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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私人美術館1的中介價值之初探 

 

柯秀雯
2
 

 

摘要 

 

2008 年本世紀首波全球經濟的急遽變動，開啟資本轉向，把熱錢流向藝術市場，使得藝術交易成

為罕見的全球熱潮。與此同時，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公共美術館的職能無法即時因應社會的多元

變化與公眾需求，因此具有龐大財富的新興收藏家，紛紛開始建立美術館，基於私人的鉅富，使得

這類型的美術館能更有效地運作公共美術館應有的公共責任，例如進行藏品研究，開放公眾參觀以

及積極進行公眾藝術教育推廣活動，肩負中介者的職責。與此同時，藏家的個人知名度，影響公眾

對藝術的認知與帶動藝術市場的話題，使得私人美術館同時也具備介入甚至導向藝術價值與藝術品

價格的特質。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媒體報導著手，藉由文獻檢視，以「中介」與「介入」概念為主

軸，探討新興私人美術館的中介價值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中介、介入、私人藝術館、文化中介者 

Keyword: Mediation， Intervention， Private Arts Museum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1 有關美術館與藝術館名稱說明如後：本文投稿的標題採用美術館，然而在蒐集資料與研究撰寫的過程中

發現，依據傳統博物館的定義，美術館是以視覺藝術為中心，然而近幾年來的新興私人館舍藏品內容與職

責，已經納入不同的媒材與物件，因此如果考量博物館的蒐藏物件與館方經營的宗旨與目標，本文把藝術

館以及以美術知識本位為主的博物館納入，因此文中所引用的資料名稱有「美術館」、「藝術館」、和以美

術為主題的「博物館」，皆屬同一類別。 
2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

florencekos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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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2017)年 11 月 25 日，上海蘇寧藝術館落成開幕。這座新的私人藝術館位於上海普陀區蘇州河畔

蘇，法式建築外觀，內部設計是根據中國傳統園林藝術風格建造而成，典雅精緻，館藏豐富的中國

書畫。由於該館的幾項鎮館之寶，曾經是國際拍賣市場知名的高價位作品，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

海峽兩岸的藝術相關媒體多所報導。然而我認為，這則新聞值得留意的有兩個訊息：(一)此館開幕

儀式現場的貴賓組成，以及(二)支持該館的「蘇寧文化藝術發展專項基金」所宣稱的建館宗旨與營

運方針。 

根據報導資料，蘇寧藝術館開幕當日，館方邀請來的貴賓，與上海著名的私人藝術(美術)館開幕貴

賓有所不同，例如位於上海閩行區的寶龍美術館開幕報導，提及與會貴賓，不外乎是「拍賣行業大

佬、藝術同好外，當代藝術家蒞臨現場」(CANS 藝術新聞，2017)
3
，即使是享負盛名的龍美術館，

在 2014 年 3 月上海西岸館開幕時的媒體報導，也以「劉益謙忙著招呼四面八方湧入賀喜的嘉賓」

(典藏投資，2014)
4
一筆帶過。然而蘇寧藝術館卻不同，報導特別提到，除了有來自中國的文化部官

員代表，以及中國一級博物館機構代表外，還有學術界、國際知名拍賣行與英國一及丹麥外交界人

士(謝媛，2017)
5
，出席參與揭牌儀式。 

 

此外，報導還指出，蘇寧藝術館背後的「蘇寧文化藝術發展專項基金」，是屬於地產業蘇寧環球集

團旗下的文化部門，在開館前歷經十多年，掌門人張桂平低調蒐集 3000 多件重要的中國藝術品，

以藝術史百科全書方式，系統性地蒐藏自唐、宋、元、明、清、近現代各時期代表人物的作品，他

們將自己定位在國家級博物院的高度，除了透過館藏品的蒐藏、研究與保存之外，也結合學術研究

專業團隊、推展公共教育，並且以私人藝術機構定位進行國際文化交流
6
。這樣子的定位，明顯有

別於其他私人美術館的格局—單純的熱情想與人分享，或者甚至富有藏家想藉此抬高自己的社會地

位，而是以保護文化才、傳承、研究與推廣文化為職志，以建置美術館方式轉而進入公領域範疇，

並且有計畫地開始承擔國家文化機構所應該執行的公共職責。 

 

我們從 2017 年的上海回頭來看我國著名的 2 個私人藝術館案例：遠雄集團與忠泰集團。2015 年 5

月，由於臺北市大巨蛋工程的爭議，經過名嘴炒作，新聞熱鬧沸騰，公眾熟悉的，是遠雄集團與台

北市政府的政商政治權力的角力，然而很少人知道，同年 5 月，遠雄集團旗下的財團法人遠雄文教

                                                      
3 請見：11/18 寶龍美術館開幕 上海進入「雙龍」美術館時代(2017 年 12 月 16 日)。CANS 藝術新聞。

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038/2876934  
4
 請見：龍美術館上海隆重開幕 名流雅士當代盛宴(2014 年 5 月 12 日)。典藏投資。取自：

https://benchixianshangxh.loan.www.artouch.com/artouch2/content.aspx?aid=2014051214890&catid=04  
5
 根據《雅昌藝術網》的報導，當日派代表出席開幕儀式的單位有：文化部、上海市、普陀區、中國文聯、

