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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近 47年的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在
簡靜惠董事長的帶領下，長期為文化播
種、耕耘、散播與傳承善念的種籽，從創
辦《書評書目》、兒童文學創作獎、視聽
圖書館、文經學苑、素直友會、敏隆講堂
到覓計畫（Project Seek），還有無數的人
文講座、獲獎的各樣出版品，洪建全基金
會串連了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作家、藝術家
與學者，培育了無數的「文化公民」。

基 金 會 旗 下 的「 覓 計 畫（Project 

Seek）」，作為基金會表達藝術倡議與推
動藝術贊助的核心，自 2007年成立起即
延續文化播種的開創精神，不僅僅是贊助
藝術家，更大的目的是贊助「創作的文
化」。長年以「問問題計畫」、「雨棚計
畫」、「認養計畫」、「銅鐘藝術賞」等
主題贊助支持具發展潛力的新興世代、中
生代及專業藝術家的自由創作，擴大基金
會與當代藝術的連結。今年，問問題計畫
主題定為「Certain or Uncertain ?」，以保
存期限為議題，引領觀者反思我們身處的
消費與消耗文化。

藝術家李明學與計畫搜查團花了半年
時間在超商、量販店等購物場所中，尋找
保存期限至 2018年 8月 11日的食品⸺
也就是會在展覽結束當日到期的食品。保
存期限被視為一種價值評估的顯學，左右
多數顧客直觀性的安全判斷及消費動機，
為「物」的壽命標示了一套明確又不確定
的標準規則，已是現代生活習以為常的一
部分，相對也造成了許多浪費。面對這一
道人工防線無形界， 李明學試著提問我們
社會對生產與消耗的價值定義。

在展期結束當日，將舉辦「811今日
特餐」活動，以創意料理的方式，邀請觀
眾參與，共同將即將過期的 210件「藝術
品／食品」全部食用完畢，用體驗的方式
將問題深刻的放在心裡。期待置身在快速
消費文化中的我們，至少都能意識到這個
問題並更深刻的思考。

2018

洪建全基金會的藝術倡議 ｢ 覓計畫 ｣

 Certain or Uncertain ?

邊界 ⸺ 李明學個展

展期：2018. 06. 15 - 08. 11
　　　週一至週六 11:00 - 18:00 
地點： 覓計畫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十二樓

811今日特餐：
8.11 (六 ) 15:00-17:00 展覽現場
李明學 x 王董碩  （限額 50名／線上報名）

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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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類的社會心理模式，常常可以在
動物，特別是在寵物身上的行為模式上
找到許多相似的例子，也許因為牠們長
期與人類相處的關係，沾惹許多人類習
性，而人類亦沾惹了寵物的習性。展的
起點，就是讓自家的寵物狗當起演員，
演出一場關於人類之間的虛華、貪婪及

種族優越的荒謬劇。接著，人也會演出
同樣的戲碼，只是看起來卻不覺幽默（幽
默是建立在與己無關的事上）。最後，
總要面對存在的問題，我們往往沒有能
力面對自己的醜陋，只好寄託給自己創
造出來的神。若只藉神之名行人之私慾，
我們會比動物高級嗎？

抗衡：彭泓智對於社會行為的藝術實驗  
2007 覓空間開幕展

藝術家：彭泓智

Piata and Kuan Yin 聖殤像及觀音像，2007。
覓計畫

鄭先喻、張碩尹特別與台大昆蟲系黃榮
南教授合作，打造一個結合生態循環機
制、數位科技的實驗室藝術裝置。展期
內繁殖八千隻臺灣白線斑紋，由藝術家
每日供給生血數百克，現場觀眾能自由
操控 3D 遊戲，遊戲玩家生命質則來自於

斑蚊之死，捕蚊燈代表每次生死的交替
與重生。當你沉浸虛擬世界的娛樂時，
代價卻是人類鮮血與生物之死。無論選
擇為何，都牽動著因決定引發的正負效
應，在這些再平凡不過的生活選項裡，
或許也是一場連結道德的人性試驗。

Second Life：Habitat 棲息地
2016  Do Or Don't？

藝術家：張碩尹、鄭先喻

三段成長溫室在展期間繁殖八千隻以上白線斑紋，養分由藝術家每日供給生血，觀者
可藉由 3D數位遊戲控制蚊子數量。

覓計畫

覓計畫歷史軌跡 註：更多計畫請詳見洪建全基金會官網

2014 20162015 2017 2018 20192007 2008
創立覓空間 轉型覓計畫 改名覓計畫

問問題計畫 認養計畫 設立銅鐘藝術賞雨棚計畫

覓計畫尋覓各種形式創變基因，聚焦核心計畫⸺問問題計畫（Question Project）、
雨棚計畫（Canopy Project）、認養計畫（Extension Project）、銅鐘藝術賞（Tung 

