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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藝博經驗豐富承先啟後，藝博經驗豐富

藝術台北執行團隊累積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博覽會

的經驗，曾入選 LA VIE 2015台灣文創 100之

十大會展、2015 TID Award空間裝飾藝術類獎

等多項殊榮。今年初的「ONE ART Taipei 2021 

藝術台北」不受疫情的引響，仍獲得上萬人次參

與，一齊締造上看千萬的絕佳銷售成績，全面

展現出台灣藝術市場「ON FIRE」欣欣向榮的盛

況。「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簡稱

OAT）將再次整合亞太地區的藝術產業，雙向推

動台灣潛在藏家開發與國際藏家交流服務，可望

吸引更多參觀人潮、再創銷售佳績。

亞太指標型飯店藝術博覽會之一亞太指標型飯店藝術博覽會之一

台灣以擁有成熟的藝術收藏體系及堅強的收藏

實力而聞名亞洲，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立足台北著眼國際，讓參展畫廊將代理藝術

家們推上國際舞台，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藏家客

群，從名家精品到充滿潛質的小品，讓亟欲擴

展藝術視野的新手藏家們，也可以在這邊挖掘

屬於自己的藝術珍寶。

多元行銷活動多元行銷活動

創造藝術新話題創造藝術新話題
ONE ART Taipei規劃多元行銷活動，從不同

層面發掘藝術無限潛力。「快閃美術館 (Pop-

up Museum)」以公共展區的形式，創造十足

話題性將藝術融入生活；「新賞獎  (ONE ART 

Award )」鼓勵 35歲以下年輕創作者，透過專

業的評審機制，持續挖掘藝術新秀；「最佳空

間呈現獎 (Best Interior Design Award)」融入

策展理念，邀請畫廊推陳出新，探索藝術品與

空間的更多可能性。

頂級名家作品，盡收眼底頂級名家作品，盡收眼底

展區規劃為「藝術無限（Unlimited）」邀請各

國優質畫廊展出現、當代藝術的頂尖作品；「發

現藝術（Discovery）」 關注並發掘藝術新星，

限定展出 35歲以下藝術家的優秀作品；「媒

體藝術（Media Art）」期待發現多元媒材的

創新藝術作品。OAT將再次打造豐富的藝術收

藏交易平台，期待能夠與所有熱誠的畫廊攜手

並進、共創亞太區的藝術發展巔峰 !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ONE ART TAIPEI
2022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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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套房藏家禮遇總統套房藏家禮遇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希望能提供藏家貴賓

們一個更輕鬆愉快的藝術交流空間，特別於活動

期間，在台北西華飯店總統套房中舉辦邀請制的

頂級禮遇活動，現場並有限量藝術品展出販售，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竭誠期盼各位能前來

一同品酩歡聚。

三千美金收藏入門三千美金收藏入門

ONE ART Taipei 不僅致力於開發年輕藝術瑰

寶，更是將深具潛力的好作品引薦給喜愛當代

藝術的收藏家。為此，OAT持續推廣並策劃了

「三千美金收藏入門」，邀請所有參展畫廊推薦

最多三件三千美金左右的作品，替喜愛當代藝術

且欲跨進收藏門檻的入門藏家引路，以輕盈、無

負擔的價格引薦優質的藝術家作品。而隨著天價

當代藝術品進入盤整階段，部分資深收藏家在追

高不易下反將目光聚焦在待開發的潛力藝術家，

關注經典的同時也不忘帶著尋寶的心情投資下一

代的當代藝術明日之星。而相較資深收藏前輩，

對初入門藏家來說，藝術品也不再遙不可及。其

作品的小巧、精緻性更是滿足年輕藏家在生活美

學上的空間展示需求。

快閃美術館快閃美術館

西華飯店於 1990年成立，象徵東西文化精華之

薈萃，館內設計、藝品陳設、家具擺列、悉心服

務、美饌料理，多方面展露「西方優雅」與「中

華經典」的完美融合。ONE ART Taipei特別在

西華飯店的公共區域規劃了數個區塊作為公眾展

區，讓往來的民眾可以無形之間與藝術產生對話

與連結。

新賞獎新賞獎

「新賞獎」- ONE ART Taipei 2022 最受矚目的

活動之一，誕生藝術新星的搖籃，發現並看到未

來藝術趨勢的端倪！藝術市場逐漸崛起之時，其

版圖如何重整也是許多人關注的話題之一，「新

賞獎」由優質畫廊推薦一位 35歲以下的藝術新

秀參賽，透過各領域專業評審進行嚴選，獲獎作

品將為新興藝術領航，更在藝術收藏潮流做精準

的聚焦！ 2022年，新賞獎評審團的組成，一樣

結合了「學術、收藏、策展、媒體」等多元面向

及跨域專業，試圖從兼具當代藝術性以及市場性

選出深具潛力的年輕作品，此重要指標性大獎將

於 1月 14日開幕午宴上公布。

行銷活動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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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空間呈現獎最佳空間呈現獎

