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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迎接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每年舉辦臺中花都藝術季活

動，本局王志誠局長特地率團赴法國觀摩國際知名的藝術節活動，包括

亞維儂藝術節及夏隆街頭藝術節，交換城市藝術節籌辦經驗，並汲取以

「花都」盛名的巴黎經驗，規劃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臺中花都藝術

季，以在地文化為底蘊，厚植演藝團隊展演實力，展現在地表演團隊藝

術活力，向國際展現臺中作為臺灣花都的藝術光采，並傳達臺灣文化形

象之目標。 

此行重點在於考察每年 7月於法國舉行的亞維儂藝術節活動，亞維

儂以一介小山城，憑藉豐富的歷史資產及以藝術專業掛帥，成功塑造 

成為國際級藝術之城，是全世界的藝術表演者渴望站上的表演舞臺。今

年來自臺灣的 4個團隊參與外亞維儂藝術節演出，與來自世界各國近千

個表演團隊一同競技、交流。 

此行亦特別前往法國中部的城鎮-夏隆，與夏隆街頭藝術節總監

Pedro Garcia會面，交換城市藝術節籌辦經驗，夏隆是位於法國勃根地

區的一個城鎮，以葡萄酒產區與觀光產業聞名。1987 年舉行首屆專為

跨國街頭藝術家而興辦的夏隆街頭藝術節，成為民間與政府共同合作的

藝術品牌，於今年邁入第 30 年，已成為法國夏天知名的藝術盛事。 

此行並與駐法代表處張銘忠大使會晤，交換推動文化藝術經驗，法

國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大國，從中央、地方到一般民眾都很支持藝文活

動，臺中即將在 2018年 11月舉辦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務求打造不同

以往的花博活動，深化花博內涵價值，兼顧在地生態與文化資產，全力

打造臺中成為花園城市。 

這次藉由參訪城市藝術節、拜會藝術節主辦單位、駐法代表處、文

化部駐巴黎文化中心及相關演藝機構等，展開國際文化交流平臺，讓此

行收穫豐碩，達到城市文化外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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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行程-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法國參訪活動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7/19（二） 

7/20（三）抵達 

18:00 於市府集合  
 

23:40 

桃園國際機場 

荷蘭皇家航空 KL 0808（23:40-06:45） 

台北－阿姆斯特丹  

 

08:00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轉機 

荷蘭皇家航空 KL 1229（08:00-09:25） 

阿姆斯特丹－巴黎 

 

09:25  抵達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  
 

13:58-17:09  搭法國高速火車 TGV 前往亞維儂 
 

20:00-21:00 

觀賞臺灣團隊於 2016 年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

演出－丞舞製作團隊（演出作品－浮花）  

  

21:00-22:00 與文化部駐巴黎文化中心會面交流及用餐 
 

7/21（四） 

09:00-15:00 觀摩亞維儂藝術節活動  
 

15:00-18:00 

參觀亞維儂教皇宮、聖貝內澤斷橋、聖母院

大教堂  

 

22:00-23:40 

觀賞 2016 年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出－比利時

製作團隊（演出作品－Babel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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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五） 

09:00-10:00 前往亞爾  
 

10:00-13:00 參訪亞爾梵谷小鎮及國際攝影節 
 

15:51-18:04 

與巴黎文化中心蔡主任筱穎一起搭法國高速

火車 TGV 前往夏隆 

 

7/23（六） 

09:00-18:00 觀摩夏隆街頭藝術節活動 
 

22:00-24:00 

觀賞 2016 年法國夏隆街頭藝術節演出－法國

製作團隊（演出作品－Rara Woulib） 

 

7/24（日） 

10:00-12:00 拜會夏隆街頭藝術節總監 Pedro Garcia 先生  
 

16:35-19:07 

  

與巴黎文化中心蔡主任筱穎一起搭法國高速

火車 TGV 前往巴黎 

 

7/25（一） 

10:00-11:00 拜會駐法代表處張大使銘忠 
 

13:00-20:00 

參觀羅浮宮、艾菲爾鐵塔、龐畢度中心、巴

黎聖母院  

 

7/26（二） 

7/27（三）返國 

09:00-12:00 參觀聖心堂及蒙馬特周邊藝文景點  
 

14:30-15:30 前往巴黎戴高樂機場  
 

18:30 巴黎戴高樂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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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皇家航空 KL 1244（18:30-19:50） 

巴黎－阿姆斯特丹 

20:40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轉機 

荷蘭皇家航空 KL 0807（20:40-14:45） 

阿姆斯特丹－台北 

 

15:30-17:30 返回臺中 
 



 6 

貳、參訪成員名單-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法國參訪活動團員名單 

 

 

職稱 姓  名 服務現職 出國任務 備註 

團長 王志誠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 
督導國際藝術節暨古蹟建
築考察交流事宜 

 

副團長 蕭靜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表演
藝術科科長 

綜理國際藝術節暨古蹟建
築考察交流事宜 

 

團員 鄭麗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
研究科股長 

負責參訪行程記錄及連繫
行程安排  

 

團員 許雅竹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
資源科科員 

負責參訪行程記錄及連繫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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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任務目的 

 

