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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Art Prize 国际艺术比赛

Sunny Art Prize 是由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主办的一项国
际性的艺术竞赛，比赛展出地点包括伦敦、北京、 广州、澳门等地。
Sunny Art Prize 艺术竞赛致力于为艺术家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交流与发
展平台，将艺术的多元化展现给全球的艺术观众。本竞赛面向来自世
界各地的艺术家，包括的艺术形式有绘画、摄影、雕塑、陶瓷和珠宝。
国际顶尖艺术专家和学者所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确保了此国际性艺术竞
赛的学术性与权威性，评审委员会将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来自世界
各地的杰出艺术作品进行评审。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艺术竞赛为艺术家
创造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并且能与全球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专家和
艺术机构进行更加深入的互动与交流。 同时我们也希望为推广和弘扬
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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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总共将向获奖者提供£6,000 英镑的奖项基金。 

入围艺术家群展将在 Sunny Art Centre 及多个合作机构举
办 , 其中包括北京天一阁、澳门一白艺术中心及广州 AIP 艺
术中心。 

一等奖 : 获奖者将获得£3,000 的奖金，在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举办个人展览,以及为期一个月的艺术家驻地项目。
二等奖 : 获奖者将获得£2,000 的奖金，在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举办联合展览以及为期一个月的艺 术家驻地项目。 
三等奖 : 获奖者将获得£1,000 的奖金，在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举办联合展览 , 以及为期一个月的艺 术家驻地项目。 

30 位入围艺术家作品将在伦敦 Sunny Art Centre 举办展览。
在这三十个入围艺术家之内 , 我们还将选举出 10 件艺术作
品在合作机构进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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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团队

评审团队

我们的评审委员会由国际知名艺术学者、艺术评论家以及
画廊总监组成。第一轮预选阶段 , 评委会将通过参赛者所
提供的参赛作品图片进行评选 , 成功入围预选的参赛艺术
家需要将实际作品送至 Sunny Art Centre 做最终评审。
我们承诺将对所有的参赛作品进行匿名且绝对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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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Rowland, 雕塑家

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英国）

Dawn Rowland 出生于伦敦， 作为雕塑家的她主要活动于旧金山、伦敦和曼彻斯特。
她的作品多为石膏雕塑，同时她也使用银、青铜以及赤陶土作为媒介进行创作。她
的雕塑及画作被英国、欧洲、日本、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地的私人藏家收藏。她
在切尔西海港举办的国际雕塑展览开幕时展示的作品受到英国女王的高度赞扬。她
于 1991 年当选英国皇家雕塑协会会员，1994 年被誉名为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
同时，她也是曼彻斯特艺术研究院的成员之一。

英国 BBC 电视台的“女性时刻”（Women's Hour）节目曾针对她及其作品进行过
两次采访。一次是由于 Nicola Horlick 委托她制作强烈且具有纪念性的雕塑品，另
一次是因为她有三件雕塑品被选中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中参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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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nis Owen, 雕塑家，

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理事（英国）

作为一位雕塑家，Glynis Owen 通过石头、玻璃以及金属创作出了独特的具有纪念意
义的作品，她的作品遍布全英国。

David Lord Putnam CBE 曾委托 Glynis 设计国家教学奖（National Teaching
Award），也被叫做黄金柏拉图奖（Gold Plato Award）的奖杯，此奖用来表彰在
教育事业历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教师。在 2000 年，Glynis Owen 为伦敦泰特美术馆
制作了两件雕像。

Glynis 也应邀为大学、城镇、市中心等地创造了大量的作品，例如位于伦敦考文特花
园的 The Fruit Porter 青铜纪念雕塑。多年来，Glynis 在中小学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
也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进行成人艺术教育。Glynis 曾在奇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ichester）担任雕塑系主任。还曾在南安普敦艺术学院（Southampton College 
of Art）和美国新英格兰大学英国苏赛克斯校区（British Campus in Sussex of New 
England College, USA）举办展览。

同时，Glynis 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出版过三本由 Bastford 出版社出版的关于雕塑技巧
的书，编辑了 David 和 Charles 作为出版商出版的艺术书籍。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雕塑家和作家，她曾被皇家医药协会和切尔西艺术协会举办的艺
术比赛邀请为评审。作为英国皇家雕塑协会的理事，她定期参与新理事的选举，评估
新理事的创作水平及特殊专长。她还应伦敦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董事的邀请对于艺术
品收藏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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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List, 混合媒体艺术导师，

