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甄選辦法
壹. 主辦單位：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及國際扶輪3461、3462、3470、3481、3482
、3490、3501、3502、3510、3521、3522、3523 地區。
貳. 宗 旨：爲彰顯扶輪無私大愛與人道關懷，孕育淨化人心的核心價值，鼓勵媒體暨從業人
員關注公益活動，加強媒體隱惡揚善，端正風氣功能，並表揚新聞工作者對社會公
益事件報導所付出之心力，特舉辦「2021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甄選與表揚活
動。
「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除表彰平面報紙媒體、電視新聞媒體、廣播新
聞媒體、網路新聞媒體等四大類媒體機構所屬專業從業人員，對公益新聞的投入
與專業 報導外，更盼藉由這項具有意義的活動，能重振社會對新聞媒體專業倫理
的認知，與閱聽大眾對公益活動的參與和重視。
參. 活動辦法
一. 活動主旨：為鼓勵台灣優秀媒體人才，報導非政府組織社會公益服務成果，提高社會大眾
對弱勢族群的關心，引領社會朝向正面積極方向思考，改善社會風氣，闡揚
人性光輝，特訂立本甄選辦法。
二. 獎勵對象：凡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之平面報紙媒體、電視新聞媒體、廣播新聞媒體、網路
新聞媒體等四大類媒體機構所屬專業從業人員，自 2020 年7 月1 日起至
2021 年3 月31 日止，發表、刊播有關「社會公益服務」之作品者，均得
參與甄選。
三. 獎勵範圍
1. 新聞報導內容及題材需符合國際扶輪服務主題包含下列八個領域：
(1) 締造和平及預防衝突

(2) 水資源及用水衛生

(3) 疾病預防及治療

(4) 母親及兒童健康

(5) 基本教育與識字

(6) 社區與經濟發展

(7) 環境保護
(8) 其它社會公益服務
2. 依平面報紙媒體、電視新聞媒體、廣播新聞媒體、網路新聞媒體，分別報名、各
評比特優獎一名。
3. 廣播新聞節目及電視新聞節目｢最佳主持人｣ 特優獎各一名。
4.設｢扶輪公益新聞報導特別獎｣係以國際扶輪 3461、3462、3470、3481、
3482、3490、3501、3502、3510、3521、3522、3523 地區及所屬各扶輪社暨
台灣跨地區各扶輪團體所主辦、合辦或協辦之國內外公益活動為範圍內容。
5. 設評審團推薦特別獎一名。
6. 得獎者於頒獎典禮時頒贈獎金、並頒發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座，入圍者可獎獲頒
入圍獎牌。
四. 參賽作品規格
1. 平面報紙媒體暨網路新聞媒體
①.參賽作品須附報名表一份，五百字以內之內容摘要及USB 一式 五份 (包含參賽
人照片電子檔)，每份裝入A4 大小黃色公文紙袋，並於紙袋外部左上角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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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正楷標明「平面媒體」或「網路媒體」
。作品請以A4 紙張製作成冊，並加
裝封面。
②.新聞採訪報導以事件或議題為主，同一件作品篇幅最多不超過5 篇。
③.參賽作品之篇幅超過，或發表作品人與申請人不同，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
受理。
2. 電視新聞媒體暨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①. 參賽作品須附報名表一份，五百字以內之內容摘要及USB 一式五份(包
含參賽人照片電子檔) ，每份裝入A4 大小黃色公文紙袋，並在紙袋外
部左上角5 公分處以正楷標明「電視媒體」或「電視主持人」。
②. 新聞採訪報導以事件或議題為主，總長度不得超過一小時。
③. 參賽作品總長度不符規定，或發表作品人與申請人不同，均視為資格不符，
不予受理。
3.
廣播新聞媒體暨廣播新聞節目主持人
①. 參賽作品須附報名表一份，五百字以內之內容摘要及 USB 一式五份 (包
含參賽人照片電子檔) ，每份裝入A4 大小黃色公文紙袋，並在紙袋外部
左上角5 公分處以正楷標明「廣播媒體」或「廣播主持人」。
②. 新聞採訪報導以事件或議題為主，總長度不得超過一小時。
③. 參賽作品非原播出內容、總長度不符規定，或發表作品人與申請人不同，
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4. 扶輪公益報導特別獎
①. 參賽作品須附報名表一份，五百字以內之內容摘要及 USB 一式五份 (包
含參賽人照片電子檔) ，每份裝入A4 大小黃色公文紙袋，並在紙袋外部
左上角5 公分處以正楷標明「網路媒體」或「扶輪公益新聞報導獎」。
②. 新聞採訪報導以事件或議題為主，總長度不得超過一小時。
③. 參賽作品非原播出內容、總長度不符規定，或發表作品人與申請人不同，均
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④. 報名表需請所報導活動之地區或扶輪社在相關位置用印證明，或附具書面信函證
明確屬該地區或該扶輪社所辦活動。並應於報名之同時檢具該等證明連同報名文
件一併送出，如報名時未檢具者，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5. 由評審團自本屆全部參賽作品中推薦特優獎一名。
五.

