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稿日:2015/9/30(三) 

藝 術 的 傳 承 與 跨 界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堂堂邁入第 22 屆，除承接前人所留下的珍

貴經驗外，亦不斷地思考突破，為亞洲打造出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級藝術博覽會。

今年的展會將雲集來自全球 20 個國家、168 間畫廊，超過 3000 件精彩作品。除

一如以往的強大台灣本地畫廊陣容外，更進一步吸引了 38 間來自香港、印尼、

義大利、日本、中國大陸、俄羅斯、新加坡、韓國、泰國、美國、越南等地之藝

廊首度參展。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也同時獲選為交通部觀光局 2015 年國際級活

動之一，並再度勇奪 La Vie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100 大獎年度文創會展獎，向世界

行銷台灣文化實力。 

今年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選擇以傳承與跨界為主軸，不再將「展出」侷限於

展位框架之中，而是藉由聲音、影像、空間設計等元素共同為 ART TAIPEI 2015

形塑嶄新意象，期待每位參與者從踏進展場的那一刻起，即能親身體驗藝術的無

處不在。除有國際建築團隊無有設計共同主持人劉冠宏與王治國所規劃的全新展

館，展現新的空間人文概念，打造全新觀賞經驗；理式設計李孟杰以黑色為基底，

與四個冷色調的高彩度色塊組合，呼應今年四大展區的主視覺外，尚邀請到為台

灣音樂締造多項里程碑的知名日籍音樂人櫻井弘二及日向映畫王康子瑋導演參

與形象影片製作，於展前記者會進行全球首播，呼應藝術跨界主軸。 

為了能夠多角度呈現亞洲豐富的藝術風貌及深度，ART TAIPEI 2015 的展場

首度擴大至貿易中心的全數展廳，並將總計達 2 萬 3,450 平方公尺的展示空間精

心規劃為規模更甚以往的「藝術畫廊展區」、特別展出近三年創作或未曾在台灣

展出之作的「新作首映」、以新媒體創作為主軸之「藝術前線」、一展當今世代創

作觀點、規劃有國外具潛力年輕藝術家個展的「新秀登場」、文化部支持的「Made 

in Taiwan-新人推薦特區」，並有多件大型公共藝術作品交錯點綴展場，塑造出獨

一無二的藝術空間新景觀。於為期四天的「ART TAIPEI 2015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

會」中，台灣畫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頂尖畫廊一同展出，同時配合期間舉辦之藝

術講座與藝術論壇，引領參與者深入探究亞洲藝術新風向。 

9 月 30 日文化部藝術發展司梁永斐司長親臨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展前記者

會指導，並為即將到來的展會揭開序幕。另又有東方畫會抽象大師陳道明與 Made 

in Taiwan 新人推薦特區得主曾建穎特別出席，傳遞代表本年度台北國際藝術博覽

會精神的獎章，象徵台灣藝術創作豐沛能量的傳承。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理事長王瑞棋表示: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是亞洲最好的

藝術博覽會之一，『最好』不僅意指於內容上彰顯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底蘊之外，

今年也於呈現方式追求國際化，除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國際畫廊參與，更能進一步

向前推展至一種雙向交流，讓台灣藝術圈自畫廊、藝術家、收藏家皆能及時看見

國際藝術發展脈絡，國際藝壇亦能看見台灣藝術創作的好。」本屆台北國際藝術

博覽會無疑將是一場盛大的藝術饗宴。 

    「ACCUPASS 活動通」特別推出超早鳥票專案，短短兩週即交出 1000 張之



亮眼成績；另外，引領行動支付潮流的「LINE Pay」也看好台北藝博的實力，將

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推出限時 3 日市場最低優惠票價；一般民眾亦可上博客

來售票系統購票，最新即時資訊可至 http://www.art-taipei.com 或上 facebook 粉絲

專頁「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查詢。 

展覽展期 | 2015 年 10 月 30 日(五)至 11 月 02 日(一)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11 月 02 日至

下午 6 時） 

開幕晚會 | 2015 年 10 月 29 日(四)下午 6 時半至 9 時 

展覽館址 |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館 (11011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5 號) 

媒體聯絡人 : 媒體公關主任  鄧聿檠  0975-865352  yuching@art-taipei.com  整合行銷部經理  蘇家慧   0970-404337 

alicia@art-taipei.com 

 

圖片、參考素材下載位置: http://art-taipei.com/2015/zh-tw/download_press.php 

密碼: arttaipei15

 

mailto:alicia@art-taipei.com


參考資料: 

 

ART TAIPEI 2015 展前記者會與會貴賓簡介 

 

一、 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司長 梁永斐先生 

梁永斐先生曾任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股長、專員、

督學、科長、專門委員、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主任、臺北市體育處處長等職，

現任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司長，全心支持台灣文化藝術發展。 

 