伦敦艺术大学 , 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英国）

Caroline List 在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混合媒体课
程。她在伦敦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从切尔西艺术学院完成绘画专业硕士之后，
Caroline 陆续在伦敦、 纽约、 多伦多、 巴黎和中国多地展出过自己的作品，她
还在伦敦成功策划了许多当代艺术展览。

2007 年，她被 Brian Robertson 绘画奖提名，她的作品还曾在皇家海外联盟（Royal 
Over-Seas League）年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目前，她的作品被当代艺术协会、 
华尔街投资公司、美国富达金融投资集团、雷曼兄弟和摩根大通集团等许多大型
收藏机构所收藏。2015 年，她于伦敦的‘Art House1’展览中单独展出了她的绘
画作品。2016 年，她的作品被收录在伦敦格劳乔当代艺术俱乐部的艺术收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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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Rossi，纯艺术导师，伦敦艺术大学，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英国）

Mario Rossi 身兼艺术家、策展人、老师的身份，同时还是白教堂公开赛（Whitechapel 
Open Award）、罗马古尔班基奖学金（Gulbenkian Rome scholarship）、创意艺术学术
奖金（Fellowship in Creative Arts）、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奖学金以及富布赖特视觉艺术奖学
金（ Fulbright Award for visual Art）等久负盛名的艺术奖项的获得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老师，于伦敦 Goldsmith's 学院培养出许多 YBA 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他还是伦敦艺术大学绘画俱乐部以及当代绘画周刊（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的签约撰稿人。他的作品曾在许多私人收藏家和公共收藏机构如英格兰艺术协会
（Arts Council England）、爱丁堡当代艺术画廊（The Gallery of Modern Art Edinburgh）
和伦敦萨奇艺术画廊（Saatchi Gallery London）中展出。他的近期展览包括 : 敲（Knock 
Knock），杰伍德画廊展览（Jerwood Gallery Hastings），公映：艺术家与电影（UnSpooling：
Artists and Cinema），曼彻斯特角屋（Cornerhouse Manchester）。2016 年他还在伦敦
运河项目（Canal Projects London ）中举办了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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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 Burton, 

英国珠宝高定设计师 ( 英国 )

Jocelyn Burton 是一位专攻黄金、白银和青铜的高级定制珠宝设计师，并且是世界范围认可
的领先珍贵金属艺术家之一。Jocelyn 拥有卓越的才华，她的作品跨越了不同的创意领域，
包括银器、珠宝、建筑照明、金属制品和玻璃器皿。在制作出精美的作品前，她细腻的草图
便已经具有精准的尺度。1974 年 Jocelyn 成为英国金匠协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Goldsmiths）的第一位女性荣誉市民，与此同时，她也成为了伦敦市政府的荣誉市民。

她的作品可以在许多著名的机构中找到，包括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金史密斯大厅（Goldsmiths’ 
Hall）、唐宁街 10 号（10 Downing Street）、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菲茨威廉博
物馆（the Fitzwilliam Museum）和迪拜统治者之宫（Palace of the Ruler of Dubai）。

Jocelyn Burton 受伦敦匠人协会（Worshipful Companies of the City of London）以及
英国皇室贵族（Royal Families and Nobility）的委托进行创作了种类多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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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myungji, 珠宝设计师（韩国）

设计师 Ye Myungji 在珠宝创作中大量使用矿物质作为创意元素，她独
一无二的设计哲学来自于作为矿井操作员的父亲以及历史学家的母亲。
自 1998 年以珠宝设计师出道以来，她已经收获了许多国际设计大奖，
并受邀参加了世界各地的各类展览。此外，她通过对金属线条的灵活运
用使她获得了不少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机会。Ye Myungji 致力于将动态的
自然元素与艺术融合进珠宝设计中，同时，她还是汉阳艺术大学宝石学
的教授，在教学期间她得以继续发展她对矿物质的独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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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Andrews, 陶瓷艺术家（英国）