中國美協、中國拍賣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江蘇省美術館、湖

南省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各位領導;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代表;

丹麥外交部國家投資促進局代表;上海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的代表;中國嘉德、保利、匡時、西泠，蘇富

比、佳士得等拍賣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代表等。詳見：謝媛(2017 年 11 月)。【雅昌帶你看展覽】漫

步蘇寧藝術館 看千年中國繪畫盛宴。雅昌藝術網。取自：https://artexpress.artron.net/wap/news/share/218337  
6
 該專項基金會的定位頗有雄心，根據官網資料顯示，他們最想達成的目標是發展成國際性文化資源平

台，「將國內外知名國立、民營的博物館、藝術館和美術館集群成國際性資源平臺，該平臺提供各種優

質的文博類展覽、稀缺的文博資源以及專業的藝術服務等，並以此為出發點集聚各方力量推動文產事業

的大進程」。詳見蘇寧環球集團官網：http://www.suning.com.cn/zh-cn/page/show.html?cid=411  

https://udn.com/news/story/7038/2876934
https://benchixianshangxh.loan.www.artouch.com/artouch2/content.aspx?aid=2014051214890&catid=04
https://artexpress.artron.net/wap/news/share/218337
http://www.suning.com.cn/zh-cn/page/show.html?ci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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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基金會，在新北市汐止地區遠雄 U-Town 大樓四樓成立「人文遠雄博物館」，常設館是以其建築

業為基礎發展的建築博物館，主要介紹世界建築發展史，而其餘兩個展覽館，則分別用來提供目前

尚在發展且未具備高知名度的藝術家，一個展示其創作的舞臺，用以支持臺灣藝術的創作與發展；

另一個區塊則是積極深耕社區與地方，以生活美學為基礎推廣藝術教育。 

 

這座私人博物館獨特亮點的地方，並不是展現與分享富有藏家多年蒐集的精緻高價藏品，而是從提

高藝術家能見度方式，例如提供藝術家展場、帶著藝術家進入藝術博覽會等策略，還有深耕地方藝

術文化，作為該館的營運目標。歷經三年的的在地藝術教育深耕的努力，人文遠雄博物館在今

(2018)年 5 月做出成果展《聯汐夢想－2018 汐止區公立各級學校師生聯展》。這個成果展示，不是只

有地區學校學生的作品，而是從地方人文環境的人類學調查報告開始，根據地方特色與自然環境，

帶動的藝術創意活動與學習(許家禎，2018)
7
。由地區學生們創作出豐富多樣的作品來看，可以確定

此館已經成功地扎根在地方美學教育。 

 

另一座同樣是以建築為背景，成立於 2016 年的忠泰美術館，則是以臺北市大都會為核心，配合都

會文化特色，關注的是都市發展的議題，以及建築藝術文化與生活美學。此館的都會風格明顯，採

取的方式為移動式展覽、｢都市果核計畫｣ 藝術創意進駐，並與建築、設計、藝術及文化等各領域

專家合作，以建築和都市演講、論壇、展覽、工作營、專書出版等形式8。這個館的特色跨界也跨

越了傳統美術館的定義，很特別的是：以概念、思考與探討人的生活形式，以及未來人本的特質與

都市變遷的關係。我看見的是這種知識導向的類自主式學習平臺，構成活潑的國際都會菁英的跨域

對話，凝聚都會活躍的知識份子，讓美術館的場域直接與社會場域鏈結在一起，超越有形的美術館

疆界。 

 

上述兩者美術館缺少美術品典藏與研究的特質，重點在於藝術知識的推廣，含有全方位的美術館建

置的，則屬於位於南投的毓繡美術館。這個矗立於南投山林間的私人美術館，開館於 2016 年，以

寫實美術定調美術館的展覽、典藏、教育等工作，不僅深耕地區生活，同時藉由每年的展覽，進行

國內外的藝術交流，他們本身是以提供資料方式，開放讓公眾與學者研究 1960 年代後的台灣寫實

美術的發展。在台灣的新興私人美術館裡頭，除去有位藝術交易定位的私人美術館之外，大部分的

美術館多半把經費用於教育推廣，但是毓繡美術館除了深耕美術教育之外，每年不間斷地收藏藝術

家的作品，算是比較完備的美術館規模。 

 

以上四座私人美術館案例，始自於 2015 年、2016 年以及 2017 年，可以發現他們與過去我們所熟悉

的私人藝術(美術)館特質完全不同，不再僅止於藝術家設置美術館用來分享自己的創作，也不再只

是藏家用美術館建立自己的名聲威望，或是收藏家用美術館來方便自己進行藝術品交易，而是富有

人士以私有財進行美術館的公共職責，以肩負與承擔公共職責為己任；同時，因為不受公部門限

制，私人美術館有極高的自主權，可以串聯社會各領域，具備文化中介的特性。這也是 21 世紀新

興私人美術館在 21 世紀特有的時代現象。由於篇幅有限，本文擬從美術館館面對時代轉變的挑戰

                                                      
7 詳見人文遠雄博物館官方網站的說明。取自：https://fgmuseum.org.tw/web/about_1.aspx  
8
 詳見忠泰美術館官網: http://jam.jutfoundation.org.tw/  

https://fgmuseum.org.tw/web/about_1.aspx
http://jam.jutfoundat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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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探討藝術美術館面臨的公共性與文化中介，從已成功的私人美術館特色來思考新興私人美術

