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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藝術概要 

 
一、第 59 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臺灣館推選出原住民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代表參展，請分

析撒古流的創作特色，並闡述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發展現況。（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在政府大力提倡多元文化下，有日漸重要之趨勢。尤

其部分原住民當代藝術家，其藝術創作與文化復振運動密不可分，值得同學關注。 

【擬答】 

前言：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 

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jung，1960-）是臺灣屏東縣三地門鄉達瓦蘭部落的排

灣族藝術家，漢名許坤信，其家族世代都從事部落工藝的製作，父親曾連任三屆屏東縣三

地門鄉大社村村長，但他曾以水電工為業。「撒古流」在排灣族語中指的是「箭頭」，蘊

含「挺身而出」之意。他眼見部落文化流失，自 1978 年起創設「古流工藝社」，長期向長

老們請教、蒐集和整理傳統文化，同時藉由藝術創作來表達和探討相關議題。 

創作特色：振興文化與藝術創作並行不悖 

撒古流的創作跨越繪畫、雕塑、裝置、建築等不同形式。具代表性者如下： 

陶壺復興。撒古流曾利用水電工身份，穿梭在各部落中。由於注意到部落中能燒製「祖

靈居所」、「文化子宮」之陶壺者，越來越少，遂於 1981 年起，重向耆老學習相關技術

和文化，進行文化復振運動。他曾在部落同意下，將兒子命名為「磊勒丹．巴瓦瓦隆」

（1990-）。「磊勒丹」即族語「小陶壺」之意，並堅持政府不登錄族名就不報戶口，因

而掀起 90 年代原住民的「還我族名運動」。 

原民建築。撒古流曾於 1994 年參與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的建築設計，並提出改良傳統石

板屋的計畫。因此三地門鄉公所不同於一般公務機關的制式冷峻，反而有着活潑的色彩

和裝飾。在外觀上以卵石、鑄銅、浮雕等媒材，製作山豬牙頭冠、百合花、菱格紋、陶

壺等的文化符號，並使用類似手法製作故事性戶外雕塑，三地門鄉公所因而重新成為部

落的文化空間集會所。 

原民雕塑。撒古流於 1996 年起投身雕塑和公共藝術領域，並帶領部落族人學習並製作作

品。如：《文化的樑》（1996）等。該作品為大型鐵雕創作。透過祖孫前後背負巨大木

樑行走，象徵部落間文化的傳承，也是對自我的期許。目前該作品位於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文化園區內。 

原民教室。撒古流於 1997 年起在部落籌建「達瓦蘭教室」，從事民族工藝和母語文化教

學，並開始透過素描，講解部落的文化和歷史。其「部落有教室」，除舉辦「排灣族達

瓦蘭特展」，也出版相關刊物，其《祖靈的居所》（2014）甚至曾獲第 38 屆金鼎獎，並

與「原民菁英回流」運動息息相關。 

藝術展覽。撒古流曾於 2016 年受高雄市立美術館邀請，與阿美族藝術家拉黑子・達立夫

一同舉辦「邊界敘譜：光的記憶」雙個展。展中撒古流除了製作雕塑和大型空間裝置，

並使用多媒體及文件，將排灣族的古典哲學與思想，化為動畫、文字和插圖。此後撒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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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開始受邀至國外展覽與駐村，並於 2018 年榮獲第 20 屆國家文藝獎，是首位獲得該獎

項的原民藝術家。 

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發展現況 

1990 年代出現 

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約出現於 1990 年代，與原民的文化復振運動息息相關。1991 年

《雄獅美術》雜誌以「原住民藝術現代性」為名進行公開討論，可視為濫觴，並促使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994 年成立「原住民技藝研習中心」。同年，文建會推動「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使原住民藝術逐漸獲得重視，開始打破落後保守的刻板印象。在臺灣

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中，特別值得一提者，除了製作陶壺的排灣族原住民藝術家撒古

