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KAPAH美術獎

活動網站 FACEBOOK

廣告

用藝術探索
發現你我心中的 MAKAPAH ！

在天與地之際，在山與海之間

探索原民的文化底蘊

發現原鄉的波瀾壯麗

　請盡情地

用鏡頭捕捉，用畫筆揮灑

最觸動你內心的原民之美

參賽報名表                                       （不需黏貼，隨作品附上）

參賽類別：□攝影類  □繪畫類 參賽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需與作品說明表同）

姓名 原住民身分 □否／□是，族別：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室內：　　　　　    　手機：

E-mail

地址

作者簡歷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

參賽作品著作權

簽署聲明（請務

必簽署本表，方

視為有效報名）

1.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 以下稱辦理單位 ) 基於辦理「2015 MAKAPAH 美術獎暨成

果展」活動之需要，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姓名、身分證字號、性別、出生年、電話、

E-mail 與地址等可識別之個人資料，並承諾遵守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範，活動結束後半年內

由辦理單位逕予銷毀。

2. 本次報名競賽之作品均為「未曾公開發表者」或「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者」之作品，且絕無

抄襲他人作品或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等情事。

3. 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本人願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4. 本人同意本次競賽之作品如得獎，其著作財產權主辦單位得永久無償使用之，日後主辦單位

將可行使重製、修改、出版、展覽及發行等各類型態之著作權利，不需要另外徵詢或付費，

作品著作人仍保有著作人格權。

5. 本人同意前三名得獎原始作品將由主辦單位永久典藏，其餘入圍作品可於展覽期程結束後由

承辦單位通知領回。未領回之作品將採託運退還，運費須由參賽者自付，辦理單位均不負保

管或損害賠償之責。

6. 本人同意得獎作品在 1 年內 ( 自展覽日起算 ) 配合主辦單位巡迴成果展之作品展出。

7. 本人已詳細參閱競賽辦法且同意相關規定，並保證所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

參賽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簽）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說明表                               （此表請黏貼於作品相片背面）

　參賽類別： □攝影類  □繪畫類 參賽編號 （此由承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創作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 攝影作品以拍攝年份，繪畫作品以完成年份為準 )  

原作尺寸 ____________ 公分 x ____________ 公分                                                                        　　( 攝影類免填 )

使用媒材 ( 攝影類免填 )

創作理念

(200 字內 )

注意事項：每件作品背面都必需黏貼一分作品說明表及繳交一份參賽報名表，未完整填寫將視為資格不符。

          ( 表格可影印填寫或上活動網站 www.makapah.com.tw 下載）



一、活動宗旨

MAKAPAH 是臺灣原住民阿美族語，代表美、帥、

漂亮、讚嘆之意。

臺灣的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豐富，各族在全臺各地

綻放不同的生命力，這些文化與生活的精彩度，值得被

更多人發掘。希望藉著活動，鼓勵大眾走入原鄉，並記

錄下原鄉的風土民情，讓「2015 MAKAPAH 美術獎」，

呈現更多令人驚豔的原住民族之美。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三、參賽資格

• 參賽對象： 對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有興趣者皆可參

加，不限國籍。

• 僅接受個人名義參賽。

四、徵件時間：

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五、徵選主題

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能傳達原住民族精神、文

化意涵與生活之美為主軸。

六、徵件類別

（一）攝影類： 以傳統底片或數位攝影的方式創作之攝

影作品。

（二）繪畫類：以手繪方式創作之繪畫作品。

七、報名方式 

（一） 請於「2015 MAKAPAH美術獎」活動網站 (www.

makapah.com.tw) 下載活動簡章或活動 DM 所

附之報名表格，填寫相關資料後，將「作品說明

表」黏貼於作品相片背面，並將「參賽報名表」、

作品相片及作品電子檔光碟 ( 攝影類 )，於 104

年 9 月 30 日前，一律以掛號方式寄至承辦單位，

請自行估算遞送時間，盡早寄達為佳。

（二） 收件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 70

號 11 樓之 8，台灣水企劃整合有限公司― 2015 

MAKAPAH 美術獎徵件小組收。

（三）洽詢電話：02-2356-0222 

八、獎項

（一）攝影類

• 首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12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二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6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三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4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優勝 10 名，獎金新臺幣 1 萬 3 千元，獎牌乙面，得獎作品集

1 冊。

•  佳作 10 名，獎金新臺幣 8,000 元，獎狀乙張，得獎作品集 1 冊。

（二）繪畫類

• 首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20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二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15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三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11 萬元，獎座乙座，得獎作品集 1 冊。

