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競賽簡章 

 
一、 田頭水鐵道文旅序 

田中、社頭與二水位於彰化縣東南隅，西元 1904 年縱貫鐵道串聯三鄉鎮，帶動城

鎮快速的發展，近年因公路運輸的發達，產業的競爭轉型，田頭水漸漸失去過去

的經濟動能。為了恢復田頭水往日榮景，修平科技大學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執行

「再現田頭水-地方創生整合計畫」，以田中車站、社頭車站、二水車站三個火車

站為核心，串聯鐵道沿線具有特色的人文觀光景點，規劃「田頭水鐵道文旅」相

關活動，藉以喚醒在地具有歷史、文化與產業再度被人注意，同時活化田頭水驛

站周邊再現風華。 

 

二、活動目的 

為推廣彰化縣田中、社頭、二水鐵道地區觀光旅遊、在地文化特色、人文藝術及

在地關懷活動，鼓勵大專院校及高中學生以【田頭水鐵道文旅】觀光景點作為素

材。以不受限制的拍攝手法，期盼將田頭水人文藝術、古蹟、老街與觀光景點等，

以不同的角度多元創意呈現短片的內涵，並藉此強化及提升田頭水的鐵道觀光文

化產業。 

 

三、影片主題及內容規格 

1.彰化縣田頭水 3 鄉鎮下列 21 處中選擇【1 景】作短片主題，影片需含【鐵道、

火車】相關元素，並以中文為主。 

社頭：同仁社、真姐驛站、新和春醬油、福井食堂、豪咖啡、昇田食品、琨蒂絲

夢工廠。 

田中：田頭水文史館、石頭魚鐵道咖啡、田中文旅、台梗九號體驗館、乾德宮、

女人香臭豆腐、小田稻棧。 

二水：二八水水公園、齊造園、益興製油工廠、謝東閔故居、安德宮、彰農米糧、

五十二草堂。 

2.短片長度為 2 分鐘至 3 分鐘，需含約 8 秒片頭(大會提供素材)、片尾、字幕、旁

白及背景音樂等後製。 

3.主辦單位將提供自製片頭、Logo、公仔及田頭水相關素材於網址， 

網址連結: https://reurl.cc/dVnbbg。 

4.影片尺寸比例為：4：3、16：9 或 16：10，解析度 1280*720 像素以上，檔案類

型為.wmv、.mpg、.mp4、.mov，作品經本單位收受後不得更動，未符合規格之作

品不另行通知及不予受理評審。 

5.影片限制：作品不可出現謾罵或腥羶色、涉及犯罪之內容，且影片須符合電影、

電視分級處理之「普遍級」規定，未符合規定者不予以受理。 

6.參賽作品務必附上報名表(如附件 1)、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2)，影片光碟 1 份，參

賽作品應可直接以 DVD 格式播放。 

7.參賽短片請於網路寄件，並附上報名表及著作權聲明書掃描檔，短片檔請命名【團

https://reurl.cc/dVnbbg


隊名稱-短片名稱】。（參賽影片上傳後，請務必再次檢視。） 

 

四、參賽對象及件數 

【參賽對象】 

大專校院組：大專校院或五專部（4～5年級）在校學生。 

高中職組：高中職學校或五專部（1～3年級）在校學生。 

【組隊】 

各學校參賽組數不限，參賽隊伍每組至多3名參賽學生，可指定1位指導老師；每

位學生僅能選擇參加1隊伍，指導老師則不限指導隊伍數。 

【每隊以報名 3 件作品為限】 

該作品未曾公開發表、未參選其他活動、未取得任何獎項及未授權第三人使用。 

 

五、收件日期及方式 

(一)收件日期：民國 110 年 5 月 24(一)至 110 年 7 月 30 日(五)下午 5 時前為止。 

(二)收件方式：【同時】郵遞寄件及網路寄件。 

郵遞寄件(郵戳為憑)：1.徵件報名表 2.著作權聲明書。 

※請在信封上註明「2021 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徵件」字樣。 

※請於寄件時檢查規格有無符合規定，如未符合將不另行通知。 

412406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觀光與創意學院)  

網路寄件(同收件日期)：1.短片檔案(檔名為團隊名+短片名稱)可附有效雲端連結 2.

