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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礁溪音樂MV創作徵選活動辦法 

壹、活動主旨 

溫泉，是礁溪最具價值的寶藏，礁溪溫泉為台灣唯一的平地溫泉，泉質色清無味，素有「美

人湯」的封號。隨著溫泉資源的開發，以溫泉養殖的鱉、觀賞魚及溫泉四寶等，成為礁溪鄉

值得驕傲的鄉土特產，為觀光旅遊更形加分。除了溫泉，礁溪擁有瀑布、山間湖泊、河川、

步道等景觀資源，更有歷史人文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以「2015 或 2016 礁溪詞曲創作徵選活

動」得獎作品為音樂背景，透過 MV 及微電影徵選，賦予音樂畫面，增加歌曲的故事性，使

閱聽者更加融入礁溪優美的山光水色及人文風情。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礁溪鄉公所、礁溪鄉民代表會、宜蘭縣礁溪鄉湯仔城溫泉產業暨觀光發展協

會。 

二、協辦單位：藝境絲竹、宜蘭縣溫泉產業發展協會、宜蘭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礁

溪鄉二龍文化觀光產業發展協會。 

參、活動對象：凡喜好 MV 及微電影拍攝者均可參加。 

肆、徵件與活動時間 

一、徵件題目： 

(一) 音樂 MV：以「2015 或 2016 礁溪詞曲創作徵選活動」得獎作品任選一首，進行創作。 

(二) 微電影：與礁溪文化資產(例如：歷史、古蹟、宗教、民俗、傳統藝術及慶典活動等)

有關(參考附件 3，須占作品一半以上)，配樂須為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且包含「2015

或 2016 礁溪詞曲創作徵選活動」得獎作品之片段樂曲，請自訂片名。 

【作品請至礁溪觀光旅遊網 http://goo.gl/SzIAoW 或溫泉的故鄉礁溪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Jiaoxitourism/featured 選用】 

二、徵稿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三、得獎公布：得獎作品及名單預計民國 10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公布於礁溪鄉觀光旅遊網

(http://www.jiaoxi-tourism.tw/)。 

四、頒獎暨發表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預訂 106 年 10 月辦理。 

http://goo.gl/SzIAoW
https://www.youtube.com/user/Jiaoxitourism/fea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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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方式 

一、採郵寄方式繳交作品，並使用專用信封(附件 4)，將相關資料(詳格式規範說明)寄送至主

辦單位。 

二、報名注意事項 

(一) 個人或組隊報名參加皆可。 

(二) 所有投稿作品皆不退稿，請自行保留底稿。 

(三) 參與活動之所有人皆須親筆簽署切結聲明暨授權同意書(附件 2)。 

(四) 因光碟於郵寄過程中容易受損，請以硬板或保護匣保護後再寄出，如遇無法讀取作

品，得請參賽者於期限內補寄作品，逾期以棄權論。 

三、活動聯絡人：沈小姐   聯絡電話：(03)987-1291#13 

E-mail：yenlingshen@mail.e-land.gov.tw 

陸、格式規範說明 

一、繳交資料格式：相關文字稿以 A4(21cm×29.7cm)紙張印製。 

(一) 作品繳交表 1 份(附件 1) 

(二) 資料光碟 1 份，內含： 

1. 作品：含字幕，解析度至少 1280×780 至多 1920×1080 的.wmv / .mov / .mpg 格式，

檔案名稱請以「曲名」或「片名」標示。 

2. 作品 clean 版：無聲版且未經壓 bar 或字卡，格式同上，檔案名稱請以「曲名-clean

版」或「片名-clean 版」標示。 

3. 劇照電子檔 3 張：解析度 300dpi 以上，檔案大小至少 1MB，未來需無償提供主

辦單位使用於日後報導與相關廣宣。 

4. 作品繳交表(附件 1)電子檔。 

(三) DVD-Video 光碟 1 份：請先自行確認播放皆無問題，避免拷貝品質不佳或挑片而影

響遴選結果。 

※DVD-Video 格式即指能直接於 DVD Player 播放之影像格式光碟。 

(四) 切結聲明暨授權同意書(附件 2)。 

二、配合影片觀賞習慣，請製作橫式格式之影片。 

三、參賽作品之敘事字幕、旁白或工作團隊列表，得依製作團隊需求自行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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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符合作品規格者不納入評選，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 

