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新創獎決選行程表  

 
 
 
【決選方式】 

1. 決選之參賽者應至評審現場進行口頭簡報，說明創作理念，每組簡報時間至

多以 5 分鐘為限（進入決選者相關決選資訊，決選口頭簡報時間地點，請隨

時注意官網公告）。 

2. 進入決選之作品，不得隨意更改作品內容，但容許原作品做 20%內的些許

微調修正。 

3. 可適當加入輔助簡報或模型設計，以增加對競賽作品的完整度。模型規格：

長/寬/高限制為 500*500*500mm 範圍內。 

4. 進入決選的入圍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入圍及相關注意事項。作品看板、模型

送件與現場提報請依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逾時或未出席者視同棄權，若

運送途中模型遇任何損壞，參賽者將自行負責。 
 

時間 項目 地點 決賽作品編號與發表順序 

9:20-10:00 

大專組-平面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1教室 

門口 

U-1-002 台灣文創藝起來-嘉義篇 

U-1-003 漁音 

U-1-005 檜樂塔 

U-1-011 傳嘉說義 

U-1-012 嘉期如夢２０１８嘉義插畫 

雙月曆 

U-1-013 嘉遊，好嗎 

U-1-014 嘉鄉 

U-1-017 嘉義ㄉㄞˋ著走 

U-1-018 嘉促咪地圖桌遊 

U-1-025 畫嘉常－嘉義旅行紙膠帶 

大專組-立體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2教室 

門口 

U-2-003 公園的風景 

U-2-007 打包日出 

U-2-011 嘉義冷知識冰心棒 

U-2-012 縫月嘉節－專屬嘉義的刺 

繡月曆 

U-2-019 紙•珠寶•茶戒  

Paper-Jewelry,Tea Ring 

U-2-021 漫步之鐘 

U-2-023 竹日－嘉義竹紙意象之燈 

具設計 

U-2-025 囪 Ａroma Chimney 

U-2-032 嘉義暖故事暖心包 

U-2-065 嘉里登 

時間:106 年 7 月 20 日(四)上午 9:20-15:0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教學研究大樓 2樓各教室 



大專組-多媒體動畫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4教室 

門口 

U-3-001 #WHO 

U-3-002 不想長大 

U-3-003 霓虹 neon 

U-3-004 你在想什麼?What's in  

your Mind? 

U-3-005 東北愛之戀 

U-3-006 台喝呷ＤＥＬＩＣＡＣＹ 

U-3-008 長不住的秘密 

U-3-009 帶妳去看戲 

U-3-010 車縫路徑 

U-3-011 Ｗho' s  There? 

10:00-12:00 決賽發表 

大專組-平面類 
教研大樓 201 教室 

各組依序發表 
大專組-立體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2 教室 
大專組-多媒體動畫類 
教研大樓 204 教室 

12:00-12:20 中場休息(參賽者中餐請自理，校內有學生餐廳及 7-11 便利商店，請自行前往) 

12:20-13:00 

高中組-平面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1教室 

門口 

S-1-004 柴頭港 

S-1-005 磚顏 

S-1-006 小吃嘉遊 

S-1-007 哈比特 

S-1-009 釋拾伍 

S-1-011 盤轉世代 

S-1-012 櫻你而在 

S-1-013 布魯 

S-1-014 戲語花 

S-1-015 果然是你 

S-1-016 魚你共舞 

S-1-017 SHUSTAR 

S-1-018 文化嘉義術 

高中組-立體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2教室 

門口 

S-2-001 射日塔-拼組夜燈 

S-2-004 一線生積 

S-2-005 來嘉呷畚 

S-2-007 笭瑯滿目 

S-2-009 憶嘉鐘 

S-2-010 走稻嘉義 

S-2-018 熊棒 

S-2-019 火車情緣 

S-2-023 想入飛飛-飛魚乾 

S-2-025 森雞盎然 

S-2-028 故響 

S-2-029 檜精 

S-2-031 壺線 



高中組-多媒體動畫類報到 
教研大樓 204教室 

門口 

S-3-001 傳棒 

S-3-002 阿里山軼事 

S-3-003 觀音的故事 

S-3-004 泰爾德 

S-3-005 Fun 遊嘉義 

S-3-006 秘雞探險 

S-3-007 嘉偶天成 

13:00-15:00 決賽發表 

高中組-平面類 
教研大樓 201 教室 

各組依序發表 
高中組-立體類 

教研大樓 202 教室 
高中組-多媒體動畫類 
教研大樓 204 教室 

15:00-- 賦歸 

 

 

 

 

 

 

 

 

 

 

 

 

 

 

 



注意事項 

  

1. 決選當天注意事項 

請所有參賽者決選當日(7/20)當天攜帶檔案(請帶隨身碟)，並提前 1 小時抵達現

場測試，當日檔案若有問題無法播放，參賽者請自行負責。 

  

2. 請於 7 月 7 日(五)前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掃描檔及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

