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106 年「喀嚓！就是你！形象廣告大募集」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 提升女童軍構思與拍攝影片之能力。
(二) 鼓勵女童軍一展才華，一起打造新世代女童軍形象。
(三) 提供舞台，讓女童軍可以盡情發揮創意。
二、 活動主題：喀嚓！就是你！形象廣告大募集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四、 參加對象：完成 106 年三項登記之各級別女童軍、服務員。各活動年齡限制詳見
「六、募集內容」
五、 參加費用：全程免費
六、 募集內容：
(一) 徵文啟事-微電影故事募集
1.申請資格：完成 106 年三項登記之各級別女童軍、服務員，年齡不限。
2.請從下列四項主題中，選擇一項進行發揮，撰寫 350 字以內的劇情故事（格
式詳見附件一）：
a. 新時代下的女童軍精神與意義
b. 多采多姿的女童軍活動
c. 女童軍對女孩們產生什麼樣的生命影響？
d. 因為女童軍，我可以⋯⋯
3.因考量到微電影片長將不超過 5 分鐘，請構思適合在此時間長度內完整表
現的故事內容。
4.檔案命名格式：
「
（故事標題）＿（姓名）」
5.請將附件一以 word 檔 email 至 teamgirlgst@gmail.com，信件主旨請註明
「徵文啟事-(故事標題)」。
6.收件期間：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20 日（日）中午十二點為止。
7.公布入選結果：106 年 8 月 24 日（四）
。
8.入選者將獲得相關獎勵與證明，並同意故事內容授權予中華民國台灣女童
軍總會進行改編拍攝。
(二) 影像小種子-拍攝團隊大募集
1.申請資格：
（1） 完成 106 年三項登記之 11 歲以上女童軍、服務員
（2） 曾經有拍攝或是製作影片的相關經驗。
（3） 能全程參與 106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由金馬導演游智煒所指導
的影像創作營。
（4） 創作營後，願以所學技能協助台灣女童軍拍攝至少一部短片。
（5） 擁有一顆熱愛女童軍的心。

2.報名表請提供個人基本資訊與過去作品（詳見附件二）
3.請將附件二以 word 檔寄至 teamgirlgst@gmail.com，檔案命名與信件主旨
請註明「影像小種子＿(姓名)」
。
4.收件期間：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24 日（四）中午十二點為止。
5.公布學員錄取結果：106 年 8 月 27 日(日)。
6.入選學員需繳交 500 元保證金，保證金將於學員全程參與影像創作營後全
額退還。
（三）未來大明星-女童軍大使募集
1.申請資格：
（1）完成 106 年三項登記之各級別女童軍、服務員，年齡不限。
（2）能參與 106 年 9 月 9 日到 9 月 10 日由金馬導演游智煒所指導的影像
創作營。
（3）面對鏡頭有自信（曾有演出經驗更佳）
（4）一顆熱愛女童軍的心。
2.報名表請提供：自我介紹 200～300 字、演出經驗說明，
及半身照、全身照各一張（詳見附件三）。
3.請將附件三以 word 檔寄至 teamgirlgst@gmail.com，檔案命名與信件主旨
請註明「未來大明星＿(姓名)」
。
4.收件期間：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31 日（四）中午十二點為止。
5.公布錄取結果：106 年 9 月 1 日（五）
6.入選學員需繳交 500 元保證金，保證金將於學員參與影像創作營後全額退
還。
七、 報名方式：請依各活動需求填妥相關附件，寄至 teamgirlgst@gmail.com, 中華民
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青年領袖暨創意組收。
八、 計畫聯絡人：
蔡旻軒 聯絡電話：0978510968 電子信箱：teamgirlgst@gmail.com
若有任何相關建議或疑問，歡迎來電或來信指教！

附件一之 1（106 年 8 月 20 日（日）中午 12:00 截止）

徵文啟事-微電影腳本募集 報名表
姓名
生日
女童軍級別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所屬

身分證字號

email
所屬團名

團次
團長姓名
家長姓名

團長 email
關係

家長電話

新時代下的女童軍精神與意義
選擇主題

多采多姿的女童軍活動
女童軍對女孩們產生什麼樣的生命影響？
因為女童軍，我可以⋯⋯

腳本標題
腳本內容

參考故事：美如是一個很渴望出遊學的國一女生，因為他很想要跟外國的學生交流，很想要
去認識不同國家的人，然而他的家裡卻沒有那麼寬裕，沒有辦法讓他可以去國外遊學，所以
他都一直很羨慕別人可以出國去認識不一樣的人，然而就在他國一下時，因為參加一個社團，
讓他的生活變得更加有色彩，那個社團正是童軍社。原本以為童軍社就是一個大量露營與繩
結，但是在加入社團後，才發現一切都跟想像中的差距很多，原來童軍社不只有這些，還有
學長姐辦得好玩的旅行，更重要的是，老師最近也在辦理徵選韓國的國際大露營，據說這個
活動會有超過十個以上的國家參與，這彷彿就是打開他的一扇門，讓他可以在十四歲的時候，
與世界做朋友，所以他更努力的參與社團活動，憑著自己的堅持不懈，最後也幸運獲得代表
權，成為赴韓國露營一份子。
寫下你的故事吧：

（還有下一頁喔）

附件一之 2（106 年 8 月 20 日（日）中午 12:00 截止）
徵文啟事-微電影故事募集
參賽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暨參賽作品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本人參加 106 年「喀嚓！就是你！形象廣告大募集」所填寫之報名資料皆正確無誤，並供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
總會辦理「喀嚓！就是你！形象廣告大募集」及其公開播映、展覽、製作文宣及出版品使用，以及寄送、聯絡
相關活動資料之用，除經本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主辦單位所蒐集之本人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
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本人擔保本人參加「喀嚓！就是你！形象廣告大募集」之作品係原創性著作，無侵害他人之權利。本人參
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同意讓與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具有該作品出版、著作、公
開展示、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及網路登載之權利，不另致酬，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此致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依民法規定，滿七歲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之法律行為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立同意書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106 年 8 月 24 日（四）中午 12:00 截止）

影像小種子-拍攝團隊大募集 報名表
姓名

聯絡電話

生日

年 月 日

女童軍級別

所屬

身分證字號

email
所屬團名

團次
團長姓名

團長 email

家長姓名

關係

家長電話

你以前曾經有參與過哪些拍攝、製作影片的經歷呢？請以列點的方式和我們聊聊吧！
1.
拍攝製作影
片相關經歷

若有過去所拍攝影片作品或相關證明文件，請上傳至 YouTube 或雲端儲存空間，並轉貼分享
連結網址至此（對這個步驟有疑惑的夥伴可以請親朋好友協助操作喔！）

作品連結

附件三（106 年 8 月 31 日（四）中午 12:00 截止）

未來大明星-女童軍大使募集 報名表
姓名

聯絡電話

生日

年 月 日

女童軍級別

所屬

身分證字號

email
所屬團名

團次
團長姓名

團長 email

家長姓名

關係

家長電話

請用 200-300 字的篇幅向我們介紹你自己吧！

自我介紹

如果你過去曾經有擔任影片角色、舞台演出、校內表演等等的經驗，歡迎在下面以列點方式
和我們分享！
演出相關

1.

經驗（選填）

請家人或朋友幫你拍一張半身照和一張全身照，然後貼到這裡吧！（別忘了要明亮、清晰）

半身與全身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