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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嘗試以全球化現象解讀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現象產生的原因與動機，從藝
術家進駐計畫所組成的四大主體，進駐計畫經營者、進駐空間、藝術家、贊助單位為橫
軸；再以「國際文化政策制定」
、
「國際贊助與獎助計畫推動」
、
「國際資訊網絡平台的建
置」三個計畫策略之關鍵條件為縱軸來進行分析。嘗試探討下列內容：(1)透過文獻探
討與理論分析釐清藝術家進駐的內涵與價值，探討執行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政
策動機與型態、(2)從國外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象與案例，透過縱向尺度做
為判準條件來檢視與分析各國推動實施之模式，嘗試從中發現藝術家跨國行動之執行策
略與原則、(3) 探討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可能性，並針對台灣目前公部門
所長期性、穩定性執行的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探討台灣由公部門執行計畫之優缺點並
歸納進駐計畫之實施與執行流程。
本研究以國外實施案例為基礎，取法與歸納進而評估台灣 2000 年起公部門所執行
之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策略與實施成效，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評述、網路搜
尋、個案分析、深度訪談與田野調查法。文獻評析內容包括藝術家創作生態之變遷、藝
術家進駐之理論基礎，文化全球化之形成與趨勢之論述；透過現代新科技媒體網絡連
結、搜尋與文獻分析國外案例與進駐計畫；經過個案分析、田野調查與計畫經營者、藝
術家等進行訪談，以台灣公部門所執行推動之國際藝術進駐計畫為例，從進駐辦法、獎
助計畫、藝術家進駐情形等方面進行分析，研擬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實施
策略與建議。
本研究將從全球化的藝術家行動風潮角度下，對台灣公部門所經營之藝術家進駐與
跨國行動計畫提出具體建議與實施策略，以其建構屬於台灣在地性與國際互為在地性的
進駐策略。
關鍵字：藝術家進駐、跨國行動、藝術村、國際文化政策、國際獎助計畫、贊助、國際
資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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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ill try to describe the reasons and motives which produce
the programs of artist-in-residence (A.I.R)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by the
phenomena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four main bodies: the organization of
operating residence program, art centre, artist, funding.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will analyse the A.I.R. programs by three operating strategies: to set
up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to practie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the
fellowship; to establish the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e exploration
are as following:
1. To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A.I.R and discuss the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2.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 and mobility programs. To examine
and analysis the models of carrying out in other countries by the above three
strategies.
3. To analyse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ies of A.I.R and Mobility program
executed by Taiwan’s Government , to suggest the operating prcedures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 operation by Taiwan’s government.
Also, this research will take the operation of foreign examples as
comparative cases and take their models to generalize th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s of official operation by Taiwan’s government. These strategies are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in the internet, case studies, interview, fieldwork.
Firstly, the literature review will include the evolution of artistic ecology for
artists, the themes of A.I.R., and the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Secondly, to
analyze the operating strategies and provide the sugges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residence program, fellowship project, the scene of residence.
Finally, the study will advise the official organizations, artists and art
centre managers those who concern about the programs of A.I.R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s specific suggestion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artist-in-residenc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rt villag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 fundi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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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背景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風潮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交通變革與通訊網絡的擴張，全
球各地興起一股藝術家跨國游牧的現象。各國政府機關、藝術機構、藝術進駐單位不斷
推動各式各樣多元型態的藝術家進駐計畫與跨國行動獎助，以滿足藝術家追求異文化創
作的渴望。世界各國早在六 0 年代開始將藝術家進駐計畫視為國家文化政策與外交之重
要目標。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藝術家的交流與活動做為呈現國家、城市文化經驗之提升
的重要指標。
九十年代台灣另類替代空間、閒置空間再利用、藝術村等新文化機制崛起，多元
發展的藝文空間提供從事藝術工作者創作、研究、交流的場所，並逐漸形成藝術聚落
或社群。其形成的目的與性質，不同於一般傳統美術館、博物館或藝文中心，以提供
藝術家自由創作的空間、時間以及進行互相交流、合作、對話為使命，並進而提升國
內現代藝術生態，促進國際藝術創作文化交流與發展。1990 年行政院文建會在「文化
建設方案」中醞釀規劃成立國家藝術村，之後 1991 年行政院經建會所擬定之「國家
建設六年計畫」中，更將以設立推動藝術、文化發展、補強城鄉藝術文化之差距，落
實地方基層之文化建設，並強化國際交流等事務為主要工作目標；其中「國際交流」
為籌設國家藝術村之主要功能之一。然而卻因一場九二一大地震而將此計畫停擺更
易，於是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隨著「國家藝術村籌備處」轉型為「藝術村資源中心」
，
其組織任務也有所改變。
一、研究動機
國外藝術家進駐計畫運作機制早已行之有年，在文化全球化的國際趨勢下，迅速
的網路系統與便利的交通設施，消弭了世界版圖的屏障，然而台灣仍然無法突破國與
國間險惡的政治外交，如何能在全球化時空壓縮的地球村中不被邊緣化與漠視，藝術
1

家進駐的跨國行動擔負起柔性的文化外交使命。
台灣公部門近年來籌設藝術村及辦理藝術家進駐計畫尚屬於起步階段，加上對於來
自西方之「藝術家進駐」(Artist-in-residence)概念的誤解，忽略藝術家進駐的「進駐」
核心精神，進而產生政策面與執行面上無法落實文化交流與藝術家的跨國行動，因此政
府、民間、藝術家跨國交流的速度緩慢，進而產生空有進駐空間而無進駐之實的窘境與
限制。加上聯合國剛於 2005 年 10 月 21 日在巴黎通過的《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1，雖
然台灣不是國際文化多樣性聯盟委員之一，但對於國際公約之共識卻不能置身事外，公
約中提到文化在不同時間和空間具有多樣形式，這種多樣性呈現各民族與社會獨特的文
化特徵和多元的文化表現形式，這些必須透過思想的自由交流與互動才能得到强化與滋
養。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另一動機，可從地球倫理學(Ethics of earth)喚起人類的全
球責任感，以倫理和文化的觀點看自然與人類生命，不管在社會中主導的政治、經濟或
宗教意識形態如何，由促進尊重和增強生命多樣性的關係中得到鼓勵。所有物種、文化
具有與生俱來的生存權利，其完整性和多樣性必須受到支持，如此人類文化才能有持續
繁榮的保證。2
因此，探討藝術家進駐的目的性為何？公部門以藝術家進駐促進國際交流的可能
性為何？公部門執行藝術家進駐的策略與模式為何？如何改善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
之交流現況？本研究嘗試以全球化時空壓縮、藝術家行動(Artists’mobility)的角度切
入，藉由釐清進駐真義的反思來進行公部門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策略之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當前世界各國實際推行進駐環境之發展脈絡為主軸，將具有文化交流意義
與未來願景等現象彰顯出來，基於前述研究背景說明，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整理國內、外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理論與文獻，以了解藝術家進駐
之真義，以釐清台灣對於藝術家進駐之誤解與謬論，以及呼應教科文組織文化大憲章之

1
2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5.10.21 巴黎的第三十三屆會議通過的公約文本。
資料來源：黃朝恩，環境倫理觀，引自：http://www.ntnu.edu.tw/eec/eeq/41/eeq41-08.doc。
2

文化多樣性，說明藝術家追求文化差異性的渴望，闡述藝術家進駐之目的性。
(二) 藉由國外之案例資料蒐集、建立及分析，了解落實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
發展情況。
(三) 透過訪談台灣由公部門經營之進駐單位經營管理者、專家學者、藝術家、社區民
眾等，探討台灣公部門推動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實施狀況。
(四) 提出目前台灣公部門所從事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施行策略與運作方向
以做為未來公部門、台灣各進駐單位經營管理者與藝術家制定文化政策或改善國際交流
環境之參考與檢視公部門實施之成效。

第二節 國內外相關研究
台灣關於藝術村的研究是近幾年來的事，相關論文研究並不多，若以廣義的藝術村
空間再利用之解釋，國內有許多關於閒置空間之相關論文，根據賴麗巧(2004)研究整理
中提及，閒置空間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評估閒置空間再利用價值體系、管理機制、空間理
論等。而賴麗巧則以都市設計的意義與影響來檢視一個地區內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效益
（相關文獻彙整，如表1-2-1 所示）。至於回顧國內藝術村之論文研究發現(如表1-2-2
所示)，有以財務評估民間參與藝術村之文化建設(馬台平，2004)；有以探討藝術村之管
理機制(張珃君，2005等二篇)；有以統覺式評析藝術村作品者(盧仕純，2004)；以上研
究以研究組織定位、經營管理及財務管理等居多，關於我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
之研究課題，專門探討者則較少；張珃君之論文探討藝術村之經營管理，研究中有許多
章節討論到藝術家進駐3但卻是以進駐空間的經營與管理為研究軸心。本研究之主要目
的，以藝術家為行動(mobility)主體所形成之藝術家進駐計畫，強調計畫形成、活動執行
之流程策略與機制。
表 1-2-1 相關論文彙整表

3

張珃君〈藝術家社群與台灣藝術村經營管理問題之研究〉(2005)，p8-11，p81-82，p167-191 提及藝術家
進駐等相關論述。
3

研究
項目
評估
機制

管理
機制

作者
廖慧萍
黃水潭

建構公有閒置空間再利用評估模式
台灣閒置空間再利用文化政策評估鐵道倉庫

研究尺度

操作案例

研究
時間

-

-

2003.03

鐵道倉庫

台中二十號
倉庫

2003

台中酒廠

2003.01

台北華山藝
文特區

2002

-

2002

詹彩鈺

探討民眾參與公共政策規劃過程中，其涉入的程
度方式與限制

產業遺址

陳嘉萍

分析華山藝文特區成立經過與其營運現況，並依
其發展困境提出各種因應策略的建議

產業遺址

洪愫璜

探討「歷史空間」再利用後，有效資源運作之「經
營」為主要內容

歷史空間

探討華山藝文特區時空背景之多重角色扮演下，
藉由各種不同面向的活動所形塑之場所精神

產業遺址

陳欽河

高佳琳

都市
設計

研究內容

提出日式住宅空間轉化對於原空間所造成的干預
程度以及進行各個相關層面的思考過程，提出最
適宜的空間再利用方式

徐介文

探討建築物作為人與自然環境間介面的角色

鄭敏聰

以鳳山市東便門及打鐵街為例研究其發展背景與
沒落成因，作為後續發展設計

廖如玉
洪睿珍

鄭仲昇

台北華山藝
文特區

2002.08
2002

日式住宅
台中大雪山
製材廠

2002

歷史市街

鳳山市東便
門及打鐵街

1997

以生活環境博物館作為建構鹿港「古市街」歷史
空間的文化詮釋與呈現機制的適切性與可行性

歷史市街

彰化鹿港

2002

以路傍博物館與生活環境博物館方式為概念，試
圖研究歷史空間連結保存的可能性

歷史市街

台北大龍峒
與大稻埕

2001

台北市西門
紅樓

2001

建構的環境共生手法即是將再生價值和延續價值
做一個聯繫，使歷史建築在發展文明的同時也能
延續文化，達到彼此共生的目的

產業遺址

歷史空間

(資料來源：本研究再整理)

表 1-2-2 台灣以藝術村為研究主體之論文發展分類
操作案例

研究
時間

國家藝術村

2004

藝術家社
群

台灣地區藝
術村

2005

藝術村之定位與永續經營探討─以南瀛總爺藝文
中心為例

產業遺址

南瀛總爺藝
文中心

2003

心靈轉角──「安平樹屋藝術創作」之統覺式評析

歷史空間

安平樹屋

2004

研究
尺度

研究
項目

作者

研究內容

財務
評估

馬台平

民間參與文化建設財務評估之研究－以國家藝術
村為例

張珃君

藝術家社群與台灣藝術村經營管理問題之研究

李俊賢

盧仕純

管理
機制
統覺
式評
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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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論文對於藝術家進駐之研究已行之有年，以下列舉幾個近年來之研究，由
Judith Staines(2004)發表之《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s》，此論文由藝術理
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聯盟組織(IFACCA)所出版，論文內容主要檢視國際藝術家交流與
各國間政府、藝文組織、決策單位與藝術家的不同觀點與政策。但論文研究範圍大多集
中於英、法、西班牙等歐洲國家。
另外，英國Kevin Stephens(2001)於《Artists in Residence in England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Year of the Artist》是從《Art2000》中蒐集977個進駐資料針對英格蘭地區加以分
析。
董維琇(2003)所發表《藝術與社會變遷：論藝術家進駐計畫與台灣認同》以台灣「竹
田米倉藝術家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在地藝術家對台灣認同問題。
表 1-2-3 國外以藝術家進駐計畫為研究主體之論文
作者

Judith
Staines
Kevin
Stephens

研究內容

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s

研究
尺度

操作案例

研究
時間

藝術家跨
國計畫

國際各藝術
機構與藝術
理事會

2004

英國英格蘭

Artists in Residence in England and the 藝術家進
地區三個組
Experience of the Year of the Artist
駐計畫

2001

織

藝術與社會變遷：論藝術家進駐計畫與
台灣認同(The Pole of Artist-in-residence
董維琇
Schemed in Challenging Taiwanese
Identity)
Gayla
The history of the Artist-in-Residence
Catherine Program of the State Arts Council of
Foster
Oklahoma

藝術家進
駐計畫

台灣竹田米
倉藝術社群

2003

藝術家進
駐進駐

奧克拉荷馬
州藝術委員
會

199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限制
一、研究內容
(一) 釐清藝術家進駐真義
5

從全球風潮下，釐清藝術家進駐之真義，說明當代藝術生態與藝術家存在處境的改變，
以及造成跨國行動之動機。
(二) 建構跨國行動之構成要素及現象分析
以「國家文化政策制定」、「國際贊助與獎助計畫之推動」、「國際藝術網絡之建置」
為三大關鍵條件為判準來分析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案例分析。
(三) 實證研究與綜合分析
利用上述之研究架構與三大判準條件探討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可能性。
(四) 結論與建議
提出公部門經營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適當性，提供舉凡藝術家、政府、民間企
業欲推動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者，一個最佳原則規範與注意事項。並對於現行藝
術家進駐與跨國計畫之情況提出建議。
二、研究限制
(一) 文獻資料
本研究之文獻在於資料蒐集與分析，並無法網羅全球所有藝術家進駐計畫、文獻或
對所有文獻進行分析，故僅選取近五年，執行成效優良、計畫成熟並具有代表性之資料
進行研究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探討、個案分析、專家訪談，其特性屬於敘述性、
非系統性量化分析法，結論可能因此產生主觀性偏誤而有所限制。
(三)實證研究個案對象
本研究限於人力與時間，僅針對目前從事跨國行動與國際接軌之藝術村或藝術進駐
計畫進行探討，實證研究個案之選定為2001年(台灣藝術村第一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開始)至2005年間，永續、長期性積極推動國際藝術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公有組織與
單位，未全面性包括私有藝術空間與場域，受限於主要以公有組織為研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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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藉由相關理論與文獻評述，將台灣藝術家進駐計畫與跨國行動之策略內涵
釐清，嘗試提出在文化全球化趨勢下，藝術家於當代藝術生態的存在處境與變遷，並加
以描述各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象，探討台灣藝術村實施國際交流的條件與
實際狀況；進一步，經由相關個案研究進行比較分析與歸納整理，以及專家學者、經營
管理者與藝術家之訪談，相互操作進行本研究。本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回顧
(一) 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分析
本研究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理論、實施現況、趨勢以及相關之專書、論文、期刊、
研究報告等進行探討分析。其內容包括藝術家創作生態之變遷、藝術家進駐之理論基
礎，文化全球化之形成與趨勢之論述。除將「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內涵與定
義釐清以做為後續研究主題之確立，橫向以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四大主體，進駐計畫經營
單位、進駐空間、藝術家、贊助單位為橫軸探討；再以「國際文化政策的制定」、「國
際贊助與獎助計畫的推動」、「國際資訊藝術網絡的建置」為縱向討論之關鍵條件，做
為分析國內外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分析與探討準則。
文化

游牧

地球

多樣

主義

倫理

性

學

評估

國際文化政策的制定

國際贊助與獎助推動

展出及互動成效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
問卷回饋

國際藝術資訊網絡建置

計畫

進駐

藝

贊助

經營

空間

術

單位

單位

家

圖 1-4-1 研究方法策略
7

(二) 相關網站
由於世界各處之藝術村跨文化與國際交流計畫頻繁，日新月異的網路科技與便捷的
交通革新是推動其積極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研究藉由網路所建立之全球網絡系
統提供之搜尋方式，以彌補本研究時間與空間之限制，迅速達到資訊蒐集、更新之效益。

二、個案研究
選擇國內目前持續、長期推動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以實地調查、個案研
究除作為理論及研究之佐證，並探討台灣藝術家進駐情形與經營策略。個案選取原則從
2001年(台灣藝術村經營的第一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開始)至2005年間，由公部門主辦
經營、具國際性、行動性、方案性、常態性經營之計畫。再者，從2006年文建會出版之
《台灣藝術村指南》中所羅列的23個藝術村中，依據上述原則所選取之符合對象為本研
究之對象為教育部、文建會、台北市政府之進駐計畫以及台北國際藝術村和台中20號倉
庫。

三、深度訪談與田野調查
為瞭解目前國內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推動情況、實施策略，目前推動計
畫所面臨之經營限制與困難，因此筆者將針對國內從事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經營管理者、
藝術家、專家學者進行訪談與意見問卷調查。
因藝術家進駐計畫適值政策與民間活動推動初期，許多藝術村尚未整備、進行該文
化交流活動，若針對全台藝術村進行量化抽樣研究，恐無法得到客觀的意見，故本研究
將採取「半結構型」的深度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先準備訪談題綱，並適時調整問題，以
期受訪者能更深入、貼近問題核心。研究過程透過參與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進
行田野調查與訪問，主要以面對面深度訪談方式進行質化研究，若因時空限制的因素，
則輔以電話、書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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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界定研究範疇與內容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藝術疆界與全球
化意含的探討

藝術家進駐之相關
文獻回顧

藝術家跨國行動計
畫的趨勢與分析

研究方法
國內外研究案例策略分析

深度訪談與田野調查

資料蒐集

資料整理與分析

台灣公部門經營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
畫之策略研擬

結論與建議

圖 1-5-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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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代藝術生態與藝術家的存在處境

本章文獻探討主要論述觀點為二，首先由全球化角度看藝術家跨國行動之機會與可
能性；再者從藝術家進駐之內涵看藝術家進行跨國行動之發展。並分為三個部分論述，
首先探討文化全球化之理論基礎，進一步在文化全球化趨勢下詮釋跨國行動與交流之內
涵；次為回顧藝術家進駐與計畫之相關文獻，析論藝術家進駐於藝術史與文化發展之歷
程及藝術進駐單位的類型；再探討藝術進駐與跨國行動之關係與內涵，析論公部門或政
府機構推動藝術家進駐計畫的政策動機與型態。

第一節 藝術疆界的破除與全球化意涵
今日全球化確立的事實不僅只限於經濟層面，文化、科技、信息都進入前所未有
的國際對話與融合交流階段，在邁向全球化、數位化、科技化的國際視野中，當代藝術
的活絡提供跨越藝術藩籬與國家邊界以促進城市交流、文化自我定位的發展新空間。當
代藝術在與現代藝術對照之下被視為「現在正在被創作的現代藝術」，若以藝術史來衡
量，當代開始意指在某種特定的生產結構中生產出來的藝術，亞瑟•丹托(2004)4認為這
是藝術史上空前未見的藝術結構，因此「當代藝術」的意涵不只是當下正在發生的藝術
或指某個時期、風格，而是一個訊息失序的時期、美學混淆、幾近完全自由的時期，不
再受歷史藩籬限制與藝術流派、風格所指引；觀念藝術家柯書思宣稱，當今藝術家的唯
一角色就是「去探討藝術自身的本質」，體現藝術家最初的游牧性格，因此當代藝術的
概念是流動、不斷變化的瞬間存在；其精神是一種開放態度、探索、洞悉當下社會脈動
的藝術心靈。
一、全球化與文化之意涵

4

亞瑟．丹托(Arthur C.Danto)認為「當代藝術」與所謂「現代藝術」或「後現代藝術」不同，其論述寧
願已「後歷史藝術」來稱之。參見：林雅琪、鄭慧雯譯，亞瑟․丹托著，《在歷史終結之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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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經濟與政治兩大領域之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影響，文化以符號為中介的關係脈
絡，也就是價值、偏好、品味為基礎，有別於經濟、政治之物質與權力交換。
(一)全球網絡關係之探討
晚近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理論觀點，於各個學科領域中有不同的理論辯證與研
究。追溯全球化概念的起源來自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聖西門(Saint-Simon)烏托邦國際主
義、韋伯(Weber)理性化、涂爾幹(Durkheim)分化等古典理論家，其中馬克思(Marx)5對
現代化的全球化理論有很大的貢獻，他認為全球化的驅力在於資本主義永無止境的擴張
(1974)。從時空理論方面，馬克思(1973a)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提及
「時間消解了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連結後現代與全球化議題的地理學
家哈維(Harvey，1989)提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他認為時空壓縮的過
程中，降低空間的限制可以重組時間，反之亦然。Tomlinson(2001)定義全球化為「一種
快速發展、日趨緊密的連結網絡，以及當代社會最重要的依存關係。」這種網絡概念不
時出現在全球化研究中，如麥克魯漢(Marshall McLuhan)常引用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念，以及聯合國所提倡的「世界鄰居」(Our Global Neighborhood)，都意味著
全球關係因著各種不同形式的網絡發展而更為緊湊與精密的意涵。
(二)全球化破除世界疆域
由於空間因時間壓縮而產生的鄰近感，世界有了整體性與包容性的內涵；相反的不
免令人有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全球趨於一致性。羅伯森(Roland
Robertson，1992:26)認為全球趨向一致性是不可避免的，但絕非是一個死板且完全相同
的世界，而是在一脈絡下兼顧其整體性與差異性，試圖同時包含「全球一體」和個別社
會文化獨特性之理想。紀登斯曾在「全球化的進程及其後果」6演說中提及， 若要給予
全球化一個簡單的定義，即是全球化使得世界相互依存性變得更高，此意味著跨越疆界
的接觸與聯繫並不只是隨機發生，全球互動與聯繫過程的加速與擴張，使得地方與全球
事務的涉入與相互依存更為緊密。
5

雖然馬克思首先觀察到全球化現象與影響，但並未直接提及「全球化」一詞，引自《全球化大轉變》
大衛赫特，2001。
6
黃妙雲，2002.404.17，紀登斯：
〈台海議題聚焦〉，台北：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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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之文化面向
全球化具有多面向性質，其涵蓋經濟、社會、政治、科技、環境、文化等，華特斯
(Malcolm Waters)提出三個影響全球化的面向：經濟、政治、文化，其中他認為文化對
全球化的影響是內在層面且是最主要的因素(鄭棨元、陳慧慈，2001)。

物質的流動是在地性的(localize)；政治的流動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ize)；符號
象徵的流動卻是全球性的(globalize)。人類社會的全球化主要取決於文化關係的流
動範圍，而不是由經濟和政治事務來主導。可預期的是，當經濟、政治流動，也有
文化的元素在其中，也可預期文化全球化的程度仍然較其他兩者高(Waters, 1995：
9-10)。
儘管華特斯的觀點對於文化的影響過於一概而論與武斷；但其闡述中文化代表一種
工具性象徵(instrumental symbolization)。再者，文化為人類經由象徵性符號的運用，創
造出意義，而後建構的生活秩序(Tomlinson，2001)。因此威廉斯(Raymond Willaims)的
名言：「文化是生活點滴」，是不斷出現和描述日常生活實踐的事件，在全球化關係脈
絡中以「符號」為中介打破疆界(徐偉傑譯，2000)。藝術家即是符號移動的載體，承載
的符號包含藝術創作、表演、異文化、思維等，藝術家透過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達到
全球化之符號移動的文化面向。

二、當代藝術全球化與藝術家跨國行動之分析
(一)文化全球化之歷史型態變遷
儘管過去全球文明間文化互動錯綜複雜，然從歷史學家們的研究指出，人類史上最
大規模的一場文化全球化運動為十五世紀末西方國家之地理大發現以及隨之而來的帝國
主義擴張，緊接著受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科學的影響，傳統文化全球化逐漸被新式意
識形態與思維模式所取代。到十九世紀下半葉，世界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對於文化傳播的
新科技發展，如電報、飛行、電影等，有其影響力；然而實際的文化權力平衡卻呈現在民
族國家與國家文化發展上。直到當代時期，新通訊技術與國際媒體合作等因素出現，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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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延伸、強化。因此，文化全球化的歷史型態脈絡之根源為：人類文化的區塊化、
商品貿易運作的大轉變、交通運輸與傳播的發展以及工業化7。
(二)當代藝術的發展與探索
從時代歷史的縱軸看當代藝術，當代藝術無疑仍舊與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有著內
在的關聯性，即便在形式上經歷多重的改變，但在某些內在的本質上，卻是持續的進行
式。正如同當代社會正是奠基於現代社會的理念，其間是複雜的實踐和不斷修正的過
程，西方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基礎，從 20 世紀初杜象顛覆現代藝術為藝術而藝術；60
年代約瑟‧波伊斯提出擴張藝術理念，從美學專化的空間走向社會學的「社會雕塑」理
念，而使得藝術從人類學的意義面向，復活人的創造能動性，開啟了文化詩學的表達空
間。60 年代到 80 年代，後現代藝術理念在建築為首的藝術領域中萌發，90 年代解構主
義、女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不同流派。當代藝術即是在 80 年代以來，逐
步奠基於此新文化基礎上，更在邁入後 90 年代至 21 世紀，經由全球網際網路所形成的
跨國場域，凝聚一股新時空感，感受無所不在的「此時此刻」8。當代藝術，一方面基
於對於現代藝術自我顛覆、概念辨證的補充以及藉由後現代的自我消隱，所開展出的互
為主體關係下的開放場域，相對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當代藝術對於「異
質」經驗的內在需求，已成為一種不可缺少的創作驅力，這其中包含積極尋找不同文化
養分與文化視野，透過異文化的差異與交流來認識自我與開拓視野，因此就當代藝術的
發展而言，「異質性」已經成為當代藝術家創作中必要的特質之一。
(三)影響當代藝術家跨國行動之原因
全球化的轉變影響了我們生存的空間以及文化、經驗與認同的關係，去疆域化的文
化經驗不斷出現在全球化的各個面向中，其意味著全球化增加了文化流動速度、瓦解文
化與地區間的關聯。當代文化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動力造成藝術家的新游牧主義(nomadism)
的產生，其主要原因可從運輸媒介的革新、電信通訊與網路發展、全球化語言等因素探
討如下：

7
8

〈歷史型態變遷〉
，引自 Malcolm Waters，2000，
《全球化》，p9-10。
資料來源：
〈台灣當代藝術與當代哲學的對話策展理念〉
， http://emptyfields.deoa.org.tw/index1.htm，2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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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發展首要動力，為促使跨越疆界流動的能力與現象，而此股流動現象背後的
負載媒介即是運輸、交通。人、物的流動須經由運輸交通工具，汽車、大型輪船和飛機
等科技技術的革新發展，不斷擴大流動範圍、增加貿易量甚至增進相關社會文化活動。
因此運輸媒介增進商品網絡擴展同時強化文化交流、促進全球文化接觸。
若流通的對象為符號，負載媒介則為電信通訊與網絡。電信通訊發展並非專屬當代
的產物，因為二十世紀初期之通訊技術的革新，如電話、電腦等現代通訊設備、電視、
廣播、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又稱「新媒介科技」(new media technologies)9，扮演跨越時
間和空間的重要角色。一如 Bryan、Farrell 所主張的無疆界市場(market unbound)，全球傳
媒將符號與訊息，如資金、產品般在全球範圍內自由流動，推動了全球文化市場的建立，
使人們得以突破時空限制，改變人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其中「網路」(Internet)是完成時空
壓縮最新且最有效的媒介，雖然範圍並無法深入全球各處，但所連結之國際網絡以及所
建構之跨全球虛擬社群提供更快速的全球文化整合與普及。
除此之外，全球化語言成為全球網絡聯繫的共通語言10。目前，英語為全球獨領風
騷之國際語言，擁有全球語言體系中心優勢，不僅在國際企業、政治科學等領域為主要
溝通語言，更是電腦虛擬網絡世界中共通書寫語言，儘管 Jameson 認為此國際語言(尤其
指英文)背後所隱藏的權力關係與分佈不均衡現象，但其廣泛的影響力仍遍及人類生活領
域，實在是不可小覷的重要驅動力之一。
(四)當代藝術家存在的處境
因此，藝術家不再侷居於畫室或書院中，滿足於傳統「在地創作」模式，藝術家採
取游牧式地尋找創作新靈感與素材之「易地創作」新模式，如十九世紀末科洛足跡遍及
法國全境，不斷尋幽探勝、擷取美景，精確地捕捉明暗色調的變化，創造出景色遠近的
層次感，與米勒、盧梭被稱為楓丹白露森林邊之巴比松畫派。
日後，藝術家為了不斷獲得異質文化經驗與刺激，漸漸地將移動範圍向外擴張形成
跨國行動，藝術家的跨國行動管道很多，如旅行、進駐、經由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

9
10

卡爾提斯，2003，《文化全球化》
，p151。
David Held，2004，
《全球化大轉變》，p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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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活動等，然而其中藝術家的跨國行動計畫是最具關鍵性意義，其意味藝術家的游牧
行為不再只是個隨意、自主性的行動或旅行，藝術家需與進駐機構或國家建立雙向溝通
之契約性行動。因此，藝術家的跨國行動計畫由然產生，體顯當代藝術家存在創作的另
一處境。
(五)文化全球化下衝突與反思
全球文化現象的研究學者觀察到，二十世紀末期隨著傳播、運輸、資訊科技革新，人、
物、符號以各種快速流動之跨國界方式衝擊既有之文化疆界，生活內容受到來自遠距離之
影響越來越大(Giddens，2000a)(徐偉傑譯，2000)。不同地區的文化，在制式化全球性消
費文化擴張中受到衝擊與破壞，於是反全球化的懷疑論者認為文化全球化的討論應重拾特
殊文化的重要性與反抗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
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滲透與文化價值的衝擊，全球文化趨於同質化，文化全球化現
象往往被稱為麥當勞化(McDonaldization)、可樂殖民主義(Coca-colonization)等
(Warnier，2003)。Anthony Smith 認為構成全球文化的諸多要素中缺乏共同經歷與記憶，
同時 Tomlinson(2001)也認為全球文化缺乏歷史、記憶的支撐，注定成為異己之體驗，
所以生命的意義必須回歸本土、固有家園環境中才能尋得。因此，懷疑論者認為解決同
質化的全球文化、認同危機，不論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都必須重拾歷史與記憶，
強調自我社群與在地思維在世界文化上的獨特性，也就是在全球化國際趨勢下，更應展
現互為在地性(interlocalization)的價值，重視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發揚。
除了強調個別文化特殊性外，消費文化的移植輸入不是一個文化間平等對話的方
式。Herbert Schiller 提出「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概念藉以批判全球資本主
義下的大眾傳播體系，都以符合市場準則為依歸同時以新自由主義的包裝來掩飾資本主
義全球擴張的本質11。所以，綜上所述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應關注物質基礎與歷史發
展，強調生活世界中的豐富意涵，而非以經濟邏輯思維解釋文化現象，同時在藝術家跨
界交流與行動的趨力下，建立對等性交流認知與互為在地性的藝術家交流模式。

11

房思宏，2004，
《全球化》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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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之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伴隨著交通和通信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世界正走入訊息社
會，地球日益縮小，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交流日益頻繁，人類跨越文化藩籬進入一個新時
代。
(一)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之定義
美國文化人類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於 1959 年的經典著作《無聲的
語言》中首度使用「跨文化交流」(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詞，該書指出不同文
化對人際間距離、時間感知不同以及因此而對異文化產生誤解。此書因此推動了跨文
化交流學的研究，到了七十年代，跨文化交流學逐漸成為傳播學中的一門獨立學科，
其研究對象為具有不同文化背景的個人、組織、國家進行訊息交流的社會現象；具體
來說也就是文化與交流之關係，特別是文化對交流所產生的影響。
「跨」在英文中可以是個字首或獨立的辭彙，如 trans-、go beyond、get across、
cross-、exchange、convert。而「交流」一詞在英文中為：communication、interchange
等，而以 communication 來說其中文涵意有傳播、交流、溝通、交際等多種解釋。其基
本涵義是「與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這個詞來自於拉丁語，其詞根 common 是共有、
共同的意思。關於「交流」的定義可分為兩大派，一是「說服派」，如卡爾．霍夫 認
為，交流是信息發送者通過渠道把信息傳給信息接收者，以引起回應的過程；另一派
「共享派」
，如亞歷山大˙哥德認為交流是使一人或數人所獨有之信息，化為兩人或眾人
所共有之過程。
文化是交流的核心因素，尤其國際交流的範圍很廣，包括經濟交流、文化交流、
學術交流、政治交流等。陳郁秀於「國際交流的拋物線連結—2004 策展人論壇」中提
及，文化交流的真諦是化解世界各國的「文化差異」
、
「文化衝突」而達到「文化尊重」
和「文化共享」的目的；本研究認為從文化全球化之在地思維，強調與尊重個別文化
之互為在地性；關世杰在《跨文化交流學》也提到了解雙方文化交流要素中的類似點
和差異點是跨文化交流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故跨文化交流所感興趣的是文化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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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差異在交流中如何發揮作用，其目的是減少訊息發送者時的誤差性，增强訊息的準
確性，以增進不同文化間的相互了解(關世杰，1998)。
文化交流另一需要關注的是，文化交流應該是雙向、對等、互動性，不只是單一
強勢文化的侵壓。根據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所出版的《美國藝術家社群手冊》12提
及「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定義是指跨越不同的文化發展領域，如歐洲文化、東亞文
化、印度文化、非洲文化…等(陳建北，1999)13。所以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使得不同國家
民眾直接接觸，相互了解、認識、尊重彼此的文化，因此文化交流是促成世界和平最
好的方法，而藝術是國際交流最好的媒介，因為藝術可以跨越界限，對人的本質有基
本的了解，對世界問題有所啟發。
(二)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之層次分析14
若從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之層次分析，可以發現交流層級不同其影響範圍與結果也
不相同，因此交流層級可以是不同文化背景的個人間交流；交流者可以是不同種族、
民族、國家甚至主流文化與次文化間、次文化與次文化間。
再者，不同文化背景的兩個組織間的交流，以及組織內不同文化背景成員間的交
流，則可稱為跨文化組織交流。最後，不同國家間利用傳統與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進
行訊息的交流。一般社會民眾於日常生活中不一定有許多機會和外國人進行交流，然
而在時空壓縮全球化的今天，人們透過網際網路、電視、廣播等訊息的傳送，時時刻
刻進行著國際間的跨文化交流，同時這種交流方式對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
有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則稱為國家間的跨文化交流。
以上三種交流層次都是屬於跨文化交流，三者既有共通性又各自具有特色(見圖
2-1-1)，彼此互相聯繫又有所區別(見圖 2-1-2)可見其相互關係。

12

13
14

由美國藝術家聯盟 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AAC)所出版之《美國藝術家社群手冊》
，將美國境
內藝術家社群做一分類與整理，以提供藝術家與藝術社群之指引手冊。
文建會，1999，
《創作驛站․藝術村》，p 21。
節錄自關世杰，1995，《跨文化交流學》，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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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流

國際跨文化交流

國家

組織

國內跨文化交流

個人

組織

個人

圖 2-1-1 跨文化交流層次圖
(資料來源：關世杰，1995；本研究節錄引用)

人際交流
組織交流

國際交流

圖 2-1-2 跨文化交流層次關係圖
(資料來源：關世杰，1995)
(三)跨文化與國際交流之特點
跨文化國際交流最重要的工作是內容和策略。內容要靠文化建設來建立國家文化主
體性；而策略則需要藉由國家文化機構統籌「國際文化外交」之策略，讓文化發揮高度
附加價值的境界，以下為關世杰之《跨文化交流學》中所提出之特點。
首要特點為增進文化差異的理解，了解雙方文化要素中的相似處與相異處是跨文化
交流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這與文化比較是有所不同的，文化比較重視兩種文化的差
異，跨文化交流學強調文化相似與差異在交流中如何發揮作用，其目的為減少訊息傳遞
時的誤差性，進而增進準確性、理解，以減少彼此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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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科技對交流的影響，科學技術對跨文化交流有很大影響，尤其現代科學技術
日新月異，傳播媒介的推層出新，時間、空間疆界之破除，對國際交流有著深遠的影響。
最後，文化延續與變遷也是跨文化交流重要特點之一，對於接收訊息的文化本身帶來影
響與衝擊，使其文化發生變化，此種變化也許使得文化得以延續或者面臨變遷與消失。
綜上所述，跨文化交流不只是解決交流中矛盾、衝突的萬靈丹，並且減少彼此文化
差異的誤解，更是幫助彼此於衝突時了解問題所在，增進交流互動的確實性。

第二節 藝術家進駐之相關文獻回顧
一、藝術家進駐的意涵
(一)藝術家跨國行動的國際趨勢
Res Artis 第一屆主席 米歇爾．赫特曾對後現代藝術家之創作模式與現象發表以下
言論：
後現代藝術家的工作室是世界，遷徙的藝術家屬於超越文化的世界信差，其世界
的關鍵是游牧主義與全球主義15。

人類族群的遷徙其來有自，移動的目的除了尋找更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還有
對異文化的好奇與探險，因此人類與生具備「移動習性」。時值二十世紀，根深蒂固的
游牧性格被強烈的喚醒，從活絡的全球化經濟活動、便捷快速的交通運輸、電子網絡的
快速發達以及無以計數的移民潮，在在顯示這是個不斷流動的時代。對藝術家而言，藝
術家的行動(Artists’ mobility)是藝術家潛在游牧性格的體現，亦是成為文化漫遊的重要
傳統；藝術家的游牧生活是為了探索與創造、恢復自我覺察與正式回應，在移、居間呈
現最自然一致的行動。根據藝術理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組織(IFACCA)對於藝術家流動
的定義(2004)，藝術家行動是一種多元化跨國文化計畫特徵；儘管在歐洲以外地區，藝
術家從事跨國流動的文獻中較少提及「行動」(mobility)一詞，然而最近十年，世界各地
15

翻譯自 Michael Haerdter，1996，Post-modern Nomadism。內容為：Migrating artists belong with the
many transcultural messengers of a world whose keywords are nomadism and glob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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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際藝術家行動之興趣從政策與計畫制定日趨增加，藝術家進駐計畫即是藝術家行
動最核心且具體呈現。
國際藝術家透過旅行、工作室交換、巡迴演出、合作研究等方式，尋求創意表現
已風行數個世紀，藝術家進駐計畫成為新型態的游牧行動，其呼應了藝術家探索世界的
慾望，具體融合「移動」與「居住」的候鳥化特徵；藝術家似候鳥般季節性的遷徙、移
動，選擇適合自己的居所暫時棲息，待嚴冬結束、羽翼豐盈之後，再進行下一次遷徙與
棲息，這種擇良木而居的棲息習性16，顯示藝術家具有「遷徙行為」與「棲息行為」，
亦說明藝術家進駐計畫的跨國行動之遊牧性格與國際趨勢。
(二)藝術家進駐的由來
藝術家進駐，英文稱為 Arist-in-Residence，在台灣又俗稱為藝術村。從西洋藝術史
發展可以看出藝術村的源起與濫觴，「工作室」或「工坊」(Studio/Workshop)、藝術家
與贊助者關係兩個觀點，皆為現今藝術家進駐空間與交流之前身。文藝復興之前，藝術
家仍屬於「師傅/學徒」制之低下工匠層級地位，藝術創作多是應贊助人委託所完成，
直到十六世紀初期文藝復興之後，藝術家因贊助者仰慕而逐漸提升其社會地位，例如，
米開朗基羅、委拉斯貴茲、大衛等大師任職於王室宮廷畫院內，為統治階級服務而形成
當時藝術環境常見之宿主關係(傜亦，1999)。由於藝術家對自我身分、專業自覺與認同，
進而具體表現在對工作室與空間的慾望，因此工作室不僅是藝術家謀生的器具，實踐精
神追求理想之場域，更是最早且延續最長久之藝術學堂(王嘉驥，2000)。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藝術家進駐觀念已然形成，許多不想委身於體制內之藝術家
自發形成聚落，十九世紀末巴黎蒙馬特、楓丹白露森林邊之巴比松、四、五十年代紐約
的格林威治村為例，都是屬於藝術家自然聚集形成並與志同道合夥伴共同追求心靈與創
作的例子(鄭慧華，1999)。除此之外，藝術村之形成除了體制內與贊助者之宿主關係、
藝術家自發形成聚落之外，藝術家駐地觀念也是另一種藝術家進駐單位形成的概念，高
更為此最佳典範，其自我放逐至大溪地，將南太平洋的熱帶風情與原住民純樸等異地文
化與經驗，轉化為藝術創作內涵與語彙。此種藝術家之行動(mobility)，經由旅行經驗中
16

蔡瑞霖教授認為進駐為「棲息論」之觀點。2004，台灣藝術村與藝術家進駐研討會，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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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異文化所產生之跨文化接觸，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如畢卡索對非洲
木雕的熱衷等藝術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藝術村最早成立於法國，從《法國藝術村指南》序中提及，早期法國藝術村形成觀
念是「渴求，……尋訪『他方』、『異地』
，找尋遠方藝術與哲理解答的召喚著一代又一
代的藝術家，踏上探訪異族及異鄉的旅程」；以及《美國藝術家社群手冊》中對藝術家
社群形成之觀點，「藝術村是我國(指美國)藝術研究及發展之實驗室，幾乎由藝術家一
手所創立。」(陳建北，1999)。儘管美、法兩國對於藝術村形成初衷不盡相同，但印證
西方藝術史中藝術家進駐之發展，法國屬於藝術家駐地探訪形式；而美國屬於藝術家自
發形成聚落模式，此一趨勢與藝術村之跨文化交流、合作精神不謀而合。
相較於西洋藝術史中藝術村的前身--工作室之發展；中國藝術史上，藝術家也是屬
於「師傅/學徒」制之低下工匠階級地位，其「工作室」制度通常被稱為「作坊」、「畫
坊」
、
「畫舖」等名稱，多為集體分工與合作的技術導向，同時與西方相同之處為與贊助
者之間也存在著雇主關係；然而，在文人藝術壟斷與限制下，藝術表現與社會地位一直
無法提升與轉變(王嘉驥，2000)。從唐代已來，宮廷常設畫院制度形成另一特殊之「工
作室」現象，尤其到了清朝書院畫家，雖為宮廷、皇帝所供養卻無創作自由，徒具藝術
家進駐雛型卻無其概念精神與理想。
儘管中西方之工作室概念與現今藝術家進駐體制、經驗有所不同，但經由藝術家進
駐形成過程進而重新思考藝術村之成立初衷以及創作者對追求藝術本質之需要。
(三)藝術家進駐的定義
1. 台灣對藝術家進駐定義的誤解
藝術村(Art Village)一詞是粗略、概括、模糊的統稱，在國外亦稱為藝術家進駐
(Artists-in-residence)、藝術家社群(Artists communities)、藝術中心(Art Center)、工作室
(Studio)、藝術墾殖(Art Colony)等，台灣引用藝術家進駐概念，卻將之翻譯為藝術村(Art
Village)，忽略「進駐」的真義，窄化、扭曲藝術家進駐之核心精神，「藝術村」意旨
僅表達出藝術家「進駐後」的群聚現象與空間經營，依藝術家進駐之形成背景與經營模
式應該有別於一般傳統美術館、畫廊或展示館等替代空間的硬體經營思維，其創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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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究、交流、互動功能才是藝術家進駐主要核心精神，而非指向一個空間與聚落硬
體的具體存在。台灣對於藝術家進駐之誤繆，來自於文建會「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補助，
其補助內容為基本設施、空間整建與修繕、營運管理，期計畫之宗旨在於將閒置、舊有、
低度利用之空間或土地修復、硬體整備與修繕，以做為再利用之空間，因此台灣藝術村
強調空間經營與規劃。
目前文建會積極辦理各項案例中，大部分只是停留於第一類，將藝術村與閒置空間
再利用畫上等號，此類型應屬於藝術村雛型階段，意即由「閒置空間再利用」為出發點
形成展覽與表演空間但未繼而達到真正藝術家進駐定義之核心精神。本研究嘗試以全球
化的角度，詮釋並釐清藝術家進駐定義，將藝術家進駐之合作、探索、交流、行動之深
入探討。目前，台灣之藝術村研究多以閒置空間再利用為研究尺度來探討空間利用，最
近亦有研究者關注藝術村經營管理部分，但對藝術村之內在核心精神也就是藝術家生活
沁入場域探討著墨不多。誠如國內學者陳龍斌(2000)所論：「空間是沒有生命的，賦予
空間生命的是在裡面活動的藝術行政、藝術家、及藝術愛好者。國內最近談國外閒置空
間再造及藝術村往往指觸及到空間硬體，無法深入藝術產業的經營理念及藝術家拓荒心
靈。」因此，針對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國際連結網絡平台與獎
助計畫等觀點，希望由此觀點更能顯現藝術進駐在跨國行動計畫實施上的重要性。
2.對國外藝術家進駐定義的釐清
國外許多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研究，然而國人在解讀上卻
沒有一清楚之釐清，故嘗試將國外各重要相關藝術進駐機構所做論述一一釐清。
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17 (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AAC)所出版之藝術家社群
指南第三版(2005)，提及藝術家社群(artists communities)是一個提供藝術家實驗、創新、
合作甚至包容錯誤的支持性環境。其所指藝術家社群為「支持性環境」，因此所指的是
一個進駐機構或接待中心(host center)。

17

起源於 1990 年麥克阿瑟基金會之”Spacial Initiative on Artists’ Colonies, Communities, and Residencies”，
1992 年同時接受國家藝術基金會與麥克阿瑟基金會之補助，致力於支持藝術家社群領域為國家及服務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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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條史生(Fumio Nanjo，1995)於「Artist in Residence 研究會」18報告書中提出藝術
村(Artist in Residence)為將藝術家邀請到一定的地方，駐守一定的時間，並將在駐期間
所經歷之經驗發揮在創作活動上之制度。南條史生特別將藝術家「駐在」觀念從藝術家
進駐的活動中顯現出來，因此「駐在」有移動、遷徙之意，從接觸異文化的衝擊使藝術
家重新客觀地審視自我、認識他者，進而於作品中形成所謂國際性相通之表現。而南條
使生所言「…在創作活動上之『制度』」，「制度」所指即是藝術家進駐計畫，一個具備
進駐辦法與制度的過程。
歐洲 Res Artis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idential Arts Centres)19對藝術進駐
單位之定義為一個特別為提供藝術家創作成立之「組織」
，以獨立運作之單位機構為對
象(文建會，1999)。其強調亦是一個提供藝術家進駐的進駐單位概念。
日本 Youkobo Art Space 的主任曾於荷蘭藝術家交流資源中心藝術傳訊(Trans Artist)
刊物中，提到藝術家進駐單位之多重意義，他認為其提供藝術家一個獨特的機會，在不
同的環境下活動、創作(Tatsuhiko Murata，2004)。
以上皆是對「藝術進駐機構」的定義描述，而另一重要內涵即是藝術家進駐計畫提
供藝術家對該處有完全新式表達渴望的計畫，例如德國白塔尼恩藝術村(Künstlerhaus
Bethanier)設立可追溯到 1960 年代，來自柏林學生社群對傳統藝術革新之渴望；當時藝
術學院學生為了釋放心中想法、追尋創作而佔用閒置空間、修道院與城堡，此股對傳統
藝術之反動，由下而上，迅速地得到政府認同而將前身為醫院之閒置空間提供成為藝術
家之家(Künstlerhaus)20，由白塔尼恩藝術村統籌計畫並進駐於藝術村內之完整過程。
藝術家進駐計畫之本質不只是建築物或美術館作品所留下來之具象事務，而是人際
網絡、潛藏之創作概念以及藝術專業管理人員之共同體驗與記憶。其價值是藝術家在駐
村期間與地域交流之後所引發之反映迴響、誤解等 (南條史生，1999)。IFACCA 在藝術
家國際行動計畫報告中指出，藝術家行動(artists’mobility)之初始目標為藝術家發展與包
容，以此延伸出具透明性、專業性、藝術本位、包容性、對話性之交流特質。
18
19
20

日本國際交流基金會企劃室，1995，《Artist in Residence 研究會》報告書。
1993 年成立於荷蘭的一個國際進駐藝術中心協會，為目前規模最大之藝術家進駐計畫網絡。
日本基金會，2005，日本藝術進駐計畫(Japan’s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http://www.jpf.go.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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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藝術家進駐(artist-in-residence)概念真正形成於 1950 年代至 1960 年代，此時藝術家
進駐計畫之內涵為藝術家不只涉入作品生產與展示，更重要的是創作與研發，在自由、
不受限制的異文化環境中，自我挖掘與相互啟迪，使得藝術家自由成為藝術家進駐計畫
之中心思想與內涵。
國內學者董維琇(2001)認為藝術家進駐本身並不固定而是具有流動性(fluid)、游走
於藝術家工作室內、工作室外之社會文化脈絡(socio-cultural context)與觀眾的藝術創作
形式。藝術家進駐(Artist-in-residence)在原文上”residency”雖有居住、進駐之涵意，實際
上並不單純意味藝術家長期或短期居住於一贊助人或藝術家自己選取之特定空間。英國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 of England)於 2001 年「藝術家之年」(The year of Artists)
活動紀念專輯中對「藝術家進駐」一詞釋意為「來自於本地與其他文化背景的藝術家或
藝術家團體以任何藝術形式回應特定空間、社群與文化的創作」
。此藝術創作形式反映
了後現代與全球化時代之特有現象，藝術家所扮演之角色是文化符碼(code)的翻譯者
(translator)與詮釋者(interpretor)，亦是文化交融(cultural diffusion)的催生者。
綜述國內外學者之觀點，可以發現台灣對「藝術家進駐」的誤解以及對「藝術家進
駐」和「藝術進駐計畫」觀念的混淆。
「藝術家進駐」是一個藝術家的移動、遷徙、尋找異地工作室的過程；而「藝術家
進駐計畫」將「藝術家進駐」方案化、計畫化為一計畫經營者與進駐者甚至進駐單位間
雙方或三方共同溝通協定之行動，因此需將「藝術家進駐」精神包含在內，分為四大主
體性：進駐計畫主辦者、進駐空間、進駐藝術家與贊助機構。
有些藝術家進駐計畫無法提供藝術家進駐之居住空間等硬體設施，根據 Res Artis
2004 澳洲雪梨、墨爾本全球年會中提及，亞洲地區國家，包括台灣、日本、韓國、新
加坡、東南亞及泛太平洋等地區，也就是所謂的「Asia-Pacific Areas」
，藝術家進駐發展
逐漸嶄露頭角，同時歐美等已開發國家之藝術家對於東方、亞洲文化的嚮往，然而亞洲
地區之藝術家進駐發展體質不同於西方，藝術空間取得不易甚至無法提供藝術家居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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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Res Artis 主席克雷頓．坎貝爾(Clayton Campbell)曾與亞洲代表針對此點討論提出21，
亞洲地區之藝術村有鑒於空間限制，藝術家進駐之居住問題可以由其他配套措施解決，
一樣符合藝術家進駐之條件與定義。以香港藝穗會(Fringe Club)為例，藝穗會原本是一
處舊牛奶公司之冷藏庫，於八 O 年代改為展演場所，並經營餐廳、酒吧自給自足。除
了每月例行性展演活動，每年於一月所舉行之「乙城藝穗節」(City Fringe Festival )，專
案邀請、接受申請來自世界各地當代藝術家參與為期三週之「乙城藝穗節」
，由於藝穗
會本身已無多餘空間提供藝術家居住，所以活動期間安排藝術家居住於藝穗會會員住所
或贊助者所提供之飯店；如此之配套措施在地小人稠的香港，不啻為另一種藝術村意涵
與國際交流新形式之展現，提供住宿與空間的方式可以更彈性與多元化。
因此，總上所述，本研究將「藝術家進駐計畫」定義為：
1.

