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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灣公共藝術政策的制定係以美化環境，提升公民審美意 識，透過
公共藝術設置於生活環境中的潛移默化，形塑文化公民為目的。自民國
81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頒布後，其中第九條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
公共藝術，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造物造價百分之一。」要求所有機關
依法設置公共藝術。至此，公共藝術百分之比法條成為國內公共藝術設
置作品之依據，而民國87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頒布與施行，更造成國
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但是，臺灣早期推動公共藝術
時，多數民眾慣性認知下的公共藝術，經常是指存在公共空間中的偉人
雕像或各類雕塑品。公共藝術政策在歷經10餘年的粹煉與努力下，早已
擺脫遠離當年「照顧藝術家生活」或「美化建築物或環境」的單純意旨，
當然亦不再只是建築物的裝飾品而已(周雅菁，2011)。公共藝術的作品
型態從早期以戶外雕塑作品為主，漸次發展到現在愈來愈多元的型態
(如計畫型、節慶型等形式)。
現代公共藝術的議題涉及藝術、空間、設計、社會、人文等領域，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公共藝術」如其名即為兼具「公共性」與「藝
術性」之藝術作品，除了作品本身之「藝術性」外，更需注重它的「公
共性」
，
「民眾的參與」則是其重要的指標之一，而參與的方式可以從公
聽會到票選選藝術家及作品，甚至是實際參與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其
中，「公共性」除了意味著作品存在的地點是一與民眾生活密切關係的
場域外，其藝術的表現手法亦需是大眾可理解與接受。「公共性」可以
包含有許多的層次，從公共藝術的設置討論是否經過公共的程序，到藝
術品的產生是否該讓社區居民參與創作，都有公共性的議題存在(陳姿
香，2011)；而「藝術性」則被界定為其製作歷程必須是由藝術家創作
而得，且作品與觀者的審美經驗與美學感知產生共鳴(張啟文，2010)。
臺灣公共藝術在發展的過程中，近年特別強調「民眾參與精神」
，
是以，公共藝術中之民眾參與機制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中即明定為興辦
機關於設置公共藝術作品時之應辦事項，而民眾參與的執行亦可由機關
自辦或交由藝術家辦理等。民眾參與之方式與種類繁多，但如何讓民眾
參與落實或讓作品本身之設立更具有公共性之意義，則應透過各種管道
充分宣傳，邀請民眾實際參與公共藝術設置，增加民眾對於公共藝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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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以減少或降低因設置公共藝術作品而引發的居民抗爭與衝突事
件，並可藉此提升民眾的美學感知，形塑地區之場所感與認同感，而此
亦是本研究計畫之目的。