二、 無有設計共同主持人 劉冠宏、王治國 

本年度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將與國際建築設計團隊「無有設計」合作，共同打造

全新觀展體驗，使展場於匯聚現當代經典藝術創作的功能外，更成為一件有機的

大型藝術作品，隨著與會者的狀態產生各不相同的感受，進而創造出屬於個人的

藝術經驗。無有概念發想於 2009 年紐約，以東方哲理為體，西方技術制度為用，

成立於台北，提供跨領域整合性的服務。共同主持人劉冠宏曾於貝聿銘建築事務

所服務多年，王治國則為現任銘傳建築系講師，團隊擁有豐富的設計經驗，將為

2015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來賓打造出最極致的觀展體驗。 

 

三、 日向映畫 王康子瑋導演 

王康子瑋現任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數位影視動畫科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

術與造型設計學系講師，作品橫跨商業廣告、藝術、紀錄片，創作手法多元，橫

跨文字、影片、動漫、劇場、音樂及當代藝術領域。今年王康子瑋與曾任日本

NHK（日本放送協會）音樂總監，後定居台灣從事流行樂與表演藝術音樂創作與

演出，並為台灣音樂締造多項里程碑的知名音樂家櫻井弘二一同打造 2015 台北

國際藝術博覽會形象影片，於展前記者會進行全球首映。 

 

四、 東方畫會抽象大師陳道明 

1955年末，陳道明與夏陽、霍剛、蕭勤等好友創立「東方畫會」，被譽為「八大

響馬」之一，催發台灣美術現代化的狂潮。五○年代時專事於塗鴉性強的速寫創

作，是一種近乎意識流的自然抒發，回應著戰後世界性繪畫抽象化的脈動。六○

年代以降，嘗試多類媒材的實驗，意圖表達一種蒼涼掙扎的戰後情境，作品中圖

像符號已被抽離為最簡單的點、線、面元素。此期畫作的色譜多屬灰褐色調，然

畫表細密的皺褶、斑駁變化在強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閃爍華麗的光彩。一九八○年

之後，壓克力、水彩等水性顏料的流暢性，渲染性取代了厚重濃鬱的油彩，而大

片留白營造出視覺上自由瀏覽的時間性空間，呼應著藝術家年少時期學習國畫的

心境，追求氣韻生動的精神理念，亦回應著作者對幼年成長的黃土高原，那開闊

寬廣自然的鄉愁。陳道明創作不懈，永遠追求超越，多樣的色彩層次變化和有如

雕塑的肌理讓人聯想到跳動的音符和美麗的旋律，又以光的表現代表動態和時間

的推移，對於色彩和技巧的掌控度往往令人懾服。本屆台北藝博誠品藝廊會推出

陳道明個展，呈現他近兩年的最新創作以及藝術家豐沛的創作能量。而本次展前

記者會陳道明與Made in Taiwan 新人推薦特區得主曾建穎同台，除預告著2015台

北藝博正式開跑，也象徵著臺灣藝術的傳承。 



 

五、 Made in Taiwan 新人推薦特區得主 曾建穎 

文化部推薦我國年輕藝術新秀登上國際舞台，鼓勵優秀年輕藝術家與藝術產業接

軌！持續第八年舉辦「Made In Taiwan-新人推薦特區」，致力推廣我國 35 歲（含）

以下之年輕藝術家，歷年選出之 MIT 新人特區藝術家於「ART TAIPEI 台北國際

藝術博覽會」展出，均有優異表現，廣受國內外媒體及收藏家高度關注，此次記

者會由曾建穎代表出席，一展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MIT 新人特區內臺灣藝術創

作新秀的創作活力。出席代表曾建穎出生於 1987 年，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美術

系研究所。試圖展現當代生活中的荒謬情境。身體與精神並非兩個對立的概念，

而是會互相影響與滲透，以此表達生活中的感受與社會現象的質疑。 



 

參考資料: 

ART TAIPEI 2015 嶄新展區規劃 

一、 ART TAIPEI 2015 四大展區 

1. 「藝術畫廊」展區: 集結世界各地成立三年以上的畫廊，今年的藝術畫廊展

區中吸引了來自中國、港澳、印尼、泰國、以色列、美國、英國、俄羅斯、

義大利、日韓、新加坡等地之國際畫廊參與，數量更甚以往達 133 間畫廊，

展出各種不同創作型態之精選藝術作品，且其中有許多創作更是首次於台灣

展出，精彩可期。 

 

2. 「藝術前線」展區: 為新種類和創新多媒體藝術而設的「藝術前線」展區今

年吸引 1335 Mabini（馬尼拉）、a.m. space（香港）、采泥藝術（台灣）、双方

藝廊（台灣）、新苑藝術（台灣）、名山藝術（台灣）以及 Silverlens（馬尼拉、

新加坡）七間台灣與國際畫廊參與，創作型態多元，包括數位藝術、互動藝

術、聲音藝術、裝置藝術等。 

 

