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四季，映像傳遞》行銷影片徵件活動簡章
一、 主旨：退輔會所屬農場各具特色，有清境農場的牧羊生活、福壽山農場高
山茶果景致、臺東農場優質農產品、彰化農場休閒活動以及武陵農場的四
季面貌，以春花、夏果、秋楓、冬雪等景致著稱，本案希望藉由影音呈現
唯美畫面吸引民眾前往農場觀光旅遊，達到正面宣傳效果。
二、 主辦單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
三、 協辦單位：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臺東農場、彰化農場
四、 報名資格：
(一)
已在 Youtube 建立頻道之個人或團隊，不限性別、年齡、國籍及
頻道類型，均可報名參加。
(二)

每組隊伍人數 1-8 人為限，同一人不得跨組參加，經查跨組參賽
者屬資格不符，則視同放棄比賽，參賽者不得異議。

五、 徵件主題：此次影片以退輔會所屬農場為主軸，藉由創作者的創意，將農
場的各項活動及特色景點結合融入於影片中，影片呈現風格與形式不拘，
參賽隊伍可由下列項目選擇(可選兩處進行拍攝)作為作品主題。
(一)
清境農場：拍攝內容涵蓋青青草原、觀山牧區、國民賓館住宿、中
西餐點、體驗活動、騎馬體驗。
(二)
武陵農場：包含四季花卉面貌，如春-櫻花、紫藤，夏-繡球花，秋
-銀杏、楓葉、落羽松，及冬-梅花等。另有音樂會、採杭菊等活動，並
配合農場生態特色等。
(三)

福壽山農場：以台灣海拔最高農場意象呈現，拍攝內容為農場特有
高山景緻、花卉、在地歷史人文以及旅遊住宿、露營、餐飲、福壽長春
茶與溫帶水果特產等之農場特色。
(四)
臺東農場：拍攝內容需涵蓋本場會館區域、農(特)產品及相關特色
景等。
(五)
彰化農場：高雄場區傳統建築外觀、中央草坪、「拓染」「洗愛玉」
「紅龜粿」等 DIY 活動、夜間露營及滇緬美食等。
六、 活動內容
(一)
辦理方式：
1. 第一階段-初審(109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26 日)
本階段將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各農場代表組成評審團進行評
選，並選出最多 15 組拍攝團隊。
2. 第二階段-拍攝名單公布(109 年 9 月 30 日)
入選名單將於 109 年 9 月 30 日於各農場官方粉絲團及官方網站公告。
3. 第三階段-拍攝期(109 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
主辦單位將與拍攝團隊協調拍攝期程，最晚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拍攝

完成，拍攝期間(每農場最多 3 天 2 夜)將由農場免費招待門票及食
宿，並於拍攝結束起算 20 天內完成編輯及後製，每部不得少於 6 分鐘，
至少製作 1 部，每次拍攝最多選擇 2 處農場拍攝。
4. 第四階段-公開影片播放
公開及上傳檔案，統一使用 Full HD 1080p（1920X1080dpi)，檔案格
式 H.264 壓縮 mp4 檔，於 Youbute 頻道公開影片並通知主辦單位，另
上傳至網路雲端，提供下載連結，以供主辦單位於農場遊憩區或官網
播放。
(二)
報名資料：
1. 請提供拍攝企劃書、分鏡腳本、報名表(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及文
案設計（附件三），於 109 年 9 月 15 日中午 12:00 前 E-mail 至
qingjingevent@gmail.com，報名文件不全者，經主辦單位通知限期補
件修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均不受理評分。
2. 前述拍攝企劃書應包含下列項目：
(1) 主軸概念
(2) 整體創意及行銷
(3) 拍攝器材運用及技巧
(4) 拍攝進度期程(需含預計拍攝日期)
(5) 團隊人員介紹
(6) 實際拍攝經驗與作品略述
七、 活動時程
日期

