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 預展午宴隆重開幕
頒第四屆「新賞獎」新秀
「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第四屆展會於2022年1月14日至16日在台北西華飯
店盛大展出，本屆展覽延續歷屆經典「藝術無限（Unlimited）」、「發現藝術（Discovery）」
及「媒體藝術（Media Art）」三大主題及兩大獎項「新賞獎（ONE ART Award）」、「最佳空
間呈現獎（Best Interior Design Award）」。此外，大會精心規劃出三場呼應當代藝術為
主題的講座，讓藝術愛好者掌握最新藝術趨勢。
「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執行董事王瑞棋表示：「今年參展的畫廊高達70間
展間，包括來自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英國、法國的畫廊齊聚一堂。希望ONE
ART Taipei提供相對開放的場域及交流平台，與國內外的展商一同合作展現藝術的各
種可能性，在全球化的藝術市場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並形塑亞太地區的藝術價值。」身
為亞太地區最具指標性的飯店型藝術博覽會之ㄧ，OAT每一年規劃的展覽飽受藝術愛
好者推崇，觀展人數節節升高外，展會上的藝術品也在這幾年屢創銷售佳績。

開幕午宴眾星雲集 政商名流親臨現場揭開藝術序曲

台北市府市長室主任謝明珠，台北市政府市長室涉外事務處副執行長益子翔，文化部
蕭宗煌次長於展期間蒞臨觀展。長年投入藝術收藏的演藝名人兼策展人黃子佼、孟耿
如伉儷、丁春誠率先登場；國際巨星林俊傑到場參觀藝術精品，掌握最新藝術市場趨勢
；本屆星光熠熠添增展會光彩。
1月14日第四屆開幕午宴上正式開展，本日開幕午宴的出席嘉賓驚喜不斷，首先由歷
屆支持藝術推廣的西華飯店常務董事劉恆昌先生蒞臨致詞為本屆展會獻上祝福及期
許；華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夏基恩 (Achim v. Hake) 總經理，「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主席贊助德國赫斯特瓷器鐘勇文董事長及愛默生藝術事務所總監王焜生策
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資深顧問暨藝術顧問陸潔民老師，OAT資深藝術顧問周士涵
先生，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吳秋賢執行長，國際藝術市場顧問嚴仲唐策展人
等政商界知名人士均出席該場盛會。

第四屆「新賞獎 (ONE ART Award)」頒獎 評審團隊讚今年新銳作品令人驚艷
「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於開幕午宴上隆重頒發揭曉第四屆 「新賞獎 (ONE
ART Award)」得主，榜單包含新賞獎三名優選與兩件入選作品。今年展會邀請到的評
審團隊陣容強大，邀集了國際間知名學術、收藏、策展與媒體等多元領域更橫跨時尚
圈、建築設計專家由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蔣惠亭顧問，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
術史系助理教授許遠達先生，喜事國際時尚集團創辦人馮亞敏女士，知名藏家暨藝術
顧問謝亞修與《藝術收藏+設計》月刊林志鴻主編共同組成本屆頂尖團隊，並決選出35
歲以下藝術新秀 。
第四屆「新賞獎 (ONE ART Award) 」優選藝術家及作品為：曾麟媛《得以相見》、林昱樺
《白山》以及黃麟詠《送一個比你還重要的禮物-信仰》。曾麟媛藝術家透過單一的視覺
畫面打造出讓人觸動的細膩創作《得以相見》榮獲評審團佳評，拿下第一名成績。二名
獲獎藝術新秀為林昱樺帶來作品《白山》將當代建築的特色與元素置入其中，延續歷代
花卉藝術之精神，也彰顯當代社會多元的特質。新賞獎的第三名頒發給藝術家黃麟詠
《送一個比你還重要的禮物-信仰》，該手繪作品以諧擬式的對話製造出視覺衝突，試圖
與當代對話，反應真實社會狀態。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第四屆新賞獎入選佳作則
為：藝術家張般源《內境修屍還神圖》與藝術新秀蔡名璨《黑家俱38》獲得本屆殊榮。張
般源《內境修屍還神圖》延續2019年北美館個展《自我、人與機械及其殘餘》以當今科技
的觀看力量探討內在身體圖景的揭露與內觀身體的想像；蔡名璨《黑家俱38》試圖以傳
統水墨在不同維度的表現形式探討現代人身心靈的平衡。評審團隊盛讚今年參選作品
的風格多元，展覽內容精彩可期 (詳見附件ㄧ)。
橫跨國內外重磅級當代畫廊在「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重磅展出
來自世界各地風格迥異的新銳藝術家將於2022年1月14日至16日在西華飯店展間隆重
展出，展覽內容囊括多元媒材的創新嘗試，以下特別介紹海內外重量級當代畫廊及其
藝術家作品：今年的展會吸引到大量的新興收藏家，TEZUKAYAMA GALLERY代理小
池一馬的新秀作品反應良好，尤其是《BC210928》、《BC210727》的作品特地由海外運
至台灣展場最受歡迎，預展日已全數售出。本屆策展主題飛皇畫廊 (Feihwang Gallery)
代理楊納作品《聽雨Hearing the rain》，由策展主題「夢-與幻之間」演繹女性藝術家精
彩代表作品，展出作品媒材看似單一卻極為多元，在不同金屬材的的自然表面下，不
需再另外有表面的塗層，在精算後的輪軸與自然風力的帶動下，自由的輪轉著，看似
來自工業下的產物卻與自然達到最和諧的關係。首都藝術中心 (Capital Art Center) 推

