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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抹茶灣麗盃- 

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 

競賽要點 
 

 競賽宗旨： 

面對創意產業時代的來臨，先進國家已正視到將創意人才作為衡量國家競爭力的

指標，加以台灣正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因此必須重視創意產業人才的培育，

提升創意產業的競爭力，邁向「創意世代」的新紀元。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密集的產

業，唯有將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透過知識轉化、開發和運用，才能創造財富和就

業潛力，也是許多年輕學子的熱情與創意思考所能發揮的文創產業。 

 
同時，苗栗縣苑裡鎮緊鄰海濱地區，擁有沙灘、漁港、海堤、拱橋、防風林及出

海口的豐富親海生態，秉持「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之永續海洋旅遊理念，運用苑

裡美麗的抹茶海岸作為亮點，營造「抹茶灣麗」1在地特色海洋景觀與親海旅遊勝

地，以及強化海洋地方創生關係人口互動的兩大主軸。由苗栗縣苑裡鎮公所呼應海洋

委員會「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政策，以苑裡出水海岸獨有美景的抹

茶礫石灘作為親海生態旅遊之海洋創生核心，提出 111 年度「抹茶灣麗」－灣麗濱海

親海環境發展計畫，爭取海洋委員會專款補助及公所自籌經費來進行「抹茶出水․親

海灣麗」特色營造與推廣。 

 
基此，中州科技大學特與「苗栗縣苑裡鎮公所」產學合作，舉辦「2022 抹茶灣

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提供給青年學子一個實務練習的創意設

計競賽平台，廣招全國高中職的師生團隊能組隊參賽，發揮對苗栗苑裡抹茶海岸親海

旅遊目的地的想像元素與創意設計美感，作品獲選者更可讓自己的作品實際商品化，

透過電商平台來上市販售，以供國人出國旅遊時，可以有一件充滿旅遊主題的創意設

計個的的 Travel.T 來展現團體歸屬感，達成產學合作的雙贏局面。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海洋委員會 

苗栗縣政府 

主辦單位：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苑裡鎮民代表會 

承辦單位：中州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苑裡鎮出水社區發展協會、苗栗縣海線一家親環保協會、心雕居 

 

 

 
1「抹茶」意指苑裡出水海岸潮間帶礫石灘上長滿藻的「抹茶」綠意；「灣麗」則為苑裡古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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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主題： 

苑裡坐落於苗栗縣西南隅，古稱「灣麗」，素有「苗栗穀倉」、「藺草原鄉」之

稱，有美麗海灘、有彩繪稻田、有藺草編織、有磚瓦之美，更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小鎮

風光，充滿人文及歷史韻味，搭配古色古香的建築，令人流連忘返。在交通部觀光局

舉辦 2019 經典小鎮票選活動的第一階段民眾票選時，以 3 萬 2330 票擊敗新北瑞芳、

彰化鹿港等觀光聖地，奪下第一高票，在歷經第二階段秘密客現勘之專家評選後，順

利入選為 2019 小鎮漫遊年之 30 經典小鎮之一。 

 
本競賽主題之苗栗縣苑裡鎮緊鄰海濱地區，擁有沙灘、漁港、海堤、拱橋、防風

林及出海口的豐富親海生態，在海洋地方創生的人文與景觀熱點效應中，出水海岸

(西平里海岸一帶)位於潮間帶間的石頭，近年來發現約有 200 至 300 公尺滿滿的綠

藻，石頭抹上一片「抹茶」綠意，退潮後出現讓人感到相當美麗，從觀光引客的角度

來看，若能善用此一自然生態現象的「抹茶海岸」形象，強化遊客體驗「親海」文化

的動機，亦可帶動地方海岸觀光的人潮與商機。 

 

 
 
尤其抹茶石礫的出現時機又牽涉到季節與潮汐的時間，目前經驗值在四月前後，

以及退潮時才能浮現此一「時間限定」的美景。對此，苑裡鎮公所與中州科技大學產

學合作，將抹茶石礫出現的日期與時間點依據潮汐時間進行運算推定，同時持續觀測

抹茶石礫的面積變化程度，類似日本推測櫻花盛開的「櫻花指數」一樣，按時發佈深

具觀光話題性的「苗栗灣麗抹茶指數」，吸引婚紗攝影業者安排新人到此取景拍攝絕

美婚紗相片，或是親海遊客的秘境探索。 

 

