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YOUNG 寫生樂活節─  

2017國立苗栗高中均質化系列活動貓貍藝文季 

寫生比賽及水彩藝術推廣簡章 
一、宗旨： 
    以藝術交流為本，發起寫生為主題的系列活動，結合寫生比賽、藝術聯展、藝術家駐點寫生及

示範展演、體驗活動等，推廣水彩寫生美學，期望向下培養年輕學子的藝術素養；向上號召傑出之

水彩同好參與，讓更多藝術同好充份感受地方人文、街區之美。 

二、主辦單位：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台灣國際水彩畫協會、台灣世界水彩聯盟、風野藝術

協會、苗栗西畫協會、乙泰企業有限公司、Artsecret 秘密水彩、MISSION金級水彩顏料、MIJELLO

美捷樂科技調色盤、MACRO WAVE馬可威水彩筆、華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4日（星期日）上午 9點開始報到，天候不佳照常舉行。 

五、活動地點：苗栗市苗栗高級中學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183號) 

六、參加資格：凡對水彩寫生繪畫有興趣之藝術同好皆可參加。 

七、活動項目：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時間 地點 

寫生活動 

寫生 

9:00 

| 

12:00 

苗栗高中校園、貓貍山公

園、苗栗市周圍街區 

頒獎&抽獎 

15:00 

| 

17:00 

苗栗高中圖書館 

藝術家 

駐點寫生 

 

特別邀請三位水彩寫生專家： 

吳冠德老師、洪東標老師、姚植傑老師(依筆畫

順序) 

實地和參加寫生比賽者近距離接觸，讓莘莘學子

們能學習老師們的寫生風範，一起去探尋老師們

的蹤跡! 

10:30 

| 

12:00 

吳冠德老師 

駐點：貓貍山公園 

洪東標老師 

駐點：苗栗高中校園 

姚植傑老師 

駐點：苗栗高中周圍街區 

藝術家 

寫生展演 

由四位專精水彩媒材藝術家： 

古雅仁老師、林逸安老師、蔣玉俊老師、蘇

沛清老師(依筆畫順序)  

示範展演對水彩媒材的詮釋，一起來感受老師們

帶來的水彩魅力! 

13:00 

| 

15:00 

苗栗高中圖書館 

體驗活動 

1. 水彩作品展覽 

2. 美術相關書籍展售 

3. 水彩體驗： 

(1) 水彩特殊技法體驗 

(2) 水性色鉛筆與水彩的混搭魅力 

(3) 水彩用具展覽、試用 

12:00 

| 

17:00 

苗栗高中圖書館 



八、寫生組別： 

寫生分享組: 社會人士，以展出觀摩的形式分享作品，參加者有機會抽到精美獎品。 

寫生比賽組:（一）國中組：國中在學者。（二）高中組：高中、高職在學者。（三）大專組：大專

生、大學生在學者，不含研究生。 

九、報名方式： 

(一) 團體報名：由各公私立學校訓育組或美術教師協助辦理。 

(團體報名表單如附件一，四組報名總計前 500名可獲得精美禮物) 

            1.郵寄地址：360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183號，苗栗高中特教組彭義婷老師，信封請