柒、評選方式與原則 

一、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評審委員依評分標準進行評選。 

二、評分標準分為三項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備註 

製作技巧 20% 拍攝運鏡、分鏡、場景設計和動畫等細緻度。 

創意構思 30% 影像魅力、故事內容陳述。 

劇情內容 50% 音樂性掌握與情感之串聯。 

捌、獎勵辦法 

主辦單位保有名額調整之權利。 

一、金獎(1 名)：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及獎狀乙紙。 

二、銀獎(1 名)：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及獎狀乙紙。 

三、銅獎(1 名)：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及獎狀乙紙。 

四、佳作(3 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如經發現抄襲或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時，如查屬實，參與者

須負一切法律責任；投稿作品應未在任何一地以任何媒體形式發表，在其他單位已獲其

它獎項者，不得重複參選，凡經發現，取消參選資格，如已領獎，則追回獎品及獎狀，

該獎項則從缺。 

二、主辦單位得參考得獎作品作為礁溪觀光宣傳影片，並保有刪除、修飾權及刊登之權利，

惟不另致酬。 

三、獲獎者應配合參加主辦單位所舉辦 2017 礁溪溫泉季及其他宣傳推廣活動。 

四、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品)金額超過新臺幣 2 萬元者，得獎者需負擔 10%之稅金，

獎品不得折抵現金；得獎(品)金額超過新臺幣 1 千元(含)者，年度報稅須計入個人所得。 

五、該活動涉及獎品發給，將以報名表中主要聯絡人為獎品之納稅義務人。 

六、得獎之作品如為共同創作者，獎品由所有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項分配。 

七、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於礁溪鄉觀光旅遊網(http://www.jiaoxi-tourism.tw/)，主辦單位

擁有活動舉辦、修改及得獎與否的權利。

http://www.jiaoxi-touris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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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2017礁溪音樂MV創作徵選活動-作品繳交表 

作

品

名

稱 

音樂MV 

□礁溪做好天(賴昱瑋) 

□有閒來礁溪(陳東賢) 

□只有在礁溪(馮德明) 

□我在礁溪溫泉小公園守護你(賴予喬) 

□我與礁溪相戀(張語嫣) 

□礁溪遊玩(邱廉欽) 

□再來一遍(謝其男) 

□大家來礁溪(方治權) 

□Hot to Heart(游怡婷) 

□溫泉鄉的傳說(王思蘋) 

□心連心礁個朋友(趙書含) 

□礁溪礁溪親一咧(廖博儀) 

□這就是礁溪(廖克晉) 

□戀戀礁溪(張明錄) 

□礁溪大街(蔡婉怡) 

□礁溪漫遊(邱詩晴) 

□冬天的旅人(洪煒勛) 

微電影 
(請自行填入) 

 

格式 □WMV   □MPG   □MOV 

團隊名稱  

團隊成員  

主要聯絡人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拍攝概念 

(請填入200-500字

拍攝理念或心得) 

 

【注意事項】 

1. 繳交資料：作品、clean 版、劇照、作品繳交表、切結聲明暨授權同意書，格式請詳閱徵選辦

法。 

2. 徵稿時間：106 年 9 月 1 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3. 活動聯絡人：沈彥伶小姐  聯絡電話：(03)987-1291#13 / yenlingshen@mail.e-land.gov.tw  

➢請詳實填寫本表，填寫不完全或未填寫者，將失去參賽資格。 

➢請詳閱活動辦法，注意報名方法及評選方式。 

➢本報名表資料僅限於本次活動使用，並由承辦單位妥善保管。 

附件 1 



 
 

5 

附件 2 

2017礁溪音樂MV創作徵選活動─切結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一、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礁溪音樂MV創作徵選活動，願遵行下列事項，絕無異議： 

(一) 本人投稿之作品(下稱本作品)為本人親自著作，未曾於國內、外公開發表，且無抄

襲仿冒之情事。主辦單位(即宜蘭縣礁溪鄉公所)若發現本作品違反徵選活動所列之

相關規定，得取消本人參與資格並願全數繳回獎狀及獎品。 

(二) 如因違反前項規定，致使第三方之權益受有侵害或衍生其他法律責任，本人願自

行負責，與主、承辦單位無關。 

(三) 本作品如獲本活動之任何獎項，本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於相關業務範圍內(不

限於宣傳及影展活動)，永久、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對該作品擁有相關修改及使

用之權利，惟得獎作品經主辦單位同意下，得再行利用。 

(四) 本人承諾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於相關業務範圍內，擁有對得

獎作品進行公開發表、口述、播送、展示、陳列、研究、攝影、出版、宣傳、下

載傳輸等行為之權利，並授權主辦單位提供第三人使用，不另致酬予本人，本人

亦承諾不對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惟第三人不得作營業目的之使用。 

二、 本人已充分瞭解本活動之相關內容，且願意完全遵守活動之規則，對評選之結果亦願

予以尊重，絕無異議。 

參與者同意簽署(簽章) 身分證字號 
未滿二十歲參與者之 

法定監護人同意簽署(簽章) 

