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之光 ‧ 大師工坊
— 碰撞創意 激蕩火花—

2018武漢

甄 選 台 灣 優 秀 創 作 者 與 大 師 面 對 面

時 際 創 意 傳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前言

武漢地處長江中下遊平原，江
漢平原東部，是國家區域中心
城市（華中）。形似一隻自西
向東的彩蝶。在中國大陸經濟
地理圈內，武漢處於優越的中
心位置，猶如圍棋棋盤上的天
元，被譽為中國大陸經濟地理
的“心臟”。透過兩岸優秀學
生齊力共創武漢城市形象新風
貌，體現其城市文化特色，並
推廣“武漢長江之光”城市品
牌形象。

武漢長江之光



武漢介紹

唐朝詩人李白曾在此寫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
花”，因此武漢自古又稱江城。全市現轄13個城區，3個國家級
開發區，面積8467平方公里，境內江河縱橫、湖港交織，上百
座大小山巒，166個湖泊座落其間，水域面積，佔全市面積四分
之一，構成了極具特色的濱江濱湖水域生態環境。

武漢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
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北郊的盤龍城遺址作為武漢建城開
端，距今有3500年歷史。20世紀初，漢口高度繁榮，被譽為東
方芝加哥，武漢三鎮綜合實力曾僅次於上海，位居亞洲前列。

武漢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是中部地區最大的水陸空綜合交
通樞紐，是承東啓西、接南轉北的國家地理中心，歷來有九省通
衢之稱。武漢是中國大陸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截至2014年，在
漢高等院校98所；其中普通高校和大學部院校數僅次於北京居第
二位，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數量居第三位，在校大學生和研
究生總數107.26萬人，居世界第一。

武漢，簡稱“漢”，湖北省省會，是中國大陸中部地區最大都市及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和區域
中心城市。武漢地處江漢平原東部。世界第三大河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境中央，將武漢
城區一分為三，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隔江鼎立的格局。

https://www.itsfun.com.tw/%E6%AD%A6%E6%98%8C/wiki-432035-547005
https://www.itsfun.com.tw/%E6%BC%A2%E5%8F%A3/wiki-1141365-5034935
https://www.itsfun.com.tw/%E6%BC%A2%E9%99%BD/wiki-0595086-1712956


•活動簡介

2018年度海峡兩岸未來大師海報工作坊

由時際創意傳媒與武漢紡織大學主辦

工作坊8月23日至29日在武漢舉辦為期7天

武漢紡織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RCVD地域文化視覺設計研究中心、

長江日報傳播研究院、長江視覺傳播中心合作辦理實施

以組隊參觀和個人創作相結合的形式辦理工作坊

(活動期間提供落地接待及食宿，學員只需支付機票費用)



活動時間

工作坊舉辦地點：武漢紡織大學

工作坊時間：2018年8月23日-29日(7天)

工作坊活動安排
●前三天安排兩岸學員遊覽武漢，尋找靈感，自行創作海報作品

●後三天工作坊學員分組，由導師帶領指導，設計海報作品

●活動期間穿插有6場導師講座

●最後1天舉辦大師論壇、頒獎儀式及作品展覽。

(行程以工作坊期間實際狀況調整)



參與工作坊獎勵

1. 每組學員在創作過程中可獲大師指導創作

2. 每組學員可獲得參加證書

3. 工作坊期間遊覽武漢、尋找創作靈感

4. 參與講座及展覽活動

5. 學員創作的海報作品將選集成冊，編輯出版作品集



武漢大師工坊學員遴選辦法

填寫報名表（請附上一張A3大小海報作品設計稿電子檔）
寄送至 a-one@ctia.com.tw 信箱

報名方式

https://goo.gl/9d97qe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9d97qe


武漢長江之光城市海報設計策略单

武漢地處長江中下遊平原，江漢平原東部，是國家區域中心城市（華中）。
形似一隻自西向東的彩蝶。在中國大陸經濟地理圈內，武漢處於優越的中心位置，
猶如圍棋棋盤上的天元，被譽為中國大陸經濟地理的“心臟”。
透過學生文化創意海報設計，展現武漢城市文化特色，塑造並推廣“武漢長江之光
”城市品牌形象。

