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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南島國際美術獎 曾
敏富與譚若蘭「時間細…

喝一杯香濃濾掛，開啟
高效率工作狀態

原住民藝術節「翻動」
世代 台北當代藝術館…

這只汪星人萌化了！狗
年必旺單品

新北環保局歡慶30週年
推有趣好玩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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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商展 今開幕 奇美復華日照中心 揭牌

延伸閱讀

「想到妳就很提神」 露骨對話被求償300萬 聯合新聞網 24分鐘前

毒蟲見警飛車逃逸摔車被逮 半路丟毒卡在排水溝蓋認裁 聯合新聞網 24分鐘前

催繳107年汽機車燃料費 逾期繳納將處300元鄉-3000元 勁報 46分鐘前

影／板橋警查獲毒趴 起出海洛因壓模器 聯合新聞網 54分鐘前

住警器保平安 竹市3起火警均因住警器成功示警未釀災情 勁報 55分鐘前

核廢料要放在同意票最高的縣市？孫大千：幹話連篇 民眾網 1小時前

北農解職吳音寧 柯文哲：民進黨解決自己問題 中央社 1小時前

出席旅展開幕 韓國瑜盼旅遊業顧好品質 中央社 1小時前

潘孟安：南高屏區域共同治理不變 中央社 2小時前

臺南市後備部心輔講座 激發官兵正向能量 勁報 2小時前

菜賤傷農  瑞芳警集資買愛心菜 民眾網 3小時前

霧峰稻田設棲架 成功吸引黑翅鳶停駐 中央社 3小時前

高齡化社會到來 3D整合照護銀髮族 中央社 3小時前

暖警助失智老翁返家 民眾網 3小時前

三重旅社吸毒遇警臨檢 心虛9樓跳窗墜樓送醫不治 聯合新聞網 3小時前

水上鄉民宅氣爆 瓦斯外洩大火嚇人 聯合新聞網 3小時前

小六女被母男友強拉上車性侵 4歲弟嚇出尿哭罵變態 聯合新聞網 3小時前

彩秋總監暨和平海報委員會主席曹蕥蘭邀請您出席12月1日和平海 民眾網 4小時前

滿山楓紅將落幕 武陵臘梅香綻放 中央社 4小時前

嘉義住宅火警引發氣爆 幸無人受波及 中央社 4小時前

南島國際美術獎 頒獎

台東縣政府推出的二○一八南島國際美術獎大獎，在激烈的競賽中，八日在美術館大文創教室成

績揭曉並進行頒獎(見左圖)，來自香港的Matthew Tsang(曾敏富)與CordeliaTam(譚若蘭)以作品

「時間細讀」奪得首獎三十萬獎金，撒部噶照、Hui-Ying Tsai(蔡慧盈)& Jonathan Grover分別

以作品「垃浪來襲」、「Turquoise Wind」(水藍色的風)獲得優選獎金十萬元。
 

 

今年南島國際美術獎的競爭非常激烈，十組駐村藝術家，經過激烈公正專業的初審複審，直到完

成駐村創作，今天下午二時舉行展覽揭幕。南島國際美術獎首獎作品「時間細讀」以圓形為主

調，帶出各種族的融和及稻田的四季，展現阿美族在豐年祭的時候圍圈跳舞的情境，利用傳統農

具在混合了砂土和榖殼的盤上轉動，就如南島人在這片縱谷地帶挖掘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土地，農

具在慢慢轉動中見證傳承。Matthew Tsang與Cordelia Tam在池上駐村期間收集紙張製成再造

紙，運用稻米作為素材，展現池上人對生活的滿足、對人的尊重、對大自然的敬意。池上鄉長張

堯城親臨頒獎典禮現場為駐村藝術家加油，現場得知駐村藝術家獲得大獎，同聲慶賀。
 

 

撒部噶照的作品「垃浪來襲」以海洋垃圾廢棄物為創作媒材，隱喻人類製造使用便利的塑膠製

品，最終都成為垃圾，這些垃圾污染了土地、海洋，留給下一代消滅不完的垃圾，接著一波又一

波的垃浪來襲，最終回到人類身上。Hui-Ying Tsai & Jonathan Grover以「Turquoise Wind」

是結合聲音雕術的陶瓷互動裝置，觀看者觸摸陶件即觸動聲音裝置，聽見阿美族語吟唱與邦板牙

語朗讀，聲音與陶件作品創作運用海洋與自然等南島文化元素。
 

 

臺東縣長黃健庭表示，這是南島國際美術獎歷年來水準最高的一次，從南島語族的發展歷史來

看，臺東與國際之間的文化交流，已經有很長遠的歷史了，如何將南島文化與創作藝術結合，台

東縣政府於二○一一年舉辦首屆南島國際美術獎，是以油畫為題材，第二年起採納各方建議擴充

為複合媒材創作，二○一四年之後每兩年舉辦一次，並改為全球徵件並駐村創作，南島國際美術

獎至今已七年，而今年是第五屆，今年徵件的作品超過百件，其中二七％為來自國外的藝術家，

是舉辦至目前最多人參與的一次，希望南島國際美術獎這全球性的活動能夠在臺東持續的推動，

我們希望讓更多優秀的藝術家看見臺東。」
 

 

