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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台電綠動隨手拍」友善環境攝影比賽 

壹、活動說明 

「台電綠網」忠實紀錄台電各個單位綠色行動事蹟，為散布台電

人對環境的熱情與態度，並讓更多人認識綠網、瞭解綠網，透過定期

辦理「台電綠動隨手拍」攝影比賽，期望蒐錄各式與環境友善有關之

動人影像，藉此邀請民眾一同為環境努力，匯集台灣邁向環境永續的

動力。 

貳、重要時程說明 

階段 預計時程 內容 

作品徵選 

108年 9月 20日至 10月 21日 照片作品投稿 

108年 10月 29日 

評選會選出 20張照

片進入網路票選、入

選作品上架 

網路票選 108年 10月 31日~12月 2日 20張照片網路票選 

結果公布 108年 12月 10日 
成績結算及抽獎名單

公布 

獎金發送 109年 1月 14日 獎金發放 

參、 徵稿辦法 

一、參加對象： 

(一)一般民眾組：限民國 101 年(含)以前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

(約 7歲以上)參與。 

(二)台電同仁組：台灣電力公司在職同仁。 

註：前述均需註冊成為台電綠網會員。 



2 
 

二、徵稿期間：108年 9月 20日(五)至 108年 10月 21日(一)止；

於徵稿活動前拍攝的照片亦可投稿。 

三、攝影主題：以「綠色家園」為主題，隨手拍下生活中任一環境

友善措施或行動，透過鏡頭捕捉綠色生活樣貌，藉以連結對保

護家鄉環境之情感，如綠美化、淨灘(山)、掃街、廢棄物回收

再利用、無車日、節能減塑、綠建築、環保社區…等。 

四、作品投稿：登入會員後，至台電綠網「綠色映像」之「綠動隨

手拍」專區投稿(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每人

參賽作品以 1 件為限，時限內可無限制上傳照片，惟以最後 1

張作為參賽作品。 

五、作品規格： 

(一)不限圖檔類型，檔案大小以 15 MB為限，照片尺寸無限制。 

(二)上傳投稿作品時，需附上作品名稱(10 字以內)及作品描述

(200字以內)。 

六、參賽規則﹕ 

(一)攝影地點限於國內地區。 

(二)參賽時需線上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後始可上傳檔

案，作品得獎時將著作財產權讓與台電公司，作為推廣友善

環境之用。 

(三)參賽作品需為獨立創作，且從未發表、得獎，亦未與其他比

賽重複投稿，如有臨摹、抄襲或不符合參賽規則者，經發現

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若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

益時，應由參賽者承擔一切責任。 

(四)參賽作品僅限平面攝影，恕不接受動態影片作品。作品不可

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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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色、電腦合成、彩繪、疊片、拷貝、組合及連作，違者作

品不予評審。 

肆、評選方式 

一、 作品評選：  

(一) 邀請外部專家學者，組成 3人評選委員會，就各組投稿作品中

選出各前 10名，進入網路票選。 

(二) 評選委員會之評分指標為「主題內涵豐富度」占 40%、「感染

力」占 30%、及「構圖美感」占 30%。 

二、 成績結算﹕ 

(一) 委員依評分指標對參選作品評分後加總，依總評分高低轉換為

序位，加總委員評定序位(依委員評分高低排序)，加總數值最

小者為第 1名，以此類推。 

(二) 若遇加總數值最小者有 2名以上，則總評分高者勝出；總評分

再相同者，則以指標評分以「主題內涵豐富度」優先進行評比，

高者勝出，其次順序為「感染力」及「構圖美感」，以此類推。 

伍、 票選及分享活動 

一、參加資格： 

(一)民國 101年(含)以前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約 7歲以上)。 

(二)註冊成為台電綠網會員。 

二、活動期間：108年 10月 31日(四)至 108年 12月 2日(一)止 

三、票選活動： 

投稿作品經評選，各組擇前 10 名進入網路票選，共 20 組作品﹔

每人可從「台電同仁組」及「 一般民眾組」各擇 2 票喜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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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同一組別可投給同一個喜愛的作品 2 票)。 

四、分享活動： 

(一)綠網會員可透過活動網站內崁的社群分享軟體(Facebook、 

Twitter、Line等)將票選活動連結分享給親朋好友。 

(二)每位會員每日限進行 1次分享活動訊息，分享成功則獲得 1

次抽獎機會，分享天數越多，中獎機會越大。 

 

圖 社群分享點選頁面示意圖 

陸、獎勵方式 

本次活動獎項說明分述如下： 

一、作品投稿獎項 

(一)台電同仁組 

1.綠色映像獎 10 名：第 1 名禮金 16,000 元，第 2 名禮金

10,000 元，第 3 名禮金 5,000 元，餘佳作 7 名每名禮金

2,000 元﹔前 3 名另贈獎牌 1 只，餘佳作者獎狀 1 張。 

2.人氣獎 1 名﹕網路票選最高得票者禮金 1,500 元。 

(二)一般民眾組 

1.綠色映像獎 10 名：第 1 名禮金 16,000 元，第 2 名禮金

10,000 元，第 3 名禮金 5,000 元，餘佳作 7 名每名禮金

2,000 元﹔前 3 名另贈獎牌 1 只，餘佳作者獎狀 1 張。 

2.人氣獎 1 名﹕網路票選最高得票者禮金 1,500 元。 

二、投票獎獎項 

投票幸運獎 10 名：排除前述獎項得主後，從餘下投票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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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名禮金 800 元。 

三、分享獎獎項 

分享幸運獎 15 名：排除前述獎項得主後，從分享者抽出，

每名禮金 600 元。  

柒、得獎通知及領獎方式 

一、得獎通知： 

得獎名單將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公布於活動網站，並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前以獲獎人於綠網登錄之電子郵件通知獲獎相

關事宜，資訊不正確者將取消其領獎資格。 

二、領獎方式： 

(一)中獎人須於領獎回覆期限 108 年 12 月 23 日前填妥並回傳

「禮金領取確認單(得獎通知時附寄)」，回傳方式可採以下

任一方式： 

1.掛號：以郵戳日期為憑，郵寄 235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59

號 8 樓方達科技「台電綠網服務小組」收。 

2.電子郵件：將填妥之「禮金領取確認單」以掃描或拍照方

式製成檔案，回寄至 taipower@fundot.tw。 

(二)逾領獎回覆期限者，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益，不得異議亦不

再遞補。 

(三)禮金匯款日期：109年 1月 14日前。 

捌、注意事項 

一、參加活動需先註冊成為台電綠網會員，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

於台電綠網相關活動，不另作他用。 

mailto:寄至taipower@fund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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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有不符參加資格、重複領取、違反活動辦法、資料填寫不全

或偽造資料等情事者，主辦單位將逕予取消得獎資格，相關獎

項不再遞補。 

三、本活動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執行時，台電公司保有取消、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 

四、台電公司擁有本活動規則最終決定權；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

依台電公司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台電公司保有最終解釋權。 

五、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為超過（含）20,000元者，得

獎者依法須自付 10%稅額，將開立各類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

者。 

玖、活動洽詢 

一、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執行單位：方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聯絡方式： 

鄭小姐：(02)2226-9025 分機 5002 

劉小姐：(02)2366-8626 

活動洽詢信箱：taipower@fundo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