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最大的和平藝術博物館喬遷之喜



澳州維多利亞省



未來的博物館將締造非營利歷史



2016 年 12 月開幕



主旨
和平與戰爭

- 勝利與衝突

- 創傷後承受的壓力

- 人權與和平宣言

- 和平計畫檔案室及多明尼克
Dominique

博物館總占地

6 平方公里

博物館 館體面積
博物館內部空間 1850 平方米

雕像區
外部雕像公園 11,075 平方米

年度展覽
每 6 年

每年展期 為 6 個月

博物館 館區跟 規劃
- 7 間展覽款

- 4 間雕像展覽館

- 可容納 45 人的電影院

- 迎賓大廳

- 檔案室與保存區

- 有 12 座雕像的雕像花園

- 5 座米高的白色大理石雕像

- 前方有兩個6.5米高的白色大理石拱門

- 直升機停機坪，亦可做為容納 600
人的露天劇場

ICON 博物館的建築材料

- 加強的多層水泥外表以 1 米深的基礎
底板.

- 鋼結構跟電樞

- 白色陶瓷馬賽克瓷磚外牆

- 白色越南大理石雕像

- 天花板燈為防火玻璃

- 無線電力

- 溫度,日照,濕度自動控制

- 間接陽光照明

- 建築設計能受承 FEMA G-颶風等級受颶風，

承受森林大火，跟地震。

- 設計建設為耐用 500 年





通往博物館中心跟博物館分翼的門

為橢圓氣鎖鈦合金金庫門
每個通往中心跟分翼的門，其結構為
圓形鈦合金氣鎖門，十分安全。

- 鈦合金 2.3 米 10 號 不銹鋼圓拱形
金庫門

- 26 厘米 寬

-重建容易操作的陶瓷軸承鉸鏈系統
- 軍事等級的指紋辨識系統.
- 80 厘米 x 6 公分英吋加強鋼製門鎖系
統

- 多層內鎖板型可抗熱能跟滲透攻擊

- 鈦合金自動驅動

- 玻璃板鈦合金多重鎖

- 安全系統完善



第一期: 2014-2016

ICON 將會是澳洲跟世界上最大的和平藝術博物館。這將管理和
平計畫的檔案室並且以和平的方式，展覽戰爭有關的文件跟紀
念戰爭的受害者。藉由體驗一個全新的和平世界，教育觀眾，

藉此引導我們找到解決之道，並且帶給參觀者歡樂。

第二期: 2017

地下餐廳, 和平檔案室與書店





ICON 檔案室

6600 件已認證的價值藝術作品，標誌名稱與日期如後，已於 2014 年

5 月完成 65%的進度。

三幅表現戰爭與和平的壁畫-尺寸為 30 x 20 尺-三位藝術家的遺跡

自 1994 年至 2014 年以來，和平計畫活動的 450,000 份數位文件及影

碟存檔

20,000 份數位照片檔案

和平計畫活動的 1000 小時影像檔案

- 喬伊斯．艾文斯(Joyce Evans)完整的數位版照片收藏

奧斯卡． 伯斯凱． 莫斯科(Oscar Bratersky Moscow) 的手稿跟畫作收

藏

關於和平計畫活動檔案的書籍

3 6 本裝訂成冊,3000 頁的書命名為 戰爭時刻

1.6 本書是關於從 1993-2014 年 14 項和平計畫活動。共有 3000 頁，內容為文字和圖片。

關於和平計畫活動檔案的影片

2.外國人在俄羅斯的歷險記

紀錄片是關於 1994-1995 在莫斯科，俄羅斯的活動。(影片長度 45 分)

3.向全世界頃訴

紀錄片是關於 1999-2000 在科索沃(Kosovo)的活動。(影片長度 93 分)

4.真實的事件

紀錄片是關於 2002 年 耶路撒冷 Qalqilya UDCR 2002 (影片長度 97 分)

5. 2004 年的和平計畫 (影片長度 4 分)

6.2007 年加薩走廊 48 小時(影片長度 9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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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活動的歷史

莫斯科 MOSCOW - 1993
賽拉耶佛 SARAJEVO-1995
加薩走廊 GAZA EREZ CROSSING - 1997
科索沃 KOSOVO - 199
賽普勒斯 ‒ 2000
約旦河西岸 - 2001
耶路撒冷衝突化解宣言- 2002
加薩 - 2006, 2007 拉
拉法赫埃及 - 2008
聯邦廣場- 2009
泰國與柬埔寨邊界衝突 - 2011
德黑蘭 伊朗- 2012
敘利亞-2014

