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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之流動—試論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文化民主化之實踐 

 

摘要 

行動博物館是博物館致力於文化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理念而出現的一

種創新的展覽形式。法國龐畢度中心的「行動龐畢度中心」（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於 2011 年正式開展，秉持藝術教育為核心價值，首度將若干國家級博物

館的典藏真跡置放在帳篷結構臨時建築，希望突破城鄉文化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

因此選擇在國內六個非大型市鎮進行每期三個月的巡迴，並向各地區文化機構借

出藏品共同展出。 

本研究旨在以下三點：首先，以 Tony Bennett 的「展覽複合體」檢視此行動博

物館涉及權力運作和文化治理；第二，採用展覽政治檢視此行動博物館的兩期展覽，

並以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和藝術感知理論，審視其文化資本傳散之策略、實

踐與現象；第三，整合其行動展示與臨時建築之流動性特質，以 Lai（2004）研究

指出的「國際流動展」之特性探討其與移動策略、與巡迴城市的共構層面所加乘的

傳散效果。因此，本研究使用多重研究方法，首先以深度訪談龐畢度中心相關負責

人和策展人，由展覽選件與主題設計釐清其教育訴求取向，並對照受訪參觀者的回

應；此外配合田野調查法實地審視展覽本身與相關教育展演活動，以及觀察接待城

市勒阿弗爾（Le Havre）和歐巴涅（Aubagne）從展覽到城市空間文本的共構層面；

最後搭配官方資料與媒體文獻，分析其所宣稱之文化民主化實踐過程。 

「行動龐畢度中心」透過縮減城鄉的地理空間距離，企圖平衡社會空間中的文

化資本分配，本文綜觀其策略與實際影響，共同思索此新型的文化民主化實踐所形

成的文化資本傳散過程以及隨之浮現的象徵鬥爭，做為未來此類型行動博物館之

前導研究。 

 

關鍵字：行動博物館、龐畢度中心、展覽複合體、文化資本、文化民主化、展覽

政治、國際流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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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bility of Cultural Capital: On Centre Pompidou Mobile’s 

Practice in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Abstract 

The mobile museum of Pompidou C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is an 

innovative genre of postmodern museum circuiting in France since 2011. With the 

intention of cultural democratization and art education, several masterpiec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ompidou Centre were selected to be displayed in a temporary architecture 

made of canvas structure on tour to six provinces. Each exhibition lasted for three months 

in one city, co-exhibiting with oeuvres loaned from loc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with 

resonate activi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ony Bennett’s exhibitionary complex as well as Pierre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and perception theories with a critical orientation to examin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s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in distributing cultural capital by 

analyzing its two sequences of exhibitionss with politics of exhibiting. Also, drawing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 (Lai, 2004) and temporary 

architectu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is mobile museum’s influences and events when 

museum’s and its capitals’ mobility integrated with the touring cities and evoke festival 

effects.This qualitative study involves firstl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head and curator 

of the project of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official documents, 

to analyze the selection and theme design of exhibitions. Second, the fieldwork was 

conducted in the mobile museum applied in two provinces, Le Havre and Aubagne, 

emphasiz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knowledge from visual and spatial cultural 

analysi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by comparing the responses of interviewed visitors, the 

comments of media articles, and official announcements, this research evaluates the 

practicability of cultural democratization of the mobile museum of the Pompidou C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meditates an approach to upset the inequities of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ources among cities and towns as well as social classes. The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mobile museums as the novel emerging genre of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useum through the case of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s practice in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meanwhile, reveal the symbolic paradox generated during the 

tour. 

 

Key Words: Mobile Museum, Pompidou Centre,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Cultural 

Capital,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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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行動博物館是博物館為了讓文化資源更廣泛地平均分配而形成的一種另類的

博物館實踐和展覽形式。法國國家現代美術館——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 –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從 2007 年開始規劃「行動龐畢度中心」（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計畫，並於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展開為期兩年的巡迴特

展。它突破以往行動博物館使用車體做為展覽空間的傳統（童怡婷，2008），引領

藝術品的展示手法至另一標竿性的模式：選取若干國家級博物館的典藏藝術原作

置放於帳篷結構的臨時建築，在法國國內六個非大型都市的市鎮進行巡迴展演。龐

畢度中心做為一個在博物館場域中具前瞻性地位且享譽國際的國家級博物館，採

取行動展示並加諸創新思維在內之博物館美學教育的實踐方針，在近年關於博物

館非正規教育功能的基本社會使命的相關討論中，添加一筆新的指標性意義。 

本研究分析論點借用 Tony Bennett 的「展覽複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

此傅柯學派的概念延伸，釐清博物館和展覽的本質，從內化於展覽中的文化治理和

知識宰制的觀點，並以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和藝術感知理論為研究取徑，來

檢視「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法國文化政策的脈絡下致力於「文化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理念進行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另外，本文也關注其中的「移動」

策略——臨時建築和行動展示的流動特質，致使文化資本「行動」能力的促成的共

構關係，焦點於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在其巡迴城市衍發的效應。本文使用文獻與

經驗性資料探討「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機制、創新意涵和隨之浮現的現象與問

題，試論「行動龐畢度中心」展示論述的權力技術、檢視其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策

略與過程，以及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和巡迴城市的關係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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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為法國國內較為地方性的文化政策且相對短期的藝術

展演模式，相關資料多以法文為主，其曝光度在華語地區未臻成熟，在本章首先較

宏觀地回顧研究對象的背景，從中發掘問題意識和探討價值。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龐畢度中心繼梅茲分館之後的博物館思維 

從法國文化政策的歷史軌跡來看，自 1982 年推行的「文化去中央化」（la 

déconcentration）政策1 長久以來都是法國進行文化建設的重要考量與宗旨之一

（Saez, 2007），龐畢度中心梅茲分館（Centre Pompidou-Metz）的建立便是遵循這

樣的脈絡下執行的大型博物館建設。事實上，它是法國第一個國家級文化機構採取

權力下放（se décentraliser）給地方的政策實踐（Lavrador & Meltz, 2007）。繼 2010

年 5 月梅茲分館正式開館後，法國文化部於 2011 年 5 月 18 日正式對外宣布龐畢

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成立（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 

面對龐畢度中心當前的景況，龐畢度中心館長 Alain Seban 曾在初上任時接受

法國藝術專刊 Beaux-Arts 個人專訪時指出，龐畢度中心的弱點在於「制度化的過程

的代價，那將減弱應變的能力、使創新有所侷限，也較難以和藝術家建立穩定的關

係。」2（Lavrador & Meltz，2007: 65）。Seban 在訪問中透露，未來龐畢度中心必

須創造更富新意的展覽語言，在展覽的形式上也得另闢蹊徑，展品的呈現和詮釋方

法也該當更為生動、能夠促進與觀者的互動且能夠與社會現狀產生共鳴，以及提供

民眾更高的參與性，同時也要經營與藝術家們的友好聯繫（Lavrador & Meltz，2007）。

                                                 

1 當中包含「權力下放」（la décentralisation）政策，目標在於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託予地

方政府原本由中央政府管轄的一部份職權。（柯立業，2008） 
2 原文如下: « Les faiblesses que je perçois sont un peu la rançon du processus d’institutionnalisation : 

sans doute une moindre réactivité, une distance par rapport à l’innovation, une difficulté à créer avec les 

artistes une relation dans la duré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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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些原則做為立意標竿，「行動龐畢度中心」（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的出

現，可謂是 Seban 企圖突破制度化的桎梏所執行的嘗試之一。3 

「行動龐畢度中心」是龐畢度中心與法國文化與傳播部（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旨在發展地方的文化藝術教育並促進中央與地方政

府的合作（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於 2007 年確立

的行動展示計畫，選擇在法國國內的六個非大型城市：Chaumont（Haute-Marne），

Cambrai，Boulogne-sur-Mer，Libourne，Le Havre，Aubagne 進行每期停留三個月的

巡迴展覽，計畫在兩年內實施，並每年設定一個主題，2011 年底到 2012 後半年的

主題為《色彩》（la Couleur），2012 到 2013 年的主題則是《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讓國家級的現代藝術典藏走出首都，企圖拓展這些平時較少有機會接觸

現代藝術經典的偏遠城市與其居民對文化藝術的可及性。 

繼龐畢度中心梅茲分館的成功之後，4 館長 Seban 在藝術專刊 Beaux-Arts 的專

訪中言明希望保留它的獨特性，往後並不會發展同樣規模的分館也無這個必要，但

龐畢度中心仍會以其他實施方式繼續致力於國民藝術教育的推廣（Bousteau & Picq, 

2012）。Seban 指出「行動龐畢度中心」就是梅茲分館的延續，前者因輕巧的臨時

建築可隨處遷移，後者則根植於地方（Le Centre Pompidou, 2011）。 

分館計畫依附由法國文化部第一任部長馬樂侯（André Malraux）提出的「文化

民主化」（la démocratization culturelle）理想色彩，同時也是博物館經營策略的實

踐方式，除了擴大原本硬體的場地空間限制，分館建立的過程也再度強化龐畢度中

心的公眾化形象，接觸地理上新的觀眾客群。「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意義，無疑將

博物館分館的想像和功能帶往下一階段，館方所稱的典藏藝術品「走出牆外」（au-

                                                 

3 Seban 在訪談中提到，當中也包含重新劃分更多保留給當代藝術品典藏的空間，例如東京宮（le 

Palais de Tokyo）的龐畢度中心地下展館— « Le Centre Pompidou-Alma » （Lavrador & Meltz, 2007）。

（筆者註：後來« Le Centre Pompidou-Alma »沒有成功實施）。 
4 龐畢度中心館長 Alain Seban 在法國藝術專刊 Beaux-Arts（2012 年 2 月，第 332 期）的個人專訪

« J'ai imaginé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42 »中表示，梅茲分館是當時大型文化機構的去中央化典範

之一，並希望未來與洛林省區發展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因此也將提供館內空間用以展示地方的收藏，

再創龐畢度中心的在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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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la de ses murs）（Hussonnois-Bouhayati, 2014）成為其文化資本傳散的正當化論述。

此論述呼應了法國文化部第一任部長安德烈‧馬樂侯（André Malraux）的「無牆美

術館」（Museum without walls），法文原文為「想像的美術館」（Musée imaginaire），

其概念原意為「指一個時代的感性，可匯集的所有藝術品的總和；亦即無關現實裡

的博物館，而是抽象面的造形藝術之聚集」（張婉真，2001b: 78），如今卻常因其字

面上的涵義被用來指稱藝術走入社會大眾的生活體驗的各種形式（如譚建中，

2010）。「行動龐畢度中心」發想於傳統的文化政策的概念脈絡，其創新的手法和引

發的諸多面向值得深入探討。 

 

二、國際博物館擴建分館的競爭趨勢 

傳統博物館擔任教育和典藏的角色，在後現代的展示方法和內容漸趨多元的

變遷過程中，博物館的社會定位也不可避免地過渡成為一個文化觀光的消費地標，

知名大型博物館藉由擴建分館，打造專屬自身的博物館品牌，這種分館模式在當代

博物館的發展已經成為一股新自由主義意味的潮流，例如羅浮宮位於法國北加萊

海峽省（Nord-Pas de Calais）的朗斯分館（Louvre-Lens）、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預計於 2014 年落成的阿布達比分館（Louvre Abu Dhabi）；古根漢美術館除了美國

紐約本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外，位於義大利威尼斯的

佩姬古根漢美術館（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Venice）、西班牙畢爾包分館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德國柏林（Deutsche Guggenheim, Berlin）和阿拉

伯的阿布達比（Guggenheim Abu Dhabi）也各別設有分館；英國的泰德美術館也是

著名的博物館品牌，在本國內也設置了四間場館：泰德英國館（Tate British）、泰德

利物浦館（Tate Liverpool）、泰德聖艾芙斯美術館（Tate St. lves），和泰德現代館（Tat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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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中心除了也在法國北部洛林省（Lorraine）建立了梅茲分館，並且正在

著手尋求建立跨國分館的機會。根據 Harris（2012）在 The Art Newspaper 的訪問，

龐畢度中心館長 Alain Seban 當時表示希望參考古根漢模式（Guggenheim model）

在國際擴建分館，目前將設館地點鎖定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Alain 

Seban 認為這四個經濟起飛快速的新興國家擁有同等的藝術發展能量，並冀望龐畢

度中心分館的成立能因此激發出具當地風格和文化特色的現代藝術品牌，但有別

於古根漢模式的地方在於，龐畢度中心可能會利用當地既有的建築物做為場館，例

如工業遺產、古蹟、甚至大型商場。 

博物館在這樣的國際趨勢下的發展，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著眼於地方的

用意值得思考：「做為國際大型文化機構的龐畢度中心本應秉持共和精神（La 

République）」（Le Centre Pompidou, 2011: 21），背後隱含博物館和文化整治的操作

策略，不但能夠擴張在博物館場域競爭中的話語權，博取大眾關注度和媒體焦點，

凸顯其與地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合作，聲稱促進「地方的文化實踐」（la pratique 

culturelle locale）（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 7），從中建

立龐畢度中心的藝術正當性：其行動博物館背負了重大藝術教育使命，在這數位資

訊發達的時代，將藝術品典藏真跡帶到民眾跟前。「行動龐畢度中心」就此粉墨登

場。 

 

三、教育形式的行動博物館起源 

追本溯源，行動博物館是為了面對文化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情況成形的展覽

形式，為了讓博物館的資源能夠更有效地平均分配，以車體為主的外派行動展示相

當直接了當地賦予展覽空間移動的能力，主要做為兒童非正式教育、到校服務的一

種應對方法（童怡婷，2008）。龐畢度中心的做法則跨越了這個載體的限制，設計

出適應力高的可拆卸帳篷為臨時建築的主體，並首度將典藏藝術品真跡置入此種



  6  

 

巡迴建築類型，克服對作品保存的安全性問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就建築上和內部

展示結構上合乎博物館定義的、真正可移動的博物館（Le Centre Pompidou, 2011）。 

也就是說，龐畢度中心轉化了「行動博物館」的形式，以臨時建築取代了改裝

貨櫃車，兩者在外觀和空間上的觀感截然不同，創造出時代意義和博物館歷史的更

迭。大型帳篷為建築主體的空間，令人聯想到法國傳統的流動市集和假日戲班（la 

fête foraine），饒富趣味且因與大眾的生活經驗有所聯結，更易引起民眾的共鳴，此

外，其游擊、機動的想像也透過帳篷這個特殊質材顯露出來，且挾帶慶典的娛樂觀

感。另一與車體為空間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目標群眾不只限於迎合兒童的品味，藉由

提供龐畢度中心的經典現代藝術品收藏為展覽亮點，「行動龐畢度中心」希望吸引

各種階層與年齡的地方群眾前來參觀，並寄望它能夠成為一個活化地方文化機構

的中介。 

然而，這是一個最為理想的設定，以這樣中央與地方的合作機制以及展覽的美

學策略來處理文化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差距，「行動龐畢度中心」如何扭轉法國社

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早已指出的「秀異」和「品味」的階級壟斷現象？除了做為

一個吶喊文化公民權的旗幟，其牽涉的複雜性和權力結構的議題，將在以下本研究

動機與目的中，進行更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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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筆者於 2012 年暑假藉由本所前往英國伯明罕大學實習課程的機會，在課程結

束後實地走訪當時正在法國 Boulogne-sur-Mer（於法國北部的港口城市）停駐的「行

動龐畢度中心」。那是筆者第一次實際接觸研究對象，而它令筆者感到印象深刻的

地方有以下幾點：一是從外觀上，行動博物館臨時建築的臨場感，以及其與城市座

落地點的地景（廢棄的港口）在視覺上產生的對比；二是對行動博物館特展《色彩》

的觀展經驗，展覽內容使用淺顯易懂的詮釋方式講述現代藝術名師作品，規模雖小

但仍呈現出藝術展覽的完整性；第三，是關於 Boulogne-sur-Mer 城市為了迎合「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到來而進行城市內整體氣氛的塑造：當地文化機構提供與展覽主

題《色彩》相關的藝術特展，並且結合城市本身既有的年度活動和當地文化特色，

加以整合出一條導覽路線，使 Boulogne-sur-Mer 城市在展覽期間形成一股藝術節

慶般的活力，地方文化的能動性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因素。筆者以當時做為研究初

探的觀察角度，結合上一節的背景認知，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展覽本身的呈現，

與巡迴城市當地建構的現象，令筆者衍生出以下幾項關於此行動博物館案例的思

考構面： 

首先，關於博物館分館的文化政策議題，筆者好奇龐畢度中心出自於甚麼企圖，

訴諸於推行此國內小型的巡迴特展、而非延續進行國內分館的建設？另外，在由中

央主導的文化政策下的文化資本傳散，並以博物館為實踐者，其背後的正當性邏輯

為何？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將自身定位為一個新的博物館形式，它在何處展現

出其特殊性？ 

第二，接續前段論點，龐畢度中心賦予其博物館分館和藝術作品典藏「移動」

（Nomad）的能力做為一種文化資本傳散和博物館實踐的策略，建構龐畢度中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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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文化資源階層分配不均的「文化民主化」論述，並以此為國民藝術教育的號召

引註。從這個觀點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和其展覽，除了加諸「移動」型態的文

化資產，行動博物館對巡迴城市的藝術教育有何實質幫助？其展覽的美學策略如

何幫助那些平時甚少接觸博物館的民眾理解現代藝術作品？而地方參觀者和民眾

對這個來自首都的移動博物館的觀感、對展覽的意見等等接收面的態度如何？而

「行動龐畢度中心」縮短物質距離的同時如何在實際上有無真正提升人民的對於

文化藝術的社會距離？ 

第三個問題是承接上一個關於文化資本「移動」的提問，從筆者在 Boulogne-

sur-Mer 檔期的觀察中得知，移動和展覽加乘後的文化傳散效果，透過龐畢度中心

這個國家級美術館的行動博物館做為中央與地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行動博物館與

接待城市的時空交疊出的節慶化和觀光化的種種現象，筆者將「移動」視為龐畢度

中心進行文化資本傳散以及場域競爭的策略之一。那麼博物館和文化資本「移動」

的能力能為這兩個目的帶來哪些效果？而接待城市的選擇條件勢必也在政策的考

量之中，在此過程與實踐當中是否可視為文化資本傳散的延伸，例如地方是否會藉

此令本身的地方文化得以再現，甚至逼使其建立出自身的文化資本？  

雖然目前筆者無法預知「行動龐畢度中心」是否會引起其他公共博物館起而效

尤，它的出現無疑為當前博物館的發展增加新的面向和意涵。經過在 Boulogne-sur-

Mer 展期的實地走訪和參觀經驗，筆者認為龐畢度中心的這個策略，除了文化政策

本身的向度之外，更應從社會層面加以檢視其在實踐過程引致的現象和接收面的

實際情況涉及的諸多範疇，才能較全面地歸結出此行動式公共教育機構的獨特性

和創新意義。 

本著上述動機因素，以下陳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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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根據龐畢度中心館長 Alain Seban 的說法，基於博物館公眾性的精神，透過行

動展示的形式（sur un mode nomade），欲將龐畢度中心的現代藝術典藏分享給國內

較為偏遠的市鎮，且特別是那些平常沒有習慣上博物館的人的身邊，提高地方人民

就近接觸到這些經典的機會，藉以開發新的大眾主體和增加典藏的流通（Le Centre 

Pompidou, 2011）。而為了提高民眾對現代藝術展覽的接受度，特別設計具有寓教於

樂意味的臨時建築包裝，降低博物館和現代藝術展覽可能造成觀感上的排除效果。 

也就是說，從法國文化政策的立意來看，便是預設博物館對大眾的普遍接受性，

及博物館和其論述建構進行文化治理的合法性，然而，如同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

（Bourdieu & Darbel, 1991）所指出，雖然博物館以公眾化的形象存在並以教育做

為使命，事實上，教育程度的水準與個人文化資本的累積影響人們參觀博物館的意

願，文化實踐慣習與藝術感知模式的養成也因此被特定階級獨佔。有鑑於此，除了

以臨時建築縮減文化資產的客觀距離，「行動龐畢度中心」還需透過展覽策略，以

求消除接待城市人民對現代藝術進行文化消費和鑑賞活動的心理上和能力上的藩

籬，進而達到藝術教育的目的；而接待城市民眾因此得到接觸「國家級典藏」藝術

品的經驗，服膺國家文化政策所謂的「文化資源共享」之宣稱，實際上文化資本傳

散的執行是博物館權力運作和正當化的模式之一，依據 Tony Bennett（1995b）的

「展覽複合體」（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理論，博物館行使國家文化治理的權力

操作，為支配人民認同主流論述的公家機構。在這樣的認知下，「行動龐畢度中心」

如何透過博物館實踐和其展覽論述形構當中對經典現代藝術的知識再製行為？在

這種策略的考量之中，巡迴城市的選擇機制和標準為何？ 

關於「行動龐畢度中心」活絡當地文化機構和促進當地民眾的文化實踐目的，

做為一個嶄新的行動分館――克服展品保存與安全性的技術性考量，將典藏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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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原作放入臨時建築內部，它在不同城市的出現、滯留、離去，激發出一連串迴

響，這段期間國家級的典藏所蘊含的菁英文化要如何與巡迴當地文化產生對話、交

流和連結，它所挾的藝術正統性和擁有的象徵符號介入地方時的城鄉衝擊，是否會

掩蓋當地既有的文化機構與文化意義，或是使之兩者並存？有鑒於此，筆者也將聚

焦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策略，借用「國際流動展」（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 ITE）（Lai, 2004）的特性藉以探討「行動龐畢度中心」製造出哪些不同

於以往行動展示形式的差異性，並且點出其臨時建築和行動展示的構成要素，加以

揭示行動博物館和巡迴當地城市的共構現象。 

 

整合上述核心議題，本論文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三項： 

（一）龐畢度中心使用行動博物館形式的權力行使和場域競爭考量。 

龐畢度中心做為中央直屬的國家現代美術館，在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

權力架構下，從博物館做為權力宰制的和文化治理的基礎觀點，以行動博物

館為場域競爭策略與文化資本傳散的正當化途徑，探討這個博物館形式的

背後邏輯和意圖。 

（二）在博物館的文化治理預設執行文化資本傳散之實踐，當中龐畢度中心行動博

物館的意義形構和展覽論述建構的正當化策略，以及與「行動龐畢度中心」

的文化資本傳散接收面的討論。 

分析「行動龐畢度中心」兩期特展的美學策略和展覽文本設計、企圖輔

助民眾取得文化資本的實踐方式，並檢視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如何進行

此「文化民主化」中介的建構。另外，當地民眾在「秀異」（Distinction）的

美學認知結構和藝術品味被分化的現況中，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接受

者——即接待城市中的參觀者，實際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中的感知

（perception）程度與效果為何？是否從中使自身的文化資本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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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和文化資本以空間移動為策略的加乘效果。 

著眼其使用臨時建築和行動展示乘載其本館收藏之國家文化資產的考

量，於空間移動的脈絡下選擇巡迴城市，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地聚合的

過程和因此而在展覽期間於接待城市形成的觀光與文化節慶現象，探討文

化資本移動的能力招致的效果，在哪些層次建立城鄉合作關係與互動論述。

另外，接待城市既有的文化資本，是否因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到來而被

排壓、抑或是逼使本身帶出或甚至重構既有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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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視為文化生產方，為檢視這個特別的博物館

實踐與策略模式，並回答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問題，本章分為三個小節做為研究取道

的理論架構： 

由於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立基於國家文化政策的脈絡，第一節將先以 Tony 

Bennett 對博物館和展覽在社會結構中運作的權力機制，以為後續討論其如何建構

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傳散的正當化論述；再者，回顧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藉以探討龐畢度中心採取行動博物館形式做為競爭的構面。 

承接第一節的理論基礎，第二節將回顧博物館的知識權力運作，取徑於展覽論

述形構理論，從展覽政治的角度，探討展覽策略和文本的意義建構；再來從 Bourdieu

對「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定義，將博物館中的知識和文化貨物理解為文

化資本的形式之一，回顧 Bourdieu 的文化實踐慣習、藝術感知（perception）、在藝

術消費的實踐秀異（distinction）和品味分化以做為本研究對象的檢視論點：從博

物館宣稱在教育和文化資本均分的社會使命時，在社會階層所屬位置的藝術消費

實踐和品味遭致分化的局面下，參觀者的接收層次和效果；此外，釐清「文化民主

化」的公眾化論述的文化預設，並以先前提出的文化資本概念予以討論。 

鑒於龐畢度中心採用行動展示的形式，使文化資產進行空間移動為文化資本

傳散的方法，筆者於本章第三節借用 John Urry 的流動性（mobilities）概念為輔助，

談論「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產空間和城鄉移動所致的關係和生成的效果，並且

進一步套用「國際流動展」（ITE）的幾點特殊面向與之比對，討論其做為一個巡迴

特展，同時具有的能動性，強調其臨時建築的物質層次對巡迴城市的影響、以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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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博物館」與城市的共構性建立在哪些構面，焦注在其扮演催化城市形塑類似文化

節慶觀光的功能。 

 

第一節 博物館的權力機制與場域競爭 

從本文第一章研究背景可得知，在博物館分館現象做為國家文化政策和國際

化策略的複雜情勢下，龐畢度中心在梅茲分館之後繼續立足於國內，其聲稱本著共

和精神成立了史上「第一個」行動博物館；研究背景中也指出，龐畢度中心的梅茲

分館是為國家文化政策的一環，且宣稱其為國家博物館於國內首個「文化民主化」

的實踐案例（Lavrador & Meltz, 2007），由此可見其治理性和場域競爭的意味。為

了澄清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定位和其涉及場域競爭的考量，本節首先回顧社

會學中關於博物館的討論，從博物館治理性的本質為基礎認知起始，以在後續章節

中針對「行動龐畢度中心」辯證其背後意義；另一方面，本文也欲探究龐畢度中心

推出此行動分館後為其博物館場域中的地位有何創新性的影響。結合以上兩個主

軸觀點，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如何從中建構出其文化資本傳散的合法論述。本

節將梳理 Tony Bennett 對博物館的討論，將本研究對象置放在文化政策治理的立

場，並且同時在嘗試步入國際化分館的背景下做為競爭角逐的憑藉，在這部分借用

Bourdieu 的場域和象徵資本的概念為理論依據。 

 

一、博物館的權力與正當化 

為了瞭解「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博物館的定位，以及關注此博物館實踐

實為國家政策主導的權力部屬的立意，筆者以 Tony Bennettt 對博物館和文化功能

的探討，為之後的章節中的概念架構，以分析這個特定的文化傳散形式之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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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 承襲 Foucault 學派（Foucauldian）的觀點，指出於十八世紀晚期至十

九世紀時出現了新的社會管理領域：「文化做為治理的對象和工具，在此指涉的對

象是下層社會階級的道德、行為和生活方式；做為治理的工具，則以文化較狹義的

定義（藝術與教育活動）做為對上述對象進行管理上的介入與調整的手段。」

（Bennett, 1992: 26）。而公共博物館就是一個被建構為整合文化技術實踐的場所，

具有特別的政治性需求。這個在十九世紀確立其體制的機構（institution），成為一

個進行公民治理的合法場所和管理手段，在博物館內展示的主題或物件旨在呈現

某些學科的觀念以及權力的絕對展示，這樣的運作方式讓博物館成為一個知識／

權力的接合點，並在當代經過公共化而轉型為一套規訓民眾的理想環境，積極地培

養一般民眾的文明化行為、品行和知識（Bennett, 1995b）。 

 有鑒於此，Bennett 視博物館的出現為一種政府與其人民的新型權力關係之建

立，從法國的歷史脈絡來看，文化藝術過去往往箝制在當權者的管轄中，於十八世

紀以前，藝術活動成為一種合法的王權教義傳遞媒介，而這種權力是建構於排除大

多數社會下層民眾、少數人集中的菁英交流網絡之上（Bennett, 1992: 28）。自西方

的文化贊助政策（le mécène）的沿革可窺見一班，君王贊助藝術家從事創作，要求

藝術家在作品當中明示對國家和王權的頌揚，官方也因此掌握制定皇家典範的美

學認證之權力，自十八世紀法國的學院派新古典主義藝術形式主宰整個藝術場域

達到近一世紀之久，便是最明顯的佐證。在法國大革命後和啟蒙的餘響，以理性主

義為分類原則重新建原先屬於王室、貴族和教會的私有收藏，將博物館由專制權力

的象徵轉化為一教育公民與服務國家之集體利益的工具（Bennett, 1990: 35），成為

運作於改善品行以達到培養公民的手段。 

也就是說，博物館經過公眾化之後，成為教化功能揮發的合法展示空間，應當

做為大眾教育機構，即所謂的「博物館觀念」（“the Museum idea”），而政府在藝術

和教育的領域所擔任的指導角色便是透過增加文化的流通來提升文化的功用

（Bennett, 1998: 107-108）。Bennett 更進一步指出，他所指涉的文化功用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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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的觀點：藉由能夠培養人們自我規訓的權力乘載機制，為一種社會管理與

控制的「文化傳散的毛細管化系統」（capillary systems for distribution of culture）

（Bennett, 1998: 110）。 

Bennett 比較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1975）中的監獄系統形成，指出博物館以新的權力修辭（rhetoric of power）

方式承繼了公開懲罰場景的權力展示功能，並予以轉化：將民眾當作知識的主體而

非管理客體，並且使民眾認知到這點來謀取民眾支持（Bennett, 1990: 40-44）。這個

概念指的是，監獄將權力於內部組織化的封閉式發展相反，博物館從原本為私人收

藏設計的空間轉變為專門執掌大眾教育的空間和景觀安排，逐漸降低可及性

（access）的限制（Bennett, 1990: 40-41），在懲罰機制從公開展示轉移至權力關係

的內在監視網絡（inward-looking web）這樣的轉變過程，相對地，博物館等展覽建

置機構（ institutions）的大門對大眾敞開，超脫了監獄系統的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演變為一種跟以往不同的管理關係：藉由安排提供可彰顯出權力

的物件給予大眾認識，從原本封閉私人的場域解放到公開的地點的民主化，權力訊

息（power message）因為其可展示性進而傳遞給民眾，讓人們也有機會參與權力、

得到權力，形成了一種規訓的複合體與知識／權力關係，便是 Bennett 提出的「展

覽複合體」（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之發展（Bennett, 1995b）。Bennett 補充，博

物館透過將人民視為公民的原則，也就是說，民眾被置於知識／權力關係之中，而

此權力是被再現為於屬於民眾自身的、由自身生成的，目的在於誘騙民眾成為權力

的共謀（Bennett, 1990: 42），換言之，「公共博物館作為一種工具，向現代民主政體

的公民傳輸以屬於他們自己的權力的樣貌呈現的權力。」（Bennett, 1992: 30）。 

此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ology）有能力組織自願性規訓自我的市民（voluntary 

self-regulating citizens），足以使人民認同而服膺，此文化技術更能贏得人心的原因

在於它並非旨在迫使人們成為單向接收權力的載體，而是強調這是為了集體的福

祉才形塑出的一種規範力量，這股力量又控制在社會規範團體之下，成為維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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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必要存在，如同 Bennett 指出的「權力並不在於施予違抗者多大的懲罰，而

是在於能對所謂的秩序進行規範，並製造出一個讓人們可以與規範命令產生關係

的場所。」（Bennett, 1995b: 67）。而在這樣的程序中，國家理所當然地成為教育者。

在教育使命的賦予之下，博物館的這種國家權力宰制更加細膩且正當，其預設民眾

對知識的渴求將使人們會想要主動去接近、進入博物館，以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在

自願的情況下成為國家調教後的「新公民」（new public）（Bennett, 1995b: 73）。 

另一方面，博物館內刻意彰顯秩序的可見性，譬如進到館內必須遵守某些教條

和原則，除了向大眾開放的同時伴隨相應的管理模式，如守衛、顧展人員的設置，

博物館的公眾空間也因而需要制定監視、巡邏和管控的制度以保全藝術品（Hooper-

Greenhill, 1992: 183）之外，在建築考量上必須安排新的空間和視覺關係，使民眾

被賦予觀看的能力，讓他們變成彼此觀看的對象（Bennett, 1990: 47-48）；換句話說，

觀眾同時具有被觀看的客體和觀看主體之雙重身分，人們透過內化於自身的秩序

認知而能更有效地規訓自己（Bennett, 1995b: 63）。也就是說，民眾除了受到館方

的監視（如監視設備、顧展人員、保安等等），還受到其他參觀者的監視，人們自

覺身處在其他民眾的監視位置，將會自發地規範自己的舉止，藉著「觀看權力的民

主化」（democratizing the eye of power）（Bennett, 1995b: 69），促使人們在自我監視

（self-surveillance）中規訓自己（self-regulation），從而構建出博物館內應當表現

的行為規範。邊沁（Bentham）關於全景敞視主義的設想，「展覽複合體」更完善地

達成其主要目標—「民主對社會在自我凝視之下顯得透明開放的渴望」（ the 

democratic aspiration of a society rendered transparent to its own controlling gaze）

（Bennett, 1990: 48）。 

 Bennett 補充博物館是被建構在矛盾的立場，一方面它是「民主的修辭」——

做為大眾教育的機構和文化資產集體所有權而應當有責任平等地開放給所有公民

的理想概念，另一方面則是在現實層面，它實為調節公眾行為方式和實行區分的工

具（Bennett, 1990; 1992）——知識的權威支配者和被動的接收者、以及離析出規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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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的文化實踐。也就是說，博物館在公眾化和治理這兩個對立中執行其功能時，

同時主張應當提供民眾使用平等的可及性，也堅持它仍是提高民眾知識和文化水

平的途徑（Bennett, 1990: 51）。 

使用 Bennett 的「展覽複合體」概念框架來審視本研究對象，筆者將「行動龐

畢度中心」的文化傳散實踐視為博物館權力施展的正當化策略：「行動龐畢度中心」

標榜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推動將文化帶到民眾身邊的文化民主化的文化政策實踐，

透過建造可承擔展示和流通的臨時建築並將本館典藏置放於其中，將其本館做為

國家級博物館身分的公共性伸展至國內巡迴城市；此外，將此博物館實踐納入分館

政策的體系之下，建構其關懷地方文化發展和藝術教育這等為地方帶來利益的論

述，使這個文化資本傳散的執行相當合理而且典型，符合法國文化政策的歷史脈絡。

事實上，將國家博物館的收藏品和藝術品輸往地方展示的文化傳播系統，早在拿破

崙時期便已出現（Bennett, 1998）。因此，以下將對法國文化政策的主要概念稍作回

顧，以更深入地探討本研究對象在這樣的傳統邏輯中顯現的位置和獨特性。 

 

法國的文化傳散政策和龐畢度中心的歷史定位 

筆者曾在上一部份提到的「文化傳散的毛細管化系統」，源自於拿破崙時期的

法國便成立了藝術品的「發送系統」（“envoi” system），收藏於巴黎的國家級藝術藏

品借出給地方城市的博物館展出，Bennett 從 Daniel Sherman 研究中特別指出在這

個國族意識高漲的時期，將藝術品自首都輸出自城鄉帶有強烈的權力展示目的，用

何種形象呈現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是在於其伴隨的「標籤」—象徵皇帝和帝國的

贈禮（Sherman, 1989; 引述自 Bennett, 1998: 116）。而藝術品流通的系統背後的「法

律上的推論」（juridico-discursive）邏輯在某種程度上也被保留下來，Foucault 對這

個邏輯的詮釋是，藝術透過公開展示而符號化而為權力服務，「發送系統」可被視

為早期宣揚國家權力的形式之延伸，如同將國族形象鑄刻在錢幣和徽章上，在全國

發送流通（Burke, 1992; 引述自 Bennett, 1998: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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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 隨後代入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觀點闡述針對文化傳散的毛細管

化現象的利益背後的治理邏輯，他以 Sir Henry Cole 的主張為例，「對 Cole 來說，

政府政策在藝術和教育領域的首要之務與原則在於提高文化的效用，藉由增加流

通（multiplying the circuits），文化的物件和實踐被分配傳播將得以獲得加乘的效果，

使民眾在文化的流通中能夠不受限地接觸文化。」（Bennett, 1998: 107）。從而得見，

文化藝術的傳散有其政治性利益的考量，將藝術品的可分性（divisibility）納入考

量以評估不同美學層級（aesthetic hierarchy）藝術品的效用，這也衍發出對此類藝

術分級概念的評判，反對者（如 Ruskins）認為二流的藝術會拉低大眾的品味、缺

乏教育性質，某部分學者（如 Richard Redgrave、Henry Cole）在承認美學層級的同

時不認同只有藝術原作才有教育意義、藝術複製品也有其效用，即使其強度不如原

作但它仍有在社會主體中擴散其文化功能（Bennett, 1998: 117-118）。這也表示，藝

術「發送系統」演變至後來並不是再現權力，而是本身就是一個權力的進化，代表

其有能力發展複合的分支（Bennett, 1998: 117-118）。換言之，結合前段對「展覽複

合體」的回顧中可得知，藝術的文化功能在博物館和美術館中的體現演變至今已從

權力的表徵和再現轉為一種管理程序，在這樣的過程中「藝術的唯一性和獨特性受

到徹底地分解，如同它的整體（unity）崩解為允許藝術品被運用為管理程序的部分

組成，而管理的目的在於對民眾的教化。」（Bennett, 1998: 132）。 

本研究欲審視龐畢度中心實行文化傳散的理念及過程，同樣地體現文化毛細

管化的概念，值得探討的除此之外，還有其使用臨時建築為展覽空間，在實際觀感

和展覽策畫呈現出「迷你」版的龐畢度中心，具現博物館「移動」的形象和作為，

關於「移動」所賦予的特性將在本章第三節探討，在此筆者所要指出的重點為其臨

時建築有能力建構「行動分館」和「文化民主化」的論述，以及帶有中央權力象徵

的宣示意涵；另外，如同 Bennett 的提醒，建築層面的考量也是影響文化和知識傳

散的因素之一，因此博物館建築必須同時體現公眾教化的立意和迎合大眾的口味，

由於建築做為藝術展示時提供的整體環境的一大部分，如同 James Fergusson 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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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博物館的批評，若是博物館的建築設計成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樣式，不僅需花費

巨資，對知識的傳遞反而是個阻擋（Fergusson, 1849; 見 Bennett, 1998: 118-119）。

「行動龐畢度中心」正符合以上幾點：以具有節慶意象的臨時建築為行動博物館、

國家主導的文化藝術傳散策略、企圖整合地方文化單位和民眾知識提升等等，同時，

館方強調其展出作品均為其典藏真跡，這點與上一段落提到的「美學層級」形成對

照，筆者也將探討其展覽策略堅持將其典藏原作流通至地方巡迴的用意。 

延續「發送系統」的政策脈絡，接著筆者以 Guy Saez（2004）的編著簡略回顧

法國文化政策中「文化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的歷史發展：法國自 1959 年

成立文化部（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以來，文化政策成為

法國國家中長程計畫重要的一環，由馬樂侯（André Malraux）出任第一位文化部部

長，以民主化與現代化的精神為主軸，逐漸使藝術突破傳統學院派美學的獨大和束

縛。馬樂侯在一上任時就為文化部立定了三個使命：促進藝術創作（La création）；

文化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以及行政和設施去中央集中化（La déconcentration）

（Girard, 2004: 15）。 

馬樂侯積極將藝術推廣至地方，企圖透過鼓勵創作來改善以往地方的在藝術

文化上的邊緣化，他設立專責處理藝術創作部門：當代藝術中心（un Centre National 

d’Art Contemporain）；任命區域性藝術創作諮詢委員（des « conseillers régionaux à 

la création artistique »）派駐在國內 22 個地區促進地方進行相關發展；他也推動藝

術教育的普及化，例如在音樂家 Marcel Landowski 的協助下在外省成立 « Réunion 

des théâtres lyriques municipaux »，將音樂教育提供給有意願學習的人等等措施，其

不僅保障法國的文化資產擁有最廣的觀眾群，也期待將原本專屬菁英階層的藝術

普及到所有國民；另外，為了「文化民主化」的理想，馬樂侯在全法興建「文化之

家」（Les « Maisons de la Culture »），做為當代藝術創作和民主化之間的橋樑（Gi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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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5），雖然這個政策最後無疾而終。1 在 1969 年馬樂侯擔任文化部長的最後

一年，則轉為嘗試文化去中央集中化（la déconcentration），首創 3 個文化部駐區辦

公室（Directions Regionales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簡稱 DRAC），有效輔助地方文

化自治和現代化，而在 10 年後全國遍設 DRAC，給予地方相當自由的發展空間，

有公權力的支持但不加以影響（soutenir sans influencer）（Girard, 2004: 16）。從法

國的歷史語境來看其「文化傳散毛細管化」的建置，可見其本著改善地方博物館等

文化機構的和文化管理方式為目的。 

從上述認知為基底，筆者將焦點拉至本研究對象，也就是龐畢度中心在這樣的

政策理念中施展的歷史定位和策略： 

根據 Heinich（1988: 199）指出，龐畢度中心的屬性與法國文化部有深厚的淵

源：龐畢度中心可謂是馬樂侯的「文化之家」概念的傳承，策畫具有文化性質且多

元的活動，也不可避免地因為其極具現代特色的建築形象和地理位置，成為巴黎的

著名觀光景點，其多次舉辦國際大型特展也助長觀光風潮，成就其名聲和地位。龐

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是在文化民主化這個法國文化脈絡中相當重要的理念設立，

但 Heinich 在分析龐畢度中心的觀眾組成時以「烏托邦的願景」（dream of a utopian 

site）（Heinich, 1988: 211）來形容龐畢度中心的理想。根據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 建築工作室官方網站的描述，龐畢度中心的理念構想為： 

一個具備資訊、娛樂、文化的有機體中心，這個建築迎合所有群

眾：年輕人和老人、窮人和富人、所有的宗教信眾和民族，是一

個結合紐約時代廣場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交集。2 

於 1977 年開館的龐畢度中心，其創始時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提供一個讓社會

                                                 

1 最後只有九個城市曾設立「文化之家」，分別是 Le Havre, Bourges, Caen, Grenoble, Thonon, Amiens, 

Reims, Créteil, Bobigny（Girard, 2004: 15）。 
2 原文如下：‘a liv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The building would be a place for 

all people, the young and the old, the poor and the rich, all creeds and nationalities – a cross between New 

York’s Times Square and London’s British Museum. 。 

參考自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 官方網站 Work/ Culture & Leisure/ Centre Pompidou/ Facts 

/http://www.rsh-p.com/work/buildings/centre_pompidou ，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11 月 6 日。 

http://www.rsh-p.com/work/buildings/centre_pomp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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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民眾接近藝術的場所，希望用優渥的現代藝術館藏吸引民眾，再引導他們去

欣賞當代的創作。從其建築概念充分展現穿透（transparency）和可變動（flexibility）

的特性中給予博物館公眾性的平等保證（Heinich, 1988: 211）。Heinich 使用 Pierre 

Bourdieu 的研究（Bourdieu, 1977；引用自 Heinich, 1988: 201-203）點出龐畢度中心

在參觀人數上獲得的成功其中一項歸因於教育水平的提升所造成的文化消費的需

求而水漲船高。Bourdieu 的統計研究中更進一步顯示出，前來龐畢度中心參觀的觀

眾組成大多來自巴黎地區的青年男性，而外國觀光客的參觀比例（佔總參觀人數三

分之一以上）比來自法國其他省區的民眾來的許多；超過一半的參觀者高等教育，

將近三分之一的參觀者通過中學畢業文憑／會考（le Baccalaureat）或是受過兩年

以上高等或技職教育（Bourdieu, 1977；引用自 Heinich, 1988: 202-203）。 

也就是說，龐畢度中心的參觀者如同 Bourdieu 的社會學理論所指出的，屬於

在文化資本持有中佔有優勢、投身較多文化實踐的階層，因此，要將之歸類於受歡

迎的文化中心，並不完全正確，原因在於它實際上吸引到的民眾均已經過教育水平

的篩選，即便它的圖書館和部分樓層開放免費自由出入，對改善這個情況來說並沒

有太大的效果，因為這是屬於文化上的隔閡而非經濟上的阻礙（Bourdieu & Passeron, 

1964；引自 Heinich, 1988: 204），但博物館免費開放的政策在法國行之有年也獲得

官方肯定，從文化部的統計數據上顯示這樣的機制有助於提升參觀意願，進而使文

化實踐獲得增長（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Heinich（1988）

並不否認文化民主化的現象，但她表示這樣的「文化民主化」有所助益的大多數民

眾屬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而非工人階級，龐畢度中心確實有在文化消費者

的年齡層的分布上使年輕族群比例增多，在職業的社會層級中卻無顯著的突破。 

在此筆者必須特別指出，Bourdieu 社會學的理論和 Heinich 的研究指涉，與

Bennett 提出的文化治理和展覽複合體產生了悖論：Bourdieu 點出了文化民主化政

策與藝術作為公民教養管理概念的疏漏：文化功能在預設因為民眾無差別地進入

博物館達到知識和行為的規訓效果之下，並無考慮到參觀博物館和藝術消費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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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踐，取決於個人在藝術文化方面文化資本的多寡，如此一來，便會形成如

Bourdieu 指出的文化資本被特定階級壟斷的「秀異」（distinction）現象，換言之，

當目標民眾或是觀者的藝術感知能力因為這樣的品味差異而不均等的事實尚未解

決之前，所謂的文化民主化將停留在形式上的分享，而真正受到公共博物館的「展

覽複合體」進行陶冶的民眾也將屬於相近的社會階層。這個矛盾將會在第二節對於

文化資本和關於藝術感知的討論中再提出爭辯。 

本研究從這樣的觀點予以檢視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分館，將「行動龐畢度中心」

視為文化治理的媒介，其下鄉巡迴的期許在於把文化分享給所有國民，身為一個等

同於藝術博物館般展示真跡的迷你博物館，這個可移動的公共空間，也可視為是巴

黎龐畢度中心擴大空間範圍到其他城市，為「展覽複合體」存在的物理性空間之延

伸與毛細管化現象、一種展現權力技術的表徵之精緻化。屬於國家文化機構的館方

為了讓此移動博物館行使一個文化治理深入化的機制，憑藉其梅茲分館效果顯著

的文化作用3 延續「文化民主化」和「文化去中央化」的正名論述，再度以公眾與

共和的理念，採取藝術品巡迴發送的模式實行。 

本研究除了企圖談論其在中央的主導下對國內的權力運作背後的治理邏輯，

另一方面，也將龐畢度中心的位置放到國際化場域競爭的背景思考——如同在第

一章研究背景中提及的——來議論「行動龐畢度中心」和其在巡迴過程中產生的現

象對龐畢度中心在場域的地位中達到何種影響和創新。因此，本節第二部份引入

Bourdieu 的場域概念，藉以探究此文化傳散策略以行動博物館為方法，涉及的場域

競爭目的。 

 

                                                 

3 類似這種國家博物館將國家收藏下遷（délocalisation）外省的政策，採取者還有羅浮宮――在北

加萊海峽省的朗斯建立朗斯分館（Louvre-Lens），將博物館集中的現象往地區分散，除了可以分攤

掉因館藏增加而日益狹窄的展覽空間，同時訴求大眾教育和充分呈現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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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場域競爭與策略 

Bourdieu 的社會實踐理論（social praxeology）有兩個主要核心概念：「場域」

（field/ champ）和「慣習」（habitus），筆者在此特別將「場域」理論先行提出討論，

以求將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展示策略置放在全球化博物館競爭的語境中，探討其中

文化傳散的策略意圖。 

Bourdieu 的社會學理論，是將社會理解為複數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做

為其分析社會施為者和群體的關係與位置的概念主軸。Bourdieu 認為社會空間中

存在純粹的客觀結構，此結構建構自多重面向的層級，而這些層級則依據資本的分

化原則，與社會施為者和群體所持有的資本而形成的相對位置定義（Bourdieu, 

1984b），Bourdieu 稱之為場域。在社會空間中行動的個體，Bourdieu 採用「施為者」

（agents）的概念，將人類的意識和經驗納入考量，指出行為是依照本身的主體知

覺而行動的，而行為則是受到社會架構的規範下逐步形成的心智圖式（Bourdieu & 

Wacquant, 2009）。 

社會空間由不同的場域集合而成，以社會演化和分化的趨勢中各種領域的區

隔之構建為立意主軸（Bourdieu & Wacquant, 2009）。場域是「位置間客觀關係的

一套網路系統」（Bourdieu & Wacquant, 1992: 97），場域中施為者或體制所佔據的

位置關係是依據其所持的資本總量和分配，從而決定場域的結構，施為者在所屬的

場域內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競爭，以累積使他們能夠擁有宰制權力的資本，反言之，

場域的結構可反映施為者的權力和地位的層級關係（Bonnewitz, 2002），也因此，

當施為者位置改變，將會影響整個場域結構的改變（許嘉猷，2004）。 

正是這種動態的特性，每個場域透過各自的運作邏輯和相對的自主性，以及結

構和功能的同構（homology）之階級對立和分裂，如宰制者、受宰制者，保守分子、

前衛分子，顛覆性的鬥爭、再生產機制，裡面存在權力與資本的問題從而形成力量

關係、策略關係、利益關係等等（Bourdieu & Wacquant, 1992: 72-82; Bourdieu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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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63），使場域內的關係和結構在施為者企圖秩序化、轉換和調控的角力之中而

有變動的空間。根據 Bourdieu（2012），社會權力的來源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以及象徵資本，施為者則在兩個不同的面向被分配到社會空間裡，一是根

據施為者擁有的各種類型的資本量，另一則是根據施為者的資本結構，也就是在他

們持有的資本總量中，不同類型的資本的比重（Bourdieu, 2012: 239）。場域內的競

爭目的便是在於獲得有利的資本分配，例如宰制階級為了維持其宰制的位置，透過

策略和建構「好的品味」，並將此品味加諸於受宰制對象（Bonnewitz, 2002: 139）。 

若將公共博物館的文化功能當作一種權力宰制的方式，這個社會宰制必須經

過合法化才能被民眾接受，才能穩定與維持。這牽涉到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

的運用，建構並灌輸被宰制者其合法的意義（Bonnewitz, 2002: 127）。象徵權力建

立在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持有（Boudieu, 1989: 23）。而象徵資本是一種

被承認、認可、制度化與否有關的正面特質，施為者或機構能夠藉由努力或策略在

場域競爭中累積象徵資本（Bourdieu, 2012: 263）。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並

不能被簡單地化約為單純的社會認可（consécration sociale）和聲望，（Bourdieu, 2012: 

265）而是以知識關係進行象徵理解的資本，也是社會所構造出的認知能力

（Bourdieu, 1986），亦可以解釋為是一種「信譽」（credit），亦可理解為一種「積分」，

社會權威的獲得就是發生在宰制階級灌輸他人認知能的同時，授予那些早已充分

獲得承認的人、事物上，其象徵效度隨著與事實基礎的符合度而提升其正當性，簡

言之，「象徵權力便是神聖化（consecration）和揭示（revelation）的權力。」（Bourdieu, 

1989: 23）。 

象徵權力以象徵資本的持有為基礎（Bourdieu, 2012: 256），而擁有象徵權力便

能獨佔制定知識的工具，強制合法其宰制行為的事實，為了掌控這種權力的鬥爭，

意識型態逐漸被製造、確認、更甚者則形成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施展。

且「象徵暴力的運作是基於社會行動主體的共謀」（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68），

原因在於受制者的心智無意識地順著象徵系統所衍生的社會結構，遂生成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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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亦即受制者心裡的認知結構是依照此社會結構而形成的，因此視之為一種理

當如此的情況。從邱天助（1993）的研究中可以看到，Bourdieu 與 Passeron 曾在

《再製》（La Reproduction, 1970）一書中指稱教育系統是象徵資本運作的制度化機

構，是一種「文化獨斷」，簡言之，學校其實是在進行迫使學習者接受某種受到認

可的文化知識。Bourdieu 坦言，事實上，政府「合法地」行使象徵暴力，而掌握了

最高的象徵權力（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12）。「象徵資本的合法化使的某個

視角具有絕對的、普遍的價值，且能夠脫離觀點中的相對性」（Bourdieu, 2012: 253）。 

回到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有一個特性必須在此特別指出：社會空間的各個

場域並不是嚴格地區分而各自運作，而是相互重疊、連繫的，這是由於一方面，社

會施為者在場域中的位置也取決於他們在總體社會空間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場域

之間存在相互滲透性，舉例來說，經濟場域的運作邏輯能夠影響藝術場域的價值變

動，在不同的場域中的施為者之間也存在著競爭的關係；國家也時常做為規範的角

色介入，其決策可以穩定秩序或轉換場域中特有的規則結構，達到社會再製或是顛

覆既有的分化標準（Bourdieu, 1989 : 22-23; Bonnewitz, 2002: 82-87）。象徵權力便

是作用於社會世界中的其中一種特殊的資本、具有公信力和權威性的普遍價值

（common sense），而國家體制時常擔任這種授予、命名的施為者。 

本研究使用 Bourdieu 的場域和象徵資本的概念的目的在於，反思龐畢度中心

的行動博物館除了其官方宣稱的目的之外，在博物館場域內的競爭意圖。其反映在

本文研究背景中提到關於國際分館的趨勢，從這點來看，筆者認為「文化民主化」

是龐畢度中心實施文化資本傳散合法化的象徵意義之宣稱，這個自法國文化政策

歷史延續下來的脈絡，預設其社會大眾均認知且接受的政策範疇。也就是說，「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策略同時進行兩個任務：第一，做為國家博物館的代表，在國內

發揮公共博物館的文化功能，這點在本節前兩部分已經探討過；第二，在博物館場

域的競爭中，龐畢度中心做為佔據特定地位與資本的施為者，筆者將「行動龐畢度

中心」視為其為了累積象徵資本的策略之一，而國家和政府也介入這個場域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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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扮演重要的引領角色。建立於上述立場來理解這個策略的實踐：將龐畢度中心的

文化資產和文化資本賦予移動的特性將創發出哪些新的意義，也是本文企圖歸納

的。 

「行動龐畢度中心」代表龐畢度中心此享有國際知名度國家級博物館，龐畢度

中心本身也是喬治‧龐畢度總統的標誌性文化建設政績，它在法國國內和國際博物

館場域的時代意義與象徵資本的持有不言而喻，典藏的現代藝術品更多為大師級

名作，而這些藝術家也擁有自己的象徵資本，進而加乘龐畢度中心的象徵權力，它

所收藏的、所展示的作品也隨即備受價值與質量的肯定。然而，「行動龐畢度中心」

把這樣具有象徵性的文化財貨帶出首都傳達給邊陲城市，是否為一種巴黎品味強

加行為的文化宰制？相對於當地的文化與藝術發展，它的到來有無可能成為博物

館場域的象徵權力施展？巡迴城市地方政府的大力宣傳與支持鼓勵民眾前往，盡

力使參觀人次最大化，若用象徵資本的邏輯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和其文化資

本傳散的實踐也藉此獲得合法性、其所持大師級作品的文化貨物集體的神聖性，並

在博物館場域中鞏固原本既有的、佔據支配地位的身份。龐畢度中心在博物館場域

中的位置也透過文化功能的發揮，跨越扮演國內地方文化治理的角色和場域競爭

的策略實踐。「行動龐畢度中心」得以正當化，正是藉由以上兩個層次的定位，本

研究將從這個立場來理解這個傳散策略的執行層面——包含博物館展覽的知識建

構以及文化資產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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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博物館與展覽的論述建構與文化資本 

第一節探討了博物館的文化功能、文化資本傳散政策的傳統、以及場域競爭等

概念，用以了解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策略考量。銜接上一節象徵資本的理論來

套用至本研究對象，可得知，為了更為確立這個國家博物館典藏的行動展示之正當

性，其聲稱必須符合事實基礎，在本研究中則為「文化民主化」的實踐，因此龐畢

度中心勢必得經過策略性的規劃向大眾彰顯此作為，以發展並取得更高的象徵權

力，而他們的策略落實在展覽設計層面和移動性的賦予，本節旨在討論前者，後者

則將在下一節中探討。 

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關注其文化資本傳散和知識建構的實質內容，將軸心

指向「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對展覽文本加以分析，從中來看官方如何透過行

動博物館實踐所宣稱之「文化民主化」理念。本節首先回顧博物館的知識權力運作

與意義建構，並在之後與 Bourdieu 對文化資本的定義和秀異感知進行辯證。龐畢

度中心聲稱其行動博物館將提供平易近人又具有藝術質量代表性的展覽，為平時

缺乏文化資源的城市帶來本館的現代藝術經典，因此，筆者視其博物館、展覽和知

識為文化資本傳散的內容群集，並以這個文化資本的傳散做為博物館正當化的目

標來理解。 

  

博物館做為知識建構的場所 

從前文已經得知公共博物館的理想原則是平等地開放給所有大眾，重新安排

分類原本屬於王室、貴族和宗教的收藏，成為一種新的監督式的文化技術，「管理

的凝視」也因此形成（Hooper-Greenhill, 1992: 167）。「展覽複合體」呼應這個概念

指出博物館生成的權力原則，支配了其展覽物件和觀看主體的位置的安排，這是為

了博物館所構建出並面對的（自由的、形式上平等的）新公眾而形成的效果（Be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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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42）。Hooper-Greenhill 指出，博物館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建構的機制，她以法

國的羅浮宮做為博物館的演化進程為證，藏品的展示分類出現新的範式之外，博物

館的功能和目標的轉變催生博物館成為一個新的機構，做為一個大眾的享有而非

私人的享受，博物館一詞也成為公民教育的認知而被接受，也使之成為民眾管理的

工具，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個文化共和的論述（Hooper-Greenhill, 1992: 172-176）。

對於博物館中的物件重新整理劃分，Tony Bennett 也在其著作中指出，博物館成為

新的再現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為繼承原先價值菲淺的典藏品提供新的詮

釋文本，使之能夠被運用於符合新的社會目的，這個社會目的則建立在自由民主的

政體之下，也因此為這個物件秩序的重置形成兩個構面：知識的與治理的（Bennett, 

1995a: 33）。 

Bennett（1995b: 75-79）即指出，各類學科（如歷史、藝術史、考古學、生物

學、人類學等等）轉為在博物館中的論述時，並不僅僅只是將所收藏的物件排列出

來的單純展示，而是這個做為「展覽複合體」機制針對某學科類型的概念整體進行

知識部屬、經過刻意的設計在展示的同時嵌入它企圖傳達給大眾的意向進行思想

的治理，達成對社會秩序的控制。而在前文提到關於物件排序的轉變為的是組織新

的敘事，以國家歷史的主題為例，過去的論述焦點為王權的再現，對比現代則是將

共和國體制的文化資產為民眾服務的意識之具體展現，民眾作為展覽主體在此被

重新定義而獲得公民身分（Bennett, 1995a: 38）。 

藉由回顧這些文獻，知識和權力兩者關係的交互作用和推進過程、目的與效果

的轉變，原本重視「珍物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式的罕見之物的展示如今依據

物件上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原則重新編排，使的博物館的功能重新概念

化，成為對公眾傳授知識的教育場所（Bennett, 1995a: 39）。Hooper-Greenhill 也在

其著作中提及「去中央化」的政策概念，指出在羅浮宮確立國家博物館的典範之後，

法國陸續在巴黎外的省區設置博物館，而這個政策是出自於教育的原則，使用既有

資源與當地建立關係網絡，由羅浮宮出借早先展示過的畫作至地方美術館，並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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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人員和講師陪同前往擔任保存和詮釋的工作，而在國內的博物館網絡穩定之

後，用同樣的做法發展至歐陸其他國家，努力擴展民眾對於藝術典藏的可及性

（Hooper-Greenhill, 1992: 183-184）。 

藝術博物館的展示原則，仍在某種程度上為觀眾保留藝術作品的獨特性感受，

將大師級的經典名作這種唯一性質（singularity）納入特定的分類中（Kirshenblatt-

Greenblatt, 1991; 引用自 Bennett, 1995a: 43-44），也就是在美學層級的概念中，具

有最大文化功能影響力的文化貨物。然而，藝術做為文化貨物的形式之一，在上一

節也提及其教化的作用，在公共博物館的藝術展覽知識建構，Fisher 言道，「內容

都是經由理性分類組合的歷史和文化、時期和流派之教學涵義」，他認為藝術博物

館的「序列技術」（technology of series）將剝除藝術經典這樣的唯一的意義，繼而

服膺於展覽的歷史論述的順序，他指出藝術博物館的規劃使參觀者在這樣的脈絡

之下觀看作品，而這也形成觀眾秩序化的移動（Fisher, 1991; 引用自 Bennett, 1995a: 

44）。 

從以上觀點和上一節中的「展覽複合體」可以理解，博物館做為知識生產面和

傳散者的定位，對既有資源，即典藏品的運用和重組，在展覽中進行知識再製和灌

輸。本研究對象做為一個迷你的國家博物館實體縮影，將國家典藏置入臨時建築並

規畫完整的策展論述，筆者將之視為一個有移動能力的知識建構空間，將國家的文

化貨物運送至國內各地巡迴展出，藉由這個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模式，展現龐畢度

中心施行「文化民主化」的作為，建構這個文化政策的歷史傳承論述以及象徵資本

的累積，此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透過文化毛細管現象的知識合法化系統，正當化這

個博物館實踐。筆者借用以上 Bennett 的論點，在討論這個「行動龐畢度中心」以

簡易主題重新串聯著名藝術家作品視為一種展覽政治的手段之後，另一重點為博

物館展示中的意義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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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詩學、展覽政治與論述建構 

若將「行動龐畢度中心」視為「文化民主化」的意義建構與傳播途徑，其展覽

便是建立在視覺事物進行傳遞，並且透過展覽策略，使現代藝術得以被巡迴城市民

眾觀看接收，並且賦予民眾觀看的權力和方法，那麼，勢必得了解龐畢度中心如何

建構所要呈現的以及如何被觀看的內容與方式。 

筆者主要藉由「展覽詩學」和「展覽政治」（Lidchi, 1997）兩個概念來分析展

覽論述的再現邏輯。展覽詩學（poetics of exhibiting），意指展覽中文本的意義生產

再現系統，整合物件、文字語言、視覺客體透過內部安排、重組、並置，進而生成

有所關聯的實踐（Lidchi, 1997: 168）。筆者將之理解為博物館中展示的技術、分類

系統、空間組織、詮釋的文本和視覺技術等等（Rose, 2006: 227-251）。Lidchi（1997: 

172）便舉例一些細部的展示技術，如展示櫃、開放性展示、重建、和擬仿物等等，

而不同的展示技術和技術的組合作用也造成有所差異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將會特

別關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選件機制、排序配置、主題分類、詮釋語言和空間關

係等等，來論證其如何向民眾傳達現代藝術的知識和作品蘊含的意義。例如輔助理

解的文字說明，在展覽中常以看板和標籤做為知識媒介（Lidchi, 1997: 175），以客

觀切實的語言解釋和詮釋展覽內容，使觀者不易質疑其提供的知識（Rose, 2006: 

230-232）。 

展覽政治（politics of exhibiting），則表示權力和知識的關係邏輯在展覽收藏和

展示的過程中被體現，因此從展覽的選件機制、詮釋角度、主題設定，也就是意味

在策展的考量中即蘊含特定的政治性目的，因此知識生產是牽涉歷史、社會、和政

治的事件（Lidchi, 1997: 185）。展覽便是在權力／知識的關係中進而生成各種論述。

「論述」（discourse）的概念為一組特殊的意義，意指「架構出事物如何被思考的

一組陳述，也指我們基於這種思考而做出的行動方式。」（Rose, 2006: 179）論述

提供了特定知識的語言，而傅柯強調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使論述並不能簡化為單純

的事實、意義或符號，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語境如社會現象和制度下生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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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所建構的特定主題和物件（Hall, 1997: 44-47）。而藝術也可以被瞭解為一種

論述的類型，為一種專門的知識、文化建制（cultural institution）、主體和實踐。

論述仰賴不同的視覺與語言的影像、文本等等攜帶的意義建構出的互文性

（interectuality）闡釋（Rose, 2006: 179-180）。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則

是連結論述中意義彼此聯繫的方式，「具有同樣的目標、意指同樣的形式、支撐同

樣的策略，成為一種建制和執行的規律性和模式關係。」（Hall, 1997: 44）。而特

定的論述必須在其論述形構中才能揮發其效果，以博物館的展示為例，論述形構包

含美學的、教育的、歷史等等的論述內容，進而架構出應當被理解和規訓的運作方

式（Lidchi, 1997: 191-192）。 

論述是一種再現的系統，建構知識和意義，也將使某些概念能被加以實踐（Hall, 

1997: 44）。從「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案例來看，除了展覽依照主題設定欲建構特