二、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公共藝術具有屬於設置空間及其時代的獨特性，且是藉由「藝術家
（藝術創作）
」、
「公共空間」以及「民眾參與」三者，在「政府及專業
者（如各縣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等）」提供適當的支援之下，共同展開
的一種包含「藝術」
、「生活」與「文化」的社會運動(陳其南、陳琳)。
一般而言，「民眾參與」可以輔助公共藝術作品中公共性的擴張、增加
藝術教育的深度與廣度，並提升作品與在地人、地、事、物之間的對話，
甚至可能將「民眾參與」的成果直接轉化為作品本身。
民眾雖然對於公共藝術已不再陌生，且能普遍接受，但曾有學者指
出，我們的公共藝術大多是由公部門和藝術家所賦予的，即使也有些互
動式的作品，亦仍然是創作者規範下的產物，一般大眾少有主動積極投
入的機會，所以也難以見得經由公共論述與集體認同所創造出的公共藝
術。而「民眾參與機制」設置的目的，即是希望藉由計畫的辦理，得以
強化參與民眾對於生活、居住空間的關注與認同感，進而創造出一個深
具向心力「公民社會」
，並增加民眾的美學感知，在對地方的認同感中，
讓「美」能真正地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自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於民國 87 年頒布之後，臺中市已依法完成 176
件公共藝術作品設置。而自 99 年臺中縣市合併後，本市依法設置完成
之公共藝術作品亦達 30 件之多，其中 11 件為政府機關興辦、19 件為學
校興辦。本研究計畫以 99 年迄今已設置完成之設置案為主要研究範圍，
針對其中「民眾參與計畫」部份之規劃執行與成效及其後續效應作一研
究探討，以歸納分析出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中「民眾參與計畫」執行之
現況與操作模式，據以瞭解「民眾 參與」經由法令行政化、機制化的操
作後，是否能滿足於當初用以美化環境與提升公民美學意 識的政策理
念，或僅是被動的滿足於計畫執行者的需要，導致公共藝術仍普遍存在
著公共性匱乏的問題，並由此提出建議，以利於日後業務執行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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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興辦機關落實「民眾參與」之理念與目的。
在臺中市公共藝術的設置經驗中，依百分比法令執行的公共藝術作
品中，其「民眾參與」多以強調美學教育宣導為主，而這其中又以學校
型的公共藝術為主軸，或者是以公開辦理的設置說明會、藝術家講座
等，使得公共藝術設置理念中所強調的「民眾參與機制」常落於片面形
式化，導致民眾在活動結束後，對於該空間、設施的關注度與參與度日
益消減，未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有效、長久性的擾動，而在美學基礎
教育上，則不易看出成效。由興辦機關與藝術家主動的以藝術介入的方
式進行地方文化、藝術擾動，雖在量化方面，於數據上有顯著的成長，
但在品質方面，
「民眾參與機制」對民眾的影響卻仍不顯見。
因此，針對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中「民眾參與機制」的執行模式，
仍有待興辦機關對其理念之深入了解與重視，以使民眾得以藉由公共藝
術設置的參與而產生討論、因公共設施而走入公共空間，讓它可以成為
一個地標、建立共同的生活記憶、美化空間、潛移默化公民的美學素養，
並漸進式地提升生活品質。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為求完善瞭解本市公共藝術民眾參與之真實狀況，以論文研究中之
質化研究方法，從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輔以量化的問卷調查，以求確切
之研究結果。本研究計畫針對本市自 99 年迄今已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
案為主要研究標的，並輔以其他縣市優秀之案例，以分析目前本市民眾
參與計畫之現況，並對日後本市辦理公共藝術民眾參與計畫提出執行建
議。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文獻資料的來源，主要以本局建檔資
料、法令規範、雜誌文章、學術專論等相關領域之相關書籍資料，對歷
年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完成作品中之民眾參與部分作資料整理、分析，
以建立本研究之論述基礎，並由此歸納出臺中市過去民眾參與的執行經
驗與問題。
(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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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市自 99 年迄今已完成之 30 件公共藝術設置案為調查範圍，針
對「公共藝術設置－民眾參與計畫」進行問卷調查，調查該單位於公共
藝術作品設置期間及設置完成至今，民眾之參與度與滿意度。問卷內容
包含該單位公共藝術設置中民眾參與計畫之基本資料、民眾參與計畫執
行中及執行後對地方與民眾生活的擾動成果與影響，以及於執行過程中
曾遭遇過之困難等相關問題。
(三)田野調查
由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出「民眾參與計畫」中具成功性之案例與民眾
反應較差之案例各 2 件進行田野調查，透過實地參訪了解臺中市公共藝
術設立過程中之民眾參與方式及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
(四)資料彙整分析
藉由上述研究方法所產生之各項資料，彙整出本市公共藝術之民眾
參與狀況，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事項。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 文獻分析
1.研究過程
近年來，因公共藝術設置中「公共性」議題的強調，許多縣市機關
在辦理公共藝術設置時，靈活運用各種型態的民眾參與方式，規劃出各
具特色的計畫，進行公共藝術對於在地的擾動，企圖藉由公共藝術的介
入，引發在地的質變，如第三屆公共藝術獎入圍「最佳民眾參與獎」的
國立臺灣博物館興辦之「臺博系統古蹟修復工程暨第二典藏大樓新建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案」
，此案在規劃執行上以「2010 好時光公共藝術節」
為活動標題，包含永久性及臨時性藝術設置兩部分，希由藝術節的辦
理，多元的擾動設置基地與周邊環境，而在民眾參與計畫上，則規劃了
120 場有關古蹟、博物館、公共藝術作品的導覽活動；18 場古蹟與藝術
創作工作坊；14 場藝術家座談；在博物館廣場為期兩天的創意市集；3
場大型的藝術行動；為避免以往僵化、單向與固定的網頁瀏覽經驗，而
以 Facebook 為主的網頁頁面，增加訊息的傳播及民眾主動表達機會的
高度互動參與性，從實體到虛擬，再從虛擬產生實體行動，生產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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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預期的空間效益(陳碧琳，2010)。而「好時光公共藝術節」在整體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上，主要是希望能透過現地創作、新作、過程性作品
及論述空間生產等不同方式呈現新型態公共藝術，並逐步軟化公共空間
的與常民生活的距離感。

圖 4-1

國立臺灣博物館「好時光公共藝術節」民眾參與計畫

由此可知，藉由運用各種型態的民眾參與方式，並配合設置基地的
特色規劃民眾參與計畫，不僅能帶動基地氛圍的質變，更能讓參與民眾
重新認識基地的存在。公共藝術設置過程中民眾參與的方式種類繁多，
以文化部公布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範本所載「民眾參與計畫」表
格選項為例，民眾參與方式從公共藝術設置規劃前到設置完成後有十數
個不同的形式，內容如下：
表 4-1
時程

文化部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民眾參與計畫」表格範本
參與方式

勾選欄

一、公共藝術 執行小組開會前，邀請民眾、
設置規劃前 使用單位參與公共藝術討論會
6

辦理時間

辦理者
興辦機關 藝術家

提供民眾與 邀集比件或委託之藝術家、使
興辦機關、藝 用單位及民眾，舉辦公共藝術
術家溝通交 座談會或說明會
流的機會。 其他
二、徵選時 舉辦徵件說明會
以廣納民眾 舉辦意見調查
意見，亦可作 (問卷／訪談／票選)
為徵審委員 其他
評分參考。
三、徵選後 徵選作品公開展覽
讓民眾瞭解 作品說明會
參選及獲選 其他
作品內容及
樣貌。
四、設置過程 民眾參與藝術創作
中
觀摩藝術家創作，學習創作技
讓民眾參與 巧
或學習作品 舉辦創作工作坊或課程
製作過程
拍攝紀錄影片
其他（由藝術家提案）
五、設置完成 出版印刷（製作專刊、導覽摺
後
頁）
呈現公共藝 出版紀錄影片
術作品設置 網站（頁）建置
完成後之具 揭幕／落成典禮
體成效。
舉辦作品導覽，請藝術家現場
解說
與表演活動結合
新聞媒體宣導
製作成教案
其他
六、其他
舉辦公共藝術課程或講座

