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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緣起目的 

一、 活動緣起：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以藝術實踐、文化行動、批判研究為目標，

朝人與環境的相互依存、多元差異社群平等發聲、彼此對話增能的模式發

展。自 2006 創所以來，恰與這幾十年來興起的新政府運動、文化認同、新

博物館學、全球在地化、民眾參與、產業主義、性別認同…等重要文化思

潮接軌。跨領域藝術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的形式，而非特定美學主義，與傳

統美術學院教育截然不同。就創作媒材而言，包含影像、聲音、文字、繪

畫、雕塑、劇場、表演、 建築、電影、科技等多元素材與形式；更與不

同學科結合，如人類學，社會學、物理科學、生物學、地理學等跨學科結

合。 

二、 活動目的： 

    「跨什麼跨！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2022 學術研討會」以「生與死

中的藝術」、「眾神的聲音」、「藝術創造空間・空間成就藝術」、「當代藝術

中的公共性」、「計畫性場域」五大議題，共同探討跨領域藝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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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內容 

一、 活動時間：111 年 09 月 30 日 (五) 上午 8：00 ～ 下午 6：00 

二、 活動地點：跨藝所 5317 教室、評圖會場(活動中心 2 樓) 

三、 指導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四、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五、 參加對象：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學員，教育領域之國內外相關學者、實務工

作者、學生，以及關心本議題之人士。 

六、 評論委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吳瑪悧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蔡佩桂 副教授兼所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高俊宏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暨研究所  簡子傑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古淑薰 副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龔義昭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王聖閎 助理教授 

七、 工作人員： 

    總召：陳筱湄（統整活動章程）｜副召：陳正杰（編排活動概要） 

總務：陳筱湄、陳正杰（活動預算統計）｜文宣：黃韻嘉 （主視覺設計） 

攝影：林于椉（活動紀錄拍攝）｜公關：白任翔（接洽、主持） 

機動：譚敬、劉家亨（場地布置、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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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討會會議事項規則 

本研討會 110 學年度高師大跨藝所提綱研討會。五個議題主要區分為兩個

研討會場地。每場次安排 1 位主持人、2 ～ 3 位發表者與三位與談人。 

主題論壇每個場次進行分別 60 分鐘或 90 分鐘（含換場休息時間），包括主持

人(主持/引言)、論文報告發表、與談人回應、發表人和與談人回應、主持人結

尾等內容。時間分配如下： 

為使研討會流程順利進行，請各位參與者準時報到，並於該場次開始前 10

分鐘進入等候。發表者請於開場前 10 分鐘做好準備，待發表者開始報告的時，

請下一位發表者進行準備。 

(一) 各場次發表文章二到三篇不等，主持人可彈性運用時間。 

(二) 進入會場後，請將行動電話保持關機或靜音模式，以利議事進行 

(三) 因本次會議議程緊湊，請發表人員務必遵循議事規則，控制發言時間。 

※論文發表(含與談)時間共三十分鐘，每一場結束皆有休息時間。 

項目 時間 備註 

主持人引言  1 分鐘  

發表人報告 10 分鐘 / 人 8 分鐘，一短鈴 

時間到，兩短鈴 

逾時每 15 秒，一長鈴 

與談人評論 5 分鐘 / 人 

(總評時間 15 分鐘)  

4 分鐘，一短鈴 

時間到，兩短鈴 

逾時每 15 秒，一長鈴 

發表人回應總結 4 分鐘 /人  視現場情形而增減 

休息時間 5 分鐘  下一位發表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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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議程表 

「 跨什麼跨！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2022 學術研討會」 

上午場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論文

類型 

校內 

評委 

校內 

評委 

校外 

評委 

8:30 ～ 8:50 報到 

8:50 ～ 9:00 所上老師致詞，說明研討會程序與規則 

議題一：生與死中的藝術（評圖場地） 

9:00 ～ 9:30 楊淯緹 《隱士航線，移動與重

複》 

創作 高俊宏 簡子傑 龔義昭 

休息 5 分鐘 

9:35 ～ 10:05 朱育生 《「唯一能說的只有死

亡」朱育生剝製標本創作

計畫》 

創作 高俊宏 簡子傑 龔義昭 

休息 5 分鐘 

10:10 ～ 10:40 黃韻嘉 《自我謀殺及重生之方法

論—創作⾃述》 

創作 高俊宏 簡子傑 龔義昭 

休息 15 分鐘 

議題二：諸神的話語（跨藝所 5317 教室） 

10:55 ～ 11:25 游恩恩 《「Suling」荒野神話:一位

跨性別者的生命敘述作為

創作》 

創作 蔡佩桂 簡子傑 龔義昭 

休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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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 12:00 譚敬 《馬來西亞州歌中的伊斯

