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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生命線 

「1995愛生命」短片競賽實施計畫  

壹、 活動目的：  

    生命是人最重要的資產，｢健康、快樂｣也是每個人生活努力的目標。對於全球共同關

注的公共心理衛生議題-自殺防治，更需要透過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落實「 珍愛生命，

人人有責 」的精神，建構社區關懷網絡，在防疫期間，期望透過影片的創意拍攝方式與展

現，推動自殺預防效益與影響力。  

     

    本會（桃園市生命線），於民國 80 年 10月 6日正式成立，今年即將在地服務 31周年，

在歷任理事長的帶領下，期望透過結合與大桃園地區公益單位、政府部門，聯合舉辦「1995

愛生命」短片競賽，共同呼籲生命關懷及對於自殺防治人人有責的精神。 

     

    本會這二年特別以青少年自殺預防為主題，主要是依據衛福部 2020年統計，青少年族

群自殺死亡率連續 20年攀升，15至 24 歲人口群自殺通報更是逐年增加，2016 至 2020 年

分別為 4365、4905、6352、7991及 1 萬 659 人次，從 2016年的 4365 人次至 2020 年的 1

萬 659人次，增加超過 2.5倍，2020年該人口群通報人次已佔所有通報人口群中的 26.4％。 

     

    各級學校通報學生自傷人次更呈現倍數增加，2016年至 2020 年分別為 1029、1519、

2765、4475、8625人次，成長超過 8 倍，故可見自殺高危險群已不再是專屬銀髮族的重要

議題，青少年族群已悄入自殺高風險群之列。凸顯青少年自殺、自傷議題的嚴重性。 

 

貳、指導機關：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參、主辦單位：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肆、協辦單位：  

    (一) 林政賢議員服務處 

    (二) 黃婉如議員服務處 

    (三) 謝美英議員服務處 

    (四) 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五) 台灣心理健康聯盟 

    (六) 桃園電台 

    (七) 解憂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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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贊助單位(持續更新)： 

     桃園經國扶輪社 

     桃園西北扶輪社 

     云誠股份有限公司 

     先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語身心診所 

     旺增股份有限公司 

     昱成交通有限公司 

     富宸有限公司 

     道霖有限公司 

 

陸、徵選主題：  

『關於青春可能讓你很意外的 point 』 

    青春的樣態有人看見陽光與希望，有人認為是煩悶與憂愁，但是有誰可以知道年輕人

真正的心聲。 

    人生難免有不順心的時刻，當陰暗占據了青少年的思緒，遮蔽人生的出路，遺憾的是，

有些人選擇以自殺畫下生命的句點，來不及看見未來仍有無限可能。 

   或許轉個身，便會雨過天晴；又或許嘗試尋找出口，就能夠化險為夷；其實身邊有一些

人正試著給予關心，願意挺身解困備受煎熬的心靈。 

    邀請您發揮您的創意，拍攝出具有宣導自殺防治意涵的影片，鼓勵青少年朋友能夠珍

惜生命，關照自己的心理健康，在經歷低落的時刻，能勇於求助，不要放棄為自己創造未

來的希望。也期待你我能夠適時伸出援手，一句問候、一抹微笑，都可能在無意之間，成

為別人生命的轉捩點。 

 

柒、活動時程：  

一、 收件日期：111 年 7月 1 日(星期三)起至 9月 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00分止，逾

期恕不受理。  

二、 評審評選：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組成評選會進行評選，9 月辦理決審會議，並公告得獎

優勝名單。 

三、 網路票選：111 年 9月 8 日(四)開放投票(youtube平台)，進行人氣獎票選活動，111

年 9月 22日(四)中午 12:00 截止統計。 

四、 公布入圍名單：預計 9 月 27 日(二)上午 10 公告。  

五、 頒獎典禮暨記者會：預計 10 月 6 日舉行，優勝隊伍進行頒獎。  

六、 日期及地點公告於桃園市生命線協會網址；合辦單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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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名資格：  

一、 擁有學生身分即可(不限年齡，高中職、大專院校、研究所、社區大學等等)  

二、 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報名參加，團隊人數至多 5人參賽，參賽者不得重複組別報名。  

