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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鐵馬馳騁在東山．向日葵田園花海
寫生比賽」

臺南市東山區公所◎主辦

2021「鐵馬馳騁在東山‧向日葵田園花海寫生比賽」
活動簡章
鐵馬馳騁在東山‧向日葵田園花海寫生比賽
1. 活動時間: 11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 12 時。
2. 活動地點: 東山區三榮里、聖賢里的向日葵花田區。
3. 參加對象及組別：凡對繪畫有興趣的學童(國小、國中學生)。
(1). 國小低(1~2)年級組
(2). 國小中(3~4)年級組
(3). 國小高(5~6)年級組
(4). 國中組
*每一組別最多限 30 人報名參賽，額滿即不受理報名。
4.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6 時止。
5. 報名方式：請至本所 1 樓服務櫃台索取報名表，或於東山區公所官
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報名資訊後採親送、傳真或 email(擇一)報名。
※報名後請務必撥打活動專線電話(06)680-2100 轉 125(民政及人文
課黃小姐)確認報名結果。
 傳真報名:06-6802704
 郵寄報名: 73343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 225 號。信封外請註明參
加田園花海寫生比賽。
 Email 報名：sming8822@gmail.com
6. 進行方式：參賽者於活動當日請擇以下地點之一做為寫生地點：
(1)聖賢里北勢寮鐵支路花廊及周邊向日葵花田。
(2)南 314 線公路沿線向日葵花田區。
7. 寫生主題：各組寫生內容以呈現「東山向日葵花海及糖鐵五分車自
行車道」或週邊人文景觀為主。
8. 比賽規則：
(1).參賽者依寫生主題擇一處現場寫生，違者不予評審。
(2).作品規格：四開水彩紙，畫材不限，請自備作畫工具及顏料。
(3).由主辦單位提供有核章之四開水彩紙，未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
畫紙或作品資料填寫不全者，均不予評分。
(4).參加作品如有臨摩、冒名頂替、或他人加筆者均不予評選。
(5).優選之作品版權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臺南市東山區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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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營利使用，對外發表不另致酬。
(6)參賽作品均不予發還。
9. 比賽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美術專家評審。
10. 評審標準：畫面構圖 30%、創意 30%、用色 20%、技巧 20%。
11. 比賽獎勵：
各組錄取前 3 名及佳作 5 位，或視作品優劣，各獎項得以從缺。由
主辦單位各頒發禮券 1 份及臺南市政府獎狀 1 紙。
各組獎項如下：
組別

金牌獎1名

銀牌獎1名

銅牌獎1名

佳作5名

1.國小低(1~2)年級

1000元禮券

800元禮券

500元禮券

200元禮券

2.國小中(3~4)年級

1000元禮券

800元禮券

500元禮券

200元禮券

3.國小高(5~6)年級

1000元禮券

800元禮券

500元禮券

200元禮券

4.國中組

1000元禮券

800元禮券

500元禮券

200元禮券

12. 各組得獎名單訂於 11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公布於東山區公所網頁
https://dongshan.tainan.gov.tw/
13. 頒獎方式：由主辦單位統一寄發獎狀及禮券給各組優勝者。
14. 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項目

08:00~08:30

報到

內容

請至報到處辦理報到程
序並領取繪畫紙。
報到處：東山區聖賢里
「北勢寮鐵支路花廊」
(google 導航請搜尋北勢
寮鐵支路花廊)
08:30~11:30 寫生時間 向日葵花田任擇一處進
行寫生活動。
11:30~12:00 作品繳交 參賽者應於收件時間截
止前(中午 12 時)將作品
交回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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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為 配 合 新 冠 肺 炎
(COVID-19)防疫作為，參
加者報到時請配合量額
溫及戴口罩。額溫超過攝
氏 37 度者，無法參加活
動，請立即返家休息。
請遵守交通規則並注意
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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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賦歸&午
餐

活動作品將由主辦單位
聘請專家評審，各組得獎
作品訂於 110 年 3 月 30
日公布於東山區公所網
頁。
建議用餐：可至東山老街 為 配 合 新 冠 肺 炎
採購品嘗在地美食。
(COVID-19)防疫作為，本
活動不提供任何餐食。建
議參加者可於活動結束
後自行前往東山老街採
購品嘗在地美食。

備註:
1.活動當日倘因天候影響，經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將臺南市列
入警戒區域時，則活動停止舉辦。
2.主辦單位保有活動修改或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臺南市政府指示取消
活動辦理之權利，活動內容依東山區公所官網公告為主。
3.防疫須知：
(1)依據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衛授疾字第 1090201087 號函公
告，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8 日止，參
加大型集會活動之民眾應全程配戴口罩並遵守飲食規定。違反規定經勸導不聽
者，依法處新台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2) 依據「臺南市政府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集會大型活動防護措施及辦理
原則」
，本所舉辦此活動應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造冊管理；本所應建議 COVID-19
重症高風險族群(如 65 歲以上者、慢性病患者、身心障礙者等)、慢性肺病(含
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
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及孕婦等，應避免參加群聚活動。
(3)承上點，參與活動者於活動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
經勸導不聽者，予以裁罰。居家檢疫者、居家隔離者、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
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之民眾(包括表演者及活
動工作人員)，不得參加相關活動。
(4)為利通知防疫相關訊息，請參加民眾攜帶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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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鐵馬馳騁在東山‧向日葵田園花海寫生比賽」活動
報名表
收件日期：

(主辦單位填寫)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國小(1~2)年級組
□國小(3~4)組

參加組別

□國小(5~6)年級組
□國中組
縣(市)

(鄉、鎮、市)

就讀學校
(國小、國中）
年

就讀班級

班

姓名：

同行家長(監護人)
手機號碼：
姓名、電話
*請同行家長(監護人)1人代表填寫，作為實聯名制之主要聯絡人。

作品著作權無償授予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本作品之著作權無償授予主辦單位【臺南市東山區公所】作為非營
利使用，特此聲明。
著作權人之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110年2月

日

*為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作為，本活動採實聯名制，以利主辦單位造冊管
理，相關資料並於 28 天後銷毀。
*本活動已投保場地保險，參與活動期間請配合動線指示移動，並請自行注意人
身安全。個人請視需求自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
*繳交之參賽作品均不予發還，個人如需取回作品，請自行與主辦單位聯絡取回
之方式。
*活動當日，出發前如您或您的家人感到身體不適，建議在家休息或前往醫療院
所就診，請勿參加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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