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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黎明國際盃國際美容時尚造型競賽 

壹、目的 

    本活動藉由國際競賽促進美容、美髮及流行造型之技術交流為主要目的，經由國際

校際與業界競賽平台提供國際師生的互動與成長，進而發掘相關產業菁英及培育未來

具國際專業人才之創意就業發展。 

    美容、美髮及整體造型技術發展已趨國際化，經由競賽建立國際整體造型技術之教

育特色，並啟發學生們在創意實務上的創作，精湛技能實習及相關知識的吸收，成就

健康美麗事業發展與研究，培養具競爭力之國際人才。 

貳、指導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主辦單位 

    化妝品應用系 

伍、參賽資格 

一、凡國際技專校院，高中職生、大專生及社會人士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二、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三、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

單位得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陸、參賽辦法 

一、競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 

二、競賽地點：黎明技術學院 體育館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 

                      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報名方式： 

a.國際青少年組採學校團體報名方式。 

b.國際社會組採 E-mail 報名方式。 

c.依報名順序先後為錄取依據。 

五、報名信箱：cos@mail.lit.edu.tw 

六、參賽資格: 

a.國際青少年組: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 

mailto:cos@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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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際社會組:大專以上(含專四、專五)。 

七、比賽組別： 

1.國際青少年組： 

a.創意化妝整體造型組      f.創意指甲凝膠彩繪組 

b.華麗新娘紙圖設計組      g.扇形燙髮組 

c.時尚包頭設計組              h.創意髮型設計組(靜態組) 

d.創意面具彩繪組              i.芭比造型設計組(靜態組) 

e.創意指甲彩繪組              j.美甲設計組(靜態組) 

2.國際社會組： 

LA.藝術造型化妝組         LE.藝術指甲設計組(靜態組) 

LB.藝術彩妝組                 LF.藝術面具設計組(靜態組) 

LC.藝術包頭設計組         LG.珠寶捧花(靜態組) 

LD.美睫嫁接組                 LH.藝術造型芭比(靜態組) 

八、参賽人數：參賽人數每組以 50 人為限。 

九、報名費用：本活動不收取報名費。 

 

每位參賽者皆可獲參賽證明一張。 

每組參賽人數未達一半時，獎項取前四名。 

 

前十名得獎學生指導老師皆頒給指導獎狀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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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競賽活動相關規定、評分重點及獎勵辦法 

競賽項目 (a) 國際青少年組-創意化妝整體造型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3.頒獎時，請協同作品上台(模特兒不得卸妝)。 

競賽主題 女生真人化妝造型，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60 分鐘。 

競賽規則 

1.本競賽項目不供電。 

2.工具材料、女性模特兒、造型服飾等請自備；競賽時選手請戴口罩，

模特兒需圍白圍巾。 

3.模特兒需素顏，臉部不得事先打粉底；模特兒不可紋眉、紋眼線、纹

唇，也不可於賽前戴好睫毛或畫眉毛等。 

4.模特兒可事先做好髮型、飾品及服飾等的穿戴；不可使用噴槍。  

5.此競賽以創意為主，彩繪及相關飾品不設限。 

6.模特兒不可幫參賽者做任何技術上之操作。 

7.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得獎資格。 

評分標準 1.創意構思 30%      2.彩妝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競賽項目 (b) 國際青少年組-華麗新娘紙圖設計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新娘臉部紙圖化妝，主題為華麗新娘。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40 分鐘。 

競賽規則 1.底稿，由大會提供，惟完成後作品需留置大會處理，不得帶走。 

2.競賽前需檢查紙圖完整性後，於作品右下角貼上註明競賽項目、選手

序號的貼紙。 

3.繪圖工具：以化妝品為主，色鉛筆為輔。 

4.紙張規格：圖稿為 A4 規格尺寸，書面紙白色 120P。 

5.作品不得加框及其他裝飾物品，不得黏貼假睫毛、不得貼鑽類。 

6.此競賽以彩妝技巧為主，不得使用其他媒材。 

7.作品需符合主題、規則，違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切合主題 30%     2.彩妝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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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c) 國際青少年組-時尚包頭設計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評分時選手請勿離場，拍照後作品立即撤

離。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假人頭包頭造型設計，具時尚流行藝術性之包頭設計款。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60 分鐘。 

競賽規則 1.本競賽項目不供電。 

2.工具材料、女性假人頭等請自備；假人頭需圍白圍巾。現場請將就賽

序號貼紙貼於白圍巾上。 

3.假人頭不需含肩膀、髮長 20 吋內、髮色限制以黑色為主。 

4.需運用各種梳髮技巧，且不得使用任何填充物，但需具創意與美感。 

5.以假人頭之髮長為素材，不得接髮及配戴髮飾或任何預做之半成品加

工。 

6.比賽前不得整髮、刮髮、綁髮、電棒、玉米鬚、髮捲或上任何造型

品。 

7.假人頭臉部不可化妝，不可以搭配任何造型品。 

8.作品需符合主題、規則，違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創意構思 30%    2.梳髮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競賽項目 (d) 國際青少年組-創意面具彩繪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創意彩繪面具，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50 分鐘。 

競賽規則 1.本競賽項目不供電。 

2.面具：大會提供，紙質素材，全臉尺寸，惟完成後作品需留置大會處

理，不得帶走。 

3.競賽前需檢查面具的完整性後，於作品背後貼上註明競賽項目、序號

的貼紙。 

4.以現場彩繪為主，作品外不得裝框及其他裝飾物。 

5.面具主要以彩繪技巧為主，彩繪素材不限，作品內雖可貼鑽及其他素

材，但面積不得超過面具總面積 1/3 以上。 

6.作品需符合主題、規則，違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創意構思 30%     2.彩繪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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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e) 國際青少年組-創意指甲彩繪組 

競賽辦法 1.本競賽以指甲油及彩繪原料在甲片上呈現彩繪設計。 

2.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3.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創意指甲彩繪，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50 分鐘。 

競賽規則 1.競賽用長甲片(約 4~4.5cm)大會提供，號碼依序為 1、3、5、7、9 不得

自行改變順序，完成後作品需留置大會處理，不得帶走。 

2.選手必須手繪完成作品，彩繪顏料及用具等請自備(現場不提供水

杯)，禁止使用貼紙、金銀線、彩鑽或其他物品。 

3.完成作品須黏貼於卡紙上評分，紙黏土、黑卡紙由主辦單位提供，不

得在黑卡紙上做任何圖案及裝飾。 

4.不可使用電鑽、噴槍、模版之用具。 

5.不得攜帶相關圖案、型版、原始設計圖、參考資料等入場。 

6.作品須符合競賽規則，違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30％     2.彩繪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競賽項目 (f) 國際青少年組-創意指甲凝膠彩繪組 

競賽辦法 1.本競賽以凝膠彩繪在甲片上呈現凝膠彩繪設計 

2.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3.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創意凝膠彩繪，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50 分鐘。 

競賽規則 1.賽用長甲片(約 4~4.5cm)大會提供，號碼依序為 1、3、5、7、9 不得自行改變順序，

完成後作品需留置大會處理，不得帶走。 

2.大會不提供電力，請自備充電式光療燈。 

3.選手必須手繪完成作品，凝膠顏料及用具等請自備，禁止使用貼紙、金銀線、彩鑽

或其他物品。 

4.完成作品須黏貼於卡紙上評分，紙黏土、黑卡紙由主辦單位提供，不

得在黑卡紙上做任何圖案及裝飾。 

5.不可使用電鑽、噴槍、模版之用具。 

6.不得攜帶相關圖案、型版、原始設計圖、參考資料等入場。 

7.作品須符合競賽規則，違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30％     2.彩繪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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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g) 國際青少年組-扇形燙髮組 

競賽辦法 1.假人頭動態。 

2.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3.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扇形燙髮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35 分鐘，含分區 10 區，分區完成後才能上捲棒。  

