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紀念醫院 2018 永慶盃路跑 

「永慶之美」寫生比賽辦法 

 

一、 活動宗旨：台塑企業 王創辦人永慶先生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理念，自 88 年起認養捐

贈嘉義縣內 25 所老舊校舍重建，並以永慶樓為之命名。為緬懷 王創辦人對教育之貢

獻及紀念逝世 10 週年，辦理本寫生比賽活動。 

二、 主辦單位：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三、 參賽資格：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嘉義縣國小及國中、高中（職）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四、 參賽組別：嘉義縣各國民小、中學及高中(職)學生，共分「國小 1-3 年級組」、「國小

4-6 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等 4 組。參賽者分組標準以 106 年 9 月當時

就學學校及年級為準。 

五、 寫生主題：嘉義縣內 25 所台塑捐贈校舍-永慶樓建築(一覽表如附件)。 

六、 比賽方式：採現場寫生方式，題材以台塑捐贈校舍永慶樓建築為主，比賽採用四開畫

紙，限以蠟筆、粉蠟筆、色鉛筆或水彩作畫，寫生用具一律自備，並不得由他人代筆，

違者取消資格。 

七、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7 月 20 日止，以郵戳為憑。 

八、 送件方式：郵寄送件。 

九、 郵寄地址：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社會服務課（613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以掛

號郵件交寄，信封請註明「永慶之美」寫生比賽-(作品名)。 

十、 評審方式： 

由主辦單位聘請美術專家老師擔任評審，對於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 參賽者不得有任

何異議。 

十一、成績公佈：比賽優勝名單於評審作業完成後 1 週內於長庚全球資訊網網站公佈。 

十二、獎勵辦法：各組錄取前三名次及佳作二名： 

(一) 第一名(各組取 1 名)：獎狀乙張，獎金 5,000 元 

(二) 第二名(各組取 1 名)：獎狀乙張，獎金 3,000 元 

(三) 第三名(各組取 1 名)：獎狀乙張，獎金 2,000 元 

(四) 佳  作(各組取 2 名)：獎狀乙張，獎金 1,000 元 

十三、頒獎時間：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30 日（日）假 2018 永慶盃路跑-嘉義會場舉辦頒獎典禮，得

獎作品當日於台北、嘉義、高雄會場展覽。 

 



十四、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須未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主辦單位依作品規格、參選資格等資料進行

審查，資料填寫不完整或規格不符者得不予受理。 

(二) 參賽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將不予退回；未獲獎作品，亦不另行通知。 

(三) 得獎者所獲獎金將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課稅，主辦單位將依規定於年底寄

發扣繳憑單予得獎人。 

(四)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

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對於參賽作品依著作權法得行使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

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作、出租、散布、

發行、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利，主辦單位均

不另致酬。 

(五) 得獎作品若有侵害著作權、抄襲、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經查證屬實

者，一律取消得獎資格，該名次不遞補，如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獎金。 

(六) 本活動參賽規則如有異動，依主辦單位網站最新消息公佈為準。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

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更改之權利。 

十五、附則 

(一) 簡章暨報名表電子檔可至長庚全球資訊網網站（https://www.cgmh.org.tw/）下載， 

  或洽主辦單位索取報名表件；活動各項重要訊息亦公佈於長庚全球資訊網網站。 

(二) 主辦單位聯絡窗口：05-3621000 分機 2116 邱思維先生 

 

 

 

 

 

 

 

 

 

 

 

 

 

 



長庚紀念醫院 2018 永慶盃路跑 
「永慶之美」寫生比賽報名表 

                                            作品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學   校  年級  

「永慶之美」寫生投稿作品名/指導老師：                      / 

寫生地點           鄉鎮市                     (校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  機 

 

電子信箱  

本人報名參加「永慶之美」寫生比賽，已詳閱本競賽之參賽辦法，並同意下列事項： 
1、本人保證所填以上報名資料正確無誤，並保證參賽作品係本人之原創設計且享有完整之智

慧財產權，並同意獲獎後將參賽作品(下稱；本著作)之著作權讓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下
稱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
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作、出租、散布、發行、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
著作等一切著作權之使用權利，另主辦單位使用時並得省略姓名表示。 

2、 本人保證本著作絕無侵害或抄襲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違法
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本人得獎資格及追繳所有獎項及獎金，本人應負責賠償主辦單位及
第三人因此所生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3、 為維持評審之公平性，本人同意不對作品以任何形式表彰身分，並知悉主辦單位對參賽作
品一概不予退還且有權不公開任何參賽人之得分成績及更動獎項之數目；另除比賽獎金
外，主辦單位將不另致酬。 

4、 本人如有違反參賽規則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另主辦單位有變更、終
止本活動（於網站公告無需個別通知保留）或修訂本競賽參賽辦法之權利，且獎金由主辦
單位依法扣稅款。 

此致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註：20 歲以下未成年人應有法定代理人簽章) 

 

 

 



附件 

嘉義縣台塑企業捐贈校舍-永慶樓建築學校一覽表 

項次 學校 鄉鎮市別 地址 

1 大林國小 嘉義縣大林鎮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 423 號 

2 中埔國中 嘉義縣中埔鄉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 177 號 

3 北美國小 嘉義縣六腳鄉 嘉義縣六腳鄉崙子 122 號 

4 永慶高中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信義二路 1 號 

5 太保國中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 36 號 

6 南新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 140 號 

7 新埤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里 214 號 

8 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 31 號 

9 安東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縣太保市崙頂里 1 號 

10 成功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鄉三界村 153 號 

11 景山國小 嘉義縣布袋鎮 嘉義縣布袋鎮東港里 136 號 

12 布袋國小 嘉義縣布袋鎮 嘉義縣布袋鎮新厝里 65 號 

13 興中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 30 號 

14 福樂國小 嘉義縣民雄鄉 嘉義縣民雄鄉光明二街 191 號 

15 朴子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 11 號 

16 松梅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嘉義縣朴子市松華里 345 號 

17 祥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 9 號 

18 竹崎高中 嘉義縣竹崎鄉 嘉義縣竹崎鄉文化路 23 號 

19 鹿滿國小 嘉義縣竹崎鄉 嘉義縣竹崎鄉鹿鳴路 2 號 

20 中興國小 嘉義縣竹崎鄉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 10-1 號 

21 塭港國小 嘉義縣東石鄉 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 170 號 

22 山美國小 嘉義縣阿里山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61 號 

23 新港國中 嘉義縣新港鄉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路 106 號 

24 文昌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街 12 號 

25 月眉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 123 號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