舉藝術新秀許旆誠、邢力云作品，策劃「春 」為本屆展覽空間主題，攜手台灣當代創作
者的多元媒材創作為觀者帶來新年初始的新興充沛能量。探討與重建當代社會意識結
構關係的當代藝廊EQUAL = 等號 (Equal Art Lab) 策展主題「Taiwan Urbart 台灣潮」將
帶來「仙女」倪瑞宏藝術家創作《苦苦的這一杯酒》及新秀黃昱佳壓克力畫作發展出個
性鮮明的藍獸之立體創作《歡迎光臨》，多位在國內社群內熱度極高的藝術家創作令人
期待。來自日本的Art Space 金魚空間 (Art Space Kin Gyo Koo Kan) 推出之代理藝術
家精選企劃「日本新一代藝術家九人聯展」，特別推薦高關注度之國際藝術家佐久間友
香SAKUMA Yuka作品《我想傳達給你的事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榮獲2021年名古屋
古川美術館賞，現在已經於東京、台北及洛杉磯均有代理畫廊。乙皮畫廊 (iP Gallery)
本屆策展主題「複視界」，代理新秀柯燕茹《黑眼睛》隱喻著生地之上拇指姑娘與萬物之
間的相互觀看，他們正展開一段新的關係，在一份新的契約之下共生。
「最佳空間呈現獎 (Best Interior Design Award)」 1月15日將公布
為了讓畫廊重拾飯店型藝術博覽會的初衷且能更加巧妙的運用有限制性的空間去呈
現作品的特色，因此ONE ART Taipei藝術台北特別成立 「最佳空間呈現獎 (Best
Interior Design Award)」，藉此鼓勵參展畫廊推陳出新，讓藝術展現有更加多元的風
貌。評審團隊將以參展畫廊的策展概念、分別在佈展空間設計，以及氛圍營造上是否
能帶出觀者的沈浸式體驗與視覺享受，作為獲獎關鍵。最佳空間呈現獎評審團隊由商
界知名人士組成，名單包含萊特威爾股份有限公司翁小涵與李品濤創辦人，喜事國際
時尚集團營運長宋安與繽紛室內設計有限公司設計總監江欣宜與藝術總監何政宏老
師親自參訪各畫廊，並將於1月15日公布得獎畫廊 (詳見附件二) 。
ONE ART Taipei x 德國赫斯特瓷器 攜手於總套展出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2022首席贊助夥伴「德國赫斯特瓷器」將於台北西華飯店19
樓總統套房策展，主題為「Mystery：Enter fascinating porcelain world.
#mysteryh.chster」。展間打造沈浸式奢華享受，以純淨的白色為主視覺基調，輔以金色
的低調奢華感，打造回歸自然的夢幻白瓷意境，作為Mystery系列的首發，進行新品發
表的第一波宣傳。更請調香師特製赫斯特獨家香氛，讓貴賓一踏入展間便被氣味提醒
，更順暢地進入視覺感受的整體氛圍。
「ONE ART Taipei 2022 藝術台北」細緻策劃多元樣貌的藝術展間表現方式，推廣藝術
不遺餘力，期望透過不同的感官體驗讓觀者享受藝術風采；本屆獨家企劃包括與
TOSCANA餐廳合作推出「藝術菜單（Special Art Menu)」、挾「藝術即生活」為理念挑
選金魚空間 (Art Space) 推舉藝術家北本晶子藝術作品《三明治》，首都藝術中心

(Capital Art Center) 代表藝術家謝高元作品 《Lady bug》四季彩舎畫廊推派安岡亜蘭
《皐月》作品，敦煌藝術中心《禧牛》 及乙皮畫廊《胞胎》，獨家「食尚饗宴」藝術作品在視
覺上提供觀者色香味俱全的感受，透過繽紛色彩的引導與生動的作品表現，御用主廚
李湘怡結合藝術作品設計客製化菜單，讓藝術作品的意念融入主廚佳餚，提供賓客視
覺及味覺的雙重享受(詳見附件三)。「快閃美術館(POP UP Muse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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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當代藝術作品中，討論熱度最高的兩
位日本藝術家為土屋仁応與塩田千春，讓往來的民眾可以無形之間與藝術產生對話與
連結。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細緻策劃多元樣貌的藝術展間表現方式，即是為了讓觀展
嘉賓們能夠享受最佳的沈浸式體驗，讓藝術愛好者能夠突破邊界探索最新藝術趨勢。
結合歷屆累積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博覽會的經驗，今年特別增設藝術講座讓都市內的藝
術沙龍成真；除了視覺及聽覺享受外，觀者能透過食尚佳餚「吃」下藝術品。OAT致力於
國內外藝術畫廊跨產業交流，攜手各界共同推廣藝術市場，提供藝術創作者一國際舞
臺；新賞獎提攜藝術新秀，嘗試為35歲以下藝術家創造強力動能，讓世界看見台灣亮眼
的藝術能量，本屆展會多元國際型藝術創作不容錯過。