從表 4-1 中可發現「民眾參與」之方式多樣，可供興辦機關勾選辦
理，然，於實際案例中，限於個案規模之差異，各興辦機關辦理之民眾
參與活動選項不一而足。而爲了研究運算方便，本研究將臺中市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5 月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的民眾參與選項依實際情形修改
並簡併成 15 個項目，俾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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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時程
規劃前

本研究計畫使用之「民眾參與計畫」項目

民眾參與活動項目

說明

1. 前置討論座談會

結合「表 4-1」中，「執行小組開會前，邀請民
眾、使用單位參與公共藝術討論會」和「邀集比
件或委託之藝術家、使用單位及民眾，舉辦公共
藝術座談會或說明會」等選項。

徵選時

2. 徵件說明會

同(表 4-1)

3. 参選作品公開展覽和意見調查

結合「表 4-1」中「舉辦意見調查(問卷／訪談
／票選)和「參選作品公開展覽」。

徵選後

4. 入選作品公開展覽和說明會

結合「表 4-1」之「徵選作品公開展覽」和「作
品說明會」選項。

設置中

5. 民眾參與公共藝術創作

同「表 4-1」。
定義: 民眾參與的成果結合到公共藝術設置的
成品中。

6. 藝術家舉辦創作工作坊或課程(和藝
術家學習創作技巧)
設置後

結合「表 4-1」之「觀摩藝術家創作，學習創作
技巧」和「舉辦創作工作坊或課程」選項。

7. 舉辦活動或比賽

除「表 4-1」之「與表演活動結合」選項外，亦
包括其他舉辦活動或比賽的民眾參與規劃。

8. 製成教案或與課程結合

即「表 4-1」之「製作成教案」選項。
（定義：公共藝術和課程的實地結合。）

9. 作品導覽

即「表 4-1」中「舉辦作品導覽，請藝術家現場
解說」選項。
（定義：由藝術家現場口說導覽。）

10. 舉辦公共藝術課程或講座

同「表 4-1」。
定義 : 具演講形式，無手做或實作活動等規劃。

11. 出版印刷

同「表 4-1」。
製作專刊、導覽摺頁

12. 網站（頁）

同「表 4-1」。

13. 出版紀錄影片

同「表 4-1」。

14. 新聞媒體宣導

同「表 4-1」。

15. 揭幕／落成典禮

同「表 4-1」。

臺中市自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5 月止，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可查
證總計有 30 件(如表 4-3)，若以相等時間區塊作為前後時期區分基準，
則可分為「99 年 1 月至 100 年 3 月(前期)」及「100 年 4 月至 101 年 6
月(後期)」兩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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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5 月，臺中市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統計表

區間 編號
1

興辦機關

完成備查日期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新建辦公廳
舍

作品名稱

99.1

方正圓滿

2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99.2

與天使對話

3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崇義樓整建工程

99.3

知識的漣漪

99.4

We are family

4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暨消防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藝術設置

前
5

臺中縣潭子鄉頭家國民小學第三期校舍新建工程

99.4

童樂

6

臺中縣龍井鄉龍井國民小學新建教室工程

99.5

孕育

7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弘藝樓興建工程

99.7

紫荊花下的記憶

99.7

風調雨順

99.11

數位觀景、飛璇雲端

99.11

穿越歷史的藤蔓

11 臺中縣烏日鄉僑仁國民小學體育館新建工程

99.11

邁向世界‧迎向未來

1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

99.12

鬥陣

100.1

大墩之樂

8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中區分署臺中稻米低溫倉庫
新建工程

9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
心新建工程

10
期

13

14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圖書資訊暨教學大樓興建
工程

臺中市南屯區文中小 1(文小)校舍及活動中心新
建工程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急重症暨外傷中心大樓及
污水廠新建工程

9

100.1

樂活城市系列 : 快樂
之城、關懷、安全信任

15

台中市南屯區文中小 1 文中(文中 38)學校用地新
設國中校舍新建工程

16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100.6

Smooth→希望森林→看
見大墩

100.8

變形蟲

100.8

蛹生化蝶

100.9

中平榮耀‧源遠流長

100.12

孔明鎖

101.1

神采飛揚的英雄

101.1

攜手同心

101.1

球心球變

101.2

警察心‧古堡情

101.2

生命樹系列

25 臺中市惠來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101.2

驛、夢奇地

26 台中市北屯國小老舊校舍拆建工程

101.4

源

101.4

荷葉顏色

28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

101.5

學海無涯

29 臺中市東區文小九綜合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01.5

歇腳石-旱溪印象

17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小學生綜合活動中心新建工
程

18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活動中心兼體育館工程

19

20
後

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暨臺中調查站辦公大樓
新建工程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水湳營
區新建工程

21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小 98 年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22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活動中心增建工
程

