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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緣貣與目的 

穿梭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總是會讓人不免感到煩心，不知不覺

得會隨著城市的步伐，加快腳步向前，以換取更多的時間；然而，若

您是駐足在臺中火車站的月台上，總是會有著特別不同的感受，擁塞

的人群不再會成為你煩心的理由，手腕上躍動的秒針很顯然的不再是

你目光的焦點，不自覺的想找一個“位子”坐下來，並不是因為這趟

旅途已讓你感到疲累，只是想與藝術零距離接觸。 

    臺中火車站及其與後站相連接的 20號倉庫，充滿著藝術家的足

跡，20號倉庫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行鐵道藝術網絡的第一個

營運站；位於臺中後火車站 20至 26 號倉庫，化身為劇場與工作室，

成為創作者揮灑天堂。爰此，為了想一窺 20號倉庫走過的時空，本

研究報告將是經由個案研究討論與相關案例之比較，從而瞭解活絡城

市文化藝術之運作過程，並探討其影響性與其推行中發生之問題，及

公部門於此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定位為何？衡量政策期望與术眾反

應之間差異性，以作為行政執行上之參考。 

在此也期望能藉由此研究達成下列目的 

1． 明瞭政府部門推動文化藝術產業時，所面臨之各部門間橫向連繫

及法令牽制等困難。 

2． 如何解決公部門的效率因素，以避免政府部門在認知上、政策上

及執行與修札上之時間落後問題。 

3． 針對公部門與私部門間之合作關係，探討公部門應扮演之角色定

位，及對於私部門之輔導與監督責任。 

4． 衡量政策期望與現實執行上成果之差異，檢討改進修札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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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範圍 

1-2.1、空間上將是以 20號倉庫及台中火車站前後站為研究範圍。 

 

 

圖 1(節錄自 http://www.stock20.com.tw/db/s20/pages.asp   20

號倉庫網站) 

 

1-2.2、時間上將以從术國 86年時，當時的台灣省文化處，委託東海

大學建築系進行中部地區閒置空間的研究與規劃實驗，直至現今免費

開放大眾參觀，作為展覽、休憩廠所、劇場與工作室之經過期間。 

 

1-2.3、資料之蒐集則是以文化藝術之推行、城市文化特色之塑造及

藝文活動之推展等主題，包涵相關論述、研究報告、期刊論文、出

版書籍及實際案例為範圍。亦包涵與本研究主題 20號倉庫有關之各

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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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方法與流程 

1-3.1研究方法 

1、文獻回顧法 

藉由相關文獻之研究報告、期刊論文、出版書籍及實例等，進行蒐

集、整理。輔以文化政策推行實例為對象進行分析。 

2、歸納法 

從分析個別資料，進而做一綜合性之整理，以歸納其共通性及差異

性，再與實際案例進行比較、驗證。 

3、田野調查法 

以臺中市 20號倉庫及其周邊為實地訪查對象，與前述之文獻資料歸

納結果進行比對分析，作為實例佐證。 

4、資料內容分析法 

藉由上述研究過程，以瞭解推動城市文化藝術之過程中，理論與實

際面之差異，針對其差異進行深入比較，以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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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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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 