競賽規則 1.使用大小不同三種顏色(藍 A 區 120 度、綠 B 區 90 度、粉紅 C 區 60

度)的捲棒，依序完成 60 捲以上。 

2.髮片底盤配合捲棒長度、直徑。 

3.依捲髮角度分布圖持髮再捲髮，髮片由髮根梳至髮尾，捲好的表面要

光滑。 

4.髮尾不可集中重疊、歪斜或受折。 

5.捲髮張力及髮片兩端的鬆緊度應均勻。 

6.並在捲髮進行中 A、B、C 各區始終保持其角度(如附件捲髮角度分布

圖)。 

7.掛橡皮筋時要頭皮平行，靠頭皮處不要太緊。 

8.兩側應以扇形式排列，大小捲棒配列適當，左右編對稱，整體美觀(如

附件扇形燙捲髮完成圖)。 

9.時間到不得繼續操作，接受評審，未完成者依規定扣分。 

10.成品不符合分區或捲髮試題者，各該項不予計分。 

評分標準 1.亮度、分區角度 30%   2.技巧性 30%   3.整體造型 40% 

 

競賽項目 (h) 國際青少年組-創意髮型設計(靜態組) 

競賽辦法 1.假人頭靜態。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時尚創新 

造型需以花為主題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可用假髮片製作，頭頂計算不得高於 30 公分，兩側及後部不得多於 20

公分，並不得使用任何飾品。 

2.不限頭型，不須有肩膀，可著衣造型。 

3.自備工具：腳架。 

4.參賽者已事先完成報名者，作品須在競賽當天依選手報到時間內將作

品依號碼擺置完成。 

5.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6.不符主題不計分。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30%    2.設計技巧 30%    3.整體設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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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i) 國際青少年組-芭比造型設計組(靜態組) 

競賽辦法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入

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作品於比賽前完成於比賽當天送至現場評分. 

2.可加高可加飾品可製作配件搭配. 

3.整體作品規格:高度不超過 80 公分，寬度不限制。 

4.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5.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30%    2.設計技巧 30%    3.整體設計 40% 

 

競賽項目 (j) 國際青少年組-美甲設計組(靜態組) 

競賽辦法 1.本項目報名對象：參加黎明技術學院時尚美甲設計工作坊學生為對

象。 

2.本競賽不限素材。 

3.競賽在 5 片一般型甲片呈現設計美感。 

4.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指甲設計，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設計美感。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完成作品須黏貼於卡紙上評分，不得在黑卡紙上做任何圖案及裝飾。 

2.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3.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美甲技巧 40％     2. 創意設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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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扇形燙髮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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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LA) 國際社會組-藝術造型化妝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

段，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3.頒獎時，請協同作品上台(模特兒不得卸妝)。 

競賽主題 女生真人化妝造型，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60 分鐘。 

競賽規則 1.本競賽項目不供電。 

2.工具材料、女性模特兒、造型服飾等請自備；競賽時選手請戴口罩，

模特兒需圍白圍巾。 

3.模特兒需素顏，除頸部以下外不得事先打粉底；模特兒不可紋眉、紋

眼線、纹唇，也不可於賽前戴好睫毛或畫眉毛等。 

4.模特兒可事先做好髮型、飾品及服飾等的穿戴；不可使用噴槍。 

5.此競賽以創意為主，彩繪及相關飾品不設限。 

6.不可使用噴槍、模版之用具。 

7.模特兒不可幫參賽者做任何技術上之操作。 

8.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得獎資格。 

評分標準 1. 創意設計 30%     2.彩妝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競賽項目 (LB) 國際社會組-藝術彩妝組 

競賽辦法 1.評分後，開放 10 分鐘拍照。 

2.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

段，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3.頒獎時，請協同作品上台(模特兒不得卸妝)。 

競賽主題 女生真人化妝造型，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30 分鐘。 

競賽規則 1.本競賽項目不供電。 

2.工具材料、女性模特兒請自備；競賽時選手請戴口罩。  

3.模特兒長髮以馬尾為主，短髮以梳乾淨為主，穿著白色上衣及牛仔或

黑色貼身長褲。 

4.模特兒需素顏，臉部不得事先打粉底；模特兒不可紋眉、紋眼線、纹

唇，也不可於賽前戴好睫毛或畫眉毛等。 

5.不可使用噴槍、模版之用具。 

6.模特兒不可幫參賽者做任何技術上之操作。 

7.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得獎資格。 

評分標準 1. 創意設計 30%     2.彩妝技巧 30%      3.整體美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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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LC) 國際社會組-藝術包頭設計組 

競賽辦法 1.假人頭現場操作 

2.評分後，開放 10分鐘拍照，評分時選手請勿離場，拍照後作品馬上撤

離。 

3.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

段，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時尚創意包頭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30 分鐘。 

競賽規則 1.賽前不可事先區分髮束，髮上飾品不可超過整體創作 1/3。 

2.不限頭型，不須有肩膀，可著衣造型。 

3.自備工具：腳架。 

4.可事先漂染。 

5.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 創意設計 30%     2.美髮技巧 30%     3.整體造型 40% 

 

競賽項目 (LD) 國際社會組-美睫嫁接組 

競賽辦法 1.假人現場操作 

2.評分後，開放 10分鐘拍照，評分時選手請勿離場，拍照後作品馬上撤

離。 

3.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

段，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美睫嫁接 

競賽時間 競賽時間 60 分鐘。 

競賽規則 1.實施前模特頭(假人頭)、選用的產品評審檢測後，進行粘貼眼膜及假

睫毛後，假睫毛切削為 5mm 的長度後，蓋上白色毛巾，以上為競賽前

準備工作。 

2.徑度規定為 0.15mm(黑色)。 

3.選手服裝競賽入場至結束為止皆需穿戴白色工作服。 

4.模特假人頭，至桌子之前要鋪上乾淨毛巾，爾後放模特假人頭。模特

兒假人頭胸前需蓋上白色毛巾，進行競賽時開需要按照原有的方法和

順序程序架接 4 種以上的尺寸進行。 

5.桌子周圍要維持清潔，掉落施術工具或不清潔，會成為減分的原因。 

6.延長眼睫毛時，必須要一條條使用，一只眼最少要施術 50 條以上的睫

毛。 

7.不得利用模特頭或施術者的手背進行施術。 

8.如果一只不能利用 3~4 種的長度粘貼 50 根以上,就會減分處理，在規定

的時間內不能完成,就會減分處理。 

評分標準 1. 衛生及準備狀態 10%  2.施術技術 40%  3.施術整合性 40%  4.最後處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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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LE) 國際社會組-藝術指甲設計組(靜態組) 

競賽辦法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整體作品不可超過 A4 大小。 

2.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3.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30%     2.美甲設計 40%     3.整體設計 30% 

 

競賽項目 (LF) 國際社會組-藝術面具設計組(靜態組) 

競賽辦法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素材不限，整體作品不可超過 A3 大小。 

2.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3.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 創意設計 30%     2.彩繪技巧 30%     3.整體設計 40% 

 

競賽項目 (LG) 國際社會組-珠寶捧花(靜態組) 

競賽辦法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整體作品不可超過高 30cm×寬 25cm×長 30cm，如有緞帶也包括在此規

則. 

2.不限球形. 

3.限定要有珠寶鑽飾之裝飾物. 

4.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5.以婚禮適用為主 

6.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60%     2.整體設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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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LH) 國際社會組-藝術造型芭比(靜態組) 

競賽辦法 採兩階段公布成績：a.中午第一階段公布入圍名單。b.下午第二階段，

入圍者一併上台公布名次與頒獎。 

競賽主題 不侷限流行可有獨創藝術性。 

競賽時間 進場時間：08:00-08:50 進場完成。   

撤場時間：11:30-12:00 撤場完成(以大會現場公布為主)。 

競賽規則 1.作品於比賽前完成於比賽當天送至現場評分. 

2.可加高可加飾品可製作配件搭配. 

