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第 27 屆大墩美展簡章
壹、 目的：為提昇藝術創作水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第 27 屆大墩美展籌備委員
會、臺中市立美術館籌備處
參、 參賽資格：
一、從事藝術創作之國內外人士。
二、不限參賽類別，但每類限送一件，同件作品不得跨類別重複參賽。
三、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臨摹、代為題字、冒名頂替、損害他人著作
權益等違反著作權法及相關法律規定，若有上開之情事者，除自負法
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逕取消其資格，自參賽隔屆起算 3 屆內不得參賽，
已發給之獎金、獎座、獎牌、獎狀予以收回。
四、參賽作品須為個人在 108 年(含)以後之創作，曾在公開徵件比賽(學校除外)
中得獎、入選之作品（含連作中之部分作品）不得參賽。
五、版次性之藝術創作（如版畫、雕塑、數位藝術等），不因修改或局部調
整即視為不同作品，不得重複參賽。
肆、 徵件類別：墨彩、書法、篆刻、膠彩、油畫、水彩、版畫、攝影、雕
塑、工藝、數位藝術等 11 類。
伍、 參賽方式（分初審、複審兩階段），作品不符本簡章規定者，不予審
查。
一、初審：線上報名及紙本報名擇一
(一)線上報名：請參賽者於 111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上大墩美展官
方網站(https://www.dadunfae.taichung.gov.tw/)完成報名，網站資料填寫、
圖檔上傳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二)紙本報名：
1. 送件表請詳細填寫個人資料（含切結書、個資聲明）及作品資
料等，並將參賽作品照（圖）片，背面註明姓名及題目，貼附
於送件表，照片務求清晰；未備齊資料或填寫不完整者，不予
受理。
2. 備齊送件表暨作品照（圖）片，掛號郵寄「407610 臺中市西屯
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
術科」收，信封註明「參加臺中市第 27 屆大墩美展○○類初
審」。
(三)參賽作品照(圖)片規格、數量詳見「陸、作品規格」之各類初審作
品資料。
(四)所有資料及照片、拓文審查後一律不退還，送件前請自行拷貝留存。
二、複審：原件作品送件至「403411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臺中市大
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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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審通過者，入圍名單於大墩美展網站公布，並由主辦單位發函通
知繳交作品原件參加複審，逾期視同放棄。
(二)各類作品原件必須框裱完成。送審作品若採郵寄或運輸送件，請自
行包裝安全，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作者自行負責。作品規格
詳見「陸、作品規格」之複審送件規格。
(三)參賽作品原件由主辦單位製據簽收，退件時憑據領回；得獎名單於
大墩美展網站公布，並由主辦單位發函通知。
三、大墩獎：各類第一名加送 3 件參考作品(規格參照第陸點)，由各類評
審委員召集人共同遴選出 5 位大墩獎得主，於頒獎典禮公布；獲大墩
獎之作品作者須附作品原作保證書及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由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典藏，作品所有權歸主辦單位。

陸、 作品規格：
類別

初審作品資料

複審送件規格

複審送件：
所有 初審送件：
類別 1. 系列或聯幅作品請提供排序完成之 1. 作品背面右上角黏貼「複審作品標
2.

3.

全貌圖。
線上報名者，每張作品圖檔務求清 2.
晰，且每張檔案不超過 5MB，檔案
格式須為 JPEG 檔。
紙本報名者，相片尺寸為 8×10 吋
(含數位輸出，尺寸為 A4)。
3.

4.

籤」。
參賽者應自行注意作品尺寸規定，
經主辦單位發現尺寸不符規定者，
將拒收或予以退件，退件費用由參
賽者自行負擔。
各類作品須框裱完成或安全包裝，
運送過程因包裝不妥或未標示開箱
圖示所遭致損壞，由作者自行負
責。
光碟或隨身碟不予退件。

墨彩

1.
2.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1.
作品局部或細部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2.

連框框裱或捲軸不得超過 230 公分
(高) ×150 公分(寬)。
不得電腦合成、數位輸出。

書法

1.
2.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作品落款或鈐印之局部或細部相片
或數位輸出 1 張。
須附作品釋文（含落款及鈐印），
楷書免釋文。

連框裝裱或捲軸不得超過 230 公分
(高) ×150 公分(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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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1.

2.

以閒章為主，並以參賽作品之 5 至 1.
8 方印拓、酌附邊款黏貼於八開
（35 公分×34 公分或 70 公分×17 公
分）宣紙，不須框裱；不須附照
片。
2.
須附作品釋文（含落款及鈐印），
楷書免釋文。
3.

膠彩

1.
2.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1.
作品局部或細部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2.