臺中市身為臺灣五大都會城市之一，擁有豐厚的人文、藝術與歷史

資源，氣候溫暖宜人，是中部地區的重要樞紐。在跨國交流頻繁緊密的

21世紀，已成為國際觀光客及國際藝文工作者匯聚之場所。 

臺中市向以城市特色及文化為立基點，期使藉由推動人文藝術、觀

光及休閒生活，讓本市在地文化價值獲得重塑和創新，進而與國際進行

交流和接軌，以形塑出臺中市創意與活力之文化城市意象。 

亞維儂位於法國南部，沃克呂茲省的省會，始建於羅馬時期，1309

到 1377年間天主教教廷從羅馬遷移至此，統治亞維儂地區至 1791年法

國大革命，大革命之後成為法國的一部分。現今亞維儂是國際觀光客旅

遊勝地之一，它不僅完整保留了古城牆，城內還有教皇宮、聖母院大教

堂、聖貝內澤斷橋等著名古建築，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亞維儂

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每年 7月辦理的亞維儂國際藝術節更享

譽國際，成功塑造亞維儂成為國際級「藝術之城」，是全世界的藝術表

演者渴望站上的表演舞台。 

  

聖貝內澤斷橋                                        教皇宮 

亞維儂以一介小山城憑藉豐富的歷史資產及對藝術的前瞻聞名於

世，對於目前致力追「高」趕「北」，引領中臺區塊快速成長，晉身國

際城市的臺中市而言，實有諸多值得借鏡及令人省思的地方。 

亞維儂國際藝術節數十年來一直維持民間主辦、官方協助的模式，

反而能以藝術專業掛帥，讓藝術節常保民間的活力，在創意源源不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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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下，藝術節取得了穩固的主體地位，公部門以及相關產業，皆以藝

術節為軸心，形成緊密的連結，終能永續發展。 

反觀目前本市國際級藝文活動幾乎都由市府編列龐大預算籌劃執

行，站在政府的立場自然是希望能讓較多民眾欣賞，因此在考量是否售

票的過程中，最後往往決定免費參觀。然而，目前許多活動及表演已趨

向精緻化，整個籌備過程的花費也相對提高，完全倚賴政府預算不僅無

法因應所有開支，亦無法協助藝文團隊永續經營。因此，民眾付費參觀

展示，抑或買票觀賞節目的作法，可以讓民間主辦單位在收入與支出上

取得平衡，亦可讓民間資源與創意源源不絕投入。藝術文化活動惟有舉

辦到像亞維儂國際藝術節這樣，結合民間力量，才能扎根民眾生活。 

為加強城市國際文化雙向交流，本局積極以文化藝術展演合作與交

流機制與世界接軌，近年來辦理國際性的視覺藝術徵件展覽、主題節慶

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為本市藝術家和國內外藝壇建立互動交流的平

臺，展現在地藝術家豐沛的創作能量，提昇市民的藝術欣賞層次和多元

文化素養，進而透過國際藝術舞臺呈現本市人文藝術特色，推動城市文

化行銷。 

隨著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將到來，臺中以「花都」作為意

象推廣城市文化，今年 10 月更以「跨界」為主軸，舉辦臺中花都藝術

季活動，從跨界出發到國際交會，分散山、海、屯、城各區感動演出，

引領民眾處處「花」現臺中深厚的文化底蘊及能量，讓全世界看見臺中

宜居環境和多元文化的交集，也讓藝術化為百花，齊放錦繡臺中。 

本市雖然尚無與法國相關城市締結姊妹市，藉由本次規劃城市國際

文化雙向交流，拜會法國藝術節主辦單位、駐法代表處、文化部駐巴黎

文化中心及相關演藝機構等，展開臺灣國際文化交流平臺，以串連國外

藝文團體或機構，協助國內藝文展演人士或團隊交流互訪，建立實質合

作關係，達到城市外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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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每年 7月舉行的亞維儂藝術節是國際表演藝術界最重要的盛會，同

時間由民間發起舉辦的外亞維儂藝術節更以其十足活力與無限創意，吸

引數十萬藝術愛好者及專業人士前來觀賞，也是劇團競演、專業社群交

流及劇院挑選節目的重要舞臺。 

2016 年外亞維儂藝術節於 7 月 7 日至 30 日舉辦，經由文化部徵選

來自臺灣的 4 個團隊，分別為動見体劇團（演出作品-Play Me）、飛人

集社劇團（演出作品-一睡一醒之間首部曲：初生）、頑劇場（演出作品

-月亮媽媽）、丞舞製作團隊（演出作品-浮花）在亞維儂教皇宮旁的絲

品劇院以及亞維儂編舞發展中心進行演出，與來自世界各國近千個表演

團隊一同競技、觀摩、交流，這一個月是各團體創意、藝術、體力與耐

力的考驗。 

 

第一天  7月 19日（星期二）  

    由王局長志誠為領隊的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法國亞維儂國際藝術節暨古

蹟建築考察交流活動團，包括文化局業務相關單位代表一行 4 人，在傾盆

大雨的夜晚於市政府集合出發，並於近凌晨時搭乘荷蘭皇家航空，經荷蘭

阿姆斯特丹轉機，展開法國參訪交流之行。 

 

第二天  7月 20日（星期三）   

經 14 小時長途飛行，終於在早上 9 點抵達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

在與此行隨行翻譯 Nancy會合後，於下午搭乘法國享譽盛名的 TGV高速

火車，從位於北方的巴黎一路往南前往普羅旺斯區域的亞維儂小鎮。 

亞維儂藝術節區分 IN（內）和 OFF（外）。IN主要由藝術節主辦單

位出資邀請各地一流的戲劇表演團體來演出。OFF 是由非營利組織籌

辦，主要由劇團組成，並在亞維儂周邊學校、街道或是任何適合表演的

場地演出，提供許多有潛力、有心投入的表演者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

各個表演團體只要能租到演出空間，就能參予「OFF」的活動，但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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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及成敗得完全自負；為此，「OFF」的各式傳單及海報隨處可見，宣

