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皇珍 Hunag-Chen TANG 我去旅行Ⅶ/廣場旅人  I Go Traveling VII / Plaza Traveler
Yo voy a viajar VII/ Plazas Ambulantes Je Pars en Voyage VII/ Voyageur A La Place 

                                 湯皇珍的七件旅行作品：

1999   我去旅行（Ⅱ）/ 我去旅行 I am going traveling Je fais un voyage
              台北  環亞AVEDA  敦南誠品書店  內湖東英幼稚園

              台中  誠品書店  高雄  COSA櫥櫃名店  台東  台東劇團

2000   我去旅行（Ⅲ）/ 千禧伊通逍遙遊  台北  伊通公園

2001   我去旅行（Ⅳ）/ Traveler. Bali  台東  琵琶湖海邊及台東劇團

2005   我去旅行（Ⅴ）/ 一張風景名信片〈2005 Taiwan 〉 台北  伊通公園及小客廳 

2005   我去旅行（Ⅵ）/ 幸福之島  台北  誠品敦南B2藝文空間

2006   我去旅行（Ⅶ）/ 廣場旅人  西班牙 瓦倫西亞

2006   我去旅行（Ⅴ）/ 一張風景名信片〈2006 France〉法國CAMAC〈Center d'Art Marnay Art Center〉 

2007   我去旅行（Ⅶ）/ 廣場旅人  台新金控-元廳

1999-2000   我去旅行（Ⅰ）/ 北京之行  參加「複數元的視野」群展      

                         北京 中國美術館    高雄 山美術館      台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新竹 交通大學

2003   我去旅行（Ⅴ）/ 一張風景名信片〈2003 Korea〉 參加「工作室開放日」群展      

              韓國  京幾道  楊恩美術館

2004   我去旅行（Ⅴ）/ 一張風景名信片〈2003 Korea〉暨 傳說一則  參加「進與出」群展 

              台北  國際藝術村  百里廳  

廣場，溝通慾望的雜匯之處，城市信號的出口，

居民與旅人的潮間帶，多重傳述的溫床。

行動藝術家湯皇珍自1999年開始『我去旅行』系列計畫。展現對城市流域的行旅觀

察，對流竄在愈來愈便捷快速的溝通介面下的溝通困頓，選擇以「旅行」的身影逐步

深入。

『我去旅行VII』計畫，她成為「旅人」，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進行這

一趟「旅行寓言」。在六個廣場收集聲音、留言、請廣場路人根據作者提供的一張風

景明信片講述回家的路。當途經「旅人」所在廣場的「路人」，接受她的邀請成為回

家之路的引領者與詮釋者時，觀眾就參與了這項「行旅」，共同完成旅人所佈置的聲

音「廣場」─重複在虛實演繹「回家」與「旅行」的說講當中。

Plazas can serve as a plac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desire to communicate, 
exit points for urban signals, inter- tidal areas for residents and travelers 

and hotbeds for the conveyance of diverse messages.

“I Go Traveling VII / Plaza Traveler” (我去旅行Ⅶ/廣場旅人) will “travel” in different 
plazas in the cities I visit, through three sound collection boxes. The first will be a simple sound 
collection device, using components or environmentally created sounds and an internally 
installed audio recorder that continually recorded emitted sounds as they gradually accumulate 
(requiring two recording devices). The second will be a simple information message board. 
Viewers can use this to repeatedly send a pre-recorded message, until someone is finally willing 
to re-record a new message. The third will be a simple audio recording platform and people 
passing through the plaza will be asked to relate a story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shown a 
particular scenic picture postcard. 

計畫執行：6/ 2006  Valencia 西班牙
影音紀錄：湯皇珍、林冬吟
展　　覽：1/24~2/15  2007 台新金控-元廳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18:00
開幕酒會：1/26 2007  17:00~19:00 台新金控-元廳
特別感謝：林冬吟、賴明蕙、Felip Gonzalez Martinez、侯慧芳、Carlos Llavata Gas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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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線： 02-5576 1534
專屬網站： www.taishinartsaward.org.tw

湯皇珍 Hunag-Chen TANG  我去旅行VII /廣場旅人  I Go Traveling VII / Plaza Traveler

行動藝術家湯皇珍在虛與實之間展開了旅行的寓

言。儘管同名為「旅行」，在作品中的旅行卻是「非旅行」，是旅行的「寓言」。她如何開始這

個「旅行的寓言」？為何選擇「旅行」的行為？而湯皇珍由1999年迄今的七個「作品中的旅行

」如何走入？

第四屆台新藝術獎得獎推廣 - 展覽

01/05  2007  18:30~20:00  地點：台灣大學第一活動中心107室

02/03  2007  14:00~16:00  主題：關於藝術的可行性：旅行與寓言    

對談：陳泰松、湯皇珍      地點：典藏創意空間 

與藝術家面對面：走入作品中的旅行

與藝術家面對面：走入作品中的旅行

12/19  2006  14:20~16:10  

地點：北一女中（不對外開放）

01/25  2007  18:30~20:00   

地點：台新金控元廳（台新員工專屬場）

（敦化仁愛圓環）

與藝術家面對面為免費活動，歡迎致電活動專線

元廳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