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 10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報名簡章 

 

 
喜愛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的好朋友，你們好嗎？ 

今年初，全球受到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不斷升溫，你我的生活及心情不免產生一些改變及

影響。但「防疫不防藝術」，受到全國心智障礙者期待的「2020 第１0 屆全國心智障礙

者才藝大賽」，今年競賽仍將正常舉辦，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開放報名。 

智總將會隨時掌握疫情資訊，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防疫事項，隨時調整

活動方式並公告於官方網站。 

在尚未開放報名期間，鼓勵熱愛藝術創作的朋友，儲存好你的創作能量，讓我們一同攜

手以藝術共渡這段艱困時期，以「藝」抗疫！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敬啓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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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旨在從中發掘具有特殊才華的心智障礙者，提供一個機會

讓世人看見他們的天賦，發揮正向的影響力。 

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自 2002 年開始舉辦，已鼓勵一萬五千位以上心智障礙者站上

舞台展現自我，不但可從中找到發揮的舞台，也找到自信。從才藝大賽更延伸出國際參

展以及參與國際徵件活動，心智障礙者的舞台不僅在台灣，也走向國際。 

「2020 年第 10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歡迎你的加入，在舞台綻放生命光彩！ 

二、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二）承辦單位： 

   1、初賽： 

（1）北區：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 

（2）中區：雲林縣啟智協會 

（3）南區：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4）東區：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2、總決賽：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三、 參加對象 

（一）參賽資格：6 歲以上，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以前出生，自閉症、智

能障礙者、唐氏症者，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並分為三組： 

年齡組別 年齡範圍 出生年 

兒童組 6～12 歲 
民國 97~103 年 

西元 2008~2014 年 

青少年組 13～20 歲 
民國 89~96 年 

西元 2000~2007 年 

成人組 21 歲以上者 
民國 88 年以前 

西元 1999 年以前 

四、 參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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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賽類別及參賽主題 

分為「表演藝術類」、「視覺藝術類」二大類別，下列為各類別及參賽主題說明： 

（一）表演藝術類 

組別 內容說明 參賽主題 

1.音樂表演組 

音樂表演含歌唱、樂器演奏......等。 

注意事項： 

（1）歌唱（靜態）：純歌曲演唱者，比賽現場需自彈自唱

或配合伴奏(禁用伴唱帶)，違者將酌以扣分。 

（2）歌唱（動態）：結合歌曲演唱及舞蹈的參賽者，可放

伴唱帶。 

（3）樂器演奏包含自彈自唱。 
自由訂定 

2.舞蹈表演組  
含各種舞蹈表演，爵士舞蹈、街舞、民族舞蹈、現代舞、

手語……等。 

3.多元表演組  

表演中包含太鼓、爵士鼓、木箱鼓、鼓舞、扯鈴、直排

輪、或劇情表演的多元綜合演出，包括傳統民俗技藝表演

—跳鼓陣…等（不含啦啦隊）。 

  （二）視覺藝術類 

組別 內容說明 參賽主題 

1.平面繪畫組 

1.作品規格：以八開、四開畫紙為限。 

2.作品請勿裝框。 

3.不含電腦繪圖。  

「我想……」 

題目請依據創作內容延伸訂定。 

如果可以，你想要做什麼呢？想

要成為哪種職業、哪種角色，或

者變成動物、太空梭、飛機…，

或是想做什麼活動？比如：我想

當廚師、我想吃西瓜、我想跳

舞…，通通可以喔！ 

請與我們分享，你想…。 

2.立體造型組  

包括裁縫／拼布／工藝／陶藝/摺紙/

黏土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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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賽辦法 