由四大主體組成計畫，四個主體包含(見圖 2-2-1)：進駐計畫主辦機構、進駐空間、
進駐藝術家、贊助機構。其中許多主辦機構與進駐空間是同一個組織，也就是台
灣俗稱的藝術村，由藝術村自行主辦執行之計畫，甚至主辦機構包含贊助單位。

2.

需有明確、清楚之藝術家進駐辦法及相關藝術家權益須知。

3.

能提供藝術家三個月以上之異文化刺激之創作環境。許多進駐計畫約 1-2 星期，時
間太短無法使藝術家對異地文化產生具體思維，尤其對於長久置身於單一創作環
境的藝術家而言，鼓勵藝術家跨國行動、提供異文化刺激是藝術家進駐之最核心
精神。

21

台灣藝術村聯盟，2004，
《台灣藝術村與藝術家進駐研討會成果彙編》，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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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計畫

進駐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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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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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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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本研究藝術家進駐計畫討論之內容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執行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動機
(一)對藝術家而言
沒有一個藝術家進駐計畫是完全相同的，每個計畫或藝術村，有大型或小型、確立
性或實驗性等，其背景與環境氛圍都不盡相同；然而所有進駐計畫都有一些共同點，計
畫皆提供藝術家空間、時間，遠離藝術生產、商業、行銷、拓展之壓力，為藝術家生涯
增添自由能量，同時具備申請方式透明化、評選過程專業化、以計畫過程為導向、進駐
過程開放彈性化、體驗豐富經驗。
另一重要動機為參與計畫能與來自世界不同文化、領域之藝術家合作、交流，尤其
許多年輕藝術家甫自學校畢業，進駐計畫被視為繼續進修之最佳途徑，經由進駐之專門
技術與設備解放來自學校之規範，進而遠離固有之技術慣例，啟發創作靈感、拓展藝術
網絡。
(二)對藝術家進駐計畫提供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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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計畫提供者基於計畫可刺激當地藝術活動、連結國際藝術環境、活絡現
行藝文中心、募款等動機。以英格蘭藝術委員會之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22(International
Artists Fellowships，2001-2006)目標來說明計畫提供者之動機：
1.拓展藝術家在地理上與藝術上體驗之最大邊界。
2.鼓勵、促進英格蘭在地藝術社群與海外間的國際交流。
3.透過實驗與合作，在異文化中與其他國際藝術家建立藝術家的專業生涯。
4.設立新國際藝術與基金夥伴關係，達到藝術成長與資源極大化。
5.建置藝術家之創意過程與學習經驗於計畫中心。
6.與世界各處藝術中心繼續發展新夥伴關係。
此計畫從 2001 年開始由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執行，透過此計畫發展與進駐組織間之
聯繫、建立與英國委員會及其他英國境內組織與國際組織之交流關係。

三、藝術家進駐計畫之歷史沿流
回溯藝術家進駐計畫之歷史，往往超乎想像，尤其近來常以流行現象看待藝術家進
駐現象，主要歸因於大量藝術家游牧(nomadic)行為之全球化。然而，藝術家進駐計畫
的出現並不令人意外，此現象已成為國際藝術世界之一部分有一世紀之久23。
(一) 1900 年
第一波藝術家進駐計畫出現在十九世紀開端，以成立於 1900 年雅圖藝術村(Yaddo
Corppration)和 1903 年拜爾德克里夫藝術中心(Byrdcliffe Arts Colony)為例，兩者皆成立
於紐約。雅圖藝術村由一群藝術愛好捐助者所創立，他們認為提供個人藝術家創作空間
是一種新式贊助；而拜爾德克里夫藝術中心的創立是為了藝術家，同時在藝術村中非常
重視社區意識，兩者皆為二十世紀初，美國、歐洲大多數所建立之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典
型範例。
22

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使來自各種藝術形式與不同階段的藝術家能與來自不同文化、領域的藝術家交
流。

23

由 Trans Artists 於 2005 出版，Trans Artists Newsletter， no.13，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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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 Heinrich Vogeler 及 Rainer Maria Rilke 兩位藝術家於 1889 年德國不萊梅
(Bremen)附近的沃普斯維德(Worpswede)小村莊所成立的藝術村，此藝術村以國際化為
規劃重點，不僅提供獎學金，並常舉辦交誼活動；於 1971 年接受來自沃普斯維德藝術
村基金會(Foundation of Küstlerhaüser Worpswede)贊助，逐漸發展成享譽國際之國際型藝
術家進駐中心。

圖 2-2-2 雅圖藝術村外觀

圖 2-2-3 拜爾德克里夫藝術中心外觀

(資料來源：www.artistcommunities.org/yaddo.)

(資料來源：www.kuenstlerhaeuser-worpswede.de/)

(二) 1960 年
另一波新藝術家進駐計畫崛起於 1960 年代，增加了兩種新模式，其一為提供藝術
家暫時離開庸俗資本社會之機會，使藝術家們在幽僻之地創造自我烏托邦；相反地，另
一新模式鼓勵藝術家嘗試與大眾接觸，以致力於社會參與、互動為目標，許多提供進駐
之藝術村成為當時社會改革基礎，在七十、八十年代之間有許多基金會詳盡地計畫著這
股新潮流。
(三)1990 年
從九十年代開始，第三波藝術家進駐計畫擴散至全球，從巴西到台灣、愛沙尼亞到
尚比亞、日本到越南，這波新趨勢之特色為豐富、多元化進駐模式。例如，有些計畫不
再只是提供殷勤招待、有些以合約式協定、交換工作室、交換藝術家、巡迴等方式。
因此全球藝術家進駐計畫擴展，無關名氣大小之限制，吸引來自世界各地藝術界之
關注。然而，不能忘記現今新式藝術家進駐之歷史淵源，更不能忽略這些建立傳統之進
駐計畫仍持續提供專業、聯繫、諮詢與對新藝術家進駐機會之協助。
29

四、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相關交流活動
藝術家進駐計畫並不是唯一提供藝術家至國外停留與工作的機會，許多國際性節慶
活動、比賽、國際工作坊等都是以「藝術為目的」之工作機會，不應被排除在外。
(一)國際性節慶
香港藝穗會(Fringe club)是少數擁有固定場地之藝穗節承辦組織，每年一月之乙城
藝穗節(City Fringe Festival)及每月之固定展演，節目超過 200 個，吸引約 300,000 名不
同國籍觀眾。藝穗會不僅與本地藝術家合作，於藝穗節期間更以專案邀請或開放申請等
方式與外國藝術家合作。除提供免費場地給藝術工作者展覽與製作，更舉辦藝人駐會計
畫、工作坊、講座與當代文化論壇及研討會。因為藝穗會的獨立經營，帶動香港中環黃
金地區週邊老社區的再開發，形成華洋文化匯流之互動核心。

圖 2-2-4 香港藝穗會外觀
(二)國際性比賽
倫敦攝影獎(London Photographic Awards, LPA)成立於 1997 年，開放給專業及業餘
攝影師之國際性攝影競賽，尤其鼓勵來自任何國家、背景與領域參加；尤其 2003 年，
因為克服網路技術，發展出網路線上攝影競賽，每年吸引來自歐洲、北美、印度、東南
亞、澳洲等地區數以千計的作品。每年獲獎作品由 LPA 彙整出版、線上展出及巡迴各
國展出，2000 年至 2004 年曾相繼於紐約、阿姆斯特丹等地展出。
(三)國際性工作坊
國際性工作坊之成立宗旨為不同國籍、背景藝術家間之知識與經驗分享。通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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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以數週為期，常與進駐計畫連結，活動重點置於參與藝術家間之合作。以三角藝術信
託(Triangle Arts Trust)為例，成立於 1982 年為一藝術家工作坊、進駐國際網絡。工作坊
以增進藝術家觀念與實務交流為宗旨，使民眾得以接觸更廣闊的國際創作。從 1982 年
起，已有超過九十個國際性工作坊於全球二十八個國家舉行，尤其最近十年間，有超過
三百五十位藝術家曾經參與此計畫。

圖 2-2-5 三角藝術信託 2002 Madinina Workshop 開幕
(資料來源：http://www.trianglearts.org/introduction/)
五、藝術家進駐單位的類型
全球藝術家進駐計畫在最近幾年正以蓬勃、瞬息萬變之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
亞洲地區因應文化全球化風潮、閒置空間再利用之文化政策，以及來自藝術家對自由創
作的渴求，應運而生形成各種類型之藝術家進駐單位。而各單位類型與經營形式也因著
成立宗旨、定位、目標、所在地區、服務對象、經營型態等分類尺度而有所不相同。本
研究以跨國行動論點為切入點，環繞藝術家進駐計畫為軸心探討現今存在藝術家進駐單
位之類型，分別以交流對象與交流申請方式為分類尺度，將其區分為以下幾種型態。
(一)以進駐對象為分類尺度：
1. 本土型
屬於民族間交流、同文化中異文化交流，以服務藝術家進駐單位所處國家之國內、
本地或該鄉鎮之藝術家為對象，其關注的重點，除了提供藝術家自由創作空間，更強調
與當地社區文化、學校、民眾互動與交流，致力於藝術教育推廣與提升藝術參與為目標。
日本早期由地方政府率先推行 A.I.R.藝術家進駐計畫，計畫目標不僅支持藝術家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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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擴展至促進地區繁榮與復興，因此藝術村與當地居民互動、交流活動成為此計畫最重
要的部分。
國家
美國

藝術家進駐單位
奧瑞岡藝術與工藝學院

交流對象

藝術領域

美國籍、永久居留藝術家

工藝

舊金山灣區藝術家

視覺藝術

Picture This

英國藝術家與組織

視覺藝術、多媒體、電影

帕 亞 帕 藝 術 中 心 (Paa ya Paa Art

肯亞

視覺藝術

台灣藝術家

音樂、視覺藝術、玻璃創作

(Oregon College of Art and Craft)
美國

舊金山藝術博物館
(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英國
肯亞

Center)
台灣

新竹鐵道藝術村

2. 國際型
由於文化全球化風潮以及國際文化交流之日漸頻繁，以交流做為成立宗旨之國際型
藝術家進駐單位也日漸普遍，藝術家進駐單位本身不僅扮演文化傳播角色，更是國內藝
術家邁向國際舞台之推手，提供國外藝術家認識、接觸異文化的機會，同時經由交流來
培養當地藝術人才，凝聚社區、國家之藝術能量。因此國際型藝術村屬於國際性交流，
又因交流對象分佈情形而分為以下三種類型：
(1)國際—全球型
以全球各國藝術家、組織或團體為服務對象，不分種族、性別、宗教、國籍，強調
跨文化之交流、合作、對話甚至鼓勵跨領域藝術創作之結合。
國家
日本
日本

藝術進駐單位

交流對象

京都藝術中心(kyoto Art Center)

國際藝術家

秋吉台國際藝術村

國際藝術家

文學、音樂、視覺、表演藝術
舞蹈、音樂、多媒體、視覺、攝
影、雕塑

(Akiyoshidai International Art Village)
美國

藝術領域

國際藝術工作室

國際藝術家

視覺、多媒體、攝影、雕塑

國際藝術家

文學、視覺藝術、音樂、多媒體、

(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
美國

歐密藝術中心(ART/ OMI )

(2)國際—區域型
區域型藝術家進駐單位之交流對象，以某一相同地理區域、文化背景之藝術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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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團體為對象，其宗旨是為增進彼此了解、建立夥伴關係、凝聚區域藝術能量。例如，
培朋尼爾歐洲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Pépinières Europé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即是針對
歐洲三十六歳以下青年藝術家的資助計畫。
國家

交流對象

藝術領域

歐洲青年藝術家

音樂、視覺、多媒體、表演、攝影

荷蘭藝術機構(Dutch Art Institute)

歐洲青年藝術家

視覺、多媒體、表演、攝影、雕塑

新加坡

P-10

東南亞藝術家

視覺藝術

阿根廷

TRAMA

南美洲藝術家

視覺、表演藝術

波蘭

藝術進駐單位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Ujazdowski Castle
荷蘭

(3)國際—對等型
對等型藝術村大多以國對國、城市對城市之交流對象為主要方式，例如，日本
Kawajiri-cho Art Village 成立於 1997 年，以邀請日本當地與大陸地區之傑出視覺藝術
家，希望藉由與國際藝術家之互動培養在地文化藝術之國際思維；或者台灣之台北國際
藝術村與法國西帖國際藝術村之每年兩地藝術家交換計畫，即是最好的例子。
國家

藝術進駐單位

德國

柏林美國學院

交流對象

藝術領域

美國公民、永久居留者

媒體藝術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
日本

Kawajiri-cho Art village

大陸地區藝術家

視覺藝術

中國

中國歐洲藝術中心

歐洲地區藝術家、藝術行

文學、視覺、多媒體、音

(Chinese European Art Center)

政人員

樂、攝影、雕塑、藝術管
理

3. 混合型
大多數藝術家進駐單位皆屬於此類型，藝術家進駐單位內之交流活動不僅有國內藝
術家進駐，更歡迎來自世界各地渴望自由創作、接觸異文化之國際藝術家的進駐計畫或
交流活動。美國赫德蘭藝術中心(Headlands Center for the Arts)，提供本土藝術家包括來
自加州、紐澤西、俄亥俄、北卡羅來納等州之藝術家進駐，另外與台灣、捷克等國進行
對等型之交流計畫。
國家

藝術進駐單位

交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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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領域

英國

蓋斯工作室(Gasworks Gallery )

全球藝術家

視覺藝術、多媒體藝術

尚比亞

Rockston Studios 1985

全球藝術家

視覺藝術、雕塑

美國

蒙大拿藝術中心(Montana Art Refuge)

全球藝術家

文學、視覺、音樂、多媒體、雕塑、
攝影、建築、舞蹈、珠寶

美國

18 街藝術中心(18th Street Arts Center)

全球藝術家

文學、視覺、音樂、多媒體、雕塑、
電影、表演

台灣

台北國際藝術村

全球藝術家

視覺、媒體、音樂、雕塑

(二)以進駐申請方式為分類尺度：
1.開放申請
開放申請模式的藝術家進駐或交流計畫，其最大宗旨即秉持著公平、公開的不受限
限辦法，鼓勵、歡迎來自全世界之傑出、有意願之藝術家；因此該藝術家進駐單位之評
審委員會相對扮演重要的角色。通常評審委員會會邀請國際顧問、當地資深藝術家甚至
目前正進駐藝術村之藝術家來共同組成評審委員會。
國家

藝術家進駐單位

申請方式

評審方式

德國

索立圖藝術村(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

開放申請

一位主席、七位專門領域之委員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開放申請

內部甄選

開放申請

進駐委員會，由董事成員、專業藝

(Anderson Ranch Arts Cemter)
美國

蒙大拿藝術家中心

術家組成

(The Montana Artists Refuge)
英國

蓋斯工作室(Gasworks Studio)

開放申請

遴選委員會

日本

京都藝術中心(Kyoto Art Center)

開放申請

遴選委員會

2.推薦或邀請
許多藝術家進駐單位以推薦或邀請方式進行藝術家進駐計畫與交流活動，是為了避
免開放申請之手續繁複、勞民傷財等行政與執行缺點，同時更能兼顧地方差異，使得弱
勢國家或偏遠、資訊不足地區也能參與，最後是確保參與藝術家之創作品質。
以義大利奇維特拉基金會(Civitella Ranieri Foundation)為例，基金會提供獎助以邀
請為基礎不接受個人申請，基金會遴選過程先由世界各處顧問推薦人選，再經過兩階段
過程的遴選委員會，而遴選委員大多由不同領域之藝術家、學者、評論家和其他曾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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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獎助之候選藝術家。
國家
義大利

藝術家進駐單位
奇維特拉基金會

申請方式

評審方式

由顧問推薦

由世界各地顧問推薦、再經評選

開放申請

內部甄選與外部委員會

(Civitella Ranieri Foundation)
美國

歐密藝術村(Art/OMI)

提名推薦
美國

東北東雕塑中心

由中心推薦

(Est-Nord-Est Centre de Sculpture)
法國

聖克雷爾藝術中心(Saint Clair, Villa)

由當地文化中
心邀請

3.對等交換
藝術家進駐單位之間對等交換模式的優點是透過對方機構、藝術中心所篩選之藝術
家，可避免選出不恰當之駐村人選以及因資訊不足所造成之文化差異。
國家
德國

美國

藝術家進駐單位

申請方式

白 塔 尼 恩 藝 術 村 (Künstlerhaus

邀請

透過德國學術交流機構 DAAD 與法

Bethanien)

交換計畫

國、荷蘭澳洲等國藝術村進行交換

亞特蘭大藝術村(Atlantic Center for the

交換計畫

法國那不勒藝術基金會(La Napoule

Arts)
澳洲

交流對象

葛楚街 200 號(200 Gertrude Street)

Art Foundation)
交換計畫

美 國 帕 沙 迪 納 藝 術 中 心 學 院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in

Pasadena)
台灣

台北國際藝術村

交換計畫

芬蘭當代藝術中心（Nordic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4. 贊助機構遴選
由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贊助者遴選藝術家駐村計畫，大多擁有遴選藝術家的權利，
同時也須負擔此駐村計畫之經費贊助。如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成立目的即是幫助優秀國外藝術家在紐約起步、發展，因此 ISCP
希望藝術家能得到自己母國的推薦與一年全額贊助，同時在一年住村期間創作作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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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紐約藝文界接觸獲得展出機會。
國家

藝術家進駐單位

申請方式

評審方式

美國

18 街藝術中心(18th Street Arts Center)

國外機構推薦

外部專業委員會

美國

PS1 現代藝術中心(P.S.1 Contemporary

國外機構推薦

推薦母國的評審機制

西 帖 國 際 藝 術 中 心 (Cité International

由國外機構認養

推薦母國的評審機制

des Arts)

工作室

阿庫斯駐地創作計畫(ARCUS)

各贊助機構推薦

Art Center)
法國

日本

贊助機構之評選委員會

綜上所述，許多藝術家進駐單位以多元申請方式來實施藝術家進駐計畫與交流活
動，雖無法一一以上述四個準則來完全分類，如美國亞特蘭大藝術中心(Atlantic Center
For the Arts)之申請交流方式多元而環環相扣，以邀請、個別申請、交換計畫三個不同
屬性方式相互交流、合作，尤其 1982 年起「大師駐村計畫」(The Master Artists-in-Residence
Program)，邀請在作曲、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有傑出表現之大師進駐，例如劇作家兼導
演阿爾比(Edward Albee)、日本舞蹈家夫婦 Eiko & Koma 等。之後在大師駐村期間，由
每位大師在國內外申請駐村者中遴選八至十位藝術家為其成員，所以獲選之藝術家可於
駐村期間與大師進行討論與創作。另外，藝術家進駐單位也有對等交換之文化交流計
畫，亞洲文化協會交換台灣藝術家參與中心之駐村活動即是一例，因此藝術家在駐地期
間透過多元進駐方式獲得最大的收穫與啟發。
表 2-2-1 藝術家進駐單位類型之研究一覽表
發表者

分類尺度

類型

竹圍工作

成立宗旨

提供世外桃源

室

代表性藝術家進駐單位
美國/麥道爾藝術村(The MacDowell Colony)
愛爾蘭/提隆戈塞里藝術村(Tyrone Guthrie Centre)

提供專業設備

法國/西爾法(CIRVA)

與技術
提供展演場所

美國/PS1
法國/西帖(Cité des Arts)

實踐生活理念

波蘭/澡堂當代藝術中心
(Bathhous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西班牙/法雷拉藝術村
(Center d’ Art Natura Farrera)

藝術推廣教育

日本/阿庫斯(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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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特蘭大藝術中心
(Atlantic Center for the Arts)
國際交流

日本/秋吉台(Akiyoshidai)
日本/關西日法交流會館(Villa kujoyama)

藝術家於

成立目的

交流型

法國/(Villa Saint-Clair association in Séte)

法國短期

創作型

法國/西爾法(CIRVA)

進駐的服

推廣型

法國/(FRAC)

務設施指

靜思型

南

建築或文化遺

法國/(Le Crestet)

產使用
張珃君

服務對象

所在地區

成立宗旨

經營型態

區域型態(本土

日本/陶藝之森(Shigaraku Ceramic Cultural Park)

型、國際型)

美國/十八街藝術特區(18th Street Arts Complex)

城鄉型(都會

法國/西帖(Cité Internationle des Arts)

型、鄉村型、

美國/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Anderson Ranch arts Center)

混合型)

美國/赫德蘭藝術中心(Headlands Center for the Art)

節慶型態(非常

台 灣 / 高 雄 縣 國 際 舞 蹈 節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of

設型、常設型)

Kaohsiung County)

經營型態

台灣/台北國際藝術村(Taipei International Art Village)

(官辦委外型、

台灣/華陶窯(Hwa Tao Yao)

私人經營型、)
成立宗旨

生態類型

台灣/橋仔頭糖廠藝術村
(Kio-A-Thau Artist-in-Residence Peogram)

本研究

交流對象

其他類型

美國/床墊工廠(Mattress Factory)

本土型

美國/舊金山美術館(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美國/奧勒岡藝術與工藝學院(Oregon College of Art and craft)
肯亞/帕亞帕藝術中心(Paa ya Paa Art Center)

全球型
國
際

日本/ 秋吉台國際藝術村(Akiyoshidai International Art Village)
美國/ 歐密藝術中心(ART/ OMI )

區域型

型

荷蘭/ 荷蘭藝術機構(Dutch Art Institute)
新加坡/ P-10

對等型

德國/ 柏林美國學院(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
中國/ 中國歐洲藝術中心(Chinese European Art Center)

混合型

美國/ 18 街藝術中心(18th Street Art Complex)
日本/ Youkobo Art Space,Tokyo

交流申請

開放申請

德國/ 索立圖藝術村(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Anderson Ranch Arts Cemter)

方式
推薦或邀請

美國/ 東北東雕塑中心(Est-Nord-Est Centre de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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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聖克雷爾藝術中心(Saint Clair, Villa)
對等交換

德國/ 白塔尼恩藝術村(Künstlerhaus Bethanien)
澳洲/ 葛楚街 200 號(200 Gertrude Street)

贊助機構遴選

美國/ PS1 現代藝術中心(P.S.1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法國/西帖國際藝術中心(Cité International des Arts)

(竹圍工作室，1999；張珃君，2005；本研究重新整理)

第三節 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內涵

一、跨國行動計畫的世界風潮
最近十年，世界各地對於藝術家跨國行動之興趣隨著政策與計畫的制定日趨增加。
計畫的實施、修正、提昇隨著國家間、區域之邊界的逐漸改變而日新月異，新全球觀點
逐漸形成。有關藝術家行動之爭論在最近幾年，尤其歐洲地區討論激烈，可從致力於此
議題之會議與研究報告中得到證明。跨國行動對藝術家來說並非新鮮事，藝術家將旅行
視為尋求創意表現之表徵已風行數個世紀，藝術家常藉由戰爭、經濟情況、壓迫等方式
進行交流。從過去到現在，迫切的表達創作自由是藝術家行動最強烈的動機因素。以古
典與當代舞蹈之歷史為例，堅持舞者、編舞者與同伴間的相互行動是息息相關、不可分
割的。因此對於 20 世紀的藝術家來說時時停留於家裡的情形是十分少見。
最近文化政策決策者、國際相關策略家在行動贊助計畫發展上的涉入哪個最被討論
呢？藝術家跨國行動即是，同時被視為構成對於文化合作、文化多元化，文化間對話的
國際計畫之組成要素。在國際關係、文化外交、與發展計畫上被視為一種策略性工具。
在文化部門本身、藝術委員會、文化代理機構、網絡、基金會和藝術組織裡已有許多創
始的行動計畫，這些計畫對於整個過程中的藝術家與地區創意和交流具有代表性的意
義。
二、藝術家跨國行動之政策動機
在全球化風潮下，世界各國與國際間藝術贊助機構對於藝術家交流議題興趣與日俱
增，根據藝術理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聯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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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al Agencies，IFACCA)對於全球藝術家
國際交流計畫之研究報告24，將藝術村、進駐單位(residency center)、國際工作室
(international studio)等所進行之國際交流計畫，以「人」也就是「藝術家」為計畫研究
核心，由 IFACCA 研究、整理發現，推動並支持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政府與資金贊
助單位對於藝術家的國際交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以下四個政策目標為其推展此
計畫之主要動機：
(一) 藝術發展
藝術發展即文化政策，涵蓋了有關藝術家與創作之藝術發展的首要目標，此政策包
含贊助旅行、進駐、國際工作室計畫與進駐藝術中心、國際展覽、國際巡迴、發展共同
創作、參與研討會、專業訓練。
(二)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即國際關係，國家文化機構基金促進國家之海外文化、語言之拓展關係。
例 如 ， 英 國 委 員 會 (British Council) 、哥德學院(Goethe-Institut) 、 日 本 基 金 會 (Japan
Foundation)、法國藝術交流協會(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 Action Artistique，AFAA)等國
際交流計畫機構。文化外交計畫包含由政府間雙邊與三邊協定之架構，所組織之文化合
作活動。透過大使與外交使命所開拓之文化關係與工作，是文化外交中最顯而易見的面
向，而從文化外交所推動之計畫活動嘗試針對特殊國家、較高政治層級或歷史結盟。
(三)輸出發展
輸出發展即國際貿易，其關注於產品銷售，因此在藝術文化方面即藝術作品，如：
電影、書籍、戲劇、舞蹈(透過世界巡迴)、視覺藝術與工藝。對於文化產業經濟價值察
覺的不斷增長，從國外貿易發展中將贊助國際藝術家行動編入預算。
(四)文化與發展
文化與發展即國際援助。在許多國家，文化與發展是獲取支持最具可行性的方式，
此贊助國際交流型態之目的為透過協助發展實踐創意，對於參與計畫之藝術家獲益良

24

IFACCA 於 2004 年主要針對英、法、西班牙等國之國際藝術家交流計畫(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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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社區發展功能較為次之。不管政府機構或非營利組發展代理機構，組織的涉入
描繪出國際援助與對其活動之資金發展25。
根據以上分類，許多提供藝術家行動資金之目標與動機常形成重疊。例如，贊助視
覺藝術家參加威尼斯雙年展，其目的可視為藝術發展和文化外交；贊助電影製片在威尼
斯影展發表作品，同樣可歸類於藝術發展、文化外交和輸出發展。因此，不同組織推動
不同型態計畫，獨立信託與基金會大部分致力於跨國行動之藝術發展；而部份政府所成
立基金會，以代理型態擔任文化外交計畫之先導角色；其他由法人團體所成立之基金
會，以法人組織之社會責任為計畫議題核心，但公司名稱、品牌仍以高能見度之姿揭示
商業目標為主。
組織完善之國際藝術家行動計畫，具有自發性、多元化目標，其特色使得文化政策
制定者與計畫管理者處於優勢。以蒙特婁(Montréal)CINARS 表演藝術之國際平台為
例，其接受政府來自省與國家部會為文化、員工、當地政府、經濟發展、古蹟、國外事
務和國際貿易所募集的資金。

三、藝術家跨國行動之型態
根據 András Török26於 2004 年鹿特丹 SICA，Artist on the Move 會議中提及藝術家
跨 國 行 動 類 型 ， Török 將 之 歸 納 為 三 類 ， 分 別 為 利 己 型 (Selfish) 、 類 利 己 型
(Pseudo-selfish)、非利己主義型。利己型交流計畫完全以政府利益出發，透過發展國際
文化模式來行銷國家形象；類利己型雖然也以國家利益為優先，但行政部門較投入計畫
執行並與進駐單位或場地共同擔負甄選責任；最後的非利己型，Török 認為這類型的計
畫相當少，其致力於開放胸懷、散播新思維、鼓勵合作計畫促進研究與溝通。
除了從政策動機分析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仍有許多應機構、機構之夥伴關係、共
同獎助計畫等，因執行上資金來源所針對計畫之專案動機不同，而形成以下各種不同形
式之藝術家行動的形式：
25

私人慈善家透過信託與基金會雖然不受政府政策議程限制，然而容易傾向陷入上述其中之一個項目。

26

Török 是位匈牙利作家、文學家、決策者、文化管理者，2004，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uty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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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金計畫：提供藝術家旅行創作、訓練、研究、聯繫與獲得經驗之資金贊助。
例如交流資金、旅行贊助、參訪贊助(‘go and see’ grant)。
2. 巡迴計畫：幫助藝術家、藝術團體至世界各國巡迴計畫。
3. 出版指導方針：協助藝術家出國、至本國創作。
4. 國際藝術家進駐、獎助、工作室計畫。
5. 網絡：協助藝術家尋找交流訊息、機會與聯繫。
以上這些資源計畫於施行中基於不同動機、因素而造成分類困難，因為藝術家跨國
行動之施行，除了上述政策動機之外，資源與資金來源是決定計畫實施之重要關鍵。於
是根據 IFACCA 之 2004 年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研究報告，將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以
經費資助來源為分類尺度做以下類型之分類：
1. 國家藝術委員會、文化局交流計畫
2. 政府其他之文化機構
3. 高峰國際機構與行動計畫
4. 超越國際行動計畫
5. 雙邊文化計畫、基金會與創始活動
5. 藝術家進駐與工作室
6. 網絡計畫
其中藝術家進駐計畫遍及全球，常是其他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的其中一部份，因此
藝術家進駐計畫可說是藝術家跨國行動的核心價值與內涵。故將以上跨國行動計畫之各
型態加以敘述。
(一)國家藝術委員會、文化局交流計畫
此類型之交流計畫皆由各國首要藝術資金機構執行，屬於此類型的包括：澳洲的澳
洲委員會、加拿大的加拿大藝術委員會、英國的英格蘭藝術委員會、法國的歐洲與國際
事務部(DAEI)等，以下以澳洲為例。
澳洲委員會(Australia Council)的多方性國際計畫，其主要目的為透過長期藝術約定
來發揚、展現當代國際性澳洲藝術，並進而建立可觀之市場發展機會。澳洲委員會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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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市場發展部門之執行經理 Karilyn Brown(2004)說明：

澳洲委員會支持廣泛性國際創始精神與活動，培養澳洲當代藝術之多方位，委員會
每年投資可觀資源在國際性重要與多元計畫，同時特別強調與西歐、亞洲與美國之
間。
提供藝術家跨國行動資金之贊助計畫包括：
1. 海外工作室進駐。
2. 藝術家交換。
3. 展覽、表演藝術之巡迴計畫。
4. 個別藝術家參與主要國際要事。
5. 雙年度、三年度之視覺藝術家研討會。
6. 藝術家與澳洲社區之合作。
7. 產業夥伴關係(出版商、表演藝術公司、商業藝術與工藝畫廊等)。
(二)政府其他之文化機構
此類型組織包含由政府提供資金，透過代理文化機構負責促進、推廣國家藝術家出
國及他國藝術家進駐之事宜。Interarts / EFAH 研究27指出，提供歐洲地區有關國家文化
機構之完整研究，此研究檢視 31 個國家有超過 430 個屬此類型機構，其中 20 個國家在
海外有文化機構，其性質不同於大使館內之文化附屬或文化顧問，最著名的典範如法
國、英國、德國、義大利等國，同時會派駐代表於倫敦、巴黎、柏林、布魯塞爾、羅馬
等城市主持數個文化機構，因此將國家文化機構集中於此，以協力創造合作、創作之機
會。以下以日本、英國為例。
日本基金會(Japan Foundation) 成立於 1972 年，是日本第一個專門致力於國際文化
交流組織，現派駐 19 位職員於日本之外，負責發展國際文化交流計畫包括促進文化與
藝術交流、日本海外研究、語言學習、知識交流。日本基金會提供兩種經濟贊助，一為
海外展覽與表演；另一種為促進國際文化交流而於日本國內之文化呈現。透過日本表演
27

於歐洲藝術與文化論壇(European Forum for the Arts and Heritage)發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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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網站(JPAN)鼓勵資訊交流與網絡建立，同時拓展對國際表演藝術節、博覽會之支持。
英國拜訪藝術(Visiting Arts)是英國國家機構為促進國外藝術與文化，協助英國國際
藝術之呈現。拜訪藝術之主要目標為提供英國藝術部門海外計畫之專業訊息、資金與針
對國外欲前往英國之藝術家提供訊息。拜訪藝術贊助英國藝文組織接待國外藝術家，尤
其最近幾年，贊助進駐英國個別藝術家計畫，已在進駐單位與贊助機構間發展為夥伴關
係。包含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s)、葡萄牙表演藝術獎
(Portuguese Performing Arts Awards)、創意合作音樂獎(Creative Collaborations in Music
Awards)等享譽國際之計畫。
(三)超國機構與行動計畫(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mobility programs)
此類型包含由在國家和機構之上的超國機構所運作之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範圍以
涵蓋其全數會員國或所選擇之團體內。這些組織有歐洲委員會、歐盟、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等。以下以歐洲委員會來說明。
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於 1954 年由歐洲委員會成員共同簽訂之歐洲文化
公約(European Cultural Convention)，目前在歐洲已被四十八個國家認可。此公約之宗旨
為發展歐洲民族間相互了解與文化多元化之相互欣賞；進而保護歐洲文化、促進歐洲文
化遺產貢獻同時尊重基本價值，尤其鼓勵語言、歷史等研究。此公約特別強調建立國家
間雙邊文化協定之優點。歐洲委員會積極於文化合作、政策、訓練與跨文化對話。1996
年委員會委託歐洲任務力(European Task Force)專家協助教科文組織的文化與發展之世
界任務，當時出版了〈In from the Margins〉，內容包括國際文化合作與交流之有價值評
論。
(四) 跨國行動計畫
此計畫類型橫跨數個國家或世界整個區域，由獨立基金會、文化專案或其他等不同
組織運作、推展。歐洲文化基金會、亞洲聯網、CEC Artslink、行李箱基金(Suitcase Fund)
等皆屬於此類型。以下以亞洲聯網與行李箱基金為例。
亞 洲 連 網 (Asialink Arts) 為 墨 爾 本 大 學 之 非 學 術 部 門 ， 由 麥 爾 基 金 會 (Myer
Foundation)、墨爾本大學贊助。1990 年起以促進文化了解、資訊交流及澳洲與亞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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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間之藝術嘗試。已與亞洲十九個國家進行合作，其計畫包含：
1. 藝術家進駐：提供澳洲藝術家、表演者、作家、藝術管理者到亞洲地區居住與
工作之機會。
2. 展覽：協助當代澳洲、亞洲藝術與工藝巡迴。
3. 專案：澳洲與日本之舞蹈交流、澳洲與印尼之藝術與社區計畫。
行李箱基金(Suitcase Fund)是一個有關跨文化藝術家關係的概念與資金計畫，此基
金由舞蹈劇場工作坊(Dance Theater Workshop，DTW)於 1985 年所設立，以創造獨立藝
術家、革新演出者、社區組織者間的國際合作方式，此基金鼓勵藝術家與計畫移動於文
化邊界，因此消弭了經濟與地理上這些造成藝術家穿越文化疆界的障礙，18 年間此計
畫贊助超過 250 個計畫，計畫中有超過 400 位藝術家與管理者行動於全球六大洲超過
50 個國家之多。其促使美國藝術家進駐中、東歐、非洲、拉丁美洲與南亞等地引領表
演與研究，同時給予國際藝術家到美國旅行、參與進駐與實習的機會。
(五)雙邊文化計畫與基金會
根據 Interarts / EFAH(2003)對雙邊文化協定提供一分析，此類型意指政府間雙邊文
化協定的合作，通常是以高層級、長期合作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外交姿態與善意的象
徵。從 1970 年代至 1990 年代，此種協定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因為在雙邊架構下是認知
上、執行上最具國際性文化合作的模式。試舉例說明如下：
美國-日本創意獎助(U.S.-Japan Creative Fellowships)由美國-日本獎助協定與美國國
家藝術與文化基金會(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合作所成立，此計畫每年為日本引薦五位優秀中年(mid-career)藝術家赴美進行
為期六個月之藝術家進駐計畫。
另外，瑞典-南非文化夥伴計畫(Swedish / South African Culture Partnership Program)
是一個由南非藝術與文化部(The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ulture，DAC)和瑞典文化事務
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NCCA)所共同於 2004 年執行之計畫。
其目的是以促進瑞典與南非兩國之間的訊息流通、表達自由，鼓勵相互合作以建構自由
表達的能見度。計畫經費來自於瑞典國際發展合作局(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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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gency，SIDA)與南非政府，贊助對象為兩國藝文組織，最長的贊助期限為
三年。
(六)藝術家進駐與工作室計畫
全世界有許多藝術家進駐計畫，這些計畫常是其他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的一部份，
所以有許多內容已在其他部份說明過，國際進駐計畫是以開放給當地藝術家為基礎的進
駐計畫之一部份。例如，直布羅陀點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Gibralter Point International
Artist Residency Program)由多倫多 Artscape 藝術計畫服務董事 Susan Serran 捐助。此計
畫成立於 2000 年，每年選擇三位國際藝術家進行為期三十天進駐。另外，許多機構、
基金會、世界性獎助計畫皆提供相關藝術家進駐、工作室計畫之機會與資訊，如美國藝
術家社群聯盟(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全球藝術家進駐指南
(Artists-in-Residence Guide)、日本藝術家進駐計畫(Japan’s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s)、培朋尼爾歐洲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Pépinières Europé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Res Artis、三角形藝術信託(Triangle Arts Trust)等都是有關藝術家進駐計畫之
相關機構與組織。
(七)網絡計畫
國際文化網絡對於不同部門間專業交流、創造機會，扮演著發動機的角色，彼此相
遇、合作、發展連結方案。以 IETM(Informal European Theatre Meeting)網絡為例，是一
個非正式歐洲劇場會議，提供小額公費、策略性配置，使得民眾參與會議並得以藉此旅
行。國際文化網絡產生許多交流計畫和方案，有的對藝術家產生直接啟蒙的影響；有的
提供支持性環境或聯繫以幫助方案發展。
儘管 IFACCA 之〈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2004 年之研究報告無法對所有藝術家跨
國行動計畫、工作室計畫進行分析與探討；但從各項推動跨國行動之機構與計畫中，不
難看出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以各種形式存在全世界並納入不同動機與政策議程；誠實地
說，跨國行動計畫應致力於創意過程，不受雙方架構、文化外交議程、獨特之國家喜好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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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象描述

根據第二章全球化與跨國行動之相關理論及藝術家進駐之文獻探討，所釐清藝術家
進駐的歷史使命、藝術家進駐內涵與目的性、全球化對跨國行動之影響與藝術家進駐之
多樣性型態。藝術家進駐除了重視交流的方式與計畫實施之外，國家文化政策的制定、
互為在地性的交流內涵、交流網絡連結、夥伴關係及贊助機制的建立，都是推展藝術家
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時不可忽略的研究項目。
本章所要論述的是從國際各國在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象描述，以國際文
化政策的制定、國際贊助與獎助機制、建立網絡連結形成夥伴關係之三個角度為縱軸做
為判準條件，檢視與分析各國推動實施之模式，嘗試從中發現藝術家跨國行動之構成要
素與原則。

第一節 國際文化政策的制定
全球國際文化政策應可分為保守主義文化政策與自由主義文化政策兩大類型，尤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對文化政策態度趨於積極，各國文化機制運作，也因國家角
色介入之深淺而大致分為三種機制(朱惠良，2004)。聯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提及文化
政策是指地方、國家、區域或國際層面上針對文化本身或為了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文
化表現形式產生直接影響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包括與創作、生產、傳播、銷售和享有文
化活動、產品與服務相關的政策與措施。同時文化政策亦是一種國家認同與公眾文化政
策的表現，以多元的方式維持文化特殊性(Kevin，1998)。
推動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與國家文化政策之獎金、補助等法規有深遠之關
係，故下文以各國國家文化行政架構、文化政策等型態，分別討論以國家角色涉入文化
事務深入，採行政集中式主導文化政策，如歐洲法國、亞洲日本之主導策略；其次為半
官方文化藝術基金會，以輔導、贊助文化活動為輔之美國國家藝術人文基金會為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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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即是以雙軌制，英國之國際文化政策為例；最後為聯合國主導之第三世界國家，來說
明國際文化政策與國際藝術家進駐之關係。

一、採行政集中式策略
國際文化交流常是文化外交領域的一環，但由於內涵與運作上涉及文化與專業技
能，因此許多國家之國際文化政策由外交部主導文化外交事務，但實質運作與執行卻透
過文化部或跨部會與跨單位合作等分工模式進行。以下以法國、荷蘭兩國來說明，兩國
皆是以外交部為主導之運作模式。
(一) 法國
法國可視為實行自由主義文化政策之主要代表。自由主義主張，文化藝術是改變社
會，促進心靈成長的動力，所以文化是屬於大多數人而非社會精英所獨享，政府應全力
扶持民間藝術並對新生藝術家加以扶植培養，因此文化民主化與多元化成為法國文化政
策之核心28。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於 1959 年率先成立文化部，當時的文化部其實是
藝術部，由安德雷･馬侯(André Malraux)所執掌29，將文化事務權加以統一，好復興法國
文化、鞏固本國藝術與文化獨特性，免受美、俄兩國影響。此時法國國際文化政策以維
護法國文化主體為首要文化核心，並與美國通俗文化相抗衡，對於跨文化交流的比例與
計畫偏低。
《法國文化政策》中不斷提及法國政府從王室時代就十分關注文化發展，強調文化
與法國「國家形象」密切相關，並確立在國內加強政府對文化發展的扶持力度；國外則
由法國外交部和其他涉外機構推動文化交流，加強法國文化的對外影響力。
因此法國為了促進國際文化交流，開發國際合作政策以促進文化兼容與多元化，此
計畫由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負責。促進、發揚法國文化是法國外交政策最悠久的傳統，
所以外交部對於文化交流最大的責任範圍為法語、教育和學術交流、科學與技術合作、

28
29

朱惠良，2004，
《我國文化政策總檢討》
，p1。
由作家安德雷･馬侯(André Malraux)出任，其工作任務以保持法國在世界藝術界的領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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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書、電影與媒體等交流。此政策由外交部制定，法國大使館與領事館的文化部門
組成，透過外部文化合作網絡執行，此網絡包含約 150 個法國文化中心和機關、25 個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及 1000 多個法國聯盟。
1992 年外交部確定權限與文化部合作，成立法國文化交流協會(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 – AFAA)，以促進文化交流政策為目標，同時與許多地方和區域當局
建立合作夥伴關係，甚至於全球實現並執行合作、訓練、進駐計畫以及擔負協調外國文
化季於法國之相關事務。
文化部為了促進法國境內之外國文化表現，鼓勵文化經營者讓法國觀眾置身於外國
作品的環境，並與外交部合作共同積極參與外國組織文化季活動、支持法國境內各地之
外國文化的創始計畫、藝術節與機構。由於，法國文化的活力與文化行政管理的良好經
驗，引起了其他國家政府與文化經營者對於文化合作的重要需求，尤其是以專門技術和
訓練形式為主。
至於法國與歐洲等多國間的合作關係，文化部參與所有有關文化主題的歐盟協商會
議，由此可發現法國致力於歐洲文化資助、支持許多歐洲網絡並參與歐洲委員會和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活動，同時經由許多多國機構，例如：WTO 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特別關注多元文化議題30。
(二)荷蘭
荷蘭國際文化政策由外交部和教育、文化、科學部負責財政上的支持，此政策於
2004 年提出四年計畫，確立主題性與地理性原則，以歐盟會員、俄國、美國、加拿大、
日本、土耳其、摩洛哥、埃及、蘇里南、南非和印尼為優先；而毗鄰地區，如德國、比
利時則已進行國際合作之形式。為推展國際活動，透過荷蘭文化基金(Netherlands Culture
Fund，HGIS-C gelden)撥出一筆龐大文化預算，由四年優先政策支配、管理，其內容包
含文化多元化、文化企業精神、觀眾發展(audience-reach)。

30

資料取自〈歐洲文化政策與趨勢〉 (Cultural Policies and Trends in Europe) ，2005.12.2，
http://www.culturalpolici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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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活動服務中心 SICA(Stichting Internationale Culturele Activiteiten) 成立於
1999 年，負責荷蘭海外文化機構的協調與顧問工作，SICA 在組織間扮演協調與合作、
提供資訊與評估、組織國際文化活動之重要角色；同時此中心被委派為歐洲文化接觸點
(European Cultural Contact Point，CCP)以具體傳送，鼓勵與協助個人、組織成功申請 2000
年歐盟文化架構計劃。
二、採半官方輔導式策略
美國至今尚未設立文化部，秉持開放、自由、平等、多元的原則，其主要精神來自
於保守主義的觀念，美國學者認為聯邦機構一向因循的文化政策就是「無為而治」
(non-activity，non-regulation)。這個傳統與歐洲國家形成鮮明對照。法、德等國一向具
有國家扶持文化發展的傳統。但美國學者認為傳統過於強調文化的「前衛」(avant-garde)
特性，對它在社會中的自然形成與市場發展並無助益(李河，2004)。再者，藝術是一種
事業，藝術家需自負成敗責任，不以官方立場主導，甚至認為藝術家在經濟上的極端困
難正是成為偉大藝術家的必要條件。但在六十年代末期，美國學習歐洲福利政策，有條
件的協助藝術家進行創作與展演，於 1965 年依據美國國會所通過的國家藝術人文基金
會法案成立國家藝術人文基金會(The 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其
目的在於擬定政策，以支援美國人文與藝術發展和文化資產的保護，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美國在沒有任何一個文化事務統一的機構之下卻能發揮近乎文化部的效能，其對多
元性的行政與贊助的信賴原因根據 Kevin(1998)認為，第一公眾文化的責任擴展於聯邦
機構各個部份中；第二 NEA 雖然是最具代表性的支持性機構，但卻不是最主要或最重
要的來源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美國文化大部分由和非營利事業一樣的商業性事業所組
成，例如電影、音樂、設計、劇場與出版業(Netzer，1992)。
美國的文化交流重點比較鎖定於文化教育的交流，經由國際夥伴關係與贊助者間的
合作計畫為全美藝術家、藝術團體、觀眾帶來國際交流的收穫，NEA 贊助國際交流活
動以展現世界各地之美國藝術，拓展美國藝術家視野、豐富藝術創作。經由鞏固國外藝
術家於全美之進駐計畫，再與其他國家政府、私人組織的夥伴關係之孕育國際創意合作
計畫，當地居民也可從藝術社群之國際連結獲得藝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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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雙軌制策略
英國雖然是一個素來以尊重傳統為傳統的君主制國家，但在對文化發展的態度卻採
取了一種全新的態度。1946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立大不列顛藝術委員會(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為實現政府文化政策的重要機構，更於 1994 年將業務移
轉至英格蘭、蘇格蘭、威爾斯及愛爾蘭等四個地區之藝術委員會；另外 1992 年成立文
化資產部(Depertment of Heritage)掌管國家文化藝術事務，直到 1997 年工黨執政後，更
名為文化媒體運動部(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簡稱文化
部，負責全英國文化政策之擬定與執行，監督並執管國家樂透彩券發行處等財務事宜；
而大不列顛藝術委員會所統轄之藝術委員會則負責實際文化業務的執行，致力於發展當
地文化特色及各項藝術文化活動經費之分配。於是這兩個文化藝術機構形成英國之重要
的文化行政雙軌制(朱惠良，2004)。與英國類似的芬蘭、澳大利亞和加拿大等英語系或
曾經為英國殖民地國家，其文化政策多屬於雙軌制策略。
因此雖然英國在政治體制上屬於「中央集權體制」（centralized system），但卻同時
是文化管理「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倡導者，
「分權化」的文化管理觀念通常被表
述為「臂距」（Arm’s length）原則。《芬蘭文化政策》指出「臂距原則」具有垂直和水
平的兩種分權向度。所謂「垂直分權」涉及中央政府與其所屬行政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
的縱向分權關係；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將文化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主要權力以及部分文化
撥款的責任交給其所屬的文化相關部門，如芬蘭的文化和教育部、英國的文化、新聞和
體育部、澳大利亞的藝術和通訊部等；同時，還要求各級地方政府行使相應的權力或承
擔相關的責任。
各藝術委員會負責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建議諮詢、對藝術成果進行「同儕評議」
（peer evaluation）
，對藝術創作和文化發展狀況進行專業性的常規評估以及依據專業評
估，代理部分政府對文化優先項目的財政撥款，同時對撥款後續計畫進行監督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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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格蘭藝術理事會之國際政策為例，說明國際文化政策實施情況如下31：
(一) 背景說明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負責英格蘭藝術發展之國家機構，從 2003
至 2006 年投資公共基金於藝術領域將近二億英鎊，此基金來源包含國家樂透基金，同
時也是贊助英格蘭當地藝術的基石。
根據英格蘭藝術委員會主席 Christopher Frayling 於《國際政策白皮書》(International
Policy)前言中提及，
「藝術」在跨越邊界上扮演著一個國際性重要角色；對於經濟與創
意產業的成功有很大的貢獻；對於文化更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國際政策建立於現行之國
際活動，並將「國際性」(international)置於政策中心，以藝術家為主導並在創意產業、
世界級組織、文化多元、資源與機會的全面性成長之下優先執行。使得藝術家與藝術團
體能夠在英格蘭以外地區工作並得以使用基金。
(二)政策目標
發展英格蘭與海外共同創作之策略性夥伴關係數量，擔任國際交流、分享資訊與思
維的倡導者。英格蘭藝術委員會期許以謙虛的態度接觸更多元化國家與文化，並致力於
建立互惠關係。希望促進藝術成為國家生命中心，體現英格蘭豐富與多元性文化認同，
期許藝術能量在轉化生命同時，為國家民眾建立溝通、創造機會。
(三)國際性角色
國際政策所建立之架構以授權藝術社群從事國際性創作、在廣大與深入的層級下致
力於英國國際化、發展自我國際性知識與能量。國際政策以藝術家主導為中心，支持藝
術家與創意產業，其目標為彌補主要夥伴與機構策略上之不足。主要與英國委員會及英
國其他藝術委員會合作，贊助當地藝術家出國創作、國際藝術家到本地創作或兩地藝術
家的對等交流。另外，也透過贊助創作由多元社區的保存、發展、促進文化實踐來發展
國際體認。
因此英格蘭藝術委員會持續、深入地發展策略性國際夥伴關係，不僅支持藝術家更

31

資料取自英格蘭藝術理事會之「國際政策」(International Policy)，2005.6.22，
http://www.artscouncil.org.uk/pressnews/news_detail.php?browse=recent&id=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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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促使藝術成為城市再生的角色。此外，國內與國際不應分開，因為並非每位藝術
家或藝術組織都會選擇回應國際事務，所以國際政策範圍應包含國家中每個部分與層
級，建立與實踐一國家性架構，在地方政府機構所能回應之彈性範圍內，此策略是協助
達成所設立《藝術企圖》(Ambitions for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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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之一。

1. 給予個別藝術家優先權。
2. 與提供基金組織合作幫助藝術家茁壯。
3. 在創作中心建置文化多元化。
4. 給予年輕人與創意夥伴關係優先權。
5. 擴大藝術成長。
(四)國際政策實施
國際政策建立於了解其他組織之國際性工作，透過與當地夥伴合作發展與其他國家
區域對區域之合作，對象包含英國及藝術與創意產業。為了協助其他國家發展國際工
作，英格蘭委員會透過不斷密集地與夥伴工作，增進有關藝術與其他世界各地資金募集
之技術與知識，以發展自我之國際性工作能力。
此政策所贊助之工作如下：
1. 提供資金贊助海外創作與發展。
2. 建立英國與海外之策略性夥伴關係。
3. 強化國際工作價值之主張。
4. 形成評論、討論會。
5. 分享訊息與智慧。
6. 建立藝術部門、組織內成長空間。
(五)國際政策成就
國際交流計畫之實施能分享經驗與知識，協助他人發現國際可能性與夥伴關係、鼓
勵創意個體，利用現有網絡與國際同儕聯繫，支持來自海外藝術家拜訪英國以及英國本