定的論述之外，從上一節關於法國文化政策的內容也可推論「文化民主化」也是一

種論述的歷史生產，是由國家政策的執行才得以實施，也是一個權威來源的陳述，

因此這個論述也包含權力的滲透，從中生產出社會效果並成為一種視為理所當然

的範型。因此行動展示的展覽論述也必須符合文化民主化的論述，如此一來才能使

這個文化政策概念再度被目標民眾接受，並有效影響民眾基於認同而趨往參觀的

實踐，並將自身放在從中受益的主體位置，結合做為公共博物館和龐畢度中心的歷

史定位，以及移動能力的具體化（帳篷、遷徙、國內巡迴），成為一組龐畢度中心

實踐「文化民主化」的論述形構。 

就本研究對象而言，為了使現代藝術能夠更易於被民眾親近與理解，以達到檯

面上宣稱的「文化民主化」的論述效果，勢必在其展覽和推廣活動等營造藝術走進

民眾的觀感，進而正當化這個文化資本傳散實踐，也是「行動龐畢度中心」為了在

場域競爭中達到的地位和代表象徵。因此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兩期主題展覽的

論述分析、知識和意義建構將是本研究的核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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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筆者討論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與藝術感知模式，以求從展覽的

接受面檢視展覽策略的實際效果。 

 

二、文化資本的定義與「文化民主化」的思辯 

在上一節中為場域競爭所做的文獻爬梳中，已經得知，Bourdieu 將資本的形式

定義為四個種類，資本做為場域競爭中的目的與能力來源，施為者所佔據的資本類

型和總量將定為自身在社會空間和場域中的相對位置。「行動龐畢度中心」宣稱的

「文化民主化」概念在此便是透過文化資產的移動，企圖平均文化資本在城市和當

地人民，即施為者在社會空間的分配失衡。 

首先必須了解 Bourdieu（1986: 244-249）將文化資本界定的三種形式：一、內

化的（embodied）、由人們於長期的實踐中累積，進而表現在行為上，例如舉止風

範；二、客觀化的（objective），如可被持有的文化貨物（cultural goods），像是圖

畫、書籍、字典、工具、機械等等，隱含文化意義及象徵價值，且可做物質性的輸

送；三、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是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確認的各種教育資格等，

以學術素質形式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如學歷和文憑。這三種形式的文化資本可以相

互影響、交換、轉化，使這類資本的傳承和壟斷，跟經濟資本比較起來更不容易被

察覺。 

Bourdieu（1986）即指出，人在文化環境中自動發生的教育效果和客觀化狀態

累積的文化資本量的增加成正比；相對的，有習慣去蒐集、購買客觀化文化資本的

階級，本身也是擁有一定水準的內化形式文化資本。由此可證，成長於環境較優渥

且長輩本身就有收藏具客觀化文化資本的物件，長時間浸淫於這種背景而逐漸潛

移默化其子女、賦予他們對於文化的熟悉、持續培養出被歸併化的文化資本之佔有

階級，成為文化資本的無形轉換與輸送，也是一代接一代的累積、以及人們在成長

階段不間斷地再製。換言之，對文化貨物的佔有可以穩固其宰制地位，文化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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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與輸送，也是世代之間結構得以延續的原理。而在場域競爭中，「資本既是目

的又是手段」（Bonnewitz, 2002: 81），文化資本也包含其中，原因在於社會施為

者擁有越多資本便能在場域競爭中獲利，以及維持、提升或取代場域中的支配位置，

資本是被爭奪的對象以及能夠揮發的效力（Bourdieu & Wacquant, 1992）。 

對文化資本的基本定義和特性有所認知之後，套用至本研究所討論的文化資

本傳散實踐策略當中指涉的文化資本意涵以下有四：第一，為了使本文寫作更為流

暢精確，將以「文化資產」一詞代稱文化機構持有的客觀的文化資本，如龐畢度中

心巡迴的典藏藝術品、且在藝術層級分類中具有象徵地位的文化資本；故第二、展

覽生產方和文化資產的提供者，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建構論述和不同程度

的詮釋知識，便是冀圖透過傳遞、轉換知識概念等抽象的文化資本給予接待城市的

民眾；第三，便為巡迴城市地方民眾本身內化的文化資本，此牽涉到行動博物館目

標觀眾文化實踐的參與模式和頻率，以及對展覽內容理解的意指程度，也因此將影

響地方民眾和參觀者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接收態度與意見；第四，指的是巡迴

城市本身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亦即地方既有的文化機構持有的文化財貨，以及富有

地方特殊意義的文化資產所孕育出的文化能量。必須注意的是，文化資本內容的轉

變和位移，同時將不可避免地涉入不同層次的象徵鬥爭、甚至象徵暴力的實踐，這

也是本文在關注文化資本傳散實踐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到的面向。 

從以上對文化資本的討論，也逐漸顯示「行動龐畢度中心」將會遇到的瓶頸，

其號稱實行文化民主化的口號，縮短文化資產在城鄉之間的客觀距離，然而因文化

資本分配和佔據而造成對藝術消費實踐的社會距離要如何化解，「行動龐畢度中心」

展覽的美學策略將是需要加以檢視的，另一方面，本研究欲更進一步探討，其展覽

的接收面：巡迴城市與實際參觀民眾，在此文化傳散策略實際運作的層次上，參觀

者前往行動博物館和參觀展覽的文化實踐，在展覽策略、文化功能、以及移動效果

的操作下，文化資本提升的程度為何？為了解答這個提問，本節也引入 Bourdieu 的

藝術感知（perception）和慣習（habitus）的概念，以及品味秀異（distinction）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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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以利本節思辯「文化民主化」的理想與現實的牴觸。 

 

（一） 品味秀異與慣習 

Pierre Bourdieu 在其著作《藝術之愛》中曾言，藝術的消費與鑑賞是經由社會

施為者在自身所屬社會位置中以經驗持續汲取文化資本而逐步獲得的認知系統與

慣習，進而體現的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且與教育程度有極大關連（Bourdieu 

& Darbel, 1991），也就是說，施為者想要擁有文化產品或實踐經驗的傾向往往與教

育程度相關（Bourdieu, 1993: 227-228），其次則為社會出身背景，而前者的作用和

持續又受到出身的影響（Bourdieu, 1984a）。因此藝術的愛好和美學素養因而有了

品味秀異之分。 

首先澄清慣習的概念：慣習是經施為者由實踐經驗中獲得內化的稟性

（dispositions）系統，這也表示為了適應客觀環境變動的需求，慣習也能夠客觀地

進行調整（Bourdieu, 2012: 36-39）。慣習是施為者（agents）依照個人所處的背景和

社會架構中累積建構的心智圖示，做為施者社會實踐中認知判准的傾向，也會因為

施者所處社會條件的變動或是社會位置的轉移進行調整，但仍帶有很強的慣性

（Bonnewitz, 2002）。「心智圖式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劃分的體現；隨著個人不斷接

觸某些社會狀況（這種接觸的結果也因此日積月累），個人也就逐漸被灌輸進一整

套性情傾向。」（Bourdieu & Wacquant, 2009: 43）。換言之，慣習為人們的行為的依

據，經過社會化所構成的一套處世原則，但是這套邏輯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

會和環境重組生成心智結構。 

慣習也具有結構性的作用，在同一社群中施為者的慣習呈現一致性時，便會和

其他社群產生明顯的區分，而這區分又再次穩定、強化此場域中的結構劃分

（Bonnewitz, 2002: 107-108）。如同 Bourdieu 指出的，慣習的運作顯現出它所被建

構出來的社會位置，使其可根據其實作進行客觀的分化，而被指涉到某個社會條件

或階級，形成可辨識的品味和風格類型（Bourdieu, 2012: 245）。在藝術和美學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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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即有所謂「高尚文化」與「大眾文化」之分，因為階級和文化資本在社會空間

的分配產生系統性的差異（許嘉猷，2011）。 

繼上述基礎認知做為出發點，連結到 Bourdieu 對文化與藝術社會學的立論，

Bourdieu（1984a: 1）提出和唯心主義思想家――康德不同的觀點，他並未同意康

德的論述，即審美無利害性（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康德（Kant, 1987）認為，

人們對藝術的評斷是主觀的審美判斷而不是邏輯判斷，理由在於，審美只是人做為

主體因接受到表象的刺激所引起的自覺反應、是非功利性的，而只要人在鑑賞藝術

時參雜了一點利害觀念，就會成為一種偏見，如此一來便非純粹欣賞藝術，便無法

納入審美的範疇。換言之，一般眾人的觀念中認為「品味」―無論是藝術家的品味

還是欣賞者的品味―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由於每個人鑑賞藝術所依憑的主觀

直覺不同而有了區分。 

然而對 Bourdieu（1984a）而言，根據其研究調查顯示，所有的文化需求是教

養和教育的產物，包括藝術鑑賞，是一種經過教育體制下的長期訓練從而培養出的

慣習，此非但為康德所述的天然主觀態度，而是一種後天所致的習性。教育程度和

社會出身是兩個決定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的因素，例如：參觀博物館、美

術館、聽音樂會、閱讀等，以及對文學、音樂、繪畫的興趣及愛好（Bourdieu, 1984a）。

Bourdieu 在其著作《藝術之愛》中指稱，「人們去博物館的參觀頻率隨著教育程度

的增加而增加，且通常成為有文化素養的階級（cultivated class）的專屬領域」

（Bourdieu & Darbel, 1991: 14-36）。而這種因為教育程度不同形成美學取向

（aesthetic orientation）的差異，界定了社會空間中品味和生活方式的層級，而這些

高低有別的各種品味也是在辨識及區分社會階級時的依據，如同 Bourdieu（1984a: 

6）所說，「品味加以分類，並分類這些分類者」。簡言之，民眾對文化的消費跟其

社會階級所屬的位置是有邏輯可循的，決定社會階級的兩個重點就在於教育水準

和身家背景，社會階級越高所涉略的文化活動也就越深。但這種分層的機制可隨著

慣習的改變作調整，舉例來說，即使是出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的孩子，可能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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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良好的教育，改變其原本從中產家庭培養出來的氣質（Bennett, Savage, & Silva, 

2009: 28-29）。 

從以上的觀念得知，Bourdieu 將品味和文化消費慣習有高尚／低俗之分的理

由歸因於每個階級不同的教育水平和出身背景，在此必須問的是這兩者到底賦予

了民眾掌握何種能力致使某部分族群的生活型態優於他人、崇尚高等文化，在

Bourdieu 的理論中，便是藝術感知和消費傾向的養成，是一種文化資本的累積。「文

化資本係指語言、意義、思考、行為模式、價值與稟性（disposition），它是屬於語

言學的、風格學（stylistique）、與知識特質的，因此可稱為『訊息資本（informational 

capital）』」（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19），簡單來說，人對文化資本的持有會

外顯在其行為上，包括用字措辭、價值觀、性格、偏好、嗜好、氣質、所擁有的知

識等等，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品味和生活風格。資本的特性便是其可透過不同的管道

或是方法來獲取，失衡的情況焉然而生。文化資本與其它的經濟或社會資本一樣，

都是一種累積（accumulation）之不平等（許嘉猷，2004）。「文化資本的獲得在於

時段的持續、社會空間、和社會階級」，然而它跟經濟資本不同的是，「它並非經過

深思熟慮的計算，可以說是在相當無意識的情況中進行。」(Bourdieu, 1986: 245)。 

「文化差異對應著社會差異。品味之不同不僅反應著社會之不平等，也使社會

之不平等長久持續下去」（許嘉猷，2011: 20）。更進一步說明，內化的文化資本可

視為是一種慣習養成的結果，必須花費長時間的學習及陶冶，成為一種習性，而人

們依照這種習性所實踐於身體的外在行為，可反映出其社會出身與社會階層所據

的位置（Bennett, Savage, & Silva, 2009: 154），因為誠如 Bourdieu（1984a）所說，

身體背負了社會階級的標記。另一方面，教育體制也是這種結構再製中的重要因素

之一，但其穩定階級結構和傳襲特權的作用也最容易被忽略，因為它本身即被預設

為一民主化的理想機制（Bourdieu, 1973: 71）。在出身背景已經不盡相同的前提下，

每個人慣習培養的起始點不同就已注定不平等，而學校給予所謂的平等教育權利

不過是加強、正當化這個情況，學校期待提供文化資本的傳遞，所針對的對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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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也多屬於那些本來就擁有比較多文化資本的族群，成為文化資本的循環

（circles in which cultural capital is added to cultural capital），社會階層的分化也被學

術成就的認證差別所遮蔽（Bourdieu, 1973: 79）。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正當化策略，便是一方面透過公眾博物館的理想預設無

差別的目標民眾，一方面假設地方民眾大部分缺少藝術文化消費的知性實踐是因

為處在文化資產匱乏的環境條件，因此希望藉由在城市中的短期遷入，對地方文化

機構帶來的衝擊和回應而於展覽期間生成許多相關的文化活動，形成整體環境的

共構性氣氛，冀望鼓勵那些所謂較少實踐博物館參觀的階級，震動原本的慣習趨向。

但是，讓民眾依其「自由意志」決定否進入參觀的博物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排除了

尚未建立起文化實踐慣習的階層（Bourdieu & Darbel, 1991）。在這種品味認知結構

的階級分野中，「行動龐畢度中心 」首先必須得突破這個特定文化階層疆界，也就

是開發更多類型的參觀者，再透過展覽美學策略，試圖突破這樣的隔閡。 

 

（二） 藝術感知模式 

從 Bourdieu 的理論可得知，藝術能力（artistic competence）是一種文化資本，

而且是歸併化／內化的文化資本的一種： 

教育培養人們之藝術能力，使他們能夠熟悉與掌控種種的藝術感

知模式或工具，並且創造了文化需求。藝術能力是藉由無意識的內

化過程，也就是緩慢的學習過程，使人們逐漸熟練一套文化符碼

（即感知模式）之原則與規範而達成的。此種學習過程並非是自然

而得的，也非大家所共有的。這種藝術能力或美學傾向，乃是一種

文化資本。 

（Bourdieu, 1993: 227-228） 

它是決定人們是否前往博物館的關鍵，而進到博物館的人們或多或少都會涉

及文化或藝術符碼的解讀活動。Bourdieu（1984a: 2）指出，「一件藝術品之有意義

與趣味性，僅涉及那些有文化能力，能夠正確解碼（decoding）之人；對那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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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解碼能力之旁觀者而言，文化實踐只意味雜亂無章的聲音、節奏、顏色和線條，

毫無韻律和理性可言」。並且「只有充分掌握藝術品背後所指涉的文化符碼，才能

一見到藝術品就能夠立即進行不自覺的解碼活動，並隨之得到正確和適當的領會」

（Bourdieu, 1993: 215）。換句話說，正確地解碼指的是具有藝術領會能力和美學感

知敏感度的人，在參觀博物館或欣賞藝術品時所自然而然的反應、或是刻意進行的

活動。 

故解讀藝術品符碼的行動至少需要對複雜符碼的熟練（許嘉猷，2011），

Bourdieu（1993: 218-219）指出藝術的感知與領會包含兩個意指層次（level of 

signification）：第一個層次即初級層次，指的是從日常生活經驗就可以了解事物特

質或意義；第二個層次則屬於「符指意義範圍」（sphere of the meaning of the signified），

需要熟悉特定的主題或概念，才能知道藝術品的特殊性和亮點，例如風格特徵、繪

畫技巧、內在意義與文化象徵，而非單純的感官活動就能理解的。而這才能稱做對

藝術品真切的解讀和闡釋，如果對藝術品的解讀指停留在第一個意指層次，往往對

作品的理解是膚淺且不完全、甚至錯誤的了解，也就是無法獲得藝術品被期待去解

碼的意義。 

這也是 Bourdieu 對藝術能力的解釋，藉由對符碼所指涉的風格表徵之掌握和

分類，不但能連結所屬相關類別的作品，還能找出作品的獨特性，在觀看藝術品的

時候能夠達到何種程度的了解，代表某人的藝術能力越高（許嘉猷，2011），而當

對某件作品的解讀所要求的藝術符碼的複雜度與細膩度越高，代表作品的放射層

次（level of emission）之要求也越高，其被接受的層次（level of reception）之要求

也隨之越高（Bourdieu, 1993: 224-225）。如果作品所釋放訊息的複雜度和細膩度超

越觀者的藝術能力所能解碼，觀者便會因無法解讀而對作品喪失興趣，因此，如欲

增加對作品的理解程度或減少誤解，便須透過降低作品放射層次或是提升觀者的

接受層次，而這些是藉由不斷地教育才能達到的文化資本（許嘉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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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再次點出文化資本分配不均，乃是教育程度上有所差異的結果，個人

一開始出生於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時，這個差異就已經存在並開始定型，進到正規

教育體系之中後，因為本身有無培養出親近文化的慣習而對文化有更多的需求抑

或是因無法瞭解而自我排除，非但沒有查覺到這個不平等的狀態，反而將藝術感知

能力歸類為一種個人天賦，經過長期的累積，藝術文化便像是一種特權人士才得以

享有的的專業。對 Bourdieu 來說，教育體系所承擔的角色，就是在於培養出對正

當文化的了解與熟習，使之成為人們的慣習，以及對藝術作品的該有態度，甚至可

以解釋為學校並不是給予一個平等的基礎，反倒是強化了社會差異，以便讓藝術愛

好行為變成一種特權、美學感知模式及文化財之佔有：以自然、天生的優越名義，

去正當化某些社會文化實踐，並且使那些未能參與社會文化實踐的人感覺自己似

乎是較差的，因而排除自身於正當化的實踐之外（許嘉猷，2004）。 

博物館的正當化基礎是基於讓文化資源得以共享――即文化民主化――將以

往只有貴族或收藏家獨佔的文化資產開放給社會大眾，象徵了將文化資本平均分

配的企圖，民眾藉由造訪這個機構，得以實地與這些具有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的典

藏品面對面，減少一般民眾對於藝術品的距離感，並且著重在非正規教育的功能，

跟其他文化消費活動比較起來，例如聽音樂會、歌劇等更加來的平民化，對一般民

眾的經濟負擔也相對低許多，博物館甚至提供免費入館的服務和時段，以讓更多民

眾得以接觸。博物館在理想上是全民共享、開放給所有社會大眾自由進入的，但是

Bourdieu（1991: 112-113）指出「自由進入是為選擇性之進入與親近，只開放給有

能力享有藝術品之人，排除沒有能力領會藝術品之人」。換句話說，博物館雖然將

自身定位為公共遺產，看似向所有民眾提供習得文化資本的教育機會，但實際上當

那些本來就缺乏文化資本的群眾的藝術感知能力以及文化消費慣習還沒有被建立

起來之前，是欠缺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意願的。它所吸引到的族群只有那些累積

一定程度文化資本的人，也就是那些有能力對藝術品和文化財貨解碼的人，如此一

來，博物館便在自身的民主化期許和現實狀況中產生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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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博物館是屬於這些特殊階級的活動（Bourdieu, 1973: 77），當博物館被形

塑成一個至高的文化殿堂，正當化因為接受教育層次不同和出身貴賤有別而產生

差異的「選擇」：不進博物館的人是出自於其自由意志下的決定。由此可知，Bourdieu

懷疑博物館在文化資本的分配上能夠實際達到的程度，重點在於經由博物館的輔

助從文化資產的提供到內化的文化資本，這種文化資本的傳播、轉移的層次，在現

實層面仍然難以避免排除部分已篩選過的群眾，僅成為一種均衡分配的表徵。 

「行動龐畢度中心」聲稱要把博物館帶到那些平常不會進博物館參觀的人身邊，

文化民主化顯然是此次龐畢度中心計畫的目標，從它離開巴黎在國內六個城市巡

迴的行動特性來看，在企圖縮短文化資產的物質空間距離――即客觀化的文化資

本（文化貨物），也就是龐畢度中心選出的 14 件典藏現代藝術品――這點可以肯

定，然而如同以上理論所指，博物館事實上能吸引到的參觀者多為本身對藝術品有

其愛好、且具有一定藝術感知能力之群眾，某部分的人群可能會排除自己前往參觀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實踐，而就算這些人們在機緣巧合之下、或是因為地緣關係

而前往，他們從中能領悟意指層次便只停留在初級的層次，而這個問題必須透過分

析展覽策略以及與探討接受者的接收層次方能得到解答。另一方面，「被社會所認

知的藝術及其中的階序、風格、學派、時期與文化消費者的社會階層相對應，此使

品味有了階級導向，文化也因而有了貴族性。」（Bourdieu, 1984a: 1-2），如果「行

動龐畢度中心」秉持著文化民主化的理想，便勢必企圖消除這種特權，除了免費的

機制和平易近人的主題之外，作品的呈現需要用何種方式為幫助民眾了解現代與

當代藝術？ 

 

（三） 「文化民主化」的反思 

從以上對 Bourdieu 理論的討論銜接上一段的理論回顧，Hooper Greenhill（1992）

指出，博物館在曾是構建新的價值體系的重要工具（摒棄舊式政體並頌揚共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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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物質層面上展現權力的移轉，演變至如「展覽複合體」的規訓機制，建立

在公眾性的理念下的民主教育媒介，其展覽將面對更多類型的群眾。就她對博物館

的討論，是預設博物館能夠迎合所有社會階級的觀眾，並且實施文化功能達到知識

和身體的規訓。如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傳散預設與文化民主化的理想，與

Bourdieu 在《藝術之愛》中早已指出的實際情況矛盾的是，博物館因為開放性和公

共性的定位，理想地預設了無差別的公眾的存在，然而，從文化資本理論的角度來

看，根據 Bourdieu 的研究，只有持有特定文化資本的群眾才有能力在博物館展示

的表象中看出其中隱藏的歷史邏輯和分類範式，從而獲得正統的鑑賞解讀和美學

感知，而這點讓博物館和美術館成為社會分化的工具（Bennett, 1995a: 35）。來自不

同文化資本占有階級的審美品味，也導致博物館和藝術消費的傾向可能將排除某

些特定族群和階級，這點是否使得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民主化」行為淪為一歷史性

的論述意義生產，一個理想的思維和現實層面的相悖。 

另一方面，從象徵資本合法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由法國文化部和龐畢度中心提

出的文化傳散的策略，本文將「文化民主化」視為一個使其合法化的論述媒介，「官

方的觀點就是官方人士的觀點，會以官方的論述來表達。」（Bourdieu, 1989 : 22）。

Bourdieu 使用 Aaron Cicourel 的論點，指出這種論述實現了以下三種功能：一，對

某種行為實行「診斷結論」（diagnostic），傾向於對某人某事物進行斷定，並假定其

對所有人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二、管理性的論述透過一些方針、命令、規定等等

灌輸人們應當的行為和對身分的界定；三、它有權威性的話語權，如機構的紀錄、

報告等等。而以上的功能都為官方論述中強加一個制度性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會成

為正當的觀點而被確立，「國家的代表者就是共有意義的受託者」（Bourdieu, 2012: 

253-254）。將這點套用至本研究對象討論其文化民主化的實踐，文化民主化做為一

個公共博物館之號召和推廣的口號，藉著向大眾揭露這個已在歷史中被獲得大眾

承認的觀點而實行的文化政策，為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成立取得合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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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龐畢度中心以文化財共享之名，除了拿出本身佔據的文化資產在國內的流

通之外，也需要特別建構符合這個論述的展覽文本，換言之，為了能夠同時正當化

這個文化資本傳散政策，同時從中獲得象徵資本做為參與場域競爭的優勢，它的行

動博物館也預設民眾在平時缺乏文化資源的環境並無法培養出特別對現代藝術的

美學傾向，故必須在展覽策略中設計足以令較無文化消費慣習的民眾降低對現代

藝術艱澀難懂的戒心，與此同時維持與本館展覽的精緻呈現之水準。 

如此一來，從文化生產方的角度，「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策略同時要顧及

幾個層面：首先是知識建構的內容，必須有本館的代表性，以彰顯其文化資本傳散

的實踐，樹立並穩固其文化民主化的實踐者身分，進而正當化此行動博物館的論述，

此為展覽政治的考量，也延伸到下一個層面；第二，展覽做為知識合法化的形構系

統，為了有效傳遞給目標觀眾文化資本，館方必須考慮到目標觀眾本身的文化資本

對藝術符碼的掌握程度，進而設計能夠使觀者對作品產生足夠的理解、並且認同

「行動博物館」所建構出的展覽論述和文化民主化論述，故本文亦將透過展覽分析，

來看其策展策略如何達到展覽政治訴諸的目的，而這也表示，文化知識亦在龐畢度

中心的策略下被象徵化，如同國家級現代美術館展現文化資產均分之政績的訊息，

也相對形成與巡迴城市的關係，巡迴城市當地的文化資本位階在此移動策略所重

構的城鄉關係中，是得以翻轉抑或是受到壓制？ 

從文化接收方的探討，如同以上理論顯示的矛盾和困難，觀眾是否認同「行動

龐畢度中心」企圖傳達的知識內容、展覽的輔助和詮釋在何種層次有助於地方民眾

文化資本的提升？當地民眾的文化實踐是否真的因他的到來而質量俱增？在短暫

的三個月展期內，龐畢度中心的文化傳散策略最終能形成的改善和影響為何？這

個問題，也必須將行動博物館的巡迴策略納入討論：在空間移動的脈絡下，行動博

物館挾帶文化資本的移動狀態介入巡迴城市當中，將產生甚麼樣的加乘效果？關

於城鄉移動和流動展覽之關係，將在下一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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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城市、流動與觀光 

本研究除了企圖揭示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內部空間的展覽論述建構和藝術

知識權力合法化的過程，以及它在文化資本傳散與提升民眾藝術感知能力等等關

於藝術教育上的實踐背後的社會意涵，筆者也欲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性

（mobility）所涉及的複雜層面納入討論：這個代表中央的國家文化機構和地方（如

巡迴城市、當地居民）的互動情形、因為流動而牽引出的現象，以區分出這個結合

分館和行動博物館的博物館實踐在現今社會背景的獨特性與創新意義為何，以及

就這個特殊案例討論當文化資產被賦予移動能力時，在文化資本傳散政策的毛細

管化現象顯示出哪些影響。 

為了找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空間位移造成接待城市和其地景的諸多影響和

應變是經由哪些關係和特性而產生，本節進一步回顧 John Urry 的流動性概念

（mobilities），運用於探究「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性、和經過規劃性的境內遷

徙，在空間與時間的疊合之下衍生的共構效果，來處理「行動龐畢度中心」牽涉的

以下幾種面向：以國際流動展（Lai, 2004）、行動展示、臨時建築等文獻回顧，做

為本研究對「行動龐畢度中心」進行文化治理、形成觀光現象，和一套其在巡迴過

程中逐漸成形的複合關係之概念架構。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巡迴特徵 

本研究企圖找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臨時建築博物館空間以及在巡迴和進駐

城市的期間所呈現的模式以及牽涉的意涵對文化資本傳散的影響。從筆者在

Boulogne-sur-Mer 的田野考察中發現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分館為當地帶來觀光和活

絡地方文化資本的可能性和效應，筆者便假設此為行動博物館實踐形成的特定關

係類型。若以「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Boulogne-sur-Mer 展期時呈現的觀光和節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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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範式，「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到來刺激當地對現代藝術的認知結構的重新認知，

地方也希望營造出這種文化氛圍，故 Boulogne-sur-Mer 當地的文化單位紛紛將展

覽與行動龐畢度中心和主題《色彩》掛勾，以向民眾和龐畢度中心展現當地是如何

稱職地擔任接待城市的任務，參觀者和觀光客也被告知及鼓勵前去參加當地的相

關活動，平時與國家博物館沒有直接關係的地方單位，因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

出現而成立了新的互動和聯結，整個城市也因而在展覽期間呈現充滿龐畢度中心

的藝術象徵性空間。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到來如同一個馬戲團般、節慶式的亮點，城市因為它的

駐紮而讓城市擁有一個暫時性的特殊景點，城市也因此設計出許多既可以配合「行

動龐畢度中心」主題、又可以展現當地文化特色的裝置藝術，便是因流動的物件而

調整自身的最佳範例。4 Boulogne-sur-Mer 的案例可看出，它刺激出彰顯當地文化

的文化資本，使在地特色和既有文化的得以重新獲得民眾和觀光客注意，可初步推

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為當地帶來的活化和刺激可視為博物館實踐與文化毛

細管現象的文化傳散延伸，其中牽涉因文化資產物質的流動性和巡迴時間累積的

時空疊合，必須從其進駐到城市的空間和時間來觀察，才能得以側錄到龐畢度中心

行動分館介入接待城市的過程和創發出的互動關係。將此視為「行動龐畢度中心」

與城市的共構效應。而相似的模式，也有可能會在後期的巡迴城市（Libourne、Le 

Havre、Aubagne）中成就觀光節慶化的再現。 

 抱持以上從田野事實整合的認知回到「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博物館的本質，

出現一值得討論的重點：它帶有移動的公開效果，原本身為博物館的公開性、所展

覽出的作品之代表性，都因為移動的能力，產生的迴響與固定建物的博物館分館

（例如龐畢度中心梅茲分館）有所不同，交織出更為複雜的時空架構。即使龐畢度

中心本身收藏國家級的經典理當屬於全法國人民、且在國內外聲名遠播，對於巡迴

                                                 

4 例如，筆者在第三個「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城市 Boulogne-sur-Mer 所見，其即利用本身漁港的

歷史，添加上現代藝術的元素，製作成城市中的裝置藝術，點綴在觀光路線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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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民眾來說，仍意識到這個具強烈的「從巴黎來的」外來者的象徵意味，而其

做為博物館正當化策略的文化傳散政策，接待城市的選擇也將是其正當化論述的

考量之一，兩者間的接觸和合作產生的共構效果將會對之有所影響。 

有鑑於此，「行動龐畢度中心」在選擇駐紮城市的時候後，勢必要評估共構的

效果，如此一來城市扮演的「接待」（host）角色也相對重要，若與之串聯的論述結

合得當，讓在這段期間的地方民眾和觀光客獲得與以往不同對城市的認識和經驗

感受，行動博物館進駐城市前和開展後的差異和產生的文化能量也將使得這個文

化傳散政策的正當性得以強化。故「行動龐畢度中心」在選擇進駐城市之時，勢必

按照一套評估機制，例如顧及各個城市本身的特色以及參考候選城市提出相關配

合的文化展演計畫，以及當地當時既有的節慶和活動。巡迴城市做為文化資本接受

面的角色，其本身的條件和配合國家文化政策的意願，將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

移動論述和實踐，產生更複雜的效應。 

以下筆者借用當代學者 John Urry 之流動社會學理論，來看移動本身的張力，

藉以了解「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特質在時空中所產生的複雜性，來探討「行動

龐畢度中心」的巡迴城市在地展演現象與共構效果。 

 

二、移動策略的施展 

John Urry 在《流動性》（Mobilities, Urry, 2007a: 7-8）歸納過去「流動」（mobile/ 

mobility）一詞包含的概念主要分為以下四大類型：首先，流動性是指移動的事物

或是「能夠移動的」（capable of movement）事物，「移動」儼然成為物件和人的「特

性」（property）；第二，流動性可以代表「群眾」（mob）的移動，這種移動需要有

規劃的管理以防範群眾情緒聚集而引發的混亂情況，例如朝聖、遊行、儀式等等；

其三，流動性也包括人在社會階級與身分上的變動，涉及社會垂直關係的晉升或是

貶低；第四，移民和時段性的地理位移也囊括在流動性的範疇內，意指人們在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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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生活環境時於水平面的地理轉換。針對本研究對象，筆者所借用的是 Urry

對於流動性的第一個定義類型，分析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和國家級現代藝術典

藏能夠轉移展示地點的特性。另外，除了人和物質的實體位移，Urry（2000a; 2007a）

也提到，如圖像、資訊和媒體的傳遞，以及虛擬的移動，也是流動性多樣化的內容

客體之一，而這些異質客體間的相互交混和彼此依賴，則產生種種當代的社會現象

和關係。 

以往的流動性理論，多著重在以「人」的身體為主體的流動，而這種流動通常

挾帶了某種使命、責任和任務，但「物質（material）」同時也會隨著人的位移而有

意或無意地被轉移，除了具象的物件外，也包括無形的資訊、意象，透過媒體或網

路進行傳遞和交換。而筆者在本研究所要談的，也包括這兩者，因為「行動龐畢度

中心」非營利教育機構的流動，是為讓國內民眾對於藝術的公民權更加普及，進而

吸引到許多民眾的參與和關注，進而來到這個城市。這些流動的過程對社會層面和

經濟層面的都有影響力、甚至足以扭轉事物。「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流動性特質，

也讓它與不同城市的相遇而後創造出新的氛圍，這個氛圍是由臨時的（由於「行動

龐畢度中心」只在一個城市停留三個月）、節慶式的展演所烘托出來的。 

對於人的方面來說，在此的討論也一樣不可或缺，Urry（2002: 258）強調「身

體旅遊」（corporeal travel）必然包含間歇的「實體毗鄰」（physical proximity），意

旨旅客能親身與某些景物和地點、甚至當地居民處在同一空間裡，得以現場參與某

種活動。即使現代科技足以讓人們輕易獲取資訊、圖像、畫面，身體的流動實踐在

旅遊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旅客想追求的是「親身」投入的現場體驗，唯有如此才

能夠稱做曾經與旅遊目的地和當地的經歷「同時在場」（co-presence）（Urry, 2007b: 

263-264; Urry, 2000b），另外，對「現場活動」的參與也是旅行者追求「同時並存」

的其中一個重要「毗鄰衝動」（compulsion to proximity）（Boden & Molotch, 1994）。 

大眾對「同時在場」（copresent）的追求並未因現代科技的發達而減弱，它仍

是最優先的溝通形式（Boden & Molotch, 1994），用這個概念來解釋龐畢度中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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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行動分館的構想：製造一個能夠親身與民眾面對面的平台比「虛擬博物館」或任

何網路中介提供的資訊來的更有吸引力，與藝術品實際接觸的經驗是無可取代的。

「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在經過事先安排在特定時期和地點進行的展覽，館方預設

當地民眾將會出自於與「實體毗鄰」一樣的動機：平時由於空間距離的隔閡而無法

前往，因此當「行動龐畢度中心」來到居住的城市內或附近，當距離的障礙解除而

得以親眼看到這個別具意義的博物館以及它所提供的藝術品原作，從而提升參觀

的心理誘因，同時也成為促成非當地居民前往接待城市進行觀光實踐的一個推力。

事實上，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流動而構成的網絡，解釋了人類和生活周遭組織的空間

關係，而許多社會現象就是人們受到移動的驅使而產生，為了因應這些社會現象而

形成多重的系統（Urry, 2007a），系統化的流動性便可預估、可掌握、可安排。 

從以上流動性的論點出發，筆者將著重分析「行動龐畢度中心」以下三個關鍵

特性，分別為：一、「國際流動展覽」（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 ITE）（Lai, 

2004）；二、行動展示；三、臨時建築（temporary architecture）。「行動龐畢度中心」

可被視為一個可流動的分館，它在時間上的短暫性以及形式上的節慶性，和「國際

流動展覽」（ITE）此跨國文化公民權的傳播類型比較起來有相似之處，另一點相似

性則為，「行動龐畢度中心」也必須選擇接待方，與當地的策略聯盟、座落地點、

停留的時期、位置環境，這也包含在傳散策略的考量當中；另外，「行動龐畢度中

心」也具備行動展示旨在知識傳遞、資源共享的理念；最後，回歸到「行動龐畢度

中心」其臨時建築的特徵和功能，討論賦予在建築物質上的意涵和符號承載。 

 

（一） 國際流動展覽（Internation Travelling Exhibition, ITE） 

「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國家級美術館的移動分館與遵照本館標準範疇下

制定的展覽，並與接待城市有緊密的關係，為了討論它巡迴的正當化策略和文化資

產移動產生的現象，接下來從國際流動展（以下簡稱 ITE）的特性做為對照的觀察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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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 的形式緣起於法國在 1960 年代首先出現的展覽形式，基於希望將藝術品

典藏分享達到最大化這等民主化的表態（democratic gesture），而舉行跨國的、具話

題性和節慶特色的主題巡迴特展，通常從來自不同國家的數個博物館和畫廊借出

展品，且有至少有兩個以上來自不同國家的策展單位（Lai, 2004）。這種類型的展

覽可在短時間內集結大量參觀人次，在全球化與流動性更為便利與可行，許多知名

的大型博物館和美術館逐漸採用 ITE 的方式，進而促成為當代旅遊移動的推力之

一。它們通常會為了吸引更多參觀人數而出借或介入價值較高或較廣為人知的藝

術家的藝術品，進而促成它們的象徵影響力（symbolic influences），展覽地點選定

在有一定規模的國際都市，以聚集更多民眾，往往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博物館場

域逐漸形成一股 ITEs 潮流。除此之外，ITEs 也由於這種高話題性和暫時性，以及

和大都市的結合，其移動所引發的在地聚合以及與接待方如跨國合作的博物館、機

構形成策略聯盟，進而構成節慶般的效果，提高國際曝光率也因而易吸引觀光客前

往（Lai, 2004）。 

國際流動展覽具有以下特性，為跨國博物館之間的關係與策略聯盟、特展的瞬

時性、物件的流動性、巡迴展品的套裝模式和博物館實踐的聚合、以及所致的話題

性論述（Lai, 2004: 98-101）。以下逐一著墨：  

首先，ITE 特展在國際或國內的巡迴，必然包含博物館藏品的物件移動，而在

全球化和移動能力的高度普及下，使參觀者也將做為觀光客進行身體旅行的移動。

在 ITE 選擇接待國家或博物館時，也將評估接待方的資本：博物館特有的文化資

本類型，包括典藏品的價值、歷屆展覽的品質和質量、對展示技術的認知與掌握、

保存與研究的技術等等，出借的展品也將帶有特定博物館或國家的象徵意涵，而博

物館在場域中的位置便是依照上述資本的持有。因此，藉由接待國際大展，如世界

博覽會，能夠顯示出接待方的支配位階與權力、甚至國力，表示它有能力向各個博

物館借到珍奇的展品。將這個特性代換至本研究對象，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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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由龐畢度中心做為策展方，並以優越的場域位置尋找甄選接待方，故接待城市本

身的條件和文化資本也將被展覽提供館方加以檢視。 

也因此，考慮到 ITE 牽涉館際和國家機構間的合作與共同製造（co-produced）

做為一種特殊的博物館實踐成果，當中涉及策略聯盟的複雜佈局，如舉辦的時間性

選擇、地點、其他相關組織的配合和構聯、等等計畫性的考量，都是為了使博物館

實踐物件的展示聚合和接觸交集在短時間內能夠迅速累積話題性並引起注意、形

構明確的論述效果。筆者特別將這點代入本研究，關注「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策

略：巡迴城市的選擇標準、與巡迴地方政府和文化機構跨不同層級文化單位的城鄉

合作關係與共構，將有助於理解其執行文化民主化的合法性論述；另外，近年來興

起展覽主題式化（thematization of exhibitions），ITE 也在這樣的趨勢下，不同主題

的展覽化為品牌般的鮮明標誌，能在不同的文化語境和博物館中被認出和展示，重

新組裝展品和意義，使之更加多樣化。「行動龐畢度中心」也採取同樣的主題式展

覽形式，以「色彩」和「形狀」做為展覽論述主軸串聯典藏品，打造其行動博物館

的高度辨識性和建構現代藝術的平易近人觀感。各接待城市如何與行動博物館和

展覽互動和舉辦相關活動，當中的博物館和權力的正當化考量，也將是本研究欲揭

示的展覽政治。 

ITE 特展的瞬時性（ephermerality）和套裝模式（packaged mode），也能拿來比

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國內巡迴造成的響應。前者將使時間安排（timing）成為

可被利用的資源，例如將特展與周年活動和特殊節日結合，能夠獲取更高的注意力，

因此時間安排也蘊含潛在的政治性，訴諸於競爭、合作或共謀。為了在短暫的特展

期限吸引最大關注和參與，其通常具有高度辨識性的展品組裝外，還透過組織集體

活動聚合的空間，給予社會一個共享的場所（a shared ‘place to play’），營造一種個

人和機構都認為必須參與的氛圍和誘因，以求提高潛在參觀者的前往意願以及媒

體話題。從 Boulogne-surMer 的案例來看，CPM 也有相同的意圖和效果，在後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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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也將著重談論這個特性，結合上段的概念特性，來看選擇時間和巡迴地點的

配合考量。 

  為審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流動性（mobility）為其巡迴城市當地的碰撞與

匯聚產生的關係，筆者借用 ITE 的概念衍伸討論此行動分館的空間性、時間共構

性、在地性與巡迴策略。參考以上幾點做為檢視「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展示的物

質流動、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的互動關係和合作建立、和在地聚合等等分析觀點，探

討「行動龐畢度中心」於城市中的空間實踐。龐畢度中心本身已然持有相當高水平

的文化資本（客觀化的與制度化的）與象徵資本，即便它的行動博物館因臨時建築

的限制規模有限，它還是足以在法國國內掀起一陣旋風，席捲每個所到的城市。和

ITE 帶動的效應類似，「行動龐畢度中心」和駐留的城市架起橋樑，共同製造、協

商與合作，並且為城市帶來觀光潛力，同時也具有主題性、媒體效應而構成話題論

述。此外，也根據每個接待城市本身的不同定位的文化機構和在城市中環境的物質

性與文化特色，讓行動博物館在每檔停駐期間都碰撞出不同的效應，與每個檔期的

巡迴城市的互動便應該展現出多元的樣貌與節慶觀光現象。 

與國際流動展有所差異的一點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將展覽置放於本身設計

的臨時建築空間之中，採取行動展示的博物館實踐，而非借用接待方的當地文化機

構可提供的場地，遂以下將分別討論行動展示與臨時建築個別的性質和功能，以找

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特殊和創新意義為何。 

 

（二） 行動展示的教育理念 

  行動展示在博物館實踐的應用出現於二十世紀，多以車體或車廂為展覽空間

和展品載體，5 在法國也曾出現這種使用改裝貨櫃車為行動博物館的類型——「移

                                                 

5 詳見童怡婷（2008）。臺灣行動博物館的展演系統研究－以科博館的行動博物館為改良案例。台

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造形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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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博物館」（Musée mobile, 簡稱 Le MuMo），6 為一種博物館到校服務（outreach 

program）的教育機制之延伸演變。 

行動展示緣起的目的為教育――將知識傳播到資源或資訊較為缺乏的地區，以

巡迴展示車作為展品載體與展覽空間即是此概念的實踐。從童怡婷（2008）的碩士

論文中得知 Belcher 於曾於 1991 年指出這種展示方式可在固定地點自給自足地獨

立操作，通常裝置在休閒車、拖車，甚至是巴士、火車中都有可能。最大的優點為

這種移動的便利性，成為博物館行動化形體的最佳選擇，實現博物館資源共享的概

念。童怡婷（2008）在其研究中指出歷史上第一台行動博物館展示車於 1949 年在

美國的伊利諾州博物館（Illinois State Museum）發起，由 Dr. Thorne Deuel 負責策

畫，在州內的中小學做到校服務（outreach program），以公車為展示空間，前後的

經營進行了二十二年。台灣的博物館也採用同樣的方式，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與科學教育館的行動巡迴展示車，於 2011 落幕的台北世界設計大展也

設有行動展示車。 

  以行動展示車為形式的行動博物館的目標觀眾為兒童族群，因此在外觀與設

計上傾向活潑、卡通化的塗裝，展示主題多針對科技教育和環保議題，使命在於提

供教育功能。教育性的展示的目標在於傳遞知識，張婉真（2001）即在研究中提出

Burcaw., G. E. 在 1975 年發表的展示手法分類：事實性的（factual）展示和觀念性

的（conceptual）展示，這兩種手法被視為是教育性展示的兩種形式。「事實性的展

示強調訊息的傳遞，而觀念性的展示在於陳述觀念」（張婉真，2001：20）。這兩者

對行動博物館以兒童為目標觀眾的展示導向最為常見，為了使展示有趣富吸引力，

展覽策略著重在寓教於樂的設計，採用兒童較能接受的主題和娛樂性的方式獲取

他們的注意力和興趣，將知識和觀念自然地引導至他們心中、讓孩子們能夠從參觀

經驗中學習。 

                                                 

6 Le MuMo 是於 2011 年由 Ingrid Brochard 發想的行動博物館，主要展出內容為當代藝術且作品是

經由藝術家為符合 Le MuMo 的展覽空間而另外製作，目標觀眾以兒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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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此種方式成為博物館文化企業形象的行銷手法。根據張瑜倩（2003）

的觀察，行動博物館除了具備館內藏品的巡迴展示功能以外，還有行銷博物館、塑

造博物館形象的功能，成為博物館宣傳的活動廣告。簡言之，行動展示的主要功能

在於教育和博物館的推廣，增加知識與資訊傳播範圍的寬度及廣度，但是民眾對於

行動博物館訊息的接收程度、了解程度和興趣的啟發，在短暫停留的前提下，影響

的程度和時間長短，仍然有待探討，而且必須加入對其展示手法和展示內容的考量、

以及與地區的連結性和地區相關單位的配合。 

  若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本研究對象，「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小型的行動藝

術博物館，同樣抱持教育的目的，鎖定兒童族群和平時較無文化實踐慣習的民眾做

為主要目標觀眾，跟能夠提供較多互動設施的科學主題比起來，詮釋和解說的工作

相對重要，這也牽回在第二節中關於展覽詩學和知識傳散的討論；另一筆者更加關

注的重點是，其行動特性跟展示車廂比較起來有何不同以及優點缺點？「行動龐畢

度中心」所帶來的劃時代創新的重要性在於何處？其是否有意無意地挾帶了宣傳

龐畢度中心的品牌的效果？當中涉及的展覽政治議題，都是筆者在其後的研究中

所關注的細部內容。 

 

（三） 臨時建築的展示功能 

  臨時建築運用於文化活動最具代表性的範例可追溯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世界博

覽會、由英國建築師 Joseph Paxton 於 1851 年在英國倫敦打造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世博展覽館――「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其使用鋼鐵，玻璃和木頭為建材，

通體以鋼骨架構和玻璃牆面建造而成，具有搭建快捷、成本低廉而又兼顧美觀的別

緻設計，不僅於十九世紀地建築成就開創嶄新的一頁，也象徵了現代性（modernity）

的觀念體現之一（Lombardo, 2014: 28）。而「水晶宮」可拆卸與搭建的建築結構也

是建築師 Renzo Piano 和 Richard Rogers 夫婦於 1971 年法國建築師設計比賽脫穎

而出的龐畢度中心外觀設計的靈感來源；歷史上著名的臨時建築還有法國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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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Prouvé 的 la Maison Tropicale（1949）、希臘籍建築師 Iannis (Yannis) Xenakis

的 Les Polytopes 系列（de Montréal,1967; de Persepolis, 1971; de Cluny,1972; de 

Mycenes, 1978; Le Diatope, 1978）（見 Fabrizi, 2014）、瑞士籍藝術家 Thomas 

Hirschhorn 的「亞比諾臨時美術館」（le musée précaire Albinet）（2004）、日本建築

師坂茂7（Shigeru Ban）的 l'Atelier（2011）等等。8  

臨時建築相較於永久建築的功能上的差別除了具有可變動性、結構簡易輕便可

迅速裝置之外，就是其慶典式的宣傳效果，「從世界博覽會的案例來看，臨時建築

提供一個暫時性的大型展覽廳，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對新媒材、新科技和新設計的

昭示。」（Chabrowe, 1974: 385）。臨時建築的短暫存在特性如同曇花一現，但其必

定伴隨著某種含意。換句話說，臨時建築乘載了某種訊息，這訊息因為其本身瞬時

的特性而被強化，足以引起較多的注意力。事實上，臨時建築的歷史來源可回溯至

古典時期，持著相同的明示效果，內容著重在政治與權力的展示，例如代表君王的

事件（Chabrowe, 1974）。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臨時建築則建立在公開訴求的

前提之下，例如慶賀活動與哀悼會，因此在這個時期的臨時建築多具有裝飾性且外

觀宏偉，而為了配合儀式或典禮，象徵性圖像（symbolic imagery）扮演了重要角

色。當典禮結束後，建築本身的任務已然完成即被拆除，但通常這個典禮和臨時建

築會用文字和圖畫詳細地記載下來。直至十九世紀中期，臨時建築的政治訴求才被

商業訴求所取代（Chabrowe, 1974）。 

演變至今，臨時建築在當代的用途則十分廣泛，通常專為創發性的活動而設計

的開放空間，例如節慶、各種類型的展覽活動、露天市集、運動賽事等等，它結構

簡易輕巧、拆卸和搭建快捷、能夠運輸傳送、可重複使用，對環境造成的負面衝擊

                                                 

7 建築師坂茂也曾經設計過 Nomadic Museum（New York, 2005; Santa Monica - Los Angeles, 2006; 

Tokyo, Japan, 2007），以 148 個貨櫃和再生紙紙筒建造而成，展出加拿大攝影師 Gregory Colbert 的

作品。參考自 Shigeru Ban Architects http://www.shigerubanarchitects.com/，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4

月 25 日。 
8 參考自 Projet- Ccentre Pompidou Mobile, une Expérience Inédite. Conseil de la Creation Artistique 

http://www.conseil-creation-artistique.fr/4.aspx?sr=7，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shigerubanarchitects.com/
http://www.conseil-creation-artistique.fr/4.aspx?s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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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永續建築來的小許多等等特點，逐漸成為永續經營的最佳選擇；此外，臨時

建築有其美學上的素質，由於它不需考量到一般永久性建築須遵守的結構工程，進

而成為藝術家和建築師可以具體化其想像力的創作主體。它的柔軟性與彈性令臨

時建築成為能夠恣意揮灑創意的建築形式與風靡當代的建築觀念（Lombardo, 2014: 

27-28）。「行動龐畢度中心」採取臨時建築做為展覽巡迴實踐，克服藝術作品保存

與展示的技術層面問題，內部也設計成藝術博物館典型的白牆空間，因此取得「第

一個」藝術作品展覽的行動博物館之頭籌。 

從臨時建築層面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它的外觀設計靈感來自於馬戲團式

巡迴展演的營帳（見圖 2-3-1），安全性能完善，對於展品的展示保存依照龐畢度中

心本館的規格，且能夠依據基地的面積和類型進行組合和調整（見圖 2-3-2）、具有

高度的適地性。更重要的是，使用臨時建築將賦予行動博物館更高的流動性，不只

建築物本身可以轉移陣地，還代表巴黎龐畢度中心的形象將文化資源傳播到國內

各地。從權力運作的角度審視這點，其建築的完整性構成博物館的空間，「行動龐

畢度中心」不僅象徵巴黎龐畢度中心本館將文化資源分享給國民的共和精神，如同

歷史上的臨時建築隱含某種訊息，透過建築文本公開展示權力象徵之外，還可視為

是「文化毛細管化系統」之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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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行動龐畢度中心」3D 概念模 

資料來源：圖片擷取自"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vite à Boulogne S/mer."  (2012 

June 12). minboulogne sur mer.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2 from 

http://www.minboulogne62.fr/archives/2012/06/12/24482125.html  

 

 

圖 2-3-2. 「行動龐畢度中心」組裝配置（Principe d’assemblage） 

資料來源：擷取自 Caille, E. (2011, Dec. 1). On the road ai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architectures. Retrieved June 17, 2014 from http://www.darchitectures.com/on-the-

road-le-centre-pompidou-mobile-a1505.html  

http://www.minboulogne62.fr/archives/2012/06/12/24482125.html
http://www.darchitectures.com/on-the-road-le-centre-pompidou-mobile-a1505.html
http://www.darchitectures.com/on-the-road-le-centre-pompidou-mobile-a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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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鑑於「行動龐畢度中心」以臨時建築做為博物館形體與空間，讓

其納入在本章第一節提出的「展覽複合體」之範疇，Bennett 也曾為以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為首、其對十九世紀時其現代性展覽式建築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

歸納出以下三點原則：第一，使用如鋼鐵、玻璃等新的媒材，製造出密閉卻透視廣

闊的空間感；第二，規劃分野清楚的展示端點與中心，得以整流觀眾的行進路線，

使漫遊簇擁的人群受到導引、按秩序流動；第三，也就是「展覽複合體」的揮發，

民眾在博物館建築中意識到到觀看自身的機制進而配合自我規訓的原則（Bennett, 

1990: 48）。「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臨時建築，也將發揮博物館做為「展覽複合體」

的文化功能，這也使筆者關注臨時建築內部的展覽佈局，將納於展覽詩學中的討論。 

龐畢度中心使用臨時建築做為展覽巡迴和策略實踐的載具，使文化資本處在移

動的狀態，本研究根據以上觀點，關注博物館附加移動能力後，結合臨時建築的特

性和本身「展覽複合體」的空間脈絡，將對文化資本傳散產生何種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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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鑒於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轉換原本以車廂為展示空間的形式至臨時建

築的領域，筆者將在「研究對象」一節中整理「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基礎資訊以

及著墨於其與龐畢度中心本館的連結，為了解本研究對象的必要和後續的章節鋪

陳和基底；「研究範圍」一節則列出筆者實際前往田野調查的城市，以及停留的時

程，界定本研究的空間和時間範圍，此外也將加以詳述本研究的分析核心對象。 

為解決在第二章中在爬梳文獻理論時提出的各層面問題，本文於「研究架構」

一節將之簡化為三個提問綱要，從中延展為研究方法的操作概念根據，並且便於

之後在研究發現的章節中緊扣理論以維持本研究的邏輯性。 

本質性研究採用多重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文獻分析法、田野調察法

與質性訪談法，冀求對此研究課題有深入、詳盡的探究，此部分將在第三節分別

說明之，並且以筆者在「行動龐畢度中心」於第三個巡迴檔期的城市濱海布洛涅

（Boulogne-sur-Mer）的先行考察1 中套用研究方法的執行細部當作案例演練和實

例說明。 

  

                                                 

1 筆者於 2012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9 日停留於 Boulogne-sur-Mer 進行共計五天四夜的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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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龐畢度中心於 2011年推出的行動博物館（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為研究對象，尤以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展示實踐、兩期特展《色彩》（La Couleur）

和《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其臨時建築和接待城市的迴響四個層次揭示的

研究議題為主，以下就這四個面向對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進行介紹。 

 

一、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計畫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概念興起於 2007 年，由當時的新任館長 Alain Seban

提出，前法國文化部部長 Frédéric Mitterrand 在 2011 年 5 月 18 日正式向社會大

眾宣告「行動龐畢度中心」計畫（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這個計畫秉持的目的為將集中巴黎龐畢度中心收藏的現代藝術典藏開放

給法國的社會大眾，尤其是那些住在郊區、被大都市邊緣化的市鎮，和財政上較

為拮据地區的人民（Le Centre Pompidou, 2010）。「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2011 年 10

月於第一個巡迴城市——位於法國中部偏東的 Chaumont 登場。 

「行動龐畢度中心」採「游牧」（le musée «nomade»）的概念，使用可拆卸重

組的大型帳篷作為展覽空間與巡迴工具，試圖呈現馬戲團和節日般的歡騰形象

（請見圖 3-1-1），不僅顛覆行動博物館的傳統以車體為展示空間的傳統，並且有

別於 ITE 的形式――出借藝術品並由接待的國家提供場地做主題性特展（Lai, 

2004）――開創將藝術品真跡置放到臨時建築展覽的先例，成為世界上第一座真

正「可行動」的博物館，遂呼應法國政府建立在文化民主化概念上的文化政策：

中央分權政策。因此，「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巡迴的每個法國城市當地的藝文團

體、文化工作者與地方機構建立合作關係。為了吸引地方民眾前來並降低現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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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文化距離，「行動龐畢度中心」以免費開放的方式，2 希望盡可能擴大觀眾群

並打破文化資本的階級分配，「它使降低大眾與文化提供者之間的屏障有所可能」

3 館長 Alain Seban 對此期許（Romano, 2009）。  

 

圖 3-1-1. 「行動龐畢度中心」計畫手稿 

註：Croquis de Patrick Bouchain, Projet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atrick Bouchain 

(2011). 

資料來源：Gibert, C. (2011, Jun. 3).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ommence son 

itinérance à la rentrée. Connaissance des Art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2 from 

http://www.connaissancedesarts.com/peinture-sculpture/actus/le-centre-pompidou-

mobile-commence-son-itinerance-a-la-rentree-89859.php  

 

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規劃 

   第一個城市選在法國東部距離首都巴黎約 256 公里的「綠色之城」

――Chaumont，以其茂密的森林以及許多軍事防禦的歷史建築遺產為名，居民只

有 23,400 萬人。「行動龐畢度中心」於 2011 年 10 月 13 日「紮營」，10 月 15 日

正式開展，展至 2012 年 1 月 15 日，以 3 個月為單位進行 2 年內在 6 個城市的巡

                                                 

2 關於經費來源，「行動龐畢度中心」計畫和建物造價為 250 萬歐元，主要提供者為法國文化部和

企業贊助： Fondation Total, GDF-Suez, Groupe Galeries Lafayette, Protegys- La Parisienne assurances

等等。龐畢度中心的贊助企業負擔「行動龐畢度中心」每次展期花費的一半，另一半則依靠此展

期當地合作的地方行政單位，每次展期需要 40 萬歐元。 
3 原文如下 « Il permet d'abaisser la barrière symbolique entre le public et l'offre culturelle.» 

http://www.connaissancedesarts.com/peinture-sculpture/actus/le-centre-pompidou-mobile-commence-son-itinerance-a-la-rentree-89859.php
http://www.connaissancedesarts.com/peinture-sculpture/actus/le-centre-pompidou-mobile-commence-son-itinerance-a-la-rentree-8985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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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展示，且每年會更換一個主題。本期結束後，將隨後移往法國北部的 Cambrai 

（居民為 32,500 人）。接下來將依序前往 Boulogne-sur-Mer，Libourne，Le Havre，

最後一站則與「2013 年歐洲文化之都——馬賽．普羅旺斯」（Marseille-Provence 

2013）合作，以南法小鎮 Aubagne 為最後一站。從巡迴行進流程地圖（見圖 3-1-

2）的方位上來看首先從法國中部偏東的上馬恩省（Haut-Marne）啟程，接近夏季

時轉往北部的諾爾省（Nord）和北加萊海峽省（Nord-Pas de Calais），秋季之後前

往西半部的吉倫特省（Gironde）和濱海賽納省（Seine-Maritime），最後移至位於

東南方的隆河河口省（Bouches-du-Rhône）。 

 

圖 3-1-2. 「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路線與展期 

註：Itinéranc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n 2012-2013 

資料來源：修改自龐畢度中心官方網站（Direction des publics, Centre Pompidou, 

2013），Retrieved March 22, 2013 from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param.id=FR_R-3afed846-2aec-

4381-92de-b3c87d7058bf&param.idSource=FR_OR-

a2f94ff78dfbe29fca9ca87b63cfee  

Chaumont 

2011/10/15-2012/01/15 

Aubagne 

2013/06/29-2013/09/29 

Le Havre 

2013/02/23-2013/05/22 

Libourne  

2012/10/24-2013/01/20 

Boulogne-sur-Mer  

2012/06/16-2012/09/16 

Cambrai  

2012/02/15-2012/05/15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param.id=FR_R-3afed846-2aec-4381-92de-b3c87d7058bf&param.idSource=FR_OR-a2f94ff78dfbe29fca9ca87b63cfee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param.id=FR_R-3afed846-2aec-4381-92de-b3c87d7058bf&param.idSource=FR_OR-a2f94ff78dfbe29fca9ca87b63cfee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param.id=FR_R-3afed846-2aec-4381-92de-b3c87d7058bf&param.idSource=FR_OR-a2f94ff78dfbe29fca9ca87b63cfee


  61  

 

 

前法國文化部部長 Frédéric Mitterrand在法國媒體 20MINUTES的採訪（Ortola, 

2011）中表示，許多城市相當踴躍爭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駐留，最後選擇這

些地點的最主要考慮因素為：「能夠確定這些城市在「行動龐畢度中心」離開之

後，當地的文化設施和機構不會退步到以前缺乏文化敏感度和文化活動的狀態，

而這些城市在被選上之後市政府便開始著手修繕他們城市中的博物館，做為迎接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準備。」4 

 

二、「行動龐畢度中心」特展《色彩》La Couleur、《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 

除了將國家文化資產藉由物理移動達到空間距離的縮減外，本研究的核心概

念在於以 Bourdieu 所指出的藝術消費實踐被特定階級壟斷現狀下，探討龐畢度中

心行動博物館如何企圖突破這樣的階層分配 

龐畢度中心策展人 Emma Lavigne 負責第一期「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策

劃。她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色彩》的官方新聞稿（Le Centre Pompidou, 

2011）中指出色彩在現代藝術的表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她也強調，色彩也

是在人民的的生活中相當熟悉的元素，而且鮮豔的色彩也深受孩童們喜愛，因此

以現代藝術的特色：鮮明的「色彩」作為主題。考量到由於需要龐畢度行動博物

館本身須使用卡車載送以作巡迴遷徙、展品本身不能過於脆弱的前提下，Lavigne

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精心選擇了 14 件龐畢度中心館內常設展的藏品：František 

Kupka、Pablo Picasso、Henri Matisse、Jean Dubuffet、Georges Braque、Yaacov Agam、

Josef Albers、Yves Klein、Alexander Calder、Fernand Léger、Sonia Delaunay、Olafur 

Eliasson、Niki de Saint Phalle、Bruce Nauman 等在二十世紀以及當代具時代代表

                                                 

4 原文如下  « La force du désir nous sert de critère de sélection. Il faut que quand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quitte la ville, l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locales ne retombent pas dans la torpeur. Le Plan Musées 

que j'ai mis en place l'an dernier permet d'accompagner des municipalités dans leurs efforts de rénovation 

des musées qui y sont implanté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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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的大師的作品（請參閱附錄一表 1），其中包括 10 幅畫作、2 個裝置藝術、1

件雕塑、1 個錄像，「行動龐畢度中心」也另外也從北加萊海峽大區當代藝術基金

會（le FRAC Nord-Pas de Calais）的收藏中借出 André Cadere 的作品共同展出。 

  為了展現色彩對藝術家在表現和力量的無窮發想和活力，Lavigne 將這 14 件

作品對色彩的詮釋分成六個單元：1. 色彩三原色、黑色、白色（Couleurs primaires, 

noir et blanc）；2. 色彩的遊戲（Couleurs en jeu）；3. 單色（La couleur seule）；4. 