3.整體作品規格:高度不超過 80 公分，寬度不限制。 

4.參賽作品正面不得有個人名字與標記 

5.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前三名者)不得參賽 

評分標準 1.創意設計 60%     2.整體設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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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國際社會組】 

2020 iVogue 黎明國際盃 

國際美容時尚造型競賽 

2020 iVogue LEE-MING International Award 

Fashion Style Beau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編號（勿填）： 

姓  名：  

Name：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YYY/M/D)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性別 

Gender 

□女      □男 

(Female)  (Male) 

身份證字號： 

ID card number： 

E-mail： 

國家名稱： 

Country name：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umber： 

指導老師： 

Instructor： 

學校名稱/單位名稱：  

School Name/ Department name：                 

國  際 

社會組 

參賽組別（請勾選 ■ ） 

□ LA. 藝術造型化妝組 

□ LB. 藝術彩妝組 

□ LC. 藝術包頭設計組 

□ LD. 美睫嫁接組 

□ LE. 藝術指甲設計組(靜態組) 

□ LF. 藝術面具設計組(靜態組) 

□ LG. 珠寶捧花(靜態組) 

□ LH. 藝術造型芭比(靜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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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數位設計創意競賽 

壹、目的 

    本次競賽主要在邀請全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創意及設計相關科系之在學生，鼓勵學

生發揮原創設計思維，透過設計美學與數位科技的轉化，發掘創新的概念與具有商品

潛力之設計，並促進參賽者相互交流學習，持續發展數位設計與創意商品產業。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數位多媒體系、創意產品設計系 

肆、參賽資格 

一、 凡中華民國技專校院、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設計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

組隊參加，原則上每組學生以10人為限，每組指導老師至多2人。 

二、 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三、 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

主辦單位得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伍、 參賽辦法 

一、 競賽主題: 

專題製作競賽 

二、 競賽組別: 

高中職組 

1、 平面設計：海報、廣告媒體、VIS、插畫、繪本、包裝設計、書籍及

其他視覺設計皆可。 

2、 立體造形：產品設計、工藝設計、文化創意商品設計皆可。 

3、 空間設計：建築、室內、景觀、都市及空間相關設計與規劃皆可。 

4、 數位影音：2D 動畫、3D 動畫、廣告影片、劇情短片、音樂影片、互

動網頁皆可。檔案大小 100MB 以內，播放時間 10 分鐘為限，作品請

輸出為 wmv、swf、avi、mov、mpg、mp4、exe 等檔案。 

5、 數位互動：VR、AR、MR 等設計創作皆可。 

6、 遊戲設計：數位遊戲、桌遊等設計創作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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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創意設計相關。 

大專組 

1、 商業設計 

2、 商品設計 

3、 數位影音 

4、 媒體行銷企劃 

三、競賽規則 

1、 本競賽分為「高中職組」及「大專組」2組，每件作品限報名1類作品。 

2、 本競賽分為初賽與複賽兩階段，報名完成後，依報名資料進行初賽審查，

獲入選資格者始能進入複賽。 

3、 入選複賽者須親自參加複賽並展出作品，違反上述規定，則取消參賽資

格。 

4、 初、複賽之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需一致，於報名後即不得更換、亦不可

任意更換參賽組別及項目。 

5、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初賽報名情形，酌情調整複賽進行方式、類別與獎項，

並以賽前公告為依據。 

四、複賽作品準備： 

依複賽公告規定場域，複賽當日自行攜帶作品佈置。 

陸、報名與競賽 

一、初賽報名：即日起至109年02月21日(五)止。 

二、報名方式： 

    請於期限內將附件競賽報名表(含作品說明書)填寫完成，並將電子檔email

至anne1025@mail.lit.edu.tw。檔案名稱請遵守下述格式，範例如下： 

校名全銜_組長姓名_作品名稱 

三、入選公告：109年03月06日(五)前公告入選名單。 

四、複賽 

日期：109年03月20日(五)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 

報到：入選隊伍請於9:30以前辦理報到，10:00前將作品於會場佈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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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審團10:00~12:00至各組進行評分。 

頒獎：13:00進行頒獎儀式，獎狀於活動結束後主動寄發。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參賽情形調整時程，詳情以主辦單位賽前公告為依據。 

柒、評審標準 

項目 百分比 

創意 20 % 

美感 20% 

主題契合 20% 

商業潛力與發展性 20% 

現場作品解說 20% 

捌、獎勵辦法 

高中職各類組 

金獎 

銀獎 

銅獎 

佳作 

大專各類組 

金獎 

銀獎 

銅獎 

佳作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參賽情形調整競賽獎項與名額，詳情以主辦單位賽前公告為

依據。 

玖、其他事項 

一、參與本競賽活動，未達獲選標準者，該獎項得以從缺。 

二、 若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本簡章規定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

主辦單位得逕取消其參賽/獲獎資格。 

三、參賽作品不符規定，或報名文件不齊全者，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報名。 

四、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規則之權利，活動內容若發生任何爭議概以主辦單位之決

定為準。參賽者應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委員之專業評議，對評審結

果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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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賽作品因運送途中或不可抗拒之災害造成作品損害，一概恕不負責。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隨時修改，參加活動者視同同意本競

賽活動各項辦法。 

壹拾、 聯絡資訊 

聯絡人：徐小姐 

電話：02-29097811轉2000  

電子郵件：anne1025@mail.lit.edu.tw 

 

mailto:anne1025@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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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數位設計創意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學校  系(科)別  

參加類別 

《高中職組專題製作類》 

□平面設計 

□立體造形 

□空間設計 

□數位影音 

□數位互動 

□遊戲設計 

□其他創意設計相關 

 《大專組》 

□商業設計 

□商品設計 

□數位影音 

□媒體行銷企劃 

指導老師 1  
E-mail 

電話(手機) 
 

指導老師 2  
E-mail 

電話(手機) 
 

團隊成員 學號 姓名 電話(手機) E-mail 

組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8     

組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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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數位設計創意競賽作品說明書 1 

作品名稱  

學校 

科別 
 

1. 創作動機與設計理念 

 

(可自行增加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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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數位設計創意競賽作品說明書 2 

作品名稱  

學校 

科別 
 

2. 作品特色說明 

 

(可自行增加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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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數位設計暨創意商品競賽作品說明書 3 

作品名稱  

學校 

科別 
 

3. 作品圖片 

 

(可自行增加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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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 

壹、目的 

    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活動，舉辦目的在發掘具潛力及激發對袋包、金工飾品有興

趣的新秀，鼓勵學子積極參與創新設計。並提供一舞台讓國內高中職優秀學子競技交

流與表演發揮，透過創新設計與展演，讓學生發掘自己的志趣，激發學生的潛能，讓

自己的專長有所發揮。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化妝品應用系、時尚設計系 

肆、參賽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袋包、金工飾品創意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

加。 

二、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三、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

單位得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伍、參賽辦法 

一、競賽組別： 

高職組：1.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 

          2.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 

(1) 金工組 

(2) 琺瑯組 

二、參賽作品圖檔、報名表、照片等由大賽組委會保存，恕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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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作品報名繳交內容： 

競賽 

項目 
高中職組-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 

作品 

數量 

每組參賽選手最多不得超過三名，每組創作之作品數量為 3 個以上，且以

一主題貫穿三種不同的包款設計(如：側背包、後背包、托特包等不同款

式)。 

繳交 

內容 

1.繳交全新時尚創意袋包設計，及完成後創作之作品圖檔與照片，包括正

面、側面及創作特色特寫（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2.創作素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全新創新設計袋包款式，及加入新元素及

材質，以車縫加工方式，創造出袋包獨特新樣貌。 

評分 

標準 
創意性（40%）、造型（20%）、實用性（20%）、工藝技術（20%） 

 

競賽 

項目 
高中職組-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金工組 

作品 

數量 
每組參賽選手最多不得超過三名，每組創作之作品數量 3 件 

繳交 

內容 

1.每組繳交一張 A4 尺寸直式之金工飾品設計圖（請黏貼至報名表）。 

2.作品創作設計範圍為金屬項鍊、戒指、手鐲等時尚配件。 

3.參賽完成作品應與設計圖一致。 

4.作品圖檔與照片，包括正面及創作特色特寫，為求創作作品之呈現效果

可請模特兒穿戴拍照（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5.創作素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創作之作品需以「金屬為主(銅片/絲、

銀片/絲)」，約佔作品 70%。 

評分 

標準 
創意性（40%）、實用性（30%）、工藝技術（30%） 

 

競賽 

項目 
高中職組-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琺瑯組 

作品 

數量 
每組參賽選手最多不得超過三名，每組創作之作品數量 3 件 

繳交 

內容 

1.每組繳交一張 A4 尺寸直式之金工飾品設計圖（請黏貼至報名表）。 

2.作品創作設計範圍為金屬項鍊、戒指、手鐲等時尚配件。 

3.參賽完成作品應與設計圖一致。 

4.作品圖檔與照片，包括正面及創作特色特寫，為求創作作品之呈現效果

可請模特兒穿戴拍照（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5.創作素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創作之作品需以「金屬 (銅片/絲、銀片/

