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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藝術節林珣甄：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剛剛的分享，好像在篩選藝術家的過程有經過

很多層的把關，但有沒有經驗是真正來駐村的時候，藝術家做的作品跟原先提案的是不一樣的

狀況？或經過很多調整，變得跟策展人原本的想像不一樣？ 

 
Jane：Yes. Sometimes we have to deal with that. The artist had one idea when he made a proposal, 

then he came here, and it changed. Usually we don’t allow them to change totally. I don’t think that’s 
ever happened. But it could! It could very easily happen. Sometimes they came here, they decided to 
make it much bigger, because the wetlands are huge as you see, and what they proposed was too small 
and would be insignificant. And you know the site is so important. They’ve seen photographs and 
videos and they can look on Google Earth and see Chenglong Wetlands, but it’s not like seeing the 
real thing. When they get here, sometimes their idea adapts, and we hope it does adapt to the 
landscape in this culture. We give them a few days to get used to the time, and to look around the 



village, meet the children, have the welcome party, maybe go out to see a few things in the 
neighborhood. So they have little chance to get to know this community and this place. But it is very 
hard as artists know when you come into a totally different place, you propose an artwork, and maybe 
it’s not going to fit, and you have to adapt it. So that’s one thing we require for the artists: they are 
adaptable and flexible, and they can change their idea. We won’t have a definite idea… 
是的，有時候我們會遇到這樣的狀況。藝術家在提案的時候有個想法，來到現場之後又改變了。

通常我們不會讓他們完全翻盤，這也不曾發生過。但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有時候他們來到現場，

決定要把作品做得更大，因為濕地的範圍很大，他們原本構想的作品規模太小了，放在溼地裡

會很不明顯。大家都知道，現地非常重要。他們可以透過照片、影片或 Google 地球來看成龍

溼地，但跟來到現場是不同的。當他們實際來到這裡的時候，有時他們必須調整原本的構想，

我們也希望這個調整能夠順應這裡的地景和文化。我們讓他們有幾天時間適應、看看村子、跟

孩子們碰面、辦歡迎會，或是看看社區裡發生的各種事，所以他們有機會稍微認識這個村子、

這個地方。但藝術家都知道，要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提出作品構想，可能它不見得會適

合當地，所以他們必須因應調整。我們對藝術家的期待之一，就是他們要願意變動作法，保有

適當的彈性。構想不該是硬梆梆的...... 

 
Sometimes I see the call of proposals, I get emails from artists said, “I cannot make a proposal. I just 
want you to invite me because I’m such a great artist and I’ve make good artworks around the world, 
and I can come there and do something. That will be great.” But I always insist that they make some 
kind of proposal or sketch. Because an artist should have some ideas they’re working with all the time. 
That’s why their previous work is very important. You can see something about their thinking. 
有時候我審提案的時候，會收到藝術家的來信：「我不會寫計畫書，但我是很棒的藝術家，在

世界各地做過很棒的作品，所以希望你可以邀請我。」但我還是堅持他們要提出某些說明或草

圖，藝術家必須要有一些創作的主題，所以他們之前的作品就很重要，你可以從這些過往作品

理解他們的思考。 

 
大稻埕藝術節林珣甄：謝謝。我第二個問題想要詢問的是藝術家跟學校之間的串連，像這些計

畫是會讓藝術家自己去主導他今天想要跟學校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合作，還是基金會或策展人這

邊會希望藝術家達到什麼樣的目標，然後去跟學校合作？每個藝術家的合作模式是都一樣的嗎？

還是都不一樣？ 

 
Jane: Each artist is given a class. We have six grades, we have six artists. Sometimes we put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together if we only have five artists. Each artist has a class.   
藝術家都被分配到一個班級，有時如果藝術家人數比較少，就會把一二年級合併在一起。 

 
We involve the teachers in which artists give which class, so they know their children and what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y help QQmei to decide which artist should give this class. Usually we are 
lucky that the class here is small. Maybe 12 people? So it’s not a big group of people. Sometimes it’s 
more difficult if you have a big group of children. 
我們會讓老師一起幫忙決定哪個藝術家要帶哪個班級，因為老師們最了解自己班的學生，知道

學生們對什麼有興趣，所以他們會跟 QQ 湄討論藝術家跟班級的配對。很幸運的是這裡是小班

制，可能一班只有十二個人？所以不是一大群人，如果是一大群孩子就會比較難帶。 

 
That’s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project that the artists work with their group of kids every 
Thursday afternoon from 1:30 to 3:30. It’s a regular lesson. The school is very supportive, and the 



teachers...We like to get the teachers involved too, and the principal. Their first class is usually in the 
classroom. The second one they go to the site of the artwork and help do something. Usually we 
encourage active learning, not just sitting and listening.  
課程大致上都固定在禮拜四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校方給予很多支持，我們希望老師和校長也

能參與其中。通常第一堂課會在室內，第二堂課就會外出到作品點幫些忙。我們想要鼓勵活動

的學習，不只是坐著聽講。 

 
I’ve learned in doing public and community projects: if you get the children, you get the whole 
community.  
在這樣社區型的計畫裡，如果能有小朋友參與進來，就等於整個社區都參與進來了。 

 
英國藝術家 Sholeh Johnston:Thank you Jane. It’s been amazing two days here.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have spoken. I just want to bring forth this environmental frame which we’re working. 
Although this festival has built incredib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think one very small elephant in 
the room has been the international travel that bring us all together.   
謝謝 Jane，我想要探討環境的面向，這個藝術節建立起了國際社群，但不可忽視國際旅行也造

成了環境的影響。 

 
Jane：I think you mea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ir travel？ 

