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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臺灣  愛水就是我」粉絲專頁  

愛水導演  🎬 影片徵件活動  

作品投稿單 

（請下載本表格並完成以下內容） 

        

●  拍攝說明（詳細內容務必詳閱徵件活動須知，本段摘錄重點項目）： 

1.  ｢美麗台灣  愛水就是我 ｣粉絲團按讚，並公開分享徵件活動貼文

https:/ /reurl.cc/zpNYa 

2.  於環保署指定之水環境亮點空間（場址位置資訊詳徵件須知），

拍攝 30-90 秒短片，影片以「愛水就是我」為主題。   

3.  內容可自由發揮創意，以舞蹈、微電影、旅遊紀錄、動態相本等

多元影片方式呈現皆可，並可自由進行後製（加入文字、各種特

效等）剪輯。  

 

●  影片檔命名方式：範例（片名  X 愛水導演  ）  

 

作品名稱  （命名格式：您的作品片名 X 愛水導演）  

作品簡介  （「拍攝地點」以及 150 字以內的作品介紹）  

作品連結  （請將影片上傳至雲端並將連結填在這裡～）  

❖ 註：作品連結共享請設定成『任何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 請填妥本表格後請 mail 至主辦單位信箱  taiyi84291241@gmail .com 

❖ 投稿後請確認您有完成前半段的報名步驟，請參閱

https:/ /www.facebook.com/iwaterTW/  

  

https://reurl.cc/zpNYa
mailto:taiyi84291241@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iwate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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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臺灣  愛水就是我」粉絲專頁  

愛水導演  🎬 影片徵件活動  

徵件活動須知（不須回傳）  

1.活動對象：  

(1)參加資格：全國熱愛影片創作、擅長用影像說故事之個人或團體，本

國民眾及居住本國之外籍人士均可報名，可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加，

每人、每團體限投 1 件，重複投件者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2)對象：全國熱愛影片創作、擅長用影像說故事之個人或團體。  

(3)人數：網路收件，不定收件上限。  

2.報名費用：免費。  

3.徵件說明：  

於環保署指定之水環境亮點空間（場址位置資訊詳活動場址列表），拍

攝短片（ 30-90 秒）進行投稿，影片以「愛水就是我」為主題，並以指定

場址為背景，內容可自由發揮創意，以舞蹈、微電影、旅遊紀錄、動態

相本等多元影片方式呈現皆可，並可自由進行後製（加入文字、各種特

效等）剪輯。  

(1)影片標題：片名 ×愛水就是我   

(2)影片規格：片長 30 秒（含）至 90 秒、畫面尺寸為 720× 480 像素以上、

輸出檔案格式： avi、mpg、mpg4、輸出比例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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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場址：  

須於下表環保署指定之水環境亮點空間拍攝影影片，才符合資格喔，至

下列水環境亮點空間拍攝時，請務必注意安全。  

縣

市 
場址名稱 

完工年

份(年) 

設計處理水

量(CMD) 

場址位置座

標 

場址簡介

網站連結 

負責維護機關

名稱 

聯絡方式(姓名/職稱/電

話(假日聯繫手機)) 

臺

北

市 

1.成美礫間 97 9,000 
N25.054814, 

E121.583178 

https://goo.

gl/39Ftr5 

臺北市工務局

衛生下水道工

程處設管課 

周先生 

02-2597-3183 

#787 

0955-620-290 

新

北

市 

2.江翠礫間 99 28500 
N25.026081, 

E121.485622 

https://goo.

gl/za1PSH 

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污水設施

科 

徐小姐(02)8923-2300 

ext.3125 

3.大漢溪新海

濕地 
99 5,000 

N25.023908, 

E121.448527 

https://goo.

gl/adjrf2 

新北市高灘地

管理處 

平日：許小姐 

02-8969-9596#520 

陳小姐 

02-8969-9596#208 

假日：湯先生 

0963-300-109 

4.大漢溪浮洲

濕地 
99 30,000 

N24.999981, 

E121.438625 

https://goo.

gl/AynT2n 

新北市高灘地

管理處 

平日：許小姐 

02-8969-9596#520 

陳小姐 

02-8969-9596#208 

假日：湯先生 

0963-300-109 

5.大漢溪鹿角

溪濕地 
97 9,000 

N24.973067, 

E121.420383 

https://goo.

gl/DSPw5f 

新北市高灘地

管理處 

平日： 

許小姐 

02-8969-9596#520 

陳小姐 

02-8969-9596#208 

假日：湯先生 

0963-300-109 

桃

園

市 

6.朝陽水語教

育園區 
107 10,000 

N25.000051, 

E121.311547 

https://goo.

gl/zY6SsS 

桃園市政府水

務局 

張先生 

0939301876 

7.大溪大嵙崁

濕地 
104 10,000 

N24.891910, 

E121.285409 

https://goo.

gl/1obJQV 

桃園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 

水質土壤保護

科 

 

