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地球守護者 用💕讓世界更精彩 全國環境故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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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辦法： 

 對象: 全台 12歲以下小朋友皆可參加，分齡分組競賽 

 採分組、分區、分齡競賽: 北部、中部、南部、東部、離島 

 參加資格:  

個人組: 

I. 小童組: 8 歲以下 

II. 大童組: 9-12 歲 

               團體組: 

III. 可跨齡亦可同齡:限 12 歲以下，3-5 人以內團體 

(可跨齡參賽，獎品由代表人領取後自行分配，但每人均有獎狀，亦可填上指

導老師名字。每位孩子僅能參加一組團體組，不得重複) 

※參賽者務必符合上述參賽資格，若未符合資格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或刪除其參

賽資格之權利。 

 

 競賽組別 

I. 中文故事競賽 

故事創作組 - 看圖說故事 

故事朗讀組 - 跟著說故事 

II. 英文故事競賽 

故事創作組 – Record my version of the story 

故事朗讀組 – Record me reading the story 

※ 各組別僅能報名一次，不得重複報名。如: 一年級孩子可以小童組身分，四個

組別各報名一次，並與其他孩子組隊，以團體組身分，四個組別再報名一次。

總計可報 8 次(4 組個人，4 組團體)，增加得獎機率 

 

 報名時間&方式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5 日於此活動官網點選「我要參加」註冊帳號後，

填寫線上報名表及上傳創意故事影片，即可完成報名與繳件 

 小技巧: 想好對地球的承諾再開始錄製，也可點選故事裡的物件產生動畫，讓

你的故事影片與眾不同! 

 

I. 下載免費的中英雙語環境故事 app「用愛讓世界更精采-小小地球守護者的奇幻世界」

(建議平板下載，錄製出來的影片最漂亮) 

 Apple App Store: https://apple.co/2NhXjf7 

 Google Play Store: https://bit.ly/2LmDReM 

  

II. 透過 app 內建的錄製故事的功能選擇： 

 中文介面: 看圖說故事(中文故事創作組) 

跟著說故事(中文故事演說組) 

https://apple.co/2NhXjf7
https://bit.ly/2LmDReM


 英文介面: Record my version of story(英文故事創作組) 

 Record me reading the story(英文故事演說組) 

 

III. 選擇語言介面、按下錄音鍵，說出自己對地球的承諾，開始錄製專屬於你的故事影

片!  

IV. 錄製完成的故事影片，將自動儲存於平板或手機的相簿中，點選“我要參加”進行帳

號註冊並上傳你的作品 

V. 建議以平板電腦完成錄製，不僅做好視力保護，同時也能呈現最佳的畫面效果喔! 

VI. 每位參賽者僅能報名一次，不接受重複報名  

VII. 審核通過的影片，將收到 email 通知其報名序號，前 500 名通過審核的參賽者，將

獲得博物館門票兩張 (隨機出貨) ，其餘通過審核者，將隨機抽取 500 名獲得用 2.8

個回收寶特瓶做出來的環保購物袋! 

VIII. 若影片中出現不雅文字，或為符合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或刪除其參

賽資格之權利。被退件者可於該退件組別，重新報名 

IX. 總計有近 1250 名獎項 (詳見網站獎勵說明) 

X. 報名前，一定要記得徵得爸爸媽媽的同意喔!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 台灣科思創 

合辦單位: 達德能源 

 

協辦單位:  

德國在台協會  

歐洲在臺商務協會低碳倡議行動 

德國經濟辦事處 

國際珍古德協會  

全台國家公園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媒體合作夥伴: CSR@天下 

 

競賽活動流程與注意事項 

下載環境
教育App

註冊帳號
密碼

填寫線上
報名表

http://www.contest.covestro.tw/


 活動流程 
執行項目 活動流程 補充說明 

報名投稿 2022/02/01-2022/04/05 於本活動網站註冊帳號 

進行投稿 

活動網站: www.contest.covestro.tw 

初審 2022/02/01-2022/04/18 經後台審核稿件內容 

影片無不雅內容即可通過初選，

系統並將寄出影片連結與通過序

號，讓參賽的孩子了解自己是否

可成為前五百名的早鳥獎得主 

幸運獎得主公布 

人氣票選投票 

2022/04/22(世界地球日)-

2022/06/05 

4/22 世界地球日當天，科思創將

用電腦隨機抽選出未獲得早鳥獎

但通過初審的 500 件作品，贈予

幸運獎。 

 

同日，系統也將再次發布含影片

連結的信件給予參賽孩子，並開

始進行人氣票選， 每個臉書、

Line 與 gmail 帳號皆可登入，每

日皆可在 12 組別中各投一票，

人氣獎票選自 4/22 世界地球日

起至 6/5 截止 

人氣獎公布，並宣布複

選名單 

2022/06/08 世界海洋日 北、中、南、東與離島，原則上

會以各組人氣最高的前十名作品

進入複選名單 

頒獎典禮 

 

2022/09/14  

(9 月第三個周六為世界淨灘

日 – 9/17) 

將於世界淨灘日(9/17)該週 

9/14 舉辦頒獎典禮(離島及中低

收入戶家庭孩子與其照顧者可獲

交通補助) 