油畫

1.
2.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作品局部或細部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本類得包含壓克力繪畫作品。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作品局部或細部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本類創作可含粉彩。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作品局部或細部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版種不拘，作品資料需詳述製作版
種及技法。
系列作品請提供排序完成之全貌圖
1 張。
單張作品參賽者，請另加附 3 張參
考作品；紙本報名請特別註明參賽
主照。
作品數位檔中不得出現作者資料。

水彩

版畫

3.
1.
2.
3.
1.
2.
3.

攝影

1.
2.

3.
雕塑

1.
2.

1.
2.
1.
2.
1.
2.

1.
2.
3.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1.
作品細部或不同角度相片或數位輸
出 1 至 4 張，以能清楚傳達作品完
整樣貌為主。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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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類送作品印拓一幅（以印泥鈐
拓 8 至 12 方、酌附邊款）暨全數
原印材（須盒裝妥當），形式以捲
軸或裝框皆可（手卷不收）。
連框裝裱或捲軸不得超過 230 公分
(高) ×150 公分(寬)。
作品中任何一方鈐印，如參加其他
競賽獲入選（含入選）以上獎項
者，視同不符合參賽資格。
50 號(含)以上，框裱後不得超過
176 公分×150 公分。
不得電腦合成、數位輸出。
裝框後不得超過 176 公分×150 公
分。
不得電腦合成、數位輸出。
裝框後不得超過 176 公分×150 公
分。
不得電腦合成、數位輸出。
4 開以上，作品須以鉛筆簽註版
次、畫題、年代及簽名。
框裱後不得超過 176 公分150 公
分。
裝框後長邊不得超過 150 公分。
系列作品應裝框為 1 件。
請以光碟、USB 或雲端連結檢附參
賽主照完整 JPEG 檔，光碟、USB 須
註明作者姓名、作品編號及作品名
稱(光碟、USB 概不退件)。
作品高、寬、深加總不得超過 440
公分（含底座，其中最長邊不得超
過 250 公分)。
請以堅固木箱裝運，外箱須貼組裝
完成及展示形式相片；精細作品請
以壓克力盒裝，並加墊妥為固定，
外以堅固木箱裝運；作品於郵運過
程中發生之毀損由作者自行負責。
需特殊組裝或重量超過 200 公斤
者，參賽者應全程自行搬運、布
置。

工藝

1.
2.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作品細部或不同角度相片或數位輸
出 1 至 4 張，以能清楚傳達作品完
整樣貌為主。。

數位藝 可以靜態、動態、互動等數位藝術作品
術
參展，並將參賽作品完整影像及可執行
檔上傳雲端空間後，於初審報名提供下
載網址。
1. 作品全貌相片或數位輸出 1 張。
2. 作品不同角度拍攝或不同段落之影
像相片或數位輸出 2 張。
3. 作品動態影像及互動檔案等非靜態
作品，請備 3 分鐘內長度版本，請
加附作品說明及展示方式說明 PDF
檔，如以現場裝置呈現請另提供空
間裝置草圖。
4. 作品數位檔中不得出現作者姓名及
所屬單位資料。
5. 上傳之雲端空間，如 Google 或
Dropbox 等，須可供主辦單位下載
影片檔案。

材料不拘，請以堅固木箱裝運，外箱須
貼組裝完成及展示形式相片；精細作品
請以壓克力盒裝，並加墊妥為固定，外
以堅固木箱裝運；作品於郵運過程中發
生之毀損由作者自行負責。
1. 平面作品：框裱後高、寬皆不得超
過 250 公分。
2. 立體作品：高、寬、深加總不得超
過 440 公分（含底座，其中最長邊
不得超過 250 公分)。
3. 編織類長不得超過 250 公分（框裱
於圖板者尺寸同平面作品之規
定）。
1.

不得超過 120 公分；請以光碟或 USB
檢附作品完整 JPEG 檔。

2.

非屬靜態之數位藝術作品，須提
交:
(1) 光碟或 USB:內含完整作品數位
檔案及可執行檔、作品展示實
拍 JPEG 檔 1 張、設備清單及作
品安裝說明電子檔；作品數位
檔中不得出現作者姓名及所屬
單位資料。
(2) 紙本:設備清單及作品安裝說明
各 1 份。

3.

光碟、USB 須註明作者姓名、作品編號
及作品名稱(光碟、USB 概不退件)。

4.

