/35_01_05.pdf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

ion/index.html  2014/05/09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topics/WPA/35_01_05.pdf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ion/index.html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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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沒有必要再提出異議。重點是無論何時，這些做為定點藝術

的作品是否真正成功5。 

     

    之所以稱為「曖昧不明」是因為美術館屬於公共制度的一環，而其間的

藝術不論位處開放或封閉空間，卻不被認知為公共藝術。世界各地的公共藝

術定義隨著國情或城市而有不同之詮釋，包容範圍擴及美術、表演以及建築、

環境、地景等。其運作機制和規範方式各異，唯有公共性、社會性及民眾參

與是共通的認知。 

 

貳、公共性和藝術性 

 

一、公共性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中將「公共性」（publicness）

一詞原被視為等同「公共組織」的認知扭轉為「公共領域」的意涵。於是「公

共性」成為涵蓋了共同領域、公共利益和民主性「公共」的性質、性格之論

述6。 藝術走出殿堂進入公共空間成為公眾生活的一部分並引發使用者的共鳴

是公共藝術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因此「公共性」是公共藝術設計的核心和靈

魂，也是公共藝術作品設計必須具有的本質和屬性，也印證學者陳其南曾指

出的：「公共藝術是實踐『文化公民權』7的良好媒介」。 

                                                      
5 南條史生，1996，《定點藝術》，〈藝術與城市〉，頁 116， 117 
6
 Laura Mandell，excerpts from Habermas 

http://www.users.miamioh.edu/mandellc/myhab.htm  2014/05/13 
7
 文化公民權：文建會於 2004 年提出「文化公民權運動」(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的政策概念，主要即認為中央及地方政府皆有責任提供足夠的文化藝術資源，

滿足各地公民共享文化的權利，全體公民對於文化藝術活動、資源、資產與發展，亦應承

擔起參與、支持、維護與推動的責任，進而落實每一個公民在文化藝術與審美資質上的提

 

http://www.users.miamioh.edu/mandellc/myha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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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公共藝術具有全民共享和表彰社會「公共精神」的功能和使命，

因此擔負著更深層的社會藝術責任。除去媒材、形狀、色彩、風格等諸多表

面因素，大眾化、平民化，足以反映和傳達時代精神的公共藝術也相對能表

達出更深入的公共藝術內涵，尤其不容忽視的是「公共性是有時空性的，不

同時空的公共性仍有差異存在，且不同的人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對於公共

性的看法也不同」（詹中原：2006），可見為達到符合「公共性」的意涵，因

人、因時、因地而制宜在公共藝術的演進發展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二、藝術性 

     

    從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觀點出發，追求並達到完全的獨立性、完美

和純粹、明晰和次序才能算得上是藝術；藝術必須有原創性，合乎藝術純粹

性的原則，藝術家具獨有的詮釋權，也有權否定不屬於現代主義的其他一切，

包含媚俗和流行。簡言之，受到專業的藝評家、收藏家所接受、瞭解，為藝

術殿堂所肯定和收藏，才被認定為高藝術性之藝術品。 

     

  然而藝術在不同時空的定義，可以從歐洲最早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

地區（Altamira）史前岩洞壁畫，經過中世紀教堂濕壁畫，直到當代的非物質

的觀念看出明顯變異，如今藝術的定義已經擴充至幾乎所不包，藝術的元素

可以是一切存在的現象乃至於一種思維。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

社會文化思潮現象來解讀，無論心態和精神或生活方式都充滿批判和超越傳

統思想，甚至否定文化及歷史，為追求自我突破的創造精神，為徹底重建人

類現有的文化，藝術可以不斷更新、破除舊有形式，極盡能事探索多元化的

                                                                                                                                                   
昇，並成為建立文化國家的基礎條件與普遍共識。文化公民權之理念與實踐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陳其南(Chi-Nan Chen) ； 劉正輝(Cheng-Hui Liu)，刊載

於國家政策季刊；4 卷 3 期 (2005 / 09 / 01)，頁 77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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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道路。 

 

    藝術家者藉由技巧與物質將自身的美感經驗傳達給他人，透過創作成果

取得美感思維的認同，如今公共藝術品常以紀念性、趣味性、隱喻、抽象或

具象方式出現在大眾活動空間，不論是在街頭、建築周遭、甚至建築物裡面，

觀者主要從外在形體得到感受，因此藝術性必須透過視覺衝擊來判斷，不可

避免也常常直接凌駕於公共性之上。對於具有民眾美感教化功能的公共藝術

來說，藝術性的重要絕不低於公共性的需求，誠如學者所指出：「後現代主義

的藝術，利用電子通訊的傳播媒體發展不同語言的交換流通，對社會人類負

起自然的道德義務，關心科技發展的後果，反映政治的現況及批判……。」（陸

蓉之，1990：22），我們由藝術思潮和行為的演進過程中觀察到：具有當代特

質的高藝術性作品必須齊備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意涵，同時兼具藝術性

與公共性，不僅要能傳達視覺美感、具有原創性，更需要與觀賞者產生情感

連結，帶來感知及思維的啟發並適切融合於所在空間才能夠被充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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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公共藝術的起源 

 

    公共藝術的概念源於西方，美國在十八、十九世紀就開始以政府贊助的

方式為公家建築或公共空間設置藝術品，形式以傳統的壁畫、雕塑和紀念碑

呈現，就時代意義而言，這些位於公共場所之藝術設置以傳達國家的價值觀

為主要目的。 

 

壹、百分比公共藝術之濫觴 

 

一、新政時期 

 

    二十世紀初，美國面臨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上任後推出振興經濟的「新政」（New Deal）8，

於一九三三年六月成立「公共事業促進局」PWA（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1933-1941）9，藉推動國家基礎工程和修復公共建築以擴大內需，提供專業人

士工作機會以降低失業率，同年十二月推出「公共工程藝術計畫」PWAP（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 1933-1934），在公共空間廣設視覺藝術作品，目的在於幫

助失業藝術家得以工作，該計畫雖僅執行六個月，但是對於美國的文化視覺

景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10。兩年後又成立「公共事業振興署」WPA（Works 

                                                      
8 (New Deal)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topics/WPA/35_01_05.pdf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

ion/index.html  2014/05/09 
9
 The Social Welfare History Project  

http://www.socialwelfarehistory.com/eras/public-works-administration-2/  2015/7/11 
10

 Pacific Northwest Labor and Civil Rights Projects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topics/WPA/35_01_05.pdf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ion/index.html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w/works_progress_administration/index.html
http://www.socialwelfarehistory.com/eras/public-works-administration-2/


10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1935-1943），實施以工代賑計畫（work-relief program）

11，一九三五年以公共建築結合藝術計畫幫助失業藝術家的「聯邦藝術方案」

FAP（Federal Art Project）12即為 WPA 計畫內容之一。美國政府以公共建築經

費投入藝術相關計畫，藝術作品隨著橋樑、道路、公園、公家機關場所闢建

在全國廣泛設置。從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三年間，在華盛頓地區完成超過一千

一百件壁畫以及三百件雕塑作品，當時所建置以雕塑、繪畫、手工藝等方式

呈現之公共藝術品至今仍四處可見，例如華盛頓州郵局牆面壁畫（圖 2-1-1，

圖 2-1-2）13。 

 

 

 

 

 

 

                   圖 2-1-1《伐木場的滑道》 

"Skid Road," depicts oxen being driven by a logger. it was painted for the post office in Shelton, 

Washington, a community with a long connection to the timber industry. (Courtesy Photo courtesy: 

Jimmy S Emerson, DVM, se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uvet/ for more photos) 

註：圖文引自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Section.shtml 2015/2/7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PWAP.shtml  2015/2/7 

11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1939 年更名為 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The Social Welfare History Project 

http://www.socialwelfarehistory.com/eras/WPA-The-Works-Progress-Administration/ 2015/7/11 
12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rr/program/bib/newdeal/fap.html  2015/7/7/11 
13

 Pacific Northwest Labor and Civil Rights Projects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Section.shtml  2015/2/7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Section.shtml%202015/2/7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PWAP.shtml
http://www.socialwelfarehistory.com/eras/WPA-The-Works-Progress-Administration/
http://www.loc.gov/rr/program/bib/newdeal/fap.html
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Se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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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2《伐木者和工廠工人》 

“Loggers and Millworkers” 

Photo: Jimmy Emerson  Source 

Creative Commons 

Project type: Art, Mural  

New Deal Agencies: Treasury Section of Fine Arts  

Artists: Albert C. Runquist  

註：圖文引自 http://livingnewdeal.org/projects/post-office-mural-sedro-woolley-wa/ 2015/5/23 

 

二、國家藝術基金會成立 

 

    僅管在當時以聯邦經費資助藝術家的行動受到質疑，但是為羅斯福設計

新政的智囊團核心人物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為政策辯護說： 「藝

術家和其他人一樣必須吃飯」（Artists have got to eat just like other people.）14，

亦即人人皆須就業以獲取生活所需，藝術家亦然。該政策實施以來，上萬名

藝術家接受過贊助，超過兩千五百幅壁畫和一千七百多座雕塑進入全國各城

市公共建築空間，使美國成為最早由政府主導以公共經費將藝術作品置入公

                                                      
14

 美國公共數位圖書館網站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and Roosevelt's New Deal/ Recovery  

Programs，DPLA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http://dp.la/exhibitions/exhibits/show/new-deal/recovery-programs/works-progress-administratio

n 2014/05/09 

 

 

http://www.flickr.com/photos/mytravelphotos/4592842162/
http://livingnewdeal.org/new-deal-categories/art/
http://livingnewdeal.org/new-deal-categories/art/mural/
http://livingnewdeal.org/new-deal-agencies/treasury-department-td/treasury-section-of-fine-arts/
http://livingnewdeal.org/artists/albert-c-runquist/
http://livingnewdeal.org/projects/post-office-mural-sedro-woolle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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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法規化的國家，亦即「百分比公共藝術」概念的源起。美國公共工程

署（GSA）明文規定聯邦公有建築物必須放置藝術品，國家藝術基金會則要

求在公共場所設置視覺藝術作品。 

 

三、百分比藝術條例制度建立 

     

    WPA 於一九六五年所設立的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Arts）和「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迄今仍持續運作。費城並在一九五九年通過百分比藝術條例（percent-for-art），

規訂所有該市之政府公共工程必須撥出百分之一的經費設置藝術作品，而後

全美各州其他城市相繼跟進。 

 

貳、國際公共藝術發展 

 

一、西方國家實施概況 

 

（一）美國 

 

許多重要城市，如費城、舊金山、西雅圖、芝加哥、紐約市皆以百分

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公共工程經費作為藝術作品設置主要經費來源，換

言之，在公部門政策主導之下，設置於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即可稱為

公共藝術。其設置內容多屬視覺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工藝、

設計、多媒體、影片拍攝、紀錄……等，公共藝術形式涵蓋面可謂相

當寬廣。就執行方式和規範而言，美國的較大城市規定十分詳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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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公共藝術政策和實施準則15從藝術品設置計畫開始到移置，甚至

對於移除條件都做了詳盡的規定。 

 

（二）歐洲 

 

英國的 ixia「公共藝術在線」（public art online）指出：英國未制定國家

的百分比計畫，但實際上仍有一些地區政府當局自行規劃運作。另有

不少私人機構和政府組織在公共空間進行藝術設置，包括「政府藝術

收藏」（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西南藝術與公共藝術平」PASW

（Platform for Art and Public Art South West），以及現今已經不存在的

「公共藝術發展基金」（Public Art Development Trust）16。法國同樣訂

有公共藝術百分比之法令，在該規定之下，當環境或建物不適合有藝

術創作品存在時，仍保持相當彈性的解釋及操作，文化部同時訂有附

屬法規可作為依據以免除藝術百分比的執行17，對於公共藝術的定義亦

不脫離在公部門政策主導之下對設置於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的解釋。 

 

（四）澳洲 

 

昆士蘭州政府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實施「藝術進駐政策」（Art Built-in 

                                                      
15

 舊金山公共藝術網站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  

2015/6/9 
16

 ixia 公共藝術在線 

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resources/reports/percentforart/percent_schemes.php  

2015/6/9 

ixia 公共藝術在線 （public art online） 前身為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ACE（Arts Council England）

所成立的 Public Art South West (PASW)，ixia 於 2010 年 12 月從 ACE 取得此網站經營管理

權。 
17

 朱惠芬(2002)，〈各國公共藝術範疇的研析〉，《文建會 2002 文化環境年—公共藝術論壇實 

錄》，臺北市，文建會，頁 5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
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resources/reports/percentforart/percent_schem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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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規定公共建築除了道路工程之外，凡造價超過二十五萬澳元

就必須撥出百分之二做為公共藝術經費，而對於公共藝術所容許的形

式也十分多元，除了傳統媒材之藝術創作，多媒體、影音、永久性與

暫時性的作品都涵蓋在內。為了解決公共藝術政策多年一再面臨的問

題，在二〇〇七年成立了公共藝術基金會，以「藝術+場域」（art+place）

計畫替代原來的政策，同時編列了自該年起共計三個財政年度的公共

藝術經費，並由官方指派專職人員負責監督經費運用和藝術設置計畫

執行，可見昆士蘭州政府對於公共藝術經費來源和執行方式已經有了

新的規劃和模式18。另一個主要城市雪梨，對於公共藝術的定義和多數

國家和地區大同小異，但是規定每四年必須重新檢視一次公共藝術政

策以因應必要的修正和檢討19。 

 

    上述國家和其他實施百分比公共藝術的國家和城市，都藉由公共藝術百

分比法規的制定和推動以促進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期使達到美化環境、鼓

勵藝術家創作，並提高國民文化水準之目的，也大致具有相似之發展模式。

從澳洲昆士蘭和雪梨的經驗，可以看出公共藝術的政策和執行也必須隨著時

空背景的轉換，因時因地制宜，進行必要的改變和調整。 

 

叁、臺灣公共藝術發展 

 

一、法源 

                                                      
18

 Art+Place , 

Public Art Policy, Queensland, Australia 

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resources/practicaladvice/policiesguidance/policies_outside_u

k/artandplace.php  2015/5/24 
19

 Public Art Policy City of Sydney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6/139812/public-art.pdf  

2015/5/26 

 

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resources/practicaladvice/policiesguidance/policies_outside_uk/artandplace.php
http://www.publicartonline.org.uk/resources/practicaladvice/policiesguidance/policies_outside_uk/artandplace.php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6/139812/public-a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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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文化部制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二〇〇二年修正發布第九

條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

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20是我國公共藝術的法令依據，亦即在政府規定

之下設置於重大公共工程環境中之藝術作品即為公共藝術，其作品設置形式

可指平面或立體之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媒材製作之藝術創作。 

 

二、公共藝術的定義及範疇 

     

    二〇一〇年所修訂《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指辦理藝術創作、策展、民眾參與、教育推廣、管理維護及其他

相關事宜之方案。由此可見我國公共藝術不再侷限於最初規定中所稱之利用

各種技法、媒材所創作之平面或立體藝術品，更進而涵蓋了教育推廣和策展。 

 

三、藝術行為概念變異對現存公共藝術作品的衝擊 

 

    由於當前的公共藝術不再侷限於原有的美化環境構想，也不再拘泥以傳

統的創作形式表現，加上藝術、學術、媒體界和廣大群眾認知之歧異，公共

藝術設置的執行過程當中，創作者無可避免的要先符合興辦單位主事者的觀

點，然後是民眾的投票，最後還有評選小組的評斷，當代的公共藝術已無法

恪守於為純粹為藝術家的理念表達或是為美化環境而創作的模式。 

 

  由公共藝術政策的基本精神層面來看，美國具有超越紀念、雕刻和增進

藝術的發展及民眾的認知與關心，日本重視地方特色的表現、景觀的營造、

                                                      
20《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日期 2002 年 0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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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振興，我國則以美化建築物與環境為主要目的21，檢視罰則（見附錄一）

只規範公有建築部分，二〇〇二年六月修正公布第九條之條文仍迄今尚且未

見進一步變更。我國公共藝術相關法令大抵是由文化部參考美國公共藝術實

施辦法所制訂，然而因所在時空背景差異，僅就程序規範，在陳其南主委提

出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出「文化公民權」概念之前，與他國相較之下，我國的

公共藝術政策法令和執行仍然稍微欠缺文化精神。 

 

 

          第二節 臺灣公共藝術執行探討 

 

壹、公共藝術執行現況 

 

一、審議制度 

 

（一）審委會的組織和職掌 

 

公有建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審委會，由該府首長或副首長兼

任召集人，文化局局長或文化中心主任兼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得由

該府遴聘，審委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或續聘。審委會職掌為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審查。 

 

（二）執行辦法 

 

                                                      
21

 呂清夫，《公共藝術三國誌》中對於美、日、臺三國公共藝術事務目的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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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機關成立執行小組，執行小組成員應依建築物或建築物基地特性、

預算規模等條件提出設置計畫書至審委會審議。審議通過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書之後，執行小組辦理民眾參與和徵選工作，並成立評選小組

以選出最後的藝術品，選出後再做成「設置結果報告書」送交審議委

員會審議。  

   

二、藝術品的維護管理 

 

（一）管理單位和經費 

 

各管理機關應將公共藝術列入財產管理，作品驗收完成的第一年內由

藝術家負責保固，興辦單位負作品維護管理之責，並逐年編列經費指

定管理單位或委任妥適權責機關維護之。 

 

三、移置審議機制 

 

（一）檢討設置 

 

設置期滿五年後，若因設置場地發生變化，威脅到藝術品之存在或其

完整性，則由縣、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決定通知移置、拆除或轉售；

該藝術品移置或轉售之所得由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處理。 

 

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有責任於每五年至十年，對轄內所完成之公共藝

術設置藝術品重新評估，並視其對整個都市環境與文化資產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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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該藝術品是否需移置、拆除或保存在原址22。 

 

（二）移置與轉售 

為保護藝術家的著作權，依法規定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五年內，不得

予以移置或拆除。但遇有特殊情況，經提送所屬審委會或諮委會審議，

並送文化部備查者，不在此限。 

 

    上述為我國公共藝術在執行過程中依循法規執行的準則，但各個不同機

關和管理單位在公共藝術移除的作法會依實際需要而訂定施行辦法，如臺灣

大學的公共藝術推動辦法23，即規定設置完成之公共藝術應列入財產管理，由

所屬舘舍之管理單位負責編列預算管理維護，督導之責歸於總務處，並由校

園規劃小組協助定期檢視校園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狀況。且有條文規定校內公

共藝術有損壞狀況已嚴重影響校園景觀，經校園規劃小組要求所屬管理單位

移除者，或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和其他特殊情形者，

所屬管理單位得提出移置或移除。移置或移除應由所屬管理單位提送校園規

劃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始得依法提送審議機關審議。 

 

  對照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在一九八五年三月通過的「城市規劃藝術計畫」

（The Art in Public Place Municipal Art Plan），當中對於公共藝術的購入、評核

和移置有詳細的規定，對於公共藝術作品的評核，公共藝術作品購入三年內

不得異動，公共藝術委員會 PAC（Public Art Commission）必須負責每五年對

該市的公共藝術及藝術收藏進行體檢，並對於哪些作品該汰換、出售或交換

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必須在移除辦法當中受到縝密的檢驗，並經過一定期間

的討論，通過後才能被考量和執行。在移除程序上，必須在符合移置辦法的

                                                      
22

 參照文化部編篡之《九十四年公共藝術實務講習參考手冊》  
23

 臺灣大學公共藝術推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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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項要件當中至少一項才能被列入考慮24： 

 

1. 市府無法給予作品適當的維護或收藏。  

2. 作品缺乏或僅具有極少的美學或歷史文化價值。 

3. 若已有同一藝術家多件創作，公共藝術委員會可決定僅保留代表性作品。 

4. 在市府所屬作品中有重複，並且質量較差。 

5. 複製、拼湊且不具有顯著歷史紀錄意義或審美價值者。 

6. 偽造或贗品。公共藝術委員會需負責在處置前確認其真偽。 

7. 作品的狀況所需維修成本超過其美學價值的，或已損壞至無法修復狀態。 

 

  執行程序除了需要詳細評估報告，對於汰換作品的出售也有詳細規定，

如售後所得款項之用途、限制委員會本人或親屬不得購買以及藝術家有優先

購回或以新作品交換之權利等25。比較之下，我國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的規定相

對簡略。 

 

四、民眾參與模式 

 

    我國民眾參與公共藝術辦法則採取以下方式： 

－討論會、說明會、座談會、諮詢會等。 

－參與藝術家監督之下的初稿設計。 

－舉辦票選活動，民眾票選結果和建議僅評審參考，而不列入評分比重。 

－發行專刊、導覽地圖等出版品。 

                                                      
24

 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公共藝術收購政策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5907  2015/7/13 
25

 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公共藝術收購政策 

Acquisitions Policy- Palo Alto, The Art in Public Place Municipal Art Plan, adopted by the Palo 

Alto City Council on March 6,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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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典禮 

－公開展覽 

－導覽參觀 

－藝術品認養管理 

－培訓解說義工 

     

    除了上述方式之外，發動民眾以集體勞動方式製作公共藝術作品是常見

的落實公共性的政策執行手段，如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社區的總體營造和全

國多處類似設置計畫都是以居民動手做馬賽克拼貼實現民眾參與的過程。公

共藝術執行單位有時會以公聽會或意見調查作為實踐民眾參與機制的方法，

但在興辦者、監督部門和創作者理念以及民眾訴求多所不同之下，權責單位

往往仍以既定目標和方式執行。 

 

  對照美國西雅圖公共藝術計畫受公共藝術條例（Public Art Ordinance）規

範，市政府必須將市政內容及各項決議審議透明化，而市民可透過網路查詢

所有相關資料，並可列席公共藝術審議的討論過程26。紐約市則是當一個建設

項目已經確定，公共藝術百分比之權責單位會邀請相關區長和社區委員會參

加藝術家遴選委員會之會議，並持續告知該計畫之進展情況27。而美國加州帕

羅奧圖市，雖市民僅數萬人，但是公共藝術委員會（Public Art Commission），

每個月固定召開公共藝術會議，並開放給市民自由登記列席，會議中討論事

項涵括藝術品的購藏、受贈28，公共藝術的經費使用、分配，設置、移除或重

                                                      
26

 美國西雅圖公共藝術法規 

http://www.seattle.gov/arts/publicart/municipal_art_plan.asp  2014/10/12 
27

 美國紐約市百分比公共藝術 

http://www.nyc.gov/html/dcla/html/panyc/faq.shtml  2014/10/12 
28

 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公共藝術收購政策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5907  2014/10/12 

 

http://www.seattle.gov/arts/publicart/municipal_art_plan.asp
http://www.nyc.gov/html/dcla/html/panyc/faq.shtml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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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並提供會議相關資料於該市之藝術中心供民眾索閱29。美國許多城市採取

民眾可列席聽取或透過網路得知公共藝術決策和執行的過程和詳細資料，相

較之下，我國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對於民眾參與則較著重於設置完成後的推

廣行銷，缺乏設置過程中與民眾溝通之機制。  

 

貳、藝術百分比經費運用檢視 

 

    我國的公共藝術百分比經費運用則根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六條規

定，在公共藝術的認定標準中，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主體符合公

共藝術精神者，經文化部審議通過後，視為公共藝術。第七條規定透過審議

程序，可將百分之一工程經費當中的百分之二十作為獎勵金，但不可超過五

百萬元。在此規定之下，公共藝術百分比的經費無需完全使用於藝術設置，

應可作彈性分配運用，唯須經過各相關單位及人士研討、商議，透過法定程

序訂立可行之經費運用細項辦法以供興辦單位遵循執行。 

 

    但是多年來相關的所謂法定程序未見明文於紙上，倪再沁曾指出我們的

公共藝術制度參考美國而制訂，但是公共藝術經費的編列卻未曾做出如美國

所實行的上限規範，導致臺北市於二〇〇二年完成一百三十四件設置，位居

全球之冠，此即是為了規避罰則，依法行事，所造成的寧濫勿缺的現象，有

學者曾評議：「在臺灣，即使是今年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公布，但多數學

者專家仍然不動如山堅持『藝術品』的原則…，什麼時候，我們如此守法，

絕不變通？」（倪再沁，2008：42） 

 

                                                      
29

 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公共藝術收購政策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9760  2014/10/12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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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國經驗，該國設有「公共藝術百分之一」條款，一九三六年即有

「公共建築裝飾紀念物之實施辦法」草案，其中規定建築或修復總金額百分

之一應視為藝術基金。該條例於一九五一首度公布作為國家教育部之法令，

著重於大學與教學建築，在學校建物施行的三大宗旨涵蓋藝術性、教學性、

社會性與經濟性30，自一九七二年之後適用範圍擴及其他部會管轄之建築或翻

新建物；而美國的公共藝術百分比運用方式，根據陳惠婷在〈公共藝術在紐

約〉中指出：若超過建物造價超過兩千萬美元，公共藝術百分比則只編列 0.5%，

且以四十萬美元為上限，其他各州也有各自不同預算編列規範和運用方式。 

   

    公共藝術也可視為都市設計的一部分，如果經過設置計畫流程無法篩選

出適合之藝術形式或作品而必須從缺，應透過法令使其從缺合法，勝過為免

強配合法令而使用並不合宜的藝術設置。誠如專家所言:「既然公共藝術對整

個都市品質生活提升很重要，就不應該有太嚴格或僵硬的條文，諸如時間的

限制或造價的限制：就整個公務和民間互動的規範上來講，若能給的彈性空

間愈大，愈能讓公共藝術顯得有活力。」（朱惠良，2002） 

 

叁、公共藝術獎勵制度 

     

  公共藝術早已脫離最早資助藝術家的功能而跨入新的紀元，美國成立於

一九六〇年的 Americans for the Arts 所舉辦的公共藝術獎（Public Art Network 

Award），對象是對公共藝術領域不論是私人或公營機構；每年由兩位以上的

專家從全國數百件申請資料中選出五十件作品，所代表的意義是對於創作的

創新和貢獻表示認可和嘉許31；英國勞斯肯特縣（Rouse Kent county）所主導

                                                      
30

 勒•傑維勒 Anne-Marie Le Guével (2004)，〈公共藝術及「百分之一條款」〉，《公共空間環境 

與公共藝術》，2004 年公共藝術國際研討會，文建會，頁 20-51 
31

 Americans for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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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該縣公共藝術獎（Rouse Kent Public Art Award）32，參加評選必須符合規定

事項如：為當地環境所設計、過去兩年內完成以及其他諸多規定。另外還有

蘇格蘭的英國文化協會所贊助聖安德魯十字會的「建築工藝美術獎」（Saltire 

Society's Arts and Crafts in Architecture Award）等33。這些單位除了嘗試透過公

共藝術獎鼓勵公共藝術的發展，更可視為對公共藝術設置成效的評核和肯

定。 

 

  我國文化部於二〇〇七年推動第一屆公共藝術獎34，內容包括「公共藝術

卓越獎」、「最佳策劃獎」、「最佳興辦單位獎」、「教育推廣獎」、「最佳民眾參

與獎」、「最佳環境融合獎」、「最佳創意表現獎」和「最佳人氣獎」，其中「最

佳人氣獎」以網路票選由公眾評選，即被文化部視為推動公共藝術教育宣導

的有效方式之一。從獎項分類與評選條件來看，我國公共藝術獎勵制可謂具

有作品啟用後的評量與考核意義，評選優良公共藝術品的過程，雖在文化政

策監督規範之下，實施多年來仍有值得深入探討之處。 

 

    「最佳人氣獎」經由網路票選產生，由於網路票選依據不同的電子郵件

信箱地址即可投票，同一人有可能擁有許多不同信箱，由此所產生的票選結

果是否客觀仍有疑義。根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徵選簡

章的獎勵項目評選標準35，「最佳創意表現獎」由評選委員決定獎落誰家，由

                                                                                                                                                   
http://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by-program/networks-and-councils/public-art-network/peopl

e-projects  2014/5/29 
32

 Liberty Proberty Trust, news releases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96097&p=irol-newsArticle_Print&ID=1245617  

2015/6/21 
33

 Saltire Society 

http://www.saltiresociety.org.uk/news/2013/09/12/the-saltire-arts-and-crafts-in-architecture-awar

ds-2013-announced  2014/5/29 
34

 當時的主委翁金珠在得獎圖錄序文中指出該獎項是為了給與優秀的藝術家和興辦單位獎 

勵，並藉此機會彰顯存在民眾生活中的公共藝術，也讓大眾有機會深入認識、親近這些作

品。 
35

 見附錄二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徵選簡章 

 

http://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by-program/networks-and-councils/public-art-network/people-projects
http://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by-program/networks-and-councils/public-art-network/people-projects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96097&p=irol-newsArticle_Print&ID=1245617
http://www.saltiresociety.org.uk/news/2013/09/12/the-saltire-arts-and-crafts-in-architecture-awards-2013-announced
http://www.saltiresociety.org.uk/news/2013/09/12/the-saltire-arts-and-crafts-in-architecture-awards-2013-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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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創意」之語意較為抽象，評審委員和廣大群眾具有多樣背景和認知差異，

如果得獎作品得到社會大眾認同，也具有公共藝術設置得到預期之設置成效

之意義。「最佳環境融合獎」著重於公共藝術與自然、人文環境及基地建物融

為一體，執行成效卓著者，其他獎項包括「公共藝術卓越獎」、「最佳策劃獎」、

「最佳興辦單位獎」、「教育推廣獎」、「最佳民眾參與獎」、等獎項，在字義上

也都充滿提升人文和環境之內涵，因此公共藝術的設置，除了過程的公共化

之外，完成啟用後的評量和考核也是檢視整個計畫成效的重要機制，公共藝

術獎的評選除了具有鼓勵意義之外，也可視為評量機制的一部份。 

 

    而我們要審視的，是藝術設置啟用後透過公共藝術獎勵制度，評選結果

能否確實反映作品在公共空間的民眾認同程度，延伸至作品因為維護不良、

民俗風水疑慮、公共安全，甚至商業因素而被移除，是否真實反映多數民眾

的意見和觀點，這些都需要足夠的評量考核資料做為判斷依據。 

 

 

第三節  公共藝術管理及評核 

 

壹、 公共藝術的維護 

     

  關於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機制，我國在二〇一〇年修訂過後的《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第六章管理維護計畫中之第二十六條是我國公共藝術設置完成

後唯一的後續管理維護相關規定，雖有「公共藝術管理機關」和「定期勘查」

「逐年編列預算」，確不見更明確的施行細則。欠缺管理維護指導原則，也使

得眾多荒廢失的修公共藝術案件無法詳細統計列案，並釐清其背後成因，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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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送公共藝術審議會進行後續處置的程序。 

 

    我國公共藝術設置的維護清潔工作由管理單位負責，最常見的情況是從

未執行，也無人追蹤，專家曾指出：「如果藝術家說只要用水沖一沖就好，這

麼簡單的事，就算一年做一次，也不會是麻煩的事，但是有多少興辦機關做

到了？」36。臺北市多條捷運沿線站裡、站外設置了許多公共藝術，當初由捷

運工程局完工之後交給營運單位臺北市捷運局管理，然而古亭站內的作品《邂

逅》（見圖 2-3-1）因為懸吊位置高，清潔也相對困難，原本鮮豔的色澤多年來

已經積滿塵垢沒入昏暗的捷運隧道空間，不容易吸引觀眾目光；位於公館站

三號出口的《偷窺》（圖 2-3-2），多年來也因為關係到光源零件耗損問題而失

去原作所設定的意義和功能，反而成了路障；昆陽站的互動藝術「旋轉木馬」，

早已不再和旅客感應互動，甚至被各式各樣的外物遮蔽。 

 

 

 

 

 

 

 

      圖 2-3-1《邂逅》李宜庭 攝                圖 2-3-2《偷窺》 

註： 圖 2-3-2 引自 臺北捷運官方網站 

 

  類似的情況並非只發生在我國，美國許多城市亦不乏充滿創新、創意，

結合電子動力相關設計作品，這類作品相對容易遇到維修技術難度或是所需

                                                      
36

 見附錄五 黃健敏深度訪談逐字稿 

  

 



26 

費用過高的問題，其他不同媒材製作的藝術作品也有年久失修、遭塗鴉、破

壞等情況，無論政府以及管理單位或是當地居民重視程度如何，結果仍然不

免落入移除命運。但加州帕羅奧圖市政府的公共藝術委員會對於維護該城市

所擁有的藝術品的維護相對十分積極，委員會除了各種公共藝術設置行政、

推廣訊息工作之外，還負責敦促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並持續公佈清潔維修

成果，同時提供電話專線鼓勵市民協助通報損壞或需要維護的作品37，這些都

是值得參考和學習的制度和措施。 

 

貳、成效評量和公共藝術獎 

 

一、成效評量 

   

  隨著公共藝術廣泛設置，社會大眾逐漸開始關注開放空間的藝術品，當

公共藝術成為生活中近乎必然的經驗，民眾表達個人觀感和意見的意願亦隨

之提高。公共藝術政策的執行不僅是設置過程的公共化，完成啟用後，民眾

的回饋也具有作為檢視公共藝術政策和藝術設置計畫成效的指標意義。 

 

  美國學者瑪格麗特․羅賓內特（Margaret A. Robinette）在一九七六年曾

指出學界已有許多關於戶外雕塑的文獻，包括作品風格、歷史，還有對雕塑

家及作品的批判分析，但是關於其「使用」後的評核，卻無相關著作。雖在

設置作品時顯然必須採用某些標準，然而並無明文的原則和標準用以做為戶

外雕塑的選取和設置指標。此類資料之所以缺乏，可歸因為戶外雕塑的選取

和設置涉及許多不同專業領域人士的不同權責，包含政界、行政者、社區和

                                                      
37

 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公共藝術收購政策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gov/depts/csd/public_art/default.asp  2015/5/25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gov/depts/csd/public_art/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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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建築師、藝術家和其他關注社區藝術推廣、環境改善和發展的人等，

各領域人士在執行設置計畫時會傾向使用自己的專業詞彙，然而這也可能導

致不同專業成員之間無法相互理解，因此羅賓內特認為發展出一套大家都能

清楚理解的相關詞彙，可以讓參與戶外藝術設置的不同領域人士溝通和執行

得更完善。羅賓內特在其著作中提曾到：研究顯示許多戶外雕塑作品所具備

的特定的要素可以匯集成選取以及設置作品時的主要條件，而這些主要條件

可做為發展評估戶外雕塑使用效益詞彙的初步指導原則。關鍵的兩項要素為

「雕塑本身」及其「設置方式」，涵蓋在這兩大主要因素內的「評估要件」則

來自交互作用的五大面向: 「整體效果」（主題、時代性、實用性和社會接受

度），「作品品質」（尺寸、造型、色彩和材質等）、「設置方式」（角度、位置、

光線等）、「表現形式掌握」（視覺觀賞角度、距離、速度和背景建物的關係等）

和「環境融合」（基地形式、水、植物、動物等）38。 

 

    戶外藝術品的選取要件牽涉層面極廣，除了關係到設置計畫執行群體成

員本身的專業條件和素養，同時也關係著廣大空間使用者的反應，同樣在羅

賓內特的著作中也指出：問卷抽樣調查已經逐漸盛行，而且幾乎都用在公共

藝術的評估和規劃上；並指出判斷大眾對於戶外雕塑的反應也趨於重要39。多

年來，戶外雕塑和公共藝術不僅實體和精神意義上的共通，連帶成效評量也

共同面對長久以來莫衷一是的情況，直到二〇〇四年美國的「開放空間研究

中心」（OPENspace, the research center）受 ixia 委託進行公共藝術評估研究並

發展出用於公共藝術計畫各不同階段的兩種評估工具 Matrix 和 Personal 

                                                      
38

 Outdoor Sculpture object and environment, Margaret A. Robinette, 1976, New York , Whitney  

Library of Design, an imprint of Watson Guptill Publidations, a division of BillBoard 

Publications, Inc. 頁 44 
39

 Outdoor Sculpture object and environment, Margaret A. Robinette,1976, New York , Whitney  

Library of Design, an imprint of Watson Guptill Publidations, a division of BillBoard 

Publications, Inc. 頁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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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Analysis. 
40，並每年依據英國的公共藝術政策更新該評估工具的使用者

引導文件 （Public Art- A Guide to Evaluation），其評估對象為公共藝術整體涉

入之程序、人、事、物等，包含設置品本身的藝術、社會、環境和經濟等價

值評估41。雖公共藝術對社會環境產生的衝擊已經成為專家研究的議題，也發

展出較為具體的評核模式，然公共藝術的效益評估，其難度仍然高於其它事

物，但無論如何，已臻具體並且趨向成熟的的公共藝術成效評量技術研究對

於公共藝術的移置評核程序提供了極有參考價值並具可行性的技術和工具。 

 

  我國公共藝術發展至今，多數專業、參與者都能認同公共藝術所具有的

公共本質和意涵，但是對於實際測知民眾對於公共藝術設置反應和需求的整

體成效評量並未積極加以關注。到了九〇年代，民眾在公共空間的藝術設置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處於被忽視的狀態，回溯一九九四年東海校園的德耀

路事件，由於校方在未和學生溝通的情況下，將「大學路」更名為「德耀路」，

並花費近九十餘萬購置數個大石頭及公共藝術作品，進行空間景觀變更，引

起了校內同學的非議，因此產生了「德耀路事件」（又稱：大石頭事件）42。

事件中學生以粉筆直接彩繪或將大石頭套上塑膠袋進行噴漆或表達抗議，但

也有同校學生對這樣的抗議行動表示負面看法。而後東海學生會舉辦公聽會，

包括董事和師生共兩百餘人一起討論達成共識，最後請校園規劃小組與道路

                                                      
40

 ixia Public Art Think Tank  http://ixia-info.com/research/evaluation/  2015/6/19 
41

 ixia’s matrix identifies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values: 

Artistic Values [visual/aesthetic enjoyment, design quality, social activation, innovation/risk, host 

participation, challenge/critical debate] 

Social Valu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verty and social inclusion, health and well being, 

crime and safety,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travel/access, and skills acquisi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egetation and wildlife, physic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conservation, pollu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air, water and ground 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Economic Values [marketing/place identity, regeneration, tourism,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output, resource use and recycl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project management/sustainability, 

and value for money].  

PUBLIC ART AND THE CHALLENGE OF EVALUATION 

http://createquity.com/2012/01/public-art-and-the-challenge-of-evaluation/  2015/6/18 
42
 PChome 個人新聞臺，空間歷史記憶的建構與鬥爭---以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為例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iing/post/1311991240  2014/5/29 

 

http://ixia-info.com/research/evaluation/
http://createquity.com/2012/01/public-art-and-the-challenge-of-evaluation/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iing/post/13119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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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設計人孫宇立溝通變更設計43。在一九九四年「德耀路大石頭事件」之後，

行政會議決議：師生對校園重大工程有異議時，可經由參加行政會議之代表

提出要求召開公聽、說明會44。 

 

東海大學校園巨石事件即為執行程序缺乏公共化過程而產生的後果，從

社會學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出發，在進行公

共藝術計畫時，首先應該思考的是：誰的空間？ 為誰而藝術？ 藝術為誰？ 

評選委員思考的出發點則是執行結果能否被認同之關鍵因素，而學生以彩繪

方式表達抗議代替拆除，正突顯評選制度和退場機制的不足。對於公共藝術

設置程序，政府必須對設置計畫嚴格把關設限，一件作品在歷經萬難才誕生

之後，不論因何種因素引發爭議而必須移除或移置，過程不應該遊走於合法

與不合法的灰色地帶。對於立意良善的的公共藝術設置，理應從設置到成效

評核乃至拆遷、移置之執行都要慎重以待，而我們欠缺的是更周詳的成效評

量辦法，以及移置程序的法治化和標準化，制定更明確之法規可以讓所有相

關事務按照程序進行，最終貫徹公共藝術政策的立意和目標。 

 

二、公共藝術獎 

 

  「回到公共藝術的審查過程，我發現到評審變成決定藝術品風格的主要

因素，往往藝術品的面貌取決於評審，而非取決於藝術家，所以個案評審的

背景、修養和來源，是最重要的考量」（蘇志徹：2004），如今國內公共藝術

品的設置過程雖經過嚴格把關，但是審議委員、評選小組和執行小組的組成

分子皆屬於現今社會中的藝術菁英份子，在作品的甄選過程中，牽涉的層面

                                                      
43

 東海人間工作坊網站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iing/post/1267314584  2014/5/29 
44

 東海大學行政會議紀錄，（1994.11.23） 

http://asthuheadquarter.blogspot.tw/2008/09/blog-post_17.html#more  2014/5/30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iing/post/1267314584
http://asthuheadquarter.blogspot.tw/2008/09/blog-post_17.htm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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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首先，設置計畫由行政首長擔任召集人，責成所屬文化機構遴聘審議

委員，因此行政首長的和文化機構人員的藝術相關素養必然影響到委員選聘，

其次則是委員組成的專業、經驗，甚至個人偏好同樣會影響對於作品的甄選，

最後則是藝術菁英份子由於養成教育、生活經驗等背景因素，對於藝術的品

味和一般民眾存在著多大的落差值得思考，而他們對於藝術作品的美感、安

全評價標準是否能得到一般社會大眾的認同，或是只是在計畫執行過程中，

企圖引領社會大眾認同他們的喜好，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存在著

專家叫好，而民眾不領情的公共藝術設置的潛在因素。 

 

  在公共藝術成效評量機制尚未建立之際，現階段公共藝術獎可視為藝術

設置成效評量和考核的替代辦法之一。近年我國在文化政策監督規範之下評

選優良公共藝術品，獎項包括「最佳創意表現獎」、「最佳環境融合獎」、「公

共藝術卓越獎」、「最佳策劃獎」、「最佳興辦單位獎」、「教育推廣獎」、「最佳

民眾參與獎」和「最佳人氣獎」。其中為了符合民眾參與的精神，「最佳人氣

獎」採取網路票選做為評選考量條件之一，除了網路投票的真實性和公平性

仍有疑慮之外，更值得觀察的是由評審委員所選出之「最佳創意表現獎」，由

於「創意」之語意較為抽象，正如前文所述，牽涉到評審委員和廣大群眾具

有多樣背景和認知差異，如果得獎作品證實能夠得到社會大眾認同，也能代

表我國公共藝術在一定程度上，不止符合藝術菁英的美學素養，同時也符合

一般社會大眾的期待和需求，但事實是否如此，本研究將透過「公共藝術得

獎及移置認同度」問卷調查，以第一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和求證。 

 

叁、公共藝術移置機制 

 

  缺乏維護的公共藝術設置除了得到民眾的負面觀感之外，多年來也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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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論及公共藝術時經常關注的焦點。在國外也有不少因年久失修或修復

費用過高而面臨移除的案例，其中由卡通藝術家康拉德（Paul Conrad）在一

九九一年所創作，位於美國加州聖塔莫妮卡市的公民中心（Santa Monica Civic 

Center），名為《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的雕塑作品（圖 2-3-3），因損壞

嚴重而被質疑有公共安全顧慮，先是礙於維修費用高昂，自二〇一一年開始，

政府官員們為了到底是修復還是拆除這件作品反覆討論45。 

 

  於二〇一二年市政府文化事務經理庫斯科等人（Jessica Cusick, Cultural 

Affairs Manager，Ron Takiguchi, PE, Building Official）在為社區及文化事務和

社區規劃發展單位所準備的市議會報告中指出：「由於結構方式和媒材的關係，

就算市府修復了作品，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可能還是會面臨同樣『崩塌』的

風險」，在評估費用之後，該城市的藝術委員會建議拆除，對於後續處置則優

先考量交還給作者、家屬，或家屬所指定之藝術機購收藏，庫斯科並建議：「在

拆除之前，這座雕像應該被仔細全面的記錄存檔」46。爭論過程中，二〇一三

年由庫斯科再度提出的報告仍然持續分析和評估翻新的可能性47，為募集修復

經費，二〇一二年十月當地拍賣會（Santa Monica Auctions）主辦單位表示將

拍賣另兩件康德拉作品，將全部收入捐贈給該城市的藝術基金會作為《連鎖

反應》的翻新費用48。 

   

  最後終於在二〇一四年二月由市議會投票通過決議進行修復，投反對票

                                                      
45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un/29/local/la-me-sculpture-danger-20110629 2015/6/3 
46

 City Council Meeting: March 20, 2012 Agenda Item: 8A 

http://www.smgov.net/departments/council/agendas/2012/20120320/s2012%200320%208-A.ht

m 2015/6/3 
47

 Staff Report--Item III.A Update on Landmark Chain Reaction 

http://www01.smgov.net/ccs/agendas/Arts/2013/Chain%20Reaction%20Staff%20Report%20and

%20Attachments%20011713.pdf 
48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

-conrad-20140226  2014/5/2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un/29/local/la-me-sculpture-danger-20110629
http://www.smgov.net/departments/council/agendas/2012/20120320/s2012%200320%208-A.htm
http://www.smgov.net/departments/council/agendas/2012/20120320/s2012%200320%208-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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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議員霍爾布魯克（Robert Holbrook）表示：他不能昧良心讓這麼多公款投

注在一尊由大量的銅管和玻璃纖維堆積的雕塑，但是另一位議員戴維斯

（Gleam Davis）則稱許結合公、私的公共藝術基金和個人捐贈以保存一個倍

受社區民眾喜愛的作品是個「優雅的解決方案」 49。然而有趣的是從當地新

聞媒體訪談居民的觀感並未反映戴維斯所形容的「倍受社區民眾喜愛」，反而

說：看著這件作品這麼多年了，還是覺得它「怪怪的」50。 

 

 

 

 

 

 

圖 2-3-3《連鎖反應》 

"Chain Reaction," a sculpture by the late Los Angeles Times… (Luis Sinco / Los Angeles…) 

註：圖文引自 洛杉磯時報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co

nrad 20140226  2014/5/29 

 

  臺灣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的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條是為我國公共藝術設置

完成後唯一的後續相關規定，內容僅以綱要方式呈現，當藝術設置作品在其

場域因種種不同因素而必須做出異動，依照法令須經過審議委員審議通過才

                                                      
49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5/local/la-me-ln-chain-reaction-sculpture-refurbished-2014

0225  2015/6/8 
50

 "It's hardly historical," laughed lifetime resident James Taylor, noting that at age 55 he's been a 

part of Santa Monica almost three times as long as Chain Reaction. 

