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三屆全國綠色旅遊微電影大賽 

【綠色淡蘭~發現台灣鄉村永續之美】 

 

【淡蘭古道南路綠色旅遊培力起飛計畫~教育部推動第二期 
（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主辦單位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協辦單位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台灣觀光發展協會、台灣文化創意學會、台灣無人機

應用發展協會、中華民國水資源環境教育學會、深坑區公所、石碇區公所、

平溪區公所、平溪創生股份有限公司、石碇觀光發展協會、石碇螢火蟲書

屋、東南科技大學 USR 團隊 
 



2022 第三屆全國綠色旅遊微電影大賽 

【綠色淡蘭~發現台灣鄉村永續之美】 

美麗寶島台灣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之交界，造山運動與氣候因素形塑了特殊的地形，加上

千年以來的移民，使得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成為台灣最大的特色。尤其在鄉村，更能夠欣

賞、體驗到台灣的大地、生態和人文之美。 

在清代時期的北台灣，設置了「淡水廳」(管轄地區大約現今台北)與「噶瑪蘭廳」(管轄地區

今宜蘭)兩處，而大約從 18 世紀至 20 世紀間，因軍事、傳遞公文，到先民開墾、農耕種植、運

輸等之交通需求，漸漸開始形成了從淡水河畔大稻埕碼頭到宜蘭平原，橫跨現今北台灣的四個

行政區(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宜蘭縣)的交通系統和生活範圍。而由於交通橫越雪山山脈北

端，又在山徑部分保持較佳，為登山健行者所喜愛，漸漸被泛稱為「淡蘭古道」。 

「淡蘭古道」山徑群與所經之鄉村聚落中，保留了先民的生活樂趣、記錄了拓墾的韌性、留

下了智慧與文明的痕跡，包括聚落生活、大菁、茶葉等種植、煤礦、社會制度、生活倫理等璀

璨文明。然而，因整體社會工商業快速發展、城鄉失衡，鄉村人口和這些文化痕跡也在迅速流

失當中。據此，中央與地方政府紛紛提出對策，基於地方永續發展的思考，推出地方產業轉型

策略。 

「綠色旅遊(Green Tourism)」旨在推動「生態環境永續、綠色經濟轉型、優良文化存續與社

會機會均等」的旅遊方式，是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解決方案~「綠色經濟」中唯一與文化有關

的章節，也是整個綠色經濟推動的過程中，能同時具體在環境、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各面向上，

尋求人類文明價值的建立與發展的機會。 

台灣鄉村之美，可以從認識、欣賞淡蘭開始；台灣的永續，也可以從先民的智慧中習得。「淡

蘭古道」具有深厚的生態、文化的教育價值，更是我國向全世界展現文化力的機會。淡蘭百年

山徑長距離步道，便是行政院於 2018 年核定優先推動的三條國家級綠道之一；而 2020 年起我

國觀光主管部門更宣示打造「淡蘭」品牌，計畫將此百年山徑推向國際。 

為了鼓勵、培養我國青年正確、永續而具有深度的休閒旅遊態度與認知，體會、挖掘台灣鄉

村之真善美，並為地方進行觀光宣傳，本活動主辦單位以【綠色淡蘭~發現台灣鄉村永續之美】

為題，鼓勵青年到鄉村裡欣賞大地、發掘自然生態美景，體驗地方文化、了解故事。期望透過

青年的觀察、紀錄，並善用網路媒體進行分享與宣傳。同時，也歡迎喜愛淡蘭古道、愛好鄉村

旅遊的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作品分享!! 讓我們一起見證、展現淡蘭古道與台灣鄉村的大地、生態

與人文之美!! 

 

2022 第三屆全國綠色旅遊微電影大賽 籌備委員會 謹致 2021.12 

 

  



 

一、 主辦單位: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協辦單位:  

1. 全國性協會 -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台灣觀光發展協會、台灣文化創意學會、中華民國

水資源環境教育學會、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 

 

2. 地方協力組織 - 深坑區公所、石碇區公所、平溪區公所、平溪創生股份有限公司、石

碇觀光發展協會、石碇螢火蟲書屋。 

 

3. 東南科技大學 USR(大學社會責任)團隊--【淡蘭古道南路綠色旅遊培力起飛計畫教育

部推動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團隊:休閒事業管理系、電子

工程系、表演藝術系、觀光系、應用英語系、餐旅管理系、數位遊戲設計系。) 

 

二、 指導單位:  

教育部、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 邀請參賽對象與組別： 

1. 【高中職組】：全國高中職在學學生(1~5 人一組)。 

 

2. 【大專院校組】：全國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1~5 人一組)。 

 

