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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瑞中 + LSD

《海市蜃楼 IV——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

-

733 页

2014 年 10 月出版

-

       LSD 全称为“失落社会档案室”，

  系姚瑞中带领的学生摄影工作坊，

  为本项目下乡踏查“蚊子馆”而建。

“蚊子馆”指类废墟、半闲置或已荒废的

公共建物空间。

YAO Jui-Chung: The Books 
Have a Better Way to Access the Public

than the Exhibitions

   姚瑞中：书籍的“通路”
比艺术展览更能深入民间

姚瑞中，当代艺术家，1969 年出生于台湾台

北，1994 年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

姚瑞中作品涉猎层面深广，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命

运的荒谬处境，现亦在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

授课，出版多部著作，其编著的《海市蜃楼——

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从 2010 年至今已

出版四册。

蔺佳｜采访 ／ 姚瑞中｜图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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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ld：您 2010 年发起的项目

“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

查”，以图书发表的形式如今已经出版

到第四辑了，就在今年 10 月 11 日您在 
TCAC 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做了《海市蜃楼 
IV》的新书发布。回到最初的时间，您发

起对台湾闲置公共设施的田野调查的目标

是什么，为什么您觉得以出版物的形式发

布这一项目的调查结果是最合适的？

姚瑞中：这个公民调查计划有三层目

标。第一是针对台湾社会议题，尤其是不

断产生的“蚊子馆”进行地毯式普查，每

一本的时间设定为半年，从 2010 年三月

新学期开始，到九月出版为止为一期；因

为要在短期之内尽可能收集到一定数量，

时间有限，我一人办不到，所以动员了二

所大学约五十名同学（台北艺术大学美术

系与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回故乡密集踏

查，当初并没有料到能出到第四本，台湾

公有闲置设施数量之多，超出所有参与同

学的想象。对我乃至于所有参与同学而

言，这种短期内将不透明的信息公开化的

挑战其实有点像“维基解密”的概念，的

确让社会大众产生了许多反省声浪，也迫

使公部门进行内部检讨，进行更积极的活

化措施。基本上，这个计划不碰触实际执

行层面，重点是透过摄影的纪录，作为一

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比较偏向社会

观察者。

这种图鉴式的书只集合一两个案例

的时候，其实力量微薄；必须集结出一个

完整而普遍客观的案例才会产生力量，而

且要集结一定数量的案例才能佐证这其实

不是单一案例，而是社会共谋下的产物。

数据被公布之后所引起的涟漪跟效应是整

个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要采取什么

方式去响应它？政府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

题？另一个目的是对于社会变迁的样貌进

行纪录。这种类型学纪录就变成一个客观文

献，可能对于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年轻人

提供了解台湾社会发展脉络的切入点。

第二个目标是回头审视高等艺术教

育，大学往往理论至上，对田野调查比较

不看重，我认为艺术创作要跟土地产生一

些关联或互动，才能够长远发展。学生对

于自己本土的东西其实不那么在乎，他们

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是西方金字塔顶端的

标准，中间的价值可能是从艺术市场来考

虑，美学标准也不很高，最底层的价值才

是所谓的本土或在地。我觉得这样的价值

结构有问题，我试着把它颠倒过来，把最

乡土、本土的那个部分拉到顶端，因为学

生对西方美学史也许都很了解，可是对于

本土或乡土的东西先天就排拒。学生下乡

执行，通过每个蚊子馆案例的背景调查，

可能会激起他们想要去改变的想法，或者

有更积极的作为。

最后是对摄影本身的本质进行反思，

在数字科技席卷摄影之下，摄影除了满足

视网膜愉悦、掩饰真相、美化政策之外，

还能有什么可能？透过摄影这个行为，学

生必须亲临现场，必须审慎面对镜头中的

对像物，因为同学们不是记者、也不是立

法委员，他们没有公权力，所以必须要用

平等的方式跟被访者进行互动。他们可能

去问看守者，跟他聊天，或者去问当地里

民的意见，去问附近邻居的看法，汇整出

的文字会比较贴近一般民众普遍真实的感

受。加上这些学生都比较单纯，所以我希

望能够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或是在出国

留学之前，可以先透过这个计划进行社会

意识的开发。此外，有很多参与的同学不

是美术系的，有些来自国文系、社会系、

英文系、化学系、物理系……许多同学对

摄影的认知就比较狭隘，他们认为摄影就

是一种娱乐或生活记录，并没有认识到摄

影能够对现实生活产生一些改变力量。所

以我要求他们在拍摄时各个细节都要拍

到；有些地方可能要去好几次，还要明查

暗访。透过摄影的操作，是要训练他们观

察事情的角度，而不是学会技术而已，要

让他们体会如何探索物体表象背后的权力

运作结构！

姚瑞中 + LSD，《海市蜃楼（I,II,III）——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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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ld：“海市蜃楼——台湾闲置