蘭教》 

創作 蔡佩桂 簡子傑 龔義昭 

午休時間 

下午場 

12:55 ～ 13:00 所上老師致詞，說明研討會程序與規則 

議題三：藝術創造空間・空間成就藝術（跨藝所 5317 教室） 

13:00 ～ 13:30 謝宜褰 《在自我身體裡的流離失

所，藉由他者找到家的存

在》 

創作 高俊宏 吳瑪悧 王聖閎 

休息 5 分鐘 

13:35 ～ 14:05 蔡明岳 《「土丘」作為一種認識

論》 

創作 高俊宏 吳瑪悧 王聖閎 

休息 5 分鐘 

14:10 ～ 14:40 蘇柏勳 《《像風景的靜物》一個

沒有畫圖天分的人如果想

寫創作》 

創作 蔡佩桂 吳瑪悧 王聖閎 

休息 10 分鐘 

議題四：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跨藝所 5317 教室） 

14:50 ～ 15:20 葉炫均 《林園、石化工業區，如

何成為一個可以行動的地

方》 

創作 高俊宏 吳瑪悧 古淑薰 

休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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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 15:55 劉邦隱 《台灣當代藝術爭議中關

於正義與公眾利益論據之

歧異》 

研究 蔡佩桂 吳瑪悧 古淑薰 

休息 5 分鐘 

16:00 ～ 16:30 許家峰 《非視覺導覽實踐與研究-

盲視覺裡的非視覺身體經

驗》 

創作 蔡佩桂 吳瑪悧 古淑薰 

休息 10 分鐘 

議題五：計畫性場域（跨藝所 5317 教室） 

16:40 ～ 17:20 陳正杰 《藝術博覽會作為一種行

動－以 BOUMCING ART 

SHOW 為例》 

計劃 高俊宏 吳瑪悧 古淑薰 

會議結束，所上老師致詞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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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士航線，移動與重複》 

楊淯緹 

摘要 

   假借藝術計畫開啟了家族間避而不談的話題，民國 58 年「復中輪」失事於

美國密西西比河，在復中輪船上擔任舵工的祖父和船從此水沒於紐奧良大橋之

下1；祖父的照片僅留下極少數，常見的是從國外帶回家的日用品，碗盤、冰

箱、陶瓷娃娃等。象徵般訴說祖父曾經存在過，面對著從未見過的祖父，是從

「面對他者的懸而未解決的傷痛，沒有終點的死亡。」的家人之中，發現隱隱

存在在家族中的模糊性失去
2
。制度成的「遷移」和「家人面對親人沒有屍體的

死亡」產生難以言喻的狀態。 

    祖父長期在船上，家族間對於祖父和他的海上生活了解有限，而開啟我必

須從集體才能了解到家族的路徑，其中在在促使我思考國家政策和個人之間的

關係。初始從了解復中輪失事報告，發現台灣和美國的版本的不同，漸進至早

期臺灣船員海上生活的形成、貿易、遷移、國族、船難、台灣船員、海員工

會、宗教、委託行等，並反思「歷史」是什麼？而在全球各處的遷移之中，是

否能視為一場生命的消耗？  

 

 

 

關鍵字：船難、模糊性失去、臺灣海洋文化、貿易、臺灣船員、生命、密西西

比河、國家政策  

 
1 祖母口述 2021 年 8 月 

2 劉文芝;林綺雲 著 《思覺失調症患者家屬模糊性失落之探討 》諮商與輔；384 期 P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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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說的只有死亡」朱育生剝製標本創作計畫》 

