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第七屆發現開南之美」- 開南大學攝影暨彩繪創作競賽 

一、比賽宗旨： 

為呈現開南之美、發掘開南校景特色，促進開大師生及高中學子對開南校園之熱

愛與關懷，藉由藝術創作及鏡頭捕捉校園中人事時物的豐富變化，更加了解開南

之美，提升校園藝文風氣，舉辦「第七屆發現開南之美」-開南大學攝影暨彩繪

創作競賽。 

 

二、比賽日期： 

A.高中彩繪組：至 105 年 2 月 25 日(四)止 

B.開大攝影組：至 105 年 1 月 25 日(一)止 

 

三、主辦單位：開南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四、協辦單位：各(院)系 

 

五、參加資格： 

A.高中彩繪組：參賽者為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含進修部〉之在校生 

得個人或組隊參加，組隊每組人數1~3位，聯合創作者須指定代表人，每位參賽

者須附可證明身份的相關文件（學生證及身份証正反面影本）。 

 

B.開大攝影組：開南大學全校師生 

得個人或組隊參加，組隊每組人數1~3位，聯合創作者須指定代表人，每位參賽

者須附可證明身份的相關文件(學生證或教職員証正反面影本）。 

 

 

六、比賽辦法：   

A.高中彩繪組 

以開大美景明信片進行上色彩繪，以平面作品為主，畫作表現方式不限水彩、粉彩、

色鉛筆、蠟筆等…各式著色彩繪方式皆可，參賽者可展現創意自由發揮。 

 

B.開大攝影組 

以開南大學校園景物、校園人文風貌、校園活動為主題，如開大十二景、偶像劇

景點、社團博覽會、校園迎新活動、校慶等皆可做為取材範圍，透過攝影鏡頭表

現開大獨特風采，拍攝時間需在 104 年 1 月 1 日後，且未曾公開發表者。  

 

● 參賽作品每人(團隊)投稿件數不限，但每人(團隊)得獎數以最佳成績作品二件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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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品規格：  

A.高中彩繪組 

1.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紙本一份：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請親筆簽署 

2.參賽作品 

開大美景明信片索取方式為以下兩種： 

(1)請至各校學務處索取 

(2)開大網站首頁-學術藝文公告下載電子檔-請列印 B5 白底規格(紙材不限，建議 

150 磅以上) 

3.光碟片一份 

(1)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電子檔 

＊ 請以 word 系統、電腦打字；字型—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pt。 

＊ 報名簡章檔案命名方式為「○○高中(職)/班(系)_作者姓名_作品名稱」 

 

(2)創作完成之作品電子掃描檔（JPG 檔，色彩空間 CMYK，300dpi） 

＊檔案命名方式為「○○高中(職)/班(系)_作者姓名_作品名稱」 

 

● 若有二件以上作品，報名表、同意書及光碟繳交一份即可。 

 

 

B.開大攝影組 

1.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紙本一份：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請親筆簽署 

2.參賽作品表格紙本一式五份 

每份攝影作品一律沖洗為 5x7 吋彩色相片五張，浮貼於五份參賽作品表格中，並

填妥表格內相關資料(請用電腦打字；字型—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pt) 以 100~300 字說明拍攝理念。 

3.光碟片一份 

(1)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電子檔 

＊ 請以 word 系統、電腦打字；字型—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pt。 

＊ 報名簡章檔案命名方式為「系/單位_作者姓名_作品名稱」 

 

(2)參賽作品表格電子檔： 

＊ 請以 word 系統、電腦打字；字型—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pt。 

＊參賽作品表格檔案命名方式為「系/單位_作者姓名_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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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片(請附原始檔，勿插入 word) 

＊底片(正片、負片)或數位不拘，數位請以 800 萬畫數以上之數位相機拍攝，照

片之原始檔案大小為 2000×3000dpi 以上規格之 JPG 或 TIFF 檔，不得使用影像軟

體製作影像合成照片。 

＊照片檔案命名方式為「系/單位_作者姓名_作品名稱」 

 

● 每件作品請填寫報名表及同意書紙本一份、參賽作品表格紙本一式五份(一份

作品沖洗 5x7 吋彩色照片五張分別浮貼於五份表格中)及光碟片一份。 

● 若有二件以上作品，報名表、同意書及光碟繳交一份即可，唯參賽作品表格

仍需一式五份，例如二件作品需各沖洗 5x7 吋彩色照片五張(共十張)浮貼於十

份表格中。 

 

 

