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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什麼？
──談 2020 高雄獎的新機制與展望

文 |黃志偉  攝影｜經典攝影工作坊

「推進臺灣美術發展脈絡，鼓勵扣合時

代脈動具原創性之藝術創作。」1這是

2020高雄獎徵件簡章上的宗旨，從幾

個重要的關鍵字中，可見到主辦方的給

獎訴求：「推進」、「時代脈動」與「原

創性」，期許參賽者所提出的藝術創作

能與此一要旨之目標相扣合，同時也展

現主辦方對此獎所勾勒的藍圖與期待。

一個獎項最重要的是在於其評審機制的

設定，再來是評審委員的遴選與結構方

式，最後進入實質評審過程時才會產生

更為複雜又弔詭的審美價值判斷與美學

辯證等事件，以及諸多隱晦難明的評審

狀態……這些機制、人員、操作過程等

多重因素在在地影響了一個比賽獎項的

最終結果，一個藝術獎項、一個極具指

標性的藝術大獎的過程、結果與展出是

一個藝術大事件，它是藝術家對當代生

活的反應，也是藝術家爭取出道的重要

平台，同時也折射出主辦方的藝術視野

與氣度。鑑此，本文想談的是高雄獎特

殊給獎評審機制的生成、沿襲與流變狀

態，進而根據這特殊性所建立起的獎項

獨特性格，也想談談評審過程之個人經

驗以及高雄獎對外徵件到底釋出了何種

的獎項價值與訊息，另外，就 2019、

2020年高雄獎在分類名稱、範疇上的

新變化上做一討論。

轉型、轉型再轉型

做為台灣視覺藝術競賽獎項極具指標性

之一的「高雄獎」，自 1997年從地方

型的美術展覽會改制轉型為「高雄獎」

後，便一直堅持著初選分類、複審不分

類的評審機制，相較於其他獎項來說，

有其給獎機制與獎項性質發展的獨特

性。這一獎項的獨特性內部與發生的原

由，並非是被刻意塑造或操作而出的，

它緊密扣合著地方藝術社會生態與時代

潮流間的角力與牽扯，無形中讓初選分

類、複審不分類這一評審制度被保留，

甚而形成一種專屬高雄獎的特色。簡單

回顧高雄獎的歷史，當初從教育局轉由

高美館承辦開始，仍是以高雄市美術展

覽會（1995第 12屆）為名，採各項分

類審查的方式，再從各類中評選出 1-3

名，屬過去省展的評選制度，1997年

起增設了「高雄獎」，開始將制度改為

初審分類、複審不分類的機制，其展名

為「高雄獎暨第 14屆高雄市美術展覽

會」，直到 2008年將「高雄市美術展

覽會」取消並設立觀察員制度與觀察員

特別獎，純以「高雄獎」之名徵獎直至

今日。我們從這段歷史中可見到地方藝

術生態新舊勢力的消長與時代的變遷所

帶來的變革與影響，其轉變的速度可說

是緩慢的……但也可見到歷任館長與館

黃志偉於《2020 高雄獎》展覽現場，崔綵珊作品〈觸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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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此獎與展覽所欲展現的

