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大學時尚玩樂世代─T-shirt 設計大賽」
簡

章

壹、競賽主旨
本設計競賽旨在針對全國高中職生，對時尚設計有興趣學生，透過 T-shirt 設計競賽
舉辦，從初選設計至最後動態走秀規劃一系列活動。課程包含對設計初步想法、服
裝設計、整體造形、布料設計、美姿美儀…等，從時尚設計實務討論與實習，做完
整性的訓練。藉由一天的密集式訓練，激發時尚設計創意發想，並於研習營終了時，
入圍者將舉辦模特兒走秀成果發表會。

貳、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亞洲大學
執行單位：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

參、競賽主題
：藉由新世代想法來創新設計顛覆傳統 T-shirt，來開啟新
玩樂世代（Play and Fun）
設計元素，以為發想結合生活上創意使用為設計元素。

肆、競賽範圍
最大以 A4 尺寸大小為圓領 T-shirt 設計圖案，將統一在比賽當天，自己手工印製；
其餘裝飾性加工請自行處理。

伍、參賽資格
1. 對此競賽有興趣之全國高中職生皆可參加。
2. 此競賽贊助單位所屬人員與當屆評審委員皆不得參加。

陸、獎項
1. 金獎：一組
(1) 獎金新台幣壹萬元整 。
(2) 獎狀乙只。
2. 銀獎：一組
(1) 獎金新台幣伍仟元整。
(2) 獎狀乙只。
3. 銅獎：一組
(1) 獎金新台幣參仟元整。
(2) 獎狀乙只。
4. 佳作：10 組，每組各得獎狀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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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參賽程序
1. 參賽者必須於報名期限內繳交初賽作品（請至競賽網站 http://dfd.asia.edu.tw/
下載「亞洲大學時尚玩樂 T 恤報名表格」
，並以郵件方式寄出，詳細如「作品及文
件繳交」）。
2. 初賽階段：評選出 30 組作品進入決賽，備取數名。
3. 決賽階段 I：參賽作品需完成圖樣印製及其餘裝飾性加工，得以參加決賽。參賽作
品以 A4 彩色設計圖檔成品靜態展示呈現，評審委員先就需仔細評比之部分評審
標準先行評分。
4. 決賽階段 II：參賽作品將以成品動態走秀呈現，評審委員僅就設計整體性予以評
分。
5. 決賽結果為決賽階段 I、II 之分數加總，評選出各獎項得主，並於決賽階段 II 當天
公佈及同時舉辦頒獎典禮。

捌、競賽時程 (下列時間以執行單位所在地台北時間為準)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3 年 7 月 11 日(星期四)止
2. 初賽收件截止日：2013 年 7 月 11 日(星期四)
3. 初賽結果公佈：2013 年 7 月 16 日(星期二)
(初賽結果公佈於競賽網站，進入決賽之參賽者，執行單位將不再以正式書面通知。)
4. 決賽與頒獎典禮：定於 2013 年 7 月 23 日(星期二) 9:00~17:00 舉行。執行單位將
發函通知得獎者參與盛會，其餘參賽者將不再個別通知，歡迎所有參賽者參加頒
獎典禮。

玖、作品及文件繳交
1. 參賽者必須於 2013 年 7 月 11 日前至競賽網站 http://dfd.asia.edu.tw/
下載「亞洲大學時尚玩樂 T 恤報名表格」
，請以郵件方式寄出（郵寄地址如下，收
件以郵戳為憑）。
執行單位地址：
41354 台中市霧峰區柳豐路 500 號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亞洲大學時尚玩樂世代─T-shirt 設計大賽

收

2. 初賽
(1) 彩色設計圖檔：共 2 個圖檔(正面圖、背面圖)及一個 A4 主要設計圖檔，每個
圖檔表現同一款圓領 T-shirt 設計，至少需包含：
─正面圖、背面圖
─可以簡單扼要中文敘述說明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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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清楚標示作品尺寸
（注意：A4 主要設計圖檔，顏色不拘，手繪或電腦繪圖均可，但解析度需 300
dpi 以上）
範例：

(2)以上所有初賽需繳交之彩色設計圖稿，不得出現參賽者之姓名、單位、國籍或
任何可能影響評審公平性之文字、符號或記號等，否則將取消參賽資格。
3. 決賽
(1) 進入決賽之入圍參賽者需簽具「決賽參賽同意書」
，並繳交「確定參賽保證金」
伍佰元整，以表示願意全程參與完成參賽作品打樣，否則視同棄權參加決賽。
(全程參與可退費)
(2) 參賽者需負決賽作品打樣之全責，惟打樣之作品務求精緻、完整並符合初賽
原創性之原則。執行單位建議：決賽 T-shirt 需考量實際使用需求等問題，如
因 T-shirt 表現作品以致影響比賽評分，需由參賽者自行負責。
(3) 決賽分為階段 I、II 階段，階段 I 參賽作品以成品靜態展示呈現，評審委員先
就需仔細評比之部份評審標準先行評分，階段 II 以成品動態走秀呈現，評審
委員再就設計整體性予以評分，決賽結果為決賽階段 I、II 之分數加總，以評
選出各獎項得主，並於決賽動態評選當天公佈及同時舉辦頒獎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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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評審標準
初賽評審標準
1. 創新性 40%
2. 設計整體性 30%
3. 市場性與可行性 30%
決賽評審標準
1. 創新性 30%
2. 成品完整度 20%
3. 成品與原創意差異度 20%
4. 設計整體性 30%