朱育生 

摘要 

    對於一個長期在博物館與學術單位製作剝製動物標本的人而言，許多製作

標本的來源屍體是透過民眾拾獲取得。屍體遠離死亡的第一現場被包裝冷凍寄

送，開始製作時，有時可從袋中的小紙條上得知死亡的時間、地點、死因，有

時只能透過屍體本身去尋找蛛絲馬跡，纏住雙腳的鳥網、卡在骨骼中的鉛彈、

翅膀和身軀上的獸類咬痕。    然而在製作標本的過程中，這些曾經存在的線

索都將被抹去，標本必須被模式化製作保存，必須縫合掩蓋住所有的傷痕，必

須在展示時看起來栩栩如生，看起來就像是牠活著的其他同類一樣，牠不再被

當成一個個體，而是種族的象徵被展示予大眾。  

    出於對這類型博物館展示標本的反抗，我希望能讓標本敘述自身個體的經

歷，然而作為一個標本製作者，幾乎無法參與被製作成標本個體的生前故事，

唯有在死後，才得以從屍體身上得到線索，從而去探尋，去尋找牠們的生命軌

跡。  

 

 

 

 

關鍵字：剝製標本、博物館、個體化 

 



111 學年度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學術研討會 會議手冊 

10 

 

《自我謀殺及重生之方法論—創作⾃述》 

⿈韻嘉 

摘要 

    我的生命史是連續的、重疊的；離散再匯合，匯合開始下一次的離散。我

擁有的是多重的人生，一個在白天，一個在夜晚，還有其他無數的破散時刻。

一個我無論如何都相信是真的，但另一個我也沒辦法證明前者是假的。我們彼

此對立但又彼此互補。 

    而現在我的人格開始要求碰撞，產生互動，進而面對過往塑造出這些人格

的事件。而我知道我們終會再生或消亡，我們都在以各種可見、不可見的的方

式進行著。本文將以關於「人格」、「重生」、「重死」三個系列的創作開始

發展，將內在影子賦形。 

    這三個創作的系列會以敘述「人格面具」的生產開始，接著是以此「人格

面具」的使用，而後是「人格面具」的破裂。其創作來源圍繞的確實是我個人

的生命經驗，但終望能成為一個治癒自我及他人的存在。這些破碎的雖無法還

原，但能轉換成我的工具。這三個系列的作品會具有一定的參與性，希望能得

到參與者任何形式的反饋，以及藉由《榮格論自我與無意識》、《人及其象

徵》等文本與作品互相討論其同異之處。  

 

 

關鍵字：人格面具、自我謀殺、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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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ing」荒野神話：一位跨性別者的生命敘述作為創作》 

游恩恩 

摘要 

    太魯閣族的傳統社會中，性別角色取決於生理構造與身體能力，長久以來

的社會分工互補經驗，締造了傳統文化的二元性別觀，卻鮮少於傳統文化的脈

絡中談起多元性別觀，如同研究者返回部落學習族群文化的經驗，文化上的禁

忌，一直回應著貼身在性別認同的問題。  

    本研究以自我敘述的生命經驗作為研究內容，重新梳理過去、現在對於自

身性別認同的流動經驗，以現身的姿態，細緻地描繪研究者在生命經驗中所遇

到的焦慮與因應策略，並從太魯閣族起源神話中的荒野之神「Suling」開啟神話

的想像，改寫創作成一件關於雙認同的自我神話，並整理與回顧舞台上易裝者

(Crossdresser)的舞台經驗，分析表演中自身性別的處境與反思，從太魯閣族傳統

性別文化，進行多元性別身分與族群文化認同的交織對話。  

    最後以創作計畫與展演作為研究核心，計畫返鄉參與部落族人相關活動、

祭典，將會帶入多元性別的身分與視角，與部落族人互相溝通、學習，並著實

記錄與族人共處經驗。展演在萬榮太魯閣族聯合感恩祭祭場，透過行為、表演

藝術，將現身(coming out)的肉體、行為，直面地與族人、祖靈對話，藉由神話

改寫與自身性別經驗作為創作底蘊，開啟族群文化於多元性別議題的討論與可

能。透過創作計畫與表演，開闢一條從本族文化土生土長出的認同路徑，重新

定義自己的性別身分意義，並從創作中，堅實地守住傳統文化的脈絡，在追尋

傳統文化的腳印，同時發展性別認同的新路徑，交織成自然而然當代原住民性

別文化種子，看見原民多樣性的身分與文化。  

關鍵字：太魯閣族神話、荒野之神、性別認同、跨性別、原住民傳統性別文

化、行為表演、生命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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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州歌中的伊斯蘭教》 

