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alks: Talk ART!與藝術發生關係」連環漫畫徵件活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要贊助：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
協力贊助：EPSON、樂遊旅行社、PayEasy、台北旅店集團新驛旅店、北師美術館
特別感謝：台新金控

活動辦法：
一、徵件及活動時程
【ARTalks: Talk ART! 與藝術發生關係 連環漫畫徵件活動】（以下簡稱本活動）
報名投稿（徵件）期間：自 2015/11/05(四) 起至 2015/12/25(五) 下午五點止。
網路人氣獎投票期間：自 2015/12/28(一) 中午十二點起至 2016/01/11(一) 中午十二點止。
得獎名單公告日：2016/01/13(三) 中午十二點於「ARTalks:」網站公告。
頒獎典禮：預計於 2016/01/22(五) 14:00 於台北市台新金控二樓元廳舉行。

二、活動介紹
（一）主題：「與藝術發生關係」。
（二）活動意旨：
以「ARTalks: Talk ART!」為概念精神，
「與藝術發生關係」為連環漫畫創作主題，在 2-6 格劇情內
發揮對生活與藝術的各種想像。參賽者於徵件期間內依本活動辦法之規定完成報名並上傳繳交作品，
由財團法人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稱「主辦單位」
）與專業人士共同評審後，優勝者將獲
頒獎金、獎品與獎狀（詳本活動辦法三.（一））
。同時並設有網路人氣獎（詳本活動辦法三.（二）
）。

三、獎項與獎品
（一）評審獎：
金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5 萬元、PayEasy 線上購物金 1 萬元、獎狀 1 張。（線上購物金感謝 PayEasy
提供）

銀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2 萬元、EPSON 印表/相片複合機 1 台 （感謝 EPSON 提供旗艦印表機：
型號 XP-721，及墨水一組，總市值約新臺幣 9485 元）、獎狀 1 張。
佳作 2 名：獎金新臺幣 1 萬元、獎狀 1 張。

（二）網路人氣獎：
人氣 1 獎：中華航空臺北 - 東京來回雙人機票。
（感謝樂遊旅行社提供）
人氣 2 獎：PayEasy 線上購物金 1 萬元。
（感謝 PayEasy 提供）
人氣 3 獎：中華航空臺北 – 香港來回雙人機票。
（感謝樂遊旅行社提供）
人氣 4 獎：新開幕新驛旅店復興北路店免費住宿券 2 張。
（感謝台北旅店集團提供）
人氣５獎：優人神鼓 X 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愛人》演出貴賓席票券 2 張。
（感謝台新銀行提供）