原則上每個區域在各組別與年齡

層第一名的作品，將成為評審獎

前五名得主。得主名次依照總分

排列。亦即，所有組別的得獎

者，將包括北部、中部、南部、

東部與離島各一名孩童 

當日亦將頒發啟聰學校手語與口

語第一名得主獎項 

得獎影片與人氣影片 2022/09/14 – 2022/12/31 僅將人氣影片與得獎影片放置到

年底，其餘影片將於頒獎日隔天

刪除 

http://www.contest.covestro.tw/


 

 注意事項 

I. 投稿規定 

 參賽者須據實填寫個人資料：真實姓名、身份證字號末五碼、電話、E-

mail…。若不同意授權導致無法登入報名，或因個人資料填寫不完整而

影響參加與獲獎權益，由參加者自負全責。 

 每位參賽者(以學校名字與中文全名作判定)僅能報名乙次，且不得因任何

理由要求主辦單位替換作品。 

 獲獎者不得私下轉讓、頂替得獎資格，若參賽者姓名與報名資料不符，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獲獎權力。 

 學童報名必須經過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方可參加，並勾選監護人同意

書，並同意本活動網站得以一切電子方式公開發表及傳遞該上傳之影

片。 

 參選作品應符合活動主題及徵件規格。 

 作品中若涉及著作權、人物肖像權等，則參選者須先取得相關人或機關

單位的同意後，方能使用。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社會善良風俗及致損

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情事，參選者應自行負起民刑事法律

責任，並對相關單位負賠償之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影像如啟聰學校手語組不得使用道具或合成他人作品。經主辦單位判定

違反者，不予評選；已獲獎者，取消獲獎資格（獎項不予遞補），獎金

須如數繳回。 

 參加活動後，即表示您同意主辦單位所規定之活動辦法，不得以任何理

由或法律途徑提出抗議。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或終止本活動權利。 

 參賽作品均以網路上傳投件，若因不可抗之天災人禍、電腦網路技術，

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Facebook、Google、Line 並未贊助、背書、管理或與本活動有任何關

聯，所有在活動中所提供的資料將會傳送給本活動網站而非 Facebook，

Google 或 Line，參賽者輸入的資料也僅用於與活動相關用途。 

 對於競賽方式有疑慮者請勿參加。 

 

II. 版權規定 

 參選作品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參選者所有，但著作財產權則歸屬主辦單位

所有，主辦單位可將參選作品之影像與文字逕行使用於本活動之宣傳、

發表、出版、布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非營利用途，主

辦單位得無償使用參選作品，包括再授權予第三人使用之。 

 參選者除因獲勝所得之獎金外，不得以任何名義再向主辦單位要求報

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

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予參選者。 

 參賽者所填寫之個人資料，主辦/承辦單位將善盡保密之責，絕不外洩，



敬請安心填寫。當您透過本活動網站輸入個人資料參與活動時，表示已

同意本活動個資授權同意條款。 

 參賽者所填寫之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善盡保密之責，且僅於活動期間

內保存及使用，一旦活動資料保存期限結束，我方將善盡個人資料銷毀

之責任。 

 獲獎之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令情事，且經查證屬實者，將

立即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得之獎金、獎狀或獎座。如因此造成

主辦單位受有損害，得獎者並應賠償。 

 

III. 領獎規定 

 活動得獎之獎項不得被要求兌換為等值的商品或現金。  

 活動參加者必須遵守「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公佈之活動規則及注意

事項，如有違反視同棄權，「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可取消其參加、

得獎資格。 

 得獎者應於「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得獎通知公告後 3 日內回覆領獎

確認。若超過期限將取消得獎資格。 

 領獎者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得獎之獎項價值超過新

台幣 1,000 元者，須納入個人年度所得，並由「獎項提供單位」開立扣

繳憑單；為辦理扣繳憑單開立事宜及確認得獎者之身份，須請得獎者於

頒獎典禮現場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非本國籍者)護照影本、在台居

留證影本或其他可證明領獎人身份之文件影本後獎品方會送(寄)出。有關

稅務扣繳相關法規規定請參照財政部網站 http://www.mof.gov.tw。若不

願遵循法令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參賽者如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若領取之獎項價值超過 2000 元時，須依

法代扣所獲獎項 10%～20％稅額時(獎項贊助單位提供之獎金為含稅金

額)，如得獎者未依規定繳納稅額，主辦單位得取消其獲獎資格。 

 得獎者之指定收件地址僅限台灣地區且不可為郵政信箱，本活動之獎項

一經寄出後，若於運送途中或運送至得獎者指定收件地址後發生遺失、

冒領或被竊等喪失占有之情形，一概由得獎者自行負責，「台灣科思創股

份有限公司」不負補發獎項之責任。 

 個人資料應告知事項：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向

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地址、電話、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電

子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於本公司存續期

間內使用於本公司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載及業務需要、消費者與

客戶管理服務、提供活動贈品、依法扣繳所得稅金及開立扣繳憑單、行

銷及營業範圍內相關服務使用。但依法您得主張之權利如下：請求查

詢、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文件補充、請求更正、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若您不願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予本公司，將

無法取得贈品及收到本公司提供之相關活動訊息。 

 得獎者須同意「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對所有因領取或使用獎品之後



果概無須負責，包含獎品本身之後續保固責任。 

 人氣獎與幸運獎獲獎通知僅會於活動網站公告，請參加者密切注意網站

公告。 

「台灣科思創股份有限公司」保留隨時修改、終止或變更本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後之活

動內容將於活動網頁中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聯絡我們：covestro-taiwan-comms@covestro.com 

mailto:covestro-taiwan-comms@covestr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