館的中介價值及其影響。 

 

美術館的公共性課題 

 

現在我們所熟悉的美術館，其定位與功能與博物館有很多重疊之處。根據歐美博物館(美術館)歷史

的回顧，美術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一直被視為是「能象徵權力與財富的榮耀，同時也能讓世俗的

榮耀顯得高貴不俗」(高松麻里，2003:24)。自文藝復興起的人文思潮開始，對於美術品的知識與文

化脈絡，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建置資料與製作目錄，讓美術品的收藏，從儀式性與裝飾性進入知識體

系的框架內發展。法國大革命把羅浮宮的定位從皇家貴族私人收藏，轉變成公民共有共享的文化財

的意義象徵，學者高松麻里提到，這個時期的公共性指的是觀看是人民的權利，並且結合啟蒙主義

思想，把觀看與教育機會結合在一起，因此賦予羅浮宮具備公共意涵，從此開啟美術館的劃時代意

義──亦即：美術館的公共性意涵
9
。 

 

然而真正以國民為考量，擔任起近現代國家文化政策的職責，則屬於柏林的國立博物館群，由於普

魯士王菲德烈･威廉三世受到當時著名的教育大臣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救國理念，決

定將普魯士王室歷代的收藏品全數公開，經過由專業人還組成的籌備委員 會討論並整理收藏品

後，成為具備國民教育以及專業研究機構的博物館，儘管中間歷經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東西德的分

離，然而該機構的努力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後持續努力耕耘，直到今日
10
。 

 

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潮流盛行，培育出一批富有的資產階級，這些資產階級也積極收藏各式美術

品與物品，在後來的美術館發展史上，扮演重要的影響力，例如我們所熟知的英國老牌知名博物館

如大英博物館、艾西莫林博物館、泰德美術館、倫敦國家畫廊等，皆是以私人收藏為基礎，經歷貴

族階級知識分子堅持(堅決)美術品的重要性與公眾教育的需求，終於由議會決議讓國家介入，正式

賦予美術館的公共使命。特別說明的是：泰德美術館並不屬於英國政府組織機構，只是其主要的贊

助來自於英國文化部門。 

  

而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國，一直是私人美術館的大本營。美國私人美術館轉而具有公共性，其特質卻

與英國大不相同。例如大都會美術館的建築用地與建築物屬於紐約市政府，市府支付館方水電、暖

氣染料與部分保全費用，其餘館藏與營運費用完全為私人支付。華盛頓國家藝廊是收藏家 Andrew 

W. Mellon 因為受到倫敦國家畫廊的感召，以私人的財力把整個館建置完畢後，在其過世時留下遺

囑，希望館內收藏成為國民共同的文化財，以此捐贈給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接收之後該館的營運經

費才由美國政府支出。 

 

這種以國家為整體考量，宣揚國威，發揚國族精神的公共性，在二戰之後有了明顯轉變，1946 年

                                                      
9
 詳見: 高松麻里(2003)。歐美美術館的誕生。並木誠士等著。日本現代美術館學。頁 22-55。 
10
 有關柏林博物館群的建置歷史，除了參考高松麻里的說明之外，並請詳見 the Altes Museum 官網說

明。取自：https://www.archinform.net/projekte/1833.htm#1d7e7c1427f44e6f0c8023d7ac0ebd09   

https://www.archinform.net/projekte/1833.htm#1d7e7c1427f44e6f0c8023d7ac0eb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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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成立之後，國際交流成為重要的課題(高松麻里，2003:24)，直到 1967 年馬勒侯(A. Malraux)

所提倡：以個人經驗與想像進行知識再建構的美術館理想藍圖—無牆美術館，到 1970 年代
11
，強調

與地區歷史與文化脈絡結合，關注當代社會議題，「博物館既然是為社會大眾而存在的，就應該從

這個向度去深入考察它的社會基礎與社會責任，在現代社會的脈絡裡檢視它的本質與意識形態，從

而檢討其社會角色與各種溝通的功能」(張譽騰，2011)
12
，因此博物館(包含美術館)開始從關注文物

轉向市民本身以及所處的當代社會，成為 1980 以後新博物館浪潮的主軸。繼起的像是以在地文化

暨生態脈絡為主的生態博物館學、以及強調多元文化與社會實踐的後博物館運動(E. Hooper-

Greenhill, 2000)，新型態的博物館浪潮像是公民教育、休閒娛樂、公共場所的開放與鼓勵公眾接近

美術館，成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公共美術館的公共職能以及文化實踐的方式。 

 

