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 

藝術創作甄選媒合活動徵件簡章 

一、計劃宗旨 

「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的主旨除了提供青年藝術家展示的

平台，同時結合企業資源為藝術家開拓通路，推動企業實踐企業 ESG之外，也期

望能達到青年藝術家在鑄造與詮釋藝術未來的定位時，能考量並意識社會議題與

環境議題，從藝術的角度結合反思當代問題，引導青年藝術家在文化與藝術上的

成就，並培育文藝人才及推動其職業發展。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主辦單位：新願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三、報名資格 

1. 不限中華民國國籍，凡對本計劃有興趣之 18-40歲（含）之青年（1982年-2004

年出生者），皆可免費以個人或團隊（團隊不超過 3人）報名參賽。 

2. 每位參賽者所提參賽作品件數不超過 2件。 

四、徵件要求 

1. 作品只需使用本計劃 5家合作企業提供之 5個環保廢料主題擇其一作為主要

或部分媒材（其他輔助創作之媒材不限）應用到創作中，不限立體或平面作品。 

   ★特別注意：參賽者每個參賽作品必須從 5個環保廢料主題擇其一作為主題

進行創作，但也可以使用其他主題廢料作為輔助材料，只需於企劃書中說明清楚

即可。 

2. 作品大小規定 

   a.平面：作品大小為 20號到 50號之作品皆可 

   b.立體：作品長、寬、高分別大於等於 30公分，但是分別不得大於 100公分。 

3. 關於 5個環保廢料主題 

合作企業及環保廢料主題 

主題 企業名稱 環保廢料主題 

1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廢料 

2 金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漁網廢棄物 

3 綠化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廢料 

4 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紙類廢料 

5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瓶廢棄物 

★  5家合作企業之環保廢料介紹及圖片請去網站“青藝力-下載專區”

（https://newwish.com.tw/download/）下載。 



                                                                   

參賽者如需現場考察參賽主題企業之廢料情況，請於 8月 19日前聯繫青藝力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將會統一安排時間參訪企業，相關交通費用需參賽者自行承

擔。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 

本計劃一律採線上報名，請至「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網頁

（https://newwish.com.tw/yartpower/）下載《青藝力藝術創作甄選媒合活動

徵件簡章》及相關報名申請資料（包含報名申請表、作品資料表等），填寫完後

郵寄至青藝力活動專屬郵箱（youthartisticpower@gmail.com）。 

   ★特別注意：對本藝術創作甄選媒合活動有興趣之參賽者需配合填寫《藝術

創作主題選擇 調查表》（https://forms.gle/YnRB3XajQvbSeF446）。  

（二）報名資料 

報名時請務必提供以下報名資料： 

1. 報名申請表（報名文件 1） 

2. 作品資料表（報名文件 2，初選、決賽均使用此格式填寫；1個作品填寫 1張） 

3. 參賽承諾書（請自行下載報名文件 3 參賽承諾書檔案，簽名後掃描或拍照上

傳，上傳格式限 jpg 或 pdf） 

4. 作品企劃書:須包含所選企業環保廢料主題，創作使用之其他媒材說明、使用

之其他主題廢料名稱（如果有將本計劃其他主題廢料作為輔助材料）、300字內

設計理念說明、作品設計圖或草圖等。（檔案格式為 word,ppt或 pdf ） 

六、報名時間 

1. 徵件時間：2022年 8月 1日 20時起至 2022年 9月 18日 24時止。 

2. 參與徵件者須於徵件時間截止前完成各項資料發送至青藝力活動專屬郵箱，

如逾截止時間未寄送成功，視同未報名完成。 

七、甄選流程 

本計劃將分為「初選」和「決賽」倆個部分。 

（一）初選 

1. 初選評選:評審委員以創作者檢附之作品企劃書審查方式進行，將甄選出 5個

主題各 4位（組），共 20位（組）參賽者得以進入決賽。 

   ★特別注意：進入決賽的 20位（組）參賽者其本計劃之實際作品可於「青力

永續藝企再生」藝術展覽中展出，預計展覽時間為 15天左右。 

2. 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比例 說明 

主題適切性 20% 符合活動之主題及精神、創作理念清晰 

美學表現 30% 素材應用、整體視覺 

創意表現 20% 整體創意 



                                                                   

