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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地策展，以藝術開創地方！ 

世界最大戶外藝術節發起人的第一手全記錄 

文創、社造工作者的實踐典範 / 旅行、藝術愛好者的完整收藏 

 

  全球最大國際戶外藝術節、三年一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以農田作為舞台、藝術

作為橋樑，連繫人與大自然；透過藝術的力量、當地居民的智慧及社區的資源，振興日漸凋

敝、人口外流的日本新潟縣越後妻有地區。 

 

  國際知名策展大師、大地藝術祭發起人暨藝術總監北川富朗，鉅細靡遺地敘述這個「以藝

術開創地方」的宏大計畫，如何從提出構思、促成藝術家和當地居民的共同參與，到吸引 160

萬人感受大地藝術之里。本書收錄大地藝術祭的企劃軌跡、實踐歷程及五屆活動的精彩作品，

猶如一場視覺饗宴。隨著書頁翻動，大師現身說法、匯集歸納 10 種創新思維，分享如何藉藝

術超越地區、世代與領域的隔閡，串連起人與人之間的協同合作模式，是所有文創產業與地方

再造工作者借鏡的典範！ 

 

名人推薦 

  一襲白西裝，一頂白方帽，一雙白皮鞋，脖子上繫著一條紅色寬領帶，左肩背著皮革軟

包，蹣跚的從機場入境大廳走來。紅白配色的服裝及表情嚴肅不做客套寒暄，這是多年前，和

北川富朗初見面時的第一印象。 

  越後大地和瀨戶內兩大藝術祭的開幕式，往往看到他躲在角落邊，抽著煙默默地看著熱鬧

的外頭。從年輕氣盛的學運領導人，到年邁穩健的藝術祭策展人，這一路近五十年的藝術運動

歷程，可以從隱藏在裊裊香煙中的眼神裡，略窺一二。 

  兩大藝術祭造就了非凡的成果，也指引了一條非都市資本，去主流中心的藝術可能性。而

如此規模龐大的藝術祭中，北川富朗只幽幽地說：「透過藝術，希望那些被遺忘的地方能拾回

希望，被冷落的孤寂老人們能綻放笑容。」字句間，是浪漫理想主義者的靈魂。 

  一場偉大的藝術革命運動，只要一句平凡的話語，就能撼動人心。──林舜龍（大地藝術

祭、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參展藝術家） 

 



  從大地藝術祭到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正好提供了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活生生、大格局的例

子。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是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

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 

  大地藝術祭是源自北川富朗的藝術教養、西方藝術策展經驗、新潟家鄉的憶象，社會變遷

的理解和人文關懷等等的文化底蘊、轉化和構思的創意。 

  經過多年的孵化、意會、組合，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文化加值與體驗觀光所帶來的財

富。其解決社會問題、創新價值和社會影響力是社會創新的典範，更進一步促進了全民美學素

養和提升國民生活環境，並且形塑了藝術造鎮、生態策展和文化外交的經營模式。 

歷經兩千多場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說明、協調和共創，最後還是比預期晚一年開幕，但他卻

抱持「能做就做」的態度，樂觀成功地舉辦第一屆的大地藝術祭。 

  大地藝術祭舉辦 10 年之後，他的創意和經營模式得到企業家福武總一郎對家鄉的期望，

而促成了瀨戶內國際藝術祭，這就是創新擴散。 

  這本書不是從文創產業的產業端出發，因此沒有強調其中眾多的小確幸和大格局創新的專

利智財，而是從大地藝術季 10 個創新思維角度切入，特別值得臺灣有意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

「藝產官學研教民」參考。──吳靜吉（政大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教授） 

 

  北川富朗教授以高度的藝術家熱情、創造力及政治家的淑世理想，懷抱著一份純粹的信念

──要讓偏鄉的老人微笑起來。二十年來，他策動的「大地藝術祭」以藝術的公共化為手段，以

人道關懷為本，超過 2000次馬拉松式的跨領域在地溝通，北川以藝術的力量成功的翻轉了川

端康成筆下的雪國。 

  北川跨越了城市與鄉村的鴻溝，國際與在地的藩籬，開啟了藝術與農民的對話，促成企業

與藝術的合作，更持續地處理政府與民間的磨合與挑戰，大地藝術祭以嶄新的模式跨越了藝術

與社會的疆界。讓越後妻有青年漸漸返鄉了，廢校空屋活起來了，山村燃起了希望，區域振興

了，老人微笑了……。 

  2009 年我因返鄉策展「村落美學──礁溪桂竹林國際藝術創作營」，造訪越後妻有而促成

了宜蘭縣礁溪鄉大忠村、六結村與日本穴山村締結姊妹藝術村，初識北川先生，雖嚴肅外表，

卻內心溫暖，因其深厚的藝術人文底蘊，才能開展出大地藝術祭恢宏的氣度與對人類不凡的影

響力。 

  身為策展工作者，謹以此文向北川先生致敬，因其無比的耐力，智慧與創造力及對土地與

人民的大愛。──林秋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振興地方經濟或觀光，真的只能靠開闢樂園或建設賭場嗎？ 



