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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的推動

法國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目前正
在洛林省的梅茲市興建龐畢度中心梅茲館（Centre 
Pompidou-Metz），之前因特殊頂棚設計涉及安全保
險的問題，使整個營建工程落後，目前已確定延至

2009年底才會正式完工，並於2010年春天開館。
龐畢度中心梅茲館的建設計畫，如同龐畢度中

心的分館，但實際上而言，梅茲的龐畢度中心未來

將以獨立的發展運作，結合國家及地方的資源，發

展博物館的文化藝術活動。

在梅茲大都會市（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e Metz Métropole）的整體城市規劃中，規劃龐畢
度中心梅茲館，總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建置於圓

形劇院區（le Quartier de l'Amphithéâtre），此地區政
府將利用三十八公頃的土地，規劃出商業區、居住

區、綠地公園、文化產業等的相關建設。

龐畢度中心梅茲館未開館前，於2009年5月14日
至16日三天，舉行一系列開幕的藝術活動，邀請社
會大眾一起參與，整個活動將一直到10月4日結束，

活動名稱為：Constellation 1，中文可譯為：星座或炫

目事物的匯集，整個節目活動規劃有：藝術展覽、

古蹟巡禮、導覽、舞蹈、表演、音樂會、會議、戶

外的表演等不同的形式，一方面反映巴黎龐畢度中

心的多元化及跨領域的精神，同時也預告未來龐畢

度中心梅茲館的節目規劃方向。

透過這活動的觀察及紀錄，也幫助我們去思考

博物館對外的功能及環境藝術教育的關連性，思考

博物館在未開館前，如何開展博物館的功能？並思

考如何影響社會大眾，如何以藝術的活動達到多元

文化教育的功能？就環境藝術教育的角度，值得我

們去思考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及策略，博物館開館

前的前置工作，如何與地方文化機構連結？ 

文化境遇的開發

在地區性的思考的方面，梅茲市位於法國東北

部，是洛林省新的行政首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法國將阿爾薩斯及洛林省北方的土地，割讓給德

國，梅茲市南邊的南錫市（Nancy），南錫市是洛林
省的舊行政首府，亦為法國著名的新藝術風格（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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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veau）發源地，梅茲市北方鄰近盧森堡（離盧森
堡市55公里）、比利時（離布魯塞爾市270公里）、
德國（離薩布格市60公里）三國，形成獨特的地理
位置及歷史文化，因2007年東部高速鐵路（TGV Est 
européen）的完工，梅茲市與史特拉斯堡成為歐洲的
十字路口，是相當重要的交通樞紐，因種種因素考

量，梅茲市成為龐畢度中心建館的地點。

Constellation的活動如同梅茲市的文化慶典，也
連結了5月16日此一年一度的世界博物館日，這三天
的活動促進了社會大眾對梅茲市及這整個地區的歷

史、建築、文化、藝術的關注。在建築方面，主辦

單位規劃了不同的活動，特別強調建於1905年之後
的建築，互映了龐畢度中心的收藏時間點，此外，

藝術展覽的地點安排於不同古蹟建築或景點，配合

活動的舉行，有一些地點特別開放給大眾參觀，此

外，也結合位於洛林區的不同博物館、當代藝術中

心、市政府、畫廊、大學、藝術學院、火車站，甚

至百貨公司，不同的位置形成了獨特的參觀路線。

Constellation的活動可以說活用了龐畢度中心的
典藏品，結合城市中不同的文化元素，整體活動的

地點規劃，除了於梅茲市市中心外，附近的郊區及

洛林省地區（Lorraine）不同的市鎮，盧森堡市、德
國的薩布格（Sarrebruck）也都有相關的展覽，這樣
的活動規劃下，使民眾預先參與了博物館的展覽，

整個地區處處可以接觸相關的藝術文化活動，使博

物館及館外的機制達到環境藝術教育的使命。

文化政治的基礎

法國的文化政治，朝向推動文化發展的政策

是一種使大眾接觸文化的平等機制，法國政府對

文化決策有相當的主導地位，1959年文化部成立
時，第一任文化部長為作家出身的馬爾侯（André 
Malreau，1959年至1969年）。文化部長是戴高樂
總統任內的創舉，馬爾侯提出的「文化民主化」

