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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光州市政府官員為「第一屆世界雙年展
論壇」揭幕。

由前南韓光州市長姜雲太致歡迎詞，他
為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籌募大部份
的資金。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侯瀚如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的聯合總監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場地由韓國藝術家崔正化設計。他以圓桌和隨性的膠椅代替場地提供
的傢具，並掛上世界各地的國旗。講者們沒有使用講台，而是與第一屆
世界雙年展論壇的參與者們共同使用台下的空間。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光州雙年展基金會總裁李勇宇在會議中心致開幕詞。會議中心以曾參
與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第八任大韓民國總統金大中為名。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世界雙年展論壇創辦人暨雙年展
基金會創辦總監Marieke van Hal

致歡迎詞。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演講嘉賓︰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汪暉，正在發表題為「反思平
等︰表像的衰落」的演講。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案例一︰亞太地區部份

英國伯明翰Ikon 畫廊總監Jonathan Watkins講述他於1998年策展的悉尼
雙年展。

第十一屆印度尼西亞日惹雙年展總監Alia Swastika講述她於2011年時聯
合策展的經驗。
.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倫敦蛇形畫廊總監Hans Ulrich Obrist與南韓藝術家文敬媛、全濬皓的
特別對談，討論他們在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中展出的《烏有鄉消息》
(News from Nowhere)和他們的藝術實踐。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中國上海雙年展前總策展人張晴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總策展人歐寧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12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嘉賓，代表超過60個雙年展團體，共同出席第一屆世界雙年
展論壇，以批判的角度反思全球日益增加的藝術和設計雙年展所帶來的影響。

案例一︰亞太地區部份

始於1993年的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澳洲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和昆士蘭美術館前
副總監Caroline Turner。昆士蘭美術館是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的主要舉辦場地。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的特邀嘉賓Rene Block，他曾是畫廊工作者，亦是多個雙年
展的策展人。Rene Block自九十年代初便參與全球藝術中心離散的活動，例如在紐
約把焦點集中在全球的新雙年展現象上，特別是亞太地區。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亦是前廣東美術館館長和廣州三年展的創
辦人。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

第一屆世界雙年展論壇在首爾市立美
術館閉幕

演講嘉賓︰英國倫敦西敏寺大學政治

理論科教授及民主學習中心總監
Chantal Mouffe，在首爾市立美術館
發表題為「民主、人權和世界主義︰不
可知論的觀點」的演講。



藝術總監
Catherine David

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1997

參觀人數:

628,776



藝術總監Catherine David攝於弗
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
（Fridericianum）門前。弗利德利

希安農博物館是歷屆卡塞爾文獻
展的重點展出場地。

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1997

文獻展廳（Documenta-Halle）內
展出了奧地利藝術家Peter Kogler 

的作品。



藝術總監
Catherine David

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1997

David 於她所策劃的
《100天 – 100位嘉

賓》活動中道出了環
球論述和環球「競爭
者」的議題。



藝術總監
Catherine David

紐約藝術評論家Donald 

Kuspit發表對第十屆卡
塞爾文獻展的評論。

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1997



藝術總監
Okwui Enwezor

美國藝術媒體對是屆文
獻展廣泛展出影片和電
影節目的迴響。

第十一屆卡塞爾文獻展

參觀人數:

650,924



雙年展總監Jack 

Persekian 因在在沙

迦老城區市民廣場展
出阿爾及利亞藝術家
Mustapha Benfodil 一

件具爭議性的反伊斯
蘭藝術品而遭撤職。

第十屆沙迦雙年展審查爭議

參觀人數:

80,000



有關贊助商Transfield Holding的爭議。悉尼雙年展
主席被指與Transfield Holdings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其家族是1973年悉尼雙年展的創辦人。

全球化的代價︰

2014年第十九屆悉尼雙年展

參觀人數:

623,000



有關阿聯酋地區勞工狀況的爭議

全球化的代價︰

古根漢美術館與全球極端奢侈組織 (G.U.L.F.)

