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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 
 簡  章   

一、宗旨：南投縣山高水長風景明媚，是藝術家創作的最佳環境，為推展地方藝術

教育，鼓勵本縣美術家之研究與創作，倡導藝文風氣推展全民美育，提

升藝術創作水準，落實藝術與生活結合之生活休閒品質。 

二、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 南投縣美術學會           

三、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1. 參展者送件時間: 111 年 5 月 10 日(二)至 5 月 24 日(二)前將送件表及作品

送至各收件處。 

2. 展出時間: 111 年 11 月 12 日(六 )至 11 月 23 日 (三)。 

3. 開幕式時間：111 年 11 月 12 日(週六)上午 10 時。 

4. 展覽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日月、玉山、九九展覽室及文物陳列室。 

5. 參加對象： 

（1） 基本資格：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a.本縣出生：身份證 M 開頭。 

b.設籍本縣：身份證地址。 

c.現於本縣機關團體、學校任職一年以上者。 

（2） 必要條件：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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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曾獲全國性公辦美展入選以上者。 

b.曾獲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徵件入選 2 次以上者。 

c.大專院校講師以上擔任美術相關專業課程者。 

 d.其他在美術方面具有一定造詣及成就者(需經評審會同意)。 

＊未符合以上資格者請勿送件。(敬請送件老師詳細勾選符合資格條件，如未勾選， 

主辦單位可以不符合資格為由退件不得參展)。 

6. 收件審查機制： 

(1)參展作品創作主題： 

            a.儘量以南投縣縣內人文藝術、風土民情、自然風景等為主題。  

            b.參展作品限以三年內(109 年至 111 年）創作之作品為主，若非前述年 

度創作作品請勿送件。(曾參展過本縣各機關團體展覽之作品，不得再 

參展。） 

(2)＊未符合參展資格條件，主辦單位將予以退件不得參展。 

7. 展出類別及作品規格： 

（1） 展出項目：水墨膠彩類、書法篆刻類、油畫類、水彩類、 

其它 (包括工藝、版畫、複合媒材各類作品)。 

（2）作品尺寸： 

水墨、書法：請以直式軸裱為主，2x4 尺宣紙全開以內；裝框者 

裝裱後寬度在 90cm 以內為宜。 

油畫、膠彩：10 號以上，20 號以內，請裝框，背面加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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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版畫：4 開以上，對開以內，請裝框，背面加木板。 

立體類：作品長、寬、高 60*60*60 公分以內，重量不超過 40 公斤。 

（3）未符合各類別作品送件規格，主辦單位將予以退件不得參展) 

8.注意事項：  

（1）參展作品內容應具有社會正面光明意義，不得違反社會善良風俗。 

（2）送件時請詳填附表之表格資料，以利展出及攝影等作業。 

（3）送件作品請參展的老師要以原符合資格專長之作品為主。 

（4）送件作品每人限一件。(敬請送件老師體諒工作人員核對參展條件 

資料的辛勞，詳細勾選送件表中的符合資格條件項目，如未勾選， 

主辦單位可以不符合資格為由退件不得參展)。 

（5）收退件： 

 a.參展者送件時請先行填具送件登記表，個人簡歷(50 字內)、生活 

照乙張。連同作品(需裝裱完成)於 111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24 日前將作

品送至四區收件處。 

b.未檢附生活照者，主辦單位有權自行處理。 

立體作品請務必檢附正面作品照片， 

個人簡歷、生活照電子檔可傳 e-mail 

(學會信箱)：art0922756817@gmail.com 

c.展覽結束後一個月內至送件處領回作品。參展作品於退件通知後 

逾期未領回者，本會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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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承辦單位連絡電話：南投縣美術學會/理事長 0922-756817 

總幹事 0953-678255。    

e.聯絡地址：557 南投縣竹山鎮下坪路 18-7 號 

9.附則： 

（1）被邀請者連續二年未提出參展作品，將不列入邀請之列。 

（2）展出作品得依整體考量，由本會規劃展覽佈置。 

（3）作品送交後由本會負保管責任，惟遇人力不可抗拒情事或作品本 

身結構、製作及裝置不良而損壞者，本會不予負責。 

（4）凡貴重易碎作品參展以安全為考量，請作者加裝保護措施，並由 

本會辦理保險，如必要得請作者協助佈展、卸展。 

（5）本會對於邀請展出作品有展覽、攝影、宣傳及出版專輯等相關權利。 

（6）參展作品統一辦理保險，每件保額新台幣 5 萬元。 

（7）參與本次展出者應確依本實施計畫各項規定作業辦理。 

（8）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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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各分區配合收件地點:  

