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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OUR LOVER

TCAC 是獨立的非營利藝術機構
每年皆透過支持者贊助及公部門補助來籌募機構營運與活動資金

 TCAC ART LOVER 是支持 TCAC 的關鍵力量
各界捐款及贊助方案所得將挹注到各項精彩的藝文展演活動上
幫助更多藝術家進行各種實驗性的創新發表
促進台灣藝文環境的交流與國際化
經營多元學習節目
養成在地藝文發展的沃土

期待各位愛護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朋友們加入！





親愛的朋友，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是一場藝術實驗，一個獨立、開放、
批判、連結的公共空間。關注藝術與人們和世界如何產生創造與思
辨性的共鳴和連結，滾動藝術及公共知識的生產與分享。我們以各
種展演和討論不完的語言在邊界失效的地帶描繪社會的輪廓、在有
限的場域裡激發新的情境和想像，讓藝術作為探索、提問、研究的
行動。

機構邁入第七年之際，我們推出 TCAC ART LOVER 贊助方案。歡
迎您成為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 ART LOVER，投注對於當代藝術的
愛與支持！我們期待能在未來的時間裡，與您共創更深度的藝術交
流，也希望由 TCAC 帶來的精彩回饋內容能豐富您的人文藝術風
景。

竭誠歡迎您

               余政達                    呂岱如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理事長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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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案

TCAC LOVER
年度贊助 60,000 元

免費參與 TCAC 規劃私人 VIP 藝術沙龍聚會，二次
獲得 TCAC 與藝術家合作「限量藝術商品」，一式
享有全年度 TCAC 限定或收費活動貴賓席，單場二名
免費參與 TCAC 特別規劃藝術參訪行程，二次
&
獲得 TCAC 向藝術家委託製作「限量版藝術品」，一式
感謝列名贊助於 TCAC 官網、各式活動相關出版品

TCAC FAN
年度贊助 8,000 元

免費參與 TCAC 規劃私人 VIP 藝術沙龍聚會，一次
獲得 TCAC 與藝術家合作「限量藝術商品」，一式

TCAC PARTNER 
年度贊助額度 20萬（含以上）

享有 TCAC LOVER 所有回饋內容
&
享有全年度 TCAC 限定或收費活動20%保留席
每年無償使用 TCAC 空間一夜進行藝術相關交流活動
提供雙方協定之藝術學習成長活動
獲得2013或2016 TCAC Edition，一套

TCAC FRIEND 
年度贊助 20,000 元

免費參與 TCAC 規劃私人 VIP 藝術沙龍聚會，二次
獲得 TCAC 與藝術家合作「限量藝術商品」，一式
&
享有 TCAC 限定或收費公開活動貴賓席，單場二名
免費參與 TCAC 特別規劃藝術參訪行程，一次



 

絕對近距離 － 私人 VIP 藝術沙龍聚會

限定邀請參與的沙龍聚會，一起和藝術家用餐喝酒聊天對話，進入藝術家的奇幻異想世界。
與會的各界貴賓也將是擴展跨文化交流的好朋友！



 

深度漫遊 － 藝術參訪行程

參觀特選展演活動， 或相關衍伸之藝術家工作室拜訪、 特定藝術田野走探行程。 由策展
人或藝術家親自導覽引介， 親臨創作思考的現場， 從藝術家的視角感知藝術與世界。



超級搖滾區

TCAC 限定或收費公開活動之貴賓席

提供保留貴賓席參與由 TCAC 舉辦的收費性質專業藝文學習課程或展
演活動，豐富的多元內容包括策展學校、各種藝術家所帶領的主題工
作坊或是收費性的表演活動等。



來一口藝術的滋味！限量藝術商品：

黃博志 TCAC 專屬限定版檸檬酒， 一瓶（350ML）

2017 年推出由藝術家黃博志所親自釀造的 TCAC 專屬限定版檸檬酒，全球限量
40 瓶， 作為藝術計畫《500 棵檸檬樹》的特殊衍生專案計畫。重新包裝的限定
版檸檬酒並附上藝術家親自書寫的文學作品，作為珍藏紀念印物。

長期創作藝術計畫《500 棵檸檬樹》曾獲得 2013 年台北獎首獎、入圍 2015 
HUGO BOSS 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等。黃博志深具豐富的國內外參展資歷值得
關注的台灣藝術新星。  ( 本示意圖取自黃博志《五百棵檸檬樹》。)



稀有珍藏 － 限量版藝術品：

彭弘智的 TCAC 專屬限定版雕塑，一組

藝術家彭弘智為 TCAC 特別製作了專屬紀念版的 3D 列印藝術作品，全球限量 10 組。

彭弘智的大型 3D 列印裝置《大洪水—諾亞方舟計劃》曾參展 2014 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並為澳
洲白兔美術館典藏。多年來，彭弘智的作品關注人類的精神性處境，以其特殊的幽默去轉化、穿透現實的
荒誕與意識形態的疆界，為重量級的台灣中生代藝術家。（ 本示意圖取自彭弘智《大洪水—諾亞方舟計劃》）



