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藝術競賽、贊助與補助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網站 

01/01-02/01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視覺藝術常態補助．第一期 

https://www.ncafroc.org.tw/founding.html 

 

01/12-04/05 台灣美術獎 http://www.tas-tw.org/  

01/29-03/02 桃城美展 http://www.cabcy.gov.tw/web/LocalArt/TaoChengMeizhan  

01/05-01/11 全國美展 https://www.ntmofa.gov.tw/information_1078_119841.html  

03/01-06/01 南島國際美術獎 https://tm.ccl.ttct.edu.tw/southisland/  

04/09-06/10 屏東獎 https://www.cultural.pthg.gov.tw/default.aspx  

04/13-04/27 台灣美術新貌獎 https://www.tcsac.gov.tw/  

04/23-05/13 宜蘭獎 https://student.tnua.edu.tw/upload/files/1100002700_11.pdf  

05/03-05/07 臺灣國際藝術學會 金藝獎 https://www.dadun.culture.taichung.gov.tw/  

05/04-06/12 洄瀾美展 https://www.hccc.gov.tw/hualienart/  

06/01-06/3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視覺藝術常態補助．第二期 

https://www.ncafroc.org.tw/founding.html  

06/01-06/30 Pulima藝術獎 http://www.pulima.com.tw/Pulima/index.aspx  

06/01-07/31 台北美術獎 https://taa.tfam.museum/2021/index.aspx  

06/01-08/30 中國信託新銳美術獎 https://www.ctbcculture.org/w/CTBC/Index  

06/01-09/30 鴻梅新人獎 https://www.grandview.org.tw/  

07/27-09/29 MAKAPAH美術獎 https://www.makapah.com.tw/  

08/02-08/16 桃源美展 https://tmofa.tycg.gov.tw/ch  

08/10-09/22 台南新藝獎 https://next-art.tainan.gov.tw/  

09/01-09/30 世安美學獎 http://www.sancf.org.tw/SANCF_2015/default.php  

09/20-11/20 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 https://www.ttpaa.com.tw/ho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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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30 金車繪畫獎 https://www.kingcarart.org.tw/index.php  

10/01-10/30 奇美藝術獎 https://www.chimeimuseum.org/  

公告日起至-10/12 高雄科技大學青年藝術家典藏徵件 https://www.nkustarts.tw/ 

10/10-11/12 高雄獎 https://www.kmfa.gov.tw/Exhibition.aspx  

10/20-11/22 文化部 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https://grants.moc.gov.tw/Web/index.jsp  

11/1-11/5 竹梅源文藝獎 全國油畫創作比賽 https://wylf.org.tw/  

11/05-12/06 文化部 扶植青年藝術發展補助計畫 https://grants.moc.gov.tw/Web/  

12/06-12/25 ART FUTURE PRIZE亞洲新星獎 https://www.art-formo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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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駐村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網站 

公告日起至 06/08 臺北藝術進駐 https://air-artistvillage.org.tw/message_2.aspx  

公告日起至 07/15 太武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藝術進駐計畫（桃園） 

https://www.facebook.com/TaiwuNewVillage/ 

 

公告日起至 07/31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 

國際藝術家駐村計畫（高雄） 

https://www.facebook.com/kat1901.tw/  

公告日起至 11/30 群島藝術園區（台中） https://www.islands.tw/  

公告日起至 11/12 志哈克藝術實驗場（花蓮） https://gihakartlab.wixsite.com/website  

03/25-04/11 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 

駐村藝術家徵選 

https://www.tcsac.gov.tw/ 

 

04/01-05/31 駁二藝術特區藝術家進駐計畫（高雄） https://pier2air.wixsite.com/pier2air/apply  

05/1-06/30 慈恩國際藝術村藝術家駐村計畫（花蓮） https://www.arthualien.com/  

05/03-07/09 寶藏巖青年會所 

城南研究駐村計畫（台北） 

https://www.artistvillage.org/index.php  

06/15-07/17 臺藝大駐村藝術家徵選（新北） https://museum.ntua.edu.tw/A01-1.asp?kk=4028  

07/01-09/10 總爺國際藝術進駐計畫（台南） https://air-culture.tainan.gov.tw/  

07/01-09/10 蕭壠國際藝術進駐計畫（台南） https://air-culture.tainan.gov.tw/  

08/01-08/30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駐村藝術家遴選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warehouse/?ref=pages_you_manag

e  

08/01-09/30 众藝術徵件計畫／駐村計畫開跑（桃園） https://zone-art.wixsite.com/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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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徵件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網站 

