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展覽地點 
松菸⽂創園區_北向製菸⼯廠 

￭ 展覽⽇期 
2021年12⽉10⽇ (五) - 12⽉12⽇ (⽇)  

￭ 媒體嘉賓 
2021年12⽉10⽇ (五) 12:00 – 14:00 

￭ ⼤眾展期 
2021年12⽉10⽇ (五) 14:00 – 20:00  
2021年12⽉11⽇ (六) 10:00 – 20:00  
2021年12⽉12⽇ (⽇) 10:00 – 19:00  

展出地點與時程

￭  進場⽇期 
2021年12⽉09⽇ (四) 09:00- 21:00 
2021年12⽉10⽇ (五) 09:00- 12:00 
 
￭  撤場⽇期 
2021年12⽉12⽇ (⽇) 19:00- 21:00 
 



主題與類型

￭  策展主題：封⾯故事 Cover Story  
各種書、唱片、雜誌、電影都有⾃⼰的封⾯，封⾯是⼈們最先看到、最先接觸的圖⽂內容。以雜誌來
說，放在封⾯的圖片，基本上都是該期雜誌的主打，或者該期雜誌⽤來吸引⼈們焦點、眼球記憶點的
部分。因此，佔有這樣地位的報導或內容就叫「封⾯故事」、「封⾯⼈物」。如何透過封⾯有效的說
好⼀個故事、⾓⾊甚⾄創作呢？ 

￭  參展類型 
1. 策展主題：創作內容以今年策展主題「封⾯故事」作為展出內容呈現 
2.  不分類主題：沒有任何插畫主題與展出的限制設定，皆可申請 



￭  報名資格：國籍、創作類別、風格不限 
￭  報名⽅式：線上申請 | 即⽇起⾄ 2021年09⽉30⽇（四）23:59 截⽌ 
￭  報名流程 
Step 1：填寫報名⽂件，寄⾄ 2018tif@gmail.com 
Step 2：填寫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D1d7pE4wyRVbfNMB8 
Step 3：公佈入選名單 
Step 4：繳交參展費⽤ 
Stpe 5：完成參展報名 
主辦單位接受國外收件：若⼈位於國外，無法⾄現場參展，也可報名。請參照報名⽂件。 

*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間以主辦單位收到報名信件及表單、⽂件為準 
2. 主辦單位聯繫以電⼦郵件為主，請參展者於填寫報名資料時，務必提供可聯絡之電⼦信箱 (建議以Gmail為主)， 
如有變更請通知主辦單位，以免錯失相關訊息，影響參展權益 

3. 展位⼤⼩及規格，皆以報名時填寫為準，如於報名後需更改，請於繳交展位費⽤前與主辦單位告知

如何報名: ⽅式及流程

mailto:2018tif@gmail.com


￭ 展區場配：將分為三區，總共100組，以入⼝先後順序為基準劃分區域

如何報名: 展區場配

展位類型 尺⼨ 定價 (未稅) 展位數量

A 區 120 x 120 cm NT. 8,000 40

B 區 120 x 120 cm NT. 7,000 35

C 區 120 x 120 cm NT. 6,000 25

總坪數：366坪

- 上圖為⼤區域配置圖 (以⼀展位120x120cm為單位之等比⽰意圖)

- 參展展位僅選區域，最終位置，將由主辦單位依照作品性質配置

出口

出
口

入
口

A區: NT. 8000 

B區: NT. 7000 

C區: NT. 6000 



申請⼈姓名
申請⼈⾝分證號 
(外國⼈請填護照號碼)

展出姓名/ 團名 
*與申請⼈姓名不同，請務必填寫 國籍

連絡電話 出⽣⽇期 (年/⽉/⽇)
通訊地址 性別

電⼦信箱 (Gmail) 相關連結 (如網站、FB、
Instagram等社群媒體)

個⼈簡歷及介紹
*列出畢業校系及近三年重要經歷 
*提供過往代表作品或作品集 (⾄少五張圖檔) 

展出⽰意圖 
(簡易展出說明)

*請上傳預計展出作品，或是簡易展出計畫說明、簡報

如何報名: 填寫報名⽂件 (附件⼀)

(*必填)



主題選擇 
(*必填)

□參加2021「封⾯故事」主題展區     □不分區

展區選擇 
展位數量 
(*必填)

                                               (尺⼨：120 x 120 cm/展位) 
                                                           ｜A 區 □數量x1: NT. 8,000   □數量x2: NT. 15,000            

                                                           ｜B 區 □數量x1: NT. 7,000   □數量x2: NT. 13,000 

                                                           ｜C 區 □數量x1: NT. 6,000   □數量x2: NT. 11,000 

                                                                                                          

