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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heng Long Wetlan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rt Project  
What a Difference 9 Years Makes 

2018 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節 

「作伙倒轉來!」環境藝術論壇 
 
 
5/12（六）論壇第一天 

16:00-16:50 【給成龍村的話】成龍溼地未來發展 Perspective on Chenglong Art Project 

The next steps of Chenglong Wetlan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rt Project  
主持人：李謁政老師 

與談人：成龍溼地策展人、各藝術節、主辦及協辦單位代表 

Curator, curators of other art projects, representatives of Forestry Bureau, Yunlin 
Government, foundation, Community Association....give their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henglong Art project 
 
 
 
 
 
 
 
 
 
 
 
 
 
 
 
 
 
 
 
［播放負面意見影片］ 

QQ 湄：這大概就是我們平常在社區裡會面對到的聲音，但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他們也是出

自對這片濕地的關心。我很希望能透過今天的對話，聊一聊現在我們已經走了九年，那接下來

的九年，大家期待怎麼樣一起走下去？這個場次我們邀請李謁政老師來引導大家的討論。 

 
李謁政老師：今天在場各位都是與談人。成龍溼地環境藝術節辦了九年，九年的時間不算短，

應該要有點反思、討論跟展望。我剛好也是成龍溼地在國藝會補助的評鑑委員，昨天我們在國

藝會就在討論補助各藝術節慶評鑑的共識，有幾個共通的看法，可是這些共通的看法並不能夠

很符合每個藝術節的特點，比如說我們會希望人才要紮根，那到底是藝術創作的紮根，還是對

環境看法的紮根、還是社區事務的紮根，光這個層面就有非常多可以繼續討論。每個藝術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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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又不太一樣，所以紮根的層面又不太一樣。有一些是利用傳統藝術，像鹽水蜂炮，是用傳統

儀式作為節慶內容，觀光客那麼多，原本的節慶能量那麼大，那麼去補助這樣的節慶的意義在

哪裡？這也是被討論的一個對象。反觀回來我們成龍溼地藝術節九年，觀樹在這裡九年，我跟

執行長在聊的時候，他一直提到他們是比較內化、內造的想法，如果是這樣的想法，九年來這

樣的成就是不是已經是最好的？未來如果還要再展望九年，要怎麼展望？ 

 
我自己看這個藝術節，我對這個藝術節的肯定是必然的，如果從自由的、自主的型態，在這樣

一個社區裡，希望對環境有個不同的反思過程，讓當地人有些新的可能性，或對自己的土地有

更深的感情或不一樣的對待方式，我相信成龍溼地藝術節這九年來應該是成功的。這種成功是

不可能有止盡的，不會今天成功、明天就結束了。這種成功的最大挑戰是它如何持續下去，而

持續的關鍵點是來自社區，社區的人該如何走下去？以成龍所在的台灣這個位置，要走下去，

十年可能沒有問題，二十年可能是個挑戰，五十年更是個挑戰。我們站在這個時間點、這個角

度，重新來思考，我覺得具有意義。 

 
我先問個問題，也許各位會有一些想法。比如說有人會提出這樣的挑戰來講國際藝術節，每年

做的東西最後都消失了，到底留了什麼東西？更外圍的人會說，每年花那麼多錢，到最後什麼

都看不到，這樣有什麼意義？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也許其他地方的藝術節也是

這樣，有太多的地方節慶就像是煙火一樣，它到底有什麼意義？台灣現在的地方節慶，一年全

台灣超過一百個，我們國藝會給這樣藝術節的補助，昨天我們算了一下，去年到今年，總共有

二十個節慶被提出，共花了一億。這一億花得有意義嗎？ 

 
范道莊大姐是霧峰人，她大老遠來，就請她先回應。 

 
范道莊：成龍溼地國際藝術節第九年，但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我雖然第一年就想來，甚至想

過來當志工，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到這個地方來。我昨天在開車的路上，覺得我到了世界的盡