32

《藝術企圖》是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對於 2003-2006 年之宣言，宣告這段期間政府將增加藝術財務的投
資，其中心信念認為藝術具強大力量足以改善全國民眾之生活、社區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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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藝術家出國計畫。
發展世界級藝術組織，國際政策認為國際性首創精神與夥伴關係需從小型公司、建
立機構開始，對於國際工作發展，提倡者與場地經營是首要的關鍵。組織需要時間發展
國際工作、厚植關係、創意思維、長期規劃。因此許多藝術組織利用藝術委員會之稅收
基金致力於國際工作。例如，表演、海外出版與展覽、研究與發展、進駐、交流與共同
創作等。
最後，呈現文化多元化之政策核心，國際活動提供藝術家與藝術團體拓展視野與體
驗不同文化經驗之機會，並提供本地藝術家與來自其他國家有文化連結與對話的機會。
對觀眾而言，在英國即可體驗異文化之創作經驗；對部份社區而言，可享受來自該區或
國家的藝術經驗，明白各國間之文化多樣性。另外，此政策關注於難民與文化認同，因
此國際政策之實踐引領英格蘭發展自我文化多元定義、反應少數民族與藝術實踐之差
異。
文化媒體運動部33(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之主要宗
旨為經由文化、運動活動改善生活品質並支持觀光、創意、休閒產業等實行，其所致力
於國際藝術政策為促進英國海外藝術與文化的發展、維護文化流通中的國家利益與其他
國家文化分享經驗與策略。因此，文化媒體運動部經由藝術議題的交流得以創造一豐盈
發展的環境；對內很快取得與北愛爾蘭、蘇格蘭、威爾斯、英格蘭等國家行政部門所反
映需求；對外與其他國家經驗分享，尤其是歐洲主要合作夥伴，如歐洲委員會、聯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銀行等國際組織都支持藝術；透過追求卓越藝術、社會包容、運用文
化財創造經濟機會等。
因此，英國在英國藝術委員會與文化媒體運動部之雙軌制行政制度下，將文化事務
獨立出來由專責單位負責，並給予充分授權以擔負傳遞文化、推廣語言、營造文化交流
氛圍、激盪出相互了解、熟悉的文化對話。

四、採地方自治體制策略
33

資料取自 2006.01.20，http://www.culture.gov.uk/arts/international_arts_policy/
54

日本文化政策發展雛型奠基於十九世紀明治維新時代，二十世紀初期陸續設置重要
文化機構34以推展藝文活動。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從文化財保護委員會演變為
文化局、文化廳，其所關注的文化範疇以宗教、著作權、國語、藝術文化、國際文化、
文化財保護等項目。
1968 年文化廳成立後，地方文化行政逐漸穩定發展，尤其到了 1999 年國會參議
院通過「地方分權總括法」將中央權限配予各級地方政府，於是自治體地方文化行政
成為當前日本文化政策的特色。尤其，近年面臨國際文化全球化與經濟競爭現象，日
本文化廳提出之「文化振興基本計畫」，其中涵蓋推動各項國際文化交流計畫，由文
化部之下的藝術文化課及地方文化振興課共同執掌推動。因此日本之國際文化交流計
畫或藝術家進駐活動，在地方文化資源充足及受尊重與保護的文化財環境，以突顯地
方文化主體特性、保護文化財與活化藝術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國際文化交流、遴選青
年藝術家出國研習或邀請藝術家至日本進駐等計畫。

五、採聯合國主導策略
第三世界國家之文化政策主要受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引導，一味排美。其文化政策
受法國、共產集團影響，致力於維護民族自尊，也因為第三世界國家較沒有國家級藝術，
所以保存、維護民族藝術為主要文化政策之任務，因此交流特性富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

六、小結
制定國際文化政策是許多國家對於藝術家進駐計畫經常採取的經營策略，不僅健全
整個藝術文化環境，同時從不同之國際文化政策策略中發現，每個國家看待藝術家進駐
的角色與對其重要性，當然並不表示沒有完善的國際文化政策即無法推動進駐計畫，例
如目前最火熱的中國進駐空間 - 北京 798 即是在無法之法的環境，政府只負責將地出
租、淨收租金，但北京 798 仍不斷湧入來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其原因端賴台灣羨慕的
34

日本中央行政架構「省」級機關，相當於其他國家「部」級機關；以文化類別機構為例，內閣之下最
高文化機關為文部省，相當於我國教育部，之下所轄管之文化廳，則是日本文化政策之策劃、執行、推
動最重要的中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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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熱藝術市場，也就是整個藝術環境與生態。
表 3-1-1 國際文化政策制定策略類型表
策略類型

代表國家

策略內容
政策動機大多以文化外交、藝術發展為重點，因此這些代
表國家大多由外交部協同文化部共同主導，協調各部會分

行政集中式策略

法國、荷蘭
工合作，同時成立基金會或轉款基金統籌資金補助並執行
計畫。
政策動機大多以尊重藝術自由、平等、多元為原則，鼓勵
民間企業與基金會共同參與藝術家進駐活動，因此民間贊

半官方輔導式策略

美國

助進駐活動熱絡，民間補助金額佔所有經費 3/2 之多的情
形十分常見。

雙軌制策略

英國

政策動機以文化與發展意即國際援助和藝術多元化文為
動機，重視國際夥伴關係與文化多樣性。

地方自治體制策略

日本

同樣以藝術發展為動機但重心置於地方、社區文化振興，
重視由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性經營策略。

聯合國主導策略

第三世界國家

以文化與發展為計畫動機，尊重文化多樣化以維護民族文
化特色文主要計畫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 Kevin(1998)針對政府文化政策制定之比較有不同的論述，其中提到另一種文
化政策的型態分類為北歐國家，包括斯堪第半島的挪威、瑞典、芬蘭等國皆屬於地方自
治型的行政模式，對於地方的文化政策以密集的文化計畫直接推展公民福利政策，與美
國雖然是民營活動但卻是南轅北轍的做法。另外，加拿大自從脫離大不列顛的殖民之
後，仍保留邦聯主義的制度，同時在比鄰而處的美國文化的強勢集權主義，加拿大的文
化正在於增加本身文化自主權與自信。
表 3-1-2 藝術行政模式比較分析表
國家介入程度
公眾文化

強烈

的性質
薄弱

國家政府的角色
直接

間接

法國

加拿大

中央集權(Statism)

邦聯主義(Federalism)

挪威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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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Localism)

多元主義(Pluralism)

表 3-1-3 西歐與北美之文化政策類型
國家政府的角色

國家介入程度
公眾文化

直接

間接

法國

加拿大

集權(hegemony)

授權(sovereignty)

挪威

美國

再分配(redistribution)

私有化(privatization)

強烈

的性質
薄弱

第二節 國際贊助與獎助計畫之推動
從上一節所論述之各種藝術文化政策分類型態中，可以發現各國政府對於藝術贊助
與補助的機制與現象。根據 Kevin(表 3-2-1)所示，藝術贊助形式因國家之文化政策而有
所不同，法國中央集權的領導式文化政策，對於藝術的態度採取補助與全然支持的態
度，而同屬於直接介入之北歐國家雖為地方自治的型態，卻是與美國的無為而治迥然不
同的福利政策之贊助型態。至於加拿大不像法國或挪威以強勢控制或配置國內事務與地
方活動，其經營型態竟與西歐各邦聯型國家，採英國的臂距政策模式，以加拿大遺產部
內的半自主組織的方式，授權全國性比賽的基礎下贊助藝術家或藝術組織。

表 3-2-1 藝術贊助形式比較分析表
國家政府的角色
國家介入程度

公眾文化
的性質

強烈
薄弱

直接
法國
津貼(subsidies)

間接
加拿大
贊助(grants)

挪威
福利(entitlements)

美國
免稅政策(tax exemptions)

57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中，不論是藝術家進駐、工作室交換、工作坊、巡迴展
演等，經費都是藝術家參與計畫時首要考量之要務。尤其有些藝術進駐單位或主辦機構
只提供部分經費，甚至只提供工作室，其他旅行費用、生活費、創作材料費與住宿費都
須由藝術家自行籌措，因此資金來源成為藝術家跨國行動之最大推手與後盾。政府與贊
助機構對於藝術家、藝術創作的跨國交流贊助動機為以下幾個政策目標：藝術發展、文
化外交、出口貿易、文化與發展。本節將以各提供資金、贊助機構性質來說明目前國際
贊助與獎助計畫的策略。

一、國家層級
公部門從國家政府預算中提撥，至於經費由哪些部門編列，端看該國負責主導國際
文化交流事務之部門為何來決定。
(一)法國
法國以文化部為主導，文化交流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為
了歡迎來自世界各地之藝術家與文化研究專家，由歐洲與國際事務部門(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DAEI)推動許多進駐與訓練計畫；另外鼓勵、贊助法
國藝術家到世界各國旅行、創作之交流事務則由隸屬於法國外交部之獨立組織，法國文
化交流協會 AFAA(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íAction Artistque)全權協調統整。
(二)加拿大
加拿大之文化藝術表演與展覽、文化交流等計畫由外交暨國際貿易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DFATI)與文化遺產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Heritage)
提撥35，贊助加拿大藝術團體與個別藝術家出國推廣加拿大文化。例如，加拿大-墨西哥
創意藝術家計畫則是提供加拿大藝術家前往墨西哥進行為期六至八週的進駐計畫。目
前，這筆公眾外交基金在去年送交國會審議後遭停止編列，因此即刻起至 2006 年 3 月
31 日會計年度結束期間之新計畫都無法提供補助。

35

加拿大之國際文化交流事務採外交部與文化部合作推廣方式，由外交部規劃文化外交的總體政策、方
針，再交由文化部的附屬機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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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
美國雖為半官方式之藝術贊助形式，因其文化交流較著重於文化教育方面，所以國
家層級的贊助為美國教育文化事務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下有一
公民交流計畫，對象為專業藝術家、電影製片、音樂家與其他領域專家等美國公民；計
畫目的以創造相互了解與尊重，營造和平基礎。
其他大部分之國家層級贊助機構，大多由藝術委員會所提撥，例如，新加坡的國家
藝術委員會(National Arts Council)、英國的外交部與英國藝術委員會、澳洲的澳洲理事
會等。

二、基金會層級
(一)歐洲之基金會
歐洲各國基金會多屬於政府機構之交流組織或超國家性機構(supranational
instituations)。
法國文化交流協會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íAction Artistque，AFAA)隸屬於法國外
交部之獨立組織，成立於 1992 年負責執行外交部與文化部有關國際文化交流與各領域
藝術發展之推廣，所以贊助申請計畫皆須經過法國大使館與國外文化機構網絡之嚴密審
核。AFAA 曾與加拿大魁北克文化部、美國紐約 PS1、荷蘭阿姆斯特丹的里克斯學院等
合作，設置獎助計畫提供獎學金給傑出法國藝術家，尤其是三十五歲以下之年輕藝術
家，使其體驗異文化交流與駐地創作。
法國 Roberto Cimetta Fund 是另一個促進藝術交流、當代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領域
之專業性國際協會，此交流基金以地中海地區為中心，因該區為歐洲與阿拉伯回教世界
接觸與交流頻繁之處，鼓勵並支持專業網絡整合與發展、經驗與資訊交流，在開放、非
正式之真誠互動環境發展合作計畫。
德國學術交流總署 DAAD(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其宗旨為促
進德國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與國外學術交流。DAAD 每年有 150 種不同的交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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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柏林藝術家進駐計畫 」(Berliner Künstlerprogramm)每年邀請來自世界各地十五
位年輕藝術家進駐白塔尼恩藝術村36。
英國拜訪藝術(Visiting Arts)為英國促進國外藝術與文化之國家級機構，協助在英國
之國際藝術，發展相關海外文化連結以建立文化覺察與確實之文化關係37。提供英國在
地組織贊助，以接待來自國外之藝術家與合作計畫；最近幾年甚至贊助個人藝術家進駐
英國並與進駐中心或提供資金組織發展合作關係，其中包括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葡萄
牙表演藝術獎助與音樂創意合作獎。再者，Commonwealth Foundation 成立於倫敦，促
進國協成員超過五十個國家之藝術與文化發展，同時協助年輕藝術家到另一國協成員國
家中交流與創作。每兩年提供十位藝術家旅行與研究經費獎助至另一國協國家。
另外，除了各國家之基金會，歐洲有許多以歐盟為主體，致力於藝術家進駐計畫推
廣與國際文化交流之國際性、跨國家性基金會。歐洲文化基金會(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在歐洲、各國家、區域性、本土性之當代文化政策領域扮演著擁護者角色。
提供歐洲會員國間的交流、贊助、藝術與文化專案、出版品等福利。其贊助架構不只是
針對交流還提供中、小型組織獎助以支持跨界合作之獨立文化計畫，藝術家與文化經營
者交流是計畫贊助之主要部分。
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於 1954 年由歐洲委員會成員共同簽訂之歐洲文化
公約(European Cultural Convention)，目前在歐洲已被四十八個國家認可。此公約之宗旨
為發展歐洲民族間相互了解與文化多元化之相互欣賞；進而保護歐洲文化、促進歐洲文
化遺產貢獻同時尊重基本價值，尤其鼓勵語言、歷史等研究。此公約特別強調建立國家
間雙邊文化協定之優點，積極於文化合作、政策、訓練與跨文化對話。
(二)美國之基金會38
美國有許多專門贊助藝術家社群或藝術家交流計畫之基金會，例如美國國家藝術基

36

資料來自 2005.12.3，http://www.daad-berlin.de/。
英國致力於國際文化交流資金來源包括來自公、私及第三部門，有外交部(FCO)、英國理事會(British
Council)和第三部門拜訪藝術(Visiting Art)。
37

38

竹圍工作室，2000，藝術創作與交流磁場，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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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 NEA(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洛克斐勒兄弟基金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安迪･沃霍爾基金會(Andy Warhol Foundation)、福特基金會(Ford Foundation)等，
都是藝術村經費與交流之重要來源，其中就屬半官方的 NEA 最為重要。NEA 是美國藝
術、文化贊助之主要機構，其贊助對象以組織、團體為主。以 1999 年為例，國際交流
贊助計畫有：
「藝術之環」
，以中歐、東歐及前蘇聯地區之進駐與交流活動；美日藝術家
交流則提供藝術家到日本進駐創作六個月；以及每年一百一十萬美元獎助美國藝術家參
加國際展演、藝術節活動。對於個人獎助通常只經由文學獎助(Literature Fellowships)、
爵士大師獎助(Jazz Masters Fellowships)、國家民俗與傳統藝術遺產獎助(National
Heritage Fellowships for folk and traditional artists, political survival)。
洛克斐勒兄弟基金(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以促進社會改變、期待世界更正義、
公平與和平。此基金贊助 Arts International, Inc 國際巡迴領航計畫(International Touring
Pilot)贊助個人表演藝術家與團體到美國地區以外所需之旅費，以期全世界之觀眾能欣
賞美國表演藝術創造力之展現。
安迪･沃霍爾基金會主要贊助以策劃計畫專案為主，例如博物館經營、藝術家組織
與其他文化機構對於當代視覺藝術之呈現與創新。此計畫包含藝術家進駐計畫及舞蹈表
演藝術等跨領域之結合。因此從 1987 年成立至今，基金會已提供 1300 項贊助，款項高
達五億四千萬美金；1999 年更成立 Creative Capital Foundation 以資助從事創新、挑戰、
實驗性之個別藝術家。
(三)亞洲之基金會
亞洲地區除了日本、澳洲兩國對於文化藝術交流有先知卓見的表現，已成立專責國
際文化交流機構之外，其他國家最近幾年由於對藝術家進駐計畫、設置藝術家工作室、
替代空間的興起，逐漸形成一亞洲能量新版圖，不再只是依賴歐美基金會之贊助與獎項。
日本推動文化交流之基金會，因其宗旨不同而有不同之贊助對象與方式，如日本基
金會(Japan Foundation)成立於 1972 年，是日本第一個專門負責國際性文化交流組織，
其財源來自政府與私人贊助，贊助項目主要分為文化與藝術交流、海外日語教學交流、
日本研究、出版與資訊、資源中心等。其中，文化與藝術交流部份有五種交流計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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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日本文化與國際文化合作介紹、社區領袖與青年交流、視覺藝術交流、表演藝術交
流、影視出版交流；而獎助對象需來自日本邦交國並透過機構提名申請39。
澳洲方面，亞洲聯網(Asialink Centre) 是墨爾本大學之非學院部門，由麥爾基金會
（Myer Foundation）與墨爾本大學共同設立，其交換計畫分別以文學、視覺及表演藝術
為主題，以促進亞洲各國間之相互了解、建立互動連結。每年與台北國際藝術村進行交
流計畫，提供為期三個月之住宿及個人工作室、往返機票、生活費（每日 35 美金）
、每
月約 600 美金為上限的創作費。
亞歐基金會(Asia-Europe Foundation，ASEF)於 1997 年二月由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ASEM)成員所成立，其總部設立於新加坡。基金會宗旨希望透過文化、智慧
與人際交流以建立亞洲與歐洲公民社會橋樑。其部分文化交流計畫以亞洲與歐洲國家為
中心，尤其年輕藝術家交流以及獨立文化單位之合作，例如，亞歐演講( Asia-Europe
Lecture) 、亞歐年輕藝術家繪畫競賽與展覽(Asia-Europe Young Artists' Painting
Competition and Exhibition) 研討會以及亞歐青年共同網絡(Asia-Europe Youth
Co-operation Network), 此基金會已完成三十多個計畫遍及 ASEF 之會員國，如柬埔寨、
馬來西亞、泰國、日本、英國、芬蘭等歐亞國家。
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ACC)致力於美國與亞洲地區之視覺與表演藝
術文化交流之基金會。其獎助計畫特色完全以個人為申請條件，獎項針對藝術家提供獎
學金，欲前往美國進行研究、學習、創作之專業人士；相對亦鼓勵美國人與亞洲進行合
作計畫與交流。除此之外，有一小部分獎項贊助亞洲內部之區域交流，如 2005 年七月
在台灣，由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所主辦之「藝次元—描繪亞洲藝術能量版圖國際
研討會」即接受亞洲文化協會部分贊助，邀請三十位來自亞洲超過十五個國家的藝術進
駐單位之經營者，互相交流藝術駐村之經驗與資訊。
(四)非洲之基金會

39

資料取自 http://www.jpf.go.jp/e/about/program/index.html，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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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藝術信託(Triangle Arts Trust)由 Anthony Caro 和 Robert Loder 於 1982 年在英國
所註冊之慈善機構，資金由英格蘭藝術委員會、福特基金會等基金會贊助。三角藝術信
託創始於建立藝術家工作營、進駐、工作室等國際網絡，使藝術家透過一起創作而互相
交流意見與經驗。過去二十年來，有超過 2500 位藝術家透過三角藝術信託模式而參與
工作營網絡，最近十年有超過 350 位藝術家於十幾個國際性地點進駐。

三、其他性質機構與計畫
(一)其他性質機構
企業與南非藝術(Business and Art Arts South Africa，BASA)雖是 1997 年由南非藝
術、文化、科學、科技部門(Department of Art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所資助
成立，但組織所運作之贊助機制與一般公部門補助方式有所不同。其宗旨以鼓勵與誘發
企業對藝術之贊助，又稱「贊助配對計畫」(Matching Grant Scheme)，此計畫邀請許多
私人企業部門與藝術團體加入 BASA，透過整合與協調為藝術團體尋找贊助者，同時以
扣稅等方式獎勵企業提供贊助，贊助方式以企業之日(Business Day)與 BASA 獎項(BASA
Award)來呈現40。
(二)贊助計畫
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Pépinières Europè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於每
三年由培朋尼爾機構舉辦一次進駐計畫，計畫申請設定為全球競賽模式，獲得最佳榮譽
者可於歐洲以及加拿大魁北克區等地進行進駐活動。Pépinières 為法文，有溫床
(nurseries)、溫室(greenhouses)之涵義，所以，此計畫贊助對象以 36 歲以下之青年藝術
家，計畫內容強調國家、區域、自治當局間的密切合作，同時藝術進駐單位需對進駐計
畫之呈現與藝術家之培訓負責，尤其需提供藝術家住宿等設施。每個參與此計畫國家需
有一個協調組織，以負責實施該國之計畫執行。目前 2005 年至 2008 年為第七屆，已有
15 個國家參與此計畫、60 個藝術進駐單位提供超過 50 位藝術家進駐設施。Trans Artists

40

資料取自 http://www.basa.co.za，20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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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負責擔任荷蘭之計畫執行協調組織之代表41。
聯合國獎助計畫(UNESCO-Aschberg Bursaries for Artists Programme)42於 1994 年設
立，贊助全球青年藝術家到世界各地專業機構學習、訓練的可能性。從 2005 年至 2006
年，此計畫已提供 50 個合作機構實行 62 個獎助計畫遍及 30 個國家。此計畫是由文化
促進國際資金(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IFPC)與國際網絡夥伴機構
共同資助與負責訓練藝術家。

四、小結
綜上所述，藝術家之跨國行動需要來自國家層級如：文化部、外交部、文化與運動
部等部會以及文化藝術基金會、民間基金會等基金會類似機構的資金贊助或軟硬體協
助，藝術家進駐計畫才得以維持正常運作。美國地區雖有 NEA 對於藝術團體之資助，
但仍非常依賴民間基金會與企業募款，尤其美國政府以免稅辦法鼓勵私人企業或基金會
捐助藝術村，助其從事國際交流事務。歐洲進駐計畫之資金來源大多是政府或半官方機
構，甚至依靠樂透彩券捐款43或配套募款制44募集來自中央、地方、團體、個人等多方
資金投入。
儘管許多進駐計畫有長期基金會贊助，但因為進駐計畫龐大，例如：美國麥道爾藝
術村來說，雖然只提供進駐藝術家工作室、住宿與三餐，平均每天花費於一位藝術家身
上的費用將近約 160 元美金，若以麥道爾每年約 240 位藝術家進駐，單每年進駐費用就
將近四萬美金，因此進駐計畫之資金來源需多元，甚至藝術村在財務方面需積極開源。
像香港藝穗會以經營餐廳、藝術酒吧來平衡人事開銷、巴黎西帖國際藝術村出租停車
場、日本秋吉台藝術村出租會議廳等；另外，目前最盛行尋求國際合作夥伴，互相分享
空間、資金等軟硬體資源，培養良好夥伴關係，積極建立一全球化國際資訊網絡與平台。

41
42
43
44

資料取自，
《Pépinières 6 Booklet》，http://www.art4eu.net/en/home/，2005.11.5。
聯合國獎助計畫是為了紀念瑞士慈善家夫婦 Olof 和 Siri Aschberg 對聯合的捐贈所設立的獎助計畫。
英國英格蘭藝術委員會之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之主要經費即來自國家樂透基金(National Lottery)。
配套募款制(Matching funds system)當藝術村向大眾募得一塊錢時，政府與企業也各捐一塊來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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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資訊網絡建立
Res Artis之榮譽顧問，Michael Haerdter(2005)認為新規範、結構的來臨，世界性跨
國家領域不再是虛構，尤其在全球化標記下我們已處於網絡年代，網絡不像慣例性文化
機構之主流觀認為價值判斷來自於外在，文化網絡之價值與重要性應來自內在能量，網
絡會員應以活力、非階層組織行動、彈性方式，透過學習、改變與適應來達成。聯合國
《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重申思想、表達和訊息自由以及媒體多樣性，使得各種文化表
現形式在社會中更繁榮發展。
因此「藝術村網絡」(Networks of residential art centers)對於鼓舞現行之進駐計畫與
增進會員之專業技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以直接、非正式之方式促進會員交
流資訊與經驗。透過網絡可隨時更新最新訊息、了解世界各國正在進行之進駐計畫、深
入洞察藝術村之專門領域。以下分別根據以藝術家為中心之歐洲 Trans Artists、以進駐
單位與組織為會員之 Res Artis、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
亞洲 Asialink，所積極參與之國際藝術家進駐網絡，提出主要相關藝術家進駐網絡以及
所關注之藝術家國際交流計畫，所彙整資料如下：

一、歐洲 Trans Artists：以藝術家為中心
(一)背景說明
Trans Artists 是一個以藝術家為中心，提供藝術家有關藝術家進駐計畫機會之主要
資訊中心，為一獨立基金會由荷蘭教育、文化、科學部(Dut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所贊助，接受一筆來自國外事務部與教育、文化、科學部之文化專
案(HGIS Cultural Program)為了發展網絡之專門款項45。
Trans Artists 是歐洲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European Pépinières program for young
artists)之荷蘭執行、協調代表，此計畫為每三年之比賽計畫，專門提供年輕藝術家於歐
洲、加拿大進駐單位、藝術教育機構之相關進駐事宜。再者，Trans Artists 是國際藝術
45

資料取自 http://www.transartists.org/，200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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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聯盟(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idential Arts Centres，Res Artis)秘書處，負責
經營非西方國家之進駐中心，如：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同時是荷蘭地區之國際藝術
家進駐工作室之資訊中心。
(二)組織目標
Trans Artists 提供各領域藝術家有關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與任何有關藝術目的之停
留與工作機會。同時也為提供國際進駐機會之組織或對進駐藝術中心、提供招待工作
室、藝術創始、文化機構與政府組織有興趣者提供資訊。因此，Trans Artists 提供：
1.專業、可信任、隨時更新之全球藝術家進駐機會。
2.完整藝術家進駐背景資料庫。
3.提供相關藝術家進駐機會之建議與諮詢。
4.通知欲參與進駐或提供進駐機會之組織。
然而，Trans Artists 基於一獨立基金會之運作機制，不提供藝術家進駐計畫、進駐
工作室、贊助、不參與審核申請書。
(三)組織策略
1. 建立藝術家進駐計畫資料庫
Trans Artists 收集超過七百個藝術家進駐計畫機會，並以區域(非洲、亞洲、歐洲、
澳洲、中美洲、中東、北美洲、南美洲)、藝術領域(應用藝術、策展與研究、文學、音
樂、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為分類尺度提供搜尋，其資訊來自許多進駐網絡，如：進駐
中心之網站、時事通訊、會議、個人聯繫以及致力於某區域或領域之專家。
Trans Artists 為了使藝術家進駐計畫資料庫之訊息更令人理解與精確，所以有幾項
建檔資料條件：
(1)國際性：進駐計畫必須為國際性，可開放給另一國家之藝術家。
(2)申請性：個別藝術家可參與申請，即使是專案處理之「受邀請」計畫也會特別
註明。
(3)以藝術為由：設備或是成立目標與藝術領域無關或為了商業目的都排除在資料
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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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業性：進駐機會需對目標、技術、意義、組織有洞察力及遠見，需提供住址
使藝術家能盡可能地自我驗證。
2. 提供免費張貼廣告
Trans Artists 提供個別藝術家於網站免費張貼廣告，內容包括交換工作室、尋找藝
術家參與計畫、尋找工作室、留言版等，便於全球藝術家於網絡聯繫、交流之功能。
3. 成立會員專區
出版全球唯一關於藝術家進駐機會之時事通訊季刊，每次季刊內容鎖定某一區域或
主題性之作家、作曲家、視覺藝術家之國外進駐經驗、回顧藝術家進駐計畫、進駐單位
提供者與網絡代表之意見、相關進駐機會廣告等。截至目前(2005/12)已出版至第十四
期；另外提供訂閱時事通訊、出售 Trans Artists 商品、藝術家出版品，增加網絡財源。
並將會員分級化以提供不同活動訴求。
4. 提供贊助資訊
參與一藝術家進駐計畫所費不貲，有些計畫負擔所有花費，有些則完全不提供經
費。一般藝術進駐中心僅提供部分費用，所以藝術家尋求額外經費就顯得格外重要。雖
然 Trans Artists 不參與審核贊助案，但以「地區」為分類尺度建置贊助機構資料庫，以
備藝術家查詢(見表 3-3-1)。
表 3-3-1 Trans Artists 之贊助機構資料庫
組織
區域
非洲

非洲

組織名稱

功能

Triangle Art

三角形藝術信託創始致力於資助非洲與加勒比海之

Trust

藝術家領導工作坊與進駐計畫，為一國際性網絡。

BASA

由南非藝術與文化部門所贊助成立，其目標鼓勵與

網址
http://www.trianglearts.org/

http://www.basa.co.za/

增加商業對藝術之贊助。
亞洲

Asialink

提供亞太地區，進駐計畫與獎助之國際交流機會。

http://www.asialink.unimelb.e
du.au/cpp/exchanges

亞洲

The Regional Arts

由聯邦政府所支持，針對區域、澳洲偏遠地區。

Fund(RAF)
歐洲

European Cultural

http://www.regionalartsnsw.co
m.au/

提供贊助以促進西歐與中歐、東歐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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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urocult.org/

Foundation
歐洲

Alliance Francaise

針對法國藝術家，支持法國文化與語言。

http://www.alliance-francaise.
nl/

北美

Ford Foundation

透過贊助或借貸建立知識與增強組織網絡。

http://www.fordfound.org

(資料來源：http://www.transartists.nl，本研究整理)
6. 提供網絡夥伴連結
Trans Artists 所提供之國際網絡對於藝術家申請計畫有著舉足輕重的幫助，同時網
絡的建置依賴國際夥伴關係的連結，因此將分佈於非洲、亞洲、澳洲、歐洲、北美、全
球等不同範疇的國際夥伴建立資料庫(見表 3-3-2)。
表 3-3-2 Trans Artists 國際網絡夥伴資料庫
網絡
網絡名稱

功能

網址

區域
非洲

Pan African Circle

為非洲境內推廣藝術與文化之論壇。

of Artists
亞洲

亞洲
澳洲
歐洲

http://www.panafricanartists.or
g/

其目標為促進藝術交流，關注東亞與南亞關係及東

http://www.artsnetworkasia.or

南亞各國。

g/

Art Autonmy

2005 年成立於日本，支持替代藝術組織、個人於不

http://www.a-a-n.org/

Network

同藝術領域呈現小規模但具意義的藝術活動。

Caos

為通往澳洲當代國家藝術空間的通路。

http://www.caos.org.au/

Apollonia

為歐洲藝術交流之平台。

http://www.apollonia-art-exch

Arts Network Asia

anges.com/
歐洲

Art Factories

致力於藝術與文化中心的國際資源平台，以社區參

http://www.artfactories.net/

與為基礎，創始於公民對藝術的主動權。
歐洲

Stability Mobility

由視覺藝術組織經營，以藝術家先行的合夥關係。

Network
歐洲

Trans Europes

http://www.stabilitymobility.c
om/

在早期生產或商業空間之歐洲獨立文化中心網絡。

http://www.teh.net/

提供有關劇場、舞蹈、音樂與其他表演藝術領域等

http://www.on-the-move.org/

Halles
歐洲

On the Move

專業交換計畫之線上資訊網絡。
歐洲

Swiss A.I.R.

提供瑞士境內所有有關進駐機會的詳盡資訊。

Network

http://www.artists-in-residenc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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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épinières
歐洲

為每三年之比賽計畫，專門提供年輕藝術家於歐

http://www.transartists.org/pep

洲、加拿大進駐單位、藝術教育機構之相關進駐事

inieres/index.html

宜。
北美
洲
北美
洲

Alliance of Artists

收集遍佈美國 100 個主要、非營利之藝術家社群、

http://www.artistcommunities.

Communities

進駐會員。

org/

The Pacific

服務性組織之一，以加惠個別藝術家為主。

http://www.paarc.ca/

Culture Link

研究、合作有關文化發展之網絡。

http://www.culturelink.org/

Rain

由來自非洲、亞洲、拉丁美洲等國家之視覺藝術家

http://www.r-a-i-n.net/

Association of
Artist Run Centre

全球
全球

所創始發起之網絡。
全球
全球

Res Artis

藝術家進駐與進駐中心之全球網絡。

Unesco

為了推廣文化之國際基金，提供藝術家參與進駐之

http://www.resartis.org/

公費。

(資料來源：http://www.transartists.nl，本研究整理)

二、歐洲 Res Artis：以進駐單位與組織為會員
(一)背景說明
Res Artis(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idential Arts Centres)，1993 年成立於荷
蘭是一個國際藝術村聯盟，其會員由藝術進駐中心、藝術家組織所組成，鼓勵透過藝術
家進駐交流計畫以促進當代藝術、藝術家之發展，經由積極交流與面對面會議研討，描
繪並支持國際藝術進駐中心與計畫之需求46。
環顧全球觀之，Res Artis 是目前規模最大之藝術家進駐計畫網絡，有來自 53 個國
家超過二百個會員，涵蓋七大洲(歐洲、非洲、印度、亞洲、澳洲、北美洲、南美洲)，
其會員所執行之藝術家交流計畫從正式、組織完善之政府組織到一般藝術家經營機構，
呈現國際性、區域性社群之多元數量。
另外，每年之面對面會議至 2006 年為止已舉辦第十屆，會議主要目標為：維持網
頁所扮演之資訊入口，提供藝術家透過進駐計畫尋找國際性聯繫、使新進成員組織能參
46

資料取自 http://www.resartis.org/，200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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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化與貼近 Res Artis 中心使命之關鍵議題。
(二)組織目標
Res Artis 以建立於藝術進駐中心、計畫之上的國際性非營利、非政府組織，其組
織目標為：
1.提供一論壇支持並做為表達國際性藝術進駐中心、計畫之興趣。
2.促成藝術進駐中心、計畫之國際性網絡創立，提供來自不同國家藝術家創作之環
境。
3.培育藝術進駐中心、計畫，不管在任一文化下能誠摯地展現維持與改善藝術熱誠
之意願。
Res Artis 之組織架構是以荷蘭註冊之基金會所運作，其組織架構分為執行長董事
會、顧問委員會、工作團隊三部分，其中執行長董事會成員由每兩年一次之常務會選出，
任期二年得連選連任。而顧問委員會負責提供意見給執行長董事會，包含董事會人數最
多十八人，最少五人。另外，工作團隊每部門之主席皆為顧問團之一員。以下為組織架
構圖：

Res Artis

主席

副主席

執行長
董事會

顧問
委員會

秘書

會計

工作
團隊
會員
管理

管理

財務

公關

會員

圖 3-3-1 Res Artis 組織架構圖
(三)組織策略
1. 建立會員資訊及進駐中心資料庫
以 Res Artis 會員為對象，依據國家名稱、藝術領域及關鍵字為分類尺度來搜尋，
提供住址及相關訊息，目前已有 222 個會員；另外建置藝術家進駐計畫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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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Res Artis 國際網絡與贊助計畫
網絡
區域
北美洲

歐洲

南美洲

網絡名稱

功能

網址

The Alliance of Artists'

北美洲一跨領域網絡，包含專業藝術家社

http://www.artistcommunitie

Communities

群、支持藝術家創作發展之組織與個人。

s.org/

European Forum of Arts

歐洲文化政策發展平台，提供行動、回應、 http://www.efah.org/

and Heritage

監督、回饋、辯論與政策發展。

Latin American network

建立影響性公民身分、社會整合、人權、文

http://artetransforma.blig.ig.

of art for social

化間與全球、社會證實

com.br/

RAIN Artists' Initiatives

屬於非洲、亞洲與拉丁美洲地區，藝術家平

http://www.r-a-i-n.net/

Network

台網絡。

Triangle Arts Trust

三角藝術信託致力於資助非洲與加勒比海

transformation
全球性

歐洲

http://www.trianglearts.org/

之藝術家領導工作坊與進駐計畫，為一國際
性網絡。

(資料來源：http://www.resartis.org/，本研究重新整理)
2. 實施文化多樣性計畫
Res Artis 主要致力於全球文化多樣性，尤其 2004 至 2006 年更成立主要委員會推動
非洲、亞洲、南美洲等地區之文化多樣化會員。因為根據 Res Artis 對會員之調查，大
部分會員組織多為工業化國家，進駐機會多集中於世界中心，例如：倫敦、阿姆斯特丹、
紐約、新德里等處。因此福特基金會(Ford Foundation)已投注財務支持此文化多樣性計
畫以拓展組織結構領域，希望藝術家透過 Res Artis 會員組織得到第一次進駐機會，同
時進而拓展連結、建立文化橋樑進而成為 Res Artis 會員組織之一。
3. 舉辦全球藝術村年會
Res Artis 一年一度之國際會員會議，從 1993 年德國柏林所舉行之創始大會，有來
自 9 個國家共 21 個代表，隨著 Res Artis 組織成員發展、藝術家社群與網絡之成長，2005
年第十屆年會再度回到柏林舉行，總計聚集 160 位來自 42 個國家代表共襄盛舉參與藝
術與文化交流會議。尤其 2005 年之會議主題「文化分享與社會改變」(Sharing Cultures and
Social Change)，Res Artis 總裁 Clayton Campbell(2005)於開幕歡迎詞中提及，各與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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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於會議中相互學習，如何有效經營、合作，了解多元文化之獨特與不同，感受彼此差
異。

三、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AAC)：以藝術家社群為中心
(一)背景說明
藝術家社群聯盟為美國國家級服務組織，針對藝術家進駐中心為範疇，會員以專業
經營之藝術家社群、非營利組織以及個人為主。由於美國國家藝術基金會基於政策壓力
之限制不再贊助個人藝術家47，因此藝術家社群聯盟提供另一管道使個人藝術家不需透
過嚴格審核、調查而得到公部門補助。此聯盟剛開始由 1990 年麥克阿瑟基金會
(MacArthur Foundation) 之「藝術家墾殖、社群、進駐之專門創始計畫」(Special Initiative
on Artists’ Colonies, Communities, and Residencies)所成立，資金來源有政府、基金會、
企業以及私人捐款。
(二)組織目標
藝術家社群聯盟透過支持會員之多元性進駐計畫與鼓吹富創造力環境，以增進美國
文化活力、藝術家創作熱誠。聯盟自許扮演連結者與培育者角色；對藝術家來說，聯盟
提供藝術家進駐機會；對藝術家社群來說，聯盟提供專業發展諮詢、網絡連結、法規訂
定與贊助者之多元角色。
(三)組織策略
1. 建立會員資訊及進駐中心資料庫
將所加入之美國境內藝術家社群建立會員資料，並將各藝術家進駐計畫辦法依藝術
進駐單位所在區域或藝術領域種類為分類尺度進而彙整成資料庫。根據藝術家社群手冊
第三版統計指出，每年有超過 12,000 位藝術家進駐社群，同時對於藝術家的直接贊助
約三億六千萬美元。
2. 提供會員服務

47

除了經由文學獎助、爵士大師獎助、國家民俗與傳統藝術遺產獎助等個人獎項之外，贊助對象以團體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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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提供網絡機會，每年定期舉辦三次大型會議與區域性座談，透過諮詢、工作坊、
訓練研討會提供會員專業發展；目前會員已成長至 250 個，舉辦過 14 場研討會與座談
會。另外對於藝術家進駐計畫有深入研究，可從其第三版之「藝術家社群手冊」出版品
之全面性統計與評估，感受聯盟對藝術家社群領域之貢獻。

四、三角藝術網絡(Triangle Arts Network)：以藝術家社群為中心
(一)背景說明
三角藝術網絡(Triangle Arts Network)是由在英國註冊之三角藝術信託(Triangle Arts
Trust)所諮詢管理的國際藝術家工作營、進駐、工作室網絡。過去二十年來已有超過 2000
位藝術家曾參與工作營計畫，而工作營曾於烏干達、奈及利亞、千里達、委內瑞拉、巴
基斯坦等國舉辦；目前尚在進行中的工作營有斯里蘭卡、阿根廷、波利維亞及馬丁尼克
島等地。
(二)組織目標
1. 交流
三角藝術網絡經由工作營、進駐等模式，提供來自多元文化背景藝術家能共同聚
首，在不受打擾期間彼此相互探索、拓展自我實務疆界。進駐計畫為期三個月，期望藝
術家利用長期的相處時間，彼此交流經驗、分享技術與訊息。
2. 形成當地藝術家中心
每個工作營皆由當地藝術家團體負責組織規劃，包含募款與行政事務，由此可建立
自信與信賴，吸引來自當地社區居民的自發性投入與進駐藝術家產生互為在地性的交
流。
3. 重視過程
三角藝術網絡重視藝術家於工作營與進駐期間專注於創作的過程勝於作品的完
成，鼓勵藝術家不要獨自在工作室中創作，希望透過參與過程在富實驗性與創意思維的
多元刺激環境下發展創作。
(三)組織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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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工作營與全球進駐資料庫
將全球工作營與進駐計畫依地理位置區分為三大區域，分別為北美、南美、加勒比
海(共 9 個計畫)，歐洲、非洲、中東(共 18 個計畫)，亞洲、大洋洲(共 10 個計畫)，並將
位置標示在世界地圖上以利藝術家與進駐單位行政人員點選與瀏覽。
2. 推動教育與延伸活動
三角藝術網絡隨著推動工作營、進駐、展覽的活動中，同時發展許多公眾性之延伸
計畫，其中包含社區計畫、女性工作營、校園延伸專案、研討會與技術為主之工作營等。
綜上所述，國際資訊網絡的建立對於藝術村之跨文化交流具有執行面的全面性幫
助，其共同點是對於藝術家、進駐單位、進駐計畫資料庫的建立，對於會員資訊的提供
與申請交流的協助。

五、小結
在建立國際資訊交流網絡時，容易陷入「網絡即大家庭」(Network: One big family )
迷思，其實每個藝術村或進駐單位都有其獨特之議程、經營方式，當藝術村積極渴望了
解、認識世界各地藝術村時；相反地也對於保衛自我認同、文化背景和進駐計畫不遺於
力。聖斯奎提基金會（Sanskriti Foundation）主任楊恩認為，不應期待一國際性網絡具
有統籌資金分配或決策進駐資格之權利與義務(O.P.Jain，2005)。例如，Res Artis 是由一
個統一權力經營的大型文化組織，就資金來說，來自國與國間的鉅額款項並非由單一窗
口之資金代辦機構處理，因此網絡之真正目標應致力於彼此溝通、建構差異間橋樑，而
非統籌資金分配或進駐機會決策之權力。許多提供贊助機構，除了提供資金之外在協助
藝術家進駐、設置藝術進駐單位、聯繫網絡等各方面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為了
達到交流活動之最大效益，多元化功能與組織結構是不可或缺的。
從國際間各大國家級、區域性、國際性網絡組織中發現，建立藝術村或藝術
社群之國際網絡，需有一核心資訊平台，此核心資訊平台沒有一定的形式；以本節研究
所述，若該國與鄰近區域互動密切可組織區域性資訊平台為連結核心，歐洲的 Trans
Artists 為最佳典範，其國際網絡架構以歐盟各國為主要會員國進而連結其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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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若該國國際交流活動頻繁，則可由本國出發組織國家及資訊平台，美國 AAC 為
最佳典範；最後，對於剛起步之藝術村或國家，對於組織國家級區域性資訊平台有技術
上與實務上的困難，則以國際性平台為核心，加入國際網絡組織連結，拓展國際視野與
藝術村網絡，Res Artis 即是屬於全球性藝術進駐中心網絡的最佳資訊平台。
從以上四個國際級藝術家進駐網絡經營策略，可以發現其組織策略大致可以歸納出
以下幾點：建置藝術家、藝術家進駐計畫、進駐機構資料庫；成立會員專區；建立網絡
連結與夥伴關係；舉辦國際性研討會和出版刊物等。

第四節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構成要素實例
從上述之全球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象分析觀之，藝術家的創作行為從傳
統「在地創作」到「易地創作」，甚至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已形成全球性的異地創作之跨
國行動計畫，此進駐與行動的過程是一個由雙方或多方共同溝通與建立之計畫或方案，
是一個具運作流程、架構之具體行動。因此，將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構成要素
實例分述如下：
一、藝術家為計畫核心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應以「人」的行動為核心，「人」所指為藝術家、文化
管理者、研究學者等，其中又以藝術家為計畫最終服務對象。儘管計畫常伴隨著文化產
業的行動，如電影、表演藝術產品、視覺藝術作品等藝術產業的交流，但卻不是行動計
畫主要所描述與關注的重點。因此其所指對象甚至排除學生與學術部門的活動。

計畫名稱

計畫對象

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計畫

以 36 歲以下之青年或剛崛起之藝術家

日本藝術家進駐計畫

各藝術領域之藝術家

亞洲聯網藝術家進駐計畫

澳洲藝術家、表演、作家和藝術管理者

二、計畫執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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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計畫之重要關鍵即是推動計畫的計畫執行組織，此組織有可能是政府部門、非
政府部門之代理機構、基金會、高峰國際機構、跨國際組織、民間企業等。再者，此項
構成要素重點亦包含其所推動之「計畫」，計畫內容有：計畫宗旨、贊助或交流對象、
計畫實施辦法、獎助內容、甄選辦法等皆是該計畫執行組織所需規劃、考量的項目。
計畫名稱

計畫執行機構

機構類型

國際通行計畫

澳洲文化局

政府部門

創意事務計畫

法國文化交流協會(AFAA)

政府代理機構

聯合國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

聯合國文化促進國際資金

高峰國際機構

迎向克羅埃西亞

美國藝術國際

超越國際機構

(Afrique en Créations program)

(Arts International)
StabilityMobility Router Project

民間組織

StabilityMobility

三、贊助機構
計畫獎助或贊助機構是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成功關鍵，也是計畫能否順利
推動與永續經營不可或缺的一環。同時行動計畫致力於贊助來源多元化與穩定性，資金
來源多元化避免單一贊助資金來源短缺或終止對計畫所造成的衝擊；與贊助機構保持長
久夥伴關係以確保資金贊助的穩定性。
計畫名稱

贊助機構

英格蘭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英國文化協會、拜訪藝術、英格蘭藝術委員會、三角藝
術信託、Brazier 國際藝術家工作營等。

BASA Award

南非藝術、文化、科學、科技部與民間企業

瑞典-南非文化夥伴計畫

瑞典國際合作發展局、南非藝術文化部

亞洲文化協會台灣獎助計畫

亞洲文化協會、中美亞洲文化基金會

四、藝術進駐單位
藝術家進駐的空間是許多藝術家在選擇進駐計畫時，除了考量經費問題之外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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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此處之進駐單位即台灣所謂「藝術村」，因為進駐空間所提供的工作室性質，會
因進駐對象、申請方式、進駐訴求與進駐動機而有不同的選擇與型態。藝術進駐單位有
本土型、國際型。另外，也有城鄉型、節慶型、生態型等不同的分類(張珃君，2005)。
計畫名稱

藝術進駐單位

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英國蓋斯工作室

國際駐地藝術家交換計畫

美國十八街藝術特區

英格蘭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遍及全球 72 個進駐單位

以上是構成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核心要素，尤其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
關係是緊密而無法分割的，儘管兩者意義上稍有不同但卻是脣齒相依、相互依存。在這
些核心要素之外，當然藝術家進駐計畫伴隨著有創作事件、行動藝術、表演、展覽與作
品的產生，這也是構築藝術家進駐的要素之一，然而跨國行動計畫較不強調創作作品與
藝術的產出，其計畫贊助的內容舉凡從事文化交流、合作、藝術家交換、旅行、國際共
同創作計畫、國際工作室和藝術家交換、藝術家進駐甚至巡迴展演皆是藝術家跨國行動
的內容項目。

第五節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模式型態
承上文所分析，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構成要素為計畫經營單位、進駐空
間、藝術家、贊助機構，而這四個主體並非永遠一成不變的分別存在於每個計畫中，尤
其藝術家進駐計畫演變至今，進駐的形式已不再只是單純的移動或旅行，整個計畫隨著
當時藝術環境與國家文化政策的改變而有了多元化與彈性化的呈現。計畫經營單位不一
定需經營一個空間或進駐空間；若經費不足可以不需負擔藝術家任何生活費用即完成全
球性進駐計畫等，這些多樣性的進駐模式是全球藝術家行動進入百花齊放、全球連結合
作的成果。以下將各種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模式分述如下：
一、全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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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進駐模式之計畫經營單位規劃進駐辦法與執行，同時本身具備進駐空間，資金來
源大部份能自給自足、不需依賴外界補助才能執行長期性的進駐計畫。這種類型屬於全
程型的進駐模式，通常屬於私人所有且後來轉為基金會經營型態，規模較小、進駐人數
以藝術村本身能自給自足為限，屬於單一進駐空間的進駐計畫。
德國索立突藝術村(Akademic Schloss Solitude)的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是一個完全
藝術家資助指南，索立突是一個公共基金會，經費主要來自巴登-維騰堡邦
(Baden-Württemberg)樂透彩券，有別於一般藝術村左支右絀的限制，索立突提供給藝術
家完全的創作自由與協助，同時其工作室依照藝術家創作屬性有市中心及山上僻靜的工
作室可選擇為「全程型」模式之最佳典範。
計畫名稱

計畫經營單位

進駐空間

贊助機構

索立突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索立突藝術村

索立突藝術村

索立突藝術村/基金會

傑拉西藝術家進駐計畫

傑拉西藝術村

傑拉西藝術村

傑拉西藝術村/基金會

二、非贊助型
此種進駐模式之計畫經營單位具備進駐空間，但因資金不足或無長期、固定之基金
會補助，因此計畫以藝術家交換、工作室交換等形式，只提供藝術家住宿或工作室。該
計畫通常是採推薦方式，因此藝術家需先取得母國的贊助或其他款項贊助使得申請，屬
於「非贊助型」。這類型的進駐空間大多位於國際重要城市，如紐約 PS1、舊金山第十
八街藝術特區、巴黎西帖國際藝術村等。因為這些藝術進駐單位處於世界藝術之都，寸
土寸金，藝術家能獲得工作室的贊助就是一親豐沛藝術之都的重要哩程碑。
計畫名稱

計畫經營單位

進駐空間

贊助機構

國際工作室計畫

PS1 現代藝術中心

PS1 現代藝術中心

推薦單位

駐地藝術家交換計畫

第十八街藝術特區

第十八街藝術特區

推薦單位

國際工作室計畫

西帖國際藝術村

西帖國際藝術村

推薦單位

三、非空間型
此進駐模式之經營單位自身不具備進駐空間，因此需透過與其他進駐空間的合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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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計畫完整。通常此種模式之經營單位皆屬於國家層級或全球型之規格，所整合與連
結的進駐空間遍及全國甚至全球。這種非空間型計畫資金由經營單位贊助或由經營單位
整合贊助基金會來支持計畫的推動。最常見的有英格蘭的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聯合國
藝術家獎助計畫、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
計畫名稱
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計畫經營單位

進駐空間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

遍及全球 72 個進駐單位

贊助機構
以英格蘭委員會為首
所整合之資源

藝術家獎助計畫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遍及全球 50 個進駐單位

聯合國專款基金

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

培朋尼爾基金會

遍及歐洲 60 個進駐單位

以培朋尼爾為首所整
合之贊助資源

四、其他模式
其他模式為許多計畫經營單位，本身既無進駐空間，資金方面也無法自給自足，因
此合作網絡與夥伴關係對於這類型的進駐模式非常重要；同時計畫性質屬於超國際型態
的進駐規模，三角藝術信託的國際工作營屬於此種類型。因為每個工作營皆由當地藝術
家團體負責組織規劃，內容包含募款與行政事務，由此可建立社區與藝術家間的自信與
相互信賴。
計畫名稱
國際工作營

計畫經營單位

進駐空間

贊助機構

三角藝術信託

遍及全球

該工作營之當地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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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外的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案例分析

本章將依國際文化政策制定、贊助機構與獎助計畫內容與國際資訊網絡建立說明
國外案例，分析其發展背景、計畫實施內容與計畫成效，以及台灣跨國行動藝術家與
進駐台灣之國際藝術家的回饋評估；最後彙整國際間對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
正、反面評價與優缺點之論述。