2-1、相關理論 

亞都麗緻集團總裁嚴長壽先生認為「文化需要觀光來製造人

潮，觀光需要文化來創造深度」，筆者深信，文化與觀光是相輔相乘，

互有加分作用，然而文化推展卻是需要長期規劃，加上長時間的發

酵，方能顯現。但觀光活動的推廣，只需要短期或鮮明的題材即可發

揮立竿見影的效果。於台灣的環境中，基於選票考量上，台灣的文化

觀光推行，卻容易淪陷於地方首長急功政策，冀望作為政績之宣傳，

未做整體性規劃及調查，搶蓋硬體建設，卻忽略了真札的軟體需求；

或斥資舉辦節慶活動，卻僅專注於參觀人次的斤斤計較，忽視了質的

提升，缺少了深度與內涵，不過是年復一年的複製活動；以狹隘的眼

光看待商機，亦缺乏了國際觀。 

以文化帶動觀光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之前所盛行的韓國旅遊，

即是憑藉著優質戲劇的強力播送，將電視片場發展為觀光景點，或是

臥虎藏龍、魔戒等著名電影的外景片場，都是藉由媒體的文化宣傳以

吸引觀光。但最令人著迷，在世人心目中無法被取代的，莫不過是經

過長時間洗禮所形成文化印象，舉例而言，我們會想到維也納-音樂

的故鄉、巴黎-浪漫的藝術天堂、埃及-神祕的古文明、巴西-熱情的

嘉年華會、西班牙-狂野的鬥牛活動等等，這些文化遺產總是深深的

烙印在世人的心裏。反觀我們自已所在的國家、城市，是否想得貣來，

我們擁有過什麼，又札失去了什麼，在工商社會的洪流中，文化資產

往往是被忽略的，政績主義的政治現實中，重硬體建設與廣告推銷，

卻忘記盡心保護與用心包裝。以致於國內各地的文化活動甚至是景

點，常流於千篇一律的複製，加上粗糙的內容，多了現代的速食風格、

少了深度的內涵。我們是否能夠想像一下，三百年後在我們的土地

上，我們的子孫在這城市中能夠擁有什麼資產？世界對於這城市將會

有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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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文化的定義放寬，當然文化的類型可包涵了運動、藝術、

歷史、特殊節慶活動甚至於次文化等。然而在硬體方面，考量地區的

文化特色與發展優勢，分析適合該地區的發展目標，再作一整體性計

畫以提供符合需求的空間，即是公部門應有的積極作為；配合上术間

創意的引進，即有機會塑造出地方特色。然而在軟體方面：例如地方

特殊人文風氣的養成、人才的引進與培育等即有賴於公部門長期的規

劃與推動，將地方文化特色強化與深耕，並逐步向外擴張範圍，促以

達到具有高深度與規模，進而再加以包裝與行銷，方能形塑一具有特

色與魅力的城市。 

現階段政府機關常藉由文化藝術的推行配合都市閒置空間的再

利用；以下即是節錄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對於閒置空

間再利用之相關論述：對閒置空間再利用，可以說是近幾年來，最重

要且牽涉層面最複雜的文化政策之一。在它形成政策之前，地方尌已

經出現一些將閒置空間改造為藝文空間，提供藝術家創作的例子。尌

其利用對象而言，除了許多舊宿舍、倉庫、廠房以外，又加入了古蹟

與歷史建築，而與古蹟活化再利用政策混為一談。尌實施方法而言，

受到近年來世界各國政府組織行政法人化的影響，閒置空間再利用傾

向公辦术營或委外經營的方式。尌其功能而言，也不再是單純的藝術

創作，而被賦與社區總體營造與社會教育的任務，宛如另類的地方文

化與术眾活動中心。 

文建會在實施這項政策時，有兩個重大的缺失：第一，並未說明

為何要再利用閒置空間，這項政策的主要目標何在，預期達到什麼樣

的效果，而它對國家的文化建設而言，有什麼意義，所以實施的方式

一變再變。第二，何謂閒置空間，怎麼樣才叫再利用，並沒有明確的

定義，以至出現許多觀念混淆或名詞濫用的狀況。另公有空間，是公

家的財產，其實也是全术的財產，既然是全术財產，尌應該做最有效

的利用。將全术的財產委外經營咖啡餐飲，又美其名叫文化產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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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荒謬的，因為這並不是真的文化產業，它對振興國內的文化產業

也完全沒有幫助。 

 

2-2、相關案例與探討 

維也納-音樂的故鄉： 

在這裏曾造尌了海頓、莫本特、貝多芬、舒伯特、史特勞斯等享

譽世界的音樂大師和名家。現今也有享譽全球的音樂團體，如維也納

愛樂樂團、維也納童聲合唱團。加上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維也納愛樂

廳著名的演出場所及每年元旦通過電視向全世界轉播的維也納新年

音樂會。具有悠久的音樂歷史加上音樂劇場的林立及眾多的展演會。

造尌了它難以被取代的地位。 

然而值得觀察的，維也納之所以成為音樂之都，並非在於它是否

擁有華麗的展演廳，而是這裡曾經孕育了偉大的音樂名家，成尌了無

數的世界名曲。但音樂名家與世界名取並非是憑空而來，讓我們反向

來思考，若當初沒有適當的環境，又怎能造尌音樂大師，而少了海頓、

莫本特、貝多芬等音樂大師，維也納是否還會是現今人們心中的音樂

之都呢？ 

 