絲)與琺瑯搭配」，約佔作品 70%。 

評分 

標準 
創意性（40%）、實用性（30%）、工藝技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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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年 03 月 6 日（五） 

二、報名方式：免費報名，請將附件報名表或至黎明技術學院 時尚設計系網站下

載報名表，請於報名日期內填妥報名表資料隨同創作之作品圖檔與照片一起

郵寄︰「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 3 段 22 號/黎明技術學院 時尚設計系，袋包

設計競賽組/簡老師收、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組/黃老師收」（以郵戳為憑）。 

柒、競賽議程 

一、日期：109 年 03 月 20 日（五） 

二、地點：黎明技術學院 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組、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組

於圖書館一樓。 

三、競賽：參加競賽隊伍請於上午九點前辦理報到，並於會場進行靜態展示，

接受專家評審評分。 

四、頒獎：當日下午 03：00 後進行頒獎儀式，請參賽者準時至圖館一樓演講廳

參加頒獎典禮。 

捌、獎勵辦法 

本競賽獎項如下： 

一、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 

1. 冠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2. 亞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3. 季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4. 殿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5. 佳作三組，獎狀一張。 

二、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金工組、琺瑯組) 

1. 各組取冠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2. 各組取亞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3. 各組取季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4. 各組取殿軍一組，獎狀及獎盃一座。 

5. 各組取佳作三組，獎狀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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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事項 

一、大會當天未依規定時間內進行靜態競賽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恕不接受

補件。 

二、大會當天參賽隊伍請於上午九點前於圖書館一樓報到處完成報到，報到後

請至圖書館競賽會場，親自擺設實體參賽作品。 

三、主辦單位對參展作品有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

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作者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參賽作品於大會頒獎結束後，得自行帶回或由本校代為處理。 

五、每位參賽者皆可獲得參賽證明一張、午餐（每位參賽者以一份為限） 

六、各類組報名組數超過 50 組時，則增加季軍、殿軍、佳作各一名；報名組數

未達 20 組時，獎項取前四名。得獎學生指導老師皆頒給指導獎狀一張。 

拾、聯絡資訊 

聯絡人：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簡老師/電話：02-29097811 轉 2397、e-mail：

peggy@mail.lit.edu.tw 

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黃老師/電話：02-29097811 轉 2397、e-mail：

jun53520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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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 
 

高中職  □時尚創意袋包設計競賽 

              □時尚金工飾品設計競賽 

              □金工組 □琺瑯組 

學    校  科別  

地    址  

指導老師  生 日 年/  月/  日 

職   稱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指導老師  生 日 年/  月/  日 

職   稱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1 

隊長姓名  生 日 年/  月/  日 

學號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2 

隊員姓名  生 日 年/  月/  日 

學號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3 

隊員姓名  生 日 年/  月/  日 

學號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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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 

參賽切結書： 

 

1. 主辦單位對參展作品有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

化、登載網頁之權，作者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2. 參賽作品無抄襲、重作、及冒名頂替情事，亦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3. 所載內容如有不實或違反簡章規定者，願被取消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隊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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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  

作品特色說明：（包含設計主題、靈感來源、設計理念與其他說明） 

創新設計之照片（包括正面、側面及創作特色特寫，請自行縮放大小並將設計圖浮貼

於此規格上） 

  

3.完成作品照片（包括正面、側面及創作特色特寫，請自行縮放大小並將作品浮貼於

此規格上）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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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時尚創意精品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  

學校/系科：  

指導老師：  

隊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注意事項】 

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本表格不敷使用

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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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直播行銷創意設計競賽 

壹、 目的： 

    為提升我國青年學生攝影及直播行銷創意與主題式視覺意象應用行銷設計之能力，

並推廣高職學生將所學應用於商品行銷互動經營，養成學生對於周遭事物敏銳之觀察

力，進而激發參賽學生創意潛能。 

貳、 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參賽資格： 

    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在校生(含日、夜間部)。 

肆、參賽辦法： 

一、報名收件：即日起至 109 年 3 月 15 日(星期日)止，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報名收件方式：採 E-mail 或經主辦單位認可方式報名，依報名順序先後為錄取

依據。 

三、接受報名 E-mail：fam@mail.lit.edu.tw 

四、聯絡人：時尚經營管理系林毅豐老師   連絡電話：(02)2909-7811 轉 2708 

五、比賽組別：創意直播行銷影片 

伍、參賽組數及人數 

一、本項競賽之組別以校為單位進行組隊方式，每隊/組至多 3 名選手（總報名隊/組

數以 200 隊/組上限為原則，主辦單位得依場地限制調整），選手不得重複跨隊/

組報名。 

二、每隊/組員皆需為高職在學學生。 

三、每隊/組得設指導老師 1 人，需為高中、高職現職教師；惟指導老師可以指導多

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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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競賽組別相關規定 

競賽組別 直播行銷創意競賽 

競賽主題 依商品、服務、個人行銷等為主題，拍攝 3 分鐘創意短片。 

頒獎典禮 一、報到時間及地點：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於黎明技術

學院誠樸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報到。 

二、入選作品賞析：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三、頒獎時間及地點：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於黎明技術

學院誠樸樓 10 樓國際會議。 

競賽規則 一、參賽組別可依主題自由發揮行銷內容，請勿抄襲網路公開合法之

影片內容，以免侵犯著作權。 

二、本競賽之參賽選手報名完成後依報名資料進行相關審查。 

三、每組繳交影片檔及說明時，需待主辦單位確認無誤，評審委員將

依所繳交之作品進行評審。 

四、行銷影片檔案及說明檔案，亦可直接上【黎明技術學院時尚經營

管理系 FB】，點選【接收訊息】以線上繳交。 

五、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情形，酌情調整比賽進行方式、類別與與

獎項，並以賽前公告為依據。 

評分標準 一、商品（服務、個人）及目標對象(佔 20%) 

二、創意概念 Creative concept(佔 20%) 

三、創意構想 Creative idea(佔 20%) 

四、廣告標語 SLOGAN(佔 20%) 

五、影片拍攝品質(佔 20%) 

柒、其他規定 

一、參賽隊伍保證研究過程與成果均遵守法律與道德規範，如經檢舉有仿作或侵擾

他人權益等不法情事，經評審委員會裁決確定後，得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並得

由主辦單位公布之。 

二、參賽隊伍擔保擁有該參賽作品完整、合法之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源之權利，絕

無侵害智慧財產權或違反法令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等情事，如經檢舉有侵犯他人

權益等不法情事，經評審委員會裁決確定後，得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若有任何

糾紛，引起第三者之法律追究者，一切責任應由報名隊伍自行負責。 

三、所有參加比賽作品之著作權均歸原作者共有，但為了推廣行銷學校教學成果活

動，所有報名隊伍同意其報名參賽作品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或其指定者，依其需

要為公開播送、公開傳播、重製、出版或在一切相關活動中為公開發表等利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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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間及地點由主辦單位決定，且所使用方式及次數均不受限。主辦單位並擁

有將參賽作品及相關活動記錄編製成錄影帶、光碟或任何形式專輯以營利或非營

利方式進行推廣之權利。並有公布該作品曾獲 2018 iVogue 時尚意象行銷設計競

賽獲獎及優勝之權利，同時得獎隊伍均同意若此專輯於遭受侵害時，願意配合主

辦單位加以追訴。 

四、得獎優勝隊伍無條件同意將作品上載至主辦單位指定之作品典藏區供永久典藏

示範。 

五、主辦單位對於所有參賽作品均有授與各傳播媒體報導刊載播放之權利。 

六、參賽隊伍之影片成果，如有引用其它網站內容或個人拍攝影片等相關著作權，

必須以文字說明標示出處，註明網站名稱、原創作者等相關資料。 

捌、頒獎典禮 

一、日期：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二、地點：黎明技術學院國際會議廳 

玖、獎勵辦法 

冠軍 1 名：獎狀乙幀、時尚獎牌乙面 

亜軍 1 名：獎狀乙幀、時尚獎牌乙面 

季軍 1 名：獎狀乙幀、時尚獎牌乙面 

佳作 5 名：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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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直播行銷創意設計競賽報名表 

