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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6臺南新藝獎」- Next Art Tainan 2016 

公開徵件簡章 

一、 宗旨: 

為扶植青年藝術家創作發展，活絡藝術市場，建立藝企媒合平台，特規劃辦

理「2016臺南新藝獎」。公開徵選國內優秀年輕藝術家於國內外辦理之藝術

博覽會及臺南老屋、特色店家、藝文空間展出藝術作品，以獎掖我國青年藝

術創作，促進當代藝術發展。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 

 臺南市美術館籌備處 

三、 徵件時間： 

2015年 10月 1日-11月 13日，郵遞申請者以郵戳為憑，親送申請者受理時

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30分。逾期不予受理，請掌握時效。 

四、 參加資格及方式： 

（一） 參加資格: 

民國 64年 1月以後出生，目前無畫廊專屬經紀合約者，限中華民國國

籍。 

（二）申請文件： 

（以下 1-5項紙本文件一式 10份，請依序裝訂。光碟一式 2份） 

1.申請表（如附件 1）。 

2.作品清單（如附件 2）： 

請依附件格式填寫，送件之徵選作品以 1-3 件作品為限，參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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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超過 5件為原則。 

3.創作理念（如附件 3）。 

4.重要展覽經歷（按年代由近至遠排列，如附件 4）。 

5.無畫廊專屬經紀合約之切結書（如附件 5）。 

6.作品光碟：送審作品數位圖檔，請以油性筆於光碟正面書寫藝術   

創作者之姓名及作品名稱。 

            ※提送規格： 

A.平面、立體及物件裝置參賽作品均需繳交光碟數位電子檔（每

張圖片須為 1MB 以下的 JPG 檔）送審。光碟內請建置兩個資料

夾：「徵選作品」和「參考作品」，並依「作品清單（如附件 2）」

填寫之順序編輯檔名、依序存放作品檔案。 

B.如有聲光影音效果或錄像影片，請以 DVD、VCD 選擇一種送審，

送審影片請先行確認可在 Windows Media Player軟體正常播

放。送件資料請包含精簡版影片內容（3分鐘為限，請務必檢

附），另附完整影片內容。 

（三）報名方式：  

1.請至本局（http://culture.tainan.gov.tw）網站或臺南市美術館網站

（http://tnmfa.tainan.gov.tw/home.php）下載列印簡章及申請表。 

2.以專人送達或掛號郵寄至：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13

樓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 翁小姐收。郵遞申請者以郵戳為

憑，親送申請者受理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30分，

逾期不予受理。 

五、 評審方式： 

（一） 初審 

1.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依送審資料進行審查作業，評

選出入選者（未達標準者，得予從缺）。 

2.評審結果將由本局公告於網站，並電話通知入選者。 

3.申請人所送資料，於評審結束後不予退件，申請人亦不得要求退還。 

（二） 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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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審入選者進行第二階段面試，面試時請自備展出清單及報名所填之

1-3件主要參展作品應試（可攜帶原作，或以簡報、展場模擬圖呈現），

並說明創作理念、作品材質等。 

2.攜帶原作者請自行處理展品之包裝及運送。 

3.入選者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席面試，未出席者視同自動棄權，不得

有任何異議。 

六、 獎項及獎助方式： 

(一)  前 6 名入選者，將由本局安排參加一場 105 年國內外舉辦之藝術博覽

會。展出之作品將羅列造冊提送當年度臺南市政府美術館典藏審議小

組審議，有機會成為臺南市美術館典藏品。 

(二)  所有入選者，均需參與臺南新藝獎展覽活動，本局將支付借展費用新

台幣 2萬元。 

(三)  所有入選者將由本局協助出版畫冊專輯及印製宣傳 DM，另擇期舉行頒

獎典禮及記者會。 

七、 時程規劃: （本局保留時程規劃之異動權） 

工  作   項   目 時     程 備   註 

 簡 章 公 佈 2015年 9月 
簡章公佈於本局網站及相關

藝術雜誌 

 徵 件 時 間 
2015年 10月 1日（四）~ 

2015年 11月 13日（五）止 

親送（星期一~五 8:00~17:30）

或郵寄（郵戳為憑） 

 初 審 結 果 公 佈 2015年 12月 14日 （暫定） 

 複 審 面 試 2015年 12月 19日~12月 27日 預計於週末時間舉行（暫定） 

評 審 結 果 公 佈  

記 者 會 
2016年 1月底 

公佈空間媒合結果暨新藝獎

前 6名得主 

 佈 展  2016年 3月 18日~3月 24日 （暫定） 

 展 覽 期 間 2016年 3月 25日~4月 24日  

 頒獎典禮 2016年 3月 25日 （暫定） 

 卸 展 期 間 2016年 4月 25日~5月 1日 

4/24展覽結束後，撤展時間需

與空間負責人妥善協商溝

通，配合空間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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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注意事項： 