（la démocratisation de la culture），旨在縮減群眾
與作品的距離，使最大多數的國民接觸法國及人類

偉大的作品。此外還提出文化推動的政策，最具影

響力的是社區文化中心MJC（les Maisons des Jeunes 
et de la Culture）的設置，提供社會大眾多元的藝
術教育空間。另一方面，在文化政策中，建構博物

館文化教育推廣的工作，使博物館成為具有全民

教育（éducation populaire）或社會教育（éducation 
sociale）的機構。

龐畢度中心梅茲館可以說是龐畢度中心第一步

分散中心的政策（decentralization），博物館的計畫
常處於社會文化及經濟的背景下發展，連繫於都會

整體性的發展計畫與社會文化工作的建設，

誠如未來龐畢度中心梅茲館館長羅宏．勒祊

（Laurent Le Bon）所言：「龐畢度中心梅茲館基
於巴黎龐畢度中心的右方之使命，展現藝術的表現

並使大眾更深入的來探究藝術，使更廣大的群眾敏

銳於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歐洲文化中的藝術鉅

作，梅茲館將成為一個大型的藝術教育中心，可以

呼應當代藝術的創作。」2

無牆博物館的功能

透過文化民主化的觀念，在文化部長馬爾侯的

著作之一《想像的博物館（musée imaginaire）》，
英譯為《無牆博物館（musée sans murs）》，他提出
博物館內部活動拓展的可能性，對藝術文化的功能

性之思考，以及博物館面對文化資產的問題，省思

如何完成博物館對社會的使命。

所以，在博物館學研究中，去思考如何規劃展

覽？如何規劃不同展出的方式？如何使博物館的策

略切入社會大眾的生活圈？融入生活層面？如何使

社會大眾體驗藝術各種的形式及其文化脈絡？如何

探究歷史文化的遺跡？以上種種問題貫穿了博物館

工作對環境藝術教育的建構，去達到無牆博物館的

境界。

觀察Constellation活動中，發現到當典藏品移置
博物館外，藉由不同的展覽與表演之活動機制，形

成在公共的空間的一種戶外體驗的場域，觀眾可見

1

藝海拾貝  ▎Jewels of the Art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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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典藏品但看不見博物館本身，藝術品就

在日常生活的空間中，打破觀眾在既定的

空間中欣賞藝術的習慣，這樣的互動促進

觀眾更新的審美經驗，提高藝術品與觀眾

互動的機會，透過體驗藝術各種的形式，

認識文化脈絡背景及探究歷史文化的遺

跡。

這次的活動深植於社會文化的背景

下，促進社會大眾進一步的認識在地的人

文、歷史、生活環境，整個城市成為一個

重要的環境教育場所。

多元的展現機制

美術館除了保存藝術品、展覽機制

之外，還是一個文化傳遞、提供娛樂、教

育、休閒等多元的機構，具有共同歷史、

意識的文化交流場所。在梅茲市的活動

中，不同形式的藝術表現，也讓觀眾依自

己的興趣安排不同的參觀路線。博物館向

外發展使藝術走進社區之間，讓大眾欣賞

並提供體驗性的空間機制。

（一）劇院表演

第一個表演活動，主辦單位特別邀

請知名的當代編舞家傑宏．貝爾（Jérôme 
Bel）在壽析劇院（Théatre du Saulcy）演
出《一位觀眾》（Un spectateur），對於
傑宏．貝爾而言，他以實驗式的舞台表

演，親自演出，他以他自己是一位觀眾的

角度，呈現出他在世界各地觀看表演的經

驗，並邀請觀眾一起演出，提到他對表演

與觀眾的互動分析，陳述他的觀點，他帶

給觀眾去思考藝術的原創性及不同的可能

性，作為一個觀眾，如何去思考藝術的多

元面貌？表演結束的隔天，也邀請傑宏．

貝爾參與社會科學洛林實驗室（Laboratoire 
Lorrain de Sciences Sociales）舉行名為
「藝術鉅作與領受」（Chefs-d’œuvre et 
réception）的座談會，與觀眾面對面討論
他創作的動機及種種他所關切的問題。

（二）戶外裝置藝術

在展覽活動中，有兩件戶外的藝術裝

置作品（installation）：龐畢度中心梅茲
館邀請法國藝術家丹尼爾．布漢（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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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龐畢度中心梅茲館。（譚建中攝）

