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二屆綠色旅遊微電影大賽【綠色淡蘭~發現台灣鄉村永續之美】成績公布 

【淡蘭古道南路綠色旅遊培力起飛計畫~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高中組 

獎項 姓名 
共同製作

者 
參賽標題 關鍵字 01:概念呈現 關鍵字 02:行銷焦點 關鍵字 03:地點 

參 賽 作 品 連 結 

(請 按 此 看 作 品 ) 

高中組

第 1 名 
林承曄 林承燁 

【綠色淡蘭 2020】~

來石碇喝好茶 探訪

淡蘭之美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石碇老街、不見天街、

農具、煤礦 
平溪 https://youtu.be/xfGRN97uqzg� 

高中組

第 2 名 
傅翊安 

林彥廷、

傅翊安、

蘇聖翔、

楊智凱 

【綠色淡蘭 2020】綠

之呼吸 & 看見屏東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永續、創新與休閒】 

南州糖廠、綠色隧道、

萬年溪、貨櫃、天橋，

Ping Tung 

City,Taiwan 

https://youtu.be/WgDn4QeUQ8w�  

高中組

第 2 名 
林旻臻 

蕭雅珞、

蔡璟芸、

郭韋伶、

郭韋君、

呂宜蓁 

【綠色淡蘭 2020】菁

桐老街 vlog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菁桐老街、老街美食、

老街景色、特色小店 
平溪 https://youtu.be/aPO8Y55ePVI�  

https://youtu.be/xfGRN97uqzg
https://youtu.be/WgDn4QeUQ8w
https://youtu.be/aPO8Y55ePVI


高中組

第 3 名 
李珮慈 

詹雅淇、

莊智晴、

林采穎、

林子洵、

李珮慈、

陳沛欣 

【綠色淡蘭 2020】~ 

菁桐老街 平溪&十

份 Jingtong Old 

Street Pingxi & 

Shifen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平價美食 煤礦第一級

產業 自然資源 十份軌

道 月亮公園 古早礦場 

菁桐歷史 地方文化 菁

桐一日遊 紙雨傘 菁桐

火車站   

[Magic work and 

Danlan land] [Green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aiwan] 

Cheap food, 

first-class coal mine 

industry, natural 

resources, Shifen 

track, Moon Park, 

ancient mine 

Jingtong History 

Local Culture 

Jingtong Day Tour 

Paper Umbrella 

Jingtong Railway 

Station 

https://youtu.be/ZdmwAPw9nr0�  

高中組

第 3 名 
潘米樂 潘依 

【綠色淡蘭 2020】漫

遊內埔老教會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老教會 

Pingtung City, 

Taiwan 
https://youtu.be/AcDdNKKJUjs� 

高中組

第 3 名 
黃歆方 

黃歆方、

周俽如、

鄒岡陵 

【綠色淡蘭 2020】阿

猴的美 如花似屏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糖廠、火車站、眷村、

中正圖書館、青創、文

化園區、萬年溪景觀橋 

 Ping Tung City 

Taiwan 
https://youtu.be/6ms9Cq-Lv0A �  

佳作 童珮婷 

童珮婷、

陳柔方、

施羽倢、

陳佳伶、

林家綺、

【綠色淡蘭 2020】~

賣香腸的小妹妹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菁桐老街 賣香腸的小妹妹 https://youtu.be/IrDJnTqnXWE�  

https://youtu.be/ZdmwAPw9nr0
https://youtu.be/AcDdNKKJUjs
https://youtu.be/6ms9Cq-Lv0A
https://youtu.be/IrDJnTqnXWE


蘇佑欣 

佳作 簡瑜君 

簡瑜君、

洪恩婕、

王子昀、

蕭瑩、鄔

雯晴 

【綠色淡蘭 2020】~

戀與菁桐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

創】、網美景點、雨傘

步道、火車、鐵軌 

平溪、New Taipei 

City,Taiwan 
https://youtu.be/yL_slpIJu5A�  

佳作 陳又寧 陳又寧 
【綠色淡蘭 2020】~

菁桐輕旅行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老街景點 火車 天燈 

礦坑 
Pingxi https://m.youtube.com/watch?v=YV3DL0poyZE �  

佳作 林珮茹 

高紫軒、

陳妍妤、

姚昕妤、

林珮茹、

王玉婷、

丁品妍 

【綠色淡蘭 2020】~

第一次初識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五感心流在淡蘭】 
鄉村美食 平溪區菁桐老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l3pnZDv18 �  

佳作 倪瑋彤 

倪瑋彤  

葉思廷  

曾筠雅  

鄭又嘉  

林以茹 

林祐安 

【綠色淡蘭 2020】菁

同半日遊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五感心流在淡蘭】, 【綠

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菁桐老街 菁桐 https://youtu.be/R9tE6wqLCnc�  

 

 

 

  

https://youtu.be/yL_slpIJu5A
https://m.youtube.com/watch?v=YV3DL0poyZ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l3pnZDv18
https://youtu.be/R9tE6wqLCnc


 

大專組 

獎項 姓名 
共同製作

者 
參賽標題 關鍵字 01:概念呈現 關鍵字 02:行銷焦點 關鍵字 03:地點 

參 賽 作 品 連 結 

(請 按 此 看 作 品 ) 