第一節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家獎助計畫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各種不同類別，透過獎項、研究、旅行獎助等方式提供不同
之獎助計畫，其獎助類別有教育、自然科學、社會與人文科學、文化、交流與訊息等。
其中，文化部分的聯合國獎助計畫(UNESCO-Aschberg Bursaries for Artists Programme)48
於 1994 年設立，專門贊助全球青年藝術家至世界各地專業機構學習、訓練的可能性。

一、背景說明
聯合國獎助計畫是為了紀念十六世紀初瑞士慈善家夫婦 Olof 及 Siri Aschberg 對聯
合國的捐贈所設立的獎助計畫，此計畫是由文化促進國際資金 (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IFPC)與國際網絡夥伴機構共同資助與負責訓練藝術家，此資
金創立於 1974 年聯合國第十八次常務會議，以發展財務基金、援助全球文化發展計畫
為主要工作；其目的為協助創作者與文化事業尋找額外資金執行計畫，進而在全球化的
腳步下實現文化多樣性。

48

資料來源: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200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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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聯合國 2006-2007 年獎助計畫目錄冊
(資料來源：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
二、計畫實施
從 2005 年至 2006 年，此計畫已提供 50 個合作機構，實行 62 個遍及全球 30 個國
家的獎助計畫。獎助計畫分為視覺藝術、音樂、舞蹈、創意寫作、表演藝術、媒體藝術
等六大藝術領域。以下將參與此計畫之國際網絡夥伴所提供之計畫數量分配一覽表如
下：
表 4-1-1 聯合國獎助計畫之國際網絡贊助夥伴分布一覽表
視覺藝術

音樂

舞蹈

創意寫作

表演藝術

媒體藝術

總數

百分比

歐洲

10

3

6

1

2

7

29

43

北美洲

1

4

2

0

2

0

9

13

南美洲

4

1

1

0

2

1

9

13

亞洲

6

1

2

1

3

3

16

24

非洲

0

2

1

0

1

0

4

7

總數

21

11

12

2

10

11

67

百分比

31

17

18

3

15

1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1-1 得知，聯合國獎助計畫中提供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國家，歐洲地區佔了 43%
高居其他洲之冠，其中法國獎助計畫就多達 11 項之多；另外，亞洲地區計畫數量高居
第二，雖多集中於澳洲，但仍可以看出這幾年來亞洲藝術能量的蓬勃發展不容小覷。但
若從 2004-2005 年獲獎者的國籍分布發現，獲獎者人數最多來自於南美洲以及東歐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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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弱勢未開發小國，北美洲獲獎者寥寥無幾，這其中涵義意味著北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
二國之國家獎助計畫制度發展成熟、完善，贊助管道多元化，因此聯合國獎助計畫較能
吸引開發中國家等文化弱勢區域的藝術家。另外，從各種藝術領域之獎助數量觀之，視
覺藝術的獎助仍然為最大宗，除了創意寫作的計畫最少，其他領域計畫數量大致相同。
此計畫所獎助之藝術家進駐計畫時間(見表 4-1-2)，不管哪一個地區所提之計畫皆以
為期三個月時間最為常見之計畫模式，其次為三個月以下的進駐計畫；另外發現有為期
一年、甚至二年的計畫，但大多屬於舞蹈領域之進駐計畫，由於此項計畫進駐時間長達
一年，藝術家進駐計畫所費不貲，所以除了聯合國本身之獎助資金之外，另外還依靠如
Rudolf NureyevFoundation 等額外贊助，以利計畫順利推展。
表 4-1-2 聯合國獎助計畫進駐時間一覽表
三個月以下

三個月-六個月

六個月-一年

一年以上

歐洲

9

8

1

10

北美洲

5

3

0

0

南美洲

3

5

2

0

亞洲

3

10

1

0

非洲

2

2

0

0

數量

22

28

4

10

三、遴選程序
由於聯合國獎助計畫以鼓勵年輕藝術家追求藝術專業創作生涯，同時以雙邊合作基
礎建立夥伴網絡，因此對於申請此項進駐計畫獎助之遴選，依據獎助辦法施行。有些機
構遴選採與聯合國文化促進國際資金(IFPC)雙邊共同遴選，因此申請文件需送交兩處機
構；有些以聯合國 IFPC 為主導，主要文件送交 IFPC，另只需寄送申請書影本至進駐機
構；有些以進駐機構主導遴選，則反之(見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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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通常於 2005 年六月底舉行(以 2005-2006 年獎助計畫為例)，只有資格符合、文
件與資料齊全的藝術家可以成為遴選的候選人，因此藝術家應於時間截止日期前遞送相
關文件並確認文件完整性；最後寄送一份影本至聯合國文化促進國際資金備查。

申請

聯合國
文化促進國際基金

藝術家

公佈遴選結果

共同遴選

進駐機構

圖 4-1-2 聯合國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遴選程序

第二節 英國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以英格蘭藝術委員會推動行之有年且享譽國際之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為例，說明
獎助計畫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重要性。

一、背景說明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之 2001-2006 年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International Artists Fellowships：Report on the programme 2001-2006)49，贊助個別藝術
家跨越不同藝術形式，在異文化內涵下獲得持續研究與國際性實踐。並由立即性公眾表
演與展覽中得到解放，獎助促使藝術家投入更多時間，面對新文化、地理政治學與科技
力量能更開拓。
藝術家在不同文化、學術與地理驅使、激勵下，透過研究、創意思維，發展自我創
作，反應藝術家對藝術探究旺盛的渴求。此計畫對藝術家是一長期投資，並投入長時間
調查以呈現獎助結果。無庸置疑地，英國早期獎助計畫成效已得到證實並出版在

49

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與共同協調人為 Tim Eastop, Natasha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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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fall」50刊物中。

二、計畫目標
此計畫目標以增加英格蘭在地互惠、交流的數量並進而發展英國國際藝術家進駐單
位網絡。其目標說明如下：
(一) 擴大藝術家在地理、藝術上所能體驗之最大邊界。
(二) 鼓勵、促進英格蘭在地藝術社群與海外間之國際交流。
(三) 透過實驗、合作與其他國際藝術家，在異文化中建立藝術家專業生涯。
(四) 設立新國際藝術與基金夥伴關係，達到藝術成長與資源之最大化。
(五) 建置藝術家之創意過程與學習經驗於計畫中心。
(六) 與世界各藝術中心持續發展新夥伴關係。

三、計畫實施
計畫合作主要對象為英國委員會(British Council)、拜訪藝術(Visiting Arts)、三角藝
術信託(Triangle Arts Trust)、火盆國際藝術家工作營(Braziers International Artists
Workshop)、新音樂促進協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New Music)、Bloomsbury 出版社、英
國南極洲調查(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等，因此發展出因合作對象差異而產生不同形式
的六種獎助進駐計畫。
(一) 藝術委員會獎助計畫
由英格蘭藝術委員會、英國委員會所共同資助之獎助計畫，獎助地區包括非洲、南
極洲、澳洲、孟加拉、巴西、加拿大、中國等 20 個國家，大多集中於歐洲地區，以視
覺藝術領域為主。
例如，藝術委員會芬蘭獎助計畫(Arts Council Fellowships in Finland，2002-2005)，
獎助對象為生活藝術家，從 2002 至 2005 年已獎助七位藝術家前往芬蘭參與赫爾辛基國
際藝術家進駐計畫(Helsinki International Artists-in-residence Programme，HIAP)，以建立
50

《freeall》是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對於 2001-2003 年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之領航階段的成果評估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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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芬蘭兩國間表演藝術的合作。此計畫所進駐之空間電纜工廠(Cable Factory)為赫
爾辛基目前最大的文化綜合設施，內有數十個商業、文化、非營利組織，進駐人員包括
芬蘭畫家、音樂家、影像、表演藝術家、建築師、舞者等五十多位藝術家。
(二) 藝術委員會—三角信託獎助計畫
與三角藝術信託共同資助之獎助計畫，獎助地區包括阿根廷、巴拉圭、千里達、孟
加拉共合國、中國、印度、巴基斯坦、肯亞十個國家，分佈以南美洲與中亞為主，仍然
以視覺藝術居多，進駐時間最常不超過三個月。
以 2003 年藝術委員會—三角藝術信託巴基斯坦獎助計畫為例，獎助一名視覺藝術
家前往巴基斯坦 VASL 進行為期六週的進駐活動；VASL 是由一群巴基斯坦藝術家所管
理，其目的希望透過三角藝術信託模式基礎，經由進駐與工作營形式發展本土與國際藝
術家的連結。此次進駐行動包含教育活動、開放工作室與展出等。

圖 4-2-1 孟加拉布里托藝術信託的藝術家進駐情形
(資料來源：http://www.brittoarts.org/resi06_gallery.htm#ma)

(三) 藝術委員會—拜訪藝術獎助計畫
與英國拜訪藝術基金會共同資助之獎助計畫，獎助地區包括捷克共合國、哥倫比亞
、台灣三個國家，獎助區域範圍較小；獎助內容以非傳統視覺藝術為主，例如：捷克共
合國獎助玻璃創作家、設計師；哥倫比亞則獎助劇場藝術家、新媒體藝術家；最後獎助
至台灣的藝術家也多以新媒體、音樂、舞蹈、劇場等表演藝術領域為主，進駐時間平均
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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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 2004-2006 年獎助至台灣計畫，共分為二輪，第一輪已有三位致力於數位藝術、
音樂、舞蹈的英國藝術家進駐台北國際藝術村為期三個月；再此同時，也有三位台灣藝
術家交換至英國進駐單位進行三個月的進駐活動。目前第二輪的藝術家甄選尚在進行
中。
(四) 藝術委員會—培朋尼爾獎助計畫
與培朋尼爾機構共同資助的進駐計畫以歐洲各城市為據點，2002 至 2003 年甄選一
位攝影師與視覺藝術家分別前往法國、比利時進行為期三個月與半年之進駐活動。
(五)藝術委員會銜接航程獎助計畫(Connecting Flight)
此計畫主要目的希望藝術家在四個藝術中心，倫敦、紐約、新德里、約翰尼斯堡四
個城市進行進駐，在交流、合作中發展藝術專業。2002 年艾立克(Eric Lesdema)獲選參
與計畫，艾立克是一位多媒體視覺藝術家，在四個城市旅行中不斷與當地藝術家和專家
接觸，從過程中創作並反應許多遷移與移動的議題。
(六)藝術委員會—火盆獎助計畫
此計畫來自於火盆國際工作營的成功經驗，早在 1995 年由藝術家主導的工作營在
牛津與火盆公園展開，提供來自各個藝術領域之英國藝術家不斷投入實驗性藝術；因此
與墨西哥 Promotora Cultural Los Volcanes 同樣是藝術家主導的工作營進行交流，建立國
際連結、促進當代視覺藝術發展。所以，此計畫皆以工作營形式進駐，藝術家間透過講
座、發表、討論等方式交流。

甄選過程都是經由英格蘭藝術理事會、專家顧問、國際組織提名與邀請，藝術家與
進駐單位的媒合由該領域專家、進駐單位、夥伴經理人共同決定，其過程關於藝術性很
嚴謹、公平。另外部份獎助為公開申請，資訊公佈於藝術委員會網頁。至於藝術贊助的
範疇以四大項目為主，分別為贊助國際旅遊、訓練、進駐與交流。
四、計畫成效
此獎助計畫不僅使得英格蘭藝術委員會跨越藝術形式、地域與世界各傑出且具實驗
性藝術中心建立龐大國際關係網絡，更表現出藝術委員會中行政官員們的網絡專業、研
87

究技術與國際知識。此計畫從 2001 年開始執行，每年平均 35 個夥伴獲獎，共 180 個夥
伴在超過 30 個國家中進駐。表演藝術家、劇場導演、作曲家、音樂家、建築師、作家
等各領域藝術家透過藝術、科技一起創作，許多藝術家如，舞者、藝術節藝術家、編舞
者及視覺藝術家皆因此計畫受惠。藝術家得以與藝術研究機構、專門藝術進駐中心、藝
術家主導組織(artist-led organisation)間相互交流進而形成國際夥伴關係。
同時，此計畫建立國際基金協定，例如：澳洲、哥倫比亞、台灣、芬蘭等國家每年
有 35 位以上夥伴出發至他國，7 位以上夥伴來到英國。過去四年，此計畫以提供 180
位夥伴到 30 個國家，超過 72 個不同的進駐中心。進駐時間平均持續三個月並給予一筆
特殊津貼、旅費、住宿費、工作室、設備和生活費。實驗性、生活支持和合作是藝術委
員會和參與進駐組織共同分享之中心價值觀。

第三節 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
一、背景說明
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Pépinières Europè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每
三年由培朋尼爾機構舉辦一次進駐計畫，計畫申請設定為全球競賽模式，獲得最佳榮譽
者可於歐洲以及加拿大魁北克區等地進行進駐活動。Pépinières 為法文，有溫床
(nurseries)、溫室(greenhouses)之涵義，所以，此計畫贊助對象以 36 歲以下之青年藝術
家，計畫內容強調國家、區域、自治當局間的密切合作，同時藝術進駐單位需對進駐計
畫之呈現與藝術家之培訓負責，尤其需提供藝術家住宿等設施。每個參與此計畫國家需
有一個協調組織，以負責實施該國之計畫執行。目前 2005 年至 2008 年為第七屆，已有
15 個國家參與此計畫、60 個藝術進駐單位提供超過 50 位藝術家進駐設施，Trans Artists
即是負責擔任荷蘭之計畫執行協調組織之代表51。

二、計畫目標
51

資料取自，
《Pépinières 6 Booklet》，http://www.art4eu.net/en/home/，20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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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主要的核心精神主軸為探索、分享、體驗與創造，發
揚青年行動計畫52，透過不同進駐概念與贊助組織，鼓勵歐洲地區青年藝術家或新崛起
之創作者參與機會，隨著合作藝術領域與國籍不同，進而開拓創作空間，建立積極合作
的新關係。此計畫目的不希望藝術家抱著與世隔絕的心態而來；相反地，希望獲選之藝
術家能將進駐機會轉化為具潛能、富有經驗、探索、學習與分享的創作場域。

三、計畫內容
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培育計畫主要由歐洲委員會、法國青年與運動部、文化部所贊
助，計畫內容有兩部份，分別為藝術家進駐與藝術家反對排除(Artists against exclusion)
兩個計畫。
(一) 藝術家進駐
計畫對象為 20-35 歲新崛起之青年創作者，以鼓勵藝術家展開其創作生涯，因此藝
術家將與專業組織、城市或共同協力之國家相連結，同時停留於該組織 3 至 9 個月。
(二)藝術反對排除計畫
計畫對象為 18-25 歲新崛起之青年創作者，希望青年投身歐洲自願服務架構，因此
獲獎者可於至少 6 個月的期間實現具藝術性、社會性計畫，同時透過當地計畫的發展與
參與者，藝術家可盡情地致力於公民參與之新型態活動。
計畫遴選方式以藝術家所提計畫為基礎，同時考量其計畫與接待機構屬性的適切
性，再者還是需要透過遴選委員會來進行評選；遴選委員會由藝術家、專家所組成。

四、計畫成效
根據 2000 年培朋尼爾的評估報告，此計畫已贊助超過 300 位藝術家，推動過 50
個進駐計畫於歐洲 15 個國家中的 42 個城市裡進行；同時與 18 個國家與 117 位夥伴共

52

資料來源：éléments d’évaluation d’une expérience de mobilité et de parcours professionnel pour des

jeunes créateu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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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協力合作，完成十年來的計畫。根據評估報告指出，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計畫從 1990
至 2000 年十年間進駐的情形與現象如下所述。
(一)獲獎藝術家
參與之藝術家大部份為全職藝術家，其他則有藝術學校老師、講師、策展人、新聞
工作者、建築師、舞者、作曲家、攝影師或短片導演等。獲獎之藝術家主要來自法國、
英國、德國為最大宗。另外，若從藝術家所參與之藝術領域來看，視覺藝術家的人數最
顯著，總人數 315 人中視覺藝術家即佔了 3/2。
(二)進駐機構
若就進駐機構所分佈國家來說，法國平均來看是最多機構參與的國家，同時每一樣
計畫皆參與。平均每個接待機構一次大約近 5 位藝術家。

第四節 美國赫德蘭藝術中心
由於全球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種類、型態、數量眾多，由因其成立宗旨與交流對
象等內在條件不同而呈現出國際交流領域之多元性與豐富性。本節係以多元文化匯集的
美國加州赫德蘭藝術中心(Headlands Center for Arts)為本研究之國外案例。
一、藝術家進駐計畫背景說明
赫德蘭藝術中心(Headlands Center for Arts)位於美國加州舊金山市金門大橋旁，地
處一萬三千英畝之金門大橋國家公園保留再造區(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內，依山傍水離舊金山市區只有 15 分鐘車程。
赫德蘭藝術中心是由軍方舊建築物改建而成，前身為美國核彈基地之軍方建築，在
美俄裁減核武協定之後成為閒置空間，自十九世紀初期以來，一直是美國軍方的用地，
直到 1972 年軍方才將此塊土地與地上兩百多棟具歷史意義的建築物交由國家公園管理
處接管。當地藝術家於 1982 年努力奔走成立非營利基金會來經營此藝術村，到了 1994
年更獲得金門大橋國家公園保留再造區對於藝術村建物之長期合作協定。同時創立者積
極為來自社會邊緣之藝術家重新尋找參與社會之新角色；藝術中心除了規劃各項活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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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當地社區事務外，也把推動文化交流視為職志，希望藝術家和觀眾參與創造性的過
程，並拓展藝術在當代社會的更多可能性，從 1987 年起為藝術家與大眾所發展之動態
計畫，包含進駐、文學、表演、開放參觀、社區計畫以及出版品53。
已有超過 1000 位藝術家以各式各樣不同形式之計畫與赫德蘭藝術中心合作過，藝
術中心招待來自不同文化背景與藝術領域；而大眾計畫則使得藝術家能與學者、行動主
義者及其他專家相遇，藉由跨越傳統邊界促進交流，一方面藝術中心之創作為藝術家與
觀眾帶來創意過程；另一方面拓展社會藝術功能之可能性。

二、交流動機與角色
加州本身是個多元文化薈萃之處，而赫德蘭更是文化總匯縮影，其主要宗旨是讓不
同文化背景與領域之藝術家有機會進行交流，並提供一鼓勵發展的創作環境使藝術家有
時間從創作、實驗、創作、思考與成長。同時希望經由公眾計畫(Public Program)一系列
動態計畫，使舊金山地區民眾分享創意視野與靈感，其內容包括文學、表演、開放參觀、
社區計畫以及出版品。
赫德蘭藝術中心在整個舊金山灣區藝術生態裡扮演著對內與對外窗口，甚或本土與
國際之橋樑，因為藝術中心不僅重視與社區、學校、藝術機構、表演團體或其他替代空
間的互動關係，更致力於國際藝術家進駐交流事宜，駐村藝術家透過中心了解當地；當
地藝術家與民眾也透過中心此窗口感受、體驗世界多元文化。曾於 2001 年進駐赫德蘭
藝術中心的台灣視覺藝術家陳浚豪談到駐村經驗時提及，赫德蘭藝術中心不僅在國際上
扮演一個藝術交流機構的大鄰居，更做好當地友善鄰居的模範。

三、交流型態
(一)藝術家進駐計畫
赫德蘭藝術中心之藝術家進駐計畫54從 1986 年實施，歷經 20 年在國際間已頗富盛

53
54

引自竹圍工作室，
《藝術創作與交流的磁場》
，p78。
資料取自 http://www.headlands.org/article.asp?key=37，2005.12.8。
91

名；其計畫內容將美國地區、甚至全球各個領域，如視覺、文學、表演、新媒體之藝術
家先驅聚集在一起。每年從三月到十一月，約三十位藝術家來自瑞典、丹麥、斯洛伐克、
捷克共和國、印度、日本、菲律賓、越南等超過二十多個國家於赫德蘭藝術中心進進出
出，由於此計畫提供充足補助，因此進駐期間幾乎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目前赫德蘭藝術中心所提供之駐村計畫可分為三大類：一為專供俄亥俄州及北卡羅
來納州二州藝術家申請，為期二至三個月之駐村計畫；其次為國際藝術家駐村計畫，包
括瑞典、捷克、丹麥、斯洛伐克、印度、日本、墨西哥及加拿大等國；最後其他名額則
經由推薦或邀請。
1. 藝術家進駐方式
俄亥俄州、北卡羅來納州二州以及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皆為開放個別申請，只是針
對對象有所不同，前兩者以美國俄亥俄州、北卡羅來納州二州之藝術家為主要對象；後
者歡迎來自世界各國不同文化背景之藝術家，不論種族、信念、膚色、宗教、國籍、性
別、婚姻狀況甚至創作經驗等條件；另外特殊推薦邀請計畫大多由共同合作機構所提
出，如 MATRIX、UC Berkeley Art Museum、The Lab in San Francisco 和 Yerba Buena Center
for the Arts in San Francisco，每位受邀之藝術家皆須透過其專業領域對倡導環境藝術、
文化認同或社區發展有所貢獻。
2. 進駐時間
俄亥俄州藝術家進駐計畫於每年三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間，提供三位不限領域
藝術家為期三個月進駐；北卡羅來納州藝術家進駐計畫提供一位作家和一位視覺藝術家
每年三月一日起至六月三十日間，進行為期二個月之駐村活動；而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時間分為春季(三至五月)、夏季(六至八月)、秋季(九至十一月)，駐村期間一個月至六個
月，藝術家可自由選擇，通常平均駐村時間為三個月。
3. 藝術家類型
俄亥俄州藝術家進駐計畫歡迎視覺藝術家、表演藝術家、作家、音樂家、電影等；
而北卡羅來納州藝術家進駐計畫僅提供作家與視覺藝術家；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除了以
上各類型領域還包含藝術專業，如評論、藝術行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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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眾計畫(Public Program)
公眾計畫重視創意過程，不同於傳統藝術作品呈現，因此計畫研究主題有：「藝術
如何形成？」
、
「尋找創意思維對人生經驗之必要性」等神秘問題。其計畫內容包含以下
幾項：
1. 假日計畫(Sunday Program)
赫德蘭藝術中心經由公眾計畫之對話、表演、篩選、閱讀和協調，鼓勵藝術家相互
交流、作用有所啟發，尤其這些計畫都是在晚餐之後由藝術家號召，對於藝術創作過程
相互討論並提出獨特見解。
2. 沙龍系列(Salon Series)
沙龍使藝術家能走出工作室與其他藝術家交談，這是赫德蘭藝術中心最獨特屬於非
正式、交流個人創意能量、探索精神之合作模式。
3. 藝術家講座(Artists Talks)
每週二晚上八點於東側 944 處舉辦藝術探索，安排藝術家談論自我創作，此座談參
與人員除了進駐藝術家，還包括 Tournesol Award 等獲獎藝術家，甚至開放給一般大眾
參與，建立藝術家與社區民眾交流的橋樑。
4. 開放工作室(Open Studio)
赫德蘭藝術中心每年有三次開放工作室計畫，大眾可經由參觀工作室、了解藝術家
創作過程，而開放參觀之藝術領域很廣泛，包含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影像、文
學與詩。
5. 空間計畫(Project Space)
主要提供到赫德蘭藝術中心參觀民眾有機會與藝術家互動，同時見證創作藝術與思
維過程。此計畫內容為開放主建築約 1800 平方英尺的空間，時間為每週的五個下午時
段。
(三)Tournesol Award
專門針對舊金山灣區崛起藝術家，提供資金與社區支持使從學校畢業之後能透過
Tournesol Award 之獎助，建立在灣區藝術生涯的第一步，同時赫德蘭藝術中心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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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獎助對灣區社區藝術能量與活力有所貢獻。
Tournesol Award 提供獲獎藝術家一萬美金生活津貼、創作材料、旅行津貼，24 小
時可隨意進駐使用之工作室，但不提供住宿；另外於獎助結束時為獲獎藝術家於灣區具
知名度之場地舉辦個人展覽。參選資格是居住於灣區之視覺藝術家，同時五年內
(2001-2006) 已取得 MFA 學位者即可申請。
(四)工作室獎
赫德蘭藝術中心有兩個提供工作室獎助計畫：一為 MFA Award，另一為 Marin Arts
Council Affiliate Award。MFA Award 的設立主要目的是為了協助傑出藝術碩士畢業生，
在離開學校後能有自由創作的工作室以繼續進入專業藝術家生涯，因此此計畫以甫畢業
之藝術碩士生以及有結盟關係機構，如加州藝術與工藝學院、舊金山藝術機構、加州大
學戴維斯分校等為對象。
Marin Arts Council Affiliate Award 從 2005 年開始由赫德蘭藝術中心與馬聖尼藝術委
員會(Marin Arts Council)所共同提供的藝術碩士獎助機會，獎助領域為繪畫、雕塑、影
像與攝影，獲獎者將加入由當地、國家級、國際性跨領域藝術家所組成之活力、多元社
群。
儘管這兩項獎助對象皆為美國當地新崛起藝術家，但赫德蘭藝術中心開放獲獎藝術
家參與每年所舉辦之三次開放工作室、假日計畫與藝術家講座等公眾計畫，同時在收取
少許費用之下，與國際進駐藝術家有一週五次共進晚餐的機會。因此，赫德蘭藝術中心
不僅是個文化薈萃、跨領域藝術創作的藝術社群，更是個由新崛起藝術家與中生代藝術
家所共同創造、建立之豐富、多元化之交流環境。

四、藝術村之整備與進駐辦法之分析
美國有 54%的藝術家社群設立於鄉村、田園、森林區域中55，22%位於小鎮或郊區，
交通、膳食等生活條件並不是十分方便；在推動交流活動時，這些藝術家社群或藝術村
硬、軟體之整備情況對於藝術家申請進駐意願有著息息相關的影響。因此，藝術家需透
55

AAC，1999，The program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U.S.A. Artists’ Communities，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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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藝術家進駐辦法所提出之相關訊息、權利義務，尋找適合自己進駐、棲息56之處。以
下根據赫德蘭藝術中心之藝術家進駐辦法與獎助計畫，所彙整資料如下：
表 4-4-1 赫德蘭藝術中心之藝術家進駐計畫比較一覽表

項

進駐
申請
期限

費用
津貼

設備

電腦
設施

膳食

俄亥俄州
藝術家進
駐計畫

北卡羅來
納州藝術
家進駐計
畫

邀 請 進
駐計畫

AFFILIATE
ARTIST
PROGRAM

TOURNESOL
AWARD

進駐
期間

3~11 月

3~6 月

3~10 月
(分三季)

不限

最長二年

一年

申請
期限

每年 6 月

每年 6 月

每年 6 月

不限

每年 3 月

每年 5 月

申請
費用

$15

$15

$15

x

x

x

x

每平方英尺
$80

x

$1,500

$1,500

$1,500

$1,500

x

$10,000

材料費

*

*

*

*

x

*

旅費

*

*

x

*

x

*

旅遊

*

*

*

*

x

*

個人
工作室

*

*

*

*

*

*

製陶
設備

*

*

*

*

*

*

版畫室

*

*

*

*

-

*

暗房

*

*

*

*

-

*

劇場

*

*

*

*

-

*

綵排室

*

*

*

*

-

*

琴房

*

*

*

*

-

*

展覽廳

*

*

*

*

-

*

圖書館

*

*

*

*

-

*

電腦

*

*

*

*

-

*

網際
網路

*

*

*

*

-

*

早餐

x

x

x

x

-

-

午餐

x

x

x

x

-

-

晚餐

*

*

*

*

-

-

素食

*

*

*

*

-

-

四人房

四人房

四人房

x

x

*

*

*

*

-

x

*

*

*

*

-

x

目

工作室
費用
津貼

個人房
附加
設施

56

床單
公用

國際藝術
家進駐計
畫

引自蔡瑞霖教授之藝術家進駐如擇良木而棲之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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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浴室

權利

義務

廚房

*

*

*

*

-

-

無障礙
坡道

*

*

*

*

*

*

旅行

*

*

*

*

x

*

行政
協助

*

*

*

*

*

*

展覽

*

*

*

*

*

*

開放
工作室

*

*

*

-

-

捐贈
作品
(期望)

*

*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表 4-4-1 可知，赫德蘭藝術中心之藝術家進駐活動，建立在當地本土藝術家之
基礎上發展國際藝術家進駐、邀請計畫；每次進駐時間最短三個月至半年為主，另外對
於培植當地優秀藝術家有長期贊助工作室、培育計畫。計畫申請時間以每年六月、五月
為限，需自負申請費用；只要獲得進駐之藝術家，皆可享有免費個人工作室、住宿與晚
餐及中心內之軟硬體設施的使用權利，同時駐村期間可支領美金 1,500 元津貼與旅行、
行政支援等權利；相對地，中心也對於藝術家有些要求，例如：開放工作室、展覽甚至
期望能捐贈創作作品等。
五、交流活動
赫德蘭藝術中心從 1982 年成立迄今雖一開始尚無進駐計畫，但從 1986 年開始之進
駐活動，赫德蘭藝術中心推展藝術家進駐計畫已有 20 年之久，本研究將近五年內中心
之交流活動、進駐藝術家以及所參與計畫做一整理與分析。從以上 2001 年至 2005 年赫
德蘭藝術中心之交流活動一覽表中可得知，赫德蘭藝術中心之交流活動以藝術家進駐為
主軸，其進駐基礎建立於當地、本土藝術家，尤其鼓勵並培育中心所在地，加州、北卡
羅萊納州、俄亥俄州等地之青年藝術家，透過開放申請、邀請國際藝術家為中心注入更
多元之文化多樣性。同時，國際交流活動之合作對象多以基金會贊助之會員國，如亞洲
文化協會、Geraldine R. Dodge Foundation 之贊助對象為主；另外，藝術進駐領域不管是
美國國內或國際進駐計畫，大多屬於視覺藝術兩者共佔了 70%(見表 4-4-2)，其中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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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是有專門獎項指定贊助。

表 4-4-2 赫德蘭藝術中心 2001-2006 年進駐計畫之藝術領域分類情形
領

人

域

數

2001

2002

2003

2004

百分比%

2005

美國

國際

美國

國際

美國

國際

美國

國際

美國

國際

美國

國際

視覺

12

5

18

5

23

2

15

7

15

1

56

14

表演

2

1

3

0

1

0

2

0

0

0

5

1

音樂

3

1

1

1

0

0

1

1

2

0

5

2

文學

5

0

2

0

4

1

4

0

3

0

12

1

電影

2

0

1

0

5

0

0

0

1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藝術
行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經費來源
(一)贊助來源
赫德蘭藝術中心之經費來源主要依靠與金門大橋國家公園保留再造區有夥伴關係
之會員支持，同時每年募款以提供藝術家進駐之工作室、生活費、餐飲、以及藝術中心
之員工人事費、環境維護費及設備等費用支出。因此也接受基金會之專案贊助，如亞洲
文化協會、The Bernard Osher Foundation、哥倫比亞基金會(Columbia Foundation)、北卡
羅來納藝術理事會(North Carolina Arts Council)，俄亥俄藝術理事會(Ohio Arts Council)，
安迪渥夫基金會針對視覺藝術(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等。
以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贊助為例，赫德蘭藝術中心提供獲得此計畫之藝術家進駐三
個月，提供住宿、工作室及一萬五千美元津貼，但不提供旅行費用與額外津貼，若需全
額補助則須透過贊助夥伴，如亞洲文化協會、Geraldine R. Dodge Foundation 另外申請。
本地藝術家進駐經費來源，分別為俄亥俄州藝術家進駐計畫由俄亥俄藝術理事會以
及國家藝術基金會之獎助計畫，從 2001 至 2005 年已五年多，藝術家可享有舊金山來回
旅費、工作室、住宿(四人房)、1,500 美元生活津貼、一週五份晚餐等補助。另外，北
卡羅來納藝術家進駐計畫則由北卡羅來納藝術理事會與國家藝術基金會所提供。

97

(二)募款機制
赫德蘭藝術中心有許多固定人事支出與屋舍建物等維修費，除去專案補助之外，仍
需靠藝術中心本身之募款機制來維持龐大的支出，以下為目前藝術中心所施行之募款機
制：
1. 會員制度
建立會員制度，以提供會員福利與參與藝術中心活動、訊息為回饋，建立不同等級
之捐贈制度。
表 4-4-3 赫德蘭藝術中心會員制度
會員等級

費用/美元

會員福利
收到赫德蘭藝術中心通訊與活動公告。
電子報
特別活動邀請，例如爐邊晚餐與神秘舞會。
享有中心內一個節目折扣。
享有中心內出版品折扣。

個 人

40

1.
2.
3.
4.
5.

雙 重

60

1.
2.

100

1. 以上皆有
2. 享有中心內四個節目折扣
3. 表揚於赫德蘭藝術中心之主建築入口處與時事通訊之贊
助專區。

家 庭

以上皆有
享有中心內二個節目折扣

1.
2.
3.

以上皆有
兩張赫德蘭節目致意票卷，期限一年。
受邀參與捐款人講座、與藝術家、文化領袖、企業團體
會員進行工作室參訪。

夥 伴

250

贊助者

500

1.
2.

以上皆有
四張赫德蘭節目致意票卷，期限一年。

1000

1.
2.
3.
4.

以上皆有。
受邀參與國際藝術理事會之旅與活動。
收到國際理事會電子通訊。
免費參與赫德蘭藝術中心所有計畫一年。

國際理事會

2. 爐邊晚餐
爐邊晚餐有生動的討論、賞心悅目的表演與美味的食物，每年為了歡迎新加入赫德
蘭藝術家進駐計畫之藝術家所舉行，於這場饗宴中可接觸到許多藝術先驅與未來一年將
致力於中心之生力軍。
3. 神祕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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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舞會每年為赫德蘭藝術中心最著名的藝術家進駐計畫募得數千美元，每次活動
有超過 400 位賓客被精采炫麗的表演、藝術家裝置、舞者、音樂家、樂團等演出所吸引。

圖 4-4-1 神秘舞會中所出現的奇幻演出
(資料來源：http://www.headlands.org/article.asp?key=33)
七、交流網絡
赫德蘭藝術中心是國際網絡 Res Artis、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會員之一，這些國際網
絡都以建立國際聯盟身分，改善藝術家社群環境與創作過程為目的，該中心除了和當地
藝術機構、學校、社區居民甚至全美有跨領域的合作形式，來自世界各處，舉凡舞蹈、
文學、音樂、視覺藝術、建築、影片等皆能在赫德蘭藝術中心之藝術版圖中有所交集並
相互孕育出嶄新藝術形式。將近二十年來，已有超過七百位藝術家曾進駐該中心，每位
駐村藝術家就像顆種子，回到自己國家開花結果，成為赫德蘭藝術中心於世界各處之文
化能量與新據點。

第五節 藝術家參與進駐計畫與跨國行動交流之回饋調查
本節將就外國藝術家進駐台灣與台灣藝術家跨國行動所進行之交流計畫者，進行問
卷調查之回饋與分析，分析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實施成效與情況。問卷調
查之設定範圍從 2001 年起，台灣第一座有國外藝術家進駐的藝術村台中 20 號倉庫的時
間點，以公部門所經營、推動之進駐計畫，此計畫需具有國際性、計畫性、以藝術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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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期規劃、穩定性的進駐交流計畫者為對象，因此以參與台北國際藝術村、台中 20
號倉庫、文建會交換計畫等進駐計畫之國際藝術家為對象；國外藝術家以電子郵件的問
卷調查方式而國內藝術家以訪談為主，其調查對象以藝術家為主體，目的希望透過親身
進駐與參與計畫活動的藝術家之體驗回饋，針對台灣公部門所實施之藝術家進駐計畫做
成效評估。
基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內涵與核心精神，藝術家的跨國行動與進駐其中
心主體是藝術家，核心精神是創作、藝術性、藝術家的體驗與反芻。因此，本研究所採
取之評估方式為「藝術家自評」與目前公部門對所委外經營之組織所要求：參訪展覽、
演出的觀眾人次、參與藝術家工作坊之人數、開設藝術教育課程、舉辦成果展等評鑑條
件而有所不同。

一、「自我評估」的重要性
從上述國外案例中發現，國外行之有年之進駐經營組織與藝術村，除了重視完善的
經營策略之外，進駐計畫後的成效與自我評估更是藝術家、計畫經營組織、進駐空間不
可忽視的環節。Moriarty(2002)認為評估的定義是一種有價值的學習工具與行動者的評
論性分析。所有藝術家針對工作與評論所進行的評估對於創意工作的實務回饋更清楚與
精確。

二、評估對藝術家與藝術組織的助益
評估可以幫助進行計畫期間或下次進行計畫時的改善依據，若藝術家或藝術組織能
評估自己的工作將帶來許多助益：
1. 評估有助於規劃，例如：你將計畫做什麼？你將如何進行？
2. 不斷回饋協助藝術家與藝術組織避免失敗。
3. 當計畫進行時，評估幫助藝術家或藝術組織調整與適時更改計畫。
4. 評估是一個隨時確保計畫品質保證的好方法同時證明計畫的價值。
5. 評估可協助藝術家與組織將該領域的貢獻紀錄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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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可以幫助相關領域工作的人士並提供資訊對此感興趣的參與者會贊助組
織。
7. 贊助可成為未來申請贊助與資金的證明。
從上可知，評估應實踐於藝術家與組織的工作與經營中，尤其「自我評估」是執行
創意工作需善加運用的重要部份。尤其精確的評估對於藝術家在累積創意實務領域的貢
獻、建立歷史與成就的紀錄有很大的助益57。

三、評估對進駐計畫經營機構的助益
來自藝術家與藝術團體對於進駐計畫的經營、規劃等評估，可以幫助進駐計畫經
營機構對於現行之藝術實務建立更清晰的執行藍圖，同時使進駐計畫經營組織更了解計
畫參與者與觀眾社群。再者，透過此評估提供給公部門或政府單位之報告資訊，提供政
府如何將公眾資金做最佳的分配以及如何改善、調整其贊助計畫。

四、外國藝術家進駐台灣之評估回饋調查
針對台灣公部門組織或機構所實施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訪問曾經參與國
際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國際藝術家，下文為其回饋情形與分析(見附錄五)。
(一)藝術家的進駐經驗與背景
此次接受問卷之外國藝術家在進駐台灣之前，已有參與亞洲地區進駐計畫的經
驗，而且許多藝術家是第一次來到台灣進駐，儘管如此許多藝術家的國際進駐經驗相當
豐富，有的藝術家曾經參與英國(Spike Island, Shave International Artists Workshop)、美
國亞特蘭大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泰國曼谷 Patravadi Theatre 進駐計畫；因為進駐台灣
而愛上台灣的艾捷音(Jane Ingram Allen)，在歷經進駐日本、巴西、尼泊爾、菲律賓等國
之後，目前選擇長住台灣。至於藝術家多久進行一次跨國行動計畫，大部份兩次進駐計
畫中間通常會相隔一年以上，再者約一年，藝術家將間隔的時間做為異文化接觸之後的

57

Arts Victoria, Self-evaluation, Arts Council England,
http://www.artscouncil.org.uk/publications/information_sheets.php, 200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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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與藝術能量轉化期，沉澱進駐期間所吸收與感受的異文化刺激與體驗，同時將蘊藏
在心靈裡的能量轉化為接下來的創作內涵與表現形式，而所參與進駐之計畫時間通常為
三個月到半年為主。
(二)對台灣進駐計畫的回饋與建議
大部份藝術家覺得進駐計畫中最令他們感到有價值的部份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與當地藝術家與民眾互動
2. 了解台灣及亞洲當代藝術文化
3. 發展藝術專業與創作
4. 建立自我亞洲/東方網絡書法、空間與音樂的對談：董陽孜＋陳瑞憲＋柯林‧歐佛
來自澳洲的 Colin Offord 於進駐期間最喜歡與當地藝術家共同合作，因此曾與董陽
孜、陳瑞憲舉辦過「書法、空間與音樂的對談」，另外一次與多媒體藝術家、舞者詹曜
君、原住民歌手共同創作。而藝術家再一次來到台灣的原因，常是因為在台灣進駐期間
所建立的人際網絡，藝術家接受邀請參與展覽或共同執行一合作計畫。至於對於台灣公
部門的建議，有許多來自行政上的建議，例如：簽證問題，台灣在政治角色上的敏感因
素，不僅在他國藝術家要取得簽證困難，許多國際藝術家是學生身分，在簽證期限方面
通常一般簽證只能停留三個月，另外可以延長一次，如果使用的入台證是一年多次或三
年多次，可以在六個月到期時出境再回來，就又可以待六個月。因此，若遇上進駐時間
為長達一年的進駐計畫，行政方面需解決這個問題。再者，對於計畫的行政方面滿意度
算不錯，除了由於台灣英文風行的環境尚未普及與成熟，進駐於位在市中心的都會型藝
術村的藝術家，常常非常依賴進駐中心的行政人員代為翻譯，因此建議應多於進駐空間
裡增設具英文或外與能力的義工，組織雙語義工與暫時彌補台灣普遍英語環境不成熟的
因素。
對於進駐計畫期間的相關配套措施，有些進駐計畫以主題式的節慶型態，舉辦時間
恰巧在春節期間，藝術家在進駐期間除了創作時間之外，無法深入與體驗當地風土民情
感到惋惜。同時對於空間設備來說，許多藝術家反應，許多進駐空間的設備以不符時代

102

需求、過於老舊，有些材料取得與購買不是很便利，再加上台灣許多進駐空間為閒置倉
庫再利用，偌大的空間設備在台灣嚴酷的天氣下，是最令國際藝術家吃不消的創作環境。
由於台灣的進駐計畫大多採提供工作室與住宿的贊助，許多藝術家前來皆已獲得自
己國家或以爭取到贊助經費，因此計畫經營單位的贊助問題滿意度也不錯是這個原因。
(三)計畫對藝術家的影響
藝術家結束於進駐之後，以 e-mail 保持聯繫佔大多數，儘管有一些藝術家目前仍無
法確定此次進駐經驗是否對於其藝術創作有直接的關係，但另外有的藝術家認為此次經
驗不僅影響了實務創作更拓展思維的可能性。另外，有的藝術家認為進駐計畫豐富了藝
術家的創作生命但卻沒有改變其創作風格。

五、國內藝術家參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回饋評估
主要訪談對象以參與文建會「甄選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創作及交流計畫」之藝術
家，與由台北國際藝術村徵選之出訪藝術家為主。下文為出訪、進行跨國行動計畫之藝
術家的回饋評估(見附錄四)。
(一)藝術家的動機與背景
公部門所規劃主辦的進駐計畫大部份是國內藝術家第一次參與跨國行動的經驗，其
參與動機，通常是基於豐富個人創作的生命、實現接觸異文化與藝術之都的夢想、體驗
特殊設備媒材與技法、碰觸不同於平日生活的變動性、尋找自我與自我溝通、省思的機
會。此外有些創作經驗豐富的藝術家希望透過進駐計畫的跨國行動過程，與國際藝術創
作環境與生態接軌，透過進駐中心的引薦與國際策展人接觸，爭取國際曝光的機會、獲
得參與國際大展的邀約。
(二)跨國行動與進駐計畫對藝術家的收穫
藝術家對於參與進駐計畫的收穫隨進駐計畫的型態與接待中心的主題規劃而有所
不同，例如進駐 ISCP 的陳建明，在紐約多元文化與藝術薈萃的大都會中，感受到藝術
與生活的互動關係是如此貼近與自然，跨領域的合作與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是天經地義的
事，在紐約體會到人存在的深層意涵與深刻感受。有的藝術家認為進駐期間感受到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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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專業性的尊重與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有的藝術家對於藝術家間的交流與合作是
計畫中最難能可貴的部份，尤其對於進駐中心不只關注藝術家的創作更鼓勵藝術家利用
當地資源多方吸收、積極從事各種活動，因為他們深信在不斷吸收、觀察的過程對於創
作思考有潛移默化的改變與影響。
(三)藝術家對台灣公部門的建議
除了巴黎西帖藝術村的半年期與一年期之外，藝術家認為其他進駐計畫的三個月時
間都太短，尤其對於許多第一次進行跨國行動計畫的藝術家，去到陌生國度與創作環
境，光花在適應環境、調整生活作息與調適文化差異就需一、兩個月，因此三個月的時
間實在無法好好靜下來完成作品，連國外藝術家艾捷音也認為藝術家進駐計畫的最大遺
憾是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完成心中想做的事，因此許多藝術家都將進駐計畫視為認識異
文化與體驗生活、探索實驗的特別經驗，至於產出作品反而不那麼重要。藝術家認為一
年的進駐時間對於藝術家實行一個完整的創作流程是比較適當的，因此建議文建會能延
長補助時程與計畫，因為異地生活經驗是需要長期反芻與沉澱，將生活經驗與異文化的
理解融入創作經驗中。
另外對於資金補助方面，當初第一屆藝術家進駐辦法中，補助藝術家乘坐商務艙來
回機票，藝術家認為應可以將商務艙的機票錢省下來，做為增加藝術家生活津貼、創作
材料費或延長進駐日期的費用，此項建議已獲得文建會採納並於日後的進駐辦法中加以
改善。
同時，藝術家認為目前文建會所執行的「甄選視覺與表演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及交流
計畫」應繼續辦理，儘管目前進駐地點僅限於美國與歐洲，贊助的藝術領域僅限視覺藝
術人才，也直到 2006 年才加入表演藝術領域，交流範圍的深度與廣度以及與國際連結
網絡不夠廣佈，然而台灣的藝術生態尚屬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文化政策，因此建議仍以公
部門主導計畫之規劃與實行，但以積極鼓勵民間企業與基金會參與為輔，由政府部門帶
領民間企業投入贊助藝術活動與促進企業認養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的風潮，仿效美國免
稅制度、以交換藝術家或工作室來拓展計畫交流範圍等策略。因為台灣的前衛藝術還沒
創造出價值前，最大的支持者是政府文化單位。
104

另外，針對台灣進駐計畫經營者所規劃之進駐計畫，國內外藝術家都異口同聲認
為，台灣藝術家進駐計畫要能夠吸引藝術家前來，除了城市需有吸引力、進駐空間或計
畫需具備特色之外，以「主題式」進駐計畫來彰顯其獨特性與吸引力，不失為一種吸引
國際藝術家進駐的方式。因為台灣沒有紐約或歐洲等城市如巴黎、倫敦，具備強烈與濃
厚的文化背景與藝術吸納、包容度，若再無明確的計畫類型或交流空間，可能前來進駐
的藝術家會無所適從，如法國多東尼的五個駐地計畫中的意念農場以「大自然、風景，
農業資產」為主題，德國卡茲考雕塑公園的國際雕塑創作營等都是屬於主題式進駐計
畫，雖然兩者所處偏僻、物質提供不是很豐沛，都不是位於都會區藝文薈萃、豐沛城市
中，但因主題鮮明充滿藝術性的創作環境，同樣可以吸引許多藝術家前往進駐。除此之
外設立主題可以配合地方傳統產業與資源，例如 PS1 的特色是擁有一個無形的資訊網
絡，只要一進駐 PS1 的藝術家即可馬上運用紐約的所有資源；台灣應將花蓮的石雕、
鶯歌的陶藝做為發展石雕工作營與陶藝進駐計畫的重要產業基礎與後盾。

第六節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問題彙整
從以國家文化政策、國際贊助與獎助及國際網絡建立尺度的案例經驗與現象發現，
藝術文化界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有正、反面的評價，同時計畫推動過程確實
面臨一些問題，以下嘗試從目前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現象中，探討問題與爭議所在。
一、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正面評價
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正面評價族繁不及備載，論述角度多樣化，有從藝術
家角度、藝術進駐單位、計畫制度本身、贊助體制、對社區、民眾之影響、當代藝術生
態環境、文化創意產業等都是討論的範疇。
(一)對藝術家的評價
許多學者或藝評家認為拓展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對於當代藝術家的創作生
態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在全球化時代，藝術家跨國行動已經成為藝術家創作生命
的一大部份，行動與創作有著密不可分的複雜關係，因此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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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評價大多認為，藝術家透過計畫突破地理上與藝術領域間的最大邊界，藉由對話、
實驗、合作與探索建立藝術家專業生涯、實現藝術家心中所規劃的創作計畫、前進國際
藝術舞台增加能見度、學習專業技術與經驗的機會、遠離生活瑣事，與世隔絕尋找創作
靈感。Nicholas Tsoutis 和 Samamtha Comte(2004)58曾說國際進駐在不斷成長的全球化連
結中，就像連結的開口與全球文化經濟的理想駐地。當國際文化與進駐中心的流動成為
部署的導管，創造文化、社會、政治的創始行動形成藝術與文化經濟上的改變、對話與
交流。這些都是藝術家進駐現象為藝術家所帶來正面的評價。
(二)對計畫執行單位或進駐機構的評價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對於計畫執行單位或進駐機構甚至推動該計畫之國家，其最
主要的影響來自於文化外交的幫助，同時也是大部份國家致力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
計畫之贊助與執行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伴隨而來的是藝術家進駐刺激本土、社區藝
術發展環境的改變、建立國際藝術環境的連結、增加藝術贊助、活化閒置空間與地方文
化產業結合增加藝術經濟價值。
(三)對贊助單位的評價
贊助單位通常包含國家政府部門、基金會或民間企業等組織，通常藝術家進駐與跨
國行動計畫的贊助機制對於文化外交弱勢與文化預算窘困的國家是一種資源共享與濟
弱扶傾的合作模式，尤其以雙邊文化計畫或交換合作計畫對於促進本土藝術家進入世界
國際藝術之都有很大的幫助。台北國際藝術村的國際藝術家交換計畫就屬此例，雖然國
家對於藝術家前往國外之預算編列不足，但藉由雙邊國家交換計畫以負擔對方藝術家於
台灣工作室與住宿之花費，協助一位台灣藝術家體驗藝術之都紐約或倫敦的創作經驗，
這種方式不啻為一種解決公部門補助不足之解決方式。

二、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負面評價
儘管全球目前藝術家進駐現象活絡、進駐計畫與跨國行動如雨後春筍般不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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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Artis 於雪梨墨爾本所舉辦的第九屆年會會議召集人，會議中所發表主題為〈知識 + 對話 + 交流〉
(Knowledge + Dialogu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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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評論家或藝評人非常擔憂這種過於浮濫、誇大的現象持續發燒，因此對於藝術家進
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爭議，油然而起。荷蘭《Metropolis M》59主編 Domeniek Ruyters(2005)
曾發表有關藝術家進駐的挑撥性言論60，言中提到目前藝術家進駐的現象與問題，值得
在全球對藝術家進駐一片叫好聲中，好好思考一番。
Ruyters 認為目前全球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如雨後春筍般的產生，他認為
這一波勢如破竹的崛起勢力現象過於誇大與無限上綱，以至於排擠到一般藝術環境的其
他活動，如一般美術館的展覽、博物館的經營、表演藝術等計畫。造成世界各地有數以
千計的藝術家往世界各處行動而旅居。這是一個藝術世界全球化的結果，進駐計畫就像
是很受歡迎的廉價雙年展的小老弟，他認為因為藝術家進駐計畫不過是一個簡單的概
念，要經營一個計畫十分簡單，對於進駐單位而言就像是在藝術家的頭上放一個屋頂
般。為什麼 Ruyters 對藝術計畫有如此激烈的言論？可以從許多進駐計畫與現象中得
知，許多進駐計畫非常草率，不僅沒有進駐辦法對於藝術家的甄選更沒有遴選機制與遴
選委員會，計畫的產生只是國家或政府政策性決定並沒有考慮其藝術品質與藝術價值，
更不遑此進駐計畫的藝術性有多高了？因此，Danièle Perrier61(2006)於《藝術家進駐達
到目的了嗎？》(Do artist’s residencies achieve their aim?)一文中提到，Wittenbrink(2006)
認為應終止藝術家進駐計畫，他認為有太多平凡、二流的藝術家透過進駐計畫得到贊
助，這意味著龐大的公眾資金只是投注於幫助這些所謂的「藝術家」置身異地並幻想自
己是專業的藝術家而已。同時，許多進駐計畫並不在意藝術家是否有展出計畫，取而代
之的是鼓勵藝術家花兩週時間到某處去研究「某個城市」或「地點」，因此 Ruyters 認
為這些非常不妥當的現象應歸咎於全球化與藝術教育化所導致。
墨爾本詩人 John Mateer(2004)62針對上述 Nicholas Tsoutis 和 Samamtha Comte 所謂國
際進駐是一種理想國概念持反對的態度，當 John 執行過由 Medan 澳洲中心所贊助的印
尼進駐計畫，他質疑進駐計畫所標榜的文化交流的概念應該只是將藝術家視為像過去時
59