三、 如作品經發現有非參賽者參與影片之腳本、配音、拍攝、後製等或委外製作，得取消

參賽資格。  

 

玖、報名方式：  

一、第一階段參賽登記：請於 8月 15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00分前上網報名完成。 

二、第二階段參賽作品送件：  

（一）參賽資料：  

1、 報名表(附件一)。  

2、 競賽作品影音檔案。  

3、 學生身分需提供團隊全員之在學證明。  

4、 個人照或參賽團隊照一張（解析度提供 300dpi以上畫素），並在檔名寫上圖片說明。  

5、 拍攝過程側拍照至少四張（解析度提供 300dpi以上畫素），並在檔名寫上圖片說明。  

6、 填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每人一份）、「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每人一份）

及「參賽作品確認書」（團隊一份，需全員簽名），如附件二~四。  

（二）上開參賽資料電子檔，請掃描統整為一份 PDF檔於 8月 15日（星期一）前傳送予桃

園市生命線協會，為避免資料遺漏，請於傳送後，來電告知並確認。  

 (三) 競賽作品影音檔案請上傳至雲端，於報名表中填寫作品的雲端連結供審查(請務必確

認影音檔案可供下載)。 

（四）參賽資料及作品經承辦單位完成報名資格審查，回覆審核通知結果後，始完成報名。  

三、報名團隊須保證所填寫之相關報名資料正確、無造假，學生（含國際生）應提供在學

證明，供主辦機關確認資格，並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之保護及約束；如有不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拾、參賽作品影片製作規定：  

一、 影片長度：全長 5分鐘以內（含片頭、片尾）。  

二、 影片類型：劇情類及非劇情類(含動畫)。  

三、 影片規格：影音格為 avi、mov、mp4、mpg等格式儲存；影片解析度為 1920*1080 以

上。  

四、 影片名稱請以「作品名稱命名+隊長姓名」，例如：我的未來不是夢─○○○。  

五、 影片須附上字幕，如英文請以中英對照呈現。  

六、 參賽作品片頭僅能顯示作品名稱；相關著作或參與人員資訊，統一於影片片尾放置介

紹（如工作人員名單或受訪者名單、引用之影片、音樂、圖文資料出處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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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關資訊，為標註著作出處。  

七、 不得運用非經授權或有版權之影片、音樂、圖文資料等，若經檢舉或經主辦單位查出

侵權，依規定立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八、 同一影片不得重複投稿參加，例如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或該作品正參與其他類

似競賽或已由營利、非營利單位或由其他政府部門出資或使用其相關補助經費製作之

影片（包括自製、委製、外製），一經查詢將取消參賽資格。  

九、 避免反宣傳及置入性行銷，且不得有違反法令及善良風俗之內容。  

 

拾壹、評審方式：  

一、 評選委員會：由相關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二、 評分標準：  

    (1) 主題精神與內容：40%（內容切合主題）  

    (2) 創意表現：30%（表現極具巧思）  

    (3) 整體製作：20%（製作鋪陳完整）  

    (4) 網路票選：10%(以作品按讚數作為計算，按讚數結算至 111年 9月 22日(四) 

                  中中午 12:00。 

三、 網路票選：  

    資格審核通過的影片作品將於 111年 9月 8日統一公告於「桃園生命線」官方

Youtube，並公開進行網路投票，於 111 年 9月 22日中午 12:00 結算。按讚人數最多的

作品，頒發最佳人氣獎。 

   (影片公告日期以及投票結算時間依實際行政作業情況保留異動之可能，最新資訊以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官網公告為主) 

 

拾貳、獎勵方式：  

一、 頒發獎項如下：  

  （一）金牌：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30,000元，一名。 

   (二）銀牌：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20,000 元，一名。 

  （三）銅牌：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一名。 

  （四）佳作：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3,000 元，五名。 

  （五）最佳人氣獎：獎狀及獎金新臺幣  5,000 元，一名。 

   (六) 完成參賽者皆可申請社會服務時數  20 小時。 

二、 上述各組獲獎團隊之指導老師，另頒發指導感謝狀。  

三、 各獎項由評選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從缺」。  

四、 得獎名單於桃園市生命線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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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領獎方式：  