譚 敬 

摘要 

    馬來西亞一個多元種族和宗教的國家，主要由土著（含馬來人與其他原住

民）、華人、印度人等種族所組成。而宗教上則有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

天主教、印度教等，其中穆斯林人口高達 62%。依據《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

三條規定，伊斯蘭教為馬來西亞官方宗教，但在第十一條中也同時保障其他宗

教和平傳播與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長期以來，對於馬來西亞究竟是一個

伊斯蘭教國還是世俗國的問題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  

    馬來西亞各州州歌多數為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前，各個地區的國歌。其是為

團結各地人民與讓人民對地區產生認同的重要歌曲，其中許多州歌歌詞內容為

讚頌皇室與伊斯蘭教。本文認為，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前州歌內容含有皇室與伊

斯蘭教有其階段性之必要，但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仍然沿用這些州歌使得其

內容與馬來西亞所提倡的多元性相違。  

    本文對馬來西亞各州州歌詞進行翻譯，和分析其所含有伊斯蘭教色彩的緣

由並進行創作。創作將分為三階段進行，希望透過意識、修改及重建州歌，讓

各個宗教與種族的人們對其州屬更有認同。 

 

 

 

 

 

關鍵字：馬來西亞、州歌、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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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身體裡的流離失所，藉由他者找到家的存在》 

謝宜褰 

摘要 

    筆者出生於上世紀 80 年代的台灣，視台灣社會的資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在偶然的機會下深刻地意識到所有的存在並非理所當然，於是借用自身空間設

計經驗來了解自己未曾注意到的台灣正在發生的事，以及過去是如何走到現

在，並且藉由即將消失的大林蒲作為創作對象進而了解自己。物料清單、物料

板，是為了製造最終產品所使用的文件及樣品，是一個系統化的技術，這也是

建築、空間設計中必備的說明流程，將空間所使用的材料供他人了解想像，簡

言之，是對未來空間而組織說明的材料。而象大林蒲這樣的已製造、非系統化

的聚落空間中所產生的生活、關係等等，即將因遷村而消失，筆者深感惋惜， 

筆者試圖以上述方法，將大林蒲這樣自然形成的空間組織說明。並進入大林蒲

以田調觀察、國家現代發展進程及相關創作者作品中探討流離失所，將筆者個

人工作經驗與一種實驗性的想像，為大林蒲幾百年所長出的有機空間在遷村前

將其清點與記錄下來，期待能為大林蒲形成的有機空間開啟多一種保留文化體

方式的可能性，也期望能為觀者提供限地的舊聚落有機空間說明文件及筆者自

我復返的過程裡，產生屬於自己的連結。 

 

 

 

 

 

關鍵字：生命經驗、大林蒲、流離失所、物料清點、現代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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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丘」作為一種認識論》 

蔡明岳 

摘要 

    從我過去在台南科技園區與南山公墓一帶執行計畫的經驗，面對城市擴

展，開發與文化兩種價值時常成為對立的兩端，空間中的事物輕易地被指向固

定意識形態與特定價值系統。而「土丘」這個開發或是變遷現場中常見的結構

物，因為其臨時與殘留的特性，一直是一個「計畫外」的生成物，它的出現代

表一種「空間挪動」的結果，但是缺乏一個固定的所指。 

    而藉由與建築師的合作《何謂土丘性》以及與農夫的合作《如果土丘是一

座島》，展開一種對土丘的認識方法，並將「土丘」重新置回（現身）於場域

中，試圖干擾原本既定的閱讀方法。此計畫欲以台南科技園區與南山公墓一帶

為場域，選擇兩個處在不同階段，但是都牽涉開發與文化價值討論的地方，土

丘計畫除了重新在這些爭議場域產生新的觀看與認知的可能性外，藉由土丘與

地方的連結，擴展土丘的能指至考古、喪葬、地景等議題，將土丘作為一種逃

逸既有系統之方法。 

 

