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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收文文號：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函
地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承辦人：陳采欣
電話：(04)22289111~15705
電子信箱：joyce6969@taichung.gov.
tw

受文者：高雄醫學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9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新影字第108000800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五  (108092300039_10800080031_Attach01_404.jpg)

主旨：為辦理「2019臺中國際動畫影展」活動，敬請鼓勵貴校師

　　　生踴躍參與，並協助公告活動訊息，請查照。

說明：

  一、旨揭影展由本局指導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金會

　　　主辦，訂於108年10月11日至10月20日於臺中凱擘影城舉

　　　行。

  二、本屆影展以「音樂與聲音」為主題，影展期間將放映來自

　　　世界各國176部精彩動畫作品，包含116部觀摩動畫影片及

　　　60部短片競賽入圍作品，並自9月起規劃辦理多場戶外放

　　　映、選片指南和專題講座等免費推廣活動。影展門票自即

　　　日起於全臺ibon售票系統實體機臺及網站售票，每張全票

　　　原價160元，預售優惠100元，並推出449元「上班也要看

　　　影展五日通行證」。

  三、敬請協助公告旨揭活動訊息如下：

    (一)影展日期：108年10月11日（五）至10月20日（日）

    (二)影展地點：臺中凱擘影城

    (三)活動官網：https://twtiaf.com

    (四)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iaf.taichung

    (五)形象廣告：https://youtu.be/FqRqvAw4zxY

    (六)影展總預告：https://youtu.be/B2Ldb_2upxs

    (七)節目手冊下載：https://tiaf2019.pse.is/LTHGL

    (八)購票方式：即日起於全臺ibon售票系統實體機臺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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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預售：https://tiaf2019.pse.is/LJJYA

    (九)活動洽詢：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金會，電話：(0

　　　　4)2323-6100分機43

  四、如所轄建物設有跑馬燈或媒體螢幕等設備，請自即日起至

　　　108年10月20日協助跑馬內容如下：「『2019台中國際動

　　　畫影展』自10月11-20日在台中凱擘影城舉行，即日起全

　　　台ibon售票系統實體機台及網站預售優惠，詳情請查詢活

　　　動官網：http://twtiaf.com」。

  五、檢附旨揭影展活動海報電子檔1份。

正本：臺中市立居仁國民中學、臺中市立雙十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崇倫國民中學

　　　、臺中市立大德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北新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東峰國民中

　　　學、臺中市立黎明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光明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向上國民

　　　中學、臺中市立育英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四育國民中學、臺中市立五權國

　　　民中學、臺中市立中山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崇德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漢口

　　　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立人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安和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至

　　　善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大業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萬和國民中學、臺中市立

　　　三光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四張犁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福科國民中學、臺中

　　　市立大墩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后里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神岡國民中學、臺

　　　中市立潭子國民中學、臺中市立烏日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龍井國民中學、

　　　臺中市立清水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太平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大甲國民中學

　　　、臺中市立大道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沙鹿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大雅國民中

　　　學、臺中市立和平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豐南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梧棲國民

　　　中學、臺中市立東新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外埔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東勢國

　　　民中學、臺中市立石岡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豐東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豐原

　　　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清泉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日南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大

　　　安國民中學、臺中市立霧峰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四箴國民中學、臺中市立

　　　東華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清海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溪南國民中學、臺中市

　　　立中平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成功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北勢國民中學、臺中

　　　市立鹿寮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光榮國民中學、臺中市立潭秀國民中學、臺

　　　中市立順天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大華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光正國民中學、

　　　臺中市立新光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立新國民中學、臺中市立豐陽國民中學

　　　、臺中市立光德國民中學、臺中市立爽文國民中學、臺中市立公明國民中

　　　學、臺中市立光復國民中小學、臺中市立神圳國民中學、臺中市立梨山國

　　　民中小學、臺中市中區光復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臺中市

　　　東區大智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

　　　、臺中市東區力行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樂業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區和平

　　　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臺中市

　　　南區樹義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中正

　　　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區太平國民小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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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區中華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區篤行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區健行國民小學

　　　、臺中市北區省三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區立人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區賴厝

　　　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北屯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僑孝國民小學、臺

　　　中市北屯區松竹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逢甲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建

　　　功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新興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仁愛國民小學、

　　　臺中市北屯區軍功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文昌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

　　　四維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文心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陳平國民小學

　　　、臺中市北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東光國民小學、臺中市北

　　　屯區仁美國民小學、臺中市北屯區大坑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

　　　小學、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臺中市

　　　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

　　　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臺中

　　　市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安

　　　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惠來國民小學、臺

　　　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文

　　　山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黎明國民小學、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