頭，一直開一直開，一直問我自己說：「Where is the end of the road？」我一直想到一首歌叫

做〈The End of the World〉，一路上就在鼓勵自己我會到。這裡真的是個不太容易到達的地方，

可是當我到的時候，參加了藝術家的介紹，我就好喜歡這邊，雖然九年都沒來，但我對這邊一

點都不陌生。 

 
回應剛老師講的問題，關於藝術跟環境，我覺得成龍濕地做了一個非常完美的結合。我想到台

中的高美濕地，高美濕地現在觀光客很多，造成環境浩劫，但高美濕地如果有像成龍溼地的藝

術品在那邊，我覺得會造成不同的影響，那個不同影響在於把環境跟藝術這個概念帶進去。今

天策展人 Jane 一直在強調什麼叫環境藝術：你要對土地友善、要用回收的產品、要不對大地

造成影響，這些我覺得觀樹已經做得非常棒了。是不是少了一點讓民眾去理解「環境藝術」真

正的精神在哪裡？所以不是在於說，今年做的東西，明年要毀掉，但它們沒有毀掉，還是

recycle 重新用它。可是每年藝術節大家期待看到新的藝術品，那個內化的東西我覺得做得很

棒，而是讓更多的人，真正地把什麼叫「環境藝術」或環境教育，變成他們能夠支持的事情。 

 
我有個問題，我九年才第一次參加，但通常我們習慣十年、二十年才做一次總結，但今年第九

年就做總結了，是不是表示明年還有第十年？還是第十年會有什麼新的變化？謝謝。 

 
李謁政老師：十年有沒有什麼新的變化，這可能要請執行長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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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粹然執行長：我今天非常重視這個論壇，辦在成龍是想聽聽不同的聲音，可以做更準確的判

斷。對我而言，成龍藝術節現在的層次不只是觀樹跟社區之間的活動，因為現在也慢慢受到台

灣跟國際上的注意，未來站在縣政府或文化部的層次，我很想聽聽大家在不同的角色跟層次上，

對成龍藝術季可以提供我們更多不同的看法。 

 
剛剛老師提到，對觀樹而言，一開始辦這個成龍藝術節，非常重要的就是讓當地居民和成龍溼

地產生連結、情感等等。我自己也有點疑惑，連結了九年、內化了九年，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反

省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或許是形式上、策略上的改變，就像展場的最後，我們觀樹一定會跟在

地作伙走下去，謝謝。 

 
李謁政老師：我相信觀樹九年前來到這邊，初心非常純然，走了九年之後，這樣的心沒有改變，

這樣的成果、這樣的方向在未來十年還要繼續走下去。我的理解是這樣。 

 
執行長有提到，在內造的過程裡頭，居民或住在這裡的人其實是最重要的，他的改變或他的認

知，其實是最大的資產。就像剛才的范大姐大老遠從霧峰來，她住在一個叫光復新村的地方，

那個地方慢慢被閒置之後，透過很長時間的努力，我們把那個地方保存下來，現在是台中摘星

計畫的一個基地。一樣的道理，很多時候，事情要有轉機，通常都是居民、住在這裡的人的改

變，或是他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所以很想聽聽看這邊的居民有什麼樣的看法？社區理事長好

像在這裡吧？請講幾句話。 

 
郭子爸：剛才講的社區內化，基金會在我們這裡蹲點九年，確實對社區部分居民的影響真的很

大。基金會九年前進來，發自內心要來這個地方蹲點，也會影響到我們這邊自己的居民是不是

有發心地想要去改變自己的社區，慢慢去集結社區其他的人，一起來把這些事做得更好。但藝

術季做了九年，基金會也灑了我們這些種子，未來我們這些種子該如何去發芽、成長，這是另

一個階段可以探討的。總不能說我們這些種子剛剛要發芽，然後沒有一個澆水的人，我們這些

種子可能會枯死。以藝術季這樣九年下來，是真的發掘了很多的種子出來。 

 
現在在說下一次的藝術季要不要辦，可以考量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個形式，下去做社區的陪伴