王先生 

03-3386021 

#1316 

新

竹

市 

8.頭前溪溪埔

子濕地 
104 16,000 

N24.827085, 

E120.972117 

https://goo.

gl/S7twdD 

新竹市環保局

水及土壤防治

科 

林先生 

035-368920 

#3009 

9.頭前溪柯子

湖濕地 
104 8,000 

N24.805911, 

E121.018848 

https://goo.

gl/n73ZeK 

新竹市環保局

水及土壤防治

科 

林先生 

035-368920 

#3009 

苗

栗

縣 

10 東興橋人工

濕地 
100 5,000 

N24.671994, 

E120.896791 

https://goo.

gl/YZuFm7 

苗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 

水質保護科 

周小姐 

037-558558#416 

臺

中

11.綠川水岸廊

道 
107 24,000 

N24.138870, 

E120.683932 

https://goo.

gl/L84gGf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林先生 0911958730 

李先生 0909557896 

https://goo.gl/39Ftr5
https://goo.gl/39Ftr5
https://goo.gl/za1PSH
https://goo.gl/za1PSH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15&num2=1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15&num2=1
https://goo.gl/adjrf2
https://goo.gl/adjrf2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35&num2=1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35&num2=1
https://goo.gl/AynT2n
https://goo.gl/AynT2n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22&num2=1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22&num2=1
https://goo.gl/DSPw5f
https://goo.gl/DSPw5f
https://goo.gl/zY6SsS
https://goo.gl/zY6SsS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51&num2=1
https://water.epa.gov.tw/s-river/Engineering.aspx?num1=51&num2=1
https://goo.gl/1obJQV
https://goo.gl/1obJQV
https://goo.gl/S7twdD
https://goo.gl/S7twdD
https://goo.gl/n73ZeK
https://goo.gl/n73ZeK
https://goo.gl/YZuFm7
https://goo.gl/YZuFm7
https://goo.gl/L84gGf
https://goo.gl/L84g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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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場址名稱 

完工年

份(年) 

設計處理水

量(CMD) 

場址位置座

標 

場址簡介

網站連結 

負責維護機關

名稱 

聯絡方式(姓名/職稱/電

話(假日聯繫手機)) 

市 
12.柳川水岸 105 28,600 

N24.142782, 

E120.677063 

https://goo.

gl/6eavXp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李先生 0909557896 

13.黎明溝生態

園區 
107 1,400 

N24.156154, 

E120.629629 

https://goo.

gl/23ZKkr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陳先生 0988790960 

彰

化

縣 

14.洋子厝溪鹿

港南勢社區濕

地 

95 400 
N 24.088463 

E120.458443 

https://goo.

gl/wvVeL3 

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 

許小姐 

04-711-5655 #306 

0967050911 

嘉

義

縣 

15.三疊溪大林

濕地(明華生態

園區) 

98 2,100 
N23.598555, 

E120.444642 

https://goo.

gl/M3ngxi 

嘉義縣環境保

護局 

李先生 

05-3620800#605 

臺

南

市 

16.港尾溝溪滯

洪池水質淨化 
104 13,000 

N22.916687, 

E120.235093 

https://goo.

gl/B7PYcB 

臺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 

水域及毒物管

理科 

曾先生 

06-6572916#320 

高

雄

市 

17.舊鐵橋濕地 94 18,500 
N22.662374, 

E120.426992 

https://goo.

gl/WBaq3b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防洪維謢科 

黃小姐 07-7995678 

#2245 

18.愛河微笑礫

間 
102 9,000 

N22.669194, 

E120.314679 

https://goo.

gl/2nLNBC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污水營運科 

賴小姐 

07-7535263#20 

19.岡山河堤公

園礫間淨化場 
103 8,000 

N22.787377, 

E120.291843 

https://goo.

gl/zGd41R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污水營運科 

 

賴小姐 

07-7535263#20 

屏

東

縣 

20.麟洛人工濕

地 
95 1,100 

N22.657801, 

E120.551376 

https://goo.

gl/soGp5v 

屏東縣政府環

保局 

孔小姐 

08-7351911#610 

鄧先生 08-7350595 

21.萬年溪圳寮

濕地 
107 5,000 

N22.721749, 

E120.515294 
－ 

屏東縣政府環

保局 

郭先生 08-7351911#610 

沈教授 

07-3617141# 

3764/3755/3751 

臺

東

縣 

22.太平溪人工

濕地 
104 3,200 

N22.745332, 

E121.143082 

https://goo.

gl/QFznTR 

臺東縣環境保

護局 

水質保護科 

楊先生 089-221999#106 

花

蓮

縣 

23.玉水圳人工

濕地 
96 6000 

N23.345423

E121.327336 

https://goo.

gl/S2qoZp 

花蓮縣環境保

護局 

王小姐 

038-237575#245 

 