大專組

第 1 名 
尚軒宇 黃宜姿 

【綠色淡蘭 2020】~

綠遊古今中道 

【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 

【五感心流在淡蘭】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

創】、【五感心流在淡

蘭】 石城車站、舊草嶺

隧道、瑞芳老街、義方

商行、輕便車 、瑞芳旅

社、苧仔潭古道、昇平

戲院、九份老街、阿妹

茶館、茶、步道健行、

感受寧靜、放鬆身心、 

Shihcheng、 石城、

Ruifang、 瑞芳、 

Jiufen、九份 

https://youtu.be/YcXfPhjHHjQ� 

大專組

第 2 名 
黃家寶 

紀惟.曹妍

寧 

【綠色淡蘭 2020】石

碇襪娃的故事 
【生活軌跡與淡蘭文創】 襪子娃娃 石碇 https://youtu.be/u30WGreduD4 �  

大專組

第 2 名 
張沛晴 

張羽涵.陳

鎂華.黃坤

源.林祥達 

【綠色淡蘭 2020】五

感心流在淡蘭～黃哥

哥訪石碇古早味阿嬤

麻糬.麥芽膏.靈芝特

色農場 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五感心流在淡蘭】 
石碇古早味阿嬤麻糬.麥

芽膏.靈芝特色農場 

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ttps://youtu.be/Uuh5VVdj1f8 �  

大專組

第 3 名 
黃家寶 

紀惟.曹妍

寧 

【綠色淡蘭 2020】～

活出心森活 
【五感心流在淡蘭】 Lost we 休閒 https://youtu.be/5vc0d9sOdKk� 

https://youtu.be/YcXfPhjHHjQ
https://youtu.be/u30WGreduD4
https://youtu.be/Uuh5VVdj1f8
https://youtu.be/5vc0d9sOdKk


大專組

第 3 名 
喻錦龍 喻錦龍 

【綠色淡蘭 2020】~

笠林懷古料理 
【五感心流在淡蘭】 鄉村美食、白斬雞  笠林、茶棧 https://youtu.be/rss9qJZ7zTs �  

大專組

第 3 名 
徐婕凌  

徐婕凌 

許亦翎 

洪義智 

余誌家 

【綠色淡蘭 2020】～

與石碇無由食茶空間

有約【】 

【五感心流在淡蘭】, 【綠

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無由食茶空間 石碇 https://youtu.be/-4qPUUYEfpo�  

佳作 陳詩穎 

陳詩穎、

林佳恩、

羅紫妍 

【綠色淡蘭 2020】深

坑-走訪砲子崙 

【鬼斧神工與淡蘭大地】, 

【綠色旅遊與永續台灣】 

砲子崙瀑布、伴山農

莊、石頭屋 
深坑 https://youtu.be/5Q_Z81pcstM� 

 

 

獎勵辦法： 

1. 每組取第一名 1 名，各頒發獎金 3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2. 每組取第二名 2 名，各頒發獎金 2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3. 每組取第三名 3 名，各頒發獎金 1000 元、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4. 每組取優選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張，及【綠色淡蘭暢遊券】2 張。 

5. 每組取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張。 

  

https://youtu.be/rss9qJZ7zTs
https://youtu.be/-4qPUUYEfpo
https://youtu.be/5Q_Z81pcstM


東南科技大學 

【淡蘭古道南路綠色旅遊培力起飛計畫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第二屆 綠色旅遊微電影大賽【綠色淡蘭】 

 

一、 緣起 

「綠色旅遊」旨在推動「生態環境永續、綠色經濟轉型、優良文化存續與社會機會均等」的旅遊方式，是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解決方案~「綠

色經濟」其中的一個章節，也是整個綠色經濟推動的過程中，能同時具體追求在環境、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各面上，尋求人類文明價值的建立與發

展的機會。 

「淡蘭古道」是台灣北部連通舊「淡水廳」(今台北)與「噶瑪蘭廳」(今宜蘭)兩處的歷史要道，跨越雪山山脈的一部分，有古早便形成的聚落與

路網。其間不僅自然地形與生態優美，更承載了許多先民的歷史、智慧與文化。淡蘭古道的自然與人文資產，對於我國提高旅遊品質，加強旅遊深

度，提升國際能見度，具有重要潛力。而在我國面對城鄉發展失衡問題而推動地方創生政策的方向下，更是我國實踐以綠色旅遊來建立推動地方永

續發展典範的重要契機。 

東南科大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以深坑、石碇、平溪為計畫範圍，規劃執行【淡蘭古道南路綠色旅遊培力起飛計畫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其內容即以「綠色旅遊」為指引，利用旅遊這種經濟文化社會現象，來提升地方文化價值、追求善用與保護生態環境，

追求社會機會均等，強化地方綠色經濟，以落實推動地方永續發展。 

藉由本活動之舉辦，可對參賽者進行之淡蘭文化的永續教育，對參賽者之淡蘭文化休閒旅遊產業宣傳，並可引導、指出淡蘭古道具有商業發展

潛力的產品與服務之吸引力元素。 

可提供具地方特色之商品與服務之發展方向之發想，形成將「地景」、「生態」、「產業」、「文化」、「永續發展」等概念和服務之機制，導入日後

深度旅遊規劃之發想，做為淡蘭計畫區域日後主題旅遊產品與服務之發展建議與基礎，也期能為地方促進更大範圍夥伴關係，增進 USR 計畫效益，

共同打造深石平的綠色旅遊，以落實地方創生之目的。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協辦單位: 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台灣觀光發展協會、台灣文化創意學會、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深坑區公所、石碇區公所、平溪區公所、

平溪創生股份有限公司、石碇觀光發展協會、東南科技大學 USR(大學社會責任)團隊 

 

三、 指導單位: 教育部、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四、 目的與效益:  

1. 對參賽者之淡蘭文化的永續教育 

2. 對參賽者之淡蘭文化休閒旅遊產業宣傳 

3. 引導指出淡蘭古道具有商業發展潛力的產品與服務之吸引力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