你指的是搭飛機旅行造成的環境衝擊？ 

 
英國藝術家 Sholeh Johnston: Yes, my question connected to that, is...for the curators, there’s a 

question about, do you think the same kind of impact that we discussed these two days is possible 
with a project that… 
是的，你認為這兩天我們討論的藝術節的效果，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發生嗎？ 

 
Jane: That is totally internet-based or something…? 
比方完全依賴網路的計畫？ 

 
英國藝術家 Sholeh Johnston: No, that’s locally based. In terms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moving forward, do you think that needs to be part of the thinking? And how to stay connected 
globally versus… 
不是，要是從在地出發的。要讓這個藝術計畫持續下去的話，你認為這件事需要考慮嗎？又如

何和世界保持連結？ 

 
Jane: Yeah,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very interesting proposal. I’ve got questions from artists that say 
“how can this be environmental if we’re flying all across the globe to do this environmental work?” 
And no one has done a proposal yet.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have a proposal that says, “I’m 
not going to come to Taiwan, but I will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group through the computer or 
some other way, and we’ll do this project without my actual coming.” 
嗯，我想這會是個很有趣的方向。我曾經收到藝術家問我說：「如果我們要飛越整個地球來到

這裡做環境作品，怎能算是環境友善呢？」目前還沒有人提出具體的構想，但我想若收到一個

提案說：「我沒有要過去台灣，但我會透過電腦或其他方法和社區一起工作，雖然我不會親臨

現場，但我們會一起完成這個計畫。」應該會很有意思。 

 



I think with technology today it would be very good thing to do. But I think we need to weigh and 
keep the balance, if the thing we’re doing as an environmental artist or as a curator, you feel it’s 
important and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 versus not traveling, not using airplanes or other things. It’s a 
matter of balance again. Just for living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以當今科技來說，這可能是非常有創意的。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權衡並找出平衡，身為環境藝

術家或策展人，我們所重視的事、可以幫助環境的作為，跟不旅行、不搭飛機等等，彼此之間

要怎麼權衡，也是很重要的。就像為了生活，我們也必須要做很多事情。 

 
英國藝術家 Sholeh Johnston: I want to say as well I’m part of the conundrum for being here from 

London. It’s also really amazing to see how the residents here have had such impact in terms of 
bringing new ideas, so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herently valuable. I guess it’s a general conundrum 
that a huge impact from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for new perspectives. It does make me think about 
wha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re in debate to our own practice.  
我自己遠從倫敦過來，本身也是剛所提的難題的一部分。不過看到這裡的居民因此產生了新的

想法，表示這麼做還是有些可貴的成果。把人聚集在一起、產生新的觀點，可能總會面臨這樣

的兩難。這讓我好好思考了個人責任和實踐之間的關係。 

 
周靈芝：我想再稍微補充一下，我覺得剛剛那位發言的 Sholeh 提出一個滿挑戰性的問題給策

展人，其實也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她問策展人把全球的藝術家帶來台灣，從各地搭乘飛機來，

其實是碳排放非常高的行為，所以我們今天談環境藝術這件事或談整個地球的問題的時候，是

不是有點違反了這樣的道德原則？我覺得這個問題滿具挑戰的，而 Jane 的回答也非常好，就

是會去評估，也就是她做這樣的計畫，把藝術家帶來這裡，在成龍所產生的更大的影響力，好

處可能會更勝過做這件事必須要忍受的、關於碳足跡的這件事。 

 
剛發問的 Sholeh 也提到她也在思考自己從倫敦過來台灣，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她有個自我的

反省。Jane 有提到說在她的策展過程中，確實有環境藝術家拒絕了她的邀件，因為他認為那違

反他的倫理原則。也是有藝術家這樣認為。這是每個人在評估這整件事對他的意義和價值上，

會有一個自己的選擇。但是作為一個策展人，她所做的事在成龍溼地這個地方，帶來的更重要

的意義，確實是勝過了純粹只去看碳足跡這件事。回過頭來，這還是以一個稍微比較整體性的

角度去看事情。 

 
印度藝術家 ParagTandel：My name is Parag. I’m from India. The question is for artists and also 

curator. What are the problems of Chenglong residents and wetlands? Can we artists come up with 
any resolutions and think about sustainability?  
我是來自印度的 Parag，我的問題既是給藝術家也是給策展人的。成龍溼地的居民面對的問題

是什麼？藝術家可以怎麼幫忙解決這個問題或怎樣可以永續？ 

 
Lately few are taking space in wetland, who display your sculpture, what are you giving back to this 
Mother Wetland? 
你在濕地裡做了這樣的創作，你會給大地母親帶回什麼？ 

 
I think for artists it’s more about giving than taking pictures, saying “Wow I worked here!” 
對藝術家來說，去給予應該比只是照相，說「喔我來過成龍」，還要來得重要。 

 



So now it’s very important, “what is the rule of artists in such kind of projects?”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藝術家在這些藝術計畫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Yesterday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what will be in the next future for Chenglong art village. 
昨天我們講到成龍的未來，未來我們希望會怎麼樣。 

 
The second question is for the curator. This is my idea. Because I worked with some art institutions in 
Mumbai in the same manner  Artists collaborate with engineers, scientists, geologist, zoologists, 
designers, architects. This kind of creative collaborations will bring new outlook and progress. The 
outcome can grow beyond what it is now for next ten years.  
第二個是給策展人的一點分享，我在孟買有執行過這樣的計畫。藝術家可以跟工程師、科學家、

地質學家、動物學家、設計師、建築師等合作，這樣的創意合作會帶來新的觀點和啟發，未來

成果會更勝以往。 

 
Now what is happening is that,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deeper issues, we really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somebody in real manner, not just surfacing manners.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解決比較深層的議題的話，需要和各面向的人有深入的合作，而不只是表象

