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百年校慶標誌

使用規範



一、標誌意涵

本設計由原台北高校三角形校徽與台灣師大圓
形標誌造形結合數字100與中文「百」字組構而
成，象徵師大校史自1922年台北高校創始，承
繼發展至今，大師輩出、樹立典範，並在此百
年校慶之際，承續典範榮光邁向未來，鏈結國
際、融合中西，開創世紀典範風華。



使用此標誌組合時，不得任意拆解、變形或更改
其他顏色。

二、主要形象標誌

校慶標誌基本樣式包含五項元素。

1. 標誌100圖像 
2.「百年傳承．世紀典範」校慶標語標準字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全銜標準字
4.「百年校慶」標準字
5. 中文標準字之間之分隔線

Pantone 7622C
C26 M95 Y85 K24

Pantone 873C
C38 M34 Y100 K7

Pantone Black 6C
K100

在主要形象標誌使用上，除了文字與分隔線使用黑
色外，二放射狀圓形圖案分別使用金色（Pantone 
873C）和棗紅色（Pantone 7622C）。



三、中文形象標誌使用規範

a. b.

c.

本中文形象標誌共有三種組合模式，以因應各種
宣傳設計之需求。

a. 主要中文形象標誌。
b. 次中文形象標誌，凸顯活動精神標語，當不須

出現活動全名時選擇使用。
c. 次中文形象標誌，本組合適合橫式宣傳廣告物

應用，或當需要突顯活動文字為主時使用。



四、中文標誌淨空範圍及最小使用規範（一）

a. 標誌淨空範圍
b.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30mm

x

a. b.

0.2x

0.2x

0.2x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誌及
相關簽章的淨空範圍規範，在其週圍「0.2x」的
距離內不可任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
避免標誌受干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

右列下圖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
誌的最小使用尺寸為30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
30mm，以避免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30mm



四、中文標誌淨空範圍及最小使用規範（二）

a. 標誌a 淨空範圍。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30mm

b. 標誌b 淨空範圍。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25mm

x

a.

b.

0.25 x

0.25 x

0.25 x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誌組
合及相關簽章的淨空範圍規範。
標誌組合a：在其週圍「0.25x」的距離內不可任
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避免標誌受干
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標誌的最小使用尺
寸為30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30mm，以避免
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組合b：在其週圍「0.2x」的距離內不可任
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避免標誌受干
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標誌的最小使用尺
寸為25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25mm，以避免
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30mm

x

0.2 x

0.2 x

0.2 x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25mm



本部分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中文
標誌之彩色應用規範，包含彩色、黑白灰階與
反白。

a. 彩色使用/白底
b. 彩色使用/黑底

五、中文標誌彩色、單色與反白使用規範（一）

a.

b.



本部分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中文
標誌之彩色應用規範，包含彩色、黑白灰階與
反白。

a. 單色使用/可使用指定色彩之黑、金、棗紅或
燙金、燙銀等單色應用。

b. 反白使用/範例（一），可依需求反白使用，
或運用淨空範圍，套用指定色彩之
黑、金、棗紅為底色反白使用。

c. 反白使用/範例（二），可依需求反白使用，
或運用淨空範圍，套用指定色彩之
黑、金、棗紅為底色反白使用。 

五、中文標誌彩色、單色與反白使用規範（二）

a.

c.

b.



六、英文形象標誌使用規範

a. b.

c.

本英文形象標誌共有三種組合模式，以因應各
種宣傳設計之需求。

a. 主要英文形象標誌。
b. 次英文形象標誌，本組合適合橫式宣傳廣告

物應用，或當需要突顯活動文字全名為主時
使用。

c. 次英文形象標誌，本組合適合橫式宣傳廣告物
應用，當不須出現活動全名時選擇使用。



七、英文標誌淨空範圍及最小使用規範（一）

a. 標誌淨空範圍
b.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25mm

x

a. b.

0.2x

0.2x

0.2x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誌及
相關簽章的淨空範圍規範，在其週圍「0.2x」的
距離內不可任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
避免標誌受干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

右列下圖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
誌的最小使用尺寸為25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
25mm，以避免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25mm



七、英文標誌淨空範圍及最小使用規範（二）

a. 標誌a 淨空範圍。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30mm

b. 標誌b 淨空範圍。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25mm

a.

b.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誌組
合及相關簽章的淨空範圍規範。
標誌組合a：在其週圍「0.25x」的距離內不可任
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避免標誌受干
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標誌的最小使用尺
寸為30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30mm，以避免
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組合b：在其週圍「0.25x」的距離內不可
任意置放其他無關之文字或圖象，避免標誌受
干擾，並保持使用的完整性。標誌的最小使用
尺寸為25mm，在使用時不得小於25mm，以避
免因標誌太小而不易辨識。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30mm

x

0.25 x

0.25 x

0.25 x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25mm



本部分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英文
標誌之彩色應用規範，包含彩色、黑白灰階與
反白。

八、英文標誌彩色、單色與反白使用規範（一）

a.

b.

a. 彩色使用/白底
b. 彩色使用/黑底



本部分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英文
標誌之彩色應用規範，包含彩色、黑白灰階與
反白。

八、英文標誌彩色、單色與反白使用規範（二）

a.

b.

c.

a. 單色使用/可使用指定色彩之黑、金、棗紅或
燙金、燙銀等單色應用。

b. 反白使用/範例（一），可依需求反白使用，
或運用淨空範圍，套用指定色彩之
黑、金、棗紅為底色反白使用。

c. 反白使用/範例（二），可依需求反白使用，
或運用淨空範圍，套用指定色彩之
黑、金、棗紅為底色反白使用。 



九、應用於淺色影像背景範例

應用於淺色影像背景時，可使用中文形象標誌，套
用彩色標誌或單色標誌，放置於影像左上，保持淨
空範圍並遵守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十、應用於深色影像背景範例