 為鼓勵學生踴躍參加，主辦單位製頒參賽證明給予每位參賽者，製發感謝狀給予

參賽隊伍指導老師。 

  



四、 創作主題呈現、參賽報名與作品繳交方式： 

 

1. 為善用 Youtube 為行銷工具，本比賽之作品請直接上傳 Youtube；且作品必須有「標

題」和「說明」兩部分 (即對應”Youtube”上傳影片時必須填寫之資訊)。 

 

 

2. 作品的「標題」和「說明」說明如下: 

 

 「標題」-作品的「標題」格式請用「【綠色淡蘭 2022】~內容」， 

例: 【綠色淡蘭 2022】~陶叔叔訪菁桐捨石山公園 

 

 

 

 「說明」-作品的「說明」欄中必須包含 3 組關鍵字:【關鍵字組 1】、【關鍵字組

2】與【地名】。關鍵字組 1 與關鍵字組 2 請見附件一說明。地名除中文外，亦可

使用英文、日文或韓文。關鍵字組 1, 關鍵字組 2，地名皆可不只一組。 

 

 

 例一 :【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石碇不見天街、農具、煤礦、石碇、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例二 :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五感心流在淡蘭】、 

望古石浪、石媽祖步道、New Taipei City, Taiwan, 台灣 

 

 

 

 

3. 參賽報名資訊與作品之連結繳交請於填寫以下表單時一次完成(填寫報名資料前，請

將作品上傳 youtube 完畢，以取得連結，方便填寫報名資訊)。參賽報名與作品繳交

連結如下: 

** 按我進入參賽報名與作品連結繳交 ** 

若無法自動連結請輸入 https://forms.gle/26VGRN6ZXj13nMzK6 特殊情形者無法線上報名或繳交者，

請聯繫主辦單位，以繳交光碟片代替之。 

  

【關鍵字組 1】 

 

【關鍵字組 2】 

 

【地名)】 

【關鍵字組 1】 

【關鍵字組 2】 

【地名】 

  

 
此為必要之文字 

依作品內容自訂 

https://forms.gle/26VGRN6ZXj13nMzK6


 

五、 參賽作品其他規範： 

1. 參賽繳交作品必須合於法律與社會道德規範。若有法律問題，參賽人必須自負全責。 

 

2. 影像規格： 

A. 總長度在 1 分鐘以上，5 分鐘以下。 

B. 高畫質為佳(1920×1080 像素以上之影片格式)。 

C. 影片註解(或字幕)使用語言，除中文外，亦可使用英、日、韓等外文。 

 

3. 音樂、肖像與授權： 

A. 音樂素材：可自行創作或使用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B. 人物素材：可使用自己或他人為短片之主角，若使用他人為主角時，應獲得當事

人肖像權之授權。 

C. 著作授權：參賽者擁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但需同意參賽作品授權給主辦單位使

用，不限制其重製、散布、改作或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上映，並同意作品

呈現在教育部 USR 計畫的成果報告、新聞媒體的報導以及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紙

本或數位出版物中。 

 

六、 評分標表： 

項次 評分內容 百分比 

1 主題與核心價值呈現(地方特色展現、綠色旅遊促進與文化創意運用等) 50% 

2 拍攝技巧(鏡頭語言、空拍運用、構圖美學、運鏡、打光、畫面呈現等) 20% 

3 剪輯技巧(取捨、邏輯、訊息傳達、前後關係、影像與故事的關聯等) 20% 

4 成音效果(收音、音效、配樂協調性等) 10% 

 若總分相同，則分別依序以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分數評比決定勝負。 

 

七、 評審方式： 

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領域具公信力之人士擔任評審委員，進行參賽作品之評選。 

 

八、 比賽時程與結果公佈： 

1. 徵件期：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三)17:00 止。(逾期不收) 

2. 得獎公佈時間：2022 年 4 月 13 日(三) 17:00。 

3. 比賽結果於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校網站公佈，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得

獎者。 

4. 頒獎地點與日期： 

(1) 頒獎地點：東南科技大學中正教學大樓 502 會議室。 

(2) 頒獎時間：2022 年 4 月 20 日(三)14:00。 

  



 

九、 獎勵辦法： 

1. 每組取第一名 1 名，各頒發獎金 3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2. 每組取第二名 2 名，各頒發獎金 2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3. 每組取第三名 3 名，各頒發獎金 1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4. 每組取優選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5. 每組取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張。 

 

 備註：若各組參賽作品均未臻一定水準，得以從缺。有關【綠色淡蘭暢遊券】使用說明請見

附件二。 

 

 

十、 成果發表： 

競賽結果將藉由新聞媒體揭露，並透過地方性活動、公共論壇、網頁連結等曝光。 

 

 