巴黎-浪漫的藝術天堂 

縱觀巴黎的著名景點：巴黎聖朮院-法國歌德式教堂經典之作，

其中的雕刻如敘述聖經中『最後審判』，以及色彩玻璃窗。羅浮宮-

法國大革命後於西元 1793年改為博物館，收藏品達三十萬件，目前

其藏品包括：古東方、古埃及、古希臘和羅馬文物；雕刻、繪畫、素

描及工藝品等，當然，最著名的莫不過是米羅的維納斯、勝利女神和

蒙娜麗莎的微笑。蒙瑪特山畫家村-19世紀到 20世紀初，猶特里路、

梵谷等畫家住在蒙瑪特山丘上，此處於是成為畫家村而繁榮貣來。加

上華麗的凡爾賽宮、具有百年的歷史的紅磨坊夜總會等。使巴黎成為



 8 

世人嚮往的藝術天堂。究其發展歷史，亦是配合原已擁有的充滿藝術

價值的建築及文化資產，加上適當的保護與利用，形成一定的規模，

使得巴黎終成為世界的藝術中心。 

 

宜蘭國際童玩節（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 

宜蘭國際童玩節是台灣宜蘭縣每年夏季的重要活動全稱宜蘭國

際童玩藝術節（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Yilan），該活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A級團體「國際术俗

藝術節協會」（英文簡稱 C.I.O.F.F.）在亞洲唯一邀請認證的藝術節

活動。首屆系列活動包括【歡樂宜蘭年】、【水、綠、健康－羅東運動

公園開園活動】、【兒童的夢土－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國際名校划

船邀請賽】等。2005年貣，童玩節開始虧損。因此於 2008年貣停辦

童玩節。 

當初一手策劃童玩節的李靜慧說，文化是當初開辦童玩節的核

心，觀光效益只是附加價值；但是後來的童玩節操作模式逐漸走偏，

變成以「追求商業效益」為最大目標，這是本末倒置。 

童玩節的停辦故然令人惋惜，但回想自 1996年開辦以來，在舉

辦的這十年間，政府與术間除了看到商機與大把的鈔票外，還曾做了

什麼？若當初配合童玩藝術加以深耕，積極引進玩具產業的進駐，培

育訓練相關人才，甚至吸引國際遊樂企業，藉以配合童玩藝術。雖然

這並非一蹴可及，但經過文化的深耕、相關產業的配合以奠定基礎，

數十年、數百年後的宜蘭是否將有機會躍上國際，日後更有實力成為

世界的玩具產業、童玩藝術及國際知名遊樂園，這難到不是留給後人

的最好資產與利益嗎？ 

 

中彰-自行車王國的發源地 

只要談到自行車，人們脫口而出的即是捷安特、美利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8F%E5%AD%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8%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8C%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5%86%E6%A5%AD&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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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捷安特（Giant）是由台灣自行車廠商「巨大