企劃完整度 20% 企劃完整清晰 

其他項目 10% 利用廢棄物創作佔成品之比例。 

（二）決賽媒合 

1. 決賽評選：進入決賽的 20位(組)青年藝術家根據初選之企劃書進行實際創作，

將以最終實際作品進行評選，5個主題分別評選出一個主題最優創作，再對這 5

個主題最優創作評選最終的獎項，並從 20位（組）中另外選出 1位最佳人氣獎。 

2. 評選比例：5 間企業負責人(60%)+業師代表顧問團（30%）+網路按讚（10%） 

3. 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比例 說明 

主題適切性 20% 符合活動之主題及精神、創作理念清晰 

美學表現 30% 素材應用、整體視覺 

創意表現 20% 整體創意 

作品表現及細膩度 20% 製作技術細膩度 

其他項目 10% 利用廢棄物創作佔成品之比例。 

★特別注意： 

①青藝力官方 IG發佈參賽作品時會標注（@）參賽者，請參賽者務必在報名申請

表里填上自己的 IG帳號。 

②請參賽者務必追蹤 「青藝力」官方 IG，以確保後續參賽權益。 

八、活動獎項 

本計劃將舉辦「青力永續 藝企再生」成果發表會，將以藝術 x潮流的派對形式

呈現，並邀請高雄在地企業家、專業諮詢顧問、參賽藝術家、學/業界藝文相關

人員參加，屆時會在成果發表會上頒發決賽獲獎獎項。 

獎項 名額 獎金（含稅） 獎品 

青藝金獎 1位 新台幣 30萬（8萬獎金

+22萬藝術合作年約） 

獎狀 1禎 

青藝銀獎 2位 新台幣 5萬元整 獎狀各 1禎 

青藝收藏獎 2位 新台幣 3萬元整 獎狀各 1禎 

最佳人氣獎 1位 新台幣 1萬元整 獎狀 1禎 

九、注意事項（請報名者詳閱相關規範） 

1. 曾經參加國內外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重複參賽。不得一稿

多投。若經檢舉或查證，主辦單位將保有取消其得獎資格及追回所得獎項、獎金

之權利。 

2. 主辦單位因故取消某參賽者之得獎資格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是否予以遞補，

所有參賽者皆不得異議。 

3. 如參賽作品，未達該獎項之評審基準時得「從缺」，參賽者對於評審之評審結

果完全同意並尊重，絕對不提出任何意義或申訴。 



                                                                   

4. 參賽作品最多 2件，重複報名不計入比賽。 

5. 進入決賽之作品將於「青力永續藝企再生」展覽上展出，獲獎者若因故無法

配合展出，視同自動棄權，其資格由備取人員遞補，不得有任何異議。 

6. 獲獎者應配合出席本計劃之相關活動，如「青力永續藝企再生」成果發表會。 

7. 獲得相應獎項之獲獎作品將歸主辦單位或支持企業所有收藏。如作品未獲獎，

則參賽作品歸還創作者。 

8. 所有參賽之作品，皆視為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得用於任何本單位行銷之宣傳

活動、文宣、報導，並無價授權主辦單位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及範圍內，使用參

賽者公開於官方網站上的文字、個人資料等，相關資料均歸主辦單位所有，如有

違反本活動條款，本公司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 

9.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對於參賽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其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活動報名者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所蒐集的個

人資料僅限於本比賽行政流程等相關作業使用，除非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將個人

資料作他使用。 

10. 獲獎者之獎金或獎品金額在新台幣 20,000元(含)以上者，須依稅法規定扣

除 10%之所得稅。 

11. 活動時程規劃（本主辦單位保留時程規劃之異動權） 

項目 活動內容 時程 備註 

1 簡章公佈 2022年 8月 1日 簡章公佈於主辦單位

網站及相關宣傳社群 

2 徵件時間 2022年 8月 1日 14時起 至

2022年 9月 18日 24時止 

線上 

3 初選時間 2022年 9月 21日 暫定 

4 初選公佈 2022年 9月 22日  

5 2場次咨詢輔導 2022年 9月 23日起 至 

2022年 10月 20日止 

具體時間待定 

6 決賽作品製作及

寄送時間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2年

10月 21日 

暫定 

7 IG作品發佈 待定 決賽涉及 IG人氣部分 

8 IG人氣按讚截止 待定 截止時間後將不計入 

9 決賽時間 待定  

10 展覽時間 2022年 11月 11日至 2022

年 11月 27日 

暫定 

11 成果發表會 待定  

12. 參賽者應盡早在徵件時間內發送報名資料至青藝力郵箱，IG作品發佈順序

將在發佈時間內按報名資料至青藝力郵箱之時間順序依次發佈。 

13. 參賽者同意無條件接受主辦單位保留對活動網站、活動規則、獎項及公布等

相關事宜之修改權利。 



                                                                   