（一）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未完成網路報名者視同未報名。 

（二）競賽階段：分 4 區初賽及總決賽兩階段進行。 

區域 範圍 

北區初賽 
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北區不受理跨區報名） 

中區初賽 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金門縣 

南區初賽 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連江縣 

東區初賽 花蓮縣、台東縣 

全國總決賽 北、中、南、東四區初賽，表演藝術類各組初賽冠軍者；視覺藝術類各

組初賽獲特優者 

（三）比賽類組及參賽規定：得以「團體」或「個人」報名，同一人可跨不同類別分組

參加。例：小明可以報名—個人鋼琴獨奏，遞交一件繪畫作品、一件陶藝作品參賽，需

同時完成報名。 

  1、團體項目 

比賽類別 比賽組別 年齡組別 參賽規定 

表演藝術類 1.音樂表演組 

2.舞蹈表演組 

3.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1.唯同一人同一屆至多出賽２次（含個人組

／團體組）。 

2.表演藝術類團體組，各單位至多報名 3 項

團體競賽項目。 

3.表演時間限 3～5 分鐘為限，如有逾時將

酌予扣分。 

4.2 人或以上，請報名團體組，以團內年紀

最長者為年齡分組依據。 

5.報名時請詳列舞台表演參與人員名單，供

評審參考表演之協助性，以作為評分參考。 

6.參賽者需自備樂器，除鋼琴外。 

7.場地安全考量，啦啦隊不列入比賽項目中。 

8.若場地使用規定，如有禁止「直排輪、滑

板」在舞台上滑行，主辦單位將在比賽會場

外另擇合適場地。 

9.各區表演藝術類各組冠軍，將代表初賽地

區參加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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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人項目 

比賽類別 比賽組別 年齡組別 參賽規定 

表演藝術類 1.音樂表演組 

2.舞蹈表演組 

3.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1.唯同一人同一屆至多出賽２次（含個人組

／團體組）。 

2.北區初賽－表演藝術類"個人組"-音樂、舞

蹈、多元組，每組預定參賽人數為 10 人，

以報名時間為優先順序，視整體賽事開放候

補名額。 

3.表演時間限 3～5 分鐘為限，如有逾時將

酌予扣分。 

4.參賽者需自備樂器，除鋼琴外。 

5.各區表演藝術類各組冠軍，將代表初賽地

區參加總決賽。 

視覺藝術類 1.平面繪畫組 

2.立體造型組 

1.可跨類別分組報名，惟同一類別分組限一

件作品參賽。例如，平面繪畫組，只能報名

一件參賽作品，以此類推。 

2.平面繪畫作品規格限 4 開或 8 開，作品請

勿裝框，若以捲筒方式寄送作品，請於捲筒

外加註參賽者姓名、聯絡電話、參賽區域。 

3.立體造型組作品，請附上作品照片一張。 

４.參賽者送件請妥善包裝保護作品，如於郵

寄或運送途中毀損或遺失，由寄件人及運送

單位自行負責。 

５.海外結誼組織報名參加「視覺藝術類」之

競賽，請於 9 月 20 日（日）前將稿件投遞

至北區承辦單位。 

６.視覺藝術類獲選「特優、優等」之作品，

將於會場進行展覽。 

７.各區初賽視覺藝術類特優之作品，將代表

初賽地區參加總決賽。 

（四）初賽與總決賽表演內容相同，無需重新報名，及更改表演主題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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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及準備資料 

    （一）報名方式：請至「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完成線上報名。   

  （二）報名網址：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 http://www.papmh.org.tw  