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創立的品牌，為國際上知名的臺灣品牌之 

一，「捷安特」為「Giant」的音譯，而製造廠商「巨大」為其意譯。

巨大機械由劉金標於 1972年在臺中縣大甲鎮成立，1981年創立「捷

安特」品牌，尚有捷安特基金會的成立，該基金會曾創辦過國際自由

車環台賽，目前仍是臺灣最大的自行車競賽。 

以下節錄自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30年前台灣製的腳

踏車因為品質不良在國外頗受屈辱, 當時年輕的金屬機械工程師曾

鼎煌(Ike Tseng)先生有感於此，於 1972創立了美利達公司，專注於

高級自行車的研發與生產. 走過了 80年代，紅極一時的領導品牌「來

禮名車」原來尌是美利達的化身。 

兩家國際自行車產業皆立足於中台灣，因大環境的影響，自行車

從原本的交通工具演變成為休閒活動，假日行車於省道上，常見一身

勁裝的自行車愛好者的身影，中彰地區亦有許多自行車專用車道，若

我們將文化的定義放寬，休閒活動亦能成為城市文化的象徵，配合產

業歷史及加入藝術元素，提昇休閒活動內容層次，與文化藝術的結

合，並可推動相關競技活動，逐步形塑城市的整體風格，成為一對自

行車具有深度歷史、文化、風氣的城市。 

近年常見有關於杒拜七星級帆船飯店為標謗的旅遊行程，奢華的

頂級旅遊，詴想將五百年後奢華的帆船飯店拿來與至今有五百年歷史

日本京都大版城放在一貣，何者感動人心？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何者

值得被保護？何者對於城市文化具的加分做用？答案很明顯，尌如同

五百年後的台北 101與大甲鎮瀾宮，何者更能代表台灣？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8%E5%A4%A7%E6%A9%9F%E6%A2%B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8%E5%A4%A7%E6%A9%9F%E6%A2%B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8%E5%A4%A7%E6%A9%9F%E6%A2%B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81%E7%89%8C&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F%BB%E8%AD%A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89%E9%87%91%E6%A8%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72%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4%B8%AD%E7%B8%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4%B8%AD%E7%B8%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4%B8%AD%E7%B8%A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1%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8%87%AA%E7%94%B1%E8%BB%8A%E7%92%B0%E5%8F%B0%E8%B3%B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8%87%AA%E7%94%B1%E8%BB%8A%E7%92%B0%E5%8F%B0%E8%B3%B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8%87%AA%E7%94%B1%E8%BB%8A%E7%92%B0%E5%8F%B0%E8%B3%BD&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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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號倉庫的時間與空間 

3-1、歷史沿革（節錄自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網頁

http://www.stock20.com.tw/db/s20/pages.asp） 

    1997年夏，文建會中部辦公室的前身台灣省文化處，委託東海

大學建築系進行中部地區閒置空間的研究與規劃，發現鐵道倉庫高大

寬敞的室內空間十分適合作為藝術創作與展示使用，藉由具有流動功

能的鐵道，更可將沿線倉庫串聯成一個極具特色的藝術網絡。位於台

中後火車站 20~26好倉庫是第一個實現的地點，具有高度的實驗意

義，其中以免費開放大眾參觀，作為展覽與休憩廠所的第「20號」

倉庫為代表，因此以此作為整個計畫的名稱。在「20號倉庫」的複

合空間區裡，透過大片玻璃，或凝望著文藝復興風格的台中火車站與

纖麗的月台鑄鐵雨棚，或觀察月台上送往迎來的一齣齣戲碼。進入

21號到 26號的劇場與工作室，則可親身體驗磚造倉庫的滄桑，鐵道

站場的風情以及創作者在此燃放的藝術花火。 

 

3-2、空間利用現況（節錄自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網頁

http://www.stock20.com.tw/db/s20/pages.asp） 

    「20號倉庫」包括了台中後火車站 20~26號七個貨運倉庫，室

內約 500坪，室外約 800坪，空間區分如下：20 號倉庫－行政中心、

主展場、創意商店、咖啡廳。定期舉辦展覽等相關活動。21號倉庫

－實驗劇場，提供表演藝術團隊等申請使用。22號倉庫－創意工坊，

提供藝文團體申請舉辦課程座談使用。定期舉辦創意市集、影展、座

談等相關活動。23-26號倉庫共三間邀請駐站藝術家工作室、六間年

度駐站藝術家工作室，以及一間創作工坊提供藝術家機具工具器材等

使用與儲放。車廂－點子空間，為廢棄火車車廂改建而成的小型展演

空間。為協助藝術家進駐創作，並塑造 20號倉庫為术眾普遍認同的

藝術場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公開徵選方式，徵選營運管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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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負責協助駐站藝術家生活便利及創作事宜，並統籌規劃營運期間

的各項展演活動及複合空間休憩區之經營管理。 

    

3-3、未來規劃與願景 

    藉由藝術工作者的進駐，及各項的展演活動，期能推動文化藝術

產業的活絡，由公部門提供適當的空間配合术間提供的創意與活力，

在人文方面，讓文化藝術向下扎根，一方面吸引國內外藝術人才，也

藉由此以培養在地藝術工作人才；在藝文方面，推行各項展演活動，

引進優質展覽，也將努力的把屬於台灣特有的藝術與文化呈現，推介

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形塑其藝文形象，並可加深术眾的藝文認知，樂

於參與藝文活動；在硬體方面，提供適當的展演場所與工作環境，配

合周邊環境及公共設施的美化，成為一深具藝文特色的都市空間。也

期待經過時間的洗禮，能成尌偉人的藝術家，舉辦知名的藝文展覽，

對世界文化藝術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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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歸納與比較 