•武漢市與長江之光形象結合的提升。
•體現出促進出武漢市文化發展的實效。

傳播／行銷目的

設計需求

武漢長江之光城市海報設計

武漢紡織大學

主題

廣告主



武漢長江之光城市海報設計策略单

平面／電視／網路／動畫／環境媒體／微視頻（用於宣傳媒體上，不是指作品表現形式）

傳播方式

作品規格

一律以設計稿繳交
，作品規格指定為
A3（297*420mm）
，外框輸出規格為
360*480mm，
300dpi。

系列作品限 3 張
內（含 3 張，請
保持設計版式橫
豎一致）。

作品無論單件或系
列件都直接以 JPG 
格式發送mail報名，
檔案大小不超過 7 
MB，解析度 300 
dpi，RGB色彩。



1、.武漢市官方網站 ： http://www.wuhan.gov.cn/

2、武漢紡織大學官網： https://www.wtu.edu.cn/html/wwwindex.html

http://www.wuhan.gov.cn/


武漢大師工作坊導師團、評審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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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男
教授，國際平面設計大師；韓國國寶級
設計大師；曾任韓國成均館大學藝術學
院院長；韓國視覺情報設計協會副會長

Eugeniusz Skorwider
教授，國際平面設計大師；波蘭
波茲南美術學院海報系主任；第
26屆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理事會
成員
Walter Bergmoser
教授,德國著名藝術家.教育家；曾任
德國柏林工程藝術大學校長；德國
聯邦精细美術藝術家協會會員；韓
國首爾設計中心德國分會主席和榮
譽會員

※以上導師如有調整，以實際邀請公布為主。

專長:
平面設計

專長:
平面設計

專長:
藝術設計



武漢大師工作坊導師團、評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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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佑天
博士,副教授,國際知名設計師,獨立藝術
動畫導演 視覺藝術家國際設計聯盟會
員

嚴章聯
ico-D 國際設計聯合會會員；意
大利”A Design Award設計大獎”
國際評審,WIVC武漢國際視覺設
計協會副會長

曹剛
武漢紡織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副
教授，中國包裝聯合會設計委員會委員

劉凡
教授民族學博士后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訪問學者中國燈飾藝術設計院副院長

※以上導師如有調整，以實際邀請公布為主。

專長:
視覺設計

專長:
視覺設計

專長:
包裝設計

專長:
藝術設計



武漢大師工作坊導師團、評審團

8

11

9

10

陳平波
深圳國際海報節創始人，陳平波設計顧
問機構創作總監，美國紐約字體俱樂部
TDC會員 何媛媛

設計學博士，四川美術學院視覺
傳達設計碩士；武漢紡織大學藝
術與設計學院視覺傳達系系主任；
致力於視覺傳達設計的理論和實
踐研究
田原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設計
碩士，法國巴黎Maryse Eloy高等視
覺藝術傳達碩士；曾任ISAL巴黎高
等藝術與奢侈品文化學院美術指導

李朔 設計學博士，英國倫敦藝術
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碩士；曾任英國倫
敦Luxury 出版社助理設計師

※以上導師如有調整，以實際邀請公布為主。

專長:
視覺設計

專長:
視覺設計

專長:
視覺設計

專長:
視覺設計



【長江之光‧大師工坊】 報名表

海報主題

報名資料

聯絡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E-mail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就讀學校系(科)級

身分證件
確認

是否持有有效護照
(須有效期6個月以上)

□是 護照號碼：
□否

是否持有有效台胞證
(須有效期6個月以上)

□是 台胞證號碼：
□否

報名者簽名：



聯絡窗口

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6 樓

聯絡電話: 02-23087111(6245 、 6250、6238、6243)

電子信箱: a-one@ctia.com.tw

主辦單位：旺旺中時集團時際創意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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