流‧巴瓦瓦隆，還有重新開始織布的泰雅族藝術家尤瑪‧達陸，或致力於漂流木藝術的

阿美族藝術家拉黑子‧達立夫等。 

切合多元文化潮流與議題 

2000 年後，臺灣開始接受國際性多元文化潮流，關注社會的少數、弱勢、邊緣族群，尊

重文化差異，促進對話交流。2012 年起更透過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

會）發起「Pulima 藝術獎」，大力推動原住民當代藝術發展，成為臺灣第一個以原住民

當代藝術為主體之藝術獎項，每兩年舉辦一次，目前已有四屆成果。臺灣當代原住民藝

術及藝術家，多重新處理自己與部落、族群與世界、殖民與解殖民的問題，寄望藝術能

成為一種生活教育方式，增進族群自信，協助部落的未來發展。 

結論 

自 1895 年起開辦的威尼斯雙年展，歷來有「藝術的奧林匹亞」之稱。臺灣雖長年受到干擾

無法正式以國家館的名義參展，仍積極租用主場館附近的普里奇歐尼宮同步舉行展覽。

2021 年北美館推選撒古流・巴瓦瓦隆代表臺灣參加，並邀請亞洲當代藝術及南島語族文化

研究專家派崔克・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擔任策展人，除反映臺灣當代藝術與多元文

化思潮的緊密關連，肯定全方位的藝術社會實踐，也反映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的崛起與不

可忽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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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部自 2010 年起策辦臺灣國際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臺灣文博會），請試述臺灣文博會所

提倡之「品牌新思維」以及「將地方作為文化品牌」的意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臺灣文博會是文化部推動文創產業的重要項目。近年透過策展，加強對地

方文化的思考，已漸成獨特品牌。同學應理解何謂品牌及品牌的重要性，方能有效作

答。 

【擬答】 

前言：臺灣文博會簡介 

文化部自 2010 年起策辦「臺灣文博會」，推動臺灣文創產業，建置品牌。2014 年文博會

轉型以展會本身為主體，提供商品及服務交易平台，同時串聯週邊活動，實踐「城市即展

場」理念。2018 年起文博會再次轉型，藉「深度策展」方式，關注文化議題，激發設計創

新可能性，並朝向亞洲最具思考力之展會邁進。2020 年因武漢肺炎肆虐停辦。2021 年以

「Supermicros 數據廟－匯聚相信的力量」為主題，委託臺灣設計研究院執行，由「豪華朗

機工」創意總監林昆穎擔任總策展人，在華山 1914 文創園區（文化概念展區）、松山文創

園區（設計品牌展區）、花博公園爭艷館（圖像授權展區）等地展出，以實踐「商策合

一、科技近用、文化經濟、想像未來」等的目標。 

品牌新思維 

所謂「品牌」（Brand），指的是產品或服務的象徵。一般人常將「品牌」窄化為「商標」

（Trademark），但「品牌」不是「商標」，一種抽象識別符號，而是能被人理解與認知的

組織形象和心理預期，是組織名稱、徽標口號、產品服務、視覺體系、組織文化、營運管

理等的綜合體。換言之，「品牌」是消費者長期追蹤使用所產生的主觀體驗、認知與感

受。總之，「品牌」是一個存在於消費者心中的東西，不歸屬於企業，但企業可以用自身

的經營模式及系統，透過特定方式發展「品牌」，提升其在消費者心中的熟悉度，進而銷

售產品和服務。 

臺灣文博會所提倡之「品牌新思維」，主要有幾個層面： 

在新展會型態上，如何展現臺灣獨特生活態度及價值。 

在新消費趨勢上，如何成為引領華人世界生活型態的先驅者。 

在新政策主張上，如何深植臺灣文化軟實力以推升產業經濟新思維。 

在新產業鏈模式上，如何展覽串聯會外商家，架構文創產業運行新模式。 

在新品牌價值上，如何對外傳播華人世界優質生活，對內形成全民運動。 

將地方作為文化品牌 

有二層意涵：第一是使「臺灣文化」成為品牌。就文化部而言，文創產業的基礎來自於在

地的文化底蘊，文化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在地的文化內容為核心，如此方能掌握文化主體