八、交件方式： 

A.高中彩繪組 

即日起至 105 年 2 月 25 日(四)前寄達。請將下列文件裝入信封袋中，寄至桃園市

蘆竹區開南路 1 號信封上請註明「第七屆發現開南之美」收。 

1.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紙本一份 

2.參賽作品 

3.光碟一片(含報名表及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電子檔及參賽作品掃描電子檔) 

4.學生證及身份証正反面影本 

 

B.開大攝影組 

即日起至 105 年 1 月 25 日(一)下午 17:00 止，親自至學務處課外組(N101)繳交。 

1.報名表、著作權移轉同意書一份 

2.參賽作品表格紙本一式五份 

3.光碟一片 

4.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請務必確認交件資料正確無誤，若不合格式者視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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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選辦法： 

A.高中彩繪組 

(1)繪畫技巧 40%   

(2)配色 30% 

(3)創意 30% 

 

B.開大攝影組 

(1)創意、情感表現、呈現技巧、內容深度 50%  

(2)攝影內涵、構圖 50%  

◇由主辦單位聘請校內教師及主管組成評審小組負責參賽作品之評審。 

 

 

十、獎勵辦法： 

A.高中彩繪組 

第一名（1 名）：獎金新台幣陸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 名）：獎金新台幣肆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 名）：獎金新台幣貳仟元、獎狀乙紙。 

佳作( 10 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八佰元、獎狀乙紙。 

網路人氣獎(1 名) ：拍立得相機一台。 

 

B.開大攝影組 

第一名（1 名）：獎金新台幣壹萬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1 名）：獎金新台幣陸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1 名）：獎金新台幣參仟元、獎狀乙紙。 

佳作( 10 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壹仟元、獎狀乙紙。 

網路人氣獎(1 名) ：拍立得相機一台。 

●比賽作品未達水準者，獎項得以從缺。 

●網路人氣獎評選方式 

A.高中彩繪組 

1. 參賽者先至「開南大學課外活動組」粉絲頁按讚。 

2. 將著色彩繪的明信片掃描上傳至參賽者自己的 FB，設成「公開」留言「開南

大學 16 週年生日快樂!」並標註「開南大學課外活動組」 

3. 主辦單位分享參賽者的作品到 FB 粉絲頁。 

4. 參賽者於 105 年 2 月 25 日 24:00 前邀請好朋友到開南大學課外活動組 FB 為作

品打氣按讚，在課外組粉絲頁上得讚數最多者，將獲得拍立得相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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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開大攝影組 

1. 主辦單位將參賽者的作品上傳至活動專頁。 

2. 票選期間：105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6 日 

3. 票選地點：桃園燈會開南燈區(桃園市青埔高鐵站區) 

4. 票選辦法：活動專頁上得票數最高者，將獲得拍立得相機一台。 

 

十一、得獎公佈：  

1 評選結果將於 105 年 3 月 8 日公佈於開南大學網站首頁 http://www.knu.edu.tw 

2 評審結束後，將以電話個別通知得獎者，並於十六週年校慶舉行頒獎典禮及公

開展覽。 

 

十二、注意事項： 

1.參賽文件及作品未於期限內繳交齊全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恕不接受補件，亦 

  不予退件，請自行留存底稿。 

2.若採郵寄送件，請務必包裝完整，請勿折疊，若因包裝不慎導致作品受損，主 

  辦單位恕不負責。 

3.參賽作品嚴禁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不雅文字及腥羶色、暴力、批鬥、其他等 

  負面內容或拍攝手法，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參賽資格。 

4.參賽作品如涉有抄襲、或侵犯智慧財產權者，經認定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已得獎者追回以頒發之獎金及獎狀，並由參賽者(團隊)自負法律責任。  

5.得獎作品若經查證不符本活動之各項參賽規定或個人資料填報不實者，主辦單 

  位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 

6.參賽作品之完整著作權均歸主辦單位所有 

  作品運用範圍： 

  (1)主辦單位擁有篩選潤飾參賽者文章、照片的權限。 

  (2)主辦單位有參賽作品使用及宣傳權利，例如出版相關文宣、展覽、公開發 

    表、重製...等相關權利，不另計酬。 

7 個人或團隊可重覆報名，不限件數，但每人或團隊得獎數以最佳成績作品二件 

  為限。 

8 參加比賽者，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9 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競賽規則、評審作業與評審標準等最終修改及認定的權  

 利。本辦法若有未訂事宜，得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得隨時修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