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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黃書禮教授：
談環境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與挑戰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近年來，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已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尤其在歐美森林大火

（bush fires）肆虐，以及臺灣中南部無預警水患中，更能感受到氣候變遷對環境帶

來的改變和影響。此次特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黃書禮特聘教授接受

訪問，請黃教授談談面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臺灣在學術面及政策面上，應該要如

何因應這些改變。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是運用生態土地使用規劃（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以及以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取向之生態能量分析（Eco-

logical energetic analysis）作為研究的觀念及方法，進行與環境相關的研究。黃教

授早期就以這套方式運用在生態土地的使用規劃，劃設臺灣的環境敏感地；同時，也

使用系統生態學能量分析進行環境評估的研究。由於這兩種方法與環境變遷議題本就

有所關聯，加上在學術歷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有共同研究興趣的人，所以研究方

向逐漸朝向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議題進行。 

　　談到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開始接觸的契機，黃書禮教授提及最早是因為結識英

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地理學家Ian Douglas教授，這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就是都市周邊地

區與環境變遷，由於有共同的研究興趣，黃書禮教授就開始與此位學者交流，開啟了

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

　　於2005年時，黃書禮教授至德國波昂參加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研究（Interna-

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

IHDP）的Open Science Meeting，恰好碰到該組織下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UGEC）核心研究議題的

啟動。回國後，黃教授對此議題很有興趣，就向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申請研究計

畫，從全球環境變遷的架構，研究都市周邊地區（peri-urban）土地使用的改變對都

市生態經濟系統的影響。後來，該計畫獲得UGEC的認證，黃書禮教授也因此結識了

UGEC的科學推動委員會(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主席Karen Seto

（現任教於耶魯大學），並邀請她到臺灣參與會議。在此會議結束後，就獲得Karen 

Seto的邀請，擔任UGEC的Project Associate，並於2010年，正式受邀擔任UGEC

核心計畫的科學推動委員。於2014年，也受Karen Seto的舉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第五

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5）的撰寫，最後雖因政治因素未能完成負責的部

份，但對黃教授來說，這些經驗都為他在研究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時，開啟並紮實相

關的研究動能，讓他可以持續開拓這個議題。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都市周邊地區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由於都市周邊

地區，如新北市，原本有許多未開發農地，因為快速都市化的結果，蓋起許多高樓，

致使優良農地消失，環境遭到破壞。這些研究計畫的取向與土地使用及氣候變遷有密

切相關，因此黃書禮教授也受到政府邀請，擔任與國土計畫相關的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委員會。

　　政府對於環境變遷的政策規劃，主要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政策面執行上，有兩大

策略：一是減緩（mitigation），希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二是調適（adapta-

tion），因為溫室效應已然發生，因此須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法。早期減緩的部份，是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調適的相關因應計畫，則是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負責。2010年國發會（當時為經建會），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劉兆漢院士為主持人，並設有三個小組，由黃書禮教授、蕭代基教授、王作台教授三

人各帶領一個小組，並邀集20多位學者，一起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並以此綱領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的工作。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相關。比如新北市與屏東縣所面臨的

問題就不盡相同。屏東縣以農業為主，又有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新北市則更需要

重視防災及能源產業的發展。為了持續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黃書禮教授受邀

擔任當時的總督導，代表國發會組織督導團，除了將技術傳遞給委託的規劃單位外，

也協助規劃單位和行政部門溝通磨合。

　　在協助執行時，黃書禮教授認為目前政策面仍需加強的地方，主要是「人」的問

題以及執行機關是否投入。過去這類計畫是上對下，也就是中央撥款給地方執行，黃

書禮教授帶領其他督導團成員，參與地方政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工作，除製作工作手

冊外，亦建議各地方政府所需參與的人員及職務之派定。但縱然有經費的支持，黃教

授仍能感受到各地方政府人員的執行意願不高。如何提升執行意願，會是政府需要考

量的問題。

　　2016年，政府頒布國土計畫法，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因應氣候變遷」，而溫室

氣體減量辦法中，也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因此相關工作又回到環保署執行。對此，

黃書禮教授也點出，由於環保署執行方式與當初國發會的政策計畫有所落差，兩者該

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協調。並且法規訂定後，更重要的是執行人員的培訓，期望執

行人員能將過去科技部、國發會的基本研究與法規銜接並落實。

　　此外，由於執行機關在民主化過程之政黨輪替制度下，新上任的執政者對前任執

政者執行的進度並未完全掌握，以致於相關工作未能持續執行，這亦是政策面上較為

薄弱的地方。黃書禮教授認為，這些工作背後，都是許多學者、地方團體跟政府達成

共識後決定共同努力的目標，不應該因為輪替而產生執行斷層。但黃書禮教授也樂觀

的表示，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逐漸改善，希望未來能持續做好並延續相關工

作。

　　在學術研究方面，永續發展及環境氣候變遷的思考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絕非哪一

個學科可以涵蓋。永續發展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而使用都市或鄉村地區等

名詞，也僅是指稱空間的大小，實際上內部發生的問題，就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複雜度和內容相同，所以才需要跨領域研究。目前國家推動的主力在科技跟工程，如

何將社會科學加入這些議題，是有其困難的。然而談到氣候變遷的調適和永續發展，

若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一同參與，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議題最終都是關係到

「人」如何去建構更好的生活。尤其現在很多社會議題不斷浮出，比如關於環境與土

地正義問題、原住民居住地、拆遷補償、農地使用等。

　　早期政府規劃相關計畫時，有三大指標：效率性（經濟效益）、環境保護，以及

公平性。過去仍是以經濟發展做為首要考量，後來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規出現，遂

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問題，而到現今，各種社會議題的出現，也開啟對公平性的討

論，如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影響、高齡化、土地正義等，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從

人類社會的福利（welfare）來關懷這些議題。

　　尤其現今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引入，更強調公部門和私部門一起以夥伴

關係合作，並重視雙方有共同的理想、願景，一起完成目標。較之以往公部門管制主

導，由上對下的考量點有很大不同，政府需要去尋求與人民的共識，以免政策執行時

產生障礙。同時，從治理角度來處理公眾議題已成為趨勢，所以如社會系、政治系、

地理系、都市計畫、經濟系等領域的研究，都與政策息息相關，而這也是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可以投入研究，並協助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

　　為此，如何建立一套可以將人文社科學者納入的平臺制度是重要的。跨領域也許

很困難，但仍需要不斷溝通，以達成共識，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計畫沒有一百分可

言，重要的是讓眾人都可以接受。黃教授也提出，或許可以採取key person的方式，

在執行計畫時，找名譽聲望足夠的學者召集資深學者先達成共識，再由他們去提攜其

他青年學者，或許會是可行的做法。

　　黃書禮教授也提及，目前科技部各學門有規劃前瞻議題，其中氣候變遷相關問題

亦在其中。但是前瞻議題與專題計畫之間關聯不密切，建議兩者可以更好的融合。另

外，黃書禮教授也認為很多學者對於研究議題的資訊不完整，因此未必能往全新研究

方向發展學術興趣，而科技部可以提供平臺或資訊，讓學者知道有哪些機會或議題是

可以鑽研的。黃教授也希望，若有一些研究機構或中心，可以與國際組織接軌，使得

臺灣學者有平臺能了解國外的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並藉此交流，甚至成立研究團

隊，如此可以免去單打獨鬥的辛苦。

　　黃書禮教授也勉勵學者去思考：「對於學術研究，是將之當作職業或是志業？」

職業是養家活口，志業則是希望為這份工作有所貢獻。若能懷抱熱情，才能激盪出更

多新元素、新火花，也才能有動力做更多學術服務，造福學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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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已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尤其在歐美森林大火

（bush fires）肆虐，以及臺灣中南部無預警水患中，更能感受到氣候變遷對環境帶

來的改變和影響。此次特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黃書禮特聘教授接受

訪問，請黃教授談談面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臺灣在學術面及政策面上，應該要如

何因應這些改變。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是運用生態土地使用規劃（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以及以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取向之生態能量分析（Eco-

logical energetic analysis）作為研究的觀念及方法，進行與環境相關的研究。黃教

授早期就以這套方式運用在生態土地的使用規劃，劃設臺灣的環境敏感地；同時，也

使用系統生態學能量分析進行環境評估的研究。由於這兩種方法與環境變遷議題本就

有所關聯，加上在學術歷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有共同研究興趣的人，所以研究方

向逐漸朝向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議題進行。 

　　談到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開始接觸的契機，黃書禮教授提及最早是因為結識英

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地理學家Ian Douglas教授，這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就是都市周邊地

區與環境變遷，由於有共同的研究興趣，黃書禮教授就開始與此位學者交流，開啟了

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

　　於2005年時，黃書禮教授至德國波昂參加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研究（Interna-

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

IHDP）的Open Science Meeting，恰好碰到該組織下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UGEC）核心研究議題的

啟動。回國後，黃教授對此議題很有興趣，就向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申請研究計

畫，從全球環境變遷的架構，研究都市周邊地區（peri-urban）土地使用的改變對都

市生態經濟系統的影響。後來，該計畫獲得UGEC的認證，黃書禮教授也因此結識了

UGEC的科學推動委員會(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主席Karen Seto

（現任教於耶魯大學），並邀請她到臺灣參與會議。在此會議結束後，就獲得Karen 

Seto的邀請，擔任UGEC的Project Associate，並於2010年，正式受邀擔任UGEC

核心計畫的科學推動委員。於2014年，也受Karen Seto的舉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第五

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5）的撰寫，最後雖因政治因素未能完成負責的部

份，但對黃教授來說，這些經驗都為他在研究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時，開啟並紮實相

關的研究動能，讓他可以持續開拓這個議題。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都市周邊地區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由於都市周邊

地區，如新北市，原本有許多未開發農地，因為快速都市化的結果，蓋起許多高樓，

致使優良農地消失，環境遭到破壞。這些研究計畫的取向與土地使用及氣候變遷有密

切相關，因此黃書禮教授也受到政府邀請，擔任與國土計畫相關的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委員會。

　　政府對於環境變遷的政策規劃，主要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政策面執行上，有兩大

策略：一是減緩（mitigation），希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二是調適（adapta-

tion），因為溫室效應已然發生，因此須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法。早期減緩的部份，是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調適的相關因應計畫，則是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負責。2010年國發會（當時為經建會），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劉兆漢院士為主持人，並設有三個小組，由黃書禮教授、蕭代基教授、王作台教授三

人各帶領一個小組，並邀集20多位學者，一起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並以此綱領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的工作。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相關。比如新北市與屏東縣所面臨的

問題就不盡相同。屏東縣以農業為主，又有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新北市則更需要

重視防災及能源產業的發展。為了持續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黃書禮教授受邀

擔任當時的總督導，代表國發會組織督導團，除了將技術傳遞給委託的規劃單位外，

也協助規劃單位和行政部門溝通磨合。

　　在協助執行時，黃書禮教授認為目前政策面仍需加強的地方，主要是「人」的問

題以及執行機關是否投入。過去這類計畫是上對下，也就是中央撥款給地方執行，黃

書禮教授帶領其他督導團成員，參與地方政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工作，除製作工作手

冊外，亦建議各地方政府所需參與的人員及職務之派定。但縱然有經費的支持，黃教

授仍能感受到各地方政府人員的執行意願不高。如何提升執行意願，會是政府需要考

量的問題。

　　2016年，政府頒布國土計畫法，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因應氣候變遷」，而溫室

氣體減量辦法中，也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因此相關工作又回到環保署執行。對此，

黃書禮教授也點出，由於環保署執行方式與當初國發會的政策計畫有所落差，兩者該

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協調。並且法規訂定後，更重要的是執行人員的培訓，期望執

行人員能將過去科技部、國發會的基本研究與法規銜接並落實。

　　此外，由於執行機關在民主化過程之政黨輪替制度下，新上任的執政者對前任執

政者執行的進度並未完全掌握，以致於相關工作未能持續執行，這亦是政策面上較為

薄弱的地方。黃書禮教授認為，這些工作背後，都是許多學者、地方團體跟政府達成

共識後決定共同努力的目標，不應該因為輪替而產生執行斷層。但黃書禮教授也樂觀

的表示，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逐漸改善，希望未來能持續做好並延續相關工

作。

　　在學術研究方面，永續發展及環境氣候變遷的思考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絕非哪一

個學科可以涵蓋。永續發展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而使用都市或鄉村地區等

名詞，也僅是指稱空間的大小，實際上內部發生的問題，就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複雜度和內容相同，所以才需要跨領域研究。目前國家推動的主力在科技跟工程，如

何將社會科學加入這些議題，是有其困難的。然而談到氣候變遷的調適和永續發展，

若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一同參與，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議題最終都是關係到

「人」如何去建構更好的生活。尤其現在很多社會議題不斷浮出，比如關於環境與土

地正義問題、原住民居住地、拆遷補償、農地使用等。

　　早期政府規劃相關計畫時，有三大指標：效率性（經濟效益）、環境保護，以及

公平性。過去仍是以經濟發展做為首要考量，後來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規出現，遂

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問題，而到現今，各種社會議題的出現，也開啟對公平性的討

論，如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影響、高齡化、土地正義等，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從

人類社會的福利（welfare）來關懷這些議題。

　　尤其現今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引入，更強調公部門和私部門一起以夥伴

關係合作，並重視雙方有共同的理想、願景，一起完成目標。較之以往公部門管制主

導，由上對下的考量點有很大不同，政府需要去尋求與人民的共識，以免政策執行時

產生障礙。同時，從治理角度來處理公眾議題已成為趨勢，所以如社會系、政治系、

地理系、都市計畫、經濟系等領域的研究，都與政策息息相關，而這也是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可以投入研究，並協助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

　　為此，如何建立一套可以將人文社科學者納入的平臺制度是重要的。跨領域也許

很困難，但仍需要不斷溝通，以達成共識，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計畫沒有一百分可

言，重要的是讓眾人都可以接受。黃教授也提出，或許可以採取key person的方式，

在執行計畫時，找名譽聲望足夠的學者召集資深學者先達成共識，再由他們去提攜其

他青年學者，或許會是可行的做法。

　　黃書禮教授也提及，目前科技部各學門有規劃前瞻議題，其中氣候變遷相關問題

亦在其中。但是前瞻議題與專題計畫之間關聯不密切，建議兩者可以更好的融合。另

外，黃書禮教授也認為很多學者對於研究議題的資訊不完整，因此未必能往全新研究

方向發展學術興趣，而科技部可以提供平臺或資訊，讓學者知道有哪些機會或議題是

可以鑽研的。黃教授也希望，若有一些研究機構或中心，可以與國際組織接軌，使得

臺灣學者有平臺能了解國外的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並藉此交流，甚至成立研究團

隊，如此可以免去單打獨鬥的辛苦。

　　黃書禮教授也勉勵學者去思考：「對於學術研究，是將之當作職業或是志業？」

職業是養家活口，志業則是希望為這份工作有所貢獻。若能懷抱熱情，才能激盪出更

多新元素、新火花，也才能有動力做更多學術服務，造福學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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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已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尤其在歐美森林大火