23

臺中縣警察局和平分局本部廳舍、豐原分局頭家
派出所及烏日分局瑞井派出所等三案新建工程

24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辦公廳舍新建
工程

期
27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新建綜合教學大樓工
程

10

30 臺中市南屯國小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101.5

犁頭躍進

2.研究發現
以下將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5 月臺中市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依「表
4-2：本研究計畫使用之民眾參與計畫表格」
，根據設置完成時間進行
前、後期之統計與比較，結果如下：
表 4-4

臺中市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5 月完成之公共藝術設置案民眾參與方式統計表
民眾參與活動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前置討論座談會

徵件說明會

参選作品展覽和意見調查

入選作品展覽和說明會

民眾參與藝術創作

藝術家辦創作工坊或課程

舉辦活動或比賽

製成教案或和課程結合

作品導覽

公共藝術課程或講座

出版印刷

網站（頁）

出版紀錄影片

新聞媒體宣導

揭幕／落成典禮

13

6

4

10

6

1

4

4

2

6

7

6

3

0

6

2

17

7

10

9

10

6

6

5

3

11

7

10

7

1

7

0

0.46

0.31

0.8

0.5

0.1

0.31

0.31

0.2

0.5

0.54

0.46

0.23

0

0.5

0.15

0.41

0.59

0.5

0.6

0.4

0.35

0.29

0.2

0.6

0.41

0.59

0.41

0.06

0.4

0

統

時

計

程

件

方

區

數

式

間

參

99.1-

與

100.3

件

100.4-

數

101.5

比

99.1-

例

100.3

*1

100.4101.5

* 1 施行比例

: 比例的算法為在此時間區間內，施行此項民眾參與活動項目的設置案數量除以此時間區間內的

總設置案數量。例如 : 在 99.1-100.3 月間公共藝術設置案完成數量是 13 件，而其中有辦「前置討論座談會」
民眾參與項目的是 6 件，故其施行比例是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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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案民眾參與方式前後期比較圖

由上圖可以看出本市公共藝術設置於前、後期，興辦機關辦理「民眾參
與計畫」之轉變：
(1)於設置前，辦理「座談會」、
「公開展覽」等活動比例大致不變
總體來說，在公共藝術設置規劃前乃至徵選過程前後，辦理座談
會、徵選作品公開展覽、說明會、票選…等民眾參與項目的比例在前、
後期間並沒有顯著的變化。
(2)公共藝術設置過程中，民眾參與比例與深度提高
從 99 年 1 月到 101 年 5 月的公共藝術設置案中，較為深入的民眾
參與方式施行比例與深度提高，如:「民眾參與公共藝術創作」
、「藝術
家辦創作工坊或課程」
、
「舉辦活動或比賽」
、
「作品導覽」等，尤其是「民
眾參與公共藝術創作」和「作品導覽」等項目都有顯著提升，其中亦出
現不少精采的民眾參與案例，由此可見興辦機關對於公共藝術的公共性
的理解已較前期增強。
(3)民眾參與計畫中，媒體宣傳的規劃應用日益提升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出版印刷(做專刊、導覽摺頁)」
、「製作紀
錄片」
、
「網站(頁)」等項目辦理的比例近年來日益增加，且在媒體宣傳
方式的規劃上亦較為活潑、多元化，而公共性較不顯見的項目，如「開
幕/落成典禮」等，辦理比例日益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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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分析
1.研究過程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以本市自 99 年迄今已完成之 30 件公共藝術設置
案為研究對象，調查期間為 7 月 18 日至 8 月 3 日，發送問卷 30 分，回
收數量為 18 份(佔 60%)，問卷內容共 10 題，針對「公共藝術設置－民
眾參與計畫」進行問卷調查(如附錄)，調查該單位於公共藝術作品設置
期間及設置完成至今，民眾之參與度與滿意度。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1)公共藝術興辦機關
本研究調查回收問卷共 18 份，樣本資料結構依機關別區分，屬
政府機關者為 8 件，佔 44%；屬學校單位者為 10 件，佔 56%。

圖 4-3 樣本資料結構圖

(2)公共藝術設置日期
本研究調查回收樣本中，設置完成於前期(99 年 1 月至 100 年 3
月)者計 9 件，佔 50%；設置完成於後期(100 年 4 月至 101 年 5 月)
者計 9 件，佔 50%。

圖 4-4 樣本設置時期資料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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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公共藝術設置完成至今，民眾對公共藝術作品之使用頻率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民眾經常使用(幾乎每天)公共藝術作品
者為 14 件，佔 78%；偶爾(一週內至少三次)使用者為 3 件，佔 17%；
很少使用(一週內少於 2 次)者為 1 件，佔 5%。其中，民眾經常使用
之公共藝術作品多設置於學校單位，為一般民眾容易親近、使用之
空間，而很少使用者則設置於軍方單位，非一般民眾容易親近之空
間。

