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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皮寮歷史街區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不只是萬華獨特場域 如今交織著城西文化、
社會公益、藝術共融的百年街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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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petry Art Center of Taipei
最趣味的偶戲博物館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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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凝聚社區認同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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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當代藝術展演與美感教育的激盪

西門紅樓
The Red House
延續北市西區文化記憶 擁抱百年風情再出發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Taipei Cinema Park
西門町最新潮繽紛的藝文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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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董事長 / 李遠

2021 年 COVID-19 疫情的延續與擴散，改變了人們既有的行為模式，抗疫成
為全球的共同議題。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當然也不例外，同仁們在疫情之下，
戰戰兢兢地落實防疫措施並持續推動藝文活動，這場意料之外的災情，雖然
為藝文界帶來諸多挑戰，但也創造無限機遇。

首當其衝的萬華區，讓百年歷史風華的剝皮寮歷史街區站上對抗疫情的最前
線，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與防疫堡壘。疫情趨緩後的《36Days 快篩防疫堡
壘展》，忠實呈現影像紀錄之餘，也反映出剝皮寮不僅是藝文展覽區，更於
關鍵時刻展現了公共參與、社會支援與緊急應變的社區功能。

雖然疫情苦難，我們仍達成階段性任務，在文基會度過五年籌備期的「臺北
表演藝術中心」終於自 2021 年 4 月起獨立出文基會，掛牌成為行政法人。
籌備期間我們積極辦理人才培育計劃、藝文工作者的交流集會及藝術節慶活
動等，為北藝中心打下厚實基礎，創造全民劇場的品牌價值，吸引更多人踏
入劇場。告別了北藝中心，2021 年迎來了全新的挑戰，文基會被賦予統籌臺
北市眷村據點及資源，以及推動眷村文化保存的任務，納入北投中心新村、
蟾蜍山煥民新村及嘉禾新村，擴大行銷推廣眷村文化，打造臺北眷村推廣基
地。北投梅庭 2021 年移交文基會營運後，推出首檔特展展出素人藝術家 93

歲曾鳳麗阿嬤的作品，廣受社區及大眾之好評。

在疫情期間我們亦不忘持續推動「無圍牆博物館計畫」，期許將整座城市打
造為一座大博物館，打破傳統博物館的圍籬及框架，讓人文藝術進入到民眾
的生活日常，用故事帶動觀光人潮與產業發展。文基會作為北投溫泉、城北
廊帶、城南臺大、萬華艋舺及信義松菸等區域統合窗口，串聯公部門資源及
民間活力，讓往來遊客感受到最精華的文化體驗。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
構更規劃以「拍臺北─我的博物館」為主題的行動學習課程，透過影片呈現
學生在各無圍牆博物館場域的所見所聞。

2021 年是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一年，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轉變，考驗著各界順
應與適應的能力，不管是轉型應用，抑或尋找新出路，各行各業發展出各自
獨特的因應之道，而文基會所展現的多元彈性，正是動盪時代中不可或缺的
特質，為藝文產業重啟生機，開啟不同的可能性。

2021 年，COVID-19 疫情對臺灣造成莫大挑戰，幸而各界於 2020 年已準備
好各種應變機制，面臨突如其來的嚴峻疫情，迅速調整應對策略，從居家辦
公做起，藝文館所全面停止對外開放，並將各項活動停辦或延期，實體活動
改為線上辦理，竭盡所能降低人和人接觸的機會，阻擋疫情蔓延，齊心抗疫
撐過 69 天的三級警戒。

疫情趨緩後，文基會積極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臺北市政府防疫政
策，逐漸恢復各項展演活動，以更多元的型式，規劃實體與線上並行的活動，
如線上展覽、導覽、徵件，透過影音平台直播展演、講座、工作坊及製作
Podcast 等，提供觀眾新型態的藝文參與方式。

2021 年恰逢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當代藝術館及松山文創園區週年，台北國
際藝術村營運 20 年間，接待 500 餘位藝術家進駐，疫情期間更是透過虛擬
駐村等方式，持續維持國內外的交流；台北當代藝術館為迎接 20 週年，重新
梳理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歷程，籌劃一連串展演計劃，展望下一個新階段；
松山文創園區開園滿 10 週年，推出限定專刊和特展，帶領民眾展開一場時光
穿梭之旅。

台北偶戲館 2021 年首次於夜間開館，並推出全臺首次介紹臺灣第一代戲偶雕
刻師許協榮專書，典藏時代的職人技藝。新北投車站持續以整合行銷概念，
串連社區及商家落實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願景。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為鼓勵
國際影視攝製團隊在臺北市攝製影視作品，至今本市已投資 15 部影片，合資
合製國家達 11 國，並透過線上參展爭取國際影壇曝光機會。台北電影節因疫
情從夏天延到了秋天，幸而在所有電影工作者和喜愛電影的民眾的堅持和配
合下，這場年度電影盛事依然順利展開。西門紅樓持續推展文化、創意與藝
文展演活動，全力發展多元廣泛的手法與形式以吸引遊客回流，與西門商圈
一同努力返回美好年代。

自 2020 年初 COVID-19 病毒於全球大幅擴散至今，文基會持續學習與疫情
共存，並在困境中不斷尋求突破，利用數位科技打破場域疆界的特性，以及
線上線下的虛實整合，強化網路社群平台與民眾互動關係的經營，並透過文
基會各場館網路串聯活動，發展出更多元的藝術服務模式，線上科技不僅僅
是一種替代方案，不設限的虛擬世界才有更多可能，文基會後續將以更厚實
的軟實力，為市民帶來更好的文化體驗，展望全新的未來。

董事長的話 執行長的話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
李遠 ( 小野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執行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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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創意發展部 /
松山文創園區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台北當代藝術館

西門紅樓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剝皮寮歷史街區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台北偶戲館

北投梅庭

蟾蜍山煥民新村

台北電影節

北投中心新村

新北投車站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2021 重點活動

松山文創園區學園祭

荷蘭鹿特丹影展暨創投會（線上）

月光電影院 月光電影院 月光電影院 月光電影院 月光電影院

《棲息在光中》－ 2021 寶藏巖光節

新北投車站生日慶－驛起過百年

《驛。百年》車站新檔特展

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博雅組

『天橋上的魔術師』西門紅樓特展

《街廓生活尪仔特展》創意老行業迎艋舺

《移動與交織－印尼戲偶的奇幻之旅》

《白晝之夜－線下限定體驗館所》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特展及系列活動

《民謠常在生活裡》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祭》

《職人工作坊》
《印尼女英雄日 Kartini Day》 《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講座

《夜遊台北偶戲館》

《剝剝夏樂慶》小剝探索家．老街冒險記
《百年匠心 重拾萬華時光》特展

城西生活節《你好・市貨》特展

台北西城青春－
中華商場開幕 60 週年特展

《神匠鬼斧造容顏－
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特展

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場域 歷史．當代 為了明天的進行式 疫常的距離 宇宙多重 & 過站不停

五年成果展：野性的優雅

常設展－我家 3 坪半

眷村廣播電台

2021紅樓萬聖節－小鬼遊西門 2021 西門紅樓
生日快樂市集

與市隔絕青少年音樂創作比賽

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找不到》影像組

蟾蜍山老資材再生與培育
計畫－學員成果展

坎城電影市場展（線上）

藝青會 X 大嘻哈時代特展

鐵道生活節－時光轉運站系列活動

車站及車廂空間線上展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

節拍廣場十一周年活動

2021 塗玩祭

2021 台北電影學院 2021 製片深耕計畫
第十三屆【拍台北】
電影劇本徵選活動

《邊境的遊戲》－
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

《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台灣眷村
的時代線索》年度主題展

《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台灣眷村的時
代線索》主題展系列講座 / 工作坊

茶几漫談：藝術進駐
在臺灣的開始、發展與未來

《是名詞是動詞也是形容詞》－
2021 TAV 藝術採集計畫

德國柏林歐洲電影市場展（線上） 2021MOD 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

台北電影獎、國際新導演競賽徵件 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

2021 微原創基地節－療癒之地

松菸水水聚場節

Listen a 松：聽說松山文創園區十年



2021 法國坎城唱片展臺灣參與代表歌手李浩瑋於巴洛克花園演出（圖片來源 文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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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發展部
Creativ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008 009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文創產業類



小眾品牌生存戰－政策資源說明會

CREATIV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創意發展部

「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計畫」核心宗旨為打造文化創意人
才培育、產業扶植和交流匯聚的平台，提供輔導諮詢、培育
課程及最新市場資訊，並有效串連資源進行通路媒合及行銷管
道，提升品牌價值與實際效益。

面對疫情衝擊及產業趨勢轉換，2021 年扶植計畫以「小眾品
牌生存戰」為題，透過擴大計畫資源合作單位、整合線上線下
聯盟課程與行銷之方式，陪伴品牌業者持續在疫情中站穩腳
步，打開國內市場，未來更有機會走向國際，讓臺灣文化創造
力持續不間斷。

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計畫
文創產業品牌聯盟生存戰 
培力與拓銷雙軌前進

010 011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創意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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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部辦理的文創產業扶植計畫至 2021 年度已歷經 10 年，累計服務將近 800 筆的單一諮詢，也從中進行
超過 100 筆的顧問輔導案型，並由此洞察出不同創業階段、規模所面臨的課題。

公司規模決定經營型態
綜觀歷年輔導觀察，45% 業者資本規模未達 100 萬，顯示計畫對象以微小型業客居多。經營事業是投資行
為，資本額決定公司可提供市場服務能力，進而影響獲利與營運。

疫情期間，特地開設「品牌會客室」與進駐園區的業者們對談，交流彼此做了哪些因應對策，以掌握疫情下
的文創產業新常態。

品牌表示，在發生疫情後，線上 DIY 課程熱絡，拉升到六成，還有國際精品品牌找上門，開設專門針對
VIP 客戶的線上課程及材料包，接踵而來的異業合作也彌補實體店面無法營運的缺口；有的品牌則看好歐美
疫苗覆蓋率提升，經濟好轉也帶動消費力道，積極布局國外市場，包括參加展會、找網紅合作等，從疫前國
外市場僅佔品牌營收 20％，現已提升至 50％；也有的品牌研發只有名片般大小的不銹鋼酒精噴瓶，外型
兼顧設計美感，一開賣就破千瓶，還獲得總統府採購作為外賓伴手禮！

從此會客室中也得知：近九成文創品牌迫切由實體通路經營轉為網路模式營運，因而觸發本計畫走向數位
化的契機。

文創產業 10 年觀察

疫情下的文創產業新常態

「紙可拍 Paper Shoot」研發只有名片般大小的不銹鋼酒精噴瓶，獲得
總統府採購作為外賓伴手禮

疫情期間，I.A.N Design 也推出親子 DIY 家庭創作包，以繪布蠟筆加
上有機棉 T 恤，創作獨一無二的 T 恤

圖：十年扶植計畫業者資本額分布

圖：十年扶植計畫業者諮詢問題排比

51-100 萬 

17%

行銷 27%

經營管理 17%

通路拓展 17%

申請補助 11%

財務 9%

其它（如法律、
創新研發、國際展會等）

19%

10 萬以下
13%

11-50 萬以下
15%

其他 101 萬以上
55%

創造營收才是扶植首要條件
業者詢求解決的問題以「行銷」為大宗，其次是「經營管理」、「通路拓展」，只有建立可行的營收模式，
才是產業發展根本。

以「品牌會客室」與進駐園區的業者對談，掌握疫情下的文創產業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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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轉戰數位 謀定而後動
本計畫扶植對象多為微型創業文創品牌，面臨 COVID-19 疫情，衝擊重創文創產業習以為常的經營模式。
為此，透過系列線上實戰講座與工作坊，吸引超過 2 萬 5 千人次線上參與，培養業者轉戰數位市場的硬實
力，吸取獲得德國 IF 與紅點大獎熱門商品要素、加上流行娛樂產業拍攝手法與網路廣告操作解析，建構
出一套從品牌策略到商業設計硬實力作法，協助業者按圖索驥應用於打開數位市場經營。除了有好的產品
戰略，導入資本以擴大市場經營規模亦為面對市場風險關鍵，我們匯集紅杉資本、Dave McClure、Guy 

Kawasaki、Peter Thiel 等國際知名創投經驗，剖析募資提案實戰要點與操作規劃，不僅談募資更包含如
何對外展現品牌發展潛力，打破以往大家對文創品牌孤芳自賞、不懂企業經營的刻板印象。

然而，市場拓銷不僅轉戰數位化發展，更要創造專案活動，從 2020 年本計畫成立文創商品商機平台「選 •
台北」網羅 800 多項創意商品設計，於 2021 年精選超過 100 件可客製化禮品項目，以松山文創園區為基
地，搭配計畫政策資源用團體行銷方式，搶攻特色禮品市場商機，從原本 B to C 市場延伸至爭取 B to B

大宗訂單需求，為業者開拓新的市場範疇。

多元課程與市場發展、選台北

為擴大文創扶植效益、有效串連更多資源，本計畫藉由松菸創作者工廠於 2020 年開始與美國創新中心
（American Innovation Center）策略合作，導入「創新、創業、數位、文化與設計」四大主軸服務，並結

合其產業資源，舉辦多項創新活動與課程，包含：5 場機具教育課程、7 場聯盟講座與 13 場活動，進而實踐
將業者推向國際市場之目標。

因疫情影響，國際間移動不易，本計畫也與松菸創作者工廠、美國創新中心創造在地國際化的交流模式，透
過數位平台與國際產生鏈結，並引進整合文化產業創新升級與投資發展專業支持體系的文化內容策進院，共
同於 2021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舉辦 7 場跨域的聯盟講座「新創大藍海」，在地分享國際化經驗，提升扶植
品牌業者在創業經營上的國際視野與構想。本次課程也為扶植計畫首次全線上模式進行，採用創新社交平台
「Gather Town」，模擬松山文創園區建築及松菸創作者工廠配置打造線上空間，以虛擬空間創造現場體驗的

擬真感與現實對應的真實性，並打造交流與顧問諮詢區、文化內容政策資源展區、品牌展示攤位，更串聯文
創診療室，提供業者更多元的資源與協助。

松菸創作者工廠、美國創新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合作結盟
攜手將文創產業推向國際市場

選台北網站－匯集各種文創品牌 本次新創大藍海首度使用創新社交平台「Gather Town」，打造虛擬線上講座

結合美國創新中心打造多元創新課程與活動，將產業推向國際化

線上培力課程系列－品牌策略到產品包裝設計 線上培力課程系列－數位廣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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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不僅將實體活動轉換為線上方式持續辦理，同時更串連松山文創園區，導入扶植之業者以數位應用形
式在園區實地驗證。例如，將以往面對面的輔導服務轉型為「線上版文創診療」，持續幫助文創品牌業者解
決各種創業路上的疑難雜症，邀請專業顧問、具實際市場經驗之業師，為品牌業者解決所面臨的營運實務問
題。同時，為了面對疫情挑戰的文創業者能夠開創新商機並提供多元的數位販售通路，也提供業者得以在松
山文創園區 Line 官方帳號免費線上開店；亦與欣講堂的線上文創平台合作，讓業者皆不用支付抽成及上架
費，一同陪伴文創品牌度過難關。更成功引薦松菸創作者工廠培育之品牌，與園區合作推出「松菸拾光」線
上語音導覽：此服務以親切、易讀、沉浸式的方式，結合線上導覽地圖，提供 20 個特別的園區導覽點，讓
遊客只要拿起手機掃描 QR Code，就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園區的歷史文化及古蹟建築。 創業維艱，生存不易，能在疫情期間活下來的更不容易！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計畫，除了幫助業者站穩

創業腳步，將不斷引領業者們一同往前邁進、齊力生存，並持續帶動臺北市原創力、強化文創軟實力。

後疫世代的追蹤式輔導
瞭解品牌業者於診療過後大約何時開始看到改善的成效？或者是花了多久時間，做了哪些應用？未來是否還
有想再進一步解決或突破的項目？
未來將持續深化文創診療執行流程和追蹤機制，在個案中開發優質潛力品牌進行培養，透過顧問或業師群的
實質商業營運技能培養建立，給魚給竿、強化品牌市場力，提升市場經濟效益，建立學長姐制度，傳承經驗、
形成文創品牌經濟聚落。

優化數位網絡、奠基文創數位資料庫
優化網路資訊建設，增設影片專區放置數位學習資源，打造其為富涵產業訊息與數位應用之資料庫。調整優
化界面使用，資訊搜尋及使用路徑更清晰，增加重複到訪機率。

推進創造品牌與數位科技應用
運用聯盟單位資源，連結品牌與科技應用可能性，以 5G 應用為起點、AI 應用、物聯網使用為進階，最終
推進文創品牌元宇宙商機。

友善材質應用商機
鏈結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扣合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大方向，導引品牌友善商品材質的
多元應用，藉由創意的展現，創造友善材質商業價值，促進持久、包容性和永續的經濟成長，一起努力達到
永續發展的可能。

轉型應用，找尋新出路

崛起於危機之中

一對一文創產業問診計畫，為品牌業者們解決各種創業路上的疑難
雜症！

扶植計畫與園區提供文創業者能夠開創新商機並提供多元的數位販售
通路

台中永續材質圖書館參訪

遊客只要拿起手機掃描 QR Code，就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園區的歷史
文化及古蹟建築

人機互動工作坊 OpenHCI 充份利用松菸創作者工廠進行創新實作與數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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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後疫情時代下的體育文化創意蘇活區

松山文創園區為「臺北市原創基地」，以「古蹟」、「生態」、「人文」
三大元素，成為都市中串聯起「文創驗證」、「文化體驗」、「文化
公共服務」及「空間活化」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在後疫情時代下，
加強園區的公共服務面並促進創作者們思考如何轉型，實現創作者
從實驗創新、設計發想、測試製作、通路推廣到銷售的驗證場域。

開園 10 年！ 1937 年起造的松山菸廠於 2011 年 9 月活化而成的松
山文創園區開放至今已奠下臺北市的原創基地基礎。從一座原本是
生產香菸的工廠，到現在成為國際級創意場域的過程，開園 10 年裡
超過 3,700 場的展演活動，吸引超過 5 千萬人造訪，共扶植 252

個新創品牌進駐展售，及共創 2,700 件創作圓夢計畫。為了回顧
這 10 年的精彩與展望未來，園區特別打造了 10 週年系列活動以
及 ｢ 療癒之地 ｣ 藝術之旅，並且升級園區的各個空間及服務，為下
一個 10 年做準備，成為新舊共融的體育文化創意蘇活區。「2021 臺北時裝週 SS22」開幕秀以最高規格科技 5G 打造兩地零時差共演，集時尚藝術與數位實力於大成 ( 圖片來源 文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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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小賣所
以文創共好平台作為營運理念，保留菸廠時期的老
物件，並結合文創商品展售平台、輕食咖啡休憩區，
提供園區的遊客一個舒適輕鬆的特色空間。

多年來持續辦理策展選品之評選，提供各品牌業者
商品上架的展售機會。目前 24 家優質文創品牌都是
從上百件投件中徵選出來的臺灣設計，透過歷年累
積的銷售經驗，選出符合園區定位和旅客喜愛的品
牌，希望以更能營造商品氛圍的陳列方式，帶動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同時，2021 年店內規劃 4 檔松菸
小賣所主題特展，包括禮想好農、毛孩之爭愛大戰、
野遊好夏趴、嘉義風土展 - 不只是雞肉飯，串連起
更多不同領域交流的可能。

松菸風格店家
打造成持續創新的文創體驗經濟模式空間，以為期 6

個月至 1 年公開徵選臺灣各式生活創意、工藝設計、
藝術跨界、風格通路等品牌業者，建立文創產業群
聚平台。2021 年共有 14 組獨具創意的風格品牌於
園區展售，主題展區則持續與不同類型的品牌合作，
推出 3 檔特色內容，如甲蟲仙生 / 靈感製作、台東
鹿野紅烏龍的奇幻冒險之旅、錦源興－花樣年華•美
好復刻。藉由每季帶入新品牌，提供民眾認識更多
創意產品的機會。

松菸小賣所 2號店
由松菸小賣所 2 號店對外邀請各領域優質品牌合作
進駐，一年以 3 至 4 個月主題檔期，以異業合作的

松菸小賣所定期舉辦展覽，為受歡迎之文創商品展售平台

松菸小賣所 2 號店舉辦品牌活動

松菸風格店家

遇・場 P_L_A_C_E 與茶籽堂合作年度特展（圖片來源 茶籽堂）

小螞蟻與機器人（照片由黃翊工作室 + 提供）

形式與不同品牌跨界合作，增加品牌與現場民眾直
接互動對話的機會，測試有潛力的品牌進駐獨立空
間的能力。2021 年共有 4 個品牌進駐 2 號店，分別
為 RETRO 印刷 JAM 、本島舍、Lunar Studio、

未央屏東 - 古蹟燒。這些不同類別的品牌都重新為
松菸小賣所 2 號店帶來嶄新的樣貌。

用當代文化體驗，復刻松山菸廠的工業實作與身體
勞動
2021 年進駐園區產業鏈結空間的欣傳媒，定位為
華文世界中第一個旅遊生活媒體，強調以生活為核
心，希望引領消費者重新體驗文化、美學、時尚、
健康等多層次的新生活態度。自進駐園區後，打造
以園區古蹟、生態與人文為核心的文化導覽遊程，
同時結合園區品牌的手作課程，完美呼應松山製菸
工廠的工業實作精神，帶領民眾重新以雙手實作，
回到以五感體驗創造出一個美好年代。欣傳媒的進
駐也標示著園區從設計、文創為主的文創聚落，變
身成為強調體驗、重視生活，更面向一般大眾的生
活場域。

以與機器人共舞揚名國際的黃翊工作室 + 在古蹟空間中，推出只有 12 個席位的定目劇，購票時可以選擇入
座當觀眾，或是上台與表演者一起表演，同時搭配簡單餐酒，打造這個獨特且近距離觀賞舞蹈的獨一無二經
驗。舞者與觀眾在舞台上和舞台下肢體的伸展，也讓舊時工業產線上的身體勞動，有了現代版本的意義。

日式員工澡堂變身匯聚時尚、潮流、設計的時髦空間
為了讓創意能於園區古蹟中發揮，並重新活化再利用，園區與遇．場 P_L_A_C_E 合作進駐舊時松山菸廠
的男澡堂，以高度美學設計在 80 年的老古蹟中打造未來感十足的創意空間。透過策展、市集、選品、品牌
公關活動等，在園區內碰撞出更多與臺灣文創設計業界合作的火花，翻玩日式古蹟與潮流文化，超越時間與
空間的隔閡，創造出獨特的建築語彙。過去，我們在澡堂洗滌身心。現在，我們在浴場 / 遇場沐浴心靈。

文創產業結合文化體驗，打造城市風格生活

以主題性策展打造文創銷售驗證的共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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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 原創基地節：療癒之地
2021 年是特殊的一年，「原創基地節」亦在深度考
量及滾動修正下辦理，為強調特別的一次經驗，刻
意加上「微」字，希望藉此能引起民眾對 2021 年的
共鳴，對「當下」狀態產生共感意義。能夠在低迷、
沉澱的期間，以創意療癒的形式持續傳遞正面的能
量，今年「微」原創基地節則希望在渾沌之中，建
構一處給予人安定的「地方」。

年中適逢嚴峻疫情，微原創基地節以《療癒之地》
(Healing Journey) 為主題，延續去年園區策展市
集的「療癒」議題，再從時事、場域及情緒出口的
角度出發，更深入地從空間視野，關注人、環境和
作品三者間的細微關係。展期從 10 月 6 號至 2022

年的 1 月 2 日，藝術展覽邀請 4 組創作團隊，包含
謝佑承 / 王中原、郭佩奇、成若涵及羊毛氈手創館
帶領的創作團隊，共 11 位的參與者，同時加乘戶外
演出，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聯袂出擊，為受傷的心
靈進行細微的縫補。

隨著疫情有條件解封，活動期間搭配振興五倍券的
《潮冬感謝慶》活動，聯手《松菸水水聚場節》結合
2021 臺北街頭藝術嘉年華，松菸持續挺文創，為期
三個月匯聚創意能量，共邀請 19 位藝術家、112 組
表演團隊，超過 131 位跨領域創作者，共創 63 件藝
術作品、138 場表演，邀請民眾「藝起，微旅行」！

體驗原創藝術帶給人的愉悅價值，如同享受一趟充
滿能量的療癒旅程。《療癒之地》以松菸既有的人文
及氣質，再透過藝術家現地創作的詮釋及表演團體
的接連演繹，希冀能將藝術帶給人療傷，讓所有難
熬與艱困都可能化作溫柔的慰藉。

療癒之地，充滿能量的藝術旅程

舉辦 10 年來，共吸引近 200 萬來自業界及專業設計人士到松菸發掘明日之星。2021 年共有 50 所校系共
同策劃 6 週主題展，展出 200 件以上作品。

松山文創學園祭六大主題週輪番上場
為扶植文創人才的第一步，以學生為主角，提供學生們展現創意的舞台，今年學園祭為加強與產業連結，為
畢業生創造與業界接觸人才的機會，結合 50 所校系共同策劃「藝術與時尚週」、「廣告與大眾傳播週」、「空
間與室內設計週」、「都市與景觀設計週」、「文化創意設計週」與「建築與城市設計週」共六大主題週，期
許畢業學生帶著於校園裡培育的能量，在松菸場域輪番登場展出成果。

搭上外送熱潮，藝速達直送學生滿滿的創意
2021 年是松山文創園區重新開園 10 週年，學園祭以「實．穗（Show Our Propagative Power！）」為
主題，主視覺設計以金澄色稻穗為意象，象徵學有所成，收獲豐盛。《松山文創學園祭》記者會上，臺北教
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的學生打扮成外送員，滑著滑板將代表原創的種子送到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手
中。將藝術創作巧妙結合時下流行的外送服務，象徵學生的原創力每年新鮮直達松山文創園區。

史上首次因 COVID-19疫情封園，絕無僅有開展首日即終日的畢展經驗
2021 年適逢史上首次 COVID-19 疫情封園，學園祭第二週「廣告與大眾傳播週」開幕當天，同學興奮開展
後，迎來熱情的民眾和師長同學，每個展場都有民眾排隊進場。但疫情指揮中心 5 月 19 日當天宣布隔天升
級第三級警戒，史上頭一遭學園祭開展後閉展休園，但參展的學生有滿滿的正能量，仍是感激有展出 4 年
所學成果的機會，這樣的經驗想必也為畢展留下滿滿的回憶。

松菸 10 年扶植有成，松山文創學園祭發掘臺灣的原創種子

2021 年松山文創學園祭開幕儀式

謝佑承與王中原共同創作〈Drifting〉，名稱有漂流之意，創作靈感
來自松菸，空間建物充滿歷史感，同時又有很多新事物、新能量在這
裡發生

郭佩奇〈摩登時代〉每件作品都可掃描 QRcode 開啟 AR 濾鏡，聆聽
其所代表的音樂，與作品互動！

成若涵作品〈家〉擷取松山菸廠 80 多年的歷史，重新回味過去以廠
為家的工業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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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專刊，揭露 10年心路歷程與文創秘辛
文化與創意在古蹟裡磨出 10 年原創火花，許多追夢者與築夢者群聚於此，浪漫又堅定地打磨專業，即使花
費許多時間金錢但仍勇敢向前，因此專刊名訂為《松菸世代：浪擲又浪漫的追夢者》。書中訪談參與推動園
區發展的 5 位歷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及現任局長，面對下一個 10 年的營運挑戰隨之而來，思考如何蛻變成為
「新舊共融的體育文化創意蘇活區」。專刊訪問 21 位園區圓夢的重要關係人，揭露園區當初成立時契機及如

何成為國際級文創園區；並從在地生態文化角度談論，成為繁忙信義區裡的綠寶石及都市之肺。

十週年論壇首次五方對談，成立「信義松菸大聯盟」
園區未來如何融合在地的文化生活以「信義松菸」成為臺北市的城市名片，下一個 10 年的營運挑戰隨之而
來，於 11 月 6 日舉辦「松山文創園區十週年論壇」，總共吸引線上 / 下共 2,144 人次參與。

與水水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以市集的理念打造一個藝術家與表演節目的集散地，提供新創團隊初試啼聲
的舞台。提供表演藝術團隊有機會跟民眾互動，給表演藝術家們一個疫情後的演出機會與些微收入，並創造
新的展演形式，實際感受與遊客互動了解市場，也間接將園區部份閒置空間再利用，讓遊客感受到不一樣的
松菸。本次活動共計 20 個團隊、50 場演出、4,000 多位民眾參與。《松菸水水聚場節》表演藝術，在園
區生態景觀池、巴洛克花園、椰林大道及松菸辦公廳舍正門口等戶外場域，讓民眾因表演藝術而相「聚」，
週末有松菸水水文創市集與松菸水水食坊，在療癒之地，來一場與藝術、文創與美食的旅行。

2021 年的上半年許多人因為疫情擔心徬徨無法相
聚，因此在 2021 年的秋天松山文創園區帶來了一系
列撫慰心靈的活動，並規劃了「藝起，微旅行」活動，
帶領民眾踏上屬於自己的心靈旅程，每段旅程都有
屬於它的氣味與專屬的回憶印記。透過 LINE 集章活
動，完成旅程的民眾即可獲得限量「香氛明信片」
乙張。活動特別客製松菸專屬香水兩款，分別為「基
地菸草」呼應園區曾是菸草工廠、「馥郁山茶花」展
現巴洛克花園冬天冷冽山茶花盛開的氣息。

強調 84年古蹟場域感，首度以辦公廳舍成為展區 

松山文創園區首度開放辦公廳舍成為展區，結合 2 位藝術家、8 處實體展區與 16 道松菸地景聲音於 10 月 22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期間規劃《Listen a 松 : 聽說松山文創園區十年》線上與實體展覽。主視覺邀請藝術家
詹雨樹設計，用園區的代表物以其擅長的拼貼手法，打造出充滿奇幻風格的松山文創園區。8 個實體展區首
度以辦公廳舍成為展區之一，強調 84 年古蹟場域感。展覽邀請藝術家蕭芸安記錄園區聲音將成為當下和未
來的時光旅行門票。

了解 10年原創基地，後疫情時代推出線上展覽，收集五把金鑰抽好禮 

全球面對疫情需調整經營方式，線上交流成為日常，園區始終維持著「場域」的特色。本次線上展覽分為五
大展區，從古蹟、生態及人文角度讓大家理解十年的故事。10 年線上展覽劇情設定為協助菸廠老員工穿越
時空，以情境體驗並結合南港老爺行旅住宿券抽獎，提高民眾線上參與意願，輕鬆了解十年過往。

松菸世代：浪擲又浪漫的追夢者

松菸水水聚場節＋水水食坊

松菸潮冬感謝慶活動

Listen a 松 : 聽說松山文創園區十年（線上 / 實體展）

松菸工作團隊開心與十週年專刊合影

展區「B 面第一首」首次啟用辦公廳舍作為展區

「信義松菸大聯盟」正式成立（遠雄巨蛋、台北文創、設計研究院、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松山文創園區）

展區 ｢ 現在進行室 ｣ 播放藝術家蕭芸安為園區蒐集的專屬聲音地景

線上展遊戲說明及五大頁面線上展覽首頁

完成旅程的民眾即可獲得限量「香氛明信片」乙張，特別與品牌合作
客製了松菸專屬香水 2 款

水水食坊參訪人潮水水聚場節於園區演出，民眾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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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松菸拾光，認識松菸澡堂的前世今生 於生態池可以聆聽松菸拾光並且可以 AR 體驗歷史景色

為鼓勵跨界實驗性創作，特別規劃「藝異空間」與「藝思空間」作為推廣與扶植創新、跨界思維的空間，「藝
異空間」運用方式以 ｢ 專案合作 ｣ 與提案團隊共同策劃，協助加入在地文化元素並引介可能的跨界合作資源；
「藝思空間」以 ｢ 公開徵件 ｣ 形式鼓勵新銳藝術家展出創意作品，藝術家不需負擔場地費用，可以盡情發揮，

展現自己。

藝異空間專案合作展的部分，2021 年因受疫情影響，專案合作展計畫最終展開 2 檔展覽，分別由「小路映画」
及「羊毛氈手創館」2 組團隊帶來不同主題的展覽，分別為《剪刀石頭布之無限循環》及《讓故事延續的時
尚》。《剪刀石頭布之無限循環》邀請 6 位插畫藝術家，以剪刀、石頭、布各別詮釋分裂、碰撞及包容等社
會議題；《讓故事延續的時尚》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聽」故事開始，第二階段再由 6 位纖維藝術家
從故事裡挖掘創作的元素，針對不一樣的情感故事創作獨一無二的時尚毛氈作品。

藝思空間透過公開徵選機制，讓小型團隊、新銳藝術家和跨域創作者等在藝思空間與民眾對話，落實全民藝
廊宗旨，今年度原遴選出 3 檔展覽，因疫情關係，其中一檔取消，另 2 檔展覽分別為《那些被甜點療癒的
日常》及《張育嘉 2021 個展 - 末日迷航 2.0 之體操男爵大戰美獸》。《那些被甜點療癒的日常》展覽從探討
甜點令人感到療癒的部分切入，並結合木藝與甜點兩者在「視覺」、「觸覺」等感官所帶來的療癒與趣味元
素，轉化為「木作甜點」的系列創作；《張育嘉 2021 個展－末日迷航 2.0 之體操男爵大戰美獸》是為張育
嘉個展的三部曲並集其大成，重新解構體操男爵與美獸的關係並帶入火星藝術家駐村的概念。

開啟創作者與民眾互動場域，藝異、藝思空間著重藝術人才培植

藝異空間《剪刀石頭布之無限循環》展覽一角，作品以灰色調象徵現
代社會情緒的碰撞議題

藝思空間《那些被甜點療育的日常》木作作品甜美可愛，很受歡迎 藝思空間《張育嘉 2021 個展－末日迷航 2.0 之體操男爵大戰美獸》展
出作品非常有趣，展期內藝術家亦在展場駐點創作

藝異空間《讓故事延續的時尚》毛氈展，分為二階段展出，第一階段
「聽・織物的故事」第二階段「讀・時尚的永續」

疫情中松菸挺文創的數位服務
 ｢ 松菸拾光 ｣20個線上語音導覽服務
為提供多元參觀方式支援人力解說及增進傳達管道，2021 年起提供「松菸拾光 – 線上語音導覽」，民眾於
園區內 20 個點位以智慧型設備掃描 QR code 即可開啟語音導覽。「松菸拾光」為今年園區重要個人語音
導覽服務，以親切、易讀、沉浸式的方式，結合線上的園區導覽地圖，強調「古蹟」、「生態」及「人文」
這三項園區重要元素並以 AR 再現歷史文化現場。讓遊客更深入地了解園區的歷史文化及古蹟建築。

迎上 5G虛擬智慧園區新時代：360度環景遊覽、古蹟歷史解謎
園區 2021 年與亞太電信攜手亞太電信 5G 加速器二期團隊攜手合作，以松菸為應用場域建構導入「虛擬松
菸智慧園區」及「松菸實境解謎包」兩大項目，將實體園區打造成虛擬數位化園區，打破疫情影響，讓使用
者可以不受地理、時空、環境等因素限制遊覽松山文創園區，並透過 3D 建模、360 度環景遊覽及數位虛
擬商城等特點，讓使用者身歷其境般於線上體驗線下的活動。將實際逛園區的行為及體驗搬到線上，讓不能
到園區的大眾，甚至國外民眾，能線上遊逛園區並體驗園區的活動，達到擴大客群同時吸引不同受眾；而民
眾至現場也可利用 5G 特性，透過線上與線下 AR 互動遊戲，強化手持裝置體驗，導覽園區特色店家或展覽，
有效引導客流。 

「松菸實境解謎包」串聯園區既有的「松菸拾光 - 線上語音導覽」20 個點位，將古蹟、生態、人文、科技四
大元素，配合園區特色景點，仿照密室逃脫、實境解謎橋段，透過 AR 互動的關卡踩點，讓歷史教育變得鮮
活有趣，也透過遊客對古蹟歷史的認識增加互動體驗，有效引導客戶、延長民眾在園區停留的時間。

