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計徵選比賽�簡章  

一︾  活動宗旨  

科技進步︾醫藥發達造成高齡人口�斷地攀升︽105年 1月全����������������������������������國 65歲以上老年
人口比率為 12.58㎡﹀根據行政院國發會的預估報告︽我國老年人口比率於 114
年將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105年 1月本縣高齡�65歲以上�人口高達
77,777人︽佔 15.28%︽主要集中在中寮鄉�20.93%�︾鹿谷鄉�20.20%�︾集集
鎮�19.98%�︾魚池鄉�19.14%�︾國姓鄉�18.86%�﹀是全����������������������������������國第三老的城市〈推
估本縣 110年 65歲以上人口將達 102,298人︽不但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趨勢外︽
老年人口結構更呈現長壽化〈這種社會結構的改變︽使健康及高齡者議題更受到

重視︽包括飲食︾娛樂︾醫療照顧等服務︽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本縣自 96年推動健康城市計畫︽自 100年推動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並於 105
年起整合推動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由縣長召集並召開高齡友善城市推

動委員會中︽簽署都柏林宣言及計畫推動同意書︽做出政治承諾︽並申請加入

WHO高齡友善城市全����������������������������������球網絡會員︽希望能實質給予並協助高齡者生活上的幫
助〈  

  

因此藉由南投縣健康暨高齡友善推廣計畫︽營造縣內健康多元︾敬老︾友善︽提

高本縣親近健康及高齡之意識︽讓縣民從生活中感受友善便利︽提供更舒適健康

和健全����������������������������������的友善環境︽使縣民生活品質更加提升︽並以積極態度面對〈  

(世界衛生組織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參考網址 1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衛教園地>
南投縣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專區「

http://www.ntshb.gov.tw/from/index-1.asp?m=20&m1=6&m2=130&iid=33&id=931)  

 
 

二︾  活動主題  

以�南投縣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做為本次競賽主題︽提升南投縣健康暨高

齡友善城市之都的可見度︽並提高本縣提倡親近高齡者之意識︽將敬老︾親

老︾友善城市等意象轉化成 LOGO識別︽設計出能代表南投縣以及健康暨高
齡友善城市的精神︽做為後續各項識別應用系統(商品︾活動︾行銷宣傳)之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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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執行單位「弘光科技大學時尚創意設計中心  

連絡洽詢「徐先生或劉小姐  

電話「04-2631-8652分機 5185�週一至週五 09:30~17:00�  

四︾  參選資格  

歡迎全����������������������������������國各高中�職�以上學生及有興趣之社會人士共同參與〈  

五︾  評審方式   

�一�專業評審團評選〈  

徵選評審作業由主辦單位代表及設計相關領域代表組成評審團︽召開評審會 
議選定得獎作品〈  

由評審團依評審標準計分︽加總後排序選出最高分前三名︽分別頒以第一名

(金獎)︾第二名(銀獎)︾第三名(銅獎)各一名共計三名﹀遇同分時按評分標準
項目權重由大至小依序評比︽順序為「創意性¥主題意象¥應用性¥整體美

感﹀ 
�二�網路人氣獎「依 Facebook網路平台最多人按讚的作品計一名〈  

六︾  競賽時程  

2016/04/13(一) 開始報名收件  

2016/06/13(一) 截止收件(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 
2016/06/22(三)至  
2016/06/29(三) 

Facebook 網路人氣票選〈�截止票選時間「
2016/06/29(一)下午 17:00  
Facebook搜尋粉絲專頁「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gefriendlycity/ 

 
2015/07/12(二) 公布得獎者名單  

http://www.ntshb.gov.tw/home.asp官網  
2015/07月中  由南投縣政府公布頒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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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審標準  

評選指標  評選標準說明  權重  

應用性  Logo應用可行性︾方便性  20% 
整體美感  外觀︾完整性︾美學︾細節處理︾設計協調

性︾風格與色彩表現  

20% 

主題意象  契合本活動目的之主題表現  30% 
創意性  創新性︾創意︾特點表現  30% 

八︾  評審陣容  

由具有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等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與主辦單位代表擔任評選委

員〈  

九︾  獎項獎金  

  

名次  名額  獎金說明  

金獎  錄取一名  新台幣 12,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作品
Logo將作為本縣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使用〈  

銀獎  錄取一名  新台幣 4,5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銅獎  錄取一名  新台幣 2,5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網路人氣獎  錄取一名  新台幣 1,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紙〈  
參賽獎  成功完成報名

參賽資格者  

參賽證明電子獎狀乙紙�E-mail寄發�〈  

十︾  作品規格  

((11)) 平面圖稿「須附����������������������������������上印刷標準 CMYK色彩標示︾標準字︾設計理念說明〈須
將完稿作品輸出 A4彩圖粘貼至四開裱板正面左側︽A4創作理念置於裱板
正面右側︽不須裱框〈  

作品黏貼說明「四開裱板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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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品光碟「電子檔案格式請附���������������������������������� (I)原始檔︾(II)pdf︾(III)jpg檔 (IV)設計理念〈  
(I) 原始檔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LOGO設計稿-▼▼▼.ai 
(II) pdf檔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LOGO設計稿-▼▼▼.pdf 
(III) jpg檔  
�RGB模式
A4-150dpi�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LOGO設計稿-▼▼▼.jpg 