圖片鳴謝： G.U.L.F. Labour 

全球極端奢侈組織(G.U.L.F.)由藝術家和積極分子組成，透過對博物館施壓，要
求當局正視外地勞工權益不受保障的問題。



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藝術館作為先行者和地方創造者

圖片鳴謝：古根漢基金會

重點事件和數字：

•在首三年的運營期間為政府帶來超過一億歐元的
稅收

•博物館於2001年自付73％的支出

•平均每年的投資回報率為12.8％

•1997 – 2006年間總入場人次：900萬

•2012年參觀人次：超過100萬，其中至少有50萬
來自國外

• 1997 –2007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2.12億歐元

參觀人數（2012）︰

100萬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薩迪亞特島文化區

圖片鳴謝：薩迪亞特島文化區

重點事件和數字：

•薩迪亞特島是一個投資了210億歐
元的發展項目

•文化區總面積為28平方公里

•阿布扎比和羅浮宮簽訂了一份在30

年期間耗資10億歐元的協議

•阿布扎比古根漢美術館落成後將成
為全球最大的古根漢美術館

•文化區將舉辦阿布扎比藝術雙年展

、阿布扎比建築雙年展、阿布扎比藝
術博覽會和世界文化論壇（WCF）

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說︰「薩迪亞特島的目標是為全球建
立一個文化財產。」



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

位於丹麥勒貝克

圖片鳴謝：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

參觀人數（2011年）︰629,000

博物館建築以丹麥夏季別墅為主，自1958年起曾數度進行加建，由建築師 Bo and 

Wohlert全程監督，於2006年竣工。



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圖片鳴謝︰Daniel Acker/Bloomberg

2009 – 310萬人次

2011 – 280萬人次

2012 – 280萬人次

2013 – 320萬人次

博物館於2004年由谷口建築設計研究所 (Yoshio Taniguchi & Associates) 和KPF建築事務
所(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進行擴展工程。



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圖片鳴謝︰Diller Scofidio +Renfro 

紐約建築設計公司Diller Scofidio + Renfro 將負責來年的擴展計劃

擴展後將為觀眾帶來30%的展覽場地增長



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

圖片鳴謝: Rory Gardiner

2013 – 480萬人次

2012 – 530萬人次

2011 – 480萬人次

2003 – 390萬人次

2002 – 430萬人次

2001 – 520萬人次

美術館於2000年在倫敦泰晤士河畔落成，由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 所設計，

總監李立偉所創立。



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

圖片鳴謝: Hayes Davidon and Herzog & de Meuron 

擴展部份由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 所設計，計劃於2015年在美術館館長

Chris Dercon見證下對外開放。

擴展將為現時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總面積帶來60%的增長。

總成本︰2.15億英鎊



巴塞爾藝術展 (Art Basel)：

巴塞爾藝術展

邁阿密巴塞爾藝術展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藝術博覽會的崛起與國際化

2014年巴塞爾藝術展 – 6天內達92,000人次

2013年邁阿密巴塞爾藝術展– 5天內達75,000人次

2014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 5天內達65,000人次

圖片鳴謝︰巴塞爾藝術展

圖片鳴謝︰巴塞爾藝術展

圖片鳴謝︰MCH Messe Schweiz (Basel) AG



Frieze藝術博覽會(Frieze Art Fairs) ：

倫敦 Frieze藝術博覽會

Frieze Masters 藝術博覽會

紐約Frieze藝術博覽會

藝術博覽會的崛起與國際化

2014年紐約Frieze藝術博覽會– 4天內達
40,000人次

2013年倫敦 Frieze和Frieze Masters 藝術博覽
會– 6天內達70,000人次

圖片鳴謝︰Marco Scozzaro/Frieze圖片鳴謝︰Polly Braden/Frieze



南韓光州亞洲文化園區

推廣光州為亞洲文化產業的中心，為亞洲文化代表

亞洲地區內的發展

韓裔美藉建築師宋圭佑 (Kyu Sung Woo)把南韓光州市區一幅140萬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間打造
成「5·18紀念廣場」。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和新加坡美術館：

把新加坡定位為全國和東南亞區內的視覺藝術中心。

亞洲地區內的發展

藝術家對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模擬圖。

圖片鳴謝︰新加坡Studio Milou /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圖片鳴謝︰新加坡美術館

新加坡美術館坐落於天主教男校聖約瑟書
院的原址。

現任總監：Susie Lingham

參觀人數（2012）：656,090

建築師：Studio Milou Architects

利用前市政廳和最高法院的原有建築，計劃於
2015年開放。

創辦總監：陳維德

面積：65萬平方尺



M+
?

藝術家對M+的模擬圖。圖片鳴謝︰M+

坐落於西九文化區的M+博物館由瑞士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設計，佔地40公
頃，預計2018年開幕。

創辦總監︰李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