TCAC PARTNER 專屬 － TCAC 空間使用方案

藝術空間的一日一夜將裝下你無限的想像可能！作為特殊活動現場、各種私人或公開
活動的場地，在享有獨特的氛圍下，運用藝術的魔法把想像轉為實境。



TCAC PARTNER 專屬 － 量身規劃之藝術教育活動

針對特殊喜好需求，量身訂製一套專屬之藝術教育活動，將由藝術家或策展人等相關專業藝術人
士擔任講師，展開對於藝術的學習旅程，可針對個人、團體或公司企業制定課程內容。



BE OUR ART LOVER － 感謝列名贊助

感謝列名於本機構空間大門、機構官網、活動文宣或是其他特定專案內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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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LOVER 專屬回饋內容使用期限說明

ART LOVER 方案自「完成提交捐款同意書當日起」開始生效，依各類型回饋活動之使用期限，細節規範如下：

一、私人 VIP 藝術沙龍聚會：自生效日起，若您「享有一次」回饋權益，最長之使用期限為「一年」；若「享有二次」，經雙方同意，最長之展延期限為「一年六個月」。

二、藝術參訪行程：自生效日起，有效使用期限為「一年」。

三、TCAC 限定或收費公開活動之貴賓席：自生效日起，有效使用期限為「一年」。

四、無償使用 TCAC 空間：自生效日起，有效使用期限為「一年」，經雙方同意，最長之展延期限為「一年六個月」。

五、量身規劃之藝術教育活動：自生效日起，有效使用期限為「一年」，若經雙方同意，最長之展延期限為「一年六個月」。

六、感謝列名贊助：自生效日起，各式活動列名部分，最長之期限為「一年」，其餘不限。

◎注意事項：有關上述各項回饋方案之期限，若 ART LOVER 會員未於各項期限內參與相關回饋內容，則視同放棄該項回饋權益，敬請留意。



權益注意事項

一、本權益注意事項所列之內容，均適用於「TCAC FAN、TCAC FRIEND、TCAC LOVER、TCAC PARTNER」四種贊助支持方案。

二、ART LOVER 方案自完成提交捐款同意書當日起開始生效，我們將以電子郵件寄送 TCAC ART LOVER 會員資料至指定信箱，並說明所享專屬權益內容。

三、TCAC 所舉辦之藝術展演活動與 TCAC ART LOVER 會員獨享活動訊息等，將以您的電子郵件作為活動通知主要媒介。若有特殊限定之活動邀約，為維護最高回饋品質，
我們將以專員主動與您聯繫相關參與事宜。

四、本機構為「非營利單位」，凡參加 TCAC ART LOVER 方案的朋友們，我們將開立「贊助捐款證明」給您，贊助捐款證明可扣抵個人或公司之所得稅額。

五、ART LOVER 之參與資格僅限「本人／機構」使用，所屬資格及相關權益，恕無法以任何方法轉讓或轉借予他人或其他單位使用。

六、如欲申請 ART LOVER 資料更新：含個人資料、會籍與方案升級，限由本人進行申請，以維護您的權益。若需異動，請您致電 TCAC 專線 02-2550-1231 申請變更，經由
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核對無誤後，由 TCAC 服務專員變更後生效。

七、各贊助方案所回饋之活動內容均為客製化之籌備內容，若已報名同意參與，後因故不克前往，請您務必於「10 天以前」告知 TCAC 的工作夥伴，恕不接受臨時之退換。若
發生臨時之退換事宜，需視為已行使所屬方案之回饋權益。

八、依各類型回饋活動之使用期限規範，若於該期限內逾期未行使參與之權利，則視為棄權，恕不得向 TCAC 要求其他相關回饋、贈品、藝術品、現金進行折抵。

九、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相關回饋活動中止辦理，將不影響所屬 ART LOVER 回饋方案之次數及相關權益。

十、台北當代藝術中心保留得隨時修正、補充、解釋、暫停、或終止本回饋辦法與權益之權利；權益如有變更或取消時，將主動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所有會員相關配套之變更
細節，並公佈於本單位之官方網站。如有其他問題，歡迎於機構開放時間來電或 E-MAIL 詢問。

十一、除本單位另有公告，ART LOVER 會員之相關回饋活動、限量藝術商品、限量版藝術品等，不得轉換與其他合作方案合併使用。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www.tcac.tw

贊助請洽 office@tcac.tw

本空間為非營利單位，您的捐款將可作為所得稅扣抵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