或輔導。藝術季九年來，我是覺得可以讓它沉澱一下，也可以讓社區稍微沉澱一下，這個藝術

季從第一年到今年第九年，如果沒有了，對我們社區有什麼樣的影響？如果是以這樣的考量的

話，或許可以讓我們社區有另外的思維去產生。大概就是這樣。 

 
李謁政老師：請教一下，這兩三年，社區開始也有作品產生，這種轉變或參與，如果是由社區

的人自己來執行藝術節的可能性，有沒有可能？ 

 
郭子爸：對於社區自己來做藝術節的可能性，目前來講不大可能。現在社區發展協會這邊，重

心是盡量放在社區居民人際關係的培養，讓社區的生活環境可以更好，讓更多的人認同說，只

要大家有那個心，可以讓我們自己的社區變得更好，而不是單純想要靠著政府的力量投入金援

進來到我們社區，進來幫社區做一些建設。 

 
其實我們社區發展協會重新改選到現在，還是希望社區可以自己去營造出我們想要的生活環境。

剛才影片上有講環境藝術作品可能在颱風過後就會毀壞，還是說作品是自然素材，沒辦法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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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保存。其實像我們想讓生活環境變得更好的這一群人，我們會覺得一直想去建造不會損壞

的藝術作品、一直想要吸引人潮進來這樣的觀念，我們社區完全沒有準備好，只是受到現在媒

體的影響，說某個社區的彩繪牆很漂亮，瞬間就有很多人潮進去，看到的都是很光鮮的一面，

他們沒有辦法真的了解一個社區的維護真的要有人力，那人力怎麼來？人力就真的必須要紮根。

真的沒有人會無緣無故說想要來幫忙社區撿垃圾、來幫忙社區把環境維護好，那些都不太可能。

有可能從一個人、變成兩個人、變成三個人，這些工作才有辦法去執行。藝術作品是不是可以

長時間保存的話，除非我們社區自己有能力去做社區整體的維護或管理的話，藝術作品可以存

放很久才對我們社區是有幫助的。如果我們社區的能量或共識都還沒有很健全的情況下，多餘

的人潮進來其實對社區是種負擔。剛開始可能會覺得有人進來很好，可是人進來時的垃圾，還

有車子要怎麼停，慢慢怨言就會出來了：「我們自己開車就不好開了，老人家在運動時，要是

車子又進來開來開去，怕老人家會受傷。」這一方面，想要更多人潮進來的人可能沒有考慮到。 

 
我想的是，或許可以讓藝術季稍微沉澱一下，用不一樣的方式，讓社區這邊的能量可以更集中，

下一次舉辦的時候，或許展現可以更好。謝謝。 

 
李謁政老師：謝謝理事長的說明。以他的講法，沒有馬上希望那麼多觀光客來到這個地方，這

其實是很難能可貴的事，我們辦藝術節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觀光客，它的目的還跟土地、跟社區

未來的存續有關。觀光客這件事，有時是太過美麗的想像，就像三十多年前的九份，大家覺得

很漂亮，結果觀光客來就像現在這個樣子，九份早就死掉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剛聽到在地的人可以有這麼深刻的反思，我覺得這就是藝術節或觀樹長期陪伴之下，慢慢有這

樣的轉變跟思考。可是最終還是在地人的能量能參與進來，這才是重點，有獨立的執行能力應

該也是一個重點。我相信觀樹應該會再持續一陣子，可是有在地人的力量會更好。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丘如華：我是去參與瀨戶內海藝術祭，其實我去參與是個巧合，我

2013 年不小心被北川富朗抓去策展，所以我想藝術界的人會想這個人怎麼什麼都在做。其實

藝術祭的策展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因為你要照顧到不是藝術家的人，居民、主辦單位，還有不

