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 

攝影比賽簡章 

壹、舉辦目的：「建‧構永續、築‧競未來」臺灣在地建築歷經時代變遷，風貌

多樣，蘊藏時代美感，刻劃文化印記，透過鏡頭探索建築的力與

美，或溫婉、或堅韌，皆引領我們悠遊建築視覺空間藝術，領略

臺灣歷史之悠久、人文之薈萃、建築美學之呈現。 

貳、主辦單位：臺灣銀行 

參、參賽資格： 

一、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年滿 20 歲以上（民國【以下同】87 年 1 月 1 日以前出

生）之愛好攝影者均可參加。 

二、 每一位參賽者限三組參賽作品，評審評選以組為單位，每組參賽應送 2 張

攝影作品，一張為臺灣銀行總行、各地分行或陽明山行員訓練所等行舍建

築；一張為臺灣特色建築，作品應符合創作主題指定建築之說明，參賽攝

影作品須為原創攝影作品，未曾於國內外任何競賽中得獎或入選，且未公

開發表。 

肆、創作主題：「建築景觀之美」 

一、臺灣銀行總行、各地分行或陽明山行員訓練所等建築行舍外觀： 

(一)臺灣銀行為臺灣成立最早、歷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本國銀行，堪稱

我國金融之搖籃，更是臺灣經濟奇蹟的最佳見證。藉由鏡頭呈現臺灣

銀行各地建築景觀之美。 

(二)為協助參賽者拍攝總行建築，於 107 年 7 月 14 日及 15 日二天(視天侯

狀況調整，如有變動將於臺灣銀行網站 http://www.bot.com.tw首頁業務

公告欄公告)，特別申請臺灣銀行總行大樓正前方及左側停車格禁止停

車，以呈現絕佳畫面。(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段 120 號) 

(三)臺灣銀行總行、各地分行及陽明山行員訓練所內部係屬營業辦公場所，

將不予對外開放參賽者拍攝。 

二、臺灣特色建築： 

歷經時代變遷，臺灣建築走向多元化，如巴洛克、哥德式、閩南建築…等

各類建築風格均富有特色，透過各式建築閱覽臺灣豐沛飽足的地方特色及

人文藝術，尋找臺灣建築中傳統與現代間的辯證，以展現臺灣特色建築之

美麗樣貌，藉此領會臺灣建築景觀之美。 

三、參賽作品不得有違公序良俗，送件作品每張須附上 30 至 50 字以內之創作

說明。 

伍、作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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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賽攝影作品須為數位相機(禁用手機)拍攝 1000 萬畫素以上，須拍攝 RAW

檔，不得插點擴檔，並保留數位作品之原始檔案 EXIF 中繼資料(相機資訊)

備查。 

二、 請沖洗列印輸出 8x12 吋(可留白邊)之「彩色」照片。 

三、 參賽攝影作品須為參賽者本人原創、合法攝影作品。作品可調整亮度、對

比度、銳利度、色彩飽和度，並可局部加減光、局部色偏修正、可適度格

放(如：水平、垂直修正或邊緣裁切);但不得抄襲、重製、拷貝、疊片、合

成，亦不得裝裱框。 

四、 拍攝時間：參賽攝影作品拍攝期間自 106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8 月 15 日

止。 

陸、獎項：獎金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扣繳稅額。 

一、第 1 名「台銀卓越獎」： 1 名，奬金新臺幣 10 萬元（含稅），獎狀乙紙。 

二、第 2 名「台銀傑出獎」： 1 名，奬金新臺幣 8 萬元（含稅），獎狀乙紙。 

三、第 3 名「台銀優質獎」： 1 名，奬金新臺幣 5 萬元（含稅），獎狀乙紙。 

四、「佳作」：20 名，每名奬金新臺幣 1 萬元（含稅），獎狀乙紙。 

五、 共計 23 個獎項，每一參賽者限得一獎項，經公布得獎後，得獎者不得要求

取消得獎資格。評審委員會得視參賽攝影作品多寡及水準，酌增獎項或得

獎名額，其獎金、獎狀之頒發及相關權利義務皆由主辦單位決議之。 

六、 如無適當作品，上開各獎項或得獎名額均得由評審委員會決議從缺。 

柒、參賽方式： 

一、 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7 年 8 月 15 日(星期三)止，逾期恕不受理。 

