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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警察局「110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保護青少年安全‧犯罪預防宣導創意著色接力賽」活動計畫 

一、依據：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6年 9月 14日警署刑防字第 1060005235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辦理。 

二、目的： 

本局結合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及教育處辦理「110 年暑期保護

青少年─青春專案」「保護青少年安全‧犯罪預防宣導創意著

色接力賽」活動，針對防制少年接觸新興毒品、避免兒少遭色

情行業利用、防制少年參與詐欺集團、防制少年加入網路賭博

等四大主軸，邀請新竹地區插畫家設計創意著色圖稿，讓青少

年朋友們一同參與「創意著色接力賽」，在著色當中潛移默化

犯罪預防的知識，於疫情中以非群聚比賽方式，有效宣導青少

年預防犯罪及保護自己免於被害資訊，以營造青少年及兒童健

康成長之優質生活環境。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警察局。 

(三) 協辦單位：新竹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四、參加對象及組別： 

(一) 對象：兒童及少年。 

(二) 組別： 

1. 兒童組（出生日期 97年 9月 1日至 103年 8月 31日）。 

2. 少年組（出生日期 91年 9月 1 日至 97年 8 月 31日）。 

五、比賽期程： 

自 7 月 2 日至 8 月 27 日，每二週為一梯（棒）次，公布一主

題圖稿，共計四梯（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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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方式說明： 

(一) 本局於每梯次圖稿發布日期將活動主題著色圖稿及相關表

件公布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風城少年 fb 粉絲專頁平台，參

賽者需自行下載【主題圖稿】及【作品授權同意書】（如附

件 1），於作品完成後，郵寄主辦單位收件；可任選想參加

的梯次來完成。（若 4梯次均完成者，可一次寄件） 

(二) 請務必由本人親自畫作，並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著色圖

稿，上色顏料材質不拘(水彩、油彩、粉彩、蠟筆、彩色筆、

色鉛筆……皆可)，惟不接受電腦繪圖。 

(三) 每人每梯次限繳交 1件作品，請先拍照或自留影印稿，作品

不另辦理退件。 

(四) 繳件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有優先出版權及網

路流通權、文宣傳播使用權，分享優質美感，擴大宣導。 

七、收件方式： 

親自送達本局少年警察隊或郵寄至新竹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地址：300 新竹市中山路 1 號)收，並在信封上註明：參加「

創意著色接力賽」(以郵戳為憑)。 

八、收件截止日期：110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17時截止。 

九、評選方式： 

梯  次 期     程 
圖 稿 
發布日期 宣  導  主  題 備註 

第 1梯次 
(第 1棒) 7月 02日至 7月 15日 

7/02 
(五) 

第 1棒 
防制少年接觸新興毒品  

第 2梯次 
(第 2棒) 7月 16日至 7月 31日 

7/16 
(五) 

第 2棒 
避免兒少遭色情行業利用  

第 3梯次 
(第 3棒) 8月 1日至 8月 15日 

8/2 
(一) 

第 3棒 
防制少年參與詐欺集團  

第 4梯次 
(第 4棒) 8月 16日至 8月 27日 

8/16 
(一) 

第 4棒 
防制少年加入網路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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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賽者須詳填作品授權同意書，並黏貼於作品背面（1件作

品 1份），未填寫完整者不予評選。 

(二) 主辦單位擁有對參賽作品審查之權力，截止收件後，由主辦

單位將作品依梯次分類辦理後續評選。 

(三) 為使評選符合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聘請相關領域之專業

人士評選委員 3 名，共同參與圖稿作品評選。 

(四) 評選標準（總分 100分）： 

1. 整體表現  ……………………………………占 60％ 

2. 繪畫技巧  ……………………………………占 30％ 

3. 創意美感  ……………………………………占 10％ 

十、獎勵： 

(一) 本次評選分 4梯次，每梯次分為兒童組、少年組 2組，分別

各錄取優選 3 名（商品禮券 1000 元，獎狀 1 紙）及佳作 6

名(商品禮券 500元，獎狀 1紙)；共計優選 24名，佳作 48

名。 
 

梯  次 兒童組獎勵 少年組獎勵 備     註 

第 1梯次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6名、佳作 12名 

第 2梯次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6名、佳作 12名 

第 3梯次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6名、佳作 12名 

第 4梯次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3名 

佳作 6名 
優選 6名、佳作 12名 

(二) 4 梯次作品均完成者（可一次寄件），主辦單位另抽出接力

賽「完賽禮」50 名。 

十一、得獎名單： 

(一)凡入選佳作以上者，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並於評選結束後

兩週內公告於本局 fb「風城少年粉絲專頁平台」。 

(二)洽詢電話：新竹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03)524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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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  

(一) 版權聲明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專屬授權

比賽指導單位，以作為其於任何形式之媒體(如電視、網

路等)、文宣事務用品(如光碟、書籍手冊等)或以其他方

式(如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進行相關保護青少年犯罪

預防宣導活動推廣之用。 

2. 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比賽

指導單位，且不得對其及其再授權之第三人行使任何權

利。否則，得取消參賽者獲獎資格，參賽者應返還獲獎

所受領之全部獎金、贈品及獎狀，並應賠償指導單位全

部損害，且不得對指導單位主張任何權利。 

(二)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詳閱活動相關規範，並視為認同本辦法一切規

定，若參賽者作品或所提供之相關資料不符規定，則不

列入評選。  

2. 全部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作業，

進行相關活動推廣，作為公開宣傳推廣之用，均不另致

謝酬。  

3. 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之決議，除非能具體證明其他作

品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不得有異議。 

4. 活動之獎項，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作品表現與評選結果

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辦理，獎勵隨實際情況

彈性調整，以不超過原獎勵總額為限。  

5. 作品授權同意書資料不實，因聯絡方式錯誤，致無法聯

繫得獎者而未能完成領獎，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該獎

項將予取消，並不予遞補。 

十三、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並於活動網站公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