　　　永春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

　　　、臺中市太平區坪林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

　　　區太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黃竹國民小

　　　學、臺中市太平區光隆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東汴國民小學、臺中市太

　　　平區宜欣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中華國民

　　　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臺中市

　　　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車籠埔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健民

　　　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大里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塗城國民小學、臺

　　　中市大里區草湖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內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崇

　　　光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瑞城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益民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里區大元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美群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

　　　永隆國民小學、臺中市大里區立新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民小學

　　　、臺中市霧峰區桐林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

　　　區光正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僑榮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

　　　學、臺中市霧峰區五福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臺中市霧

　　　峰區吉峰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復興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

　　　小學、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臺中市

　　　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溪尾國

　　　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臺中

　　　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富春

　　　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臺

　　　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翁

　　　子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葫蘆墩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福陽國民小學

　　　、臺中市后里區內埔國民小學、臺中市后里區育英國民小學、臺中市后里

　　　區泰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后里區后里國民小學、臺中市后里區七星國民小

　　　學、臺中市后里區月眉國民小學、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臺中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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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

　　　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臺中市

　　　東勢區明正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

　　　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臺中

　　　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臺中市和平區白冷

　　　國民小學、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臺

　　　中市和平區中坑國民小學、臺中市和平區自由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新

　　　社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大林國民小學、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大南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

　　　東興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協成國民小學、臺中市新社區福民國民小學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臺中市潭子

　　　區新興國民小學、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

　　　學、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陽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大

　　　雅區上楓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

　　　小學、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汝鎏國民小學、臺中市

　　　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六寶國民小學、臺中市神岡區神岡國

　　　民小學、臺中市神岡區社口國民小學、臺中市神岡區豐洲國民小學、臺中

　　　市神岡區岸裡國民小學、臺中市神岡區圳堵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追分

　　　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臺

　　　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瑞

　　　井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臺中市沙鹿區文光國民小學、

　　　臺中市沙鹿區北勢國民小學、臺中市沙鹿區公明國民小學、臺中市沙鹿區

　　　鹿峰國民小學、臺中市沙鹿區竹林國民小學、臺中市沙鹿區沙鹿國民小學

　　　、臺中市龍井區龍峰國民小學、臺中市龍井區龍山國民小學、臺中市龍井

　　　區龍津國民小學、臺中市龍井區龍港國民小學、臺中市龍井區龍泉國民小

　　　學、臺中市龍井區龍井國民小學、臺中市龍井區龍海國民小學、臺中市梧

　　　棲區梧南國民小學、臺中市梧棲區永寧國民小學、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

　　　小學、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國民小學、臺中市

　　　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西寧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

　　　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臺中

　　　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清水

　　　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高美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臺

　　　中市清水區槺榔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日

　　　南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

　　　華龍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甲區東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臺中市外埔

　　　區馬鳴國民小學、臺中市外埔區外埔國民小學、臺中市外埔區水美國民小

　　　學、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民小學、臺中市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臺中市大

　　　安區三光國民小學、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大安區海墘國民

　　　小學、臺中市大安區永安國民小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臺中市立善水國

　　　民中小學、臺中市北屯區廍子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高國民小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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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沙鹿區公舘國民小學、臺中市立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忠明高級中

　　　學、臺中市立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立東山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大里高級

　　　中學、臺中市立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立中港高級中學、臺中市立后綜高

　　　級中學、臺中市立長億高級中學、臺中市立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

　　　市立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立啟聰學校、臺中市立啟明學校、臺中市立臺中特殊教育學校、臺

　　　中市立沙鹿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

　　　立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清水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豐原高

　　　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臺中第二高級中

　　　等學校、臺中市立文華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臺中女子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立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

　　　龍津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立南屯幼兒園、臺中市立豐原幼兒園、臺中市

　　　立大里幼兒園、臺中市立太平幼兒園、臺中市立清水幼兒園、臺中市立沙

　　　鹿幼兒園、臺中市立大甲幼兒園、臺中市立東勢幼兒園、臺中市立烏日幼

　　　兒園、臺中市立神岡幼兒園、臺中市立大肚幼兒園、臺中市立大雅幼兒園

　　　、臺中市立后里幼兒園、臺中市立石岡幼兒園、臺中市立霧峰幼兒園、臺

　　　中市立潭子幼兒園、臺中市立龍井幼兒園、臺中市立外埔幼兒園、臺中市

　　　立大安幼兒園、臺中市立新社幼兒園、臺中市立梧棲幼兒園、國立交通大

　　　學、國立清華大學、國立陽明大學、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國防醫學院、東吳大學、臺

　　　北醫學大學、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國立臺北大學

　　　、國立空中大學、華梵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理學院、真理大學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致理學校財團法人致理科技大學、亞東