活動內容

109 年 9 月 15 日前

報名與收件

109 年 9 月 30 日

公布入選團隊(最多 15 組)

110 年 9 月 30 日前

完成拍攝作業

拍攝結束日起 20 天內

將影片公開於頻道中，並通知主辦單位

公開影片次日起 30 日內

點閱人次達規定目標者，主動通知主辦
單位，並提供點閱率畫面截圖，將提供
獎金以茲鼓勵

八、 評分機制：由參賽者繳交之書面資料，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各農
場代表組成評審團依照下列項目進行評選，並依各報名表中預定拍攝地點
及月份(季節)平衡選件，避免行銷內容大量重複。
評分項目

評分比率

主軸概念及契合度（契合主題）

40%

整體創意（展現獨特創意）

30%

製作技術（技巧及美感）

30%

九、 獎項辦法：影片自頻道公開次日起 30 天內，點閱人數達規定目標者，主
辦單位提供 獎金鼓勵，每團隊申請 1 次為限，標準如下：
點閱數目標

獎金

點閱人數超過 2 萬(含)

1 萬元

點閱人數超過 5 萬(含)

3 萬元

點閱人數超過 10 萬(含)

10 萬元

※本案未限制參賽團隊製作及上傳影片數量，惟於頻道公開之影片，應通
知主辦單位並經 同意後始納入獎金申請候選資格。
十、 活動聯絡人
清境農場 遊憩活動組 黃小姐
連絡電話：049-280-2222 #2273
E-mail：qingjingevent@gmail.com

附件一報名表
《團隊資料》
負責人大名

性別

連絡電話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國籍

聯絡地址
E-mail

《頻道資料》

Youtube 頻道名稱
頻道建立時間
訂閱數
已發布影片數量
請 推 薦自己頻道中最值
得一看的 1 部影片

附件二
退輔會所屬農場行銷影片徵件活動切結書
茲保證本人___________(參賽團隊代表人或參賽個人) 參加退輔會所屬農場行
銷影片徵件活動，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並同意及擔保下列事項：
一、
無論個人或團隊之參賽作品文件資料均須為自身創作，若經人檢舉或告
發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涉及智慧財產權等權利之侵害或侵犯或損及
其他第三人商譽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追回獎金，參賽團隊需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
參賽之作品不得作為商業用途或曾授權第三者使用，若經主辦單位發現
或他人檢舉、告發所實，取消其參賽資格。
三、
參賽作品內容若涉及猥褻、暴力、色情、誹謗等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
俗，或隱匿違反參賽資格限制者，主辦單位有權力取消參賽團隊資格，參賽
團隊並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
參賽作品於點閱數計算期間，不得透過任何不正當的行為獲取點閱數，
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或他人檢舉、告發所實，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若以頒發獎
金追回已頒發之獎金並公告之。
五、
同意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使用影片做為宣傳及成果展示等活
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參賽作品彙整編輯。
六、
參賽作品於參賽期間，須確保智慧財產權為參賽者所擁有，不得將其權
利讓予他人或其它單位，若發生此情形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獎金。
七、
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若以頒發獎金，得追回已頒發之獎金並公告之。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
參賽者應自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八、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金超過新台幣 2 萬元者，得獎者需負擔 10%之
稅金，非本國人則扣取 20%，稅額將直接從獎金中扣繳，且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含)者，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
九、
凡報名參加此比賽參賽團隊代表人或參賽個人，皆已研讀並充分瞭解本
比賽之各項規定及條款要求，並且願意完全遵守此比賽之各項規定及條款要
求。若有任何未盡事宜或不可抗拒因素而有所異動，依中華民國法律辦理
之，主辦單位保有變更內容之權力。
此致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文案設計
主題
拍攝地點
(最多可選兩處)

□清境農場□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
□台東農場□彰化農場

預計拍攝月份

拍攝計畫

※如預計拍攝影片為一支以上，需提供相對應文案及腳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