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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1年「拒菸節酒戒檳」短篇單元漫畫創作比賽 

壹、計畫依據 

依據111年度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菸害防制工作計畫辦理。 

貳、計畫緣起 

為鼓勵本市高中職(含五專1-3年級)學生藉由圖像創作與文字表達能力

參與拒菸、節酒、拒檳短篇漫畫創作比賽，並於創作過程中透過與老師、

同學、家人及朋友討論，以輕鬆、活潑、有趣的方式提升學生及其家人對

菸檳酒危害認知及增進拒菸、節酒、拒檳等技能，進而影響周邊親友遠離

菸品(含電子煙)、檳榔、酒品，積極加入戒菸、節酒、戒檳行動。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合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肆、活動說明 

一、參加對象 

就讀於高雄市各公私立高級中學、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五專1-3

年級學生(含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皆可參加，每人參加組別件數不限，唯

各組得獎以最高一名次為準，僅接受個人創作，參加同學需簽立拒絕菸檳

酒承諾書(附件1)。 

二、作品主題、組別及規格 

(一)主題： 

以「拒絕菸品(電子煙)」、「節制飲酒」、「拒嚼檳榔」等相關議題擇一或

綜合進行創作。 

(二)組別： 

1.手繪漫畫組：不分年級共一組。 

2.電繪漫畫組：不分年級共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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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尺寸規格： 

1篇2-4面，A4尺寸(2129cm)直式彩色輸出或繪製，內容畫面採橫

式格式編排，橫式書寫文由左至右。如圖例： 

(四)其他： 

1.作品需為原創，圖面內容及風格

不拘，禁止投稿臨摹、仿畫、冒

借、抄襲或有任何違反著作權嫌

疑之作品。 

2.同一作品僅限投稿乙次，倘作品

有重複投稿、授權第三人使用或

未遵守活動相關規定者，恕不受

理。 

3.作品具有惡意的內容，毀損、中

傷、誹謗他人名譽或商譽，猥

褻、色情、暴力等相關內容，違

反社會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宣

傳特定商品、廣告、營利等內

容，不符合本活動宗旨及其他任

何經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認定為不當的內容，該作品不列入比賽且不與

投稿者進行任何聯絡及說明。 

三、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參賽作品由個人報名，每件參賽作品都要繳交報名表及同意書(附件

1)。 

(二)作品請以300dpi：jpg/pdf 電子檔(手繪圖稿須自行掃

描)，檔案限10MB 以內，連同報名表及同意書、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上傳。作品因解析度不足，致影響

評審成績，參選者不得異議。 

(三)上傳網址：https://forms.gle/8kkjMnmz8pqUQ4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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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7月15日(五)17:00止，逾期恕不受理。 

(五)承辦單位對於參賽作品有逾期、作品檔案規格不符、損壞、資料文件不

齊、文件內容填寫不完整、作品內容不當等因素導致失去參賽資格，

不負任何責任。 

四、評審方法 

評審小組由承辦單位召集專家學者組成，經初審及複審兩階段進行評

選，選出得獎作品。 

評分內容 配分比例 

主題 20％ 

表現 40％ 

創意 40％ 

五、競賽獎勵 

(ㄧ)學生 

各組獎勵名額如下： 

名次 獎勵項目 名額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1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2名 

第三名 2,000元禮券及獎狀 3名 

佳作 1,000元禮券及獎狀 5名 

※上述各獎項得視參賽數量、作品體現衡量，酌予調整名額或從缺。 

※各組得獎之得獎者以報名表為準且不重複給獎，以獎勵最優項目為

準。禮券領取人須簽禮券領取單。 

(二)指導老師 

各組獎勵名額如下： 

名次 獎勵項目 名額 

第一名 2,000元禮券及所屬學校記嘉獎乙次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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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1,000元禮券及獎狀 2名 

第三名 500元禮券及獎狀 3名 

※各組得獎之指導老師以報名表為準且不重複給獎，以獎勵最優項目

為準。禮券領取人須簽禮券領取單。 

六、得獎公布 

(一)得獎名單及作品將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官方網站及「無菸雄麻吉」臉書

(Facebook)粉絲團公告。 

(二)頒獎日期及形式，由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及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通知。 

伍、創作比賽時程 

日期 內容 

即日起至 7月 15日 

報名方式：7/15(五)17：00前上傳至

https://forms.gle/8kkjMnmz8pqUQ4A38，逾期不

受理。 

7月 20日至 7月 31日 評審作品。 

8月 10日至 8月 15日 
得獎名單及作品公告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官方網

