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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覺醒 2.0  It’s Shorts Time】徵選競賽 
 活動簡章 

 

 
一、活動宗旨： 

資源恆久遠，回收永循環。風靡全臺的資源回收，絕對是日常生活家家戶戶都熟悉的

全民運動。天生我「材」必有用！凡人隨手一丟的垃圾，就是高手眼中的再生素材。由新

北市環保局舉辦 - 「大專院校資收創意徵選競賽」，今年再度廣邀武林高手參賽，以短影

音秀出你天馬行空的好創意，這一次，熱情使出你的放大絕，發現環保回收更多精彩的可

能。邀請青春熱血的你，帶著聰明金頭腦，挑戰創意無極限。期待美麗的福爾摩沙因你的

創作而有更美的未來。 

二、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委辦單位： 

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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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條件： 

(1) 就讀臺灣地區大專院校之在校學生，不限科系（包括碩博士班）皆可參加。 

(2) 可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參賽（團體人數不得超過5人），不限科系、社團性質，亦可跨校組

團報名。 

(3) 每組（人）投稿件數不限，且須尚未發表、未參加其他競賽之作品。 

五、徵選主題： 

以5R概念出發拍攝創意短影音。須包含至少一項5R概念，拍攝1支60秒內之短影音，

並上傳至個人YouTube帳號，權限需設為公開。相關切入點可參考下表。 

5R 項目 核心概念、切入點 

Reduce（減量） 減少丟棄之垃圾量 

Reuse（重複使用） 重複使用容器或產品 

Repair（維修） 重視維修保養，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Refuse（拒絕） 拒用無環保觀念之產品 

Recycle（回收） 落實回收，使用再生產品 

 

六、參賽方式： 

階段 作品規格 

報名投稿 

1. 於活動報名期間，拍攝 5R 資收創意短影音，並上傳至個

人 YouTube 帳號，權限須設定為公開。 

2. 至活動報名網頁，下載填寫並上傳提案書、著作權聲明暨

授權同意書、學生證明文件、影片介紹及連結。 

3. 等候報名合格通知。 

4. 前 50名報名且審查合格者，可獲得 400元超商數位禮券

之早鳥參加獎。 

評選 
合格之作品由 3 位評審委員(環保局及業界專家)依評分項目

給分，並依據評分標準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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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本次獲獎之影片，將索取原始檔並於新北 i 環保粉絲專頁發

佈，並附上原始影片連結。 

七、徵選時程： 

 發送簡章 

112 年 3 月 10 日（五）至 112 年 3 月 14 日(二)。 

 投稿報名 

112 年 3 月 17 日（五）00:00 至 112 年 4 月 30 日（日）23:59 截止。 

 合格通知 

112 年 5 月 12 日（五）。 

 回報數據 

填寫後臺觀看數據資訊(如按讚、觀看次數、平均觀看時間等)，統計時間自上傳日起

至 4 月 30 日(日)23:59 前止。 

*填寫連結將與合格通知同步寄出，並於 5 月 18日前填報完成。 

*「人氣好旺獎」為 4月 30 日(日)23:59 前取得當下各作品之即時讚數，由數量最高者獲得。 

 發放電子禮券(以隊長接收為主) 

112 年 5 月 15 日（一）至 112 年 5 月 31 日（三）。 

 評委評分 

112 年 5 月 15 日（一）至 112 年 5 月 31 日（三）。 

 獲獎公告 

112 年 6 月 9 日（五）。 

 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於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 

112 年 6 月 19 日（一） 10:00-12:00，線上或實體舉辦。 

*領獎人須於典禮進行 5分鐘簡報，說明獲獎短影音之理念、推廣行銷方式亮點。 

*領獎人須備妥繳交個人資料影本(如身分證正反面)，並於現場簽署活動領據文件後始得領取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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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頁 

八、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提案書、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學生證明文件、

說明與連結。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o0gzV5  

或掃描報名網頁QRcode前往報名 

九、評分方式： 

(1) 評選委員依評分項目於評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作品之各項評分。評分後予以加總，即為

各作品之分數。  

(2) 各評選委員完成評分後，由本團隊統計總分，並由本評選團監督複核。 

(3) 評比總表加總計算各受評作品之分數，分數最高者為序位第一，以此類推，倘有分數相

同情形，以配比高之評分項目優先評比。 

(4) 受評作品平均分數未達合格分數【70】分者，不得進入得獎名單。 

(5) 若評分 70分以上者未達得獎名額，則從缺。如遇從缺時，主辦單位可自行調配獎項。 

 

項次 項目 占比 內容 

1 主題切合度 30% 須至少符合一項 5R 概念 

2 內容完整性 25% 敘事流暢、內容正確 

3 宣傳效果 20% 具感染力、傳播潛力 

4 創新程度 15% 

其他特色亮點 

(如別具商機潛力、特色內

容、社會關懷等) 

5 技術表現 10% 畫面構圖、拍攝技巧 

十、比賽獎勵： 

(1) 早鳥參加獎： 

a. 前50名報名之隊伍並資格合格，可獲得便利超商店400元電子禮券。 

b. 由主辦單位確認參賽者報名時間，且文件及作品符合報名簡章規格後，陸續發放通知

及數位禮券。 

 

https://reurl.cc/o0gzV5


 