當代意義下的公共性 

但是，在當代，到底美術館的公共性指的是什麼？美術館面對當代的公共性危機又是什麼？陳逸淳

從當代藝術的觀點去思考公共性的問題時，就提到如果我們從 Habermas 所提出的「公共性」經典

定義，可以看到 3 個特質：(1) 公眾自發地組成群體，(2)在公開的地點對公共事務進行議論，(3)以

國家為代表的公共權威。此外，當代「公共性的展現是民主社會運作的制度性基石；而在社會領

域，『公共性――市民社會――民主』這樣三位一體的共構關係，也已經成了民主制度下各個不同

領域，都必須回應的當代世界的知識型 (épistémè) 之一。」(陳逸淳，2012:34)，換句話說，我們

當今思考美術館的公共性必須從民主意涵出發，重新思考美術館所面對的公共性是什麼。 

 

關於這個論點，學者 Jennifer Barrett 同樣也以 Habermas 的公共論述的觀點，耙梳關於博物館公共

論述的文獻，她從物理性公共空間的論述思考博物館在不同時代的公共性的轉變：從宏觀的普世價

值論、知識體系的建立、公眾教育的社會職能、國家(國族文化展現)，轉變到博物館(美術館)重新

回到社會脈絡、民眾的參與以及公共論述，最重要的是尤其提到當代博物館(美術館)在多元文化的

實踐中，關鍵點在於：使用科技技術，運用無形的文化資產，進行新的聯繫與溝通，而且更注重在

地社區的資源與聯繫，如學者 Clifford 所提博物館(美術館)作為歷史與地理區隔後再次聯繫與溝通

的「接觸帶」，以及 Bennett( 2006)所提博物館(美術館)作為市民實驗場。Barrett 認為當代博物館的

公共性應該從前期現代主義者所預設的一種「均質的公共」(a homogenized‘public’)，轉向為多元性

的「分眾」(diverse publics) 基礎上，實踐博物館(美術館)的公共性(Barrett，2012:20)。 

 

學者吉中充代從美術館的功能(文化實作)面向提到當代美術館的公共性，他的重點放在公共教育面

向。他提到，在民主制度之下，美術館教育成為當代美術館執行公共性的主軸，因此美術館不僅必

須進行美術品收集、保管、調查、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之外，還必須肩負地方文化宣傳、走入

國際、進行海外交流，同時也必須把美術館藏品的價值，透過研究，重新發掘和評價(吉中充代，

                                                      
11 雖然教科書與學者的文獻是以 1980 年 New Museology 為新博物館浪潮的年代，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

考這一波二戰後的新思潮發展，儘管馬勒侯(A. Malraux)的無牆美術館在 1967 年提出，但是還是停留在

觀念的層次，而博物館界真正開始正視博物館與社會脈絡的關聯，我以為應該是以 ICOM 受聯合國之託

於 1972 年 5 月底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辦為期一週的圓桌會議，因以這一年做為新博物館思潮年代的起點 
12
 這段話引自張譽騰老師在《五觀藝術》2011 年 8 月 16 日網站的文章「哪些事，是博物館重要的

事?」。取自：http://wisdomuseum.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16.html  

http://wisdomuseum.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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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6)。 

 

我們可以從博物館(美術館)的公共性觀點看到，在當代美術館所承擔的公共性理念與公共職責，比

以往更複雜，也更沉重。內涵包括有：文化保存與傳遞、知識體系的建立與傳播，甚至必須負擔跨

文化、跨領域、跨歷史時空的聯繫與溝通，以及重新發掘藏品的時代價值與評價。綜觀上述，在現

實上，擔負起當代美術館的公共職責，以公立美術館為主要機構，這是因為公立美術館受到政府補

助，民主制度下，這類公立博物館受到民意代表審議，必須進行公共職責。受到政府補助的私人美

術館，雖然沒有受到面對民意機構監督，「但是同樣做為社會教育機構，它仍然承擔社會責任，就

如同私立學校也有社會責任。換句話說，私人美術館可以協助社會與公立美術館去達成更多社會教

育的工作。」(廖仁義，2018：144) 

 

但是，21 世紀的公立美術館真的能擔負與實踐上述的理想願景嗎？ 

 

二十一世紀美術館轉向—當經濟新自由主義掛帥後 

當經濟結構轉變迫使政府政策改變時，美術館的營運方針與目標也隨著轉變。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全球經濟結構體轉變，經濟新自由主義成為很多國家政策的主流風潮時，財政金融

管理與市場導向原則，成為政府重新制定新的政治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強調個人與市場自由，政

府干預退位的結果，政府補助文化機構的經費縮減，人事縮減，民主意識高漲的同時，民主的需求

成為管控公共機構的合理權力，民意機構的監督，反過來監控政府的撙節措施以及審計要求的帳面

上收支平衡。但是要求的美術館職責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政府單位為了能提升國家(政府)營運效

應，所產生的對應策略有下列五大項： 

1. 美術館機構要求行政法人化。 

2. 縮編美術館的年度預算與人事編制。 

3. 民意機構要求觀眾入館率。 

4. 社會與觀眾需求日益複雜與多元。 

5. 美術館引入市場行銷概念，強調娛樂性與教育性並重。 

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看見公立美術館在這樣的嚴格要求之下，公共職責的承擔度逐年縮減，大部分

公立美術館缺少足夠的經費繼續收藏美術品，因為隨著藝術拍賣市場逐年地升高價格，以及新的作

品不斷產出，公部門預算遠遠無法採購重要的作品(不論是當代藝術或是古代藝術品)。當然，經費

捉襟見肘的情形下，員額縮編的考量下，減少研究員名額是最容易的事情，因為研究工作可以改為

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或是舉辦研討會與論壇，直接徵集外部研究資料。再者，為了提升觀眾入館