Tim Andrews 因其与众不同的烟烧乐烧陶瓷（raku ceramic）作品在国际上
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 1994 - 1995 年间，他兼任埃克塞特学院讲师，并在普
利茅斯艺术和设计学院担任客座讲师。还曾在意大利和丹麦讲授高级乐烧陶瓷
课程。他的作品不仅在英国展出，更在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荷兰、法国、
意大利、德国、丹麦、比利时和瑞典等地进行过多次展览。

他的作品被收录在特伦特和利物浦博物馆（Stoke on Trent and Liverpool 
Museums）、艾什摩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牛津大学圣约翰
学院（St John's College – Oxford）、美国唐娜卡兰（Donna Karan – New 
York）、英国上议院大法官欧文爵士（Lord Chancellor Lord Irving）、 伊
美瑞公司（Imerys）、 苏格兰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2006)）、 
阿布拉莫维奇收藏（Abromavich Collection）、顾资银行（Coutts Bank）
和菲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以及剑桥（Cambridge）等公共
和私人收藏中。

Tim 获得了包括 Hitec-Lotec 奖（1999/2000）在内的很多国际大奖，他的
名字与作品也经常出现在关于陶瓷的各类出版物中。他的著作《Raku》成为
2005 的畅销书。此外，他还是陶瓷艺术（Ceramic Art）、感知（Perception）、
陶瓷评论（Ceramic Review）等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和策展人。他还担任西
方陶瓷工匠协会担任名誉主席以及工艺陶艺协会（CPA）、工匠德文郡协会
（Devon Guild of Craftsmen）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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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耀凯 , 策展人（中国）

2010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2015 年入选“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策展人班”，先后参与策
划国内外艺术展览 50 余场。

他供职于全球最大的艺术类门户网站雅昌艺术网，任展览部主任。雅昌艺术网是全世界知名
的中国艺术品门户专业网站，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收藏投资交易交流平台，拥有 200 万专
业会员、800 万人次日均浏览量。

2015 年在故宫策划了中国首个艺术与家居大展“器度—— 2015 艺术·家居大展”
2016 年于中国美术馆策划的“相由心生——姚鸣京艺术展”得到了冯远、范迪安等国内行
业前辈的一致好评，被誉为“重新构建了中国山水画呈现方式的展览”。
2012 年由中国文化部、日本外务省联合主办的纪念中日建交 40 周年“东方彩韵——中国
工笔画日本画大展”。
2013 年他指导的雅昌文化集团主办的“石虎书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一层使用 5 个展厅，
创造了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个人展览。
2014 年他所策划的“AAC 艺术·生态·观察巡展”在北京、深圳、杭州、武汉、成都、南京、
福州、济南、新加坡、美国巡展历时 1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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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啸海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北京）

吴啸海出生于湖南，2003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
系，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
他举办过多次个人展览以及在北京、马德里、巴黎、
香港、曼谷等地的群展。他的作品也被中央美术学
院陈列馆收藏。

Iori Endo

当代艺术收藏家（伦敦）

Iori Endo 是飞利浦拍卖行的亚洲区域代表，负责所
有部门（包括当代艺术、印刷、设计、摄影、珠宝
和手表）的商业发展。她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
术与设计学院艺术硕士专业以及美国芝加哥艺术学
院的纯艺术专业。

天一阁·竹林书苑策展人，
北京金桐投资有限公司理事，
中欧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管。

王雪，

北京天一阁策展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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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中国）

1975 年出生，江苏常熟。
1995 年 9 月，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就读具象表现绘画试点班。
1999 年，本科毕业，免试保送第二届具象表现绘画硕士研究生。
2002 年 6 月，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绘画系。
2004 年 9 月，考入中国美术学院第二届美术学绘画实践与理论博士研究生（具
象表现绘画理论研究）。
2005 年 7 月，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任教。
2008 年 6 月，获美术学绘画实践与理论方向博士学位。
2010 年 12 月，获副教授职称。
2013 年 9 月，担任油画系具象表现工作室导师。
2015 年 9 月，担任油画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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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Ip