的討論。 

 
Jane: That’s the issue we talked about. It’s a common model for residencies and other projects for the 
scientists and artists to work together. It would be a translation nightmare. 
科學家和藝術家一起合作，這樣的模式在其他的駐村計畫裡滿常見的。要翻譯起來可是個噩夢

（笑）。 

 
But we have tried it in some instances. We worked one year every artist made a fishing hut, and they 
worked with that fish farmer family. There was a lo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The local people 
know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fish huts, and some of the artists actually did something as their art to 
improve the fishing hut, plant their art around it, repair window’s loose, that sort of thing. Sort of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我們在「希望魚寮」這一年也有做過這樣的嘗試，藝術家跟魚塭主人合作，過程中有許多互動，

藝術家會知道養殖過程中需要的事情，有的藝術家會做些什麼來改善魚寮，像是在周圍用作品

妝點、修理鬆散的結構等。也算是讓不同的產業有些互動跟連結。 

 
As an artist myself, I worked with plant experts in each part of Taiwan, sometimes Forest Bureau of 
botanical gardens. That works very well. Maybe some other artists can speak about how they feel 
about the artists and scientists working together.  
身為一個藝術家，我也曾和台灣各地的植物專家一起合作，有時候是植物園和林務局，向他們

了解一些植物方面的知識。也許其他藝術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和科學家合作的經驗。 

 
藝術家 Myriam du Manoir：After ten years making environmental artwork in international art 

projects, I felt not very good thinking about...sometimes too superficial...the relationship is not deep 
enough for me.  
我從事環境藝術領域的創作已經十年，有時候我覺得要有足夠的深度不是那麼容易。 

 



Last three years, I worked more in France in my country, meeting farmers, asking them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with earth, which kind of roots they are. Because I think many people 
know, in the city, not enough connection with nature.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a lot of problems now.   
過去三年，我在我的家鄉法國訪問了許多農夫對於自然和地球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城市跟土地

和自然的連結不多，因此產生了很多問題。 

 
So I made art installations around it with stones, with stalks or some sculptures. For me Chenglong is 
something different, because it’s a place where I think not directly my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because the language is not very deep, but I agree the presence of definition here and the work it is 
making all the year here. Because of that, I’m comfortable with the idea of coming back here, to work 
here.   
我在法國做了一些裝置作品，而來到成龍，我的語言表達沒辦法像在法國有足夠的深度，但因

為觀樹基金會在這裡常年的累積和推動，我很安心再回到成龍創作。 

 
I tried to involve children from Chengl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my project. So I asked them to write 
me something about wetlands here to bring it back home and to include it in my artwork in France. 
And I will give more news of it after to Chenglong. 
我跟成龍國小的小朋友合作，請他們寫下對濕地的想法，把它們帶回去後，跟我的作品做結合，

之後再給予成龍一些回饋。 

 
Jane: Thank you, and I agree if we had lots of money,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longer residencies. So 
it’s usually a matter of money.  
謝謝，我認為如果有足夠的經費，駐村時間長一些會更好。通常是錢的問題。 

 
 
 
 
 
 
 
 
 
 
 
 
 
 
 
 
 
 
 
南非藝術家 Janet Ranson: I’m so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return to Chenglong, and see things that 

have changed in the past six years. One of them is the restoration of House 100. I think it has been 
mentioned previously. But it is the care and treasury of the tradition of that house is really important, 
which is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makes me hope to remind all of you the fantastic project that you 
have here.    



我很幸運能夠回到成龍，親眼看看過去六年的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就是 100 號的整修，是因為

大家對於那間屋子的關愛和珍惜，讓我想要提醒各位你們擁有的是一個非常棒的計畫，才能有

這樣好的改變。 

 
Because we are all aware it’s not just artists coming here, making projects that makes Chenglong what 
it is, but a fantastic project going all year round,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villages and the foundation is so important. 
其實不只是因為藝術家來創作才讓成龍成為今天的樣子，而是在這裡長期持續推動的計畫，還

有成龍村及基金會等各種角色，才是真正的關鍵。 

 
In my mind I’m comparing this project to other things I’ve seen in other countries, in my country or in 
other places. This is a particularly good model. 
我也會去比較成龍的計畫和其他地方或我自己國家的計畫，我覺得這個計畫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That’s for all the reasons that have been mentioned. Looking at this as an artist, I like to do things and 
I love to work in community and in collaboration.  
除了大家提到的諸多優點之外，以藝術家的眼光來看這個計畫，我喜歡創作，也喜歡跟社區一

同合作。 

 
So I have one small suggestion for the future: maybe you could look for a way, that a team here in 
Chenglong, all the skills you have in installations, in developing artworks, that you Chenglong team 
help to offer other projects in Taiwan, other festivals. Because you have got such fantastic skills here, 
so please roll it up! Share it! 
我對未來有些小小建議：成龍可以組一個隊伍，帶著你們累積做裝置和藝術品的經驗，去幫助

台灣其他的藝術計畫，你們有這麼棒的技術，請把它們分享出去！ 

 
QQ 湄：Thank you。大家好像在等著我回答？我也非常願意把我們在成龍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但剛剛說的所有的，包括策展、協助藝術家、創作、裝置這些能力，其實不是只有來自我的基