《Metropolis M》是荷蘭引領討論當代藝術與趨勢的雙月刊雜誌。
Domeniek Ruyters 於 2005 年 3 月發表《Commentator or Tourist Ⅰ-Ⅱ》，內容挑潑與 Trans Artists 發生一
場激烈的筆戰。
61
Danièle Perrier 是 künstlerhaus Schloss Balmoral 的藝術總監。
62
John Mateer , Semar’s Cave , Fremamtle Arts Centre Press, 2004, p.1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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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傳教士角色，以文化外交為其動機來歸化異質文化。
另外，針對國際資訊網絡平台的建置對於進駐計畫的影響，如 P. Kennedy 在其〈全
球化經濟未來的隱憂〉一文指出，網際網絡明顯的呈現出人口分佈地圖和科技差距的現
象；根據統計全球只有 2.4%的人口連結網際網路，而東南亞 200 人中僅有 1 人上網，
阿拉伯國家是 500 人有 1 人，非洲則 1000 人才有一人。這種現象可以從目前活躍於全
球藝術環境的進駐計畫數量看來，的確使我們認知到科技對資源支配與資訊掌握的重
要，尤其在快速發展的知識經濟時代中，將對目前已呈現貧富不均的地球人口版圖形成
更嚴重的成長落差，加大了科技－富有國家和落後－貧窮國家間的鴻溝。因此，對於全
球藝術家進駐計畫的數量是否該有限制？設立一個藝術家進駐計畫真的是一個簡單的
概念嗎？進駐計畫是不是每個人都可輕易成立與執行？
二、回應與解決方法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數量過於浮濫與誇大的現象，Trans Artists 主編 Erik
Hagoort(2005)認為藝術家進駐並不是個簡單的概念，藝術家或藝術愛好者基於自我創始
精神成立接待工作室或進駐計畫，而全球藝術家進駐計畫如此受到藝術家歡迎是由於自
主的保證。因此為了解決藝術家進駐計畫數量太過浮濫的問題，應該從設立計畫目標與
概念開始，再者是完善的進駐辦法等部份。
(一) 確立進駐計畫目標與概念
不管是組織或藝術家都不應小覷進駐的相關事務，進駐並不是從一處移居到一處般
的簡單，計畫主辦機構或進駐單位在規劃進駐計畫時，應先確立該計畫之宗旨與目標；
基本上進駐計畫之主要宗旨是為了藝術家與創作的藝術發展，然而也會因為計畫主辦單
位的組織屬性、贊助機構、贊助款項額度大小等因素而有所不同，大致可以分為藝術發
展、文化外交、輸出發展、國際援助等計畫動機，其中大多數的進駐計畫以文化外交與
藝術發展為主，一旦組織確立計畫核心概念較能掌握計畫執行原則避免進駐計畫的無限
擴張。
(二)建立進駐辦法與遴選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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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辦法與遴選制度是一個完善計畫的規章，亦是尋找適合計畫宗旨與資金贊助的
最佳過濾器，尤其一個沒有完善進駐辦法與遴選制度的進駐，只能稱為是藝術家的旅行
或拜訪，不足稱為「進駐計畫」或「跨國行動計畫」。從當代藝術生態與藝術家創作存
在處境中發現，藝術家在與接待機構或進駐單位雙方溝通達成某種約定的情形下，雙方
有計畫性地在自由不受拘束的空間執行方案內容，這是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特
性之一，也就是具方案性。
(三)進駐過程的形成性評估
有些進駐計畫強調藝術家的體驗、探索、互動之創作過程，不重視作品產出，難免
令人懷疑計畫的適切性與價值；但如果回到計畫宗旨與目標來判斷進駐的價值，那麼作
品的產出相對就不那麼重要，因此有些進駐計畫於進駐結束時不一定需準備成果展出、
而是於進駐期間觀察藝術家對創作設施的使用、計畫的實現與其他藝術家和社區民眾的
互動、進駐對藝術家創作的影響，最重要的是進駐之後所建立持續的聯繫。所以形成性
的評估與回饋是進駐計畫之重要成效依據，否則容易被誤解為沒有展出或創作作品的進
駐計畫是浮濫的旅行活動。
(四)建立區域性或跨國際資訊網絡平台
資訊網絡平台的聯繫與連結方式已經是一個無法抵擋的趨勢，尤其是藝術家在進行
跨國行動之前置規劃時，資訊的收集與工作室或進駐機構的媒合、尋找有志一同的合作
夥伴或募集進駐資金等，都非常仰賴一個跨國際或國際型整合資訊平台，在資訊科技弱
勢國家尋求區域結盟與共生機制是解決資訊困乏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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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的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執行方式
第一節 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況分析
依據文建會之「文化統計」，交流性文化活動中「國際文化交流」部分，藝術交流
主要討論範疇為向國際藝術界推展臺灣文化以及與國際藝文人士之接洽、聯繫，提高國
際能見度之跨國活動現況。內容以輔導縣市辦理國際文化藝術節、辦理海外展演活動、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及素描雙年展為主要項目。將國際交流活動區隔為由國外進駐之藝術
家或藝術團體計畫與國內藝術家或團體所參與之跨國行動計畫。從 1996 年起文建會便
積極輔導各縣市辦理「國際文化藝術節」，從 1997 年的 9 個「國際文化藝術節」活動，
逐漸增加至 2003 年已舉辦了 19 個「國際文化藝術節」，活動地點遍及台灣鄉鎮全國各
地，這期間國際展演團體來台進駐、演出情況可由「國際展演團體來台展演藝文活動個
數概況」(見表 5-1-1)中得知，2000 年有 1942 個國際展演團體來台，而 2004 年已增加
到 3001 個團體，每年演出統計數據呈現大幅成長；而赴海外進行展演活動或跨國行動
之數量、類別更是與日倍增。以文建會駐巴黎臺北新聞文化中心與駐紐約台北文化中心
為例，從 1999 至 2003 年所主辦或協辦之藝文展演活動，演出團體大為增加。另外，文
建會從 2000 年甄選藝術家進行跨國行動之人數逐年累積，迄今已達到六十三人，足跡
遍及美國、歐洲。由此可見近幾年來在全球化、國際化風潮下，台灣文化藝術透過藝術
家的進駐與跨國行動有了頻繁的連結與接觸，同時也體現出台灣對國際藝術創作與環境
的關心與積極參與的態度。
表 5-1-1

2000-2004 年國際展演團體(個人)來台展演藝文活動個數概況

時間

國際展演團體或個人來台展演個數

台灣地區展演團體總數

年增率%

2000

1942

17709

- 6.3

2001

2046

18375

5.4

2002

2346

21489

14.7

2003

2132

20651

-9.1

2004

3001

24702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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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文建會 2004 年文化統計)
若從台灣基礎網路建設普及、寬頻普及率增加、網路媒體的迅速發展、媒體接觸率
和廣告量都逐年成長等多重強勢力量作用下(見圖 5-1-1)，網路改變人們媒體的使用行
為，在無遠弗屆的科技生活下，對於文化藝術的傳播與藝術家的交流與行動助益良多，
藝術家每天暴露在資訊、科技國際化的環境中，很難抗拒國際資訊於千里之外。

圖5-1-1 主要電信服務普及率趨勢分析(資料來源：文建會2004年文化統計)

第二節 台灣國際文化政策對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影響之分析

行政院為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提高國民精神生活，於 1981 年設立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為我國最高文化行政機關，為統籌、規劃、協調、推動、考評之專責機構，
藉跨部會委員會議制度，規劃審議文化業務。文建會組織編制第三處設有國際交流科，
交流項目大致分為三類：表演藝術交流、文物交流、藝術人才交流，負責國際交流與交
換、文化合作計畫，尤其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國際交流、合作之策劃、輔導及推動事項。
此外，文建會於 1988 年設立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輔導補助公立文化機構以及表
演藝術團體、培植藝術人才及兩岸、國際文化交流等活動；1996 年依據「文化藝術獎
助條例」捐助設立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輔導辦理文化藝術活動、贊助各項藝
文事業、獎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執行文化藝術獎助條例所訂之任務63。

63

文建會，2004，文化白皮書、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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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尚未成立文化事權統一的文化部，大部分文化交流相關事宜皆由行政院文
建會負責統籌，但因文化藝術專業管轄權割裂，無法統籌研議長期文化政策計畫，以至
於事權分散，功能難以落實，近年來致力於將事權統一、轉變機構功能。從2005年起由
文建會附屬機構-藝術村資源中心接管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巴黎國際藝術村工作室藝術
人員遴選」業務，將此交流計畫與文建會遴選視覺與表演藝術創作者辦法共同辦理出國
駐村徵選計畫。因此根據第三章國家文化政策與行政模式的分類，國內學者朱惠良(2004)
認為台灣應屬於比較類似於英國的雙軌制，因為台灣1981年成立的文建會與1996年成立
的國家文化基金會與英國大不列顛英國理事會(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ian)和文化
媒體運動部(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NS)的雙軌制相仿。
但根據本章之文獻探討，過去台灣的藝術政策一直是「中央集權制」，從文建會、
美術館、藝術學院、文化中心等藝文機構，都建構了由上而下層級分明、權力集中的金
字塔結構，主要的藝文機構都是公營單位，同時所有開銷經費皆由國家所支持。因此，
民間基金會、私人美術館與畫廊的影響力無法與公部門相抗衡。不過「中央集權制」隨
著解嚴、政權輪替等變更，國家文化政策也因文化行政官員不同而有了政策上的改變。
現階段台灣文化政策沒有「中央集權制」的明確目標與大建設，但卻也無民營化、地方
自治的多元化。例如，文建會本著尊重文化多樣性精神，積極保存與開發台灣文化特色
之外，更透過表演、展覽、出版、人才交流、考查、訪問、學術研討會、加入國際文化
藝術組織等方式，以「由本土出發、推動台灣走向世界」準則進行國際文化交流，將中
央集權藝術村政策轉移為輔助地方性文藝進駐計畫，還曾遭受台北藝文界質疑新政府的
文藝政策，公部門欲將中央集權之直接干預的文化政策轉變為傾向挪威之再分配福利措
施，但因為福利措施目前尚未明確；加上民間企業與基金會的節稅制度，公部門無法以
免稅政策提供誘因，以至於無法學習美國的多元主義，因此蔡瑞霖(2006)認為依據
Kevin(1998)所提出的文化政策類型，台灣的文化政策類型應屬於從法國直接介入的中
央集權逐漸朝挪威之地方自治政策，贊助機制由補助漸漸朝再分配之福利政策修正，修
正過程應加強福利政策的完善，下放權利不應過於干涉。
表 5-2-1 台灣文化政策、藝術行政與贊助模式型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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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介入程度

國家政府的角色

強烈

直接

間接

法國

加拿大

中央集權、集權、津貼

邦聯主義、授權

公眾文化
的性質

美國
薄弱

挪威

多元主義、私有化、

地方自治、再分配、福利

免稅政策

從 2004 起年文建會施政主軸特別強調「全球人才」之培育觀之，鼓勵藝術創作者
走入國際與世界各地多元文化交流、接軌。四年來，文基會共獎助專業人員來台教學、
傳習及選派專業人員出國研究及參加比賽的人數達 131 位，藝術村資源中心更培育了
41 位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進行駐村計畫，以下重點計畫有許多與國外藝術村、藝術進駐
中心或國際藝文組織密切合作與交流計畫(見表 5-2-2)64。
表 5-2-2 2004 年文建會「文化人才培育」

64

實施
日期

實施
地點

研習
對象

主辦
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容

培育傑出音樂人
才參加國際音樂
大賽

為培育傑出優秀音樂人才，鼓勵參加國際
音樂大賽，提昇國人在國際上之音樂地
位。

一月

國外

◎

文基會

儲備音樂人才庫
─協助藝術人才
進軍國際藝壇計
畫

甄選具潛力之鋼琴及小提琴年輕音樂
家，協助參加各項大師班、音樂營及國際
比賽，以拓展藝術技能與視野，開闢藝術
生涯發展之新方向。

二月

國外

◎

文基會

視覺藝術人才出
國駐村計畫

由各國藝術村評選我國初選後之視覺藝
術人才，並於出國駐村研習後，辦理成果
發表展覽並出版專輯。

三月

美、法
捷克
等地

☉◎

第三處

趨勢計畫－文化
藝術人才培育計
畫

每年選出五位文化行政人員（三位赴法一 三月
星期、二位赴法一個月）進行實地考察，
由文建會負擔機票及雜費，法方負擔食宿
並安排實習與參訪。

法國

▲◎

第三處

「法國世界文化
館」文化藝術行
政人才赴法研習

甄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媒體出版與文
化產品進出口等行政人才，赴法國相關單
位研習進修。

法國

☉▲◎

第三處

三月

資料來源 2006.02.01，http://web.cca.gov.tw/culture_year/schedule/index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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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
甄選文化人才短
期出國進修及交
流計畫

甄選服務於文化創意產業且具發展潛力
之人才，赴國外進行短期進修，吸收新
知，增進專業技能，帶動國家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

三月

世界
各國

☉▲◎

2004「全球視野」 鼓勵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等藝文創 五月
創作人才培育計 作者，從事具有思想性、藝術性、實驗性、
畫
社會性之融合文化視野之藝術創作，提出
具有創見之思維計畫，並前往世界各地創
作，蒐集世界文化中具卓越貢獻之創作思
維及資料者，得申請本項補助。

世界
各國

◎

文建會
第三處

甄選人才赴英研
習計畫

甄選具發展潛力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赴
英國進行參訪暨研習，以吸收新知，增進
全方位管理經營及異業整合技能，帶動國
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五月

英國
倫敦

☉▲◎

文建會
第三處

獎助公立文化機
構專業人員出國
研究計畫

鼓勵博物館行政、劇場技術及行政管理等
公立文化機構專業人員吸收新知，增進專
業技能，並協助公立文化機構推展專業人
才國際交流。

七月

國外
▲◎
（申
請人
自選）

文基會

國內工藝師赴澳
洲進修及實作計
畫

選送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培訓之金工及
玻璃等優秀工藝師，赴澳洲見習工藝產業
並實地創作。

八月

澳洲

♀

文建會
第三處

捷克文化資產交
流計畫

選派人員赴捷克進行為期二週之文化資
產交流及研習。

九月

捷克

▲

文建會
第三處

第三處

♁★

♁★

研習對象:
♀表示一般大眾 ☉表示教師或學生 ▲表示文化機關(構)或文化法人團體 ◎表示專業人員 ♁表示演藝團
體 ★表示社區居民或文史團體

(資料來源：文建會「文化人才培育」，2004)
根據上表所列之文化人才培育計畫性質，大約可以分為三種類型，分別為進駐計
畫、競賽、研究進修三種(見表 5-2-2)，以藝術家為中心之屬性的計畫仍佔少數，雖然
競賽與研究進修與藝術家進駐計畫有正面相關，但從計畫之重點領域看來，政府仍是
比較傾向重視文化與藝術行政領域，對於藝術家進駐計畫之重點傾向鼓勵研究、研習
或進修，而非鼓勵藝術家創作、合作與互動之較屬於藝術家內在創作與心靈體驗之提
昇。
另外，培育對象有一般大眾、教師、學生、文化機關、團體等，但以專業人士為
主，專業人士所指為藝術家、藝術與文化行政人員、策展人等。計畫內容包含視覺藝
藝術、表演藝術、媒體創作、文學、文化創意產業、藝術與文化行政等不同之藝術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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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計畫實施地點遍及世界各地，但以歐洲與美國為主要交流、合作對象。
表 5-2-3 文建會「文化人才培育」計畫之類型表
類型

進駐計畫

競賽

研究進修

計畫名稱

重點領域

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計畫

視覺藝術

甄選人才赴英研習計畫

文化創意產業

國內工藝師赴澳洲進修及實作計畫

金工與玻璃

捷克文化資產交流計畫

文化行政

儲備音樂人才庫─協助藝術人才進軍國際藝壇計畫

音樂

培育傑出音樂人才參加國際音樂大賽

音樂

趨勢計畫－文化藝術人才培育計畫

文化行政

「法國世界文化館」文化藝術行政人才赴法研習計畫

文化行政

甄選文化人才短期出國進修及交流計畫

文化創意產業

獎助公立文化機構專業人員出國研究計畫

藝術行政

2004「全球視野」創作人才培育計畫

表演、視覺、文學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台灣國際贊助與藝術家獎助計畫之推動
目前台灣致力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者仍以國家公部門之行政機構為主
導，主要因素是經費與補助來源的限制，尤其台灣大多數藝術進駐空間屬於公部門或委
外管理與經營等模式，除了沙湖壢藝術村、台三藝術村、桶盤藝術村等組織為私人經營，
其他組織皆非常仰賴來自政府與地方補助。在英國豪克斯頓地區也曾經面臨同樣問題，
因為當地商業活動豐富後所帶來的房租漲價及環境轉變成高級住宅區的炒作壓力，造成
藝術家無力負擔工作室租金，因此倫敦政府出資買下一棟建物，以協助無法負擔房租的
藝術家繼續在該區創作；竹圍工作室主持人蕭麗虹認為，豪克斯頓的經驗由政府提供法
律、經費協助的經驗值得台灣參考。
然而，台灣的文化政策屬於補助與福利政策之模式，但中央之文化預算與經費卻如
九牛一毛，無法擔負所謂中央集權式補助或貫徹福利制度，再加上又無法如美國民營化
文化政策，有熱絡的民間贊助風氣與完整的免稅制度來鼓勵民間贊助藝術計畫的藝術環
境。所以台灣民間基金會與企業，對於贊助藝術活動較不熱衷。因此對於藝術家進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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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責任全部回流至政府機構。
不過近幾年來，全球化國際交流趨勢盛行，藝術家不再侷限於公部門之贊助與規
定，轉而向國際基金會、國際藝術協會、聯盟、獎助計畫、私人收藏家等尋求贊助；因
此，隨著贊助來源多元化、金額充足化，藝術家游牧於世界各國藝術進駐機構的腳步更
加頻繁與順暢。故將國內獎助藝術家進行跨國行動與國外藝術家來訪、進駐等計畫，依
造進駐計畫之贊助機構為主體分成三種模式。

一、以國家層級
首先推動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機構並不是目前最高文化機關文建
會，而是教育部。自 2004 年後，該項事權漸漸地轉移至文建會，由文建會整合其他相
關計畫主導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事宜；另外，地方政府首推進駐計畫者為台北市
政府文化局對於推動藝術家進駐與國際交流活動最不遺餘力，成果也最豐碩。
(一)教育部
根據2004年「文化統計」指出，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於2004年之文化支出占中央政府
總文化支出的27.2%，居各部門之冠。教育部於1998年由國際交流處第五科所負責推動
之「巴黎國際藝術村工作室藝術人員遴選」計畫，直到2004年後，改由文建會藝術村資
源中心接管，將此交流計畫與2005年度遴選視覺與表演藝術創作者共同辦理出國駐村徵
選計畫。
此計畫目的為加強國際藝術交流，以提昇國內藝術創作之水準，遴選優良藝術人員
前往法國巴黎藝術村進修研習。遴選項目就平面創作、立體創作、舞蹈、音樂及影劇五
項，每年度遴選三項，每項名額一名，共三名。
獲獎人可於法國巴黎國際藝術村進駐一年，教育部贊助其赴法國經濟艙往返機票壹
張；醫療保險費、工作室租金、水電與維護費用；每月美金 900 元之研究補助費；另外，
獲選人於進駐一年期間，得於藝術村發表成果或展演，其所需經費得經駐法文化組初審
後，報請教育部依相關規定酌予補助，補助上限為美金 2500 元，惟以一次為限；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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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人如未具法語基礎，可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至國內立案之法語訓練機構作短期密集之
法語進修，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8000 元。
(二)文建會
文建會2004年總支出占中央政府總文化支出占26.4%位居教育部之後，各項支出中
以文化發展業務經費總額最多，占總支出的30.37%，其費用主要運用在改善文化環境和
均衡城鄉文化發展；其次是表演及視覺藝術業務的經費，有關專責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
動計畫之國際文化交流業務支出比率只佔6.4%，金額約32,825元，為培育視覺藝術創作
人才，自1999年起規劃辦理「甄選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創作及交流計劃」，希望藉由
此計畫促進實質文化外交，開創與國際社會間的良性互動，協助年輕、具潛力藝術家從
事創作、研究、交流，並拓展國際視野。因此，從2000年至今65此計劃已提供65位藝術
家前往國外駐村(見表5-3-1)，這些藝術家的創作作品逐漸受到國際上重要策展人青睞，
因此此計畫對國內當代藝術發展與台灣目前藝術家進駐計畫有莫大貢獻。
表5-3-1文建會2000-2006年「甄選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創作及交流計畫」獲選人名單
項目
年度

姓名

進駐
國家

駐村名稱

藝術領域

2000

李宜全

美國

紐約 Omi 歐密藝術村

視覺藝術

2000

唐唐發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0

陳建榮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0

陳建明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0

方偉文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0

陳龍斌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0

王德合

美國

舊金山赫德蘭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0

李昀珊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0

陳慧茹

英國

倫敦蓋斯渥克藝術家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0

謝敏文

英國

倫敦蓋斯渥克藝術家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1

羅秀玫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1

賴純純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1

李銘盛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1

陳俊豪

美國

舊金山赫德蘭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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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計算從 2000 年第一屆「甄選視覺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創作及交流計劃」至第七屆共 65 位藝術家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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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贊助
2001

施宣宇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1

楊春森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1

姚瑞中

英國

倫敦蓋斯渥克藝術家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2

李朝倉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2

陳正才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2

顏忠賢

美國

紐約 PS1 當代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2

連時維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2

陳一凡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2

黃裕智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2

蘇麗真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2

林建榮

英國

倫敦蓋斯渥克藝術家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3

楊夕霞

法國

CAMAC

視覺藝術

2003

吳燦政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3

彭弘智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3

石晉華

美國

紐約 PS1 當代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3

黃蘭雅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3

陳彩薇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與美國亞洲文化協會
共同贊助

2003

林煌迪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3

林甫珊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4

楊春森

捷克

契斯基克倫洛夫市席勒美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4

徐洵蔚

法國

CAMAC

視覺藝術

2004

林欣怡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4

游文富

美國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4

蘇匯宇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4

林瑋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4

王幸玉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4

蔡芷芬

美國

科羅拉多州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5

周佳雯

捷克

契斯基克倫洛夫市席勒美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5

謝芝玲

美國

洛杉磯 第 十 八 街 藝 術 特 區

視覺藝術

2005

陳曉朋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5

史筱筠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5

傅弘誌

美國

洛杉磯第 18 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5

柯子建

美國

紐 約 ISCP 國 際 藝 術 工 作 室

視覺藝術

2005

鄭秀如

美國

紐 約 ISCP 國 際 藝 術 工 作 室

視覺藝術

2005

胡慧琴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5

陳淑燕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6

吳東龍

美國

洛杉磯第十八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6

周孟曄

美國

洛杉磯第十八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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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獲推薦參加第十
八街藝術特區甄選 2
名駐村

三位獲推薦參加第十
八街藝術特區甄選 2

2006

蘇淑美

美國

洛杉磯第十八街藝術特區

視覺藝術

2006

翁姍慧

美國

CAMAC

視覺藝術

2006

陳玫蓁

美國

CAMAC

視覺藝術

2006

曾偉豪

美國

CAMAC

視覺藝術

名駐村
三位獲推薦參加
CAMAC 甄選 1 名駐
村

2006

姚瑞中

美國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第二次獲選

2006

吳達坤

美國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視覺藝術

2006

朱芳毅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6

許家瑜

美國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6

黃欣怡

捷克

契斯基克倫洛夫市席勒美術中心

視覺藝術

2006

林其蔚

法國

巴黎國際藝術村

表演藝術

2006

葉偉立

法國

巴黎國際藝術村

表演藝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表 5-3-1 可知，自 2006 年因文建會接管教育部之巴黎國際藝術村工作室藝術人
員遴選計畫，藝術領域類別不再侷限於視覺藝術；此計畫的駐村地點大多集中於美國與
歐洲(英國、捷克；法國)等國家，因為文建會已於這些藝術進駐機構租用一至三間工作
室，以做為國內藝術家進駐、創作、交流之創作場域；至於亞洲、澳洲、非洲等地區仍
是台灣需努力開發的部份。
另從文建會之「駐村點附表」(見附錄二)中歸納出，租用國外藝術進駐機構之工作
室所能提供之豐富資源與相同之處：
1. 提供免費食宿、工作室，為期三個月至一年的創作環境。
2. 隨著藝術家進駐計畫宗旨、性質差異而呈現不同駐村形式風格，以美國紐約ISCP國
際藝術工作室與洛杉磯第18街藝術特區為例，因屬於都會區型態藝術村，交通便捷、藝
文活動頻繁，藝術村則利用所在位置之優勢，定期安排藝評家、畫廊負責人、專業策展
人、在地藝術家拜訪個人工作室，為駐村藝術家拓展當代藝術場域之曝光機會、開拓作
品能見度。
3. 若進駐單位地處靜僻，如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席勒美術館，進駐單位則定期會舉
行參觀、拜訪藝文組織、了解當地風俗民情之旅行與參訪活動。
4. 駐村期間享有使用進駐單位專業設施之權利。
5. 有些進駐單位希望定期開放工作室參觀。

120

表 5-3-2 視覺藝術人才進駐國際藝術村概況

單位：人

年

別

總 計

美 國

英 國

捷克

法國

總

計

48

40

4

2

2

2000

10

8

2

-

-

2001

7

6

1

-

-

2002

8

7

1

-

-

2003

8

7

-

-

1

2004

8

6

-

1

1

2005

7

6

-

1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台北市文化局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雖為地方政府，對於國際文化藝術交流卻有政策面與實務面之
呈現，根據台北市文化局 2003 年施政計畫提及三項國際文化藝術交流策略66，其中之
一為「國際藝術村經營及駐市藝術家交換計畫」
，文化局希望透過駐市藝術家交流作業，
持續與澳洲、韓國、英國、宏都拉斯、芬蘭、古巴等城市進行藝術家跨國行動之交流計
劃，同時與法國、美國、加拿大、義大利、宏都拉斯等主要城市進行駐市藝術村經營管
理之經驗交流，進而將這些成功經驗發展至國內各縣市之藝術家駐村交流計劃。
(四)綜合分析
綜上所述，國內以國家層級涉入藝術村之跨文化國際交流，並以教育局、文建會及
台北市文化局為主軸，以下將這三處公部門所實施之藝術家駐村與藝術人員遴選辦法，
分別為巴黎國際藝術村工作室藝術人員遴選、視覺(與表演)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及交流計
畫、駐市藝術家交流作業要點，做一綜合分析、比較(見表 5-3-3)。
1. 以提昇國內藝術創作水準為主要宗旨、促進文化與城市外交為輔
分別從三項計畫之宗旨、駐村地點、藝術家駐村義務內容發現，駐村地點大多集中
於美洲、歐洲等地，若再細究其藝術進駐機構大多分佈於該區之先進國家的首都位置，
如紐約 PS1、倫敦蓋斯渥克藝術家工作室、巴黎的巴黎國際藝術村等。希望藝術家透過
此計畫直接接觸世界藝術脈動中心、見識當代藝術蓬勃的創作環境、在文化薈萃豐饒的

66

三項策略分別為國際城市及華文世界文化藝術交流、國際藝術村經營及駐市藝術家交換計畫、發展及
支持亞太城市文化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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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沃土、擺脫梏桎、刻板的創作思維、體現異文化差異與刺激所帶來的創作靈感。因
此，藝術家於駐村期滿後，需呈現書面與作品等紀錄以及參與相關藝術教育活動，期許
駐村藝術家能將所見所聞貢獻國內藝術環境。
2. 鼓勵青中年、具創作潛力藝術家
三項計畫不論國內外來訪與出訪申請資格，年齡以不超過 55 歳，且具有 3-5 年創
作經驗之藝術家為申請對象，希望協助藝術家在創作旺盛期達到顛峰；尤其文建會的計
畫還須具備進駐該國之語言能力，獲選藝術家可以成為代表台灣的藝術種子，將台灣文
化、藝術透過藝術家的移動傳播出去。
3. 視覺藝術領域為主軸
獲選藝術家以視覺藝術領域為交流主軸，雖然視覺藝術不該被窄化為單純繪畫與美
術創作，內容應該還包含各種與造型藝術有關，如：多媒體、雕塑、版畫等範疇。台北
市文化局之駐村計畫藝術領域較為多元化發展，鼓勵藝術家間之跨領域合作與對話。
4. 組成評選委員會，公開甄選
均成立遴選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依遴選藝術領域而有所不同，例如，臺北市出訪國
外藝術家之委員會則分視覺、表演、文學三類，邀集各領域代表包含專家、學者、藝術
家、地方代表等。另外，文建會之藝術家遴選方式由贊助單位與進駐單位採兩階段共同
遴選，也就是先由文建會遴選出推薦名單，再將推薦名單提供給對方由進駐單位和贊助
基金會選出最後進駐人選，洛杉磯第十八街藝術中心與舊金山赫德蘭藝術中心皆是此種
遴選合作模式。
表 5-3-3 台灣國家層級各項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獎助計畫比較一覽表
計

一

畫 巴黎國際藝術村

二
視覺(與表演)

項

工作室藝術人員

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及

目

遴選

交流計畫

贊助

87-93 年教育部

單位

94 年~文建會

主辦

87-93 年國教處

單位

94 年~藝術村

三

駐市藝術家交流作業要點

文建會

台北市政府
台北

藝術村資源中心

國際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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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

宗旨

為加強國際藝術
交流，以提昇國
內藝術創作之水
準，遴選優良
藝術人員前往法
黎藝術村進修
研習。

為培育國內視覺藝術

為發展台北市與國際城市之間的文化藝術交流，台北

創作人才，促進實質

市政府文化局以台北國際藝術村為基地，藉出訪及駐

文化外交，與國際社

台北市藝術家遴選計畫，提供國內藝術創作人才發展

會間良性互動，協助

專業生涯之機會，並促進國際城市間的文化交流。

國內藝術家創作、研
究以及交流等計畫。

交流

國際型

國際型

型態

兩國對等

世界型

藝術

平面、立體創
作、舞蹈、音樂、
戲劇

視覺藝術創作

文學、視覺、表演藝術

四月

一月

九月

依該年藝術村規定

4 -12 週

領域
申請
期限

進駐
期間

一年

(約 3-6 月)

˙凡具備中華民國國
籍、年齡 45 歲以
國國籍、年齡
下。
在 50 歲以下。 ˙非在學學生，並從事
藝術創作滿五年以
˙非在學學生、
上。
從事藝術創作 ˙曾在公、私立畫廊或
藝術中心舉辦個展
或展演 5 年以
及聯展者。
上。
˙具備駐村國語言溝
˙凡具有中華民

申請
資格

混合型

國內

出訪

駐市

國外

藝術村

對等機

自費來

藝術家

藝術家

遴選

構交換

訪計畫

˙具備中華民國

國外來訪藝術家

˙非中華民國國籍

國籍，年齡在 55

之藝術家，年齡 民國國籍之

歲以下設籍台

在五十五以下。 國外藝術

北市者為優先。 ˙非在學學生，具

地點

備三年以上藝

˙具備中華

事下列藝術創

術創作等相關

民國國籍

作滿三年以上。

工作經歷。

但居住國
外五年以
上。

台北
巴黎國際藝術村

美洲、歐洲

國際
藝術村

依該年藝術村提供名

名額

3名

獎助

往返經濟艙機票

V

內容

工作室

V

額(10-12 名)

家。

˙非在學學生，從

通能力。

駐村

˙非中華

4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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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歐、
美、澳
洲

台北

台北

台北

國際

國際

國際

藝術村

藝術村

藝術村

12 名

共 18 名

V

V

視國外

V

V

合作合

不限

保險費
駐村費用
研究補助費 900
成果計畫費
2500 美金
費用

作機構

V
膳食費每月 500 美金

免費住宿

協定條

租宿費 1100 美金

生活費每日最多 35 美金

件。

零用金 700 美金
創作材料費 500 美金

創作計畫費每月 600 美金

4 週 600

無

無

無

分初審及複審兩

採「公開甄選」
，邀集

採「公開遴選」。邀集文學、 由交換

遴選

項，聘請會外學

學者專家等組成評選

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等之學

機構遴

選」的方

方式

者專家組成審查

委員會，進行初審與

者專家組成遴選委員會，分

選。

式。

委員會。

複審二階段作。

初審與複審二階段。

˙駐村期滿繳交

˙駐村期滿繳交 5000

繳交駐村紀

義務

書面報告。
˙參與檢討會議
與展出。

自報告與作品光

錄、與來台駐村

碟。

藝術家互動、交

˙開放工作室

美金
採「公開遴

開放工作室、配合展覽、演出活動。

流、推廣活動。

(資料來源：由本研究整理)
二、基金會層級
自1999年7月起，文化藝術財團法人之管理工作由教育部轉移到文建會，截至2004
年底，共計有106家全國性文化藝術基金會。就業務屬性來看，以綜合類所占比例最高，
共有48家，其中文化交流類只佔了9家，數量寥寥無幾；其中致力於贊助藝術家進駐與
跨國行動計畫之基金會為中美亞洲文化基金會、巴黎文教基金會有實質與具體之獎助計
畫；若從2000年和2001年的台灣300大基金會家數觀之，文化藝術類數量從 8.3%萎縮到
4%。由此可知，台灣民間與私人企業致力於藝術文化交流贊助的風氣有待鼓勵與振興，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若完全仰賴基金會或民間機構贊助，資金來源貧乏、可以申
請的對象並不多。以下分別以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與中美亞洲文化協會之獎助計畫為例
來說明台灣基金會獎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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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台灣 300大基金會家數
目標類型

2000 年
家 數
300
151
25
78
27
2
12
5

總
計
文化教育類
文化藝術類
社福慈善類
醫療衛生類
環境保護類
經濟發展類
其 他 類

2001 年
百分比
100.0
50.3
8.3
26.0
9.0
0.7
4.0
1.7

家 數
300
161
12
73
31
2
13
8

百分比
100.0
53.7
4.0
24.3
10.3
0.7
4.3
2.7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喜馬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2002)

無資料

7
48

綜合類

6

視覺藝術類

15

表演藝術類

1

社區文化類

7

生活文化類

1

文學類

3

文化傳播類

9
9

文化資產類
文化交流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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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2004年全國性文化藝術基金會家數
(資料來源：文建會2004年文化統計)

表 5-3-5 文化藝術類別基金會一覽表
基金會名稱
中美亞洲文化基金會
巴黎文教基金會

基金會宗旨

贊助計畫

贊助台灣藝術家赴美研習進修

亞洲文化協會台灣獎助計畫

透過獎學金提拔並獎勵台灣的藝術新人

巴黎獎

赴巴黎進修。
世界客屬文教基金會

沈春池文教基金會
周凱劇場基金會

舉辦及獎助世界客屬文教公益事業為宗

.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獎勵世

旨

界客屬傑出人材等公益事業。

以促進文教公益事業，提倡文化教育活

舉辦及贊助兩岸各種傳統與創新

動，及協助培育高級優秀人才為宗旨。

的文化交流活動。

獎勵優秀劇場工作人員，協助其從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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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昇劇場專業水準，建立健全的劇
場制度。
國際文化基金會

促進文化交流

透過媒體宣揚文化、國內外文化
界互訪、舉辦國際文化講座。

國際新象文教基金會
太平洋崇光文教基金會
現代文化基金會

舉辦跨國際展演活動
文化交流
提升台灣文化，促進多元文化之發展為宗
旨

(資料來源：文化藝術基金會，本研究整理)
(一)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於 1996 年，依據「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設置條例」
成立，是以營造有利於文化藝術工作之展演環境、獎勵文化藝術事業、提升藝文水準
為宗旨之非營利組織。基金會基金來自政府與民間，除由主管機關行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逐年編列預算捐助外，更透過各項募款活動，匯集社會各界資源，共同推動文化
藝術的發展。
基金會設有董事會與監事會，董事會負責基金會業務方針之核定及基金之保管運
用；監事會則負責稽核並監督基金會之財務狀況。其補助目的是運用公共資源，催生民
間活力，營造有利於文化藝術工作均衡發展之環境，並維護各族群特有文化藝術之傳承
與發展。因此補助重點包括：
1. 前瞻或突破性之藝文創作。
2. 文化藝術之專業講習與調查研究。
3. 擴展國際交流之文化藝術工作。
4. 藝文團體經營之穩定、持續與提升。
尤其，國藝會於 2002 年 4 月正式加入「藝術理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聯盟組織」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al Agencies，IFACCA)，IFACCA 是第
一個由各國國家級藝文補助單位為主所組成之全球性網絡，以建立網絡、促進各藝術理
事會及文化機構間的瞭解與合作，並鼓勵對藝術扶植及文化多元性為宗旨。因此藉由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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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IFACC 國際網絡，同步提供國內藝文界各項國際藝文訊息。例如，2004 年由 IFACC
所主導調查、研究全世界之藝術家國際行動計畫中，所列舉之藝術家進駐、交流計畫贊
助機構等資訊，都是台灣藝術家、團體進入國際領域不可或缺的重要資訊來源。雖然國
藝會較無直接獎助藝術家進駐之相關計畫，但其補助以擴展國際交流之文化藝術工作為
重點之一，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有重要的影響。
(二)亞洲文化協會
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ACC)於1963年由約翰‧洛克斐勒三世先生創
立以來，專注於推動美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交流已近四十年，受其贊助之亞洲藝術
專家有4000多位，而美洲與亞洲各個獎助計畫主要是透過與企業、基金會合作以及個人
捐款籌募基金來獎助藝術家。早期台灣受獎人包括：林懷民先生、聶華苓女士、楊牧先
生、傅申先生、劉國松先生、張臨生女士、袁旃女士、李永豐先生、梁志民先生等，目
前都已是台灣藝術界的精英與典範人物。台灣分會於1995年成立，與中美亞洲文化協會
合作(Sino-American Asian Cultural Foundation，SAACF)，徐旭東先生擔任董事長，創設
「台灣獎助計畫」，贊助台灣藝術家赴美研習進修67。
根據2005年「台灣獎助計畫」之獎助項目共計有六種獎助項目(見表5-3-6)，分別由
國巨基金會、復華文教基金會、智邦藝術基金會、康陳銘先生、遠東企業所贊助。獎助
內容為贊助個人藝術家和文教機構進行國際藝術交流活動。獎助範圍包括考古學、建築
學、藝術行政、藝術評論、藝術史、文物保護、手工藝、舞蹈、電影、錄影藝術、博物
館學、音樂、繪畫、攝影、版畫、雕塑及戲劇等，但不包含藝術教育、商業設計、大眾
傳播或都市計劃方面的研習。
表5-3-6

ACC「台灣獎助計畫」計畫項目
獎助項目

台灣獎助計畫
Taiwan Fellowship
國巨科技藝術獎
Yageo Tech-Art Award
67

獎助期間

獎助內容

一至十二個月

贊助一至三名台灣表演和視覺藝術工作者、學者、

(一般為六個月)
六個月

專家，赴美或亞洲研習與創作。
贊助一名台灣藝術家赴紐約蘇活區Location One
科技藝術實驗室，進行研習進修及創作發表。

資料來源：
《亞洲文化協會 2003 台北會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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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華藝術創作獎

四至五個月

月，並赴紐約進行一至兩個月的研習進修及創作。

FuHwa Fellowship
康陳銘獎助金
ACC Kang Fellowship

一至十二個月

贊助兩名台灣藝術家赴美及東南亞國家研習交流。

(一般為六個月)

阿庫斯駐地創作計劃
ARCUS Project,

贊助一名台灣藝術家赴赫德蘭藝術中心駐村三個

贊助台灣藝術家前往日本阿庫斯藝術村創作和文
三至五個月

化交流，本項獎助金直接向日本阿庫斯申請。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遠東藝術創作獎

一至六個月

贊助台灣的藝術家、學者赴美以及亞洲文化交流。

Far Eastern Award

1. 獎助對象類別
個人獎助部分，主要對象為台灣藝術家、學者和藝術專業人才提供獎助金，贊助其
赴美國及亞洲各國進修、研究、考察、創作、參加學術會議和研討會等活動。獎助金包
括國際來回機票、在美旅費、生活費、醫療保險和其他雜費。資助期由一個月至十二個
月不等。由於獎助計劃的目的在使獲獎人獲得有助其在本國完成專業目標訓練及經驗，
因此，獲獎者必須保證在贊助期結束時會返回其原居地。由於資源有限，亞洲文化協會
不贊助下列活動：
(1)講學活動、個人作品展覽、或個別的巡迴演出。
(2)修讀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3)在本國進行的進修、研究、考察或創作活動。
團体獎助部份，亞洲文化協會資助由藝術團體或文教機構舉辦的國際藝術交流計
劃。鑒於亞洲文化協會的資源主要是用於資助個人，因此通常只能為團體舉辦的藝術交
流計劃提供少量的金額贊助，用以協助來自亞洲或美國藝術家、學者與專家參與在臺灣
進行的國際藝術交流活動，例如 2005 年 TAVA 所舉辦之「藝次元—描繪亞洲藝術能量
版圖國際研討會」獲得亞洲文化協會約 270,233 元補助。因此，亞洲文化協會不贊助書
刊出版、籌募基本經費之活動、一般活動或行政費用。
2. 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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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意申請贊助者，須於每年二月一日前準妥「活動計劃簡介」，內容簡明扼要說
明擬進行之進修、研究、創作、開會之內容，擬申請之補助項目以及簡要自傳。若所提
活動計畫符合亞洲文化協會的宗旨與規定，亞洲文化協會將寄上申請書，讓申請人提供
更詳細的資料。同時申請人所提交的計畫，將由在臺北的中美亞洲文化基金會和在紐約
的亞洲文化協會之董事會，於每年五、六月間作最後審核。六月底以前，紐約亞洲文化
協會將結果去函通知每位申請人，同時公告獲得獎助者之名單。
國內基金會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國際交流事務較不熱衷，因此欲申請贊助
或補助之藝術家、團體除了公部門之補助計畫之外，則須仰賴國際性協會、基金會或其
他國家政府、組織所設立之進駐或行動計畫；儘管國內贊助機會門可羅雀，但只要藝術
家與藝術團體能跨越地域性與國家疆界等刻板印象，尋求國際資源與獎助，可以發現國
際間獎助藝術家與藝術進駐單位的計畫交流頻繁、資源豐富。本研究已於第三章中提及
許多國際性基金會與獎助計畫非常歡迎亞洲地區、具藝術創作性、青年藝術家參與進駐
創作。例如，亞洲地區的亞洲文化協會、亞洲聯網、日本基金會等，歐洲地區的 Res Artis、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等。

三、其他
除了由政府之國家層級以及基金會贊助來源外，也有一些由民間企業所贊助的進駐
計畫，如 2006「義守大學國際石雕藝術節」，由義守大學所主辦邀請邀請法國、日本、
義大利、中國大陸及台灣等十二個國家、地區，十七位國際藝術家與台灣十一位藝術家
進駐校園內創作一個月，透過進駐過程全校師生與藝術家進行對話，並將完成作品永留
校園。另外，也有由私人收藏家提供藝術家經費到國外工作室進駐或由藝術家共同發起
向公部門募集款項所舉辦之國際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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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國際資訊網絡發展情況
藝術家進駐從源起到普遍設立過程，已成為近代文化史的一部分，新型態的藝術
家進駐形式回應當今藝術家以世界為工作室的概念，呼應了藝術家移動習性，藝術家進
駐計畫具體融合移動與定居的游牧概念，體現創作之真正需求。台灣起步雖晚了些，卻
也漸漸跟上這股國際風潮，目前藝術家進駐之國際網絡環節仍屬啟蒙草創階段；尤其公
部門方面，除了文建會、台北市政府文化局與美國、歐洲幾個知名藝術進駐單位進行合
作、交換工作室等交流關係，基金會、民間企業致力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與網絡連
結有亞洲文化協會、亞洲聯網、竹圍工作室以及 2004 年成立投入台灣藝術村聯盟工作
等人。
綜觀目前台灣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國際網絡型態，從國際案例的三個型態：
區域性、國家性、全球性而言，台灣初步應較屬於以全球性資訊平台做為國際網絡發展
核心，進而透過凝聚亞洲共同藝術能量走向以亞洲基金會為核心之區域型；漸漸地待國
內對於國際藝術家進駐或交流事務較為熟悉之後，再逐步建立國家級資訊網絡平台。因
此將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在發展國際網絡上的努力分為三個進程。

一、以全球性藝術進駐組織網絡機構為核心
從 2000 年起以蕭麗虹為首等竹圍工作室藝術家，以參與全球性藝術進駐組織所召
開的年會或研討會為發展起點。參與世界兩大藝術村組織，美國 AAC 在德州聖安東尼
奧與 Res Artis 在印度新德里的年會，在年會中與一百多位來自各國藝術村或基金會執
行長對話，深入了解對方藝術村的特性、經營方式並透過此次機會吸收藝術村運作經驗
與模式、引介國內剛啟蒙的藝術村給國際友人認識。此種以藝術村為單位，分散式地參
與、加入國際藝術村組織或基金會模式，雖然國際連結性較為鬆散，但確實與國際間具
重要性藝術村組織建立初步交流關係，這些得來不易的交流關係網絡也對將來台灣藝術
村發展及走入國際舞台有深遠的影響，這些重要機構有法國文化交流協會(AFAA)、聯
合國(UNESCO-Aschberg)、紐約藝術之環(ArtsLink)、荷蘭 Trans Artists、香港藝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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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亞洲文化協會(ACC)與日本基金會等。
與世界性重要藝術組織進行初步連結之後，每每在國際性研討會中爭取台灣藝術村
的國際能見度，使國際間藝術村代表們認識台灣藝術能量並視台灣藝術村為其一員，因
此經過這幾年的努力，在上述世界重要藝術村組織資訊平台中，發現 Res Artis 將台北
國際藝術村、竹圍工作室以「台灣」為搜尋尺度載入其資料庫供全世界藝術家與進駐單
位、組織搜尋；另外以藝術家為中心的荷蘭 Trans Artists 將「台灣」資料庫收錄更完整，
有台北國際藝術村、竹圍工作室、台中 20 號倉庫、嘉義鐵道藝術村、草山行館、華陶
窯、蘭嶼藝術村、松園別館、沙湖壢藝術村、桶盤藝術村等，其中蘭嶼藝術村甫於 2005
年成立，甚至許多國人都不知道的訊息已被詳盡地建置於國外資訊平台。
因此，這種以世界性國際組織為核心之分散式聯結模式，以爭取國際曝光度為前
提，但對於國內藝術村整合與推動本土藝術家之進駐幫助不大，因為此種型態(見圖 54-1)中，台灣藝術村間的聯繫沒有交集、互動貧乏，進駐空間彼此之間資訊流通率低，
儘管近在咫尺，卻無法正確且迅速傳達訊息、資源更是無法獲得整合與充分利用，因此
對外容易造成單向性交流與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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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
工作室

台北國
際藝術

台中 20
號倉庫

橋仔頭
藝術村

Trans
Artis

圖 5-4-1 全球性藝術村網絡機構為核心之型態圖
二、以連結亞洲區域藝術能量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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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藝術村聯盟 TAVA 於 2005 年 7 月所主辦的「藝次元—描繪亞洲藝術能
量版圖」工作營與國際研討會為台灣藝術村發展國際網絡第二進程的起點；此次活動為
亞洲首度舉辦，參與代表包括來自澳洲、中國、香港、日本、印度、印尼、外蒙古、泰
國、柬埔寨、韓國、馬來西亞等十五國共三十位亞洲各國藝術村執行長，以及台灣各地
之藝術家、策展人、文化研究員等共襄盛舉；活動目的以考察亞洲藝術發展、藝術村經
營現況等議題與台灣藝術村經營者、藝術家展開對話，期望由對話凝聚力量、發掘問題、
建立未來合作交流與策略聯盟的平台。此外，此次活動除了將台灣藝術能量延伸至亞洲
地區，更以爭取「2006 年亞洲國際藝術村聯盟」世界年會在台灣的主辦權為目標。
TAVA 首次成功匯集亞洲藝術能量之舉並非一蹴及成，除了獲得來自日本基金會
(Japan Foundation)、亞洲文化協會(AAC)、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的藝術發展基金與民間
企業龍風集團的贊助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協助之外，端賴過去幾年 TAVA 積極參與全球
性重要藝術村組織，與世界各國藝術村執行長建立友好關係，甚至此次研討會策劃人之
一蕭麗虹以國際藝術村聯盟 Res Artis 亞洲董事身份，深入國際藝術村聯盟組織架構，
協同台北國際藝術村執行長蘇瑤華以及 TAVA 李俊賢等人多次參與年會為台灣發聲，去
年九月再一次出席 Res Artis 於德國柏林第十屆年會，則是希望藉著籌辦「2006 年亞洲
國際藝術村聯盟」在台灣的機會，建立亞洲區域網絡，連結亞洲藝術板塊、進而凝聚亞
洲新藝術村型態能量。
此種型態之特色在於，台灣目前從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執行成熟之藝術村或進駐
單位屈指可數，若能由各藝術村派員參與由亞洲各藝術進駐組織所組成之亞洲藝術村聯
盟，藉由亞洲各國相類似之文化、民族背景、政策機制、地理環境因素等前提，共同凝
聚屬於東方藝術進駐能量，形塑亞洲成功典範、建立屬於亞洲藝術家跨國行動模式與進
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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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亞洲區域藝術能量為核心核心之型態圖

三、以國家性藝術村資訊網絡為核心
建立國家級藝術村資訊網絡平台對於國家內外之藝術環境、版圖與交流具有舉足輕
重的角色。以全球兩大重要藝術村網絡之一，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AAC)為例，將全美
幅員廣大、包羅萬象的藝術村依地區、藝術領域為分類尺度，建置藝術村資料庫，AAC
不僅提供國內藝術家多元文化交流的資訊平台，更為國際間對美國藝術社群有興趣的藝
術家開啟一扇大門。
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 TAVA 從 2002 年籌備到 2004 年正式成立之間，舉辦多
次全國性藝術村與閒置空間再利用研討會，並與國內藝術家與藝術村經營管理者進行密
集的互動與交流聯誼活動，從中逐漸描繪出台灣藝術村聯盟的目標與使命。儘管目前台
灣藝術村聯盟尚未真正達到整合台灣所有藝術村資源的目標，但從積極參與國際藝術村
年會、籌辦亞洲藝術村網絡工作營、出版台灣藝術村指南的工作成果，藝術村國際網絡
的建置是指日可待的。以下透過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之宗旨、目標、組織架構等
項目評析第三進程的實施現狀。
(一) 成立背景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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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村聯盟(Taiwan Artist Village Alliance，TAVA)為全國性社團組織，其成立
背景在於台灣目前有二十幾個藝術村，其藝術能量旺盛但卻各自為政、搶奪資源缺乏橫
向聯繫；在國際間更是單打獨鬥缺乏縱向、橫向的統一規劃與系統經營。因此台灣藝術
村的成立宗旨首先以建立資訊平台、橫向串聯台灣各藝術村資訊與資源，進而為藝術村
提供服務；再者進行相關研究論述提供國內藝術家與經營者有關藝術村之相關理論基
礎；最後積極發展國際交流與接軌工作等三部分。其成立宗旨如下68：
1. 分享藝術村及藝文機構之經營管理及從業經驗。
2. 整合與分享藝文資源。
3. 凝聚共識、形塑彼此間對話、聯誼及策略聯盟之平台與空間。
4. 提供諮詢及交換資訊，解決各藝術村及藝文機構經營管理相關問題及提昇經營品質。
5. 協助及促進國內、外相關藝術文化團體之交流與互動。
6. 推廣相關之藝文活動或受委託規劃執行之。
7. 協助文化創意產業之建構與推動。
TAVA 成立至今兩年，由宗旨設定可觀之，其聯盟發展定位以藝術村服務資訊平
台、研究論述、國際接軌、藝術村發展與健全化為四項營運方針，儘管兩年營運慘澹，
但成果卻頗為豐碩。
(二)組織架構
2006 年 3 月 26 日第二屆理監事改選完畢，由李俊賢連任理事長，並聘陳建明為
秘書長。TAVA 組織架構，設置理事 15 人、監事 5 人，由會員選之，分別成立理事會、
監事會以及設置指導、諮詢、藝術三項不同性質之顧問(見圖 5-4-3)。而經營團隊組織架
構則分為五組、二個委員會、創作營，分項細節如下：
1. 發展企畫組：召集人陳建明：計畫、補助爭取，法令、問題研究
2. 國際交流組：蘇瑤華任召集人：國際交流、互動與合作、國際人才培訓
3. 資源整合組：劉仲倫任召集人：台灣藝術村及閒置空間再利用之整合串連