澳门一白空间创始人， 澳门艺术商会主席

Pedro Ip 在澳门生活工作，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期间主修传播学期间他对
于艺术传播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也积极参与政府和社会性组织的工作。作
为一白空间的主管和澳门艺术商会的主席，Pedro Ip 积极参与澳门区域的艺术
行业发展。身为一名有经验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一直以来，Pedro Ip 都在
为当代艺术的跨国发展不断做出努力。一白空间与澳门美术馆、澳门威尼斯人
度假村酒店、澳门银河酒店、澳门凯旋门酒店以及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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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机构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 CAFA ART INFO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开通于 2009 年 1 月，它依托于中央美术学院深厚的学术底蕴
和丰富的艺术资源，通过运充分用前沿学术眼光，传承艺术经典，在促进当代艺术创作、
美术教育及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网站内容涉及艺术新闻、艺术家、艺术事件、
艺术空间、博物馆和美术馆、设计和建筑等各方面的深度报导，并提供实时视频讲演和
大量相关艺术合作机会。

英国手工艺协会 Craft Council  

第 一 次 CAC 会 议 于 1971 年 10 月 6 日 在 工 业 设 计 委 员 会 Council of Industrial 
Design( 现为设计委员会 ) 举行 , 由保守党大臣埃克尔斯爵士 (Eccles) 负责主持。此次
会议中指委员会提出了 CAC 在贷款和赠款、展览、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手工艺教育反面
所应承担的责任。 

1979 年 4 月 ,CAC 更名为手工艺协会（Craft Council)。它在设计委员会 (Design 
Council) 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 并于 1982 年获得了皇家认证。Craft Council 的目
标是“鼓励、促进、创造和保护杰出的手工艺品，提升大众对精品手工艺品的兴趣 , 并
在全英范围内充分宣传手工艺人的作品”。

1991 年 , 手工艺协会搬到了伦敦 44 Pentonville 路 , 内含图书馆 , 商店 , 咖啡馆 , 教育
工作室和画廊。 2006 年 , 手工艺协会减少了实地活动 , 关闭了画廊 , 商店 , 教育工作室
和咖啡馆 , 以便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增加其整体区域活动。2011 年在手工艺协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 , 协会举办的五个展览吸引了超过 40 万的游客，其中 2.7 万人游览了手艺品集
市 , 其中超过 7000 名儿童和青少年参加 , 鼓励全民主动参与到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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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机构 Love Camden 

Love Camden 是伦敦市政府成立的一所帮助人们在伦敦寻找有趣活动的文
化组织。它为当地居民、组织以及游客了解伦敦提供便利，是人们出行所必
不可少的资讯平台。

London's Artist Quarter

London's Artist Quarter 是向外界介绍东伦敦艺术家群体的平台。它不仅是
个有价值的品牌，更因其毗邻奥林匹克公园与金丝雀码头的优越地理位置而
成为参与、支持东伦敦艺术家艺术创作的重要机构，也是一个支持文化艺术
实践和组织艺术活动的创意社区。

Arts Council England

一直以来，英国艺术协会都在艺术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支持、鼓励和投资，以
此来丰富人们的艺术体验。协会还策划从传统剧院到数字艺术等有关于阅读、
舞蹈、音乐、文学、工艺品的一系列活动。

2011 至 2015 年，协会已获得来自英国政府的 14 亿英镑的投资以及 10 亿英
镑的国家彩票的赞助，以此帮助更多的人体验艺术与文化的魅力。



合作媒体／机构

Mygov.scot
Mygov.scot 是一个为苏格兰民众提供便捷公共服务的平台，并紧密与公共部门及有
关组织合作，根据用户需求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Format 杂志
Format 杂志（Format Magazine）是一本创意类出版杂志，通过对于艺术家、行业
资源的独家报道，与广大读者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设计师、插画家和艺术家
的作品与经验。

澳门艺术商会 － Macao Chamber of Arts Commerce
澳门艺术商会在团结本澳艺术商户，促进艺术市场发展与连接国内外各地区艺术界等
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DG Unlimited 
DGU 作为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成员包括视觉艺术家、表演者、手工艺者、音乐家、
作家、诗人、经理、企业、画廊、供应商、文化团体、艺术爱好者等，涵盖艺术文化
的每一个领域。