（bush fires）肆虐，以及臺灣中南部無預警水患中，更能感受到氣候變遷對環境帶

來的改變和影響。此次特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黃書禮特聘教授接受

訪問，請黃教授談談面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臺灣在學術面及政策面上，應該要如

何因應這些改變。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是運用生態土地使用規劃（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以及以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取向之生態能量分析（Eco-

logical energetic analysis）作為研究的觀念及方法，進行與環境相關的研究。黃教

授早期就以這套方式運用在生態土地的使用規劃，劃設臺灣的環境敏感地；同時，也

使用系統生態學能量分析進行環境評估的研究。由於這兩種方法與環境變遷議題本就

有所關聯，加上在學術歷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有共同研究興趣的人，所以研究方

向逐漸朝向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議題進行。 

　　談到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開始接觸的契機，黃書禮教授提及最早是因為結識英

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地理學家Ian Douglas教授，這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就是都市周邊地

區與環境變遷，由於有共同的研究興趣，黃書禮教授就開始與此位學者交流，開啟了

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

　　於2005年時，黃書禮教授至德國波昂參加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研究（Interna-

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

IHDP）的Open Science Meeting，恰好碰到該組織下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UGEC）核心研究議題的

啟動。回國後，黃教授對此議題很有興趣，就向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申請研究計

畫，從全球環境變遷的架構，研究都市周邊地區（peri-urban）土地使用的改變對都

市生態經濟系統的影響。後來，該計畫獲得UGEC的認證，黃書禮教授也因此結識了

UGEC的科學推動委員會(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主席Karen Seto

（現任教於耶魯大學），並邀請她到臺灣參與會議。在此會議結束後，就獲得Karen 

Seto的邀請，擔任UGEC的Project Associate，並於2010年，正式受邀擔任UGEC

核心計畫的科學推動委員。於2014年，也受Karen Seto的舉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第五

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5）的撰寫，最後雖因政治因素未能完成負責的部

份，但對黃教授來說，這些經驗都為他在研究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時，開啟並紮實相

關的研究動能，讓他可以持續開拓這個議題。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都市周邊地區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由於都市周邊

地區，如新北市，原本有許多未開發農地，因為快速都市化的結果，蓋起許多高樓，

致使優良農地消失，環境遭到破壞。這些研究計畫的取向與土地使用及氣候變遷有密

切相關，因此黃書禮教授也受到政府邀請，擔任與國土計畫相關的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委員會。

　　政府對於環境變遷的政策規劃，主要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政策面執行上，有兩大

策略：一是減緩（mitigation），希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二是調適（adapta-

tion），因為溫室效應已然發生，因此須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法。早期減緩的部份，是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調適的相關因應計畫，則是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負責。2010年國發會（當時為經建會），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劉兆漢院士為主持人，並設有三個小組，由黃書禮教授、蕭代基教授、王作台教授三

人各帶領一個小組，並邀集20多位學者，一起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並以此綱領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的工作。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相關。比如新北市與屏東縣所面臨的

問題就不盡相同。屏東縣以農業為主，又有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新北市則更需要

重視防災及能源產業的發展。為了持續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黃書禮教授受邀

擔任當時的總督導，代表國發會組織督導團，除了將技術傳遞給委託的規劃單位外，

也協助規劃單位和行政部門溝通磨合。

　　在協助執行時，黃書禮教授認為目前政策面仍需加強的地方，主要是「人」的問

題以及執行機關是否投入。過去這類計畫是上對下，也就是中央撥款給地方執行，黃

書禮教授帶領其他督導團成員，參與地方政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工作，除製作工作手

冊外，亦建議各地方政府所需參與的人員及職務之派定。但縱然有經費的支持，黃教

授仍能感受到各地方政府人員的執行意願不高。如何提升執行意願，會是政府需要考

量的問題。

　　2016年，政府頒布國土計畫法，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因應氣候變遷」，而溫室

氣體減量辦法中，也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因此相關工作又回到環保署執行。對此，

黃書禮教授也點出，由於環保署執行方式與當初國發會的政策計畫有所落差，兩者該

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協調。並且法規訂定後，更重要的是執行人員的培訓，期望執

行人員能將過去科技部、國發會的基本研究與法規銜接並落實。

　　此外，由於執行機關在民主化過程之政黨輪替制度下，新上任的執政者對前任執

政者執行的進度並未完全掌握，以致於相關工作未能持續執行，這亦是政策面上較為

薄弱的地方。黃書禮教授認為，這些工作背後，都是許多學者、地方團體跟政府達成

共識後決定共同努力的目標，不應該因為輪替而產生執行斷層。但黃書禮教授也樂觀

的表示，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逐漸改善，希望未來能持續做好並延續相關工

作。

　　在學術研究方面，永續發展及環境氣候變遷的思考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絕非哪一

個學科可以涵蓋。永續發展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而使用都市或鄉村地區等

名詞，也僅是指稱空間的大小，實際上內部發生的問題，就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複雜度和內容相同，所以才需要跨領域研究。目前國家推動的主力在科技跟工程，如

何將社會科學加入這些議題，是有其困難的。然而談到氣候變遷的調適和永續發展，

若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一同參與，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議題最終都是關係到

「人」如何去建構更好的生活。尤其現在很多社會議題不斷浮出，比如關於環境與土

地正義問題、原住民居住地、拆遷補償、農地使用等。

　　早期政府規劃相關計畫時，有三大指標：效率性（經濟效益）、環境保護，以及

公平性。過去仍是以經濟發展做為首要考量，後來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規出現，遂

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問題，而到現今，各種社會議題的出現，也開啟對公平性的討

論，如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影響、高齡化、土地正義等，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從

人類社會的福利（welfare）來關懷這些議題。

　　尤其現今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引入，更強調公部門和私部門一起以夥伴

關係合作，並重視雙方有共同的理想、願景，一起完成目標。較之以往公部門管制主

導，由上對下的考量點有很大不同，政府需要去尋求與人民的共識，以免政策執行時

產生障礙。同時，從治理角度來處理公眾議題已成為趨勢，所以如社會系、政治系、

地理系、都市計畫、經濟系等領域的研究，都與政策息息相關，而這也是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可以投入研究，並協助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

　　為此，如何建立一套可以將人文社科學者納入的平臺制度是重要的。跨領域也許

很困難，但仍需要不斷溝通，以達成共識，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計畫沒有一百分可

言，重要的是讓眾人都可以接受。黃教授也提出，或許可以採取key person的方式，

在執行計畫時，找名譽聲望足夠的學者召集資深學者先達成共識，再由他們去提攜其

他青年學者，或許會是可行的做法。

　　黃書禮教授也提及，目前科技部各學門有規劃前瞻議題，其中氣候變遷相關問題

亦在其中。但是前瞻議題與專題計畫之間關聯不密切，建議兩者可以更好的融合。另

外，黃書禮教授也認為很多學者對於研究議題的資訊不完整，因此未必能往全新研究

方向發展學術興趣，而科技部可以提供平臺或資訊，讓學者知道有哪些機會或議題是

可以鑽研的。黃教授也希望，若有一些研究機構或中心，可以與國際組織接軌，使得

臺灣學者有平臺能了解國外的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並藉此交流，甚至成立研究團

隊，如此可以免去單打獨鬥的辛苦。

　　黃書禮教授也勉勵學者去思考：「對於學術研究，是將之當作職業或是志業？」

職業是養家活口，志業則是希望為這份工作有所貢獻。若能懷抱熱情，才能激盪出更

多新元素、新火花，也才能有動力做更多學術服務，造福學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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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應這些改變。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是運用生態土地使用規劃（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以及以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取向之生態能量分析（Eco-

logical energetic analysis）作為研究的觀念及方法，進行與環境相關的研究。黃教

授早期就以這套方式運用在生態土地的使用規劃，劃設臺灣的環境敏感地；同時，也

使用系統生態學能量分析進行環境評估的研究。由於這兩種方法與環境變遷議題本就

有所關聯，加上在學術歷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有共同研究興趣的人，所以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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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開始接觸的契機，黃書禮教授提及最早是因為結識英

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地理學家Ian Douglas教授，這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就是都市周邊地

區與環境變遷，由於有共同的研究興趣，黃書禮教授就開始與此位學者交流，開啟了

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

　　於2005年時，黃書禮教授至德國波昂參加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研究（Interna-

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

IHDP）的Open Science Meeting，恰好碰到該組織下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UGEC）核心研究議題的

啟動。回國後，黃教授對此議題很有興趣，就向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申請研究計

畫，從全球環境變遷的架構，研究都市周邊地區（peri-urban）土地使用的改變對都

市生態經濟系統的影響。後來，該計畫獲得UGEC的認證，黃書禮教授也因此結識了

UGEC的科學推動委員會(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主席Karen Seto

（現任教於耶魯大學），並邀請她到臺灣參與會議。在此會議結束後，就獲得Karen 

Seto的邀請，擔任UGEC的Project Associate，並於2010年，正式受邀擔任UGEC

核心計畫的科學推動委員。於2014年，也受Karen Seto的舉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第五

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5）的撰寫，最後雖因政治因素未能完成負責的部

份，但對黃教授來說，這些經驗都為他在研究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時，開啟並紮實相

關的研究動能，讓他可以持續開拓這個議題。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都市周邊地區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由於都市周邊

地區，如新北市，原本有許多未開發農地，因為快速都市化的結果，蓋起許多高樓，

致使優良農地消失，環境遭到破壞。這些研究計畫的取向與土地使用及氣候變遷有密

切相關，因此黃書禮教授也受到政府邀請，擔任與國土計畫相關的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委員會。

　　政府對於環境變遷的政策規劃，主要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政策面執行上，有兩大

策略：一是減緩（mitigation），希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二是調適（adapta-

tion），因為溫室效應已然發生，因此須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法。早期減緩的部份，是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調適的相關因應計畫，則是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負責。2010年國發會（當時為經建會），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劉兆漢院士為主持人，並設有三個小組，由黃書禮教授、蕭代基教授、王作台教授三

人各帶領一個小組，並邀集20多位學者，一起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並以此綱領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的工作。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相關。比如新北市與屏東縣所面臨的

問題就不盡相同。屏東縣以農業為主，又有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新北市則更需要

重視防災及能源產業的發展。為了持續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黃書禮教授受邀

擔任當時的總督導，代表國發會組織督導團，除了將技術傳遞給委託的規劃單位外，

也協助規劃單位和行政部門溝通磨合。

　　在協助執行時，黃書禮教授認為目前政策面仍需加強的地方，主要是「人」的問

題以及執行機關是否投入。過去這類計畫是上對下，也就是中央撥款給地方執行，黃

書禮教授帶領其他督導團成員，參與地方政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工作，除製作工作手

冊外，亦建議各地方政府所需參與的人員及職務之派定。但縱然有經費的支持，黃教

授仍能感受到各地方政府人員的執行意願不高。如何提升執行意願，會是政府需要考

量的問題。

　　2016年，政府頒布國土計畫法，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因應氣候變遷」，而溫室

氣體減量辦法中，也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因此相關工作又回到環保署執行。對此，

黃書禮教授也點出，由於環保署執行方式與當初國發會的政策計畫有所落差，兩者該

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協調。並且法規訂定後，更重要的是執行人員的培訓，期望執

行人員能將過去科技部、國發會的基本研究與法規銜接並落實。

　　此外，由於執行機關在民主化過程之政黨輪替制度下，新上任的執政者對前任執

政者執行的進度並未完全掌握，以致於相關工作未能持續執行，這亦是政策面上較為

薄弱的地方。黃書禮教授認為，這些工作背後，都是許多學者、地方團體跟政府達成

共識後決定共同努力的目標，不應該因為輪替而產生執行斷層。但黃書禮教授也樂觀

的表示，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逐漸改善，希望未來能持續做好並延續相關工

作。

　　在學術研究方面，永續發展及環境氣候變遷的思考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絕非哪一

個學科可以涵蓋。永續發展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而使用都市或鄉村地區等

名詞，也僅是指稱空間的大小，實際上內部發生的問題，就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複雜度和內容相同，所以才需要跨領域研究。目前國家推動的主力在科技跟工程，如

何將社會科學加入這些議題，是有其困難的。然而談到氣候變遷的調適和永續發展，

若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一同參與，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議題最終都是關係到

「人」如何去建構更好的生活。尤其現在很多社會議題不斷浮出，比如關於環境與土

地正義問題、原住民居住地、拆遷補償、農地使用等。

　　早期政府規劃相關計畫時，有三大指標：效率性（經濟效益）、環境保護，以及

公平性。過去仍是以經濟發展做為首要考量，後來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規出現，遂

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問題，而到現今，各種社會議題的出現，也開啟對公平性的討

論，如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影響、高齡化、土地正義等，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從

人類社會的福利（welfare）來關懷這些議題。

　　尤其現今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引入，更強調公部門和私部門一起以夥伴

關係合作，並重視雙方有共同的理想、願景，一起完成目標。較之以往公部門管制主

導，由上對下的考量點有很大不同，政府需要去尋求與人民的共識，以免政策執行時

產生障礙。同時，從治理角度來處理公眾議題已成為趨勢，所以如社會系、政治系、

地理系、都市計畫、經濟系等領域的研究，都與政策息息相關，而這也是人文社會科

學學者可以投入研究，並協助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

　　為此，如何建立一套可以將人文社科學者納入的平臺制度是重要的。跨領域也許

很困難，但仍需要不斷溝通，以達成共識，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計畫沒有一百分可

言，重要的是讓眾人都可以接受。黃教授也提出，或許可以採取key person的方式，

在執行計畫時，找名譽聲望足夠的學者召集資深學者先達成共識，再由他們去提攜其

他青年學者，或許會是可行的做法。

　　黃書禮教授也提及，目前科技部各學門有規劃前瞻議題，其中氣候變遷相關問題

亦在其中。但是前瞻議題與專題計畫之間關聯不密切，建議兩者可以更好的融合。另

外，黃書禮教授也認為很多學者對於研究議題的資訊不完整，因此未必能往全新研究

方向發展學術興趣，而科技部可以提供平臺或資訊，讓學者知道有哪些機會或議題是

可以鑽研的。黃教授也希望，若有一些研究機構或中心，可以與國際組織接軌，使得

臺灣學者有平臺能了解國外的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並藉此交流，甚至成立研究團

隊，如此可以免去單打獨鬥的辛苦。

　　黃書禮教授也勉勵學者去思考：「對於學術研究，是將之當作職業或是志業？」

職業是養家活口，志業則是希望為這份工作有所貢獻。若能懷抱熱情，才能激盪出更

多新元素、新火花，也才能有動力做更多學術服務，造福學界、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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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已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尤其在歐美森林大火

（bush fires）肆虐，以及臺灣中南部無預警水患中，更能感受到氣候變遷對環境帶

來的改變和影響。此次特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黃書禮特聘教授接受

訪問，請黃教授談談面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臺灣在學術面及政策面上，應該要如

何因應這些改變。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是運用生態土地使用規劃（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以及以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取向之生態能量分析（Eco-

logical energetic analysis）作為研究的觀念及方法，進行與環境相關的研究。黃教

授早期就以這套方式運用在生態土地的使用規劃，劃設臺灣的環境敏感地；同時，也

使用系統生態學能量分析進行環境評估的研究。由於這兩種方法與環境變遷議題本就

有所關聯，加上在學術歷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有共同研究興趣的人，所以研究方

向逐漸朝向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議題進行。 

　　談到對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開始接觸的契機，黃書禮教授提及最早是因為結識英

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地理學家Ian Douglas教授，這位教授的研究領域就是都市周邊地

區與環境變遷，由於有共同的研究興趣，黃書禮教授就開始與此位學者交流，開啟了

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

　　於2005年時，黃書禮教授至德國波昂參加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研究（Interna-