 

 

 

關鍵字：關鍵字：土丘、土丘性、認識論、南科、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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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風景的靜物》一個沒有畫圖天分的人如果想寫創作》 

蘇柏勳 

摘要 

    本文將從個人慣習－畫下眼中所見的衝動，衍伸出兩個問題。  

    一，這個被畫下的所見，究竟是因為能被我所擅長的技術所捕捉，還是因

為對我而言，其本身便具有意義？  

    二，一個沒有天分的人，創作如何可能？  

    如果說長久的美術訓練結果使我意識到了天分的匱乏，也可以說這樣的結

果使我本身有了其他可能。我之所以想要創作，是我為嘗試保有與事物建立連

結的方式。身為一個無法透過詞語精準表達，卻又因為諸多努力，渴望言說、

渴望被理解的人，我選擇了創作做為出口。不是其它的媒材、藝術問題，是我

開啟想像的方式。 

 

 

 

 

 

 

 

關鍵字：像風景的靜物、擴張領域、微型感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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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石化工業區，如何成為一個可以行動的地方》 

葉炫均 

摘要 

    梳理過往工業區對林園居民的歷史影響，以及現在縣市合併後的林園居民

如何應對、善用或迴避工業區。居民、工作者、外來工作者，以及在地社區團

體如何描述工業區，如何談論林園文化。並進一步探究工業區能否成為地方，

工業區的內部文化如何地方化。 

    筆者將嘗試以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作品，捕捉生活景色，展示於林園本

地的展覽館。也將以工業區中二十多間工廠所生產的製品，作為創作材料，繪

製成地方喜歡的風景畫。並預計與專業工作者合作，轉譯中油內部的研究期

刊，使化工的科學知識，成為居民可以理解的資訊。 

    預期讓工業區成為一個可以簡單被談論的日常話題，不必避談工業利益的

複雜結構，也不再只是害怕反彈汙染或工安等等事故，而是讓工業區成為一個

我們可以理解，並可能成為我們自身的文化。 

 

 

 

 

 

關鍵字：石化工業區、在地化、觀光化、居民、工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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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代藝術爭議關於正義與公共利益論據之歧異》 

劉邦隱 

摘要 

    社群媒體使用普及加速當代藝術進入公民議論視野之中，然而公民社會追

求的普世性與經常視揭櫫差異為己任的當代藝術之間，本質上的相左往往造成

藝術進入社會生活視域時產生歧見與爭議。  

    自 1999 年鹿港《歷史之心》大展掀開前衛藝術與公眾衝突的波瀾起始，歷 

年來或大或小之藝術論爭伴隨台灣當代藝術蓬勃發展而持續發生。如 2012 年

威尼斯雙年展策展徵選，引發藝術家國籍與國家館定位論爭。2020 台北雙年展

《儲回大地的藝術》由於林木砍伐失當引起爭議，意外揭開政府林業治理政策

長期與民間期待存在巨大落差。2021 年台北當代藝術館《楊俊展》展期調動事

件引發藝術家主體性、展覽權益，與文化官僚職權論爭，彼時藝術圈甚至因理

念歧異裂解為對峙陣營。儘管此些爭議往往事過境遷、討論暫歇卻多仍難定

論。然各方論辯累積內容即為社會於當代藝術認知所建構的輪廓，從中可見得

當代藝術發展、文化政策等與台灣社會之間的交互影響，對於藝術價值的研討

與當代藝術史建構有其意義。  

    關於正義與公共利益的論述，回顧史上哲人主張各有不同，也昭示了正義

並非單一標準固化不動的真理追求。本研究透過爬梳歷來曾掀起論辯之當代藝

術事件，透過哲學家、社會學家關於正義與公民利益的理論來加以重新審視，

不在於論定孰是孰非，而是透過剖析各方所持價值主張與正義精神之異同，給

予將來論者思辨援引參酌之依據。 

 