公告日起至 10/10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Studio」展覽申請辦 

https://www.mocataipei.org.tw/tw/Application  

01/06-03/20 雨棚計畫 Canopy Project https://www.hfec.org.tw/lectures  

02/19-04/30 索卡藝廊 

索卡好樣 青年藝術家 

http://www.soka-art.com/  

03/01-04/30 臺北市立美術館年度個展徵件 https://www.tfam.museum/News/News_page.aspx?id=1497&ddlLang=z

h-tw  

07/17-09/30 北師美術館 

作夢計畫 DREAMIN' MoNTUE  

https://montue.ntue.edu.tw/dreamin-montue/  

11/24-01/15 新富町文化市場 

展覽徵件計畫 

http://umkt.jutfoundation.org.tw/news/58/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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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藝術競賽與贊助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網站 

詳情請見官網 ACC 2022獎助計畫 https://www.asianculturalcouncil.org/zh-hant  

詳情請見官網 Arte Laguna Prize https://artelagunaprize.com/  

公告日起至 10/31 專業人員及創作藝術家傅爾布萊特研習獎助金 https://www.fulbright.org.tw/zh-hant/ 

04/15-10/30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 http://www.lihpao.org.tw/index.php  

06/01-07/10 桃源國際藝術獎 http://tmofa-tiaa.com/  

01/15-03/15 Artolympia  https://www.artolympia.jp/lp/tn/ 

11/1-12/1 亞洲文化協會 https://www.asianculturalcouncil.org/zh-hant  

11/27 拉古納藝術獎（Arte Laguna Prize） https://artelagunaprize.co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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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駐村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網站 

詳情請見官網 98B合作實驗室（菲律賓 馬尼拉） http://www.98-b.org/ 

詳情請見官網 北海道札幌藝術進駐計畫（日本） https://s-air.org/ 

詳情請見官網 陶藝之森（日本 甲賀市） https://www.sccp.jp/e/  

詳情請見官網 當代藝術國際中心（美國 麻薩諸塞州） https://contemporaryartsinternational.org/  

詳情請見官網 聖塔菲藝術中心（美國 聖塔菲） https://sfai.org/  

詳情請見官網 ISCP國際藝術工作室（美國 紐約） https://iscp-nyc.org/ 

詳情請見官網 18街藝術中心（美國 洛杉磯） https://18thstreet.org/  

詳情請見官網 赫德蘭藝術中心（美國 加州） http://www.headlands.org/  

詳情請見官網 佛蒙特藝術中心（美國 佛蒙特州） https://vermontstudiocenter.org/  

詳情請見官網 安德森牧場藝術中心（美國 科羅拉多州） https://www.andersonranch.org/  

詳情請見官網 席勒藝術中心（捷克） http://www.schieleartcentrum.cz/  

詳情請見官網 荷蘭皇家視覺藝術學院（阿姆斯特丹） https://www.rijksakademie.nl/  

詳情請見官網 貝塔寧藝術村（德國 柏林） https://www.bethanien.de/  

詳情請見官網 灣園（英國 蘇格蘭） https://covepark.org/  

詳情請見官網 藝術空間（澳洲 雪梨） http://www.artspace.org.au/  

公告日起至 03/01 西帖國際藝術村（法國 巴黎） https://www.citedesartsparis.net/  

公告日起至 04/30 A Studio in the Woods  

公開徵求藝術進駐（美國 新紐奧良） 

http://www.astudiointhewoods.org/  

公告日起至 06/24 東京藝術空間 國際創作者駐村計畫 https://www.tokyoartsandspace.jp/en/application/index.html  

公告日起至 06/25 札幌天神山藝術工作室 

國際駐村計畫（日本） 

https://tenjinyamastudio.jp/en/  

公告日起至 11/30 紐約三角藝術協會駐村徵選（美國） https://www.triangleartsnyc.org/  

03/12-06/30 京都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進駐計畫（日本） https://www.kac.or.jp/eng/news/2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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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10/15 文化部選送文化相關人才出國駐村交流計畫 https://grants.moc.gov.tw/Web/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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