圖 4-5 公共藝術使用頻率結構圖

(4)興辦機關公共藝術設置之民眾參與計畫活動規劃
本研究計畫 18 份回收問卷內，在民眾參與計畫活動規劃上，計
規劃辦理有 59 場次民眾參與活動，而依「表 1-2 本研究計畫使用
之『民眾參與計畫』項目」予以分類統計，則可得下列結果：於規
劃前辦理「討論座談會」計 9 件，佔 15%、於徵選中辦理「參選作品
公開展覽和意見調查」計 8 件，佔 13%；於設置中辦理「民眾參與公
共藝術創作」計 5 件，佔 8%、辦理「創作工作坊或課程」與藝術家
學習創作技巧計 7 件，佔 12%；於設置後「舉辦活動或比賽」計 3
件，佔 5%、
「結合學校藝術課程製成教案」計 7 件，佔 12%、辦理「作
品導覽活動」計 8 件，佔 14%、辦理「公共藝術課程或講座」計 7
件，佔 12%，佔 12%、「出版相關印刷品」計 4 件，佔 7%、辦理「揭
幕/落成典禮」計 1 件，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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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民眾參與計畫規劃辦理結構圖

(5)公共藝術設置之民眾參與計畫實施成效
興辦機關在民眾參與計畫實施成效上，增加民眾對公共藝術設置
之認識計 9 件，佔 33%；增加民眾對於公共藝術作品之認識與認同計
2 件，佔 7%；增加民眾對基地及其所在地區之認識與認同計 8 件，
佔 30%；提升基地於所在地區之能見度計 1 件，佔 4%；增加參與民
眾之審美經驗計 5 件，佔 19%；增加民眾參與藝術活動之興趣計 2
件，佔 7%。

圖 4-7 民眾參與計畫實施成效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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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眾參與計畫執行引發參與民眾地區場所感與認同感之程度
民眾參與計畫執行後，在引發參與民眾地區場所感與認同感之成
效上，民眾感到非常認同者計 5 件，佔 28%；感到認同者計 9 件，佔
50%；感到普通者計 4 件，佔 22%；而感到非不認同及非常不認同者
皆為 0 件，佔 0%。而在民眾提升對地區場所感與認同感之具體成效
上，除了地方居民在使用基地設施、親近公共藝術作品的人數及頻
率增加外，亦在社群網路上互相討論地方發展。

圖 4-8 引發民眾地區場所感與認同感成效結構圖

(7)民眾參與計畫執行後，民眾對於地區發展關注程度之變化
在民眾參與計畫執行後，民眾對於地區發展關注程度有明顯加強
者，計有 10 件，佔 56%；無明顯效益者，計有 8 件，佔 44%。而在
民眾對地方發展主動付出關懷的具體成效上，則有積極參與地方活
動、參與地方志工活動、主動進行環境維謢，以及民間資源的挹注
等現象。

圖 4-9 民眾對地區發展關注程度變化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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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眾參與計畫執行過程中，曾遭遇之困難
在已設置完成公共藝術作業之興辦機關，在民眾參與計畫執行
過程中，曾遭遇困難者計有 1 件，佔 6%；而未曾遭遇困難者則計有
17 件，佔 94%。而曾遭遇之困難，則為在設置初期，因地方民眾的
美學素養及對公共藝術之認知不同，進而產生意見整合不易之因
難，且民眾生活作息不同，在民眾計畫之期程上，難以規劃出適當
之參與時間。

圖 4-10 民眾參與計畫執行是否曾經遭遇困難之結構圖

(9)對於未來將興辦公共藝術之機關(學校)之執行建議
在未來公共藝術設置的執行建議上，因興辦機關多無專門之人
才，導致在執行上承辦人員需從頭學習設置規範與流程，建議能簡
化設置、審議流程，以利計畫之規劃與執行。此外，亦希望興辦機
關能重視民眾、藝術家之間針對基地及地方發展之意見交流，以使
設置作品能貼近基地特色與地方需求。
2.研究發現
從問卷所得之數值可觀察到，在公共藝術作品設置完成後，半數以
上的設置案在民眾對於地區發展的關注程度上並無明顯的提升，究其原
因，則可發現，未能加強民眾認同感的興辦機關在民眾參與計畫的規劃
上，多以「說明會」
、
「講座」及「作品導覽」等單方面的訊息傳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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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興辦機關、藝術家及民眾之間的互動程度不高，因此，民眾對於
基地及公共藝術設置之認識及認同無法藉由民眾參與活動而有效提高。
而能有效提升民眾對於地區發展關注程度的設置案中，在民眾參與
計畫的規劃上，多以「創作工坊或課程」
、
「參與公共藝術創作」及「結
合學校藝術課程製成教案」等互動性較高的活動為主，興辦機關、藝術
家與參與民眾之間意見交流、互動程度較高，因此，民眾對該基地及公
共藝術作品有較為深入的互動參與及瞭解，進而在公共藝術作品的使用
頻率上，能較未設置公共藝術前有所提升；在對地區的場所感與認同感
上，也因參與而有增加之趨勢，民眾逐漸開始關心其所生活的空間，參
與地區性的活動，尤有甚者，亦有不少民眾開始參加志工活動，主動關
懷地方的環境維護及未來發展。
而興辦機關在民眾參與計畫執行過程中，因公共藝術的「公共性」
要求，需要民眾的意見參與及互動，在每個人的生活背景、觀念不同之
下，進而對公共藝術的設置產生各種角度的意見，為得出能讓多數人滿
意、認同的設置作品，使興辦機關在意見整合上困難重重，此外，因每
個人生活步調的不同，在規劃民眾參與活動的時間上，亦需嚴加思考，
以讓更多人得以參與，廣為散布公共藝術的能量，增加民眾參與藝文活
動之機會，進而提升民眾的審美經驗。

