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活動宗旨
為因應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主軸分項方案 A-2-2：「玩出語言力」和配
合「高教深耕計畫」中的「多元文化語言之學習革新課程」， 由本地學生和國
際學生共組團隊採用英文及外語文拍攝影片紀錄義守校園生活連結義大商圈及
周邊在地生活。透過全程外語文微電影拍攝活動，讓學生在合作過程中用理解
與包容看待異國文化，同時達到外語文溝通之目的且讓大家了解各學系之特
色，特舉辦「2017 外語文微電影創作 - 我的義守世界」。

貳、教學主題與設計
主題一：秒看校園生活—強調系所特色、探索學校生活、社團活動、宿舍
趣事、實習酸甜之味等。
主題二：課外活動生活圈 — 包含義大世界、大社生活圈體驗在地美食及
景點之舒壓行程。

參、活動辦法
本次活動規劃邀請各院拍攝外語校園生活微電影，透過評審機制選出前三
名優秀獎及五組佳作獎。

肆、參賽對象及人數
1. 本校每組包含學生 2 至 5 人（團隊代表人一名及其他隊友，至少兩人
一 組、需包含外籍生一名）、全程以英文為主外語為輔之口語表達的
主題，可跨系所院組隊。
2.預期參賽人數約：150 人

伍、活動時程
項目
宣傳
作品繳交

地點
到班宣導
外語文中心

決選

日期
106.10.23～106.11.15
106.11.16
106.12.14(四)

獲獎名單公佈

106.12.19

外語文中心網頁

參賽作品播放

106.11.23 ～12.20

外語文中心

備註
宣傳活動內容

外語文中心
中心電視及網路 YOUTUBE 播
放

陸、影片主題及規格
1. 影片內容(以下主題皆須以突顯義守校園國際化生活連結在地生活圈與
外語溝通表達為前提)：
(一)訂立明確拍攝主題，體現義守生活。
(二)可為系所介紹，社團,在地生活等~。
(三)為全英文拍攝為主外語為輔，體現義守生活多姿多彩與國際化特色。
2. 影片內容嚴禁歧視、謾罵、暴力、情色、詆毀等不雅題材，也勿牽涉
政治、宗教、性別、種族、族群等議題。
3. 表現形式：焦點人物誌、戲劇、仿新聞報導、回顧紀錄片（配合校園
場景、義大世界、大社商圈）。

4. 影片製作素材必須注意版權使用的問題，須附表說明（附件 5）並請
使用創用 CC 的圖片及音樂製作。例如：https://www.jamendo.com/en
5. 影片規格：
(一)作品名稱：自訂。
(二)長度：建議以 3-5 分鐘為限，含影片片頭及片尾。
(三)解析度：800x600 pixels 以上，建議以 1280x720 pixels 為佳。
(四)格式：MPEG4、WMV、MOV
(五)字幕：如有對話或旁白，須附繁體中文字幕。
6. 可使用 Spark video 軟體上傳到 youtube。

柒、報名資訊
1.活動參加方式：
(一)活動訊息：106 年 11 月 16 日前，請各系所繳交微電影資料表
（附件 1）。
(二)作品繳交：106 年 11 月 16 日前請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 網站，
並將「影片光碟、收件資料表（附件 1）、同意書（附件 2）、微
電影製作素材來源/授權說明表」（附件 3）送交至外語文中心
（國際學院大樓 1 樓左側）。
2.交件補充說明：
(一)影片光碟：影片須未壓縮原始檔，並命名為「參賽代表姓名-作
品名稱」。
(二)同意書及製作素材來源/授權說明表：須團隊代表人簽署。
(三)上傳至 YouTube 網站：標題為「義守大學 2017 外語文微電影-作
品名稱」。

