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青少年性教育海報、短片徵選活動簡章(更新) 

一、 活動緣起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網絡日漸發達，青少年接受任何資訊都來的較容易。而對於懵懂

發芽的孩子，從發掘自我生理與心理的變化及認識，到對性充滿好奇，這樣的過程除了

利用學校的健康教育課程教學，我們希望利用不同的方式能讓青少年正確的認識及注重

性教育的課題，強化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及自我保護的能力，以降低本市未成年少女生

育。 

本徵稿活動希利用青少年的創意，藉由徵選青少年性健康促進主題素材，未來將製作

成書面宣導樣式或影片，以利本局日後衛教宣導時使用。 

二、 活動目的 

以青少年思考的角度、透過設計精美的宣導素材，提升青少年對於性教育及未成年懷

孕認知，並做為日後青少年性教育相關衛教宣導時使用。 

三、 徵選日期 

即日起至110年10月15日(星期五)止。 

四、 參加資格 
(一)國小組(中高年級)、國中組、高中職五專組 

(二)投稿作品需為本人原創，未曾公開發表、未參選其他活動、未取得任何獎項及未授

權第三人使用，有參賽但未獲獎則不在此限。 

(三)一件作品若有共同作者：海報類至多兩位，影片類至多五位，指導老師至多一位，

並請於報名表(附件1)上註明共同作者及指導老師姓名。 

五、 徵選主題與規格 
(一)國小組：海報徵選，依據台灣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健康促進宣導主軸」之主題，

可擇一主題或兩個主題投稿（同一創作者，每一主題僅限投稿一作品），海報標語可

自由發揮，製作內容須符合以下主題。 

1.認識自己的身體－青春時期第二性徵 

2.身體自主權－保護自我身體、拒絕性騷擾與性侵害 

3.性別角色－了解男生和女生的異同、學習與異性相處時的禮貌 

4.愛滋病與其他性病防治－性病的傳染方式及安全性行為 

(二)國中組：海報徵選，未成年懷孕宣導海報，海報標語可自由發揮，製作內容須包含

以下資訊。 

1.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0800-25-7085（愛我－請你幫我) 

2.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https://257085.sfaa.gov.tw/ （以網址或 QR-Code呈現 

皆可） 



(三)高中職五專組：短片徵選，青春「孕」事，導演你來當，拍攝影片或動畫製作擇一

投稿，影片須符合參考腳本內容，可改編或增修劇情。 

1.參考腳本如附件3。 

(四)作品規格 

1.國小組、國中組：海報創作，手繪、電腦繪圖等創作方式皆可。 

(1)電腦繪圖設計作品格式需以 JPEG檔、PNG檔或 PDF檔等方式存檔，解析度

300 dpi 以上，供本局統一印製使用。 

(2)電腦繪圖設計作品請設定為 RGB顯色並保留 AI、PSD等原始檔。 

(3)作品尺寸為 A2(420×594mm)直式之尺寸。 

(4)手繪者需繳交手繪海報，若未得獎手繪檔恕不退回。 

2.高中職五專組：短片創作 

(1)拍攝影片或動畫製作，作品格式需以解析度為 1920×1080 像素以上之影片或動

畫形式不拘2D、3D，解析度為 720×480 像素以上；以可支援電腦、電視及網路

（如:醫院床邊系統、公播系統、Youtube 等）影像播放程式之檔案格式為主

（如: MOV、MPEG4、AVI、WMV、MPEGPS、FLV等）。 

(2)影片長度以5至10分鐘為限。 

(3)影片需有聲音、字幕、畫質清晰，可順暢播放。 

(4)影片燒錄成光碟，影片內容、圖片、影音等需符合著作權及專利法及「電影片

分級處理辦法」之普通級等相關規定，如隱瞞事實或取用未經合法授權使用知

識別標誌、圖表及檔案等，投稿者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六、 活動時程 
日期 項目 

