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屆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 

臺灣學生館 
策 展 徵 選 

      Taiwan Student Exhibition 

Curatorial Competition 
 

四年一度的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Prague Quadrennial of Performance 

Design and Space，簡稱 PQ）是現今全球最大，以劇場設計、表演設計及表演

建築為主的國際展覽與藝術節，除了舉辦工作坊、演出、座談會等多項活動，每

屆重頭戲莫過於固定舉辦的三大競賽展覽──國家館（Exhibition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學生館（Student Exhibition）及表演空間建築展（Performance 

Space Architecture Exhibition），此三大展覽只有各國的組織代表可以報名參

加，為國家間的劇場設計競賽與交流，因此 PQ 獎項於國際劇場深具指標性，是

全球劇場工作者及學生期望參與的藝術盛會，2019 年的展覽更吸引 60 餘國參

與。 

第十四屆 PQ 將於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16 日在捷克布拉格舉辦，所有活動

的策展概念圍繞於 Imagination、Transformation、Memory 三大面向，代表

著創作過程的循環，其中學生館的主要策展概念為「Imagination」（想像），重

視的是對於表演藝術的想像與創意發展的過程。社團法人台灣技術劇場協會（簡

稱 TATT）作為臺灣代表策展單位，決定邀請新生代設計師擔任 PQ 2019 臺灣學

生館策展人／團隊，發揮年輕人大膽又新奇的想像力，策劃、設計一場驚豔世界

的出色展覽，於國際舞台展現臺灣新銳設計師的非凡潛力。 

 

一、 徵選內容 

1. 內容說明 

請以PQ 2019臺灣學生館策展人／團隊的角度，策劃一個以表演設計

（performance design／Scenography）為主體概念的展覽，透過展出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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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富實驗性的表演藝術作品，表述出策展人／團隊對於當代社會與表演藝術的

觀點與想法。規劃內容需包含整體展場造型、展覽內容以及展出形式等。 

呈現表演設計的方式並沒有標準答案，我們期待能透過展覽，看見不受制於

既有藝術規範、出人意表的想像及創意。 

※請注意：本次徵選內容非策劃表演節目，請以展覽企劃為送件主軸。 

  

圖為 PQ 2011 臺灣學生館於布拉格展出實況。 

2. 關於表演設計（Performance Design） 

表演設計是為各類現場表演創造展演環境與氛圍，必須透過融合場景、燈光、

服裝、影像或聲音等不同設計領域，消弭各類藝術界線才得以實現的藝術形式，

在藝術家規劃的整體環境與空間的所有元素，不僅僅是追求外在形式的美觀，也

考量內在情緒與感受的營造。 

3. 報名作品規範 

(1) 展覽主題與內容 

PQ 2019 學生館展覽主題為「imagination」（想像），展覽內容不限，無須是演

出過的作品，但須以「表演藝術」為核心，並採表演設計（performance design）

的概念去延伸發想。 

(2) 展覽空間 

4m(L)x4m(W)x5m(H)，包含參觀動線。 

(3) 展覽形式 

 PQ 2019 主辦單位希望各國設計的展覽能具備開放性，既可融入整個展覽

活動，又能保有個體的獨特性。 

 展覽形式不拘，沉浸式環境、裝置等手法皆可。 

http://www.pq.cz/2018/03/26/student-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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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含有現場活動（Live Event），但範圍只能安排在展區內，不得超出。 

 若有使用到聲音元素需考量音量問題，展出期間必須確保音量控制或使用耳

機，不得對其他作品造成干擾。 

 策展內容與呈現手法須思考展覽期間的維護方式（包含每天開展、閉展以及

可能的故障排除等）。 

  

左圖為 PQ 2011 巴西學生館作品，右圖為 PQ2011 以色列國家館作品。 

 

