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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臺灣農村之美」農村再生攝影徵件活動 

報名簡章(草案)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執行單位：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17：00 止 

壹、 活動目的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推動農村再生，期透過攝影愛好者的鏡頭捕捉臺灣

農村自然人文美景，紀錄豐富的農林漁牧風情，及農村再生推動成果，留

下珍貴畫面，吸引國人看見農村活力，展現臺灣農業的美好意象。 

以臺灣農村為主體，包含農民、農產業、景觀設施、農村生態景觀、

人文風情活動等皆可為拍攝主題，透過鏡頭拍攝心目中最感動人心的農村

畫面，充分展現出農村的生命力。徵件分成四大類別：農村風貌類、人文

風情類、景觀設施類、產業發展類。 

貳、 參選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愛好攝影民眾皆可報名參加。(參賽者若未滿 20 歲，

需經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同意)。 

二、 本活動主辦單位水土保持局本局人員(分局除外)、承辦單位人員及受邀

之評審委員，皆不得參與徵件。 

三、 參賽作品須由參賽者本人原創並為版權所有人，不得借用他人名義參

賽，並不得使用曾參加其他任何公開攝影比賽且得獎或公開發表過之作

品；發表於個人部落格、Facebook、Instagram 等不在此限。作品著作

權有爭議或已被買斷者請勿參賽。 

參、 徵件資訊 

一、 作品主題： 

以臺灣農村相關主題為本次徵件重點，可參考下列農村相關資訊網站 

(一) 農村風情網(https://rural.swcb.gov.tw/) 

(二) 農村再生歷程整合發展平台

(https://ep.swcb.gov.tw/EP/search.aspx?CTID=&TWID=&VLID=&CMwor

d=) 

https://rural.swcb.gov.tw/
https://ep.swcb.gov.tw/EP/search.aspx?CTID=&TWID=&VLID=&CMword=
https://ep.swcb.gov.tw/EP/search.aspx?CTID=&TWID=&VLID=&CM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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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徵件分組： 

(一) 農村風貌：以景為題，看見農村優美自然景觀與田園景色，展現景緻衝

擊人心的萬千感動。 

(二) 人文風情：以人為題，體現農村傳統技藝與文化風俗，直接傳遞農村堅

實的在地精神。 

(三) 景觀設施：以工為題，強調兼顧安全與環境生態的農村設施工法，凸顯

人與土地和諧共處之工藝價值。 

(四) 產業發展：以產業為題，捕捉農村富饒景象，紀錄萬物糧倉之生命力。 

 

三、 作品規格： 

(一) 提送本徵件活動之作品需在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期間

內拍攝，強調農村精神之人文地景產，拍攝感動人心的農村畫面，拍攝

內容須符合前述作品分組主題，彩色或黑白不拘，題目自訂，請於報名

表中填寫參賽者與報名作品資訊。本次徵件照片內容需以實際拍攝所得，

不可添加非現場之物件入鏡，並應為一次性拍攝，不得重複曝光，不得

使用影像軟體做任何影像合成(允許調整明暗度、對比、飽和度、銳利

度)，不得變更畫面景物，不得有抄襲、拷貝、冒借，或經加字、畫線、

接圖、翻拍、去線、留邊、疊片、護貝與製作特效，不收連作，經查違

反者即取消參賽資格或獎項。 

(二) 徵件作品須以 1,200 萬畫素以上數位相機拍攝，均需保留 EXIF 中繼

資料（相機資訊），且不得插點加大檔案，檔案請以 RAW 檔或.tiff 檔

格式燒錄成光碟或存於隨身碟中，並依「作者名-作品名」命名檔案(如

「張○○-稻香.tif」)，另外一律沖放或輸出一張 8x12 吋之單張光面相

片，不可留白邊，但不得格放、護貝或上膜，於適當保護包裝後，連

同報名表(如附件一，填寫後浮貼於作品背面)及作品電子檔一併寄送

至活動收件地址，缺件、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三) 每人限投稿 10 件作品。 

 

四、 報名方式： 

(一)收件期限：1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 截止 

(二)送件項目：本活動報名表(如附件一，可至農村風情網

(https://rural.swcb.gov.tw/)下載電子檔)、一張 8x12 吋之光面相片(浮貼

於報名表背後)、個資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二)、作品以 RAW 檔或.tiff

檔(含 EXIF 資訊)格式燒錄或儲存之光碟或隨身碟。 

https://rural.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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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件方式：一律以郵局掛號遞件至收件地址，信封上需註明參加【看

見臺灣農村之美】攝影徵件，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理，徵件作品請

自行包裝得當，如因郵寄或不可抗力之事由造成損害時，主辦單位恕

不負責。 

(四)寄送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206 號，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收。 

