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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將臺中市的藝術成就推廣至國外，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自 2007

年起舉辦「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逐年規劃將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

巡迴於國外展出。 

因受全球 Covid-19疫情影響，本活動 2020年及 2021年均停辦，

今年透過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協助，克服萬難地將 60件優質

的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送往泰國曼谷，自 9月 6日起至 9月 25日在

泰國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展出，希冀能將臺中市大墩美展多年來所積累的

藝術成就，以及臺灣近年來蓬勃的藝術創作能量分享給國際友人及海外

僑胞。 

今年度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嚴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政策，綜合考量安全性與展覽成效，訂於 2022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許科長秀蘭率團，偕同王股長榆芳及黃

科員甯隨團前往泰國，舉辦展覽開幕式、及參訪活動，透過藝術的沁潤，

更加互信穩固，也成功達成出訪交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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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人員名單 

 

2022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團員名單 

 

職稱 姓  名 服務現職 出國任務 備註 

團長 許秀蘭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科長 

督導文化交流展覽布展、

開幕式及訪問團各項事宜 
 

副團長 王榆芳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股長 

綜理文化交流展覽活動紀

錄及參訪活動進行等工作 
 

團員 黃甯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科員 

負責文化交流展覽活動記

錄及參訪活動進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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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臺中市於 1996年開辦大墩美展，提供藝術創作者競技切磋的藝術

舞臺，開辦之初以市籍創作者為徵件對象，屬地方性之美術展覽，1999

年擴展為全國性的大型美展，再於 2002年起向全球藝術愛好者徵件，

躍昇為國際美展，成為臺灣具有國際面向的重要大型公募展。經過 27

年的努力耕耘，秉持著提升創作風氣、培育藝文人才及促進文化交流的

目標，一路走來已略具成效，每年均有一、二千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

家參與此一藝術盛會，而廣納進來的各種藝術風貌，不斷增進臺中在地

文化的豐厚。 

臺中市大墩美展為了能在既有的藝術高度上，更進一步透過文化交

流以藝術和國際接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自 2007年起逐年規劃將歷屆

大墩美展典藏作品於國外巡迴展出，多年來，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廈門及

杭州、日本京都、沖繩與橫濱、美國德克薩斯州及加利福尼亞州、澳洲

坎培拉、印尼雅加達、紐西蘭奧克蘭及旺加瑞、馬來西亞吉隆坡、越南

胡志明市及加拿大溫哥華等地，精采的展出均獲得熱烈的迴響及肯定，

成功將臺中市多年辛苦建立的美學成就推廣至世界各地。 

今年透過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協助，克服萬難地將 60件

優質的歷屆大墩美展典藏作品送往泰國曼谷，自 9月 6日起至 9月 25

日在泰國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展出。因受全球 Covid-19疫情影響，本活

動 2020年及 2021年停辦兩屆，雖然國外交流無奈暫緩，但臺中市大墩

美展仍然蓬勃發展，疫情期間更顯藝術創作者充沛的創作能量，本活動

停辦期間積累第 24屆、第 25屆及第 26屆的優異大墩獎作品，這些作

品在本次展覽首度亮相，成為展出一大亮點，本展覽於停辦兩屆後再度

起步邁進，是後疫情時代難能可貴的交流機會，期許能推廣本市豐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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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能量於國際。 

今年度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嚴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政策，綜合考量安全性與展覽成效，經歷多次出國計畫的研議與調整，

逐一克服場地、展品運送等問題，同時堅守防疫措施，在維護人員與展

品安全的前提下，讓臺中市大墩美展典藏作品站上國際舞臺。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事前邀請蕭世瓊、黃義和及李素月等 3位藝術家

創作，在展覽開幕式中贈送予來賓，讓雙方以藝會友，增加本次交流活

動的效益。 

另為籌設臺中市立美術館，活動期間亦參訪泰國曼谷地區許多著名

的藝術場館如：暹羅博物館、泰國國家博物館、曼谷市立藝術文化中心

等，藉由實地觀察紀錄其硬體設計、策布展方式、動線安排等，以作為

籌劃本市美術館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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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2022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團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備註 

第一天 

9 月 5 日 

星期一 

06:40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集合出發 

 