二、 徵選規則 

1. 報名資格 

(1) 目前具有學生身分或畢業五年內之設計師，且策劃之展覽展出的所有作品皆

須符合上述資格。 

(2) 在校生不限國籍，僅需提供臺灣學校就學證明（如在學證明或學生證等）；

已離校之設計師須提出上述期間內之臺灣學校就學證明或畢業證書，若於國

外就學，請提供臺灣身分證影本與上述期間內之國外學校就學證明或畢業證

書。 

2. 報名人數 

不限，建議策展團隊 6 人以內尤佳。 

3.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二）止。 

4. 報名方式 

請繳交報名資料之紙本與電子檔案各一份，紙本資料請裝訂成冊，電子檔案請燒

錄成光碟或存入隨身碟，並於截止日前郵寄至「11255 台北市北投區開明街 71

號 B101 室，社團法人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臺灣 PQ 2019 籌備委員會收」，以郵

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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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費用 

每件作品報名費為新台幣 1,000 元，同一個人可參與不同團隊。收到報名資料

後，將以 Email 通知繳費。 

6. 繳交資料 

報名所需資料如下，請提供紙本（裝訂成冊）與電子檔案（燒錄光碟或存入隨身

碟）各一份。 

(1) 報名表（含策展理念與展覽內容說明） 

請務必完整填寫，印出後置於所有資料的最上方。表格請見附件，或至 TATT

官網 http://www.tatt.org.tw/info/668 下載。 

(2) 展場設計草圖 

請務必提供設計草圖，須含平剖立面圖，並請標示比例。 

(3) 報名資格證明文件與其他相關資料 

例如規劃展出作品的設計資料、影音資料或現場活動（Live Event）的詳細

說明等相關補充資料。 

7. 徵選方式 

此次分為兩階段評選： 

(1) 第一階段初選：資料審查 

評審將依據報名者繳交資料進行評選，入圍者可繼續參與第二階段複選。 

(2) 第二階段複選：現場簡報 

第二階段詳細內容及時間、地點將另行公布。 

8. 徵選流程 

即日起至 07.31（二） 開放報名 

收到資料後將於三日內以email寄發確認信並通

知繳費 

↓ 

08.31（五） 公布複選入圍名單 

入圍者將以 email 及簡訊個別通知 

↓ 

10 月中前 第二階段複選：現場簡報 

↓ 

10 月中旬 公布獲選策展人／團隊 

↓ 

11.20（二）前 獲選策展人／團隊繳交完整展覽設計及施工圖 

http://www.tatt.org.tw/info/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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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徵選名額 

預計徵選一人／組。 

 

三、 獲選獎助 

1. 獲選策展人／團隊的展覽設計作品，將可代表臺灣參加 PQ 2019 學生館競

賽展覽。 

2. 未來籌畫 PQ 2019 臺灣學生館，TATT 及臺灣 PQ 2019 籌備委員會將全面

提供行政支持。 

3. TATT 將提供以下參展相關費用： 

(1) 展覽製作費 

包含策展人／團隊工作費、展場製作與展品製作之相關費用，最高提供新台

幣 50 萬元（須憑證核銷）。 

(2) 出國旅運費用 

提供至少 1 人之全額機票、住宿及日計零用金，人選與人數將根據最終設計

內容與執行方式決議，會以布拉格展覽現場最終決策者或佈／撤展必要之現

場執行人員為優先補助對象。 

 

四、 權利義務 

1. 獲選策展人／團隊將成為 PQ 2019 臺灣學生館策展人，與 TATT 一同參與

PQ 2019 學生館競賽展覽。 

2. 獲選策展人／團隊須定期參與策展會議，與 PQ 2019 籌備委員會一同掌握

工作進度，並於必要時調整設計。 

3. 獲選策展人／團隊須配合 PQ 2019 的工作時程，繳交設計圖稿、技術文件、

展覽文字資訊等中英文相關資料。 

4. 未來若 TATT 舉辦 PQ 2019 臺灣學生館國內預展，獲選策展人／團隊須配

合國內預展時程完成展覽作品並展出。若無舉辦國內預展，獲選策展人／團

隊則須配合時程在臺灣完整裝拆展覽作品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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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選策展人／團隊須配合 TATT 內部核銷作業的工作和時程，處理相關核銷

事宜。 

6. 獲選策展人／團隊須同意配合並提供獲選作品之展覽主視覺與相關圖文資

料，於國內外宣傳與製作成果資料使用。 

7. 獲選策展人／團隊須同意未來籌備工作與展覽期間，TATT 可拍照記錄，用

於宣傳與成果等必要用途。 

 