(三)田野調查
1.研究過程
針對由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出「民眾參與計畫」中具成功性之案例與
民眾反應較差之案例各 2 件，分別是臺中市南屯區文中小 1 (文中 38)
新設國中校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
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臺中縣烏日鄉僑仁國民小學體育
館新建工程及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急重症暨外傷中心大樓及污水廠
新建工程等 4 案，進行田野調查，比較其在「民眾參與計畫」規劃辦理
上之差異，以及自公共藝術設置完畢至今之後續成效，以了解臺中市公
共藝術設立過程中之民眾參與方式及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並
由此觀察出本市公共藝術在辦理「民眾參與計畫」時，何種藝術擾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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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較能達到公共藝術設置民眾參與計畫之設計初衷。
(1)案例一：臺中市南屯區文中小 1 (文中 38)新設國中校舍新建工程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案(現「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審核通過時間：100 年 6 月
．設置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22 萬
．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表 4-5 案例一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設置階段 民眾參與項目
設置前

規劃特色

辦理「圍籬彩繪」 邀請學區內的小學六
活動

年級生及家長參與圍
籬彩繪，一同見證大
墩國中的誕生。

完成中

辦理「圍牆彩繪」 由學校師生共同創作
活動。

圍牆彩繪底稿，並將
底稿正式彩繪至公共
藝術作品「看見大墩」
之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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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
大墩國民中學為一新設立之學校，因此在校舍建造之時，以辦理「圍
籬彩繪」活動之方式，使大墩國民中學在校舍未建造完成之時，即引發
學區內的家長與學生對新學校之想像，並進一步見證了學校的成立，逐
步建立起對於在地的關注及認同。
由於該校之公共藝術設置於校門口、前庭及校舍建築外牆三處，且
於設置後，經媒體報導後，已漸為在地顯著地標，而由師生共同創作的
圍牆彩繪，促使師生對於在地的認同感因藝術參與而增強，且成為對於
校園及學習過程中的永恆記憶，此外，更讓地方民眾對於該校及其公共
藝術作品討論甚多，至今仍有不少民眾特地專程前往觀賞。
(2)案例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
置案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審核通過時間：101 年 2 月
．設置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69 萬元整
．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表 4-6 案例二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設置階段 民眾參與項目

規劃特色

設置中

除於機關內部辦理

1.和南陽國小

活動照片

合作辦理「繪 講座課程外，亦與
本教學課程」 學校合作辦理教育
及「參與式創 推廣活動，擴大公
作工作坊」。 共藝術設置民眾參
2.辦理「環境教 與計畫之參與者及
育講座」及

活動效益。

「藝術教育
演講」。

．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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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機關內部的講座辦理，以及與南陽國小合作的藝術創作課程，
讓原分屬不同群族的民眾認識公共藝術與基地、周圍環境之關係，改變
了居民對於機關建築之刻板印象，並擴大公共藝術設置對基地周圍所帶
來的質變，縮短興辦機關與常民生活的距離感。而在本設置案辦理完畢
至今，民眾對於「國稅局」的印象已非僅停留在政府稅收單位，更多了
些藝術、文化的期許，軟化了政府機關原先嚴肅之氛圍。
(3)案例三：臺中縣烏日鄉僑仁國民小學體育館新建工程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審核通過時間：99 年 11 月
．設置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50 萬元整
．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表 4-7 案例三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設置階段 民眾參與項目
完成後

規劃特色

活動照片

辦理「公共藝術 以學校教職員工為
落成剪綵典

對象，辦理剪綵典

禮」。

禮。

．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
本設置案於民眾參與計畫執行上，以辦理「剪綵典禮」為主，形式
意義重於執行成效，且未有效運用學校既有的教學資源，以致於使民眾
參與的深度及廣度不足以引發地方的藝文質量變化，而公共藝術設置至
今，顯然僅達到美化學校建築之效益，而對於生活在學校及其周圍的師
生、家長等，在提升其對在地的關注、認同及審美經驗上，則較未達到
明顯之功效。
(4)案例四：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急重症暨外傷中心大樓及污水廠新
建工程
．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審核通過時間：10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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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217 萬元整
．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表 4-8 案例四具特色之民眾參與規劃項目
設置階段 民眾參與項目
完成後

規劃特色

活動照片

1.辦理「公共藝 以醫院所屬員工及來
術講座」。

院民眾為主，邀請藝

2.設計印製「公 術家針對公共藝術作
共藝術明信

品之創作概念及設置

片」。

過程作一簡介，並印
製「公共藝術明信片」
作為宣傳。

．設立後之民眾參與現況及成效：
本設置案在民眾參與計畫的規劃與執行上，因以單方面的宣傳為主
如辦理講座及印製明信片發送等，缺少積極性之雙方面互動，因此雖醫
護大樓來訪民眾多，但卻未達到藝術擾動之效，進而使在公共藝術設置
案完成至今，對於設置基地及其周圍地區，民眾對於該基地之印象，並
未從單純的醫護大樓產生質變，改變其單調、嚴肅之空間形象。
2.研究發現
許多興辦機關因尚未瞭解與熟悉公共藝術設置民眾參與計畫之精
神，在活動規劃上，多以簡單的「說明會」
、
「作品公開展覽」及「剪綵
典禮」等方式辦理，如 99 年辦理完畢之「臺中縣烏日鄉僑仁國民小學
體育館新建工程」案；此外，由於政府機關不同於學校單位可以靈活運
22