即日起～至10月15日(五) 海報徵選 

10月18日(一)～10月22日(五) 承辦單位評選 

10月26日(二) 於局網公布得獎名單 

七、 投稿方式(僅接受寄件投稿) 
(一)寄件地址：730213 台南市新營區東興路163號，國民健康科-潘小姐收。 

(二)收件截止時間：即日起～至10月15日(星期五)止，郵戳為憑。 

(三)需繳交下列資料： 

1.依組別繳交所需資料： 

(1)海報電腦繪圖：作品光碟一片，需含以下兩個檔案：a.原始格式之圖檔。

b.JPEG檔、PNG檔或 PDF檔。 

(2)海報手繪繳交：手繪者需繳交手繪原始海報，若未得獎手繪檔恕不退回。 

(3)影片組：作品光碟一片，影片投稿資料收件後恕不退還。 

1. 報名表(格式如附件1) 

2. 授權同意書(格式如附件2，需親自簽名及蓋章)。 



八、 評審方式及標準 
(一)評選委員：由主辦單位遴選3名委員進行評選。 

(二)評選日期：10月18日(一)至10月22日(五)。 

(三)評選標準：  

規格 說明 
與主題理念之契合

度 
原創獨特性 構圖表現及配色 

海報類 
配分比 

(總分100分) 
40% 30% 30% 

 

規格 說明 切題性 創意性 
劇情完整、流暢

性 
製作品質 

影音類 
配分比 

(總分100分) 
40% 30% 20% 10% 

1. 海報類：須符合第五項所訂內容，海報標語可自由發揮。 

2. 分數計算及名次決定：依3名評選委員給出的平均分數(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下

第二位)高低決定先後名次。 

3. 若遇同分者將依上述評分標準之配分比順序取高分者為獲勝。 

4. 如投稿作品件數不足或質量欠佳，該名次得以依評選會議結果從缺。 

九、 活動獎勵  
(一)得獎獎項 

國小組：每主題僅取1名得獎者(如有共同參賽者或指導教師均個別獲得獎狀乙紙)。 

組別 主題 得獎名額 獎項 

國小組 

1.認識自己的身體 優選1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2,000元及獎狀乙紙 

2.身體自主權 優選1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2,000元及獎狀乙紙 

3.性別角色 優選1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2,000元及獎狀乙紙 

4.愛滋病與其他性病防治 優選1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2,000元及獎狀乙紙 

國中組：取前三名(如有共同參賽者或指導教師均個別獲得獎狀乙紙) 

組別 主題 得獎名額 獎項 

國中組 未成年懷孕宣導 

第一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2,0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1,5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1,000元及獎狀乙紙 

高中職五專組：僅取1名得獎者。(如有共同參賽者或指導教師均個別獲得獎狀乙紙) 

組別 主題 得獎名額 獎項 

高中職

五專組 
未成年懷孕宣導 優選1名 商品禮券新台幣7,000元及獎狀乙紙 

(二)領獎需知 

1. 本局於得獎公告後10日內連繫得獎者。 

2. 得獎者須於收到領獎通知10日內將領獎文件寄回本局。 



3. 本局於收到完整領獎文件確認無誤，即寄出獎勵與獎狀。 

十、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本局國民健康科-潘小姐 

(二) 電話：06-6357716#298 

(三) E-mail：d00270@tncghb.gov.tw 

十一、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如對此活動內容有任何問題，應於比賽報名截止日前五日，來電主辦單位詢問。 

(二) 參賽者對於本活動之評審、作品呈現及文宣編印方式不得異議。 

(三) 作品如有抄襲、重作、臨摹、冒名頂替或違反本辦法之情事者，除自負法律責任

外，主辦單位得逕取消資格並公告之，已發之獎項予以收回。 

(四) 報名者即視為同意及遵守本次活動各項規定事項，並尊重本局評審結果。 

(五) 主辦單位就參賽作品不論是否得獎皆不退件，參賽者應自行保留參賽作品底稿，不

得以任何理由向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參賽作品內容，未獲獎作品亦不另行公佈。 

(六) 本活動最終解釋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並保有此活動及獎勵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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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0年度青少年分眾-性教育主題素材徵稿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二、參賽說明： 

(一)參賽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五專組 

(二)就讀學校：                             

(三)國小組投稿主題(可複選，國、高中職五專組無須勾選)： 

 □1.認識自己的身體－青春時期第二性徵 

 □2.身體自主權－保護自我身體、拒絕性騷擾與性侵害 

 □3.性別角色－了解男生和女生的異同、學習與異性相處時的禮貌 

 □4.愛滋病與其他性病防治-安全性行為 

(四)作品名稱： 

 

(五)創作理念： 

 