作 品 名 稱  

學 校  系(科)別  

指 導 老 師  職 稱  E-mail  

隊 員 姓 名 學 號 電 話(手 機) 隊 員 E-mail 

    

    

使 用 軟 體 □手機  □DV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特色說明：（下列各項請務必填，未填寫者不計分） 

一、商品（服務、個人）及目標對象 

 

 

 

二、創意概念 Creative concept 

 

 

 

三、創意構想 Creative idea 

 

 

 

四、廣告標 SLOGAN 

 

 

 

參賽切結書 

一、參賽作品無抄襲、重作及冒名頂替情事，亦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二、所載內容如有不實或違反簡章規定者，願被取消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絕無異

議。 

 

切結人（隊長）簽章：     

民國 109 年     月     日 



黎明技術學院 

35   

   

2020 IVOGUE服裝設計競賽 

壹、 目的 

    服裝是一個流行產業，這個快速且求新求變產業的相關工作者本身除具備設計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能夠不斷發揮創意，創造出新的產品以引領風潮。競賽活動之舉辦可

提供一舞台讓國內優秀設計者表演與發揮，同時可以活絡國內服裝產業整體氛圍。本

競賽期望激發參賽學子之創意潛能，並兼顧美感與時尚，打造實用服裝與創意設計結

合之產品。 

貳、 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 承辦單位 

    服飾設計系 

肆、 參賽資格 

一、 凡中華民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服裝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二、 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

單位得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伍、 參賽辦法 

一、競賽組別：服裝設計競賽、舊衣創意再造競賽、T 恤創意設計競賽 

二、參賽作品圖檔、報名表、照片等由大賽組委會保存，恕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三、競賽報名與繳交內容 

 

競賽項目 服裝設計競賽 

作品數量 不限 

競賽規則

與繳交內

容 

(1) 每套服裝繳交一張 A4 尺寸直式之服裝設計圖(請黏貼至報名表)。 

(2) 作品照片，包括正面、背面及創作特色特寫，為求創作作品之呈現

效果可請模特兒穿著拍照(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3) 參賽完成作品應與設計圖一致。 

(4) 作品創作設計範圍可考量整體造型之需要搭配帽飾、袋物或其它配

件。 

(5) 創作素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 

(6) 創作之作品需以縫紉為主，約佔作品 70%。 

評分標準 創意性(40%)、切合主題(自訂之主題)(20%)、工藝技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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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舊衣創意再造競賽 

作品數量 每組參賽選手(一組1~2人)的創作作品數量為2套以上 

競賽規則

與繳交內

容 

(1) 再造前服飾之照片，及完成後創作作品照片，包括正面、背面及

創作特色特寫，為求創作作品之呈現效果可請模特兒穿著拍照

(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2) 作品創作設計範圍可考量整體造型之需要搭配帽飾、袋物或其它

配件。 

(3) 創作素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請以現有衣物或可重複使用並可

以車縫之材質為主，搭備之物件也以現有環保資源再運用之素材

為主，而非特別購買之材料。 

(4) 創作之作品需以縫紉為主，約佔作品70%。 

評分標準 創意性(20%)、造型(20%)、實用性(20%)、工藝技術(40%) 

 

競賽項目 T恤創意設計競賽 

作品數量 每位參賽選手現場T恤創作作品數量1件 

競賽規則

與繳交內

容 

(1) 競賽主題：鞋律。 
(2) 靈感圖及設計圖照片請黏貼至報名表。 

(3) 白色棉質T恤：由主辦單位競賽當天提供。 

(4) 創作素材與工具：參賽選手自行準備。(競賽場地不供電) 

(5) 現場創作時間：2小時。 

評分標準 創意性(40%)、切合主題(40%)、工藝技術(20%) 

陸、報名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0 年 3 月 2 日(一)截止 

二、報名方式：免費報名，請至黎明技術學院服飾設計系網站下載報名表，請於

報名日期內填妥報名表郵寄︰「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黎明技術

學院服飾設計系收」，信封上註明參加「2020iVogue 服裝設計競賽」（以郵

戳為憑）。 

柒、動靜態展演與競賽 

一、日期：108年3月20日(五) 

二、地點：黎明技術學院時尚展演中心(動態)/B棟2樓(靜態) 

三、競賽：參加競賽隊伍請於108年3月20日辦理報到，並於會場進行動靜態展

演，接受專家評審評分。(108年3月15日前將於網站公告報到時間與地點) 

四、動態展演音樂由主辦單位提供(108年3月8日前將於網站公告)，作品件數4件

以內，動態展演時間1分鐘為限；作品件數4件以上，動態展演時間1.5分鐘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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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勵辦法 

1. 服裝設計競賽 

    冠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二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亞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季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五百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殿軍  1 組  獎狀及獎盃一座 

    佳作  6 組  獎狀一張 

2. 舊衣創意再造競賽 

    冠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二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亞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季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五百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殿軍  1 組  獎狀及獎盃一座 

    佳作  6 組  獎狀一張 

3. T恤創意設計競賽 

    冠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二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亞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季軍  1 組  獎金新台幣五百元、獎狀及獎盃一座 

    殿軍  1 組  獎狀及獎盃一座 

    佳作  6 組  獎狀一張 

玖、 其他事項 

一、 大會當天未依規定時間內進行動態競賽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恕不接受補件。 

二、 主辦單位對參展作品有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

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作者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 參賽作品於大會頒獎結束後，得自行帶回或由本校代為處理。 

四、 每位參賽者皆可獲得參賽證明一張、午餐(每位參賽者以一份為限) 

五、 報名組數超過 50 組時，則增加亞軍、季軍、佳作各一名；報名組數未達 20 組時，

獎項取前四名。得獎學生指導老師皆頒給指導獎狀一張。 

拾、聯絡資訊 

聯絡人：謝佳芳小姐/電話：02-29097811 轉 2391/電子郵件：shieh11@mail.lit.edu.tw 

mailto:shieh11@mail.lit.edu.tw


黎明技術學院 

38   

   

2020 iVogue 

服裝設計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服裝設計競賽 

  □舊衣創意再造競賽 

  □T 恤創意設計競賽 

學    校  系(科)別  

地    址  

指導老師  職   稱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指導老師  職   稱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隊員姓名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電話(手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隊長姓名： Email: 
手機: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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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服裝設計競賽報名表 

1.作品名稱  

作品特色說明： 

(包含設計主題、靈感來源、設計理念與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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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造前服飾之照片(包括正面、背面及創作特色特寫)，或服裝設計圖(請自行縮放大

小並將設計圖浮貼於此規格上)，或 T 恤設計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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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裝設計及舊衣創意再造競賽完成作品照片(包括正面、背面及創作特色特寫，請自

行縮放大小並將作品浮貼於此規格上)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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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服裝設計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學校/系科：  

隊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本表格不

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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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創新專題設計及創意太陽能車競賽 

壹、 目的 

    本創新專題設計及創意太陽能車競賽，主要能提高並強化專題製作之成效，透過各

組互相觀摩使學生腦力激盪，提高學生之創意能力，其中創新專題設計組分成專題製

作組、創意設計組、創新科技組、創意機構組，等四組，學生可以擇一參加，透過各

組的競賽可以建立提供教師專題製作課程互動及交流之平台，並深化學生實作能力，

專題製作更具特色；另外創意太陽能車競賽則分成直線競速、爬坡障礙、負重及造型

創意等四項比賽。 

貳、 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 承辦單位 

    車輛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肆、 參賽資格 

一、 凡中華民國技專校院、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設計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組隊

參加，每隊學生1~5人，每隊指導老師至多2人 

二、 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三、 作品有抄襲、重作、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

單位得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伍、 參賽辦法 

一、 競賽類別 

高中職組： 

 創新專題設計類(專題製作組、創意設計組、創新科技組、創意機構組等) 

 創意太陽能車類(直線競速、爬坡障礙、負重、造型創意) 

大專組： 

 創新專題設計類(專題製作組、創意設計組、創新科技組、創意機構組等) 

 創意太陽能車類(直線競速、爬坡障礙、負重、造型創意)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情形調整競賽類別與獎項，詳情以主辦單位賽前公告為

依據。 

二、 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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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專題設計類：創新專題設計組分成專題製作組、創意設計組、創新科技組、