（三）網路投票者抽獎獎品：
投票者抽獎 1 獎 5 名：北師美術館「L’OUVRE 打開

羅浮宮九號」漫畫展套票 1 組。
（感謝北師

美術館提供）
投票者抽獎 2 獎 5 名：2016 台北國際動漫節門票 2 張。

（四）獎項及獎品須知：
1. 獎項：
(1)評審獎：經主辦單位及專業人士共同評審擇優入選，如參賽作品未符合評審標準得以從缺，並公
佈得獎或從缺理由。評審獎可重複得獎。
(2)網路人氣：依各作品於本活動票選活動期間，民眾投票結果之得票數高低依序選出前五名。若遇
得票數相同者，將於評審獎評選會議期間，由主辦單位指派代表抽籤，決定得獎順序。網路人氣獎
可重複得獎。
(3)網路票選投票者抽獎：由參與網路人氣獎投票活動之民眾，由獎金獵人系統隨機選出 1 獎及 2
獎各 5 名，並於 2016/01/13(三)與所有獎項一併公告。
(4)以上獎項之間亦可重複得獎。
2. 本活動網路人氣獎 1 獎、3 獎由 「樂遊旅行社」 提供，1 獎為「台北-東京」全程經濟艙來回
機票 2 張，3 獎為中華航空「臺北-香港」全程經濟艙來回機票 2 張，得獎人須自行負擔機票之機
場稅、燃料稅。得獎之機票使用期限為 2016/03/06(日) 起至 2016/06/10(五) 前有效之 14 天旅
遊票艙等，不得折換現金，若因指定日期艙等已滿需要提升至其他艙等或變更行程須自行補貼差額，
並於有效期限內使用完畢。其他使用上之相關事項請洽詢樂遊旅行社。
3. 本活動評審獎金獎、網路人氣獎 2 獎之線上購物金由「PayEasy 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線上購物金各１萬元僅限於 PayEasy 購物平台 (www.payeasy.com.tw) 消費使用。得獎者須於
2016/06/30(四) 前於 PayEasy 網路購物平台加入會員、儲值及消費，並可直接折抵得獎金額（部
分旅遊商品除外）
，逾期系統將自動收回。購物金儲值、內容查詢請至 PayEasy 購物平台會員中心
登入操作。
4. 本活動評審獎銀獎之印表/相片複合機為 EPSON 贊助提供，型號為 Epson Expression Premium
XP-721，及墨水一組。獎品恕無法折現，詳細使用規範請參照贈品實物檢附之說明書。。
5. 本活動網路人氣獎４獎由台北旅店集團贊助提供，為新譯旅店復興北路店雅緻客房住宿券２張。
得獎者須於 2016/06/30(四) 前使用完畢，恕無法折現、轉售及退換房型等。得獎者應應妥善保存
住宿券，遺失或損毀無法補發，詳細使用規範請參照住宿券與台北旅店集團之說明。
6. 本活動網路人氣獎 5 獎由台新銀行提供，為優人神鼓 X 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愛人》演出貴賓
票券 2 張，演出期間與地點為 2016/02/25-2016/02/28 於臺北國家戲劇院。使用注意事項：a. 演
出票券之日期及座位依主辦單位提供為準，恕無法指定或更換。b.未經演出主辦單位許可，票券嚴
禁轉售。c.請妥善保存，遺失或損毀無法補發。d. 演出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異動中止等權利。e. 演
出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票券規定。f. 票券恕無法折現，請於演出票券之日期前往觀賞。
7. 本活動網路投票者抽獎 1 獎為「L’OUVRE 打開

羅浮宮九號」漫畫展套票 1 組，由北師美術館

贊助提供。展覽期間與地點為 2015/11/27-2016/02/28 於北師美術館 。得獎注意事項：a. 未經
展覽主辦單位許可，票券嚴禁轉售。b.請妥善保存，遺失或損毀無法補發。c. 展覽主辦單位保留活
動變更異動中止等權利。d. 票券恕無法折現，請於展覽期間內前往觀賞。
8. 本活動網路投票者抽獎 2 獎為 2016 台北國際動漫節門票 2 張，展覽期間與地點為
2016/02/10-2016/02/14 於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票券恕無法折現。
9. 獎金及稅金相關規定請詳閱活動注意事項第十條。
10. 得獎作品未來將有機會於「ARTalks:」網站、本基金會粉絲頁、台新銀行等及相關合作平台露
出。

四、評選作業
（一）評審獎：
由主辦單位與藝術工作者及專業人士共同評審（評審名單將陸續公布）
，預計於 2016/01/13(三) 中
午十二點於「ARTalks:」網站公告得獎名單，並由主辦單位透過 Email 及電話通知得獎者。未得獎
者不另行通知。
（二）網路人氣獎：
1. 投票活動期間：自 2015/12/28(一) 中午十二點起至 2016/01/11(一) 中午十二點止。
2. 投票資格與方式：
網路人氣獎票選期間內開放一般大眾進行投票，參與者須擁有 Facebook、twitter、或 google 帳
號以登入獎金獵人網站進行操作。個別參賽作品，每一帳號每天可投票一次。於票選期間屆滿時前

三名最高得票數之參賽作品即獲網路人氣獎，依得票數高低依序為人氣 1 獎、人氣 2 獎、人氣 3 獎、
人氣 4 獎、人氣 5 獎。
（三）評審獎及網路人氣獎頒獎典禮預計於 2016/01/22(五)下午 2:00 舉辦。主辦單位將邀請得獎
者出席頒獎典禮，介紹作品創作理念。

