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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What would be moved by “Mobile Museum”? A paradigm 
shift on land use and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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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１

(1)資料來源：http://greensource.construction.com/green_building_projects/2012/1211-prox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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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３

(２)  可參考：http://c-monster.net/tag/artwork-ahead/，惟並非演說當天Biggs所用同一張照片。

(３)    可參考：〈從容獎到分享：臺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的創生與都市再生〉一文。



４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４

(4)參見ART PLUS 2013年2月號

公有地利用與Temporary Urbanism



５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暫時、永續與都市再生議程



６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圖一、移動美術館前火車頭象徵著拉動美學到都市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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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圖二、移動美術館白色量體為珠寶盒意象



８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圖三、如何將城市梯田從暫時地景延續到未來開發計畫以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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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5日起，「種子計劃-藝術建築生活展」以移動美學空間的概念進駐台北市信

義計畫區內；在此之前，該建設公司曾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2009年「藝術在河左右」讓藝術

活動就在成美河岸邊，市民的生活聲響可以收入彩虹橋的裝置與市民互動、2010年「藝術在山

左右」作品直接矗立在信義路松仁路口、2011年「藝術在風左右」作品擺設在忠誠路上；前幾

次活動都更直接地將藝術活動策展發生於社區內；相較之下，這次企業透過政府各單位協調後

租用公有地，於邊界清楚的土地內設置一座展覽館，呈現出另一種「介入都市」的型態，在藝

術建築展覽之餘，本文希望能夠針對此計畫實施方式，就其對於都市發展、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與再生、土地利用等等面向加以討論其中多重之意義。

　　移動美術館所在位置為公有地，透過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文化局、停管處等等各單位繁複

密集協商後，提供建設公司設置「短期」美術館，這處替代空間將於租期結束後撤離現場，一

開幕就註定要結束；現場透過一個紅色小火車頭，雄心壯志地欲拉動龐大白色珠寶盒建築量體

，再加上一片城市裡難得一見的梯田，構築了這次信義計畫區裡的差異地景；策展人認為自

2009年起一系列四處舉辦的活動，將會把美學的種籽移動到各個角落。此一系列策展活動成為

短期存在、介入都市(發展)的事件(event)，呼應並實踐全球興起之「Temporary Urbanism」

概念。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除了經濟上1%與99%的對比，在都市發展、土地使用的層

面，掀起了一股「PlaceMaking」的反思。Jeffery Hou(2013)指出，由於2011年抗議者長期使

用紐約Zuccotti Park，透過「使用」而促成原本毫無性格的空間(space)成了地方(place)，帶動

反思私人擁有、提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POPS)應該如何更加

貼切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成為社區、社群擁有的開放空間(Community Owned Public Space)

；而Peter Bishop & Lesley Williams(2012)所合著《The Temporary City》一書開宗明義提到

，越來越多人發現都市發展與再生的任務，正從正式的藍圖規劃(formal masterplan)轉向小的

基地、暫時的行動計畫，並且藉此誘出(elicit)地主或開發商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體驗到

越來越需要更靈活、彈性可變的計畫來充實城市內容，除了針對建築硬體整建、維護與拆除重

建，如何把都市各式各樣空間，如閒置公、私有土地、房舍作為短期活用，成為都市再生的重

要介質與方法。

　　美國舊金山在經濟衰退之下，ProxySF project利用開發前的土地，在街角創造生活角落空

間，透過貨櫃組合、彈性使用的方式提供多樣化鄰里生活性使用內容，取代了都市土地任其荒

廢的狀態。推動單位Envelope A+D認為，他們這樣的嘗試是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藉由

暫時地、過渡性地把低度利用但是位在高價值地區的土地，將它改造提供成為精彩的生活文化

體驗場所；而這樣的方式是邁向永續鄰里的一種工作方法。

 

　　近年來臺北市政府推動URS計畫、臺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與系列六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

實驗性。各項政策本身受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檢驗，惟就各該計畫實作經驗的層次來看，呼應著

全球各地Temporary Urbanism或Flexible Urbanism趨勢，有機會開啟臺北市新一波土地/房舍

使用價值與模式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基地上白色量體設計概念來自微微開啟之珠寶盒，它就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替代空間

」--與國家、私人企業興設的美術館迥異，免除了純藝術高不可攀的門檻，不需要國家典藏的

認證儀式，甚至更進一步脫去畫廊給人的商業買賣氣息，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自由進出。加