打造新舊共融的創意生活場域及文化藝術體驗旅程

松菸實境解謎遊戲│時光 1937 －保管箱的秘密 松山文創園區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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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  消費促銷抽獎
2021 年疫情期間，接觸變成一種擔憂，為了解決民
眾擔憂，園區規劃行動支付無接觸數位抽獎，提高
來園購物意願，並串連南港老爺行旅住宿券、誠品
行旅餐券、台灣設計研究院的展覽門票及商店折價
券等，達到品牌串連，互相宣傳導客提高平均消費
客單價，也帶動整體園區商店的消費力。

疫情是危機也是轉機，
松菸串聯品牌線上開店不抽成
今年三級警戒園區推出「線上開店不抽成」服務，導
入線上「智慧市集」及「智慧支付」模式，協助店
家開通 LinePay 以及輕鬆申辦各種行動支付功能，
同步也開通品牌 Line 官方帳號，並輔導品牌於 Line

官方帳號上線上開店，讓小品牌在疫情期間轉到線上
開店；8 月疫情趨緩後，協助松菸水水市集攤商免費
開通「智慧支付」QR Pay 功能，趨動「零接觸」經
濟，協助市集攤商輕鬆現場收款，民眾使用手機掃描
店家的付款 QR Code，即可選擇自己習慣使用的電
子支付方式付款，便捷民眾購物結帳，解決園區提款
不便錯失商機的痛點，集結進駐在園區的文創品牌，
共同推動線上線下融合體驗的創新模式，為文創業者
在這波疫情下覓得新商機、站穩腳步。

鳴日號，在菸廠古蹟中激發創意與熱情
為創造不一樣的旅遊體驗並加強城市品牌行銷，臺
北市觀光傳播局首度與臺鐵局及雄獅旅遊跨界合作，
規劃今年最吸睛的《臺北 x 鳴日號》深度鐵道旅遊，
安排豐富的《Open House 探索臺北》，其中特別
規劃品嚐松菸特色菸草茶及咖啡，邀請旅客在輕鬆
的氛圍下，走訪松菸尚未對外開放的空間供旅客參
觀導覽及探索。隔天上午亦安排臺北在地行程 - 大
稻埕走讀活動，讓旅客可以深度品味及體驗臺北舊
城區的歷史風華。

欣傳媒，走讀松菸
欣傳媒自 2020 年 12 月進駐松山文創園區，期望深
入這個飽含歷史底蘊、匯聚文創能量的城市綠洲，
挖掘出兼具人文縱深與在地特色的豐富面向，營造
出美好的生活實驗場域。因應春季的來臨，在園區
規劃 6 場走讀行程共計約 120 人參加，安排了各種
有趣活動，邀請民眾漫步松菸。在專業講師的引導
下，打開松菸的私密景點 ; 速寫或拍下美麗畫面 ; 創
作專屬的自然擺飾 ; 以及體會經典裡的春天意象。喚

信義松菸：文化藝術體驗旅程

最國際化的臺灣創意內容，每年在松菸大爆發－2021 創意內容大會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行的《2021 創意內容大會》(TCCF)，主要進行每年臺灣文化內容與國際市場的媒合及交
流。主辦單位文化內容策進院今年鎖定後疫情時代下內容產業邁向科技應用與虛實整合的新型態發展，規劃
了包含「內容交易市場」、「國際趨勢論壇」與「未來內容展」的三大活動主軸，聚焦線上線下市場媒合交易、
國際產業熱門趨勢探索以及前瞻內容體驗，期待助攻臺流文化內容變現，提升國際市場能見度。

活動更善加利用園區獨特空間的優勢，在室內打造充滿未來感知與震撼的「元宇宙隨行體驗場」，讓體驗者
在遊戲所裡，沈浸暢玩由新創品牌、跨國團隊以及知名藝術家所打造，結合科技、文化的創新作品；同時在
園區獨有的戶外巴洛克花園，推出「花園練習」活動，以植物和 LED 螢幕，搭配臺灣音樂人現場動態演出，
成功營造虛實融合的氛圍，園區的巴洛克花園在活動期間彷若信義區內的異次元世界，而松菸也成為展現臺
灣文創軟實力的最佳國際平台。

打開台北Open House Taipei

創始於英國倫敦的《Open House》打造以建築探索城市的體驗行動，1992 年舉辦至今，全球已有 50 個
城市串聯響應，累積參觀人次逾 200 萬人。2020 年《打開台北》開啟探索城市美學的討論熱潮與關注；
2021 年《打開台北》年度主題《再台北 Re Taipei》以「再生、再現、再造」為核心，於 11 月 27 日與 28

日舉行，邀集雙北富有歷史故事性及再造新生的建築空間等，讓民眾有機會與空間擁有者互動，進而對城市
有更多認識。松山文創園區今年第二度參與《打開台北》，開放空間從 2020 年的 5 個增加到 10 個，並首
度打開平常不對外開放的 2 樓空間，包括園區營運中心、黃翊工作室 +、松菸創作者工廠、美國創新中心、
台灣設計聯盟、iF 台北設計沙龍、多功能展演廳、製菸工廠 2 樓創意中心，以及遇・場 P_L_A_C_E_ ( 男
澡堂 ) 和不只是圖書館 ( 女澡堂 )，2 天活動結合共 24 場導覽，超過 200 位民眾參與。

《2021 創意內容大會》（TCCF）點亮巴洛克花園

在遇・場 P_L_A_C_E_ 拍攝《打開台北》主視覺 2021《打開台北》民眾於男澡堂外合影

醒沉睡的感官，找回生活的體驗感，愛上所處的土
地。園區本次與欣傳媒合作以松山文創園區為起點，
向外擴散，一同體會不同的城市場域樂趣，經歷美
好的生活旅行提案。

與 AIT 共同培訓光復國小 9位園區英文小導覽員
松山文創園區周邊鄰近幾間學校，歷來依校方教程
所需，媒合園區內部資源以營造學子豐富多樣的學
習環境，2021 年園區媒合光復國小與美國在台協
會（AIT）共同辦理「松山文創園區英文小導覽員計
畫」，從海選、培訓、工作坊、實地演練、紀錄等，
讓學生可以學習在地知識，認識古蹟及活化應用，
提升對信義區的區域性榮譽感。計畫不僅達到無圍
牆博物館在地連結，串聯地方夥伴之外，更將「信
義松菸」城市故事的在地旅行轉向國際。

春日走讀活動

9 月 15 日「光復國小小導覽員」工作坊大合照

美國在台協會外交官 Kyle Morgan 帶小導覽員實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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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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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Taipei Medi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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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台北電影節

影展天數 17

觀影總人數 18,321

活動總計場次 99

活動參與人數 17,933

國內媒體報導則數 3,926 

國際媒體報導則數 76

贊助單位數 25

堅守臺灣電影主場 引介國際電影新潮

第二十三屆台北電影節創造一個開啟觀眾視野、協助臺灣影人、連結臺灣
產業的影展平台。影展節目規劃各式影片單元與活動，引進豐富與多元面
貌影視作品，讓觀眾耳目一新，更擴大與深化和觀眾的溝通，讓臺北市的
觀眾可以透過台北電影節平台，理解影像創作者，以及他們透過影像作品
所欲傳達的訊息和觀點，為促進社會的多元與包容，盡一己之力。

今年爆發本土疫情，影展延期至 9 月 24 日至 10 月 9 日，維持節目規劃
內容，但放映方面，取消沒有檔期的中山堂主場，改為與京站威秀合作、
以全臺最大影廳 TITAN 廳作為開閉幕片首映場地；售票方面，直至 9 月
29 日解除梅花座，開放全數座席，售票率仍達一半以上；活動方面，2

位焦點影人皆以直播視訊舉辦大師講座，臺灣影人則在防疫規範之下出
席，包含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在限制中爭取最大曝光與效應。全球各影
展仍受新冠肺炎衝擊，台北電影節很幸運能在實體戲院順利舉行，我們調
整片單數量與放映場次並加強防疫規劃，希望在這特別時局下，觀眾能在
安全的環境下欣賞來自世界各國電影。 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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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總數 142 部
外片 76 部
國片 66 部
VR 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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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針對臺灣電影的「台北電影獎」以及引介全球新銳的「國際新導演競賽」
兩大競賽為號召，台北電影節以亞洲為基地，蒐羅引介全球新銳、打破框
架、勇於嘗試的各類型電影，透過觀摩和專題策劃刺激本地思考及促進國
際理解和交流，並積極培養年輕觀影世代。且藉由活潑多元的方式拉近影
片與觀眾的距離。來訪國際影人數逐年增加，也盛讚影展的視野、專業度、
影迷素養。

入選影片議題多元 各擅勝場
臺灣唯一針對新導演首部及第 2 部長片所舉辦的國
際競賽，關注新導演在形式、敘事及題材掌握、美
學風格上的潛力，今年收到來自世界各地，共 494

件作品投件，選入 12 部來自不同個國家的電影。

評審團主席由陳玉勳導演擔任，名單包括演員林依
晨、金馬影展影展部總監陳曉珮、導演陳宏一。除
了本國專業人士之外，亦有近年因優秀人才獲得臺
灣國籍的義大利製片陳璽文加入。

扎根亞洲  連結世界影壇

國際新導演競賽

觀眾票選 TOP20（由觀眾票選，影展期間最受觀眾歡迎的 20 部作品。）

NO.1 四樓的天堂：第 1-2 集 NO.11 17 歲的天空

NO.2 無聲 NO.12 度日

NO.3 茶金：第 1-2 集特別版 NO.13 海邊最後的夏天

NO.4 消失的情人節 NO.14 月老

NO.5 偶然與想像 NO.15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NO.6 聽見歌在唱 NO.16 削瘦的靈魂

NO.7 捕鰻的人 NO.17 濁水漂流

NO.8 當男人戀愛時 NO.18 愛・殺

NO.9 怪胎 NO.19 倒楣性愛和瘋狂 A 片

NO.10 緝魂 NO.20 詭扯

得獎名單

 最佳影片 《失落邊境》/ 黎豹 Lê Bảo / 越南

 評審團特別獎 《煙硝中，我們狂歡》/ 米莉卡 托莫維奇 (Milica TOMOVI ) / 賽爾維亞

 觀眾票選獎 《煙硝中，我們狂歡》/ 米莉卡 托莫維奇 (Milica TOMOVI ) / 賽爾維亞

 會外賽：臺灣影評人推薦獎 《煙硝中，我們狂歡》/ 米莉卡 托莫維奇 (Milica TOMOVI ) / 賽爾維亞

TFF 開幕記者會

TFF 閉幕片《詭扯》

TFF 選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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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的故事  向國際發聲
與法國南特三洲影展合作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
坊」，每年精選 6 組提案，來自 6 國講師以 9 個月
3 階段的歷程，以一對一個別指導方式針對劇本、國
際合製、銷售與提案技巧等面向進行專業訓練，增
加新一代創作者的專業知識、對國際的了解，進而
促進合作可能，向國際說出源自臺灣的故事。本屆
開始，新增臺灣顧問諮詢課程，邀請臺灣監製及各
領域專長講師做本案諮詢團隊，在經過 3 階段密集
扎實的課程後，6 組提案組學員們於 10 月 27 至 10

月 31 日進行最後一階段的訓練，並對外公開發表他
們提案準備的成果 ; 本屆公開提案發表會以英文、中
文兩種版本同步執行，英文開放講師及各國際影展
及國際業界人士線上參與，中文則現場邀請業界人
士參與，最終出席之影視界人士共 70 餘位，並於會
後進行線上交流。

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

提案名稱 導演 製片

Faruk & Abdullah 陶比科・尼扎米丁 古佳蓁

偏安之鄉 Life Derailed 趙暄 蘇瑜豪

娜塔麗 Natalie 左乙芳 艾穆瑞

破曉 Only Sun Knows 翁語彤 張乃康

白日青春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劉國瑞 沈俞樺

阿嬤的奇幻旅程
The Wild Mama (Previous 

title : The Wild Grandma)

黃艾倫 林宥倫

非正式競賽項目

觀眾票選獎《無聲》

媒體推薦獎《削瘦的靈魂》

卓越貢獻獎  黃建業

會外賽項目：臺灣電影行銷獎

最佳海報獎  陳世川《怪胎》

最佳預告片  陳俊宏《孤味》

最佳電影行銷獎  

美商索尼影業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結果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氧氣電影有限公司《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國際提案一對一提案發表會

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

臺灣電影年度指標性競賽 推動國片不遺餘力
創立至今台北電影獎，為臺灣唯一針對專業影人所
設立的電影競賽平台，期能拔擢本土優秀影像創作
者、鼓勵不同題材與表現形式，為國片開發各種可
能性，是年度臺灣電影人齊聚一堂的重要盛事。今
年維持鼓勵幕後工作人員的傑出技術獎項，並提供
非正式競賽及會外賽的競賽項目，不僅是了解臺灣
電影不能錯過的指標性競賽，更強化臺灣影人與影
視產業的緊密連結。

今年劇情長片、紀錄片、短片、動畫片 4 大類，共
有 400 部作品投件。

台北電影獎

得獎名單

百萬首獎《捕鰻的人》

最佳劇情長片《消失的情人節》

最佳紀錄片《阿紫》

最佳短片《捕鰻的人》

最佳動畫片《夜車》

最佳導演  陳玉勳《消失的情人節》

最佳編劇  徐譽庭《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最佳男主角  邱澤《當男人戀愛時》

最佳女主角  陽靖《愛・殺》

最佳男配角  劉冠廷《詭扯》

最佳女配角  百白《詭扯》

最佳新演員  陳姸霏《無聲》

最佳攝影  許哲嘉《捕鰻的人》

最佳剪輯  賴秀雄《消失的情人節》

最佳配樂  盧律銘《無聲》

最佳美術設計  趙思豪《同學麥娜絲》

最佳造型設計  董彥秀《怪胎》

最佳聲音設計  郭禮杞、李東煥《無聲》

最佳視覺效果  郭憲聰《消失的情人節》

傑出技術－動畫製作
西基電腦動畫股份有限公司《廢棄之城》

卓越貢獻獎－黃建業

最佳劇情長片－《消失的情人節》李烈、葉如芬 

百萬首獎－《捕鰻的人》

最佳男女主角－陽靚、邱澤 國際提案一對一提案發表會

入選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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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全浸界
回應世界的 VR 創作趨勢，呈現出持續發展的 VR

創作可能。今年選映 10 部作品，借助 XR 科技的詮
釋，敘事的角度與方式有更多元的展現，以新的科
技傳遞出，說故事這門古老記憶所留下的溫度。

展前活動－選片指南
由策展團隊們錄下精彩的片單介紹錄音檔，配上片
花的方式，於活動當天在電影節粉絲專頁進行直播。
再困難都讓期盼已久的電影節觀眾們不失望，聽到
策展團隊們精闢的分析介紹今年的片單。

展前活動－靠北影百貨
邀請當年放映影片相關的臺灣電影劇組、電影發行
商以及合作夥伴一起與影迷擺攤同樂，希望能夠藉
此活動支持辛苦的臺灣電影工作者，提供影迷及電
影工作者有更多元與電影接觸的機會。

影展講座－正在拍片的我：
導演與電影投資者的異想世界
從務實角度切入，一起看待彷彿創作之外實則在創
作以內的各種挑戰。今年與與臺灣導演協會合作，
邀請 3 位導演共同交流經驗與理解在創作時與電影
投資者角度的相同、相異與更多可能性。

2021非常新人
台北電影節長期關注電影產業的發展，為促使更多
具潛力的臺灣演員被看見，今年評選 10 位演員，拍
攝形象宣傳照與擔任電影開演引言人。影展之於平
台的角色與角度，透過企劃，讓影展期間有更多國
內外電影人看見他們，增加能見度與更多的可能性，
拓展產業對於演員明星培養的關注度。

影展工作坊－演員工作坊及臺灣電影製片的 9堂課
為演員提供理解表演的精彩課程，以期為臺灣影視
產業培養基礎扎實，潛力無窮的閃亮之星，加上近
年推出「臺灣電影製片工作坊」，貼近產業脈動，備
受業界人士好評。今年為讓參與學員得以深入接觸
更為全面的產業脈絡與實務操作，舉辦志成為監製、
製片人的電影工作者不容錯過的精彩課程。

特別企劃：一網打盡台北電影節的精彩

XR 全浸界

2021 非常新人

演員工作坊－動作訓練

製片工作坊－《孤味》案例分析

TFF 靠北影百貨

【講座】正在拍片的我



協拍及投資之電影《青春弒戀》於臺北車站大廳取景，
圖為拍攝演員林柏宏 ( 右黑衣 ) 和林哲熹 ( 躺地者 ) 扭打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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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臺北市投資電影《角頭－浪流連》為 2021 年臺灣首部破億電
影，更入圍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及男配角 2 項大獎，加
上電影、《青春弒戀》、《金錢男孩 MONEYBOYS》、《詭祭》，
以及電視劇《斯卡羅》、《國際橋牌社 2》等片上映，跨足 62

個播映國家及地區，入選 42 個國際影展，讓世界再次看見臺
北影視軟實力。

全球疫情緊張的一年，協助劇組落實防疫下的拍攝工作、創新
影視人才媒合平台、拓展國片行銷資源、推動人才培育線上授
課、參加線上國際影展，戮力營造安全無虞的攝製環境，持續
為臺灣影視產業努力耕耘，開創新契機。

投資成績亮眼國際 持續協助影視發光

影委會歷年協拍總量達 6,890 部，2021 年協拍 478

部影片 ( 含跨國 27 部 )，協助劇組會勘及場景申請、
道路管制及車輛申請、跨局處協調會議等項目共計
1,553 個。由於 5 月起國內疫情爆發升至第三級警
戒，導致影視相關活動全面停擺，本會亦得暫停現
場協拍服務，惟仍持續提供劇組場地勘景等諮詢服
務，並蒐集各國疫情下之拍攝狀況與防疫規範。

直至 7 月疫情逐步解封放寬拍攝，影委會配合政府
政策協助制定「影視拍攝防疫計畫及檢核表」，協
助國內外劇組落實防疫下的拍攝工作，使劇組逐步
建立防疫思維，將防疫團隊視為必要組織，進而減
低染疫及停拍風險。下半年協拍案件如雨後春筍般
冒出，其中包含本市投資的跨國合製電影《速命追
擊》、《For the country》以及臺美合作電影《愛
之船》，尤其電影《愛之船》團隊實施每週 PCR 篩
檢，嚴格遵守及落實防疫計畫。

防疫不停拍  打造安全拍攝城市

協拍電影《該死的阿修羅》在寧夏夜市拍攝，導演樓一安 ( 中 ) 指導
演員莫子儀 ( 左 ) 與王渝萱，稍後會發生隨機殺人事件應作何反應

協拍 MV《過得爽爽》導演周哲民 ( 左三 ) 以及攝影李亦得 ( 左四 ) 正
在討論機位以及拍攝時攝影機要如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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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協拍數量 說明

電影 31
《買一送一》、《黑的教育》、《操作》、《暗社工》、《非關時間非關愛》、
《科學少女》、《一杯熱奶茶的等待》、《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等

電視劇 34
《美食無間》、《最佳利益 2》、《她和她的她》、《如果花知道》、《人選之人》、

《走過愛的蠻荒》、《親愛壞蛋》、《額外旅程》、《一家團圓》等

紀錄片 8 《新寶島曼波》、《劉國松口述歷史》、《大風下的家》、《這個村 那個家》等

短片 126 《三月的野兔》、《三月的南國之南》、《演習》、《神的母親》、《漫漫》、《租約到期》等

廣告 144
《高露潔－不 NG》、《富邦金控－生活財報篇》、《蠻牛－喪屍篇》、《南港輪胎－特務篇》、

《亞培安素》、《審判之逝電玩遊戲》、《 JAGUAR F PACE 一馭難忘》等

MV 78
陳勢安《心之所往》、邱鋒澤《我們美好過》、9m88《Eyes》、郁可唯《尋》、

田馥甄《人什麼的最麻煩了》、E.SO《我的癮》、黃明志《落葉歸根》、魏嘉瑩《石之心》等

其他 57
《何百芮的地獄毒白》、《當不成漫畫家的我，注定要拯救世界》、《正義的算法》、

《八尺門的辯護人》、《塑膠花》、《台北女子圖鑑》、《百萬人的推理》等

跨國合作 27
臺新波合資電影《刺心切骨》、臺美合資電影《愛之船 Love Boat》、香港資金影集《台灣犯罪故事》、

臺法合資電影《For the country》、德國公共電視公司 D.W 節目《Art.See.Asia》等

協拍網路劇《池塘怪談》於建國高架橋拍攝，導演程偉豪 ( 左三 ) 對於美術所陳設的損壞車子做確認

為降低製作公司協尋人才的溝通成本，本會創新建
置影視人才媒合平台，充實本會官網影視人才資料
庫，包含影視發行業、製作業、映演業、器材設備、
後期製作、公協會、及藝人經紀公司等類別，優化
演員人才查詢功能，擴增媒合面向及選擇。期在不
受疫情干擾下，提供劇組更便捷的協拍服務，提高
跨國合製案選用臺灣優秀影視人才。 

第五屆深耕計畫首次線上舉辦，提供全臺大專院校
影視相關系所在校生參加，以兩梯次辦理「專題講
座」（10 月 16 至 17 日）及「製 片 工 作 坊」（10 月
23 至 24 日）。共 35 件短片企劃案報名，本屆評審
邀請專業製片柯泓志、張雅婷、陳南宏、董鼎安、
趙天豪等，從參加組別選出 12 組參加線上工作坊，
由專業製片針對拍攝企劃提供實務建議，幫助影視
科系學生加速銜接職場，並提供製作獎金，強化影
視產業競爭力。

自 2009 年 7 月實施「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協助行銷宣傳影片」計畫以來，與時俱進逐年更新強化行銷宣傳
管道，獲得影視界一致好評，對協助振興國片行銷及票房發揮極大功效。為使國片走入民眾生活圈，加強臺
灣影視作品宣傳效益，今年本會積極開發戶外多媒體電子看板，如：信義商圈光牆。並持續透過網路社群平
台 Instagram，與民眾有更多雙向互動，拉近民眾與影視作品的距離。

今年合作行銷 29 部影視作品中，包含 15 部劇情長片、2 部紀錄片、1 部動畫片及 11 部電視劇。提供合
作行銷宣傳資源為每一部作品節省 300 萬至 600 萬元不等之行銷預算，但受今年臺灣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嚴峻影響，整體電影票房較前一年減少 8.4%。2020 年合作行銷 18 部電影票房為 6 億
1,623 萬元， 今年 18 部電影票房為 5 億 6,388 萬元。

其中以超越生死、賺人熱淚的愛情電影《月老》票房表現最佳，以 2 億 2,825 萬元票房成為今年合作行銷電
影票房冠軍。而獲得本市投資的《角頭－浪流連》於春節檔期上映同樣開出破億票房佳績，總計票房 1 億 6,176

萬元。其他行銷國片於第 58 屆金馬獎也有傑出表現，包含：《瀑布》奪下劇情長片、女主角、原著劇本、原
創電影音樂等大獎；《緝魂》獲男主角、美術設計、剪輯等獎項；《月老》拿下視覺效果、造型、音效等獎項；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獲得原創電影歌曲獎；《詭扯》獲男配角獎。5 部電影共計囊括 12 項大獎肯定。

隨著 OTT 平台興起，臺劇能量迸發，合作行銷電視劇於臺灣本土及其他地區都締造收視佳績。臺灣消防職
人劇《火神的眼淚》，首播平均收視創下 3.87，最終回收視率高達 4.39，收視人口數近 140 萬人。本市投資、
曹瑞原執導的歷史史詩時代劇《斯卡羅》，首播一、二集收視旋即開紅盤，刷新公視開台 21 年首播收視紀錄。
網路聲量上，由 Google 公布的 2021「快速竄升關鍵字」榜單，《火神的眼淚》、《斯卡羅》也都擠進前 10

名榜單，和眾多熱門韓劇、陸劇並列。而臺灣首部海陸腔客語劇《茶金》也表現亮眼，包括公視 + 頻道、中
華電信 MOD 及 CATCHPLAY+ 點閱率連續 3 週成為戲劇類冠軍。由連奕琦執導的懸疑推理年代劇《華燈初
上》，在 Netflix 上架第一季 8 集後，2 天內登上臺灣收視排行榜第一名，於香港也開出第一名佳績。

創新平台  媒合優秀影視人才 臺北製片深耕計畫  為影壇向下扎根

《角頭－浪流連》、《月老》不畏疫情票房亮眼  臺劇發燒海外搶看

本巿投資之電影《角頭－浪流連》西門町封街盛大舉辦首映記者會，主創演員們出席共襄盛舉



044 045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本會與中華電信合辦之「MOD 金片子大賽」邁入第七屆，總獎金超過 390 萬元，共 257 組創意團隊及知
名演員參與競賽；今年新增設中華電信合作獎徵選優質企劃案，可獲得 100 萬元製作費，並讓成品於隔年
影展首映。今年因疫情關係，不但首度將入圍影展改成線上，頒獎典禮亦改成攝影棚錄製，與入圍者線上連
線頒獎，並於中華電信 MOD 與 Hami Video 播出，今年再次邀請「三金主持人」黃子佼主持，活動代言
人許瑋甯盛裝出席頒獎典禮頒發得獎作品，本屆「最佳男演員獎」由自編自導自演《有風的日子，有雲》的
李康生獲得，由蔡明亮導演線上代領獎，招引粉絲驚喜線上告白。

「MOD 金片子大賽」不只是許多潛力人才的扎根舞台，本屆更吸引多位知名影人跨界演出及參賽，例如發
願為學生拍百部短片的蔡爸─蔡明修、金鐘戲王陳慕義、曾入圍多項金鐘金馬獎的導演鄭有傑跨界演出、阿
Ben 徐小可夫妻檔等，讓本次大賽更顯星光熠熠。

因全球疫情仍未減緩，各大國際影視展皆以線上或
線上線下混合之模式舉辦。本會以線上方式參與世
界各大國際影展及市場展，藉由在全球影人齊聚的
場合主動出擊，除推廣臺北影視協拍服務及優惠辦
法、宣傳國片並介紹臺灣優秀影視從業人員外，更
積極推廣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一方面
開拓與維繫國際影視交流合作關係，一方面維持臺
灣影視產業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此外，本會亦積極
加入亞洲電影委員會與國際電影委員會等，藉由加
入國際影視組織，與他國影委會互相分享最新攝製
資訊及技術，相互學習。其國際露出對臺北市影視
產業亦是極佳的國際宣傳，並能為影人及產業創造
國際拍攝互惠條件，建立國際合作方案，在資金、
科技、技術、人才、行銷等各層面進行深化交流，
促進影視產業的活絡，帶動城市觀光行銷。

1月荷蘭鹿特丹線上電影市場展
本會再度受邀成為鹿特丹影展國際夥伴，強力推薦
2020 台北電影學院國際製片工作坊的優秀學員吳璠
與蘇瑜豪參加製片培育工作坊，同時本會亦參與鹿
特丹電影市場展創投會以及專業影人論壇與交流活
動，與多個創投項目洽談。

2月德國柏林線上歐洲電影市場展
本會於柏林國際合製市場的「國家會議」及「資金
會議」中，與有意進一步了解臺灣影視產業資源的
影人對談，同時洽談多個企劃案，宣傳臺北巿國際
影視投資計畫。

3月香港線上國際影視展
於線上設立攤位，宣傳本巿影視投資計畫、協拍服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 13 年來已成功促成多部
獲獎劇本翻拍成電影，如《南方小羊牧場》（2012）、

《共犯》（2014）、《再見女兒》（2016）、《帶我去
月球》（2017）改編自劇本《雨生台北》、《藍色項
圈》（2018）、《小春與豬排》（2020）、《愛．殺》
（2021）等。

第十三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不限主題，因應疫
情影響，首次將紙本徵件改為線上徵件，徵件期間
自 5 月 3 日 ( 一 ) 至 7 月 2 日 ( 五 )，總計 142 件參
賽劇本。並於 10 月 15 日首度舉行頒獎典禮暨交流茶
會，「好的故事，需要被看見」，本屆為提高得獎劇
本、編劇之曝光度，擴大辦理頒獎典禮及媒合活動，
讓出版方、製作方、投資方與編劇直接面對面交流，
得獎作品除獲得高額的獎金鼓勵外，亦能透過此次徵
選獲得業內的專業肯定及提升能見度，激盪劇本與市
場的火花，催化劇本拍攝成影像作品。

「MOD 金片子」獲新秀老將關注  線上頒獎不減熱度 線上參與國際電影市場展  維持本市影視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拍台北」首度舉辦頒獎典禮 

會後媒合促全方位合作

「2021 MOD 金片子大賽」頒獎典禮主持人黃子佼 ( 左 ) 與代言人許瑋
甯合照

「2021 MOD 金片子大賽」頒獎典禮主持人黃子佼與入圍者線上合影

本巿投資之電影《金錢男孩 MONEYBOYS》入選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與官方合辦「FILIMING IN TAIPEI-MONEYBOYS」線上論壇

第十三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首次頒獎典禮盛大舉行，全體
評審與得獎劇本作者合影

獎項 劇本名稱 作者

金劇本獎 浮光掠影 游正裕

銀劇本獎 如常 包容任

銅劇本獎 孤島 楊易（筆名）、
臧晟傑

佳作 軟刀 騙人小鬼愛阿布
（筆名）

佳作 永晝審判 伍一鳴

佳作 這裡的墳墓都蓋得好高 鐘建仁

第十三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得獎作品

務與臺北景點，並參加線上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HAF)，與多個企劃案洽談。

5月韓國全州線上國際影展暨電影創投市場
本會與入選企劃案洽談，向國際影人、製片推廣臺
北市和本會所提供的各項製作優惠，以及與臺灣影
視產業合作可申請的投資補助等，促進國際合製、
推廣本市投資計畫及拍攝景點。

7月法國坎城線上電影市場展
本巿投資之長片《金錢男孩 MONEYBOYS》入選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與坎城電影市場展合
辦「FILIMING IN TAIPEI - MONEYBOYS」線 上
論壇，宣傳臺北之國際合製成果。

10月韓國釜山影展暨釜山線上亞洲內容與電影市場
展及亞洲創投會議
進行逾 40 場會議，與創投項目洽談，並與釜山影委
會及首爾影委會洽談因應疫情發展之補助及影視人
才培育合作。

11月美國線上電影市場展
參與 LocationEXPO 宣傳臺北市拍攝資源，並與東
京、韓國及葡萄牙影委會等單位會面，洽談各國產
業近況，建立及維繫與各國影委會之關係。

此外，本會亦與日本札幌電影委員會合辦「2021 臺
北．札幌影視產業線上交流會」，分享兩地攝製優
惠、協拍服務與影視製作團隊資訊，促進臺北與札
幌兩地影視製作公司跨國合製及遠距拍攝之合作機
會，臺日雙方共計 22 家製作公司參與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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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台北電影學院」受疫情影響，部分課程改
以線上形式舉行，單元包括「國際動畫視效講座」、
「電影攝影工作坊」、「XR 工作坊」以及「國際製片

工作坊」四大系列課程講座。

本屆講師邀請「動畫界的奧斯卡」之稱的法國安錫
動 畫 影 展 藝 術 總 監 馬 歇 爾．尚（Marcel Jean）、

前數字王國新媒體與體驗監製約翰．坎寧（John 

Canning）、《與神同行》視覺特效總監鄭成鎮、香
港金像獎最佳攝影關本良及包軒鳴、坎城影展評審
團獎《我的意外爸爸》攝影指導瀧本幹也、國際調
光師協會主席蕭凱文（Kevin Shaw）、前台北電影
節總監沈可尚、WeMakeVR 執行長阿維納什·昌加
（Avinash Changa）、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綺影

映畫創辦人陳斯婷、數字王國內容總監鄭心、Atlas 

V 共 同 創 辦 人 安 端．凱 霍（Antoine Cayrol）、

Digital Catapult 沉浸式企劃總監麥德蓮娜．克洛
斯 提（Maddalena Crosti）、國 際 製 片 暨 策 展 顧
問 許 維 文（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

坎城影展影評人週藝術總監夏勒．泰松（Charles 

Tesson）、法 國 電 影 聯 盟 大 中 華 代 表 伊 莎 貝 拉．
格 拉 尚（Isabelle Glachant）、光 在 影 像 創 辦 人
吳蕙君、雪梨電影節總監納森．穆德里（Nashen 

Moodley）以及飛望影像創辦人陳璽文等。

雖然國外講師無法親身來臺授課，但華麗的講師
陣容仍吸引逾 2,700 人次參與本屆電影學院系列
課程。

2021「台北電影學院」
混合模式辦理  課程內容精彩不減

「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深耕至今已五屆，至 2021 年止共投資 15 部影片，合資合製國家達 11 國，投資
案總製作經費高達新臺幣 10.4 億元，已完成播映 11 部，創造就業超過 5 千人次，影視公司達 53 家，臺
北拍攝景點已破百景。2021 年完成播映 6 部包括與瑞士合製公視旗艦電視劇《斯卡羅》；日本合製政治
IP 電視劇《國際橋牌社 2》；韓國合製商業電影《角頭－浪流連》；奧地利、法國、比利時合製入選坎城
影展電影《金錢男孩 MONEYBOYS》；法國合製金馬 5 項大獎入圍電影《青春弒戀》及與荷蘭合製入選
鹿特丹影展電影《詭祭》等，播映國家及地區合計 62 個，入選 42 個國際影展，相較於 2020 年，在播
映國家數方面成長 180%，入選影展數成長 90%，成績斐然。除了在國際發光之外，2021 年更有《金錢
男孩 MONEYBOYS》、《青春弒戀》、《角頭－浪流連》3 部作品闖進第 58 屆金馬獎，合計共入圍 9 項
大獎。其中，《角頭－浪流連》上映時叫好叫座，臺灣票房更飆破 1.6 億，一舉站上 2021 年度國片票房排
行第 3 名。

投資《青春弒戀》、《金錢男孩 MONEYBOYS》、《角頭－浪流連》
入圍金馬獎 9 項大獎

「國際動畫視效講座」邀請法國安錫動畫影展藝術總監馬歇爾．尚同步
連線，向線上的學員們分享策劃安錫動畫影展的經驗與未來動畫製作
走向的見解

「電影攝影工作坊」小班學員於完成全部課程後獲頒發結業證書，並與
兩位導師關本良 ( 前排左二 ) 及包軒鳴 ( 前排右二 ) 溫馨合影

「XR 工作坊」體驗課開放學員登記參與體驗講師作品，由 HP 提供設
備，讓學員接觸目前市佔率最高的 Quest 系列之外，也了解其他具競
爭力的器材

「國際製片工作坊」採混合模式辦理，學員至現場參與課程，講師以視
訊連線方式授課。現場提供同步口譯耳機，學員可即時向講師提問

本會持續多元類型商業藝術兼具之投資策略，2021 年徵選出 5 部類型風格迥異的電影作品，分別為描繪臺
灣三代家族更迭的《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探究法國軍官學生之死的《For The Country》；重現大馬 513 

事件的《五月雪》；勾勒孟加拉電動車共乘系統如何崛起的《移動孟加拉》；聚焦臺灣照護現況與挑戰的《白
衣蒼狗》等，合資合製國家包括美國、法國、馬來西亞、孟加拉、新加坡等 5 國，希冀藉由 5 部作品的投資，
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參與臺灣影視製作，期望逹到國際資金、臺灣製造、全球市場的目標，一舉將臺灣影視動
能推向全世界。

持續多元類型投資  展現臺灣影視動能

協拍及投資之電影《金錢男孩 MONEYBOYS》拍攝李玉 ( 曾美慧孜飾 ) 與曉來 ( 林哲熹飾 ) 在中心新村戶外呼喊不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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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 學制為 4 學季制，每個學季安排約 10 週課程，將長假分配在春、夏、秋、
冬 4 個學季之間，寒暑假各 1 個月，春秋假各 2 週，使課程安排更具彈性並降低
長假可能造成的學習落差。

每個學生在 TMS 的學習歷程都是獨一無二的，各季透過「機構課程」、「自主
學習計畫」、「社團」、「實習」等方式，組成個人課表。機構課程以影像、音
樂、博雅人文、國際行動力、體育為主要領域，安排基礎至進階的課程，影音課
程以作品產出為目標導向，輔以博雅課程厚植人文底蘊，透過螺旋式的安排由淺
入深，漸漸從實作中累積經驗；並結合外部資源開設專業合作課程，2021 年開
設紙風車劇團「雨馬製作專題」、金馬影展「影迷新世代」、台北電影節「認識
影展」、寶藏巖藝術村「田野踏查─城南故事」等。