10:40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星宇航空班機赴泰國曼谷蘇凡納布機場 

當地時間

13:30 
抵達泰國曼谷蘇凡納布機場 

下午 
於泰國曼谷河城藝術中心點交作品、勘查展覽及開幕式布置

狀況 

晚上 宿於曼谷  

第二天 

9 月 6 日 

星期二 

上午 籌備「2022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 

 下午 「2022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開幕式 

晚上 宿於曼谷 

第三天 

9 月 7 日 

星期三 

上午 參訪曼谷國家博物館及暹羅博物館 

 下午 參訪曼谷市立藝術文化中心 

晚上 宿於曼谷 

第四天 

9 月 8 日 

星期四 

上午 參訪泰國建築藝術-大皇宮及玉佛寺建築群 

 

14:30 自泰國曼谷蘇凡納布機場搭乘星宇航空班機返桃園國際機場 

當地時間 

19:2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23:00 宿於防疫旅宿 

 

本次交流展主要由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為協尋場地，經多

番討論交涉後，決定於泰國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展出，並由駐泰國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共同主辦，檔期安排於 2022年 9月 6

日至 9 月 25 日，並於 9 月 6 日辦理展覽開幕式，由泰國曼谷河城藝術

中心提供藝廊空間與各項設備租借，並辦理展覽宣傳大圖輸出、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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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等工作，另由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助貴賓邀請及媒體聯絡

事宜。 

配合此次展覽，本局工作人員親赴泰國辦理展覽及開幕式作業，由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許科長秀蘭擔任團長，於 2022 年 9 月 5 日率團前往

泰國，展開為期 4天的工作行程。 

 

第一天 9月 5日（星期一）   

疫情期間為維護藝術家安全，並確保展品點交、展覽及開幕式順利

進行，文化局相關業務單位人員一行 3人，於 9月 5日自桃園國際機場

搭乘星宇航空班機，於當地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左右抵達泰國曼谷蘇凡

納布機場。辦理出關手續並提領完行李後，便搭上廂型車前往曼谷河城

藝術中心(River City Bangkok)，進行場地布置確認作業。 

    曼谷河城藝術中心位於昭披耶河河畔，自 1984年開業迄今已 39年

歷史，過往是曼谷藝術、古董的大型販賣場所；近年重新改造後，吸引

藝廊、賣店進駐，建築物 2樓則改建為專業藝廊空間，適合舉辦藝術展

覽，全年展示不同國內外藝術創作，本次展出空間即位於 2樓的

Galleria 1，展覽動線順暢、環境美觀，中心工作人員給予許多專業協

助。 

    因考量泰國曼谷交通壅塞，安排本次工作人員下榻於展場周邊飯

店，辦理報到後，便將行囊中的墨寶、專輯及文宣品等各項展覽用品帶

至展場，進行展品點交、確認展場布置狀況，並演練隔天開幕式準備流

程等各項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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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9月 6日（星期二）   

早餐用膳後，訪問團成員隨即前往展覽會場進行開幕式的準備工

作。在各項事宜安排恰妥之際，也已中午 12 點，工作人員簡單於展場 1

樓的店家用餐後，便返往展場待命，為開幕式做最後確認。 

下午 1 點多貴賓陸續到場，本次由於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

務組及泰國台灣會館的大力號召，現場嘉賓雲集，除了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大使莊碩漢親自蒞臨外，曼谷河城古董藝術中心董事總經理

鄭紹敏、泰國台灣會館主席林何佩娟、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郭

修敏、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理事長素瑪莉、曼谷台商聯誼會會長黃秀蘭

等多位文化界、僑界及商界代表均到場共襄盛舉。 

開幕式上，由主持人短暫開場後，隨即邀請各界貴賓上臺致詞並致

贈予墨寶。臺中市長盧秀燕特別透過影片感謝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曼谷河城藝術中心、泰國台灣會館等單位的鼎力協助與全力支持，

讓這次展覽得以克服疫情順利策辦。盧市長說，臺中市開辦大墩美展至

今已 27 年，從一開始的地方性美展到躍升為國際型美展，每年都有來

自數十個國家、逾千件作品參賽，也已成為世界藝壇矚目的交流舞台。

大墩美展透過舉辦海外交流展覽至今已走訪過 9 個國家、14 個城市，希

望透過此次展出，除了促進台泰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深雙方的友好

情誼。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大使莊碩漢表示，這次交流展不僅呈

現台灣蓬勃發展的當代藝術創作，也展現了藝術與文化無國界的軟實

力。 

活動結束後由文化局許秀蘭科長帶領貴賓進行展場導覽，許多僑

界、藝文界人士紛紛進入展間逐一欣賞與討論精彩作品，氣氛相當熱

絡，為開幕式畫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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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9月 7日（星期三） 

