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 Taiwan Postar 競賽簡章 
 

競賽緣起 

為提升台灣學生設計海報之能力，台灣海報設計協會自 2008 年起推動「台灣海報

新星獎 Taiwan Postar」，以海報設計協會每年的會員年度海報展，結合學生組的海報設計

競賽，帶動設計師與學生進行交流。2018 年將徵件對象擴大為國際學生徵件，重新定位

為「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提供學生展現設計創意的舞台，促進設計視野及國際化。 

 

競賽規範 

一、競賽主題「因果」 

「因果」指的是一系列因素(因)和一個現象(果)之間的關係。原因和現象常和變化或

事件相關，還包括客體、過程、性質、變量、事實、狀況等。 

二、參賽資格 

1. 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具學籍在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畢業未滿一年碩士生) 

2. 需附在學相關證明（學生證需有註冊章），若當屆畢業生無學生證明，可提供畢

業證書（需具 110 年度學籍）。 

3. 競賽不分組，不限個人或團體。團體以三人為限，以其中一人為代表人完成報名。 

4. 參賽作品不限未公開或已公開之作品。 

三、報名方式 

1. 一律採取網路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2022postar.taiwanposter.com 點選

「線上報名」上傳報名資料，並於上傳完成後線上繳交報名費。 

2. 完成報名程序後，三日內承辦單位將以 E-mail 寄送「報名成功通知」。缺件之參

賽者以 E-mail 及電話通知「補件」，若未在報名截止期限內完成補齊，即視為自

行棄權並退還報名費。 

四、徵件規格 

1. 上傳 JPEG(A4 尺寸／1240*1754px / 150dpi / RGB模式／最大 15MB)（預覽

用）。 

2. 入選者將在 111 年 12 月 20 日於比賽官網及粉絲專頁公布名單後，需於 112 年

1 月 3 日前繳交作品圖檔（輸出用）至官網，如逾期未繳交作品者將取消比賽資

格，繳件規格為 PDF (A4 尺寸/ 350dpi / CMYK模式／最大 50MB )（輸出用）。

（詳細資訊請關注官網及粉專） 

3. 作品理念中文字 500 字元以內，英文字 1000 字元以內。 

4. 作品畫面不得標示創作者姓名、學校名稱或其他影響評選公正性之代號，違者取

消資格。 

5. 因得獎後寄送紙本獎狀所需，請務必填寫正確收件地址。 



6. 作品審核通過後，將無法再修改作品資訊，請妥為填寫。 

 

五、收費標準及繳費方式： 

1. 每人每件收費新台幣 300 元。 

2. 系列作品每增加乙張作品加收新台幣 100 元，系列作品最多不超過三張。 

3. 報名費於線上報名完成後繳交，得以信用卡、ATM、超商代碼等方式繳費 

（海外地區僅限信用卡付款）。 

4. 未繳交報名費或費用不足，作品將不得參賽。 

 

六、參賽時程： 

活動項目 時間 內容說明 

報名時間 
111 年 09 月 01 日 (四) 至 

111 年 11 月 22 日 (二) 截止 

臺北時間 23:59 截止 

初審評選 111 年 12 月上旬   

入選名單公布 111 年 12 月 20 日 (二) 臺北時間 15: 00 公布於官網與粉專 

繳交作品圖檔 111 年 12 月 20 日 (二)至 

112 年 01 月 03 日(二)截止 

臺北時間 23:59 截止 

入選者需繳交作品圖檔至官網，輸出         

用(詳細資訊請關注官網及粉專) 

決審評選 111 年 12 月下旬  

優選名單公布 112 年 01 月 10 日 (二) 臺北時間 15: 00 公布於官網與粉專 

頒獎典禮 暫定 112 年 03 月中旬於台北舉行   邀請優選名單內的參賽者參加 

  頒獎典禮，當日將公布得獎名單 

展覽時間 暫定 112 年 03 月中旬於台北舉行  
 
※ 主辦單位保留上述日期變更之權利，請以官網公布之最新資料為主。 

 