課程之外，學生可透過提出自主學習計畫，滿足更個人化的學習需求，機構在實
習的認定上保持彈性，於每季皆獨立開放申請，使學生能自行在課程學習與實作
訓練間選擇平衡，機構亦媒合相關單位，辦理實習徵選提供機會，2021 年有影
委會、剝皮寮、信義集團等單位合作實習。

經臺北市教育局審查通過機構五年成果，並且通過第二個五年實驗教育計畫的續
辦，TMS 邁向下個階段，走過草創期的嘗試、實驗，在變動中激盪火花、開創
出不同的可能，第二個五年，迎來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相繼落
成開幕，將朝向聯合辦學的願景展望，初步從活動參與開始，逐漸擴大至課程、
實習等面向的合作，帶給學生更豐富的資源。

培養影像音樂創意內容人才   以實驗教育發展適性學習路徑

邁向下個五年  聯合辦學啟動

五年計劃現地評鑑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TMS）座落於公館寶藏巖藝術村內，
2016 年經臺北市教育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和本會合作辦理成立，2021 年通過評鑑與
續辦。為高中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招收對影像及音樂有
興趣的學生，透過影視音課程、實作活動、博雅教育等多元學習路
徑，培養專業、自主、負責的影視音產業基礎人才。

隱身於寶藏巖歷史聚落中的「培養皿」－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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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平靜的春夏，COVID-19 疫情的來襲使得學習的模式有了全新的展開，機構 2021 夏季課程改以線上
模式進行，師生同步摸索著不同於以往的交流模式，如：將直播鏡頭轉化為舞台的場景設計練習、影評線上
互動討論。在年末呼應這個經驗參與台北表演藝術中心「2021 飛行船線上創藝－衛星計畫」，推出以線上
平台直播互動為實驗的作品《星際種子的地球實驗室－開花吧 Blossom Bar》。

珍重再見的 7 月時節，在疫情之下畢業典禮也轉換為線辦理，而線上不只是一種替代方案，不設限的虛擬
世界還有更多可能。機構透過語音功能仿造真實世界的平台「gather town」為舞台，打造別具風格的典禮
現場、操作角色領獎、致詞，結合線上遊戲互動進行分組，即使無法見面，仍然是這個夏天，獨一無二的團
聚時刻。

「行動學習」是 TMS 極具特色的課程之一，在每年春、秋季假期之前，讓全校學生共同參與行動、完成學
習的旅程，我們走出原有的學習場域，讓學生藉由觀察及感受生活，並運用所學的技術從『心』出發，描繪
出對生活與藝術的體認。

春季，與全聯善美的文化基金會、宜蘭傳藝中心合作，讓學生用影視音的視野和職人導師交流學習，產出對
職人的故事側寫。以「Focus」為名，培養學生在資訊爆炸的當代，專注與聚焦於傳統技藝的軟實力，回到
初衷。秋季，串連臺北市無圍牆博物館規劃，進行臺北的人文走讀，包括戰前戰後的建築物、鐵路、街道、
水圳等城市發展脈絡，進而分為北投温泉、城北廊帶、萬華艋舺、城南台大、士林北藝、信義松菸 6 組，
以影片的方式展現在 6 個區域的所見所聞。

疫情攪局 停課不停學  線上相聚同樣精彩

行動學習－春季「FOCUS」職人故事、秋季「拍臺北－我的博物館」 

演出實務課程線上討論

春季行動學習－藍染 秋季行動學習－萬華拍攝

線上畢業典禮

TMS 第三屆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以為以博雅、影像組別分別呈現各色創作的特質，
博雅展以靜態攝影、文學、複合媒材及紀錄短片等作品於空總當代分隊展出。影像組聯映 4 部截然不同的
短片，於光點華山進行 2 日的放映座談，由學生主創團隊與觀眾面對面交流。

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

《與市隔絕音樂祭》是由 TMS 學生主辦的品牌活動，
2021 年首次辦理前導比賽，音樂的交流不設限，向
全國青少年徵件，優勝者將獲得音樂祭演出邀約。
並由音樂領域專家：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執行長呂聖
斐、大大娛樂執行長焦惠芬、饒舌歌手許時擔任評
審，鼓勵青少年們，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歌，並且在
演出現場，忠實表現自己的想像。而除了參與競賽
角逐殊榮外，在現場更有 TMS 校友帶領在校生擔任
轉播團隊技術工作，透過主辦活動實踐機構做中學
的特色。

與市隔絕前導站－青少年音樂創作比賽

音樂比賽評審團與參賽團隊合影

回首爬梳、整理 TMS 籌設其至今的點滴，正如同小
野校長的側寫─「面對多變的二十一世紀，野性、智
慧、團結、堅韌、勇敢、適應力、洞察力、移動力等。
狼不是野蠻無禮的象徵，像是有一鬃狼就是吃素的，
而且行動很優雅，於是我想用『野性的優雅』來描述
我的想像。」透過五年成果展，將歷年課程、自主、
實習、行動學習、國內外營隊及展演活動，累積的辦
學成果一一展現。也邀請歷年校友，重回當年現場，
暢談這些奇異的學習經驗。

在知識的叢林解放學習的狼性－
《野性的優雅》五年成果展

五年成果展大合照

畢業展博雅組－詩作展 畢業展－影像組放映



《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場域》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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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CULTURAL 
VENUE
054

088

076

068

100

106

114

082

台北當代藝術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Taipei ｜ Treasure Hill Artist Village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Taipei Cinema Park

西門紅樓
The Red House

台北偶戲館
Puppetry Art Center of Taipei

新北投車站
Xinbeitou Historic Station

北投梅庭
Beitou Plum Garden

剝皮寮歷史街區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陳宣誠《剖視島》，於台北當代藝術館《穿孔城市》展出

李亦凡
〈灰色是最無聊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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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當代藝術館 ( 以下簡稱當代館 ) 座落於大同區，原為臺北
市政府辦公廳舍，2001 年轉型為臺灣第一個公辦民營的當代藝
術館，至 2008 年改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營運。開館 20 年來，
秉持多元化及全方位發展的原則，持續將藝術展演從館內拓延
到社區空間，致力打造一個富含美學與文化創意的藝術磁場和
都會景點。除了不斷策劃具當代意涵的優質展覽外，當代館也
致力於藝術教育推廣活動，對於社區文化的經營和生活美學的
提倡更是不遺餘力。期以提供一個具互動性且整合度強的藝文
平台，以鼓勵多元風貌的藝術創作和展覽，並藉此激發國人具
前瞻性的創意思考，帶動當代城市源源不絕的文化生產能量。

當代藝術展演與美感教育的激盪

展覽策劃

〈楊俊，Jun Yang，杨俊（紅字）〉

在地與國際的連結，多元領域的媒合
當代館的藝術展覽，除常設性的公共藝術展，每年依不同空間和展覽屬性規劃不
同展項：主題策劃展、當代實驗展場（MoCA Studio）、當代影像聚場（MoCA 

Video）與街區藝術計畫。2021 年在館內、外共策劃了 15 檔展覽，除提供國內
藝術家多樣的曝光平台、國際當代藝術的交流，也為臺北市民開創了兼顧知性、
創意與趣味的藝術體驗。

《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場域》，楊俊與芭芭拉．史戴娜共
同策劃，以群集式個展邀請了國內外 11 組藝術家共同參與，以及與楊俊的英文
名撞名的另一位 Jun Yang ─現居舊金山的韓裔藝術家，使楊俊解構「個展」定
義的意圖不言自明，因此這場展覽是個展也是聯展。

展覽概念始於楊俊於 2018 年，在首爾的善宰藝術中心舉辦的「總觀視角」，既
是一次作品的總梳理，也是用回溯和反思的角度，去著墨「回顧」對藝術家的意
義。延續這樣的思路軸線，該展於 2019 年發展成在奧地利格拉茨美術館的《藝
術家，作品，展覽》一展，並將反思的主體從個人轉移到體制機構的範疇。也就
是說，在探究作為一位藝術家的意義之餘，進一步思索加諸在藝術家與其作品上
的期待，讓展覽本身變成一個論題。

展名中提及的「三個場域」是首度將展覽概念擴延至三個體制與功能相異的場館：
TKG+Projects、關渡美術館與台北當代藝術館，以不同樣貌呈現。此展覽的三種
版本分別有著不同的獨特脈絡和相應重點：當代館的展出版本，強調展覽的公眾任
務和當代館的公共空間面向，因此，展覽期間諸如兒童和成人工作坊、教育推廣和
藝術家導覽活動，以及展覽相關講座及討論活動等，皆為本展的重要構成元素。

《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三個場域》
2021.2.6 － 3.31

策展人：芭芭拉・史戴娜（Barbara Steiner）、楊俊（Jun Yang）

參展藝術家：
楊俊、克里斯多福・亞當斯（Christopher Adams）、艾文．鮑爾／buero bauer、奧利佛．
克利佩爾（Oliver Klimpel）、芭芭拉．史戴娜（Barbara Steiner）、松根充和（Michikazu 

Matsune）、西村祐貴（Yuuki Nishimura）、Topotek 1、Jun Yang、蔣慧仙、千鳥藝術

主題策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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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當代》為當代館二十週年系列展覽的第一檔展覽，展名以回顧 2001 年開館迄今的歷史而命名，主
軸圍繞在當代藝術的時間性 (temporality)，當我們試圖歷史化當代藝術時，「歷史」與「當代」兩個概念
之間的矛盾與悖論。當當代成為歷史，而我們仍身處其中，這種現在與往昔在時間上的交疊揉雜，是本展的
核心概念。

策展人將過去二十年當代館舉辦過的展覽進行系統性的「編年」(chronologize)，並以展出「展覽」取代
展出「作品」，將被萃取出的展覽重新部署，讓昔日及現今的策展人及藝術家們展開新的對話、讓過去與現
在的觀眾隔空互動，往返對話的過程有若莫比烏斯環，試圖解開並活化歷史的既定概念。 

為呈現當代館各時期的經典展覽回顧，邀請各具代表性的展覽與策展人共同合作，如 2001 年與藍文郁共同
策畫當代館開館展《輕且重的震撼》的賴瑛瑛、2009 年策畫高人氣大展《派樂地》的胡永芬、2013 年提
出科技議題《後人類慾望》的陳明惠、2017 年推出亞洲第一個在美術館舉辦的《光・合作用——亞洲當代
藝術同志議題展》的胡朝聖等人，組成策展顧問群，共同重返當代館講述每檔展覽的精神。

當代館自 2006 年開闢的展覽空間「MoCA Studio」已累積超過百場的展覽。策展人陳貺怡再次匯聚曾於
MoCA Studio 展出過不同世代的藝術家，產生了跨越世代的、觀點與角度各異的呼應與對話。

此外，更邀請專研藝術書籍的策展人蔡胤勤，策劃呈現當代館開館二十年來每檔展覽的展冊，透過展冊轉變
成一座展覽的考察現場，同時呈現五位策展顧問與館內同仁訪談紀錄，讓當代館二十年來的記憶再度被鮮活
呈現。

當代館邀請 3 位新生代的策展人共構《為了明天的進行式》展覽，推演當代藝術多元的未來性。每一個當
下都正在緩步走入歷史，每一個當下也都是一個進行式，本展向未來書寫的一則限時動態，希望透過新世代
策展人對所處社會所發出的提問，邀請你我一同前往多元紛呈的明日。

《尚未到來的世界》
策展人黃又文提出《尚未到來的世界》，試圖討論未來的可能性，未來是否會落入往日的循環？或是有機會
創建平等和公義的世界？邀請來自香港與臺灣的 5 組藝術家，分別展開對於受資本主義推動的城市發展和
主流歷史的批判，在檔案、紀錄之間挖掘出未受到關注或廣泛討論的面向，同時也透過個人經驗或是以個人
為主體出發，形構重新理解過去、思考未來的視野。

《動態圖層》
策展人馮馨所策畫的《動態圖層》，以「地圖」作為展覽最初的起點，進而思考圖面上的邊界界定所映照出
的資訊角度，隨著切入的角度不同，即便是同樣地點，因彰顯的資訊不同，而有眾多的製圖變化，而每張圖
面的生成也反映了當時的製圖技術與觀看幅廣。邀請 6 組藝術家分別面對幾個由圖面開展出來的面向，包
含當今人們與圖面資訊角度之間的關係，到數位視角如何介入我們的空間感知經驗，圖面與界線繪製背後所
隱藏的權力關係，以及今日我們的身體與意識，如何移動與連動實體空間與線上虛擬圖面之間。

《女性團結：跨境．相遇》
彼勇．依斯瑪哈單以其原住民族的身分觀察提出《女性團結：跨境．相遇》，嘗試用當代的眼光，重新解讀
部落文化價值與女性獨特力量；邀請國內 4 位原住民女性藝術家與來自北挪威海岸薩米族女性藝術家，從
自身觀察、生命記憶與文化變革的創作，探討「跨境．相遇」的藝術進程，如何通過安身立命、貫穿性別身
體，時間及歷史被壓縮凝結成一種女性團結的空間模式。

《歷史﹒當代》
2021.5.15 － 8.22

策展人：陳貺怡
策展顧問：胡永芬、高千惠、賴瑛瑛、陳明惠、胡朝聖、蔡胤勤
參展藝術家：張美陵、陳建北、林建志、邱承宏、譚浩、王俊傑、顧福生、崔廣宇、張立人、黃漢明、派翠西亞．佩斯尼
尼（Patricia Piccinini）、楊嘉輝、蔡咅璟、王海洋、徐薇蕙、温馨、曾吳、西亞蝶、余政達

《為了明天的進行式》
2021.9.4 － 11.7

《尚未到來的世界》
策展人：黃又文
參展藝術家：李繼忠、林盈潔、劉耀中、何兆南、太認真（郭柏俞、佘文瑛）

《動態圖層》
策展人：馮馨 

參展藝術家：陳湘馥、陳為榛、黃偉軒、劉致宏 、NANONANO、吳思嶔

《女性團結：跨境．相遇》
策展人：彼勇．依斯瑪哈單（Biung Ismahasan）

參展藝術家：阿儒瓦苡．篙瑪竿（武玉玲，Aluaiy Kaumakan）、張恩滿、峨冷．魯魯安（安聖惠，Eleng Luluan）、宜
德思．盧信（Idas Losin）、瑪莉塔．伊莎貝爾．思璐法給（Marita Isobel Solberg）

派翠西亞．佩斯尼尼〈迎接賓客〉

太認真〈浮城河事〉 峨冷．魯魯安（安聖惠）〈Ali Sa be Sa be／土石流，我在未來想念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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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多重》展覽，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與當代
館共同主辦，邀請 8 位藝術家參與展出，試圖將藝
術作品與互動遊戲概念結合，藉由感官體驗，觸發
多重維度的宇宙觀。我們在宇宙中的地址是什麼？宇
宙有多大、重量是多少呢？策展人以「宇宙多重」作
為展覽命名，是一道指向這種感性理解經驗的提問，
在字義上，宇宙的「宇」代表的是空間，「宙」則指
時間，它概括了我們抬頭仰望的星空中，所能代表的
一切未知，但卻難以測量。由於對於無垠天際的未知
好奇，啟發藝術家對其異想天開的各式想像，進而探
討當我們活在經驗現實的虛擬中，透過 8 位藝術家
展出 7 件作品，做為感性測量單位的座標，以想像力
作為穿越多重宇宙的燃料，促成觀者度量出更多宏觀
宇宙的輪廓。

想像一列在歷史時間軸上疾駛的列車，「藝術」在時
間的方向上前進，那些來不及上車而被遺落、刻意
隱蔽、視為禁忌等的記憶再被重拾。

策展人以「當代」回應其始終感興趣的時間主題，
一個可以被無限靠近的概念，或者藝術就像是一個
陷阱，它不存在單一的定義，卻被大量使用著，它
究竟需要被賦予輪廓嗎？或者它早就在了，只是等
人拾起。很多時候，藝術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的姿態被藝術家發明出來的，而是他們總是以敏銳
的感知，去抓取或提取那些隱而不顯的光。本展展
出 7 位藝術家的作品，將眼光轉向過去未被書寫的
藝術產出或被隱蔽的創作，重新轉譯賦予當代的身
體，於此刻以當代的視角展開反省與詮釋。

《戰後野人手札－陳依純個展》
《戰後野人手札》系列作品，演繹的是多重真實敘事文本所改

編的創作，藉由多年口述歷史和文獻再譯，將當事人全數加密
改寫，重新多重轉譯的一個時空舞台：被過去歷史恐懼的深層
根脈教養著，時時刻刻處於一種被害監視精神下成長的野人，
以及其詭譎的臺灣在野歷史。
《漫遊者的生存戰略－羅禾淋個展》
《漫遊者的生存戰略》以 5 件互動及影像作品，試圖揭露數位資

訊現今早已落入資本與政權控制的局面，面對無處不在的數位監
控，身處漫遊於網路空間的人們，應練就逃離監控的「生存戰略」。

《宇宙多重》
2021.11.20 － 2022.1.23

策展人：黃彥穎
參展藝術家：王仲堃、江忠倫、林建志、張暉明、郭奕臣、
焦聖偉、廖建忠、蘇匯宇

《過站不停》
2021.11.20 － 2022.1.23

策展人：陳湘汶
參展藝術家：王挺宇、李亦凡、許哲瑜、許淑真、陳哲偉、
陳擎耀、劉瀚之

廖建忠〈運転生活的終點站〉

許哲瑜〈重新破裂〉

《戰後野人手札－陳依純個展》
《漫遊者的生存戰略－羅禾淋個展》
2021.2.27 － 4.18

參展藝術家：陳依純、羅禾淋

陳依純〈隨身武器〉 羅禾淋〈破繭而出〉

當代實驗展場（MoCA Studio）

《憑證入場》展覽是當代館首度以 20 年來的展覽門票設計為主
題，邀請蔡胤勤策展，解析門票不僅是一種入場機制的憑證，
讓觀眾有權利進入空間觀賞展覽；與此同時，門票作為傳遞展
覽和作品理念的媒介，更是一場將臨展覽現場的視覺期待與感
官部署；展間現場將歷年門票分類為「互動參與」、「藝術物
件」、「多重感官」、「視覺平面」4 種符號類型，並揭示當代
館的組織運作是如何使得門票、展覽、作品與觀眾產生鏈結，
透過此展，邀請觀眾回返歷年展覽的美感經驗。

《憑證入場》
2021.5.4 － 7.18

策展人：蔡胤勤

《憑證入場》展覽現場

榮獲 2019 年「LOOP 錄像藝術獎」的計畫成果首展《總是春
光乍現》，概念源自於近年蔚為風潮的臉部辨識技術，進而研
究隱藏於人工智慧、數位圖像與意識形態裡，關於種族文化間
的現象，展出作品結合表演式演說、影像裝置和圖像研究等創
作形式，探討視覺圖像中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總是春光乍現－致穎個展》
2021.7.27 － 9.19

策展人：李彥儀
參展藝術家：致穎

致穎〈信息〉

《複本》展覽，由藝術家廖烜榛和黃奕捷共同參與製作，2 位藝
術家曾參與華光社區反迫遷、樂生保留與 318 學運等公民運動，
隨著運動逐漸消退，2 位藝術家以參加運動現場所留存的遺留
物為基礎，延伸發展 2 件系列作品〈紙建築〉和〈複本〉，試
圖在抗爭平息後，以藝術創作回應，並重新思考創作者的發言
位置和美學立場。

《複本》
2021.9.30 － 12.5

參展藝術家：黃奕捷、廖烜榛

《複本》

《如果島嶼會作夢》展覽為國藝會「策展人培力＠美術館」專
案，由新生代策展人謝宇婷策劃，展覽概念結合馬祖「祈夢」
習俗中「代夢人」的概念，由藝術家扮演「代夢人」的角色，
為戰地前線的馬祖列島作夢。透過 5 位來自法國、臺灣藝術家，
親自到訪馬祖展開現地製作，從個人身體或採集當地居民記憶
的創作形式，感知這座島嶼，以「代夢人」的角色，傳遞與解
讀馬祖這座島嶼的地方觀點，邀請觀者帶著提問出發，進入這
個由本島、外島、本國、外國視野共築的馬祖夢境。

《如果島嶼會作夢》
2021.12.14 － 2022.2.20

策展人：謝宇婷
參展藝術家：王煜松、許生翰、黃祥昀、澎葉生（Yannick Dauby）、

艾瑪．杜松 （Emma Dusong）

艾瑪．杜松〈面向汝（Měing-hyong n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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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下的巨大哀愁》由策展人林郁晉策畫，串聯 8 位藝術家
的精彩影像作品，他們年紀跨度 20 來歲，試圖梳理出同個時
代下不同年齡層如何重新理解、突破生活的景況；呈現籠罩於
都市之下的人們，因在認知上矛盾的情緒，所產生出對於自身
主體該已何種姿態與世界共存的提問。

《籠罩下的巨大哀愁》
2021.8.7 － 9.12

策展人：林郁晉
協同策展人：黃鼎鈞
參展藝術家：王鼎曄、吳柏賢、陳嘉壬、黃彥超、黃淑蓮、蔡傑、鄭爾褀、
鍾知庭

王鼎曄〈人－人〉

《疫常的距離》由長期深耕城市文化議題的策展人洪宜玲策畫，審視後疫情時代人與環境的重新定位，攜手
8 組藝術家王文心、江佶洋、李政道、邱杰森、周學涵、慢慢說 ( 劉上萱 / 孫于甯 )、鄭琬蒨、鍾秉宏，深
入探尋當代館鄰近城北街區，應變疫情危機的生存韌性與在地新日常的描摹，共展出 8 組作品，延伸展區
至 21 個在地單位，走入街區以藝術撫平焦躁不安的氛圍，傳遞安定的力量。此外，本展也同步展出與建成
國中館校合作第 13 年的 2 組成果作品。

《疫常的距離》策展主軸，乃觀察疫情對城北生活場景的影響，反映防疫距離在街區商業、社區生態，以及
個人身心之三種層面的調適與轉變。由藝術家們以田調方式走進中山雙連一帶，包含南西商圈、旅宿業者、
赤峰街風格小店、双連市集，訪談疫情風暴下的辛苦與掙扎、傾聽在地里長承擔社區防疫的基層心聲。同時
社區隙地空間的生態，在疫情期間人為因素的干擾降低，而有喘息與修復的機會，重現百年宮前町砌石大溝
的清澈水質和魚群悠游。再者，「疫」外放慢了都市人的生活步調，使我們能靜下心來審視近身關係的經營，
回歸生活本質的思考。

《疫常的距離》
2021.10.30 － 12.26

策展人：洪宜玲
參展藝術家：鍾秉宏、周學涵、邱杰森、慢慢說（劉上萱 / 

孫于甯）、李政道、王文心、江佶洋、鄭琬蒨
館校合作計畫藝術家：林楷晟、薛美華

李政道〈城涼〉

《流動影像雙年展 2021》以 DIS 的「藝術和文化想像」為主軸，
設想出一個基進的「前導季」(pilot season)，以一種群體努
力的方式，破壞常態性的節目策劃，並為人類以自我為中心、
資本主義化的死亡驅力找到出口。本展展現正向的政治驅力，
以共同之迫切渴望來想像不同於我們當下所居住的其他世界，
每位受邀展出的藝術家以其獨特方式，挑戰「這是唯一可能之
世界、唯一可能之經濟體系」這個長期壓抑政治及文化辯論的
想法和歷史概念。

《往復回返》呈現吳家昀近年的階段性作品，他們皆在突破與偏
離意義的意圖中，以相互對立又依存 (interbeing) 的觀點將自
然乃至哲學之存在，投放於影像的一體兩面之間，然而日常或
自我認同的虛無 (empty) 卻非空洞與悲觀，而傾向一種無窮無
盡 (inexhaustible) 的中性狀態。因此，經由對意義的質疑，也
藉由對存在的詰問，此展以實景真人電影、逐格動態影像、複
合媒材錄像等形式相異的作品，探問在往復回返中的共同意識。

《流動影像雙年展 2021》

2021.11.14 － 12.5

策展人：DIS、Andrea Bellini

參展藝術家：Riccardo Benassi、Giulia Essyad、DIS

《往復回返－吳家昀個展》
2021.12.11 － 2022.1.23

參展藝術家：吳家昀

Riccardo Benassi〈DDDD 的 12 天〉

吳家昀〈失去之歌〉III-I

本館與釜山現代美術館於 2021 年進行雙邊藝術計畫。由釜山
現代美術館展覽「永續博物館：藝術與環境」(Sustainable 

Museum: Art and Environment) 展場直播展出 2 件當代館
20 週年系列展覽作品， MoCA Video 則展出 2 位「永續博物
館」參展韓國藝術家影片。

本計畫中，當代館參展作品分別為《歷史．當代》林建志 & 蔡
咅璟的〈更新檔 2.1a ──在一片荒蕪的海洋中漫漫〉與《為了
明天的進行式》林盈潔的〈沒有名字的⋯〉。前者探討當代美
術館群的普遍面貌、後設藝術史內容元素、藝術社群的現實與
夢想，也揭示出藝術界的機制論。後者敘述政治與社會抗爭中
的失序狀態及潛伏且無所不在的暴力。

「永續博物館」展覽檢視美術館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與探討訂定實際應對策略使美術館更加永續。

《環境∞藝術－台北當代藝術館 X 釜山現代美術館》
2021.9.18 － 10.17

參展藝術家：E Dong Shi、張宗完 Jang Jongwan

E Dong Shi〈抵抗〉

動畫愛好者期待的年度盛事，也是全世界少數由學校主辦的國
際動畫節，第十一屆《關渡國際動畫節》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館盛大舉辦，亦與本館串聯，精選其中 74 件作品，
於展期間在當代館戶外電視牆輪番播映。動畫節主題「正負循
環 ± Loop 」將第十一屆的「十一」轉化成為電池的正極與負
極，而「循環」不僅是電池內部的作用原理，更是動畫重要的
基本概念之一。

《2021 關渡國際動畫節》
2021.10.26 － 11.7

《2021 關渡國際動畫節》

當代影像聚場（MoCA Video）

街區藝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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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暨公眾服務

藝術教育不設限，打造多元豐富的學習場域
2021 年，當代館於館內及館外場域，推行全齡教育
推廣活動，透過跨界交流與合作，提供民眾多元藝
術學習與參與，主要項目為：

一、教育推廣活動
2021 年舉辦超過 600 場教育推廣活動，參與人次超
過 20,000 人次，深入淺出的各類型教育活動提供
觀眾多種閱聽選擇。因應全臺三級警戒，規劃了 26

場線上直播講座暨導覽，以及 9 支教育推廣影片，
內容包含策展人導覽與兒童藝術教育宅在家系列，受
到觀眾熱烈迴響與好評，其中主題策劃展《歷史．當
代》參展藝術家陳建北與台北植物園專家學者之線上
對談，更創下近 650 人同時在線觀看的最高紀錄。

MoCA Studio 當代實驗展場與 MoCA Video 當代
影像聚場教育活動，涵蓋種族、社會運動、歷史與
電影相關議題，首度嘗試辦理 2 場跨國全英文線上
講座，為當代館帶來更廣大多元的觀眾群。街區藝
術計畫則以《疫常的距離》為題，透過攝影、聲音、
地圖與在地植物生態等多種面向，帶領觀眾體會疫
常時節中的光陰流轉與地貌變換。

二、兒童學習系統
為強化美感教育、讓藝術向下扎根，當代館針對 12

歲以下之親子觀眾，提供多元藝術學習體驗與服務，
具體成果為：( 一 ) 專屬空間規劃：邀請藝術家王春
子以「躲貓貓」為題，將繪本故事與空間巧妙結合，

引導親子觀眾尋找躲在空間中的線索與故事，藉由
故事拜訪遙遠陌生的國度。( 二 ) 藝術學習三合一：
配合每檔主題策劃展，整合當代館兒童學習資源，
編寫兒童學習單、製作兒童語音導覽與親子創意手
作活動，結合觀察、遊戲與創作，輔助了解展覽內
容，增添學習趣味。( 三 ) 藝起圖像繪故事：和多
家出版社合作，依展覽主題精選繪本或圖像書籍，
融合肢體律動、科普與藝術創作，規劃適合全齡參
與的創意活動。( 四 ) 線上小玩藝：因應疫情，推出
U12 小玩藝專屬線上影片，推廣療癒藝術，無距創
作，總計推出：「躲貓貓」、「阿宅小藝術家」、「美
術館員說故事」三大系列，共 6 支影片。
 

三、館校合作計畫
2007年以來，當代館積極進入周邊校園及社區藝術，
推廣當代藝術，打造無牆美術館。2021 年上半年「館
校合作─藝術家駐校教學計畫」，邀請偶戲藝術家薛
美華與舞蹈藝術家林楷晟，協同建成國中的張巧明與
張卓立老師，帶領九年級學生們透過偶戲與搖擺舞，
探索現今的網紅現象與感受肢體釋放的情緒能量，展
出作品《偶的網紅世界》和《Let's Swing》。

2021 年下半年度，則邀請擅長複合媒材創作的藝術
家陳漢聲，與建成國中張巧明老師、陳仰德老師，
以及八年級全體學生，以老樹觀察及城市記憶為主
軸，透過觀察校園中的果樹，思考身處環境與樹木
之間的連結，將植物元素轉為圖像設計，並透過絹
印技法創作色彩鮮明之作品。

四、友善導覽暨講座服務
基於文化近用思考，在館方有限的經費與資源下，
針對不同族群，量身規劃導覽服務，具體項目包括：
( 一 ) 兒童語音導覽：以故事廣播劇的方式，將作品
介紹轉化為有趣的故事情節，除邀請專業配音員一
聲分飾多角，更嘗試由兒童進行錄音導覽，透過童
言童語，分享展覽的樂趣。( 二 ) 故事導覽：邀請策
展人或是參展藝術家，為兒童和親子觀眾量身打造
故事導覽，透過藝教於樂的說故事方式，呈現藝術
有趣的面向。( 三 ) 外語導覽：為拓展外籍人士來館
參與活動，提供藝術交流場域，規劃英語、日語和
韓語導覽，總計 4 場，參與人數為 119 人次。( 四 )

口述影像講座：配合展覽作品〈浮城河事〉規劃口
述影像講座，邀請中華民國口述影像發展協會秘書
長楊聖弘與藝術家團隊太認真 ( 郭柏俞、佘文瑛 ) 進
行對談，讓民眾更了解口述影像的工作訓練和製作
過程，以及在視覺藝術領域，口述影像對於視障者
而言的意義。

五、好玩藝教室
為了滿足一般民眾學習藝術與創作的需求，本館每
年依春、夏、秋、冬四季，並配合館內展覽主題開
設了不同的藝術主題課程，引導學員利用複合媒材
進行創作，以實驗精神探索所有創作可能，讓藝術
與生活緊密結合。2021 年總計規劃 15 堂課，參與
人數達 264 人次。

U12 小玩藝空間「從前從前， 顏色龍；現在現在，龍飛虎來新年祭 ｣
手做體驗

【當代館 X 小典藏】顛覆經典童話，繪本動起來！《叩叩叩，誰敲門？》
說故事現場

【公眾服務】志工增能之旅－參訪嘉義市立美術館【專家導覽】《憑證入場》方序中線上直播

六、館外合作計畫
在當代館原有的教育活動規劃下，為提供觀眾更多
元的藝術學習與參與選擇，亦積極與外部單位進行
橫向串聯與合作，希冀擴大藝術觀看的廣度與深度，
2021 年線上暨線下總計合作場次 10 場，參與人次
達 352 人，包含：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合作試營運暖
身講座《從視覺到體驗：談影像策展實踐》；與台北
歌德學院合作《Come Up for Air-Encounters》

國際座談交流計畫；與國美館合作之《臺灣藝術家
經典巡迴講座─吳瑪悧》線上座談；與桃園鐵玫瑰
藝術節合作舉辦《邁向操演時代─展演作為策展策
略》講座等。

七、公眾服務
當代館目前志工人數共 144 人，男性 28 人，女性
116 人。由公眾服務進行培訓與管理，主要工作內
容為保護作品、維護展場參觀品質與民眾服務。依
個人興趣或專長，亦可參與導覽考核成為導覽員、
支援廣場活動或教育活動等。2021 年服務時數總計
13,661 小時，服務人次達 107,175 人。此外，當代
館亦定期規劃志工活動，除增加志工情誼外，也提
升志工藝術專業素養。2021 年度共舉辦展覽培訓課
3 場、志工藝文活動 4 場、增能之旅 2 場、日召餐
會 1 場，總參與人次共 251 人，另因受疫情影響，
原定舉辦之志工年度感恩餐會，改採線上抽獎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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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行銷

線上線下虛實整合，深度互動關係的經營
當代館的發展行銷之目的在於集結整合各方資源，從媒體行銷、跨界串聯資源、會員關係、品牌經營等多
層面的鏈結，建立與觀眾互動傳遞訊息的管道，提升藝術探索的好奇與動力，開啟雙方更多美好的新關係。
2021 年 5 月突如其來的三級防疫警戒，當代館一方面被迫暫停辦理實體的藝文活動，另一方面也開始展開
全面線上展示與社群關係的經營。運用線上與線下平台資源，積極進行跨界合作與社群平台經營，在疫情不
安的時刻，以當代藝術為心靈撫慰，維持與社會大眾的溝通聯繫，具體機制包括：

一、數位行銷與推廣
透過官方網站、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LINE 等，與民眾建立良好互動，深耕將藝術的創意
理念帶入社會與生活的使命。另有 MoCA APP，透
過人手一機的 AR 導覽，身歷其境認識古蹟的建築和
故事，並收聽當期主題展覽的語音導覽。三期防疫警
戒之休館期間，透過社群平台經營，推動「藝術工作
者的書桌計劃」、「按下暫停鍵的⋯」等主題貼文數
篇，從展覽、策展人與藝術行政的角度切入即時藝文
產業變化，不斷自網路社群累積共鳴與人氣，更經由
與台北國際藝術村、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及松菸文創園
區的社群內容串聯，共創響應最大值，增加觀眾對疫
情降級後的開館期待！

2021 年 同 時 是 MoCA LINE 官 方 帳 號 的 推 廣 元
年，使 用 既 有 高 人 氣 的 社 群 平 台（Facebook、

Instagram）及現場活動相互宣傳，其中於 7-8 月份
間所推行之「加 LINE 好友送經典大展專刊」活動最
為顯著，LINE 好友人數於此區間增加超過 2,405 人，
將廣大的現場觀眾與線上人次成功相互引流轉換。

二、跨界串聯  

為延伸推廣當代藝術的美學，針對展覽議題及族群，
媒合具相同價值與精神的跨界串聯合作與宣傳，包
含：Pinkoi、新光三越、誠品 R79、老爺飯店集團、

平台 啟用時間 瀏覽人次 /
粉絲數統計

官方網站 2014 年 05 月，
新版自 2019 年 6 月啟用 2,305,765

Facebook 2009 年 08 月 319,212

Instagram 2015 年 08 月 30,946

YouTube 2008 年 05 月 1,290,330

LINE 2020 年 12 月 3,764

網路重點平台之行銷數據

【網路社群串聯】MoCA X 台北國際藝術村 X 松菸文創園區

【會員活動】《宇宙多重》開幕晚會 【LINE 好友活動】觀眾於現場加入 MoCA LINE 好友，即可獲得限量
展覽專刊

【網路社群行銷】入選 2021 十大藝文新聞！年度最佳社群貼文「再見
鳥人」

美國 HYDY、VERSE 雜誌、ifilm 傳影互動、繭裹子、
Podcast 節目《耳朵旅行社》、《Daily Juice》及
嘉義市立美術館《移動的廣波》，獨立書店田園城
市、春秋書店、浮光書店、詩生活等，持續為當代
藝術開拓新的觀眾群，引進更多元的資源協力。