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

IHDP）的Open Science Meeting，恰好碰到該組織下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UGEC）核心研究議題的

啟動。回國後，黃教授對此議題很有興趣，就向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申請研究計

畫，從全球環境變遷的架構，研究都市周邊地區（peri-urban）土地使用的改變對都

市生態經濟系統的影響。後來，該計畫獲得UGEC的認證，黃書禮教授也因此結識了

UGEC的科學推動委員會(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主席Karen Seto

（現任教於耶魯大學），並邀請她到臺灣參與會議。在此會議結束後，就獲得Karen 

Seto的邀請，擔任UGEC的Project Associate，並於2010年，正式受邀擔任UGEC

核心計畫的科學推動委員。於2014年，也受Karen Seto的舉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第五

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5）的撰寫，最後雖因政治因素未能完成負責的部

份，但對黃教授來說，這些經驗都為他在研究環境及氣候變遷議題時，開啟並紮實相

關的研究動能，讓他可以持續開拓這個議題。

　　黃書禮教授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都市周邊地區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由於都市周邊

地區，如新北市，原本有許多未開發農地，因為快速都市化的結果，蓋起許多高樓，

致使優良農地消失，環境遭到破壞。這些研究計畫的取向與土地使用及氣候變遷有密

切相關，因此黃書禮教授也受到政府邀請，擔任與國土計畫相關的研究計畫主持人與

委員會。

　　政府對於環境變遷的政策規劃，主要與氣候變遷相關。在政策面執行上，有兩大

策略：一是減緩（mitigation），希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二是調適（adapta-

tion），因為溫室效應已然發生，因此須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法。早期減緩的部份，是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調適的相關因應計畫，則是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負責。2010年國發會（當時為經建會），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劉兆漢院士為主持人，並設有三個小組，由黃書禮教授、蕭代基教授、王作台教授三

人各帶領一個小組，並邀集20多位學者，一起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並以此綱領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的工作。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相關。比如新北市與屏東縣所面臨的

問題就不盡相同。屏東縣以農業為主，又有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新北市則更需要

重視防災及能源產業的發展。為了持續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黃書禮教授受邀

擔任當時的總督導，代表國發會組織督導團，除了將技術傳遞給委託的規劃單位外，

也協助規劃單位和行政部門溝通磨合。

　　在協助執行時，黃書禮教授認為目前政策面仍需加強的地方，主要是「人」的問

題以及執行機關是否投入。過去這類計畫是上對下，也就是中央撥款給地方執行，黃

書禮教授帶領其他督導團成員，參與地方政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工作，除製作工作手

冊外，亦建議各地方政府所需參與的人員及職務之派定。但縱然有經費的支持，黃教

授仍能感受到各地方政府人員的執行意願不高。如何提升執行意願，會是政府需要考

量的問題。

　　2016年，政府頒布國土計畫法，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因應氣候變遷」，而溫室

氣體減量辦法中，也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因此相關工作又回到環保署執行。對此，

黃書禮教授也點出，由於環保署執行方式與當初國發會的政策計畫有所落差，兩者該

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協調。並且法規訂定後，更重要的是執行人員的培訓，期望執

行人員能將過去科技部、國發會的基本研究與法規銜接並落實。

　　此外，由於執行機關在民主化過程之政黨輪替制度下，新上任的執政者對前任執

政者執行的進度並未完全掌握，以致於相關工作未能持續執行，這亦是政策面上較為

薄弱的地方。黃書禮教授認為，這些工作背後，都是許多學者、地方團體跟政府達成

共識後決定共同努力的目標，不應該因為輪替而產生執行斷層。但黃書禮教授也樂觀

的表示，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逐漸改善，希望未來能持續做好並延續相關工

作。

　　在學術研究方面，永續發展及環境氣候變遷的思考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絕非哪一

個學科可以涵蓋。永續發展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而使用都市或鄉村地區等

名詞，也僅是指稱空間的大小，實際上內部發生的問題，就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

複雜度和內容相同，所以才需要跨領域研究。目前國家推動的主力在科技跟工程，如

何將社會科學加入這些議題，是有其困難的。然而談到氣候變遷的調適和永續發展，

若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一同參與，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議題最終都是關係到

「人」如何去建構更好的生活。尤其現在很多社會議題不斷浮出，比如關於環境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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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人專訪：
陳烜之教授談認知研究及臺港心理學發展現況
採訪／李宛芝、林嘉英　撰文／李宛芝

　　境外訪問學人陳烜之教授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於今年2月到中心訪問。

第一眼看到陳烜之教授，就感受到陳教授身上從容不迫的氣質及親切溫暖的笑容，讓

人感受到一位資深學者虛懷若谷的氣度。

　　在訪問最開始，陳烜之教授首先解釋：「心理學是一門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的

思想跟行為的學科」，其中包含許多不同領域及面向。陳教授於求學時就對各種的心

理學理論和問題都極有興趣並積極參與相關工作（如張老師心理諮商中心）。隨著知

識的累積，陳教授認為心理學有一個核心問題，即是：「人類何以成為萬物之靈？人

類與動物的分別為何？」在過往接觸心理學知識的過程中，陳烜之教授發現認知心理

學與他感興趣的重要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就開始專注於認知心理學方面的研究。

　　探究人類的生心屬性與能力，要找出比較其他生物特別突出的地方其實並不容

易。陳烜之教授以京都大學的實驗為例，受試的大學生和猩猩在電腦螢幕上看到相同

的數字序列，並於數字消失後，依照數字大小及位置點選數字。若數字閃現的時間較

長時，大學生與猩猩的表現無二，但若閃現時間較短，猩猩的表現明顯優於受試大學

生。可見得人類的心智能力在各種物種間，未必是最突出的。此外，若從工具的使用

和問題的解決這些面向來看，自然界中有許多生物也有自己的一套運作模式，如烏鴉

會將堅果放在馬路上，讓車子輾碎硬殼方便進食果仁；猴子會用石頭敲開牡蠣等運用

工具解決問題的舉動。

　　諸如此類的例子，顯示並非只有人類能使用工具解決問題，人類的生理和心智能

力也不一定就優於其他物種。在此前提下，陳烜之教授認為研究人類智慧的本質與相

關運作是了解人類何以成為萬物之靈這個關鍵問題的重要途徑。

陳烜之教授此次來訪的研究，就是專注在人類認知的理論及應用課題，希望可以將幾

十年間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套論述脈絡。陳教授也在專訪時分享他在語言與文字認

知研究方面的心得，他認為「語言」跟「文字」的使用，對於回答人類之所以為萬物

之靈這個問題關係非常密切。

　　這主要是因為語言文字是符號操作系統。人類運用語言文字溝通，可以比較精準

地表達抽象、複雜的概念，促進思考和學習。此外，文字的發明與使用，克服了溝通

時由時間、空間、記憶三方面造成的限制，使得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正是因為人類

透過語言文字，才能不斷把個體有限的經驗跟知識，彙總成全體人類可以共享的資

源，創造出輝煌的精神和科技文明，而這才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重要因素。

　　提及臺港兩地心理學研究的發展，陳烜之教授認為心理學在臺灣算是顯學，但在

香港則否。就學科的發展狀況來看，臺灣的心理學研究已經經過很多先賢的努力，如

楊國樞先生對人文社會教育貢獻良多，又或是如曾志朗先生倡導出良好的跨領域合作

等。由於香港的文化與價值觀與臺灣大相逕庭，所以在面對心理學這門學科時，情況

也並不相同。陳教授提到，當他1983年至香港任教時，香港僅有兩所大學有心理學

系，其中一所就是陳教授任職的香港中文大學。且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才剛

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劉英茂先生於1982年創系。對比當時臺灣許多系所都有成

立心理系的情況來說，香港的心理學發展只能算是萌芽階段。

　　陳烜之教授也提到從研究經費來源的角度來說，兩地也有所區隔。臺灣由於有國

科會，也就是現在的科技部，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中設有心理學門，表示出

了政府對此學科的重視及推動。相較於香港，臺灣當局對心理學科所提供的研究經費

是比較充裕的。例如國科會當年希望提倡大腦研究，並希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也一起

加入，因此提供一筆經費購買fMRI等儀器給幾所大學使用。但在香港則沒有類似的

資源，所以香港有心理系的大學中，並沒有專門供給學者做研究的腦造影儀器。

　　不過，陳烜之教授也提到，雖然研究議題因為有政府組織的指導規劃，可以有相

對明確的研究主軸，但這樣的作法同時也有可能會使某些較冷門的研究議題無法獲得

足夠的資源進行研究。這些冷門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許難以在當下體現價值，但卻有

可能會在未來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主管當局在做規劃時，也應該適當考量避免資源過

度集中於所謂的熱門課題。

　　香港與臺灣還有一個比較不同的點，就是由於歷史因素，香港的大學比較注意國

際化，無論是在課程評鑑和教師聘用或升等方面都會有國際評審的步驟，因此與國際

學界接軌良好。這樣的作法如果有利於臺灣心理學的發展，陳教授認為也是可以參考

的發展方向。

　　最後，陳烜之教授提到大學教師在學術圈中可以做到的三件事情：一是教學工

作，二是學術研究，三是行政服務。這三件事陳教授都盡可能兼顧，多年來也積極和

世界各地的心理學界交流，希望能對心理學的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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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解決問題的舉動。

　　諸如此類的例子，顯示並非只有人類能使用工具解決問題，人類的生理和心智能

力也不一定就優於其他物種。在此前提下，陳烜之教授認為研究人類智慧的本質與相

關運作是了解人類何以成為萬物之靈這個關鍵問題的重要途徑。

陳烜之教授此次來訪的研究，就是專注在人類認知的理論及應用課題，希望可以將幾

十年間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套論述脈絡。陳教授也在專訪時分享他在語言與文字認

知研究方面的心得，他認為「語言」跟「文字」的使用，對於回答人類之所以為萬物

之靈這個問題關係非常密切。

　　這主要是因為語言文字是符號操作系統。人類運用語言文字溝通，可以比較精準

地表達抽象、複雜的概念，促進思考和學習。此外，文字的發明與使用，克服了溝通

時由時間、空間、記憶三方面造成的限制，使得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正是因為人類

透過語言文字，才能不斷把個體有限的經驗跟知識，彙總成全體人類可以共享的資

源，創造出輝煌的精神和科技文明，而這才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重要因素。

　　提及臺港兩地心理學研究的發展，陳烜之教授認為心理學在臺灣算是顯學，但在

香港則否。就學科的發展狀況來看，臺灣的心理學研究已經經過很多先賢的努力，如

楊國樞先生對人文社會教育貢獻良多，又或是如曾志朗先生倡導出良好的跨領域合作

等。由於香港的文化與價值觀與臺灣大相逕庭，所以在面對心理學這門學科時，情況

也並不相同。陳教授提到，當他1983年至香港任教時，香港僅有兩所大學有心理學

系，其中一所就是陳教授任職的香港中文大學。且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才剛

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劉英茂先生於1982年創系。對比當時臺灣許多系所都有成

立心理系的情況來說，香港的心理學發展只能算是萌芽階段。

　　陳烜之教授也提到從研究經費來源的角度來說，兩地也有所區隔。臺灣由於有國

科會，也就是現在的科技部，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中設有心理學門，表示出

了政府對此學科的重視及推動。相較於香港，臺灣當局對心理學科所提供的研究經費

是比較充裕的。例如國科會當年希望提倡大腦研究，並希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也一起

加入，因此提供一筆經費購買fMRI等儀器給幾所大學使用。但在香港則沒有類似的

資源，所以香港有心理系的大學中，並沒有專門供給學者做研究的腦造影儀器。

　　不過，陳烜之教授也提到，雖然研究議題因為有政府組織的指導規劃，可以有相

對明確的研究主軸，但這樣的作法同時也有可能會使某些較冷門的研究議題無法獲得

足夠的資源進行研究。這些冷門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許難以在當下體現價值，但卻有

可能會在未來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主管當局在做規劃時，也應該適當考量避免資源過

度集中於所謂的熱門課題。

　　香港與臺灣還有一個比較不同的點，就是由於歷史因素，香港的大學比較注意國

際化，無論是在課程評鑑和教師聘用或升等方面都會有國際評審的步驟，因此與國際

學界接軌良好。這樣的作法如果有利於臺灣心理學的發展，陳教授認為也是可以參考

的發展方向。

　　最後，陳烜之教授提到大學教師在學術圈中可以做到的三件事情：一是教學工

作，二是學術研究，三是行政服務。這三件事陳教授都盡可能兼顧，多年來也積極和

世界各地的心理學界交流，希望能對心理學的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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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研究及原住民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
研究工作坊
撰文／胡雲薇（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7年「族群研究及原住民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於6月21日假國立

政治大學召開，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同合辦。本次工作坊的主題聚焦於數位科技、語言發展與

國土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跨領域的知識對談，以深化社會對原住民傳統領域

等相關議題的了解，以及數位科技在語言文化教學上的應用。

　　開場先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代為說明科技部108年度「族群研

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畫的徵件公告，鼓勵學者從跨領域的多重觀點與多元視

角切入，反思族群與政治、歷史、社會變遷等之關係，並探究各種現象背後所反映的

問題與可能的解決之道，以便規劃、建構更合乎公平正義、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社

會。

　　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資科系李蔡彥教授，以「跨域學院：數位科技

連結跨域學習的新嘗試」為題進行講演。李教授認為在當前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

趨勢下，許多傳統工作將逐漸被電腦取代，但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人文

學將成為培育軟實力、創新服務的關鍵。因此，跨領域的學習變得日益重要，大學必

須結合科技、資訊與人文學涵養，提供新的交流平臺與對話空間，為既有學科與研究

成果進行加值，同時也拓展與社會、企業的跨域連結。

　　接續登場的是「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工作坊，分別由臺北市立大學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劉宇陽教授，主講「一個基於族語教學與認證測驗為考量的語料庫

設計」；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講演「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

言的保存與推廣」。過去語料庫的創建多為了研究需求，但隨著網際網路的便捷與普

及，可發展更符合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操作系統，讓個人更容易透過網路學習新的語

言。然而，基於學習出發的辭典在設計上必須不同於一般傳統語料庫，劉教授認為重

點在於語法、語意與功能的標記，分類標記除能提升學習效率外，也能有效測試使用

者的學習成果。何德華教授則以瀕危語言典藏復振計畫的建置為例，認為語料、教

材、辭典都是學習原住民語言的重要工具，在數位化過程中除納入族人智慧與實際需

求外，也需語言學者與資訊學者攜手合作，才能籌造有利於大眾學習與社會推廣的線

上辭典。

　　第二場工作坊主題為「環境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國土規劃」，由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系林士淵教授主講「遙看部落：從空間科學談臺灣原住民族地區之土地利用」，以

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講演「從傳統領域調查到國土空間規劃：談參與

式製圖在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林教授從地政學的研究角度，分析空間科學與

民族科學的利與弊，主張二者可交流、互補，建立溝通平臺。例如探究原住民選擇農

耕區位的考量要素時，即可透過知識數位化，設定條件的先後順序，模擬出最具關鍵

影響力的可能因素。官大偉教授則在原住民領域的調查過程中發現，過去對國土概念

多籠罩在國家權力、歷史論述的架構裡，現在應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由於目前

國家政策已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國土計畫進行整合，透過部落族人、學界參與和政

府單位的溝通，未來可望達成多元共存的理想。

　　精彩演講與問答之後，綜合討論則由主持人賀大衛教授與諸位引言人、活動參與

者共同對談。引言人湯京平教授提醒當科技進入原住民社會，傳統禮俗與儀式可能受

到衝擊，原住民族的祖先智慧與轉型之際的知識落差，都應尋找適當的連接點。林靖

參與者眾，座無虛席

修與林文玲教授分別從跨領域與人類學的感官民族誌視角出發，探討各種知識如何進

入傳統領域，並反省所謂的民族、國家等課題，以呈現對地理、公共空間更多元的認

識和思考。徐嘉慧教授則從語言學對語族的特性分析，探究各族間語言上的同異性，

建議將來也延展納入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群體。最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主任王