Chung Art Award）及藝文贊助等方式，以創新積極的態度來回應行進中的當代藝術。

抗衡：彭泓智對於
社會行為的藝術實驗

Debbie Carlos

《致路過的女子》
李勇志

《工業盜版》
張碩尹

《即付現用》
張碩尹

《盲打誤撞》
張碩尹、鄭先喻
《棲息地》

石晉華
《走筆系列》

李明學
《邊界》

許家維
《熊貓、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

（暫定展名）

朱駿騰
《八月十五》

工業廠房景觀的一致性；有點設計又不那
麼設計感的招牌、商標印象，拼貼著在工
業區長大的李勇志記憶裡的城市影像。

在土城工業區進行兩小時的拓印盜
版行為，參與者分享著工業盜版的隨機體
驗，變成一種情感依賴的抒發方式，以複
製盜取的儀式來實踐個人對都市的紀念，
如同悼念過去價值的保存。

Night Walker
藝術家夜行盜版行動

2015  Walking Or Seeing？

藝術家：李勇志

比對度量宣紙與工廠標誌尺寸。
莊博堯

醬油飄香的工業盜版。
莊博堯

計畫始自藝術家之友 Eric Wang 於 2012年
3月 23日與觀光巴士發生車禍而過世，內
容則啟發自台灣抗爭場合、警方將民眾丟
棄至深山的群眾控制方式，邀請觀眾進行
巴士荒郊野外旅程，透過科技裝置、聲音、
影像的感官想像，回溯王生命中的最後一
天。同時隨機地丟包參與者，並鼓勵其展
開個人獨特生命冒險。

Blind Chance  
盲打誤撞

2016  Do Or Don't？

藝術家：張碩尹 

觀眾用體感及聽覺來回溯王的最後一日。
莊博堯

旅程開駛前，觀眾戴上黑色頭套搭上巴士。
莊博堯

一道道身體線條的高度與低度能量、一層層白布與鉛筆摩擦散落的碳末，還有一步步
腳印移動的堆疊。

石晉華

臺灣藝術家石晉華自高雄起步、香港結
束，為期超過半年〈行路一百公里〉行
為藝術展演計畫，兩條長 10公尺的畫布
在牆與地面上，藝術家在上面來回行走、
以黑色鉛筆在牆面畫線，同時腳印在地
面留下碳粉的足跡、鉛筆削末。

在高度使用身體的狀態下，達到精神凝
聚與身體勞動的最低平衡點。石晉華將
每枝筆和它的筆觸隱喻為人的一種生命
與所作所為，重複的走筆過程喻為輪迴，
創作中反映著身體的驅動與宗教哲理的
思考。

A 100 km Walk 行路一百公里 
2017 認養計畫

藝術家：石晉華



04 10 July 2018[ 特刊 ]The Affairs  週刊編集 覓計畫

間詩學，不管業主的預算和日程，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實務層面，那棟
建築就會失去很多內涵與深度。從
限制出發，去抓到我一直追求的功
能、材質、結構跟精神體驗全部都
融合實現的結晶，對我來說這就是
做建築師最美好的事。

當初創立覓空間的契機是什麼？

當初是因為長輩希望我們多參與基
金會的活動，認為也許我們能帶來
新的東西。我小時候立志要當藝術
家，但我也很喜歡邏輯、科學，結
果做了建築師，可是對藝術的熱情
一直都在。我想，如果要開始新的
方向，也要跟我們的興趣有關。我
不想做一般的贊助，我對創意的產
生過程更有興趣。基金會一直都在
推動文史哲藝的課程，偏重文字的
教育。覓計畫是非營利的，希望贊
助計畫能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成為
文化創造的一環。同時也主動推廣
啟發民眾的 VQ 視覺教育，打開並
強化視覺能力。像我們會要求藝術
家跟會員互動，要打破人們對藝
術的刻板印象，讓一般人更能進入
藝術、體驗到它並非是遙遠的。這
方面的力量，我覺得藝術比建築更
快、更貼近人，最先把社會的集體
思維勾勒出一個形狀，讓人去體會
目前的思路是如何。

幾年前，我們開始用不同的
方式去贊助藝術家。一是雨棚計
畫，開放藝術家申請，藉此提供空
間、機會給還沒辦過展的學生或新
鮮人。二是問問題計畫，藉由當代
藝術去開啟討論，用簡單的問題讓
每個人把思考帶回生活。這個計畫
是主動接觸藝術家，如果從他們身
上看到符合我們現在關心的東西，
可以影響到我們討論的事情，就會
贊助他們做新的創作，新創作通常
面對的困難比較大。最後是認養計
畫，贊助較成熟的藝術家，發展具
國際潛力、獨樹一格的當代藝術創
作與計畫。資深藝術家通常比較有