  （三）報名日期：9 月 1 日（二）～9 月 30 日（四），逾時不候，請儘早報名並寄

送資料，以免影響參賽權益。 

  （四）報名注意事項： 

  1.請依規定完成「線上報名」及「寄送附件資料」，始報名成功，所有報名資

料均以線上系統為主，報名簡章請至官網下載。 

  2.報名期間內請至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點選「個人組」或「團體

組」報名表，填寫報名資料（線上報名資料送出後無法修改，敬請留意所填寫

資料）。 

 3.報名附件資料，請於 9 月 30 日（四）前郵寄至各區初賽承辦單位，以郵戳

為憑，逾期概不受理，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各區初賽承辦單位。 

  4.報名附件資料皆須檢附齊全，評選資格不符者不另通知或退件，檢附資料

將由本會統一保存或銷毀。 

  5.海外結誼組織報名參加「平面繪畫組」競賽，作品請於 9 月 20 日（日）前

郵寄至北區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6.報名組別查詢 

類別 組別 內容 

表演

藝術

類 

音樂表演組 含歌唱、鋼琴、電子琴、手風琴、木琴、口風琴、大提琴、小

提琴、烏克麗麗、陶笛、琵琶、古箏、排笛、長笛、直笛、薩

克斯風、吉他、按鐘、沙鈴、竹鐘、樂器演奏...等。 

舞蹈表演組 各種舞蹈表演，爵士舞蹈、街舞、民族舞蹈、現代舞、手語…

等。 

多元表演組 表演中包含太鼓、爵士鼓、木箱鼓、非洲鼓、鼓舞、扯鈴、直排

輪、或劇情表演的多元綜合演出，包括傳統民俗技藝表演跳鼓

陣…等（不含啦啦隊）。 

視覺

藝術

類 

平面繪畫組 (不含電腦繪圖)包括油畫、素描…等。 

立體造型組 包括裁縫／拼布／工藝／陶藝/摺紙/黏土創作…等，若作品上任

何之創作浮凸於紙張（不含油畫顏料），如：貼鑽、摺紙等。 

若您對於填報的報名組別有任何疑問，請洽各區初賽承辦單位，聯絡方式請見 P10。 

http://www.pap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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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選標準及評選作業 

（一）評選標準 

類別 分組 個人組 團體組 

表演藝術類 

音樂表演組 

主題表現 50% 主題展現與才藝技能 35% 

熱情、認真度、台風 20% 演出流暢度及整體效果 20% 

獨立作業 15% 獨立作業 15% 

演出流暢度 15% 熱情與認真度 15% 

群體合作 15% 

舞蹈表演組 

多元表演組 

主題表現 40% 主題展現與才藝技能 35% 

熱情、認真度、台風 20% 獨立作業 15% 

演出流暢度 15% 熱情與認真度 15% 

獨立作業 15% 群體合作 15% 

服裝創意 10% 演出流暢度及整體效果 10% 

服裝創意 10% 

視覺藝術類 
平面繪畫組 

立體造型組 

創作自主性 30% 

 
主題內容 30% 

媒材技法 20% 

創意呈現 20% 

（二）評選作業 

     1.初賽及總決賽執行單位，邀請國內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組各類別專業評審團，

進行評審作業。 

     2.全國四區初賽：預訂於 10 月 17 日至 1１月７日辦理完竣，確切辦理時間及

地點，將另行公告。 

    3.全國總決賽： 11 月 28 日(六)，比賽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群英堂。 

          12 月 28 日(一)起，將分批寄還總決賽視覺藝術類作品。 

4.各區初賽及總決賽賽程公告：將於各場次舉辦前 2 週，公布於「中華民國智

障者家長總會官網」及「各區初賽承辦單位官方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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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獎勵內容 

  （一）初賽 

類別 分組 年齡 組別 獎勵內容 

表演藝術類 

音樂表演組 

舞蹈表演組 

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個人組 

第一名~第三名：獎盃一座、獎狀一面 

第四～六名：頒發獎狀 

入選：頒發獎狀 

團體組 
第一名~第三名：獎盃一座、獎狀一面 

第四名起：頒發獎狀 

視覺藝術類 
平面繪畫組 

立體造型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個人組 

特優：3～5 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面 

優等：頒發獎狀 

佳作：頒發獎狀 

入選：頒發獎狀 

「特優」及「優等」作品於初賽現場展

示。 

  （二）總決賽 

類別 分組 年齡 組別 獎勵內容 

表演藝術類 

音樂表演組 

舞蹈表演組 

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個人組 
第一名~第四名：獎盃一座、獎狀一面 

第五名～第八名：獎狀一面 

團體組 
第一名~第四名：獎盃一座、獎狀一面 

第五名～第八名：獎狀一面 

視覺藝術類 
平面繪畫組 

立體造型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個人組 

特優：3～5 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

面 

優等：頒發獎狀 

佳作：頒發獎狀 

入選：頒發獎狀 

父母深情獎 獎盃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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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常見問題 