公共设施抽样踏查”曾经参展过 2010 年
台北双年展、2012 年上海双年展这两个

重要展览，两个展览都在展厅里为观众准

备了坐下来阅读《海市蜃楼——台湾闲置

公共设施抽样踏查》这本书的长书桌，虽

然在展厅墙上也布置了一组组照片展示被

调查拍摄的“蚊子馆”，但似乎《海市蜃

楼》这本书才是这个项目的完整总结和呈

现。阅读《海市蜃楼I》这本书，从编者前

言到目录对 147 处闲置公共设施的十一个

分类子项，从您约请十数位学者写就的评

论，到 50 多位参与项目的同学长达半年

的田野踏查而得来的照片、资料、数据和

个人心得，才能一点一点叠加起对这一社

会议题的关切和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原

因的认识。您如何比较出版物和美术馆

展览这两种展示方式的影响力、生命力

的优劣呢？

姚瑞中：之所以选择透过出版形式

发表，主要是书籍的后延性与深度比艺术

展览更能深入民间。“通路”一直都是艺

术面对社会的主要问题，因为美术馆或艺

术机构甚至艺文媒体，本身就有高不可攀

的精英性格，如何打通“通路”，与更多

广泛的非艺术爱好者族群沟通，是这个计

划首先面对的难题。出版是一个虽然传统

但却能有效产“后延效应”的媒介，而上

千家书店都可能是我们长久的展示空间，

与为数不多的美术馆短期展览相较之下，

以书的形式流通发表可能更为有效。事实

上，这个计划也参与过一些艺术展览，但

只要进入了艺术的领地与范畴，其社会性

就会大打折扣，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任

何实质影响，充其量只是展现了艺术家好

像也会、也能关怀社会的姿态。我们近来

与“零时政府”的自愿计算机工程师合

作，也完成了手机 app 的蚊子馆地图，采

取更贴近年轻族群的通路来宣扬“人人是

媒体”这个理念。

ArtWorld：我们知道《海市蜃楼》

这本书的制作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教学过

程，同学们参与的踏查算作是您所执教的

两所大学美术系的课程作业。您同时肩负

着导师和总编辑之职，能否谈一下您和学

生们是如何确定所调查的“蚊子馆”定义

标准，拍摄的照片素材的技术指标，每一

个被调查的闲置公共设施所必需统计的数

据信息，如何沟通分享调查取材的经验技

巧？是否经过了大量的公共讨论，直到所

有的图文素材经过汇总、筛选、再次澄

清，才最终制作完成为一本书，其间的过

程对您是否困难呢？

姚瑞中：首先调查每位同学来自何

处，再根据他们的故乡分配责任区域，有

的县市重复太多同学（例如台北市)就会

外放到离岛去拍摄。在拍摄之前会有几堂

摄影课程，讲解基本技巧与注意事项，规

定每人最少必需找到五处案例，每个案例

需拍一百张以上里里外外不同角度的照

片，并需事先调查疑似案例背景，善用关

键词进行搜索，进入公部门网站进行数据

收集，锁定的官方网站包括公共工程委员

会、监察院、审计部、国有土地财产局、

招标网站……询问地方上的亲戚朋友、里

长、警察、议员等可靠信息。大多数的案

例因时空变迁导致原始规划用途消失、政

策制定与民意脱节、规划不周、竞选支票

与绑桩文化、围标及绑标、业务贪渎与工

程弊案、施工质量不良、行政程序未臻完

备、机关搬入新建物导致原建物闲置、老

旧建筑及历史建物或古迹缺乏经费维修、

管理不善、资本门重于经常门、文化保护

主义沦于文化工业样板、闲置空间活化后

再闲置。拍摄完成之后轮流在课堂上报

告，透过交叉讨论跟现象观察，慢慢形成

思考权力运作痕迹的反思。

采集初步调查成果之后，先删除非蚊

子馆的案例，确认已荒废的案例，对于不

确定的案例回乡进行再次确认并补拍，再

依据案例大小决定书写字数，重大案例需

写一千五百字至三千字，中型案例约一千

字，小型案例约五百字，写的不好会被我

退件重写。每个案例必须填入设施地址、

主管机关、管理机关、建造日期及建造经

费，其中的建造经费最难调查，我会过滤

学生的文章是否有过度谩骂或是情绪性字

眼，或者是引用数据不正确，为了防止学

