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 競賽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目的 

    日本有馬溫泉千年古湯名聞國際，新竹縣溫泉觀光產業協會與有馬溫泉觀光協會友好

締結，今年融合客家、原住民、動漫等元素，與日本合作塑造新竹縣「尖石內灣溫泉むす

め」角色代表，另外新竹縣也推出「新竹縣觀光友好大使」角色，以「新竹縣 來我家玩

吧!」的口號，歡迎所有喜歡新竹縣的國內外好朋友，到新竹縣欣賞山海湖風光，泡湯享

美食。 

   「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溫泉季」特別舉辦 Cosplay競賽，廣邀喜愛溫泉或動漫文化

的同好共襄盛舉，希冀以更創新的方式行銷推動新竹縣溫泉觀光的發展，逐步推升新竹縣

溫泉旅遊知名度。 

二、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7年 11月 2日止。 

三、 活動時間 

107 年 11 月 4日(星期日)12：00至 17：00 

四、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承辦單位：藝為行銷企業社【活動洽詢專線：0800-035-366】 

五、 活動地點 

新竹縣政府前廣場【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六、 競賽主題 

(一)新竹縣觀光友好大使 

-Cosplay參考圖- 

(正面) (背面) 

  



-Cosplay參考圖- 

(採柿款) (旅行款) 

  

(二)尖石 內灣 溫泉むすめ 

-Cosplay參考圖- 

 

 

 

◆基本資料 

生日：4 月 16 日  

星座：牡牛座 

血型：O 型  

身高：160cm 

三圍：B89/W58/H82 

興趣：森林浴、收集客家花布相關小物 

特技：漫畫 

喜歡的事物：米粉、東方美人茶 

討厭的事物：吝嗇的人 

 

 

溫泉むすめ 

https://goo.gl/wqq53s 

 

 

(三)自由選角(裝扮或道具中融入新竹縣溫泉區之意象) 

https://goo.gl/wqq53s


七、 比賽說明： 

(一)依本次活動競賽主題為主，其中新竹縣觀光友好大使可自訂角色設定(如：身高、體

重、星座及個性......等)，參賽隊伍需自行準備 cosplay競賽之妝、髮、服裝…

等，及裝扮所需道具，參賽隊伍可自行發揮。 

(二)參賽隊伍於比賽中需準備 3~5分鐘之演出，走秀、舞台才藝演出、歌唱、戲劇⋯等， 

不限定動漫、電影、小說、原創…作品，若超過 5分鐘或不足 3分鐘之表演時限，

評審將可予以扣分。 

(三)參賽隊伍可於裝扮或道具中融入新竹縣溫泉區之意象（例：原住民文化、客家文 

    化、溫泉意象等）或以口號、標語、道具或 rap等方式呈現，此項目將納入評分標 

    準(15%)。 

(四)每位選手只得參加一次比賽，不可重組隊伍重複參賽。 

(五)如報名超過二十組參賽隊伍，則先辦理內部初選，由主辦單位於賽前成立評選小組 

    針對所有報名參賽隊伍進行書面評審，針對書面中所提供之資料、表演或自我簡介、 

得獎紀錄、參與過之活動照片為初選評分依據，選出前二十組入圍之參賽隊伍參加正 

式比賽，評選結果由承辦單位於賽前公告並通知各參賽隊伍。 

(六)競賽出場順序將依照報名之順序決定，並於競賽活動當天於活動會場公布，參賽隊 

    伍不得有異議。 

(七) 正式比賽將分為兩階段評分，第一階段為評審評分，第二階段為民眾投票評分，依 

    照參賽隊伍於舞台上表現、cosplay裝扮綜合評選出活動得獎隊伍，並頒發獎金與獎 

    狀，得獎名額共取七名，以平均分數計算名次(平均分數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同分 

    時，以評分項目比例最高者「角色相似度」做為成績排序依據，若仍同分則再以評 

    分項目次高者「服裝造型（妝、髮、服裝）」做為成績排序依據，依此類推。 

 

八、 報名資格： 

  對角色扮演有興趣之國內民眾皆可參加，個人或團體參賽均可，若以團體參賽限 3人以 

  內報名。（未滿 18歲者，需監護人同意） 

 

九、 評選辦法 

 

