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辦法 

一、 競賽宗旨 

第二屆【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旨在鼓勵學生發揮想法與創意，

透過設計將其具象化呈現。校園生活中記錄著每一位學生生活的點滴與成長故事，

每一天、每一步的都是邁向未來前進的重要回憶里程碑，當中有歡笑、有甘苦，為

紀錄每位來自各方的莘莘學子在校園時光的足跡，鼓勵您將想法、故事下列幾項議

題中，以海報與視覺傳播的方式來展現。 

 

二、 主辦單位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三、 輔助單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四、 參賽資格  

(一) 全國具有中華民國教育部學籍的高中職、大專院校在學生(含研究所)。 

(二) 競賽以團隊組隊報名參加，每隊以 2-6 人為限。 

(三) 以團隊為單位報名，每隊須選定代表人報名，並依據作品規格、繳交報名表

及相關作品授權與同意書資料。 

(四) 投稿作品需為未經公開發表或展示、未曾投遞參加其他競賽之作品，且未曾

讓予、授權於第三人。 

(五) 參賽者可挑選有興趣的主題發揮設計創意，在主題不重複為原則下，投稿件

數至多以 3 件為限。  



五、 徵件主題 

凡是以下之議題皆可成為您海報設計的內容與視覺傳播的題材，以年輕、活力、

創意為思維，把您的校園生活(註 1)與想法轉化成廣告海報和傳播的方式展現出來。 

編號 表現主題 設計方向 

01 校園特色形象大使 校園文化與特色(人/物不拘)加注創意形象發想 

02 校園文化與環境 社團經驗與校園中各項活動參與發想創意 

03 校園學習生活 從校園學習過程中，甘甜苦樂回憶之故事發想 

04 校園代表字漢字 概括校園風氣、環境面貌之代表字漢字設計 

註 1：校園生活囊括自身經歷或未來對校園生活的憧憬。 

 

六、 作品規範 

(一) 參賽者請依照本競賽所公布之四項主題分別設計發想，並撰寫創作理念。 

(二) 海報版面內容元素需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元素：主標題、副標題（或 slogan）

與相關海報說明文字。內容範例如下所示： 

• 投稿主題：03 校園學習生活 

• 作品名稱：我在銘傳爬樓梯的那些日子 

• 海報主標：銘日之星 

• 海報副標：傳承延續 

• 說明文字：樓梯頂峰的風景—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三) 主副標需與作品名字相呼應之創意發想元素，該項將會列入評選標準內。 

(四) 本次參賽作品皆為數位檔案形式參賽，不限定使用電腦繪圖或手繪方式設

計作品。 

(五) 在同一主題架構下，可繳交單張或系列稿(以 3 張為限)投稿繳交。 



(六) 作品無論單件或系列稿格式皆為 JPG 格式一併上傳。 

(七) 每件檔案大小不超過 10MB，分辨率 300dpi，RGB 色彩，單張尺寸 A3，

直橫不拘。 

(八) 手繪作品請掃描後存為上述格式投稿參賽。 

(九) 檔名請統一命名為：投稿主題(含編號)_作品名稱_隊長姓名，依序具體填寫。

上傳前請務必確認作品檔名是否符合規範。 

• 示範範例： 03 校園學習生活_我在銘傳爬樓梯的那些日子_王小明 .jpg檔。 

(十) 圖形或創意請注意勿違反著作權法，若經察覺，該作品將喪失得獎資格。 

七、 報名方式 

1. 報名費用︰免繳報名費 

2. 官方網站：http://120.96.128.167  

3. Facebook 社群宣傳： 

MCU ADSM  https://www.facebook.com/mcuadv/  

4.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pbpgJrrCRWK56VA47  

5. 完整報名應繳交的檔案： 

(1) 報名表 

(2) 參賽作品 

(3) 著作權約定聲明、讓與及切結書 (每位團隊成員皆需簽章) 

(4)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每位團隊成員皆需簽章)  

http://120.96.128.167/
https://www.facebook.com/mcuadv/
https://forms.gle/pbpgJrrCRWK56VA47


八、 獎項 

金獎 1 組   獎金 10,000 元、獎狀一紙 

銀獎 1 組   獎金 6,000 元、獎狀一紙 

銅獎 1 組   獎金 4,000 元、獎狀一紙 

佳作 10 組  獎狀一紙 

得獎隊伍將頒予每位參賽成員獎狀一紙以及指導老師感謝狀。 

九、 競賽時程表   

進行項目 日期 

開放線上報名 06/05（二） 

報名截止 09/18（五）23:59 秒截止收件 

報名資料整理 09 月下旬 

評選作業 10 月上旬 

公告得獎名單 10 月中下旬 

得獎者聯繫 10 月中下旬 

頒獎典禮 
預計 11 月上旬 

若未能到場，後續將陸續寄送得獎獎金及獎狀 

十、 評選標準 

 

