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隻小 G「90 秒行動創意大賽」迷你短片徵件活動
一、參賽作品規範
1. 格式及呈現以手機或製作能於手機上觀看的影像。器材不拘，影像不限為
2.

3.

4.

劇情、動畫、紀錄片等類型，拍攝環境亦不拘限於室內。
以你所在的城鄉縣市連結 App 服務進行概念發想（旅遊、健康、教育、導
航、交通時刻、地圖、音樂、支付、公共治理、便民服務等），可以主辦單
位推薦 App 名單為參考進行拍攝(請註明您所在的縣市區域)。
迷你短片片長為 30 秒至 90 秒以內，時數不及或是長度過長者，皆為資格
不符。檔案格式以 1280×720 以上之 HD 影片，可上傳至 YouTube 之格式
為主。參賽者將參賽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報名參賽者可由 1-3 人自由組隊（所有參賽者正名需列出），個人或團隊報

名的作品，各自不得超過 3 件作品案。
5. 各案作品不論是個人或團隊報名，均採單一代表人制，即團體或個人的得
獎作品案，其獎金與獎狀相同，由代表人簽收領取。
二、送件內容
1. 採「線上報名」，最終截止時間均為 2016 年 11 月 03 日 24:00。

2.

線上報名：請進入本站「我要報名」的連結，依序填妥各項文件，進
行線上報名。作品需於 2016 年 11 月 03 日 24:00 前完成上傳。
網路線上報名由本站提供各項表單，請一一填寫報名相關資料、200 字左
右作品說明、著作財產權相關文件、作品附件檔案等，一併回傳後，報名

成功者，主辦單位會以 E-mail 回覆通知。
三、評審事宜
1. 評審時間：2016 年 11 年 03 日截止收件後，11 月 7 日起，開始評審作業。
2. 評分標準：故事性及創意設計 35%、在地化及應用服務關連度 45%、影音
效果技術 20%
網友投票辦法：凡經評審團初審通過的作品，會公告在活動官網上，供民
眾票選，總票數占決賽結果 10%。
四、著作權相關事項
1. 作品著作權：
3.

2.
3.

 音樂：自行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
 肖像：影片內之人物，應獲當事人同意拍攝，避免侵害他人肖像權。
得獎作品須簽署著作權同意書授權活動主辦單位使用，日後不限地域、次
數、時間及無償利用，並承諾對活動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參賽作品須為原創，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肖像權之情事，如有仿冒或抄
襲、冒名頂替等違反著作權相關法令者，如經查證屬實，立即取消參賽資

格；得獎者亦將追回得獎獎金、獎座及獎狀，並由參賽者自負相關法律責
任。
五、活動時程
1.
2.
3.
4.

報名收件：105 年 9 月 19 日~105 年 11 月 03 日 24：00 止
評審評選時間：2016 年 11 月 07 日－2016 年 11 月 11 日
初審入圍公告：105 年 11 月 15 日
線上決賽加權票選：2016 年 11 月 21 日－2016 年 12 月 02 日 24:00 止

5. 複審決選公告：105 年 12 月 06 日
六、迷你短片獎項說明
1. 金 G 獎：1 名，獎狀乙紙，獎金 3 萬元
2. 銀 G 獎：1 名，獎狀乙紙，獎金 2 萬元
3. 銅 G 獎：1 名，獎狀乙紙，獎金 1 萬元
4. 佳
作：3 名，每名獎狀乙紙，獎金 3,000 元
七、附註說明
1. 經公告得獎之作品，不得要求取消資格。
2. 若參賽者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各獎項得予從缺。
3.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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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贈品所得總額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需另繳
納 10%稅額。若參賽者非屬中華民國國籍，則需繳納 20% 稅額。若不願
意配合，視同自動放棄權限，不具得獎資格。

4.

本徵件活動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更改之權利，活動若有需變更
的項目、條款、辦法，皆透過活動網站公告。若參賽者無法接受活動變更
後結果，則視同參賽者放棄參選資格。
入圍者在初選名單公佈後須簽署著作權同意書授權活動主辦單位使用，日
後不限地域、次數、時間及無償利用，並承諾對活動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

4.

5.
6.
7.

人格權。
參賽者須同意主辦單位擁有參賽作品活動展示權，其將(包含但不限於)運
用於活動網頁及計畫之推廣宣傳。
參賽者個人資料利用期間：所有參賽者授權與本活動起始之日至領獎作業
辦理完成，僅為報名及領獎作業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本活動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如有未盡事
宜，保留修改本活動各項競賽辦法解釋及更變之權利。

報名網址：https://www.4chickshow.com/

主辦單位推薦 App 名單：
研書 G 喜歡用的 App(喜歡嘗試任何跟當地便民服務相關的 App)：
台灣雲端書庫/新北市、高雄市
智慧導引/台北市、新北市
阿倫 Online 新北市掌上型政府
桃園垃圾車
桃園警政
桃園市市民卡 APP
臺中地市政快 e 通
英語觀光城/台中
臺南好停
臺南交通即時資訊
新北消防行動 APP
新北愛 BOOK
新北 i 環保
嗨男 G 真心推薦：
中華影視
myVideo
SuperMOD
myMusic
StreetVoice
KKBOX
心音樂
遠傳 Omusic
麻遊 G 走透透：
台北等公車
GT GO
Kardi 智慧導航

Eago free
Eago +
iCarry 我來寄
有軌時刻表
路況快易通
樂遊台灣
雙鐵時刻表
樂客導航王全 3D
TAXI 叫車便
Wali 智慧錢包
華文創-行動導覽系統
巷弄 x 台南
TAZZE
Myfone 購物
隨意購
CJ 嬉街趣
人生 G 希望大家一起試試的 App：
不老小幫手
Smart 健康
Mysports
手機減肥器
Ifit
計步器
HS 居家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