自由的色彩（Couleur en liberté）；5. 流動的色彩（Couleurs en mouvement）；6. 色

彩與生活（La couleur et la vie），引導觀眾照這六個主題依序進行參觀。第一期的

「行動龐畢度中心」始於 201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2 年 9 月 16 日結束，分別

在法國偏東北的三個城市 Chaumont、Cambrai、Boulogne-sur-Mer 進行。 

  「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二期的主題將重點放在現代藝術另一種相當重要的表

現手法：幾何圖形的《圓與方》，展覽共分為三個單元：1. 圓形（Cercles）；2. 方

形（Carrés）；3. 空間中的形狀（Formes dans l’espace）。固定巡迴的展品總共有 14

件（請參閱附錄一表 2），包括：František Kupka、Marcel Duchamp、Fernand Léger、

Vassily Kandinsky、Auguste Herbin、Victor Vasarely、Theo van Doesburg、Max Bill、

Josef Albers、François Morellet、Jesús Rafael Soto、Carl Andre、Dan Flavin、Daniel 

Buren。第二期的展覽將會在法國西半部的城市：Libourne，Le Havre，最後至南

法的 Aubagne 登場，檔期從 2012 年 10 月 26 日展至 2013 年 9 月。在 Libourne，

「行動龐畢度中心」借出阿基坦大區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Aquitaine）收藏

的瑞士籍當代藝術家 Stéphane Dafflon 的作品；在 Le Havre，跟當地的現代美術

館（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 Malaux）借出的作品為 François Morellet 的另一創

作；在 Aubagne，「行動龐畢度中心」從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大區當代藝

術基金會（Le FRAC Provence-Alps-Côte d’Azur）外借的兩樣展品均為藝術家

Philippe Ramette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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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臨時建築 

（一） 龐畢度中心歷史簡述 

龐畢度中心在建築層次本身展現了可變動性（ flexibility）和穿透性

（transparency）的特質，如同賦生命的有機體一般，具有韌性與高度的適應力，

而這也是建築師 Renzo Piano、Richard Rogers 以及 Giantranco Franchini 當初於

1971 年贏得國際龐畢度中心競圖設計（Concours international pour la réalisation du 

Centre Beaubourg）的原因之一。根據 Davidts（2006）的研究，龐畢度中心本身

結合了建築層面和機構層面的靈活度，內部佈局也超脫了當時空間配置的常態，

每個樓面以接續、聚合的方式連結其展廳隔間。顯而易見的是，龐畢度中心的落

成在建築界和博物館界投下了震撼彈，它從英國建築師 Cedric Price 在倫敦的「遊

趣宮」（The Fun Palace）的機械結構得到靈感；另外，龐畢度中心也承襲了建築

師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在柏林的新國際畫廊（Neue Nationalgalerie）和 John 

Paxton 在第一次萬國博覽會的作品：「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兩者的共同

特色――空間的可變動性（spacial flexitivity），不僅僅限於此，龐畢度中心更勝一

籌的關鍵在於它可以隨著每個不同階段的展覽而不斷重新定位自身，因而提升更

多潛在可能（Davidts, 2006）。 

  由此可知，龐畢度中心在某種程度上破除了傳統博物館或美術館的殿堂式地

位，藉由空間的自由和開放式的平台與玻璃帷幕，讓外部與內部更容易互相滲透，

相較來說更能祛除藝術的貴族性而達到民主化（ demystific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近年來，龐畢度中心也為了配合法國政府的文化政策：中央分

權政策（décentralisation），龐畢度中心把集中在巴黎、國家級的博物館配置到地

方去，讓地方政府在文化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由於龐畢度中心日漸不敷使

用的臨時展演空間，產生了興建分館的想法。龐畢度中心於 2010 年 5 月開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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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國東部洛林省新完工的梅茲分館，分館將不具典藏的功能，主要是以本館的

收藏做特展用途，於 2010 年推出第一個展覽「經典名作？」（Chefs-d'œuvre？）。 

  而於 2011 年啟程的「行動龐畢度中心」，無論是在外觀上還是展示內容上都

象徵了迷你版的巴黎龐畢度中心，不僅擁有比分館更高的機動性，更特別的是，

它將龐畢度中心秉持的可變動特質和重視地方文化教育的理念，指引出一個全新

的實踐方針、並開啟一個創新的博物館形式。雖然「行動龐畢度中心」只展出 14

件作品，但仍具有巴黎的龐畢度中心本身之代表性。 

 

（二） 「行動龐畢度中心」臨時建築 

  龐畢度中心於 2009 年 5 月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設計展開競圖比賽，最

後由 Patrick Bouchain 與 Loïc Julienne 領導的建築團隊 Construire et Reconstruire 

獲得青睞（Le Centre Pompidou, 2010: 29-30）。Patrick Bouchain 是臨時建築領域的

專家，5 考量到要在不同的環境和地形中都能適應並搭建，Patrick Bouchain 從瑞

士籍藝術家 Thomas Hirschhorn 於 2004 年在巴黎郊區的 Aubervilliers 鎮所設置的

「亞比諾臨時美術館」（le musée précaire Albinet）獲得啟發，進而設計出具有如

流動市集帳篷（les chapiteaux forains）精神的行動建築（Blain, 2011）。「行動龐

畢度中心」由三個大型帳篷組成，建材上使用材質較輕但堅固的帆布與鋼骨結構，

以便於在各地巡迴。 

  「行動龐畢度中心」佔地面積共 650 平方公尺，6 套用「包廂」的概念，三

個獨立的帳篷可以隨基地形狀改變並置和互相連通的排列方法，承繼了龐畢度靈

活多變的特性。第一個帳篷設為博物館接待處，後兩個帳篷則為主要展示空間。

                                                 

5 Patrick Bouchain 的臨時建築作品有：Chapiteau de l'école du cirque à Rosny-sous-Bois en 2004, 

Cirque Fratellini à Saint-Denis en 2002, Théâtre équestre Zingaro à Aubervilliers en 1988，參考自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

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81#15537170，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4 月 25 日。 
6 接待帳篷（accueil）170 m2 ；展覽空間（expositions）340 m2 ；辦公室、洗手間、設備佔地（bureaux, 

sanitaires, locaux techniques）140 m2。造價 160 萬歐元(1,6 million d'euros)（Caille, 2011)。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81#15537170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81#1553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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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配色使用繽紛鮮明的色彩作為帳篷外觀，造型設計成稜角分明的鳶形立方體，

不僅與巴黎龐畢度中心的現代化外觀相得益彰，也配合了第一期的展覽主題《色

彩》（la Couleur），同時也呼應第二期展覽主題《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對幾

何圖形的強調。內部的空間隔牆則延續美術館的正統設定的白盒子（white cube）

型態。 

  第一期展覽《色彩》的官方新聞稿（Le Centre Pompidou, 2011: 6）內引用 Patrick 

Bouchain 聲明：「這座迷你博物館反映並體現了龐畢度中心建築師 Renzo Piano 和

Richard Rogers 的精神：可調節的、可變形的、可移動的。它的到來將會為地方人

們帶來驚喜。」7  也就是說，「行動龐畢度中心」臨時建築除了提供展覽空間之

外，也有其本身的能動性，像是它高彩度的外觀和幾何的造型，在城市中宛如一

個點綴座落地點環境的臨時藝術裝置。 

在此，筆者意識到，在探討本研究對象時也必須從龐畢度中心本身的象徵符

號涵義切入、其涵義對巡迴城市和地方民眾產生影響的潛在結構、以及這種結構

作用在「行動龐畢度中心」中展覽的選件和分類時將會使參觀者產生哪些思想脈

絡。因此在第四章分析此行動博物館時，將一併檢視龐畢度中心本身的社會價值，

以及其所投射在它迷你行動分館上的意象。 

 

四、「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城市的文化參與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另一項任務便是促進當地藝文機構和教育單位的活

絡，以「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二個巡迴的城市 Cambrai 為例，Cambrai 本身以工

業城的背景和為數眾多的 17 世紀建築物為名。在地的文化機構和當地的博物館，

如北加萊海峽省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Nord-Pas de Calais），Cambrai 博物館

                                                 

7 原文如下 « Ce petit musée est l’expression de l’esprit imaginé par Renzo Piano et Richard Rogers : 

modulable, transformable, mobile. Son arrivée doit être une joie pour les populations loca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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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usée de Cambrai），Cambrai 城郊共同體多媒體圖書館（la Médiathèque 

classée d'agglomération de Cambrai）和 Cambrai「藝術與歷史城市」單位（le service 

Ville d'art et d'histoire - Animation du patrimoine）等等，為了迎接和配合「行動龐

畢度中心」展覽，紛紛做出調整和改善以及策劃能與之相襯的展演。此外，也和

Cambrai 的學校和學術單位合作，將《色彩》展覽納入正規教育內容當中。這也

是龐畢度中心官方聲稱其行動博物館不僅刺激觀光展演和提供文化接觸，還有鼓

勵在地社區文化機構的更新、凝聚共識，並活絡它們的運作的文化政策考量（Le 

Centre Pompidou, 2011）。 

以筆者實際在 Boulogne-sur-Mer 展期的先行考察為例：Boulogne-sur-Mer 是

接近英吉利海峽的沿海城鎮，鄰近他國城市，與倫敦和阿姆斯特丹都只有 3 小時

的車程，離巴黎和布魯塞爾則只有 2 小時。而「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也提供英

語與荷蘭與的免費語音導覽，足見此行動博物館企圖成為當地的暫時性文化觀光

景點。8 居民只有 43,000 人 Boulogne-sur-Mer 是法國第一個漁港，不過它卻擁有

UNESCO 認證的世界文化遺產：12 世紀的鐘塔（Le beffroi），位於舊城區市政府

廣場，為當地的重要觀光景點。值得注意的是，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停駐期間

（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012 年 9 月 16 日），Boulogne-sur-Mer 市政府前廣場每年

舉辦的「臨時花園」（Jardin Éphéremère）便以龐畢度中心和其行動博物館的特展

《色彩》為造景主題，營造出城市本身與展覽的互動和節慶氛圍。 

筆者於 2012 年 8 月底親自造訪巡迴城市 Boulogne-sur-Mer 時，便看到這樣特

殊的氛圍和觀光意象。除了展覽本身在當地造成的話題性之外，城市的文化機構

也規畫出配合與「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主題《色彩》有所呼應的展覽，9 並將

之整合成為一個新的藝術觀光路線 En écho au parcours，將這些文化展演活動串

                                                 

8 筆者田野調查記錄，2012 年 8 月 26 日。 
9 En écho au parcour : Au Château-Musée : « Pigments Terre »; à la bibliothèque des Annonciades : « 

Moi Ben, je signe » ;en centre-ville, un parcours visuel par Strange Cargo ;à la gare maritime : exposition 

de photographies 1950-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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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成一條從舊城區到「行動龐畢度中心」坐落於城市海港的參觀漫步道路，形成

暫時性的旅遊網絡關係（見圖 3-1-4），從下圖可發現，巡迴特展與接待城市時空

的共構現象使強化兩者互動關係的穩定，城市本身的文化資本和觀光潛力，也在

這個特殊的時機被呈現，進而成為特定的觀光現象。Boulogne-sur-Mer 市政府甚

至使用網路科技，在 Google 地圖功能製作線上路線 Autour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10 指出「行動龐畢度中心」與相關展覽的地理位置。 

 

圖 3-1-3. En écho au parcours 

資料來源：相關藝文活動摺頁

地圖，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ville-

boulogne-sur-mer.fr/autour-

pompidou-mobile/le-parcours/  

從 Boulogne-sur-Mer 的先行考察中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特殊面向，

除了行動展示展覽本身的文化傳散之外，為了解「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城市中

的空間實踐。因此，本研究的一大重點放在行動分館於最後兩個巡迴城市：Le 

Havre 和 Aubagne 的共構現象，以國際流動展（ITE）的模式為檢視要點，分析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城市的空間特性之間的關係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10 Autour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作者：Ville de Boulogne-sur-Mer；建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4 日。連結網址如下 

https://maps.google.fr/maps/ms?gl=fr&ie=UTF8&oe=UTF8&msa=0&msid=200077426749882136147.

0004c26b8a446b28590dd&dg=feature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le-parcours/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le-parcours/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le-parcours/
https://maps.google.fr/maps/ms?gl=fr&ie=UTF8&oe=UTF8&msa=0&msid=200077426749882136147.0004c26b8a446b28590dd&dg=feature
https://maps.google.fr/maps/ms?gl=fr&ie=UTF8&oe=UTF8&msa=0&msid=200077426749882136147.0004c26b8a446b28590dd&dg=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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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筆者於 2012 年 8 月 25 至 29 日造訪「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三期的巡迴城市：

Boulogne-sur-Mer 蒐集第一手資料。觀察對象為展覽本身，以及城市對於龐畢度

中心移動分館展覽主題在地方文化展演與觀光層面所調整的變動，例如城市地景

的設計、與展覽主題有所呼應的藝文活動，形成具有節慶元素與效果的觀光現象。 

以當時的田野資料為本研究最初步的概念建構和前置設定的輔助，本研究正

式的田野調查期間在筆者於 2013 年一月底前往法國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Paris-7）進行一學期的國際交換生計畫中執行。於交換期間（2013

年一月至 2013 年八月）分別前往「行動龐畢度中心」最後兩個接待城市：位於法

國西北部的勒阿弗爾（Le Havre）（展期 2013 年 2 月至 5 月）和南法的歐巴涅

（Aubagne）（展期 2013 年 6 月至 9 月）。 

本研究範圍分為以下兩部分：一、「行動龐畢度中心」兩期主題式展覽的分析，

並從文化生產面（館方、策展人、計畫執行人）和文化消費面（參觀者、巡迴城

市居民）兩個角度切入；二、以筆者實際前往的兩個接待城市為客體，以這兩個

城市因行動分館的影響產生的現象做為主要的例證與分析依據。另外，筆者也將

適時輔以其他三個未能親自前往的接待城市（Chaumont，Cambrai，Libourne）的

相關文獻做為參考。簡言之，以二手資料，即各類型筆者可取得的文獻和網路資

源，建置本研究對象的基礎和定位，並搭配田野觀察法和訪談法取得的一手資料，

再現當時展覽和城市中的實際景況，探討「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策略實踐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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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質性研究使用多重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田野觀察法和質性訪談法。

以下分別說明之。 

文獻分析法 

（一） 論述分析 

  筆者首先將本研究目前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分類成若干部分，並且以表格呈

現（請參閱附錄二）： 

  第一部分：為龐畢度中心發布的官方資料。從 2009 年直至 2013 年的年報

（Bilan d’Activité）、龐畢度中心上呈法國文化部的成果報告書等等，當中提到「行

動龐畢度中心」之篇章；每期「行動龐畢度中心」計劃白皮書、「行動龐畢度中心」

發布之新聞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教育文件（Dossiers pédagogique）。以

上資料多為從龐畢度中心的官方網站上取得。目的在於從官方的措辭和語彙檢視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理念和定位，以及獲得官方正式的數據統計資料。 

  第二部分：為筆者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的城市進行田野調查時取得的

觀光策略與紀錄，如旅遊資訊文本、兩期展覽摺頁的內容。除了「行動龐畢度中

心」的宣傳品外，尚有筆者於 2012 年暑假期間造訪 Boulogne-sur-Mer、於 2013

年赴法交換期間在 Le Havre 和 Aubagne 展期田調時蒐集到當地文化景點為配合

「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設計出的系列展覽和文化活動的觀光旅遊文本。 

  第三部分：為法國當地媒體的資料，包括新聞、雜誌專訪與評論、地方報導，

來源自龐畢度中心資訊圖書館（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文本檔案和

資料庫；自網路上取得的電子版新聞，以及相關宣傳影片、專人訪問記錄、開幕

記者會等影音媒體資料。 

  第四部分：為網路上取得各接待城市地方政府與地方旅遊局所發布之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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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龐畢度中心」以及其展示主題高度連結的計畫，包括藝文活動計畫、內容介紹、

當地文化機構設計的相關展覽資訊等等。 

  筆者將運用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分析這些文獻資料，論述分析本

就預設所要分析的對象，也就是論述本身即隱含某種知識，且通常負有政治性成

分――即權力。故筆者將這些文獻資料視為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也就是論述型

構（discursive formation）系統化後所意旨的知識體，例如美學教育等。主要以第

二章文獻回顧中所提及之理論架構應用於解讀、詮釋、評斷這些既得與將得的文

獻資料，以便留意在這些文獻中蘊含的社會性，包含知識與象徵性的生產、流動

與效應，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權力關係與政治性，進而成為驗證理論的證據，同時

也是當代博物館形式進化與創新的物件指標。 

 

（二） 空間文本分析 

  筆者也將使用以論述分析切入空間文本，企圖找到在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

館展覽空間中的展覽詩學和展覽政治所建構的知識總體，與它位於城市的地理

位置的空間所引起的效果為何，因此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整體空間為文本

論述分析的對象。此部分的資料須倚靠筆者的田野觀察，對於其展覽內部空間

和外部處於城市中的相對位置兩個部分詳細的觀察與紀錄。 

1. 展覽空間文本分析 

  此分析法將觀察重點放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本體，以明瞭策展

的論述建構。包含「行動龐畢度中心」館內空間與物件的配置：展品的置放、

空間的劃分、整體營造的氛圍，也在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內。從中探討的要點

為，館方安排這些展覽品敘事性的考量因素為何、使用主題與子題的分配以

及將展覽品分配在這些類別之下的用意、所引致作品詮釋的內容重心和觀點、

整體在展覽空間展現出何種知識和物件的組成所建構的論述。 



  71  

 

  之所以要觀察展覽的空間文本，目的在於檢驗「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企

圖，即文化資本傳散實踐之層次；以及依據展覽複合體的概念，展覽文本經

過策略化的建置成為接收者參觀實踐中，植入知識和應有態度的權力技術。 

 

2. 城市空間文本分析 

  巡迴城市的選擇和城市中容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相對位置乃是這部

分的核心。從城市空間和環境的整體脈絡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和座

落地點的選擇，將牽動並交織出新的、暫時的共構關係。另一方面，行動分

館的移動性能力也促使人的流動：當地人們不需前往巴黎即可享受的到龐畢

度中心的文化資產，而外縣市民眾、甚至外國觀光客有可能為了「行動龐畢

度中心」而前來鄰近的接待城市；同樣的，它的座落地點也會有所影響人的

流動。 

另外，也因共時性使空間的毗鄰和疊合，龐畢度中心與城市的共構性得

以產生，那麼影響此共構程度的各種因素較相對重要。有鑑於此，筆者著眼

於每個城市的空間文本，包括行動展覽在城市內的相對位置，以及配合主題

的當地文化機構與當地旅遊局設計出的臨時觀光路線安排，並比較筆者曾走

訪的巡迴城市（Boulogne-sur-Mer, Le Havre, Aubagne）之間的差異，提出不同

接待城市空間文本構面所致的「行動龐畢度中心」共構現象之異同。 

 

二、田野觀察法 

本研究對象位於法國，為了對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展覽運作及展覽內容，

和觀察其在巡迴城市的共構性有更透徹的瞭解，筆者利用 2013 年一月至八月赴

法國交換的期間進行田野工作收集一手資料（請見表 3-1-1），實地探查「行動龐

畢度中心」勒阿弗爾（Le Havre）檔期和歐巴涅（Aubagne）檔期的展覽與其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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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以及它與城市構成的整體環境和現象。當時「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主

題為《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 

 

表 3-1-1. 田野調查工作表 

時段 地點 田野調查工作重點 

2013 年 2 月底至 5

月中旬共計四次： 

 2013/2/23-2/24 

 2013/3/24-3/26 

 2013/4/14 

 2013/5/16-5/22 

CPM 巡迴第五站 

城市勒阿弗爾 

（Le Havre） 

1. 訪談「行動龐畢度中心」運作管

理 負 責 人 Prévost, Agnès. 

2013/3/25 

2. 觀察《圓與方》展覽文本架構、

展覽技術、空間規劃 

3. 觀察 CPM 進駐城市的集體氛

圍和反應 

4. 參加城市發起與 CPM 有關之

文化活動與展覽 

5. 收集展覽與觀光文本相關資料 

6. CPM 參觀者意見訪談 

2013 年 6 月底至 8

月中旬共計兩次： 

 2013/6/29-7/4 

 2013/8/19-8/23 

CPM 巡迴第六站 

城市歐巴涅

（Aubagne） 

註：CPM 為「行動龐畢度中心」（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簡稱 

 

（一） 觀察對象 

  筆者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法，以展覽參觀者和城市觀光客的身分，實地參

觀行動分館展覽、接待城市的空間以及接待城市為「行動龐畢度中心」設置的套

裝藝術展演。以攝影紀錄、語音紀錄和文字筆記的客觀描述做為整體的觀察紀錄

成果。主要觀察對象分為： 

第一，觀察「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實體運作，例如開放時間、地點、服務項

目，如提供語音導覽與導覽內容、團體導覽的形式等等，以及展覽本身，如展覽

空間配置、展覽主題設定的路線；第二，觀察「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者，在參

觀展覽時的行為、參觀民眾的年齡層，參觀者和展覽的互動層次和參與等等；第

三、觀察「行動龐畢度中心」於城市中座落位置的物質環境，以及城市中與其他

景點和交通設施的相對位置、參觀民眾前往的交通方式、宣傳方式、引導路牌、

方向指示等等；第四、觀察巡迴城市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展期時呈現的觀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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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配套宣傳、城市的節慶氛圍營造程度。此外，各城市政府當局和當地的文化

機構為了配合「行動龐畢度中心」而造成的地景改變和設計出的活動和展演，整

體烘托、彰顯出的城市風格與氣質，也是筆者希望由參與觀察法中獲得的資料。 

  在此以筆者於 2012 年暑假前往 Boulogne-sur-Mer 的觀察為例，在城市地景

的改變：位於舊城區的市政廳（l’Hôtel de Ville）以年度「臨時花園」（Jardin éphémère）

的活動主題 PomPomPidou，將府前廣場，再現巴黎龐畢度中心坐落的 Beaubourg

廣場樣貌（見圖 3-3-1 至 3-3-7），並模仿「行動龐畢度中心」所展出的藝術家作

品風格設計而成的裝置藝術點綴，成為一個適合地方居民和觀光客前往的、暫時

的休憩景點。 

這個活動表現出接待城市的鮮明角色，並直接在視覺上顯示龐畢度中心與地

方政府合作的關係，此外，也暫時使原本景點的樣貌增添了新的敘事意涵，與位

於舊港地點的行動分館遙相呼應，從流動性的探討層面，這樣的方式為「行動龐

畢度中心」對內部民眾和對外觀光客的宣傳，年度活動的慣例也會使居民在這個

特定的時間回流到市政府前廣場；關於展覽的藝術教育層次，此活動為當地應用

展覽文化資本的教育延伸，如下組圖所示，廣場內的裝置藝術均以展覽《色彩》

展品為創作元素，並在裝置旁設置關於此創作風格的藝術家簡介解說牌，在解說

牌中也附上藝術家的作品照片。 

Boulogne-sur-Mer 此案例，可對照國際流動展（ITE）展覽共時性、空間共構

性與展覽策略聯盟等的特性：「行動龐畢度中心」直接嵌入到城市空間中、當地運

用本身在那個時期的節慶活動與之配合呈現、臨時造景的戶外展示等等，建立具

有話題性的連結。然而，這個空間本身的歷史特色在這個時期被《色彩》展覽的

強烈即視感和論述給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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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臨時花園」（Jardin éphémère）造景之一 

註：後為 Boulogne-sur-Mer 市中被 UNESCO 審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Le beffroi 

  
圖 3-3-2.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臨

時花園」造景之一 

圖 3-3-3.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

「臨時花園」造景之一 

  

圖 3-3-4.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臨

時花園」造景之一 

圖 3-3-5.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

「臨時花園」造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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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臨

時花園」造景之一 

圖 3-3-7. Boulogne-sur-Mer 2012 年度

「臨時花園」造景之一 

圖 3-3-1 至圖 3-3-7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2 年 8 月 27 日。 

 

（二） 視覺文化分析 

如上述以 Boulogne-sur-Mer 案例分析所顯示的，從視覺文化為分析田野調查

中的觀察對象、以求探討視覺影像背後的意義建構和政治操作。本研究視覺文化

分析的內容分為：一、「行動龐畢度中心」本身的帳篷結構外觀（包含顏色、幾何

造型、拼裝單元）、它依展覽主題選件成果背後的策展設計、展覽廣告宣傳圖樣等

以「圖像」呈現的物件；二、接待城市配合「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新設計，舉凡

宣傳、標誌、裝置藝術等等，也都在此分析方法的觀察範疇內，探討這些視覺表

現的意圖，以及它們的部屬架構出的關係網絡。 

  視覺圖案和符號在某種程度來說可替代文字語言，承載各種文化藝術資訊的

媒介和符碼，同時也由於視覺文化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其即視性，無論接受

者意識到的程度或多或少，影像在特定時期的高密度出現於生活環境，能夠在一

定程度上滲透觀看者的記憶和經驗，進行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是否就如同

Bourdieu 所說，當象徵資本的累積所達到至高，藉著行教育推廣知名，行象徵霸

權之實？它規範出所謂的經典作品，在這樣的巡迴展演下，是否也強化了他們的

象徵資本，進而讓龐畢度中心的文化資本的占有和地位更加穩定？此行使國家權

力和資源的流動展演中，是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排除效果，使地方固有的特色和



  76  

 

文化機構，被來自巴黎的他者所遮掩、排擠在外？ 

  另外，由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流動，致使城市製造出許多對其相關的宣

傳、廣告、還有新設計，筆者不禁反思，在這個製造的過程中，是複製龐畢度中

心所挾的象徵意義和藝術表現；還是因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出現，啟發了當

地的創造力和創意，加上內化於自身的慣習和涵養以及地方文化，重新原創的成

果。因為它於城市的注入，帶動起當地藝文單位的復甦、更新與再生，所串連而

成的網絡關係，交織為一個短暫存在如節慶觀光的氛圍，而這樣的氛圍，一大部

分就是依靠這些視覺文化圖像所聚合成。所以筆者必須要做的是，比較筆者將會

實地觀察的兩個接待城市的視覺文化，來看此兩個展期的共同點和差異性為何，

試圖從現象中歸納出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於接待城市的模式。 

 

三、質性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質性訪談，主要目的為分別了解「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生產

者的思維脈絡以及內部執行細節，以及文化接收者對展覽的意見和體驗與身體移

動和文化參與的實踐程度。以補足田野觀察中看到的行為表像和基礎構面的飽和

程度，並平衡二手資料中文本建構的意識之偏頗，提供研究議題和推論的印證。

以下為本研究之訪談設計： 

 

（一） 受訪者的選取 

本研究受訪者分為以下兩類： 

一、 龐畢度中心館方：「行動龐畢度中心」導覽人員，營運負責人，策展人，與

龐畢度中心高層人員。以深度訪談和電子郵件訪談的方式進行。 

二、 實際參觀《圓與方》展覽的民眾：由於筆者在 Boulogne-sur-Mer 進行觀察時，

尚未設計出系統化的質性訪談細目，所以在本文中此城市的案例列舉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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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的資料。故本研究的受訪者選取從 Le Havre 和 Aubagne 檔期的參觀

民眾。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剛結束參觀「行動龐畢度

中心」展覽的民眾，盡量以當地居民為主。 

 

（二） 訪談資料的收集 

筆者以法語訪談受訪者，分為實地訪談和電子郵件訪談。 

為筆者親自前往「行動龐畢度中心」Le Havre 與 Aubagne 檔期田野工作的一

部份。直接與上述選取分類的參觀者者接觸並進行訪談，筆者將對受訪者表明身

分和訪問的目的再開始正式的訪談。筆者將在 Le Havre 檔期和在 Aubagne 展期

的受訪者用不同代號區分開來：以 H 代表 Le Havre 城市的受訪者，共有 19 位、

以 A 代表在 Aubagne 的受訪者，共有 34 位。參觀者訪者名單請見表 3-3-1、表 3-

3-2。 

策展人與館方人員的聯繫，也是藉由田野工作親自前往當地當面取得受訪

對象同意，留下聯絡方式供日後訪談，共有三位受訪；田野調查前往「行動龐畢

度中心」Le Havre 展期時，因無法當面訪談導覽人員，筆者使用電子郵件訪談

做為替代，共有兩位導覽人員受訪（受訪者資料請見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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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Le Havre 受訪參觀者名單 

代

稱 

年齡層 性

別 

居住城市 有無參加相關

文化活動 

訪問時間 備註 

H1 50-60 女 Le Havre MuMa 2013/5/18 去巴黎時從沒

去過龐畢度 

H2 50-60 女 Le Havre  2013/5/18 沒有借導覽機 

H3 中年 男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18 常去 MuMa 

H4 中年 男 Pas-

Normandie

省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18 有參觀博物館

慣習 

H5 40-50 男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18  

H6 50-60 男 Le Havre  2013/5/19 搭乘輕軌 

H7 50-60 女 Le Havre  2013/5/19 搭乘輕軌 

H8 40-50 女 Le Havre  2013/5/21  

H9 40-50 女 Le Havre  2013/5/21 住在 CPM 附近 

H10 中年 女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21 第一次參觀博

物館 

H11 中年 女 Le Havre  2013/5/21 職業為音樂老

師；有博物館習

慣 

H12 40-50 女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22 搭乘輕軌；不常

看現代和當代

藝術 

H13 40-50 女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22 搭乘輕軌；只有

去 MuMa 看過

藝術展覽 

H14 中年 女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22 因為免費才來 

H15 中年 女 Le Havre 不清楚有活動 2013/5/22 因為免費才來 

H16 50-60 男 Le Havre  2013/5/22 搭乘輕軌 

H17 50-60 女 Le Havre  2013/5/22 搭乘輕軌 

H18 中年 男 Le Havre 知道但沒有參

加 

2013/5/22 住市中心，常去

MuMa 

H19 中年 女 Le Havre 知道但沒有參

加 

2013/5/22 住市中心，常去

MuMa 

註：訪談地點為「行動龐畢度中心」Le Havre 檔期座落地點 Caucriauville；CPM

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法文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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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Aubagne 受訪參觀者名單 

代

稱 

年齡層 性

別 

居住城市 有無參加相關文化

活動 

訪問時間 備註 

A1 40-50 女 Aubagne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2  

A2 40-50 女 附近小鎮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2  

A3 60s 男 Aubagne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2 沒有使用

導覽機 

A4 50-60 女 Aubagne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2 沒有使用

導覽機 

會再來 

A5 50-60 女 Marseille MP2013 2013/7/3 愛看展 

A6 50-60 男 Marseille MP2013 2013/7/3 有文化實

踐慣習 

A7 50-60 女 Marseille MP2013 2013/7/3 有文化實

踐慣習 

A8 50s 女 Aubagne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3  

A9 60s 男 Aubagne  2013/7/3  

A10 40s 女 Aubagne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3 住 CPM

對面；帶

小孩 

A11 50s 男 Aubagne  2013/7/4  

A12 50s 女 Aubagne  2013/7/4  

A13 50s 男 Marseille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4 有文化實

踐慣習 

A14 50s 女 Marseille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7/4 有文化實

踐慣習 

A15 60s 男 Aubagne  2013/7/4 不想受訪 

A16 60s 男 Aubagne  2013/7/4  

A17 40s 女 附近小鎮 想去畢卡索陶器展 2013/7/4  

A18 60s 男 Marseille  2013/8/21 帶小孩 

A19 40s 男 Marseille  2013/8/21 帶小孩 

A20 50s 男 來南法度假 畢卡索陶器展 2013/8/21  

A21 50s 女 來南法度假 畢卡索陶器展 2013/8/21  

A22 60s 女 Aubagne  2013/8/21 住 CPM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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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40s 女 附近小鎮 畢卡索陶器展 

MP2013 

2013/8/22  

A24 60s 女 附近小鎮 畢卡索陶器展 

MP2013 

2013/8/22  

A25 40-50 女 Aubagne 接著去看畢卡索陶

器展 

2013/8/22 路過 

A26 40-50 女 Aubagne 畢 卡 索 陶 器 展

Fondation Vasareley 

2013/8/22 路過 

A27 40s 男   2013/8/22 不想受訪 

A28 40s 女  想去 MP2013 2013/8/22  

A29 30-40 男 附近小鎮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8/22  

A30 30-40 女 附近小鎮 MP2013 

畢卡索陶器展 

2013/8/22  

A31 40s 男 Toulon  2013/8/22 帶 小 孩

參 加 導

覽 

A32 40s 男 Bordeaux  畢卡索陶器展 

MP2013 (MUCEM) 

2013/8/22  

A33 60s 女 Aubagne 會去畢卡索陶器展 2013/8/22  

A34 60s 女 Aubagne  2013/8/22 想再來 

註：訪談地點為「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檔期座落地點 L’ilot des berges 公園； 

MP2013 為 2013 歐洲文化之都法文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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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姓名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地點 

受訪者職務 性

別 

Agnès Prévost 2013 年 

3 月 25 日 

「行動龐畢度

中心」接待帳

篷, Le Havre 

法國文化執行與顧問代理事

務所 Le Troisième Pôle11 負

責「行動龐畢度中心」日常

運作管理負責人 

女 

Jean-Paul 

Ameline 

2013 年 

6 月 12 日 

策展人辦公室 

6ème étage, 6 

rue Beaubourg, 

Paris, France 

「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 

《圓與方》策展人

（Commissaire du parcours 

Cercles et Carrés）； 

國家現代美術館

（MNAM/CCI）典藏組主

管（Chef du service des 

collections historiques） 

男 

Nathalie 

Vaguer-Verdier 

2013 年 

6 月 27 日 

龐畢度中心辦

公大樓 

6ème étage, 4 

rue Brantôme, 

Paris, France 

龐畢度中心地方區域發展處

長（Chargée de mission pour 

l’action territoiale） 

女 

Marie Lefebvre 2013 年 

5 月 28 日

-30 日 

電子郵件訪談 Le Havre 檔期團體導覽人員 女 

Taya 

Skorokhodova 

2013 年 

6 月 8 日-

11 日 

電子郵件訪談 Le Havre 檔期劇場導覽人員 女 

 

  

                                                 

11 Le Troisième Pôle 是法國專門代理文化展演與活動的顧問及執行事務所，成立於 2000 年。受

理中央和地方公家機關、機構組織、基金會、協會等等策畫的活動，例如除了「行動龐畢度中心」

之外，Le Troisièm Pôle 曾承辦 2013 年歐洲文化之都—馬賽、2010 羅浮宮數位導覽更新、2008「巴

黎夜未眠」（La nuit blanche）等等大型節慶展演和文化工作。對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任務主

要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日常營運、博物館和展品保全、展覽人員雇用等等，經費預算為一年

一百萬歐元。參考自 Le Troisièm Pôle 官方網站：http://www.letroisiemepole.com/index.php，最後瀏

覽時間 2013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letroisiemepole.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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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半結構式訪談問項設計 

  針對各受訪者項目分類的問項設計請見表 3-3-4 至表 3-3-6，訪談問題細目中

文語法文對照請參見附錄三。以下個別說明三組訪談問項設計的理論目的： 

 

1. 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地方民眾 

第一、為了瞭解參觀民眾對現代藝術消費的慣習，對展覽符碼的解讀程度，

對展覽的接收層次和體驗；第二、對展覽的接受度和意見；第三、對這個

地點的意見，以及前來的方式。 

2. 「行動龐畢度中心」導覽人員 

以了解展覽詮釋語言切入觀點的引導方式和側重知識為何、以及欲使參觀

者在參與中得到何種方面的體驗。 

3. 龐畢度中心館方人員訪談設計簡表 

從文化與藝術知識生產面，了解策展的美學策略和政治考量；此外，從館

方的定位來看龐畢度中心和接待城市地方的關係為何，以了解行動博物館

的移動巡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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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地方民眾訪談問題簡表 

品味與文化資本 

1. 平常有沒有逛博物館的習慣?是否對現代藝術有興趣又是如何培養

的? 

2. 怎麼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在還沒參觀之前對它有何期待？ 

3. 對於展覽的看法為何？  

4. 你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有沒有／如何幫助你更加了解現代藝

術？ 

展覽複合體 
5. 當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過程中感覺如何？跟以前參觀其他博物

館的經驗有的差異為何？ 

流動性與 ITE 

6. 您是當地人嗎？ 

7. 您認為它的座落位置如何？ 

8. 有沒有去城市內其他相關主題的展覽？  

9. 怎麼看這樣的相關性？ 

 

表 3-3-5. 「行動龐畢度中心」導覽人員訪談簡表 

品味與文化資本 

1. 你是如何找到這個工作的？  

2. 就你的觀察，參展民眾多為甚麼樣的人？對導覽的評價如何？  

3. 您認為劇場式導覽的優點為何？ 

4. 你對於這個行動博物館的想法？ 

展覽複合體 
5. 導覽內容和活動是由誰制定？ 

6. 講解的原則和側重的重點？ 

流動性與 ITE 
7. 有沒有去城市內其他相關主題的展覽？ 

8. 你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對於地方的重要性是甚麼？ 

 

表 3-3-6. 龐畢度中心館方人員訪談設計簡表 

品味與文化資本 

1. 展品選件的因素和考量為何？ 

2. 展覽主題的設定目的為何？ 

3. 展覽的詮釋與解釋側重的概念為何？ 

4. 如何幫助民眾理解現代藝術展品? 

5. 巡迴城市的選擇標準為何？  

展覽複合體 
6. 此行動博物館的未來發展？ 

7. 展覽空間策畫為何？ 

流動性與 ITE 

8. 龐畢度中心未來相關行動分館計畫？  

9. 和巡迴城市地方文化機構的關係？ 

10. 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節慶化效應的看法？ 

11. 座落環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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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之展示分析 

 

本章主要聚焦於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正當化論述、展覽論述建構以及文

化資本接收面的討論。第一節先審視「行動龐畢度中心」以文化藝術教育為目的之

設計原則，龐畢度中心做為國家級現代美術館，以行動展示和臨時建築實施文化資

本傳散政策，履行「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希望將文化資源帶到首都以外的公民身

邊。本研究將「行動龐畢度中心」與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視為博物館權力與文化治

理正當化的策略，並藉由這個博物館實踐參與博物館分館趨勢與國際化的場域競

爭。「文化民主化」為其進行論述生產和知識建構的修辭，在第二節和第三節以文

本分析和論述分析分別細部討論兩期特展：《色彩》和《圓與方》關於策展理念的

展示設計以及展覽文本分析，根據「展覽複合體」和 Bourdieu 的理論為觀察與分

析的理論架構，關注兩期展覽的展覽政治和展覽詩學。 

 

第一節「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正當性的展演 

一、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正當化脈絡 

龐畢度中心做為國家直屬的現代美術館，基於 Bennett 的理論，其文化資本傳

散政策應當被理解為文化治理的毛細管現象策略，一方面，「文化民主化」向來是

法國文化政策的正統執行方針，另一方面，在第一章的研究背景中也指出，其行動

博物館計畫的產生便沿用國家級分館政策論述，且為龐畢度中心梅茲分館的延續，

亦顯示龐畢度中心持續在分館政策上的努力和創新，由此可見，「行動龐畢度中心」

的成立，背後蘊含國家博物館的權力宰制，而這個權力的行使必須透過正當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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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藉由法國文化政策中文化去中央化（la décentralisation culturelle）的政治修辭，

好使民眾認同並將自己置身在因此受益的位置。 

在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於 2011 年即將開幕之前，法國文化部便正式宣告這

個「文化民主化」的媒介將會把現代藝術經典帶往缺乏文化資源的民眾身邊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而媒體也擔任了強化這個

論述的角色。在媒體的集體凝視中，常以龐畢度中心「上路」（en route/ sur la route）、

「去到你家」（chez vous）、「流動」（nomade）等等用詞形容，建構其行動博物

館為移動分館的、可親近的象徵圖像。媒體報導特別指出巡迴城市地方缺乏文化資

源的情況，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猶如甘霖，為偏遠的鄉鎮帶來文化的滋養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1），從而正當化其介入地方的作為。 

「行動龐畢度中心」首度在 Chaumont 正式開展並展開兩年巡迴，當時的總統

Nicolas Sarkozy 偕同當時文化部部長 Frédéric Mitterrand 以及教育部部長暨

Chaumont 市長 Luc Chatel 出席開幕儀式（2011 年 10 月 13 日），表現出政府對這

個文化政策實踐的重視，並成功引起國內大眾以及巡迴城市民眾與國內外媒體的

注意。國家博物館的公共性和教育定位因為實體移動而得以被展示，除了巡迴城市

本身，也擴散至國內各地，博物館文化功能的施展也隨著每檔展期的推進更加細緻；

藉由政治場域與博物館場域的跨界合作，持續累積龐畢度中心引領的分館模式之

象徵權力。 

龐畢度中心做為實踐者的身分，其官方也無時無刻擔任重要的正當化任務：龐

畢度中心館長 Alain Seban 在其第五階段 Le Havre 的官方新聞稿（Le Centre 

Pompidou, 2013a: 5）中提到其行動博物館的特殊性，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內，「人

們將見到藝術品的原作真跡，這也是博物館的定義，在今日虛擬世界的時代，真跡

在博物館內的呈現以及參觀博物館的親身經驗是無可取代的。」1，這點是此行動

                                                 

1 原文如下 « D’abord, des oeuvres originales. C’est la définition même d’un musée. Je fais le pari que 

l’œuvre originale reste irremplaçable à l’ère du virtuel et que rien ne peut remplacer la visite du musée.» 



86 

 

展示的推廣中最常出現在相關宣傳和媒體報導的重點，時常伴隨行動博物館將展

出的典藏品之創作者名號，Braque、Picasso、Matisse、Calder、Léger 和當代藝術

家 Olafur Eliasson、Daniel Buren 等等，每每出現在每期展覽及即將開幕的報導中

（非官方新聞媒體可參見附錄四）。藉由提供大師級的文化資產，表現這個文化資

本傳散實踐的難能可貴，也令「行動龐畢度中心」充滿話題性，同時也乘載了其正

當化的意圖。 

除了將展覽核心聚集於本館典藏藝術作品上，龐畢度中心也顧及到目標觀眾

的背景：此行動博物館將要服務的主要對象，鎖定那些文化資產相較巴黎有限的城

市的民眾，因此，龐畢度中心預設他們大多尚未培養出參觀博物館的慣習。來自首

都巴黎的龐畢度中心本身就帶有藝術層面的象徵權力，並且獲得史上第一座把典

藏名作真跡展示在臨時建築物裡的「行動博物館」之象徵資本。為了營造更親近大

眾的形象以及增添話題性和提高吸引力，龐畢度中心在 2011 年年報（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1/ Bilan d’Activité）中表示： 

鑑於在兩個法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從沒去過博物館，龐畢度中

心行動博物館以一個巡迴馬戲團或是流動式市集般的裝置，希

冀藉由一個公共、大眾性質且富含節慶瞬時性氣氛的盛事，提

升民眾參觀博物館的意願。2 （Le Centre Pompidou, 2012b: 41-

43） 

在 2007 年著手進行此計畫之時即定位：「行動龐畢度中心」是屬於所有國民

的，本著公眾服務的宗旨下，Seban 考量到因應不同類型參觀者的需求，關於展示

作品的詮釋媒介和呈現方法也必須要能夠符合這個新型的博物館，而找尋出一個

不同於往的新框架（une médiation adaptée），不但要能在有限的時間內令觀者明瞭

並抓到關鍵知識，還要藉此祛除人們對於參觀博物館的一些成見（Le Centre 

                                                 

2 原文如下 « Partant du constat qu’un Français sur deux n’a jamais été au musé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herche à susciter l’envie d’aller au musée à travers un événement fédérateur, populaire, festif, et 

d’une durée limitée, à l’instar de l’arrivée dans une commune d’un cirque ambulant ou de l’installation 

d’une fête fora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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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pidou, 2013a: 6），期望使參觀博物館成為地方民眾集體生活的日常經驗。如同

前法國文化部部長 Frédéric Mitterrand（Ortola, 2011）曾經表示的：「要使民眾更

能貼近藝術，必須讓藝術品有能力再度激發民眾的驚喜感、奇異感、話題性、娛樂

性和幻想」3。館方所宣稱的預設對象為較無參觀博物館習慣和機會的地方民眾

（Blain，2011），而這也將導回龐畢度中心致力於「激發各種群眾的藝術感知」

（sensibiliser tous les publics）的核心任務、透過免費且自由入場和設計上較為生動

的導覽解說，試圖吸引一般大眾和學生的注意。館長 Alain Seban 也再三表示，希

望透過行動博物館開發新的觀眾類型，尤其是那些從來沒有去過巴黎龐畢度中心

的人民，此外，從第二個城市 Cambrai 的展期開始，設置專門時段4 保留給學校和

社福團體，增加不同類型民眾的可及性。秉持國家典藏應當被平等地消費可及的共

和概念，營造龐畢度中心在國內推廣藝術教育的不遺餘力，而此特定的文化資本傳

散實踐也同時做為場域競爭和累積象徵資本的手段。 

龐畢度中心在其官方聲明中多次強調此一行動博物館是出於「文化去中央化」

的策略，在法國藝術期刊 Les Beaux Arts（2011）對其在第一個巡迴地點 Chaumont

的專題介紹中也提及這個概念，從主流媒體的態度可看出「文化民主化」在法國是

一個根植於社會和一般大眾的認知當中被廣為接納的既成觀念，故有助於館方正

當化的論述構建。 

 

官方評論：成功政策的正當化論述 

在每巡迴展期結束後，政府及官方傾向用參觀人次累積的數字代表，化約為政

策成功與否的檢視標準，筆者也將其視為正當化的論述，利用客觀統計資料證明其

文化政策的成就。根據龐畢度中心的官方統計資料，「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每個接

                                                 

3 原文如下 « Dans l'approche de l'art, il faut recréer la surprise, l'extraordinaire, l'événement, l'amusement, 

la fantaisie. » 
4 「行動龐畢度中心」開放時間的 35%專門保留給團體參觀者（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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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城市的參觀人數幾乎都與當地居民人數打平、甚至超越（請見表4-1-1），在第一

期展覽《色彩》於三個城市在九個月內的停駐共計127,145人次參觀，第二期展覽

《圓與方》則累計119,794參觀人次，兩期展覽結束後更是累計高達近247,500人。 

 

表 4-1-1.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參觀人數與巡迴地方居民人數一覽表 

展期 巡迴城市 居民人數 參觀人數 累計人次 

第一期 

〈色彩〉 

Chaumont 23,400 35,220 35,220 

Cambrai 32,500 47,722 82,942 

Boulogne-sur-Mer 43,300 44,203 127,145 

第二期 

〈圓與方〉 

Libourne 23,800 48,648 48,648 

Le Havre 177,259 31,210 79,858 

Aubagne 46,423 39,936 119,794 

單位：人   兩期共計 246,939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彙整自Le Centre Pompidou. (2013b: 43)., & Hussonnois-

Bouhayati, S. (2014: 15). 

 

在龐畢度中心2012年年報中的統計數據表示，第一期展覽《色彩》共計有

127,145參觀人次當中，有17,382人以團體預約參觀的學生人口（Hussonnois-

Bouhayati, 2013: 18），也就是說，在前三個巡迴城市中約有七分之一的參觀者是經

由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納入藝術教育的正規課程而進行的文化實踐；5 在2013年

年報中顯示，第二期展覽《圓與方》共計119,794的參觀人次當中，有96,203個人參

觀者、剩下的23,591人則由團體觀眾組成，當中有17,409人為學校團體（Hussonnois-

Bouhayati, 2014: 15），6182人為其他團體參觀者，換言之，學校團體參觀人數接近

參觀總人數的七分之一，如同第一期展覽的結果。兩期展覽人次246,939中，有

198,633人是個人參觀者，48,306為團體參觀者（當中有34,791為學校團體）

                                                 

5 在 Chaumont 展期，個人參觀者人數共 27,800，學校團體參觀者為 7,480 人。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2012, Jan 16). Le Nouvel Observateur. Retrieved 2014, 

April 13. From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0116.AFP4613/plus-de-35-200-visiteurs-

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tml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0116.AFP4613/plus-de-35-2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tml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0116.AFP4613/plus-de-35-2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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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18）。 

在Chaumont的統計中，平均一日就有400名參觀人次（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2012），前法國文化部部長Frédéric 

Mitterrand在第一階段於Chaumont的展期結束後即對此表達肯定。6 在龐畢度中心

2011年的年報中，館長Alain Seban也提到「有些民眾對博物館是不甚熟悉的（peu 

familiers），他們帶著滿心好奇與想要看得更多的渴望，離開行動龐畢度中心。」

7 （Le Centre Pompidou, 2012b: 7）。在第五階段城市勒阿弗爾即將開幕前與地方

媒體Paris Normandie的訪問（Pompidou s'affiche enfin au Havre, 2013 February）時

Alain Seban表示確實「注意到有許多來自不同群體的參觀者，當中有許多人是第一

次與藝術品真跡接觸」，8 並因此宣稱獲得卓越的成果。 

綜合以上官方說明與媒體文獻，筆者整理出「行動龐畢度中心」正當化的權力

展演脈絡：首先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梅茲分館成功案例的延續，結合其本著

地方文化發展的理念，陳述「文化民主化」的又一新力作——移動分館的誕生，將

透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抱持公共博物館教育和分享的任務前往文化資

源貧瘠的城鎮，民眾將能親身接觸並體驗龐畢度中心由典藏提供的大師作品原作，

而「行動龐畢度中心」也將提供民眾寓教於樂的展覽，重新理解博物館和現代藝術

為有趣的、生活化的、可親近的實踐。而官方也依據參觀人次統計資料，做為這個

政策成功的有力證明，並聲稱其達到擴展藝術觀眾階級分類的目的。 

龐畢度中心大動作的博物館實踐，致使媒體加入論述建構的過程也不容忽視，

                                                 

6 前法國文化部部長 Frédéric Mitterrand 表示：「數字本身不言自明，於 Chaumont 階段開幕的龐畢

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是一大成功。」原文如下 « Les chiffres parlent d'eux-mêmes. L'étape inaugura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a été une réussite. ». "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2012, Jan 16) 
7 原文如下 « …des visiteurs souvent peu familiers des musées et qui sortaien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leins de curiosité et de désir d’en voir davantage… » 
8 原文如下 « On note une réelle diversité de publics avec, pour beaucoup de visiteurs, un premier contact 

avec des œuvres d’art originales. ». "Pompidou s'affiche enfin au Havre !". (2013 Feb. 19).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13 April 2014 from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

929019/hemerotheque/pompidou-saffiche-enfin-au-havre-929019#.U0uo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29019/hemerotheque/pompidou-saffiche-enfin-au-havre-929019#.U0uo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29019/hemerotheque/pompidou-saffiche-enfin-au-havre-929019#.U0uoyvmSw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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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行動龐畢度中心」展期和展覽主題的置換，巡迴城市的地方新聞小報也加入

論述正當化的行列，如 Paris Normandie、La Voix du Nord、lh et Vous、SudOuest 等

等，成為文化毛細管現象的共謀。法國藝術雙周刊 Le Journal des Arts 對「行動龐

畢度中心」的報導，便相當貼切地摘要出其正當化論述的幾個要點：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在法國國內數個次級城市的公共空間

駐紮三個月，目的在讓提供那些遠離博物館的群眾免費接觸國家

現代美術館重要經典作品的可能性。9 （Flouquet, 2011）  

 從中可以觀察到，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正當化論述的幾個要素為，移動策略

與能力、來自龐畢度中心的收藏且為具歷史聲望響亮以及藝術價值豐厚的作品、平

易近人的展覽策略，筆者將之理解為博物館場域中，龐畢度中心持有的特殊的文化

資本，也就是說，這些要素便是龐畢度中心投入場域競爭中的既有資本，進行象徵

符號的建制、並透過這些象徵意涵再現龐畢度中心的歷史定位，下一部份將接續詳

述之。 

 

二、龐畢度中心的歷史再現與象徵意義建構 

在法國藝術博物館中坐擁支配地位的龐畢度中心成立行動博物館，除了在國內

進行文化治理之外，與此同時，龐畢度中心創造具有創新突破的博物館實踐做為參

與國際博物館場域競爭的一著棋。這部分將著重討論龐畢度中心透過行動博物館

產生的意義建構。首先必須認知到龐畢度中心在博物館場域中的位置，本身便在藝

術類型的光譜中占據特殊的位置，做為以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文化資產收藏為主

的國家現代美術館，其文化資本的投射的意象，屬於較為年輕、都會且新興前衛的，

因此會受到吸引而有參觀實踐的群眾主體，本身就與較為古典或具象的藝術類型

                                                 

9  原文如下  « s’arrimer pendant trois mois sur la place publique de plusieur villes moyennes de 

l’Hexagone afin d’offrir à des populations, censées être éloignées des musées, la possibilité d’une 

confrontation directe et gratuite avec des oeuvres majeurs d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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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因此在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策略和文化資本傳散實踐呈現的秀異現象和

產生的矛盾衝突便有其特殊意義。 

從 2011 年 10 月開始巡迴的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至今完成兩檔為期分別持

續了一年的展覽，筆者注意到它們的相同之處共可歸納為以下四點：第一點，展品

的組成皆為藝術史中極具份量與價值的現代藝術家之作品，展出作品數量總共不

到四十件作品卻均可歸為經典，且只有少數幾位藝術家的作品在兩期展覽主題中

連續出現，龐畢度中心也以此做為主要宣傳的口號；第二點，兩期展覽的展品必定

包含現代藝術（l’art moderne）和當代藝術（l’art contemporain）作品，而兩者都是

龐畢度中心的主要館藏特色；第三點，展覽主題《色彩》和《圓與方》跟往年在巴

黎本館的展覽，相形起來更是明顯地平易近人，同時也高度配合到「行動龐畢度中

心」色彩鮮豔的鳶形帳篷式外觀；最後一點，兩個展覽主題——《色彩》和《圓與

方》，都是在現代藝術表現中最基本且時常被使用的構成要素，所選出的展品就是

現代藝術家們運用這些元素進行各式組合變化與實驗，或是基於對這些藝術元素

的熱愛而發展出一套創作哲學，而在當代藝術的創作中也不乏色彩與幾何的概念

和應用。「行動龐畢度中心」藉著如此具體的普世概念做為分類範疇，在突顯現代

藝術與當代藝術特色，做為知識傳達內容的同時，也將藝術品包裝成一個較為單純、

簡化且易於消費的文化資本，藉由行動展示的硬體移動和策展層面上的理念實踐，

帶給地方民眾與藝術新的邂逅。博物館的一大表現原則就是「公眾權利的原則」，

而這敦促了「博物館應該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和易於接近的要求」。透過這個簡易的

主題概念引領更多人進入博物館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似乎正在遵守並實踐以

上原則，打破藝術品味和消費的階層差異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展覽主題除了做為現代藝術接近民眾的簡易詮釋之外，

筆者在這部分所要指出的是，這兩個主題都能夠與龐畢度中心的歷史以及臨時建

築的外觀設計構連起來，同時確立龐畢度中心進行文化傳散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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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策展人Emma Lavigne在法國文化部發佈之官方新

聞稿中針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首度展演主題做出說明：「『行動龐畢度中心』

首先頌揚的是『色彩』，同時呼應了由Patrick Bouchain所設計的行動建築彩色外觀。」

10（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 8）。這個主題不僅與「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外觀有所連結，而「原色」的構想也來自於龐畢度中心建築

本身的設計概念中。第一期展覽的官方教育文案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 –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résente la couleur（Morisset, 2011: 4）開宗

明義表明龐畢度中心與色彩的關係，從在巴黎的Plateau Beaubourg建築基地規畫之

初就已開始，此建設的發起人、當時的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

曾請教藝術家們的意見並組成諮詢團隊，如Victor Vasarely和Yaacov Agam（兩人

的作品也分別被選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兩期展覽的展品之一）等等，初步決定使

用代表天空的藍色和代表土地的褐色色塊做為外觀底色，最後在藝術家Jean 

Dewasne與龐畢度中心建築師Renzo Piano和Richard Rogers於1973年達成共識，使

用鮮豔的原色在外顯的結構與管線上色來表現不同的機能。 

由這段歷史得見，「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其本館的跨時代對話，在硬體（行動

建築）和軟體（展覽主題）兩方面都化為一種象徵符號而顯露出來，建構出強烈的

鏈結以做為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論述的產出，以及再現龐畢度中心的歷史意涵，藉

此站上高舉文化民主化的旗幟的地位：龐畢度中心的國家級典藏下鄉巡迴。 

 在此，也不得不再次強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師Patrick Bouchain的設

計理念。Bouchain在龐畢度中心官方新聞稿如是說：「它乘載著龐畢度中心的一部

份，在法國國內奔走。」11（Centre Pompidou, 2013: 8）；在龐畢度中心針對其行動

分館建築的介紹短片內容也提到，它「是設計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師Renzo Piano和

                                                 

10 原文如下 « En résonance avec l’architecture colorée déployée par Patrick Bouchain, la première 

exposi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élèbre la couleur.» 
11 原文如下 « C’est un morceau du Centre partant sur les routes de F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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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ogers的延續」。12 「行動龐畢度中心」特別承繼「可變動性」（flexibilité）

這個特點（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c）。為了重現與龐畢

度中心的連結，Bouchain使用色彩鮮明的營帳和鳶型的結構反映了幾何圖形，巧妙

地配合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展覽主題「色彩」和「圓與方」，也反映了現代藝術的

特色（請見圖4-1-1）。想當然爾，綜合「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外觀、展覽設計

和展示作品等等均不可避免地具有龐畢度中心的象徵符號，雖然企圖以較為親民

的馬戲團或流動市集的外表來降低博物館的權威感，它在地方的短期介入卻帶有

另一種國家權力的展示：龐畢度中心致力於「文化公民權」的推廣，同時在每個檔

期的巡迴中持續累積其象徵資本的能量。 

 

圖4-1-1.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Cambrai俯瞰圖  

資料來源：Photo: Ph. Migeat，

Centre Pompidou 2012年年報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2/ 

Bilan d’Activité），Hussonnois-

Bouhayati, S.（2013, Jun） 

 

  「行動龐畢度中心」期望延續其本館當初建館的精神，藉由提高互動和接觸機

會——拉近物理距離以及免費入場——使文化傳播毛細管化般潛入人民的生活，

營造一個完全開放且具高度可親近性的形象。從歷史中可以看到，龐畢度中心以它

融合藝術中心和圖書館的新興功能獲取巴黎民眾的喜愛，不僅在當時樹立了新的

典範，同時也成為貼近人民的公眾設施。事實上，這也是當初建築師的原創構想，

舉例來說，在設計時以11個出入口取代主要入口大門，民眾可由博物館四面進入館

                                                 

12 原文如下 « Dans la lignée de l’architecture utopique de Piano et Rog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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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期待那些把這種設計當作步行捷徑的附近居民也能在經過場內時多少接觸

到些許藝術知識，即使這個巧思最後因為佈展空間的需求而捨棄，但由此可見，龐

畢度中心的其中一項宗旨即為致力於實踐「滲透」（infiltration）的概念（Silver, 1994：

177-179）。 

然而，Jean Baudrillard對龐畢度中心的批評也值得用於反思它的行動分身： 

Baudrillard曾形容龐畢度中心為一台「使之虛空的機器」（une machine à faire le vide）

（Baudrillard, 1982: 18）、一種過度重視外部硬體上的可變動性（a fluid commutative 

exterior），但內部空間的應用和配置卻沒有相對應的流動和彈性，充斥過去守舊的

價值觀（an interior uptight with old values），「形成一種能見的、透明的、多元的

假象，進而形成一種文化控制（cultural manipulation）。」（Baudrillard, 1982: 4）。

「行動龐畢度中心」堅持維持本館的外在形象這點，也令人存疑，它自詡將以它趣

味性的外表驅散文化資本不均的隔閡並為城市注入活力，是否產生一種紆尊降貴

的意義（下鄉巡迴、迷你規模的展覽）達到文化治理的目的，實際上則同時強化龐

畢度中心為當世現代藝術場域之權威的意識型態、穩固其場域中領導階級地位的

策略。藉由追溯藝術史和龐畢度中心的時代價值，並做為一個後現代博物館的創新

發想，從而生產「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正當意義，使中央凌駕於地方之上的文化治

理思維不易被覺察，官方宣稱的文化共享平等理念不可避免地被轉化為上對下的

支配關係。 

在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城鄉文化資產分配差距的現狀中，「行動龐畢度中心」用

其本館的典藏品進行國內城市的巡迴展演，試圖在這樣的社會現狀做為彌補，但中

央與地方在現代與當代藝術文化資產佔有的相對位置並未有所突破性的更動和替

換，就小規模的行動博物館的短期進駐，嚴格說來充其量只做到了暫時微量調整文

化資產的分配，與此同時，龐畢度中心也儼然獲得「文化去中央化」（décentralisation 

culturelle）實踐者的象徵性意涵。 

此外也該當了解到，在法國的當代藝術普及率皆不如較為古典和近代的藝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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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境狀當中，當代藝術相較是屬於小眾且擁有特定文化資本的階級所獨佔的藝

術領域，而龐畢度中心的文化資本組成的形構也跟其握有的文化資產有所關聯，即

現代與當代藝術的特殊性本就造成特定品味的文化資本秀異階級，也與其他收藏

較為傳統的國家博物館——例如羅浮宮——帶有強烈國族意識的文化資本有所不

同，相較之下更屬於較為抽象且全球普遍性的（universal）文化資產類型，因此其

文化資本傳散和文化民主化策略也將擁有龐畢度中心獨有的意義。另一方面，其文

化資產的藝術形式在接待城市城鄉社會空間的隔閡和間隙將更複雜，除了藝術感

知的落差，首都壓抑當地文化的象徵鬥爭也與之並行。 

 下一節正式進入對兩期展覽的展覽分析，細部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進行知

識生產和意義構建的展覽詩學和展覽政治，亦關注文化生產方的策略實踐和同時

產生的象徵資本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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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色彩》La Couleur 

以下筆者首先從本期展覽的展示設計理念切入，釐清「行動龐畢度中心」進行

文化再製的手法和展覽取徑，為接下來剖析其知識生產系統做初步的理解。承接至

第二部分，筆者將著重於展覽中的各類型文字輔助說明和展覽空間配置：使用文本

分析以探討此期展覽論述所建構的詮釋觀點和脈絡，在這些企圖灌輸給觀者的知

識層面檢視其將現代藝術的文化符碼隱含至展覽的策略，和幫助參觀者進行解碼

和釋義的方法，展現的知識形塑權力，此外，筆者將重構「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

館空間文本，配合前一部分導覽路線所形成的論述，梳理出其展覽詩學的框架，以

及其整體氛圍的呈現所部屬的再現政治。 

一、《色彩》展覽的展示設計 

為了實踐龐畢度中心館長Alain Seban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色彩」

之官方新聞稿（Le Centre Pompidou, 2011: 11）中所提及為其行動分館訂定的目標

之一——化解社會大眾對博物館「殿堂式形象」的偏見和既定印象——除了以「免

費入場」、譁眾取寵的建築外觀、進駐城市中坐落位址的選定，來營造一種開放（une 

impression d’ouverture）和可親近性（d’accès qui loin d’intimider）之觀感以外，展

覽設計扮演其核心角色，希望提供當地民眾與眾不同的博物館經驗，提升地方民眾

的文化實踐和擴大其接觸的藝術類型。 

這也是色彩主題的選定考量，「行動龐畢度中心」將色彩視做一個獨立的個體，

選出以不同表現方式運用色彩的作品，用僅僅十四件展品串聯成一條色彩的應用

與演變路線，強調它在現代藝術中的重要功能和代表性。這些在有限的展品數量下

萃取出的龐畢度中心典藏品，在展出之時就被賦予一種「經典中之經典」的意符，

選件結果也成為一種推廣的標語，在許多宣傳和新聞媒體中，列舉展出藝術家的名

號，例如20 MINUTES在報導第三階段城市Boulogne-sur-Mer的展期時就以Pic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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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que，Dubuffet「中途停靠海邊」（font escale en bord de mer）破題，預期當時前

往北加萊海峽濱海景點la Côte d'Opale避暑的觀光客也將增加行動博物館的參觀人

次（Destombes, 2012）。 

在正式進入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展覽《色彩》的設計理念陳述和分析以前，必

須先有以下認知：首先，如同本節開頭所述，「色彩」除了與龐畢度中心在歷史和

建築層面的連結關係密不可分，也反映行動分館的建築文本，成為展覽設計的一環；

此外，關於展品選件的前提在於藝術品安全性考量，13 「行動龐畢度中心」本期策

展人Emma Lavigne在官方宣傳短片中指出運送展品的交通工具為卡車，因此所選

出作品的先決條件勢必為具有一定的韌性和強度，以禁得起公路運輸過程

（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 

本期策展人Emma Lavigne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官方宣傳影片中，

首先強調「色彩」是一個進入藝術史領域的途徑（la porte d'entrée），透過聚焦作

品中色彩的使用，突顯藝術家運用色彩創作的各種形態，更重要的是它做為一個普

世通用的基本概念成為展覽主題，能夠拉近民眾與作品的距離，原因在於它對任何

人而言都無理解上的困難（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

由此可推論，「行動龐畢度中心」建立在一個撇除文化資本門檻的設定，企圖化解

藝術品令人「望而生畏」這種排除特定階級的被動印象，進而鼓勵民眾前往以期達

到藝術教育層面的效果。 

其次，Lavigne提到「色彩」在藝術史洪流中的意義，它是二十世紀現代藝術

中的一大創作關鍵要素，而就是在這個時代，現代藝術家們真正脫離傳統慣用色彩

的模式，另起更加創新自由的手法繼而解放了色彩，此宏大的「自由」（liberté）

                                                 

13 有關展品安全技術性層面的補充，根據筆者與龐畢度中心所委託的文化執行單位 Le Troisième 

Pôle 執行負責人（administratrice de production）Agnès Prévost 訪談紀錄，在每個巡迴階段結束後，

會將藝術品運回到巴黎龐畢度中心本館做保存檢驗和維修（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3 月 25 日）。

此外，針對作品的保存措施，考慮到屬於油畫的展品必須放置在一定溫度和濕度的環境內，油畫將

會以可調節空間氣溫與濕度的玻璃隔板隔開，確保它們是處在與龐畢度中心同樣的保存規範下。這

個標準也同樣套用至第二期主題的展覽（SCÉRÉ 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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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是本次展覽中「行動龐畢度中心」最希望呈現給觀眾的層面（SCÉRÉN [CNDP-

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 

以上兩個核心理念為本期展覽選件依據，Lavigne在2011年五月法國文化部發

佈的官方新聞稿（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 8）中提到另

一個重點，由展覽主題選出的十四件作品（請參閱附錄表1）擁有足以代表龐畢度

中心超過六萬件藝術收藏的子母關聯（cordon ombilical）。換言之，這些作品會馬

上令人聯想到龐畢度中心，也就是擁有代表本館的高識別度。事實上在法國新聞媒

體的宣傳中也一再強化「行動龐畢度中心」展出作品的重要性，例如在地方網路新

聞〈北方之聲〉La Voix du Nord對其的報導中引用了Lavigne的說詞：「這裡只有名

作、那些在全世界都受到歡迎、以及我們希望保留給『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作品。」

14（Merlin, 2012）。龐畢度中心和輿論不斷重複的宣揚無形中再度鞏固這些作品與

其創作者的藝術價值，其行動分館的象徵資本同時在每檔期巡迴展演中逐漸積累，

除了挾帶龐畢度中心和知名大師之作品的優勢文化資本，創造民眾在聯想和意會

都無困難的展覽主題，此外也符合博物館定位自身為藝術學習典範的思維，正當化

將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分身介入地方城市的「文化民主化」論述。 

回到展覽主題《色彩》，Lavigne在法國文化部的官方新聞稿中指出色彩的主

體性： 

在二十世紀初，色彩獲得了在藝術表現法則中前所未見的自由，

進而成為當時前衛藝術（l’avant-garde）諸如從野獸派（le Fauvisme）

到機動藝術（le Cinétisme）、從奧弗立體主義（l’Orphisme）到新

寫實主義（le Nouveau Réalisme）、從抽象藝術（l’abstraction）到

實驗表現藝術（la performance）等各個流派的創作中心。色彩比

從前任何時刻都要是符號、題材、情感、活力、以及空間的物質

化。15（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2011: 8） 

                                                 

14 原文如下 « Il n'y a ici que des chefs-d’œuvre, que des pièces qui sont très demandées dans le monde 

entier et que nous avons voulu réserver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15  原文如下  « Au début du XXème siècle la couleur s’affranchit de manière inédite des lois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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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史的觀點來看，色彩被賦予了比以往更為優越的地位並成為一種表現

的主題和形式。有鑒於此，Lavigne將本期展覽分為六個單元，分別呈現各個藝術

家對色彩的詮釋、靈感來源和信仰，在第一個展示帳棚內的單元為：1. 原色、黑

色與白色（Couleurs primaires, noir et blanc）；2. 色彩的遊戲（Couleurs en jeu）；

3. 單色（La couleur seule），總共有八件作品，多為油畫。第二個展示帳篷則是置

放了後三個單元：4. 自由的色彩（Couleur en liberté）；5. 流動的色彩（Couleurs 

en mouvement）；6. 色彩與生命（La couleur et la vie），作品形式除了油畫之外，

還有雕塑、影像以及裝置藝術，共有六件作品，並使用隔間安排作品兩兩成對，目

的在於彰顯每一對作品之間的關係、促使作品相互對話形成構聯的效果，而這種構

聯的相互輝映甚至組成了另一件新的創作。然而必須注意到的是，「行動龐畢度中

心」強調展覽重點並非放在教導民眾關於色彩運用的歷史進程和比較各畫派的風

格差異等等藝術史專業知識的生產和輸出，而是聚焦在藝術品真跡帶給觀者的直

接感受，試圖將話語權集中在作品本身與觀者的互動關係，如同龐畢度中心官方新

聞稿中一再聲稱的，在參觀之時「建構民眾的視覺性感知的凝視乃是首要目的」16

（Le Centre Pompidou, 2011: 11）。 

 

 《色彩》展覽的設計脈絡 

按照策展人Lavigne的安排，在第一展示帳篷內，第一個單元首先引導觀眾將

注意力放到「原色」（des couleurs primaires），在這個單元裡的作品幾乎都使用單

一顏色但以此顏色的不同色調完成的。筆者推測，這個安排不僅是整個展覽路線的

一個概念起步，更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外觀（紅色、藍色、橘色、黑色）

                                                 

représentation pour être au cœur de toutes les recherches des avant-gardes artistiques, du fauvisme au 

cinétisme, de l’orphisme au Nouveau Réalisme, de l’abstraction à la performance. Plus que jamais la 

couleur se fait signe, matière, émotion, énergie ainsi que le lieu de la matérialisation de l’espace.» 
16 原文如下 « la priorité est d’accompagner la construction d’un regard sensible sur l’oeuv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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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想直接代入至民眾的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單元中的五件作品17 其

中三件油畫為靜物畫（Nature morte），使用的主要顏色分別是紅色（於第一、二

階段城市展出Henri Matisse的Nature morte au magnolia, 1941；於第二、三階段城市

展出Francis Picabia的L’Arbre rouge, vers 1912）、藍色（Pablo Piacsso的Femme en 

bleu, 1944）、黃色（František Kupka的La gamme jaune, 1907），讓畫作本身的色彩

張力直接衝撞觀眾的視覺；另外兩件則是Jean Dubuffet的Papa gymnastique, 1972. 