   

   

   

   

   

簽 署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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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礁溪文化資產參考資料 

一、 二龍競渡 

已傳承近 220 年，先民以競渡方式來驅鬼避邪，龍舟屬平頭非龍首，划槳採跪姿非

坐姿。比賽時不設裁判、發令員、計時員，若無隊伍認輸，則競渡不分勝負。特殊

的競賽規則，在全國獨樹一幟，本活動於 2001 年入選為全國十大民俗活動。 

二、 慶中秋盪鞦韆民俗競賽 

流傳至今 120 年，「鞦韆架」保留古老傳統，不用任何一根釘子搭設而成，頂端綁著

銅鈴，參賽者需盪得比「鞦韆架」高，身體呈「腳上頭下」，並且伸出單腳踢高掛的

銅鈴，需具備力氣及勇氣，且具困難度及挑戰性，目前在台灣只有宜蘭礁溪獨有，

每年吸引全國各地民眾至此參賽。 

三、 淇武蘭遺址 

距今約 1,400 年前，是宜蘭縣迄今發掘面積最大的考古遺址，於 2001 年出土，經過

3 年的發掘，共搶救 262 個考古探坑，面積約 0.4 公頃(0.9 英畝)，出土物主要內容包

括墓葬、灰坑、木柱，以及以陶器、瓷器、石器、木器、骨器、貝器、金屬器、玻

璃器為主的各種器物，與動物、植物、貝殼等生態遺留。 

四、 古蹟 

目前鄉內已完成登錄「台灣銀行礁溪訓練中心」、「礁溪鄉公所舊辦公廳」、「開蘭吳

宅公廳」、「羅東林區管理處礁溪工作站宿舍區」、「湯圍溫泉溝」等歷史建築 5 處，「武

暖石板橋」古蹟 1 處及「礁溪二龍競渡」傳統藝術及民俗 1 項。 

五、 礁溪協天廟 

建於清嘉慶九年(1804 年)，由清朝政府頒敕建造，主祀關聖帝君，是北台灣最具歷

史及規模的關帝廟，台北市知名的行天宮即是從協天廟分靈，香火十分鼎盛，每年

春祭大典中的乞龜民俗活動及秋季大典中的「四佾舞」最為盛大，也是吸引大批人

潮的焦點活動。 

六、 多元宗教：鄉內宗教活動自由多元，除民間信仰蓬勃發展外，另有道教、佛教、天

主教、基督教、一貫道等，總計各宗教廟宇共 52 間。 

聖母山莊，原為休息避難小屋，相傳曾有登山客迷途，聖母瑪利亞顯靈指引而平安

歸來，避難小屋因此被稱為「聖母山莊」，成為天主教徒的朝聖地，每年有眾多之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58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58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96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96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96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97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menuId=310&iscancel=true
http://www.hach.gov.tw/ha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27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2&siteId=101
http://www.hach.gov.tw/ha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A0960200027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2&siteId=101
http://web.hach.gov.tw/ha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NE09605000060&version=2&assetsClassifyId=5.1&menuId=302&siteI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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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絡繹不絕地到此處朝聖。 

七、 吳沙開蘭 

吳沙為開發宜蘭的重要功臣，當年宜蘭蠻荒未闢，吳沙率領漳、泉、粵三籍漢人來

此開墾，而逐漸繁榮，初始與噶瑪蘭人常起爭端，後來流行天花疾病，吳沙以藥救

助他們，噶瑪蘭人心生感激，大家終於和平相處，奠定了開蘭之基，故吳沙被尊為

開蘭第一人。 

以上僅供參考，凡與礁溪相關之歷史、古蹟、宗教、民俗、傳統藝術及慶典活動等，皆可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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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礁溪音樂MV創作徵選活動作品繳交專用信封 

截止日期：106年9月1日（以郵戳為憑）。 

寄件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262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二段3號 

宜蘭縣礁溪鄉公所  收 

(觀光產業發展所) 
 

內  附  文  件 (請打勾) 注  意  事  項 

□作品繳交表1份 

□資料光碟1份(含作品、clean版、作品繳交表及劇照3張) 

□DVD-Video光碟1份 

□切結聲明暨授權同意書1份 

1.每一信封限一人/組使用。 

2.請以掛號方式寄至本所，如以平信郵寄因而遺失導致無法報

名，由參賽人自行負責。 

3.寄件前請再檢查相關資料是否填寫正確，相關文件是否繳交。 

 

請貼足 

「掛號」郵資 

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