2　 藝術家丹尼爾．布漢Daniel Buren作品「五千六百一十

個有顏色的火焰為彩虹」（5610 flammes colorées 

pour un arc-en-ciel）。（譚建中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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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n）參與，丹尼爾．布漢將作品設置於梅茲市
中心的一條著名的商業街道Serpenoise，裝置於商業
區的上空，作品名為「五千六百一十個有顏色的火

焰為彩虹」（5610 flammes colorées pour un arc-en-
ciel），以因地制宜的方式（in situ）呈現作品，以
5610不同顏色的小旗幟形成彩虹序列，印有低限藝
術風格的條紋，仍以如同過去8.7公分寬的條紋為
創作的元素，使觀眾去思考藝術品與商業之間的關

係。

另一個裝置作品在大教堂附近，由瑞士藝術家

菲利斯．瓦西尼（Felice Varini）所創作，他的作品
常運用建築及空間，也以因地制宜的方式（in situ）
呈現作品，這次的作品名為「五個橢圓」（Cinq 
ellipses），置於梅茲市政府前的公共廣場旁，這作
品以黑色的粗線裝置在不同棟的建築上，作品產生

出視覺般的遊戲，介於平面的圖像與立體空間的關

係，觀眾必須選擇一個特殊的視角方位，才可以連

貫整個作品的面貌，這個視角位在市鎮廳及聖母院

之間的軍隊廣場（la place d’Armes），聯繫了另一個

重要的聖傑克廣場（place Saint-Jacques），使觀眾去
思考兩個地域的歷史與生活環境的關連性。

（三）回顧展

在展覽活動中，有幾個與不同文化藝術機構

合作的案子，巴黎龐畢度中心舉行美國藝術家卡爾

德（Alexander Calder,1898-1976）的回顧展，特別
開啟一個獨立藝術家卡爾德展覽室，詳細的呈現藝

術家生平以四部影片記錄藝術家的創作，動力雕塑

的作品如Fish Bonne（1939）、Deux vols d’oiseaux
（1954）及模型，從介紹及影片可以理解卡爾德雕
塑作品的起源。卡爾德畢業於美國新澤西機械工程

學校，年輕時於開始定居於法國，並運用鐵絲、木

塊製作玩具及布偶，很重要的改變是在與荷蘭藝術

家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相遇之後，卡
爾德開始嘗試用抽象的形式去創作，卡爾德也在之

後的一些展覽中，展現了他許多著名的作品。此展

覽為了呼應於同時在巴黎龐畢度中心進行的展覽：

「巴黎年代，1926-1933」（Les années parisiennes, 
1926-1933）（展期為3月18日到7月20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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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安置了一件瑞士藝術家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重要作品，名為「地獄，小的開始」
（L’Enfer, un petit début），這件作品特別安置在火
車站中，藝術家將收集的機械零件拼裝成雕塑，加

上機械裝置、馬達，賦予動力，觀眾可以藉由此集

合的裝置，欣賞藝術家的創意組合，觀眾可以在這

樣的地域中思考，生命、工業發展、動力、環境等

的問題。

（四）當代藝術展

另一個展覽結合了洛林地區當代藝術中心

（Fondation régionale d’art contemporain），邀請巴西
藝術家切爾多．梅雷萊斯（Cildo Meireles），以黑色
的棉線布滿藝術中心三層樓的空間及外部的中庭直

到街道，黑色的棉線如同水流一般，他的裝置作品

與白色的展覽空間呈現出獨特的視覺動力，作品引

導觀眾先走到中庭，看到滿滿綿延不斷的黑線，再

進到展覽廳裡，一層樓一層樓地去尋找黑線最後的

終點或是起點，作品如同被賦予了生命力，在觀眾

參觀及尋找中形成特殊意境及趣味。

主辦單位與當代藝術畫廊Faux Mouvement的合
作，藝術家拉姆侯（Vincent Lamouroux）的裝置作
品「地板06」（Sol. 06），利用木板製做成波浪形
的地板，而在畫廊櫥窗裡播放藝術家Philip Haas錄像
的紀錄影片，內容為英國藝術家理察．隆（Richard 
Long）在撒哈拉沙漠的旅行，以行走為藝術創作的
方式，在大自然中留下行走的痕跡，作品使我們去

