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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菸檳危害 由我說畫~109 年校園菸檳防制標語及繪畫徵選比賽」

活動辦法 
 

一、 目標 

藉由在全市國高中辦理標語及繪畫徵件比賽，將吸菸嚼檳對健康危害與反

菸拒檳理念推廣至校園。 

二、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三、 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五、 活動對象 

本市公私立國高中職學校之在學學生（含夜間部）。 

六、 活動辦法 

(一) 徵稿主題： 

1. 以「遠離吸菸及嚼檳榔導致之健康危害」為主題，且須由以下情境擇

一發想： 

(1) 你要勸有吸菸或嚼檳榔的親友戒除。 

(2) 朋友拿菸或檳榔請你，你拒絕了對方。 

2. 作品必須包含「菸、檳」兩項元素。 

(二) 活動期程： 

1. 報名及收件：自 9月 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 

2. 11月完成稿件審查評選作業。 

3. 12月公布得獎名單。 

(三) 參賽組別及獎勵品： 

1. 標語比賽： 

分「國中組」與「高中職組」2組，各組取前 3名，佳作 3名；獎勵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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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獎勵品 

第 1名 商品禮券 8,000元 獎狀 1紙 

第 2名 商品禮券 5,500元 獎狀 1紙 

第 3名 商品禮券 3,000元 獎狀 1紙 

佳作共 3名 商品禮券各 500元 獎狀各 1紙 

 

2. 繪畫比賽： 

分「國中組」與「高中職組」2組，各組取前 3名，佳作 3名；獎勵

如下表: 

 

名次 獎勵品 

第 1名 商品禮券 6,000元 獎狀 1紙 

第 2名 商品禮券 3,000元 獎狀 1紙 

第 3名 商品禮券 1,500元 獎狀 1紙 

佳作共 3名 商品禮券各 500元 獎狀各 1紙 

 

(四) 作品規格 

1. 標語比賽: 

(1) 標語不超過 20字。 

(2) 參賽者可就日常生活對香菸、檳榔危害的了解，以及對口腔癌

的認識，發揮創意構思，但務須契合主題情境(二擇一)。 

(3) 一稿不可多投，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作品所含之版

權責任由作者自負。 

2. 繪畫比賽:  

(1) 繪畫表現素材不限，剪貼、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或綜

合應用皆可，惟版畫、立體作品、水墨畫及電腦繪畫皆不列入

本次參賽類別。 

(2) 限定於四開紙(52cm * 38cm)上進行創意表現。 

(3) 一稿不可多投，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且須為原創不

可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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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品投稿 

1. 標語比賽: 

(1) 參賽者僅得以個人報名參加。 

(2) 請於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至標語比賽報名網頁 

( https://reurl.cc/GVzQ5x )填寫報名表及作品。 

(3) 為確保參賽者權益，請於網頁上傳作品後 3日電洽陽光社會福

利基金會 黃一翔先生(電話: (02)2507-8006分機 113)確認。 

(4) 未通過評選或不符參賽資格者均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2. 繪畫比賽： 

(1) 參賽者僅得以個人報名參加。 

(2) 請於 9月 1日至 10月 31日填妥報名表(附件)併同作品，親送

或郵寄至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地址: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91

號 3樓 黃一翔先生收)，以郵戳為憑。 

(3) 為確保參賽者權益，請於郵寄作品後 3日電洽陽光社會福利基

金會黃一翔先生(電話: (02)2507-8006分機 113)確認。 

(4) 未通過評選或不符參賽資格者均不另行通知，未獲選作品不主

動退件，如欲取回請於 12月 20日前電話洽詢，逾期不予保留。 

 

(六) 評分標準 

1. 聘請專家進行評選。 

2. 標語組評分標準：主題掌握 40%、詞句流暢 30%、創意展現 30%。 

3. 繪畫組評分標準：主題表現性 40%、創意展現 30%、構圖與色彩 30%。 

 

(七) 得獎者頒獎及作品展示 

1. 得獎者將另行通知於本市市政會議接受市長頒獎(得視 COVID-19 疫

情調整)。 

2. 繪畫組前 3名之得獎作品將輸出裱框，並公開展覽於公共藝文空間與

活動網頁，裱框作品將於展覽完畢後送還參賽者。 

3. 得獎作品將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擇 1合適作品，作為本市 110年口腔

癌防治宣導海報。 

 

(八) 注意事項 

https://reurl.cc/GVzQ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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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人以投稿一組作品為限。 

2. 未成年（未滿 18歲）參賽者必需經由法定代理人同意方能比賽。 

3. 參賽者倘被發現與參賽資格不符，或有抄襲或損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其他權益之情事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獎資格、收回獎項，且有任

何相關智慧財產權、損害他人權益之糾紛，該參賽者應負相關賠償與

法律責任。 

4. 得獎作品著作權轉讓主辦單位供後續宣導使用，主辦單位有權重製、

編輯、改作、印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發表及

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轉授權供第三者使用上述所開列方式之使用權

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且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及撤銷此

授權；惟保留其著作人格權並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5. 獲獎獎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將獎項所得列入獲獎者年終綜合所得

稅申報，獲獎者須簽收收據（領據需填寫：獲獎者姓名、生日、身分

證字號、戶籍地址、電話）。 

6. 獲獎人於領獎時所繳付之文件及資料有不全、偽造、抄襲或不實者，

或違反本活動辦法，即視為獲獎無效。該獲獎者除應負法律相關責任

外，如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有權向其追繳已領取之獎項或與獎項等

值之金額。 

7. 參賽作品件數及如未達評審要求之水準，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缺。 

8.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內容、規則、辦法、

注意事項、獎項之權利及對於本活動辦法之最終解釋權，修改訊息將

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最新消息（https://health.gov.taipei/）

上公布，不須另行通知或取得參賽者同意。 

9. 完成報名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且願意完

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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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菸檳危害 由我說畫~校園菸檳防制標語及繪畫徵選比賽」 

繪畫組報名表 
 

★請務必填寫完整。 
★請提供真實個人資料，以利後續聯絡、通知及獎金寄送作業，若資料不符則取消得奬資格。 
 

姓名 

 

出生年次 

民國     年生 

□未成年者已徵得法定代

理人同意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投稿組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就讀學校  

作品名稱 

 

 

 

設計理念（100字內） 

 

 

 

 

 

 

 

 

 

 

 
活動聯絡人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黃一翔 社教專員 

電話：(02) 2507-8006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