"When it first came out my initial reaction was, `This is certainly – well – odd,'" Taylor, waiting 

at a bus stop just down the street from the sculpture, said as he rubbed his head and searched for 

the right word to describe i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2015/7/23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conrad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conrad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5/local/la-me-ln-chain-reaction-sculpture-refurbished-20140225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5/local/la-me-ln-chain-reaction-sculpture-refurbished-2014022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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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執行，而審議委員所得到的資料通常是管理單位的報告，報告內容所敘述

的事項代表的是管理單位或是民眾的意見？是否包含具體、客觀的資料可依

據？執行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都值得被討論。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的一般

討論區曾有民眾問到不被喜愛的公共藝術後續處理辦法，也有人嘗試以客觀

立場做出回應，以下所引述之問答反映我國民眾對於公共藝術的關切，包含

對作品的認同與否、遷移和經費等議題，在公共藝術的移置評核機制建立需

求上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發

表

人 

muLy  

時

間 

2008-05-03 

15：57：53  

 

請問各位，若是有公共藝術的設置是不被當地民眾或是學校學生所

喜愛，或是感覺不佳，那麼那樣可以向哪些機關單位申訴呢？地方

主管機關，亦或是文建會？ 

那麼不受歡迎的公共藝術的處理是拆除？遷移？或是有人將它買下？

又或是歸還給藝術家（那是要藝術家將它買回去嗎？還是說就那樣

還給藝術家）？還是有其他處理方式？ 

那麼當初撥下百分之一的經費，不是很可惜嗎？ 

發

表

人 

怪怪  
時

間 

2008-05-06 

11：13：45  

我想畢竟公共藝術得兼具藝術性與公共性，哪項為先就見仁見智。 

 

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是否為大眾喜愛就很難定義，多少人反映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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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呢？我想不管作品是否受到歡迎舉凡有造成公共不便、危險或

妨礙觀瞻，都可先向設置單位反映，再延請多些領域專家或匯集大

家意見，表達給相關單位行特案討論處理。 

羅浮宮或是艾菲爾鐵塔都曾被市民唾棄、稱為怪物，公共藝術設置

過程，作品成型得由各執行、評選小組、審議委員詳加把關，不好

的作品固然需要淘汰，但我想也得同時思考是否具經典性價值的存

在51。 

   

    目前的法令為共藝術之移置或拆除作業辦法留下許多模糊地帶，在檢討

設置情形的說明當中，檢視文化部發布的設置完成報告書製作說明，對維護

管理雖訂出工作項目，可是未規定後續考核方式，再參考臺北市設置完成報

告書製作說明，對於管理維護計畫的規定就更加簡略，首都尚且如此，遑論

其他縣市，以致於公共藝術的移置、拆除和管理維護形成有「規定」卻沒「辦

法」可遵循辦理的現象；造成因母法欠缺施行細則而產生的執行斷層。 

 

  我國公共藝術政策實施多年來，每遇到有關公共藝術作品移置、拆除問

題時，主政單位回覆多為：「本辦法雖無相關程序規定……主管審議機關是否

訂定相關約定，並應依財產管理相關法令及程序辦理。」，文化部公共藝術官

方網站，臺北捷運工程局具函提報公共藝術作品移置拆除事宜和當時文化部

回函公文中所提及關於「審查基準（如修復之效益性、移置基地之適當性……）

及應備之文書（如效益評估、藝術家之意見、移置基地之同意……）等意見，

已納入本會修法中討論」52，諸多過往個案迄今未見討論結果，公共藝術設置

移除案件仍處在「無相關程序規定」、「審查基準」和「應備文書」標準含糊

                                                      
51

 文化部公共藝術官方網站，一般討論區 

http://publicart.moc.gov.tw/opinion/view.php?id=2648  2014/5/31 
52

 見附錄三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函 

 

http://publicart.moc.gov.tw/opinion/view.php?id=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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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下不能依法行政。公共藝術在相關經費運用也欠缺細節規範，雖有原

則可參考，但不同單位有各自解讀，關於移置和拆除則根據「其他特殊情形」

而考量，但何種特殊情形，評量標準並無進一步的界定和規範。所以謹慎自

保的單位或有可能因此對應該處理的作品以「擱置」和「拖延」應對，而涉

及利益考量的單位也可以根據「其他特殊情形」的無限模糊空間，而積極對

藝術品做了不適宜的處置。 

   

    二〇〇四年文化部所舉辦的公共藝術政策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中，蘇治

徹提出「我認為藝術品應該先設定一個年限，這年限並不是指時間到了就要

拆除而是全面審慎檢討」53，事隔多年，又有學者再度指出：一九九〇年代初

期文化部研擬設置公共藝術的法案時，就曾對「永久設置」的概念，提出過

強烈的質疑與顧慮，所以後來立法時附加了五年不得移除之條款54。回顧一九

九八年公布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歷經二〇〇二及二〇〇三年的修法，對後續

維護管理工作未有更加詳細的規範，直到二〇〇八年，第十五條修正為第二

十六條，並明確指任管理機關負責維護，第十六條則修正為第二十七條，除

既有規定設置後五年不得予以移置或拆除，並更進一步在原有的「特殊情形」

更清楚說明若修復經費若超過作品設置經費的三分之一，仍可送交審委會審

議通過即可排除此規定，所以公共藝術的移置或拆除，其實有法可據。目前

瓶頸在於雖有規定，卻未見相關施行細則，例如審議程序、移除經費的編列

標準和方式等。 

 

 

                                                      
53

 蘇志徹，〈從九十二年資料解讀臺灣公共藝術政策執行現況〉，公共藝術政策的現況與未來 

座談會紀錄， 92 年公共藝術年鑑，文建會，臺北市，(2004)，頁 241 
54

 陸蓉之，〈誰的公共藝術? 為誰?〉，第 023：新艺术特刊·艺术思潮，新京報電子報，(2013)。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6/19/content_441346.htm?div=-1  201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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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藝術移置案例分析 

 

一、公共藝術移置案例 

     

  無論國是公家或私人設置在公眾活動空間的藝術作品皆有可能因為民眾

觀感不佳，或時空背景轉換等因素造成爭議，有些經過審議行政程序，有些

則由所擁有之私人單位進行移除或重置。以下列舉國外及國內公共藝術作品

設置完成後又進行異動之案例做為對照和參考。開放空間的藝術品無論是私

人或公部門設置，由於和社會大眾的接觸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選取之

案例不限於「百分比公共藝術」作品。 

 

（一）美國案例 

 

1. 因公共安全和民眾觀感而移除之案例 

《傾斜之弧》（Tilted Arc） 

 

 

 

 

 

 

 

                        圖 2-3-4《傾斜之弧》 

January 1981: Tilted Arc, a 120-foot-long sculpture by Richard Serra divides Federal Plaza in 

lower Manhattan, New York. It was later removed. (Photo by Frank Martin/BIPs/Getty 

Images)Read mo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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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bserver.com/2014/09/the-law-against-artists-public-art-often-loses-out-in-court/#ixzz3c0J

m9lc7  

Follow us: @newyorkobserver on Twitter | newyorkobserver on Facebook 

註：圖文引自：

http://observer.com/2014/09/the-law-against-artists-public-art-often-loses-out-in-court/ 

2015/6/3 

 

    一九八一年設置於紐約聯邦大廈之公共藝術《傾斜之弧》（Tilted Arc）

（見圖 2-3-4），藝術家塞拉（Richard Serra）的創作理念是期望群眾藉由

路過廣場時，面對作品時產生自我思考。一九八五年該區域行政主管戴

蒙（William Diamond, regional administrator for the GSA）決定舉辦公聽會，

研議是否移除重置，並評估拆除工程將花費三萬五千美金，而易地重置

費用將高達五萬美元，而塞拉則表示該作品有它的地點特殊性，若變更

環境等於毀去他的創作，他將無法以個人名義為該作品背書。縱使有許

多專家學者和藝評家都認為那是一件了不起的藝術品，但仍不敵許多人

認為其構造易招致塗鴉、髒亂和受利用作為恐怖份子藏置炸彈的場所，

最終五位陪審員投票以一比四通過決議拆除55。公眾的視覺美感和安全顧

慮對上了塞拉的「創作自由發表權」受侵害的主張，法院最終判決塞拉

敗訴，藝術品在開放的公共空間牽涉公共安全問題，縱使是憲法保障的

藝術的神聖性和獨立性都難以凌駕其上。終於在一九八九年拆除移置布

魯克林區的某倉庫，公共服務署表示將另覓合適地點重組展示，迄今尚

無行動。 

 

                                                      
55〈Richard Serra's Tilted Arc 1981〉，Visual Art，PBS/WGBH， 

http://www.pbs.org/wgbh/cultureshock/flashpoints/visualarts/tiltedarc_a.html  2014/5/15 

 

http://observer.com/2014/09/the-law-against-artists-public-art-often-loses-out-in-court/#ixzz3c0Jm9lc7
http://observer.com/2014/09/the-law-against-artists-public-art-often-loses-out-in-court/#ixzz3c0Jm9lc7
http://ec.tynt.com/b/rw?id=bgPjROrI8r44uZacwqm_6l&u=newyorkobserver
http://ec.tynt.com/b/rf?id=bgPjROrI8r44uZacwqm_6l&u=newyorkobserver
http://observer.com/2014/09/the-law-against-artists-public-art-often-loses-out-in-court/
http://www.pbs.org/wgbh/cultureshock/flashpoints/visualarts/tiltedarc_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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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前述之爭議過程，為維護公眾利益和藝術家的自由表發表權，

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擬訂「公共藝術品複審細則」以因應規

範藝術品可能遷移的情況，其中明訂一件藝術品須經十年以上才能依循

法定程序拆除或遷56。但從另一角度觀察，藝術家的創作理念期望群眾藉

由路過廣場時，面對《傾斜之弧》時產生自我思考，然藝術家是否有權

要求民眾站在這件作品面前去實現創作者的理念？所謂「自我思考」的

動機和目的為何？如果它不像由華裔建築師林瓔（Maya Lin）所設計，位

於華盛頓特區的《越戰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那樣具有對

戰爭的反省和紀錄歷史的意義，同時又和當代許多受難軍人家屬產生情

感上的連結57，有多少人願意面對一面不知其所以然的牆去自我思考，又

如何能得到民眾的認同。以《傾斜之弧》的裝置來說，國家法令保護藝

術家的自由發表權無可爭議，但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公共藝術和民眾的

情感之間的關係卻相對被忽視了。 

 

 2. 因民眾觀感而移置之案例 

     《永遠的瑪麗蓮》（Forever Marilyn） 

 

 

 

 

 

圖 2-3-5《永遠的瑪麗蓮》  圖 2-3-6《永遠的瑪麗蓮》 

Posted by Lois at 5:00 AM  Labels: Chicago 

                                                      
56

 黃健敏，〈美國公眾藝術〉，《藝術家》，臺北市，(2002)，頁 42 
57

 PBS, Visual Arts 

http://www.pbs.org/wgbh/cultureshock/flashpoints/visualarts/thewall.html  2015/7/13  

  

 

http://www.pbs.org/wgbh/cultureshock/flashpoints/visualarts/thew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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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文引自 http：//tallydailyphoto.blogspot.tw/2012/01/forever-marilyn.html 2015/6/3 

 

  《永遠的瑪麗蓮》（Forever Marilyn）由雕塑家瓊森（Seward Johnson）

創作設計的瑪麗蓮•夢露雕像（圖 2-3-5，圖 2-3-6），雕塑高二十六呎，

重約四萬磅，材料為銅和不鏽鋼，二〇一一年七月在芝加哥的密西根大

道（Michigan Avenue） 的先鋒廣場（Pioneer Court）設置展示。設計靈

感來自一九五五年由瑪麗蓮•夢露主演電影《七年之癢》中的經典造型，

劇中她彎腰用手壓住隨風飄起的長裙。 

 

  此雕像從一開始即受到爭議，有人覺得雕塑姿勢具有性別歧視，因

為巨大的裙擺可以讓人走到下面一覽裙底風光，也因雨天常有群眾躲在

裙擺下避雨而被嘲笑像把雨傘。甚至有旅遊網站將其直接歸為「世界上

最糟糕的公共藝術」排名第一的作品。正因為飽受爭議，雕塑被恣意毀

壞塗鴉，有幾次夢露的腿上甚至被直接澆上紅色油漆。 

 

    自從澤勒地產集團（Zeller Realty Group）宣布將移除該設置，社群

網站紛紛發表意見，表示樂見芝加哥市民的夢魘即將結束。不過，芝加

哥文化歷史學家山姆森（Tim Samuelson）卻認為這座雕塑實現了它應有

的價值，他說：「大家對雕塑的意見雖多，但雕塑每天都能吸引路人駐足

觀望，就算是深夜，她都不孤單；就算有人在雕塑腿上塗鴉以此洩憤，

這也是她被大眾接受的一種另類形式。」58。其實在雕塑揭幕之初，雕塑

基金會（The Sculpture Foundation, Inc.）總監史透克（Paula Stoeke）即表

示該基金會位於加州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基地將提供免費空間

                                                      
58

 Tim Samuelson, cultural historian for the City of Chicago, agreed that the sculpture seemed to  

fulfillpurpose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2-05-02/entertainment/ct-ent-0502-marilyn-appreciation-2

0120501_1_marilyn-monroe-statue-sculpture-foundation-melissa-farrell 20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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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該雕像永久展示之用。《永遠的瑪麗蓮》被拆除運離芝加哥之後，仍

然由擁有該作品的企業集團主導繼續在美國各城市重組展出。 

 

公共空間的藝術品常常叫好卻不叫座，在藝術家、興辦者掌聲此起

彼落之際，民眾卻認為是一場視覺污染和災難，觀賞者評價也會出現正、

反兩極，因為芝加哥還是有人覺得該雕像「雖然俗氣，但卻有趣。」59，

但如果作品叫好又叫座，相信芝加哥多數市民會樂見其永久停留在該城

市，而不會欲除之而後快。總而言之，即便是在制度相對健全的美國，

不論民眾如何反對，因為設置基地屬於私人單位所提供的開放空間，最

後的留置或移置決策，仍然屬於該空間及藝術品之權屬單位。 

 

   3. 因管理維護困難而移置之案例 

（1）《野生動物的水上劇場》（Wildlife Water Theater） 

 

 

 

 

 

圖 2-3-7《野生動物的水上劇場》 

Photo: by Steven Butler, Ph.D. 

註：圖引自 http://www.watermelon-kid.com/places/wrl/tour/water_theater.htm  2015/8/6 

                                                      
59

 Marilyn Monroe Statue No Longer on Chicago’s Magnificent Mile 

5/17/12 | by Joey McCoy  

We, however, enjoyed having Marilyn Monroe in Chicago. Even though it was only temporary, it 

brought smiles to the faces of locals and tourists alike. I mean, how can you not laugh at a 

26-foot statue of a woman with her skirt flying up? And on the Magnificent Mile nonetheless. 

Come on people, it’s kind of funny... Tacky but funny. 

http://www.chicagotraveler.com/marilyn-monroe-statue-no-longer-on-chicagos-magnificent-mile 

2014/5/29 

 

 

http://www.watermelon-kid.com/places/wrl/tour/water_theater.htm
http://www.chicagotraveler.com/users/joeymccoy
http://www.chicagotraveler.com/marilyn-monroe-statue-no-longer-on-chicagos-magnificent-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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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的水上劇場》（Wildlife Water Theater）位於美國德州達拉

斯市區東邊的白石湖（圖 2-3-7）60，由當地藝術家巴格利（Frances Bagley）

和奧爾（Tom Orr）創作於二〇〇一年，由四十三根鋼柱、二十根聚碳酸

酯燈桿，十件代表在地元素的鑄石物件、十二幅鋁製野生動物圖表和一

個太陽能電池板系統所構成，設置在靠近澡堂文化中心（Bath House 

Cultural Center）的岸邊。這件作品的維護涉及水、電等各式不同領域技

術，工程浩大，而當地政府基金會在二〇〇四年耗費鉅資重置該市所擁

有之亨利•摩爾（Henry Moore）作品《The Dallas Piece》之後，再也無

力支付龐大數量的藝術品修繕維護費用，因此落入故障嚴重且年久失修

窘境的作品不在少數，比較起籌措維護基金做定期清理，當地政府和居

民認同移除是最快速有效解決問題的辦法。雖有許多學者、專家表達反

對意見，但深受鳥類棲息產生排泄物污染所困擾的當地居民則不以為然，

畢竟評論者們根本未蒙其害，也不須擔負清潔維護的責任。移除該作品

必須花費兩萬五千美金，當地藝術界則提議募集二十五萬美金重新建置

該作品，目前仍處於懸而未決之狀態。 

 

（2）《門戶－薄片》（Portal Park Piece －Slice） 

 

 

 

 

 

 圖 2-3-8 《門戶-薄片》 

photographs by NAN COULTER 

                                                      
60

 Art and Seek, Art&Seek and the Art&Seek logo are service marks of KERA, North Texas Public 

Broadcasting. 

http://artandseek.net/2014/10/22/white-rock-water-theater-put-on-national-list-of-at-risk-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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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Tom Benning of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reports that Park Portal Piece (Slice) may be 

saved after all.  The piece may possibly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w Carpenter Plaza. 

註：圖文引自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

ecause-of-us-2.html/  2015/6/2 

 

一九八一年由國家南方公司（Southland Corporation and the National）

委託藝術家歐文（Robert Irwin）所製做的耐候鋼（cor-ten）雕塑《門戶－

薄片》（Portal Park Piece －Slice）（圖 2-3-8），位於達拉斯市中心的卡彭

特廣場（Carpenter Plaza），後來該處不只成為流浪者棲息地，還佈滿各式

各樣噴漆塗鴉，甚至鮮少有人注意該作品的存在，三十年來情況已經惡

化至無以復加，顯然這件藝術作品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在進入該城市

的高速公路移往他處之後，公園已失去原有的城市門戶地位，作品也不

再符合藝術家創作城市門戶象徵的理念，因此市政府相關單位決議趁進

行廣場整建之時順便移除該雕塑，而已經成為世界知名藝術家的歐文則

表示畢竟世界在改變，所以並不介意將該作品撤除61。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的達拉斯晨報提及該作品可能會在公園擴建中被

保留，藝術家也有意願配合變更設計，但是預計提供公園規劃設計費三

十萬美元的迪謝德基金會（Decherd Foundation）尚未做最後決定，即使

完成設計，基地的整治在二〇一五年九月之前亦無法完成，政府表示高

達一千萬美元的建造計畫目前並無預算可執行，等待經費到位必然曠日

費時，所以這件七百呎長的作品必須先拆卸下來暫時存放在倉庫中62。 

                                                      
61

 FD magazine,The Dallas Morning News Inc.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

y-because-of-us-2.html/  2015/6/2 
62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metro/20141114-noted-downtown-dallas-artwork-thought-to-be-a-goner-could-live-on.ece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metro/20141114-noted-downtown-dallas-artwork-thought-to-be-a-goner-could-live-on.ece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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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腿》（legs） 

 

 

 

 

 

 

            圖 2-3-9《腿》                   圖 2-3-10《腿》 

         Photo：William Hocker         photo：Lea Suzuki, The Chronicle 

註：圖 2-4-9 引自 http://www.artpractical.com/feature/visible_alternatives_part_3/  2015/6/2 

圖 2-4-10 引自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Huge-rope-sculpture-to-be-removed-from-5539754.php  

2015/6/2 

 

  《腿》（Legs），是舊金山灣區捷運安巴卡德洛車站（Embarcadero BART 

Station）於一九七六年開始營運時，藝術家夏克勞馥（Barbara Shawcroft）

專為該站的東邊牆面所創作之白色混合亮橘色的防火纖維(Nomex)雕塑

（圖 2-3-9），高五十呎，重七千磅。多年來列車經過揚起的灰塵使該作品

佈滿污垢、沒入車站的灰色牆面之中（圖 2-3-10）。1987 年導演格倫(John 

Glenn)曾將其比喻成在牆上「掛抹布」。經歷三次清理證實費用高昂且維

持不久，積極想將它移除的捷運局官員一直無法和創作者取得共識。藝

術家堅持該作品應該繼續留下，理由是當初興辦單位曾簽下負責維護的

合約，在雙方僵持之下未再採取維護措施，於是該雕塑長久處於被遺忘

狀態。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metro/20141114-noted-downtown-dallas-artwork-thought-to-b

e-a-goner-could-live-on.ece 2015/5/24 

  

 

http://www.artpractical.com/feature/visible_alternatives_part_3/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Huge-rope-sculpture-to-be-removed-from-5539754.php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metro/20141114-noted-downtown-dallas-artwork-thought-to-be-a-goner-could-live-on.ece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metro/20141114-noted-downtown-dallas-artwork-thought-to-be-a-goner-could-live-on.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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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三年捷運系統編列三十萬美元作為移除經費，捷運局公關代

表麥克阿瑟(Molly McArthur)說服藝術家的理由是：「髒污又繁忙的地鐵站

並非紡織品藝術裝置的最好基地」，藝術家終於同意配合捷運局進行該雕

塑移除作業。起初雙方曾尋求有意願之美術館陳列該作品，但礙於尺寸

過大、狀況不佳而無人接手，最後決定於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拆卸後

交還藝術家保管，而捷運局也決議該牆面將不再設置任何藝術裝置以方

便空間的清潔維護63。 

 

  4. 因商業因素而移置之案例 

《蝶蛹》（Chrysalis） 

 

 

 

 

        圖 2-3-11《蝶蛹》（Chrysalis）     圖 2-3-12《蝶蛹》（Chrysalis） 

(image via jameswillefaust.com)       (IBJ Photo/Perry Reichanadter) 

註：圖 2-3-11 引自 Hyperallergic, News  

Indy Airport May Remove Public Art in Favor of Ad Wall 

by Hrag Vartanian on August 24, 2011 

James Wille Faust's "Chrysalis" (2008) in Indianapolis Airport (image via jameswillefaust.com) 

http://hyperallergic.com/33758/indy-airport-public-art-ad-wall/  2015/6/27 

圖 2-3-12 引自 Indianapolis Business Journal 

http://www.ibj.com/articles/28814-artist-complains-about-removal-of-public-art-from-indy-airport 

2015/7/18 

                                                      
63

 SFGATE Hearst Newspaper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Huge-rope-sculpture-to-be-removed-from-5539754.php 

  

 

http://www.ibj.com/articles/28814-artist-complains-about-removal-of-public-art-from-indy-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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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蛹》（Chrysalis）是弗士德（James Wille Faust's）（圖 2-3-11，圖 2-3-12）

於二〇〇八年所創作設置於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機場的公共藝術作品，據印

第安納波利斯商業雜誌（Indianapolis Business Journal）在二〇一一年八月報導，

該作品所在位置將改為廣告功能使用，機場管理單位擬將作品移置印第安納

州會議中心但遭藝術家拒絕。許多社論也表示反對遷移該作品，威奇托州立

大學（Wichita State University）藝術史教授史密斯（Royce Smith）說：多數

人記憶中的機場經驗是安檢搜身，而我所記得的卻是藝術教化、驚喜和舒緩，

《蝶蛹》在這使命上所扮演的角色有如皇冠上的寶石。另一位地方藝術設計

學院院長則表示：為了商業廣告而拿下藝術品對藝術家是種侮辱64。該市市長

以及藝術家團體和藝術家本身都曾極力護衛，但仍不敵商業利益的龐大壓力，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蝶蛹》被移置於倉庫，原位置被一面電視牆所取代，做

為數位藝術作品和商業廣告使用，而該電視牆為印第安納波利斯機場帶來一

年超過十萬美元的收益65。 

 

（二）臺灣案例 

 

當代環境不再只尊崇「現代主義」藝術至高無上的特殊性和分離性，

公共藝術設置因使用者感受或其他問題而必須撤除的情況屢見不鮮，

不同案例處置程序不同，其中有經過國家最高文化機構審議，或由地

方機構決議執行，居於決策者立場的文化部對於移除、移置程序以解

釋函66方式代替立法規定，雖以行政手段處理較具彈性，但也因此造成

許多公共藝術在設置完成之後遭不同單位「彈性處理」卻無法可管。 

                                                      
64

 hyperallergic , news http://hyperallergic.com/33758/indy-airport-public-art-ad-wall/  2015/6/27 
65

 Indianapolis Business Journal  

http://www.ibj.com/articles/28814-artist-complains-about-removal-of-public-art-from-indy-airpo

rt  2015/7/19 
66

 文化部 函 公共藝術設置作品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文藝字第 103302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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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民眾觀感而移除之案例 

（1）《艋舺紀念碑》 

 

 

 

 

 

                        圖 2-3-13《艋舺紀念碑》 

註：圖引自楊班長步道行走部落格 

     

一九九二年，雕塑家郭清治應民間社團邀請，創作了雕塑作品《艋

舺紀念碑》（圖 2-3-13），藝術家以帆船尾桿交疊以及海鳥遠去的景象，表

現艋舺萬船雲集的意象。然而設置完成後，當地居民覺得眾多的尖角像

是古代的《戟」，會破壞地方風水，因此在民眾的堅持下，地方單位直接

將這件公共藝術遷移至中央研究院67。 

（2）《和樂》 

 

 

 

 

 

 

                            圖 2-3-14《和樂》 

註：圖引自涂淨茵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1411244842.pdf 

                                                      
67

 蔡文婷，無疆界美術館 ──公共藝術 2000 年 11 月，頁 84。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0118911084c.txt&table=0&h1=6J

ed6KGT5paH5YyW&h2=6Jed6KGT6KGM5pS%2F  2015/6/9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0118911084c.txt&table=0&h1=6Jed6KGT5paH5YyW&h2=6Jed6KGT6KGM5pS%2F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0118911084c.txt&table=0&h1=6Jed6KGT5paH5YyW&h2=6Jed6KGT6KGM5pS%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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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年嘉義市的東門在今日的「十九公廟」邊，東門城拆除後在原地

建立東門圓環，圓環中並設置尿尿小童塑像四尊，在當地成為被普遍認

同的視覺景觀。一九九七年市政單位以蒲浩明先生所創作之《和樂》（圖

2-3-14）藝術雕像取而代之，圓環附近居民對於藝術雕像造型無法接受，

兩年後市政府在民怨壓力下，將其拆除並漆成白色移置嘉義市垂楊國小

校園，再將尿尿小童回復原位。該雕像遭到當地住戶的反對，根據涂浄

茵訪察有下列幾項原因：  

 

本作品為青銅製成，顏色為青銅色調暗沉。 2、因為圓環改建

成一土丘上覆韓國草狀似墳墓。 3、與居民生活起了衝突，因

夜晚燈光不明之下常常被嚇到，居民於是諷刺為「魔神仔」,經

里民反應而遷往嘉義市垂楊國小校園。 4、表現手法被居民認

為粗糙，缺乏平滑流暢的整體線條 
68。 

 

（3）《在地的點子》 

 

 

 

 

 

 

                       圖 2-3-15《在地的點子》 

註：圖引自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 

 

    關廟服務站另一件公共藝術品《在地的點子》（圖 2-3-15）設在南、

                                                      
68

 涂淨茵，《公共藝術之設計不敵民眾之公共意識－以嘉義東門圓環事件為例，2006。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1411244842.pdf 2014/5/31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14112448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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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四間廁所，最初主辦單位所邀請的藝術家發想是在關廟當地邀請有

興趣的民眾讓藝術家拍照，帶回去以電腦將藝術家一貫的創作主題「小

麥草」合成為頭頂著小麥草的人像作品，並燒製在磁磚上，再拼貼在牆

公廁牆壁。創作過程中改變計畫以關廟特產鳳梨的葉子替代小麥草，與

在地居民的人像合成為「鳳梨頭」以表彰在地文化意象，希望帶給旅客

新鮮且新奇的感受。不過有網路鄉民提及常常看到有小孩子哭著向父母

說不敢上廁所，因為裡面有許多人頭69。 

 

    由於作品部份設置於密閉空間的女廁引發民眾產生負面聯想並向服

務中心反應，適逢該空間整建計畫開始，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於二〇

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召開移置或拆除會勘及實施計畫會議，以環境整建

及作品設置已滿五年得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十七條做成移置決議，

男廁採現地保留，女廁則以備品或拆卸原處磁磚轉貼至其他適當位置。

而高公局南區工程處則依決議辦理試做，成果由執行委員確認後再納入

移置及拆除計畫書並報請交通部審議70。 

 

2. 因基地環境整建而移除之案例 

（1.）《希望之海》 

 

 

 

 

                                圖 2-3-16《希望之海》 

註：圖引自 dr HSU blog 

                                                      
69

 DCView 數位視野 

http://article.dcview.com/newreadarticle.php?type=7&id=2547  2014/12/07 
70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關廟服務區公共藝術《在地的點子》移置報告書，2013。 

 

 

http://article.dcview.com/newreadarticle.php?type=7&id=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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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海》（圖 2-3-16）位於雲林縣臺西國中校門口旁的三層樓壁

畫，長十公尺、寬八公尺，是社區居民合力營造社區風貌、也是居民抗

議臺塑六輕的象徵、社區的集體記憶。該壁畫共花費超過一年時間，就

地取材利用二十種以上的貝、螺、殼、蚵等上萬件材料，及十種非貝類

生活材料，包括保力達 B 瓶、生啤、木炭等，描繪沿海人文環境風貌，

壁畫上盯著臺塑六輕的「希望之眼」是重要的反「六輕」象徵。 

 

    二〇一〇年三月臺西國中決定進行校舍改建，二〇一一年間，建築

師已規劃出保留壁畫的方案；二〇一二年六月底，縣府宣布決議拆除再

另做一幅，七月三日，則宣稱該壁畫所在處為危樓，將直接進行拆除。

透過社群網站串連、媒體報導引起廣泛討論，藝術家表明願意幫忙修復，

最後在縣府與民間協調破裂後，七月九日清晨六點派出警力全部拆除71，

於次年在新校舍完工前，重新打造一座新的融合漁村各種生活意象的蚵

貝壁畫。 

 

（2）《牆》 

 

 

 

 

 

圖 2-3-17《牆》 

註：圖引自林正仁影像紀錄部落格 

   

                                                      
71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電子報  http://e-info.org.tw/node/78530  2014/5/29 

 

 

http://e-info.org.tw/node/78530


50 

座落於臺南市孔廟旁，最早示範公共藝術《牆》系列作品（圖 2-3-17），

融合臺南歷史與傳統文化元素，包括砲臺史蹟、后澤古今、赤崁御龜、

科技新象。二〇一四年臺南市美術館國際競圖評選結果揭曉，因美術館

的興建而面臨拆遷，臺南市文化局為此召開公共藝術委員會討論。文化

局長葉澤山認為公共藝術的設計有其特定時空背景，而根據國際競圖結

果，該館將是全新作品，並未將《牆》納入設計，臺南市公共藝術委員

蕭瓊瑞則認為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五年內不得移置，如今在法令時效上

已沒這限制72。 

 

    對於設置超過五年以上的作品，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原先立意為防止

作品遭任意拆遷，而今成為個管理單位在五年後拆遷作品的合法依據。

本研究訪談該作品創作者，藝術家林正仁表示已同意拆遷至臺南市政府

所提供之新基地，但目前拆遷相關經費仍在規劃籌措中73。 

 

 3. 因管理維護困難而異動之案例 

（1）《歷史之石》 

 

 

 

 

 

 

               圖 2-3-18《歷史之石》 

註：圖引自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 

                                                      
72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11269 2015/5/21 
73

 見附錄六 林正仁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2015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1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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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之石》（圖 2-3-18）為國道清水服務區公共藝術系列作品「歷

史的綠洲──清水八元素」之一，以鋼索穿透石頭吊掛於服務區室內，

於二〇〇五年九月於設置完成。使用至二〇一四年已有多數石頭遭胡亂

塗鴉無法清理，而遊客頻繁進出作品區拍照造成鋼索鬆脫、斷裂；並且

據高公局之提送拆除審議報告中敘述：「因每半年服務區需做消防檢查，

都要將作品對面的櫃位移開，以應付消防安檢，作品設置位置有礙消防

逃生路線，影響公安74。 

   

合併上述管理維護和安全問題，高公局召集執行小組及相關工程單

位進行現場勘查及研商維護管理會議，結論認為不論以汰換材料或移置

於戶外，甚至縮小規模，除了空間限制以及是否違反原創精神之疑慮，

亦無法根本解決遭受破壞或公共安全問題。研商之後決議依公共藝術設

置辦法第二十七條，向交通部公共藝術審議會報請拆除。實施計畫為重

新設置「歷史的綠洲－－清水之八元素」之整合型說明牌，保留部份未

遭塗鴨之鵝卵石並由原執行小組裁量展示方式，將原始設置和現況照片

以數位文件紀錄公布於高公局網站供民眾參考，實施後由高公局須完成

檔案及財產登記必要之更正和消除。 

 

檢視該作品所面臨之公安問題：「每半年服務區需做消防檢查，都要

將作品對面的櫃位移開」，如果櫃位設置在作品設置之後，究竟是作品或

是商家櫃位妨礙逃生動線，也值得深入探討。 

 

 

 

                                                      
74

 歷史的綠洲－清水服務區公共藝術「清水八元素」之《歷史之石》提送拆除審議報告（修 

正）2014 年 3 月 3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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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水詩路》 

 

 

 

 

 

        圖 2-3-19《清水詩路》         圖 2-3-20《清水詩路》 

註：圖引自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 

 

  《清水詩路》（圖 2-3-19，圖 2-3-20）亦為國道清水服務區公共藝術系

列作品「歷史的綠洲──清水八元素」之一，詩句之字體以陰刻方式銘

刻於直徑八公分之圓形壓克力板，並嵌於戶外洗石地面走道，下面以藍

色 LED 燈作為光源。 

 

  多年來由於壓克力材質遭磨損致使字跡變淺及模糊，民眾常反應日

間觀賞時看不清詩句，評估後發現維修和更換需切割石磚，不僅工程浩

大，更換後亦不耐久；也因原始設計和施作未考量管線維修問題，燈具

和線路相繼受潮故障，夜間燈光多處不亮，屢遭民眾抱怨，若重新施作

管線則形同將原作拆除重做，所需經費遠超出原始設置工程。經會勘及

研商維護管理會議之後，建議報請交通部公共藝術審議會報依公共藝術

設置辦法第二十七條予以拆除。 

 

  實施計畫除了重置整合型說明牌之外，作品暫留置原地不予拆除，

亦不進行燈具修繕，待將來若建物樓地板整修時再作處理。原始設置和

現況照片則以數位文件紀錄並公布於高公局網站供民眾參考，實施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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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局完成檔案及財產登記必要之更正和消除75。 

 

 4. 因公共安全而異動之案例 

（1）《慾望在飛行》 

 

 

 

 

 

 

          圖 2-3-21《慾望在飛行》           圖 2-3-22《慾望在飛行》 

                                                李宜庭 攝 

註：圖 2-3-21 引自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 

 

臺灣鐵路改建工程局在二〇〇二年公開評選板橋捷運站公共藝術作品，

由藝術家黃銘哲設計的《慾望在飛行》（圖 2-3-21，圖 2-3-22）懸掛在車

站大廳，目前只剩上半部，原因是懸掛位置過低，距離地面僅約一米八，

由於擔心旅客撞到頭或有人好奇碰觸，所以截斷下半部以策安全。 

 

  5. 因商業原由而移置案例 

 

 

 

 

                                                      
75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 2014 年「清水八元素」之《歷史詩路》提送拆除審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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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道馳騁》 

 

 

 

 

 

 圖 2-3-23《鐵道馳騁》李宜庭 攝       圖 2-3-24《鐵道馳騁》 

註：圖 2-3-24 及文引自  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patw.org.tw/patw/read.php/898.htm 2015/6/2 

 

臺鐵板橋車站的公共藝術「鐵道馳騁」（圖 2-3-23，圖 2-3-24）原設

置在南二門入口兩側，右側為金色馬頭造形座椅，下方以枕木襯墊；左

側為銀色馬頭造形座椅，下方裝置鐵軌。二〇一一年因「環球購物商城」

委外經營，負責營運的冠誠公司為該處設櫃招商，未告知作者即將作品

遷移至南一門及南三門，兩件一組的作品被分置兩處。藝術家董振平認

為移動這件作品，會破壞整體環氛圍，並向交通部及文化部抗議，認為

外包商移動作品之前必須取得藝術家本人及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認可才

符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而管理單位臺灣鐵路局則表示當初設

立《鐵道馳騁》時已付費，產權應屬臺鐵所有。交通部曾召開公共藝術

審議委員會議討論，但至今該作品仍處於被分置狀態。 

 

由於車站交通樞紐要道的公共空間無法避免商業化，和公共藝術產

生抵觸多有所聞，該如何保障藝術家的發表權，同時讓「藝術」與「商

業」並存，在公共藝術發展進程中，設置辦法的適時修訂以因應時空變

化也屬不可或缺。  

  

 

http://www.patw.org.tw/patw/read.php/8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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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板橋印象」之《畢業班 2010》  

 

 

 

 

                圖 2-3-25《畢業班 2010》           圖 2-3-26《畢業班 2010》 

註：圖 2-3-25 引自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網站     

圖 2-3-26 引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18865 

 

    同為臺灣鐵路改建工程局在二〇〇二年公開評選板橋捷運站公共藝

術作品之一，曲家瑞的創作《回家路上》（圖 2-3-25）掛在板橋車站二樓

西側戶外平臺壁面，車站完工後由臺鐵局接管，但三年後臺鐵將二樓外

包作為百貨賣場，遭業者以帆布廣告遮擋（圖 2-3-26）。 

 

（3） 「板橋印象」之《呷飽沒》 

 

 

 

 

 

 

                                        圖 2-3-27《呷飽沒》 

註：圖引自：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網站 

 

    另一件消失的曲家瑞作品，臺鐵臺北段業務股長劉益宏於二〇一四

年十月答覆自由時報記者詢問時表示：《呷飽沒》（圖 2-3-27）應該是被收

  

 

 

http://www.rrb.gov.tw/upload/images/pa_Arts/200812513553325283.jpg
http://www.rrb.gov.tw/upload/images/pa_Arts/2008125135532326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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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起來了76。雖然鐵工局在完工後移交臺鐵局管理，按照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維護及後續處理權責屬於管理單位，而做臺鐵局對於此作品的去向

並無明確交代。 

 

6. 特殊案例 

 《洗塵》 

 

 

 

 

                                   圖 2-3-28《洗塵》 

註：圖引自 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 

 

《洗塵》（圖 2-3-28）為二〇〇二年國道二號「0K-0K+700」公共藝

術設置案選出之陳健作品，設置於國道二號高速公路桃園中正機場航站

入口前路旁，由金屬、光纖、玻璃、水、型鋼等材質製作成四十二根與

地面、天空形成不同角度的光柱，據交通部高公局工務組景觀科正工程

司游安君表示： 

 

本局辦理國道二號 0K-0K+700 公共藝術設置案並非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規定的公共藝術，因為法令剛頒布，交通部請各單

位提推廣計畫而產生的，經費來源非重大公共工程也不是公有

建築物的公共藝術經費，徵選時已告知參賽的藝術家三年後有

國道二號拓寬工程要進行，契約規定三年內不得移設當時已是

                                                      
76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1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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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簽約之陳健建築師完全了解，作品「洗塵」於九十

年簽約，九十一年設置完成。 

   

  國道二號拓寬工程屬於重大公共工程，應設置公共藝術，

本局考量拓寬後無適當地點設置新的公共藝術，擬將國道二號

拓寬工程的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移撥給桃園縣文化局，九十八年

報交通部審議時，主席（交通部次長）為因應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第二十七條擬修法增加「公共藝術之移置或拆除，應提送公

共藝術審議會審議通過。」，遂將作品「洗塵」提出拆除案討論，

於會中同意撥付經費，並考量無適當地點可移設，同意拆除作

品「洗塵」。 

   

  當時因認定九十年簽約時藝術家已同意此條款，且尚無設

置辦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規定增加移設或拆除應報部審

議為九十九年修法內容，新法不應溯及既往，故無撰寫移置或

拆除報告書。77。 

 

    《洗塵》在藝術家一開始即被告知且同意終將拆除的情況下進行設

置，當時法令尚未規定拆除須經公共藝術審議會通過、撰寫移置報告書

以及召集當初的執行小組參與討論保留或移置之程序規定，因此直接由

交通部做成移除決定，若當時法令已經訂出更明確之拆除後封存或移置

辦法，一件曾經是國門標誌的公共藝術品或許有機會獲得保存。 

 

    游安君指出：該作品在設置完成後兩年內光纖電纜全部遭竊過，並

                                                      
77

 資料摘錄自 游安君（私人通訊，201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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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重新修復過一次78，一如美國德州達拉斯的《野生動物水上劇場》，國

內、外涉及光電科技之藝術創作皆須面對更多額外之維護和修復，而除

了維修困境，《洗塵》當時另外必須面對的還有環境基地整建問題。 

 

 

        第四節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文獻彙整 

 

將本章所蒐集之與設置成效、管理維護、成效評量與移置相關文獻整理

成三級編碼，藉以比較、分析國內、外對於相關議題之評論（表 2-4-1）。 

 

                       表 2-4-1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文獻三級編碼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

共

藝

術

移

置

評

核

設

置

成

效 

為了公眾利益和藝術家的自由表發表

權的維護，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藝術基

金會擬訂「公共藝術品複審細則」以因

應規範藝術品可能遷置的情況79。 

 

從這個事件看到的是在公共空間的裝

置藝術常常叫好卻不叫座，在藝術家、

興辦者掌聲此起彼落之際，民眾卻當作

學界已有許多關於戶外雕塑的文獻，包

括作品風格、歷史和，還有對雕塑家及

其作品的批判分析，但是關於其「使用」

的著作後卻極少，甚至沒有82。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只管到「設置」

這回事，設了之後全都用授權命令的設

置辦法去做處理。（劉宗德，2011） 

 

                                                      
78

 資料取自 游安君（私人通訊，2015/7/28） 
79

 黃健敏，〈美國公眾藝術〉，《藝術家》，臺北市，(2002)頁 42 
82

 Outdoor Sculpture object and environment, Margaret A. Rovinette, 1976, New York , Whitney 

Library of Design, an imprint of Watson Guptill Publidations, a division of BillBoard 

Publications, Inc. 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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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機

制 

一場視覺污染和災難，而觀賞者評價也

會出現正反兩極，因為還是有人覺得該

雕像「雖然俗氣，但卻有趣。」（李宜

庭，2015:28） 

 

對我來說，這是件美好的作品（《腿》），

代表了它的創作年代80。（Molly 

McArthur，2014） 

 

這（《腿》）是屬於 70 年代的 – 在那個

時間點它是完美的81。（Molly 

McArthur，2014） 

芝加哥文化歷史學家山姆森（ Tim 

Samuelson）卻認為這座雕塑實現了它應

有的價值，他說：「大家對雕塑的意見

雖多，但雕塑每天都能吸引路人駐足觀

望，就算是深夜，她都不孤單。就算有

人在雕塑腿上塗鴉以此洩憤，這也是她

被大眾接受的一種另類形式」83。 

 

管

理

維

護 

空間是一個活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會

依據人的使用需求而改變。學校也會改

變的，因為教育條件變了，如果經由合

法的程序去調整它需要的空間，也沒有

什麼錯。（黃承令，2011） 

 

以臺北市公共藝術為例，帝門的調查結

最常碰到興辦單位的資料沒有移交，原

承辦人離職了，相關資料就失蹤了。一

旦需要管理維護根本無從著手。（黃健

敏，2011） 

 

所有的電子媒體科技過時很快，有時快

到不容易維修。（黃承令，2011） 

                                                      
80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Huge-rope-sculpture-to-be-removed-from-5539754.php 
81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Huge-rope-sculpture-to-be-removed-from-5539754.php 
83

 Tim Samuelson, cultural historian for the City of Chicago, agreed that the sculpture seemed to  

fulfillpurpose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2-05-02/entertainment/ct-ent-0502-marilyn-appreciation-2

0120501_1_marilyn-monroe-statue-sculpture-foundation-melissa-farrell 2014/5/29 

表 2-4-1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文獻三級編碼（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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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果有塵垢與漬痕問題的佔總數的一

半；而就環境因素調查，由於周邊植物

遮蔽而影響公共藝術呈現也是比例最

高的原因。（張玉音，2012） 

 

公共藝術設置動輒幾十萬至幾千萬的

費用，政府、創作者、管理單位應適切

的對公共藝術作品進行例行性保養作

明確的責任劃分與規畫，負起這些龐大

花費後續應盡的管理責任。（張玉音，

2012） 

在進行公共藝術計畫時，首先應該思考

的是：誰的空間？ 為誰而藝術？ 藝術

為誰？ 因此審議委員思考的出發點則

是執行結果能否被認同之關鍵因素。

（李宜庭，2015:21） 

 

由於作品（《偷窺》）使用高瓦度燈泡，

不易散熱而無法久開，得限定時間欣

賞，拍攝、投影是本作品的關鍵，然現

今我們看到的是去除這兩項因素，不知

所云的佇立於月臺上的物件，來往乘客

多以為已荒廢不用。（張玉音，2012） 

 

誰要定期來清理這一切，它並不是一個

愉快的工作，誰修復燈桿？誰來發現和

更換出問題的磁盤？究竟是誰擁有這

個設置？最後得到一個答案，也是這個

問題的癥結：正如《門戶-薄片》，這個

城市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位大量的作品

進行定期維護。（RICK BRETTELL，

2014） 

 

即使在制度相對健全的美國，不論民眾

反對聲浪有多高，因為設置基地屬於私

人單位所提供的開放空間，最後的留存

或移置決策，仍然屬於該空間及藝術品

表 2-4-1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文獻三級編碼（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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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之權屬單位84。（李宜庭，2015:42） 

成

效

評

量 

我們應該要訓練民眾去參與，參與才會

有認同感，依照這樣的程序通過的公共

藝術品，可以保護藝術家有五年的留置

權。這五年的時間不但保護了藝術家的

創作，也表示它並不是永久留置，五年

後若不喜歡，就可以再換一個。（黃健

敏，2009) 

 

對於很多人來說，它（《連鎖反應》）是

非常重要的聖莫尼卡的地標和城市象

徵；相對於其他人卻是礙眼的垃圾。85

（Jessica Cusick，2012） 

 

學界已有許多關於戶外雕塑的文獻，包

括作品風格、歷史和，還有對雕塑家及

其作品的批判分析，但是關於其「使用」

的著作後卻極少，甚至沒有。（Margaret 

A. Robinette，1976） 

移

置

辦

法

和

執

行 

美國加州聖塔莫妮卡市（Santa-Monica）

藝術委員會建議市議會針對拆除康拉

德（Paul Conrad）的雕塑《連鎖反應》

（chain-reaction）進行投票，委員會也

敦促市府給支持修復的人們及康拉德

的家人六個月的時間籌集修復資金86。 

 

要移除或做其他用途，你也要陳述意

見，也要做聽證，至少要讓設置和周遭

居民有這樣的機制，結果完全沒有。（劉

宗德，2011） 

 

已經成為世界知名藝術家的歐文表

示：畢竟世界在改變，所以並不介意將

                                                      
84

 FD magazine,The Dallas Morning News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

y-because-of-us-2.html/  2015/6/9 
85

 Th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2015/6/9 
86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

-conrad-20140226  2014/5/29 

表 2-4-1 公共藝術評核文獻三級編碼（續三）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y-because-of-us-2.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conrad-20140226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conrad-2014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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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我建議下一次修法不要有年限限

制，指要某一個委員會同意移除就能移

除，不然像一些比較活的，像表演藝術

或是用貼紙貼一貼的很短暫的具視覺

效果的藝術是不可能存在的」（尹倩

妮，2002） 

 

在評估費用之後建議拆除，並優先考量

交還給作者、家屬，或家屬所指定之藝

術機購收藏，庫斯科並建議：「在拆除

之前，這座雕像應該被仔細全面的記錄

存檔」（Jes sica Cusick，2012） 

九十八年報交通部審議時，主席（交通

部次長）為因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

十七條擬修法增加「公共藝術之移置或

拆除，應提送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通

過。」，遂將作品「洗塵」提出拆除案

討論，於會中同意撥付經費，並考量無

適當地點可移設，同意拆除作品「洗

塵」。（游安君：2015） 

該作品撤除。（李宜庭：2015:32） 

 

「由於結構方式和媒材的關係，就算市

府修復了作品，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可

能還是會面臨同樣（崩塌）的風險」

（Jessica Cusick，2012） 

 

當時因認定九十年簽約時藝術家已同

意此條款，且尚無設置辦法第二十七

條，第二十七條規定增加移設或拆除應

報部審議為九十九年修法內容，新法不

應溯及既往，故無撰寫移置或拆除報告

書。（游安君：2015） 

 

 

表 2-4-1 公共藝術評核文獻三級編碼（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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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藝術品的美感度、安全性不能認同，易使藝術設置無法為環境加

分並引發爭議，尤其當今公共藝術形式廣泛，綜合相關領域人士之論述，除

去牽涉電子動力設計作品存在著修復不易的問題之外，仍有許多固定式的藝

術設置存在著破損，髒污，缺乏清理維護。至於民眾不能認同的公共藝術作

品應否更換或移除，標準該如何認定，在藝術界、政府以及民眾三方的意見

要取得共識十分困難，以美國聖塔莫妮卡市的《連鎖反應》為例，從二〇一

一年爆發公安疑慮而被討論修復或移除，甚至重新製作，訂定緩衝時間讓支

持者進行維修經費募集、直到最後市議會投票決定修復保留，當中所提報的

公文、開會的次數和研擬的處置方案不知凡幾，相較之下，我國的公共藝術

作品之異動則仍然難避免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在法令的模糊界線之間進行。 

 

 

第五節  小結 

 

 國內、外公共藝術設置共同面臨的不外乎公共安全問題、維修困難及經

費短缺、民眾觀感不佳、與商業功能牴觸以及環境整建等原因。呈現在公共

空間的藝術品未必帶給該空間使用者由視覺甚至觸覺傳達至心靈上的豐富體

驗，而作品本身除了牽涉造形、色彩，也可能因為不同族群或個體的解讀不

同，進而觸及民俗、宗教甚至政治、族群等敏感議題，惟使用者的感受在作

品啟用之前無從得知，亦無法被具體描述。 

 

    藝術品在設置完成啟用之後開始與群眾正式接觸，公共安全問題才會逐

一浮現，以臺北市信義區人行道上的西洋棋裝置為例，由於設置時未全面考

量周邊燈光和空間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導致行人在天色昏暗中被刻意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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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倒狀的棋子絆倒87，這是始料未及的結果。策劃及管理單位認為從君悅飯店

高樓向下眺望，該作品視覺效果極佳，可惜如此觀點並不符合公共藝術服務

大眾的目的，畢竟能登上該飯店高樓欣賞此作品的屬於特定小眾。雖然關係

共安全，然因受制於五年內不得移除的規定，作品仍留置原基地五年之後才

做搬遷88。 

 

    公共藝術設置表現形式日趨多元複雜，必要的維護技術牽涉較廣，相對

容易產生維修困難經費不足的情況，作品設置完成之後很難預估何時會故障、

毀損，若有毀損，管理單位必須等待下年度經費審查，隔年才能進行修復，

加以公家單位預算往往吃緊，藝術品的維護經費在其他公務需求的排擠下，

要編列就更加困難，因此很容易一再延宕，任其損壞至無法挽救的狀況，而

涉及公安問題之作，若無立即危險，基於移除程序和規定不甚明確，多數管

理單位傾向採取不作為，等待五年不得移除限制解禁再行處理，但是明知有

公共安全顧慮，卻消極以對的態度是否合適也有可議之處。專家黃健敏曾建

言： 

 

公共藝術基金要議會同意才能運用，專戶只要文化局長官批准就可

以。我認為不管專戶或基金，都不要從事設置，臺北市為了花博弄

了一個臺北好好看計畫，說這也是公共藝術，那也是公共藝術，藉

公共藝術之名把公共藝術基金的錢花掉。我認為基金不應該設置作

品，應該做推廣教育、管理維護。當然這要建立一套機制，如果有

需要維護的作品，透過這個機制，文化局直接就可以從基金或專戶

裡撥款執行，這是我的概念。89。 

                                                      
87

 文化部公共藝術官方網站 http://publicart.moc.gov.tw/news/view.php?id=350  2015/6/3 
88

 見附錄七 姜憲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89

 見附錄五 黃健敏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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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管理單位的態度之外，在公共藝術管理維護上，要改善目前許多作

品崩壞失修的狀況，可從妥善規劃、有效運用公共藝術基金著手。 

 

    當公共藝術遇見商業，由於缺乏協調機制和標準程序，管理機關無法採

取法制手段防止商業機關擅自移動公共藝術設置，如何讓先前進入的藝術得

到最好的異動安置，在程序正義上確有必要深入思考和計畫。隨著時空轉換，

基地環境的功能變遷難以避免，公共藝術之意義不單純等同於公共建設，但

可視為公共建設的一部份，除了面臨空間有重新規劃使用必要時，必須透過

良好的溝通方式協商解決，再設置之初或可能以永續的觀點去執行，也可能

在完成使用之後才發現問題所在，尤其是時空轉變之後的環境整建更加難以

預測，因此公共藝術場域的適宜程度亦須長期追蹤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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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方法 

 

壹、研究流程 

 

 

 

 

 

 

 

 

 

 

 

 

 

 

 

 

 

 

 

 

 

 

 

 

 

                       圖 3-1-1 研究流程 

 確認公共藝術評核機制之重要 

 公共藝術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確立研究定位 

    公共藝術移置文獻回顧 

        提出研究問題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 

對評核機制的意涵 

   公共藝術評核機制的意涵 

公共藝術獎勵制度 

對評核機制的意涵 

機制的內涵 

   評核機制對於公共領域回歸公眾使用的意涵 

  公共藝術啟用後成效評量與考核執行檢討與建

議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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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以公共藝術獎和公共藝術移除本論文探討我國與西方學界相關理論與概

念，陳述並解釋公共藝術文獻資料，設置成效、維護、移除和重置的相關法

令以及案例與執行過程；為使研究結論更具可信度和參考價值，以量化和質

性研究並用的方式，對於我國公共藝術獎和公共藝術移置案例進行認同度問

卷調查，進行 SPSS 統計分析，並製成圖表，藉民眾對於作品得獎和移除的認

同度以驗證獎勵和移除的處置是否符合民眾觀感，並觀察藝術設置是否達到

預期成效；應用深度訪談法取得專家學者和政策執行人士之觀點和建議之第

一手資料，整理歸納出建立臺灣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機制之重要考量因素。 

 

一、文獻分析法 

 

  由第二章的一到四節各項資料分類以釐清我國現有公共藝術設置所產生

和累積的問題，並以三級編碼彙整出國內、外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理論和實

務，找出立論基礎以解釋問題並探討紓解困境的可能性。 

 

