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七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簡章 

 

一、活動宗旨 

為建立年輕學子對企業倫理的觀念與素養，並落實企業倫理教育扎根工作，由長榮大學

管理學院承辦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委託之「2017年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與

微電影競賽」（以下稱本競賽），並規劃微電影、個案分析之相關工作坊研習講座。透過分

析企業倫理個案與拍攝倫理議題微電影的競賽實作方式，提供學生深思個人價值在面對倫理

兩難的衝突，增進學生對倫理議題的辨識與分析能力，進而強化其倫理思辨與倫理決策。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長榮大學 

協辦單位：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長榮大學管理學院、 

長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研究中心、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三、參賽資格 

(一) 全國大專校院對倫理議題之個案分析或微電影拍攝有興趣之在學學生(含學士班、碩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 學生以 3至 7人組隊報名參加，可跨校、系組隊。每位參賽學生以參加 1隊為限。 

(三) 各隊可敦請 1位老師擔任指導老師，每位教師至多指導 3隊為限。 

 

四、競賽類別 

本競賽分為「倫理個案分析」與「倫理微電影」兩類。 

 

五、報名日期及方式 

2017年 8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2017年 10月 02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一律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ites.cjcu.edu.tw/2017be/page_Z0015012.html 

 

七、競賽地點與時程 

(一) 競賽地點：長榮大學（71101 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二) 本競賽分為初賽及決賽。競賽時程如下： 

活動事項 日期及時間 

報名時間 2017年 8月 21日(一) 09:00至 2017年 10月 02日(一) 17:00止 

公布個案分析初賽題目

及微電影競賽主題 

2017年 10月 03日(二) 17:00 

賽前工作坊 2017年 10月 14日(六) 

初賽作品上傳雲端時間 2017年 10月 24日(二) 17:00前 

初賽作品審查 2017年 10月 25日(三)至 2017年 11月 03日(五)止 

公告決賽入選名單 2017年 11月 06日(一) 17:00 

發送個案分析決賽資料 2017年 11月 07日(二) 17:00 

決賽作品上傳雲端時間 2017年 12月 12日(二) 17:00前 

決賽及頒獎典禮 2017年 12月 16日(六) 

*主辦單位保留上述時間地點變更之權利，請以網路公布為主。 

 

http://sites.cjcu.edu.tw/2017be/page_Z0015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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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倫理個案分析競賽方式 

(一) 倫理個案競賽之初賽和決賽分別指定企業倫理個案進行分析與報告撰寫，且初賽與

決賽之競賽題目不同。 

(二) 初賽採書面審查，各參賽隊伍須於競賽指定期限內將初賽作品電子檔上傳至指定雲

端空間。 

(三) 所有參賽隊伍將依初賽成績擇最優 9隊進入決賽。 

(四) 決賽以現場口頭簡報進行。每隊簡報時間為 12 分鐘，並由次一報告團隊與現場評審

各提出 1 個問題，進行問題答詢。(範例：第一組報告後，由第二組報告的團隊提

問；第二組報告後，由第三組報告的團隊提問；以此類推…，第九組報告後，由第

一組報告團隊提問)。 

(五) 決賽入選隊伍之作品須於競賽指定期限內上傳至指定雲端空間。未於規定時間前上

傳者，視同棄權。 

(六) 決賽入選隊伍須於決賽當天上午報到時繳交簡報電子檔，並統一抽籤決定簡報順

序，抽籤未到者視同棄權。 

(七) 參加決賽隊伍的成員必須與初賽隊員相同，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必須更換隊員，應

於決賽前事先以書面告知主辦單位(長榮大學)，並以更換 1名為限。 

(八) 決賽評審會議決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與 6隊優勝隊伍，並依決賽名次頒予獎金

和獎牌(或獎狀)。 

(九) 評審標準 

 項目 說明 比重 

初

賽 

1. 個案議題辨識 針對比賽個案內容，發覺主要問題並加以分析。 30% 

2. 個案問題回答 針對所發掘之議題提供建議及解決方案。 30% 

3. 具企業倫理的啟發性 所提之見解隱含可供其他企業參酌的倫理準則。 25% 

4. 書面報告格式 書面報告的編排是否整齊、有條理、美觀、易讀。 15% 

合計 100% 

決

賽 

1. 個案議題辨識 
針對比賽個案內容發掘主要問題，並提供建議及可

行的解決方案。 
30% 

2. 內容架構與組織性 
簡報內容完整、邏輯清晰性、假設與詮釋清楚明

白、時間精準掌控，與適度的視覺輔助。 
35% 

3. 問答情形 答覆技巧、反應，以及針對問題進行答覆。 25% 

4. 團隊表現 團隊的整體形象、默契，及出席情形。 10% 

合計 100% 

 

