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家座談暨國際論壇 

活動簡章 

壹、 藝術家座談 
藝術家座談作為建立藝術與生活文化交流之起點，提供國內外藝術創作經驗對話基礎。 

於桃園地景藝術節活動辦理期間，特別邀請此次參展之國內外藝術家，分享如何透過藝術作品

與土地和民眾進行溝通。 

 

第三場：舊所在．新風景—在地藝術家的地景詮釋 

1.時間：2019年 9月 14日（六）13：30-15：30 

2.地點：大湳森林公園展區 E7(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 36號) 

3.主持人：潘小雪 台北當代藝術館執行總監 

4.與談藝術家：賴添明、涂維政、劉家瑋、胡縉祥 

5.報名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08121026451559389809 

 

第四場：建築．地景．劇場—空間敘事與環境想像 

1.時間：2019年 9月 15日（日）13：30-15：30 

2.地點：大湳森林公園展區 E7(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 36號) 

3.主持人：陳歷渝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任暨創意設計中心主任 

4.與談藝術家：潘天壹、方瑋、洪誌遠、林育正、徐秀美 

5.報名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0812102645155938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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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論壇 

一、 論壇主題：「新風景線」的想像與創建 

二、 會議時間：2019年 9月 19日 (四) 10:00 - 16:40 

三、 會議地點：元智大學有庠廳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六館一樓) 

四、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美術館 

協辦單位：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五、 論壇內容： 

策劃人：鄒淑慧（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人類在數萬年前創造洞穴內的視覺意象，把岩壁當成畫架，訴說謎樣般的故事與想

像。二十世紀的現代人用大地做為畫布或媒介，賦予藝術創作對自然與環境的各種回

應。大自然的靈魂彷彿被人類的思考與藝術的作為不斷地召喚與提醒，持續展現自然

與人造的新對話，形構當代藝域地圖不可或缺的地景藝術。 

 

2019 年桃園地景藝術節以「新風景線」的想像與創建，建構有關地景藝術的展演平台

與國際交流。人如何從過去的經驗征服時間與空間的框架，重新閱讀人與環境的新概

念，創造自然、文化與生活的和諧新風景? 人又該如何逆轉無可避免的自然走向極端

化或歷史建築趨近廢墟化，守護稍縱即逝的當下，進擊不可預知的未來? 本次國際論

壇將從轉化人和自然的環境共生概念發想，邀請來自亞洲多位講者展開對話契機，分

別表述或演繹不同觀點的地景想像，希冀透過交流與激盪，提出有關人與自然共存的

觀照與反思。 

 

此次論壇共分兩大子題： 

子題 (一) Art as the diverse lure / 藝術 x生機 x演繹 

著眼不同地域的經驗分享與實質演繹，藝術的魅力如何驅動特定場域的自然與文化建

構，召喚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現在或被遺忘的過去。當代的藝術景象又是如何在前進的

時間橫軸下，展現與地方人文地景共融的建構力量。藝術的想像、匯聚與實踐在演繹

地景藝術的同時，是一種強行的人為介入自然或是溫婉的養分浸潤大地。 

 

子題 (二) Land as the ideal future / 地景 x未來 x創生 

探討人與環境和土地的新關係，美好理想的新未來如何透過共生與再創的翻轉，建構

各種新紋理的流轉風景。人類千古以來敬畏大自然的同時，如何真情凝視和反身自省

當前的生存環境，注入更多的信賴與關懷。藝術、建築與環境如何互相依存，走向美

好的和諧。政府與社區如何超越自然地景之於偏鄉和人造建築之於都會的鴻溝，攜手

創建更多擴張力量的可能性。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E5%8F%B0%E4%B8%AD%E9%87%91%E5%85%B8%E9%85%92%E5%BA%97(%E5%8F%B0%E4%B8%AD%E5%B8%82%E8%A5%BF%E5%8D%80%E5%81%A5%E8%A1%8C%E8%B7%AF1049%E8%99%9F)


六、 議程表 

時間 議題 

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3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第一場】 藝術 x 生機 x 演繹 ˙ Art as the Diverse Lure 

10:40 –11:20 專題演講  

 ˙主持：廖仁義所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講：蘇菲˙苟爾副主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 

研究與學術計畫部門副主任) 

11:20 - 12:00 專題演講 

  ˙主持：陳冠華副教授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 系主任) 

˙主講：卡洛斯˙奎江（馬尼拉策展人兼作家、美國蓋提基金會藝術史 

研究計畫學者） 

12:00 - 13:10 午餐 

【第二場】地景 x 未來 x 創生 ˙ Land as the Ideal Future 

 

13:10 - 13:50 

 

專題演講 

  ˙主持：謝佩霓理事長 (國際藝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理事長) 

 ˙主講：鷲田梅洛先生 （獨立策展人,2019 年愛知三年展策展人,  

2017 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策展人） 

13:50 – 14:30 專題演講 

  ˙主持：褚瑞基副教授 (銘傳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主講：彭文惠副教授 （中原大學景觀設計系 系主任） 