二、 收件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路一段 120 號臺灣銀行企劃部。 

三、 送件方式：郵寄或親送，參賽封套上請註明「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

季」。 

(一)郵寄：以掛號郵寄方式為之，收件日以郵戳為憑，請用硬紙板保護，

不得捲起置於筒內。 

(二)親送：請於截止日前上班時間 9:00-17:00 送至收件地址；例假日及國

定假日不受理收件。 

(三)參賽攝影作品請自行包裝完妥，若因寄(遞)送過程損壞、遺失，或因

不可抗力因素致損害，主辦單位恕不受理報名，亦不負賠償之責。 

四、 參賽資料：參賽者須繳交下列項目參賽資料表件，缺件者一概不予受理，

亦不退件。 

(一)書面資料： 

1.附表一「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攝影比賽報名表」：請詳填各項

資料，並於「參賽著作權人(立書人)簽名」處親簽，確保參賽資格。 

2.附表二「臺灣銀行履行個人資料告知義務書」：請於「立同意書人」

處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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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表三「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攝影比賽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參賽攝影作品倘攝入人像於內，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識，應擁有肖

像權。為保障參賽者與該被攝入者之權益，參賽者需事先取得參賽攝

影作品被攝入者之同意，並附上填寫完整之「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
攝影季攝影比賽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如果被攝入者為非完全行為能

力人(未滿 20 歲、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須由法定代理人親自簽

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每張參賽攝影作品須單獨填寫肖像權同意書，

若未取得使用同意書，主辦單位依本簡章捌、三之說明辦理。 

4.附表四「參賽攝影作品資料表」: 

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參賽攝影作品 1、作品 2 之照片(沖洗列

印輸出規格，請依本簡章伍、二辦理)，背面右上角均應黏貼「參賽

攝影作品資料表」，並請詳填各項資料。 

(二)數位檔案光碟： 

1.每張參賽攝影作品檔案大小應為1000萬畫素以上之JPG或TIFF檔案。

每張參賽攝影作品數位檔案名稱為：「作者真實姓名－作品名稱(1、

2).檔案類型」，2 張參賽攝影作品名稱後請分別依序號 1、2 列示儲

存。 

2.附表一「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攝影比賽報名表」、附表二「臺

灣銀行履行個人資料告知義務書」與附表三「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
攝影季攝影比賽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參賽攝影作品倘有攝入人像，

且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識應附上)等相關表件 PDF 電子檔案。 

3.請燒錄前述說明 1「調整後作品檔(TIFF 或 JPG)」、說明 2 相關表件

PDF 電子檔案及「調整前原始檔(RAW)」等相關資料檔案於光碟片內，

並於光碟片上方以正楷清楚書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作品名稱及連絡

電話。 
(三)參賽報名信封內應包括參賽攝影作品照片、參賽資料表件(附表一~三)

及數位檔案光碟，未備齊參賽資料、填寫不完整或參賽資料不符簡章

規定者，不予受理；參賽資料一律不退還，送件前請自行備份留存。 

五、 入圍： 

(一)由主辦單位發函通知入圍參賽者，該參賽者應於通知期限內繳交相關

資料或檔案，並檢附本人親簽之「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附

表五)，將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得行使一切著

作財產權。依簡章柒、二~三之說明方式送至臺灣銀行企劃部(100 臺北

市中正區重慶南路一段 120 號)。如無法於期限內繳交相關檔案及同意

書者，視同放棄入圍得獎資格，即不符參賽簡章規定不予受理。 

(二)參賽者親送入圍參賽攝影作品資料時，由主辦單位掣據簽收；以郵寄

寄交者，主辦單位不另掣據，以郵寄單據為憑。 

捌、參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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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賽攝影作品應符合攝影主題及作品規格，且不違反法令、侵權或妨礙公

