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基隆市環保戲劇競賽(初賽)活動辦理說明
一、 目的：
為讓大眾關注環境議題並號召全民實踐環境行動，期望藉由戲劇表演方
式，演繹「清淨空氣」「循環經濟」「改善水質」「永續世代」「友善環境」
及「精進生活」等 6 大施政主軸，傳遞對土地的珍惜與情感，強化環境保護
意識，以維護一個藍天綠地、青山淨水、健康永續的生活環境。

二、 活動內容說明：
(一) 辦理 1 場次環保戲劇競賽工作坊，針對環境教育活動推廣及環保戲劇競
賽劇本編排經驗分享。
(二) 於 109 年 6 月 19 日(五)前由報名之劇本選出 10 隊，並於 109 年 7 月 10
日(五)參與演出，並選出第 1 名至第 3 名及佳作 2 名，第 1 名取得至環
保署參加全國北區決賽之優先權（如有隊伍棄權時，逕依得獎名次依序
遞補）。
(三) 演出不拘任何形式，包括相聲、竹版快書、布袋戲、歌舞劇…等等，以
喚醒環保行動及意識之表演方式皆可。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基隆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三) 執行單位：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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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規劃：
(一)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0 日(五)止。
(二) 活動日期及地點：
1. 環保戲劇劇本投稿截止時間：109 年 4 月 24 日(五)
2. 環保戲劇競賽工作坊：109 年 4 月 30 日(五)
3. 環保戲劇劇本審查會議：109 年 6 月 19 日(五)前
4. 環保戲劇行前說明會：於審查會後通知各入選隊伍，擇日辦理
5. 環保戲劇表演審查活動：109 年 7 月 10 日(五)假本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廳辦理
以上各項活動時間及地點，將視主辦單位需求調整。
(三) 報名方式：
1. 收件日期：於 109 年 4 月 24 日(五)前寄送報名表、劇本、切結書向本市
環保局報名。
2. 收件方式：紙本寄送或親自送達(以郵戳為憑)：
收件單位：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環境管理科(環境教育計畫)。
(地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東光路 253 號)。
收件人：109 年戲劇競賽
以上有任何相關問題，可電洽(02)2466-2129 蕭豊玲小姐
或(02)2466-1099 陳維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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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賽資格
(一) 能以戲劇詮釋環境教育議題之隊伍，參賽者必須持有本國政府所發之身
分證明(如：身分證、居留證、戶籍謄本等)。
(二) 每隊參賽隊伍，以 5 至 10 人為限(含演員、扮演道具之角色及道具擺放
人員)，導演、燈控、音控協調人員不在此限。進入初賽之隊伍請於初賽
報到時，提供演出人員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三) 參賽者得就戶籍所在地、服務單位所在地或就讀學校所在地，選擇一區
報名，每一參賽者僅能擇一區報名，並於報名時檢附切結書，如有違反
規定，參賽者及所屬隊伍將取消參賽資格。

六、 作品規格
(一) 運用戲劇形式，將本次徵選主題融入劇本創作及戲劇演出，激起民眾的
環保意識。
(二) 劇本構想書請以中文寫作或繪製相關腳本方式呈現。

七、 初賽評選作業說明
(一) 劇本審查：
1. 由本局組成評審團，於 109 年 6 月 19 日(五)前完成劇本審查後，選出
10 隊(隊數不足得從缺)進入表演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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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劇本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配分)
(1) 主題掌握度(50 分)

說明
主題含環境概念正確性、廣度及
議題新穎。

(2) 劇本架構完整性及整體流 架構清晰、戲劇張力、演出流暢
暢度(30 分)
度。
(3) 舞台、道具、造型、音樂
包括各方面劇場元素。
之創意及可行性(20 分)
加分項目：
劇本中倘具有「誠實信用」「拒絕賄絡」「品德教育」等元素，將
環保議題及誠信觀念結合而不突兀者，可酌予加總分 1 至 2 分。
3. 評分方式：
每位委員依其評分（70 分以上）勾選參賽隊伍前 40%~50%，且需
過半數委員勾選，才具入圍資格。如第 1 輪投票未達到正取、備取數額，
即進行第 2 輪投票。
(二) 表演審查：
參賽隊伍請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參賽者名單（如後附件 4），109 年 7
月 10 日(五)假本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廳辦理，由評審委員就 10 隊
演出內容進行評審，選出第 1 名至第 3 名及佳作 2 名，第 1 名代表本市
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加全國北區決賽（如有隊伍棄權時，逕依得獎名
次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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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配分)

說明

(1) 主題掌握度(35 分)

主題含環境概念正確性、廣度及
議題新穎。

(2) 戲劇表現(30 分)