二、個案研究法 

 

  蒐集國外及國內公共藝術移除案例之各種資料，再加以整理、檢視、分

析，透過瞭解每一個案全貌，並發現所有個案之間的共通或類似問題。 

 

三、問卷調查法 

 

認同度問卷進行調查，研究民眾對公共藝術得獎及移除作品的觀感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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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效和移置的相關性，探討影響公共藝術設置成效的重要因素，可提供執

行單位做為成效評量和移置機制以及法令修訂之參考。 

 

四、深度訪談法 

 

  藉相關領域人士的專長、理念，更深入探討面臨或已遭改變或移置之公

共藝術案例以及制度面之問題所在，以及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之方法。 

訪談對象：（依專業屬性及姓氏筆畫排序） 

 

（一）政策面：李潔明 

（二）專家：黃健敏  

（三）藝術家：林正仁 姜憲明 

（四）民間團體：吳慧貞 熊朋翥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文化部掌管臺灣公共藝術政策，從國家文化政策、法令規劃，執行參與

者，從單位首長到委員專業的遴聘，以至參與創作的藝術家乃致民眾，都是

公共藝術設置從開始計畫到完成以及後續維護計畫的參與者。因此本研究範

圍包括公共藝術法令規劃，共藝術設置、移除辦法，執行者和使用者：公部

門人員、專家、藝術家和一般民眾，以及一般民眾和藝術專業族群對於公共

藝術獎和移除的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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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步驟 

 

壹、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文獻蒐集 

 

    多數人對藝術的感受及看法皆屬主觀認定，對同一件作品的觀察和喜好

因人而異。公共藝術作品必須被移置的理由不一，在政策執行面，主要考量

有破損到難以復原或是修復經費高達法令規定源設置金額的三分之一的狀況；

在國內民眾主要關心的有民俗禁忌，風水考量或是造型、色彩讓觀者產生不

好聯想，在國外則以不環保，環境整建、不合時宜以及維護成本太高為主要

爭議點。 

 

    將國內、外公共藝術移置和重置的相關文獻資料製作案例列表及三級編

碼，以「公共藝術評核」作為大分類，以「設置成效」、「管理維護」、「評量

標準和制度」、「移置辦法和執行」作為中分類，中分類之下做主流及非主流

意見陳述，藉以歸納出國內外公共藝術評核機制相關論述。 

 

貳、問卷設計 

 

一、問卷量表構面與變項 

 

  本問卷目的在於測試民眾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移置之觀感和認同度，

量表構面參考公共藝術獎評審標準90，包含民眾參與之互動性與開放性，藝術

                                                      
9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徵選簡章中之各獎皆項定有評審標準: 

最佳民眾參與獎-公共藝術辦理前後及過程中著重民眾參與之互動性與開放性，執行成效卓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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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及創意呈現，民眾藝術教育、管理維護與環境融合等要件，設計前測問

卷表各構面之名稱、發展題數以及意涵內容（表 3-3-1），以符合我國公共藝術

政策精神及意涵，並將問卷命名為「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問卷」。 

 

                            表 3-3-1 量表構面與題數 

量表構面與題數 

構面名稱 題數 意  涵  描  述 

公共性 3 

 創作和設置過程開放參與。 

 藝術設置和使用者可互動。 

 顧及文化認同感以及宗教民俗敏感性。 

藝術性 3 

 有視覺美感。 

 能傳達藝術家的審美觀念。 

 可激發使用者的想像力。 

親和性 3 

 兼顧人文關懷和人性需求。 

 得到使用者的積極使用和關注。 

安全性 2 

 使用者能感受設置建構安全無虞。 

 作品容易進行使用和維護。 

環境融合性 3 

 與基地環境協調。 

 具有基地環境整建後之適用性。 

 

二、問卷衡量尺度用詞 

 

                                                                                                                                                   
最佳策劃獎-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策劃執行及特色成效卓著者。 

最佳創意表現獎-著重公共藝術之藝術表現及創意呈現，執行成效卓著者。 

最佳教育推廣獎-公共藝術設置前後著重民眾藝術教育、推廣文宣及管理維護等，執行成效

卓著者。 

最佳環境融合獎-公共藝術與週遭環境融為一體，執行成效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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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共性、藝術性、親和性、安全性以及環境融合性等構面，尋找出與其

意涵描述相關之衡量尺度用詞，以正面及負面形容詞做為對照（表 3-3-2），確

認語意符合量表構面及意涵，再從中篩選出適合調查問卷之變項。 

 

                          表 3-3-2 問卷衡量尺度用詞列表 

問卷量尺用詞列表 

（正面） （負面） 

順眼的 礙眼的 

很相配 不相配 

新潮的 舊式的 

有創意 沒創意 

吉祥的 不祥的 

歡樂的 悲傷的 

與宗教相關 與宗教無關 

想親近 想逃開 

有美化效果 有醜化效果 

很喜歡 很討厭 

容易看懂 很難看懂 

安全的 危險的 

牢固的 易損壞的 

實至名歸 名不符實 

 

三、問卷變項及受測者基本資料 

 

(一 ) 由問卷量尺用詞列表中選取能讓受測者輕鬆瞭解題意並表達意見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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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詞發展出「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前測問卷變項（表 3-3-3）。 

 

                表 3-3-3 「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前測問卷變項 

「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前測問卷變項 

1 造型很優美 

2 很有創意 

3 讓人想親近 

4 很容易看懂 

5 看起來很自然 

6 看起來很有趣 

7 看起來很新潮 

8 可美化環境 

9 有我們的文化特色 

10 使人心情愉悅 

11 看起來很容易維護 

12 看起來安全性很高 

13 看起來很耐久 

14 獲獎實至名歸 

 

 

(二) 前測受測者基本資料調查（表 3-3-4） 

 

                       表 3-3-4 前測受測者基本資料調查項目 

性別 看見公共藝術

頻率 

年齡（歲）      學歷      職業   

 男 

 女 

    

 從沒注意到 

 偶爾看到 

 每週 1─2 次 

 每週 3─4 次 

 每週 5─6 次 

 20 以下 

 21─30 

 31─40 

 41─50 

 51 以上 

 國中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生 

 軍公教 

 服務業 

 金融保險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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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變項與李克特（Likert）五點式評量尺度做成前測問卷（表 3-3-5）。 

 

                   表 3-3-5 「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前測問卷 

作品圖像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1 讓人 

想親近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2 可美化 

環境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3 有我們的 

文化特色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4 很容易 

看懂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5 造型優美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6 造型 

很有趣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7 看起來 

很自然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8 很有創意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9 很新潮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10 讓人心 

情愉悅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11 容易維護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12 看起來安

全性很高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13 看起來 

很牢固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14 獲獎 

實至名歸 

〇很同意 〇有點同意 〇沒意見 〇不太同意 〇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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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調查問卷案例選取： 

 

以代表性之公共藝術獎的得獎作品四件以及移置作品三件做成混合問卷

（表 3-3-6）。 

 

（一）得奬作品案例： 

 

為反應我國公共藝術政策實施現況，從距本研究時間最近之第三屆公

共藝術獎選取相較兼具「藝術性」和「公共性」意涵之「最佳創意獎」

及「最佳環境融合獎」之得獎作品各兩件。 

 

（二）移置作品案例： 

 

選取分別受到民俗、民眾觀感及環境整建因素而由地方和政府執行移 

置和移除之公共藝術作品三件。 

 

 

 

 

 

 

 

 

 

 

 



76 

                               表 3-3-6 問卷作品圖表 

得獎作品 移置作品 

 

霧雕（圖引自：文化部官網） 

最佳創意獎 

 

艋舺紀念碑（圖引自：楊班長部落格） 

 

 

凳屋（圖引自：旅行時光記事本部落格） 

最佳創意獎 

 
讀書樂（圖引自：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最佳環境融合獎 

 
希望之海（圖引自：dr HSU blog） 

 

 

漾（圖引自：中央通訊社網站） 

 

360゜（圖引自：中央通訊社網站） 

最佳環境融合獎（此作品為兩件一組） 

 
和樂（圖引自：涂浄茵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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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前測及正式問卷調查 

 

一、前測說明 

     

  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式評量尺度量表作為衡量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

同度問卷，作答選項依序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沒意見」、「有點同

意」、「非常同意」，資料編碼時，得分編碼方式為 1、2、3、4、5。 

 

    根據回收的問卷回覆做出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和 SPSS 因素

分析以說明受測民眾對於公共藝術作品得獎和移置的認同程度。  

 

  藉問卷初稿進行前測以確認問卷之文案是否中性，題項能否檢測出民眾

對於得獎作品的認同與評選結果；以及作品被移置與執行單位決策之間是否

存在觀點落差。 

     

    以便利抽樣方式透過網路發出前測問卷 16 份，透過統計結果檢視問卷信

度及效度並作出修正，裨益正試問卷調查時能在有限樣本測試當中達到最高

準確度。 

 

（一）問卷題項內部一致性檢驗 

 

前測結果經過 SPSS 資料分析後，觀察所得到的 Cronbach α 係數，並刪

除低相關題項以獲得問卷題目之內部高度一致性。 

 

（二）建構效度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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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素分析法檢測問卷之建構效度，藉以檢測民眾認同的結果，經過

統計分析能被有效解釋為公共藝術獎和公共藝術設置移置的認同。 

 

二、前測結果及分析 

 

（一）統計問卷回收率百分比： 

送出網路問卷 16 份，回收 10 份，其中含無效問卷一份。問卷回收率

為 62.5% 

 

（二）前測結果分析： 

 

1. 將所獲得之資料，先經過 KMO 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 

KMO=0.835、巴氏球形檢定值 660.389，顯著性=0.000，結果顯示問卷

和測試結果的資料應該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3-3-7）。 

 

                      表 3-3-7 前測 KMO 與 Bartlett 檢定結果 

 

 

 

 

 

 

2.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顯示因素負荷量 0.5 以上屬於第一因素之變項有十 

一個，屬於第二因素之變項有二個，第三因素之變相有一個，依序命

名為「美感」、「安全」及「耐用」（表 3-3-8）。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35 

Bartlett 的球形

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660.389 

df     91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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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8 前測因子負荷量表 

            因子負荷量 

              命名 

量尺 

  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   第三因素 

    美感 安全 耐用 

優美 .855 .272 .108 

有趣 .832 .108 .114 

創意 .822   .230 

親近 .775   .228 

易懂 .768 .329 -.287 

新潮 .768   .368 

特色 .745 .110   

自然 .726 .345 .246 

美化 .717 .302   

實至名歸 .617   .388 

愉悅 .567 .191 .461 

安全   .821 .296 

耐久 .212 .805   

易維護 .122 .324 .870 

固有值 6.240 1.899 1.623 

變異量百分比 44.568% 13.563% 11.595% 

 

                          表 3-3-9 前測民眾觀感評價排序 

      主要因素 

評價排序 

1 美感 2 安全 3 耐用 

    1 凳屋 讀書樂 讀書樂 

    2 希望之海 艋舺紀念碑 霧雕 

    3 讀書樂 360 ﾟ漾 艋舺紀念碑 

    4 360 ﾟ漾 希望之海 360 ﾟ漾 

    5 霧雕 霧雕 和樂 

    6 和樂 和樂 凳屋 

    7 艋舺紀念碑 凳屋 希望之海 

 



80 

3. 經由前測結果分析發現因子負荷量表（表 3-3-8）以及民眾觀感評價排

序（表 3-3-9）皆顯示問卷變項可有效測試民眾對公共藝術作品的美感

傳達、安全、友善程度，以及是否觸及宗教民俗禁忌、環境融合度等

觀感，能藉此觀察民眾對作品的得獎和移除認同度、瞭解民眾和主辦

單位對於公共藝術設置和移置觀點的落差，並探討民眾認同對於移置

評核機制建立的重要和影響。 

 

三、正式問卷調查 

 

（一）回覆資料將按照職業分類進行統計，因此調整受測者基本資料調查項 

目為十種行業別，同時以「性別」、「看見公共藝術頻率」、「年齡」、「學

歷」做為有效樣本篩選之輔助條件，以求達到樣本之隨機性（表

3-3-10）。 

 

                        表 3-3-10 正式問卷基本資料調查項目 

    性別 看見公共藝術

頻率 

  年齡（歲）      學歷      職業   

      男 

      女 

 

 從沒注意到 

 偶爾看到 

 每週 1─2 次 

 每週 3─4 次 

 每週 5─6 次 

 20 以下 

 21─30 

 31─40 

 41─50 

 51 以上 

 國中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生 

 軍公教 

 貿易航運 

 金融保險 

 藝術相關 

 生化醫療 

 工業科技 

 零售餐飲 

 房產傳銷 

 其他 

 

（二）參考前測結果分析所萃取之主要因素負荷量調整問卷題數，刪除低相 

關以及同一主要因素內性質類似的形容詞，調整問卷變項為十題以增

強問卷之建構效度及信度（表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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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 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同度正式問卷 

                          公共藝術獎和移置認同度問卷 

                                 《作品》圖像  

1 造型優美 6 和環境相配 
11 

看見公共 

藝術頻率 

15 職業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1 從沒注意到 

2 偶爾看到 

3 每週 1─2 次 

4 每週 3─4 次 

5 每週 5─6 次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1 學生 

2 軍公教 

3 貿易航運 

4 金融保險 

5 藝術相關 

6 生化醫療 

7 工業科技 

8 零售餐飲 

9 房產傳銷 

10 其他 

2 很有創意 7 可親近互動 
12 性別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1 男 

2 女 

 

3 吉祥歡樂 8 容易維護 
13 年齡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1 20 以下 

2 21─30 

3 31─40 

4 41─50 

5 51 以上 

  

4 可啟發人們 

喜愛藝術 

9 牢固耐久 
14 學歷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1 國中以下 

2 國中 

3 高中 

4 大學 

5 研究所以上 

  

5 有文化特色 10 值得原地 

永久保存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〇 

〇 

〇 

〇 

〇 

5 很同意 

4 有點同意 

3 沒意見 

2 不太同意 

1 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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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網路發送至不同社團及個人，以收到五百份回覆為目標建立資料 

庫，以單一職業類別之最低有效回覆份數為基準，從所有職業類別之

有效回覆中篩選相同份數，以 SPSS 進行一般民眾及藝術專業觀感之因

素分析，並製作散佈圖以觀察受測者對作品得獎和移除認同度。 

 

肆、深度訪談設計 

 

一、深度訪談目的和方法 

 

  以探討公共藝術「設置成效」之定義、「成效評量」和「考核標準」為目

的，紀錄政策執行者、專家以及民間團體對於公共藝術設置成效的和移除、

移置的制度面的觀點。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al Interview）以蒐集與研究主題

相關更深入的資料。訪談方式以擬定的綱要為中心，過程中容許受訪者對於

相關議題做開放性陳述，若敘述範圍趨向過度廣泛，則由訪問者適時提出與

訪談問題相關之本研究所蒐集移除和移置案例，請受訪者表達意見，並將討

論導回訪談綱要之主軸。訪談完成後製作逐字稿，並做成三級編碼，彙整出

公共藝術政策執行者、專家、藝術家和相關業者對於公共藝術移置標準程序

和評核機制之建議，最後由本研究歸納出重點。 

 

二、深度訪談題綱主軸 

 

訪談大綱的設計以臺灣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中的移置審議機制為主，以當

前已經完成作品所面臨的管理和維護及拆遷議題為副，目的在於深入探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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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完備程度與執行程序正義的問題（表 3-3-12）。 

 

表 3-3-12 專家深度訪談大綱 

說明：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公共藝術未滿五年不得移除，但所需修復費用超

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其他特殊情形則不在此限，惟仍應提送公共藝術審議會

審議通過。 透過深度訪談政策執行者、公共藝術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探討

公共藝術移置並還空間於民的執行理念和技術。 

問題一：法令規定「公共藝術未滿五年不得移除，除非特殊情形······。」，對於設置滿五年 

以上的公共藝術並未提及移除相關規定。當產生維護困難或發生爭議時，不同個

案處理程序及認定標準不一，請問您認為相關法令是否有修訂必要？應如何修改

為宜？  

問題二：當公共藝術在其場域和商業功能相牴觸時，應以何者為重？公部門應如何設定兩 

者之間的平衡點？ 

問題三：請問您對於公共藝術之「設置成效」如何定義和評量？ 

問題四：將「設置成效」不足之公共藝術作品移置具有何種正面意義？請就您所知的公共 

藝術移置案例表達您支持或反對的觀點。 

 

問題五：請問您理想中的公共藝術維護經費應?原因為何?設置完成後維護經費來源不易， 

        您有何建議? 

 

問題六：對於公共藝術品遷出原基地之後的處置方式，您有何建議？  

問題七：請問您對於移置審議制度的建議？何種法令細則制定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 

評量」和「移置機制」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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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章節內容包含公共藝術評核相關資料彙整、國內、外公共藝術移除案例

彙整、問卷回覆數量統計圖、表、因素分析和散佈圖以及分析說明，深度訪

談的三集編碼及重點歸納，以及研究發現，最終探討移除重置的辦法、政策

執行的補足以及維護、重置施行細則的相關建議。 

 

 

        第一節 公共藝術移置評核及案例分析 

 

壹、公共藝術評核文獻分析 

 

由本研究之第二章文獻資料歸納歸納出國內、外對於公共藝術移置評核機制

論點，可由以下四大面向觀察： 

 

一、設置成效 

 

  芝加哥文化歷史學家山姆森（Tim Samuelson）認為被批為「世界上最糟

糕的公共藝術」雕塑實現了它應有的價值，就算有人在雕塑腿上塗鴉以此洩

憤，也是大眾接受它的一種另類形式。從這個事件看到的是在公共空間的裝

置藝術常常叫好卻不叫座，在藝術家、興辦者掌聲此起彼落之際，民眾卻當

作一場視覺污染和災難，而觀賞者評價有時也會出現正、反兩極，因此對於

設置成效認定不容易訂出制式標準，但透過實地的意見查訪和統計應可得到

部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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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連鎖反應》為例，當初藝術家捐贈該藝術品時，聖塔莫妮卡市曾對

當地居民做出民意調查，願意接受的民眾 392 人，有 730 人反對，結果反對

意見未被採納，作品仍然進行設置，由此觀察，公共藝術執行過程中，到了

決策層級，民眾所扮演的角色容易被淡化。多年後記者對當地居民進行訪談，

仍舊聽到正、反兩面的聲音，實際居民所關心的還是以直覺的美感和公共安

全為主91；而作品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也會因為其它因素而相形不再過度被彰顯，

以舊金山地鐵站的《腿》為例，面臨拆除，它的時代意義不再重於維護經費

和市民觀感議題，當維護產生困境時，民眾觀感問題相對較有機會附帶被處

理。 

 

    美國的公共藝術設置雖然經過公聽會或投票決定設置與否，雖仍有執行

單位排除眾議執意進行，當真正面臨移置或移除考量時，過程十分謹慎，權

責機關和新聞媒體皆長期且持續的投入關注；臺灣則是在設置計畫執行初期

審查十分嚴格，但民眾參與程度較低，當設置完成後面臨異動之際，程序相

對簡易。國外對於移置過程的審慎和關注的態度，在實質意義上也可視為公

共藝術的設置成效，這是程序公共化充分發展結果，值得我國借鏡和學習。 

 

二、管理維護 

 

  觀察最常看到公共藝術的大臺北捷運，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確非易事，

許多研究資料指向制度和規範造成管理及維護的鬆散，專家曾指出：「最常碰

                                                      
91

 "Chain Reaction" was placed in Santa Monica in 1991, four years after Conrad offered it to the 

city. From the start, however, it was controversial. 

A scale model of the sculpture was displayed at City Hall next to a ballot box, and visitors there 

voted against it, 730 to 392. Nonetheless, the Santa Monica Arts Commission unanimously voted 

four times to accept the piece, and the City Council finally agreed, voting 4 to 3 in favor of it in 

1990. 

An anonymous benefactor paid the $250,000 cost of "Chain Reaction," which Conrad labeled "a 

statement of peace."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un/29/local/la-me-sculpture-danger-20110629  2015/6/7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un/29/local/la-me-sculpture-danger-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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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興辦單位的資料沒有移交，原承辦人離職了，相關資料就失蹤了」。（黃健

敏，2011），一旦需要管理維護根本無從著手。也有許多觀察認為電子和互動

科技相關作品設置的維護困境，黃承令曾指出：「所有的電子媒體科技過時很

快，有時快到不容易維修」92，在未受到法令機制的權責監督情況下，管理維

護工作長常被忽視、擱置。針對達拉斯的《門戶-薄片》和《水上野生動物》，

美國 FD 雜誌記者布列特伊（Rick Brettell）曾質疑： 

 

究竟誰要定期來清理這一切，它並不是一個愉快的工作，誰要修復

燈桿？誰來發現和更換出問題的磁盤？究竟是誰擁有這個設

置？……有時移除它反而比籌集維護基金來得容易，然而許多重量

級的藝術專家們努力反對當地居民想移除它的願望，這說的容易，

那些專家們不需要承擔維護的責任……或許大家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這兩件作品所需要的明確而且可行的處理辦法93。 

 

顯然問題的癥結在於這個城市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為大量的作品進行定期維護，

藝術設置啟用後的一切問題都指向管理權責不易落實和維護經費的困窘，也

可能因此而走向將損壞作品移除之途。 

 

三、成效評量 

 

  一件作品是否達到它在計畫階段時被賦予的任務，這件事對於多數執行

設置計畫的單位或人士，其實和觀眾一樣難免用主觀的態度去判斷，執行過

程中，民眾參予的程度最普遍的是被告知以及列席討論會議，至於最後的決

                                                      
92 2011 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成果專輯，頁 83 
93

 FD magazine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http://www.fdluxe.com/2014/03/two-deteriorating-public-sculptures-are-in-danger-of-going-awa

y-because-of-u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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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權則仍在審議委員手上。對於美的感受因人而異，評斷藝術好與壞是主觀

的，庫斯科認為：「對於很多人來說，它（《連鎖反應》）是非常重要的聖塔莫

尼卡的地標和城市象徵；相對於其他人卻是礙眼的垃圾」94。黃健敏認為： 

 

我們應該要訓練民眾去參與，參與才會有認同感，依照這樣的程序

通過的公共藝術品，可以保護藝術家有五年的留置權。這五年的時

間不但保護了藝術家的創作，也表示它並不是永久留置，五年後若

不喜歡，就可以再換一個95。 

   

  雖然審議委員可能具有更高深的藝術修養和更遠大的視野，但群眾的審

美眼光也不容忽視，讓民眾擁有比網路票選更具體的投票決選機會也可視為

一種訓練，如同在民主制度下，民眾投票選出來的官吏或許不一定優於經驗

豐富的領導者所指派人選，但卻是民主化的過程，好與不好都是共同成果。

若民眾參與參與公共藝術的形式永遠只是聆聽討論或參與貼幾塊馬賽克，民

眾對作品的認同恐怕也永遠停留在拼貼作品的階段，如果讓民眾實際參與決

定活動空間的藝術設置，相對更能產生心理上的連結，並且深化到精神層面。 

 

四、移置辦法和執行 

 

  從本文案例《永遠的瑪麗蓮》可以看到即使民眾反對，因為設置基地屬

於私人單位所提供的開放空間，最後的留存或移置決策自然屬於該空間及藝

術品之權屬單位。但若是位於公家的開放空間，移除的程序和執行相對嚴謹，

美國加州聖塔莫妮卡市之政府藝術委員會建議市議會針對是否拆除康拉德創

                                                      
94

 Th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2015/6/9 
95

 專訪黃健敏：臺灣的公共藝術 http://post.books.com.tw/bookpost/blog/8467.htm  2015/3/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16/chain-reaction-anti-war-s_n_1675242.html
http://post.books.com.tw/bookpost/blog/8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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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雕塑《連鎖反應》進行投票，委員會也敦促市府給支持修復的人們以及

康拉德的家人六個月的時間籌集足夠修復作品的資金96，在評估費用之後建議

拆除，並優先考量交還給作者、家屬，或家屬所指定之藝術機購收藏，各種

可能保存該作品的可能性從沒停止被討論，庫斯科並建議：「在拆除之前，這

座雕像應該被仔細全面的記錄存檔」（Jessica Cusick，2012），雖然最終決定保

存，但值得參考借鏡的是在審慎的移除評估過程中，議論重點落在公共安全、

經費以及歷史文化議題上。 

 

  有些藝術家在環境整建之後並不堅持自己的作品一定要留在原處，已經

成為世界知名藝術家的歐文曾表示：畢竟世界在改變，所以並不介意將該作

品撤除；國內雕塑家林正仁也表示：能選定一個合適的基地重置也算是圓滿97。

總之在進行公共藝術計畫時，首先應該思考的是：誰的空間？ 為誰而藝術？ 

藝術為誰？ 審議委員思考執的關係著執行結果能否被認同，當作品受到認同

時，被考慮移除的機率相對降低。但是基地環境何時會因公共建設需求而面

臨改變卻難以預料，有學者認為：「它是有生命的，它會依據人的使用需求而

改變。學校也會改變的，因為教育條件變了，如果經由合法的程序去調整它

需要的空間，也沒有什麼錯」98。 

     

    藝術品的基地空間用途調整在所難免，但是在執行上是否兼顧情、理、

法，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法條規範可依據、遵行，以及大家是否重視程序正義，

仍有值得探討之處。學者劉宗德指出：「要移除或做其他用途，你也要陳述意

見，也要做聽證，至少要讓設置和周遭居民有這樣的機制，結果完全沒有」99，

                                                      
96

 Los Ange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26/entertainment/la-et-cm-santa-monica-chain-reaction-paul

-conrad-20140226  2014/5/29 
97

 見附錄六 林正仁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98

 2011 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成果專輯 
99

 2011 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成果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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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公眾利益和藝術家的自由表發表權的維護，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藝術基

金會擬訂「公共藝術品複審細則」以因應規範藝術品可能移置的情況100，我

國也需要一套更清楚明確，讓公共藝術品異動時可奉行的施行細則。 

 

貳、公共藝術移置案例及原因彙整 

 

一、國外公共藝術移置案例彙整 

 

  表列之六件國外案例，有一件關係公共安全，另一件因商業收益須求而

拆除，其餘四件則因環境整建以及欠缺維護導致民眾觀感不佳而面臨拆除或

拆遷（表 4-1-1）。 

 

表 4-1-1 國外公共藝術移置案例統計 

編號 名稱 異動程序 原因 決議層級 執行結果 

1 《傾斜之弧》 公聽會 

司法程序 

公共安全 

民眾觀感 

聯邦組織之區

域權責單位 

移置倉庫保存 

2 《永遠的 

瑪麗蓮》 

作品所有權人 民眾觀感 

 

私人單位 巡迴展出 

3 《野生動物的 

水上劇場》 

公共藝術 

委員會討論 

缺乏維護 

經費困難 

地方政府 尚未決議修復

資金募集中 

4 《門戶－薄

片》 

公共藝術 

委員會討論 

缺乏維護 

經費困難 

環境整建 

地方政府 拆卸儲存 

日後重置 

5 《腿》 管理單位評估 缺乏維護 

民眾觀感 

管理單位 

捷運局 

交還藝術家 

保存 

6 《蝶蛹》 管理單位評估 商業收益需求 管理單位 移置倉庫保存 

 

                                                      
100

 黃健敏，(民 81 年)，美國公眾藝術，藝術家，臺北市，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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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公共藝術移置及移除案例彙整 

 

  表列之國內十二件作品當中有六件之異動原因為「環境整建」，三件為觸

犯民俗禁忌，兩件為管理維修困難，由此可見環境整建在臺灣是造成公共藝

術被移置或拆遷的重要因素（表 4-1-2）。 

 

表 4-1-2 國內公共藝術移置案例統計 

編號 名稱 異動程序 原因 決議層級 執行結果 

1 《艋舺紀念碑》 管理單位評估 民眾觀感 

民俗禁忌 

地方政府 移置 

2 《希望之海》 管理單位評估 環境整建 地方政府 移除 

3 《和樂》 管理單位評估 民眾觀感 地方政府 改作、移置 

4 《牆》 審議會評議 環境整建 地方政府 移置 

5 《在地的點子》 審議會評議 民眾觀感 

環境整建 

交通部 改作 

重置 

6 《歷史之石》 審議會評議 管理困難 

公安疑慮 

交通部 改作 

說明牌重置 

7 《清水詩路》 審議會評議 維修困難 交通部 停止維修 

說明牌重置 

待基地整建後

拆除 

8 《慾望在飛行》 管理單位評估 公安疑慮 管理單位 下半部截斷 

9 《鐵道馳騁》 無 商業需求 管理單位默許 改變位置 

10 《畢業班 2010》 無 商業需求 

民俗疑慮 

無 以廣告遮蔽 

11 《呷飽沒》 無 商業需求 無 局部移除 

12 《洗塵》 無 環境整建 

路基拓寬 

交通部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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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置原因分析 

 

（一）民眾觀感： 

 

雕像《永遠的瑪麗蓮》受到爭議的原因是因為巨大的裙擺可以讓人走

到下面一覽裙底風光而引起芝加哥當地居民感到有「性歧視」的意味，

重視兩性平權的美國對於人權議題較為敏感，作品在觀眾眼中遭質疑

性歧視是難以承受之重，是以成為因「民眾觀感」不佳而移除之案例。 

 

由於民情風俗不同，在我國容易引起爭議的則是民俗禁忌和風水疑慮，

如《艋舺紀念碑》、《和樂》、《在地的點子》、《畢業班 2010》等作品，

周遭的民眾因為作品造型、色彩及裝置方式而產生民俗禁忌和風水沖

煞產生的聯想，因而感到心理上的不適，也屬於觀感問題。 

 

從民眾觀感問題出發，雖然現代主義取向的「藝術性」對於藝術創作

仍然重要，但民眾的認同和接受度卻是作品能否發揮公共藝術的功能

和使命的重要考量和依據。 

 

（二）維護困難： 

 

國外的《野生動物的水上劇場》、由科技材料組成，損耗嚴重、維修困

難，基於修復經費龐大又籌措不易而被放棄修復，甚至考慮移除。運

用紡織品媒材製作的《腿》，除了體積巨大清洗費用高昂，同時纖維素

材遭到空氣自然污損亦非藉由清洗可以復原，因而也造成民眾觀感不

佳的問題，最終只得移除，讓它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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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位於清水服務區的「清水八元素」-《清水詩路》同樣面臨燈具極

線路時常故障，需將完好之地面石材切割才能修復，在經費及空間管

理上都無法容許如此浩大工程頻繁施做，因而放棄修繕。而同為「清

水八元素」之一的《歷史之石》則除了遭塗鴉難以維護之外，作品同

時被質疑防礙逃生動線，此乃牽涉到空間在啟用之後，商業活動的進

駐，當商業硬體設備開始衍生，雖難以判斷是商家後來設櫃或是原始

設置的疏忽，但屬於藝術設置和民眾的行動空間受到壓迫則是事實，

專家吳慧貞指出： 

 

若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該去檢討可能當初就知道會有這些

商業功能，為何不早點說清楚，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當我

們的公共空間被不斷衍生的商業給侵佔了，這是不是我們要接

受的公共空間品質？101 

 

在開放空間又和民眾近距離接觸的作品遭塗鴉，是部分民眾的個人道

德修養所造成，確實也非管理單位能夠完全掌控，但值得深思的是：

在尋求經濟利益時，精神生活的提昇也不容忽視，商業的發展不應排

擠到原有的藝術品和民眾活動的空間，造成審美和安全上的雙重損

失。 

 

歸納國外和國內共同面臨藝術品維護困難的重要背後因素有二： 

1. 與時俱進的工業科技一日千里，作品所運用的媒材已經過時停產

無可替代。 

2. 維修經費籌措困難。 

                                                      
101

 見附錄八 吳慧貞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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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安全： 

 

即使專家學者和藝評家都認為《傾斜之弧》是了不起的藝術品，除了

部分民眾認為它切割了完整的開放空間影響視覺觀感，最根本的問題

仍是妨礙動線涉及公共安全問題，縱使美國憲法保障藝術的神聖性和

獨立性，但也難凌駕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國內位於板橋火車站大廳的《慾望在飛行》因懸吊過低，顧及空間使

用者的安全必須截斷下半部，無法保持作品完整呈現，國道清水休息

站的《歷史之石》也和商家櫃位同處逃生動線，為解除安全疑慮，最

終仍必須改作和移置。 

 

相較於藝術價值，國內、外觀點一致認可公共藝術品的安全性更為重

要。 

 

（四）環境整建： 

 

美國德州達拉斯的《門戶－薄片》除了年久失修，還同時面臨基地整

建的問題，因都市建設致使基地失去由外地進入該市的門戶地位，作

品便不再具有都市門戶之象徵意義，達拉斯在考量作品拆遷時仍然持

續努力，希望能夠在公園整建設計當中保留該作品，藝術家也樂意配

合在必要時適度變更設計。 

 

相較於美國對於具有時代意義和地方代表性作品的態度，我國公部門

做法不同，位於臺南孔廟旁邊的《牆》則因基地將建造美術館，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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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和既有的公共藝術品都屬於藝術範疇，但臺南市政府在舉辦新美術

館國際競圖時，卻未要求參加競圖者將作品納入設計，以致作品面臨

拆遷，這也是行政單位對於藝術文化的態度消極所造成的結果。 

 

幸運的是所屬單位都極力設法保留作品完整，不論是暫時拆卸或在經

費許可之下易地重置，也經過審議委員會和藝術家協商的合法程序。

簡言之，在面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公部門和管理單位的態度決定了

藝術品生命延續與否，然而拆遷、重置經費短絀仍是國內外有關單位

必須克服的問題。 

 

(五) 商業因素 

 

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機場作品《蝶蛹》由於管理單位商業收益需求而

移置倉庫保存，作品基地出租做為數位藝術和商業廣告使用，機場管

理單位也獲得可觀之經濟收益。 

 

反觀國內《鐵道馳騁》、《畢業班 2010》、《呷飽沒》皆因基地空間商業

進駐而發生作品遭受外包營運廠商改作或移置，此舉措無關乎經濟收

益，而本應介入之管理單位臺灣鐵路管理局卻無積極因應對策。 

 

四、移置程序分析 

 

 （一）審議會評議：  

 

美國的《野生動物的水上劇場》、《門戶－薄片》和《腿》等三件作品

 



96 

的移置都是經過審議機制審慎評估異動原因及方式，過程中極盡可能

聽取各界意見，尋求修復或以其他不同方式保留作品之可能性。 

 

我國的《牆》、《在地的點子》、《歷史之石》和《清水詩路》等作品由

審議會研議之後決定執行移置或改作等程序，其中除了《牆》隸屬臺

南市政府之外，其餘位於高速公路服務站之作品隸屬交通部高公局，

大多由空間營運廠商透過管理單位，或管理單位視實際需求向審議會

提出申請作品異動審查，其中除了牽涉共安全較容易在會勘過程確認

之外，在民眾觀感議題上相對較難認定，同時民眾情感因素的重要性

也在執行單位的藝術專業考量下容易受到忽視。 

 

《在地的點子》（鳳梨頭）值得探討的是高公局提報移置計畫當中所敘

述的「部份設置於密閉空間的女廁引發民眾產生負面聯想並向服務中

心反應」，必然是根據休息站服務中心所提供之訊息，而民眾的反應是

否建立檔案資料，做為設置機構的高公局有責任追蹤取得，這也涉及

設置和管理單位之間的橫向溝通是否有效。再回到公共藝術的本質，

公共空間使用者包括女性和男性，在設置之初的参與度是否足夠，必

然影響到作品完成之後的認同度，而參與者的兩種性別是否兼顧、參

與過程中所表達的意見是否存檔紀錄，落實這些工作都能減少甚至避

免作品完成啟用後的困擾和爭議。 

 

比較臺灣和美國移置審議機制，美國在審議過程中仍然開放民眾參與，

而國內則傾向由管理單位、興辦單位和審議委員會及藝術家四方面封

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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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單位評估： 

 

美國舊金山捷運站的《腿》因管理單位受限於經費無力持續管理，媒

體發佈之訊息雖未提及管理單位提報藝術委員會審議經過，但已知捷

運局和藝術家協商之後進行拆卸，曾依照法令移置規定，徵詢過能接

受作品公家單位，卻沒有任何單位有意願，最後決定將作品交還藝術

家保管。 

 

《艋舺紀念碑》、《希望之海》和《和樂》等作品都是在地方管理單位

根據輿論而採取移置和拆除措施，雖然扶輪社捐贈品《艋舺紀念碑》

和屬於嘉義市政府的《和樂》已在其他基地重置，但《和樂》卻涉及

改作，處置過程是否符合移置的程序正義值得研究與殷鑑。 

 

（三）公聽會及司法程序： 

 

《傾斜之弧》是名聞中、外，經過司法程序移置的公共藝術案例，藉

由公廳會讓民眾充分參與和瞭解決議過程，對於「公共安全」是公共

藝術應具備之基本條件的普世價值，此案例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而我國的移置機制相關法令規定相形較為籠統，民眾和藝術家看待公

共藝術作品的態度也為藝術品的移置留下許多彈性操作的空間，一件

藝術作品的拆遷與否，要走到藉助司法程序解決的機會微乎其微，截

至目前尚無案例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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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明確程序： 

 

本研究所列舉之國外案例尚無類似國內《鐵道馳騁》、《慾望在飛行》、

《畢業班 2010》、《呷飽沒》及《洗塵》之移除程序經歷，其中位於板

橋火車站之《鐵道馳騁》因商家設櫃而遭分置，《慾望在飛行》因公安

疑慮部份截斷，《畢業班 2010》遭商家以民俗禁忌為由用廣告覆蓋，《呷

飽沒》遭部份移置，筆者於二〇一五年三月透過興辦機關臺灣鐵路改

建工程局工務組劉雅芳取得《板橋火車站公共藝術作品專輯》，對照實

地觀察上述四件作品現況，證實已非原貌，管理權責單位臺灣鐵路管

理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張雪花表示並無上述作品異動之文字紀錄可

供參考，屬於中央文化主管機關的文化部藝術發展司視覺藝術李潔明

則表示此事尚待深入瞭解102。 

 

經由本文作者層層追蹤及查證，發現由公部門負責管理之重要交通樞

紐，其開放空間藝術品的異動常有移置程序不明確的問題，可想見總

計數千件，散佈於全國各角落的公共藝術品，每當面臨異動之際，落

入由營運單位「任意」和「隨意」的處置已是常態。因此關於移置法

規的訂定，何處該嚴僅，何處該彈性，值得法令制定的權責單位集思

廣益並研擬出確切辦法以供相關單位依循遵守。 

 

  綜觀異動的五大原因在實施公共藝術歷史遠較臺灣悠久的美國，和我國

面臨的問題類似，而「民眾觀感」則和「維護困難」並列於公共藝術拆除或

移置的前兩大主要原因。經驗豐富如美國，仍有像舊金山地鐵站的作品《腿》

的案例，本來依常理判斷，地鐵站因列車疾駛容易揚起塵垢，委員們應將藝

                                                      
102

 見附錄四 李潔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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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品的媒材應列入重要考量而未果，以致最後要拆除，最後以地鐵站不適合

紡織品藝術品作為說服藝術家配合的理由，顯然和當初審議委員在評選作品

所作的決定相互矛盾。但與其追究過往，不如面對藝術家和評審委員皆非全

能的事實，在移置辦法當中留下適當空間，並制訂合情合理的施行細則，以

便發現問題的時候能夠有所依據、合法處置才是積極的因應對策。 

     

    在列舉案例中，美國全數經過公聽會或審議程序，並與藝術家完成溝通

之後再進入執行階段，移除後的作品或交還藝術家，或由當地政府封存，或

以轉售、交換等方式做後續處置，雖在危及公眾安全的情況下，文化單位首

長具有採取緊急措施的裁量權，先行移置、封存，而後再考慮接續的處置，

但仍須在三十天內向藝術委員會及藝術家提出書面通知103，相較之下，我國

對於民眾觀感議題傾向採取消極態度應對，移置案例當中不只有許多不程序

模糊不清，甚至任由商家處置而管理單位亦缺乏詳細記錄。 

 

 

  第二節 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同度調查 

 

    追本溯源，公共藝術啟用後發展至必須移置或移除的狀況，和作品的選

取息息相關，各決策和執行部門、藝術家都扮演著關鍵角色，雖然基地整建

牽涉到國家公共建設問題較不易掌控，但可藉審視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的民

眾認同度，以更深入思考民眾的需求，以及如何在設置計畫之初即開始考量

關於作品啟用後的管理、維護、民俗或公共安全等問題。 

                                                      
103

 舊金山公共藝術網站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ivic Art Collection - See more at: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sth

ash.gCycLfi6.dpuf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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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卷調查統計和分析 

 

一 問卷回覆統計 

 

做出問卷回覆統計表（表 4-2-1）以及有效問卷回覆長條圖（圖 4-2-1），

藉以觀察民眾接受測試反應和不同性別及職業類別受測者對公共藝術關切程

度。採便利抽樣方式透過網路發送，含個人電子郵件、臉書（Facebook）、社

團以及 Line 群組，獲 578 人回覆，有效問卷為 471 份，其中「工業科技」業

者回覆者呈現男性高於女性，其他行業皆為女性回覆較多，以「軍公教」最

為顯著，回覆人數也最多；而「其他」業別回覆人數次高，則可能因有許多

職業性質無法歸入表列九大行業類別，而使得人數偏多。生化醫療業回覆僅

15 人，但有效回覆為 100%。整體而言，在總計 471 份有效回覆當中，男性有

122 人，佔總回覆數之 25.9%，女性為 349 人，佔總回覆數之 74.09%（圖 4-2-2），

由此推論目前社會大眾當中，女性關注公共藝術者遠超出男性。 

 

          表 4-2-1 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同度問卷回覆統計 

    性別 

職業 

男性 

有效回覆 

男性 

無效回覆 

女性 

有效回覆 

女性 

無效回覆 

回覆總數 

學生 9 0 13 3 25 

軍公教 34 7 130 20 191 

貿易航運 4 1 11 2 18 

金融保險 6 2 11 4 23 

藝術相關 11 4 25 12 52 

生化醫療 4 0 11 0 15 

工業科技 24 6 8 0 38 

餐飲零售 3 0 13 3 19 

房產傳銷 5 1 10 2 18 

其他 22 7 117 33 179 

總計 122 28 349 79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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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1 有效問卷回覆長條圖 

 

 

 

 

 

 

 

 

 

 

 

 

 

圖 4-2-2 男女有效問卷回覆比例圖 

 

二、樣本隨機性 

   

    以最低數量之有效回覆為生化醫療業者共 15 份（見表 4-2-1）為基準，每

一種行業篩選出 15 份有效回覆，總共以 150 份進行統計。回覆樣本選取方式

首先以男、女性受訪者各佔半數為原則，若男性樣本數不足，則以看見頻率

最高之女性遞補，反之亦然。其次則依「看見公共藝術頻率」、「年齡」、「學

歷」做為優先順序，力求平均分配，以顧及統計樣本的隨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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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題數調整為為十題，並將基本資料調查項目中的「職業」設計

為十大類別，依序為學生、軍公教、貿易航運、金融保險、藝術相關、生化

醫療、工業科技、零售餐飲、房產傳銷及其他。將問卷有效回覆結果分為三

類做出因素分析： 

－「全部職業」：共 150 份。 

－「一般民眾」：去除 15 名藝術專業者剩餘之 135 份。  

－「藝術專業」：總數 471 份有效回覆當中之 36 名藝術類業者。 

 

（一）「全部職業」受測結果因素分析 

 

  將所選取之全部職業受測者，包含一般民眾和藝術專業者共 150 份問卷

回覆資料進行 KMO 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KMO=0.911、巴氏球形

檢定 2155.356，顯著性=0.000，檢定結果顯示問卷和測試結果的資料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表 4-2-2）。 

 

                    表 4-2-2「全部職業」KMO 與 Bartlett 檢定 

 

 

 

 

 

 

 

    正式問卷排除屬於第一因素之語意相近之變項，並加入「吉祥歡樂」以

兼顧民俗信仰考量，以及「值得原地永久保存」以測試受訪者對藝術品長期

存於所在場域之認同度。 

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11 

Bartlett 的球形檢

定 

近似卡方分配 2155.356 

df 45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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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經因子分析之後發現，由前測結果萃取出之第三因素「耐用」

被排除，原先屬於該因素之因子負荷量大於 0.5 的變項只有一個，在正式問卷

調查當中因為樣本數增加而被稀釋，分析結果僅存第一和第二因素，按照變

異量百分比高低順序，分別為「美感」及「安全」。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顯示因素負荷量0.5以上屬於第一因素之變項有八個，

屬於第二因素之變項則有三個（表 4-2-3）。 

 

                         表 4-2-3「全部職業」因子負荷量表 

                     因子負荷量 

              命名 

量尺 

      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 

        美感         安全 

可啟發人們喜愛藝術 .842 .168 

很有創意 .841  

造型優美 .834 .218  

吉祥歡樂 .811 .131  

有文化特色 .794 .216 

和環境相配 .765 .361  

可親近互動 .674 .305 

值得原地永久保存 .648 .520 

牢固耐久 .149 .919 

容易維護 .203 .887  

 固有值 4.923 2.268 

 變異量百分比 49.228% 2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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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民眾」受測結果因素分析 

 

在 150 份有效問卷回覆中排除 15 位藝術相關業者，將剩餘 135 份做出

因素分析，藉以觀察一般民眾對於公共藝術的評價和藝術專業者之間是否

存在差異。 

 

受測者問卷回覆資料進行 KMO 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

KMO=0.914、巴氏球形檢定 6263.604，顯著性=0.000，檢定結果顯示問卷

和測試結果的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顯示因素負荷量 0.5 以上屬於第一因素「美感」之變

項有八個，屬於第二因素「安全」之變項則有三個（表 4-2-4）。 

 

                        表 4-2-4「一般民眾」因子負荷量表 

                      因子負荷量 

              命名 

量尺 

      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 

        美感         安全 

可啟發人們喜愛藝術    .846    .158 

很有創意    .842                    

造型優美    .836    .208 

吉祥歡樂    .815    .128 

有文化特色    .791    .224 

和環境相配    .770    .354 

可親近互動    .671    .305 

值得原地永久保存    .644    .526 

牢固耐久    .144    .920 

容易維護    .191    .891 

 固有值 4.927 2.273 

 變異量百分比 49.275% 22.728% 

 



105 

（三）「藝術專業」受測結果因素分析 

 

從事設計和其他藝術類工作者通常具有藝術相關專業培育背景，為觀

察此族群對於公共藝術的評價和一般群眾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因此將總計

471 份有效回覆當中的 36 份藝術專業者做出獨立統計分析。 

 

受訪者問卷回覆資料進行 KMO 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

KMO=0.911、巴氏球形檢定 2155.356，顯著性=0.000，檢定結果顯示問卷和

測試結果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顯示因素負荷量 0.5 以上屬於第一因素「美感」之變

項有八個，屬於第二因素「安全」之變項則有兩個，分析顯示藝術專業者

和一般民眾受測結果近似（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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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5「藝術專業」因子負荷量表 

                     因子負荷量 

              命名 

量尺 

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 

      美感       安全 

可啟發人們喜愛藝術 .877 .185 

有文化特色 .868 .149 

很有創意 .866   

造型優美 .856 .264  

吉祥歡樂 .838 .190 

和環境相配 .829 .296  

值得原地永久保存 .770 .417 

可親近互動 .725 .312 

牢固耐久 .162 .930 

容易維護 .245 .898  

 固有值 5.6 2.195 

 變異量百分比 55.997% 21.951% 

 

 

 

 

 

 

 

 

 

 

 

 

 



107 

四、散佈圖  

 

以轉軸後矩陣係數計算出平均數，再以平均數製作散佈圖以觀察受測者

對於得獎和移置之公共藝術作品之美感和安全評價。（圖 4-2-3，圖 4-2-4，圖

4-2-5）。 

 

（一）「全部職業」受測者觀感 

 

美感評價最高《和樂》    最低：《希望之海》 

安全評價最高：《艋舺紀念碑》 最低：《凳屋》 

             

 
       圖 4-2-3「全部職業」受測者者美感及安全評價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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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民眾」受測者觀感 

 

美感評價最高：《和樂》    最低：《希望之海》 

安全評價最高：《艋舺紀念碑》 最低：《凳屋》 

 

 
       圖 4-2-4「一般民眾」受測者美感及安全評價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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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專業」受測者觀感  

 

美感評價最高：《和樂》    最低：《艋舺紀念碑》 

安全評價最高：《艋舺紀念碑》 最低：《凳屋》 

 

        圖 4-2-5「藝術專業」受測者美感及安全評價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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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測者對得獎及移除作品評價分析 

  

  從一般民眾受測者與藝術專業受測者的美感及安全認同度散佈圖觀察到

在測試的七件作品中，《和樂》的美感評價皆居於排序第一，而此為當初受周

邊民眾反彈而拆遷的作品，其中有兩個影響該作品美感評價的潛藏因素，一

為該作品原為深色青銅雕塑，現狀是以白漆覆蓋，其次則是基地從嘉義市東

門圓環遷至當地之垂楊國小，由於色彩和基地環境改變，整體視覺效果和環

境融合度有所不同，以及受測者背景差異，都有可能造成觀感不同於當時東

門圓環周邊居民。由此可推論公共藝術作品重置在新基地的效果也可能改變

觀者感受，因而讓作品得到不同評價。 

 

    獲得第三屆公共藝術最佳創意表現獎作品《霧雕》在一般民眾和藝術專

業者美感評價居於第五，安全評價居於六，此作品位於桃園表演藝術中心，

根據文化部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徵選簡章，各獎項定有評審標準，最佳創意表

現獎的評選著重公共藝術之藝術表現及創意呈現，執行成效卓著者。評選委

員吳瑪悧在二〇〇二年第三屆公共藝術奬專輯的作品評論中提到： 

 

中古芙二子的「霧雕」則以不具量體感、難以捉摸、物質性也不那

麼明確的水霧為表現元素，打破我們習慣雕塑生硬的材料和表現語

彙。作品善用既有的水池空間，素顏的噴霧管具極簡主義的精神104。 

 

又說：「透過水霧的營造，人們得以在這人造空間，重新感知那看不見、摸不

著的自然，這件柔軟、無形式、不佔據空間、不具視覺侵略性，平時也不存

                                                      
104

 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專輯，文化部，（201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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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作品，精采地提供了人們跨越時空的體驗。」105，評委所注重的是藝術

