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聲高中慶祝創校 50 週年校慶活動校園美景攝影比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民國 104 年 01 月 22 日「50 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工作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民國 104 年 02 月 10 日慶祝 50 週年校慶第 4 次籌備會議決議辦理。 

二、 目的： 

(一) 凝聚師生愛校情操，激發吾愛吾校精神。 

(二) 發揚美學藝術教育，展現多元學習成果。 

(三) 配合週年校慶活動，強化永續經營理念。 

三、 指導單位：振聲高中董事會。 

四、 主辦單位：50 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工作委員會。 

五、 承辦單位：實習處。 

六、 協辦單位：設計群科。 

七、 比賽日期：自公布起至 104 年 05 月 25 日(星期一)。 

八、 收件日期：104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三)起至 05 月 26 日(星期二)17 時止。 

           附註：本週上班時間收件，逾期不予受理。 

 (進修學校參賽作品請校務處代收) 

九、 評審日期：104 年 05 月 27 日(星期三)至 05 月 29 日(星期五)。 

十、 頒獎日期：104 年 06 月 04 日(星期四) 

十一、展出日期：104 年 06 月 04 日(星期四)起至 104 年 06 月 24 日(星期三)。 

 十二、展出地點：振聲藝文中心或圖書館。 

 十三、收件地點：實習處實習組。 

 十四、參賽資格：分三組競賽（含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一) 國中組：本校國中部在學學生。 

(二) 高中職組：本校高中職在學學生(含進修學校)。 

(三) 教職員工組：本校教職員工。 

 十五、攝影主題：傳達振聲高中五十週年校慶【魅力振聲 五十風華】之意涵與精神。 

 十六、拍攝內容：以振聲高中之校園建築景觀、自然人文、慶典活動、學習生活、 

       生態環保、無礙環境、樂活生命…等為主。 

 十七、作品規格： 

     (一)1000 萬畫素以上數位原始檔，黑白或彩色作品皆可，並沖洗 5R(5" x 7")相紙 

        輸出參賽，勿用一般電腦列印。得獎後應沖洗 S8R 尺寸(8"X12"，約 A4 紙 

        張大小)以上相紙乙張輸出參展。 

(二)參賽作品不得裝裱、格放、拷貝、畫線、留邊、電腦合成或人工加色。 

十八、比賽規則： 

(一) 參賽作品應符合比賽日期之規定。 

(二) 參賽作品限「未曾公開發表」或「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違者取消資格。 

(三) 參賽作品不得冒名頂替、拷貝抄襲、翻拍轉貼他人之作品，違者視同棄權不

予評審。 

(四) 參賽者不得以夫妻子女、同學朋友或任何關係，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讓與、

買賣以行冒名頂替參賽之實，違者經查證屬實將依法除名，追回獎金、獎狀



或獎盃。 

(五) 得獎作品及原稿數位檔案之著作財產權，自公布得獎日起歸屬「50 週年校慶

活動籌備工作委員會」，本工作委員會依法有素材或創意重製、公開展示及不

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於通知及致酬。得獎人不得要求取

消得獎資格。 

(六) 經公布得獎之作品，原著作人不再享有著作財產權且不得行使相關權利。 

(七) 國、高中職之參賽學生未成年者，繳交簽署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時，應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 

(八) 每人最多五張參賽，但若多張得獎，取名次較高頒發獎金，餘得獎作品頒發

獎狀。 

(九) 各獎項如無適當作品入選，經評審委員決議得以從缺。 

(十) 直接參與評審工作之專業人士或老師不得參賽。 

(十一) 參賽者資料填寫不完整及不符合比賽規則者，視同棄權不予評審。 

(十二) 評選前如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損失，主、承辦單位不

負責賠償之責。 

(十三) 參賽之作品一律不退件(包括作品規格不符或爭議者)，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

任，且依法不得使用任何未得獎之作品。 

(十四) 參賽作品若涉及財產權、著作權或肖像權等法律問題，參賽者須自行處理，

與主辦單位無關。 

(十五) 本攝影比賽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

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如已繳交作品請自行至承辦單位領回。 

(十六) 凡參加本攝影比賽者，即視為同意本規則之相關規定。其他未規定事項，

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解釋之。 

(十七) 得獎人應沖洗符合展出規格之相紙乙張參展，否則取消得獎資格。 

(十八) 本規則如有異動，以學校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十九、參賽繳交文件： 

(一) 比賽作品。 

(二) 比賽報名表（如附件一），以紙膠帶黏貼固定於作品背面。 

(三)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二），未成年者應經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 

