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物貼圖競賽 

一. 比賽目的： 

為加深本校學生對台中歷史文化的認識，提升文化創意、文字表達與設計能力，

通識中心與逢甲大學 USR 台中城中城計畫團隊合作，辦理「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

物貼圖競賽」。藉由已繪製完成的台中歷史建物，結合有趣的標語與影像再創作，

將年輕一代的創意融入深富文化意象的建物貼圖，藉以增進市民對這個城市的情

懷與認同。 

二. 競賽內容： 

利用已繪製完成的台中歷史建物之圖片註一，經由再創作註二並結合有趣的標語 

(內容與建築的歷史、人文契合者為佳)，設計一款 8張圖文並茂的系列貼圖。 

註一：台中歷史建物圖片清單：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pxZIV8kw7vMbpNg1H3FADfnzUXVZm3O 

**各棟建築敘述見附件三。 

註二：指可增添新的人物圖示到貼圖上，與歷史建物進行結合。亦可更改已定稿之歷史建物圖

示，但必須與該建物有所連結。 

三. 比賽時程：  

初選繳件：110年 09月 27日(一)延長至 11月 15日(一)17點截止。 

公布初選：110年 11月 22日(一)； 

決選繳件：110年 12月 03日(五)； 

決賽時間：110年 12月 10日(五)於逢甲大學分鹿講座舉辦， 

          競賽結束後現場頒獎。 

四. 參加資格： 

1.學生組：逢甲大學在學學生； 

2.教職員工組：逢甲大學教職員工； 

以上參賽團隊以 1~3名成員為限。 

每組限單件作品(八張系列貼圖)，每人不得重複報名。 

五. 報名方式： 

1.初賽：填寫報名表單並上傳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貼圖作品。 

**作品規格：8 張為一組，圖片格式皆為 PNG；每張皆為獨立一個檔案、解析

度至少為 520pxi*520pxi，請為圖片進行去背透明處理且須命名清楚；線上報

名表單註三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TnZFjqj0pxWi2uUTEq4_Juz4WE6NRKQRgj4kt1YwzwIOOw/viewform。  

註三：如不成功請將圖片打包壓縮後連同附件一-報名表、附件二-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寄

送至 9appcase@gmail.com 收到回信才表示報名完成。 

報名表單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pxZIV8kw7vMbpNg1H3FADfnzUXVZm3O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TnZFjqj0pxWi2uUTEq4_Juz4WE6NRKQRgj4kt1YwzwIOOw/viewform報名表單註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TnZFjqj0pxWi2uUTEq4_Juz4WE6NRKQRgj4kt1YwzwIOOw/viewform報名表單註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TnZFjqj0pxWi2uUTEq4_Juz4WE6NRKQRgj4kt1YwzwIOOw/viewform
mailto:9appcase@gmail.com


2.複賽：繳交 1-2分鐘的設計理念說明短片；詳細繳交方式會在複賽名單公告時

再通知。 

六. 評分標準： 

 

 

 

 

七. 獎勵方式： 

1.學生組 

金手獎：一名，獎金 8,000元，獎狀乙禎。 

銀手獎：二名，獎金 5,000元，獎狀乙禎。 

銅手獎：三名，獎金 2,000元，獎狀乙禎。 

佳作獎：十名，獎狀乙禎。 

特別創意獎：五名，1,000元，獎狀乙禎。 

2.教職員工組  

優勝二名：5,000 元，獎狀乙禎。 

八. 結果公布 

各得獎名單於複賽後一周公告在通識中心網頁，得獎者會另外由信箱通知，具體

時間另行公佈。 

九. 比賽條款及條件 

比賽由逢甲大學處理報名及比賽事宜。以上機構將於以下簡稱為「主辦單位」； 

參加者一旦提交作品參賽，將被視為同意並接納下列全部條款及條件，未能符合

者可能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主辦單位對所有提交的作品具有絕對的版權和使用權。可將局部或全部用作宣傳