傳手法各顯神通，形成一種不同於「IN」亞維儂藝術節的獨特風貌。今

年外亞維儂藝術節於 7月 7 至 30日舉辦，共有 1,092個團隊參與，包

括來自 27個國家的表演團隊，在 130個場地，發表 1,416個表演節目。 

  

 

  

臺亞維儂小鎮上充滿濃厚的藝術及節慶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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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今年第 10 度參與外亞維儂藝術節，歷年來由文化部徵選團隊補助

出國演出，創造這個臺灣每年展現表演藝術的櫥窗，亦是一個讓年輕團

隊與國際接軌的交流平臺。今年來自臺灣的 4個團隊參與外亞維儂藝術

節演出，與來自世界各國近千個表演團隊一同競技、交流。 

此行由文化部駐巴黎文化中心安排欣賞由臺灣團隊-新銳舞團丞舞

製作團隊《浮花》的終場演出，《浮花》繼 7月初於西班牙馬德里登臺

歐陸首演，獲得當地觀眾一致好評後，轉戰亞維儂藝術節進行 10 場演

出。舞者精湛的表現，媒體高度關注，口碑經由口耳相傳發酵，自開演

第 3場即票房場場滿座。此行剛好欣賞了最後一場演出，看到謝幕時全

場觀眾起立鼓掌，見證臺灣團隊受法國觀眾歡迎的程度。 

  

7 月 20 日（三）欣賞臺灣新銳舞團丞舞製作團隊《浮花》於亞維儂 OFF 的演出，相關精采，謝幕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 

在年初籌辦參訪計畫時，曾與法國在臺協會連繫討論將臺中團隊帶

進外亞維儂藝術節演出的可能性，但法國在臺協會認為文化部每年動輒

花費數百萬元租借場地、宣傳團隊及演出，經營了 10 年才有目前的成

績，畢竟亞維儂藝術節是世界各國優秀團隊競技的舞臺，能獲得一點點

的成績都實屬不易，且礙於語言及文化，也多少限縮了團隊的表演模式。 

不過本局從去年起每年 10 月舉辦臺中花都藝術季，就是為了厚植

在地藝文，培養在地人才，提供優秀藝術人才發揮創意，並整合相關藝

文資源。一個城市擁有深厚文化藝術根底的城市，才能展現無可取代的

獨特性，並且累積永續發展的能量，如英國的愛丁堡藝術節，法國的亞

維儂藝術節一樣，此後亦仍將持續深耕臺中表演團隊，讓更多在地團隊

有機會能站上國際舞臺，展現城市文化創意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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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7 月 21日（星期四） 

今年（內）亞維儂藝術節於 7 月 6 日至 24 日舉辦，亞維儂節目內

容的主軸大致有二:首先是中東地區，如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以色

列藝術家的作品很多；而且女性導演的作品高達三分之一。其次，就是

許多作品都在探討政治的缺乏做為，以及各處正在抬頭的民粹主義和民

族主義。今年的節目總計有 51檔，其中戲劇 26齣，舞蹈 7齣，跨領域

表演 14齣，音樂會 4場和 2檔展覽。 

亞維儂藝術節從 1980 年起便由非營利組織舉辦，由法國政府、亞

維儂市政府、沃克呂茲省部門、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省部門與

劇場知名人士擔綱的董事會行政執行，亞維儂藝術節在教皇宮的榮耀庭

院舉辦，14世紀時亞維儂教皇的居所。 

亞維儂位於法國南部，沃克呂茲省的省會，始建於羅馬時期，1309

到 1377年間天主教教廷從羅馬遷移至此，統治亞維儂地區至 1791年法

國大革命，大革命之後成為法國的一部分。 

現今亞維儂是國際觀光客旅遊勝地之一，它不僅完整保留了古城

牆，城內還有教皇宮、聖母院大教堂、聖貝內澤斷橋等著名古建築，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亞維儂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聖貝內澤斷橋                                        教皇宮 

因為藝術節的節目大部份都選在夜間舉行，白天就走在亞維儂小鎮

街頭巷尾欣賞各個表演團隊為宣傳演出，在街道旁、巷弄裡各出奇招招

攬觀眾買票進場觀賞演出，讓小鎮上充滿了藝術節慶的氛圍，也讓專程

前來感受藝術節氣氛的觀光客不虛此行，雖然無法觀賞所有的精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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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但只要腳力夠，肯定能隨處欣賞演出，並能將沿途歷史人文風情盡

收眼底。 

   

  

7 月 21 日（四）漫步亞維儂小鎮，依舊充滿歡欣的節慶氛圍。 

  

7 月 21 日（四）參觀亞維儂藝術節辦公室及教皇宮。 

 

 