金會，而是含括很多村民、社區發展協會，大家一起促成這個環境藝術計畫順利圓滿地完成。

所以以後如果要出去分享的話，應該是整個團隊，包括成龍村的村民大家要一起出去。其實我

最期待的是這個分享有一天在前面的主持人就不是我了，下一個九年站在台上主持會議的，會

是我們成龍社區的村民，也是我們現在培養中的孩子，他們到時候已經長得夠大了，可以接手

我們在這邊談的，不只是環境藝術計畫，而是包括我們很希望讓整個成龍村成為一個環境學習

場域，孩子們長大可以去念環境相關科系，回來之後可以在這邊找到工作，讓這個藝術節以現

在的形式、或不同的形式繼續，因為他們可能帶來不同的資源，我們可能以更豐富的形式展現。

這是我的期待。Jane，我們要一起合作，不能沒有妳。 

 
Jane：Yeah,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I remember several years ago, we had a request from some 

other village nearby, “Oh we want an environmental art project too.” We investigated it and we 
decided it’s not possible without the groundwork of the foundation coming in to d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ll year. Because otherwise, like some people just mentioned, coming-in outsiders trying to 
pose some viewpoints on the local people. 
一切的可能都是要一起合作才能完成的。多年以前我們收到附近村莊的請託說想請我們過去辦

藝術季，我們研究了一番，最後體認到要是沒有先打下基礎，比方像基金會整年度地在成龍村



推動環境教育，這件事情是成不了的。否則就會像剛剛大家說到的，只是外來者強加觀點在當

地人身上而已。 

 
QQ 湄：為什麼要辦藝術節，我覺得必須要問你自己。因為當初對我們來說，我們是想要透過

這個方式，讓在地的人能夠看到自己住的地方是美麗的。當然我們也透過這個藝術計畫，利用

藝術家駐村這一個月的時間，把村子裡的大人小孩一起拉出來，為自己的環境做些事情，把我

們的成龍村變得更漂亮。每個地方有它不同的資源，所以你有你最適合的方式，所以不是只是

去 copy 別人的方式。 

 
藝術節也有它辛苦的一面，昨天各個單位的策展人和藝術行政只有一個「累」字嘛，這是昨天

共同的心得。當你的社區或單位決定要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千萬不要是 copy 的，而是你真

的發自內心想要去改變什麼，而你必須要用這個策略進來，你自己的社區會有你最好的資源，

搞不好你可以走出更不一樣的方式。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當初我比較熟悉的藝術節，應該就是關渡自然公園的藝術節。那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出現「來去海口住一個月」的志工假期，也是因為我跟 Jane 想要辦藝術節之後，

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藝術家來了，可是我們要做的是大型的戶外裝置藝術，在我們這個地方

要如何讓人一起來協助藝術家創作？因為村子裡都是老人家，小朋友要上學，藝術家真的能靠

一個人的能力在二十幾天內完成作品嗎？關渡自然公園也是有藝術推手，可是他們可以每天招

呼不同的志工，因為它有很便利的捷運，但我這邊如果每天要花二十分鐘車程去北港接志工進

來，再花二十分鐘回來，等於我每天要花一個小時往返，那就浪費了資源也耗損能源。那時候

就讓我思考我們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我們這裡沒有很便利的公共運輸系統，所以我想說好吧，

全台灣還沒有辦過一個月的工作假期，我只好「撩落去」了！那時印象中只有環境資訊協會有

在辦環境工作假期，但天數最多大概就是一個禮拜吧，普遍都是兩三天，我這邊必須要做的就

是要一個月。第一年我們號召的標題，那年過年好像特別長，所以好像出現一個標語是「史上

最長的過年」還什麼的，那時我打出的標題就是「史上最長的工作假期」，就是在台灣辦一個

為期二十五天的工作假期。那時候真的滿幸運，有抓到一群台灣的年輕人想要做點不一樣的事

情。所以說，交通是我的限制，但如何把你的限制化為優勢，而不是去 copy 別人。你可以走

出自己的路。 

 
也可以順便跟大家分享，辦工作假期這九年下來，台灣已經出現非常多打工度假的這種模式。

在我招募志工的過程裡，這個數字已經從五十幾，我曾經收過有五十幾個年輕人說願意放下一

個月來到我們這個地方協助藝術家工作，現在已經落下來了。今年我在招募志工就算是比較吃

力的，到處去求救：林務局、雲林縣政府可不可以幫我發消息呀！可能這九年，世代轉變也發

生了，要用不同的策略了。所以大家不要去 copy 別人，而是我們要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我們沒有中場休息，接下來是 Q&A 時間，邀請到對我們案子也滿熟悉的黃世輝老師，他本身

很擅長社區營造，在設計方面很專長，對我們在做的事情也很了解，所以是想邀請黃老師來跟

大家一起聊聊天。但大家已經很自然進入討論了，這樣也很好，大家都是與談人，老師也是與

談人的一部分。我們來拍手歡迎。 

 
 
 



 
 
 
 
 
 
 
 
 
 
 
 
 
 
 
 
 
 
 
黃世輝老師：在大家繼續談之前，我講一下我到目前為止的觀察，看在場的發言，還有這些年

濕地藝術節的事情。第一個我很佩服 Jane 所規劃的藝術節，裡面有非常多要跟在地的居民去

互動的部分，我希望可以再更細緻地去研究，了解那個互動過程是怎麼樣，包括跟小朋友的互

動，也因為小朋友進來，爸爸媽媽不得不進來的互動，像這些，希望可以有更仔細的觀察或更

詳細的研究。台灣這些年其實都在提倡一個概念「藝術介入社區」，後來又改成叫「藝術進入

社區」，再後來又改成「藝術浸潤社區」，從名稱的改變，大家可以了解一點，原來是希望藝

術家進入社區裡面，以藝術家主動的行為可以影響在地的居民，後來又覺得藝術家太過強勢地

去影響在地的居民，好像在地居民處於被操控的角色，所以從「介入」到「進入」，後來又改

成「浸潤」。 

 
在這個藝術行動裡面，藝術家跟當地居民的關係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我覺得濕地藝術節這邊