三、會員經營
為提供當代館 MoCArd 會員更優質與完善的服務，
2021 年除持續深耕長期會員，保持良好互動，亦積
極開拓新會員。上半年因受疫情影響大幅減少活動
場次，在下半年疫情趨緩後，陸續規劃會員系列活
動，具體方式為：
( 一 ) 會員限定活動：由策展人或藝術家親自導覽的
晚會 2 場、跨界串連活動【免費電影票券兌換】、展
覽主題工作坊【星球製作所—宇宙餐桌料理工作坊】
等，總計規劃 4 場。
( 二 ) 持續延長「MoCA 好厝邊」：為增加 MoCArd

的附加價值，與當代館周邊 30 多家特約商店合作，
包含：食衣住行、娛樂、住宿、藝文場館等不同風格
店家，除提供當代館會員獨家優惠，亦提供會員走訪
當代館附近街區的行程參考。
( 三 ) 會員效期延長：感謝會員共體時艱，除補償因
防疫期間休館，造成的會員權益損失，另外再加碼
回饋延長會員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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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活動】《聽說宇宙爆炸了》

【藝術商店】MoCA 商店新空間

【藝術商店微型展】《nag.19》

【設計商品】MoCA20 週年系列商品

【藝術商店微型展】《On The Other Hand》

四、藝術商店與商品開發
2021 年為當代館開館 20 週年，為提供更完善多元
的服務，進行空間升級、商品開發等計畫項目，具
體成果為：
（一）空間升級：重新規劃調整後，提供更舒適明亮

的商場空間。
（二）微型展：根據展覽或商店主題的不同，呈現各

式主題特色商品，總計規劃 3 場。
（三）商品開發：推出 MoCA 20 週年系列商品，包

含：MoCA 20 週年經典門票設計、MoCA 設計口
罩、MoCA x TRUEGRASSES 原子筆，總計開發
10 項商品。
（四）特別活動：與深受疫情衝擊的藝文產業合作，

串聯周邊的獨立書店，特此推出「居家讀書計畫」
活動，邀請民眾共同支持及消費。
（五）多元電子支付：防疫期間為減少接觸，增設
LINE PAY（電子支付），提供更多元的電子支付
選擇。
（六）響應消費券活動：推出各式消費券（五倍券、

藝 FUN 券、熊好券等）優惠活動及贈禮。
（七）增加電商通路：與線上平台 TAAZE 讀冊生活

網路書店合作，藉由品牌聯名的互助下，減少商品
開發成本、增加銷售通路、創造商品話題性及品牌
曝光度等。 

商店選物與微型展
繼 5 月商店升級規劃後，店內商品分為主要三大區
塊：
（一）自有商品：MoCA 專屬設計商品及展覽專刊。
（二）選品區：挑選各地設計師／藝術家商品。
（三）微型展區：主題策展、展覽主題選物、商店主

題選物（每檔展期平均 2-3 個月 )。依商店客群、客
單價及各式主題挑選合適的藝術商品， 商品換新和
主展覽換展的時間同步，讓顧客每次來觀展，都能
有不同的消費體驗。總計規劃 3 檔：
第一檔（2021.5.14-8.22）：

商店主題策展《On The Other Hand》。

第二檔（2021.8.25-11.7）：

商店選物展 《Sybil-ho 常日生活》、《流動製作所》。
第三檔（2021.11.9-2022.1.30）：

MoCA20 週年主題展《nag.19》及商店選物展《小
島．s 》。

五、特別活動
針對展覽內容延伸思考，規劃主題文創市集、音樂
表演、電影放映、主題工作坊等多元類型活動，開
放一般觀眾或社區民眾免費參與，有效建立當代館
與周邊鄰里的連結，活化美術館戶外空間及社區城
市氛圍。2021 年因疫情限制之故，共舉辦 1 場特別
活動《聽說宇宙爆炸了》，吸引了 785 人次參與。

活動主題由展覽《宇宙多重》內容延伸，除邀請
「MoCA 好 厝 邊」之 田 園 城 市 書 店、RETRO 印 刷
JAM 等品牌參與主題市集外，更有 DJ 團體 Beats 

and Friends 演出主題創作音樂，以及夜間戶外放映
經典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等精彩活動，吸
引觀眾踴躍參與；當日同時響應《2021 打開台北》
活動，邀請《宇宙多重》策展人帶來專場導覽，提升
當代館品牌跨域能見度，為 2021 年畫下完美句點。

《MoCA on Air》 節目來賓策展人胡朝聖及臺北市議員苗博雅

研究
美術館線上跨界再突破！當代藝術在雲端
Podcast節目創立《MoCA on Air》

正當全球因疫情進入低度社交狀態，當代館籌畫
推 出 Podcast 計 畫《MoCA on Air》，期 待 創 造
與 觀 眾 互 動 的 全 新 線 上 連 結。2021 年 於 Apple 

Podcast、Sound On、Google Podcast、

KKBox、Spotify、My Music Podcast、Listen 

Notes⋯⋯等多項數位平台露出，累計超過 24,000

次下載數，包括：中文、英文、日文及印尼文等 4

季企劃共 22 集節目。

每集節目邀請 2 位來賓以輕鬆對談方式進行主題討
論。首季圍繞當代藝術內全球化、人權、性別、移
工等各類議題；第 2 季探索當代藝術和跨領域合作，
包含：影視、流行音樂、表演藝術及醫療產業；20

週年企劃邀請當代館國際合作夥伴，分享與藝術有
關 的 個 人 故 事；Asian Cultural Council（ACC）

獎助專案以跨國藝術合作與文化交流之當代藝術創
作為討論核心。本專案幸獲 ACC、財團法人紀慧能
藝術文化基金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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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 HOUSE 
西門紅樓

延續北市西區文化記憶
擁抱百年風情再出發

市定古蹟西門紅樓興築於 1908 年，百年間歷經市場、劇場與
影院幾番更迭，自 2007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台北市文化
基金會接掌後，極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展現傳統與創意交融
薈萃的新活力，為西門商圈裡屹立不搖的文化地標。

秉持百年古蹟再造理念，且從「延續臺北市西區文化記憶」為
觀點出發，以「跨界藝文展演平台」、「城西創意生活聚落」、
「西區文化觀光地標」和「萬華艋舺生活圈共識群體」為發展方

向，西門紅樓定位為「西區文化觀光基地」，為街區注入文化
創新力，帶動臺北市西區商業發展和文化記憶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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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樓廣場揮灑奔放的色彩

西門町不僅是臺北市商業中樞，亦是重要的青少年休閒娛樂集散地，承襲著百年的歷史文化脈絡；西門紅樓
位於西門町的入口，多年來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新力及推動觀光發展，持續打造不同類型的生活體驗，以多元
發展的樣貌，接待來自各地的遊客。

自 2007 年開始，西門紅樓每個週末都會在北廣場舉辦常態性的創意市集，因地處交通樞紐，來往人潮眾多，
提供許多臺灣在地微型文創品牌一個穩定成長的展銷平台；業者在此累積作品的同時，透過與潛在顧客的互
動與市場觀察，調整經營策略並逐漸茁壯成長。西門紅樓每一年都會搭配季節與特色節慶，舉辦主題市集活
動，如農曆過年期間的《春節市集》、4 月春假時策劃系列親子互動活動的《親子市集》、中秋假期營造滿
滿團圓氛圍的《中秋市集》等，透過動態市集與主題規劃，為百年古蹟增添人情味，也建立以西門紅樓為中
心的地方活動特色，已成為固定攤友結合新一代市集創作者們交流、傳承之重要聚集地。

西門紅樓北廣場緊鄰捷運出口，交通便利，可作為記者會、簽唱會及嘉年華型態之多元性場地使用，優美、
舒適的場域，亦是民眾拍攝婚紗照、網美照、街頭熱舞、散步休憩的人氣地標。而南廣場自 2008 年 9 月與
「臺北市公有西門商場自治會」簽訂南廣場使用合約後，立即匯聚多家極具特色的露天咖啡店家前來開設，並

與本館合作辦理跨年派對、彩虹同志大遊行等極具特色的相關慶祝活動，已成為享譽國際的觀光朝聖熱點。

在八角樓看見時光演進的新樣貌

西門紅樓在八角樓一樓迎賓區以「百年瞬息」為主
題，打造出奇幻光景的獨特空間，適合舉辦講座、
發表會、文物展，透過高挑的廳堂、便利的格局，
讓每一場不同主題的活動，都能在此展現最鮮明的
姿態。平時設置為歷史展區，牆面以中英雙語對照
說明年代沿革，運用燈光投影藝術之老照片展區，
讓遊客隨著紅樓的時光演進巡覽，負起藝術欣賞與
美學教育之責。

中央展區在 2021 年四季各有主題展演，前三季皆與
西門在地情懷緊扣，包含春天《天橋上的魔術師─
西門紅樓特展》、夏天《臺北西城青春－中華商場開
幕 60 週年特展》、秋天《重返西門町－周志勳與李
家維的青春紀錄特展》，藉由串聯鄰里地方共生共榮
的初衷，以實際行動舉辦展覽，將萬華與西門的多
元包容文化展現給來訪的遊客；第四季《2021 第 16

屆臺北數位藝術節－無邊庇護所》則是運用最新數
位科技技術，拓展藝術文化呈現的新樣貌。

紅樓茶坊環境舒適，提供民眾一個充滿古蹟氛圍的
優質餐飲體驗及休憩環境，將復古風味結合創意活
力，可以一邊品茗一邊享受悠閒的幸福時光，無隔
間區劃的設計，也可運用辦理小型的展示或座談會。
為了減少疫情所帶來的影響，紅樓茶坊自 5 月 1 日
起，平日改以提供民眾自助式茶飲消費，僅假日提
供餐飲服務，讓民眾可以安心使用。10 月至 12 月則
以快閃方式與廠商合作進駐，規劃週末現場音樂表
演、讀書會及演講等集客力高的活動，吸引週末西
門町遊客駐足，活絡館外場域人潮，成效良好。

西門紅樓北廣場活動多元，吸引來自各地粉絲參加

第一屆 Chance _ Change 街頭文化嘉年華 第二屆國際漢服出行日

中央展區以百年瞬息為主題，打造出奇幻光景的獨特空間

天橋上的魔術師－西門紅樓特展

在紅樓茶坊一邊品茗一邊享受悠閒幸福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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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樓劇場暢遊藝文派對

古蹟特有的紅磚牆，360 度零阻礙的開放空間，搖曳著百年風華的二樓劇場，適合辦理展覽、記者會、頒
獎典禮，更是舉行各種表演與藝文活動的優質場地，提供民眾愉悅的觀賞氛圍；無論是《天橋上的魔術師
VR 展》以 5G、VR、360 度環景導覽等技術，在展覽內增加更豐富的內容及互動體驗，還原劇集裡的中華
商場等經典場景，或是《臺北數位藝術節－ ID0 作品展》以遊戲引擎為基底，打造沉浸式 Audio-Visual 旅
程，讓民眾進入一個跨越虛實與國界的另類動畫角色中。二樓劇場場地可多元規劃運用，藉由多元展演型態
的注入活化歷史空間，希望民眾可以毫無負擔地暢遊文化、親近藝術。

為扶植剛起步或期待提高知名度的藝文團體，西門紅樓提供本館宣傳資源，讓值得推薦的表演藝術，精彩展
現於觀眾眼前，落實扶植藝文團隊之精神。2021 年全球仍因疫情而有所影響，許多單位不得不取消、展延原
本所規劃的節目或是活動期程；為振興藝文業者，西門紅樓提供紓困方案，以實際優惠的場租，協助表演團
體度過難關。本館也恪守防疫相關規定，除了實名制入場，酒精、口罩、量體溫缺一不可，讓民眾安心來館。

西門紅樓全力推廣今昔藝術，以限量票券供萬華區居民憑身分證免費索取，回饋在地鄉里居民。2021 年提
供《寶島脫口秀》、《群星耀紅樓－老歌演唱會》、《懷念經典歌曲之夜》3 場演出共 30 張入場券，讓在地
民眾拉近了與藝術的距離，促進街區鄰里和諧感情。

在生活文創百貨發現特色選品

西門紅樓致力培育臺灣文創人才、推廣臺灣特色商品與本土設計師品牌，齊聚多家各有不同特色的優質生活
選品店鋪，透過「微訂製」的概念，設計了許多風格選物；業者也能在此累積作品的同時，透過與潛在顧客
的互動與市場觀察，調整經營策略並逐漸茁壯成長。

位於八角樓一樓的「紅樓選品」，以開放式展櫃及懷舊風的吊燈，拓展百年古蹟八角樓更多有趣的空間想像，
成功打造一個友善、舒適的氛圍，在這新舊融合的獨特空間中以更多元的方式創意呈現，成為遊客往來西門
町時，最喜歡造訪的知名地標之一。紅樓選品主動引進多家臺灣在地獨具特色的創意商品，深受國內外觀光
客喜愛，從最貼近民眾生活日常的「市場」及臺灣在地特色情懷為出發點，優先考量充滿設計感、具紀念意
義的臺灣自創品牌為進駐首選；未來亦將視民眾喜好與需求，每年逐步調整，增添商品的豐富度與實用性。
十字樓的「16 工房」，每年都會透過嚴格的評選選出獨具特色的業者進駐展售，以穿透性高的鐵欄裝潢，給
予創作者更多空間發展自身獨特性，明確傳達設計師的創意、突顯各種新品的獨特風格，使前來的民眾享有
輕鬆自在的逛街體驗。16 工房的《快閃店計畫》以 Select Shop 選品店的概念，由短期不同的策展主題結
合展覽及文創商品，每一檔都呈現出不同面貌的嶄新創意；2021 年與 Pop Up Asia Store 亞洲手創店、時
尚藝術家吳亮儀所合作的 2 檔快閃店，都讓更多人可以親近臺灣文創品牌豐富的創作能量。

二樓劇場演出活動

二樓劇場 360 度零阻礙開放空間

數位藝術節沉浸式 Audio-Visual 體驗

觀眾可毫無負擔地暢遊文化、親近藝術

視民眾喜好與需求，增添商品豐富度與實用性

十字樓的 16 工房讓民眾享有輕鬆自在的逛街體驗

時尚藝術家吳亮儀進駐 16 工房成立快閃店

西門紅樓不定期與品牌開辦工作坊，民眾可體驗手作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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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中共創珍貴回憶

西門町可說是全臺灣對多元文化最包容的區域，無
論是青少年次文化、街頭文化、LGBTQ 文化等，都
可以在此找到自在舒服的棲身之所。位於此處的西
門紅樓，不僅是在地人平日休閒的好去處，也是各
地遊客來到臺北的必經之地，希望每位不同身分的
人來到這裡，都能感到親切便利。

西門紅樓每年都會在特別的節日假期，辦理多樣極
具特色的周邊活動，讓市民與旅客一起參與，邀請
大家跟著紅樓的腳步，逐步認識萬華豐富多樣的在
地文化，同時也藉由資源串聯，活絡在地產業商家、
回饋當地里民。2021 年兒童節連假所舉辦的《蹦！
跳進兔子洞》親子市集，結合了展覽、互動舞台劇、
故事繪本唸讀、肢體開發課程，還有異國美食快餐
車，讓大小朋友一起共享溫馨時光；萬聖節的《小
鬼遊西門》活動，特別結合 AR 虛擬實境的方式，
由專業的親子導覽老師帶著孩子們在西門町找鬼怪
又可以拿造型口罩當禮物，除了落實防疫基礎教育，
也能對城市發展有更多的認識，還能看到西門町商
圈以新科技融合童趣搗糖，讓家長與孩子可以放心
參與一場兼顧文化與新意的活動，留下珍貴的回憶。

新舊並陳的萬華，是臺北最早發展的區域，城西在地
故事之豐，難以一次道盡；配合市府推動《萬華艋
舺 • 無圍牆博物館》理念，持續整合地方各項資源，
推動民眾對於無圍牆博物館的認識，結合地方組織及
各項在地活動，塑造萬華、艋舺地區的生活態度，讓
往來的人客感受到最精華的常民文化氣息。

親子市集結合互動舞台劇、唸讀故事繪本

《2021 臺北數位藝術節－無邊庇護所》是一年一度的重要數位藝術展演

西門 PLAY 樂購町《西門紅樓光雕秀》的聲光效果讓大家驚喜連連

《 2021 紅樓萬聖節－小鬼遊西門》結合新科技帶小朋友遊街

共同防疫、提供安全文化場域

2021 年 5 月，因為新冠疫情爆發，嚴重影響民眾生活，西門紅樓恪守防疫規定，從 5 月 14 日暫停開館至 7

月 15 日才恢復營運；這段時間我們絲毫不敢鬆懈，除了全力協助相關單位與人員辦理展延、退租、申請補助
與紓困，亦加強網路客服的即時性，用溫暖及正向的態度，向大眾傳遞正確安全的最新訊息，協助市民適應
疫後新生活，並加速復原西門商圈生命力、為藝文產業提供振興優惠方案。疫情尚未完全解除，西門紅樓保
持靈活機動性，隨時視情況滾動式調整應對措施並即時公告相關資訊，提供民眾一個可以安心參觀的環境。

為維持良好服務品質，西門紅樓相當重視員工教育訓練以及館所場域維護，除了火災消防、意外應變、
AED 及 CPR 訓練課程，2021 年亦擴大規模修剪老樹、清洗環境、修補泥作，確保安全與便利性。在無障
礙方面，西門紅樓多數區域皆為輪椅可及的平地或緩坡，無論是行動不便、帶娃娃車的家長甚至是推著行李
箱的觀光客，皆能自在進出。此外，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也是支持性別多元的實際展現，任何人都能自在使
用，讓所有族群都能享有舒適的逛街體驗。

西門紅樓傳承在地的文化背景特色及時代意義，老建築豐富的人文與創意相結合，將舊文化延續傳承給下一
代的新生命，共造新文化生活意義，也串接起不同單位的資源，帶動臺灣文創產業有更多元化的互動。我們
將持續扣合在地精神，努力推動提升各區塊一流的服務體驗。

西門紅樓遵守防疫規定，確實清消每個角落 西門紅樓加強保養，給市民安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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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INEMA PARK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座落於西門町武昌街與康定路口，多年來
致力創造一個結合藝術發展與青少年文化的大型休憩性空間，
也藉由不斷推出各式活動，提供塗鴉、攝影、舞蹈、原創音樂
等藝文創作及表演者，一個可以盡情發揮的舞台。

這裡是西門町最大一塊的公園綠地，不但保存著舊時煙囪、煉
焦爐等歷史建物，也積極重新整理讓老建築得以再利用，蛻變
成為極具公共藝術特色的街景，曾連續 2 年榮獲臺北市都市彩
妝金獎與銀獎肯定。未來將整合園區建物特色，安排相關課程
與服務，將西門町商圈頭尾串連、熱力延伸，更加活絡臺北市
西區街頭及藝術文化。

西門町最新潮繽紛的藝文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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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how Case 都市藝術方塊」為二層樓高的大型多媒體公共藝術建築裝置，由榮獲許多項設計大獎
的建築師兼藝術家沈中怡老師所創作，外觀融合傳統與現代，就像是個大型變壓器，以「改變．轉換」為概
念，企圖為公園注入一股新能量，進而延伸帶動整個區域的活絡，期待能透過提供這個多元的表演舞台，激
發社區民眾，以及專職藝術家，都可以來到這裡發揮自己的藝術文化創造力。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認為，園區裡的公共藝術裝置，應該由市民用藝術、文化來訴說故事，因應不同情境，
產生不同的面貌，「城市」、「電影」、「藝術」就如同色彩繽紛的魔術方塊一樣，在不同的情境下，經過不
同的轉動、組合，就會有不同的畫面效果產生。

《月光電影院》從 2010 年開始便開始於 Urban Show Case 舉辦，曾與公視、紀錄片行動列車及各類影展
合作，提供多媒體藝術創作者發揮的舞台，也為社區居民及喜愛電影的市民朋友們，提供一個電影及影像的
視覺藝術新平台。2021 年除了日常放映不同導演之作品，也和「MATA 獎─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文化特
色數位影音競賽」合作全臺巡迴放映之臺北場次、會內單位「TMS－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合作放映
畢業生之作品。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秉持著推動優良影像平台來服務更多的支持者，希望廣邀各界一同推動與擴展臺灣的
影像創作，讓新銳影音文化藝術創作者與各大專院校相關學系作品，能有對外發表之機會，展現影像藝術
創作能量。

都市藝術方塊提供多元展演舞台《月光電影院》看見藝術創造力

Urban Show Case 外觀極具公共藝術特色

月光電影院放映實況

Urban Show Case 迷人夜景

節拍廣場 Beat Square 是由獲得 Vestax 臺灣區 DJ 大賽冠軍的 DJ Chicano 於 2010 年創立，原始動機是
看好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場域，讓每一位愛好音樂的朋友們都可來到這廣場，感受並享受單純聆聽音樂的美
好，希望可以提供一個資源共享交流的場合。在首場活動推出後，旋即吸引潮流街舞、嘻哈饒舌、黑膠刷碟
等藝術家們熱情參與，成為北市知名的街頭音樂活動的聖地，也是許多舞蹈新秀熟知的練舞場域。

成立已滿 11 周年的節拍廣場，是臺北市電影公園主力推廣的盛會，透過每個月辦理一次的活動，吸引眾多同
好的肯定與支持。除了推廣音樂與舞蹈之外，也將曾經紅極一時的現場黑膠刷碟作為即興表演的重點項目，
讓民眾了解 DJ 不僅僅侷限於夜店演出，在任何聚會任何場所都可以展現不同的演出形態。近年來，節拍廣
場也常與多項活動相互結合，例如街舞大賽、二手市集等，企圖透過不同的跨界組合向外推廣，使更多人能
一同前來享受音樂與身體搖擺的單純美好。

2021 年除了辦理日常實體活動外，也因應疫情影響，嘗試利用線上直播平台（twitch）辦理線上版活動，
將活動族群拓展至網路世界，除臺灣民眾外，也有國外民眾觀看參與。節拍廣場在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與
DJ Chicano 的努力推動之下，讓民眾可以透過各種形式，一同互動交流開派對，整體活動豐富多元，希望
讓大家能夠被專屬音樂與搖擺舞動的氛圍帶起好心情，不受拘束的隨意自由起舞。

《節拍廣場 Beat Square》11 周年再創新意 線上活動熱情交流不斷線

節拍廣場由 DJ Chicano（右）於 2010 年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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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為人潮集聚的休閒勝地，後段地區更是臺北街頭文化最盛行的地方，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經常邀請各
界高手、藝術家、專業老師開辦初階課程，讓大家都可以輕鬆接觸後街特有的藝文活動，像是「臺灣黑膠教
父 DJ Chicano」教學員認識設備、接歌、創作個人作品，「塗鴉藝術家 Vastar 傅星翰」帶領大家學習運用
噴漆及各式媒材來創作自己的塗鴉名，「資深舞蹈團隊 90's bboyz」讓大家接觸最盛行的街舞舞風，「專業
滑板團隊 Delta Skate Supply」引領民眾學習操控滑板的技能，透過專業師資的引導，讓喜愛街頭文化的
大小朋友都有學習和交流的機會。

2020 年起，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和 90's bboyz 共同規劃社區街舞推廣課程《來跳舞吧！》，由團員們擔
任老師，為社區帶來更多元豐富的舞風課程。90's bboyz 由來自各行各業、長期支持街舞文化的愛好者所
組成，多年來秉持著Modest謙虛、Respect尊重、Share分享的態度，致力於推廣街頭舞蹈文化；《DANCE 

FOR HOOD 社區街舞推廣課程》在 2021 年雖因疫情影響而調整部分安排，但在整體趨緩後，並確實遵守
防疫規定，持續規畫辦理開課，讓民眾有一個健康安全的環境可以活動身體、舒緩情緒。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秉持親子同樂、經營青少年探索自我的理念，深受許多喜愛後街獨特文化的大小朋友支
持，也是社區鄰里友善場域，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這個園區裡充滿多樣性的豐富文化。

《DANCE FOR HOOD》社區推廣課程多元化 一起來西門町後街跳舞吧！

電影公園與 90's bboyz 舞團合作辦理《DANCE FOR HOOD 社區街舞推廣課程》

身為臺北市藝術文化發展一塊新綠地，且位在全北市
青少年文化最多元的西門町，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自
2009 年即與臺北市多元藝術空間與青少年發展促進
會 ( 簡稱藝青會 ) 合作，規劃一塊區域讓塗鴉創作者
可以合法、安全的發揮原創的街頭塗鴉藝術，亦可美
化西門町商圈市容，獲得極高的評價。

青少年街頭文化所展現的活力與風貌，一直是西門町
城市空間發展的獨有特色。園區以青少年文化育成
中心的概念，提供地區民眾、青少年學子作為塗鴉、
DJ 音樂創作、滑板練習與街舞等教學基地；連續多
年在暑假舉行的後街文化祭，秉持親子同樂、經營青
少年探索自我的理念，是全臺灣唯一以街頭藝術為主
題的慶典活動，深受許多喜愛後街獨特文化的大小朋
友支持。2021 年夏天因受疫情影響而停辦，但團隊
趁這段時間與許多高手、藝術家、專業老師展開新的
規劃，期許新年度會有更不一樣的後街文化季。

除了青少年的活動，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亦相當注重
鄰里民眾的休閒生活。自 2021 年起，開始與鄰近的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合作，提供多功能展演廳場地，
辦理關懷據點活動，於每週二及週四安排銀髮族課程
供附近住戶參與，並在課程結束後一起用餐，增加與
社區內民眾交流互動。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希望打造一個完善、親民的環
境，增加與周邊鄰里友善合作的機會，共同促進地方
經濟。也邀請大家一起來公園裡搖擺身軀，享受派對
音樂的節奏，感受園區裡藝術創作的美好。

持藝術原創、鄰里友善合作
打造優質親民的大型休憩空間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與藝青會合作規劃讓塗鴉創作者發揮原創街頭藝術

親子足球滑板塗鴉活動讓大小朋友共享快樂時光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重視鄰里民眾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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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生活節 你好 • 市貨》以「萬華市場生活」為主軸，台北市文化局長蔡宗雄、
前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楊淑鈴以及萬華在地商家出席活動

剝皮寮歷史街區擁有百年街廓獨有風貌，橫跨清治、日治、民初至今混合
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曾經是臺北城歷史上的重要場域－「艋舺」，亦為印
刷、旅社、信仰等各項產業的發跡之處，是一條重要生活市街，現今剝皮寮
歷史街區作為萬華的旅遊文化體驗平台，有社會公益、社會議題、影視作
品、文化節慶等各項展覽策畫，更成為萬華無圍牆博物館的核心館所之一，
延伸在地文化體驗如《城西生活節－你好・市貨》、《2021 百年匠心－重拾
萬華時光》、《百年城西－活版印刷特展》等。而在面臨「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COVID-19）」疫情嚴峻情況下，營運團隊配合中央及臺北市政府滾動
式防疫措施進行有限度的開放，更開放廣場提供鄰里及老師作為安全辦理地
方活動的街區，期盼使遊客認識萬華在地特色、各項文化體驗，更與在地文
化及周邊產生共鳴和共融，打造臺北城西區的城西文化體驗平台。

不只是萬華獨特場域，如今交織著城西文化、
社會公益、藝術共融的百年街廓

2021 年計有

379,756 參觀人次
展覽 / 活動累計 118 場
影視協拍 20 組
接洽 62 組場地單位
（另有 47 組因疫情取消辦理 )

超過 80 檔次自辦活動

剝皮寮歷史街區為艋舺生活場域，充滿商家、茶桌、
旅社等生活體驗，其建築物內更是充滿人與人之間
溫度的痕跡及一年四季相處的記憶，透過街廓活動
展演的設計，展現萬華新舊世代生活的活力。

《剝剝夏樂慶》延續前一年的好口碑，以老街冒險記
為號召，將情緒轉化為視覺七彩光譜，民眾化身為探
索家「小剝」，在百年街廓裡探索喜怒哀樂裡的五顏
六色，透過探險關卡遊戲，運用剝皮寮空間特性以及
親子、家庭及朋友們的共同協力，在街區中尋找組成
情緒的各種元素，在體驗闖關的當下，親身認識剝皮
寮的空間與人文故事，以及感知疫情期間自己內心深
處的感受，認識內在的自己。期間也與在地藝文場館
串連宣傳，有「西門紅樓」《親子市集》、「臺北市鄉

剝皮寮文化體驗展演平台

《剝剝夏樂慶》以街區教育、文化推廣、萬華文化場館串連為核心，推
動國小、中等學校社會教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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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教育中心」《古蹟搜查隊》、「臺北婦女館」《魔法
少女：一場關於變身的旅程特展》、「夢想城鄉營造
協會」《脆弱畫室：互動體驗展》、「新富町文化市
場」《萬華世界 WAN der LAND》特展與系列活動，
民眾不僅能認識剝皮寮的歷史與故事，還能體驗萬
華在地豐富的文化特色，展覽及活動內容，皆獲得
好評。

《城西生活節 你好・市貨》於冬季登場，更是萬華
受疫情重創之後一場重要的回歸慶典，以「萬華市
場生活」為主軸，但不僅是東三水街市場、直興市
場等自治會合作的萬華市場，第一果菜市場、中央
魚市場、環南綜合市場，更是臺北農產運銷、臺北
漁產與環南市場自治會運轉大臺北地區飲食生活的
重要集散地，可以說是餵飽大臺北生活區的大冰
箱，透過文獻、口述歷史及產業文物，在當代視角
與藝術詮釋轉化下，深入地方發展紋理，拆解萬華
作為市場集散地的獨特身份，和市場運作體系背後
延續的百年歷史，探索萬華生活圈發展，漫遊百年
風華的無圍牆博物館。

城西生活節－《城西生活節 你好・市貨》邀請民眾從理解萬華市場的文化底蘊，見證市場生活本身即是人情交換的場域

城西生活節－《城西生活節 你好・市貨》深入地方發展紋理，拆解萬
華作為市場集散地的獨特身份，和市場運作體系背後延續的百年歷史

《識貨人玩市場》繪本導讀活動，以故事繪本帶親子家庭成為城西小老闆

剝皮寮與在地團隊玩閱科技合作《小剝探索家導讀活動》透過影像敘事，
促進親子在遊戲互動親密度與解謎過程的思考想像力

《果陀劇場 X 剝剝學堂》從故事劇場、即興演說、角色扮演、戲劇光影等角度進行工作坊，啟發親子對於影視教育的好奇與認識

萬華社區大學《聊藝寮計畫》－環保手作蜂蠟布

剝皮寮歷史街區為萬華教育體驗平台，融合了公益、社會議題、影像沙龍等多元主題展演，接洽校園、藝文
文化、NGO 單位、扶持弱勢相關組織等近 100 組單位，於百年街廓策劃主題展覽、行為藝術、社會議題講
座進行，即使是疫情期間仍累積 62 檔展演活動。而剝皮寮歷史街區作為教育體驗平台，建置語音導覽系統
有華語、英語、日語、韓語等語系，使遊客來到百年街廓不只是體驗臺灣在地重要議題、文化、藝術等展演，
更認識剝皮寮百年風華歷史。

萬華社區大學與剝皮寮營運團隊合作「聊藝寮計畫」，邀請關心萬華的社群及藝術家共同組成，是一檔使遊
客及關心在地文化來到萬華，能漫談文化及認識萬華現今議題的場域空間，展示萬華社大學員與藝術家們的
作品、成果並與民眾互動。臺灣女性生涯發展協會－女性重返職場的互助聚落與《女力 * 生涯 * 蜕變》特展，
探討女性在當今社會結構下的養育及重返職場之議題。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舉辦《脆弱畫室生命故事創作
展》、為弱勢貧困者開設藝術創作課程，溫柔地陪伴、傾聽絕望者，透過社會公益議題於剝皮寮街區發聲，
透過情感轉化為作品的脈絡，以聲音、色彩、物件將弱勢概念具像化，邀請民眾遊客以不同角度認識社會你
我不曾注意的一角。剝皮寮歷史街區推廣多元藝術以增進文化美學涵養，同時促進剝皮寮歷史街區之跨領域
文化整合，邀請不同領域之專業團隊以多元角度及教學媒介為題材，與果陀劇場合作《剝剝學堂》表演藝術
體驗課程，以戲劇活動為課程基礎，透過四大不同的主題環繞著五覺的戲劇體驗，與玩閱科技合作《小剝探
索家導讀活動》透過影像敘事，連結紙本闖關卡故事，促進親子在遊戲互動親密度與解謎過程的思考想像力。

歷史街區裡的文化藝術推廣、教育體驗與社會公益共融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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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策畫展演還有和聯經出版社合作的《慢讀之森》臺北市立圖書館行動書車活動，推廣在百年街廓廣場
讀繪本，搭配小丑劇表演與親子瑜珈韻律，吸引大批親子族群參與；《一封來自法庭的邀請函》由 Phi 表演
工作室以表演戲劇呈現司法教育的歷程故事，以互動演出推廣臺灣司法知識；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
協會－《企鵝「72」－搖擺生活趣藝術疾病體驗活動》，多元議題共融於剝皮寮百年場域與遊客民眾互動。

2021 年臺北文學季特展－《尋城記》，也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以遊戲互動的方式鼓勵讀者親身參與「尋
城」，設置「開啟搜索模式」、「依路線前進」、「找出關鍵字」、「最終：打開檔案」四個關卡。意圖從「私」
的觀點出發，帶領觀眾回顧自己與臺北城市的關聯性，進而勾勒出自己心中的臺北城樣貌，陪伴我們繼續發
覺、探索這城市的美好。傳統與創新的藝文活動有吳亮儀設計師的《鯤－傳藝時尚跨界風格展》，以臺灣宮
廟的色彩與圖騰符號設計出當代可以使用或穿著的衣物，更邀請明華園孫翠鳳老師擔任主秀，樸實的老街成
為伸展舞台，驚艷所有遊客。

《剝剝看電影》年度系列活動，針對臺灣相關電影作品以動畫片、短片等形式為主，並與影展單位合作如金
馬學院、台北電影節、女性影展，選映影視教育推廣相關之作品，且安排邀請影人、影評人或相關從業人
員舉辦映後座談，除了吸引基本的電影愛好者之外，也增加了許多在地居民來觀看，並給予活動許多肯定
與鼓勵。

剝剝看電影系列－台灣短打系列邀請蕭力修導演出席第 41 屆金馬獎入圍
短片《神的孩子》映後座談

2021 臺北文學季《尋城記特展》

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企鵝「72」－搖擺生活趣藝術疾
病體驗活動》

吳亮儀設計師－《鯤－傳藝時尚跨界風格展》邀請明華園孫翠鳳老師
擔任主秀

2021 年 5 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最嚴峻時，臺北市率先在剝皮寮歷史街區設置首座
醫療院所之外的快篩站，有著百年歷史風華的剝皮寮
在防疫期間與市府、聯合醫院以及在地居民站上抗疫
最前線，篩檢超過 8000 人，並篩檢出 451 位確診
者，並在 36 天後功成身退，剝皮寮這座百年古蹟經
過這場對抗新冠肺炎的戰役，已經成為防疫歷史的重
要據點。10 月由專業策展團隊西米創意設計，將快
篩站的 36 天，透過影像紀錄、物件展示和人物訪談，
設置《36Days 快篩防疫堡壘展》常設展，對歷經艱
難時刻的人們致上敬意，紀念這歷史性的一戰。

今年臺灣遇到疫情的重創，萬華更成為疫情的熱區，
在百行百業都需要咬緊牙關撐下去時，萬華人更是
面對來自各方的聲音。《2021 百年匠心－重拾萬華時
光》以萬華百年店家的堅持表達萬華的堅韌精神，不
管是經過疫情的洗鍊、抑或是時代的變遷，在這個百
年城區依然將故事傳承下去，剝皮寮邀請老店職人們
及在地萬華人重聚剝皮寮，互相扶持勉勵，一起攜手
走下去。《百年城西－活版印刷特展》回顧萬華印刷
產業的輝煌時期，老式的活版印刷機依然保持可以操
作的狀況，紀錄當代的萬華風貌，使新舊文化以剝皮
寮街區為艋舺城西的中心平台，進行文化體驗擴散及
推廣。

《萬華 100 照美景一把抓》線上照片打卡互動抽獎活
動，從美食看見疫情過後萬華的文化特色，洗刷萬
華在疫情期間帶來的污名標籤，在地店家也全力支持
且提供活動特色餐品，如：兩喜號─兩喜振興套餐、
九日咖啡─艋舺下午茶組、龍城號─百年傳承補湯套
餐、艋舺商圈夜市－呷粗飽美食組合，從線上活動實
地走進萬華，細細品嚐走過百年的好滋味。在地活動
《萬華老城咖啡香》今年推出防疫版線上活動，剝皮