管金主是政府還是企業或誰，地方政府，都是很難搞的，各方面很多事情。 

 
成龍我是第二次來，我曾經在不是藝術季的時候來，那時候我都還沒去瀨戶內策展。我也覺得

每年辦是很辛苦的事，可是就算是兩年一次、三年一次，中間你做什麼？你不能不做什麼。像

我們去瀨戶內，它也是三年一次。2013 以後，我因為得到一個合同，福武基金會要求我去做

五年的事情，所以我每一年去，第二年我們是亞洲七個國家，最後只有台灣最熱心，我去幫忙

改造了一個老房子，把它從前的郵局，就是一個民居掛個牌子就變成郵局，我把它變回來，跟

中原建築系的陳宣誠教授一起合作。可是那邊根本沒有年輕人，都是老人跟小孩。我們每年都

去，我們對當地的社區是有承諾的，即使我這五年的約結束了，可是我們兩年前就自己去訂了

一個五年計畫，跟當地居民合作。我要跟執行長說一下，你可以不跟官方合作，不拿任何人的

錢，可是你對居民的允諾不能夠跳票。 

 
我也認為兩年、或三年一次，做得比較大一點，這樣可以很開心，大家都回來，可是中間還是

要有很多事情。人力怎麼辦？有時候是外面的人來幫忙，一起合作，合作真的是必須要。台灣

太愛搞藝術季了，搞到我到處被抓去當評審我都拒絕去，雖然很熱心，但一去看又是那一套，

老套，分配資源什麼的。如果我有機會，我會抓一些我比較認同的朋友，到當地跟民眾去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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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們有一筆大錢來了，當地人要想辦法用。有時候當地人的能量真的不夠，結果還是被官

方找幾個藝術家或找個公司隨便做掉了，這很可惜。有好的團隊不是那麼容易，目的也不是為

了做藝術而來的，是為了環境教育。環境教育做得很成功，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你就很厲害？

我覺得不是。這裡的人要過得快樂。 

 
我最記得 2010 年，瀨戶內海藝術祭的金主，企業家福武總一郎跟北川富朗在第二年的二月，

在直島辦了一個直播的座談會，他們兩個同年，他們討論的是，我們定調什麼叫做瀨戶內海藝

術祭，我們要的是什麼。這幾句話很出名，大概大家也聽過，他說我們要看到當地老人家的智

慧被尊重、看到老人家的笑容在臉上。何等高貴？一個有錢得要死，另一個拼命在辦藝術祭的

兩個人，結論是這個。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想，不要太務實，什麼都想達到可是計劃都沒有想清

楚，還有沒有發展一套自己的哲學思想，就猛做猛做，到頭來還是覺得很空虛。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家共同的，不是目標，目標不難達到，而是你想的，是不是當地人要的。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一定要有智慧。所以麥克風應該再交還給執行長，我能夠在旁邊，把我看

到的和一些經驗，因為我是比較細膩的人，我做事都很細膩，也許我可以告訴你，我在沒有資

源的情況之下、在非常大膽的情況之下，我敢去做這事，是因為我不能夠讓台灣缺席。七個亞

洲國家，本來還有中國大陸，結果台北藝術村說他不去了，我在時間來不及、也沒有錢，官方

也聽不懂你幹什麼，那時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覺得不好意思，因為他黃牛了，他補助了我二