本競賽將於 2020 年 10 月上旬組成評審委員會，評選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分

別以設計原創性(40%)、主題適切性 (30%)以及構圖美感力(30%)進行評選。  



十一、 注意事項 

(1) 請勿於作品中呈現團隊成員之作者資料。 

(2) 作品完成報名前請務必確認相關資訊填寫無誤，以便後續得獎聯繫及獎狀寄

送事宜。 

(3) 在送出報名表單前，請務必確認上傳之「作品檔名」是否有符合競賽規範。

範例：01 校園特色形象大使_作品名稱_隊長姓名 .jpg 檔 

(4) 請務必檢查是否符合主競賽規定，若有文件資料不齊或作品缺件等情形，本

單位將會另行通知團隊代表人補齊該項目，須於報名截止前補正資料，否則

將逕自取消資格。 

(5)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 

 

十二、 聯絡資訊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李方瑜老師 (02) 2882-4564 轉 2461 

林信雄老師 (02) 2882-4564 轉 2124 

 



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報名編號 (本欄位由活動承辦方填寫) 

_______________ 

隊長姓名：                                (團隊主要聯絡人) 
就讀學校： 

系(科)級：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一 姓名： 就讀學校： 

系(科)級：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二 姓名： 就讀學校： 

系(科)級：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三 姓名： 就讀學校： 

系(科)級：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四 姓名： 就讀學校： 

系(科)級： 

手機號碼： 

E-mail:  

隊員五 姓名： 就讀學校： 

系(科)級： 

手機號碼： 

E-mail:  

指導老師姓名： 任職學校： 

任教單位： 

職稱： 

聯繫電話： 

E-mail:  

作品設計理念與想法說明（200 字以內）: 

 

 

 

 

 

 

 

收件紀錄 (以下由活動承辦方填寫) 

書面資料檢核與審查結果 活動承辦人簽章 

□審核通過 ：2020年  月  日 

□通知補正：2020年  月  日)  

□文件資料不齊全 □作品資料未交   

□補正審核通過：2020年  月  日 

□不予受理，原因：□資格不符 □未於期限內補正資料 2020 年     月     日 



附件一、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競賽著作權約定聲明、讓與及切結書 

本人/本團隊以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著作)參加銘傳大學傳播學院舉辦之【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願意遵守及同意主辦單位之競賽各項相關規定。 

一、本人/本團隊聲明確已詳閱、注意競賽簡章、規則、相關附件與賽事公告，且無異議。 

二、本人/本團隊擔保、切結本著作為本人/本團隊所自行獨立創作，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本著作於競賽或展示期間，若確有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之實，本人/本團隊對於主辦單位取消

本人/本團隊參賽資格、獲獎資格絕無異議；並同意按主辦單位規定繳回獎金、獎牌、獎狀與獎品。 

三、本人/本團隊聲明參賽(得獎)若有涉及著作權或其他糾紛，本人/團隊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概與主

辦單位無涉。如造成主辦單位損害者，本人/本團隊聲明願負擔民、刑事相關責任。 

四、本人/本團隊同意主辦單位得就本著作及本人/團隊肖像及創作過程進行攝、錄影與文字記錄，且同

意提供相關資料並授權主辦單位使用之，以作為本活動、賽事公開推廣及宣傳使用。 

五、若有得獎，本人/本團隊願將作品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主辦單位，並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同時，

將配合本案活動宣傳及展覽。 

 

此致 

銘傳大學 

 

立書人：（每位團隊成員皆需親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2020 年      月      日 

附件二、銘傳大學傳播學院【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競賽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敬

請詳閱： 

 

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參賽者的隱私權益，參賽者所提供與本校之個人資

料，受本校妥善維護並僅於本校管理、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本校將保護參賽者的個

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 

二、蒐集目的：【2020 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報名、活動通知與聯繫、評選、領獎及成果發表。 

三、個人資料類別：含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學校系(科)級/任職單位。 

四、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至本活動結束後 1 年。得獎者部分須另

提供身分證件(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項及

申報使用；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 年，屆時銷毀，不移作他用。 

五、個人資料利用地區：本校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依中華民國法令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 

六、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由本校或本校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要相關人員利用之，利用人員應依執

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七、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局參賽者的個人資料，惟參賽者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參賽者將無

法參與前述蒐集目的所列各項內容。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且同意上述事項，謝謝。 

 

立同意書人：（每位團隊成員皆需親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2020 年      月      日 



 


	2020校園創意生活海報設計比賽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