生被告，这方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确认。

我再与同学一起挑选图片、书写图说，再

将所有挑过的六、七百张图片进行转文件

修片，最后进入美编校稿阶段，并请同学

签下开放版权同意书，并邀请学者专家撰

写专文，稿费就是我的作品。书中的文章

都比较中性，没有太多激烈批判、没有过

度建言，纯粹就是抛砖引玉，让社会形成

一个讨论。整个过程同学们或多或少都有

参与，虽然十分辛苦，但我们都在过程中

更加了解社会脉动，学到了很多美术科系

从来都学不到的事物。

ArtWorld：2010 年，《海市蜃楼》

的第一辑出版后，经过台北双年展的扩大

影响，激起了社会热烈的反响，甚至惊动

政府高层，行政院长亲自接见您，并承诺1
年内对部分闲置公共设施进行活化。学者

张美陵认为《海市蜃楼》的社会行动是一

种体制批判。而《海市蜃楼》的调查方法

虽然不能严格算作社会学方法，但也有相

当的严谨性和标准化。您认为自己所做的

是否已经超越了艺术家的身份，或者说其

实不必介意艺术家的身份？

姚瑞中：我觉得艺术家这三个字在历

史上各有不同定义。例如古代书画大家大

多入朝为官，博古通今不说，尚且练得一

手笔上功夫，看似出世却也经世济民，身

份多重。我认为在分工科层化的现代，艺

术家这三个字不但被自己局限，更被社会

眼光所局限。台湾社会还是不太有兴趣去

了解当代艺术的，还是停留在古典时期那

种审美形式里面。这个计划其实也让大众

有了新的理解，其实艺术不是象牙塔或唯

美的形式而已，艺术是可以积极参与社会

的。艺术家的形象与梵谷（Van Gogh）

那个年代，早就大相径庭了。所以，社会

大众可以慢慢调整对艺术家形象的认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艺术可以让人去

重新多重的思考，艺术在思维上会有一些

比较活泼的想法，而不会一直局限在旧思

维里面。艺术从来都是一个伪科学，它不

是科学，没有办法被验证或者被同理可

证，艺术没有办法求得一个具体的、正确

的结果，答案是没有！艺术的重点不在于

求取数学般的解答，而在于标准答案之

外，还有什么可能性？ 

专题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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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ld：《海市蜃楼》一书从第一

辑到第四辑，在调查指标、调查范围和编

辑方法有什么发展吗？四辑书的发行量有

什么变化吗？

姚瑞中：这是一个长期计划，所以在

调查方式、范围及编辑上的规格都要求一

致，目标是可累积成为系列丛书。全球有

很多讨论废墟的书籍，但专门讨论“蚊子

馆”的书，我们这套系列还是首开先河。

2010 年九月第一本出版时挺轰动，正副总

统皆来电致意，行政院长也召见听取师生

意见，所以加印了 500 本，共 2500 本，

目前已绝版。来年第二本出版时，政府保

持缄默，出奇地低调，销量约 2000 本。

2012 年停了一年后决定出第三本，印量 

1500 本，所剩不多。第四本只印了 1000 

本，应该很快就会完销，读者要凑齐四本

一套还得花点功夫。

ArtWorld：最新的《海市蜃楼 IV》

的宣传语是“‘蚊子馆’的孳生，是一场

没有尽头的战争”，这一项目在社会介入

的层面（对政府和公众）有什么样的积极

反馈，又有怎样的尚需鞭策之处？

姚瑞中：2010 年第一册出版之后的确

引发了政府高层关注并接见，行政院长答

应在一年内对部分“蚊子馆”活化完成。

到了行政院长接见一周年，我们出了第二

本，开始在书中附录编入政府的响应公文

与活化计划期程。第三本是在院长谈话三

周年时发表，也一样在附录内收录很厚的

政府响应公文，可见此书系的出版的确给

公部门形成压力。2014 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第四本后，我们立即寄了约 60 本新书给

