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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澳門生態‧綠鏡頭 ”專題攝影比賽 

章程 

一、比賽目的： 

舉辦是次活動是鼓勵本澳市民接觸本澳自然生態環境，提升保護環境的社會意識，並透過

不同攝影鏡頭的詮釋角度，感受並發掘澳門生態環境之美，將澳門的生態環境的美好拍攝下來

加以宣傳。 

 

二、主辦單位：澳門生態學會 

協辦單位：澳門攝影學會、澳門好友攝影會、街總迎聚點青年中心 

支持單位：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參賽資格：凡愛好攝影人士均可參加。 

 

四、攝影主題： 

 澳門海洋生態環境(包括濕地環境、動物或植物)： 

龍環葡韻濕地﹑九澳淡水濕地﹑黑沙水庫﹑鴨涌河紅樹林區﹑龍爪角岩岸濕地等等。動植物

則包括，黃槿﹑土密樹﹑血桐﹑銀合歡﹑木麻黃﹑樸樹﹑相思樹﹑彈塗魚、老鼠勒﹑黑眶蟾

蜍﹑中國水蛇﹑馬鬃蛇等等。 

 鳥類(包括濕地鳥類、澳門常見鳥類)：黑面琵鷺、大白鷺、小白鷺、灰鷺、倉鷺﹑白琵鷺﹑

鶚﹑黑耳鳶等等。 

 昆蟲(濕地昆蟲、澳門常見昆蟲類)：人面蜘蛛、水黽、蝴蝶、蜜蜂、螳螂、竹節蟲等等。 

 

五、評審：由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支持單位組織評審會評審，得獎名單將公佈於澳門生態學會網站

www.macaues.org，澳門攝影學會 www.psm.org ，澳門好友攝影會 www.facebook.com/groups/macaufpa 

 

六、評選獎項 19 個包括最具人氣獎 1 名： 

（一）綠鏡頭金獎，總獎金 MOP6,000 元整。 

海洋生態類別： 1 名，獎金 MOP2,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鳥類類別：1 名，獎金 MOP2,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昆蟲類類別：1 名，獎金 MOP2,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二）綠鏡頭銀獎，總獎金 MOP6,000 元整。 

海洋生態類別： 2 名，獎金 MOP1,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鳥類類別：2 名，獎金 MOP1,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昆蟲類類別：2 名，獎金 MOP1,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三）綠鏡頭優秀獎，總獎金 MOP4,500 元整。 

海洋生態類別： 3 名，獎金 MOP500 元整及獎狀一張。 

      鳥類類別：3 名，獎金 MOP500 元整及獎狀一張。 

      昆蟲類類別：3 名，獎金 MOP500 元整及獎狀一張。 

 

（四）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最佳作品獎：1 名，獎金 MOP1,000 元整 

  及獎座乙座。 

 

http://www.macaues.org/
http://www.psm.org/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macau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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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綠鏡頭最佳作品人氣獎：1 名，獎金 MOP1,000 元整及獎狀一張。 

 

 

七、備註： 

 為提升公眾參與度，比賽設有『綠鏡頭最佳作品人氣獎』互動環節，由評審選定最終入圍的

30 幅作品，上載至澳門生態學會 Facebook 專頁內進行投票，票數最多的作品將有機會獲得

『綠鏡頭最佳作品人氣獎』，其中 Facebook 投票數佔總分數的 50%，評委評分佔 50%，每位

作者只可以獲『綠鏡頭最佳作品人氣獎』一次。投票日期由上傳作品當日至 12 月 7 日上午

10 時止。 

 獲獎者必須攜帶身份證正本及副本到場領獎；或可派親友前往代領，代領者必須攜帶身份證

正本和副本及獲獎者身份證副本、委託書才能代領。 

 鑑於以往的經驗，本次章程將提供部分的植物及動物名錄以供參賽者參閱。詳情請看附錄

一。 

 

八、作品規格： 

（一）作品大小為 8 吋 X 10 吋(20.3 x 25.4cm)，以 10 吋 x12 吋(25.4x30.5cm) 黑咭裝裱。 

（二）作品格式要求為 JPEG， 300 萬像素或以上，以光碟遞交或電郵至 macaues@gmail.com(需

收到本會電郵回覆才算遞交成功)。 

（三）每人可提交參賽總件數最多 10 件。 

（四）作品須連同相片的數碼檔案一併交上，數碼檔案的取名格式為： 

參加者姓名_作品名稱（如：陳大文 _金光鷺影），截件日期前沒附上數碼檔案者，不設後

補，一律取消資格。 

（五）作品必須單張不連作、不得翻拍拷貝、電腦合成。 

（六）參賽作品請自行完封包裝。若有黏貼困難或因繳交作品尺寸過大造成作品毀損之情形，主

辦單位恕不負責。 

（七）正式參賽必須遞交包括參賽申請表及作品表格，請確實填寫作品表格，並黏貼於每張作品

背面。若因未標明清楚而造成作品遺失或作者認定困難，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八）報名表之作品說明欄需註明該作品的主題名稱及拍攝地點，地點必須為本澳地區，如沒註

