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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藝 術 發 展 協 會 （ NPO，
Interagency for Arts Policy and Resource
Connection）成立於90年，以非營利之藝
術發展策略與資源之中介組織，目標參與
遊說藝術策略的制定，並致力於臺灣原生
環境與藝術生活推展進程的思考與行動。
90年辦理社區總體營造南區種子營及
91年承辦文建會北區社區營造中心業務，
長期關注臺灣社區空間與環境美學議題；
92年發表臺灣第1部民間「文化政策白皮
書」，探討社區美學、文化產業、藝術平
臺及文化行政組織再造等議題。除了關心
在地文化探討之外，伴隨著政策遊說與實
踐的過程，協會也積極建構國際藝術合作
平臺「歐亞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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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意識到環境意識與美學內涵是臺
灣現階段最根本的藝術課題，遂於96年開
始與橋仔頭文史協會合作文化部「藝術介
入空間」方案，共同實踐工程減廢建築的
空間改造方案，並結合藝術家長期探討環
境美學常民化的課程。因應現代社會經濟
需求與環境控制概念，專業學科與常民生
活之間的距離，如同鴻溝般難以跨越；為
了改變現況，協會即以「環境」做為一項
藝術課題，將「社會雕塑」視為一種藝術
參與社會的積極態度。此時的「藝術」是
做為一項跨領域的媒介與觸媒工作，透過
藝術創作的概念，提供跳脫慣行專業分科
的限制，給予更為貼近常民的操作空間與
實踐樂趣。
98年橋仔頭文史協會認養仕隆國小校
園內具有90年歷史文化背景的木造宿舍
「進校巷14號」，同樣透過區域廢棄建材的
蒐集與藝術操作概念，以「社會雕塑」的
藝術概念，結合社區居民與學校教育課
程，自力修復做為一項創作課程，也做為
一項合作概念，完成了現有機制下，難以
保存與修復的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的最佳
典範，重構屬於臺灣當代的環境美學。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協會以橋仔頭糖廠為扎根基地，結合
環境美學的實務經驗，透過跨領域的專業
單位合作，推展環境教育相關工作。近2
年推動主軸主要分為3個方向營造，即為
「種子教育」、「青年培力」及「災區陪
伴」。
●

種子教育

種子教育建立於「社區參與」、「企
業社會責任」與「學校教育」。透過跨領
域的專業單位合作，以及環境美學的實務
經驗，將環境課題以藝術的創作概念，結
合常民生活與在地培力模式，主導「白屋
藝術村」教案研擬及課程操作，
於101年通過環保署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成為第
1個以環境藝術教育與工
程減廢的環境教育場
所。透過課程設計，影
響及發覺環境議題，深
耕社會各面向的教育影
響力，媒合對環境議題
有興趣的企業，啟動社區
建構環境教育基地的可能性與
方法。在學校教育方面，橋仔 社區學童參與
的笑容是成長
最大的動力
頭糖廠藝術村則提供環境教育
養分的培育基地，鼓勵教師及
學生走出校園體驗戶外學習課程；102年
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補助，以
「校園種子教師」為主要對象，進行環境
教育培訓計畫，提升教師實踐環境教育的
學習理念。
●

於1901年），並藉由美學概念與工程廢棄
物之運用，結合大專青年設計課程，展開
屬於臺灣當代美學空間的環境重建工程。
以「嚐土地的甜，解放內心的野，以田野
為師」為培力宗旨，帶領青年人「藝術下
鄉」，以社區環境議題與歷史紋理切入，
結合在地環境資源與社區特質，融合藝術
創作或文化儀式，為社區帶入新亮點。先
勞動而後思考，翻轉學校教育體制，以生
活模式深入瞭解在地特色，再針對當地之
需求，建構出具有地方性建築或活化在地
產業的可能性，並建立起跨世代對話的基
礎，且以修復日式招待所之經驗，將此青
年培力模式積極擴展影響範圍，如臺南、
高雄及屏東共13個社區之營造，更將效益
拓展至國際間（日本）發酵，影響
更多人響應環境議題。
●

災區陪伴

與永續空間設計公司
合作，將「工程減廢」與
「環境美學」意識融入八
八風災杉林有機農業專區
的規劃設計案，藉由風災

青年培力

結合白屋藝術教育園區相互合作，自
力修復糖廠內長期遭受棄置的招待所（建

臺灣藝術家陪311災區日本石卷的在地小朋友一起堆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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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藝術家及青年志工共同完成春天的約定藝術陪伴計畫