(五)寄送之實體照片及儲存媒體一律恕不返還退件(包含規格不符者)。 

肆、 獎勵方式 

一、 獎項： 

特優獎：1 萬 2 千元全聯商品禮券，每組 1 位，共 4 位，並頒發獎牌。 

優選獎：8 千元全聯商品禮券，每組 1 位，共 4 位，並頒發獎牌。 

入選獎：2 千元全聯商品禮券，不分組，共 92 位，並頒發獎狀。 

二、 補充說明： 

(一) 每人投稿件數上限 10 件，如因作品優良，為免遺珠之憾，主辦機關有

權調整入選件數。 

(二) 入選禮券應依所得稅法各類所得扣繳率標準規定扣繳所得稅。中獎價值

超過 2 萬元時，扣繳義務人就應該要依給付全額「預先扣繳」10%之稅

款，並按實申報；不超過 2 萬元者，則可以不用扣繳，但仍須向財政部

所屬各地區國稅局申報並填寫免扣繳憑單。 

三、 注意事項： 

(一) 徵件作品若未達評審標準，主辦單位得依實際狀況酌減獎項名額。 

(二) 作品必須為本人原創作品，且未曾在任何比賽獲獎之作品。涉及抄襲或

違反本簡章之規定，則無條件取消徵件資格，已領取獎項者則追回其獎

項，若涉及法律責任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三) 入選者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原創人，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

將作品複製或作發表、出版、展覽、宣傳或運用於其他目的等用途之權

利，均不另致酬，亦不另予通知。 

伍、 評選說明 

一、 由主辦單位邀聘攝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公開、公平、公正評審

之。 

二、 評選標準 

(一) 主題內容(20%)：作品名稱及拍攝內容與參賽分組主題之切題程度。 

(二) 構圖技巧(30%)：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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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攝影技巧(30%)：作品攝影技巧、光影及取景等項目評比。 

(四) 創作理念(30%)：以主題切合度為原則，參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程度

評分。 

三、 評審結果暫訂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前公告於農村風情網

(https://rural.swcb.gov.tw/)，並以專函、E-mail、簡訊通知作品入選者，

未入選者不另通知。 

陸、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不實情事者，或有作品抄襲、仿

冒之情事者，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 凡報名參加，即認同本活動一切規定，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並公告於農村風情網。 

三、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內容最終解釋權及更改辦法之權力。 

柒、 活動聯絡窗口： 

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蕭小姐 

電話：04-2375-6558 分機 10 

E-mail：sky.workers@msa.hinet.net 

  

https://rural.swcb.gov.tw/
mailto:sky.workers@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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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看見臺灣農村之美】攝影徵件活動報名表                                                

作品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請浮貼作品背面) 

作品名稱： 

拍攝日期： 拍攝地點  

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E-mail  

住址(含郵遞區號)  

徴選類別(擇一) 
□ 農村風貌類  □ 人文風情類 

□ 景觀設施類  □ 產業發展類 

創作理念說明，依徵件作品提出創作理念文字說明，總字數 100字內。 
 

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徵件作品如獲得入選，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或數位檔)之著

作財產權讓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並有出版、著作、公開展示及發

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不另致酬，特立此書，以示無異議，謹此聲明。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 

              未滿 20歲之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未填寫者不予評選） 

註：請自行列印、影印本報名表填寫，作品請浮貼於本報名表背後。 

                                                     (每一件作品請附一張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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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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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個資使用同意書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本局)辦理「看見臺灣農村之美」

攝影徵件活動，委託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活動，向您蒐集個人

資料，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蒐集時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目的：本局辦理「看見臺灣農村之美」攝影徵件活動使用，建立相關推動

單位聯繫平臺。 

(二)類別：任職單位、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電話號碼、行動電

話、電子郵件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三)處理及利用： 

1.期間：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

訂保存年限，或本局、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因執行本計畫

業務所須之保存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對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局、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辦理蒐

集目的相關業務之委外機構、與依法有調查權機關。 

3.地區：上述對象所在區域。 

二、請您同意留存個人資料，作為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後續聯繫之用。

如您係代替該單位之聯絡人填寫，煩請轉知該單位連絡人已代為留存其資

料。 

三、同時為保護您及公司聯絡人的個資，在未取得您的同意前，委託廠商不會

把您提供的資料提供給第三人。日後如有更改個人資料、要求刪除資料、停

止繼續使用，歡迎於上班時間(09：00~17：00) 聯絡睿峯經營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聯絡電話：04-2375-6558#10 蕭小姐）。 

四、當您完成簽署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的內容。 

 

立同意書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