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年臺灣藝術空間工作營報名簡章
《社會參與的藝術：藝術空間與在地社群的相互與影響》
(Socially Engaged Art: Interrogating the ethics of participation)

壹、 計畫目的
為提供臺灣藝術空間一個開放交流的場域，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蕭壠及總爺國際藝術村為據點，
以《社會參與的藝術：藝術空間與在地社群的相互與影響》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談對
話，透過講座、工作坊及參訪臺南藝術空間，築構一相互認識及分享的學習平台。
貳、 辦理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蕭壠國際藝術村、總爺國際藝術村
參、計畫內容
一、主題探討：
由蕭壠國際藝術村發起為期三日的工作營，今(2018)年以《社會參與的藝術：藝術空間與在地社
群的相互與影響》為主題，邀請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珍妮特˙瑪斯汀(Janet
Marstine)來台主講，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吳瑪悧副教授主持。
《社會參與的藝術：
藝術空間與在地社群的相互與影響》主要探討一個當代的藝術機構應具備反映時事及回饋社會之
使命，如何透過自身的資源、定位與功能，引導激發社區社群以藝術參與，逐步形成一個相互連
結、衝突及調和的關係。瑪斯汀副教授將透過美國的博物館案例，帶出一個在地的藝術機構如何
透過參與式藝術，回應敏感複雜的社會議題，進一步影響原有社區社群的文化、思維及環境發展。
透過講座分享、腦力激盪 Q&A、工作坊等形式，促使台灣藝術空間營運團隊思考在台灣現有的文
化社會脈絡下，不同類型的藝術空間之於在地是什麼樣的存在？我們應如何發現並回應在地社群
的需求？與在地社群的合作是否存在其必要性？合作的模式是否因地而異？當一個藝術機構從
傳遞知識的授予者逐漸轉換為提出問題的學習者，我們與社區的關係又應如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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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專家學者簡介】
主講：珍妮特˙瑪斯汀 (Janet Marstine)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自 2008 年起一直為英國博物館學最高研究學術機構，2014 年再
添佳績，於英國國家學術評鑑(REF, Research Excellent Framework)中，以『研究影響力』(research
impact)獲最高評分。瑪斯汀為現任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英國博物館協會倫理委員
會成員。其研究長年關注於博物館倫理的變遷與發展，從博物館實作的符碼意涵至以藝術家介入
為倫理轉變的推手等多元角度探索博物館與社群的權力互動關係。其著作包含《批判性實作：藝
術家、博物館與倫理》(Critical Practice: Artists, Museums, Ethics , 2017)、
《博物館倫理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Museum Ethics, co-edited by Janet Marstine, 2012)、《博物館倫理》(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edited by Janet Marstine, 2011)、
《新博物館理論及實踐：導論》 (New
Museum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Janet Marstine, 2005)等。
主持人：吳瑪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副教授
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以《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2013)獲第 11 屆臺新藝術獎。
致力於以藝術探討環境、在地社區、社會議題等，透過藝術建立學習社群，型塑互主體性的關係。
藝術行動計畫包含：
《臺北明天還是一個湖》(2008)、
《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河行動》(2006)，
《北回
歸線環境藝術行動》(2006-2007)、《從妳的皮膚甦醒》(2000-2004)等。
翻譯：賴依欣
英國西敏大學視覺文化博士。獨立策展人，於 2011 年在臺南成立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希望透
過專業策展的方式詮釋藝術與文化；策劃之駐市計畫包含「城市記憶」
、
「流動的想像」和「城市
傳說」等一系列以城市紋理、流動、嵌入的文化意涵，和居民記憶為關照的展覽；其他策劃展覽
包括「末日再生─與他者的照映 台灣。澳門」、「此曾在」和「蔓藝共生—2014 台南新藝獎」等。
二、申請資格：
臺灣辦理藝術進駐計畫之政府機關、基金會及私人機構；臺南替代空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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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營地點：
蕭壠國際藝術村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 130 號)
總爺國際藝術村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總爺 5 號)
四、辦理日期：
1.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8 年 3 月 5 日止
2. 工作營時間：2018 年 3 月 15 日(四)至 3 月 17 日(六)
五、申請方式及名額：
僅接受網路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tXwuQko3ZIQ5akzJ2。
總計報名人數 30 名，其中住宿名額至多 20 名；同單位至多報名 4 位，額滿即截止。
六、報名費用、住宿及交通接駁：
免費報名、住宿及交通接駁。開放嘉義以北及東部的參加者申請住宿(蕭壠及總爺國際藝術村

1.