【關於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
ONE ART Taipei藝術台北（簡稱OAT）致力打造亞洲區最具指標性的高端飯店型藝術
博覽會。主辦單位亞太連線藝術有限公司（Asia Pacific Artlink Co., Ltd.）成立於2017年
，旗下辦理當代藝術博覽會與攝影活動，飯店型藝術博覽會「ONE ART Taipei 藝術台
北」與攝影活動「Photo ONE」為旗下展覽。主辦單位累積多年經驗，致力打造亞洲區最
具指標性的高端飯店型藝術博覽會，於2019年、2020年、2021舉辦三屆「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簡稱OAT）成功獲得各界支持。第四屆將於2022年01月14日-2022年
01月16日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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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T 品牌官網：https://www.onearttaipei.com
OAT Instagram：@onearttaipei
OAT Facebook：/Onearttaipei
OAT Youtube：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媒體新聞聯繫人
亞太藝術連線有限公司
林明儀 Dora LIN
電話: +886-2-2325-9390 | +886-903-122-799
Email: info@onearttaipei.com
博覽會地點

台北西華飯店15-17樓（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1號）

藏家特別預展 2022年01月14日（五）13:00-15:00
貴賓特別預展 2022年01月14日（五）15:00-20:00
公眾開放時間 2022年01月15日（六）12:00-20:00
2022年01月16日（日）12:00-20:00

【附件一】第四屆「新賞獎 (One Art Award)」得獎名單與評審名單
優選作品
●

涅普頓畫廊 (Neptune Gallery)｜林昱樺｜《白山》｜天然礦物顏料、胡粉、銀
箔、墨、鳥之紙｜91 x 72 cm｜2021

●

大雋藝術 (Rich Art Gallery)｜黃麟詠｜《送一個比你還重要的禮物 信仰》｜油
畫畫布｜200x159 cm｜2021

●

也趣藝廊 (AKI Gallery) ｜曾麟媛｜《得以相見》｜壓克力、畫布｜150 x 112
cm｜2021

入選作品
●

日帝藝術 (Helios Gallery)｜ 張般源｜《內境修屍還神圖》｜油彩 壓克力 噴漆
木板｜100x160 cm ｜2020

●

多納藝術 (Donna Art) ｜蔡名璨｜《黑家俱38》｜紙本設色｜60 x 60 cm｜
2021

評審名單
●

林志鴻
《藝術收藏+設計》 月刊主編

●

許遠達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
助理教授

●

馮亞敏
喜事國際時尚集團執行長

●

蔣惠亭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顧問

●

謝亞修
藏家/顧問

【附件二】「最佳空間呈現獎 (Best Interior Design Award)」 評審名單

●

何政宏、江欣宜
藝術家

●

宋安
喜事國際時尚集團營運長

●

翁小涵、李品濤
萊特威爾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附件三】台北西華飯店「藝術菜單（Special Art Menu)」 作品與資訊
藝術菜單（Special Art Menu) 作品
●

Art Space 金魚空間 (Art Space Kin Gyo Koo Kan)｜北本 晶子 (KITAMOTO
Shoko)｜《三明治 Sandwich》｜壓克力顏料，紙｜22x27.3cm｜2021

●

四季彩舎 (SHIKISAISHA GALLERY)｜安岡亜蘭 (Aran YASUOKA)｜《皐月
SATSUKI》｜Acrylic, Cloud skin Hemp paper｜41.0×24.2cm｜2021

●

首都藝術中心 (Capital Art Center)｜謝高元 (James HSIEH)｜《Lady bug》
｜綜合媒材 Mix Media｜81×81×46 cm｜2018

●

敦煌藝術中心 (Caves Art Center) ｜游智涵 (Chi Han YU)｜《禧牛 Jubilee》
｜紙漿、白膠、銅、壓克力上色｜23x13x33｜2021

●

乙皮畫廊 (iP Gallery)｜張惠竹（Hui Chu CHANG）｜《胞胎 Twins in the soul
》｜複合媒材｜17x17x10cm,18x19x10cm｜2019

藝術菜單（Special Art Menu) 資訊
●

販售時間:2022 年 1 月 14 日(五) 至 01 月 16 日(日)

●

販售地點: 台北西華飯店 一樓 TOSCANA 義大利餐廳

●

費用:每套 NTD.2,800+10%(一人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