 14 

聖貝內澤斷橋興建於 1171年到 1185年間，原先是一座木橋，後來

才改建為石橋。聖貝內澤斷橋橫跨羅納河、共有 22 個橋拱、長度約為

900 公尺，連接亞維儂和對岸的亞維儂新城。聖貝內澤斷橋經常遭受洪

水而倒塌，在 1668年大洪水後被廢棄，不再重建，當初的 22個橋拱也

只剩下 4個。 

聖貝內澤斷橋的興建有一段傳奇故事:在亞維儂近郊的年輕牧羊人

-貝內澤某天在牧羊時、遇見天使，要貝內澤興建一條橫跨羅納河的橋

樑，聖貝內澤於是到了亞維儂宣揚他受上天感召建橋的理想，但是沒人

相信他所遇到的神蹟，後來在眾目睽睽之下展現了神蹟，將一塊巨大的

岩石投入羅納河中，大家才信了他，在富人資助下蓋了這座橋，貝內澤

死後被封為聖人，這座橋也被稱之為聖貝內澤橋。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法

國童謠【在亞維儂橋上】，「在亞維儂的橋上跳舞吧！跳舞吧！...」

場景就是在這座橋。 

每個偉大城市的誕生都有流淌其間孕育出文明的河流，反思本市以

大甲溪為母親之河，並為了推廣大甲溪沿岸自然生態及人文歷史，舉辦

大甲溪觀光文化祭，從全臺最美夕陽的高美濕地、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悠

游其中的武陵農場等地，透過詩詞歌賦描述臺中，形塑臺中人的認同

感，未來或許也會有孩童吟唱著童謠，述說著大甲溪的人文風情。 

教皇宮是亞維儂的歷史

座標、精神堡壘，當年教皇

的居所，引進義大利風格建

造成此宏偉的宮殿，塑造亞

維儂今日的繁華和藝術，現

除為一古蹟供人憑弔外，每

年夏天在中庭廣場上搭起

2,250座位的露天劇場，藝術

節的重頭戲皆在此搬演；高聳的宮牆成了天然的舞臺背景，斑駁的牆面

燈光處理下有獨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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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國在臺協會推薦並安排本局此行觀賞亞維儂藝術節不容錯

過的演出，是由比利時團隊製作的「BABEL 7.16」在晚間 10 點於教皇

宮露天劇場演出，全劇由數十名跨國表演者共同擔綱演出，時值 3月比

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生連環恐怖襲擊及恐攻籠罩全球之際，揭示觀眾去

思考不同民族、不同語言及文化似乎讓我們和平共處的困難度倍增，即

使科技日新月益，網路資訊發達讓我們好像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但追求

多元及獨特性以彰顯各個民族的文化特色，怎麼反而造成更多的衝突及

傷害？就像本劇名取自聖經故事－巴別塔（Tower of Babel），是當時

人類聯合起來興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

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計劃因此失敗，人

類自此各散東西。高塔中途停工的象徵意義，表示人類狂妄自大，最終

只會落得混亂的結局，或許在現代的理解上，即是在我們試圖透過科技

連結全球的時候，由於人類的狂妄自大，反而招致自我毀滅，然而，透

過人類的文明及人文藝術的共同語言，例如音樂、舞蹈、戲劇，期盼能

撫慰傷痛及重新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7 月 21 日（四）觀賞亞維儂藝術節於教皇宮內 IN 的演出，結合舞蹈、戲劇及語言，相當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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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7 月 22日（星期五）   

今天上午前往亞維儂鄰近的亞爾梵谷小鎮，亞爾位於義大利及西班

牙的重要道路上，從古羅馬時期開始，亞爾就被列為重點城市，也因此

到現在還留有不少古羅馬遺跡。而梵谷又為這座城市增添了幾分色彩，

雖然只在此居住了短短的一年 (1888~1889)，卻是梵谷創作的高峰，200

多幅油畫都是在這裡創作出來。最有名的當屬隆河星空 (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 及星空下的咖啡館 (Le Cafe de Nuit, Place du 

Forem) 。 

亞爾被隆河一分為二，城裡城外到處充滿了古羅馬時間的建築遺

址，羅馬競技場是一座古羅馬圓形競技場，是普羅旺斯地區保留最完整

的羅馬式遺跡。它長 136 公尺，寬 109 公尺，120 個拱門，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 1世紀。這座競技場可容納觀眾 2萬多人，用於觀賞戰車比賽和

血腥的徒手格鬥。今天，它吸引了大批市民觀賞殘酷性略低一些的鬥

牛，在夏季也有戲劇和音樂會，亦是善用歷史古蹟轉化成表演場地的例

子，吸引觀光客不只為了看表演而來，更可發思古之幽情。 

亞爾國際攝影節於今年邁入 47屆，是

全世界第一個以整個城市辦理國際攝影

節的活動，受法國文化部、亞爾市政府、

省區政府支持，並有許多公私立單位機構

協辦、贊助。 

經過長期的耕耘與累積，每年吸引國

際攝影專業人士與一般攝影愛好者參展

與觀展，去年吸引了 93,000人次觀賞。

2016年以非洲（Africa Pop）為主題，

展期自 7月 4日至 9月 25日，活動開幕

週每日有攝影的座談討論會、展覽解說

等，而配合攝影節整個時期，週邊亦有許多音樂晚會、影音表演等動態

節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7%E7%89%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7%E7%89%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F%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4%B9%90%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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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這座城市，驚喜藏身於街頭巷弄，往往一個轉身即身處梵谷畫

筆下的場景，又一個回眸，就走進攝影作品的展覽場地，這座城市因為

梵谷而充滿傳奇色彩，這片陽光普照、充滿生命力的小鎮也激勵了梵谷

的旺盛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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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曾經是臺灣文化協會重鎮，1920年代新文化啟蒙，維新運動如

百花齊放，就在文化城這個花園綻放芬芳。臺中城市的現代化，1910

日治年代蠭起，到如今，許多現代公共建築也剛好都唱起百歲之歌，教

育方面：臺中一中、臺中女中、神岡岸裡國小、臺中科技大學、中興大

學等；公共空間：柳原教會、第二市場、水源地上水塔、臺中火車站等；

文化方面：臺灣文社、七媽會香活動等等，都已經跨過百年門檻。這些

古建築群，都在城市角落散發著如花一般的歷史芳香。 

再造文化城，重拾城市光榮感，是一條漫漫長路，但相信有一天，

生活的首都、創意的城市，會重現臺中文化城。 

下午告別了充滿熙來攘往的觀光客的亞維儂，搭上法國火車踏上下

一個城鎮-夏隆的探索之旅。 

 

