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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洪流中影像故事 

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系列活動 

年度影像攝影盛宴，3/30-6/04 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出！ 

 

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自 2007 年舉辦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系列活動 

十餘年來，致力攝影藝術推廣和提供攝影愛好者完善的發表平台 

透過鼓勵創作、獎掖新秀及邀請國際攝影師同台展出 

達成攝影藝術國際觀摩交流與深耕文化藝術之願景與目標 

 

   「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系列活動」將於 3 月 30 日起，於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

地 A9 9F 盛大開展，由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與新光三越百貨主辦、國家地理雜誌協

辦，指定影像顯示 BENQ、指定影像輸出 EPSON 等長期深耕於影像藝術的品牌共同舉辦；

本次展覽共分四大展區：《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展》、獨具個人風格攝影日記

－林可樺．黃俊金．邱庭攝影展《三人個室》、台灣攝影名家─吳東興個展《樂園》以及享譽

國際的國家地理重量級攝影師─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以《35 年東方之眼 影像展》

為主題，展出「馬可．波羅與鄭和的史詩之旅」、「88 經典」與「媽祖遶境」三大系列作品；

現場每日皆有三場定時導覽服務（13:30、15:30、19:00），歡迎民眾蒞臨現場，一同感受影

像藝術的絕妙魅力！更多活動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新光三越巡迴展．展覽時間/地點 

3/30(五)-4/24(二)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4/27(五)-5/14(一) 高雄左營店 10F 

5/17(四)-6/04(一) 台中中港店 10F 

※ 上述閉展當日皆開放至 6:00PM 止。 

※ 每日三場定時導覽服務：13:30、15:30、19:00。 

 

主辦單位：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新光三越 

合作媒體：國家地理雜誌、大石國際文化 

協力單位：EPSON、BenQ、湧蓮國際、SUNPOWER、Polaroid、國祥貿易、飛隼科技、 

中華文化總會、Shopping Design、潮人物、FLiPER、ACCUPASS、法雅客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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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免費參觀 

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展 

5 張照片敘述一則故事 ╳ 30 則自我風格的絕妙競演 

別於一般競賽單張照片決勝負的模式，採拍攝主題自訂，以「一組五張」之系列作品敘述一則影像故

事；考驗攝影技巧，更挑戰參賽者對於影像編輯及創作理念的呈現。活動創辦至今已邁入第 12 年，

累積募集超過 5 萬件作品，獎掖及培育國內外近 300 名攝影新秀，每年吸引眾多攝影愛好者共同參

與。今年以「時光」為主題，在「時光」洪流的快速流動下，分享攝影者如何訴說影像故事的過去與

未來。 

 
首獎｜海灘危機（五張作品之一）｜林誌聰  

一踏上沙灘總是積滿垃圾，像銀河般佈滿沙灘的每一個角

落，台灣四面環海，海洋的資源與環境卻一直未受到人類的

保護與尊重，而逐漸消失遞減。 

 

佳作｜小鎮巴士肖像（五張作品之一）｜許尊凱 

如果說，巴士站是城鎮的縮影，那眼神則是一個人的縮影。

在這裡，許多在這個城鎮發生的故事，以及人生百態都能得

到稍微的窺探。 

 
佳作｜阿明（五張作品之一）｜謝承佐  

阿明是位機車快遞員，下班後則是位小劇場演員，此系列為

演出前的準備樣貌，面對極短的準備時間，阿明始終保持著

一種泰然與幽默，如同他戲劇化的人生。 

 
入選｜無關客觀（五張作品之一）｜陳俊和 

有時候，我就這樣默默地看著周遭的人們，彷彿我是另一個

世界的。好像即使我在人群中多麼顯眼或突兀，也無法與人

發生任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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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個室》林可樺．黃俊金．邱庭攝影展 

三個人三個故事，一窺這三位攝影師的攝影日記 

為鼓勵攝影大賽得獎者持續創作，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亦邀請前一年度前三獎得主，於隔年再次公

開發表個人創作，提供優秀攝影創作者一展現自我的平台。今年邀請「2017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

首獎-林可樺、貳獎-黃俊金、參獎-邱庭三位攝影師，以「三人個室」的空間概念，推出獨具個人風格

攝影創作個展；從他們的鏡頭中出發，紀錄攝影師「日常凝視」的角度，如何在荒煙漫草中尋找記憶

中「失落的樂園」以及體會「Hxxxy Sxeex XOXO」所代表的攝影語彙。 

 

日常凝視．林可樺 

2016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  首獎  

 

失落的樂園．黃俊金 

2016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  貳獎 

 

Hxxxy Sxeex XOXO．邱庭 

2016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  參獎 

《樂園》吳東興攝影個展 

「攝影是一件快樂的事，而台灣東北海角的這塊土地，是我心目中永遠難忘的攝影樂園。」 

    －吳東興．新光三越攝影聯展系列活動創辦人 

被遺忘的樂園-「野柳」vs. 重回樂園-「台灣東北角海岸線」 

回憶五十幾年前，偶然發現了台灣東北角有個不起眼的小漁村，但當時因受戒嚴管制關係，讓這美麗

的世外桃源被一層濃霧給覆蓋著，當時還是大學生的吳東興先生，不惜突破軍事防線，於暑假期間來

回往返數十趟，只為記錄下這美麗且多變的自然樣貌；隔年與黃則修先生於台北美而廉畫廊舉辦「被

遺忘樂園攝影展」，因記錄了女王頭的原始樣貌，讓野柳成為眾所周知的景點。 

此次展覽精選 1962 年及近年拍攝之北海岸系列作品，透過影像留住時光，記錄台灣這片海岸的自然

力量與氣象幻變的美妙之處。 

 

