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我行，我 4 不塑 !」競賽 

一、緣起： 

    研究數據顯示約有 83 億公噸人類製造的塑膠，多半被遺棄於垃圾掩埋場及海

洋，造成巨大的汙染，也間接危害人類本身，導致地球當前生態危機之一。為積

極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簡稱 SDGs)第 12 項「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精神，期

望透過本活動激發大眾的參與能量，徵集友善生態、增進美好環境的減塑生活行

動與實踐方法，以促成公民參與行動，喚起大眾對永續生態議題的重視。 

二、活動宗旨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領頭，進入第四年推動減塑生活運動，辦理｢我行，我 4

不塑｣競賽，期許透過大眾的實際參與及推動，共同營造友善環境，建構生命共構、

維護生態永續消費價值的幸福生活網絡。 

三、舉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減塑促進中心 

（二）合辦單位：中華全球蔬食協會、中華減塑聯盟協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安全管理研

究所 

四、參賽資格 

資格不限，唯作品需符合規格要求，亦歡迎跨齡組隊。 

五、競賽時程 

（一）網路投件：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05 日（一）  

（二）網路票選：2020 年 10 月 20 日（二） ~ 11 月 03 日（二）  

（三）結果公告：2020 年 11 月 11 日（三） 

（四）成果展日期：暫定 2020 年 11 月 28 日（六）（得獎者將於當日受獎，未出

席者視同放棄獎項，成果展細項另行公告） 

六、競賽辦法 

（一）項目類型 

1. 短片組： 

1. 作品主題：「減塑」相關議題影片(需有教育意義)，形式不限。 

2. 參賽人數：每組人數至多 5 人。 

3. 評分標準： 

項目 說明 比重 

主題適切性 影片符合減塑環境保育議題。 30% 

內容創意 影片拍攝手法或劇本新穎有創意。 30% 

視覺表現 在影像處理部分的技術層面。 20% 



網路投票 依網路投票比例換算。 20% 

4. 競賽規定： 

A. 影片限制 3-5 分鐘，畫質需大於 720P。 

B. 影片原始檔上傳至雲端，並於報名表單附上雲端連結，

權限設定「知道連結的人，可編輯」。 

C. 同時需填寫附件一。 

2. Line 貼圖組：  

1. 作品主題：「減塑」相關設計。 

2. 參賽人數：每組人數 1 人至多 5 人。 

3. 評分標準： 

項目 說明 比重 

主題適切性 Line 貼圖整體符合減塑環境保育議題。 30% 

內容創意 Line 貼圖新穎有創意。 30% 

視覺表現 在圖像處理部分的技術層面。 20% 

網路投票 依網路投票比例換算。 20% 

4. 競賽規定： 

A. 圖檔尺寸如下說明，轉出檔案解析需為 300dpi。 

B. 所有報名參賽作品均需上傳電子圖檔 PNG 格式。 

C. 同時需填寫附件二。 

5. 內容須包含： 

A. 主要圖片：1 張。  

B. 聊天室標籤圖片：1 張。 

C. 貼圖圖片：靜態單組貼圖數量至少為 16 張(以上)，上

限 40 張。 

主要圖片 聊天室標籤圖片 貼圖圖片 

必須數量：1 張 

格式：PNG 

大小：寬 240x 長 240 pixel 

必須數量：1 張 

格式：PNG 

大小：寬 96x 長 74pixel 

必須數量：至少 16 張(以上) 

格式：PNG 

大小：寬 370x 長 320 pixel 

 

 

 

 

 

 

