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藝術執行策略公共藝術執行策略公共藝術執行策略公共藝術執行策略
————台北捷運經驗談台北捷運經驗談台北捷運經驗談台北捷運經驗談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正工程司正工程司正工程司正工程司 張伯勳張伯勳張伯勳張伯勳



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公共藝術之特徵

• 公共藝術是指設置在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公共藝術是指設置在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公共藝術是指設置在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公共藝術是指設置在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該該該該
空間通常是開放的且公眾可及性高空間通常是開放的且公眾可及性高空間通常是開放的且公眾可及性高空間通常是開放的且公眾可及性高。。。。

• 具地緣性具地緣性具地緣性具地緣性--地域特色地域特色地域特色地域特色、、、、人文風貌人文風貌人文風貌人文風貌、、、、歷史脈絡歷史脈絡歷史脈絡歷史脈絡
•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通俗通俗通俗通俗、、、、生活化藝術創作生活化藝術創作生活化藝術創作生活化藝術創作
• 可親性可親性可親性可親性--大眾容易親近大眾容易親近大眾容易親近大眾容易親近、、、、觸摸觸摸觸摸觸摸、、、、玩賞玩賞玩賞玩賞
• 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作品呈現內容具幽默作品呈現內容具幽默作品呈現內容具幽默作品呈現內容具幽默、、、、詼諧詼諧詼諧詼諧
• 人的互動人的互動人的互動人的互動--不單純觀賞與人可互動關係不單純觀賞與人可互動關係不單純觀賞與人可互動關係不單純觀賞與人可互動關係
• 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材形式多樣化材形式多樣化材形式多樣化材形式多樣化
• 環境融合環境融合環境融合環境融合--作品與環境整體之合諧作品與環境整體之合諧作品與環境整體之合諧作品與環境整體之合諧
•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作品設於公共場所之安全考量作品設於公共場所之安全考量作品設於公共場所之安全考量作品設於公共場所之安全考量
•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創作與民意之結合創作與民意之結合創作與民意之結合創作與民意之結合



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台北捷運公共藝術之發展

捷運公共藝術的宗旨是為了捷運公共藝術的宗旨是為了捷運公共藝術的宗旨是為了捷運公共藝術的宗旨是為了

提昇提昇提昇提昇捷運捷運捷運捷運空間品質空間品質空間品質空間品質、、、、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車車車車
站的站的站的站的地緣特色地緣特色地緣特色地緣特色並並並並增加增加增加增加捷運建捷運建捷運建捷運建
設的設的設的設的親和力親和力親和力親和力。。。。

捷運捷運捷運捷運初期路網挑選重點車站初期路網挑選重點車站初期路網挑選重點車站初期路網挑選重點車站
採附加方式設置公共藝術採附加方式設置公共藝術採附加方式設置公共藝術採附加方式設置公共藝術，，，，
於於於於遠期路網遠期路網遠期路網遠期路網則將公共藝術則將公共藝術則將公共藝術則將公共藝術納納納納
入車站整體規畫入車站整體規畫入車站整體規畫入車站整體規畫，，，，以期藝術以期藝術以期藝術以期藝術
品能與環境相融合品能與環境相融合品能與環境相融合品能與環境相融合，，，，展現環展現環展現環展現環
境藝術化境藝術化境藝術化境藝術化、、、、藝術環境化的目藝術環境化的目藝術環境化的目藝術環境化的目
標標標標。。。。



♦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
• 79 年年年年－－－－研擬研擬研擬研擬捷運車站設置公共藝術之可行性捷運車站設置公共藝術之可行性捷運車站設置公共藝術之可行性捷運車站設置公共藝術之可行性

• 80年年年年－－－－邀集專家學者召開邀集專家學者召開邀集專家學者召開邀集專家學者召開『『『『捷運建設與藝術品結捷運建設與藝術品結捷運建設與藝術品結捷運建設與藝術品結

合之推動計畫研討會合之推動計畫研討會合之推動計畫研討會合之推動計畫研討會』』』』

• 81年年年年－－－－成立捷運公共藝術專案成立捷運公共藝術專案成立捷運公共藝術專案成立捷運公共藝術專案；；；；訂定訂定訂定訂定淡水線公共淡水線公共淡水線公共淡水線公共

藝術設置地點藝術設置地點藝術設置地點藝術設置地點、、、、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表現法表現法表現法表現法

• 82年年年年－－－－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捷運公共藝術捷運公共藝術捷運公共藝術捷運公共藝術專案審議委員會專案審議委員會專案審議委員會專案審議委員會』』』』；；；；

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雙連站公共藝術雙連站公共藝術雙連站公共藝術雙連站公共藝術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

• 84年年年年－－－－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行人徒步區兒童馬賽克拼貼行人徒步區兒童馬賽克拼貼行人徒步區兒童馬賽克拼貼行人徒步區兒童馬賽克拼貼

• 86年年年年－－－－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忠孝敦化站及行人多功能廣場通風忠孝敦化站及行人多功能廣場通風忠孝敦化站及行人多功能廣場通風忠孝敦化站及行人多功能廣場通風

口口口口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公共藝術在臺北捷運萌芽
• 87年年年年－－－－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新店線北段及中和線新店線北段及中和線新店線北段及中和線新店線北段及中和線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 88年年年年－－－－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新店線南段及南港線新店線南段及南港線新店線南段及南港線新店線南段及南港線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 89年年年年－－－－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成立捷運公共藝成立捷運公共藝成立捷運公共藝成立捷運公共藝

術執行小組術執行小組術執行小組術執行小組

• 92年年年年－－－－辦理板橋線辦理板橋線辦理板橋線辦理板橋線(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府中站府中站府中站府中站)、、、、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亞東亞東亞東亞東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土城站土城站土城站土城站)及及及及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 93年年年年－－－－辦理土城線辦理土城線辦理土城線辦理土城線海山海山海山海山/永寧站永寧站永寧站永寧站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 95年年年年~－－－－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內湖線內湖線內湖線內湖線、、、、南港東延段南港東延段南港東延段南港東延段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公共藝術徵件



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台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原則與策略
＊＊＊＊車站車站車站車站細部設計前細部設計前細部設計前細部設計前，，，，加入公共藝術加入公共藝術加入公共藝術加入公共藝術專業團隊參與專業團隊參與專業團隊參與專業團隊參與
＊＊＊＊規劃包含車站內部規劃包含車站內部規劃包含車站內部規劃包含車站內部硬體設施的美化硬體設施的美化硬體設施的美化硬體設施的美化並並並並擴展至區擴展至區擴展至區擴展至區
域環境域環境域環境域環境
＊＊＊＊納入納入納入納入民眾的參與民眾的參與民眾的參與民眾的參與及及及及人文歷史性特色人文歷史性特色人文歷史性特色人文歷史性特色，，，，以彰顯都以彰顯都以彰顯都以彰顯都
市空間的市空間的市空間的市空間的延續性和地域性延續性和地域性延續性和地域性延續性和地域性
＊＊＊＊融入融入融入融入識別識別識別識別、、、、指標指標指標指標、、、、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裝飾裝飾裝飾裝飾、、、、家具家具家具家具及及及及設施系設施系設施系設施系
統整合統整合統整合統整合
＊＊＊＊藝術品的設置地點及材質考慮藝術品的設置地點及材質考慮藝術品的設置地點及材質考慮藝術品的設置地點及材質考慮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及防災及防災及防災及防災
＊＊＊＊捷運公共藝術為都市之捷運公共藝術為都市之捷運公共藝術為都市之捷運公共藝術為都市之地標或辨識節點地標或辨識節點地標或辨識節點地標或辨識節點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加加加加」」」」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減減減減」」」」的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藝術