和André Cadere的Barre de bois ronde, 1974.（於第二階段城市Cambrai和三階段城市

Boulogne-sur-Mer展出），分別為乙烯塗料壓制品和上色拼裝木棍，均是由色塊拼

接而成的立體作品。Lavigne在第一期展覽官方宣傳影片提到，此展覽第一單元中

聚集了在龐畢度中心「館藏的部分重要藝術傑作」（des chefs-d'oeuvre de l'art de la 

collection）（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對此筆者認為

「行動龐畢度中心」對於自身的首度展出，在民眾的參觀開始之際，充分將展覽主

題「色彩」、呈現大師級作品的訴求、以及作品內容具體的靜物畫做為預設藝術入

門參觀者的接收起點等等條件揉合在一起，給予參觀民眾一個藝術解碼程度簡易

同時又富含藝術性價值和知識的開場白，同時也展示了龐畢度中心在現代藝術博

物館中的象徵性地位。 

接下來的第二個單元為「色彩的遊戲」，Lavigne在宣傳影片中說到，在此主

要是企圖回應一個提問：「不同的色彩之間發揮相互影響作用的方式為何？」因此，

第二單元的第一幅畫為Georges Braque的L’Estaque, oct-nov, 1906，為來自巴黎的藝

術家Braque描繪他對馬賽西北方的南法小漁村L’Estaque港口的綺麗光影，從而點

出野獸派的形成也是受到南法豐富的光影變化而啟發，並發展出一種更為激動地

應用色彩的風格（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以上提及

的作品均是形象藝術（le figuratif）的表現（人物肖像、風景），藝術家使用色彩的

                                                 

17 其中 André Cadere 的 Barre de bois ronde, 1974 為北加萊海峽省的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Nord-Pas de Calais）的收藏，在第三階段城市 Boulogne-sur-Mer 展出，在前兩階段的城市 Chaumont

和 Cambrai 並沒有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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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非必須十分精確且理性地重現眼前所見景物，跟傳統的繪畫理論比較起來

更為自主。另一方面，Lavigne也在這個單元內，將畫作的主題從藝術家對具象物

件的呈現導引至對抽象概念的思想體現（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此單元的另外兩幅畫作（Josef Albers的Homage to the square, 

1954和Yaccov Agam的Double métamorphose III, 1968-69）緊密切合此單元的主軸

「遊戲」，藝術家藉由不同顏色的搭配和創作巧思展現色彩在本質上和視覺上的趣

味性與特色，將這份活力注入平面畫作並使之生動了起來。 

第三單元「單色」只由一幅畫作擔綱：Yves Klein的Monochrome orange, 1955。

在第一期展覽的教育文案（Morisset, 2011: 18）中寫道，Klein追隨單色畫

（monochrome）的始祖，俄國藝術家Malevitch，成為五零年代最重要的單色畫藝

術家之一，龐畢度中心曾於2007年舉辦過Klein的特展Yves Klein. Corps, couleur, 

immatériel。Lavigne也在官方宣傳短片（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中說到，Klein是二十世紀相當重要的藝術家，他讓橘色主導整幅畫，進而

製造出一個當視覺後像現象產生時的潛在藍色。18 筆者觀察到以上提到的三幅作

品，均會對觀者的視覺帶來更多生理刺激，換句話說，利用藝術家對色彩的實驗成

果，達到一種作品與觀者個人的互動交流，例如Albers重疊不同大小與深淺的方塊，

在視覺上造成立體感的錯覺；Agam的作品隨著觀者走動變換位置時，因觀看角度

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樣貌；Klein則是使用視覺互補色的原理，讓一幅單色畫擁有

兩種色彩，與第一單元的主題比較起來不同之處在於其附加遊戲般的效應。 

第二展示帳篷內共有六樣展品，兩兩成對個別置放在三個隔間內，每個隔間各

為一個單元。策展人Lavigne在官方宣傳影片中表示，其用意在於在不離開表現藝

術家如何自由地運用色彩此展覽主線為前提「讓兩件有共鳴性的作品時而相互對

話」（faire dialoguer parfois des deux oeuvres qui rendent en résonnance），在此，「行

                                                 

18 橘色之對比色／互補色為藍色，在參觀者將凝視放在這幅畫作時，為了舒緩眼睛因缺乏其對比

色彩而產生的視覺疲勞，會在視網膜上形成相應的補色，當觀者把目光移至展覽空間的白色牆面便

會看到因視覺後像而浮現的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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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龐畢度中心」希望藉由安排不同性質作品間的共構展現色彩在空間中的繪畫感

（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a）。 

在單元四「自由的色彩」中，為Férnand Léger的Les grands plongeurs noirs, 1944

（油畫）和Alexander Calder的Deux vols d’oiseaux, 1954（動態雕塑），主要希望與

過往色彩服膺於現實的傳統做出明顯的區隔；在單元五「流動的色彩」中，為Sonia 

Delaunay的Rythme, 1938（油畫）以及當代藝術家Olafur Eliasson的Your concentric 

welcome, 2004（裝置藝術），意圖呈現色彩的生動特性；單元六「色彩與生命」則

放置Niki de Saint Phalle的L’aveugle dans la prairie, 1974（彩繪雕塑）和Bruce Nauman

的Art make up, 1967-68（錄像），讓大家看到藝術更多形式的展現，同時也再度提

醒民眾，龐畢度中心本館的收藏包含各式多元的藝術形式這項特色。 

從第一展示帳篷至第二展示帳篷之間的轉換，筆者觀察到此兩個空間的差異：

將展覽由一個二元的凝視接收與解讀，進入一個藝術品與策展人構築出的立體氛

圍，安排出參觀經驗的轉換：由現代藝術跨足至當代藝術、由平面到空間的呈現方

式、由靜態到動態的氣氛改變、由畫作做為主導更換至不同藝術類型的跨文本合併

之呈現。同時，策展人Lavigne利用「色彩」漸趨多元的創作意涵和手法描繪出其

被解放的「自由」論述，在沒有以藝術史概念為主導的布局中卻仍然有跡可循，呈

現一種隱性的線性的發展進程，試圖將參觀者的注意力引導至與大師級藝術作品

真跡的親身接觸與直接感受。 

以上關於展示設計的資料與分析，顯示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第一期展覽

中，策展人Lavigne建構出一種有別於以往藝術史框架式的觀看邏輯，所仰賴的並

非根據傳統在於線性年表、風格流派、或是表現方法的思維模式，而是經過重組與

並置之後重新界定的關係所產生的碰撞和新意義。而這些新的意義的詮釋，還有賴

透過審視作品被轉譯的策略、與其他作品並置的空間單元組合以及觀者的感官知

覺做更深入的剖析，方能了解這個展覽的論述建構以及實際上參觀者從這些論述

中擷取的訊息，這部分將會在接下來的展覽文本分析章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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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整理的官方資料來看，可先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的訴求整

合為以下三點：第一點，利用主題式特展能製造驚喜的特長（Tang, 2006），集合

高質量的展品並以相當生活化的概念——色彩——為主題，呈現於帶有龐畢度中

心意象的臨時建築中，成為一種奇觀效應以刺激、增強民眾前往觀看的興趣；第二

點，希望藉由提供與真跡面對面近距離接觸的體驗，將「原本沒有習慣／機會參觀

博物館」的觀者的參觀經驗成為一個對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學習入門基礎，並利

用展覽設計促進觀者和展品的互動，製造個人文化實踐經驗的累積；第三點，在相

當低限的展品數量卻囊括數種不同媒材、風格流派、藝術形式以去歷史化的結構再

以主題「色彩」脈絡化以串聯參觀路線，再現龐畢度中心跨領域的收藏和親近民眾

的企圖，達到藝術教育的目的。 

從策展方對文化民主化意味教育功能的重視顯而易見——使用簡化的展覽敘

事途徑和富含趣味的建築外觀設計，企圖化解因缺乏文化資源而累積較少藝術消

費經驗與慣習的民眾可能挾有的「藝術專屬於菁英階級」的自我排除意識。套用

Bourdieu的理論檢視以上歸納的展覽訴求可以推論，本次展覽齊聚龐畢度中心自二

十世紀以來重要藝術家的作品，將神聖化其行動博物館定位和價值，為龐畢度中心

提高其在博物館場域的階層（館方不斷對外宣稱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行動博物

館），於此同時卻以「色彩」這個凡俗的包裝，試圖給予大眾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

易於親近的形象，藉以強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公共性。也就是說，「行動龐畢

度中心」除了行使一個客觀化文化資本（objective cultural capital）的載體運輸文化

貨物（cultural good）到邊陲城鎮、使它們暫時性地獲得這些文化資產的功能以外，

透過主題展覽《色彩》重新詮釋的這些文化貨物，在策展人的編排中獲得了有別於

它們被展示在龐畢務中心本館的意義，而這些意義被參觀者吸收之後也將成為他

們的文化資本，然而問題就在於此：「行動龐畢度中心」所提供的文化資本的程度，

使用一個抽離歷史脈絡的斷裂性詮釋銜接整個展覽，「色彩」這個共通點似乎流於

表面形式，是否會對於某些已經蘊含相當藝術教養以及有參觀博物館慣習（ha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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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者而言只是一條過於淺薄脆弱的標語。如何平衡各種知識層級的觀眾的接收

質量這個存疑，必須透過解讀「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內部的空間文本和論述文本

以及其他輔助理解的媒介和詮釋策略，從中討論現代與當代藝術文化符碼的轉譯

以及輔助民眾瞭解的釋義機制，深入挖掘本展覽的再現政治。 

 

二、《色彩》展覽的論述建構：色彩主導視覺的再製脈絡 

在解析《色彩》策展層面的設計理念並且對本展覽的整體架構有所了解之後，

以下這部分旨在從視覺文化的面向呈現並分析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中，空間與

視覺文本的敘事結構，以及其促成的支配性氛圍，從中探討對觀者的參觀經驗與資

訊接收的影響，進而生產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

之構成過程。如同林平（2005）所言，為了解展覽活動的多重意涵，除了分析展覽

的目的，也必須針對觀眾和展示場所之間的關係加以解構，從民眾的角度來辯證此

論述形構的生產和確立。因此，筆者主要根據自身實地涉入第一期展覽在第三個巡

迴展演的城市Boulogne-sur-Mer田野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資料，19 擷取其中參觀龐

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觀察為分析主體進行論述分析。關於接下來針對展覽空間

和內容的描述，鑒於筆者所觀察到的多數參觀者都使用館內免費提供的語音導覽

機，並依照其播放的數字序進行參觀（筆者本身參觀展覽時也是如此），故筆者假

設「行動龐畢度中心」語音導覽的順序做為主要參觀路線，由此參觀視角的視覺和

其他感官經驗重現《色彩》展覽的知識脈絡和路線，藉由筆者參與詮釋的行為檢視

其意義傳播的途徑和效果。 

 Lidchi（1997: 160）曾經指出，博物館所要處理的不應只是客觀的具體描述和

標示出分類的邏輯，而是一個具歷史觀點的分類圖式，讓展品的意義和價值得以再

                                                 

19 資料來源源自筆者於 2012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9 日停留於 Boulogne-sur-Mer 共計五天四夜的田

野調查紀錄、攝影、蒐集到的各類型紙本文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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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然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設計理念卻以除去歷史脈絡的路徑呈現展品，

試圖引導觀眾將注意力放在體驗藝術品帶來的感官衝擊，從策展人Emma Lavign以

上的說明可推論，展覽《色彩》中對作品安排所誘發的觀看方式，刻意讓觀者著重

在關於展覽主題和單元主題的形式層面，淡化每件作品各自被創造時的背景和較

為艱深的藝術史知識。以下正式進入本期展覽的論述分析。 

 首先從「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外觀和內部空間配置起始，本期的展覽主題

《色彩》和此行動博物館的臨時建築外表有強烈的連結：主要由高彩度的藍色、橘

色、紅色搭配黑色以幾何造型拼接的塊狀單元組成（請見圖4-2-1），並且結合馬戲

團概念的鳶型帳篷結構，令參觀者在進入展館前便在其視覺感知上留下其鮮明特

色：游牧搬遷的移動性和暫時性代表了本館的行動分身、龐畢度中心本館的縮小版

在其建築層次上能夠賦予參觀者「進入」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實踐經驗，但又因

其帳篷本身意義和材質上的特殊性，而在起始就營造出一個相較於平時進入博物

館的認知更為輕鬆且有趣的印象。 

 因此筆者以為《色彩》展覽的論述建構也包含了行動分館的建築表徵，它不僅

止於在構造層面提供一個可移動的展示空間和吸引當地群眾注意力的功能，背後

所擁有更複雜的意義在於從視覺上呈現一個結合展覽主題的形象包裝，得以將參

觀經驗延伸到展覽外部，《色彩》展覽的摺頁開頭便如此表明： 

色彩？是的，但指的是於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色彩，也就是

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色彩。本展覽提供了15件名作：14件屬於

國家現代美術館、1件Cadere的作品自北加萊海峽當代藝術基金收

藏借出，它們是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文化〕（notre bien commun）。

它們相當珍貴、甚少巡迴展出，且與Patrick Bouchain為『行動龐

畢度中心』所設計的建築——同樣地色彩繽紛——達到共鳴。20 

                                                 

20 引自 Boulogne-sur-Mer 展期《色彩》展覽摺頁，取得時間 2012 年 8 月 28 日。原文如下 « La 

Couleur? Oui, mais la couleur dans l’art des XXe et XXIe siècles. C’est-à-dire : dans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Ici sont présentés 15 chefs-d’œuvre qui sont notre bien commun. 14 d’entre eux 

appartiennent au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S’y ajoute une œuvre de Cadere prêtée par le Frac Nord-

Pas de Calais. Ils sont précieux, voyagent peu. Ils entrent en résonance avec l’architecture, elle aussi colorée, 

conçue par Patrick Bouchain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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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可假設「行動龐畢度中心」比一般巡迴特展使用當地既有建築或文化機構

做為展演空間更具有主體形塑的強度，並能更深刻地展示國家分享文化資源的共

和精神之政治性訊息。 

 

圖 4-2-1.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外觀，於第一階段城市 Chaumont，座落地點 Quartier 

Foch 

註：Vu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資料來源：Le Centre Pompidou. (2012, Feb). Le Centre Pompiodu mobile. Paris : 

Direc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s Partenariats. p. 34. Retrieved Feb. 15, 2013 from 

http://www.tourisme-cambrai.fr/fichs/84652.pdf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的實際走訪，便感受到這個展覽主題具有高度配合的臨時

建築讓它在進入參觀者的視線之時就開啟參觀的流程、起始關於「色彩」和「文化

民主化」的論述：穿過鋸齒狀排列且覆蓋與帳篷同色的帆布的金屬圍欄外門，再進

入彩色帳篷的入口（請見圖4-2-2，圖4-2-3）。安檢規格則比照國內國家博物館，

由保安人員檢查參觀者的隨身物品，這點對觀者來說是參觀博物館具說服力的正

式流程：一個需要秩序、監視、有效控制的空間。但是隨即進入內部整體為橘紅色

的接待帳篷（Accueil）內，且所有的設備和器材也使用橘紅色系和灰黑色（請見圖

                                                 

— dépliant de La Couleur,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亦可參考由第二巡迴城市 Cambrai 提供

的電子版本 http://www.villedecambrai.com/uploads/media/aide-visite-impression.pdf  

http://www.tourisme-cambrai.fr/fichs/84652.pdf
http://www.villedecambrai.com/uploads/media/aide-visite-impre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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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令觀者的體驗延續了建築外觀帶來的繽紛與活力，而這樣一個具原創性的

臨時建築體，對於觀眾來說在踏入帳篷之時隨即可覺察到一種嶄新的空間感，同時

無意識地連結並比較自身過去參觀其他博物館的記憶。另外，完全免費入場即享有

館內各種服務設備的公共性質也使行動博物館內整體氛圍更為開放活躍。接待處

主要提供輔助理解展覽內容資訊的紙本摺頁，以及具有二至三種語言版本和成年

人與幼兒版本的語音導覽機，做為輔助解讀作品文化符碼的工具。 

 語音導覽機是免費借用的設定，筆者認為其實是試圖行使令觀者規訓順從的

手段，調節平時沒有上博物館慣習和對文化實踐不孰悉的民眾之行為方式，除去經

濟性的藉口讓不使用的觀者感到被排斥而產生一種妥協和仿效，同時使的展覽中

所含的訊息能夠確實傳遞出去。在一個規模如此有限的展覽中，如遵照語音導覽的

安排和聆聽時間可使參觀時間拉長至30分鐘至40分鐘，反之不使用語音導覽直接

進行觀看的民眾（此部分指的是如館方預測所吸引來對現代藝術了解相對陌生的

群眾），他們較無法獲得的較高強度的教育效果和感知體驗，參觀時間也縮短許多。

就筆者在Le Havre和Aubagne展期的田野觀察，確實有少數參觀者選擇不使用導覽

機直接參觀，表示博物館儘管提供接近和使用平等的表徵，實際仍是做為區分出不

同群體和文化實踐的場所（Bennett, 1990），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分館依舊無法脫離

這樣本質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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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行動龐畢度中心」入口，於第四階段城市 Libourne。 

資料來源：擷取自「行動龐畢度中心」贊助企業之一「拉法葉集團」（Le Groupe 

Galeries Lafayette）的官方網站新聞，Le Havre: Nouvelle Sais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Mar. 11). Groupe Galeries Lafayette. Retrieved Mar 18, 2013 from 

http://www.groupegalerieslafayette.fr/fr/page/presse/actualites/actualites-du-

groupe/926/4/ 

 

 

圖 4-2-3. 「行動龐畢度中心」外圍欄，於第三階段城市 Boulogne-sur-Mer。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2年8月26日。 

http://www.groupegalerieslafayette.fr/fr/page/presse/actualites/actualites-du-groupe/926/4/
http://www.groupegalerieslafayette.fr/fr/page/presse/actualites/actualites-du-groupe/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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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帳篷內部，於第一階段城市 Chaumont 展期。 

註：接待帳篷（Le hall d’entrée）內設置密碼鎖置物箱、簡易桌椅、平板電視播放

龐畢度中心的相關影片和特展宣傳廣告。隔板後面有互動式導覽的教具、收納櫃、

輪椅等等器材。 

資料來源：攝影Weiner, Cyrille；擷取自Caille, E. (2011, Dec. 1). On the road –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architectures. Retrieved June 17, 2014 from  

http://www.darchitectures.com/on-the-road-le-centre-pompidou-mobile-a1505.html  

 

 「行動龐畢度中心」讓參觀者在接待帳篷的停留便開始為接下來的參觀引導其

先備知識，目光所及皆與展覽主題相關，在接待帳篷牆面上的法、英語版的說明文

字，點出本展覽的主軸在於呈現自二十世紀以降，藝術家發展出使用色彩的各種多

樣的應用方式，並簡述展覽分類單元內呈現的特色進程。21 在展覽摺頁22 的首段

                                                 

21 文字解說原文如下 « Ce parcours invite à découvrir à travers quinze chefs-d’œuvre, quatorze issus des 

collections du Centre Pompidou et une œuvre d’André Cadere, prêtée par le Fonds Régional d’Art 

Contemporain Nord-Pas de Calais, comment les artistes du début du 20e siècle jusqu’à aujourd’hui ont 

exploré les infinies possibilités de jeux de la couleur. Des accords de bleus de Picasso aux rouges vibrants 

de Picabia, la couleur dévoile sa puissance émotionnelle et son énergie. Elle est pour les artistes du 20e et 

21e siècle inépuisable réservoir de sensations et de recherches. Depuis les couleurs primaires envahissant 

l’espace du tableau jusqu’aux couleurs lumières qui déploient dans l’espace, en passant par les couleurs en 

mouvement : aujourd’hui, la couleur s’invite dans toutes les formes de la création. C’est cette richesse – un 

siècle d’invention! – que vous pouvez découvrir ici. » 

－解說牌於 Accueil,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oulogne-sur-Mer (2012)。 
22 Boulogne-sur-Mer《色彩》展期展覽摺頁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La Couleur 取得時間 2012 年

8 月 26 日。摺頁內容分為以下幾項：前言與地方首長與文化機構主管序、單元與展品簡介、展品

創作藝術家簡介（按單元排序）、展覽資訊、贊助企業和機關圖示。 

http://www.darchitectures.com/on-the-road-le-centre-pompidou-mobile-a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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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用自問自答的方式合理化使用「色彩」做為統合這15件各具特色的（1件為當地

FRAC借出的作品）藝術品的骨幹，旨在重申色彩在現代與當代藝術中的自由解放，

建構「色彩自由」的主體論述。同時為了對現代藝術不熟的民眾建立本展覽的先行

基礎知識，在展覽摺頁前言中淺談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形成背景（工業社會的動

盪／消費主義社會的影響）和發展類型（抽象畫和新媒材、亞非文化元素傳入／物

質、圖像和科技的應用，以及其他表現形式），並以重視繪畫構圖、再現真實的寫

實主義做為色彩使用的對照。從這點可以看出這場展覽的符碼轉譯策略，選擇性捨

棄其他除了關於色彩以外的詮釋基點，這十五件作品中唯一的共同點似乎只剩下

它都對色彩運用的獨到手法，以作品為範例實證現代藝術如何顛覆過去的寫實主

義而獲得了自主性。在展覽摺頁的前言結尾引述藝術家Yves Klein（其作品

Monochrome orange, 1955也為本展內容）本人的觀點：「［色彩］是有生命的存在、

整合我們—如同與世界共融—的變化性個體。色彩是空間中的實體居民。」23 再

度彰顯本展覽列舉諸多現代藝術重要大師著墨於「色彩」的解讀中軸，將這些各有

特色的展品語境聚合成一自然中的恆常真理、以及藝術領域和歷史的實際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空間使用現代藝術美術館的標準的「白盒子」配置。

這種極簡配置的效果，在於能夠把藝術塑造成思考的對象，杜絕其他干擾觀看和令

人思考時分心的事物（Rose, 2006: 232），這也是《色彩》展示設計的訴求，希望

民眾可專注在展品所呈現的全貌。除此之外，也令人不由得察覺進入「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彩色帳篷建築外觀和白色內牆展覽空間兩者之間急速轉換的衝突，雖然建

築以帳篷的材質特性和意象呈現歡樂、生動的即視感，但內部仍然選擇以最能展現

藝術作品「靈光」（aura）24 的傳統展示方式。 

                                                 

23 原文如下 « …il se nomme Yves Klein. Écoutez. Les couleurs sont, dit-il, "des êtres vivants, des 

individus très évolués qui s’intègrent à nous, comme à tout. Les couleurs sont les véritables habitants de 

l’espace". »  

— dépliant de La Couleur,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 
24 在此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用語，以藝術品的「靈光」做為其含有的美感與文化意義，

在此並不深入探討前衛藝術（l’avant-garde, 「行動龐畢度中心」展出的部份藝術品為前衛主義藝術

家所創作）和靈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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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採用了Lidchi（1997: 172）歸納的其中兩種展示技術：展示櫃（裝設

在牆上），以及暴露於展覽空間中的開放展示。參觀者被展覽生產者化約成「眼睛」，

被鼓勵在觀看中思考。展覽空間中只有每個單元分類有解說牌，每幅作品只有標籤

註明創作者、創作時間、作品名稱和構成材質，換言之個人參觀者唯有依賴摺頁和

語音導覽說明方能得到「行動龐畢度中心」關於作品的更多解釋。在這些前提下，

為了對本展覽的空間文本有更具體的概念，筆者將對照「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平面

圖（請見圖4-2-5、4-2-6）來說明分區單元和作品的觀看順序以及組合並置生產出

的意義。 

 首先來看展覽空間和動線的配置：第一展示帳篷的空間被垂直分為兩個半面，

為擺放單元一到單元三的作品；第二展示帳篷則分隔為三個獨立隔間，個別擺放單

元四至單元六的作品。參觀者若依照語音導覽的順序來參觀，會先在第一展間內環

繞一圈（在Chaumont的展期從平面圖上推測應當是逆時鐘方向繞，而在Boulogne-

sur-Mer的展期是以順時鐘方向繞）分別看完兩個半面的作品，再多繞一個半面才

能走道連接帳篷之間的走道進入第二展間，第二展間則按逆時鐘方向看完三個小

隔間的作品回到第一個小隔間，也就是放置錄像作品和雕塑作品的單元六《色彩與

生命》。最後再經過第一展間的另一半面離開展場。 

 在進入第一展間時率先印入眼簾的是立於三角形白色的平台上Jean Dubuffet

的Papa gymnastique, 1972以及立於地板上的柱狀作品André Cadere的Barre de bois 

ronde, 1974（見圖4-2-7），目光和腳步即刻被導引至這兩件作品所處的帳篷半面，

分區單元的解說牌上並無標號，但在展覽摺頁內確實有（單元解說牌與摺頁單元介

紹內容一致），且語音導覽的數字序號也是從這件作品開始，這也說明龐畢度中心

行動博物館內雖已一個較為親切的外型吸引群眾，內部仍存在Bennett（1995）提出

的規訓機制，利用空間和單元安排參觀路線，也就是策展人建構預期參觀者按照的

參觀順序，展現知識生產的權力和使觀眾身體順從這樣的指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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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第一階段城市 Chaumont 的平面圖 

資料來源：圖片擷取修改自 Chessa, Milena (2011, Oct. 17). “Visit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Haute-Marne), par Patrick Bouchain et Loïc Julienne". 

Le Moniteur.fr. Retrieved Jun 26, 2013 from http://www.lemoniteur.fr/159-

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

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79#15537170 

 

圖 4-2-6.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第三階段城市 Boulogne-sur-Mer 的平面圖 

註：本圖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博物館內部緊急疏散配置 

資料來源：修改自筆者自攝照片，拍攝日期 2012 年 8 月 28 日。 

 

接待帳篷 

接待帳篷 第一展間 

第一展間 

第二展間 

第二展間 

單元 IV 

單元 I 

單元 III 

單元 II 

單元 V 

單元 VI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79#15537170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79#15537170
http://www.lemoniteur.fr/159-culture/portfolio/863932-visite-du-centre-pompidou-mobile-a-chaumont-haute-marne-par-patrick-bouchain-et-loic-julienne?15537170=15536679#1553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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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作品的排列依序是代表紅色的Picabia的作品、代表藍色Picasso的作品、

代表黃色的Kupka的作品，皆置放於牆面上的展示玻璃內（見圖4-2-8）。這半面的

單元為〈原色、黑與白〉，這五件作品經由策展人設計的區分方式組合成一個系列，

進而產生了一個新的觀看方式：先經由顏色做為理解的切入點，比較原色的視覺展

現和給予人的感覺印象，建構出展品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原色的呈

現，且在詮釋時不會深入探討作品本身創作之時的社會文本脈絡，主要側重畫作內

容的解釋、並於字面上點出些許關鍵概念。例如，簡介文本中是這麼說明畢卡索的

Femme en bleu, 1944.： 

藍色，由不同色調的藍合為一體的藍色。以曲線和幾何線條的簡

潔輪廓描繪〔畫中〕女人，藍色凝聚了整體。畢卡索轉換不同視

角：正面、側面，且〔人物〕臉部看似面具，這是畢卡索十幾年

前在巴黎受到亞非藝術的影響，在這個對於歐洲人來說相當新穎

的造型，他找到為他的創作添入新意之所需。在繪畫中，藍色時

常與「無限」、「非物質」有所關聯，而畢卡索使用藍色做為闡

述情感的工具。本作品創作於1944年，如同他在二十世紀初以憂

愁為主的「藍色時期」，表達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哀痛之情。25 

導覽中簡短介紹藝術家的生平，主要圍繞在色塊如何呈現畫中的主體形象、藝

術家透過顏色表現他的情感、顏色在這件作品裡面的作用、這件作品被創作的靈感

為何、作品中主體的背景介紹，有時也會提到藝術家的風格派別，但不會延伸說明

相關的知識。總體來說，導覽內容的符碼解讀方向是輔助民眾理解這件作品個體，

其創作者做為藝術典範的因素和其藝術風格領域的成就等等都非這個展覽的重點。 

                                                 

25 引自 Boulogne-sur-Mer 展期《色彩》展覽摺頁，取得時間 2012 年 8 月 28 日。原文如下 « Un bleu, 

mais un bleu avec des tons différents. La femme est dessinée avec des lignes simples, tantôt courbes, tantôt 

géométriques. Le bleu, lui, vient unifier l’ensemble. Picasso alterne les points de vue. Face. Profil. À 

certains endroits, le visage paraît un masque. C’est que le peintre est influencé par les arts africains et 

océaniens découverts à Paris plusieurs décennies auparavant. Dans ces formes nouvelles pour les Européens, 

il trouve alors de quoi renouveler son travail. En peinture, le bleu est souvent lié à l’immatériel, à l’infini. 

Picasso, lui, s’en sert pour exprimer des sentiments. Dans ce tableau peint en 1944, comme dans ceux de la 

période bleue du début du siècle, la tristesse domine : celle que provoqu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 

— dépliant de La Couleur,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亦可參考由第二巡迴城市 Cambrai 提供

的電子版本 http://www.villedecambrai.com/uploads/media/aide-visite-impression.pdf  

http://www.villedecambrai.com/uploads/media/aide-visite-impre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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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行動龐畢度中心」單元〈原色、

黑與白〉一角。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2 年 8

月 28 日。 

圖 4-2-8. 「行動龐畢度中心」單元〈原色、

黑與白〉一角。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2 年 8

月 28 日。 

 

第二單元〈色彩的遊戲〉進入另一個階段，這半面的作品均由許多不同色系的

顏色組成，明顯區別於前一單元使用色調不同的同色系顏色的創作。並且在視覺效

果更為顯著生動，並且開始參觀民眾與作品有意識的互動（請見圖 4-2-9）。例如

Yaccov Agam 的 Double métaphose III, 1968-69 因其浮凸的鋸齒狀立面令在觀者變

換不同觀看角度時作品會呈現不同的樣貌。如同在單元解說牌所提到的，這種色彩

之間的關係也是藝術家經由尋找、實驗而生成了這些作品。26 

在這個單元，導覽中提到藝術家玩弄色彩的變動性和其對視覺感官帶來的影

響。Georges Braque 有別於傳統創作、更加自由地運用色彩描繪南法海港的光影，

在他之後展出的作品由形象藝術進入抽象藝術的範疇。然而，筆者在此以 Braque

的 L’Estaque, 1906 為例，點出本展覽的主題「色彩」詮釋層面並不講究藝術家本

身創作風格的承襲與轉換背景：在展覽紙本簡介中陳述的重點為畫中色彩組成的

各個景致元件和其運用之突出，在此畫中 Braque 注入受到當時興起不久的野獸派

風格用色，但未多加著墨於此；另一方面，在需要自行上網查找才能取得的展覽教

                                                 

26  原文如下  « C’est ce que certains artistes ont cherché à expérimenter à travers des œuvres 

surprenantes. » —解說牌於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oulogne-sur-M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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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件（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中，提到當時還年輕的 Braque

仍帶有後印象派的影響，也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也曾經居住 L’Estaque 並在此創作許

多風景畫的塞尚的腳步（Morisset, 2011: 12），而這些關於此件作品的背景卻沒有

在展覽的論述中出現，所分離出來加以強調的仍是關於色彩在本畫中的自由展現。

換言之，顏色不再只是再現客觀實物的工具，顯示《色彩》導覽主要在於點出藝術

家對於顏色本質上和在視覺讀取上的細微差異運用在不同的組合搭配實驗、創造

出顏色本身既存的表現特質，而讓民眾感受到色彩本身的主體性。 

 

圖 4-2-9. 「行動龐畢度中心」展品 Double métaphose III, 1968-69 與觀眾。 

註：觀眾手中的黑色圓型座墊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為團體導覽提供。 

資料來源：攝影 Fava, Bruno (2012, Feb. 18).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 à 

Cambrai. La Voix du Nord. Retrieved Nov 6, 2013 from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27 

 

承襲這種趣味性至單元三〈單色〉，將上一單元富含顏色變化猛然縮減至一個

顏色的呈現，反而促進觀者的興趣，引導人們關注單一顏色的純粹以及它所帶來的

視覺感官效果，在展覽摺頁的說明中提到 Yves Klein 的單色作品是需要較為緩慢、

仔細地凝視來欣賞的。在語音導覽中訴說藝術家對於藝術創作的理念，「對他而言，

藝術是一種靈性和感受性的追尋」（Pour lui, l’art s’adresse en effet à l’esprit et cherche 

à atteindre la sensabilité.）。並且在解說中告訴觀眾這是藝術家當初創作出一系列單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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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作品的首批作品之一，另外也點出著名的「國際克萊因藍」（International Klein 

Blue）就是出自於這個藝術家的發明。筆者認為這個詮釋與之前幾幅作品比起來有

較多關於藝術家本人的著墨，而這件作品對純色的歌頌也完全緊貼本展覽的精神。

此外，如同探討展覽設計部分所提過的，觀者在注視這幅作品一段時間後轉移目光

至白色的牆面便會看到視覺後像投射的互補藍色，這點也加深觀者的參與行為。 

從圖 4-2-10 可以再次回顧第一展示帳篷展間內藝術品的配置。「行動龐畢度

中心」另起新的分類範疇區分展出的藝術品，六個單元的分類，而非作品在風格流

派、時代、藝術家等等的區隔。但筆者觀察到雖然館方在展示詮釋時雖抽除線性歷

史的內容，但在作品的順序上仍然盡量依照年代排列，雖然在詮釋文本中沒有道出

這點，但觀者仍然可以觀察到色彩隨著由現代藝術（第一展間）到當代藝術（第二

展間）的演變進程。 

 

圖 4-2-10. 「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展示帳篷剖面透視圖 

註：Coupes longitudinales des cimaises, Patrick Bouchain。 

資料來源：Le Centre Pompidou. (2011, Oct).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aris : 

Direc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s partenariats, p.10. Retrieved Jun 19, 2012 from 

http://www.tourisme-cambresis.fr/fichs/84117.pdf  

 

 

http://www.tourisme-cambresis.fr/fichs/841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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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二展間，觀者很明顯地意識到色彩應用和本展覽路線的改變。觀者一來

到第二展間便可立即看到 Bruce Nauman 的錄像作品 Art make up, 1967-68 的內容，

為藝術家自己往臉上和身上分別塗抹四種顏色的行為、將自己的身體變成作品的

一環，以及 Niki de Saint Phalle 的雕塑作品置放在相對的位置上。觀眾無法同時凝

視兩者，但可以從旁觀察到兩件作品對話的企圖：Niki de Saint Phalle 的現代人像

只專注於閱讀報紙，而無視於近在咫尺的彩色牛隻和 Nauman 的影像作品。這樣的

並置效果又為兩個不同的作品生產了新的意涵。在第六單元的解說牌（這裡根據筆

者本人的參觀順序）中提到這兩個藝術家「如同 1960 年代部分藝術家同樣都在探

索將生活元素添加到藝術創作的發想中」27。但反言之，Nauman 對於觀念藝術的

創作概念和實踐卻被消音了。 

單元四的作品則是在隔間內帳篷首端放置 Léger 的 Les Grands plongeurs noirs, 

1944 和 Alexander Calder 的 Deux vols d’oiseaux, 1954，以一個平面的油畫對應一個

懸掛在天花板的動態雕塑，有趣的是在於 Léger 的畫中人物都是平躺著的，視覺上

看起來它們也同時與參觀者一起仰視 Calder 的作品（請見圖 4-2-11）。這個單元

是在探討自由解放的色彩，解說牌談到二十世紀以往色彩服膺於繪圖（dessin）之

下給予真實和真相的材料，但之後藝術家開始尋找並發明色彩其他的表現功能以

及解放更多可能性，28 成為一個新的創作探索領域。這兩件作品即是例證。另外

在導覽中也特別談論到 Calder 的動態雕塑的創造，成為一個新的藝術作品類型，

因而獲得杜象贈與的命名「活動雕刻」（mobiles）。29 對照 Léger 的作品，畫中的

                                                 

27 原文如下 «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60s, certains artistes – tels que Niki de Saint Phalle et Bruce 

Nauman – cherchent à rapprocher l’art de l’énergie de la vie. Ils inventent de nouvelles façons d’utiliser la 

couleur dans des performances, des actions parfois théâtrales. »  

—解說牌於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oulogne-sur-Mer (2012) 
28 原文如下 « Jusqu’au début du 20e siècle, dans la peinture classique occidentale, la couleur était presque 

toujours soumise au dessin et à la réalité....Depuis, nombre d’artistes ont inventé pour la couleur d’autres 

fonctions, d’autres possibilités. »  

—解說牌於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oulogne-sur-Mer (2012) 
29 參考自《色彩》展覽摺頁對於 Alexandre Calder, Deux vol d’oiseaux, 1954 的說明片段：« Une 

vingtaine d’années plus tôt, dans les années 1930, à Paris, il invente un nouveau type d’œuvre. Sculpture? 

Peinture? Ou bien, comme l’a souvent suggéré, dessin dans l’espace? Quoiqu’il en soit, l’artiste transforme 

la sculpture traditionnelle jusqu’alors fondée sur poids, la masse, le socle, l’immobilité. Pour ces œuv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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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動作、線條和色彩呈現一種流動感。展覽摺頁中提到這位藝術家在定居紐約

後繼續發展相似的主題，因此這幅作品即是具有他強烈的個人風格的寫照。筆者認

為從這點便可看出，「行動龐畢度中心」透過展品和單元主題的配對，呈現藝術家

顯著風格的作品，以及適時以簡易的用詞引出關鍵概念，從中達到藝術教育的目的。 

 

圖 4-2-11. 「行動龐畢度中心」《色彩》展覽單元四〈自由的色彩〉 

資料來源： Rykner, Didier (2012 Mar. 10). Le Beaubourg Circus « pas cher » d’Alain 

Seban. La Tribune de l’Art. Retrieved Mar 29, 2013 from 

http://www.latribunedelart.com/le-beaubourg-circus-pas-cher-d-alain-seban  

 

第五單元〈流動的色彩〉則是並置 Sonia Delaunay 和 Olafur Eliasson 的作品

（見圖 4-2-12），這個單元討論色彩和形狀的關係的結合可以製造出律動和流動的

幻象，如同 Delaunay 的畫作，觀者的目光隨著畫作裡的形狀和線條流動，而因為

二十世紀科學和科技的興起，也啟發了藝術家的創作的形式和思維，當代藝術家

Eliasson 使用多種媒材如光線、玻璃、鏡面等等，藝術品本身不停的轉動互相輝映

改變樣貌和色彩（見圖 4-2-13）。兩件作品在視覺上有許多相同處但又在本質上完

全不同，當兩者在同一空間被展示出來時在視覺上產生共鳴，Eliasson 的作品輝映

                                                 

d’un nouveau type, il faut donc inventer un nom. C’est un autre artiste, Marcel Duchamp, qui trouvera ce 

nom : « mobiles ». »                   — dépliant de La Couleur,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 

http://www.latribunedelart.com/le-beaubourg-circus-pas-cher-d-alain-se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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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展間，讓觀者身處於其投影出的空間氛圍，當觀者觀看這兩件作品時便無法

完全將兩者切割開來欣賞，也因為其作品的特色讓此單元呈現一種奇幻的效果，創

造將空間感實體化的氛圍。 

以本單元為例探討第二展室帳篷作品組合的意圖，為了突顯色彩的生動特性，

兩件作品雖然屬性和展示方式不同，但其視覺上的相同處和本質上的差異使得平

面靜置的畫作和空間轉動的裝置產生交疊與對話，用相異的手法討論色彩和形狀

的互動和結合製造出動感和影象，以強烈的視覺效果傳達出來，令觀者立即意領神

會此單元闡述的觀點。由此可見，本單元的重點在於呈現兩個展品的合併論述，在

展覽的詮釋中所能獲得的資訊也只限於作品本身的表象呈現出藝術家追求賦予作

品動態感所呈現的感覺，在此觀者所需要的藝術感知圖式只要求最原始的視覺解

讀。即使部分民眾可能沒有意會到這兩項作品是兩位藝術家進行創作的代表性理

念之實踐成品，藝術家的個人成就亦非本次展覽所要傳達的重點，而是蘊育一個藝

術啟迪的經驗，而這也是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概念主軸。 

  

圖 4-2-12. 「行動龐畢度中心」《色彩》展

覽單元五〈流動的色彩〉 

資料來源： 攝影 Fava, Bruno (2012, Feb 

18).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 à 

Cambrai. La Voix du Nord. Retrieved Nov 6, 

2013 from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

=220718  

圖 4-2-13. 「行動龐畢度中心」 Sonia 

Delaunay的畫作映照在 Olafur Eliasson的旋

轉裝置上。 

資料來源： 攝影 Fava, Bruno (2012, Feb. 

18).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 à 

Cambrai. La Voix du Nord. Retrieved Nov 6, 

2013 from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

=220688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18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18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688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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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展覽挑選出的作品都有藝術家在各自創作層面的論述價值，但是經過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符碼轉譯策略，這些作品被選擇詮釋的定位，多針對個別作

品的內容說明、和每件作品運用色彩的方式解讀，並在解說和網路提供的教學文件

中穿插可延伸探討的資訊，讓觀眾除了能夠獲得展覽提供的文本內容（解說牌、語

音導覽、摺頁簡介等等）本身的知識之外，也得以依照個人品味自行發掘更深入的

美學理論。但這也表示，坐擁不同藝術感知模式的參觀者，因解碼程度差異而汲取

的意義也有所落差。 

另外，筆者將第二展間論述分析的著墨放在策展人安排展品兩兩成對的展示

策略下所致的成果，目的在於透過突顯這些因為組合而產生與以往其他的展覽展

出時不一樣的意義，而在個別的解說文字中的文本分析也包含對藝術家本身的認

識，將其主要著名的風格引入在單元主題中加以結合。因此，若是「行動龐畢度中

心」所預設的觀眾群，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內學習到的藝術知識，似乎就受限於

這幾件展品，平均來說觀者只學會怎麼看懂這幾件展品，而且只限於它們對色彩的

應用。對藝術文化陌生的族群，相對簡單的資訊不會造成品味認同上太大的差距，

對於兒童和青少年來說也容易吸收，反而是已佔據文化資本的人，希望得到更多質

量較高的學習經驗。然而，在《色彩》展覽接受面部分的討論僅限於筆者的個人觀

感，當時筆者前往 Boulogne-sur-Mer 並無實際訪問觀眾，因此無從得知文化資本的

傳達和藝術感知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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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二期展覽—《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  

 「行動龐畢度中心」以新的展覽主題《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在 2012

年底進入為期第二年的國內巡迴，前往的三個城市依序為：Libourne，Le Havre，

Aubagne。本次由龐畢度中心館藏中選出十六件典藏品，以簡明具體的形體為論述

骨幹，呈現抽象派藝術中以幾何圖形為創作素材的時代還有演進。 

如同《色彩》展覽的策展論述，連結歷史做為正當化和意義深化的基礎，本期

策展人Jean-Paul Ameline在龐畢度中心官方新聞稿中談及，「圓與方」在二十世紀

的藝術發展上有其歷史淵源：回溯至1929年，烏拉圭籍畫家Joaquin Torrès-Garcia和

比利時籍藝術評論家Michel Seuphor於巴黎成立藝術家團體Cercle et Carré、並於隔

年發行了第一本以抽象派為主軸的同名藝術期刊30 （見圖4-3-1）。隨後有許多著

名的藝術家紛至沓來，如Jean Arp、Robert Delaunay、Vassily Kandinsky、Piet 

Mondrian、Sophie Taeuber-Arp、Georges Vantongerloo、Fernand Léger、le Corbusier、

達達主義藝術家Kurt Schwitters等等，31 並在1930年四月在巴黎舉辦了第一場展覽

（Le Centre Pompidou, 2013a: 12）。 

 

圖 4-3-1. 藝術期刊 Cercle et Carré

的標誌，Pierre Daura, 1929 

註：由此期刊創辦人之一Pierre 

Daura（1896-1976）所設計。 

資料來源：Pierre Daura, Retrieved 

Nov. 8, 2013 from 

http://pierredaura.tumblr.com/  

 

 

                                                 

30 Cercle et Carré 第一期標題 « Pour la Défense d'une Architecture »，由 Michel Seuphor 撰寫，發行

於 1930 年 3 月 15 日，總共出版三期。參考自： 

http://www.specificobject.com/objects/info.cfm?object_id=17293#.U9idU_mSwoe  
31 這段緣起也有在《圓與方》展覽語音導覽的開場介紹中提到，為這個主題建構歷史性和藝術性。

參考自 2013 年 6 月 30 日於 Aubagne 的田野紀錄。 

http://pierredaura.tumblr.com/
http://www.specificobject.com/objects/info.cfm?object_id=17293#.U9idU_mSw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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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龐畢度中心」本期的展覽的發想也是起源於此藝術家團體，它不僅是二

十世紀初使用幾何圖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抽象派藝術之先驅，也帶入新藝術斷裂

性創作的手法、將當時後印象派主義原本描繪自然的風格引領至新的層次（Le 

Centre Pompidou, 2013a: 12）。Ameline強調幾何圖形對現代藝術的創作發展有關鍵

性的因素，並指出多名抽象派藝術家為了將視覺印象獨立出來而強化物體的形狀，

隨即提及多名在本期展覽中出現的藝術家各自的成就和創作概念，並以線性歷史

回顧來看幾何圖形如何演化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從極簡化現實物體、玩弄視線錯覺

乃至於表現立體化的空間作品以激起觀者的參與互動，逐一點出每件展出作品各

自在時代上的意義（Centre Pompidou, 2013: 12），如此建立《圓與方》展覽主題的

正當性。 

 與《色彩》展覽一致，《圓與方》展覽主題取用在現代藝術歷史的其中和生活

中基本常見的形狀，「行動龐畢度中心」對於二十世紀抽象派藝術的詮釋策略，在

於藉由這類人們習以為常的元素，選出相對而言創作概念能夠較為貼近人們生活

的作品，並透過語音和團體導覽解說、輔助紙本簡介引出這點，增進民眾的理解吸

收，進而提高豁然開朗的效果，同時保有藝術知識的學習價值。 

 以下的幾個議題為分析本期展覽《圓與方》的著力點：首先從展示設計，包括

從選件標準、主題概念等策展上的考量，澄清本展覽的展覽脈絡、以及脈絡背後的

涵義，以及在這樣的安排下文化符碼（encode）置放觀點。第二點，以視覺研究分

析展覽作品，並配合其輔助之解說內容來探討本展覽的論述形構為何，並將分析對

象拉大至博物館內和展品的空間配置、擺放順序塑造空間文本，以便刻畫出本次展

覽的展覽詩學在審視「行動龐畢度中心」建構某種氛圍的過程與政治操作，結合以

上觀察「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文化去中央化政策（la décentralisation culturelle）的

企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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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與方》展覽的展示設計 

  首先來看本期展覽的選件依據，龐畢度中心館長Alain Seban在「行動龐畢度中

心」官方宣傳短片中開宗明義，鑑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為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縮小

版，它的展品必須要有足夠的代表性來突顯龐畢度中心從二十世紀初以來現代藝

術作品的典藏，換言之，要為民眾呈現在現代藝術領域中最聞名於世的大藝術家們

（les grands noms）的傑作（請參照附錄表2），同時評估展品的可運輸性和脆弱程

度（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b）。32  

如同上一節多次提到的，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設計選件標準的基本原則，

在只有14–15件展出作品的數量限制下，每一件都必須是出自於龐畢度中心館藏

的大師作品。「這點特別重要，因為它是一種方法，能夠賦予龐畢度中心與外部有

所連結的概念」33（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 

館長Seban在官方宣傳短片中表示，給予如此小規模的博物館這種條件，不僅

可以給民眾建立起龐畢度中心的意象，藉由這些在現代藝術歷史中相當重要的宗

師們之名，激起民眾的好奇心和參觀慾望（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b）。顯然，「行動龐畢度中心」提供地方民眾短期與國家級重要文

化貨物（cultural goods）真品的「毗鄰性」（proximity）為誘因，結合本館的象徵

資本進而達到吸睛的效果：「以往沒有機會和習慣前往美術館的民眾，現在由博物

館自行來到民眾身邊」34（Bétard, 2009）。藉由物質的位移，企圖將人們為了親眼

目睹著名的藝術品或是文化遺產、尋求直接接觸而改變主體位置的距離縮短，進一

                                                 

32 就第二期展覽《圓與方》展品物質材料的類型來說，可分為：油畫 9 件、現成物（Ready-made）

雕塑 1 件、多元媒材作品（金屬、木料、燈管）6 件、攝影 1 件、影片 2 部，其中有 5 件作品來自

於接待城市所屬各省區的 FRAC 或是現代美術館。 
33 原文如下 « Ç a, c’est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e c’est une façon de faire l’idée de faire connecter le 

Centre Pompidou à l’extérieur. » 
34 原文如下 « si le public ne vient pas au musée, le musée doit venir à lui…apporter l’offre culturelle au 

public qui en est généralement éloigné, voire excl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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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當地民眾參與文化實踐的意願。由此可見，龐畢度中心以文化「去中央化」

為正當化名目，預設多數「沒有參觀博物館習慣」的民眾會因為龐畢度中心和藝術

家們的名號而產生朝聖、獵奇的心態混雜藝術正統教育養成的消費需求，再度顯示

文化資本分配不均的實際社會現象，以及這種尋求一種以上（巴黎）對下（鄉下市

鎮）的階級差異性分配的突破方式。 

 關於展品的選件，在獨厚現代藝術的原則下，Seban也堅持在「行動龐畢度中

心」內放置一件從各接待城市所屬大區的當代藝術基金（FRAC）借出其當代藝術

收藏，以求更加完整呈現藝術的延續性，以及肯定當代藝術於各地蓬勃發展的努力

（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b）。「行動龐畢度中心」於第

三階段城市Boulogne-sur-Mer自北加萊海峽省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Nord-Pas 

de Calais）借出André Cadere的Barre de bois ronde, 1974；在Libourne，借出阿基坦

大區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Aquitaine）收藏的瑞士籍當代藝術家Stéphane 

Dafflon的作品AST089, 2007；在Le Havre，跟當地的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 Malaux, MuMa）借出的作品為François Morellet的Sphères-trames, 1969；在

Aubagne，從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大區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Provence-

Alps-Côte d’Azur）外借的兩樣新展品為藝術家Philippe Ramette的作品Objet à se voir 

regarder, 1990, 1991。從展覽設計的考量來看，安排「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中

納入當地所收藏的當代藝術收藏，展現其與地方的對話和交流的實質作為。 

  「行動龐畢度中心」為了提升民眾對於現代藝術的敏感度，在策展規劃時希望

把民眾的注意力拉回到藝術品本身，如同第一期展覽，使用後現代主義濃厚的主題

式策展（thematic curation），打破傳統線性歷史的論述範疇。《圓與方》在只有14

件作品的選擇限制下，使用幾何圖形為共通點貫穿整個展覽，彰顯展出藝術品在視

覺上立即可辨識的共同特色。需要注意的是，這是針對較無博物館參觀經驗和習慣

的參觀者為前提，藉由跟藝術史比較起來相對容易許多的主題，結合其馬戲團般的

外觀來引起地方民眾注意和興趣。這種強調形式主義的策略，在認知吸收等教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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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或許是較為容易的捷徑，尤其是對於正要起步學習藝術感知的兒童、學生和

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但是考慮到那些已經有一定文化資本水平的階層來說，這樣

的方式有可能過於簡化。以下將根據筆者訪談本期策展人Jean-Paul Ameline關於主

題「圓與方」的策展理念，35 從設計層面來檢視「龐畢度中心」的政治考量。 

  首先，「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要挑戰的是要以何種面向呈現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較難理解的現代藝術。關於展覽主題，策展人Ameline在訪談中表示，依「行動龐

畢度中心」的臨時建築規模，要在14至16件的作品數量呈現現代藝術演進是做不到

的，況且藝術史也不是這個行動分館想要傳達給民眾的知識，「圓」與「方」卻是

所有大眾一定能夠領會的具體概念，但它卻在二十世紀藝術的發展中有極為多樣

化的表現方式和應用變化，與其把主題設定為「抽象藝術」——普遍來說被歸類為

深奧的藝術類型——「形狀」則是非常普世的基礎常識，因此，讓一般沒有專業知

識的參觀者由基礎視覺感知做為「現代藝術的入門」途徑（« initier un public non 

spécialistes  »）（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 

《圓與方》企圖擺脫一般人對現代藝術較為學究與抽象的展示模式印象，將抽

象藝術簡化成一個共享的觀念，任何人都能夠即刻意會這兩個幾何圖形的形體。另

外，雖然幾何圖形的使用在抽象藝術來說只是其中創作的眾多類別之一，但是它有

豐富的變化性讓藝術家創造出各具特色的個人風格，藝術史上也相當多位著名的

藝術家使用圓與方當作靈感和表現的主體，正好吻合館長Seban對展出大師級作品

真跡的標準。至於為何不使用其他分類範式，例如藝術史、藝術家個人特展、藝術

派別或藝術風格等等，除了受限於如館長Seban在官方宣傳短片中對於行動分館去

歷史脈絡的大原則（SCÉRÉN [CNDP-CRDP] & Centre Pompidou, 2012b），也盡量

避免採用藝術專有名詞，主要是希望讓普羅大眾均有能力消費，降低現代藝術文化

符碼解碼的能力的要求，以期更容易地執行「文化民主化」的目的；而為了展現龐

畢度中心典藏並做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在當地的宣傳亮點，「行動龐畢度中心」

                                                 

35 訪談時間：2013 年 6 月 12 日，地點：6ème étage, 6 rue Beaubourg,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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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捨棄單一藝術家的個展，一口氣展出多項出自於不同大師的經典名作，藉此增加

話題性，激起民眾的好奇心和聚集一種「必須把握難得機會」的心理誘因和群眾效

應。 

 

《圓與方》展覽的設計脈絡 

本次展覽主題分為三個單元：第一個展示帳篷內放置現代藝術作品，分為單元

〈圓〉（Cercles）共有六件作品，單元〈方〉（Carrés）有五件作品，36 形成兩個

極點的對立和參照，塑造出形式上的反差效果，展品為油畫和一件杜象（Marcel 

Duchamp）的現成物作品；第二個展示帳篷則是以〈空間中的形狀〉（Formes dans 

l’espace）為課題，內容為當代藝術作品，包含錄像、攝影、使用不同媒材的裝置

藝術等等，加上與每個巡迴城市地方省區借出區域當代藝術基金（Fonds Régionaux 

d’Art Contemporain, FRAC）的收藏，共有四到五件作品，刻意顯現當代藝術使用

不同的媒材製作，刺激觀者反思與提問。部份展品已然跳脫抽象藝術的範疇，但仍

以貼合展覽主題的形式呈現與詮釋，只因其造型有運用到幾何概念為創作工具，而

離析掉原本藝術家藉由作品所要表達的政治性指涉。也就是說，這些作品未必都是

要探討「方」與「圓」本體，而是將幾何圖形用於表現藝術家本身創作思想的媒介，

但在展覽主題的概化下，如果不仰賴導覽或是展覽摺頁的解釋，較無現代藝術相關

知識的觀者較難自行領會到形象背後的寓意和符旨。 

舉例來說，在單元〈圓〉中置放了早期抽象藝術的作品（Kupka、Kandinsky、

Léger等）和達達主義先驅——杜象的第一件現成物作品《腳踏車輪》，兩個主義

的訴求、主張，甚至源起背景都差別甚鉅。但是策展人使用這些作品具有啟發思考

的特性和外顯的共同特色「圓形」加以構聯，並將現成物作品展現對於藝術本質提

出的尖刻挑戰和當時藝術風格的反骨嘲弄，轉為引導觀者對藝術形式的反思活動，

                                                 

36 於 Le Havre 借出當地現代美術館（MuMa）的一件作品，因此在此階段時單元〈方〉有六件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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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去除歷史脈絡和其現成物作品後續影響的論述，也相對選擇性捨棄將這部分知

識傳達給觀者。同時，在展覽一開頭便呈現杜象的著名作品之一，令參觀民眾立即

產生與藝術原作的真實性接觸的印象和衝擊，在視覺上把龐畢度中心的文化資產

去中央化散布的方式具象化，建構其行動分館的功能分類。 

單元〈方〉則是幾何創作的延展，且為「圓」的對立：代表非自然生成的人造

型態。37 這部份的作品加入關於色彩研究和探討視覺的作品：如Theo van Doseburg

定名的具體藝術（l’art concret）（但這點和「具體藝術」都沒有在展覽語言中出現）；

機動藝術（l’art cinétique）的佼佼者Jesús Rafael Soto運用「水涓紋」（Moiré）的作

品也在此主要扮演刺激觀者視覺反應、增加參與經驗、增加趣味性的作用，語音導

覽中建議觀者平視作品左右移動，將會發現作品中的方顫動起來，在這件作品前面，

也的確有許多參觀者左右走動。38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則選擇呈現極簡藝術（l’art minimal），如Dan Flavin和

Carl Andre的作品，旨在製造空間中可感覺到的有形維度。在此，幾何形狀在當代

藝術中運用已經融入展覽空間中，而將觀者置身於其內，目的在於提升感知經驗和

引發觀者思辨的過程。 

Ameline表示，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第一個展示帳篷內，放置的是現代藝

術作品（見圖4-3-2, 4-3-3）；第二個展示帳篷則多是屬於當代藝術作品，（見圖4-

3-4, 4-3-5）。讓參觀者從一開始被動的接收到整個身體得以融入的空間感，把幾何

圖形從視覺印象轉換成觀念性體悟的理解過程，給予民眾多元的參觀經驗。另一個

重點是要讓參觀者從視覺到身體的參觀經驗中隱約體會到：藝術，其實是可以相當

生活化的，從而建構出藝術文化共和的論述，也是「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最終目標

（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 

                                                 

37 參考自《圓與方》展覽摺頁，原文如下 « Contrairement au cercle, le carré (et son extension le rectangle) 

sont des éléments artificiels, inventés par l’homme, dont on ne trouve dans la nature presque aucune trace. » 

— dépliant de Cercles et Carrés,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38 參考自筆者田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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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策展人的訪談中可歸類出以下展品選件的標準：一、符合展覽主題的要求，

藝術品的創作元素需有「圓」或「方」為元素；二、符合館長Seban對「行動龐畢

度中心」的定位，選出著名藝術家（grands figures）的作品；三、作品本身也要具

一定藝術性價值（oeuvres majeurs）以反映龐畢度中心本館典藏和展品創作者的代

表風格；四、Ameline指出另一個重點，就是現代藝術（l’art moderne）和當代藝術

（l’art contemporain）的平均呈現，因為當代藝術是展現與當前社會的連結，為了

彰顯龐畢度中心對於目前藝術創作發展的投入，必然要納入可能相對陌生的當代

藝術家的作品。 

 

 

圖 4-3-2. 單元〈圓〉，「行動龐畢度中

心」第五階段城市 Le Havre 

資 料 來 源 ： photo: Cariat, Christian. 

(December 16, 2013). Pompidou débarque 

dans le quartier de Caucriauville au Havre.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

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

debarque-dans-le-quartier-de-

caucriauville-au-havre-

1123236#.U7zuyvmSwoc  

 

圖 4-3-3. 單元〈方〉，「行動龐畢度中

心」第五階段城市 Le Havre 

資料來源： photo: Cariat, Christian. 

(February 22, 2013).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

du-centre-pompidou-mobile-au-

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1123236/hemerotheque/pompidou-debarque-dans-le-quartier-de-caucriauville-au-havre-1123236#.U7zuyvmSw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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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展品

untitled (To Donna) 5a, 1971、144 Tin 

Square, 1975 與觀者 

資料來源： "Cercles et Carrés", deuxième 

accrochage du Pompidou Mobile, lancé à 

Libourne. (October 26, 2012). Le Point. 

