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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甲子園增刊號 

實施要領 
１ 目的 

2020 年「高知・漫畫甲子園（全日本高中漫畫錦標賽）」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決定停辦，這也讓以漫畫甲子園為目標的高校漫畫高手頓失發表作品的舞台。 

為了在防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擴大的同時，又能確保高校生漫畫文化，因此漫畫甲子園

決定以網路活動方式替代實體的漫畫甲子園活動，提供可以發表作品及跨越地域、年齡的

園地，以實際行動支援高中生的文化活動。 

２ 實施期間 

（１）2020年 6月 10 日（三） 開始線上漫畫甲子園的郵件受理（郵寄送件或電子郵件） 

          ※2020年 7月 20日（一）開始線上漫畫甲子園的網站投稿受理 

（２）2020年 7月 31 日（五） 2020高知綜合文化祭 WEB SOUBUN 

    漫畫部門公開 

（３）2020年 8月 2 日（日） 漫畫甲子園増刊号 網路直播 

在高知漫畫基地直播 

３ 實施內容 

 舉辦方式將以網路活動替代 2020年度的實體漫畫甲子園活動。 

（１）漫畫甲子園（開設線上漫畫甲子園投稿網站） 

不論團隊或個人，投稿時請附上作品（１頁漫畫）及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

一段話。 

①作品投稿要點 

Ａ 投稿資格 

・高中高職、中學教育後期課程、特別支援學校高等部、高專 3 年級以下的

學生以及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相當於高中學年的在校生。 

・相當於上述資格的韓國、台灣及新加坡學生。 

※參賽者必須事前徵得監護人的同意。 

※主辦單位(漫畫甲子園)為通知獲獎和確認在籍狀況等，會聯絡最終獲獎  

  作品的參賽者及其所屬學校。請充分理解後再行投稿。 

※當無法確認參賽者在籍狀況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Ｂ 投稿題目 

  嶄新的生活型態 

Ｃ 表現方法 

・作品請根據主題繪製並附上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一段話。 

※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一段話非必要填寫項目 

・請以Ａ4大小（210×297mm）繪製符合主題的１頁漫畫（自由分鏡）。 

・手繪原稿亦可掃描（或攝影）成電子檔投稿。 

・以郵寄送件者，可以原畫原稿提交。 

・規定 1 名參賽人員（或１隊），僅可投稿 1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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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制作品中使用的語言。 

・投稿時，請將稿件尺寸調整為寬 1000 像素左右，並儲存為 1個 10MB 以 

內的 JPEG，PNG，GIF（動畫除外）的任一種檔案類型。 

Ｄ 投稿方法 

【郵寄送件】 

投稿期間：2020年 6月 10日～2020年 7月 29日（三）前送達 

（逾期不受理） 

作品及投稿用紙（任何用紙皆可） 

投稿用紙可由「漫畫王國・土佐」的入口網站下載。若是使用其

他用紙者，請註明姓名、筆名、學校名稱、學年、住址、電話號

碼及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一段話。（可記載於作品背面） 

郵件地址：〒780-8570 日本國高知縣高知市丸之內一丁目 2番 20號 

日本國高知縣漫畫王國土佐推進課内 「漫畫甲子園」事務局 

【電子郵件投稿】 

投稿期間：2020年 6 月 10日～2020年 7月 29日（三）前送達 

（逾期不受理） 

請將作品檔案附加在電子郵件內，註明姓名、筆名、學校名稱，

學年、住址、電話號碼及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一段話

後，寄至下列電子郵件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manga-koshien@ken.pref.kochi.lg.jp 

【在網站上投稿】 

投稿期間：2020年 7 月 20日(一)～2020年 8月 2日（日）  

11:00(台灣時間) 

在投稿表格上填寫必填項目後，即可投稿。 

投稿網站：DreamTribe「線上漫畫甲子園」 

URL：https://www.dreamtribe.jp/manga-koshien29/ 

E 其他 

・參賽者的「姓名」、「學年」、「詳細住址」及「電話號碼」等資料不會公開。 

 （僅公開國名、縣市名稱、學校名稱、筆名和作者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

者的一段話及各獎項得獎者的姓名） 

・郵寄送件的參賽作品恕不寄還。 

・可自由選擇作品色彩、分鏡及使用的工具（包含數位製作），但是請提出平面 

作品（原稿）。 

・作品嚴禁侵犯第三方著作權、肖像權，隱私權等權利，並且禁止張貼照片或

者侵害著作權的複製物。 

・若有第三者針對投稿作品提出侵權主張或其他權益時，則一切相關責任由作

者承擔，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投稿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投稿者。但投稿者必須同意主辦單位能以「刊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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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發行之刊物、宣傳印刷物（包含主辦單位委託業者發行時）」、「展示