率，美術館花費心力策畫年度活動，逐步減少正統美術知識體系的介紹與推廣，反而轉向擁抱大眾

熟悉與認可的、符合公部門期許、民意機構希望的以及可立即獲得市場價值的議題，例如與大眾娛

樂、時尚流行等，以文化研究與多元文化為基礎做合理的結合，這些議題(話題)透過美術館的文化

包裝，可以在短時間內升級為藝術層次，就可以在公共領域建立地位，取得話語權
13
，這麼一來，

                                                      
13 我這段的觀點類似陳逸淳(2012)所提，當代藝術博物館在政策上的抉擇採取「民粹主義政策」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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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可以門庭若市(符合民意機構要求的入館人數)，熱鬧非凡，並同時能爭取議會認同並且獲得

政府部門新年度的預算經費。 

 

我認為由於大環境的趨勢演變，讓公立美術館產生質的轉向與改變，公立博物館從「首要身分必須

是一個知識的載體，然後才能延伸到其他角色。做為一個知識的載體，它保存、詮釋與傳達知識」

(廖仁義，2018：144)，逐漸轉向到市場消費成果的任務導向，原本的公共職責出現裂隙，逐漸演變

成為是個缺漏，這個時候擁有龐大財富且具備遠見的藏家，用私人的財力、以符合 ICOM 所訂定的

博物館規範建置美術館，正好填補這個漏洞，用提供多元的文化服務方式，介入「文化交流—市民

社會—知識體系—公共性」的場域。 

 

私人美術館如何介入公共領域 

 

由於全球化經濟結構使得財富資源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族群，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

的熱錢游資轉而走向藝術品交易，帶動一股藝術買賣與投資熱潮，因此越來越多的富豪把錢轉而購

買藝術品。基於國家制度的不同，在過去，美國因為採用節稅方式鼓勵私人建置文化機構，因此大

型且具備完善的私人美術館，多半落點在美國。以稅務鼓勵方式等於是讓私人「間接享有公共

財」，相對的配套措施是要求私人美術館將私人收藏開放公眾參觀，這是最簡單的公共性文化實踐

方式。把私人美術館經營到包含有完整的公共職責，在上個世紀即頗具名聲與地位的有位於紐約的

傅立克美術館(The Frick Collection)以及加州的蓋蒂中心(The Getty Center)。這些知名機構以藝術品

收藏為起始，有系統地逐步規畫美術館的經營方針，聘請國際專業團隊與一流研究員，建立了完備

的美術館公共職能，包含有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而且長期提供資源給世界各國的學者從事相

關研究，並且每年定期出版研究著作，同時開放數位網路資源，供全球公眾上網使用。(廖仁義，

2018；MaukMay，2015；) 

 

由於財力雄厚，無須經過繁瑣的行政程序與審議制度，因此這類私人美術館可以在短時間有效的達

成文化知識體系的保存、建置、累積、傳播，並且透過跨機構與跨國家的研究團隊合作，把知識與

人才應用在經營美術館。除了能持續地發展既有的職志與理念，同時也不斷納入創新技術與想法。

例如 2016 年蓋蒂中心舉辦敦煌特展「敦煌莫高窟：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現場除了複製三

個窟之外，最大的亮點在於高科技的應用。他們讓觀眾透過虛擬實境(VR) 觀看敦煌莫高窟裡頭最

重要也最華麗的第 45 窟彩塑與壁畫
14
。而這種能跨國際文化合作，並且以高科技技術讓遠地的公

眾，不需要跑到千里遠能體驗敦煌莫高窟的藝術，帶動公眾接近文化藝術的熱潮，實踐了學者

Clifford 所提：博物館(美術館)作為跨時空隔離與中斷後再次聯繫與溝通的「接觸帶」，這個理念的

實踐不是公部門體制框架下可以達成的任務，能做到的公共美術館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15
，前提是政

                                                      
14
 關於此特展的報導，請見：流落全世界的中国敦煌文物在美重聚。2016 年 5 月 9 日。騰訊文化。取

自：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304353097550  
15
 目前新興公立美術館可以做到創新且完備的機構，要屬即將於 2019 年完工的香港 M+美術館。由於香

港政府投注 6 億 4 千萬美金，官員期望能媲美紐約的當代藝術館(MoMA)、巴黎的蓬皮杜中心

(Pompidou Center)和倫敦的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 ，除了館藏類別清楚且類別豐富之外，他們

更前衛的作法是：在美術館尚在興建時，就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藝術活動，他們打破美術館物理空間的限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30435309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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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部門挹注龐大資金並期許這個文化機構能傲視全球舞台
16
。事實上我們看見相反的是：公部門

機構反過來需要借重私人美術館的資源與優勢，採用合作方式才能達成這個理想。 

 

