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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創意提案實施計畫 

108年1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083006857號函 

壹、緣起 

本市學校教育除以優質、卓越、精緻、創新為鵠的，更積極結合市府永續發展目

標，於 107 年 8 月 1日成立「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期連結教育行政與學校體系，匯集本市自然、文化與社會資源，發展在地自然生

態特色，增進民眾對土地的認同感。 

爰此，中心於 108年度規劃「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創意募集實施計畫」，透過教

師「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與高中職學生「顯像『環』聲

微電影徵件」等活動，匯集師生智慧、共同開發臺北市環教場域；本案同時也邀

集專家學者參與，透過共學共作，精進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知能，一同研發在

地環教課程模組，除提供第一線教師教學實施運用，並累積本市環境教育資料庫

資源，落實環境教育永續經營目標。 

貳、依據 

一、臺北市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6-109年) 

二、107年 10 月 2日北市教體字第 1076049533號函訂定發布臺北市學校環境

教育中心設置計畫 

叁、目的 

一、啟發師生關心本市自然生態環境思維與行動。 

  二、開發本市環教資源，發展系統性環教學習資料庫。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伍、參與對象 

一、子計畫一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本市 107學年度公立

（含國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編制內現職教師、。 

  二、子計畫二「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活動：本市 107學年度高中職在學

學生。 

陸、辦理時間：108年 1月至 108年 6月。 

柒、實施內容及方式 

一、實施方式：透過子計畫一「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工作坊」教師活動及子計畫

二「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學生活動，邀集各學程教師與高中職學生

共同開發本市環境教育實施地點，逐年累積本市環境教育課程資源，落實

中心開發本市 101環境教育重點課程目標，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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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內容 

    (一)藉由徵文活動引發教師關心本市生態環境，並透過研發課程與教學設計，

精進環境教育推動品質；詳如子計畫一。 

(二)邀集高中職學生設計編制微電影，啟發學子創發及人我合作能力，涵養關心

環境與愛惜生態之素養；詳如子計畫二。 

捌、本計畫陳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透過中心帄台分享本市「101環境教育

重點課程課程模組」供各學程教師運用 

【高中職學生活動】 

子計畫二：「顯像

『環』聲」微電影 

競賽活動 

【建置本市環境教育資源資料庫】 

1.統整教師環教路線徵文資料及學生微

電影生態景點，開發本市環教重點路線。 

2辦理教案工作坊，各學程教師共同研發

本市 101環境教育重點課程。 

【教師活動】 

子計畫一：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

教案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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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實施計畫 

108年1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083006857號函 

壹、依據 

一、臺北市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6-109年) 

二、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支給表 

三、依據或比照 107年 8 月 2日府授教中字第 1076025673號函頒臺北市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參加競賽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獎金發給數額認定

要點 

貳、目的 

一、提升教師運用在地資源之環境教育教學成效。 

二、建立本市學校環境教育資料庫，發展多元及創意環境教育教案。 

三、統整本市環境教育課程模組，持續精進環境教育推動品質。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肆、參加對象及件數限制 

一、本市 107學年度公立（含國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編制內現職教師。 

二、每件參賽作品之作者至多 3人(含 3人)，可跨校合作。 

三、各校報名件數不限，同一作者至多 2件參賽作品(得同一類別)，並不得

冒名頂替參加，違者取消參賽資格並作品不列入評選。 

伍、活動內容 

一、第一階段：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活動 

    (一)教師利用臺北市環教相關場域資源，將個人或曾帶領學生實際走讀歷程，

發展為圖文遊記(完成附件二)，惟內容頇可作為環境教育教學參考。 

    (二)透過網路票選及專家學者評審，擇特優、優選、佳作共 20件，及入選

作品若干件。 

(三)第一階段獲佳作(含)以上作品之所有作者，頇參與第二階段工作坊活動。 

二、第二階段：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教案設計工作坊 

 (一)工作坊訂於 108年 4月 11日(星期四)及 4月 12日(星期五)於臺北市學校

環境教育中心辦理，活動內容如附件四，參與者得公假並課務派代。 

    (二)教師參與工作坊，精進素養課程設計知能、進行專業對話及共同備課後，

將徵文投件文稿發展為環境教育教案。 

陸、徵文內容 

一、主題：以介紹臺北市具有環境教育特色之教學路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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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別 

三、同 1稿件僅能參加 1項徵選類別。 

柒、 實施方式 

 一、網站報名 

     (一)自 108年 2月 25日 8時起至「臺北市中小學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資訊

