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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桃園「尋找水麗」寫生比賽及親子沙畫同繪活動】
報名簡章 

20220810 更新版 
 

壹、活動目的 
「尋找水麗」寫生比賽，以大溪慈湖園區（包含牛角湳埤周邊、蔣公銅像公園與前慈

湖）及新福圳一號池周邊為寫生範圍。希望藉由寫生活動，引導孩子們細心觀察埤圳
風光與環境生態，除了訓練構圖審美與繪畫表現能力，更深度認識農田水利之埤圳設

施與自己日常生活的關係，進而珍惜農田水利資源。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承辦單位：卡萊多創意有限公司 

 
參、參加資格 
凡設籍或就讀設立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轄下全灌區內之公、私
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及幼兒園之學生。 

詳請見附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全灌區行政區地圖。 

 
肆、活動時間 
一、報名時間：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10:30 起， 

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17:00 為止。
二、活動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08:00-16:00。 

 
伍、活動內容 
一、寫生比賽 

(一) 比賽地點： 

大溪慈湖園區(牛角湳埤周邊、蔣公銅像公園與前慈湖)及新福圳一號池周邊。 

(二) 分組方式及參賽名額上限： 

1. 高中組 (升高中/職 1~3 年級)。正取名額 200 名，備取 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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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中組 (升國中 7~9 年級)。正取名額 200 名，備取 25 名。 

3. 國小-中高年級寫生組 (升國小 3~6 年級)。正取名額 150 名，備取 20 名。 

4. 國小-低年級著色組 (升國小 1~2 年級)。正取名額 50 名，備取 10 名。 

(三) 報到與畫紙領取： 
所有參賽者請於報到時限內至「大會服務台」辦理報到驗證，並領取蓋有大會戳

章之作畫圖紙。「大會服務台」有兩處，分別位於【大溪慈湖園區】及【新福圳
一號池】。(請於報名時選定預計報到之場地) 

(四) 比賽方式： 

1. 自備畫具。作畫工具、風格與顏料媒材不拘。 
2. 國小組中/高年級、國中組、高中組之參賽者，需於比賽場地自行尋找合適地點， 以

實際景物為寫生素材。 

3. 國小組低年級之參賽者，以大會發放之稿紙現場著色創作。 

＊參賽作品須為學生個人之創作，如經查係他人加筆之作品，不得參加。 

(五) 作品繳交： 
參賽作品須於活動當日（2022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6:00 前繳回「大會服務台」

作品收件處，逾時未繳者視同棄賽。 
(六) 獎勵方式：寫生比賽總獎金新台幣 14 萬 3 仟 5 佰元。

高中組 

 

 
 

國中組 

1. 壹獎：1 名。獎金新台幣 1 萬 2 仟元及獎狀 1 紙。 

2. 貳獎：1 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及獎狀 1 紙。 

3. 參獎：1 名。獎金新台幣 8 仟元及獎狀 1 紙。 

4. 優選：10 名。獎金新台幣 2 仟元及獎狀 1 紙。 
 

1. 壹獎：1 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及獎狀 1 紙。 

2. 貳獎：1 名。獎金新台幣 8 仟元及獎狀 1 紙。 

3. 參獎：1 名。獎金新台幣 6 仟元及獎狀 1 紙。 

4. 優選：10 名。獎金新台幣 2 仟元及獎狀 1 紙。 

國小-中高年級寫生組 

1. 壹獎：1 名。獎金新台幣 8 仟元及獎狀 1 紙。 

2. 貳獎：1 名。獎金新台幣 6 仟元及獎狀 1 紙。 

3. 參獎：1 名。獎金新台幣 4 仟元及獎狀 1 紙。 

4. 優選：10 名。獎金新台幣 2 仟元及獎狀 1 紙。 

國小-低年級著色組 

1. 壹獎：1 名。獎金新台幣 3 仟元及獎狀 1 紙。 

2. 貳獎：1 名。獎金新台幣 2 仟元及獎狀 1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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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獎：1 名。獎金新台幣 1 仟 5 佰元及獎狀 1 紙。 

4. 優選：5 名。獎金新台幣 1 仟元及獎狀 1 紙。 
 

※初選入圍特別紀念獎※ 
為鼓勵踴躍參賽，以上各組作品入圍初選，即致贈特別紀念獎，共 125 名，並

以郵件方式寄送至參賽者報名時所填之通訊地址。 
 

初選入圍特別紀念獎名額如下： 

1. 高中組：40 名 

2. 國中組：40 名 

3. 國小-中高年級寫生組：30 名 

4. 國小-低年級著色組：15 名 
 

二、親子沙畫同繪活動 

1. 活動地點：大溪慈湖園區水岸舞台前草皮區。 

2. 參加資格： 
全臺灣有興趣之親子家庭。 

3. 分組方式及參加名額上限： 
共規劃6 個梯次時段，每梯次30 分鐘，分梯開放40 組親子報名，備取20 組/梯。

梯次時段規劃如下： 

(1)11:00-11:30、(2)11:30-12:00、(3)14:00-14:30 

(4)14:30-15:00、(5)15:00-15:30、(6)15:30-16:00 

4. 畫具領取： 
參加者於所登記之報名時段內，至【大溪慈湖園區】大會服務台辦理報到驗證， 

並領取沙畫繪製工具及圖紙。作品完成後，拍照上傳 FB「桃園@田水」粉絲頁， 
即可將作回。 

 
陸、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請於活動報名期間，至 ACCUPASS 活動通報名平台進行網路報名。(請提前至網站完
成報名，主辦單位將以官網後台收件狀況為準) 