雅萍教授總結指出，目前民族系正進行的「跨領域實踐」，即協助科技企業與部落學

校合作建教，將民族學知識化為軟實力推廣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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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族群研究及原住民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於6月21日假國立

政治大學召開，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同合辦。本次工作坊的主題聚焦於數位科技、語言發展與

國土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跨領域的知識對談，以深化社會對原住民傳統領域

等相關議題的了解，以及數位科技在語言文化教學上的應用。

　　開場先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代為說明科技部108年度「族群研

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畫的徵件公告，鼓勵學者從跨領域的多重觀點與多元視

角切入，反思族群與政治、歷史、社會變遷等之關係，並探究各種現象背後所反映的

問題與可能的解決之道，以便規劃、建構更合乎公平正義、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社

會。

　　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資科系李蔡彥教授，以「跨域學院：數位科技

連結跨域學習的新嘗試」為題進行講演。李教授認為在當前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

趨勢下，許多傳統工作將逐漸被電腦取代，但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人文

學將成為培育軟實力、創新服務的關鍵。因此，跨領域的學習變得日益重要，大學必

須結合科技、資訊與人文學涵養，提供新的交流平臺與對話空間，為既有學科與研究

成果進行加值，同時也拓展與社會、企業的跨域連結。

　　接續登場的是「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工作坊，分別由臺北市立大學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劉宇陽教授，主講「一個基於族語教學與認證測驗為考量的語料庫

設計」；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講演「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

言的保存與推廣」。過去語料庫的創建多為了研究需求，但隨著網際網路的便捷與普

及，可發展更符合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操作系統，讓個人更容易透過網路學習新的語

言。然而，基於學習出發的辭典在設計上必須不同於一般傳統語料庫，劉教授認為重

點在於語法、語意與功能的標記，分類標記除能提升學習效率外，也能有效測試使用

者的學習成果。何德華教授則以瀕危語言典藏復振計畫的建置為例，認為語料、教

材、辭典都是學習原住民語言的重要工具，在數位化過程中除納入族人智慧與實際需

求外，也需語言學者與資訊學者攜手合作，才能籌造有利於大眾學習與社會推廣的線

上辭典。

　　第二場工作坊主題為「環境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國土規劃」，由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系林士淵教授主講「遙看部落：從空間科學談臺灣原住民族地區之土地利用」，以

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講演「從傳統領域調查到國土空間規劃：談參與

式製圖在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林教授從地政學的研究角度，分析空間科學與

民族科學的利與弊，主張二者可交流、互補，建立溝通平臺。例如探究原住民選擇農

耕區位的考量要素時，即可透過知識數位化，設定條件的先後順序，模擬出最具關鍵

影響力的可能因素。官大偉教授則在原住民領域的調查過程中發現，過去對國土概念

多籠罩在國家權力、歷史論述的架構裡，現在應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由於目前

國家政策已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國土計畫進行整合，透過部落族人、學界參與和政

府單位的溝通，未來可望達成多元共存的理想。

　　精彩演講與問答之後，綜合討論則由主持人賀大衛教授與諸位引言人、活動參與

者共同對談。引言人湯京平教授提醒當科技進入原住民社會，傳統禮俗與儀式可能受

到衝擊，原住民族的祖先智慧與轉型之際的知識落差，都應尋找適當的連接點。林靖

工作坊講者：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

修與林文玲教授分別從跨領域與人類學的感官民族誌視角出發，探討各種知識如何進

入傳統領域，並反省所謂的民族、國家等課題，以呈現對地理、公共空間更多元的認

識和思考。徐嘉慧教授則從語言學對語族的特性分析，探究各族間語言上的同異性，

建議將來也延展納入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群體。最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主任王

雅萍教授總結指出，目前民族系正進行的「跨領域實踐」，即協助科技企業與部落學

校合作建教，將民族學知識化為軟實力推廣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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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族群研究及原住民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於6月21日假國立

政治大學召開，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同合辦。本次工作坊的主題聚焦於數位科技、語言發展與

國土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跨領域的知識對談，以深化社會對原住民傳統領域

等相關議題的了解，以及數位科技在語言文化教學上的應用。

　　開場先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代為說明科技部108年度「族群研

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畫的徵件公告，鼓勵學者從跨領域的多重觀點與多元視

角切入，反思族群與政治、歷史、社會變遷等之關係，並探究各種現象背後所反映的

問題與可能的解決之道，以便規劃、建構更合乎公平正義、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社

會。

　　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資科系李蔡彥教授，以「跨域學院：數位科技

連結跨域學習的新嘗試」為題進行講演。李教授認為在當前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

趨勢下，許多傳統工作將逐漸被電腦取代，但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人文

學將成為培育軟實力、創新服務的關鍵。因此，跨領域的學習變得日益重要，大學必

須結合科技、資訊與人文學涵養，提供新的交流平臺與對話空間，為既有學科與研究

成果進行加值，同時也拓展與社會、企業的跨域連結。

　　接續登場的是「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工作坊，分別由臺北市立大學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劉宇陽教授，主講「一個基於族語教學與認證測驗為考量的語料庫

設計」；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講演「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

言的保存與推廣」。過去語料庫的創建多為了研究需求，但隨著網際網路的便捷與普

及，可發展更符合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操作系統，讓個人更容易透過網路學習新的語

言。然而，基於學習出發的辭典在設計上必須不同於一般傳統語料庫，劉教授認為重

點在於語法、語意與功能的標記，分類標記除能提升學習效率外，也能有效測試使用

者的學習成果。何德華教授則以瀕危語言典藏復振計畫的建置為例，認為語料、教

材、辭典都是學習原住民語言的重要工具，在數位化過程中除納入族人智慧與實際需

求外，也需語言學者與資訊學者攜手合作，才能籌造有利於大眾學習與社會推廣的線

上辭典。

　　第二場工作坊主題為「環境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國土規劃」，由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系林士淵教授主講「遙看部落：從空間科學談臺灣原住民族地區之土地利用」，以

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講演「從傳統領域調查到國土空間規劃：談參與

式製圖在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林教授從地政學的研究角度，分析空間科學與

民族科學的利與弊，主張二者可交流、互補，建立溝通平臺。例如探究原住民選擇農

耕區位的考量要素時，即可透過知識數位化，設定條件的先後順序，模擬出最具關鍵

影響力的可能因素。官大偉教授則在原住民領域的調查過程中發現，過去對國土概念

多籠罩在國家權力、歷史論述的架構裡，現在應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由於目前

國家政策已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國土計畫進行整合，透過部落族人、學界參與和政

府單位的溝通，未來可望達成多元共存的理想。

　　精彩演講與問答之後，綜合討論則由主持人賀大衛教授與諸位引言人、活動參與

者共同對談。引言人湯京平教授提醒當科技進入原住民社會，傳統禮俗與儀式可能受

到衝擊，原住民族的祖先智慧與轉型之際的知識落差，都應尋找適當的連接點。林靖

綜合討論：左起王雅萍副教授、徐嘉慧教授、林文玲教授、
主持人賀大衛教授、林靖修教授、湯京平教授

修與林文玲教授分別從跨領域與人類學的感官民族誌視角出發，探討各種知識如何進

入傳統領域，並反省所謂的民族、國家等課題，以呈現對地理、公共空間更多元的認

識和思考。徐嘉慧教授則從語言學對語族的特性分析，探究各族間語言上的同異性，

建議將來也延展納入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群體。最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主任王

雅萍教授總結指出，目前民族系正進行的「跨領域實踐」，即協助科技企業與部落學

校合作建教，將民族學知識化為軟實力推廣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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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族群研究及原住民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於6月21日假國立

政治大學召開，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同合辦。本次工作坊的主題聚焦於數位科技、語言發展與

國土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跨領域的知識對談，以深化社會對原住民傳統領域

等相關議題的了解，以及數位科技在語言文化教學上的應用。

　　開場先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代為說明科技部108年度「族群研

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畫的徵件公告，鼓勵學者從跨領域的多重觀點與多元視

角切入，反思族群與政治、歷史、社會變遷等之關係，並探究各種現象背後所反映的

問題與可能的解決之道，以便規劃、建構更合乎公平正義、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社

會。

　　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資科系李蔡彥教授，以「跨域學院：數位科技

連結跨域學習的新嘗試」為題進行講演。李教授認為在當前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

趨勢下，許多傳統工作將逐漸被電腦取代，但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人文

學將成為培育軟實力、創新服務的關鍵。因此，跨領域的學習變得日益重要，大學必

須結合科技、資訊與人文學涵養，提供新的交流平臺與對話空間，為既有學科與研究

成果進行加值，同時也拓展與社會、企業的跨域連結。

　　接續登場的是「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工作坊，分別由臺北市立大學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劉宇陽教授，主講「一個基於族語教學與認證測驗為考量的語料庫

設計」；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講演「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語

言的保存與推廣」。過去語料庫的創建多為了研究需求，但隨著網際網路的便捷與普

及，可發展更符合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操作系統，讓個人更容易透過網路學習新的語

言。然而，基於學習出發的辭典在設計上必須不同於一般傳統語料庫，劉教授認為重

點在於語法、語意與功能的標記，分類標記除能提升學習效率外，也能有效測試使用

者的學習成果。何德華教授則以瀕危語言典藏復振計畫的建置為例，認為語料、教

材、辭典都是學習原住民語言的重要工具，在數位化過程中除納入族人智慧與實際需

求外，也需語言學者與資訊學者攜手合作，才能籌造有利於大眾學習與社會推廣的線

上辭典。

　　第二場工作坊主題為「環境數位科技與原住民族國土規劃」，由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系林士淵教授主講「遙看部落：從空間科學談臺灣原住民族地區之土地利用」，以

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講演「從傳統領域調查到國土空間規劃：談參與

式製圖在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林教授從地政學的研究角度，分析空間科學與

民族科學的利與弊，主張二者可交流、互補，建立溝通平臺。例如探究原住民選擇農

耕區位的考量要素時，即可透過知識數位化，設定條件的先後順序，模擬出最具關鍵

影響力的可能因素。官大偉教授則在原住民領域的調查過程中發現，過去對國土概念

多籠罩在國家權力、歷史論述的架構裡，現在應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由於目前

國家政策已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國土計畫進行整合，透過部落族人、學界參與和政

府單位的溝通，未來可望達成多元共存的理想。

　　精彩演講與問答之後，綜合討論則由主持人賀大衛教授與諸位引言人、活動參與

者共同對談。引言人湯京平教授提醒當科技進入原住民社會，傳統禮俗與儀式可能受

到衝擊，原住民族的祖先智慧與轉型之際的知識落差，都應尋找適當的連接點。林靖

修與林文玲教授分別從跨領域與人類學的感官民族誌視角出發，探討各種知識如何進

入傳統領域，並反省所謂的民族、國家等課題，以呈現對地理、公共空間更多元的認

識和思考。徐嘉慧教授則從語言學對語族的特性分析，探究各族間語言上的同異性，

建議將來也延展納入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群體。最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主任王

雅萍教授總結指出，目前民族系正進行的「跨領域實踐」，即協助科技企業與部落學

校合作建教，將民族學知識化為軟實力推廣至社會。

與會嘉賓合影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54



13

活動報導

activity

黑箱社會：無所不在的數據演算法對公民社會的挑戰
After "Black Box Society": The Challenges of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撰文／陳柏良（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7年6月22日，在西北雨傾盆而下的週五下午時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邀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Frank Pasquale教授，假臺大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

議廳，與國內100多位資訊、法學與人文社會學者一同對談。在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

學會理事長洪文玲教授主持下，Pasquale教授透過精彩的簡報，全程以英文簡介AI

自動演算法下對於當代社會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他個人獨到的法律管制機制，風靡全

場。

　　Pasquale教授的演講探討以演算法為基礎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應用於社會生活

各面向後，可能產生的機遇與諸多風險。在大數據時代中，人們每天在實體與虛擬世

界的一舉一動，都被精細的紀錄，並且透過高效能的計算機演算，用以預測人們未來

的行動。然而在享受大數據時代的便利與經濟效益時，被精細觀察和記錄的人們，卻

少有反思：是哪些私人機構或哪些人，在蒐集、運算、散播人們的個人資訊，並預測

人們的行動？本該限制私人機構濫用個人資訊，以獲取不當經濟競爭優勢的政府監理

機制，是否稱職地守護市場競爭公平性與個人隱私權；抑或是成為大公司或特殊利益

團體的俘虜（regulatory capture）？

　　Pasquale教授於104年由哈佛出版社出《黑箱社會：掌控信息和金錢的數據法

則》一書（原文書名為：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Pasquale教授於演講中，簡單地以技術層面，

分析黑箱社會形成的原因，並以圓形監獄為譬喻，來解釋當代社會公民所面臨的資訊

隱私權流失危機。 

　　隨後，Pasquale教授對美國情治機構、華爾街金融產業和矽谷高科技產業界，

鐵三角式的共犯結構，並持續性地利用演算法的高技術門檻，進而濫用資訊優勢，造

成人民在名譽、金融財務的系統性風險以及政府的監理失能，提出嚴厲批判。

Pasquale教授認為私人機構濫用資訊優勢與政府監理失能的根源在於： 現有法律對

行政監理的限制（例如：言論自由、營業秘密、吹哨者保護不足等），以及高度複雜

的演算法本身，對公眾而言，欠缺透明性。

　　在本次演講中，Pasquale教授除了詳細分析不透明的演算規則對於人民在名

譽、線上搜尋與財產等層面的巨大影響與風險，也進一步介紹近來在美國政界鬧得滿

城風雨的Facebook劍橋分析個資外洩醜聞，並分析該醜聞對當代美國政治、經濟、

社會等層面的衝擊。Pasquale教授承認，他在104年黑箱社會一書中，要求Face-

book將有關政治廣告的演算機制公開透明的訴求，已經不合時宜。Facebook自100

年起，與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個資安全保護協議，在執行上因為Facebook的內控機制

鬆散以及該協議內容空洞，而無法落實。因此Pasquale教授，轉而主張：應該全面

禁止社群媒體透過搜集與分析個人資訊，投放政治廣告，以避免其強大的誤導性動搖

美國民主根基。最後，Pasqauale教授，以歐盟近期內上路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

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及反壟斷法為例，主

張過去相信市場機制是最有效個資保護措施的神話已經破滅。為避免科技公司進一步

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進而威脅公民基本權利，而使得黑箱成為黑洞，Pasquale教