徵件報名表掃描檔 3.著作權聲明書掃描檔。 

寄件信箱：xian464 @hust.edu.tw  

※請在主旨上註明「2021 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徵件」字樣。 

※請於寄件時檢查檔案是否有效，如未符合將不另行通知。 

 

六、得獎作品宣傳活動 

獲獎作品除選擇適當展覽場所公開陳列外，並將提供田頭水當地產官學界作為文

創產業、視覺景觀之整合用途，豐富在地文化，展示時間、地點將於展覽規劃完

成後另行公告。 

 

七、評審地點及得獎通知、審查結果公告日 

（一）評審地點：修平科技大學觀創學院 

（二）得獎通知：專人 Email 通知，並公告於 facebook 粉絲團網站。 

（三）公告時間：110 年 8 月 6 日(五)上午 10:00 公布。  

 

八、評分辦法 

評選委員由主辦單位計畫主持人邀集計畫協同主持人、田頭水專家及攝影相關學

者共同組成，評審委員會至少三人，共同依下列標準進行評選作業。 

(一)主題內容：40% 依據鐵道文旅景點為主題結合在地關懷議題、人文歷史、創



新創業等故事，讓觀光客對田頭水地區深入的認識。 

(二)視覺呈現：40% 影片剪輯表現，包括錄影技巧、光線、配樂、旁白等。 

(三)其    他：20% 影片具有特殊啟發或意義、在地觀光活動場面等。 

 

九、獎勵 

(一)優等獎：高中職校組 3 組，大專院校組 3 組，每組頒給獎金新台幣 3,500 元及   

           每人獎狀乙紙。 

(二)佳  作：高中職校組及大專院校組若干名，每組每人頒給獎狀乙紙。 

 

十、主辦單位聯繫與協調 

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觀創院 USR 再現田頭水計畫辦公室。 

指導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一)承辦單位與人員： 

承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創意學院。 

聯繫電話：(04)2496-1100 分機4008  顏雅亭小姐。 

聯繫 E-mail：xian464@hust.edu.tw 

(二)競賽訊息公布： 

統一以承辦單位【再現田頭水粉絲團】網站 https://reurl.cc/WLNjYO 訊息公布

為準。 

 

十一、注意事項 

（一）各獎項如無適當作品入選，經評審委員決議得以從缺。 

（二）參加作品嚴禁盜用他人作品，若有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參

賽或得獎資格，得獎者追回已獲獎金，其獎項不另遞補。如涉有爭議、違

法或致損害其他第三人或主(承)辦單位時，其法律及賠償責任由參賽者自行

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三）參賽者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以任何形式推廣（如 FB、Youtube、官網及展覽

等）及轉載之權利，另主辦單位同意得獎人以複製方式保留得獎作品，但

其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包括規格不符或爭議者），且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

任。 

（四）入選獎金均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所得稅及扣繳稅額，並依全民

健康保險費扣繳補充保險費及印花稅等。 

（五）獲獎作品之獎金以「匯款」或「現金」方式核發，屆時獲獎人須提供本人

受款帳號或確認身分等相關資料，並簽收領據，以利獎金核發作業。 

（六）參賽作品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之責。 

（七）凡參加本短片徵件者，即視為同意本簡章之相關規定。 

（八）本辦法如有任何更動，以【再現田頭水臉書粉絲團】網站為準。

mailto:xian464@hust.edu.tw


2021 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競賽活動 

參賽報名表 

團隊名稱 （請自取） 

短片名稱  拍攝地點  

所屬學校及科系  短片件數 □1件   □2件   □3件 

報名組別 □ 高中職校組（含五專1～3年級）□ 大專院校組（含五專4～5年級） 

指導老師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團隊成員資料 

組長兼組員1 
（主要聯絡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所屬單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組員2 
（主要聯絡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所屬單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組員3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所屬單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短片作品介紹 

(150字內) 

(如超出表格，可另附單張作品介紹做附件，並標註團隊名稱、短片名稱、組員姓名) 

備註 

*請確認報名資料： 

□ 報名表 

□ 著作權聲明書 

□ 網路寄件短片檔案 

◎上述各項報名資料屬實，符合「2021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競賽」

報名須知規定。如有虛報不實，由參賽者自負完全責任。 

組員 1 簽署：               組員 2 簽署： 

組員3簽署：                                      (簽名或蓋章)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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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競賽活動 

著作權聲明書 

本團隊(組長1)          (組員2)          (組員3)          參加修平科技大學觀光

與創意學院舉辦之2021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徵件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

願遵守簡章相關規定。本人（團隊）所剪輯創作之短片，遵守著作權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

之規定，並保證徵選作品為原創著作，無抄襲仿冒情事，且未曾以此短片參與其他競賽，

及尚未以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主辦單位若發現本人（團隊）有違反規定

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參加資格；若為獲選作品，則主辦單位可追回已頒發之獎金並公告

之，本人（團隊）願意自行負責所有民、刑事法律責任。 

■ 本團隊                   為【2021田頭水鐵道文旅-創意短片競賽活動】之參賽者，

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且同意當參賽作品得獎時，貴學院擁有圖片及說明文字之公

開發表等著作財產權利，並提供主辦單位作為宣傳推廣、網路刊登、展覽等推廣之用。 

 

此致 

        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創意學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聲  明  人(組長1)：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監  護  人：            

(未滿18歲需監護人簽章)                     

電      話： 

聲  明  人(組員2)：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監  護  人：            

(未滿18歲需監護人簽章)                       

電      話： 

聲  明  人(組員3)：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監  護  人：                                                   (未滿18歲需監護人簽章)   

電      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