家表現元素的創意，以及民眾跨越時空的體驗，這樣的評價比美感及安全更

為抽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霧雕》的美感及安全評價，不論是在藝術專業

族群，或是其他所有職業類別族群的測試反應評價皆屬中等，此現象可解釋

為民眾對於此作品得獎的認同度不高，而評選委員所注重的抽象概念，恐怕

一般社會民眾不易理解，連藝術專業族群亦不盡然認同。 

 

  獲得最佳環境融合獎的兩件作品在一般民眾和藝術專業受測者反應中，

《讀書樂》的美感及安全評價皆居於七件作品當中之第二排序，可解釋為其

得獎認同度與評選委員觀點較為接近；但另一件得獎作品（兩件一組《360゜、

漾》所得到的美感評價排序第四，安全評價則排序第三，可解釋為一般民眾

與專業受測者對其得獎認同度中等，亦即不完全認同評選委員的觀點。回顧

最佳環境融合獎的評審標準:「著重公共藝術與自然、人文環境及基地建物融

為一體，執行成效卓著者」106，獎項頒發對象為興辦機關、策劃團隊與藝術

家等。評選委員聶志高認為： 

 

《360゜》與前期公共藝術品「直尺」相互對望，表現出規矩「收」

的意象；而《漾》則安排在游泳館及蓄洪池畔，層層的漣漪映照在

池面上，瀠洄著「放」的概念。一個收，一個放，隱與教育在規矩

上的約束與字遊行成有趣的對比及反差107。 

 

又表示：「當三件藝術作品置入『原風景』時，在主張自我的同時，尊重『原

風景』中既有在地的風景要素；做為一個外來植入的景，卻謙和地與其他的

                                                      
105

 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專輯，文化部，（2012），頁 42。 
106

 見附錄二 文化部第三屆公共藝術獎 徵選簡章獎勵項目與說明。 
107

 第三屆公共藝術奬專輯，文化部，（ 2012），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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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一起融合滲透，是其成功之處」108。公共藝術是否與自然人文環境及基地

建築融為一體的評斷，也涉及主觀喜好和個人美學素養，評選委員認為兩件

作品與原先設置之藝術品能夠呼應融合自然有其道理，然而「隱喻」以及「意

象的反差」乃屬於抽象概念，不容易和「環境融合」直接產生連結，社會大

眾關注的仍然偏向直覺、透過視覺立即感知的「美感」和「安全」，當測試結

果顯示不止一般民眾對於部份作品得獎認同度不高，連社會上的藝術專業族

群測試結果也顯示和一般族群的反應相近，呈現和評選委員的觀點落差較大，

以公共藝術獎勵制度做為評核工具是否客觀就值得再深入探討。 

 

貳、深度訪談結果和分析 

 

一、深度訪談資料三級編碼 

 

深度訪談結果以「設置成效」、「管理維護」、「成效評量」和「移置機制」

等四議題做為大分類，以三級編碼方式呈現： 

 

（一）設置成效（表 4-2-6） 

 

大分類：公共藝術設置成效 

中分類：成效定義、成效表現、成效檢討 

小分類：主流意見、非主流意見。 

 

 

 

                                                      
108

 第三屆公共藝術奬專輯，文化部，（2012），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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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 

  （專家之個別意見以「˙」標示，專家相同意見歸納以「◆」標示）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

共

藝

術

設

置

成

效 

成

效

定

義 

․所謂成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的，就是

要讓大眾知道作品的存在，才能去評估

效益。（黃健敏） 

․信義計畫區就有很多公共藝術，應該

可以從事定期的定時導覽。臺灣的古蹟

導覽就做有導覽活動，做的很好，值得

效法。（黃健敏） 

․成效，它有很多個層面，就像我剛講

的那四件事情－作品設置、民眾參與、

教育推廣、管理維護，並不只是觀感而

已。（黃健敏） 

․設置成效是一個一個程序下來的，不

可能現在就要民眾對作品有感受，或去

說它好或不好。（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設置成效應包

含教育和推廣活動） 

 

․文化部說有的單位已經在做了，但我

認為還是要明文列入規定，全面執行，

這是增加設置成效加強推廣的方法之

一。（黃健敏） 

․我曾經向文化部建議過，規定設置完

成報告書裡要附一個資料，就是興辦機

關的網站要有公共藝術的相關資訊。

（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教育推廣活動方法

和執行要明文規定） 

 

․設置成效，有誰好好去評鑑。專業評

論而非八卦和漫罵，如何促進整體的進

步，這是提供專業界去反省的（吳慧貞） 

․所謂的成效其實很複雜，大家隨意

的、分享式的評論很多，可是專業的評

鑑，專業的評論才會協助產業鏈的健全

（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專業的評論才會協助產

業鏈健全） 

成 ․臺灣作了二十年的公共藝術對整個 ․反對的聲音往往比認同的聲音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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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效

表

現 

視覺環境是有很大的影響。（林正仁） 

，當然褒貶都有，但是正面還是大於負

面，基本上臺灣這樣做也成為一個榜

樣，甚至大陸也在注意臺灣這方面的作

為。（林正仁） 

․像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的「光之穹

頂」，它雖摸不到，只能看，但成效一

樣算是很高，因為所處的地點環境人潮

集中，如果你把它搬到隨便的一個體育

館，很少人看到，要如何談成效？所以

還是地點和使用率的問題，曝光率越

高，等於使用率越高，這才能衡量成

效。（姜憲明） 

․過去到高雄的主要地標都是八五大

樓，可是現在講的是「光之穹頂」、「中

央車站」，甚至在做城市行銷或國外評

選最美麗車站，這些都是入選的，如果

要花廣告費去達到這樣的效果，要花多

少錢？做國際廣告宣傳絕對大過於這

些設置的費用。（熊鵬翥） 

◆（林正仁、姜憲明、熊鵬翥認為臺灣

的公共藝術提升了視覺環境和國家形

不定有人喜歡的就沒講。（李潔明） 

․一個作品已經做好放在那裡了，這時

提到要移除它，正面的聲音就會被消

滅，於是就很容易把一個並不是那麼差

的作品講成很差。（姜憲明） 

․畢竟當初也是花了錢去設置的，怎能

說拆就拆，這些輿論究竟代表了甚麼樣

的美學觀念，能代表多少群眾的聲音？

（姜憲明） 

◆（李潔明及姜憲明認為否定的聲音往

往掩蓋肯定的聲音） 

 

․現在很多公共藝術設置完成之後，當

它的位置不好，成效也就不好。（姜憲

明） 

◆（姜憲明認為公共藝術成效和地點好

壞成正相關） 

 

․特定一、兩個政治人物的銅像，或是

扶輪社、獅子會的，對社會沒甚麼幫

助，只是為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先有

了這個之後公共空間才有真正屬於藝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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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象） 

 

․地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再來就是造

形的美學，和地點要搭配在一起，兩者

如果搭配得好，成效就一定好。所以我

是認為公共藝術在選擇設置地點的時

候，要選在人們會去用到、能看得到的

地方。（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在使用頻繁的空間設置

藝術作品能帶來較高的成效） 

 

․公共藝術是一種責任制，選到好的藝

術家和作品很重要。（姜憲明） 

․有經驗的藝術家可以用最經濟的成

本做出超值的優秀作品，不只賺到錢，

還賺到掌聲，這才叫做專家。（姜憲明） 

◆（林正仁和姜憲明認為選取對的藝術

品才是達到良好設置成效的關鍵） 

 

․不要輕忽一般人的欣賞能力，民眾得

直覺也非常敏銳，一般民眾的評鑑能力

也不見得比專家差。（吳慧貞） 

術的公共藝術進來。（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只是為了商業或政治

利益的藝術設置對社會沒甚麼幫助) 

 

․公共藝術應該是存在於環境之中，很

自然的跟環境融在一起，好的公共藝術

不需要辦活動，辦活動或是辦導覽是對

於想要更深入了解作品的意義或它是

如何產生的，不然作品在那裡五年、十

年，每天都應該散發出它應該有的氣

息。（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好的公共藝術不用辦活

動，辦活動或導覽是為想要更深入了解

的人而辦） 

 

․政令宣傳的導向都強於落實公共藝

術的概念，政治常常凌駕於專業或環境

考量。結果等到改朝換代，換了長官之

後，又覺得前朝做的那些事情麻煩，整

理整理就處理掉。（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政令宣傳凌駕於於落實

公共藝術)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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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這麼多年下來還是要倚賴一些前輩

做一些評論和評鑑，討論和經驗的分享

都要持續的做，妳也看到我們有一些進

步和好的案例，而且民眾的素質也已經

是不可同日而語。（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民眾的素質不可同日而

語，評鑑能力不見得比專家差） 

 

․在我們的機制裡面，如果我們要去討

論設置成效，是不是要先去討論說這是

為誰而做，他們怎麼期待這個場域，該

做甚麼樣的東西，才會跟他們產生甚麼

樣的連結，這超越好不好看的問題。（吳

慧貞） 

◆（吳慧貞認為討論為誰而做，該做甚

麼東西，超越好不好看的問題） 

 

․公共藝術要做好看就要連室內、室外

環境都要考慮，由內塑外，由外塑內都

要追求超越，人家才感受得到。（吳慧

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要室內、室外

․作品的好壞還是最重要，做到後來變

成藝術性越來越降低，討好迎合市場大

眾口味的越來越多。（林正仁） 

․表達母愛、和平都是圓融，到後來都

是那種東西，看不出藝術家個人的特質

和主觀理念，想取一個中間值卻反而失

去藝術性。（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迎合大眾口味的東西越

來越多， 失去了藝術性） 

 

․藝術家也很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人

的安全相對成為次要考量。（姜憲明） 

․有很多尖角，看起來銳利、刺眼，就

算做得再平穩，也只是結構安全，造形

並不安全。（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藝術家太堅持創作理

念，人的安全容易成為次要考量）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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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都好看，社會大眾才能感受到） 

成

效

檢

討 

․公共藝術有別於一般藝術，它是一種

法制藝術，因為作品的誕生必須經過很

多法定程序，所以程序正義很重要。（黃

健敏） 

◆（黃健敏認為程序正義很重要） 

 

․要善用基金，讓設置成效提升，我們

現在不缺作品，只缺怎麼樣管理，怎樣

讓大眾知道公共藝術的存在。（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運用基金加強教育推廣

可以增加成效） 

 

․公共藝術已經從遍地開花的階段逐

漸要落實到精緻化……如何讓公共藝

術更精緻，更讓人家喜歡，這是我們下

一個階段要做的。（李潔明） 

◆（李潔明及認為我們的公共藝術下一

個階段應該要更注重品質） 

 

․作品要讓人覺得和社群的感情連結

起來，這種反應出來是對環境有貢獻

•（法令）有規定如果覺得基地不適宜

設置，或是經費太小，硬要設置其實也

不適合，就可以把那筆公共藝術的錢繳

到基金或是專戶裡面去。（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基地不適宜、經費太

小，硬要設置公共藝術也不適合） 

 

․我們有在檢討政策的方向，因為這幾

年有一些媒體在報導說公共藝術是不

是太氾濫了。（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公共藝術設置被質疑太

過泛濫） 

 

․有人說文化部應該不要管，公共藝術

政策可以把它廢掉了，有人就說規定所

有公共建築要設藝術品，這是很不合理

的。（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有些人反對公共藝術政

策）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太偏重於設置的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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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的，不然就會讓其他東西的預算更甚於

維護它的預算。（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作品要和社群情感連結

起來才會受重視） 

藝術品，可是創作設置只是四個要件之

一，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其他三個要件－

民眾參與、教育推廣與管理維護。（黃

健敏） 

◆（黃健敏認為我們的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忽略了民眾參與、教育推廣與管理維

護）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沒有涉及著作人

格權的條文，興辦機關也從來沒有意識

到這一點，如果藝術品被拆散，這就妨

礙了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我國公共藝術法令忽略

了著作人格權） 

 

․公共藝術總共執行不到五億，只有千

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一，當然有些人說

公共藝術應該是減法，有些說是還不

夠，但是這應該去斟酌。（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公共藝術總執行不到百

分比公共藝術的標準） 

․年輕的藝術家很容易為了要達到特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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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定的效果，用盡了所有的經費還血本無

歸做了白工。（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藝術家的經驗影響創作

經費的有效運用） 

 

․現行機制（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都有

處理方針，但就是不處理，問題不處

理，你也拿他沒辦法。（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權責單位不處理，有處

理方針也沒辦法） 

 

․希望公部門從一開始對於在甚麼樣

的地方設置甚麼樣的東西就不要太粗

率，要想清楚，想不清楚就會造成燈節

主燈，或蒲浩明老師作品移置改色這種

事情。（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部門一開始要想清楚

才不會造成資源浪費或藝術品被移

除、改作） 

 

 

 

表 4-2-6 公共藝術「設置成效」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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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維護（表 4-2-7） 

 

大分類：公共藝術管理機制 

中分類：管理規範、管理成效、管理檢討 

   小分類：主流意見、非主流意見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 

（專家之個別意見以「˙」標示，專家相同意見歸納以「◆」標示）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

共

藝

術

管

理 

機

制 

管

理

規

範 

․應將委外經營的相關契約法條規訂

好，然後大家守法遵循，不違法，不任

意破壞。（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管理單位委外經營要將

契約法制化做好才不會讓作品遭到破

壞） 

 

․有一些是涉及特殊技術，可以邀請原

創作者回來協助，如果材質或管理維護

方式非常特殊，不是一般的清潔維護人

員能夠處理的話，就請專家處理。（吳

慧貞） 

◆（吳慧貞認為涉及特殊技術要請原作

者或專家來維護） 

․現在是分散的（公共藝術設置的執

行），以致於管理也很難集中用一套制 

度。（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執行分散，管

理也很難集中用一套制度） 

 

․對這些條件要嚴格定義，因為不可修

復並不表是不可存在，有時破損本身也

是一個歷史記憶或它存在的狀態。（熊

鵬翥） 

․如果認定這個作品存在期間已經和

城市、社區或個人產生特殊的連結，就

不應該只是由價錢去考量它是否存

在，就像修復古蹟不會因為修復的經費

太高就不修復，因為價值不可用金錢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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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量。（熊鵬翥） 

◆（熊鵬翥認為有價值的公共藝術作品

不應該只用金錢衡量是否該修復) 

管

理

成

效 

․好的作品會成為有歷史價值的資

產，不好的包括材質易損毀的，這還有

兩個問題，作品會有一定的壽命，而用

好的材質像石頭、銅會越來越漂亮，所

以當初在設置時要考量耐久性。（林正

仁） 

․為了避免設置後產生難以維護和失

修問題，現在作品的選擇最後還是會回

歸到完整性、耐久性、安全性，這些成

了最基本的考量。（姜憲明） 

․在車站這種群眾人群來往密集又往

來頻繁的空間，一開始就要考慮到動線

問題，不會做一個橫向造形，而是做直

立式，讓行人可以流暢穿越的作品。（姜

憲明）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作品的美觀、

安全、耐久對於長期的管理維護最為有

利） 

 

․公共藝術已經普遍推行這十餘年，要

維修的東西很多，大部分牽涉機械動力

的大概都已經出問題，現在都沒在修

了，像捷運站很多案子是感應的、亮燈

的、機械互動大部分都停滯，噴水池噴

水的也停滯。（姜憲明） 

․有作品是電腦科技相關的，十年前很

先進，但是現在連零件都換不了，壞了

就無法取代，如果取代了又變成一件新

作品，所以要容許特別的處置方式。（熊

鵬翥）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電腦科技或機

械動力的作品維護困難） 

 

․如果硬要規範維修經費佔藝術品當

初設置總經費的百分之多少，這比較困

難，因為藝術品大小價格差很多，用百

分比去規定的話，一個很貴的藝術品就

會金額很多，所以規範百分比可能不適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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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一個藝術家做了二十年，經濟有一定

的基礎，就算管理單位編不出經費，他

去修一修也不會有甚麼問題，對自己的

作品有一個責任心，並不一定會要求費

用。（姜憲明） 

․有經驗的藝術家，首先，他們做出來

的作品會很好維護，第二個就是不管幾

年後，需要的時候他都會回去修，公共

藝術也要做出口碑的，可以表示這個藝

術家很盡責。（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選取有經驗的藝術家之

作品有助於藝術品的長期有效維護） 

 

合。（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要規範按百分比規範維

修經費很困難，因為很貴的藝術品金額

對管理機關會太高） 

 

․公部門的經費編列上會有困難，因為

一般建築物的建造經費都是一個計

畫，計畫會有執行的時間，如果執行

完，計畫結束之後，那筆預算就沒有

了，可能沒有辦法讓你在過後的每年都

可以使用這筆經費。（李潔明） 

․很多學校或單位有反應，說年預算都

不夠了，管理維護可能有困難。（李潔

明） 

․沒有任何興辦機關會先編一筆錢，以

備不時之需，如果遇到要維護的時候，

錢從哪裡來？（黃健敏） 

◆（李潔明、黃健敏認為多數機關維護

經費的編列都很困難） 

 

․很多建築物保固三年，藝術品是保固

一年，如果把保固期延長，作品壽命也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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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會變很長，但是參與修法的藝術家有些

也是公共的藝術參賽者，當然不會願意

寫出這樣的法條把自己綁死。（姜憲明） 

․建築物會保固三年，因為那是一個臨

界值，超過了可能會承受不了。如果五

年的話真的很難，有些非自然損壞，而

是被破壞的，或是有燈具類的三年就差

不多壞了，又非常的貴。（熊鵬翥） 

◆（熊鵬翥認為在法制上延長藝術品保

固期很困難） 

 

․把它當成任何一個尋常的東西，像垃

圾箱、看板啦，愛移到哪裡就移到哪

裡，你說我們對這樣的事情有沒有辦法

去做任何處置，就現行的機制裡是很

難。（吳慧貞） 

․就一個大致的管理維護狀況，很多被

提出來要求移除很多也是管理單位想

要卸責，想要推諉的狀況下被提出來。

（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很多管理單位對於管理

維護想推諉卸責就要求移除）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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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管

理

檢

討 

․維護經費比例如果要提高，除非是把

保固期延長。（姜憲明） 

․把保固期延長為五年，把經費編出

來，錢沒用完沒關係，藝術家就是要負

責保固五年。（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可以延長保固期） 

 

․計畫執行完了，那個錢沒用完就會被

收回去，不能在接下來的幾年一直留在

那裡，但是如果是繳到基金裡可能就不

一樣。（李潔明） 

․個人認為所有的修護經費應該向當

初的審議單位申請。（黃健敏） 

․如果興辦機關不願意設置，公共藝術

經費即使超過三十萬，也可以繳進基金

就結案。（黃健敏） 

․基金不應該設置作品，應該做推廣教

育、管理維護。當然這要建立一套機

制，如果有需要維護的作品，透過這個

機制，文化局直接就可以從基金或專戶

裡撥款執行。（黃健敏） 

․把提撥的經費放進基金的單位就可

․設置辦法規定有執行小組、徵選、鑑

價與審議等程序，但在管理上的相關法

條卻是零。（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沒有

管理程序規定） 

 

․興辦機關通常不會自行將藝術品改

變，因為沒有必要。問題出在很多公共

空間常委外經營，合約裡面是否載明不

可變動公共藝術的設置，在委外經營時

如果沒加註這樣的規定，就很難約束。

（黃健敏） 

․進駐那些空間的都是外包單位，他們

對藝術沒有經營概念，只對賺錢有興

趣，若影響到他賺錢，就會想把它挪

開，然後管理單位也覺得沒造成其他影

響，就任由商家去移動了，等出了問題

再來解決。（姜憲明） 

․公家單位的物品都有財產編碼，公共

藝術也應該要有，可是目前卻沒有。（黃

健敏） 

․如今公共藝術往往列入其它項目。有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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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以來申請維護管理。（黃健敏） 

◆（李潔明、黃健敏認為管理維護也由

基金負責有可行性並可能較為有效） 

 

․如果我們的制度是統一的集中式的

設置，所有的設置都由基金負責，當然

管理維護也是由基金負責。（吳慧貞） 

․公共藝術的基金制度，似乎是一個解

決（公共藝術維護管理）方案，早期我

也努力推動成立，很多公有建築物它的

公共性和環境不適合做公共藝術，就不

要做，其他需要的公共空間或社區，就

可以有資源挹注。（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基金是解決維

護管理的方案） 

 

․就一個城市的整體考量，我一直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基金制度，和專業

的部門可以專業的處理。這些事情。包

括日常的管理維護，與長期設置後的移

除，不論是作品年限到了，或是大環境

改變了，不再符合當初設置的目的，就

了編碼，就有存年限和保存方法，但是

公共藝術卻一直沒有。（黃健敏） 

◆（黃健敏、姜憲明認為法令上的管理

機制不健全） 

 

․問題最多都是出在經營者和建設者

之間的落差，以捷運來說，蓋捷運的是

捷運工程局，經營捷運的是捷運公司，

是不同單位，捷運局很認真的在做這件

事情，但捷運公司的責任是營運賺錢，

兩者都很認真各司其職，但兩者對於公

共藝術的相關溝通顯然不夠重視。（熊

鵬翥） 

◆（熊鵬翥認為針對藝術品維護問題，

設置機構和管理機構之間溝通不足） 

 

․如果藝術家說只要用水沖一沖就

好，這麼簡單的事，就算一年做一次，

也不會是麻煩的事，但是有多少興辦機

關做到了？（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多數作品的維護都很簡

單，但管理單位未確實執行)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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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可以以客觀與明確的來處理。（吳慧貞） 

․如果是管理維護單位的問題，就要求

管理維護單位負責。（吳慧貞） 

․如果有一個專責單位去好好規劃，不

要亂設置，也不用設置那麼多，然後把

機制做得多元化一點，就可以好好運用

經費，做好資源配置。（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應該要在基金下設一個

專責的管理維護單位） 

 

․大家因為規定而做而不是為熱情而

做，要為熱情而做，後面才會有維護的

動力。（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大家要為熱情而做才會

有為互動力） 

 

․大部分的作品都不會那麼難維護，因

為現在最常用的是石材、金屬，可能會

有一些科技互動的，基本上管理維護都

不困難，就看管理單位做與不做。（吳

慧貞） 

◆（吳慧貞認為大部分的作品管理維護

 

․我所認識、接觸的政府機關大部份，

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不會去編

公共藝術維護經費。（姜憲明） 

․像中小學或政府機關，做的是一次性

的，只因為蓋一個大樓而做了一件藝術

品，以後不會再做，就不會去編這個經

費。（姜憲明） 

․目前的基金運作，並沒有全盤規畫和

專業的方針，也一樣不想做好基礎工

作，各任文化首長隨自己的喜好，隨機

配合不同的政治需求來使用基金，並沒

有都市的全盤考量。（吳慧貞） 

․偏遠地區可能連公共藝術預算都編

不出來了，更別提管理維護（吳慧貞） 

要編列公共藝術的維護經費，會因為政

府財政問題，這個案子提上去就被放一

邊了，不然就是編不出來。（吳慧貞） 

◆（李潔明、黃健敏、姜憲明、吳慧貞

認為管理單位編列維護經費不易實行） 

 

․作品被粗暴對待的藝術家，或是任何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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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不難，只看做與不做） 

 

一個喜歡它的同好者看到了可能會發

出不平之鳴或抗議，這樣的聲音都是很

小眾，執掌文化和公共藝術的單位有沒

有這樣的機制去做處置？也沒有。（吳

慧貞） 

◆(吳慧貞認為文化和公共藝術權責單

位不重視藝術家的作品被錯誤對待) 

 

 

（三）成效評量（表 4-2-8） 

 

分類：公共藝術成效評量 

中分類：評量辦法、評量結果、評量檢討 

   小分類：主流意見、非主流意見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 

（專家之個別意見以「˙」標示，專家相同意見歸納以「◆」標示）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

共

藝

評

量

辦

․公領域的藝術品，它的設置成效已經

到了最後一關，作品經過甄選、設置完

成，民眾參與也辦完了，這時講成效，

․要評估它的成效很難有一套特定做

法，之前有討論過是不是用評論的方

式。（李潔明） 

表 4-2-7 公共藝術「管理維護」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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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術

成

效

評

量 

法 就是它帶來的結果如何。（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設置成效」是由完成

啟用之後帶來的結果來定義） 

․公共場所都有一些評比（公共藝術評

比），就是（成效評量）方法之一。（黃

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評比，就是成

效評量方法之一。） 

 

․推廣教育應該是公共藝術的一環。

（黃健敏） 

․應該將推廣教育的方式與內涵都訴

諸文字，明文讓大家能夠遵循。（黃健

敏） 

․成效包含很多層面，從執行的立場，

就完成的作品而言，如果是負責結案的

總務主任，他只要交了結案報告書就算

結案了。但是我剛說將公共藝術當成生

活化的一個重要元素，應該是要長期經

營，譬如說導覽跟課程，都是應該可以

做的事情。（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成效評量應該包含教育

․以美學效益來講，觀眾經過這件作品

時的關注、反應和互動能產生潛移默化

的功能，或是帶來多少人潮和收益，這

都很難具體衡量。（姜憲明） 

․真的要做公共藝術評量是要包含前

期的，很難有一個評論或是研究者針對

一個作品作從頭到尾做五年、八年的整

體追蹤，所以這樣的評量是比較難的。

（熊鵬翥） 

․我們到底要從哪一種指標去評斷它

的好壞，這不是只有單純的從喜不喜歡

或一般的角度去探討。（熊鵬翥） 

◆（李潔明、姜憲明、熊鵬翥認為公共

藝術的設置成效不易評量） 

 

․一般的藝術有藝術評論，但是公共藝

術方面的評論比較沒有在發展。（李潔

明） 

◆（李潔明認為我國公共藝術的專業評

論較缺乏發展） 

 

․藝術品這東西只有兩個很簡單的因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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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推廣） 

 

․在法令上都完備了，只是在執行上還

要更貫徹確實就是（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法令機制已經具備，但

執行還需要貫徹落實） 

素，再強調一次，就是美觀、安全；這

是基本需求，若是不美、不安全，再多

的創作理念都讓人存疑。（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不美、不安全的作品，

再多創作理念都該存疑） 

評

量

結

果 

․藝術和商業之間要如何平衡，基本

上，我們一開始做公共藝術的時候就要

問清楚，這個空間將來要具有甚麼樣的

功能，或是未來會使用的單位。 

（姜憲明） 

․美觀和安全這兩件事，一定要先安全

再美觀，若要先美觀，安全還是同時要

考慮進來。（姜憲明） 

․回到公共藝術的本質來說，還是一定

要到到達美學標準，並不是說一定要多

漂亮，氣質也是屬於美學條件，而且也

要符合安全原則，看起來有美好的線

條，觸摸起來舒服的作品相對安全。（姜

憲明） 

․做為一個公共藝術家要知道，如果是

個人展覽，一兩個禮拜拆走也就算了，

․現在實務講習最大的效果卻是讓興

辦機關知道可以找代辦，可以委外，就

算只有少數的經費都想找人代辦，這

樣，公務員比較省事少麻煩，這就完全

失去公共藝術當初交由基層興辦機關

執行的意義，興辦機關全成了發包單

位，根本沒做事。（黃健敏） 

․策劃和代辦這兩件事，很多人到現在

搞不清楚是什麼，為什麼在公共藝術辦

法修法時想出策展人和代辦人？這就

是沒有定義清楚。（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興辦機關為省事而傾向

將公共藝術以委外代辦的方式執行對

設置計畫不利） 

 

․評選委員的組成，對於得獎與否有關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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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要長期放在公共空間，就一定要盡責

任，確保這東西有多耐用、多安全、多

好看。（姜憲明） 

․安全和美觀之間，安全還是要放前

面，因為我們承擔不起發生傷害意外。

（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評量公共藝術品的本質

就是要美感、安全兼顧） 

 

․一個計畫的好壞，但是真要做評量應

該包括前置作業的好壞，不管是程序的

公共化或是創作的公共化。（熊鵬翥） 

․有些作品其實是會產生經濟的效

益，所有的作品都在這些指標上去衡量

的話，也許可以分出高低。或者在類型

上有些空間性指數高一些，有些或許社

會性指數高一些，其他方面或許差一

些，每件作品會有不同面貌和影響。（熊

鵬翥） 

◆（熊鵬翥認為成效評量可以包涵程序

的公共化及其產生的經濟效益） 

鍵性的影響，因此對於後續維護管理的

重視程度會有直接的影響。（黃健敏） 

․舉辦公共藝術獎，其實在卓越獎裡面

就有列一項是維護管理，可是這件事情

未必會被評選委員們認同或認知。（黃

健敏） 

․設置成效的評量，就不適合由委員來

做，因為管理單位才會知道這個作品究

竟得到多少正面或負面評價，實際上又

為這個空間帶來多少效益。（姜憲明） 

◆（黃健敏、姜憲明認為因為未介入作

品後續維護，由評選委員做藝術設置的

成效評量不一定準確） 

 

評  ․有的一開始很漂亮，過了幾年就會褪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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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量

檢

討 

色或脫落，第二是作品水準，第三是作

品不合時宜，像扶輪社做的那些，當時

很風光，可是現在看來就……（林正仁） 

․之所以會產生衝突感，是因為被認為

好像藝術家強佔空間，早期的公共藝術

比較有這方面的問題。（姜憲明）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早年有些作品

當時很風光，現在看起來就很不合時

宜） 

 

․成效評量，頂多由興辦單位每五年，

或由管理單位每一年去做問卷，請民眾

填一個表格，但是在臺灣很顯然填問卷

都是被迫的，這很容易流於應付。（姜

憲明） 

◆（姜憲明認為管理單位做問卷調查，

很容易流於應付） 

 

․我們的法令規定機關單位一定要設

置公共藝術，大家只是在所有參選者裡

面找出最好的，並不代表是最適合的，

到底能期待它能為這個單位帶來甚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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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麼？（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大家只是在所有參選者

裡面找出最好的，不代表是最適合的） 

 

 

（四）移置機制（表 4-2-9） 

 

大分類：公共藝術移置機制 

中分類：移置程序、移置執行、移置檢討 

   小分類：主流意見、非主流意見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 

（專家之個別意見以「˙」標示，專家相同意見歸納以「◆」標示）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

共

藝

術

移

置

機

移

置

程

序 

․目前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討論機制

在，只是看那個機制能不能發揮他的功

能，每個審議會的積極度不同。（李潔

明） 

․我們之前有提過「公共藝術設置作品

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給各單位做參

考。（李潔明） 

․公共藝術很強調因地制宜，當初作品

設置在特定地點，如果移到別的地方

去，到底適不適合是很有疑問的。（李

潔明） 

․每一個機關和作品的屬性不一樣，用

法令強制，就有可能框限到一些不適用

的情形。（李潔明） 

表 4-2-8 公共藝術「成效評量」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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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制 ․我們這是用解釋函的方式去做建

議，它也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是沒有到

法制化的法定效力程度，可是就算法制

化了。（李潔明） 

․不要落到法制條文的制定，透過行政

和教育宣導去做會比較好，就像剛才提

到的，用解釋函或行政建議去處理，如

果制定了法令條文，反而會失去彈性。

（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相關機制的法令已經完

備，不需修改） 

 

․在移置報告書列出正反兩面意見是

必要的。（李潔明） 

․如果他們（管理機關）提出移置計

畫，當然也要由他們提出具體事證讓委

員們作參考。（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移除提議要有具體事

證） 

 

․牽涉到移除就還是要經過審議委員

會通過，一般他們對藝術品比較尊重，

․要把它移除這件事情要經過比較縝

密的討論之後才能做，不然的話，對藝

術家和公部門都是傷害。因為公部門花

了錢，自己的財產卻輕易把它移除掉其

實不是很好。（李潔明） 

․如果把相關細則訂得很死的話，可能

對執行也會綁死。 

◆（李潔明認為作品和機關的屬性不

同，不宜用法令對移置機制做出規範） 

․法條公告之後，產生一個有趣現象，

被有些人解讀為五年過後就可以隨意

移除。（黃健敏） 

․設置時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為什麼

在移除時就沒有？（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我國執行移除機制沒有

明確的標準程序） 

 

․現在關於移置或其他許多項目，連範

本都沒有。（黃健敏） 

․文化部其實最近也有一個簡單流

程，但沒有太大實質程序上的規定。（熊

鵬翥）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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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會希望去徵詢藝術家的意見，看有沒有

比較好的後續補救或是移除等。（李潔

明） 

․高公局要移置的話，應該是高公局去

收集資料送交審議會，然後審議會再去

討論該不該移置。（李潔明） 

․至少做一個調查，或者可能要由高公

局去做這樣的調查。（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公共藝術的移除需要去

做調查，提供書面資料證明是否應該考

慮執行） 

 

․由營運者去做（移除）調查，有可能

會偏向他們自己想要的答案。（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由營運者調查，結果可

能會偏向營運者本身的意願） 

 

․營運和管理機關是應該要提出足夠

的資料和數據來支持這樣（移除）的議

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還是需要再加

強宣導。（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營運和管理機關沒提出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置流程沒有

實質程序的規定） 

 

․鳳梨頭（《在地的點子》）之前就有

聽過正面的評價舊資料，可是一談到要

移置，這個聲音可能就不見了，所以高

公局。（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一談到要移除，正面評

價的聲音就不見了） 

․公家機關很怕民意，民意是真正代表

多數？還是有偏失？（黃健敏） 

․講到風水，就似乎沒有人敢反駁了。

（吳慧貞） 

◆（黃健敏、吳慧貞認為民意機關很容

易對公部門的決策造成影響） 

 

․要遷移，如果沒有牽扯經費的問題，

像板橋車站那些作品被隨便搬來搬

去，是因為不用錢。（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只要不涉及經費，作品

就很容易被隨便搬移）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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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具體資料和數據來支持移除議題時，中

央文化機關需要加強宣導） 

 

․完成一件公共藝術之後，興辦機關常

因人事變遷就任意處理，法條規定不得

移除，就是要避免因人設事，除非有特

殊狀況。（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品完成後要依

法令規定，不要任意移除） 

․將設置辦法存在的問題都列出來，假

設列出五十個問題，每個問題要怎麼解

決，做一次總檢討和修正，可能在三年

或五年以後，在執行過程中又發現其他

的問題，那就再做一次。（黃健敏） 

․公告的契約書、報告書範本就是標準

的，只要局部修改，因案制宜就好了。

（黃健敏） 

․要聽聽藝術家的意見，興辦機關的意

見，甚至一般民眾的反應都應該要聽

取，然後才做決定。（黃健敏） 

․如果公家機關自己不能拿捏，那就找

委員集思廣益，大家想想應該怎麼做。

․曲家瑞的作品「呷飽沒」不見了，那

我們的財產不就是要註銷？他會說我

沒有註銷啊，它還存在！可是我們永遠

看不見它。（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有的作品沒註銷卻去向

不明） 

 

․把這個（顏水龍的作品《水牛》）提

出來和蚵畫（《希望之海》）去對照討

論，當然我並不是用這個說它（《希望

之海》）沒有藝術價值，所以應該不被

保存，而是就像當時的擋土牆《水牛圖》

有類似危樓的問題，我們到底該怎樣去

維護它，後來沒有移走是因為要花的錢

太多了，那就考慮有沒有辦法原地維

護。（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作品修復經費影響作品

是否移除和保存方式） 

 

․曲家瑞作品被商家用廣告蓋掉的，公

家應該要出面處理，不能讓商家為了商

業利益這樣做，因為作品本身並沒有違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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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辦法的修訂要

集思廣益，甚至一般民眾的反應） 

 

․只有妨礙公共安全才應該被認真考

慮移除，所以我們的那個五年內不得移

除的法律規定是有意義的。（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只有妨礙公共安全才應

該被認真考慮移除） 

․臺灣這些年來公共藝術的文化在提

升，大家越來越尊重藝術品的時，移置)

的問題會越來越少。（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臺灣文化在提升，公共

藝術移除的問題會變少） 

 

․（作品移置）還是要用法令來規範比

較好，當你想動它的時候，要按程序找

委員會來決議是不是該動，一定要有一

個機制。（姜憲明） 

․在移置的程序上，我覺得當初設置的

執行小組，包含專家、學者和興辦機關

主管都要參與，如果主管換人了，新的

背公眾利益、安全或善良風俗。取締違

章建築都要處理了，這麼重要的一個地

方卻反而放任商家這樣做，真的是個問

題。（林正仁） 

․板橋車站那個案子，我覺得商家是很

過分，公權力應該要介入的。（林正仁） 

․很多單位只是為了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才做設置，很容易時間一到，甚至還

沒到就把它拆掉，這樣對藝術家是很不

尊重的。（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有些管理單位對公共藝

術作品不夠尊重，公部門未積極介入） 

․如果一件作品一直被人想要移開，這

個東西恐怕本身也有問題，當初選得不

適合，造成大家視覺感觀不好。（姜憲

明） 

․人家忍了五年、八年，還是要把它拿

走，那是因為作品本身不夠好；不然就

是基地要被重新使用，或是作品出現問

題了才會被移走。（姜憲明） 

․臺灣的公共藝術開很多案子，一年有

幾億的經費，分佈下來有幾百個，臺灣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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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就是當然委員，還有當時的評審委

員都找回來開會，釐清作品面臨移置的

原因，而不是由管理機關擔負責任，這

樣才有足夠的法源依據。（姜憲明） 

要啟動移置機制時也還是需要有些程

序。（熊鵬翥） 

․它是我們不喜歡，或是有妨礙空間

的，移開了讓空間得到改善，但也可能

相對剝奪了另一群人的權益。（熊鵬翥） 

․移除過程也應該要有公共化的程

序。（熊鵬翥）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移置過程

和後續處置要充分尊重藝術家，並顧及

公共化的程序正義） 

 

․（作品移置）要以藝術品為重，尊重

藝術家的意見，在那個空間重新找一個

適合的位子去放置。（姜憲明） 

․一個好作品真的必須移置的時候就

應該要請原作者來處理，並且給他預算

和合適的地點，同時也讓一個新的地方

得到一個好的藝術品。（姜憲明） 

並沒有這麼多人會做公共藝術，所以每

開一個案子一定有人來拿，拿到的人不

見得是專家，做的東西放在那裡不適

合。（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作品一直被人想移開，

可能是當初作品選得不合適） 

 

․公共藝術相關辦法和規定其實並沒

有推廣到每個單位的每個層級，承辦人

員比較知道是因為他們有上過課，其他

的像村長、里長、主任甚至校長，都不

會知道這條法令，等到事情發生了才知

道。（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公共藝術作品遭到輕易

移動的原因之一是基層單位對相關法

令不熟悉） 

 

․我們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大概二十

多年，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來判斷決定

它該存在與否都還太短，何況是五年的

時間。（熊鵬翥） 

․法條上只是說明五年之後可以考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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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之後的處置要有優先順序，如果

把城市當成一個美術館，其實公共藝術

就是它的收藏品，如果決定這個地點不

收藏，應該首先考量美術館有沒有可

能，因為不管怎麼樣，它是藝術作品。

如果美術館不適合，那就看有沒有其他

公共空間，這要去談看哪個空間願意接

受，或是我們剛說的「好歸宿」，如果

也沒有，第三個就看藝術家有沒有權利

購回。（熊鵬翥）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的移動要

給它新的好地點並做好移動後的規劃） 

 

․臺灣人對於冲煞問題很在意，這方面

藝術家在不影響基本原則下，應該跟社

區之間是可以協調的，不一定要那麼僵

化。（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臺灣民眾對風水很在

意，藝術家應該配合協調） 

 

․我們會想辦法看看後面退場機制的

下一步該怎麼辦。（李潔明） 

慮，並不表示就可以移除，這是不同

的。（熊鵬翥） 

◆（熊鵬翥認為以我國實施公共藝術歷

程和經驗，不足以判斷一件作品是否該

移除） 

 

․如果只是管理單位沒有好好維護，沒

有好好的讓它運作，你提出來要移除的

理由是不充分的。（吳慧貞） 

․有很多作品會被提出來除了一些特

殊原因之外，會被歸為三種，第一個是

作品久了，變不乾淨不好看，或者是不

耐看，令一種是環境產生很多變化，大

環境產生變化，使得這個作品在這個環

境跟原來的目的不再符合了，那個時候

就比較容易構成可能被認真考慮的一

個原因。（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沒有好好維護的作品不

能成為被移置的理由） 

 

․作品不見得不好，只是它沒有在一個

對的地方，有可能是當初沒選對地方。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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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潔明認為應該要持續思考公共藝

術的退場機制） 

 

․板橋車站總計就有五件作品被任意

的處置。如果要避免這樣的狀況，不要

讓原來的興辦機關覺得困擾，標準作業

程序很重要，一定要在法條裡說清楚講

明白，一切照程序行事。（黃健敏） 

․公共化的程序，我們那時候也有一些

建議，譬如說也要有一個委員會或小

組，這小組要包括哪些人，應該要有修

復人員，因為修復也是一個專業，並不

是藝術家會做的就會修，第二個還要有

單位的代表，一些社區的代表和其他的

人員。（熊鵬翥） 

․如果要移除的話，應該要反推回去，

應該也要有一個執行小組，也要有民眾

參與，大家要討論怎麼去做這件事。（熊

鵬翥） 

․如果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有流程，那它

的移置也應該要有一個流程，而這個流

程是大家都可以遵循的，雖然每個案例

（熊鵬翥） 

․蒲浩明老師是個好藝術家，只是他的

作品在這個空間沒有被好好的對待，顯

然將它移開那個原來的位置是不得不

然的結果。我覺得這整件事情是一個遺

憾，從一開始設置就是粗率，到最後移

除也是粗率。（吳慧貞） 

◆（熊鵬翥、吳慧貞）認為被移除的作

品不見得不好，可能是沒選對地方） 

․未滿五年不得移除只是消極保護，而

很多單位會認為五年以後就可以考慮

移除，如果大家都這麼想就表示我們的

公共藝術花這麼大的工夫設置，僅有五

年保障期，五年之後它可能會面臨到不

同的問題，我覺得在法條上只是說明五

年之後可以考慮，並不表示就可以移

除，這是不同的。（熊鵬翥） 

◆（熊鵬翥認為未滿五年不得移除是消

極保護，並不代表滿五年就能移除） 

 

․我們很難就個案去表達支持或反

對，我相信蒲浩明老師的作品有它的價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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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不同，但是這個移置原則應該要確

立，設置是一個公共化過程，移除也應

該是個公共化過程，所以這個過程是不

是也要有小組、計畫書等等。（熊鵬翥）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除條件要嚴

格限定，程序也應該要比照設置程序，

成立執行小組） 

 

․最好就是委員們能提醒藝術家在創

作時要對於未來的使用方式多加思考

和研究，依據空間的性質去做設置計

畫。（姜憲明） 

◆（姜憲明認為設置之初由委員提醒藝

術家對於空間未來使用性質多家思

考，可以減少將來和商業功能有所牴觸

而導致移除的可能） 

 

․藝術家也會覺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小

孩一樣，如果已經不適合留在那了，相

信也會考慮是不是該做些什麼，這時候

如果要移除，藝術家應該也不會反對。

（李潔明） 

值在，可是當初為什麼購買這個作品以

及設置在那個空間的適切性的立足點

是甚麼？地區居民對它的接受度到了

沒有，這樣的作品放在那裡就不是一個

適當的處理，包括到最後把它漆成白色

的處理也不適當。（吳慧貞） 

․就程序上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一致

性是必要的，但是就個案的內容，它被

提出來討論的理由很不一樣（吳慧貞） 

․（移除機制）不管哪一個委員會的運

作都容易產生認定標準不太一樣問

題。（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移除涉及理由和認定標

準不容易客觀和一致的問題） 

 

․臺西國中那一面壁畫（《希望之

海》），應該檢討的是這當初是如何選

擇地點設置這個作品。若真是個危樓必

須拆除，那有沒有好好的溝通？如果好

好的溝通了還是沒有辦法保留，那就辦

個惜別晚會，若是決定要留下來也有技

術上的考量，如果都考量過了還是必須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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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潔明認為如果作品不適合留在原

處，如果要移除，藝術家可能也不會反

對） 

 

․現在這樣的法令，讓大家可以進、可

以退也好，並不是藝術家就絕對偉大。

（林正仁） 

․如果是個壞作品，人家也會說：「那

個為何不趕快移除？」這樣也可以給藝

術家一個壓力，以後不要隨便亂做。（姜

憲明） 

․有些作品的材質不耐久，像金屬烤

漆，很容易嚴重落漆、退色，或者是不

環保材質發生龜裂，管理單位和藝術家

又因為缺乏經費不能去修復，這種狀況

我會建議不如移除。（姜憲明） 

․我們的法令應該加註關於材質的耐

久和堅固，還有安全性，如果達不到，

五年過後該移除就移除。（姜憲明） 

五年之後還不能移除的話，就很麻煩，

因為很多作品五年後的狀況很不好，缺

乏保養，年久失修，失修到殘破不堪，

拆除……大家當初用了感情去完成

它，現在要拆了它，當然是傷感情的，

所以這些都需要細膩的溝通，溝通不足

常常是很大的問題。（吳慧貞） 

․蚵畫（《希望之海》）或許不像顏水

龍作品那麼的豐富，可是它是社區居民

感情的寄託，就應該要慎重以待。（吳

慧貞） 

․大家當初用了感情去完成它，現在要

拆了它，當然是傷感情的，所以這些都

需要細膩的溝通，溝通不足常常是很大

的問題。（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溝通不足造成作品移置

過程很大的問題） 

 

․公共藝術已經設置太多，有必要檢驗

哪些已經不合時宜，環境改變太多，那

可以做個整體檢驗普查，評估那些留哪

些修哪些移除。（吳慧貞） 

․大環境產生變化，使得這個作品在這

個環境跟原來的目的不再符合了，那個

時候就比較容易構成可能被認真考慮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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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移除。（姜憲明） 

◆（李潔明、林正仁、姜憲明認為藝術

品若不適宜就可以移除） 

 

․就程序上目前一定要求興辦機關或

管理單位要把移設或拆除等處置都要

擬一個計畫送到審議委員會去討論，再

由審議委員會來做決定，其實機制是有

一貫性的。（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移置機制是有一貫性

的） 

 

 

的一個原因。（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作品因為環境變化，跟

原來目的不符合，可能被認真考慮移

除） 

 

․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外在原

因，要提到審議委員會裡面去討論說要

移除，通常成立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依現行的法令，沒有太多作品會被提出

來要移除而會成功的案例。（吳慧貞） 

․很難有一個明白的答案說支持藝術

家，或是支持民眾要移除它。（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提

議移除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移

置

執

行 

․第一個是最好當初在設計美術館就

能把這個作品規劃進去，那就是雙贏，

蓋美術館讓我這件作品能留在原地和

美術館結合在一起是最好的。第二是遷

走，但是能提供一個很適當的地點，我

們再重新設置，第三個是移到一個藝術

家不喜歡的，或是不好的設置地點，第

四個就是直接拆掉了，會有各種不同的

․有人在討論是不是讓藝術家買回，就

現行的法令是不可行的，因為它是公部

門的財產，國有財產法裡面對於財產處

置有規定。（李潔明） 

◆（李潔明認為退場藝術品由藝術家買

回與我國法令規定不合） 

 

․前五年就是保障創作者，但是不好的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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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應該分出不同層次的方法。（林

正仁） 

◆（林正仁認為作品移置要分出不同層

次的做法） 

 

․（藝術作品）能夠換一個基地重置，

也算是圓滿。（林正仁） 

․作品換基地不是問題，就算藝術家不

在了，因為機關有環境規劃小組，這裡

面一定會有專家，他們一定比機關首長

或行政人員更加瞭解如何在空間裡放

置藝術品，請顧問的經費不高，可是他

們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給出最適合的

建議。（姜憲明） 

․如果大家討論結果是要移開，那要移

到哪裡去，這是可以討論的，有可能是

移到更好的地方。（熊鵬翥） 

◆（林正仁、姜憲明、熊鵬翥、認為只

要作品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基地重置，移

置不是問題，還有可能更好） 

 

․如果管理機關一時沒有合適的地

作品能夠移走也是可以的，因為做了也

不一定就是對的，有太多視覺垃圾了。

（林正仁） 

․作品有好的也有壞的，作品不行的

話，要怎麼處理也是很頭痛的問題，這

些視覺垃圾該怎麼辦？（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五年不得移除的法令也

保障了許多視覺垃圾） 

 

․不可修復並不表是不可存在，有時破

損本身也是一個歷史記憶或它存在的

狀態。（熊鵬翥） 

․有些作品已經喪失了它的功能或是

美化環境的目的，的確是必須要考慮處

理。可是移開不代表就要把它消滅。（熊

鵬翥） 

◆（熊鵬翥認為藝術品不可修復不代表

必須銷毀） 

 

․對於藝術家的名氣（移除作品的考

量），在公共藝術裡，我倒沒有覺得一

定執要著於這樣的事情。（吳慧貞）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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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可以先拆下來封存，事實上有些

機關有空間卻沒有藝術品，可以在有工

程進行的時候配合景觀裝置起來，如果

是好看的作品，應該都會被歡迎和接

受，這是一個方式。（姜憲明） 

․封存的作品都是政府的財產，在進行

新的公共建設的時候能夠再拿出來設

置，一方面可以節省經費，更何況作品

可能已經遠超出當初購入的價格。（姜

憲明）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拆除的作品覓

得新基地之前應該由政府暫時封存） 

 

․有些直接拆除，有些移走，像現在桃

園設立有蔣公銅像區，在原來的位置已

經失去意義，移到那邊變成一個環境特

色。所以有些人就說是否也可以建立一

個類似的園區來容納那些必須從各地

方移走的公共藝術作品，就像很多作品

真的不知道要移到哪裡去，這裡可以成

為收容所。（林正仁） 

․縣市政府何不把它收回來，成立一個

․沒有名氣的藝術家也可能有驚世之

作，而好的藝術家也有平庸之作，就像

畢卡索也不是每件作品都是好的。但因

為名氣，當然只要是他簽名就能賣錢。

（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不需執著於藝術家的名

氣） 

 

․我的問題是：這個作品有沒有辦法找

到新的場域讓它產生更好的效益？而

且有沒有從這個地方去思考？我覺得

其實不需要去思考一些社會人情的問

題。（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需顧 

慮社會人情問題） 

 

․如果好好的溝通了還是沒有辦法保

留，作品如何處置就可以再來討論，若

是決定要留下來也有技術上的考量，是

否有辦法克服？是否有足夠資源支持

這件事？把所有因素攤在桌子上和社

區來誠懇的溝通，不要用業主和擁有者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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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園來放置，取個合適的名字，也能成

