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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雅蒂斯盃第 19 屆美術繪畫比賽‧簡章 

一、主辦單位：雅蒂斯企業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肯網資訊企劃有限公司、建朋企業有限公司、天才美術社、文生美術企業有限公司、正大筆墨莊、

民安美術文具、由申甲有限公司、同央美術社、名品美術社、百青美術社、育人美術社、 

和平美術有限公司(彩逸和平店)、明林美工城、松林美術器材社(高雄)、星穎美術社、 

桃英行美術社、張暉美術社(台中)、得暉美術社(台中)、得暉美術社(永和)、 

涵馥堂美術事業有限公司、藝友美術社 

贊助單位：八大美術社、大漢美術用品社、大學美術社(台南)、小杜吉美術、中棉美術有限公司、六碼手藝行、

世薪美術社、信助美術社、真善美美術社、國泰美術材料社(高雄)、國泰美術社(台北)、 

設計家美術用品社、創意者美術社、創藝人美術社、博彩美術社、新藝城美術社、誠格美術社、

維納斯專業美術、儒林美術社 

 
 

  贊助品牌： 

愛丁堡專業美術畫筆 永利畫筆 科諾色鉛筆 葛萊姆專業級顏料 

二、參賽對象：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全國高中職、國中、國小生（須為 109 學年度在學學生/ 國籍不限）。 

三、活動日期︰ 

109 年 9 月 1 日~12 月 25 日為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免報名費。 

110 年 1 月 20 日前公佈得獎名單，3 月 1 日刊登得獎作品於活動網站，獎勵於 110 年 3 月 19 日前寄送至學校。 

四、組別與主題： 

1. 組    別︰「水彩繪畫」類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4~6 年級）、國小低年級組（1~3 年級） 

「色鉛筆創作」類高中職組 

2. 主    題︰行行出狀元 運用畫筆揮灑出各行各業的人生百態或職人精神 (註：報名表上需填寫圖說) 

3. 規    格︰限 4 開（54 公分×38 公分）。 

4. 參加件數︰每人各類別限參加一件，團體送件請附名冊。 

五、評分重點： 

1. 評分標準：創意性 20%、技巧及細緻度 40%、構圖 20%、配色美感 20%。 

2. 參加作品如有臨摹、冒名頂替、模仿或成人加筆者均不予評選。 

3. 色鉛筆創作不拘油性、水性，不能只以灰階或黑白表現，可局部上水暈染。 

4. 限使用水彩或色鉛筆技法，使用其他繪畫方式均不予評選 

六、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    列印報名表    張貼報名表於作品背面  

  另一張報名表(或團體名冊) 隨作品一起包裝   郵寄或親送  

1. 一律線上報名。請至比賽網站http://artist.cannol.com/，將資料輸入後可列印報名表。方便日後查詢。   

2. 作品可親送至雅蒂斯企業；亦可使用郵寄 

地址：3305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07 巷 60 弄 7 號 電話：03-3362208#119. 150 活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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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獎勵︰獎勵均統一寄送學校教務處，由校方公開頒贈表揚；3 月 26 日前未取得獎勵之同學，請聯繫學校。 

【色鉛筆類─高中職組】 

金獎 1 名：美術禮券 9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 KOH-I-NOOR 美術組合 

銀獎 1 名：美術禮券 6,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 KOH-I-NOOR 美術組合 

銅獎 1 名：美術禮券 3,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 KOH-I-NOOR 美術組合   

優選 20 名：獎狀乙張+6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 KOH-I-NOOR 美術組合。 

佳作 10 名：獎狀乙張+3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 KOH-I-NOOR 美術組合。 

【水彩類─高中職組】 

金獎 1 名：美術禮券 9,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銀獎 1 名：美術禮券 6,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銅獎 1 名：美術禮券 3,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優選 20 名：獎狀乙張+6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佳作 10 名：獎狀乙張+3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水彩類─國中組】 

金獎 1 名：美術禮券 9,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銀獎 1 名：美術禮券 6,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銅獎 1 名：美術禮券 3,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優選 10 名：獎狀乙張+6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佳作 10 名：獎狀乙張+3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水彩類─國小高年級/ 低年級組】 