出處來源：http://creator-mag.line.me/tw/archives/29128696.html 

D. 貼圖圖片大小將會自動縮小，故請將尺寸設為偶數。  

E. 建議解析度：72dpi 以上，色彩模式：RGB。 



F. 1 個貼圖圖片不得超過 1MB。  

G. 若您要使用 1 個壓縮檔一次上傳單組所有圖片，該壓

縮檔不得超過 20MB。  

H. 請將人物等的背景透明化（去背）。 

3. 桌遊組： 

1. 作品主題：以永續發展的概念為主，包含發展與環境之間的平衡、

環境與人類發展之關聯以及資源分配和環境衝擊的正義與不正

義的考量。例如：「減塑」、「環境保育」等相關議題，期望過

遊戲能引發玩家覺察自我與環境間的關聯。 

2. 參賽人數：每組人數 1 人至多 6 人。 

3. 評分方式： 

A. 評分標準： 

項目 說明 
比

重 

完整

性 

包括主題明確、遊戲機制設定、指令說明、操作流程順暢度與使用狀

況等。 
30% 

創意

性 
包括設計巧思、理念、造形、用途與創新等。 20% 

教育

性 
遊戲後能引發玩家覺察自我與環境間的關聯。 20% 

娛樂

性 

遊戲過程的吸引力與參與度，包含遊戲帶領時現場參與者人氣加分

（5%）。 
30% 

B. 評分流程： 

a. 初選：書面審查，透過參賽報名表、說明書及遊戲樣板，審查

其參賽資格及作品主題，符合規定者進入複選。 

b. 複選：分為「評審審查」以及「現地比賽」。 

 評審審查：審查遊戲機制及說明之完整性，篩選出三名進行最後的現

地比賽評選。 

 現地比賽：由參賽者將其設計構想製作成品於現場試玩(限時 20 分鐘)，

並由評審委員聽取解說、試玩並最後評分，另有現場人氣加分。 

4. 競賽規定： 

A. 須符合主題，並需支援 2 人（含）以上遊玩，而遊戲性質(益智型、

策略型、角色扮演型，推理型，小品等)、玩法及遊戲時間則不限制。 

B. 繳交之實體作品，不需追求精緻及美編，重點是遊戲概念、規則流

程的表達，並且能實際操作、非一次性使用之樣板（材質不限）。 

C. 參賽作品應為：「從未在國內外任何論壇、網頁、BBS、展覽、會場、

遊戲店、比賽等實體、網路媒介發表之桌遊創作為限，若曾局部發表於其

他平台，需檢附出處提供評審判別」。 

D. 同時需填寫附件三，並將遊戲試玩樣板寄至「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一段 162 號」臺師大 人發系＿減塑促進中心競賽小組收 

5.  