在開幕式圓滿結束後，展開一連串參訪活動。第一站前往「曼谷國

家博物館」。博物館標準的泰式建築原先是給泰國皇宮副王的前宮，博

物館在 1874年建立與對外開放，展出泰國各個時期的古物與古典工藝

品，訪團人員逐一參觀泰王王座、祭典所需器具、皇室家具與用品、金

屬藝術品等各個展間，最後參觀的展間介紹泰國皇室王子兒時生活，包

含受教育的過程、玩具、床鋪與器具等，此時展場人員熱情的拿起平板，

介紹 AR互動裝置，透過平板讓參展者可能更了解各項家具的使用方式，

更加了解皇室生活。泰國的國家制度與臺灣不同，透過本次參訪，加深

我們對泰國歷史與皇室的了解。 

緊接著，訪問團來到暹羅博物館，直走穿越草皮上舞動的大型雕

塑，購買門票與租借中文導覽後，自 3樓往下參觀，第一個展間透過 4

面牆上的各個抽屜、圖片與物件，企圖帶領觀展者探討泰國的認同議

題，依時間順序分別展現每個時期的泰國標誌性人事物，作為探討國家

認同的開始。而接下來的每個展間則分別以語言、服裝、飲食、生活用

品、建築等諸多面向，探討文化的演變與更迭。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中，

透過展覽可以看見泰國本身文化的傳承，也能感受到柬埔寨、緬甸、中

國乃至於西方文化的影響。 

對於赴泰行程來說，這兩個展覽使訪團深入了解泰國的歷史、地理

與人文景觀，然而上午的行程結束後，文化局與曼谷河城古董藝術中心

董事總經理鄭紹敏相約用餐，鄭女士談到泰國與臺灣藝文環境的差異，

以及長年在泰國藝文推動的甘苦談，我方也分享文化局目前正在興建的

「臺中綠美圖」，希望未來跟曼谷河城藝術中心能有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會談過後，訪團前往曼谷市立藝術文化中心參觀，該中心建築內部



 9 

看似美國紐約古根漢博物館，不過建築樓層更高，結構也較為複雜，訪

團沿著圓形的建築物通道依序往上參觀，前幾個樓層多屬小型藝廊空間

與各式賣店組成，越往上行，發現樓層天花板逐漸挑高、開始有許多大

型的展覽空間，本次參觀藝術家回顧展及主題式策展各一檔，如

CrossoverII: The Nature of relationships 展覽即以探討環境關係為

主軸，本次展出是第二次以該主題策展，因第一次展覽效果良佳，主辦

方時隔多年第二次以此主題策展，透過子主題進行延伸性的討論，呈顯

藝文界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 

參觀完曼谷市立藝術文化中心後，即前往附近的中央百貨商圈用

餐，因隔天還需準備搭機，一行人在經過一整天緊湊的參觀行程後，趕

緊回飯店將開幕式用畢的用品及行李整理妥當，結束充實的一日。 

 

第四天 9月 8日（星期四） 

第四天配合搭機時間，需 10點出發前往機場，然而 9點至 10點間

的空檔，少有美術館或藝廊開館，因此訪團來到大皇宮與玉佛寺建築群

參觀，入場後首先參觀玉佛寺建築群，玉佛寺為泰國皇室御用的寺廟，

也是許多國家級重要祭典與儀式的辦理地點，玉佛寺建築群中又以大雄

寶殿為中心，建築物金碧輝煌，建築內部也可以看見牆壁四周、門、窗

與屏風等各處都充滿細緻的繪畫或工藝，入內便可感受到肅靜與安詳的

參拜環境。參觀完玉佛寺建築群，訪團換前往大皇宮建築群，此時明顯

感受到各種文化匯聚於泰國的多元之美，如中國石獅的造型、帶有歐風

的節基殿等，可以感受強盛的泰國海納四川的包容性與國際性。 

10點多訪團出發前往泰國曼谷蘇凡納布機場，透過候機時間用餐，

搭乘星宇航空班機返回臺灣，結束此趟文化交流訪問之旅。返臺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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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進行通報、快篩，搭乘防疫計程車抵達隔離地