14:30 – 14:50 茶敘 

14:50 – 15:30 專題演講 

  ˙主持：鄒淑慧副教授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 副教授) 

  ˙主講：李韻儀女士 （台灣 2017-2020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策展人）  

15:40 - 16: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劉俊蘭館長 (桃園市立美術館 館長) 

  ˙與談人：五位發表者 與 兩位參展藝術家 

閉幕致詞 

 

七、 活動報名：免費參加，採網路預約報名 https://reurl.cc/yp8Y2 

 

 

https://reurl.cc/yp8Y2


參、 交通資訊 

大湳森林公園交通資訊 

大湳森林公園 : 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 36 號  

開放時間：9.6（五）-9.22（日）週一到週四 10:00-20:00，週五到週日 10:00-20:30 

 

 搭乘大眾運輸  

（1）桃園火車站下車。 

 於桃園火車站後站「桃客總站」可搭乘市區公車【5053】【5053A】【5096】【5096A】

【5044】於「瑞祥社區站」下車，步行約 2 分鐘，前往大湳展區（大湳森林公園）。 

 （2）或另可搭乘【102】【103】【157】【201】【713】【715】【5060】【5301】【GR2】

等路線公車，及免費公車【L113】【L115】【L116】【L117】路線，皆可前往大湳展區

（大湳森林公園）。（以上路線班距約 20-60 分鐘/班）  

 

 搭乘接駁車 

 

 

 自行開車  

國道 2 號大湳交流道【八德方向】 → 和平路 → 和平路 276 巷（地景臨時停車場，

24.954669, 121.305901） 

貼心提醒：建議大客車、遊覽車在大湳森林公園「南站」（介壽路二段 245 號旁）上下

客，後行駛至仁德路、廣興五街進行路邊臨停。請勿進入地景臨時停車場，避免造成停

車場路面下陷，影響愛車後續進出場。謝謝您的合作。 

 



  

 

     

 桃園市區搭乘公車參加地景藝術節，可利用「桃園公車動態系網」查詢詳細班次：

https://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自行開車的朋友，歡迎下載「桃園輕鬆 GO」app 即時掌握桃園市內交通、周邊停車場和旅遊資訊：

https://traffic.tycg.gov.tw/ 

 

 

https://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https://traffic.tycg.gov.tw/


元智大學交通資訊 (有庠廳 6 館 1 樓) 
◎搭乘火車  

南下→內壢車站  

可搭通勤電車至內壢車站下車 (或搭對號快車至中壢或桃園車站下車再換搭區間車或公車 )。  

北上→內壢車站  

新竹以北，可搭區間車至內壢車站下車 (或搭對號快車至中壢或桃園車站下車再換搭區間車或公車 )。  

內壢站→元智大學  

往北(右)步行約五分鐘，則可看見中華路與遠東路口有元智大學指示牌，右轉過平交道，再沿右邊步行約

十分鐘即可抵達。   

台鐵區間車發車時刻表   

☆台北到內壢站通勤電車全票：新台幣 51 元。  

★新竹到內壢站通勤電車全票：新台幣 63 元。  

◎搭乘公車  

155(原中壢 5 甲)、156(原中壢 5 乙)路公車  

在中壢車站搭乘 155、156 路桃園客運直接坐到元智大學內。  

1 路公車  

在中壢或桃園車站搭乘 1 路桃園客運，在元智大學站（中壢往桃園）或內壢火車站（桃園往中壢）下車，

再沿中華路往桃園方向前行至遠東路與中華路交叉口，右轉過平交道，再沿右邊步行約十分鐘即可抵達。  

208 路公車  

自捷運高鐵桃園站搭乘 208 路統聯客運公車，在元智大學站下車。  

 

◎自行開車  

北上→中壢交流道  

高速公路：過中壢 /新屋交流道後，靠右線行駛，準備在中壢  

交流道（58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南下→中壢交流道  

高速公路：過中壢休息站（約 54 公里處）後，靠右線行駛，準備在中壢交流道（56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

路。  

中壢交流道→元智大學  

下高速公路後順路直行約 3.6 公里後銜接台一線省道（即中華路）左轉往桃園方向行駛，前行約 2 公里後

會經過內壢火車站。過內壢火車站後約五百公尺，可看見中華路與遠東路口之元智大學路標，右轉過平交

道，沿右邊前行約五百公尺距離，左邊即是元智大學。  

內壢交流道→元智大學  

行高速公路南下五十六公里，或北上五十七公里處，下內壢交流道，經縱貫公路往桃園方向，過內壢火車

站後按路標指示右轉。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南桃園交流道→元智大學  

行高速公路下南桃園交流道，往南經文中路、龍壽街，或往北走國際路均可至縱貫公路右轉，往中壢方向

按路標指示左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