展覽

- 每年有 6 個單獨展覽.
- 每周營運 4 天 ,應邀參加

獲獎與提名

- 1995 年獲得歐盟和平與人權自由獎

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名單提名

榮耀之牆

3 米高的大理石牆，刻有從 1993

至 2014 年的志願者跟捐贈者的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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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和平計畫
和平計畫是集合各種媒介所努力的成果。藉由當地與國際志

願者前往有衝突的邊界ˋ國家以藝術事件與和平儀式的方式

傳遞人權訊息。自從 1994 年起，他們投入戰區，希望能以

和平的方案化解衝突，安撫遭受衝突的不幸，無辜的受害者

藉由音樂會，藝術工作，公開的平民傷亡的人權宣言，

平計畫得以實現。計畫已受到該志願者國家跟澳大利亞的支

持。此活動無任何政治利益。組織的宗旨是藉由新的協議跟

正面承諾來促進衝突的解決之道。

藉由當地與國際志

國家以藝術事件與和平儀式的方式

希望能以

無辜的受害者。

，此和

計畫已受到該志願者國家跟澳大利亞的支

組織的宗旨是藉由新的協議跟

任務說明

建立對人權濫用的警覺性

消弭這類濫用的方式並教育世人

找到解決方案。

建立對人權濫用的警覺性，洞悉

消弭這類濫用的方式並教育世人



世界領袖親手寫下的支持跟承諾

     由世界主要國家領袖等貴賓對和平活動的書面支持

1. 約翰內斯·勞
- 德國聯邦總統

2. Klaus Schwab
-世界經濟座談領袖

3. 米歇爾·羅卡爾

- 法國總理

4. 彼得·約翰·霍林沃思博士

- 前澳大利亞總督

5. Pietro Sambi
- 梵蒂岡大使

以及來自三大洲，12 個國家的總理，議員，國會代表跟市長

霍林沃思博士

和平計畫的成就
     和平計畫在 1995 年時，到了塞拉耶佛包圍區﹔1999 年時到加薩走廊

      其中流亡科索沃成為艾美獎得獎紀錄片， 1999 年透過新聞，

      埃雷茲過境點的現況。1999 年，在難民潮時，組織亦為 16000
      會。多米尼克·雷恩(Dominic Ryan)，在 2002 年所共同著作的

    袖，巴基斯坦跟以色列政要所簽屬的。 2000 年核彈危機，在德黑蘭舉辦

    年，和平計畫亦研究了各種的創傷後徵候群，及其緩和方案

      
    

管理 ICON 的金融單位

    博物館由其金融單位營運。若有興趣，請上 http://aid.dfat.gov.au/ngos/
pages/approved_funds.aspx 網站查詢。您會發現多米尼克

該基金會從 2006 年 8 月 30 號起，列為為贈與扣除基金，
30-10 章節之第一項。基金會為非營利機構，是為救助基金

國會代表跟市長。

年時到加薩走廊﹔1999 時科索沃的難民危機，

，全世界約有 400 百萬人得以了解加薩走廊於  
16000 名在庫克斯，阿爾巴尼亞的難民舉辦音樂  

年所共同著作的:衝突決議案的全球聲明，是由世界領

在德黑蘭舉辦 2000 人的和平音樂會。在 2010
及其緩和方案 DEISR

http://aid.dfat.gov.au/ngos/   
米尼克·雷恩基金會是經過核准的基金會。而且

，其適用範圍為 1997 年所得稅評估法的
是為救助基金。且其為海外基金，故能接受稅捐扣除。





負責人生平

湯米克里(DR. TONY CREE OA)博士
安東尼克里博士是澳洲名著的教育家跟學者。致力於提升澳洲原住民的教育水準。
為表彰克里博士的努力，國會授予澳大利亞勳章。他還拜訪了美國費里斯州立大學教
授，維多利亞理事會的名譽主席及世界基礎教育基金會主席。得到聯合國授予志願服務勳章

麥可.凱利 SJ 神父 (FATHER MICHAEL KELLY SJ)
麥可.凱利 SJ 是一個耶穌會教士，記者，紀錄片製作人及企業家。在 1980 年代，他建立電
視製作公司，雜誌出版社。在 1990 年代，成為電信經銷商跟網路出版商，在 2000 年代成
立有線電視，至今營運網路新聞。經營的機構提供了宗教，人權，社會發展等公共議題。範
圍遍及亞洲被稱為 UCAN

