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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秀出壓箱寶--老照片」活動  報名簡章 

一、 宗旨 

為鼓勵鄉親提供家中所珍藏之歷史文物，以記錄歷史，提升關懷鄉土文化

及宗教藝術意識，特舉辦本活動。 

二、 主辦單位：台北霞海城隍廟（台北市迪化街一段 61 號） 

三、 協辦單位：中華霞城文化發展協會 

四、 活動對象：不限。但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作品或擁有該作品所有權與

著作權。如經第三人對於作品提出異議，查證屬實者，取消得

獎資格，後續獎位不予遞補。 

五、 參賽作品：規格不限。但限未曾公開發表或未在其他比賽獲獎。 

六、 參賽作品主題 

1990 年 1月 1 日以前之未經出版之下列主題照片： 

（一） 紀錄台北霞海城隍廟古蹟建築物、人物。 

（二） 紀錄台北霞海城隍廟五月十三迎城隍相關宗教慶典活動。 

（三） 紀錄台北市大同區（含原 1990 年以前之大同、延帄、建成三區，東

至捷運淡水線，西至淡水河，南至忠孝西路、鄭州路，北至以中山高

速公路邊界。）相關人、事、物。 

七、 評選方式 

由台北霞海城隍廟邀請專業人士組成評選小組負責依下列評分標準評選。 

（一） 年代：總分 30 分。  

1. 1895 年以前（清朝統治時期）：以 30 分計。 

2. 1895—1945 年（日本統治時期）：以 20—29 分計。 

3. 1945 年以後（光復以後時期）：以 1-19 分計。 

（二） 主題意境：總分 20 分。 

（三） 照片品質：總分 20 分。 

（四） 攝影技巧：總分 30 分。 

八、 活動方式 

（一） 報名方式：請將擬參賽之「老照片」彩色影印為 A4 規格與報名表郵

寄「台北市迪化街一段 61 號台北霞海城隍廟收」以通訊報名，或蒞

臨本廟服務台繳件親自報名，亦可以電子檔寄 EMAIL：ggh0107＠

gmail.com 宋綠珩小姐（檔案內容均應自行調整為 A4 格式之 jpg 檔與

word 檔），免收手續費。 

（二） 報名期間：100年 12月 12 日開始收件，12 月 25 日截止收件。 

（三） 評審：本廟於 101 年 1 月 7 日與 8 日辦理評選。 

（四） 公布得獎名單與通知：101年 1月 9 日通知（函件與電話、電子信箱）。 

（五） 頒獎：101 年 2 月 6 日（農曆 1月 15 日）。參賽者於領獎時應提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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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原稿底片或正本，並確認簽署「著作者聲明及著作財產權讓渡

同意書」，無法提供者，視同棄權。 

九、獎勵： 

（一）城隍爺獎：一名。獎金參萬元、獎狀一紙。 

（二）城隍夫人獎：一名。獎金貳萬元、獎狀一紙。 

（三）月下老人獎：一名。獎金壹萬元、獎狀一紙。 

（四）義勇公獎：三十八名。獎金壹千元、獎狀一紙。 

城隍爺獎、城隍夫人獎、月下老人獎，參賽者限得一獎。參賽作品未達入

選以上水準，獎項則從缺不遞補。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獎項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二）規則修改：凡參賽者視同同意本簡章規則，本廟得視需要增刪，並於

本廟公告（網址：www.tpecitygod.org），不另行通知。 

十一、活動經費勸募 

（一）本活動得獎作品，本廟均會用於本廟相關藝文活動展覽、出版明信片、

納入本廟廟誌，或提供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作非營利之展覽、出版使

用，以提升得獎作品之歷史價值與周知。 

（二）本活動為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關注地區藝文、體認本廟特有宗教文

化，歡迎洽本廟認助本活動經費，本廟並視經費募集情形逐年續辦。 

 
100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秀出壓箱寶--老照片」與「精彩霞海
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報名表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組別 

(擇一勾

選)  

□「秀出壓箱寶--老照片」 照片年代 西元    年 

□「精彩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 就讀學校  

題目  作品規格 ＿＿公分*＿＿公分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聯絡地址  

備    註 

1.投稿期間：秀出壓箱寶-老照片：100年 12月 12 日至 25 日；精彩

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101 年 4 月 15 日至 30 日。 

2.如有疑義請逕洽承辦單位「中華霞城文化發展協會」宋綠珩秘書

長 0935495935 或「台北霞海城隍廟」02-25580346。 



 3 

100 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精彩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報名簡章 