此次受邀進駐的十人(組)藝術家，分別來自瑞典、美國、加拿大、蒙古、菲律賓等地，他們的作

品即日起在臺東美術館展至十二月九日，邀民眾一起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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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南島國際美術獎 曾敏富與譚若蘭「時間細讀」獲首獎 黃健庭縣… 中央社訊…

駐村池上看見人性美善 南島國際美術獎香港藝術家奪魁 教育廣播…

藝術家傅雅雯參加德國「CYNETART Festival」新媒體藝術節抱回競… 中央社訊…

臺灣藝術家王博彥作品「薩烏達德」 於洛杉磯18街藝術中心展出 中央社訊…

藝術家許家維新作《黑與白—馬來貘》紐約國際首展 中央社訊…

2018臺中花博「原生祕境」 Alian駐村工作室 以圖像述說原鄉生命智… 中央社訊…

京都藝術家石川善一慷慨捐畫 29件作品抵台開箱 中央廣播…

嘉義黑金段藝術節　18組創作者參展 台灣好

海廢也可以很藝術 你你你的傑作 教育廣播…

107年度「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暨「臺灣資深藝術家影音… 中央社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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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分享 成為朋友中第一個說這個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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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LAND雅蘭 X The Club 獨家秋冬優惠 贊助 AIRLAND雅蘭

找日本泡湯酒店？〝人氣酒店１５折起〞馬上預約►點我GO 贊助 JAPANiCAN

風靡意大利市場品牌 冬奧會指定床褥 | 旋風式來港 贊助 Dorelan多運來床褥

原來買行貨偈油有咁多著數？ 贊助 Shell 超凡喜力機油

【SHAPE/WMG課程諮詢日】立即登記！ 贊助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SHAPE)

Merrell秋冬系列 THERMO FREEZE 於Mirabell有售 贊助 Merrell.HK

【攞A要準備】98%考試好壞在於精神狀態，對嗎？ 贊助 DotDot As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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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粒大蒜蛋黃 體驗充滿活
力的生活！讓健康長駐！

PR

「在家就可以自己施打玻尿
酸」的技術！只要3秒●●讓你
的肌膚沒有細紋、不會下垂！

PR

情侶日本必朝聖→名古屋．東
山天空塔｜綠意隧道+環繞夜
景　-愛知県名古屋市

PR

替代役沒請假就消失219小時
辯稱發燒腳痛遭打臉

實習國道警遭撞腦死 器捐大愛6
病患

涉嫌性侵造型師、編劇及粉
絲？ 秦偉堅決否認

投資比特幣超簡單~立即註冊獲
得10萬美元虛擬資金！

PR

彩韻國際水彩名家展 兩岸三地
大匯集

比維它命C比還有效的！完全根
治你的痘痘，只要１個月！

PR

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基因編輯
嬰兒 在中國誕生

記者真實採訪，學習理財活用
小資薪水，簡單滾出人生100
萬，年輕就能買房買車！

PR

四價疫苗也出包 開業醫師：根
本不夠用

2019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 探討
監控與解放

北台灣低溫下探19度 氣象局：
注意保暖！

20年來近視雷射大躍進！提供
客製化矯正方案。一個下午擺
脫近視，隔天正常作息！

PR

9、10月發票 千萬特別獎號碼
96363025

【台北瑜珈會館】下班後總是
感到肩頸僵硬、腰痠背痛?用瑜
珈釋放身體壓力，寵愛自己

PR

別羨慕了，放下懊惱！把握機
會，不容錯過的【溫泉季年度
優惠】進入最後倒數！

PR

紅教領袖意外身亡 達賴喇嘛繼
承討論無限期延遲

網友大推，深山秘境的巧克
力，現在不用出門也能宅配到
府!

PR

寶寶的萌樣總是擄獲爸媽的
心，攝影師神手捕捉敲口愛的
瞬間～

PR

政院：非核家園不再設定2025
年期限

吳音寧即日解職 北農董事會通
過

灰指甲有救了！德國新一代科
技生物膜 塗七天告別灰甲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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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 Douglas 國際知名
窗簾品牌，創立超過60年，
皇牌產品包括柔紗簾、電動
風琴簾、日夜簾等。
Hunter Douglas

廣告

仍在尋找聖誕禮物給另一
半？
MaBelle

廣告

住警器保平安 竹市3起火警
均因住警器成功示警未釀災
情

為照顧65歲兒子 86歲阿嬤
20多年沒去過餐廳吃飯

孫安佐獲釋 孫鵬：終於可以
好好睡一覺

研究顯示，連續3年香港人
的英語能力都有所提升，你
是否能跟隨這個大趨勢? 保
持着個人的競爭力?
Englishtown

廣告

PayPal 提供全面賣家交易
安全措施，保障你的網上業
務收益
PayPal

廣告

輪狀病毒出沒 BB高危注意
GSK

廣告

一路領先 台東饒慶鈴當選台
東縣長

盈大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公
司註冊、報稅服務
Profit Accounting

廣告

「MOD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
大賽」頒獎典禮 百萬獎金得
主揭曉

人氣觀光景點 白川鄉
yokosojapan-tour.com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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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新賽局
解析鴻海未來投資價
值 你的股票該留還
是該賣？ 一份關鍵
文件顯示，鴻海計畫
大砍900億元台幣支
出，本刊全面解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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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朋友中第一個說這讚的人

PO 新聞
24 minutes ago

這樣是明示了嗎？  
https://times.hinet.net/times/news/2
211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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