• 優勝 10 名，獎金新臺幣 3 萬元，獎牌乙面，得獎作品集 1 冊。

• 佳作 10 名，獎金新臺幣 1 萬 5 千元，獎狀乙面，得獎作品集

1 冊。

註：	1.上述獎項未達評審標準者，得以從缺辦理。

	 2.各獎項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及補充保費。

九、評選辦法

（一）評審委員會： 邀請相關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

審工作。

（二）評審流程：

1.  基本審查：針對投稿作品及報名文件完整性作審查。

2.第一階段 ( 初選 )：召開初選評審委員會議，選出入圍作品，

並於網站公告入圍名單。

3.第二階段 ( 決選 )：召開決選評審委員會議，此階段將評選出

繪畫及攝影類之所有項，並將結果公佈於網站上，擇日進行

頒 。

（三）評分標準：

十、規則說明 

（一）攝影類

1.  參賽件數：每人參賽作品以 6 件為限。

2.創作時間：參賽作品需為 3 年內之創作作品。

3.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黑白、彩色不拘，作品需為現場一次完成之單張作

品（不收連作作品），除一般增減光、反差、格放傳統暗房對

照片能修改之調整外，不得以電腦或人工竄改、抄襲、翻拍、

人工調色去色、重曝、電腦合成、拼貼、裝置等任何後製手法

創作。前述情況經查屬實一律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2) 繳件方式：

A. 參賽者需將作品沖印成長邊 10 吋 (25.4 公分 ) 之亮面照

片，並於照片背面貼上「作品說明表」，連同參賽報名表（一

張作品，一張表）以掛號寄出參賽。

B. 第一階段入圍者，承辦單位將個別通知提交長邊 20 吋

(50.8 公分 ) 之亮面相片參加決選，同時需附上入圍作品

電子檔光碟（光碟內需有入圍作品之原始檔 ( 如 RAW、

TIFF、NEF 檔等 ) 以及轉存成 JPG 檔 ( 最佳品質 ) 兩種檔

案格式，檔案須保留原始 EXIF 檔案資訊。

(3) 請於報名表上清楚寫明主題、創作時間及 200 字內之創作

理念（含影像背景、拍攝地點、作品說明等），文類不拘。

4.注意事項：交付之參賽作品皆不退件，請自行留存原始底片或

電子檔案。

（二）繪畫類

1.參賽件數：每人參賽作品以 2 件為限。

2.創作時間：參賽作品須為創作者 3 年內之創作作品。

3.作品規格：

(1) 畫紙尺寸：以長邊 120 公分為上限。

(2) 媒材：平面繪畫或複合媒材均可，但必須為手繪作品，恕不

接受雕塑、數位作品或含有複印製品之拼貼畫。

(3) 繳件方式：

A. 參賽者需將畫作先翻製成照片，並沖印成長邊 10 吋 ( 

25.4 公分 ) 之亮面相片，相片背面貼上「作品說明表」，連

同參賽報名表 ( 一件作品，一張表 )，以掛號方式寄出參賽。

此階段之參賽作品相片，不退回。

B. 第一階段入圍者，承辦單位將個別通知提交原始畫作（需

自行裱框），進行決選。除前三名得獎者外，其餘原始畫作

皆可於展覽結束後領回。

(4) 於報名表上清楚寫明主題、創作時間及 200 字內之創作理

念 ( 創作背景、作品說明等 )，文類不拘。

十一、攝影組、繪畫組共同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必須符合所有參賽規定，方可通過基本

審查資格，進入第一階段初選。

（二） 各項參賽文件未於期限內繳交齊全者，視同放棄

參賽資格。

（三） 本競賽前三名之得獎者，將以不重複為原則。

（四） 寄送參賽作品時請務必使用堅固材質保護交寄，

若遇不可抗力之任何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

毀損，由辦理單位另行通知交付備份作品，對毀

損之作品恕不負賠償之責。

（五） 入圍作品需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上傳至活動網頁，

供大眾票選。

（六） 參賽者必須擁有參賽作品所有權及確保參賽作品

無任何爭議，且必須是「未曾公開發表者」或「未

曾在其他比賽獲獎者」之作品。

（七） 參賽者必須於報名時簽署作品著作權聲明，同意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主辦單位得永久無償使

用之，日後主辦單位將可行使重製、修改、出版、

展覽及發行等各類型態之著作權利，不需另外徵

詢或付費，作品著作人仍保有著作人格權。

（八） 前三名得獎之原始作品，將由主辦單位永久典藏，

其餘獎項之得獎作品可於展覽期程結束後，由承

辦單位通知領回。未領回之作品將採託運退還，

運費須由參賽者自付，辦理單位均不負保管或損

害賠償之責。

（九） 得獎者之作品，須同意在 1 年內 ( 自展覽日起算 )

配合巡迴展出。

（十） 得獎者若經查證不符本競賽之參賽資格或個人資

料填報不實者，得取消其得獎資格及返還獎金、

獎狀，並公告之，獎位不另遞補。上述行為如涉

及任何法律爭議，將由參賽者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十一 ）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將依主辦單位於活

動網站修正公告之內容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活動官網：www.makapah.com.tw

攝影類

主題意境傳達 40%

攝影技巧 30%

美學形式 30%

繪畫類

主題意境傳達 40%

技巧表現 30%

整體構圖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