5 

(2) 優勝獎項： 

金冠冕獎（1 名） 獎狀 1 紙、獎金 3 萬元 

寶島達人獎（1 名） 

(最佳貢獻) 
獎狀 1 紙、獎金 1 萬元 

珍珠點子獎（1 名） 

（最具特色） 
獎狀 1 紙、獎金 1 萬元 

藍海綠金獎（1 名） 

（最佳商機） 
獎狀 1 紙、獎金 1 萬元 

異想天開獎（1 名） 

（最佳創意） 
獎狀 1 紙、獎金 1 萬元 

人氣好旺獎（1 名） 
(4/30(日)23:59前之即時讚

數，由數量最高者獲得) 
獎狀 1 紙、獎金 5 千元 

     十一、得獎公布： 

112年6月9日（星期五），於新北i環保粉絲專頁公告得獎作品。 

十二、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應符合徵件主題及收件規格，且不違反法令、侵權或妨礙公序良俗，並
限於未曾公開發表之作品（「公開發表」之定義：參賽作品限未曾以任何形式公
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作品，包括其著作內容之全部或部分，均不得於平面、網
路、社群媒體或以其他方式向公眾公開提示，亦不得於上開各類媒體重複投稿、
參賽）。 

(2)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或團隊作品，嚴禁抄襲、仿冒及頂替。若違反著作權、
肖像權或其他侵權、違法事宜，或經權利人主張侵權、第三人提出檢舉屬實者，
徵件期間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
獎狀及獎品，名次不予遞補。如涉有爭議、違法或致生損害於權利人、第三人或
主辦單位時，均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與賠償責任。 

(3) 每件參賽作品均須上網報名、填寫紙本參賽同意書內各項資料後簽名掃描上傳，
並將作品以短影音形式上傳至個人YouTube帳號，權限設為公開。上傳之帳號須
經團隊成員共同決定並同意。 

(4) 作品上傳YouTube帳號須加註hashtag「#新北市環保局」、「#5R覺醒」、
「#ItsShortsTime」。 

(5)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競賽團隊；為推廣本活動，參賽者同意永久無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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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供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擁有將
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且參賽者承諾不
對主辦單位行使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利（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二）。 

(6) 如參賽作品未達評審團之評定標準，獎項得以從缺。 

(7) 得獎獎金應依所得稅法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扣繳所得稅10%及健保補充保費，
稅額未達新臺幣2,000 元者得免扣繳。 

(8) 凡參加比賽，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報名網站及本簡章之各項規定。違反相關規
定者，不列入評審，得獎作品如經檢舉屬實，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獎金及
獎狀；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9)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報名網站及本簡章所列事項並保有最終解釋及決定之
權利。 

(10) 本簡章如有未盡善之處，主辦單位得依需要適時修正；簡章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 

十三、聯絡窗口： 

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簡喜加 (02)2362-0699 # 309 

           鍾采芳 (02)2362-0699 # 308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廖郁欣 (02)2953-2111 #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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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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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Ｒ覺醒2.0  It’s Shorts Time】徵選競賽-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5Ｒ覺醒 2.0  It’s Shorts Time】徵選競賽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本人/團隊（即立同意書人/團隊）報名參加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單位）委託泛科

知識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5R覺醒2.0  It’s Shorts Time】徵選競賽（以下稱本活動），特此聲

明並同意下列事項： 

1. 本人/團隊已詳閱競賽簡章、規則、相關附件與本活動競賽公告，確無異議。 

2. 本人/團隊所提交之參賽作品確係本人/團隊之原創著作，絕無抄襲、仿冒、瓢竊等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且未參加過其他比賽或公開發表，如有違反,本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如

主辦單位因此取消本人/團隊參賽或得獎資格，本人/團隊願無條件歸還所領取之獎金及獎品(狀) ，
如因而致主/委辦方受損害者，並應負賠償責任。 

3.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應歸屬於競賽團隊；為推廣本活動，參賽者同意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供

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擁有將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

輯，以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且參賽者承諾不對主辦單位行使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利。 

4. 本人/團隊已詳閱並同意本活動競賽簡章及官網公布之參賽條款，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不得

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此 致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委辦單位：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親筆簽名): 

立書人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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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提案書格式 



 

10 

【5Ｒ覺醒2.0  It’s Shorts Time】徵選競賽-提案書 

 
 

【5R 覺醒 2.0  It’s Shorts Time】 
徵選競賽-提案書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團隊名稱 （若為個人組可不填） 

頻道名稱  

參賽作品名稱  

參賽者名單 （若為團體組需填寫所有成員姓名） 

主要聯絡人 
電子郵件： 

手機號碼： 

包含之 5R 概念 
(須勾選至少 1 項) 

□Reduce 減量 
□Reuse 重複使用 
□Repair 維修 

□Refuse 拒絕 
□Recycle 回收 

短影音網址 
(請設超連結 

並設定權限為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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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構想介紹 

請提供 200-500 字內之影片構想、創意介紹。 
 

二、對應何項5R 概念(可選多個)及其說明 

說明運用了哪(幾)項 5R 概念及其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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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銷文案 

於影音平台行銷您的短影音時，您如何設計內容文案？ 
請寫下您設計的短影音文案。 
 

四、落實5R 概念 

發表您如何於生活中落實 5R 概念(至少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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