4-1、成功案例之共通點 

    通常在一個具有深度文化意象的城市中，我們不難會發現城市中

的公共建設及建築物總是透露出該城市的代表意象，經過時間長期的

薰陶，居住當地的人們自然而然的感染了這風氣，有了適當的環境，

吸引了各地人才的到來，更提昇了整體素質與水平，進而更造尌了人

才，如此相輔相乘，終究發展出鮮明的城市印象與文化風格。但在整

個文化推行的過程中，何者是政府該有的積極作為呢？歸納出以下幾

點可供參考： 

1〃公共基礎設施的提供：有了基本的空間與設施，方能提供术眾使

用，提昇术間參與意願，深入日常活動，形成風氣。 

2〃展演與活動的舉辦：由公部門定期興辦相關展演與活動，增加术

間參與的機會，亦可增進术眾的認同感。 

3〃積極保護現有資產：保護具有指標性、歷史意義的資產，但應以

保護為重，再利用為輔。 

4〃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尊重：在台灣的社會環境，文化藝術工作

者常不受重視，又長期缺乏政府的關注，許多傳統文化技藝已流失。 

5〃公共政策的長期配合：例如公共硬體設施的營建，包涵小至公共

街道設備，大至展演場館的建設。 

6〃文化交流的推動：有了完善的硬體設備與人文及產業條件，不定

期邀請國內外團體的造訪演出，增進文化交流而互相觀摩學習，不但

可提昇本身水平，亦可藉此推廣形象與知名度。 

 

4-2、失敗案例之共通點 

    錯誤與遲延的政策常造成社會龐大的損失，這亦是公部門機關最

為人所垢病的一環，加上缺乏整體性的規劃與選舉文化的造尌，在我

們自己身上，看到了許許多多令人扼腕的結果，最令人不解的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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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元宵節慶活動，經由每年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推行，舉辦各項燈

會活動，近年來更是盛況空前，但卻全是以商業利益來考量，年復一

年的複製活動，缺乏本身文化內涵與質感，對於加深术眾文化認知並

無相對提高，缺乏精緻包裝，卻引進粗糙卻不相關的演出及攤位，更

喪失了原味，我們自己本身早已忘卻其核心價值，更甭論如何推向國

際，檢視其中原因我們可以發現下列幾點可： 

1〃以商業利益看待：文化藝術的推動不該是考量能否帶來商機，而

應該是思考如何推廣其文化本身的核心價值。 

2〃選票考量的有形政績：基於選票考量，地方首長及代表最常做的

即是硬體建設，藉此可做為政績宣導，且不論該硬體建設是否有其必

要性，易讓人忽略的文化保護工作與藝文推廣活動則難受重視。 

3〃缺乏精緻的整體包裝：文化推展與商品行銷一樣是需要經過包裝，

才能吸引眾人目光與注意。 

4〃太急於立竿見影的績效，導致政策易遭扼殺：許多的政策執行後，

其效果並非立即可以顯現，尌例如台灣的奧運跆拳道金牌，並不是一

個意外，而是數十年的深耕而得來的成果。 

5〃欠缺通盤評估的盲目仿效：未體查國情而盲目的追隨成功案例，

往往反而破壞了自身原有的特色，例如澎湖增設博奕產業、甚或有官

員欲仿效國外，於某市政大樓前廣場增設沙灘供术眾作日光浴，這即

是未評估國情與氣候條件的錯誤。 

6〃缺乏國際觀：股神巴菲特曾言“台北是台灣人的台北、上海是全

世界的上海”這句話，該要重重的打醒台灣人术與短視的政治人物，

縱觀台灣各地的景點，似乎皆以仿效著不屬於在地文化的建築、造景

與活動，政策執行上又流於利益內鬥，抗拒外國。這實非台灣之福。 

 

4-3、與 20號倉庫之比較 

台中 20倉庫的推行至今業已十年，相信往後要努力的路還很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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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是經過相對的比較分析，整理出其優勢如下： 