68

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村指南，200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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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論述組：董維琇任召集人：藝術村藝術家進駐及文化創意產業組
5. 資訊平台組：林貴富，網站網頁建置管理、國內外藝術村及藝文單位聯繫
6. 會務服務組：會務組長張珃君、會務助理黃雅川
7. 籌備「文化創意產業產品」研發委員會－李俊賢任召集人、「台灣特有表演藝
術」研發委員會－郭玲娟任召集人。
8. 規劃「TAVA 國際藝術創作營」：採遊移不定點國內外舉辦，以推動國內外藝
術家交流及鼓勵、提升藝術創作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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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TAVA 組織架構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工作成果
儘管經營兩年多來經費拮据、人力不足，再加上政府對於藝術村之政策改變、全台
藝術村之體質虛弱，使得 TAVA 一路走來更形艱辛與困頓。儘管如此，TAVA 兩年來
不僅轉虧為盈更表現出具體成果69。
1. 建立藝術村服務資訊平台
69

資料來源：台灣藝術村發展協會九十四年度成果彙編，2006，2，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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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台灣藝術村指南」專書一、二版、「十八台灣藝術村手冊」中英文 DM、「二
十台灣藝術村手冊」英文 DM、93-94 年 TAVA 成果彙編。建置中英文專屬網頁，中文
網頁已於 94 年 10 月完成，目前英文網頁僅完成組織介紹，其他內容仍需補強。
2. 研究論述
由台南大學美術系董維琇任召集人，以藝術村經營管理、藝術村永續經營、藝術村
與社造、文化創意產業等面向為研究論述重點。目前發表於 TAVA 之北、中、南研討
會以及「台灣藝術村指南」第一、二版中。
3. 國際接軌
從 2004 年 9 月開始參加 Res Artis 第九屆澳洲全球年會，開始正式與國際重要藝術
進駐組織搭起友誼橋樑，透過協助 AICA 承辦高雄「歷史建築與藝術空間國際研討會」
來訓練協會中行政人員接辦國際會議的能力；在此次國際會議中行政人員不僅學習國際
會議的行政需知，從中慢慢建立國際連結。因此 2005 年由文建會贊助所舉辦「藝次元描繪亞洲藝術能量版圖」亞洲藝術村工作營與國際研討會是一次成功的國際交流經驗，
匯集亞洲藝術能量，才發現台灣並不孤單。此外，國際夥伴的連結不僅限於歐美，海峽
對岸蓬勃的藝術市場與進駐環境更是台灣不容小覷的。
4. 促進藝術村發展與健全化
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這幾年致力於國際交流事務之餘，發現台灣內部藝術家
進駐計畫的體質太差，應先從強化自身本質，因此協會從 2004 年 8 月 9 月分別於屏東
枋寮藝術村、台北國際藝術村、嘉義鐵道藝術村舉辦三場「台灣藝術村與藝術家進駐研
討會」，同時協助已故藝術家黃明道成立掛牌，現交由蘭嶼部落文化基金會與蘭恩基金
會合作經營，目前規劃於五月飛魚季舉辦國際創作營及相關輔導工作。

(四)未來工作計畫
根據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會員手冊中得知，2006 年之工作計畫為以下幾點(表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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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TAVA 2006 年工作計畫規劃表
類別

時間

大綱

地點

經費來源

會務

全年

健全 TAVA 組織、制度及中英文網站功能

會所

TAVA

及管理、服務

文建會

TAVA 與文建會、各藝術村網站、訊息連結
發行電子報
3.26

2006 年會員大會改選理事會

大溪藝文之家

TAVA

藝術

3-4 月

武藝表演表演藝術中心籌備

西港

民營自籌

村發

5月

開始營運

展

3-4 月

規劃、催生台南科技藝術村

台南科學園區

國科會、南
科

4月

規劃蘭嶼國際藝術創作營

蘭嶼

5 月培訓課

企劃技巧、計畫書撰寫與補助申請

程

國際視野與國際接軌

申請補助
TAVA

藝術進駐計畫之規劃與執行、國外連結
11 月

台灣藝術村與閒置空間聯展及經營管理研

台北-華山文化園區

文建會

台灣各地

TAVA

討會
國際

6 月下旬

昆明畫院參訪交流與展覽

交流

尋求贊助
7 月「蘭嶼-

國際藝術創作營

蘭嶼

文建會

文化藝術飛

國外 12 位、台灣本島 8 位、台東 4 位

原委會

魚季」國際

蘭嶼文化藝術發展與表演講座及民眾互動

台東縣政府

意識創作營

藝術研習

台電

系列活動
9/8-12 日

亞洲藝術村網絡研討會

韓國

外交部

8 月中下旬

回訪雲南昆明

昆明等地

TAVA
尋求贊助

研究

10 月

歐亞國際表演藝術研討會

北京

青輔會

9月

出版大陸當代藝術空間—陳浚豪

陸委會

11 月

出版亞洲藝術村指南—蕭麗虹老師主持

文建會

2007.2

TAVA2006 成果彙編

TAVA

7/8-9

兒童生態藝術創作營

論述

弱勢

台南市-安坪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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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風集團

兒童

1.針對弱勢家庭兒童

龍風企業

7/22-23

2.TAVA 與指黏土協會合作

高雄縣市藝術村

8/5-6

3.主題「當生態遇上藝術」

南縣總爺藝文中心

8/19-20

4.建立兒童藝術創作營模式

台北桃竹意識村

8月

台南弱勢兒童與藝文獎助學金

武藝-表演藝術中心

財源

3-4 月規劃

藝術村之旅規劃區主點

全台各地

策略聯盟

開拓

5-6 月籌備

1.桃竹-大溪藝文之家

第一波試點承辦

1.藝術村

7-12 月執行

2.苗中-華陶窯

大溪藝文之家

2.旅行社

96.1-2 月檢

3.屏東-枋寮藝術村

華陶窯

3.農舍民宿

討

4.澎湖-桶盤藝術村

枋寮藝術村

4.交通運輸

5.北市-草山行館

桶盤藝術村

5.餐飲娛樂

成立「藝術創意商品」專案委員會

蔡漁、劉威置、郭佳

爭取相關補

1.研發、彙整、網路及各藝術村行銷

勳、吳明璋等

助研發規

6.台南-總爺藝文中心
7.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8.蘭嶼-蘭嶼藝術村
9.花蓮-松園別館
4-12 月

2.建置網路商店即藝術家藝術創意商品銷

劃、獨立自

售平台及通路

營

3.規劃藝術家市集
4.規劃文化創意商品展銷會及國際研討會

(資料來源：TAVA2006 年第二屆會員手冊)
綜上所述可知，台灣從事藝術家進駐計畫之跨國行動整合與網絡平台工作，首推
TAVA 的努力，尤其進入 TAVA 成立的第二年後，TAVA 的組織架構、章程與工作團
隊在第二屆理事改選之會員大會後逐漸趨於制度化與健全化，尤其從 2005 年之成果彙
編中看出 TAVA 於國際交流與開拓台灣於國際視野的曝光率有卓越的成果；儘管因此
今年 2006 年 TAVA 繼續將重心放在延續國際交流的互動，同時強化台灣推動藝術家進
駐計畫的體質，舉辦各項研習會、協助規劃、出版專書等皆是加強與台灣各地藝術村之
聯繫。今年由於政府閒置空間再利用計畫已終止施行，因此最重要之工作重點，在於獨
立自營、開拓財源，TAVA 規劃二項專案，分別為「藝術村之旅」、「藝術創意商品」，
希望透過這兩項專案規劃為台灣藝術村與藝術家建立永續經營機制，當然此兩項專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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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最基本在於 TAVA 網絡平台的建立與通路的建構，亦是國際藝術家跨國行動對台
灣藝術村的第一類接觸。
因此，第三進程之國際資訊網絡建立(見圖 5-4-4)，以台灣藝術村聯盟為核心不僅建
立台灣藝術家進駐計畫之資訊平台、更將台灣多年來多頭馬車、零散無規劃的交流行動
整合為單一出口卻是更有系統與計畫的模式。當然，TAVA 不是唯一一個平台，日後也
許可以參考荷蘭分別為藝術家成立 Trans Artists、以藝術進駐單位為中心的 Res Artis 等
發展出以各種不同族群為中心之資訊網絡，使台灣藝術家進駐計畫核心更健全與成熟。
Res
Artis

AAC

台北國
際藝術

Trans
Artists

台灣藝術

亞洲藝

村聯盟

術村聯

竹圍工
作室

台中 20
號倉庫

高雄橋
仔頭

圖 5-4-4 國家性藝術村資訊網絡為核心之型態圖

第五節 台灣藝術進駐單位施行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現況
根據 TAVA2006 年出版之台灣藝術村指南中列舉，目前台灣有 23 個藝術村，其中
包含兩個位於外島之桶盤藝術村、蘭嶼藝術村。其藝術村之成立動機、功能、性質、大
小規模不盡相同，因此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實施情況也迥然不同。以下針對台灣目前 23
個藝術進駐單位所推動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進行評估與分析。

139

表 5-5-1 台灣目前藝術村所推動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補
名稱

國際

性

A.I.R

質

財源

助
費
用

網頁
國際

進駐

藝術家

辦法

架

英

進駐

(英文)

設

文

中
藝術領域

版
竹圍工作

1999

公

室

年

營

台北國際
藝術村

2001
年第六
屆
2004

草山行館

年每年
四期

公
營

公
營

寶藏嚴共

2004

公

生藝術村

年

營

大溪藝文
中心
台 3 藝術
村

公

╳

營
民

╳

營

沙湖壢藝

2002

民

術村

年

營

新竹鐵道
藝術村

2003
年

公
11

月

營
民

華陶窯

營

台中 20 號

2001

公

倉庫

年

營

國藝會

文建會、台
北市政府、
企業

╳

V

╳

╳

╳

V

V

V

V

視覺、媒體、雕塑藝術、
策展與研究

部
份
補

視覺、媒體、雕塑、文學

助

台北市政府

╳

V

╳

V

╳

台北市政府

V

V

╳

╳

╳

╳

╳

V

╳

文建會

民營

╳

╳

╳

╳

╳

民營

V

V

V

V

×

╳

V

╳

╳

V

╳

文建會

視覺、表演、媒體、影片、
攝影

跨領域
表演、視覺、雕塑、陶藝、
攝影、裝置
視覺、表演
視覺、裝置、影像、立體
創作及表演藝術

視覺、玻璃、陶藝、裝置

陶藝、多媒體、表演、音

民營

╳

文建會

V

V

V

V

V

視覺、表演、媒體、雕塑

文建會

V

V

╳

V

╳

不拘

樂

2001
嘉義鐵道
藝術村

年

11

月

迄

今，已

公
營

第五屆

140

梅山生活

╳

╳

╳

╳

╳

台南縣政府

╳

╳

╳

V

V

文建會

╳

╳

╳

V

╳

高縣文化局

╳

V

V

V

╳

╳

╳

╳

╳

╳

╳

╳

╳

╳

藝術村
總爺藝文

公

╳

中心
旗山生活

營
公

╳

文化園區

營

生態、工作坊、音樂

2001
橋仔頭藝

年

迄

公

術村

今，已

營

視覺、表演、媒體、影片、
雕塑、

第九期
駁2

公

高雄市文化

藝術特區

營

局

米倉

╳

╳

藝術特區
枋寮藝術
村

2001
年

公
10

月迄今

營

文建會

藝術工坊

視覺、雕塑、版畫、空間
設計

2005
台東藝術
村

年

迄

今，已
第四期

公
營

基

蘭嶼藝術

金

╳

村

會

V
另有

文建會

V

╳

╳

╳

日文版

尋求台電補

╳

╳

╳

助

視覺、表演、媒體、影片、
雕塑、攝影、版畫

2003
年
松園別館

迄

今，第

公

一屆國

營

文建會

V

V

V

V

╳

╳

╳

╳

╳

視覺、表演、雕塑、版畫、
陶藝、文學、紡織

際創作
營
桶盤藝術
村

╳

民
營

民營

視覺、表演、雕塑、版畫、
攝影、多媒體藝術

由上表可知，全台 23 個藝術進駐單位中，近五年來持續經營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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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單位有台北國際藝術村(2001 年)、竹圍工作室(1999 年)、草山行館(2004)、寶藏嚴共
生藝術村(2004 年)、沙湖壢藝術村(2002 年)、新竹鐵道藝術村(2003 年)、台中 20 號倉
庫(2001 年)、嘉義鐵道藝術村(2001 年)、橋仔頭藝術村(2001 年)、枋寮藝術村(2001 年)、
台東藝術村(2005 年)、松園別館(2003 年)，共 12 個藝術村；但若以本研究所界定之藝
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標準與設定範圍，為由公部門經營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
計畫、此計畫具國際性(international)、行動性(mobility)、方案性(project)、常態經營之
內涵者，從以上標準觀之，實際上符合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為台北國際藝術
村、台中 20 號倉庫二個進駐機構所推動之進駐計畫。
一、台北國際藝術村
(一)背景說明
台北國際藝術村是一個提供視覺藝術、音樂、文學及表演等藝術創作的場域，以台
北做為對話、互動與交流的開放環境，其目標以促進台灣與國際間的文化藝術交流活動
能量為核心精神、發展在地與全球相互連結之強力網絡，成為亞洲藝文能量中心，因此
其進駐計畫動機為文化外交型態；依交流對象而言屬於「混合型」-國內外藝術家皆可
參與；若從交流申請方式而論，則屬於「對等交換」與「開放申請」型。基於上述計畫
目標與型態，台北市文化局透過「駐市藝術家交流作業要點」的文化政策推展跨國文化
交換之進駐計畫，希望藉由專業機構的安排與台北文化社群互動與交流，跨越文化藩籬
進行開放性的對話。
從 2004 年 5 月起，台北國際藝術村的經營管理正式移轉至台北市文化基金會，台
北市文化基金會係屬於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設立的非營利性機構；近二十年來，以推動
台北的城市藝文發展為使命，加上公部門的參與和督導，更投入於國際文化活動公共性
與市民的可及性。
(二)計畫實施
台北國際藝術村的藝術家進駐計畫有四種不同性質的計畫：其中除了國內藝術家進
駐贊助計畫之外，另外三種為國際性計畫，分別為國際藝術村機構交換計畫(出訪與交
換)、國際藝術家駐村計畫，以下分別探討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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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藝術村機構交換計畫
國際藝術村機構交換計畫又可分為「出訪國外藝術家遴選計畫」與「國外來訪藝術
家進駐徵選計畫」。每年由文化局支付經費贊助 12 位台灣藝術家到國外出訪，同時對
方機構也會有 12 名國際藝術家來到台北國際藝術村進駐，這種類似工作室與住宿地點
的交換模式在國際間是很通行的慣例，不僅將藝術家推向國際，也間接運用國外政府、
藝術村資源來成就台灣藝術家。
台北國際藝術村為藝術家駐村提供許多完善地點，使台灣藝術家與來自世界各地藝
術家能於共同場域交流創作。目前台北國際藝術村已與約 30 多個國家及相關機構合作
藝術交換計畫，包括韓國 SSAMZIE 空間、巴西 SACATAR 基金會、FCS、澳中理事會、
亞洲連線、英國蓋斯渥克、芬蘭當代藝術中心、奧地利 O.K.當代藝術中心、亞洲研究
基金會（ASPCC）等。由表 5-5-2 可知，國際藝術村機構交換國家大多集中於已開發國
家、文化藝術環境發展成熟與文化薈萃之藝術中心城市，如倫敦、巴黎、雪梨、紐約以
及目前中國大陸北京最火紅的「LOFT 文化」70進駐模式。交換機構除了藝術相關機構
之外，大部份透過基金會與代理政府交換計畫之機構，因此許多交換機構本身並無進駐
空間可提供藝術家創作，所以除了連結當地之藝術村資源之外，交換機構皆會代為安排
工作室與住宿空間。
若從藝術家專業領域來看，還是以視覺藝術創作占最大部分；不過有些機構會特別
標註年度進駐主題，如：倫敦蓋斯渥克 2006 年徵求以「城市探索、展現」為主題的視
覺藝術創作者而紐約法拉盛廳會則設定「文化融爐」(Melting Pot)為主題，徵求文化認
同與社區融合為創作主題計畫。
表 5-5-2 2006 年台北國際藝術村出訪駐村機構
國 家

交換機構

進駐機構

藝術領域

進駐時程

名額

澳 洲

亞洲連網(AsiaLink)

亞洲連網安排

視覺藝術

三個月

1

澳 洲

澳洲「澳中理事會」

雪梨校園公寓

文學

三個月

1

70

「LOFT」一詞原指工廠或倉庫的樓層，藝術家將這種樓層間闢為畫室或工作室以逃避市區昂貴租金。
此種將倉庫空間分隔為居住與工作室之特殊住宅，是藝術家最嚮往、理想之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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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

伯斯市與中央技術學院聯合交換計畫
紅門畫廊

中 國

中央技術學院安排

視覺藝術

二個月

1

北京紅門畫廊

視覺藝術

二個月

1

巴黎國際藝術村

視覺藝術

二個月

1

法 國 在 台 協 會 、 AFAA 、 PARC la
法 國
Villette
英 國

英國文化委員會

倫敦蓋斯沃克工作室

視覺藝術

三個月

1

美 國

美國法拉盛廳

法拉盛廳安排

視覺藝術

三個月

3

美 國

美國科羅拉多學院亞洲研究基金會

亞洲研究基金會安排

表演藝術

二個月

1

葛羅斯曼畫廊

視覺藝術

二週

3

美 國

拉法葉學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此項交換計畫是雙向的交流，以上所述之交換機構於該年度亦會交換國際藝術家至
台北國際藝術村進駐為期約三個月之進駐行動。此項計畫為「國外來訪藝術家進駐徵選
計畫」，經費同樣來自台北市文化局所補助，但計畫來台之藝術家需先向母國爭取全額
補助之交換計畫，經過母國徵選之後始可參加台灣之徵選。
2. 國際藝術家駐村計畫
此計畫也可分為兩個不同計畫，分別為開放全球藝術家申請之國際藝術家進駐計
畫，由文化局補助每年提供六位藝術家免費工作室與住宿環境；另外也歡迎國外藝術家
自費申請進駐，但需自行負擔四個星期 600 美金之費用。下表 5-5-3 為歷年台北國際藝
術村之國際藝術家，包括來訪交換、公開甄選與自費之一覽表。進駐之藝術領域大多集
中於視覺藝術、表演與文學，以美國、歐洲的藝術家為大多數，亞洲地區的交流行動，
除了日本與澳洲之外，其他國家並不多見。
表 5-5-3 台北國際藝術村國際藝術家進駐一覽表
年 度

國 籍

姓 名

交換機構

藝術領域

2006

美國

瑪麗．薛曼

2006

美國

劉‧明特

拉法葉學院

表演藝術

2006

美國

傑姆‧托亞

拉法葉學院

裝置

2006

荷蘭

盧德‧梅蒂斯

視覺藝術

2006

西班牙

瑟吉歐‧貝林雄

攝影、錄影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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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英國

保羅‧瑟曼

拜訪藝術

視覺藝術

2006

英國

裘瑪娜‧慕菈德

拜訪藝術

編舞、舞者、製片人

2006

澳大利亞

梅根‧基亭

亞洲連網

視覺藝術

2006

德國

凱薩琳‧路德威

視覺藝術

2005

美國

莎‧華許

視覺藝術

2005

美國

克里斯汀‧柏恩斯

舞蹈

2005

美國

亞歷士‧凱特立

舞蹈

2005

美國

約翰‧馬森

音樂

2005

美國

傑夫瑞‧馬頓

劇本小說

2005

美國

馬洛．沙其

文學．表演

2005

德國

派屈克‧派路基

多媒體藝術

2005

澳洲

珊卓．托貝絲

澳中理事會

視覺藝術

2005

澳洲

奧莉薇雅‧顧

澳中理事會

電影藝術

2005

日本

鈴木貴彥

2005

日本

外尼布洛

2005

中國

錢鋼

文學

2005

中國大陸

尹麗川

文學

2005

法國

妮可‧拉瑪舒

表演/ 服裝

2005

瑞士

安卓斯‧席爾

表演/ 戲劇

2005

瑞士

湯瑪士‧克拉夫特

音樂

2005

宏都拉斯

基爾摩‧馬奇

視覺藝術

2004

宏都拉斯

傑妮亞‧帕迪亞

版畫 / 油畫

2004

澳洲

薇薇安．羅傑

編舞 / 表演

2004

澳洲

法蘭西斯‧泰德

2004

韓國

丁永斗

編舞家

2004

日本

池田素子

編舞家

2004

英國

安德列亞‧康士坦丁

編舞家

2004

澳洲

柯林‧ 歐佛

音樂家

2004

澳洲

娜塔莉‧柯喜兒

編舞家

2004

法國

葉尼克‧杜拜

聲音

2004

尼加拉瓜

多納多‧阿塔米蘭

文學

視覺藝術
日本橫濱 BankART

維多利亞舞蹈藝術學院

錄像及編舞

舞蹈 & 編舞家

(資料來源：台北國際藝術村，本研究整理)
3. 藝文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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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國際藝術村配合藝術家駐村計畫，辦理不同類型之推廣活動，包括藝術家工作
室開放日、藝術家工作坊、駐校藝術家、大師創作坊、「阿德的家」藝術課程以及策展
人來訪交流活動等。其中許多駐村藝術家跨領域合作執行一表演計畫，共同執行、尋找
贊助等，以付費之演出與工作坊形式做為駐村期滿之成果展現，不僅將駐村期間所觀察
之台北市民生活經驗融入創作中，更透過作品再一次呈現異文化衝擊下的新思維，並且
也為接待中心開源。
(三)計畫成效
從 2001 年 10 月起，台北國際藝術村在文化局允以重新規劃後，使之成為全台第一
座國際藝術村，以拓展國際各城市間的藝術家交換計畫，建立一套屬於台灣文化藝術交
流的藝術家遴選與交換機制。截至 2005 年底，總計有來自 33 個國家，共有 110 多位藝
術家前來進駐創作，同時台灣也有超過 60 位藝術家透過台北國際藝術村交換計畫前往
國際各城市藝術村進行駐市創作。短短四年內，透過此進駐與交換計畫已然成為台灣一
個重要的國際藝術文化交流平台。
二、台中 20 號倉庫
(一)背景說明
台中二十號倉庫是文建會第一個閒置空間再利用案例，也是「鐵道藝術網絡計畫」
第一個開創試辦點，更是台灣第一個辦理國外藝術家進駐計畫的進駐單位，由文建會中
部辦公室從 1998 年 8 月起正式向台鐵承租，希望以台中 20 號倉庫為火車頭帶動台灣的
文藝復興，整合藝術創造活力、地方文化特色為鐵道藝術網路的營運機制創立基礎，同
時為鐵道藝術網路的發展，建立當代藝術展演空間與新興藝術家之發生場所。
(二)計畫實施
從 2000 年迄今已舉辦五期藝術家進駐計畫，其計畫宗旨強調多元生產與跨域交流
與強化社會文化教育服務，計畫內容以成為一個具有社區文化性、自發行為表現、聯結
文化經驗的創意與再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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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遴選機制嚴謹採初審與複審進如決選之後，入選者需參加決選展說明會並與
遴選委員就作品進行面對面訪談，以文化服務的理念，擴展居民接近藝術文化與培養文
化素養與文化想像，做為社區人民終身藝術教育的橋樑。
然而，20 號倉庫在 2005 年年底公告經營招標進度延遲，公部門政策搖擺不定造成

有意爭取營運組織觀望不前，進而影響進駐計畫未來的運作與規劃，加上加侖工作室和
文建會的合約在 2006 年 4 月到期、台中車站立體化工程最快可望於 2007 年開始施工、
20 號倉庫的經費年年縮減，使得經營組織刪減人事預算造成後期 20 號倉庫相關事務推
動有心無力之困境，影響進駐計畫品質，因此 20 號倉庫進駐計畫存廢未卜。

三、其他相關進駐型態
除了由藝術村所經營之進駐計畫，尚有許多如第二章所述，與進駐計畫相關之節慶
型態或工作營型態的跨國行動進駐計畫，如高雄市文化局每兩年輪流舉辦一次的貨櫃藝
術節、鋼雕藝術節，花蓮的國際石雕藝術季等。
高雄市文化局從 2001 年第一屆貨櫃藝術節起與鋼雕藝術節以雙年展的形式建構高
雄鋼鐵工業都市的海洋性格，這兩個進駐計畫皆以節慶的型態進行，藝術家大多採邀請
與推薦，而推薦與邀請的工作則交由高美館委託約十五位諮詢委員經半年的推薦與徵選
的所產生，邀請國內外藝術家進駐，進駐時間約兩星期至一個月，但通常國內藝術家採
外地創作，之後進展場組裝，國外藝術家則採現場創作之方式。
花蓮文化局所主辦的國際石雕藝術季中的「E 化石雕戶外創作營」，以花蓮石藝業
的文化產業為主軸，藉由工作營的型態，彰顯計畫主題性。藝術家徵選從 2003 年起採
網路評選，2005 年採國際評審團進行篩選參與戶外創作營，進駐時間為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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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執行策略分析
全球推動之藝術家進駐計畫逐漸以更多元化形式與樣貌流動於全球藝術領域，儘管
進駐計畫形式多元、跨國行動頻繁密切，對於從事規劃藝術家進駐計畫之藝術組織與進
駐單位而言，如何建立一完整執行流程是一大課題。本研究歸納近五年，目前全球重要
並積極施行之進駐計畫，將之執行策略與藝術家申請流程須知做一綜合分析。
規劃一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需從國家政策、計畫資金、合作夥伴、甚至考慮
藝術家的食、衣、住、行、育、樂等層面，所涉及層面廣闊而事務瑣碎繁雜，再加上各
藝術進駐中心專責人員短少，常有分身乏術難以面面俱到之虞；因此建立一進駐計畫之
執行流程與策略以確立進駐計畫之施行進度與成效是進駐單位的藝術行政人員當務之
急的工作。本研究將此策略分為進駐前準備期、進駐活動期、進駐後結案期。

一、進駐前準備期
(一) 確立計畫宗旨與目標
首先一計畫之成形有其動機、時代背景與意義，確立計畫宗旨與目標有助於計畫施
行之有效落實與實踐，同時配合主辦機構或藝術進駐單位之區域特色與機構屬性設立計
畫目標，突顯計畫訴求與其獨特性、藝術性、差異性。以歐洲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進駐
計畫為例，計畫目標清楚，定位為促進歐洲境內不同文化與區域之青年藝術家跨國行
動，以展現年輕藝術家之創作天賦，因此計畫之獲獎人皆為 25 歲至 36 歲的年輕藝術家。
再者，德國 DAAD 學術交流總署所施行之藝術家進駐計畫，其目的以發展國外青年精
英藝術家於未來成為各領域領袖，並於進駐期間與德國建立友好夥伴關係，雖然亦希望
年輕藝術家加入但更歡迎各領域不限年齡表現傑出之專業藝術家投入。因此，進駐計畫
之不同目標與宗旨，所形成之進駐形式與內容，甚至吸引前往之藝術家屬性都不盡相
同，對於計畫之實施成效有最根本的影響。
(二) 尋求穩定、多元基金
進駐計畫之穩定資金來源，關乎計畫之持續性與藝術性，同時資金來源需多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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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某單位或基金會經費短缺而影響計畫之施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藝術家獎助計
畫，背後由文化促進國際資金(IFPC)與國際網絡夥伴機構共同資助，得以從 1974 年成
立至今從不間斷發展。而美國歷史最悠久的麥道爾藝術村從 1907 年成立至今，將近一
百年提供藝術家補助，其資金來源豐富、多元，除了美國 NEA 補助之外，來自民間基
金會專款設立、認養獎項多達二十幾項。由此可見成立一計畫之初，尋求穩定、多元贊
助資金是勢在必行的。
(三) 整備藝術家進駐空間與設施
藝術家進駐計畫通常會提供藝術家工作室、創作設備、材料，甚至照顧藝術家之住
宿與膳食、休閒等部份。因此，需先檢視該計畫是否能提供足夠且適合之工作室及相關
設施，目前全球流通之進駐計畫對於空間與設施之整備情形有更彈性的處理。有些進駐
單位設備與空間完善、功能齊全，不僅可以提供工作室、舒適的住宿環境，如環境山明
水秀的美國赫德蘭藝術中心；也有一些計畫礙於空間限制只提供工作室，住宿則以補助
租金、自費等方式處理，如紐約 PS1 現代藝術中心之國際工作室計畫則屬之；再者，
許多由政府所提出之進駐計畫，則以尋求合作夥伴、整合當地資源等方式來彌補、部署
進駐空間以推展進駐計畫，如日本阿庫斯駐地創作計畫71、英國之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等。
進駐計畫需整備的空間與設施基本上需有個人工作室以及依照各種不同藝術領域
所設置的設施，例如：視覺藝術方面藝術家可能需要版畫室、暗房、木工、製陶、鑄鐵
等設備；表演藝術領域需要排練場、鋼琴、劇場等表演空間；多媒體藝術領域需要影音
編輯等設施，甚至有圖書館、展覽空間、網路、影印機、討論室、廚房、車子、腳踏車，
甚至無障礙空間等幫助進駐藝術家生活更便利的設備，使藝術家在無需顧慮生活雜務的
環境空間，安心進行創作與交流。
(四) 建構計畫網絡平台
隨著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計畫接近尾聲，藝術家進駐的形式逐漸進入「後藝術村」時

71

阿庫斯駐地創作計畫(ARCUS Project Pilot Project)於 1995 年由栥城縣提出，由東京 Spiral/Wacoal 基金
會承辦，整合守谷町各方資源執行為期五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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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進駐計畫並不侷限於一個空間或硬體。一個有規劃、系統、具整合資源性質的計畫
架構才是真正落實藝術家進駐之真實概念，因此在整備進駐空間之時，重新建構或尋找
一個新的空間不再重要，而是以計畫為核心將空間資源整合、建置一網絡平台提供藝術
家有關計畫的整合資訊與協助。
(五) 公告進駐辦法與遴選計畫
進駐辦法是一個進駐計畫的核心指標，每個欲申請的藝術家皆透過進駐辦法了解
進駐計畫的條件與規定，因此制定嚴謹、週全的進駐辦法，可以有效執行進駐計畫、減
少藝術家與進駐單位的糾紛以及彼此對計畫的期望落差。通常進駐辦法包含以下幾點
72

：

1. 進駐計畫的條件說明：
藝術家的申請資格、申請方式(開放申請、邀請、機構交換、推薦)、申請費用73、
申請時間與期限、進駐時間、進駐人數等條件與資訊說明。
2. 藝術家的權利與義務
此項訊息是藝術家最關心亦是藝術家決定申請與否的關鍵。藝術家權利方面，包
含是否提供補助？補助項目有哪些(租金、生活津貼、創作材料費、獎學金、交通費、
當地醫療保險、展出費等)？可運用的空間與公共設施有哪些？是否有旅行或參訪活
動？是否有與當地畫廊經紀人、策展人等專業人士接觸機會？是否提供行政協助？
藝術家義務方面，是否須開放工作室供民眾參觀？是否須定期提供主辦單位作品展
出？進駐結束前是否須舉辦作品展出？是否需配合相關藝術教育課程、座談會、政策措
施？是否一定需和其他進駐藝術家協力合作？
3. 遴選辦法
藝術家的遴選應由主辦單位組成遴選委員會以公開、公平、公正的審議程序產生獲
選名單。每個進駐計畫之遴選委員會組成人員不盡相同，但大致組成人員有該計畫之成
員、目前或已進駐之藝術家、藝術村董事會、地方專業人士(遴選該進駐領域之藝術家、
72

進駐辦法分析部份內容資料來源：張珃君，《台灣地區藝術村經營管理之研究》
，2005，6。
根據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所出版的《美國藝術家社群計畫與管理實務》中指出，在全美 78 個藝術家社
群中，有將近 44%需收取平均 21 美元之申請費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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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評人、策展人)、國際專業人士等。組成比例無一定標準，以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所
做調查(1999)，其遴選委員會組成成員以計畫工作成員與地方專業人士為主，再則為進
駐之藝術家。而遴選委員之聘任，有些機構採每年申請期限結束後進行聘任；有些委員
採任期制。
4. 藝術家申請進駐文件
藝術家申請進駐計畫的基本所需文件有個人履歷(個人基本資料、教育程度與資
格、創作經歷、工作經驗、曾獲獎項、進駐經驗等)、進駐計畫書(希望進駐日期、時期、
進駐動機、欲完成計畫內容等)、推薦信(由具評斷藝術家藝術成就與潛力之重要人士推
薦)、進駐該國之基本語言檢定證明(托福、學位、執照等)、最後是各領域之創作文件：
(1)視覺藝術領域：照片、幻燈片、光碟
(2)表演藝術領域：錄影帶(VHS)、DVD、照片、錄音帶、CD、新聞剪報
(3)文學：手稿影本、出版作品
(4)多媒體藝術領域：光碟、錄影帶(VHS)
(5)藝術行政領域：評論文章影本或足以證明於該領域之工作文件。
確定進駐計畫與甄選辦法之後，即於申請期限前二個月至半年於公開媒體、網頁公
告，以便於藝術家及早準備文件與選擇評估進駐事宜。
(六) 協助藝術家申請與進行甄選工作
公告進駐辦法與甄選計畫後，緊接著是處理來自世界各地對於申請相關事宜的詢問
與申請文件，因此進駐單位、藝術村需有專人處理來自信件、電話、網路等詢問事宜，
同時確實檢查藝術家所寄之文件，待申請期限一到不再受理任何申請並進行甄選工作的
初審，將資格不符、使用設施無法配合、文件不齊全等排除在外，初步產生複審候選人
交由遴選委員會審議；有些小規模的進駐計畫無初選程序，直接交由遴選委員會票選。
進行複審工作之前，需聘任該年度之遴選委員會委員，並由委員會主席或進駐單位
召集舉行遴選委員會。遴選過程形式以不記名投票、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評議等方式。
(七) 公告遴選結果
正式、公開公告遴選結果，近年來跨國藝術家都可在網路上第一時間了解遴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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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時儘量以電話及書面個別通知獲獎藝術家，並要求藝術家與期限內回函確認是否
接受本次進駐計畫。
(八) 簽約並協助獲獎人辦理進駐事宜
當藝術家確認參與進駐計畫後，進行簽訂契約或以藝術家收到邀請函、證明文件之
回函為依據，接著是協助藝術家辦理進駐事宜等艱鉅任務。許多來自不同國家之藝術家
面臨到申請護照、簽證、機票、住宿、甚至經費不足等行政問題，計畫執行者須一一為
其解決；尤其許多進駐計畫只提供部份補助，如只提供工作室或住宿，藝術家無法負擔
到國外的機票、甚至生活費與住宿問題，進駐單位可協助藝術家尋求額外贊助，透過向
當地基金會申請、尋找合作夥伴提供住宿等都是解決之道，也協助藝術家踏出實現進駐
美夢的第一步。因此，有些計畫會先撥付部份補助款項，解決獲獎人財務上的窘境；儘
管如此，許多藝術村需依單據請領補助或按時間撥款，情況不一。

二、進駐活動期
(一) 協助安頓藝術家進駐事宜
當藝術家進駐至藝術村中，要讓藝術家在最短時間內融入當地生活與環境，使藝術
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因此在英文中都稱進駐中心為接待機構/中心(host
institution/center)，接待機構需依據藝術家創作領域類別、攜伴、寵物、孩童與否或特
別需求等因素分配工作室與住宿，並提供當地交通、生活與創作所需之資訊，如：當地
地圖、公車時刻表、美術材料行、書局等資訊，以期在短短的進駐時間中發揮最大的創
作能量。
(二) 宣示進駐辦法
當安頓藝術家進駐事宜同時，需宣示進駐中心的管理辦法以確保每位進駐者能確實
遵守機構內之生活公約，其中明確指出公共使用空間與設施有哪些？使用或租借辦法為
何？工作室與住宿空間內之使用權利為何？可否做外觀改變或其他規定？每天供餐時
間等相關權利與義務規定，增加進駐期間之生活品質與成效，以減少藝術家與接待中心
認知上、管理上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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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撥付贊助款項
當進駐計畫開始，部份進駐單位會全額撥付贊助款項，由藝術家全權處理工作室、
住宿等生活費、創作支出開銷；有些會按月撥付生活費或創作費，例如德國索立突藝術
村提供藝術家完全的資助，從上飛機到打包回國，每位獲獎人每月有 1700 馬克的生活
費、1250 馬克的材料創作費、計畫執行費等。
(四) 安排進駐活動行程
根據每個進駐計畫性質與宗旨，進駐單位規劃不同進駐活動行程。紐約 ISCP 國際
藝術工作室74運用機構本身人脈與管道，積極為藝術家安排至華盛頓特區、費城與波士
頓等地訪問、開放工作室、邀請紐約著名策展人、畫廊負責人、當地藝術家、藝評人每
月二次的「客座評論系列」(Guest Critics Series)，增加藝術家於紐約藝術界的曝光度，
以獲得在紐約個展或聯展的機會，建立成功踏出在紐約發展的第一步。英國達爾非那工
作室信託75則會安排與當地或地區性藝術學校共同舉辦系列藝術教育工作營。另外還有
其他與社區互動的開放藝術家工作室、舉辦座談會、展覽、演出、工作坊甚至有短期的
旅行活動。
(五) 提供藝術家行政協助
由於跨國進駐之藝術家來自世界各地，對於當地人生地不熟再加上語言與風俗習慣
的差異，進駐期間接待中心或計畫執行者須在行政上給予協助，例如協助聯繫參觀機
構、於畫廊或藝文空間展出之申請細節、尋找額外贊助機構等，都是藝術家可能遭遇的
問題，進駐單位應盡力協助解決。
(六) 舉辦成果展
當進駐計畫接近尾聲時，通常會以展覽、演出來做為計畫完成的成果展現，同時也
透過成果展，使當地居民、藝文界再一次認識藝術中心的藝術家進駐活動成果，成果展
會以同領域之藝術家聯展、跨領域之藝術合作、座談會甚至出版作品等方式呈現。其中
有些進駐中心會要求藝術家捐贈當次之創作藝術品為進駐之回饋，因此計畫結束不僅豐
74

紐約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宗旨為幫助優秀藝術家於紐約起步，希望創作成熟且具企圖心之國外藝術
家能獲得贊助者資金挹注或引起策展人之青睞，來到紐約進行創作。
75
以協助甫從學校畢業之青年藝術家度過創作初期最艱難的一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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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進駐計畫的創作內涵更增加藝術中心的可看性與價值。
三、進駐後結案期
(一) 經費總結，撥付贊助餘款
進駐結束之後，應將補助藝術家之剩餘款項儘快撥付，以減輕藝術家之經濟負擔；
有些計畫甚至是需以單據核銷，在全額撥付贊助餘款之後進行經費總結。
(二) 評估進駐成效
進駐計畫結束之後，針對整個進駐計畫流程做評估與總檢討，評估層面以計畫、執
行、藝術家、社區等方面為指標，評估方式從計畫執行人員之自評、互評、藝術家成果
報告書、藝術家問卷回饋、社區參與計畫活動情形、社區居民問卷回饋等，做為計畫評
估與成效之依據，以台北市文化局對台北國際藝術村之進駐計畫評估方式，從台北國際
藝術村之預算控管、空間使用績效、進駐藝術家回饋評鑑表、民眾問卷等層面來進行評
鑑。
(三) 建置藝術家資料庫
將每一位曾經進駐的藝術家資料建置為資料庫，甚至進駐前提出申請卻未獲得進駐
機會之藝術家都是資料庫建置的對象；資料庫建置方式可以「國別」
、
「藝術領域」
、
「年
份」等分類尺度來建置，內容可列舉藝術家姓名、國籍、專長領域、作品、聯絡方式、
網頁或部落格等資訊。另外，參與當次計畫之贊助機構、基金會、會員等資料也是重要
的資源。

第七節 藝術家申請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步驟與須知
由於提供資金與贊助機構層級不同，其補助宗旨、對象、補助款項都不盡相同，根
據本研究所列舉之三大獎助機構類型，國家層級、基金會、其他機構與計畫之贊助內容
與獎助計畫，評析藝術家在申請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相關贊助所應注意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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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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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方式分析
(一)確立申請動機
不同機構之獎助目標與動機形成之獎助型態風格亦迥然不同，藝術家申請獎助計畫
時，因先確立申請動機、考量該機構或進駐計畫之性質與宗旨。一般而言，國家層級之
贊助計畫多由政府所成立之代理或仲介基金會負起國家贊助計畫之先鋒，該機構致力於
文化外交，城市交流與提升國家藝術國際形象為終極目標，計畫規模與補助額度較大。
而獨立信託與基金會則大部分投入跨國交流計畫，以藝術發展為其核心目標，以藝術家
為計畫中心主軸，計畫具藝術性與創作性；另外許多全球性組織其交流範圍涵蓋全球具
普世價值，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藝術家獎助計畫，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以及偏遠、文化
弱勢地區有濟弱扶傾以維護文化多樣性之使命感，藝術家可以有更多不同的選擇。若是
其他由公司、企業所成立之基金會，雖然企業本身被賦予社會責任，但不免從高能見度
的企業名稱與品牌中發現其商業目標與動機，藝術家於選擇時應考慮其背後商業本質是
否與自我創作動機吻合。
申請前，藝術家需先自我媒合申請該進駐計畫的動機，也許動機不止一個，但若先
了解申請動機必能將未來計畫之成效發揮至淋漓盡致。所以藝術家可以自我評估以下問
題：
1. 為了教育：想學專門技術與工藝、想從資深藝術家、經營者、學者中獲得回饋等。
2. 為了創作：實現心中規劃已久的個人計畫、使用特殊技術工具、設備、資源、創作、
展出作品等。
3. 為了與世隔絕：想遠離每日瑣事、遠離創作壓力、置身異文化、期望新視野與啟發、
專心於目前所進行的計畫等。
4. 為了尋找合作機會：想與該地藝術家或其他國際藝術家合作、實現共創計畫、參與
工作營、講座等。
5. 為了實現自我專業生涯：探索異文化的藝術內涵、聯繫藝術家創作、畫廊、音樂配
銷商、出版商等
(二)尋找與選擇進駐機會
156

當藝術家確立申請動機之後，接下來尋找並選擇進駐機會是個任務艱鉅的大工程，
本研究建議從目前幾個頗富國際規模的全球性藝術家、藝術家進駐計畫等網絡資料庫進
行瀏覽式搜尋，以減少時間耗費與避免遺珠之憾，搜尋指南可依循該資料庫之分類尺度
進行，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1. 依「區域」、「藝術領域」搜尋：
大部分最直接的方式是以「區域」與「藝術領域」結合搜尋為最快速的方式，但不
建議將目標設定太精確，例如：欲搜尋「巴黎」地區卻沒有適合者，也許機會就在巴黎
近郊；再者，設定「領域」太精確也容易錯失藏身於「跨領域」進駐計畫中的機會，因
此多嘗試並使用不同範圍之分類尺度，也許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穫。
2. 考慮進駐模式：
從國際性網絡資料庫中發現近年來進駐模式多元化，可滿足來自世界各地不同藝術
家的需求，因此藝術家需斟酌資料庫中進駐辦法的檔案資料是否合適？自我對獨處與社
會性活動的傾向？計畫中應盡義務與規定是否可以遵守與配合？是否擁有可接受的自
由空間與彈性？
3. 依「藝術創作設備」搜尋：
藝術家需將創作所需設備列舉為清單，以備自我搜尋檢核，其中所考慮的項目大多
為：計畫是否提供創作材料、工具？最近的藝術用品補給店在哪裡？提供何種型態的工
作室？工作室與住宿是否分開或位於同一空間？
4. 選擇並確認：
當藝術家已選定一個美好進駐計畫時，需再一次確認該計畫是否真的如你期望？所
提供之設備與環境儘管完美但是否適合自身需求？因此在資料庫搜尋之後，應前往該藝
術家進駐計畫之專屬網頁進行確認資訊的正確性，甚至親自打電話或 E-mail 詢問相關
細節問題。
5. 考量其他實務問題：
不管申請成功與否，還有許多因人而異、基本、無關藝術的實務問題是藝術家於搜
尋進駐機會時所需考量的。例如，是否可以攜伴、小孩、寵物？是否可自行烹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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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哪些交通工具？機構是否有特殊醫療照護？藝術家需自我審查並將之評估於所申
請之進駐計畫中。

二、申請過程
每個機構申請過程差異很大，藝術家應了解進駐計畫是否對每個國家開放以及申請
期限，申請過程依各藝術領域不同，寄送不同文件與證明。基本文件包含履歷、投影片、
照片、DVD、錄影帶甚至創作計畫書等。文件需經由該機構的評選委員會審核，雖然
每個藝術進駐單位所組成的委員會成員不同，但皆秉持組織宗旨為精神來遴選進駐藝術
家。藝術家應考量時間是否可以配合、確定申請時間、直接與負責人員接觸、掌握截止
期限、確認送繳文件是否寄達、申請若需繳費是否繳交、是否可取回繳交文件、對於該
盡義務之規定是否簽署、不管有無錄取，是否可列入候補名單、若已錄取應取得書面錄
取文件或證明以保障自我權益。

三、尋求贊助細節
進駐計畫所費不貲，有些計畫負擔藝術家全部費用；有些計畫只負擔工作室或創
作費用，其餘費用需另尋額外贊助，因此藝術家前往進駐之前需確定預算與經費。以下
當藝術家已獲得進駐機會時，應自我評估以下幾點。
(一)藝術家獲得全額補助時
應確認此筆款項是否由藝術家全權運用，還是需經由進駐單位來分配；同時藝術家
是否可隨心所欲分配款項的使用權利；最重要的是贊助金額為多少？贊助撥款情況為
何？是計畫前全額撥付？亦是先撥付部份金額待計畫結束時再撥付剩餘款？還是，藝術
家須於活動後憑單據核銷經費。這些都是攸關藝術家是否能順利進行計畫的重要因素。
(二)藝術家需額外贊助
若藝術家已獲得進駐機會，但贊助經費不足以負擔整個進駐預算，藝術家此刻需做
一些選擇，確認自己可以補足差額否則不要貿然答應；再者，要求藝術進駐單位寫邀請
函或贊助函以協助爭取額外補助；接著，要求藝術進駐單位提供當地贊助資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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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後，由於額外募款耗時費神，藝術家可以向藝術進駐單位要求延後進駐時間或保
留進駐資格，待募得足夠款項再進行進駐計畫。
(四) 若藝術家發現所申請之計畫需全額負擔費用，甚至不提供工作室與住宿，此刻藝術
家需先確認此藝術進駐單位之動機為何；目前全球以「藝術為由」所成立之進駐單位皆
幾乎對藝術家有部份金額贊助，藝術家應評估此進駐單位或藝術村是否以「商業為由」
。
不過，有些進駐中心雖然以商業目的為經營宗旨，但並不表示這樣的進駐單位藝術性不
高，只是藝術家本身需自我確認並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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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觀察全球化風潮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現象與理論演變如何影響當代
藝術家創作生態，探討足以促成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核心
問題是「推動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過程中，計畫經營者、藝術家之經營策略與參
與動機為何？從計畫內容與執行、資源與經費、網絡與夥伴關係之實施情況與經營策略
為何？」，因此圍繞著這個問題核心，本研究以國際文化政策、國際贊助與獎助計畫、
國際網絡三要素為關鍵條件來評估與討論台灣公部門執行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
的經營操作內涵、計畫之機制，提供凡政府、藝術家、民間與企業欲推廣藝術家進駐與
跨國行動計畫之建議與原則。

第一節 結論
一、對於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目的性與再釐清
(一)台灣對於進駐計畫定義的誤解
「藝術家進駐」是一個藝術家的移動、遷徙、尋找異地工作室的過程；而「藝術家
進駐計畫」將「藝術家進駐」方案化、計畫化為一計畫經營者與進駐者、進駐單位，甚
至贊助機構間三方或四方共同溝通協定之行動，因此計畫內容需將「藝術家進駐」精神
包含在內，計畫分為四大主體：進駐計畫經營者、進駐空間、進駐藝術家、贊助機構。
因此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不只是藝術村具體空間的經營與規劃，而是進駐過程的
核心精神與服務對象。
(二)文化政策導向的偏差影響
由於對於藝術家進駐概念的誤解，導致文化政策決策導向與世界國際趨勢不同調，
從 1996 年南投九九峰旗艦型藝術村所投入之龐大經費，全數消耗於硬體設施與環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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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至於進駐計畫與跨國行動軟體部份則改由透過閒置空間再利用補助要點以輔導各地
成立閒置空間設置小型藝術村與工作室來施行，從補助要點看來，計畫補助重點為基本
設施、空間整建及修繕、營運管理等，對於進駐計畫與藝術家的跨國行動操作並非國內
藝術村經營重點與文化政策所致力於倡導，因此國內藝術村經營發展不以藝術家進駐計
畫為主軸，比較偏向地方產業、社區發展、藝術教育等面向。
(三)藝術村經營核心的錯置造成徒具進駐辦法的空殼計畫
台灣藝術村對於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的敷衍態度可從進駐辦法見其端倪，例如各藝
術村之進駐辦法的申請資格言明「不限國籍之藝術家」，但許多藝術村卻只有中文的進
駐計畫，同時沒有設置英文網頁甚至專屬網頁以供國際藝術家參考，這種對待國際藝術
家不友善的經營方式，在吸引藝術家考慮進駐的第一階段即失去了競爭力。因此台灣許
多藝術村或進駐空間徒具進駐辦法而無國際藝術家進駐之實形成一空殼計畫。

二、台灣國際文化政策動機與期待差距
(一)計畫經營機構與藝術家進駐計畫.動機之落差
綜觀全球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國家文化政策動機，不外乎藝術發展、文化
外交、輸出發展、文化多樣性與發展，多數國家認為有政策即有效力，文化政策是國家
為支持文化工業所採取之政策，形式多元，如制定本國電影螢幕播放配額、書籍單一價、
贊助藝術表演、贊助藝術節或藝術沙龍舉行、提供獎學金、培養未來藝術人才或支持中、
高等院校之文化教育等等，因此由文化政策明文規定對於藝術家進駐的贊助與獎助計
畫；然而政府所致力於推動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動機常與藝術家背道而馳，甚
至政府對於藝術家進駐或跨國行動之成效有期待上的落差，通常當國家或政府部門希望
透過藝術家進駐計畫達成文化外交的目的或文化交流方式，但藝術家卻只是想遠離塵
囂、與世隔絕或是將進駐計畫視為一個異地旅行、探索的經驗罷了，與經營計畫者當初
設立藝術家進駐動機有南轅北轍的實踐結果。
(二)計畫經營機構對進駐計畫成效的期待差距
當政府部門或計畫經營者將補助的目標或動機設定為「文化外交」與「文化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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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基本上就不該以「藝術產值」、「社區藝術教育課程」或「活動人潮」等量化指標
來評估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成效，因此台灣容易陷入將政府補助視為藝術投資的窠
桕，期待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有立即性的回饋與整體展現的成效，而忽略藝術創
作最純粹的部份是藝術家透過計畫的反芻與沉澱、於日後潛移默化地呈現或融入於藝術
創作過程、作品之中甚至凝聚一股提供社會前進、改善的動力。