授提倡：限制網路與社群網絡公司的橫向併購，社群網絡公司與大眾媒體公司分流、

提高消費者資訊控制權與資料可攜帶權（data portability）等措施。雖然Pasquale

教授非常謙虛地表示：他對於臺灣政府體制與監督機制不熟悉，然其希望藉由與臺灣

學界及公眾不斷地對話，一起討論如何建構一套適合臺灣的資訊揭露義務及資訊掌控

者問責機制，以預防系統性風險。

　　透過當天主講人具備獨特個人魅力的演講以及與現場來賓深入的對談，本次演講

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學界的互動想像，透過重現北美科技發展與管制失

靈的歷史脈絡及當下的挑戰，本次活動提供國內學者與決策者，一起構思未來政策發

展的各種選項的利弊得失！

右起：主持人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洪文玲理事長
介紹Pasquale教授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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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6月22日，在西北雨傾盆而下的週五下午時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邀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Frank Pasquale教授，假臺大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

議廳，與國內100多位資訊、法學與人文社會學者一同對談。在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

學會理事長洪文玲教授主持下，Pasquale教授透過精彩的簡報，全程以英文簡介AI

自動演算法下對於當代社會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他個人獨到的法律管制機制，風靡全

場。

　　Pasquale教授的演講探討以演算法為基礎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應用於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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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是否稱職地守護市場競爭公平性與個人隱私權；抑或是成為大公司或特殊利益

團體的俘虜（regulatory capture）？

　　Pasquale教授於104年由哈佛出版社出《黑箱社會：掌控信息和金錢的數據法

則》一書（原文書名為：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Pasquale教授於演講中，簡單地以技術層面，

分析黑箱社會形成的原因，並以圓形監獄為譬喻，來解釋當代社會公民所面臨的資訊

隱私權流失危機。 

　　隨後，Pasquale教授對美國情治機構、華爾街金融產業和矽谷高科技產業界，

鐵三角式的共犯結構，並持續性地利用演算法的高技術門檻，進而濫用資訊優勢，造

成人民在名譽、金融財務的系統性風險以及政府的監理失能，提出嚴厲批判。

Pasquale教授認為私人機構濫用資訊優勢與政府監理失能的根源在於： 現有法律對

行政監理的限制（例如：言論自由、營業秘密、吹哨者保護不足等），以及高度複雜

的演算法本身，對公眾而言，欠缺透明性。

　　在本次演講中，Pasquale教授除了詳細分析不透明的演算規則對於人民在名

譽、線上搜尋與財產等層面的巨大影響與風險，也進一步介紹近來在美國政界鬧得滿

城風雨的Facebook劍橋分析個資外洩醜聞，並分析該醜聞對當代美國政治、經濟、

社會等層面的衝擊。Pasquale教授承認，他在104年黑箱社會一書中，要求Face-

book將有關政治廣告的演算機制公開透明的訴求，已經不合時宜。Facebook自100

年起，與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個資安全保護協議，在執行上因為Facebook的內控機制

鬆散以及該協議內容空洞，而無法落實。因此Pasquale教授，轉而主張：應該全面

禁止社群媒體透過搜集與分析個人資訊，投放政治廣告，以避免其強大的誤導性動搖

美國民主根基。最後，Pasqauale教授，以歐盟近期內上路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

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及反壟斷法為例，主

張過去相信市場機制是最有效個資保護措施的神話已經破滅。為避免科技公司進一步

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進而威脅公民基本權利，而使得黑箱成為黑洞，Pasquale教

授提倡：限制網路與社群網絡公司的橫向併購，社群網絡公司與大眾媒體公司分流、

提高消費者資訊控制權與資料可攜帶權（data portability）等措施。雖然Pasquale

教授非常謙虛地表示：他對於臺灣政府體制與監督機制不熟悉，然其希望藉由與臺灣

學界及公眾不斷地對話，一起討論如何建構一套適合臺灣的資訊揭露義務及資訊掌控

者問責機制，以預防系統性風險。

　　透過當天主講人具備獨特個人魅力的演講以及與現場來賓深入的對談，本次演講

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學界的互動想像，透過重現北美科技發展與管制失

靈的歷史脈絡及當下的挑戰，本次活動提供國內學者與決策者，一起構思未來政策發

展的各種選項的利弊得失！

馬里蘭大學Pasquale教授演講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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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6月22日，在西北雨傾盆而下的週五下午時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邀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Frank Pasquale教授，假臺大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

議廳，與國內100多位資訊、法學與人文社會學者一同對談。在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

學會理事長洪文玲教授主持下，Pasquale教授透過精彩的簡報，全程以英文簡介AI

自動演算法下對於當代社會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他個人獨到的法律管制機制，風靡全

場。

　　Pasquale教授的演講探討以演算法為基礎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應用於社會生活

各面向後，可能產生的機遇與諸多風險。在大數據時代中，人們每天在實體與虛擬世

界的一舉一動，都被精細的紀錄，並且透過高效能的計算機演算，用以預測人們未來

的行動。然而在享受大數據時代的便利與經濟效益時，被精細觀察和記錄的人們，卻

少有反思：是哪些私人機構或哪些人，在蒐集、運算、散播人們的個人資訊，並預測

人們的行動？本該限制私人機構濫用個人資訊，以獲取不當經濟競爭優勢的政府監理

機制，是否稱職地守護市場競爭公平性與個人隱私權；抑或是成為大公司或特殊利益

團體的俘虜（regulatory capture）？

　　Pasquale教授於104年由哈佛出版社出《黑箱社會：掌控信息和金錢的數據法

則》一書（原文書名為：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Pasquale教授於演講中，簡單地以技術層面，

分析黑箱社會形成的原因，並以圓形監獄為譬喻，來解釋當代社會公民所面臨的資訊

隱私權流失危機。 

　　隨後，Pasquale教授對美國情治機構、華爾街金融產業和矽谷高科技產業界，

鐵三角式的共犯結構，並持續性地利用演算法的高技術門檻，進而濫用資訊優勢，造

成人民在名譽、金融財務的系統性風險以及政府的監理失能，提出嚴厲批判。

Pasquale教授認為私人機構濫用資訊優勢與政府監理失能的根源在於： 現有法律對

行政監理的限制（例如：言論自由、營業秘密、吹哨者保護不足等），以及高度複雜

的演算法本身，對公眾而言，欠缺透明性。

　　在本次演講中，Pasquale教授除了詳細分析不透明的演算規則對於人民在名

譽、線上搜尋與財產等層面的巨大影響與風險，也進一步介紹近來在美國政界鬧得滿

城風雨的Facebook劍橋分析個資外洩醜聞，並分析該醜聞對當代美國政治、經濟、

社會等層面的衝擊。Pasquale教授承認，他在104年黑箱社會一書中，要求Face-

book將有關政治廣告的演算機制公開透明的訴求，已經不合時宜。Facebook自100

年起，與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個資安全保護協議，在執行上因為Facebook的內控機制

鬆散以及該協議內容空洞，而無法落實。因此Pasquale教授，轉而主張：應該全面

禁止社群媒體透過搜集與分析個人資訊，投放政治廣告，以避免其強大的誤導性動搖

美國民主根基。最後，Pasqauale教授，以歐盟近期內上路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

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及反壟斷法為例，主

張過去相信市場機制是最有效個資保護措施的神話已經破滅。為避免科技公司進一步

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進而威脅公民基本權利，而使得黑箱成為黑洞，Pasquale教

授提倡：限制網路與社群網絡公司的橫向併購，社群網絡公司與大眾媒體公司分流、

提高消費者資訊控制權與資料可攜帶權（data portability）等措施。雖然Pasquale

教授非常謙虛地表示：他對於臺灣政府體制與監督機制不熟悉，然其希望藉由與臺灣

學界及公眾不斷地對話，一起討論如何建構一套適合臺灣的資訊揭露義務及資訊掌控

者問責機制，以預防系統性風險。

　　透過當天主講人具備獨特個人魅力的演講以及與現場來賓深入的對談，本次演講

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學界的互動想像，透過重現北美科技發展與管制失

靈的歷史脈絡及當下的挑戰，本次活動提供國內學者與決策者，一起構思未來政策發

展的各種選項的利弊得失！

Pasquale教授與現場來賓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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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6月22日，在西北雨傾盆而下的週五下午時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邀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Frank Pasquale教授，假臺大社科院3樓梁國樹國際會

議廳，與國內100多位資訊、法學與人文社會學者一同對談。在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

學會理事長洪文玲教授主持下，Pasquale教授透過精彩的簡報，全程以英文簡介AI

自動演算法下對於當代社會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他個人獨到的法律管制機制，風靡全

場。

　　Pasquale教授的演講探討以演算法為基礎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應用於社會生活

各面向後，可能產生的機遇與諸多風險。在大數據時代中，人們每天在實體與虛擬世

界的一舉一動，都被精細的紀錄，並且透過高效能的計算機演算，用以預測人們未來

的行動。然而在享受大數據時代的便利與經濟效益時，被精細觀察和記錄的人們，卻

少有反思：是哪些私人機構或哪些人，在蒐集、運算、散播人們的個人資訊，並預測

人們的行動？本該限制私人機構濫用個人資訊，以獲取不當經濟競爭優勢的政府監理

機制，是否稱職地守護市場競爭公平性與個人隱私權；抑或是成為大公司或特殊利益

團體的俘虜（regulatory capture）？

　　Pasquale教授於104年由哈佛出版社出《黑箱社會：掌控信息和金錢的數據法

則》一書（原文書名為：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Pasquale教授於演講中，簡單地以技術層面，

分析黑箱社會形成的原因，並以圓形監獄為譬喻，來解釋當代社會公民所面臨的資訊

隱私權流失危機。 

　　隨後，Pasquale教授對美國情治機構、華爾街金融產業和矽谷高科技產業界，

鐵三角式的共犯結構，並持續性地利用演算法的高技術門檻，進而濫用資訊優勢，造

成人民在名譽、金融財務的系統性風險以及政府的監理失能，提出嚴厲批判。

Pasquale教授認為私人機構濫用資訊優勢與政府監理失能的根源在於： 現有法律對

行政監理的限制（例如：言論自由、營業秘密、吹哨者保護不足等），以及高度複雜

的演算法本身，對公眾而言，欠缺透明性。

　　在本次演講中，Pasquale教授除了詳細分析不透明的演算規則對於人民在名

譽、線上搜尋與財產等層面的巨大影響與風險，也進一步介紹近來在美國政界鬧得滿

城風雨的Facebook劍橋分析個資外洩醜聞，並分析該醜聞對當代美國政治、經濟、

社會等層面的衝擊。Pasquale教授承認，他在104年黑箱社會一書中，要求Face-

book將有關政治廣告的演算機制公開透明的訴求，已經不合時宜。Facebook自100

年起，與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個資安全保護協議，在執行上因為Facebook的內控機制

鬆散以及該協議內容空洞，而無法落實。因此Pasquale教授，轉而主張：應該全面

禁止社群媒體透過搜集與分析個人資訊，投放政治廣告，以避免其強大的誤導性動搖

美國民主根基。最後，Pasqauale教授，以歐盟近期內上路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

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及反壟斷法為例，主

張過去相信市場機制是最有效個資保護措施的神話已經破滅。為避免科技公司進一步

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進而威脅公民基本權利，而使得黑箱成為黑洞，Pasquale教

授提倡：限制網路與社群網絡公司的橫向併購，社群網絡公司與大眾媒體公司分流、

提高消費者資訊控制權與資料可攜帶權（data portability）等措施。雖然Pasquale

教授非常謙虛地表示：他對於臺灣政府體制與監督機制不熟悉，然其希望藉由與臺灣

學界及公眾不斷地對話，一起討論如何建構一套適合臺灣的資訊揭露義務及資訊掌控

者問責機制，以預防系統性風險。

　　透過當天主講人具備獨特個人魅力的演講以及與現場來賓深入的對談，本次演講

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學界的互動想像，透過重現北美科技發展與管制失

靈的歷史脈絡及當下的挑戰，本次活動提供國內學者與決策者，一起構思未來政策發

展的各種選項的利弊得失！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53

現場來賓提問踴躍，與Pasquale教授互動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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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推論研習營
撰文／曾秉倫（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開幕致詞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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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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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6/28第一場講員：中研院經濟所許育進副研究員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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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6/28第二場講員：臺大經濟系樊家忠副教授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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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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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6/29第一場講員：臺大經濟系江淳芳副教授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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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6/29第二場講員：中研院經濟所楊子霆助研究員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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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107年6月28日至6月29日，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共同主辦的「因果推論研習營」，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壹號館正大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研習營邀請四位社會科學領域中計量方法的專家擔任講者，以為期兩天的

工作坊，介紹四個常用且實用的因果推論的計量方法。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泰昌副主任於開幕致詞時，利用 Science 刊登的文章說明心

理學研究的資料結果，可複製性並不高，藉此點出研究結果的可複製性與理解問題之

間的關係。在可觀察資料方面，王副主任則以個別國家的巧克力消費量與諾貝爾獎得

獎人數的正相關性，與人工代糖和肥胖之間的正相關性，說明因果推論的困難，並且

引導出目前因果推論計量方法的發展與舉辦「因果推論研習營」的目的。最後，王副

主任強調，將每一個研究結果視為「可能是錯誤的」，才能精進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107年6月28日第一場

講員：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許育進副研究員首先回顧經典的Treatment Effect Model：Rubin Causal 

Model，並推導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與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 Popula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可以衡量計畫或政策執行的

效果，在社會科學的資料應用上，最大的問題是Missing Variable；例如，你選擇就

讀大學，就無法顯示你不就讀大學的資料，因此估計將產生偏誤。

　　然而，在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與Overlap Assumption成立下，仍然

可以進行一些統計推論，於是其推導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與Nonparametric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同時說明

兩種估計方法的優缺點，緊接著再推導出適用於不同研究議題的Doubly Robust 

Estimator，Covariates Matching Estimator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or，以及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reated (ATT)。

　　上述估計方法在文獻的應用中，許多研究作者只是說明一個好故事來說服審稿人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成立，嚴謹的方式應是以Pre-treatment 的資料

進行檢定。如果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不成立，則可引入工具變數法，並

且在相關假設成立下，推導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和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reated。

　　許副研究員與共同作者在加入工具變數與One-sided One-compliance Assump-

tion下，發展出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的統計方法。最後，其以“Es-

timating 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2015, JBES)為例，在探討媽

媽的年齡如何影響媽媽抽煙對小孩體重的效果下，推導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s，並且檢定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107年6月28日第二場

講員：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Methods

　　樊家忠副教授首先以美國1929年經濟大恐慌下，亞特蘭大聯準會不援助困難銀

行與聖路易聯準會援助困難銀行的例子，對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進

行深入淺出的說明，並且引導出三個重要的假設：

1.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re exposed to the treatment at least to 

different degrees.