五、報名與收件須知
（一）報名資格：不限國籍、年齡，個人及團體皆可參與。唯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允許，並簽
屬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二）本活動採線上報名，參賽者請於報名截止 2015/12/25(五)下午五點前，於「獎金獵人」網
站本活動專屬頁面填妥報名資料並上傳參賽作品。
（三）參賽作品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報名格式無誤後始可參賽。繳交資料不全、未符合本活動辦法
之規定者，視同不具備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不予受理。

六、作品繳交規格與內容
（一）作品尺寸：A4 大小（21 x 29.7 cm）
，直橫幅均可。
（二）作品形式：以 2~6 格連環漫畫呈現方式，電繪、手繪皆可。
（三）上傳格式：請以單張 jpg 格式上傳，手繪作品可掃描或由相機翻拍，並注意須保留原始繪圖
檔或手稿，以備得獎後續使用。
（四）作品解析度：300 dpi 以上。
（五）製作要求：
1. 參賽作品需於右下角露出「ARTalks:」Logo，請點選下載 Logo 套版（電繪 ai 檔、手繪 pdf 檔）
。
2. 每位參賽者不限參賽件數，唯參賽作品需由參賽者本人創作（共同創作者可聯名參加）且不為其
他公開活動或任何競賽之獲獎作品。參賽作品中不得使用未經合法授權之資料/素材，若經檢舉或
主辦單位查獲，則立即取消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其他相關詳情請參閱注意事項。

七、注意事項
（一）【ARTalks: Talk ART! 與藝術發生關係 連環漫畫徵件比賽活動】係由財團法人台新銀行文化
藝術基金會主辦。有關如何參加本活動及其他關於本活動之詳細說明資訊、主辦單位之隱私權保護
政策及活動網站之使用條款等，均構成本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條款）之一部份。參加本活動之參
賽團隊（及其人員）、個人及投票者（以下合稱參與者）依活動辦法參與競賽或參與投票視同接受
本條款與本活動辦法及各項規則、公告與評審結果，若有違反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投票、
競賽或得獎資格。
（二）得獎者應同意其參賽作品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其集團關係

企業宣傳及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改作（如製成動畫或影片）
、編輯、轉載、
散布、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展示及公開上映，及對參賽得獎作品進行修改（包括但不限於作
品中露出 ARTalks: Logo、網址標準字或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Logo），並於公告得獎後與得獎
者簽署【作品使用同意書】予主辦單位。
（三）如遇參賽者基本資料填寫不完整及聯絡資料錯誤、作品規格與參賽資格不符，或連結檔案無
法讀取等情形時，造成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及進行作業，一概以棄權論（喪失參賽資格）
。
（四）參賽者或得獎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正確且為合法，且所有註冊應為參賽
者自發性行為，不可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包含文字、影像、素材等）
，若有使用第三人
原始碼或技術資料時應註明於參賽文件中，並應自行取得該第三人之授權，以免觸法。
（五）參賽作品經查證有偽造或冒名、違反著作權法、違反本條款、違反本活動辦法或其他法令，
或涉抄襲、剽竊之情事，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害賠償，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主
辦單位有權不經說明，逕行取消活動之一切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獎狀、獎品，參賽者、
得獎者均不得有異議。
（六）參賽作品禁止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
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若有違反，除參賽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主
辦單位並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七）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等個人技術性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與者所登錄之資
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與者亦不得因此
異議。
（八）票選期間嚴格禁止使用自動機器人軟體、機械、電子設備或其他任何方式進行灌票，且同一
IP 位置不可重複多次投票。如有上述或相關情形發生，經證實為灌票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投
票、參賽或得獎資格。
（九）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予價值超過新臺幣 1,000 元者，須列
單申報該主管稽徵機關。故獎項價值總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申報該管稽
徵機關。另獎項價值達新臺幣 2,0001 元(含)者，依法應扣繳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不
論實體獎項金額多寡，均需繳交 20％稅金)；若得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
格。得獎人（納稅義務人）需提供得獎者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國人士需提供護照影本)、電
話、Email、地址、匯款帳號等資訊，以利通訊及獎金匯款。如得獎人不同意提供資料或填寫相關
文件視為喪失得獎資格。
（十）如得獎人於得獎公告後二十天內，仍未提供資訊者，或提供資訊有所缺漏致主辦單位無法充
分聯繫或處理相關頒發事務者，得獎人視同喪失得獎資格。
（十一）參與者應遵守網路使用習慣及禮儀：
1. 嚴格禁止任何介入、侵入或損害網路系統或資源之行為。
2. 嚴格禁止上傳任何脅迫性、隱晦性、猥褻性或違害公共秩序之資訊。
3. 嚴格禁止散布電腦病毒。