五、 PQ 2019 臺灣學生館重點期程 

2018  

07 月 31 日 徵選報名截止 

08 月 31 日 複選入圍名單公布 

10 月中旬前 第二階段複選：現場簡報 

10 月中旬 獲選策展人／團隊公布 

11 月 20 日前 獲選策展人／團隊繳交完整展覽設計及施工圖（包含電源插

座、出入口等詳細資料） 

2019  

01 月 31 日 展覽目錄冊（Catalogue）線上表單繳交截止 

01 月 31 日 現場活動（Live Event）申請截止 

02 月-03 月 國內預展（暫定） 

06 月 03 日 8 a.m. 佈展開始 

06 月 05 日 5 p.m. 佈展結束 

06 月 05 日 PQ 2019 開幕 

06 月 06-16 日 第十四屆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 

06 月 16 日 7 p.m. 撤展開始 

 

六、 報名須知 

1. 報名作品禁止抄襲、仿冒。 

2. 報名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之創作，如圖案、文稿、肖像或音樂等，並涉及相關

之著作財產權時，需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若報名作品

侵犯到他人權益，一切法律責任須由報名者自負，與 TATT 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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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報名參加本次徵選活動者，視同充分了解且同意本簡章所述之各項規定，

若有違反規定者，經查證屬實，必要時 TATT 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提

供之補助費用。 

4. TATT 有隨時調整簡章辦法內容之權利，本簡章最終執行版本，將以官網公

告之內容為準。 

 

七、 主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話：02-2892-1709 

EMAIL：tatt@tatt.org.tw 

地址：11255 台北市北投區開明街 71 號 B101 室 

官網：www.tatt.org.tw 

聯絡人：黃小姐 

 

mailto:tatt@tatt.org.tw
http://www.tatt.org.tw/


臺灣學生館策展徵選          報名表 

個人／團隊基本資料 

個人／團隊代表聯絡資料 

姓名  稱謂 □先生  □女士 

電話  Email  

報名資格（若為組隊參加，請填寫所有成員之資格資料，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姓名 資格資料 

 

身分 □在校生 

□     年     月離校，現職：                                  

國籍 □本國人    □外國人 

學校  

系所  

 

身分 □在校生 

□     年     月離校，現職：                                  

國籍 □本國人    □外國人 

學校  

系所  

繳交資料清單 

必要資料： □報名表（裝訂時請置於所有資料的最上方） 

□設計草圖：共        張 

□就學證明／畢業證書／身分證影本：共        張 

□光碟：共        片 

□隨身碟：共        個 

其他資料： □無 

□有，請說明內容項目：                                              

                                                                    

※上述資料除就學證明／畢業證書／身分證影本只需繳交紙本一份之外，其餘資料都必須繳

交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紙本資料請裝訂成冊，同時務必確保繳交資料的文字、圖片大小清

晰易讀。電子檔案請燒錄光碟或存入隨身碟。 

請問上述資料是否要取回？（若未自行取回，將於徵選活動結束一個月後銷毀。） 

□是，我會在一個月內自行取回。 

□否，不須取回，請 TATT 代為銷毀。 



策展內容 

展覽名稱（中英文） 

 

 

策展理念及展覽內容說明（字數不限，請利用文字與圖片清楚呈現你的策展理念，並多加說

明展覽內容，建議盡可能提供參考圖片。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報名人／團隊聲明 

1. 本人／本團隊已詳閱徵選簡章，瞭解且同意遵照此徵選活動之相關規定。 

2. 本人／本團隊同意 TATT 基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及相關合理範圍內，得蒐集、處理、使

用本人報名所填之個人資料。 

 

個人／團隊代表簽名                                 

（請列印後親筆簽名） 

提醒您，報名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二），填妥本表後請連同檢附之相關資料郵寄至協會，收到資料後將透過 EMAIL

寄發確認信，如五日後未收到煩請再與我們聯絡。 

 
                 聯絡人：黃小姐 ｜ 02-28921709 ｜ 11255 台北市北投區開明街 71 號 B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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