寮以 IG、FB 串聯的方式加入聯合宣傳，即使在疫情
時代，也要好好過日子。冬季《城西製造所》市貨集
章，串聯由北、中、南萬華店家及場館，有西門紅樓、
誠品西門店、川業肉圓、永恆製麵、家吶子台式居酒
屋、家香味食堂、時報本舖、龍都冰菓專業家、就
愛咖哩等，透過集章活動向民眾推廣在地特色店家，
還可以獲得藝術團隊創作的集章好禮，民眾反應熱絡
且有了更多認識在地店家的機會。

在地文化脈動串聯萬華產業

百年建築化身防疫堡壘－
《36Days 快篩防疫堡壘展》

《36Days 快篩防疫堡壘展》記者會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副市長黃珊珊、市議員郭昭巖、文化局長蔡宗雄、聯合醫院副總院長許家禎以及在地貴賓合照

《城西製造所》集章紀念品，與藝術家「火山販賣舖」的聯名製作，萬
華周邊店家與市場一同串聯，邀請大家走入巷弄，挖掘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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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
TREASURE HILL 
ARTIST VILLAGE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021 年延續著前一年國際疫情蔓延的動盪，各個產業紛紛發展出各自
的因應之道，用盡全力發展廣泛多元的手段與形式，維持著一如往常的
國際交流能量。台北 |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長年以來透過藝術進駐計畫，
串聯藝文空間與資源，讓國內外藝術家能夠為這座城市注入新活力。
2021 年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使國內外的交流延續進行，諸如 AIR 全球
藝術進駐計畫、平權與城南議題專案進駐計畫、拉丁美洲與臺灣線上交
流計畫、國內藝術推廣 Podcast 節目製作等，抱持著以「多元」應萬變，
實體與線上同時並行的方式，循序推動、滋養著藝術裡的多樣形態。

藝術領域應著疫情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轉變，包含線上科技的日新月
異、以及人與人互動連結隨著疫情的忽近忽遠，都考驗著創作者以及機
構的順應與適應能力，而藝術村展現的多元彈性，正是動盪時代中串聯
各方不可或缺的載體與介質。

循序推動藝術的創新可能

台北國際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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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北平東路 7 號，原為養
護工程處辦公室舊址，成立台北國際藝術村，以閒
置空間再利用的概念，活化既有資產，將場域規劃
為藝術家創作與居住的空間。

十幾年來，台北國際藝術村透過進駐計畫，促進國
內外藝術家與在地社群的互動交流，做為連接不同
文化的橋樑，實踐以城市為本的多元文化發展。台
北國際藝術村位於臺北市都心，交通便利，除了藝
術家的聚落，亦包含具有展演功能的場館、舞蹈室、
鋼琴室、暗房、辦公空間等。做為臺北市最早發展
藝術進駐的據點，秉持著永續經營在地文化的理念，
集結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共同打造融合臺北城市
特色的藝文環境，引領市民體驗生活化的在地美學，
進一步關懷社區文化，並支持多元的藝術創作，啟
動新的文化視野。

1980 年，臺北市政府將寶藏巖由原本的水源保護地
劃入公園預定地，立即面臨被拆遷的處境；隨後，
在文史團體及社運人士的努力下，群起動員發起一
連串聚落保存運動；1999 年，時任臺北市文化局局
長龍應台將「藝術村」作為未來經營之目標，以寶
藏巖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歷史為特色，發展出以生態、
藝術、社區三者互相對話的場域。

寶藏巖的歷史軸線以市定古蹟「寶藏巖寺」為中心，
其周圍延伸的六、七○年代違章聚落亦為寶藏巖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2004 年，寶藏巖以聚落活化的
型態被保存下來，登錄為歷史建築；2006 年，臺
北市政府文化局開始進行修繕工程。2010 年 10 月
2 日，「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正式以聚落共生的概念
開始營運，並啟動「寶藏家園」、「台北藝術進駐」、
「青年會所」等計畫，讓寶藏巖得以以「藝居共生」

的方式保存，創造聚落豐富而多元的樣態。

台北國際藝術村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藝術進駐發展至今，更強調藝術家在進駐期間，與
進駐城市所產生的各種關係和連結。除了有助於創
作者增生創作能量，也為城市帶來全新的觀點和啟
發。「台北藝術進駐」以台北國際藝術村及寶藏巖兩
地作為藝術家的基地，迄今已接待國際及臺灣藝術
家約 600 位駐村創作，並協助 200 多位臺灣藝術
家至國外藝術進駐機構駐村，期盼促進不同領域、
跨社群之族群交流，串連全球藝術進駐機構，打造
多元文化的創作與交流平台。

2021 年因 COVID-19 疫情持續影響國際交流，許多
國際進駐計畫必須延期、取消或是調整相應的執行
方式，但台北藝術進駐仍持續推動創作活動的發生，
並以各種可能的彈性方式延續支持藝術家們的創作
實踐。

台北藝術進駐

寶藏巖青年會所，我們稱之為「閣樓」，如同他窩藏
著無數個記憶與過往，倏忽示現在來來去去的面容
中，在像蜂巢般一格格的小房中，綻放的歡笑、淚
水都被旅人們一一翻閱，撫著皺褶的舒展。

在這裡，記憶像既濃密又沉緩的煙霧，盤繞這山城，
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結於閣樓，這聚落的回憶，
一個接一個綿延不絕，一點一滴地在旅人的佇足裡，
隱身在這秘境當中：這個村落的屋子如何建造、村
子裡的人名、數量和一扇扇門窗背後的故事，終將
難以抹滅而讓它獲得形貌。「閣樓」既不是旅館也不
是民宿，而是提供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人士以及參
與寶藏巖舉辦之藝文相關活動的旅人入住，在短暫
的停留中感受當地居民與藝術家的生活日常、體驗
居住在藝術品中的樂趣。

2021 年閣樓藝術房間計畫與微聚串聯於推出展覽，
拉近民眾與藝術的距離，以寶藏巖居民的生命情
境，以及擬態著山城上沿著緩坡生長的有機建築、
山巒與天際相連的窗景與作品相輝映，試圖使觀者
與此土地、作品產生奇妙的情感連結。同時 9 月延
續 2020 年「城南研究」作為駐村主題， 鼓勵藝術
家走入聚落巷弄，實地於寶藏巖週邊進行田野調查，
推動臺北城南在地文化研究。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歷史斷面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閣樓寶藏巖青年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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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李曉雯
展覽策畫：王正馨
藝術家：洪鈞元、顧廣毅、洪梓倪、陳家翊、林瑜亮、張乃仁、王宇光 x 微光製造、林明彥、蔡宜婷、莊志
維、姚仲涵、輕量級─跨校協作工作營、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依作品動線排序）

寶藏巖光節以「光」作為藝術創作媒介，探尋如何以當代藝術的語彙，訴說、擁抱山城聚落的多元維度，用
策展主題梳理出其脈絡，搭建出人們對這個地方的想像。從愛、時空、土地到共生關係，跟隨著寶藏巖的文
史軸線，踏著腳下的光，在蜿蜒的小路上循著層層堆疊的線索，敘述屬於這片景緻下生活的故事。

在臺北盆地南區邊陲地帶，新店溪與萬盛溪匯流之處，因著對家的追求，在不同時期來到此地的人們為自己
搭建起屋舍，家屋的建造回應著地形、氣候和自己的需求，形成了融匯在山坡形貌中的寶藏巖聚落。寶藏巖
作為日常生活的實作場所，有著與大自然緊密相連的關係，對於居民來說，這裡有著家的歸屬與回憶；對於
進駐藝術家來說，如同游牧者的暫棲之所，而對於其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或工作的人類與非人類而言，是棲
息地、根、養份和建立關係的群落生境。人類與非人類物種在此相遇交會，在人文與土地的交織下，界線未
明，隱隱約約、緩慢細微的轉變著彼此。

家的感覺，可以被傳遞，也經常因空間或物件而觸動記憶與情感。某地是家，某人也可能是家；家延續著生
命，也含著對於出發與回歸的想望。2021 寶藏巖光節以三個視角：「個體之思」、「家屋之形」和「自然之
境」觀照藝術創作中對「家」的不同定位，從自身家族記憶與個人生命的角度，也從個體在多維的空間資源
中、在群集中所處的生態棲位，詮釋人與環境之間的多變狀態與關係。

《棲息在光中》－ 2021 寶藏巖光節

藝術總監：李曉雯
藝術家：陳以軒、周書毅、陳曉朋、吳芊頤、倪灝（依作品動線排序）

駐村是個名詞，是藝術家在創作途徑中的一個選項，或許也是個肯定，曾至何處駐村，它可以成為簡歷中的
某段過去；駐村是個動詞，駐留某處採集、感受，體驗未知後選擇面對或逃避，選擇留下什麼或不帶走一片
雲彩；駐村是個形容詞，形容某種對空間、對基地、對城市的想像，當實體空間被雲端虛擬取代，各個角色
的參與又成為怎樣的存在。

在 2021 年的此時此刻，面對失序已建立標準作業流程，藝術創作在這歷史的迴圈中，持續追求對平等的權
利、對周遭的觀察、對社會的提問、對自我的認同，拼湊踏查的線索，用身體的勞動感知其中，而藝術進駐
在這波動的干擾中，面臨到國際的失序、連結的距離、基地的逝去，當駐村的意義是在一個充滿鼓勵和友
誼的環境中探索，虛實的界線是否已被解構，當藝術進駐代表著全球在地（Glocalization）和在地全球化
(Logloblization) 的實踐，移動並投入肉體的經驗是否無法被取代。

2021 年為台北國際藝術村 (Taipei Artist Village，簡稱 TAV) 作為「台北藝術進駐」（Artist-in-Residence 

Taipei）執行角色滿 20 年的里程碑，「台北藝術進駐」提供兩處駐村基地，並洽談世界各地駐村機構，交
換臺灣與國外藝術家互訪進行踏查。自 2001 年 10 月 12 日開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北平東路 7 號原為養
護工程處辦公室舊址成立了「台北國際藝術村」，企圖透過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概念，將該場域重新規劃為藝
術家創作與居住的空間。同時，結合臺北的城市特色，透過藝術進駐計畫，促進國內外藝術家與在地社群的
互動與交流，實踐以城市為本的多元文化發展。

在這 20 年的日子裡，接待 500 餘位國內外藝術家進駐，選送近百位臺灣藝術家出訪異地，也將在 2023

年離開北平東路 7 號的基地遷居城南，我們企圖使用 2021、2022、2023 這三年的時間梳理藝術進駐之於
藝文生態圈中是何種存在與意義，邀請曾棲居於此的藝術家們、國內外進駐機構的夥伴們，邀請你我暫留於
此，透過規劃系列展覽、漫談等發聲活動，逐年堆疊台北國際藝術村之於城市、之於藝術家、之於藝文生態
系為何種角色，如同人對於存在意義與價值的追尋，或許沒有答案，只留下痕跡。

《是名詞是動詞也是形容詞》－ 2021 TAV 藝術採集計畫

2021 寶藏巖光節記者會

《是名詞是動詞也是形容詞》－ 2021 TAV 藝術採集計畫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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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藝術進駐的發展中有許多不遺餘力的決策者、實踐者、紀錄者與參與者們，與我們一同見證這一路
來所發生的點滴。在過往，台北國際藝術村多年來吸引超過 40 個國家的藝術家來此駐村創作；在未來，
2023 年配合整體開發搬遷至寶藏巖，並以其為基地結合文化資產，串連周邊煥民新村及嘉禾新村，共同連
結城南人文生態及歷史的新據點，同時延續藝術村創立 20 年來、近千位國內外創作的能量，提供藝術家更
有特色及地域風貌之創作空間，進一步使藝術深根臺北人文風土，創造城市多元文化面貌。

因此，延續藝術村創立 20 年來的初心，西元 2021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1 日舉辦共 4 場的《茶几漫談》
座談會，依循時間線的方式在每場漫談中邀請來自各界的分享者，以輕鬆的形式聊聊關於藝術進駐在臺灣發
展的起源、中間的過程與未來的可能。11 月 20 日 13:00-15:00 的第一場茶几漫談以「在開始－藝術進駐的
開端」作為揭幕，台北國際藝術村以第一個公辦藝術村在 2001 年開始營運，至今以選送 202 位臺灣藝術
家出訪 24 個國家，將空間活化再利用之外，也透過藝術文化肩負起外交與城市交流的力量。同日 16:00-

18:00 第二場則是聚焦「在國際－策略、交流與共創」，2004 年藝術村成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第一個營
運館所，以藝術家、機構、平台以及外交目的，不同層面的參與，延續至今日談論不同議題與各種族群的相
互交流。

11 月 21 日 13:00-15:00 第三場以「在地方－藝術介入與社區參與」做為漫談核心，2010 年文建會頒布「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強調「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技結合，注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
特色」。對於藝術進駐單位而言具有什麼樣意義，以及其所面臨的挑戰與侷限。16:00-18:00 的最後一場則
是著重「在以後－多元型態的藝術進駐」，台北國際藝術村的結束與趨勢的改變，似乎都宣告了藝術進駐型
態的轉變需求。實體的駐村空間是否不再被需要？又或是需要進行形態上的轉變，例如特色駐村、或是線上
駐村的型態等。也或許正是促使這些新型態藝術進駐計劃更加蓬勃發展、資源重新分配的一種轉機。

茶几漫談：藝術進駐在臺灣的開始、發展與未來

在開始－藝術進駐的開端
講者：侯淑姿（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副
教授）、李應平（臺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姚孟吟（福
室繪工作室共同創辦人）、陳浚豪（藝術創作者）

在國際－策略、交流與共創
講者：賴瑛瑛（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
策研究所教授）、蘇瑤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助理教授 / 美術館籌備處副主任）、陳以軒（藝術創
作者）、康雅筑（藝術創作者）

在以後－多元型態的藝術進駐
講者：李曉雯（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總監）、施
香蘭（「藝術家進駐工研院」計畫主持人）、張元茜（亞
洲文化協會台灣基金會執行長）、徐詩雨（策展人）

在地方－藝術介入與社區參與
講者：蕭淑文（臺北市立美術館資深策展人）、陳彥
慈（竹圍工作室營運總監）、吳達坤（臺灣當代文化
實驗場資深策展人）、余晏如（臺南市政府文化園區
管理科科長）

茶几漫談：藝術進駐在臺灣的開始、發展與未來「在國際－策略、交流
與共創」

茶几漫談：藝術進駐在臺灣的開始、發展與未來「在開始－藝術進駐的
開端」

出訪藝術家聯展
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每年選出十多位臺灣藝術
家出訪，至世界各國的交流單位進行駐地創作。
2021 年度百里廳出訪藝術家聯展邀請策展人侯昱寬
作為展覽顧問。藝術村的交流單位橫跨亞洲、歐洲、
大洋洲等國家，本年度的展覽呈現藝術家因當地歷
史、人文、地理等，所啟發的計畫和作品，除了進
一步完成這一趟完整的駐村創作旅程外，也讓觀者
在觀展的過程中，有如跟著藝術家一起踏足到世界
的某一角，一同體驗不同文化所帶來的感受。

《存與未存的過往》邀請了分別於英國曼徹斯特及日
本橫濱駐村的兩位藝術家：李承亮、劉芸怡。兩人
在駐村期間，從自身長時間的創作脈絡出發，探查
了當地歷史或日常景觀與自身創作間的關聯，建構
對於當地地方的想像。李承亮在橫濱路上行走，從
日常行走擷取靈感，連結日本現代大眾文化中出現
的科幻場景，創造自我臆想的世界；劉芸怡前往了
英國謝佩島，從當地自然史、戰爭史所遺留的殘骸，
抓捕了一個關於過往創傷的地理空間。兩者不盡相
同的創作思考，卻也同時展現了我們對於過往想像
的差異。這是一場對照，映照著的是物質的探查與
心理的臆想，在存與不存的過往中，兩人沿著海岸、
港邊，藉由手與眼的採集，沿著海岸不斷前行。

《不定的輪廓》邀請 2019 年出訪日本橫濱黃金町管
理中心的陳松志，以及同年出訪泰國國際藝術大學
的丘智華。藝術家藉由物件、或藉他人之眼，翻轉
了我們常見的視界，透過空間與時間所塑造的輪廓
的不確定性，重新喚起感知的其他可能。從陳松志
思考與空間、物件交流討論的餘地；丘智華在無定
的「青春」命題下，思考時間洪流中的短暫碎片。
在被刻度化的時空中，我們是否在進入某些神秘的
魔幻場景時有了暫且逃離的機會？

台北國際藝術村－百里廳展覽
出訪藝術家聯展－《存與未存的過往》

出訪藝術家聯展－《不定的輪廓》

出訪藝術家聯展－《不定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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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遞嬗》－ 2021第一季駐村計畫
生命的成長，源自時間之於生命的推演。對藝術家
來說，創作，則是時間在他們身上發酵的滋養。3

個月的駐村時間，之於駐村藝術家而言，或許便是
一段恰如其分的異地探索之旅。

在這趟旅程中，駐村藝術家暫別原居地，前往陌生
的地域，探索關於自身創作上的更多可能性。他們
不斷進行內在對話，延續過往的創作經驗，並藉由
異地所澆灌予他的養分，茁壯出那觸及未知領域的
藝術枝枒。藝術家將駐村經驗轉化為攜往生命和創
作的下個階段，為未來的藝術領域帶來嶄新的啟發
和開拓新的篇章。

《時間的遞嬗》－ 2021 第一季駐村計畫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系列展覽
台北國際藝術村「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4 檔系列展覽，梳理了 7 位臺灣本地藝術家的創作脈絡，探討
當「文化平權」的議題從社會街頭進入藝術場域中，藝術家如何呼應當代社會以及理解臺灣社會的多元性。

《與你》－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一季藝術家聯展，邀請藝術家徐若鈞與薛祖杰，試圖打破對於身障、皮
膚病患者的刻板印象，並且嘗試從他們的角度來理解、體驗所謂的疾病與身障的生活日常。

第二檔展覽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而暫緩，藝術家許家玲嘗試以新的形式運用台北國際藝術
村的百里廳展演空間，重新思考在共患難的時代下，「文化平權」議題與「個體自我」之間的關聯性。《窗
外》，是以「網路視訊」為創作媒材的表演作品，透過對話與觀看，試圖跨越建築、城市、國家的界線，邀
請觀眾一同翻開回憶、分享當下，重新建構出屬於此時此地的「現場」，譜寫屬於你我的敘事。

《共存著》－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三季藝術家聯展，邀請藝術家陳昱榮與林耕舞透過分別與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 (HIV) 感染者、臺灣與海外移工的合作，將個體獨特的人生旅程轉化成群體的縮影，探討社會中存
在的差異性與同質性，延續文化平權計畫第一檔展覽的概念，思考彼此共生共存的議題。

《從此，以後》－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四季藝術家聯展，邀請藝術家廖芸婕與柯瑜綉展示其駐村創作
成果。廖芸婕與柯瑜綉分別透過其細膩的文字、影像、物件與平面創作，試圖傳達社會底下的失衡問題和
差異觀點。幸福快樂，是一個童話的理想；文化平權，則被期待為一個社會的理想樣貌，「從此，以後」擷
取自童話故事千遍一律「從此以後，」開頭的快樂結尾，企圖藉此反問對於理想的憧憬，什麼是平權 ? 哪
裡是終點 ?

百里廳展覽
台北國際藝術村作為一培育基地，2021 年關注及發展文化平權計畫。2021 年百里廳第一檔展覽邀請策展
人林裕軒邀請了 3 位藝術家：何彥諺、楊季涓、蔡宗勳，策畫《繞道而行》一展以青少年的年齡階段當作
某種感性無法定義的線索，將位於北平東路的展場作為一條已知未來盡頭的路面。在這已發生、正在發生
但終將成為過去的事，如何辨認那刻的感受；過去的未參與，至今仍框於生活的經歷感受，如何影響自己
的觀看角度。展覽將時間與感受的變化狀態聚集於此，進而以個人的獨白重新觀看社會意識，「我」如何在
個人妄想裡釐清真實。

《與你》－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一季藝術家聯展 《繞道而行》

蔡坤霖《跟著藝術家田調去》線上活動分做兩部分
進行，第一部分「跟著藝術家田調去」：糖混水田
調線上旅遊，由蔡坤霖個展「糖混水」為主軸，藉
導覽此展覽作為開端，併透過街景模式帶領民眾參
與藝術家走過的田調路徑，希冀經由參與的過程來
認識前期計畫、田調過程及展出成果的轉變 ; 亦讓
參與者瞭解到創作形式的必然和偶然。第二部分「跟
著藝術家田調去」：內在探尋就好為何向外田調，
則透過座談方式來分享「以田野調查作為創作方法」
的議題，分別邀請策展人、紀錄片導演和空間負責
人，一同與藝術家討論田野調查作為藝術創作的方
式和方法。

出訪藝術家前導計畫

《Distance》展出曾慶強於 2020 至 2021 年間所
完成的繪畫新作。這段期間在自然災難、社會動盪、
社交距離的影響下，距離的概念顯得格外重要。其
中包括人與人、現在與過去、文明與自然的間距，
在受到不可抗力的衝擊下，熟習的常態徘徊於似近
又遠的可能中。展覽內容保括無人場景、靜物、肖
像，取材近於日常一景，遠於網路照片，現出感官
憧憬與情感痕跡。

用餐是人類獨有的社交情境，人們透過同桌共食增
進情誼。然而隨著疫情爆發，同桌用膳也成了病菌
等微生物的社交場所，也因而刺激大眾重新再次以
公共衛生的角度，審慎思考看待「用餐進食」此一
行為與其相應的空間情境。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情勢
下，在餐廳用餐成了一種攸關生命的賭注。在《疫
外餐桌之約會實驗》線上活動計畫中，藝術家辛怡
澄與參與者進行一對一線上約會，透過藝術家所設
計的互動遊戲，在增進友誼地同時體驗病菌傳播可
能產生的隨機及不確定性，藉以啟發觀者對於未來
社會情境有更多樣化的想像。

藝術家吳庭鳳的水墨創作大多取自生活日常，一個
人的獨處，兩個人的對望，多人的心靈交融。喜歡
肢體性的表達，相較於全貌被定義住的時刻，才會
成為我是你、你是我、也許都不存在著。喜歡大地
色調，礦物與植物來自相同的環境，用植物染延續
著相同的色系，擁抱這不安的世界。《植物染編織工
坊》首先介紹材料包中的相關配件，線材的顏色由
來。植物染的萃取和水墨的相關。接著讓大家找尋
自己喜歡的配色等，製作屬於自己的編織創作。

位於寶藏巖內的邊境 9 號是一幢留有花磚地板的舊
宅，也是一處白牆環繞的展間，而其中乘載的多重
時空與事件，使人物的存在不再最為重要。藝術家
吳家昀關注空間本身的意念和符號，在敘事之外尋
找可能，並以「空」的形象再現。在邊境 9 號，「空」
是辯證虛實的過程、是無中生有再抹其痕跡、是感
知也是意念。《沒有＿＿的地方》展覽以影像為基
礎，為一現地製作之空間裝置，在切換媒材與形式
之間，模糊道具與物件、場景與展間、情節與記憶
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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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盪之聲》寶藏巖文史常設展
歷經了多年政治與社會的更迭，寶藏巖聚落如今已以「藝居共生」的型態維持了十餘年至今。寶藏巖聚落的
居住者、短居創作的國內外藝術家、關注地方創生的團體、乃至絡繹不絕的參訪者等，政權與人們的更迭來
去，共同組成與打造了當今聚落的樣貌。在這一段不平靜的歲月之中，什麼隨著時間消逝？什麼被存留與延
續？而當今被存留下來的又是何者對於這裡的理想？

共生的過程往往是柔性與抗爭的一體兩面，可被視為一個不斷迴盪與發生 ( 聲 ) 的消長狀態。展覽《迴盪之
聲》從物質之間互相摩擦、撞擊所產生的聲音作為起點，延伸到概念性的話語、理念之間所產生的衝突與對
話。這些來自各方聲音、理念的「迴盪」既是一種和鳴的過程，也是一種不斷達成動態平衡的生命的力量。

當空間成了縈繞的歌，不論是以何種身分停留、駐足於寶藏巖社區的我們，如何去思考與實驗，將此地成
就成一個創造生活經驗的場所？爬梳長期以來迴盪於寶藏巖聚落的多元聲音，每個人可說是都各有立場。
寶藏巖文史常設展邀請每個到訪的觀眾，一同參與創造這個空間的「生」與「聲」的樣貌。閱讀空間，而
知道此地如何生，又將何以定位我們當今的位置在於何處；鳴聲討論，因而得以於日常繼續邁步、思考如
何繼續向前。

《城市的紋理》－ 2021年寶藏巖第一季駐村計畫
寶藏巖｜台北國際藝術村長年以來每年接待四十餘組國內外的藝術家進駐或交流，進駐的藝術家得以在臺北
城市中短暫的棲居、生活與創作。由於寶藏巖聚落特殊的地景與歷史，選擇於寶藏巖進駐的藝術家多被此特
色吸引而來。除了視覺藝術之外，他們也對於建築、景觀以及社群研究的創作方法有著高度的興趣，進而反
映在他們的創作之中。

2021 年第一季寶藏巖駐村計畫以「城市的紋理」為名，旨在透過駐村藝術家的研究與創作重新檢視與定義
這座城市，甚至這座島在他們眼中所呈現的多元樣貌，對於此地長久居住的我們，或許便會記起城市和歷史
都並非一直是它們先前的樣子，並且有所新的發現也說不定。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展覽

《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
台北國際藝術村獲文化部臺灣與拉丁美洲交流合作補助支持策畫《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延
續著 2020 年與竹圍工作室之合作〈想像中的國度：臺灣與拉丁美洲的交往〉，使開啟的兩地交流不至於中
斷，並在國際旅行和實體訪問仍不穩定的狀態之中，使藝術交流仍有延續與執行之可能。除了延續 2020

年交流計畫與加強雙方的互動關係之外，2021 年更鎖定「街頭藝術」作為彼此交流的主題。

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內，有多處公共空間牆上畫滿藝術家的作品，成為民眾打卡熱點，另外也有一座壁球場，
畫滿塗鴉客自發性的作品，好似一間公開的畫廊，每過一陣子就會自動地推陳出新，有不同的作品加入。也
因此本計畫邀請兩地現為、或曾經以街頭藝術作為創作主題的臺灣藝術家 Candy Bird、張碩尹；智利藝術
家馬卡蓮娜和阿爾梅進行為期半年的虛擬駐村，並且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學者陳小雀、獨立策展人高森
信男合作，深入觀察於兩地街頭藝術從以前到現在的發展，並試圖由此切入兩地的歷史、文化、政治面向，
用多元開放與實驗精神，鼓勵藝術家結合虛擬與實體創作經驗，產生出一個共同合創成果。計畫內容以社群
媒體 Instagram 與紀錄網站作為互動的平台、2 場藝術家線上對談 Podcast，與實體現地創作的展覽等方
式呈現。

《第四季駐村藝術家展覽》
藝術家透過地圖式的創作，建立一個「地質層」, 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邱杰森利用特殊材質以「動態編成
有機質地」的概念進行創作，《寰宇圖集》試圖建構出藝術家視野下的世界觀。

藝術家王怡婷的《海線計畫》通過雕塑以及空間畫構的觀念來重新調度與建構時間、空間、物質、影像、能
量與痕跡的韻律關係，藉雕塑觀念介入影像與空間，並以繪畫形式串連場域，以此形構起新的感性思考場域。
計畫以界線不明的海岸線為主要敘事結構，線性時間軸為輔，探索不同區段的海岸線影像，探討地理、自然
環境與人類行爲下曖昧不明的界線關係，將可見與不可見的海岸線面貌重新透過想像縫合，創造一個介於現
實與想像之間 ; 限與無限之間 ; 自然與人工之間的新風景。《城市的紋理》－ 2021 年寶藏巖第一季駐村計畫

《邊境的遊戲》－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

《寰宇圖集》－邱杰森個展 《海線計畫》－王怡婷個展

《邊境的遊戲》－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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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P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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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IPEI
台北偶戲館

大師工作坊

你曾經想過「什麼是偶戲」嗎？《紅盒子》的布袋戲、廟會慶
典的大仙尪仔、小時候看的芝蔴街、《真善美》的寂寞牧羊人，
其實都是偶戲的一種形式。那「什麼是戲偶」呢？或許會認為
表演的角色就是戲偶，但其實一雙手、一顆乒乓球、一張紙，
只需要你賦予它生命力，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偶。

台北偶戲館自開館以來致力於跟「偶」相關的多元推廣，展區
包含以臺灣與世界為主題的常設展搭配定期更換之主題特展
區，並舉辦各類研習課程、教育推廣活動、相關演出，近年來
也積極走出館外與社區、其他館所及國外交流，讓民眾可以藉
由各種管道了解偶戲、認識戲偶。

最趣味的偶戲博物館 In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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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偶戲館每年舉辦多檔特展，呈現傳統手技與現代科技同時並存且相互融合的奇妙感，為觀眾營造更新穎
的偶戲世界。

創新戲偶藝術多元化

《移動與交織：印尼戲偶的奇幻之旅》
2020.11.14 － 2021.4.11

以台北偶戲館典藏的印尼皮影戲偶（Wayang Kulit）和扁平傀儡偶（Wayang Klitik）為主軸，譜寫戲偶神
話與身體複雜的歷史移動，述說「從印度天界到爪哇土地後再進入臺灣時空」的奇幻之旅。更藉由呈現在臺
印尼人對其原鄉文化的印象與詮釋，映照在臺印尼人的跨境脈絡於戲偶旅途上。展場內除展出臺灣難得一見
的印尼戲偶外，還規劃了 DIY 區域，讓大小朋友可以在現場創作屬於自己的印尼戲偶。規劃一系列主題講座，
包含印尼傳統表演藝術概述、巴里島甘美朗及皮影戲示範演出和爪哇皮影戲體驗等，帶領參與的民眾從多元
的視角認識印尼璀璨的藝術文化。此次特展偶戲館結識了許多來自印尼的好夥伴，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更是捐贈 11 尊來自梭羅的印尼皮影戲偶（wayang 

kulit）給本館，很榮幸能透過這次特展讓民眾深入認識印尼文化，也讓在臺的印尼朋友可以一解鄉愁。

《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專題展
2021.5.1 － 2022.2.13

在臺灣專業布袋戲偶雕刻師中，許協榮素有「臺灣木偶雕刻之父」之稱，自其創立「許協榮雕刻社」以來，
長久與各布袋戲團合作，刻製出許多耳熟能詳的經典戲偶，如開創金光戲風潮，風靡全臺的「大俠百草翁」
及「鬼谷子」。許協榮的戲偶不僅活靈活現，更具有鮮明的樣貌，在戲臺上栩栩如生。今日，許家二代承接
衣缽，延續並創新臺灣戲偶雕刻的藝術風格。此次特展現場展出許協榮的承襲時期、內臺戲時期及電視臺時
期等三階段經典戲偶作品，以及其他家族成員們所雕之戲偶逾百件。佐以相關報導、文獻資料、影音搭配呈
現，讓觀眾透過本展覽更加了解雕刻師如何透過巧手，將劇中角色化為真實，使布袋戲成為深刻動人，富有
層次的演出。不僅只是呈現物件戲偶的美，更傳遞出臺灣傳統偶戲文化的變遷，也是藉由研究，分析幕後藝
師們在創造戲偶時的狀態及他們的美學意含。

印尼女英雄日 Kartini Day

《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專題展

虛實交織：爪哇皮影戲的操偶與搬演

《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專題展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課程，目的在為學童人格養成階段提供關鍵性的藝術刺激，播下藝術的種子，讓

文化藝術融入正式課程之中。實施對象為國小 2 年級學生，規劃適合學童之臺灣本土偶戲體驗課程，讓其
對傳統偶戲與相關活動具備基本認知基礎，並對博物館導覽及觀賞有一完整體驗課程。「偶戲初體驗」完整
課程內容包括博物館參觀禮儀宣導、偶戲導覽、觀賞偶戲表演，今年度演出劇碼為「魯班造傘」，劇中安排
了布袋戲各種角色，小朋友在一邊看戲的過程之中，還能一邊學習布袋戲的行當分類，並了解不同角色的聲
音、身段動作，從中深入認識布袋戲，除了戲劇欣賞外也安排館內導覽，讓國小學童具備偶戲基本認知並啟
發學習興趣，為藝術教育持續扎根，奠定美學教育基礎。

職人工作坊
偶戲職人工作坊以偶戲為軸心，運用常設展展區脈
絡：歷史、變化、共創、消逝、未來，與各領域藝
術家合作，共同開發聲音、面具、紙糊文化、拼貼、
光影盒子 5 場工作坊。讓民眾透過工作坊的參與，
看見偶戲從傳統到當代，跨越技巧、劇種、形式等
嘗試，從不同面向重新認識偶戲。不論學齡前的兒
童或者大人，在活動中享受偶戲的獨特魅力！

落實偶戲文化推廣及扎根

生命的祝福－紙紮人偶工作坊

聽見形狀，看見聲音－兒童聲音工作坊

造光者－光影盒子工作坊

隱身或張狂－紙雕面具工作坊

2021.3.6 聽見形狀，看見聲音－兒童聲音工作坊

2021.3.14 隱身或張狂－紙雕面具工作坊

2021.3.27 生命的祝福－紙紮人偶工作坊

2021.3.28 凝縮與置換－偶戲拼貼劇場工作坊

2021.4.3 造光者－光影盒子工作坊



104 105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台北偶戲館

藝文活動交流
台北偶戲館除推廣偶戲外，也致力於協助偶戲團隊進
行各項講座、夏令營、演出、提供場地等合作，將偶
戲藝術中心的概念持續散佈，希望可以成為劇團合作
及交流的首選。

2021 年與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合作「偶戲培養皿」、
台北愛樂基金會歌劇坊「莫札特《可愛的牧羊女》、
拉威爾《頑童與魔法》」、傳藝中心、三峽圖書館、
樸學基金會、教育廣播電台、臺北市立圖書館等皆有
進行藝文交流活動，透過跨界合作持續將偶戲推廣至
不同領域。

社區合作交流
台北偶戲館與松山區鄰里歷年來皆保持相當友好關
係，除與當地復盛里辦公室共同舉辦節慶活動外，
2021 年應松山區公所及松山區健康中心之邀一同舉
辦《錫口文化節》、《舞動指偶 有影互動》樂齡活動，
持續與社區保持良好關係，共同推廣偶戲文化。

《錫口文化節》於松山慈祐宮前舉辦，現場擺放布袋
戲偶供民眾現場操作，也安排 DIY 手作課程讓有興
趣之民眾預約，將偶戲文化推廣至不同族群，也讓民
眾更加認識台北偶戲館。

《舞動指偶 有影互動》樂齡活動由台北偶戲館館長設
計「體驗手偶 DIY」課程，讓長者藉由手做的過程
來增強腦部之視、聽覺刺激，期以提升長者想像力
及專注力，延緩認知功能退化程度，進而拓展失智
友善社區及失智症防治照護網絡。課程引起熱烈的
迴響，長者經評量，尤其在創造力的部分顯著進步，
未來計畫長期與松山區健康中心合作此計畫，將偶
戲教育推廣給樂齡長者，對目前逐漸高齡化的社會
有很大助益。

活化偶戲藝術

擊鼓動樂工作坊

展場互動戲台

樂齡活動

夜遊台北偶戲館

夜遊台北偶戲館

夜遊台北偶戲館

大師工作坊

夜遊台北偶戲館
台北偶戲館首次於夜間開館，由成立一甲子的彰化縣傑出演出團體「光興閣掌中劇團」開場演出，此次演
出以經典名作主角－大俠百草翁為主軸加入時事，演出劇目《大俠百草翁－鬼谷子傳奇之四大病毒》，內
容不僅符合時事且富有聲光效果，讓鮮少觀賞到金光布袋戲之北部民眾一飽眼福，演出結束後由館長親自
進行《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特展的專場導覽，帶領參與民眾以不同面向認識布袋戲
文化。



重現臺鐵淡水線上的百年車站
扮演進入北投文化觀光的迎賓門戶  
透過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
凝聚社區認同的場域

