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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豆陣來企淘」國產大豆特色主題一日遊企劃徵件比賽 
 

一、 活動主旨 
近年來，食安問題與環保意識抬頭，國人開始追求自然食材、在地消費。

而台灣的國產大豆，具有非基改、新鮮、品質優良及可追蹤溯源等多項優

點，因此在健康的風潮中成為新興亮點。為了提升台灣國產大豆的能見度

與形象，本活動希望以「一日遊」為主體，融合「食」、「遊」行程，推廣

國產大豆的優良特色。 
本活動以「豆陣來企淘」為主題，「圖文遊記」為徵件項目，鼓勵參賽者發

揮創意，打造由消費者觀點出發認識國內大豆產業，透過旅程共同推動國

產大豆產業的認識與應用。 
 

二、 活動單位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三、 活動對象 
(一)  15歲以上個人或團體報名，每組限投一件。共同創作之投稿作品須
獲得所有共同創作者之同意，並由一人代表報名。 

(二)  未成年之參加者需得到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請法定代理人於法定
代理人同意書（請參閱附件 3）中簽章，並於報名時掃描回傳提供給
主辦單位。 

 
 

四、 報名期限 
自公告日迄 109年 6月 30日（二）止 （109年 7月 1日 0時 00分起停
止收件） 
 

五、 獎勵方式 
參賽者報名後，將進行兩階段審查。各階段獲選者可獲得以下獎勵。獎

金預計於 109年 12月上旬發放，並依財政部公告之相關稅法規定，將總
獎金扣除應繳稅額後，匯入參賽者帳戶。 

獲選人數 獎勵 
入圍 9人 新台幣一萬元整 1、獎狀乙式 
優選 3人 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 1、獎狀乙式 

註 1：入圍及優選者需繳交對應之成果，經評審委員評核，「企劃執行實踐成果」項
目分數未達 42分或未達評審標準，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作品入圍資格及獎金。 

 
六、 報名方式 

本活動採「先企劃審查，後繳交成果」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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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劃書徵件：請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二)徵件截止前，線上繳交企
劃徵件資料表、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掃描檔（請參閱附件 1與附件 2，
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須提供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掃描後，一併回傳，請參閱附件 3）。填妥後以電子郵寄方式寄送至
thku.tarm@gmail.com，檔名為「109豆陣來企淘徵件資料表＿姓名」。
收到回信方完成報名。 

 
（二） 企劃成果繳交：請於 109年 10月 30日(五)收件截止前，線上繳交

成果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4）。填妥後以電子郵寄方式寄送至
thku.tarm@gmail.com，檔名為「109豆陣來企淘成果報告書＿姓名」。
照片原始檔案須為 1,200萬畫素以上之 JPG檔格式，不得插點加大
檔案，如使用底片相機拍攝者，請先轉為電子檔，並將未壓縮之檔

案以電子郵件寄至活動收件信箱。 
 
七、 活動網址 

https://www.soybeanjourney.com/ 
 
 
 
  

活動報名 QR-code 
 

八、 徵件規則 
企劃書徵件（附件 1） 

主題設計 
企劃主題可自訂，惟須冠上「豆陣來企淘」之活動主題文

字且符合本活動主旨。 
企劃亮點 說明主題背景、企劃特色介紹等。 
字數規定 請參考附件1，約1000字。 

行程規劃 

以國產大豆為主題，詳細規劃一日遊行程（需包含至少一

餐），至少60%的行程需與國產大豆有關，如：國產大豆
產地或農家探訪、國產大豆加工廠參觀、應用國產大豆食

材餐廳等。行程需按照時間順序紀錄。 
預期效益 說明企劃內容對國產大豆推動可產生之預期成果。 

企劃成果繳交（附件 4） 

主題設計 企劃主題可自訂，惟須冠上「豆陣來企淘」之活動主題文
字且符合本活動主旨。 

企劃亮點 說明主題背景、企劃特色介紹等。 
字數規定 請參考附件 3，約 4,000~7,000字。 

行程紀錄 
根據企劃提案內容，以圖文方式紀錄並提供參訪心得。至

少 60%的行程需與國產大豆有關，如：國產大豆產地或農
家探訪、國產大豆加工廠參觀、應用國產大豆食材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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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他補充

資料 

如完整訪談紀錄、相關個人圖像及影片作品或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等，件數不超過 3件，每件檔案大小不超過
30MB。 

