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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A 计划

GAIA 计划为一项非营利文化倡议,积极启动培养与企图扩大全球弱势年轻艺术创作
者的视野。 目标是推动并透过才华横溢青年艺术者的作品,将他们的原籍文化,传统
艺术和民俗特色完整展 现于国际层面。

愿景
在这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界,更加强专注艺术领域,尤其是对准新一代,塑造和谐发
展社会。 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创建相互理解、合作和学习的氛围,交换艺术事业
思维,形成更有凝聚力 的全球社区。

使命
GAIA与澳大利亚-欧洲网络项目(AEN)具备相似目标,而荷兰乌特勒支网络(UN)也支
持大学生参 与探索世界的交换计划项目。GAIA为年轻艺术家建立一个接触全新文化
景观的平台,从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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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艺术计划

GAIA计划为18充30岁的艺术创作者提供国际性交流机会。艺术者们须自愿提呈标志
着他们源地 域文化,传统渊源和民间风俗的艺术作品参加 GAIA计划。 GAIA计划不
仅是个体艺术创作者的交流项目,同时是社区和网络媒介,尤其是年轻艺术家的催 化
剂。

国际交流

GAIA计划为年轻艺术家们搭建国际间交换交流平台。参加者愿意提交2个或

以上带有原籍文化, 传统特质和民俗色彩的艺术作品予GAIA艺术委员会。而

被选中的艺术创作者有机会在特定时间 内前往海外工作,学习和专业发展,获

得GAIA属下艺术家的辅导,并鼓励以海外经验灵感创作 艺术品。

国际艺术社区

通过递交申请参与交换计划的青年艺术家,将成为GAIA门户网站上的艺术网

络社区成员。在网 站上他们可以创建本身个人网页以展示作品,获取艺术新

闻资讯,社区博客和国际艺术咨询。 该计划参加者将在GAIA的穿针引线下,与

GAIA东道国艺术专业委员会属下艺术家展开良好互动。

艺术网络与服务  

GAIA计划推动年轻艺术家的途径:

- 国际艺术学校 

- 艺术团体(包括协会组织),画廊,策展人,艺术杂志 - 艺术商店,材料,技术和服务 

- 信息、资助和应用支援 - 研讨会/工作坊 

- 展示作品机会 

- 艺术学校和课程的连接 - 网络营销和社交网络

青年艺术家奖
每当总结一项交换计划,GAIA计划会举办盛大的晚会活动,凡是参与该计划的

作品将展出。活 动期间,GAIA大奖是由艺术委员会颁发予在交流访问期间,艺

术作品最能代表国家文化传统、 民俗艺术的年轻艺术家。获奖者将被邀请加

入GAIA艺术委员会,而参与该计划的艺术家将有机 会在GAIA举办的群展上展

出他们的艺术作品。



组织结构

GAIA是由3大主要委员会组构:执行委员会,筹划委员会与艺术委员会。 GAIA操作模
式围绕着4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合作伙伴,捐献者和赞助商。

 

3大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其中总监和总秘书负责组织工作,运行操作,并向成员和利益相关者(ASIC,ATO,ACNC, 成员,艺术家和艺术社区)汇报。而执
行委员会将提名任命主席。

筹划委员会
包含慈善家与推广者,艺术专家和捐赠者,提供战略指导予执行委员会。他们的网络更有效地连 接涉猎政府,公共和私人领
域。筹划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将联合提名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

艺术委员会

专业艺术家与专家们将通过筛选青年艺术家和作品以推行GAIA计划。他们也透过贡献GAIA门户 网站内容和辅导协助国
际青年艺术家交流访问该国。至于艺术委员会主席将由筹划委员会的成员 担任。

执行委员会

GAIA门户网站和网
页服务

艺术家个人网页

艺术社区网络

艺术家的线上服务

艺术委员会

GAIA 活动编排与
展览会

艺术展览辅导和监督 

GAIA青年艺术
家大奖

筹划委员会

GAIA捐赠者方案

财务支持

艺术作品公开展示

社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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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A运作模式

