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 111 年 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 

『創意深坑 X 永續發展』設計競賽 

 

壹、競賽辦法： 

       主題：『創意深坑 X 永續發展』 

請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11永續城鄉理念，進行探索深坑地區之相關特色的主

題，以「VTuber角色設計」與 「VR/AR」兩項比賽進行創作，VTuber為日本近期逐漸

興起的新興產業，廣受年輕人喜歡，VR/AR為新興科技，廣泛應用於娛樂、行銷及數位

學習等各領域，以上述比賽來以培養數位媒體人才為目的，將在地之文化、美食、休閒

展現出來，讓深坑的特色及美好繼續的發展下去。  

貳、 活動日程  

        收件日期及方式：即日起至 111 年12 月 20日（二）中午 12:00 前截止，以電子郵件之

時間戳記為準，E-mail ：tnudmd@gae.tnu.edu.tw，逾期寄送者視同放棄參賽。 

參賽諮詢：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競賽徵件小組 

諮詢電話：02-8662-5997 #11 (賴助理) ，聯繫時間：週一至週五 Am8:30-PM4:30。 

參、 參加對象  

分為高中組、大專組兩組，以個人或組隊報名參加，每隊成員人數為 1~5 名，並可邀

請老師 1 名擔任團隊指導老師。  

肆、競賽主題 

一、VTuber 角色設計： 

   (1).三視圖 (前、側、後)，尺寸 A3(420*297mm )、橫式、解析度300dpi。 

   (2).設計理念：角色簡易說明 100 字內(word 檔)。作品前面請勿有個人姓名學號。 

   (3).檔名：(學校_班級_姓名_作品名稱_ VTuber)，EX.東南科技學_00系 1A_張小明_ 

   豆腐妹 _VTuber，信件主旨請註明「創意深坑 X永續發展 VTuber 角色設計競賽」。 

   (4).檔案格式：設計圖稿繳交以電子檔(JPEG/PDF檔)。 

二、VR/AR 設計： 

(1).作品概念說明：內容須包含作品發想及說明、作品特色及預期結果等。 

(2). 檔案形式：形式可以 ppt 簡報檔、VR/AR 影片，如有螢幕錄影或影片(MP4檔案，

檔案大小限500MB 以內)可附加檔案呈現。 

(3).檔名：(學校_班級_姓名_作品名稱_VR/AR)，EX.東南科技學_00 系 1A_張小明_豆

腐妹 _ VR/AR，信件主旨請註明「創意深坑 X 永續發展 VR/AR 設計競賽」。 

(4).檔案格式：作品設計圖稿繳交以電子檔(PPT/PDF 檔)。 

伍、徵選方式： 

徵件：採公開徵選方式，凡對 VTuber、VR/AR 創作專長與興趣之高中職/大學學生皆

可參加。但須為 2021 年 1月 1日之後創作之作品，檔案名稱須依競賽辦法規定命名。 

審查：以電子化平台進行評審，評審團依照參賽者所提供之作品檔案為依據，主辦單

位需將所有符合資格的作品檔案提交給專業評審團。經審查工作後將於各類中遴選數

件作品頒發獎項。  



評審標準 

 本競賽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邀請設計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各類評分比例如下。 

         

 VTuber 角色設計類、VR/AR 設計類： 

評分項目 比例 

創新度 20% 

內容完整度（含 SDGs 契合度） 40% 

設計美感 20% 

簡報呈現 20% 

 

一、收件截止12/20(二)：收件單位：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A.報名表單包含檔案上傳，必須登入 google 帳號才能使用 

        B.檔案上傳名稱後面會自動加入 google 帳號姓名 

        C.填答完成後會寄送副本到填答者信箱，內含修改表單連結。 

二、公告結果12/23(五)：競賽結果將公布於東南科技大學「 2022『創意深坑 X永續發 

        展』-VTuber 角色設計暨 VR/AR 設計競賽」活動頁面，同時將以 e-mail、簡訊通 

        知入選參賽者後續評選及頒獎事宜。 

三、頒奬日期12/28(三)：獲獎團隊，請當天在決賽現場進行作品展示及10分鐘簡報。 

 

六、獎勵： 

分為高中組、大專組兩組個別給奬 

VTuber 角色設計類 VR/AR 設計類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第一名團隊 (1組) 5000元台幣 第一名團隊 (1組) 5000元台幣 

第二名團隊 (1組) 3500元台幣 第二名團隊 (1組) 3500元台幣 

第三名團隊 (1組) 2500元台幣 第三名團隊 (1組) 2500元台幣 

佳作團隊 (3組) 1500元台幣 佳作團隊 (3組) 1500元台幣 

 