於主辦單位所主辦之展覽會等」、「公開於網際網路等電子媒體」、「公開於主

辦單位所認可之展覽會等」為目的時，免費使用投稿作品。並且投稿者須同

意主辦單位可對投稿作品進行最低限度的修改或變更，且不會針對主辦單位

行使著作人格權。 

・主辦單位所取得之個人資訊，將僅使用於確認參賽資格與其他聯絡事宜、以

及上述使用作品時必要之情形範圍內。其他關於個人資訊的管理，請參閱

man'age corporation（株式会社マン・エイジ）之隱私政策。 

【參考】man'age corporation（株式会社マン・エイジ） 隱私政策 

   http://www.dreamtribe.jp/privacypolicy.php 

②獎項及評審方法 

Ａ 獎項：最優秀獎、第 2名、第 3名 

【評審方法】 

①各評審從所有作品中各自評選出 2件作品。 

②民眾投票最多票者(或 1～3名)的作品 

③從①及②的作品中進行最終評選決定（最多 19件） 

Ｂ 評審委員獎 

【評審方法】除獲獎作品外的最終評審作品中，由各評審委員自行決定。 

C 評審程序 

① 8月 2 日 11:00（台灣時間）  投稿截止 

② 8月 3 日 11:00（台灣時間）  事務局彙整各評審委員評選出的作品 

（每位評審 2件） 

③ 8月 4 日 11:00（台灣時間） 進行線上最終評審 

④ 8月 5 日評審結果公布  （公布於 WEB SOUBUN、入口網站、SNS） 

               ※評審委員獎日後公 

（２）2020 高知綜合文化祭 WEB SOUBUN 

漫畫部門 

公開期間：2020 年 7月 31日（五）～2021年 1月底（預定） 

公開場所：2020 高知綜合文化祭 WEB SOUBUN 

URL：日後決定 

（３）漫畫甲子園增刊號 現場直播 

直播日期：2020 年 8月 2日（日）9:00～13:00（台灣時間，預定） 

直播平台：Niconico 直播平台「漫畫甲子園增刊號」（ニコニコ生放送「まんが甲

子園増刊号」 

URL：https://live2.nicovideo.jp/watch/lv326288877 

活動内容：①線上漫畫甲子園 

介紹線上甲子園投稿作品以及作者給漫畫甲子園和全國參賽者的一

段話直播期間也受理作品投稿（預定台灣時間 11:00 結束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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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表演活動 

專業漫畫家現場繪圖示範 

Moo．念平的搞笑漫畫道場 等 

③介紹評審委員的評論及勉勵的話 

④介紹與高知有淵源之漫畫家的聲援訊息 

⑤歷代大會介紹 

直播流程表： 

 請參考附件的「漫畫甲子園增刊號直播流程表」 

４ 主辦 

高知縣漫畫王國土佐推進協議會 

５ 共同主辦（預定） 

高知縣高等學校文化聯盟 

６ 協贊、協力及後援機關企業（預定） 

公益社團法人日本漫畫家協會、三菱電機株式會社高知分公司、全日本空輸株式會社高

知分公司、 株式會社 G-Too、株式會社 Wacom、ＮＰＯ Mangamit、公益財團法人高知市

文化振興事業集團橫山隆一紀念館、公益財團法人柳瀨嵩紀念麵包超人美術館振興財團、

株式會社柳瀨 Studio、株式會社 CELSYS、Bonnycolart 株式會社、株式會社 man’age、

株式會社 Hirokurieito、株式會社小學館、株式會社ＫＡＤＯＫＡＷＡ、株式會社 Square 

Enix 

 