GAIA计划的目标是提供艺术家一个具体的交流机会,连接国际艺术界,并开启全新文

化景观。 这也是实现通过网络成员,GAIA艺术委员会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如艺术院

校、艺术团体,画廊 和策展人。GAIA的运作模式是专为年轻弱势艺术家订做的一系

列服务,旨在最大限度地展现他 们的作品:

 

(a)在捐赠者的私人与公共场合展出。 

(b)在GAIA组织主办的艺术活动及展览会。 

(c)通过GAIA门户网站提供的网页服务。

国际交换/交流 艺术家网络 辅导与指导

GAIA门户网站和网页服务

艺术家个人网页

艺术社区网络

线上服务

GAIA 活动编排与展览会

GAIA青年艺术家奖

社交活动

艺术展览会

 GAIA捐赠者方案

财务支持

艺术作品公开展示

拍卖与销售

青年艺术家 国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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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在 GAIA 计划启动推介时,获得意大利
总统 Giorgio Napolitano 颁发勋章。
而 GAIA 计划取得勋章的意义:“有效推
动年轻象征的艺术家,促进理解、合作
和学习氛围,由此打造更 具凝聚力的国
际现状。

GAIA 捐赠者方案

此策划安排的目标是希望涉及的捐赠者,赞助商和合作伙伴提供一面墙,空间和机会予
参与 GAIA 交流计划的年轻艺术家,展出他们的艺术作品。

GAIA 计划是通过捐赠者和赞助商的网络,组织在公共场所展览艺术作品。这些场所
可以是捐赠 者和赞助商的住所或者其他名下公共经营场所。 此外,鼓励捐赠者支持在
学校和大学展出相关作品,并且让 GAIA 的年轻艺术家受邀参与研讨会, 解析他们作品
所表述的艺术和文化含义。 赞助商、合作伙伴和其他慈善机构也被促请在房屋或对
民众公开的场合陈列展出 GAIA 艺术品, 其中将标明艺术家名字、特质,艺术作品解析,
包括 GAIA 的联系详情作为购买艺术品途径。 一项由 GAIA 赞助商协办的市场营销项
目与合作伙伴支持的社交网络活动,目标计划为:

(1) 建立更广泛的社区认知度。

(2) 与新崛起的年轻艺术家共享 GAIA 的愿景和使命。



 付款详解 
PAYPAL

通过www.artgaianet.org 网站在线付款,可使用 PAYPAL 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 

支票
请查明我随函附上的支票 $
(请确认收款方为Glob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 - G.A.I.A. Ltd)

直接汇款 

账户名称: Glob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 – G.A.I.A. Ltd
代码: 633 000  账户号码:  157 5158 42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artgaianet.org 指明您的意向作为公开确认,包括附上您的邮寄地

址, 以便发给付款收据。

信用卡

请从我的信用卡扣款 $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有效期: _ _ /_ _

签名:

捐献表格

姓名

地址

       邮编

电话

电子邮箱

愿景者
$50,000+

我/我们想保持匿名方式。

赞助者
$20,000-$50,000

合作伙伴
$10,000-$20,000

朋友
$1,000-$5,000

支持者
$5,000-$10,000

捐赠者
$200-$1,000

Amex Mastercard Visa

地址 203 Maribyrnong Rd Ascot Vale, Melbourne VIC 3032 Australia
电话 +61 410 860 036 电子邮箱 info@artgaianet.org 网站 www.artgaianet.org

 作为愿景捐赠者,我想加入筹划委员会的成员,请联系我对此进一步讨论。

我正在考虑遗赠礼物,请联系我对此进一步讨论。



Address 203 Maribyrnong Rd Ascot Vale, Melbourne VIC 3032 Australia
Telephone +61 410 860 036 Email info@artgaianet.org Web www.artgaianet.org

OUR VALUED PARTNERS
合作机构

欧洲合作伙伴

企业赞助商

亚洲合作伙伴

大洋洲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