為新亮點。（姜憲明）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可以建立專屬

園區以收藏退場藝術作品） 

 

․經過整理之後，要是真的沒辦法，有

這麼多公園，這麼多公共空間，像大安

森林公園，他們現在也沒有經費可以放

一個很好的藝術作品，還有那麼多的鄰

里公園，也是沒有錢去做設置。在國

外，政府每年出經費購藏藝術家的雕

塑，然後在不同公共空間巡迴展覽。（吳

慧貞） 

◆（吳慧貞認為作品退出原有基地之後

可以易地重置或舉辦巡迴展覽） 

 

․那個蚵畫是社區居民感情的寄託，就

應該要慎重以待（吳慧貞） 

․若它是年代很久，跟環境或人的連結

也不深，材質也因為時代關係找不到備

品，我覺得可以和藝術家好好溝通處置

方式。（吳慧貞） 

的權威來武斷處理。（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要用業

主和擁有者的權威來武斷處理） 

 

․要完全避免商業功能是非常困難

的，或者是說比較早完成的這些空間，

後面的開發讓商業功能加進來，這都是

沒有辦法避免的。（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空間的商業行為無

法避免） 

․公共空間的使用時間非常長，會改

變，也需要做一些因應（吳慧貞） 

․屬於外在環境條件改變，使原有作品

存在的適切性受到挑戰。有些案例是屬

於處理手法和態度上細膩或粗暴的問

題，這些商業需求應該要協調。（吳慧

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和商業之間的

衝突要靠好的協調解決） 

 

•公共藝術是公共空間美學的陶冶，先

不論對作品的主觀喜好，它的本質應該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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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公共藝術的價值是在感情聯結上，也

就是精神層面。物質的存在如果因為時

代和環境變遷產生很大的落差，經歷了

長久時代，感情與認同的累積較弱，那

應該好好來溝通。（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因為環境變遷產生很大

的落差，或是感情與認同的累積較弱而

面臨移除，應該要好好的溝通） 

是這樣，可是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商

業行為侵佔，而且被粗暴的對待，這就

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不應該因為商

業而被粗暴對待） 

 

移

置

檢

討 

․這也是一個重新檢討的機會，當然大

家都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被檢討或拆

掉，才會有這麼多爭議，究竟好與不好

的尺度怎麼訂，還是要討論。（林正仁） 

◆（林正仁認為移除機制式重新檢討的

機會，但還需要再討論） 

 

․一旦相互牴觸（與商業）的事情還是

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這時公共空間的管

理單位就要居間扮演好協調的角色，以

尊重藝術為前提，協助雙方達到共識，

讓藝術品能夠有一個最佳的展示空

間，也讓商業可以得到應有的發展。（姜

憲明） 

․文化部出版公共藝術年鑑就有完整

資料，明列興辦機關執行小組委員名

單，從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公共藝術

遭移動），就知道相關的法令不夠完

備。（黃健敏）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移置法令不夠

完備） 

 

․如果用不喜歡的理由來處理掉也很

不尊重藝術家。（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用不喜歡的理由移除很

不尊重藝術家） 

 

․修訂法令成為三年或兩年（就可以移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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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姜憲明認為商業空間和藝術設置產

生抵觸難以避免，應該好好協調) 

 

除），我們也不建議，現在我們選作品

會希望在一開始就考量清楚，不要等選

完之後再做調整。（姜憲明） 

․與其到後面來討論設置之後是不是

移除，不如來討論為什經過了層層的審

議跟選擇的機制，最後選出的作品，這

麼快就要討論移除（吳慧貞） 

․如果是作品有問題，為甚麼當初要選

出這樣的作品，又來討論五年之後要不

要拿掉它，那當初為何會選出這樣的東

西呢？這是不是更該被檢討？到底問

題出在哪裡？（吳慧貞） 

◆（姜憲明、吳慧貞認為應該在作品審

議當初就要想清楚，不要等做完之後再

調整） 

 

․主事者欠缺對環境、對人和社群的認

知的精確判斷能力，後續處理更顯示判

斷能力薄弱與處理方式的粗糙。（吳慧

貞） 

◆（吳慧貞認為主事者對環境、人和相

關事物缺乏經確判斷力）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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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小分類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現行的制度都齊備，只在官僚不作

為。公共藝術主管機關可以少做錦上添

花的事，主動做好主管機關的事，該管

的管，該協調的協調。（吳慧貞）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管理單位不夠

積極做為以及協調） 

 

 

二、深度訪談結果 

 

（一）「設置成效」專家意見重點歸納（表 4-2-10） 

 

           表 4-2-10 「設置成效」專家意見重點歸納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設

置

成

效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設置成效應包含

教育和推廣活動） 

◆（林正仁、姜憲明、熊鵬翥認為臺灣的

公共藝術提升了視覺環境和國家形象） 

◆（姜憲明認為在使用頻繁的空間設置藝

術作品能帶來較高的成效） 

◆（林正仁和姜憲明認為選取對的藝術品

才是達到良好設置成效的關鍵） 

◆（吳慧貞認為民眾的素質不可同日而

◆（黃健敏認為公共教育推廣活動方法和

執行要明文規定） 

◆（吳慧貞認為專業的評論才會協助產業

鏈健全） 

◆（李潔明及姜憲明認為否定的聲音往往

掩蓋肯定的聲音） 

◆（姜憲明認為公共藝術成效和地點好壞

成正相關） 

◆(林正仁認為只是為了商業或政治利益

表 4-2-9 公共藝術「移置機制」專家意見三級編碼（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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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語，評鑑能力不見得比專家差） 

◆（吳慧貞認為討論為誰而做，該做甚麼

東西，超越好不好看的問題）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要室內、室外都

好看，社會大眾才能感受到）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的程序正義很重

要） 

◆（黃健敏認為運用基金加強教育推廣可

以增加成效） 

◆（李潔明及認為我們的公共藝術下一個

階段應該要更注重品質） 

◆（吳慧貞認為作品要和社群情感連結起

來才會受重視） 

的藝術設置對社會沒甚麼幫助) 

◆（吳慧貞認為好的公共藝術不用辦活

動，辦活動或導覽是為想要更深入了解的

人而辦） 

◆(吳慧貞認為政令宣傳凌駕於於落實公

共藝術) 

◆（林正仁認為迎合大眾口味的東西越來

越多， 失去了藝術性） 

◆（姜憲明認為藝術家太堅持創作理念，

人的安全容易成為次要考量） 

◆（李潔明認為基地不適宜、經費太小，

硬要設置公共藝術也不適合） 

◆（李潔明認為公共藝術設置被質疑太過

泛濫） 

◆（黃健敏認為有些人反對公共藝術政

策） 

◆（黃健敏認為我們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忽略了民眾參與、教育推廣與管理維護） 

◆（黃健敏認為我國公共藝術法令忽略了

著作人格權） 

◆（林正仁認為公共藝術總執行不到百分

比公共藝術的標準） 

◆（姜憲明認為藝術家的經驗影響創作經

費的有效運用） 

表 4-2-10 「設置成效」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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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吳慧貞認為權責單位不處理，有處理

方針也沒辦法） 

◆（吳慧貞認為公部門一開始要想清楚才

不會造成資源浪費或藝術品被移除、改

作） 

 

 

 

 

 

 

 

 

 

 

 

 

 

 

 

 

 

（二）「管理維護」專家意見重點歸納（表 4-2-11） 

 

表 4-2-10 「設置成效」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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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管理維護」專家意見重點歸納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管

理

維

護 

◆黃健敏認為管理單位委外經營要將契

約法制化做好才不會讓作品遭到破壞） 

◆（吳慧貞認為涉及特殊技術要請原作者

或專家來維護）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作品的美觀、安

全、耐久對於長期的管理維護最為有利） 

◆（姜憲明認為選取有經驗的藝術家之作

品有助於藝術品的長期有效維護） 

◆（姜憲明認為可以延長保固期） 

◆（李潔明、黃健敏認為管理維護也由基

金負責有可行性並可能較為有效）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基金是解決維護

管理的方案） 

◆（熊鵬翥認為成效評量可以包涵程序的

公共化及其產生的經濟效益） 

◆（吳慧貞認為大部分的作品管理維護不

難，只看做與不做） 

◆（熊鵬翥認為有價值的公共藝術作品不

應該只用金錢衡量是否該修復)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執行分散，管理

也很難集中用一套制度）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電腦科技或機械

動力的作品維護困難） 

◆（李潔明認為要規範按百分比規範維修

經費很困難，因為很貴的藝術品金額對管

理機關會太高） 

◆（李潔明、黃健敏認為多數機關維護經

費的編列都很困難） 

◆（熊鵬翥認為在法制上延長藝術品保固

期很困難） 

◆（吳慧貞認為很多管理單位對於管理維

護想推諉卸責就要求移除）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沒有管

理程序規定） 

◆（黃健敏、姜憲明認為法令上的管理機

制不健全） 

◆(黃健敏認為多數作品的維護都很簡

單，但管理單位未確實執行) 

◆（李潔明、黃健敏、姜憲明、吳慧貞認

為由管理單位編列維護經費不易實行） 

◆(吳慧貞認為文化和公共藝術權責單位

不重視藝術家的作品被錯誤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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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評量」專家意見重點歸納（表 4-2-12） 

 

           表 4-2-12 「成效評量」專家意見重點歸納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成

效

評

量 

◆（姜憲明認為「設置成效」是由完成啟

用之後帶來的結果來定義）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評比，就是成效

評量方法之一。） 

◆（黃健敏認為成效評量應該包含教育推

廣） 

◆（李潔明認為法令機制已經具備，但執

行還需要貫徹落實） 

◆（姜憲明認為評量公共藝術品的本質就

是要美感、安全兼顧） 

 

◆（李潔明、姜憲明、熊鵬翥認為公共藝

術的設置成效不易評量） 

◆（李潔明認為我國公共藝術的專業評論

較缺乏發展） 

◆（姜憲明認為不美、不安全的作品，再

多創作理念都該存疑） 

◆（黃健敏認為興辦機關為省事而傾向將

公共藝術以委外代辦的方式執行對設置

計畫不利） 

◆（黃健敏、姜憲明認為因為未介入作品

後續維護，由評選委員做藝術設置的成效

評量不一定準確）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早年也些作品當

時很風光，現在看起來就很不合時宜） 

◆（姜憲明認為管理單位做問卷調查，很

容易流於應付） 

◆（姜憲明認為大家只是在所有參選者裡

面找出最好的，並不代表是最適合的） 

移

置

機

◆（李潔明認為相關機制的法令已經完

備，不需修改） 

◆（李潔明認為移除提議要有具體事證） 

◆（李潔明認為作品和機關的屬性不同，

不宜用法令對移置機制做出規範） 

◆（黃健敏認為我國執行移除機制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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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制 ◆（李潔明認為公共藝術的移除需做調查

及書面資料證明是否應該考慮執行） 

◆（李潔明認為由營運者調查，結果可能

會偏向營運者本身的意願） 

◆（李潔明認為營運和管理機關沒提出具

體資料和數據來支持移除議題時，中央文

化機關要加強宣導）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品完成後要依法

令規定，不要任意移除）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辦法的修訂要集

思廣益，甚至一般民眾的反應） 

◆（姜憲明認為只有妨礙公共安全才應該

被認真考慮移除） 

◆（姜憲明認為臺灣文化在提升，公共藝

術移除的問題會變少）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移置過程和

後續處置要充分尊重藝術家，並顧及公共

化的程序正義）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的移動要給

它一個新的好地點並做好移動後的規劃） 

◆（林正仁認為臺灣民眾對風水很在意，

藝術家應該配合協調） 

◆（李潔明認為應該要持續思考公共藝術

的退場機制） 

確的標準程序）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置流程沒有實

質程序的規定） 

◆（李潔明認為一談到要移除，正面評價

的聲音就不見了） 

◆（黃健敏、吳慧貞認為民意機關很容易

對公部門的決策造成影響） 

◆（黃健敏認為只要不涉及經費，作品就

很容易被隨便搬移） 

◆（黃健敏認為有的作品沒註銷卻去向不

明） 

◆（林正仁認為有些管理單位對公共藝術

作品不夠尊重，公部門並未積極介入） 

◆（姜憲明認為作品一直被人想移開，可

能是當初作品選得不合適） 

◆（姜憲明認為公共藝術作品被輕易移動

的原因之一是基層單位不熟悉法令） 

◆（熊鵬翥認為以我國實施公共藝術歷程

和經驗，不足以判斷一件作品是否該移

除） 

◆（吳慧貞認為沒有好好維護的作品不能

成為被移置的理由） 

◆（熊鵬翥、吳慧貞）認為被移除的作品

不見得不好，可能是沒選對地方） 

表 4-2-12「成效評量」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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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除條件要嚴格

限定，程序也應該要比照設置程序，成立

執行小組） 

◆（姜憲明認為設置之初由委員提醒藝術

家對於空間未來使用性質多家思考，可以

減少將來和商業功能有所牴觸而導致移

除的可能） 

◆（吳慧貞認為作品修復經費影響作品是

否移除和保存方式） 

◆（李潔明認為如果作品不適合留在原

處，如果要移除，藝術家可能也不會反對） 

◆（李潔明、林正仁、姜憲明認為藝術品

若不適宜就可以移除） 

◆（吳慧貞認為移置機制是有一貫性的） 

◆（吳慧貞認為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提議

移除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林正仁認為作品移置要有不同層次的

做法） 

◆（林正仁、姜憲明、熊鵬翥、認為只要

作品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基地重置，移置不

是問題，還有可能更好）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拆除的作品覓得

新基地之前應該由政府暫時封存）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可以建立專屬園

◆（熊鵬翥認為未滿五年不得移除是消極

保護，並不代表滿五年就能移除） 

◆（吳慧貞認為移除涉及理由和認定標準

不易客觀和一致的問題） 

◆（吳慧貞認為溝通不足造成作品移置過

程很大的問題） 

◆（李潔明認為退場藝術品由藝術家買回

與我國法令規定不合） 

◆（林正仁認為五年不得移除的法令也保

障了許多視覺垃圾） 

◆（吳慧貞認為作品因為環境變化，跟原

來目的不符合，可能被認真考慮移除） 

◆（熊鵬翥認為藝術品不可修復不代表必

須銷毀） 

◆（吳慧貞認為不需執著於藝術家的名

氣）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需顧 

慮社會人情問題）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要用業主

和擁有者的權威來武斷處理） 

◆（吳慧貞認為公共空間的商業行為無法

避免）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和商業之間的衝

突要靠好的協調解決） 

表 4-2-12 「成效評量」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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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區以收藏退場藝術作品） 

◆（吳慧貞認為作品退出原有基地之後可

以易地重置或舉辦巡迴展覽） 

◆（吳慧貞認為因為環境變遷產生很大的

落差，或是感情與認同的累積較弱而面臨

移除，應該要好好的溝通） 

◆（林正仁認為移除機制是重新檢討的機

會，但還需要再討論） 

◆(姜憲明認為商業空間和藝術設置產生

抵觸難以避免，應該好好協調)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移置法令不夠

完備） 

◆（吳慧貞認為用不喜歡的理由移除很不

尊重藝術家） 

◆（姜憲明、吳慧貞認為在作品審議當初

就要想清楚，不要等做完之後再調整） 

◆（吳慧貞認為主事者對環境、人和相關

事物缺乏精確判斷力）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主管的作為和協

調不夠積極） 

 

 

（四）「移置機制」專家意見重點歸納（表 4-2-13） 

 

            表 4-2-13「移置機制」專家意見重點歸納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移

置

機

制 

◆（李潔明認為相關機制的法令已經完

備，不需修改） 

◆（李潔明認為移除提議要有具體事證） 

◆（李潔明認為公共藝術的移除需做調查

及書面資料證明是否應該考慮執行） 

◆（李潔明認為由營運者調查，結果可能

會偏向營運者本身的意願） 

◆（李潔明認為營運和管理機關沒提出具

◆（李潔明認為作品和機關的屬性不同，

不宜用法令對移置機制做出規範） 

◆（黃健敏認為我國執行移除機制沒有明

確的標準程序）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置流程沒有實

質程序的規定） 

◆（李潔明認為一談到要移除，正面評價

的聲音就不見了） 

表 4-2-12 「成效評量」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三） 
 



156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體資料和數據來支持移除議題時，中央文

化機關要加強宣導）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品完成後要依法

令規定，不要任意移除）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辦法的修訂要集

思廣益，甚至一般民眾的反應） 

◆（姜憲明認為只有妨礙公共安全才應該

被認真考慮移除） 

◆（姜憲明認為臺灣文化在提升，公共藝

術移除的問題會變少）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移置過程和

後續處置要充分尊重藝術家，並顧及公共

化的程序正義）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作品的移動要給

它一個新的好地點並做好移動後的規劃） 

◆（林正仁認為臺灣民眾對風水很在意，

藝術家應該配合協調） 

◆（李潔明認為應該要持續思考公共藝術

的退場機制） 

◆（黃健敏、熊鵬翥認為移除條件要嚴格

限定，程序也應該要比照設置程序，成立

執行小組） 

◆（姜憲明認為設置之初由委員提醒藝術

家對於空間未來使用性質多家思考，可以

◆（黃健敏、吳慧貞認為民意機關很容易

對公部門的決策造成影響） 

◆（黃健敏認為只要不涉及經費，作品就

很容易被隨便搬移） 

◆（黃健敏認為有的作品沒註銷卻去向不

明） 

◆（林正仁認為有些管理單位對公共藝術

作品不夠尊重，公部門並未積極介入） 

◆（姜憲明認為作品一直被人想移開，可

能是當初作品選得不合適） 

◆（姜憲明認為公共藝術作品被輕易移動

的原因之一是基層單位不熟悉法令） 

◆（熊鵬翥認為以我國實施公共藝術歷程

和經驗，不足以判斷一件作品是否該移

除） 

◆（吳慧貞認為沒有好好維護的作品不能

成為被移置的理由） 

◆（熊鵬翥、吳慧貞）認為被移除的作品

不見得不好，可能是沒選對地方） 

◆（熊鵬翥認為未滿五年不得移除是消極

保護，並不代表滿五年就能移除） 

◆（吳慧貞認為移除涉及理由和認定標準

不易客觀和一致的問題） 

◆（吳慧貞認為溝通不足造成作品移置過

表 4-2-13 「移置機制」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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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減少將來和商業功能有所牴觸而導致移

除的可能） 

◆（吳慧貞認為作品修復經費影響作品是

否移除和保存方式） 

◆（李潔明認為如果作品不適合留在原

處，如果要移除，藝術家可能也不會反對） 

◆（李潔明、林正仁、姜憲明認為藝術品

若不適宜就可以移除） 

◆（吳慧貞認為移置機制是有一貫性的） 

◆（吳慧貞認為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提議

移除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林正仁認為作品移置要有不同層次的

做法） 

◆（林正仁、姜憲明、熊鵬翥、認為只要

作品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基地重置，移置不

是問題，還有可能更好） 

◆（姜憲明、熊鵬翥認為拆除的作品覓得

新基地之前應該由政府暫時封存） 

◆（林正仁、姜憲明認為可以建立專屬園

區以收藏退場藝術作品） 

◆（吳慧貞認為作品退出原有基地之後可

以易地重置或舉辦巡迴展覽） 

◆（吳慧貞認為因為環境變遷產生很大的

落差，或是感情與認同的累積較弱而面臨

程很大的問題） 

◆（李潔明認為退場藝術品由藝術家買回

與我國法令規定不合） 

◆（林正仁認為五年不得移除的法令也保

障了許多視覺垃圾） 

◆（吳慧貞認為作品因為環境變化，跟原

來目的不符合，可能被認真考慮移除） 

◆（熊鵬翥認為藝術品不可修復不代表必

須銷毀） 

◆（吳慧貞認為不需執著於藝術家的名

氣）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需顧 

慮社會人情問題）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移置不要用業主

和擁有者的權威來武斷處理） 

◆（吳慧貞認為公共空間的商業行為無法

避免）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和商業之間的衝

突要靠好的協調解決） 

◆（黃健敏）認為公共藝術移置法令不夠

完備） 

◆（吳慧貞認為用不喜歡的理由移除很不

尊重藝術家） 

◆（姜憲明、吳慧貞認為在作品審議當初

表 4-2-13 「移置機制」專家意見重點歸（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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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見 非主流意見 

移除，應該要好好的溝通） 

◆（林正仁認為移除機制是重新檢討的機

會，但還需要再討論） 

◆(姜憲明認為商業空間和藝術設置產生

抵觸難以避免，應該好好協調) 

就要想清楚，不要等做完之後再調整） 

◆（吳慧貞認為主事者對環境、人和相關

事物缺乏精確判斷力） 

◆（吳慧貞認為公共藝術主管的作為和調

不夠積極） 

 

三、訪談結果敘述分析 

   

（一）總結政策執行者、專家和藝術家的意見： 

     

1. 中央文化機關立場給予藝術家和藝術品絕對的尊重，但認為公共藝術

的成效評量難以具體評估，至於移置或拆除機制，並無落實於法治條

文規範之必要，以具有法定效力但無強制性的解釋函之行政手段做為

各管理機關的執行依據較具彈性。 

 

2. 而介入公共藝術十分資深的專家最為關心的是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

和移置的標準程序，基本上認為相較於公共藝術的設置程序，移除程

序相對過於簡易，欠缺明確而具體的施行辦法和細則，結果造成許多

花費有形和無形龐大資源的公共藝術設置消失於模糊的法令之間，因

此認為移置的程序正義以及作品移除後的處置方式仍有許多努力的

空間。 

 

3. 公共藝術創作藝術家的觀點其實並不堅持作品必須留置於原基地，對

於環境改變或整建以及其他不同因素導致作品面臨異動情況時，保有

表 4-2-13 「移置機制」專家意見重點歸納（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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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彈性與配合度，相較於決策機關擔心創作者因此受挫折，勿寧

說藝術家其實能夠接受環境改變或整建之事實，更關心的是曾耗費心

血完成的作品有個好的安置之處。 

   

（二）歸納各方意見分析： 

 

從意見歸納中也看出；當作品面臨拆遷，基於對藝術家、對藝術品或 

是居民情感的尊重，溝通與處理手法的細膩與否極為重要，而公共藝 

術只要作品夠好，另覓基地安置是可行的辦法，以國內目前的情況， 

要找出合適的基地安置面臨拆遷的作品並非難事。只要兼顧程序正義 

與良好溝通，訂出明確移置辦法，同時因案制宜保有適度彈性，對於 

公共藝術的長期管理維護是最有效的辦法。 

 

接受深度訪談者匯集公共藝術相關領域，包含中央文化機關主管、建

築專業、藝術家及私人機構專業人士（表 4-2-14），從意見彙整和分析

中發現，文化藝術管理機構、藝術行政專家或對於公共藝術評核機制

各議題的觀察和意見側重於法令程序正義、選擇他們認為好的、適合

的作品，以及藝術家權益及經費分配問題，對於做為原本公共藝術所

要嘉惠對象的民眾，其「感受」和「需求」關注較少，相較之下，藝

術創作者對於民眾觀感的關心程度反而較高。基於以上觀察，筆者認

為主導公共藝術政策並有職權執行評核機制的單位或人士，值得回頭

審視民眾在公共藝術執行過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從公共藝術的「公

共性」本質，重新思考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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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4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姓名 學歷 專業 職稱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 日期 

李潔明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碩士 

藝術行政 文化部藝術發展

司視覺藝術科長 

執行公共藝術法令、審 

議與教育推廣業務 

2015/

3/31 

黃健敏 美國 UCLA 

建築碩士 

藝術行政

藝術評論 

建築雜誌總編輯 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建築設計類 

2015/

3/10 

林正仁 義大利國立卡

拉拉美術學院

雕塑碩 

藝術家 

藝術創作

藝術教育 

南華大學美學與 

視覺藝術學系專

任助理教授 

二〇〇九花蓮國際石

雕藝術季戶外創作營

徵件初選評審 

2015/

3/18 

姜憲明 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造型藝術

研究所碩士 

藝術創作

應用藝術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講師 

公共藝術徵選小組 

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行政院原子能研究所

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2015/

4/25 

吳慧貞 美國哈佛大學

教育學院碩士 

藝術行政 

藝術評論 

藝術教育 

禾磊藝術總監 

 

臺北市政府公共藝術

審議委員 

2015/

3/15 

熊朋翥 紐約大學 

人類學/博物

館學研究所 

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藝術行政

藝術教育 

帝門藝術教育 

基金會執行長 

公共藝術徵選小組 

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審議委員 

201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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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分析 

 

壹、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同度 

 

    公共藝術奬的評選，在實質意義上也是屬於評量公共藝術是否達到設置

成效的方式之一，本研究用美感和安全的評價高低以判斷民眾對於作品得獎

或移除的認同度，從調查結果觀察到無論是藝術專業或一般民眾，受測者並

不完全認同評委對於公共藝術獎的評審標準，因此以公共藝術獎的評選作品

做為整體成效評量的評選條件，以及作品面臨基地異動的審議應仍存在許多

值得更深入檢視和調整的空間。 

 

    從經過 SPSS 統計的因素萃取，平均數值和散佈圖觀察，受測民眾對於問

卷中作品美感及安全評價和作品的得獎和移除並不呈現正相關。而對於遭移

除的作品如《和樂》除了受測者的美感、安全評價偏高之外，專家也認為該

作品如果放置在美術館就不會有當初位於嘉義東門圓環的居民抗議問題，因

此一件面臨拆遷的作品，顯然為該作品找尋另一處合適的基地更勝於於堅持

留在原地，誠如藝術家姜憲明在訪談中曾提到：「一個好作品真的必須移置的

時候就應該要請原作者來處理，並且給他預算和合適的地點，同時也讓一個

新的地方得到一個好的藝術品」109。一個新的基地可能讓作品獲得新生，這

對於牽涉其中的毎一方都具有正面意義，因此藉由法令制定客觀公正的拆遷

準則有可能降低拆遷過程之爭議。 

 

 

                                                      
109

 見附錄七 姜憲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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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藝術評核標準之建立 

     

本研究從文獻資料整理當中也得出宗教民俗、環境融合、時空變遷都是

公共藝術評核必須考量的因素。而公共藝術得獎及移置認同度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民眾對公共藝術設置的需求不外乎美感傳達和安全友善；在統計與分析

當中也顯示現階段之社會一般民眾與藝術專業受測者對公共藝術的鑑賞能力

和角度十分接近，此結果可以提供核心的公共藝術政策執行者，包含公部門、

審議、執行小組、評選委員以及藝術家瞭解民眾如何看待現有的公共藝術，

重新審視公共藝術帶來了何種視覺環境，積極建立啟用後之客觀評核標準，

加強並充分落實民眾參與制度，讓公共藝術設置能發揮最大之成效。 

 

叁、公共藝術移置機制 

 

   就國內、外實際案例分析，公共藝術真正有安全疑慮或環境整建而面臨移

置或拆除並不多，最主要仍為民眾觀感不佳以及缺乏維護的問題。公共藝術

設置表現形式日趨多元複雜，必要的維護技術牽涉較廣，相對易造成維修困

難和經費不足的情況，藝術可以任何形式存在於任何地點，但是顧及設置花

費及其效益持續性，決策單位宜制定公共藝術作品後續維護準則及更清楚之

移置程序，使得移置機制在程序正義之下有效落實。由專家訪談資料三級編

碼篩選可應用之意見，決議移除的藝術作品在執行之後該如何處置，不同的

案例有不同的處置辦法，或易地重置，或選定地點由特定權責保管，鑑價後

由藝術家買回，甚至進行拍賣以回填國庫或藝術基金都是可以研討的方向。

其次為公共藝術設置往往在使用後才有特定問題浮現，整合國內外案例經驗

和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觀點和意見，在經費分配上可考量整合公共藝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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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此可望解決因環境整建而需易地重置或管理維護經費問題。 

   

    參考美國密西根州的安娜堡市，於二〇一四年二月，市議會認為公共藝

術的設置應該擺脫舊思維，進入到另一全新階段，因此正在研議將未多年未

使用完畢之公共藝術基金返還市庫做為都市基礎公共建設之用110，而我國許

多城市亦設有公共藝術基金，然經常以專戶方式移作活動經費，需要維護修

復之公共藝術作品卻面臨經費來源困窘，若能將未使用之專款可於特定年限

後納入地方公共藝術基金保存並設定做為維護專款備用，依此建立公共藝術

維護經費制度，即使備而不用，將來也可返還市府作為城市處建設之用。因

為牽涉到公共工程結案之後預算核銷問題，是以公共藝術經費使用的重新分

配，必須經過法令修改程序才能實行。 

 

    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Portland, Oregon） 修正後於二〇〇六年生效

的法規對於公共藝術基金的分配，則是 63%作為為藝術品的建置，包含收購、

製作和安裝；27%為行政費用，包含設置計畫的規劃、作品遴選、公共教育等；

百分之十為維修養護或移置費用，由當地文化藝術委員會（Regional Arts & 

Culture Council）權責分配藝術基金之使用，但實際操作保有彈性，因為分成

三部份的百分比運用雖明訂使用方式，但亦註明不限於所列出之項目111。其

他如紐約、西雅圖及加拿大的溫哥華也有類似模式的基金運用比例分配，相

較於我國法令，上述北美城市對於公共藝術百分比的應用，透過基金運作辦

法規範得更為詳細。我國一向嚴守百分之一公共藝術費用的法規，許多公共

工程建築經費高達數億，若參考波特蘭市的經費使用分配，從百分之一的經

                                                      
110

 Ryan Stanton ,The Ann Arbor News , MLive Media Group 

http://www.mlive.com/news/ann-arbor/index.ssf/2014/02/ann_arbor_council_members_say_1.

html  2015/7/24 
111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City of Portland, Oregon  

http://www.portlandonline.com/Auditor/index.cfm?c=28803#cid_22342 

 

http://www.portlandoregon.gov/
http://www.mlive.com/news/ann-arbor/index.ssf/2014/02/ann_arbor_council_members_say_1.html
http://www.mlive.com/news/ann-arbor/index.ssf/2014/02/ann_arbor_council_members_say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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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當中撥出更高比例投入設置後續維護和行政費用，對於公共藝術的新陳代

謝機制也可以有更長遠的規劃，然法令制定必須配合，否則會面臨目前規定

設置完成後預算必須繳回的問題。 

 

 

         第四節 小結 

   

  公共藝術難免在設置完成啟用之後才浮現民俗、宗教、政治相關爭議，

例如勞務工法欠缺周詳設計而產生維修困難，或是基地環境和作品的適切性

衍生出管理和安全問題。如果執著於現代主義當中將藝術和周遭同時代的其

他文化、社會、政治等對應關係全然排除，只講求藝術的「純粹性」（Purity）

和創作的原則性，藝術家對於作品堅持詮釋的權威性，與觀者之間不存在對

話和溝通的空間，則此公共藝術完成後，必然和公共精神背道而馳。蒲浩明

的作品《和樂》無法為當地居民所接受，即是所謂「觀感不佳」，不論是欣賞

者的觀念問題，或是作品本身有難以被觀賞著理解的問題，而執行單位和藝

術家僅從專家學者的視角去看待公共藝術設置，也易導致公眾參與制度無法

落實，最終衍生公共空間營造的爭議和後續處理的困擾。 

 

  雖然國內、外皆有藝術家對於作品面臨異動時持堅決反對的立場和意見，

但相對也有許多藝術家保有相當彈性的空間，如國內《牆》的作者林正仁認

為「藝術家並絕對偉大」112，以及美國「門戶」－《薄片》的創作者歐文也

曾經說過：「時代在改變」，他們能夠理解並接受公眾的觀感以及環境必須整

建等因素，因此在作品面臨異動時，協調過程相對較為順暢。 

 

                                                      
112

 見附錄六 林正仁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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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公共藝術法規的立意和根本精神在於成就人們良好的生活環境和美感經

驗，除了美感、安全和公共性的三要素必須並駕齊驅，政策、執行者、藝術

家和社會群眾之間也必須取得最大公約數，才能夠保有平衡的公共藝術生態，

達到其實施目標。 

 

    無論是私人贊助或政府資金所執行的公共藝術都不能排除在「公共領域」

當中所應俱備的「公共性」，尊重群眾的「文化公民權」，公共藝術啟用後的

評量和考核機制是一種對「公共領域」意涵的重新檢視，對於公民權的深入

再思考，建議讓不合宜的公共藝術適時退出也是一種還公共空間於公眾的實

踐過程。然而這許多公共藝術設置位處不同場域，各自具有不同形式和狀態，

根據民國九十四年公共藝術實務講習參考手冊所提出的辦法：公共藝術審議

委員會應於每五年至十年，對轄內所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藝術品重新評估，

並視其對整個都市環境與文化資產之意義，決定該藝術品是否需移置、拆除

或保存在原址。雖然已經為公共藝術的評核和移置定出方向及藍圖，但關於

所謂「都市環境與文化資產」以及「決定該藝術品是否需移置、拆除或保存

在原址」仍需更清楚的定義及條列，統整出認定標準和執行程序，如此才能

讓藝術品適時退出其所在空間得到有意義而具體的實現。 

 

壹、公共藝術管理和成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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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維護 

 

（一）造形要素定位 

 

各種材質的作品會有一定的壽命，在設置時必須謹慎為基地和造形要

素定位，對於計畫長久留存的作品，就應該考量媒材的耐久性，以避

免設置後產生難以維護和失修問題，對於這類作品的選擇，要回歸到

耐久、安全的基本條件。在人群來往密集又頻繁的空間，設置固定式

作品也必須一開始就考慮動線問題，讓空間使用者的活動或視線可以

流暢穿越，相對不易產生公安疑慮，也較不易因為各種方便上的理由

而被任意移動，簡言之，作品的美觀、安全、耐久對於長期的管理維

護最為有利。 

 

（二）管理制度 

 

公共藝術執行分散，管理也很難集中用一套制度，但基本上可以在設

置辦法中建立規範，涉及特殊技術會一定要請原作者或專家來維護以

顧及技術問題，避免因為整修而對作品造成二度傷害；並應增加著作

人格權的條文，讓興辦機關意識到藝術品不應該被任意拆散或移置；

同時要將管理單位委外經營契約法制化做好，相關各方依約行事，這

樣不只能落實管理維護制度，也有助於保障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 

 

（一）管理經費 

 

我國的公共建築物建造經費計畫有執行的期限，計畫執行完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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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完的經費就必須繳回撥款的財政機構，無法留待在案件總結之

後使用，因此容易造成設置單位傾向將經費一次消化完畢，但如果興

辦機關不願意設置，公共藝術經費即使超過三十萬，也可以繳進基金

結案。有鑒於大部份興辦機關，若可以透過法令規範每一筆公共藝術

的行政經費當中必須預留特定比例入基金作為未來維護經費，建立由

文化主管機關負責從基金或專戶裡撥款執行公共藝術維護管理的機制，

統一由基金負責不但具有可行性，並可能較為有效。 

   

（二）權責歸屬 

 

目前我國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的維護管理責任歸於所屬管理單位，基

於單位自身原有職務可能繁複鎖碎，難以增加公共藝術之人力和財務

編製，除了將藝術基金使用規劃納入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經費來原，同

時可仿效美國加州帕羅奧圖市的制度，由地方政府公共藝術委員會設

定專職人員，負責監督或執行公共藝術清潔維護和管理並做紀錄和追

蹤。 

 

二、成效評量 

   

（一）設置成效 

 

公共藝術法規的立意和根本精神在於成就人們良好的生活環境和美感

經驗，然而執行結果是否達到文化政策的目標，從民眾對於公共藝術

作品的觀感和態度可以看出端倪。由調查結果發現藝術專業和一般民

眾對得到最佳創意獎作品《霧彫》的觀感評價和公共藝術獎評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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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也存在著巨大落差，可以解釋為作品設置並未達到預期成效。 

   

作品要達到良好設置成效所牽涉的是評選委員如何選取藝術家，還有

藝術家對公共藝術的觀念與態度，以臺中大都會歌劇院公共藝術審查

為例，學者曾指出： 

 

由於室內燈光設計是偏黃的，所以希望作品色調由冷色調改

成暖色調，以免發色不佳，變成 黑黑的，但作者卻說要改就

改燈光! 可惜這裡並非美術館，可以畫家至上，同時這個公

共場所有統一的燈光設計，只有一個區域的燈光改變成冷色

調，那就不是量身定做，而是讓建築設計去牽就公共藝術113。 

 

若是公共場域被當做美術館使用，而建築設計必須遷就公共藝術的情

況下，必然影響整體設置成效評量結果。 

 

再有我國民眾對於公共藝術反彈情緒多與民俗、信仰有關，以「公共

藝術得獎和移除認同度」調查問卷調查中的作品《和樂》為例，當年

無法為當地居民所接受，即是所謂「觀感不佳」，既已觀感不佳，所謂

成效即不存在。然而經過公共藝術得獎和移置認同度調查，結果卻在

社會上的藝術專業和一般族群中得到「美感」最高評價，不論是欣賞

者的觀念問題，或是作品本身有難以被觀賞者理解的問題。問題癥結

在於設置之初，僅從專家的視角去看待公共藝術，忽略在地的民情風

俗和基地特性，顯示公眾參與制度不切實際，也未落實，一旦引起抗

                                                      
113

 也管他人瓦上霜 

http://doctorarts.blogspot.tw/2015/03/blog-post_9.htm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

=email&utm_campaign=Feed:+blogspot/yaOdU+(%E4%B9%9F%E7%AE%A1%E4%BB%96

%E4%BA%BA%E7%93%A6%E4%B8%8A%E9%9C%9C) 2015/6/9 

 

http://doctorarts.blogspot.tw/2015/03/blog-post_9.htm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Feed:+blogspot/yaOdU+(%E4%B9%9F%E7%AE%A1%E4%BB%96%E4%BA%BA%E7%93%A6%E4%B8%8A%E9%9C%9C)
http://doctorarts.blogspot.tw/2015/03/blog-post_9.htm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Feed:+blogspot/yaOdU+(%E4%B9%9F%E7%AE%A1%E4%BB%96%E4%BA%BA%E7%93%A6%E4%B8%8A%E9%9C%9C)
http://doctorarts.blogspot.tw/2015/03/blog-post_9.htm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Feed:+blogspot/yaOdU+(%E4%B9%9F%E7%AE%A1%E4%BB%96%E4%BA%BA%E7%93%A6%E4%B8%8A%E9%9C%9C)


169 

議，卻又缺乏後續處置之準則，而對設置完成的作品採取任何異動措

施卻往往與法、理不合，粗糙的善後更導致民眾不感激、藝術家和作

品受傷害，以及設置機關遭詬病的三輸局面。 

 

（二）評量機制 

 

要建構一個對公共藝術設置成效的評估架構並不容易，以國際經

驗來說，可謂舉世皆難，建議參考二〇〇四年美國的開放空間研究中

心（OPENspace, the research center）受 ixia 委託進行公共藝術成效評估

研究，發展出的公共藝術評估工具114，從設置計畫前期到中間過程，

和完成啟用之後的民眾回饋做出全程分析，評估內容包括藝術價值、

社會價值、環境效益、經濟效益115等。公共藝術因為設置過程和時、

空都在持續變動，要做成效評估難度雖高，但仍然可以透過觀察、紀

錄和追蹤去統計其所在空間使用者對作品的反應，雖然對於所謂「觀

感不佳」，涉及場域和觀眾群欣賞角度差異，但從公共藝術的本質出發，

公眾的反應及回饋更值得受到重視。 

 

    就我國公共藝術現行政策和辦法，可整合藝、學、政界的關點和

意見，參考 ixia 所發展的評量方式設計適合我國的評核機制，對於公

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啟用後，責成管理單位依清潔、安全、民眾回饋做

定期檢視和紀錄並建立資料庫；訂定「執行要點」將作業程序法制化，

此舉一來可確保作品受到妥善照料，同時對每一件作品做設置成效之

長期追蹤，一旦需要異動時也有具體資料做為依據和參考。 

                                                      
114

 Katherine Gressel, Createquity 

http://createquity.com/2012/01/public-art-and-the-challenge-of-evaluation/  2015/6/9 
115

 Animating Democracy 

http://impact.animatingdemocracy.org/resource/public-art-guide-evaluation  2015/6/9 

 

http://createquity.com/2012/01/public-art-and-the-challenge-of-evaluation/
http://impact.animatingdemocracy.org/resource/public-art-guid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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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藝術移置機制 

   

  我國公共藝術的移置機制亟需要的是「移置標準」，亦即「公共藝術異動

執行要點」的制定和「移置程序」之法制化： 

 

一、「公共藝術異動執行要點」制定 

 

  所有公共建設都是投入大眾資源的成果，也都有機會經歷異動和更新，

公共藝術亦不例外，為使異動程序合乎體制與程序，建議以注重都市環境與

文化價值為前提，擬定「公共藝術異動執行要點」，內容包含作品在被「移

置」、「改作」、「重製」或「後續處置」甚至「註銷」之前必須符符合的條件，

並加以法治化，惟對於註銷作品的審核標準要更加謹慎訂定，一則以尊重藝

術，二則讓前期之設置和執行過程畫下完整句點。 

 

  雖然美國的《連鎖反應》屬於私人捐贈，不論該作品是否真正受到社區

民眾喜愛，但是新聞媒體對於一件公共藝術品長達數年的持續追蹤報導和觀

注，其實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對公共藝術民眾參與的基本素養，我國對公共藝

術的移置規範，在設置辦法中只簡要提到「無法修復」、「費用太高」或「其

他特殊情形」，管理機關在提出移除申請時，亦缺乏具體判定標準可依循。地

方政府將《艋舺紀念碑》移置中央研究院，以及將《和樂》遷移到垂楊國小

的過程正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判定標準和程序之下所產生的後果。 

 

  參考美國舊金山以及帕羅奧圖市的藝術品收購規定（acquisitions policy）

116其中包含公共藝術作品的購置和註銷規定，同為加州之城市，在國家政策

                                                      
116

 ACQUISITIONS POLICY - City of Palo 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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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之下，對於權屬市民財產的公共藝術相關規定是一致的，作品除了基於

公共安全問題而緊急移除之外，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即可考慮依照法定移除程

序予以從公共空間中移除： 

 

－藝術品不符合藝術委員會須達成的目標，或是市民藝術收藏準則。 

－作品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 

－作品本身的安全牢固有疑慮，或藝術委員會無法給予適當維護或安置。 

－作品需要過高或不合理的維護，或有設計、工法等缺陷。 

－作品的狀況所需維修成本超過其美學價值的，或已損壞至無法修復狀態。 

－沒有合適基地可裝置，或者基地功能顯著變遷以至影響作品的完整呈現。 

－作品與代管機構的運籌有所牴觸。 

－五年或超過五年以上持續有顯著的公眾負面反應。 

－作品被判定為沒有，或僅具有很低的審美、歷史或文化價值。 

－藝術委員會希望由同一位藝術家提供更合適的替代作品。 

－作品能出售獲利以購得，或交換到更重要的藝術作品。 

－作品和該藝術家大量同類型創作重覆。 

－作品為贗品。 

 

  以上標準雖未必全部適用於我國，但可以作為參考，審慎評估我國公共

藝術環境和生態，訂出「公共藝術異動執行要點」並立法實施，讓各相關單

位在處理作品移置時擁有足夠的彈性空間且兼顧適法性，以防範及杜絕公共

藝術品遭任意移動，或是對於應處理的公共藝術品束手無策而拖延不顧的現

象。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5907  2015/7/13 

 

http://www.cityofpaloalto.org/civicax/filebank/documents/3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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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置程序」法制化 

   

  除了制定「公共藝術異動執行要點」作為移置審議標準並立法實施之外，

根據文化部公共藝術設置作品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我國的移置機制已經具

備基本架構，但仍缺乏移置程序的法制化，仍建議參美國考舊金山市的公共

藝術作品的移除程序要點，移置執行必須完成以下程序以確認移置程序之正

確及正當性： 

 

－由市屬法務顧問確認作品移置可能觸及法規問題的並提出建議。 

－做出移置執行和對藝術家的影響，以及藝術作品的評價分析。 

－收集社區民眾和營運相關單位的意見。 

－作品的鑑價專業評估。  

－對於損壞，威脅到公眾安全，有持續爭議，或被質疑缺乏藝術性等，須由 

文化部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尋求獨立公正並具有足夠資格的專業人士，如

文物修復專家、工程師、建築師，評論家、安全專家等進行評估並提出報

告，以確保認定的客觀性，以及作品移置的合法及正當性117。 

 

  定期對完成啟用之公共藝術設置做出評量和考核，根據「公共藝術異動

執行要點」適時進行作品汰換，必要時還公共空間於公眾以因應環境整建的

時代需求，且有必要於三至五年重新檢視「公共藝術異動執行要點」加以適

度修訂和更新，以確保能夠激勵藝術家和參與者的創作動能，並維護公共空

間品質及保障未來公共藝術發展的基本價值。 

 

                                                      
117

 美國舊金山公共藝術網站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  

2015/7/23 

 

http://www.sfartscommission.org/pubartcollection/documents/pa01-policies-and-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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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公共藝術再生機制 

   

一 成立「公共藝術移置專屬園區」 

 

  研究發現非關作品優、劣，公共藝術設置不可避免有時在設置完成之後

才顯現與所在基地並不融合的狀況，或因為民眾觀感不佳而面臨移置，或因

其他因素致使拆遷勢在必行，一時沒有合適基地可重置，甚至無處可封存，

最後讓作品狀況難以追蹤，這對於藝術家以及藝術作品不但缺乏尊重，而且

浪費國家資源，可謂十分可惜。 

 

  既然公共藝術作品可經由向藝術銀行租賃方式執行，又經本研究所訪談

之兩位公共藝術創作藝術家皆建議建立移除之公共藝術專屬園區118加以收藏

和展示，吳慧貞亦指出：「在國外，政府每年出經費購藏藝術家的雕塑，然後

在不同公共空間巡迴展覽。」119。結合藝術家與專家對於必須異動之藝術作

品的後續處置意見，筆者認為公部門若能重新規劃公共藝術基金之使用方式，

調整減縮行政首長將基金用於地區活動之裁量權，以基金做為「公共藝術移

置專屬園區」之設置和營運經費，儲存退場公共藝術作品之專屬園區不僅可

展示我國公共藝術發展進程，同時做為公共藝術推廣教育之場域，而園區所

收藏得之體積適合搬運作品則可設計定期或不定期展出，為退出原基地之公

共藝術品創造新生命，並使其發揮新功能。 

 

二、增加公共藝術作品選件辦法 

   

                                                      
118

 見附錄六 林正仁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附錄七 姜憲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119

 見附錄八 吳慧貞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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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共建設持續進行當中，不乏需要公共藝術設置之場域，現行制度

公共藝術採用「公開評選」、「邀請比件」及「委託創作」三種方式產生，

雖然目前臺灣公共藝術生態傾向於創造新的藝術作品，但仍建議可以依照公

共藝術計畫所需要組成評選委員會，必要時評估從面臨基地功能重整而需移

置或封存的作品當中選件的可能，讓更多美好的藝術品有機會得到更好的基

地繼續發熱發光。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探討之移置機制屬於公共藝術執行上的終端問題，而移置機制

和設置計畫的審查機制在基本上則互為因果，未來研究方向可規劃從委外代

辦制度、評選委員之組成以及個案長期追蹤著手，並深入探討公共藝術設置

五年後之移置法令規範。法令規定公共藝術設置未滿五年不得移除，許多管

理機關依此認定設置滿五年後即可移除，各界對此法令解讀不一。攸關全民

權益之公共藝術作品去留，現行法令仍有許多值得探討和改善的空間，建構

系列研究可有助於健全我國公共藝術制度之發展。 

 

壹、委外代辦制度研究 

   

  自從文化部辦理實務講習中指出公共藝術設置可由興辦機關委外代辦之

後，多數基層單位傾向以委外代辦的方式執行設置計畫以求省事，由於未介

入實際操作，也因此失去學習和經驗傳承的機會，於是辦理公共藝術成為基

層單位永遠的新業務。對於這樣的制度是否值得延續，或應該加以調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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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研究探討的議題。 

 

貳、評選委員組成之探討 

   

  回歸到問題的根本，經過嚴密的審議、執行、評選，在我們的環境中仍

出現許多為人議論的公共藝術品，評選委員扮演著關鍵角色，進入文化部評

選委員名單的標準以及資格的認定標準值得再度審視；從原本規定必須具備

數種不同領域之專業，到後來可以由文化部名單中不分專業遴聘；究竟是舊

辦法中的各種專業平均分配，或新辦法中規定的，只要列於文化部名單中即

可以不分專業遴聘，兩種方式所產生的評選委員，必然造成執行結果的差異，

而評選委員是否選對了作品，正是我們所探討的整體設置成效之根本問題所

在，因此值得觀察並列入下一階段的研究計畫。 

 

叁、個案長期追蹤 

 

  研究過程中發現我國對於公共藝術的非正式以及主觀的評論很多，惟缺

乏對公共藝術進行設置和啟用後五年或十年之長期個案追蹤研究，希望未來

能夠由此出發，選定全新落成的作品，針對管理維護、使用成效和可能發生

的異動進行長期的觀察、紀錄，建立量化和質化的資料庫，期待延續本研究

之核心議題，發展出對於公共藝術之移置評核機制更具實務運作參考價值之

學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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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公共藝術政策和法令重點摘錄 

 

壹、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一、母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一）《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規訂應設置公共藝術之對象與金額（一九 

     九二年七月一日發布實施，九十一年修訂）如下： 

 

1. 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

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 

2.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環境。但其價值，不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3.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如於其建築物設置公

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高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者，

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4. 前三項規定所稱公共藝術，係指平面或立體之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

媒材製作之藝術創作。 

5.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及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第八至十三條（於八十二年訂定，並經 

     八十七年及九十四年二次修訂）則為上述法條之專有名詞解釋。 

 

1. 第八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所稱重大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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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建築執照，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或總

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2.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指計畫預算總金額在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興辦或依法核准由

民間機構參與投資興辦之公共工程。 

3.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所稱建築物造價，指建築物之

直接工程成本。前項直接工程成本，包括直接工程費、承包商管理費

及利潤、保險費、營業稅、環保安全衛生費、品管費及其他與直接工

程成本有關之費用。 

4.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設置公共藝術者，由文建會以  

發給獎狀、獎座或獎牌之方式獎勵之。 

5. 上述辦法所稱興辦機關，指公有建築物及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

關，所稱審議機關，指辦理公共藝術審議會業務之中央部會、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 

 

二、執行依據： 

 

（一）《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本辦法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第五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文化藝術

