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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年年年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 

「「「「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 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壹壹壹壹、、、、    實施目的實施目的實施目的實施目的：有鑑於毒品危害問題日漸侵入校園，本活動宗旨為倡導家長對於毒品的認知

及杜絕毒品入侵校園，透過觀賞「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微電影，讓家長與孩子建立

正確拒毒觀念，以期達有效防制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 

 

 

貳貳貳貳、、、、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一一一、、、、    主辦單位：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 

二二二二、、、、    承辦單位：北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亞東紀念醫院、

壢新醫院）、東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羅東聖母醫院）。 

三三三三、、、、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藥

師公會，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新北市藥師公會，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藥師公會，宜蘭縣衛生局、宜蘭縣教育處、宜蘭縣藥師公

會。 

四四四四、、、、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參參參參、、、、    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宜蘭至新竹之學生家長。 

 

 

肆肆肆肆、、、、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6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收件截止日為9月21日（一），以郵戳（或e-mail

時間）為憑。 

 

 

伍伍伍伍、、、、    活動辦法活動辦法活動辦法活動辦法：本活動由家長協同孩子選擇「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系列微電影觀賞，並

在觀賞後進行親子討論分享且撰寫觀後心得，於9月21日之前寄交孩子就學所在地之家

長團體。後由各縣市家長團體依縣市別於9月30日評選出前三名，再進入第二階段總評

選。總評選將於10月15日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評比出前三名及兩名佳作，由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擇

日公開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張，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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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 團體地址團體地址團體地址團體地址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E-mail 

宜蘭縣家長會

長協會 

宜蘭市東津路 8-138

號 
(03) 925-1184 (03) 925-1057 gill123.lai@msa.hinet.net 

宜蘭縣家長協

會 

宜蘭縣羅東鎮天祥

路 15 號 
(039)544003 (039)563883 chou481108@yahoo.com.tw 

宜蘭縣父母成

長協會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

路 495 號 7 樓 
(03) 956-9935 (03) 956-5124 jerming@gounion.com.tw 

基隆市教育關

懷協會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

街 39 號 5 樓 
(02) 2451-9170 (02)2458-3016 alexdonna7@gmail.com    

台北市家長協

會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

路 104 巷 1 弄 2 號 1

樓 

(02)2832-1387 
 

(02)2832-1526 
wearepait@gmail.com 

台北市學習障

礙者家長協會 

台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36 號 11 樓 
(02) 2736-4062 (02) 2736-3694 tppald@gmail.com 

社團法人台灣

赤子心過動症

協會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

東路 3 段 391 巷 20

弄 27 號 1 樓 

(02) 2736-1386 (02) 8732-7920 adhd@ms45.hinet.net 

台北市家長教

育成長協會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二段 134 號之

23 

(02) 2733-3230 
 

(02)2732-7805 
pega.tpe@gmail.com 

新北市家長聯

合會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

路 48 號 
(02)2252-6826 (02)22528014 mike259tsai@yahoo.com.tw 

新北市中小學

家長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

路 10 號 8 樓 
(02) 2964-2301 (02) 2954-5261 look0935@yahoo.com.tw 

新北市中小學

家長會長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

路 325 巷 30 號 
(02)29602345 (02)89653399 tpcppta.a98@msa.hinet.net 

桃園市家長會

長協會 

桃園市民族路 88-3

號 
(03) 332-6577 (03) 331-0727 tpcatw@gmail.com 

桃園市家長協

會 

桃園縣中壢市中平

路 10 號 
(03)4277214 (03)4939742 joen_mli@yahoo.com.tw 

新竹市家長聯

合會 

新竹市北大路 22 號

3 樓之 2 
(03) 535-2321 (03) 515-2217 hcpu880725@gmail.com 

 

 

柒柒柒柒、、、、    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一一一一、、、、    親子共同親子共同親子共同親子共同觀賞觀賞觀賞觀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撰寫觀後心得撰寫觀後心得撰寫觀後心得撰寫觀後心得：「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微電影影片可

於以下網址及單位下載或洽詢。 

(一)、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網站：www.napo.org.tw，或洽詢索取影片光碟。 

(二)、 北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1.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https://goo.gl/C2RLYI 

2.亞東紀念醫院：https://goo.gl/d1vxRh 

3.壢新醫院：https://goo.gl/oSt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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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羅東聖母醫院）：https://goo.gl/3nMOU6 

(四)、 藥師公會： 

1.首都藥師粉絲團：https://goo.gl/9PhMJZ 

2.宜蘭縣藥師公會網站：http://yilan.taiwan-pharma.org.tw/ 

 

二二二二、、、、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參賽者向各縣市家長團體報名，依所屬分縣市家長團體，完成影片觀賞

及投稿，各縣市家長團體於9月30日以前完成初賽評選。各縣市初賽評選後，由全

國家長團體聯盟蒐集各縣市評選結果，並統籌辦理總評選評審工作與公佈決賽評審

結果。 

 

