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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 

聯絡電話：271-7066 

主旨：辦理本校109學年畢業典禮主視覺設計徵稿活動，請參考附件簡章。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第 1 次籌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為鼓勵學生發揮巧思設計圖案，本次畢業主題徵稿活動以「離•嘉。綻

放」為核心，募集各式匠心獨運的原創作品，讓畢業典禮留下深刻的回

憶。 

三、 徵稿內容： 

(一) 報名資格：本校全體學生。  

(二) 主題說明：離•嘉。綻放 

離別，是每位畢業生最後的課題；嘉義，是畢業生們多年回憶的集

散地；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就像荊棘裡的花朵般，突破重重的困

境，最終盛開、綻放，發出最迷人的香氣，望向自由的天空、擁有

自己的一片天。 

(三) 設計項目：以一個主視覺應用做成四種格式。 

四、 徵稿時程： 

程序項目 時間 

報名開始 110 年 3 月 17 日 

收件截止日期 1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止 

※參賽者以 E-mail 寄送檔案到聯絡窗口信箱 
評審結果公布 110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五、 評選最優作品 1名，獎金新台幣 5,000元 ;其餘徵稿內容請參閱簡章。 

此致 

各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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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畢業典禮主視覺設計徵稿活動 

壹、目的： 

發揮你的創意，衝擊我們的視覺。在重要日子裡留下深刻的回憶。本校鼓勵學生發揮巧思設

計圖案，競賽以畢業主題「離•嘉。綻放」為核心，募集各式匠心獨運的原創作品，歡迎踴

躍投稿！ 

貳、主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參、承辦單位：本校蘭潭畢聯會、民雄畢聯會、新民畢聯會 

肆、徵稿內容： 

一、報名資格：本校全體學生 

二、主題 : 離•嘉。綻放 

說明：離別，是每位畢業生最後的課題；嘉義，是畢業生們多年回憶的集散地；在往

後的日子裡，我們就像荊棘裡的花朵般，突破重重的困境，最終盛開、綻放，

發出最迷人的香氣，望向自由的天空、擁有自己的一片天。 

三、設計項目(以一個主視覺應用做成四種格式) 

【設計需求】所有作品皆須有本校校徽 

(一)TRUSS(尺寸3000*3000mm)  
1.主題：「離•嘉。綻放」 
2.必需有的文字內容： 
國立嘉義大學 
109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暨系列活動 
時間：110年6月6日(星期日)08:30 
地點：蘭潭校區瑞穗館、民雄校區大學館、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二)海報(尺寸A1) 
1.主題：「離•嘉。綻放」 

2.必需有的文字內容： 

國立嘉義大學 

109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暨系列活動 
時間：110年6月6日(星期日)08:30 
地點：蘭潭校區瑞穗館、民雄校區大學館、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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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蘭潭校區會場入口直橫幅 
  橫幅尺寸：940*120cm 
  直式尺寸：420*285cm一對 (文字置中，字寬集中在95cm內) 
  橫幅文字：國立嘉義大學109學年度畢業典禮 
  直式文字：離嘉築夢，花綻崢嶸。 

(四) 電子邀請卡(尺寸A4) 

1.文字內容以109年內容預打，待內容確定後修改： 

謹訂中華民國110年6月6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於蘭潭校區學生活動廣場舉辦

109學年度畢業典禮。 

恭請  

蒞臨指導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          敬邀 

Dear Family,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will be held at 8 : 30 a.m. on 
June 6 , 2021. We cordially invite your presence to grace the occasion. 
Best regards, 
Chyung A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President,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2.活動流程 

109 學年度         畢業典禮程序表 

時間 活動內容 
9:30 典禮儀式 
9:40 致詞 
10:00 頒獎 
10:30 禮成 

3.三校區地圖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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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時程： 

一、 

 

程序項目 時間 
報名開始 1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收件截止日期 
1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止 

※參賽者以 E-mail 寄送檔案到聯絡窗口信箱 

評審結果公布 110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二、報名方式：報名截止前以電子郵件送交下列文件，參賽件數不限 

1. 收件截止時間：3月17日起公告至 4月8日(四) 23:59 為止，將作品圖稿及報名文件寄

送信箱: 110ncyugsa@gmail.com 

聯絡窗口：蘭潭-柳亭妤 0978-763216 

          新民-鄭又瑜 0968-971189 

          民雄-李品萱 0962-025660 

2.若寄送總檔案大小超過 20MB，請自行上傳雲端空間，並提供下載連結寄送e-mail 至 

110ncyugsa@gmail.com 

3.收件後會回覆已收件確認 Email，若無收到確認信件，請來電與聯絡窗口洽詢。 

4.送件報名前，請務必詳閱附件2-同意書內的相關著作權轉讓說明。 

三、徵稿規格： 

1.報名表 (如附件1）：1份 

2.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如附件2)：1份 

3.設計圖稿：請在規範格式內設計，RGB色彩模式，JPG格式，解析度300dpi 以上；手繪/電繪

不限，若以手繪稿參賽，請將作品掃描並轉存成JPG 圖檔。 
4.需檢附中英文字型檔案 
5.檔案命名方式： 

•作品圖稿-作品名稱-參賽者姓名 

•附件(報名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參賽者姓名 
6.評審結果公布後，得獎作品(含入選)須提供原始設計檔案(ai)。 
7.入選作品，需依主辦方需求配合修改。 

陸、評選作業： 

本活動評審將由畢聯會全體成員擔任，依據公平、公正原則產生得獎名單。 

柒、 活動獎勵：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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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注意事項： 

一、如因報名資料不完整、作品規格不合，以致影響評審結果，視同報名未完成，不予評

分。 

二、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規定事項，並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

，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三、繳交之參賽作品、相關資料，不論得獎與否均不退件，參賽者請自行留存底稿或備份

。 

四、參賽者須簽署同意書，同意該作品之智慧財產權無條件讓與主辦單位，且必要時對作

品具修改之相關權利。作者不得對主（承）辦單位行使著作權。 

五、參加競賽作品須為自行創作之作品，且「未曾參加過相關設計競賽」或「未曾公開發

表者」；若參賽作品經發現或檢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除取消參賽資格外，得獎者將追回

獎金，同時公告。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承辦單位無關。 

六、比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以從缺或減之。 

七、主辦單位公告得獎名單後，得獎者需提供學生證，以確認參賽資料無誤。 

八、 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主辦單位得隨時公開說明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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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畢業典禮主視覺設計徵稿活動  報名表 

各欄位請填寫清楚 

姓名  

就讀學校 國立嘉義大學 科系  

學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E-mail  

本人證明以上各項資料確實無誤。 

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作品編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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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姓名  作品編號 (本欄勿填) 

 

1、 本人參加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稱貴單位)所舉辦之活

動，保證參選之作品係出於本人之獨立創作，並未公開發表，無侵害他人著作之事

宜，若本人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抄襲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經查

證屬實，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除追回獎品及獎項外，並負擔違反著作權

等法律責任。 

2、 本人同意依本比賽規定提供之參賽作品，其所有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於貴單位，且不

得再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製、出租、散布、發行、商品開

發販售及再授權他人等；並不得對貴 公司行使著作權。 

3、 貴單位得就參賽作品享有重製、公布、發行、改作、重組使用之權利，並得運用於

業務推廣及宣導、網頁製作、報導、商品開發、印製、出版以及相關製作物販售等

使用之權利。以上讓與均不另行計酬，本人無異議。若違反本同意書造成對主辦單

位 損害，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4、 上述相關事項若有爭議，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應盡最大努力協商，未

能自行協商解決時，同意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 簽名(已滿二十歲者免附)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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