(一)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評選比例 

角色相似度 30% 

服裝造型（妝、髮、服裝） 20% 

舞台台風 15% 

新竹縣溫泉之意象融入 15% 

民眾現場投票 20% 

 

    (二)評審評分：角色相似度、服裝造型（含妝、髮、服裝）、舞台台風、新竹縣溫泉之意 

象融入等項目共計 80%，由主辦單位以及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共計 4名擔任評審委

員於現場進行評分。 



(三)民眾現場投票 

1. 民眾投票佔 20%，於活動當天現場投票，投票時間以現場公告為主，原則上以所 

有參賽隊伍表演結束為準。 

2. 民眾票數現場計算後，依票數由高而低，分獲積分如下：20、19、18、17…依此 

類推。 

3. 獲民眾票數最高者，將另獲得最佳人氣獎。 

 

十、 獎勵辦法 
名次 名額 獎項內容 

第一名 1 獎金新臺幣 NT$30,000元，獎狀乙張 

第二名 1 獎金新臺幣 NT$20,000元，獎狀乙張 

第三名 1 獎金新臺幣 NT$10,000元，獎狀乙張 

佳作 3 獎金新臺幣 NT$5,000元，獎狀乙張 

最佳人氣獎 1 獎金新臺幣 NT$5,000元，獎狀乙張 

入圍獎 20 獎金新臺幣 NT$1,000元。 

備註：【入圍獎】凡入圍之參賽隊伍，每組可另獲得獎金新台幣 NT$1,000

元，由主辦單位評選報名資訊主題是否符合,以選出 20組參與為上限。 

十一、 活動報名 

採網路報名制，請報名者至(http://spa.iww.com.tw/)活動官網點選『我要報名 2018 竹

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 競賽活動』進入 beclass線上報名表，下載相關附件填寫，填寫

完畢後再至 beclass線上報名表填寫資料並上傳相關附件資料完成報名，若有任何疑問敬

請來電洽詢(竹縣將軍。美人湯 活動小組 0800-035-366)。 

 

 

 

 

活動官網 QR-Code 

十二、 注意事項 

(一)得獎及稅務相關事宜：獎金若有稅務問題依最新財政部國稅局相關規定辦理，得獎人

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無法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

格。 

(二)參賽相關事宜： 

    1. 參賽隊伍報到時須持身分證明文件(具身分證字號之證件)至服務台報到，如有冒 

       名頂替上場，遭人檢舉並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要求退還獎金，  

       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得獎隊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 1人限報名 1次，不得重複報名，違者將取消其得獎資格。 

    3. 參賽隊伍同意將報名表上所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字號、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電子信箱…等），無償提供本活動蒐 

       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主辦及承辦單位應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運用上述資 

       料。 



1. 參賽隊伍變裝不可違反善良風俗或涉及暴力、污衊、煽情裸露等演出，若內容涉 

及限制性，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2. 如有未成年參賽隊伍未檢附監護人同意書，以謊報年齡方式參賽，其相關安全及 

法律責任，由當事人自行承擔，不可咎責於活動相關單位。 

3. 除燈光及播音設備由主辦單位準備外，比賽時所需服裝、化妝特效、音樂及道具

均應自備，若有特殊需求得先向承辦單位進行申請，活動現場不接受臨時提出之

要求。 

    7.所有參賽隊伍使用過後的道具，應自行攜回、處理。 

    8.由於活動場地為開放式場地，請各參賽隊伍自行管理個人貴重物品，若有遺失自行 

      負責。 

    9.參賽隊伍應同意參賽作品的錄影、照相、版權將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委 

      外單位或與主辦單位具有合作、委任關係之第三人有權於活動中進行錄影及拍 

      照，且具使用活動之錄影、相片等相關資料之權利，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並不 

      另致酬。 

   10.活動前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為考量參賽隊伍人身安全，主辦單位有權決 

      定取消活動。 

   11.參加比賽所需之音樂選曲不得使用不法音樂，如遭檢舉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智 

      慧財產權等相關法律時，主辦單位得要求參賽隊伍提出相關證明，並由參賽隊伍 

      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12.凡報名參加者，即視為同意本比賽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相關內容主辦單位保 