(四) 作品 1000 萬畫素以上之數位原始檔(不得後製)。 

二十、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校內外攝影專業人士或老師 3 位組成小組負責評審。 

二十一、評審標準：主題 30%，技術 40%，創意 30%。 

二十二、本攝影比賽得融入相關課程實施，任課教師優選學生作(品)業，指導並協助 

        學生參賽。 

二十三、評審日期內公布得獎名單，得獎作品公告於慶祝 50 週年校慶專網，並數位 

        典藏於校史館及圖書館。 

二十四、得獎獎項及經費預算(如附件三)。 

二十五、服務志工學生表現優良者，依校規獎勵並予以登錄實際志工服務時數。 

二十六、比賽活動費用由慶祝 50 週年校慶編列相關預算支付。 

二十七、本校園美景攝影比賽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振聲高中慶祝創校 50 週年校慶活動校園美景攝影比賽 

【 】 

比賽報名表 

    

 

作者姓名  編   號        (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班級 
 

          （教職員工組免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教職員工組免填） 

參賽組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含進修學校)     □教職員工組 

連絡電話 (H)： 行動： 

電子郵件  

應繳文件 

請打勾確認 

1.□作品：沖洗 5R(5" x 7")以上彩色或黑白相紙輸出乙張參賽。 

         得獎作品應沖洗 S8R 尺寸(8" x 12")乙張參展。         

2.□比賽報名表。 

3.□著作權讓與同意書。(作者未成年，需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4.□作品之 1000 萬畫素以上數位原始檔(不得後製)。 

攝影地點  

作品名稱  

作品敘述 

（請務必填寫，20 字至 100 字為限） 

 

 

 

 

 

 

 

 

 

 

 

 

 

 

 



 

 

附件二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一、 本人參加「振聲高中慶祝創校 50 週年校慶活動校園美景攝影比賽」，並保證本人

參選之作品（以下簡稱作品）係出於本人之獨立創作，並未曾公開發表、絕無侵

害他人著作之事宜，若有版權之爭議，本人願自負相關法律之責任。 

二、 本人參與「振聲高中慶祝創校 50 週年校慶活動校園美景攝影比賽」，繳交比賽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本活動比賽實施計畫之比賽規則規定，經振聲高級中學校園美景攝影比賽評審

小組評審後獲獎，本人同意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格權仍屬於得獎人所有，但著作財

產權歸於振聲高級中學所有，主辦單位有權無償修改、使用相關文字圖案以應用

於相關媒體宣傳或平面出版等，供作出刊、重製、格放、公開展示及其他權利行

為，本人將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為免日後爭議，特此立書同意。 

 

此致 

     振聲高級中學 

 

     立書人(作者)：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未成年者之法定代理人(家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月          日 

 



 

 

附件三  得獎獎項及經費預算表(預算原則控制在 30000 元以下，增編時調整之) 

   

參賽組別 名次 數量 獎金 金額 獎狀 備       註 

國中組暨 

1 1 1200 1200 乙只 

一、 每人最多五張參賽，但若

多張得獎，取名次較高頒

發獎金，餘得獎作品頒發

獎狀。 

二、 依規定各獎項如無適當

作品入選，經評審委員決

議得以從缺。 

2 1 1000 1000 乙只 

3 1 800 800 乙只 

佳作 5 500 2500 乙只 

高中職組 

1 1 1500 1500 乙只 

2 1 1200 1200 乙只 

3 1 1000 1000 乙只 

佳作 8 500 4000 乙只 

教職員工組 

1 1 2000 2000 乙只 

2 1 1500 1500 乙只 

3 1 1000 1000 乙只 

佳作 6 500 3000 乙只 

評審費用   3 1500 4500   評審每人=500 元/小時*3 小時 

布    展   1   4800   
含材料、服務志工飲料及誤餐

費、雜支。 

總預算金額 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