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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3 年六堆 FUN 暑假 上客趣系列活動 

【玩潮客聯盟】創意客家生活展 

競賽簡章 

壹、 活動緣起： 

 以創新客家文化潮流為主軸，激發當代年輕人的創意思維，展現他們對 

    客家文化的無限創意、熱情及活力。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藝 

    術】元素透過創意的思維，找尋客家文化無限發展空間，將生活藝術、創意 

    美學相互結合，從不同面向逐步創新，打破傳統與舊觀念，以設計及藝術並 

    重，秉持環境關懷的元素，透過競賽培養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設計新秀，期望 

    邀請跨領域人才共襄盛舉，在競合的環境中，創造無限可能。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三、承辦單位：活動高手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參、 參賽資格： 

   一、社會組：以社會人士自行組隊，每隊至少 2 人  

   二、學生組：凡中華民國境內之大專院校，各校以「系所」為單位，每校每 

               系最多 2 隊，每隊需 2 人以上，不含指導老師 。 

肆、 競賽主題： 

   一、策展主題：將以【玩潮客聯盟】為本案策展創意主題。 

   二、策展手法：將客家元素及客家生活智慧，以多面向的生活藝術呈現，策 

                 劃出一系列【潮客美學】。 

伍、 競賽類別： 

策展項目  策展內容說明  組數 

影音類  歌曲/微電影/紀錄片/影視創作等…   社會組-五組(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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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競賽方式  

一、 自即日起至 103 年 5 月 30 日(五)下午 5:00 止，報名成功後需繳交電子

作品資料及紙本報名表書及參賽同意書，進行初審。 

二、 將於 6 月 1 日(日)至 6 月 5 日(四)進行初審評選作業。 

三、 於 6 月 6 日(五)統一於活動官網公布進入決選名單(計 30 隊)，承辦單位

將 e-mail 通知入選隊伍。 

四、 所有入圍隊伍需於 6 月 9 日(一)至 13 日(五)下午 5：00 止，繳交作品

書面及光碟資料一式二份。 

五、 入圍組別需於 6月 15日(一)至 6月 30日期間至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進行

實體佈展作業。 

六、 將於 7 月 5 日(六)進行決選，評審依據書面資料及現場呈現，進行評選。 

七、 8 月 17 日(日)進行頒獎(時間另行通知)，地點：假本中心六堆客家文化

園區演藝廳廣場舞台。 

八、 評分標準：(遴聘國內產、官、學代表擔任評審，進行初選及決選。) 

評分項目  比例  分重點  

客家概念傳達  30%  創作及空間表現是否符合客家意象與精神  

創意思維  30%  作品構想及創新度  

視覺美學  20%  文字.圖像.色彩運用技巧  

整體表現 10%  作品完整度及專業水準  

環境友善  10%  裝潢材料運用是否考慮回收性及再利用性  

 學生組-五組(決選) 

生活設計類  

海報、攝影、插畫、廣告、科技藝術、

產品設計、立體造型設計、工業設計、

工藝設計、空間設計等…  

 社會組-五組(決選) 

 學生組-五組(決選) 

流行時尚類  服裝造型、流行時尚等…  
 社會組-五組(決選) 

 學生組-五組(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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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方式 

     均採線上 MAIL 報名(請自行至活動官網下載報名表及相關書表)，自即日至 

     103 年 5 月 30 日(五)下午 5:00 止，逾期不受理，報名成功後需繳交電子 

     作品資料、報名表書及參賽同意書，無須繳交紙本資料，寄至 E-mail： 

     case..c216218@mas.hinet.net ，活動小組:07-3417561。  

捌、 評選相關規定 

   一、初審相關規定： 

      (一)MAIL 圖檔限制：解析度 72dpi，RGB 色彩模式，800x600 像素，格 

         式限 JPG，檔案大小 1.5MB 以下(不得小於 500KB，以防因圖檔過小 

         而無法辨識與評分)，並繳交 5 張圖片(包含細部近拍圖與整體圖)，以 

         作為評審使用。  

      (二)設計作品說明：最多 200 字，特點說明，以簡潔明瞭、充分表現設計 

         特色為佳。  

      (三)報名影音類，請提供作品連結網址(切勿使用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社群網站)，以利評審評選。  

      (四)報名時，請自行確認 MAIL 的圖文資料能正常瀏覽與清楚辨識，若因 

         上傳過程出錯，導致圖文無法顯示，影響評審初選作業，參賽者須自 

         行承擔，請參賽者送出前務必再次確認連結。 

   二、決選競賽說明： 

      (一)需繳交書面資料及影音光碟，如下表所列： 

紙

本  

報名表  繳交紙本，1 份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繳交紙本，1 份 

作品資料 

1.繳交紙本，1 份 

2.A4 彩色輸出，裝訂方式請以膠 

  裝，請參賽者自行設計，排版不 

  拘，頁數不超過 40 頁。 

3.作品照片至少 5 張，並附圖說(每 

  張 5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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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作理念以 200 字以內為限。 