類別 問題 回答 

報名問

題【個

人組】 

1.請問我想報名「表演藝術類個人－音樂

表演組及多元表演組」，線上報名表是否

可一次完成？ 

操作線上報名時，即可同時填寫「音

樂表演組及多元表演組」報名資料。 

2.我昨天在線上完成報名「視覺藝術類－

平面繪畫組」，今天又想報名表「表演藝

術類－個人舞蹈表演組」。 

為什麼報名系統一直顯示，此人已報名？ 

報名資料送出後無法修改，請於填寫

線上報名表時，請同時完成欲報名的

競賽項目。 

 

3.請問我的繪畫創作有貼一些亮片、黏

土、拼布…等，應該報名「平面繪畫組」

還是「立體造型組」？ 

作品只要在紙上凸出來，就視同為立

體造型組。 

4.線上報名時，我報名「視覺藝術類－平

面繪畫組」，但我寄了好幾件作品，評分

時可以請評審幫我挑選出一件作品嗎？ 

同一項競賽項目，限報名一件參賽作

品。若您寄送多件作品，將由各區初

賽承辦單位隨機挑選。 

5.北區初賽-表演藝術類＂個人組＂—音

樂、舞蹈、多元組，每組預定參賽人數為

10 人，以報名時間為優先順序。我在

9/10 報名北區初賽-表演藝術類＂個人組

＂—音樂及多元組，要如何知道是否報名

成功？ 

1.完成「線上報名」及「寄送附件資

料」，才算報名成功。完成線上報名

後，請盡速將附件資料寄至北區初賽

承辦單位。 

2.每週四下午 2 點（遇假日則順延），

可至「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粉絲

專頁及「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

網」、FB 粉絲團，查詢報名狀況。 

報名問

題 

【團體

組】 

6.我要幫學員報名「表演藝術類－音樂表

演團體組」，樂團指揮需列入表演者嗎？ 

樂團指揮不需列入表演名單，填寫網

路報名表時，僅需填寫樂團成員。 

7.我們機構想幫學員報名「表演藝術類－

團體組音樂表演組及多元表演組」，請問

線上報名表可一次完成報名？ 

團體組報名表，每次限填報一項競賽。 

若貴單位想報名音樂表演組及多元表

演組，請分成 2 次報名。 

8.我們單位學員人數很多，想讓學員有學

習的機會，因此規劃報名 6 組「表演藝術

類－團體組」，包含成人音樂表演組１

1.為保障各團體的參賽權益，各單位

至多報名表演藝術類 3 項團體競賽項

目，含跨年齡組及組別之計算。 



 

9 
 

隊、青少年多元表演組２隊、青少年舞蹈

組２隊、成人多元組２隊，請問團體組是

否有報名限制？ 

2.若貴單位報名超過 3 項團體競賽項

目，主辦單位及初賽承辦單位保留調

整參賽資格的權利。 

報名問

題 

9.比賽期間可以更改報名主題嗎？ 無論是初賽或進入到總決賽，均不可

更改報名主題。 

10.我於報名期間內完成「表演藝術類」

線上報名，我不需使用音樂檔案，還需要

寄附件資料到初賽承辦單位嗎？ 

需要。附件資料需檢覆相關個人證明

文件，為必要報名文件。 

繳交附件不完整者，視同未完成報

名。參賽者須於報名截止

(2020/09/30)前，繳交相關附件資料

至初賽承辦單位（郵戳為憑），參賽者

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請黏

貼在附件表格，視為完成報名。 

11.我有寄附件資料及列印出要報名的競

賽項目資料給初賽承辦單位，但沒有線上

報名，這樣算完成報名嗎？ 

2020/09/30 前請依規定，完成「線

上報名」及「寄送附件資料」二階段

報名程序，才算完成報名。 

12.我住在台中，想報名參加才藝賽，但

中區初賽時間剛好與其他活動撞期，我可

以報名其他區域的初賽嗎？ 

僅北區初賽不受理跨區報名（北區範

圍：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中、

南、東區初賽可受理跨區報名。 

線上操

作 

11.請問填寫線上報名後，可以再增加報

名項目、修改或刪除資料嗎？ 

報名資料一經送出，即無法再進行任

何修改，請欲報名的參賽者注意。 

12.我對電腦不熟悉，擔心無法完成線上

報名，是否可協助報名？ 

線上報名的方法，請至「中華民國智

障者家長總會官網/不可不看」點選

「才藝大賽線上報名教學手冊」。 

其他 

13.我報名北區表演藝術類多元表演組，

初賽前還沒收到賽程通知，除了打電話詢

問，還有其他查詢活動訊息的方式？ 

才藝賽相關活動訊息，請密切鎖定

「各區初賽承辦單位 FB 粉絲團」或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 

14.我的表演內容是爵士鼓，需要自備樂

器？ 

各區初賽僅提供鋼琴；總決賽提供鋼

琴、爵士鼓，其他所需之樂器及演奏

用具請參賽者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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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聯絡資訊 