      有修改、變更、取消與暫停本活動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 

      釋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主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及獎項亦保有修改及最後 

      解釋之權利，修改辦法將公告於「活動官網」及「竹縣好好玩粉絲團」，若有變動 

  以網站公告為主、不另行通知。 

(三)權利與義務：第 1名參賽隊伍須與本府簽訂溫泉季代言合約(至 108年 3月 31日)，

於溫泉季活動期間，須配合本府無償出席溫泉季活動或相關行銷宣傳至多 5場，並

自行拍攝推廣內灣尖石溫泉影片 1支(非商業性質用途)，善盡推廣與服務之職，行

銷宣揚本縣之溫泉觀光產業。 

     

 

 

 

 

 

 

 

 

 

 

 

 



附件一-監護人同意書(未滿 18歲之未成年參賽者需檢附) 

 

【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競賽活動 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為未成年參賽者                           (參賽者姓名)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茲同意                     (參賽者姓名) 主動參加「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

競賽活動，並同意主辦單位於競賽規程中所規範之所有事項。 

 

 

此致 

  

   新竹縣政府 

 

※貼心提醒及說明： 

1.敬請未成年參賽者之家長務必關照活動期間之行為及交通安全，特此敘明告知，並祈諒

察。 

2.本人了解本同意書所填寫之個人資料，係供「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競賽活動

單位為聯絡與證明之用。 

 

 

 

 

 

立書人姓名(參賽者)：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                              

 

 

緊急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2018 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 競賽活動」  參賽同意書 

參賽者姓名 (1) (2) (3) 

本人參加「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競賽活動」，同意本報名簡章之各項內容規定，並授與主承辦單位以下的相關

權利： 

1. 傳播的權利 

主承辦單位為了推廣本次活動之後續宣傳，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映、廣播以及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相關

媒體活動的公開播送權利。 

2. 作品著作權 

甲、基於為參賽者作品推廣的前提下，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之照片或影像，委由主承辦單位建立資料庫予以管

理。 

乙、參賽者之參賽用之照片或影像，其本人之肖像權仍屬於參賽者本人，除宣傳相關活動用之外主辦單位不得另

外製成其他商品使用。 

丙、參與比賽所設計之作品，其作品由參賽者保有著作人格權，但其照片或影像使用權應優先提供予主辦單位於

其業務應用領域內使用，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丁、經主辦單位彙整參賽作品後以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其著作人均為該主辦單位，就該著作

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但主辦單位欲於超越其業務領域使用參賽作品時，參賽者同意其對價格及報酬優先交

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另行協議之。 

戊、請注意「2018竹縣將軍．美人湯 cosplay競賽活動」送審之照片，該參賽者需確認所使用素材照片之再製權歸

屬！如果參賽所使用之照片曾經為商業或企業採用之相關物件，則參賽者必須確實擁有此照片的再製權，否

則請勿以該作品參賽，經查獲者除取消報名與得獎資格外，該作者需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3. 責任與義務 

甲、如經發現參賽作品之照片有非本人或是盜用他人拍攝之照片或影像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造成他人損 

    失者，該名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乙、參賽者若有得獎，得獎人同意授權參賽照片或影像之肖像權給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以作為「2018竹縣將軍． 

    美人湯 cosplay競賽活動」配合相關活動宣傳使用。請注意：所有參賽物件及照片（照片電子檔），將不會退還給參 

    賽者。  

4.領獎方式 

甲、 領獎單位可自行斟酌使用「政府立案團體」或「公司行號」或是「個人」進行獎金簽領作業。 

乙、 活動當日，若資料不齊全，恕無法當日發予獎金或車馬費，需待資料補齊後，再行補發 

丙、 獎金及獎品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每人（或單位）一次給付獎金達 20,001元，須依法代扣 10%所得

稅，故得獎隊伍實領金額將少於獎金金額。 

丁、 獎金若未達 20,001 元，雖免代扣所得稅，但仍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程序申報所得 

戊、 若為團體領取獎金，若由一人代表領獎申報，則其他得獎參賽者皆另簽收獎金切結書，不得另行向主辦單位有所

爭議。 

立同意書人簽章：(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十八歲須增加監護人簽名)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十八歲須增加監護人簽名)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十八歲須增加監護人簽名)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