Retrieved Nov 27, 2013 from 

http://www.lepoint.fr/culture/cercles-et-

carres-deuxieme-accrochage-du-

pompidou-mobile-lance-a-libourne-26-10-

2012-1521361_3.php 

 

圖 4-3-5.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展

品 Cabane éclatée n°6 : Les Damiers, 

1985 與觀者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5月18日；地點：Le Havre 

 

另外如同在上一節中提過關於展品保存的首要原則，綜合其他外在因素考量，

最主要的顧慮在於藝術品的安全性、以及能夠承載遠距離運送過程與否。Ameline

特別提到，臨時性的展示帳篷會隨著每一次的遷徙而逐漸損傷而減低內部的保護

程度，例如雨水和陽光帶來的傷害。為了避免常設展品損壞的風險，Ameline在選

件時排除材質脆弱的藝術品，像是攝影作品和紙類製作作品，而選擇較為堅固且易

於維修保存的作品，並且受限於建築的尺度，無法放置面積或體積較大的藝術品，

因此這類作品也被摒除在外（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 

由此可知，礙於臨時建築先決上的限制和根據兩期展覽展品的選件結果，龐畢

度中心的行動分館主要呈現現代藝術「經典」，本館所著名較為前衛的、具社會爭

議指涉的、和多媒體創作的當代藝術作品並沒有在裡面看到，「行動龐畢度中心」

選擇現代藝術名家的作品（主要仍以畫作為多數）做為巡迴展演主打、排除較為小

眾品味的典藏，推測有以下目的／效果：首先，展出作品的創者做為歷史典範象徵

http://www.lepoint.fr/culture/cercles-et-carres-deuxieme-accrochage-du-pompidou-mobile-lance-a-libourne-26-10-2012-1521361_3.php
http://www.lepoint.fr/culture/cercles-et-carres-deuxieme-accrochage-du-pompidou-mobile-lance-a-libourne-26-10-2012-1521361_3.php
http://www.lepoint.fr/culture/cercles-et-carres-deuxieme-accrochage-du-pompidou-mobile-lance-a-libourne-26-10-2012-1521361_3.php
http://www.lepoint.fr/culture/cercles-et-carres-deuxieme-accrochage-du-pompidou-mobile-lance-a-libourne-26-10-2012-1521361_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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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建立前來「朝聖」這種心態層面的滿足感需求，刺激民眾的好奇心和參觀慾

望；第二，在推廣文化公民權時更具有說服力，且附有更高的媒體價值，成為宣傳

時的重點；第三，透過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主題包裝展覽取代須累積文化資本較高

才能夠理解的學術性專有名詞，不但為作品注入活力和趣味性、降低現代與當藝術

與民眾的距離感，透過這些知名藝術家的藏品之突破性分享手法，同時讓龐畢度中

心博物館場域地位更為穩固；最後，這些在藝術教育系統中被視為基礎和正統的現

代藝術模範，成為此領域中文化與知識再製的啟發式功效。龐畢度中心和社會輿論

不斷重複的宣揚行動分館的論述，透過地方各級單位的迴響無形中也再度鞏固這

些作品與其創者的藝術價值，以及正名化其欲分享藝術典藏的動機。 

「行動龐畢度中心」並不只僅僅只是把藝術品運送出首都巴黎，做為文化資本

傳散的途徑，它需要透過展示設計，弭平藝術感知能力的水準要求，用鮮明的知識

主體象徵（顏色、形狀）取代了傳統的歷史演進脈絡或風格類屬，並集中物件（展

覽作品）表面的視覺性，以它的形式為主要串聯作品之軸心，組裝成一條強調感官

經驗的參觀路線。這種縮減社會文化背景的手段，把作品的重點放在人們立即可接

收並無解碼困難的「形狀」上，加以輔助展品解說內容，論述之內容也遵照同樣的

原則，或許可以給第一次接觸現代藝術的民眾，如兒童等，關於抽象藝術的基本概

念、開啟新知。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是「行動龐畢度中心」最理想的狀況，實

際上參觀者的經驗還需透過檢驗觀眾感想和意見，才能獲得進一步確認。目前筆者

的推論是，「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主要目標在於地方民眾的現代藝術教育和「啟蒙」，

令觀眾獲得接觸原典與解碼的樂趣之滿足感大於解碼能力的增益。用如此簡化的

方式，以及更加開放和鼓勵的態度，是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文化資本分配不均

的問題，抑或是一種更細緻的思想與知識操作，讓龐畢度中心既定的場域地位更加

屹立不搖以及賦予展出藝術家們更穩固的價值認可？以下將持續探討「行動龐畢

度中心」的展覽論述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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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與方》展覽的論述建構——從形式對立到空間感的具像化 

為重現《圓與方》展覽的整體空間文本來檢視其展覽論述，筆者將結合以觀察

者身分涉入參與展覽詮釋行為的第一手資料，並配合觀眾訪談的意見，探討《圓與

方》展覽詩學與採取簡易主題的敘事效果。 

如同第一期展覽的配置（見圖 4-3-6），展覽接待帳篷外觀、內裡和設備的配

色仍是以深橘色、紅色、黑色為主，材質和色彩的配置，營造出溫暖、較可親的效

果，也是團體導覽集合的地點（見圖 4-3-7、圖 4-3-8），且是三個帳篷中唯一採光

使用自然光結合日光燈的設計，做為一個博物館的迎賓大廳，透明窗帶在視覺上製

造出穿透感與交流互動的活動空間（見圖 4-3-9、圖 4-3-10）。參觀者在此被迫觀

看關於龐畢度中心本館的相關訊息，從紙本摺頁、播放龐畢度中心近期展覽宣傳影

片、以及寫著龐畢度中心標語的告示等等，揭示本館與行動分館的連結性，同時有

推廣龐畢度中心的宣傳作用。此外，接待帳篷中也放置巡迴城市自身發起呼應「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活動宣傳文宣。39 希望參觀民眾也能重新注意並回流到自

己城市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更重要的是，這點顯示了「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地方

的構聯合作關係（這部分將在第五章探討）。 

基於「行動龐畢度中心」臨時建築上對於展品安全性的先決條件，《圓與方》

的展覽配置與《色彩》相似，第一展示帳篷以單元〈圓〉與單元〈方〉分隔為兩條

走道，用以展示現代藝術中較為經典的作品為主，包含平面的油畫和置放在鳶型帳

篷鈍角處點綴的雕塑，共有 11 至 12 件作品；第二展示帳篷則切割為兩個隔間，讓

擺放其中的當代藝術的作品占據整個空間，單元即〈空間中的形狀〉，共有 4 至 5

件作品。筆者觀察到與《色彩》展覽不同的是，《圓與方》在單元主題的設定上並

未像《色彩》蘊含由簡入繁的次序予人發掘色彩於二十世紀初的發展進程，語音導

                                                 

39 筆者前往的Le Havre和Aubagne，分別放置相關藝術活動摺頁Voyage en art contemporain – Cercles 

et Carrés（活動列表請參照第五章的表 5-2-1, pp. 173-174）和「馬賽—普羅旺斯，2013 歐洲文化之

都」於 Aubagne 設置的畢卡索陶器特展摺頁 Picasso céramiste（2013/4/27 - 201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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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的順序也沒有遵照展品排列的動線（1 號作品要走到第一展示帳篷的最底處，靠

近連接第二展示帳篷的通道）。筆者揣測，由於幾何圖形的個體鮮明，以「圓」和

「方」二元並置，將重點放在展品在視覺上即可觀察到的區別，毋須侷限於階段性，

反而是在個別獨立的分類中表現藝術家們對幾何圖形的應用和想像。 

 

圖 4-3-6.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第六階段城市 Aubagne 的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圖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博物館內部緊急疏散配置，修改自筆者自攝

圖檔，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地點 Aubagne，法國。 

 

圖 4-3-7. 「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帳

篷，集合於此的兒童導覽參加者。 

註：圖片中「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的

地點為第二站巡迴城市 Cambrai。圖中

左方圓筒列為免費密碼型置物櫃。 

資料來源：Fava, Bruno (2012/2/18).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 à 

Cambrai. La Voix du Nord. Retrieved 6 

Nov  2013 from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

temId=220712 

第二展間 

第一展間 

接待帳篷 

單元〈圓〉 

單元〈方〉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12
http://photos.lavoix.com/main.php?g2_itemId=2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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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帳

篷，集合於此的兒童導覽參加者，地點

為第五站巡迴城市 Le Havre。 

資料來源：  photo: Cariat, Christian. 

(February 22, 2013).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

du-centre-pompidou-mobile-au-

havre?idx=8#top-diapo  

 

圖 4-3-9. 「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帳篷。

地點：第五站巡迴城市 Le Havre。 

資 料 來 源 ： photo: Cariat, Christian. 

(February 22, 2013).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

centre-pompidou-mobile-au-

havre?idx=8#top-diapo 
 

 

圖 4-3-10. 「行動龐畢度中心」接待帳

篷，內有許多本館的資訊和符號。地

點：第五站巡迴城市 Le Havre。 

資料來源： photo: Cariat, Christian. 

(February 22, 2013).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

du-centre-pompidou-mobile-au-

havre?idx=8#top-diapo 

 

「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主題簡化現代藝術的設定，希望顛覆民眾對於現代藝

術複雜、抽象等難以理解的印象，但其在展示技術上呈現文化資產的方式並沒有破

壞美術館的白盒子（white cube）（O’doherty, 1999）的正統模式，甚至連挑選出的

作品亦多屬於所謂「經典」現代藝術代表。筆者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內部空

間設置和展覽技術層次維持博物館或畫廊的形象，有助於令巡迴當地較少有文化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iaporama/inauguration-du-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idx=8#top-di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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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慣習的目標觀眾有實際參觀博物館的文化實踐經驗，也因而沒有在展示手法

有較為實驗性的嘗試，而這亦是因為其展覽政治的考量，必須為巡迴當地呈現龐畢

度中心典藏以強化文化資源共享的形象。故原本即存在持有不同量文化資本階層

的秀異之品味，也將進入「行動龐畢度中心」所建構的藝術世界，造成有所差距的

理解程度。 

然而，對照 Urry 對後現代文化形式的定義：「後現代文化打動觀眾的方式不

靠審美材料的形式特質，而是靠挑動個人感官刺激所帶來的立即震撼」（Urry, 2007b: 

139），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策展理念不謀而合：《色彩》和《圓與方》都展

示現代藝術宗師的作品，卻訴諸於後現代精神的方式，為求消除文化客體與觀展者

的距離，刻意地對觀者的文化消費品味進行「去差異化」。策展人 Ameline 說明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策展概念在於建立「連結視覺經驗、趣味的解釋，而非講述藝術理

論」40（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故展覽中的詮釋原則也以這個方向

設計，如導覽人員 Marie Lefebvre 表示她主要強調作品的視覺效果和內容中對流動

跟空間的概念（筆者電子郵件訪談，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 

在展覽摺頁以及語音導覽中對《圓與方》展覽的介紹率先建構「行動龐畢度中

心」所展出的作品的時代性與重要性，並解釋幾何抽象和日常生活的關聯性，講述

圓形與方形在現代藝術創作的無限可能和新意，41 藉由調整展覽文本和觀者之間

的關係來減弱部分民眾對抽象作品的恐懼和困惑，賦予民眾觀看和理解抽象幾何

藝術品的權力，達到知識傳遞層次平等的表徵條件，使展覽能被更多不同階層的人

接受。 

故《圓與方》的展覽建構的論述主要在於令當地民眾在獲得與真品接觸的體驗

                                                 

40 原文如下 « …Lié à l’explication du d’expérience visuelle, intéressante, pas théorie de l’art. » 
41 參考自 Le Havre 展期《圓與方》展覽摺頁，取得時間 2013 年 2 月 24 日：「如此一來我們便能驗

證，圓形和方形這樣基礎且普遍的形狀有可能創造出變化無窮極限的藝術作品、以及探索出富含新

意的藝術表現途徑。」原文如下 « Ainsi pouvons-nous constater qu’à partir de formes aussi élémentaires 

et universelles que le cercle et le carré, il est possible d’inventer une infinité d’œuvres différentes, d’explorer 

des voies artistiques inédites. »  

—dépliant de Cercles et Carrés,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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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時理解到這些藝術品其實有者即為平易近人的靈感來源：展覽摺頁和個人語

音導覽講述抽象藝術起源於二十世紀初，藝術家們從「現實事物」中汲取靈感，例

如音樂、科學、生活環境等等，並點出幾何抽象畫派發跡於接下來觀者將會見到的

作品的創作者，帶出藝術與日常生活的關聯，安撫參觀者抽象幾何並非天馬行空的

創意揮灑而難以解讀。《圓與方》在參觀起始之時提供些許暗示，並攫取觀者的既

有認知做為連結，進而將展覽語言層次建構在圍繞主題且營造出不同層次的文化

體驗，策展人 Ameline 如此表示： 

一開始是純然視覺圖像形式的，第一展示帳篷內多為這種平面

作品的呈現；再來引導觀者從杜象的現成物作品 Roue de 

bicyclette, 1913 – 1964. 發現形狀不一定只存在於幾何概念，而

是充斥在日常物件之中；最後，觀者將融入由作品延展出的空間

領域中，了解到其實形狀在生活中無所不在，如同布罕（Daniel 

Buren）的 Cabane éclatée n° 6 : Les Damiers。42 （J. P. Ameline，

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 

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對於現代藝術較不熟悉的觀者對抽象幾何的認知從中

開始形成，亦因而限定在這種程度的理解範圍，而具一定文化資本涵養的民眾則能

從對作品的觀看中自行取得更深層廣泛的意義。 

以下進入展覽的空間文本和論述建構的細節：進入第一展示帳篷率先印入眼

簾的作品是置於觀者左方走道、屬於單元〈圓〉中 Marcel Duchamp 著名的現成物，

比起平面的畫作，立體的物件更能立刻攫住參觀者的目光，加上「『行動龐畢度中

心』展出杜象的作品」也經由新聞報導和網路媒體一再重複，吸引民眾由此件作品

展開參觀，即使展覽的參觀動線沒有明顯的劃分，大多數觀者仍遵從語音導覽中的

順序而下意識地從單元〈圓〉開始進行參觀。43 

                                                 

42 原文如下 « …L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u regard, de l'art abstraction initiation de l'art abstraction. La 

deuxième expérience, c'est une initiation de l'art abstraction qui ne concerne pas forcément abstraction 

figure géométrique... comme Duchamp. Troisième, un l'univers on peut complètement baigner, insérer dans 

la vie quotidienne...comme Buren. » 
43 根據筆者田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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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色彩》展覽，「行動龐畢度中心」內在第一展示帳篷中僅有針對單元主

題的解說牌，設置在單元開頭處，在《圓與方》中因為空間設計而將〈圓〉的解說

牌放在展示帳篷最底部、依語音導覽順序的第一件作品 Kupka 的《牛頓圓盤》

（Disques de Newton, 1911-1912）旁，內容與展覽摺頁中的介紹一致，分別簡述「圓」

對於這六個藝術家的啟發或意義，對於接下來作品的解讀有相當直接的提示，並從

中了解到藝術家們各自相異的觀念和聯想，44 作品之間的關聯也因此僅僅框限在

形式上，強調幾何圖形各式各樣在現代藝術中的廣泛應用。 

筆者從語音導覽的介紹順序中觀察到，即使每件作品可做為各自獨立的創作

派別來欣賞、共通點僅在於內容中使用「圓」，單元內展品的空間排序還是按照作

品的年份，也就是從 Kupka 開始介紹，雖不特別強調抽象幾何的歷史發展，卻仍

遵守藝術史教育正統的進程（見圖 4-3-11、圖 4-3-12、圖 4-3-13、圖 4-3-14）。以

Kupka 的作品解說文本舉例： 

如同所有抽象畫的先驅，他〔Kupka〕理論化自己的藝術、正當

化自己的選擇。最終，他深入於精神性的孕育中，將形狀視為全

面的象徵，舉例來說，圓對他代表生命、流動和永恆。45 

 除了以上在摺頁中的介紹，語音導覽對 Kupka 的解說包括藝術家本身的理念：

「藝術應當化可見之物為不可見」，引導觀者從作品表面上將牛頓的光學理論融入

創作中，在視覺上表現了光譜這種理性的科學概念，再提示參觀者作品內容的另一

種解釋：看上去像是太陽和天空、一個對無限的宇宙的思考意涵。46 從這個作品

                                                 

44 參考《圓與方》展覽摺頁，原文如下  « Pour Vassily Kandinsky et František Kupka, le cercle est un 

élément cosmique, spirituel, en élévation, en mouvement. Mais Kupka s’inspire aussi de la science (le 

disque du physicien Isaac Newton) et de la musique (les fugues de Jean-Sébastien Bach). Marcel Duchamp 

et Fernand Léger, eux, cherchent à répondre au monde nouveau, celui qui voit au début du 20e siècle se 

développer l’industrie, les grandes villes, la vitesse et le cinéma. Victor Vasarely joue des multiples rapports 

entre le cercle et le carré. Auguste Herbin cherche à construire un alphabet universel de formes et de 

couleurs. » 

— dépliant de Cercles et Carrés,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45 原文如下 « Comme tous les premiers peintres abstraits, il théorise son art et justifie ses choix. Enfin, 

profondément nourri de spiritualité, il envisage les formes comme des symboles universels. Le cercle, par 

exemple, évoque pour lui la vie, le mouvement vital et perpétuel. » 

—dépliant de Cercles et Carrés,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46 根據筆者田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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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和詮釋的例子中推演的訊息，為依據作品的視覺表象簡化成為較為易解釋的

文化符碼。 

從圖 4-2-14 可一目了然地看到單元〈圓〉中的作品，作品間彼此串聯的元素

乍看合理，但包羅萬象的作品個性和跨越創作時代、風格的並置，使這樣的詮釋成

為跳躍式的、斷裂零碎的進程，從作品解說方式的切入命題明顯地了解到重點在於

使觀者實質上身體接觸、參與解碼的過程和樂趣。舉例來說，Auguste Herbin 的

Vendredi 1, 1951，藉由揭露藝術家將字母轉譯為色彩的密碼規則，使觀者能夠立即

獲得解碼的樂趣，如受訪者 H12、H13 在訪談中與筆者分享，認為「行動龐畢度中

心」的解釋使的作品能夠容易被看懂： 

我們喜歡具體的說法．．．完全能夠理解．．．當它在解釋時我

們就懂了．．．我們事實上需要解釋，沒有解釋的話，它（作

品）無法表達甚麼。（受訪者H12、H13）47 

 受訪者 H4 則表示，語音導覽是不可或缺的（obligatoire）、H5、H8、H9、H11、

H16、H17、H18、H19 也都認為導覽內容很容易吸收，並且有實際幫助他們理解作

品。由此可見，《圓與方》的詮釋去除藝術理論知識性的方式，使觀者從鑑賞過程

中獲得意義，對於某些觀者來說是新奇有趣的經驗。 

 

圖 4-3-11. 單元〈圓〉的主要作品 

註：語音導覽順序由左自右，到

第四個作品的介紹時跳至講解杜

象的作品，再回到油畫作品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 

 

                                                 

47 原文如下 «…On préfère les commentaires concrèts…compréhensible tout à fait…quand il expliquait, 

on arrive à comprendre…On a besoin en fait de l’explication. Sans des explications, ça ne présente pas 

franch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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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者 

註：民眾先聚集在單元解說牌前，才開始觀看

作品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Aubagne 檔期。 

 

圖 4-2-12. 杜象的〈腳踏車輪〉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Aubagne 檔

期。 

 
圖 4-2-14. 單元〈圓〉全景 

資料來源：“Centre Pompidou mobile”. Frequence-sud.FR. Retrieved Nov. 10, 2013 

from http://www.frequence-sud.fr/art-15942-centre_pompidou_mobile_aubagne.html 

 

來到第二展間，主題為〈空間中的形狀〉以當代藝術作品為主，讓民眾進入藝

術家的作品特性營繞以及在策展理念所建構出的空間中（見圖4-3-15、圖4-3-16），

例如，人們可在Buren的Cabane éclatée n∘6，不再只有單純視覺上的感應而是整個

身體置身在藝術品當中的體驗（圖4-3-17），使觀者從與現代藝術的親密接觸過程

http://www.frequence-sud.fr/art-15942-centre_pompidou_mobile_aubag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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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到知識層次的記憶。這個分類子題的主要目的在於連結人們與藝術接觸的經

驗至生活當中。這裡引用策展人Ameline的說明其於Aubagne展期時選出自FRAC借

出Philippe Ramette的作品（圖4-3-18）的用意，來說明這種連結的效果： 

在Aubagne，我們向FRAC借出這件叫做「觀看自己的觀看的物件」

（Objet à se Voir Regarder）。它是一個用銅和金屬做成的圓形，

上面有一個圓形的鏡子，它是圓形而且是一個我們可以使用的圓。

我覺得這個當代藝術作品很有意思，因為我們不一定能想到，圓

和方在生活中無所不在，但在《圓與方》展覽中我們想呈現，如

同圓形，是一個日常中常見的元素。48（J. P. Ameline，筆者個人

訪談，2013年6月12日） 

 本次展覽使用簡單的通用形體基準做為起始，觀者從單向的視覺觀察接收的體

驗到整個身體得以嵌入的立體空間感受，將幾何圖形從視覺印象轉換成觀念性體

悟的理解過程建立與觀者與作品的關係，在短暫的路徑中創造豐富的個人經驗，而

非著重在知識的傳遞。以作品內容的形態為主要串聯作品之軸心，組裝成一條強調

感官經驗的參觀路線，用簡易的語言詮釋，側重講解每件作品的內容元素居間引導

觀者的凝視，不時提及藝術家的在本件展品的靈感來源，同時引用藝術家本人的句

子輔助觀者領略並從中獲得解碼的樂趣，也因為每件作品都擁有個體差異，藝術史

背景和藝術類型多元，只能專注陳述每件展品各自闡述的思想如何用形狀表現。 

                                                 

48 原文如下 « À  Aubagne, on emprunte ça, qui s’appelle Objet à se voir regarder. C’est une sorte de 

cercle en cuivre qui a une sorte d’élément complémentaire en métal qui porte un mirroir. Mais le mirroir 

est aussi circulaire. Donc c’est toujours un cercle mais c’est un cercle qu’on peut utiliser…Ç a me semblait 

intéressant comme une petite œuvre contemporaine, parce qu’on n’imagine pas forcément que dans Cercles 

et Carré, il y a ce genre de rendre montrer que le cercle est quelque chose qui est tellement quotidien… le 

cercle est partout, le carré est partout en fa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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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2 月 24 日，Le Havre 檔期。 

圖 4-3-16.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2 月 24 日，Le Havre 檔期。 

 
圖 4-3-17.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Daniel 

Buen 的作品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29 日，Aubag ne 檔期。 

 

圖 4-3-18. 單元〈空間中的形狀〉，

Philippe Ramette 的作品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6 月 29 日，Aubagne 檔期。 

 

另外，關於《圓與方》的詮釋媒介，「行動龐畢度中心」為迎合不同類型的觀

眾需求，除了上文談到展覽中設置的單元解說牌、展覽摺頁和個人語音導覽等等詮

釋媒介之外，還編輯了教學文件（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49 

上傳於龐畢度中心官方網站和接待城市的旅遊網站，提供民眾免費下載；此外，也

設計出其它多種因應不同年齡層和教育程度的導覽活動，並保留固定時段給各類

                                                 

49 兩期展覽的教學文件（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提供多元的資料給想要更進

一步了解的民眾，在每件展品和藝術家的介紹內容含較多專有名詞和創作背景，並於其後附上參考

文獻和補充文獻的書目、網路資源連結，還特別列出給年輕觀眾的參考書分類。此外，附錄上整理

展出藝術家對於展覽主題相關的討論引用文字，以及各類型導覽活動的設計構想、具體訴求和活動

文案等等細緻的延伸教材。參考自兩期展覽教學文件 Morisset, 2011: 3-20；Morisset, 2013a: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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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團體預約導覽活動。鑒於篇幅的限制，本文無法詳加探討詮釋媒介和教育活動的

細部內容，可以確定的是，教育文件擁有學術意味較濃厚的藝術知識，雖然可以從

簡易的展覽主題延伸而來，但是顯然不可能所有的參觀民眾都有意願繼續發掘、研

究，更深入的學問仍然掌握在已經占據文化資本優勢的階級，成為文化再製的重現，

對於藝術知識不同層次的需求也呈現了品味的階級劃分。 

此外，「行動龐畢度中心」為其藝術教育活動規劃了兩種引導類型的團體導覽：

負責兒童和親子群眾參觀的一般導覽員（médiateur）使用教具輔助，主題為〈凝望〉

（Faire pour mieux voir），偏向教育活動；負責成人和青年參觀群眾的劇場式導覽

員（comédien）則帶領互動導覽（la visite guidée animée），使用不同的媒介製造劇

場效果般的參觀節奏。目標在於激活民眾接觸藝術品原作的經驗感受、並讓觀者願

意將專注力和時間放在凝神細看作品的實踐。為了使觀者的整體參觀經驗仍然維

持此行動分館富含趣味的印象，導覽員必須盡量使解說過程維持生動活潑的氣氛

（T. Skorokhodova, 筆者電子郵件訪談，2013 年 6 月 8 日至 11 日）。因此，活動

內容主要是情境式學習的模式來加強記憶深度，包含導覽員與觀眾的互動、播放聲

響和音樂營造活潑氛圍、發問以引導民眾思辨、並時而將發言權交給觀眾進行討論

與交流（Le Centre Pompidou : 2013b）。 

如同第一期的《色彩》展覽，《圓與方》的主題式安排在於強化民眾的視覺性

感知的凝視的建構（Le Centre Pompidou, 2011）。更進一步而言，「行動龐畢度中

心」嘗試將觀者對於藝術欣賞的解碼活動回歸於認識作品各自在形式上的表述，展

覽核心在於喚起觀者的「臨近感知」（l’approche sensible），龐畢度中心地方區域

發展處長（Chargée de mission pour l’action territoiale）Nathalie Vaguer-Verdier 認為

這種方式能夠比「專業學問」（les connaissances savantes）更具感召力（筆者個人

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反言之，這種將作品深度淺薄化的設定，事實上是把

在行動分館內進文化實踐的民眾的藝術感知（perception）層次降低至相當表面的

程度，求的是一種偏重寓教於樂性質的思維。官方說法是為了避免觀者在理解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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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在基本的詮釋媒介（解說牌、個人語音導覽）中避免講道式的長篇大論和艱

澀的專門詞彙，也非帶領民眾回顧作品的藝術史背景，而是令觀者有足夠的時間去

觀看每一件展品，並與其觀看的物件從中建立的直接關係去會意關鍵知識（筆者個

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也就是說，這兩場展覽試圖將話語權集中在作品本

身與觀者個人參觀經驗中產生的互動連結，進而使對於現代與當代藝術較無基礎

概念的民眾也能參與符號解碼的歷程，但這種做法卻可能會令民眾喪失捕捉原作

中隱含訊息的複雜度和細膩度。 

套用 Bourdieu 的理論檢視以上論點，「行動龐畢度中心」齊聚其本館自二十

世紀以降的宗師作品，除了行使一個客觀化文化資本（objective cultural capital）的

載體運輸文化貨物（cultural good）到邊陲城鎮、使它們暫時性地獲得這些物質的

文化資產的功能以外，透過主題式展覽再現的這些文化貨物，在策展人的編排中生

產出有別於它們被展示在龐畢務中心本館的意義，而這些意義被參觀者吸收之後

也將成為他們的被歸併化的文化資本，然而問題是「行動龐畢度中心」所提供的文

化資本在於使用抽離社會背景脈絡的斷裂性詮釋銜接整個展覽論述，以「色彩」和

「形狀」如此通俗的標準做為接合似乎流於表面形式，對於某些擁有相當美學教養

底蘊以及有參觀博物館慣習的觀者而言，這樣的解釋方式是做為初學入門的程度，

如受訪者 H18、H19、A10、A13、A14，受訪者 A6、A7、A13、A14 為來自馬賽

且有博物館和藝術消費實踐的觀者，雖然認為《圓與方》展覽太小而意猶未盡，但

是贊同「行動龐畢度中心」將文化資產帶到城鎮的文化資本傳散作法。 

 

綜合對以上的觀察，「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核心：與原作的「臨近感知」

（l’approche sensible），也就是側重體驗性的符碼解讀，建構淺顯易懂的切入觀點，

在展覽論述中形塑觀者的藝術鑑賞實踐層面，僅止於表面繽紛歡慶般的興味面向，

藝術家在作品中所要闡述或指控的議題無法在此兩場展覽中被完全顯現，也並非

行動分館的重點。而藝術和文化消費品味的階級意識和劃分，無法僅透過一次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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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就能夠突破的隔閡，如當筆者問到關於展覽有無幫助理解現代藝術時，受訪者

H3 認為，用「探索」（une découverte）取代「理解」（la compréhension）來形容

其對《圓與方》的觀展經驗更為洽當。故「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傳散策略的核

心重點是，期望改變原本沒有太多博物館經驗民眾看待藝術的印象轉換，植入未來

可能對現代和當代藝術產生興趣的培養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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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巡迴城市的共構關係 

 

上一章由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兩場展覽的展示設計和展覽論述文本，為針

對龐畢度中心文化傳散的正當化策略和知識生產的細部討論，檢視這個博物館實

踐的展覽政治。除了在上一章關於展覽內部的議題外，本章旨在處理「行動龐畢度

中心」文化資本傳散的移動策略與影響層面，本著 John Urry 流動性的理論概念，

主要使用「國際流動展」（ITE）的特性（Lai, 2004）為觀察指標，引入文化資本的

討論，來看行動博物館與巡迴城市的交疊和合作，產生的效應和特殊性。 

「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中央機關的代表與地方接觸的策略和媒介，此行動分

館在地方的介入和揮發也是其「文化民主化」的目標之一，從筆者在第三個巡迴城

市 Boulogne-sur-Mer 的觀察中便發現，中央與地方的文化接觸產生多種值得探討

的面向：比較外顯的就是當地為迴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進駐而在城市地景上和

藝文展演的相關性上有所構聯，利用它來進行地方文化機構的整治。從這個案例得

以理解，其臨時建築的物質性和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挾帶的諸多符號（例如展覽主

題、展出藝術家及典藏、龐畢度中心本身的象徵與文化資本），結合接待城市自身

的文化背景、傳統和文化政策上的考量進而生成各蘊含當地特色的節慶感和各種

活動的串聯，甚至成為當地的暫時性景點，形成 ITE 討論大型展覽引發觀光現象

的調性。同時，龐畢度中心做為國家博物館，其行動分館所挾帶的象徵資本也難以

避免在某種程度上於地方形成象徵暴力，對比出地方文化資本的不足和位階上的

落差，從流動性的層次上來說，本章也將關注當龐畢度中心的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

注入社區時，城鄉重組何種新的關係。 

另外，「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處接待城市的空間和本身行動展示的帳篷空間分

別構成「流動」的催生要素（本身也屬於流動的物件），也隨著在各接待城市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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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位置和當地的文化差異，使每個展期的「行動龐畢度中心」呈現不同的樣貌和成

果，衍生多元的藝術教育內容和文化活動，界定其與每個巡迴城市的空間共構網絡。

地方為因應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進駐的創發是否可視為此博物館實踐文化傳散的

延伸，本章即欲審視地方在何種層面自行重新檢驗甚至建構本身的文化資本。 

本章將於第一節檢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策略，包含巡迴城市選擇的正

當化策略、行動展示以及臨時建築，也討論物件（objet）做為移動的主體蘊含的政

治性，鋪陳接下來以 ITE 特性檢視的基礎認知要素；接著，以筆者前往田野調查的

勒阿弗爾（Le Havre）和歐巴涅（Aubagne）為案例，分別在第二節與第三節中探

討這兩個處於截然不同的城市背景和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定位，行動博物館與

當地的碰撞而各自形成的地域圖像和共構現象的層次。 

 

第一節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移動策略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澄清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傳散政策的移動策略為何，也為

第二節和第三節的接待城市觀察例證中提供支撐和架構，分為以下三個部分探討

之：首先，簡述「行動龐畢度中心」使用臨時建築這個突破傳統行動博物館模式（以

改裝卡車為移動載體與展示空間）的行動分館所具備的特殊性和影響層面；再者，

藉由與龐畢度中心官方人員的訪談和文獻資料，找出選擇巡迴城市的策略，而這個

策略必須用以正當化文化民主化和去中央化的政治修辭，找出龐畢度中心與巡迴

城市地方的策略聯盟；第三，用ITE的特點為檢視範疇，討論「行動龐畢度中心」

所牽涉的實踐層面，探討其在巡迴期間與接待城市交織出具有展演性的景況，做為

本研究最後剖析在這樣的文化資本移動過程達到傳散的效果在何種層次，以反思

其內部展覽牽涉的文化民主化和文化治理的相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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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展示貨櫃車到臨時建築：物質與象徵 

 在本研究中，「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臨時建築在這個文化資本傳散策略的行動

中重要的環節。它除了是流動的主體，也擔任乘載文化貨物的硬體，而如同它的傳

統形式，在文獻回顧中已然點出，臨時建築本質上挾有訊息傳播的特性和能力，除

了建築的功能之外，還能夠做為一種宣示的工具和媒介（Chabrowe, 1974）。其建築

文本也具有多重的符號性意義，第四章的第一節中也討論這一點，而這些符號意義

是經由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計畫籌備以及兩年來的巡迴展演過程逐步建構起來形

成的論述。本小節旨在揭露其臨時建築的特殊性為何，由於它也在自身推廣和媒體

報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著重於其形式和材質打造的趣味外觀、行動展示技術的

突破、以及擔任本館執行文化民主化的意象；同時，它也是與 ITE 形式上最不同的

地方，故值得深入探討。 

「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策展人 Jean-Paul Ameline 在訪談一開始提到，在法

國，龐畢度中心並非唯一啟用行動展示手法的博物館（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移動博物館」1（Musée Mobile, MuMo）同樣於 2011 年成立，同樣抱持

著將藝術帶到地理較偏遠的地區、縮短物質空間的隔閡（見圖 5-1-1）。行動展示的

主要功能在於接觸與開發新的觀眾，「游牧的結構」（les structures nomades）自 1947

年由美國發明的「博物巴士」（muséobus）以來並不是新的思維（Le Centre Pompidou, 

2013b: 16-18）。龐畢度中心發想且延續於這些前者的脈絡，將行動博物館以臨時建

                                                 

1 MuMo 為美國建築師 Adam Kalkin 所設計，發想人為 Ingrid Brochard，主要客群針對兒童（6-12

歲），展示內容為專門為貨櫃空間而創作的當代藝術作品，參與藝術家有 Daniel Buren（其作品也有

出現在「行動龐畢度中心」）、Paul McCarthy、Ghada Amer、Maurizio Cattelan、Claude Lévêque、

Florence Doléac、James Turrell、Nari Ward…等，除了法國國內以外，也前往歐洲其他國家（比利時、

義大利）和非洲國家（貝南、喀麥隆、象牙海岸）（Le Centre Pompidou, 2013b : 50-51）。MuMo 於

2011 年度的法國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Foire Internationale d’Art Contemporain, FIAC）揭開序幕，

地點為巴黎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2011/10/13-10/19）和杜勒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

（2011/10/20-10/23），之後轉往國外展出至 2012 年 6 月（參考自法國文化廣播電台 france culture 

http://www.franceculture.fr/evenement-le-musee-mobil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franceculture.fr/evenement-le-musee-mob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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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取代車體而又堅持非如國際流動展（ITE）借用當地既有的空間，它創造新的空

間形式，轉換行動博物館最初的樣貌但承繼其教育和文化傳遞的精神，更顯著的是

與法國文化政策文化民主化的脈絡結合，並技巧性地具現化龐畢度中心本館建築

企圖呈現「可變動的」、「希望成為大眾喜愛的場所」（revendiquait un lieu populaire）

2 等等設計概念，使用同樣的語彙和設計構想推陳出新、透過不同的解決方法製作

卻仍然可以直接辨識。如此一來，「行動龐畢度中心」便能創造出自身的論述權（如

馬戲團、流動市集的節慶表象），取得無可替代的象徵地位，再度向國人和場域競

爭者彰顯龐畢度中心的能力、技術和使命。 

 
圖 5-1-1. 「移動博物館」（Musée Mobile, MuMo） 

註：位在貨櫃上方的作品為〈紅兔子〉（Red Rabbit），創作者為 Paul McCarthy。 

資料來源：圖片擷取自新聞 Trelcat, S. (2011 Oct. 19). L’art prend la route. Les 

Inrockuptibles. Retrieved February 23, 2013 http://www.musee-

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19@LES_INROCKUPTIBLES.pdf  

 

 從上一章的討論中，可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建築文本在視覺上具有呼應

巴黎本館的歷史，且與兩期展覽主題在策展上的理念軸心產生共鳴，從而使「行動

龐畢度中心」的論述有更加深遠的歷史語境和邏輯。此外，憑藉相當具有現代感且

辨識度高的外型，建構出自身主體的鮮明形象，塑造出其特有的角色功能和意象：

                                                 

2 在巴黎周報 Les Inrockuptibles 的報導中，比較 MuMo 和「行動龐畢度中心」時，提到「其忠實遵

循本館的精神」« L’esprit reste fidèle à la maison mère qui dès 1977 "revendiquait un lieu populaire". »

（Trelcat, 2011） 

http://www.musee-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19@LES_INROCKUPTIBLES.pdf
http://www.musee-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19@LES_INROCKUPTIB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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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降低藝術和博物館與一般民眾之間的藩籬、以趣味號召文化實踐參與、並帶來馬

戲團般譁眾取寵的節慶氛圍等等。在每檔巡迴時間的堆疊，「行動龐畢度中心」的

建築造型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活動招牌，展示國家級博物館執行地方藝術教育的

投入程度，在巡迴當地展覽文宣的設計也是簡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鳶形結構作

為推廣的主視覺（見圖 5-1-2 至圖 5-1-4），3 整體營造出獨特且鑑別程度顯著的特

展。因此這也能夠視為一個流動性的變化，從物質層面出發，建築本身即具有移動

性質，其承載與醞釀的訊息也一併隨著新聞媒體流轉，化為眾多實體的影像、圖片、

文本，甚至，這些資訊被放置在交通載具上，成為宣傳的利器，其能動性和影響力

也隨之激升（見圖 5-1-3）。 

  

圖 5-1-2.「行動龐畢度中心」Le Havre 檔

期文宣 

註：此文宣也刊登在地方小報 LH & 

vous （2013 年二月至四月）。 

資料來源：Le Havre 官方旅遊網站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

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

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取

得時間 2013 年 1 月 7 日。 

圖 5-1-3.「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檔

期廣告 

註：Aubagne 地方巴士，攝於 Aubagne

火車站前。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8 月 20 日。 

                                                 

3 如圖 5-1-2 至圖 5-1-4 所示，每個巡迴檔次的展覽主視覺為不同的配色的相似設計，製造屬於不

同城市的「行動龐畢度中心」logo。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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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臨時建築的物質性、形構出的公眾性論述所附加的訊息，使「行動龐畢度中

心」不可避免地成為媒體焦點，不斷累積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行動博物館」和「文

化民主化實踐者」的集體凝視（相關新聞媒體可參閱附錄四），這種凝視指的是觀

光客前往因媒體廣為傳播而成名的地點，體驗場景在媒體中重現的樣貌和要素。除

了民眾對龐畢度中心本館的印象，加上一再以馬戲團形象在地方登場的行動分館

之相關報導和正面態度，助長「行動龐畢度中心」在當地的時空象徵附屬在參觀者

的預設想像和觀展的經驗。 

另外，「行動龐畢度中心」於城市中的座落空間，因為帳篷的適地性，得以更

貼近民眾的生活範圍，其特殊的建築材質和意象的投射，在搭建時也給予民眾一種

「特殊的事件即將發生」（見圖 5-1-5）這種新奇觀感的效果，同時也如同一種宣告，

為展覽的到來揭開序幕；對於流動性的體現，帳篷有游牧流浪但又會確實停留一段

時間的、紮根的特性，也就是說，在正式開展之前，它的臨時建築就早已開始在當

地醞釀感染力。 

 
圖 5-1-4. 「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檔

期海報文宣 

註：攝於馬賽火車站（Gare Saint-Charles）

月台，海報左上角的黑色圖案為 2013 年

歐洲文化之都的標誌。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 2013 年

7 月 5 日。 

 

圖 5-1-5. 「行動龐畢度中心」Libourne 檔

期搭建過程 

註：攝影 Stéphane Klein 

資料來源：圖片擷取自 Sud Ouest 網路新

聞  “Montag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2012 Sep. 26 ） Sud Ouest. 

Retrieved March 11, 2013 

http://www.sudouest.fr/2012/09/26/monta

ge-du-centre-pompidou-mobile-831707-

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9/26/montage-du-centre-pompidou-mobile-831707-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9/26/montage-du-centre-pompidou-mobile-831707-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9/26/montage-du-centre-pompidou-mobile-831707-296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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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展覽空間來說，它企圖降低民眾與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文化距離，

以這樣的出發點，它建構出的空間也連帶影響觀者的體驗。「行動龐畢度中心」的

內部仍然使用「白盒子」的配置，但在臨時建築的空間中，民眾的觀展經驗與他們

在一般現代美術館參觀的經驗比較起來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取決於這個帳

篷空間的容量限制。受訪者 H3 便表示：「通常博物館有非常多展品，時常讓我覺

得很疲累，而這邊我想只有 16 件作品．．．使觀展寧靜祥和，且比較沒有壓力。」

4；受訪者 H4 則認為行動博物館的展覽地點和環境，有別於與在博物館或畫廊中

舉辦。 

 法國文化部教育處處長（Chargé d’études a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Olivier 

Donnat 曾經指出：「在那些文化條件較差的環境，人們不再移動，他們對前往城市

存在畏懼。」5（Fabre, 2011）。居住於這些地方的人們的文化實踐因而較大型都市

或是市中心低，這點也影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空間實踐，在此指的是其在巡迴

城市和城市中座落地點的選擇，同時，城市本身的物質環境文本也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臨時建築勢必得將自己的位置擺放在最能接近當地群眾生活環境的地方，接

下來，筆者將會進一步闡述城市的空間和物質性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地理位置

選擇的關聯性，以及這些關係產生的論述，下一部分的重點指向行動博物館與城市

的策略聯盟與在地聚合。 

 

                                                 

4 原文如下 « Dans un musée, généralement, il y a trop d’œuvres, il y a beaucoup d’œuvres. Et c’est très 

fatiquant pour moi…et il y a peu de seize je crois…cela permet une découverte disant plue tranquille, moins 

stressante, plus sereine. » 
5 原文如下 « Dans les milieux les plus défavorisés, il y a des gens qui ne bougent plus. Il y a une peur 

d’aller en vil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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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展示與城鄉移動的策略：文化資本共構 

為了使文化民主化的論述能夠更加有效，巡迴城市的選擇勢必為其正當化策

略考量，將這點以 ITE 的模式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巡迴策略牽涉的複雜布

局。「行動龐畢度中心」將自身定位為一個振興、活絡地方文化和藝術教育的行動

者（Hussonnois-Bouhayati, 2013; 2014），基於這點，綜觀六個巡迴城市原有的條件

便可發現，在選擇巡迴城市時應當參照當地既有文化與建設的程度和潛力，也就是

評估巡迴城市既有的文化資產，並非去到一個全然的文化沙漠，如此一來才有潛力

繼承「行動龐畢度中心」進駐的效應並且延續其影響。必須記得，做為公共博物館

移動分館，不只有表面上城鄉移動的關係中，實質上則仍運作文化治理的功能，可

將之理解為政府對地方的文化攏絡策略，而巡迴城市地方也將「行動龐畢度中心」

視為整頓地方文化政策的機緣，使「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在地化的空間實踐得以形

成，而這有賴雙方文化資本的交換、互利等關係是否能夠建立。 

在法國傳媒的報導中多強調此「世上第一個行動博物館」的繽紛外觀和如馬戲

團般充滿趣味的設計，配合宣傳展覽主題和展出作品，行動分館即將前往進駐的城

市，則被描述為藝術文化資源不足的邊陲地區是如何充滿喜悅地迎接「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到來。舉例來說，《巴黎人日報》（Le Parisien）關於第一個巡迴城市Chaumont

的報導中寫道： 

Chaumont是一個人口只有23,000人的小鎮，坐落於一個有著鹿和

野豬的森林，．．．離此最近的博物館距離超過100公里。「打獵

是這個區域的驕傲，除去它，這裡就沒剩下甚麼重要的東西了」

Chaumont車站的計程車司機笑著說。［龐畢度中心］向這個多獵

物但偏遠的Champagne-Ardenne地區伸出帶有魔法的手指，二十

世紀藝術的「聖三位一體」——畢卡索、馬諦斯、布拉克——以

及數位著名當代藝術家如妮基．聖法爾，空降至此。6 （Jaeglé, 2011） 

                                                 

6 原文如下  « Prenez une petite ville de 28 000 habitants, ceinturée d'immenses forêts peuplées de cerfs et 

de sangliers,……le musée le plus proche se trouve à plus de 100 km. « La chasse, c'est la fierté de la ré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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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行動龐畢度中心」被媒體形容為巡迴當地的文化救星，無形中正

當化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民主化」和巡迴的政策實施，同時地方文化資本的位置

在這樣的關係中相對被矮化。龐畢度中心地方區域發展處長 Nathalie Vaguer-Verdie

和策展人 Ameline 則是在訪談中表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於

振興地方博物館回流率，使地方民眾能夠重新回到自己居住地區的博物館，藉此提

高民眾的文化實踐： 

「對我們來說，這個計畫是根植於地方的．．．首要之務在於促

進（當地）博物館的興趣．．．給予地方民眾參觀地方博物館的

慾望。」7 （N. Vaguer-Verdie，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行動龐畢度中心）是一個使民眾對地區博物館變得熟悉

的方法」8（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 

策展人 Ameline 在訪談中更詳細地指出，龐畢度中心在選擇「行動龐畢度中

心」接待候選城市時，先找出那些當地博物館參觀率相對低落的城市，接著發送行

動博物館的計畫給這些城市，並詢問其擔任接待城市的意願以及說明成為候選城

市的條件（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9 

從 ITE 的觀點來看，關於接待城市選擇的評估標準之一，便是將城市既有的

文化資本納入考量，即可利用行動博物館的介入，與城市協商相關活動（請見表 5-

1-1），城市也能將此運用為地方文化政策的發展媒介，龐畢度中心的城鄉文化傳散

策略也包括此移動而延伸出的文化展演之策略聯盟，使其行動博物館的進駐對地

                                                 

Si vous enlevez ça, il ne reste pas grand-chose», s'esclaffe le chauffeur de taxi à la gare de Chaumont. 

Pointez un doigt magique sur ce point giboyeux mais désert de la région Champagne-Ardenne et 

parachutez-y Picasso, Matisse, Braque, la sainte trinité de l'art du XXe siècle, ainsi que quelques stars de 

l'art contemporain comme Niki de Saint Phalle.» 
7 原文如下  « Pour nous, c’est plutôt un projet qui implante sur le territoire…En fait, Le premier but est 

de susciter un intérêt pour les musées…donner envie de visiter les musées dans leurs régions. » 
8 原文如下 « Une façon plutôt de déveloper la familiarisation avec les musées dans les regions. » 
9 條件為負責部分經費以及針對 CPM 展覽主題和作品設計相關展演活動。原文如下 « Mais que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ne visite pas les musées. Donc l’idée que, on s’adresse à des villes, 

qui ont une fréquentation de musée assez faible, et on demande aux villes d’être candidat en propose l’idé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des villes qui souhaiteraient faire un événement autours d’une exposition 

créant train d’oeuvres…elle doivent donner l’argent pour ça … » ；當初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啟用行

動分館計畫之時，法國國內許多中小型城市爭取成為接待城市的候選資格，最後的定案則交由法國

文化部裁決（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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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活絡的效果加乘，形成更大的話題性與影響，是為移動策略的考量。以

Chaumont 和 Boulogne-sur-Mer 展期為例，「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座落地點都選在

當地的歷史空間根據與 Nathalie Vaquer-Verdier 訪談，城市內座落位置的決定是由

龐畢度中心和城市共同討論商定，做為文化賦予這些地方新的價值和再利用做為

文化活動功能（reutilisation）的作用（“en plein réhabilitation"）（Le Centre Pompidou, 

2012: 55）（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 

從六個城市的客觀條件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偏好人口數在三萬至四萬人

的小規模城市（可參照表 4-1-1, p.89），比起大城市來說，小城市應該更容易呈現

節慶的效果，且成為城市當中的關注焦點，例如在 Libourne 展期便是如此（J.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另外，也能符合龐畢度中心文化民

主化的正當化論述：選擇地理位置偏遠的小型城市，但若從 Libourne 的例子來看

（居民人口為六個展期當中最少的，可參照表 4-1-1, p.89），鄰近西南大城波爾多

的效果，便是能夠吸引區域（région）周遭有藝術消費實踐慣習的民眾的參與，使

其成為參觀人次最多的檔期。成為城市當期展演活動的中心也是「行動龐畢度中心」

的展覽政治考量，而這將牽涉到 ITE 特點之一關於時間的可利用價值（Lai, 2004），

根據筆者訪談，館方希望能夠在城市中凝聚「行動龐畢度中心」為展期內主要文化

活動的矚目焦點，故在巡迴時間的選擇考量和與接待城市協調盡量避開其他主題

的文化活動（J.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10 

  

                                                 

10 原本第六個巡迴城市 Nantes 展期被取消，根據新聞媒體的報導，取消的原因是龐畢度中心文化

政策預算不足，但在筆者的訪談中，Ameline 指出另一個原因是與 Nantes 市政府關於文化活動的策

劃理念無法達成共識：Nantes 是一個較大的城市，希望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置放在市中心，而館

方則偏好能夠如 Le Havre 座落在城市中較偏遠的地區；Nantes 也希望行動博物館為當時城市展演

活動的諸多項目之一，但館方則堅持行動博物館的展覽必須為當時的活動主軸（筆者個人訪談，

2013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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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地方的關係 

巡迴城市 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資本共構 

Chaumont-

sur-Marne 

 

座落地點選在當地歷史空間 Quartier Foch；舉辦特展 Graphisme au 

Centre: Pompidou à Chaumont 

（註：Chaumont 的市長 Luc Chatel 兼任法國教育部長，以這個城市首

度開展） 

Cambrai 地方的馬蒂斯博物館（Musée Matisse）呼應行動龐畢度中心展出的現

代藝術典藏；龐畢度中心將藝術家 Max Bill 的其中一幅作品借與當地

博物館 Musée du Cambrai 展出，做為其收藏特色（幾何抽象）的引介；

le Musée de Cambrai 與 le Musée Matisse du Cateau-Cambrésis 合作推

出馬蒂斯特展 Luxe, Jazz et volupté : rythme et Couleur chez Matisse；當

地文化遺產導覽路線 Découverte du patrimoine lors de la venu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oulogne-

sur-Mer 

座落地點為當地歷史空間 Gare Maritime；舊城區市政府前廣場的年度

活動「臨時花園」（Jardin Éphémère）以 CPM 展出的藝術家作品和龐

畢度中心為主題；在 CPM 展覽期間策畫出藝術觀光路線 En Écho au 

Parcours，當中於當地博物館舉辦當代藝術特展 Pigment Terre 

Libourne 2013 年度杜象獎（Le Prix Marcel Duchamp）頒獎城市（5 月至 9 月）；

舉辦呼應 CPM 特展 Entre ciel et terre 展品為當地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ibourne）與 Le FRAC Aquitaine 收藏；藝術路線《一

城堡一作品》Un Château, Une Oeuvre ，由 Saint-Émilion（Libourne 鄰

近城市）酒莊組織 les Grand Crus de Saint-Émilion 提出；展期結束後

以 CPM 巡迴至當時聚集最多參觀人次的巡迴城市再度登上媒體版

面。 

Le Havre 結合《圓與方》的幾何主題與其市中心為世界文化遺產景點的現代建

築，產出展覽／城市共構論述；與市立現代美術館 MuMa 的展覽配

套。 

（註：將在本章第二節有更多說明） 

Aubagne 2013 年馬賽‧普羅旺斯—歐洲文化之都衛星市鎮；CPM 為歐洲文化

之都的展覽之一；管弦樂團 OSD 音樂演奏 Visite du Pompidou mobile 

en musique； 

（註：將在本章第三節有更多說明） 

註：CPM 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法文縮寫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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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關於文化資本的共構也在兩期展覽中出現：從第四章已得知龐畢度

中心與每檔巡迴城市所屬省區的地區當代藝術基金（Fonds regionaux d'art 

contemporain, FRAC）或是地方現代美術館借出一至二件當代藝術典藏，置放於行

動分館共同展示，藉以「給予前來參觀的民眾對自己的城市文化機構的參觀意願」

（Hussonnois-Bouhayati, 2013: 22），也表現出中央對地方藝術收藏的重視（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這個策略聯盟的政治性考量即利用城

市或區域既有的文化財貨，達到中央與地方對話交流的文化去中央化的政策實踐，

筆者將視此為博物館正當化的策略之一。 

那麼，這樣的共構的實際效果為何？根據龐畢度中心2012年年報（Hussonnois-

Bouhayati, 2013: 22）顯示，巡迴城市當地的博物館設計出呼應「行動龐畢度中心」

展覽主題的文化展演，在行動分館停駐期間形成一種現代／當代藝術活動群聚的

集客效果，在Chaumont展期，地方博物館的參觀率提升77%；在Chaumont三個月的

累積的參觀人次（35,220人）比當地的博物館整年度的參觀人數加起來還要多出四

倍以上（Le Centre Pompidou, 2012a）；在Cambrai展期，Cambrai博物館（Le Musée 

de Cambrai）參觀率提升31%；在Boulogne-sur-Mer的城堡博物館（Château-Musée）

在2011年七、八月的參觀率高達71%。在第二期展覽《圓與方》的第一個接待城市

Libourne，由阿基坦省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Aquitaine）和Libourne美術與考古

博物館（Le 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Libourne）合作，為回應「行

動龐畢度中心」策畫的展覽 Entre ciel et terre ，參觀人次甚至比往年還要超出六倍

之多（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22）。 

館方從統計數據指出，甚至在行動博物館離開之後，當地的文化機構仍能受惠

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餘響：在 Chaumont 和 Cambrai 72%參觀過「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地方民眾有意願繼續前往博物館參觀，在 Boulogne-sur-Mer 則有 77%的

「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者希望參觀其他的博物館（Hussonnois-Bouhayati, 2013: 

22），在龐畢度中心 2013 年年報中也更新了 Le Havre 展期的統計：有 94%的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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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表示願意持續參與博物館的文化實踐（且有約 80%表示會想去當地或地區的

博物館）（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22）。 

「行動龐畢度中心」和接待城市的策略聯盟促使地方重新檢視自身擁有的文

化資本，切合文化去中央化的論述，使城市自身文化能量從中獲得彰顯。從表 5-1-

1 中可看到，每個接待城市均產出與行動博物館或展覽主題有關的活動，具有潛力

在其停駐期間中發展出節慶的論述與觀光的效應。新的且屬於每個接待城市的藝

文機構網絡被創造出來，藉由這種變化建構／活絡當地的社群關係，期望使更多地

方人民關注並回流到自己城市的文化機構。另外也能夠發現「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城鄉關係中的位置，因為各城市文化資本的不同而生產出不同的在地化效果，地方

也必定餘下某些景點和機構無法從這次文化展演獲得利益，排除在展期產生的聚

合現象和氛圍之外。雖然 Nathalie Vaquer-Verdier 在訪談中強調，這個計畫著重與

地方的合作構聯，而非企圖與地方的既有文化單位競爭，但依據筆者的實地觀察，

在那特定時期氣氛的營造中，某些城市自身既有的文化資產（不一定跟現代藝術直

接相關）在這段期間還是有遭受冷落的情形出現。 

移動策略除了評估巡迴城市之外，城市本身的空間性和物質性也成為行動分

館的座落位址的重要考量和值得觀察的焦點。這部分將在下一分節以在地聚合的

實際現象詳加說明之。 

 

三、移動、瞬時性與空間性的在地聚合層面 

從上一分節中已了解，「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移動策略之政治性考量，主要是

關於文化資本共構的可能性評估，旨在幫助這些城市在行動博物館離開後，能夠持

續發揮效應的延展性。本小節將從經驗層次上來看文化資本的移動能力，讓行動博

物館在展期當下，在哪些層次促成在地的聚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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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oulogne-sur-Mer 展期為例做為起始，Boulogne-sur-Mer 結合在當地每年度

舉辦的「臨時花園」（Jardin éphémère），11 2012 年度的主題 « PomPompidou »即是

再現龐畢度中心的廣場（Place Georges Pompidou）的樣貌，輸出龐畢度中心建築最

具代表性的玻璃帷幕和管狀樓梯覆蓋市政廳的樓面，並且以模仿《色彩》展覽中展

出藝術家的創作風格做出佈置花園的裝置藝術；此外，也聯合市內相關文化景點和

展覽繪製回應「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當代藝術路徑 En Écho au Parcours。整體而言，

Boulogne-sur-Mer 檔期營造出合理且主題鮮明的節慶感，主要圍繞在「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到來。從而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城市內的空間實踐，配合時間性

考量，有助於產出其在地化、觀光化、節慶化的效果，而這個空間實踐是接待城市

與龐畢度中心達成共識的成果。 

除了在建築技術層次必須選定適合帳篷結構建置的地質和符合的基地大小以

外，策略聯盟的一部份也包含接待城市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政策安排，決

定其在城市內的位置，Nathalie Vaguer-Verdier 在訪談中進一步說明巡迴城市和城

市中座落地點的協商： 

我們和市政府共同決定行動分館的座落地點．．．通常是由於城市

的政治考量．．．事實上我們接受巡迴城市的計畫和政策，他們利

用行動分館的來進行城市政策的執行．．．以（當地文化機構）的

復權和活化為前提，如 Boulogne-surMer 的 Gare Maritime 為當地

重要的歷史空間，現在則被暫停使用，我們能如何以文化導向重新

使用它；至於對 Cambrai 來說，市長認為將行動博物館放在市中心

是相當重要的。12（N. Vaguer-Verdier，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 

                                                 

11 Jardin éphémère 為在 Boulogne-sur-Mer 市政廳前廣場（la place Godefroy-de-Bouillon）舉辦的年

度活動，2012 年為第 6 屆，時間：2012/6/30-2012/9/15。 
12 原文如下 « L’endroi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est la mairie qui a décidé avec nous…parce que 

souvent c’est politique de la ville…on l’adapte en fait, c’était toujours les villes s’en saisissent et se 

l’approprient en fonction de leur projet des villes, leur projet politique...donc la question suppose de la 

réhabiliation et de la réutilisation. Et notament, cette Gare Maritime qui était historiquement très importante 

dans l’histoire de Boulogne-sur-Mer. Maintenant, ce lieu, il a été arrêté. Comment on peut l’utiliser à des 

fins culturelles. Pour Cambrai,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 maire être situer au centre vil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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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aumont，Boulogne-sur-Mer，Libourne，「行動龐畢度中心」都是選擇在當

地既有的歷史空間，有時刻意選擇與在地既有的博物館／美術館的相對位置距離

較遠的景點（「行動龐畢度中心」六個巡迴城市的坐落地點請見表 5-1-2），例如，

在 Boulogne-sur-Mer 的位置選在遠離舊城區（有許多當地景點）的舊港口的展覽空

間 La Gare Maritime；在Le Havre選在與市中心連接輕軌電車終點站的Caucriauville

住宅區。這個結果在空間視覺文本上，臨時建築現代性的外觀圍繞當地歷史建築的

視覺衝突成就一種美學層次的對話，大型帳篷的色彩和幾何造型也如同點綴城市

的裝飾，突顯當地接待行動博物館的周邊環境和原本與這個移動裝置的強烈對比。

故「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帳篷外觀得以從馬戲團和假日流動市集的意象轉譯為特殊

節慶般的歡騰氣氛，也由於其帶有本館的象徵符碼和博物館定位，使這個臨時建築

除了本身在建築形式上的原創性（世上第一個置入現代與當代藝術國家典藏的移

動結構）之外，因其物質性執行的論述，也從傳統的行動博物館形式中區別出來。 

臨時建築的空間移動性介入地方時，其流動的主體內容，包括文化貨物、文化

資本、象徵資本、建築文本，對地方造成的衝擊引發人群的移動，例如因為它的到

來而與學校教育配合的參觀團體，外來的觀光客也可能會因旅遊時間和展覽期間

重疊而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甚至專為這個特展而來（Aubagne 展期最為明顯），

也因為它所處的地理位置，讓地區人民移動到平日不會前往的區域（例如 Le Havre

展期的 Caucriauville）；另一方面，接待城市和「行動龐畢度中心」座落的空間本

身的物質性，也在這樣的關係中扮演行動分館地方化和觀光化程度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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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六個接待城市中的座落地點 

接待城市／ 

所屬省區 

「行動龐畢度中心」座落位址 備註 

Chaumont-sur-

Marne 

(Haute-Marne) 

Quartier Foch 廢棄兵營改建區 

Cambrai 

(Nord) 

la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de 

Cambrai  

市政廳後廣場（停車場） 

 

Boulogne-sur-

Mer 

(Pas-de-Calais) 

Gare Maritime, le Site de 

l’Ésperon 

轉型為文化用途的舊港口用

地，與舊城區距離需步行 20-

30 分鐘 

Libourne 

(Gironde) 

Ancienne école de Gendarmerie,  

ESOG (École de Sous-Officiers 

de la Gendarmerie)  

軍事學校遺址，位於市中心 

Le Havre 

(Seine-

Maritime) 

Promenade de Caucriauville 位於城市輕軌電車 Tram B 末

站 Pré Fleuri 的 住 宅 區

Caucriauville，遠離市中心 

Aubagne 

(Bouches-du-

Rhône) 

l'Ilot des Berges (les berges de 

l'Huveaune) 

舊城區山坡下方公園，附近為

住宅，近市中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接待城市本身立場為出發點，「行動龐畢度中心」充滿話題性的到來成為激

活當地文化政策的一個中介（N. Vaguer-Verdier，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進而設計出許多延伸性質的教育課程和相關活動，甚至城市文本的反思和改

變，換言之，接待城市本身對行動分館的利用、建構出具有強烈關聯性的聯結，在

一定程度上影響「行動龐畢度中心」對於地方民眾和觀光客的吸引力，希望「行動

龐畢度中心」同時做為一個文化觀光景點和回饋地方居民的比率拿捏，將會使大眾

對接待城市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觀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在筆者曾經前往的

三個城市當中，「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資訊都能夠在當地旅遊中心（Office de 

Tourisme）找到（見圖 5-1-6），在觀光列車（petit train touristique）上頭的廣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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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標示它的小看板（見圖 5-1-7）。從而得知，除了對地方民眾的藝術教育任務

以外，「行動龐畢度中心」是具有觀光潛力的暫時景點，也因此有能力將文化實踐

的人流引導至城市中那些相對較為冷清的閒置空間，企圖讓更多文化觀光群眾看

見地方固有的地景和藝文機構。 

舉例來說，根據統計，在第一展期 Chaumont 城市的參觀民眾，約三分之一來

自 Chaumont 市當地，約有四分之一則來自 Chaumont 所屬行政區的上馬恩省區（la 

Haute-Marne）（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2012）；在 Le Havre 的展期，根據觀眾訪談結果和與之配合的活動地方人士（城市

導覽路線導覽員）的說法，因坐落位置位於城市中偏遠的 Caucriauville 區，促使平

時享有較多文化資源的市中心居民前往這個生活圈以外的地方；在 Aubagne 則因

為結合歐洲文化之都的活動串聯，使「行動龐畢度中心」宣傳的地理範圍擴及歐洲

文化之都的範疇之下。 

 

圖 5-1-6. 地方旅遊資訊中心上貼有 CPM 廣告 

註：Parvis de Nausicaà 據點，靠近 Boulogn-sur-Mer 港口。 

資 料 來 源 ： 擷 取 自 Boulogn-sur-Mer 旅 遊 官 方 網 站 ， Retrieved from 

http://www.tourisme-boulognesurmer.com/accueil/pratique/loffice-de-

tourisme/parvis-de-nausicaa.aspx 

http://www.tourisme-boulognesurmer.com/accueil/pratique/loffice-de-tourisme/parvis-de-nausicaa.aspx
http://www.tourisme-boulognesurmer.com/accueil/pratique/loffice-de-tourisme/parvis-de-nausica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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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地方觀光列車上的 CPM 廣告 

註：地點為 Boulogne-sur-Mer 舊城區內。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2 年 8 月 28 日。 

在此，筆者以「行動龐畢度中心」在Boulogne-sur-Mer的座落地點La Gare 

Maritime為例，說明臨時建築、巡迴城市和行動博物館的座落環境的物質性作用下

所建構的互動論述。La Gare Maritime是具有地方歷史意義的空間，在二十世紀時

為法國與英國貿易時期的重要港口和轉運車站，僅次於馬賽，於2009年因被當地開

發的新港口取代而關閉。13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此港口用地搭建，除了它的佔地

充足，也藉由接納行動博物館的機會向民眾展現它轉型之後的文化功能：在展覽

《色彩》的三個月期間（2012/6/16-2012/9/16）於其建築空間（Espace de convivialité）

同時舉辦Boulogne-sur-Mer市政府典藏（Les Archieves municipals de Boulogne-sur-

Mer）的攝影文件展Photographies 1950-1970 ，與行動分館一樣免費入場，內容呈

現這個海港都市五零年代到七零年代三十年間的過往風華，再次回顧其做為交通

樞紐與揭露其地方文化的代表性。 

此外，La Gare Maritime也為另一個當地為呼應「行動龐畢度中心」《色彩》主

題而設置的展覽Les Pas Perdus en Couleur。14 筆者也在親自前往時，觀察到La Gare 

                                                 

13 參考自 Boulogne-sur-Mer 旅遊網站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dun-lieu-a-lautre/la-gare-

maritime，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10 月 25 日。 
14 La Gare Maritime 的另一個展間 Hall de l’ancienne Gare Maritime 也做為另一個與「行動龐畢度中

心」《色彩》呼應的展覽空間：Les Pas Perdus en Couleur（2012/6/23-2012/8/31），為 Boulgne-sur-Mer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dun-lieu-a-lautre/la-gare-maritime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dun-lieu-a-lautre/la-gare-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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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與「行動龐畢度中心」因為地點相隔近，確實有許多民眾連續參觀這些展