光

碟  

作品  

1. 作品圖檔(請設定資料夾)檔案大 

小至少 1MB 以上，3MB 以下，

JPG 格式，全彩，解析度

300dpi，每件至少 10 張。  

2. 光碟上請註明報到類別、編號、 

作品名稱、播放媒體類型，時間

長度 30 至 60 秒，檔案大小不

超過 10MB，限定輸出格式

為.mpeg 格式(.mpg 檔)，並附

上作品截取圖，每件至少 10 張。  

資料  

1.報名表電子檔 

2.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電子檔(JPG 格 

  式，需簽名掃描)作品資料電子檔 

  (JPG 格式) 。 

      (二)活動以坪(180cm x180cm)為基本單位，每一隊伍經報名成功後，即 

         可得基本【5 坪】免費場地進行創作。 

      (三)為提高展覽品質，及維持展覽秩序、降低各策展隊伍裝潢施工及進退 

         場糾紛，獲入選隊伍各須於 6 月 30 日前繳交「場地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相關繳款方式將另行通知。 

      (四)參展期間（含進退場及展期）若無違規事項，主辦單位將全額退還保 

          證金，若期間各隊伍違反相關進退場規定，將依規定扣除保證金 50%。 

      (五)承辦單位將統一規劃基本木作空間、電力配置。 

      (六)為維持展覽之安全與品質，若策展隊伍所使用之電力超額並影響展 

         覽，主辦單位將依規定扣除保證金 50%。  

      (七)策展隊伍眾多且場地有限，若各隊伍申請之展區數總額超出本活動展 

         場總容量，主辦單位將依實際可使用之展場總容量，依比例調整各隊 

          伍之展區數，並於第二次籌備會協調分配展區位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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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辦單位保有最後決定場地分配之權利。 

      (九)入圍決選之隊伍，需確實出席競賽且遵守比賽規則，無違返規定者， 可 

         獲得 15,000 元材料補助費(限額 30 組)。 

      (十)獎勵辦法(除材料補助費外)：另選出 3 隊首獎、3 隊特別獎、1 隊最佳 

         創意獎 

獎項  類別  名額 (只取一隊) 獎金  

首獎  影音類  1 隊 5 萬元  

 
生活設計類  1 隊 5 萬元 

 
流行時尚類  1 隊 5 萬元 

特別獎 影音類  1 隊 1 萬元 

 
生活設計類  1 隊 1 萬元  

 
流行時尚類  1 隊 1 萬元  

最佳創意獎  不分類別  1 隊  
2張單人香港3天兩夜

自由行機票  

玖、著作權與專利權相關配合事項 

   一、參展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權，應由參展隊伍自行登記取得，以保護其設 

       計權益。  

   二、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覽嚴禁陳列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作 

       品。參展隊伍如明知其展品業經判決確定有標示不實或侵害商標、專利 

       或著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列時，主辦單位除立即停止其全部展品之 

       展出及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凡於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 

       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展品，本展覽一律禁止其展出，參展隊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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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異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隊伍須負一 

       切賠償責任。  

   三、因參展作品眾多，若參展隊伍需申請展品之專利權，請自行申請「參展 

       證明」，主辦單位恕不代辦。  

   四、主辦單位得利用參展作品之實品、圖片、燈片及書面資料等，經專利或 

       著作權擁有者同意後作為宣傳或出版專刊等用途。  

   五、展覽期間全區開放攝影，若因參展作品涉及專利或著作權無法提供攝影 

       者，請自行於展區製作告示標示。唯主辦單位得攝影作為宣傳或出版專 

       刊之用。 

拾、策展注意事項 

   一、策展隊伍一律統一於 6 月 30 日完成佈展。 

   二、撤場日期暫定為 9 月 1 日(一)至 9 月 3 日(三)內完成展區清除工作，主辦 

      單位保有撤場日期更動權。 

   三、如參展隊伍有提前撤場情形（含提前撤收展品），將依規定扣除保證金 

       50%，若有特殊情況者，需於二週前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主辦單位同 

       意後始得撤場。 

   四、本活動展場內如有消防箱、滅火器、空調設備、緊急出口、一氧化碳及 

       二氧化碳偵測器等展館設備，該處須留空間或製作活動門，不可封死， 

       違者將強制拆除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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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展覽期間各展區間相鄰之展版請相互協調美化。 