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

廣義公共藝術廣義公共藝術廣義公共藝術廣義公共藝術 狹義公共藝術狹義公共藝術狹義公共藝術狹義公共藝術

依公共藝術設置依公共藝術設置依公共藝術設置依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遴選優秀的計畫遴選優秀的計畫遴選優秀的計畫遴選優秀的
藝術創作者藝術創作者藝術創作者藝術創作者，，，，創創創創
作作品仍需與車作作品仍需與車作作品仍需與車作作品仍需與車
站整體景觀及週站整體景觀及週站整體景觀及週站整體景觀及週
圍環境相互協調圍環境相互協調圍環境相互協調圍環境相互協調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1.車站出入口及車站出入口及車站出入口及車站出入口及
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2.設備突出物部分設備突出物部分設備突出物部分設備突出物部分
3.高架車站下方高架車站下方高架車站下方高架車站下方、、、、
中央分隔島及線中央分隔島及線中央分隔島及線中央分隔島及線
型綠帶型綠帶型綠帶型綠帶

1.出入口或高架站出入口或高架站出入口或高架站出入口或高架站
站體造型站體造型站體造型站體造型
2.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
(包含地坪包含地坪包含地坪包含地坪、、、、天天天天
花板花板花板花板、、、、立柱立柱立柱立柱、、、、
牆面牆面牆面牆面、、、、座椅等座椅等座椅等座椅等 )

臺北捷運臺北捷運臺北捷運臺北捷運公共藝術執行架構公共藝術執行架構公共藝術執行架構公共藝術執行架構



•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1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上月台層上月台層上月台層上月台層舞台舞台舞台舞台、、、、月台月台月台月台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

中正紀念堂站中正紀念堂站中正紀念堂站中正紀念堂站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出入口通道壁面及天花出入口通道壁面及天花出入口通道壁面及天花出入口通道壁面及天花輕鬆的雲輕鬆的雲輕鬆的雲輕鬆的雲、、、、走路的樂走路的樂走路的樂走路的樂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月台層月台層月台層月台層手之組曲手之組曲手之組曲手之組曲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

臺大醫院站臺大醫院站臺大醫院站臺大醫院站

與日新國小合作與日新國小合作與日新國小合作與日新國小合作位於兒童遊戲區位於兒童遊戲區位於兒童遊戲區位於兒童遊戲區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

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出入口電扶梯側牆出入口電扶梯側牆出入口電扶梯側牆出入口電扶梯側牆非想非想非想非想、、、、想飛想飛想飛想飛

與雙蓮國小合作與雙蓮國小合作與雙蓮國小合作與雙蓮國小合作位於小丘步道位於小丘步道位於小丘步道位於小丘步道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

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行人徒步區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穿堂層牆面穿堂層牆面穿堂層牆面穿堂層牆面雙連雙連雙連雙連．．．．行遠行遠行遠行遠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淡水線 雙連站雙連站雙連站雙連站

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



•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 --2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穿堂層玻璃牆面穿堂層玻璃牆面穿堂層玻璃牆面穿堂層玻璃牆面旋旋旋旋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 昆陽站昆陽站昆陽站昆陽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出入口廣場出入口廣場出入口廣場出入口廣場天天天天、、、、地地地地、、、、人人人人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 新店站新店站新店站新店站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穿堂層及月台層穿堂層及月台層穿堂層及月台層穿堂層及月台層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中和線中和線中和線中和線 南勢角站南勢角站南勢角站南勢角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成長成長成長成長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 市政府站市政府站市政府站市政府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通風口二處通風口二處通風口二處通風口二處樹河樹河樹河樹河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 忠孝復興站忠孝復興站忠孝復興站忠孝復興站
及行人多功能廣場及行人多功能廣場及行人多功能廣場及行人多功能廣場

委託創作委託創作委託創作委託創作廣場二及廣場三廣場二及廣場三廣場二及廣場三廣場二及廣場三麗正崇熙麗正崇熙麗正崇熙麗正崇熙．．．．承恩景福承恩景福承恩景福承恩景福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南港線

忠孝西路地下街忠孝西路地下街忠孝西路地下街忠孝西路地下街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出入口廣場及月台層偷窺偷窺偷窺偷窺 (窺窺窺窺、、、、以管窺天以管窺天以管窺天以管窺天)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 公館站公館站公館站公館站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邂逅邂逅邂逅邂逅 (都會臉譜都會臉譜都會臉譜都會臉譜)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 古亭站古亭站古亭站古亭站

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



•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初期路網之成果--3 (完工日期完工日期完工日期完工日期：：：：94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95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出入口牆面出入口牆面出入口牆面出入口牆面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碎片碎片碎片碎片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 永寧站永寧站永寧站永寧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穿堂層通廊牆面穿堂層通廊牆面穿堂層通廊牆面穿堂層通廊牆面河戀河戀河戀河戀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 亞東醫院站亞東醫院站亞東醫院站亞東醫院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戶外廣場戶外廣場戶外廣場戶外廣場牧場牧場牧場牧場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 海山站海山站海山站海山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出入口及穿堂層牆面出入口及穿堂層牆面出入口及穿堂層牆面出入口及穿堂層牆面金城傳奇金城傳奇金城傳奇金城傳奇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土城線 土城站土城站土城站土城站

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邀請比件整體規劃整體規劃整體規劃整體規劃(色彩計畫色彩計畫色彩計畫色彩計畫、、、、
車站內部車站內部車站內部車站內部、、、、戶外廣場戶外廣場戶外廣場戶外廣場)

幸福知道幸福知道幸福知道幸福知道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新店線 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穿堂層挑空區之天花空間之詩空間之詩空間之詩空間之詩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 府中站府中站府中站府中站

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公開徵件月台層挑空區之柱列月台層挑空區之柱列月台層挑空區之柱列月台層挑空區之柱列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板橋線 板橋站板橋站板橋站板橋站

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徵選方式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設置地點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1.公共藝術之預算編製公共藝術之預算編製公共藝術之預算編製公共藝術之預算編製

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24條編列設置計畫經費條編列設置計畫經費條編列設置計畫經費條編列設置計畫經費

– 藝術家創作費藝術家創作費藝術家創作費藝術家創作費(製作費之百分之十五為下限製作費之百分之十五為下限製作費之百分之十五為下限製作費之百分之十五為下限 )

– 材料補助費材料補助費材料補助費材料補助費(公開徵選入圍者與邀請比件之材料補助公開徵選入圍者與邀請比件之材料補助公開徵選入圍者與邀請比件之材料補助公開徵選入圍者與邀請比件之材料補助 )

