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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花蓮縣菸害防制創意宣導素材徵選活動簡章 

壹、 徵選目的： 

花蓮縣政府為利提升民眾、青少年對菸害防制法及戒菸服務的認識，透過

創意宣導素材徵選、評比過程遴選優良作品以為宣導之用。 

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花蓮縣政府 

參、 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 

肆、 協辦單位：花蓮縣各大專校院、高中職。 

伍、 徵選辦法： 

一、 徵選期間： 

1. 徵選期間：109年 10月 16日至 11月 20日。 

2. 評選期間：109年 11月 23日至 11月 30日。 

3. 公開頒獎：109年 12月(擇期) 

二、 參加資格： 

(1) 具花蓮縣各大專校院在學學籍(含進修部)之在學學生。 

(2) 具花蓮縣各高中職在學學籍(含夜間部)之在學學生。 

(3) 具花蓮縣戶籍之高中職、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三、 徵選組別 

1. 創意海報組 

(1) 作品主題：鼓勵民眾/青少年/孕婦等族群使用戒菸服務戒菸。 

(2) 作品規格：A1尺寸，得以手繪、電腦繪圖等方式創作，顏色

形式不拘；惟為利後續宣導運用所須，作品應以平面方式呈

現，以免無法製版付印；電腦繪圖稿件請自行決定是否採輸出

稿方式送件，以避免螢幕色差影響評審判斷。 

(3) 作品數量：徵選 1件，每人送件最多 2件。 

2. 創意短片組 

(1) 作品主題：遵守菸害防制法/全面禁菸場所/不得供應菸品予未

滿十八歲者。 

(2) 作品規格：影片長度限 1分鐘內，拍攝方式影片、動畫等均

可，影片須為 1280X720 720P，檔案格式為 AVI或 MPG檔。 

(3) 作品數量：徵選 1件，每組送件最多 2件。 

(4) 投稿作品每組成員至多 3人為限並於報名表詳載負責工作，不

得與它組重複。(詳見其他/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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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送件方式 

採掛號郵寄、親送方式，將作品電子檔光碟、實體海報及報名

資料寄至「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 200號」，聯絡電話：03-

8227141分機 268，標註「花蓮縣菸害防制小組-創意宣導素材

徵選活動」收。 

五、 評選方式 

1. 廣告海報組 

(1) 獎項：特優 1名、優勝 2名、佳作 5名，共計 8名。 

(2) 評選方式：由本局聘請評選委員，針對作品之完整度、技巧

(40%)、與主題相符程度(20%)、作品創意度(40%)等加以評

選，另加計網路票選 5%(總投票數占比%*5)。作品至少應達 85

分以上始得入選，依據總分排序擇優給獎；必要時經評選委員

提議及本局同意後獎項得從缺。 

2. 創意短片組 

(1) 獎項：特優 1名、優勝 2名、佳作 5名，共計 8名。 

(2) 評選方式：由本局聘請評選委員，針對作品之完整度、技巧

(40%)、與主題相符程度(20%)、作品創意度(40%)等加以評

選，另加計網路票選 5%(總投票數占比%*5)。作品至少應達 85

分以上始得入選，依據總分排序擇優給獎，必要時經評選委員

提議及本局同意後獎項得從缺。 

六、 獎勵內容 

1. 頒獎時間：109年 12月。(擇期通知)  

2. 頒獎方式：採公開頒獎，另結合本局大型活動並於網站公布。 

3. 獎項說明：  

(1) 創意海報組： 

A. 特優：1名，商品禮券 5,000元，縣府獎狀乙紙。 

B. 優勝：2名，商品禮券 2,000元，縣府獎狀乙紙。 

C. 佳作：5名，縣府獎狀乙紙。 

(2) 創意短片組： 

A. 特優：1名，商品禮券 10,000元，每人縣府獎狀乙紙。 

B. 優勝：2名，商品禮券 5,000元，每人縣府獎狀乙紙。 

C. 佳作：5名，每人縣府獎狀乙紙。 

4. 後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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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得於各鄉鎮市衛生所、衛生室及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活動內

無償使用獲選素材進行菸害防制宣導，並於得獎作品名單內擇

優洽談後續公益宣導授權使用時，另支付素材使用授權費用。 

5. 獎項領取： 

各類獎項應於頒獎活動後二週內由受獎人親領或由他人持受獎

人身分證明文件代領並列入所得登錄；如逾期仍未領取者視同

自願放棄。 

陸、 其他/說明 

一、 成員不得與它組重複意指：A組攝影者甲不得為 B組攝影者，但可為

B組剪輯者。 

二、 活動期間投稿素材著作權、授權使用部分依著作權法等相關法規辦

理，並於報名時另約定圖片使用授權以防爭議。 

三、 活動辦法經局長核定後公告辦理，修正時亦同；如遇爭議時本局保有

活動辦法最終解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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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  

報名表 
報名 

學校 
                                  

報名

組別 
□創意海報組 □創意短片組(組名:______________) 

作品

主題 
 

姓名  

1. 
負

責

工

作 

 

2.  