三、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是尋求國際贊助的最佳途徑
(一)過度依賴公部門補助，使藝術中介產業萎縮
台灣並沒有一個健全的藝術生態，包括藝術創作、藝術中介、藝術消費，從前只重
視展覽，近來開始獎勵創作，但整個藝術中介產業，畫廊、藝術經紀商沒有隨著成長與
發展，藝術家與藝術組織過度依賴公部門的補助，開展出許多非應藝術家需求所開發的
展場，藝術家仰賴政府補助而失去經濟自主與市場需求的機制，因此畫廊與藝術經理的
萎縮造成藝術中介產業的失衡，藝術家當然很難從民間的藝術消費中取得資源。
(二)台灣民間基金會與企業參與機制尚未成熟
國外許多進駐計畫成立機制來自民間社團、基金會與企業，或者透過與政府共同合
作設立專款基金、贊助進駐計畫或進駐單位執行進駐計畫。美國民間企業贊助藝術風氣
行之有年，平均每年有2/3的資金來自民間募款，可見其藝術贊助環境的成熟與活絡。
台灣目前尚未發展出基金會與企業團體贊助的模式，因此許多長期性的進駐計畫仍需仰
賴政府與公部門的補助，進駐單位缺乏自力更生的募款與開拓經費的能力，因此進駐計
畫目標大多為以國家文化外交與文化交流為宗旨，受限於政府部門的政策性動機限制而
無法實現藝術家進駐計畫之以藝術家為核心之精神。
(三)國際獎助計畫形式多元，兼容並蓄
目前全球獎助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的計畫多如牛毛，不計其數，台灣藝術家礙於
公部門獎助項目、名額、經費不足，國內基金會贊助模式尚未建立成熟，因此間接影響
藝術家的跨國行動計畫執行與意願。在全球資訊化與國際化趨勢下，分佈全球各地的獎
助計畫、進駐與行動計畫提供藝術家、藝術行政管理者、策展人等相關藝術專業領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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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進駐訴求，同時鼓勵跨地域、跨文化、跨領域的藝術家參與，對於在全球化的強勢
文化壓境下的文化弱勢與藝術版圖邊緣區域具有文化多樣性公約的核心精神，彌補該國
國家文化政策中無法對藝術家所提出的保障與協助，使人們都能接觸多元文化並跨越國
際籓籬維護文化多樣性。

四、國際資訊網絡平台無遠弗屆與反思
全球化是邁向世界相互依存整合的歷史趨勢，全球網絡化的關鍵除了價值、制度和
經濟的因素外，莫過於科技的發展與通訊設備的革新所形成全球網絡的互動狀態。藝術
家、藝術進駐單位等透過全球網絡彼此聯繫、分享資源、尋找進駐機會與連結夥伴關係，
因此衍生新的全球視野。藝術家透過國際資訊網絡平台所建立的夥伴關係，啟動跨疆界
與時空限制的第一類接觸，因此相較於傳統通訊環境，網絡的無遠弗屆加速藝術家進駐
與跨國行動計畫的產生與運轉，同時也更鞏固藝術家、進駐組織間的聯繫與互動。
儘管如此，全球地區仍有許多國家屬於科技資訊貧困地區，對於取得國際進駐資訊
如緣木求魚，因此在嘗試分析目前國際網絡平台時，發現全球相關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
動計畫之資訊網絡，幾乎都屬於歐洲、北美洲、亞洲集中於澳洲及日本。這種現象可以
從目前活躍於全球藝術環境的進駐計畫數量看來，的確使我們認知到科技對資源支配與
資訊掌握的重要，尤其在快速發展的知識經濟時代中，將對目前已呈現貧富不均的地球
人口版圖形成更嚴重的成長落差，加大了科技－富有國家和落後－貧窮國家間的鴻溝。

五、由公部門來主導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必要性
本研究發現，台灣之國家文化政策類型，若根據 Kevin(1998)之文化政策類型來看
應屬於從法國的補助政策邁向挪威的再分配之福利政策型態，從各公部門所推動之藝術
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中歸納出台灣的進駐計畫以文化外交與藝術發展為主。再者，藝
術村或藝術社群本應由藝術家自然而然聚居會流而成，其應是由下而上、由散而聚的發
展脈絡，若由政府政策規劃由上而下其政策考量與發展情勢容易相悖。因此，考量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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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中介角色的失衡，應由公部門主導調整文化政策與振興畫廊與藝術經紀的中介角
色，將權力下放至地方政府以改善從前文化策略儘及縣市而無法落實普及至鄉鎮的窘境
而進駐空間經營方面，政府不應定位為提供經費的單位，政府應將閒置空間以極低
廉的租金將空間釋放給藝文團體或地方文教基金會認養或承租使用，基本上提供空間就
是一種資源的贊助，讓藝術進駐單位以交換工作室、交換藝術家、開畫展、辦藝術教育、
工作坊等各種形式發展，之後藝術進駐單位再爭取當地政府或民間企業、基金會支持，
避免政府供養藝術村而失去成長能力與藝術自主發展。而公部門所關注的層級也會有所
不同，中央所顧及的層面較高，屬於文化政策頂端的國際交流架構與經營；地方政府考
量如何讓國際交流政策普及於縣、市、鄉、鎮各角落，其關注角度與層級是有所不同的，
如此一來才能達到對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多元觀照與發展。
另外，政府對於私人企業或閒置空間的政策過於消極，應獎勵開放私人空間做為藝
術空間使用，同時將傳統藝術空間納入藝術家進駐領域，例如，全球許多公私立美術館
都設有藝術家工作室，以扮演推廣角色使美術館的功能非僅限於作品展出與陳列，以紐
約 MOMA 現代美術館合併 PS1 即是一種公部門對於推動藝術家進駐傳統空間的新創見
與思維。

第二節 建議
從國外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執行現況與現象中發現，國外推動藝術家計畫
已行之有年，不管計畫經營機構或藝術家都不斷從每次參與計畫中，做中學、累積經驗
與藝術能量，國外在執行藝術家進駐計畫也有屬於當地的問題與限制。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學習國外經營多年的進駐經驗與曾進駐台灣之國外藝術家和參與跨國行動的國內藝
術家之回饋評估，以做為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的借鏡與學習典範。

一、國際文化政策應重視文化多樣性
文化多樣性之意義在於使所有民眾都能接觸多元文化，但在達到該目的之前，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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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人民都能接觸屬於自己的文化。以台灣目前的情形，仍是一個基礎的核心問題，全
民對於藝術的認知發展到何種地步？民眾若對於藝術基礎認知很缺乏，對於自身文化很
陌生，那文化政策則不需好高騖遠地談跨國交流與行動，而是反身求己致力於更務實、
本位的自我文化、藝術認知的教育推廣，如此才能發揚國家的文化多樣性，進而鼓勵人
民跨越國際籓籬與國際友人以雙向性的交流與合作進行進駐計畫。
目前台灣對於文化普遍價值都指向歐、美文化價值核心，國際文化政策透過補助與
計畫過於強調與歐洲及美國等地的交流，忽略同屬亞洲地域的東方文化與思維、非洲、
南美洲等各國之文化多樣性。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同質化整合下，強勢文化的傾壓與
併吞，傳統文化與在地化思維將面臨消失，因此政府應重視在地傳統文化價值、徹底實
踐全球在地化概念，使各種文化間彼此互為在地性，不只是趨向歐、美強勢文化的同質
化過程，而是透過藝術家跨國行動向世界散播文化種子與交流在地文化價值、象徵意涵
的異質化過程。

二、調整藝術家進駐計畫政策方向
釐清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真義，調整目前對藝術村硬體空間之經營思維謬論，目前台
灣對於藝術家進駐的規劃大多走向綜合性功能藝文空間，忽略藝術村、社群以及藝術家
本身的需求與原意，應儘可能鼓勵由下而上形成以藝術家創作為需求、由民間藝術環境
主導之進駐計畫型態，鼓勵藝術家進入藝術社區的管理階層，讓藝術回到創作的源頭。
政府於政策上應解決進駐空間場地、租金昂貴與所有權問題，例如將場地所有權透過都
市計畫交付國有財產局管理，降低藝術家進駐空間的資金問題，提供藝術家進駐意願，
進而活絡該區之藝術環境市場形成藝術家進駐效應。中國之北京798即是政府只收取些
微的租金規定下，在沒有太多政策原則所自發性發展而成的社區及藝術進駐形式。其藝
術空間的蓬勃興起，應歸功於藝術生態的健全、藝術中介功能彰顯帶動藝術消費的活
絡。由此可見，一個正確的文化政策所帶來的不只是文化、藝術的豐沛活絡，隨之而來
的經濟效益更是不限量。
三、善加利用國際贊助機會與獎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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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內對於藝術、文化預算緊縮、藝術家資源短缺，面對世界一家、地球村的整
合時代，台灣實在不需再閉門造車、故步自封。國際間有許多非常嚮往亞洲國家或東方
文化的組織與機構，基於文化外交、文化交流甚至對於文化多樣性的保存之國際文化援
助，提供各式各樣不同形式的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凡台灣經營藝術家計畫之組
織、機構或藝術家皆應善加利用這龐大資源，鼓勵與之建立交換機制(工作室或藝術
家)，協助藝術家爭取進駐機會或參與國際獎助計畫成為國際獎助系統網絡的一環。

四、建立台灣藝術家進駐資訊平台
目前台灣藝術家進駐資訊平台雖已進入到建立以國家性藝術村資訊網絡為核心之
階段，但國內藝術村資訊與資源仍在進行整合當中，各個藝術村間雖有 TAVA 的連結，
但彼此間的聯繫仍不夠緊密，尚未構築出屬於台灣的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藍圖。
(一)增加國內藝術進駐單位間彼此聯繫
台灣各藝術進駐單位在第一階段以全球性網絡組織為核心時，各藝術進駐單位可以
迅速得到國際資訊，但卻不清楚進在咫呎的台灣內各進駐計畫的推動情形，因此各藝術
進駐單位應先加強各進駐單位的聯繫與互動，鼓勵進駐單位之藝術家做藝術村間的移動
與行動計畫，凝聚藝術家進駐單位的藝術能量與分享資源。
(二)建立國內藝術家與藝術家進駐資料庫
建立國內藝術家與藝術家進駐計畫資料庫是當務之急的事，尤其當政府欲推動國際
交流、拓展文化外交之際，呈現國內藝術能量與環境，整合並建立系統化資料庫，除了
幫助國際藝術家了解台灣進駐計畫情況，提高藝術家交流與文化外交的可能性，更可完
整呈現當代台灣藝術生態的景況。
(三)拓展網絡平台觸角
目前台灣所建立之關係網絡或夥伴關係，大多侷限於特定區域，如美國、歐洲的英
國、法國等藝術之都，應將網絡觸角延伸至世界各個角落，達到文化多樣性的目標，拓
展網絡的方式可與區域性平台先做接觸，如非洲地區的三角藝術信託、阿拉伯世界的青
年阿拉伯劇場資金(YATF)、巴爾幹半島的巴爾幹快捷(Balkan Express)等，都是深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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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角落的最佳入口，同時也由此建立夥伴關係。

五、加強藝術行政人員之訓練與管理
台灣許多進駐計畫執行人員，人力不足與專業訓練是我們在推動進駐計畫限制的其
中之一，尤其當各單位經費不足時，相對即縮減了人事費用，加上台灣英語環境不普及、
政治、外交處境敏感，國際藝術家常需要台灣進駐單位行政人員翻譯與申請證件上的行
政協助。因此從「藝術行政人員任用辦法」檢討，公部門的藝術行政人員任用制度僵化
造成外行領導內行，文化問題無法解決，由於行政人員專業度不夠，因此許多公部門管
理之業務紛紛外包或委外經營，造成公部門之藝術行政人員不諳業務內容，無法立即發
現政策疏失與計畫死角。以英格蘭藝術委員會所推動之全球性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其
計畫對象是全球藝術家、超過三十個國家之進駐空間、贊助夥伴機構，在其獎助計畫前
言中提到，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的推動可以反應出英格蘭藝術委員會的行政人員之國際
性知識、研究能力、網絡專業。因此一個進駐計畫的成功除了藝術家、基金的來源、進
駐空間之外、計畫執行與推動的幕後行政人員是一大推手。
因此本研究認為，台灣公部門之藝術行政人員除了解決上述任用辦法之外，應規劃
藝術行政人員之國際進駐計畫，讓藝術行政人員也藉由跨國行動的機會與國外藝文機構
或進駐中心之行政人員進行交流，同時在交流過程中建立合作與相互學習的夥伴關係，
同時於進駐過程中體驗藝術家進駐的感受以了解藝術家進駐時真正的需求。
加強外語能力與網絡操作專業，英語是目前全球最強勢的流通語言，藝術行政人員
應加強外語能力以扮演第一線為藝術家提供服務與諮詢角色，同時流利的語言與網絡專
業可協助藝術行政人員有效率的掌握最新世界藝術脈動與其他國家的進駐空間或國際
計畫建立夥伴關係。因此鼓勵藝術行政人員多參與國際研討會、隨時與國際重要藝術家
進駐網絡平台保持聯繫與互動。
提供藝術行政人員或工作者諮詢服務單一窗口，設置經營輔導、行銷通路及法制政
策等諮詢服務單一窗口，安排藝術行政人員進行初次診斷諮詢服務，並依案例轉介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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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輔導機構進行更深入輔導，提供地方政府與民間業者規劃、經營、行銷及技術等全方
位輔導。

六、建立進駐計畫的評估機制與落實
藝術家進駐計畫的成效評估是台灣公部門目前執行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最
刻不容緩的一件事，尤其對於計畫經營組織來說應涉及參與之藝術家、藝術組織、進駐
空間等。因此，來自藝術家與藝術團體對於進駐計畫的經營、規劃等評估，可以幫助進
駐計畫經營機構對於現行之藝術實務建立更清晰的執行藍圖，同時使進駐計畫經營組織
更了解計畫參與者與觀眾社群。再者，透過此評估提供給公部門或政府單位之報告資
訊，提供政府如何將公眾資金做最佳的分配以及如何改善、調整其贊助計畫。

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從國家文化政策制定、國際贊助與獎助計畫以及國際資訊網絡三方面來
分析目前台灣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之策略與現象，經本研究歸納整理之後，發現仍有
許多流程規劃與執行機制策略，對於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提出不同的發展空間，
以下就本研究做為基礎，提出建議以供未來深入研究之參考。
一、本研究僅針對「理論探討與釐清」
、
「執行策略分析」對於全球化現象下的藝術家進
駐與跨國行動進行分析、討論，未來研究亦可在計畫執行面後進行計畫成效之評估研
究，針對計畫經營單位、藝術家、進駐空間、贊助機構四個主體在藝術家進駐計畫之後
的成效評估表現於政府、社區、藝術生態、藝術家創作等方面之影響與評估方式。

二、以「進駐計畫分佈範圍」為研究的尺度，可繼續拓展研究範圍對於「第三世界國家」
、
「中南美洲」等經濟發展較落後、資訊科技發展落後等國家，調查其藝術家進駐與跨國
行動計畫執行情況，同時在全球在地化的觀念下，公部門、藝術家、民間企業如何展現
當代藝術家對藝術的渴求與跨國行動、游牧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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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組織名稱

網 址

日本

Japan Foundation
日本基金會

http://www.jpf.go.jp/

澳洲

Asialink
亞洲連結

http://www.asialink.unimelb.edu.au/

澳洲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e
Agencies , IFACCA
藝術理事會與文化機構國
際聯盟組織

http://www.ifacca.org/ifacca2/en/default.asp

美國

The 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
美國藝術家社群聯盟

http://www.artistcommunities.org/

美國

Headland Centers for the
Arts

http://www.headla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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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蘭藝術中心
法國

the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 (AFAA)
法國文化交流協會

http://www.afaa.asso.fr/pre/index.php

荷蘭

Res Artis

http://www.resartis.org/

荷蘭

Trans Artist

http://www.transartists.nl/

德國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
德國學術交流總署

http://www.daad.de/

英國

Triangle Arts Trust
三角藝術信託

http://www.trianglearts.org/introduction/

英國

Gasworks 蓋斯渥克

http://www.gasworks.org.uk/studioartists/

英國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

http://www.artscouncil.org.uk/

南非

Business and Arts South
Africa
南非企業與藝術

http://www.basa.co.za/

全球

UNESCO-Aschberg
Bursaries for Artists
Programme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青年藝
術家獎助計畫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

台灣

Asian Cultural Council

http://www.asianculturalcouncil.org/tfp/inde
x.html

亞洲文化協會台北分會
台灣
台灣

台灣藝術村(聯盟)發展協會 http://www.tava.org.tw/index_data/index2.a
sp
台北國際藝術村
http://www.artistvillage.org/

台灣

台中 20 號倉庫

http://www.stock20.com.tw/index2.htm

台灣

嘉義鐵道藝術村

http://www.railwayart.org/

台灣

橋仔頭藝術村

http://www.fieldfactory.com.tw/95art/ar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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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
本研究中譯自IFACCA , 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2004)
〈http://www.ifacca.org/ifacca2/en/Search.asp#〉
，內容有些部分進行節譯，其中表格為譯者整理。

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
Judith Staines為IFACCA籌備
後現代藝術家的工作室是全世界，遷徙的藝術家屬於超越文化的世界信差，其
世界的關鍵是游牧主義與全球主義。
Res Artis 第一屆主席 米歇爾·赫特
(後現代游牧主義，1996)
每個文化需對全世界開放但不固定停留，換言之是必須具備翅膀與根。
魁北克傳播與文化部長
魁北克文化，旅行世界之文化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 Québec,
Culture Québec, a culture that travels the world

介紹
這是 IFACCA D’Art Question 第 17 個問題結果摘要報告，由 Mary Ann De
Vlieg(Network Coordinator of the Informal European Theatre Meeting，IETM). 她蒐集了
有關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相關資訊，主要問題有：
1. 關於藝術家行動與藝術家交換之政策與計畫細節
2. 政策與計畫的評估
3. 對於藝術家交換計畫與進駐之指導原則與資源
4. 藝術家行動的研究
5. 有關藝術家跨國行動的網址、參考書目與資料庫
在全球化風潮下，世界各國與國際間藝術贊助機構對於藝術家行動議題有不斷增
加的興趣，隨著溝通技術之革新、廉價交通，藝術家們跨越國籍之合作變得一蹴可及。
然而研究指出藝術家在進行跨國行動時會遇到許多挫折與障礙。
MKW GmbH(2001)指出以下障礙：
1. 資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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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政與機構障礙：簽證取得、飛行核准、他國之機構規定
3. 權利損失、社會安全、專業支持
4. 取得他國工作之相關訊息
此份報告以這些回應為基礎並進一步研究完成許多因地域隔閡而無法回應者。以
檢視國際藝術家行動、不同觀點之運作者(政府部門、政策制定者、藝術組織、個別
藝術家)的政策與策略。以提供、分析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典範以及給予政策制定
者最佳指導方針，有關如何發展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期待成為全球藝術家行動之提
供者、計畫、參考資料之來源，同時在超越國家或國家與區域的層級上，連結全球藝
術家行動的計畫與資源提供者。有許多本土、區域、國家性計畫、雙邊政府間、多邊
協定與其他創始性的計畫，例如國際雙生城市提供藝術家交換。此報告主要討論之計
畫與政策集中於英國、法國、西班牙之計畫與政策。當然，我門歡迎評論、建議、與
其他的資料與連結。
定義
首先註解「行動」(mobiliy)一詞是很重要的，這個詞目前在歐洲以外並未被廣泛
的使用於藝術家跨越國家疆界的行動內容上。例如，加拿大的計畫就未適用這個語
詞；再者，藝術家行動(artists’ mobility)也許只是一種多元性跨國文化計畫面貌，若研
究藝術家行動則應廣泛性地討論文化政策與計畫，其內涵包括：
1. 文化合作
2. 文化交流
3. 藝術家交流
4. 旅行贊助
5. 國際研究贊助
6. go and see grant
7. 國際共同創作計畫
8. 國際工作室、藝術家進駐、獎助
9. 國際巡迴演出

此報告主要針對「人」(藝術家、文化行政、學者)的行動，儘管也間接支持文化
產品(例如：電影、表演藝術作品、視覺藝術作品)但並不是主要研究範圍。此研究針
對專家藝術家調查計畫與政策，不包括學生計畫與其他學術部門，除非與專業藝術家
有直接相關，因此，具教育與訓練方面之藝術家行動也不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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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增加興趣的藝術家行動
最近十年，世界各地對於藝術家跨國行動之興趣隨著政策與計畫的制定日趨增
加。計畫已經實施、修正、提昇隨著國家間、區域之邊界的逐漸改變，新全球觀點漸
漸形成，有關藝術家行動之爭論在最近幾年，尤其歐洲地區討論激烈，可從致力於此
議題之會議與研究報告中得到證明。跨國行動對藝術家來說並非新鮮事，將旅行視為
尋求創意表現之核心已風行數個世紀，藝術家常藉由戰爭、經濟情況、壓迫等方式進
行交流。從過去到現在，迫切的表達自由是藝術家行動最強烈的動機因素。以古典與
當代舞蹈之歷史為例，堅持舞者、編舞者與同伴的行動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對於 20
世紀的藝術家來說時時停留於家裡的情形是十分少見。
最近文化政策決策者、國際相關策略家在行動贊助計畫發展上的涉入哪個最被討
論呢？藝術家跨國行動即是，同時被視為構成對於文化合作、文化多元化、不同文化
間的能力，文化間對話的國際計畫之組成要素。在國際關係、文化外交與發展計畫上
被視為一種策略性工具。在文化部門本身、藝術委員會、文化代理機構、網絡、基金
會和藝術組織已有許多創始的行動計畫，這些計畫對於整個過程中心的藝術家與地區
創意和交流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而國際藝術家交流的熱潮可從最近有關此議題密集的會議、研討會中得到印證。因為
數量成長很快，無法將所有相關資訊引用。
1. 2003/11
IFACCA 與歐亞基金會舉辦第一屆歐亞藝術行銷機構網絡會議(ASEARTS)，會議主
題為亞洲與歐洲間藝術家跨國行動之會議。
2. 2004/5
於愛爾蘭Cork連結歐洲藝術網絡，由愛爾蘭義藝術委員會An Chomhairle Ealaíon
會議探索國家級藝術發展機構、部門如何橫越歐洲一起工作並改善藝術家行動、藝
術家工作環境與跨越國際的藝術合作。
3. 2004/7
在巴西的São Paulo舉辦世界文化論壇，提供平台以討論藝術、文化、政策之全球議
題，並提供國際合作之新模式。
4. 2004/7
由歐洲文化基金會於荷蘭鹿特丹所組織之分享文化會議，討論歐洲文化合作的新創
始，會議內容有一章節談到行動。
5. 2004/10
SICA(the Dutch Servic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於荷蘭鹿特丹組織
國際專家會議與研討會“Artists on the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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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些關於跨國行動、文化交換與文化外交之研究，值得注意的為：
1. Interarts/EFAH, 2003, Report on the State of Cultural Cooperation in Europe,
Study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ducation and Culture.
此研究提供國家當局與包括政府間文化合作的所有形式於制度上文化合作之證
明，此合作至少涉入兩個國家以上。此研究對於文化外交的分析與國家文化機構的
角色具有價值與深入的研究。
2. Wyszomirski, M., 2003,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A Multi-Country
Comparis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此研究分析九個國家之文化外交實務與呈現經費比較表，內容指出在預算與文化外
交方面，調查結果法國領先各國，加拿大與英國次之。
3. Audéoud, O., 2002, Study on the mobility and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and
products in the cultural sector, Université de Paris X.
此研究檢視有關在歐盟行動的限制。
4. MKW Wirtschaftsforschung GmbH, 2001,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ob Potential in the Cultural Sector in the Age of Digitis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此研究徹底檢視部門與所引起之議題有關專家在文化領域的行動。許多新網址指
出有關跨國行動資訊已經出現在歐盟內，《文化2000計畫》已經重新評估，文化2007
的新計畫對於行動有更深入的關注。

政策與政策目標
根據Gardner，當政府與資金贊助單位支持藝術家跨國行動與藝術創作時，他們
背後至少有以下四個政策目標中超過一個以上的動機驅使：
(一) 藝術發展
藝術發展即文化政策，涵蓋了有關藝術家與創作之藝術發展的首要目標，此政策
包含贊助旅行、進駐、國際工作室計畫與進駐藝術中心、國際展覽、國際巡迴、發展
共同創作、參與研討會、專業訓練。
(二)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即國際關係，國家文化機構基金促進國家之海外文化、語言之拓展關
係。例如，英國委員會(British Council)、哥德學院(Goethe-Institut)、日本基金會(Japan
Foundation)、法國藝術交流協會(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 Action Artistique，AFAA)等
國際交流計畫機構。文化外交計畫包含由政府間雙邊與三邊協定之架構，所組織之文
化合作活動。透過大使與外交使命所開拓之文化關係與工作，是文化外交中最顯而易
見的面向，而從文化外交所推動之計畫活動嘗試針對特殊國家、較高政治層級或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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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
(三)輸出發展
輸出發展即國際貿易，其關注於產品銷售，因此在藝術文化方面即藝術作品，如：
電影、書籍、戲劇、舞蹈(透過世界巡迴)、視覺藝術與工藝。對於文化產業經濟價值
察覺的不斷增長，從國外貿易發展中將贊助國際藝術家交流編入預算。
(四)文化與發展
文化與發展即國際援助。在許多國家，文化與發展是獲取支持最具可行性的方
式，此贊助國際交流型態之目的為透過協助發展實踐創意，對於參與計畫之藝術家獲
益良多因此社區發展功能較為次之。
私人慈善家透過信託與基金會的目標雖然不受政府政策議程限制，然而容易傾向
陷入以上一個或另一個的項目中。
根據以上分類，許多提供藝術家交流資金之目標與動機常形成重疊。例如，贊助
視覺藝術家參加威尼斯雙年展，其目的可視為藝術發展和文化外交。贊助電影製片在
威尼斯影展發表作品，同樣可歸類於藝術發展、文化外交和輸出發展。
因此，不同組織推動不同型態計畫，獨立信託與基金會大部分致力於跨國交流之
藝術發展；而部份政府所成立基金會，以代理型態擔任文化外交計畫之先導角色；其
他由法人團體所成立之基金會，以法人組織之社會責任為計畫議題核心，但公司名
稱、品牌仍以高能見度之姿揭示商業目標為主。
企圖將藝術家跨國行動資金分類在不同計畫、不同參與者、不同‘stakeholders’情
形下是很困難的。例如，贊助國際旅行也許倍藝術家認為是支持其藝術發展；被贊助
文化機構認為是文化外交的機會，被稅務部門認為是出口貿易或國際收入。
組織完善之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同時具有好幾個不同的目標，同時被文化決策
者與經營管理者發揮初期特色。以蒙特婁(Montréal)CINARS表演藝術之國際平台為
例，其接受政府來自省與國家部會為文化、員工、當地政府、經濟發展、古蹟、國外
事務和國際貿易所募集的資金。
根據András Török 1 於 2004 年鹿特丹SICA，Artist on the Move會議中提及藝術家
跨 國 交 流 類 型 ， Török 將 之 歸 納 為 三 類 ， 分 別 為 利 己 型 (Selfish) 、 擬 利 己 型
(Pseudo-selfish)、非利己主義型。利己型交流計畫完全以政府利益出發，透過發展國
際文化模式來行銷國家形象；擬利己型雖然也以國家利益為優先，但部門較投入並與
進駐單位或場地共同擔負甄選責任；最後的非利己型，Török認為這類型的計畫相當
少，其致力於開放胸懷、散播新思維、鼓勵合作計畫促進研究與溝通。

1

Török是位匈牙利作家、文學家、決策者、文化管理者，2004，Artists＇ International Mobiluty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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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與最佳實務之評估
接下來的部份將提供一份全球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名單。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freeall，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
(Arts Council England, freefall: Arts Council England International Artists
Fellowships 2001-2003,)
http://www.artscouncil.org.uk/information/publication_detail.php?browse=titl
e&id=398&page=8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評估：2001-2003領航計畫
(Arts Council England, Evaluation of Arts Council England International
Artists Fellowships: Pilot Programme 2001-2003, unpublished report.)
亞洲聯網，亞洲聯網 年藝術家進駐調查
(Asialink Arts, Asialink Arts Residency Survey 2000)
http://www.asialink.unimelb.edu.au/arts/projects/survey.htm
1991-1998澳洲藝術家跨越亞洲進駐的研究，81%的藝術家評估進駐對其生涯發展具很重
要的意義。約40%自進駐之後再回到接待國家，89%繼續以郵件和email與接待國家保持
聯絡。
歐洲文化基金會
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 Step beyond: overview first year & overview
first semester 2004, http://www.eurocult.org
Du Plessis, N., Shuttle 99 –北歐國家與南非間的文化交流
http://www.norden.org/pub/kultur/kultur/sk/ANP2004750.asp.
從1998-1999年這計畫有超過100個方案以及隨後2001-2002年的計畫，由丹麥與文化發展
中心(the Danish Centre for Culture andDevelopment，DCCD)贊助20個計畫。

培朋尼爾歐洲青年藝術家資助計畫

Pépinières europé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 Elemen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merging artist, mo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experience)
http://www.art4eu.net/tele/evaluation.pdf

資源
除了從政策動機分析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仍有許多應機構、機構之夥伴關係、
共同獎助計畫等，因執行上資金來源所針對計畫之專案動機不同，而形成以下各種不
同形式之藝術家行動的形式：
1. 資金計畫：提供藝術家旅行創作、訓練、研究、聯繫與獲得經驗之資金贊助。
2

於歐洲藝術與文化論壇(European Forum for the Arts and Heritage)發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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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交流資金、旅行贊助、參訪贊助(‘go and see’ grant)。
2. 巡迴計畫：幫助藝術家、藝術團體至世界各國巡迴計畫。
3. 出版指導方針：協助藝術家出國、至本國創作。
4. 國際藝術家進駐、獎助、工作室計畫。
5. 網絡：協助藝術家尋找交流訊息、機會與聯繫。
以上這些資源計畫於施行中基於不同動機、因素而造成分類困難，因為藝術家跨
國行動之施行，除了上述政策動機之外，資源與資金來源是決定計畫實施之重要關
鍵。於是根據 IFACCA2004 年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之研究報告，將藝術家跨國行動計
畫以經費資助來源為分類尺度做以下類型之分類：
1. 國家藝術委員會、文化局交流計畫
2. 政府其他之文化機構
3. 超國機構與行動計畫
4. 跨國行動計畫
5. 雙邊文化計畫、基金會與創始活動
5. 藝術家進駐與工作室
6. 網絡計畫
7. 文化與發展計畫
8. 鼓勵跨國習動計畫的資源

一、國家藝術委員會、文化局交流計畫(National Arts Council and Culture Agency mobility
programs)

此類型之交流計畫皆由各國首要藝術資金機構執行
國家
澳洲

機構

網址

澳洲委員會

www.ozco.gov.au

加拿大

加拿大藝術委員會

www.canadacouncil.ca

英國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

www.artscouncil.org.uk

歐洲與國際事務部

www.culture.gouv.fr/culture/dai/etrangers/en/welcome.html

法國

(DAEI)
愛爾蘭
墨西哥

愛爾蘭藝術委員會

www.artscouncil.ie

Fondo Nacional para la

fonca.arts-history.mx/programas/pro-colo.html

Cultura y las Artes
北愛爾蘭
挪威
蘇格蘭

北愛爾蘭藝術委員會

www.artscouncil-ni.org

挪威藝術委員會

www.kulturrad.no

蘇格蘭藝術委員會

www.scottishart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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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新加坡
瑞士

藝術贊助委員會

www.scottisharts.org.uk

新加坡藝術委員會

www.nac.gov.sg

瑞士藝術委員會

www.artists-in-residence.ch

澳洲委員會(Australia Council)的多方性國際計畫，其主要目的為透過長期藝術約定來
發揚、展現當代國際性澳洲藝術，並進而建立可觀之市場發展機會。澳洲委員會的觀
眾、市場發展部門之執行經理 Karilyn Brown(2004)說明：
澳洲委員會支持廣泛性國際創始精神與活動，培養澳洲當代藝術之多方位，委員
會每年投資可觀資源在國際性重要與多元計畫，同時特別強調與西歐、亞洲與美
國之間。
提供藝術家跨國行動資金之贊助計畫包括：
1. 海外工作室進駐。
2. 藝術家交換。
3. 展覽、表演藝術之巡迴計畫。
4. 個別藝術家參與主要國際要事。
5. 雙年度、三年度之視覺藝術家研討會。
6. 藝術家與澳洲社區之合作。
7. 產業夥伴關係(出版商、表演藝術公司、商業藝術與工藝畫廊等)。
加拿大藝術委員會(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贊助項目
1. 參加研討會、發表、公演、選拔的旅行贊助
2. 進駐、藝術家交換
3. 在加拿大與國際進駐中心間的共同創作與共同發表
4. 旅行
5. 贊助國外藝術家拜訪加拿大
計畫包括：國際劇場計畫、視覺藝術國際進駐計畫(巴黎、千里達、紐約、托貝哥、柏林
工作室)。
延伸計畫：新觀眾與市場發展、協助專業加拿大當代藝術經銷商、協助國際表演於音樂、
專業藝術家的旅行贊助。
這些在駐不能旅行到美國與歐洲。
英格蘭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
以開放性計畫，贊助藝術，提供個人藝術家與團體執行國際創作基金。贊助國際藝術家
8

交換和國際藝術家獎助計畫為一分開的架構，成立於2001年。
每年約頒發 30 個獎助計畫，計畫包含所有藝術形式，從 2001-2003 年，藝術家透過進駐
與主要文化組織的夥伴協定於 25 個國家創作，大部份的藝術家遴選經由專家顧問的提
名。
法國(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EI)
發展訓練與進駐計畫歡迎來自國際的藝術家和文化專家到法國，以及與法國文化交流協
會合作(AFAA)贊助法國藝術家出國旅行
愛爾蘭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of Ireland/An Chomhairle Ealaíon)
提供藝術家與藝術專業領域之民眾旅行與行動獎項，此計畫為了改善專業發展、設立與
連結獲獎人的機會網絡。
墨西哥( Fond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FONCA)
有國際藝術家進駐提供所有在加拿大、哥倫比亞、美國、法國和委瑞內拉等國之藝術形
式的進駐機會。
北愛爾蘭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of Northern Ireland)
藝術委員會提供國際進駐計畫獎項進駐加拿大、美國、羅馬、馬爾他等藝術中心。
挪威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Norway)
與挪威外交部合作，贊助行動計畫，計畫包含100個國家：非洲、亞洲、太平洋、拉丁美
洲、東歐等國。委員會透過「挪威與國外表演藝術進出口」提供贊助、補助熱門音樂。
挪威政府也贊助所謂「藝術家的保障收入」，只要是居住於挪威即有資格提出旅行與研
究申請，此計畫用意於提供藝術家旅行、研究資金以幫助其藝術事業，但並不贊助基礎
教育。
蘇格蘭藝術委員會(Scottish Art Council)
支持藝術家旅行、研究同時提供資金給藝術家到國外進行藝術創作或到蘇格蘭創作，其
主要在維持位於阿姆斯特丹與紐約工作室的藝術家進駐。
新加坡國家藝術委員會(National Arts Council)
提供一多面向的方式支持「文化協定」的發展，Singapore Showcases參與國際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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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建立網絡關係與行銷、贊助國際發表、國際旅行、國際合作、國際拜訪、海外訓
練與進駐以及與 SIA-NAC 的旅行贊助。
瑞典藝術贊助委員會( Arts Grants Committee)
Konstnärsnämnden awards贊助所有藝術領域之個別藝術家，贊助專業藝術家創作、發
展與國際聯繫，項目包含旅行與藝術家進駐。IASPIS (International Artists Studio Program
in Stockholm) 提供國際進駐贊助也提供瑞典藝術家到其他國家進行展演創作。
瑞士藝術委員會(Pro Helvetia)
有一筆國際與國際的匯款專門負責瑞士文化國外發表，Pro Helvetia國際事務處首長
Thomas Laely指出其包含藝術家進駐與瑞士與國外之工作室。

二、 政府其他之文化機構(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es)
此類型組織包含由政府提供資金，透過代理文化機構負責促進、推廣國家藝術家
出國及他國藝術家進駐之事宜。Interarts / EFAH 研究 2 指出，提供歐洲地區有關國家
文化機構之完整研究，此研究檢視 31 個國家有超過 430 個屬此類型機構，其中 20
個國家在海外有文化機構，其性質不同於大使館內之文化附屬或文化顧問，最著名的
典範如法國、英國、德國、義大利等國，同時會派駐代表於倫敦、巴黎、柏林、布魯
塞爾、羅馬等城市主持數個文化機構，因此將國家文化機構集中於此，以協力創造合
作、創作之機會。
國家
加拿大

機構
加拿大國際貿易與外

網址
www.dfait-maeci.gc.ca/arts/perf-en.asp

交事務部
魁北克

文化與交流部

www.mcc.gouv.qc.ca/publications/culture_quebec.htm

法國

法國文化交流協會

www.afaa.asso.fr

德國

哥德學院

www.goethe.de

義大利文化協會

www.esteri.it/ita/2_11_177.asp

日本

日本基金會

www.jpf.go.jp/

韓國

韓國基金會

www.kf.or.kr/english/index.html

瑞士

Pro Helvetia

www.pro-helvetia.ch

拜訪藝術

www.visitingarts.org.uk http://www.britcoun.org/arts.htm

義大利

英國

英國文化協會
美國

教育文化局

www.exchanges.state.gov/education/citizens/cultur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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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際貿易與外交事務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anada, DFAIT)
其文化計畫提供加拿大團體與個人贊助以促進加拿大文化的國際發展。此計畫非常強調
發揚與外交任務，計畫期間約六至八週進駐墨西哥。
魁北克文化與交流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
行動計畫對於魁北克文化部門的重要性表現於文化與交流部的出版品《Culture Québec,
Aculture that travels the world》。Conseil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du Québec
CALQ’s的經費贊助計畫以發揚、普及魁北克與國外之藝術家與藝術創作，其贊助內容為：
1. 旅行
2. 工作
3. 專業發展
4. 藝術研究與創新
5. 發揚與宣傳
6. 魁北克地區之外的巡迴表演
7. 接待國外來的表演
法國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 (AFAA)
法國文化交流協會(AFAA)成立於1922年，代理外交部與文化交流部，以國際文化交流組
織與協助各藝術領域發展之代表。所有申請贊助計畫皆由法國大使館與國外文化機構共
同審核。基本上，AFAA執行Afrique en Créations program使用來自外交部的國際發展基
金，其贊助非洲藝術家致力於國際文化經由創作、發揚、訓練等贊助。

L’Office National de Diffusion Artistique (ONDA)
ONDA成立於1975年其宗旨為幫助於法國境內巡迴的國際表演，提供國外作品於法國

巡迴以及國際交換計畫之相關贊助。
德國哥德學院(The Goethe-Institut)
是德國聯邦共和國之文化機構執行操作全球78個國家144個機構，其為了發揚德與研究、
鼓勵國際文化交流、經由海外機構呈現德國藝術。哥德學院提供舞蹈、戲劇等獎學金計
畫，安排藝視覺藝術家展覽與文化合作活動。
義大利(Instituti Italiani di Cultura)

日本基金會(Japa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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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於 1972 年，是日本第一個專門致力於國際文化交流組織，現派駐 19 位職員於日
本之外，負責發展國際文化交流計畫包括促進文化與藝術交流、日本海外研究、語言
學習、知識交流。日本基金會提供兩種經濟贊助，一為海外展覽與表演；另一種為促
進國際文化交流而於日本國內之文化呈現。透過日本表演藝術網站(JPAN)鼓勵資訊交
流與網絡建立，同時拓展對國際表演藝術節、博覽會之支持。
韓國基金會(Korea Foundation)
透過文化交流與贊助計畫，以促進國際了解，提供韓國與全球間視覺與表演藝術的交流
贊助。
瑞士(Pro Helvetia)
Pro Helvetia成立於1939年，有一筆專款專門負責瑞士文化國外發表，以克服文化與智慧
的疏離，其重點以促進當代藝術家創作、文化交流、培育國內外之跨文化對話，其運作
經由一國際辦事處與18個國家夥伴網絡。最近的例子為與玻利維亞的七年文化交流計
畫，其成立於1997年由CHF投資€ 850,000於發展兩國之藝術家與文化機構間的連結網絡
發展。

英國拜訪藝術(Visiting Arts)
拜訪藝術是英國國家機構為促進國外藝術與文化，協助英國國際藝術之呈現。拜訪藝
術之主要目標為提供英國藝術部門海外計畫之專業訊息、資金與針對國外欲前往英國
之藝術家提供訊息。拜訪藝術贊助英國藝文組織接待國外藝術家，尤其最近幾年，贊
助進駐英國個別藝術家計畫，已在進駐單位與贊助機構間發展為夥伴關係。包含國際
藝術家獎助計畫(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s)、葡萄牙表演藝術獎(Portuguese
Performing Arts Awards)、創意合作音樂獎(Creative Collaborations in Music Awards)等
享譽國際之計畫。
美國文化教育局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美國文化教育局有一個計畫公民交流，參與計畫者為專業藝術家、電影製片、音樂家以
及其他專家。

三、超國機構與行動計畫(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mobility programs)
此類型包含由在國家和機構之上的高峰機構所運作之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範圍
以涵蓋其全數會員國或所選擇之團體內。
機構名稱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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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e intergouvernementale de

www.agence.francophonie.org/

la Francophonie
聯邦基金會

www.commonwealthfoundation.com/

歐洲委員會

www.coe.int

歐盟

europa.eu.int/comm/culture/eac/index_en.html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www.nifca.org

Organización

www.oei.es

de

Estados

Iberoamericanos (OEI)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

Agence intergouvernementale de la Francophonie

這超國機構由全球50個國家和政府所組成，以法文為中心，文化是計畫的其中一個範
圍，其提供許多贊助、訓練機會、18-30歲的行動計畫，同時提供藝術團體、提倡者
補助，贊助藝術家於法語區國家的表演藝術巡迴。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The Commonwealth Foundation以倫敦為基礎，為了發揚、跨越50個國家的Commonwealth
Foundation會員國之藝術與文化，基金會偶爾也協助來自會員國之青年藝術家和團體旅行
至另一會員國參與藝術活動。每兩年，Commonwealth Arts and Crafts Awards會獎助10位
35歲以下藝術家前往其他會員國旅行與研究。

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
歐洲委員會於 1954 年由歐洲委員會成員共同簽訂之歐洲文化公約(European Cultural
Convention)，目前在歐洲已被 48 個國家認可。此公約之宗旨為發展歐洲民族間相互
了解與文化多元化之相互欣賞；進而保護歐洲文化、促進歐洲文化遺產貢獻同時尊重
基本價值，尤其鼓勵語言、歷史等研究。此公約特別強調建立國家間雙邊文化協定之
優點。歐洲委員會積極於文化合作、政策、訓練與跨文化對話。1996 年委員會委託
歐洲任務力(European Task Force)專家協助教科文組織的文化與發展之世界任務，當
時出版了〈In from the Margins〉，內容包括國際文化合作與交流之有價值評論。
歐盟(European Union)
歐盟協定執行文化2000計畫，其贊助文化合作、其他行動計畫，贊助對象以團體為主之
行動計畫。
北歐部長委員會(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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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歐部長委員會以促進丹麥、冰島、挪威、瑞典、芬蘭五國間的合作。SLEIPNIR是北歐
部長委員會提供於北歐國家青年專業參與者的旅行贊助計畫。

Organización de Estados Iberoamericanos (OEI)
OEI ‘para la Educación, la Ciencia y la Cultura’ 以促進有關美國伊比利亞州(西班牙、葡萄
牙、拉丁美洲)的知識、文化與教育，這是由32個國家組成之國際政府組織。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藝術家主要行動計畫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所
執行，計畫開放對象為各種領域之青年專業藝術家，在 2004-2005 年間此計畫已提供 57
個獎助於 27 個國家中的 48 個夥伴機構。

四、跨國行動計畫(Trans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s)
此計畫類型橫跨數個國家或世界整個區域，由獨立基金會、文化專案或其他等不
同組織運作、推展。
機構名稱

網址

ArtesAméricas

www.utpac.org/artesamerica/welcome.php

國際藝術

www.artsinternational.org

亞洲聯網

ww.asialink.unimelb.edu.au/index.html

亞洲基金會

www.asef.org

亞洲文化協會

ww.asianculturalcouncil.org/

CEC ArtsLink

www.cecartslink.org/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u théâtre

www.calq.gouv.qc.ca/citf/accueil.htm

francophone
歐洲文化基金會

www.eurocult.org

Franklin Furnace

www.franklinfurnace.org/

Fundação Oriente

www.foriente.pt

Gulliver’s Connect

www.felix.meritis.nl/over_felix/gulliver/index.php

Kulturkontakt Austria

www.kulturkontakt.or.at

Mondriaan Foundation

www.mondriaanfoundation.nl

Open Society Institute

www.soros.org/initiatives/arts

The Suitcase Fund

www.dtw.org

ArtesAméricas
由德州大學所構想與成立並由國家工會與藝術組織執行，ArtesAméricas有文化交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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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娛樂三部份，其展現拉丁美洲與美國拉丁美洲之表演藝術於北美洲觀眾。申請者受
邀來自表演藝術公司與剛崛起之藝術家或成立之團體，以接受經費、技術、教育於美國
境內的的巡迴演出。

Arts International
Arts International於美國是一個獨立、非營利當代藝術組織，致力於發展與支持全球文化
藝術交流。藝術家探索基金幫助個別表演藝術家出國發展藝術，贊助的內容包括藝術家
與藝術組織的創意關係拓展或發展、藝術形式的探索或者開發新創作。
面對克羅埃西亞(FACE Croatia)是一個藝術國際計畫，透過交換機會與直接的文化贊助計
畫以增加對克羅埃西亞的藝術與文化覺察與鑑賞。

亞洲連網(Asialink Arts)
亞洲聯網為墨爾本大學之非學術部門，由麥爾基金會(Myer Foundation)、墨爾本大學
贊助。1990 年起以促進文化了解、資訊交流及澳洲與亞洲國家間之藝術嘗試。已與
亞洲 19 個國家進行合作，其計畫包含：
1. 藝術家進駐：提供澳洲藝術家、表演者、作家、藝術管理者到亞洲地區居住與
工作之機會。
2. 展覽：協助當代澳洲、亞洲藝術與工藝巡迴。
3. 專案：澳洲與日本之舞蹈交流、澳洲與印尼之藝術與社區計畫。
亞歐基金會文化交流(Asia-Europe Foundation，ASEF，cultural exchanges)
此文化交流部門主要目標以提供一個獨特的亞歐環境，來自歐洲與亞洲的青年藝術家與
文化專家可在此相遇，彼此得到啟發與發展相互多邊文化計畫。計畫包括贊助藝術家與
文化專家間的網絡、文化對話的創始。合格的計畫需具備多面向、包含至少6-10個亞歐
基金會會員國夥伴參與。
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
亞洲文化協會是一個支持美國與亞洲國家之間視覺與表演藝術文化交流的基金會。基金
會贊助計畫的主要部份是對個人的獎助，專指來自亞洲的藝術家、學者、專家欲前往美
國進行研究、進修、創作。同時也鼓勵美國人在亞洲進行相同的活動，在教育、文化機
構致力對亞洲-美國交流具特殊意義的計畫。

CEC ArtsLink
CEC ArtsLink是一個國際藝術交流組織，其鼓勵與支持美國、中亞、俄國、歐亞間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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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與文化管理者相互交流。在過去12年間，此計畫已運用了三百萬美金於贊助美國藝
術家、藝術團體在中亞、俄國、歐亞共同合作。

CITF -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u théâtre francophone
CITF創立於1987年，贊助多邊創意計畫與法語世界內的劇場創作巡迴，迄今已執行超過
100個計畫。
歐洲文化基金會(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
歐洲文化基金會的行動計畫(STEP beyond Mobility Scheme & Grants scheme)開始於2003
年，是延續較早APEXchanges計畫。此計畫透過對個人小額旅行補助，鼓勵跨疆界的文
化合作與歐洲國家間的交流。計畫贊助對象為藝術專業、文化經營者、文化評論家，文
化譯者，文化研究家。歐洲文化基金會的贊助不只有行動計畫還有針對中小型組織的獎
項，以支持激勵跨疆界合作的獨立文化計畫。而藝術家與文化經營者的行動計畫是贊助
計畫中主要部份。

Franklin Furnace
Franklin Furnace awards贊助並邀請來自世界各地表演藝術家到紐約州各處演出。
Fundação Oriente
Fundação Oriente的宗旨為實現與支持在葡萄牙與澳門文化、教育、藝術、哲學與社會的
卓越行為。同時致力於鼓勵葡萄亞與遠東之間所聯繫的歷史、文化的維持與發展，因此
基金會在文化領域中鼓勵葡萄牙與東方間的藝術交流。

Gulliver’s Connect
行動與創作配置計畫(Mobility and arts work placement program )提供來自中、東歐包括前
蘇聯的藝術開創者工作配置的贊助。計畫成立於1996目前由Felix Meritis Foundation (NL)
和KulturKontakt (Austria), Theorem (France) and NCDO (NL)共同經營。
文化聯繫奧地利(Kulturkontakt Austria)
文化聯繫奧地利已經營、發展中、東歐藝術家計畫好多年了。

Mondriaan Foundation
此基金會以贊助荷蘭於國外藝術的發展且擁有許多贊助計畫，贊助內容包括藝術家於荷
蘭海外的旅行與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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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ociety Institute
Open Society Institute的藝術與文化計畫透過Soros基金會網絡促進文化與藝術合作，計畫
透過夥伴關係提供個人與團體贊助以培育跨疆界夥伴關係與合作，促進異文化間的對話
與了解。2004年的藝術與文化地理計畫目標鎖定於高加索山(美國、亞塞拜然、喬治亞)、
中亞(哈薩克、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土庫曼、烏茲別克斯坦)、蒙古、伊拉克、阿
富汗。

行李箱基金(Suitcase Fund)
行李箱基金是一個計畫有關跨文化藝術家關係的概念與資金，此基金由舞蹈劇場工作
坊(Dance Theater Workshop，DTW)於 1985 年所設立，以創造獨立藝術家、革新演出
者、社區組織者間的國際合作方式，此基金鼓勵藝術家與計畫移動於文化邊界，因此
消弭了經濟與地理上這些造成藝術家穿越文化疆界的障礙，18 年間此計畫贊助超過
250 個計畫，計畫中有超過 400 位藝術家與管理者行動於全球六大洲超過 50 個國家
之多。其促使美國藝術家進駐中、東歐、非洲、拉丁美洲與南亞等地引領表演與研究，
同時給予國際藝術家有機會到美國旅行、參與進駐與實習。