– 行政費用可編列顧問行政費用可編列顧問行政費用可編列顧問行政費用可編列顧問、、、、執行秘書或代辦費用執行秘書或代辦費用執行秘書或代辦費用執行秘書或代辦費用

–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等活動費用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等活動費用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等活動費用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等活動費用

不得將公共藝術計畫納入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不得將公共藝術計畫納入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不得將公共藝術計畫納入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不得將公共藝術計畫納入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

程之統包工程合約之項目及經費之中程之統包工程合約之項目及經費之中程之統包工程合約之項目及經費之中程之統包工程合約之項目及經費之中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5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2.成立執行小組成立執行小組成立執行小組成立執行小組

– 興辦機關與建築師興辦機關與建築師興辦機關與建築師興辦機關與建築師、、、、工程專業技師或統包廠商簽約工程專業技師或統包廠商簽約工程專業技師或統包廠商簽約工程專業技師或統包廠商簽約

後三個月內後三個月內後三個月內後三個月內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2條條條條＞＞＞＞

– 執行小組成員執行小組成員執行小組成員執行小組成員5 ~ 9人人人人，，，，包含視覺藝術專業類包含視覺藝術專業類包含視覺藝術專業類包含視覺藝術專業類、、、、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師或專業技師師或專業技師師或專業技師師或專業技師、、、、其他專業類其他專業類其他專業類其他專業類、、、、興辦或管理機關代興辦或管理機關代興辦或管理機關代興辦或管理機關代
表表表表。。。。視覺藝術專業類成員應從文建會所設專家學者視覺藝術專業類成員應從文建會所設專家學者視覺藝術專業類成員應從文建會所設專家學者視覺藝術專業類成員應從文建會所設專家學者

資料庫中遴選資料庫中遴選資料庫中遴選資料庫中遴選，，，，其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其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其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其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 ＜＜＜＜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1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3.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送審議會審議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送審議會審議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送審議會審議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送審議會審議

– 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14條規定內容撰寫設置計畫書條規定內容撰寫設置計畫書條規定內容撰寫設置計畫書條規定內容撰寫設置計畫書

– 審議通過後審議通過後審議通過後審議通過後，，，，計畫書之執行小組名單計畫書之執行小組名單計畫書之執行小組名單計畫書之執行小組名單、、、、徵選方式及徵選方式及徵選方式及徵選方式及
基準基準基準基準、、、、徵選小組名單徵選小組名單徵選小組名單徵選小組名單、、、、經費預算等項目如有變動經費預算等項目如有變動經費預算等項目如有變動經費預算等項目如有變動，，，，

應提請審議會同意應提請審議會同意應提請審議會同意應提請審議會同意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4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4.成立徵選小組辦理徵選作業成立徵選小組辦理徵選作業成立徵選小組辦理徵選作業成立徵選小組辦理徵選作業

– 公開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建會公共藝術網站公開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建會公共藝術網站公開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建會公共藝術網站公開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建會公共藝術網站，，，，並召並召並召並召
開說明會開說明會開說明會開說明會。。。。公告時間至少公告時間至少公告時間至少公告時間至少30日但經費新臺幣一千萬日但經費新臺幣一千萬日但經費新臺幣一千萬日但經費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者四十五日元以上者四十五日元以上者四十五日元以上者四十五日。。。。

–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邀請及委託邀請及委託邀請及委託邀請及委託，，，，得於招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得於招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得於招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得於招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8條條條條＞＞＞＞

– 審議會議通過設置計畫書後成立徵選小組審議會議通過設置計畫書後成立徵選小組審議會議通過設置計畫書後成立徵選小組審議會議通過設置計畫書後成立徵選小組，，，，成員成員成員成員5 ~ 
9人人人人，，，，視覺藝術專業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視覺藝術專業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視覺藝術專業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視覺藝術專業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由專家學由專家學由專家學由專家學
者資料庫遴選者資料庫遴選者資料庫遴選者資料庫遴選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9條條條條＞＞＞＞

– 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出席過半數之同意出席過半數之同意出席過半數之同意出席過半數之同意。。。。出席之外聘專家出席之外聘專家出席之外聘專家出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學者人數學者人數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0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5.鑑價鑑價鑑價鑑價/議價與簽約議價與簽約議價與簽約議價與簽約

– 藝術家之創作及智慧財產無法量化藝術家之創作及智慧財產無法量化藝術家之創作及智慧財產無法量化藝術家之創作及智慧財產無法量化，，，，且為減少議價且為減少議價且為減少議價且為減少議價
之負面影響之負面影響之負面影響之負面影響，，，，建議採辦法第建議採辦法第建議採辦法第建議採辦法第18條於招標文件明定採條於招標文件明定採條於招標文件明定採條於招標文件明定採
固定金額為佳固定金額為佳固定金額為佳固定金額為佳

– 選結果報告書送核定前選結果報告書送核定前選結果報告書送核定前選結果報告書送核定前，，，，由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專由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專由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專由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專
業類三位以上成員業類三位以上成員業類三位以上成員業類三位以上成員，，，，共同召開鑑價會議共同召開鑑價會議共同召開鑑價會議共同召開鑑價會議，，，，獲選者或獲選者或獲選者或獲選者或
團體列席說明團體列席說明團體列席說明團體列席說明。。。。

– 鑑價會議審核包括作品經費鑑價會議審核包括作品經費鑑價會議審核包括作品經費鑑價會議審核包括作品經費、、、、材質材質材質材質、、、、數量數量數量數量、、、、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安裝及管理維護方式等安裝及管理維護方式等安裝及管理維護方式等安裝及管理維護方式等。。。。其會議決議得做為議價底其會議決議得做為議價底其會議決議得做為議價底其會議決議得做為議價底

價之依據價之依據價之依據價之依據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1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6.編製徵選結果報告書送審議機關核定編製徵選結果報告書送審議機關核定編製徵選結果報告書送審議機關核定編製徵選結果報告書送審議機關核定

– 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15條規定內容撰寫徵選結果報告書條規定內容撰寫徵選結果報告書條規定內容撰寫徵選結果報告書條規定內容撰寫徵選結果報告書

– 徵選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徵選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徵選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徵選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議辦理議辦理議辦理議
價及簽約事宜價及簽約事宜價及簽約事宜價及簽約事宜

– 決標結果及徵選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建會公共決標結果及徵選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建會公共決標結果及徵選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建會公共決標結果及徵選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建會公共

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資訊網站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資訊網站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資訊網站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2條條條條＞＞＞＞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7.編製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機關備查編製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機關備查編製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機關備查編製完成報告書送審議機關備查

– 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送備查前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送備查前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送備查前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送備查前，，，，興辦機關應辦理勘興辦機關應辦理勘興辦機關應辦理勘興辦機關應辦理勘
驗及驗收作業驗及驗收作業驗及驗收作業驗及驗收作業，，，，並邀請執行小組專業類二分之一以並邀請執行小組專業類二分之一以並邀請執行小組專業類二分之一以並邀請執行小組專業類二分之一以
上成員協驗上成員協驗上成員協驗上成員協驗＜＜＜＜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3條條條條＞＞＞＞