覽。這些活動也促成當地旅遊網絡在交通層面的建構：為了使民眾更方便前往，市

政府在這個期間（2012/7/1-9/15）特別規劃接駁車往返港口、舊城區和火車站的路

線，行動分館與地方景點的交通網絡和關係論述也因為這樣的物質性連結起來。然

而也必須注意到，La Gare Maritime的攝影展以地方海港歷史為主題，與「行動龐

畢度中心」的現代藝術並不直接相關，所以它們的互動建立在表面空間鄰近的共構，

展覽內容所探討的領域卻是相異的；另一個當地藝術學院的作品成果展的內容多

元，以色彩為主題的創作發展空間也較具延展性，也顯示了「行動龐畢度中心」的

教育意義對當地藝術教學機構的衝擊。 

而從龐畢度中心的角度來看，做為直屬法國文化部的機構之一，其行動分館勢

必要正當化這個由首都巴黎「下鄉探視」地方的論述，減低上對下的位階意識和知

識宰制而強化文化民主化策略之宣稱，也考量到為了明確地呈現這個博物館實踐

對地方民眾帶來的利益，「行動龐畢度中心」自詡為活絡地方文化的推手（acteur 

de la dynamique territoriale）（Hussonnois-Bouhayati, 2013: 22；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18），將臨時建築和典藏作品挾其優勢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介入巡迴城市

的同時，與地方政府、文化單位、甚至城市地景環境建立互動和合作關係，彰顯中

央與地方政府和博物館的對話與交流，15 藉以降低當地對一個外來客體的「他者」

排斥態度，在過程中也產出其在地化的觀感。這也回應上一分節中指出的，地方本

身擁有的物質條件和文化資本，也是龐畢度中心決定巡迴地點的一個考量：「行動

龐畢度中心」並不是選擇完全缺乏文化資本和藝術機構的城鎮，而是前往那些足以

產生激辯和迴響、且具有改善和發展潛力的地方，欲讓「行動龐畢度中心」展期結

束離開之後，當地文化的能量能持續發酵（Le Centre Pompidou, 2012: 52-55）。 

                                                 

市立藝術學院（l’ École Municipale d’arts de Boulgne-sur-Mer, l’EMA）的師生作品成果展。 
15「行動龐畢度中心」和駐留的城市人民搭起橋樑，在每個巡迴城市雇用當地居民擔任臨時顧展人

員、保全人員、以及培訓當地居民做為展覽的一般導覽員和劇場式導覽員，施惠於地方民眾，創造

在地價值。（Le Centre Pompidou, 2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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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國際流動展（ITE）的首要特性（Lai, 2004），行動分館的「流動性」，

成了一股因為其「物件的移動」（physical movements of objects）帶動不同主體的

混和的複雜情境（Urry, 2007a）。因此，每個接待城市雖然迎接相同主題的行動特

展，「行動龐畢度中心」卻會因地方文化和政策的安排、以及城市文本的差別而產

生不同的在地性。筆者的田野觀察印證了這點，除了上述地方的當代藝術典藏與接

待城市民眾的重新接觸，行動分館臨時建築於城市間坐落位址的安排和展示時間

的疊合也為每個巡迴城市帶來不同的創發，各級地方文化教育機構紛紛藉此機會

浮現，設計相關藝術活動展演，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期內交織出特有的文化

能量，即行動分館與國際流動展（ITE）相似的瞬時性（ephemerality），在一接待

城市中為期三個月的短期停駐，創造了一個共同展演的地方（a shared ‘place to 

play’），並且有可能超越視覺藝術的層次，形成娛樂性的演藝形式，不僅具有媒體

價值，還製造出一種「非看不可」的氣氛和心理，另外也因為這種時間的可利用價

值，國際流動展（ITE）在展期上傾向於選擇與當地的節慶重疊，來汲取更多的注

意力和話題性（Lai, 2004）。這正如「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最後一個巡迴城市歐巴

涅（Aubagne）的展期與2013年的歐洲文化之都：馬賽—普羅旺斯（Marseille Provence 

2013）結合，成為其眾多文化活動的項目之一。 

這也令筆者思考，「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巡迴城市觀光化和地方化的拉鋸，是

否會因而產生觀光客過多導致地方民眾的參與度降低這種排除部分群眾的情況；

而對於當地民眾來說，出自觀光獵奇的心態與追求藝術素養和知識取得的動機，即

為在文化資本量和慣習造成的差異，影響展覽內容訊息和藝術符碼的接收層次、以

及參與地方配合行動展示而舉辦相關活動的實踐程度。 

雖然國際流動展（ITE）主要焦點是討論全球博物館場域的關係，和「行動龐

畢度中心」在本質有所差異，但兩者仍有高度的相似性。秉持以上檢視切入視角來

檢視筆者於田野調查實際走訪的巡迴城市—勒阿弗爾（Le Havre）和歐巴涅

（Aubagne）的觀察，並舉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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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勒阿弗爾（Le Havre）：製造與城市地景的幾何關係論述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空間實踐 

 勒阿弗爾（Le Havre）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階段的第五站城市，16 位於

法國西北部上諾曼第大區（Haute-Normandie Région），為塞納河（La Seine）出海

口的海港都市。筆者認為勒阿弗爾展期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六個巡迴城市中有其

特別出眾的地方：它以自身具有強烈地方文化色彩和歷史的城市文本17 發展出一

套與「行動龐畢度中心」高度關聯的論述，地方的藝術與教育機構也提出許多與《圓

與方》直接相關且開放給大眾的課程和節目（請見表5-2-1，pp. 175-176），不像

Boulogne-sur-Mer展期刻意製造出主辦城市的接待慶祝活動。 

 從「行動龐畢度中心」於城市的空間實踐而論，勒阿弗爾展期在龐畢度中心的

評估中也有異於其他展期，關鍵在於其坐落於市內的地理位址，是「一個大膽的選

擇」（un choix audacieux）、一個「極具代表性的階段」（Cette étape a été exemplaire）

（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15），其坐落位址Caucriauville區是為於海港市中心

東部的山坡地段，在當地屬於較晚開發的社區，建設多為社區大樓式住宅（les barres 

d’immeubles），比例有約70%（Heurtault, 2013）。 

勒阿弗爾城市的城市規模有獨立的輕軌電車（Tramway）系統，「行動龐畢度

中心」位於輕軌電車從勒阿弗爾內陸貫穿市中心到海港的主要幹線（Tramway B線）

的最底站Caucriauville - Pré Fleuri的Promenade de Caucriauville（見圖5-2-1），從市

                                                 

16 「行動龐畢度中心」勒阿弗爾展期 2013 年 2 月 23 日 – 5 月 22 日。 
17 做為法國重要的海港都市，勒阿弗爾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敵軍轟炸，由建築師 Auguste 

Perret 主導戰後重建的整體市容呈現現代主義濃厚的城市地景。勒阿弗爾市中心在 2005 年經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審定通過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另外這個海港城市也是法國印象派萌生的

城市，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的名作《日出‧印象》（L’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1872）就是

描繪勒阿弗爾的港口。參考自 Le Havre 旅遊官方網站 lehavre.fr. http://www.lehavre.fr/node/21428 最

後瀏覽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lehavre.fr/node/21428


165 

 

中心的市政廳站（l’Hôtel de Ville）出發約莫30分鐘可以到達，這是前往「行動龐

畢度中心」最快的大眾運輸工具，也有許多非住在此區域的民眾選擇開車前往，促

成勒阿弗爾低地（港口與市中心）和高地的人流。從圖5-2-2中可以看到市中心與

Caucriauville的相對位置，勒阿弗爾跟之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巡迴城市比較起

來面積和居民人數大了許多，因此在選擇坐落位址的考量層面勢必更加複雜。事實

上，勒阿弗爾地方和龐畢度中心為了促進城市內人口的活動，刻意選擇輕軌電車的

末站社區為座落地點，是雙方達成協議的成果（N. Vaguer-Verdier，筆者個人訪談，

2013年6月27日）。 

龐畢度中心如此一來也能符合希望貼近民眾的一貫論述，讓行動分館周邊圍

繞密集的民眾住宅，而且屬於文化資源跟市中心相對上又較貧乏的區域，在觀感的

製造上便能更強烈的輸出其文化民主化的強烈意圖，以及其希望親近民眾的形象。

依筆者的田野觀察，參觀完行動分館之後便直接離開的民眾居多，不會留連在這個

以住宅區為主的城內區域；受訪者H14、H15表示這個地點稍遠了些，如果沒有輕

軌電車將難以抵達，如果能改在近市中心的位置更好，但多數受訪者（H1、H2、

H3、H4、H5、H8、H9、H11、H12、H13、H18、H19）都表示認同這個地點的選

擇，認為因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出現和輕軌電車的便利，讓人們之間和與這個

地方相遇：「這讓我們看到勒阿弗爾的其他區域和建設。」18（受訪者H9）；「．．．

人們能夠因此利用都會區」19（受訪者H13）。搭乘輕軌電車前來亦顯示出民眾特

地為了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而前來，當中不乏是基於好奇心、平時亦無參觀現

代和當代藝術展覽的文化實踐的民眾，如受訪者H12表示是在新聞上看到當天是行

動博物館展出的最後一天，因此才趕緊來參觀；H13、H14則表示是因為免費的關

係和好奇心的驅使才來看看。 

 

                                                 

18 原文如下 «Ça permet de voir qu’il y a des quartiers que la ville du Havre développe. »  
19 原文如下 «… pour que les gens viennent profiter de l’extérie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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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行動龐畢度中心」Le 

Havre 展期與輕軌電車站。 

註：攝影Christian Cariat。 

資料來源：擷取自Caucri, quartier 

de l'art du Havre. （2013, Feb. 23）
Paris Normandie. Retrieved 

March 2, 2013 from 

http://www.paris-

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

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

lart-du-havre-

931841#.VFRVxvmUcoc 

 

圖 5-2-2. Le Havre 區域地圖 

註：紅色圓圈處為市中心，藍色圓圈處為CPM座落地點的Caucriauville。 

資料來源：擷取自地區小報Le Havre infos, 106. (2013/2/27-2013/3/5). Sortir au Havre. 

p.3. Retrieved May 8, 2013 from http://en.calameo.com/books/00003919357717791cf94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931841#.VFRVxvmUc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931841#.VFRVxvmUc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931841#.VFRVxvmUc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931841#.VFRVxvmUcoc
http://www.paris-normandie.fr/detail_article/articles/PN-931841/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931841#.VFRVxvmUcoc
http://en.calameo.com/books/00003919357717791cf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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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勒阿弗爾的共構，在展示層面的直接宣揚，如同之前「行

動龐畢度中心」固定與巡迴城市地區所屬的FRAC借出作品展示的展期，「行動龐

畢度中心」與Le Havre的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 Malraux，以下簡

稱MuMa）建立「展示聚合關係」（convergence of exhibits）（Lai, 2004: 100），此

外，也藉由這樣的策略構連，促進市中心和Caucriauville之間人們的移動：展覽《圓

與方》展出一件典藏作品，為François Morellet的Du jaune au violet, 1956，並從MuMa

借出同一位藝術家一件的作品Sphère-trames, 1969共同展出；而MuMa也在《圓與方》

展期間在入口大廳放置了這位藝術家近期的裝置藝術作品Le Lamentable, 2006做為

呼應——〈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到MuMa〉（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MuMa）

（見圖5-2-3）。這樣的設置的意圖為激發人們在這兩個藝術展覽和博物館的參觀

流動，以及民眾在市中心和Caucriauville區域的空間移動。 

透過建立中央與地方博物館的合作和展品的相互嵌合，各自提點前往這兩個

展覽的民眾參觀城市內另外一個藝術博物館，也讓行動分館不只成為展覽的供應

者，還做為一個與地方文化資產融合的平台，同時保有各自的主體性——MuMa在

當時仍是以印象派常設展和畢沙羅的特展20 為主，並無如同Boulogne-sur-Mer展期

的Pigment Terre和Libourne展期的 Entre ciel et terre刻意連結地方博物館與「行動龐

畢度中心」策展層面的呼應和反思，但相對來說這也讓民眾多了接觸不同藝術類型

的機會，更顯示中央與地方文化交流的多元性。 

另一方面，這樣的安排也讓民眾參觀美術館的文化實踐必須在城市的不同區

域流動才能達成，加劇城市內人口的移動。由於「行動龐畢度中心」坐落地點刻意

遠離MuMa所在的勒阿弗爾港口地帶，避免集中在觀光景點和文化機構較富足的市

中心，21 貼近較缺乏文化資源的城區並吸引其他城內的人民前來（Le Centre 

Pompidou, 2013b: 48），促進更多類型民眾接觸藝術的可能性，展現其公眾性的同

                                                 

20 Pissarro dans les ports– Rouen, Dieppe, Le Havre, 2013/4/27-2013/9/29，為 2013 年諾曼第印象派藝

術節（Le Festival Normandie Impressionniste 2013）的活動之一。 
21 Le Havre 市中心的居民多社經地位較高的階級、而市中心的地價與房價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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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將龐畢度中心與地方合作的對話展示出來。勒阿弗爾與「行動龐畢度中心」

的共構關係在展覽層次的策略聯盟，倚靠展品創作者嵌合的方式，與之前展期的案

例相較起來，勒阿弗爾的文化機構對行動展覽的回應著重在設計相關教育活動，諸

如藝術講座、工作坊、放映會等等互動性質較高的學習參與（見表5-2-1）。 

 

圖 5-2-3. François Morellet, Le 

Lamentable, 2006.  

註 ： François Morelle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MuMa. 2013/2/16-

2013/4/1。解說牌上說明這件作品與

MuMa的互文性，以及和「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關聯。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2013年2月24

日。 

二、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城市文本的共構論述 

Caucriauville區域和勒阿弗爾的城市文本是「行動龐畢度中心」此展期共同產

生敘事作用的影響關鍵：Le Havre市長Édouard Philippe表示，勒阿弗爾充滿現代性

的城市景觀與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的展覽主題《圓與方》不謀而合，以城市本身的

建築地景建構與「行動龐畢度中心」共構關係：  

在勒阿弗爾，行動博物館的展覽主題〈圓與方〉與由Auguste Perret

設計的線狀的街廓和建築、和Oscar Niemeyer奇異的弧形作品［地

方文化中心「火山」（Le Volcan）］產生共鳴。也如同這個由Patrick 

Bouchain發想的建築結構在勒阿弗爾的氣氛中以繽紛的外觀置放

在灰白色混凝土光景之間一樣地突兀衝突。22（Centre Pompidou, 

                                                 

22 筆者翻譯，原文如下 « Au Havre, le parcours propose par le musée nomade, intitule ‘Cercles et Carr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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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16）（見圖5-2-4、5-2-5） 

 

圖 5-2-4.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 Le Havre 的座落位址 Caucriauville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3年3月25日。 

 

 

圖 5-2-5. 位於勒阿弗爾市中心的「火山」（Le Volcan）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3年4月14日。 

  

                                                 

résonne dans les lignes architecturales d’Auguste Perret et dans les courbes sensuelles de l’œuvre d’Oscar 

Niemeyer avec une acuité singulière, comme les structures imagines par Patrick Bouchain vibreront dans 

l’atmosphère havraise tel un contrepoint coloré dans le paysage de béton gris et bla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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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上述意象上的連結，現代感和「圓與方」成為「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勒阿

弗爾的共同象徵，產生強烈的在地論述。有感於此，勒阿弗爾的「藝術與歷史城市」

單位（le service Ville d’art et d’histoire）23 規劃了兩條工作坊性質的城市導覽路線

「城市裡的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 dans la ville），分別在市中心以及「行動龐

畢度中心」座落的區域Caucriauville，帶領民眾尋找城市中以幾何元素設計的現代

建築。 

根據筆者參與兩場導覽工作坊的實地觀察，導覽內容延伸自「行動龐畢度中心」

的展覽主題，焦注在引導民眾反思幾何概念與勒阿弗爾城市本身建築物和都市地

景的關係，以兩個地區的更新沿革背景和現代建築形式、風格等知識與歷史發展為

主軸，過程中使用攝影紀錄、地圖等歷史文獻從視覺上今昔對照。此外，筆者認為

這個城市導覽活動也適時將參與民眾的思維引回《圓與方》的展覽：例如，城市藝

術與歷史導覽員Jean-François Thieulen在講解完市中心重建區的規畫後，以展品的

圖片（Vassily Kandinsky和Theo van Doesburg在「行動龐畢度中心」所展出的作品）

給參加工作坊的民眾做為視覺上的比對，藉以呼應行動分館的現代藝術作品帶有

現代建築風格的影響，並技巧性地不讓導覽被「行動龐畢度中心」喧賓奪主，導覽

的整體重點仍維持介紹勒阿弗爾的戰後都市計畫與建築歷史背景。24  

此外，為了緊貼「圓與方」的主題，參觀民眾在導覽過程中被鼓勵尋找路線中

具有此兩者特色的景色，並用工作坊準備的圓框和方框取景並拍攝下來（請見圖5-

2-6至圖5-2-9），選出六場工作坊中民眾的攝影作品，在地方觀光景點「文化遺產

                                                 

23 勒阿弗爾（Le Havre）於 2001 年加入國家與地方合作的遺產保護組織「藝術與歷史城市和地區

網絡」（le réseau des Villes et Pays d’Art et d’Histoire），目前由地方著名景點之一：2011 年開幕的「文

化遺產之家—佩雷工作室」（Maison du Patrimoine–Atelier Perret）管理，它也是勒阿弗爾世界文化

遺產辦公室，另也設置旅遊資訊中心（l’Office du Tourism），定期在一樓舉辦小型特展，提供相關

導覽服務和旅遊資訊。主要任務為重現 50 年代建築師 Auguste Perret 和其團隊為勒阿弗爾戰後重

建的現代風格文化，將自身在建築史上的重要成就呈現給民眾。參考 lehavre.fr. 29 Apr. 2014. 

http://www.lehavre.fr/node/21428  
24 市中心路線的重要歷史景點與建築：Le bassin du Commerce, “centre de la reconstruction”, le quartier 

Saint-François, “berceau de la ville du Havre”, la place du Vieux Marché “datée de 1517”, les “grands axes 

de la ville préservés par Perret durant la reconstruction”,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l’église Saint-Joseph, 

le Volcan，勒阿弗爾田野調查記錄，2013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lehavre.fr/node/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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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佩雷工作室」（Maison du Patrimoine–Atelier Perret）於「歐洲博物館之夜」

活動公開展出。25 這個活動對於本地人來說是一個重新認識自身城市的新鮮觀點，

對於觀光客而言則是一個地方深度旅遊的經驗，皆對地方這個被納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區域有更詳盡的了解，可謂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地化、與地方藝文機構交

織建構的套裝模式之一，並將抽象藝術概念轉化至建築和觀光的詮釋，讓國家級收

藏的展品與地方文化產生對話和構聯。 

這個文化觀光活動即顯示了勒阿弗爾城市的文本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現象中

扮演的轉譯角色，藝術展覽主題《圓與方》元素被借用來闡述勒阿弗爾在建築上的

風格，並藉由工作坊的互動學習，藉由凝視地方歷史發展和戰後重建這個特定時期

的建築知識，突顯「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在藝術和城市的建築在形式層面的呼應，

卻保有強烈的地區文化脈絡。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就筆者參加的導覽場次來看，參

加的民眾數量並不算多，參加「文化遺產之家—佩雷工作室」的現代公寓

（L’Appartement témoin Perret）定時導覽仍是地方觀光主線之一。雖然地方生產了

一個具有深度和地方特色的觀光活動，在城市中既有的文化景點中，這並非是一般

大眾的首要選擇，而這樣巧妙的連結也無法擴及到大多數地方民眾的集體經驗。 

這個活動為「行動龐畢度中心」與勒阿弗爾的共構層面，雖然企圖連結展覽主

題，但根據筆者的訪談，多數參觀者並不知道城市內有舉辦相關的活動（在筆者訪

談的18位當地居民參觀者，只有2位知道，為受訪者H18、H19），故筆者推測這是

因為舉辦單位多為教育性質為主的機構，如圖書館、社區大學，而由「佩雷工作室」

負責的城市導覽路線，又因為本身為當地著名景點，接待外地觀光客居多，本地人

較少前往而無法取得這個資訊。即使「行動龐畢度中心」確實有提供相關展演的紙

本摺頁，但顯然無法如其戲劇性的出現在城市當中一般、引起觀眾參與實踐的興趣。 

                                                 

25 La Nuit Européenne des Musées（2013/5/18），參考自 

file:///C:/Users/Josette/Downloads/programme+nuit+des+musees+2013.pdf  

file:///C:/Users/Josette/Downloads/programme+nuit+des+musees+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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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勒阿弗爾城市導覽工作坊—

市中心戰後重建區路線活動側拍。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3年

4月14日。 

圖 5-2-7. 勒阿弗爾城市導覽工作坊—市

中心戰後重建區路線活動側拍。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3年4

月14日。 

 
 

圖 5-2-8. 勒阿弗爾城市導覽工作坊—市

中心戰後重建區路線拍攝活動。 

註：攝影地點為Bassin du commerce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13年4

月14日。 

圖 5-2-9. 勒阿弗爾城市導覽工作坊—

Caucriauville 區路線拍攝活動。 

註：攝影Marine Cousin 

資料來源：Le Havre : ronds et carrés dans 

l'architecture. (2013 Feb. 28). 76actu. 

Retrieved from http://www.76actu.fr/le-

havre-ronds-et-carres-dans-

larchitecture_26328/  

 

在勒阿弗爾的案例中，「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臨時展覽主題被當地挪用為一個

發展藝文教育和旅遊活動的中介，26 因為行動分館的流動性，成為激發當地文化

                                                 

26 在行動分館內和當地的旅遊資訊中心除了展覽的紙本摺頁之外，也提供了勒阿弗爾地方舉辦的

http://www.76actu.fr/le-havre-ronds-et-carres-dans-larchitecture_26328/
http://www.76actu.fr/le-havre-ronds-et-carres-dans-larchitecture_26328/
http://www.76actu.fr/le-havre-ronds-et-carres-dans-larchitecture_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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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動能，複合出主題明確的文化氛圍，衍伸出建築、美術、音樂、舞蹈等等不

同藝文領域的跨界交融（見表5-2-1），行動分館位址的選擇也促成城市人口空間上

的流動，形成不同主體（包括人、物件）之間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之促成。

27 用城市導覽來舉例，導覽工作坊解說員Jean-François Thieulen便指出，這個活動

「讓地方居民得以重新發掘我們居住在內卻從未仔細觀看的城市。我們也能從這

樣的回顧這些在不同時代和風格的建築並置的型態。」28 （Une traverse historique, 

2013）。 

「行動龐畢度中心」坐落在Caucriauville區的一個重要效果，就是吸引市中心

的民眾和原本不會來這個區域的人以及學生前往，促使地方走向Caucriauville的空

間實踐，攪動城市中人們和自身文化的對話以及流動。這與筆者訪談法國文化執行

與顧問代理事務所Le Troisième Pôle負責「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運作管理負責人 

Agnès Prévost的意見一致：Prévost在訪談中表示「行動龐畢度中心」促進了勒阿弗

爾市中心和Caucriauville的交流和互動，不僅讓Caucriauville這個文化設施和機構相

對較少的區域能夠直接就近接觸這個行動博物館，讓本區住民知道並不是只有市

中心的富人才有權利享受比較多的文化資源（A. Prévost，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3

月25日）。此點顯示館方和勒阿弗爾是城市選定座落空間地點的策略聯盟，達成的

效果。 

透過地方各級單位的迴響，行動分館的藝術教育推廣滲透至更細緻的層次，筆

者推測勒阿弗爾本身具有的文化能量並不需要把龐畢度中心的到來當作是一個盛

大的事件而在城市地景進行改造或變動，而是藉此整合本地文化部門在這個期間

針對現代藝術的教育政策，並專注規劃城市本身原有的文化節慶和展覽。29 

  

                                                 

活動簡介，更多藝文活動請參考表 5-2-1.（pp. 175-176）。 
27 詳見 Urry, J. (2007). Mobil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8 原文如下 « Cela permet de redécouvrir une ville que nous habitons sans vraiment la voir. On peut aussi 

apprécier la manière dont sont juxtaposées les différents époques et styles architecturaux. » 
29 如 MuMa 的畢沙羅特展；2013 年度的諾曼地當代建築月（le Mois de l’architecture contemporaine 

en Normandie 2013）（於 2013 年三月，與「行動龐畢度中心」展期交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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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勒阿弗爾呼應「行動龐畢度中心」組織的文化活動：「當代藝術之旅—

圓與方」（Voyage en Art Contemporain – Cercles et Carrés） 

 文化遺產 

「城市裡的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 dans la Ville）城市導覽路線： 

由勒阿弗爾的「藝術與歷史城市」單位（Le service Ville d’Art et d’Histoire）策畫，帶領

民眾觀察勒阿弗爾市中心和Caucriauville社區「圓與方」元素體現在都市中的建築

設計。 

路線一：市中心戰後重建區（Circuit dans le Centre Reconstruit） 

時間：2013/2/17，3/3，4/14；註：筆者於田野調查時參與 

集合地點：「文化遺產之家—佩雷工作室」（Maison du Patrimoine–Atelier Perret） 

路線二：Caucriauville區（Circuit dans le Quartier de Caucriauville） 

時間：2013/2/24，3/24，4/21；註：筆者於田野調查時參與 

集合地點：Caucriauville的多媒體圖書館（Médiathèque de Caucriauville） 

費用5€。參加民眾拍攝作品將於2013/5/18的活動「歐洲博物館之夜」（La Nuit Européenne 

des Musées）於「文化遺產之家—佩雷工作室」展出。 

 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 Malraux, MuMa） 

〈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到MuMa〉（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MuMa）François Morellet

作品 Le Lamentable, 2006 展覽，時間：2013/2/23 – 2013/5/22 

註：筆者於田野調查時參觀 

Mumabox影片特映：Géométrie en Mouvement，時間：2013/2/13  

專題導覽：Musée à la Carte，時間：2013/3/14 

雕塑工作坊：由年輕藝術家Eva Taulois從Morellet的作品得到啟發，帶領參與者進行雕塑

創作，時間：2013/3/9，3/10。費用22€。 

 座談／演講 

Université Populaire 舉辦講座，由「行動龐畢度中心」〈圓與方〉展覽策展人Jean-Paul 

Ameline介紹20世紀以來幾何元素在抽象藝術中的角色。 

講題：Autour de l’Abstraction，時間：2013/3/25，地點：Autrium 

註：筆者於田野調查時參與 

Bibliothèques Municipales du Havre市立圖書館—Voyage en Art Contemporain – Cercles et 

Carrés 

Bibliothèque Armand Salacrou圖書館藝術紀錄片放映—Un Docu à l'Écran： 

Agnès de ci, de là Varda, Une Série d'Agnès Varda, Arte Éditions, 2011 (45 Mn) 

時間：2013/2/12 

Marchand d’Art, Ernst Beyeler, Film de Philippe Piquet et Thomas Isler, Bix Films & 

Freihändler, 2007 (66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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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3/19 

Ateliers Jeune Public兒童閱讀工作坊，時間：2013/1/1-6/30。註：主題按年齡層區分 

Cercles et Carrés en Folie ! 

Pareils, pas Pareils ? 

Pouët Pouët Coin Coin ! 

Guerre des Post-It 

Spéciale « Cercles et Carrés » (Mes Toutes Petites Histoires; Le Temps des Histoires) 

Les Livres Nomades – À  Lire sur Place ou Emporter行動圖書館 

註：以藍色貨櫃箱為閱讀空間，也可自由借還書，在「行動龐畢度中心」出入口外

面設置其中之一據點。 

 音樂與表演 

Conservatoire Arthur Honegger舉辦音樂鑑賞：Les Voyages de l’Art: Des Arts Plastiques vers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由盧昂大學教授Pierre-Albert Castanet介紹兩場關於造型

藝術影響至現代音樂的延伸音樂作品。 

Hommage à Fernand Léger 

Œuvres Musicales de Vittorio Rieti, Darius Milhaud, Georges Antheil 

時間：2013/3/9 

Hommage à Marcel Duchamp 

Œuvres Musicales de John Cage, Tom Johnson, Mauricio Kagel 

時間：2013/5/11 

Muma邀請勒阿弗爾conservatoire Arthur Honegger的學生於在MuMa館內演出從展示在

入口大廳的François Morellet作品 Le Lamentable, 2006得到的靈感創作出的音樂和

舞蹈：Les Petites Formes。 

時間：2013/3/16 

學生年度作品成果發表展覽—以圓與方為主題（Travaux des Écoles–Autour du Thème 

Cercles et Carrés） 

地點：市政廳會場（Forum de L’Hôtel de Ville） 

時間：2013/5/16 - 6/11  

 其他 

La Sam d'aplemont Inaugure une Fresque en Contreplaqué sur la Façade de la Structure 

2013/3/29，11:00 

圖片可參考http://aplemontphoto.blogspot.tw/2013/04/cercles-et-carres-la-sam.html  

資料來源：整理自 Le Centre Pompidou (2013).  

  

http://aplemontphoto.blogspot.tw/2013/04/cercles-et-carres-la-s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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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案例可見，勒阿弗爾城市所自發的展演活動除了現代藝術的延伸推廣

外，更結合城市特有文化地景的論述，這點使得「行動龐畢度中心」成為城市的附

屬，觀者在凝視和身體參與的對象因此更為多元。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的流動促成

勒阿弗爾地方對自身既有的文化、歷史以及城市內的分區進行思辨，並將之轉換成

符號性資源（將展覽主題連結城市建築風格），在《圓與方》展覽期間經由地方文

化觀光單位有效地呈現，同時也讓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這個國家中央體制的代

表與當地的關係看似更為緊密。而城市運用行動展示的到來，將自身形塑成一個稱

職的接待城市，這樣流動所擴散的範圍不僅只有在以上兩者之間，當地民眾、媒體、

地方旅遊、城市的空間、交通等等也都因而產生改變。勒阿弗爾展期雖不像

Boulogne-sur-Mer展期有強烈的節慶效應，即使在勒阿弗爾的旅遊資訊中心（Office 

de Tourisme）仍提供「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相關資訊，在市中心也設有廣告看板，

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勒阿弗爾的城市規模較大，亦擁有較多文化資源和機構，將

「行動龐畢度中心」設於偏遠的區域的考量以促進城市人口流動製成內其他區域、

認識城市為主；勒阿弗爾針對「行動龐畢度中心」多以教育機構設計的藝文活動，

為展覽的現代藝術主題知識傳遞的延續，但進入教育系統之後，又會回到如

Bourdieu指出的，教育系統為知識再製的工具，而文化資本也被特定階級壟斷。30  

從ITE的思維來看，這個來自國家中央的文化政策設施傾向於一個區域性的展

演，而非之前展期產生舉市歡騰的氣氛，也較不重視與當地的節慶共構。雖然「行

動龐畢度中心」無法被列入同等大型節慶的範疇，但是龐畢度中心這個在博物館領

域相當具有地位且為全球知名的現代美術館，接待其行動分館的次要市鎮短期內

在一定程度上大放異彩。無論前者是在國際性的事件，後者則屬於國內區域性的展

演，做為「接待城市」、甚至做為接待城市中「行動龐畢度中心」座落位址的社區

——如在勒阿弗爾展期的Caucriauville——都因它的到來而顯得與平時不同，從媒

體化的集體凝視建構最為明顯，Caucriauville地區的歷史背景，也經由媒體再現，

                                                 

30 筆者田野調查紀錄，2013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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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眾的注意力導向這個「不可忽視的都市邊陲區域」（une zone urbain sensible）

（Ono-dit-Biot, 2013），突顯藝術不再只屬於生活條件優越和享有特權的階級（市

中心民眾），再度重申龐畢度中心文化民主化的功績。而這樣的意識也明顯地從參

觀民眾的認同獲得證實，如受訪者H3和H4覺得沒有比Caucricuville更好的地點： 

我認為這個地點很好，我有看到一些居民是從市中心來到這裡，

我覺得這樣很好，表示藝術並不只集聚在市中心．．．這是一個

改變的局面。31（受訪者H3） 

我認為住在那些都市發展較成熟的地方的民眾已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覺得這些民眾移往（這裡），同時我們也受到這樣的接觸，

促使人群間的交流混和。32（受訪者H4） 

比較六個城市的參觀人數（請見表4-1-1, p. 89），勒阿弗爾的城市人口數量是

六個接待城市中最多的，但參觀人次卻是當中最少的，而這個結果，筆者假設仍是

因為其座落地點空間距離過遠，從交通層面來說，只有市中心的民眾和居住於輕軌

路線附近的民眾能夠善用新落成的輕軌電車這個相對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市中

心民眾則早已在生活環境和慣習中累積相當深厚的藝術涵養，周遭也圍繞豐富的

藝術資源（如MuMa），相較「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規模僅展出不到二十件作品，

而勒阿弗爾市本身也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因此，行動博物館在勒阿弗爾展期

的藝術教育對象為座落地點Caucriauville地區，以及安排預約導覽的學校團體和兒

童為主。 

  

                                                 

31 原文如下 « Je pense que c’est très bien. J’ai vu des habitants de quartier venez ici et je trouvre ça est 

très bien que l’art n’est surtout pas réservé au centre ville…c’est quelque chose à renouveler. » 
32 原文如下 « Je pense que dans les lieux plus conventionnels, le public est déjà acquis. Et donc je pense 

le public acquis se déplace, en même temps ça touche notre population qui ne serait pas forcément consterné 

par d’autres lieux...Il y a un mélange de la pop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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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巴涅（Aubagne）：2013 歐洲文化之都的周邊活動 

歐巴涅（Aubagne）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的終點站，與之前所有的展期

比較起來最顯著的差異在於，「行動龐畢度中心」除了是歐巴涅的藝術特展，同時

也歸屬在「2013 馬賽—普羅旺斯‧歐洲文化之都」（Marseille-Provence 2013,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以下簡稱 MP2013）中的文化活動項目，本身就納於大型

節慶的範疇之內：MP2013 將為期整年度的計畫分為三大階段（見表 5-3-1），「行

動龐畢度中心」屬於第二階段夏季的主要展覽活動之一。有鑑於此，「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歐巴涅展期勢必牽涉更多層面和範圍，礙於篇幅的限制以及筆者資料取得

能力所及，筆者並不會進入歐洲文化之都與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政策協商和細部操

作，而是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在這個大型節慶觀光的框架下著眼於歐巴涅展期與

MP2013 的聯結性和時空共構，就筆者在田野觀察中發現的現象進行闡述與分析。 

本節將分為兩個層次進行探討：首先，從歐巴涅在 2013 年歐洲文化之都中的

定位切入，就節慶活動的從屬關係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原意是預設使進駐

城市的居民為最深刻的受惠者，但成為歐洲文化之都的其中一環勢必引來自其他

城市鄉鎮的文化節慶參與者。33 筆者套用 ITE 的概念分析歐巴涅做為 MP2013 活

動舉辦城市之一和行動分館的接待城市的共時性引致的現象；第二，從流動性和

ITE 的觀點，探討馬賽與歐巴涅的城市空間性與相關展覽的相對關係，併入觀眾訪

談為補充，由田野觀察來檢視「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空間實踐。 

  

                                                 

33 這點已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者訪談中獲得證實，有半數受訪者並不是歐巴涅住民（請見表

3-3-2, 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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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MP2013 年度計畫（Trois Épisodes qui Rythment l’Année） 

階段 月份 名稱 

第一期 
一月至五月 

de janvier à mai 

Marseille Provence Accueille le Monde 

第二期 
六月至八月 

de juin à août 

Marseille Provence à Ciel Ouvert 

第三期 
九月至十二月 

de septembre à décembre 

Marseille Provence en Mille Visages 

註：本表格改編自 MP2013 官方新聞稿（dossier de presse）內容 

資料來源：Les Grands Rendez-Vous de l’Année (2013). Marseille-Provence 2013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 p.3.取得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mp2013.fr/pro/files/2012/07/MP2013-24p-dpsynthese-page.pdf  

 

 

一、 「行動龐畢度中心」——節慶的共時性 

從國際流動展（ITE）的幾個特性來看歐巴涅的案例，在一個大型節慶的框架

下，其共同展演的方式難以避免地形成主要和次要的對比，並不再像是之前的展期

做為一個地區性活動中最緊要的事件。歐巴涅是 MP2013 的其中一個城鎮，為其中

兩個藝術展覽的設置地點，一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另一個展覽為畢卡索的陶器

特展 Picasso, Céramiste et la Méditerrané。34 兩個展覽的共通點，第一，在 MP2013

節慶架構之下，時間上的重疊：「行動龐畢度中心」展期為 2013 年 6 月 29 日至 9

月 29 日、畢卡索陶器展為 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10 月 13 日，且與當地陶器雙年露

天市集 Argilla 2013（2013/8/17-18）有所呼應；第二，展覽地理位置的鄰近性：同

樣處於歐洲文化之都的安排，同在歐巴涅城市展出且距離在可步行前往的範圍；第

三，兩者展品內容的異質性，由出於現代藝術名家之手、以及龐畢度中心現代藝術

的象徵地位而連結。 

                                                 

34 為 MP 2013 夏季主打的藝術特展系列 Le Grand Atelier du Midi 展覽之一，策展人為 Joséphine 

Matamoros 與 Bruno Gaudichon。 

http://www.mp2013.fr/pro/files/2012/07/MP2013-24p-dpsynthese-pa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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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發現，「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歐巴涅的論述主體與勒阿弗爾階段比較起來，

較無產生特別具有地方性地敘事效果，一部分原因出自於城市本身的文化——陶

器製作的歷史文本已經合理地與畢卡索地陶器展覽連成一氣，而在歐巴涅展期，筆

者發現「行動龐畢度中心」只一再複述它首度出現在大眾面前的論調，雖然同樣從

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大區當代藝術基金會（le FRAC Provence-Alps-Côte 

d’Azur，總部位於馬賽）借出兩件作品共同展出，但它的特殊性在 MP2013 的眾多

大型活動之間，其話題性和媒體價值顯得略為平淡。但是跳脫「行動龐畢度中心」

在歐巴涅的地理侷限來檢視，它仍可與周遭衛星城市的活動有所連結，這個連結建

立在其部分展品的創作者的展覽，也在歐洲文化之都的節慶中以個展的形式於相

近時段展出：例如，在馬賽展出當代藝術家 Morellet 的展覽 5*3, François Morellet

（2013/5/23-2013/9/20）；在艾克斯–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位於馬賽北方）

的〈瓦薩雷利基金會〉（Fondation Vasareley）展出的 Victor Vasareley de l’oeuvre peint 

à l’oeuvre architecturé（2013/6/1-2013/9/18），也是由「行動龐畢度中心」《圓與方》

的策展人 Jean-Paul Ameline 策畫；當代藝術家 Daniel Buren 也受 MP2013 之邀，於

伊斯特市（Istres，位於馬賽西北方）重新設計改造一個舊有體育館空間（La 

Pyramide），並進行展示（2013/7/5-2013/12/31）。 

 由此可見，「行動龐畢度中心」確實與 MP2013 產生節慶共時性與展覽主題的

聚合，但是這些展覽都由不同的城市舉行，相對位置拉遠的情況下，在以進行時段

和城市劃分的宣傳上較無著重在這樣的連結，若沒有密切關注 MP2013 的民眾便

較難發現，因為這個連結並非如之前的展期一般經過系統化的分類介紹而呈現。而

這也讓筆者發現，這樣的展覽形式讓文化實踐回到一個以菁英階層為主要消費者

和藝術品味再製的現象：第一，許多 MP2013 的展覽仍需要購票入場，以上筆者列

舉的展覽只有「行動龐畢度中心」和〈瓦薩雷利基金會〉為免費；第二，以當代藝

術家為主的個人展覽，對尚未培養出這個藝術領域的文化實踐慣習的民眾來說，相

對陌生；第三，與 MP2013 夏季主打展覽多在觀光大城，展出廣為法國民眾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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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的大型藝術特展，如 Le Grand Atelier du Midi 系列，35 比較起來，對這些當

代作品有能力解碼的族群且有意願參觀的族群相對小眾。 

回到「行動龐畢度中心」於歐巴涅的相關活動，歐巴涅也必需展現做為接待城

市的身分，例如歐巴涅城郊共同體（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Pays d’Aubagne 

et de l’ É toile）以音樂慶典和野餐的形式舉辦的官方開幕餐會（Tous au Pompidou!），

36 相當具有地方感和節慶感，也在短時間內有效地讓居民知曉行動分館的存在。

臨時建築的彩色的帳篷與慶祝活動結合，營造出親切的觀感、降低藝術文化的藩籬，

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訴求不謀而合。然而筆者也發現，「行動龐畢度中心」同

時為國家現代美術館的行動展示本體以及 MP2013 的藝術活動的雙重身分，受到

MP2013 強硬的節慶範疇限制，37 其他於歐巴涅的文化活動和地方特色，也多從屬

於 MP2013。也就是說，地方本身的特色的再現不是如之前的展期藉由「行動龐畢

度中心」的到來而隨之浮現，而是經過歐洲文化之都事件的總體策畫產出的關係網

絡，地方和行動分館的能動性主要是受到 MP2013 大型節慶的轉譯才得以成形，以

展現其觀光化的影響力。 

換言之，地方文化的呈現和「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歐巴涅的現身被劃分在歐洲

文化之都的文化政策架構，以應當在這樣的相對關係中被展示出來。舉例來說，

MP2013 的活動摺頁在介紹「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地點時是以活躍於二十世紀的法

                                                 

35 MP2013 主打的大型藝術特展多舉辦在觀光大城如馬賽、亞爾（Arles）、艾克斯—普羅旺斯等等。

夏季開幕的重點展覽為 Le Grand Atelier du Midi（2013/6/13-2013/10/13）系列展覽：在馬賽的隆尚

宮（Palais Longchamp）De Van Gogh à Bonnard、在艾克斯—普羅旺斯 Musée Granet 的 De Cézanne 

à Matisse；與有直接連結的藝術特展（Expositions associées au Grand Atelier du Midi）還有在 Martigues 

市 Musée Ziem 的 Raoul Dufy, de Martigues à l’Estaque（2013/6/13-2013/10/13），歐巴涅的畢卡索陶

器特展也是系列展覽之一。另外，還有在亞爾的羅丹雕塑特展 Rodin, La Lumière de l’Antique（Musée 

départemental Arles antique, 2013/4/6-2013/9/1）。以上資料參考自 Marseille-Provence 2013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 官 方 新 聞 稿 （ Les grands rendez-vous de l’année, 2013 ）。

http://www.mp2013.fr/pro/files/2012/07/MP2013-24p-dpsynthese-page.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11

月 14 日。 
36 舉辦於「行動龐畢度中心」正式開展（2013/6/29）後當周的周末：2013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 
37 Aubagne 展期的費用一半由 MP2013 支付（Coste, 2013）。 

http://www.mp2013.fr/pro/files/2012/07/MP2013-24p-dpsynthese-pa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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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說家、劇作家和導演 Marcel Pagnol 的出生地呈現歐巴涅，38 聚集當地具有文

化性質觀光潛力的元素，增強 MP2013 參與者前來的驅動誘因；另外，歐巴涅的一

大當地特色便是在陶瓷工藝上的傳統和歷史，歐巴涅固定舉辦的國際陶藝市集雙

年展（Argilla, marché potier）（2013/8/17-18）是當地的重要活動，39 也被納於MP2013

的展覽名冊中，40 與位於舊城區邊緣的畢卡索陶器展遙相呼應，再度顯現如國際

流動展特性的共時性和套裝模式，藉由這樣的並置，再現歐巴涅既有的文化成就和

價值認同。 

本次「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公民權的宣示，體現在 MP2013 文化節慶結合龐

畢度中心行動展示的公眾性，兩者交織出的關係產物。另外，大型節慶引發的觀光

旅遊實踐，與上一期勒阿弗爾展期比較起來，「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歐巴涅的地方

化以及對當地居民的貼近程度並不如勒阿弗爾，而更應該說，它是坐落於歐巴涅這

個歐洲文化之都衛星城鎮之一的流動展覽，而這個城市做為接待行動分館的物質

地點的意象，比它企圖讓缺乏文化資源的地方民眾接近藝術的一貫論述更加強烈。 

為了在 MP2013 的規範下宣傳行動分館，「行動龐畢度中心」同時呈現於歐洲

文化之都的官方網站和歐巴涅的地方旅遊網站，而如同之前的展期，在歐巴涅旅遊

資訊中心（Office de Tourisme）一樣可以蒐集到「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宣傳文本。

「行動龐畢度中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展現與 MP2013 的連結，進而在接待帳篷中

放置畢卡索陶器展的宣傳資訊與摺頁，並沒有看到其他當地與展覽《圓與方》相關

的展演活動。那麼歐巴涅是如何向當地民眾建構出「行動龐畢度中心」與他們的關

係呢？歐巴涅的做法是以時間的同期性整合當地 2013 年度的夏季活動「歐巴涅的

                                                 

38 “Le premier musée nomade du monde s’installe au pays de Marcel Pagnol.” 當地也保留其居所做為

博物館：La maison natale de Pagnol、Le Petit Monde de Marcel Pagnol。 
39 根據媒體報導，Argilla 是歐洲最大型的陶器市集，2013 年度為第 12 屆，總共設有 185 個攤位，

其中有來自法國國內 20 個大區以及 10 個歐洲國家的陶藝工作室。（Laaroussa à Aubagne - Voyage 

dans un monde d'argile, 2013） 
40 MP2013 與 Argilla 2013 的關係可參閱 Guide-Programme, Argilla 2013（Anatome, 2013），連結如

下：http://www.agglo-paysdaubagne.com/sites/default/files/programme-argilla-2013.pdf  

http://www.agglo-paysdaubagne.com/sites/default/files/programme-argilla-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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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盛夏」（Le Très Bel Été d’Aubagne），將展覽、龐畢度中心、陶藝市集、畢卡索、

音樂會、露天電影等等事件和活動，賦予娛樂性質的氛圍串聯起來，藉由資訊媒介

41 的流動和集體凝視，從中建構視覺藝術領域主題與歐洲文化之都活動的時間共

構性：除了提醒當地民眾展覽《圓與方》與畢卡索陶器展在二十世紀藝術發展時代

的重疊、藉此凝聚這兩個藝術展覽的相互關係（見 Pehaut-Bourgeois, 2013: 2）之外，

也持續扮演其文化資本傳散的角色。 

很明顯地，「行動龐畢度中心」勒阿弗爾階段和歐巴涅階段的城市共構現象有

相當大的差異：歐巴涅地方並沒有如勒阿弗爾和其他之前的巡迴檔期一般特意規

劃與展覽主題產生共鳴的藝文展演，而是直接將地方當下既有的各種異質的活動

根據時序列出，這樣的宣傳節目文本也能在當地旅遊資訊中心找到。42 筆者認為

「行動龐畢度中心」歐巴涅檔期由於做為歐洲文化之都大型節慶交織出的網絡關

係，導致它所涉入的觀光質地而產生的能動性，形成觀光化與在地化的分歧更為顯

著。歐巴涅一方面需要關注它以及城市本身與 MP2013 的策略聯盟，一方面又勉力

將行動分館納入當地季節的活動規劃當中，以求呈現城市與行動分館的連結和合

作。「行動龐畢度中心」確實與當地活動達到時間層面的共構性，但在歐巴涅檔期，

行動分館做為一個外來主體的觀感格外明顯，強化了其物件流動的意象，其與當地

博物館和文化機構的展示聚合建立在歐洲文化之都的節慶範疇之內，也因而使得

觀光移動的成分更為突出。「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歐巴涅的時空共構現象將在接下

來的部分以行動分館在城市中的空間實踐繼續探討之。 

 

                                                 

41 例如雙月刊 L’AJJ-Journal bimensuel de la Ville d’Aubagne（N∘757. 2013 June 28）、季刊 L’agglo-

le magazine du Pays d’Aubagne et de l’Étoile（N∘30. 2013 June）。 
42 例如 « Faites Chauffer la Capitale! Pays d’Aubagne et de l’Étoile – programme juin à août 2013 »，為

MP2013 在歐巴涅的活動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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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折衝的城市空間 

（一） 歐巴涅在 2013 歐洲文化之都中的空間關係 

在客觀的地理位置上，歐巴涅是個位在普羅旺斯省區距離馬賽東部內陸的內

陸小鎮（見圖 5-3-1），從馬賽出發前往這個城鎮，可以選擇區間列車（Train Express 

Régional, TER）或區域巴士 Cartreize 100 號、從艾克斯—普羅旺斯出發前往則可乘

坐區域巴士 Cartreize 72 號，或是自行駕車前往，從周邊大城市如馬賽、艾克斯—

普羅旺斯、Toulon 等平均車程大約為 20-30 分鐘（見圖 5-3-2）。也就是說，歐巴涅

在距離 MP2013 活動和展覽最聚集的馬賽，就物理距離上仍具有一小段需要花費

的時間。因此，在大眾運輸轉運地點，如馬賽的火車站（Marseille Saint-Charles）

購票機器和月台，以及需要搭乘馬賽地鐵才能抵達的區域巴士搭車地點，貼有「行

動龐畢度中心」的廣告看板。這表示在行動分館在最後一個檔期的觀眾主體除了放

在歐巴涅當地民眾之外，也冀望吸引歐洲文化之都的參與者能夠履行文化觀光的

移動、前來這個衛星城鎮。揭示出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在最後一個檔期扮演的角色

和層次與前幾期的差別，在大型節慶文化政策下的博物館實踐，在最後一期的「行

動龐畢度中心」，仍然堅守原本的展覽策劃，除了更顯得形式化，在展覽內容上缺

乏與當地文化背景的對話和了解，因此這次行動分館向來聲稱的：「幫助地方既有

文化機構」和「刺激地方民眾回流到當地博物館參觀」，其實際效果也被歐洲文化

之都的節慶套裝而帶動當地的諸多活動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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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MP2013 衛星城市地理位置圖 

註：藍色圓框為歐巴涅。 

資料來源：Marseille-Provence 2013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 活動摺頁，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取得。 

 
圖 5-3-2. MP2013 交通資訊地圖 The Map 

註：藍色圓框為歐巴涅。紫色虛線代表區域鐵路（TER）；藍色實線代表馬賽區域

巴士 Cartreize 路線（附帶號碼的實線為地區巴士路線）。 

資料來源：Conseil Général Bouches-du-Rhône, Bouches-du-Rhône Tourisme，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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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涅的規模並不像勒阿弗爾城市那般具有行政區的劃分，從火車站便可直接

步行前往市中心和舊城區，也就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和畢卡索陶器展（Picasso 

Céramiste et la Méditerranée）於當地一間改建成展覽空間的禮拜堂 Chapelle des 

Pénitents-Noirs 的位置。在車站設有這兩個展覽的地點的路線標示牌（見圖 5-3-3），

顯示出歐洲文化之都節慶活動的一致性和共構性，其優點在於無論對當地住民還

是外來地區的民眾來說，都能達到降低物質距離、易於前往的可及性。在「行動龐

畢度中心」和畢卡索陶器展之間的道路地面上，也貼有此兩個展覽的方向指示，強

化這兩個展覽的關係網絡，即使他們展示的內容相異，皆將這兩個展覽再度連結回

MP2013 的範疇之下，如同 Urry 曾經指出的，無論是具體的還是虛擬的流動，皆

為一種展示地位和權力的象徵（Urry, 2007: 9），能夠承辦 2013 年歐洲文化之都的

風采和能量也再度獲得彰顯，此也符合 ITE 指出的，舉辦或接待國際大型展覽活

動能夠顯示接待方的場域位置（Lai, 2004）。 

 
圖 5-3-3. 歐巴涅 MP2013 活動地圖 

註：本圖原為歐巴涅市中心巴士免費搭乘告示牌（Prenez le bus, C’est gratuit! En 

Pays d’Aubagne et de l’Étoile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sont gratuits. Profitez-en!） 

左上藍色字條為火車站（gare SNCF）位置；「行動龐畢度中心」位於溪流河岸公園，

為右上紫色三角形；畢卡索陶器展覽位於舊城區山坡上，為右下紫色三角形；淺藍

點為公車站牌。 

資料來源：Anatome（2013），筆者翻拍，攝於 2013 年 8 月 22 日。 

 



187 

 

（二）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歐巴涅引致的空間層級 

在歐巴涅展期的「行動龐畢度中心」，座落位置於 Huveaune 河岸邊的空地（les 

berges de l’Huveaune），是位在當地主要觀光景點的舊城區後方的一區空地，如同

勒阿弗爾階段，周邊主要圍繞著住宅區（見圖 5-3-4、圖 5-3-5），平日做為當地民

眾的休憩場所，設有供兒童玩樂的設施和長椅、躺椅等等。以這個空間做為行動分

館的座落位置可以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和歐巴涅城市即使處在 MP2013 的框

架下，仍然企圖利用既得的現狀建構其走入大眾生活的形象和論述。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歐巴涅在時間與空間的共構現象以將《圓與方》展覽納

入當地固定舉行的夏日慶典活動 Le Très Bel É té d'Aubagne 為主，揉合 2013 年六月

到八月的各種類型活動，當中也包含屬於歐洲文化之都之下的文化展演。歐巴涅的

夏日活動至 2013 年已連續舉辦了五屆（Pehaut-Bourgeois, 2013: 16），藉由並置這

個期間內藝術領域的相關活動，43 建立行動分館在地化的部屬和論述，並提升當

地居民對展覽的關注；在前一部份的討論中也提到，為了在大型節慶中區分出龐畢

度中心行動博物館與歐巴涅的關係，以及鼓勵非歐洲文化之都消費族群的居民前

往參觀，歐巴涅以舉辦免費的開幕音樂餐會 Tous au Pompidou！為「行動龐畢度中

心」最後一檔展覽揭開序幕（根據市政府官方資料近 500 人參與），為行動分館在

歐巴涅對內的推廣，藉此提高行動分館對當地居民的曝光率。 

現任法國文化部部長 Aurélie Filippetti 偕同 2013 歐洲文化之都主席（Président 

de Marseille Provence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Jacques Pfister 與館長 Alain 

Seban 出席，地方首長如歐巴涅市長 Daniel Fontaine 和歐巴涅城郊共同體主席

（ Présidante de l’Agglomération du Pays d’Aubagne et de l’Étoile ） Magali 

Giovannangeli 為接待，駐歐巴涅藝術與文化教育大使（Ambassadrice de l’éducation 

                                                 

43 Un É té Très Bel Expo 共有以下五項展覽活動：Picasso céramiste et la Méditerranée、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Les Mosaïques de Ravenne、Résidance de Danielle Jacqui、Argilla 2013 – Laaroussa。

參 考 自 Le Très Bel É té d'Aubagne – Programme., 2013., Retrieved October 4, 2013 from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2013/le-tres-bel-ete-daubagne.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2013/le-tres-bel-ete-daubag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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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que et culturelle）暨管絃樂團 l’Orchestre Symphonique Divertimento 團長 Zahia 

Ziouani 一同出席這個開幕慶典，中央與地方官方正式的故此開幕儀式的呈現涉及

文化治理的目的尤為明顯，也再度顯示「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直屬國家的博

物館分館的地方文化攏絡角色；另一方面，文化部長也前往 la Chapelle des Pénitents 

Noirs 參觀畢卡索陶器展和「行動龐畢度中心」，分別表現出其重視地方文化特色的

作為和監督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在歐巴涅的市政府官網中也強調這個特展的時

代意義：歐巴涅是首次舉辦畢卡索陶器作品展覽的地點。44  

歐巴涅在種種權力結構施展由上而下的宰制，試圖將「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地

化的策略遂受到許多侷限，從國際流動展（ITE）時空共構性層面來看，歐巴涅結

合「行動龐畢度中心」、歐洲文化之都的展覽衛星城市、陶藝的地方特色論述，成

為此公眾的開幕式的基調架構支撐，並且在活動的進行地點展現行動分館的公眾

性：原為位於城市邊緣和住宅圍繞的河畔公共空間，45 在行動博物館的座落期間

也重新被當地民眾再訪（見圖 5-3-6、圖 5-3-7）。在展覽期間其原本的功能和論述

被轉譯為一個做為接待來自巴黎的移動分館、同時在 2013 年歐洲文化之都藝術展

覽的脈絡下、開放給當地居民進行文化實踐的開放場所。另一方面，「行動龐畢度

中心」在整個歐巴涅市的夏日活動中找到自己在這個特別的期間形塑出的網絡定

位，在地理方位上，散佈在市內各地的諸多活動將引導群眾的流動（見圖 5-3-8），

並營造出在關係位置上擔任正統現代藝術性質教育養成的地方性的設施。 

 

                                                 

44 Picasso Céramiste et la Méditerranée 歐巴涅展期結束後將繼續在法國號稱陶器之城（Cité de la 

céramique）的 Sèvres 展出（2013/11/20-2014/5/20）。參考自歐巴涅市政府官方網站資訊 Visite d'Aurélie 

Filippetti à Aubagne - Un superbe dimanche. Retrieved October 25, 2013 from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visite-daurelie-

filippetti-a-aubagne.html  
45 市政府有意於將其開發做為一個公園綠地（Parc Paysager de l’ilot des berges），其邊緣處豎立一

個工程看板說明它的未來用途。（筆者田野調查記錄：2013 年 7 月 3 日）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visite-daurelie-filippetti-a-aubagne.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visite-daurelie-filippetti-a-aubag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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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展

期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7 月

2 日。 

圖 5-3-5. 「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展期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7 月

2 日。 

  

圖 5-3-6. 「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展

期座落地點 Berges de l’Huveaune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7 月

2 日。 

圖 5-3-7. 「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展期

座落地點 Berges de l’Huveaune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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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歐巴涅夏日活動地圖（Le plan du Très bel été d'Aubagne） 

註：「行動龐畢度中心」位於圖中 4 號地點，畢卡索陶器特展位於圖中 2 號地點。 

資料來源：歐巴涅市政府官方網站 Le Très Bel É té d'Aubagne, Retrieved October 4,  

2014 from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2013/le-tres-

bel-ete-daubagne.html  

 

另一方面，結合 MP2013 的展覽共時性，使「行動龐畢度中心」歐巴涅展期形

成在此特定的展覽期間內，以現代藝術文化實踐為主的觀光現象。透過空間的秩序

化，使得某些特定的規律可被歸納出來，例如，在筆者與參觀者的訪談與觀察中發

現，參觀者如 A8、A20、A21、A25、A26 在完成《圓與方》展覽的參觀後，將會

接續參觀或是已經觀展完畢位在舊城區上坡的畢卡索陶器特覽，參觀者 A20、A21、

A32、A33 甚至已經造訪過於 2013 年開幕的馬賽的「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

（Le 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de l’Europ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MUCEM）以及同為

MP2013 所舉辦在馬賽隆尚宮（Palais Longchamp）De Van Gogh à Bonnard 藝術特

展。造成外來參觀者這種空間實踐的因素，筆者歸納為以下幾點：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2013/le-tres-bel-ete-daubagne.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2013/le-tres-bel-ete-daubag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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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與大型節慶共同宣傳造成的文化觀光趨力，來自馬賽的受訪者 A18、

A19 表示他們是從 MP2013 的宣傳文本中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這也顯示「行動

龐畢度中心」和畢卡索陶器展的原作真跡對於藝術觀光客來說仍足以產生毗鄰衝

動（compulsion to proximity），成為吸引周遭城鎮民眾前來參觀的吸引因素本章第

一節中也曾提到，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在馬賽市區內，「行動龐畢度中心」歐巴

涅檔期的宣傳看板大多設置在交通轉運站，如售票亭、月台、前往歐巴涅的區域巴

士站附近等等，做為 MP2013 的活動之一的推廣，再次顯示其做為一個藝術觀光的

標的，各種形式前往歐巴涅的交通方式等資訊的提供，也使外地民眾前往歐巴涅的

移動更加便利，但這亦說明，特地從外縣市過來參觀的民眾，多為有文化消費慣習

的族群，Le Troisième Pôle 的 Agnès Prévost 也在筆者前往歐巴涅時，向筆者表示當

地民眾來的比率較勒阿弗爾展期少（筆者田野紀錄，2013 年 8 月 21 日），為大型

藝術節慶的觀光性造成排除當地民眾參觀的現象。 

第二，為 MP2013 的展覽並置模式，建立在展出現代藝術名家作品的共通點和

物質距離的鄰近性，在觀光物件的輔助下使「行動龐畢度中心」與畢卡索陶器特展

得以連結成為當地藝術觀光行程的網絡關係：從歐巴涅火車站出來至市中心，沿路

上貼有路牌指出這兩個展覽的方位（見圖 5-3-9）、在兩個展覽之間的地面上也設有

路線標誌（見圖 5-3-10），民眾可跟隨這些指示抵達另一個展覽，在歐巴涅地方觀

光景點舊城區中也有設置展覽方位指示。可步行前往的距離也使連續參觀這兩個

展覽更容易被藝術消費者接受，此外也扮演促進民眾臨時起意前往參觀的媒介。除

了導引步道的設置之外，歐巴涅地方觀光列車（Le Petit Train）也在 2013 年七月和

八月的夏日慶典期間，規劃繞經「行動龐畢度中心」和畢卡索陶器特展的免費搭乘

路線（Le Très Bel É té d'Aubagne – 2013 programme, 2013: 15），希望提高外來民眾

和地方居民參與兩個藝術展覽的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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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9.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畢卡索

陶器特展的方位指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8

月 21 日。 

圖 5-3-10. 「行動龐畢度中心」與畢卡索

陶器特展路線標誌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13 年 7 月

2 日。 

 

歐巴涅展期的文化資本共構也發生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空間內部，這

是其除了與 FRAC 借入展品外，與之前巡迴檔期比較起來較特殊的一點：當歐巴

涅展期接近尾聲時，當地邀請駐歐巴涅藝術與文化教育大使 Zahia Ziouani 領導的

管弦樂隊 l’Orchestre Symphonique Divertimento（以下簡稱 OSD）46 設計一場音樂

與視覺藝術這兩個不同藝術領域的跨界交流（Visite du Pompidou mobile en musique），

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空間轉換為一個音樂表演的場所，由 OSD 專為展覽

《圓與方》規劃出一系列的演奏曲目，選出的曲目創作的靈感來源與《圓與方》的

作品有直接的關聯，藉以建構出音樂與現代藝術的關係以及維持、豐富策展的幾何

論述，並帶給參觀民眾不同的感官體驗（請見表 5-3-2）。 

                                                 

46 OSD 早先也在歐巴涅舉行過在 MP2013 架構之下的免費露天劇團表演 l’Arlésienne 中擔任現場樂

隊，顯示 MP2013 對地方不同類型文化活動的構建、促進不同藝術領域的互動交流之下也彰顯了大

型節慶的權力架構。表演時間：2013 年 6 月 20 日，晚上十點。地點：Cours Voltaire, Aub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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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OSD 表演節目表 Visite du Pompidou mobile en musique 

演奏者 

Zahia Ziouani, direction 指揮 

Edouard-Axel Moubachir, violon 1 第一小

提琴 

Christelle Droxler, violon 2 第二小提琴 

Sylvie Carrasco, alto  

Fettouma Ziouani, violoncelle 大提琴 

Yves Bruchon, clarinette 單簧管 

Dominique Troccaz, Hautbois 雙簧管 

Chrysanthos Antoniou, Chargé de Projet 計

畫主持人 

音樂會資訊 

自由免費入場，不需預約。 

人數限制：20 人。 

演奏時間：一小時。 

演出地點：「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二展示帳

篷。 

日期與時段：2013/9/26，18:00 - 19:00；

2013/9/27，18:00 - 19:00；2013/9/28，10:30 

- 11:30 (dans le cadre de la visite « parcours 

en famille ») 

曲目表 

 Inspiration musicale sur l’œuvre de Frantisek Kupka [1871-1957]  

Jean Sébastien Bach - Fugue No.2 en Si B Majeur ; Le Clavier bien tempéré - Livre II - 

04:00 

 Inspiration musical sur l’œuvre de François Morellet [1926]  

Philip Glass - String Quartet No. 2 (Company) – 2ème mouvement - 02:30  

 Inspiration musicale sur l’œuvre de Victor Vasarely [1906-1997]  

Salim Dada - Danse Zaydan pour quatuor à cordes – 06:00 

 Inspiration musicale sur l’œuvre de V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Camille Saint-Saëns « Rêverie du soir », extrait de la suite Algérienne. 03:30  

註：本曲可參考影片紀錄，連結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580310088692492  

 Inspiration musicale sur l’œuvre de Fernand Léger [1881-1955]  

Erik Satie Gymnopédie n°3 – 03:30  

 Inspiration musicale sur l’œuvre de Carl André [1935]  

Georges Bizet Carillon extraits des Suites de l’Arlésienne - 05:00 

註：皆出自於從《圓與方》展出作品的藝術家得到創作靈感的曲目 

資料來源：整理自歐巴涅市政府官方網站 Visite du Pompidou mobile en musique.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

2013/centre-pompidou-mobile.html ，最後瀏覽時間：2014 年 10 月 4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580310088692492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centre-pompidou-mobile.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centre-pompidou-mob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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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的表演地點直接設在「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第二展示帳篷，樂隊直接架