工作者之工作權、智慧財產權及福利，應訂定具體辦法予以保障，以

三十五條細項規定公共藝術設置之送審方式、流程、審議會組成等具

體操作機制。（八十七年由文建會正式發佈實施，並歷經九十一、九十

二、九十七、九十九年四次修訂） 

 

 



191 

1. 法定公共藝術經費來源 

根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於第九條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

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 

2. 一九九五年制定「百分比公共藝術（實驗）計畫暨執行及審議作業要

點」編列一億元「藝術品設置費」並選列九個示範點，以作為後續執

行公共藝術參考之典範。並界定公共藝術之特質為須與環境結合、專

業之溝通結果及強調民眾參與。 

 

三、罰則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未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

分之一）規定者，將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120。 

 

貳、民間捐贈公共藝術的規範 

 

    政府機關接受公共藝術捐贈之程序： 

依《公共設置辦法》第三十二條  政府機關接受公共藝術之捐贈事宜，應

擬訂受贈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 

三、捐贈總經費。 

四、捐贈作品之藝術創作者創作履歷。 

                                                      
120 見《公共藝術怎麼辦，公共藝術操作手冊》，文化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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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捐贈之公共藝術材質、尺寸、數量、作品版次或號數、安裝、作品說 

    明牌內容及管理維護方式等。 

六、設置地點基地現況分析及圖說，含作品與基地之合成模擬圖。 

七、政府機關與捐贈者所擬定的合約草案。 

八、其他相關資料。 

但是黃健敏指出「看看街頭有多少捐贈的作品存在就明白所謂的捐贈管理辦

法是紙上作業」121。 

 

叁、公共藝術基金運用的規範 

 

一、我國的公共藝術經費如何撥入公共藝術基金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 將建築或工程主體視為公共藝術之個案，

除了可將其中百分之二十提供作為工程技術服務設計獎勵金外，其餘經費可

以納入公共藝術基金，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辦理公共藝術相關事宜如

民眾參與、教育推廣、文宣行銷、週遭環境美化等用途。  

 

二、國內設有公共藝術基金之城市及其運作規範（各地方對於撥入公共藝 

   術基金有不同之規定）。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例》 

《高雄市政府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彰化縣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臺東縣公共藝術基金》 

 

                                                      
121

 黃健敏於 2011 年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主題四:公共藝術退場機制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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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公共藝術基金縣、市列表 

      組織名稱 公布日期 公共藝術基金 有● 無○ 

高雄市辦理公共藝術自治條例 2004.01.08 ●  

彰化縣公共藝術自治條例 2004.07.09 ●  

臺北市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例 2004.12.08 ●  

臺中市推動公共藝術設置自治條例 2011.06.10  ○ 

花蓮縣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例 2011.11.10  ○ 

臺東縣推動公共藝術自治條例 2012.03.13 ●  

嘉義縣公共藝術設置自治條例 2013.01.15  ○ 

  註: 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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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 徵選簡章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公共藝術獎 徵選簡章 

一、 宗旨 

為提升國內公共藝術水準，彰顯台灣公共藝術辦理成果，並提昇大眾對

公共藝術的認知及瞭解，鼓勵創作者與執行績效良好的相關單位，特辦

理本活動。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 執行單位：喜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三、參選資格 

以 96-99 年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所設置之作品為主，至今仍完整存在且

管理維護良好者或具完整紀錄者。 

四、獎勵項目與說明 

（一） 卓越獎：1 名。 

獎項 評審標準 頒發對象 獎勵方式 

卓越獎 公共藝術設置藝術性及公共性

等各方面執行成效卓著者。 
興辦機關 獎座 1 座， 

獎狀 1 紙。 

（二）特別獎：數名。 

獎項 評審標準 頒發對象 獎勵方式 

最佳策劃

獎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策劃執行

及特色成效卓著者。 
興辦機關、

策劃團隊與

藝術家等 

獎座 1 座， 

獎狀 1 紙。 

 

最佳創意

表現獎 

著重公共藝術之藝術表現及創

意呈現，執行成效卓著者。 

最佳環境

融合獎 

著重公共藝術與自然、人文環境

及基地建物融為一體，執行成效

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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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民眾

參與獎 

 

公共藝術辦理前後及過程中著

重民眾參與之互動性與開放

性，執行成效卓著者。 

最佳教育

推廣獎 

公共藝術設置前後著重民眾藝

術教育、推廣文宣及管理維護

等，執行成效卓著者。 

（三）最佳人氣獎：進入複審之作品，於本案之專屬網站上，經由民眾

票選獲得最高票 數者為最佳人氣獎。 

（四）得獎之相關單位人員，由各主管機關依權責及相關規定辦理敘

獎。 

（五）獲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出版專輯及其他相關宣傳、推廣活動。 

五、徵選方式 

    本獎項之徵選採「推薦提名」與「公開報名」兩種方式併行辦理。 

(一) 推薦提名：由各審議機關推薦至少 3 案。（審議機關不得參與本案

之評審工作，以示公允） 

(二) 公開報名：凡符合參選資格之興辦機關、審議單位、策劃團隊或藝

術家，皆可報名。 

六、評選程序 

本評選方式採初、複、決選三階段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一） 第一階段初選：採書面票選方式進行，評選委員就參賽者所提

之相關報名資料進行書面評選。 

（二） 第二階段複選： 

1. 通過初選者，安排評選委員進行逐案實地現勘複選作業。 

2. 現勘作業包括每個作品安排 50 分鐘簡報會議。設置單位及藝術

家說明設置過程與理念 20 分鐘，委員詢問以 20 分鐘為原則。 

3. 簡報方式藝術家可自由發揮，如藝術家不克出席，則由興辦單

位代為說明創作理念及執行過程。 

（三）第三階段決選：評選委員逐案討論複選結果及意見交流，進行獎

項暨名次投票，依投票結果討論決定決選獲獎名單，當場彌封

評審結果。 

七、收件方式 

(一) 收件方式與時間：即日起可透過活動網站自行下載簡章及表格，

報名請於封面 註明「公共藝術獎報名資料」，收件截止日為 2012

 



196 

年 4 月 30 日止（掛號寄件者以郵戳日期為憑，快遞寄件者以託

交寄件日期為憑）。 

(二) 活動網址：www.3rdpaa.org.tw 

(三) 收件地址：11457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28 號 11 樓之 2。 

喜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 張舜雯小姐 

八、注意事項 

 

1. 複選通過之公共藝術，其興辦機關或藝術家應配合出席現勘會議。 

2. 各獎項如經決選結果認定為未達獲獎標準，得決議從缺。 

3. 社會各界對初選入圍者資格有疑義時，應於入圍名單公布後 10 日內，檢

具相關書面資料向主辦單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4. 獲獎作品倘經查證不符參選資格者，得取消獲獎資格並追回獎座。 

5. 參選者應自行處理作品引用資料之相關版權問題，主辦單位於編印活動

專輯及進行相關宣傳、推廣活動時，有權無償引用相關資料，若因引用

參選者所提供之影音、文件資料而被控侵權者，主辦單位有權向參選者

請求損害賠償。 

6. 本案所有徵件資料由主辦單位逕行處理，恕不退還。 

7.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並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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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函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函  

有關提報公共藝術作品移置或拆除事宜，詳如說明，敬請 釋示惠

復。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北市捷土字第 09832068900 號  

說明：  

依交通部 98 年 2 月 25 日函，略以「...未來執行公共藝術作品拆除事

宜，應報請本部召開審議會處理...」其係依 貴會 98 年 2 月 13 日文

參字第 0981102193 號函辦理。惟該函及公共設置辦法並未針對公共

藝術移置或拆除訂定準則及執行細節，如拆除標準（損壞不堪使用、

維管經費...）、又是否須編製報告書及其內容應包括事項等，惠請 貴

會釋疑，俾利本局據以辦理後續作業。  

-------------------------------------------------------------------------------- 

正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副本：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土木建築設計處  

回函內容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函  

有關 貴局函請公共藝術設置之作品逾五年欲移置或拆除釋示乙節，

復如說明，請 查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0 日  

發文字號：文參字第 0983403686-1 號  

說明： 

 一、復 貴局 98 年 7 月 31 日北市捷土字第 098320689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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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 27 條規定：「公共藝術管理機關於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應列入財產管理，五年內不得予以移置或拆除。

但該公共藝術作品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經提送所屬審議會通過者，不在此限。」故公共藝

術設置完成逾五年欲移置或拆除者，本辦法雖無相關程序規定，惟

宜先檢視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完成報告書、設置契約、管理維護計

畫或主管審議機關是否訂定相關約定，並應依財產管理相關法令及

程序辦理。 

 三、綜上，公共藝術設置完成未逾五年欲移置或拆除者，除應具前

述條文但書之要件並經審議通過外，亦應依財產管理相關法令及程

序辦理。 

 四、有關 貴局所提者之審查基準（如修復之效益性、移置基地之

適當性…）及應備之文書（如效益評估、藝術家之意見、移置基地

之同意…）等意見，已納入本會修法中討論。  

-------------------------------------------------------------------------------- 

正本：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副本：本會第三處、法規會122
 

 

 

 

 

 

 

 

                                                      
122

 文化部官方網站 有關解釋函  

http://publicart.moc.gov.tw/official/official_s.php?id=90  2014/5/31 

 

http://publicart.moc.gov.tw/official/official_s.php?i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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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李潔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文化部藝術發展司視覺藝術科長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執行公共藝術法令 審議與教育推廣業務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訪談地點：文化部藝術發展司視覺藝術科辦公室 

 

筆者：我們的法令規定公共藝術設置未滿五年不得移除，除非損壞到不可修 

復的程度，或是修繕經費超過三分之一等規定，但是沒說明五年以上

的作品該如何處理，就您的觀點，法令是否應該修訂得更明確一些？ 

李： 就目前來講，每件藝術品的特性不一樣，法令訂下來之後要改就很辛 

苦，如果要訂一個所謂的標準的話可能會訂不完，所以我們不傾向去

修法訂定五年以上的作品要怎樣處理，還是用個案來判定會比較適

合。 

筆者：您認為以個案判斷比修法令訂統一標準更適合，但是對於未滿五年不 

得移除的法令，是否可以解讀為超過五年的作品就可以移置或移除。 

李： 其實五年只是一個年限，一般它如果五年內沒有管理維護得很好的話， 

很多公共藝術的狀況就會比較差，但是五年以後維護費用很高的話，

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其實是可以考慮看要怎樣處理。 

筆者：那是不是有個前提，就是要出現很大的狀況，譬如維護費用超過當初 

設置費用的三分之一，或是修復後不再符合原作的精神，就可以移除

或移置？除此之外就不行？ 

李： 這還是要看管理機關對那件藝術品如何看待，以他們的態度為主。 

筆者：也就是超過五年的作品就不受限於目前的法令，變成由管理機關全權 

處置？ 

李： 但是牽涉到移除就還是要經過審議委員會通過，一般他們對藝術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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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尊重，會希望去徵詢藝術家的意見，看有沒有比較好的後續補救或

是移除等。 

筆者：所以五年之後雖然有彈性，但也不必擔心藝術品太過容易遭受改變或 

移除？ 

李： 對，因為還有審議委員會的把關。 

筆者：所以您對於審議單位的把關還是很有信心的？ 

李： 是的！ 

筆者：當公共藝術在它的所在位置面臨和商業功能發生抵觸，這時候應該以 

保護公共藝術為主還是以商業營運為主？有辦法取得平衡嗎？ 

李： 因為我們是公共藝術的主管機關，當然會是以保護公共藝術為出發點， 

像之前板橋車站董振平老師的作品《鐵道馳騁》。 

筆者：那個作品結果保護不住，還是被分開了。 

李： 對，這是比較遺憾的，這個部分就要看管理機關，我們當時有一直提 

醒鐵路局要尊重審議機關的意見。 

筆者：除了遺憾之外，從制度面看，有沒有可能訂立一些法條來防範這種事 

情發生？ 

李： 這可能還是要靠輿論的力量，你講的應該是所謂的法則、強制力，可 

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每一個機關和作品的屬性不一樣，用法令強制，

就有可能框限到一些不適用的情形。 

筆者：所以反而變成沒有彈性？ 

李： 對的。 

筆者：您認為還是要依賴設置機關、營運機關和藝術家之間的協調了？ 

李： 對，其實我們會希望比較尊重藝術家的態度。 

筆者：有些作品為了某些原因要移置到別的空間，目前程序並沒有制度化， 

每一個案件處理方式都不一樣，請問您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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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其實公共藝術很強調因地制宜，當初作品設置在特定地點，如果移到 

別的地方去，到底適不適合是很有疑問的。 

筆者：舉例來說，國道高速公路清水休息站的作品《在地的點子》（鳳梨頭）， 

後來因為民眾反應，說「鳳梨頭」常常嚇到使用廁所的女性和小朋友，

國道高速公路局移置報告書中說明了狀況和處置方式。但看起來報告

書中除了說民眾反映之外似乎還少了反對意見的具體數據作為審議會

進行決議的基礎。 

李： 這個案例我並沒有去瞭解，照理說部裡面（文化部）的審議會應該會 

要求提出具體事證給委員參考，因為反對的聲音往往比認同的聲音大，

說不定有人喜歡的就沒講，所以部裡面會需要比較具體的反對數據或

輿論的記載。 

筆者：數據的提供和輿論的蒐集應該要由誰來做呢？ 

李： 當然還是管理機關，如果他們提出移置計畫，當然也要由他們提出具 

體事證讓委員們作參考。 

筆者：可是國道高速公路休息站營運是委外的，外包商關注的是商業績效而 

不是公共藝術，如果有一些人去向服務中心表達相關看法，恐怕也很

難指望他們收集或保留民眾意見，頂多口頭向高公局反應而已。 

李： 這就是高公局要負責收集資訊，因為我們文化部無法直接要求他們委 

外的經營單位，之前我們曾經有過幾次運作，其實我們對的單位還是

公部門，公部門之間的關係，可能他們需要透過契約或甚麼樣的方式

去處理。所以就這個案例來講，高公局要移置的話，應該是高公局去

收集資料送交審議會，然後審議會再去討論該不該移置。其實「鳳梨

頭」之前就有聽過正面的評價舊資料，可是一談到要移置，這個聲音

可能就不見了，所以高公局在移置報告書列出正反兩面意見是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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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就是以公部門來說，當管理單位接收到經營者反應民眾對於公共藝 

術有意見，就有責任收集整理出具體書面資料，例如民眾的意見調查？ 

李： 是的，至少做一個調查，或者可能要由高公局去做這樣的調查，因為 

由營運者去做調查，有可能會偏向他們自己想要的答案。 

筆者：這樣說來，調查結果可能會受到立場的影響。接著請教您公共藝術的 

核心議題，一個作品設置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我們是否可以就完成

之後的狀態來評估它有沒有發揮預設的功能和目的？還是您有其他的

方式來定義所謂的「設置成效」？又該如何評量呢？ 

李： 藝術品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要那樣評斷它的成效很難，只能看時間 

      久了大家對它的接受度和喜愛度，像學校裡的作品很多小朋友都會很 

      喜歡。 

筆者：是因為小朋友很單純也很直接的看見以及看待藝術品，但是大人相對 

      複雜，甚至不注意或不在意它的存在嗎？ 

李： 所以要評估它的成效很難有一套特定做法，之前有討論過是不是用評 

論的方式。 

筆者：可以就您所指的「評論的方式」做進一步的說明嗎？ 

李： 因為一般的藝術有藝術評論，但是公共藝術方面的評論比較沒有在發 

展，但之前有人在講說公共藝術的好壞，可能從使用者方面很難去解

讀，可以透過一些評論的方式……。 

筆者：那麼評論的平臺要如何建構呢？ 

李： 我們還沒有想出實際的做法，之前我們有過一些討論，但是在落實的 

部分就還沒去討論到細節。 

筆者：您認為問卷調查能發揮成效評量的功用嗎？ 

李： 問卷調查只能針對一個時間點，那這樣要針對哪個時間點去做問卷調 

查？或是固定的時間點去做調查？成效的認定真的很難。 

 



203 

筆者：我們可不可以針對設置過程的末端，也就是針對作品啟用後使用者觀 

      感來評斷呢？另外對公共藝術設置的整個過程是否也可以做一個整體 

      的成效評鑑？ 

李： 目前我們比較沒有朝這個方向去做制度的建立。 

筆者：有這個可能性嗎？ 

李： 這可以討論，但是就像剛剛講的藝術多元性問題，會比較難建立，但 

是可以討論。 

筆者：所以您也認為可以朝那個方向努力嗎？畢竟公共藝術這條路勢必要走 

下去。 

李： 對，對。我們有在檢討政策的方向，因為這幾年有一些媒體在報導說 

公共藝術是不是太氾濫了。 

筆者：擔心會不會被批評為視覺垃圾？ 

李： 對，這個部份我們正在檢討，其實在法規上面目前已經開了一道門， 

有規定如果覺得基地不適宜設置，或是經費太小，硬要設置其實也不

適合，就可以把那筆公共藝術的錢繳到基金或是專戶裡面去。 

筆者：譬如說三十萬以下。 

李： 對，讓縣市政府去做統籌運用，他們就可以做一些整理公共藝術的規 

劃，像剛剛講的管理維護的部分，理論上應該是管理單位自己編經費

做管理維護，但是如果管理單位真的很困難，因為很多學校或單位反

應說：「年預算都不夠了，管理維護可能有困難」，這時候基金就可以

提供一部份經費去協助。 

筆者：雖然開了這個門，可是也衍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些超過三十萬的預 

算也可能為了省事就被繳交到基金裡，而不去設置公共藝術，您覺得

這是個負面的做法嗎？ 

李： 這也還好，因為公共藝術已經從遍地開花的階段逐漸要落實到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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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開始推動百分之一的原因是因為覺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公共藝術，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各興辦機關都要設置，但是現在到一定的量以後，

如何讓公共藝術更精緻，更讓人家喜歡，這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做的。 

筆者：所以與其公共藝術設置的預算被不得不的消化掉，還不如放到基金裡 

去做統籌的、更實際需要的公共藝術相關運用。 

李： 對。 

筆者：有些作品因為負面評價而被移走，您覺得這樣具有正面意義嗎？ 

李： 這還是要看作品，它的負面評價是真的負面評價嗎？它當初會產生也 

是經過民眾一定程度參與的過程，經過嚴格的評審和把關，說它不好

應該是部份的聲音，我覺得要把它移除這件事情要經過比較縝密的討

論之後才能做，不然的話，對藝術家和公部門都是傷害。因為公部門

花了錢，自己的財產卻輕易把它移除掉其實不是很好。 

筆者：有些作品已經損壞到難以修復，或者修過之後已經不能代表原創，譬 

如有些工程過於浩大，或是運用到電子科技的作品，本來很先進，隔

一段時間可能連替代零件都找不到，像這些是該留置原地表示尊重藝

術家，還是該做些必要的處置呢？ 

李： 關於這個部分，我覺得藝術家也會覺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如 

果已經不適合留在那裡了，相信也會考慮是不是該做些什麼，這時候

如果要移除，藝術家應該也不會反對。 

筆者：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釋出那個特定空間，是否也可以算是有某種程度 

上的正面意義？ 

李： 可能吧！ 

筆者：除了關廟「鳳梨頭」那一件之外，有沒有哪一件作品被移置或移除令 

      您印象深刻？ 

李： 如果要移除，一般不會到我們這裡來，只有爭議的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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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我們有些作品面臨要維修或改換基地卻沒有足夠經費可以執行，像林 

正仁老師在臺南孔廟旁邊的作品《牆》，現在面臨基地要蓋美術館而必

須被拆遷移置，管理單位市政府表示經費有限，因此藝術家擔憂恐怕

只能完成拆卸和運送，到了新基地就沒有足夠經費可以重新組裝，原

作也無法重現。為了要解決這種問題，規定管理單位必須編列特定比

例的維護經費會有幫助嗎？ 

李： 林老師的案例是比較特別，如果硬要規範維修經費佔藝術品當初設置 

總經費的百分之多少，這比較困難，因為藝術品大小價格差很多，用

百分比去規定的話，一個很貴的藝術品就會金額很多，所以規範百分

比可能不適合。而且很多作品只需要日常的清潔，派職員去擦一擦或

沖洗就可以了，並不需要特別編經費，所以如果規定佔百分比可能有

些單位會編不出來。 

筆者：在藝術家的設置計畫書中編列的維護經費過了一年保固期就會由藝術 

家領回，之後就由管理單位逐年編列，但是通常這個維護經費是編不

出來的，所以我們是否可能考慮在一個作品設置之初，把特定百分比

的經費先提撥出來繳到藝術基金裡，以備這樣的情況發生時使用？ 

李： 這在公部門的經費編列上會有困難，因為一般建築物的建造經費都是 

一個計畫，計畫會有執行的時間，如果執行完，計畫結束之後，那筆

預算就沒有了，可能沒有辦法讓你在過後的每年都可以使用這筆經

費。 

筆者：所以這是一個法令層面的問題。 

李： 是，假設要蓋一個學校的活動中心，政府撥一筆經費專案建造，它的 

計畫年期內你要把這個做完，之後如果經費沒用完，政府就會收回去，

不會讓你等到以後有狀況再去使用。 

筆者：我們瞭解不能在建築經費裡設定數年後公共藝術管理維護經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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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建造活動中心的比喻來說，建造經費的百分之一是要用來做公共藝 

術的，這個公共藝術經費是否一定要一次性的在設置過程中全部花

完？ 

      還是說可以規定從這百分之一的公共藝術經費中，提撥特定比例放入 

      公共藝術基金或專戶，將來若有需要修繕或其他相關處置再申請出來 

      運用？ 

李： 其實我們目前的辦法就已經可以這樣做，只是一般單位不會去用這種 

方式執行。 

筆者：所以用這種方式去分配公共藝術經費是合法，也是容許的，只是多數 

單位會選擇在設置的時候把經費用完。 

李： 不過這個想法我覺得還不錯，如果我們之後有再對外宣導，這個東西 

倒是可以拿來大家再討論。 

筆者：很高興您認同這個想法！ 

李： 如果這個計畫執行完了，那個錢沒用完就會被收回去，不能在接下來 

的幾年一直留在那裡，但是如果是繳到基金裡可能就不一樣，這個想

法還不錯。 

筆者：從公共建築的百分之一公共藝術經費裡先提撥特定比例金額，以設定 

用途的方式存放在基金裡，一旦將來這個藝術作品需要重大維護管裡

花費，而管理單位有預算困難時，就可以從基金申請，這樣可以協助

問題快速獲得解決。 

李： 這個想法不錯，以後我們可以在相關的規章裡面拿出來做一個討論。 

不過這個好像之前也有人提過，但還是有一些問題。 

筆者：因為時空的改變，新的公共建設工程導致基地用途轉換，或是民俗風 

水問題導致民眾抗議，難免有些公共藝術設置會面臨不得已的移置或

移除，這時候是不是要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可以遵循？最後又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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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這些作品呢？ 

李： 之前有人在討論是不是讓藝術家買回，就現行的法令是不可行的，因 

為它是公部門的財產，國有財產法裡面對於財產處置有規定。 

筆者：所以這些作品都是有做財產登記的。 

李： 對！  

筆者：那這些必須退出基地的作品該去哪裡呢？ 

李： 這也還要再討論，應該最近會開始，因為前一陣子有一些作品面臨這 

樣的問題，這也是退場機制的一部分，一般我們都是讓管理機關去處

理。 

筆者：由管理機關處理的話，似乎多半進了倉庫。 

李： 也有可能。 

筆者：這樣很可惜。 

李： 是很可惜，所以針對這一塊，我們會想辦法看看後面退場機制的下一 

步應該要怎麼辦。 

筆者：有些作品也許不是很受民眾歡迎，但不表示那就不是好作品，所以退 

出原基地之後應該要有一個好去處。 

李： 比較麻煩的事，就像剛剛講的公共藝術是因地制宜的東西，當初是因 

為這個基地，然後請藝術家來為它量身訂做，等這個基地已經不再適

合了，那個藝術品是否會適合放在另外一個地方，或是該如何處理，

其實有點難。它本來是為環境訂做的，當環境變了，到哪去找一個一

樣的空間來設置呢？ 

筆者：如果單純是找個公共空間安置或收藏呢？ 

李： 那就失去因地制宜的原意了，所以這方面我們可能還要再討論，這也 

是我們一直沒辦法想出結論的。 

筆者：這就需要集思廣益，是不是可以透過修改法令來突破這樣的瓶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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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對移置和移除，以及移出的作品何去何從，很多也是因案制宜，

而且大家都一樣面對管理修護經費困難的問題。 

李： 這個目前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討論機制在，只是看那個機制能不能發揮 

他的功能，每一個審議會的積極度不同，如果這個審議會很積極，可

能就會想到你剛才提的那些問題，然後給管理機關一些建議。 

筆者：目前有沒有一個標準流程讓大家可以有所本，然後再因案做適度的調 

整？ 

李： 其實我們之前有提過「公共藝術設置作品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給各 

單位做參考。但這都是原則性的東西，並不是硬性規定一定要怎麼做，

還是要經過討論，就是合議制的程序，因為我們覺得如果把相關細則

訂得很死的話，可能對執行也會綁死。 

筆者：這是給予執行上的彈性空間，但我們還是期望交付審議會之前的程序 

不要過於簡化。 

李： 是，所以我們之前有建議如果要移置的話要按照這個表（公共藝術設 

置作品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上的程序去做。 

筆者：但是目前這個流程還沒有法制化？ 

李： 我們沒有把它法制化，只是建議各單位這樣做。 

筆者：有可能把它法制化嗎？ 

李： 其實我們這是用解釋函的方式去做建議，它也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是 

沒有到法制化的法定效力程度，可是就算法制化了，如果沒有罰則，

也只是行政上面的監督而已，效力也不是很強。所以我們是覺得如果

要把它落到法制這件事情的話，法條可能不適合規定到那麼細。我們

已經有讓審議會去討論的規定，這就是重點，至於前面的機關要怎麼

做，我們就是透過行政建議的方式去處理。 

筆者：和當初設置的詳細嚴謹比較起來，在面臨移置或移除的時候把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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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相對薄弱。 

李： 這可能宣導還不夠，其實營運和管理機關是應該要提出足夠的資料和 

數據來支持這樣的議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還是需要再加強宣導。 

筆者：請問您對於公共藝術成效評量移置審議機制的辦法有些甚麼建議？ 

李： 還是認為不要落到法制條文的制定，透過行政和教育宣導去做會比較 

好，就像剛才提到的，用解釋函或行政建議去處理，如果制定了法令

條文，反而會失去彈性。就像管理維護責任在管理機關，他經費有困

難，即使寫了法條，效力也不會很大。所以短時間內應該不會用法制

化的方式去處理，其實法令該有的都有，只是執行面的問題而已。 

筆者：站在政策決策者的立場，文化部目前就只能這樣做了？ 

李： 是的，因為在法令上都完備了，只是在執行上還要更貫徹確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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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黃健敏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建築師 建築雜誌總編輯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公共藝術審議委員（建築設計類）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訪談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於形咖啡」cafe Mussion 

 

黃： 關於您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公共藝術五年內不得移除的法條，五年的 

時限是我提出來的，為何不是十年或一年，這是有根據的。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六條提到每五年必須重新檢討，都市計畫法有這樣的規定，

公共藝術是環境中的元素，所以我認為公共藝術應該配合，公共藝術

五年之內不得移除的規定是這樣產生的。 

完成一件公共藝術之後，興辦機關常因人事變遷就任意處理，法條規

定不得移除，就是要避免因人設事，除非有特殊狀況。想不到法條公

告之後，產生一個有趣現象，被有些人解讀為五年過後就可以隨意移

除。如果和建築師、設置比較，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機制相對的非常

微弱。 

公共藝術政策有四項工作，一是創作設置，二是民眾參與，三是教育

推廣，四是管理維護。創作設置一向嚴格執行，民眾參與徒具形式，

推廣教育則隨便要不要做，管理維護基本上沒有。牽扯到五年不得移

除的課題，要移除應該要有標準作業程序，設置辦法規定有執行小組、

徵選、鑑價與審議等程序，但在管理上的相關法條卻是零，雖然我多

次向文化部反映，但文化部沒當成重大事情，這個課題對他們來說不

存在。 

舉例: 國北教育大學美術館咖啡廳有一個公共藝術作品就不見了，地面

有很多白線，桌子是特別設計的，桌面也有許多白線配合著地面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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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線在桌面上連接到地面，但是如今創作的桌子被搬走，換成現在的

普通桌子，所以桌子與地面串連的作品消失了，這件公共藝術品等於

不見了，連國北教育大學美術館都這樣做，遑論其他設置案存在任意

破壞的亂象呢？ 

筆者：您的意思是說：因為沒有標準的管理維護程序供遵循，所以很容易用 

各種變通的方式任意移動或處理公共藝術設置作品？ 

黃： 基本上並不是說不可移動，但是公共藝術有別於一般藝術，它是一種 

法制藝術，因為作品的誕生必須經過很多法定程序，所以程序正義很

重要，民主社會裡面程序正義是關鍵，如果在前面做的轟轟烈烈，到

了後面草草率率，整個程序是不完整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太偏重於

設置的藝術品，可是創作設置只是四個要件之一，我們不應該忽略了

其他三個要件－民眾參與、教育推廣與管理維護。 

第二個問題提到，如果跟商業抵觸，應以何者為重，這牽涉到興辦機

關的管理維護觀念，為何會有商業跟公共藝術矛盾的狀況呢？因為使

用人不同，比如說執行藝術設置者是國北教育大學，而經營這個空間

的是外包商，興辦機關通常不會自行將藝術品改變，因為沒有必要。

問題出在很多公共空間常委外經營，合約裡面是否載明不可變動公共

藝術的設置，在委外經營時如果沒加註這樣的規定，就很難約束。常

見的是經營單位以沒有破壞為由，事實做了改變，以板橋火車站為例，

曲家瑞的作品《畢業班二〇一〇》，經營的廠商以犯忌的理由將它包覆，

雖然不是移動或移除，但人們卻看不到《畢業班二〇一〇》這件作品

了，這是外包廠商的取巧作為，因為在合約裡沒有防範的相關條文，

以致造成這般不堪的亂象。 

筆者：所以您認為政府應該對於有公共藝術所在的場域，在委外經營合約中 

加入相關條款，防範設置的公共藝術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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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當然應該在合約中載明。另一案例也發生在板橋火車站，董振平的《鐵 

道馳騁》也被商家以妨礙做生意為由，左右分開，因此一組兩件的作

品被「分屍」，再也不是一件完整作品。藝術家表達抗議，行文到文化

部，問題是鐵路局不屬於文化部，而是由交通部管轄，交通部公共藝

術委員會要求鐵路局處理，但鐵路局的回應是事隔久遠，當時的公共

藝術委員是誰都找不到，無從召開相關討論處理的會議，這事情就不

了了之。藝術家的作品始終被迫害無從平反！ 

但這是推諉之詞，因為文化部出版公共藝術年鑑就有完整資料，明列

興辦機關執行小組委員名單，從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就知道相關的

法令不夠完備。 

法令要由中央確定，再由地方執行，地方不會自己沒事找事。關於公

共藝術的權益，我從兩個觀點看，從設置立場看：藝術家的作品讓渡

予興辦機關的是財產權，藝術家永遠保有著作人格權，可是中華民國

政府不重視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跟公家機關打交道常會被要求簽署

不行使著手人格權的條約，也就是藝術家縱然擁有著作人格權，但不

能行使。這豈不是很不合理嗎？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沒有涉及著作人格權的條文，興辦機關也從來沒有

意識到這一點，如果藝術品被拆散，這就妨礙了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

臺灣的藝術家和興辦機關都欠缺這方面的觀念，因為從某些觀點來看，

藝術家覺得公共藝術是好生意，拿到經費結案就算了，對某些藝術家

著作人格權根本不存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於二〇〇八年大修訂過一

次，我一直建議要好好的再檢討，因為從那年直到現在，執行過程仍

存在一堆問題，包含移除的辦法和其他問題。但好像文化部覺得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基本上沒有任何修法的動作。所以問公部門該如何尋

求平衡點，我認為應將委外經營的相關契約法條規訂好，然後大家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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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循，不違法，不任意破壞，就沒有尋求平衡點的問題。 

筆者：您認為設置成效該如何定義，又該如何評量？ 

黃： 就剛才說的公共藝術四個事項之一的民眾參與，因為時空的因素，刻 

意把民眾參與的條件加入，但是對藝術家而言，民眾參與是牛鬼蛇神，

因為許多藝術家認為創作是個人的事，怎麼會有民眾參與介入。這都

是時代的因素，總之對於這樣的規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大家

還是會做民眾參與，但是全是敷衍了事。早期盛行票選，但票選是敷

衍，如果有一萬名學生，只對美術背景的學生作調查，這樣算是有效

調查嗎？在立法過程中有執行細則，只對設置項目訂得很嚴，比如要

求設置計畫書、徵選結果報告書、設置完成結案報告書等，但是對民

眾參與，教育推廣與管理維護三項，基本上都沒有盡心認真執行，像

民眾參與因為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設置計畫書裡列出一張工作

項目表可供勾選，針對這些項目勾選做到了哪些民眾參與，可是做了

不代表有效。就像做了問卷調查，因為沒有設定應到達的標準，如至

少應到達特定人數的特定百分比之要求，現在是只求有做，即使是只

調查一個人也算做到了，這就是徒具形式，這種現象很普遍。 

接著的問題是推廣教育，設置完成之後，有沒有讓大眾知道，還是國

北師的公共藝術作品只有國北師的師生知道。要用甚麼方法讓大眾知

道？我曾經向文化部建議過，規定設置完成報告書裡要附一個資料，

就是興辦機關的網站要有公共藝術的相關資訊，因為現在公家機關一

定有網站，為何不把公共藝術做成一個檢索的項目，網路世界沒有邊

際，也許無意當中就會被看見，任何有心的人可以用這種方式搜尋。

基本上經過審議的作品都屬於公家機關，而公家機關都有網站，只要

把資料放上去，但是這我的建議始終沒有列入規定。文化部說有的單

位已經在做了，但我認為還是要明文列入規定，全面執行，這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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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成效加強推廣的方法之一。 

關於推廣還應該定期導覽，我已經鼓吹很久了，但是效益不彰。這個

作為，很多國外都市業已執行多年，比如洛杉磯，會在特定的時間在

特定的捷運站有導覽人員，只要買捷運票就有專人帶領導免費導覽捷

運公共藝術；在倫敦的導覽則必須付費參加。導覽活動不是只在藝術

設置完成後做一次，它有另外一層意義，可以成為觀光項目之一。從

某種觀點，公共藝術是一個都市的明信片，很多人到一個地方會找一

個自己覺得很不一樣的景物拍照，看到很多人跟公共藝術拍照，就是

例證。如果有公共藝術導覽活動，更能加深觀光的意義與產值。信義

計畫區就有很多公共藝術，應該可以從事定期的定時導覽。臺灣的古

蹟導覽就做有導覽活動，做的很好，值得效法。我曾向新北市文化局

建議過，訓練了一批義工在做這件事，可是導覽活動沒有定時化，辦

成一年中的某一特定活動，文化局考量到必需為參加的人買保險，以

致不是常態性的活動。我覺得保險並非關鍵，是可以解決的，買保險

可以對事件而不對人。總之因為新北市文化局這樣做，有助益於他們

獲到第四屆公共藝術獎的推廣教育獎。我舉這些例子，在說明推廣教

育應該是公共藝術的一環。 

剛講的這些例子是針對一般大眾，關於學校的公共藝術還有一個蠻關

鍵的事情，希望做到「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要怎樣達到這個目

標？可以把公共藝術編成學校課程的教材，這就是第二屆公共藝術獎

臺中仁美國小拿到推廣教育獎的原因，老師將作品編成教材，這是一

個可行的方法。 

另外有關於經費三十萬以下的設置案可以不執行公共藝術，將經費納

入公共藝術基金，公共藝術基金可以從事推廣教育，方式與內涵可以

很多元。可惜很多興辦機關搞不清楚，這是文建會當初很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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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始終沒有很好的具體執行方法，實在很可惜。比方新北市有許多三

十萬以下經費的學校，不用經過審議，可以自行規劃運用在公共藝術

的推廣教育，執行完交個報告書就可以結案，但是不少學校不知該怎

麼做，該做些甚麼。 

如果有的學校執行推廣教育，完成後交結案報告書，然而文化局認定

執行偏差不合法，可是經費已經花掉了，那這怎麼辦？所以應該將推

廣教育的方式與內涵都訴諸文字，明文讓大家能夠遵循。文化部每年

辦理實務講習，就應該在講習中說明清楚。而現在實務講習最大的效

果卻是讓興辦機關知道可以找代辦，可以委外，就算只有少數的經費

都想找人代辦，這樣，公務員比較省事少麻煩，這就完全失去公共藝

術當初交由基層興辦機關執行的意義，興辦機關全成了發包單位，根

本沒做事。 

回到剛說的設置成效課題，興辦機關的承辦人對公共藝術一無認知，

對他們來說，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新業務，如果學校總務處負責蓋房子，

房子可能要三年五年才蓋完，接了這個職位，可是公共藝術不會，假

設運氣好，在任內房子蓋完，公共藝術也做完了，學會了公共藝術的

程序。然而學校下次蓋房子也許是二十年後，所擁有的公共藝術經驗

永遠不可能傳承，這明顯地反映臺灣的淺碟文化。甚至有的情況建築

工程做了一半，換了一個新的主任，他是不是要重頭再學？  

筆者：這樣的話，最終就算公共藝術設置完成，也不會有人關注是否達到當 

初預期的效用。 

黃： 我講的成效包含很多層面，從執行的立場，就完成的作品而言，如果 

是負責結案的總務主任，他只要交了結案報告書就算結案了。但是我

剛說將公共藝術當成生活化的一個重要元素，應該是要長期經營，譬

如說導覽跟課程，都是應該可以做的事情。舉例來說，清華大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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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公共藝術是認識校園的一個課題，每個大學是不是也應該這麼

做，我舉清華大學為例，是因為校方曾把校園環境中的公共藝術列入

新生訓練的項目之一，只是不知道現在是否還如此執行。這就是我所

講的永續經營概念！ 

如果要永續經營，這些作品在戶外風吹雨打，可能會壞掉，就牽涉到

管理維護，所以公家機關一定要編列預算。可是預算是前一年編列給

次年運用，如果有一件作品出了公安問題，而沒有預算，這要怎麼處

理？假設作品二零一五年四月壞掉，要二零一六年一月預算過了之後

才能修，那這一段空檔時間要怎麼辦？只能圍起來，放上「請勿接近」

的警告嗎？就牽涉到一個事實，就是沒有任何興辦機關會先編一筆錢，

以備不時之需，如果遇到要維護的時候，錢從哪裡來？ 

我個人認為所有的修護經費應該向當初的審議單位申請，為什麼這樣

講呢？因為現在各個負責審議的執行單位是文化局，我講的是地方級，

中央級另議。地方如有公共藝術基金，基金應該怎麼用？基金是怎麼

產生的？剛講過，三十萬以下的可以不設置，經費就繳到基金，甚至

有的縣市，如果興辦機關不願意設置，公共藝術經費即使超過三十萬，

也可以繳進基金就結案。 

筆者：可以算是比較有彈性嗎？ 

黃： 應該說是應該執行的興辦機關沒意願怕麻煩，就把經費繳進去，這樣 

就算完成了法定責任，這筆錢放到基金裡任由文化局處置。許多縣市

都在設立公共藝術基金，設不成公共藝術基金，就搞公共藝術專戶。 

筆者：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呢？ 

黃： 公共藝術基金要議會同意才能運用，專戶只要文化局長官批准就可以。 

我認為不管專戶或基金，都不要從事設置，臺北市為了花博弄了一個

臺北好好看計畫，說這也是公共藝術，那也是公共藝術，藉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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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把公共藝術基金的錢花掉。我認為基金不應該設置作品，應該做

推廣教育、管理維護。當然這要建立一套機制，如果有需要維護的作

品，透過這個機制，文化局直接就可以從基金或專戶裡撥款執行，這

是我的概念。 

筆者：透過這樣的機制，要進行維護和管理就比較迅速，不需等待下一年的 

經費編列。 

黃： 對呀，這樣就不會放著作品在那裡崩壞，我們現在就都是放在那裡等， 

也不知要等多久，就因為編列預算的時差，這是一個問題。另一個是

要善用基金，讓設置成效提升，我們現在不缺作品，只缺怎麼樣管理，

怎樣讓大眾知道公共藝術的存在。 

筆者：所以您是說作品很多，但不一定有成效，因為缺乏推廣教育，大眾缺 

乏對公共藝術的認識，所以評量設置是否達到成效是不準的？ 

黃： 所謂成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的，就是要讓大眾知道作品的存在，才能 

去評估效益。 

筆者：所以無法評估，或是評估出來不準？ 

黃： 基本上現在是沒有必要評估，大眾對作品視而不見，見而不覺，覺而 

不知，公共藝術的現實是存而不在。 

筆者：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評量的機制嗎？ 

黃： 可以啊！我的意思是說要先讓大家知道作品的存在，才能說出喜歡或 

不喜歡，所以需要推廣教育，舉例來說，設置一個裸女，有人會說有

傷風化，如果沒有經過推廣教育，把這個作品的創意和想法向民眾解

說，每個人都憑自己的直覺，那評量會有問題。推廣教育可以透過網

站宣導，可以藉由相關的導覽說明。 

我常有感慨，臺北捷運有多達五十八件藝術品，數量上在全世界可以

名列前茅，而且水準也不錯，可是有多少人看到了？有多少人覺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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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作品在他的心中扮演了某些角色或引起共鳴？以臺北捷運為例，

設置公共藝術是捷運工程局的責任，經營管理是捷運公司的事，所以

推廣教育理當是捷運公司負責，我們可以發現捷運公司只想到廣告，

要賺錢。其實可以透過公共藝術增加營運，剛講過洛杉磯就有導覽，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像倫敦也有，甚至於高雄市的捷運公司也辦

導覽活動，雖然方式比較被動，但還是有辦，也因為這樣高捷的公共

藝術獲得第三屆公共藝術奬，臺北捷運公司呢？  

所以我的概念是：設置成效是一個一個程序下來的，不可能現在就要

民眾對作品有感受，或去說它好或不好。所以你說的「成效」，它有很

多個層面，就像我剛講的那四件事情：「作品設置」、「民眾參與」、「教

育推廣」、「管理維護」，並不只是觀感而已。一件作品在戶外三、五年，

是不是該維護？這也算是成效啊！ 

筆者：您是否覺得我們的公部門要有訴諸文字的法規，才能約束興辦機關善 

盡管理之責 

黃： 兩千年我在臺北市當公共藝術委員，就開始做一件事，剛講到著作人 

格權，怎樣幫藝術家建立著作人格權？我要求所有作品要有說明牌，

說明牌的規格標準化。這件事情在二〇〇八年修法時被正式納入法規。

之前有的有做說明牌，有的沒做，在臺北市，因為我是委員，在審議

的時候要求都要做，出了臺北市就不一定，要看委員有沒有意識到這

件事，過了二零零八年就一致都有了。我覺得有點細部的東西還是可

以再考量，舉個例子，規定中英對照，就出現一個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事情，就是藝術家英文名字要怎麼寫，last name 要在前還是在後，我

覺得這也應該要統一啊！既然這樣，就全部標準化，因為之前沒有規

定到這麼細。再舉個例子，公共藝術品是由某公司做的，這個公司一

定有個藝術家，那藝術家的名字要出現？還是公司的名字應在說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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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現在是尊重藝術家讓藝術家的名字出現。於是又有問題，藝術家

不是法定簽約對象，因為興辦機關是跟公司簽約，這又牽扯出另一件

事情，現在公共藝術執行過程中，有屬於「代辦」的，還有另外一個

名詞，大家喜歡用「策展人」，我們在立法的時候這樣寫是錯的，因為

不是辦展覽，應該是「策劃人」。這個「策劃人」要不要出現在說明牌？  

筆者：這的確有些複雜……。 

黃：  我的態度是只有簽約的對象才能出現在說明牌，在法條上沒有按公共 

藝術設置辦法執行的簽約對象或人就不可以出現。所以衍生出代辦跟

策劃人的問題，而我們只會有策劃人出現在說明牌，不會放代辦，知

道這是為什麼？ 

筆者：請問這是為什麼？ 

黃：  因為這是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的法規來執行的，策劃是按照這個法源 

來的，而代辦是根據採購法而產生的，代辦的產生不是從公共藝術法

規來的。基本上我涉及的案子是用這個方法，只讓與興辦機關簽約的

對象出現在說明牌，而且要根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執行的才行。 

筆者：所以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還沒有將執行面規定到如此細微，在決策上、 

執行上和民眾對公共藝術的欣賞，大家都處在繼續學習的狀態？ 

黃：  我們從一九九五年學到現在，二十年了，二〇〇八年的修法就是針對 

一九九八年執行十年以後的一個檢討，我就常常講：這要學多久？ 

筆者：這的確很難講……。 

黃：  總是要盡量減少，一定是永遠在學習，既然已經知道了問題，而且有 

解決的方法，為什麼不把學習的代價減到最少？ 

筆者：對於有些公共藝術經過審議之後被移開的，您認為這具有甚麼樣的正 

面意義呢？ 

黃：  現在移除作品是沒有標準作業程序的，我的意思是說，設置時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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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為什麼在移除時就沒有？我舉個例來講：在赴機場的

路上本來路邊有個作品叫《洗塵》，作品不見了，高公局說有送交通部

經過審議，把作品移除，可是在送審之前的作業是什麼？有沒有任何

作業？因為審議委員基本上是根據興辦機關的意見決定是否移除，交

通部給的理由是因為馬路拓寬，妨礙到工程。 

筆者：這是屬於基地重建的理由了。 

黃：  可是這是一方之詞，但事實有沒有妨礙到工程呢？ 

筆者：這是可以查證的。 

黃：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講公共藝術設置有執行小組、徵選委員、都是興 

辦機關倚賴的對象，希望他們公正、公開地執行，《洗塵》作品移除之

前有沒有請原來執行小組的人到現場看過？還是只聽高公局的片面之

詞？ 

筆者：所以最好是原來的執行小組會勘過，再決定該不該移除？ 

黃：  對！不管怎麼樣，都該歷經法訂的程序，可是我們現在都只聽興辦機 

關片面之辭，就把作品移除了。 

筆者：所以現在的狀況是審議單位大多只是看報告就決定是否移除？ 

黃：  對！就像董振平在板橋車站的作品為例，鐵路局說找不到執行小組的 

委員們就結案了。板橋車站案總經費上千萬，董振平的作品被移；黃

銘哲的作品被砍了；曲家瑞的兩件作品，一件被蓋掉，《呷飽沒》受損

了，乾脆搬開消失了；還有一件是高師大盧明德老師的《千禧萬象迎

新紀》，被搬離開原來的設置點。板橋車站總計就有五件作品被任意的

處置。如果要避免這樣的狀況，不要讓原來的興辦機關覺得困擾，標

準作業程序很重要，一定要在法條裡說清楚講明白，一切照程序行事。 

筆者：那麼您認為法條要怎樣寫才能說得清楚？講得明白？ 

黃：  那就要靠大家討論眾志成城，因為涉及很多細節，應該把各個地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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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時所碰到的疑難雜症拿出來會診。如果要修法，不能由文化部關

起門來，用想當然爾的方法做。雖然有時文化部用心良好，可是方法

不對，結果就很差。問要怎麼修？我認為要聽聽藝術家的意見，興辦

機關的意見，甚至一般民眾的反應都應該要聽取，然後才做決定。 

筆者：以移除或移置來說，高公局在執行過程當中會碰到沒有明確的數據作 

為依據卻要去執行的困擾。 

黃  ：這裡有一個很弔詭的事情，也就是公家機關很怕民意，民意是真正代 

表多數？還是有偏失？如果公家機關自己不能拿捏，那就找委員集思

廣益，大家想想應該怎麼做。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所有公家單位的物

品都有財產編碼，公共藝術也應該要有，可是目前卻沒有，一直向文

化部反應要跟財政部溝通，因為這裡面牽扯到政府管理的編碼跟保管

年限，就像買個電腦會有個編碼，可能五年之後就可以報廢，但是如

今公共藝術往往列入其它項目。有了編碼，就有存年限和保存方法，

但是公共藝術卻一直沒有。 

筆者：這個議題在二〇一一年的臺北市公共藝術論壇就已經提出來討論過。 

黃：  對呀！可是文化部到現在仍未作為，文化部不積極去跟財政部溝通， 

財政部怎麼會主動做這件事情？ 

筆者：請問您認為公共藝術維護經費是否該設定比例或提高？ 

黃：  這要回到剛才的概念，不可能在設置經費裡把維護費用設定出來，第 

一個不一定會用到，如果沒用到就反而影響到公務員對經費的執行率，

影響到公務員的考績。 

李：  那麼先把一定比例的設置經費提撥出來，放到公共藝術基金，將來需 

要時再申請可行嗎？ 

黃：  這是可能的方法之一。假設每個公共藝術計畫案編列百分之三的經費， 

直接存到基金，以後需要時就向基金申請。但是花的金額可能不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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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怎麼可能那麼精準呢？這就成了健保的概念了，這就是我所

以說要列出標準作業程序，到底要怎麼去執行，經費該怎麼來，像你

剛說的就是一個方法，把提撥的經費放進基金的單位就可以來申請維

護管理。通常作品保固一年，第二年應由誰維護？是管理單位而不是

設置單位，所以管理單位第一年就要編列出第二年的維護經費，關鍵

是應編多少？ 

筆者：是不是有個一般的通則？ 

黃：  有！就在設置完成的報告書裡面，所有藝術家都會列一個預估的維護 

金額。可是往往看到一個通則，藝術家常常寫「水沖一沖就好」！ 

筆者：那就不需維護經費，或是很低的金額。 

黃：  不用花費啊！只要找個人做這件事情就可以了！那反過來看，如果藝 

術家說只要用水沖一沖就好，這麼簡單的事，就算一年做一次，也不

會是麻煩的事，但是有多少興辦機關做到了？ 

筆者：那就不一定。 

黃：  不是不一定，百分之百沒有！這也是我一直念茲在茲的事情，在公共 

藝術講習裡面不要只告訴興辦機關怎麼找代辦，維護管理的觀念就應

該要讓承辦人知道，這是個簡單的事情，可是我就發現未必如我所想

像般如此。 

筆者：大家的討論和期待其實和規定以及實際的執行有一些落差。解決的辦 

法呢？ 

黃：  加強宣導啊！譬如公共場所都有一些評比，就是方法之一。為什麼舉 

辦公藝術獎，其實在卓越獎裡面就有列一項是維護管理，可是這件事

情未必會被評選委員們認同或認知，評選委員往往較偏重於藝術品的

設置，所以文化部在遴選委員時應該更開放多元。我不否定對藝術品

的重視程度，可是為什麼別的項目不能夠有相對應該注重的份量。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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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的組成，對於得獎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對於後續維護管