網」(網址：http://ee.tp.edu.tw/)點選本活動網頁並填寫報名表(如

附件一)。 

     (二)報名表填寫完畢送出後，系統會自動帶出一組序號，作為日後登錄活

動網頁使用。 

 (三)將填寫完畢之報名表列印紙本，並所有作者在「作品授權」處簽名後，完

成校內核章。 

     (四)核章報名表掃描成 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完成報名程序。 

二、作品繳交 

(一)收件時間：自 108年 2月 25日 8時起至 108年 3 月 8 日 22時止，逾

時恕不受理補件。 

(二)將已完成之附件二電子檔(含 WORD及 PDF格式)上傳至本活動網頁。 

(三)收件期間內均可登錄網頁更新檔案。 

三、作品評審：採網路人氣評比及專家評審兩種方式。 

(一)網路票選分數：20% 

1.網路票選時間：108年 3月 11日 8時起至 108年 3月 22日 22時止。 

2.以 FB或 Google身份登入本活動網頁，每一帳號每日僅限投一票。 

(二)專家學者評審：80% 

1.聘請環境教育專長或具推動環教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2.評審標準：完整性 30%、可執行性 30%、環境教育效益 20%、創意性

徵選類別 內容 

(一)歷史人文類 歷史、人文、建築、古蹟、藝術、民俗、族群等 

(二)自然生態類 
植物、動物、昆蟲、本土物種、外來物種、物種保育、

生態公園等 

(三)環教場域類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特殊自然環境(溼地、山坡丘陵、林

地、海洋、溪河、岩沙岸)、國家公園、捷運、博物館、

觀光工廠、遊憩公園、藍色公路、動物中途之家等 

(四)環境議題類 
生物多樣性、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低碳減塑、環境污

染、災害預防、綠屋頂、綠建築、城市養蜂等 

http://ee.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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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四、成績公告 

(一)108年 4月上旬於本活動網頁公布得獎名單，並於第二階段工作坊結束

後辦理頒獎典禮。 

(二)有關頒獎典禮事宜將另發函通知。 

捌、獎勵方式 

一、依評審總成績，各「徵選類別」(共 4類)錄取特優 1組、優選 1組、佳

作 3組，入選若干組，未達錄取標準者得從缺。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獎 勵 品 

特優 
嘉獎 2次 

特優獎狀 

嘉獎 1次 

特優獎狀 

嘉獎 1次 

特優獎狀 
獎金6,000元 

優選 
嘉獎 1次 

優選獎狀 

嘉獎 1次 

優選獎狀 
優選獎狀 獎金4,500元 

佳作 
嘉獎 1次 

佳作獎狀 
佳作獎狀 佳作獎狀 獎金3,000元 

入選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二、主辦單位得視參賽作品水準酌予調整錄取名額。 

三、佳作(含)以上作品得獎者頇參加第二階段工作坊並產出教案，無法參加

者頇向中心請假，並於工作坊結束前繳交教案；無法依規定繳交教案者

視同放棄獎項。 

玖、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徵文格式 

(一)一律採用「附件二」直式橫書，不接受手寫稿。 

(二)編列頁碼於頁尾置中處，以利評審作業。 

(三)篇幅請勿超過 2,000字（僅以內文做 WORD字數統計），稿件字體以正體

中文標楷體 12號字體、標點符號用全形字、行距採 1.5倍、邊界（上

下 2.54cm，左右 3.18cm）。 

二、繳交 6-10張照片(活動、路線或圖表)，解析度 300dpi以上，格式以 JPG、

PNG、GIF檔為佳，每張大小不超過 3MB為限。 

三、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臺北市及全國相關甄選比賽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者，

且尚未在期刊發表或出版之著作為限，不得以相同作品同時重複參加其它

公開競賽，如有涉及著作權(內容、文字及圖片等)之侵害，經檢舉或由評

審委員發現抄襲情形，於評審委員完成作品比對、列舉抄襲之處後取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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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資格；若前項情形為得獎作品，追回已發獎勵品及獎狀，並撤銷記嘉獎

之獎勵，由主辦單位公布其姓名及撤銷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於公部門相

關文書紙本，且獎項不予遞補；如造成第三者或主辦機關之權益損害，參

賽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凡入選(含)以上作品之作者，應無條件同意所屬作品授權主辦機關基於非