７ 聯絡處 

〒780-8570 日本國高知縣高知市丸之內一丁目 2番 20號 

漫畫王國・土佐推進協議會（高知縣漫畫王國土佐推進課內）漫畫甲子園事務局  

TEL：+81-88-823-9711  TEL：088-823-9711 FAX：088-823-9296 

郵件信箱：141701@ken.pref.kochi.lg.jp 

  URL：https://mangaoukoku-tos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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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甲子園增刊號直播流程 

 

漫畫甲子園增刊號直播程序如下。惟若與委託方有特殊協議時，可能會有變更情況發生。 

 

活動流程 

 

直播日期：2020年 8月 2 日（日） 

直播時間：9:00～13:00（皆為台灣時間） 

直播内容：9:00――――開始直播 

開場致詞 

漫畫王國土佐推進協議會會長（知事）致詞 

漫畫王國評審委員致詞 

 漫畫家等的鼓勵詞① 

表演活動① 

線上漫畫甲子園作品介紹 

歴代大會重點介紹① 

漫畫家等的鼓勵詞② 

11:00――――線上漫畫甲子園作品投稿結束＜敲鑼＞ 

歷代大會重點介紹② 

表演活動② 

漫畫家等的鼓勵詞③ 

 歷代大會重點介紹③ 

線上漫畫甲子園作品介紹 

13:00――――直播結束 

 

 



聯絡處

〒780-8570　日本國高知縣高知市丸之內一丁目2番20號

高知縣漫畫王國土佐推進課内 「漫畫甲子園」事務局

TEL：088-823-9711　　FAX：088-823-9296

メール：manga-koshien@ken.pref.kochi.lg.jp

□　投稿時已經過監護人同意。
□　同意獲獎時主辦單位可同時通知本人及學校。
□　同意獲獎時可公開姓名。

表現手法

・請以Ａ4大小（210×297mm）繪製符合主題的１頁漫畫（自由分鏡）。

・手繪原稿亦可掃描（或攝影）成電子檔投稿。

・以郵寄送件者，可以原畫原稿提交。

・規定1名參賽人員（或１隊），僅可投稿1件作品。

・不限制作品中使用的語言。

・投稿時，請將稿件尺寸調整為寬1000 像素左右，並儲存為1個10MB 以內的

JPEG，PNG，GIF（動畫除外）的任一種檔案類型。

其他

・參賽者的「姓名」、「學年」、「詳細住址」及「電話號碼」等資料不會公

開。但會公開各獎項得獎者姓名。

・郵寄送件的參賽作品恕不寄還。

・繪畫技法不拘，但請提出平面作品。

・作品嚴禁侵犯第三方著作權、肖像權，隱私權等權利，並且禁止張貼照片或者

侵害著作權的複製物。

・若有第三者針對投稿作品提出侵權主張或其他權益時，則一切相關責任由作者

承擔，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投稿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投稿者。但投稿者必須同意主辦單位能以「刊登於主

辦單位發行之刊物、宣傳印刷物（包含主辦單位委託業者發行時）」、「展示於

主辦單位所主辦之展覽會等」、「公開於網際網路等電子媒體」、「公開於主辦

單位所認可之展覽會等」為目的時，免費使用投稿作品。並且投稿者須同意主辦

單位可對投稿作品進行最低限度的修改或變更，且不會針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

格權。

・主辦單位所取得之個人資訊，將僅使用於確認參賽資格與其他聯絡事宜、以及

上述使用作品時必要之情形範圍內。

主題 嶄新的生活型態

確認事項

　　請確認以下事項並打勾☑

投稿期間

【郵寄送件或電子郵件投稿】

2020年6月10日（三）～2020年7月29日（三）前送達（逾期不受理）

【網路在線投稿】

2020年7月20日（一）～2020年8月 2日（日）11:00（台灣時間）

學校名 學年

給漫畫甲子園的一段話

製作方式 □傳統方式　　　　　　　□數位方式

給日本全國參賽者的一段話

線上漫畫甲子園報名表
投　稿　要　點

※若與以下條件不符，有可能失去比賽資格或者審查時出現扣分情況，敬

請留意。

參賽資格

・高中高職、中學教育後期課程、特別支援學校高等部、高專3年級以下的

    學生以及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相當於高中學年的在校生。

・相當於上述資格的韓國、台灣及新加坡學生。
姓名

※組隊參加時請填隊長姓名

羅馬拼音

羅馬拼音

e-mail

筆名

地址

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