用途，並有權將作品複製、發佈、展示、播放、推廣、上載至社交軟體平台，或

作其他公眾教育與商業用途，而毋須事先通知參加者。 

參加表格上須填妥真實及正確的個人資料，並須把填妥的表格連同作品一併提交； 

作品一經提交，均不可作修改，及不獲退還，參加者在遞交作品前可留存備份； 

作品如因任何原因而引致的遺失、遞交延誤或錯誤，主辦單位將不會承擔任何相

關的責任； 

主題適切 活動主題精神與意象表達 40% 

內容創意 原創性、獨特性之創意表現 30% 

視覺表現 圖文呈現的視覺感受 30% 



作品的提交時間以主辦單位的電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間為準； 

參加者須將參賽作品保密，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在比賽結果公佈前，不會向任何

第三方透露作品的內容； 

參加者保證其參賽作品是參加者的原創作品，並沒有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或任

何其他權利；亦保證作品從未被發表或用作參加其他的比賽； 

參賽作品不可含有任何淫褻、粗言穢語、暴力、誹謗或商業宣傳成分，並確保不

會侵犯第三方的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權利，否則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並保留一切追究及索償權利，而一切法律責任則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主辦單位保留詮釋和修訂比賽條款及條件（包括評審準則）的權利，唯有關決定

不會違背比賽目的，參加者不得對有關決定提出異議； 

評審團隊由主辦機構代表及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組成，所有評審結果以評審團的

意見為最終決定，參加者須遵從評審團的決定； 

參加者須同意主辦單位及授權使用者把所有作品及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學校名

稱及年齡）公布在任何媒體作成積公布及任何宣傳用途； 

參加者在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辦機構只會用於是次比賽相關事宜，並作

機密處理，按比賽條款及條件公布的資料除外。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 USR臺中市文化城中城地方創生計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教育部資科司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圖檔連結 



附件一 - 報名表(若已填線上表單則免) 

 

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物貼圖競賽 

 

作品名稱:  

主要聯繫人 

學號:  科系:  

年級:  姓名:  

連絡電話  

連絡 E-mail:  

組員(無則免填) 

學號 1:  科系 1:  

年級 1:  姓名 1:  

學號 2:  科系 2:  

年級 2:  姓名 2:  

作品簡介、創作說明(說明每張圖的設計理念，另建議說明與投稿類別的關連性): 

 

 

 

 

 

 

 

 

 



附件二 -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請填本名) 

特此聲明同意下列情形： 

 

一、本人遵守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主辦單位)「逢甲大學台中歷史建物貼

圖競賽」之以下相關規定，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著作，且未曾獲獎或正

在參加其他獎項或已投稿，亦未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參賽作品如有抄

襲、冒名頂替參加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之法律責任

既由本人自行負責，或就爭訟之解決提供必要之協助，主辦單位並得逕予取消得

獎資格及要求本人返還全部得獎獎勵。 

 

二、本人享有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及智慧財產權，並同意將投稿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

無償、非專屬授權主辦單位就本人參與競賽之設計作品之原始數位檔案等原件，

基於宣傳推廣等需要，對於參賽作品之實物、照片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有攝

影、報導、展出之權利，並轉讓該作品之公開展示權、複製權及著作財產權予主

辦單位。 

 

三、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自行刪減本活動之內容權利，若有須變更的項

目、條款、辦法，皆透過主辦單位於活動網頁公告。 

 

以上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此至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本人簽名： 

本人身分證字號： 

 (未滿20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 各建物簡介 

 