營利之教育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

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並不受次數、期限、

方式與帄台限制；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

何費用。 

五、請避免集中於作品繳交截止前夕辦理線上報名及稿件電子檔上傳等作業，

以免造成網站前臺流量過大，影響其運作速度。 

六、活動聯絡人：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2937-7717分機 12潘老師、分機

15郭老師。 

壹拾壹、本計畫陳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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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報名表 
本表僅參考用，報名請至活動網頁(http://ee.tp.edu.tw/)完成編號：（請勿填寫） 

作品名稱  

教學對象 

(可複選) 

□國小(   )年級 

□國中(   )年級 

□高中(   )年級 

□高職(         )科 (   ) 年級 

作品類別 

(擇一) 

□1.歷史人文類 

□2.自然生態類 

□3.環教場域類 

□4.環境議題類 

作 

者 

資 

料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姓名    

服務 

學校 
   

職稱    

電話 
(O) 

(M) 

(O) 

(M) 

(O) 

(M) 

作品格式 作品文稿共頁，共字；照片共幅。 

著作權人 

授權同意書 

一、 得獎作品及其後續產出教案之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

依著作權法公開發表，並有出版相關使用權利，不另致酬。 

二、 參賽作品頇為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新創作，若涉及抄襲、違反

著作權等糾紛，概與主辦單位無關。經查如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

消資格，並由主辦單位取消獎項及收回獎狀、獎品，獎位不予遞補。 

三、 參賽作品如未達評審要求之水準，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缺。 

四、 參賽者對於上述規定，無任何異議。 

簽名(第一作者)：                       

簽名(第二作者)：  

簽名(第三作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單位主管校長 

 

附件一 

(由第一作者任職學校核章；第一作者為退休教師者，請陳原退休服務學校核章。) 

http://ee.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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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徵文格式 

編號：（請勿填寫） 
本表僅參考用，作品繳交請至活動網頁(http://ee.tp.edu.tw/)完成。 
作品名稱
(必填) 

 

作品類別 
(必填/擇一) 

□1. 歷史人文類 

□2. 自然生態類 

□3.環教場域類 

□4. 環境議題類 

適合教學對象 

(必填/可複選) 

□國小(   )年級 

□國中(   )年級 

□高中(   )年級 

□高職(      )科 (   ) 年級 

教學目標
(必填) 

 

預估教學時間

(單位：分鐘) 
 

教學路線
(必填) 

 

教材教具  

多元學習成果

或預期效益 

 

參考資料  

圖 文 遊 記 內文 

 

 

 

 

 

 

 

 

 

 

 

 

附件二.1 

http://ee.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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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照片繳交及說明 
本表為參考用，請於活動網頁 http://ee.tp.edu.tw/完成上傳事宜。 

 

照片 1說明: 

 

照片 2說明: 

※相同格式至照片 6 

http://ee.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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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第二階段-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流程 

108年 4月 11日(星期四)室內課 

時間 行程內容和主題 

9:00-12:00 

主題：108 課程綱要中的環境教育 

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 

12:00-13:00 午餐 時 間 

13:00-15:00 各組撰擬教案 

15:00-16:00 教案研討會：各組教案交流與分享 

108年 4月 12日(星期五)戶外課 

時間 行程內容和主題 

8:30-12:00 
主題：101 環教路線實地走踏 (一) 

地點：擇一特優教案作品之路線進行參訪 

12:00-13:00 午餐 時 間 

13:00-16:00 
主題：101 環教路線實地走踏 (二) 

地點：擇一特優教案作品之路線進行參訪 

 

  

附件三 



11 
 

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活動期程表 

日 期 執行項目 備註 

108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公告活動資訊 

(含發文及網站公告) 
寒假前一週 

10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8 時 

│ 

108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22 時 

開放報名及作品上傳 於本活動網頁進行 

10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8 時 

│ 

1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22 時 

網路票選及專家評審 於本活動網頁進行 

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前 公布得獎名單 

本活動網頁公告並

專電通知得獎作品

第一作者 

108 年 4 月 11、12 日 

(星期四、星期五) 

教案設計工作坊 

(2 日) 

佳作(含)以上作品

得獎者參加 

108 年 5 月 10 日(暫定) 頒獎典禮 

配合臺北市學校環

教中心展場落成暨

啟用典禮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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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活動實施計畫 

107年12月5日北市教體字第1076071367號函 

108年1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083006857號函修正 

 

壹、依據 

一、臺北市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6-109 年) 

二、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 

 

