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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DOC 或 ODT 檔請點此下載 

根據環保署統計，台灣一年約有 14 億個寶特瓶蓋不知去向，這些瓶蓋造成環境污染，甚

至讓不少海洋動物誤食而死，成為可怕的生態殺手！ 

 

新竹市環保局策劃「2016 新竹市瓶蓋藝術環保行動」，邀請新竹市的「蓋厲害」學童

組成團隊集體創作，希望透過市民參與，用 20 萬個回收的瓶蓋作為素材，化身為

裝置藝術，並於新竹市環保教育中心展示。希望藉由展覽能讓大家了解海洋污染

「蓋不住的真相」，用行動愛護地球。  

 

「2016 新竹市瓶蓋藝術環保行動」包含「萬蓋雲集－20 萬瓶蓋募集大賽」及「蓋厲害－

瓶蓋藝術創作競賽」。歡迎新竹市民朋友共襄盛舉，詳細活動內容，請見各活動表名表，

或活動網頁（https://goo.gl/OB2XpY）。 

 

 

 指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主辦單位：新竹市環保局 

 承辦單位：木田工場 

 協辦單位：新竹市南寮國小、新竹物流 

 

http://www.hccepb.gov.tw/service-03.php?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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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萬蓋雲集－20 萬瓶蓋募集大賽 
 

 時間：即日起至 4 月 5 日（二）。 

 募集辦法：採分組競賽（校園組、社區村里組、個人組），瓶蓋收集裝箱（回收

紙箱亦可），請來電（03-5368920#6008 陳先生）登記，新竹市環保局將於

４月初統一派車載運。 

 獎勵方式Ａ：獎金(新台幣)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校園組 5,000 3,000 2,000 

社區村里組 5,000 3,000 2,000 

個人組 3,000 2,000 1,000 

 奬勵方式 B：集滿 4 公斤（kg）瓶蓋，贈送玉米辰繪本乙冊。 

 注意事項：瓶蓋請簡易清洗，無異味為原則。 

 洽詢電話：03-5368920#6008 陳先生。 

 

＿＿＿＿＿＿＿＿＿＿＿＿＿＿＿＿＿＿＿＿＿＿＿＿＿＿＿＿＿＿＿＿＿＿ 

萬蓋雲集－20 萬瓶蓋募集大賽 報名表 

組別 □校園組  □社區村里組  □個人組 

團體或個人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瓶蓋重量(公斤 kg) （請先自行填寫，以主辦單位量坪為準） 

可獲繪本數量     （每 4kg，可獲乙本） 

希望得到繪本 □海底變形蟲    □老祖宗的交代 

□青蛙不必變王子  □沒有鳥的鳥村 

□天空金城     □捕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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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蓋厲害－瓶蓋藝術創作競賽 
    
  一、目的: 

        (一)鼓勵市民參與寶特瓶瓶蓋之環保回收。 

        (二)鼓勵市民利用瓶蓋進行藝術創作。 

    二、活動辦法: 

        (一)時間：105 年 4 月 16~17 日，上午 8 點~下午 5 點，共兩天。 

        (二)地點：新竹市南寮國小禮堂(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三段 465 號) 

        (三)對象及參賽資格 

           1.限新竹市民或新竹市國小教師，及就讀新竹市國小之現籍學生，以親子或師生組隊參加。 

           2.組隊方式: 

             (1) 每隊 8-12 人，以 15 隊為限，組數過多時，依報名先後順序為準。 

             (2) 每隊 18 歲以上成人最少 2 人，最多 6 人；學生限本市國小一~六年級學生。 

             (3) 學校組隊者，每校最多 2 隊報名。 

           3.若未符合上列資格，一經查獲，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 

         (四)器材 

            1. 每組需自備鐵鎚及瓶蓋 3,000 個。（每組完成作品約需 5,000 個瓶蓋。自備越多越好， 

              創作會更有彈性。） 

            2.主辦單位提供每組 2,000 個瓶蓋、釘子、粉筆、創作展板(120 平方公分)。 

 三、活動時間表 

日 時間 內容  講師 

4/16 

(六) 