十萬，其他都沒有；我如果現在去跟文化部講，他會說你又不是藝術家、又不是搞藝術季的，

也不會補助給我，因為我做的事都怪怪的。你們做的事也是怪怪的，我很懂啦！我們不能強迫

人家一直做，可是當地民眾的專業不在這裡，也是很困擾。所以我們可以想出一個大家來貢獻

跟合作的模式，當地人如果願意配合已經很好了，也許有更專業的人可以來執行、幫忙，可是

原來的單位等於是大家來合作、共治的模式。我希望大家能夠合作，不要台灣那麼多藝術節，

那是因為我們人不夠，都跑來跑去的，藝術家就比較富裕了嗎？機會比較多嗎？我也不認為是

這樣。有些很愛辦藝術節，或者有些前瞻計劃要辦藝術節，我現在都拒絕去理它。 

 
李謁政老師：剛丘老師講到一點，我真是心有戚戚焉：「我們不要那麼務實」，常常會在辦一

個事情的時候，會期待它有什麼效益、有什麼樣的好處，常常會問這種問題，可是很少去問做

了這件事之後，比如美感是展開了什麼事情，我們比較少問這種比較飄渺的問題。剛丘老師提

到，假如藝術節是一種模式，有各種人來一起合作，不一定非要是居民或一定要做什麼事情才

算是做這個藝術節，而是大家一起來合作些什麼事。如果是用這種模式來做永續、持續的推動，

只要找得到我們對環境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哲學或美學的看法，這樣就夠了。 

 
可否請藝術家來談談這個問題，因為藝術家就在創作。我對他的印象，他在西螺用一些小物件

做了一個西螺的地圖，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剛好他今天也在這裡，請他跟大家分享。做藝術的

創作，給予這塊土地、成龍這塊土地，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藝術家李朝倉：我身為一個創作者，其實現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創作者。（借用白板）

我的年代是 2000 年以前，我是藝術系，那時候學校沒有特別在教環境藝術是什麼，可是自然

而然地，當你看到很多垃圾的時候，你不會沒有感覺。像我讀藝術大學的時候，班上都是雕刻、

油畫、設計，或是之後會在美術館展覽的東西。可是不知道你有沒有到藝術大學的垃圾場去看？

我們當學生都沒有很有錢，都等到一年要結束的時候，到學校的垃圾場去回收。回收什麼呢？

比如設計系的畢業就不想做設計了，所以他整個設計的箱子都丟在那邊，油畫顏料也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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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雕刻系會雕刻一些人頭、斷手斷腳的，你會在學校裡看到很多這樣的東西，可能半

年就會有個怪手來推拉。那時我就在想，當我成為一個藝術家的時候，我到底是讓大家看到美

術館的東西，還是其實我的生活裡，已經有很多東西是藝術品？可是那時我沒辦法跟同學或老

師討論，因為當時學校就是一個教育的機構，告訴我們一年級到四年級要做什麼，雖然是一個

藝術大學，但藝術是什麼還是見仁見智。 

 
剛李謁政老師提到，我回到家鄉做了一個西螺地圖，說真的返鄉會有種很害怕的感覺，尤其是

做藝術的。比如你的左鄰右舍就會問你爸爸說：「你兒子在做什麼的？」我爸就會很生氣，就

會問我說：「你到底是在做什麼？」所以你回到家要面對的，就是家長要面對左鄰右舍或親戚，

他們的問題全都會回到你身上，所以有時候我不太願意回家。其實我一直在想用什麼東西創作，

或是面對家人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要行得正、站得穩，就像一棵樹，如果你自己長那個樣子，

就不用擔心來的到底是雨還是摧殘，就只是讓自己長大。 

 
剛講到學校的這個東西，想到的是兩個字：「垃圾」，對，它其實就是垃圾，我就開始想到底

什麼是垃圾？就很好奇，為什麼這兩個字都有「土」？拿掉之後，（立、及）就告訴我，我們

是站在土地上，這個「及」我想是種連結，或是即刻我要做什麼事情。這個當然是當下我在學

生的時候就想，垃圾難道要告訴我它是垃圾嗎？還是它有另外一種意涵，要告訴我它很悲傷？

它其實是另外要讓我們去思考。所以當我回到西螺，慢慢我就去撿拾一些垃圾，全世界垃圾應

該都是一樣的，我也可以撿拖鞋、可以撿蝴蝶的翅膀、可以撿人家掉落、很可愛的蝴蝶結，到

底什麼是垃圾？我真的不知道。慢慢我就覺得，我撿的這些垃圾，最後拼成我的家鄉的話，其

實也是很美的，而且我做了一個讓我自己淨化的動作。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問題，就是分享一

下，謝謝。 

 
李謁政老師：朝倉提到一個層面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作為一個藝術節，或是一個環境藝術