理的重視程度會有直接的影響。 

筆者：對於公共藝術遷出原基地的經費和處理方式、管理和財產歸屬，我們 

目前的法規欠缺什麼？ 

黃：  基本上根本沒有啊！你剛講的一件事情，現在如果有一件作品因為某 

些因素不能留在原基地，要把它搬走，仍以新北市為例，新北市政府

剛蓋完的時候，在廣場有件似竹筍的作品，某人說風水不好，所以要

把它拆掉或遷移，如果遷移要花一百萬的經費，錢從哪裡來？沒有錢，

所以風水不好也沒關係了！至今作品仍在原地。 

筆者：所以要遷移的作品，一牽涉到經費就會不了了之。 

黃：  對！沒有錢就動不了。就像你剛講，要遷移，如果沒有牽扯經費的問 

題，像板橋車站那些作品被隨便搬來搬去，是因為不用錢。其實錢只

是個別因素之一。但是現在面臨的都不是錢的問題，現在被遷移的作

品多半不涉及錢。假設說興辦機關就是不想要這個作品了，這個作品

有無財政部的財務編號？財產如何歸屬？因為沒有講清楚，所以興辦

機關可以任意處置，如果有編號就不能，假設說興辦機關不想要了，

藝術家可不可以買回？買回是甚麼價錢？當時作品的設置經費是五百

萬，現在賣給藝術家要價七百萬可不可以？當然可以，因為藝術家的

藝術品會增值啊，作品價值會提高，國外不乏這樣的事情呀！ 

筆者：這樣就需要公正的第三方來鑑價吧？ 

黃：  對，這就是我說的問題。也許這是對藝術家很重要的作品，他願意把 

它買回，那藝術家是不是有優先權？剛說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這就

是尊重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方法之一。另外就是跟藝術家商量，找一

個雙方認可的地方重新設置，還有一個方法就找一個第三方，成為這

件作品的保管者，再舉董振平的例子，著作財產權還是登記在鐵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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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放在板橋火車站，而要遷移放到北美館的廣場，這就要看第三

方－北美館－同不同意，這就是用信託的方式，由第三方保管。這樣

遷移的費用由誰出？有很多種方法處理遷移，要由大家集思廣益，討

論各種可行性。 

筆者：這些議題有很多專家學者都討論很久了，可是到現在仍然停留在討論， 

關於這點您怎麼看？ 

黃：  我的感覺是很多人沒有實戰經驗，只看到問題的現象，這就是我常講 

的 what，可是如何處理，也就是沒有 how，文化部對 what，why，how

這三個程序都需要顧到，而不是像很多人只提出意見。這就是為什麼

要有政府，個人的意見多的很，甚至有人說文化部應該不要管，公共

藝術政策可以把它廢掉了，有人就說規定所有公共建築要設藝術品，

這是很不合理的。眾說紛云，政策有問題，就應該針對問題提出解決

的對策。 

筆者：您對於移置審議制度的建議，哪些細則的制定對公共藝術的成效評量 

和移置機制有幫助？ 

黃：  公共藝術設置有四件事情－創作設置、民眾參與、推廣教育、管理維 

護。發現問題就要改正，第一項創作設置規定很詳細，連合約書都有

標準本供參考遵循，為什麼後面這項事情就都沒有？是不是也應該用

同樣的精神、同樣的作為涵蓋這三項事？我是認為心態和高度很重要，

該怎麼做？可以大家集思廣益！ 

我剛剛提的那些或許有人會說：那不是越搞越複雜嗎？但是所有的事

務可以化繁為簡。譬如當年有三本報告書要審議，後來發現三本都審

議沒意義，只要審第一本就好，後面兩本就不用了，這就是化繁為簡。

所有的東西沒有經過實際檢驗，怎麼會知道要如何去修改，所以所有

的事務知道問題在哪裡，就應該擬訂對策，不要一直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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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將設置辦法存在的問題都列出來，假設列出五十個問題，每個

問題要怎麼解決，做一次總檢討和修正，可能在三年或五年以後，在

執行過程中又發現其他的問題，那就再做一次。所以我說二〇〇八年

的修法其實是很重要、很有價值。在那次修法過程中比較有問題的是

文化部找錯負責的單位，當時執行修法的單位不是夠公正的第三方，

過程中沒有注意到有些問題。舉例：策劃和代辦這兩件事，很多人到

現在搞不清楚是什麼，為什麼在公共藝術辦法修法時想出策展人和代

辦人？這就是沒有定義清楚，誰搞得清楚這兩個有甚麼差別嗎？策劃

是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甄選結果報告書裡會出現的對象，屬於乙方。代

辦是替甲方作行政事務的人，是根據採購法而產生的對象，不是按公

共藝術設置辦法產生的對象。這兩者功能與法源完全不一樣。 

筆者：到目前為止對於移除審議機制，可以提出的比較具體建議是甚麼？ 

黃：  信託可做為選項之一。 

筆者：這是對於移置作品的處置方法之一。 

黃：  如曲家瑞的作品《呷飽沒》不見了，那我們的財產不就是要註銷？他 

會說我沒有註銷啊，它還存在！可是我們永遠看不見它。 

筆者：所以這個處置的相關辦法應該要很清楚的寫在規定裡？ 

黃：  如果用這個案例來看，在辦法裡就要講清楚，不能說沒註銷，放在倉 

庫裡也行。 

筆者：也就是說對於移動作品的規範要寫清楚？ 

黃：  對！ 

筆者：瞭解，這些問題看似不大，但實質牽涉面很廣。 

黃：  凡是公家的事情一定會牽涉很廣，可是就看在執行的時候怎麼把它合 

理化、合法化。這就是我一直講的，所有事務有標準作業程序就很簡

單，現在誰會去寫契約書、報告書？基本上公告的契約書、報告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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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是標準的，只要局部修改，因案制宜就好了，至少可以有所本。

可是現在關於移置或其他許多項目，連範本都沒有。 

筆者：瞭解！也就是標準程序先出來，另外加註但書，讓特殊的狀況可以因 

案制宜。感謝您今天分享這麼多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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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林正仁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雕塑家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公共藝術創作 評審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訪談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大樓 

 

林： 公共藝術被移除原因很多，有些是業者或民眾不喜歡，也有些真的是 

因為基地改變，像我在臺南一九九七年做的示範公共藝術，是臺灣第

一件公共藝術花了一千萬。 

筆者：請問那件作品名稱？ 

林： 《牆》，當時花了一千萬，最近就要搬移了，理由是臺南市賴清德市長 

要蓋一個「臺南美術館」，找日本人來設計，正好在我那個作品的基地，

而那個基地在孔廟旁邊，是一個最有價值的地方，歷任的市長從日本

時代到現在一直在改變，日本時代它是神社，後來變成體育館，又變

成地底停車場，現在的市長要把它變成臺南市美術館。所以這個基地

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功能，因為它在臺南市的正中心。 

筆者：所以因應時空背景，基地使用方式會被改變。 

林： 是，執政者考量政績會想要做他任內的建設，尤其在孔廟旁邊這麼重 

要的位置。很可惜當初比圖沒有要求建築師把這個作品設計在建築物

當中，因為這個作品是很有意義的，它是臺灣第一批的第一件公共藝

術，也是臺南第一件，已經完成二十年了，而且作品是根據整個臺南

市發展的歷史來做的，我讓你看一下圖像。 

筆者：這樣說來它是非常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 

林：  是，整面牆一百公尺，最近要遷移。 

筆者：那遷移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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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基地要做新的功能，可是當初比圖就沒有說到要把我這件作品如何跟 

他的建築結合，一起設計進去，現在變成要我把這件作品搬走，所以

我最近就在考慮這要怎麼搬。 

筆者：是要藝術家自己負責搬走嗎？ 

林： 當然是委託藝術家執行遷移工程。 

筆者：經費由誰負責？ 

林： 當然是由他們出，這還算是比較圓滿，藝術家願意配合他們，肯退讓 

那個位置。 

筆者：國外也有發生過藝術家不願配合的案例。 

林： 對呀！像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的「傾斜之弧」就告了很久，他 

說這個作品放在這個廣場上是有它地點的意義，離開這個地點，它的

意義就沒有了。所以當初我這個作品也是針對這個地點來設計的，包

括這個牆和整體的感覺，因為它在臺南市中心，所以我就表現臺南市

的整個歷史……所以我還算是比較容易協調的。 

筆者：您同意配合搬離原基地，之後作品要放到哪裡呢？ 

林： 現在就是在找啊！他給我看了好幾個地點，可是那些地點都不是那麼 

適合，現在是找到安平古堡附近的一個新生地。 

筆者：所以現在政府是提供一個公共空間，讓您的作品可以重新設置起來。 

林： 是的，這是一個勉強讓大家不會搞得那麼尷尬的辦法了。 

筆者：算是雙方妥協的結果？ 

林： 對，可是他又說沒有太多的經費，但是作品如果沒有按照我原來的構 

想放回去，背景不對，它就會很難看，要一件一件拆開來放就和我當

初《牆》的意義不一樣，這個作品就失去完整性，不只意義沒了，本

身設計的美感造型也沒了，現在程序還在進行當中。 

筆者：為何沒有太多經費，作品就可能要一件一件拆開來放，無法按照原構 

 



229 

想重設？ 

林： 因為我牆的作品有五面牆，裏面有十個單元，如沒有照原意組合而拆 

開來亂放，就不是我作品的原意。如果經費不夠，就先拆卸和搬遷到

新基地，等有經費再依原構想重新組合。 

筆者：目前作品還在原來的位置嗎？ 

林： 現在第一個他叫我先拆掉，因為房子蓋啦！ 

筆者：有沒有提供一個地方讓您拆了可以暫時放置呢？ 

林： 第一步要先移開，然後再找一個地方放，先拆再講啊…… 

筆者：親身經歷這種因為基地用途改變而必須遷移作品的事件，您認為我們 

的法規對於設置超過五年的公共藝術作品保障是否足夠？ 

林： 法律上是這樣啊！ 

筆者：所以您覺得法律上是否該有更明確的規定來保護它？ 

林： 前五年就是保障創作者，但是不好的作品能夠移走也是可以的，因為 

做了也不一定就是對的，有太多視覺垃圾了，五年過後該怎麼處理，

大家可以想辦法。 

筆者：所以就您的觀點和期待，目前法令是否有必要修正？ 

林： 現在這樣的法令，讓大家可以進、可以退也好，並不是藝術家就絕對 

偉大，作品有好的也有壞的，作品不行的話，要怎麼處理也是很頭痛

的問題，這些視覺垃圾該怎麼辦？ 

筆者：您是認為明文規定超過五年的作品也不得移除，會造成對不合適的作 

品無法處理反而不好？ 

林： 對呀！這也是一個重新檢討的機會，當然大家都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被 

檢討或拆掉，才會有這麼多爭議，究竟好與不好的尺度怎麼訂，還是

要討論。 

筆者：所以您的意思是說：「不修訂目前的法規，反而保留一個對於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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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有再次被檢視的彈性空間」嗎？ 

林： 對啊！這不是不好的事情。 

筆者：許多藝術設置完成之後才有商業行為進入，例如板橋火車站曲家瑞和 

董振平的作品就是因此被遮蔽以及移動位置，您認為公部門是否該有

甚麼樣的機制來防範或協調，或拿捏平衡點？ 

林： 這我有看到，其中黃銘哲的作品下半部被切掉是因為當初尺寸計算問 

題，旋吊下來離地只有一米八，人走過去很容易撞到，這是基於安全

問題沒辦法。另外曲家瑞作品被商家用廣告蓋掉的，公家應該要出面

處理，不能讓商家為了商業利益這樣做，因為作品本身並沒有違背公

眾利益、安全或善良風俗。取締違章建築都要處理了，這麼重要的一

個地方卻反而放任商家這樣做，真的是個問題。 

筆者：但有時商家的說法是和民間宗教習俗相關，比如有不良風水或煞氣等 

疑慮。 

林： 我有些作品也面臨過這樣的問題，像這一件「戲劇之鄉」就換了兩次 

角度，因為做在圓環上，它四面都有房子，有居民說被尖角對到會產

生冲煞，感覺不好，找了民意代表來要求轉方向，轉了之後另外一家

又出來抗議，後來當地民意代表和居民就出來現場一起看，再決定哪

個角度可以。臺灣人對於冲煞問題很在意，這方面藝術家在不影響基

本原則下，應該跟社區之間是可以協調的，不一定要那麼僵化，但是

板橋車站那個案子，我覺得商家是很過分，公權力應該要介入的。 

筆者：您對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會怎麼定義，又該如何評量呢 

林： 臺灣作了二十年的公共藝術對整個是覺環境是有很大的影響，在這之 

前是放甚麼東西，你應該知道吧？ 

筆者：是銅像嗎？ 

林： 而且還不是真正甚麼偉人的銅像，是特定一、兩個政治人物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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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扶輪社、獅子會的，對社會沒甚麼幫助，只是為商業利益或政治

利益，先有了這個之後公共空間才有真正屬於藝術的公共藝術進來，

當然褒貶都有，但是正面還是大於負面，基本上臺灣這樣做也成為一

個榜樣，甚至大陸也在注意臺灣這方面的作為。 

筆者：所以您認為臺灣在公共藝術的執行得到他國的關注也算是成效之一？ 

林： 這當然就是很大的成效，以前到現在你看相差多少。說是百分之一， 

其實並沒有真正執行到百分之一，六千億的公共工程，公共藝術總共

執行不到五億，只有千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一，當然有些人說公共藝

術應該是減法，有些說是還不夠，但是這應該去斟酌。 

作品的好壞還是最重要，做到後來變成藝術性越來越降低，討好迎合

市場大眾口味的越來越多，目前有這個傾向，到處都是幾何造型作品，

你會分不清處那到底是誰做的，這就是有問題。很多母愛、和平這類

主題是容易討好大眾的，但對藝術沒有幫助，這是一種常態，很多藝

術家為了迎合大眾，就去做那一類的作品。 

筆者：您是指看起來順眼的作品，但是沒有特色？ 

林： 對對對！表達母愛、和平都是圓融，到後來都是那種東西，看不出藝 

術家個人的特質和主觀理念，想取一個中間值卻反而失去藝術性，就

像商品畫一樣，現在走向商品化。藝術性是個人的，公共是大眾的，

這兩個之間要有平衡點，不能只偏向討好大眾，國外對於這點就很清

楚，所以很多作品不用看名字，看作品就很清楚是誰做的，我們則是

越來越搞不清楚。現在連私人建築，建商蓋的大樓都放了很多抽象幾

何造型，視覺感官是好，但是藝術性越來越出現問題，現在大家一定

要色彩鮮豔、看得懂的，久了之後把藝術家的稜角都磨光了。 

筆者：所以讓您評量公共藝術，您會覺得藝術性是應該要加強？ 

林： 很重要呀！既然是公共藝術，藝術是還是第一，不然和廣告看板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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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差別？ 

筆者：有些作品因為不被認同，把它移走另外處理，您認為這樣做有甚麼樣 

的正面意義？ 

林： 這我贊成，有些直接拆除，有些移走，像現在桃園設立有蔣公銅像區， 

在原來的位置已經失去意義，移到那邊變成一個環境特色。所以有些

人就說是否也可以建立一個類似的園區來容納那些必須從各地方移走

的公共藝術作品，就像很多作品真的不知道要移到哪裡去，這裡可以

成為收容所。 

筆者：也就是一個留置展示中心，讓大家可以去觀賞和瞭解我們公共藝術的 

發展過程，這樣也算是很正面的。 

林： 對，對！這是可以的。 

筆者：除了您本身的作品《牆》，是否還有其它讓您印象深刻的公共藝術面臨 

遷移的案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林： 目前為止並沒有特別留意。 

筆者：您覺得多少比例的維護經費是比較合適？ 

林： 現在是作品經費的百分之一，保固一年期結束後就由藝術家領回了。 

筆者：所以這樣的額度您覺得是可以的？ 

林： 是的，因為一年之後就由管理單位編列預算，藝術家就沒有辦法再參 

與經費問題了。 

筆者：公共藝術品遷出原基地，剛才您提到可以建置一個專門的園區來留置， 

除此之外，對於這些作品的安置，您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林： 以我的作品來講，若南市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另外安置的基地，我就 

不會簽同意書，那樣就會不好處理了。 

筆者：有些年代比較久遠，無法和藝術家本人溝通怎麼辦？ 

林： 好的作品會成為有歷史價值的資產，不好的包括材質易損毀的，這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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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問題，作品會有一定的壽命，而用好的材質像石頭、同會越來

越漂亮，所以當初在設置時要考量耐久性，有的一開始很漂亮，過了

幾年就會褪色或脫落，第二是作品水準，第三是作品不合時宜，像扶

輪社做的那些，當時很風光，可是現在看來就……。 

筆者：所以就您的結論，跟藝術家協調好一個可以重設的基地是最好的，否 

則就是像剛才提到的找一個地方集中陳設？ 

林： 像我臺南這個作品結果算是好的，能夠換一個基地重置，也算是圓滿， 

但也還有一些後續的問題要解決。 

筆者：請問您對於修定遷移作品的審議制度和法規有甚麼建議嗎？ 

林： 像我那個南的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第一個是最好當初在設計 

美術館就能把這個作品規劃進去，那就是雙贏，蓋美術館讓我這件作

品能留在原地和美術館結合在一起是最好的。第二是遷走，但是能提

供一個很適當的地點，我們再重新設置，第三個是移到一個藝術家不

喜歡的，或是不好的設置地點，第四個就是直接拆掉了，會有各種不

同的結果，應該分出不同層次的方法。 

筆者：您是說法規上最好訂出這四種層次的方式，按照個案去處理移置的問 

題？ 

林： 訂出四個不同層次，依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先後順序，再看實 

際遇到甚麼狀況再選擇適當的方式去處理會比較好。 

筆者：瞭解！感謝您今天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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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姜憲明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公共藝術評審 藝術家 中國科技大學設計系講師 璞林國際藝 

術有限公司負責人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公共藝術創作 公共藝術徵選小組 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訪談地點：璞林國際藝術工作室 

 

姜： 法令規定五年內不能移除是一個標準，其實五年之內大家都不會去動， 

除非妨礙到公共安全，才會針對特定的狀況去審議是不是要移除，很

有名的案例是世貿三館前面那個作品《局》，當初的擺放位置不恰當，

造成行人動線的阻撓，也造成車輛視線阻擋，所以五年一到就被撤走，

也就是因為法令規定，所以得等五年才能處理。但若說因此修訂法令

成為三年或兩年，我們也不建議，現在我們選作品會希望在一開始就

考量清楚，不要等選完之後再做調整。 

法令對藝術家是個保障，如果把年限修短，很多單位只是為了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才做設置，很容易時間一到，甚至還沒到就把它拆掉，這

樣對藝術家是很不尊重的，所以早年寫法的時後訂了五年的標準，但

現在很多案子不到五年就損壞了，像這種就是要請藝術家修復，大部

分藝術家都會去修復，不修復的狀況下也有被直接拆除，好像也沒人

抗議，因為是自然損壞的。 

有些作品的材質不耐久，像金屬烤漆，很容易嚴重落漆、退色，或者

是不環保材質發生龜裂，管理單位和藝術家又因為缺乏經費不能去修

復，這種狀況我會建議不如移除，當然要先知會藝術家。但是如果是

一個不會損壞的作品，像石雕，放到第三年覺得它不好看就要移除，

這當然不行；像牽扯到風水、怪力亂神而去移除，這顯然不合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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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妨礙公共安全，一直造成人的受傷，就就應該要移除，這種可以

另案辦理。其實五年很短，如果沒有公共安全問題的話，我不覺得可

以在五年之內去任意移除它。 

筆者：那麼對於設置超過五年以上的作品，我們的法令並沒有特別提出來， 

依您的解讀，這是否這就代表超過五年就可以由管理單位任意處置

呢？ 

姜： 國內這樣的案例不多，之所以會移除都是因為改朝換代，新的權責單 

位想移除作品多半是想重新開發，或是做些其他的設施，或是認為這

個東西的價值沒有重新開發過之後來得好，所以要看藝術品本身的美

感夠不夠，一個很漂亮的東西，造型優美、吸引人潮，對景觀又加分，

你根本不會想把它移走，只想維護得更好。如果一件作品一直被人想

要移開，這個東西恐怕本身也有問題，當初選得不適合，造成大家視

覺感觀不好，都是這樣的原因。但是作品的存在沒有上限，五年以上

移除也不違法。 

筆者：所以您認為只要作品選得好，被討論移除的機會也不多。 

姜： 對，要說到法令，臺灣的公共藝術開很多案子，一年有幾億的經費， 

分佈下來有幾百個，臺灣並沒有這麼多人會做公共藝術，所以每開一

個案子一定有人來拿，拿到的人不見得是專家，做的東西放在那裡不

適合，人家忍了五年、八年，還是要把它拿走，那是因為作品本身不

夠好；不然就是基地要被重新使用，或是作品出現問題了才會被移走，

我知道多半因為損壞被移除的比較多。 

至於法令，我想應該是不會再修了，它不能修成不得移除，真的不得

移除，問題就很大了，五年是個關卡，五年之後還不能移除的話，就

很麻煩，因為很多作品五年後的狀況很不好，缺乏保養，年久失修，

失修到殘破不堪，結果就是移除。如果從第一年就好好保養到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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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它做得並不好，但維持得很好，基本上對環境、教育有幫助的話，

大概都不會去移除的。 

筆者：基於這樣的觀點，您是認為不需要用法令去限制超過五年的作品的移 

除問題？ 

姜： 基本上這條法令爭議不多，在我們開會的過程中，當有人說作品被移 

走而沒被告知，然後透過訴訟去釐清為何沒告知而處置作品，有可能

去移除作品的單位不清楚這條法令，確實有些單位是不知道的，公共

藝術相關辦法和規定其實並沒有推廣到每個單位的每個層級，承辦人

員比較知道是因為他們有上過課，其他的像村長、里長、主任甚至校

長，都不會知道這條法令，等到事情發生了才知道。 

筆者：所以有些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對公共藝術設置做了違反法令的處置。 

姜： 對！所以這些事情是要強調出來的！ 

筆者：也就是只能加強宣導嗎？ 

姜： 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其實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知道， 

但是委員知道，興辦單位就不一定，所以為了避免設置後產生難以維

護和失修問題，現在作品的選擇最後還是會回歸到完整性、耐久性、

安全性，這些成了最基本的考量。公共藝術已經普遍推行這十餘年，

要維修的東西很多，大部分牽涉機械動力的大概都已經出問題，現在

都沒在修了，像捷運站很多案子是感應的、亮燈的、機械互動大部分

都停滯，噴水池噴水的也停滯，因為維護要經費，一開始設置是建築

物的建造經費百分之一，如果事後管理單位每年要編列一、二十萬去

維護，一旦業務單位經費不足，作品就沒辦法維護。 

像石雕或銅雕，它的特點就是堅固、耐用，維護方式就是清洗，洗完

之後就像新的一樣。牽扯到公共藝術的本質，全世界留下來著名的，

不管是雕刻或是建築，大部分還是石材或金屬，可以流傳千百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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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探討，比移不移除還重要。有些作品的材質連能不能維持五年

都是個問題，所以設個五年不能移除的限制還算客氣，有些兩三年就

壞掉，還不能移除，那就很辛苦了。評審委員在甄選作品的時候，雕

塑評審會選擇雕塑人才，建築專業或裝置藝術委員就會傾向選擇比較

先進的材質，或是容易吸引民眾的絢麗作品，讓它得到首獎，這或許

是比較沒想到這公共藝術將在歷史的定位，它給這環境和單位帶來什

麼樣的以及多久的影響，這裡面有很多盲點，雖然這樣，但我還是不

建議輕易去移除公共藝術作品。 

筆者：這代表您認為五年以上的公共藝術作品還是需要保有一些移置或移除 

的彈性空間嗎？ 

姜： 是的，我們的法令應該加註關於材質的耐久和堅固，還有安全性，如 

達不到，五年過後該移除就移除；也就是說：五年內如果有前面所說

的那些問題，譬如損壞不修、安全堪慮，還是可以依法移除，至於五

年後想移除當然隨時可以移除。你所說的修改這條法令是傾向更保護

藝術家的作品不被移除，但基本上，如果不想被移除，那也是藝術家

的責任，要做得好，讓人家不會想去移除它。很多藝術家只是想來賺

一些生活費，也沒有把握作品是否能撐二十年，或許他的藝術生命才

幾年而已，之後就不做這一行了，哪管它二十年後作品變成怎樣。 

對我們這種長期經營的藝術家來講，作品都是永久保固，已經做了二

十年，作品出去就要撐到我們退休的那一天，不管八十歲、九十歲，

直到踩進棺材那一剎那。在整個過程中，它都是我們的作品，只要電

話打來，作品有任何問題，我們還是會去做維護；也就是一個這麼重

要的環境放著你的作品，你就要負責任，做公共藝術的藝術家要用這

種心態去經營，因為藝術品會跟著你一輩子，做一件好作品掌聲不斷，

做一件壞作品貽害千年，大家都知到這件很醜的作品是誰做的，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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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批評，那就真的很尷尬。以我們的心路歷程來講，藝術品這東西

只有兩個很簡單的因素，再強調一次，就是美觀、安全；這是基本需

求，若是不美、不安全，再多的創作理念都讓人存疑，而只要這兩樣

東西掌握得好，美觀就吸引人了，又很安全的話，被移除的機會就相

對的小。 

筆者：當公共藝術在它的場域和商業營運產生牴觸，商業常常凌駕於藝術， 

舉例來說，板橋火車站有幾件作品就因為商業活動而被移動和改變，

請教您對這些事件的看法，究竟藝術、商業之間該以何者為重？又該

如何取得平衡？ 

姜：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空間會有商業功能需求，藝術家要有直覺去判 

斷如何讓藝術品在這商業空間去扮演它的角色，這還是牽扯到美觀和

安全，放在商業空間能夠吸引人潮，這對商業空間是加分的，除此之

外，人去觸摸或攀爬不會造成危險受傷，還會越漂亮，譬如石雕，去

攀爬會越爬越亮，銅雕會色澤越美，反而變成使用率很高。像木柵動

物園的賣場前面有個國際性的雕塑，是河馬鑲嵌在主要動線上，有些

露出頭，有些露出身體，小朋友會在上面爬，當初不是百分比公共藝

術，只是一個 idea，結果使用率很高，小朋友很喜歡玩，在那個空間跟

商業活動也不衝突。之所以會產生衝突感，是因為被認為好像藝術家

強佔空間，早期的公共藝術比較有這方面的問題，比方說蕫振平的作

品，它的造型比較像是座椅，所放置的地方人潮進出那麼多，不能穿

透或跨越，行人覺得阻礙動線，所以才會被移到旁邊去。 

筆者：還有商家設櫃的問題。 

姜： 這都是後來商業的考量，所以你問藝術和商業之間要如何平衡，基本 

上，我們一開始做公共藝術的時候就要問清楚，這個空間將來要具有

甚麼樣的功能，或是未來會使用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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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可是有時候也不太容易，以這個例子來說，因為當初是交通部鐵路改 

建工程局在建造車站空間時負責設置，他們在執行的時候，並不知道

後來負責營運管理的鐵路局要如何使用這個空間。 

姜： 如果我是負責的藝術家，在車站這種群眾人群來往密集又往來頻繁的 

空間，一開始就會考慮動線問題，不會做一個橫向造形，而是做直立

式，讓行人可以流暢穿越的作品。像你提到設櫃的問題，在設計作品

的時候，必須想到這個點在這個空間裡面扮演的角色，但是我們的作

品偏向設置在戶外，比較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要是放在室內大廳的

作品，真的要好好考量。像黃銘哲的作品在板橋車站也是懸掛起來太

低，行人通過很容易撞到頭，結果下半部被切掉，藝術家抗議了很久。 

筆者：關於這件作品，吊掛高度計算錯誤，結果影響到路過民眾的安全問題 

很明顯，所以改變作品顯然是不得已的處置，引起的批評正面和負面

都有。 

姜： 是啊！黃老師的作品多數需要大一點的空間，另外有一些圓錐形的作 

品，後來做了臺座，加了立柱做為阻擋，讓行人不會去撞到，都是這

樣的問題，而藝術家也很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人的安全相對成為次

要考量。所以我一直提到美觀和安全這兩件事，一定要先安全再美觀，

若要先美觀，安全還是同時要考慮進來，基本上，我們是在安全的前

提下做最美的造型……其實這些問題真的有很多需要思考。 

筆者：照這樣的觀點來說，一開始構思設置計畫就深入思考空間性質，也可 

以適度避免未來啟用後可能發生的問題。目前狀況看起來，往往在商

業進入之後，這些設置在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被管理單位重視的程

度遠不如當初甄選作品的評選和審議委員，藝術家會覺得很受傷害

吧？ 

姜： 其實，有時候藝術家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移走，因為作品對於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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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有妨礙的時候，商家去移動它並不一定會主動事先告知，等既成

事實了，藝術家或許會去抱怨一下，但卻無法改變這樣的結果，所以

這種問題還蠻無解的，也不可能去處罰移動它的商家或管理單位，說

他不尊重你。像我們在大醫院的作品，原本是個噴泉水池，因為覺得

很難保養，他們就種了荷花進去，變成荷花池……剛看到的時候真的

是傻眼。 

筆者：這樣的話，作品不就是被改變了嗎？ 

姜： 是啊！但是我們會想，反正已經結案，經費也領到了，所以不會想要 

太堅持，大部分藝術家都會妥協，因為和一個機關比起來，就好像螞

蟻和大象，無法抗爭，而且也沒有必要，通常就這樣結束了，這就是

臺灣對藝術品不尊重的地方。其實你所問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都

是為藝術家考量，以創作者的角色在寫的，如果換過來，我們是使用

單位的時候，譬如水池的保養，又要加氯，又要加消毒水，根本清理

不了，甘脆就一不做二不休種荷花了；就像我家種草皮一樣，要找人

來割，才能維持好看，這就要人力，要金錢……所以大多會便宜行事，

因為進駐那些空間的都是外包單位，他們對藝術沒有經營概念，只對

賺錢有興趣，若影響到他賺錢，就會想把它挪開，然後管理單位也覺

得沒造成其他影響，就任由商家去移動了，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 

這都要協調，兩者產生牴觸時，站在藝術家的角度來講，我覺得要先

告知，如果藝術家沒有意見當然就由管理單位處理，否則就應該徵求

藝術家的意見，協調一個最好的方式，不要私自去移動，萬一造成損

害，又不知如何修復。所以結論還是要以藝術品為重，尊重藝術家的

意見，在那個空間重新找一個適合的位子去放置，就像藝術家在放作

品的時候，委員會給意見，就是因為有些藝術家沒經驗，而以委員們

的經驗，比較會考量將來這個空間的使用可能有些甚麼狀況，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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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或是將來可能設廠商的問題。另一個就是在選藝術家的時

候，一開始就要把這個題目丟給他，讓他在設置計畫上先做調整，讓

這種情況發生得越少越好，也就是說委員也相對的要承擔一點責任。 

筆者：綜合您剛才的意見，最好就是委員們能提醒藝術家在創作時要對於未 

來空間的使用方式多加思考和研究，依據空間的性質和功能去做藝術

品的設置計畫。一旦相互牴觸的事情還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這時公

共空間的管理單位就要居間扮演好協調的角色，以尊重藝術為前提，

協助雙方達到共識，讓藝術品能夠有一個最佳的展示空間，也讓商業

可以得到應有的發展。 

姜： 對，對！真的位置有需要調整的時候，只要打個電話通知藝術家，大 

家可以一起來看看要移動到哪裡比較好，這是可以解決的。因為有很

多不可預期的事情，十年前不會知道十年後又有哪個商家要進來賣文

創商品，所以你提到的這個問題，不要就法律面去說，就人情面來講，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筆者：所以您不認為應該從法令面去防範和約束嗎？ 

姜： 這是不可能的，法令沒辦法那樣訂，畢竟這是公共藝術，以臺灣的整 

體氛圍來講，它已經佔有一席之地，早期還比較辛苦，現在已經受到

基本尊重了，文化是一群人共同經驗的累積，如果一個國家沒文化，

就是一群人的經驗都很差，我們的公共藝術文化是十多年來大家奮鬥

得到的成果，民眾看到公共藝術品會意識到要保護，這是值得珍惜的，

以前沒那個經驗，就不知道那到底是甚麼。六十歲到八十歲的長者有

些可能沒有公共藝術概念，但我們現在四、五十歲以下的人在教育小

孩子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文化水平，所以這個文化已經在臺灣札根了，

像法國和義大利文化很強，幾千年累積下來的經驗讓人覺得他們很有

文化，國家跟著一起強盛。臺灣這些年來公共藝術的文化在提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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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越來越尊重藝術品的時候，這方面的問題會越來越少。 

筆者：確實是這樣，現在從不同的管道常常可以看到民眾觀賞和關注公共藝 

術品的訊息，若有移動或改變的情況發生，報章雜誌和網路也會有許

多批評的聲音。 

姜： 對，但那是對於好作品，如果是個壞作品，人家也會說：「那個為何不 

趕快移除？」這樣也可以給藝術家一個壓力，以後不要隨便亂做，做

不好甚至會成為網路霸凌目標，很容易被打成落水狗，但有時這也是

一件好事，因為藝術家也要負起責任。  

筆者：所以負面的意見也是一個幫助創作者成長的機會？ 

姜： 對！聽起來是不舒服，但是下一次設計作品的時就要考慮到這些。 

筆者：從一個雕塑家的角度來看，您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會如何定義？ 

又該如何評量？ 

姜： 我們分成公、私兩種性質來講，在公的領域是公共藝術法規定下的藝 

術設置，而私的領域在於不管是都市審查或只是想為環境加分而買的

藝術品。我們討論的是公領域的藝術品，它的設置成效已經到了最後

一關，作品經過甄選、設置完成，民眾參與也辦完了，這時講成效，

就是它帶來的結果如何？最有名的一個案例就是高雄捷運的「光之穹

頂」，它的成效已經超越了本身的藝術美學價值，還吸引了人潮，這樣

的成效算是非常的好，現在很多公共藝術設置完成之後，當它的位置

不好，成效也就不好。 

要說這個成效該如何定義，可能就要看它的使用率，位置不好就不容

易看出它的成效，就像買房子一樣，大家會想買靠近捷運、車站等，

在容易聚集人潮的地方設置的藝術品，若是美感夠好，成效就高，如

果設置在人少的偏鄉國中小學，或是軍隊內營區，相對成效就低。所

以地點很重要，地點不好，本來成效就不會好，再加上作品又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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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自然就差，像「光之穹頂」在捷運站的中心點，本身就是人潮聚

集的地方，這就是地點和作品都好的例子；如果地點不好，但是作品

很好，那就要看運氣了，看能不能帶動一些人來參觀。就大臺北區的

公共藝術來說，基本上成效好的，都在捷運周邊或裡面，比較有人觀

賞，要說在那裡駐足或拍照的倒是不多，大部分來、去匆匆。你看最

近做完的捷運象山線的大安森林公園站，它本身站體的空間設計是比

較能夠逗留的，從牆壁上的浮雕到廣場所展示的作品是可以讓人互動

的，相對它的成效就比較高。還有一些小學裡面的學童嬉戲空間，作

品設置後的使用率也非常高，小學生最容易接受各式不一樣的東西，

做甚麼都會讓他們喜歡，只要不是在教室裡面，能夠容許跑、跳、攀

爬、遊玩的地方，不論東西的美、醜，成效都很好。 

所以公共藝術成效的定義，說穿了還是像買房子，地點不好，成效也

沒辦法好到哪裡去，回到公共藝術的本質來說，還是一定要到到達美

學標準，並不是說一定要多漂亮，氣質也是屬於美學條件，而且也要

符合安全原則，看起來有美好的線條，觸摸起來舒服的作品相對安全；

有很多尖角，看起來銳利、刺眼，就算做得再平穩，也只是結構安全，

造形並不不安全。所以就這個成效和定義來說，我覺得地點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再來就是造形的美學，和地點要搭配在一起，兩者如果搭

配得好，成效就一定好。所以我是認為公共藝術在選擇設置地點的時

候，要選在人們會去用到、能看得到的地方，像很多建築體系的專家、

學者會認為公共藝術是要減量的藝術，要做地板的鑲嵌或是掛在建築

物的某個角落，或是跟建築物結合在一起，往往這樣就變成只能「轉

角遇到藝術品」，這種「不小心碰到」就沒辦法很直接的告訴你：這是

一個藝術傑作，但是它會跟環境結合得很好，這是屬於減法藝術，整

個融在環境裡，就像在一片草皮上做一個水平的東西，遠遠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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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了才會發現它很有趣，那可能就不是我們現在所談的成效，而是

建築設計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能以這種方式做得出來，那就很高明了，

譬如從草皮中間切開，把它拉起來做成斜坡，大家可以在上面滑，這

個公共藝術就很棒，這時我們所指的成效就出來了，以它的架構來說，

是一件藝術品，把草皮拉上來做成一個造型，又是可以滑的斜坡，這

很好，可是以目前臺灣的狀況，能做出一個這樣氣度的作品嗎？要如

何保養草皮永遠翠綠滑順，又能讓人互動？如果在人流稀少的地方，

它就會雜草叢生，整個被淹沒，在人潮多的地方又被踐踏到草皮死光

光。這種創作用電腦模擬出來效果很好，概念也很好，但是要維護就

很困難，最後的結果就是乾脆做兩塊石頭，翹起來像溜滑梯一樣，鑲

嵌在草皮上，第一個，石頭不會長草，又容易長期維護。所以回到本

質來講，就還是安全和耐久性，這很重要的，公共藝術絕不能只是想

法、講法一大堆，像剛說的例子，最後拿出提案的時候，若我是委員

的話，一定會問你：那些草皮的長期維護怎麼做？造型要無何維持？

所以如果用石雕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了。 

筆者：因為有這樣的理念，所以您的作品大多線條圓潤，而且屬於耐久的石 

頭和金屬材質？ 

姜： 這是時間和經驗的累積，就像沒有年輕的名醫，我們年輕的時候也犯 

過錯誤，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經驗讓我們知道如何在藝術生涯裡達到平

衡，能夠生存下去。年輕的藝術家很容易為了要達到特定的效果，用

盡了所有的經費還血本無歸做了白工，而有經驗的藝術家可以用最經

濟的成本做出超值的優秀作品，不只賺到錢，還賺到掌聲，這才叫做

專家。 

筆者：所以就老師的觀點，您所定義的「設置成效」是比較著重於整個計畫 

執行完成後的作品安全性、美感、使用率和民眾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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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是的，就像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的《光之穹頂》，它雖摸不到，只能看， 

但成效一樣算是很高，因為所處的地點環境人潮集中，如果你把它搬

到隨便的一個體育館，很少人看到，要如何談成效？所以還是地點和

使用率的問題，曝光率越高，等於使用率越高，這才能衡量成效。 

筆者：有些作品無法達到您所定義的成效，甚至引發負面批評，這樣的作品 

被移走的話，是不是也有正面的意義？ 

姜： 你這份論文所說的「評核機制」如果是著重在設置完成後的部份，應 

該說：一個作品已經做好放在那裡了，這時提到要移除它，正面的聲

音就會被消滅，於是就很容易把一個並不是那麼差的作品講成很差。

其實管理和使用單位通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完成了就不會想去動

它，因為不想違法，等五年後大家協調好，就直接處理了，哪管藝術

家怎麼想，或是藝術品價值在哪裡。這種事情可以說是完全受制於輿

論的壓力，如果是一、兩個人就還好，要是二十個、三十人舉牌來抗

議，那就開會討論，如果也覺得有問題，那就決定把它移了，並不會

去考慮藝術家的感受。要是問我，我當然不贊成，畢竟當初也是花了

錢去設置的，怎能說拆就拆，這些輿論究竟代表了甚麼樣的美學觀念，

能代表多少群眾的聲音？一個人說不好，也也許另外有一千人覺得它

好，卻沒說話？所以還是要用法令來規範比較好，當你想動它的時候，

要按程序找委員會來決議是不是該動，一定要有一個機制。不過這些

藝術品花了納稅人的錢去設置，總有公部門人要負責，考慮到這一點，

多數不會願意去動它，只有妨礙公共安全才應該被認真考慮移除，所

以我們的那個五年內不得移除的法律規定是有意義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回歸到評選作品的時候要選好，不能鄉愿，如材料

不耐久的，像 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作品，就算是大師，五年後

也會受到檢驗，作品裂開、崩壞，這時候不動也不行了，所以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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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責任，要選出一個以後不用去擔心這些問題的作品，總而言之，

再回到原點，如果不好看，材質又不堅固，能不去動他，這才奇怪。

我們一直在說：做為一個公共藝術家要知道，如果是個人展覽，一兩

個禮拜拆走也就算了，要長期放在公共空間，就一定要盡責任，確保

這東西有多耐用、多安全、多好看，如果都顧到了，已經做好，為何

要動？ 

筆者：所以與其討論作品不好看，要不要移開，還不如在一開始的時候更加 

謹慎評估，嚴格把關。 

姜： 是，是！這是我們最真實的心聲，學者對法條和理論很熟悉，但因為 

他們不是藝術家，所以看到的層面是屬於公共藝術設置作業的前端，

而我們是站在基層實作的角度和立場在接觸和看待作品，這些可能是

學者們無法體會的。我從參與評選得到的結論是：安全和美觀之間，

安全還是要放前面，因為我們承擔不起發生傷害意外，就像大巨蛋不

管蓋得多漂亮，萬一垮下來，它有多漂亮都不重要了，所以我們努力

做到越漂亮的東西就要越安全，經驗要足夠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 

筆者：公共藝術的管理單位常常編列不出維護經費，或是必要時的遷移，像 

林正仁老師在臺南孔廟旁的作品「牆」就因為基地要蓋美術館而面臨

拆遷，可是市政府經費目前只能提供拆卸和搬運，在新基地的組裝的

費用仍然短缺，對於公共藝術維護經費的比例和第一年過後維護經費

短缺的困境，您有甚麼看法？ 

姜： 我們負責製作公共藝術第一年有規劃保固經費，佔整個計畫的百分之 

五，如果有一百萬的製作經費，那就是五萬塊的保固經費要押一年。 

筆者：這樣的比例夠嗎？ 

姜： 基本上為了領那百分之五回來，一年內藝術家都會把作品維持得很好， 

第二年以後呢？我所認識、接觸的政府機關大部份，幾乎是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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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點九都不會去編公共藝術維護經費，除非這個單位已經很有經驗，

例如北捷運局有太多公共藝術，幾十件要維護，就會固定撥這個經費。

但是其他像中小學或政府機關，做的是一次性的，只因為蓋一個大樓

而做了一件藝術品，以後不會再做，就不會去編這個經費，這怎麼辦

呢？只有回歸到原點，所以現在的評審委員基本上會選出長期經營的

藝術家，這就是為甚麼有時你會覺得老是選到那幾個藝術家，因為這

些藝術家會有他們的專業，在國內有這麼多作品，拉不下臉做出一個

爛作品，也不會因為過了保固期就不管。五年過了出問題，只要接到

通知，還是去維護，也不會收費，而且一個藝術家做了二十年，經濟

有一定的基礎，就算管理單位編不出經費，他去修一修也不會有甚麼

問題，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責任心，並不一定會要求費用。如果是一

個這一輩子只做那一件作品的藝術家，做完之後已經改行，還要找他

來維修，這對於已經脫離這個行業的人來說就會很難。所以在綜合考

量下還是會給有經驗的藝術家，首先，他們做出來的作品會很好維護，

第二個就是不管幾年後，需要的時候他都會回去修，公共藝術也要做

出口碑的，可以表示這個藝術家很盡責。 

筆者：老師是用自己的行事風格去推論其他的藝術家也會這樣做嗎？ 

姜： 因為我有自己的公司、工廠的班底，這種經驗可能是別人比較沒有的， 

這是一個長期、永續經營的公司，我們的藝術品像種子一樣，在全臺

灣一百四十七個點到處生長，這麼多的作品帶來的經驗值就是：我做

了那麼多作品，一定要把品質顧好！ 

筆者：這樣的想法真的很激勵人心。那麼對於維護經費短缺的問題，您怎麼 

看呢？ 

姜： 維護經費比例如果要提高，除非是把保固期延長，但是恐怕很多藝術 

家不會願意，譬如說簽保固五年就好，法令可以修成你要編五年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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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經費，假設是五百萬的作品，一年十萬，五年就是五十萬，每年要

去整理作品，確保它五年不會壞，保固的錢不見得真的會去用到，但

是藝術家還是會不願意讓這些經費被押五年，所以一直沒修法也是這

個原因。很多建築物保固三年，藝術品是保固一年，如果把保固期延

長，作品壽命也會變很長，但是參與修法的藝術家有些也是公共的藝

術參賽者，當然不會願意寫出這樣的法條把自己綁死。 

陳： （陳麗杏老師，以下簡稱「陳」）可是如果寫出這樣的法令，大家就會 

在一開始設計就去考慮所使用材質是否可以更耐久。 

筆者：所以法令這樣寫的話，對於藝術品的製作品質其實是有幫助的？ 

姜： 是啊，是可以這樣寫，把保固期延長為五年，把經費編出來，錢沒用 

沒關係，藝術家就是要負責保固五年。 

陳： 但是這也有問題，有時候藝術家好不容易拿到一個案子，要留下五年 

的保固預算，這很可能會壓縮到藝術品的品質，因為大部分的經費都

已經花在材料和製作成本了，也很難預留太多保固金。 

姜： 是啊，或許他的利潤也只有相當於保固經費，除了要負責修理，還要 

押五年，這說不定對藝術家來說是個煎熬。像有些藝術家接了案子以

後外包，給了工廠製作費之後他只賺到設計費，再押個保固金，根本

就沒有利潤了，加上委員的許多要求，利潤真的很薄，對有些人或許

不是問題，但是有些就不行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也不忍心這

樣寫。建築物會保固三年，因為那是一個臨界值，超過了可能會承受

不了。如果五年的話真的很難，有些非自然損壞，而是被破壞的，或

是有燈具類的三年就差不多壞了，又非常的貴，修起來不得了。 

筆者：所以押再高的保固金也可能會不夠做為修復使用。 

姜： 對，這樣他就不會去修，這真的很多問題……所以只能說公共藝術是 

一種責任制，選到好的藝術家和作品很重要，一旦沒選好，從開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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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到驗收就問題一大堆，有很厲害的構想，畫很好的圖，可是根本就

做不出來好東西，廠商不好，安裝也不好，還是讓它過，結果一通過，

他就不管了，這樣萬一後續有任何問題就很難處理。所以擔任評審的

看到二十本計畫書，還沒聽簡報大概就會知道要選誰了，就算每個評

審選的第一名不一樣，但選出來的程度都不會差太遠，所以評選機制

很重要，評委的責任心和專業也很重要，要能瞭解而且準確判斷所選

取的是能夠長期經營自己作品的藝術家。 

筆者：對於不得已而必須被遷出原基地的作品，您覺得用哪些方式去處置比 

較恰當？ 

姜： 一個好作品真的必須移置的時候就應該要請原作者來處理，並且給他 

預算和合適的地點，同時也讓一個新的地方得到一個好的藝術品，這

是一件好事。至於預算問題，我相信藝術家也不至於會要求過高的經

費來執行拆遷，而且如果是一個永續經營的藝術家會對自己的作品負

責任，只要估算大概的費用，有自己的技術班底，很容易就能處理，

但有的藝術家這方面資源比較欠缺，牽涉到尋求外面的工班、技術，

費用自然拉高，管理單位有可能因為沒有足夠的預算，結果就只能拖

著，所以碰到這種情形，藝術家有時也必須犧牲一點，只要能夠有一

個好地點可以放，甚至比原來的地方更好，那就可以拋開一些費用上

的堅持。 

如果管理機關一時沒有合適的地點，也可以先拆下來封存，事實上有

些機關有空間卻沒有藝術品，可以在有工程進行的時候配合景觀裝置

起來，如果是好看的作品，應該都會被歡迎和接受，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碰到作品不好看，又有安全疑慮，放到哪裡人家都不要，這時直

接報廢掉反而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覺得遷移後的處置方式在沒有足

夠經費重新設置時，就要好好的保存，不要任意棄置，而且要找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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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藝術家，因為他知道怎麼放上去的，才能正確的拆解，不要隨便

找人來做，免得破壞了藝術品，修都修不起來。 

筆者：所以您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給它一個新基地，若一時沒有合適的空間， 

就先封存保管，等待機會再重新安置。 

姜： 這也是國外常做的方法，像亨利•摩爾的作品，當初沒有人知道他未 

      來會成為大師，他的作品也被移置過很多次，因為有時候難免建築也 

會被拆，可是他的作品一直被安置得很漂亮，就是拆下來保養，又重

新被安裝，那是政府很有價值的財產，他年輕時低價賣給政府，現在

是天價，作品會維護得那麼好就是因為政府有遠見，雖然一直在移動，

可是保存、保養得很好。像楊英風的作品也一樣，沒有人會亂丟，每

個單位要移動它的時候，因為藝術家已經不在了，所以他們都會請專

家去拆，然後好好保存，下一個建築要蓋的時候再把它放進去，但是

需要由專業人員來做。 

筆者：所以雖然當初是因地制宜所做的設置，但是一件好作品，就算換了基 

地也一樣可以和新環境融合。 

姜： 對，作品換基地不是問題，就算藝術家不在了，因為機關有環境規劃 

小組，這裡面一定會有專家，他們一定比機關首長或行政人員更加瞭

解如何在空間裡放置藝術品，請顧問的經費不高，可是他們可以發揮

很大的功能，給出最適合的建議。 

筆者：基於因地制宜的概念，有時候被認為特定公共藝術作品，換了基地會 

失去原來被付予的意義，但是您卻認為換了空間也未必不好？ 

姜： 對，而且這些封存的作品都是政府的財產，在進行新的公共建設的時 

候能夠再拿出來設置，一方面可以節省經費，更何況作品可能已經遠

超出當初購入的價格。如果有些單位不想要了，縣市政府何不把它收

回來，成立一個公園來放置，取個合適的名字，也能成為新亮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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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相信會願意把作品讓人拆走的也沒幾個，好作品大家爭取都來不