十一、淡蘭古道及周邊鄉村旅遊相關參考資訊與新聞: 

 日出日落最佳視野！「淡蘭古道」5 條古道、5 大特色景點推薦，登山健行、老街咖啡

一次滿足(Bella 儂儂雜誌) 

 淡蘭百年山徑 |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台灣首次 淡蘭古道沿線百年土地公廟大調查(新頭殼) 

 淡蘭古道石碇段（外按古道）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0420） 

 淡蘭古道-淡蘭古道 |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淡蘭古道祕徑 台灣必走的朝聖之路(天下雜誌) 

 淡蘭古道 公私協力打造國際品牌(台灣新生報) 

 重現淡蘭古道面貌 4 縣市長會師(自由時報電子報) 

 石碇區公所 

 深坑區公所 

 平溪區公所 

 

  

https://www.bella.tw/articles/travel&foodies/23601
https://www.bella.tw/articles/travel&foodies/23601
https://www.tmitrail.org.tw/roadmap/1433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1-08/103096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420/tony0420.html
https://tour.ntpc.gov.tw/zh-tw/ContentPage/List?wnd_id=369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3707?template=fashion
https://tw.news.yahoo.com/%E6%B7%A1%E8%98%AD%E5%8F%A4%E9%81%93-%E5%85%AC%E7%A7%81%E5%8D%94%E5%8A%9B%E6%89%93%E9%80%A0%E5%9C%8B%E9%9A%9B%E5%93%81%E7%89%8C-122813470.html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82604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
https://www.shenkeng.ntpc.gov.tw/
https://www.pingxi.ntpc.gov.tw/


 

 

十二、提醒與建議:  

1. 拍攝地點及活動進行，若有需要務必與業者或相關單位先行聯絡，以利拍攝之進行。 

2. 拍攝活動之進行務必尊重自然環境與社區居民，並遵守相關規範與倫理。 

3. 路線建議: 除老街、聚落外，請多著墨於發掘步道及對應的五感完整體驗，例如: 

 鎮南宮石媽祖古道(深坑) 

 炮仔崙瀑布步道(深坑) 

 大崎嶺步道(深坑老街-阿柔洋頂) 

 土庫岳越嶺步道(深坑-南港) 

 淡蘭古道~昇高坑路(深坑-石碇) 

 淡蘭古道~石碇外按古道 (石碇雙溪口-石碇東街) 

 淡蘭古道~石碇烏塗古道 (石碇東街-烏塗窟) 

 東勢格越嶺古道(平溪) 

 淡蘭古道～暖暖十分段（2021 亞洲步道年會指定路線） 

 淡蘭古道~千階嶺(平溪-雙溪) 

 永定溪~十八重溪(石碇鹿窟) 

 

備註：步道、水域請注意安全，並請愛護環境，尊重社區。 

 

 

東南科技大學 
校址：222304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No.152, Sec. 3, Beishen Rd., Shenk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22, Taiwan (R.O.C.) 

連絡電話：(02) 8662-5900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 活動主持人：陶翼煌老師 (02)8662-5990 轉 321；電郵 yhtao@mail.tnu.edu.tw 

 ★ 活動聯繫人：鍾隆文老師(02)8662-5990 轉 320；電郵 lwchung@mail.tnu.edu.tw 

繆秀豐小姐 (02)8662-5990 轉 301 

 

 

http://www.tnu.edu.tw/
http://la.tnu.edu.tw/
mailto:電郵yhtao@mail.tnu.edu.tw
mailto:電郵lwchung@mail.tnu.edu.tw


繳交作品之關鍵字組(每組皆可多選)  

項次 【關鍵字組 1】 【關鍵字組 2】: 參考用，可自行新增 

1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說明：以「大地地景」為主。促進對基本觀光資源之掌握，引導影

片之閱聽者了解淡藍大地的前世今生，從自然地理~造山運動與氣候

等地球內外營力，欣賞所形入出的大地型態。關鍵字組例如: 

 雪山山脈大地山景，皇帝殿、筆架山、二格山 

 小地形~瀑布、小溪、湍流，淺瀨，例如十分瀑布、雙龍瀑布(炮

仔崙瀑布)、望古瀑布、雙溪口 

2 【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 

說明：以「生態與一二級產業」為主。促進地方休閒資源掌握，引

導影片之閱聽者進行，欣賞淡蘭的生態、環境與人之遊憩活動。關

鍵字組例如: 

