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新光全國兒童繪畫比賽活動辦法
活動主題：
活動主題：「希望之光，讓夢想飛翔」
活動主題說明：
活動主題說明：「光」象徵著無限的希望。在成長的過程中，陪伴我們的家人、
老師、同學和朋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給我們方向和信心，鼓舞我們勇敢向
前進，幫助我們實現夢想。看到希望之光，我們要快樂長大，只要不斷努力，夢想
就會飛得更高更遠！

收件期間：
收件期間：105 年 6 月 1 日（三）~105 年 7 月 11 日（一）
活動對象：
活動對象：凡喜愛繪畫之幼稚園及國小在學學生均可參加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以 104 學年度 9 月之學籍為準）
1.創意著色組：幼稚園學生
2.創意繪畫組：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國小中年級組（三、
四年級）、國小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3.心智障礙組：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心智障礙者
心智障礙者」
心智障礙者」 (含智能障礙者、
自閉症、唐氏症、合併智能障礙之多重障礙者)，報名
本組別請於報名表上黏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作品規格：
作品規格：
1.創意著色組
1.創意著色組：
創意著色組：採 8 開著色紙（約 26×38cm）繪製，畫紙可至新光人壽、新光銀行
各地營業據點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或至網站下載著色圖再影印至 8 開畫紙（約
26×38cm），並下載報名表，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2.創意繪畫組及心智障礙組
2.創意繪畫組及心智障礙組：
創意繪畫組及心智障礙組：採 8 開空白圖畫紙（約 26×38cm）繪製。畫紙可至新
光人壽、新光銀行各地營業據點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亦可自行購買 8 開空白
圖畫紙繳件，請先上網下載報名表，以正楷填寫各欄，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3.彩繪媒材不拘，參賽作品限每人乙件。

收件方式：
收件方式：
1.親自交件
1.親自交件：
親自交件：於 7 月 11 日前至新光人壽、新光銀行各地營業據點繳交作品，親自交
件者，可獲得精美贈品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各地營業據點地址請上新光人
壽、新光銀行網站查詢。

2.心智障礙組亦可將作品繳交至「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全國八個據點，地址如下：
區域

單位名稱

北區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地址
106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85 號 3
樓

電話

聯絡人

02-27017271＃22

林筱婷

北區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北區 宜蘭縣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
中區

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南區

臺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離島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63 號 2 樓 02-25953937
260 宜蘭市神農里民權街一段 65 號 03-9356672

李清景

3樓

03-9357873

420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626 號

04-25242603

鄧雪玲

06-2013217

陳麗秋

06-926 1790

王美惠

710 台南市永康區富強路二段 301
號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 880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41 巷 3
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鄒佩珮

號

3.郵寄交件
3.郵寄交件：將完成的作品直接郵寄至 100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66 號 21 樓 「2016
新光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小組」收（截止日以郵戳為憑），郵寄報名者恕不提供交件
贈品。

獎勵辦法：
獎勵辦法：
‧ 創意著色組及創意繪畫組
★ 全國第一名（各組取 1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5,000 元。（著色組 3,000 元）
★ 全國第二名（各組取 2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3,000 元。（著色組 2,000 元）
★ 全國第三名（各組取 3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2,000 元。（著色組 1,000 元）
★ 全國優等獎（各組取 30 名）每名頒發獎牌、精美紀念品乙份。
★ 全國佳作獎（各組取 120 名）每名頒發獎狀、精美紀念品乙份。（著色組取 250 名）

‧ 心智障礙組
★ 全國第一名 1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5,000 元。
★ 全國第二名 2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3,000 元。
★ 全國第三名 3 名，每名頒發獎牌、獎學金新臺幣 2,000 元。
★ 全國優等獎 20 名，每名頒發獎牌、精美紀念品乙份。（擇優錄取，最多不超過 20 名）

評選方式：
評選方式：將委請美術專家予以評選，預定 8 月中旬公佈得獎名單於新光人壽、
新光銀行網站。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預定 9 月份於全國北、中、南分區舉辦頒獎典禮，各區頒獎時間、地
點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每人限以乙幅參加，發現重複者由主辦單位刪除，如有臨摹或成人加
筆均不予評選。

2. 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參賽作品獲獎後，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即日起
完全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
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作、出租、散布、發行、改
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利。獲獎作品之著
作權利讓與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飾、增、刪並得省略
姓名表示。
3.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抄襲、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
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不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
項。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如造成第
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4. 凡參賽之作品，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5. 評審得視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水準，以「從缺」、「刪除名額」或「增加名
額」方式彈性調整各組別之獎項名額。
6.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主辦單位將開立年度扣繳憑單予本活動獎學金得獎者。
7. 得獎者請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前，
，配合完成各項獎項領取，逾期者視為棄權。
領取獎學金者，應檢附本人戶口名簿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證明文件，始
為受理。
8.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修改、變更或取消之權利。

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以下簡稱主辦單位）為了辦理
「2016 新光全國兒童繪畫比賽」，爰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2016 新光全國兒童繪畫比賽
三、對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所定(如商業會計法
等)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通匯行所在地、未受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所在地、本公司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
與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三)對象：本公司、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業務委外機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本公司所屬金控公司、本公司之共同行銷
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公司、本公司合作推廣之單位、其他與本行有業務往來之機
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您就主辦單位保有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
利：
(一)得向主辦單位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主辦單位依法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二)得向主辦單位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您依法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主辦單位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主辦單位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您的請求為之。
五、您欲行使上述提及之相關權利時，可以洽詢新光人壽服務專線 0800-031115 或
新光銀行服務專線 02-21711055，而提出您的請求。
六、若您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
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相關服務。
本公告事項日後如有更新內容將於主辦單位官網另行公告（www.skl.com.tw、
www.skbank.com.tw）

有關本比賽之詳細辦法請查詢：
有關本比賽之詳細辦法請查詢：
新光人壽網站 www.skl.com.tw 或洽免費服務專線 0800-031-115
新光銀行網站 www.skbank.com.tw 或洽免費服務專線 0800-081-108
主辦單位：新光人壽、新光銀行、財團法人新光銀行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翰林出版、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宜蘭縣
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臺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
會、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