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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國際藝術家評選賽 

報名簡章 
亞洲頂尖藝術賽事「國際藝術家評選賽」自 2011 年起由台灣國際當代藝術家協會承接主

辦，結合目前台灣最大的藝術交流平台－台北新藝術博覽會（Art Revolution Taipei），協助

個人藝術家開拓更多展出、銷售及代理之機會。關於國際藝術家評選賽及台北新藝術博覽

會之相關訊息，請至官方網站 www.arts.org.tw 查詢。 

一、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截止 

二、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當代藝術家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ist Association） 

三、 協辦單位：影響力藝術中心 X-Power Gallery 

四、 報名資格：全球年滿 18 歲以上的藝術創作者 

五、 作品規格 

(一) 作品主題須符合 2012 年台北新藝術博覽會規劃主題及創新精神「我的藝術，我的

個展」。相關訊息請至官方網站 www.arts.org.tw 查詢。 

(二) 參賽作品須為 2010 年 6 月後以油畫及壓克力顏料為媒材所創作之平面作品。 

(三) 規格限制：100cm（寬度上限 W）× 100cm（高度上限 H）。 

(四) 作品售價：參賽作品須可供銷售，每件作品定價最高不可超過新台幣壹拾伍萬元 

         （NTD 150,000）或美金伍仟元（USD 5,000）。   

(五) 報名件數：每位藝術家限報名 2 幅。 

六、 報名方式 

(一) 請至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官方網站 www.arts.org.tw 下載報名表。 

(二) 參展作品圖檔規格 

1. 格式：JPG 檔或 TIF 檔。 

2. 解析度：300dpi。 

3. 尺寸：最短邊應高於或等於 19 公分（≧19cm）。 

      最長邊應低於或等於 29 公分（≦29cm）。 

4. 大小：不小於 5MB，一件作品只接受一個圖檔。 

5. 檔名：檔名須以小寫英文字母依「參賽者姓氏_參賽者名字_作品編號 .jpg」之 

      格式命名。（例：lee_bess_1.jpg） 
(三) 填妥之報名表及參賽作品電子圖檔請於報名期限內 email 至 competition@arts.org.tw。 

http://www.ar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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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賽資格 

如有以下情事，取消參賽資格，入圍者取消展出資格，並賠償相關費用及損害： 

(一) 抄襲或臨摹他人作品。 

(二) 作品由他人代筆或相關著作權取得不明確者。 

(三) 作品不願展出或屬非賣品者。 

(四) 作品曾經參加其他公開比賽得獎或公開展覽。 

(五) 作品同時參加其他公開比賽。 

八、 入圍作品送件 

(一) 入圍作品預定 2011 年 10 月 31 日於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官方網站（www.arts.org.tw）

公布。 

(二) 參賽者應於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間，自行付費洽請主辦單位所指定之物流公

司，將入圍作品送至主辦單位指定地點。相關物流資訊將另行通知。 

(三) 入圍作品須具備可立即展出之狀態。如屬應懸掛者，須裝有背勾並加懸掛鋼線。所

有作品禁止使用玻璃框，但可改用塑膠玻璃。 

(四) 作品運送與包裝 

1. 運送入圍作品至展場之所有相關事宜，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所有作品須附「回程

物流預付標籤」，以利主辦單位於展期結束後，將未售出之作品順利歸還。 

2. 未附「回程物流預付標籤」之參賽者，應於台北新藝術博覽會撤展時間內，至展場

取回作品；如未能及時取回，參賽者須於 2012 年 4 月 2 日至 6 日期間內，安排物

流至主辦單位指定地點取回作品，並自付運費；逾期未領者，每件每日收取新台幣

500 元之保管與儲藏費；未於 2012 年 4 月 30 日以前領回作品者，主辦單位有權處

分該作品，參賽者不得異議。 

3. 參賽者運畫之木箱或紙箱應足夠堅固並可重複使用，不得使用易致內容物散落之包

裝材料。如因包材品質欠佳致作品散落毀損，主辦及協辦單位均不負任何責任。若

作品散落致主辦及協辦單位或其人員受有損害時，參賽者應負賠償責任。 

4. 入圍作品之背面右上角處，均須貼妥作品標籤，請至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官方網站