3.  

連絡

電話 
 

1. 

2. 

3. 

連絡

地址 
 

1. 

2. 

3. 

法定

代理

人* 

 

1. 

2. 

3. 

*年滿 20歲以上者，免填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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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同意書 (創意海報組 ) 

一、 為參加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活動，本人                

（以下簡稱授權人）同意提供花蓮縣衛生局（以下簡稱被授權人）無償授

權於活動期間在相關活動網頁公開傳輸參選素材，並供不特定人瀏覽。 

二、 授權人承諾所參選之素材內容均未涉及抄襲、剽竊及違反著作權等相

關法令（如涉及著作權問題由授權人自行負責）。如發生相關爭議同意被授

權人逕行公告取消參選資格。 

三、 授權人同意參選素材經獲選後無償授權於以下範圍內(花蓮縣衛生局、

各鄉鎮市衛生所及衛生室)使用。被授權人如有後續公益使用授權需求，雙

方同意基於善意與促進公共利益原則，依著作權法另訂條約約定之。 

此致   被授權人：花蓮縣衛生局 

授權人資料：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法定代理人：(未滿二十歲之授權人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姓名：                                 簽章 

 

花蓮縣衛生局 電話：03-8227141 傳真：03-8230169  E-mail：hlshbnosmoking@gmail.com 陳先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mailto:hlshbnosmok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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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同意書 (創意影片組 ) 

一、 為參加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活動，本人代表 

(組名)               全體 （以下簡稱授權人）同意提供花蓮縣衛生局

（以下簡稱被授權人）無償授權於活動期間在相關活動網頁公開傳輸參選

素材，並供不特定人瀏覽。 

二、 授權人承諾所參選之素材內容均未涉及抄襲、剽竊及違反著作權等相

關法令（如涉及著作權問題由授權人自行負責）。如發生相關爭議同意被授

權人逕行公告取消參選資格。 

三、 授權人同意參選素材經獲選後無償授權於以下範圍內(花蓮縣衛生局、

各鄉鎮市衛生所及衛生室)使用。被授權人如有後續公益使用授權需求，雙

方同意基於善意與促進公共利益原則，依著作權法另訂條約約定之。 

此致   被授權人：花蓮縣衛生局 

授權人代表資料：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法定代理人：(未滿二十歲之授權人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姓名：                                 簽章 

花蓮縣衛生局 電話：03-8227141 傳真：03-8230169  E-mail：hlshbnosmoking@gmail.com 陳先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mailto:hlshbnosmok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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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  

評分表 

組別：創意海報組 

評選

序號 

 

評選

項目 

一、作品之完整度(40%)  

1.作品完整度(15%)  

2.作品技巧(25%)  

二、與主題相符程度(20%)  

1.資訊正確性(10%)  

2.資訊易懂性(10%)  

三、作品創意度(40%)  

1.作品原創性(10%)  

2.作品觀察力(10%)  

3.作品想像力(10%)  

4.作品趣味性(10%)  

四、網路票選(5%)  

總分（105%）  

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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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  

評分表 

組別：創意短片組 

評選

序號 

 

評選

項目 

一、作品之完整度(40%)  

1.作品完整度(15%)  

2.作品技巧(25%)  

二、與主題相符程度(20%)  

1.資訊正確性(10%)  

2.資訊易懂性(10%)  

三、作品創意度(40%)  

1.作品原創性(10%)  

2.作品觀察力(10%)  

3.作品想像力(10%)  

4.作品趣味性(10%)  

四、網路票選(5%)  

總分（105%）  

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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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花蓮縣菸害防制法創意宣導素材徵選  

評分表（總表） 

 

評

選

序

號 

一、作品之完整度

(40%) 

二、與主題相符程

度(20%) 

三、作品創意度

(40%) 

四、網路票選 

(5%) 

 總分 名次 備註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