三三三三、、、、    寫作格式寫作格式寫作格式寫作格式：參賽作品依主辦單位規定「親子共賞微電影 齊心攜手反毒害」觀看心

得表格式撰寫。 

(一)、 參賽文章內容格式： 

1. 觀賞影片名稱 

2. 心得分享（總字數至少500字） 

3. 討論議題：請以『「親子共賞微電影 齊心攜手反毒害」觀看心得表』，針

對影片內容撰寫心得。 

(二)、 著作權宣告：參賽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擁有結集成冊或

運用於其他與本活動有關各項宣導案，或教育目的之權利，不再個別通知

著作人，亦不支付任何稿費。 

 

 

捌捌捌捌、、、、    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 

一一一一、、、、    初賽：2015年度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本活動參賽之相關縣市團體，共同選出各縣市分

區前三名（各名次16名）。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500元，第三名200元等值禮券。 

二二二二、、、、    決賽：2015年度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參賽團體，其初賽第一名（共16名）進行決賽，

選出前三名及佳作（共5名）。第一名$15,000元，第二名$10,000元，第三名$5,000

元，佳作（2名）$1,000元等值禮券。 

 

 

玖玖玖玖、、、、    參賽注意事項參賽注意事項參賽注意事項參賽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    每家庭僅能投稿一篇作品，每篇作品需為單一家庭的代表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 

二二二二、、、、    參賽作品限未曾出版、發表或獲獎，並不得抄襲、模仿、改編、譯自外文或頂用他

人名義參賽，如有上述情形，將通知全家盟，且該作品取消參賽資格、追回獎金及

獎狀；其獎項由下一順位遞補。 

三三三三、、、、    因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涉訟，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責任。文中引用資料

或直接引用原文請加「」符號，並註明引用來源，若文中引用資 料未加註「」符

號，視為抄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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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心得作品完成投稿後若欲修正者，於9月21日競賽收件截止之前仍可重新辦理投稿

作業。不論得獎與否，一經收案之作品，皆不退稿。 

五五五五、、、、    參賽家庭有相關問題需要協助處理，請直接向各縣市家長團體反應，由各縣市家長

團體負責回覆，或代向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反應。 

六六六六、、、、    請各縣市家長團體先行校對參賽家長資料，以避免產生獎狀不正確的困擾。 

 

 

壹拾壹拾壹拾壹拾、、、、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單位注意事項單位注意事項單位注意事項單位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    各縣市家長團體請於投稿時間視各縣市參賽狀況，進行競賽管理作業。 

二二二二、、、、    各縣市家長團體依初賽評選時間，設定評審相關作業，每篇作品由兩位以上評審委

員評核。 

三三三三、、、、    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訂定評分原則，各分縣市評比分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三

種等第。 

四四四四、、、、    投稿、截稿、初審、複審、名次公佈頒獎時程：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 
觀賞微電影及投稿起訖，並將心得投稿親送、郵寄、或 e-mail 至

各縣市家長團體。 
6 月 25 日~9 月 21 日 

2 
各縣市家長團體自行選定評審委員（2 位以上），並於 9/30 產出

初賽前三名名單。 
9 月 21 日~9 月 30 日 

3 
主辦單位招集評審委員，進行決賽評選，並擇期公布獲獎名單及

頒發獎金、獎狀。 
10 月 15 日 

 

五五五五、、、、    執行單位與負責業務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負責單位負責單位負責單位負責單位 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 

1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各縣市家長團體及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轉知會員、各縣市參賽相關事

項、彙整各縣市前三名資料、決賽評審。 

2 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活動策畫、各單位協調作業、微電影光碟製作、評選專家邀請及評

選會議召開。 

3 在地政府部門 資訊轉知、經費支援及督導單位、決賽評審。 

4 在地縣市藥師公會 資訊轉知、經費支援、決賽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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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年年年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家長團體聯盟微電影心得寫作比賽 

「「「「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親子共賞微電影 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齊心攜手反毒害」」」」觀看心得表觀看心得表觀看心得表觀看心得表 

收案編號收案編號收案編號收案編號 
各縣市家長團體代號 

（4 碼）-流水號（4 碼），

例如 N010-0001 
影片主題影片主題影片主題影片主題  

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男男男、、、、����女女女女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  參賽區域參賽區域參賽區域參賽區域 

�宜蘭縣、�基隆市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 

Facts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請說明在影片中，主角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客觀陳述影片中有關管制藥品使用的人、事、時、地、物) 

 

 

Feelings 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請描述在影片中，主角們面對事情時候，他們的心情是如何? 

(以影片當事人的角度去體會對影片故事情節的感受) 

 

 

Finding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請提出在生活中，我對這樣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影片的故事、情境、角色和自己對照，陳述自己的態度和看法) 

 

 

Future 將來將來將來將來 
請思考未來在生活中，我可以怎樣進行反毒? 

(我自己的做法，我會如何教導孩子) 

 

 

貼心提醒貼心提醒貼心提醒貼心提醒：：：：每家庭僅能投稿一篇作品每家庭僅能投稿一篇作品每家庭僅能投稿一篇作品每家庭僅能投稿一篇作品，，，，每篇每篇每篇每篇至少至少至少至少500字字字字，，，，為單一作者為單一作者為單一作者為單一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不接受聯名投稿不接受聯名投稿不接受聯名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