多明尼克 (DOMINIQUE)
多明尼克是為藝術家，在過去 20年於 3大洲，12 個戰爭衝突區中多次參予和平事件。多

明尼克亦是和平計畫，非政府組織的創始人。該組織處理衝突地區的協議，反應戰爭地區的

人權問題。多明尼克為博物館的設計者，包含博物館表面，雕像及檔案系統。因為在薩拉耶

佛的成就而被得到自由報獎，並在 2007年入圍諾貝爾和平獎

博物館其他成員

法律代表
- Barry J Woods Ll.b, M.tax,
Cta -macarthur Argyle Esmond Pty Ltd Lawyers

稅務審計公司

- Price Gibson Pty Ltd

展覽規畫與評估家

- Peter Struthers

藝術品估價

- Lauraine Diggins Fine

藝術品跟檔案管理員

- Chris Race

工程師

- Austin Mathews

管理公司

- Leigh Woodburgess

CAD 製圖工程師

- Tom Frauenfelder

設計執行顧問

- Sarah Popodopolous

顧問

- Stuart Purves, 澳洲維多利亞省墨
爾本市的澳洲藝術畫廊

品牌跟網路設計

- Invisible Ink





ICON 博物館齊辦 ‘合平計畫’



預計展覽計畫

ICON 博物館預計展覽的項目為澳大利亞和國際範圍的戰爭與和平。

展覽包含許多不同藝術家，以不同的形式，依照歷史背景，並結合社會歷史，紀錄片影像，海報，繪畫和

文字等所呈現的創意表現。

展覽的計畫取決於不同的展覽策劃，跟 ICON 博物館吸引公共及私人基金的能力。還有 ICON 博物館與其

他博物館或組織的合作。

CND 和反核辯論

此展覽包含過去在日本、歐洲、和美國戰區

涵蓋的主題

在日本投下原子彈和二戰結束

戰後日本反核抗議

50 年代初英國的核裁軍運動

冷戰

禁止炸彈和反戰分子

相愛不要戰爭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反徵兵抗議辯論



種族屠殺 – 全球歷史

一系列的持續展覽，檢視從早期歐洲到現代，歷史上種族壓迫跟大屠殺。這一系列的個別展覽，

涵蓋從澳大利亞跟全球收集到的 19,20 世紀期間主要圖片，影片檔，地圖，文字和自傳敘述。

• 16 世紀，英語征服了愛爾蘭

-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

• 英國人在北美和美洲原住民的人口

- 美國印地安人屠殺紀念館

• 非洲殖民地

- 南非種族屠殺紀念館

- Herero 和 Namaqua 種族屠殺

• 澳洲殖民地

為澳洲國立圖書館收藏，塔斯馬尼亞博物館和藝廊及其他州的收藏

-

• 亞美尼亞

- 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紀念館(建於 1967 年，為紀念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受害
者).

- 美國亞美尼亞大屠殺紀念館

• 德國納粹和大屠殺

-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

-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 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 墨爾本跟雪梨的猶太紀念館

- 墨爾本的大屠殺紀念館

• 日本與其鄰近地區 1930-1945
- 長崎原彈紀念館

-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 蘇俄

- 維爾紐斯, 立陶宛受害者屠殺紀念館

• 中國毛澤東政府

- 資料尚未完整

• 柬埔寨

- 柬埔寨，金邊的Tuol Sleng 屠殺紀念館,此點曾是惡
名昭彰的監獄 21，後改為高中。

• 盧安達

- 盧安達屠殺紀念館

- 盧安達 Kigali 屠殺紀念中心,



GEORGEGITTOES 的藝術之作

GEORGEGITTOES 的藝術之作將會是第一個展示的系列。Gittoes 是一名戰地工作藝術家，在澳洲雪

梨名氣響亮且備受敬重。 Gittoes 的藝術工作是對戰地衝突的觀察，這些地區包含了巴勒斯坦，

剛果，盧安達，伊拉克，葉門，車臣，和阿富汗。Gittoes 的作品亦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Gittoes 的日記是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他的畫作及影片深刻反映出被政治家，獨裁者及軍火商

撕裂成四分五裂的世界。

和平玫瑰的故事

(玫瑰夫人 A. Meilland)

結合植物藝術跟社會歷史的展覽是個好例子。顯示出在法國 1930 年代晚期這種玫瑰混合茶的發展

跟其在戰後在英國，歐洲，美國及澳洲大受歡迎。根據估計，當時在市場上約有 2 億朵和平玫瑰，

此品種在 1945 年在美國市場推出，而後一直是上面上最受歡迎的玫瑰。

其他展覽

早期的發展

THE QUAKER 和平主義者

越戰
法國，美國與澳大利亞的參與.

和平及人權宣言
源自於聯合國檔案.