※ 匯款會【扣除匯款手續費】，例：獎金1000元減手續費約30元實領970元整。 

 

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協辦單位：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主辦單位：東南科技大學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 創新設計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主辦單位保留最後名額確認權利及活動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東南科技大學 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 

『創意深坑 X 永續發展』設計競賽 

報名表 

學校  

參賽項目  

隊長(姓名)  系科/年級  

學號  出生日期  

Line ID  身分證字號  

聯繫方式 (住家） (手機） 

設計理念  

E-MAIL  

通訊地址  

指導老師(姓名)   (手機） 

本篇作品若獲獎，本人仍保有其智慧財產權，但同意主辦單位擁有可不另支付酬勞，

以任何形式（如數位化、公布上網、校內刊物）推廣、保存及轉載授權之權利。 

 

 簽名(全組員)：＿＿＿＿＿、＿＿＿＿＿、＿＿＿＿＿、＿＿＿＿＿、＿＿＿＿＿。 

※本頁請(紙本)親筆簽名，掃描電子檔於截止日前 E-mail至主辦單位。 

    若獲獎請帶(正本)繳交至主辦單位。 

 

組

員 

1 

姓名  系科/年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分工  

組

員 

2 

姓名  系科/年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分工  

組

員 

3 

姓名  系科/年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分工  

組

員 

4 

姓名  系科/年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分工  

※ 評審委員就資料內容進行審查，彙整評審委員意見後，公布競賽結果。 



『創意深坑 X 永續發展』設計競賽 

 

 

頒獎典禮流程表 
  

時間 內容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長官致歡迎詞/學院介紹 

14：10-15：10 VTuber 角色設計類作品展示 

及每組10分鐘簡報 

15：10-15：20 休息10分鐘 

15：20-16：20 VR/AR 設計類作品展示 

及每組10分鐘簡報 

16：20-17：00 VTuber 角色設計類、VR/AR設計類頒獎 

17：00-17：10 大合照 
  

數位媒體設計系 志平樓104演講廳 位置圖 
  

 

 

 

 

 

 

 

 

 

 

 

 

 

 

地點：東南科技大學 志平樓104演講廳 

地址：222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電話：02-8662-5997 # 11 

 

 



東南科技大學 

校外人士匯款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將帳款轉

入本人存款帳號【扣除匯款手續費】。 

戶      名：  

銀行及分行：             分局 

帳號(郵局則需局號及帳號)： 

存摺影本黏貼處： 

 

郵遞區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請紙本親筆簽名(可隊長代表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東南科技大學給付                                      申請單編號： 

●依全民健保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非本校健保投保對象之個人，若符合免扣取身份須主動提供證明文件， 並請檢
附「二代健保免扣取補充保險費對象檢核表」；未檢附者，依扣取辦法扣取補充保險費，並彙繳健保局。 

----------------------------------------------------------------------------------------------------------------------- 

 

 

 ※ 請紙本親筆簽名(可隊長代表領)，並附上身分證正面、反面影本。 

 

 

 

 

 

給付日期：     年      月      日 給付金額：      零萬         零佰  零拾         零元整 

薪資所得 

□鐘點費（檢附課程表） 

□出席費（檢附會議紀錄及簽到資料） 
□車馬費 

□諮詢費（檢附諮詢相關資料） 

□訪視、評鑑費（檢附訪視或評鑑紀
錄） 
□ 

應領金額：NT$________________ 

所得稅額：NT$________________ 

補充健保費：NT$______________ 

實領金額：NT$___________ 

執行業務所得 

□演講費（檢附演講日期、大綱及簽到
等資料） 

□審查費（檢附審查意見）       

□稿費（檢附稿件內容及支給標準） 

□執行業務報酬（業別           ） 

□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其他所得 其他（註明內容：                                                  ） 

領款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台北  市（縣）郵遞區號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       樓（之     ） 

外僑居留證統一編號           1.個人基本資料請以正楷填寫，以利扣繳事宜。 

2.外籍人士、大陸人士附護照正面及居留證正反面

影本。 

3.請依各類所得標準規定扣繳，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者每次應扣繳稅額未超過2千元者免予扣繳，非

居住者之稿費、講演之鐘點費收入，每次給付額

不超過5千元，得免予扣繳。 

4.如有偽造情事，由承辦人自行負責。 

 

華（外）僑稅籍編號           

護照 

號碼：

_____________ 

國籍：

_____________ 

西元出生年 

（四位數） 

月 

（二位數） 

日 

（二位數） 

護照英文姓

名欄前兩個

字母 例如：1955年5月19日出生護照姓名 Mark 

華（外）僑稅籍編號即為：19550519MA 

個  人  領  據  
【會計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