展期其它
延伸追加
費⽤ 
(租借4天) 
(*選填)

展板  □⽊⾊  □⽩⾊ 桌⼦ 椅⼦ 展燈 電源插座 牆⾯輸出

□展板1組：NT. 8,000  
尺⼨：122 x 122 x 244 cm 

□展板2組：NT.15,000  
尺⼨：122 x 122 x 244cm 

□桌⼦1張：NT. 600 
□桌⼦2張：NT. 1,000 

□椅⼦1張：NT. 300 
□椅⼦2張：NT. 500 

□展燈1個：NT. 200 
數量：_____ 

□插座1組，2個插座含
電費：NT. 900 

□插座2組，4個插座含
電費：NT. 1500 

□輸出1⾯ (122 x 244 cm)，
含貼⼯費：NT. 3000 

□輸出2⾯ (244 x 244 cm)，
含貼⼯費：NT. 5000 

□輸出3⾯ (366 x 244 cm)，
含貼⼯費：NT. 8,000 

□輸出4⾯ (488 x 244 cm)，
含貼⼯費：NT. 11,000 

如何報名: 填寫報名⽂件 (附件⼆)



展覽活動⼈⼒需求  
（*選填）

國際參展作品收件/寄回 佈展 顧展 撤展

□ 協助國際作品收件 

□ 協助國際作品寄回 

□ 12/9, 09:00 - 21:00 

□ 12/10, 09:00 - 12:00 

□ 12/10, 14:00 - 20:00 

□ 12/11, 10:00 - 20:00 

□ 12/12, 10:00 - 19:00 

□ 12/12, 19:00 - 21:00 

* 費⽤計算： 
- 作品運輸費皆由參展者負擔，運輸
前會先確認運書費⽤給參展者。 
- 主辦單會將收取⾏政費⽤： 6,000
元（包含：收件、運輸、倉儲、寄件 
之作業。） 

  
* 費⽤計算： 
  佈展⼈⼒需求：___ ⼈ 
  時薪： 300 元 / 時 

 * 費⽤計算： 
   顧展⼈⼒：___ ⼈ 
   時薪： 200 元 / 時

* 費⽤計算： 
   撤展⼈⼒需求：___ ⼈ 
   時薪： 300 元 / 時

如何報名: 填寫報名⽂件 (附件三)



評選⽅式

￭ 公佈入選名單 

入選名單分三次公佈｜2021.08.27 (五), 2021.09.17 (五), 2021.10.08 (五) 
（先申請先審核，100名參展者申請額滿後，不再接受申請。） 

1. 入選名單將公佈於台北插畫藝術節官⽅網站及粉絲專⾴ www.facebook.com/TIFTAIWAN 
2. 主辦單位會個別寄出「入選通知」，請入選者務必以 E-mail 回覆確認 
3. 請於指定期限七天內繳交展位費⽤、參展保證⾦3,000元，以保留參展名額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facebook.com/TIFTAIPEI&sa=D&source=editors&ust=1618748459122000&usg=AFQjCNFroZvVcv9x9-PXuuA6gM8nlsWitQ


￭ 參展者之相關權益 
1. 參展者皆有兩張⼯作證，可⾃由進出展場 
2. 參展者皆取得：VIP票卷兩張、⼀般票券四張、2021年展出者畫冊⼀本 
3. 參加插畫家交流之夜 
4. 媒體⾏銷宣傳：官網、Facebook、Instagram，及合作媒體 
5. 參與台北插畫藝術節之各項評選獎項，有機會獲得展覽、商業品牌合作 
6. 取得本屆主題主視覺周邊商品⼀組 
*備註：主辦單位將保留上述權益之變更權利。 

￭ 取消與退費 
於報名後，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另通知繳費，參展費⽤⼀經繳交蓋不退還。 

￭ 變更或延後 
1. 由於今年遇到新冠病毒疫情，若因中央政策，導致⼤型展覽活動無法舉辦，主辦單位將退回80％參展費給參展者。
基於前期的⾏政作業成本，主辦單位將酌收20％⾏政費⽤，希望參展者能理解，若無法接受，請勿報名。 

2. 若順利舉辦，但遇到因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戰爭或其他非⼈為可改變之因素，迫使展覽地點改變、展期變更或取
消，主辦單位將不負責償付參展者任何損失。

其它資訊



聯絡資訊

￭ 主辦單位: 台北插畫藝術節 

￭ 聯絡信箱: 2018tif@gmail.com 

￭ Facebook: @TIFTAIWAN 

￭ Instagram: tiftaiwan 

￭ 官網: http://tif.freedom-men.com

mailto:2018tif@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