(IV) 設計理念 docx檔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LOGO設計理念-▼▼▼. 
docx 

AA.. 上述▼▼▼為參選者姓名之舉例︽實際參選者須與報名資料相同〈  
BB.. 圖檔內容須包含作品主題︾說明設計理念(以不超過 200字為限)︾色
彩設定︾設計圖面(須以電腦繪圖方式表現︽以傳達設計理念及特色)  

CC.. 參選作品原始檔案請一律降轉至 Illustrator CS5以下之版本︽文字請
建立外框或轉曲線後︽再存檔為 CMYK 模式〈  

十一︾  收件規定  

(1) 請至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官方網站 http://www.ntshb.gov.tw/home.asp︽從首頁
連結本活動下載活動簡章〈 

(2) 收件截止日「即日起至 2016年 06月 13日�週一�止(收件時間以郵戳為
憑)〈 

((33)) 交件時請備齊以下物件「  
No. 報名文件﹪規格說明  

1 報名表�附����������������������������������件一�︾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附����������������������������������件三� 
�姓名處請親簽︽勿打字�  

2 平面圖稿�四開裱板︽詳如作品規格「黏貼說明�  

3 作品光碟(光碟上請標註●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計
徵選比賽-▼▼▼●) 

(附件二) 
設計理念 
黏貼處 

A4 作品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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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作品限一人設計︽每人限參賽一件作品〈  
((44)) 交件方式「將上述所列資料及物件以掛號寄至  

43302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號  
弘光科技大學時尚創意設計中心收  

□並請於郵件註明�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計徵選比賽-

▼▼▼�字樣〈(上述▼▼▼為參選者姓名之舉例︽實際參選者須與報名資

料相同) 
  

□各校級系所若欲統一寄送作品︽繳交之物件請務必排放整齊︽並確實核

對參賽件數︽以免影響參賽權益︽寄件三日後︽可致電詢問收件狀況〈  

十二︾  報名須知  

�一�須以個人名義參選︽每人限參選一件作品︽作品均應填寫報名表〈  

�二�交件前請確實檢查各項應繳交之物件︽若缺少其中一項︽恕不接受報名︽

若因登錄認證資料不實或筆誤︽致主辦單位無法取得聯繫者︽視同放棄本

活動相關權利〈  

�三�請參選者於郵寄作品時妥善包裝︽主辦單位不負責作品之修補︽作品若因

運送造成損傷︽而影響評審成績︽參選者不得異議〈  

�四�參選作品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如有需要請由參選者事先自行備份留

存〈  

�五�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並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

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由參選者自行負

法律上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六�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除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回獎金及獎狀外︽並由次

優作品�依所得序分排序�遞補〈  

�七�凡報名參加此徵選者︽視為已充分瞭解此徵選規則中各條款︽且願意完全����������������������������������

遵守本規則述之各項規定〈  

�八�得獎者將以 e-mail通知︽未獲獎者將不另行通知〈  
�九�參選者須尊重評審團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

參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獎項從缺〈  

�十�參賽者應與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規定簽訂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並同意

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拒絕簽訂者︽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其報名〈主辦單位對

該作品擁有刪改︾編輯︾印製︾改作︾宣傳及刊登之權利︽不另致報酬〈 
�十一�競賽獎金應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辦理〈 
�十二�主辦單位得視活動狀況保留調整活動時程權限︽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得隨時補充︽並公布於活動網站〈  

(十三)活動洽詢「弘光科技大學時尚創意設計中心徐先生或劉小姐﹀電話「
(04)26318652分機 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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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計徵選比賽�報名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  

親筆簽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參賽資格  ﹍學生﹍一般人士﹍公司行號  

學校/服務單位    
科系/部門

名稱  
  

指導老師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E-mail �寄發電子參賽證明證書用�  作品名稱    

貼設計稿縮圖  

設計理念�200字以內� 
  

參賽同意聲明  

� 本人同意遵守本競賽簡章辦法一切規定〈  
� 本人保證參加本活動之作品均為自行創作︽且無抄襲或剽竊或部分複製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不
法情事〈若因著作財產權讓與而致使主辦單位遭受損害時︽主辦單位得隨時取消本人得獎資格︾追繳

獎金及獎狀外︽並向本人請求損害賠償︽其相關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責〈  
� 本人同意在獲得本活動名次時︽將參加本活動之作品著作財產權由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機關取得全����������������������������������部權
利︽不另致報酬〈  

� 本人授權同意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可依競賽及宣傳之需要︽公開使用參賽作品之所有內容及圖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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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設計理念�請貼於八開裱板︽正面︽右側�  

  

�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計徵選比賽�設計理念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限 2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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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為辦理�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OGO設

計徵選比賽�請您提供相關的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創意競賽之

用︽本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誠實及信用方法為

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同時善盡維護與保密之責〈  

  

立同意書人                                        �本人�為�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創意 LLOOGGOO 設計徵選比賽�之參賽者〈本人之個人資料為配合參賽之

需求︽茲聲明並授權如下「  

本人同意將姓名︾出生日期︾通訊地址︾EE--mmaaiill︾學校//服務單位//科系

//部門︾稱職︾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手機電話︽提供予南投縣政

府衛生局辦理�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意 LLOOGGOO 設計徵選比賽�之

用〈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