為了讓畫廊重拾飯店型藝術博覽會的初衷，更能

巧妙的運用有限制性的空間去呈現作品的特色，

所以特別成立獎項，鼓勵畫廊能推陳出新，讓藝

術展現有更加多元的風貌。 

ONE ART Taipei 2022藝術台北舉辦「最佳空

間呈現獎」，看參展畫廊如何在飯店空間中大展

身手，在展間中精心設計出絕佳的展覽空間，令

觀眾走進每間展房都是一次又一次的驚喜，也將

大幅提升活動的整體視覺享受。

活動最終日將經由評審團選出優選一名，將獲得

下一屆 ONE ART Taipei的展位費五折優惠（展

區及房型由執委會決定）。

2 3
ONE ART Taipei 2021 最佳空間呈現獎得主 : 白石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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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貴賓室加購私人貴賓室加購

為提供展商更多與重要藏家貴賓交流的方便性及

隱密性，本屆 ONE ART Taipei特別推出私人貴

賓室加購方案。私人貴賓室加購房型限精緻客

房，加購價格為每間 USD 1,500，每家畫廊每展

區限加購一間。加購私人貴賓室之展商將於展房

抽籤時優先進行主展間抽籤，再由大會安排相鄰

的展房作為私人貴賓室並分配房號。

為了維持展場一致性，請加購私人貴賓室的展商

務必遵守以下大會規範 : 

1展期間私人貴賓室房門須保持開啟，私

人貴賓室入場管制由畫廊維護，大會將

特別於展房門牌上標示私人貴賓室並提供紅

龍以明顯區隔貴賓室與主展間。

2展商可於私人貴賓室內佈置展品，惟展

出藝術家應與報名參展時一致並符合展

區規範。

3媒體展區恕不適用於私人貴賓室加購方

案。

4凡報名藝術無限豪華套房或行政套房之

展商，大會即贈送私人貴賓室一間。

5OAT執委會保留最終解釋權。

展商服務

活 動



請於2021年 11月 4日 (四 )
前至 OAT官方網站 (onearttaipei.com) 完成線上

報名，提交申請表的同時，申請畫廊需繳交保證

金費USD 300。

*報名完成後將會收到 ONE ART Taipei執行委員會的報名成

功通知信件，若於三日內未收到任何確認郵件，請儘速向執委

會確認。

*未錄取畫廊將扣除相關手續費用後，退回保證金；入選之畫

廊若因故退出，保證金則不予退回。

美金帳戶資訊
Bank Name | BANK SINOPAC
Bank Address | 9F., No.36, Sec.3, Nanjing E. 
Rd., Taipei, Taiwan
Swift Code | SINOTWTP
Account Name | Asia Pacific Artlink Co., Ltd.
Account Number | 009-008-0009355-1

・請確保匯出款項已另加上銀行轉帳匯費，匯款

入帳金額應為以上實際相同金額。

・若您有開立發票之需求，請您將匯款單回傳

時，註記貴司名稱與統一編號。

・為提供更優質的展商服務，OAT提供信用卡繳

費服務，刷卡手續費 8%需另計，由參展商自付。

・若欲以信用卡繳費或想了解更多資訊，請與執

委會聯繫。

藏家預展｜ 2022年 01月 14日（五）

公眾開放｜ 2022年 01月 15日（六）

                      2022年 01月 16日（日）

博覽會地點｜台北西華飯店

                         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1號

・參展畫廊需為有實體空間並每年舉辦三檔展覽

以上之畫廊，不接受藝術家個人或交易機構申請。

・「發現藝術 (Discovery) 展區 」中的參展作品

請以藝術家近兩年內的創作為主，參展作品經執

行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需於博覽會期間公開展示於

畫廊展位中，未經主辦單位同意，參展單位不得

任意更換參展藝術家名單；若參展單位所提供的

申請資料內容不實，或無法遵守本規範者，主辦

單位保留取消其參展權利。

・飯店型博覽會具有展場空間陳設的挑戰性，在

此建議參展畫廊可針對「主題策展」或「空間特

殊規劃」等方向，另行提出作品呈現的概念企劃

書，加強送審資料之完備性。

・主辦單位之評審委員將對報名參展畫廊及藝術

家進行審核，並依據評審團之決議，保留同意畫

廊參展與否之權利。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博覽會資訊博覽會資訊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報名條件及審核報名條件及審核