點，進行 3天檢疫隔離及 4天自主健康管理，訪團 3名成員此行均健康

平安。 

 

肆、心得 

本次活動為期 4天的參訪活動，行程規劃豐富緊湊，獲得頗為豐碩

的所見所聞，謹彙整參訪心得如下： 

 

一、傳統藝術產業轉型當代藝術，與時代潮流並進 

本次展覽地點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具有近 40年歷史，從過往以各個

的古董店鋪為主的購物中心，至今轉型推動當代藝術，除了有許多畫廊

進駐，也建立當代藝術展覽空間，然而在中心一樓仍能看見原本古董店

鋪的空間結構，不過許多已改為畫廊進駐，或是改為藝術教育體驗工作

坊，每個小空間都別有一番風景。除了硬體設備的改變，該中心也致力

推動現當代藝術展覽，使該中心成為泰國曼谷現當代藝術領域的重要民

間力量。 

反觀大墩美展自 1996年開始已舉辦 27年，交流展也自 2007年開

始，擁有 14年歷史，兩項活動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並且相輔相成，

交流展長年展出大墩美展歷屆典藏作品，大墩美展可說是交流展活動的

根基，競賽機制本身牽涉藝術作品如何被分類、初複審評審機制如何汰

選作品，以及大墩獎評審會議中，如何再從 11名第一名中評選出 5名

大墩獎得主，成為參展的典藏作品，除了上述種種制度面因素，競賽本

身尚須與現在藝術氛圍、民間創作力量彼此交互作用，最終都仍須回歸

臺灣藝術界的需求與反思大墩美展及交流展的辦理宗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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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 Covid-19疫情期間，推動國際藝文交流不遺餘力 

全球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因應國境管制，

連續停辦兩屆，2022年 4月駐蒙古代表處、蒙古藝術美術館與文化局共

同主辦「大墩美展台灣、蒙古國獲獎藝術家聯展」，將大墩美展 2 件典

藏作品運至蒙古，與歷年曾獲大墩美展的蒙古藝術家作品於蒙古藝術美

術館共同展出，臺中市黃副市長國榮特別透過影片參與展覽開幕式，該

展覽為大墩美展首次跨洋出借典藏品，以線上方式進行交流。 

2022年 6月至 8月本交流展籌備期間，逐步討論訪團成行與否、藝

術家隨團出訪與否、以及檢疫隔離相關費用的計算，廣泛討論訪問團各

種辦理所有可能性，為兼顧出訪風險與 60 件典藏品安全性，於出訪兩

週前定案以 3人出訪 4天之方案，由文化局同仁親赴展覽現場完成作品

點交、佈展確認與開幕式辦理等各項作業，籌備過程之坎坷與時程之緊

湊難以言喻，所幸訪團仍成功完成交辦工作，且平安健康返臺，展覽也

順利圓滿，廣受泰國僑界與藝文界好評。 

 

三、訪問團行程豐富緊湊，盡可能參訪重要美術場館 

    交流展原定行程為 7 天，不過最後訪團行程計 4 天，許多重要參訪

行程的取捨與調整成為重要課題，除了第 1 天搭機與展場確認、第 2 天

籌備與舉辦展覽開幕式、第 4 天搭機返臺外，參訪行程僅能安排於行程

第 3 天，泰國各大博物館、美術館、藝廊與文創空間林立，考量時間與

交通安排後，決定參訪曼谷國家博物館、暹羅博物館與曼谷市立藝術文

化中心，原安排的曼谷當代藝術館 MOCA、泰國創意設計中心、金湯普

森博物館、朱拉隆宮大學藝術中心、Yalo House 藝廊等，可惜受限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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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成為此行的遺珠之憾，然而仍慶幸在有限的時間內，訪團認真且充

實的參觀了 3 個藝文場館，深入了解泰國當地民俗風情，並欣賞藝術作

品。 

 