第五天 7 月 23日（星期六） 

夏隆位於索恩河畔，是位於勃根地區的一個城鎮，整個勃根地區皆

以葡萄酒產區與觀光產業聞名。1987 年舉行首屆專為跨國街頭藝術家

而興辦的夏隆街頭藝術節，成為民間與政府共同合作的藝術盛事。2005

年，夏隆街頭藝術節成為法國政府認證的街頭藝術城鎮，2008 年起，

法國政府決定將夏隆街頭藝術節納入法國的文化品牌，而夏隆街頭藝術

節亦成為法國第二大的文化節慶，於 2016 年邁入第 30 年。 

2016年夏隆街頭藝術節於 7月 20至 24日舉辦，節目規劃分成 IN 

及 OFF，由於藝術節結合了城市觀光需求，因此為了吸引人潮的大型節

目仍不可少。夏隆在 IN 的邀演節目部份，是透過長達半年的準備，邀

請藝術家進駐 L'Abattoir (國立街頭藝術中心)，利用冬天的時間創作

討論，在隔年的藝術節呈現，而這些節目也成為藝術節的自製節目。夏

隆的 OFF 節目則是有出乎意料的驚喜。OFF高達 200 個製作、1500場

的演出，在藝術節 5 天當中，在夏隆各地連番演出，OFF的演出，仍是

藝術節經過報名程序挑選進來的，所以仍有一定的品質保證。 

夏隆街頭藝術節又是另一個考驗腳程的機會，演出活動散佈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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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園、海邊、工業區、森林裡，各種想的到、想不到的地方，讓觀

眾為了欣賞演出，也遊歷了夏隆小鎮。有別於亞維儂藝術節，夏隆街頭

藝術節對於臺灣觀眾而言，應該是開展另一個視野及想像，在一個平常

的常住人口不到 20萬的小鎮，散發出來的藝術力量竟然能夠如此強大，

吸引全歐數十萬觀眾專程前來朝聖，顛覆了我以為街頭演出就是在街頭

上演的表演，夏隆街頭藝術節的演出卻是量身訂做，充份與街頭、演出

環境互動的表演，傳達一種藝術在生活中俯拾皆是的生活態度，鍋碗瓢

盆各項生活工具都可以成為演出的樂器，士農工商各行各業的人士都可

以成為表演者，我們驚訝的發現以蝸牛為主角的裝置藝術，也好奇裝扮

得像波西米亞人在樹林裡與植物共同呼吸的古典演奏者，還有熱鬧的上

演餐廳上菜秀與客人無違和感的精采演出。 

  

7 月 23 日（六）欣賞充滿活力又有創意的 OFF 演出。 

  

整個夏隆小鎮周邊亦有多元的街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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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10 點觀賞由夏隆街頭藝術節主辦單位安排法國團隊製作作品

「Rara Woulib」演出，演出地點在靠近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工業區，

整個演出過程演出者帶領著觀眾穿梭在暗黑的森林裡，演員是在演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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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在地民眾參與，再加以訓練，以許多穿著白色禮服的女人、黑西裝

的男人、麻紗破爛衣服的人沿途吟唱著時而激昂時而低迴的悲傷詩歌，

觀眾隨時被不知名的人或物侵襲，全劇驚嚇指數破錶，卻帶領觀眾感受

著戰爭的殘酷及人類對於戰爭的無助及恐懼。 

 

 

第六天 7月 24日（星期日） 

經過昨天參訪夏隆街頭藝術節的驚艷之旅，今天上午王局長志誠、

文化部駐巴黎文化中心蔡主任共同與夏隆街頭藝術節總監 Pedro 

Garcia會面，交換城市藝術節籌辦經驗，希望能藉此深入了解城市在藝

術節慶規劃、場地經營及觀光行銷的策略及效益，並思考臺中市特色，

以文化和觀光作為立基點，建構國際藝文交流機制及平臺，創造獨一無

二的城市經驗。 

王局長首先介紹臺中地理位置及氣候等優質條件，於日前被 CNN

讚為臺灣最宜居城市，且在林佳龍市長上任後，每年 10月積極推動辦

理花都藝術季活動，促成以文化藝術展演合作與交流機制與世界接

軌。於夏隆街頭藝術節已擔任 13 年的 Pedro Garcia 總監表示聽聞去

年法國南特市表演團隊「La Machine」到臺中國家歌劇院演出，也關

心歌劇院工程進度，並傳授巴黎歌劇院經營經驗，透露花了 3 年時間

培訓相關人員，一步步熟悉管理運作，供作未來臺中國家歌劇院的營

運參考。  

  王局長並與 Pedro Garcia 總監交換城市藝術節經營經驗，從官方

扮演角色、私人贊助、年度預算經費、票房到團隊評選標準等實際執行

情形暢所欲言。夏隆以觀光城鎮及對藝術的前瞻聞名，對於目前致力引

領中臺區塊成長，晉身國際城市的臺中市而言，實有諸多值得借鏡的地

方。最後王局長也表示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夏隆街頭藝術節取經，也尋求

未來合作的機會，以串連國外藝文團體或機構，協助國內藝文展演人士

或團隊交流互訪，建立實質合作關係，讓本局這次赴法國參訪藝術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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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豐碩，達到城市文化外交成效。  