– 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依辦法第16條規定內容撰寫完成報告書內容條規定內容撰寫完成報告書內容條規定內容撰寫完成報告書內容條規定內容撰寫完成報告書內容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公共藝術設置作業流程

8.維護管理作業維護管理作業維護管理作業維護管理作業
– 參照藝術創作者所提之建議參照藝術創作者所提之建議參照藝術創作者所提之建議參照藝術創作者所提之建議，，，，擬訂公共藝術管理維擬訂公共藝術管理維擬訂公共藝術管理維擬訂公共藝術管理維

護計畫護計畫護計畫護計畫，，，，定期勘察公共藝術狀況定期勘察公共藝術狀況定期勘察公共藝術狀況定期勘察公共藝術狀況，，，，並逐年編列預算並逐年編列預算並逐年編列預算並逐年編列預算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6條條條條＞＞＞＞

–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五年內不得予以移置或拆五年內不得予以移置或拆五年內不得予以移置或拆五年內不得予以移置或拆
除除除除。。。。但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但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但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但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其他特殊情形其他特殊情形其他特殊情形，，，，經提送所屬審議會通過者經提送所屬審議會通過者經提送所屬審議會通過者經提送所屬審議會通過者，，，，不在此不在此不在此不在此

限限限限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27條條條條＞＞＞＞



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問題研析與對策建議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1＞＞＞＞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設置計畫書之內容涉及專業論述設置計畫書之內容涉及專業論述設置計畫書之內容涉及專業論述設置計畫書之內容涉及專業論述，，，，其研擬與編撰其研擬與編撰其研擬與編撰其研擬與編撰，，，，
屬執行小組應辦事項屬執行小組應辦事項屬執行小組應辦事項屬執行小組應辦事項，，，，但成員為專家學者但成員為專家學者但成員為專家學者但成員為專家學者、、、、機關代機關代機關代機關代
表及建築師表及建築師表及建築師表及建築師/專業技師等專業技師等專業技師等專業技師等，，，，興辦機關之承辦人員仍需興辦機關之承辦人員仍需興辦機關之承辦人員仍需興辦機關之承辦人員仍需
自行研擬計畫書草案自行研擬計畫書草案自行研擬計畫書草案自行研擬計畫書草案，，，，以利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及確以利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及確以利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及確以利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及確
認內容認內容認內容認內容，，，，雖有範例可供參考雖有範例可供參考雖有範例可供參考雖有範例可供參考，，，，但對於沒經驗之承辦但對於沒經驗之承辦但對於沒經驗之承辦但對於沒經驗之承辦

人員造成很大負擔人員造成很大負擔人員造成很大負擔人員造成很大負擔，，，，甚至不知如何著手甚至不知如何著手甚至不知如何著手甚至不知如何著手。。。。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1＞＞＞＞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設置計畫書或報告書之研擬與編撰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公共藝術從成案至完成設置驗收為止公共藝術從成案至完成設置驗收為止公共藝術從成案至完成設置驗收為止公共藝術從成案至完成設置驗收為止，，，，除有計畫書除有計畫書除有計畫書除有計畫書
或報告書之研擬撰寫外或報告書之研擬撰寫外或報告書之研擬撰寫外或報告書之研擬撰寫外，，，，尚有審議尚有審議尚有審議尚有審議、、、、徵選徵選徵選徵選、、、、議價議價議價議價、、、、
民眾參與等繁雜行政作業民眾參與等繁雜行政作業民眾參與等繁雜行政作業民眾參與等繁雜行政作業，，，，需有專屬之幕僚協助執需有專屬之幕僚協助執需有專屬之幕僚協助執需有專屬之幕僚協助執
行小組及徵選小組行小組及徵選小組行小組及徵選小組行小組及徵選小組，，，，且操作是否純熟且操作是否純熟且操作是否純熟且操作是否純熟、、、、經驗是否豐經驗是否豐經驗是否豐經驗是否豐
富富富富，，，，對於時程及成果有顯著影響對於時程及成果有顯著影響對於時程及成果有顯著影響對於時程及成果有顯著影響，，，，建議可依設置辦建議可依設置辦建議可依設置辦建議可依設置辦
法第法第法第法第30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採聘請專業協助或委託代辦採聘請專業協助或委託代辦採聘請專業協助或委託代辦採聘請專業協助或委託代辦，，，，但行但行但行但行

政費用內應設置依辦法第政費用內應設置依辦法第政費用內應設置依辦法第政費用內應設置依辦法第24條編列該項經費條編列該項經費條編列該項經費條編列該項經費。。。。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2＞＞＞＞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1.執行小組辦理徵選及訂定徵選方式與基準執行小組辦理徵選及訂定徵選方式與基準執行小組辦理徵選及訂定徵選方式與基準執行小組辦理徵選及訂定徵選方式與基準，，，，另徵另徵另徵另徵
選小組擔任徵選作業選小組擔任徵選作業選小組擔任徵選作業選小組擔任徵選作業，，，，但配合徵選基準應包含於但配合徵選基準應包含於但配合徵選基準應包含於但配合徵選基準應包含於
設置計畫書內送審議設置計畫書內送審議設置計畫書內送審議設置計畫書內送審議，，，，原應由徵選小組研討訂原應由徵選小組研討訂原應由徵選小組研討訂原應由徵選小組研討訂
定定定定，，，，但反由執行小組先完成徵件簡章但反由執行小組先完成徵件簡章但反由執行小組先完成徵件簡章但反由執行小組先完成徵件簡章（（（（包含評選包含評選包含評選包含評選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評選內容及權重評選內容及權重評選內容及權重評選內容及權重、、、、評分方法等評分方法等評分方法等評分方法等），），），），因涉及因涉及因涉及因涉及
徵選委員之職權及評選之公平性徵選委員之職權及評選之公平性徵選委員之職權及評選之公平性徵選委員之職權及評選之公平性，，，，徵選標準之訂徵選標準之訂徵選標準之訂徵選標準之訂
定與執行定與執行定與執行定與執行，，，，應有明確規範應有明確規範應有明確規範應有明確規範。。。。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2＞＞＞＞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1.配合設置計畫書審議由執行小組確認徵選方式配合設置計畫書審議由執行小組確認徵選方式配合設置計畫書審議由執行小組確認徵選方式配合設置計畫書審議由執行小組確認徵選方式，，，，
至於評選標準可參考案例依個案需求修訂相關內至於評選標準可參考案例依個案需求修訂相關內至於評選標準可參考案例依個案需求修訂相關內至於評選標準可參考案例依個案需求修訂相關內

容後納入計畫書容後納入計畫書容後納入計畫書容後納入計畫書，，，，但應註明為但應註明為但應註明為但應註明為『『『『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俟評選俟評選俟評選俟評選

