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 
日期：107 年 9 月 10 日 

 

競賽目的： 

為發掘及培育圖像設計人才提升商業設計之能力，特舉辦「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以 WOW！Superstar【我是超級巨星】為設計發想主題，鼓勵高

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圖像發想之創作，推動學生對商業設計界與產業互動、交流

的機會，公開徵選傑出及具商業價值之創作，期待能藉此提升學生設計能量能見

度，促進設計視野開創及國際化。 

  

主辦單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黑秀網 HeyShow.com，dpi 設計插畫雜誌 

          敗家網 byja.com，全華圖書公司  
競賽對象：台灣地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競賽總排程 

 

 

 

 

 

獎金分配(高中組) 

名 次 獎 金 人 數 

第一名 新台幣叁萬元整 1 名 

第二名 新台幣壹萬元整 1 名 

第三名 新台幣伍仟元整 1 名 

優  選 新台幣壹仟元整 15 名 

 

下載模版、線上報名、上傳作品 

9/12~11/1 

決賽總審

11/15 

得獎名單公  

11/20 

頒獎典禮 

11/2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dzqOf09jVAhVMO7wKHWS3D10QFgglMAA&url=http%3A%2F%2Fwww.heyshow.com%2F&usg=AFQjCNFqOZN4OWt4J--CNu-c-9WgtNEb6Q
http://www.byja.com/


獎金分配(大專組) 

名 次 獎 金 人 數 

第一名 新台幣叁萬元整 1 名 

第二名 新台幣壹萬元整 1 名 

第三名 新台幣伍仟元整 1 名 

優  選 新台幣壹仟元整 15 名 

※ 相關得獎者將由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依所得稅法及二代健保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事宜。 

 

參賽基本標準 

1. 參賽資格 

設籍台灣地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皆可參加，如未滿 20 歲須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同意。如不符合參賽資格，或未提供真實、正確之個人資料者，

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未成年人（即未滿 20 歲）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未

勾選參賽同意書者，亦同。 

2. 設計主題 

以 WOW！Superstar【我是超級巨星】為設計發想主題。 

平凡人也能是 Superstar！不管是以何種樣貌(人、動物)、職業呈現，只要能

將你心中的超級巨星繪製出來，設計出讓人驚訝驚嘆的有趣創意圖案，你將

也有機會成為我們的設計超級巨星。 

目標族群：台灣地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 

3. 受理方式：線上報名及上傳檔案 

請至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活動專頁報名及

提交。姓名、E-MAIL 與手機號碼務必填寫正確，若無法接收到相關通知訊

息，恕不負責，投稿作品概不退回請自行留底。 

4. 網路報名流程： 

線上同意比賽辦法與參賽同意書 > 填寫參賽者基本資料 > 參賽作品上傳

提交 >將列印紙本及參賽同意書簽名後寄至 

※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徵件小組。 

地址：20103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 



Tel：02-24237785 轉 590 

Email ：irt32590@cufa.edu.tw  

聯絡人：鄭小姐 
5. 報名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 晚上 24：00 停止收件 

作品交件規範 

1. 下載模版檔案 

請至活動頁面下載模版檔案，解壓縮後內含一個 illustrator 模版檔案供設計

師使用，以及一個 JPEG 使用範本檔案，供設計師參考。完稿後，請依照規

定格式轉存 JPEG 上傳。 

2. 上傳提交檔案需知(二擇一) 

(1) AI向量圖：文字轉外框，CMYK 四色設定>【以 AI檔完稿後轉存 JPEG

上傳】。 

(2) 影像創作：可用 photoshop 製作，300dpi 影像檔，RGB設定，圖層請

勿合併，轉存 PSD檔後置入 AI>【以 AI檔完稿後轉存 JPEG 上傳】。 

3. 請將作品列印 A3(42cm x 29.7cm)彩色輸出後，貼於 4 開裱版（大黑色襯卡

54.6cm x 39.3cm）直式，無須裝框。 

將列印紙本及參賽同意書簽名後寄至 

※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徵件小組。 

地址：20103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 

Tel：02-24237785 轉 590 

Email ：irt32590@cufa.edu.tw  

聯絡人：鄭小姐 

 

評選辦法 

1. 評選準則 

創意 35% 

美感 25% 

市場 40% 

 

2. 同一參賽者投稿作品不限數量，如同時有多款優秀作品，將可能一起獲選。 

 

參賽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之原創作品，不得以他人著作為創作素材（例



如：含有知名動漫角色人物或先前為其他人所創作之著作）或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肖像權或其他權利。另為避免權利歸屬爭議，恕不接受多人共同創