貳、緣起 

臺北市屬盆地地形，四周山地環繞，面積雖只有 271.8 帄方公里，卻擁有帄原、

丘陵及火山等多元景觀風貌。目前本市所列管登山步道共 130 條，總長約 100 公

里，分布於大屯山、七星山、五指山、南港山及二格山等五大山系，過去曾是先

人運茶挑柴的商道、宗教朝聖的步階與村落往來的通道，今已轉型為都市人假日

休閒遊憩之地。 

爰此良好地理環境，為將人與自然共存、共好之環境保育知識、情意、技能融入

教育行動，教育局特辦理「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徵件，盼引領學子在埋首

課業之餘，親近自然、探索本市生態奧妙；不只涵養學子關心環境與愛惜生態之

素養，更透過微電影創意呈現及網路帄台分享，將臺北市的美好自然生態傳遞讓

更多人知道。 

 

參、目的 

一、提升學生對臺北市自然生態環境之認知。 

二、啟發學生關心臺北市自然生態環境思維與行動。 

三、激發師生環境教育創發力與團隊合作品格力。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臺北市高中環境教育輔導團 

 

伍、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每校至少繳交 1 件作品，至多不超過 3件。 

 

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限：108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起至 108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止，以郵戳為憑；超過時間視同報名未完成，不得參與競賽。 

二、報名資格：限本市 107 學年度高中職在學學生組隊參賽(不可跨校)，每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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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為限。 

三、參賽方式 

(一)燒錄「作品光碟 DVD」一式 3 片。 

1.檔案影音格式：以 avi、mov、mp4、mpg 等格式儲存，解析度為 1920*1080 像

素(含)以上，片長 5 至 10 分鐘；片長不足 5 分鐘或超過 10 分鐘者

不予評分。 

2.檔案名稱：學校名-作品名稱-團隊名稱。 

3.影片若有旁白或對白，需標示中文字幕。 

(二)填寫「報名表」及「播映授權同意書」。 

(三)將「報名表、播映授權同意書及作品光碟 DVD」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信

義區(11060)忠孝東路 5 段 236 巷 15 號松山工農圖書館王麗華主

任」。 

 

柒、競賽影片主題：請擇臺北市一地點進行「生態環境介紹」，透過影片傳遞臺

北市之自然美。 

 

捌、競賽評分方式 

一、承辦學校聘請專業評審依下列標準進行評分，並依分數高低擇出前 3 名及佳

作作品。 

(一)影片結構與主題意象：40 % 

(二)創意與設計：25 % 

(三)拍攝技巧(運鏡、分鏡等)：20 % 

(四)藝術性(畫面、剪輯後製、美感等)：15 % 

二、依據評審結果，上傳前 3 名作品至「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FB 粉絲專

頁，按讚數最多之作品另獲頒「最佳人氣王」獎項。 

 

玖、獎勵方式 

一、第一名(1 組)：得獎隊伍獲頒禮券 1 萬 2,000 元、隊員每人獎狀一幀，指導

老師每人記小功 1 次。 

二、第二名(2 組)：得獎隊伍獲頒禮券 1 萬元、隊員每人獎狀一幀，指導老師每

人嘉獎 2 次。 

三、第三名(3 組)：得獎隊伍獲頒禮券 8,000 元、隊員每人獎狀一幀，指導老師

每人敘嘉獎 2 次。 

四、佳作(8 組)：得獎隊伍獲頒禮券 6,000 元、隊員每人獎狀一幀，指導老師每

人敘嘉獎 1 次。 

五、最佳人氣王(1 組)：得獎隊伍獲頒禮券 5,000 元、隊員每人獎狀一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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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獎影片預訂於 108 年 5 月上旬對外發布及上傳至「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

中心」FB 粉絲專頁。 

七、上開指導老師敘獎由各校依本計畫辦理。 

 

壹拾、注意事項 

一、作品頇為 108 年 1 月 1 日後完成之作品，且未曾獲得國內外微電影或短

片徵選等競賽獎項。 

二、獲獎影片於本市政策宣導帄台及教育局網站作教育公益播放使用。 

三、報名參賽者，悉遵守本活動計畫規定，並不得有造假不實情事，若有違反情

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四、本活動為非營利性性質，拍攝影片過程請各參賽團隊注意自身安全，如有違

法行為，將由參賽者自行負起所有法律責任。 

五、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修改本活動計畫、

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六、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且無