小組成立後另召開會議小組成立後另召開會議小組成立後另召開會議小組成立後另召開會議，，，，由幕僚小組簡報計劃書由幕僚小組簡報計劃書由幕僚小組簡報計劃書由幕僚小組簡報計劃書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再依草案及徵件需求研議確認相關評選標再依草案及徵件需求研議確認相關評選標再依草案及徵件需求研議確認相關評選標再依草案及徵件需求研議確認相關評選標
準成為正式徵件簡章公告準成為正式徵件簡章公告準成為正式徵件簡章公告準成為正式徵件簡章公告。。。。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2＞＞＞＞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2.設置計畫書審議通過後方得辦理徵選作業設置計畫書審議通過後方得辦理徵選作業設置計畫書審議通過後方得辦理徵選作業設置計畫書審議通過後方得辦理徵選作業，，，，而徵而徵而徵而徵
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雖由執行小組推薦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雖由執行小組推薦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雖由執行小組推薦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雖由執行小組推薦，，，，但從但從但從但從
計畫書編製計畫書編製計畫書編製計畫書編製、、、、審議至辦理徵選作業之時程較久審議至辦理徵選作業之時程較久審議至辦理徵選作業之時程較久審議至辦理徵選作業之時程較久，，，，
徵選委員名單之研擬徵選委員名單之研擬徵選委員名單之研擬徵選委員名單之研擬，，，，除當事人意願洽詢時機除當事人意願洽詢時機除當事人意願洽詢時機除當事人意願洽詢時機、、、、
審議會對於人選有不同意見之因應外審議會對於人選有不同意見之因應外審議會對於人選有不同意見之因應外審議會對於人選有不同意見之因應外，，，，徵選會議徵選會議徵選會議徵選會議
時委員是否能配合出席也將影響會議使否能順利時委員是否能配合出席也將影響會議使否能順利時委員是否能配合出席也將影響會議使否能順利時委員是否能配合出席也將影響會議使否能順利
召開召開召開召開，，，，委員之遴選程序也是須面對之課題委員之遴選程序也是須面對之課題委員之遴選程序也是須面對之課題委員之遴選程序也是須面對之課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2＞＞＞＞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2.建議徵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建議徵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建議徵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建議徵選小組專家學者之名單，，，，依設置辦法第依設置辦法第依設置辦法第依設置辦法第14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通過審議後如有變動應提審議會同意通過審議後如有變動應提審議會同意通過審議後如有變動應提審議會同意通過審議後如有變動應提審議會同意，，，，
但計畫書撰寫至評選在時程上相隔較久但計畫書撰寫至評選在時程上相隔較久但計畫書撰寫至評選在時程上相隔較久但計畫書撰寫至評選在時程上相隔較久，，，，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為避免
前述情況發生前述情況發生前述情況發生前述情況發生，，，，建議提報名單為定額之兩倍建議提報名單為定額之兩倍建議提報名單為定額之兩倍建議提報名單為定額之兩倍(正正正正
選選選選、、、、備選備選備選備選)，，，，以因應審議有不同意見或徵選作業時以因應審議有不同意見或徵選作業時以因應審議有不同意見或徵選作業時以因應審議有不同意見或徵選作業時
委員人數不足之變數委員人數不足之變數委員人數不足之變數委員人數不足之變數。。。。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3＞＞＞＞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徵選結果報告書須包含鑑價會議紀錄徵選結果報告書須包含鑑價會議紀錄徵選結果報告書須包含鑑價會議紀錄徵選結果報告書須包含鑑價會議紀錄，，，，但辦法第但辦法第但辦法第但辦法第
18條規定得於招標文件明定採固定金額條規定得於招標文件明定採固定金額條規定得於招標文件明定採固定金額條規定得於招標文件明定採固定金額，，，，因此與因此與因此與因此與
獲優先議約權之藝術家之議價會議無需議減價獲優先議約權之藝術家之議價會議無需議減價獲優先議約權之藝術家之議價會議無需議減價獲優先議約權之藝術家之議價會議無需議減價
格格格格，，，，僅進行議約程序僅進行議約程序僅進行議約程序僅進行議約程序，，，，後續簽約後續簽約後續簽約後續簽約、、、、契約執行之行契約執行之行契約執行之行契約執行之行
政程序為藝術品設置成敗之關鍵因素政程序為藝術品設置成敗之關鍵因素政程序為藝術品設置成敗之關鍵因素政程序為藝術品設置成敗之關鍵因素。。。。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3＞＞＞＞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1.設置經費雖採固定金額設置經費雖採固定金額設置經費雖採固定金額設置經費雖採固定金額，，，，但為保障藝術家之創作但為保障藝術家之創作但為保障藝術家之創作但為保障藝術家之創作
利潤並兼顧作品價格之合理性利潤並兼顧作品價格之合理性利潤並兼顧作品價格之合理性利潤並兼顧作品價格之合理性，，，，應要求藝術家參應要求藝術家參應要求藝術家參應要求藝術家參
照辦法第照辦法第照辦法第照辦法第24條提出費用總表及明細表並納入評比條提出費用總表及明細表並納入評比條提出費用總表及明細表並納入評比條提出費用總表及明細表並納入評比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為降低風險為降低風險為降低風險為降低風險，，，，應於議約前召開作品修正會議應於議約前召開作品修正會議應於議約前召開作品修正會議應於議約前召開作品修正會議，，，，並並並並
邀請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列席邀請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列席邀請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列席邀請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列席，，，，俟完成修正內容俟完成修正內容俟完成修正內容俟完成修正內容
後再辦理議價會議後再辦理議價會議後再辦理議價會議後再辦理議價會議。。。。

採固定金額者採固定金額者採固定金額者採固定金額者，，，，因因因因「「「「無鑑價會議無鑑價會議無鑑價會議無鑑價會議，，，，作品修正會議作品修正會議作品修正會議作品修正會議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應可視同之鑑價會議紀錄應可視同之鑑價會議紀錄應可視同之鑑價會議紀錄應可視同之鑑價會議紀錄。。。。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3＞＞＞＞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執行小組與評選小組之運作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3.契約書之內容至少應包含契約書之內容至少應包含契約書之內容至少應包含契約書之內容至少應包含：：：：契約書契約書契約書契約書，，，，投標須知投標須知投標須知投標須知、、、、
作品修正會議紀錄作品修正會議紀錄作品修正會議紀錄作品修正會議紀錄、、、、議價會議紀錄議價會議紀錄議價會議紀錄議價會議紀錄、、、、作品修正後作品修正後作品修正後作品修正後
之相關經費與書圖之相關經費與書圖之相關經費與書圖之相關經費與書圖、、、、作品管理維護計畫作品管理維護計畫作品管理維護計畫作品管理維護計畫。。。。

4.藝術品如有結構安全問題藝術品如有結構安全問題藝術品如有結構安全問題藝術品如有結構安全問題，，，，應要求提出經技師簽應要求提出經技師簽應要求提出經技師簽應要求提出經技師簽
證之計算書證之計算書證之計算書證之計算書，，，，如涉及主體工程界面協調問題如涉及主體工程界面協調問題如涉及主體工程界面協調問題如涉及主體工程界面協調問題，，，，若若若若
公共藝術屬委託專業代辦公共藝術屬委託專業代辦公共藝術屬委託專業代辦公共藝術屬委託專業代辦，，，，則協調工作納入服務則協調工作納入服務則協調工作納入服務則協調工作納入服務
契約契約契約契約；；；；如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如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如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如由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則可將建築師之則可將建築師之則可將建築師之則可將建築師之
服務工作內容增加界面協調事宜服務工作內容增加界面協調事宜服務工作內容增加界面協調事宜服務工作內容增加界面協調事宜