規劃的，是滿站在可以把大家包容進來一起思考、一起製作的角色，我基本上非常贊成這樣的

作法。但我相信也會面對一個困難，除了語言上的困難之外，要面對的一個困難是：藝術行動

對很多居民來講，是比較陌生的。如果大家可以暫時拋棄掉成見說我不會做藝術，很多居民就

可以快樂來參與，小朋友大概可以像這樣，不管藝術是什麼，我們就來參與就好了，但是大人

可能就會有點矜持，就說我會懂藝術嗎？我可以參加嗎？去年有一個很不錯的成果，就是去年

的藝術節當中，有在地的人集合起來去做了一個作品，這個我們把它當作成龍溼地國際藝術節

一個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創造了在地的藝術團隊，表示在地的人認為我也可以來當藝術家，不

管藝術家是怎麼一回事，我也可以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去創造我們自己的作品。以前有個日本

的詩人就講說，農民就是宇宙藝術家，因為農民就是在大地上耕作，種出一片風景來。如果從

宇宙上往地球看，看到的都是農民的作品。去年就有這個成果，不過今年好像沒有再持續。 

 
QQ 湄：因為我們這邊都是老人家，我們知道他們很想要做，但是我們就跟他們講說，不需要

為了做而做，當然他們要休息，因為他們會非常努力在一個月創造出作品來，可是這樣體力很

傷。我們在藝術季這九年，其實也可以看到人口的衰退和一些變化。 

 



黃世輝老師：台灣人有一種「愛拚才會贏」的精神，如果要做就會發狠地做。幾個有趣的觀察

是，觀樹基金會以國際藝術節在這邊做了八、九年，的確是有些在地人把創作作品這件事不當

成那麼困難，反而把它當成比較自然的事情。 

 
第二個，可以看到這邊的居民，他們想要來解釋藝術家的作品，所以去年有培養了導覽解說員，

我曾經帶著學生就來被導覽一次了。我們第一次來導覽的時候，不是當地人來導覽的，是在地

附近有個組織來幫我們做導覽，他也解說了很多事情。後來我們再聽當地的居民做導覽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出很多藝術創作過程，他們跟藝術家互動的故事，那個導覽就變得更加精采，這也

是一個我覺得很大的轉變。 

 
第三個，是開始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對這邊的文化有越來越多理解的時候，會有更多的素材可以

納到創作裡面來？在這塊土地上有非常多的故事，我自己帶過學生在隔壁的港東村做過調查，

前幾個禮拜又在隔壁的蚵寮做調查，這邊有非常多的故事，包括外傘頂洲的故事，有一次颱風，

大家以為它不會進來，結果又跑進來，使得外傘頂洲上居住的人遭難，總共有 29 位左右的人

過世，像這樣的事件。可是在 170 年前，這邊也曾經發生過很嚴重的海難事件，因為漲水的關

係，死掉了好幾千人，沒有好好安置的關係，又發生瘟疫，又死掉了好幾千人，所以在 170 多

年前的時候，這個地方就產生了新的祭典儀式叫做「牽水狀」，牽水狀時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

類似公共藝術的東西，用來超渡亡魂的水狀，每個水狀都有點有趣。會不會有更多的文化素材

能夠應用到這裡面來呢？如果藝術節沒有繼續辦的話，可能就不會繼續聯想到這些素材、不會

被碰到，因為「牽水狀」在農曆的六月七號。 

 
我記得我在北港的時候，有遇到好幾位藝術家他們都去看「迎媽祖」，雲林縣雖然是一個看起

來很偏僻的地方，但有三個國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其中一個就是剛剛講的「牽水狀」，另外一

個就是藝術家們有去看的北港「迎媽祖」，有看到藝閣花車。另一個就是「六房媽」，比較偏

向雲林縣的平原區，「牽水狀」跟「迎媽祖」比較偏向海線。也許有更多文化調查的話，藝術

家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創作構想，也很期待將來有更多的藝術節，藝術家會注意到我們當地的文

化內容。 

 
藝術家康雅筑：我想回應剛才印度藝術家提到關於如何讓作品結合不同領域甚至科技的部分，

這部分也可以回歸到我這次在發想作品的時候。我其實一開始也期待作品完成之後，空拍機拍

了自己的作品是一個確實可以掃描到雲端的概念。我的背景不是工程方面，我並不會寫程式，

我也去詢問了其他人，我如何在 QR Code 的部分，做到不是網路 key 進去就跑出來的 QR 

Code，如何能設計一個是我喜歡的圖案比如一隻鳥，可是它也連結到真正的網址，讓大家去

掃描。可是因為自己能力無法克服這個部分，最終沒有辦法達成，所以我後來還是把它結合到

自己編織領域上的圖騰的部分。所以在創作的過程，很多人都會直接問：那我真的可以掃描嗎？

我自己就會覺得有點沮喪，如果它今天可以掃描的話，那會是件多好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今天可以結合不同領域專長的人才來跟藝術家媒合，這其實是件滿不錯的

事，這又可以牽涉到今天藝術家是否能夠接納他人的意見、跟別人合作。譬如這段時間，志工

的協助，我也在思考志工在這裡是什麼樣的角度、什麼樣的身分地位，我也不希望是一直在勞

動志工，志工最後的收穫就是每天都很累這樣。或許可以思考未來在徵求志工的時候，也可以

是廣納志工不同的專長。我也在創作過程詢問志工的意見，如果我在創作時的做法不那麼適合，



他提供我意見，我也會看是否能夠納入我創作、製作的方法，讓他更有參與感。或許未來在志

工的尋找上，可以有些不同專業領域的人才可以結合，或許就會有更不一樣的可能。 

 
另外又回到，畢竟這是一個藝術季，如何讓這些藝術作品不僅是跨領域？我也在思考如何不要

僅是用竹材或自然媒材，還有什麼樣的可能？Jane 之前提到，如何讓選來的作品看起來不會看

起來像原住民藝術或傳統藝術？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活在當代，如何讓作品看起來還是接近當代