新世紀新興的私人美術館又有哪些創新的方式？學者石瑞仁從近幾年來亞洲熱門話題中國新興私人

美術館現象的觀察，他認為中國的富有藏家規劃設立美術館，已經把美術館與社區資源還有環境景

觀的相互關係，納入規劃與建置的範疇，而不是上個世紀傳統美術館的思想觀點去規劃(僅注重美

術物件本身的價值)，他們注意到與人、環境、社區的互動與對話，不再是孤芳自賞的美術館思維

(石瑞仁，2014)
17
。這裡將海峽兩岸新興私人美術館自 2013 年至 2017 年之台灣、北京與上海所新建

的具規模且主軸清楚的私人美術館，共 11 座，依據館方所做的公共職責列舉如下表格(依照台灣與

中國以及館名第一個字的筆劃順序排列)
18
： 

表一：我國與中國之北京與上海新興私人美術館公共職能比較表(自 2013-2017 年)。 

項次 美術館名

稱 

建館 

年代 

地區 立館宗旨 公共職能的文化實踐 

1 人文遠雄

博物館 

2015 新北市 豐富大眾對人、生活、自

然三者間交互影響的理

解，具體實踐以人為本、

回饋社會之企業理念。 

致力於有形的建築文化資

產、無形的生活美學建

構。 

無明確說明收藏體系。 

以展覽、教育活動、出版，

以及國際文化交流等方式，

推廣建築藝術文化，發揮博

物館的教育功能。 

以深耕地方美術教育為主。 

2 忠泰美術

館 

2016 臺北市 探索未來、跨領域。推廣

臺灣建築文化。 

無明確說明收藏體系。 

概念型傳播。國內外重要作

品展覽、講座、論壇、紀實

影片放映暨座談，出版。 

3 亞洲現代 2013 臺中 將最好的建築物和藝術品 典藏、展覽、文創事業。文

                                                      
制，以移動式的機制不斷發展議題討論藝術相關議題，並討論自己的美術館定位。詳見：石瑞仁

(2014)。21 世紀的亞洲藝術實踐與美術館所面臨的挑戰。收錄於：《III《21 世紀博物館的營運與發

展》。2014 年 5 月 23 日。https://springfoundation.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4/21--------------------------

-------------------------------_---------.pdf 
16
 請見：Kathy Chin Leong (2017). Amid Delays, Hong Kong’s Ambitious Museum Plan Takes Shap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8/realestate/commercial/hong-kong-

musuem.html?_ga=2.177277475.704097964.1539599083-459515464.1536023955 
17
 學者石瑞仁提到，中國的新興美術館館方規劃新興的館舍時，「不再只將美術館視為獨立的機制，更

關注美術館跟空間、地理、人與人及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這與亞洲當代藝術的實踐相互呼應，兩者注

重的都不是個人的、獨立的，更注重自身跟周遭環境之間、社群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互動的關係性對美

術館而言，成為愈來愈重要的事情。」 
18
 我選取年代(2013)的原因，主要是接續 UNESCO 在 2016 年公布一份針對全球文化貿易與消費 10 年

調查工作報告《The Globalisation of Cultural Trade: A Shift in Consumption2004-2013》，這份報告已經明確

指出，自 2010 年起中國成為世界文化商品與服務的第二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國，因此這裡將研究的對

象聚焦在中國與我們臺灣。同時也根據雅昌與 Larry’s List 在 2015 年合作的全球私人美術館調查，於

2016 年公布的報告指出，中國私人美術館聚集的兩個城市北京與上海，又大陸具規模的論壇《民營美術

館發展論壇》起始於年，因此就從北京、上海與臺灣地區選取自 2013 年之後的新興私人美術館。 

https://springfoundation.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4/21---------------------------------------------------------_---------.pdf
https://springfoundation.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4/21---------------------------------------------------------_---------.pdf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8/realestate/commercial/hong-kong-musuem.html?_ga=2.177277475.704097964.1539599083-459515464.1536023955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8/realestate/commercial/hong-kong-musuem.html?_ga=2.177277475.704097964.1539599083-459515464.153602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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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  霧峰 奉獻給社會大眾，建立台

