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心 攝影情」漫遊成龍、攝影競賽活動簡章
壹、活動目的：
讓更多人瞭解及重視地層下陷的問題，也利用觀察在地的景象，
來探索社區的故事，訴說在地人文、歷史及環境的變遷，讓參與的
民眾透過文字、照片或圖畫回顧往日時光，記錄現今精彩的人、事、
物及生活故事，同時響應環境教育主題「深耕在地網絡」及「關懷
大地」之推廣層面，以深入尋找在地環境議題與故事價值，同時提
升民眾環境教育素養，進而轉化友善環境的行動力。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二、承辦單位：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協辦單位：
(一) 成龍社區發展協會
(二) 觀樹教育基金會
參、參與對象：
一、社區巡禮：本縣轄內就讀國小學生。
二、攝影競賽：本縣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報名。
肆、活動主題：
「雲林心 攝影情」漫遊成龍
伍、活動日期及時間：
一、社區巡禮日期：
1. 第 1 梯次：107 年 7 月 20 日(五) 13 時 00 分至 16 時 30 分
2. 第 2 梯次：107 年 7 月 30 日(一) 13 時 00 分至 16 時 30 分
3. 每梯次參與人數正取 35 人備取 5 人，兩梯次總計 70 人
二、攝影競賽：自即日起至 107 年 08 月 30 日徵件截止
陸、活動地點：
一、活動地點：成龍溼地(雲林縣口湖鄉成龍村 74 號)
柒、報名方式：

一、環境教育社區巡禮活動：如附件一
二、攝影競賽：如附件二
捌、環境教育社區巡禮活動 2 梯次：
一、 環境教育社區巡禮活動 2 梯次：
透過社區環境導覽解說以社區巡禮、踏查方式，探索發掘社區
獨特的環境人文特色，希冀藉由故事回饋作為環境人文變遷的
見證者，同時將環境教育向下扎根，啟發學童友善環境的心
靈。
二、 環境教育社區巡禮活動議程：
備註：機關得視實際情況及需求隨時予以調整

時間

活動名稱

12:00-13:30

我是哪一隊

13:00-13:30

報到

參與學員報到

13:30-13:50

致詞

長官/貴賓致詞

13:50-14:00
14: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漫遊成龍社區機密任務
大挑戰任務說明
漫遊成龍社區
機密任務大挑戰
蚵殼許願手作
機密任務大挑戰
來作「伙」

備註
在車上告知學員組別，讓學員互相認識

漫遊成龍社區機密任務大挑戰內容說明執
行方式
以各小組利用相機記錄社區環境資源特

色及找尋社區環境變遷蛛絲馬跡
學員利用蚵殼寫下對環境之期許創作

各組發表分享今日參與心得
收穫滿滿~開心賦歸~

16:30

玖、探索在地環境變遷攝影徵件競賽：
一、 探索在地環境變遷攝影徵件競賽：
尋找社區環境變遷的故事，泛黃的相片，是承載滿滿記憶的紙
張，不僅僅是永垂不朽，還有一段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的故事，
不論是珍貴的瞬間，或開心的剎那，用鏡頭或繪畫創造出不凡
的圖像，捕捉到的也許只是一個瞬間，但是卻隱藏著時代變遷
的脈絡。
二、注意事項：

(一) 為響應節能減碳，本活動不提供瓶裝水、免洗餐筷等非必要
性及一次使用丟棄式物品，請各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以減
少廢棄物之產生，以提升與會來賓的環保意識。
(二) 請著輕裝、環保水杯、碗筷，注意防曬工作，預防中暑。
(三) 請攜帶帽子，筆記本、筆及可記錄之物品。

附件一、環境教育社區巡禮活動報名方式
一、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D9Ll7T9FZ8D4Tra62。

二、

手機掃描 QR code 進入網址寫表單

三、

報名自即日起至 107 年 07 月 13 日截止。

四、

本活動將於報名截止後以 mail 方式發出錄取通知，以提醒參
加人員準時與會。

五、

活動當天請於報到處辦理簽到。

六、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承辦單位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先生，
電話 0955-315848。