獎勵辦法 
n 金獎（1 名）：獎金 30,000 元、紙本獎狀乙紙、獎座乙座 

n 銀獎（2 名）：獎金 10,000 元、紙本獎狀乙紙、獎座乙座 

n 銅獎（3 名）：獎金 5,000 元、紙本獎狀乙紙、獎座乙座 

n 評審特別獎(若干名)：紙本獎狀乙紙 

n 廠商贊助獎(若干名)：紙本獎狀乙紙 

n 優勝獎(若干名)：紙本獎狀乙紙 

n 優選獎(若干名)：電子獎狀乙紙 

n 入選獎(若干名)：電子入選證明乙紙 

※ 所有獲獎學生之指導老師可申請電子感謝獎狀乙紙 

※ 優選獎、入選獎、感謝狀申請電子獎狀時間，詳情將於頒獎典禮後一個月內公布於官網與粉專。 



※ 得獎名次將視參賽作品量以調整獎項。 

※ 主辦單位保留上述獎項變更之權利，請以官網公布之最新資料為主。 

 

 

得獎作品應用 

得獎作品將收錄於「2022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年度展覽專刊。並會在「台灣海

報設計協會」相關宣傳資料中刊登以及參與協會規劃之展覽。 

 

評審團隊 

由主辦單位遴選國內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評審作業以不分資格組別方式進行，由

評選委員會選出優秀作品入圍初選、決選二階段評選，入圍及優選名單將公布於官網、

粉絲專頁。優選名單之參賽者將暫定 112 年 3 月中旬於台北參加頒獎典禮，得獎作品將

於典禮公布。評審名單請關注官網及臉書專頁。 

 

注意事項 

(一) 所有參賽者皆需遵守本競賽所有條文規定，並平等享有獲得獎項的權利。 

(二) 關於參賽者 

1. 參加競賽作品應為自行設計之作品，且不得有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

著作權之情事。若有抄襲不實者，如遭受檢舉或產生糾紛爭議，經查證屬實，得

獎者應負糾紛排除之責，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外，若造成辦

理單位之損害，得獎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不得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評審委員及評審程序之情事，並尊重

評審小組之決議。 

3. 參賽者須配合提供其創作之詳細資料，作為日後公開報導與展示之用。 

4. 參賽者欲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者，主辦單位得酌收手續費及行政費 100 元後，退

還報名費全額之餘款，均於頒獎典禮後一個月內統一退費（另行通知）。 

5. 比賽獎金高於兩萬元需繳交稅金，依財政部競技競賽獎金扣繳標準扣稅。 

(三) 關於得獎者 

1. 得獎真實性以主辦單位公布為主。 

2. 辦理單位得依著作權法行使利用得獎作品重製及公開展示之權利，如印刷刊物、

網路宣傳、雜誌發表等均不另給酬金。 

3. 得獎作品經查證屬實係冒名、抄襲、拷貝、仿冒者，即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

勵，得獎者不得異議，獎項不予遞補，如涉司法訴訟，概由當事者自行負責。 

4. 得獎者提供得獎作品之詳細資料，作為日後公開報導與展示之用。 

5. 得獎者獎座及獎狀資訊以報名資料為主，請務必確認參賽者報名填寫資料均為正

確，若因個人因素導致資料填寫不完整或錯誤，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6. 同意主辦單位有權將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 Taiwan Postar 參賽作品寄送於其他比

賽，如需報名費將另行通知。 

(四) 凡參賽者均視為同意並遵循上述各項規定，不得異議。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辦

理單位得隨時補充公告說明，並保有本次活動最終解釋權。 

 

賽務諮詢 

主辦單位：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協辦單位：藍本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堯舜設計有限公司 

廠商贊助：大亞紙業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2022postar.taiwanposter.com 

聯絡信箱：internationaltaiwan.postar@gmail.com 

連絡電話：(02)-23770102 分機 33 新星獎籌備小組 

粉絲專頁：Taiwan Postar 台灣海報新星獎 

     https://www.facebook.com/TW.Postar 

※ 主辦單位保留上述變更之權利，請以官網公布之最新資料為主，並保有本次活動最終

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