如有特殊裝置或放映設備，由作者
提供器材並應配合審查需要，自行
完成作品之布置。布置後空間不得
超過高 2.4 公尺長 3 公尺寬 3
公尺。
正式展覽時，主辦單位有權依展示
規劃及展覽效果調整每件作品展出
區域之尺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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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影像靜態平面作品框裱後長邊

柒、 作業期程：表列時間如有更動，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並即時於網站
公告。
項 目

辦理時程/地點

備

收件 111 年 4 月 1 日（五）至 4 月 15 日（五）
初審

評審 預定 5 月上旬
退件 不退件，請自行拷貝留存。

註

 線上報名至 4 月 15 日截止
 紙本報名以寄件日紀錄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

111 年 6 月 24 日（五）至 6 月 26 日
收件 （日）9 時至 17 時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
複審

評審 預定 6 月下旬
未入選作品於 111 年 7 月 8 日（五）至 7  送審作品若採郵寄或運輸送
件，請自行安全包裝，運送過
月 9 日（六）9 時至 17 時辦理退件
程所遭致之損失，由作者自行
111 年 7 月 22 日（五）至 7 月 23 日
負擔。
收件 （六）9 時至 17 時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簡報室
退件

大墩
獎評
審

評審 預定 7 月下旬
退件 參考作品另行通知退件時間

頒獎 (暫訂)111 年 11 月 5 日（六）下午
典禮 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展覽

 國內參賽人士居住於桃園（含）以
北、臺南（含）以南及離島地區
(以戶籍地為準)，獲入選以上獎項
並參與頒獎典禮者，由主辦單位提
供當晚之免費住宿。
 國外及大陸地區參賽人士獲各類前
三名獎項並參與頒獎典禮者，由主
辦單位提供四天三夜之免費住宿。

111 年 11 月 5 日（六）至 11 月 23 日
（三）
展期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藝廊（一）（三）、（五）-（七）

 作品展出有安全顧慮者，主辦
單位得要求作者親自到場協助
布展，或不予展出。
 所有參賽作品於參賽及展出期
間不得更換或提借。
111 年 11 月 25 日（五）至 11 月 26 日
 退件方式包含親自領回、委由
退件 （六）9 時至 17 時
家人或業者代領或委託本局代理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後門倉庫
退件。

註 1：請依規定時間辦理送、退件，逾期退件者，主辦單位得全權處理。
註 2：各類第一名為評比大墩獎加送之參考作品、國外及大陸地區參賽人士作
品，由主辦單位負擔退件運費。
註 3：國內參賽作品退件需委託本局代理退件者，其運費由參賽者負擔，採貨
到付款，並以原包材包裝退件，本局不負包裝及保險之責，送件時請妥
善包裝，以利作品回程安全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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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獎勵：
名額

大墩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

入選

由各類第
一名中遴
選出 5 名
每類
各1名
每類
各1名
每類
各1名
每類
1至4名
（總數不逾
34 名）

若干名

獎座、
典藏證書

獎金
除第一名獎金新臺
幣 12 萬元外，另發
給典藏獎金新臺幣
12 萬元整（含稅）
新臺幣 12 萬元整
（含稅）
新臺幣 8 萬元整
（含稅）
新臺幣 5 萬元整
（含稅）

獎牌

獎狀

◎

◎

◎

◎

◎

◎

◎

新臺幣 1 萬 5,000
元整（含稅）

◎

-

◎

以上得獎者可獲主辦單位發給本屆「大墩美展」專輯一冊，憑專輯兌換券
得至頒獎典禮、展覽現場或本局領取。
玖、 作品安全及保險：
一、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負保管之責，惟因作品材質脆弱、結構裝置不良、
作品未標示開箱圖示等原因，導致作品於裝卸時受損，或因其他不可
抗拒因素受損壞者，不負賠償之責。
二、保險：期限自作品收件後至退件截止日止，由主辦單位辦理藝術品綜
合保險事宜。
(一)複審評審前，每件作品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送件之原件作品保額（最
高賠償金額）。
(二)複審評審後，前三名每件作品保額新臺幣十萬元整、優選及入選作
品每件保額新臺幣五萬元整；未入選者以每件作品新臺幣二萬元整
投保。有關出險責任，依保單所載條款為準，作品出險時以投保金
額為理賠上限，保額不足者請自行投保。
壹拾、 授權及其他事項：
一、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
二、 參賽者應授權主辦單位對作者資料、展出作品資料及圖像有進行教
學、研究、展覽、攝影、出版、宣傳、製作成果光碟、文宣推廣品
及網頁製作等任何形式之使用，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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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承諾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 倘參賽者所提供之作品說明引用他人文字，或於創作中引用相關圖
像、音樂、影像等，請自行於送件前取得相關著作同意授權書面資
料，若事後涉及相關法律爭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作品同時參加本競賽及其他競賽，並均獲獎者，視同重複參賽，予以
取消得獎資格。
五、入選以上作品，日後倘被查覺參賽資格不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
獎資格、收回獎勵（獎金、獎座、獎牌、獎狀等），該作者並應自負
法律責任。
拾壹、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籌備委員會修正補充之，並隨時公告於臺
中市大墩美展官方網站首頁/最新消息項下；相關洽詢事項，請電洽
04-22289111 轉 25217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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