相關規定建議納入採購投標須知相關規定建議納入採購投標須知相關規定建議納入採購投標須知相關規定建議納入採購投標須知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4＞＞＞＞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民眾參與一般傾向於作品評選後辦理公開展覽民眾參與一般傾向於作品評選後辦理公開展覽民眾參與一般傾向於作品評選後辦理公開展覽民眾參與一般傾向於作品評選後辦理公開展覽、、、、作作作作
品說明會品說明會品說明會品說明會、、、、民眾意見調查民眾意見調查民眾意見調查民眾意見調查，，，，或於設置完成後發行專或於設置完成後發行專或於設置完成後發行專或於設置完成後發行專
刊刊刊刊、、、、導覽摺頁導覽摺頁導覽摺頁導覽摺頁、、、、舉辦參觀活動舉辦參觀活動舉辦參觀活動舉辦參觀活動、、、、藝術家現場解說藝術家現場解說藝術家現場解說藝術家現場解說、、、、
新聞宣導等較容易但屬消極之民眾參與新聞宣導等較容易但屬消極之民眾參與新聞宣導等較容易但屬消極之民眾參與新聞宣導等較容易但屬消極之民眾參與，，，，而與公共而與公共而與公共而與公共
藝術希望民眾積極參與之理念有落差藝術希望民眾積極參與之理念有落差藝術希望民眾積極參與之理念有落差藝術希望民眾積極參與之理念有落差，，，，藝術創作也藝術創作也藝術創作也藝術創作也

可能傾向展現個人理念與喜好可能傾向展現個人理念與喜好可能傾向展現個人理念與喜好可能傾向展現個人理念與喜好。。。。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4＞＞＞＞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民眾參與方式之探討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為落實民眾積極參與為落實民眾積極參與為落實民眾積極參與為落實民眾積極參與，，，，對於藝術品之設置理念對於藝術品之設置理念對於藝術品之設置理念對於藝術品之設置理念，，，，建建建建
議於執行小組成立前辦理座談會議於執行小組成立前辦理座談會議於執行小組成立前辦理座談會議於執行小組成立前辦理座談會，，，，藉由交流及溝通藉由交流及溝通藉由交流及溝通藉由交流及溝通
來蒐集民眾意見達成共識後來蒐集民眾意見達成共識後來蒐集民眾意見達成共識後來蒐集民眾意見達成共識後，，，，由執行小組研議並落由執行小組研議並落由執行小組研議並落由執行小組研議並落
實於設置計畫書實於設置計畫書實於設置計畫書實於設置計畫書，，，，對於藝術家之遴選與創作成為指對於藝術家之遴選與創作成為指對於藝術家之遴選與創作成為指對於藝術家之遴選與創作成為指
導性方針導性方針導性方針導性方針，，，，藝術品亦可避免流於個人強烈風格導致藝術品亦可避免流於個人強烈風格導致藝術品亦可避免流於個人強烈風格導致藝術品亦可避免流於個人強烈風格導致
與設置地點之文化背景與設置地點之文化背景與設置地點之文化背景與設置地點之文化背景、、、、地方特色產生隔閡地方特色產生隔閡地方特色產生隔閡地方特色產生隔閡，，，，更能更能更能更能
突顯下一階段辦理民眾參與活動之延續性與意義突顯下一階段辦理民眾參與活動之延續性與意義突顯下一階段辦理民眾參與活動之延續性與意義突顯下一階段辦理民眾參與活動之延續性與意義 。。。。













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兒童的彩繪大地

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兒童的繽紛世界

淡水線行人徒步區淡水線行人徒步區淡水線行人徒步區淡水線行人徒步區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5＞＞＞＞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目前共藝術設置之地點大多位於建築物戶外或室內目前共藝術設置之地點大多位於建築物戶外或室內目前共藝術設置之地點大多位於建築物戶外或室內目前共藝術設置之地點大多位於建築物戶外或室內
牆面等空間牆面等空間牆面等空間牆面等空間，，，，且設置計畫之時程也傾向於結構體完且設置計畫之時程也傾向於結構體完且設置計畫之時程也傾向於結構體完且設置計畫之時程也傾向於結構體完
成後才提出構想成後才提出構想成後才提出構想成後才提出構想，，，，公共藝術形同建築物之附屬品公共藝術形同建築物之附屬品公共藝術形同建築物之附屬品公共藝術形同建築物之附屬品，，，，
而未能與工程充分融合而未能與工程充分融合而未能與工程充分融合而未能與工程充分融合，，，，但工程與藝術結合之可行但工程與藝術結合之可行但工程與藝術結合之可行但工程與藝術結合之可行
性性性性，，，，乃為公共藝術之新課題乃為公共藝術之新課題乃為公共藝術之新課題乃為公共藝術之新課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5＞＞＞＞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公共藝術與工程之融合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期望藝術與工程融合而非附屬裝飾品期望藝術與工程融合而非附屬裝飾品期望藝術與工程融合而非附屬裝飾品期望藝術與工程融合而非附屬裝飾品，，，，建議依設置建議依設置建議依設置建議依設置
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6條之精神條之精神條之精神條之精神，，，，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將建築師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將建築師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將建築師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將建築師
與藝術策劃人或藝術家同時納入設計團隊與藝術策劃人或藝術家同時納入設計團隊與藝術策劃人或藝術家同時納入設計團隊與藝術策劃人或藝術家同時納入設計團隊，，，，在建築在建築在建築在建築
空間構思階段讓藝術專業共同參與空間構思階段讓藝術專業共同參與空間構思階段讓藝術專業共同參與空間構思階段讓藝術專業共同參與，，，，藉由對話與腦藉由對話與腦藉由對話與腦藉由對話與腦
力激盪力激盪力激盪力激盪，，，，對於空間品質提昇及工程藝術化有魚與熊對於空間品質提昇及工程藝術化有魚與熊對於空間品質提昇及工程藝術化有魚與熊對於空間品質提昇及工程藝術化有魚與熊
掌兼得之成效掌兼得之成效掌兼得之成效掌兼得之成效，，，，最終公共藝術能融入成為空間美學最終公共藝術能融入成為空間美學最終公共藝術能融入成為空間美學最終公共藝術能融入成為空間美學
或建築裝修之整體規劃或建築裝修之整體規劃或建築裝修之整體規劃或建築裝修之整體規劃，，，，避免避免避免避免『『『『為公共藝術而設置為公共藝術而設置為公共藝術而設置為公共藝術而設置
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