正副总统、院长、部长、主委、县市长、

立法委员等官员，并透过媒体报导与脸书

（facebook）宣传，已有一些政府单位出

具公文说明，并受公共工程委员会之邀，

为数百位地方官员上课，讲授“闲置空间

再利用”的成功案例，或上政论电视节目

探讨这种社会现象。

我发现政府其实也很想改善此现象，

但却不得要领，使得很多案例花费更多金

钱活化之后又再度闲置。因此本书系虽然

以图鉴的手法让此议题透明化，但与其让

政府官员乱活化，可能日后还需要另编一

本民间成功活化的具体案例与操作手册，

作为官方参考的依据吧！我认为要有效防

止并降低“蚊子馆”的生成，中央政府应

严格从上游管控公共工程政策，先防堵并

劝退“孓孒馆”(尚未兴建却有可能成为蚊

子馆的工程)滋生，同时采取有效方式清

查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闲置公共设施，建立

完善退场机制，配合民间媒体或个人举报

系统，全面掌握列表并造册备查，再结合

社会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弱势团体、

艺文及学术单位……以长期认养、信托托

管、低价租赁、无偿使用、回馈计划等灵

活具弹性的活化策略，从社会福利观点为

发展基础，先求降低当地负担，再设法平

衡收支，进而自立更生，释出闲置空间给

真正需要空间的人们。

“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在 2012 年上海双年展展出时，布置了给观众的阅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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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全闲置、部份闲置、低度使用或延宕开发之公共设施  100

一  交通设施  1

花莲县富里乡一号道路路桥停车场

二  工商园区  7

新北市平溪区国家药用植物园  

台南市柳营科技工业区高架水塔及配水池  

台南市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健康生活馆健身馆一楼、三楼及四楼 

台南市太康有机农业专区  

花莲县环保科技园区  

花莲市六期重划区未来城乡愿景馆暨洄澜之心阳光电城  

宜兰县新竹科学园区宜兰园区  

三  文教设施  25

基隆市国立海洋大学海事大楼 

台中市潭子区潭子国民小学眷属宿舍  

台中市立大雅国民中学教师宿舍  

台中市北屯区军功国民小学宿舍 

台中市丰原区翁子国民小学宿舍 

台中市光复国民小学宿舍  

台中市东势国民小学宿舍 

台中市立忠明高中教师宿舍  

彰化县和美镇大嘉国小活动中心  

南投县仁爱乡布农文物馆  

云林县四湖国中工艺教室  

嘉义县义竹乡光荣国小龙蛟校区  

嘉义县义竹乡过路国小新富校区  

台南市东山区吉贝耍国小水云分校  

台南市盐水区汫水分校  

高雄市冈山区前峰国小福兴分班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专新村教职员宿舍  

花莲市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  

花莲县原住民会馆  

花莲县富里乡公埔文化馆(富里乡公所旧办公厅舍) 

台东县卑南乡温泉国小乐山分校 

台东县东河乡泰源国小尚德分校  

台东县长滨乡樟原国小南溪分校

台东县太麻里乡三和国小秀山分校  

台东县太麻里乡三和国小华源分校  

四  体育场馆  11

台北市迪化污水处理厂附设休闲运动公园温水游泳池 

台北市政治大学六期运动区   

台中市丰原区中正游泳池  

彰化县大村游泳池  

云林县四湖乡立游泳池  

云林县台西乡立游泳池  

云林县土库镇游泳池  

云林县虎尾镇立游泳池  

云林县褒忠乡立游泳池  

台南市佳里文中二足球场  

台东森林休闲活水湖运动园区溜冰场  

五  社福设施暨活动中心  7

台中市神冈区山皮村民众活动中心  

台中市太平区建国托儿所  

台中市清水老人赡养中心  

台中市石冈老人福利服务中心  

台中市东势区庆福里小区活动中心  

高雄市美浓区卫生所吉洋卫生室  

屏东县崁顶乡老人长期照护中心  

六  办公厅舍  11

台北市文山区台湾高等法院司法新村北海庭园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九二一地震临时办公厅  

台中市新小区新社户政事务所旧办公厅舍  

台中市消防局旧大里分队厅舍  

云林县台西乡海口庄长官官舍  

台南市东山牛肉崎警察官吏派出所  

卫生署署立台南新营医院北门分院  

高雄市路竹区旧行政大楼  

屏东县潮州农田水利会崁顶工作站  

台湾省政府农林厅蚕业改良场台东工作站  

台东县绿岛乡民代表会  

七  市场  17

新竹市北门公有零售市场  

桃园县观音乡农地利用综合规划树林瓜果集货场  

台中市旧果菜批发市场  

台中市第四公有零售市场  

台中市丰原第一公有零售市场四楼  

台中市神冈区公有零售市场二楼  

台中市乌日公有零售市场二楼  

彰化县北斗镇红砖市场 

嘉义县太保市公有零售市场二楼  

台南市麻豆镇市五公有零售市场  

高雄市内门观亭公有零售市场  

高雄市公有小港第三市场  

高雄市七贤大楼三、四楼  

高雄市冈山区文贤市场(原高雄县冈山第二公有市场)二楼 

高雄市鼓山区第二公有市场  

附录：《海市蜃楼 IV——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的结构纲要

专题 Fe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