一、 依據中華民國政府規定稅法辦理，所獲獎金扣除稅金後，頒發餘額獎金。  

二、 得獎人請於頒獎典禮當日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到場填寫相關文件，獎金將採用匯款 

     方式撥付，匯款手續費或郵費自獎金內扣除，由領獎人自行吸收。  

 

拾肆、注意事項：  

一、 網路報名參賽登記請務必詳細填寫，影片作品需標明作品名稱。報名參賽資料不完整，

或影片製作規定不符者，經通知未修正者，取消參賽資格。  

二、 參加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尊重「智慧財產權」，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涉

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政治議題或不雅作品及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

等情事。如發現以上情節，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已領獎者須繳回獎狀及獎金。  

三、 若有第三人對作品之適法性（如著作權、肖像權）提出異議，並經查明屬實者，主辦

機關除取消得獎資格，並依行政程序追繳獎狀及獎金，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

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主辦單位之一切損失。  

四、 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皆屬創作者，所著參賽作品皆同意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時

間、次數、方式使用於教學、教育推廣等非商業用途。  

五、 參賽資料及作品，無論得獎與否，不予退回。  

六、 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規定事項，並尊重評選委員評議，對評審

結果不得有議。  

七、 主辦機關及承辦單位有保留、增加、修改與變更徵選辦法之權利。 

 

 

拾伍、影片宣傳內容、方法與使用等權利：  

為擴大影片宣傳效益，個人或團隊參賽作品自資料作品送件起同意不限次數、不限地域，

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包含所屬單位）或承辦單位授權之第三方良善且公益性運用推廣其

作品，包括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及公開播送於廣播電視、平面媒體、網際網路並進行活

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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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生命線 

                     第二屆「1995愛生命」短片競賽報名表 

團隊名稱 
 

團隊簡介 

 

（100 字以內） 

 

指導老師 

姓名：                手機： 

 

電子信箱： 

 

服務單位： 

組長 

姓名：                手機： 

 

電子信箱： 

組員 

1.姓名：          ；手機：                

2.姓名：          ；手機：                 

3.姓名：          ；手機：              

4.姓名：          ；手機：              

5.姓名：          ；手機：                 

作品名稱 
 

作品簡介 

 

（500 字以內） 

 

作品連結 
 

※註：此報名表填寫完，需與其他參賽資料合併成 PDF 檔傳送至承辦人信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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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生命線協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本會因執行桃園市生命線第二屆「1995愛生命」短片競賽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1.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

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 

2. 本會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利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益。 

3. 您可就本會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會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本

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會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時，

請與本會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會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毀損、滅失者，

本會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辦理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

您未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會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會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

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 日內與本會聯繫。屆時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

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

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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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因「桃園市生命線第二屆「1995 愛生命」短片競賽-關於

青春可能讓你很意外的 POINT」為執行該項活動，需利用立同意書人之著作，爰授權 桃園市生命

線協會 (以下簡稱甲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立同意書人之著作： 

一、 授權利用之作品名稱：                                                           

(一) 類別： 

□語文著作 □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

□錄音著作□建築著作 □視聽著作 □表演 

(二) 立書人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

權利之情事。 

二、授權範圍： 

(一)利用行為：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改作 

■編輯 ■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散布 

(二)利用之地域(場地)：■不限地域(三)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四)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五)可否再授權：■甲方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六)權利金：■無償授權 

 此致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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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作品確認書 

著作名稱:                                                       

參與桃園市生命線第二屆「1995愛生命」關於青春可能讓你很意外的 POINT 短

片競賽，確認下列資訊屬實:  

 1.□是 □否 影片未參加其他競賽。 

2. □是 □否 影片版權為團隊所有，非第二方單位擁有，亦非與第二方單位共

有。 

3. □是 □否 影片受任何公部門（縣市政府、教育部等）、營利單位或非營利單

位補助經費拍攝。 

4. □是 □否 影片受營利單位或非營利單位補助，請填寫該單位名稱:

                         。 

5. □是 □否 影片內有標示音樂版權。 

若勾選否，請填寫授權音樂來源: 或檢附音樂授權書。 

 

立同意書人確認參賽作品無誤，若經查證非屬實，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立同意書人（簽章）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