關鍵字：藝術爭議、正義、公共利益、當代藝術史、藝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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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視覺導覽實踐與研究-盲視覺裡的非視覺身體經驗》 

許家峰 

摘要 

    身為一名中途全盲視障者，近年與不同的藝文場館單位合作，以盲視角與

觀點的評論書寫作為推動非視覺導覽之行動養份。本論文就是以此行動與實踐

之書寫為過程，在台灣當代藝術領域中，尚無找到與我同為視障身份的導覽

者，個人深覺這份紀錄存留的重要性，所以將以自剖的方式闡述。  

    對於一名失去視覺感官的障礙者而言，如何在以視覺為導向的觀看模式

中，除了藉由他者的目光與社群網絡的交陪建構一層層的現身路徑外，透過大

量的言說與有限的觸摸體驗去填補可能的視覺空缺，反覆在各個藝文場館的現

身，從中延續這份障礙身體顯影，以及提出非視覺觀點之重要性。  

    本文試圖藉由身體現象學作為實踐方法，與論証行動與其歷程剖析回溯，

梳理與回應感官缺損身體的觀察，藉由回顧龔卓軍的《交陪美學論-當代藝術面

向近未來神祇》、吉姆.德勒滋的《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與保

羅‧埃爾格拉《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概念》，透過觸視覺的行動、明盲導覽的

合作與非視覺身體觀點的整理等三個階段，啟動明盲共賞所經營的共感視界。

在對明眼人有感的視覺觀看與盲人的非視覺動態身體感的經驗梳理，這份非視

覺導覽行動與實踐，對於有無視力的觀者與創作者而言，不管作為觀看方式的

轉向還是非視覺身體的經驗或創作，它絕對是當代藝術不可回避的重要提問。 

 

 

 

關鍵字：障礙現身、明盲交陪、非視覺導覽、身體現象學、觀看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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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博覽會作為一種行動－以 BOUMCING ART SHOW 為例》 

陳正杰 

摘要 

    二十世紀後藝術市場趨向多元繁榮發展，新興畫廊在世界各地迅速竄起，

加速藝術品生產流通與交易，因此過去小型區域性的藝術品交易和展覽機制逐

漸無法因應如此轉變，使得各地相繼舉辦各類性的藝術博覽會，造就藝術品展

覽新的交易模式。 

    2015 年荷蘭馬斯垂克歐洲古董藝術博覽會（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公

布《TEFAF 全球藝術品市場報告 2015》，分析 2014 年多數畫廊仰賴博覽會

銷售藝術品，維持一整年收入；並指出藝廊在博覽會的成交額約佔整年度收入 

40%，國際藝博會有 21%，當地博覽會則佔 19%。而畫廊直接販售作品的成交

額只佔整年度收入 6%。在全球半世紀的藝術博覽會歷史推演下，不論博覽會

舉辦在展覽中心或是星級飯店，模式逐漸僵化，內涵轉而全資本化；多數參展

藝廊都需投入大量的成本，在不得不思考將本就利的情形下，是否有另一種形

式的博覽會，讓小型藝廊、獨立空間、藝術團體、獨立策展人能夠呈現觀念與

想法，更或者將藝術博覽會作為一種藝術行動的外在形式，建構起當代藝術在

機構空間之外的對話可能。本研究主要探討作為藝術行動形式的非典型博覽會

－BOUNCING ART SHOW 在台灣進行的可能性。 

    內容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為研究背景、動機、目的介紹，以及名詞

釋疑。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案例分析，試圖將本研究放置於一個背景脈絡中，回

顧論文所使用文獻，以及呈現全球與台灣博覽會發展歷史背景；透過案例分析

將類似性質的藝文展演，梳理創作路線，以紐約市 SPRING/BREAK Art Show、

日本藝術團體 Chim-Pom 展覽《S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too?》以及台灣 80 年

代藝術團體息壤作為分析對象。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實行，透過文獻研究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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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析套用研究方法與理論，展開研究。第四章為分析 BOUNCING ART 

SHOW 的運作方式。第五章為討論 BOUNCING ART SHOW，其第一、二屆、

三運帶來效益。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綜整說明論文重點及看法，期望以此作為

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藝術博覽會、藝術行動、策展、閒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