甄選方式
1. 由主辦單位遴聘資深專業媒體工作者、傳播學者、扶輪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
「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事宜。
2. 各獎項之評分標準及方式，將由主辦單位會同「評審委員會」訂定。
3. 參與各獎項甄選之作品必須符合本辦法「參.二.獎勵對象，參.三.獎勵範圍及參.四.參
賽作品規格」
之規定，並由
「評審委員會」
在初審前進行資格、規格審查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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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選辦法
1. 每一類甄選項目各評選出入圍者3～5名，並公開向社會各界公布
各類獎項入圍者名單。
2. 於2021 年6 月中旬頒獎典禮當天宣布得獎人或作品，得獎者均當場頒贈獎金、及扶
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座，入圍者可獲頒獎牌。
3. 評審結果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予從缺。

七.

得獎名額與獎金
1. 平面報紙報導類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2. 網路新聞報導類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3. 廣播新聞報導類
4. 廣播新聞節目主持類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5.電視新聞報導類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6.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類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7. 扶輪公益新聞報導特別獎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8. 評審團推薦特別獎

特優獎 1位，獎金 10 萬 元

八. 其他
1. 社會各界對入圍者資格有疑義時，應於入圍名單公布後七日內，檢具相關書面資料
向主辦單位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提出，由主辦單位會同評審委員會組成專案
小組處理，逾期不予受理。
2. 入圍及獲獎之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法令情事，且經查證屬
實者，由主辦單位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要求其返還已領得之獎金、獎座或獎牌
。
3. 參賽之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均不退回。
4. 為擴大本項活動之宣傳效果，入圍及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應於收到入圍通知後十日內以
書面授權主辦單位，其作品得永久、無償、非營利性使用(包括公開播送、演出、展示及
傳輸等利用)與永久典藏；如著作人不具著作財產權，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書面授權
。著作人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書面授權或逾期取得者，由主辦單位台灣扶輪出
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取消著作人之入圍或得獎資格。
肆.

報名須知
一、報名表下載：http://taiwan-rotary.org
二、報名期限：2021 年 4 月1 日至 4 月15 日止。
三、報名方式
1. 統一由所屬媒體事業機構推薦報名；參賽之作品，其發表期間自 2020 年
7 月1 日起至2021 年3 月31 日止，系列作品內容至少需五分之四符合參
賽日期規定。
2. 請填妥下載之報名表及相關附件，連同作品一式五份，於報名期限內，一律以雙
掛號郵寄至：台北市吉林路14 巷18-1 號4 樓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3. 信封請註明—
報名 「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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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郵寄報名一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四、報名件數限制
1. 媒體事業機構每一獎項至多推薦報名三件。
2. 廣播電台有分台者，以總台名義報名，每一獎項可報名三件外，每一分台
限報名一件。
五、報名項目：報名時，參賽人須於報名表標明以下甄選類別之一
1.
2.
3.
4.
5.
6.
7.

平面報紙媒體報導獎
電視新聞媒體報導獎
廣播新聞媒體報導獎
網路新聞媒體報導獎
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獎
廣播新聞節目主持人獎
扶輪公益新聞報導獎

六、入圍作品公布： 預定2021 年5 月初公布各類獎項入圍者名單。
確切公布之時間、地點將另行通知。
七、頒獎時間：2021 年6 月中旬
頒獎地點：另行公佈
八、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聯 絡 人：邵先生 / 陳小姐
網
址：www.taiwan-rotary.org/
郵
箱：taiwanrotary@taiwan-rotary.org
電
話：(02) 2541-8756
傳
真：(02) 2541-8608
郵寄地址：104 台北市吉林路14 巷18-1 號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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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報名表
推薦單位
新聞報導
報名項目

最佳主持人
特別獎

參 賽 人
或代表人

□平面報紙類
□廣播新聞類
□電視新聞節目類
□廣播新聞節目類
□扶輪公益報導特別獎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服務機構
作品名稱
發表媒體
或 節 目
發表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參賽人簽章
1.如為集體著作，共同列名之作者均須
簽章。
2.參賽人如為外籍人士或大陸地區人士
，請註明國藉。

□電視新聞類
□網路新聞類

手機：

職稱

日至
年
月
日
（參加「扶輪公益報導特別獎」者，請所報
導活動之扶輪地區 或扶輪社簽章證明）。
茲證明參賽作品所報導內容確為本地區或本
社所辦活動。

地區/扶輪社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附 件

□報名表一式五份
□主題說明一式五份

□作品一式五份

上述各項經查驗屬實，符合 「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甄選辦法規定，敬請准
予報名。 此致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參賽人／代表簽章：
推薦單位：

日期：

年

月

（蓋章）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章：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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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主題說明表
報名項目
作品名稱

主題說明

附 件

備 註

□採訪稿

□流程表

□其他

1. 主題說明文字請以 500 字為限，本頁空間不足時可另頁增加，繳交
時為一式五份。
2. 參賽人除主題說明，若還有其他附件，如採訪稿、流程表等書面證
明等，請按完整份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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