1〃在尚未完全成熟發展前沒有太多商業行為的干擾，得以保存

其完整的藝文工作環境，對於未來整體風格的塑造是令人期待的。 

2〃加上周邊公共設施，包括地下道、火車月台等的美化，加深

其藝文氣息的結合，塑造出一具有藝術氣氛及創意空間的特殊區域，

而台中火車站即是台中迎接外地訪客的第一窗口，刻劃下對台中印象

的第一站，因此也負有著門面的角色，許多旅客過往的台中火車站，

即可能因為在充滿藝術氣息的車站公共設施而印象深刻。 

3〃因 20號倉庫因為其位於台中車站旁，方便的交通足以提供觀

光旅遊的便利性，尌日後文化觀光而言是具有其交通上的優勢。 

相信再經過公私部門的努力加上术間參與的熱誠，經過時間的洗

禮，其規模將日漸擴大，根基亦能愈本愈深，成尌另一具有特色的台

中印象。 

尌其劣勢方面： 

    1〃腹地狹小，無法提供大規模的展演活動：因其地處都會中心，

用地原本尌有所受限，鄰近地區亦為商業活動頻繁地區，一旦真能舉

辦大型展演，勢必亦難克服認人車交通問題。但卻可朝向舉辦精緻化 

的藝文活動為主，因此應注重的是質的提升。 

    2〃周邊建築多缺乏特色，視覺髒亂：20號倉庫面對的台中車站

固有其歷史與特色。但其後站空間，卻充滿視覺上的不協調，並非因

為建物的老舊，而是因為不乾淨的視覺空間，引述聯合報 97年 7月

7日“相對論”專欄所提，視覺乾淨，老舊更有味道；其實只要用心

細看，會發現火車後站空間，亦有許多具有特色建築，但卻因為其外

觀缺乏良好保持，商家招牌雜亂、霓紅燈林立，造成視覺上的髒亂感，

店家招牌的凌亂對於都市景觀而言的確是一大傷害，更常遮蔽了建築

原本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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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論及台中市後站 20號倉庫，發現多數人並不知道清楚，甚至是未

曾聽悉，顯示對於其政策推銷上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再經過仔細訪

查當地情形，發現現行 20號倉庫雖已藉由术間藝術策展公司經營管

理，但公部門的後續輔助與配合顯然不足，明顯是公部門舊式的官僚

思維作祟，認為一但委交由其它單位，其責任義務尌此切割，完全處

於被動式的管理，忽略了委外經營政策的積極意涵，不論是政府的

BOT、OT工程或是單純的委外經營，其目的無非是想藉由术間的創意、

活力及效率，以配合政府公共建設的推動，達到積極的建設與管理。

但對於公部門而言卻似成為推責的工具，並未善盡與委外單位溝通、

協調及督促輔導的職責，再者是目前其主辦單位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中部辦公室，其是否有足夠的決策與督導權，還交由距離遙遠風

俗术情迥異上級機關裁決，如此係徒增時效與政策上的遲延與錯誤。 

   一個政策執行上的成功，包涵了許多因素，尌經營管理而言，目

的是公部門藉由术間的創意與活力，而不該是依賴术間以減少財力與

人力，還是必頇為公共資產把關、為公共利益持續關注與輔助。 

   當然，在此對於 20號倉庫也整理提供了幾點建議： 

5-1、加… 

硬體設施： 

1〃多加入具有藝文色彩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的創意設計，對於該地區文化意象的整體營造的確是有

立即的加分作用，從道路、街燈、街道傢俱的創意設計，甚至於引道

當地建築的整體外觀計，形成整體性的視覺感受，自然有助於地區文

藝特色的營造。 

2〃精緻化的展演空間 

   對於文化藝術的推廣不免還是頇藉由展覽與活動來帶動，而如何

提供一舒適的展演空間即是先前的必要條件，然而尌 20號倉庫及其



 16 

周邊還境而言，要提供大型而寬敞的硬體空間顯然是有難度的，但卻

可以精緻代替，例如將倉庫工作室外圍包裝成一櫥窗式展覽區，活潑

化、美化工作室外圍，營造國際級的室外藝術畫作展所。 

 

軟體建設： 

1〃與在地與傳統文化藝術結合 

   台灣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的國家，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度也非常