案例案例——捷運蘆洲線捷運蘆洲線

創造蘆洲線有共通之
風貌，以白鷺鷥為串
連式之設計主題融合
公共藝術之手法，呈
現於蘆洲線車站建
築、景觀，以展現地
域及歷史特色，使歷
史風華再現。



蘆蘆蘆蘆－－－－蘆荻泛月蘆荻泛月蘆荻泛月蘆荻泛月

徐匯中學站

綠－綠樹成蔭綠－綠樹成蔭

線型公園線型公園線型公園線型公園

風－迎風起舞風－迎風起舞

蘆洲站蘆洲站蘆洲站蘆洲站

水－在水一方水－在水一方

三民高中站三民高中站三民高中站三民高中站

沙沙－獨立沙洲－獨立沙洲

三和國中站三和國中站三和國中站三和國中站

圃圃－飛越花圃－飛越花圃

三重國小站三重國小站三重國小站三重國小站

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設計主題發展





軌道側牆版:

設置[風及鷺鷥]為主題之短幅藝術圖案或照片,以呼應本站設計主題

(詳見2.2-29a,2.2-29b及2.2-31)

　座椅採自然造型為主,並搭配地坪圖案,呼應設計主體

　或以公共藝術方式徵選之

(詳見2.2-26及2.2-27)

傢俱: 



通風井造型採沙堆及鳥巢之意象通風井造型採沙堆及鳥巢之意象通風井造型採沙堆及鳥巢之意象通風井造型採沙堆及鳥巢之意象，，，，
成為都市景觀中之有機性雕塑品成為都市景觀中之有機性雕塑品成為都市景觀中之有機性雕塑品成為都市景觀中之有機性雕塑品。。。。

室內設計以白鷺鷥之姿態及線室內設計以白鷺鷥之姿態及線室內設計以白鷺鷥之姿態及線室內設計以白鷺鷥之姿態及線
形形形形、、、、色彩闡釋色彩闡釋色彩闡釋色彩闡釋，，，，呈現於地坪呈現於地坪呈現於地坪呈現於地坪、、、、
天花天花天花天花、、、、牆版之圖案與藝術牆版牆版之圖案與藝術牆版牆版之圖案與藝術牆版牆版之圖案與藝術牆版





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



車站建築規劃設計概要車站建築規劃設計概要車站建築規劃設計概要車站建築規劃設計概要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6＞＞＞＞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藝術創作除本身作品外藝術創作除本身作品外藝術創作除本身作品外藝術創作除本身作品外，，，，經常涉及照明需求經常涉及照明需求經常涉及照明需求經常涉及照明需求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承載或安裝結構安全估算及設置地點承載或安裝結構安全估算及設置地點承載或安裝結構安全估算及設置地點承載或安裝結構安全估算及設置地點
周邊環境介面整合等必須協調之工作周邊環境介面整合等必須協調之工作周邊環境介面整合等必須協調之工作周邊環境介面整合等必須協調之工作，，，，而溝而溝而溝而溝
通之良痞卻足以影響作品完工品質及完工時通之良痞卻足以影響作品完工品質及完工時通之良痞卻足以影響作品完工品質及完工時通之良痞卻足以影響作品完工品質及完工時
程程程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6＞＞＞＞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藝術創作與工程介面之協調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公共藝術與工程有不可分之關係公共藝術與工程有不可分之關係公共藝術與工程有不可分之關係公共藝術與工程有不可分之關係，，，，尤其是後規劃之尤其是後規劃之尤其是後規劃之尤其是後規劃之
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公共藝術，，，，與主體建築之介面關係與主體建築之介面關係與主體建築之介面關係與主體建築之介面關係，，，，諸如燈具安裝諸如燈具安裝諸如燈具安裝諸如燈具安裝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管線路徑管線路徑管線路徑管線路徑、、、、結構承重結構承重結構承重結構承重、、、、介面收邊等細節介面收邊等細節介面收邊等細節介面收邊等細節，，，，必必必必
須事先協調須事先協調須事先協調須事先協調，，，，其對口涉及土建其對口涉及土建其對口涉及土建其對口涉及土建、、、、水環包商水環包商水環包商水環包商，，，，而藝術而藝術而藝術而藝術
家對相對於工程較為陌生家對相對於工程較為陌生家對相對於工程較為陌生家對相對於工程較為陌生，，，，而非工程單位之承辦人而非工程單位之承辦人而非工程單位之承辦人而非工程單位之承辦人
更為困難更為困難更為困難更為困難，，，，如主體工程契約中納入建築師應協助辦如主體工程契約中納入建築師應協助辦如主體工程契約中納入建築師應協助辦如主體工程契約中納入建築師應協助辦
理公共藝術之介面協調工作規定理公共藝術之介面協調工作規定理公共藝術之介面協調工作規定理公共藝術之介面協調工作規定，，，，則可收事半功倍則可收事半功倍則可收事半功倍則可收事半功倍
之效之效之效之效。。。。



新店線古亭站新店線古亭站新店線古亭站新店線古亭站-- 邂逅邂逅邂逅邂逅（（（（都會臉譜都會臉譜都會臉譜都會臉譜））））

板橋線板橋站板橋線板橋站板橋線板橋站板橋線板橋站-- 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進化的軌跡 土城線土城站—金城傳奇

5

中和線南勢角站中和線南勢角站中和線南勢角站中和線南勢角站————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青春美樂地

新店線台大醫院站新店線台大醫院站新店線台大醫院站新店線台大醫院站
--蓮花持蓮花持蓮花持蓮花持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7＞＞＞＞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公共藝術設置案如為整體環境藝術化或空間結構改公共藝術設置案如為整體環境藝術化或空間結構改公共藝術設置案如為整體環境藝術化或空間結構改公共藝術設置案如為整體環境藝術化或空間結構改

造形式之公共藝術造形式之公共藝術造形式之公共藝術造形式之公共藝術，，，，除由藝術家提出創作理念與實除由藝術家提出創作理念與實除由藝術家提出創作理念與實除由藝術家提出創作理念與實

質構思外質構思外質構思外質構思外，，，，施作方面因該類型藝術創作有較大比率施作方面因該類型藝術創作有較大比率施作方面因該類型藝術創作有較大比率施作方面因該類型藝術創作有較大比率

屬建築工程屬建築工程屬建築工程屬建築工程，，，，介面整合複雜介面整合複雜介面整合複雜介面整合複雜，，，，單獨由藝術家施作恐單獨由藝術家施作恐單獨由藝術家施作恐單獨由藝術家施作恐

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必要性可深入探討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必要性可深入探討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必要性可深入探討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必要性可深入探討。。。。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7＞＞＞＞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藝術創作與施作分工之可行性