5.內容須包含： 

A. 遊戲名稱：20 字以內。 

B. 遊戲設計理念：500 字以內，並包含核心理念、發想來源、

作品特色。 

C. 遊戲類型：不限，參賽者自行發揮。 

D. 玩家人數：2 人（含）以上。 

E. 遊戲前言：500 字以內。 

F. 規則說明：應包含遊戲設置、遊戲流程、遊戲結算、遊戲

Q&A。 

G. 相關視覺設計：附上幾張設計圖，示意遊戲的視覺風格，

但切勿侵權。 

H. 其他相關附件：非為必要，主要是讓評審及玩家更了解該

遊戲，例如教學影片（附連結）等。 

4. 創意組：「多素少塑」創意競賽 

1. 作品主題：以永續發展的概念為主，須同時包含「素食推廣─創

意料理」、「減塑生活─減塑消費行為」。 

2. 競賽說明：現行部分減塑行動部分採用紙質或金屬材質製成的商

品作為替代，其製程消耗的資源可能多過於塑膠製品，其實無論

是採用何種材質製成的產品，若無法配合適當的使用習慣，反而

容易造成更多碳排放。這樣的環保兩難，使消費者難以在氣候暖

化(碳排放)與環境污染(減塑行動)兩者間取得適當平衡，此外，目

前對於一次性塑膠的使用浪費又常常與食品安全訴求背道而馳，

所以特此將減塑行動與蔬食推廣兩大重點結合，並將簡單的食品

安全觀念帶入減塑包裝的使用，期許參賽者能透過本活動共同發

想新興的生活習慣以構建文化來改變社會，促使公民參與行動，

喚起大眾對永續生態議題的重視。 

3. 參賽人數：每組人數１人至多 6 人，團隊成員資格不限，若實際

報名組別年齡層分佈過廣，將依年齡層進行分組評比。 

4. 評分方式：分兩階段進行評選，詳細規範由主辦單位視作品而有調整

權。 

A. 評分標準： 

階段 項目 說明 

一 主題適切性 符合素食、減塑議題。 

內容創意性 企劃發想書新穎有創意。 

知識性 富有教育意義傳遞與呈現。 

二 實踐度 與原企劃發想書內容符合程度。 



視覺表現 內容的安排流暢度與影像處理精細度。 

創意呈現 影片內容新穎有創意。 

B. 評分流程： 

a. 第一階段「企劃發想書」： 

 投稿期間：即日起自 2020 年 07 月 31 日止。 

 結果公告：2020 年 08 月 29 日。 

 頒獎典禮(線上說明會)：2020 年 09 月 05 日。 

b. 第二階段「教育推廣片」： 

 第一階段得獎團隊才能晉級第二階段。 

 投稿期間：2020 年 9 月 6 日起自 2020 年 10 月 30 日止。 

 結果公告：2020 年 11 月 11 日。 

 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暫定 2020 年 11 月 28 日。 

5. 競賽規定： 

採「兩階段式」進行，由第一階段「企劃發想書」評選結果入選團隊將晉級第二

階段「教育推廣片」競賽。 

第一階段採「企劃發想書」投稿： 

a. 線上報名表單填寫，並填寫附件四。 

b. 企劃發想書，頁數至多不得超過 35 頁。（檔名格式：「學校名簡稱_聯

絡人姓名_作品名稱」-範例：臺師大_艾環境_草食活力減塑行） 

c. 內容架構要求：請詳見附件四說明 

第二階段採「教育推廣片」投稿： 

第一階段獲獎團隊務必於 2020 年 9 月 5 日（六）頒獎典禮（線上說明會）上指派

代表瞭解後續影片訴求並簽署「參賽切結書與同意書」，若未能於頒獎典禮時間

到場，請事前告知，既未告知也未到場者將視同放棄資格。 

a. 獲獎團隊於第二階段頒獎典禮(現場)時將予以車馬費補貼，平單據實報實銷，

補助金額至多 1,000 元。 

b. 務必於第二階段投稿期間內上傳影片，資料不齊全或逾期者將視同放棄資格。 

c. 影片時間至少 5 分鐘且不得超過 15 分鐘，畫質須大於 720P。 

d. 影片須上字幕或使用簡易道具或投影片方式協助說明。 

e. 影片內容架構（須與企劃發想書內容相符）請詳見附件四說明： 

 影片開場介紹。 

 創意蔬食料理簡介(料理名稱、創意說明、所需食材)。 

 食材減塑採買方式的實境過程。 

 所減少塑膠使用量的統計過程與數據。 

 創意蔬食料理過程與餐後分享。 

 減塑採買與蔬食料理心得總結。 

 

（二）收件方式 



1. 參賽者應於 2020 年 10 月 05 日（一）【創意組於 2020 年 07 月 31 日

（五）】前備妥下列相關文件資料，上傳至個人雲端（除桌遊需郵寄

樣版，以郵戳時間為憑），並填寫線上報名表單，連結：

https://pse.is/R4V7K，如需本人簽名文件請列印簽名再掃描上傳，資料

不齊全或逾期者不予受理。 

1. 報名表乙份，格式如附件一~附件四。 

2. 參賽作品 (註：檔名格式：｢單位簡稱＿聯絡人姓名＿作品名稱｣ 

如：臺師大_王地球_我的減塑新生活) 

2. 於獲選後繳交 

1.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五(一人一份) 。 

2. 個人資料同意書，格式如附件六(一人一份且須附身分證影本) 