  ──這是我在旅行的過程中，常常會思考的問題。但，日本人的答案顯然並非如此。近年來

由於帶團工作或自助旅行，有機會造訪日本的偏鄉或小島，親眼見證、親身體驗到建築與地景

藝術和地方風土與人文結合，並且吸引來自日本甚至世界各地訪客的實例；對於原本學習美術

設計、現又從事觀光旅遊產業工作的我，有著難以言喻的深刻感動。 

  正如北川先生在書中寫到，「我想讓那些一戶戶人家逐漸消失的村落中的老爺爺和老奶奶

有開心的回憶，即使只是短期間也好」──其實並不需要過高的陳義，只是依循著如此單純的理

念，便創造了當地人、訪客、土地與藝術家之間的邂逅。這般美麗的情境，我也希望在我們的

土地上能到處實現。──工頭堅（資深部落客、國際領隊，《欣旅遊》總編輯） 

 

  在國家產業分工擠壓的過程中，山村變荒村，微笑失落，產業蕭條。 

  我們的四季，我們的雪，我們的老屋，我們的田園，喚起了，團結了，感動了，一顆顆的

心靈。 

  梯田中的人形、高空中的蜻蜓、老屋中的刻痕，幻化了；原本的懷疑、原本的生疏，在一

次次的溝通協調中，幻化了，荒村變成藝術村。 

  14 年來的累積，協同合作的社群共同治理模式，撐起了可持續發展的網絡，新的信任，新

的文化，新的生態，新的經濟，帶來新的希望；藝術成為路標，人來了，讓人恢復了對土地的

信心，充滿笑容的新故鄉，正在形成。 

  向北川富朗們致敬，在面對全球化及災難化的世界中，這些「集體英雄」正在創造一個新

文明。──廖嘉展（新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東方的「大地藝術祭」、西方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是用現代美術使地方再生的方程

式！──福武總一郎（福武書店創辦人⁄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總製作人） 

 

  「大地藝術祭」顯示地方進步之路。──關口芳史（新潟縣十日町市長⁄大地藝術祭執行委

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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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越後妻有 

「大地藝術祭」前史──開始之前 

藝術祭的構想、及其背景 

實踐中──回顧過去五屆的大地藝術祭 

為大地藝術祭增色的刊物 

在越後妻 

 

臺灣版序 

 

  地球誕生之後的 37億年間，生命為了延續，歷經許多艱辛。當然，在日常生活中，不論

世界、國家動向如何改變，人們依舊得活下去。我想，假如能盡力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社

區，將會多麼開心啊。這就是我的初衷。 

 

  「美術應該陪在人的身邊，發揮作用」，這是當時的第二個概念。 



 

  有關美術，為何現代美術和人不親近？我發現，現代美術只在都市的美術館及藝廊展出，

實在太狹隘了。難道祭典、飲食、街頭表演、庭院不算美術的一環嗎？即使只探討阿爾塔米拉

（Cueva de Altamira）和拉斯科（Lascaux）洞穴壁畫之後的美術，仍能深刻了解美術是人類

與自然、文明、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人類親密的朋友。尤其當地球環境發生危機、偏重資本主

義的倫理理性，人類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時，更需要美術這位好友發揮作用吧。 

 

  很高興臺灣能出版中文譯本，特別要感謝丘如華女士等人的大力相助。以臺灣為中繼站，

智人夏娃的子孫渡海來到日本列島。過去包括臺灣、香港、福建、江南、山東、遼東、朝鮮、

日本列島西南部、沖繩、中國東海沿岸一帶，是跨越國家的交流圈，往來海上的人們牽繫起的

柔和景象，仍依稀可見。然而，這一帶海域不久後成為「戰爭之海」。我曾經數次造訪臺灣，

雖然時間很短，卻能感受臺灣這片土地和人民無限的和樂。我所參與的兩個藝術祭，越後妻有

的落葉闊葉林文化色彩甚濃，瀨戶內海則屬於常綠闊葉林文化，但我希望靠這個計畫，讓兩個

風味不同的文化連接亞洲的海洋，讓生活於此的老爺爺老奶奶展露笑顏。我的概念之一是「人

類就在自然之中」，另一個則是「海洋的復權」。 

 