區域 單位名稱及收件地址 電話 官網 

北區

初賽 

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 

300 新竹市南大路 672 巷 3 弄 22 號 
03-5626684 

請於 FB 搜尋「新竹市智障

褔利協進會」粉絲專頁 

中區 

初賽 

雲林縣啟智協會 

640 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 60 號 
05-5571311 

請於 FB 搜尋「雲林縣啟智

協會」粉絲專頁 

南區 

初賽 

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830 高雄市鳳山區褔誠二街 168 號 5 樓 
07-7199982 

請於 FB 搜尋「高雄市心智

障礙服務協進會」粉絲專頁 

東區 

初賽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950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200 巷 7 號 
08-9238668 

請至搜尋引擎，搜尋「台

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官

方網站 

總決

賽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02-27017271 

請至搜尋引擎，搜尋「中

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官方網站 

十二、注意事項 

（一）本會保有確認報名者是否符合參賽資格。經查證若不符資格，本會可取消

報名者之參賽資格。 

（二）若報名北區初賽－表演藝術類"個人組"-音樂、舞蹈、多元組，將於每週四

下午 2 點（遇假日則順延），可至「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粉絲專頁及「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FB 粉絲團，查詢報名狀況。 

（三）表演藝術類團體組，為保障各團體的參賽權益，各單位至多報名 3 項團體

競賽項目，若貴單位報名超過 3 項團體競賽項目，主辦單位及初賽承辦單位保留

調整參賽資格的權利。 

（四）才藝賽相關活動訊息，請密切鎖定各區初賽承辦單位官網或中華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會官網、FB 粉絲團。 

（五）海外結誼組織報名參加「平面繪畫組」競賽，作品請於 9 月 20 日（四）

前郵寄至北區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六）主辦單位對於參賽者表演內容、參賽作品、活動照片有展覽、出版、宣

傳、上網、共播及製作為文宣推廣品之權利。 

（七）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保有此活動之修改、變更或暫停此活動之權利，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網站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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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第 10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表演藝術類—個人組】報名資料表 

 

參賽者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推薦單位  

參賽報名 □已完成網路報名 參賽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是否有配樂 □有   □無 

參賽組別 

*請勾選 

□音樂表演組    □舞蹈表演組    □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聯絡人  與參賽者關係  
聯絡電話 (   ) 

手機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請浮貼】 

相關證明文件正面 

【請浮貼】 

相關證明文件背面 

本人_____________（請參賽者／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為宣傳本活動以及

其他公益推廣之目的，得不限期間、地區、方式，合法無償使用參賽作品、參賽活動影片及照片，

例如：公開展覽、公開播映、重製印刷、出版發行、網路宣傳、編輯設計、媒體刊登、製作紀念品

等，並同意本會在以上所述使用範圍內得以揭露姓名。 

9／30 前

請檢附下

列資料，

郵寄至各

區初賽承

辦單位 

□附件一、表演藝術類個人組報名資料表   

□配樂，提供方式□郵寄  □E-MAIL：信件主旨「參賽者名稱+參賽主題」（若無配樂，請打Ｘ） 

 北區初賽：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 300 新竹市南大路 672 巷 3 弄 22 號 03-5626684  

  北區初賽 E-mail：northtalsh@gmail.com 

 中區初賽：雲林縣啓智協會 640 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 60 號 05-5571311 

  中區初賽 E-mail：middletalsh@gmail.com 

 南區初賽：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830 高雄市鳳山區褔誠二街 168 號 5 樓 07-7199982 