用既有藝術教育課程，以設計出較活潑且多元的民眾參與計畫，且政府
機關因其行政用途，逐漸使該空間與常民生活產生無形的距離，除洽公
外，民眾極少主動與空間產生互動，因此許多機關在規劃辦理民眾參與
計畫時，多以規劃舉辦「說明會」
、
「講座」及「設置作品導覽」等類型
之參與活動為主，如 100 年辦理完畢之「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急重症
暨外傷中心大樓及污水廠新建工程」案。而上述之活動類型，皆較屬於
單方面進行的宣導，民眾在其中為被動的訊息接收者，對於公共藝術設
置之參與感較低，較無法達到藝術擾動之效益，因此，在公共藝術設置
完畢後，對於地方甚至是公共藝術作品，未能產生明顯之互動。
但因近年來公共藝術的提倡，許多興辦機關逐漸重視公共藝術之
「公共性」
，而為達到「公共性」之目的，除學校積極與藝術教育結合，
如 100 年辦理完畢的臺中市南屯區文中小 1 (文中 38)新設國中校舍新
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從基地施工之初，即以公共藝術民眾參與
計畫之辦理，創造出民眾對一空間從無到有之多元想像，到公共藝術設
置時，在作品上的共同創作，進而培養基地附近居民對公共藝術的認識
與地方認同的案例外，政府機關在面對公共藝術設置時，亦能多方運用
基地周圍資源，規劃執行具廣度的民眾參與計畫，如 101 年辦理完畢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該案除
在機關內部辦理講座外，更與南陽國小合作辦理「繪本教學課程」及「參
與式創作工作坊」，讓公共藝術設置所帶動的空間質變能由機關內部發
散至機關外部，擴大公共藝術設置之效益。至此，公共藝術設置的可能
性已愈來愈多元，且在民眾參與計畫的規劃執行上，已獲愈來愈多機關
學校的重視，使公共藝術在「公共性」上的能量日益增加。

五、建議事項：
儘管國內公共藝術的發展已經趨於成熟，但諸多現象顯示，民眾對
於公共藝術的認識、了解，以及其設置成效所應帶來在環境美感意識與
公民美學素養方面的提升，還是未 見普及的影響力。究其原因，在公共
藝術設置過程中的民眾參與計畫上，多數興辦機關多以辦理過程較為簡
單的「說明會」
、
「作品公開展覽」及「講座」等活動為主，但上述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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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興辦機關、藝術家及參與民眾的互動程度較小，使參與民眾對於基
地及公共藝術之設置無法有深刻的認識，進而使公共藝術在設置完成
後，無法有效地擴大民眾的藝文視野，引發設置空間的質變。
公共藝術所強調的「公共性」，是希望民眾能藉由公共藝術的參與
產生對在地的討論；因進一步對公共設施的認識而走入公共空間，在
此，公藝術可以成為一個地標、一個承載共同生活記憶的物件、一個美
化空間的藝術品，並能進一步潛移默化地提升公民的美學素養，漸進式
地提升民眾的公民意識，將美落實於生活中，提升整體生活品質。因此，
在公共藝術設置時，興辦機關、藝術家及民眾之間的互動程度即成為一
件公共藝術是否能達成其「公共性」目的之關鍵，而本研究於臺中市未
來公共藝設置民眾參與計畫之建議如下：
(一)每年度固定辦理「公共藝術研習活動」，加強推廣公共藝術設置中
「民眾參與」之理念，並邀請傑出公共藝術設置案之興辦機關承辦
人，進行興辦過程心得分享。
(二)依據研究結果，藉由本市公共藝術審議會於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書時，鼓勵興辦機關積極辦理互動性較高之民眾參與活動，如「創
作工坊或課程」
、
「參與公共藝術創作」及「結合學校藝術課程製成
教案」等。
(三)各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藉由本市公共藝術審議會或本局於審議公
共藝術設置完成報告書時，加強審核興辦機關是否確實執行民眾參
與計畫，以落實設置過程中前、中、後階段之民眾參與。
(四)定期追蹤民眾對於基地及公共藝術作品之使用頻率，觀察其在「公
共性」目的上之推動成效，以為將來改進之基礎。

