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眼中的臺中」貼圖創作競賽簡章
一、活動宗旨
臺中是個多元融合的城市，從過去的發展歷程中，遺留下來許多獨具魅力的
特色與樣貌。這樣一點一滴的累積，使臺中逐漸長成一個十分有魅力的城
市。
青年學子是臺中未來的主人翁，從他們的眼中看到的臺中，讓我們更可以去
發掘臺中的美，並希望透過本競賽的辦理，提升青年學子對臺中的認識，進
而刻劃出臺中未來的樣貌，讓臺中成為更美好的城市。
二、參加對象
(一)凡臺中市在學國、高中學生皆可參加。
(二)限以個人參賽。
(三)每人以投稿一組作品為限。
三、競賽主題
參賽作品以自由創作為原則，惟須符合以下內容之呈現：
(一)以「眼中的臺中」為創作主題。
(二)每組作品以 8 張貼圖為一組。
(三)作品不得帶有醜化、汙衊、情色等意味之表象手法。
四、競賽規則
(一)本競賽分為國中組、高中組。
(二)作品須符合 LINE 官方貼圖製作規範，格式嚴重不符者視同棄權(相關
規範請參見：https://creator.line.me/zh-hant/)。
五、報名及作品收件方式
(一)採用線上報名，網址：http://ithu.tw/5uX。
(二)送件時需包含以下文件，
1. 填具報名表乙份。（附件一）
2. 簽署參賽聲明書暨著作授權同意書乙份。（附件二）
3. 檢附印有 106 學年度上或下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或相關在學
證明文件。
4. 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僅用於身分辨識，主辦
單位不會將其做為超出此目的以外的用途)
5. 作品輸出一式一份，內含：
(1) 本活動 A3 競賽模板輸出。
（下載網址：http://ithu.tw/5v5）
(2) 檔案光碟。(請依本章程第十點「光碟建檔準則規範」)
(三)掛號郵寄至「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 收」。
（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77 號信箱）
(四)寄送時需自行保護寄送物件，主辦單位不負責郵寄過程中所造成的任何
損壞。

六、收件截止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9 月 5 日止(以郵戳為憑)，以郵局掛號
郵件寄至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信封請註名「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
會－眼中的臺中貼圖創作競賽」。
七、評分項目及配分比重
(一)主題展現：與本主題相符之元素。(40%)
(二)創意展現：原創性、創新性、獨特風格。(30%)
(三)趣味展現：貼圖內容符合日常生活常用之用語、動作(30%)
八、獎勵
經決賽評審後，各組別取特優獎、優選獎、佳作獎各乙名。
獎項

獎勵

員額

特優獎

獎品及獎座乙座

乙名

優選獎

獎品及獎狀乙紙

乙名

佳作獎

獎狀乙紙

乙名

凡參賽者皆可獲得 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紀念品乙份。
九、名單公佈
(一)107 年 9 月 21 日(五)於網站公告。
(二)頒獎時間、地點另行專函通知。
十、光碟建檔準則
(一)檔案規格如下：
編號

項目

需求量

規格

檔案需求

A

主要貼圖

1張

W 240*H 240 piexl

PNG 檔

B

貼圖圖像

8張

W 370*H 320 piexl

PNG 檔

C

聊天室標籤圖片

1張

W 96*H 74 piexl

PNG 檔

貼圖名稱

50 字以內

貼圖說明

160 字以內

競賽模板檔案

依本競賽提供之格式建置。
下載網址：http://ithu.tw/5v5

D

AI 檔（以
Adobe
Illustrator
CS6 版本為
主）、PDF 檔

(二)光碟內需具備 4 個檔案。
檔案：A 主要貼圖、B 貼圖圖像、C 聊天室標籤圖片、D 貼圖名稱及貼圖
說明和競賽模板(AI 檔和 PDF 檔皆須具備)。
(三)檔案命名規則如下：
1. 光碟封面命名：於光碟封面寫上「作品名稱_作者」。
2. 檔案命名：
(1) 主要圖片：命名為「主要圖片_作品名稱」。
(2) 貼圖圖像：命名為「貼圖圖像_作品名稱_1」(依順序排列) 。
(3) 聊天室標籤圖片：命名為「聊天室標籤圖片_作品名稱」。

