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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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 

 

獎項 代表人姓名 

參賽者指

導老師姓

名 

標題 (例如:【綠色淡蘭 2022】~陶叔叔訪石碇遠

光打鐵店) 

說明 (地名) (例如:平溪或深坑或

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參賽作品上傳 Youtube 之連結 (http://) 

高中職組

第 1 名 
賴祖光 陳泓曄 【綠色淡蘭 2022】~淡蘭茶業與原生茶的邂逅 

石碇、新興坑、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ttps://youtu.be/JXr9QVFHnPw 

高中職組

第 2 名 
廖芊惠 王俊棋 【綠色淡蘭 2022】-悠遊屏東 屏東縣 https://youtu.be/16LdbLeNZxM 

高中職組

第 2 名 
郭又甄 陳泓曄等 【綠色淡蘭 2022】~淡蘭之旅 「石」在深刻 深坑、Taipei  https://youtu.be/Sv-448pPP90 

高中職組

第 3 名 
陳子茵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半日遊日遊 平溪 https://youtu.be/rRiqVGN-D00 

高中職組

第 3 名 
黃品諺 陳泓曄 【綠色淡蘭 2022】~穿越時空做環保 綠色地球永不老 新北市深坑區, 臺灣 https://youtu.be/4o6xVUUCW18 

高中職組

第 3 名 
藍筠睎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老街 平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3B7UQu7kE&authuser=0  

高中職組

優選 
黃文俞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博士菁桐 菁桐 https://youtu.be/sCUgq6rQ9f4 

https://youtu.be/JXr9QVFHnPw
https://youtu.be/16LdbLeNZxM
https://youtu.be/Sv-448pPP90
https://youtu.be/rRiqVGN-D00
https://youtu.be/4o6xVUUCW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3B7UQu7kE&authuser=0
https://youtu.be/sCUgq6rQ9f4


高中職組

優選 
黃子昇   【綠色淡蘭 2022】~深坑旅遊之歌 

Shenke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wovj1pv0 

高中職組

優選 
吳佳妮 倪正平 【綠色淡蘭 2022】~陶子叔叔出遊記 

深坑、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zBbM266Tw&t=2s  

高中職組

優選 
林子育 辛弦翰 【綠色淡蘭 2022】~怪人們一天的日常 台灣台北 https://youtu.be/r9KwloksGmA 

高中職組

優選 
鄭雅芝 李芳儀 【綠色淡蘭 2022】~跟著我的腳步～出發去拍網美照 石碇 https://youtu.be/cxroxB2C0XM 

高中職組

佳作 
吳昱臻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菁桐 老街 https://youtu.be/Vypu-mHyXWA 

高中職組

佳作 
陳令人 倪正平 【綠色淡蘭 2022】~淡蘭古道一日遊 深坑 https://youtu.be/-FkLLbHPxKE 

高中職組

佳作 
蘇品竹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綠色旅遊行 平溪 菁桐 https://youtu.be/rqNLx8ZmkhM 

高中職組

佳作 
許雅喬   【綠色淡蘭 2022】～漫遊鄉村 Chutang,Changhua,Taiwan  https://youtu.be/yd3F1OEHnF8 

高中職組

佳作 
劉子怡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半日遊 平溪 https://youtu.be/iIT_hAzFU7o 

高中職組

佳作 
林于婷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綠色旅遊行 平溪 菁桐 https://youtu.be/7oxPneh84q8 

高中職組

佳作 
陳紋慧 余玉華 【綠色淡蘭 2022】~菁桐綠色旅遊行 菁桐 平溪 https://youtu.be/VY6gmAxW_Uo  

高中職組

佳作 
李韻薇 蔡孟蒨 【綠色淡蘭 2022】淡蘭古道綠色旅遊 石碇 https://youtu.be/fT9KyBjBHL0 

高中職組

佳作 
吳容萱 蔡孟蒨 【綠色淡蘭 2022】-溫馨石碇輕旅行 

石碇 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https://youtu.be/lvKbI-62-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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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組 

 

獎項 
代表人姓

名 

參賽者指

導老師姓

名 

標題 (例如:【綠色淡蘭 2022】~陶叔叔訪

石碇遠光打鐵店) 

說明 (地名) (例如:平溪或深

坑或 Shidi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參賽作品上傳 Youtube 之連結 (http://) 

大專院校組

第 1 名 
劉季恩 楊斯嵐 【綠色淡蘭 2022】~龍崎之美曙光 

Longqi Dist.,Tainan 

City,Taiw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ds1nML5DY&t=34s&ab_channel=gnliu  

大專院校組

第 2 名 
張安逸 楊明賢 【綠色淡蘭 2022】Go green！綠色風潮旅行 Keelung City, Taiwan, 台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gIGIHtheQ 

大專院校組

第 2 名 
阮士雄 郭政易 【綠色淡蘭 2022】~ 放天燈-把夢想寄到未來 

十分老街，平溪區，新北市，台

灣 
https://youtu.be/eCjrSncyOi4 

大專院校組

第 3 名 
章哲豪 郭政易 【綠色淡蘭 2022】漫活深坑 x 大崎嶺步道 深坑 https://youtu.be/vQ4V9sSZFGk 

大專院校組

第 3 名 
蘇育澄 陳玟妤 【綠色淡蘭 2022】~ 屏菸 1936 文化基地 Pingtung, Taiwan https://youtu.be/6YWjyscReRA 

大專院校組

第 3 名 
陳詠岱 郭政易 

【綠色淡蘭 2022】~萌萌生態與淡蘭生機-平溪

老街的懷舊場景與生態原始面貌-平溪 
平溪 https://youtu.be/gD3KisI_Rt8 

大專院校組

優選 
林怡蓉 郭政易 【綠色淡蘭 2022】平溪十分菁桐鐵道懷舊行 平溪、十分、菁桐 https://youtu.be/DKhRvRVoJzM 

大專院校組

佳作 
蔡侑伶 郭政易 【綠色淡蘭 2022】~ 尋訪深坑 

Shenkeng，New Taipei City，

臺灣 
https://youtu.be/YpWn0A8xn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ds1nML5DY&t=34s&ab_channel=gn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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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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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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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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