藝術，我覺得這樣才能接合現在的藝術圈，因為身為一個藝術家，我關心的還是當代的語言、

語彙如何與當代的藝術結合。這是我的想法，謝謝。 

 
藝術家周靈芝：我也想回應剛才印度藝術家提出的問題，我可能可以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他

剛問說藝術家可以做什麼事情讓成龍溼地的環境變得更好？我在檢討跟思考的是，以一個藝術

家的身分進入成龍溼地，他有可能對成龍溼地的環境立即做出改變嗎？因為這個濕地的環境問

題並不是一兩個人、一兩天就可以解決的，這裡面牽涉到很多很多的部分，不只是藝術家的問

題、不只是社區居民、村民的問題、也不只是觀樹基金會的問題，而是包括地方政府甚至中央

政府的政策，他們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他們到底要不要看待，還是他們根本無視這些問題。 

 
我想這都是表面上成龍溼地所面對的問題，或是藝術家來到這裡看到的問題，背後複雜的

complex，這個狀況我們沒有權利去期待藝術家在短短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裡，立刻做出美妙完

善的解決方法。藝術家當然可以對環境問題有所幫助，但是這個幫助可能是需要其他的條件輔

助來完成，比如說時間可能要更長一點。這麼短的時間，尤其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第一次來到

亞洲、第一次來到成龍溼地的藝術家，光是所有環境的刺激，光是所有文化上的刺激，他的腦

袋都快要爆炸了，那個訊息太過豐富了，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必須有時間去慢慢消化和沉澱，

然後就要 say goodbye 了，沒有時間進一步去沉澱、考慮，還有很多很細膩的，跟各個單位的

溝通也好、協調也好、談判也好、爭取也好，這麼多行政上、甚至帶有政治意味的行動，對藝

術家來講，他在經過成龍國際環境藝術節，這個濕地環境藝術節九年下來，藝術家來到這裡真

的一點幫助都沒有嗎？我相信不是，在這裡大家都有提出來了。 

 
我想用我早上有提出的一句話來回覆到底藝術家們在成龍溼地做出了什麼樣的幫助：我覺得是

修復那個人跟土地的關係，那個創傷是透過這麼多人的集體努力來修復的，這個修復可能不是

立即可見的實體環境的修復，當然如果能做到實體環境的修復更棒，但至少我們先從人與人、

人與土地的關係上去做修復。我覺得這是要感謝每位藝術家、策展人、觀樹基金會還有所有參

與的志工和村民，是他們集體的努力，來做到這個所謂的「幫助」，對成龍溼地的幫助。如果

未來能夠有更具體、更實體對環境的改善的話，我相信那會非常令人期待。 

 
印度藝術家 ParagTandel：To give what we do, is we do read sometimes. We together or talk 

through Skype in mostly what happen. I live in Mumbai and people live somewhere, with vehicles it 
takes two hours. So we chat through images before. I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artwork or need 
some information, I search from Google, or you have to contact somebody like a scientist, we can 
chat through email. We have several options, Skype also. Before selecting artists, you can have a lot 
of people or you just can chat on site also. This is also an option I can ask for. You don’t have to start 
everything on the site or on the ground. You can also online...You can sit and all of you have a 
conference on Skype. We have technology we can use and you can exchange ideas. I myself live in 
mangrove forest. I’m from a fisherman family, so my perspective about this site is so much hard, so 
much researched about this pond, wetland and mangrove forest and many other things. I do some 



projects in Bamboo Curtain also. They are related to my practice. There’re many many things here. I 
yesterday talked to...I forgot your name(QQmei)... It is you who have to research deeply and decide. It 
can be designed in a manner. You have to make a program, you have to make a timetable. I know you 
can do this. I’m not kind of pushing, just saying that you can do. 
相對於面對面做協調，我們可以運用現在的高科技像是 email 來做意見的往返，像我本身自己

住在紅樹林的區域，我也出身漁夫的家族，我很熟悉濕地這樣的環境，我現在也在竹圍工作室

做我的藝術創作。昨天我也跟 QQmei 聊過，成龍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也許你需要做的只是把

