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為國王穿上新衣-吸盤美學設計比賽 

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的： 

為提升專業技能及創新能力、激發創造潛能，開發吸盤美學相關創意應用，透過競賽之辦理，經由

創思設計成品平面參與競賽，提升大眾創新創意興趣，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 

二、競賽主題： 

    透過創意發想，主題不設限，設計者可以藉由不同平面圖案設計概念，提出創新創意作品，希望以

競賽的方式，激發出更多創意。 

三、活動對象：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不限年齡且對此活動有興趣者，皆可參加或自由組隊比賽 。 

每隊人數至多 3 人，學生參加可跨院、系組隊。 

四、活動時程： 

第一階段組別競賽獎：凡報名前 50 位名額者，即可角逐金牌獎、創意獎、應用獎、佳作獎，此 50 名參

賽者投稿作品，會每日公佈於 8518 購官方 Facebook 粉絲專頁。 

第二階段組別評審獎：報名編號在 51 號後，以及在第一階段組別尚未得獎者，皆可角逐評審獎，參賽

者投稿作品於 9/26(四)公佈於 8518 購官方 Facebook 粉絲專頁。 

活動項目 時間 注意事項 

報名時間 108/09/22(日)23:59 

截止 

請將報名簡章中的報名表與同意書、設計檔案(原始檔+合成圖

JPG)傳至指定的信箱:8518gogo@gmail.com 

※上傳需知：上述的檔案請寄到指定信箱，若有缺件視同報名

不成功，請參賽者上傳前務必留意 

【第一階段組別】 

凡報名前 50 位名額者，報名審核通過後，主辦單位將參賽者

設計圖檔整理，於每日公佈於 8518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 



【第二階段組別】 

報名編號在 51號後，主辦單位將參賽者設計圖檔整理，於

9/26(四)公佈於 8518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 

第一階段組別

評選 

(報名前 50 位) 

108/9/27 (五) 至 

108/10/6(日)止 

將由得雲國際評審團與艾特創意工作室一同評選第一階段組

別作品 

【黃金評審團陣容】 

得雲國際：總經理、行銷總監、創意總監、開發總監、 

          視覺設計師(數名專業評審) 

★特別聘請知名設計師一同評選★ 

艾特創意工作室：創意總監 

--- 

評選期間會將入圍作品放於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邀

請網友一同留言票選(網友留言票選佔評分標準 30%) 

【評分標準】 

得雲國際評審團：70% (評分範圍:美感度、應用、創新) 

網友留言票選:30% 

第一階段組別 

名次公佈 

(報名前 50 位) 

108/10/14(一) 第一階段組別得獎名次公佈於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

電話聯繫與 E-mail 聯絡得獎者 

獎項：金牌獎乙名、創意獎乙名、應用獎乙名、佳作獎伍名 

第二階段組別

評選 

(報名編號在 51

號後，以及在第

一階段尚未得

獎者) 

108/10/18(五) 至 

108/10/27(日)止 

將由得雲國際評審團與艾特創意工作室一同評選第二階段組

別作品 

【黃金評審團陣容】 

得雲國際：總經理、行銷總監、創意總監、開發總監、 

          視覺設計師(數名專業評審) 

★特別聘請知名設計師一同評選★ 

艾特創意工作室：創意總監 

--- 

評選期間會將入圍作品放於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邀

請網友一同留言票選(網友留言票選佔評分標準 30%) 



【評分標準】 

得雲國際評審團：70% (評分範圍:美感度、應用、創新) 

網友留言票選:30% 

第二階段組別 

名次公佈 

(報名編號在 51

號後，以及在第

一階段尚未得

獎者) 

108/10/31(五) 第二階段組別得獎名次公佈於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

電話聯繫與 E-mail 聯絡得獎者 

獎項：評審獎伍名 

 

五、比賽辦法： 

資料下載：請至 8518 購官方網站→首頁→2019 吸盤美學設計比賽下載區 

          8518 購官方網站網址 https://www.8518.com.tw/ 

 

活動報名：請將報名簡章中的報名表與同意書、設計檔案(原始檔+合成圖 JPG)傳至指定的信箱 

       信箱：8518gogo@gmail.com 

           繳交資料如下 

 上傳報名簡章中的同意書與報名表 

 設計檔案內容 (1) 請繳交設計原始檔，檔案格式 AI、PSD、CDR 皆可 

                (2) 請繳交吸盤影像合成檔案格式 JPG 檔 

 信件主旨請依此規範填寫:您的真實姓名_投稿標題名稱_吸盤設計檔案 

                        (例:陳小雲_愛深埋在夢幻花都_吸盤設計檔案) 

 

報名需知：參賽者在吸盤平面上設計圖樣，賦予不同的視覺概念，以三個圖案為一組，設計後需合成至 

吸盤上，並連同設計檔案並 mail 至指定信箱。評選作品將公佈於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8518go/。 

https://www.8518.com.tw/
mailto:8518gogo@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8518go/


 

評選：投稿作品會公佈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8518go/，並於評選期間邀

請網友一同留言票選，選出最喜歡的作品，並依粉絲留言票選的結果佔最後評分的 30%。 

 【評分標準】 得雲國際評審團：70% (評分範圍:美感度、應用、創新)、網友留言票選：30%。 

 

比賽結果：1. 名單公佈於官網及 8518 購 Facebook 粉絲專頁。 

2. 通知信：得雲國際有限公司統一發出得獎信函。 

3. 電話告知：得雲國際有限公司聯絡得獎人。 

4. 表揚頒獎地點：得雲國際有限公司  507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 851 號 

                (表揚頒獎地點與時間另行通知!) 