名稱 簡介 圖示 

臺中火車站 

臺中車站於台灣日治時期明治 38年（1905年）設立，明治

44年（1911年）臺中進行市區改正都市計畫，形塑了今日

站前街道輪廓，也因為都市的發展，舊站房逐漸不敷使用而

進行重建。第二代「臺中驛 」（完工，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

鐵道部工務課設計，車站主體為紅磚造，屋頂為洋式木構造，

月台則為鑄鐵構造，與臺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同為「後期

文藝復興風格」辰野式建築。 
 

彰化銀行舊總行 

彰化銀行舊總行竣工於西元 1938年，2015年被指定為古蹟

身分，建築年齡已將近 80年，相對年代而言，更難能可貴

的是其建築美學上的價值。若從 1910年將總行遷至臺中市

起，彰化銀行立足臺中成為臺灣中部的代表性銀行，至今已

經逾百年。從最初借用共立學校校舍，後來原址重建成今日

的舊總行，彰化銀行見證了臺中市區的發展史。  

臺中樂成宮 

樂成宮俗稱是旱溪媽祖廟，因位於臺中市東側大里溪支流，

河面寬闊但水流稀少的旱溪附近而得名，主祀聖母媽祖。 相

傳清乾隆初期，林氏祖先自福建湄洲奉請聖母媽祖香火來

臺，興建房屋一座，做為臨時供奉香火之所。後因信徒日眾，

原址不敷使用，乃於乾隆 18年擇定現址興建廟宇；經昭和

三年及民國五十二年兩次整修，使外觀呈現今日所見不同時

期不同風貌的立體組合。 
 

臺中公園湖心亭

(含中山橋) 

湖心亭位於台中公園之日月湖內，不僅是市定古蹟，更是台

中市的精神象徵，也是台中市政府的府徽意象來源。日治時

期有「雙閣亭」、「弘園閣」、「香閣」之稱，為雙併式尖頂涼

亭。第二代池亭是為了在臺中舉行的「臺灣縱貫鐵道全通式」

而建，做為鐵路開通的紀念建築物，當時來台灣主持的日本

皇室閑院宮載仁親王由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引導進入此亭

休憩。而中正橋則是於台中公園東西側各建有木橋通往湖心

亭所在的小島，橋名各為「第一橋」、「第二橋」。台灣光復

後，改名為「中山橋」及「中正橋」。 

 

臺中刑務所 

浴場 

在日治時期除典獄長住的宿舍外，多數的官舍內部並沒有浴

室，因此這裡就是提供其他人使用的一個澡堂。職員共同浴

場為公營事業單位設置給職員的福利設施，與市街庄經營付

費之公共浴場不甚相同，現為全臺少數尚存之日式公共浴

場，亦是臺中重要官署之相關附屬建築。刑務所浴場於 2018

年底修復完成，並預先作為「臺中市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

造計畫」工作站，為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的前哨。 
 



臺中刑務所 

典獄官舍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為日治時期三大監獄之典獄長宿舍之

一，具有數量稀少之特點，亦是臺中重要官署之相關附屬建

築，日本領臺之初設臺中監獄，沿用原清代之臺灣府儒考棚

暫為設置，於西元 1903（明治 36）年 3月監獄遷建於西區

後，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才於西元 1915（大正 4）年興建完

工。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於 2018年底修復完成，並預先作

為「臺中市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工作站，為城中

城歷史空間再造的前哨。 

 

臺灣府儒考棚 

為全台考生參加鄉試所用，光緒期間僅辦過一次科式，不久

即遇馬關條約簽訂。七開間的考棚建築採用中國江南地區傳

統建築風格，保有完整大木構架與捲棚廊軒，為今日台灣僅

存的考棚建物。 

 