（十二）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寄發予得獎人之
獎品/獎金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得獎人亦
不得因此異議。
（十三）本活動獎項及獎品以公布於活動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
更換其他等值獎品之權利，主辦單位無須就獎品隨後可能產生之價差負責。主辦單位無須負擔任何
獎品之稅賦，得獎者應自行負擔得獎獎項之稅賦並尋求相關財務諮詢。本活動之獎項不得要求轉換
品項、轉讓或折換現金。
（十四）主辦單位有權隨時更新本條款及關於本活動辦法之規定，但需以不妨礙已執行之部份為原
則，並以活動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不另行個別告知活動參賽者、參與者。
（十五）主辦單位無須為以下情況所造成之損害負責：本活動進行時，網路使用者或本活動所使用
或與本活動相關之設備或程式所產生的錯誤或不正確之資訊、技術上的錯誤或其他類似之情況，包
括但不限於任何作業或傳輸之疏失、中斷、刪除、錯誤或延遲、因通訊線材、電話、手持電話、衛
星傳輸之中斷、相關技術問題或網路、網站壅塞、軟體故障、竊盜行為、損壞行為或未經授權之使
用或修改本活動及因參加本活動及（或）下載本活動之任何資訊而可能造成會員電腦設備之損害。
（十六）
任何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導致本活動無法依計劃繼續進行，包括但不限於技術問題、
未經授權之介入、詐騙行為等損壞或影響本活動之進行、安全性、公平性、公正性及合理性之情形，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主辦單位有權得隨時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十七）主辦單位就本條款及本活動辦法，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及保證。參與者應自行承
擔參加本活動或與本活動的運作相關的所有風險。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之授權人及其各該主管、董
事、員工、代理人或關係企業皆無須為參加者因本條款或參賽本活動及（或）使用活動網站而可能
產生的衍生、附隨、直接、間接、特別、懲罰或任何其他損失負責。
（十八）
參與者應遵守本條款及主辦單位關於本活動之所有辦法與規定，且不應違反中華民國法律。
主辦單位保留權利得隨時在活動期間或本活動結束後，確認參賽資格、或取消因不當行為而獲得之
得獎資格與獎品/獎金。主辦單位不行使上述權利不表示主辦單位放棄這些權利。參與者同意本條
款、本活動之所有辦法與規定的解釋及適用，應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及主辦單位關於本活動的所有
規定為之。
（十九）參與者同意倘若因本條款或參加本活動產生任何糾紛時，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活動由主辦單位主辦，Facebook、twitter、google 及獎金獵人並未贊助、背書、管理，
因此參與者同意不對 Facebook、twitter、google 及獎金獵人追究與本活動相關之責任。除聯繫
活動得獎者領取獎品、郵寄獎品等其他相關事由，主辦單位不會透過 Facebook、twitter、google
及獎金獵人蒐集、取得或利用任何網路投票參與者之個人資料。本活動結束、與得獎者簽屬【作品
使用同意書】後，所有參賽者之報名資料將全數銷毀。參賽者一旦報名參賽以及參與者參與本活動，
即表示同意上述主辦單位之隱私權保護政策，任何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導致參賽者於活動期
間個人資料被盜取或駭客竊用，主辦單位無須為參賽者可能造成之損害負責。
（二十一）主辦單位保留修訂本條款及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