北京文艺网  Art Beijing.com

《北京文艺网》是一家非盈利性公益文化艺术网站，始创于 2006 年，改版后于
2007 年 8 月正式开通。
 
《北京文艺网》旨在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学术建设，由专家学者主持，鼓励人们
的参与，汇集有价值的艺术、人文学科的研究资源，为文化艺术研究者、爱好者
提供学术交流的空间。

《北京文艺网》为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树碑立传，为优秀文艺家、文艺理论家、文
艺爱好者和社会各届人士搭建一个了解当代文艺动态；推介文艺新锐和优秀文艺
作品；展示文艺家的最新创作活动和成果；关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艺思潮的广
阔平台。是一个集资讯、搜索、交流、原创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网站。
 
《北京文艺网》为文艺家、文艺理论家、文艺爱好者、文艺机构、文化艺术品投
资者等鼎力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网上家园，提供现代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北
京文艺网立足现在的中国，着眼于世界文化艺术的广泛性和时代特征，以现代性、
先锋性、独立性、纯正性为品质追求和保证，志在为活跃于当代文艺界的优秀文
艺家打造一个全新的舞台，也为文艺新人开拓一方展露头脚的广阔天地。

《北京文艺网》由北京新独立电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NAD 公司、平面艺术
基金会、《美术向导》编辑部、《画刊》杂志社、《艺术家》杂志社、《东方艺术》
杂志社、今日美术馆等协办。《北京文艺网》与广大文艺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机构，
文艺社团等携手，为中国文艺新的复兴贡献力量。

合作媒体／机构



展览和画廊

2017 Sunny Art Prize 艺术比赛将会在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由伦敦 Sunny Art Centre 举办。除本地展览外，
此次展览还将会在英国和中国等多地巡回展出。

展览和画廊



Sunny Art Centre － 伦敦

Sunny Art Centre 艺术中心位于伦敦市中心，距 Chancery 
Lane 地铁站仅需一分钟。画廊拥有两层展示空间及两面面向
主街的落地窗，最大可容纳 200 人。我中心定期举办展览，展
品包括绘画、雕塑、陶瓷、珠宝、古董家具等。我中心有丰富
的馆藏，藏品大部分来自世界各地久负盛名的艺术收藏家和知
名艺术家。

Sunny Art Centre 定期举办有关于视觉艺术、文化多样性的
展览并邀请艺术家开设座谈会，推动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的互
动交流。Sunny Art Centre 重视教育与文化推广的多样性，
并希望透过展览、教育课程、合作性服务来激发参与者对于艺
术的兴趣，将艺术美学融入到当代生活之中。

展览和画廊



展览和画廊

我中心长期与国际顶尖的艺术机构和企业保持着广泛且紧密的
合作关系，其中包括英国国家电视台（BBC）、英国独立电视
台 （ITV）、英国星空电视台（Sky TV）、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伯明翰大学文化与历史学院（History of 
Art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塞尔福里奇百货（Selfridges 
& Co.）、乔治阿玛尼 （Girorgio Armani）、汇丰银行 （HSBC）、
普华永道 （PWC） 以及哈罗德百货（Harrods）等。



展览和画廊

天一阁 － 北京

天一阁致力于打造中国前瞻性文化机构，向人们展示文化新理
念和其社会娱乐性。中心包括画廊、图书馆、会议厅、儿童中心、
私人定制会客厅。该建筑代表着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新生力量。
空间内部整体呈白色，通过光的反射与变化为观众提供了极佳
的参观体验。



展览和画廊

AIP 艺术中心 － 广州

作为唯一一家位于红砖厂创意区的当代艺术画廊，AIP 艺术中
心为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提供大型室内展示空间、学术讲座以
及相关艺术课程。同时 AIP 运行的艺术驻馆计划为有天赋的艺
术家提供了展示自己与作品的空间。



展览和画廊

一白艺术中心 － 澳门

一白艺术中心致力于推广当代视觉艺术，是澳门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画
廊之一。身处澳门半岛的繁华的金融商业区，一白艺术的存在为急速
的城市生活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别出心裁的展厅设计营造出“艺
术融入生活，生活融入艺术”的氛围，为参观者提供了心灵上的休憩
空间。