下午告別了充滿驚奇之旅的夏隆小鎮，繼續搭火車往北向國際大都

會花都巴黎取經。 

  

  
7 月 24 日（日）拜會夏隆街頭藝術節總監 Pedro Garcia，交換城市藝術節經營經驗，收穫豐碩。 

 

第七天  7月 25日（星期一） 

上午前往拜會駐法代表處張大使銘忠，除了感謝駐法代表處此次協

助安排參訪觀摩法國藝術節活動，並汲取以「花都」盛名的巴黎經驗，  

王局長志誠並與駐法代表處張大使交換推動文化藝術經驗，張大使表

示，法國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大國，從中央、地方到一般民眾都很支持藝

文活動，駐法代表處耕耘亞維儂藝術節已十年有成，日前也邀請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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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雲門舞集來演出及侯孝賢導演的「聶隱娘」舉辦首映，都深受法

國觀眾歡迎，並建議臺中市向荷蘭討教運河花都的成功案例。 

王局長表示，臺中即將在 2018年 11月舉辦為期 6個月的臺中世界

花卉博覽會，林市長上任後，花博經過不斷檢討，分為幾個展區，包括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外埔永豐園區以及豐原葫蘆墩園區，其中，外埔及

豐原展區，就是因應發現原定展區有石虎活動，因此把活動空間留給石

虎，除了全力支持生態保育概念，其他硬體設備都將成為常態性的花卉

展覽場地；另外，花博期間藉由保留后里馬場核心區的空間紋理、歷史

建物、古蹟與重點老樹，打造不同以往的花博活動，成為第一個有「馬

場文化」的花博特色，深化花博內涵價值，兼顧在地生態與文化資產，

全力打造臺中成為花園城市。 

 

7 月 25 日（一）拜會駐法代表處張大使銘忠，感謝駐法代表處此次協助安排參訪觀摩法國藝術節活動，並汲取

以「花都」盛名的巴黎經驗，交換推動文化藝術經驗。 

巴黎夏日藝術活動多元且優先利用露天演出場地，就是要讓人們夏

季在巴黎也有度假的感覺，內容琳瑯滿目包含了音樂、戲劇、舞蹈、馬

戲、展覽、工作坊、行為藝術不等，而且近一半的節目都免費。夏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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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所有公立劇院都關門例行維修，藝術在忙了一整年之後，也趁在

有陽光的日子，走出劇院與市民同樂，巴黎夏季藝術節可說是藝術與市

民的陽光同樂會。 

巴黎夏日藝術活動中最知名活動之一即是巴黎沙灘活動，在塞納河

岸鋪設金黃色的細沙，設置藍色的遮陽傘和躺椅、棕櫚樹、吊床，營造

都市中的度假氣氛，已成為巴黎盛夏時期的親子休閒娛樂活動。反思臺

中有各式秀麗美景隱身在山、海、屯、城各區，今年臺中花都藝術季活

動將透過裝置藝術的妝點，使得民眾能更輕易及親近美好的角落，讓美

感沉澱在日常生活。 

既然巴黎夏日藝術活動多利用露天演出場地，我們就隨著巴黎人的

生活態度，展開巴黎盛夏藝文之旅，首先我們來到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塞

納河邊的羅浮宮，它原是法國的監獄，現在是羅浮宮博物館，擁有藝術

收藏達 3.5萬件，包括

雕塑、繪畫、美術工藝

及古代東方、古代埃及

和古希臘羅馬等 7個門

類，主要收藏 1860年以

前的藝術作品與考古文

物，是目前世界參觀人

數最多的藝術博物館。

1981年，法國政府對羅浮宮實施了大規模的整修，由華裔美籍設計師貝

聿銘設計的位於羅浮宮中央廣場上的透明金字塔建築。 

艾菲爾鐵塔（也常稱為巴黎鐵塔）是位於巴黎戰神廣場的鐵製鏤空

塔，世界著名建築，也是法國文化象徵之一，巴黎城市地標之一，巴黎

最高建築物，得名自其設計師居斯塔夫·艾菲爾（Alexandre Gustave 

Eiffel），屬於世界建築史上的技術傑作。艾菲爾鐵塔也是世界上最多

人付費參觀的名勝古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BA%B3%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BA%B3%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91%E7%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8%81%BF%E9%93%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8%81%BF%E9%93%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82%E7%A9%BA%E5%A1%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82%E7%A9%BA%E5%A1%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8C%96%E8%B1%A1%E5%BE%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6%96%AF%E5%A1%94%E5%A4%AB%C2%B7%E5%9F%83%E8%8F%B2%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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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國家藝術和文化中心是一棟