時間表排出來、計畫做出來。 

 
QQ 湄：其實通常人家問我藝術節造成了什麼樣的改變，我不會只談藝術節，或許就像靈芝講

的，藝術家幫我們修復了人心，可是土地，譬如我們在這裡面對的地層下陷問題，它不是藝術

可以解決的。如果你對我們在成龍溼地的工作有所了解的話，有大半的工作是跟養殖相關的，

我們也跟水產養殖相關領域的老師合作，在成龍村裡做不抽地下水的養殖。我們自己有租了一

個魚塭，在那邊有做示範，如何直接只引用海水來養出魚蝦，這樣養出來的魚蝦其實口感很好，

大家都知道鹹水的比較好吃。我們希望未來成龍村有更多人願意嘗試不抽地下水的養殖方式，

未來我們可以幫成龍村建立出它自己的品牌，大家都不抽地下水。我們不是只有藝術節關心環

境，我們在生產的生活中，也一起關心環境。 

 
東海岸吳淑倫：我聽了那麼多大家在講的事情，我自己是藝術創作者，也組織大型的藝術節，

其實這非常不容易，成龍可以做九年，我覺得超級佩服，真的很多甘苦談。不管關渡也好、我

們也好、成龍也好，在這整個大藝術節的架構下，它基本上一定是跨學科的，它不會是單一的

面向。以策展的角度去看，它背後涵蓋的議題非常多，成龍溼地可能是跟環境的關係，跟在地

的人這件事，關渡可能就是水鳥跟在地的人、跟過去的生活和在地的歷史之間層層堆疊的關係，

我們也一樣，東海岸大地藝術節也是在於在地人文和文化被消融，還有我們跟海洋的關係，其

實這些都是跨學科的事，它們都是一起的。 

 
對於藝術家這塊去看這件事，我會覺得藝術家沒有到達現場，絕對不會對這塊地方有感情跟感

覺，因為這其實是非常抽象、難以描述的感受性的事情。我們當然可以透過 skype、透過很多

科技的方式去看在地的環境現在長什麼樣子，可是 Google 也會有誤差，搞不好 Google 這棟建

築物或街景或某個人還在，但可能這個人和房子在 Google 還沒有拍到這邊的時候就不見了。

所以你沒有到當地，你不會發現這個地方是什麼樣態、這個地方的環境場域給你什麼感覺、這

個地方的人是什麼樣子。其實這些都是非常細微的東西，但它都是包含在所謂的藝術家進入陌

生的場域，必須要有的元素。那也就是為什麼可以理解，像 Jane 說她可以容許藝術家到了現

場去更動她的設計，因為這絕對會發生。不管今天是藝術家也好，是策展人、策展單位也好，

其實這個東西的空間還是必須保留在那裡，至於藝術家能不能跟在地融合、能不能跟在地有更

深的感情連結，甚至像雅筑講的，跟真正的當代藝術扯上關係，其實我覺得在這整個當下的環

境裡，它根本其實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因為它是發生在當下的事情，一直都在觀察這個環境，

藝術家一直都在反映對現狀的感受，以作品為語彙去講述這個事情。我覺得這都是非常珍貴的。

藝術家的存在不是說我一定要給這個環境什麼，而是給予大家一個提醒，這個給予的訊息，我

們能不能讓在地人捕捉到這個訊息，這很重要。在我們辦藝術節的初衷裡，是個非常基本要知

道的元素。我剛好是兩邊的角色，所以滿有感覺的，也很佩服大家。 

 



竹圍工作室洪秉綺：很謝謝 QQ 湄邀請大家來，透過這三天凝聚了很多正面的能量，我們都有

很多問題想要討論。比如竹圍工作室在竹圍這個地方，也面臨了身分被質疑說是不是可以做更

多，我們也透過討論思考藝術家是不是要更涉入什麼、更做些什麼，其實這最後牽涉到我們到

底可以做什麼、我們的能力到哪裡、我們的專業是什麼。像觀樹是以環教機構為出發點，竹圍

工作室是以藝術單位機構為出發點，只是剛好我們在兩個不同場域裡面，擔任的角色某種程度

上像是個連接點，可是從十年前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就被賦予了某些責任，似乎接下來要

持續去擾動、去解決某些問題，但那時候我們也很害怕、很困擾，好像突然被拱出來要做些什

麼事情。所以當時我們採取的方法是陪伴，盡我們自己專業的部分，做我們能做到的事情。我

們擅長的是連結不同的人進來，讓適合的人發聲，也許那就是我們能做到的，接下來能讓事情

發生，就是在這一群人裡面能不能一起做個決定或做什麼，但我們不會是要啟動所有的人，去

做什麼解決。一就是看這個角色願不願意，再來就是很多時候其實都是要一起共同創造、共同

去解決的問題。 

 
今天這裡很棒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我們聚集在這裡，也許它直接產

出的結果沒有那麼快可以呈現，大家會覺得什麼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其實答案或解決方式對每

個人都不太一樣，可是至少這樣的擾動聲音在這邊有了，接下來又回到我們自己所住的地方。

這幾天我就在想，以前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找不同的講者來講，是因為他們的背景我們很想

知道，透過他們來了解一些事情，可是實際執行的時候，我們其實不會聽到底我們的講者講了

什麼。可是這三天我們在這，等於是參與者，謝謝 QQ 湄安排這麼多人過來，我們開始去思考

回去之後，有些東西可以做什麼調整、明年後年可以再怎樣做。我如果是在執行計畫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去思考這件事，所以很謝謝。 

 
QQ 湄：我們也要很感謝你們到來，一起相處了三天。剛開始在談這個行程的時候，覺得三天

兩夜一定夠，結果寫寫寫，怎麼還是不夠。我們很多人彼此都認識、彼此邀請演講，可是我們

其實常常都不能實際到那個地方，去了解到底那個地方在做什麼，所以很感謝你們大家，藝術

節都很忙、都在 open call 了對不對？需要 call 藝術家跟志工？我們現場有藝術家也有志工，大

家可以多多交流。 

 
今天在現場有位村子裡的長輩，一定要介紹給大家認識，他也是我們這個藝術節，村民在創作

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就是我們的田老師，他是我們村子的漢學老師。 

 
 
 
 
 
 
 
 
 
 
 
 
 
 



