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活動辦法 

一、 活動宗旨 

    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特色大學計畫」，除結合校務發展持續推動產官學三方合作，以逐

步達成成為「區域產業創新加值中心」之目標，培養學生兼具學術知識與實務技能，應用所學

與發揮創意回饋予在地，為區域注入創新活水。 

         苗栗縣境內山多平原少，故有「山城」雅號。轄內各鄉鎮深受自然環境影響，以傳統產業

居多；又因苗栗為多元文化匯集之地，區域內富含原住民、閩南及客家等特色族群文化，進而

發展出許多獨特文化產業與族群節慶活動。為促進苗栗在地族群文化、特色產業及節慶活動之

觀光旅遊與經濟發展，期透過本活動邀集全國大專校院學子一同透過鏡頭帶領民眾看見苗栗、

認識苗栗，進而達到推廣苗栗之美之目的。 

二、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 

國立聯合大學。 

四、 參賽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五、 活動主題 

以苗栗縣特色族群文化、慶典活動及特色產業等攝影作品為競賽主軸。 

六、 活動期程 

徵件日期：106 年 5 月 8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七、 競賽辦法 

（一） 作品規格以 8 X 12 吋之直式或橫式彩色相片為主，每人參賽作品張數以 5 張為限，數

位作品原始檔案須為 1,000 萬畫素以上 TIFF 或 JPEG 檔；以單眼、類單眼、數位相機、

手機等器材拍攝皆可，惟不得電腦合成、抄襲、複製、 仿冒等，僅可做亮度、對比度、

色彩飽和度等之調整。 

（二） 已參加國內、國外公開競賽獲獎之作品請勿報名參賽，本校如經獲知有上述情形者，

將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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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請以 105 年 1 月 1 日至今與「苗栗族群文化」、「節慶活動｣、及「傳統產業｣及其相

關內容為優先題材，以攝影之照片形式呈現，內容不得含有違反法律、公共秩序及善良

風俗之行為。 

（四）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本活動依其相關法規執行。參加競賽之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原創著作，

且不曾對外（含就讀學校校內）公開發表。如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須自負相關法

律責任。 

（五） 參賽者須簽署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同意無償提供主辦單位使用於製作活動成果報告

書、公開展示及集結成冊出版之使用。 

（六） 參賽作品無論是否得獎，恕不予發還。 

（七） 本活動拍攝過程，請各參賽者留意自身安全，並請自行負責一切安全問題；如涉違法行

為，亦由參賽者自負其責。 

八、 報名參賽方式 

（一） 欲報名參賽者請填妥相關資料並連同攝影作品一併寄至「360-63 苗栗市南勢里聯大 2

號」，收件人註明「國立聯合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林盈如小姐收」，並請於封面註

明 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活動。資料未備齊者，經本中心通知補件而未於時間

內補齊者，將視同放棄參賽；逾期投遞者（以郵戳日期為憑），恕不受理報名。 

（二） 報名應備資料： 

1. 攝影作品（相片）及數位作品檔案（光碟片）。※檔案名稱請註明：參賽者姓名、作 

  品名稱。 

2. 「參賽者報名表」（附表一）。 

3.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表二）。 

4. 「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同意書」（附表三）。 

5. 報名資料檢核表（附表四）。 

九、 評分方式 

（一）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分數占比 總計 
作品主題 25％ 

100％ 
攝影技巧 25％ 
構圖理念 25％ 
意境表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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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審程序：本中心將聘請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由評審委員評定名次（以各評審評分表

之各別總分合計後之總得分平均值最高者為第一名，次高者為第二名，依此類推）。 

十、 獎勵辦法 

（一） 依上開評分方式取參賽作品前三名，另取佳作二名（如參賽件數不足五件，將取消「佳

作」之獎項），其作品除將於本校進行公開展示外，各名次之獎勵辦法如下： 

1. 第一名：8,000 元禮券，獎狀乙紙。 

2. 第二名：6,000 元禮券，獎狀乙紙。 

3. 第三名：4,000 元禮券，獎狀乙紙。 

4. 佳作：2,000 元禮券，獎狀乙紙。 

（二） 凡參加本競賽活動者，皆發予「參賽證明」乙張，以資鼓勵。 

（三） 得獎作品將於本校八甲校區教務處後棟 1 樓進行公開展示。 

十一、 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國立聯合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林盈如小姐 

電話：037-381107 

E-mail：vicky79@nuu.edu.tw 

十二、 附加說明 

主辦單位保有變更、修改活動辦理相關細節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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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 參賽報名表 

姓名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年級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縣（市）     區（市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拍攝時間  

拍攝地點  

創作理念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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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頁 

學生證正面影本 
（實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 
（實貼） 

（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作品編號 
 

收件

日期 106 年  月   日 檢訂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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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創作者姓名  

通訊地址 

         
 

縣（市）     區（市鄉鎮）   里   鄰   路

（街）段  巷  弄   號   樓 

E-mail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智慧財產權 
聲明及授權 

本人參加「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已確實瞭解本活動內容和相關

規定，並聲明及同意下列事項： 

1.本人具結參賽申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參賽作品等相關內容係本人

之原創著作，且不曾對外（含就讀學校內）公開發表，如有違反智慧財

產權相關法規，願負法律責任。 

2.本人同意參賽作品等相關內容無償授權提供活動主辦單位於製作活動成

果報告書、公開展示及集結成冊出版。 

 
聲明人：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6 
 



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 

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中華民國「個

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將如何蒐集、儲存、分析及利用

「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活動」之個人申請資料；經台端簽

署本同意書時，表示已閱讀、瞭解相關規定並同意無償提供您的個人

資料。 

一、 本校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為執行「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

藏活動」之相關業務。 

二、 本校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

處理及利用台端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內容包含姓名、就讀學

校、科系、年級、聯絡電話、通訊地址、E-mail 等相關資料。 

三、 本校利用台端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 1 年內。 

四、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

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 

 

□ 本人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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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 
【報名資料檢核表】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報名應備資料 

序號 項目 備齊打勾 

1 
攝影作品(相片) 

& 
數位作品檔案(光碟片) 

 

2 參賽者報名表  

3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 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同意書  

5 報名資料檢核表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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