新北投車站為臺北市僅存之臺鐵淡水線百年木構造車站建築，特
色為 1937 年因擴建站體而產生的 3+1 不等距老虎窗，終端式 T

型月台上展示藍皮客車車廂，重現車站的完整樣貌。1988 年因
淡水線停駛及捷運興建，新北投車站遭遇拆除、遷移至彰化台
灣民俗村；2004 年社區發起運動迎回新北投車站，歷經波折，
北投居民與臺北市政府攜手成功爭取車站回家，於 2017 年 4 月
正式開幕，離鄉數十載的老車站再度回到北投的懷抱中，並於
2018 年 8 月加入二期工程的月台軌道及藍皮客車車廂，透過車
站與車廂的主題展示、教育推廣、創意生活體驗等活動，成為認
識北投的入口、帶動在地產業的發展起點，帶領民眾回顧過往文
史發展的同時，再延續百年車站與下一代的記憶及生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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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老車站說故事  用實際行動喚醒北投精彩記憶
2021 年因受疫情影響，於 4 月舉辦車站生日慶《驛起過百年 Action！》以及站內展示更新《驛。百年》後，
自 5 月起因疫情緣故閉館近 2 個月時間，期間除配合防疫政策外，亦以整合概念邀集在地場館及協會開設「北
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整合行銷會議」，除就防疫措施進行分享外，亦展望下半年度疫情和緩之時能夠再度共
同串聯迎接北投冬天旺季，於是《鐵道生活節－時光轉運站》即以解封後於 10 月中旬登場，串聯北投中心
新村、北投梅庭、關渡國小及在地場館協會等單位，以車站過往擔任交通運輸樞紐之轉運，轉化為祈求疫情
後之扭「轉運」勢，以象徵北投挺過疫情難關，自此開始車站亦擔任協辦角色，積極參與社區各項大小活動，
一同重新以熱情姿態再度迎接每一位造訪北投的遊客。

車站重回北投老家近 5 年時間，逐年體現整合與匯集北投在地力量，如展示更新以「北投百年」為主題，邀
請在地具百年歷史或近百年之各種精彩文化記憶，於百年老車站中呈現北投的滿百意象，如與洽滿百周年的
北投文物館共同推出《佳山百年系列－老北投的時光故事》、或是亦滿百周歲的北投關渡國小合作推出《百
年樹人・滿百關渡》其均代表了北投豐厚的歷史文化，由車站作為引言人般介紹給來訪遊客，雖然車站已不
負交通運輸之責，但仍於崗位上歡迎每一位在地居民以及遊客，持續深耕在地多元文化體驗，轉身作為推廣
北投文化觀光的領門人。

持續深耕北投多元文化體驗  延續在地生活連結感

驛百年站內新檔展覽，以新北投車站百年歷史為主題，透過聲音、影像、互動裝置等形式，讓參觀者用多元感官體驗車站文化

新北投車站 105 歲生日慶開幕會邀請在地學童一起為車站爺爺擦拭護木油，創造屬於車站的生活記憶

1 + 1 > 2  呈現北投團結力
從車站生日慶開始即以「護木油」擦拭活動揭開整年序幕，2021 年更實際走入校園當中，到班向學童推廣
車站故事及護木油活動，北投團結力以讓學童認識老車站的歷史與文化開始向外擴散，期許學童透過故事
與分享認識北投、推廣北投。於 10 月份開始車站連同在地場館響應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年度重點活動《白晝
之夜》，到車站自辦的《鐵道生活節－時光轉運站 北投無圍牆博物館系列活動》於期間共辦理 27 場次各類
型展演體驗，以走讀方式帶領民眾重新認識北投地圖，探訪於同年度轉為文基會轄下營運之「北投中心新
村」及「北投梅庭」，更搭配北投梅庭主題特展《幸福就像日常風景》辦理音樂會串聯、另以工作坊形式邀
請藝術家針對北投特色揮灑畫作於場館限定裝置物中，呈現北投及場館多元的文化風貌。緊接著響應在地
協會自辦之《湯守觀音祭》、象徵北投溫泉文化總體呈現之《台北溫泉季》、應月琴文化而生的《民謠常在
生活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無圍牆博物館為概念開辦的《校園藝術祭成果發表》……等精彩活動均能夠
看到車站身影。

新北投車站持續地透過在地深耕、社區協力、館舍合作實現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核心價值，體現「溫泉
文化」、「生態社造」、「生活記憶」三大核心主軸，透過體驗與北投產生共感，展現最有社區故事的溫泉
小鎮。

突破界線  實踐館舍及在地行銷串聯整合的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

新北投車站鐵道生活節時光轉運站，邀請關渡國小合唱團擔任暖場獻唱嘉賓，一同與社區開啟北投下半年熱鬧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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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臺北市第一座無圍牆博物館，人們生活在其中，也是展示文化的參與者。新北投車站作為觀光客接觸
北投文化的前哨站，自開館之初便積極與在地學校、藝文場館串聯，企圖以展覽內容向遊客介紹北投在地文
化，將人潮引流至各場館，讓更多人感受北投無圍牆博物館的深度。

局部換展《驛・百年》
2021.4.1－ 2022

以新北投車站百年歷史為主題，透過聲音、影像、互動裝置等形式，讓參觀者用多元感官體驗車站文化，本
展覽分為四大主軸：「聽，我們以歌聲寫情書」、「時空更迭下的變與不變」、「因為愛一起轉動歷史之輪」、
「親『手』感受車站之美」。

展示內容除展示老照片、車站舊件、建築模型、站體原始藍圖等珍貴文物，亦向在地文史工作者及相關學術
單位請益，取得相關圖文授權，編輯成紀錄片、影像動畫等，生動的影像帶領參觀者穿梭時空，身歷其境了
解車站建成、拆遷與受公民意識重回北投在地的歷程。車站因地利之便，為大多數民眾遊覽新北投的第一站，
為此車站特別設置多媒體資訊機，以新北投車站作為在地資訊節點，彙整北投各產業、景點資訊彙整，分享
給每一位來到車站的旅客。

主題展示內容，臺鐵淡水線車站與軌道記憶重現

北投百年主題合作展《新北投車站Ｘ佳山百年系列－老北投的時光故事》
2021.4.1－ 2021.9.30

新北投車站站內展區規劃「北投百年」主題展示專區，冀以北投滿百或類百年之各種歷史文化，於車站百年
展示專區中呈現，而第一檔合作展覽即與於同年度洽滿百年歷史的北投文物館一同合作，其曾經是北投地區
最高級的「佳山溫泉旅館」，與新北投車站一樣以百年之姿見證北投的興起與蛻變。2021 年車站與北投文
物館攜手將文物館特展《佳山百年系列－「世記：老北投的時光故事」》部分物件於車站展出，從「北投社
─族群聚落的形成」、「北投土－溫泉地景與觀光」、「北投物－地方產業的變遷」「北投人－在地耆老生命
史」等四個面向，爬梳北投發展史，亦希望民眾來車站初步認識後，更能引發其興趣到北投文物館參觀完整
展覽，達到展示合作與宣傳行銷相輔相成之效。

驛百年站內新檔展覽，以新北投車站百年歷史為主題，透過聲音、影像、互動裝置等形式，讓參觀者用多元感官體驗車站文化

北投百年主題合作展《百年樹人・滿百關渡》
2021.10.15－ 2022

新北投車站將觸角延伸至關渡，首次與位於北投行政區的百年學校－「關渡國小」合作，推出《百年樹人・
滿百關渡》特展，以影像述說關渡百年校史，展示內容將學校發展分為建築之美、學習之美二部分，藉由今
昔對照方式帶領參觀者來趟屬於關渡國小的時光之旅。車站將師生別具意義的「榕樹爺爺」化為展檯上一米
高的裝置，象徵著學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精神，增添觀展樂趣。除了藉由展覽介紹關渡國小教育風
範外，亦邀請關渡國小校長及資深校友黃憲榮先生為車站志工分享校史軼事，並於鐵道生活節記者會當天安
排關渡國小合唱團暖場演出，強化車站與周邊場館、學校的連結關係。

車廂空間局部換展《北投日和》
2021.10.15－ 2022

延伸車廂既有展覽《月臺日子》之展示內容，由於疫情影響，為撫慰民眾的苦悶心情，並鼓勵來到新北投小
旅行，車站以「北投日和」為主題，以輕鬆的方式推廣北投文化觀光。日文中「日和ひより」為晴天之意，
常用來表達「適合ＯＯ的好天氣」；予人一種天氣和煦、來北投踏青的悠閒氣息，本次局部換展透過「明亮
高彩之視覺＋情境式展示」手法，將換展空間分為左右二個區塊。左側以短片介紹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概
念，並結合民眾於活動中所創作的作品─瓷版畫；右側設置明亮的商品櫥窗，讓民眾在輕鬆的氛圍中了解車
站文創商品的設計巧思。本次更將車廂內把手改裝為廣告裝置，提供周邊場館、商家等車站夥伴露出機會，
強化在地連結，藉由軟性介質向觀賞者介紹北投文化，情境式的休息區更適合民眾拍照打卡，到車站觀展享
受北投文化更能夠緩解疫情緊繃的心情。

新北投車站車站及車廂空間線上展覽
2021.11.14－ 2022

因應疫情影響，車站首次導入線上展間系統，以 VR 實景方式打破展覽的空間限制，讓觀賞者可在千里之外
參觀展間，自由瀏覽珍貴的展示文物，進而引發民眾對新北投車站的好奇，提高車站之網路聲量，亦希望藉
此能在疫情平穩時帶來更多參訪人潮。

關渡國小合作展，以影像述說關渡百年校史，車站將師生別具意義的
「榕樹爺爺」化為展檯上一米高的裝置，象徵著學校「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的精神，增添觀展樂趣

月台日子車廂局部換展，以軟性介質向觀賞者介紹北投文化，情境式的
休息區更適合民眾拍照打卡，到車站觀展享受北投文化更能夠緩解疫情
緊繃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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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入百年車站的歷史光影，以多元感官體驗新北投的文史光景
2021 年車站共舉辦達 201 場推廣教育活動，包含車站生日慶系列活動（22 場次）、鐵道生活節系列活動（27

場次）、站內預約導覽及周邊各級學校機關參訪服務（37 場次）、週末定時導覽服務（19 場次）、驛站講堂（10

場次）、北投行旅生態導覽（14 場次）、及小小鐵道探險員體驗教育活動（2 場次）、創意生活體驗暨社區參
與工作坊（7 場次）、文創、小農及社區市集（63 場次）。

鐵道生活節－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系列活動
2021 鐵道生活節以『轉運』為主軸，希望大家來到
北投體驗在地文化及活動，串聯週邊館舍、附近商
家及社區團體，以御守概念轉製而成的限量貼紙，
邀請民眾來站轉動好運扭蛋，讓鐵道生活節不只在
車站內發生，也是整個社區鄰里的年度慶典活動，
達到參觀民眾的有效流動、也一併彙整其他館舍的
活動資訊，讓到訪遊客透過鐵道串起北投最豐富多
元的文化體驗。

後疫情時代  以多元文化體驗北投好生活

鐵道生活節中邀請民眾搭乘機車快遞，享受最具北投味的特色體驗

車站開辦多場次鐵道系列講座，包含如介紹臺鐵工務段裡的各種角色的
功能與科普工作坊，帶領民眾與學童深入了解鐵道文化及北投發展

車站開辦多場次主題性導覽活動，帶領民眾透過雙腳認識北投多元文化

新北投車站鐵道生活節，邀請藝術家就北投意象揮灑創作能量

強化鐵道新生活及北投文化、文史講座⋯等多元講題
企劃
以推廣鐵道及北投文化作為目標的新北投車站，
2021 年舉辦如《臺鐵科普小教室－鐵道石碴的故
事》，未來將以鐵道系列講座介紹臺鐵工務段裡的各
種角色的功能與科普工作坊，帶領民眾與學童深入了
解鐵道文化及北投發展的實際場域。講座也邀請了專
攻鐵道及北投文史的講者，如：鳴日號觀光列車邱柏
文設計師、鐵道專家蘇昭旭老師、臺鐵員訓中心劉淑
芬科長、在地文史專家楊燁老師、臺鐵文化志工隊俞
秋苓隊長等，於新北投車站講述有關鐵道文化、北投
文史的故事及知識延續。

藏身北投各角落的經典文化走讀
從車站生日慶的臺語片電影場景走讀開始，車站陸續
規劃主題性導覽活動，如鐵道生活節期間分別以「北
投飲食」、「親子的北投」、「北投歷史足跡－北投溫
泉無圍牆博物館」、「北投特色眷村」作為四大主題
導覽路線，行程遍及新北投古蹟建築群最豐富的地
區，更包含山林運動系的探險體驗，透過雙腳重新感
受北投道地滋味。

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整合行銷會議
新北投車站於 2021 年 4 月建立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整合行銷架構，以北投 6 館 1 所（新北投車站、凱達
格蘭文化館、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梅庭、北投中心新村、北投圖書館、北投公民會館）作為核心小組，邀
集在地場館及協會夥伴定期針對各項活動之行銷及宣傳開辦討論會議，規劃並建立北投四季亮點活動、其他
社區自辦型活動之宣傳 SOP，達到波段式行銷宣傳效果，加強北投區藝文活動資訊統整能量。此會議已於
2021 年 9 月 3 日、12 月 22 日開辦 2 場次，未來亦將定期開設，延續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政策性，透過
此會議讓場館及在地關係更加緊密。

凝聚社區力量  建構北投整合行銷網路



BEITOU PLUM 
GARDEN
北投梅庭

見證太平洋戰爭時代的和洋式別莊
體驗藝術與北投人文的百種生活

建於 1930 年代末的北投梅庭，位於百年北投公園內，臨北投溪
順地形而建，由城垛式的唭哩岸石圍牆，包覆著隨四季變化的蓊
鬱庭院以及和洋式建築，擁有溫泉鄉戰爭時期的獨特風貌，建有
閣樓、地下防空避難室，屋內曾設有溫泉浴室，彰顯北投溫泉區
典型的歷史特色。

自 2021 年起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接手營運，現今梅庭作為北投
旅行休憩、藝文體驗的平台。2021 年 9 月推出全新主題特展，與
素人阿嬤藝術家共同策劃《幸福常在生活裡》特展、同時策劃兼
具生活體驗及在地文化的教育推廣活動《梅感生活學》，打造北
投特有的樂活風格。作為北投無圍牆博物館核心館所之一，除了
與在地館所、NGO 組織合作外，更是延伸在地文化體驗如《民
謠常在生活裡－月琴展演》，創造一個歷史人文與藝術文化相結
合的雅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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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北投公園內的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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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北投公園的開放性，因高聳石圍牆遮擋視線，梅庭在當地居民眼中，是神秘且和洋式獨特風貌的在地
別莊，沿北投溪順地形而建，擁有豐富自然景觀的戶外庭園以及迴廊，提供旅遊諮詢服務以及供民眾休憩的
空間，融合和洋建築木造工法，建有閣樓保持與地下防空避難室，與庭院外一旁的防空壕相互呼應太平洋戰
爭時代，屋內曾設有溫泉浴室，更是為典型的北投歷史特色。

梅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依當時代環境，歷經日本時代的陸軍大臣、台北州，以及戰後的私人、市府所有，在
2006 年登錄為歷史建築，以獨特地理位置與歷史為特色，現將空間特色以藝文活化，推廣北投人文豐富而
多元的樣態。

走進和洋式建築的梅庭裡 感受北投四季的閒適生活

遊客在戶外迴廊休憩

建有閣樓的建築特色 梅庭圍牆使用已停採的唭哩岸石

2021《幸福就像日常風景》開幕式

2021 年面臨「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疫情
嚴峻情況下，營運團隊配合中央及臺北市政府進行防
疫措施下，進行各項營運空間調整及容留人數調降，
在緊繃的防疫期間，梅庭透過藝術展覽的策劃與辦理
藝文工作坊線上直播方式，舒緩民眾的身心靈壓力。

感受藝術與生活記憶相互流動
「細細感受生活，每天的日常，都是值得留念的風

景。」走入梅庭，可以看見落地方格窗、木地板上的
光影與聽見嘰嘎的腳步聲。這座見證戰爭時代的和洋
風歷史建築，除了有地下防空避難室之外，屋內曾設
有溫泉浴室，是典型北投溫泉區建築特色，也透露了
過往閒適的生活風貌。

2021 新檔特展與阿嬤藝術家─曾鳳麗女士共同策
劃，以梅庭「家的空間」為概念，與屋內各空間做串
連。阿嬤藝術家─曾鳳麗女士藉著生活中常見的水
果、花、鳥、蝴蝶、寵物等題材，用純樸生動的風格，
豐富的色彩、充滿童趣活潑的筆觸，創作平面作品畫
作、印花絲巾、繽紛柔美窗貼及月琴彩繪裝置，讓人
感受源於日常生活中的創作能量外，更為歷史建築空
間增添新面貌！

集結藝術與建築空間的美好記憶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特展

柯市長來訪參觀《幸福就像日常風景》與曾鳳麗阿嬤合照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邀請民眾共同在梅庭感受北投與日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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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常在生活裡》在梅庭聽月琴民謠受遊客與當地居民好評

白晝之夜－梅庭夜間限定美景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祭》由北投說書人導覽 戰後北投生活記憶

《指印梅花工作坊－公民創作場》以雙手創作

《指印梅花工作坊－公民創作場》

《書畫盛夏》線上直播

佐著人文的閒適  在梅庭發現生活中的美感
2021 年除藉由新展翻轉空間樣貌外，梅庭亦同步推出 10 場全齡藝文教育推廣活動，參與人數超過 300 人次，
提供民眾多元藝術學習與在地人文工作坊。在上半年疫情警戒期間，邀請書畫手作及日式老屋職人，透過線
上直播課程方式進行 4 場遠距視訊工作坊及文史講座，如：《書畫盛夏》、《玻璃雕刻》、《日本數寄屋－茶
室的建築哲學》、《篆刻入門》等，打破空間與時間的隔閡，讓民眾在疫情緊繃期間，能藉由參與藝術線上
活動舒緩緊繃生活。

在疫情趨緩的 9 月至起，結合展覽概念，規劃辦理實體活動《指印梅花工作坊：公民創作場》2 場，帶領民
眾以雙手走入藝術共同與藝術家創作，並將作品展於梅庭，讓民眾的參與體驗產生共鳴與認同，並在 10 月
至 12 月與新北投車站合作《藝術家Ｘ日常風景》講座工作坊，搭乘昔日的浴場支線，以車站為起點，透過
藝術家的視覺，分享彩繪北投風景，並同時邀請民眾共同創作裝置藝術，於新北投車站、中心新村共同展出，
以藝術閱讀北投。

藝文教育體驗－《梅感生活學》

讓琴聲在空間流動－民謠常在生活裡
梅庭不僅是歷史建築，也是扮演藝術文化推手與平
台。「北北投，南恆春」的美名形容的即是「月琴」。
為使更多的觀光遊客與在地民眾認識月琴，推廣梅
庭為藝術文化場域之形象，2021 年和臺灣月琴民謠
協會舉辦 4 場《民謠常在生活裡》月琴演出，集結
北投月琴手，以流動式、自然產生音樂的隨興風格，
定時定點在屋內演出，讓琴聲穿梭在梅庭內，讓大
家聽見北投與民謠的美，也廣受遊客與在地居民的
好評。

2021 全臺藝術盛事《白晝之夜》，梅庭共同響應，
延長夜間開館時間，邀請民眾夜遊北投，公開夜間
才能看得到的「繽紛花鳥窗貼」限定夜景，絢麗溫
暖的視覺效果，同時搭配一旁的月琴演出，北投經
典「那卡西」再現，在琴聲傳唱與傳統樂器的敲打
聲中，感受歷史建物與藝術的魅力，當晚超過 2,500

人次參與。

以推廣藝術與北投人文為目標的北投梅庭，10 月與
新北投車站、北投中心新村串聯《鐵道生活節－時
光轉運站》在後疫情時代，以防疫優先為前提，辦
理「復刻經典、藝術日常、音樂展演、環境走讀」
等活動，超過 6,000 人參與，邀請新生代藝術家藝
術家盧俊翰、小高潮色計事務所、畫家王建傑分享
創作點滴，並推出《藝術家聯名好運貼紙》、《好運
走讀》藉收集御守貼紙，走訪在地館舍，認識北投
文化底蘊。11 月與北投中心新村共同舉辦《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祭》，辦理 10 場活動，超過 3,000 人參與，
結合職人技藝辦理活動、市集及音樂會，規劃不同
以往的的北投溫泉主題，探尋戰後北投的生活場域，
舉辦《溫泉鄉遍地梅花》主題限定走讀，受到民眾
好評迴響。
    

在北投溫泉鄉裡來趟小旅行，細細體驗從日本以至
戰後時期的文化資產，在這裡，街區本身即是歷史
化身，走進這座沒有圍墻的博物館，我們正以文化
活動、導覽和音樂，展現老屋的新樣態，守護社區
生活記憶，延續北投的人文故事。

在地傳統與文化藝術的共融場域

文化保存  在地館舍相互串聯
北投無圍牆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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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眷村家裡人口越來越多，房子開始向外、向上有機生長

123北投中心新村122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中心新村」曾是「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的眷村，因村
子位於當時中心里，故以行政區命名，是目前臺北市少
數僅存規模完整之眷村，更為全臺唯一擁有溫泉公共浴
室的軍醫眷村。2011 年中心新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登錄為「聚落建築群」全區保存，隔年並經行政院公告
核定為全臺 13 處「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園區」之一。
2016 年底中心新村完成遷村後，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啟
動第一期修復工程，並於 2018 年完工開放「第一期示
範區」，2021 年由台北市文化基金會進駐營運。第二期
修復工程範圍預計於 2023 年開放。

臺北市全區保存的溫泉軍醫眷村

透過館所活動串連，作為「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計畫腹地之一

日遺房舍、婦聯會眷舍、自建房舍同時並存的有機眷村
中心新村的出現與醫院發展沿革息息相關。「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過去曾為「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
以收治日軍傷兵為主，提供戰爭創傷療養。1945 年國民政府來臺後接收建制為「臺灣陸軍醫院」北投分部，
醫事人員利用移交之建築物及空地搭建眷屬房舍，為中心新村最初的雛型。隨著婦聯會捐建及眷戶自行增建
房舍，村子規模以有機方式逐漸擴大，迄今中心新村完整保留了不同時期的眷舍建築類型，揉合北投特有的
歷史脈絡、溫泉文化與生活記憶，使中心新村成為北投重要的歷史現場。

結合「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計畫，擴大行銷推
廣眷村文化
2021 年 中 心 新 村 在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進 駐 營 運
下，透過策辦眷村文化展演及教育推廣活動，推動
聚落保存及活化再生，藉由跨館所串連合作，活化
北投社區及在地文史資源，展現北投多元豐富的社
區故事，成為「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的重要腹
地。另一方面，針對中心新村文物進行普查、盤點
及資料建檔工作，掌握現有文物典藏數量、材質、
形制、現況及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及歷史脈絡，
發展在地研究與眷村文史調查，增進公部門及民間
資源意見交流與場館整合，建構「臺北市眷村文化
保存基地」。

一牆之隔，單位還在，眷村還在

活化聚落空間，打造臺北眷村推廣基地

整理及運用中心新村文物，打造眷村文化教育推廣空間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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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臺灣眷村的時代線索 》2021.09.25起
眷村文化保存倡議開始迄今，已逾 25 個年頭。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希冀傳達眷村文化保存對臺灣歷史發展、
促進族群理解及多元文化社會之重要性，因此在今年度嘗試以展覽梳理臺灣眷村保存的歷程，規劃《心中眷
念的歸鄉：找尋臺灣眷村的時代線索》新展，從「淺談」的角度，概略性地以展示漸次梳理過去的光影。

從臺灣眷村改建沿革，回顧眷改最後案例「北投中心新村」
本展透過影像照片及文物陳列，從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籌建大量眷舍開始談起；隨著 1960 年代，
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快速，都市擴張高樓林立，典型眷村逐漸老舊。爾後到 1980、1996 年新舊制眷村改建規
定頒佈實施，大量國防部列管眷村紛紛改建為現代公寓大廈。在文化意識抬頭、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文化資
產保存法修訂等時代脈絡下，社會開始興起保存眷村的呼籲，促成全臺 13 處眷村文化保存區的設立，將臺
灣眷村保存帶入下一個里程碑。展覽最後聚焦在眷改影響下首當其衝的臺北市眷村變遷，以及現行眷改最後
案例「北投中心新村」的保存歷程。希望藉由本展拋磚引玉，為後續中心新村逐步開放的空間，預留可茲延
伸與探討的議題。

從改建到保存：中心新村新展講述臺灣眷改心路歷程

《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臺灣眷村的時代線索》主視覺 講述眷村改建前，必須先瞭解眷村出現的歷史背景

眷村改建與臺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有關從北投中心新村的全區模型，看到未來發展的願景與期盼

孩童的娛樂生活，是每位眷戶最為懷念的時光

民眾透過參與製作過程，體驗眷村飲食文化

特展《眷村孩子的休閒娛樂》2021.9.25起
本展區由 2021 年 7 月前來中心新村實習的東吳大學
學生，經由文物整理、挑選、詮釋所規劃完成。展
覽內容主要呈現，在過去眷村生活經濟條件並不寬
裕的時代，眷村孩童運用簡單材料所製作的玩具，
或是構思出有趣的遊戲和同伴們玩耍。隨著時代演
進，電視、黑膠唱片的出現，為小孩增加新的娛樂
時光，「趴在別人家窗邊看電視」為眷戶們茶餘飯後
津津樂道的回憶。本展循著過往歲月留下的痕跡，
回味早期眷村生活童趣的樣貌。 

建築保存、飲食文化、園藝木藝手作與影像紀錄
中心新村搭配 2021 年 9 月開幕的主題展，籌劃眷村
主題講座及培力課程。首場邀請北投中心新村保存
的重要推手－眷村心文化協會理事長張聿文及執行
長張中模先生，分享北投中心新村保存運動的心路
歷程。第一期修復工程主持建築師曹羅羿老師，則
從眷村建築形式、空間紋理談眷村文化保存與歷史
記憶的關聯性。李剛齡導演分享拍攝眷村主題紀錄
片的動機、拍攝心境以及對自己生命歷程造成的影
響。另外本次活動也特地籌劃飲食文化工作坊、園
藝療癒工作坊以及木藝 DIY 工作坊，透過食物、植
物及木工手作，感受眷村文化融合及特殊精神，促
進在地社區參與聚落空間的活化。 

經由眷村，散播生活經驗與感動

以眷村文化為主體，規劃培力講座課程

《磚瓦記憶：眷村建築形式、空間紋理與文化保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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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繪本故事工作坊，啟發創造力及感受力
眷村曾是許多人的家，也是家庭情感連結的場域，透過親子活動為主軸，邀請專業團隊，透過繪本故事與
親子互動，以戲劇、口技、肢體、藝術創作及體驗的方式，自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總共安排 5 個場次課程，
從繪本表演、戲劇課程到手作卡片、布偶，剪紙及彩繪，希冀透過活動啟發孩子的創造力及感受力，深入
淺出地了解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文歷史與眷村文化，並對中心新村場域產生共感，為眷村空間活化再生賦予
新的意義。

貼近人群，體驗北投療癒風情

從眷村連結北投獨特的人文歷史地景
除了溫泉，深厚的人文氛圍與歷史地景，更是北投一大特色。2021 年配合主題展開幕，以新舊北投為範疇，
規劃三條走讀導覽路線「戰爭記憶」、「北投眷村漫遊」、「北投時光行旅」，分別從新北投地區的戰後地景、
新北投周邊的眷村地景以及跨越多族群歷史路徑為主軸，透過微旅行，由導覽員帶著民眾走入新舊北投地
區，從聚落紋理與地理空間之連結，認識在地古蹟、眷村舊址樣貌及北投歷史痕跡。

樂活、慢活、療癒，結合行銷推廣軍醫眷村
為實踐館際整合的無圍牆博物館之意涵，擴大宣傳北投文化、社區及眷村之共生網絡，擷取樂活、慢活、療
癒三元素，於 11 月 27、28 日籌劃《眷音時光音樂會》、《精油皂親子體驗工作坊》、《民謠常在生活裡》等
系列活動，並延伸活動場域至北投梅庭，藉由館舍的串聯，連結地方特色，邀集民眾體驗北投獨特的樂活的
氛圍與慢活的步調，達到 1 加 1 大於 2 的推廣效益。

做為全臺唯一的溫泉軍醫眷村， 北投中心新村未來將持續透過推動聚落保存及再發展工作，促進眷村文化
保存，建構具有歷史性、教育性、知識性的眷村主題精神特色場域。

由親子共同在木製行李箱上彩繪眷村意象

除了聆聽繪本故事，也可以透過肢體活動來認識眷村文化

透過繪本口技表演，讓聆聽故事的小朋友，瞭解眷村生活

由老師帶領小朋友動手製作眷村繪本故事中出現的動物布偶

新北投不僅有中心新村，透過導覽員認識我們生活周邊的眷村遺跡

《民謠常在生活裡》為眷村空間增添不同的音樂元素



HUAN MIN
VILLAGE   
蟾蜍山煥民新村

蟾蜍山聚落位於新店溪畔是一座由早期的軍眷、農試所眷戶
與後期的城鄉移民共同築居的山城，區內保留了都市發展的
軌跡，包含清代的水利設施、日治時期的農業研究佈局、中
美協防的軍事地景、深具獨特蘊含歷史疊層及空間紋理的空
軍眷村「煥民新村」。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及生態資源，除了
希望保留煥民新村原有風貌之外也期待賦予新的任務來持續
推動眷村文化保溫活動，蘊釀豐厚之在地記憶。

2021 年起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將回應
文化景觀的核心價值，以符合「環境、生態、食農、眷村、
軍事、青銀、社區、建築、移民、自造及文化資產」等特質，
導入環境教育課程與方案設計，辦理煥民新村眷村文化推廣
活動，透過合作模式共同推動聚落再生之文化價值。

人與生態共生之新眷村永續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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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蟾蜍山大客廳」串起山城聚落與外部的連結，
辦理在地特色展覽、藝文活動推廣、成立木工志工
隊打造修理站⋯等；同時也建立社區內的照護網絡，
提供給煥民新村里民們來舉辦關懷課程，讓他們能
經常在此走動，讓這裡又回到了如同早期眷村時期
的互助生活型態。

2021 年因疫情期間配合防疫政策，減少民眾群聚風
險而改變原有活動規劃，以透過線上直播的方式與
民眾互動；和其他地區的眷村辦理線上串聯及交流，
實體展覽也以線上開幕導覽活動使大家親臨其境。

3坪半的家養活 7口人，小小空間創造大大樂趣
3 坪半的家，是個甚麼概念？ 3 坪半大約為 11.5702 平方公尺，換句話說，是一個小於 3 公尺 x 4 公尺的房
間，或是小於 2 公尺 x6 公尺的房間。你可否想過，在這樣的小房間中，如何住得下 7 口人？ 

68 年前搬進到這個小房間的陳鎮渝爺爺說，一棟 3 坪半大的「克難屋」，以簡易木材搭建，天雨潮濕常生
蛀蟲，有時還會有小貓藏在天花板隔間，「小房間擠了一家 7 口，我跟爸爸睡在床下，床留給 3 個妹妹、
媽媽和外婆睡」。蟾蜍山煥民新村原住戶比手畫腳地描繪出眷村的原型，『家』就是睡覺的地方。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在蟾蜍山設立了空軍作戰指揮部，也在周邊蓋起房舍，安置國軍。煥民新村現在留下
來的 39 棟房舍是早期的「克難乙村、丙村」，大約興建於 1950-1953 年間。1962 年合併為「煥民新村」，以
空軍徐煥昇上將與王衛民中將為名。眷村裡的爸爸們幾乎都在空指部服役，生活作息也跟著軍中的號角令日出
日落。由於原配給的房舍空間太小，每家戶逐漸自力擴建，居住空間向後、或是向上延伸，形成罕見的山城眷村。

《我家 3 坪半》常設展試圖帶著市民朋友用尺寸來體驗眷村。入場前先邀請觀眾量身高和身寬，跟禰豆子、
花媽等卡通人物比身型；進入室內展區後體驗 3 坪半的家屋與大通舖的睡房，自力營造拓建後的客廳、廚
房和衛浴，還可以練習查字典、寫作業、串珠子、挑竹竿曬衣服。參觀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家具，重演眷民們
在空間裡扭腰、閃躲的身影，感受山城眷村生活的樂趣。

眷村空間活化與保存

煥民新村常設展：《我家 3 坪半》

青銀共創－引領當地居民

常設展－我家 3 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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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眷村大串聯，邀請北中南東不同眷村人來話當年
還記得行事曆上那些紅色的紀念日嗎 ? 早期在還沒周休二日之前，許多節慶與假日都是跟著國定紀念日安
排，而這些紀念日也與許多早期的光輝歲月有關，每逢 9 到 11 月，月曆上有許多紅色的日期，準備放假，
但記憶中，這些國家的慶典、偉人的紀念似乎也有好多事在忙，於 9 月 28 日教師節、10 月 10 日雙十節、
10 月 25 日光復節，以及 11 月 12 日國父誕辰紀念日，讓不同地方的眷村夥伴們，一起來聊聊那些記憶中
的往事。

以蟾蜍山為基地，培育蟾蜍山周邊大學之地方行動者，與蟾蜍山周邊之學校合作，對永續理念與地方文史
議題相關之課程，以蟾蜍山為場域，進行具體之教育學習發展與服務，讓學校能與真實的社會實務接軌；
同時盤點周邊生態資源如植物、鳥類、昆蟲、蛙類等生物發展及棲地環境，強化民眾環境保護的觀念，並
藉由生態調查持續記錄蟾蜍山生態四季變化相關資訊。

口述訪談，盤點並記錄煥民新村原住戶遷移和自力營造的故事追尋豐富眷村文史與早期農業發展等重要歷
史脈絡，佐以文物、老照片和影像收集，以數位化方式建檔，供眷村文化資料展出、保存與再利用。

為保存蟾蜍山文化景觀內早期農業試驗所遺留之人
才資產，特提供蟾蜍山煥民新村 E 區房舍工作室予
對於臺灣農業研究和發展有重要貢獻的長輩們使用，
以達到「農研文化在地保存」的目的，強化蟾蜍山
文化景觀保存價值。

城南社群網絡經營：臉書【城南山水・共聚棲地】
於網站上針對議題行銷，機動性上傳最新活動資訊。
亦鼓勵執行廠商發揮創意與專業技能，應用社群網
路與廣大民眾與參觀者進行互動，以塑造活動熱潮，
並於城南區域內相關館所宣傳平台進行串連推播。

蟾蜍山社區成立修理站，目的是要讓社區與週邊的
民眾能夠把家具丟棄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修理
家具」。因此透過教育訓練，讓社區中對手作有熱
情的人們能夠學習基本的修繕技能，並且最終能回
饋社區，協助修理站的運作。

9月 28日 教師節－老師謝謝你
參與眷村：煥民新村、虎尾建國一村、新竹將軍村
教師節快到了，跟現今大不同的？在 50 年代權威老
師的時代，師生關係又是如何？各眷村或之前的國
小有特別的人文地景？有甚麼特別的？讓我們的主
講人，慢慢說給你聽。

10月 25日臺灣光復日－聽到國歌要立正，看到國
旗要敬禮
參與眷村：煥民新村、岡山眷村、澎湖篤行新村
「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國家恩惠情分

深長，不能忘。」曾幾何時昔日每到這時候，電視台
或是學校都會揚起這首「臺灣光復紀念歌」，到現在
已經漸漸被遺忘了。

10月 10日雙十節－閃亮的日子
參與眷村：煥民新村、臺南水交社、花蓮介壽眷村、
臺中清水眷村
記得每到光輝的十月，村子裡總是家家戶戶掛起了
國旗，熱鬧非凡。村子裡幾乎每戶人家晚上的電視，
都是在等著看海外僑胞的精彩晚會節目，尤其是空軍
戰鬥機的噴射表演總是孩子們最期待的節目。