性，對內建立自信，對外拓展外交，使文創產業形成正向循環，實現「愈在地、愈國際」

的文化價值。第二是使「地方文化」成為品牌。就臺灣文博會而言，近 3 年來，文博會透

過主題策展，如：「我們在文化裡爆炸」（2017）、「從身體創造」（2018）、「文化動

動動」（2019），一改過去文化創意產業關注的創意呈現和市場經濟，反而開始關注臺灣

在地文化的本質與潛能，持續強化文化議題探索與對話的深度。在相關發展和討論的條件

日益成熟下，臺灣文博會開始策劃主題性的「地方文化」展覽，許多地方政府也願意參

加，讓觀眾接觸地方文化。 

舉例來說，2021 年臺灣文博會在華山文化園區中，便策劃三處與「地方文化」有關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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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地方總論館：北回朝聖路—探索從澎湖到花蓮秀姑巒溪這條長達 204 公里路上的自然生

態與物產。 

嘉義縣館：照起工—呈現嘉義縣 18 鄉鎮廟會，藉此展現職人堅毅踏實的性格。 

花蓮縣館：據說考古隊—考證流傳在地的山海神話等。透過對「地方文化」的整理和研

究，臺灣文博會進而能在松菸設計品牌館及花博圖像授權館等展區中，提供相關文化創

意商品和服務。 

由此可見，對臺灣文博會而言，「將地方作為文化品牌」已漸形成一套論述和方法，不但

是臺灣文博會發展的新趨勢，也是未來臺灣文創產業的新焦點。 

結論：從商標、品牌、到 IP 

早期臺灣文博會的主要重點是提供「文創商品交易」，並企圖透過優質的產品商標與國際

交流。臺灣並非強勢的文化輸出國，單純從事產品銷售並不容易取得國際訂單。經過多年

摸索，臺灣文博會終於體認到「建立自身品牌」、「將地方作為文化品牌」的重要性。文

化需要長期耕耘，但有更多跨領域策展人和地方政府的參與，臺灣文博會將不再只是一年

一度的大拜拜活動，而能不斷累積各地的文化創意能量，真正發揮臺灣多樣的地方文化特

色，最終使「臺灣文化」成為獨特的品牌，突顯出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差異，成為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種強大的情感寄託和價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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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鎮院國寶—范寬．郭熙．李唐」特展，離前次故宮三寶合體展出

已相距 10 年。請敘述三寶的作品特色與重要性，以及為何相隔 10 年才能合體展出的文物保

存維護概念，並試述數位科技運用在此展覽的狀況。（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國立故宮博物院是臺灣博物館指標，定要密切注意其動向及展覽。千年以

上紙絹文物，拉開即損耗。數位科技運用能拉近作品與觀眾距離，促進品味交流。 

【擬答】 

前言：故宮三寶的由來 

所謂「寶」，即強調其稀有性與特殊性。國內外博物館或美術館皆有所謂「鎮館之寶」，

如：羅浮宮三寶（維納斯像、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國美館三寶（陳澄波的嘉義遊園

地、林玉山的蓮池、黃土水的水牛群像）等。這些作品不但受專業研究者的肯定和重視，

也長年受觀眾喜愛，吸引無數遊客前往朝聖，大大提昇博物館的知名度和認同感。國立故

宮博物院是臺灣最重要的博物館，匯聚了中國歷代王朝數十萬件精品文物，從金屬、陶

瓷、書畫、珍玩、到文件檔案，不論質量都非常可觀。但故宮在大陸時期，並無「三寶」

一說。1949 年故宮遷臺後，局勢方定，許多國際知名的藝術史學者便紛至造訪。至 1960

年代，三幅北宋山水畫，即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萬壑松

風〉，因具有珍稀的藝術史價值，且被學著們反覆推崇，才漸獲得「故宮三寶」美譽。

2012 年，此三件作品由文化部核定並公告為國寶級古物，更名符其實地成為「鎮院國

寶」。 

「故宮三寶」的特色與重要性 

范寬的〈谿山行旅圖〉 

范寬（950-1032），陝西銅川人，北宋四家之一。早年師李成，後直接向大自然學習，

並隨心而繪，終於建立獨特風格。〈谿山行旅圖〉為絹本水墨掛軸，縱長 206 公分，橫

寬 103 公分，採巨碑式的構圖。圖中舉凡山川流水、高山岩石、點景人物等，皆透過寫

生觀察仔細勾勒，極為可貴。〈谿山行旅圖〉整體而言空間層次極為豐富，范寬使用雨

點皴等筆法，傳達北方山水的雄偉壯麗，同時藉此圖將中國美學中最不容易傳達的時空

流轉、出世入世精神、及作者自身對天人一體的體會，表現得淋漓盡致。據傳，明代董

其昌曾評此圖為「宋畫第一」，故〈谿山行旅圖〉被選為「故宮三寶」之一，乃實至名

歸。 

郭熙的〈早春圖〉 

郭熙（1020-1090），河南溫縣人，北宋四家之一。師李成，受北宋神宗賞識入畫院，曾

與其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充分表露其美學思想。〈早春圖〉為雙拼絹本水墨掛

軸，縱長 158.3 公分，橫寬 108.1 公分，按左方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畫」，並鈐有