南區初賽 E-mail：southtalsh@gmail.com 

 東區初賽：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950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200 巷 7 號 08-9238668 

  東區初賽 E-mail：easttalsh@gmail.com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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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第 10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表演藝術類—團體組】報名資料表 

 

參賽者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團體名稱  

參賽報名 □已完成網路報名 參賽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是否有配樂 □有   □無 

參賽組別 

*請勾選 

□音樂表演組    □舞蹈表演組    □多元表演組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團體聯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   ) 

手機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為宣傳本

活動以及其他公益推廣之目的，得不限期間、地區、方式，合法無償使用參賽作品、參賽活動影片及

照片，例如：公開展覽、公開播映、重製印刷、出版發行、網路宣傳、編輯設計、媒體刊登、製作紀

念品等，並同意本會在以上所述使用範圍內得以揭露姓名。*請蓋團體證明章* 

編號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黏貼處【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黏貼處【反面】 

1 請浮貼 請浮貼 

2 請浮貼 請浮貼 

3 請浮貼 請浮貼 

4 請浮貼 請浮貼 

5 請浮貼 請浮貼 

6 請浮貼 請浮貼 

7 請浮貼 請浮貼 

8 請浮貼 請浮貼 

9 請浮貼 請浮貼 

10 請浮貼 請浮貼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9／30 前 

請檢附右

列資料，

郵寄至各

區初賽承

辦單位 

□附件一、表演藝術類團體組報名資料表   

□配樂，提供方式□郵寄  □E-MAIL：信件主旨「參賽者名稱+參賽主題」（若無配樂，請打Ｘ） 

 北區初賽：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 300 新竹市南大路 672 巷 3 弄 22 號 03-5626684  

  北區初賽 E-mail：northtalsh@gmail.com 

 中區初賽：雲林縣啓智協會 640 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 60 號 05-5571311 

  中區初賽 E-mail：middletalsh@gmail.com 

 南區初賽：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830 高雄市鳳山區褔誠二街 168 號 5 樓 07-7199982 

南區初賽 E-mail：southtalsh@gmail.com 

 東區初賽：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950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200 巷 7 號 08-9238668 

  東區初賽 E-mail：easttalsh@gmail.com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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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第 10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視覺藝術類—個人組】報名資料表 

 

參賽者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推薦單位  

參賽報名 □已完成網路報名 參賽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參賽組別 

*請勾選 

□平面繪畫組（作品請隨本表格，寄送至各區初賽承辦單位） 

□立體造型組（作品及一張作品照片請隨本表格，寄送至各區初賽承辦單位） 

□兒童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 

作品名稱  

作品是否寄還 □比賽後請寄還作品    □不需寄還 *如未勾選由初賽承辦單為及主辦單位處理。 

聯絡人  
與參賽者

關係 
 

聯絡電話 (   ) 

手機  

本人_____________（請參賽者／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為宣傳本活動以

及其他公益推廣之目的，得不限期間、地區、方式，合法無償使用參賽作品、參賽活動影片及照

片，例如：公開展覽、公開播映、重製印刷、出版發行、網路宣傳、編輯設計、媒體刊登、製作紀

念品等，並同意本會在以上所述使用範圍內得以揭露姓名。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請浮貼】 

相關證明文件正面 

【請浮貼】 

相關證明文件背面 

9／30 前 

請檢附右列

資料，郵寄

至各區初賽

承辦單位 

□ 附件三、視覺藝術類個人組報名資料表 

□ 作品 

□ 立體造型作品照片（平面繪畫不需附上作品照片） 

 北區初賽：新竹市智障褔利協進會 300 新竹市南大路 672 巷 3 弄 22 號 03-5626684  

   北區初賽 E-mail：northtalsh@gmail.com 

 中區初賽：雲林縣啓智協會 640 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 60 號 05-5571311 

   中區初賽 E-mail：middletalsh@gmail.com 

 南區初賽：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830 高雄市鳳山區褔誠二街 168 號 5 樓 07-7199982 

南區初賽 E-mail：southtalsh@gmail.com 

 東區初賽：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950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200 巷 7 號 08-9238668 

   東區初賽 E-mail：easttalsh@gmail.com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