一白艺术不仅展示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新兴与成熟当代艺术家的
作品，同事也为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指出方向。此外，一白艺术亦积极
投身于艺术博览会和展览，为澳门市民普及当代艺术，培养收藏艺术
品的心性；同时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评论家、收藏家及艺术
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积极为澳门文化艺术的发展助力。



比赛细则

比赛细则

为什么要参加？

1 获奖者有机会在伦敦 Sunny Art Centre 和合作伙伴画
廊展出作品。

2 作品会获得成千上万的观众、专业学者、藏家和艺术
爱好者的关注，包括国内外的 VIP 客户。

3 作品将会在中国及英国的优秀画廊和美术馆展出。

4 有机会向国际艺术品收藏者出售自己的作品。

5 所有入选作品都会在 2017 Sunny Art Prize 中获得展出
推荐。

6 有机会赢取奖金。

7 通过 Sunny Art Centre 的媒体推广提高知名度。

8 入选者将被邀请到伦敦参加独家私人参观，并可携带
一位朋友。

9 所有入选作品将会入选 Sunny Art Prize 2017 展览图录。

参赛要求

1 比赛向全世界的艺术家开放。

2 参赛者需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前年满 18 周岁。

3 雕塑、绘画、摄影、珠宝、陶艺、印刷作品均可参赛。

4 进入决赛评判阶段和展出的作品，必须与报名时提交的
电子版作品描述一致。

5 每件作品最大尺寸为 1 米 x 1 米 ( 含画框）。

6 每位参赛者最多提交 4 幅作品，作品必须是在近三年内
完成的原创作品。

7 我中心将以邮件形式与参赛者保持联系（特殊情况除外）。



Final Judging 最终评审 

最终的获奖结果将在展出时揭晓。入围复审者必须在截
止日期之前将作品寄送至 Sunny Art Centre。完整的资
讯会以邮件形式告知参赛者，我官网也会及时发布比赛
最新信息。迟交的作品将不会被纳入评审范围。我们会
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您的作品是否入围以及提交作品的详
细时间。

Sale 出售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可出售状态。不予出售的作品恕不
能被允许参加比赛。如果您的作品得奖或入围，将会在
巡回展览结束前被艺术交易团队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推
广出售。报名表上的 Artist's Prices 是支付给艺术家的
最终价格，请审慎考虑。Sunny Art Centre 会收取作品
销售费用的 20% 的委托金以及 VAT 费用。一旦售出，
Sunny Art Centre 将会在 20 个工作日之内支付艺术家
所要求的 the Artist's Price。

比赛细则



Delivery & Insurance 运送与保险

如果您无法亲自寄送您的作品，我们推荐您选用专业的运输公司寄送。运送
费用将由艺术家自行支付。在入围 Sunny Art Prize 的同时，您将默认您的
作品可以被运送至英国伦敦展示。艺术家如若在第一阶段入围，将需递送原
作以供第二阶段复审与展览所用。Sunny Art Centre 专业的艺术团队会用
心看护您递交的作品，但我中心在法律上不负责艺术品参展期间的由于储藏、
包装、运送造成的实际损失或承担赔偿损坏费用。我们推荐艺术家为作品购
买保险，以保证在寄送至 Sunny Art Centre 的过程中或是在赞助方展览期
间的作品安全。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知识产权

艺术家必须是作品的原创者，且自愿提交作品。艺术家必须有作品的知识产
权。Sunny Art Centre 有权利用艺术家信息及其作品进行宣传推广（不需
支付费用）。宣传推广的形式包含以作品影像制作物件、明信片、画展图录、
海报、DVD 以及在 Sunny Art Centre 网页、工作坊、展间的讯息版及任何
其他媒介上的使用。

Liability 义务

Sunny Art Centre 的专业策展团队拥有数十年的策展经验，我们会小心翼
翼地保护和珍惜每一件作品，尽最大努力保证艺术家作品的安全。但在法律
上，我中心并不对作品的损坏或丢失负责，也不对包括火灾、违约、失误、
偷窃，或被运送者、包装者或任何人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负责。所有物品
都应由艺术家自己承担风险，Sunny Art Centre 只提供展览平台及比赛机
会。在此温馨提示，艺术家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保证艺术品的安全，最大程
度地降低造成损失的风险。