 

 

(六)有無共同作者： 

    □無  □有，共同作者姓名：        、        、 

                       、        、 

                       。 

(七)有無指導老師： 

    □無  □有，指導老師姓名：                        

注意事項：1.作品主題需與投稿之主題有關，且須包含宣導內容。 

          2.請用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 

附件1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0年度青少年分眾-性教育主題素材徵稿比賽作品授權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已詳閱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所舉辦「110年度青少

年分眾-性教育主題素材徵稿比賽」活動辦法內容，同意遵守報名之各項規定，

並同意將參與「110年度青少年分眾-性教育主題素材徵稿比賽」之獲獎作品，

無償提供予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重製或再製作，以做為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相

關業務之宣導及推廣上使用。 

 

 

 

立書同意人： 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蓋章) 

立書同意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同意人： 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蓋章)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同意人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10年 ___ 月 ___ 日 

註：如有共同創作者，請主要報名者填寫授權同意書。

附件2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0年度青少年分眾-性教育主題素材徵稿比賽(高中組：劇情腳本) 

 

Hi！你好，我叫小莉。我要說一個故事，是關於一件我以為是我生命的終點，

但最後卻變成一個人生新開始的，我的故事。 

 

長話短說：我在17歲的時候……懷孕了。嚇一跳對吧！ 

 

那是發生在我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正是甜美17歲的年紀，大家夢寐以求的青春

歲月。那一年，我遇見了我的男朋友。然後，我們跌入了天真無邪、天旋地轉

的初戀。 

 

我們對避孕措施並不是十分看重，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想要真正的了解與討論。

接著好幾周，我的月經都沒有來，但是我不擔心，因為我的週期當時還不太規

律。直到一天早上，我在反覆思量的時候嚇到了。發現我的身體好像有點不一

樣，突然間，我所能想到的是……不會懷孕了吧！ 

 

忐忑不安地走進藥妝店，買了驗孕棒回家檢測。兩條紅線緩緩地浮現了，然後，

我和男友的世界就崩潰了。我不確定爸媽知道了會有什麼反應，所以我在生活

上盡量維持正常的作息，臉上還是掛著假笑。害怕著遲早都會被發現到，因為

我的胸部會變大，我的肚子也會跟著變大。 

 

而在我的理解中，這將是我人生中很重要、很嚴重的事情，我想我應該也必須

要告知我的父母。我和男友最終都告訴了父母。他們不免對懷孕的事感到憂慮，

但他們保證會陪伴我們面對未來的決定和選擇。如果沒有他們，我和男友當初

根本走不下去，現在我對於當時竟然浪費時間去懷疑父母是否會接納、協助與

支持感到很後悔。 

 

即使擁有所有的愛，但一個懷孕青少年的生活是很可怕的，17歲的日子並不甜

美了，我感到很害羞、很沮喪。 

 

9月來臨，學校新學年的開始，沒有我。我完成了一年在家進修，獨自一人的完

成。但之後，大學的夢想必須就此暫停。同學、朋友們來看我，聽到他們聊的

生活裡沒有我，實在很令我感到難過。 

 

而且，那個時候我跟男友，因為懷孕讓我們感到壓力負擔，變得都非常不喜歡

對方，對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見。因此，當我要生產時，我感到整個人很破

附件3 



碎。在陣痛了23小時候，我的女兒提前2週出生，我不確定我當時怎麼能忍受生

產的不適。 

 

懷孕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聽到了一些流言，忍受了許多人的蔑視。但我的

父母、我男友和我男友的母親都一直陪在我身邊，我很幸運能得到這些滿滿的

支持與愛。我無法想像被迫成為小爸爸小媽媽或獨自撐下去的女孩、男孩們的

生活會是怎樣的！ 

 

現在，已經距離那段時光有一段時間了，我和男友都成長了，也更成熟了。雖

然最終3年後，我們分道揚鑣。 

 

一路走來，與其說青少年懷孕是很不對的事，我覺得更是個辛苦的人生歷程。

青少年非預期懷孕，並不像一場感冒，病痊癒了一切就好了。那會是一連串做

選擇的歷程，所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將影響著未來的生活。這件事，讓我和

男友的人生都有些失去，但我們都不後悔當初的決定，選擇負起責任，努力學

習做個稱職的爸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