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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87年 1月 26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87)文建參字第 0051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1年 12月 20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參字第 0912120618號令、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10087423號

令修正 

中華民國 92年 12月 12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參字第 0922123719號令、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7號

令會銜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5月 19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參字第 097311376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28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參字第 0992008499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29日文化部文藝字第 10430249462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指辦理藝術創作、策展、民眾參與、教育推

廣、管理維護及其他相關事宜之方案。  

    本辦法所稱興辦機關，指公有建築物及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  

    本辦法所稱審議機關，指辦理公共藝術審議會業務之中央部會、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辦法所稱鑑價會議，指藉由專業者之專業判斷及其對藝術市場熟稔，協助

興辦機關，以合理價格取得公共藝術之會議。  

第三條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審議、執行、獎勵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審議其主管之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及轄內公有建

築物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中央部會應負責審議範圍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及其主管

之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並應邀請公共藝術設置地之地方政

府代表列席。未設置審議會者，應由文化部之審議會負責審議。  

第五條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預算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者，興辦機關得逕行辦理公共

藝術教育推廣事宜或交由該基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辦理公

共藝術有關事宜。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預算逾新臺幣三十萬元者，興辦機關經審議會審核同意後，

得將公共藝術經費之全部或部分交由該基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統籌辦理公共藝術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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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辦理結果，應報請審議機關備查。  

第六條 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主體符合公共藝術精神者，興辦機關得將完

成相關法定審查許可之工程圖樣、說明書、模型或立體電腦繪圖與公共藝術

經費運用說明等文件送文化部審議會審議，並請工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與會提供意見，審議通過後視為公共藝術。  

    前項審議通過者，興辦機關得免依本辦法相關規定另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工程竣工後應將辦理結果報請文化部及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  

第七條 前條第一項審議通過後，興辦機關依本條例第九條所編列之公共藝術經費，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辦理公共藝術有關事宜或運用於該公共藝術

之民眾參與、教育推廣、文宣行銷、週遭環境美化等事宜。其中百分之二十

得作為工程技術服務設計獎勵金。但不得逾新臺幣五百萬元。 

 

第二章 審議會組織及職掌 

第八條 審議會應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兼

任之；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機關業務單位主管兼任之。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士

遴聘之，各款至少一人：  

    一、視覺藝術專業類：藝術創作、藝術評論、應用藝術、藝術教育或藝術行

政領域。  

    二、環境空間專業類：都市設計、建築設計、景觀造園生態領域。  

    三、其他專業類：文化、社區營造、法律或其他專業領域。  

    四、相關機關代表。  

    前項第四款之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一。  

第九條 審議會之職掌如下：  

    一、提供轄內整體公共藝術規劃、設置、教育推廣及管理維護政策之諮詢意見。  

    二、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三、審議公共藝術捐贈事宜。  

    四、其他有關補助、輔導、獎勵及行政等事項。  

    除前項規定外，文化部審議會另負責審議公共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資料

庫名單、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六條之案件。  

第十條 審議會每年應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委員任期二年，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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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續聘之。  

    委員因辭職、死亡、代表該機關之職務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應予解

聘；其所遺缺額，得由審議機關補聘之。補聘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第三章 執行小組及報告書之編製 

第十一條 興辦機關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應成立執行小組，成員五人至九人，包含

下列人士：  

     一、視覺藝術專業類：藝術創作、藝術評論、應用藝術、藝術教育或藝術

行政領域。  

     二、該建築物之建築師或工程之專業技師。  

     三、其他專業類：文化、社區、法律、環境空間或其他專業領域。  

     四、興辦機關或管理機關之代表。  

     前項第一款成員應從文化部所設之公共藝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資料庫中

遴選，其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 興辦機關與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建築師、工程專業技師或統

包廠商簽約後三個月內，應成立執行小組。如有特殊狀況，得報請審議機

關同意展延之。 

第十三條 執行小組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二、執行依審議通過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辦理徵選、民眾參與、鑑價、

勘驗、驗收等作業。  

     三、編製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  

     四、編製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  

     五、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四條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應送審議會審議，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執行小組名單及簡歷。  

     二、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三、基地現況分析及圖說。  

     四、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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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徵選方式及基準。  

     六、民眾參與計畫。  

     七、徵選小組名單。  

     八、經費預算。  

     九、預定進度。  

     十、歷次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十一、公開徵選或邀請比件簡章草案及其他相關資料。  

     十二、契約草案。  

     十三、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計畫書經審議通過後，前項第一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如有變

動，應提請審議會同意。 

第十五條 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應送審議機關核定，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徵選會議紀錄。  

     二、徵選過程紀錄。  

     三、正選之公共藝術方案介紹(含作品型式、設置位置、說明牌樣式及位置

等內容)。  

     四、備選之公共藝術方案介紹。  

     五、鑑價會議紀錄。  

     興辦機關所送之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審議機關認有爭議、重大瑕疵

或經審議會於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時要求者，得送請審議會審議。  

第十六條 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應送審議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基本資料表(含作品圖說)。  

     二、辦理過程。  

     三、驗收紀錄。  

     四、民眾參與紀錄。  

     五、管理維護計畫。  

     六、檢討與建議。  

     興辦機關所送之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審議機關認有爭議或重大瑕疵者，

得送請審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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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徵選方式及徵選會議  