序良俗。 

二、 「公開發表」之定義：平面出版、公開展覽、其他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

發表於各類媒體之作品。但不包含個人網站、部落格、臉書【FACEBOOK】、

Instagram 及 Twitter 等個人之社群網站貼圖。 

三、 參賽攝影作品須為參賽者本人作品，並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嚴禁抄

襲、仿冒及頂替、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著作權、肖像權或有其他侵權之

行為。如有資料不實、不符參賽資格、違反本簡章規定或發現與任何攝影

比賽之得獎作品相似情事，參賽者除自負法律責任外，主辦單位得取消參

賽或得獎資格，該獎項不遞補，已發給之獎金、獎狀予以收回，並於主辦

單位網站對外公告，且三年內不得參與主辦單位舉辦之任何比賽。倘因此

發生爭議、違法或致生損害於權利人、第三人或主辦單位時，均由參賽者

負一切法律與賠償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 參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基於執行與本活動印刷、出版、教育推廣、文宣、行

銷及展覽等之需要，得蒐集、處理、利用參賽者於本活動填寫之個人資料、

創作說明、攝影作品圖示等。 

五、 本賽事之審查方式由評審委員會決議；作品陳列及展覽專輯編印方式由主

辦單位統籌規劃，參賽者不得提出異議。 

六、 前 3 名(「台銀卓越獎」、「台銀傑出獎」、「台銀優質獎」)及「佳作」

者(以下統稱得獎者)之參賽攝影作品經評審委員會議遴選歸主辦單位收藏

及展覽者，得獎者不得要求返還或撤回，主辦單位不須另支付報酬。 

七、 凡報名參賽者，均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或有關活

動之調整變動，主辦單位得在臺灣銀行網站 http://www.bot.com .tw 首頁

業務公告欄公告修正之，參賽者不得提出異議。 

玖、活動時程： 

作業階段 預訂時程(暫定) 備註 

收件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 107 年 8 月 15

日(星期三) 

請 於 臺 灣 銀 行 網 站

http://www.bot.com.tw 首頁業務

公告欄項下載簡章及參賽資

料，親送或以掛號郵寄。不符本

簡章規定者恕不受理。 

評審公告 107 年 9 月中旬 
得獎名單於臺灣銀行網站公

告，另個別通知。 

頒獎典禮、

作品展覽 
另行公告 臺灣銀行或行外展示空間 

申請退件 另行公告 如簡章拾參說明 

註：①活動時間如有更動，將即時於臺灣銀行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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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相關洽詢事項請電洽，臺灣銀行企劃部 02-23494121 黃小姐。 

拾、展覽及收藏： 

一、展覽： 

(一)參賽者之得獎作品獲評審委員會遴選收藏或供展出時，主辦單位得予

規劃非營利性展出，以增加其作品之曝光度，惟主辦單位不另支付報

酬。 

(二)主辦單位得視各場地狀況保留佈展彈性。 

二、收藏： 

得獎者之作品經評審委員會遴選歸主辦單位收藏，得獎者不得要求返還或

撤回。 

拾壹、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攝影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參賽者對評審結

果不得異議。 

拾貳、頒獎事宜：主辦單位將在臺灣銀行網站公告並個別通知得獎者，擇期舉辦

頒獎及展覽活動，相關領獎事宜將另行個別通知。 

拾參、退件： 

一、 入圍參賽而未獲本行遴選收藏之作品原則依簡章玖、活動時程辦理退件，

得申請退回的資料如下： 

(一)「2018 臺灣銀行藝術祭-攝影季攝影比賽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

書」。 

(二)參賽者繳交之數位檔案光碟。 

二、 符合前項規定之參賽者申請退件時須檢具退件申請書，親自或自行洽請物

流公司於退件期間內至主辦單位(臺灣銀行企劃部)取回，運送責任及運費

由該參賽者負責(若寄送或參賽過程中發生毀損或滅失，主辦單位不負責)。

逾期未申請辦理退件者，主辦單位不負保管之責，得逕行處理，參賽者不

得異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