–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空間環境之整體美化方案空間環境之整體美化方案空間環境之整體美化方案空間環境之整體美化方案，，，，不僅是單純藝術品創不僅是單純藝術品創不僅是單純藝術品創不僅是單純藝術品創
作作作作，，，，而與工程密切不可分而與工程密切不可分而與工程密切不可分而與工程密切不可分，，，，其衍生之介面其衍生之介面其衍生之介面其衍生之介面、、、、施工範施工範施工範施工範
圍圍圍圍、、、、工程掌控等將更為複雜工程掌控等將更為複雜工程掌控等將更為複雜工程掌控等將更為複雜，，，，可採分段辦理可採分段辦理可採分段辦理可採分段辦理，，，，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徵選藝術創意構思徵選藝術創意構思徵選藝術創意構思徵選藝術創意構思，，，，至於實質設計與施工至於實質設計與施工至於實質設計與施工至於實質設計與施工，，，，建議另建議另建議另建議另
行發包由工程廠商執行行發包由工程廠商執行行發包由工程廠商執行行發包由工程廠商執行，，，，但相關藝術創作構思需經但相關藝術創作構思需經但相關藝術創作構思需經但相關藝術創作構思需經
藝術家審核同意藝術家審核同意藝術家審核同意藝術家審核同意，，，，以專長分工互補完成另一類公共以專長分工互補完成另一類公共以專長分工互補完成另一類公共以專長分工互補完成另一類公共
藝術設置之模式藝術設置之模式藝術設置之模式藝術設置之模式。。。。



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小碧潭站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幸福知道幸福知道幸福知道幸福知道

作品位置分設於廣場區及站體作品位置分設於廣場區及站體作品位置分設於廣場區及站體作品位置分設於廣場區及站體

，，，，藉由車站藉由車站藉由車站藉由車站 “前往前往前往前往”與與與與“到達到達到達到達”

的功能貫穿的功能貫穿的功能貫穿的功能貫穿「「「「通往幸福之路通往幸福之路通往幸福之路通往幸福之路」」」」

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猶如哈利波特故事當猶如哈利波特故事當猶如哈利波特故事當猶如哈利波特故事當

中那個奇妙的中那個奇妙的中那個奇妙的中那個奇妙的9又又又又3/4月台月台月台月台，，，，不不不不

論人們進站還是出站論人們進站還是出站論人們進站還是出站論人們進站還是出站，，，，希望在希望在希望在希望在

此停留在腦海中的將會是一段此停留在腦海中的將會是一段此停留在腦海中的將會是一段此停留在腦海中的將會是一段

段甜美幸福的記憶和感受段甜美幸福的記憶和感受段甜美幸福的記憶和感受段甜美幸福的記憶和感受。。。。



西側廣場西側廣場西側廣場西側廣場–––– [幸福的預言幸福的預言幸福的預言幸福的預言]



東側廣場東側廣場東側廣場東側廣場––––
[甜蜜的模樣甜蜜的模樣甜蜜的模樣甜蜜的模樣]



南側廣場南側廣場南側廣場南側廣場––––

[我們都是全家福我們都是全家福我們都是全家福我們都是全家福]



車站站體車站站體車站站體車站站體––––

[時光凍時光凍時光凍時光凍]

車站站體車站站體車站站體車站站體––––
[雲在跳舞雲在跳舞雲在跳舞雲在跳舞]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8888＞＞＞＞ 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

– 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問題研析：：：：

藝術創作之形式有多樣化與可能性藝術創作之形式有多樣化與可能性藝術創作之形式有多樣化與可能性藝術創作之形式有多樣化與可能性，，，，隨著科技之進隨著科技之進隨著科技之進隨著科技之進
步與時代風潮步與時代風潮步與時代風潮步與時代風潮，，，，利用影像利用影像利用影像利用影像、、、、聲音結合聲音結合聲音結合聲音結合3C電子產品之電子產品之電子產品之電子產品之
藝術創作藝術創作藝術創作藝術創作，，，，近年來常呈現公共藝術之領域近年來常呈現公共藝術之領域近年來常呈現公共藝術之領域近年來常呈現公共藝術之領域，，，，但藝術但藝術但藝術但藝術

品之維護保養與壽命則是另一必須重視之課題品之維護保養與壽命則是另一必須重視之課題品之維護保養與壽命則是另一必須重視之課題品之維護保養與壽命則是另一必須重視之課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8888＞＞＞＞ 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藝術創作電子科技化與維護保養

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利用科技及電子產品創作公共藝術其背後因應電子利用科技及電子產品創作公共藝術其背後因應電子利用科技及電子產品創作公共藝術其背後因應電子利用科技及電子產品創作公共藝術其背後因應電子
產品之技術進步快速產品之技術進步快速產品之技術進步快速產品之技術進步快速、、、、使用壽年使用壽年使用壽年使用壽年、、、、更換難易度更換難易度更換難易度更換難易度、、、、維維維維
修成本等課題卻是興辦機關所不容忽視修成本等課題卻是興辦機關所不容忽視修成本等課題卻是興辦機關所不容忽視修成本等課題卻是興辦機關所不容忽視，，，，建議針對建議針對建議針對建議針對
裝置完成後因年限裝置完成後因年限裝置完成後因年限裝置完成後因年限、、、、故障而需更換零件部品之物料故障而需更換零件部品之物料故障而需更換零件部品之物料故障而需更換零件部品之物料
來源或全面更新電子產品之可行性均需審慎考慮來源或全面更新電子產品之可行性均需審慎考慮來源或全面更新電子產品之可行性均需審慎考慮來源或全面更新電子產品之可行性均需審慎考慮，，，，
另外維修經費來源及預算編列更不可遺漏另外維修經費來源及預算編列更不可遺漏另外維修經費來源及預算編列更不可遺漏另外維修經費來源及預算編列更不可遺漏。。。。



新店線公館站新店線公館站新店線公館站新店線公館站––––偷窺偷窺偷窺偷窺

南港線昆陽南港線昆陽南港線昆陽南港線昆陽站站站站––––旋旋旋旋



土城線永寧站土城線永寧站土城線永寧站土城線永寧站－－－－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碎片碎片碎片碎片



•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新修正內容於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新修正內容於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新修正內容於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新修正內容於97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19頒布實頒布實頒布實頒布實
施施施施，，，，對於興辦機關作業之相關流程及依據雖然更對於興辦機關作業之相關流程及依據雖然更對於興辦機關作業之相關流程及依據雖然更對於興辦機關作業之相關流程及依據雖然更
為明確為明確為明確為明確，，，，但在執行操作上則需更為細緻謹慎但在執行操作上則需更為細緻謹慎但在執行操作上則需更為細緻謹慎但在執行操作上則需更為細緻謹慎，，，，加加加加
上承辦人員之熱忱與溝通協調上承辦人員之熱忱與溝通協調上承辦人員之熱忱與溝通協調上承辦人員之熱忱與溝通協調，，，，相信能創造出優相信能創造出優相信能創造出優相信能創造出優
質公共藝術質公共藝術質公共藝術質公共藝術。。。。

– 近年來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執行與推動近年來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執行與推動近年來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執行與推動近年來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執行與推動，，，，國國國國
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並逐漸展現成果並逐漸展現成果並逐漸展現成果並逐漸展現成果，，，，
隨著新辦法之修訂隨著新辦法之修訂隨著新辦法之修訂隨著新辦法之修訂，，，，此刻正是重新檢視與探討未此刻正是重新檢視與探討未此刻正是重新檢視與探討未此刻正是重新檢視與探討未
來公共藝術設置之新思維與新方向的好時機來公共藝術設置之新思維與新方向的好時機來公共藝術設置之新思維與新方向的好時機來公共藝術設置之新思維與新方向的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