作、受雇人職務上完成著作及接受他人出資聘 請完成之著作，且須為未公開

發表過的作品。 

2. 參賽者所投稿作品，於比賽期間（至獎項全部確定公告為止）不得再投稿或

參加其他比賽或活動，如發現任何形式一稿多投，將被視為無效稿件，一律

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 

3. 涉及違反第 1 點之作品，如屬明顯侵權者，本校將立即刪除，如為權利人主

張涉有侵權者，本校將通知參賽者，參賽者應於收悉通知後 2 個工作天內提

出合法性之說明，如無法有效說明其合法性者，本校將刪除該作品，並得取

消參賽者參賽資格（即其餘作品亦一併取消參賽資格）。參賽者並同意自行承

擔相關法律後果，如造成本校之損害（含合理律師費用），並應賠償之。 

4. 本活動因為預設目標族群為台灣地區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故不歡迎有違

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作品，故請儘量避免明顯涉有菸、酒、暴

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內容之作品，如有違反者，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有權逕行刪除，不另作任何通知或說明。 

5. 得獎作品智慧財產權等各項權利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所有，本校保有各種不

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得獎

者不得私下將設計著作權未告知本校讓予他人，若發生此情事者，得追回已

頒發獎金，本校將保有最終設計稿件之修改權力。 

6. 本比賽辦法如有不足者，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保留隨時變更、修正比賽辦法之

權利。報名資料不全者，應於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通知所載期間內補正，如逾

期未完成補正者，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告知參賽

者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蒐集個人資料公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2. 蒐集之目的：舉辦本活動及與本活動相關行銷之目的。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參賽者依據活動辦法及參賽同意書所提供予本校之個人資

料。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本活動舉辦期間及活動結束後 6 個月；如為得獎者，

其姓名、作品、獎項等，得由本校永久展示於本活動或本校網站，其餘個人

資料將由本校永久留存。 



5.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校及本活動網站營運範圍。 

6.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活動期間及結束後 6 個月，參賽者之姓名、作

品、得票數或得獎狀況，將公開於本活動網站；得獎者之個人資料將由本校

永久留存，並僅作與當事人聯繫使用。 

7.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當事人得以書面

向本校登記地址（20103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申請，請求查詢、閱

覽、製給複製本；或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

料內容之一部份或全部。（註：參賽人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時，將酌

收必要成本費用。）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本人（即立同意書人）報名參加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舉辦之「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T設計

比賽」（下稱本活動），特此聲明並同意下列事項： 

 

一、參賽者應擔保其參賽作品絕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人格權、著作權、

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若涉抄襲或侵害他人相關權利者，主辦單位有權

立即取消參賽者之參賽資格，如有得獎者，主辦單位亦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

所得獎金及獎項，參賽者不得異議，且參賽個人應自負侵權之相關民、刑事責任，

其概與主辦單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及活動小組無關,如因此造成第三人及/或主辦單

位之任何損失,參賽個人需負擔賠償責任。 

二、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著作，參賽者應擔保對其參賽作品及其內容擁有合法著作權利

及完整授權商業/ 非商業性使用之權利。參賽者另同意得獎作品之著作權(包括著作

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即無償、無條件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可進行任何公開播

送、重製編輯、不限時間、區域、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或其他商業利用之權利，

均不另予通知或致酬。 

三、我已詳閱並同意本活動競賽官網公布之參賽條款，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不得

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此  致 

主辦單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立同意書人： 

參賽者親簽 

 

身分證號碼 

  

 

※團隊參賽者，每位成員均應簽名。 

※若立同意書人為未成年且未婚，或為受監護/輔助宣告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輔助人另行簽名確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茲同意本人之未成年子女

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參與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第二屆金

鳶獎全國炫T設計比賽】。 

 

法定代理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反面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 



我要報名 
請完整填妥以下報名資訊並確認填寫之內容是否正確無誤，報名資料送出後將無法更改！ 

(以下表格中標註有 * 為必填內容) 

姓名* (須為真實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參賽組別*  □ 高中職組     □ 大專院校組 

就讀學校*                                    

指導教師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電話(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創作理念* (總字數 100 字以內，作品複數上傳者，請務必針對各作品加註完整說明) 

上傳作品* 



「第二屆金鳶獎全國炫 T 設計比賽」相關宣傳網站新聞 

 

黑秀網 網站 

http://www.heyshow.com/2017/08/28/mibole37003/ 

黑秀網 fb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eytalk 

 

老地方冰果室 

http://www.frostyplace.com/index.php?story_id=13731 

 

敗家網 網站新聞 

https://www.byja.com/news_detail.asp?catid=999&id=2488 

敗家網 fb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byjacom/ 

 

dpi 設計插畫雜誌 fb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dpimagazinetw/ 

 

全華圖書公司 網站 

http://www.chwa.com.tw/newChwa/newIndex.html 

 

http://www.heyshow.com/2017/08/28/mibole37003/
https://www.facebook.com/heytalk
http://www.frostyplace.com/index.php?story_id=13731
https://www.byja.com/news_detail.asp?catid=999&id=2488
https://www.facebook.com/byjacom/
https://www.facebook.com/dpimagazinetw/
http://www.chwa.com.tw/newChwa/newIndex.html

	協辦單位：黑秀網HeyShow.com，dpi設計插畫雜誌
	敗家網byja.com，全華圖書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