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增進台英雙邊藝術與設計交流，培養未來學子前進國際。 
藝術設計類位踞英國前六名的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WE)舉辦2021 
台灣區藝術設計大賽，除提供豐厚獎金之外，凡參賽者皆提供 

參加證明以豐富學習歷程與未來申請學校Portfolio。

主題: 二十年後的世界 (How do  you see the world in two decades)

      參賽辦法: 
資格 : 大專與高中在學學生及應屆畢業生， 

歡迎以個人或組隊參賽。

組別 : 依參選資格分為大專組、高中組

作品分類 :視覺創意設計  
多媒體設計類 | 平面廣告設計類

 :藝術 
藝術作品類 | 藝術設計類

徵選收件日期 :2020年9月1日 ~ 2021年2月28日

評審 :英國西英格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群

作品規格 : 一律以數位形式繳交。 
作品可以平面形式、3D動態形式呈現，

 平面形式作品 : 可以單一或系列稿的方式呈現，系列稿最多5張，海報可為直式或橫式， 
檔案格式：每個檔案50MB以內、A3、300dpi、JPG檔、CMYK。

3D動態形式作品 : 限於1分鐘以內。 100MB以內、MP4檔。

關於藝術設計大賽報名網站，尚需要增加以下內容

1.學生上傳參賽聲明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POSTER pdf有） 
2. [出生年月日證明文件] 掃描檔（如：學生證、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每位參賽者皆須提

供)。

本獎之參賽作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且具原創性。
(二) 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種內容及所使用之程式無仿冒、
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2021英國西英格蘭大學  藝術設計大賽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歡迎聯繫
Peter Chen教授  

 0912 500 077    
 Peter.Chen@uwe.ac.uk

Benson Qiu老师  
 0908 957 928  

 Benson.Qiu@uwe.ac.uk

Alice Lu老师  
 0972 008 430  

 Alice.Lu@uwe.ac.uk

http://bit.ly/uwedesigncontest-tw

獎金:
大專組與高中組分別頒發
第一名A  UWE Gold £700 等值禮卷 +獎狀 
第二名A  UWE Silver £200 等值禮卷+獎狀 
第三名A  UWE Winner £100 等值禮卷+獎狀 
優勝10名A  UWE Talent 獎狀乙紙 

經審查確認作品合乎規定、符合藝術設計大賽主題意涵者，
皆可獲得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WE頒予之參加證明。

獲得獎金者，須依照中華民國法律先扣除所得稅後頒發，參
見etax.nat.gov.tw

參賽報名QR CODE



Art & Desig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WE), which 

ranks Top 6 in UK, host the 2021 Art and Design Competition in Taiwan,  

UWE offers 2,000 prize money in total, and all participants will be 

awarded the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to enrich his/her performance portfolio. 

 
 

2021 ART & DESIGN CompETITIoN UWE 
 

 

 

 

 

 

 

 

 
 
Eligibility: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recent 
graduate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as 
individuals or as a team. 

Group       :College Group and high School Group 

Classification  : Design  Visual creative design | 
Multimedia design | Graphic design 

: Art  Art works | Art design 
Entry Deadline: Sept 1st 2020  ~ Feb 28th 2021 
Jury : Professors of Art & Design School,UWE 
 
Work Format : All works are delivered in digital form 

Works can be presented in 2D or 3D 
dynamic form 

2D Work         : Work can be a single or series (up to 5). 
Vertical or horizontal poster is acceptable. 
File should be within 50MB, A3, 300dpi, 
JPG file, CMYK. 

3D Dynamic Work : Less than 1 minute. Within 100MB, 
MP4 format. 

 

 

Award: 
Awarded separately for college Group and high School 
Group 

1st place UWE Gold £700 equivalent vouchure + 
certificate of merit  
2nd place UWE Silver £200 equivalent voulchure + 
certificate of merit  
3rd place UWE Winner £100 equivalent vouchure + 
certificate of merit  
Quality Award : 10 winners will be awarded UWE 
TALENT certificate  

 
Work complies with the theme and regulations of UWE art 
and design competition will receive a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from UW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Voucher prize will be awarded after deducting income tax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e 
http/:etax.nat.gov.tw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Profesor Peter Chen 

0912 500 077 
 Peter.Chen@uwe.ac.uk 

 
Teacher Benson Qiu 

0908 957 928 
 Benson.Qiu@uwe.ac.uk 

 
Teacher Alice Lu 

0972 008 430 
 Alice.Lu@uwe.ac.uk 

Entries should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Creativity and original work is made by the participant. 

(2) All concepts, texts, patterns, forms, photos, videos, voices, music, animations and other 

content and programs used are free of counterfeiting, plagiarism or other infringements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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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報名請列出所有人名，並標記代表人，以代表人填寫聯絡電話與電子信箱等資料。

 

參賽聲明書 

1.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為自行創作且具原創性。

2. 本人已確實了解 [2021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WE藝術設計大賽] 競賽辦法各項規定與注意事項

3.  本人保證作品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種內容及所使用之應用程式無仿

冒、抄襲或侵害它們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並遵守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4.  事先告知: 

□ 同一作品曾於________________公開發表。 

□ 同一作品曾參加________________(國內外)比賽，並獲得競賽________________(名次)。 

□ 同一作品另(將)參加________________(國內外)比賽 

□ 無以上情況。

著作授權同意書，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下列各項規定
本人同意將該作品授權英國西英格蘭大學作下述非營利性質之使用:

1.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列印、瀏覽等用。

3. 配合行銷宣傳將本文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4. 為符合業務需求，本執行單位得將本文進行格式之變更。

5.  將本作品以多種形式出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瀏覽，以廣為宣傳。

本人保證該作品為自行創作，同一作品已發表、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將主動告知活動主辦單位，做為評

審之重要參考依據。作者另應保證授權著作物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英國西英格蘭大學

報名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       年     月    日

2021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WE藝術設計大賽
參賽聲明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年級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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