  不只是在日本這種所謂的國家，我更希望各城鎮透過交流，使各地的文化與特色更加生氣

蓬勃、更加豐富。美術應該就是這個重要的媒介吧。 

 

北川富朗 

 

內容連載 

 

◎以藝術作為路標的里山巡禮 
  
大地藝術祭──這個自然與人類交織的祭典，在越後妻有（新潟縣十日町市、津南
町）的里山展開，每三年舉行一次。從 2000年舉辦第一屆開始，現在已舉辦到第
五屆。以里山為背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創作了超過兩百件作品，點綴在田

間、農舍、廢校之間（為背景）。這些藝術作品更常設在六個區域（十日町、川

西、松代、松之山、中里、南津），統稱為「大地藝術祭之里」。 
  
第一屆有 32個國家 148組、第二屆有 23個國家 158組、第三屆有 40個國家 225
組、第四屆有 27個國家 228組，到第五屆有 29個國家與地區的 175組藝術家參
加。所有參與的藝術家，都有部分作品留下，散置於全區各處。 
  
雖然當初有人建議「把作品集中展示，不但比較有效率，也比較容易吸引觀眾」，

可是考慮到全區約 760平方公里，且有 200多個村落。到了冬天，冰雪封路，村
莊便處於孤立狀態，村裡的人過著互相幫助，自給自足的日子，這便是他們生活的



實況。同時各個村子之間有共通點，也有所差異，若能全部走一遍，應該會更深刻

感受到越後妻有，或是日本山區的情況吧。 
  
都市的特色是講求效率；日本的都市集中，並邁向所有物件均質化。但是越後妻有

這個地方，與「尋求最大量的最新資訊，並且在最短的時間內接觸到」的都市價值

觀正好呈反比，這一點相當重要。我們徹底非效率、把藝術品到處散置在各個村

莊，讓作品離散的作法，反而成為大地藝術祭的特色。 
  
把作品當作路標，讓人們遍訪這個地區。在相距甚遠的作品與作品之間移動，我認

為體驗這個過程非常重要。因為觀看距離的不同，使得觀者自然而然感到耳目一

新，並以新的角度觀賞下一個作品。 
  
藝術作品讓自然之美更為豐饒、顯現，也讓層積時間浮現，透過這些作品使造訪的

人五感開放，與自己遺傳因子相連的遠古記憶為之復甦。 
  
大地藝術祭之旅也是我們的生活、時間之旅。 

 

◎在他人的土地上創作 
 
越後妻有這個地方沒有美術館或藝廊。藝術家想在某地創作藝術品時，首先必須獲

得當地人，也就是地主的了解和同意。對於祖先傳下來的土地讓外人進駐這件事，

當地人起初非常反對。不過靠著藝術家們不斷的研究、調查，與當地人反覆對話中

衍生出企劃案、創作作品的原型來說服地主，並且建立起與地主或地方上的信賴關

係。不同的人提出想法，並在他人的土地上種植、培育，不但超越了隔閡你我之間

的「私有」概念，也使得超越各自主張與立場、合作的場域得以成立。 
 
1999年春天，在冰雪稍融，但仍留下殘雪之際，俄國藝術家伊利亞．卡巴戈夫
（Ilya Kabakov）來到越後妻有。儘管身處共產主義政權之下，只要日常生活許
可，便致力於從立體到繪本的多樣且龐大的創作。我相信他的力量，因此不管他做