創意機構組，等四組，學生主要以創作成果或專題看板進行展示。 

2. 創意太陽能車類： 

i. 直線競速：競賽方式為兩部太陽能模型車行駛於主辦單位規劃之長5公尺寬1

公尺路線(以現場為主)各在A.B場地競速一次，以車身通過終點線所需之時間

最短者取得優勝隊晉級。 

ii. 爬坡障礙競賽：競賽方式為兩部太陽能模型車行駛於主辦單位規劃之跑道路

線(以現場為主)並有直線、爬坡、直線、下坡、彎道競速一次，以車身通過

終點線所需之時間最短者取得優勝隊晉級。 

iii. 負重：競賽方式為太陽能模型車行駛於主辦單位規劃之約2公尺之軌道路線，

比賽分45g級、60g級、75g級，當比賽開始時模型車須在1分鐘之內由起點抵

達終點才算完成此級比賽。 

iv. 造型創意：以大會發給各隊太陽能電池及馬達之零件為主，只要跟造型、創

意相關之創意太陽能模型車皆可參賽各車隊可在外觀上作各式變化，成績由

當日評審委員評定之。 

三、 競賽規定： 

1. 創新專題設計類： 

作品尺寸：作品得以展板或含實體展出，展板尺寸A3（1張為限）張貼於會

場。展板內容需含：組別、作品名稱、指導老師、學生（校名、

系/科名、姓名）、創作理念、特色說明、作品圖示等等。 

繳交方式：展版與作品於競賽當日帶至會場進行佈置。 

2. 創意太陽能車類： 

作品尺寸：太陽能模型車大小不限，太陽能模組1片及馬達需由本校提供之

材料不得更換，太陽能模型車自製或由本校提供之材料組成皆可，

材質不限。 

繳交格式：作品於競賽當日帶至會場進行競賽。 

陸、 報名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年03月06日(五)。 

二、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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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表填妥後郵寄︰「243 新北市泰山區黎泰林路三段22號/黎明技術學院機

械工程系陳林宏先生收」，信封上註明「創新專題設計及創意太陽能車競賽」

（以郵戳為憑）。 

2. 報名表紙本繳交後，請將報名表電子檔email至clh@mail.lit.edu.tw，始完成報

名程序。 

柒、 競賽 

一、 創新專題設計類： 

1. 日期及地點：109年3月20日(五)黎明技術學院圖書館展覽廳。 

2. 評審：評審團於競賽當日上午09:00~11:00至各組進行評分或競賽，每隊至少

一人於現場向評審委員進行作品說明或競賽，並評定名次等第。 

3. 佈展：競賽入圍隊伍請於上午9時以前辦理報到，當天9點前將作品與展板於

會場佈置完成，接受專家評審評分或競賽，展覽至大會頒獎後結束。 

4. 頒獎：當日上午11:30進行頒獎儀式，獎狀無法當場發放，主辦單位於活動結

束後主動寄發。 

5. 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創意（作品之原創性與獨特性） 40 % 

應用延展性 40% 

現場作品解說 20% 

二、 創意太陽能車競賽： 

1. 日期及地點：109年3月20日(五) 黎明技術學院車輛實習工廠。 

2. 競賽：各組於競賽當日上午09:00~11:00至各組進行預賽，下午進行各組決賽

項目。 

3. 頒獎：當日競賽結束公告頒獎時間，獎狀無法當場發放，主辦單位於活動結

束後主動寄發。 

捌、獎勵辦法 

本競賽高中職各類組獎項如下：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mailto:clh@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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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一名 

佳作數名 

本競賽大專各類組獎項如下： 

金獎一名 

銀獎一名 

銅獎一名 

佳作數名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參賽情形調整競賽獎項，詳情以主辦單位賽前公告為依據。 

玖、其他事項 

一、 參與本競賽活動，未達獲選標準者，該獎項得以從缺。以上獎項得經評審團決

定從缺，亦可視參賽隊伍數增加獎項。 

二、 參加競賽之作品應俱備原創性，每一件作品均須填寫作品未抄襲切結書（附件

一）。若作品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冒名頂替或違反本簡章規定者，

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逕取消其參賽資格並公布之。已發給之獎金、

獎狀，予以追討。 

三、 參賽作品不符規定，或報名文件不齊全者，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報名。 

四、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規則及給予參賽資格等權利，活動內容若發生任何爭議概以

主辦單位之決定為準。參賽者應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委員之專業評議，

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五、 參賽作品因運送途中或不可抗拒之災害造成作品損害，一概恕不負責。 

六、 對於入選作品，主辦單位為達成列印品質之需要，得擁有事後必要之修改權。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隨時修改，參加活動者視同同意本競賽

活動各項辦法。 

拾、聯絡資訊 

聯絡人：陳林宏主任 

電話：02-29097811轉2200 0936146656 

電子郵件：clh@mail.lit.edu.tw 

Line ID: clh81 

mailto:clh@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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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iVogue 創新專題設計及創意太陽能車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或隊名 
 

□ 高中職組 

□ 大專組 

學校  
系(科)別 

班級 

 

參加類別 

創新專題設計類(□創新科技、□創意機構、□創新空間設計、□數位

互動科技) 

創意太陽能車類(□直線競速、□爬坡障礙、□負重、□造型創意) 

指導老師  E-mail  

職稱  連絡電話  

指導老師  E-mail  

職稱  連絡電話  

隊員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手機)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填寫身分證字號及生日為辦理保險使用。 

隊長姓名： Email: 手機: 

參賽切結書： 

1. 參賽作品無抄襲、重作、及冒名頂替情事，亦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2. 所載內容如有不實或違反簡章規定者，願被取消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隊長)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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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iVogue 專題設計及創意太陽能車競賽 

(集體報名者免貼) 

學校/系科：  

指導老師：  

隊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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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全國學生街舞大賽 

壹、目的 

    依據藝術教育法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活化各級學校藝術教

育，推廣學生對創意街舞的學習，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特舉辦全國高

中職在籍之學生創意街舞比賽。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戲劇系 

肆、參賽資格 

    凡中華民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街舞表演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組隊參加。 

伍、比賽日期 

    1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 

陸、競賽地點： 

    黎明技術學院-體育館。【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柒、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17:00 截止報名。 

二、 請於報名日期內填妥線上報名表單以及上傳相關檔案，即報名完成。 

(1)個人賽線上報名，請掃描 QRCODE 後填寫表單，並上傳學生證正面圖片檔。 

(2)團體賽線上報名，請掃描 QRCODE 後填寫表單，並上傳學生證正面圖片檔及

比賽音樂 mp3 檔案，音樂檔案檔名為參賽隊伍名稱。(排舞比賽音樂檔案需備

份當天以 USB 攜帶) 

(3)個人賽與團體賽紙本郵寄報名,附件報名表請至黎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網站下

載 ， 並 於 報 名 日 期 內 填 妥 報 名 表 以 及 排 舞 比 賽 音 樂 Email 至

lit00572@mail.lit.edu.tw 表演藝術系信箱，標題註明參加「2020 iVogue 全國學

生街舞大賽」，音樂檔案檔名為參賽隊伍名稱，即報名完成， 附件紙本填妥後

請於比賽當天報到處繳交即可。(排舞比賽音樂檔案需備份當天以 USB 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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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時間截止後不可要求變更各項報名資料內容。 

四、報名資料若有填報不實或違反法令規章之情形，甚至影響競賽結果時，其相關

責任自行負責。 

五、排舞比賽不得重複隊伍參賽。 

捌、賽事內容 

一、FREESTYLE 一對一個人賽： 

(一) 海選：每人 40 秒，選出 16 強晉級。 

(二) 16 強：每人一回合各 60 秒。 

(三) 8 強：每人一回合各 60 秒。 

(四) 4 強與季軍賽：每人一回合各 60 秒。 

(五) 決賽：每人兩回合各 60 秒。 

二、團體排舞賽： 

(一) 評分標準：技巧 35% 整體 35% 創意 15% 服裝 15%。 

(二) 總分排名選出冠軍，亞軍，季軍、佳作。 

(三) 隊伍上限為 20 組，低於 8 組將取消排舞賽。 

(四) 隊伍人數限制 2~15 人。 

玖、賽事獎勵 

一、FREESTYLE 一對一個人賽 

  冠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 元 

  亞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 元 

  季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殿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 4 名：獎狀乙紙。  