九、倫理微電影競賽方式 

(一) 倫理微電影初賽由各參賽隊伍根據競賽主題撰寫微電影腳本提案企劃書，決賽則須

依據初賽企劃書內容拍攝微電影作品。 

(二) 初賽採書面審查，各參賽隊伍須於競賽指定期限內將初賽作品電子檔上傳至指定雲

端空間。 

(三) 所有參賽隊伍將依初賽成績擇最優 9隊進入決賽。 

(四) 決賽入選隊伍須依初賽企劃書內容拍攝 12-15 分鐘(含片頭及片尾)之微電影作品，影

片格式以 wmv、mp4、avi，解析度 1280 × 720為主，其他格式概不受理。 

(五) 影片類型、拍攝工具不限，影片建議可加旁白、字幕、製作團隊及感謝字幕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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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勿出現學校系所全名。 

(六) 決賽入選隊伍應於競賽指定期限內將微電影作品上傳至指定雲端空間。未於規定時

間前上傳者，視同棄權。 

(七) 決賽以現場播放影片方式進行，並於決賽當天統一抽籤決定播放順序，抽籤未到者

視同棄權。影片播放結束後由現場評審進行 5分鐘答詢。 

(八) 參加決賽隊伍的成員必須與初賽隊員相同，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必須更換隊員，應

於決賽前事先以書面告知主辦單位(長榮大學)，並以更換 1名為限。 

(九) 各決賽隊伍請繳交作品光碟一份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正本。所有參賽作品請自

行保留母帶，一經遞交，概不發還。 

(十) 決賽評審會議決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與 6隊優勝隊伍，並依決賽名次頒予獎金

和獎牌(或獎狀)。 

(十一) 評審標準 

評分項目 比重 

1. 作品原創性 30% 

2. 主題符合性 30% 

3. 整體創意 30% 

4. 創作說明 10%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微電影腳本企劃書」的撰寫格式將於賽前工作坊安排時段說明，或於公告初賽主題

時一併提供格式。 

2. 腳本提案企劃書內容包含電影名稱、團隊介紹、劇組成員、演員及成員執掌、故事大

綱、劇本、分鏡表、使用器材、拍片規劃等。 

 

十、競賽獎勵 

為鼓勵各大專院校學生踴躍參加競賽，倫理個案分析與倫理微電影參賽作品將分別決選

前 3名與優勝作品 6名頒發獎牌（或獎狀）及獎金鼓勵，各項獎項如下： 

(一) 學生獎勵 

1. 第一名：隊伍獲得獎牌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20,000元 

2. 第二名：隊伍獲得獎牌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10,000元 

3. 第三名：隊伍獲得獎牌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8,000元 

4. 優勝 6名：各隊伍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2,000元 

(二) 指導老師獎勵 

1. 第一名：指導老師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6,000元 

2. 第二名：指導老師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3,000元 

3. 第三名：指導老師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2,000元 

4. 優勝 6名：各隊指導老師分別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 

 

十一、賽前工作坊 

(一) 參加對象 

1. 以報名本競賽之各隊學生為參加對象。 

2. 建議每隊推派 2名成員參加賽前工作坊，如各隊參加人數超過 2人，請隊長提前告知

主辦單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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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賽前工作坊主題 

1. 上午場：企業倫理議題講座 (所有參賽隊伍每隊推派 2名成員參加) 

2. 下午場 A：倫理個案分析講座 (對象為參加倫理個案分析競賽團隊) 

3. 下午場 B：倫理微電影拍攝技巧講座 (對象為參加倫理微電影競賽團隊) 

 

十二、注意事項 

(一) 本競賽各項活動訊息及時程均公布於競賽網頁。網址：http://sites.cjcu.edu.tw/2017be/ 

(二) 本競賽各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參賽者個別擁有，為宣傳本活動及作品所需，參

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於各種媒體、媒介上無償使用參賽作品（包括公開發表、公

開展示、公開播放、影像及圖文宣傳、攝影、重製、改作、編輯、印製、散佈、出

版、網頁製作、下載傳輸、廣告、廣播等），可將該權利授予第三方（集團之關係

企業），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保留三年之傳播權利，在此期間，不得將作品之類似

創意與設計轉讓他人。 

(三)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競賽網頁。 

 

十三、聯絡方式 

長榮大學「2017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聯 絡 人：林小姐 

連絡電話：06-278-5123分機 2051 

電子信箱：becamm@mail.cjcu.edu.tw 

 

http://sites.cjcu.edu.tw/2017be/
mailto:becamm@mail.cj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