（一）「2016 臺南新藝獎」入選作品將於 2016 年 3 月 25 日（五）至 4 月 24

日（日）（暫定）於本市藝文空間展出，本局保留分配展出場地之權利，

入選者若因故無法配合展出，視同自動棄權，其資格由備取人員遞補，

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入選者由本局委託之策展人媒合進駐特色空間（詳如附件 6），展出內容

須以策展人及空間經營者之意見為優先考量，以不妨礙空間經營利益為

原則，放置因地制宜之作品。（展覽期間如有交易行為，所得之 50%歸

空間單位，50%歸藝術家所有。） 

（三）入選者應依展場規範自行處理展品之運送、包裝、保險、佈展及卸展等

相關事宜，除借展費外，本局不另支付其他費用。 

（四）入選者應配合出席本局相關活動（如記者會、頒獎典禮…等），外縣市至

本市之交通費由本局核實支付。 

（五）展出之藝術家需配合出席展覽空間為新藝獎藝術家所舉辦之茶會、講座

等相關活動，外縣市至本市之交通費由空間核實支付。 

（六）藝術博覽會參與時間由本局規劃協調後另行通知，入選者若因故無法展

出，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備取人員遞補，不得異議。展出期間應遵守展

出相關規範，交易所得 50%歸本局或媒合畫廊所有。 

（七）臺南新藝獎展出期間所有作品均需開放對外銷售。展出作品不得與其他單

位簽訂展覽或代售合約。 

 

九、 聯絡方式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6-2981800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 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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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臺南新藝獎」公開徵件 

申請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證號  出生年月日  

通訊 

住址 

永久  

平時  

聯絡方式 

電話（O）  

電話（H）  

手機  

傳真  

e-mail  

最高學歷 
學校  

系所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正面  

（國民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反面  

 作品類型勾選:  □平面          □立體          □錄像          □裝置  

   ※評審採不分類評審，惟行政作業考量，請藝術家自行勾選作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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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品清單 

徵選作品資料 

編號  
作品名稱  

（含英文名稱） 

媒材說明  

（各項材質、機械器材） 

尺寸 /片長時間  

（平面尺寸不含裱框） 
備註 

1.     

2.     

3.     

（請勿自行增加本表欄位） 

 

 

 

參考作品資料  

編號  
作品名稱  

（含英文名稱） 

媒材說明  

（各項材質、機械器材） 

尺寸 /片長時間  

（平面尺寸不含裱框） 
備註 

1.     

2.     

3.     

4.     

5.     

（請勿自行增加本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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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創作理念（限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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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要展覽經歷（按年代由近至遠排列） 

時間 展覽名稱 備註 

   

   

   

   

   

   

   

   

   

   

   

   

   

   

   

   

   

   

   

（若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本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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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切結書 

 

  切結書  

   本人參加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 臺南新藝獎」公開徵

選，保證無與畫廊簽訂專屬經紀合約，參選資料均屬

實，並遵守簡章之規定，如有違反及其他侵權行為，主

辦相關單位有權取消資格及追回相關補助款。  

 

 

    此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申請人：                     （簽章）  

 

    日期：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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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展覽空間地點（暫訂，本局保留刪増權利） 

 空間 屬性 地址 

1. 十八卯 茶屋 老屋/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 2 段 30號 

2. 德鴻畫廊 商業畫廊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 號 

3. 佳佳西市場 老屋/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 11 號  

4. 兩倆 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信義街 100 號 

5. 
微藝廊 

（新光三越小西門） 
百貨公司/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1號 1F 

6. 藍晒圖文創園區 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藍晒圖文創園區 

7. B.B.ART 商業畫廊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48號 

8. 絕對空間 商業畫廊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 205巷 11號 

9. 東門美術館 商業畫廊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203號 1樓 

10. DOU Maison 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31 號 4F 

11. 醉美空間 商業畫廊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 83號 

12. 狐狸小屋 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信義街 118 號 

13. 飛魚記憶美術館 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 148巷 22號 

14. 甘樂阿舍美術館 商業畫廊 臺南市北區北忠街 139 號 

15. 321 issue 321巷/古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321 巷 38號 

16. 321聚作 321巷/古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321 巷 33號 

17. 321版條線花園 321巷/古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321 巷 37號 

18. 321 23號 321巷/古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321 巷 23號 

19. 索卡藝術中心 商業畫廊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446 號 

20. 台南老爺行旅 商家/展覽空間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