及了，誰願意送出去？所以真的碰到不得已要拆遷又缺經費，那就呈

報上級，讓上級單位封存，總有一天用得到。 

筆者：綜合前面的討論，您對於作品移置的法令規定和程序審議，還有成效 

評量方式有甚麼樣的建議？ 

姜： 在移置的程序上，我覺得當初設置的執行小組，包含專家、學者和興 

辦機關主管都要參與，如果主管換人了，新的主管就是當然委員，還

有當時的評審委員都找回來開會，釐清作品面臨移置的原因，而不是

由管理機關擔負責任，這樣才有足夠的法源依據。 

至於設置成效的評量，就不適合由委員來做，因為管理單位才會知道

這個作品究竟得到多少正面或負面評價，實際上又為這個空間帶來多

少效益。以美學效益來講，觀眾經過這件作品時的關注、反應和互動

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功能，或是帶來多少人潮和收益，這都很難具體衡

量。舉例來說，一個好的清潔工具，你懷疑付費購買是否值得，然而

一段時間之後，越來越多人去購買，變成基本需求時，就知道它的功

能和價值是相等的，就像公共藝術，還沒做的時候不知道會有甚麼成

效，如果臺灣只做了兩個公共藝術，會看不出有沒有成效，當做了五

百個的時候，就達到了潛移默化的效果。 

再說到成效，臺東池上的金城武樹，本來只是一個明星和一棵形狀漂

亮的樹，到後來所產生的周邊影響就很多了，譬如行銷了當地的風景，

提高了知名度，但是帶給當地農夫不便和鄉公所的管理問題，對地方

的效果是正、反面都有。所以設置成效的評量其實也不需要做，因為

是我們的法令規定機關單位一定要設置公共藝術，大家只是在所有參

選者裡面找出最好的，並不代表是最適合的，到底能期待它能為這個

單位帶來甚麼？譬如醫院設置一件作品，目的是要它帶來很多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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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讓來看病的人放鬆心情？這很難用問卷去做調查。 

回到基本面，公共藝術最重要的就是美學和安全，至於成效評量，頂

多由興辦單位每五年，或由管理單位每一年去做問卷，請民眾填一個

表格，但是在臺灣很顯然填問卷都是被迫的，這很容易流於應付。雖

然藉由問卷是可以得到一些真話，但是具體的成效莫過於看到小朋友

樂意在那裡嬉戲，民眾稱讚它漂亮，這才是最真實的感覺，所以成效

還是要憑經驗判斷。 

筆者：瞭解！非常感謝您分享如此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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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吳慧貞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禾磊藝術總監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臺北市政府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五日 

訪談地點：北市內湖庄役所 

 

吳： 對於公共藝術設置五年之後的後續處理是多年以來都在討論的問題， 

法令面也因時制宜做了相關規定，當然它是一個通則，五年之後才能

開始討論是否該移除，如果有任何作品面臨是不是該移除的討論，這

就代表有些原因會引起爭議，雖然有這樣的通則，因為個案的情況都

都不一樣，就程序上目前一定要求興辦機關或管理單位要把移設或拆

除等處置都要擬一個計畫送到審議委員會去討論，再由審議委員會來

做決定，其實機制是有一貫性的，只是說針對個案可能有各式各樣不

同的因素會被提出來討論。 

所以就程序上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一致性是必要的，但是就個案的內

容，它被提出來討論的理由很不一樣，有些作品甚至是有些單位不好

好管理它，結果它髒了，覺得它礙眼，或者是不喜歡那個作品，有些

是那公共空間有企業想要利用這個空間設置屬於他們的 Logo或是地標，

提升企業形象，像這種情形我們都遇到過。譬如說早期的敦化藝術通

廊，像飛越東區那個作品，其實剛設置好的時候大家都非常喜歡，但

是它位於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是一個都市的端景，這個空間可

能讓其他的企業說設置了五年、六年，甚至更久了，效果很好，可能

也可以用來擺放他們想要的 Logo，所以他們就用認養啊或是捐贈的名

義來和政府交涉，對於既存的藝術作品它就會有一些負面的說法，譬

如說破壞風水啦，連對面大樓有財務狀況或是有人自殺等等，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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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歸咎說是這個作品帶來不好的風水影響，類似這樣的情況非常

的複雜，或只是單純作品本來就應該要好好維護，可是你不好好維護，

不給它電、不給它光，它本來就被設定，或是執行小組討論的時候要

求是一個機械的互動，或要求它是科技的互動，但是當設置單位移交

給管理單位，而管理單位又不好好維護它，不讓它好好運作，最後再

來嫌它，說它只是靜止在那邊，沒有那個效果，就提出要移除的要求，

這些理由或提出的方式都可以在這個程序裡被討論，是不是充分，如

果只是管理單位沒有好好維護，沒有好好的讓它運作，你提出來要移

除理由是不充分的，以目前的狀況，作品被提出討論要移除很少成立，

原因是它的設置都已經經過重重的把關了，從執行小組到評審到後來

的審議，三層審議的把關，這些都經過程序上面的考驗，不管是公共

安全或是作品意涵，跟環境的互動性，其實也都過了程序的認定，所

以即使它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獨一無二的驚世作品，但是它可能在相

當程度內都可以符合這些各方面的要求。 

所以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外在原因，要提到審議委員會裡面去討

論說要移除，通常成立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就我的經驗所看到的認定

標準不一，這個本來就是不管哪一個委員會的運作都容易產生認定標

準不太一樣問題，可是就一個大趨勢來講， 依現行的法令，沒有太多

作品會被提出來要移除而會成功的案例，但是有另外一種情況，這就

涉及到我們剛提到的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因為有很多作品會被提出

來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會被歸為三種，第一個是作品久了，變不

乾淨不好看，或者是不耐看，另一種是環境產生很多變化，大環境產

生變化，使得這個作品在這個環境跟原來的目的不再符合了，那個時

候就比較容易構成可能被認真考慮的一個原因，就一個大致的管理維

護狀況，很多被提出來要求移除很多也是管理單位想要卸責，想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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諉的狀況下被提出來，我這裡都還不提到對作品的主觀性的好惡。 

其實主觀性的好惡佔非常大的一個部分，可是與其到後面來討論設置

之後是不是移除，不如來討論為什經過了層層的審議跟選擇的機制，

最後選出的作品，這麼快就要討論移除，那時候是不是都已經太晚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暫時就不討論，針對你的問題來講就好。

也曾經有人提出來說公共藝術的管理維護由基金成立一個專門的部門

來負責，但是那樣做也有很大問題，怎麼說呢？各個公有建築物的擁

有者管理機關去設置公共藝術，選出來一個作品，然後只生不養，完

成之後，就丟到一邊。大部分作品，因為不管理維護，老舊的、不合

時宜了，大家擺在那邊不處理，也不願意編列經費去維護，就只想要

讓文化局的基金去幫大家負責打掃擦拭，很不負責。如果我們的制度

是統一的集中式的設置，所有的設置都由基金負責，當然管理維護也

是由基金負責。但是現在是分散的，以致於管理也很難集中用一套制

度去管理。公共藝術的基金制度，似乎是一個解決方案，早期我也努

力推動成立，很多公有建築物它的公共性和環境不適合做公共藝術，

就不要做，其他需要的公共空間或社區，就可以有資源挹注。就一個

城市的整體考量，我一直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基金制度，和專業

的部門可以專業的處理。這些事情。包括日常的管理維護，與長期設

置後的移除，不論是作品年限到了，或是大環境改變了，不再符合當

初設置的目的，就可以以客觀與明確的來處理。可是目前的基金運作，

並沒有全盤規畫和專業的方針，也一樣不想做好基礎工作，各任文化

首長隨自己的喜好，隨機配合不同的政治需求來使用基金，並沒有都

市的全盤考量，既存作品的管理，興辦機關不想管，公共藝術機關也

不想管，討論到五年之後要不要移除的程序標準，感覺也是問題的冰

山之一角，根本處理不動，設立了標準程序，跟現況沒有兩樣，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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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一個個案，這是商業因素，那是管理單位的問題，還是宗教因素，

一個一個問題來了再處理它，那就到審議委員會去處理。 

筆者：您是從制高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所以認為如果所有的公共藝術是由一 

個統籌單位來執行決策，然後分層負責去貫徹每一個階段的工作會比

較好？ 

吳： 這倒不是我的建議或我的結論。剛已經說了，現行機制都有處理方針， 

但就是不處理，問題不處理，你也拿他沒辦法。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參考很多國外的法令，又因應我國特殊的官場文化，最後出來一個這

樣的版本，所以有很多問題不能像我們所師法的國外公共藝術制度來

運作，很多問題處理不到。 

在西雅圖，芝加哥，紐約，或是洛杉磯，他們都有專門營運藝術基金

的部門，有非常清楚的機制。在芝加哥的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一年

開四次會，審查沒那麼多，只做最後的決議，但是非常嚴格，開會的

時候全程公開在電視上播放，所以委員們在執行審議的職權也都非常

謹慎，權利、義務和社會責任在一個良好的制度裡面就能夠平衡。這

樣來看，公共藝術實在不需要經過這麼複雜的虛的程序，還是要實在

一點，要能夠掌握品質，如果是管理維護單位的問題，就要求管理維

護單位負責，但如果是作品有問題，為甚麼當初要選出這樣的作品，

又來討論五年之後要不要拿掉它，那當初為何會選出這樣的東西呢？

這是不是更該被檢討？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筆者：這是制度的建立和政策執行的問題嗎？ 

吳： 其實很多的理由也都沒有明講。這對於藝術家來講也很傷害，因為它 

通過像十八層地獄一樣的考驗才被選上了，如果用不喜歡的理由來處

理掉也很不尊重藝術家，不然你就不要選它嘛！我也覺得不應該讓藝

術家去面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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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可是目前我們還是沒辦法用您理想中的方式來運用基金。 

吳： 基金如果沒辦法有良善制度，而還是依著文化首長的政治操作在使用 

公共資源，浪費更甚，我覺得也就算了！ 

筆者：板橋捷運站在公共藝術設置完成之後商業行為才進入，結果幾件作品 

被改變或搬移，在目前的制度下，是否該透過細則修定來防範或避免

類似事件發生？ 

吳： 這和第一個問題一樣，它有很多灰色地帶，大部分問題的產生跟車站 

空間的特殊性有關。車站除了是交通要道，目前很多車站都是聯合開

發，有商場進駐才能平衡開發廠商的投資。我們越來越像東京，上面

十幾層，地下也是數層，百貨商場和交通要道跟公、私部門用通道連

結，越來越交織緊密，要完全避免商業功能是非常困難的，或者是說

比較早完成的這些空間，後面的開發讓商業功能加進來，這都是沒有

辦法避免的，或許一開始這些空間的設定並沒有商業功能，但若干年

後就有了。我覺得這就要好好協調，公共空間的使用時間非常長，會

改變，也需要做一些因應，所以你提這個案例，是屬於外在環境條件

改變，使原有作品存在的適切性受到挑戰。有些案例是屬於處理手法

和態度上細膩或粗暴的問題，這些商業需求應該要協調。 

譬如捷運工程局是公共藝術的設置單位，它原來所設置的空間後來在

捷運公司手上被釋出作商業使用，若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該去檢

討可能當初就知道會有這些商業功能，為何不早點說清楚，另一個更

深層的問題是，當我們的公共空間被不斷衍生的商業給侵佔了，這是

不是我們要接受的公共空間品質？本來公共藝術是公共空間美學的陶

冶，先不論對作品的主觀喜好，它的本質應該是這樣，可是它在很短

的時間內就被商業行為侵佔，而且被粗暴的對待，這就不是我們所樂

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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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於這樣的現象，在法令面我們有些甚麼可以努力的？ 

吳： 回到你剛剛講的，作品在五年內不得任意移除，其實也就是不可以任 

意改變，大部分的設置作品到了各單位手上，他們不認為這是他們想

管理的對象，這個我們也可以再回頭去檢討，他們其實在設置的開始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頭痛的東西，公共藝術好像是個外加的業務，可能

要蓋房子、還要處理日常的業務就已經覺得很煩了，可能公部門原來

的業務是處理下水道的，可能是稅務的，每個部門都有各自的工作，

現在因為有一個新的建築要蓋，就有公共藝術要處理。這也是為甚麼

到後來他們把這個業務丟出去給代辦，但是丟出去並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作品設置在那裡，就像一個人，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環境又不是

無塵室，如果不去好好維護，就像一個美女不打扮一樣，不只這樣，

植栽就隨便放在它前面，就把它當成任何一個尋常的東西，像垃圾箱、

看板啦，愛移到哪裡就移到哪裡，你說我們對這樣的事情有沒有辦法

去做任何處置，就現行的機制裡是很難，這種事情你能罰他嗎？沒有

根據，第二個，誰會去注意這個事情呢？作品被粗暴對待的藝術家，

或是任何一個喜歡它的同好者看到了可能會發出不平之鳴或抗議，這

樣的聲音都是很小眾，執掌文化和公共藝術的單位有沒有這樣的機制

去做處置？也沒有。 

筆者：那請問您的建議是甚麼呢？ 

吳： 我認為現行的制度都齊備，只在官僚不作為。公共藝術主管機關可以 

少做錦上添花的事，主動做好主管機關的事，該管的管，該協調的協

調。另一點是根本，設置不要浮濫，不要透過重重機制折磨死人了，

還是選出不理想的作品。不從根本去解決的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

解決不了。 

現在如果是說因為將近三十年了，公共藝術已經設置太多，有必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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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哪些已經不合時宜，環境改變太多，那可以做個整體檢驗普查，評

估哪些留、哪些修、哪些移除。但是這個事以前也做過了，帝門接受

委託，其結果也是不了了之。不能客觀專業的面對，只有鄉愿，所以

我覺得是很悲觀。 

筆者：所以您的建議是要從政策制度作通盤的檢討跟改進。 

吳： 是的。 

筆者：那麼您對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是如何定義的呢？又該如何去評量它？ 

吳： 在我回應這個問題之前，反而是想請教你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筆者：因為常常聽到關於公共藝術設置的負面評價。 

吳： 那再請教你的結論是做問卷調查還是訪談所得？這些負面評價是從哪 

裡得來的？ 

李： 個人所聽到的大多來自生活周遭所接觸的人在口頭上對公共藝術設置 

的批評，也有部分是來自報章雜誌的文字，譬如不喜歡它的造型，不

知它要表達什麼，或是覺得破敗不堪等等，根據這些負面訊息，讓人

覺得這些作品的設置並沒有達到原本政策上想藉公共藝術達到美化環

境或民眾美感教育目的。 

吳： 你問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但是做研究應該要有方法，要客觀，要 

有量化和質化的 data。對於一個作品來講，甚麼是設置成效？感覺你問

的這個問題有預設的觀點和價值，先不談我個人對設置成效的看法，

你不妨再做一個問卷或訪談，蒐集大眾對作品的觀感，這樣子在研究

上來反映「設置成效」。然後或許可以進一步探討原因。 

我覺得這是「公眾」的問題，我們做公共藝術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

公眾，但是公眾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誰是公眾？誰會看這作品？不

是臺灣數千萬人都會看到，社區也很抽象，到底是那幾個社區，在車

站的那些社群是誰，在運動中心的那些社群是誰？這幾年比較偏向社

 



260 

群，在特定的某些場域的空間使用者會看到，譬如說在區公所，那麼

去區公所洽公和上班的那些人會看到。我們的設置的興辦機關常常會

以業者的心態，用他們的主觀意識來決定這個公共藝術該怎麼做，在

我們的機制裡面，如果我們要去討論設置成效，是不是要先去討論說

這是為誰而做，他們怎麼期待這個場域，該做甚麼樣的東西，才會跟

他們產生甚麼樣的連結，這超越好不好看的問題。但是好看不好看，

其實也不很容易。有很多外在的環境因素，是我們很難處理的，那就

要看這些藝術家怎麼發揮本身的創作能量。 

另外一個，我覺得是專業的評鑑制度，設置成效，有誰好好去評鑑。

專業評論而非八卦和漫罵，如何促進整體的進步，這是提供專業界去

反省的，我們形成這個產業鏈已經幾十年了，包括代辦產業的產生，

包括專門做公共藝術的創作者的產生，還有幫忙做這些作品的製造商

的產生，還包括公共藝術策展的產業的產生，到底什麼是公共藝術策

展的概念？什麼是公共藝術創作的概念？藝術跟環境的融合的評

鑑……，所謂的成效其實很複雜，大家隨意的、分享式的評論很多，

可是專業的評鑑，專業的評論才會協助產業鏈的健全，所以我剛說一

般人都是印象式的覺得它好不好看、懂不懂、是不是很髒，為甚麼不

把它做好看？公共藝術要做好看就要連室內、室外環境都要考慮，由

內塑外，由外塑內都要追求超越，人家才感受得到。 

我們應該老早就要脫離那種藝術家覺得自己作品很好，要來教育大眾

瞭解自己作品的階段，藝術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來教大家甚麼是藝術，

那種事情美術館已經做很多了。公共藝術應該是存在於環境之中，很

自然的跟環境融在一起，好的公共藝術不需要辦活動，辦活動或是辦

導覽是對於想要更深入了解作品的意義或它是如何產生的，不然作品

在那裡五年、十年，每天都應該散發出它應該有的氣息。像那些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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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或是做在醫院裡的，具有療癒效果的，或是做在動物園裡的，

它們當然是要不一樣，就有要去跟環境融和的目標，不要輕忽一般人

的欣賞能力，民眾的直覺也非常敏銳，一般民眾的評鑑能力也不見得

比專家差，看得出來北市民的素養也是相當的好。但我覺得這麼多年

下來還是要倚賴一些前輩做一些評論和評鑑，討論和經驗的分享都要

持續的做，妳也看到我們有一些進步和好的案例，而且民眾的素質也

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 

筆者：將目前出現爭議的藝術設置從原來基地移開是否具有正面意義？ 

吳： 可否舉個實際案例來討論？ 

筆者：就以嘉義市東門圓環的青銅彫塑作品「和樂」來說，地方政府用這個 

作品替代原來的尿尿小銅彫像，設置完成後遭到周遭居民認為視覺觀

感不佳而強烈反彈，最後移置到一個國小放置，並且油漆成白色。 

吳： 我們很難就個案去表達支持或反對，我相信蒲浩明老師的作品有它的 

價值在，可是當初為什麼購買這個作品以及設置在那個空間的適切性

的立足點是甚麼？地區居民對它的接受度到了沒有，這樣的作品放在

那裡就不是一個適當的處理，包括到最後把它漆成白色的處理也不適

當。這很難有一個明白的答案說支持藝術家，或是支持民眾要移除它，

也只能說：很可惜，蒲浩明老師是個好藝術家，只是他的作品在這個

空間沒有被好好的對待，顯然將它移開那個原來的位置是不得不然的

結果。我覺得這整件事情是一個遺憾，從一開始設置就是粗率，到最

後移除也是粗率。 

看看我們這麼多燈節，很多各式各樣的大型作品、主燈活動結束之後

到處亂放，這對還境的破壞很大，各縣市每年每十二生肖都在輪替，

這個問題更大。這廣泛來說也是一種公共藝術，每年燈節主燈用途也

是供大家觀賞娛樂，只是看完熱鬧後，又製造一個我們的環境很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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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東西。所以我希望公部門從一開始對於在甚麼樣的地方設置甚麼

樣的東西就不要太粗率，要想清楚，想不清楚就會造成燈節主燈，或

蒲浩明老師作品移置改色這種事情，有的時候我是覺得因為這樣造成

大家在那邊對公共藝術作品跟藝術家指指點點也很不好，蒲老師那件

作品如果放在適當的場合就會好好的。 

筆者：所以問題不在作品本身，而是放在哪裡才對的問題？ 

吳： 這是場域，社群與作品的對話關係的建立。藝術家有藝術家的創作脈 

絡，他就是做那樣的作品，你要去找他做，做為一個雕塑家，他當然

說：好啊！但主事者欠缺對環境、對人和社群的認知的精確判斷能力，

後續處理更顯示判斷能力薄弱與處理方式的粗糙。 

筆者：所以精確的判斷是整個公共藝術設置的關鍵？ 

吳： 公部門應該有良好的籌畫和判斷力，藝術家也得多想一想。藝術家會 

著重他的藝術創件，對環境、人和社群的思考邏輯不太一樣，但這是

創作公共藝術的核心能力，造型當然也是同等重要。所以這個回應到

所有的問題，我覺得去瞭解環境、瞭解人，瞭解社群，不是以藝術家

個人的概念為出發點的時候，才會是比較周延與完整的思考。如果我

本來只是一個在藝廊裡面創作的藝術家，你找我製作藝術品，我當然

說好啊！那藝術家有甚麼責任呢？但遇到這種狀況就倒霉了。我常聽

到公部門去做這個委託的時候就是欠缺這種核心觀點，然後就變成亂

做。 

筆者：您說的核心觀點是指藝術品的公共性嗎？ 

吳： 這個問法也太一分為二了，這其實不是對立的概念，不是公共性或藝 

術性的問題。還是回歸很基本的態度。政府常把公共藝術當成宣傳的

手段，宣導政策，但這是不能只有這樣的思考和操作，政策的出發點

還是要思考清楚。譬如說前幾個月有一個日本藝術家在新北市的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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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做一個倡導低碳生活的概念的創作，藝術作品要有環保的概念，

場域是一個很乾淨美麗的小城鎮，活動背後又夾雜了宣傳觀光的動機，

這些也都沒有甚麼絕對的對錯，但是從一開頭就覺得政令宣傳的導向

都強於落實公共藝術的概念，政治常常凌駕於專業或環境考量。結果

等到改朝換代，換了長官之後，又覺得前朝做的那些事情麻煩，整理

整理就處理掉，當初的參與的志工和社區居民反而受傷了，其實會很

難過。這些問題都比機制本身難處理，機制本身都已經有了，倒是官

員們本身對公共藝術應該要重新思考和認識。 

筆者：對於藝術設置完成後的維護經費上，您有甚麼樣的看法呢？ 

吳： 目前公共藝術完成後需要提出維護手冊，還有維護經費編列，譬如說 

例常的維護工作，每一個作品應該要做什麼樣的維護，需要的經費是

多少，五年或是三年它需要一個大的維護，它會需要多少費用，由管

理單位去編列。如果有一些是涉及特殊技術，可以邀請原創作者回來

協助，如果材質或管理維護方式非常特殊，不是一般的清潔維護人員

能夠處理的話，就請專家處理。這種的比例少，因為大部分的作品都

不會那麼難維護，因為現在最常用的是石材、金屬，可能會有一些科

技互動的，基本上管理維護都不困難，就看管理單位做與不做。 

筆者：所以有一半的是不會去做？這樣的話，不做的比例也算很高。 

吳： 但是我也覺得有一半好好的去做已經比我想像的高了。 

筆者：那麼就您所看到的那些逐年編列出來的管理維護經費相較於作品是很 

的費用了？ 

吳： 是很小的費用！而且很多作品的維護只是很尋常的清潔，其實是很容 

易做得到的。 

筆者：這又牽涉到這種逐年編列的維護費用都很小，一旦碰到大的維護或必 

須移設或移除，這時經費來源問題怎麼解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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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其實這個問題每個單位面臨的困難度會不一樣，也會有城鄉差距，譬 

如說偏遠地區可能連公共藝術預算都編不出來了，更別提管理維護。

所以要怎麼討論讓政府要求全面編列這種預算？有時政府自己都財政

困難了，我也碰到過有些地方連小朋友的營養午餐費都沒錢，設置公

共藝術還不如讓小孩子好好吃飯，這時基本的人的照顧就更重於公共

藝術。我在花蓮做一個計畫，認識了當地很多小朋友，他們就說很喜

歡上學，理由是到了學校可以有東西吃，回家爸爸媽媽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喝醉了，所以有一頓沒一頓，他們來參加工作坊，老師都買東西

請他們吃。所以在偏鄉和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可是在城市關於藝術的

事情又很容易受到排擠。 

筆者：請問您所說的「排擠」，指的是甚麼？ 

吳： 關於預算，所有其他的事情的重要性都優先於它，所以你要編列公共 

藝術的維護經費，會因為政府財政問題，這個案子提上去就被放一邊

了，不然就是編不出來。所以就回到我剛講的，如果有一個專責單位

去好好規劃，不要亂設置，也不用設置那麼多，然後把機制做得多元

化一點，就可以好好運用經費，做好資源配置，因為區公所說連編一

個預算要處理破碎的人行道，關乎公共安全都編不出來了，清理社區

的水溝也沒有預算，那能不能用公共藝術的預算，這時該怎麼做？你

有沒有辦法反駁？這時做藝術的就不能說藝術比安全更重要。你問他

當初為何要設置，它又會說因為規定是這樣，大家因為規定而做而不

是為熱情而做，要為熱情而做，後面才會有維護的動力。我們二〇一

一年在花蓮設置一個作品到現在，雖然是竹編的，但是大家對它感情

的連結都很深，每年花錢維護它，看到快壞掉了，就再花錢重做一個，

它雖然不是百分之一公共藝術，但是具有極強烈的公共藝術精神。所

以作品要讓人覺得和社群的感情連結起來，這種反應出來是對環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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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的，不然就會讓其他東西的預算更甚於維護它的預算。所以談來

談去還是在於它整體的機制和核心價值。 

筆者：實際上還是有些作品被拆除，例如扶輪社邀請藝術家郭清治製作的雕 

塑《艋舺紀念碑》被萬華居民以風水疑慮為理由要求移除，後來由中

央研院接收，雖然不是百分比公共藝術，也總算是有個單位可安置；

可是雲林臺西國中教室外牆的蚵畫《希望之海》就因為校舍被地方政

府判定是危樓，必須拆除重建，當初藝術家的設計和全校師生共同創

作的成果就永遠消失了。所以在不得已情況下，作品遷出基地之後應

該如何處理比較好？ 

吳： 你提到扶輪社的捐贈品，那些移除也無可厚非，當然並不表示否定這 

些團體對社會既有的貢獻，尤其講到風水，就似乎沒有人敢反駁了。

至於西國中那一面壁畫，當初是如何選擇地點設置這個作品？樓拆掉

的必要性在哪裡？若真是個危樓必須拆除，那有沒有好好的溝通？如

果好好的溝通了還是沒有辦法保留，作品如何處置就可以再來討論，

若是決定要留下來也有技術上的考量，是否有辦法克服？是否有足夠

資源支持這件事？把所有因素攤在桌子上和社區來誠懇的溝通，不要

用業主和擁有者的權威來武斷處理。大家當初用了感情去完成它，現

在要拆了它，當然是傷感情的，所以這些都需要細膩的溝通，溝通不

足常常是很大的問題。 

我舉顏水龍老師在劍潭作品（《水牛圖》）的例子，像這樣的作品，那

個擋土牆的功能是有問題的，但是大家就來討論，因為那是顏水龍的

作品，它的價值是無可取代的，所以社會感情的認同，還有藝術價值

的認同，專業界的認同，或是對於我們工藝、美術、文化貢獻的認同，

專業界和社會上的共識很高，沒有太多不同意見，這時候，就可以來

討論，我們的國家社會要付出多少代價來保存這個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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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用價值和社會要付出的資源去衡量的時候。我把這個提出來和

蚵畫（《希望之海》）去對照討論，就是在討論，價值與社會（政府要

付出多少代價保存價值）的平衡點，這絕對不是小問題，要坦誠以對。

當時的水牛圖擋土牆有類似危樓的問題，我們到底該怎樣去維護它，

把它移走可能是對圖保存在技術上最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要花的錢

太多了，還有作品的場域精神也會破壞，所以最後還是考慮原地維護

的方法。 

筆者：所以還是回到經費的問題。 

吳： 經費和社會資源的問題，所以就做了現在這樣的修復處置，那個蚵畫 

是社區居民感情的寄託，就應該要慎重以待。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案

例，基本上這些作品是被附與了特殊的社會價值，是不是遷出原基地

都涉及我們對價值的珍惜，還有國家政府要付出的資源。 

筆者：因為基地重整，有些作品勢必要被處理，就像國道高速公路靠近機場 

的《洗塵》就因為道路工程被拆除，您認為除了拆除之外，有更好的

處置方法嗎？ 

吳： 那要看是甚麼狀況，若它是年代很久，跟環境或人的連結也不深，材 

質也因為時代關係找不到備品，我覺得可以和藝術家好好溝通處置方

式。 

筆者：您所謂的處置，是移除註銷的意思嗎？ 

吳： 移除或者移置。我覺得公共藝術的價值是在感情聯結上，也就是精神 

層面。物質的存在如果因為時代和環境變遷產生很大的落差，經歷了

長久時代，感情與認同的累積較弱，那應該好好來溝通。 

筆者：可是當創作者是仍然持續創作的藝術家，這樣的處置方式恰當嗎？ 

吳： 你的問題是建議我們應該考慮面子問題嗎？ 

筆者：也有一種情況是藝術家當年創作這件作品還未成名，但今日身價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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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價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留，又該留在哪裡呢……。 

吳： 對於藝術家的名氣，在公共藝術裡，我倒沒有覺得一定執要著於這樣 

的事情。 

筆者：那藝術價值呢？ 

吳： 沒有名氣的藝術家也可能有驚世之作，而好的藝術家也有平庸之作， 

就像畢卡索也不是每件作品都是好的。但因為名氣，當然只要是他簽

名就能賣錢。 

筆者：同樣道理，可能因為這樣，我們的公共藝術若有爭議就不能用移除的 

方式處理了。 

吳： 看起來你是覺得面子問題很大。 

筆者：這還牽涉到當初經過層層審議把關，花掉這麼多經費。 

吳： 藝術家名氣和政府花大錢，這好像就是面子問題；可是若說作品本身 

還不錯，也可以找一個更好的地方，給它一個新的生命，難道這個作

品到處都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放嗎？可以讓它更增色嗎？經過整理之

後，要是真的沒辦法，有這麼多公園，這麼多公共空間，像大安森林

公園，他們現在也沒有經費可以放一個很好的藝術作品，還有那麼多

的鄰里公園，也是沒有錢去做設置。在國外，政府每年出經費購藏藝

術家的雕塑，然後在不同公共空間巡迴展覽。所以我的問題是：這個

作品有沒有辦法找到新的場域讓它產生更好的效益？有沒有從這個地

方去思考？我覺得其實不需要因為社會人情的問題就卡住了，社會人

情是讓我們心存謙虛，要妥善有禮的溝通，不是粗暴的處置。 

筆者：您說可以由特定單位購藏這些作品，然後舉辦巡迴展出，我覺得這也 

是一個很棒的構想。 

吳： 對於公共藝術，專家要有一個對作品評論的專業堅持，是真的覺得作 

品很好，或是這個藝術家變得很有名氣，只是不好意思講，還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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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還不錯，只是時代或場所不適合？這時候專家擁有一個社會付

予的位置就要有這樣的高度，客觀持平的去看待這些作品，不然就會

一直卡在那邊。 

筆者：請問您對公共藝術移置的審議和法規有些甚麼建議，怎樣可以讓它更 

完備呢？ 

吳： 先建立客觀的設置成效評量，放在法令細則裡，先普查作品狀態提出 

健檢。 

筆者：謝謝您今天分享這許多經驗和看法，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 

去看待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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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熊鵬翥深度訪談紀錄逐字稿 

專業職稱：帝門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公共藝術相關經驗：公共藝術徵選小組 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審議委員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三月八日 

訪談地點：帝門藝術基金會 

 

熊： 我覺得未滿五年不得移除只是消極保護，而很多單位會認為五年以後 

就可以考慮移除，如果大家都這麼想就表示我們的公共藝術花這麼大

的工夫設置，僅有五年保障期，五年之後它可能會面臨到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在法條上只是說明五年之後可以考慮，並不表示就可以移除，

這是不同的。 

「可以考慮」還有些前提，這前提是它的維護經費超過設置經費的三

分之一，或是損壞到不可修復，可是我傾向於對這些條件要嚴格定義，

因為不可修復並不表是不可存在，有時破損本身也是一個歷史記憶或

它存在的狀態，就像剛說的，這也是公共化的過程。 

如果是楊英風或朱銘的作品，我們絕對不會因為有破損，它不可修復

或是修復經費太高就將它移開，我們不會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看到的

不是「價錢」而是「價值」問題，包括歷史和文化價值，這些不能單

純從經費來看，而是價值取捨，如果認定這個作品存在期間已經和城

市、社區或個人產生特殊的連結，就不應該只是由價錢去考量它是否

存在，就像修復古蹟不會因為修復的經費太高就不修復，因為價值不

可用金錢衡量。 

我們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大概二十多年，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來判斷

決定它該存在與否都還太短，何況是五年的時間，但是有一些條件是

必須要處理的，譬如說: 現代作品大多跟著基地和建築去設置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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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地點選得不好，作品現在有可能成為安全上的妨礙，或建築本身

要拆除，或是其他環境條件改變時……舉例來說，大安森林公園原來

兩個入口有兩件雕像，因為大安森林捷運站道路要挖，作品就必須要

移，作品是移了，但還是放回來，只是改變位置，所以這些東西移動

是有條件的。像現在臺灣博物館公賣局保六總隊有件作品正好在萬大

線捷運地下施工位置上面，這就一定要做保護或相關處理。所以並不

是移置都不能做，而是要看在甚麼條件下，還有些是作品已經造成公

共安全為題就無可爭議，涉及生命安全，這樣就一定要處理，還有若

是作品被檢舉抄襲等，所以應該是有條件的，但這些條件必須講清楚。 

筆者：也就是您認為在法令上，應該列舉這些可能發生的狀況作為或執行前 

的評估條件，在設置作品面臨必須處置時才不會有爭議？ 

熊： 是的，我可以再提供妳一份資料，也就是我們有建議過的流程。文化 

部其實最近也有一個簡單流程，但沒有太大實質程序上的規定。 

筆者：您指的是缺乏條文式規定嗎？ 

熊： 是的，但是要列條文是比較困難，因為它是由審議會來通過，各縣市 

審議會應要有程序上的規範，在何種狀況下要如何處理，我們做建議

的時候也參考過一些國外城市的做法，作品會跟著時空背景轉移可能

產生問題，也有可能因為種種因素造成公安問題，這就一定要處理，

處理就要考慮到剛剛所提的那些條件。要啟動移置機制時也還是需要

有些程序，因為如果從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來看，剛才講到程序的公共

化來說，我們應該想想，設置的時候要花那麼多時間來討論、意見的

妥協、取得共識，為甚麼要拆的時候只是說它壞掉了，就拆了，我們

是不是要反過來思考，這是否應該也要有一個公共的程序，因為可能

對你來說它可能是難看的障礙，對我來卻可能有感情上的連結，所以

就算移除過程也應該要有公共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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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個公共化的程序，我們那時候也有一些建議，譬如說首先要有

一個委員會或小組，這小組要包括哪些人，應該要有修復人員，因為

修復也是一個專業，並不是藝術家會做的就會修，另外還要有單位的

代表，一些社區的代表和其他的人員。剛才我們說過，修復的費用如

果超過三分之一就可以移除，但誰來決定修復費用是否超過三分之一，

其實這是一個專業修復的問題，並不是由藝術家說了算，所以修復的

專業沒有被建立出來。 

當然多數有問題都會找原來創作的藝術家，但是請原來的藝術家進行

修復一定是比較貴的，而且有可能因為藝術家的身價改變，而修復費

用也會跟著提高，與其修復還不如重做，所以成立這樣的小組或這個

公共化的程序也是一定要的。所以修復的鑑價也必須要有，否則由誰

來決定它修復的費用超過三分之一。在啟動這個程序之後，也有可能

還是決定修復，再投入資源去維持它，讓它長長久久。如果決定移除，

移除之後要放到哪裡？要換基地或銷毀呢？如果要移設，那要放到哪

裡呢？這些都必須考量。 

筆者：我們後面會繼續請教您關於移動後應該如何處置作品的問題，現在想 

先請教您的是：當公共藝術在其場域和商業功能相牴觸時，公部門應

該如何設定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舉例來說，董振平老師在板橋車站的

作品鐵道馳騁因為商家設櫃問題而被變換位置，在藝術家的發表權和

鐵的擁有權產生衝突的情況下，是否有辦法透過法令的補強來改善

呢？ 

熊： 這沒有辦法，因為這有「時間」的關係，現在不只是板橋車站，高雄 

左營站也一樣，高捷中央公園站都有類似問題，這不是商家和藝術家

之間的衝突，因為商家都是後來進來的，板橋車站的作品在設置當初

根本三鐵都還沒通，只有大廳，空間的使用還沒界定清楚，臺鐵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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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這裡要做商場，執行小組在選點時並不知道那裡會有商場，所以

大家是因時制宜，結果作品放在那邊當然都很好，可是等到開始營運

之後，鐵成了虧錢單位，我們也不能夠說他做商場是錯的，這樣的問

題並不能算是他們兩者之間的衝突，而是說他們跟藝術家有沒有好好

的溝通，因為就算作品不移，在商場進駐之後，作品的效果也已經不

存在了，所以才說要啟動移置機制的時候，還是要有一個公共的程序，

不是臺鐵單方面說移就移，也不是藝術家單方面說不移就不移，而是

需要一個程序公共化的討論。 

筆者：所以您是否認為公共藝術相關法令的制訂，除了硬體設置，對於軟體 

也必須要考量，譬如說空間運用的性質產生變化，像板橋車站那樣？ 

熊： 這個問題的出現，我覺得是有很多種現象，第一個是董老師的作品， 

我覺得那還算好，它至少還在原地，只是被放在不同的地方去了。像

高雄左營站也是，原來有一個獨立挑高的空間，可是現在為了要裝招

牌，所以那些作品的的背景都被吃掉了，所以我們這次有個題目叫做

「消失的公共藝術」，作品沒有消失，可是他們把背景改變，作品就看

不到了。或者說一〇一捷運站剛通車的時候原來的作品，當初執行小

組也跟捷運局要求說把牆面全部留下來，可是一通車之後營運單位進

來，那是到一〇一的主要通道，他們就要把那個地方拿來做廣告設施，

一做上去，作品也就不見了，所以有時候不是作品移不移，而是環境

的使用者進來，他們和藝術家有沒有一個溝通和討論，像一〇一作品

是移不了，董老師的作品很不幸是可以移動的，所以就被移了。不能

移的也就被蓋掉，就像曲家瑞在板橋車站的作品一樣。 

筆者：您認為有沒有辦法促進一個標準的流程的制定，讓這樣的事情不要持 

續發生？ 

熊： 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多都是出在經營者和建設者之間的落差，以捷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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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蓋捷運的是捷運工程局，經營捷運的是捷運公司，是不同單位，

捷運工程局很認真的在做這件事情，但捷運公司的責任是營運賺錢，

兩者都很認真各司其職，但兩者對於公共藝術的相關溝通顯然不夠重

視。 

還有一個就是價值的問題，到底我們所認定的重要價值是甚麼，一〇

一是一個城市的門面，有一個好的作品所產生的無形價值可能超過一

個月收入的有形收益，可是這要由誰決定？不是捷運工程局長，也不

是捷運公司總經理，應該是市民來決定，就像一〇一那個事件發生之

後大家開始在臉書上議論，說怎麼可以這樣做，也有人投書到市長信

箱，說是褻瀆藝術，後來捷運公司就做了調整，廣告就沒有緊鄰作品，

而放到別的地方。所以價值有一部分是我們所認定的，就像老屋不拆，

老樹不砍，這也是一個價值取向。 

筆者：這個問題是否暫時無解？ 

熊： 還是有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在改變了，還有就是首長的態度啊！就 

像南科的公共藝術的設置，他們每次開執行小組會議都是南科局長親

自主持，他的態度其實也影響了底下承辦人員在他們園區裡面公共藝

術執行的態度了。大家都是兵隨將轉，如果在上位者認為對於整個建

設來講，這個花費很少而不加以重視，有可能就花了錢卻沒有效果，

態度也不謹慎。 

筆者：會擔心決策沒有被承辦人員確實執行嗎？ 

熊： 執行是一定會執行，怕的是如果沒有好的決策，反而是底下人員做得 

很辛苦，覺得受不了，就像一〇一是捷運工程局的人告訴我們的，他

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對於作品被不當對待），在系統裡面他們就就算

有意見也沒有影響力，反而是外面大眾的聲音把事情解決了。 

執行的人對於他們做的公共藝術是重視的，他們的態度也認為這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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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誰知道五年以後他們會不會升遷變成決策者，當這些人成為

決策者時，在處理這樣的事情時，就不會用這麼粗暴的態度了。 

筆者：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大家盡量凝聚共識，針對個案尋求解決的辦法是 

目前所能做的了。 

熊： 是啊！相對來看，高雄市捷運局在做輕軌規劃時，副總工程師就已經 

很積極的把車體造型和景觀做一個藝術化的處理，當一個有決策和執

行權力的人有這種認識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和基層人員一起一點

一滴的慢慢把事情改善。 

筆者：有這樣的執行過程，將來產生商業和公共藝術功能相互牴觸的情況會 

比較容易處理嗎？ 

熊： 商業的問題是沒有辦法避免，就像當初北二高的休息站也是一樣，當 

然還有一個制度上的問題，因為公共藝術是跟著新的建築或公共工程

走，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是選出建築師三個月之內就要成立執行小組，

大家在開始討論的時候很多的事情都沒有決定。像我們不知道將來負

責營運的是誰，尤其是休息站都是招標出去，我們真的不知到哪些團

隊會進來投標和得標，得標者又會如何使用這個空間，所以進來之後

就會有問題產生。 

但我還是覺得有進步了，如果我們去看機場一航廈，現在是昇恆昌在

經營，這些廠商也是很自然的將藝術帶進來，雖然不是公共藝術，但

他們也認知到藝術環境的經營是形象的提升，而且是價值的提升，其

實我們是有看到進步的。 

筆者：您覺得對於公共藝術設置的成效該如何定義和評量？在清水休息站有 

一件移置作品「歷史之石」，根據高公局的資料，這件作品不只被塗鴨，

同時也因位處逃生動線上，所以做了改變，並且只保留一小部分，因

此就您的觀點來看，安全相關問題是否應該列入成效評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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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公共藝術完成之後的評量比較難做，您指的是設置完程之後是否受到 

喜愛，一個計畫的好壞，但是真要做評量應該包括前置作業的好壞，

不管是程序的公共化或是創作的公共化，很多的效果是在之前就不停

的累積跟醞釀，就像這個杯子現在只是用來喝水，可是在製作過程中

可能有很多意見的匯集才成為現在的造型和功能，真的要做公共藝術

評量是要包含前期的，很難有一個評論或是研究者針對一個作品作從

頭到尾做五年、八年的整體追蹤，所以這樣的評量是比較難的。 

但你剛提到的那個完成後的評量方式，在英國有一個藝術相關的協會

有做評量的機制，分成社會面、經濟面、空間面等等，我可以把那個

資料再提供給你。每一個作品都會有空間上的指標意義，或是社會面

的，當然經濟是比較難衡量，有些作品其實是會產生經濟的效益，所

有的作品都在這些指標上去衡量的話，也許可以分出高低。或者在類

型上有些空間性指數高一些，有些或許社會性指數高一些，其他方面

或許差一些，每件作品會有不同面貌和影響。 

您剛提到「歷史之石」或一〇一的作品，這又要回到剛剛講的價值，

作品在這裡雖然對空間或廣告不一定有成效，但對於城市形象或是單

位形象的提升，這應該是質化的資料，就像高雄捷運的公共藝術，當

初爭議最大的就是《光之穹頂》，大家說：為何沒經過公共藝術機制就

直接委託國外藝術家，國內藝術家都沒有機會等質疑。 

但現在看來這件作品所產生的城市價值絕對大過其他的議題，我們過

去到高雄的主要地標都是八五大樓，可是現在講的是《光之穹頂》、「中

央車站」，甚至在做城市行銷或國外評選最美麗車站，這些都是入選的，

如果要花廣告費去達到這樣的效果，要花多少錢？做國際廣告宣傳絕

對大過於這些設置的費用。所以我們到底要從哪一種指標去評斷它的

好壞，這不是只有單純的從喜不喜歡或一般的角度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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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作品能夠提升城市的國際能見度，得到這樣的結果，是否也算是一種 

可以量化的設置成效評量？ 

熊： 量化的成效評量是公關公司可以做的，廣告和公關不一樣，廣告是老 

王賣瓜自賣自誇，公關是老王賣瓜老李誇，做公關不是在國際媒體登

廣告，廣告都是可以金錢計算，但是城市價值就無法以金錢衡量，《光

之穹頂》出來之後，北也會希望公共藝術能夠達到這種效果，所以我

們看到了水源市場和大安森林公園站這些作品，這些東西也會互相競

爭。 

筆者：我們有時因為民眾的負面反應而面臨要移置一件公共藝術，可是沒有 

具體的資料做為依據，執行單位或公部門似乎沒有常態性的意見調查

建立可以量化的資料以做為公共藝術移置的條件基礎。 

熊： 像您剛提的量化的標準是甚麼？所以我說如果要移除的話，應該要反 

推回去，應該也要有一個執行小組，也要有民眾參與，大家要討論怎

麼去做這件事。在這過程裡也許我們就會聽到不同的聲音，不是只有

要拆的聲音而已，另外一種聲音也會出來。 

筆者：如果有數據能夠顯示究竟民眾認同的程度是多於反對的聲音，還是反 

對的聲音大於認同，這樣在執行過程中有一個根據，對於藝術家和執

行單位也會是有價值的參考。您認為將「設置成效」有疑議的公共藝

術作品移置具有何種正面意義？可否就您所知的公共藝術移置案例表

達您支持或反對的觀點。 

熊： 這是有正面意義的，在前兩年我們曾經考慮一個計畫叫做「好歸宿」。 

就是作品不見得不好，只是它沒有在一個對的地方，有可能是當初沒

選對地方，第二個是地方變了，我們是否有更好的地方，如果大家討

論結果是要移開，那要移到哪裡去，這是可以討論的，有可能是移到

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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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請問您覺得移開它，除了讓反對它的民眾滿意，正面的意義還有甚麼？  

熊： 所謂的「民眾」是百分之多少的民眾呢？因為若現在移開，可能還有 

另外一些人說：我在這裡好不容易熟悉它了，本來我們社區好不容易

有的作品又沒有了。而且要想到設置和移置都要花錢，這也是民眾口

袋裡的錢，他們願不願意花這筆錢？不過它當然有正面的意義，就是

說它是我們不喜歡，或是有妨礙空間的，移開了讓空間得到改善，但

也可能相對剝奪了另一群人的權益。 

筆者：所以前提是說，經過調查大部分經常使用該空間的民眾意見，有確實 

數據，也經過審議單位審議通過，將它移置到其他空間，讓空間得到

改善，這也是作品移置的正面意義。 

熊： 那一定是有正面意義的，如果說古亭站那個作品移走大家應該都很高 

興，或者說公館捷運站那個《偷窺》在那邊就變成一個妨礙，也沒有

效果。有些作品已經喪失了它的功能或是美化環境的目的，的確是必

須要考慮處理。可是移開不代表就要把它消滅，這就牽涉到你剛提到

的問題。 

筆者：請問您理想中的公共藝術維護經費應佔總經費的多少百分比為宜？原 

因為何？ 

熊： 百分比很難抓，也沒有必要，因為這是價值而不是價錢的問題，例如 

楊英風的作品二十年前和現在的價錢相差懸殊。所以不須預設維護經

費百分比，因為受到藝術家和各方面的影響。設置完成要定期保養，

由管理單位每年編列預算維護就好了。 

筆者：請問您對於公共藝術品遷出原基地之後的處置方式有何建議？ 

熊： 關於啟動作品的移動機制，移動之後的處置要有優先順序，如果把城 

市當成一個美術館，其實公共藝術就是它的收藏品，如果決定這個地

點不收藏，應該首先考量美術館有沒有可能，因為不管怎麼樣，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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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作品。如果美術館不適合，那就看有沒有其他公共空間，這要去

談看哪個空間願意接受，或是我們剛說的「好歸宿」，如果也沒有，第

三個就看藝術家有沒有權利購回。 

筆者：國外已經有由藝術家領回的做法。 

熊： 是有啊，藝術家也要有優先權利購回，但這就是辦法要定出來。既然 

是公共藝術就要從公共機制或空間先去考慮，若不行，必須要回到私

人的話，就要看藝術家是不是有優先權，如果藝術家也不要購回，是

不是就拍賣，把所得拿來做為移置的行政費用，如果拍賣也不成才考

慮是否銷毀，大致上是這樣。 

筆者：作品由藝術家購回的價錢要如何訂定？ 

熊： 這就要鑑價，就像在做公共藝術時也有鑑價機制一樣，不過我們應該 

說公共空間作品真的要處理的話，若藝術家已經很有名，很可能在拍

賣時就會被買走。最壞的結果就是銷毀了。 

筆者：相信這是大家都不樂見的，即使是不希望它留在原基地的人也不會想 

看到它被銷毀。 

熊： 可是有些作品是留不下來的，譬如說有些馬賽克，房子要拆的就很難 

保留，但如果是馬水龍的壁畫作品……有個例子是在東門國小和東門

游泳池之間的浮雕牆，他們是用公共藝術的經費把壁面保存下來，等

到蓋好之後再裝上去，這是個好的方式，也有一些沒辦法這樣處置。

這樣變成一塊一塊的方式，以現代工法都是可以切得下來，每一個片

段也還是有收藏價值，所以也可以被拍賣。 

筆者：請問您認為公共藝術的「設置成效評量」和「移置機制」有哪些法令 

細則是可以規定的？設置完成後的責任歸屬不是很明確的部份又要如

何規定比較好？ 

熊： 我覺得這些規定不是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裡頭去修定，因為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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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是有原則的，原則是由審議會來同意，如果要審議會同意的話，最

少要有一個大家可以認同的通則，如果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有流程，那

它的移置也應該要有一個流程，而這個流程是大家都可以遵循的，雖

然每個案例狀況不同，但是這個移置原則應該要確立，設置是一個公

共化過程，移除也應該是個公共化過程，所以這個過程是不是也要有

小組、計畫書等等。 

第二個就是移置作品的處置方式也要制度化，像剛才說的，按照美術

館、公共空間、拍賣、藝術家買回等順序處理，至少要大家達成共識

列出通則，至於不同作品可能會有的特殊狀況，譬如說有作品是電腦

科技相關的，十年前很先進，但是現在連零件都換不了，壞了就無法

取代，如果取代了又變成一件新作品，所以要容許特別的處置方式。 

筆者：瞭解了！謝謝您分享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