 
線上報名 

QR CODE 

個人賽 

 
線上報名 

QR CODE 

團體排舞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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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排舞賽 

  冠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3000 元 

  亞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 元 

  季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 元 

  殿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 3 名：獎狀乙紙。 

拾、備註 

一、比賽當天未依規定公告時間報到及進行比賽者，視同放棄參賽資格。 

二、主辦單位對參賽作品有攝錄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

數位化、登載網頁之權利，參賽者不得對主辦單位有任何異議。 

三、比賽當天請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 

四、主辦單位將於 3/11(三)公告賽程及報到注意事項或其他比賽相關補充說明，請參

賽隊伍留意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官網。 

壹拾壹、連絡辦法 

連 絡 人：楊聲濤  老師 

連絡電話：(02)29097811#2312 

電子郵件：lit00572@mail.lit.edu.tw 

 



黎明技術學院 

52   

   

報名表格 

 

【2020 iVogue 全國學生街舞大賽 FREESTYLE 個人賽 】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手機 
 

Line ID  
指導老師 

簽章 
 

 

【 2020 iVogue 全國學生街舞大賽 FREESTYLE 個人賽 】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手機 
 

Line ID  
指導老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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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2020 iVogue 全國學生街舞大賽 

 

隊伍名稱 
  

學   校  系(科)別  

地   址 
 

指導老師簽章  職  稱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電話(手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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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學生街舞大賽 

 

隊伍名稱： 學校/系科： 

 

 

隊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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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全國學生創意戲劇大賽 

壹、目的 

    依據藝術教育法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活化各級學校藝術教

育，推廣學生對創意戲劇的學習，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特舉辦全國高

中職在籍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戲劇系 

肆、參賽資格 

    凡中華民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戲劇表演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組隊參加。 

伍、比賽日期 

    10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陸、競賽地點： 

    黎明技術學院-多功能實驗劇場【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柒、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17:00 截止報名。 

二、報名表請至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網站下載，並於報名日期內填妥內容 Email

至 lit00585@mail.lit.edu.tw 活動專案信箱，標題註明：參加「2020 iVogue 全國學

生創意戲劇大賽（隊名）」或直接於網路表單登記報名(團隊名冊造冊後以 JPG

或 PDF 檔案上傳)。 

三、報名截止後不可要求變更各項報名資料內容。 

四、報名資料若有填報不實或違反法令規章之情形，甚至影響競賽結果時，其相關

責任自行負責。 

五、每人只能報名一隊參賽，不能重複跨組。 

六、報名表件含 1.報名表 2.團隊名冊 3.劇本 無論 Email 或網路報名附件檔案請記得加

註隊名。 

 

 



黎明技術學院 

56   

   

 

捌、參賽規則 

一、團隊限制： 

(一) 比賽團隊每組人數 15 人為上限，包含演員，燈光、音響、舞台操作人員，演

出自備所需之服裝、道具、佈景與音樂音效。舞台空間有限，建議道具佈景

精簡，避免進撤場時 間超時導致扣分。 

(二)比賽場地提供基本舞臺燈光照明，由參賽學生自行調整明暗，不開放調燈或

特效使用；提供音響設備及電腦，團隊請自行準備 USB 或光碟，參賽學生自

行調整音量，團隊亦可自備電腦(特殊規格轉接頭請自備)。舞台收音設有指向

性麥克風三組收場音，不提供個人迷你麥克風，手握麥克風僅由旁白使用。 

(三)比賽現場備有，會議長桌一張(長 180 寬 44 高 74/cm)，木箱 Cube 四組(大:長寬

高 60cm、小：長寬高 45cm)，黑色靠背摺疊椅八張提供團隊運用，使用設備

需求在完成報名後，主辦單位會另行調查。 

(四)各組須於報名時繳交「劇本大綱」，並於 109 年 3 月 4 日（星期三）17:00 前

繳交「完整劇本」，以 Email方式繳交，未於期限內繳交者，列入扣分事項，

超過 3 日仍未繳交則 以棄權論。 

二、比賽規章： 

(一)賽前預備時間為 10 分鐘，撤台時間 5 分鐘，參賽隊伍一律不得定馬克，主辦

單位會給予九宮格基本定點馬克。 

(二)戲劇時間長度為 7~10 分鐘，戲劇呈現長度需滿 7 分鐘不得超過 10 分鐘。 

(三)時間提醒方式為滿 10 分鐘時響鈴 1 次，滿 10 分 30 秒時響鈴 2 次；之後每滿

30 秒響鈴 2 次至該參賽隊伍謝幕完畢為止。 

三、扣分事項： 

(一)違反演出時間限制時，未達 7 分鐘則每 30 秒扣總分 0.5 分一次；超過 10 分鐘

則每 30 秒扣總分 0.5 分一次，以此類推。 

 
線上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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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參賽隊伍學生操作道具燈光音響等演出相關事務者，扣總分 3 分。 

(三)影響比賽會場秩序或有違反與競賽相關規定，經大會評判屬實者，視情節扣

分。 

四、評判人員： 

(一)由主辦單位遴聘符合專業原則之相關類別專家若干人擔任評審。 

(二)對於參賽隊伍應整組迴避，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迴

避事項。若評審於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該組成績均不予計入。

未主動迴避而於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該組參賽資格。 

五、評分方式： 

劇本 20%、舞台呈現 30%、表演 20%、整體創意 30%。 

（演出之整體搭配、表現之獨創性及完整性。） 

玖、賽事獎勵-整體演出 

冠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3,000 元。 

亞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 元。 

季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 元。 

殿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 3 名：獎狀乙紙。 

拾、備註 

一、比賽當天未依規定公告時間報到及進行比賽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二、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攝錄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

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利，參賽者不得對主辦單位有任何異議。  

三、比賽當天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備查驗。 

四、主辦單位將於 3/11(三)公告賽程及報到注意事項或其他比賽相關補充說明，請參

賽隊伍留意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官網。 

拾壹、連絡辦法 

連 絡 人：陳祈伶 

連絡電話：(02)29097811#2309 

電子郵件：lit000585@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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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大賽(報名表) 

團隊名稱： 學校/系科： 

隊名請與校名區隔 

指導老師簽章： 

劇   名   

學   校  系(科)別  

地   址  

指導老師  職  稱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指導老師  職  稱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電話(手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本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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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大賽(團隊名冊) 

團隊名稱：               劇名： 

 

 

隊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本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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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大賽(劇本) 

團隊名稱：               劇名： 

一、劇名： 

 

 

二、作品特色說明： 

(包含創作主題、靈感來源、創作理念與其他說明) 

 

 

 

 

 

 

 

 

三、劇本內容：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本

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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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全國學生流行音樂大賽 

壹、目的 

喜歡音樂的同學最希望的就是，擁有一個舞台可以表演，透過本次比賽，提供良好

的舞台燈光音響，讓高中職的同學們能夠彼此切磋音樂實力，進而提升玩音樂的風氣，

發掘明日之星，培養未來的音樂專業人才。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戲劇系 

肆、參賽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技專校院或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流行音樂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二、作品有抄襲、冒名頂替或違反參賽規定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

取消資格並公佈之。已發給之獎項予以追討。 

伍、參賽辦法 

一、比賽時間： 

109 年 3 月 20 日(五) 

二、比賽地點： 

黎明技術學院-多功能實驗劇場 【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三、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17:00 截止報名。 

四、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或紙本報名，紙本報名請將紙本資料寄至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 

連絡人：李潔亭老師 

連絡電話：(02)29097811#2312 

電子郵件：lit00589@mail.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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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賽組別： 

(一)流行歌唱組 

(二)熱門樂團組 

六、 參賽作品音檔、報名表、照片等由大賽委員會保存，恕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陸、參賽規則 