節，我們當然希望可以凝視大地或我們自己的土地，可是最重要的凝視應該是你看得到這個土

地的美在哪裡，但這真的很抽象、不太容易掌握。也許作為外來者，來到這個地方，會看到這

個地方有美，可是住在這裡很久的，已經看不到那個美了，我覺得這就是很大的問題。這個藝

術節如果有機會讓當地人重新找到他所居住的土地其實有美的成分，他知道美在哪裡。事實上，

來了幾次我有感覺到當地人已經掌握到了，尤其是去看了他們所做的木棧道，那個木棧道看起

來是一個功能性的作品，事實上他就是在看一個空的景，那個景就是美的框景，那就是當地人

開始掌握到的一個美的事實。 

 
這種東西就是我們台灣，不管在天涯海角，非常多的居民其實需要有這個東西，因為這是我們

立地在這個地方，我認為最長久的。作為外來者的我們，藝術家，或者觀樹、或者縣政府的官

員、林務局，或者各位，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是在共襄盛舉這件事。我覺得這是透過這樣的藝

術節能獲得最好的，我不希望未來是走向觀光的局面，那是最糟糕的一個狀況。但當政府預算

或相關補助來的時候，他永遠在問這個問題：我花這麼多錢，到底有什麼效益？請執行長談談

未來十年，如何堅定我們剛才談的這些事情，面對這樣的挑戰。 

 
執行長：等一下。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林珣甄：之前來到這邊，QQmei 有幫我們導覽過，就非常驚訝這邊有一個

這麼棒的藝術節，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想要分享一下我們自己在大稻埕做的一些事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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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也是民間自己發起要舉辦的藝術節，我們沒有受到太多政府方的限制，但就

像剛談到，台灣已經有那麼多藝術節了，我們這個藝術節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尋找的過

程中，發現如何找到在地特色，因為我們做的比較是表演藝術的領域，怎麼樣利用表演藝術把

在地的特色更凸顯出來，可能可以呈現大稻埕國際藝術節跟其他藝術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今年是第四屆，前面幾屆也是一直在嘗試、犯錯，一直到去年我們找到比較屬於自己的策

展方向是希望藝術家可以用在地的元素來做創作，不管是他們感受到的歷史、文化、建築、產

業、空間等都可以，越在地才會越國際，才會有一些體驗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人來大稻埕觀賞

這樣的節目。我們本身在大稻埕也蹲點了快要五年，有個劇場空間叫「思劇場」，一直不定期

在舉辦演出。社區發展協會後來也意識到如果社區民眾可以一起參與演出製作的話好像不錯，

陸陸續續有了一些合作的經驗之後，到了今年就變成社區發展協會自己發起他們想來做個戲劇

演出，就變成我們是一邊在陪伴他們、幫忙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提供一些必要的協助。 

 
剛剛丘老師提到分工這件事，的確這樣不會讓自己覺得壓力很大，做一個藝術節就覺得自己是

個平台，什麼都要照顧到，搞到什麼好像都做不好。有時候如果把在地這一塊，就讓給在地人

去做，好像也是一個方法。大稻埕現在也面臨很多觀光的關係，辦了非常多活動，這些活動已

經開始影響到在地居民的生活，也變成很嚴重的問題。以上是分享我們在大稻埕做的事情，跟

這邊不是太相同，畢竟大稻埕是一個商業區，營利的想法比較多。所以怎麼樣去符合不管是我

們自己，或居民心中的 KPI，這也是我覺得很困難的事情。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吳淑倫：我想分享一點心得，因為我們的藝術節狀態其實跟各位非常不一樣，

長久以來我們花東都是被觀光的地方，我們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因為我們那裡的地域限制，