座落於巴黎第四區的複合建築，龐畢度

中心也是一棟高科技建築，內部包括公

共資訊圖書館、法國國立現代藝術美術

館與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龐畢

度中心完工後，引起法國社會大眾諸多

爭議，由於它與巴黎的傳統風格建築完

全相反，造成許多巴黎市民無法接受，

但也有藝文人士大力支持，有人則稱它

是「市中心的煉油廠」。 

巴黎聖母院是位於法國巴黎市中心

西堤島上的天主教教堂，也是天主教巴

黎總教區的主教座堂，約建造於 1163年到 1250年間，屬哥德式建築形

式，是巴黎最有代表性的歷史古蹟、觀光名勝與宗教場所。在聖母院門

口外的聖母院廣場中，有個原點紀念物，是法國丈量全國各地里程時所

使用的起測點，使得聖母院被視為法國文化中心點的象徵意義，又更加

強烈了一點。 

塞納河畔舊書攤，早在 1649年就曾於巴黎新橋出現，跟著市集的

其他攤子一同展示書藉，也曾一度因為大型書店的打壓而消失在巴黎街

頭，其特殊標誌「看著劍的蜥蜴」，就好像無法現形於陽光下的蜥蜴，

只能追求自由在陽光下展現光彩，希望藉由王室的劍能夠授予他們，自

由銷售著自己珍藏的書藉。 

從 19世紀開始，巴黎市政府即開始規劃，至今已經多達 900個舊

書攤規模、超過 30萬本書籍，從蘇利橋沿著塞納河兩畔長達 3公里，

就好像被兩排書架包覆著，是第一個沿河岸設置的城市，在蒙特婁、魁

北克、渥太華、北京和東京，也可以見到相同展示方式的舊書攤。但在

科技發達的現代，人人手拿一支手機當低頭族，在我們經過這群舊書攤

時似乎不若往日情景，多數攤位都未開啟營業，希望那天只是因為陽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A7%91%E6%8A%80%E5%BB%BA%E7%AF%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5%85%B1%E8%B3%87%E8%A8%8A%E5%9C%96%E6%9B%B8%E9%A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5%85%B1%E8%B3%87%E8%A8%8A%E5%9C%96%E6%9B%B8%E9%A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5%9C%8B%E7%AB%8B%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7%BE%8E%E8%A1%93%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5%9C%8B%E7%AB%8B%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7%BE%8E%E8%A1%93%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B2%E5%AD%B8%E3%80%81%E9%9F%B3%E6%A8%82%E7%A0%94%E7%A9%B6%E5%92%8C%E5%8D%94%E4%BD%9C%E5%AD%B8%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0%A4%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5%B7%B4%E9%BB%8E%E6%80%BB%E6%95%99%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5%B7%B4%E9%BB%8E%E6%80%BB%E6%95%99%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6%AF%8D%E9%99%A2%E5%BB%A3%E5%A0%B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8%B7%AF%E5%8E%9F%E9%B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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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耀眼而沒擺攤作生意，不是連素以文化著稱的巴黎人也不敵科技的

佔領。 

    參訪巴黎這些藝文景點，反思 2018 臺中市世界花卉博覽會，將臺

灣的精華與美好放入其中，向全世界展現這座美麗之島，並傳達臺灣人

重視自然共生、綠色共享及人文共好的概念，營造永續發展的花都。 

 

第八天  7月 26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參訪蒙馬特，地處於法國巴黎市十八區的一座 130公尺高

的山丘，在塞納河的右岸。蒙馬特高地著名的景點有白色圓頂的聖心

堂、聖彼埃爾教堂、小丘廣場、皮加勒廣場、紅磨坊、狡兔酒吧、浣衣

舫和愛牆等。許多藝術家都曾經在蒙馬特進行創作活動，包括西班牙畫

家薩爾瓦多·達利、義大利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克勞德·莫內、

巴勃羅·畢卡索與文森·梵谷等人。 

  來到蒙馬特，就想到臺灣小說家邱妙津，她的著作影響華語同性戀

文壇相當深遠，其中最享譽文壇的是《鱷魚手記》和《蒙馬特遺書》。

1995年她在巴黎自殺亡故，當時才 26歲。 

 來到聖心堂，蒙馬特的地標，白色圓頂高塔矗立在蒙馬特山丘上，

這間興建於 19 世紀末的教堂，造型迥異於其他巴黎教堂，在當時被視

為風格大膽的設計。其實聖心堂最吸引人的不只是教堂本身，聖心堂前

方的階梯廣場，總是有許多街頭藝人在此表演，居高臨下面對一望無際

的巴黎視野，更是留影取景的最佳去處。 

  

 7 月 26 日（二）參訪聖心堂、其周邊廣場及畫家村，充滿濃厚藝術氣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5%8D%81%E5%85%A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B0%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B4%8D%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3%E5%B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BF%83%E8%81%96%E6%AE%BF_(%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BF%83%E8%81%96%E6%AE%BF_(%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D%BC%E5%9F%83%E5%B0%94%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8%98%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8A%A0%E5%8B%92%E5%B9%BF%E5%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7%A3%A8%E5%9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A1%E5%85%94%E9%85%92%E5%9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3%E8%A1%A3%E8%8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3%E8%A1%A3%E8%8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A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8%A1%93%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A2%85%E4%BB%A3%E5%A5%A5%C2%B7%E8%8E%AB%E8%BF%AA%E5%88%A9%E4%BA%9A%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5%8B%9E%E5%BE%B7%C2%B7%E8%8E%AB%E5%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B%83%E7%BE%85%C2%B7%E7%95%A2%E5%8D%A1%E7%B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A3%AE%C2%B7%E6%A2%B5%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1%B7%E9%AD%9A%E6%89%8B%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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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馬特還有另一項有名的特產－舉世聞名的康康舞，地點就在紅磨

坊，而門口的紅色風車更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招牌。蒙馬特的全盛時期

最多有 30多座風車在此運轉，它們都成為雷諾瓦的《煎餅磨坊的舞會》

畫作或是尤特里羅畫中蒙馬特街景的背景，如今僅剩寥寥無幾，而紅磨

坊這座已超過 100年歷史。 

    迷人的蒙馬特區域是很多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其中小丘廣場還有畫

家村的別名，走在不起眼的公園中，有一面牆上 300 多種語言寫下超

過 1000次我愛你，隨性走逛蒙馬特每一個小巷弄，都會遇到別具風格

的小店令人駐足流連，連石頭鋪設的街道都令人感受藝術氣息，令我

聯想到臺中草悟道、美術園區及精明商圈，期盼有朝一日，臺中城文

化薈萃的能量、悠久的歷史文物建築、舊城區和遺落巷弄中的故事，

都能令觀光客流連忘返。 

在上午匆匆結束蒙馬特藝文巡禮後，下午即收拾滿滿收穫的行囊

踏上漫長返國旅程。搭上晚間 6點的飛機，途經荷蘭阿姆斯特丹轉機。 

 