應用於深色影像背景時，建議使用英文形象標誌，
套用彩色標誌或單色標誌，放置於影像左上，保持
淨空範圍並遵守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1. 合作夥伴標誌請在右圖灰色面積範圍內
置放，高度不得超越。

2. 合作夥伴標誌與校慶標誌相距0.5x且中
間加上黑色分隔線（如右圖）。

3. 校 慶 標 誌 使 用 指 定 之 金 色 （ P a n t o n e 
873C）。

十一、合作夥伴標誌及其他資訊組合

合作夥伴標誌及其他資訊放置位置：

使用範例：

灰色面積為置放合作夥伴標誌及其他資訊的範圍，
可依個單位的需要向右延伸。

x

0.5x



十二、應用於活動標誌背板

a.

b.

c.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純標誌
與NTNU100之組合，應用於活動標誌背板的使
用範例，可使用於線上會議之虛擬背景。

a. 彩色使用/白底
b. 彩色使用/黑底
c. 反白使用/可依需求反白使用，或運用淨空範

圍，套用指定色彩之黑、金、棗紅
為底色反白使用。



十三、應用於戶外看板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25mm≦X

0.2X

0.2X

0.2X 0.2X

規格：依實際尺寸而定
材質：依實際需求而定

置放原則：
1.建議使用英文形象標誌
2.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大小比例請按右列示意圖放置
3.標誌最小尺寸為25mm，故單位X不得小於25mm
4.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四周向外延伸距離0.2X為最小
淨空範圍
5.此款標誌與標準字組合依照以上原則，置放於看
板左下
6.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應用於複雜底圖時可以單色或
反白效果呈現

使用範例：

一個人的堅持是執著

          一群人的堅持是文化

師大
體操

　　  色彩：紅 Pantone 7622C / C26 M95 Y85 K24
金 Pantone 873C / C38 M34 Y100 K7
黑 Pantone Black 6C / K100



十四、應用於活動海報

使用範例：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30mm≦X

0.25X

0.25X

0.25X 0.25X

規格：依實際尺寸而定
材質：依實際需求而定

置放原則：
1.建議使用英文形象標誌
2.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大小比例請按右列示意圖放置
3.標誌最小尺寸為30mm，故單位X不得小於30mm
4.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四周向外延伸距離0.25X為最
小淨空範圍
5.此款標誌與標準字組合依照以上原則，置放於海
報左上
6.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應用於複雜底圖時可以單色或
反白效果呈現

　　  色彩：紅 Pantone 7622C / C26 M95 Y85 K24
金 Pantone 873C / C38 M34 Y100 K7
黑 Pantone Black 6C / K100



十五、簡報頁面設計規範

右列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標誌應
用於簡報之頁面設計規範。

使用規則如下：
內容不可超出虛線範圍。
a. 主標題頁/可直接輸入標題及副標題
b. 小標題頁/做為內容區隔
c. 內文頁/可直接進行內文及圖片編排
d. 末頁/做整份簡報的最末頁

c. d.

b.

a.



十六、應用於出版品規範

規格：依實際尺寸而定
材質：依實際需求而定

置放原則：
1.建議使用英文形象標誌
2.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大小比例請按右列示意圖放置
3.標誌最小尺寸為30mm，故單位X不得小於30mm
4.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四周向外延伸距離0.25X為最
小淨空範圍
5.此款標誌與標準字組合依照以上原則，置放於出
版品左上或左下
6.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應用於複雜底圖時可以單色或
反白效果呈現

　　  色彩：紅 Pantone 7622C / C26 M95 Y85 K24
金 Pantone 873C / C38 M34 Y100 K7
黑 Pantone Black 6C / K100

標誌最小使用尺寸
30mm≦X

0.25X

0.25X

0.25X 0.25X



師大美術館
現代新視野

巷弄中的驚鴻一瞥
不只是建築，是隱身在臺北巷弄中的藝術精品

因為是藝術品所以內心充滿熱情
像壯碩的「沈思者」隱身在冷漠都市叢林中寂靜的思考

師大美術館
現代新視野

巷弄中的驚鴻一瞥
不只是建築，是隱身在臺北巷弄中的藝術精品

因為是藝術品所以內心充滿熱情
像壯碩的「沈思者」隱身在冷漠都市叢林中寂靜的思考

十六、應用於出版品範例

規格：依實際尺寸而定
材質：依實際需求而定

置放原則：
1.建議使用英文形象標誌
2.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大小比例請按右列示意圖放置
3.標誌最小尺寸為30mm，故單位X不得小於30mm
4.標誌與標準字組合四周向外延伸距離0.25X為最
小淨空範圍
5.此款標誌與標準字組合依照以上原則，置放於出
版品左上或左下
6.標誌與標準字組合應用於複雜底圖時可以單色或
反白效果呈現

　　  色彩：紅 Pantone 7622C / C26 M95 Y85 K24
金 Pantone 873C / C38 M34 Y100 K7
黑 Pantone Black 6C / K100



十七、動態標誌應用於學校網站規範

動態標誌採用中文形象標誌，放置於影像左上、
左中或左下，需保持淨空範圍並遵守標誌最小使
用尺寸。

b.

a.

a. 彩色使用/淺色底
b. 彩色使用/深色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