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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台電綠網「綠動隨手拍」友善環境攝影比賽簡章 

一、 活動目的：台電綠網忠實紀錄著台電人對環境、鄉土的用心，期盼透過綠色 

行動事蹟的分享，將友善環境的熱情與態度傳遞到每個角落。台

電綠網透過不定期辦理「綠動隨手拍」友善環境攝影比賽，邀請

民眾一同為永續環境努力，匯集綠色能量，邁向永續未來。 

二、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群策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三、 參賽資格：限民國 102 年（含）以前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參與，參加者需加 

入台電綠網會員，且持有個人 Instagram 帳號。 

四、 比賽時程 

（一）徵件比賽–照片投稿 

時間：110/04/01 00:00 起 至 110/04/30 23:59 為止。 

評選：110/05/07 

評審團獎名單公佈：110/05/10 15:00 

（二）人氣王票選–評審團獎開放網友票選 

時間：110/05/10 15:00 起 至 110/05/17 09:59 為止。 

人氣王獲選名單公佈：110/05/17 

（三）加碼抽–參賽感謝獎 

時間：110/05/17 

中獎名單公佈：110/05/21 

五、 比賽方式： 

（一）攝影主題：以「環境永續」為主題，隨手拍下生活中任一永續環境發

展的行動，透過鏡頭展現日常生活中就能實踐的綠色生活

樣貌，如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搭乘綠色運輸或其他任何實

踐永續環境的作為，透過照片齊心推廣愛護台灣。 

（二）拍攝時限：攝影地點限於臺灣，為 2 年內拍攝之作品。 

（三） 作品規格： 

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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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攝設備不拘，可使用傳統或數位相機、手機進行拍攝後再上傳

至 Instagram。 

2. 作品尺寸無限制，惟獲獎者需於領獎前提供獲獎作品數位高解析

度（300 dpi 或以上）原檔。 

（四） 參賽辦法： 

1. 尚未成為台電綠網會員之參賽者，請先加入會員。 

2. 追蹤台電綠網 Instagram 帳號（IG：tpcgreennet）。 

3. 參賽者須使用本人 Instagram 帳號發文並上傳參賽圖片，貼文與帳

號須為公開。 

4. 貼文中須附上作品名稱（10 字以內）以及作品描述（100 字以內）。 

5. 投稿作品內文除照片簡單敘述外，須放上規定主題標籤 #台電綠

網 #永續家園 #台電綠動隨手拍，且標記 @自己的帳號。參賽者

請自行檢查內文是否成功標記所有資訊，若因文字不符資格而失

去抽獎、參賽之權利，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6. 1 次僅可投稿單幅作品，1 人限投 1 張參賽作品。 

7. 參考範例： 

 

 

 

 

 

 

 

 

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GreenNetUserLogin.aspx
https://www.instagram.com/tpcgreennet/
https://www.instagram.com/tpcgre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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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選辦法： 

1. 邀請外部影像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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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評審委員會選出前 20 名評審團獎獲獎作品。 

（六） 獎勵辦法：評審團獎得獎作品將頒發獎金 5,000 元整，共計 20 名。 

六、 參賽規則 

（一） 參賽前請務必閱讀並同意所有條款及條件，並按照參賽方法所述步驟

逐步完成。 

（二） 需於徵件期間發布貼文才能被系統歸類為正確報名之作品 

（三） 參賽即表示同意參與創用 C.C 授權，以「姓名標示─禁止改作」方式

供外界使用，即台電公司可遵照授權方式運用該得獎作品作為推廣友

善環境之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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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參賽作品僅限平面攝影，恕不接受動態影片作品。 

（六） 作品不可加色、電腦合成、彩繪、疊片、拷貝、組合及連作，違者作

品不予評審。 

（七） 獲獎者請於領獎前提供獲獎作品數位高解析度（300dpi 或以上）原檔。 

七、 網路票選 

（一） 參加資格：獲得評審團獎之作品，可參加人氣王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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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票選方法：110/5/10（五）15:00 將於台電綠網 Instagram 活動帳號公

開評審團獎 20 名獲選作品，將由網友票選為最喜愛的作品投票按讚，

按讚作品數不限，獲得讚數最高者將為人氣王。 

（三） 投票時間：110/05/10 15:00 起 至 110/05/17 09:59 為止。 

（四） 獎勵辦法：GoPro 運動攝影機 1 台，1 名。 

八、 加碼抽–參賽感謝獎 

（一） 參加資格：於投稿期間符合參賽資格之參賽作品，皆可參加抽獎。 

（二） 抽獎方法：110/05/17（一）抽獎，抽獎過程將全程錄影。 

（三） 獎勵辦法： 

獎 項 人 數 獎 勵 

首 獎 1 任天堂 Nintendo Switch 

貳 獎 1 FUJIFILM instax mini 拍立得 

參 獎 8 7-ELEVEN 商品卡 500 元 

 

九、 注意事項  

（一） 得獎通知：評審團獎得獎名單將於 110 年 5 月 10 日公布於台電綠網 

Instagram 活動帳號，人氣獎將於 110 年 5 月 17 日公布，

加碼抽得獎名單將於 110 年 5 月 21 日公布。獲獎人需於

110 年 5 月 31 日前回傳獲獎資訊，資訊不正確者或逾期

者將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益且不得異議。 

（二） 領獎方式： 

1. 中獎人須於領獎回覆期限 110 年 5 月 31 日前填妥並回傳「禮金領

取確認單」（將於得獎通知時附寄），回傳方式可採以下任一方

式： 

（1）掛號：以郵戳日期為憑，郵寄至 106089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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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三段 24 巷 7 號 6 樓 「台電綠網工作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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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greennet.com.tw。 

2. 禮品/獎金寄送、匯款日期：110 年 6 月 15 日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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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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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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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如遇獎項產品缺貨，將換等值商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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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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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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