3. 聯絡窗口：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02)2365-0599  

 2020 「我行，我 4 不塑 !」競賽小組 林小姐 

七、獎勵辦法： 

（一）所有完成參賽者皆能獲得電子版參賽證明。 

（二）短片組： 

特優(一名)新臺幣 15,000 元，獎狀乙只。 

優等(一名)新臺幣 12,000 元，獎狀乙只。 

佳作(一名)新臺幣 8,000 元，獎狀乙只。 

（三）Line 貼圖組 : 

特優(一名)新臺幣 8,000 元，獎狀乙只。 

優等(一名)新臺幣 5,000 元，獎狀乙只。 

佳作(一名)新臺幣 3,000 元，獎狀乙只。 

（四）桌遊組 

首獎(一名)新臺幣 10,000 元，獎狀乙只。 

二獎(一名)新臺幣 8,000 元，獎狀乙只。 

三獎(一名)新臺幣 5,000 元，獎狀乙只。 

（五）蔬食組 

1. 第一階段獎勵： 

優選（六名）新台幣 3,000 元及活動贈品，並進入二階段競賽。 

佳作（六名）活動贈品與獎狀乙只。 

2. 第二階段獎勵： 

第一名(一名) 新臺幣 12,000 元與獎狀乙只。 

第二名(一名) 新臺幣 8,000 元與獎狀乙只。 

第三名(一名) 新臺幣 5,000 元與獎狀乙只。 

優選（三名）新臺幣 2,000 元與獎狀乙只。 

備註：為確保競賽成果品質，二階段結果總評分若未達 60 分，將無法獲得

獎金，請參賽者盡全力完成。 

 

https://pse.is/R4V7K


7.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可重複報名不同項目類型，如：同時參與桌遊組及短片組。 

2.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本活動相關訊息與異動將公布

於活動網站(http://t.cn/R3iJUJi)，請密切注意。 

3.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修改本活動辦法、

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4. 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並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

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商標權、肖像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涉及相關著

作權之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參賽者自行負法律上責任，概與

主辦單位無涉。 

5. 本活動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授權主辦單位於作品送件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期間內無償使用；活動得獎作品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主辦單位擁有改作、

重製、散布、發行及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播送、上映、

傳輸、發表及商品化等權利。 

6. 短片組的參賽作品，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影片內容適宜程度，決定是否可置放

於活動網站播放，若已上架之影片若發現不適宜畫面時，亦有權將該影片下

架。 

7. 參賽作品如有下列情事，除由參賽者自負法律上責任外，另取消其參賽資格，

如得獎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項： 

1. 所使用之人物、背景音樂或其他素材涉及著作權或專利權等之侵害。 

2. 參賽作品為市面上所發行之產品或商業用途之創作。 

3. 參賽作品內容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法律者。 

4. 參賽作品非參賽者原創作，或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 

5. 參賽作品於參賽期間同時參加其他競賽。 

6. 參賽作品於報名前已獲國內外微電影或短片徵選獎項者。 

8. 得獎者應將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本校，為不限區域、時間、方式及次數之利

用，且同意本校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並同意對本校及本校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

著作人格權。 

9. 為尊重著作權，參賽作品如引用他人著作且合於著作權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

參賽人應註明出處，若引用音樂超過合理引用之長度及範圍，請事先取得之製作

權所有人非商業使用同意書，若因未盡上述責任所衍生智慧財產權糾紛，均由參

賽者自行處理及自負法律責任。 

10. 得獎者必需配合出席成果發表會，得獎作品亦需配合主辦單位認定有必要之

修改時，於期限內修改完畢，如有未配合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11. 創意組獎金由中華全球蔬食協會、中華減塑聯盟協會提供。 

12. 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或獎項價值超過 1,000 元以上者，主辦單位將填發

扣（免）繳憑單予得獎人；另中獎或獎項價值超過 20,000 元以上，需預先扣繳 10%

稅款，若得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未繳交前述稅款

者，視同放棄，不得領取該獎金。 

http://t.cn/R3iJUJi


13. 參賽作品請保留原始檔備查，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 

14. 報名參賽者，悉遵守本活動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並不得有造假不實情事，

若有違反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15. 如有未盡之事宜，主辦單位有最終補充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