(4) 貼圖名稱、貼圖說明：命名為「文字說明_作品名稱」。
(5) 競賽模板檔案：命名為「競賽模板_作品名稱」。
十一、 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
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並對其參賽作品負有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
律之全部責任，若經查部份或全部參賽作品內容有抄襲他人之實，主
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參賽資格。
(二)若該貼圖已於其他競賽中獲獎，不得報名本競賽；如有相關情事，主
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參賽者之獲獎資格，並要求無條件歸還所領取之獎
項，不得異議。
(三)資料引用應註明出處及來源，以免觸犯著作權等相關法令。
(四)前述提及情事，參賽者需自負相關之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相關責
任。
(五)主辦單位得將競賽作品及相關競賽資料，作為 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
會之數位化、網路傳播、展覽及編輯出…等各形式之保存及轉載。
(六)主辦單位於頒獎時擁有攝影、錄音及展覽之權利，並無論為何種形式，
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可再製，不得請求任何有價報酬。
(七)參賽者同意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不限期間、不限次數之重製、發行、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改作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作財
產權人所享有之一切權利。
(八)參賽者皆得進行 LINE 貼圖上架審核作業，於審核過程符合其規範準則，
必要時需適時修改，以符合 LINE 貼圖上架規範。
(九)參賽光碟均不退還，請自留備份。
(十)凡參賽報名，即視為同意主辦單位與經過主辦單位授權單位宣傳及使
用相關內容。為本案業務所需及設計推廣等目的，主辦單位得蒐集參
賽者之個人資料，若參賽者不同意提供，將視為放棄參賽及得獎資格。
(十一) 主辦單位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僅用於身分的辨識，主辦單位不會將
其做為超出此目的以外的用途。
(十二) 參賽者提供之報名資料未填寫正確，致相關文件於郵寄或運送過程
遲延、錯遞或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且參賽者不得向主辦單位為
其他任何主張或請求。
(十三) 參賽者須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選之決議，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
規範而導致自身權益受損，應自行承擔，並不得異議。
(十四) 主辦單位不公開參賽者之成績，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之決定，對
得分成績及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十五) 主辦單位因故取消某參賽者之得獎資格後，主辦單位得決定是否予
以遞補，參賽者皆不得異議。

(十六) 依活動辦法或主辦單位之通知或規定，若獲獎者未於指定時間內至
指定場所提領獎項，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
(十七) 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本活動徵件辦法內容，並公告於本活動網站
內，不再另行通知個別參賽者。
(十八) 其他未盡事項，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正、暫停、終止活動之權利，
參賽者不得異議。
十二、 競賽相關檔案下載請至，網址：http://ithu.tw/5v5。
十三、 競賽聯絡人：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 林培涵小姐、王宜文先生
分機：(04)2350-8340、電子信箱：tif@thu.edu.tw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承辦單位：東海大學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77 號信箱

電

話：(04)2350-8340

電子信箱：tif@thu.edu.tw
活動網址：http://tif.thu.edu.tw/

附件一、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眼中的臺中」貼圖創作競賽報名表
報名序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貼圖名稱
出生日期
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
就讀年級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務請如實填寫，將為日後回履及發送確認信息用途
通訊地址
(註冊章之學生證影印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黏貼處)

附件二、2018 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眼中的臺中」貼圖創作競賽
參賽聲明書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參賽姓名
貼圖名稱

作品編號

(50字以內)

(本欄位由執行單位填寫)

【參賽聲明書】
一、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為自行創作且具原創性。
二、 本人已確實了解「2018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眼中的臺中」貼圖創作競賽」競賽辦法之各
項規定與注意事項。

三、 本人保證作品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種內容及
所使用之程式無仿冒、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一切
法律上之責任，並遵守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本人已詳閱【參賽聲明書】並同意下列各項規定，無任何異議

□本人

同意上述聲明

□本人不同意上述聲明(即不得參與競賽)
【著作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該作品授權臺中市政府、2018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作下述非營利性質之利
用：
一、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二、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列印、瀏覽等用。
三、 配合行銷宣傳將本競賽成果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四、 將本文以多種形式出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
閱覽，以廣為宣傳。
五、 若因非營利之需求，臺中市政府、2018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得重製該作品。
本人保證該作品為自行創作，且同一作品無已發表、曾在其他競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之紀錄。本
人另應保證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人已詳閱【著作授權同意書】並同意下列各項規定，無任何異議

□本人
同意上述聲明
□本人不同意上述聲明(即不得參與競賽)
此致
東海大學

立書同意人（參賽者）簽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