伍、建議 

一、善用文化軟實力，具備國際性視野 

藝術是國際共同語言，本美展擁有源自東方的墨彩、書法、篆刻、

膠彩、工藝等精采作品，也有源於西方的油畫、水彩、雕塑等優秀創作，

具有豐富的藝術語彙，經過長年的積累，大墩美展典藏作品逐年增加，

文化局每年將最優秀的藝術作品分享給國際友人。 

大墩美展與國內各大公辦美展最顯著的差異係本美展具有國際化

的規模，從廣徵來自世界各國的創作，乃至推廣本市典藏作品於海外，

然而文化局如何加深此美展的國際性，包含提升國際件參賽數量、提供

開闊的評選視野、典藏國際作品等，都是值得推動的方向，除了讓各界

見證臺灣現有的文化軟實力，也實現美展與交流展搭建國際藝術交流平

臺的功能。 

文化推廣的效益需經年累月方能略見一二，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熬

過疫情難關，持續走訪世界各地，實屬不易，期盼未來能再次與我國藝

術家共同出訪，實際與他國藝術家切磋技藝，透過文化軟實力，不斷提

升臺灣與臺中的國際能見度。 

 

二、與當地民間團體互惠合作，協力舉辦藝術展覽 

    於海外舉辦展覽，因為語言隔閡、交通不便、出入關手續、各項資

源不熟悉等種種因素，而總是困難重重，原先在國內簡單、基本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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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拓展至海外時便是難上加難，除了文化局業務承辦團隊過關斬將

似的一一突破困難外，每次出訪總是有賴世界各地商會或僑團等民間團

體的力量，例如本次訪問透過曼谷河城藝術中心及泰國台灣會館鼎力相

助，方使業務得以順利推展，本次展覽的展場人員、開幕式的主持人、

貴賓邀請、媒體餐盒等工作，均有賴中心及會館的協助，抵達泰國時也

有勞當地僑胞協助語言上的溝通、交通方式等，讓每個細節精準到位，

期許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讓本活動的交流效益持續延伸。 

 

陸、結語 

文化推廣事業需要長時間日積月累的努力，文化局自 2007年起致

力將大墩美展典藏品推廣於國際，秉持延續傳統、保持創新的精神，大

墩美展在滾滾洪流中走出自己的道路，隨著世界的脈動前行。 

這三年間 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印證世界各國已是彼此環環相

扣、息息相關的生命共同體，在後疫情時代下，人們被迫感受到運用發

達的網際網路進行線上作業的便利性與限制性，也讓人們開始討論實體

與線上的差異性，對藝術品欣賞的探討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浮現，自

古文明至今日的當代藝術發展，可以看見藝術隨著時代需求和風潮不斷

被剖析與重新定位。 

從攝影術發明後，班雅明對於靈光的詮釋，乃至近年 NFT藝術市場

風潮，都是實體和再現概念的反思。後疫情時代下的大墩美展文化交流

展持續透過實體原件展出，企求帶給觀眾的養分或許正是對於異文化藝

術的親身經驗，透過觀者或近或遠的觀看，感受每件作品細膩紋理的表

現。 

大墩美展本是依媒材分類的藝術創作競賽，在現今強調跨域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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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氛圍中，似乎不是最新潮的整合能量，但當代藝術本是強調多元可

能的不斷實驗與挑戰，無論「單一媒材」或「複合媒材」本質上都是對

於創作方法的分類符號，回歸藝術本質的思考仍是藝術家對環境、自身

或形而上等各個議題的關懷，輔以合適媒材的展現。「複合媒材」多用

於挑戰的是質感的創新與概念性的思考，而大墩美展見長的各類別「單

一媒材」創作，則是呈顯藝術家對於各個媒材熟稔的認識、革新的實驗

以及極致精湛技藝的展現，媒材本身的肌理搭配爐火純青的技術正是大

墩美展典藏品最值得細膩品味的亮點。 

因此大墩美展交流展每年慎選頂尖的大墩獎典藏作品至世界各國

展出，期待能帶給海外喜愛藝術的朋友最頂級的視覺刺激與享受，期盼

大墩美展文化交流展能持續克服萬難推動藝術文化於國際，透過每年與

不同時間、不同國度、不同人群的互動下，不斷探索與剖析大墩美展的

根本精神，堅守大墩美展在世界、臺灣藝文發展中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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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錄一  臺中市大墩美展文化交流訪問活動相片選集 

 附錄二  相關文宣及媒體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