戰爭的受害者
日內瓦紅十字會博物館，照片檔案為國際日內瓦紅十字會的流

動的展出

戰地兒童
由在索馬利亞，波斯尼亞 Herzogovina，敘利亞，科索沃，車

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飽受戰火摧殘的兒童所創作的兒童畫像。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攝影展



‘和平計畫’的永久收藏

(將置於 Icon 博物館)



和平計畫的檔案

自 1995-2014 年，從 7 個衝突地區，12 個活動點的紀錄包含

523,000 份文件及照片， 1000 小時影像 。12 場展覽拍攝影像

及地圖日記速寫

和平宣言

1995-2014.照片存檔.

愛滋病, 無家可歸, CHERNOBYL ARAL SEA
照片 1994 幅

蘿絲瑪莉 蕾恩(ROSEMARY RYAN)檔案

127 件畫作, 600 圖稿 及研究等等.

多明尼克(DOMINIQUE)的藝術作品

7,023 件藝術作品

TUSA
跟畢卡索所繪格爾尼卡同尺寸的戰爭油畫作品.

TUSA 2
(小版本帶去伊朗)

千禧年
戰爭圖像.

歡樂的眼淚
和平的圖像.

和平藍佛陀畫作
畫作在泰國-柬埔寨邊界地區的地區

雕塑設置–印有戰爭受害者姓名的鞋子.
(2200 隻樹脂做成的鞋子雕塑)

保護者雕像
一系列 125 米高白色大理石雕像.

喬伊斯愛文斯(JOYCE EVAN)攝影集
國際及澳大利亞攝影的主要收集.

(所有收集的總數超過 17,000 藝術作品，問件，照片跟影像檔。預估總保險值為 $23,320,000 美

元)





場地規畫



預算大師
** 請注意:
根據羅萊森建築成本指南,我們可以預

估地面上的建築物最低建造成本約在

$5.75 百萬 - $7 百萬. 這項預估僅限於

建築物本身。

雕塑和文物

12個雕塑
白色大理石 5 米高

每個 $15,000 $180,000

                                                                 外部景觀

$7,000
$30,000

-白色陶瓷雕塑池塘和邊緣小徑 $70,000
- 18 個由加強樹酯所塑造的不規則池塘 每個$4,000 $72,000
- 路徑和博物館外圍

- 汽車停車場
$100,000
$520,000

博物館

- 2000 平方米水泥板

- 深度 :60 公分 80 平方公尺

- 加強金屬板

- 80 個外部構造主件

- 博物館金屬外部構造

博物館 4 環狀手臂跟中心樞紐

- 外部及內部金屬構造及網格

- 組裝

- 水泥內部外部噴塗

- 水泥後製噴塗

- 保溫噴塗

- 屋頂鋪設莫尼圓形瓷磚

300 單位

$160,000

$15,000
$30,000

$450,000

$60,000
$80,000

$100,000
$50,000
$40,000

$300,000

-原始雛形 $3000
- 4 個蛋 每個$9,000 $36,000

- 4 鼻子雕塑 每個$8,000 
博物館鍛造金屬分翼專用

$32,000

-原始雛形 $2,000

12 個雕像台 $24,000

12 個組合雕像 每個$500 $6,000

2 公尺高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印有 ICON 博物館字樣 $10,000



預算大師
** 請注意:
根據羅萊森建築成本指南,我們可以預

估地面上的建築物最低建造成本約在

$5.75 百萬 - $7 百萬. 這項預估僅限於

建築物本身。

天窗

- 55 個金屬天窗 每個$1,000 $55,000
- 55 個以鋁包覆的天花板 每個$1,000 $55,000
- 55 內嵌式切割式玻璃 每單位$700 $38,500

內部

- 80 個拼圖牆 4 面伸展分翼 每分翼有 20 個牆面 每個$1,000 $80,000
-大理石地磚 – 依朗式設計 $400,000
-主建物牆 $400,000
- 16 面中心 ewave 牆 每個$10,000 $160,000
- 5 圓形氣鎖鈦合金銀行金庫門 每個$30,000 $150,000
- 地下式檔案 $1,100,000
書店庫存設施 洗手間

- 安全監控系統

- 照明電器安裝，包括燈

其他雜項

$25,000
$40,000

-工程和認證 $25,000
-工料測量 $10,000
-計畫經理 $160,000
-員工生活設備 $20,000
-太陽風力電力 $40,000

建物設備

-櫻桃採收機 $20,000
-發電機 $5,000
-水泥噴塗 $12,000
- 道具 $15,000
- 2 手卡車 $15,000
- 小型起重機 $15,000
-受薪工人工資 $300,000
- 7 只貨櫃 每個$5,000 $35,000
- 7 台卡車 每個$2,000 $14,000

小計 = $5,206,500 20% 應變基金  =    $1,041,300 總計= $6,24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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