「郭熙筆」長方朱印，可判斷此圖應繪於宋神宗熙寧 5 年（1072 年）。〈早春圖〉採全

景式構圖，藉三遠（高遠、平遠、深遠）和四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實踐其

山水畫理論。此外，此圖透過濕筆皴擦、反覆渲染，除了強化山脈的量體感，也憑藉墨

色變化、天倫居所，表達含蓄溫暖的春意。此圖左方有郭熙所題「早春」二字，可能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幅由作者自題的山水畫作。 

李唐的〈萬壑松風〉 

李唐（1066-1150），河南三城人，南宋四家之一。曾入北宋徽宗畫院，北宋滅亡後逃杭

州，後入南宋畫院，成一代宗師。〈萬壑松風〉縱長 188.7 公分，橫寬 139.8 公分，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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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旁邊的遠山上，題有「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陽李唐筆」，可判斷此圖應繪於北宋徽宗宣

和六年（1124 年），此時李唐已 76 歲。儘管如此，圖中山水好似斧頭鑿過，表現出堅

硬的感覺，山腰處朵朵白雲，把前後群山的層次感劃分出來，使畫面有疏密相間的效

果。同時李唐在此圖中加強了畫面深幽的情調，並在左方中景處描繪一線瀑布，實畫到

有聲就是詩之表現。〈萬壑松風〉常被認為是集北宋畫風大成的山水畫傑作。 

隔 10 年展出及數位科技運用 

三件國寶精品，年代已近千年，且絹本質材脆弱，為加強保護珍貴古物，減少被光線照射

的時間，因此每次展覽至少必須間隔三年以上，且展期不能超過 42 天。故宮特別在北部

院區即將進行整修工程前，規劃推出「鎮院國寶」特展，距離前次「國寶總動員」

（2011）的合體，相隔 10 年，十分難得。 

在本次展覽中，除三件鎮院國寶外，也闢室選展曾受此三家風格影響的九幅繪畫，時代橫

跨元代到民國，呈顯了後人汲古創新的風貌。這些後世追仿的作品，不僅具體而微地勾勒

出三家畫風的傳承脈絡，更確立了范寬、郭熙、李唐三者在中國山水畫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數位科技運用方面，此次展區內有不斷循環播放的 8K 超高畫質作品影片，生動流暢的

「筆墨行旅」動畫，同時搭配「走入畫中」的多媒體互動藝術，試圖滿足觀眾對「故宮三

寶」鉅細靡遺、飽遊臥看的觀展需求。 

結論： 

范寬、郭熙、李唐為宋代山水舉足輕重的三大家，其〈谿山行旅圖〉、〈早春圖〉和〈萬

壑松風〉等，皆以絹為底、尺寸巨大、構圖嚴密、壯麗雄偉，與後來以紙為底、逸筆草

草、清幽疏朗的元代山水不同，至今影響不輟。這三幅作品不論從歷史、美學或珍稀角

度，都足堪任國寶。但學者們的最愛，不見得能獲得一般觀眾親睞。如今透過數位科技輔

助，能帶領觀眾多角度賞析，拉近作品與觀眾距離，促進菁英和群眾品味交流，值得多加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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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世界藝文活動紛紛逐漸發展出舉辦線上活動機制，請試述

舉辦實體與線上影展的優缺點。（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本題考驗同學對影展的認識和理解。不論影展或藝術展，線上化是未來趨

勢。線上產生個體近用性，實體保有群體儀典感，不可相互取代。 

【擬答】 

前言 

2020 年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給全世界帶來重大災難，也造成世界藝文活動許多改