註明【水 YOUNG寫生樂活節寫生比賽報名】。 

            2.電話：(037)320-072轉 216 

            3.傳真號碼：(037)356-421 

            4.電子郵件：苗栗高中特教組 art3@mlsh.mlc.edu.tw ，請於 5/26完成報名回傳電

子檔。 

(二) 網路報名:請在「水 YOUNG寫生樂活節」臉書粉絲頁或「苗栗高中校網」，連結線上報名頁，

報名成功即可獲得精美禮物(四組報名總計前 500名)。 

(三) 現場報名: 比賽當日現場交件填寫報名表。為避免現場等候時間過長，建議採線上報名方式。 

十、寫生比賽主題： 

苗栗高中校園內外，以及週邊景點的貓貍山公園、苗栗高中附近街巷有許多平凡卻充滿故事的角

落，只要用心觀察，身邊處處是美景。讓我們一起以水彩溫暖的筆觸堆疊出寓意深遠的畫境，描繪

出苗栗街區最有朝氣、最樂活的時光！ 

十一、參賽尺寸及媒材： 

八開 (約長 38公分 x寬 27公分)，可現場領紙或自行攜帶同尺寸紙張到苗栗高中圖書館報名處蓋

章，現場提供福安日本水彩紙。限用水彩為主要媒材，可使用其他媒材輔助，唯不可黏貼任何物件。 

十二、報名領紙蓋章截止時間：上午 9：00苗栗高中圖書館領紙，上午 10：00蓋章截止。 

十三、收件時間：中午 11：30開始收件，於下午 12：30截止收件，一人最多可交二張，逾時

未交者，以棄權論。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五名 佳作十名 

國

中

組 

獎

金 
4000元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獎

品 

MISSION 金級水彩

7cc 24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 獎狀 

MISSION 銀級塊狀

水彩 20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 獎狀 

MISSION 金級塊狀

水彩 12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 獎狀 

MIJELLO 保溼調

色盤 18 格 + 馬

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水

彩 12 色 + 獎狀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 

獎狀 

高

中

組 

獎

金 
8,000元 5,000元 3,000元 2,000元 

 

獎

品 

MISSION 金級水彩

15cc 34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AP 神奇保溼 

調色盤 + 獎狀 

MISSION 金級塊狀

水彩 24 色組 + 馬

可威純貂毛水彩筆

一套 (NO.3 .5 .8)  

+ AP 神奇保溼 

調色盤 + 獎狀 

MISSION 金級水彩

7cc 24 色組 + 馬可

威純貂毛水彩筆一

套 (NO.3 .5 .8)  + 

AP 神奇保溼 

調色盤 + 獎狀 

MIJELLO 保溼調

色盤 33 格 +  

馬可威純貂毛 

水彩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水

彩 18 色 + 獎狀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獎狀 

大

專

組 

獎

金 
12000元 8000元 5000元 2000元 

 

獎

品 

MISSION 金級水彩

15cc 34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MIJELLO 保溼 

調色盤 33 格  + 

獎狀 

MISSION 金級塊狀

水彩 24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 MIJELLO 保溼 

調色盤 33 格  + 

獎狀 

MISSION 金級水彩

7cc 24 色組 +  

馬可威純貂毛水彩

筆一套 (NO.3 .5 .8) 

+MIJELLO 保溼 

調色盤 33 格  + 

獎狀 

MIJELLO 保溼調

色盤 33 格 +  

馬可威純貂毛 

水彩筆一套 

(NO.3 .5 .8) + 

Artsecret 祕密水

彩 24 色 + 獎狀 

Artsecret 祕密

水彩 12 色+ 

獎狀 

寫生分享組 

現場抽獎 
獎品 總價值 5萬元以上的獎品，共 40份水彩專業用具。 

※注意事項： 

1. 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頒獎及寫生分享組現場抽獎，請務必本人在場，以利頒獎作業，否  

   則以棄權論。 

2. 得獎者請持身分證或學生證至大禮堂領取獎勵。 



十四、評審方式：凡交件參賽作品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評定各組優勝名次。 

十五、頒獎時間：106年 6月 4日下午 15:00~17:00辦理頒獎。 

十六、獎勵方式： 

國中組、高中組和大專組選出前三名、優選 5名及佳作 20名，頒發獎狀及獎金、獎品。寫生分享

組交件即可參加現場抽獎。單位：新台幣。 

十七、比賽規則： 

(一) 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參賽作品，均不辦理退件，請參加者務必知情。凡報名參加者，即

視同作者同意將繳交作品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展出、編輯、印製畫冊發行、上網公告等，對主辦單

位之規章及評審不得有任何異議。 

(二) 參賽者不得有冒名頂替或請人代筆，或依圖臨摹等情形，違者不予評分。 

(三) 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參賽者請在畫紙背面方格內填妥資料，並不得在畫紙正面簽名或作

任何記號；若資料填寫不全或在畫紙正面簽名、作記號者不予評選。寫生分享組不在此限。 

(四) 請參賽者注意自身安全，並共同維護場地秩序與環境整潔。 

(五) 詳細比賽相關資訊請至以下網站查詢： 

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watercoloryoung 

苗栗高中校網：http://www.mlsh.mlc.edu.tw/ 

十八、退件辦法：寫生分享組請憑抽獎單並於當天 17:00~18:00至服務台辦理退件，逾時未領

者，視同放棄作品。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coloryoung


2017 水 YOUNG寫生樂活節團體報名表單(附件一) 

報名單位: 
連絡人:              電話: 

email:      

 姓名 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郵寄地址：360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183號，苗栗高中特教組彭義婷老師，信封請註明【水 YOUNG

寫生樂活節寫生比賽報名】。 

1.電話：(037)320-072轉 216 

2.傳真號碼：(037)356-421 

3.電子郵件：苗栗高中特教組 art3@mlsh.mlc.edu.tw，請於 5/26完成報名回傳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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