 
 
其中出水海岸線風光呈現有別於鄰近鄉鎮海岸線風車遍佈，苑裡濱海僅在緊靠南

方大甲的苑裡漁港旁有兩支風力發電機，在長達四公里的海岸線並無巨大風車的視野

遮蔽，創造出獨有乾淨海景視野，而有吸引眾多婚紗業者至此取景的愛情海岸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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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業者訴求苗栗苑裡出水海邊的婚紗照 

圖片來源：https://m.tiffany2000.com/photography_detail.php?sn=27 蒂芬妮精品婚紗 

 
有鑑於此，抹茶灣麗盃的企畫主題即以民眾結伴出遊所需，可能是親子、家族、

同學、好友、情侶等等，可以跟旅伴穿著同樣設計款式的休閒 T 恤，來做創意發想！

通常親友結伴一起出遊時，會有穿統一制服的時機，若能以旅遊時百搭的休閒 T 恤，

結合「抹茶灣麗」的各項視覺元素（如苑裡藺草文化、磚藝、古厝等當地著名景點意

象、天際線或觀光慶典等等），再加上青年學子的潮、酷設計手法，以及後續的社群

行銷策略展開，相信可以創造「抹茶灣麗」的潮酷旅衣的市場需求。 

 

 競賽方式與流程： 

歡迎全國高中職學校，由學生個人及指導老師組隊參賽，採報名、初審與決賽三

階段方式進行，以主辦單位所規劃「抹茶灣麗」主題，進行 T 恤圖像創意企畫、實際

設計圖檔作品與決賽簡報展現等步驟分別說明如下： 

 

A. 報名階段：111/03/21(一)～111/04/15(五) 
 

1. 線上報名： 
請由參賽者自行連結到 Google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OpzRLD），

請以個人 Gmail 帳號登入，依序填寫各項必填欄位，送出即可，線上報名機制

將於 111/04/15(五)傍晚 5 點關閉，請有意參賽隊伍能盡早完成報名程序。 

 

2. 填寫書面報名表 
請由參賽者自行填寫及列印本要點附件一之「參賽報名表」，並由參賽者

及指導老師親簽後，郵寄至「中州科技大學 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研究中心 許順發

主任收（地址：510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三段二巷 6 號）」，歡迎同校或同班同

學一併彙整掛號郵寄，以節省郵資及提高效率。 

 

3. 主辦單位公布報名參賽名單：111/04/18(一) 
主辦單位將核對彙整參賽者寄達之書面報名表與線上報名填寫資料，編碼

造冊，並公布於「經典苑裡․小鎮漫遊」facebook 粉絲專頁，以供參賽者確認

報名手續完備與否。 

 
B. 初賽階段： 

 

1. 繳交參賽設計企畫書及作品圖檔：111/04/18(一)-111/05/24(二) 
請參賽者依據本要點附件三之「企畫書參考格式」，就參賽作品之設計理

念、平面/立體設計圖與圖說等項目進行企畫與撰寫，並同步使用電腦繪圖（Ai

https://m.tiffany2000.com/photography_detail.php?sn=27
https://reurl.cc/Opz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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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或 CDR 檔）呈現，每位參賽者需繳交三件作品，由初賽評審以三件作品的綜

合表現進行評分。企畫書及作品圖檔請透過原始報名之 Gmail 帳號寄至主辦單

位指定之電子郵件帳號（icbc@gm.ccut.edu.tw），主辦單位將於每日收件檢查

後，以電子郵件回覆收件情形。 

 

2. 主辦單位審查企畫書及作品：111/05/27(五)-111/05/31(二) 
由主辦單位禮聘專業評審數位進行設計企畫書與作品審查，評審評分及分

配比例分別為：企畫組織性 20%、主題連結度 30%（含創意命名）、設計創意

性 30%及市場可行性 20%等，請參賽隊伍參考。 

 

3. 主辦單位公布決賽晉級及佳作隊伍名單：111/06/01(三) 
由主辦單位依據專業評審綜合評分結果，預計取 15 支參賽隊伍晉級決賽

（前三名與優勝名額，備有獎金），此外擇優決定佳作名單（將於頒獎典禮頒

發獎狀）若干名，決賽隊伍及佳作隊伍名單將公布於「經典苑裡․小鎮漫遊」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供參賽者確認及準備決賽簡報檔案及報告內容，主辦單