第九天  7月 27日（星期三） 

下午 2:45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約下午 5 點半返回臺中，結束了這

趙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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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法國以為數驚人的大大小小藝術節著稱，光是音樂表演類每年就多

達 3000 多個，佔了七成。不過根據法國最近的專題報導指出，跟堪稱

藝術節黃金時期的 1990 年代末相比，現今因為政府補助款不斷滑落，

加上經濟不景氣，藝術節的生存越來越難。面對存續挑戰，很多藝術節

不得不必須動腦筋轉型或更新。藝術節現在都比從前更賣力拓展財源，

方式除了增加合作對象與尋找贊助，還在於藝術節長期的經營傳承-亦

即培養藝術節一棒接一棒的承辦人員以及它必須動員的志工。其次，就

是藝術節必須具備不斷變革能力，才有辦法歷久彌新。  

「臺中花都藝術季」是本局 2015 年起推行的重要文化政策，為厚

植在地藝文，培養在地人才、加強在地藝文團隊合作及串聯民間資源，

將臺中打造為藝術人文重鎮，提供優秀藝術人才發揮創意，並整合相關

藝文資源，展現藝術跨界合作豐富多元的重要平臺。 

2016臺中花都藝術季以「跨界」為主軸，凸顯表演藝術的在地性、

創新形式及創新價值，為期近 3個月不斷電藝文饗宴，結合四大文化中

心、古蹟及文化景點等推廣美感教育，擴大城市文化交流與合作觸角，

給予市民質精深刻的藝文體驗。2016臺中花都藝術季所規劃的節目類型

繁多，舉凡表演藝術、裝置藝術、踩街遊行、視覺藝術、小舞臺接力秀、

兒童劇場及藝術亮點等多元精采活動，打開跨界合作的可能，活絡文化

產業，將臺中「文化城市」的形象推向國際社會。 

一個城市擁有深厚文化藝術底蘊，才能展現無可取代的獨特性，並

且累積永續發展的能量，如英國的愛丁堡藝術節，法國的亞維儂藝術

節，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每年臺中花都藝術季活動正是匯聚國內

外優秀藝術團隊的創造力和精采演出，呈現在地特色、文化風格及國際

期待的連結網絡，照亮大臺中城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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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臺中花都藝術季活動，可參考建議如下： 

一、 扶植優秀藝文團隊，展現文化軟實力  

  積極培育藝術人才，鼓勵年輕藝術工作者創作，同時強化美學教育

扎根及跨域文化交流，以藝術思維充實日常生活，並委託在地表演藝術

機構或專家學者組織諮商輔導團，定期訪視團隊，協助設定及執行發展

目標，針對團隊營運情況提供專業建議。另，於藝術節籌備期間，以公

開甄選方式，在本市街頭藝人及立案團隊中找尋出優秀的表演者，至草

悟道、文學公園、演武場等藝文場域演出，提供藝文團隊展演的舞臺。 

二、 保存活化歷史古蹟建築，行銷城市文化特色 

  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臺中放送局等都是很好的藝文培育基地，

這些公共空間具有特殊的「都市歷史氛圍」，相信對許多表演者及觀眾

都具相當吸引力，延伸創造出年輕一代藝術家揮灑的空間，為臺中的文

化藝術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臺中火車站、臺中市第二市場、臺中一中、

中興大學、柳原教會悠然綻放臺中城百年歷史風華，以表演藝術、裝置

藝術、踩街遊行等多元精采活動，結合花都意象以精緻作品演繹大臺中

豐富的人文生活面貌。 

三、 串連各界資源平臺，聚焦臺中品牌效應 

  知名經濟評論家馮久玲在《文化是好生意：Culture is good 

business》一書中，揭櫫了新時代的新趨勢：「文化力新加值」將成為

新時代產業經濟發展的一具新引擎。 

  一座城市因為有了文化而偉大，企業也因投資文化而偉大。「文化

創造企業，企業創造文化」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投資文化藝術鐵定是門

好生意，綜觀這次參訪法國城市藝術節，往往由非營利單位主導或民間

贊助佔重要角色，因此尋求企業參與關心公益讓臺中市文化永續發展，

以美麗與文化為名，讓公益與商譽（品牌）一起飄香，讓世界看到臺中。 



 30 

 

四、 建基傳統邁向未來，建立表演藝術交流平臺 

臺中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遇重大民俗節慶時，相關民間團體、社

區等常爭相舉辦各項應景活動，為活化傳統民俗，在既有的節慶基礎上

注入多元文化創意及互動元素，加強行銷宣傳，在傳統風俗中展開文化

新貌，吸引民眾共同參與，在生活中營造文化氛圍，凝聚社會共同情感

與文化記憶。 

串連起臺中各區在地的節慶文化，發展出屬於臺中自己的「藝穗

節」，在藝術節期間可結合各地文化慶典，以藝術嘉年華的形式帶動周

邊地方節慶，成為臺中的觀光盛季，讓全世界看見臺中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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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相關文宣及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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