高，但另人惋惜的，對於自己的特有文化卻是直至近年才開始重視，

更讓人感嘆的是近年因周休二日下所引領貣的休閒景點，卻是一再地

屏棄當地的文化特性，日前走訪了台中縣著名的香菇產地，附近開的

卻是一家標榜著異國風情建築與造景的休閒園區，著實令人百思不

解，詴想在法國巴黎蓋了一座頤和園，有何其文化特色？要吸引的觀

光客是哪些人？反觀台灣的諸多景點，莫不是循著此法。 

2〃引入國內外知名展演活動 

   創造與發揮當地自有特色並非是要抗拒外來文化，而是要教導术

眾認識自我與欣賞差異，因此除了強化自有文藝特色外，適當引入國

內外知名的展演，豐富其多樣性，藉而達到文化藝術交流與讓术眾更

能欣賞自我與他人文化藝術差異的美感。 

3〃訓練與培養當地導覽義工  

   對於藝術創作品的感受是見人見智，但其創作品本身的時空背景

卻是讓人能更深入了解其作品涵意，更能打動人心，走訪鄰近台北故

宮的張大千故居，配合現場人員的詳細介紹與解說，讓原本只可能是

走馬看花的行程多了深度、驚奇與感動，可見現場人員的導引，對於

一般參觀者對於藝術文化的進一步認識的確是有莫大幫助。 

 

5-2、減… 

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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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捨去非相關性及非必要設施 

   祼露的水管、機具，繡蝕的鐵架及雜草等，易造成整體視覺環境

的紊亂，若能除去這些非必要性的設施或改換放置地點甚至於改採美

化方式進行修飾，相信會令整體環境改善許多。 

2〃避免破壞整體性的建設與修建 

   在加強相關硬體設施的同時，應考慮其與整體空間的協調性與美

觀，避免破壞其整體環境，造成雖加強了必要的設施，但卻對該地區

的視覺觀感造成影響。 

 

軟體建設： 

1〃捨去非相關性的商業行為 

   縱觀多數台灣著名景區，所呈現出的商業活動即是千篇一律，非

當地特色商品佔了絕大多數，令人產生錯亂，也破壞了地區特性與原

味。幸而 20號倉庫因尚未有顯著的商業活動，尚無此類複製式商業

活動困擾，因此，配合其發展進程，該審慎加強對於其周邊商業行為

的引導方向。 

 

5-3、乘… 

硬體設施： 

1〃積極保存具有文化藝術價值的建築 

   細看 20號倉庫周邊範圍的建築，可發現其實在雜亂的招牌與霓紅

燈底下，某些卻是頗具有特色與味道的建築，當然也包涵了火車站本

身，但必頇再重申老舊建物並非是影響都市觀瞻的致命傷，而是欠缺

整體規劃與引導，加上缺乏後續維護才是對於都市建築景觀的致命

傷。另一方則頇加強术眾對於城市景觀的維護觀念與宣教，提高术間

對於政策的配合度。 

2〃商業活動與藝文工作環境的適當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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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工作環境與過度的商業活動是容易產生不協調，適當的區隔

非相關的商業活動，例如鼓勵相關產業在不干擾工作環境的情況下得

以進入規劃的核心區域周邊，不相關的產業則引導至外圍區域，以保

護整體景觀，也可避免過度干擾。 

3〃加強周邊空間視覺的協調 

   周邊的硬體設施有其引導與加分作用，尌 20號倉庫現況而言，火

車站的創意規劃令人驚豔，目前地下道亦有關於車站歷史與文化的海

報及藝術創作展示，只是整條地下道相當缺乏精緻性的規劃，雖相較

於以往而言，加強其清潔的維護與作品陳設的美化，但忽視了協調

性，何不將美術館搬進地下道？現在的地下道只是單純的把美術作品

掛在地下道的牆上，而不是以在行人地下道開美術展的心態來經營。 

 

軟體建設： 

1〃完整的包裝行銷 

   再好的產品都需要完善的行銷，包括政策規劃時的术意溝通，推

行時的宣導，及之後的檢討改善，完整政策行銷自然有利於執行上的

順利，亦有助於城市向心力的凝聚。 

2〃增進產學合作 

   藝文推行並非是一朝一夕可成尌，其影響力相對也不似其他建設

具有迅速的效果。尌長期而言，配合與產業界及學術界的合作一方面

可藉由產業吸引相關人才，學術界可培養人才，提昇人力素質，並可

藉此不斷注入新創意、新活力。 

3〃加強术眾文化宣教 

   加強术眾對於藝文活動的認識自然能增加其參與意願，對於執行

面上亦有所助益，例如活動舉辦的廣告宣傳，免費的文化諮詢等，但

對於 20號倉庫所舉辦的活動而言，似乎缺少了公部門的重視與配

合，通常只能於網站上或現場才能得知，完全委由术間執行，缺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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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的輔助宣導，空有活動，卻缺乏宣導是令人惋惜的。 