2. Treatment is randomly assigned.

3. Other trending factor affect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way.

　　第2個假設方面，統計上不要求Treatment Group與Control Group 必須要很相

似，但若越相似，則越容易說服審稿人研究的正確性；第3個假設則是最嚴格、最不

易達成、且常常被忽略，但此Common Trend 的假設卻是Differences-in-Differ-

ences Method能夠運作的最重要條件。

　　接著，樊副教授介紹兩篇頂尖期刊的文章如何處理Common Trend 的檢定：1、

資料繪圖法（“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 Evidence from Exoge-

nous Changes in Analyst Coverage”(2013, JF)）；2、事件發生前的資料

Common Trend 檢定（“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2013, JFE)）。

　　最後，樊副教授深入探討數個相關議題：1、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是否能

檢定出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2、當兩個Group具有不同的Trending時，在特定假設

成立下，可以利用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DD) 與

Group-specific Trends解決不同Trending造成的問題。3、不同的Group之間可能

具有共同相關性，導致殘差項並非i.i.d.，此時將產生Over-rejection的情況。

◎107年6月29日第一場

講員：江淳芳（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講題：Instrument Variable Regressions

　　江淳芳副教授首先說明，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 Variable）就是尋找事件或

政策的發生，讓真實世界具有類似實驗的效果，以便進行研究。一般經濟學家關心政

策的效果，例如，職業訓練讓人民就業機會與薪水提高多少？或就讀臺大對生產力提

升多少？但是政策或教育投資的因果關係通常不易釐清，主要因為1、遺漏變數（

Omitted Variable）；有些重要變數無法衡量，例如有能力的人比較能考上大學，

但無法在一般回歸估計控制能力？或者就業可能依靠家庭背景，而非由上大學影響，

但家庭背景的人脈在回歸上很難衡量。2、相互影響效果；例如所得影響健康？抑或

健康影響所得？3、自變數的衡量誤差。在 Y=α+β1 X+ε下，使用工具變數Z具備

以下重要條件：1、工具變數Z與殘差項不相關 (Cov(Z,ε)=0)。2、Exclusion Re-

striction：Z 只有透過 X 影響 Y。3、Z必須確實影響 X (Cov(Z,X)>0)。4、Mono-

tonicity。

　　接著，江副教授利用“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 (2004, Econometrica) 與沈赫哲補習

班的例子，介紹Randomization過程產生的問題及如何估計Treatment Effect，並且

推導、解釋Wald Estimate與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江副教授提醒「工

具變數與殘差項完全不相關」的假設是審稿答辯時很難防守的問題，特別是「說服審

稿人自己挑選的工具變數是好的」非常困難。

　　最後，其介紹兩階段回歸配合工具變數進行估計，並且利用五篇期刊文章與一個

隨堂例子強化研習人員對工具變數法概念與應用。

◎107年6月29日第二場

講員：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楊子霆助研究員介紹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的基本概念與相

關應用。重要的社會政策無法採用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但可以利用隨機分配的概念

，製造一個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的情境；例如，過了某一個Cutoff後，就可以

得到Treatment。楊助研究員使用就讀臺大醫科的薪資是否較高？健康照護時間是否

影響新生兒後來的發育？執政者是否有選舉的執政優勢？失業給付的金額多寡與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失業時間的長短等例子，說明內生化與 Selection-bias的問題，並且說

明 RDD 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

　　接著，楊助研究員介紹Sharp RDD與Fuzzy RDD的差別，並且利用“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

dence for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2009, AEJ: Applied Economics) 詳細

說明Sharp RDD 的重要假設（Deterministic Assumption與Continuity Assump-

tion）及相關估計的過程。另楊助研究員以 “Manipulation of Social Program 

Eligibility” (2011, AEJ: Economic Policy) 為例，說明若受試者能夠根據哥倫比

亞政府發佈的貧窮指數操縱自己的指數以獲取補助時，將無法採用RDD進行政策效

果的估計。其也以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orm the U.S. 

House” (2004, QJE) 為例子，使用統計軟體STATA帶領研習者進行一次Sharp 

RDD的編碼與估計。Sharp RDD的使用條件為「若超過Cutoff 一定得到 Treatment

」，但是若超過Cutoff，而受試者可以不接受Treatment的話，則必須採取Fuzzy 

RDD進行調整估計。

　　最後，若要衡量「逐漸改變的政策效果」，如年金改革，必須使用 Regression 

Kink Design (RKD) 進行估計及推論因果關係，楊助研究員以 “Inference on 

Causal Effects in a Generalized Regression Kink Design” (2015, Econometri-

ca) 關於奧地利年金改革舉例說明。

　　王副主任於閉幕致詞時表示，全世界許多研討會目前都是依照這四個研究方法制

定議程，美國的經濟學教育也計畫將這四個研究方法的教學比重提高。不過，這方面

的文章自修閱讀不易，未來人社中心還會再規劃相關高階的研習課程進行推廣。最後

王副主任以，「把你看到的東西都視為敵人，攻擊它才能真正了解它，如果一開始就

視它為正確的，那麼就發現不了新的事物」，和與會來賓共同勉勵，本次「因果推論

研習營」也在揉雜了濃厚的夏日雷雨及氤氳的學術氛圍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與會來賓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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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工作坊
撰文／陳可欣（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在今年五月份電子通訊專訪中，時任「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身心文影像中心）主任的周泰立教授表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具

有多樣且創新的研究議題，若與心智腦科學做跨領域結合可發展出世界獨有之研究；

身心文影像中心作為溝通平臺，樂於提供方法學訓練，填補跨領域間對話之隔閡。」

人社中心過往籌畫不少研習營，欲為人文社會領域學者添增跨領域研究之能量，鑑於

人社領域學者之研究潛力與腦磁圖儀（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在心智腦

科學之應用性，人社中心邀請周主任與身心文影像中心規劃研習營，選在暑假舉辦為

期十天之MEG工作坊，鼓勵年輕學者與博士班學生接受紮實的方法學訓練，以拓展

研究視野與增進技術。

　　人社中心與身心文影像中心企圖透過精實的訓練，培養種子學員執行MEG實驗

，本次工作坊僅開放40位學員名額，招募對MEG有強烈興趣且有行為實驗基礎的研

究者參與。工作坊中廣邀國內具有MEG研究經驗的學者擔任講師，於上午提供系統

性課程演講，協助學員了解MEG儀器操作與原理、把研究議題轉化為可執行之實驗

嘗試、以及資料分析方法；下午則為實務操作演練，學員至身心文影像中心體驗

MEG實驗如何執行，協辦單位臺大心理系提供電腦教室，讓學員在已安裝matlab的

電腦練習撰寫程式使用FieldTrip處理MEG資料。

　　MEG適用於研究動態、在短時間內快速變化的心智運作歷程，研究者可分析腦

波強度（power）、頻譜（frequency）、相位關係（phase），透過定位分析（

source localization）回推大腦神經活動的來源，然這些豐沛的訊息使得MEG資料

處理難度提高，需要長時間的實務操作訓練，才足以涵蓋資料前處理、事件相關磁場

分析、時頻分析、關聯性分析（coherence analysis），以及排列檢定（permuta-

tion test）和多重比較校正。本次工作坊著重操作訓練，學員先參照講師提供的程式

碼練習撰寫分析程式，有助教群在旁協助解決程式相關的疑難雜症；為測驗學習成效

，工作坊中有兩次考試，學員需在時限內獨立寫出分析程式並完成出題老師設下的挑

戰。通過考試的學員可以額外獲取證書，持該證書於未來一年內至身心文影像中心執

行MEG實驗時，能享有每週增加兩小時預約之獎勵。

　　雖然許多講師表示若能先有腦波圖儀（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相關經

驗，將有利於研究者上手MEG研究；不過經過本次工作坊系統化地介紹相關軟硬體

MEG工作坊於臺大心理系北館電腦教室舉行，上午由講師授課，
下午學員練習撰寫程式分析資料。

與長時間的實務操作演練，儘管是過去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研究者也能從中累積不少

實用知識、具備基本的資料分析能力。工作坊課程講義已於8月6日寄發至學員報名時

填寫之電子信箱，研習證明與通過考試之證書後續亦將以電子檔形式寄發。往後人社

中心還會發起相關教育訓練，請有興趣之研究者密切注意中心之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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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五月份電子通訊專訪中，時任「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身心文影像中心）主任的周泰立教授表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具

有多樣且創新的研究議題，若與心智腦科學做跨領域結合可發展出世界獨有之研究；

身心文影像中心作為溝通平臺，樂於提供方法學訓練，填補跨領域間對話之隔閡。」

人社中心過往籌畫不少研習營，欲為人文社會領域學者添增跨領域研究之能量，鑑於

人社領域學者之研究潛力與腦磁圖儀（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在心智腦

科學之應用性，人社中心邀請周主任與身心文影像中心規劃研習營，選在暑假舉辦為

期十天之MEG工作坊，鼓勵年輕學者與博士班學生接受紮實的方法學訓練，以拓展

研究視野與增進技術。

　　人社中心與身心文影像中心企圖透過精實的訓練，培養種子學員執行MEG實驗

，本次工作坊僅開放40位學員名額，招募對MEG有強烈興趣且有行為實驗基礎的研

究者參與。工作坊中廣邀國內具有MEG研究經驗的學者擔任講師，於上午提供系統

性課程演講，協助學員了解MEG儀器操作與原理、把研究議題轉化為可執行之實驗

嘗試、以及資料分析方法；下午則為實務操作演練，學員至身心文影像中心體驗

MEG實驗如何執行，協辦單位臺大心理系提供電腦教室，讓學員在已安裝matlab的

電腦練習撰寫程式使用FieldTrip處理MEG資料。

　　MEG適用於研究動態、在短時間內快速變化的心智運作歷程，研究者可分析腦

波強度（power）、頻譜（frequency）、相位關係（phase），透過定位分析（

source localization）回推大腦神經活動的來源，然這些豐沛的訊息使得MEG資料

處理難度提高，需要長時間的實務操作訓練，才足以涵蓋資料前處理、事件相關磁場

分析、時頻分析、關聯性分析（coherence analysis），以及排列檢定（permuta-

tion test）和多重比較校正。本次工作坊著重操作訓練，學員先參照講師提供的程式

碼練習撰寫分析程式，有助教群在旁協助解決程式相關的疑難雜症；為測驗學習成效

，工作坊中有兩次考試，學員需在時限內獨立寫出分析程式並完成出題老師設下的挑

戰。通過考試的學員可以額外獲取證書，持該證書於未來一年內至身心文影像中心執

行MEG實驗時，能享有每週增加兩小時預約之獎勵。

　　雖然許多講師表示若能先有腦波圖儀（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相關經

驗，將有利於研究者上手MEG研究；不過經過本次工作坊系統化地介紹相關軟硬體

工作坊第一天下午至身心文影像中心實地參訪，由於MEG對磁場敏感，
進入實驗室時身上不得有金屬物質以免影響訊號。

與長時間的實務操作演練，儘管是過去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研究者也能從中累積不少

實用知識、具備基本的資料分析能力。工作坊課程講義已於8月6日寄發至學員報名時

填寫之電子信箱，研習證明與通過考試之證書後續亦將以電子檔形式寄發。往後人社

中心還會發起相關教育訓練，請有興趣之研究者密切注意中心之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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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五月份電子通訊專訪中，時任「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身心文影像中心）主任的周泰立教授表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具

有多樣且創新的研究議題，若與心智腦科學做跨領域結合可發展出世界獨有之研究；

身心文影像中心作為溝通平臺，樂於提供方法學訓練，填補跨領域間對話之隔閡。」

人社中心過往籌畫不少研習營，欲為人文社會領域學者添增跨領域研究之能量，鑑於

人社領域學者之研究潛力與腦磁圖儀（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在心智腦

科學之應用性，人社中心邀請周主任與身心文影像中心規劃研習營，選在暑假舉辦為

期十天之MEG工作坊，鼓勵年輕學者與博士班學生接受紮實的方法學訓練，以拓展

研究視野與增進技術。

　　人社中心與身心文影像中心企圖透過精實的訓練，培養種子學員執行MEG實驗

，本次工作坊僅開放40位學員名額，招募對MEG有強烈興趣且有行為實驗基礎的研

究者參與。工作坊中廣邀國內具有MEG研究經驗的學者擔任講師，於上午提供系統

性課程演講，協助學員了解MEG儀器操作與原理、把研究議題轉化為可執行之實驗

嘗試、以及資料分析方法；下午則為實務操作演練，學員至身心文影像中心體驗

MEG實驗如何執行，協辦單位臺大心理系提供電腦教室，讓學員在已安裝matlab的

電腦練習撰寫程式使用FieldTrip處理MEG資料。

　　MEG適用於研究動態、在短時間內快速變化的心智運作歷程，研究者可分析腦

波強度（power）、頻譜（frequency）、相位關係（phase），透過定位分析（

source localization）回推大腦神經活動的來源，然這些豐沛的訊息使得MEG資料

處理難度提高，需要長時間的實務操作訓練，才足以涵蓋資料前處理、事件相關磁場

分析、時頻分析、關聯性分析（coherence analysis），以及排列檢定（permuta-

tion test）和多重比較校正。本次工作坊著重操作訓練，學員先參照講師提供的程式

碼練習撰寫分析程式，有助教群在旁協助解決程式相關的疑難雜症；為測驗學習成效

，工作坊中有兩次考試，學員需在時限內獨立寫出分析程式並完成出題老師設下的挑

戰。通過考試的學員可以額外獲取證書，持該證書於未來一年內至身心文影像中心執

行MEG實驗時，能享有每週增加兩小時預約之獎勵。

　　雖然許多講師表示若能先有腦波圖儀（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相關經

驗，將有利於研究者上手MEG研究；不過經過本次工作坊系統化地介紹相關軟硬體

與長時間的實務操作演練，儘管是過去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研究者也能從中累積不少

實用知識、具備基本的資料分析能力。工作坊課程講義已於8月6日寄發至學員報名時

填寫之電子信箱，研習證明與通過考試之證書後續亦將以電子檔形式寄發。往後人社

中心還會發起相關教育訓練，請有興趣之研究者密切注意中心之網頁公告。

MEG小知識及預約使用說明

　　身心文影像中心配載之MEG具有306通道（channel），可提供高空間解析

度之腦部活動資料，加上時間解析度可精細至毫秒，適用於研究動態、在短

時間內快速變化的心智運作歷程。相較於腦波圖儀（electroencephalogra-

phy, EEG）直接量測大腦神經活動產生的電位變化，MEG量測的信號是來電位

傳導時所產生的磁場變化，由於磁場變化傳遞時不會受到介質（譬如頭皮、

汗水）之影響，MEG信號相較於EEG信號不易失真，使用MEG執行心智腦研究時

可更精確推論大腦皮質神經活動的來源。

　　身心文影像中心歡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預約使用MEG進行研究，且因

該中心同時配備MRI儀器，實驗者可額外預約MRI使用時段，請受試者回來取

得大腦解剖影像以利後續定位分析。參加本次MEG工作坊或先前已參加過教育

講習的學員們，在構思好實驗計畫並備妥完整的實驗設計、實驗刺激材料

後，可向身心文影像中心預約MEG實驗諮詢服務和實驗測試時段。另外身心文

影像中心要特別提醒：由於MEG使用超導量子干涉元件（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量測微小之磁場變化，實驗者與受

試者在進出實驗室時務必移除身上金屬物質，以免影響磁場訊號；另因超導

元件需在極低溫環境下運作，中心每週二會固定填充液態氦並對MEG進行例行

性系統檢查與校正，當日整天不開放MEG預約使用，請使用者規劃實驗排程時

務必避開此時段。

※儀器預約與課程影片

　　http://mrimeg.psy.ntu.edu.tw/doku.php 

　　儀器預約相關辦法均公告於身體、心靈、文化整合影像中心之網頁。本

次研習營課程內容有錄影，有興趣之讀者可上網填寫服務申請單，預約時段

觀看課程內容，每次申請以2小時為單位，可視當日預約狀況延長。

※MEG資料分析軟體：

　．http://www.fieldtriptoolbox.org/

　　FieldTrip，免費軟體，須透過matlab執行，此分析軟體提供研究者高度

彈性，研究者可依其研究目的撰寫程式來執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為本次研習

營課程中之教學重點。

　．https://neuroimage.usc.edu/brainstorm/Introduction 

　　Brainstorm，免費軟體，具備使用者友善之圖像介面，初學者亦可由此

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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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小知識及預約使用說明