  

https://goo.gl/6eavXp
https://goo.gl/6eavXp
https://goo.gl/23ZKkr
https://goo.gl/23ZKkr
https://goo.gl/wvVeL3
https://goo.gl/wvVeL3
https://goo.gl/M3ngxi
https://goo.gl/M3ngxi
https://goo.gl/B7PYcB
https://goo.gl/B7PYcB
tel:06-6572916
https://goo.gl/WBaq3b
https://goo.gl/WBaq3b
https://goo.gl/2nLNBC
https://goo.gl/2nLNBC
https://goo.gl/zGd41R
https://goo.gl/zGd41R
https://goo.gl/soGp5v
https://goo.gl/soGp5v
https://goo.gl/QFznTR
https://goo.gl/QFznTR
tel:089-221999#619
https://goo.gl/S2qoZp
https://goo.gl/S2qoZp


                   

 
5 

5.評選作業：  

第一階段：評審委員評選  

  由主辦單位進行作品資格審查；並聘請外部專業人員協助依照

評分標準進行審查，擇優選出 32 名作品進行網路人氣票選。  

第二階段：網路人氣票選   

粉絲專頁（ FB：美麗臺灣  愛水就是我）將公布第二階段入選影片，

由參賽者及支持者進行分享，以該影片按讚數量計為投票數，人氣

票選截止時將視影片按讚數量決定得獎名單。  

6.評分標準：  

 

項目  說明  百分比  

影片內涵及

完整性  

劇情結構具有邏輯，劇情內容具可觀性、可推

廣流通性、深入淺出等，並與活動主題契合。  
40% 

影像呈現  影片畫質、運鏡角度、畫面構成、拍攝手法。  30% 

創意程度  
原創性、剪輯手法、效果製作、音樂及音效適

切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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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動獎項：  

獎項 獲獎資格 數量 獎項 

特優獎 人氣票選第 1名 1 

環保綠點 220萬點（等值新臺幣 22,000

元）或現金 20,000元 （得獎民眾自行選

擇） 

優等獎 人氣票選第 2~3名 2 

環保綠點 120萬點（等值新臺幣 12,000

元）或現金 10,000元 （得獎民眾自行選

擇） 

佳作獎 人氣票選第 4~6名 3 
環保綠點 52萬點 （等值新臺幣 5,200元）

或現金 5,000元 （得獎民眾自行選擇） 

入圍獎 人氣票選 7~32名 26 

環保太陽眼鏡 電影兌換券 或環保綠點 8

萬點 （等值新臺幣 800 元）（得獎民眾

自行選擇） 

特別獎 獨家秘境場址 1 
藍芽喇叭 1組 或環保綠點 10萬點 （等

值新臺幣 1,000元）（得獎民眾自行選擇） 

參加獎 完成報名並符合資格 ─ 「Green point」環保集點 2,500點/人 

7.注意事項：  

(1)本活動之活動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均載明於活動網頁中。參加者於參加本活

動之同時，即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隱私權聲明及相關

注意事項之規範。  

(2)投稿作品應符合本活動主題並符合規格，且作品之所有權須為參加者所有，

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加投稿，不得重製、翻拍、拷貝、抄襲、合成他人作品。

違反者，將取消參賽資格，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  由參選者自行負責，

概與主辦單位無關。若有致生損害於活動小組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時，該參加

會員應負起一切民刑事責任，本活動主辦及協辦單位對於任何不實或不正確

之資料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投稿於本活動之作品不得涉有誹謗、侮辱、具威脅性、攻擊性、不雅、猥褻、

不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其他不法之內容，若有違反者，於作品審

核階段將不予通過。  

(4)本活動部分場址鄰近水域，影片拍攝過程請注意自身安全，若發現因地震、

颱風、暴雨或其他因素造成場址環境損壞，請協助通知主辦單位或該場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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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位進行環境復原。  

(5)所有投件作品須同意提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次活動相關宣傳使用；得獎

作品及原稿原始檔之著作財產權歸「中華民國」所有，管理使用機關為「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

數、方式使用之權利。  

(6)為維護參加者得獎公平性，禁止網友從事外掛程式、登錄資料不實、多重身

分帳號、違反本網站各項規範或任何影響活動公平性之行為，一經查證屬實，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或追回獎項（品）。  

(7)得獎名單公布後，將會以電子郵件寄出通知信函至得獎者信箱，若得獎者未

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請與活動小組連絡。  

(8)依本國稅法競技競賽和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予扣繳的有關規定如下：所得人

如為居住者，按給付全額扣取 10%，但每次中獎獎金或獎品給付額在 20,000

元以下者，免予扣繳；對於同一所得人全年給付額不超過 1,000 元者，並得

免填報扣繳憑單；所得人如為非居住者，按給付全額扣取 20%。  

(9)得獎人須依規定交付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填寫領據，若無法配合，視為自動

棄權，不具領獎資格。  

(10)本活動之獎品內容若因市場缺貨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出貨時，活

動主辦單位得以同質性的等值獎品取代之。  

(11)本活動之獎品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獎品圖片僅供參考，以實際商

品為主；  

(12)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本

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或停止本活動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