 生態原始面貌~特色或常見動植物，例如台灣藍鵲、黃嘴角鴞、

黃口攀蜥、黑鳶、短耳鴞、東方蜂鷹、食蛇龜、蛇鵰、食蟹獴、

雙扇蕨、馬蘭(大菁)、九芎、白背芒、月桃、桂竹、姑婆芋 

 十八重溪、烏塗溪、平溪~負離子、芬多精 

 先民利用土地自然資源維生與發展~產業地景(煤礦產業遺跡)煤

礦，梯田、水圳與茶園等 

3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說明：以「生活文化與創意」為主。促進文創旅遊資源掌握，引導

影片之閱聽者凝視淡藍的聚落、生活、休閒、修養身心服務與文創

產業。關鍵字組例如: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大正石拱橋、石碑(永定溪)、保甲路、各種山徑 

 光明禪寺(鹿窟事件)、觀音禪寺(分水崙)、虎爺公廟、姑娘廟、月

下老人廟、五路財神廟、土地公廟… 

 渡口、古宅、土角厝、老教會、煤礦株式會社 

 寮舍、老街建築與古早農村器物、包括深坑老街飲食休閒、石碇

老街~不見天街、吊腳樓、清代石頭屋、店鋪，與平溪老街的懷

舊場景。 

 文化創意產品、手作手工品 

4 【五感心流在淡蘭】 

說明：以「休閒服務業」為主。帶領閱聽者開啟視覺、聽覺、觸覺、

味覺、嗅覺，以及動靜之間心靈上的絕妙心流體驗~~舌尖上的淡蘭

滋味、生態、養生休閒服務業、自行車、登山與古道巡禮，促進遊

憩價值掌握。關鍵字組例如: 

 鄉村美食、豆腐蛋糕、麻糬、雞捲、麥芽膏 

 蜜蜂生態農場、靈芝、民宿、休閒農場 

 休閒產業產品、茶產業 

 望古石浪、產業道路、步道健行、穿越寧靜、超越自我 

5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說明:台灣任何鄉村鎮與地方的「永續、創新」的發現、紀錄、想法

或建議。關鍵字組例如： 

各種推動促進有助於環境、經濟、文化與社會各面向之正向發展的

休閒、旅遊、運動遊憩、文創之政策與產業。各種對台灣任何地區

的欣賞或與推動綠色旅遊有關的發現與正面建議。以上皆可發揮創

新構想，透過影片，告知大家您的發現和想法!! 

★作品上傳 Youtube 的「說明」之內容 - 請用【關鍵字組 1】+【關鍵字組 2】+【地名】 

附件一 



【綠色淡蘭暢遊券】使用說明 

 

1. 持【綠色淡蘭暢遊券】得免費報名參加本主辦單位與地方產官學機構聯合辦理之豐

盛深度【綠色淡蘭公民體驗營】。 

2. 【綠色淡蘭公民體驗營】之目的為深度體驗自然，並學習我國北台灣先民智慧、參

觀文民遺跡，並享受特色美味鄉村美食。行程由以下三者中擇一。重點規劃如下: 

(一) 石碇~鄉村心流體驗遊 

 淡蘭文化概觀與鄉村永續 

 石碇老街與吊腳樓景觀 

 淡蘭古道、靜謐蔭道與賞魚 

 淡蘭美食(石碇鄉村美食) 

 襪子娃娃快樂療育、文山包種茶、阿嬤麻糬與豆腐冰淇淋 

 文山煤礦、大正石碑古拱橋、生態農場美景、咖啡與休憩 

 淡蘭小包~特製個人化溫馨紀念品 

(二)  平溪~礦業地景地質遊 

 地質與礦業知識巡禮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獨眼小僧火車、英日國際交流掌握、礦業巡禮) 

 十分瀑布壯觀地形地質饗宴 

 淡蘭美食(頂級澎派礦工餐與礦工養生涼茶) 

 淡蘭~暖東越嶺舊道/千階嶺步道 

 淡蘭小包~特製個人化溫馨紀念品 

(三) 深坑~生態人文深度遊 

 文山堡與大文山地區文史 

 石媽祖與大崎嶺生態多樣性觀察、攝影、芬多精沐浴 

 農夫市集、炮仔崙瀑布負離子饗宴 

 淡蘭美食(豆腐飲食、芋圓..) 

 深坑老街導覽、古厝、宮廟、碼頭遺跡 

 淡蘭小包~特製個人化溫馨紀念品 

 

3. 此活動係為願意共同促進綠色經濟、綠色旅遊與地方永續發展的有識公民而規畫辦

理。 

4. 此活動由東南科大教授與地方專業文史人士領隊與導覽。 

5. 活動過程發生購買紀念品等額外花費，請參與者自行負責。 

6. 未獲獎而欲參加本活動者，需另行繳交必要之費用。 

7. 為求淡蘭地區持續進步，參加完畢請填寫回饋單。 

8. 活動完畢另頒發參加【綠色淡蘭公民體驗營】證書。 

9.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以上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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