位並將審查結果另寄電子郵件通知所有參賽者知悉。 

 

C. 決賽階段： 
 

1. 決賽隊伍繳交 PPT 檔：111/06/08(三)以前 
請參賽者自行規畫決賽簡報內容及製作決賽簡報檔案，並請透過原始報名

之 Gmail 帳號寄至主辦單位指定之電子郵件帳號（icbc@gm.ccut.edu.tw），主辦

單位將於每日收件檢查後，以電子郵件回覆收件情形。（若有 PPT 檔案過大而

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時，請以主辦單位聯繫或是考慮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

管理者之 Messager 之檔案傳送功能） 

 

2. 繳交或現場簽署著作授權書及未抄襲切結書：111/06/10(五) 
為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以及保障參賽者之著作權益，參賽者於決賽當日

報到時，需繳交或當場簽署附件四「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附件五「著作授權

書」，以作為得獎作品後續商品化之著作人格權宣示與著作財產權之辦理依

據。 

 

3. 主辦單位辦理簡報決賽及頒獎典禮：111/06/10(五) 
由主辦單位禮聘專業評審數位就決賽隊伍之 PPT 簡報檔案及報告內容進行

評分，評審評分及分配比例分別為：作品完成度 30%、商品化可行性 30%、歡

樂傳遞度 20%、簡報創意性 20%，請決賽隊伍參考。在評審評分結算與名次確

認，預計選出第一名 1 隊、第二名 2 隊、第三名 3 隊及優勝 9 隊（共 15 隊），

規畫於同日下午直接辦理頒獎典禮，頒發獎金、獎勵品與獎狀，並公告周知，

以資鼓勵。 

mailto:icbc@gm.ccut.edu.tw
mailto:icbc@gm.ccut.edu.tw


-5- 
 

 參賽資格： 

➢ 限高中職學生個人參賽（每隊參賽學生僅 1 人為限），至少需有一位指導老

師，指導老師可以指導不只一個隊伍。 

➢ 參賽隊伍應於 111/04/15(五)日前完成報名程序。 
 

 重要日程 

時程 日期 重點內容 

競賽訊息發佈 111/03/21(一) 1. 以電子公文寄送競賽要點及海報電子檔通

知各高中職競賽訊息 

2. 委請技術高中設計群群科中心學校(彰化高

商)協助通知設計相關科系。 

A. 
報

名 

線上報名及填寫

參賽報名表 

03/21(一)～

04/15(五) 

1. 先完成線上報名 

2. 再郵寄書面報名表（參賽者簽名及指導老

師簽章），如附件一 

公佈參賽名單 04/18(一) 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公佈參賽名單 

B. 
初

賽 

繳交設計企畫書

及作品圖檔 

04/18(一)～ 

05/24(二) 

參考設計企畫書格式撰寫，繳交 3 份作品圖

檔（Ai 或 CDR 檔），參考附件二、三 

設計企畫書及作

品審查 

05/27(五)-

05/31(二) 

設計企畫書及作品審查評選，選出 15 隊晉

級決賽，另擇優決定佳作名單 

公佈決賽晉級隊

伍及佳作名單 

06/01(三) 1. 公佈 15 支決賽晉級名單（獎金、獎品） 

2. 公佈佳作隊伍名單（獲頒獎狀乙紙） 

C. 
決

賽 

決賽隊伍繳交

PPT 檔 

06/08(三) 決賽隊伍繳交 PPT 檔，上限 15 張投影片

（含封面，且需涵蓋三件作品介紹） 

簡報決賽及頒獎

典禮 

06/10(五) 於苗栗苑裡濱海藝文中心舉行簡報決賽與頒

獎典禮，於報到時簽署「作品未抄襲切結

書」及「著作授權書」 

 

 競賽獎勵： 

本次競賽由計畫支應決賽晉級隊伍共 14.5 萬元獎金，預計發給前三名及優勝隊

伍，獲得優等以上的參賽者，可以獲得一件自己所設計的 T 恤。此外為慰勉指導老師

之辛勞，所指導學生隊伍晉級決賽者，每晉級一隊即發給指導老師 1,000 元獎金，總

獎額分配如下表。 

 