資源，所以用認養的方式去協助。
當然，無論什麼計畫，最重要的是
我必須愛他的作品，而且相信他的
洞見。我要推廣感動到我的藝術
家，當我對作品有反應，我就知道
藝術家可以去影響更多人事物。

為何會從覓空間改名為覓計畫？
「覓」字仍延續下來，以這個字命
名的原因為何？

原本取名覓空間，但空間代表要
有內容來填滿它，我們覺得應該
更像是怎麼讓想法影響、進入生
活，所以捨棄「空間」，因為太限
制。跳脫空間變成有各種可能性的
「計畫」，純粹針對藝術家的創意
和過程。至於「覓」，2007年開
始時，我們想到理查・道金斯提出
的 MEME（現譯：迷因）（註 1），
想著是什麼連結了人們？如果是透
過藝術，可以怎麼形容？所以就用
中文的覓來詮釋，像在尋找創意的 

DNA。當然 MEME現在又有別的
意思（註 2），但也很有趣，經過網
路世代變成另一個東西。同樣的，
我們也意識到創意的產生過程或者
是當代藝術的發展和討論，是動態
的，所以對我們來講又更自由了，
「覓計畫」基本上變得沒有定義、
沒有邊界，那種未經組織的創造
力，實在很迷人。

建築師之外，多了覓計畫經營、策
展人的身份，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做建築建立在限制之上，大部分的
工作是溝通跟協調這種限制，並轉
換成用藝術來表達。推動藝術計畫
只要找到對的藝術家，去討論、了
解，偶爾關心過程。藝術家一個作
品都需要做三到六個月，我覺得只
要我不去控制，就會很好；如果我
太干涉他的過程反而會變得很不純
粹。而且對我來講，沒有商機這件
事，我們不是藝廊、不是博物館，
沒有任何限制。像前年張碩尹與鄭
先喻的瘋狂作品《SECOND LIFE :  

HABITAT  棲息地 》，弄了一包血
餵滿箱的蚊子，張碩尹要抽自己的
血就是難關重重，得去疾管局報備

之類的，也凸顯了藝術在體制內的
侷限。我們不會擔心，找藝術家就
是對他們有信心，我們都很享受這
段藝術摸索的過程。我們邀請了藝
術家呼應我們的提問，就會全力支
持，放手讓他們去做。

您跟先生的背景分別是建築和工業
設計，在覓計畫未來藍圖裡，會否
有相關計畫？

會希望有。我先生他愛車也很熟車
的文化，他很常講台灣其實沒有汽
車的文化。在北美，16歲考到汽
車駕照代表自由，台灣可能是摩
托車駕照，但車子可以產生交流，
一起玩音樂或是跟不同藝術家打發
時間。所謂汽車的文化不是說有很
多錢買超跑，而是在不同年代中，
其設計、工業生產及社會背後的故
事。再過幾年，希望可以開始讓大
家熟悉車子的文化，接著也許可做
建築的計畫。我們的專業和熱情是
混在一起的，汽車工程師可以和藝
術家合作出新東西，今天如果只談
跨領域的結合，已經是老掉牙、太
淺了，應該是說去創造一個多元、
自由、隨興、尚未被定義的創作。

可否跟我們談談今年第一屆的銅鐘
藝術賞？及第一屆獲獎者許家維的
最新計畫。

銅鐘藝術賞（原為銅鐘經典講座）
是簡靜惠董事長三年前創立，她的
熱情是在文學，一開始是邀請國際
華文作家來台演講交流，依序為加
拿大、香港、中國的作家。三年後
轉變成給藝術家的獎項，所以今年
找到許家維。當初我看到許家維的
《鐵甲元帥》時，覺得他很舉重若
輕，用講故事的方式，從歷史脈絡、
民俗信仰、科技，去闡釋精神層面
的東西。他找到鐵甲元帥的起源
地，去跟他對話，創造出故事的生
態系統。我覺得這是新聞、是歷史、
又是藝術，它是不分的。而且，他
所謂的華人文化，不侷限於台灣，
而是橫跨亞洲的集體文化。

他當初提了兩個計畫方向。
一是黑與白動物計畫，第一個子計

畫是探討熊貓怎麼被大陸拿去做外
交布局、影響他們在全球的政治地
位，也連結到第二個子計畫，馬來
西亞的馬來貘。第二個計畫方向
是，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歷
史，不是台灣現在的外交孤立，而
是回到荷蘭東印度公司落腳台灣
時，台灣在整個東南亞的政治歷史
角色。我很好奇他會在調查中挖掘
到什麼東西，這些歷史書、老師不
會教你，但這樣的學習才會讓你記
得。歷史是活的，藝術的力量讓我
了解我們自己本身的定位。這個獎
含展覽執行的金額是一百萬，台灣
幾乎沒有這樣在沒有具體的成品情
況下，只憑藉對於藝術家的肯定與
信任就給予的藝術贊助模式，只要
他的理念有力量、意義，那我們都
會願意幫助他的創作。

