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壹、 緣起目標 

為鼓勵學子針對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提出具創新及實驗性之藝術創作計畫，

充實創新研發之能量，強化學生團隊合作之能力，以提升未來產業價值。鼓勵

學生共同參與，整合所學專長展現所學並加入美學造型之概念，發展出兼具文

化、科技與美學造型並重之數位藝術創作。本次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培訓

工作坊，為期 1 天，主要提升文化創意相關科系同學國際競爭力，培養學生國

際視野及培育國家之數位藝術創作相關人才。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參、 截止日期 

自公布日起至 107 年 6 月 5 日止，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肆、 報名方式 

一律採通信報名，請以掛號郵件並於信封加註「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

工作坊」郵寄至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系林鳳儀老師 10608 台北市

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伍、 錄取事宜 

    甄審委員依學員繳交資料擇優錄取，甄審結果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

系官網公佈並以電郵通知。擇優條件如下，(1) 報名學員最近 2 年內有參與國

際重要文創、工藝或數位創作競賽者優先錄取。(2)報名學員背景為文創背景、

手作工藝或是數位藝術背景者依報名次序進行錄取通知。 

陸、 課程內容 

班   別 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研習時間 107 年 6 月 13 日，為期 1 天，總計 8 小時。 

研習地點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研習人數 50 名。 

研習內容 如附件。                  

報名資格 1. 有意願培養參與德國 TALENTE 國際競賽特展競賽、韓國清洲工

藝競賽、日本伊丹國際工藝展、德國 Nassauisch 儲蓄銀行陶藝

新秀獎以及德國慕尼黑 Schmuck 競賽、「美國傳達藝術年度設計

及廣告獎」、「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波蘭華



沙國際海報雙年展」之學生。 

2. 應符合相關競賽規定，學生年齡須三十三歲以下。 

3. 大專院校相關工藝、文創、藝術等設計科系之學生。 

備註 1. 未依規定繳交相關附件或資料不全者，不予錄取。 

2. 甄審作業由甄審委員就繳交資料擇優錄取，不接受請託關說。 

柒、 報名書表(詳如活動附件(二)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報名學員請詳填各類書表，不論錄取與否，報名書表均不予退還。 

附件表 1：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附件表 2：研習保證書。 

附件表 3：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捌、 權利與義務 

(一) 課程期間無故缺席或未能繳交作品者視同未結訓，不發予結業證書。 

(二) 課程期間或結訓後應盡力配合課程及成果發表時所需現場人力支援。 

(三) 學生成果須置本單位一年做為展覽品，屆期由學生於期限內取回，逾期未

取回者，視同委由本單位全權處理。 

玖、 注意事項 

(一) 凡參加課程之學員即視同遵守研習辦法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對本活動的

所有文件、資訊保留最終解釋權，任何與本活動有關之未盡事項，主辦單

位保留隨時修正權利。 

(二) 學員於課程期間創作之作品、智慧財產權均屬於各學生所擁有，惟主辦單

位可將學生作品及其圖像使用於未來發表、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

雜誌或印製圖書等用途。 

(三)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繳款等各項日期之延長。 

(四) 凡參加課程之學生需全程參與，並完成繳交作品後經授課老師認可後始發

予結業證書。學生能於本研習結束後，全力配合本單位之相關成果發表會

活動時間。如無法配合課程成果發表會或未繳交作品，將視同未完成本研

習課程。 

(五) 切勿遲到早退並辦理簽到手續，為維護上課品質，上課時手機請關機或轉

為震動。 

 

 

 

 

 

 

 

 



 

培訓活動表 

第一天 10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時 間 活  動 授課講師 

08:30~08:50 學員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林鳳儀 

09:00~10:30 
專題演講：多媒體競賽得獎的致勝密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許一珍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專題演講：文化混合種:澳洲當代陶藝現況 

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王怡惠 

12:10~12:30 Q&A  

12:30~13:30 休息 / 午 餐  

13:30~14:50 
專題演講：新生創作者自我定義的途徑 

绽堂蒔光藝術總監 
王裔婷 

14:50~15:00 休息  

15:00~16:30 專題演講：赴韓金工教學第一人-韓國觀察之我見我聞 劉芃昀 

16:30~16:50 Q&A  

16:50~17:00 賦歸 林鳳儀 

(活動將依實際狀況調整異動) 



  

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報名表 

姓    名 

 
 

電    話 

手    機 
 

  半身脫帽 

正面 2 吋相片 

身分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E-mail 

 

 

性    別 

 

□男    □女 年    齡          歲 

就讀學校 

 

 科系名稱  

工作單位 

 

 職務名稱  

職經歷 

 

 

 

技藝專長 

 

 

身分證影本附貼（正面） 

 

 

 

 

 

 

 

身分證影本附貼（背面） 

 

 

 

 

 

 

 

學生證影本附貼（正面） 

 

 

 

 

學生證影本附貼（背面） 

 

 

 

 

備註 

 

一、以上資料請詳填，如造成權益損失概不負責 

 

附件表 1 



附件表 2 

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 

研  習  保  證  書 

本人  姓名  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 ， 

報名參加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18 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研習期間自 107 年 6 月 13

日止，為期 1 天(8 小時)。 

 

願以最認真態度學習，完成所有課程進度，並切實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1. 愛惜實習工坊所有設備、器具材料與宿舍公物，如有損毀願照價賠償。 

2. 願遵守實習工坊管理規定，發揮團隊榮譽精神，自動自發維護環境整潔。 

3. 願負責盡職輪流擔任工坊值日服務與研習日誌紀錄工作。 

4. 研習期間不任意請假或遲到早退耽誤課程，願身體力行達成研習進度。 

5. 研習期間分發的講義教材或參考樣本、試作品、書籍資料等，屬於本單位或原作者講師等，

願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以示尊重。 

6. 研習完成作品同意提供本單位辦理展覽推廣使用，並留置本單位一年。 

7. 請留下推薦人詳細資料，作為緊急聯絡之用，如遇突發事件作為第一優先通知對象。 

 

 

 

 

 

                               研習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附件表 3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 本單位因「2018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創作工作坊」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連絡方式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單位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單位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您同意本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相關服務及資

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單位：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請求刪除。 

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本中心相關業務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單位不負相關賠償

責任。 

5. 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單位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

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單位有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的服務，若有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 

6.  本單位針對您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您簽署同意書起至您請求刪除個資為止。 

7.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單位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請擇一勾選)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