灣的國際品牌，提升國家

的形象。以提升大學美學

與文化素養為主要工作。 

化獎項之設置。文化出版與

研究之獎助。推廣教育: 講

座、論壇與工作坊。文化藝

術活動與計畫之推動。 

4 毓繡美術

館 

2016 南投 

草屯 

當代寫實美術為主軸。 展覽、典藏、研究、教育以

及國內外美術交流。 

研究部分尚無自主系統。 

5 北京民生

現代美術

館 

2015 北京 積極推動中國藝術的創新

發展，共同踐履中國民生

銀行的文化藝術特色公益

事業。 

無明確說明收藏體系。 

都市活化更新(舊廠房改

建)、當代藝術的研究、收

藏、展示、教育和傳播。梳

理中國現當代藝術史，扶持

青年藝術家成長，開展當代

藝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6 余德耀美

術館 

2014 上海 增進公眾對當代藝術的理

解和欣賞，促進當代藝術

家成長，推動當代藝術向

前發展。 

藝術家們提供展覽機會，當

代藝術學術交流專案——巴

厘島對話（Bali 

Conversation）贊助當代藝術

出版物，專業藝術機構的借

展。 

7 昊美術館 2017 上海 關注當代藝術系統性收

藏，促進全球化背景下中

國當代藝術的繁榮發展，

以及東西方當代藝術的交

流與合作。 

具備當代藝術收藏、陳列、

研究和教育功能，用國際性

的當代藝術展，建立國際化

的交流及展示平臺。成立設

計中心，目的是希望能提供

設計、藝術、展覽、商業、

生活方式於一的整合平臺。 

8 松美術館 2017 北京 與大師同光，與自然同

在。希望建立讓人們永遠

記住的優質美術館。 

無明確說明收藏體系。 

舉辦高品質的藝術展覽、深

度學術研究和公共審美教育

的傳播普及。 

9 紅磚現代

美術館 

2014 北京 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發

展，為中國當代民營美術

館的運營及發展模式，提

供可行性參考。 

收藏、研究、教育、出版和

公共活動，參與國際當代藝

術家（項目）交流，展開學

術領域突出問題和現象研

究。 

10 龍美術館

西岸館 

2014 上海 推動藝術發展和文化傳承

為己任，注重古今藝術、

東西方文化的對比展示與

專業的藝術展覽、研究、收

藏以及公共文化教育的傳

播。舉辦學術型專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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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打造比肩世界水準

的私立美術館。 

無明確說明收藏體系。 

設有兒童展廳、圖書館、藝

術品修復室、藝術書店，目

的是打造生活美學。 

11 上海寶龍

美術館 

2017 上海 傳承中華文明，推廣中國

當代文化精神，以國際視

野推進跨地域文化交流。 

組織高水平學術展覽，讓

藝術融入生活，爲人民服

務。 

展覽、學術研究、公共教

育、編輯出版、線上線下文

藝交流平台、開放文獻資料

庫、工作坊等文化服務項

目。與國內外知名美術館和

文化機構進行項目合作。 

培育具有潛力和卓越才能的

藝術家，推動藝術思潮和創

新，發展大衆美育。 

12 蘇寧藝術

館 

2017 上海 重塑中國文化藝術的產業

模式，保護文化業態環

境，標立以蘇甯文化為代

表的新的文化高地。 

核心定位：探尋東方藝術

文脈。 

建立群聚的國際性資源平

臺，該平臺提供各種優質的

文博類展覽、稀缺的文博資

源以及專業的藝術服務等，

文化藝術體驗中心、藝術品

投資、藝術金融、文創產品

研發、藝術展會服務、藝術

資訊與人才統籌為主。 

*表格說明：由本文作者整理自各美術館的官方網站說明。©2018 

 

這 12 座具規模且公眾熟知的私人美術館，提出的職志與文化實踐策略，有以下幾個特點： 

1. 相對於美國的私人美術館，這12座美術館的建館宗旨與文化實踐內容，有相當鮮明的公共

社會責任，尤其是藝術教育的推廣是主要重點。 

2. 有關美術館建築部分：除了本身就是建築業的遠雄集團以及忠泰集團，直接用自己建築的

場地，並不會刻意建造獨特設計的建築物，是以展覽與教育內容取勝，其餘10家美術館皆

透過專業建築師設計，刻劃與營造美術館空間的特質，豎立形象與地景地標。 

3. 並不是每家美術館都清楚地說明美術館的收藏體系與核心價值，但是在執行藝術的社會功

能上，特別是公眾教育部分，目標很明確。 

4. 具備整合資源與人才的特質，也就是整合國內外藝術家、國內外展覽資源、國內外專業人

士與工作團隊。 

5. 我國的4座私人美術館，異質性比較高，具有當代多元的特質，公共性的策略也相當前衛，

而且不是聚集在都會中心，對於地方社區關係的建立與藝術美學推廣，相當細緻。 

6. 上海與北京的私人美術館共同的特徵，是宏觀的文化傳承，以及著重國際文化交流，會特

別突顯承擔國家文化為己任，而且比照國際級美術館的規模去執行展覽與學術研究以及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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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流。 

7. 在公共性特質部分：我國的四座美術館，具有多元性的「分眾」(diverse publics)特質，而

上海北京的8座博物館，反而具有現代主義者所預設的一種「均質的公共」(a homogenized

‘public’)特色。 

8. 公共介入最特別的是：余德耀美術館，基於收藏人的印尼華僑背景，因此藉由支援藝術出

版以及代藝術學術交流專案還有藝術品借展方式，跨界跨領域介入公共活動；上海寶龍美

術館獨特的地方則是開放文獻資料庫；蘇寧藝術館與眾不同之處是在於藝術品投資與藝術

金融，昊美術館則是特別為設計領域開闢專業發展研究；龍美術館則是自2013年起，會定

期舉辦大型的美術館國際論壇。 

 

思考私人美術館的文化中介 

 

目前學界對於文化中介的研究，主要來自兩個不同的論述領域：(一)是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的文化

中介作為新中產階級的典範，在社會裡頭主要是參與調解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Bourdieu，

1984；1996)，另一則是英國文化政策裡頭的文化中介組織的概念，為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它獨立

