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1 
 此表格每校只需提交一份，請清楚列明各項交件數目及推薦決選名單，於交件時供本會核對。 

全校參加隊伍總數目： 共 隊，包括： 

1.  決選 ─ 推薦參加作品數目：  隊，名單如下：

（每校最多推薦五隊，決選隊伍需填寫「F1 交件表格 (決選作品)」，每隊一份，連同作品一併提交。）

參加編號 參加組別 作品題目 

1 
初級組 

高級組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2 
初級組 

高級組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3 
初級組 

高級組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4 
初級組 

高級組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5 
初級組 

高級組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2.  特別獎 ─ 老師提名作品數目：  隊

（每校除推薦決選隊伍外，另可提名在個別範疇上有突出表現的隊伍參選特別獎項。提名隊伍需填寫「F2 交

件表格 (特別獎 - 老師提名作品)」，每隊一份，連同作品一併提交。）

3.  其餘作品數目：共 隊 

（每隊只須交回作品一份，作為存檔。）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代表： (姓名） 

(簽署） 

決選作品推薦及交件核對摘要 

「學校合作推動計劃」適用

樣本



F1 
題    目： 

(獎狀及參加證書內的題目名稱會以此為準) 

參加編號： □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學校名稱： 參加組別： □ 初級組  □ 高級組 

標籤 (Hashtags)： 

(請以 5 個標籤 (Hashtags) 表達你們的考察/設計主題及關鍵內容，並以「空格」分隔標籤。例子：#八達通 #知情權 #責任 #選擇權 #電子消費) 

報告所有內容須以閱讀時間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包括下載時間），總作品檔案不能超過 800MB。 

作品包括：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建議評審 

閱讀次序 

□ 文字檔 檔案名稱：

□ 簡報 檔案名稱： 

□ 影音作品 ( 
#
須於下方填寫「影音作品內容大綱」)

□ 漫畫 / 圖冊 檔案名稱： 

□ 模型 檔案名稱： 

□ 設計圖 檔案名稱： 

□ 網頁
檔案名稱：  網址： 

（若以網頁形式製作報告，請將所有網頁以 html 格式儲存，全部存放在獨立文件夾內提交） 

□ 其他形式： 檔案名稱：

□ 附件及備註 (如有)：

# 
影音作品內容大綱（只適用於提交影音作品的隊伍填寫；每份影音檔，均須獨立填寫資料。若本表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影音 

作品 

檔案名稱 內容全長 

(分鐘) 
內容大綱 

1. 

2. 

3. 

交件表格 (決選作品) 
「學校合作推動計劃」 適用 

此表格須每隊提交一份，供評審參閱及本會紀錄之用，請每隊獨立填報並連同作品交回。 

樣本



F2 
題    目： 

(獎狀及參加證書內的題目名稱會以此為準) 

參加編號： □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獎

學校名稱： 參加組別： □ 初級組  □ 高級組 

標籤 (Hashtags)： 

(請以 5 個標籤 (Hashtags) 表達你們的考察/設計主題及關鍵內容，並以「空格」分隔標籤。例子：#八達通 #知情權 #責任 #選擇權 #電子消費) 

報告所有內容須以閱讀時間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包括下載時間），總作品檔案不能超過 800MB。 

作品包括：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建議評審 

閱讀次序 

□ 文字檔 檔案名稱：

□ 簡報 檔案名稱： 

□ 影音作品 ( 
#
須於背頁填寫「影音作品內容大綱」)

□ 漫畫 / 圖冊 檔案名稱： 

□ 模型 檔案名稱： 

□ 設計圖 檔案名稱： 

□ 網頁
檔案名稱：  網址： 

（若以網頁形式製作報告，請將所有網頁以 html 格式儲存，全部存放在獨立文件夾內提交） 

□ 其他形式： 檔案名稱：

□ 附件及備註 (如有)：

特別獎 - 老師提名作品 (此部分只供老師填寫)

提名獎項： 老師對作品的提名原因： 

□ 選題獎

□ 表達方式獎

□ 創意媒體獎

□ 特別推介範疇*

* 老師可自由提名特別獎供評審考慮，可考慮推介範疇例如(任何

一方面有出色表現即可)：考察方式、搜集資料方法、資料整理及

分析、對消費者的理解和消費文化的發現等；「可持續消費創意設

計」可考慮推介範疇例如：設計題材及意念、如何搜集使用者意

見以改良作品、實驗過程、設計的實用性等。

提名老師：
( 姓名 ) 

( 簽署 ) 

交件表格 (特別獎 - 老師提名作品) 
「學校合作推動計劃」 適用 

此表格須每隊提交一份，供評審參閱及本會紀錄之用，請每隊獨立填報並連同作品交回。 

樣本



 
 

# 
影音作品內容大綱 （只適用於提交影音作品的隊伍填寫；每份影音檔，均須獨立填寫資料。若本表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影音 

作品 

檔案名稱 

 

內容全長 

(分鐘) 
內容大綱 

1.    

2.    

3.    

4.    

5.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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