思考行為藝術、短暫藝術及地景藝術的觀念，當觀

眾走在藝術家拉姆侯所營造的奇異空間中，體驗另

一種不同的行走經驗，去對照藝術家理察隆在大自

然中的經驗。

另外一件作品由主辦單位安置在一間小教堂中

三位一體教堂（Eglise des Trinitaires），這是英國印
度裔藝術家卡普爾（Anish Kapoor）的作品，教堂內
部整個淨空，只有卡普爾的作品呈現，作品名為無

題，以半圓形的立體型態，內部空間中塗上特殊的

暗紅塗料，觀眾藉由靠近雕塑品的距離差異，隱約

看到空間及自己的反射，帶領觀眾進入二元的觀照

中，可見與不可見、新與舊、物質與精神、內和外

空間的思考方向。

（五）藝術工作室展覽

還有一件具有與觀眾互動的作品，為西班牙藝

術家米格．那瓦羅（Miquel Navarro）的展覽，名為
「在月球上 二號」（Sous la lune Ⅱ），這件作品是
藝術家想像的一座城市，這件作品曾2003年於台北
市立美術館展出，藝術家以金屬雕塑及金屬的幾何

物件，邀請兒童參與積木式組合、安置，以體驗式

的方式，促進感官及觸覺的發展，學習運用空間配

置，朝向築構心中想像的城市，由不同觀眾所組合

的作品各異，展現出不同的趣味。

這一次的活動，有趣的是將作品安置於商業

區百貨公司拉法葉樓上，以兒童藝術工作室的形式

（l’atelier d’enfant）結合百貨公司的場地，開啟合作
的機制，龐畢度中心教育觀眾計畫負責人（Chargé 
de projet, Direction de l’action éducative et des publics）
包喜士．揚朔（Boris Tissot）先生也到場親自指揮文
化媒介工作，導覽人員從旁協助兒童去營造想像的

空間，主辦單位以裝置藝術、遊戲的方式及利用百

貨公司的場地，也吸引不少家長陪伴孩子一起參與

體驗、堆積組合，不僅拉近了親子觀眾對當代藝術

品的距離，更引起一些年輕人、路人的注意。

（六）影片的播放

在藝術學院的視聽室，播放名為「多元幾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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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家菲利斯．瓦西尼（Felice Varini）作品「五個橢

圓」（Cinq ellipses）。（譚建中攝）

4　卡爾德的回顧展的文宣及海報。（譚建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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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性」（chronique(s) à géométrie variable），此影
片由蒙虛馬丁（Stéphane Manchematin）先生以紀錄
片的方式，呈現龐畢度中心梅茲館的建設過程，及

一些不同的訪談紀錄，說明了龐畢度中心的拓展工

作，陳述如何在分散中心化的國家文化政策下，規

劃出一文化藍圖，這部影片帶領觀眾去思考這新的

文化機構的產生，及其在文化活動所扮演的功能及

定位。

（七）座談會及講座

在這次的活動中，龐畢度中心策劃許多場座

談會及講座，在研究分析中發現不論是以表演、建

築、古蹟或是城市的歷史為議題，大多數講座的內

容都環繞著當地特殊的文化脈絡，如梅茲地區的地

理關係與歷史的發展。

這樣的講座活動延伸了整體活動的訊息，傳

達藝術與人文關懷的觀點與在不同藝術領域的匯集

中，尋找文化的深層價值，增強民眾對當代藝術活

動的認識及互動，所邀請相關學者及藝術家，對於

不同展演的議題提出說明，這樣的機會可以開啟不

同的對話及相互交流的機會，在藝術文化的傳達與

推廣上，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及方式。

情境式的學習

講座的形式可以說是文化媒介（média t ion 
culturelle）技術上的一樣重要工具，他可以聯合參觀
導覽、表演或是影片的放映、圖像資料的呈現等方

式，這次的活動有幾場是以城市巡禮的導覽方式進

行。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輔助學校教育的功能，加強

深度的環境印象及記憶，深入欣賞藝術品、文物、

古蹟及環境，展覽是一種教學的目的也是手段。學

者馬希西維（Marie-Sylvie Poli）提出：「多元的
研究將展覽認為是一種教學的情境（une situation 
pédagogique），或依循理論的參照，也可將展覽認
為是一種教育的情境（une situation éducative）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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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情境（une situation didactique），多元化的問題
思考，使展覽的內容、媒介與其他的學習情境做比