 
九、 評選方式 

（一） 企劃書書面審查：由國內大豆產官學研 5位專家進行企劃書書面審
查，針對提案計畫的主題詮釋(40%)、創意展現(30%)及推廣效益
(30%)進行評選，擇優選出 10名。評分標準如下表：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占比 

主題詮釋 
l 國產大豆推廣主題契合度 
l 企劃可行性 60% 

創意展現 
l 行程創新性 
l 行程趣味性 20% 

推廣效益 
l 行程共鳴度 
l 後續推廣可能性 1 20% 

合計 100% 
註 1：參賽者社群傳播效益作為評分參考項目，參賽者需於報名表中列舉自媒體
（如 FB、IG、Blog）網址及追蹤人數（至 109年 6月 1日）。 

 
（二） 企劃成果審查：綜合國內大豆產官學研 5位專家對企劃成果評分及

網路投票結果進行評選，選出優選 3名。評分標準如下表：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占比 

實踐成果 1 

l 國產大豆推廣主題之企劃執行
成果契合提案方向 

l 行程共鳴度 
l 後續推廣可能性 2 

70% 

網路人氣票選 3 30% 
合計 100% 

註 1：經評審委員評核，「企劃執行實踐成果」項目分數未達 42 分或未達評審標準，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作品入圍資格。 
註 2：參賽者社群傳播效益作為評分參考項目，參賽者於自媒體（如 FB、IG、Blog）
分享企劃成果，該則貼文瀏覽率作為委員評分參考項目。 
註 3：網路人氣票選：票選活動將在 https://www.soybeanjourney.com/進行。投票分數
轉換方式為人氣第 1名 30分、第 2名 27分、第 3名 24分，第 4名 21分。若有同票
情形列為同名次。 

 
十、 活動相關期程 

企劃徵件截止 109年 6月 30日（二） 
企劃書審查入圍名單公告 預計於 109年 7月下旬公布入圍名單 
執行成果繳交 109年 10月 30日（五） 
執行成果審查結果公布 預計於 109年 12月上旬公布得獎名單 

 
十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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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著作權聲明規定：參賽者應擔保其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
襲、剽竊之情事，文件中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等)
時，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其著

作或權利，違者遭受檢舉則將公佈取消資格，並追回獎狀、獎金等。 
（二） 作品著作權授權： 

1.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得於本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中，公開所有
參賽作品作為宣傳活動之使用。 

2. 參加者須簽署同意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機構
單位及因法律規定承受主辦單位業務之法人、自然人授權所有

權力(包含智慧財產權各項)進行使用，使用範圍包含公開印刷、
展示、散布、公開口述，並得將作品重製、改作，且均不另給

酬，參賽者並不得對主（承）辦單位行使著作人格權或要求其

他費用之支付。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曾經參加其他任何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加。繳交作品、審

查案件之主題、格式，未按照規定者，經查證屬實，違者取消

參加資格。 
2. 參賽者應確保參賽作品使用之相關素材得由主辦單位使用、授

權、出版等，若有引用自其它網站、著作、書籍等作品之文字、

圖表、照片等，請務必加註資料來源及資料日期。作品中所使

用之照片、內容等，皆需取得業者或受訪者同意得以拍攝或使

用，如遇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決定權。 
3. 獎額得以從缺，參賽者須尊重評審結果，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

作品參賽資格。 
4. 獎金所涉個人所得稅費，由主辦單位代扣代缴，參賽者須於主

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提供主辦單位所需文件，無法依限完成交

付者，視同放棄資格。 
5. 如為多位創作者共同創作之參加者，主辦單位將統一通知得獎

人報名時提供之聯絡人，並將獎金匯入戶名為聯絡人姓名之指

定帳戶。 
6. 參加者回傳附件 2與附件 3所填之個人資料參與活動時，視為
參加者已清楚瞭解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

及用途，並同意主辦單位於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處理及利用參加者提供之個人資料。參加者並同意可以用與主

辦單位間之往來的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且具書面表示之效

果。 
7. 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出版權利，不另支酬勞，出版後將致

贈每位入圍者 1 冊得獎作品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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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延期或暫停本活動，若

有任何更動會通知各參賽者，並於活動網站公告。 
 

凡參加本比賽者，視同已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未盡事宜，主辦單位

得視實際情況酌減增修改並以主辦單位解釋為準，以符合實際情況之需，並於活

動網站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