不可能再有重工業什麼進來，我們本來就是被觀光的地方。觀光客來確實會造成在地的負擔跟

問題，我會覺得如果今天觀光已經是沒有辦法抵擋的事情，為什麼我們不去設計這些來觀光的

人？我們請藝術家設計了這麼好的環境、場域跟藝術節，我們要的觀者是誰？要的是觀光客嗎？

為什麼我們的藝術節會停在觀光凝視的這件事？這些觀光客來到底凝視什麼東西？你要給他看，

還是要給聚落的居民看？還是要給藝文愛好者，進到這個場域來看？ 

 
我一路從高鐵、再坐計程車到這個地方，我說要到成龍村，司機說成龍村在哪裡？看不到進來

的路。有個概念是，每當在藝術節的時候，這個場域就可以開放給大家進來看，但是這個開放

進來看是有限制的，反正來的人也搞不清楚方向、也找不到路，我就把你集中在一個比較大的

停車場，解決你接駁的問題，這樣車不會再進來這個小小的村子裡，讓大家塞車、讓老人家產

生危險，他也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優質的觀光方式，而不是只是來，然後發生擠爆事件。因為他

被限制了所有進來的人數，一定要跟這個聚落的居民有比較連結的合作，進到這個地方之後，

就設計他一定要了解這個藝術節，就是要讓你知道這個藝術節是什麼、這個地方的價值是什麼、

為什麼你一定要到這個地方來。對於在地的居民來講，他們可能的獲得會是什麼？可能一個新

的形態產業鏈就會出現，可以幫他們做配套措施。因為交通是一個硬體問題，硬體可以循一個

方式去尋求解決。 

 
那藝術節要不要辦下去這件事，要回到策展，在地的個性、在地想做的事情的初衷。不辦下去

很可惜，但是再下一個階段呢？我第一次來成龍，看起來她可以抓出這九年過程之後，對這個

濕地、對成龍村的真正核心價值，用這個方式去做比較深度的策展，跟在地人文做結合，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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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會更把九年的累積，層次能夠更提升。來的人可以好好地看作品，好好地感受成龍村的居民

想要帶給大家的感受，居民的負擔也不會這麼大。 

 
要說 KPI，公部門老是在 KPI，我們的 KPI 更難做，我們還是兩個縣市，觀者都不知道是誰，

因為太遠了，我們沒有辦法一天到晚派人在那邊按碼錶。既然已經沒有辦法抵擋觀光這件事，

我們為什麼不設計這些來觀光的人？只要每年藝術節這個時間就開放，其他時間就關閉，我就

不讓你來，因為我們要休息。這是我看到目前的想法。 

 
李謁政老師：觀光這件事是抵擋不住的趨勢，可是去限制觀光或有限度地開放觀光，這是我們

可以做的。這個議題滿大的，我們今天時間可能無法充分討論這點，但我可以幫執行長攬一個

工作，你們可以開一個藝術節跟當地，未來的觀光因應工作，因為這是一個未來的挑戰之一，

應該要做的事情，討論看看未來成龍村要面對觀光的時候，有什麼事情是我們要面對的。其實

有太多的事情了，這時候縣政府的角色就一定要進來。 

 
2013 志工怡雯：我是 2013 年的志工，今天回來是想要看看這裡。對剛剛的議題，我想要分享

關於永續發展，還有怎麼讓觀光客不要傷害這片土地。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對這片土地的認同，

跟喜歡這片土地。為什麼會想要回來看看這個地方，是因為之前在這邊生活一個月，在這邊很

放鬆，讓我體驗到另外一種不一樣的生活。對於剛剛所提到的這些問題，能夠解決就是喜歡這

片土地，想要它變得更好。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只要在這裡的人以及台灣的人覺得台灣是個

很棒的地方，喜歡這片土地，他就會為這片土地做很多事情，比如想讓海岸更美，所以去撿垃

圾，或是做一些讓當地的人生活在這裡開心的事情。 

 
不論是基金會或政府，讓大家開心活在這裡、認同台灣，其實是首要努力的事情。我應該代表

年輕人的心聲啦，認同土地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周靈芝老師：我是成龍溼地環境藝術節第二屆的參與藝術家之一，我從第一年開始就來到成龍

溼地看每一年的作品，大概只有一年沒有來。我會每年來這裡看作品，其實也在觀察，了解觀

樹基金會進駐之後，能夠做的事情或理想的方向是什麼。我在觀察這樣的 practice 裡面，呈現

出來的結果。 

 
九年下來，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所謂的環境藝術節這件事，當大家都把焦點放在藝術或藝術節