   六、展品施作：展場內禁止大規模施作，嚴禁鋼釘、噴漆、電焊及電鋸、木 

       鋸、切割或噴漆，僅得局部組裝、整合。各參展隊伍展區內原場地的牆 

      面及地板嚴禁使用油漆或其他顏料彩繪，若需黏貼展品時，請使用不脫膠 

      膠帶並請勿使用泡棉、雙面膠、強力膠、釘子等破壞性工具。展場佈置若 

      需使用油漆進行局部設計時，請舖設遮塵布等以防地面及環境髒污，使用 

      後廢棄顏料及筆刷等，請勿倒在廁所馬桶或洗手台，並嚴禁在洗手台清洗 

      工具，使用後剩餘的廢棄顏料請各隊自行集中後，統一於承辦單位規定垃 

      圾集中區之顏料丟棄區倒除（僅限水性顏料，油漆請自行攜回處理）。 

   七、佈置展品或裝潢時應於各展區內為之，不得佔用走道，妨礙交通與安全。 

   八、上述規定若違反者將扣全額保證金並自行負擔損壞賠償及清潔費用。 

   九、施工材料處理：  

     (一)卸佈展期間（6/15-30、9/1-5）不提供大型垃圾車，各組施工廢料 

        及包裝材料，應逐日清除並自行處理，不得置於走道與展場，妨礙交通 

        與安全。 

     (二)展覽期間（7/12-8/31 暫定）請各參展隊伍自備垃圾袋，並將垃圾分類 

        集中後，於規定之垃圾集中區丟棄。若經主辦單位發現亂丟垃圾或是垃 

        圾未分類時，將扣除保證金 50%，並自行負責清潔工作。 

     (三)活動期間，若因施工、搬運或其他工作事項，造成任何設施之毀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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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隊伍應負責修復及全額賠償。如因施工不慎而致財物損失或人員傷 

        亡，由參展隊伍及其廠商或裝潢承包商負責全額賠償並負法律責任。 

     (四)禁止飲食：除工作人員用餐區外，館內及展館間的戶外走道皆禁止飲食 

       （瓶裝水除外），若在展館內飲食經主辦單位規勸不聽者，則沒收保證金 

        20%並自行負責清潔問題。 

     (五)參展隊伍在展覽期間不得製造 80 分貝以上之噪音，因示範、操作展品 

        而產生煙霧、廢氣、灰塵、惡臭及刺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溶劑汙 

        染物等，需自備汙染處理設備，立即妥善處理，不得影響其他展出隊伍 

        及現場展出，否則主辦單位得禁止現場示範操作或立即終止展出。 

    (六)展示範圍：參展隊伍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展間內，不得在展區以外地 

       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 

       錄、出版品、紀念品等宣傳資料。若需在攤位外進行其他宣傳或表演活 

       動，請於開展前 1 星期內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登記，若違反將扣除保證 

       金 20%，主辦單位得強制清除。  

   (七)禁止項目：凡易爆、易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 

      現，主辦單位得強制予以搬離展場，並由參展學校負擔一切費用及責任。 

   (八)為維護展場安全，禁止於展場內放置、懸掛飄空氣球或於倉庫結構懸掛任 

      何懸掛物。 

  (九)安全及保險：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由承辦單位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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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管制展場出入口，以維持人員及展品進出展場秩序，惟參展隊伍對其 

     展品、裝潢物料及工程設施均應自行派人照料，貴重展品請自行投保並聘 

     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十)販賣零售：展出期間會場內各策展單位可申請展售文創品，如需販售，需 

     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經主辦單位審核同意後始得販售。唯販售之產品仍 

     應依稅務法令開列收據或發票，所有販賣行為請各參展隊伍自行負責，若 

     發生販賣糾紛或違法行為影響展覽活動，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參展資格之權 

     利。  

  (十一)妨害展覽秩序之處罰：展覽期間（含進出場），參展隊伍如因債務、個人 

       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他人至其展出隊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 

       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及形象，而該參展隊伍又不能有效處理時，主 

       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 

       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隊伍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十二)違規處理：參展隊伍如違反各項規定，經主辦單位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 

       無從勸告時，將立即停止供電並強制要求停止展出，並依規定扣除全額 

       保證金。  

  (十三)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保有隨時修訂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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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3 年六堆 FUN 暑假 上客趣系列活動 

【玩潮客聯盟】創意客家生活展 

【競賽報名表】 

競賽組別 □ 社會組                □ 學生組 

團體名稱(學校系所)    

指導老師     電話    

e-mail     

主要聯絡人    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組員 

姓名 連絡電話 

      

      

      

      

      

作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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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報名類別 

(限勾選一項)  

□影音 □生活設計 □流行時尚 

作品說明 (※請填入 200 字內簡述。) 

相關資料 (※相關報導、獲獎紀錄、參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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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3 年六堆 FUN 暑假 上客趣系列活動 

【玩潮客聯盟】創意客家生活展 

參賽同意書 

作品名稱：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 2014 六堆園區「玩潮客聯盟」系列活動，願

遵守評選之各項規定並承諾：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本人授權之著作(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本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

授權。（例如非原創音樂、畫面…等版權授權）。 

著作財產權同意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

重製、複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授權之著作(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之情形。 

本人未運用同一著作(作品)參與其他類似徵文活動，亦未運用前曾已獲佳作以上之作品參與本

徵文活動。 

如違返本同意書各款項規定，其法律責任概由本人負責，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並得

要求本人返還全數得獎獎勵。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受有損害，本人應負賠償責任。 

此致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立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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