設在 Carl Andre 的作品 144 Tin Square, 1975 上，覆蓋在 Dan Flavin 的作品 Sans titre 

(à Donna) 5a, 1971. 映照出的紫色光線中，體現藝術作品與音樂的交疊中營造出兩

種藝術領域對話。這樣的策略不僅賦予參觀者多重文化實踐的特殊經驗，同時向參

觀者建立音樂與現代藝術的交集之論述，若將音樂會設置在河畔公園的空地舉行，

場地本身的建置便無法建立如此鮮明的敘事連結。與之前巡迴地方的活動創發的

不同之處在於，它將迴響特展《圓與方》主題的活動共同並置於其本身的展覽時空，

藉由音樂的引領令觀者對作品產生另一種領會和見解：在每一首曲子演奏之前，音

樂會主持人為在場的民眾進行引導和解說，介紹曲子的靈感來源以及對照展出的

作品，增加參觀者對《圓與方》展覽的藝術感知內容不同的意會角度，同時也將民

眾從視覺藝術的觀看擴及到古典樂器的音樂鑑賞。而這樣的策略模式也配合了《圓

與方》展覽的策展設計，將民眾的解碼活動維持在不須具備文化實踐慣習的接收層

次，建構展出的造型藝術作品和演出的音樂作品之間的緊密關係。 

然而這也令筆者反思，如此典型藝術類型的組合，是否象徵著這些主流美學教

育的加固，而地方文化如歐巴涅這樣的小城鎮，它們的話語權仍然需得依憑著國家

中央的指令和資源配置，接受國家文化政策的支配。在「行動龐畢度中心」歐巴涅

展期，這樣的文化治理性在展覽套裝模式的策畫中特別明顯，地方文化單位與居民

也成為公共博物館權力結構下被攏絡和收編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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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前瞻 

 

「行動龐畢度中心」於 2013年 9月結束兩年於法國國內六個城市的巡迴展演，

藉由結合行動展示理念和臨時建築技術的移動形式，實踐承繼法國文化政策傳統

的文化民主化脈絡之文化資本傳散策略，而做為國家公共博物館的行動分館，當中

涉及權力運作與博物館場域競爭、產生形構論述與象徵資本的過程，主要透過執行

展覽策略和移動策略兩個層次。本章旨在討論其成效和是否能夠成為承先啟後行

動分館的架構之未來展望、回應理論問題，並指出本研究的未竟之處。 

綜觀以上研究發現，本章分為四節討論：第一節，從「行動龐畢度中心」開創

的行動博物館形式，揭示其創新意義和權力展演形構的論述層面；第二節，討論「行

動龐畢度中心」如何企圖化解文化民主化的矛盾，以及其文化資本傳散策略的實際

效果；第三節則焦注其移動策略的執行涉略的共構模式，於第四節發想未來相關的

研究建議，最後陳述本研究的限制和不足。 

 

第一節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突破 

一、以臨時建築為形式的行動博物館 

從臨時建築物質層面的意義重申說起，與以往的行動博物館和行動展示比起

較來，「行動龐畢度中心」最大的差別和特殊性有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在建築層次上，其視覺感受——包括外觀顏色、性質、建築構架、空間

組成的單元——可以令人直接聯想到同樣的概念（傳遞文化資本、教育、移動的功

能、有別於傳統認知的博物館殿堂形象……等等），雖然材質和結構截然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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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具有機動性和適地性，相反的，以車體做為巡迴工具、展示和藝術家發揮空間

的行動博物館，本身就伴隨卡車的本質框架，在已被侷限的條件下能夠生產的論述

也受到箝制；在流動（nomade）的體現，帳篷與車體予人的印象在程度上有所差

別，帳篷較富有「紮根」和「滯留」的感覺，而車廂則更具備漂泊的意味和不確定

性，在與停駐當地的互動層次上也因此受到影響；而帳篷創造的空間大小，更適合

人們進出走動，在觀感的投射比較具有鼓勵性，拓展所迎合的年齡層幅度。另一方

面，「行動龐畢度中心」將置身於臨時建築做為文化活動載體的脈絡中，連結從 1851

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延續至今的歷史論述，成為一

個真切的「瞬時性的象徵建築」（un véritable « monument momentané »）。 

第二，在藝術層面，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用色鮮明的幾何造型結構，與內

部進行的展覽主題——《色彩》、《圓與方》——構成對話和互補，明確地表現出現

代藝術和建築的特色；在技術上，「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帳篷空間要求與本館同樣

的保存／展示規格，足以承擔國家級典藏作品的安全性，得以展出經典的現代大師

原作——這點也是官方一再強調的優勢——加上藝術博物館的「白盒子」傳統形式，

提供屬於較典型的博物館文化體驗，相較專為車體所設計的當代藝術作品（這裡的

比較對象為 MuMo），則偏向聲光科技的裝置、符合車體內的空間單元和物件（如

樓梯、地板、塗料）的利用，展品的藝術類型則為以兒童為目標群眾，展現較多探

索和寓教於樂取向的設計。行動博物館展示技術上的突破，相對也必須承擔重要文

化貨物的保存風險，在選件上仍然受到臨時建築的限制，多見到創作形式較為傳統

的油畫、雕塑和裝置藝術，並無法展出佈展程序較複雜和脆弱的作品。 

 第三，關於歷史和社會層次，「行動龐畢度中心」藉由帳篷結構的建築文本能

夠述說更加豐富的含意，內藏的政治性更為深沉，除了反映 Renzo Piano 和 Richard 

Rogers 當初設計龐畢度中心本館的配置和概念，館長 Alain Seban 和「行動龐畢度

中心」建築師 Patrick Bouchain 更不時在對外的宣傳中接連、強化其與本館的象徵

和連結，建構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的論述，鞏固其文化民主化的合理宣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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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加上展品深厚的藝術價值，藉由臨時建築和特展的瞬時性，在進駐城市中

產生節慶熱點，帳篷為馬戲團和假日市集的意象也有助於這種節慶感的指涉。 

然而，龐畢度中心執意另造臨時建築的做法，其高額的製作成本和營運經費也

成為備受質疑的政治堅持，藝術評論資訊網站 La Tribune de l'Art（2012/3/12）和城

市區域報紙 Paris Normandie（2013/3/2）便曾提出批評（可參見於附錄四）。策展

人 Ameline 也承認，「行動龐畢度中心」對接待城市（而城市規模又受限於論述標

準）的經濟負擔過於龐大，在難以尋得接待城市、以及文化部預算縮減的情況下不

得不中止行動分館的巡迴（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儘管龐畢度中心

自身對此博物館實踐有相當正面的評估、認為其文化傳散主要目的有卓越的成效

（Le Centre Pompidou, 2013b），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仍在2013年9月，於Aubagne

結束最後的展期。1 

 

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論述形構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除了在第四章討論過的展覽的論述形構之外，筆者認為，

就其博物館本體的權力運作本質，在此計畫形成後以及國內巡迴的兩年過程中，建

構出「移動分館」的論述。 

結合 Bennett 的展覽複合體來探究「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移動的特殊身分，

它不但結合了博物館公共性的具象延伸，還包括行動展示中的挾帶的政治宣傳符

號（文化民主化的口號、龐畢度中心的文化場域地位等等），以及行使國民藝術教

育的博物館實踐。以上幾個面向建構出「行動龐畢度中心」主體的多重政治意涵：

                                                 

1 在「行動龐畢度中心」接近最後兩期的巡迴時，已有相關新聞報導指出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

結束（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immobilisé, 2013 May 25, Le Monde）。其因為文化部經費的縮減和

贊助企業的退出，難以尋求願意支付龐大的費用支出的接待城市（每檔期 400,000 歐元），使得臨

時建築和展覽無法繼續進行，館長 Alain Seban 於 2013 年 5 月 17 日在 AFP 正式聲明終止這項計畫

（Cos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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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視為是一種另類的文化技術其中運作的媒介和程序，

在一方面，博物館分館政策的趨勢已被認定為成功範例和典型的文化目標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 2011），龐畢度中心本身更是尋求

不同的分館形式，從駐地並地方化的梅茲分館到可移動的遊牧型帳篷、從首都擴張

至國內其他省區，使它象徵的公共性不斷強化，並且在持續兩年的傳散實踐中不斷

重複文化權力下放的去中央化概念，賦予其法國文化政策向來提倡的「文化民主化」

論述，「行動龐畢度中心」不但是這種主流意識的實踐者，更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制

度下受到評估和討論，甚至可以直言，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的出現，就是在這

個目的中被發明，並且繼續建構這個理想型的論述。 

筆者認為，加上巡迴行動策略和媒體宣傳的累積（包括全國性媒體和地方新聞、

網路傳播等等），在某種程度上，「行動龐畢度中心」本身被形構為一個能夠被消費

的符號和集體式凝視的對象，它的正當化論述建構在：首先，具有藝術品「靈光」

（aura）的大師原作上，說明與經典作品的實際接觸無法被任何數位科技媒介取代；

而分館擁有做為龐畢度中心的首都代表意象，附加於在國內流連移動的行動建築

的實際文本；此外，象徵「文化民主化」這種理想型的文化政策託付的具象形體，

龐畢度中心從這個傳散實踐獲得代表此理念的象徵權力與資本；另一個研究者關

注的是「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展覽的移動性質，可被理解為進行城鄉合作交流的

跨界橋梁，通過藝術教育體制（例如與當地文化機構和學校的合作）、地方政府文

化政策的需求和應變，和每期成果和評價的累積，使這種文化治理機制更容易被當

地政府和民眾接受。 

對龐畢度中心館方來說，行動博物館被定位為國家博物館進行文化傳散的一

次試驗，策展人 Jean-Paul Ameline（Paoli & Laparre, 2013）和館長 Alain Seban（Plus 

de 35.2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都使用「實驗室」（un 

laboratoire）一詞指稱「行動龐畢度中心」。除了突破運送過程和在臨時建築中展出

典藏品的安全性限制，研發出新的行動博物館實踐，更重要的是，結合行動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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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動特性、以及在展覽知識傳散技術等藝術教育層面的創發，提供地方民眾累積

參觀具博物館場域重要地位的國家機構的文化實踐經驗，以外來者身分介入當地，

活絡接待城市內部的社會施為者和相關文化觀光機構。從本研究對兩期展覽的探

討可以看出，「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新型的的博物館儀式空間，由尋求精簡

扼要地展出現代藝術典藏品的展示論述邏輯，呈現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可親近

性，使這種公民化的權威感在帳篷建築結構和繽紛現代的外觀所賦予的印象得以

被戲劇化地隱藏。 

「行動龐畢度中心」做為公共博物館文化政策的傳散實踐，同時為龐畢度中心

跨足國際場域的先行實驗形式，它不僅再現龐畢度中心的歷史敘事，還開創並建立

行動分館的論述、為它在博物館場域中奪得一個足以被記錄在歷史脈絡中的位置、

繼而膨脹其本館的象徵資本和文化資本；在國內的治理功能，也展現其關懷地方、

幫助地方進行文化建設如再生利用既有的文化資本，進而使博物館權力下放策略

達到更細緻且對民眾來說相當合理的毛細管化，然而，在此正當化的過程中也製造

出城鄉文化資本的位階差異（巴黎／地方鄉鎮）。因此，龐畢度中心使用行動博物

館的文化民主化作為，筆者視之為其正當化的手段，此亦涉及了權力操作的議題而

非單純理想性的邏輯實踐，在媒體的加乘和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之下，建構出此文

化形象的效益，將回歸其本館自身，與此同時，接待城市當地本身文化資本的象徵

地位因此相對性地下降，是為其文化民主化理念實踐的矛盾性之一，而這點將在下

一節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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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民主化實踐的象徵鬥爭 

為了回應在理論回顧中指出的文化資本傳散和博物館理想設定的矛盾議題，

以下分為兩個部分探討：首先針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美學策略和展覽策略來看

其企圖化解品味秀異的階級隔閡；第二，從觀眾訪談的意見回應來討論其文化資本

傳散效果落實在哪個層次。 

 

一、文化民主化的矛盾性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策略實踐 

龐畢度中心本身做為現代與當代藝術國家博物館，在博物館場域中占有特定

的文化資本位階、以及作品收藏在藝術類型光譜中的定位，決定其行動博物館的意

義和文化資本傳散的策略。本文第四章的討論中顯示，龐畢度中心顯然了解

Bourdieu指出的藝術消費慣習的秀異品味，故「行動龐畢度中心」利用各種策略企

圖降低這樣的自我排除意識。龐畢度中心實施以下策略：免費政策、改變博物館既

定印象的建築形式，以趣味與話題性的臨時建築（如同上一節指出的）呈現、以及

展覽的美學策略，此為本節的核心議題。 

從前文中可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覽採取免費的策略，包括所有館內提

供的服務（語音導覽、團體導覽、寄物櫃等等），以祛除經濟資本的隔閡，在「行

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中，這點特別重要，由於館方體認到現代藝術

對一般大眾的品味距離有可能產生排除的意識（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12 日；N. Vaguer-Verdier，筆者個人訪談，2013 年 6 月 27 日），因此須讓

民眾平等地獲得適當的解釋資源，且提供各種媒介的詮釋（有紙本簡介、至少兩種

語言的語音導覽版本、成人和兒童的語音導覽版本、團體導覽、劇場式導覽、網路

上教學文件為延伸資料等等）。相對地，這也表示其預設當地前來參觀的民眾為均

為知識接收者，需要由館方擔任解碼的輔助角色引導藝術感知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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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處理如何詮釋龐畢度中心較為抽象、觀念性、和相對帶有國家威權來說更

為舉世共享的收藏，其展覽策略著眼於視覺感知的體驗先於學術知識的學習，美學

鑑賞力的培養重點放在引導對展品的「第一層意指」的初級層次（ level of 

signification）（Bourdieu, 1993: 218-219）：色彩和形狀便是一般大眾即可從生活經

驗中獲得意義解讀。以基礎認知為展覽主題的概念性展覽可看出，「行動龐畢度中

心」預設的觀眾主體為平時較無接觸現代藝術文化實踐慣習的地方居民，因此以普

世性的概念做為貫穿展覽的主題，藉此企圖消弭民眾認為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難

以理解的自我排除意識和畏懼。從藝術教育層面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使用主

題式策展的優點，在於將藝術鑑賞轉為結合觀者的本能認知，同時保有展覽的美學

策略，試著化解現代藝術的崇高和獨佔性，從參觀展覽的文化實踐中獲得歸併化的

文化資本，從實踐中培養慣習。套用Bourdieu的理論來解釋，《色彩》和《圓與方》

展覽便是藉由策展手法化約作品的神聖性，降級作品的「放射層次」（level of 

emission），提升觀者的「接受層次」（level of reception）（Bourdieu, 1993: 224-

225），以簡單的概念、連接日常生活的論述、和發散的詮釋角度，從而讓作品釋

放易於解讀的訊息，以求令民眾獲得解碼的經驗。 

龐畢度中心在正式發布巡迴計畫時強調其行動博物館將提供地方民眾與國家

現代藝術典藏原作接觸的機會，這亦表示，館方採納藝術品存在美學階級（aesthetic 

hierarchy）的觀念，真跡顯然擁有較高的強度，從而能在傳散實踐中發揮更深遠的

影響，在巡迴過程中，這些展出的作品也將維持穩定的、甚至獲得更高的象徵性地

位（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2013年6月12日）。民眾也能藉此一次見到數件

跨越時代、風格、創作類型的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作品。 

然而，展覽設計的主軸卻以相當淺白的世俗認知貫穿，這點值得玩味，從策展

選件層面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展品以相當經典的大師級作品為製造臨時建

築歷史性差異的要素，並且也向地方民眾宣示其對地方文化教育的看重，以分享國

家文化資產為名，而為了使更多擁有不同文化資本的民眾能夠接受，才選擇屬於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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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價值且在現代藝術史中占有重要發展時期的主題，而它們的即視感和意指程度

是來自各年齡層和教育程度都沒有認知上的障礙。但相對的，以「色彩」和「形狀」

教導民眾認識這些作品，如此簡化的論述，也顯示在館方預設觀眾主體為現代藝術

的初探者，在教會他們用更高層次的鑑賞觀點之前，先得令他們對現代藝術產生興

趣。故「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呈現作品的策略、溝通的策略，將藝術消費門檻設定

在入門的程度做為啟發的刺激起點（T. Skorokhodova，筆者電子郵件訪談，2013年

6月8日至11日；M. Lefebvre，筆者電子郵件訪談，2013年5月28日至30日）。 

誠如Bourdieu所言，不同的社會階級擁有的分類系統——即慣習（habitus）—

—造成所屬施為者在意識上品味和美感的差別，也影響到對於博物館文化實踐的

消費行為（Bourdieu, 1984）。「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要做的事，便是在既有的藝術

消費模式和分野中，提供每個階級均能夠接受的展覽文本，例如需要相當文化教養

程度才會知道的當代藝術家之名與其作品，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群眾能夠自行因

文化接觸慣習而獲得的經驗和知識中，能反射性地解碼領會；相對的，「行動龐畢

度中心」預設的觀眾類型，則被解說文本引導來觀察從藝術品本身媒材的特性中體

驗創作者刻意營造出的感受，而這樣的詮釋方式即便是擁有較高藝術涵養的民眾

也能參與。 

 從這點來看，正面來說，「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展覽中所要傳達給民眾的訊息，

在於引導欣賞藝術品的藝術感知，能夠從即時的感官衝擊中接受，而獲得解碼的樂

趣，預設的觀眾主體將受到較簡易且主題親切的展覽主題吸引，達到擴大藝術消費

族群的目的，提供接觸現代藝術作品的經驗；反面來說，藝術解碼能力較不足的參

觀者，從展覽中只能獲得初級意指層次，而且是受限於「行動龐畢度中心」知識建

構的意指層次，而藝術感知能力較高的參觀者，雖能夠自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解碼，

也因此可能不認同《色彩》和《圓與方》展覽對經典作品的解釋，認為其組成內容

過度繁雜和零碎，在短暫的參觀且規模小的展覽中，當然無法領悟現代藝術作品蘊

含的廣大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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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的文化民主化之實踐，筆者歸納出其涉及的兩個矛

盾：一是文化民主化至今仍需倚靠中央施行文化政策治理，此為目的上的矛盾，具

有象徵資本的文化資產為平均分配而暫時地從佔據者中瓜分並傳散至文化財貨貧

瘠的偏鄉，文化資本的主構權力宰制和知識的符號化，產生排除、壓抑或使接收方

服膺的象徵暴力；其二則為Bourdieu文化資本理論對文化民主化此理想概念的質疑，

依據他的理論，藝術品的鑑賞需要文化資本的積累才能夠從中獲得「正確的」意義，

而文化資本不足的階級，甚至會缺乏前往博物館的意願，「行動龐畢度中心」為了

消除這樣的自我排除意識，採用極簡化的編碼方式將不可避免地使展覽導向一個

扁平化的詮釋角度，另外，龐畢度中心亦掌控展覽當中藝術知識建構的整體局面，

而這樣降低展品文化符碼的策略是否能夠建構出認同這樣的展覽論述的觀眾主體，

將是下一分節將試圖釐清的部分。 

 

二、「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文化資本傳散與接收 

承接上一分節，在評估「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傳散接收面的程度，除了

參觀人數之外，實際參與行動展覽的民眾階層組成才是文化民主化應當關注的重

點。 

從官方論述來看，在前三個巡迴城市「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者的社會組成統

計中，屬於藍領階級、服務業、工人等階層，2 在Chaumont有23%，在Cambrai有

26%，在Boulogne-sur-Mer則有30%，對比參觀巴黎龐畢度中心本館的相同社會階層

比率只占了14%；兩年巡迴展覽結束後，這些階級的參觀者組成對館方來說，在行

動分館拓展參觀者類型的這個目標可稱上有所成就（Hussonnois-Bouhayati, 2013: 

19）。但必須注意到在這三個城市中，整體居民的社會組成在這個階層卻佔六成以

                                                 

2 CSP- : Les employés, personnels de service et ouvriers,（Hasquenop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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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剩下約四成的民眾屬於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3 參觀行動龐畢度中

心的比率仍超過其中的一半以上，簡言之，在前三個巡迴城市的參觀人數中的比例

上，較高社會階層的民眾擁有更高的意願進行文化實踐，法國博物館資訊與評論網

站Louvre Pour Tous因此對「行動龐畢度中心」官方宣稱的成功與肯定提出質疑

（Hasquenoph, 2013）。 

至於「行動龐畢度中心」有沒有做到如館長Alain Seban發下的豪語：「將藝術

品帶到那些從未進過博物館的人面前。」館方強調以下統計數據的結果：第一次參

觀博物館的參觀民眾比率，「行動龐畢度中心」在Chaumont和Cambrai階段各是17%

和5%（龐畢度中心補充在Cambrai的比率較低是因為其市內已設有兩個博物館），

在巴黎本館，這樣的群眾比例只有1.7%；第一次參觀藝術博物館的參觀民眾比率，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Boulogne-sur-Mer和Libourne階段各是17%和19%，而在巴黎

本館，這樣的群眾比例只有2.4%（Le Centre Pompidou, 2013b: 44）。 

為期兩年的行動展覽結束後，龐畢度中心2013年報的資料顯示，「行動龐畢度

中心」的參觀者是第一次上博物館的比率，在Cambrai, Le Havre和Aubagne是5%－

7%；在Chaumont, Boulogne-sur-Mer和Libourne則是17%－19%，相對巴黎的參觀者

來說這樣的比率只有約莫2%（Hussonnois-Bouhayati, 2014: 20）。法國藝術評論網

站Louvre Pour Tous則指出，巴黎的博物館數和整體教育水平都較高、而藍領階級

和工人人口數相對較少的事實，讓「行動龐畢度中心」官方所謂的成功看似有些自

圓其說（Hasquenoph, 2013）。在筆者訪談的結果中發現，雖然比例不高，「行動

龐畢度中心」仍然足以吸引某些對藝術博物館沒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加，但對展覽

內容較無深切的領會，而不認同這樣的敘事（如受訪者H14、H15、A3、A4、A9、

A15、A22、A25、A26、A27、A28）；或是能夠接受展覽論述淺薄化的主題設定，

進而認可龐畢度中心的文化民主化實踐（如A5、H8、H9、H10、H12、H13）。 

                                                 

3  CSP+ : Aristes, Enseignants, Agriculteurs, Cadres supérieurs, Professions libérales, Artisans, 

Commerçants, Chefs d’entreprise, Cadres moyens, Professions intermédiaires,（Hasquenop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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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展覽選件的質觀性來看，「行動龐畢度中心」以現代藝術經典名家之作和

當代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富含藝術教育和知識再製的意涵，然而但這樣的選件方式，

對部分民眾來說仍然無法避免排除的效果。Aubagne 的參觀者的訪談中發現，前往

「行動龐畢度中心」參觀的民眾，一部分理當包括對藝術的消費慣習與美學傾向，

是專為觀展特地從外地前來（訪談者 A1、A2、A5、A6、A7、A13、A14、A17、

A18、A19、A20、A21、A29、A30、A31、A32）；有些民眾則是因為地理位置和物

質距離的因素（住在附近：訪談者、A4、A8、A10、A11、A12、A22、A33；偶然

經過：A25、A26）；有些民眾則是受到媒體宣傳和 2013 歐洲文化之都等周邊展覽

的推力，基於好奇心起而前來；部分民眾，尤其是年紀較長的族群則仍然對現代藝

術抱有戒心，面對筆者的問題時也顯得較不自在，甚至不想回答問題，如受訪者

A15；筆者在 Le Havre 時遇到一位老先生，甚至站在通往帳篷的大門外面卻不進

去：「我在等我太太．．．我對藝術沒有興趣。」4。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公共性以節慶意象的外觀造型、文化消費的內容以「色

彩」和「形狀」如此凡俗的設計、整體予人的印象都一致呈現開放、易於觸及的觀

感，試圖給予大眾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易於親近的形象，從這樣的概念來理解展覽，

在「行動龐畢度中心」中，這條路線以現代和當代藝術中所使用的「色彩」和「幾

何形狀」，賦予展品在特定主題下的敘事和觀察角度，對藝術領域沒有已培養成熟

的感知能力的觀者而言，展品也確實因為本身的視覺性特色，投射給觀者這樣鮮明

形式的印象，進而讓這條參觀的論述更為穩健獨立；對已經累積一定程度解碼能力

的觀者，展覽的組成的展品來自不同流派和風格的藝術家們，這樣簡易的敘事形式

有可能因這些觀者本身對現代藝術的精通而對此產生不認同和質疑。筆者從參觀

者訪談的結果，有部份民眾表示用「圓」與「方」來代表現代藝術的意義太過粗淺

空洞，如受訪者 A22、A25、A26；有些民眾認為這個主題無法幫助對作品的解釋

而缺乏深度，如受訪者 A3、A4，或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展品，如受訪者 A6、A7、

                                                 

4 原文如下 « J’attends mon épouse…l’art, ce n’est pas mon sty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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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A11、A12；但也有參觀者表示，就是因為展品不多才願意花時間仔細觀看，

參觀經驗也較為輕鬆愉悅（如受訪者 A29、A30）。 

從參觀者的訪談中可以推測，「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傳達的程度，因為

藝術傾向的品味秀異而產生的斷層和落差，並無法透過其展覽獲得解決。「行動龐

畢度中心」雖然聲稱開放給所有群眾，但從展示設計目標上來看乃是針對現代和當

代藝術認知仍在初步階段的民眾，而從展覽中共同學習到的層面是一個將藝術凝

視符號化的美學鑑賞文化經驗。對於已有博物館參觀實踐的民眾而言，提供新奇的

欣賞角度重新看待這些藝術經典，在感知活動的層次也會較為複雜，也傾向主動接

觸更多知識提供的媒介。 

故筆者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在文化資本傳散的努力，從其美學策略可推

論出，其重點旨在提供給民眾一個新奇的文化實踐體驗，雖然無法完全移除民眾對

現代藝術晦澀難懂、保留給藝術愛好者的既定印象，如要做到這點，關鍵在於地方

城市在行動分館離開之後，是否能夠從中獲得改善、生產、提供整體且長遠的文化

資源，才能讓當地民眾在日常環境中習得文化資本，因為文化消費的慣習是需要長

期培養累積的。這點也是龐畢度中心關注的，在其上呈文化部的成果報告書中（Le 

Centre Pompidou, 2013b），記載龐畢度中心與巡迴城市的後續合作的計畫和當前的

關係網絡。龐畢度中心希望能夠藉由行動博物館，提升巡迴城市地方民眾文化實踐

慣習這點，為其接待城市的選擇策略評估之一，從勒阿弗爾的案例就可得知其所停

駐城市的地方文化機構，並非完全缺乏文化資本，而是藉由國家級博物館的行動分

館引起的熱潮帶來一個活化和振興的楔子，引起地方人民重返的意願，但這個議題

固然牽涉到「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最初的定位之一，除了把典藏帶到大眾跟前、增

加與原作接觸的文化實踐經驗，也希冀行動分館的出現，透過對當地文化機構建立

長遠的合作關係，能夠振興地方文化資源和生產，藉以改變民眾的文化實踐慣習。 

另一方面，巡迴城市同時做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的接收面，下一節

將對照 ITE 的特點，分析文化資本的移動帶來的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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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龐畢度中心」文化資本的空間移動與節慶共構 

首先，從行動龐畢度中心執行移動策略對自身的影響，其巡迴路徑的選擇形塑

出環法巡迴、企圖平均分配文化資本的論述（見圖 3-1-2, p.61）。城市選擇的標準

和策略也顯示做為中央與當地互動的媒介，其行動博物館的多重身分也在的過程

當中浮現：做為文化資本本身和中介、知識傳播的工具、藝術教育單位、龐畢度中

心的分身、行動博物館的代表、文化民主化理念的實踐主體等等，龐畢度中心也在

每期展覽結束後一再顯示其行動博物館「文化民主化」的實際影響和作為，加強此

文化政策的正當性，博物館的文化治理和權力施展的毛細管現象變得更為隱晦細

緻。 

從國際流動展（ITE）的幾個特性來看，關於文化資本接受面的影響，影響成

效的關鍵在於龐畢度中心與城市的策略聯盟，產生諸多層面的共構性，尤以文化資

本的共構最為顯著。藝術展品的移動，藉由這些藝術宗師的名氣和他們的藝術場域

地位，置放在具有創新性的行動博物館中，產生與以往 ITE 不同的流動觀感，在離

開本館前往地方巡迴而造成話題性，藉由媒體的集體凝視獲得更大的宣揚。然而，

龐畢度中心不只是將文化資產賦予移動的能力，而是需要複雜的策略部屬以及城

鄉合作，才能形塑出如在幾個巡迴城市案例中看到的效果：勒阿弗爾案例的城市文

本共構，屬於文化資本層面的共構性，也產生「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在地化論述；

臨時建築本身的瞬時性即有節慶感的指涉，歐巴涅的案例則是與大型節慶的活動

結合，加乘產生節慶觀光的效應。「行動龐畢度中心」雖然目標觀眾並非一定要吸

引觀光客，但是其觀光的效應和潛力這點可由其展覽提供至少三種語言的語音導

覽機、地方旅遊資訊中心（Office de Tourisme）提供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的紙本

簡介和宣傳文宣、觀光列車上設置「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廣告、歐巴涅展期時馬賽

的火車站內張貼看板宣傳以上幾點得證。 

故時間性的和地點的選擇牽涉策略考量，龐畢度中心便堅持本身的文化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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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和場域競爭目的，使用臨時建築和文化資本的平均分配概念為實踐，在與城市

和其既有文化單位進行協商之時的原則，找出能夠使其象徵地位和做為地方文化

活化再生拋磚引玉的地位能夠得到最大的彰顯的方法。「行動龐畢度中心」與接待

城市的策略聯盟，如勒阿弗爾的城市觀光路徑、教育活動、現代美術館（MuMa）

的展示對應；如歐巴涅做為 2013 歐洲文化之都的衛星城市同時展出的藝術展覽等

等；種種堆疊出一種「奇觀」（spectacle）的表徵和特殊的重要性，從館方統計顯示

出當地民眾的高度參與便可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所具有特展集體參與行動的

性質。「行動龐畢度中心」成為與地方的展示聚合和博物館實踐的觸點，刺激出城

市內部的文化能量，也使當地接待地點能夠以新的敘事和功能再現於當地民眾眼

前；此外也因為物件（展品、臨時建築）的位移帶動了其他物件（地方文化資源）

和人（參觀者）的移動：如筆者在歐巴涅展期訪問參觀者的結果來看，在 34 位受

訪者中有 17 位是來自歐巴涅以外的城市，當中有 7 位來自馬賽（請見表 3-3-2, 

pp.80-81），因在大型節慶之下而比較具觀光性質；在勒阿弗爾，受訪者中只有一

位是住在 Caucriauville 區，其他則來自城市其他區域，Agnès Prévost 則表示有許多

住在 Caucriauville 區的兒童攜朋帶眷重複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筆者田野紀錄，

2013 年 8 月 21 日）。 

不過，這也顯示地方處於相對被動的位置，接受「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策展論

述並對此提出圍繞其主題的響應活動以迎合其文化資本傳散的實踐，而不是由這

個國家級博物館的分館設計出與地方歷史文化背景產生對話的展覽內容和敘事。

然而，這並不表示地方完全被剝奪運用及發展自身既有文化資源的創發空間，相反

的，有些接待城市甚至激發出具有自身主體性的創意展演，適時展現了本身所持有

的文化資本，並生產出獨特的合併敘事，帶出自身文化在這次文化傳散實踐中扮演

活躍的角色，顯示出接待城市在本身和行動博物館的文化資本共構現象。而這樣的

城鄉共構現象使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的進駐，呈現和諧的共同展演，以維持平衡當

中文化話語權上對下的支配和宰制階級關係的表象，因象徵暴力產生的抵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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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衝突得以隱藏，如歐巴涅便只把「行動龐畢度中心」納為當地夏日慶典的重要活

動之一，而不是刻意堆疊與之直接相關的活動。而龐畢度中心文化資產所含的文化

資本，因為傳散普及而變動貶值的同時，卻又因為它脫穎而出且具象徵資本的巡迴

模式（統合本館的藝術定位、臨時建築的符號性、與當地的共構性等等），使龐畢

度中心重構與重獲首座行動博物館／行動分館和文化民主化論述的新意義，再度

鞏固其於博物館場域中的宰制位置。 

 故綜觀以上三節的討論，龐畢度中心的巡迴所致的影響是複雜的，其的確在形

式上提供了新的博物館體驗，將典藏品的呈現方式以行動展示的手法帶到地方民

眾身邊，增進館藏的流通頻率和曝光度，在這些過程中同時獲得良好名聲和提升象

徵價值。在展覽的規劃中，龐畢度中心也顧及與當代藝術家的合作，即使空間因臨

時建築有所限制，仍維持現代藝術品和當代藝術品展出數量的平衡，藉由經典名作

的光環吸引群眾，在參觀之時帶領他們認識這些當代的作品和創作者，包括法國和

其他揚名國際的藝術家。同樣的道理，為了向大眾提醒龐畢度中心努力與地方文化

機構有所互動的事實，將當地藝術機關（每個展期坐落城市所屬區域的 FRAC，地

方現代美術館等等）的典藏納入展示作品之一的做法，也相當具有權力展示的意味

和政治性的操作在內。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龐畢度中心的野心，從文化資本的理論來看，它在用如此

高調的手段「分享」這些由它持有的文化貨物時，是具有重新奪回話語權和突顯其

象徵資本的企圖，強調「行動龐畢度中心」多功能的優點（文化傳散、藝術教育、

促進地方觀光、整合地方文化機構等等）和其創新的引領角色。 

其美學的策略執行和效果，試圖解決文化民主化的矛盾，這點則還必續透過觀

察龐畢度中心如何和地方維持長遠的合作關係。在龐畢度中心停止行動博物館的

巡迴之後，龐畢度中心要如何繼續行動分館的論述是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問題；而

此新型行動分館形式的出現做為文化傳散的新策略，是否會造成其他國內或國外

的博物館起而仿效，等等後續延伸的問題，將在下節研究限制與建議中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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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在文化資本傳散上的策略，本身的創舉一可歸於其策

展實踐，符合本館做為法國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國家收藏的品味結構，進而能夠延

伸行動博物館的特性，並以臨時建築的突破加諸令人耳目一新的加成效果。本研究

聚焦於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做為文化生產面的探討，尤從其展覽策略與論述建

構、和與城市的合作與共構現象等等，分析文獻資料、訪談以及筆者田野調查的經

驗層次觀察，希望能夠以批判的精神探討龐畢度中心的行動博物館這個文化資本

傳散策略，發掘龐畢度中心使用「文化民主化」的正統性、做為文化推廣旗幟的官

方宣稱之下的競爭邏輯和正當化意涵。另一方面，文化接受面——在巡迴城市的層

次，根據本研究得知六個接待城市對「行動龐畢度中心」此文化資本傳散媒介的反

應和利用不盡相同，而呈現相異的效果，但概括而言，不脫離節慶感、在地化、觀

光化、當地藝術文化和教育機構與觀光單位的文化資本共構，可視為龐畢度中心移

動策略的實踐成果之一，也就是激發當地既有文化的能動性。 

關於實際參觀民眾對於展覽本身，在藝術感知意指層次和輔佐理解程度的探

討，便是本研究相對不足的部分，觀眾的社會階層組成和參觀率主要以官方統計和

新聞媒體報導的二手資料為佐證，本文的限制其一在於無法歸納「行動龐畢度中心」

參觀者的社會和教育背景與其文化實踐的連結關係，而個人文化資本是否因此提

升的實際效果，亦無法在短暫且少數的觀者訪談中得到有系統的定論，觀眾訪談的

部分在本研究中是做為佐證推論的資料，而非分析的主體。 

這個問題也引出本研究的限制之二：龐畢度中心做為一個當代中具有指標性

與前瞻性的知名博物館，運用創意與技術企圖突破既往藝術博物館做為分化品味

的機制、由菁英階層所獨佔的窠臼，然而它是否終究只是獨具流動形式，如同

Bourdieu 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博物館依然無法解決處於「文化民主化」的理想定位

和實際情況的矛盾當中？由於「行動龐畢度中心」於 2011 年 10 月才首次出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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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探究其對巡迴城市人民的影響，只能獲得觀展完畢當下的意見或是展出當下

對地方的迴響，在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下，並無法對地方造成的改變和對地方的影響

進行長期的直接觀察，而這部分尚需仰賴龐畢度中心和法國文化部的官方資料。 

其三，也因為篇幅的限制，需要捨棄部分資料和研究的面向，本文未能呈現「行

動龐畢度中心」在其他四個巡迴城市的運作過程和效果，筆者也只能從二手資料一

窺行動博物館在這些城市中的樣貌和氛圍，例如 Cambrai 和 Libourne 這兩個城市

也特別為了行動博物館的到來，組織許多展現城市文化能量的藝術展覽、教育活動

與延伸的相關展演，顯示龐畢度中心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的關係，從這個層面來說，

對龐畢度中心行動展示與城市發展關係的整體計畫是本研究未竟之處，而每個城

市各自的文化特色、文化資產和政策考量，而造成有所差異的效果，本研究主要探

討的 Le Havre 和 Aubagne，只是其中兩個城市案例，各個城市如何因應來自中央

的國家博物館移動分館，接待城市在參與文化傳散策略的角色和地位，其自主性又

在何處得以展現，引發的經濟效益（如觀光、工作機會）為何，等等屬於文化政策

範疇的細部議題，是本研究無法處理的，也是未來值得繼續研究的門徑。 

本研究以文獻、經驗和現象層次為主對「行動龐畢度中心」兩年來的實施的行

動展示計畫之分析只窺見冰山一角，尚餘下許多可從其他角度切入、或是更加深入

細節、持續追蹤探討的層面，舉例來說，在「行動龐畢度中心」藝術教育的方式，

筆者對參觀者的訪談因為預設參觀者皆會使用語音導覽為前提，並無針對「行動龐

畢度中心」展覽提供民眾各種詮釋與解釋的中介做系統性的評析，像是並無特別訪

問參與互動式導覽觀眾的意見，在參觀者訪談的問項設計較綜觀地詢問觀眾對展

覽的體驗和收穫；博物館規訓力量的程度，礙於資料取得需要長期的駐地觀察以及

更深度的訪談，本文只能從較易觀察到的參觀路線著手，無法取得更有力詳盡的例

證；從博物館經營的角度，本研究亦無法取得行動博物館運作和控管的細部操作，

如在臨時建築中佈展、作品保存、保全、運送、搬遷、保險、尋求贊助企業等技術

層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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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接近尾聲時，筆者發現，雖然「行動龐畢度中心」停止國內巡迴，但 Alain 

Seban並沒有放棄這個想法，預計於2015年春天成立於西班牙長期駐地的Le Centre 

Pompidou Málaga，5 同樣做為臨時博物館，延續龐畢度中心分館的論述。這也是

另一個值得未來研究者繼續探討的議題，「行動龐畢度中心」為法國角逐在國際上、

歷史定位上、和國家政策上前行鋪路的方式，來看未來其行動分館的策略。法國在

國際當代藝術的場域地位逐漸落後於紐約、倫敦等當代藝術中心，龐畢度中心做為

國家級的博物館參與國際競爭，勢必得在這樣的角力中生產新的論述，而「行動龐

畢度中心」的博物館實踐目的在為其本館創造一個新的話題和形象——世界上第

一個行動分館。這也在《世界報》（Le Monde）的專訪（Guerrin, 2012）中獲得證實：

館長 Alain Seban 在訪問中表示，「行動龐畢度中心是一個模範」（“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st un modèle”），是龐畢度中心往國外擴張長遠計畫的第一步。從

國際級大型特展、梅茲分館、行動博物館、到 Le Centre Pompidou Málaga（見圖 6-

4-1、6-4-2、6-4-3），再再顯示龐畢度中心企圖跨足國際的品牌策略（“Il faut oser une 

politique marque”）（Guerrin, 2012）。而這也回應到本研究在研究背景時指出的國際

分館趨勢。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進駐城市所引發的節慶聯結，也為其本館朝國際型博物

館的轉型邁進有所助益。「行動龐畢度中心」除了公開展示其典藏作品，更重要的

是它扮演的角色向國際展現其具有活化地方文化展演的效果，城市藉由接待行動

分館，當地的文化、經濟、觀光在短期內的攀升，使得龐畢度中心成為一個文化性

質節慶的催生要素，且具有強大的媒體指標。在國內的巡迴試驗中做出成績之後

（官方主要依據為參觀人次數量），因行動分館的成本高昂（作品的保險費用、臨

時建築的拆遷等等）並非長遠之計，下一階段的國外分館：「臨時龐畢度中心」

（Centre Pompidou provisoire, CPP）計畫卻也因而成型。 

                                                 

5 為第一期「臨時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 provisoire, CPP），位於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地區，

將為期五年，設置在名為 El Cubo 的現代建築物；Málaga 也是畢卡索的出生地，從文化水平來看僅

次於首都馬德里和巴塞隆納。（Le Centre Pompidou,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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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龐畢度中心梅茲分館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2012 年 8 月 8

日。 

圖 6-4-2. 「行動龐畢度中心」Boulogne-sur-

Mer 展期 

資料來源：攝影 Ph. Migeat，圖片擷取自
Un été en Provence. (2013, Jun. 15) 

Culture.fr. Retrieved from 

http://www.culture.fr/fre/Juniors/A-la-

Une/Un-ete-en-Provence  

 

圖 6-4-3. 「臨時龐畢度中心」Le Centre Pompidou Málaga 的建築 El Cubo 

資料來源：攝影 Jose Aznar & Todos Los Derechos Segun Ley。圖片擷取自 Bellet, H., 

& Evin, F. (2014, Sep. 4). Le Centre Pompidou essaime à Malaga. Le Monde. Retrieved 

Oct. 28, 2014 from http://www.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4/09/04/le-centre-

pompidou-essaime-a-malaga_4481497_3246.html  

 

筆者認為，龐畢度中心藉由將領土擴張至國外的作為，將重新聚焦於品牌象徵

並對其本館的國際地位有所昇華，也突破國際知名節慶活動的框架，如雙年展、藝

術節等等已達到飽和的現況，以及轉化國際博物館分館的形式，發展出集聚「移

http://www.culture.fr/fre/Juniors/A-la-Une/Un-ete-en-Provence
http://www.culture.fr/fre/Juniors/A-la-Une/Un-ete-en-Provence
http://www.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4/09/04/le-centre-pompidou-essaime-a-malaga_4481497_3246.html
http://www.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4/09/04/le-centre-pompidou-essaime-a-malaga_4481497_3246.html


214 

 

動」、「游牧」、「瞬時」等等特色的論述，而地方真正的觀眾主體便成為支撐這個論

述的證明，對其持續進行其品牌觸角的推廣有正面的影響，從官方多次用參觀人次

數字（兩年巡迴下來累積接近 250,000 人）當作其成功的憑據就可發現；而館方也

持續與當地的文化機構持續維持合作和聯繫，經由「行動龐畢度中心」的進駐獲得

關係網絡，這些關係的穩定和後續發展也值得未來持續追蹤。 

關於往後的「臨時龐畢度中心」（CPP），將會在駐地停留三年以上至更長的時

間，並且運用當地的既有空間，轉變這些空間平時的功用造成驚奇，例如：購物中

心、大學、歷史建築等等（Bénabent, 2013），前往地點將選在國外或是法國本地

（Coste, 2013）。從第一屆 CPP Málaga 的案例來看，龐畢度中心的跨國分館位址仍

然選擇在具有一定文化水準的城市，藉以交疊並且利用當地的文化能量再現地方

對於既有的文化成就；展覽的內容也趨近多元形式的作品（如攝影、設計、建築、

影像等等）、涉略多重領域藝術的呈現，也仿向本館的複合式功能（展演、舞蹈、

多媒體、演講座談）（Le Centre Pompidou, 2014）。 

然而，最初從行動分館衍伸出的「文化民主化」理想，似乎已不再像是「行動

龐畢度中心」在法國的環境脈絡中如剛推出時那麼明顯而強勢，而是一個正當化其

向國際延展觸角和博物館經營的政治性口號，這點是未來研究者可觀察的參考觀

點。法國的文化政策傳統有助於中央在國內推行文化傳散的正當化語境，地方城市

會對其感興趣而成為巡迴城市的目的之一，也在於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對自身

城市發展有正面效益，故相當配合中央政府進行行動分館的政策實踐，經費則由文

化部、接待城市、以及贊助企業承擔，日常營運則委外私人文化顧問公司 Le 

Troisième Pôle，龐畢度中心只支付館內人員費用（J. P. Ameline，筆者個人訪談，

2013 年 6 月 12 日）。在展覽策略的層面，為了提升偏遠地方民眾接近行動博物館

和回流到自己城市的博物館，在呈現藝術和作品詮釋時，「行動龐畢度中心」將經

典作品用淺顯易懂的主題包裝；但在龐畢度中心移往國外城市之後，筆者推測其仍

然會以本館展覽的策展論述標準，提供藝術感知符指較需要藝術能力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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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以參與國際博物館的場域競爭，另外，與國外城市的策略聯盟和在地聚合論

述，也將與其在國內的城鄉地位關係有所不同，更趨近於 ITE 關於國際流動大展

跨國組織的合作與共構。 

龐畢度中心行動分館轉變帳篷結構，回歸至「水晶宮」式的臨時建築持續向海

外擴展，龐畢度中心在國外的臨時分館會如何運用其文化資本，延續、發展行動展

示和移動的策略，可視為國際流動特展的另類分支，抑或是開創一個新型的後現代

博物館型態，尚待未來研究者的探究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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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第一期展覽《色彩》La Couleur 展出藝術品一覽表 

 

I. 原色、黑與白 Couleurs Primaires, Noir et Blanc 

Jean Dubuffet 

尚‧杜布菲 

 

Papa Gymnastique, 1972 

乙烯塗料壓制畫 

Peinture vinylique sur stratifié, 

227x107 cm 

 

Francis Picabia 

法蘭西斯·畢卡比亞 

 

L’Arbre Rouge, [Grimaldi après la 

Pluie] vers 1912 

〈紅樹〉 

油畫 

Huile sur toile, 92,5x73,4 cm 

註：未在第一階段Chaumont城市展

出，於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城市展出 

 

Henri Matisse 

亨利‧馬諦斯 

 

Nature Morte au Magnolia, 1941 

〈靜物：木蘭花〉 

油畫 

Huile sur toile,  

註：於第一階段城市Chaumont展出，

未在第二、第三階段城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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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lo Picasso 

巴布羅‧畢卡索 

 

Femme en Bleu, 1944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30x97 cm 

 
František Kupka 

弗朗齊歇克‧庫普卡 

 

La Gamme Jaune, 1907 

油畫 

Huile sur toile, 79x79 cm 

 

II. 色彩的遊戲 Couleurs en Jeu 

Georges Braque 

喬治．布拉克 

 

L'Estaque, (Le Port de la Ciotat), Oct.-

Nov. 1906 

《萊斯達克碼頭》 

油畫 

Huile sur toile, 50x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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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cov Agam 

亞克夫‧阿格曼 

 

Double Métamorphose III, 1968-69 

《雙重變貌III》 

立體藝術（鋁製浮雕油畫） 

Oeuvre en 3 dimensions. Installation 

mixte. Huile sur relief d’aluminium, 

124x186 cm 

 

Josef Albers 

約瑟夫．亞伯斯 

 

Affectionate, (Homage to the Square), 

1945 

《正方形的禮讚系列》 

油畫 

Huile sur Isorel, 81x81 cm 

 

André Cadere 

安德烈．卡德爾 

 

Barre de Bois Ronde, 1974 

上色拼裝木棍 

21 segments peints en noir, blanc et 

rouge 

Hauteur : 198 cm, diamètre : 9,4 cm 

Collection du FRAC Nord-Pas de 

Calais （自北加萊海峽省當代藝術基

金會借出） 

註：於第二階段、第三階城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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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單色 La Couleur Seule 

Yves Klein 

伊夫‧克萊茵 

 

Monochrome Orange, 1955 

純顏料與綜合樹脂畫 

Pigment pur et résine synthétique sur 

toile, 50x150 cm 

註：未在第二階段Cambrai城市展出 

 

IV. 自由的色彩 Couleur en Liberté 

Fernand Léger 

費爾南‧雷捷 

 

Les Grands Plongeurs Noirs, 1944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89x221 cm 

 
Alexander Calder 

亞歷山大‧考爾德 

 

Deux Vols d'Oiseaux, 1954 

動態雕塑 

Sculpture, Mobile 

Tôle d’aluminium et fils d’acier peints, 

55x4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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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流動的色彩 Couleurs en Mouvement 

Sonia Delaunay 

梭妮亞‧德洛內 

 

Rythme, 1938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82x149 cm 

 

Olafur Eliasson 

歐拉弗‧艾力森 

 

Your Concentric Welcome, 2004 

裝置 

Installation avec de la lumière 

3 disques en verre 

dimensions variables (surface au sol 

minimale 16m²) 

diamètre : verre optique jaune et 

verre optique magenta : 74,8cm ; 

disque 

miroir : 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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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色彩與生命 La Couleur et la Vie 

Niki De Saint Phalle 

妮基‧聖法爾 

 

L'Aveugle dans la Prairie, 1974 

彩繪雕塑 

Polyester peint au vinyle, armature 

métallique et grillage 

Homme lisant son journal: 

120x118x117 cm 

Vache : 184x307x107 cm 

 

Bruce Nauman 

布魯斯‧瑙曼 

 

Art Make Up, 1967-68 

錄像 

Ensemble de 4 films conçus pour être 

projetés simultanément sur les 4 murs 

d’une pièce : White (1967), Pink 

(1968), Green (1967-68), Black (1967-

68) 

Film cinématographique 16 mm 

couleur, silencieux, durée : 49’ 

(Distributeur : Leo Castelli Gallery) 

 

Bruce Nauman 的錄像作品可參考 youtube 影片，連結如下： 

Art Make up, 1967-6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ob5l89cc8a  

圖片與資料來源：修改自「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一期展覽教育文案（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Morisset, 201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ob5l89c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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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 第二期展覽《圓與方》Cercles et Carrés 展出藝術品一覽表 

 

I. 圓 Cercles 

František Kupka 

弗朗齊歇克‧庫普卡 

 

Disques de Newton, 1911 

– 1912. 《牛頓圓盤》油

畫 

Huile sur toile, 49,5x65 cm 

 

 

Marcel Duchamp 

杜象 

 

Roue de Bicyclette, 1913 – 

1964. 現成物 

Métal, bois peint, 

126,5x31,5x63,5 cm 

 

 

Fernand Léger 

費爾南‧雷捷 

 

Le Pont du Remorqueur, 

1920. 油畫 

Huile sur toile, 96,5x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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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ily Kandinsky 

康丁斯基 

 

Auf Spitzen (Sur les 

Pointes), 1928.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40x140 cm 

 

Auguste Herbin 

奧古斯特．赫賓 

 

Vendredi 1, 1951. 油畫 

Huile sur toile, 96x129 cm 

 

 

Victor Vasarely 

瓦沙雷利 

 

Procion-neg, 1957.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95x1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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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方 Carrés 

Theo van Doesburg 

都斯柏格 

 

PeinturePure 

(Décomposition ; 

Composition), 1920. 油

畫 

Huile sur toile, 130x80,5 

cm 

 

 

Max Bill 

馬克思‧比爾 

 

Acht Liniengruppen um 

Weiss (Huit groupes de 

lignes autour du blanc), 

1969 – 1970.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50x150 cm 

 

 

Josef Albers 

約瑟夫‧亞伯斯 

 

Homage to the Square 

(Hommage au carré), 

1956.  

《正方形的禮讚》，油畫 

Huile sur isorel, 61x6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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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Morellet 

弗朗索瓦‧莫瑞雷 

 

Du Jaune au Violet, 1956. 

油畫  

Huile sur toile, 110,3x215,8 

cm 

 

Jesús Rafael Soto 

赫穌斯‧拉斐爾‧索托 

 

Cuadrados Oliva y Negro 

(Carrés Olives et Noirs), 

1966. 丙烯酸塗料 

Peinture acrylique sur bois 

et métal, 106x106x16 cm 

 

 

François Morellet 

弗朗索瓦‧莫瑞雷 

 

Sphère-trames, 1969.  

金屬 

178x178x178 cm 

Collection du 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 Malraux, 

MuMa, du Havre（自Le 

Havre現代美術館MuMa館

藏借出） 

 

註：只在第五階段城市Le 

Havre展出 

 

 

 



235 

 

III. 空間中的形狀 Formes dans l’Espace 

Carl Andre 

卡爾‧安德 

 

144 Tin Square (144 carrés 

d'étain) , 1975. 錫板 

144 plaques d'étain assemblées 

au sol par rangées de 12 É tain, 

0,96x 366x366 cm, Chaque 

plaque : 0,96 x30,5x30,5 cm 

 

Dan Flavin 

丹‧弗拉文 

 

Sans Titre (à Donna) 5a, 

1971. 日光燈管與上色金屬 

Installation avec de la 

lumière6 tubes fluorescents 

jaune, bleu, rose et structure de 

métal peint placés en carré en 

travers d'un angle, 

244x244x139 cm 

 
Daniel Buren 

丹尼爾‧布罕 

 

Cabane éclatée n° 6 : Les 

Damiers (Cabanes éclatées) 

 木頭、帆布（裝置） 

Bois, toile de coton à rayures 

blanches et jaune d'or, 

alternées etverticales de 8,7 cm 

(+/-0,3), colle, toile de coton 

blanche, peinture acrylique 

blanche283 x 283 x 424,5 cm 

(avant éclatement)  



236 

 

 

Stéphane Dafflon 

AST089, 2007. 丙烯酸塗

料,  

Acrylique sur toile, 150x150 

cm 

Collection du FRAC 

Aquitaine  

(自阿基坦省當代藝術基金會

館藏借出) 

 

註：只在第四階段 Libourne

城市展出 

 

Hans Richter 

 

註：只在 Le Havre 展期展出，

未在第四、第六階段城市展出 

Rhythmus 23, 1923-1925. 35

釐米黑白默片，片長 2 分

56 秒 

35 mm noir et blanc, 

silencieux Durée: 2'56" 

Filmstudie [Etude 

filmique], 1926. 35 釐米黑

白默片，片長 3 分 52 秒 

35 mm noir et blanc, sonore, 

Durée: 3'52" 

 

 

Hans Richter 的錄像作品可參考 youtube，連結如下： 

Rhythmus 23, 1923-19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o11sbivvk 

Filmstudie, 19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iignc6bg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o11SbivV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iignc6b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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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Ramette 

 

Collection du FRAC 

Provence-Alps-Côte d’Azur 

(自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

海岸大區當代藝術基金會館

藏借出) 

 

註 ：只 在第六 階段城 市

Aubagne 展出 

Objet à se Voir 

Regarder, 

1990. 黃銅、軟

木、鏡子、有

機玻璃 

Laiton, liège, 

miroir et 

plexiglas 

hauteur: 30 cm, 

飲 profondeur: 

34 cm, diamètre: 

19 cm 

 

 

Objet à se Voir 

Regarder, 

1991. 攝影 

Photographie 

couleur 

contrecollée sur 

aluminium, 

50x33 cm 

 

 

圖片與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修改自「行動龐畢度中心」第二期展覽《圓與方》教

育文案（Dossier pédagogique / Collections du Musée）。（Morisset, 2013a,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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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龐畢度中心官方文獻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09/ Bilan d’Activité 

Source 1 :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rapportdactivite2009/data/document.pdf 

Source 2: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97/a3/M5050-CPV-d17eeb7b-

5555-4246-97a3-df5c658e300c.pdf  

取得時間：2012/11/04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0/ Bilan d’Activité 

Source 1 :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rapportdactivite2010/ 

Source 2 :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4/51/M5050-CPV-c7a0e5b8-

a916-4184-b451-b82ac236336e.pdf  

取得時間：2012/11/04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1/ Bilan d’Activité 

Source 1 :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bilandactivite2011/ 

Source 2 :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1/c1/M5050-CPV-8763b6bb-

8467-4567-b1c1-ecaaffe45064.pdf  

取得時間：2012/11/04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2/ Bilan d’Activité 

取自：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bilandactivite2012/ 

取得時間：2013/08/29 

Le Centre Pompidou en 2013/ Bilan d’Activité  

取自：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bilandactivite2013/  

取得時間：2014/7/31  

Programme – Pompidou Mobile 

取自：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

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

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

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

9hA30VulTA 

取得時間：2012/06/19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Mercredi 18 mai 2011 （法國文化部新聞稿） 

取自：http://www.protegys.com/pdf/DP_PompidouV7.pdf 

取得時間：2012/06/19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rapportdactivite2009/data/document.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97/a3/M5050-CPV-d17eeb7b-5555-4246-97a3-df5c658e300c.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97/a3/M5050-CPV-d17eeb7b-5555-4246-97a3-df5c658e300c.pdf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rapportdactivite2010/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4/51/M5050-CPV-c7a0e5b8-a916-4184-b451-b82ac236336e.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4/51/M5050-CPV-c7a0e5b8-a916-4184-b451-b82ac236336e.pdf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bilandactivite2011/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1/c1/M5050-CPV-8763b6bb-8467-4567-b1c1-ecaaffe45064.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b1/c1/M5050-CPV-8763b6bb-8467-4567-b1c1-ecaaffe45064.pdf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documentation/bilandactivite201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9hA30VulT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9hA30VulT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9hA30VulT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9hA30VulT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8&ved=0CGwQFjAHOAo&url=http%3A%2F%2F80.93.94.168%2Fdocument%2F%3Ff%3Dfiles%2Ffr%2Fprogramme-pompidou.pdf&ei=v53gT7ScM8-gmQXKr5GADQ&usg=AFQjCNEtrqbbAQ1x4cEyrTk1ccspIHRtow&sig2=ZYwBI2D9u4059hA30VulTA
http://www.protegys.com/pdf/DP_PompidouV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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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Pompidou Málaga  

取自： 

http://www.centrepompidou.fr/fr/content/download/26698/258694/version/3/file/Centre+Pom

pidou+Malaga+UK.pdf  

取得時間：2014/10/9 

Dossiers pédagogiqu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La Couleur） 

取自：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wp-

content/uploads/2012/04/dossier-pedagogique-centre-pompidou-mobile.pdf 

取得時間：2012/11/04 

Dossiers pédagogiqu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取自：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education/ressources/ENS_centre_pompidou_mobile_aub

agne.pdf  

取得時間：2013/7/9 

 

B. 巡迴地方觀光策略與紀錄 

Centre Pompidou Mobile 摺頁（à Boulogne-sur-Mer） 

取自：Boulogne-sur-Mer HI Hostel 

取得時間：2012/08/26 

En écho au parcours  la couleur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取自：Boulogne-sur-Mer HI Hostel 

取得時間：2012/08/26 

Pigment-Terre  Exposition du 16 juin au 17 septembre 2012 Château Musée 

取自：Château Musée, Boulogne-sur-Mer  

取得時間：2012/08/27 

Moi Ben Je signe juin-sept 2012  

取自：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Boulogne-sur-Mer 

取得時間：2012/08/15 

Boulogne-sur-Mer  le Mag #22 

取自：Boulogne-sur-Mer HI Hostel 

取得時間：2012/08/25 

Centre Pompidou Mobile 摺頁（Libourne） 

取自：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a0/0d/M5050-CPV-722e5e36-9571-

4c61-a00d-4d5a5d57674b.pdf  

取得時間：2012/11/05 

http://www.centrepompidou.fr/fr/content/download/26698/258694/version/3/file/Centre+Pompidou+Malaga+UK.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fr/content/download/26698/258694/version/3/file/Centre+Pompidou+Malaga+UK.pdf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wp-content/uploads/2012/04/dossier-pedagogique-centre-pompidou-mobile.pdf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wp-content/uploads/2012/04/dossier-pedagogique-centre-pompidou-mobile.pdf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education/ressources/ENS_centre_pompidou_mobile_aubagne.pdf
http://mediation.centrepompidou.fr/education/ressources/ENS_centre_pompidou_mobile_aubagne.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a0/0d/M5050-CPV-722e5e36-9571-4c61-a00d-4d5a5d57674b.pdf
http://www.centrepompidou.fr/media/imp/M5050/CPV/a0/0d/M5050-CPV-722e5e36-9571-4c61-a00d-4d5a5d57674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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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路資源：地方官方網站 

Cambrai 地方旅遊局網站 

Boulogne-sur-Mer 地方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設的官方網站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 

Libourne 地方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所設的官方網站 

http://blog.ville-libourne.fr/  

Le Havre 地方旅遊局網站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

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Aubagne 地方旅遊局網站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

2013/pompidou-mobile.html  

Marseille-Provence 2013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 歐洲文化之都網站 

http://www.mp2013.fr/ 

 

D. 網路資源：影音資料 

Aurélie Filippetti à Libourne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I1rOMni04  

取得時間：2012/12/14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Boulogne-sur-Mer I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H7tAdhqA6v0  

取得時間：2012/10/04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Boulogne-sur-Mer II : entretien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lD8QARyF4Zg  

取得時間：2012/10/04 

Centre Pompidou mobile  16 juin – 16 septembre 2012 

取自：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centre-pompidou-mobile/  

取得時間：2012/10/03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Etape à Libourne du 24 octobre 

取自：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ulk39_centre-pompidou-mobile-etape-a-libourne-du-24-

octobre-2012-au-20-janvier-2013_creation#.UM83SW-TwvR 

取得時間：2012/12/10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
http://blog.ville-libourne.fr/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http://www.lehavretourisme.com/agenda-complet-havre/centre-pompidou-mobile,FMANOR0760005325.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pompidou-mobile.html
http://www.aubagne.fr/fr/services/sortir-se-cultiver/evenements/marseille-provence-2013/pompidou-mobile.html
http://www.mp2013.f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I1rOMni0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7tAdhqA6v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D8QARyF4Zg
http://www.ville-boulogne-sur-mer.fr/autour-pompidou-mobile/centre-pompidou-mobile/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ulk39_centre-pompidou-mobile-etape-a-libourne-du-24-octobre-2012-au-20-janvier-2013_creation#.UM83SW-TwvR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ulk39_centre-pompidou-mobile-etape-a-libourne-du-24-octobre-2012-au-20-janvier-2013_creation#.UM83SW-Tw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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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Pompidou Mobile - teaser Chaumont 

取自： http://vimeo.com/29417337  

取得時間：2012/11/04 

C'est Ma Région  Le Centre Pompidou s'invite à Cambrai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clFMnpXUxVs  

取得時間：2012/10/04 

Des chefs-d'oeuvre du Centre Pompidou sur les routes de France 

取自：France Culture （法國文化廣播電台）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des-chefs-d-oeuvre-du-centre-pompidou-sur-les-routes-

de-france.html  

取得時間：2012/10/04 

Entretien: le président du Centre Pompidou, Alain Seben et Patrick Bouchain, architecte 

取自：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1FC90603B1B52A047AFAF4E

E5439241D?param.id=FR_R-47614466f1d34d071229410b1369f7d&param.idSource=FR_E-

4ffd17134ba8bea080ce40bec94d6f5e  

取得時間：2012/12/16 

Intervention d'Olivier Jaillon (La Parisienne / Protegys), Mécène à l'occasion du lancemen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nyLp0Rb36qc  

取得時間：2012/12/14 

Le financemen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ses retombées économiques et culturelles sur le 

territoire 

取自：France Culture （法國文化廣播電台）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le-financement-du-centre-pompidou-mobile-et-ses-

retombees-economiques-et-culturelles-sur- 

取得時間：2012/10/04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ntame son périple à travers la France 

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DpMuy9C-

XE&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ex=15  

取得日期：2012/10/03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un projet architectural,... 