　　　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臺北基督學院、國立中央大學、國立體育大學

　　　、國防大學、中央警察大學、長庚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健行學校財團法人健行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光宇學校

　　　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國立聯合大學、國立中興大學、國立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逢甲大

　　　學、中臺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立暨南國際大

　　　學、大同技術學院、興國管理學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

　　　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國立高雄大

　　　學、國立中山大學、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高雄市立空

　　　中大學、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陸軍軍官學校、國立空軍航空技

　　　術學院、高雄醫學大學、輔英科技大學、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

　　　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國立宜蘭大學、蘭陽技術學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國立臺東大學、國立澎湖

　　　科技大學、國立金門大學、亞洲大學、東海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

　　　科技大學、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僑光

　　　科技大學、靜宜大學、嶺東科技大學、大同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台北海

　　　洋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世新大學、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國立政治大

　　　學、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臺

　　　北藝術大學、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實踐大學、臺北市立大學、銘傳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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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臺南藝術

　　　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康寧大學、嘉南藥理大學、遠東科技大學、佛光大

　　　學、國立東華大學、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南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

　　　國立屏東大學、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育達科技大學、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開南大學、萬能科技大學、龍華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義守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經國管理

　　　暨健康學院、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環球

　　　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淡江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輔仁大學、黎明技術

　　　學院、醒吾科技大學、大華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南華大

　　　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嘉義大學、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稻江科技暨管

　　　理學院數位內容設計與管理學系、大葉大學、中州科技大學、明道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中原大學、亞洲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學系、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亞洲大學數位媒體設計學系、亞洲大學美術系、東海大學美術系、修平

　　　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國立臺中教

　　　育大學數位內容科技學系、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

　　　系、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嶺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嶺東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中國文化大

　　　學廣告學系、中華科技大學文創與數位多媒體學位學程、中華科技大學遊

　　　戲系統創新設計學位學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世新大學資訊

　　　傳播學系、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數位出版學系、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

　　　系、世新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學系、臺北城市科技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國立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國立政治大

　　　學廣播電視學系、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國立臺北商業大學數位

　　　多媒體設計系、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位科技設計學系、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

　　　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臺北

　　　市立大學視覺藝術學系、銘傳大學廣告學系、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理

　　　學系、銘傳大學數位媒體設計學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中

　　　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中國科技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台灣首府大

　　　學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台灣首府大學數位娛樂與遊戲設計學系、長榮

　　　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長榮大學數位內容創作

　　　學士學位學程、國立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國立臺南大學動畫媒

　　　體設計研究所、國立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國立臺南大學數位學

　　　習科技學系、國立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崑山科技大

　　　學視訊傳播設計系、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

　　　播系、嘉南藥理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系、遠東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與管

　　　理系、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佛光大學傳播學系、佛光大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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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南開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應用

　　　系、大仁科技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系、國立屏東大學資訊科學系、國立屏

　　　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亞太

　　　創意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數位媒體設計系、育達

　　　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元智大學資

　　　訊傳播學系、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開南大學創意產業與數位電影學士

　　　學位學程、萬能科技大學數位多媒體系、龍華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數位媒

　　　體設計系、龍華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

　　　術系、文藻外語大學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和春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資訊)、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

　　　系、義守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樹德科技大學動畫與遊戲設計系、樹

　　　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資訊多媒體應用系、國

　　　立雲林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國立雲林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環

　　　球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設計系、環球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明志科技

　　　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東南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淡江大學大

　　　眾傳播學系、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華夏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聖約翰科技大學創意設計系、聖約翰科技

　　　大學數位文藝系、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輔仁大

　　　學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黎明技術學院數位多媒體系、醒吾科技

　　　大學資訊傳播系、醒吾科技大學數位設計系、大華科技大學創意設計學位

　　　學程、大華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系、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玄

　　　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國立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國立交通大學多媒體工程研究所、吳鳳科技大學應用數

　　　位媒體系、吳鳳科技大學應用遊戲科技系、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國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

　　　系、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動畫遊戲設計學系、大葉大學多媒體數位內容學

　　　位學程、大葉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葉大學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中州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中州科技大學視訊傳播系、國立

　　　虎尾科技大學、明道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明道大學數位設計學系、建國科

　　　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暨媒體與遊戲設計研究所、建國科技大學遊戲與產

　　　品設計系、臺中市青年高級中學

副本：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金會、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影視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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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一、台中市政府新聞局辦理「2019臺中國際動畫影展」活動，敬請鼓勵參與。
二、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
三、陳閱後存查。
承辦人：　　　　　　　　　　　組長：

0925
1639

學務長：

0925
1731

0925
1817

0925
1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