 

注意事項：參賽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複製或作為各種文宣用品發行， 

不另給版稅，全部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六、比賽獎金： 

獎項 獎金 獎狀 

金牌獎 1 名 每隊獎金新臺幣 40,000 元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10,000 元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2,000 元 

 

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最佳創意獎 1 名 每隊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10,000 元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2,000 元 

 

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最佳應用獎 1 名 每隊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10,000 元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2,000 元 

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佳作獎 5 名 每隊獎金新臺幣 2,000 元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1,000 元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500 元 

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https://www.facebook.com/8518go/


評審獎 5 名 每隊獎金新臺幣 1,000 元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500 元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500 元 

每人頒發獎狀 1 張 

 

一、 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獎項價值在新臺幣 1,001 元以上未滿 20,000 元者

免扣繳所稅，但得獎者仍須繳交得獎收據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申報所得；超過

新臺幣 20,001 元以上者，得獎者除需繳交收據及身分證影本外，給獎單位並應

先行扣繳 10% 所得稅：另得獎者如未滿 20 歲，應由父母/監護人代為簽收領

獎，且附上其與得獎者之關係證明。得獎隊伍任一人（或其父母或監護人）若不

願意配合，則視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二、 舉例：金牌獎總獎金為 52,000 元，(含新台幣現金 40,000 元與 8518 購網路商城

－電子禮券 10,000 元和 8518 購實體門市－禮券 2,000 元)，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

規定新臺幣 20,001 元以上者，得獎者除需繳交收據及身分證影本外，給獎單位

並應先行扣繳 10% 所得稅，因此扣除 10% 所得稅後，金牌獎實際領取獎金為

新台幣 34,800 元與 8518 購網路商城－電子禮券 10,000 元和 8518 購實體門市－禮

券 2,000 元，請務必留意。 

三、 8518 購網路購物商城折價券需知：每次線上結帳，只能使用一張折價券，門市 

及櫃點使用則以另行公告為主。使用折價券折抵後，每項商品須大於 NT$1。若

結帳商品標註為「不適用折價券」，則該商品不能使用折價券進行折抵。折價券

僅能使用一次且不找零，一經使用無法恢復。使用折價券的訂單如取消或退貨，

折價券將自動失效不會歸還。折價券有使用效期，逾期後則無法使用，且無法恢

復，請務必留意折價券有使用效期。折價券不可折抵運費。 

四、 8518 購實體店面折價券需知：折價券僅能使用一次且不找零、不得兌換現金，

一經使用無法恢復。使用折價券的訂單如取消或退貨，折價券將自動失效不會歸

還。折價券有使用效期，逾期後則無法使用，且無法恢復。折價券不可折抵運費。

折價券為不記名，任何人持本券皆可使用，請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遭他人



盜用或滅失者，本券不再補發。若因毀損、變形且重要內容及識別符號或其他情

形致難以辨認，恕不換發。折價券有使用效期，逾期後則無法使用，且無法恢復，

請務必留意折價券有使用效期。 

 

七、比賽資訊： 

主辦單位：得雲國際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掛遍天下有限公司 8518 購 

聯絡人：官方活動小組 陳小姐 / 李小姐 

E-mail：8518gogo@gmail.com 

聯絡電話：04-7580819#230 

傳真電話：04-7580820 

競賽網頁：https://www.8518.com.tw/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8518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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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1.   (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2019 為國王穿上新衣-吸盤美學設計比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

稱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告知臺端下列事項，請臺端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主辦單位取得臺端資料，目的在辦理「2019 為國王穿上新衣-吸盤美學設計比賽」相關業務之需求，其

蒐集、處理及使用臺端的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與使用臺端的資料如

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單位名稱、得獎作品及聯絡

方式等，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之地區、範圍與對象為本主辦單位。 

2.   就本主辦單位蒐集之臺端資料，臺端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得向本主辦單位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

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本主辦單位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

保留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主辦單位將無法受理本

件報名。 

3.   參賽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複製或作為各種文宣用品發行，不另給

版稅，全部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4.   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獎項價值在新臺幣 1,001 元以上未滿 20,000 元者免扣繳

所稅，但得獎者仍須繳交得獎收據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申報所得；超過新臺幣 

20,001 元以上者，得獎者除需繳交收據及身分證影本外，給獎單位並應先行扣繳 10% 

所得稅：另得獎者如未滿 20 歲，應由父母/監護人代為簽收領獎，且附上其與得獎者

之關係證明。得獎隊伍任一人（或其父母或監護人）若不願意配合，則視自動棄權，

不具得獎資格。 

5.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修訂並公布。 

 

立同意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2019 為國王穿上新衣-吸盤美學設計比賽報名表 

■基本資料                                       ■報名隊伍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隊伍名稱  

隊長姓名  參賽學校 學校名稱： 

聯絡手機  科系所 系所名稱： 

E-mail  

姓名  參賽學校 學校名稱： 

聯絡手機  科系所 系所名稱： 

E-mail  

姓名  參賽學校 學校名稱： 

聯絡手機  科系所 系所名稱： 

E-mail  

 

說明：※請確實填寫表格個人資料。※每隊伍參賽最多 3 名。 

 

■設計理念 100 個字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