捌、評選方式
比賽規則：
初審： 由語文中心指派三名專業評審老師，選出 6-8 組參加複審。
複審： 12 月 14 日(四)中午 12:10 於國際學院 6 樓 60725 教室舉行公開
播放，由三位評審老師及參賽各組來場觀賽的同學共同評分。
a. 三位評審老師分數佔 60%
b. 參賽各組與現場觀看比賽同學共同評分佔 20%，規則如下：
參賽各組最多可得 6 張評分牌(分別為 1 分、2 分、3 分、7 分、8
分及 9 分各一張，共計六張)，視各組當日到場人數發放，評分牌
的發放順序為 1 分、2 分、3 分、7 分、8 分、9 分，一個紙箱只
能投入一張評分牌。若決賽當日各組來觀賽同學不到 6 人時，其
所剩之評分牌則不再發放。
C. Youtube 之點閱率 20%
評分標準：主題表現方式 30%、情節及創意 30%、拍攝技巧 20%、視覺
美感及後製技術 20%
獎勵方式：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500 元、第三名 2000 元、
另取 5 組優勝獎各 1500 元。

玖、注意事項
一、
二、

三、
四、

五、

得獎名單將於評審結束後 3 日內，於外語文中心活動網頁專區公
布。
參賽影片之智慧財產權無償授權予義守大學外語文中心宣傳及非營
利性使用，即義守大學對影片有國內外公布、展示、宣傳、公開播
放、重製、典藏、推廣、上網等權利。
作品如有抄襲臨摹他人、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或其他法令者，
一經查證，應自負相關法律及賠償責任，並取消得獎資格。
參賽作品不得曾為公開發表或獲獎之作品，且凡報名參賽者，即視
同接受本活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若有違反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
撤銷資格。
若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於活動網頁公布之。

義守大學外語文中心
附件 1
「2017 外語文微電影製作」收件資料表
編號：

團隊名稱
作品名稱
單位
指導教師

e-mail

(最多 2 位)

單位
e-mail
姓名
系所名稱

團隊代表人
(學生隊長)

學號
連絡電話
e-mail

隊員姓名

系所名稱

學號

連絡電話

作品理念及
劇情介紹
(150~300
字)

檢附資料

□影片原始光碟 1 份
□同意書
□微電影製作素材來源/授權說明表
□上傳至 YouTube 之網址是否已 e-mail 至

e-mail

同意書

附件 2

本組同意參加義守大學舉辦「2017 年外語文微電影製作活動」之
(作品名稱：
)---參賽作品，除保證確實了解競
賽規則及遵守評選之各項規定外，茲同意並承諾下列事項：
1. 參加作品如有抄襲臨摹他人、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或其他法
令者，一經查證，應自負相關法律及賠償責任，並取消得獎資格。
2. 參加作品內容皆為自行創作，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料無侵害任何
第三者之著作權、專利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之情形，如有侵害，其衍生之一切法律責任由參賽人員自行負擔。
3. 參加作品使用素材（圖片、影像、音樂）須說明來源，請盡量以
創用 CC 授權之素材製作。
4. 參加作品不得曾為公開發表或獲獎之作品，且凡報名參加者，即
視同接受本活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若有違反規定者，主辦單位
有權撤銷資格。
5. 參加人員之智慧財產權無償授權予義守大學外語文中心宣傳及
非營利性使用，即職涯發展中心對影片有國內外公布、展示、宣
傳、公開播放、重製、典藏、推廣、上網等權利。
6. 參加人員需遵守本活動相關規定，未遵守者經評審委員裁決認定
後，將取消得獎資格且歸還，並得由主辦單位公布。
7. 參加人員絕對遵守本活動所有規範與評審之決議。倘因未遵守任
何規範而遭淘汰，絕無異議。
8. 參加人員所提交之相關資料及參賽作品，主辦單位恕不退還。
9. 獎勵可由團隊代表人代為受領。
此致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
指導教師：

（簽名）

團隊代表人：

（簽名）

中華民國 106 年

月

日

說明：

附件 3

微電影製作素材來源/授權說明表
素材類型

名稱

來源/授權單位或網
址

例：圖片、音
樂、動畫

職涯人物

自製素材或 http://網址

1.素材類型-包含圖片、音樂及動畫等類型在影片中使用。
2.來源-請解釋是否自製或來源出處（如：網址、授權單位）
。

指導教師：

（簽名）

團隊代表人：

（簽名）

中華民國 106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