所帶來的土石流與漂流木等現代生活負面
的環境素材概念，扭轉成為深具風土特色
且不可替代的建築材料，並藉由營建過程
中，培育青年與在地工班，建構出具有在
地屬性（自然生態）的工程美學。
101年開始，以八八風災環境重建
之心得，以及策展「新台灣壁
畫隊」常民美學的經驗，
辦理青年培力計畫，從實做中累積經
結合「台日被災地市民
驗與信心
交流協會」共同展開
「日 本 東 北 311大 震 災
透過被災地藝術陪伴
藝術陪伴計畫」，以藝
的互助與交流，臺灣面對
術陪伴方式，共同思
天災的環境重建經驗及美
考如何面對災難後環境
學思考，也提供另一種不
破壞與重建課題。102年
同方向的思考觸角；此為期
更將此藝術陪伴計畫，從
近2年災區陪伴的實質往來，不
日本宮城縣石卷市拓展至岩
僅臺灣的環境美學經驗獲得日本
手 縣 大 槌 町 與 兵 庫 縣 神 戶 市 等 種子教育—老師
是種子耕耘者
NHK及讀賣新聞等眾多媒體大幅報
地，引起日本全國民眾熱烈的迴
導外，更陸續在日本的專業領域受到
響，並啟發日本友人開始籌組
重 視 ， 包 括 103年 4月 份 日 本 Landscape
「台 日 被 災 地 萬 人 應 援 團 」 組
Design專題報導、9月份「日本建築士雜誌」
織，提供臺日被災地市民長期交
製作專題約稿等，更於103年7月份日本還
流的後援組織。
特別組團蒞臨臺灣參訪白屋環境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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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拜訪新台灣壁畫團隊，無疑是臺灣環境
美學實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推動心得
97年高雄捷運通車，毫無配套的規劃
形成人潮災難，造成橋仔頭糖廠百年文化
景觀被破壞；有鑒於此，本會號召有志者
共同承租原橋頭糖廠舊時代之招待所做為
實踐基地，且命名為「白屋ByWood」。從
一棟燒毀的日式宿舍開始的故事，成為環
境教育使命延續的基地。

價值，我們必須像藝術創作一樣的親近環
境，像藝術家龜毛下每一筆顏彩仔細的完
成工程。」。

我們始終相信「透過藝術與環境的整
合，可以讓生活更美好」，透過白屋基地
的經驗累積，我們在這裡整合跨領域人
才，將環境規劃結合社區參與，並植入在
地的環境藝術體現，逐步地實踐臺灣當代
美學空間的重建工程。理事長商毓芳自
詡：「這是一個藝術×工程×環境的使命

我們以社區營造的實踐精神，讓藝術
回歸鄉野，再創造了社區美學環境，我們
堅信，為了下一代，必須將文化累積在常
民美學，而且必須是每天學習生長的場
所。因此，我們必須學習一棵樹的樣子，
向下學習，向上扒根，向旁梳理，向內創
造，才有文化美好的生活環境。

災區陪伴—粉筆彩繪創作是臺日友情見證

種下臺灣原生常民美學的種子．大專青年從解決社區環境議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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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如諸羅樹蛙保育類動物，更保存
了一片平地森林與神社遺址。
●
臺灣藝術家以「立」字期許日本重建之路

97年將營造範疇延伸到白屋環境教育
園區，以民間的力量繼續延續橋仔頭糖廠
藝術村的事業經營與社會使命。

回首過往幾年，可梳理出6條脈絡：
●

環境藝術教育

藝術與環境規劃共進

●

種下臺灣原生常民美學的種子

94年與永續空間設計共同規劃臺
南科學園區之「樹谷園區」，展
開許多藝術家與社區合作的
模式，透過「和樹一起成
長」及「自由工坊」等
系列工作，嘗試臺灣第1
個公共藝術與環境規劃
同步進行的案例，受到
96年台新獎入圍肯定；在
環境與藝術的共和裡嘗試
表現「土地的公共化」與科
學園區土地使用的「社會公平
辦理攀樹成長營
性」。
．研讀樹冠層中自
●

藝術×工程×環境

然的偉大與奧妙

94年展開第1次的「藝術下鄉—豐華
社區」，進行藝術與環境（社區）記憶縫
合的試驗；隨即陸續協助社區聚落自力打
造至今，如永康鹽行、美濃下庄水圳、屏
東佳冬自力打造、屏東五溝水重要聚落及
橋仔頭筆秀社區，並帶領青年以適地性建
材回構社區地景，強化在地工班的培訓課
程，更以在地工法協尋與講師傳承為理
念，帶動青年及中生代回流培力。
●

●

走向國際，以藝術陪伴重建
災區

以協助八八風災環境重建之心得，走
向國際化，透過被災地藝術陪伴的互助與
交流，讓臺灣面對天災的環境重建經驗，
可以帶到國際間幫助需要的人，也讓臺灣
的愛可以散播到全世界各個角落，發揚光
大。

生態保育及文化資產保存運動
96年7月商理事長帶領核心
幹部成立工作團隊，以守護三崁
店糖廠的生態及文化保存運動為
主要目標，致力於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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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以「新台灣壁畫團隊」
做為青年藝術下鄉的載體進
入社區，梳理臺灣原生的
環境資源與社區特質，融
合藝術創作或文化儀式
為社區帶入新亮點；且
透過新台灣壁畫團隊的
美好經驗，我們開始看
到社區老人、小孩與青年
的互動，也讓常民美學累積
在每一位年輕種子身體記憶
裡。

種下臺灣原生常民美學的種子．在地學童參與藝術創作

未來展望
讓「環境」從經濟與保育的兩端立場
中，開創出另一種可以融合創作的途徑，
不僅擴大藝術的關懷觸角，也讓環境教育
與美學相結合，形成一個更廣闊的環境教
育概念。

以環境美學為概念，持續深化橋仔頭
糖廠為基地之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從學校
環境教育推廣到企業環境美學培訓，形成
兼具廣度與深度的環境美學教育系統。

以「藝術重返生活」的行動核心當
中，實質將美學與環境教育相結合，持續
深化白屋環境教育場所的教育實質內容，
並從藝術陪伴災區的重建過程，找到環境
教育的創新價值，體現藝術在環境議題當
中之能量，促使環境美學在空間硬體的重
建中獲得重視，並形成更為穩固與深層的
互信互助基礎。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之環境教育感動地圖

從生態中尋找藝術的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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