地 區 送 件 地 點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南投區 凌煙閣畫廊 張文岳 南投市三和一路 2-7 號 
049-2232767 

0919-232767 

草屯區 儒林藝術中心 王逸帆 草屯鎮敦和里敦和路 45-4 號 
0932-594663 

049-2355085 

竹山區 水墨人間 黃健評 竹山鎮大明路 225 號 
049-2654159 

0939-033228 

埔里區 華廬裱褙 陳福華 埔里鎮梅子路 28 之 1 號 
049-2992550 

0937-291641 

 

     11.退件時間： 

各區退件時間：111 年 11 月 25 日(五)以後由各區收件地點取回。       

12.印製畫冊：參展老師每人發放二本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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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送件表（1）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宅)                 (行動電話) 

作品類別 
                  ※ (參展立體作品者，請務必檢附作品相片)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請務必填寫） 

作品規格 長      cm、寬      cm、高     cm             （請務必填寫） 

聯展資格 

（請自行勾

選，並附證明文

件影） 

 

PS:建議送件

作品以原符

合資格專長

之作品為主。 

 

一、 基本資料 (以下資料請針對符合資格項目，一定要勾選) 

□本縣出生：身份證 M 開頭。 

□設籍本縣：身份證地址。 

□現於本縣機關團體、學校任職一年以上者。 

＊請檢附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工作證、在職證明等影本） 

二、參展資格（必要條件：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獲全國性公辦美展入選以上者。 

□2. 曾獲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徵件入選 2 次以上者。 

□3. 大專院校講師以上擔任美術相關專業課程者。 

□4. 其他在美術方面具有一定造詣及成就者(需經評審會同意)。 

＊請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公文  □證書  □獎狀  □其他______   

＊未符合以上資格者請勿送件。  

 

□簡歷及生活照   □沿用 2021（可不用檢附）  

□電子檔上傳學會信箱：art0922756817@gmail.com 

 

mailto:art09227568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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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作品相片黏貼處（2） 

 

 

 

 

 

 

 

 

 

 

參加類別：□水墨  □油畫  □膠彩  □水彩 □書法 □其他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尺寸（公分）：長      ×寬      ×高 

 

 

 

 

 

 

 

 

作品相片浮貼 

＊5×7 或 8×10 吋照片或彩色輸出乙件（照片務求清晰） 

＊照片請勿折疊，可用 A4 信封投寄 

＊作品若不易辨別方向，請用箭頭表示作品方向 

＊請詳填下方表件之類別、題目、尺寸、創作年代 

＊參展作品限以二年內創作之作品為主。 (為避免作品重複參展， 

曾參與南投縣各機關團體辦理之各項展覽作品，不得再送展) 

 

PS:建議送件作品以原符合資格專長之作品為主。 

PS:若有作品照片電子檔可 e-mail 到學會信箱 art09227568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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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個人資料表（3） 

 

姓名  

作品類別 □水墨  □油畫  □膠彩  □水彩 □書法 □其他 

個人簡歷（50 字以內）      

□沿用 2021 資料 

個人生活照      

□沿用 2021 資料 

 

照片浮貼 

 

 

 

 

 

 

 

 

備註： 

1.請附生活照一張(未檢附生活照者，主辦單位有權自行處理)。 

2.個人簡歷，如有超出 50 字時，得由辦理單位進行內容刪減以利編輯。 

3.若有文字及照片電子檔請 e-mail 至 art0922756817@gmail.com 



9 
 

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作品標籤 

（本聯請作者繳交收件處） 

姓   名  電話  

作品類別 □水墨  □油畫  □膠彩  □水彩 □書法 □其他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長     cm × 寛     cm × 高     cm 

創作年代  

收件處 □凌煙閣   □儒林藝術中心   □水墨人間   □華廬   

 

…………………………………………………………………………………………… 

 

 

2022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作品標籤 

（本聯請作者貼於作品背面右上角,立體作品請貼於不影響作品觀賞之處） 

姓    名  電話  

作品類別 □水墨  □油畫  □膠彩  □水彩 □書法 □其他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作品尺寸 長     cm × 寛     cm × 高     cm 

收件處 □凌煙閣   □儒林藝術中心   □水墨人間   □華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