一、 宗旨 

為鼓勵青年學子參與地區宗教、慈善與文化活動，以記錄歷史，提升關

懷鄉土文化及宗教藝術意識，特舉辦本活動。 

二、 主辦單位：台北霞海城隍廟（台北市迪化街一段 61 號） 

三、 協辦單位：中華霞城文化發展協會 

四、 活動對象：於中華民國就讀大學或高中之在學學生（投稿時仍為在學之

學生，領獎時須提供學生證或應屆畢業證書以供查驗）。 

五、 參賽作品：未經出版之下列主題水彩畫（八開以上，規格不限，報名時，

請自行彩色影印為 A3 規格），如經第三人對於作品提出異

議，查證屬實者，取消得獎資格，後續獎位不予遞補。 

六、 參賽作品主題： 

（一） 紀錄台北霞海城隍廟古蹟建築物、人物。 

（二） 紀錄台北霞海城隍廟五月十三迎城隍相關宗教慶典活動。 

（三） 紀錄台北市大同區（含原 1990 年以前之大同、延帄、建成三區，東至

捷運淡水線，西至淡水河，南至忠孝西路、鄭州路，北至以中山高速公

路邊界。）相關人、事、物。 

七、 評選方式 

由台北霞海城隍廟邀請專業人士組成評選小組負責依下列評分標準評選。 

（一） 作品主題：總分 30 分。 

（二） 構    圖：總分 30 分。 

（三） 繪畫技巧：總分 40 分。 

八、 活動方式 

（一） 報名投稿方式：請將擬參賽之「水彩畫」以彩色影印為 A3 規格及報

名表，郵寄通訊報名或蒞臨本廟服務台親自報名，亦可以電子檔寄

EMAIL：ggh0107＠gmail.com 宋綠珩小姐（檔案內容畫作為 A3 格式

之 jpg 檔、報名表為 A4 規格 word 檔），免收手續費。 

（二） 報名投稿期間：101年 4月 15 日開始收件，4 月 30 日截止收件。 

（三） 評審：本廟於 101 年 6 月 16 日與 6 月 17 日評選。 

（四） 公布得獎名單與通知：101 年 6月 18 至 6 月 24 日通知（正式函件與

電話、電子信箱）。 

（五） 頒獎：101 年 6 月 30 日（農曆 5月 12 日）。領獎時應繳交「水彩畫」

正本，並確認簽署「著作者聲明及著作財產權讓渡同意書」，無法

提供者，視同棄權。 

九、獎勵：  

（一）城隍爺獎：一名。獎金伍萬元、獎狀一紙。 

（二）城隍夫人獎：一名。獎金參萬元、獎狀一紙。 

（三）月下老人獎：一名。獎金貳萬元、獎狀一紙。 

（四）義勇公獎：三十八名。獎金參千元、獎狀一紙。 

城隍爺獎、城隍夫人獎、月下老人獎，參賽者限得一獎。參賽作品未達入

選以上水準，獎項則從缺不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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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獎項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二）規則修改：凡參賽者視同同意本簡章規則，本廟得視需要增刪，並於

本廟公告（網址：www.tpecitygod.org），不另行通知。 

（三）本廟 100 年[五月十三迎城隍]慶典活動重要時程表: 

活動 國曆 農曆 時間 地點 

放軍安五營 6/7(二) 5/6 13:00 台北霞海城隍廟出發 

海內會祝壽 6/7(二) 5/6 18:00 台北霞海城隍廟正殿 

陣頭大匯演 6/11(六) 5/10 10:00 永樂廣場 

暗訪夜巡 6/12(日) 5/11 17:00 台北霞海城隍廟出發 

出巡遶境 6/14(二) 5/13 12:00 民族西路口報到 

祝壽法會 6/15(三)~6/19(日) 5/14~5/18 08:00~17:00 台北霞海城隍廟廟埕 

壽宴擺設 6/15(三) 5/14 17:00 永樂廣場 

收軍回本廟 6/19(日) 5/18 09:00 台北霞海城隍廟出發 

電影欣賞 6/6(一)~7/7(四) 5/5~6/7 19:00~21:00 永樂廣場(每日放映) 

十一、活動經費勸募 

（一）本活動得獎作品，本廟均會用於本廟相關藝文活動展覽、出版明信片、

納入本廟廟誌，或提供政府、非營利事業組織作非營利之展覽、出版使

用，以提升得獎作品之歷史價值與周知。 

（二）本活動為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關注地區藝文、體認本廟特有宗教文

化，歡迎洽本廟認助本活動經費，本廟並視經費募集情形逐年續辦。 

 
100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秀出壓箱寶--老照片」與「精彩霞海
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報名表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組別 

(擇一勾

選)  

□「秀出壓箱寶--老照片」 照片年代 西元         年 

□「精彩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 就讀學校  

題目  作品規格 ＿＿公分*＿＿公分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聯絡地址  

備    註 

1.投稿期間：秀出壓箱寶-老照片：100年 12月 12 日至 25 日；精彩

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101 年 4 月 15 日至 30 日。 

2.如有疑義請逕洽承辦單位「中華霞城文化發展協會」宋綠珩秘書

長 0935495935 或「台北霞海城隍廟」02-2558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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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 

「秀出壓箱寶--老照片」與「精彩霞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
著作者聲明及著作財產權讓渡同意書 

註：1. 若為共同著作請共同簽名。 

2. 本同意書請於領獎前完成簽署。 

本人以著作名稱：                                  

作品參加 100 年第一屆台北霞海城隍廟「秀出壓箱寶--老照片」與「精彩霞

海城隍繪畫比賽—水彩畫」，同意以下五點聲明事項： 

一、經得獎之作品，其原稿著作財產權歸「台北霞海城隍廟」所有。 

二、作者保證本作品未公開發表或非曾於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得獎作品。 

三、本作品為著作人所有或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且未曾以任

何形式正式出版。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

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主辦及承辦單位無關。 

四、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或已公開發表，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

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五、「台北霞海城隍廟」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

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並提供網站使用者檢索、瀏覽、

列印或下載功能，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此致 

台北霞海城隍廟 

 

 

立同意書人(授權代表人)：       
(簽名及蓋章) 

授權代表人身份證字號： 

授權代表人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