名次 名額 獎金 
獎金 

小計 

指導老師 

獎金小計 

第一名 1 名 30,000 30,000 1,000 

第二名 2 名 20,000 40,000 2,000 

第三名 3 名 10,000 30,000 3,000 

優等 9 名 5,000 45,000 9,000 

小計   14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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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參加競賽或入選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侵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

追回入選資格與獎勵，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2. 參加作品不得抄襲，需具原創發想之作品。參賽作品不得為其他競賽活動已

獲得名次之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經大會查證屬實，將取消全部參賽資

格及追回各項獎勵。 

3. 繳交之作品資料及各階段繳交所有文件恕不退還，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4. 競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創作人所有，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登記等申請事務由

創作人自行處理。 

5. 決賽參賽隊伍必須簽署「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如附件四）及「著作授權

書」（如附件五）並於報到時繳交。 

6. 尊重他人智慧財產，不得引用有版權糾紛之圖片、文章或音樂、影片等媒

體。參賽作品若遭檢舉為侵權或抄襲，經主辦單位確認屬實，將取消參賽資

格。 

7. 參加競賽的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並有

具體事證，則追回資格與獎勵。 

8. 各項資料延遲交件者，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9. 決賽未親自到場簡報者，視同放棄參賽。 

 

 聯繫方式： 

中州科技大學 智慧雲端與大數據研究中心 

地址：51003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三段 2 巷 6 號 

聯絡人：許順發 主任 

電話：04-8359000 轉 1241、3201（陳老師）、3051（許同學） 

Email：icbc@gm.ccut.edu.tw  

官方網站：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front/news.asp?site_id=icbc 

Google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OpzRLD  

苑裡「走讀經典․小鎮漫遊」FB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Town.Roaming  

mailto:icbc@gm.ccut.edu.tw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front/news.asp?site_id=icbc
https://reurl.cc/OpzRLD
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Town.R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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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 

 

參賽報名表 

 
本人參加『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並願意遵守

主辦單位公布之競賽要點所列各項規定及配合事項。 

 

參賽者姓名  

所屬學校/科系  

電話/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創意命名） 

 

作品主題構思說明 

三件作品主題可為同一系列或是各有主題 

鎖定族群：親子、家族、同學、好友、情侶……或是不限 

 
參賽者：______________ (簽名) 

 
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報名日期:111 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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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 

 

設計企畫書參考格式 
 

一、 設計理念： 
說明設計作品創作背景、動機、設計理念、旅遊元素意涵與本次競賽主題連結性 

可強調作品的創意性、旅遊主題性或任何獨特地方。 

 
 
 
 
 

二、 平面/立體設計圖與圖說： 
請使用電腦繪圖（ai 檔或 CDR 檔）呈現，主要正面/背面/臂章三處，或是全件創

意呈現，每人需繳交三組作品（主題自訂），以三組作品的綜合表現進行評分。 

 

 

 

 

 

說明本參考格式僅是範例，可自行增刪項目，讓評審者能快速瞭解創作品之價值所

在為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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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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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立書人為參加中州科技大學與苗栗縣苑裡鎮公所(以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

『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茲切結所提參賽作品

乃係立書人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二、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之參賽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之參賽資

格，所獲頒之獎金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辦單位。 

三、 若因立書人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

人等應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四、 立書人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其所撰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所撰之作品不侵害

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 

五、 若因立書人之作品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

主辦單位之權益因而受損，立書人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此致 

主辦單位    

中州科技大學 

 

 

立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人身分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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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競賽 

 

著作授權書 
 

本人                          (以下簡稱為授權人)同意將參加中州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被授權單位)所主辦之『2022 抹茶灣麗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T 恤設計

競賽』參賽作品 (名稱：                            )之著作財產權授予「被授權單

位」使用，授權時間至民國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 

 

詳細內容如下： 

一、 作品授權範圍限於被授權單位運用於競賽辦理過程及推廣活動，與

後續教學、展示、宣傳等，以及實際商品化及販售等用途。 

二、 授權人所提供之作品應無著作權爭議，如有任何爭議應由授權人負

責。 

三、 本授權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雙方得以協議書方式

增訂之。 

 

特此證明 

 

授權人代表：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