企圖與活潑性的操作調控！

轉型初期的高雄獎以「高雄

獎暨第 XX屆高雄市美術展覽

會」為名，採初選分類、複

審不分類的作法，最重要的

立意是為保護諸多傳統藝術

形式類項，深怕許多類項在

新的機制之下逐漸式微，如

書法、篆刻、工藝和陶藝等

項，而這樣的結果造成一個

展覽、兩種藝術思維與表現

形態的極大差異化，也就是

說高雄獎區塊的作品偏向現

當代，而另一邊則仍是省展

型態的傳統模式，讓整個展

覽看起來難看又奇怪，這種

現象維持了近 10年之久，直

到真正轉型為「高雄獎」後

才逐步統合朝向更具現當代

藝術感的展覽型態。早期藝

術展覽比賽的分類機制，不

僅是為保護各種形式媒材的

存在價值，當然也是各方勢

力之間的競合所商討出來的

機制，而這樣的機制就算轉

型到初選分類、複審不分類，

仍讓人有種陳腐守舊且不合

時宜之退步感。

雖是此，高美館仍持續保留

初選分類、複審不分類的機

制，但每年不斷地對此機制

下的操作進行檢討，保持更

大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並且隨

時調整評審審查方式，為這個獎注入不安

的動能與不確定性的流變體質，不僅要與

時俱進甚而超越時代的獎項特質，這是舉

辦高雄獎的高美館一直引以為傲的重要特

色之一。這樣的機制進行到 2018年後，

高美館針對 2019年的高雄獎在分類名稱

與範疇上啟動了改革計畫，將原本的油畫

／壓克力、素描（Drawing）／版畫、水

墨／膠彩、書法／篆刻、雕塑、攝影、複

合媒材以及新媒體（New Media）等 8大

類項，轉型濃縮為 5大項並賦予相當新穎

的類別命名，如「書寫性暨書畫藝術」、

「繪畫性暨版次藝術」、「空間性藝術」、

「科技媒體藝術」、「計畫型暨跨領域藝

術」等五大類，這一改變的用意當是要更

貼近當代藝術創作與時代性的現況，類別

雖是濃縮了但其範圍卻更擴大，更將許多

種多元可能性納入，筆者認為這一改變不

僅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也讓人感到高雄

獎不斷在提升它的藝術思維價值並與時代

同步的往前進。不過新的類項名詞也引發

不少質疑，比如說，何謂書寫性？繪畫或

者版次藝術等的名詞釋義上不是很明確？

這時候問題便回到參賽者身上，讓參賽者

自行決定要參加哪一項目，這一層面上就

涉及到參賽者的判斷與策略了。

到了 2020年高雄獎又再度調整，將「科

技媒體藝術」類別加入了影像，改為「影

像暨科技媒體藝術」，其餘不變。這一小

張伯豪｜自塑像與視窗吹來的風｜印刷紙、現成物、不鏽鋼、石膏、FRP ｜ 2020 高雄獎優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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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變動的原因很明顯，即是

在 2019年的分類徵件狀況下，

攝影與影像類似乎被稀釋了，

因為到底要將攝影與影像放

入版次藝術還是科技媒體，

著實是讓參賽者難以捉摸之

處，因而有此小調整。另外，

2020年也讓藝術家在作品論

述長度上從去年的 150字增加

到 1000字以內，這不僅讓藝

術家能較完整的論述其作品，

也讓評審委員能更理解創作

作者的理念思考。而今年最

大、最有趣的改變則是，在

複選時能讓藝術家親臨現場

向評審委員解說，也就是說

不再以匿名的方式評審，同

時像是一種另類評圖的方式

在展場進行著……此項初選、

複審不匿名評審的變革有著

重要的意義，意即這一機制

採取更開放、更多元的方式

來操作，不再擔心評委們會

過度的偏袒某某人或某某學

院的派別競爭，展現機制對

評委們相當成熟與信任的高

度。事實上，在高雄獎的初

選分類、複審不分類和觀察

員的機制下，已經做出許多

區隔篩選，某種狀況下也形

成一種相互監督制衡的效果，

加上全場錄影錄音，其公平、

公正、公開的評審已無庸置

疑。

評審現場觀察

儘管 2019、2020年高雄獎在

分類名稱、範疇上做了新的

變革，許多個專業類項的評

委們也還是會擔心跟其專業

範疇相關的類項會因此而式

微，觀察員們也會在會議上

提出類似問題。確實，包括

筆者在內，在每次的評審會

議中也有著相同的擔憂，然

即便在高雄獎的徵件簡章上

已將五大類的範疇定義做出

說明，這層擔憂仍是大家討

論的議題，都希望在機制上

思考如何讓這些較冷門的專

業形式媒材不被稀釋掉？

筆者擔任過 3次的高雄獎初

審委員，今年 2020 首次擔

任複選委員，評審過過去的

8大類與分類改制後的這兩

屆，分別為素描版畫、油畫

及繪畫性暨版次藝術等類，

最大的感受是「高雄獎」這

樣的獎項到底對外、對參賽

者釋出了甚麼樣的訊息？每

年引領出何種的、新的當代

藝術面向？尤其是 2019年濃

縮分類改名後的這一屆，在

送進來參賽的幾百件作品中，

不是水平相當低落，就是過

去省展類型的形式作品也投

件參賽，其比例大約 80%左

右，像這類型的作品在初選

時很快的就在第一輪被淘汰

掉，可見到評委們對作品的

美學判斷與趨向當代上的共

識極高，但到底是怎樣的訊

息傳遞讓他們覺得想送件參

賽呢？是否分類範疇改名後

形成某種認知上的誤讀呢？

這裡當然存在著評委的美學

價值判準與偏好問題，而觀

察員們也會對此感到好奇，

到底評委們是用甚麼角度價

值去評判選出作品？例如要

從 600多件作品中經過 6輪

的篩選、投票、討論來選出

12件入選作品，那麼第 13件

或者第 14、15件未入選之間

的差距又如何等問題？都是

在評審過程中會產生的狀況，

而經過幾輪的討論、投票或

相互拉票爭取支持，皆端看

李立中 | 竹篙山戰役與紅腳笭 | 相紙、簡報、木料、物件 | 尺寸依場地而定 | 2020 高雄獎優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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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委的意見有無獲得其他委