　　身心文影像中心配載之MEG具有306通道（channel），可提供高空間解析

度之腦部活動資料，加上時間解析度可精細至毫秒，適用於研究動態、在短

時間內快速變化的心智運作歷程。相較於腦波圖儀（electroencephalogra-

phy, EEG）直接量測大腦神經活動產生的電位變化，MEG量測的信號是來電位

傳導時所產生的磁場變化，由於磁場變化傳遞時不會受到介質（譬如頭皮、

汗水）之影響，MEG信號相較於EEG信號不易失真，使用MEG執行心智腦研究時

可更精確推論大腦皮質神經活動的來源。

　　身心文影像中心歡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預約使用MEG進行研究，且因

該中心同時配備MRI儀器，實驗者可額外預約MRI使用時段，請受試者回來取

得大腦解剖影像以利後續定位分析。參加本次MEG工作坊或先前已參加過教育

講習的學員們，在構思好實驗計畫並備妥完整的實驗設計、實驗刺激材料

後，可向身心文影像中心預約MEG實驗諮詢服務和實驗測試時段。另外身心文

影像中心要特別提醒：由於MEG使用超導量子干涉元件（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量測微小之磁場變化，實驗者與受

試者在進出實驗室時務必移除身上金屬物質，以免影響磁場訊號；另因超導

元件需在極低溫環境下運作，中心每週二會固定填充液態氦並對MEG進行例行

性系統檢查與校正，當日整天不開放MEG預約使用，請使用者規劃實驗排程時

務必避開此時段。

※儀器預約與課程影片

　　http://mrimeg.psy.ntu.edu.tw/doku.php 

　　儀器預約相關辦法均公告於身體、心靈、文化整合影像中心之網頁。本

次研習營課程內容有錄影，有興趣之讀者可上網填寫服務申請單，預約時段

觀看課程內容，每次申請以2小時為單位，可視當日預約狀況延長。

※MEG資料分析軟體：

　．http://www.fieldtriptoolbox.org/

　　FieldTrip，免費軟體，須透過matlab執行，此分析軟體提供研究者高度

彈性，研究者可依其研究目的撰寫程式來執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為本次研習

營課程中之教學重點。

　．https://neuroimage.usc.edu/brainstorm/Introduction 

　　Brainstorm，免費軟體，具備使用者友善之圖像介面，初學者亦可由此

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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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雙年展與城市藝術

作者／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謝一誼，紐約大學東亞文化研究博士，現任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為亞洲民間藝術，

　　　全球化，都市人類學，與新物質研究（new materialisms）。文章可見於期刊Asian Anthropology、清

　　　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blog for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以及芭樂人類學部落格

　　　。目前正在著手書稿，暫名為“Emotional Objects: Collecting, Connoisseurship, and Folk Art 

　　　Marketplaces in Post-socialist Beijing.”

　　　編按：謝一誼博士研究領域為亞洲民間藝術、全球化等議題，此次特邀請她撰寫文章，分享研究成果。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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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The translation is mine. See the original passage here: 

[A]rt after 1989 aspires to replace the work of art as a finite object with an open- ended, 

post- studio, research- based, social process, extending over time and mutable in form. 

Since the 1990s, the project has become an umbrella term for many types of art: collective 

practice, self-organised activist groups,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ticipatory and 

socially engaged art, and experimental cu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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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1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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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見“精讀瞿秋白”，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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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齊曉紅，“當文學遇到大眾：19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管窺”。文學評論，2012，卷一，

頁12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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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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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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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見Dave Beech, Art and Value: Art’s Economic Exceptionalism in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Marxist Economics, pp. 131.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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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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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見Greg Barnhisel, Cold War Modernists: Art,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

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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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 ibid: 132-133
7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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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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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威尼斯雙年展與藝術市場的關係，見「策展批評資本，而金錢撐起了威尼斯雙年展」，TANC藝

術新聞中文版(2015-05-11)。http://www.tanchinese.com/comments/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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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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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見99藝術網，“中國雙年展四大怪象,” (2014-7-18). https://read01.com/zh-tw/6zNyoa.htm-

l#.Wo-K43SGOu4

9

   Amy Qing, “上海當代藝術館，如何脫離政治的陰影“，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01-09)。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109/t09shanghai/

10

  「南-南」取向的全球史經典作，可見Rebecca Karl 的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

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P. 2002

11

11

9

10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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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12

   見 https://mp.weixin.qq.com/s/d4GN0-eq3sDID6Il4-9xGA.
12

   原文如下：The protagonists of 51 Personae are as varied and diverse as the cast of char-

acters in a Shakespearean tale or a Chinese opera. They call in urban chroniclers, street 

hackers, channellers of neighborhood lore, musicians, candy enthusiasts, acrobats, informa-

tion aficionados, apartment story-tellers, garage impresarios, purveyors of pavement para-

doxes, merchants of street corner dreams, traffic intersection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busy-bodies, Shanghainese sharp tongues, and also a wetland, a reservoir, a ferris wheel, 

and a host of other dialects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13

13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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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定海橋互助社五一人計劃的相關參與者與
雙年展策展人（攝影：定海橋互助社陳韵）

黃魚麵製作
（攝影：定海橋互助社陳韵）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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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雙年展活動參與者在定海橋社區食用黃魚麵（攝影：定海橋互助社陳韵）

   見定海橋互助社網站：http://dinghaiqiao.org/archives/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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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ed. and trans. by Gabriel 

Rockhill. (Bloomsbury, 2006).

15

14

15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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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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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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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17

   The original goes like this: “In an era when the market rules, the show puts most of its 

money on the kind of work – easily displayable things – that art fairs suck up.” Holland 

Cotter, New York Times, Feb. 2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2/arts/design/new-muse-

um-triennial-political-art.html?&moduleDetail=section-news-1&action=click&contentColle

ction=Art%20%26%20Design&region=Footer&module=MoreInSection&version=WhatsNext

&contentID=WhatsNext&pgtype=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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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18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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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d.
19

19



中心行事曆

calendar

42

107年9月至11月業務行事曆

　　9月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107年9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

　　10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7年10月1日至107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7年10月1日至107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編輯費用：107年10月20日至107年11月10日

　　11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107年11月1日至107年11月30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國際雙年展與城市文化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相當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

藝術學者的高度重視。1895年，義大利威尼斯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知的第一個國際藝

術雙年展（Biennale）。歷經了約一個世紀，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當代美術館，

開始紛紛加入這個兩年一度國際大型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行列。美國紐約的惠特尼博物

館，於1973年開始了第一屆的惠特尼雙年展，其策展以爭議性的政治藝術，聞名國

際藝術界；1998年柏林開始了以當代前衛藝術為核心的柏林雙年展，而在同年，第

一屆臺北雙年展也首度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隨著光州雙年展與臺北雙年展作為亞

洲兩個重要的雙年展指標，持續地針對當代藝術，與國際政治問題，文化議題提出批

判性的藝術介入，藝術反思，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一直到2014年轉移至上海

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之後，許多攸關中國藝術審查，藝術家自主

性，策展人的地域政治等問題，也漸漸地開始受到廣泛的討論。 

　　在國際雙年展普遍啟用外籍策展人，或是雙策展人的形式下，大型的國際雙年展

相當程度上的呈現了多元的藝術對話場域。如何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跨國藝術集會，

納入城市發展與藝術介入的更多討論，也持續地成為近來雙年展策展，與參展藝術家

所關心的問題。在2018年11月，第11屆臺北雙年展即將開展之際，也正是我們回顧

國際雙年展近年來對於展覽形式反思的好時刻。特別許多雙年展在藝術形式上，轉向

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在城市空間上，轉換了過去以物件為主體的藝

術展演型態，更進一步地在藝術感官與經驗上，使得來參與的觀眾，透過藝術行動獲

列的藝術家，與其等相關藝術機構的補助，與當時美國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之間，有

很深的關係。  所謂的公共，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在這些帶有極強國家主義的藝術基

金中，意為何？公共利益是真的否能夠反映於這些受「指派」任命的基金委員會成

員，基金會不受公眾監督的「非民主」本質，也多受批評。  在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化，在上海「自由經濟特區」這樣的特殊架構下，私人美術館所引進的，則是一個

新自由主義，公私不分，財團巨額資金，以特殊模式資助個別藝術計劃。同時，私人

美術館挪用公共土地與市政財政資源，在文化政策上產生一個架空於任何政治參與或

監督的平臺。正是在這樣治外法權的平臺，一種在本國內部的資本外部，類租界式的

置外特殊區域，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市場，以一種急速發展的步調衝擊著本地與全

球的藝術圈生態。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2016年的上海雙年展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與定海橋互助社合作的51人計劃，在其中，出現的是上海在地，對當代國

際雙年展形式，或說，「藝術展（art fair）」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的重新提問。接下

來我將聚焦於描述與討論這個51人計劃，以及其在中國1990年代後藝術脈絡上的起

承，與開展。

定海橋互助社與2016上海雙年展

　　定海橋互助社位在上海市黃浦區，定海港路，週邊是漁獲市場與小販林立的街

區。一走近這個街區，馬上可以聞到濃濃的漁獲與海鮮腥味，飄散在空中。在解放日

報2007年8月所刊載的「“窮街”政幾—上海定海路街道調查」裏，開頭就點名在

1980年代，一部轟動上海的電視劇「窮街」，就是在定海路街道取景。並且相較於

陸家嘴，徐家匯，五角場這些上海的繁華，定海路街道：

 　　基本上是舊式棚戶區，弄堂多而窄，地形複雜猶如“八卦陣＂，房屋十分密

集，“門對門，窗對窗，白天要開燈，戶戶拎馬桶＂一家燒肉，百家聞香“。大部分

　　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亞洲脈絡的重新審視下，這篇短文，藉上海定海橋互助社，

這個結合藝術與社區參與的團體，其2016年於上海雙年展的51人計劃，延伸出來對

共同參與式藝術，以及當代國際雙年展，在形式上與概念上，一個再思考的空間。更

重要地，定海橋這個特殊的藝術團體，指出了後社會主義中國，在藝術與社區實踐面

向上的可能性，與困難度。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急速加劇的市場化下，上

海這個城市，一直以來便扮演著經濟自由化的先鋒。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加深，

其經濟與道德邏輯在各項社會生活層面的擴大，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也在上海此起

彼落地出現。其間包括2012年成立的超大型喜馬拉雅美術館，2013年香港的K11 Art 

Mall進駐上海，以及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屢傳高價採購新聞的龍美術館，或是在外

灘與高級精品並列的外灘美術館。這些新型態的私人美術館，受到上海市政府主導城

市經濟文化轉型的地租優勢，無縫接軌地混合了藝術與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熱潮，推

展出的是一個新型態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藝術世界。此一藝術市場化背景，更反映

了在中國，藝廊與私人收藏者走在公共美術機構前面的狀態。也提醒了論者關於當代

中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宰制性的經濟與文化邏輯的深層狀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

的市場化藝術，可謂扭轉了自二戰之後，國家，公共，與藝術的關係。屏棄了英美在

二戰後發展出來的公共藝術，公共博物館，以及國家藝術基金，與私人藝廊和私人美

術館並列的歷史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藝術，揭示的是一個全新型態，國家主

導的新自由主義藝術生態。可以說，對於像是定海橋這樣的團體，企圖要面對的藝術

商品化問題，在中國這個脈絡下，有其特殊而又共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的狀

態。

　　在英國，隨著1946年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

奠定了英國在戰後的公共藝術基金型態，其內在邏輯乃是與凱因斯（Keynesian）福

利國家經濟藍圖一致。  同時期，二戰後的美國，隨著公共利益商品（public merit 

goods）－譬如說醫療，社會保險－為何的辯論，在1965年成立了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 (NEA)。1967年，NEA開始獎助藝術家。當然，如許多論者所批

評，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像是爵士樂或紐約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系

　　在這本精彩的戲劇藝術史中，以20世紀的參與式藝術為軸線，Bishop指出了三

個關鍵的歷史事件：1917年的蘇聯革命，1968年的歐洲社會運動，以及1989年的蘇

聯解體。Bishop首先回溯1920年代，莫斯科對於集體藝術與浪漫主義傳統的爭辯，

當時的許多問題環繞著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探問集體和個人自由在藝術創作中的孰重

孰輕。浪漫主義的作者傳統是否能在集體藝術中繼續下去？這些問題至今仍纏繞於我

們對參與性藝術究竟為何的這個思索。此間，與莫斯科的無產文化（Proletkult）辯

論異地同時進行著的達達藝術，則在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上，堅持即興自由的形式。 

假使自一個全球史的視角來看，二戰後，參與式藝術在英國所涉及的社區參與藝術，

以及這個脈絡於1968年後，一方面深入社區，卻又與國家補助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1989年後東歐這些前蘇聯國家境內，相關的藝術行動重新提問何謂政治性的場景，

則持續著許多自20世紀初以來，攸關參與式藝術核心的經典議題。

　　遺憾的是，論者如Bishop，在歐陸，英國，以及阿根廷的參與式藝術上的細緻

藝術史討論，始終涉及不到亞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脈絡，大多數時候仍是以

一個「中國特異」的模式，被遠觀抑或是迴避。事實上，Bishop論及的1920年代，

在莫斯科Bogdanov，列寧，以及Trotsky針對Proletkult  與劇場集體論（theatre 

collectivism）上的幾個重大爭議，若以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此間爭議在1920年代的

中國，亦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瞿秋白，於他1921年旅居莫斯科一年所寫的雜記

裏，就提及了受邀前往Proletkult看戲，以及無產階級文化部怎麼聚集音樂家與劇作

家，「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等事。  1930年代中國的「文藝大眾化」運

動，則更開展了「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的種種討論。  是在這幾

個層次上，1989年後的東歐與中國，在後社會主義藝術實踐的層次上，存在著相當

程度的歷史共感，或更準確的說，共同面對著一個瀰漫的後革命情緒，也就是對於烏

托邦政治的屏棄。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擴散，1990年代以降風起的全球

共同參與藝術（collaborative art practice），若把亞洲也納進去這個全球史視角，

又將如何逼使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呢？ 

得與城市產生更多的互動，體驗空間歷史，也對自身在城市裡的脈絡有更親密的爬

梳。這個感官經驗的轉向，對於藝術介入城市空間思考，究竟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效

應？藝術有可能反映城市歷史轉變，居民生活，或是城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

的問題嗎？藝術可能給予草根民眾一個發聲的機會嗎？本文將針對參與式藝術，於

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積極介入，來進一步地思索這種種藝術與社會間的重要議題。 

參與式藝術

　　在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一書中，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 爬梳了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於

歐洲以及蘇聯，在二十世紀之交開始的發展脈絡，同時觸及了這個藝術形式在阿根廷

的種種歷史變異與發展。面對1989年後，歐洲新一波參與性藝術的浪潮，Bishop總

結寫道： 

　　1989年之後的藝術，企望取代藝術作品，也就是固定物件的形式。[相反地]以

開放形式的，後工作室的，研究為基礎的，社會過程模式的，在時間上延展開來的，

並且在形式上可變換的[這些形式，來進行藝術實踐]。自1990年代起，這樣的計畫

已經成為許多藝術類型的總範疇：包括集體實踐，自主組織的[社會]運動團體，跨領

域研究，社會參與性藝術，以及實驗策展。 

　　Bishop這個對於1990年代以降新型態藝術實踐形式的總結，一方面指出了後68

世代的歐陸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位置，以及社會運動內部階層的反省，二方面釐清

了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內部的社會，特別是藝術社會，對於後社會主義政治的想

像。這個政治的想像是封閉了，打開了，滯後了，抑或是延遲了？藝術表現形式所提

供的，正是在於後社會主義，以及後革命世代，對於社會與政治想像的細緻變化，極

為具有張力的面向。 

房屋為解放初期居民自建的私房，後經整修加固，幾代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篇2007年解放日報的文章，同時點出了『這樣一個防範設施匱乏的「窮街陋