較，如同在學校的課程」。3

在活動中，主辦單位提供地圖、節目介紹、

作品說明等相關資訊，幫助觀眾了解其中的文化

脈絡關係，活動規劃以藝術為主軸，以不同的展現

機制，連繫了此地區的人文及歷史，邀請居民、遊

客一起去思考生活的大環境，另一方面也強調地區

文化的推動工作，使民眾探究在地的不同文化的面

貌，除了提供視覺美感教育，也提供觀眾去欣賞、

審美、鑑賞、省思的機會。

聯繫藝術與生活經驗

如何把社會大眾從家裡的電視機前拉到劇院、

表演廳、音樂會、展場？這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

在文化藝術管理、文化政策或博物館學等方面都必

須去面對的課題，種種的宣傳、行銷工作，目的在

使文化推廣更具成效性，完善社會化的藝術教育賦

予博物館及文化機構新的觸角、新的動力，來面對

社會大眾的需要。

藝術聯繫了城市的生活，文化如同群眾的集體

意識實踐，藝術的展現結合不同的社會資源，使生

活環境成為展現藝術與文明的場域，正如教育學家

杜威（John Dewey），在「藝術是一種經驗」4 提出

的論點，生活經驗的取得在求知過程的重要性。

經驗或體驗藝術促進藝術教育的啟蒙，關係到

情感的表現，環境藝術的開發使社會大眾有更多的

機會接觸藝術，並獲取更多不同的經驗，生活環境

建構更多體驗藝術的境遇，都會生活環境自然而然

成為藝術學習的最佳場所。

參觀經驗與情境學習是環境藝術教育的重要環

節，當藝術家將一個裝置藝術作品置入教堂的空間

裡，所產生的張力是不同於博物館的展覽空間的，

當藝術表演從劇院的舞台拉到公園、街道或公共空

間，所產生的效果是不同於劇院裡的。當文化政策

更接近真實的社會，接近現實的生活，才能使藝術

文化的推廣更具張力，透過藝術使人們能有更多的

想像，使社會更具有遠景。

文化教育與藝術教育

從時代的眼光看博物館工作，除了回顧過去、

面對現在，更要朝向未來，迎合時代的改變及需

求，我們體認到博物館在社會環境中扮演一重要的

角色，梅茲龐畢度中心的活動，如同先構建一橋

樑，使社會大眾透過這樣的管道認識文化機構及各

種藝術所匯集的展現。

今日的展覽，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籌劃，均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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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家卡普爾（Anish Kapoor）作品

「無題」。（譚建中攝）

6　 拉法葉百貨公司的藝術工作室展覽文宣。

（譚建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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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連串的相關活動，進行一個循序性、有系統

的展覽計畫。這次的活動可以說貫穿了龐畢度中心

經營規劃的重要方針，另一獨特的面向是這次的活

動可以說都是館外的活動。博物館行銷的運作，在

未開放前，博物館已經發展其展演藝術的效能，種

種不同的規劃下協調不同的文化機構，甚至非文化

單位，進行文化活動的推展及合作，博物館圍牆外

（hor le mur du musée）的機制，可以說是另一個極
重要的文化推廣面向，因為不受限於空間、不受限

於領域的劃分，串連當地的時空、歷史及人文，邀

請各個層面的大眾一起參與探究文化意義及本質，

如同整個城市、居民、遊客的慶典活動。

值得深思的地方，為了達到促進發展文化推動

的工作，主辦單位對整體大環境的研究，跨藝術不

同的領域，並突破博物館體制的框架，以整體區域

的架構經營大環境，著重當地的歷史、人文發展獨

特的文化活動，向館外的空間尋求更多元的展覽表

現機制，使各類的展覽、表演、座談會運作更具時

代的意義及文化教育的價值。

■注釋

1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constellation.html

2   Laurent Le Bon. (2008). Centre Pompidou-Metz, pp. 23.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3   Marie-Sylvie Poli. (2003). Le texte au musée: Une approche 

sémiotique, pp. 41. Paris: L'Harmattan.

4   Allan Kaprow. (1996). L’art et la vie confondus, pp. 21.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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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藝術工作室米格．那瓦羅（Miquel Navarro）的展覽作品「在月球上 二號」（Sous la lune Ⅱ）。（譚建中攝）

藝海拾貝  ▎Jewels of the Art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