取自： 

http://video-streaming.orange.fr/culture-art-creation/le-centre-pompidou-mobile-un-projet-

architectural-museographique-et-culturel_11716737.html  

取得時間：2012/11/15 

http://vimeo.com/2941733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lFMnpXUxVs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des-chefs-d-oeuvre-du-centre-pompidou-sur-les-routes-de-france.html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des-chefs-d-oeuvre-du-centre-pompidou-sur-les-routes-de-france.html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1FC90603B1B52A047AFAF4EE5439241D?param.id=FR_R-47614466f1d34d071229410b1369f7d&param.idSource=FR_E-4ffd17134ba8bea080ce40bec94d6f5e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1FC90603B1B52A047AFAF4EE5439241D?param.id=FR_R-47614466f1d34d071229410b1369f7d&param.idSource=FR_E-4ffd17134ba8bea080ce40bec94d6f5e
http://www.centrepompidou.fr/cpv/ressource.action;jsessionid=1FC90603B1B52A047AFAF4EE5439241D?param.id=FR_R-47614466f1d34d071229410b1369f7d&param.idSource=FR_E-4ffd17134ba8bea080ce40bec94d6f5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yLp0Rb36qc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le-financement-du-centre-pompidou-mobile-et-ses-retombees-economiques-et-culturelles-sur-
http://www.franceculture.fr/2011-10-14-le-financement-du-centre-pompidou-mobile-et-ses-retombees-economiques-et-culturelles-su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DpMuy9C-XE&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ex=1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DpMuy9C-XE&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ex=15
http://video-streaming.orange.fr/culture-art-creation/le-centre-pompidou-mobile-un-projet-architectural-museographique-et-culturel_11716737.html
http://video-streaming.orange.fr/culture-art-creation/le-centre-pompidou-mobile-un-projet-architectural-museographique-et-culturel_117167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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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chestre Symphonique Divertimento enchant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 Sep. 27)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O6TwdKU38  

Ville d’Aubagne 

Moi Ben je signe 

註：Boulogne-sur-Mer 檔期活動之一 

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99GDrAfSw&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

ex=23 

取得時間：2012/10/04 

N. Sarkozy inaugu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Chaumont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3E8ABbjU494  

取得時間：2012/11/04 

Pompidou mobile à Cambrai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78AzU5l8xjo  

取得時間：2012/11/04 

Présentation de Pompidou Mobile à Boulogne-sur-Mer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M99S6K92P_I  

取得時間：2012/10/03 

Sur la route du Pompidou Mobile 

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JCJrMRtPbic  

取得時間：2012/1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O6TwdKU3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99GDrAfSw&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ex=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99GDrAfSw&list=FL7B6MjqdjrXW_PMluxmdNuA&index=2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E8ABbjU49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8AzU5l8xj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99S6K92P_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CJrMRtP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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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各地方政府配合「行動龐畢度中心」計畫案 

Visites Scolaires_C-P-M_Ville Cambrai 2012: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CAMBRAI 

VISITES ET ANIMATIONS A L'INTENTION DU PUBLIC SCOLAIRE 

15 FEVRIER-15 MARS 

取自：http://www.ac-lille.fr/dsden62/IMG/pdf/VisitesScolaires_C-P-M_VilleCambrai2012.pdf  

取得時間：2012/11/15 

Visites Scolaires_C-P-M_Ville Boulogne 2012: En Couleur : Boulogne sur Mer accueill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取自：http://www.ac-lille.fr/dsden62/IMG/pdf/VisitesScolaires_C-P-M_VilleBoulogne2012.pdf  

取得時間：2012/11/15 

Action Culturelle Departementale (Libourne) 

取自： 

http://www.ac-

bordeaux.fr/ia33/fileadmin/telechargements/publications/ia_de_linfo/2011_2012/numero_22/FI

CHE1.pdf  

取得時間：2012/12/05 

Inauguration de l’exposition Entre ciel et terre   Philippe BUISSON, Maire de Libourne 

取自：http://www.ville-libourne.fr/uploads/media/Maire_expo-entre-ciel-et-terre.pdf  

取得時間：2012/12/10 

Frac Aquitaine Dossier pédagogique  pour le 1er et le 2nd degrés 

取自： 

http://www.frac-

aquitaine.ne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d'accompagnement%20Entre%20ciel%20et%20te

rre.pdf  

取得時間：2012/12/10 

  

http://www.ac-lille.fr/dsden62/IMG/pdf/VisitesScolaires_C-P-M_VilleCambrai2012.pdf
http://www.ac-lille.fr/dsden62/IMG/pdf/VisitesScolaires_C-P-M_VilleBoulogne2012.pdf
http://www.ac-bordeaux.fr/ia33/fileadmin/telechargements/publications/ia_de_linfo/2011_2012/numero_22/FICHE1.pdf
http://www.ac-bordeaux.fr/ia33/fileadmin/telechargements/publications/ia_de_linfo/2011_2012/numero_22/FICHE1.pdf
http://www.ac-bordeaux.fr/ia33/fileadmin/telechargements/publications/ia_de_linfo/2011_2012/numero_22/FICHE1.pdf
http://www.ville-libourne.fr/uploads/media/Maire_expo-entre-ciel-et-terre.pdf
http://www.frac-aquitaine.ne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d'accompagnement%20Entre%20ciel%20et%20terre.pdf
http://www.frac-aquitaine.ne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d'accompagnement%20Entre%20ciel%20et%20terre.pdf
http://www.frac-aquitaine.ne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d'accompagnement%20Entre%20ciel%20et%20ter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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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質性訪談問題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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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度訪談問題大綱 

（一）文化展演營運執行事務所 Le Troisième Pôle 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負責人

Agnès Prévost 訪談問題大綱（法文／中文）： 

1. 目前「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Le Havre 的參觀人數已經超過 10000 人，參觀民眾

多為甚麼樣的人／團體（職業、帶小孩的家庭／成人、年紀、地方民眾／觀光

客）？總體來說他們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評價如何？不同的人之間對它的

評價有甚麼差別嗎？有人對展覽的主題和內容提出疑問嗎？或是有人向你們反

應負面／不贊同的評論嗎？ 

1. Selon le site internet du Hav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omptabilise déjà près de 

10,000 visiteurs jusqu’à aujourd’hui. Quels sont les types de ces visiteurs ? Quels sont 

leurs opinions s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Quels sont les différences des 

opinions dans chaque type de visiteur ? 

 

2. 現代藝術較為抽象，在製作解說牌和導覽時你們如何幫助人們有效理解？而此

解讀模式跟這些作品在龐畢度中心展出時有何差異？藝術品在「行動龐畢度中

心」中是否有了新的解釋和意義？有的話為何？ 

2.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est souvent abstrait, donc quelles sont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s explications et interprétations d’exposition qui peuvent aider les 

visiteurs à mieux comprendre les oeuvres exposées ? De plus, y a-t-il des différences 

de lecture présentant ces oeuvres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l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 Est-ce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alorise ces chef 

d’oeuvres avec nouveaux sens et explications dans le contexte d’une exposition 

temporaire?  Si oui, quels sont-ils ? 

 

3. 人們對於展出藝術品的解說和詮釋的意見為何？特別為各種需求不同的群眾

（例如兒童、殘障人士、學校團體、家庭）設置的參展措施為何？ 

3. Quelles sont les réflexions des visiteurs sur les explications et interprétations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st-ce que quelqu’un a demandé des questions à propos du thème 

« Cercles et Carrés » et du contenu de l’exposition? Si oui, quelles sont-elles? Quelles 

sont les dispositions qui s’adaptent aux besoins des visiteurs différents (enfants, 

handicapés, groupes scolaires, famill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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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Le Havre 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在「龐畢度

中心」的光環下，「行動龐畢度中心」如何兼顧地方的文化特色和當地的藝術家？ 

4. À  votre avis, quel est le rô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Avec la notoriété 

du Centre Pompidou de Paris, comment le musée nomade s’occupe t-il de la singularité 

de la culture havraise ? 

 

5. 就您的觀察，民眾的參觀情況如何？語音導覽的使用情況為何？人潮多聚集在

甚麼時段？當帳篷內人滿為患時如何控制展場？ 

5. Selon votre observation, comment agissent les visiteurs pendant leur visite? Quel est 

le taux d’utilisation de l’audio-guide ? Comment contrôlez-vous les visiteurs quand le 

musée est bondé? 

 

6. 依您的角度，您認為民眾是基於何種動機而來參觀「行動龐畢度中心」？ 

6. Pour quelles raisons le public vient-il voi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7. 「行動龐畢度中心」內通常會再多置放一件當地 FRAC 所有的藝術品，選擇的

標準和程序為何？ 

7.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joute habituellement une oeuvre de la collection de la 

FRAC ou de musée local dans l’exposition, quels sont les critères et les programmes 

de choix ? 

 

8.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外地觀光客多嗎？有出現過原本準備的語音導覽之外的

語言需求的外國參觀者嗎？你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可能成為當地的暫時觀

光景點之一嗎？或是說你覺得有人會因為「行動龐畢度中心」而來這座城市遊

覽嗎？ 

8. Y a-t-il des visiteurs qui viennent d’autres villes ou des pays étrangers ? Que pensez-

vous de la possibilité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evienne temporairement site 

touristique local puisque vous préparez l’audio-guide en version anglaise ?  

 

9. 當初選擇此座落地點的考量為何？在這個地點對於「行動龐畢度中心」而言有

甚麼好處？您認為其跟環境結合的程度？ 

9. Pourquoi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t-il dans le quartier de Caucriauville ? 

Quels sont les avantages en tirer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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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選定能夠配合「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的地方文化機構？請說明「行動龐

畢度中心」和 MuMa 以及 Maison du Patrimoine 的關係？ 

10. Pouvez-vous expliquer la relation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MuMa, entre 

FRAC de Haute-Normandie et entre Maison du Patrimoine – Atelier Perret ? Comment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les institutions culturelles coopèrent à l’augmentation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des habitants ? 

 

11. Le Havre 本身舉辦了很多參與式的活動（研討會、城市導覽、工作訪、展演等

等），您怎麼看待「行動龐畢度中心」為 Le Havre 帶來的趣味性以及這兩者的結

合？ 

11. Les établissements culturels havrais font écho en organisant des activités variées 

concernant le thème de l’exposition et encouragent les habitants à s’y engager. Que 

pensez-vous de cette interaction et alliance dynamique apportée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12「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短暫停留為地方帶來一種節慶效應，從您的角度來說，您

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和藝術節或是雙年展的差異為何？ 

12. L’esca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pporte un effet festif. À  votre avis,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cet effet festif et le festival artistique ou la biennale ? 

 

13. 最近從 Louvre pour tous, info citoyenne sur les musées 對於「行動龐畢度中心」

在前三座城市的觀眾調查結果顯示參觀者大多為有參觀過博物館此文化實踐的

民眾，而非「行動龐畢度中心」原本的宣言（去到那些從未去過博物館的人面

前），您的看法為何？ 

13. Selons l’article de « Louvre pour tous, info citoyenne sur les musées »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les 

enquêtes commandée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à l’institut de sondages TNS Sofres 

pour chaque ville visitée par le musée nomade démontrent le fait que la plupart du 

public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l’habitude de visiter le musée, tandis que son but 

est « aller au devant de ceux qui ne vont jamais au musée ». Qu’en pensez-vous ?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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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第二期展覽《圓與方》策展人（Commissaire 

d’exposition）暨龐畢度中心典藏人員（conservateur）Jean-Paul Ameline 與龐畢度

中心區域發展部門主管（Chargée de mission pour l’action territoriale）NathalieVaguer 

-Verdier 訪談問題大綱（法文／中文）： 

I.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定位 

I. Orient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1. 行動龐畢度與巴黎龐畢度的關係為何？行動龐畢度如何被館方定位？只是眾多

藝術教育推廣活動之一？或是作為重點代表性活動？館方的組織人力與財務是

否全力支援？為什麼巴黎的龐畢度中心本館內沒有「行動龐畢度中心」相關的

介紹？行動龐畢度是否企圖吸引民眾有興趣前往巴黎參觀龐畢度？或更是一種

龐畢度在全球博物館界競爭中的的文化普及化策略？ 

1. Quelle est la relation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et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ans 

quel sens le Centre Pompidou oriente-il son musée nomade? Est-il simplement l’une 

des activités ou l’une des démarches pour promouvoir l’éducation artistique, ou bien 

un événement principal et représentatif? Le Centre Pompidou fait-il son maximum 

pour le soutenir financièrement et en ressources humaines?  

Expliquez la relation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le Troisième Pôle. （問

Nathalie） 

Pourquoi nous pouvons seulement trouver l’information officiel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ur le site du Centre Pompidou et il n’y a pas d’introduction et 

propagand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ans le Centre Pompidou à Pari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tente-il de susciter l’intérêt du public à aller au Centre 

Pompidou à Paris? 

Est-il une stratégie de démocratisation culturelle qui vise à faire concurrence dans le 

champ des musées globals? 

 

2.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短暫停留為地方帶來一種節慶效應，從您的角度來說，

您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和藝術節/雙年展以及一般博物館巡迴展的差異為何？ 

2. L’esca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pporte un effet festif dans les villes. À  votre 

avis,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cet effet festif et le festival artistique ou la 

biennale? 

 

3. 當初選擇「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城市中的座落地點的考量為何？是否考量營造

「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下鄉巡迴促成的節慶化效應？或是否企望建構「行動龐

畢度中心」成為當地的暫時觀光景點？甚至吸引國際觀光客？有否推動觀光的

相關配套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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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els sont les critères de sélection des localisations dans les villes où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e sera installé?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t-il considéré l’effet festif provoqué par son escale ainsi 

que la possibilité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evienne temporairement un site 

touristique local qui pourrait attirer les touristes internationaux? Y a-t-il des activités 

touristiques relatives a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II. 行動龐畢度與其所巡迴城市的關係 

II. Rel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vec les villes accueillantes 

  

4. 成為「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城市的確切要件為何？為什麼最終選擇這七個城

市？行動龐畢度中心巡迴路線的順序安排又是基於何種考量？ 

4. Quels sont les critères et présuppositions exactes de sélection des villes qui auront 

accueilli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our quelles raisons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déterminé finalement d’aller à cette sept villes?  

Pour quelles raisons et considérations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faire cet ordre 

d’itinéraire de ces sept villes? 

 

5. 下一個行動龐畢度中心即將開展的城市 Aubagne 和 2013 歐洲文化之都馬賽的

關係為何？是否做為此大型節慶中其中一個文化活動？ 

5. La ville suivante où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a se déplacer est Aubagne. Quelle est 

la relation entre cette étape et Marseille qui est la capitale européenne de la culture en 

2013? Est-il l’une d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de ce méga-événement? 

 

6. 如何選定能夠配合「行動龐畢度中心」展覽的地方文化機構？「行動龐畢度中

心」和巡迴各地的 FRAC 和 Le Havre 的 MuMa 的關係為何？ 

6. Comment sélectionner les institutions culturelles locales qui sont capables de faire 

correspondance de l’exposi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ouvez-vous expliquer 

la relation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MuMa du Havre ainsi que les FRACs?  

 

7. 我參觀了在 Boulogne-sur-Mer 和 Le Havre 兩個地方的行動龐畢度中心，跟

Boulogne-sur-Mer 比較起來，Le Havre 並沒有因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到來而

改變城市地景，不同的地方在於 Le Havre 本身舉辦了很多參與式的活動（演講、

城市導覽、工作訪、展演等等），您怎麼看待「行動龐畢度中心」為城市帶來的

趣味性以及這兩者的結合？ 

7. J’ai visité déjà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à Boulogne-sur-Mer et au Havre, et j’ai 

trouvé que les établissements culturels boulognnais et havrais faisaient écho tou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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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x en organisant des activités variées concernant le thème de l’exposition et 

encouragent les habitants à s’y engager. Que pensez-vous de ces interactions et alliance 

dynamique apportée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8. 您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在「龐畢度中心」的

光環下，「行動龐畢度中心」如何兼顧地方的文化特色和當地的藝術家？ 

8. À  votre avis, quel est le rô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x terroirs? Avec la notoriété 

du Centre Pompidou de Paris, comment le musée nomade s’occupe t-il de la singularité 

des cultures et les artistes locales? 

 

 

III. 展覽策略 

III. Stratégies d’exposition 

 

9. 龐畢度中心為何使用這個營篷建築作為行動博物館的展覽空間？其優點與限制

為何? 

9. Pourquoi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utilise ces tentes en toile colorée comme l’espace 

d’exposition de musée mobile? Quelles sont leurs qualités et limites? 

 

10. 為何推出第二期的主題?與第一期的差異與關係為何?為何設計以「圓與方」做

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主題？ 

這些展出作品的選定是依照甚麼標準而決定（藝術家重要性與藝術史代表性／

作品與主題的搭配／方便運輸與否）？（問 Jean-Paul） 

10. Pourquoi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lancé la deuxième séanc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et la relation entre ces deux séances? 

Pourquoi avez-vous décidé d’utiliser « Cercles et Carrés » comme le deuxième thèm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Quels sont les critères de sélection de ces chefs-d’oeuvre exposés dan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l’importance des artistes ou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histoire 

artistique/ la correspondance avec le thème d’exposition/ la facilité de transport)? 

（問 Jean-Paul） 

 

11. 「行動龐畢度中心」如何處理藏品的安全性問題？在選擇展品時是否考慮作品

長途搬運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11. Comment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gère la sécurité des oeuvres artistiques? Est-

elle aussi un égard à la faisabilité et la facilité de transport sur longu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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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行動龐畢度中心」內通常會再多置放一件當地 FRAC 所有的藝術品，在 Le 

Havre 則是 MuMa 的收藏，選擇的標準和程序為何？  

12.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joute habituellement une oeuvre de la collection des 

FRACs ou du musée local sous sa tente, quels sont les critères et les programmes de 

séléction? 

 

13. 在製作解說牌和導覽時你們如何幫助人們有效理解?是否特別針對各種需求不

同的群眾（例如兒童、殘障人士、學校團體、家庭）設計特別的導覽解說？而

此解讀模式跟這些作品在龐畢度中心展出時有何差異？藝術品在「行動龐畢度

中心」中是否有了新的解釋和意義？ 

13. Quelles sont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s explications et interprétations d’exposition qui 

permettent d’aider les visiteurs à mieux comprendre les oeuvres exposées?  

Quelles sont les dispositions qui s’adaptent aux besoins des visiteurs différents 

(comme enfants, handicapés, groupes scolaires, familles etc.)? 

De plus, y a-t-il des différences de lecture présentant ces oeuvres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le Centre Pompidou à Pari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alorise-il ces chefs-d’oeuvre avec nouveaux sens et explications dans le contexte de 

cette exposition temporaire? Si oui, quels sont-ils? 

 

14. 您策劃此巡迴展時，您預設吸引何種民眾  ?最近從 Louvre pour tous, info 

citoyenne sur les musées 對於「行動龐畢度中心」在前三座城市的觀眾調查結果

顯示參觀者大多為有參觀過博物館此文化實踐的民眾，而非「行動龐畢度中心」

原本的宣言（去到那些從未去過博物館的人面前），您的看法為何？ 

14. Quels types des visiteurs que vous avez présupposés à attirer quand vous dirigeait 

cette exposition itinérante?  

Selons l’article de « Louvre pour tous, info citoyenne sur les musées »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les 

enquêtes commandée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à l’institut de sondages TNS Sofres 

pour chaque ville accueillante le musée nomade démontrent le fait que la plupart du 

public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l’habitude de visiter le musée, tandis que son 

but est « aller au devant de ceux qui ne vont jamais au musée ». Qu’en pensez-vous ? 

 

15. 龐畢度中心是否已對行動博物館計畫作出評估?未來有沒有更多類似的行動博

物館計畫？是否想對其他想仿效的博物館提出建言? 

15.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t-il estimé ce programm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qui avait lancé pendant deux ans? 

Selon les actualités, le plan des « Centres Pompidou provisoires » qui sont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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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nés par le Présidant M. Seban. Sont-ils le développement qui est inspiré par 

l’idée d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vez-vous des conseils pour donner aux autres musées qui veuillent imiter ce modèle 

de musée nomade? 

 

二、 參觀者訪談問題大綱 

（一）「行動龐畢度中心」Le Havre 階段參觀者訪談問題（中文／法文）： 

1. 怎麼得知「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在還沒參觀之前對它有何期待？跟以前參觀

其他博物館的感覺有甚麼不同嗎？ 

Comment connaissez-vou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Quelles attentes aviez-vous 

s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vant votre visite? Trouvez-vous que cette expérience 

de visite est particulière différentes de vos expériences d’aller aux autres musées? 

2. 平常有沒有逛博物館的習慣？是否對現代藝術有興趣又是如何培養的？ 

Avez-vous l’habitude d’aller aux musées? Vous intéressez-vous à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Comment développez-vous cet intérêt? 

3 你覺得「行動龐畢度中心」有沒有╱如何幫助你更加了解現代藝術？ 

À  votre avis, pensez-vous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ous aide à comprendre 

mieux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4. 有沒有去城市內其他相關主題的展覽？  

Avez-vous participez aux autr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ou expositions à propos de 

l’exposi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5. 你覺得它選的時間╱地點好嗎？你覺得有更好的選擇嗎？為什麼？活動與城市

的搭配是否適當？ 

Que pensez-vous sa localisation géographique? Est qu’il y a des meilleur choix qu’ici 

selon votre avis et Pourquoi? Que pensez-vous la correspondance de cette exposition 

avec les activités du Havre qui font écho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二）「行動龐畢度中心」Aubagne 階段參觀者訪談問題（中文／法文）： 

1. 您是這裡的居民嗎？您是如何知道這個展覽的？ 

Ê tes-vous habitant ici? Comment connaissez-vous cette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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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參觀前，您對「行動龐畢度中心」的期待為何？參觀後的經驗有達到您的期

待嗎？ 

Quelles attentes aviez-vous s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vant votre visite? Après 

avoir le visité, cette expérience correspond-elle aux votre attentes? 

3. 您覺得這次的參觀經驗與您之前參觀博物館的經驗有哪裡特別不一樣？ 

Trouvez-vous que cette expérience de visite est particulière différentes de vos 

expériences d’aller aux autres musées? 

4. 您有參觀博物館的習慣嗎？特別是現代與當代藝術博物館？ 

Avez-vous l’habitude d’aller aux musées? Plus précisément, les musées d’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5. 您對現代與當代藝術有興趣以及是如何培養這個興趣的？ 

Vous intéressez-vous à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Comment développez-vous 

cet intérêt? 

6. 您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有幫助您更加了解現代與當代藝術嗎？透過何種方

式？ 

À  votre avis, pensez-vous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ous aide à comprendre 

mieux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Si oui, Comment? 

7. 您有參加「馬賽—普羅旺斯，2013 歐洲文化之都」的其他文化展演嗎？ 

Avez-vous participez aux autr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de Marseille-Provence 2013? 

8. 您怎麼看這個展覽（「行動龐畢度中心」《圓與方》）與「馬賽—普羅旺斯 2013

歐洲文化之都」的相關性？ 

Que pensez-vous la correspondance de cette exposition avec Marseille-Provence 

2013? 

9. 您認為它的座落位置如何？您認為還有比目前更好的選擇嗎？為何？ 

Que pensez-vous sa localisation géographique? Est qu’il y a des meilleur choix qu’ici 

selon votre avis et Pourquoi? 

 

三、 電子郵件訪談問題與答覆 

「行動龐畢度中心」在 Le Havre 的展覽劇場導覽人員（la comédienne）Taya 

Skorokhodova 和團體導覽人員（la médiatrice）Marie Lefebvre 訪談問題大綱（中文

／法文）和答覆（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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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說明您在「行動龐畢度中心」擔任的角色和工作。 

Pouvez-vous parler de votre rôle et mission principale dan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Taya：Ma mission a été de rencontrer des classes et des groupes d’adultes pour leur 

faire une visite théâtrale de l’exposition et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s œuvres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Le but est aussi de créer une visite interactive et ludique.  

Marie：J’étais médiatrice a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j’accompagnais les classes de 

maternelles et primaires, ainsi que les familles (week-end) ou les centres aérés dans le 

musée. Plus qu’une simple visite guidée, j’avais la tâche de sensibiliser les personnes 

à l’art contemporain à l’aide d’outils pédagogiques. 

2. 據我所知，您們都是在 Le Havre 招募的本地人？您在成為「行動龐畢度中

心」導覽員之前的工作為何？ 

À  ma connaissance, les comédiens sont les havrais qui ont été recrutés localement, 

êtes-vous aussi havraise? Si oui, quelle est votre profession avant ce travail comme 

une comédienne?  

Taya：J’ai fait une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théâtrale à Rouen dans le CDR de Haute 

Normandie. Aujourd’hui je travaille pas mal au Havre et à Rouen. Je tourne aussi sur 

plusieurs créations avec lesquelles on part en tournée un peu partout. 

Marie：Je suis effectivement havraise. Je travaille dans un domaine proche de la 

médiation culturelle, en plus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je suis depuis 4 ans guide 

dans les musées historiques de la ville du Havre. J’ai aussi travaillé en bibliothèque. 

3. 請說明成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工作人員的招募過程。 

Comment avez-vous trouvé cette occasion? Parlez du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Taya：La mairie a organisé une audition lors de laquelle la metteur en scène Émilie 

Rousset était présente. Nous avons été 4 à être choisi. 

Marie：Je savais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llait faire une étape au Havre. J’avais 

donc fait part de mon intérêt pour le projet. Ensuite, recrutement classique : j’avais dû 

remplir un formulaire regroupant mes expériences passées, mes compétences et ma 

motivation ; puis j’ai passé un entretien. Et on m’a retenu. J’étais ravie ! 

4. 擔任此工作的先決條件為何？您們過去有擔任過類似的工作嗎？有的話請

說明以及它與「行動龐畢度中心」的工作經驗有所不同的部分。 

Quelle est la présupposition de ce travail? Avez-vous occupé des métiers simil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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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 Si oui, parlez-en. Y a-t-il des différences entre ces expériences et celui dan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Taya：J’ai déjà mené des ateliers avec des jeunes dans des écoles, collèges et lycées. 

On doit être à l’aise avec tout type de groupe, car les réactions peuvent être très 

différentes. J’avais encadré des ateliers théâtraux, ce qui met en général les élèves en 

action. Ici c’était surtout les faire réfléchir sur l’art. Mais le travail est un peu le même. 

Marie：Comme je l’expliquais précédemment, j’ai beaucoup travaillé dans le domaine 

de la médiation culturelle. J’ai d’ailleurs fait des études pour ça (un master 

professionnel nommé aujourd’hui ingénierie touristique et culturelle). Ê tre 

médiateur, c’est s’adapter aux publics et aux objets présentés donc ce n’est jamais la 

même chose. De plus, j’ai expérimenté des lieux bien différents : bibliothèqu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art contemporain. 

Le projet du Centre Pompidou est vraiment de se tourner vers les publics et de 

présenter l’art différemment, de façon ludique, sensible. Si j’avais jusqu’alors 

expérimenté la médiation de façon assez classique, avec le Centre Pompidou, 

l’utilisation du « chariot de médiation » était très intéressant. De plus, c’était un 

échange très intéressant car c’était avant tout aux enfants de parler, et selon leur 

ressenti, j’orientais mon propos et non l’inverse. Finalement, leur rôle dans la 

visite est fondamentale, ils proposent, observent et apprennent à la fois de leur 

propositions et de mes explications. 

4. 這份臨時的工作是屬於志工性質嗎？您是基於甚麼原因而想在「行動龐畢度

中心」工作？ 

Est-ce que ce travail temporaire est bénévole? Pour quelles raisons que vous 

voulez travailler dans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Taya：Non c’est un travail rémunéré au régime intermittent du spectacle. J’aime bien 

la peinture, aller aux expositions. C’était une belle occasion d’en apprendre plus sur 

l’art abstrait et de confronter le théâtre et la peinture. Le travail est aussi très 

intéressant car certaines personnes vont au mus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eur 

vie. Il y a un bel échange. 

Marie：Non. C’est la Ville du Havre qui était chargée de ma rémunération. Je suis 

quelqu’un de curieux, j’aime voir de nouvelles choses, expérimenter de nouveaux 

lieux. Cette opportunité était la bonne ! 

5. 在開展之前有無經過工作職業訓練？如果有，請說明其內容。 

訓練中最強調的重點為何？ 



257 

 

Faut-il s’entraîner pour ce travail avant l’inauguration de l’exposition? Si oui, 

parlez du contenu de cet entraînement.  

Quelle est la partie la plus importante et particulière pendant cet entraînement? 

Taya：Oui. Nous avons eu 4 jours de répétition. Il faut tout d’abord apprendre le texte. 

Puis nous avons été dirigés pour être le plus naturel possible avec ce texte et bien 

connaitre le parcours. Nous avons aussi eu une conférence sur l’art contemporain mené 

par Pierre Ringuart.Trouver la bonne manière de dire le texte, que ce soit naturel et 

simple. 

Marie：La formation a duré une semaine. Nous étions avec deux chefs de projet du 

Centre Pompidou de Paris (Odile Fayet et Isabelle Frantz-Marty) qui nous ont 

fait découvrir les œuvres, nous ont donné les mots clés et les éclaircissements à 

faire pour chacune d’elle. Puis nous avons vu les chariots de médiation et leurs 

contenus. C’est par le jeu de rôle que nous nous sommes entrainés. Chacun notre tour 

nous devions présenter les œuvres comme s’il y avait le public. Affaire difficile au 

début et qui devient plus naturelle après plusieurs essais. Le tout était de trouver les 

mots justes, utiliser les outils pédagogiques, trouver un moyen de captiver par le 

jeu, les gestes. 

Se mettre en condition par le jeu de rôle. 

7. 導覽活動的內容是由誰設計的？ 

Qui a construit le contenu de la visite guidée et quelles sont les considérations? 

Taya：La metteur en scène Émilie Rousset. 

Marie：Odile Fayet et Isabelle Frantz-Marty pour la base, mais je me suis réappropriée 

le contenu pour que je sois la plus claire possible et que je reste moi-même. 

8. 請說明您導覽的進行過程。 

Parlez du processus de la visite guidée que vous conduisez. 

Taya：Le début est une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Dans le 2ème module, il y une partie 

interactive. 

Marie：Il y a deux chariots de médiation qui déterminent un peu notre parcours.  

Chacun d’entre eux permets d’expliquer une dizaine d’œuvres (Il y en avait 17 en tout). 

Souvent, avec une classe, je faisais environ de 6 à 8 œuvres. Tout dépend de l’agitation, 

du nombre de personnes, de l’âge du groupe.  

Il y a un parcours plus orienté cercles, et l’autres plus carrés mais j’essayais d’ê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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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quitable. 

Je restais en moyenne 5 minutes devant une œuvre. En effet, nous sommes limités par 

le temps (une heure). Nous sommes deux groupes en même temps : il y a deux espaces, 

où nous restons une demi-heure chacun notre tour. Nous nous croisons en fait. 

Respecter le temps était essentiel pour le bon déroulement de la visite (pas le bruit de 

l’autre groupe, pas d’attente). 

Ensuite, si ma trame restait la même, elle était modifiée selon ce que me disaient les 

enfants. 

9. 當您在帶領導覽活動時有哪些原則、特別強調的重點有哪些？  

Quels principes ou quel point de vue soulignez-vous le plus quand vous instruisez 

les participants pendant la visite guidée?  

Taya：Il n’y a pas de bonne ou de mauvaise réponse quand je pose des questions. Ce 

sont plutôt des réflexions que je lance. 

Marie：Chaque œuvre doit faire passer des notions, j’essayais de n’en oublier aucune, 

et de les adapter en fonction de l’âge. J’insistais beaucoup sur les illusions d’optiques, 

les formes bien sûr, l’idée de mouvement, l’espace. 

10. 就您的觀察而言，參加這種互動導覽的民眾多為甚麼樣的人／團體（職業、

帶小孩的家庭／成人、年紀、地方民眾／觀光客）？對於導覽的反應如何？ 

Selon votre observation, quel type des visiteurs constitue la majorité de 

participants et quelles sont leurs opinions et réflexions sur cette visite guidée? 

Taya：Vu que ce sont des visites organisées il y a autant de collégiens que de lycéens. 

Les adultes viennent sur des périodes libres, donc on les voit moins, ou sur des visites 

le week-end. Les réflexions sont vraiment très variées. Il y en a qui aiment bien, d’autre 

qui sont sceptiques, révoltés, sensibles, en tout cas ça leu provoque une émotion. 

Marie：J’ai eu les classes de primaires et maternelles de tous les quartiers du Havre, 

difficile de constituer une majorité. C’était très divers et tant mieux, c’est le plus 

intéressant. Quant aux familles, elles étaient assez hétérogènes aussi mais ça favorise 

un bel échange. Tout le monde apporte ses idées. 

11. 有為不同群眾的參觀者設計專門的講解內容嗎？差異為何？ 

Y a-t-il des différences de contenu de la visite guidée pour les visiteurs des groupes 

différents (par exemple, le groupe scolaire, le groupe pour les enfants)? Si oui,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Taya：Oui les groupes pour les enfants sont encadrés par des médiateurs, c’est 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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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e différente. Sinon pour les adultes il y’a 2 tableau en plus, celui de Vasarely et 

d’Auguste Herbin. 

Marie：Très peu. Mais quand j’ai les familles, je m’efforce de parler aussi aux adultes, 

ce qui n’est pas toujours évident car les enfants ont le rôle principal et je m’adapte à 

eux. Mais je ne veux pas laisser les parents de côté alors je glisse quelques mots plus 

compliqués à leur attention ! 

12. 最期望參觀者藉由這個導覽獲得哪方面的知識/經驗？ 

Quelles connaissances et expériences cette visite guidée animée espère que les 

participants acquièrent? 

Taya：Le but de cette visite est de leur faire découvrir l’art contemporain et lancer 

une réflexion. 

Marine：Qu’ils ressortent avec des notions artistiques, qu’ils puissent avoir 

quelques repères s’ils reviennent. Et surtout qu’ils s’amusent, qu’ils se disent que 

visiter un musée, que l’art, c’est cool de le regarder autrement et que chacun a des 

choses à dire ! 

13. 您認為這種互動式導覽和普通導覽比起來有哪些優缺點? 

À votre avis, comparé à la visite guidée normale et à l’audioguide, quels sont les 

qualités et défauts de la visite guidée animée? 

Taya：La visite guidée est plus vivante, les visiteurs peuvent aussi poser des questions 

lors de la visite guidée. Par contre ils ne choisissent pas l’ordre des tableaux qu’ils ont 

envie de voir comme sur un audioguide. 

Marie：L’avantage de la visite guidée se situe dans le jeu et le dialogue, l’échange. 

Pour moi, il y a un petit plus quand on découvre ensemble. Mais la trame de l’audio 

guide et celle de la visite est la même, on ressort avec les mêmes bases.  

Les défauts de la visite relèvent plus de la capacité à s’adapter. Il y a des fois où on ne 

trouve plus nos mots, où les groupes sont agités et qu’il est difficile de temporiser. Mais 

c’est rare ! 

14. 身為當地人，您覺得在跟民眾互動時比較容易建立關係/共識嗎? 

Comme une habitante locale, trouvez-vous que c’est plus facile à interagir et à 

communiquer avec des visiteurs locaux? Si oui, pourquoi et à quel côté? 

T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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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Ayant la communication facile, ça n’a pas du tout été difficile pour moi. Puis 

c’est mon rôle ! 

15. 依您之見，「行動龐畢度中心」和一般美術館博物館最大的不同為何? 

À  votre avis,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t les 

musées d’art en général? 

Taya：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résente qu’une petite sélection d’œuvres. Il est 

plus petit. 

Marie：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n’est jamais là très longtemps, donc il suscite 

à mon sens une plus grande curiosité et contribue à amener du monde. Sa structure 

est étonnante et rassure. Les musées d’art peuvent impressionne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lui, parait beaucoup plus « simple ». Puis c’est petit, convivial, et c’est gratuit 

aussi ! 

16. 身為當地人，您認為「行動龐畢度中心」為 Le Havre 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À  votre côté comme une habitante locale, quelles sont les influences portées pa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envers le Havre? 

Taya：Vu que le musée s’est installé dans un quartier, cela incite les habitants à y 

aller, surtout les enfants du quartier qui ont été très curieux. 

Marie：Je ne connais pas l’influence du Centre sur les autres musées du Havre mais 

j’espère que les novices seront tentés de découvrir autre chose grâce a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J’espère aussi que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permettra de montrer 

Le Havre en tant que ville culturelle pour tous. 

17. 您有參加 Le Havre 其他文化組織所辦的相關參與式活動嗎？如果有，您覺

得它們如何？您如何看待 Le Havre 的這種反應？ 

Avez-vous participé les activités qui sont organisées par les institutions culturelles 

au Havre? Si oui, que pensez-vous ces activités et cette réaction du Havre?  

Taya：À  part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non. 

Marie：Pas toutes mais j’essaye d’en voir quand le sujet m’intéresse. Le Havre essaye 

d’élargir les thèmes d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ce qui est bien. Néanmoins, j’essayerai 

parfois d’être moins élitiste dans les projets, et, à l’imag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renforcer la démocratisation culturelle havraise et contribuer à attirer un large public 

venu de tous les quar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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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中心行動博物館非官方之新聞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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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官方之雜誌刊物報導 

作者 文章標題 出版日期 取得日期 媒體名稱／期號／頁碼 取得方式 

Guillaume Novello 

& Justine Chevalier 

Une ville en plein essor culturel et 

universitaire 

2013/5/1 2013/6/3 L'Expansion, no 784, Spécial Le 

Havre Le Havre, p. HAV6-7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Christophe Ono-dit-

Biot 

Art nomade, zone sensible 2013/5/9 2013/6/3 Le Point, no. 2121,  pp.96-97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Emmanuelle 

Lesquel 

Accueilli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n'est pas de tout repos 

2012/10/22 2013/6/5 La Gazette des communes, des 

départements, des régions, no. 2146, 

p.40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Guy Boyer Le Bilan Muséal de Frédéric Mitterrand 

(entretien) 

2012/02/01 2013/4/1 Connaissance des Arts, no. 701, 

pp.12-13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Martine Robert Patrick Bouchain "Je ne suis jamais 

qualifié d'architecte" (entretien) 

2012/02/12 2013/4/1 L'Oeil, no. 643, pp. 124-129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Fabien Simode  Politique culturelle, symbole politique, 

personnalité politique 

2012/04 2013/4/1 L'Oeil, no. 645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François-Aline Blain Pompidou plante sa tente chez vous 2011/11/1 2013/4/1 Beaux-Arts, no. 329, pp.112-113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Hortense Meltz & 

Judicaël Lavrador 

Un centre Pompidou mobile, virtuel, 

réveillé (entretien exclusif avec Alain 

Seban) 

2007/11/1 2013/4/1 Beaux-Arts, no. 281, pp.64-67 龐畢度中心期刊資源 

Juliette Bénabent Le Centre Pompidou bouge-t-il encore? 2013/6/1 2013/6/3 Télérama, no. 3307, p.16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Luc Le Chatelier C'est la tournée de Pompidou 2011/10/19 2013/6/5 Télérama, no. 3223, p.10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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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n Vignal Beau comme un camion 2011/10/12 2013/4/1 L'Express, no. 3145, pp. 140-142, 

144-145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Daphné Bétard (Région) Sur un mode nomade –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ttend de 

généreux mécènes pour se mettre en 

route 

2009/11/13 2013/3/29 Journal des arts, no.313 p.3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Sophie Flouquet (Musé mobile) Le barnum fait le plein 2011/12/2 2013/3/29 Journal des arts, no. 358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Gilles de Bure (XXIe siècle) Nomadisme – Les 

structures itinérantes ou temporaires se 

mutiplient 

2011/9/9-

22 

2013/3/29 Journal des arts, no. 352, p.17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Sophie Flouquet (Décentralisation) Beaubourg en mode 

forain 

2011/5/27 2013/3/29 Journal des arts, no. 348, p.3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Roxana Azimi (Stratégie) Du réel et du virtuel 2003/11/7 2013/3/29 Journal des arts, no. 180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Natalie Silbert & 

Pierre de Gasquet 

Le Centre Pompidou doit aider les 

artistes français (entretien avec Alain 

Seban) 

2008/2/25 2013/3/29 Les Échos, no. 20117, p.13 http://www.lesechos.fr/25/02/2008/

LesEchos/20117-61-ECH_le-

centre-pompidou-doit-aider-les-

artistes-francais.htm  

Bernard Géniès Vive le Pompidou mobile 2012/3/1 2013/3/29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2469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Vincent Rouillon La fin du Beaubourg itinérant :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Centre Pompidou 

provisoire 

2013/06  La Lettre d’Echanges n°108 - 

bimensuel électronique de F.N.C.C.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pour la 

Culture) 

http://www.fncc.fr/IMG/pdf/Fin_du

_Beaubourg_mobile.pdf  

http://www.lesechos.fr/25/02/2008/LesEchos/20117-61-ECH_le-centre-pompidou-doit-aider-les-artistes-francais.htm
http://www.lesechos.fr/25/02/2008/LesEchos/20117-61-ECH_le-centre-pompidou-doit-aider-les-artistes-francais.htm
http://www.lesechos.fr/25/02/2008/LesEchos/20117-61-ECH_le-centre-pompidou-doit-aider-les-artistes-francais.htm
http://www.lesechos.fr/25/02/2008/LesEchos/20117-61-ECH_le-centre-pompidou-doit-aider-les-artistes-francais.htm
http://www.fncc.fr/IMG/pdf/Fin_du_Beaubourg_mobile.pdf
http://www.fncc.fr/IMG/pdf/Fin_du_Beaubourg_mobi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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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官方之一般新聞媒體報導 

作者 文章標題 發布日期 取得日期 媒體名稱 取得網址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nother 

innovative artistic concept by the Centre 

Pompidou 

2012/1/5 2012/11/15 F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consulfrance-

atlanta.org/spip.php?article3256  

N/A Centre Pompidou mobile, l’illusion du 

succès 

2013/3/4 2013/3/17 Louvre pour tous, l'info 

citoyenne sur les musées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

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N/A Alain Seban’s Beaubourg Circus not 

Expensive 

2012/3/12 2013/3/22 The art Tribune (La 

Tribune de l'art) 

http://www.thearttribune.com/Alain-Seban-

s-Beaubourg-Circus-not.html  

Florence Evin et 

Philippe Dagen 

Un Beaubourg en kit bientôt sur les 

routes de France 

2011/9/2 2013/3/29 Le Monde.fr http://mobile.lemonde.fr/culture/article/2

011/09/02/un-beaubourg-en-kit-bientot-

sur-les-routes-de-

france_1566843_3246.html  

Clarisse Fabre L'art prend la route 2011/12/3 2013/3/29 Le Monde.fr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圖

書館資料庫) 

 

N/A 130 000 visiteurs pour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9/20 2012/11/15 Libération NEXT http://next.liberation.fr/arts/2012/09/20/130-

0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

mobile_847764 

Marie-Anne Kleiber Quand les musées sortent de leurs murs 2013/1/21 2013/3/29 Le Jdd.fr http://www.lejdd.fr/JDD-

Paris/Actualite/Quand-les-musees-sortent-

de-leurs-murs-587327  

http://www.consulfrance-atlanta.org/spip.php?article3256
http://www.consulfrance-atlanta.org/spip.php?article3256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http://www.louvrepourtous.fr/Centre-Pompidou-mobile-l-illusion,754.html
http://www.thearttribune.com/Alain-Seban-s-Beaubourg-Circus-not.html
http://www.thearttribune.com/Alain-Seban-s-Beaubourg-Circus-not.html
http://mobile.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1/09/02/un-beaubourg-en-kit-bientot-sur-les-routes-de-france_1566843_3246.html
http://mobile.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1/09/02/un-beaubourg-en-kit-bientot-sur-les-routes-de-france_1566843_3246.html
http://mobile.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1/09/02/un-beaubourg-en-kit-bientot-sur-les-routes-de-france_1566843_3246.html
http://mobile.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11/09/02/un-beaubourg-en-kit-bientot-sur-les-routes-de-france_1566843_3246.html
http://next.liberation.fr/arts/2012/09/20/130-0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_847764
http://next.liberation.fr/arts/2012/09/20/130-0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_847764
http://next.liberation.fr/arts/2012/09/20/130-000-visiteurs-pour-le-centre-pompidou-mobile_847764
http://www.lejdd.fr/JDD-Paris/Actualite/Quand-les-musees-sortent-de-leurs-murs-587327
http://www.lejdd.fr/JDD-Paris/Actualite/Quand-les-musees-sortent-de-leurs-murs-587327
http://www.lejdd.fr/JDD-Paris/Actualite/Quand-les-musees-sortent-de-leurs-murs-58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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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

中 心 bpi 資 料 庫

europresse) 

Jackie Wullschlager Wowed by the future, seduced by the 

past 

2011/8/31 2013/3/29 Financial Times (FT.com)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

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http://www.ft.com/intl/cms/s/0/fee16236-

d3b7-11e0-bc6b-

00144feab49a.html#axzz2P2GEdKDo  

Lorette Coen Patrick Bouchain, architecte forain 2012/2/3 2013/3/29 Le Temps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

中 心 bpi 資 料 庫

europresse) 

http://www.letemps.ch/Page/Uuid/9b9effb6-

4e7e-11e1-bbc0-

56306e65bc4e/Patrick_Bouchain_architecte

_forain  

N/A Le musée devient nomade 

Le Centre Pompidou lance un musée 

mobile, rempli de chefs-d'oeuvre. 

Reportage. 

2011/10/20 2013/3/30 Le Point http://www.lepoint.fr/arts/le-musee-devient-

nomade-20-10-2011-1388569_36.php  

N/A Pompidou vagabonde 2011/10/14 2013/3/30 Libération NEXT http://next.liberation.fr/culture/01012365560

-pompidou-vagabonde  

N/A Picasso à Chaumont-sur-Marne  2011/10/13 2013/3/30 Le Figaro.fr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10/12/03

004-20111012ARTFIG00731-picasso-a-

chaumont-sur-marne.php  

N/A Chiffr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3/1/23 2013/3/30 Libération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2013/01/23/

chiffre_876253  

http://www.ft.com/intl/cms/s/0/fee16236-d3b7-11e0-bc6b-00144feab49a.html#axzz2P2GEdKDo
http://www.ft.com/intl/cms/s/0/fee16236-d3b7-11e0-bc6b-00144feab49a.html#axzz2P2GEdKDo
http://www.ft.com/intl/cms/s/0/fee16236-d3b7-11e0-bc6b-00144feab49a.html#axzz2P2GEdKDo
http://www.letemps.ch/Page/Uuid/9b9effb6-4e7e-11e1-bbc0-56306e65bc4e/Patrick_Bouchain_architecte_forain
http://www.letemps.ch/Page/Uuid/9b9effb6-4e7e-11e1-bbc0-56306e65bc4e/Patrick_Bouchain_architecte_forain
http://www.letemps.ch/Page/Uuid/9b9effb6-4e7e-11e1-bbc0-56306e65bc4e/Patrick_Bouchain_architecte_forain
http://www.letemps.ch/Page/Uuid/9b9effb6-4e7e-11e1-bbc0-56306e65bc4e/Patrick_Bouchain_architecte_forain
http://www.lepoint.fr/arts/le-musee-devient-nomade-20-10-2011-1388569_36.php
http://www.lepoint.fr/arts/le-musee-devient-nomade-20-10-2011-1388569_36.php
http://next.liberation.fr/culture/01012365560-pompidou-vagabonde
http://next.liberation.fr/culture/01012365560-pompidou-vagabonde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10/12/03004-20111012ARTFIG00731-picasso-a-chaumont-sur-marne.php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10/12/03004-20111012ARTFIG00731-picasso-a-chaumont-sur-marne.php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10/12/03004-20111012ARTFIG00731-picasso-a-chaumont-sur-marne.php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2013/01/23/chiffre_876253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2013/01/23/chiffre_876253


266 

 

N/A L’ART OFFRE SA TOURNÉE 2011/12/30 2013/3/30 ParisMatch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

Match/Art/Actu/L-art-offre-sa-tournee-

367580/  

N/A Pompidou, "premier musée nomade au 

monde" poursuit son voyage en France 

2012/12/26 2013/3/30 Le Nouvel Observateur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

1026.AFP3242/pompidou-premier-musee-

nomade-au-monde-poursuit-son-voyage-en-

france.html  

N/A Le Centre Pompidou joue les nomades 2011/5/19 2013/3/30 Le Figaro.fr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05/18/03

004-20110518ARTFIG00711-le-centre-

pompidou-joue-les-nomades.php  

N/A Beaubourg prône l’art nomade 2009/11/6 2013/3/30 Libération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0101601480

-beaubourg-prone-l-art-nomade  

N/A EXCLUSIF AFP - Arrêt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fin septembre 

2013/5/17 2013/5/17 Libération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aissera le 

rideau fin septembre 

2013/5/17 2013/5/17 Le Point.fr (有影片) http://www.lepoint.fr/culture/le-centre-

pompidou-mobile-baissera-le-rideau-fin-

septembre-17-05-2013-1669029_3.php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baisse le 

rideau en septembre 

2013/5/17 2013/5/18 France 3 http://champagne-

ardenne.france3.fr/2013/05/17/le-centre-

pompidou-mobile-baisse-le-rideau-en-

septembre-253295.html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c’est fini 2013/5/17 2013/5/18 Exponaute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

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cest-fini/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Match/Art/Actu/L-art-offre-sa-tournee-367580/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Match/Art/Actu/L-art-offre-sa-tournee-367580/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Match/Art/Actu/L-art-offre-sa-tournee-367580/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1026.AFP3242/pompidou-premier-musee-nomade-au-monde-poursuit-son-voyage-en-france.html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1026.AFP3242/pompidou-premier-musee-nomade-au-monde-poursuit-son-voyage-en-france.html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1026.AFP3242/pompidou-premier-musee-nomade-au-monde-poursuit-son-voyage-en-france.html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ulture/20121026.AFP3242/pompidou-premier-musee-nomade-au-monde-poursuit-son-voyage-en-france.html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05/18/03004-20110518ARTFIG00711-le-centre-pompidou-joue-les-nomades.php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05/18/03004-20110518ARTFIG00711-le-centre-pompidou-joue-les-nomades.php
http://www.lefigaro.fr/culture/2011/05/18/03004-20110518ARTFIG00711-le-centre-pompidou-joue-les-nomades.php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0101601480-beaubourg-prone-l-art-nomade
http://www.liberation.fr/culture/0101601480-beaubourg-prone-l-art-nomade
http://www.lepoint.fr/culture/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ra-le-rideau-fin-septembre-17-05-2013-1669029_3.php
http://www.lepoint.fr/culture/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ra-le-rideau-fin-septembre-17-05-2013-1669029_3.php
http://www.lepoint.fr/culture/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ra-le-rideau-fin-septembre-17-05-2013-1669029_3.php
http://champagne-ardenne.france3.fr/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le-rideau-en-septembre-253295.html
http://champagne-ardenne.france3.fr/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le-rideau-en-septembre-253295.html
http://champagne-ardenne.france3.fr/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le-rideau-en-septembre-253295.html
http://champagne-ardenne.france3.fr/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baisse-le-rideau-en-septembre-253295.html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cest-fini/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5/17/le-centre-pompidou-mobile-cest-f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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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u Havre, l’art 

au plus près du public 

2013/2/26 2013/5/18 Exponaute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

2/26/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lart-

au-plus-pres-du-public/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une 

décentralisation réussie ? 

2013/2/22 2013/5/18 Exponaute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2/0

2/22/le-centre-pompidou-mobile-une-

decentralisation-reussie/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immobilisé 2013/5/25 2013/6/3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

中 心 bpi 資 料 庫

europresse) 

 

N/A Pompidou Mobile, un succès illusoire? 2013/3/16 2013/4/1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

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Mihel Guerrin "Osons pour Beaubourg une politique 

de marque" (entretien avec Alain 

Seban) 

2012/3/2 2013/4/1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

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Arnaud 

Leparmentier 

Nicolas Sarkozy et le monochrome 

orange de Klein 

2011/10/5 2013/3/29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料庫

europresse) 

 

Valérie Duponchelle Le Centre Pompidou voyagera en 

Arabie 

2013/5/18 2013/6/3 Le Figaro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2/26/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lart-au-plus-pres-du-public/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2/26/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lart-au-plus-pres-du-public/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3/02/26/centre-pompidou-mobile-au-havre-lart-au-plus-pres-du-public/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2/02/22/le-centre-pompidou-mobile-une-decentralisation-reussie/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2/02/22/le-centre-pompidou-mobile-une-decentralisation-reussie/
http://www.exponaute.com/magazine/2012/02/22/le-centre-pompidou-mobile-une-decentralisation-reussie/


268 

 

N/A Inauguration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1/10/14 2013/6/5 News Press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

料庫 europresse) 

 

 CULTURE -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 été lancé mercredi par le 

ministre de la Culture...Recueilli par 

Anne Kerloc'h et Benjamin Chapon 

 2012/05/27 20 minutes.fr http://www.20minutes.fr/article/725848/cent

re-pompidou-mobile-il-agira-oeuvres-

qualite-exceptionnelle-explique-frederic-

mitterrand  

Fl. E. Des musées provisoires en préparation,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2013/6/10 2013/6/23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料庫

europresse) 

 

Michel Guerrin & 

Emmanuel de Roux 

"Nous allons créer un Centre Pompidou 

mobile, démontable et transportable" 

(entretien avec Alain Seban) 

2007/10/25 2013/6/23 Le Mond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料庫

europresse) 

 

Yves Jaeglé Beaubourg prend la clé des champs 2011/10/18 2013/6/23 Le Parisien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料庫

europresse) 

 

N/A Beaubourg voyage aux É mirats 2013/3/5 2013/6/23 La République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

料庫 europresse) 

 

Natalie Castetz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apparent 

au Havre 

2013/2/26 2013/6/23 Libération (retrieved from 

龐畢度中心 bpi 資料庫

europresse) 

 

http://www.20minutes.fr/article/725848/centre-pompidou-mobile-il-agira-oeuvres-qualite-exceptionnelle-explique-frederic-mitterrand
http://www.20minutes.fr/article/725848/centre-pompidou-mobile-il-agira-oeuvres-qualite-exceptionnelle-explique-frederic-mitterrand
http://www.20minutes.fr/article/725848/centre-pompidou-mobile-il-agira-oeuvres-qualite-exceptionnelle-explique-frederic-mitterrand
http://www.20minutes.fr/article/725848/centre-pompidou-mobile-il-agira-oeuvres-qualite-exceptionnelle-explique-frederic-mitterrand


269 

 

三、非官方之地方新聞媒體報導 

作者 文章標題 發布日期 取得日期 媒體名稱 取得網址 

N/A L'art prend la route, Musée 

Mobile 

2011/10/19

-25 

2013/2/22 les Inrockuptibles http://www.musee-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

19@LES_INROCKUPTIBLES.pdf  

N/A Caucri, quartier de l'art du Havre 2013/2/23 2013/2/23 Paris Normandie.fr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le-havre/caucri-quartier-de-lart-

du-havre  

N/A Art contemporain: Pompidou 

mobile arrive au Havre 

2013/3/2 2013/3/22 Paris Normandie.fr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societe/art-contemporain-

pompidou-mobile-arrive-au-havre  

Caroline 

Heurtault 

La culture, entre expansion 2013/3/2 2013/6/5 Paris Normandie.fr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N/A Le prix de la culture 2013/3/2 2013/3/28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3/02/le-prix-de-la-culture-982266-

2966.php  

N/A Libourne : le Centre Pompidou 

décroche 

2013/1/22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2/pompidou-decroche-941823-

2780.php  

N/A Le Carmel a accueilli samedi 

son 10000e visiteur 

Succès historique pour 

l'exposition « Entre ciel et terre 

». 

2013/1/14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4/le-carmel-a-accueilli-samedi-son-

10-000e-visiteur-933612-2780.php  

N/A La poésie des sentiments 2013/1/11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1/la-poesie-des-sentiments-930636-

2848.php  

http://www.musee-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19@LES_INROCKUPTIBLES.pdf
http://www.musee-mobile.fr/img/presse/revue/2011-10-19@LES_INROCKUPTIBLES.pdf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le-havre/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le-havre/caucri-quartier-de-lart-du-havre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societe/art-contemporain-pompidou-mobile-arrive-au-havre
http://www.paris-normandie.fr/article/societe/art-contemporain-pompidou-mobile-arrive-au-havre
http://www.sudouest.fr/2013/03/02/le-prix-de-la-culture-982266-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3/02/le-prix-de-la-culture-982266-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2/pompidou-decroche-941823-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2/pompidou-decroche-941823-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4/le-carmel-a-accueilli-samedi-son-10-000e-visiteur-933612-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4/le-carmel-a-accueilli-samedi-son-10-000e-visiteur-933612-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1/la-poesie-des-sentiments-930636-284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11/la-poesie-des-sentiments-930636-284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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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Centre Pompidou Mobile : une 

visite les yeux fermés 

2013/1/8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8/une-visite-les-yeux-fermes-

927501-2966.php  

N/A Une œuvre, un artiste : 

"Vendredi 1", d'Auguste Herbin 

2013/1/5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5/vendredi-1-d-auguste-herbin-

925412-2966.php  

N/A « Cabane éclatée n° 6 : les 

damiers » de Daniel Buren 

2012/12/26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2/26/cabane-eclatee-n-6-les-damiers-

de-daniel-buren-918639-2966.php  

N/A « Notre lycée est un acteur du 

quartier » 

2013/2/29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2/19/notre-lycee-est-un-acteur-du-

quartier-971073-2780.php  

N/A Le Centre Pompidou est 

(presque) venu à eux 

2013/1/26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6/le-centre-pompidou-est-presque-

venu-a-eux-946746-3363.php  

Jean-

Charles 

Galiacy 

L'art de la provocation 2013/5/11 2013/6/3 SudOuest.fr 

(Libournais-Pays 

Foyen 

龐畢度中心 bpi資料庫 europresse 

N/A Une sensibilisation à l'art 

contemporain 

2012/12/15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2/15/une-sensibilisation-a-l-art-

contemporain-909852-2915.php  

N/A Entre chimie et alchimie 2012/11/7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07/entre-chimie-et-alchimie-872381-

2966.php  

N/A Ils ont planché sur les ronds et 

les carrés 

2012/11/12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ils-ont-planche-sur-les-ronds-et-

les-carres-875897-2903.php  

N/A Ouverture de la Semaine de la 

petite enfance 

2012/11/12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ouverture-de-la-semaine-de-la-

petite-enfance-875687-2966.php  

N/A L'éphéméride du 15 novembre 

2012 

2012/11/15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5/l-ephemeride-du-15-novembre-

2012-876483-511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8/une-visite-les-yeux-fermes-927501-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8/une-visite-les-yeux-fermes-927501-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5/vendredi-1-d-auguste-herbin-925412-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05/vendredi-1-d-auguste-herbin-925412-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2/26/cabane-eclatee-n-6-les-damiers-de-daniel-buren-918639-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2/26/cabane-eclatee-n-6-les-damiers-de-daniel-buren-918639-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2/19/notre-lycee-est-un-acteur-du-quartier-971073-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2/19/notre-lycee-est-un-acteur-du-quartier-971073-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6/le-centre-pompidou-est-presque-venu-a-eux-946746-3363.php
http://www.sudouest.fr/2013/01/26/le-centre-pompidou-est-presque-venu-a-eux-946746-3363.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2/15/une-sensibilisation-a-l-art-contemporain-909852-291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2/15/une-sensibilisation-a-l-art-contemporain-909852-291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07/entre-chimie-et-alchimie-872381-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07/entre-chimie-et-alchimie-872381-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ils-ont-planche-sur-les-ronds-et-les-carres-875897-2903.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ils-ont-planche-sur-les-ronds-et-les-carres-875897-2903.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ouverture-de-la-semaine-de-la-petite-enfance-875687-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2/ouverture-de-la-semaine-de-la-petite-enfance-875687-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5/l-ephemeride-du-15-novembre-2012-876483-511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5/l-ephemeride-du-15-novembre-2012-876483-511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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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La cerise sur le gâteau 2012/11/19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9/la-cerise-sur-le-gateau-882691-

639.php  

N/A Trois artistes à découvrir 2012/11/21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1/trois-artistes-a-decouvrir-884623-

2966.php  

N/A Pompidou mobile : des chiffres 

qui comptent 

2012/11/28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8/pompidou-mobile-des-chiffres-

qui-comptent-892071-4778.php  

N/A « Cercles et Carrés » de 

similitudes en divergences 

2012/10/28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8/cercles-et-carres-de-similitudes-

en-divergences-863356-1778.php  

N/A Pompidou plante son chapiteau 

sur les bords de la Dordogne 

2012/10/26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pompidou-plante-son-chapiteau-

sur-les-bords-de-la-dordogne-860909-2966.php  

N/A Plasticiens et comédiens 

assurent la médiation 

2012/10/29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9/plasticiens-et-comediens-assurent-

la-mediation-863806-2780.php  

N/A Les sources de l'art moderne 

démystifiées                                                                       

Jean-Paul Ameline, 

conservateur au centre, est venu 

débattre autour du thème « la 

géométrie dans l'art »  

2012/10/30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0/les-sources-de-l-art-moderne-

demystifiees-864854-2966.php  

N/A Pointillés temporels                                                                                                            

à Libourne, le musée des Beaux-

Arts associé au Frac Aquitaine 

propose une exposition qui 

2012/10/31 2013/3/30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1/pointilles-temporels-865913-

587.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9/la-cerise-sur-le-gateau-882691-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19/la-cerise-sur-le-gateau-882691-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1/trois-artistes-a-decouvrir-884623-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1/trois-artistes-a-decouvrir-884623-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8/pompidou-mobile-des-chiffres-qui-comptent-892071-477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1/28/pompidou-mobile-des-chiffres-qui-comptent-892071-477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8/cercles-et-carres-de-similitudes-en-divergences-863356-177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8/cercles-et-carres-de-similitudes-en-divergences-863356-177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pompidou-plante-son-chapiteau-sur-les-bords-de-la-dordogne-860909-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pompidou-plante-son-chapiteau-sur-les-bords-de-la-dordogne-860909-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9/plasticiens-et-comediens-assurent-la-mediation-863806-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9/plasticiens-et-comediens-assurent-la-mediation-863806-278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0/les-sources-de-l-art-moderne-demystifiees-864854-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0/les-sources-de-l-art-moderne-demystifiees-864854-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1/pointilles-temporels-865913-587.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31/pointilles-temporels-865913-58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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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nge celle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N/A Beaubourg s'installe à l'Esog 2012/6/13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3/beaubourg-s-installe-a-l-esog-

741854-2966.php  

N/A Pompidou chez Mitterrand 2011/9/3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1/09/03/pompidou-chez-mitterrand-

488989-639.php  

N/A  Une belle pierre à l'édifice 2011/9/12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1/09/12/une-belle-pierre-a-l-edifice-

496674-639.php  

N/A Scènes girondines : Zebda a 

mouillé la chemise 

2012/6/11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1/ils-ont-mouille-la-chemise-

739709-710.php  

N/A Le bus qui menait à l'art 2012/10/16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16/le-bus-qui-menait-a-l-art-850937-

2848.php  

N/A Pompidou sur Gironde 2012/10/24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4/pompidou-sur-gironde-858823-

2425.php  

N/A L'artothèque s'invite à l'espace 

culturel 

2012/10/26 2013/3/31 SudOuest.fr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l-artotheque-s-invite-a-l-espace-

culturel-861063-2848.php  

N/A Cambrai :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en Va, après Avoir 

Accueilli 47 500 Visiteurs ! 

2012/5/16 2013/3/31 L'Observateur du 

Cambresis 

http://www.lobservateurducambresis.fr/2012/05/16/Cambr

ai-le-Centre-pompidou-mobile-s39en-va-apregraves-avoir-

accueilli-47-500-visiteurs--/  

N/A Les enfants et l'art abstrait 2013/4/25 2013/6/3 Le Havre Presse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3/beaubourg-s-installe-a-l-esog-741854-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3/beaubourg-s-installe-a-l-esog-741854-2966.php
http://www.sudouest.fr/2011/09/03/pompidou-chez-mitterrand-488989-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1/09/03/pompidou-chez-mitterrand-488989-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1/09/12/une-belle-pierre-a-l-edifice-496674-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1/09/12/une-belle-pierre-a-l-edifice-496674-639.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1/ils-ont-mouille-la-chemise-739709-71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06/11/ils-ont-mouille-la-chemise-739709-710.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16/le-bus-qui-menait-a-l-art-850937-284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16/le-bus-qui-menait-a-l-art-850937-284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4/pompidou-sur-gironde-858823-242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4/pompidou-sur-gironde-858823-2425.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l-artotheque-s-invite-a-l-espace-culturel-861063-2848.php
http://www.sudouest.fr/2012/10/26/l-artotheque-s-invite-a-l-espace-culturel-861063-2848.php
http://www.lobservateurducambresis.fr/2012/05/16/Cambrai-le-Centre-pompidou-mobile-s39en-va-apregraves-avoir-accueilli-47-500-visiteurs--/
http://www.lobservateurducambresis.fr/2012/05/16/Cambrai-le-Centre-pompidou-mobile-s39en-va-apregraves-avoir-accueilli-47-500-visiteurs--/
http://www.lobservateurducambresis.fr/2012/05/16/Cambrai-le-Centre-pompidou-mobile-s39en-va-apregraves-avoir-accueilli-47-500-visit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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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Christoph

e Lalay 

Chefs-d'oeuvre au pied des 

immeubles 

2013/3/26 2013/6/3 Ouest-France 

Normandie 

 

N/A Le Centre Pompidou mobile 

s'installe à Cambrai du 15 

février au 15 mai 2012. 

N/A 2012/05/27 Francis Moreeuw, 

artiste peintre du 

nord : galerie d'art 

contemporain 

http://www.moreeuw.com/histoire-art/pompidou-mobile-cambrai.htm  

Celeste 

Bronzetti 

Boulogne-Sur-Mer Accueille 

les Couleurs du Centre 

Pompidou Mobile 

 

2012/6/21  2012/10/14 TouteLaCulture http://toutelaculture.com/arts/boulogne-sur-mer-accueille-les-

couleurs-du-centre-pompidou-mobile/  

N/A Elles venlent toutes le 

Pompidou mobile 

2013/2/2 2013/6/23 Sud Ouest  

N/A Un musée nomade nommé 

Pompidou 

2013/3/3 2013/6/23 Paris-Normandie.fr  

 

http://www.moreeuw.com/histoire-art/pompidou-mobile-cambrai.htm
http://toutelaculture.com/arts/boulogne-sur-mer-accueille-les-couleurs-du-centre-pompidou-mobile/
http://toutelaculture.com/arts/boulogne-sur-mer-accueille-les-couleurs-du-centre-pompidou-mob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