巷」』，卻在2006年獲評了市級平安小區。居民糾紛一年僅有14起，幾年內也未發

生一起刑事案件。「窮街」裡的緊密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出來的，是街區裏，家家戶

戶沒有圍牆和鐵門，完全開放。 

　　作為一個社會性互動藝術為主體，企盼結合藝術與思考方法的團體，定海橋互助

社便藏身在定海街區彎曲狹窄的巷弄中，一個暗巷裡的二樓。相較於其他藝術團體或

畫廊，皆聚集在消費氛圍濃厚的舊法租界區，綠蔭巷弄與法文咖啡店密集的區域，定

海橋與這個日趨市場化的上海藝術圈，背道而馳。地處於歷史性的工人社區中，一方

面也關心移居人口帶來的新活力，定海橋這幾年來也很積極地與上海在地，以及港

臺，歐洲等地的文化與城市工作者，批判學者，勞動研究者對話。2016年與上海雙

年展合作的51人計劃，是在雙年展進行的三個月裡，於51天當中，每天選取一個上

海在地街區生活，或是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邀請雙年展的觀眾，一起走出雙年展的

主展場Power Station of Art，而走進上海小市民的生活。隨著51人計劃生產出來

的，是51篇針對這些上海小人物所書寫的短篇城記。 

　　51人計畫的出現，在國際雙年展的形式上，提出了迥異於歐美雙年展的展覽或展

品樣態。什麼是藝術展覽會（art fair）？假使我們遵照藝術展覽會的慣常定義，就

是一個慣時性的，在藝術界裡各方參與者齊聚一堂的活動。這樣一個事件，通常有固

著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一個或多個固定的場館中，固定時間裡展出某些經過策展委

員會挑選，符合展覽性質的作品。國際雙年展大量地利用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公共建

物，然而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大型國際雙年展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卻也是密不可分。

即便參展藝術家大多僅只獲得雙年展在製作經費上的補助，  盈利性的藝廊透過國際

雙年展售出的作品，也使得雙年展經濟成為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重點項目。 

　　自1996年開始的上海雙年展，初期由上海市政府以50萬人民幣資金的支持下，

直到2010年不低於1000萬元的官方資助。  2014年，第9屆的上雙，從上海美術館移

駕至當時仍在整修階段的上海當代藝術館Power Station of Art。作為上海首個公共

當代藝術展覽館，Power Station of Art的原址是一個廢棄的巨大發電廠，「經過政

府撥款6400萬美元，把45萬平方英尺的空間改建為博物館」，  整個展區才在倉促的

狀態下迎來第9屆的上雙。十年的時間，上雙也從完全官方舉辦的形式，到2000年後

積極啟用國際策展人。近三屆的主策展者皆為外籍：2014年的主策展人 Anselm 

Franke（曾任2012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2016年的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策

展團體，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 Cuauhtémoc Medina。然而，2016 年的第十一屆上

海雙年展 （自此開始簡稱為「上雙」），在許多的層次上，都挑戰了這樣一個定點

定時的國際雙年展慣例。在印度Raqs Media Collective 策展團體的主導下，2016年

的上雙相當有意識地希望挑戰現存的國際雙年展模式。我們可以在此次上雙的主題

「何不再問」，裡面窺見這樣的策展意識。

　　2016年選入上雙的作品，大量地含括來自印度，中國，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

藝術家的裝置，行動，以及錄像作品。除了在策展的主旨說明裡，提到了此次的上雙

策展希望引進「南-南（south-south）」這個在國際關係裡的概念，進入藝術展覽的

形構，也就是採取一個第三世界彼此連結的路徑，拋棄慣常的殖民概念，向歐美白人

國家取經。相反，繞過歐美第一世界的北半球（global north），透過全球政治經濟

發展裡的南方半球（global south），彼此有更多的結盟與對話，來對這個全球南北

發展的不均衡狀態，提出在「依賴理論」或者是「中心-邊陲」，這些政治想像之外

的更多國際主義的可能性。「南-南」研究，近年來也從發展理論中，延伸到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特別受到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史學家的沿用。  藝術界對於這個

新的全球史概念也在近來開始發酵，LEAP藝術界雜誌，2017年6月刊以「結盟，不

結盟」（Non-aligned Movements）為題，來談藝術界怎麼可能沿用1955年萬隆會

議留下來的「南-南」框架，而朝向一個新的在「一起」（as a “one”）的模式。 

　　在這樣的策展概念下，2016年的上雙，除了定海橋的51人計劃，還包含了例如

邀集印度、臺灣，與中國音樂家，在蘇州花園裡的共同演出。這幾個在雙年展主要展

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ower Station Museum）空間之外舉行的互動性項目，凸

顯出2016年上雙希望能夠把雙年展觀眾和參與者拉近社區，將藝術展帶進其他社會

生活的場域裡。對於雙年展「展什麼」這個概念的轉向，也呼應了Claire Bishop在

Artificial Hells裡面談的，共同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脈絡裏，採取社會事

件式的藝術行動方向。

51人計劃

　　以51人計劃來進一步地談，2016年上雙將這個計畫視為一個類莎士比亞式劇

場，摻差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來複雜化對上海城市生活的印象，也藉強調此種「複雜

性」打開來另一種形式的「南-南」對話。Raqs對於51人計劃的敘述如下：

　　51人計劃中的主角們，如同莎士比亞劇中，或是中國京劇裡，所包含的各式各

樣，多樣化的角色。他們上場的面貌包括城市私人史家，街頭混混，街區故事傳頌

者，音樂家，糖果熱情者，雜技者，訊息熱衷者，公寓說故事者，停車場管理員，人

行道上的圍棋遊戲家，街口夢想的販賣家，交通街口的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忙碌的人

們，尖銳的上海口音，以及一個濕地，水源地，一個渡輪的輪子，和一整個系列有關

人類想像力的對話。 

這樣的一個城市多聲道計畫藍圖，在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合作下，開始有了具體的輪

廓。其結果是happening式的，各式各樣的互動性事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生，整

個的系列活動歷時17周，一週間內有三個事件。

 這些事件大多牽涉到對於城市變遷的反思，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經歷，而更多的

是當代亞洲城市發展共通面對的，例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移工，以及城市

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等問題。51人的藝術事件，則聚焦於這些城市發展狀

態，以及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浮現出來的樣貌。在形式上，這些發生事件（hap-

penings）所採取的即興，浸入（immersive）經驗，以及帶有都市民族誌的體驗模

式，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從亞洲出發，新型態的參與式藝術。重視複雜性，眾聲喧

嘩，同時將人，與物品，在同一個存有論的位階上被重視。舉例來說，51人計劃的開

展活動，「繆老闆的黃魚麵之味」，主角是在定海橋街區裏經營黃魚麵的繆誼老闆，

準備了50碗的黃魚麵，2016年11月12日於定海橋互助社裡烹煮，提供給來參加雙年

展的朋友們。次日的活動，則是「騎自行車的磨刀人（李中華師父的自行人生）」。  

　　51人計畫裡，其餘被關注的人物，包括「和平公園圍棋角：棋迷樂土」; 「工人

足球運動員」; 「電影院裡的老美工」;「千禧年出生的高中生」; 「保存叫賣聲的

人」; 「匍匐在劉行的快遞站長」; 「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股民」; 「公交車迷」; 「戴

帽子的詩人」; 「暗黑城市的尋訪者」; 「藝術家的妻子」; 「女王，性的實踐家」，

以及上海廣場舞者，等等。  由這些主題，我們可以看到51人計劃細膩地圍繞著上海

小人物，以及在地與移工的生活空間，日日演進。在這個計畫中出現的人物，平常的

生活恐怕離藝術圈很遠，更難說可能會在其他的藝術計畫中被關注。作為一個亞洲大

型的雙年展，2016年的上雙納進這樣一個在藝術展覽形式上十分前衛的計畫，抹去

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挑戰美學範疇到底可以延伸到哪裡，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令人聯想到近年來Jacques Rancière 不斷在他的書寫裡提問的，藝術的政治不存在

於所謂的「藝術品」本身，而是藝術作為一個事件，一個在歷史當中構成物質性發生

的事件，可以引發的有關反應。也就是說，透過反思是什麼條件，與藝術的政治宰體

（aesthetic regimes），在主導著我們對於美學範疇的界定，  哪裡是藝術的水平

線，這些種種後設美學（meta-aesthetic）的問題，我們可以重新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從哪裡開始，生活被視為是藝術的外部呢？在可見的作品或人物背後，那些不可

見的美學脈絡，在什麼程度上，什麼模式，我們可以透過藝術事件的發生，讓這些不

可見的面相給浮上水平面呢？

　　定海橋在這幾個美學方法論上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追溯到中國1980年代後的

行為藝術脈絡。藝術史學者Thomas Berghuis便曾指出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前衛藝

術（avant garde），例如1990年代初的張桓，這一個世代的行為藝術可以被稱作是

以「行動化（acting out）」為主要的特點。  在許多社會行動藝術裡，這個世代展

現出來的是中國在面對後社會主義巨變，凝聚在個人身體與環境關係裡的種種叢結。

另一個特色是以身體即是寫實的一種特殊的中國80後的verite視覺，由於整個轉變中

的中國社會已然是極具戲劇性，各種衝突不斷，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故事，而後社會

主義的歷史現實，更是以一種超現實狀態在展開，市場化下每個歷史轉折的段落都超

乎人們所預期，都呈現了悖論而非表裡一致。在這樣的一種後社會主義超現實的脈絡

下，這個原本應當是做為藝術背景的社會，便被直接提到了藝術的前景。藝術表現，

在這個急速轉變下，便處在一個岌岌追趕意義的反射鏡像，不斷地希望能夠透過藝術

行動，重構自我的面貌，在歷史的變動中，再度找到安錨的定點。  

　　城市裡複雜的，有時看來無秩序的日常生活，在51人計劃中，卻是時代巨變中，

人們的自我感知得以下錨之處。傾身貼近城市裡的各種感官與聲響，黃魚味，公交車

的搖晃感，夜裡安靜的上海街道，公園裡圍棋群眾靜默地專注無聲，51人計劃以一種

近乎感知人類學（sensorial anthropology）的細膩紋理，打開了我們對當代上海生

活的理解與想像。這種去作者的城市的感官民族誌，也提點了當代上海藝術對感知現

實的新方向。 

小結

　　如同Dave Beech在Art and Value裡所描述的，二次大戰之後，隨著福利國家架

構所展開的公共資金挹注藝術模式，有關公共資金是否要挹注藝術活動這個問題，其

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藝術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藝術是否屬於公共益處（public 

good（這樣的一個政治範疇？二戰後英國的Arts Council與美國的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Arts，這些公共資金對於藝術活動的挹注，所嫁接的是當時方興的福利

國家經濟理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才開展出來的藝術經濟模式。此一自由主義國

家（the liberal state）對於藝術價值的立論，所援引的是古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

濟學，對於藝術價值的辯論。此一自由主義的理論系譜，與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政治

性的辯論，彼此間有所共享又歧異的思辨脈絡。在面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00年開始的全面市場化轉變，思索藝術價值怎麼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與新自

由主義市場衝擊之下衍伸出來的新生產模式，必須同時考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藝術價值的範疇界定。這個後社會主義轉變時期，同時意味著與藝術相關的重要

概念，譬如政府、審查機制、資金，仍處在各方角力，摩擦，與成形的階段。在這個

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斷點上，上海雙年展體現了沿用公共空間與政府資金挹注，結合國

際獨立策展人，這個公辦私營上的型態。這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公私並存，一方面反

映出的是策展單位企對於閃避國家審查的企圖。的確，上海市政府近年來對於當代藝

術的挹注，對於公共空間重新活化成為藝術機構的鼓勵，存在著以文化來進行城市仕

紳化，幫助周邊房地產開發的潛規則。對於一個非獲利導向的雙年展經濟，我們卻可

以在像是51人計劃裏，看到策展團體怎麼積極地與整個市場導向的藝術生產模式，持

續抗衡出來的高度張力。  

　　Holland Cotter近期在評論當下正在進行中，紐約New Museum的第四屆三年展

（Triennial），尖銳地點出了在此一市場當家的時代，國際雙年展與各大藝術展覽

會（art fairs）傾向把資金挹注進「展示容易」的作品—而New Museum 2018年的

這個三年展亦不例外。  相對於這樣的國際風潮，定海橋互助社在2016年上海雙年展

所展現出來的「不易展示」作品，可以說是有意識地要反市場之道而行。種種的都市

行動事件，在這個普遍由市場主導的國際雙年展脈絡下，定海橋的反其道而行，把參

與式藝術直接凸顯的是市場發展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用一種行動的手

段來驅使這個不平衡性，從我們視角裡不可見的背景，拉到可見的前景。也可以說，

51人計劃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異質性，呼應了東亞歷史學家Harry Harrootunian，對

於全球資本歷史「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分析。  51人計劃本身

在全球雙年展的架構下，已然點出這個資本凌駕藝術展覽會，其中已然存在的不平衡

與異質性現實。再者，作為一個協作式，去作者的藝術事件，51人計劃在藝術內涵

上，也指向了在上海市場化進程裏，那些不平衡發展的區塊。定海橋互助社所在的棚

戶區，不僅僅挑戰了外界對於「貧窮」所附有的負面意象，也拒絕了啓蒙式的政治，

拒絕了外界奇觀式的同情，以及伴隨著這種奇觀視角衍伸而出的中產階級，自我救贖

式的文化邏輯。定海橋在棚戶的現實上，展現出來的是一般小市民生活裡的柴米油鹽

醬醋茶，以及實際存在的互助街區空間。而這樣的資本發展不平衡性，才是論者面對

市場經濟擴張時，必須警惕在心的歷史現實。 

　　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體系，資本積累邏輯所企圖透過市場與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

道德論說，欲達成的是對於世界的全面吸納（subsumption），希望完成從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到商品經濟交換（Money-Commodity-Money），這

樣一整個完整的資本積累體系。然而。Harrootunian站在非西方社會歷史的研究資

料上，指出資本吸納這個過程，在形式包容（formal subsumption）實質包容（real 

subsumption）之間，存在著一個永恆的未完式。  正是在這個不均值性上，論者才

可以面對歷史的實在狀態，而進一步辨識出那些我們足以與資本吸納體系，進行藝術

游擊的空間。是在這樣的立場上，Harrootunian堅持對於非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研究，並且持續地指出這個脈絡在整個全球左翼論述裡的重要性。自Merleau-Ponty

於1950年代指認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脈絡，以區別於東

歐與史達林系統的粗糙馬克思（vulgar Marxism）脈絡，全球左翼對於馬克思之後

的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思索，一方面把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思索視為全球左翼

的外部，這樣的外部性不應當被簡化為一個後殖民的命題，而是必須放在全球左翼思

想的歷史光譜下，重新去尋找介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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