的時候，我覺得觀樹基金會在這邊和社區的居民邀請了策展人和藝術家進來，邀集了其他志工

一起，大家合力在這裡創造一個環境，也就是在原來的環境條件底下，我們共同合力在九年之

間去建造一個更理想的環境，這個環境不是物理性的說現在改變成什麼樣子，而是透過大家的

合作，有一個 invisible 的環境正在逐漸出現跟萌生。 

 
印度藝術家 ParagTandel：I’m Parag from Mumbai. I’m at the Bamboo Curtain Residency. When I 

was coming to Taiwan, everybody used to talk about Chenglong, but we actually don’t know it’s in 
Taiwan. So the interesting part is we know Chenglong, when I came here, I feel here it’s very isolated. 
Other thing about Chenglong, most of my foreign friends, they talk about CHenglong, they don’t talk 
about Taiwan.  
I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economy games, you should promote tourism: how people can come to 
Chenglong, and enjoy artworks or participate artworks. It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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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ndia, most people travel to Bangkok, Singapore, and other part of China, but they don’t travel to 
Taiwan. You should mostly perform tourism, how you can link the place. You have to link Chenglong 
easily. But I think it’s isolated place, so it also has one kind of ambience, kind of atmosphere.    
我是來自印度孟買的 Parag，正在參加竹圍工作室的駐村。我在來到台灣之前就已經聽說過成

龍，但並不知道它是在台灣。我覺得成龍真的是一個很難到的地方。另一個有趣的點是，跟我

講過成龍的人都會談成龍藝術季，但沒有談論台灣這件事。 

 
如果關注觀光收益的話，應該要提倡觀光，讓更多人來到成龍，之後也共同欣賞這邊的美術作

品。印度很多人會去曼谷、新加坡或中國，很少人會到台灣旅遊。你們若要推廣旅遊，就要想

想怎麼連結不同的地方。不過雖然成龍是個很遙遠、很難到達的地方，它也的確有自己本身的

一個氛圍。 

 
李謁政老師：好，最後請執行長來做總結的回應。 

 
洪粹然執行長：謝謝大家給予我們這麼多迴響。我剛聽到很多案例的分享，畢竟目的和條件不

太一樣，東海岸或關渡或海科館，多多少少都帶進了更多人來參與。大家應該已經很清楚成龍

溼地藝術季的出發點並不是一樣，但同樣我們基金會也面對了公部門的期待跟量化的數據。觀

樹有投入了相當的經費在這個案子裡，這麼多年下來我們還有可以談的空間。有關於吸引觀光

客，這一點想跟大家討論。觀樹教育基金會是以環境教育為核心，在這裡推動社區營造，我常

在思考全台灣的社造為什麼都在談觀光客的吸引，畢竟社區營造的核心是讓當地人有更好的生

活、更好的環境，也就是說我們在提的生活、生態，生態。生態，成龍溼地這幾年在濕地的保

育有相當多的成績；以生活面而言，昨天也剛舉辦了一個落成典禮，面對洪災的危機，我們提

出了一個不同的選擇（高腳屋）。以成龍而言，當地養殖業這麼普遍，我個人跟觀樹未來在養

殖業的參與跟輔導上，應該要下更大的努力，不一定要朝向觀光。這是成龍的優勢。最後我想

跟社區表達，觀樹一定會選擇站在社區這邊，一定是在地優先，謝謝。 

 
李謁政老師：謝謝執行長，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最開始的初心，相信基金會會持續堅持下去。以

這個藝術節來講，我認為沒有觀光客的藝術節應該是我們西部很重要的藝術節，不管是未來國

藝會的評鑑，我自己當然會努力，也期待縣政府這邊如何一起來合作，讓這麼難得、特殊，有

一定特色跟成果的藝術節可以持續再辦下去。非常歡迎也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今天的對談就

到這裡。謝謝大家。 

 
（場次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