14. 關於獎項內容「22萬藝術合作年約」：獲獎者與主辦單位簽訂藝術合作年

約，合作期間簽約獲獎者將獲得最低 22萬元新台幣創作保障，相應的藝術家須

創作一定價值的作品。（以一般畫廊與藝術家合作約定來說為至少 44萬元新台

幣的作品。） 

15.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7-3857720 顧小姐 

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本主辦單位修正補充之，並隨時公告於「青藝力」

網站。 

 

 

 

 

 

 

 

 

 

 

 

 

 

 

 

 

 

 

 

 

 

 

 

 

 

 

 

 

 

 

 



                                                                   

 

 

「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公開徵件 

報名申請表 

＊為必填欄位                               參賽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字號或 

中華民國居留證 
 ＊出生年月日 西元 

＊手機 （請務必留白天可以聯繫到本人之電話） 座機  

＊IG帳號 （IG帳號與甄選流程相關，請務必填寫） ＊E-mail  

＊通訊地址  

＊最高學歷 
＊學校 □在學    □非在學 

＊系所  

參考作品集連結  

重要展覽經歷 

（由近到遠，限 150字） 

重要獲獎紀錄 

（由近到遠，限 150字） 

＊（國民身分證影本上傳）  

 

 

正面  

 

 

＊（國民身分證影本上傳）  

 

 

反面  

 

 

＊參賽作品型態勾選: □平面□立體 

※評審採不分類評審，惟行政作業考量，請藝術家自行勾選展出作品型態。 

 

報名文件 1 



                                                                   

 

「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 

作品資料表 
＊為必填欄位   

＊參賽作品形態：□平面 □立體 

※評審採不分類評審，惟行政作業考量，請藝術家自

行勾選展出作品型態。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創作主題：□ 華泰電子廢料  □金洲漁網廢棄物  □綠化金屬廢料 

（擇其一勾選）  □上評紙類廢料   □維士比玻璃瓶廢棄物   

※參賽主題 1個作品只能選擇 1個進行創作，但可以使用其他主題廢料作為輔助材料，並於企

劃書中說明清楚 

＊作品名稱  

＊創作時間   

＊原作尺寸 （平面作品標明號數及長寬，立體作品標明長寬高）  

＊創作理念 

(300字內) 

 

 

 

 

使用材料 

使用技術說明 
 

其他補充說明 
 

報名文件 2 



                                                                   

 

 

「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 

參賽承諾書 

 
    本人報名參加「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願遵守活動各項

規定並承諾： 

 

一、本人之參賽作品確為自行創作，絕無抄襲、盜用、冒名頂替或侵犯他人權益

與著作權等事況。 

二、本人之參賽作品非參加國內外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 

三、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將本人之參賽作品用於任何主辦單位行銷之宣傳活動、文

宣、報導，並無價授權主辦單位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及範圍內，使用參賽者

公開於官方網站上的文字、個人資料等。 

四、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對於本人所提供的個

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比賽行政流程等

相關作業使用，除非本人同意，不會將個人資料作他使用。 

五、本人參加「青藝力-大港企業永續再生藝術創作計畫」公開徵選，保證無與

畫廊簽訂專屬經紀合約。 

六、本人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及簡章規範，以致遭淘汰，絕無異議。 

七、本人絕對遵從報名徵集簡章之所有規範及主辦單位、評審委員之決議。 

八、本人參加比賽獲得獎項後，會履行各項應盡義務，俾利推廣本項活動宗旨。 

九、本人知悉且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有權嗣後補充或調整徵集簡章或相關比賽規

則。 

 

本人同意如有違反以上承諾，主辦相關單位有權取消資格及追回相關獎項金

額。 

 

此致 

參賽者簽名：              （簽章） 

                         2022年     月     日 

 

報名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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