戲劇張力、演出流暢度。

(3) 演員整體表現(20 分)

聲音清晰、對白簡易、情感融入、
臺風生動、掌控時間等。

(4) 舞台、道具、造型、音樂之
包括各方面劇場元素。
創意表現(15 分)
2. 評分方式：
評審委員評定之總分，轉換成名次後，依序位法排序第 1 名到第
3 名，其餘皆為第 4 名。加總每位委員排序後，排列名次。入選順序之
決定以總序位（由低至高）排列為準，如有同序位者，則以總得分高者
排序在前，如總得分相同者，再以其獲得序位 1 之次數多者排序在前，
依此類推。
(三) 獎勵方式說明：
1. 參加表演補助：報名參賽隊伍由評審團劇本審查，從中選出 10 隊進入
表演評審，每隊各補助參賽費用 5 千元。
2. 初賽獎勵：由專家學者進行現場表演審查，就表演內容選出前 3 名與佳
作 2 名，合計共 5 隊，其中第一名之隊伍將代表參加全國北區決賽。獎
勵內容如下：
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等值禮券)，獎盃、獎狀乙個。
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等值禮券)，獎盃、獎狀乙個。
第三名 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等值禮券)，獎盃、獎狀乙個。
佳作

獎金新台幣 1,000 元(等值禮券)，獎盃、獎狀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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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賽獎勵：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晉級參加決賽之隊伍，於參加決
賽時每隊支給 1 萬 8 千元。

八、 比賽規則
(一) 參賽隊伍上臺時，每組參賽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
（含進場擺設道具時間），
演出結束則以團體集體謝幕之動作判定（撤場時間不計）。
(二) 比賽時間結束前 1 分鐘，由主辦單位於明顯處舉牌提示，比賽時間終止
時【按 2 長鈴】。
(三) 超過表演時間，由每位評審均扣 1 分；演出總長超過 11 分鐘時強制結
束演出。
(四) 參賽隊伍道具採回收物製作或具重複利用性，評審均可酌予加 1-2 分。
(五) 參賽隊伍晉級決賽時，可修改或調整劇本構想書，但主題架構不能偏離
報名之劇本。
(六) 比賽時如有爭議時，應立即提出，依評審委員決議為主。

九、注意事項
(一) 作品授權
1. 為符合本活動宗旨，參賽者須同意將參加獲選之作品，提供主辦單位永
久非營利之利用，並不受次數、期限、方式、平臺及地點限制，且主辦
單位不需支付任何費用（如附件 6）。
2. 參賽作品為不曾參與戲劇競賽得獎之作品及不得為市面上所發行之商
品，嚴禁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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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獎資格、追繳（獎座、獎狀、獎金），獎位不遞補，所產生之法律
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3. 參賽劇本不得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令之情事。如有違反，除
自負法律之責任外，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並追還
其所受之道具材料及交通費。
4. 比賽所使用的音樂，請依照音樂著作權法辦理。
5. 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未簽具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參賽作
品之檔案格式與比賽辦法不符、或表件填報不完整，且未能於主辦單位
通知後 2 日內完成補正，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6. 參賽劇本請自留底稿，一旦送件後將不予退件。
7. 主辦單位得於本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中，公開播放所有參賽作品。
(二) 其它
1. 比賽隊伍成員，如有正當理由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參賽時，請於
比賽前 3 天提出人員更換，如有冒名頂替，經查驗屬實者，取消其參賽
資格並註銷其參賽成績。
2. 參賽隊伍所提劇本大綱僅供書面審查，表演評審以實際演出為主，劇本
得因表演需要修正；劇本構想書已送出者不得更改。
3. 除舞台基本設施外（請參考附件 5），所有道具、服裝、佈景等均由參
賽者自備，但請儘量使用環保回收材質。
4. 參賽隊伍如非屬立案團體，道具材料費由參賽隊伍指派代表 1 人具領；
參賽隊伍如屬立案團體，道具材料費由該團體具領。
5. 參賽隊伍請領參賽費用時需檢附領據或參賽人員具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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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獎隊伍如為共同創作者，應由共同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金分配。
7. 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臺幣 2 萬元以上之得獎者，需由承辦
單位代扣 10%稅金，外僑人士持台灣地區居留證者，則依稅法居留或戶
籍認定，代扣 10%至 20%不同額度之稅金。
8. 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違反本須知相關規範者，得逕取消參賽、入圍或得
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金及紀念光碟。
9. 本活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辦法之修改、變更之權利各
項變更公告於活動網站。注意事項載明在本活動網頁中，參與本活動者
於參加之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
10. 本活動決賽相關規定，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另定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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