上楊儒門在這裡舉辦「餐桌風景」創造了飲食空間，與臺中佔空間(Aarqpie)透過低價租賃透天

厝，一方面成為替代空間將展覽從殿堂拉到民間，並且結合可飲可食分享共用的空間，成為一

個都市短期集結地點，異曲同工北中相互呼應，尺度雖不同但都透過鬆綁藝術展覽空間型態的

暫時性土地或房舍使用，具體實踐為臺灣版Temporary Urbanism案例。

　　搭配移動美術館計畫，主辦單位辦理「城市座談Urban Symposium」邀請Lewis Biggs來

台，以「Art and Public in Asian Cities」為題給予專題演講，Biggs首張投影片即以「Artwork 

Ahead」  帶出藝術不該是凌駕於生活的異形；並在結論時強調所謂好的藝術(介入)，其實是可

以接近它好幾次，每次都會有期待以外的感受。

　　從都市地景來看，這次信義計畫區裡這座移動美術館周邊圍籬、警衛室與珠寶盒形式及色

彩仍然帶來了距離感；相較之下曾經存在(已經拆除，另一個temporary urbanism例證)、由另

一建設公司透過基地開發前所提供的「里民咖啡(館)」 ，設計師透過設計手法讓整個臨時建物

中所需服務空間完全集中，其餘釋放成為自由、流動、隨意穿越而毫無遮掩、室內外界線模糊

的公共空間，開放初期引來民眾議論「這到底是甚麼空間」，經過實踐最後成為社區資訊交流

站，煮咖啡的bartender認識了周邊許許多多的居民，曾經於其上策辦的展覽與講演也變成一

個易親近的實質替代空間，每一次居民進入都會有新的感受。

　　另一位Thomas Krens以「Mobile Museum Trends」為題於「城市座談Urban Sympo-

sium」進行演講。只可惜Krens大多聚焦在他擔任古根漢博物館總監期間的經驗，並結合他所

提出在全球中設置巨型「百貨公司式博物館」的概念，難以與臺灣這次移動美術館「以都市再

生議程而四處移動」的論述對話，臺北市興起的實驗與論述消彌在他館藏移動、館舍複合式機

能、全球連鎖經營串連的行銷當中。這種失落反映著「移動、暫時」這一類新崛起概念需要更

努力地闡述，也讓我們更需要聚焦在土地使用型態這個面向來看這次的種子計畫。

　　

　　回到移動美術館這處基地，小小的火車頭究竟如何能拉動「移動美術館」的論述，珠寶盒

那替代空間內的展覽是否能種下美學的種籽，並進一步震撼民眾對於都市土地使用的想像？為

了檢視這些目標，分析基地上最直接挑戰都市民眾各種感官經驗與概念的，看似與珠寶盒不搭

嘎，由楊儒門策畫執行的「城市梯田」，成為重要的理解對象。

　　策展人楊儒門自析，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白宮種菜以其身分與土地使用之「突兀」舉措

帶動人們更加響應農耕，臺灣馬英九總統不願回應民間呼籲、釋放總統府前空地來倡議都市農

耕，因此在信義計畫區內能夠有一個如此差異、衝突的城市梯田地景，即便是短暫的，也將必

是一次相當值得的巨大感官衝擊事件。

　　城市梯田策展概念本身就以衝突的元素組合展示第一層渲染力，而實際活動展開以後，隨

著小麥、稻米的栽種體驗，並在珠寶盒內舉辦食材與環境講座、烹飪活動，每一次「觀眾」來

到這個「作品」旁都有新的驚奇，重新認識農業與土地的(實用)價值，一再強化市民對於城市

該是甚麼、都市土地該如何實用的省思。回顧移動美術館開幕式當天，最有人氣的就是城市梯

田裡的牛，牠不遠千里運來到這裡，透過與參觀者的互動，使得整個梯田成為一個充滿場所精

神(sense of place)的地方，烙下了都市土地多樣暫時性運用的一個重要印記。

　　自古以來，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都透過身體直接的互動經驗，都會臺北市仍然須要如此身

體經驗。與移動美術館中城市梯田相仿，URS21讓原來臺灣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已閒置之空

房舍，經過整理並委託私部門經營管理，一方面提供社群co-working空間(位於三樓)，另一方

面也納入了里長辦公處所、帶動里民在週邊設置菜圃進行都市農耕，藉由實際使用經驗，著實

翻轉了公有地只能荒廢等待開發的既有空洞思維。除此之外，民間私部門於2007年也曾自發推

動「晴耕雨讀」計畫，在內湖大直一塊價值25億的土地上種稻，引來了麻雀與市民在這裡體驗

新的都市土地使用經驗，策展人感動著有市民坐在田埂邊吃早餐   ，也因為這些真實的生活地

景，讓都市裡等待著開發的土地燃起多樣暫時使用的無限可能與想像力。

　　Zukin(1995)於《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提醒我們，從事空間和政治、城市政治寫作的

人，必須更加關注街頭文化。我們研究的主體和分析範疇經常變動，文化有時可以成為打造城

市經濟基礎的助力，有時因企業以文化為資本而導致公共空間私有化，而藉著人們對安全的渴

望，甚至可能因此打造出迪士尼式的公共空間。如果城市過度被公共修辭和私人投資所壟斷為

少數人所有，普遍的、公共文化的夢想就會成為空洞的視覺。

　　移動美術館策展人胡朝聖說「案子最早來自都市更新的反思，希望不是只有蓋房子，而是

在房子還沒開蓋之前藝術就在此滋長，是企業的一種承諾跟想像。」(KW，2013)此刻基地上

正進行中的計畫是透過公有地、市民、藝術家、市府跨局處、策展人與建設公司合力完成的公

私協力都市再生Temporary Urbanism事件，此一地方(place)之創生(making)有別於設計師、

藍圖規劃的傳統工具方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短期存在的公共空間。

　　這樣的案例此刻正被瞪大眼睛盯著，移動美術館最終是否僅僅為過度被公共修辭所裝飾，

是否終將成為企業以文化之名而掠得形象資產的結果。因此用力彰顯「暫時」的策略如何使得

我們重新思考短期事件有助於促進都市再生之永續進程，改變過去制式非短期性的公共空間生

產模式最終卻私有化、受到少數資產階級壟斷空間使用的窘境，努力透過「暫時」的策略使得

更有機的、彈性多樣的使用策略與族群有機會在城市中現身，改變對土地二元--荒廢或蓋大樓

--使用的想像；這才會是當移動美術館撤除消失以後留下的永恆而無形的資產。

　　並且，這些藝術種子在未來開發的都市更新建築計畫中有義務戮力延續、實現，從暫時地

景更進一步轉換為信義計畫區裡住宅中融合山水地景的開發計畫，延續轉化城市梯田、都市農

耕成為綠建築、綠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才真正完成了從temporary到sustainable的有機城市，

才會真正成為市民你我一路共有的城市，完成都市再生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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