五、雙邊文化計畫與基金會(Bilateral cultural programs, foundations and initiatives)
根據 Interarts / EFAH(2003)對雙邊文化協定提供一分析，此類型意指政府間雙邊
文化協定的合作，通常是以高層級、長期合作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外交姿態與善意
的象徵。從 1970 年代至 1990 年代，此種協定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因為在雙邊架構下
是認知上、執行上最具國際性文化合作的模式。
這研究調查歐洲31個國家間所執行的560個雙邊協定，研究指出1970到1990年代間的協定
有大量的增加趨勢以及大部份的國際文化合作是雙邊架構的構想與執行和雙邊的普及。
所以在互惠主義驅使，國際文化合作常常迫使國際文化交流。這部份談到許多雙邊信託、
資金、基金會和存在國家間的友好社會，建立在雙邊文化協定上。
機構名稱

網址

美國—斯堪地納維亞基金會

www.amscan.org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www.gulbenkian.org.uk/main_f.htm

Daiwa Anglo-Japanese Foundation

www.dajf.org.uk/

Fondation Franco-Japonaise Sasakawa

www.ffjs.org/

法國-德國青年辦公室

www.ofaj.org/

Great Britain Sasakawa Foundation

www.gbsf.org.uk/

日本—加拿大基金

www.canadacouncil.ca

Tanzania Culture Trust Fund

www.mfuk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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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no South African

www.mmino.org.za/

瑞典-南非文化夥伴計畫

www.dac.gov.za

烏拉圭藝術文化基金會

www.uruwashi.org/Cultural.htm

美國-墨西哥文化基金會

www.culturalcontact.org
www.gatewaytotheamericas.org

美國-日本創意獎助

www.i-house.or.jp/ihj_e/index.html

美國—斯堪地納維亞基金會(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基金會字 1910 年以促進美國與北歐國家間的文化與教育交流。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The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對於在葡萄牙的文化領域有卓越貢獻，成立於1956
年，在英國有分部。基金會有一個Daiwa Scholarships計畫：贊助畢業於任何藝術領域之
傑出之青年進駐日本20個月。

Fondation Franco-Japonaise Sasakawa
The France-Japan Sasakawa Foundation的成立宗旨為鼓勵文化交流，內容為贊助法國與日
本的申請者。
法國-德國青年辦事處(French-German Youth Office)
The Office Franco-Allemand pour la Jeunesse / Deutsch Französisches Jugendwerk
(FGYO) 設立於1963年，是由於簽訂了法國—德國的合作條例，它提供年輕人支持與贊
助包括特殊文化交流與職業訓練計畫。

Great Britain Sasakawa Foundation
The Great Britain Sasakawa Foundation的宗旨為發展英國與日本的友善關係，透過增進雙
方人民彼此在文化、社會、成就的教育。其贊助計畫包括藝術與文化等許多領域。
日本—加拿大基金(Japan-Canada Fund)
成立於1988透過日本政府送給加拿大藝術委員會大約CAD $1m (€ 650,000) 的禮物，為了
增進兩國間的藝術溝通。1996年，此基金在日本政府CAD $1.4m(€900,000)的餽贈下恢
復，基金致力於交流、巡迴以及與其他計畫的連結。
坦尚尼亞文化信託基金--(Tanzania Culture Trust Fund – Mfuko wa Utamaduni
Tanzania)
18

坦尚尼亞信託基金設立於 1998 年，是瑞典政府與坦尚尼亞共合國共同合作保管基金所努
力的連結結果，創始宗旨是發揚與增加坦尚尼亞的文化部門，文化交流是所提供的贊助
範疇之一(其他是建立國際生產力與產量)同時贊助提供所有國家執行交流活動。

Mmino South African – Norwegian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 Program挪威音樂與音
樂教育計畫
Mmino是一個南非與挪威音樂與音樂教育計畫，其透過南非國家藝術委員會的引導與挪
威演奏機構建立夥伴關係，其不斷尋求與建立挪威與南非的音樂領域之相互利益。Mmino
的目標是增進南非音樂文化，其成立於2000年以贊助在音樂教育、文件、研究領域上具
有國家影響力的計畫。大部份的計畫致力於國家性，除了在南非與挪威機構間透過合作
所建立可證實的生產力之外。
瑞典/南非文化夥伴計畫
(Swedish / South African Culture Partnership Program)
在南非的文化與藝術部門(The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ulture，DAC)與瑞典國家文化事務
委員會(the Swedish Nationa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NCCA)掌管瑞典與南非文化夥伴
計畫。這個夥伴計畫開始於2004年，只要是以連結瑞典與南非的組織間的文化與藝術的
計畫申請，由雙邊國家共同受理並資助最長三年。此計畫的資金來源主要來自瑞典國際
發展合作代理(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SIDA) 與南非政
府。其最主要目標為促進資訊、表達自由，以鼓勵瑞典與南非合作建立生產量。
烏拉圭文化藝術基金會(Uruguay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烏拉圭文化藝術基金會由位於華盛頓D.C.的烏干達大使館所成立，以培育在美國對烏干
達文化的了解，幫助烏干達藝術家參與各種美國計畫。
美國-墨西哥文化基金會(U.S.-Mexic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 Cultural Contact)
文化聯繫，美國-墨西哥文化基金會，是一個雙國非營利組織，致力於促進文化與藝術覺
察發展、美國與墨西哥的交流與合作。贊助計畫對擁有美國或墨西哥國籍的民眾開放同
時提供各種藝術形式的計畫贊助、巡迴、進駐。區域組織的雙國協會尋找組織之的聯繫、
支持網絡、文化合作與交流。促使通往美國的通道與來自橫跨美國的表演藝術專家能建
立聯繫與有意義的關係。提供拉丁美洲表演藝術家的永久舞台，已經在紐約的每年表演
藝術呈現協會(Association of Performing Arts Presenters，APAP)會議成立，而且被視為培
育泛美藝術社群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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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日本創意獎助(U.S.-Japan Creative Fellowships)
由美國 NEA 與日本—美國友誼委員會所成立，Bunka-cho 計畫每年帶領五位中生代美國
領導級藝術家到日本六個月，日本國際議院自從 1978 年初，已擔任該計畫於日本之協調
者與財政代理。

六、藝術家進駐與工作室計畫(Artists’ residencies and studio programs)
全世界有許多藝術家進駐計畫，這些計畫常是其他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的一部
份，所以有許多內容已在其他部份說明過，國際進駐計畫是以開放給當地藝術家為基
礎的進駐計畫之一部份。例如，直布羅陀點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Gibralter Point
International Artist Residency Program)由多倫多 Artscape 藝術計畫服務董事 Susan
Serran 捐助。此計畫成立於 2000 年，每年選擇三位國際藝術家進行為期三十天進駐。
機構名稱

網址

美國藝術村社群聯盟

www.artistcommunities.org/

藝術家進駐全球手冊

www.artiste-residences.org

日本藝術家進駐計畫

www.jpf.go.jp/air/summary.html

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

www.art4eu.net

Res Artis

www.resartis.org/

三角藝術

/www.trianglearts.org/

美國藝術村社群聯盟(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
美國藝術村社群聯盟是屬於美國國家藝術進駐中心領域的國家服務組織，包括200個成
員，同時列舉於其美國核心與其他遍及全世界成員的核心網站。聯盟出版手冊和針對2002
年1,2000位藝術家的調查。目前已比幾年前增加了三倍，這樣的轉變每年直接花費在上
面的經費高達四億美元。
藝術家進駐全球手冊(Artists-in-Residence Worldwide Guide)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線上指南，由法國交流協會(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AFAA)以法文與英文所提供，其列出全球工作地點以供藝術家查詢獎助與其
他有用資訊。法國藝術家與居住法國藝術家可透過AFAA直接進入國際進駐計畫與公費
架構。
日本藝術家進駐計畫(Japan’s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s)
列出22個日本藝術家進駐與交換計畫，在日本基金會提供評估資訊。
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Pépinières européennes pour jeunes arti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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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朋尼爾青年藝術家獎助計畫有好幾個目標：促進遍佈全歐藝術景象的青年藝術家間的
行動與合作；展現青年創作者探索新表達形式的天份與發現當代創作的新趨勢；提供歐
洲與國際專業之路的優先建立，幫助藝術家間的共同合作。提供橫跨歐洲的進駐計畫給
崛起之藝術家，申請對象不可超過25歲，以對歐洲自願服務為背景。

Res Artis
Res Artis是一個進駐藝術中心與計畫的全球網絡，其提供藝術家設備與有助於創作的條
件。同時提供一支持並展現國際性進駐藝術中心與計畫的興趣。在網頁中有超過52個國
家共200個藝術中心。
三角藝術(Triangle Arts)
三角藝術信託啟蒙並幫助視覺藝術工作營、進駐與工作坊的國際性網絡，使藝術家一起
工作並互相交流想法與經驗。從1982年已有90個工作營在28個國家舉辦。

七、網絡計畫(Networks: projects and programs)
國際文化網絡對於不同部門間專業交流、創造機會，扮演著發動機的角色，彼此
相遇、合作、發展連結方案。以 IETM(Informal European Theatre Meeting)網絡為例，
是一個非正式歐洲劇場會議，提供小額公費、策略性配置，使得民眾參與會議並得以
藉此旅行。國際文化網絡產生許多交流計畫和方案，有的對藝術家產生直接啟蒙的影
響；有的提供支持性環境或聯繫以幫助方案發展。
機構名稱

網址

巴爾幹快捷

www.ietm.org/projects/Balkan/

Dance Bassin Méditerranée (DBM)

www.dbmed.org

Junge Hunde

www.jungehunde.net

Roberto Cimetta Fund

www.cimettafund.org

StabilityMobility

www.stabilitymobility.com

Theorem

www.asso-theorem.com/

Thomassen Fund

www.encatc.org

青年阿拉伯基金

www.yatfund.org/

巴爾幹快捷(Balkan Express)
巴爾幹快捷的宗旨為發展專業的表演藝術資訊平台，為幫助來自巴爾幹國家的資訊、
意見與計畫交換。一開始由來自 2002 年 IETM 會議的巴爾幹表演藝術團體經營。
Dance Bassin Méditerranée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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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是一個源自於1998年由IETM會議所組織的國際性協會與網絡，其成員來自地中海
地區國家的從事專業工作的文化支配者編舞家。雖然並不屬於行動基金或計畫，但卻幫
助南歐、巴爾幹、東地中海與北非地區的成員們間的共同生產、巡迴、專業發展與網絡。

Junge Hunde
The Junge Hunde network於歐洲1995年設立，以幫助年青人體驗到海外旅行，與來自異文
化的藝術家相遇，交換意見與經驗，建立長久合作關係。8個國家中有9個夥伴在網絡活
動中協調。

Roberto Cimetta Fund
設立於1997是一個國際型、獨立、非營利協會，其宗旨以鼓勵地中海地區的文化交流，
這是一個行動資金以透過個別旅行贊助，支持與幫助當代表演藝術的流通與藝術家餘地
中海的工作。其目標是幫助藝術家與經營者發展並結合專業網絡、交換經與與資訊，彼
此了解，發展計畫與想法在真誠的、開放的、資訊合作的氛圍下一起工作。IETM協助資
金成立，同時從歐洲文化基金會籌款，目前款項來源多元有法國、義大利、葡萄牙、西
班牙。此基金的原則為對於旅行至自己國家的獎助不包括。

StabilityMobility
The StabilityMobility 網絡是一個歐洲所經營的藝術家領導的視覺藝術家團體的夥伴關
係，以發展在藝術家領導的組織間的跨越國家與交流的計畫。
定理(Theorem)

定理協會創始於 1998 年，以促進燈歐青年藝術家的創作為目標把將近 20 個歐洲劇場
與藝術節連結在一起，目前協會已組成工作營、訓練與研究會議。
Thomassen Fund
Thomassen Fund 成立於 1999 年的一個行動資金，ENCATC 是一個歐洲文化行政訓連
中心網絡，資金僅針對會員，已拓展、強化中、東歐文化管理訓練機構參與 ENCATC
的活動。因此其提供參加 ENCATC 的旅費贊助。
青年阿拉伯基金(Young Arab Theatre Fund)
YATF 是一個區域性作品基金以阿拉伯青年藝術家為對象，其宗旨為鼓勵阿拉伯世界
的獨立劇場的經營，提昇藝術水準。此基金成立於 1999 年，因為當時透過發展心藝
術感知與文化空間區域的需求，YATF 是一個以布魯塞爾為基礎的國際性協會，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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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透過不同計劃如：生產、旅行等。
八、文化與發展計劃(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機構名稱

網址

創意交流

www.creativexchange.org

文化與發展

www.culture-developpement.asso.fr

丹麥文化與發展中心

www.dccd.dk/dccd/cku.nsf

Hivos

www.hivos.nl

挪威合作發展代理機構

www.norad.no

Prince Claus Fund

/www.princeclausfund.nl

瑞典國際發展共同經營代理機構

www.sida.se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www.unesco.org/culture/policies/wccd/index.shtml

創意交流(Creative Exchange)
來自於國際發展部的贊助，英國藝術代理創意交流機構出版(Routemapping Culture and
Development)，報告裡有關透過簡單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展代理機構所執行的文化與

發展實踐，創意交流扮演資訊與網絡的資源，雖然不能提供行動資金，但其提供國際
行動有用的資訊。
文化與發展(Culture et Développement)

法國文化與發展的代理機構以促進訓練與交換、鼓勵法國與非洲的文化夥伴關係。
丹麥文化與發展中心(Danish Center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CCD)

DCCD 促進丹麥與非洲、亞洲、加勒比海、拉丁美洲與中東等發展國家間的文化共同
經營，DCCD 提供呈現與促進來自在丹麥的開發中國家的藝術與文化計劃贊助、交流
與合作。
Hivos
Hivos 的目標對自由、公平、的世界有貢獻，在 1995 年，Hivos 開始文化資金已贊助
文化與藝術表達，贊助區域為南、東歐(非洲、亞洲、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海)。藝術創
作領域包括創作、交流、發揚、行銷、和配置。其目標是贊助發展國家的獨立藝術創
始，以社會發展的社會批評角度、貢獻於發展與專業文化部門。
挪威合作發展代理機構(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NO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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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機構位於挪威外交部之下的國家董事會，NORAD 執行文化領域的創作，最主要的
目標團體是發展國家中的民眾的文化合作，文化合作建立於發展國家的需求，以及在
這些國家中人民認為有貢獻的活動。除此之外，政府對政府的合作，NORAD 認為是
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合作，應由自由獨立的團體、組織、機構來擔任。
Prince Claus Fund

資金透過贊助獎項刺激與贊助文化與展領域的活動，贊助與生產出版品經由財物支援
與促進網絡與文化活動革新。支持對象包括非洲、亞洲、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海的民眾
與組織，此基金鼓勵相關文化與發展的交流主題，贊助國際網絡和會議與研討會組織
在各種場合，主要以非洲、亞洲、拉丁美洲。
瑞典國際發展共同經營代理機構(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SIDA)

SIDA 是此領域最有名的機構之一，文化與媒體部由 SIDA 的部門內所成立，其目的
為了民主與社會發展。2004 年文化發展會議報告可找到網頁，包括在有關文化與發
展相關之國際發展代理機構名單、世界網絡，SIDA 已成立南非瑞典博物館網絡。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與發展的世界委員成立於 1992 年。
主要網頁與入口(Major websites and portals)
1. Artfactories: http://www.artfactories.net
一個國際資訊平台致力於藝術與文化中心，以時事通訊和全球藝術家分享藝術家進駐
機會。
2. Artistes Etrangers - Artists from Abroad: http://www.artistes-etrangers.com
網頁提供法國實務資訊有關來自國外藝術家的法律與財政規範。
3. Artists from Abroad: http://www.artistsfromabroad.org
針對國外來訪美國的藝術家的完整遷移與稅務資格指南。
4. Artservis: http://www.artservis.org
提供資料庫與時事通訊給藝術家與文化經營者有關國際機會。
5. CINARS – commerce international des arts de la scène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http://www.cinars.org
表演藝術專業的主要國際會議與連結平台。
6. CITF -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u théâtre francophone:

24

http://www.calq.gouv.qc.ca/citf/accueil.htm
成立於1987年，CITF贊助多邊創意計畫與法語區世界的劇場創作巡迴。
7. 文化外交:
http://textus.diplomacy.edu/textusBin/BViewers/oview/culturaldiplomacy/oview.asp
此網頁設計一個文化外交基礎的簡明概覽，是一個外交基金會計畫。
http://www.diplomacy.edu/
8. Culturebase: http://www.culturebase.net
有關當代國際藝術家的線上資訊來源。
9. CultureConnect: http://cultureconnect.state.gov/
美國國務院創始以建立與強化多元文化世界的關係，特別是青年人。
10. Culturelink: http://www.culturelink.org
文化連結(Culturelink)，文化發展中的研究與合作網絡，由UNESCO和歐洲委員會所成
立於1989年，扮演成員的資訊中心。文化連結本身建立一個有效率且獨一無二的文化
機制。 其長期目標是全球系統的發展針對文化發展與合作的研究。
11. Deutsche Kultur International: http://www.deutsche-kultur-international.de
有關德國藝術海外行銷與德國境內的國際藝術、交流計畫、方案與藝術家機會。
12. IETM – Informal European Theatre Meeting: http://www.ietm.org
IETM是一個會員組織，以刺激發展品質與全球環境的當代表演藝術內涵，經由創始
與幫助專業網絡與溝通，促進流動的資訊交流，轉移的技術與實務呈現的例子。
13. Observatory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Africa (OCPA): http://www.ocpanet.org/
提供前進非洲文化政策與計畫的資訊。
14. On-The-Move: http://www.on-the-move.org
表演藝術旅行者的手冊：在歐洲甚至更遠處的資訊、機會、贊助行動資源。
15. Relais Culture Europe: http://www.relais-culture-europe.org
研究法國文化行動資源。
16. SICA: http://www.sicasica.nl
國際文化活動的服務中心(The Servic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位於
荷蘭，其角色是國家文化聯繫點，同時為海外藝術家與文化旅客協調工作簽證、出版
在荷蘭簽證手冊與工作證。
17. Transartists: http://www.transartists.nl
網址以提供藝術家有關荷蘭地區與國外之文化交流、藝術家進駐計畫與工作機會。
18. UNESCO World Observator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rtist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URL_ID=11780&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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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以出版一份國際標準目錄有關國際藝術家與作品的行動。
19. Universes in Universe: http://www.universes-in-universe.de
在國際藝術程序內容內，提供資訊與非洲、亞洲、拉丁美洲、加勒比海等地的視覺藝
術家聯繫。
文化輸出與行銷(Cultural export and promotion)
1. Australian Music Online: http://www.amo.org.au
促進新澳洲當代音樂
2. Creative Export: http://www.creativexport.co.uk
支持英國創意產業發展出口策略。
3. OzArts Online: http://www.ozarts.com.au
澳洲國際文化委員會創始其宗旨為促進當代澳洲藝術國際化。
4. SODEC: http://www.sodec.gouv.qc.ca/accueil.htm
SODEC – 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des enterprises culturelles 是一個在魁北克的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代理機構，以國際促進計畫為主。

結論
國際藝術家跨國行動計畫以多元型態存在世界各角落，同時融入許多不同動機政策議
程。坦白說，跨國際行動計畫致力於創意過程，不限於雙邊架構、文化外交議程、國
家興趣。然而，經調查在所有部門中有許多有趣、有價值的行動計畫案例，這份報告
描述許多案例，並企圖將計畫與提供者分類並呈現出再國際藝術家跨國行動領域方面
的出版品、評估與網路資訊，因此此報告將成為凡欲進一步調查國際藝術家跨國行動
者的一種想法、連結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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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2005 文建會視覺與表演藝術人才出國駐村交流計畫駐村點
藝術村

ISCP 國際藝術工作室
The 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
美國／紐約市
www.iscp-nyc.org
1994年建立，視覺藝術為主
位於曼哈頓區一棟百年歷史紅磚大
樓，大樓位於時代廣場附近交通便利。藝
術村提供藝術家 10 至 20 坪的空間。工作
室每年舉辦兩次開放工作室，每月安排 2
位策展人訪談，另不定期舉辦集體出遊赴
外州觀摩藝術村或美術館，每周一晚上七
點有藝術家創作交流活動。

第18街藝術特區
The 18th Street Arts Complex
美國／洛杉磯
www.artswire.org/Arts18st
1988年建立，綜合型藝術村包括視覺
藝術、詩、戲劇、電影等。
位於美國加州聖塔摩尼卡市。此地氣候宜
人，景色優雅，為南加州的高級住宅區。
這裡距離度假勝地威尼斯海灘（Venice
Beach）只有三公里的距離；距洛杉磯國際
機場（LAX）車程約三十至四十分鐘；至洛
杉磯市區亦同。 第十八街藝術中心的美國
藝術家多為洛杉磯地區的藝術家。這些藝
術家本身都是當地或是在美國已經具有名
氣的藝術家，他們有些具有重要美術館的
展覽經歷，有些則有畫廊代理經紀。另外
有些則在洛杉磯地區的大學任教，如藝術
及設計藝術中心學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加州州立大學富樂
頓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 、 奧 斯 納 德 學 院 （ Oxnard
College）等校。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駐村時間
進駐時間

20週 03/2005
或 08/2005

12週 06/2005
或 09/2005

約8週
(含：紐約行)
27

名
額

2

2

2

附註
1. 藝 術 村 共 有 10間 約 400平 方 呎
（Square Feet）的工作室，不供
住宿。
2.本會已租用一間工作室，每名各
使用五個月。
․駐村可24小時使用工作室。
․藝術村定期安排當地著名藝評
家、 畫廊負責人、策展人等拜
訪個別藝術家工作室。
․藝術村定期安排外出訪問行程。
․藝術村每季舉辦開放藝術家工
作室，展出藝術家作品兩天。

1. 本 會 已 租 用 一 間 半 年 期 工 作
室，駐村藝術家由本會遴選三至
五位候選人名單，最後經由第18
街藝術村決選。2名確定後駐
村，每名三個月。
2.工作室提供住宿。
․安排藝評家、畫廊負責人、在地
藝術家拜訪工作室。
․參觀當地學校、美術館、畫廊、
藝術中心。
․開放藝術家工作室；於第十八街
視覺藝術展覽中心展出一天。

1.每名駐村一個月期間，可參加二
個創作研習營，外加一個月的紐

Anderson Ranch Arts Center

07/2005

約遊程。
2.研習內容包括陶藝、觀念藝術、
數位影像、工藝、版畫&素描&繪
畫、攝影、雕塑等，其中陶瓷工
作室是屬於歷史最悠久的創始
工作，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也屬
陶藝工作室最為著名。
3.十八間工作室：版畫工作室、
繪畫工作室、木工工作室、攝影
工作室、雕塑工作室及陶藝工作
室，完備的電腦影像教室、攝影
暗房、鑄銅、鑄鋁及焊接設備、
圖書館、大型視聽室、餐廳、展
覽室等等，幾乎所有的視覺藝術
之設備皆十分齊全，每間工作室
皆有相關的專業創作者在計畫
統籌，以及數名工作室助手。
4.報名研習駐村期間供食宿。
․以Master Class方式進行研討活
動。
․參加各類工作營包括上課及動
手製作。

美國／科羅拉多州
www.andersonranch.org
1986年建立，視覺藝術、工藝，18間
工作室：攝影暗房、陶藝、版畫、鑄銅/鑄
鋁 及 焊 接 等 設 備 。 版 畫 工 作 室 850 Sq.
Ft.，陶藝、雕塑工作室500 Sq. Ft.
位於美國科羅拉多州落磯山的山脈
上，鄰近的度假勝地 ASPEN，形成一個相當
高消費及高品味的生活環境，並且鄰近的
居民對於藝術村所舉辦的活動有高度的興
趣以及參與力，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由美
國陶藝家 Paul Solder 於 1966 年把它轉變
成為藝術中心的型態，二十多年來舉辦多
次的藝術活動，今日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
已蛻變為國際知名的藝術中心，對於現代
藝術、現代工藝及設計等皆有卓越的貢獻
與影響。

CAMAC藝術村
法國/巴黎
www.camac.org
現代藝術（視覺藝術）為主
位巴黎近郊約一小時車程。中心成立
約5年，座落在一個景致秀美總人口約200
多人的村莊，藝術村本身改建於早期一座
小型修道院。建築群包 括一挑高畫廊展演
空間、藝術家工作室與電腦多媒體工作
室、圖書事與交誼廳等。

巴黎國際藝術村工作室
Cite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法國/巴黎
www.citedesartsparis.net
西帖自 1965 年迎接第一批來自國內外
的藝術家以來，已接待了來自四十七個國
家，一萬四千人次，從八歲至九十三歲的
藝術家。這裡的溝通以英文為主，但西帖
也提供法文課程，協助藝術家們更融入當
地的社會。目前台灣在西帖有三個工作
室，中國大陸地區則由各地的美術學院出

12週
09/2005

24-48週
08/2006
或
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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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提供藝術家一到四個月的主題
宿舍，不限國籍，不限創作領域
（文學、繪畫、雕塑、舞蹈及音
樂等等...）；獲選的藝術家可
以在藝術村從事自己的創作計
劃。
2.鼓勵學美術、藝術史、建築及設
計的學生，參與藝術村所舉辦的
論壇，與各領域的創作者及專家
交換意見之餘，也可以與駐村藝
術家及相關學術單位一起合作。
1.本會已租用三間工作室，提供藝
術家6到12個月工作室與住宿空
間，不限創作領域（繪畫、雕塑、
舞蹈及音樂等等...）；本會規
劃徵選從事視覺藝術及表演藝
術工作者一年期與半年期駐村
各一名，獲選的藝術家可以在藝
術村從事自己的創作計劃。
2.工作室提供住宿。藝術村本身有
展覽廳可供租用。
3.駐村期間：1 年期 2 名(均為 2006
年 8 月 1 日至 2007 年 7 月 15

面認養十四個工作室。

日)；半年期 2 名(分別為 2006
年 8 月 1 日至 2007 年 1 月 15 日；
2007 年 2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1.藝術中心之建築物主體本身是
文藝復興時代所建。
2.藝術家工作室，主要提供西歐及
東歐藝術家在此做長期的研究與
創作。
3.該中心有佔地一千平方公尺的
展覽空間，主要是以展出現代藝術
為主，也有多間寬敞的藝術家工作
室。

席勒美術館
Egon Schiele Art Centrum
Cesky Krumlov
捷克/契斯基克淪洛夫市
www.ckrumlov.cz/cz1250/mesto/soucas/
i_schiel.htm
1993年建立視覺藝術為主
契斯基克淪洛夫市號稱是歐洲最美麗
的中古小城之一，距離捷克首都布拉格尚
有約三小時車程。席勒藝術中心集結奧地
利、德國、匈牙利與台灣的藝術家，奧地
利、德國、匈牙利與藝術中心簽署長年的
合作關係。德國與奧地利政府固定租用工
作室給他們本國藝術家來此創作交流，每
二至三個月都會有新的藝術家選派到中心
輪流駐村。此處藝術家的創作形態亦非常
豐富；文學、裝置、影像、繪畫、雕塑等
等皆有。藝術中心包括咖啡廳、辦公室、
專門販賣藝術中心的紀念品和書籍。中心
一樓為當代藝術的展出空間，二、三樓上
的各個展示空間會展出名藝術家的作品；
隔街後棟約有十個單位的藝術家工作室，
台灣的住宿與工作室的是位於三樓頂端的
閣樓。

12週
06/2005

1

(資料來源：文建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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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國內進駐經營單位之訪談紀錄文本
A 計畫執行人員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三月十七日
問：您認為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國際交流動機為何?
答：當然以目前台北國際藝術村的經營宗旨是以提供藝術家創作的空間，另外配
合台北市文化局的駐市藝術家做國際交流。
問：您的意思是說首要動機是藝術發展嗎？
答：是的。
問：如果以文化發展、文化外交、促進文化交流這幾個動機，你覺得還有其他動
機嗎？
答：當然有文化外交，同時希望能藉由進駐計畫促進文化交流、改善國內藝術創
作環境。
問：您認為藝術家進駐計畫在國際交流中扮演什麼角色？
答：希望能成為藝術家對外與對內的正式平台、在創作過程中獲的藝術家相互交
流的機會，尤其台北國際藝術村鼓勵 45 歲以下的藝術家前來進駐。
問：為什麼比較歡迎 45 歲以下的藝術家？
答：希望鼓勵青年輕的藝術家多接觸不同創作領域與文化，而且年輕藝是家創作
力較旺盛。
問：還扮演其他的角色？
答：當然希望進駐計畫能促進文化外交，讓國外藝術家讓是台北這個富創造力的
城市。
問：關於「台北市文化局」的文化政策對於台北國際藝是村的計畫推動是否有幫
助？
答：文化局對於台北國際藝術村給予很的經營空間和自由，對於藝術村的計畫很
支持，但從 2001 年到 2006 年經費逐年減少，迄今約減少 30%。事實上，對
於計畫的推動也有推動的困難。
問：那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經費來源為何？
答：由市政府提撥 2/3 預算，文化基金會提撥 1/3 預算組成共同信託基金。
問：您認為藝術家參與跨國進駐計畫之經費來源為何？
答：基本上藝術村內每年有四位自費藝術家、六位免費提供住宿、五位由是政府
之發展計畫所推薦、十位是與他國交換而來之藝市家，這十位交換前來進駐
之藝術家，都以在自己本國獲得贊助才能來台灣，藝是村只需負擔住宿問題。
問：國際交換藝術家的遴選是由對方國家負責還是台北國際藝術村呢？
答：通常進駐藝術家於七月申件，十月至十一月組成遴選委員會，至於交換之國
際藝術家則由對方國家遴選所形成。
問：目前台北國際藝術村在國際網絡平台的連結部份有哪些規劃與互動？
答：過去都是比較被動透過市政府規劃，目前是加入 TAVA 參與其國內研討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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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次 2005 年剛舉辦的亞洲藝次元國際工作營、還有與交換機構保持合作
關係，以及有些藝術家自身進駐經驗也會提供給我們作為日後合作的機會。
例如有位藝術家就退件奧地利電子藝術中心，這個地方是我們沒有接觸過
的。
問：您認為市政府在進駐計畫的成效評估上如何實行？
答：我們每年都需繳交預算控管計畫書、績效表、評鑑表，同時市政府會以具體
發表的活動、具教育功能的工作坊、藝術家是否定期與學校交流的活動實施
情況為評鑑標準，但是其實計畫不能只看舉辦活動的數量或參與人數。例
如，最令我們感到自豪的是當高行健還未得到諾貝爾文學獎時，我們已經邀
請過他到藝術村中進駐，因此進駐計畫是一種投資，投資新銳藝術家。
問：最後請問您對於推動計畫期間，是否面臨哪些問題或困難？
答：最主要的是人力不足，由於經費年年縮編，因此人事費也逐漸減少，相對地
人力資源也變的不足，尤其國外來的藝術家幾乎都不會講中文，因此非常依
賴翻譯人員。目前我們解決的方式是籌募更多英語志工。
問：您有辦理簽證等行政問題嗎？
答：這個問題比較不會困擾我們，有一次橋仔頭藝術村到台北國際藝術村進駐的
藝術家，因簽證到期問題，只要代的藝術家到外交機構辦理延簽即可。
問：那接觸藝術家方面有遇過什麼問題？
答：當然有，例如常發生藝術家帶人回來過夜的情況，因此這些都是在進駐前需
將以說明清楚的進駐辦法，同時在藝術家進駐前跟藝術家約法三章，若帶人
回來過夜需加收費用。
B 計畫執行人員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三月二十二日
問：請問您目前貴藝術村是否有推動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
答：有的，目前有一位日本的藝術家進駐。
問：因此您認為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的交流動機為何?
答：我們並沒有專門為國外的藝術家規劃進駐，…因此也不限定於國際交流的目
的，不知道這是不是你想問的部份。
問：是否可以請您說明一下，貴組織的進駐計畫宗旨與計畫動機？
答：我們是依造文建會與文化局的「鐵道藝術網絡計畫」的目標來設定計畫，希
望利用鐵道網絡來促進藝術家創作與交流。
問：如您所說貴組織進駐計畫比較偏重於國內藝術家進駐的部份嗎？
答：沒錯，根據目前進駐情形已國內藝術家進駐為大多數，而且大多是是當地的
藝術家。
問：請問國外藝術家進駐部份是否每年舉辦呢？
答：要看是否有藝術家申請，今年就只有一位。
問：您的意思是說每年進駐的藝術家人數不一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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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第五屆的進駐人數不限國籍共可接受 4-6 位的進駐，因此沒有限定國際
藝術家的進駐人數耶！
問：我很好奇因為貴組織的進駐辦法好像沒有英文版或其他外文版本，國際藝術
家如何取得進駐消息？
答：嗯....以這次進駐之日本藝術家是以推薦的方式來申請的。之前還有瑞典的
藝術家進駐也是透過曾經進駐過的藝術家推薦或目前正在其他藝術村進駐
之藝術家，邀請順道到我們這裡進駐。這樣不僅可以增加藝術家進駐的經
驗，也可以增進藝術村間的交流。
問：目前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之經費來源為何？
答：就是文建會與文化局的預算編列？
問：可以透露一下大約有少經費用於國際藝術家進駐計畫呢？
答：這個問題實在無法透露，真的很抱歉，不過對於藝術家除了提供住宿與工作
室之外若藝術家願意捐出創作作品，藝術村會補助創作費約二萬元。
問：是否還有其他經費的來源？
答：應該就是文化局的經費而已。
問：目前貴組織在國際網絡平台的連結部份有哪些規劃與互動？
答：你知道「鐵道藝術網絡計畫」嗎？我們是其中一員，同時我們也是 TAVA 的
會員，有時會舉辦研討會，上次就在我們這裡辦研討會。
問：我也參加。
答：我們本地的鐵道發展協會，們也很關係我們的發展與活動。
問：您認為在您推動計畫期間，是否面臨哪些問題或困難？
答：其實國際藝術家再進駐期間的配合度與創作實行度以及工作室的停留時間比
率都很高，主要是國際藝術家因為對於當地環境不熟悉、語言溝通有困難，
因此待在工作是創作的時間遠比國內本土藝術家還久。這是很難得的部份。
至於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是有些藝術家是學生的身分，在申請簽證，在獲得簽
證方面有困難。
問：您是指國內還是國外的部份？
答：常常是在藝術家自己國家要申請簽證時，短期比較沒有問題，但是長期就有
些困難？
問：那您們通常會如何處理？
答：如果藝術家碰到申請簽的問題，我們會為藝術家申請文建會公文，讓藝術家
做為申辦的證明文件，同時先辦理短期的簽證，之後再帶藝術家前往台北延
簽。有時，進駐時間真的超過，還曾經碰過藝術家先飛出國再回來台灣的經
驗。
問：請問您對公部門所執行之策略有什麼建議？
答：如同我之前所說的，政策上應支持藝術家取得簽證的辦理，減少行政方面的
繁複手續，另外當然是大家最關心的經費問題，當然是希望預算能增加以協
助計畫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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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計畫執行人員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三月二十四日
問：您認為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藝術家進駐計畫的國際交流動機為何?
答：我們的進駐計畫以保存橋仔頭糖廠文化遺產並活化糖廠的閒置空間，同時社
區發展與當地藝術家帶來交流與互動，最後是發展橋頭糖廠的新價值
問：關於高雄縣文化局的政策對於貴組織計畫的推動是否有幫助？
答：文化局對於藝術村計畫的推動以委外經營的方式，但得標廠商的經營模式是
由文化局所規定，以進駐計畫來說，藝術家甄選辦法由文化局所擬定、藝術
家的申請與甄選也由文化局組成遴選委員會來進行。
問：所以您認為文化局對於貴組織的態度為何？
答：因為橋頭文史協會、社區營造中心等民間機構在這裡默默耕耘很久，所以公
部門也相當重視當地文化團體的心聲，曾經一度將經營權收回去，後來又將
經營權委外經營，因此一年一聘，今年由我們田野工廠拿到，許多去年藝術
家進駐的情形其實我們不是很了解。
問：您認為藝術家參與跨國進駐計畫之經費來源為何？
答：我們的情況是經費由文化局補助，其他靠經營單位其他皆案子的收入。
問：對於國際藝術家有提供哪些協助？
答：今年文化局預計甄選六位藝術家或團體，並每個月給予 20,000 元的創作費
與住宿。但相對的我們希望藝術家能多參與社區活動、舉辦工作坊與教育活
動。
問：您認為在您推動計畫期間，是否面臨哪些問題或困難？
答：因為目前尚無國外藝術家進，因此無法就這個部份回答。
問：請問您對公部門所執行之策略有什麼建議？
答：應該是委外經營的時間一年一聘太短，常常今年得標但明年又失去經營權，
計畫無法延續、行政工作經驗無法累積，經營單位也無法做中、長期性的規
劃。另外是公部門對於糖廠古蹟的保護措施，常常使得藝術家在實行創作計
畫時，面對硬體環境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改變藝術家原創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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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國內藝術家訪談紀錄文本
1. 問：您是否為第一次參與台灣公部門所推動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
藝術家A ：是的。
藝術家B ：是的。
藝術家C ：是的。
2. 問：請問您參加此次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動機為何？
藝術家A：實現接觸異文化與藝術之都的夢想並體驗文化豐沛的創作環境。
藝術家B：豐富個人創作的生命。
藝術家C：看看外面的世界與創作環境。
3. 問：請問此次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為你帶來最大的收穫為何？
藝術家A：感受到藝術與生活的互動關係是如此貼近與自然，跨領域的合作與
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是天經地義的事，在紐約體會到人存在的深層意
涵與深刻感受。
藝術家B：藝術家間的交流與合作是計畫中最難能可貴的部份。
藝術家C：感受到對創作專業性的尊重與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4. 問：您對於公部門所推動的跨國行動計畫有何建議？
藝術家A：請繼續永續性的辦理，但建議進駐時間原為三個月的時間太短，進
駐一開始光適應問題即花很多時間，因此以一年為佳。
藝術家B：本次進駐計畫即由亞洲文化基金會共同贊助，許多一同進駐的國際
藝術家即先在其自己國家取的基金會贊助兒前往進駐，因此台灣公
部門若礙於經費不足，可以多尋求國際基金會之結盟或建立合作關
係。
藝術家C：進駐時間短暫要談能有多少回饋於藝術創作都言之過早，應觀注於
藝術底蘊的累積與日後的發展，不要太以創作作品為導向，定位應
傾向交流與提供創造力的激發空間。
5. 問：請問您認為目前台灣之藝術家進駐與跨國行動計畫之經營是否該由民間
來主導？
藝術家A：是的，但台灣尚未進入這個階段。目前以台灣的藝術環境，民間缺
乏贊助風氣，若公部們不介入而全權交由民間企業來實施，恐怕無
法永續性的落實藝術家進駐精神。
藝術家B：當然公部門能支持與贊助對藝術家是很好的，但是公部門應鼓勵民
間多參與，減少公部門與藝術家的負擔。
藝術家C：應朝向美國由企業贊助的形式，加強對基金會與企業募款、籌款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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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國外藝術家訪談紀錄文本
第一位
Your name:
Jane Ingram Allen
Country：USA
1. Was the Residency of Taiwan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Asia?
No
2. Was it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host country?
Yes
3.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
Yes
Where it is? Please specify:
Japan, Brazil, Nepal, the Philippines
4. What was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times?
Shorter – 3 months in Japan, but one month or 6 weeks in the other places.
5. Have you returned to the host country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Yes
Please give details including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returned and why?
Japan – 3 times to visit other artists and friends and to have exhibitions and give
lectures at conferences.
I have not returned to the Philippines, Nepal or Brazil although I do keep in touch with many people
there by e mail.
6. What were the most valuable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

administration assistance—satisfied

•

residency center-- satisfied

•

funding-- satisfied

•

other--

Please give details
All of the residencies were great experiences for me. The funding was best for
the one in Japan. Taiwan has been the very best with the Fulbright grant and support
from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I have stayed longer here than anywhere as an
artist in residence. Now, I am continuing to stay in Taiwan because we like it so
much and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me as an artist. I am working now as an
independent artist and curator in Taiwan. I have done independent artist in residency
projects at Nature Trail Society of Taiwa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Botanical Garden and Guandu Nature Park.
7. What were the most disappointing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Please give details
The most disappointing aspects of residency projects is usually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to complete all that you want to do. The other aspect is that sometimes
the studio and work space is not adequate or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 Also,
sometimes it takes a while to find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that you need to make y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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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w have you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colleagues in your host country?
A. Email/post Yes B. Follow up project
Yes C. Invited to return Yes
D. Assisted visitors coming to Taiwan Yes E. Other
9. How would you rate the residency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to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1 = irrelevant, 5 = extremely significant)
5
Please describe:
The residency in Taiwan has been very significant for me. I have had many
exhibitions of my work in Taiwan and USA and Japan.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publish a book about my “made in Taiwan” project. I hope to have the exhibition
travel more to other places in Taiwan and abroad. I also have works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s for my project and at City Hall in Taichung.
10. Are any of your current projects related to your host country? Yes
Please describe your current projects:
I am working with the Botanical Garden in Taichung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just finished a residency and exhibition there. We are planning
now to make a book about my residency project at the Botanical Garden.
I am also having an exhibition of my work and that of 5 other international artists at Guandu Nature
Park in Taipei now. This exhibition is the Guandu International Outdoor Sculpture Festival and
the exhibition continues until October 31, 2006. For this exhibition I made “Nests for Humans” of
fallen branches and covered them with handmade paper from local plants. The paper contains bird
seeds to attract many birds to this place. People can sit or stand in my “nests” and watch the birds
and feel close to nature.
I am also having an exhibition now in Mino City, Japan, of my paper artworks made in Taiwan.
This exhibition will be finished on May 22, 2006, and the works shipped back to me in Taiwan.
11.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 Yes
Please specify:
Philippines – Duntog Foundation, Baguio City
Nepal – Nepal Crafts Collection, Kathmandu
Brazil – Sacatar Foundation, Itaparica, Bahia
Japan – Mino Paper Art Village Project, Mino City, Gifu prefecture
Please add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here and please feel free to
add another sheet if you would like more space.
A residency is so valuable for artists because it gives you time and space to make
your art without other distractions. The best residency is one that give the artists
enough time and money and good space. In a residency the artist can usually get so
much more work don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really focus on developing the work
and n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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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之中譯
姓名:
Jane Ingram Allen
國籍：USA
1.台灣的進駐經驗是你的第一次亞洲經驗嗎？
不是
2.這是你第一次台灣的這個進駐單位進駐嗎？
是
3.你曾經在別的國家進駐過嗎？ 是
在哪裡？請詳細說明？
日本、巴西、尼泊爾、菲律賓
4.請問您多久進行一次進駐計畫？
約短期三個月，一次在日本三個月，其他有一個月和六週。
5.請問您曾經因為專業目的再回到曾經進駐過的接待機構？ 有
請詳細說明，包括次數與動機？
日本—三次，拜訪藝術家與朋友同時展覽與參與研討會。
6.此次進駐哪個部份令你覺得最滿意？
行政—滿意
進駐單位—滿意
贊助—滿意
所有的進駐對我來說都是很棒的經驗，我認為日本的贊助部份做的最好；台灣
的 Fulbright grant 和文化局的補助也很好，我已經在這裡待了很久生過任何
一個藝術家進駐計畫。目前我將繼續留在台灣，因為我很喜歡這裡，而且對於
一個藝術家來說這裡有很多機會。我線再再台灣是一個獨立藝術家與策展人，
我已經獨立完成一個進駐計畫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館的植物園。
7.請問您對此次進駐的哪個部份感到失望、不滿意？請詳細說明
進駐計畫對令人不滿意通常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你想做的事，再者是工作室
或創作空間不適合、需花很多時間適應，同時需費時尋找你所需要的材料與工
具。
8.請問您如何與接待國家的夥伴維持聯繫？
A. 電子郵件/郵件 是 B. 一起完成計畫 是 C.受邀回來 是 D.協助訪客
前來台灣 是
9.您認為此次進駐對於您生涯發展的重要性為何？(1-5 分) 請詳細說明
5
台灣的進駐計畫對我來說非常重要，我曾經在台灣、日本、美國辦過許多展覽，
我也將《形塑台灣》這計畫在台灣出版，我希望能帶著我的展覽到台灣其他地
方或其他國家旅行。同時，我現在在台中市府大廳進行創作。
10.你目前的創作與進駐計畫有關嗎？ 是
我目前正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館的植物園工作，而且剛在那裡完成進駐與展
覽，目前我正在規劃出版有關我在植物園的進駐計畫。
另外，我在台北關渡自然公園與其他五位國際藝術家進行展覽的計畫，這個
展覽是關渡國際戶外雕刻藝術節，同時展覽持續到 2006 年 10 月 31 日，以枯
枝和以當地植物手工製成的紙覆蓋，表現這次展覽的主題「人類的巢」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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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包含鳥的後代吸引更多鳥前來，民眾可做或站在巢中，觀察鳥與感受大自
然。同時在日本 Mino 市，我在台灣的創作也會展出，這個展覽將於 2006 年
5 月 22 日結束，然後作品會隨我回到台灣。
11.你曾經在哪些國家參與進駐計畫？ 是
菲律賓 – Duntog Foundation, Baguio City
尼泊爾 – Nepal Crafts Collection, Kathmandu
巴西– Sacatar Foundation, Itaparica, Bahia
日本 – Mino Paper Art Village Project, Mino City, Gifu prefecture
12. 最後，對於此次進駐您還有什麼評論或意見，請說明。
進駐對藝術家而言是非常珍貴的，因為他不僅提供時間、空間使你的創作免
於其他干擾，最棒的進駐是提供足夠的時間、經費與絕佳空間。在進駐期間
的藝術家，通常可以獲得更多專注於發展創作與新思維的機會。

第二位
Your name: Colin Offord

Country：Australia

1. Was the Residency of Taiwan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Asia?
2. Was it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host country? No
3.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Yes?
Where it is? Please specify?

No

France, Belgium, Portugal, Papua nuigini.laos.+
4. What was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times? Shorter /3 months
5. Have you returned to the host country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Yes
Please give details including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returned and why?
5 times. concerts & personal
6. What were the most valuable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interaction with local people and artists and administrators cultural
exchange
7. What were the most disappointing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Please give details?
too complex to go into.
8. How have you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colleagues in your host country?
A. Email/post Yes B. Follow up project Yes C. Invited to return Yes
D. Assisted visitors coming to Australia Yes
E. Other
9. How would you rate the residency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to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1 = irrelevant, 5 = extremely significant) Please describe:
it all adds up these things can not be measured in such a superfici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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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e any of your current projects related to your host country?
Please describe your current projects:
working with Taiwanese new media artist Yeh Yilan & dancer yogi
Yu-Chun Chan
and Taiwanese aboriginal singer Kimbo hu te fu.
11.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 Yes/No
Please specify?
many places
Please add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here and please feel free to
add another sheet if you would like more space.
my website is rather out of date but woul;d still be useful to you. it will be
updated by late june.(www.colinofford.com)
文本中譯
姓名: Colin Offord
國籍：澳洲
1.台灣的進駐經驗是你的第一次亞洲經驗嗎？ 不是
2.這是你第一次台灣的這個進駐單位進駐嗎？
不是
3.你曾經在別的國家進駐過嗎？ 是
在哪裡？請詳細說明？
法國、比利時、葡萄牙、巴布達幾內亞
4.請問您多久進行一次進駐計畫？ Shorter /3 months
5. 請問您曾經因為專業目的再回到曾經進駐過的接待機構？ 有
請詳細說明，包括次數與動機？
五次，音樂會與個人。
6.此次進駐哪個部份令你覺得最滿意？請詳細說明
與當地民眾和藝術家互動以及與藝術行政人員進行文化交流
7.請問您對此次進駐的哪個部份感到失望、不滿意？請詳細說明
很難融入情況。
8.請問您如何與接待國家的夥伴維持聯繫？
A. 電子郵件/郵件 是 B. 一起完成計畫 是 C.受邀回來 是 D.協助訪客
前來台灣 是
9.您認為此次進駐對於您生涯發展的重要性為何？(1-5 分) 請詳細說明
進駐包含許多事情無法以如此表面的方式評量。
10.你目前的創作與進駐計畫有關嗎？
和台灣新媒體藝術家(Yeh Yila)、瑜珈舞者詹曜君(Yu-Chun Chan)、台灣原
住民歌手(Kimbo hu te fu.)
11.你曾經在哪些國家參與進駐計畫？
去了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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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後，對於此次進駐您還有什麼評論或意見，請說明。
我的網頁應賅對你有很大的幫助，最近將於六月底更新
(www.colinofford.com)。
第三位
Your name: Adele Todd

Country：Trinidad, West Indies

1. Was the Residency of Taiwan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Asia?
2. Was it your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host country? Yes
3.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 Yes?
Where it is? Please specify?

Yes

Braziers International Artist Residency in England.
4. What was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times? 2 weeks
5. Have you returned to the host country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Yes
Please give details including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returned and why?
No, but I would love to, as I have the concept to do a piece on the walking man seen
on traffic lights.
6. What were the most valuable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new ways with people who come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ho can help you open your mind to new things is invaluable.
administration assistance satisfied /unsatisfied
administration did the best they could.
coming from the West Indies is costly and some of my funding was difficult to get
and difficult to recoup. This is always the challenge of residencies.
residency center-- satisfied

funding-- unsatisfied

7. What were the most disappointing aspects of the residency? Please give details?
I cannot complain about the residency.I found that everyone worked very hard,
and we had alot to offer each other. The weather was very hot and that was
difficult sometimes, but otherwise the experience was very good.
8. How have you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colleagues in your host country?
A. Email/post Yes
B. Follow up project Yes C. Invited to return I am unaware
of any invitation, but would love to return
9. How would you rate the residency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to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1 = irrelevant, 5 = extremely significant) Please describe:
4
The residency provided the respite from my hectic teaching and freelance
Graphic Design life. I was able to look at new ideas and new materials and
continue to focus on performanc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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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e any of your current projects related to your host country?
Please describe your current projects:
Yes，I am working on finishing a large embroidery piece that I showed at a talk,
as well as a series of embroideries on violent video gaming called Violence
Blooms.
11. Have you undertaken a residency in any other country? Yes/No
Please specify?
Please add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here and please feel free to
add another sheet if you would like more space.

文本中譯
姓名: Adele Todd
國籍：西印度，千里達
1.台灣的進駐經驗是你的第一次亞洲經驗嗎？ 是
2.這是你第一次台灣的這個進駐單位進駐嗎？
是
3.你曾經在別的國家進駐過嗎？ 是
在哪裡？請詳細說明？
英格蘭的火盆國際藝術家進駐。
4.請問您多久進行一次進駐計畫？ 兩週
5. 請問您曾經因為專業目的再回到曾經進駐過的接待機構？ 沒有
請詳細說明，包括次數與動機？
但我很樂意，目前我有一些概念關於行走於交通號誌的人。
6.此次進駐哪個部份令你覺得最滿意？請詳細說明
行政—滿意，已竭盡所能。
進駐單位—滿意，
贊助—還可以更好，從西印度來所費不貲，資金方面很難獲得甚至回收也有困
難這也通常是進駐的挑戰。
與來自世界各處的藝術家藝起工作的機會，幫助彼此對新事物打開心胸，這是
一個珍貴的經驗。
7.請問您對此次進駐的哪個部份感到失望、不滿意？請詳細說明
對於進駐我沒有什麼好抱怨的，我發現每個人都很認真工作，彼此互相協助，
然而有時候天氣很熱，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其他方面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8.請問您如何與接待國家的夥伴維持聯繫？
A. 電子郵件/郵件 是 B. 一起完成計畫 是 C.受邀回來 目前尚未接受邀
請，若有我很樂意。
9.您認為此次進駐對於您生涯發展的重要性為何？(1-5 分) 請詳細說明
4，從我狂熱的教學與自由繪圖設計生涯中，進駐提供休息使我關注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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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材，同時繼續專注於表演藝術。
10.你目前的創作與進駐計畫有關嗎？ Yes
我目前正在完成潤色部份，這一系列將於演講中呈現。
11.你曾經在哪些國家參與進駐計畫？
12. 最後，對於此次進駐您還有什麼評論或意見，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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