金獎 1 名：美術禮券 6,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銀獎 1 名：美術禮券 4,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銅獎 1 名：美術禮券 2,000 元+獎盃乙座+市價 20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優選 10 名：獎狀乙張+6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佳作 10 名：獎狀乙張+300 元美術禮券+市價 600 元精選愛丁堡美術組合。 

八、團體獎勵：凡同單位參賽件數達 20 件，贈送 1000 元市價精選產品，達 40 件贈送產品 2000 元市價精選產品，

以此類推。贈品將於 110 年 3 月結算後寄出。 

九、指導老師獎勵： 

為感謝各級學校、畫室之指導老師推動美術繪畫風氣，雅蒂斯企業特別頒發「指導老師感謝狀」，給各組得獎

學生之指導老師。今年度特別致贈「精選好禮」，每人限一份，敬請於得獎名單公告後申請。  

十、作品包裝方式： 

1. 報名表一式兩份，其中一份請黏貼至作品背面右上角，請務必黏貼好，另一份不用黏貼，直接隨作品寄送

給主辦單位。請於作品背面右下角，以鉛筆書寫作者姓名與學校，以免報名表掉落，無法查對。 

2. 作品請保持平整，包裝寄送時請勿摺疊，以免毀損作品。郵件的封裝請盡量簡單（不要黏太多層），以減

少整理時間。建議使用郵局便利箱或畫筒。 

3. 團體報名請列印名冊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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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賽紀念品： 

為回饋眾多参賽學生，本屆繪畫比賽舉辦「比賽紀念品」活動，請參賽者依需求勾選項目，每個項目均酌收

費用（含宅配費），說明如下： 

A. 參賽證書，200 元 

B. 磐石美術集 I+II，市價 960 元，優惠價 480 元 

C. 柯諾 3404 魔幻筆 13 色入(含削鉛筆器及橡皮擦)，市價 870 元，優惠價 700 元 

A+B. 優惠價 580 元 

A+C. 優惠價 800 元 

A+B+C. 優惠價 1180 元 

1. 紀念品開放購買期限為 109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25 日。 

2. 購買方式：請於活動網站線上申請，勾選紀念品的內容，並填寫寄送地址、收件人姓名與聯絡電話、收件

時間。須先完成繳費，主辦單位確認收費後，於兩週內進行紀念品寄送（宅配）。 

3. 繳費方式：可線上刷卡、ATM 轉帳。 

     

十二、作品退還辦法： 

1. 退件申請時間為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逾時恕不受理退件。 

2. 申請方式：請至活動網站線上申請，填寫寄送地址、收件人姓名與聯絡電話、收件時間，並請先行繳費，

主辦單位確認收費後，兩週內進行退件寄送（宅配）。 

3. 繳費方式：可線上刷卡、ATM 轉帳。轉帳完成請來電告知帳號後 5 碼，以便核對資料。 

4. 前三名作品不得退回，可索取作品電子檔每件 500 元。(需填妥圖片授權合約) 

5. 優選及佳作之作品可退回。作品退件須負擔費用（含物流及人工處理費用）： 

 個人退件：每件退件費用新台幣 150 元。 

 團體退件：2~ 19 件，每件 100 元；20 件以上每件 80 元； 

 親自取件者，酌收每件 100 元人工處理費。 

 海外郵資另計。 

6. 團體退件請統一收件地址，否則依個人退件方式收費。所有退件作品一律採用「宅配送達」。 

十三、著作使用權：前三名作品之所有權及及優選、佳作之著作使用權歸雅蒂斯企業所有，所有得獎作品皆可供

本公司刊登於網站、產品印刷及年度畫冊上，本公司將不另行通知。 

 

雅蒂斯企業有限公司 | 地址：3305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07 巷 60 弄 7 號  電話：03-3362208#119. 150 活動小組 

讓繪畫更得心應手~ 

魔幻筆 13 色入 

(含削鉛筆器及橡皮擦) 

一次珍藏 12 屆

得獎作品！ 

 

精美參賽證書，

為資歷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