第十七條 執行小組應依建築物或基地特性、預算規模等條件，選擇下列一種或數種

之徵選方式，經審議會審議後辦理：  

     一、公開徵選：以公告方式徵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召開徵選會議，選出

適當之方案。  

     二、邀請比件：經評估後列述理由，邀請二個以上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提出

計畫方案，召開徵選會議，選出適當之計畫。  

     三、委託創作：經評估後列述理由，選定適任之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提出二

件以上計畫方案，召開徵選會議，選出適當之計畫。  

     四、指定價購：經評估後列述理由，選定適當之公共藝術。  

第十八條 採公開徵選者，其徵選文件應刊登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並召開說明會。

公告時間，除經審議會同意外，不得低於下列期限：  

     一、計畫經費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四十五日。  

     二、計畫經費逾新臺幣三十萬元未達一千萬元者：三十日。  

     採邀請比件及委託創作者，得於計畫書中明列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正、備選

名單。 

      採指定價購者，應於計畫書中檢附鑑價會議紀錄，免送公共藝術徵選結果

報告書。  

     採公開徵選、邀請比件及委託創作者，得於招標文件明定以固定費用辦理。  

第十九條 興辦機關為辦理第十七條之徵選作業，應成立徵選小組，成員五人至九人，

得就以下人員聘兼（派）之：  

     一、執行小組成員。  

     二、由執行小組推薦之國內專家學者。  

     前項成員中，視覺藝術專業人士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並應由文化部公共藝

術視覺藝術類專家學者資料庫依各類遴選之。  

第二十條 徵選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應有徵選小組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成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成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

席成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經徵選小組全體成員同意者，得於徵選簡章中揭示小組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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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鑑價、議價、驗收及經費  

第二十一條 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送核定前，興辦機關應邀請執行小組專業類或

徵選小組專業類三位以上成員，共同召開鑑價會議，並邀請獲選之藝術

創作者或團體列席說明。  

      前項鑑價會議審核包括作品經費、材質、數量、尺寸、安裝及管理維護

方式等。其會議決議得做為議價底價之依據。  

第二十二條 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經核定後，興辦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議價及簽約事宜。  

      前項決標結果及徵選小組名單應刊登公告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及政府

採購資訊網站。  

第二十三條 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送備查前，興辦機關應辦理勘驗及驗收作業，並邀

請執行小組專業類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協驗。  

第二十四條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經費應包含下列項目，並得依建築或工程進度分期執

行。  

      一、公共藝術製作費：包括書圖、模型、材料、裝置、運輸、臨時技術

人員、現場製作費、購置、租賃、稅捐及保險等

相關費用。  

      二、藝術家創作費：以前款經費之百分之十五為下限。  

      三、材料補助費：採用公開徵選之入圍者與邀請比件受邀者之材料補助

費。  

      四、行政費用：  

       （一）執行小組、徵選小組等外聘人員之出席、審查及其他相關業務

費用。  

       （二）資料蒐集等費用。  

       （三）印刷及其相關費用。  

       （四）公開徵選作業費。  

       （五）顧問、執行秘書或代辦費用。  

      五、民眾參與、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等活動費用。  

第二十五條 興辦機關應依本辦法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不得將該計畫納入公有建

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統包工程合約之項目及經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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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管理維護計畫  

第二十六條 公共藝術管理機關應參照藝術創作者所提之建議，擬訂公共藝術管理維

護計畫，定期勘察公共藝術狀況，並逐年編列預算辦理之。  

第二十七條 公共藝術管理機關於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應列入財產管理，五年內不得

予以移置或拆除。但該公共藝術作品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

三分之一或有其他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公共藝術之移置或拆除，應提送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通過。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二以上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興建案，興辦機關得合併統籌辦

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基地不宜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者，

如後續管理維護及產權問題無虞，興辦機關得另尋覓合適地點辦理。  

第二十九條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應以勞務採購性質為原則。  

      公共藝術保固年限為一年。但必要時得依執行小組決議延長，並應列述

理由送審議會同意後執行。  

第三十條  興辦機關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因專業需求，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九

條或第四十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文化部為提昇公共藝術設置品質，得辦理獎勵，就公有建築物及政府重

大公共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進行評鑑。  

第三十二條 政府機關接受公共藝術之捐贈事宜，應擬訂受贈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  

      三、捐贈總經費。  

      四、捐贈作品之藝術創作者創作履歷。  

      五、捐贈之公共藝術材質、尺寸、數量、作品版次或號數、安裝、作品

說明牌內容及管理維護方式等。  

      六、設置地點基地現況分析及圖說，含作品與基地之合成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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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政府機關與捐贈者所擬定的合約草案。  

      八、其他相關資料。  

第三十三條 興辦機關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將政府重大公共工程

興建計畫函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時，應副知文化部，該會函送

審議結果時亦同。  

      直轄市、縣（市）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於審議公有建築物建築許可時，

應通知該公有建築物所在地文化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修正發布前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送諮委會或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本辦法修正發布前已遴聘之諮委會或審議會委員，得續聘至其任期結束

為止。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