變。由於群眾在密閉空間中容易造成感染傳播，電影產業首當其衝，許多影展活動被迫按

下暫停鍵。雖然各國防疫處境不同，彼此存在差異，但影展的取消、延期、縮減、或轉線

上舉辦，也讓各地舉辦影展的單位，重新盤點自身可供籌帷幄的資源，重新檢視自身存在

的意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21 年的美國「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全

面推動線上影展，最後雖舉辦成功，也造成線上實體和影展優劣的爭議。 

日舞影展 

放眼目前世界各地影展，可大致分成「產業型」與「觀眾型」兩種。不同影展在規模與取

向上，有著高度的歧異性。有的以服務觀眾和創作者為主，有的從事區域或國際市場交

易，也有兩者混合者，如：美國「日舞影展」。 

「日舞影展」又稱「聖丹斯電影節」，為世界知名的美國獨立製片電影節之一。1978 年由

導演及電影公司負責人斯特林·范·瓦格南（Sterling Van Wagenen）創辦於猶他州鹽湖城，

除邀請著名電影明星勞伯·瑞福（Robert Redford）擔任主席，也以其代表作《虎豹小霸

王》中的角色「聖丹斯小子」為電影節命名。「日舞影展」每年 1 月在美國猶他州帕克城

舉行，為期 11 天，現在已成美國本土獨立製片業的重要精神支柱，許多好萊塢新銳導演執

導主流商業大片前的跳板。此外，「日舞影展」為推向國際，也分別從 2010 及 2014 年起

在倫敦和香港舉辦影展，是全世界獨立製片和電影導演的重要活動場域。 

線上和實體影展的優缺點 

以 2021 年的「日舞影展」為例。線上影展的優點是： 

能遠距參展觀影。世界各地影迷、工作人員、參展者、或電影發行商，都不需親赴美國

猶他，只要有一台電腦、手機及穩定的網路，就能在房間欣賞入圍作品，從事原本應在

實體展覽舉辦的活動，省去了昂貴旅行成本。 

能即時提問互動。今年「日舞影展」試圖在網路還原實體影展的重要元素，完全將實體

展覽線上化，除電影首映、座談活動、新先鋒、及影展派對等，觀眾除了欣賞作品，也

能直接參與線上對談、影展派對、議題講座、音樂表演等活動，即時提問互動，並化身

3D 人物穿梭在虛擬的影展會場，與工作人員暢聊。 

降低排他性障礙。線上影展開放給全世界觀眾，並提供各式各樣 VR、AR、或聲音工程

等的線上體驗，將各種因距離、成本、身體、知識素養等的排他性障礙降低，大家都能

共襄盛舉。 

但缺點也顯而易見： 

缺少儀式性和親密感。線上影展降低參加障礙，提高方便性，但參加者在活動中隨便來

去，雖省去現實中的人際關係壓力，但對希望享受影展現場氛圍與儀式性的觀眾來說，

也缺少親密感。 

缺少實體的參與感。除了映後問答是實況轉播外，大部分座談活動都是事先預錄，讓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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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即時互動的影迷，因此失去了參與感。同時線上的觀影經驗，嚴格講起來也與實體不

同，無法複製其他觀眾的笑聲或歡呼聲，彷彿孤獨的觀影者。 

實體展覽線上化產生問題。線上觀眾雖不需等候排隊便能進場觀影，卻同步複製實體影

展的搶票體驗。電影不但有「完售」情況，也有播放時間限制，不是隨時看到飽。線上

影展仍有諸多限制。 

線上影展雖能節省龐大觀影成本，但實體影展的「爆私」（festival buzz）和「奇遇」

（encounter）是線上影展難以複製的。尤其實體影展能： 

提供了人與人面對面交流、認識彼此、增進情誼。 

儀式性活動和典禮，能提高曝光率，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與資金投入。 

聲光設備和現場情態很難複製模擬。所以線上與實體影展各有優缺點，彼此不可取

代。 

結論：線上加實體成為趨勢 

2021 年的「日舞影展」是影史少見的全面性線上影展。但疫情過去後能否維持，猶未可

知。無論如何，影上影展因網路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能拓展觀眾群，帶來新資源；

但相反的，也需要許多熟悉軟硬體操作的工程師或技術人員，增加許多成本。因此在可見

的未來，線上加實體將成為趨勢，也召喚著專業策展人。期待未來影展能兼顧線上與實

體，帶動新一波的影展熱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