田桑卿老師：我是做事人，這時我在想，這個藝術節未辦以前，我在拿鋤頭掘草掘土，這不知

道算不算藝術？你們幫我回答一下，這算藝術否？拿鋤頭掘土，我會這樣。再來，我插秧，把

秧苗插得直直一個一個，這算藝術嗎？那時候我完全都不知道。等藝術節來到這裡，我看看才

知道，原來藝術就是生作這樣。所以，我有作一首詩，就是要形容藝術所有的包涵，我念這首

詩給你們聽看看：「多國藝家處一同」，很多國的藝術家住在一起；「作成藝品真雄風」，藝

品做的時候，大家都齊出力、齊好看；「五花雜色四方美」，大家都一起美；再一句是「巧斧

神工各不同」，大家用盡辦法各不同，形狀完全都不一樣。這是從藝術節開始到現在，我回憶、

觀察、看起來的感想。 

 
若是今年所做的藝術，以往我是比較沒在注意那邊，今年做的，在台 17 線那邊，做一個剛開

始我看也沒什麼，看仔細後，有樹，猴子還來爬樹，鳥來做巢，下面我看是羊，他說是梅花鹿，

旁邊還有流水，水澎澎，我感覺就算不是藝術也很有創意、很好看。這是我自己的感想，你們

藝術家和志工感受的是怎樣，我不知道。 

 
再來講到「成龍庇護所」，我看起來做那個是有夠艱苦，做都用竹篙（竹竿），走的時候要一

步一步，我看門口這麼大一個，最怕是透風和落雨，身軀澹糊糊，我希望你們大家多保護，給

它多照護，讓它永遠都能在那裡展示。 

 
擱再來，下去有根竹竿這麼高，上面站一個球，我看那個竹竿上面還留了一塊，但我說這句你

們可能會聽懂，「功虧一簣」，那個球如果再弄高一些，就沒有「功虧一簣」，那粒球我看就

像衛星，照遍全天下，在那邊晃來晃去，看能不能永遠照我們全地球這樣。 

 
再來是「浪花」，我去看，無風不起浪，平穩就不起浪，可能哪天颱風天淹大水，你們再來看

看有沒有起浪。 

 
再下去是「九橋」，我看起來不像「橋」又不像「擋」，是「橋」還是「擋」我看無，從橋頭

看不到橋尾，這麼高，你若站另一邊，我在這邊也看不到人。 

 
今年做的藝術，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希望藝術節可以保持著原則，以後再繼續做下去。 

 
那個翅膀喔，我看是什麼呢？「我要飛上天」，若飛到天上，遮天遮日，黑天暗地。那個看到

時，感覺非常壯觀，非常好看。希望颱風來不要給吹倒。 

 
這是我的感想，感謝你們各位從外國來到這裡，你們這些藝術家這麼有心來到這裡，台灣的志

工女生們本來這麼白綿綿，現在都像印度來的，刻苦耐勞一個月。今年來的志工不太有去我那

邊，不過以前來的志工，大家跟我那邊很熟。我希望你們以後若還有機會，再來成龍這邊走走，

再來我那邊坐、來我那邊泡茶，謝謝你們，祝你們平安，祝你們健康，祝你們快樂，謝謝。 

 
QQ 湄：我們有這樣的寶藏在這，我們的藝術節會不一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物出現。最後請

黃老師來幫我們簡單做個結束。 

 
黃世輝老師：剛剛田老師的話充分展現了台語的藝術，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就可以出口

成章，還有押韻，這是很不容易的。從田老師參加的最後這場座談會裡面，我有一個感想，就



是怎麼樣讓藝術作品跟在地居民，除了在過程當中，也可以在最後的時間裡有更多的對話。但

不是每個村民都可以像田老師這樣出口成章，但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仔細的對話，來調查他們

對這些作品的感受、感想。這可以給我們一些練習技巧的部分，藝術家看過當地居民對自己作

品的感想之後，回過頭來鍛鍊自己的溝通技巧，剛才 Jane 也有提到這個技巧 skill 的部分，除

了創作的 skill，其實還有 communication 的 skill，怎麼去溝通這個居民的部分。目前這個場合，

屬於在地居民的大概很少，大部分都是來參加三天兩夜的活動的人。除了田老師之外，還有很

多小朋友、很多在地居民，如果能來分享整個協力的過程中，你們的想法的話，藝術家們就會

更了解你們的心在想什麼，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成龍溼地的國際藝術節還是一個在台灣非常有代表性的藝術節，因為它有很多

實驗性的概念，而且它很有耐力，因為它做了九年。一個藝術節能夠辦九年，在台灣政府來講

是比較不可思議的。雲林縣其實有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越來越沒有味道的節慶活動也很多。

成龍溼地國際藝術節的經驗，真的很想讓其他人可以了解。我記得上次審查期末報告跟新報告

的時候，都有一個討論是，昭湄這邊的作法不要只關在自己的經驗裡面，能夠把自己的經驗分

享給大多數的人。今天就有看到這個兩夜三天的活動，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前來參加，也可以

讓成龍溼地的經驗分享到很多地方去。我覺得具有實驗精神的藝術節，還有非常多意思在裡面，

跟土地結合的新藝術創作的想法、同時也有環境教育的想法在這裡面，是台灣非常欠缺也非常

需要的。我很希望這樣的概念可以擴展到雲林縣其他地方的節慶活動，雲林縣有很多的節慶活

動其實缺少中心思想，又非常浪費，製造非常多垃圾，所以這個藝術節可以當成很好的典範。 

 
最後一點，我很期待這個藝術節可以長長久久，每一次都可以有一些內部的互動可以呈現給我

們看，藝術家進到這個地方，在內部的互動，可以呈現給大家看，同時它也會成為全台灣各地

會過來欣賞的一個節慶。所以很希望這個節慶不要中斷。在座有雲林縣文化處的代表，也有林

務局的代表，在經過這兩三天的討論之後，應該都會繼續支持這個活動吧？ 

 
這場有很多藝術家都分享了自己的意見，不需要我一直講，實在太輕鬆了。但塑造這個場合的

觀樹教育基金會，我們還是要給予非常正面的肯定，也很佩服他們所做的，我們是不是掌聲給

觀樹教育基金會。 

 
QQ 湄：謝謝大家，也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謝謝你們陪到最後。以後我們還是要在不同的

社區、不同的單位，大家一起為環境做事，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場次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