一、流行歌唱組 

(一)報名時請附上一分半內演唱影片檔(以伴唱帶伴奏)，上傳 YouTube，並於報名

表附上連結。若報名人數過多，將於比賽前以影片進行初選，並於 3/11(三)公

布決選名單。 

(二 )比賽時間以四分鐘內為限，以伴唱帶伴奏，音檔於比賽前一週，寄至

lit00589@mail.lit.edu.tw 李老師，並於比賽當天自備音檔。 

(三)評分標準為歌唱技巧 40%，情感表現 40%，台風 20%。 

二、熱門樂團組 

(一)報名時請附上三分鐘以內演唱演奏影片檔，上傳 YouTube，並於報名表附上

連結。若報名人數過多，將於比賽前一週以影片進行初選，並公布決選名單。 

(二)比賽以演奏歌曲六分鐘內為限，上台 setting 試音時間以四分鐘為限。 

(三)演奏曲目可以為原創歌曲或 cover 歌曲。 

(四)賽事現場需自備樂器並事先提供演出樂器規格清單以利現場收音作業。 

(五)主辦單位提供爵士鼓組（鼓棒自備）、鍵盤樂器及自備樂器之基本收音、音

響系統、麥克風及譜架。 

(六)上述樂器外，參賽樂團需自行準備演奏所需樂器（如：電吉他、電貝斯、電

音琴、導線、自備鍵盤樂器、效果器、鼓棒、備用吉他弦等） 

(七)評分標準為，演奏技巧 40% 編曲創作/樂團默契 40%，創意台風 20%。 

 
線上報名 

QR CODE 

流行歌唱組 

 
線上報名 

QR CODE 

熱門樂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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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賽獎金 

一、流行歌唱組 

冠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 元 

亞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 元 

季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殿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 4 名：獎狀乙紙。  

二、熱門樂團組 

冠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3000 元 

亞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 元 

季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 元 

殿軍 1 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 3 名：獎狀乙紙。 

捌、備註 

一、比賽當天未依規定公告時間報到及進行比賽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二、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攝錄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

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利，參賽者不得對主辦單位有任何異議。 

三、比賽當天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備查驗。 

四、主辦單位將於 3/11(三)公告賽程及報到注意事項或其他比賽相關補充說明，請參

賽隊伍留意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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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iVogue 全國學生流行音樂大賽 流行歌唱組】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手機 

 

Line ID  指導老師簽章 
 

 

【 2020 iVogue 全國學生流行音樂大賽 熱門樂團組】 

隊伍名稱  

團長  連絡手機  

團長 Line ID  Email  

學校/科系  指導老師  

 

團員姓名及樂器 

姓名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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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學生流行音樂大賽 

隊伍名稱： 

 

 

團長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團長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背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注意事項】：為證明參賽資格，請務必詳實填寫，所有參賽隊員皆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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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微電影大賽 

壹、目的 

    本次競賽以「友情、親情、愛情」（題材三擇一）作為主題發展，將創意想法以微

電影方式呈現，學生們可善用影音工具，記錄校園或家庭生活，並能關注自身周圍的

人事物互動，透過影像表達自我想法，展現創意能力。 

貳、主辦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參、承辦單位 

    影視傳播系、戲劇系、表演藝術系 

肆、參賽資格 

一、高中組：凡中華民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對影像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組隊參

加，每隊學生 1~5 人，每隊指導老師至多 2 人。並且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競賽

得獎。 

二、大專組：凡中華民國技專校院在籍之學生對影像創作具熱情與興趣者皆可組隊

參加，每隊學生 8~10 人，每隊指導老師至多 2 人。並且參賽作品未曾參加其他

競賽得獎。 

伍、參賽辦法 

一、 選擇微電影競賽題材「友情、親情、愛情」之其中一項創作影片故事內容，影

片標題自訂，影片創作類型手法不限，劇情片、非劇情片(紀錄片、紀實專題報

導、實驗片..)，或動畫片皆可參賽。同一參賽隊伍至多可投稿 2 部影片。 

二、 作品規格： 

1. 高中組作品長度 180 秒（3 分鐘）至 600 秒（10 分鐘）創意微電影，長度規範

含片頭片尾。 

2. 大專組作品長度 180 秒（3 分鐘）至 900 秒（15 分鐘）創意微電影，長度規範

含片頭片尾。 

三、拍攝手法不拘，製作工具不限，平板電腦、手機、相機、攝錄影機等器材均可。 

四、作品格式請用 MP4、WMV、MOV、AVI 等格式，解析度為 1920x1080 (1080p)

以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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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繳交方式為參賽者自行將完成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並設定瀏覽權限為

「私人」，在將影像作品燒錄至光碟繳交（檔案名稱命名方式為：報名學校_作

品名稱）。 

陸、報名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03 月 05 日（四） 

二、 報名方式： 

(一) 繳交影片網址：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並設定瀏覽權限為「私人」，並將網

址 Email 至 lit00588@mail.lit.edu.tw，電子信件名稱：「2020 iVogue 微電影_

報名學校_作品名稱」。 

(二) 繳交原始檔、報名表：將參賽影片作品燒錄製光碟（檔案名稱命名方式為：

報名學校_作品名稱），並於報名期限內（以郵戳為憑）連同「報名表 1、2」

郵寄到「243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黎明技術學院影視傳播系 收」，

信封上註明「2020 iVogue 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微電影大賽」。 

(三) 所有參賽團隊完成以上兩個步驟才符合參賽資格。 

(四) 完成報名程序後，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後 3 天確認 Email「報名成功」回信。 

柒、展覽與競賽 

一、 日期：109 年 03 月 19 日（四） 

二、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多功能實驗劇場 

三、 評審：微電影由評審委員進行初審，入圍隊伍於黎明技術學院影視傳播系官網

公告，並公開作品網址連結，複審於會場當日進行，並評定名次等第。 

四、 頒獎：當日複審完後進行頒獎。 

捌、評選標準 

評 分 項 目 評分佔比 

創意敘事能力（影片作品之敘事流暢度與創意內容） 30% 

影像製作與表現技巧（影像拍攝與剪接之構圖與技巧運用表現） 20% 

主題契合（符合競賽主題並傳達人文精神概念） 30% 

★現場作品闡述、評審問與答（於複審會場當日進行） 20% 

備註：作品闡述即是現場表達導演理念、創作想法、為什麼挑選該題材...等，闡述時

間約為 2 分 30 秒，加上評審問與答總計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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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獎勵辦法 

冠軍一名，個人獎狀乙紙、獎盃乙座及獎金 3000 元。 

亞軍一名，個人獎狀乙紙、獎盃乙座及獎金 2000 元。 

季軍一名，個人獎狀乙紙、獎盃乙座及獎金 1000 元。 

佳作三名，個人獎狀乙紙。 

壹拾、其他事項 

一、 得獎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作業，參賽作品應具備原創性，若著作涉嫌抄襲、

重作、冒名頂替、侵害他人智慧財產者，或涉及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

風俗者，一經察覺立即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項、獎品，其衍生之民、刑事

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 參賽作品之內容應符合「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之規定。參與本競賽活動未達

獲獎標準者、該獎項得以從缺。以上獎項得經評審團決定從缺，亦可視參賽隊

伍數增加獎項。 

三、 參賽作品不符規定，或報名文件不齊全者，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報名。 

四、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規則及給予參賽資格等權利，活動內容若發生任何爭議，概

以主辦單位之決定為準，參賽者應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委員之專業評

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五、 參賽作品因運送途中不可抗拒之災害造成作品損害，恕不負責。 

六、參賽團隊不論成員人數，一旦獲獎只，頒發乙份獎金，並以團隊代表為受領人。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隨時修改，參加活動者視同同意本競賽

活動各項辦法。 

壹拾壹、聯絡方式 

聯絡人：黃依琪 助教 

連絡電話：(02)2909-7811#2312 

壹拾貳、特別感謝 

台灣電影文創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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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微電影大賽 報名表 1 

作品名稱  

Youtube 連結  

學校名稱  科  別  

指導老師 1  職  稱  

Email  連絡電話  

指導老師 2  職  稱  

Email  連絡電話  

學生代表人  學  號  

Email  連絡電話  

隊員姓名 學號 班級 生日 連絡電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參 賽 切 結 書 》 

1. 參賽作品無抄襲、重作、冒名頂替、侵害他人智慧財產者，或涉及暴力、色情、毀

謗等違反善良風俗等情事，亦未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 

2. 參賽作品之內容應符合「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之規定。 

3. 所載內容如有不實或違反簡章規定者，願被取消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學生代表人）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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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Vogue 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微電影大賽 報名表 2 

作品名稱： 

學校／科別： 

指導老師簽章： 

學生代表人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學生代表人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隊員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