什麼都好。但是他在視察過程中，一直無法找到中意的地方。我們逛了一圈正想打

道回府，不料站在等電車的車站月台上，他突然佇立不動，怔怔望著從車站可見的

被澀海川包圍的城山，以及蔓延山麓的梯田。 
 
卡巴戈夫從以前便經常構思立體作品，這時，他的腦海浮現一個與梯田的形態重疊

的構想。卡巴戈夫說：「我想：『嗯，就是這個！』」這個構思真是棒極了。 
 
他想以犁田、播種、插秧、除草、割稻、運到城裡去賣，這一連串農耕的過程為藍

本，在對面的梯田置入許多人像雕刻，展現他們從事不同的農耕步驟的身影。其間



澀海川靜靜流過。從展望台看出去，兩者融合成一幅圖畫。簡直就是立體繪本！ 
 
卡巴戈夫應該是想對那些在大雪地帶企圖從事稻米耕種，因而開墾山林、闢建梯

田，縱使收成不佳只供溫飽的人們的嚴苛勞動致敬吧。卡巴戈夫明白，在這樣困苦

的環境中辛苦開闢的田地，卻不得不面對後繼無人的窘境；以及日本放棄農業的無

理情況。於是他想無論如何也要吸引人們過來，而且必須花工夫讓大家了解這個情

形。或許是這樣的直覺，讓他構思出這個作品吧。 
 

梯田的主人福島友喜先生表示，由於大腿骨折，已經放棄農耕。可是當卡巴戈夫說

要在梯田上製作裝置藝術時，他面有難色。因為，儘管田地已經荒蕪，仍是祖先留

下的辛苦結晶。雖然我們後來知道福島先生是個溫厚的人，不過當初他堅持無論如

何就是反對。或許最後藝術家對梯田所有者的敬意傳入福島先生的心中吧，福島先

生終於點頭同意。俄國與日本農民的共鳴，在福島先生與卡巴戈夫之間萌芽。 
 
更令人吃驚的是，福島先生在第三屆大地藝術季結束以後，又繼續開始耕作。其間

過程只能用「協同合作」來形容。福島太太身體狀況不佳，福島先生 2006年春天
在梯田上告訴我：「到今年已經力竭。」所以這個梯田後來由我們承接，和福島的

外甥共同照顧。卡巴戈夫的「梯田」衍生出「梯田里親制度」。 
 
2003年在這裡設立《松代雪國農耕文化中心「農舞台」》時，為了觀賞「梯
田」，還特別蓋了展望台。卡巴戈夫的作品，促成「農舞台」在這裡興建，使得周

邊區域成為農田美術館。卡巴戈夫的作品可說是目前越後妻有的代表作、日本梯田

的象徵，直到今天仍具有強大力量，牽引著整個藝術祭。 
 
◎美術是測試自然與文明、社會與人類之間關係的方法 
 
磯邊行久是戰後現代美術界的翹楚，1966年他突然離開日本美術界，來到美國，
成為地域計畫研究的頭號尖兵。他從 1990年代後半開始進行生態學式的藝術展
演，儘管只是研究一部分的田野工作，卻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與規模。磯邊所做的

事正是我想做的：美術＝掌握人類自然與文明之間關係的方法。他並不是想創作所

謂的「作品」，而是在自己工作的延伸上，將關心的事以田野工作的形式呈現。從

此開始他與大地藝術祭的長期關係。 
 
磯邊把目光集中到決定越後妻有這片土地特色的最大要素，也就是信濃川。以前信

濃川流域（至長野縣則為千曲川）的居民雖有一水之隔，但不足為阻。可是到了明

治時代以後，由於興建水壩和行政區分割，使得彼此之間的關係變薄，再加上 JR
東日本信濃川發電廠的取水問題。磯邊將這樣的人、大地、河川之間的關係，昇華

為《河川三部曲》。 



 
我對第一屆的《河在哪兒》印象特別深刻。在這個作品中，作者用桿子重現 100
年前信濃川的河道分布情況。以前蜿蜒的河流，因為水壩開發與水泥堤防，被迫改

變流向，對水量與生態有很大的影響。選擇設置作品的貝野村河川流域有 28位地
主，我們必須一家一家的跟地主商量，取得他們的同意。 
 
「在犁好的田裡亂挖，豎什麼桿子，簡直胡來！」這是人們最初的反應。不過經過

反覆解說，終於陸陸續續有人了解藝術祭的旨趣。「這裡風大，而且風向變換不

停，如果你們在桿子上綁旗子的話，會更有趣。」當初反對的居民竟然提供更好的

建議。展覽期間，沿著信濃川流域 3.5公里的路上，設立了 700根黃色桿子，旗子
迎風翻飛，甚為壯觀。 
 
至於第二屆展出的《信濃川過去的流經位置比現在高 25公尺》，這件作品的靈感
來自 1999年在舊中里村 15,000年前的地層中所挖掘的自然堤防遺跡。由此確認
古信濃川流經的位置，比現在高 25公尺。造成這種落差的侵蝕作用留下各種痕
跡，形成了河階台地。我們在這裡搭出寬 110公尺、高 30公尺的鷹架，顯示古信
濃川水面最高的位置，還標示了每隔 500年，各年代的水平線。 
 
第三屆展出的《農舞樂迴廊》則依據部分河流曲行產生「沖積地」的地形，在田中

設立戶外劇場，並在那個有特殊音響效果的劇場，舉辦「世界太鼓祭」（18
頁）。 
 
於是法國、韓國、喀麥隆和日本各地的太鼓、鼓隊，在稻田中間，同時且多處的移

動演奏，可說是打擊樂團大型的野外演奏會。觀眾在田壟邊，像是賞花似的辦起野

餐餐會，還可以到演奏者的身後觀賞。那是中元祭的盛宴，村裡的居民抬出祭典的

神轎排在道路兩旁，連路都擋住了。祭典盛大開始！很像以前農民起義的祭典呢。

多虧當地農民在數百年前花了數十年的光陰拚命開墾這片田地，如今才能在這裡綻

放現代音樂祭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