侵害他人著作權、商標權、肖像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涉及相關著

作權之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參賽者自行負法律責任，概

無涉主辦單位。 

七、本活動參賽作品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時間自作品送件日起生效。 

八、活動得獎作品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主辦單位擁有改作、重製、剪輯、散布、

發行及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播送、上映、傳輸、

發表及商品化等權利。 

九、參賽作品如有下列情事，除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並取消其參賽資格，如

得獎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項。 

(一)所使用之人物、背景音樂或其他素材涉及著作權或專利權等侵害。 

(二)參賽作品為市面上所發行之產品或商業用途之創作。 

(三)參賽作品內容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法律者。 

(四)參賽作品非參賽者原創作，或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 

(五)參賽作品於參賽期間同時參加其他競賽。 

(六)參賽作品於報名前已獲國內外微電影或短片徵選獎項者。 

十、為尊重著作權，參賽作品如引用他人著作且合於著作權法第六十四條之

規定，參賽者應註明出處，若引用音樂超過合理引用之長度及範圍，請事

先取得著作權所有人非商業使用同意書，或使用著作權、智慧財產權開放

之素材，若因未盡上述責任所衍生智慧財產權糾紛，均由參賽者自行處理

及自負法律責任。 

十一、得獎作品如頇配合主辦單位認定有必要之修改時，於期限內修改完畢，

如有未配合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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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參賽作品請保留原始檔備查，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 

 

壹拾壹、經費：由教育部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貳、活動聯繫 

一、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圖書館主任王麗華 

電話：02-2722-6616 分機 731 

二、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教育推廣組組長陳莉生 

電話：02-2937-7717 分機 11 

 

壹拾叁、本計畫陳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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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活動 

報名表 
 

學校全名：編號：(由承辦學校填寫) 

作品名稱  作品長度 分 秒 

團隊名稱  

隊員姓名 
（5人為限） 

1  班級  電話  

2  班級  電話  

3  班級  電話  

4  班級  電話  

5  班級  電話  

指導老師 
（2人為限） 

1  職稱  電話  

2  職稱  電話  

【創作理念暨拍攝心得】(300-600字)          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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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活動播映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同意書人： (全體隊員簽名) 

 

本人同意將「(作品名稱)       ，                                                                                                                 

片長約 秒影片」(以下簡稱本影片)報名參加臺北市 108年度「顯像『環』聲」

微電影競賽（以下簡稱本活動），除遵守本活動實施計畫規定外，如有違反下列

事項者，概由本團隊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本團隊確認(請打勾)： 

□本影片為 108年 1月 1日後拍攝完成之作品，且未曾獲得國內外微電影或短片

徵選、競賽獎項。 

□已於 發表（如：Youtube等）。 

□本影片無使用他人之音樂、音效等素材之情形。 

□本影片有使用他人之音樂、音效，並已取得他人合法之授權。 
 

本團隊擁有本影片之著作權或已取得合法之授權，得依本同意書之規定授權予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 

本影片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皆為本團隊所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得自行選擇

於利用時是否揭示本影片著作人格權所有人之姓名；又為配合本活動及日後播出

需要之目的，本團隊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得依其需要自作品送件日起

無償使用，不限次數透過各種帄台上進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行為，及為公開

播送、公開傳輸之需要為適當之剪輯、重製等行為。 

本影片中如有出現本團隊以外的其他人，本團隊將負責徵得主要人物肖像權同意，

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需求時，本團隊可配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本影片內容以不傷害他人為主，並無使用污衊、粗俗、色情之文字、圖片及影像。 

 

此 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授權同意書人(全體隊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依姓名順序填寫)：  

聯絡電話(依姓名順序填寫)：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年  月  日 

「顯像『環』聲」微電影競賽活動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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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執行項目 備註 

108 年 2 月 18 日 

│ 

108 年 3 月 8 日下午 5 時 

各校報名繳件 親送或郵寄 

108 年 3 月 18 日 

│ 

108 年 5 月 10 日 

評審參賽作品  

108 年 5 月 20 日當週 競賽成績公布 

發文轉知獲獎學

校，並一併於「臺

北市學校環境教

育中心」FB 粉絲

專頁公告 

108 年 5 月 27 日 9 時 

│ 

108 年 5 月 31 日 

下午 5 時 

1. 前3名作品上傳至

「臺北市學校環境

教育中心」FB粉絲專

頁。 

2. 「最佳人氣王」按讚

活動。 

「臺北市學校環

境教育中心」FB

粉絲專頁 

108 年 6 月 14 日 

上午 9 時 30 分 

至中午 12 時 

影展暨頒獎典禮 

(地點：松山工農) 

於成績公布時一

併函知頒獎典禮

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