註 1： MEME 一詞是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
中所創造，將文化傳承的過程，以生物學中
的演化繁殖規則來作類比。目前較公認的定
義是「一個想法，行為或風格從一人到另一
人的文化傳播過程。」

註 2： 網路爆紅事物（Internet Meme），指一夕
間在網際網路上被大量宣傳及轉播，一舉成
為備受注目的事物。

您在馬來西亞出生、多年來旅居各
地，似乎讓您看台北的角度跟很多
人不同。對您來說，這座城市的魅
力為何？

的確因為住過很多地方，從小習慣
觀察，如果到一個沒去過或沒住
過的地方，看到一個現象，就會很
好奇，久而久之就能看出好玩的東
西。不管住哪，好像永遠都感覺自
己不是在地人，所以觀點就會不太
一樣。很多人對台北第一個印象
是「醜」，但住下來後，我不會
從這個角度看。我在演講中分享
過一些台北建築的例子，我叫它
「urbanmatic」，在表面的混亂底
下，存在一些思路，這讓我充滿希
望。身為建築師，看得出能設計出
來的和設計不出來的，而設計不出
來的，就是都會能量，有些東西會
自己形成，乍看髒亂，但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表現方式。有些現象是
在反映氣候的需求、使用的需求
上，跟當地文化有很直接的關係，
我很喜歡這些在地特有的東西，喜
歡觀察並試著去跟它們對話，而這
些有時真的會啟發我的設計。

設計各種不同建築與空間時，有沒
有一直堅持、貫徹其中的創作理念？

這對一個建築師來講不容易回答，
可能等我 80歲的時候，才比較能
闡述出真髓。然而，我認為空間
的精神體會是重要的，我相信建
築本身最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人
與環境。像法國建築師科比意（Le 

Corbusier）的廊香教堂，親自去看
時，要沿著山的側邊、圍繞著建築
物慢慢走上來，才進到裡面。信徒
若經過了這個過程，到教堂內時，
心就已經打開了。我相信，建築遠
不止是形式本身。50年後，如果
我設計的建築還在，我期待人們進
去時，也能有所感受。我一直在找
尋能將功能、材質、結構跟體驗無
縫結合的瞬間，但我也不是只講空

採訪整理　編輯部

1971年成立的洪建全基金會始終秉持「文化播種」的使命，積極
進行有意義的藝文贊助！無論是作為最早支持贊助雲門舞集的單
位（1974年起），贊助許常惠與史惟亮教授整理台灣的民族音樂
（1974年起），贊助歌手陳達出版民歌專輯（1977年起）……皆
是首開先河地協助年輕創作者與團體圓夢完成創作，為文化播種，
使其開花結果。
作為基金會表達藝術倡議與推動藝術贊助的核心，「覓計畫」

（Project Seek） 每年以贊助藝術家與計畫參與的方式擴大基金會與
當代藝術的連結。本身為建築師的覓計畫創意總監張淑征不僅是
藝術熱愛者、藝文贊助者，也以「創作者」的角度支持推動覓計
畫旗下所有以創作為出發點的系列計畫。 

許多人口中醜陋的台北，在建築師張淑征眼裡卻有獨特的魅
力，她熱愛城市裡那自我生長的有機「創作」。或許，是童年的
藝術夢作祟，從建築到藝術贊助，她總樂見所有創造的過程，培
育了一個個「覓計畫」。以下為《週刊編集》與她的訪談。

出生於馬來西亞，後移居加拿大，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美國註冊
建築師。現任 XRANGE／十一事務
所共同創辦人及主持建築師，兼任洪
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非營利創作平
台⸺覓計畫的創意總監。
創作橫跨整體規劃、建築、產品與裝
置，有豐富的國際建築經驗。作品
常見於紐約時報、Wallpaper、I.D.、
Phaidon 21世紀世界建築圖鑑等國際
媒體。曾擔任 TED 演講者，活躍於台
灣各大學專題演講及評論，曾任教於
東海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及淡江大學
建築糸。

張淑征 Grace Cheung

VQ 看懂世界的能力

一張精準的圖片，勝過一千
字的文字說明，由張淑征提
出的新詞彙⸺ VQ（Visual 

Quotient，視覺能力）這種
分析方式具有主動性和創
造性，是一個人讀懂周遭環
境訊息，將眼睛看到的事物
化繁為簡的能力。

有限空間的無限自由
尋找創意 DNA

TODAY TODAY @ Ni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