比赛细则



比赛细则

作品提交时间 : 2016 年 4 月 10 日 — 2017 年 6 月 20 日 
初审时间 : 2017 年 6 月 22 日 — 6 月 28 日
评审结果将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在我中心网站上宣布，通过初审的作
品需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之前寄送到我中心。 

复审时间 : 2017 年 7 月 20 日
评审结果将于 2017 年 7 月 23 日宣布。 
获奖作品颁奖仪式暨获奖作品展览开幕酒会时间 : 2017 年 7 月 25 日，
届时所有获奖艺术家将被邀请出席。 

获奖作品及入围作品展出时间 : 2017 年 8 月 1 日 — 8 月 31 日 
一等奖获奖作品个展时间 : 预计 2017 年 9 月 1 日 — 7 日，具体展览
时间将与获奖艺术家协商后确定。 

重要日期



注意事项

报名表格及参赛费用需在英国时间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发送至大
赛邮箱。

参赛费用：

25 英镑 / 一件作品    32 英镑 / 两件作品
40 英镑 / 三件作品    45 英镑 / 四件作品

注：参赛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参赛费收据将通过邮件发送至参
赛艺术家邮箱。
我中心将仅通过邮件形式与所有参赛艺术家联系。

大陆地区如果遇到登陆问题，请邮件至：
artprize@sunnyartcentre.ac.uk，或致电 (+44) 02086165990。

1. 登录大赛官方报名网页：
http://www.sunnyartcentre.co.uk/artprize/submission/
( 如在大陆地区无法登陆官方网站，可发送邮件至赛会官方
邮件：artprize@sunnyartcentre.ac.uk 索取报名表格及其
他信息。)
2. 下载并填写报名表格。
3. 支付参赛费（汇款至网页发布的账户）。
4. 将参赛作品照片、报名表以及汇款单发送至网页发布的邮
箱即完成报名。

报名方式

比赛细则



慈善活动

儿童美术奖

Sunny Art Children Prize

在 2017 年举办 Sunny Art Prize 的同时，Sunny Art Centre
将发起第一届 Sunny Art Children Prize。这项竞赛致力于成
为艺术领域中最具启发性的艺术创意活动之一。贫困地区的孩
童学习资源匮乏，艺术教育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此次比赛
旨在各个方面帮助与提高全世界范围内贫困地区的儿童的艺
术创造力，激发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并增强其艺术表达能力。

报名
此次奖项不需任何费用，每位参赛者最多提交三件作品。
参赛作品须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之前送达至 Sunny Art Centre。

线下报名
请根据下列步骤执行：
1. 下载报名表并妥善填好表格。
2. 将下列文件寄至 artprize@sunnyartcentre.co.uk 
A. 报名表
B. 作品照片 ( 以 .jpg、PDF 形式寄送，每件作品不能大于 2MB)
C. 履历表 ( 不超过两张 A4)



慈善活动

国际教学志愿者计划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eaching Programme

艺术教育具有改变未来的力量，并且对社会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艺术
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艺术教育具有激发批判思维、创造力、引发情感共鸣的特性。
艺术教育至关重要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个人提供经济来源，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改变工作与生活
环境的技能。但是艺术教育往往处于被忽视的位置，尤其对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
来说，将艺术教育纳入他们的校园教育计划往往举步维艰。

通过和全球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Sunny Art Centre 发起了国际教学志愿者计划来给
予那些遭受战争、环境灾害与贫穷的地区的人们了解艺术文化的机会，努力确保他们都有通过
教育而获得安心生存、学习、工作的权利，将高质量艺术教育推广到各个相对欠发展的区域，
并希望通过这一教学志愿者计划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及贫困学生有机会完成他们的梦想。

我们欢迎所有有意愿帮助他人完成艺术梦想的艺术家。在此计划中，您可以在启发他人的同时
利用新环境进行自身创作。加入计划的艺术家及受助者的作品将会在我中心展出。

如需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artprize@sunnyartcentre.co.uk



联系方式

地址 : 30 Gray's Inn Rd, London, WC1X 8HR
联系电话 : 0044+(0)2086165990
电子邮件 : info@sunnyartcentre.co.uk
网址 : sunnyartcentre.co.uk

地铁 : Chancery Lane Station (Central Line)
公交路线 : 25, 8, 242, 521, N8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