拾壹、智慧財產權
1. 作品智慧財產權歸亞洲大學所有，當執行單位基於宣傳等需要，對於所有入選/得
獎作品仍享有攝影、出版、著作、展覽及其它圖版揭載等使用權利，各入選/得獎
者不得提出異議，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料。
2. 所有得獎及未得獎作品將保存亞洲大學且享有智慧財產權之使用權，以及作為未
來展覽、宣傳及商品開發使用，恕不退件。

拾貳、注意事項
1. 所有參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類媒體之新作，且無抄襲仿冒
情事者。執行單位若發現參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列之規定者，參賽者需自
行負完全之責任且執行單位將取消其參賽資格。若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獎
項與獎金等費用，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益損失，參賽者需自行負擔相關
法律責任，不得異議。
2. 所有繳交作品（包含作品文字說明、圖面、樣品…等）之正面除標示作品名稱外
切勿標示任何與作品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記號，一經發現則取消參賽資格。
3. 繳交文件及作品不齊或不符合規定者，執行單位有權不予收件。
4. 參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公開、公平之決定，對評審結果不得異議。
5. 凡報名參加競賽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競賽規則中各條款，且願意完全遵守本
規則所述之各項規定。
6. 本辦法若有修改處，主辦單位逕自修改並公告於網站，不再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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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叁、決賽交通方式
日期： 2013 年 7 月 23 日(星期二)
搭車方式
(1) 搭乘公車：從台中火車站搭乘台中客運 100 號公車，到終點站霧峰亞洲大學
本校門口下車。
(2) 撘乘高鐵、轉台鐵及公車：從 高鐵站下車，轉搭台鐵烏日站火車至台中火車
站下車出站，再續搭台中客運 100 號公車，到終點站霧峰亞洲大學本校門口
下車。
(3) 撘乘接駁專車：
(a) 時間： 2013 年 7 月 16 日(星期二)與初賽結果一併公佈於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官網上http://dfd.asia.edu.tw/
(b) 地點：
台中火車站乘車地點：台中火車站（前站）出口左轉至對街的豐
原客運站牌（建國路與民族路口）
高鐵台中站乘車地點：高鐵台中站一樓 6 號出口外側
(c) 請將搭乘專車方式填寫於「亞洲大學時尚玩樂世代」T-shirt 設計大賽報
名表中，以利彙整與統計人數。
開車方式
(1) 經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路）：
從「南屯/中港/中清交流道」下，往台中市區方向，行經五權西路/中港路/大
雅路，至五權路右轉，接五權南路後上中投公路，於 9.5 公里處下「丁台匝道」
，
第一個紅綠燈左轉，由丁台路右轉福新路往霧峰市區方向直行，遇柳豐路後
右轉即可到達。
(2) 經國道三號（福爾摩沙高速公路）：
從「霧峰交流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省道後左轉林森路，至福新路
左轉，遇柳豐路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省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行過
四個紅綠燈口，遇柳豐路右轉即可到達。
(3) 經國道六號：
從「國道六號」往台中方向，接中二高往北，從「霧峰交流道」下，經中二
高引道接台三線省道後左轉林森路，至福新路左轉，遇柳豐路左轉即可到達；
或接台三線省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行過四個紅綠燈口，遇柳豐路右轉即
可到達。
(4) 經中投公路：
從「丁台匝道」下，接丁台路連福新路往霧峰市區方向直行，遇柳豐路後右
轉即可到達。
(5) 經 74 號快速（中彰快速）：
從「快官交流道」下，接中二高往南，從「霧峰交流道」下，經中二高引道
接台三線省道後左轉林森路，至福新路左轉，遇柳豐路左轉即可到達；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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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三線省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行過四個紅綠燈口，遇柳豐路右轉即可到
達。
(6) 經 76 號快速（東西向快速）
：
從 76 號快速道路往南投接「中興交流道」
，上中二高往南，從「霧峰交流道」
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省道後左轉林森路，至福新路左轉，遇柳豐路左
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省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行過四個紅綠燈口，遇
柳豐路右轉即可到達。
(7) 經台三省道：
循台三線省道，往霧峰方向行駛，至林森路後轉福新路，至柳豐路後左轉即
可到達；或由霧峰中正路往草屯方向行駛，至柳豐路右轉即可到達。
X：120.687100

Y：24.047685 → 觀看 Google Earth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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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肆、聯絡方式
電話：04-2332-3456 分機 1068
聯絡人：林秀珍小姐
收件地址：41354 台中市霧峰區柳豐路 500 號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亞洲大學時尚玩樂世代─T-shirt 設計大賽
競賽網址：http://dfd.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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