註：請於【2022 桃園「尋找水麗」攝影暨寫生比賽】活動官網點選「寫生比賽」
選項進入 ACCUPASS 活動通報名平台，或直接上 ACCUPASS 活動通搜尋 

【2022 桃園「尋找水麗」寫生比賽及親子沙畫同繪活動】登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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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生比賽」提早報名之參賽者，於活動當日 16:00 前完成作品繳交，另可獲得 

【繪畫套裝組】乙份（價值 660 元）。 

（高中組前 200 名、國中組前 200 名、國小-中高年級組前 150 名、國小-低年 

級組前 50 組） 
� 「親子沙畫同繪」前 200 名報名之參加者，活動當日另可獲得【水麗大地野餐墊】乙

份。 

 
柒、評選方式： 
一、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美術老師、藝術專家及相關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採兩階段

評選。 

二、 第一階段初選，將從有效參賽作品中遴選出入圍作品。 
三、 第二階段決選，將從入圍作品中依畫作分數高低遴選出分級獎項作品。
四、 評選委員如認為作品未達水準者，獎項得予從缺。 

五、 參賽者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捌、得獎公告 
一、得獎公告： 

(一)入圍初選名單：訂
(二)決選得獎名單：訂 

 
 

，公告。 

，公告。 

註：以上名單皆公告於【2022 桃園「尋找水麗」攝影暨寫生比賽】活動官網。

二、頒獎典禮：暫定 111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 
理處九樓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詳細資訊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得獎者。（未得獎

者不另通知） 

三、獎金領取： 

(一) 頒獎典禮當日親自出席簽收領取。 

(二) 不克出席頒獎典禮者，得簽立委託書並交付必要證件授權領取。 

(須簽立獎金領取同意書) 

 
玖、注意事項 
1. 活動當日請依報名時所選擇的比賽地點，至該地點之「大會服務台」辦理報到。報

到時段為 08:00-11:30。請務必於報名時勾選活動當日的比賽地點。最後受理報到
時間為上午 11:30，逾時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棄賽。 

111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 

11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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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生比賽」參賽者需於活動當日，出示就讀於全灌區內學校之學生證/學籍證明， 

以及 ACCUPASS 活動通所提供之報名驗證 QRcode，至報名填選之場地的「大會

服務台」辦理報到程序，並領取加蓋大會戳章之圖畫紙、餐盒及「水麗大地野餐墊」一
份。 

3. 「親子沙畫同繪」參加者請於活動當日，出示設籍或就讀於全灌區內幼兒園之證明， 
以及 ACCUPASS 活動通所提供之報名驗證 QRcode，至「【大溪慈湖園區】大會

服務台」辦理報到並領取畫具。 

4. 前慈湖園區開放寫生活動使用時間及範圍： 

4.1 前慈湖開放時間為 09:00~17:00。 
4.2 參賽者及陪同親友禁止進入設立有紅龍繩、交通阻隔錐、柵門或其他任何設有

禁止進入標誌或字樣之區域。 
4.3 蔣公陵寢目前不對外開放謁陵，陵寢建築體及陵寢前廣場非農田水利設施，不

建議參賽者在此取景寫生。若有取景寫生必要，須避免在陵寢廣場上三處劃有
白線範圍區，及避免在遊客流動較多的區域進行寫生。 

5. 前慈湖園區內並無水源、洗滌及公共廁所等設施，入園前需自行考量需求。 
6. 請參賽者於活動當日自行準備椅子、飲用水、防曬用品及繪畫用品；由於場地為戶

外郊區，夏天易有蚊蟲（小黑蚊）出沒，請務必做好防蚊準備。 

7. 活動前5 日內，如遇非人力可控之災害發生、活動場地曾遇大雨導致活動場地泥濘， 或
當日天氣預報降雨機率超過 50%等不利活動舉辦之因素發生時，主辦單位將於活

動前 2 日於【2022 桃園「尋找水麗」攝影暨寫生比賽】活動官網活動官網公告延
期、停辦或變更型態辦理，並以 E-mail 通知。 

8. 活動場地交通資訊，請上【2022 桃園「尋找水麗」攝影暨寫生比賽】活動官網查

詢。 
9. 參賽者需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若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經查證屬實， 

將取消參賽/得獎資格，由順位遞補；如涉法律責任，由得獎者負責。 
10. 所有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均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廣告宣傳、刊印及製作

成各式文宣用品發行使用及展覽之權，不另計酬。 
11.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公佈得獎日起，讓與主辦單位。前開所稱著作財產權， 依

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 

12.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13.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獎項得從缺。 
14. 主辦單位保留增加、修改、變動之權利，若遇颱風等天候因素，將依據桃園市政

府公告停課停班之標準，暫停活動或另行舉辦，並公告於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

行通知個別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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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賽者參加本活動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徵件規範，倘參賽者不願遵守本活

動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拾、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為辦理【2022 桃園「尋找水麗」寫生比賽】， 

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之；相 

關報名資亦將於活動結束後 3 個月內依法銷毀： 
1. 本活動蒐集參賽者個人資料，目的係為進行本活動之報名、通知、聯繫、甄選、表

揚及成果發表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皆受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單內容所列。 
3. 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活動相關行政業務之存續期間，利用地區不限，利用對象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及與本單位具契約關係之第三人於符合
蒐集目的之合理範圍內，依執行本活動所必要之方式進行利用。 

4. 參賽者得以書面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請求行使個資法第 3 條
所規定之個人權利，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若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

處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得不依參
賽者請求為之。 

5.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參賽者若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將無法
參加本活動。 

 
拾壹、活動聯絡窗口： 
卡萊多創意有限公司_羅小姐 電話：02-2222-2602 

E-mail：ksac.events@gmail.com 

加入官方 Line 洽詢： 

搜尋 @677wyhrv 或掃描下列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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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全灌區行政區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