六、參考文獻：
(一)書面資料
1.蔡榕娣，2007，台灣公共藝術中民眾參與之研究－以東海大學「校園
放牧」公共藝術計畫為例。
2.林宜燕，2008，台灣公共藝術徵選機制及操作過程與民眾 參與之研究。
3.簡巧紋，2008，臺灣北區公共藝術從創作者角度探討民眾參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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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雅菁，公共藝術操作手冊，2009 年 6 月出版，頁 141－157。
5.張啟文，生活．如此公共藝術－臺北縣公共藝術的教育推廣，公共藝
術 99 年審議機關經驗交流座談會實錄，2010 年 10 月出版，頁 17－
22。
6.徐瑩珍，公共藝術向下札根的教學探討，數位藝術教育網路期刊，2010
年出版。
7.陳碧琳，2010，古蹟、博物館與公共藝術的可能：臺博系統公共藝術
設置的空間生產。
8.陳姿香，2011，如何與「大眾」共處：公共藝術的平衡實驗，公共藝
術簡訊，100 期，頁 33－37。
9.周雅菁，2011，公共藝術政策的軌跡，公共藝術簡訊，100 期，頁 12
－17。
(二)網路資料
1.文化部公共藝術官方網站
http://publicart.moc.gov.tw/
2.臺北市公共藝術網
http://taipeipublicart.cultur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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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民眾參與計畫」問卷
自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頒布後，公共藝術百分比法成為國內公共藝術設置作品之
依據，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頒布與施行，造成國內公共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地
出現。「公共藝術」如其名即為具公共性之藝術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外，
亦需注重它的公共性。是以，公共藝術中之民眾參與機制在設置辦法中即明定為機
關於設置公共藝術作品時之應辦事項。
為瞭解法令頒布以來，臺中市公共藝術設置中「民眾參與計畫」之執行情形與
成效，麻煩您撥冗填寫此問卷，填完後，請將問卷以傳真或 E-mail 等方式回擲本
局，您的建議將做為日後改進之參考。本問卷僅作為整體統計分析資料，敬請放心
填答。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敬上
填表說明：
請於 101 年 8 月 3(五)前，將本問卷填妥後以傳真或 E-mail 等方式回擲本局，謝謝
您的協助！
聯絡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賴芃如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25206
E-mail：vis005@culture.taichung.gov.tw
傳真：04-23714756

１、公共藝術興辦機關：＿＿＿＿＿＿＿＿＿＿＿＿＿＿＿＿＿＿_
２、公共藝術設置時間：（民國）＿＿＿＿年＿＿＿＿月
３、自公共藝術設置完成至今，民眾對公共藝術作品之使用頻率：
□經常（幾乎每天） □偶爾（一週內至少三次） □很少（一週內少於二次）
４、請簡述貴機關公共藝術設置之民眾參與計畫為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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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請簡述貴機關公共藝術設置之民眾參與計畫之實施成效：
＿＿＿＿＿＿＿＿＿＿＿＿＿＿＿＿＿＿＿＿＿＿＿＿＿＿＿＿＿＿＿＿＿
＿＿＿＿＿＿＿＿＿＿＿＿＿＿＿＿＿＿＿＿＿＿＿＿＿＿＿＿＿＿＿＿＿
＿＿＿＿＿＿＿＿＿＿＿＿＿＿＿＿＿＿＿＿＿＿＿＿＿＿＿＿＿＿＿＿＿
６、民眾參與計畫的執行引發參與民眾對地區場所感與認同感之程度：
□非常認同

□認同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請舉例說明：＿＿＿＿＿＿＿＿＿＿＿＿＿＿＿＿＿＿＿＿＿＿＿＿＿＿＿＿
＿＿＿＿＿＿＿＿＿＿＿＿＿＿＿＿＿＿＿＿＿＿＿＿＿＿＿＿＿＿＿＿＿＿
＿＿＿＿＿＿＿＿＿＿＿＿＿＿＿＿＿＿＿＿＿＿＿＿＿＿＿＿＿＿＿＿＿＿
７、民眾參與計畫執行後，民眾對地區發展的關注程度是否有加強？
□是，請舉例說明：＿＿＿＿＿＿＿＿＿＿＿＿＿＿＿＿＿＿＿＿＿＿＿＿＿
＿＿＿＿＿＿＿＿＿＿＿＿＿＿＿＿＿＿＿＿＿＿＿＿＿＿＿＿＿＿＿＿＿
＿＿＿＿＿＿＿＿＿＿＿＿＿＿＿＿＿＿＿＿＿＿＿＿＿＿＿＿＿＿＿＿＿
□否
８、於民眾參與計畫執行過程中，您是否曾遭遇因難？
□是；請簡述如下：＿＿＿＿＿＿＿＿＿＿＿＿＿＿＿＿＿＿＿＿＿＿＿＿＿
＿＿＿＿＿＿＿＿＿＿＿＿＿＿＿＿＿＿＿＿＿＿＿＿＿＿＿＿＿＿＿＿＿
＿＿＿＿＿＿＿＿＿＿＿＿＿＿＿＿＿＿＿＿＿＿＿＿＿＿＿＿＿＿＿＿＿
□否
９、對於未來將興辦公共藝術之機關（學校），您是否有其他建議的執行方式？
＿＿＿＿＿＿＿＿＿＿＿＿＿＿＿＿＿＿＿＿＿＿＿＿＿＿＿＿＿＿＿＿＿
＿＿＿＿＿＿＿＿＿＿＿＿＿＿＿＿＿＿＿＿＿＿＿＿＿＿＿＿＿＿＿＿＿
＿＿＿＿＿＿＿＿＿＿＿＿＿＿＿＿＿＿＿＿＿＿＿＿＿＿＿＿＿＿＿＿＿
１０、其他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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