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美術館《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文化大使
徵選辦法
一、 徵選辦法 ：
本案將遴選對《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特展有興趣，
以及對東南亞文化推廣有活力之青年學子，於本展覽辦理期間，協助東南亞文化
推廣相關活動。凡欲參加文化大使徵選者，需具備基本電腦操作技能，並依據本
館訂定之徵選辦法辦理申請登記。
（一）徵選對象：
歡迎全國大專院校「東南亞籍」或具「東南亞新住民子女」身分之大專院校
在校學生、研究生等各科系學生報名。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 ～ 4 月 17 日（三）截止
（三） 甄選面談：2019 年 4 月 20 日（六）下午 2:00。地點為本館三樓第一會
議室，依報到先後順序進行面談。面談時，請簡述參與動機、個人特質、校園活
動經歷、對本展覽推廣活動之構想等。
（四） 報名方式及申請文件：
1.

申請表乙份（附件一）

2.

個人照數位檔一張 (檔案 1M 以上)(大頭照或生活照均可)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4.

「東南亞籍」之在校學生，請提供至少六個月以上之來台簽證影本。

5.

自傳（含「參與動機」等，格式不拘）。

6.

簡易的「東南亞文化推廣 3~5min 小影片」拍攝計劃書。

7.

一律採電子報名，請將填妥之報名表及各項表件，寄至承辦人電子
信箱 yaochun@kmfa.gov.tw。主旨註明：參加《太陽雨：1980 年代至
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文化大使徵選。

（五）公告錄取結果：將個別 email 通知，並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一）前公

告於本館官網 (www.kmfa.gov.tw)最新消息。
二、 任務內容：
1.

文化大使任期：2019 年 5 月 4 日（六）至 9 月 1 日（日）

2.

展前培訓：每位文化大使須參加由本館舉辦之展前培訓（4 月 21 日，
星期日 9:40-17:20，地點：本館 B1 演講廳）
，包括專家學者、藝術家等
親自導覽解說展覽、教育培訓課程等。

3.

宣傳品派放：由本展文化大使協助派放展覽海報、文宣品，並紀錄派放
的數量與地點。

4.

活動出席：展覽記者會、開幕活動，以及本展相關之行銷推廣等宣傳活
動。

5.

協助東南亞文化推廣之媒體行銷、宣傳：
（1）展期間提供觀展心得（至少 500 字）。
（2）展期間拍攝「東南亞文化推廣 3~5min 小影片」（例：介紹自己國
家小吃、文化藝術傳統（例：手工藝），簡易母語教學，或分享家鄉與
展覽之間的連結等）。

三、 文化大使獨享福利：
1.

文化大使服務證書

2.

文化大使暢遊卡 乙張，以及文化大使助理證 乙張（進入展場時，持文
化大使助理證者需由文化大使陪同）

3.

TATTOO 特展票劵 兩張

4.

高美館明日圖釘午餐貴賓劵 兩張

四、 檢附《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展覽簡介（附件二）

高雄市立美術館 Sunshower 展覽文化大使申請表
The application for SUNSHOWER cultural ambassador in KMFA
編號 No.:
英文姓名(護照格式為準)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日期 Date:

月(month)

日(date)

年(year)

English Name

性
別
Gender

身份證字號
ID/Passport

一吋照片黏貼處
(月 M)/

國 籍
Nationality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興
趣
Interest

電子信箱
email

專
長
Specialty

連絡電話
Phone

(日 D)/

(年 Y)

家 Home

One─inch photo

手機 Mobile

地
址
Address
母語與其他語
言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聽 □說 □讀 □寫

※學校 University / College

年級

Language
最高學歷

※系所 Department / Graduate School

(中、英文名稱)
Education Level
經

歷

Cultural sharaing
Experience
曾修習之相關課程
Experience of
Related
Curriculums
參與動機
Reason why you
want to be the
cultural
ambassador in
KMFA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電話 Phone
地址 Address

 標示※的欄位請務必填入英文資料。(Column with ※ must be filled in ENGLISH, please.)

台灣首度大規模東南亞當代藝術盛會

〈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由高雄市立美術館與東京森美術
館攜手策畫，聚焦於今日最引人注目的東南亞當代藝術，其自 1980 年代至今之
發展及轉變，呈現區域各國之民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多面向議題。
「太陽雨」是東南亞國家常見陽光普照同時降雨之天氣現象，以此作為東南亞
歷經社會變遷、滄海桑田的詩意隱喻；回顧區域歷史，二戰後去殖民浪潮引領
步入民主化與國際化，經歷殖民與獨立、獨裁政治與民主化、經濟發展與落
失，儘管走過動盪年代，晚近正迎著迅速的經濟與都會發展之劇烈變化。
歷時近三年之研究踏查，含括東協十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尼、汶萊、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精選 46 名當代藝術家，結合日本福
岡美術館及森美術館之東南亞藝術館藏，由六個不同的主題面向：激情與革
命、流動的歷史與記憶、多重的身份、發展與傳承之間、作為冥想的媒介、建
檔，捕捉在時代浪潮與波瀾下東南亞當代藝術發展之動態與多樣性。
「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為台灣首次大規模呈現東南亞當
代藝術與多元文化樣貌之盛會，於高雄市立美術館精彩展現東南亞當代藝術不
可思議的活力。
*原展覽由森美術館、國立新美術館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The Japan
Foundation) Asia Center 主辦，以及 14 位來自森美術館、國立新美術館與東南亞
之獨立策展人所策畫。

指導單位｜文化部、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策畫｜森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
主力贊助｜台新銀行
贊助單位｜台灣瑋信汽車、信源企業(股)公司、臺灣三千藝文推廣協會、美術
館之友聯誼會
指定飯店｜晶英國際行館
策展團隊｜
[國立新美術館] 米田尚輝（國立新美術館策展人）、喜田小百合（協同策展
人）、武苙由以子（助理策展人）、南雄介（愛知美術館館長/前國立新美術館副
館長）
[森美術館] 片岡真實（總策展人）、德山拓一（協同策展人）、熊倉晴子（助理
策展人）、荒木夏實（策展人）、近藤健一（策展人）、樁玲子（策展人）
[東南亞獨立策展人] Merv Espina（藝術家 / 策展人，菲律賓） / Vera Mey
（策展人，新加玻） / Ong Jo-Lene （策展人，馬來西亞） / Grace Samboh
（策展人，印尼）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玉玲（館長）、曾芳玲（展覽部主任）、柯念璞（助理策展
人）、方彥翔（助理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