0750~0810 報到  

0810~0830 開幕 來賓致詞 

0830~0930 【課程一】台灣海洋垃圾概述 張泰迪（黑潮海洋文

教基金會前執行長） 

0940~1040 【課程二】垃圾處理相關課程 新竹市環保局 

1050~1150 【課程三】瓶蓋創作實務 玉米辰 

1150~1300 用餐及午休 (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碗筷及水杯) 

1300~1700 分組創作（構圖及分享 30 分鐘）  

4/17 

(日) 

0800~1700 分組創作（瓶蓋畫施工）及繳件 

※未完成之作品可帶回完成；最遲請於 4/25(16:00)前送回南

寮國小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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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地點：南寮國小教務處，請親自送達。 

(二)報名時間：3/14~3/18，上午 9 點~下午 4 點，逾時不候。(中午不休息，方便民眾報名) 

(三)報名表件：請將相關報名表(附件 1~2)填寫完後，親送南寮國小教務處，依報名先後順序為 

              準，額滿為止。3/21 於「蓋好玩！2016 新竹市瓶蓋藝術環保行動」官網公布參 

              賽組別。https://m.facebook.com/events/1699732156939488/ 

(四)為求公平，報名資料務必填妥，成員皆須符合參賽資格。 

五、評選及獎勵 

(一)4/17 當日未完成之作品，務必於 4/25 下午四點前，送回南寮國小教務處，逾時不候。 

(二)評選時間：4/26(二)，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評選。 

(三)名次公佈：4/26(二)晚上 8 點後於官網公佈。 

(四)頒獎及領獎：暫定於 6/4(六)於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五)獎項： 

   1.金獎：乙名，獎金 30,000 元； 

    銀獎：乙名，獎金 20,000 元； 

    銅獎：乙名，獎金 10,000 元； 

   2.佳作：數名，每名獎金 5,000 元。 

(六)展覽：得獎作品，將於 6/4 起在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展覽。 

六、注意事項： 

(一)響應環保，主辦單位提供兩日中餐，請參加者自備碗筷及水杯。 

(二)完成瓶蓋畫作品實體及智財權歸新竹市政府所有，創作團隊保有著作人格權。 

(三)報名人員資格若未符合規定，一經查獲，取消其參賽及獲獎資格。 

七、報名地點及洽詢電話：南寮國小教務處，03-5363448 分機 818。 

 

 

 

 

 

 

 

 

 

 

 

 

https://m.facebook.com/events/169973215693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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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好玩！2016 新竹市瓶蓋藝術環保行動】活動二 

(附件 1)                                   編號：          (辦理單位填寫) 

蓋厲害－瓶蓋藝術創作競賽報名表 

報名方式：將報名表及切結書填寫完後，親送至南寮國小教務處。 

                                     

隊名  聯絡人  

電話 市話: E-MAIL  

手機: 

聯絡地址  

 

組員資料 

 姓名 性別 西元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活動保險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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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好玩！2016 新竹市瓶蓋藝術環保行動】活動二 

(附件 2) 

編號：          (辦理單位填寫) 

蓋厲害－瓶蓋藝術創作競賽切結書 

隊名                                   

(一)本隊所有參賽人員，皆符合以下資格，若有不符，同意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為新竹市民或新竹市國小教師，及就讀新竹市國小一~六年級之現籍學生。 

(二)本隊所有參賽人員，皆同意以下規範： 

   1.瓶蓋畫作品實體及智財權歸新竹市政府所有，創作團隊保有著作人格權。 

   2.所有人員之肖像權(照片、聲音及動態影像)，皆同意授權給本次活動之相關 

     單位，於正當管道予以編輯、修改及公開使用。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親筆簽名 

(未滿 18 歲者，請監護人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此致   新竹市政府及 2016「蓋厲害－瓶蓋藝術創作競賽」活動辦理單位 

 

中民國 105 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