（www.arts.org.tw）下載畫作標籤，清楚註明參賽者姓名、作品名稱、聯絡地址、

e-mail、電話、媒材、年份、尺寸與售價。 

5. 所有運送作品之包裝材料均須寫上參賽者姓名，以利主辦單位於展期結束後辨識作

品包材與重新包裝。 

九、 評審 

(一) 主辦單位邀請藝術界各領域專家擔任評審，負責評選事宜。 

(二) 評審將根據參賽作品之圖檔來決定入圍之作品。 

http://www.arts.org.tw/
http://www.ar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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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作品是否符合台北新藝術博覽會規劃主題及創新精神即為評審重點。 

十、 獎勵方式 

(一) 入圍展：入圍作品得依主辦單位安排，於第二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中展售。 

(二) 畫廊獎：由 X-Power Gallery 贊助，自入圍參賽者中選出一位優秀藝術家。獲選之藝 

        術家得於第三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使用一單位（9 平方公尺）之展位空間 

        以展售作品。 

(三) 入圍者頒發入圍證書。 

十一、 頒獎、展覽與銷售 

(一) 優秀藝術家得主將於 2012 年 3 月 21 日第二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 VIP 之夜公布。 

(二) 入圍作品將於 2012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5 日於第二屆台北新藝術博覽會中展出。 

(三) 主辦單位將另與入圍展出者就展出細節簽訂展覽合約。 

(四) 所有參展作品須可供銷售，報名表上所載作品定價之 50%為主辦單位之銷售佣金。

展覽結束後，主辦單位應於 30 個營業日內，將代收展品銷售所得扣除營業稅、信

用卡手續費、其他手續費及代扣稅款後之餘額，匯至參賽者指定之銀行帳戶。 

十二、 權責 

(一) 主辦及協辦單位不須支付參賽者任何權利金，得無償以攝影及出版畫冊或印製其他

文宣品等方式，重製參賽者展品及圖文資料，以為宣傳之用。 

(二) 參賽者應保證送件作品無違反參賽規則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使用他人著

作權者，應自行取得合法授權；若衍生相關爭議及法律問題，參賽者應自行負責，

如因此致主辦及協辦單位蒙受損害，參賽者並應負賠償責任。 

(三) 主辦單位僅代收或代洽運送人將入圍作品運送到藝博會展場，參展作品之保險、運

送、倉儲、清關及其他相關費用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四) 入圍名單將刊登於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官方網站（www.arts.org.tw）。主辦單位將盡力

通知所有入圍之參賽者，但對無法送達通知之參賽者，主辦及協辦單位不負任何責

任。參賽者應於 2011 年 10 月 31 日後，自行上網確認是否入圍。 

(五) 送達之參展作品與報名送件之電子圖檔不符時，即不得展出。主辦單位對作品展示

與懸掛的方式擁有專屬決定權。所有參展作品須至展期結束後方能領回，展期中除

作品之買受人或買受人指定之代理人外，任何參賽者、藝術家、代理人、經紀人或

其他第三人均不得將作品移出展場。 

(六) 若有任何因素導致展覽無法如期舉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延期或做任何必要的調

整，參賽者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http://www.ar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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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編號：_________________（主辦單位使用，申請人請勿填寫） 

報名表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   /    /     (dd/mm/yyyy)  性別：□男  □女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手機）： 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  網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 

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1)：                                                                                   

作品尺寸：寬(W)                    × 高(H)                    公分     □ 含框      □ 不含框 

媒材：                                   創作年代：          售價（新台幣）：                    

作品名稱(2)：                                                                                   

作品尺寸：寬(W)                    × 高(H)                    公分     □ 含框      □ 不含框 

媒材：                                   創作年代：          售價（新台幣）：                    

報名資料 

1. 報名表 

2. 作品圖檔（TIFF或JPG檔） 

 ※ 以上資料請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以電子郵件寄至competition @arts.org.tw。 

參賽者簽署本報名表即表示已閱讀、充分理解且無條件同意遵守報名簡章所載各項賽事規章及主辦單位所訂

其他規則；所有報名資料將由主辦單位保留，不予退還。 

參賽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