3. 「新秀登場」展區: 前身為「新人推薦特區」，為台灣以外的畫廊提供推廣

35 歲以下新晉藝術家的一片舞台，Richard Koh Fine Art (馬來西亞)、Equator 

Art Project (印尼)、Weiling Gallery (馬來西亞)、Vin Gallery (越南)、H Gallery (印

尼)、艾可畫廊 (中國)、Standing Pine (日本)、Gallery Irritum(韓國) 所帶來的

藝術家作品，對應文化部「Made In Taiwan-新人推薦特區」101 位（組）年

輕創作者選拔中脫穎而出的藝壇新血——陳佩歆、范思琪、黃柏勳、鍾和憲、

林昱均、曾建穎、黃可維及張徐展等八位台灣藝術新秀創品，捨棄常見的群

展模式，聚焦單一藝術家，以最為純粹、完整的方式呈現出藝術家及作品的

核心思想，開啟作品與觀者及空間的對話。入選藝術，展現出當今世代對於

自身環境及創作的獨特觀點。 

 

4. 「新作首映」展區: 今年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將首度推出「新作首映」展

區，其中所有作品皆是在近三年內創作或從未在台灣展出的創作，如一諾藝

術（台灣）展位將有谷文達極具爭議性的《變形記》系列作品展出，金魚空

間（台灣）將帶來工藤萌子 2014 年 獲得 Tokyo Wonder Wall 賞的畫作《隔

壁間在吃晚餐》，以及十方藝術空間（台灣）以蓼蕭、楊依香、紀福堂等三

位使用不同媒材創作的藝術家新作重新尋找並定義當代平面繪畫的各種可

能。 

 

二、 公共藝術特區 

2015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的新創舉是邀請國際與台灣的畫廊與藝術家針對特別

規劃的空間做公共藝術的安排。公共藝術在會場不僅是一件作品還具有方向導引

與聚會休息的功能。 

藝術家巴豪嵐。吉嵐從母體文化的本質出發，以與原住民共享相似生存環境條件

的臺灣山豬做為創作的主要載體，一面嚮往精神性的提昇與追隨，一面思索民族

的未來以及自身所處的位置，配合的快閃活動，將藝術趣味化、生活化，同時關



心台灣本地的原民藝術創作，作為每年藝術計畫的實踐。「在藝起」這件作品的

創作靈感源於日常生活的塑膠凳子，焦興濤用色彩明快的凳子來創作，然而當民

眾輕輕觸摸作品，發現這些平凡的凳子是由青銅鑄造而成，生活的日常物品經由

藝術家的轉化，讓人有了驚喜。兩件作品分別由 101 大樓的 4、5 樓展覽廳以及

廣場延伸到台北國際藝術覽會會場，觀者坐在凳子上休息，或是在凳子上刻寫對

朋友、家人、或是對「臺北」這座美麗城市的祝福。徐永旭以身體做為創作器具

的概念，投注高度決心與毅力至陶藝創作中，強調身體與作品間的對話，以主體

與身體融為一的方式面對陶土藉由藉由身體的知覺、觸與痛，在現有以陶為主結

構之中和世界相互流動形構出作品。 

2009年獲得威尼斯雙年展藝術家金獅獎的德國藝術家 Tobias Reberger將為台北國

際藝術博覽會特別製作一件最亮眼的公共藝術作品，呈現他以往以平面線條創造

視覺立體空間感的精彩絕倫創作；日本藝術家 Tomohiro KATO 將一件特別設計的

傳統茶道茶室渡海送到展覽會場，觀眾將可以在作品之內親身品嘗日本清茶並聆

聽藝術家的創作介紹，此次更是動員 10 人工作小組支持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呈

現作品 Steel Tea Room ‘Tettei’；藝術家 Shibakawa TOSHIYUKI 以當代精神幽默

風趣想像未來考古學，充滿趣味。另外還有驚喜作品只在展覽現場才能親身領略。 



 

三、 藝術講座 

 10 月 30 日（五） 10 月 31 日（六） 11 月 1 日（日） 

14:00 

- 

15:00 

藝術博覽會時代： 

亞太畫廊聯盟 APAGA 

 

講者： 

亞太畫廊聯盟成員 

 

主持： 

王瑞棋（聯盟主席） 

 今藝術 X Art Taipei 2015 

「全球藝向」 - 改變收藏

視野的新勢力 

 

講者： 

林偉而（思聯 CL3 董事總

經理） 

周大為（青年藏家） 

 

主持： 

高子衿（典藏今藝術總編

輯） 

16:30 

- 

17:30 

SCREEN X Art Taipei 2015 

「新勢力」 - 媒體藝術的

收藏與挑戰 

 

講者： 

陸尋（四方美術館館長）

周艟（青年藏家） 

袁廣鳴（藝術家） 

黃建宏（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藝術跨域研究所副教

授、藝評） 

 

主持： 

劉茵夢（SCREEN 雜誌聯合

創辦人） 

陳佳音 

收藏臺灣當代 – 臺灣當

代藝術的國際競爭力與

收藏策略 

 

講者： 

張銀鏘（新時代畫廊負責

人、收藏家） 

譚精忠（知名室內設計

師、收藏家） 

 

主持： 

蔡昭儀（國立臺灣美術館

展覽組組長） 

科技藝術 – 亞洲觀點，

由 Jaguar科技藝術獎談起 

 

講者：入圍藝術家 

 

主持：謝佩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