QR code

附件二、探索在地環境變遷攝影徵件競賽報名方式
一、 活動目的：
讓更多人瞭解及重視地層下陷的問題，也利用觀察在地的景象，來
探索社區的故事，訴說在地人文、歷史及環境的變遷，讓參與的民眾透
過文字、照片或圖畫回顧往日時光，記錄現今精彩的人、事、物及生活
故事，同時響應環境教育主題「深耕在地網絡」及「關懷大地」之推廣
層面，以深入尋找在地環境議題與故事價值，同時提升民眾環境教育素
養，進而轉化友善環境的行動力。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三、 承辦單位：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 參加對象：本縣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報名
五、 競賽日期：自即日起至 107 年 08 月 30 日徵件截止
六、 作品規定說明：
1. 參賽作品於 107 年 8 月 30 日徵件截止。
2. 競賽主題：以「關懷大地」為主及融入「深耕在地網絡」
為輔，以深入探索和呈現在地環境人文與價值。
3. 與環境教育相關領域結合，可含「氣候變遷」
、
「災害防救」
、
「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
存」、「社區參與」等環境教育內容，表現出人文歷史、地
理環境、地方特色等特點，激發民眾落實環境行動。
4. 分為國中、小組、高中職(含大專)組及社會組等 3 組，每
人限參加一件作品，每件作品需加註 100-150 字說明。
5.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網路票選
深耕在地環
境人文特色

評分說明
民眾於網路中票選
作品可呈現在地特色，符合競賽
主題，並展現內容之豐富度或完
整度

得分比重
30％
30％

環境議題

作品與環境議題關聯性

20%

環境教育
延申性

可具體推廣環境教育方式

20%

6. 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尺寸：影像長邊 14 吋，短邊不超過 14 吋，
1 張。不得格放、人工加色、框線、電腦合成，違者
取消參賽資格。電子檔像素尺寸不得低於
4224×2368。
(2) 作品需置中裱(貼)於 4 開圖卡紙，顏色自訂。作品連

同參賽資料表（如附件）放入紙袋中寄到雲林環保局
綜合計畫科(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 號)，
資料不全不列入評選。
7. 獎勵：獎狀及獎品
(1) 特優：每組各 1 名，共錄取 3 名，每名頒發獎牌乙座
及獎品(5,0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
(2) 優等：每組各 2 名，共錄取 6 名，每名頒發獎牌乙座
及獎品(3,0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
(3) 佳作：每組各 4 名，共錄取 12 名，每名頒發獎狀乙
紙及獎品(1,000 元禮券或等值商品)。
七、 收件時間與地點：
1. 收件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8 月 30 日（四）止。
2. 地點：到雲林環保局綜合計畫科(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一段 170 號)
3. 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八、 評 審：由承辦單位邀請 3 位專家評審
九、 得獎公佈：將在收件截止日一個月後，公告於環保局環境教育
資訊網頁上。
十、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含底片、光碟）。
2. 各人參賽作品以 1 件為限，參賽作品需未經公開發表，且
不得翻拍拷貝、電腦改色、合成等；經查有前述情事者，
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單位追回該獎項，獎位
不予遞補。
3. 參賽者詳填：姓名、作品名稱、文字說明、單位、聯絡電
話等（參賽資料表如附件），資料不全不列入評選。
4. 各類獎項每人限得 1 項，若作品未達到評審標準得從缺。
5. 獲獎作品應於接獲通知後一周內，交付底片或數位電子檔
審核（電子尺寸不得低於 4224×2368 像素，TIFF 或 JPEG
檔），審核無誤後方予給獎。
6. 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承辦單位及協辦單
位有宣傳發表、製作廣告、媒體刊登、雜誌報導等權利，
不另計酬。
7. 凡參加本競賽活動，視同承認本規則之各項規定。
8. 相關比賽規定如有變動以網站公告為主、不另行通知。
9. 收件後承辦單位若發現不符上列規定，經電話或郵件通知，
逾二週未補正或取回者，概不負保管責任。

「探索在地環境變遷」攝影徵件競賽資料表
姓名：

編號（承辦單位填寫）

單位：

聯絡電話：

手機：

組別：□國中、小組

□高中職(含大專)組

□社會組

E-mail：

住址（需填區、鄰、里）：

底片規格

□正、負片

□數位影像

作品題目

拍攝時間
文字說明（總字數 100-150 字內）
1.文字內容需與參賽作品主題相同。
2.依參賽作品提出文字說明，寫作形式不拘，散文、短篇故事、詩作均可。

作品著作權讓予同意書：本人參賽作品，本人同意該作品及原稿底片之著作財產權讓與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並保
留一切使用之權利

特此聲明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未填寫者不予評選）

身分證字號：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