信用卡繳費｜信用卡授權書下載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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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畫廊精選，展出
藝術家年齡不限、作
品類別不限。

限展出 35歲以下的
藝術家，作品類別不
限。

開放有版次之多元媒
材例如攝影、錄像、
裝置之創作，展出藝
術家年齡不限。

限藝術無限及發現藝術
展區加購，每間展商每
展區限加購一間。

藝術無限

Unlimited

發現藝術

Discovery

媒體藝術

Media Art

私人貴賓室加購

Private VIP Room

房型總表房型總表

精緻客房
12坪 / 40平方公尺

豪華套房
18坪 / 60平方公尺

行政套房
27坪 / 90 平方公尺

展區

房型

4,900 3,300 2,100 1,500
USD USD USD USD 

7,000
USD 

11,00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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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分類展區分類

精緻客房  12 坪 / 40 平方公尺精緻客房  12 坪 / 40 平方公尺

各國畫廊精選，展出
藝術家年齡不限、作
品類別不限。

限展出 35歲以下的
藝術家，作品類別不
限。

2張藏家卡、15張貴
賓卡、10 張單日票
券、5 張展商證、3
本大會專刊 (每間畫
廊可以刊登兩面專刊
頁面，含作品一幅 )
*提供藏家招待住宿
1晚

2張藏家卡、15 張貴
賓卡、10 張單日票
券、5 張展商證、3
本大會專刊 (每間畫
廊可以刊登兩面專刊
頁面，含作品一幅 )
*提供藏家招待住宿
1晚

開放有版次之多元媒
材例如攝影、錄像、
裝置之創作，展出藝
術家年齡不限。

限藝術無限及發現藝術展
區加購，每間展商每展區
限加購一間。

實際房型平面以抽籤房號為準

展區

2張藏家卡、15張貴
賓卡、10 張單日票
券、5 張展商證、3
本大會專刊 (每間畫
廊可以刊登兩面專刊
頁面，含作品一幅 )
*提供藏家招待住宿
1晚

價格

內容

藝術無限
Unlimited

發現藝術

Discovery

媒體藝術

Media Art

私人貴賓室加購

Private VIP Room

4,900
USD 

3,300
USD  

2,100
USD 

1,50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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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房型平面以抽籤房號為準豪華套房  18 坪 / 60 平方公尺豪華套房  18 坪 / 60 平方公尺

8

各國畫廊精選，展出藝術家年齡不限、作品類別
不限。

展區

5張藏家卡、15張貴賓卡、10張單日票券、5張展
商證、3本大會專刊 (每間畫廊可以刊登兩面專刊頁
面，含作品一幅 )
*提供藏家招待住宿 1晚

價格

內容

7,000
USD   

藝術無限

Unlimited



行政套房  27 坪 / 90 平方公尺 行政套房  27 坪 / 90 平方公尺 實際房型平面以抽籤房號為準

9

各國畫廊精選，展出藝術家年齡不限、作品類別不限。

展區

10張藏家卡、15張貴賓卡、10張單日票券、5張展商
證、3本大會專刊 (每間畫廊可以刊登兩面專刊頁面，
含作品一幅 )
*提供藏家招待住宿 1晚

價格

內容

藝術無限

Unlimited

11,000
USD   



・參展單位不可分租申請展位或與任一公司分享同一展位，確認參

展畫廊亦不得任意變更或轉讓展位給其他畫廊。

   參展單位若需自海外進口博覽會相關展品，請自行安排運輸商辦

理展覽品運輸並委其代為申請「藝術品進口免關稅」。主辦單位將

無法代為申請「藝術品進口免關稅」服務，展商進口所衍生之進口

關稅、報關及銷售所得稅等，需由參展單位自行負責及負擔。

   如發生不可抗拒之外力，如天災、疫情或政治因素等，嚴重影響

博覽會之正常作業，主辦單位有決定延期或縮短展期之權利。若活

動因前述不可抗拒因素而取消，主辦單位得在扣除 20%行政作業費

用後將餘額退費予參展單位。

展覽規範展覽規範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鄭庭薇｜展會主任｜ +886925-600-289鄭庭薇｜展會主任｜ +886925-600-289

柯乃禎｜展商服務專員｜ +886966-101-176柯乃禎｜展商服務專員｜ +886966-101-176

林明儀｜媒體行銷專員｜ +886903-122-799林明儀｜媒體行銷專員｜ +886903-122-799

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執行委員會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執行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 191號 6樓之 1  

電話｜ 02-2325-9390 

傳真｜ 02-2325-9380

信箱｜ info@onearttaipei.com

官網｜ onearttaipei.com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