員的青睞，在評審現場的臨

現選擇上，都難免會有某種

程度的弔詭與遺珠。以筆者

的對作品的評判認知，基本

上是以作品表現的完整度、

視覺張力為第一要件，作品

的面貌若不具備強烈的風格

與視覺震撼力，通常在第一

輪就會被刷掉，再加上評審

時是以投影片來審查，若不

具備上述條件之作品根本很

難入選，其次才會進到內容

議題性、時代性之創作理念

和觀念思考作為依據。

我想以這初選的評審過程來

回應那所謂類別式微的問題，

即是諸如書法—―書寫性、

篆刻—―雕塑性、空間性、

靜態而純粹的攝影作品（非

影像後製動態）或者是其他

類等，重點在於創作者—參

賽者對其作品所處理的視覺

能量、媒材方式的表現、觀

念思想還有最後的展呈方式

與格局，材質根本也沒有所

謂的傳統與新舊之分，皆端

看創作者自己如何面對，尤

其在當代藝術甚麼都可以是、

甚麼都可能的思維潮流下，

這問題是可商榷但主觀的來

說根本不存在，我們可回到

高雄獎的簡章宗旨來看：「推

進臺灣美術發展脈絡，鼓勵

扣合時代脈動具原創性之藝

術創作。」2就已表明的相當

清楚，更可以在今年的高雄

獎得主之一、藝術家簡佑任

的作品上得到應證。高雄獎

從初選到複選，觀察員們也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

們要參與每一類項的初選過

程觀察、記錄並提供建言，

初選結果出爐後又必須將初

選所遭遇到的各種狀況與問

題傳遞到複選階段來，讓複

選委員更能銜接初選的狀況

來進行複選的工作，這也是

高雄獎評審機制獨特的地方。

新機制 ‧ 新展望

在今年的複審過程中，委員

們對於能事先閱讀到入選藝

術家創作理念之短文，感覺

到能更理解作品的思維，再

加上在現場與創作者直接面

對聽取創作者的理念，更產

生了跟以往不同的經驗與對

話，例如：是要針對展場作

品的呈現結果進行評審，還

是要觀察其創作脈絡之發展。

也對「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

之類項有所討論與期待，因

為此類項相較於其他有其計

畫時間的長度與困難度，依

潘怡安 | 與你同在 | 電子織品、錄像、數位輸出裱框 | 尺寸依場地而定  | 2020 高雄獎優選作品

柯良志 | 鏡像之書 | 單頻錄像、現場書寫、手機、頭戴型顯示器 | 尺寸依場地而定

2020 高雄獎優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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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錄自 2020 高雄獎徵件簡章之宗旨。

2. 摘錄自 2020 高雄獎徵件簡章之宗旨。

3. 摘錄自歌曲〈太平洋的風〉

  （詞：韓寒、曲：左小祖咒 & 貓柯希）。

其結果論來與其他類項置放

在共同平台上評判，是否有

些比重上、能量上的失衡，

或者，若只有計畫沒有執行成

果，將可能又會導向另一種

徵件範疇走去等疑問，都值

得在來年繼續討論研究……

總體而言，跟去年相較之下，

所有入選作品的水平相當均

質，各樣式面貌上也相當多

元而讓人驚豔。連續兩年「高

雄獎」的主辦方高美館肯定

有著相當的魄力、勇氣與企

圖，才會如此對徵件與評審

機制不斷的檢討改變，並試

圖建立起更鮮明的獎項高度

與品牌能量，這在我們複審

過程中強烈感受到並且很高

興見到高美館一直堅持著這

股動能！

「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

的文化，它也許不是最好的，

卻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3有一首叫〈太平洋的風〉的

歌裡這麼唱著，機制的設定

從來就不會是完美的，唯有

不斷的保持開放性的警覺，

讓多元的聲音與觀點隨時進

場擾動，才讓所謂的機制不

至於僵化而充滿活力與動能，

而這正是當代藝術多重性的

眾聲喧嘩、多元又萬花齊放

的真實徵候與樣貌。新機制

在最初的兩年帶來的新面貌、

新成果，進而讓我們有更新

的期待與展望。就在 2020「高

雄獎」的頒獎典禮上，館長

為入選及得獎的藝術新秀們

帶來好消息，即是從今年開始

也將邀請各大畫廊業者來館

參觀，並與新秀們進行面談、

媒合協助他們走進市場的機

制中，我想這表示高雄獎的

未來不只以推動台灣美術脈

絡發展等藝術學術專業為要，

更是與整體藝術市場接軌的

開端，姑且不論其最後成效

如何？這一機制目前所帶出

種種的、相當開放性的態度、

調整擴張與影響，將為高雄

獎創造出精彩可期的未來！

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專任副教授，2020 高雄獎評審委員

姚紅（蔡耀鴻）｜情慾圖紙｜手繪經數位處理後噴墨輸出｜尺寸依場地而定｜ 2020 高雄獎優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