藝術家宿舍)，惟住宿空間有限敬請提早完成報名。
2.

工作營期間膳食由主辦單位提供，若有茹素或是特殊需求者，請於報名系統上註明。

3.

提供接駁車接送。接送路線包含：去程「嘉義高鐵站至蕭壠及總爺國際藝術村」、「蕭壠國際
藝術村至總爺國際藝術村」、回程「臺南市區至臺南高鐵站」。接駁車時間表將以電郵通知。

七、如何前往：
1.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至蕭壠國際藝術村：
(1) 搭乘台灣高鐵至嘉義高鐵站，搭乘接駁車至蕭壠國際藝術村。
(2) 搭乘台鐵至新營火車站，轉「棕幹線」公車於「蕭壠文化園區」站下車。
(3) 搭乘台鐵至臺南火車站，轉「藍幹線」公車至終點佳里站下車，轉「棕幹線」公車於「蕭
壠文化園區」站下車。

至總爺國際藝術村：
(1) 搭乘台灣高鐵至嘉義高鐵站，搭乘接駁車至總爺國際藝術村。
(2) 搭乘台鐵至新營火車站，轉「黃幹線」公車至麻豆轉運站，轉「橘 10」公車至「總爺糖
廠」站下車。
(3) 搭乘台鐵至臺南火車站，轉「橘 12」公車至麻豆轉運站，轉「橘 10」公車至「總爺糖廠」
站下車。
2.

開車前往：
至蕭壠國際藝術村：
(1) 南下：國道 1 號至麻豆交流道往「佳里」出口下，接縣道 176（往佳里），循指標即可抵
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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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上：國道 1 號過永康交流道後，轉國道 8 號（往台南方向）由新吉交流道下（往西港），
接台 19 線即可抵達園區。
(3) 臺南市區：走台 17 線(西濱公路)，接縣道 176（往佳里），循指標即可抵達園區。
至總爺國際藝術村：
(1) 國道 1 號麻豆交流道往「麻豆」出口下，接縣道 176 至 171（往麻豆）
，循指標即可抵達園
區。
(2) 臺南市區：台 19 線（往西港）接縣道 173 及 171，循指標即可抵達園區。
七、工作營期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3.15(四)

15:00-17:00

參訪總爺國際藝術村

17:00

晚膳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葉澤山致詞

09:40-11:10

工作營上午場
講座《社會參與的藝術：藝術空間與在地社群的相互
與影響》
主講人：珍妮特˙瑪斯汀 Janet Marstine
主持人：吳瑪悧
翻 譯：賴依欣
地 點：蕭壠國際藝術村

11:10-11:30

中場休息

11:30-12:00

腦力激盪 Q&A

12:00-13:30

中午休息及午膳

13:30-15:30

工作營下午場
工作坊《解構社會參與式藝術的倫理》
主講人：珍妮特˙瑪斯汀 Janet Marstine
主持人：吳瑪悧
翻 譯：賴依欣
地 點：蕭壠國際藝術村

15:30-17:00

參訪蕭壠國際藝術村

17:00

晚膳

10:00-12:00

參訪 2018 臺南新藝獎得獎作品
導覽解說：2018 臺南新藝獎策展人 陳明惠

12:00-13:30

午膳

13:30

賦歸

3.16(五)

3.1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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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得保留簡章內容變更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1. 完成報名者請勿取消，如有臨時或緊急事件須取消者請務必來電或來信告知。
2. 宿舍為一大床兩人房，由於房間數量有限，由主辦單位統一分配住房(2 人 1 間)。同單位報名者
將優先安排同房，若有空房再依實際情況調配。藝術家宿舍恕無法提供入住者本人之伴侶、家人、
助手或寵物入住。

※如對簡章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電話：06-7228488 / 7229910，劉小姐
Email：soulanghpar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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