台灣野柳．1962 

 

台灣東北角海岸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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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區｜售票展  

國家地理資深攝影師─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35 年東方之眼影像展》 

以記錄歷史為使命，更擅長重現著名歷史探險家的足跡 

▐  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自 1971 年開始攝影生涯，1979 年成為《國家地理》雜誌專任攝影師，拍攝資歷超過

35 年，其足跡遍及六大洲，拍攝主題跨及歷史、生態、新聞、藝術、人文；生涯獲獎

無數，曾獲《國家地理》雜誌年度最佳圖片、美國花園作家獎、美國國際新聞攝影家協

會 NPPA 最佳攝影作品等大獎。 
 

由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與國家地理雜誌共同聯手，邀請享譽國際的國家地理學會資深攝影師

－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來台展出《35 年東方之眼影像展》，透過影像帶領大家重返 13 世

紀末，從西方到東方，沿著「馬可．波羅與鄭和的史詩之旅」重現探險家歷史足跡、「88 經典」精選

過去 35 年中國經典影像以及此次最受矚目之臺灣「媽祖遶境」三大精彩系列作品，帶您感受大師鏡

頭下的東方色彩、體驗影像所帶來的視覺震撼！ 

 

系列ㄧ｜馬可．波羅與鄭和的史詩之旅 

馬可．波羅與鄭和都是遙遙領先其時代的現代

思想家，馬可波羅筆下的奇異見聞，呈現出居

住在世界另一頭先進民族的輝煌富庶，鄭和則

證明了不需征服與宰制，也可以帶動商業往來

與國際貿易。 

 

系列二｜88 經典  

自 1982 年首度踏上中國，於各地來回

穿梭，拍攝中國的人民、歷史與文化，

至今累積了 35 萬張記錄中國的彩色照

片，見證了三十年來中國史無前例的成

長及隨之而來的各種驚人變化。 

 

系列三｜媽祖遶境  

2014 年麥可．山下數度來臺，走訪臺澎

沿海地區，全程參與大甲鎮瀾宮媽祖遶

境進香活動，探究這位守護神與臺灣之

間的歷史淵源，媽祖信仰如何能讓萬人

空巷，讓數以百萬計的信眾如此衷心虔

誠膜拜。 

║導覽活動推薦║ 

下述活動場次憑展覽門票即可參加，活動統一採線上報名，詳情請上活動官網。 

活動推薦①｜跟著攝影大師－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走訪世界 || 導覽見面會 

主講人：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時間：3/30(五)、3/31(六)下午 2:00，共二場次 

地點：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A9 9F 展覽現場 

活動推薦②｜跟著劉傑中主播走進《35年東方之眼 影像展》|| 展區導覽 

主講人：劉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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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4/01(日) 14:00  新光三越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4/29(日) 14:00  新光三越 高雄左營店 10F 

5/19(日) 14:00  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 10F 

活動推薦③｜跟著謝哲青一起踏上《35年東方之眼 影像展》朝聖之路 || 展區導覽&新書簽名會 

主講人：謝哲青 

時間地點：4/21(六) 14:00  新光三越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5/06(六) 14:00  新光三越 高雄左營店 10F 

【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系列活動】展覽資訊 

║展覽內容║ 

A 區 | 免費參觀 

 2018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展 

 《樂園》吳東興攝影個展 

 《三人個室》林可樺．黃俊金．邱庭攝影展 

B 區 | 購票入場．再次登台展出 

 國家地理資深攝影師─麥可・山下Michael Yamashita《35 年東方之眼影像展》 

█  全票$200 █  優待票$150 

█  新光三越貴賓卡／聯名卡卡友獨享《全票買一送一》$200 

展覽期間至現場購票並出示以下任一卡別，即可享有《全票買一送一》優惠！2 人不限同時入場。 

※ 優惠卡別：新光三越聯名卡/ 新光三越貴賓卡 / 新光三越兒童卡 / 法雅客會員卡   

█ 團體票：單次購買全票達 20張以上，可享團購半價優惠；購票請洽服務專線：0800-008-808。 

█  網路購票優惠：請至年代售票系統、GOMAJI、ACCUPASS 等指定網站通路查詢。 

║展覽資訊║ 

3/30(五)－4/24(二) 新光三越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F 

4/27(五)－5/14(一) 新光三越 高雄左營店 10F  

5/17(四)－6/04(一) 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 10F 

※ 上述各場展覽日最後一天僅開放至晚間 6:00 止 

※ 更多詳情請上活動網站：culture.skm.com.tw 

[新光三越總公司 媒體連絡人]  

陳怡伶 02-2757-3742 / 0931-057-274 ; 林郁廷 02-8789-5599分機 8906 / 0919-411-592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媒體連絡人]  

莊智傑(02)8789-1000#2654,0939-73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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