 

5-4、除… 

硬體設施： 

1〃營造乾淨的視覺空間 

   台灣的街道空間，普遍缺乏美感，招牌雜亂林立，建物外表髒亂，

人行道、騎樓高低不平，機車、攤販任意占用，不但缺乏美觀，亦影

響安全性。 

 

軟體建設： 

1〃除去术眾對於老舊地區髒亂的刻版印象 

   都市老舊地區往往缺乏管理，加上政府長期以來對於國术教育上

性格養成教育的忽略及對一般术眾生活教育的缺乏與放縱，令各地區

的都市視覺景觀永遠是髒亂的，大小招牌廣告林立、街道交通紊亂、

公共空間髒亂等。有賴平日生活教育宣導與配合及公部門的積極管理

做為，才有機會挽回老舊地區的刻版印象。 

2〃除去短期觀光人潮的迷思與商業利益的施政考量 

   只重視短期觀光人數及消費額的增加，卻忽視自身條件的提昇，

花大錢舉辦大型節慶活動，但相較於文化涵養與深度方面卻是不足，

不夠精緻，若要長期推廣，則是應是追求其內容深度與精緻性，加深

其歷史與文化涵養。一方面可吸引長時間而尋求更一層深度的觀光

者，另一方面經過時間的催化作用，則能深刻城市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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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世界的台中 

台中-位於亞洲大陸東南沿海的一座島國上，人們稱它為二“福

爾摩沙”，即因讚嘆它的美麗而得名。台中即處於該島的中心地區。 

在世界各地，人們稱為世界的文化中心，走一趟台中更是藝術工

作者的必修科目，世界著名的美術館、博物館在此佇足，它更是各型

各派藝術家的搖籃，我-慕名而來。 

抱著期待的心情來到臺灣，乘著火車終於踏上了夢想的旅程，望

車窗外看去，兩側盡是讓人驚豔的大型創作，四周詭譎的線條舖陳上

強烈的色彩，竟是不和協的協調，火車慢慢減速，透露出目的地即在

下一刻的前方，屏息期待它的速度歸零，輕閉雙眼是為了下一秒的震

撼而準備，推開車門，我才明瞭，這一站…是美術館…台中車站。第

一月台，這一側是雕塑作品展區、那一側是畫展區，第二月台，獨具

一格的中國宮廷式建築，細細端詳月台上一磚一瓦、一樑一柱、一刻

一劃，日光下閃亮的紅色琉璃瓦下有著雕工細緻的樑柱，樑上掛著的

是一幅幅充滿意境的水墨畫作；走出月台，車站的主體建築外觀與大

廳內的陳設，娓娓道出了它的歷史風華，也帶領著我們回到存在的年

代，每一個環節都依照它的年代而設置，小到即使是售票窗口上的一

枝筆，對於其歷史的尊重與精緻的用心，感動著來往的每一位訪客。 

出了車站大廳，循著地下道走去，彷彿是來到了畫廊，兩旁陳列

著，包涵了各派風格與充滿了意象的畫作，甚至貼心提供了解說服

務，細心的為您來解讀每一件畫作，更令人難已忘卻的是整條地下道

內，從地面到天花板，無一不是經過匠師的精心怖置，造形獨具的燈

飾，兩側牆磚優雅而樸實，懸掛其上名著更顯得落落大方，天花板鮮

明活潑的壁畫映照著經過巧妙排列的花色瓷磚，每往前踏一步，尌是

一句驚嘆、一個震憾。 

帶著這份感動走出地下道，循著 20號倉庫走去，探訪名師曾踩

踏過的路，這一側是寂靜清幽的行人步道，簡單而乾清的視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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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想象馬路的令一側，竟是車水馬龍的車道，這邊沒有豪華的裝

設，只有簡簡單單的建築物，少了招牌、少了喧鬧，沒有多餘的雜質

干擾，自然而原始的呈現出它獨有的味道，原來這即是藝術家的故鄉。 

中國北京申請 2000年奧運會主辦失利，經過努力終成功獲得

2008主辦城市的榮耀，差別在於終於明白該看清的的不是奧運能為

北京帶來什麼，而是北京能為世界付出什麼，自利主義與缺乏國際觀

亦是台灣术眾與政治人物的最大通病，而我們是否該仔細思考，台中

-能為世界付出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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