站及「無菸雄麻吉」臉書(Facebook)粉絲團。 

8月 20日至 8月 25日 頒獎。 

陸、參賽者注意事項 

一、參加作品如經發現違反活動辦法、參加資格，或作品有冒借、抄襲或侵犯

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時，該作品不列入比賽。 

二、本活動參加者同意作品版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不得要求退件，主辦單位享

有參賽作品之相關著作財產權，並有出版及相關使用之權利，且主辦單位

有對參賽作品進行修改以進行廣告、宣傳、刊印及展覽、製作相關宣傳品

（如海報、摺頁、光碟、環保袋、書籍等）之權利，不須事先通知參賽者

或再徵得同意，且不另外致酬或支付任何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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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1,000元，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

報，故得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 

四、得獎名單及作品，依時程公布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官方網站及「無菸雄麻

吉」臉書(Facebook)粉絲團。 

柒、工作內容 

一、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得共同研議競賽活動辦理的時間及獎勵措施，競賽項

目及評審方式。 

二、準備期間由學校老師協助向學生說明準備比賽事宜。 

捌、經費來源：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玖、承辦單位於活動結束後，111年8月31日前檢具成果一式2份(含電

子檔)及經費原始憑證送衛生局核銷。 

拾、計畫辦理期間：計畫核准至111年8月31日。 

拾壹、本執行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拾貳、活動執行單位及計畫聯絡人： 

一、 活動執行單位：正修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聯絡人：邱陳佳璇小

姐 ，電話：07-7358800#5502，地址：高雄市鳥松區(83347)澄清路840號 

幼保大樓3樓數位系辦公室。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成癮防治股，計畫聯絡人：吳

青育小姐，電話：07-7134000#1635，E-mail：isaacwu@kcg.gov.tw，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802)凱旋二路13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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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經費編列表：本計畫共需新台幣130,000元，詳如下列 

二級科目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經費來源 理由及說明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評審費 人次 20 2,500 50,000 

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

康署111

年度補助

辦理菸害

防制計畫 

審查短篇漫畫創作比賽參賽作品 

第一階段初審：10人次(各組5人次) 

第二階段複審：10人次(各組5人次) 

 

視實際參賽作品數量調整 

專家學者出席費2500元/次 

工作費 人次 12 1,008 12,096 

整理報名資料、資料審核、投稿稿

件等相關事務 

每場次6小時共4場，按勞動部公告

之基本工資時薪計算，每日計資酬

金：168元/時*6時=1,008元 

依「各級學校協助辦理各項試務

工作相關費用支給表」編列 

工作費 式 1 255 255 補充保費 

一般事務費 禮券 式 550 100 55,000 

優勝作品禮品(商品禮券)： 

1.學生 

第一名 5,000元×2名 

第二名 3,000元×4名 

第三名 2,000元×6名 

佳作   1,000元×10名 

2.指導老師 

第一名 2,000元×2名 

第二名 1,000元×4名 

第三名 500元×6名 

一般事務費 設計費 式 1 5,000 5,000 活動海報設計費 

通訊費 郵資 式 1 1,000 1,000 辦理本項活動所需使用之郵資 

物品 文具 式 1 1,000 1,000 
辦理本項活動所需使用之文具、電

腦周邊耗材等 

一般事務費 雜支 式 1 5,649 5,649 
辦理本項活動資料印刷、印製獎

狀、誤餐費、茶水費、雜支…等 

總 計 130,000 各項經費得視實際情況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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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報名表及同意書   

高雄市 111年「拒菸節酒戒檳」短篇單元漫畫創作比賽 

報名表及同意書 

姓名  參賽組別 
□手繪組 

□電繪組 

學校名稱  科別年級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作品主旨及

簡要說明 

主旨： 

說明： 

指導老師 

(限填1人) 
 聯絡電話  

拒絕菸檳酒承諾書 

維護自己及家人健康，避免遭受任何菸品、檳榔、酒品危害，請家人共同

響應遠離菸品(含電子煙)、檳榔、酒品，積極加入戒菸、節酒、拒檳行動，

一同營造健康、優質的生活環境。 

➢ 本人已讀過活動辦法的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所列之規定。 

➢ 本局並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參賽者所填寫之個人資

料，主辦單位將遵循個資法處理，善盡保密之責絕不外洩。 

➢ 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權讓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謹此聲明。 

著作權讓與人(作者)簽名：            簽章 

法定代理人（未滿18歲者由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        簽章 

 

掃我追蹤 

欣賞作品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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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上傳至 https://forms.gle/8kkjMnmz8pqUQ4A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