臺中刑務所 

官舍群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為日治時期 1903年 3月臺中監獄遷建至

西區現址後，陸續興建供職員或眷屬住用之宿舍群，包含奏

任官舍、判任官舍等，為臺中市區少數完整保存不同階層及

型態之宿舍，且建築年代含括日治中、末期及戰後初期宿舍

建築形式發展，見證日治與戰後兩時期臺灣中部的獄政發展

史，顯現日治時期臺中管理獄政之司獄人員生活舊貌。  

臺中市役所 

臺中市役所興建於明治 44年（西元 1911年），為仿歐式建

築，至今矗立已超過百年，為臺中第一棟鐵筋混凝土的建築。

日治時期原為臺中廳公共埤圳聯合會事務所，後來作為臺中

市役所，為臺中市的行政官署。戰後曾為臺中市二二八事件

處理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臺中市政府收回後曾

作為臺中市政資料館與新聞室、交通局辦公室等。於西元

2002年 7月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 
 

中山綠橋 

(舊稱：新盛橋) 

位於臺灣臺中市中區中山路與綠川東、西街，係跨越綠川的

拱形橋樑，興建於日治時期明治 41年（1908年），原稱「新

盛橋」，是當年日本政府為慶祝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在

臺中公園舉辦慶祝典禮而修築。2004年 2月 20日臺中市政

府公告為歷史建築。 
 

公賣局第五酒廠

（臺中酒廠舊廠） 

臺中酒廠原是「大正清酒株式會社臺中工廠」，大正 11 年

(西元 1922 年)7 月遭臺灣總督府徵收，成為專賣局臺中支

局的臺中工廠。徵收後日本政府開始大興土木，以科技化的

生產方式大量製造產品。戰後，改隸公賣局臺中辦事處及第

五酒廠。 
 



臺灣省城大北門 

清光緒 15-18 年（西元 1889－1892年）劉銘傳在臺中建設

臺灣省城，曾建有八座城門，其中大北門名曰「坎孚」，其

上建有門樓「明遠」，其形式為單開間，歇山翹脊式。至明

治 36年（西元 1903年），由於日人進行城門拆除及市區改

正工程，將門樓保留移建於新建公園內(現址)。 
 

文英館 

文英館創建於西元 1976年，為全台灣第一座文化中心建築，

由私人文英基金會所捐贈，見證台中市 20多年來的藝文發

展。建築立面以簡潔平實的近代幾何造型營造出整齊有序的

空間機能，展現現代主義的建築精神。 

 

臺中市第四市場 

「臺中市第四市場」與臺中市東區(日治時期干城町)之發展

有著密切關係。至今，市場與基層地方關係還保持著相當程

度的連結，且這股地方所帶動著市場本身著保存計畫，並與

公部門、產權所有人密切的互動關係，實為國內保存的重要

案例。雖然，市場本體於民國 49-51年代予以重建，但市場

廠址與空間內涵還是延續著過去市場的特徵，且因應市場機

能所衍生的太子樓及屋頂等構築方式，具建築史及技術史價

值同時能體現地域風貌。 

 

帝國製糖 

臺中營業所 

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舊稱臺中糖廠)於 1912 年建廠、

1993年關廠。1997年，威京總部集團標得臺中糖廠土地使

用權，原計劃改建為「中華城購物中心」，但於 2001年，納

莉颱風毀壞除了結構體以外的工程，威京公司放棄中華城開

發案，土地交還臺糖。2006 年臺糖第四度招商由德安百貨

取得開發權，德安規劃以住商混合模式開發，但因法令限制

被迫中止開發。於 2007年臺中市文化局將臺中糖廠廠房以

「帝國製糖臺中營業所」之名登錄為臺中市歷史建築。 

 

萬春宮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南澳總兵藍廷珍來臺平朱一貴事件

前，先從湄洲朝天閣恭請媽祖三媽神像來臺灣，將神像駐駕

奉於台南大天后宮，至雍正元年（1723年）平靖，才迎此神

像奉祀於大墩庄店（今三民路一帶）建廟，定名為「藍興宮」。

1896 年（明治 29 年），日本本願寺佔領萬春宮，改為中尊

寺。1900 年（明治 33 年），被挪為台中公學校女子部（今

篤行國小），為臺中女子現代教育之始。後於 1958年拜殿竣

工、1971年修建天后閣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