於政府，但又是橋接各利害關係人的中介者(柯惠晴/全國文化會議，2017)。如果我們把這兩個觀點

用來分析新興的私人美術館的中介性質，不難發現：這些有遠見(或者是野心勃勃)的私人藏家，由

於龐大的財富可以使得他們能獨立於政府干預，而且所獲得的高品質藏品能吸引相關領域的人才接

近，為他們的美術館進行深度的發展，獲得專業知識的產製能力，同時並且藉由不斷生產與發掘美

術品的知識與價值，建立他們的價值，透過教育文化活動，以及專業導向支持的策略，再次把所建

立的價值觀傳播出去。這一連串的中介作用，不斷地循環與擴大之後，影響他人的感知和附和，在

文化專業領域裡，他們明確主張，以及特定文化領域的品味和價值專業知識，搭配開放資源的策

略，獲得廣大公眾的支持，取得公眾的信任，形成了新的典範，而這種專業知識所產生的文化風

潮，反過來讓公部門以及高等研究機構，心甘情願地願意與之合作，並肯定其公共的貢獻與機構的

價值。 

 

這個有趣的動力現象，剛好可以重新再思考布迪厄所提的知識場域(fields)觀點。根據學者徐賁的解

釋，布迪厄認為場域是由位在各個不同位置間的行為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網絡」，而這

些位置是由權力(或是資本)分配所決定。場域內各個行為者所處的不同位置之間存在著統治和被統

治的關係，行為者相互競爭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身份、地位

等等）。場域就是這些資本生產、流通和佔用的場所。當人們相互爭奪有價值資源時，資源也就形

成了「權力的社會關係」(徐賁，2002)。 

 

我們可以從這個現象來思考私人美術館在文化場域裡，與傳統公部門以及知名的文化機構和學術機

構，彼此之間的位置與權力關係。在上個世紀，當公部門與傳統學界的權威為社會主流時，文化場

域內企業背景的藏家在知識場域內屬位置低於知名文化機構與學術機構，然而當這些企業界富豪將

其所賺來的金錢資本，轉換為文化商品，藉由蒐集典藏的方式，累積有價文化商品(美術品)，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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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資本與高端美術品，提供學者專家研究素材與經費，這種把金錢資本以贊助者方式，轉換成為

自己的社會資本(累積藝術界與學術界人脈)，再將所得的知識與文化資源，以公開共享的方式普及

與推廣出去，獲得專業人士與公眾的普遍認同，藉由新世紀以公眾潮流為主的特質，以此爭奪文化

場域裡的主導權力，讓傳統掌握有權力的公部門與學術機構，因受制於公體制的框架，無法快速轉

型、符合新世紀的需求的弱點，逐步喪失既有的寶座與地位，文化產製的話語權，就如此和平地轉

移到私人美術館。 

 

新興私人美術館的崛起與潛力 

 

根據 2016 年 5 月國際知名的藝術市場資料庫 Larry'sList，與中國的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AMMA)

合作，發佈的全球私人美術館發展現狀的調查報告。報告顯示：以國家排名來說，南韓擁有最多數

量的當代私人美術館，其次是美國、德國、中國和義大利；如果按照大都會排名來看，南韓首爾以

13 個私人美術館位居榜首，其後是柏林和北京。單就中國地區而言，上海地區群聚發展新興私人

美術館的速度與效應比北京來得快且多。與西方國家發展私人美術館不同的是：中國大型的新興私

人美術館在建館之初，幾乎帶有傳承文化的宣言，並且積極地把公共職能作為經營與延續美術館的

策略。而且是在國家文化政策補助上(例如節稅制度)不如美國的情形下(江粵軍，2015)，以私人財

力去進行這個收藏家的宏願與職志。 

 

媒體報導寵兒的龍美術館，即使在藏家劉益謙夫婦高調的收購國際高價畫作，被視為土豪特色的私

人美術館，也在 2013 年舉辦首屆「中國民營美術館發展論壇」，這個論壇發展到 2016 年舉辦了四

屆，由各知名的新興私人美術館輪流主辦，邀請國際美術館專家與學者進行論壇，從美術館體制、

典藏問題，經費結構，政策面的難題，到教育文化推廣，再次地耙梳美術館的內涵與未來的發展，

這些外界看似炫耀一己財富的藏家，透過這種論壇的機會，反省當前中國美術館現況以及提供具體

的修正方案。 

 

我國的私人美術館已經從傳統美術館框架逐漸走出地區特色，人文遠雄的在地經營以及支援藝術家

進入藝術博覽會，亞洲現代美術館則是以提升大學文化涵養，忠泰的前瞻性、未來性與都會風格，

完全擺脫私人美術館模式，以思維導向發展美術館的文化實踐，而位居中臺灣的毓繡美術館則以最

純粹的藝術融入生活脈動，與地方的地景生態以及人文結合，做出獨具特色的私人美術館。 

 

專業知識導向的正式聚會，不僅讓這些私人美術館負責人有機會串連起來，進行對話，同時也透過

這種活動，增強自己在文化場域的地位，而不僅是處於藝術品買賣商的位置。21 世紀新興私人美

術館，藉由新時代新科技的便利與大量財富，已經懂得善用其資本與文化財富，超越前人所既有的

框架，以專業知識之姿，善用中介特質，在文化場域裡掌握有更多的主導權，並懂得為自己爭取並

且開創文化定位。這樣的現象值得我們後續繼續追蹤與觀察：是否真的在文化場域產生了新的權力

更迭？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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