11月 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與偉人的關係有多近
參與眷村：煥民新村、空軍三重一村、桃園八德四村
昔日的年代，這時節的學生忙碌不已，忙著軍歌比
賽，忙著愛國演講比賽，在歌聲和朗讀聲中拉近與偉
人的距離。

線上座談會：《眷村廣播電台》

蟾蜍山環境教育發展

蟾蜍山文化景觀調查研究

青銀農進駐計畫 社群網絡經營
老資材再生與培育計畫

線上座談－眷村廣播電台

木工隊培訓與成果展

民族國中增能攀樹課程

口述歷史調查與保存

生態調查

口述歷史調查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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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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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活
動

ANNUAL
EVENTS 
SUMMARY

142

150

163

134

影視產業
Film Industry

文創產業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眷村文化保存與推廣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藝文館所
Art Cultural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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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備註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
創
意
發
展
部
︶

戒指流浪記片尾曲 周興哲 MV 拍攝 1.6 多功能展演廳 拍攝

AI 在生活的運用 1.9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學美．美學成果發表記者會 1.11-1.12 北向製菸工廠 記者會

Life 服飾型錄拍攝 1.15 戶外空間 拍攝

炎亞綸《摩登原始人》專輯台北簽唱會 1.17 文創大街 活動

Story Telling（PITCH） 1.20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彰化溪湖高中參訪 1.22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參訪

奧迪福斯集團台灣尾牙活動 1.2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雷射切割基礎機具課程 1.28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uv 數位直噴機－進階用法 1.28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食尚玩家日本風格生活節 1.29-1.30 文創大街 活動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本質工作室」新品試戴與品牌交流會 1.30 創作者工廠 活動

2021 社團法人藝文暨家庭教育推廣協會聯展 1.30-1.31 藝異空間 展覽

臺丹環境教育創新與環境設計大賽展覽 2.1-2.5 南向製菸工廠 展覽

散步遊者初市集 一同生活共好 2.6-2.7 文創大街 市集

BAZAAR 哈潑時尚三月號 藝人專訪 2.18 公共空間 拍攝

數位素養：開源資料 2.20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媚力 紅－臉譜彩妝藝術 2.20-3.7 藝思空間 展覽

麥當勞－光影印象大麥克 2.24-3.3 文創大街 活動

3D 列印基礎機具課程 2.25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小蝸牛市集 2.26-3.1 椰林大道 市集

數位素養：Tableau 2.27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泊人 ANKR：戶外電子音樂演出 2.27 辦公廳舍小圓環 表演

2021 Epoch School 新兵戰鬥營 2.27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2021Free Fire 春季巔峰爭霸賽 3.5-3.6 3 號倉庫 活動

沖繩渡假結婚展 in 台灣 3.5-3.7 2 號倉庫 展覽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意集設計」人生設計系列工作坊 - 我
要早點下班 3.6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當我把「我」變成「我們」 3.8-3.14 藝思空間 展覽

臺北時裝週服飾品國際買主採購洽談會 3.8-3.16 2 號倉庫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備註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
創
意
發
展
部
︶

臺北時裝週 AW21 3.8-3.16 3、4 號倉庫 時裝秀

安井顯太玻璃藝術（致敬浮世繪暨台日玻璃藝術交流） 3.8-4.6 藝巷空間 展覽

〈速寫信義－快閃藝術特展〉 3.12-4.18 四四南村信義公民會館 合辦展覽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意集設計」兒少工作者工作坊 3.13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AKB48 Team TP 4th single「嗚吼嗚吼吼」發售紀念握手會 3.12-3.1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簡單出版公司書展 3.18-3.21 藝異空間 活動

音樂與潮流文創市集大展 3.19-3.21 2 號倉庫 市集

2021 第一屆綠色餐飲年會暨 GDG 大賞 3.22-3.23 多功能展演廳 論壇

UV 數位直噴機教學 3.25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MIH Partner conference 3.25 3 號倉庫 記者會

第二十四屆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畢業展覽 3.25-3.28 5 號倉庫 畢業展覽

第 4 回台日藝術博覽會 3.25-3.29 4 號倉庫 展覽

欣傳媒－松菸探險：打開私房景點、傾聽菸廠故事 3.26 創作者工廠 講座

【小眾品牌生存戰】聯盟參訪－文創品牌參觀永續材質與合作
洽談 3.26 台中永續材質圖書館 參訪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展覽（高雄校區） 3.26-3.30 北向製菸工廠東側 畢業展覽

散步遊者市集 3.27-5.9 文創大街 市集

〈剪刀石頭布之無限循環〉 3.27-5.9 藝異空間 合辦展覽

〈飛行地圖〉郭飛飛 2017-2021 個人繪本作品原畫畫展 3.30-5.30 松菸小賣所格柵區 合辦展覽

讀字破浪－獨立出版、獨立書店、NGO 聯合書展 3.30-4.7 5 號倉庫 活動

第十一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尊榮貴賓預展 3.30-4.11 2、3 號倉庫 活動

〈科學小飛翔〉Ｘ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4.1-4.26 藝思空間 合辦展覽

台灣原創 IP 旗艦店（夏季） 4.1-6.30 南向辦公廳舍一樓 快閃店

三得利產品試飲活動 4.3 文創大街全 活動

Never redo 4.5-4.13 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202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第 48 屆畢業成果展系列活動－
《絮》靜態展 4.7-4.12 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_202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第 48 屆畢業成果展系列活動－《絮》動態展 4.7-4.12 1 號倉庫 畢業展覽

通往自然的任意門 有機生活市集 4.8-4.11 北向製菸工廠 市集

欣傳媒－松菸探險：打開私房景點、傾聽菸廠故事 4.9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欣傳媒－帶一片風景走：實地速寫松菸美好角落 4.11 創作者工廠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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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環境關懷設計競賽】頒獎典禮暨作品成果開幕儀式 4.12-4.15 4 號倉庫 活動

Audi A3 發表會 4.12-4.19 2、3 號倉庫、文創大街 活動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意集設計」科技應用設計思考工作坊 4.15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珍朵絲特發表會 4.16-4.17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大山創新」新創沙龍 4.17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新穎科技與體驗 4.17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臺灣文博會 4.18-4.26 1-5 號倉庫、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IDA 榮譽頒獎典禮及團拍 4.19-4.20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雷射切割基礎機具課程 4.22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Red Bull BC One 4.23-4.24 多功能展演廳、文創大街 活動

電腦媒介溝通下的注意力中心：人機互動研究 4.24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印象．絲序〉松菸ｘ南村 春仔花藝術特展 4.23-5.30 四四南村信義公民會館 合辦展覽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意集設計」AI 科技應用設計思考工作
坊 ( 未來醫療 )

4.27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小眾品牌生存戰】文創產業政策資源說明會 4.29 多功能展演廳 說明會

2021 Red Bull Bar Block 4.29-5.2 5 號倉庫 活動

202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畢業生服裝動態展演 4.29-5.3 4 號倉庫 畢業展覽

《冬熱覺醒》20 校聯合慈善音樂會 5.1-5.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那些被甜點療癒的日常〉 5.1-5.30 藝思空間 徵件展覽

學園祭：醒吾科技大學 _ 時尚造形設計系畢展 5.4-5.5 1 號倉庫 畢業展覽

學園祭：中國文化大學 _ 美術學系畢展 5.4-5.11 3 號倉庫 畢業展覽

學園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_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畢展 5.5-5.10 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學園祭：玄奘大學 _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畢展 5.5-5.11 2 號倉庫 畢業展覽

學園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_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畢展 5.5-5.11 4 號倉庫 畢業展覽

學園祭：國立臺南大學 _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畢展 5.5-5.11 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學園祭：華梵大學 _ 美術與文創學系畢展 5.5-5.11 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小眾品牌生存戰】後疫情時代品牌數位經營之趨勢 5.6 交流中心 講座

智慧機械與 AQI 氣體感測器服務平台專案計畫期末公測成果公開
展示 5.6-5.7 1 號倉庫 展覽

學園祭：玄奘大學 _ 時尚設計學系畢展 5.6-5.11 多功能展演廳 畢業展覽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大山創新」新創沙龍 5.7 創作者工廠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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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互動：觸覺回饋Ｘ虛擬實境 5.8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台藝大－暗房初階沖片工作坊 5.8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小眾品牌生存戰】品牌與 KOL 合作的大小事 5.12 交流中心 講座

跨實境互動設計 5.14 美國創新中心多功能教室 工作坊

國泰醫院疫苗接種站 6.10-6.24 5 號倉庫 北向製菸工廠西側 活動

【文創診療輔導輔導】紫米梵團文創有限公司 6.23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台灣原創 IP 旗艦店（秋季） 7.1-9.30 南向辦公廳舍一樓 快閃店

【文創診療輔導】方木有限公司 7.8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110 年 Taiwan Incentive Talk 品牌推廣會－臺灣會展介紹
影片 7.21 公共空間 活動

「好久不見 ･ 臺北思念」文創商品展示 8 月 東京誠品生活日本橋 展售會

「台北 × 鳴日號 × 台東 × 熱氣球」 8.2-8.3 巴洛克花園 記者會

陽信文金工坊銀壺個人作品展 8.4-8.18 藝思空間 展覽

【文創診療輔導】光藝術文創 8.4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參訪 8.6 創作者工廠 參訪

【愛無界 台灣精品】起跑記者會 8.10-8.11 多功能展演廳 記者會

北科大訪談松山文創園區 ( 總監 ) 拍攝案 8.11、8.13 創作者工廠 拍攝

原文基金會－「zalan• 見識南島」 8.12-8.15 多功能展演廳 節目錄製

超人力霸王 55 周年快閃店 8.16-9.23 北向製菸工廠 快閃店

【文創診療輔導】星空多媒體工作室 8.18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OpenHCI'21 8.19-8.22 創作者工廠、交流中心 工作坊

他、她攝影展 8.29 藝思空間 展覽

點睛品廣告拍攝案 8.31 多功能展演廳、公共空間 拍攝

【文創診療輔導】伊思服裝設計有限公司 9.1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2021 亞洲電子競技公開賽 9.3-9.4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台北市影視攝影協助 : 非關時間非關愛 9.13 巴洛克花園、5 號倉庫 拍攝

COVID-19 疫苗接種站 9.13-9.24 5 號倉庫 疫苗施打

【松菸 x AIC】松山文創園區：小小導覽員 9.15 松山文創園區 工作坊

永嘉雙龍 REXTONSPORTS 上市發表聯合展示會 9.15-9.19 1 號倉庫 活動

2021 台北市運動熱區－主動出擊 9.18 文創大街 活動



138 139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藝文活動成果總覽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備註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
創
意
發
展
部
︶

【小眾品牌生存戰】品牌合作聯盟－內涵到外顯，建構感官體驗
的商品形象 9.22-9.24 Facebook 線上直播 講座

拾起生活的連結（來山裡吧）霞喀羅生態旅遊特展 9.22-10.3 藝異空間、巴洛克花園 展覽

第 23 屆台北電影節－ XR 全浸界 9.22-10.4 藝巷空間 展覽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第十六屆新銳設計師聯合發表會 9.24-9.26 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小眾品牌生存戰】商業攝影顯著品牌價值 9.28-9.30 Facebook 線上直播 講座

【小眾品牌生存戰】創投觀點－綜觀募資的關鍵 9.29-9.30 Facebook 線上直播 講座

【文創診療輔導】幸福藤彩繪藝術設計坊 9.29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一念逍遙廣告拍攝 9.29 北向製菸工廠、公共空間 拍攝

2021 NEW FORD 新車預拍會 9.30-10.1 1 號倉庫 活動

台北時裝周 SS22 10.1-10.13
2、3、4 號 倉 庫、多 功 能 展
演廳 時裝秀

台灣原創 IP 旗艦店（冬季） 10.1-12.31 南向辦公廳舍一樓 快閃店

〈張育嘉 2021 個展－末日迷航 2.0 之體操男爵大戰美獸〉 10.2-10.24 藝思空間 徵件展覽

臺北時裝週服飾品國際買主採購洽談會 10.3-10.12 5 號倉庫 活動

Netflix 新華語內容發佈會 10.4-10.5 北向製菸工廠、藝巷空間 活動

2021 微原創基地節「療癒之地」 2021.10.6-
2022.1.2

松山文創園區 展覽

松菸潮冬感謝慶 2021.10.6-
2022.1.2

松山文創園區 指定商店 活動

臺北市影視攝影協助－（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她和她的她 10.7-10.8 巴洛克花園、文創大街 拍攝

【文創診療輔導】台灣研究社 10.7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一對一輔導

【文創診療輔導】愛夢客股份有限公司 10.7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一對一輔導

【文創診療輔導】賦格兒童音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一對一輔導

【文創診療輔導】台灣永續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一對一輔導

【文創診療輔導】黑眼珠音像藝術有限公司 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一對一輔導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使用者為本的商品設計增
值關鍵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文創商品外銷實務到國際
市場拓展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文化內容經營挑戰與虛實
整合趨勢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留學進修與提升品牌國際
競爭力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 IP 經營為創作帶來商機
價值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區塊鏈浪潮 迎接全球新
商機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文化內容 IP 經營到區塊
鏈商機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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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Ｘ AIC Ｘ文策院】新創大藍海線上商機媒合會 10.7-10.8 Gather town 線上平台 媒合會

Gucci Garden 展覽 10.13-11.4 2、3 號倉庫 展覽

臺北時裝週 DOUCHANGLEE2022 春夏系列發佈 10.14-10.15 南向製菸工廠 時裝秀

【梅艷芳 ANITA】電影戲服展 10.14-10.31 多功能展演廳南側廳 展覽

台師大公領系研究所參訪 10.14 創作者工廠 參訪

2021 第五屆全國慈濟科技創新競賽 10.15-10.16 北向製菸工廠 活動

小獵犬號新品上市發表 10.19 創作者工廠 活動

國泰醫院 COVID-19 疫苗接種站 10.20-11.3 5 號倉庫 疫苗施打

文基會 TMS 辦學部信義無圍牆博物館活動 10.21 創作者工廠 拍攝

十週年特展「Listen a 松：聽說松山文創園區十年」 2021.10.22-
2022.1.2

松山文創園區 展覽

2021 台北市街頭藝術嘉年華 10.23-10.24 巴洛克花園、文創大街 活動

台灣電影製片的 9 堂課 10.23-10.24、
10.30-10.31

多功能展演廳 講座

2030 超越圈圈 10.25-11.1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深耕計畫－文創工作室成果展 10.26-11.9 藝巷空間 展覽

【小眾品牌生存戰】商品呈列與攝影技巧 10.27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工作坊

【小眾品牌生存戰】雲端社群數據分析術 10.28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工作坊

【小眾品牌生存戰】品牌提案力－通路的商業提案 10.29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工作坊

〈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品牌 ~Judy 朱的生活美學〉書籍拍攝 10.29 戶外空間 拍攝

METAEDU21 －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年末成果展 11.1-11.2 多功能展演廳 展覽

國北教大文創產業大師講座 11.2 創作者工廠 講座

AITxTCA 國際座談會－看見科技業多元與共融的職場文化 11.3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松菸水水聚場節與水水食坊 2021.11.5-
2022.1.16

戶外空間 展演

周湯豪 NICKTEAREAL 新歌聽歌會 11.5-11.7 1 號倉庫 活動

TCCF 文化內容創意大會 11.5-11.15
2-5 號 倉 庫、北 向 製 菸 工
廠、多功能展演廳、文創大
街、巴洛克花園

展覽

【松菸Ｘ AIC】2021 微電影現地創作營 11.6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松山文創園區十周年論壇 11.6 機器修理廠 論壇

亞太電信 5G 加速器第三期 DEMO day 11.10 1 號倉庫 活動

信義區菸廠路延伸計畫地方說明會 11.11 機器修理廠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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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友好拚布手作節 11.11-11.14 1 號倉庫 展覽

【文創診療輔導】集雅手創坊 11.12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一對一輔導

徐佳瑩線上演唱會拍攝 11.14-11.17 4 號倉庫、藝巷空間 拍攝

ELLE Marc Jacobs & 妮維雅拍攝 11.16 公共空間 拍攝

北市府文化局設計補助說明會 11.17 創作者工廠 說明會

卡地亞高級珠寶腕錶鑑賞會 11.18-12.7 機器修理廠 活動

ESG 文創創業潮流－以覺學、本質創作室 11.19 創作者工廠 Facebook 參訪

Comic Horizon 10 百合向 • 女性角色主題創作展 11.19-11.20 4 號倉庫 展覽

2021 寫信馬拉松台北場 11.19-11.20 1 號倉庫 活動

SYM 三陽機車 4MICA 快閃活動 11.20 文創大街 活動

《The Fantasticks》授權台灣版演員徵選 11.20-11.2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BMW THE 4 Gran Coupe 媒體發表會 11.21-11.25 1 號倉庫 記者會

陳薏安的油畫世界 11.22-12.5 藝思空間 展覽

2021 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 11.26-11.27 1、2 號倉庫 活動

澳洲教育展 11.26-11.28 5 號倉庫 展覽

音樂與潮流文創市集大展 11.26-11.28 4 號倉庫 市集

北市府無圍牆博物館特展系列活動 11.27 創作者工廠 講座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意集設計」設計師釣竿包工作坊 11.28 創作者工廠 工作坊

2021 食創獎頒獎典禮及創新論壇 12.1-12.2 多功能展演廳 論壇

銘傳大學海清大傳科展畢展 12.2-12.5 北向製菸工廠 畢業展覽

遷徙島 C107 慈大傳播畢業展 12.2-12.5 1 號倉庫 畢業展覽

GAMFORCE 電競嘉年華 12.3-12.5 2、3 號倉庫 活動

客委會音樂會《這不是小草》 12.4-12.5 多功能展演廳 音樂會

聯發科技新品發表會 ( 影片預錄 ) 12.7-12.8 4 號倉庫 記者會

台北插畫藝術節 12.8-12.13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智慧城鄉嘉年華 12.10-12.11 2、3 號倉庫 展覽

美業文青潮市集 12.10-12.12 南向製菸工廠 市集

微光凝視（個人創作展） 12.10-12.27 藝思空間 展覽

BIOS review 暨年會 12.11-12.12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備註

松
山
文
創
園
區
︵
創
意
發
展
部
︶

謝雅兒舞蹈 MV 拍攝 12.12 5 號倉庫、藝巷空間 拍攝

JINHO 宜蘭敬好生活節展售會 12.13-12.27 藝巷空間 活動

「疫起前『鏡』，看見世界－國際合作發展紀實攝影展」 2021.12.14-
2022.12.26

藝異空間 展覽

阿奇幼幼園特展 台北站 2021.12.15-
2022.3.17

3 號倉庫 展覽

台北茶之市 12.16-12.19 北向製菸工廠 市集

侏羅紀 X 恐龍 3.0 台北站 2021.12.16-
2022.3.17

1 號倉庫 展覽

Intel 超頻大賽 12.17-12.18 多功能展演廳 活動

香奈兒化妝品活動 12.18-12.30 機器修理廠 活動

「臺北Ｘ鳴日號」歡迎會 12.19 生態池木棧區 活動

遇 ･ 市【自由之境】新秩序生活裡的品牌設計思考 12.19 創作者工廠 講座

失敗博物館 2021.12.19-
2022.3.17

4 號倉庫 展覽

三麗鷗家族之卡路里大作戰期間限定快閃店 2021.12.20-
2022.3.10

北向製菸工廠、南向製菸工
廠 展覽

Miffy 飛想家 - 期間限定店 2021.12.22-
2022.3.1

北向製菸工廠 展覽

永遠的好敵友《湯姆貓與傑利鼠》特展＋鬼滅之刃期間限定
CAFE

2021.12.22-
2022.3.3

5 號倉庫 展覽

超級城市論壇 12.23-12.27 多功能展演廳 論壇

松菸創作者工廠進駐單位「絲露」我祝福你善念 12.23 創作者工廠 交流會

【松菸】Open Studio 打開工作室．當我們串在一起 12.24 創作者工廠 交流會

點點印－好書店期間限定店 2021.12.28-
2022.1.4

藝思空間 展覽

香奈兒化妝品活動 2021.12.31-
2022.1.9

機器修理廠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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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台
北
電
影
節

形象廣告與電影大使公布記者會 5.4 松仁威秀 70 

雙競賽入圍記者會 5.14 三立文創劇場 70 

特映會：廢柴萬物論 9.8 華山 1 廳 74 

特映會：謊言風暴 9.9 華山 1 廳 74 

選片指南 9.12 線上舉辦 340 

靠北影百貨 9.18 101 大樓信義大廳 300 

特映會：女孩們的夏日浮光 9.20 華山 1 廳 74 

開幕記者會 9.23 晶華酒店 3 樓宴會廳 70 

XR 全浸界試映場 9.23 松山文創園區藝巷空間 20 

開幕片《月老》 9.23 松仁威秀泰坦廳 194 

Happy hour 9.23 松仁威秀泰坦廳 180 

香氛場《女孩們的夏日浮光》 9.24 信義威秀 11 廳 115 

香氛場《無懼之地》 9.25 光點華山 1 廳 75 

Happy hour 9.25 信義威秀 180 

非常新人引言場《煙硝中，我們狂歡》－潘綱大 9.25 信義威秀 11 廳 110 

《海邊最後的夏天》 9.25 信義威秀 11 廳 54 

《綠色牢籠》 9.25 信義威秀 10 廳 109 

《台北電影獎－短片Ⅰ》 9.25 信義威秀 10 廳 117 

《「明日．台灣」台灣短 SHOW I》 9.25 信義威秀 11 廳 119 

《越界》 9.25 光點華山 1 廳 77 

香氛場《西非夜譚》 9.26 信義威秀 10 廳 111 

非常新人引言場《西非夜譚》－韓寧 9.26 信義威秀 10 廳 111 

《徘徊年代》首映記者會 9.26 信義威秀 10 廳 30 

Happy hour 9.26 光點華山 180 

《台北電影獎 - 動畫片 + 短片Ⅱ》 9.26 信義威秀 11 廳 120 

《卓越貢獻獎講座 : 黃建業》 9.26 光點華山 1 廳 83 

《「明日．台灣」台灣短 SHOW II》 9.26 信義威秀 11 廳 119 

《徘徊年代》 9.26 信義威秀 10 廳 116 

非常新人引言場《由宇子的天秤》－李沐 9.27 信義威秀 11 廳 53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台
北
電
影
節

香氛場《天猶未光》 9.27 光點華山 1 廳 75 

Happy hour 9.27 信義威秀 180 

Happy hour 9.28 光點華山 180 

非常新人引言場《瞞天過界》－宋偉恩 9.28 信義威秀 11 廳 113 

《度日 + 捕鰻的人》 9.28 信義威秀 10 廳 115 

Happy hour 9.29 信義威秀 180 

《惡人之煞》 9.29 信義威秀 10 廳 61 

《「明日．台灣」台灣短 SHOW I》 9.29 信義威秀 11 廳 157 

XR 全浸界試映場 9.30 松山文創園區藝巷空間 20 

《詭祭》首映記者會 9.30 京站威秀大廳 30 

非常新人引言場《詭祭》－陸夏 9.30 京站威秀 6 廳 235 

非常新人引言場《軍中禁戀》－黃冠智 9.30 信義威秀 10 廳 120 

Happy hour 9.30 京站威秀 180 

《親愛的殺手》 9.30 信義威秀 10 廳 36 

《聽見歌 再唱》 9.30 信義威秀 11 廳 53 

《詭祭》 9.30 京站威秀 6 廳 235 

《「明日．台灣」台灣短 SHOW II》 9.30 信義威秀 11 廳 240 

《馗降：粽邪 2》 10.1 信義威秀 11 廳 44 

Happy hour 10.1 光點華山 180 

《四樓的天堂：第 1-2 集》首映記者會 10.1 信義威秀 11 廳與廳外 30 

非常新人引言場《重返悲劇現場》－盧以恩 10.1 信義威秀 10 廳 38 

《四樓的天堂：第 1-2 集》 10.1 信義威秀 11 廳 242 

Happy hour 10.1 信義威秀 180 

《海邊最後的夏天》 10.1 信義威秀 11 廳 97 

正在拍片的我 :2021 台灣電影人講座 10.2 中山堂光復廳 112 

Happy hour 10.2 光點華山 180 

《台北電影獎－短片Ⅰ》 10.2 信義威秀 10 廳 178 

《廢棄之城》 10.2 信義威秀 11 廳 142 

Happy hour 10.2 京站威秀 180 

影視產業
FIL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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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台
北
電
影
節

《17 歲的天空》 10.2 京站威秀 6 廳 194 

非常新人引言場《性・愛饗宴》－吳翰林 10.3 京站威秀 6 廳 133 

非常新人引言場《火女》－林幻夢露 10.3 京站威秀 6 廳 168 

Happy hour 10.3 光點華山 180 

香氛場《心痕如詩》 10.3 光點華山 1 廳 74 

《月亮 樹》首映記者會 10.3 京站威秀大廳 30 

Happy hour 10.3 京站威秀 180 

《愛・殺》 10.3 信義威秀 10 廳 95 

《台北電影獎－動畫片＋短片Ⅱ》 10.3 信義威秀 11 廳 185 

《月亮 樹》 10.3 京站威秀 6 廳 231 

《詭祭》 10.3 信義威秀 11 廳 188 

影委會包場《詭祭》 10.4 信義威秀 9 廳 114 

Happy hour 10.4 京站威秀 180 

焦點影人：凱里 阿努茲 現場視訊連線 10.4 華山一廳 85 

《綠色牢籠》 10.4 信義威秀 10 廳 96 

《腿》 10.4 信義威秀 11 廳 57 

《複身犯》 10.4 信義威秀 10 廳 91 

《當男人戀愛時》 10.4 信義威秀 11 廳 57 

神秘場《鱷魚》首映記者會 10.5 京站威秀大廳 30 

香氛場《海邊最後的夏天》 10.5 信義威秀 11 廳 54 

Happy hour 10.5 京站威秀 180 

夏雨喬一日店長 10.5 京站威秀 150 

焦點影人：哈都 裘德 現場視訊連線 10.5 華山一廳 154 

《度日＋捕鰻的人》 10.5 信義威秀 10 廳 172 

《同學麥娜絲》 10.5 信義威秀 11 廳 38 

《海邊最後的夏天》 10.5 信義威秀 11 廳 54 

《無聲》 10.5 信義威秀 10 廳 85 

神秘場《鱷魚》 10.5 京站威秀 6 廳 315 

vivo X70 Pro 微電影首映會 10.6 華山二廳 70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台
北
電
影
節

《茶金：第 1-2 集特別版》首映記者會 10.6 京站威秀大廳 30 

非常新人引言場《不容易的爸爸》－劉修甫 10.6 信義威秀 11 廳 166 

Happy hour 10.6 京站威秀 180 

《惡人之煞》 10.6 信義威秀 10 廳 52 

《消失的情人節》 10.6 信義威秀 11 廳 38 

《怪胎》 10.6 信義威秀 10 廳 84 

《茶金：第 1-2 集特別版》 10.6 京站威秀 6 廳 314 

《削瘦的靈魂》 10.6 信義威秀 11 廳 67 

閉幕記者會 10.7 晶華酒店 3 樓宴會廳 80 

閉幕片《詭扯》 10.7 松仁威秀泰坦廳 389 

入圍記者會 10.8 晶華酒店 3 樓宴會廳 200 

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 10.9 三立攝影棚 520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台
北
市
電
影
委
員
會

協助電視劇《大債時代》合作行銷 1.2 公視

協助網路劇《華燈初上》拍攝 1.7-1.8、1.10-1.11 林森北路 107 巷道路管制拍攝

協助網路劇《愛的混混》拍攝 1.25 北安路 588 巷弄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緝魂》合作行銷 1.29 各大戲院

荷蘭鹿特丹電影創投市場 ( 線上 ) 2.1-2.5 線上舉行

協助電影《角頭—浪流連》首映活動 2.3 武昌街二段道路管制

協助電影《角頭—浪流連》合作行銷 2.5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合作行銷 2.10 各大戲院

協助公視新創電影《白日夢外送王》合作行銷 2.11 公視

協助電視劇《天橋上的魔術師》合作行銷 2.20
公視、華視、公視＋、
myVideo、Netflix、Line TV

協助電影《複身犯》合作行銷 2.26 各大戲院

協助網路劇《追凶者》拍攝 2.27、3.6 臺北巿災害應變中心拍攝

柏林歐洲電影市場展 ( 線上 ) 3.1-3.5 線上舉行



146 147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藝文活動成果總覽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台
北
市
電
影
委
員
會

協助電影《非關時間非關愛》拍攝 9.5-9.6 西寧南路道路管制拍攝

2021 台北電影學院－電影攝影工作坊 9.7-9.9 臺北文創、誠品行旅、線上舉行

協助網路劇《正義的算法》拍攝 9.14 環河南路二段 125 巷弄管制拍攝

2021 台北電影學院－XR 工作坊 9.14-9.17 臺北文創、線上舉行

「第 13 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決審會議 9.16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21 台北電影學院－國際製片工作坊 9.22-9.23、
9.25-9.27

臺北文創、誠品行旅

「第 23 屆台北電影節」合作行銷 9.23-10.9
臺北光點華山、信義威秀影城 、京站威秀
影城

協助電影《醬狗》合作行銷 9.24 各大戲院

協助電視劇《人選之人》拍攝 9.26
立法院、士林地方法院外、防災應變中心
外拍攝

「第 13 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結果揭曉 9.28 於本會官網公告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初審會議（微電影 B 組） 9.28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初審會議（微電影 A 組） 9.30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21 台北電影學院－線上影人交流會」 9.30 線上舉行

協助電視劇《國際橋牌社 2》合作行銷 10.1
9.10 第 一 集 Youtube 首 播、10.1 Asiania
正式播出、12.25 公視

協助短片《演習》拍攝 10.4 公園路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詭祭》特映會 10.4 信義威秀影城 

110 年度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審議會 10.4-10.5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協助電視劇《四樓的天堂》合作行銷 10.9
公視、公視＋、MOD、Hami Video、
Netflix、myVideo

韓國釜山影展暨釜山亞洲內容與電影市場展及亞洲創投會議
（線上） 10.11-10.14 線上舉行

「2021 臺北製片深耕計畫」企劃提案錄取名單公告 10.12 於本會官網公告

「第 13 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頒獎典禮 10.15 台北君悅酒店

協助網路劇《正義的算法》拍攝 10.16 士林地檢署拍攝

「2021 臺北製片深耕計畫」專業講座 10.16-10.17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入圍名單揭曉 10.18 於本會官網公告

「2021MOD 金片子大賽」企劃組評審會議 10.20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微電影組 決審會議 10.21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協助電視劇《人選之人》拍攝 10.23 立法院拍攝

「2021 臺北製片深耕計畫」工作坊 10.23-10.24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110 年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投資名單公告 10.25 於本會官網公告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台
北
市
電
影
委
員
會

協助電影《揭大歡喜》合作行銷 3.12 各大戲院

協助 MV 田馥甄《人什麼的最麻煩了》拍攝 3.13-3.14 中華路與成都路路口管制拍攝

香港國際影視展（線上） 3.15-3.18 線上舉行

協助紀錄片《削瘦的靈魂》合作行銷 3.19
光點華山、國賓（台北長春＋台中忠孝＋臺
南 )、喜樂時代南港

協助電影《愛 . 殺》合作行銷 3.19 各大戲院

協助短片《春鹿大數據殺人事件電影前導》拍攝 3.16-3.17、
3.18-3.19

士林區大南路管制拍攝

臺北・札幌影視產業線上交流會 3.23-3.25 線上舉行

110 年臺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徵件 4.1-6.30 於本會官網公告

協助網路劇《池塘怪談》拍攝 4.2-4.3 建國高架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買一送一》拍攝 4.4-4.6 林森北路 145 巷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買一送一》拍攝 4.11-4.12、4.15 復興北路 208 巷管制拍攝

協助電視劇《最佳利益 2》拍攝 4.18-4.24 台肥出租國宅拍攝

協助電影《山中森林》拍攝 4.21-4.22、
5.14、5.16

林森北路及長安東路、中山北路巷弄、林森
北路巷弄管制拍攝

協助電視劇《我願意》拍攝 4.25 臺北地檢署及地院、調查局台北調查處拍攝

「第 12 屆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合作行銷 4.30-5.9
台北新光影城 、 光點華山電影館 、 空總臺
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Lightbox 攝影圖書室

協助電視劇《火神的眼淚》合作行銷 5.1 公視、公視＋、myVideo、Netflix、Line TV

韓國全州國際影展暨電影創投市場（線上） 5.2-5.4 線上舉行

第 13 屆「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 5.3-7.2 於本會官網公告

協助電視劇《我願意》拍攝 5.4 法醫解剖室拍攝

協助 MV 大淵 MUTA《過得爽爽》拍攝 5.5-5.6 辛亥路地下道交通管制拍攝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徵件 6.10-8.22 於本會官網公告

法國坎城電影市場展（線上） 7.6-7.15 線上舉行

協助網路劇《池塘怪談》合作行銷 8.12 公視、公視＋、myVideo、Netflix

協助電視劇《斯卡羅》合作行銷 8.14 公視、公視＋、Netflix、Line TV

協助電影《山中森林》拍攝 8.14-8.15 松智路管制拍攝

「2021 臺北製片深耕計畫」企劃提案徵件 8.16-10.1 於本會官網公告

協助 MV 魏如萱《賣花的人》拍攝 8.22 瑞光路 358 巷道路管制拍攝

協助電視劇《北區人醫會牙助團隊》拍攝 8.30-9.3 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拍攝

2021 台北電影學院－國際動畫視效講座 9.1-9.2 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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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臺
北
市
影
視
音
實
驗
教
育
機
構

實驗教育計劃現地評鑑 1.14 TMS 校區

招生說明會 1.23 TMS 鏡子教室

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博雅組 3.22-3.29 空總通信分隊

春季行動學習「FOCUS」 4.20-4.23 宜蘭傳藝中心

2020 學年第 2 次校務會議 4.28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綠野地

第三屆畢業典禮 7.10 線上辦理

《野性的優雅》五年成果展 8.11-8.29 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藝文沙龍

秋季行動學習「拍臺北．我的博物館」 10.20-10.22 臺北市各無圍牆博物館

畢業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影像組 11.13-11.14 光點華山電影館

2021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 11.18 TMS1-1 教室

與市隔絕青少年音樂創作比賽 11.21 PIPE MUSIC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台
北
市
電
影
委
員
會

協助電影《廢棄之城》合作行銷 10.29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瀑布》合作行銷 10.29 各大戲院

「2021MOD 金片子大賽」入圍影展 10.30-11.5 MOD 與 Hami Video 線上播出

美國電影市場展（線上） 11.1-11.5 線上舉行

協助電視劇《最佳利益 2》拍攝 11.1 廉政署廉政研習中心拍攝

協助紀錄片《地球迷航》合作行銷 11.5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詭扯》合作行銷 11.12 各大戲院

協助電視劇《茶金》合作行銷 11.13 公視、公視 +、Netflix、Line TV

協助電影《科學少女》拍攝 11.13-11.21 南港生技園區拍攝

協助電影《金錢男孩》合作行銷 11.19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青春弒戀》合作行銷 11.19 各大戲院

協助電視劇《人選之人》拍攝 11.20-11.22 凱達格蘭大道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月老》合作行銷 11.24 各大戲院

「2021MOD 金片子大賽」頒獎典禮 11.25 MOD 與 Hami Video 線上播出

協助電視劇《人選之人》拍攝 11.26-11.27 建國高架下迴轉道管制拍攝

協助電視劇《華燈初上》第 1 部合作行銷 11.26 Netflix

協助電視劇《人選之人》拍攝 11.27-12.1
中華路一段 2 號至延平南路 20 號管制及北門
廣場拍攝

協助電影《操作》拍攝 11.25-12.2 南港瓶蓋工廠拍攝

協助電影《詭祭》合作行銷 12.3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愛之船》拍攝 12.3-12.4 北門廣場拍攝

協助電影《For the Country》拍攝 12.12 松山機場拍攝

協助電影《For the Country》拍攝 12.14 西門徒步區交通管制拍攝

協助電影《For the Country》拍攝 12.20 中正紀念堂 + 兩廳院藝文廣場拍攝

協助電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合作行銷 12.24 各大戲院

協助電影《不想一個人》合作行銷 12.24 各大戲院

協助電視劇《華燈初上》第 2 部合作行銷 12.31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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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台
北
當
代
藝
術
館