面掃描檔或拍照圖檔(請務必清晰)寄至本設計學院信箱 design@ntua.edu.tw 以利

後續作業處理，若為團體組，請每位團員都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掃描檔及

郵局存摺封面掃描檔。 

寄出前，請再次確認 Email 夾檔有每位團員的：(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檔 (2)郵局

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檔。 

 

 

 

 

 

 

 

 

 



本校地圖位置 

 

 
 
 



 

 

                



                交通路線資訊 

公車路線：   

(一 )聯營 701(台北→迴龍 ) 

 

中華路北站→捷運西門站→小南門→龍山國中→捷運龍山寺站→中國時報→華江橋→捷運江子翠

站→江翠國中→縣議會→捷運新埔站  →致理技術學院→中山國中 (此站不停靠 )→新板橋車站 (文

化路 )→追風廣場 (萬坪公園 )→北門街→林家花園→接雲寺→大觀國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二 )聯營 702(台北→三峽 ) 

 

板橋公車站 (捷運板橋站 )→萬坪公園→北門街→林家花園→接雲寺→大觀國小→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  

 

(三 )聯營 234 正線  

 

中華路北站→捷運西門站→小南門→昆明街派出所→桂林路→龍山寺 (西園 )→華江高中→大理服

飾→台北服飾文化館→光復橋→埔墘派出所→埔墘→埔墘國小→西寮里→東寮里→新板橋車站→

縣政府→民權路口→板橋外站→板橋後車站→鄉雲里→福星里→仁愛新村→豫章工商→亞東技術

學院→南雅站→浮洲橋→力行新村→板橋榮家→中山實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四 )聯營 264 

 

玉清宮→徐匯中學→格致中學→介壽市場→金國戲院→菜寮→重新大橋→西門國小→祖師廟→龍

山寺→捷運龍山寺站→中國時報→華江橋→捷運江子翠站→江翠國中→縣議會→捷運新埔站→致

理技術學院→中山國中→新板橋車站→追風廣場→北門街→林家花園→接雲寺→大觀國小→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  

 

(五 )台北客運 793(樹林→木柵 ) 

 

木柵→景美女中→景美→莊敬中學→景平路→連城路→積穗→埔墘→江翠國中→縣議會→捷運新

埔站→致理技術學院→中山國中→板橋新站 (捷運板橋站 ) →追風廣場→北門街→林家花園→接

雲寺→大觀國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六 )台北客運 (樹林→板橋舊火車站 ) 

 

板橋舊火車站 (捷運府中站 ) →北門街→林家花園→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七 )台北客運 841(浮洲地區←→捷運板橋站 ) 

 

歡仔園站→僑中一街→僑中二街→僑中三街→歡仔園活動中心→力行新村→板橋榮家→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教師研習會→接雲寺→板橋市公所 (捷運府中站 )→  新板橋車站→板橋公車站 (第三月



台 )→板橋市公所 (捷運府中站 )→接雲寺→大觀國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板橋榮家→力行新村→歡仔園活動中心→僑中三街→僑中二街→僑中一街→歡仔園站  

 

火車路線：   

(一 )宜蘭∕北迴線：板橋←→台北←→花蓮  

(二 )西部幹線：基隆←→屏東，板橋新火車站下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板橋新火車站步行至文化路搭聯營 264、701、702 公車、台北客運 793(車費 15 元 )至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  

2.板橋新站步行至中山路搭聯營 234 公車 (車費 15 元 )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板橋新站搭計程車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車費約 90 元 ) 

(三 )西部幹線：基隆←→屏東，浮洲火車站 (區間車 )下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捷運路線：   

1.台北車站捷運搭板南 (藍 )線→西門線→龍山站→江子翠站→新埔站，由新埔站 1 號或 5 號 (往遠

東商銀方向 )出口搭乘 701、264、793 公車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台北車站捷運搭板南 (藍 )線→西門站→龍山站→江子翠站→新埔站→捷運板橋站→府中站 3 號

出口，轉搭本校接駁公車、台北客運 841 或步行至北門街轉搭 701、702、264、793 公車至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   

自行開車：   

由北往南 (由台北市往板橋方向 ) 



 

1. 台北市和平西路→ (直行 )華江橋→ (直行 )文化路→ (直行 )南門街→ (右轉 )館前西路→ (直行 )南興

橋→大觀路一段→臺灣藝術大學  

2. 台北市艋舺大道→ (直行 )華翠大橋→ (直行 )縣民大道→ (右轉 )館前西路→ (直行 )南興橋→大觀

路一段→臺灣藝術大學  

由東向西 (由中和往板橋方向 ) 

中和中山路→ (直行 )板橋區民族路→ (左轉 )中山路→ (右轉 )館前西路→ (直行 )南興橋→大觀路一段

→臺灣藝術大學   

由西向東 (由新莊往板橋方向 ) 

新莊思源路→ (直行 )大漢橋→ (直行 )民生路→ (右轉 )文化路→ (直行 )南門街→ (右轉 )館前西路→ (直

行 )南興橋→大觀路一段→臺灣藝術大學   

由南往北 (由土城往板橋方向 ) 

土城中央路→ (左轉 )新興橋→ (右轉 )大觀路二段→ (直行 )大觀路一段→臺灣藝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