主展覽《聲經絡》+《液態之愛》
MoCA STUDIO《孤島孵夢》

1.1-1.24 
（主展展期為
2020.11.14-
2021.1.24）

當代館主展場＋實驗展場 3 檔 / 11,013 人 展覽

《聲經絡》與《液態之愛》
展覽系列活動

1.9、1.15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2 場 / 140 人 藝術家面對面

1.16、1.23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2 場 / 144 人 講座

1.17 當代館主展場 1 場 / 53 人 專家導覽

1.10、1.24 當代館一樓入口形象區
2 場 / 開放式展演
播 音 活 動，人 數
無法統計

話鼓電台
展演活動

1.10、1.17 當代館一樓 U12 小玩藝空間 2 場 / 86 人 繪本魔法屋

主展覽《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
展覽與三個場域》
MoCA STUDIO《戰後野人手札 – 陳依純
個展》＋《漫遊者的生存戰略 – 羅禾淋個
展》

1.25-3.31
（主 展 覽 展 期 為
2.6-3.31）

當代館主展場＋實驗展場 2 檔 / 19,656 人 展覽

《楊俊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
三個場域》展覽系列活動

2.5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28 人 開幕記者會

2.5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 主展
場 1 場 / 130 人 開幕晚會

3.6-3.31 當代館二樓 201 展間 9 場 / 759 人 講座

3.19、3.26 當代館主展場 2 場 / 110 人 藝術家導覽

3.20、3.28 當代館一樓 U12 小玩藝空間 2 場 / 45 人 故事導覽

3.7-3.28 當代館一樓 106 展間 4 場 / 49 人 展覽工作坊

3,7、3.21 當代館一樓 U12 小玩藝空間 2 場 / 68 人 繪本魔法屋

MoCA STUDIO《戰後野人手札－陳依純
個展》＋《漫遊者的生存戰略－羅禾淋個
展》

4.1-5.2
（館 舍 空 間 優 化
期 間，僅 開 放 實
驗展場）

當代館實驗展場 1 檔 / 5,735 人 展覽

主展覽《歷史・當代》
MoCA STUDIO《憑證入場》
MoCA VIDEO《籠罩下的巨大哀愁》

5.3-8.22
（ 主 展 覽 展 期
為 5.15-8.22，
5.15-7.12 為 三
級警戒休館）

當代館主展場＋實驗展場＋
影像聚場 3 檔 / 14,145 人 展覽

《歷史・當代》展覽系列活動

5.14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50 人 開幕記者會

7.30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16 人 展演活動

8.18 當代館主展場 1 場 / 38 人 專家導覽

8.22 當代館一樓 106 展間 1 場 / 15 人 特別活動

7.10-8.20 MoCA FB 粉絲專頁 6 場 / 860 人 直播－展演活動

7.11-8.22 MoCA FB 粉絲專頁 8 場 / 835 人 直播－系列講座

7.30、8.4 MoCA FB 粉絲專頁 2 場 / 77 人 直播－專家導覽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台
北
當
代
藝
術
館

《歷史・當代》展覽系列活動
8.17 MoCA FB 粉絲專頁 1 場 / 65 人 直播－閉幕式

8.22 MoCA FB 粉絲專頁 1 場 / 19 人 直播－特別活動

主展覽《為了明天的進行式》
MoCA STUDIO《總是春光乍現》
MoCA VIDEO《環境∞藝術－台北當代
藝術館Ｘ釜山現代美術館》＋《2021 關
渡國際動畫節》

8.23-11.7
（主 展 覽 展 期
為 9.4-11.7）

當代館主展場＋實驗展場＋影
像聚場 4 檔 / 26,639 人 展覽

《為了明天的進行式》展覽系列活動

9.3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40 人 開幕記者會

9.3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主展場 1 場 / 189 人 開幕晚會

9.4-11.6
當 代 館 一 樓 活 動 大 廳 / 二 樓
201 展間 6 場 / 355 人 藝術家面對面暨

講座

9.26、10.24
當代館一樓入口形象區 / 好玩
藝教室 2 場 / 32 人 展覽工作坊

10.3、10.17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 U12 小
玩藝空間 2 場 / 53 人 繪本魔法屋

9.10-11.7 MoCA FB 粉絲專頁 3 場 / 113 人 直播－藝術家面
對面暨講座

主展覽《宇宙多重》+《過站不停》
MoCA STUDIO《複本》+《如果島嶼會
作夢》
MoCA VIDEO《流動影像雙年展 2021》
+《往復回返——吳家昀個展》

11.8-12.31
（主 展 覽 展 期
為
2021.11.20-
2022.1.23）

當代館主展場＋實驗展場＋影
像聚場 6 檔 / 29,987 人 展覽

《宇宙多重》+《過站不停》展覽系列活動

11.19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42 人 開幕記者會

11.19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 主展場 1 場 / 400 人 開幕晚會

11.27 當代館戶外廣場 1 場 / 785 人 廣場活動

11.20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2 場 / 117 人 藝術家面對面

12.25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43 人 講座

11.21-12.26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主展場 8 場 / 339 人 專家導覽

11.27 當代館一樓 MOJO 1921 1 場 / 22 人 MoCArd
會員工作坊

12.12、12.26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 U12 小
玩藝空間 2 場 / 58 人 故事演劇場 / 圖

像工作坊

《MoCA STUDIO 當代實驗展場》
系列活動

3.5-12.17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實驗展場 4 場 / 155 人 開幕記者會

1.30 當代館一樓好玩藝教室 1 場 / 17 人 展覽工作坊

3.20、12.17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2 場 / 69 人 創作座談

10.24、11.27 當代館實驗展場 2 場 / 45 人 專家導覽

7.16、7.31 MoCA FB 粉絲專頁 2 場 / 143 人 直播－講座

7.17 MoCA FB 粉絲專頁 1 場 / 80 人 直播－專家導覽

《MoCA VIDEO 當代影像聚場》
系列活動 9.5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72 人 創作座談

藝文館所
ART CULTURAL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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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西
門
紅
樓

小路婚宴 1.24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50 人 活動

布格電視台 1.30-1.3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4 場 / 490 人 活動

天橋上的魔術師散步地圖－西門紅樓站 2.2-3.21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檔 / 69,792 人 展覽

天橋上的魔術師影集的 99 樓－場景體驗 VR 展 2.2-2.28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檔 / 2,452 人 展覽

天橋上的魔術師影集的 99 樓－場景體驗 VR 展貴
賓場 3.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612 人 活動

小唐我在這 2.27-5.9 西門紅樓十字樓 1 檔 / 55,898 人 展覽

共下來講客 2020 客家傳播基金會諮詢座談會 3.4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活動

共下來講客 2020 客家傳播車 3.4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100 人 活動

TCMC 金牌音樂會 3.1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40 人 活動

輸不起－乃拌麵上市記者會 3.13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380 人 活動

魏嘉瑩－不來梅樂隊 mv 拍攝 3.16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38 人 活動

蕭煌奇新專輯記者會 3.1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450 人 活動

嘿！小唐我在這 3.2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500 人 活動

邱鋒澤日環食新專輯簽唱會 3.2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560 人 活動

雲水仲夏吟歌仔 3.28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40 人 演出

我在春天生 薛喻鮮獨舞創作 4.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演出

寶島脫口秀 4.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演出

2021 Wolf Blass 禾富食尚－金色流水派對 4.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500 人 活動

全方位男團選秀－ Be The One A 級戰場 4.10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750 人 活動

群星耀紅樓－老歌演唱會 4.10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20 人 演出

懷念經典歌曲之夜 4.1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30 人 演出

2021 施工申請 4.1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12 人 活動

2021 世界地球日－減廢、減碳、全民綠生活－源
頭減量、塑膠循環記者會 4.22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400 人 活動

眾生之礙皆是愛 4.23-4.24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 480 人 演出

2021 年全女子風格街舞派對－女子 High 5.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 180 人 演出

我在春天生 薛喻鮮獨舞創作 5.2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演出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董事會 5.7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30 人 活動

首屆大健康產學溫馨母親節博覽會 5.8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300 人 活動

2021 精緻客家大戲《花囤女》巡演記者會 8.1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00 人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西
門
紅
樓

八角樓 1.1-12.31 西門紅樓八角樓一樓 267,427 人 八 角 樓 參 觀
人次

西門紅樓 16 工房 1.1-12.31 十字樓 16 工房 117,425 人 十 字 樓 參 觀
人次

西門紅樓創意市集（含主題市集活動） 1.1-12.31 西門紅樓北廣場 76 場 / 290,878
人 活動

趣玩紅樓－美感工坊 1.1-12.31 十字樓 16 工房 12 場 / 256 人 工作坊

河岸留言西門紅樓展演館《現場音樂 Live》 1.1-12.31
十字樓橫段一 / 二樓河岸
留言 59 場 / 11,225 人 音樂

仲夏夜之夢 1.1-1.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3 場 / 765 人 演出

108-109 年教育部補助合格教師赴新南向友好國家
學校任教計畫暨 107 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 聯合
成果靜態展

1.9-1.10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檔 / 1,088 人 展覽

童話秀逗秀 1.15-1.17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5 場 / 1,180 人 演出

2021 鏡好聽開台記者會 1.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50 人 活動

HYPE SPIN Accelerator Taiwan 5th Cycle 
Demo Day

1.20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20 人 活動

松田丸子 25 週年 POSA 演唱會台北安可場 1.2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40 人 演出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台
北
當
代
藝
術
館

街區藝術計畫《疫常的距離》
展覽系列活動

10.29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112 人 開幕記者會

12.11 當代館一樓活動大廳 1 場 / 37 人 講座

11.28、12.26 當代館周邊街區 2 場 / 48 人 專家導覽

11.14-12.2
當代館一樓好玩藝教室＋周邊
街區 3 場 / 51 人 展覽工作坊

好玩藝教室 3.7-12.26 當代館一樓好玩藝教室 15 場 / 264 人 藝術課程

館校合作計畫 1.6-12.24
建成國中二樓大禮堂＋跨域教
室 19 場 / 1,357 人 藝術家駐校計畫

館外合作計畫
1.8-11.13 MoCA FB 粉絲專頁 10 場 / 352 人 合作講座

3.28、10.22 MoCA FB 粉絲專頁 2 場 / 70 人 直播－合作講座

教育推廣影片
（觀影人次自上線日起，統計至 12/31 止）

6.29-7.8 MoCA FB 粉絲專頁 3 支 / 3,225 人
「歷史・當代」
暨「憑證入場」
策展人導覽

7.11-10.3 MoCA FB 粉絲專頁 6 支 / 4,767 人 兒童教育藝術宅
在家系列

其他 10.21 當代館一樓好玩藝教室 1 場 / 9 人 場地租借

常態教育推廣活動 1.1-12.31
當代館主展場＋一樓 U12 小玩
藝空間 445 場 / 3,290 人

定時導覽 / U12
小玩藝空間體驗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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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西
門
紅
樓

聯經出版行動書車 8.13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450 人 活動

愛情發生在三天後 8.31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16 人 活動

重返西門町－周志勳與李家維的青春紀錄特展 9.1-9.30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檔 / 6,785 人 展覽

2021 年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空景拍攝 9.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 人 活動

非關時間非關愛 9.5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45 人 活動

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9.15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00 人 活動

噁林惡靈：先笑環生 9.18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00 人 演出

2021 臺北大碗茶 10.1-10.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4 場 / 934 人 演出

三十三 10.4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50 人 活動

110 年度惜食推廣種子店家表揚活動 10.5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120 人 活動

All Star 不羈夜 2021 10.8-10.1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0 場 / 2,276 人 活動

彼 ȇ 時代・咱 ȇ 台灣－台灣文化協會百年祭 10.15-10.16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活動

好的 Swing Party Vol.3 10.22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80 人 活動

2021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樂齡阿卡音樂會 10.2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演出

隨光搖滾吧 野台布袋戲 伏魔英雄帖－排練 10.25-10.27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3 場 / 129 人 演出

蝦米視障人聲樂團 2021 線上音樂會 11.10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50 人 演出

笑林狂記－不可一世的傢伙們 11.1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演出

《還能當多久原住民》專輯音樂發表會 11.20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50 人 活動

好的 Swing Party Vol.4 11.28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40 人 活動

2021 脫口秀爭霸賽 12.3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50 人 活動

2021 Openbook 好書獎 頒獎典禮 12.4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活動

2021 Openbook 好書獎 展覽 12.4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場 / 2,663 人 展覽

Chance & Change 12.4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場 / 600 人 活動

再造經典 12.5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 580 人 演出

無邊庇護所（二樓劇場展區） 12.10-12.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檔 / 6,180 人 展覽

無邊庇護所（中央展區） 12.10-12.19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檔 / 2,570 人 展覽

無邊庇護所（北廣場展區） 12.10-12.19 西門紅樓北廣場 1 檔 / 10,146 人 展覽

無邊庇護所（十字樓展區） 12.10-12.19 西門紅樓十字樓 1 檔 / 34,262 人 展覽

港覺濠台 IG 圖文徵選活動 12.10-12.19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80 人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西
門
紅
樓

水美園當代植栽市集 by Agaric Garden 12.25-12.26 西門紅樓十字樓 2 場 / 14,970 人 活動

五花八門、十項全能 12.25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2 場 / 590 人 演出

2021 年全台公益達人秀 12.26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150 人 演出

交通大學成果發表 12.27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00 人 活動

隨光搖滾吧 野台布袋戲 12.31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1 場 / 230 人 演出

隨光搖滾吧 野台布袋戲 12.31 西門紅樓中央展區 1 場 / 12,042 人 展覽

隨光搖滾吧 野台布袋戲工作坊 2021.12.31-
2022.1.2

西門紅樓十字樓 6 場 / 113 人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臺
北
市
電
影
主
題
公
園

節拍廣場 1.1-12.31 藝術廣場、多功能展演廳 8 場 / 1,053 人 活動

月光電影院 1.1-12.31 藝術方塊 8 場 / 221 人 活動

DANCE FOR HOOD 社區街舞推廣課程 1.1-12.31 多功能展演廳 6 場 / 65 人 活動

萬壽里辦公處長青關懷據點 1.1-12.31 多功能展演廳 39 場 / 585 人 活動

90's bboyz 團練 1.1-12.31 多功能展演廳 57 場 / 741 人 活動

HOUSE 專攻班－劉怡伶 1.1-12.31 多功能展演廳 19 場 / 281 人 課程

ROCKING 專攻班－李志強 1.1-12.31 多功能展演廳 7 場 / 70 人 課程

求婚活動 1.13 藝術方塊 1 場 / 20 人 活動

萬壽里辦公室 110 年度第一次工作報告 1.15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20 人 活動

少年封神傳廣告拍攝 1.15 後街廣場 1 場 / 15 人 拍攝

口罩廣告 1.19 後街廣場 1 場 / 10 人 拍攝

聯邦銀行廣告 1.21 後街廣場 1 場 / 20 人 拍攝

月光電影院 X「第七屆 MATA 獎：看見 X 傳承」
全國巡迴影展 1.22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47 人 活動

月光電影院 X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30 藝術方塊 1 場 / 90 人 活動

9M88《TELL ME》MV 排練 2.4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15 人 排練

PLZK 舞團寒訓 2.5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20 人 課程

藝青會年終聚餐 2.7-2.9 藝術廣場 1 場 / 220 人 活動

SWAGGY SOCIETIES 服飾品牌平面拍攝 2.23 後街廣場 1 場 / 5 人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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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臺
北
市
電
影
主
題
公
園

《刷碟之後》DJ 交流活動 3.6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120 人 活動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形象廣告拍攝 3.23 後街廣場 1 場 / 30 人 拍攝

咖啡廣場廣告拍攝 3.25 藝術廣場、後街廣場 1 場 / 50 人 拍攝

《吸血鬼與魔法師》短片拍攝 4.11 藝術廣場 1 場 / 30 人 拍攝

女子 HIGH 演出排練 4.12、4.24 多功能展演廳 2 場 / 30 人 排練

mv 影片拍攝 5.1 藝術廣場 1 場 / 20 人 拍攝

廣告拍攝 5.4 後街廣場 1 場 / 20 人 拍攝

顫－戶外肢體展演活動排練 8.14-10.12 多功能展演廳 24 場 / 484 人 排練

YOUTUBE 片頭拍攝 9.1 後街廣場 1 場 / 10 人 拍攝

《台北女子圖鑑》拍攝 9.15 後街廣場 1 場 / 50 人 拍攝

RPG《LOVE》MV 拍攝 9.18 後街廣場 1 場 / 50 人 拍攝

大嘻哈時代選手見面會 10.16 藝術廣場 1 場 / 260 人 活動

藝青會 X 大嘻哈時代特展 10.16-10.24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764 人 展覽

2021 塗玩祭 10.30-10.31 藝術廣場、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2,581 人 活動

街舞課程－張庭歡 11.5-12.21 多功能展演廳 8 場 / 171 人 課程

KRUMP CHARACTER 《角色》交流活動 11.13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50 人 活動

《王品眾合鍋》廣告拍攝 11.24 藝術廣場 1 場 / 50 人 拍攝

花漾大樓住戶大會 11.27 多功能展演廳 1 場 / 66 人 活動

諸葛四郎定向越野活動 12.26 藝術廣場 1 場 / 100 人 活動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剝
皮
寮
歷
史
街
區

《艋舺時光縮影》特展 12.7-12.31 土炭市 60,000

北藝大 X 剝皮寮學堂 1.1-12.31 展間 27 號 300

【剝皮寮 X 時報本舖】來出版社玩初版 1.9-5.30 遊客中心 210

《台灣家將大全》新書分享會 1.10 展間 129&131 號 50

迎新獻瑞筆墨春聯 1.23 展間 129&131 號 35

《剝剝看電影》台灣短打經典重映場
《拉格朗日什麼辦法》《令》 3.10 視聽室 15

《剝剝看電影》台灣短打經典重映場 
《阿水》《釣客》 3.17 視聽室 10

孢子囊電影院 紀錄片影展 日暮之前的領悟 3.27 視聽室 30

【剝皮寮 X 將容文創】艋舺臉譜彩繪｜街區限定活動｜ 4.2-4.11 展間 129&131 號 75

《剝剝夏樂慶》小剝探索家・老街冒險記 4.2-4.11
展間 129&131、13-15 號、視聽室、
31 號、土炭市、157 號 5,720

《剝剝夏樂慶》導讀場 4.2-4.11
展間 129&131、13-15 號、視聽室、
31 號、土炭市、157 號 1,308

《暖心龍蝦湯》行銷宣傳活動 4.8 網路活動 270

《剝剝夏樂慶》剝剝學堂－故事劇場工作坊 4.10 演藝廳 40

《剝剝夏樂慶》剝剝學堂－即興演說工作坊 4.10 演藝廳 40

《剝剝夏樂慶》剝剝學堂－角色扮演工作坊 4.11 演藝廳 40

《剝剝夏樂慶》剝剝學堂－戲劇光影工作坊 4.11 演藝廳 40

剝皮寮 X 金華國中美術班街區寫生活動 4.11 剝皮寮歷史街區 25

老松小學附設幼兒園《剝剝夏樂慶》專場導覽活動 4.12 剝皮寮歷史街區 100

《剝剝看電影》鏡框之外的直擊 《保全員之死》 4.21 視聽室 45

剝皮寮營運處教育訓練 4.22 剝皮寮歷史街區 30

實習志工導覽實務訓練課 4.22 剝皮寮歷史街區 30

《剝剝起家厝》綠意植感工作坊－植物生態瓶 4.24 展間 129&131 號 25

孢子囊電影院 紀錄片影展 十二夜 4.24 視聽室 30

《剝剝看電影》鏡框之外的直擊《神的孩子》 4.28 視聽室 30

剝剝慶贊啟天宮 180 週年繞境 5.1 西側廣場 250

《剝剝起家厝》綠意植感工作坊－綠植星球 5.8 展間 129&131 號 20

萬華 100 照美景一把抓 9.8-10.17 網路活動 50

大輿出版中秋線上宣傳活動 9.20 剝皮寮歷史街區 30

關渡電影節展Ｘ剝皮寮《偷偷》 10.3 視聽室 30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剝
皮
寮
歷
史
街
區

《千變萬華》特展延展 1.1-3.7 土炭市 60,000

《百年城西》活版印刷特展 1.1-12.31 展間 27 號 60,000

《城西生景》－剝皮寮故事交換 1.1-12.31 展間 31 號 60,000

《街廓生活尪仔特展》創意老行業迎艋舺 1.1-12.31 土炭市 60,000

《老街細語》剝皮寮老照片展 1.1-12.31 展間 31 號 60,000

《百年匠心 重拾萬華時光》特展 10.7-12. 31 展間 33 號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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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剝
皮
寮
歷
史
街
區

關渡電影節展Ｘ剝皮寮《咪咪貓的奇幻之旅》 10.3 視聽室 30

關渡電影節展Ｘ剝皮寮《帶媽媽出去玩》 10.3 視聽室 30

剝皮寮 X 臺北市立圖書館「慢讀之森：一本書一棵樹，慢
慢讀成一座森林」行動書車 10.9-10.10 西側廣場 200

行動書車「小丑劇」 10.9-10.10 演藝廳 50

行動書車「親子瑜珈」 10.9-10.10 演藝廳 50

城西生活節《你好市貨》特展 11.18-12.26 展間 35-39 號 120,000

華江國小《城西生活節》你好市貨特展導覽活動 11.19 展間 35、37、39 號 45

《你好市貨》信仰篇：市場聚落與信仰生活 11.19 遊客中心 30

《你好市貨》北萬華：新鮮直擊老饕帶路 11.20 西門紅樓前廣場 25

《你好市貨》識貨人來挑菜：百年街廓讀繪本 11.21 展間 129&131 號 40

《你好市貨》萬華大冰箱：餵養城市的大本營 11.21 演藝廳 26

艋舺金門館Ｘ剝皮寮 行動廟宇駐駕剝皮寮 11.24-11.26 西側廣場 300

《你好市貨》北萬華：新鮮直擊老饕帶路 11.27 西門紅樓前廣場 27

《你好市貨》中萬華：老城美食與他們的產地 11.27 遊客中心 25

《你好市貨》吃貨人拎著走：手作食物袋 11.27 展間 129&131 號 30

《你好市貨》中萬華：老城美食與他們的產地 11.28 遊客中心 32

《你好市貨》傳統市場與當代生活 11.28 演藝廳 25

生活的故事尪仔 X 剝剝起家厝 手作老街牌樓模型 12.4 演藝廳 27

《你好市貨》市場囝仔覓滋味 12.4 視聽室 20

《你好市貨》南萬華：加蚋仔東園街走讀 12.4 日善公園 28

《你好市貨》市場囝仔覓滋味 12.4 視聽室 25

《你好市貨》市場囝仔覓滋味 12.5 視聽室 32

《你好市貨》城西小小農：蔬果家園羊毛氈 12.5 展間 129&131 號 42

《你好市貨》市場滋味 故事工作坊 12.5 演藝廳 25

東園國小剝皮寮速寫活動 12.11 展間 35、37、39 號 100

士東國小《城西生活節》你好市貨特展導覽活動 12.19 展間 35、37、39 號 45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台
北
｜
寶
藏
巖
國
際
藝
術
村

《繞道而行》 1.15-2.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1,638 人 實體

《城市的紋理》－ 2021 年寶藏巖第一季駐村計畫 2.26-3.1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19,842 人 實體

《時間的遞嬗》－ 2021 第一季駐村計畫 3.5-3.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4,799 人 實體

《棲息在光中》－ 2021 寶藏巖光節 3.27-5.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69,025 人 實體

《迴盪之聲》寶藏巖文史常設展 2021.3.27-
2022.2.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587 人 實體

《存與未存的過往》－出訪藝術家聯展 4.1-5.2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636 人 實體

《與你》－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一季藝術家聯
展 5.7-6.6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213 人 實體

《窗外》－許家玲線上演出計畫 7.5-7.10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12 人 線上

《跟著藝術家田調去》 7.17、7.23 台北國際藝術村 2 場 / 3,470 人 線上

《共存著》－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三季藝術家
聯展 7.23-8.1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586 人 線上 + 實體

《邊境的遊戲》－臺灣與拉丁美洲街頭藝術交流計畫 8.15-11.30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76,045 人 實體

《從此，以後》－ 2021 文化平權駐村計畫第四季藝
術家聯展 8.20-9.19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560 人 實體

《植物染編織工坊》－吳庭鳳出訪前導計畫 8.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20 人 線上

《Distance》－出訪藝術家曾慶強前導個展 8.29-9.2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15,676 人 線上 + 實體

《沒有＿＿的地方》－出訪藝術家吳家昀前導個展 8.27-9.2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17,138 人 線上 + 實體

《疫外餐桌之約會實驗》－辛怡澄線上活動計畫 9.1-9.5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17 人 線上

《是名詞是動詞也是形容詞》－ 2021 TAV 藝術採集
計畫 10.30-11.28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5,461 人 實體

茶几漫談：藝術進駐在臺灣的開始、發展與未來 11.20-11.21 台北國際藝術村 4 場 / 1,257 人 線上 + 實體

《不定的輪廓》－出訪藝術家聯展 12.3-12.26 台北國際藝術村 1 場 / 4,686 人 實體

《意料之外》－ 2021 冬季開放日 12.4-12.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2 場 / 5,741 人 實體

《海線計畫》－王怡婷個展 12.4-12.1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17,642 人 實體

《寰宇圖集》－邱杰森個展 12.4-12.19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 場 / 17,642 人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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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人次

台
北
偶
戲
館

移動與交織：印尼戲偶的奇幻之旅特展 2020.11.14-2021.4.11 台北偶戲館 5,498 

神匠鬼斧造容顏－臺灣木偶之父 許協榮特展 2021.5.1-2022.2.13 台北偶戲館 4,491 

《輝煌 90 技藝傳承－陳錫煌的昨日、今日與明日》台北偶戲館巡迴展 2021.6.17-2022.2.28 高雄皮影戲館 5,527 

育藝深遠－藝術教育啟蒙方案 2-12 月 台北偶戲館 4,715 

聽見形狀，看見聲音－兒童聲音工作坊 3.6 台北偶戲館 28 

隱身或張狂－紙雕面具工作坊 3.14 台北偶戲館 22 

擊鼓動樂工作坊 3.20 台北偶戲館 48 

生命的祝福－紙紮人偶工作坊 3.27 台北偶戲館 25 

虛實交織：爪哇皮影戲的操偶與搬演 3.28 台北偶戲館 30 

凝縮與置換－偶戲拼貼劇場工作坊 3.28 台北偶戲館 24 

造光者－光影盒子工作坊 4.3 台北偶戲館 25 

大師工作坊 4.10-10.31 台北偶戲館 790 

印尼女英雄日 Kartini Day 4.11 台北偶戲館 280 

台北愛樂基金會歌劇坊【莫札特《可愛的牧羊女》、
拉威爾《頑童與魔法》】講座 4.18-4.19 台北偶戲館 28 

錫口文化節 5.8 松山慈祐宮 450 

特展講座 1：曾俊豪老師線上導覽 9.16 台北偶戲館 35 

特展講座 2：周祐名－認識金光戲兒童線上課程 10.2 台北偶戲館 22 

特展講座 3：曾俊豪老師－刻偶這件事線上講座 10.16 台北偶戲館 14 

特展講座 4：鍾任樑 - 武功蓋世論金光－線上講座 10.21 台北偶戲館 23 

大師班工作坊成果發表 10.31 台北偶戲館 250 

許協榮特展專書發表會 11.13 台北偶戲館 60 

夜遊台北偶戲館 12.4 台北偶戲館 350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新
北
投
車
站

《驛・百年》車站局部換展 4.1 起 車站內

4 場 / 138,754 人
《佳山百年系列－世記：老北投的時光故事》百年主題合作展 4.1-9.30 車站內

《百年樹人・滿百關渡》百年主題合作展 10.15 起 車站內

《北投日和》車廂局部換展 10.15 起 車廂內

車站及車廂空間線上展覽 11.14 起 採線上展示 ─

好好手感微笑市集 1.1-12.31 戶外廣場、月台區 23 場 / 47,828 人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1.1-12.31 戶外廣場、月台區 16 場 / 27,793 人

北投在地小農市集 1.1-12.31 戶外廣場、月台區 16 場 / 30,723 人

外部單位申請市集 1.1-12.31 戶外廣場、月台區 8 場 / 11,442 人

學校導覽服務 1.1-12.31 車站內 10 場 / 278 人

免費團體預約導覽服務 全年度，採預約制 車站內 27 場 / 797 人

周末定時導覽服務 1.1-12.31 車站內 19 場 / 253 人

鐵道主題學生體驗教育 1.1-12.31 車站內 2 場 / 30 人

驛站講堂 3.13-12.11 車站內 10 場 / 304 人

創意生活體驗講座 / 工作坊 2.16-12.5 車站內 7 場 / 237 人

教育推廣生活－北投之刃 1.28-1.30 車站、周邊館舍 3 場 / 34 人

文化平權講座 11.28 車站內 1 場 / 12 人

生日慶「驛起過百年 ACTION！」 4.1-4.11 車站、周邊館舍 22 場 / 7,953 人

鐵道生活節 _ 時光轉運站 10.15-10.24 車站、周邊館舍 27 場 / 6,078 人

志工館際交流 11.3

國立臺灣鐵道博物
館、郵政博物館、
順益臺灣美術館、
撫臺街洋樓

1 場 / 40 人

志工培訓課程 3.30-12.2 車站內 5 場 / 118 人

車站義務服務暨經營管理委員會及北投溫泉無圍牆博物館
整合行銷會議 1.8-12.22

北投社區大學（租
借會議空間） 6 場 / 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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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北
投
梅
庭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主題特展 9.18-12.31 北投梅庭 1 檔 / 55,896 人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開幕音樂會 1.9 直播 / 北投梅庭 1 場 / 506 人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露臺音樂會 1.9 直播 / 北投梅庭 1 場 / 80-150 人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不插電音樂會 1.9 北投梅庭 1 場 / 30 人

《幸福就像日常風景》：北漂走讀 _ 街區導覽 1.9 北投梅庭→北投中心新村 1 場 / 23 人

《白晝之夜》夜間限定美景 1.10 北投梅庭 1 場 / 2,848 人

北投梅庭 X 新北投車站 鐵道生活節：梅來演趣音樂會 1.10 北投梅庭 1 場 / 30 人

北投梅庭 X 新北投車站 鐵道生活節：
日常風景藝術家講座 / 工作坊 1.10 北投梅庭 1 場 / 35 人

北投梅庭 X 北投中心新村：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月琴演出 11.27-11.28 北投梅庭 4 場 / 55 人

北投梅庭 X 北投中心新村：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風景音樂會 1.11 北投梅庭 1 場 / 30 人

北投梅庭 X 北投中心新村：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溫泉鄉 遍地梅花 1.11 北投梅庭→北投中心新村 1 場 / 20 人

北投梅庭 X 北投中心新村：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精油工作坊 1.11 北投梅庭 1 場 / 15 人

北投梅庭 X 北投中心新村：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好好手感微笑市集 11.27-11.28 北投梅庭庭院 2 場 / 3,333 人

《民謠常在生活裡》月琴演出 12.3-12.18 北投梅庭 12 場 / 140 人

《梅感生活學》 6.26-12.29 直播 / 北投梅庭 10 場 / 325 人

眷村文化保存與推廣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北
投
中
心
新
村

春聯揮毫活動 1.3 中心新村 1 場 / 100 人

走春剪紙活動 2.16 中心新村 1 場 / 20 人

週末定時導覽 1.1-5.31 中心新村 33 場 / 600 人

中心新村志工培訓課程（線上） 7.24-8.28 中心新村 6 場 / 180 人

《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台灣眷村的時代線索》主題展導
覽志工培訓 9.22、9.27 中心新村 2 場 / 10 人

《心中眷念的歸鄉：找尋台灣眷村的時代線索》主題展 9.25 起 中心新村 1 檔 /7,811 人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繪本故事 / 手作立體卡片） 9.26 中心新村

5 場 / 67 人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繪本故事 / 手作蝙蝠偶） 10.3 中心新村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親子繪本戲劇） 10.1 中心新村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繪本故事 / 手作剪紙） 10.16 中心新村

眷村繪本親子工作坊（行李箱彩繪） 10.23 中心新村

主題展系列走讀－戰爭記憶 9.26 梅庭至中心新村周邊場域 1 場 / 22 人

主題展系列走讀－北投眷村漫遊 1.10 中心新村、北投、新北投一帶 1 場 / 20 人

主題展系列走讀－北投時光行旅 12.12 北投、新北投歷史地景周邊 1 場 / 17 人

白晝之夜 - 夜間開館電影播放 10.2 中心新村 1 場 / 881 人

主題展系列活動－《過去的現在：北投中心新村保存運動》
講座（線上） 

10.9 中心新村

5 場 / 90 人

主題展系列活動－眷村飲食文化工作坊 10.17 中心新村

主題展系列活動－眷村療癒課程工作坊 10.24 中心新村

主題展系列活動－《磚瓦記憶：眷村建築形式、空間紋理
與文化保存》講座 12.5 中心新村

主題展系列活動－《何以為家》紀錄片播放與導演座談 12.11 中心新村

鐵道生活節定點導覽 10.16-10.24 中心新村 5 場 / 56 人

眷村木工工作坊 11.6-11.27 中心新村、新民國中 4 場 / 51 人

眷戀北投梅感音樂季－精油皂親子體驗工作坊 11.27 中心新村 1 場 / 10 人

眷戀北投梅感音樂季－地景走讀 11.27 梅庭至中心新村周邊場域 1 場 / 20 人

眷戀北投 梅感音樂季－民謠常在生活裡 11.27-11.28 中心新村 4 場 / 60 人

眷戀北投梅感音樂季－眷音時光 11.28 中心新村 1 場 / 50 人

OPEN HOUSE TAIPEI 專場導覽 11.27-11.28 中心新村 4 場 / 60 人

11、12 月周末導覽 11.30-12.31 中心新村 30 場 /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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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活動

活動總覽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地點 場次 / 人次 備註

蟾
蜍
山
煥
民
新
村

2021 煥民新村｜蟾蜍山 老資材再生與培育計畫 5.15-10.30 蟾蜍山大客廳 16 場 / 6 人 招收 6 名志工學
員進行培訓

【線上開幕導覽】蟾蜍山｜煥民新村  常設展－
我家 3 坪半 9.3 線上直播 1 場 / 25 人 線上導覽

蟾蜍山｜煥民新村  常設展－我家 3 坪半 2021.9.3-2022.9.3 蟾蜍山大客廳 1 檔 / 2,217 人 展覽

眷村廣播電台 9.28-11.12 線上直播 4 場 / 1,740 人 線上直播活動

2021 煥民新村｜蟾蜍山老資材再生與培育計畫 _
學員成果展 12.11-12.25 蟾蜍山大客廳 3 場 / 133 人 學員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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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創意發展部
電話：02-2765-1388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
網址：www.taipeicdd.taipei

松山文創園區
電話：02-2765-1388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網址：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

台北電影節
電話：02-2308-2966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51 號
網址：www.taipeiff.taipei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電話：02-2709-3880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630 號 1 樓、2 樓
網址：www.filmcommission.taipei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電話：02-7705-5355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7-1 號

網址：mediaschool.taipei

台北當代藝術館
電話：02-2552-3721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39 號
網址：www.moca.taipei

西門紅樓
電話：02-2311-938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 號
網址：www.redhouse.taipei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電話：02-2312-3717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9 號
網址：www.cinemapark.taipei

剝皮寮歷史街區
電話：02-2302-3199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73 巷
網址：www.bopiliao.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村
電話：02-3393-7377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7 號
網址：www.artistvillage.org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電話：02-2364-5313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4 弄
2 號

網址：www.artistvillage.org

台北偶戲館
電話：02-2528-9553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 99 號 2 樓
網址：www.pact.taipei

新北投車站
電話：02-2891-5558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 1 號
網址：www.xbths.taipei

北投梅庭
電話：02-2897-2647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6 號
網址：www.beitouplumgarden.taipei

北投中心新村
電話：02-2891-0804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22 巷 9 號
網址：www.beitouheartvillage.taipei

蟾蜍山煥民新村
電話：02-2377-7300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19 巷 66 弄
12 號

網址：www.facebook.com/South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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