明拍攝地點或非本澳地區拍攝，即取消資格。 

 

九、徵選規則： 

（一）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作品消失、損壞，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

之責。 

（二）為使比賽公平進行及鼓勵更多影友參賽，每位作者最多只可以在所有獎項中獲獎一次，如

重複獲獎將只保留其中一個名額，取消其他獲獎名額，除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最佳

作品獎及綠鏡頭最佳作品人氣獎外。 

（三）評定成績未達水準時，錄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 

（四）參加作品限未曾公開發表或參加其他攝影比賽，違者經查屬實，或得獎作品事後發現有抄

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者，取消得獎資格，獎位不遞補，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如已領獎，將需退回所得獎金、獎座或獎狀。 

（五）得獎作品其著作財產權由得獎者與主辦單位所共有，主辦單位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

間、次數、方式或其他商業使用之權利，均不需予以通知或致酬。 

（六）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七）參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一律不退件。 

（八）獲獎及入選的優秀作品除用作公開展覽之外，照片還將可能被用作本會出版的攝影集封面

或插圖(包括歷屆獲獎或部分優秀作品)。 

（九）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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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資訊： 

可於澳門生態學會網站 www.macaues.org、澳門攝影學會 www.psm.org、澳門好友攝影會

www.facebook.com/groups/macaufpa 下載比賽簡章及以及到上述收件地址索取報名表。詳情可於辦

公時間致電 28310039，周先生/蘇小姐(澳門生態學會)。 

 

十一、 截止收件日期：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 

評審日期(待定)：201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 

 

十二、 參賽作品請送以下地點： 

（一）澳門生態學會，亞美打街 36 福善樓地下 C 舖 

（二）迎聚點青年中心，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129 號地下（澳門花店） 

（三）澳門攝影學會，澳門賈伯樂提督街 36 號 C 地下 

（四）龍影數碼沖印，草堆街 1A 

（五）芝柏數碼沖印，亞利雅架街 1-C 

 

十三、 頒獎： 

得獎名單公佈於澳門生態學會官方網站 www.macaues.org、澳門攝影學會 www.psm.org、澳門

好友攝影會 www.facebook.com/groups/macaufpa，並有專人透過電話或短訊通知得獎者。並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假街坊總會社區服務大樓地下展覽廳舉行頒獎典禮。 

 

十四、 展覽： 

所有入圍作品及得獎作品將安排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16 日假街坊總會社區服務大樓地下

展覽廳展示。 

 

http://www.macaues.org/
http://www.psm.org/
http://www.macaues.org/
http://www.psm.org/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macau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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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澳門生態‧綠鏡頭”專題攝影比賽參賽申請表 

參賽作品請附上參賽申請表 

 本人同意參賽辦法與規則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明號碼〈頭四位數〉：                     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                           

通訊地址：                                                            

 參賽作品資料                                澳電員工：□是 □否 

作品編號 作品題名 

作品類別 
( A / B / C ) 

A 海洋生態類別 

B 稀有鳥類類別 

C 昆蟲類別 

作品拍攝地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意見欄  

（一） 作品大小為 8 吋 X 10 吋(20.3x25.4cm)，以 10 吋 x12 吋黑咭裝裱(25.4x30.5cm)。 

（二） 每人可提交參賽件數最多為 10 件。 

（三） 作品須連同相片的數碼檔案一併交上，數碼檔案的取名格式為：參加者姓名_作品名稱 

（如：陳大文 _金光鷺影），截件日期前沒附上數碼檔案者，不設後補，一律取消資格。

數碼檔案可以光碟或電郵至 macaues@gmail.com 遞交(若以電郵遞交需收到確認郵件才算

遞交成功)。 

（四） 報名表之作品說明欄需註明該作品的主題名稱及拍攝地點，地點必須為本澳地區，如沒註

明拍攝地點或非本澳地區拍攝，即取消資格。 

（五） 如章程有未盡善之處，主辦機構有權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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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植物名稱  

黃槿 

（學名： Hibiscus tiliaceus ） 

 

 

土密樹 

（學名：Bridelia tomentosa） 

 

 

老鼠勒 

(學名：Acanthus ilicifolius Linn) 

 

 

 

海欖雌 

 (學名, Aricennia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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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名稱 類別  

黑臉琵鷺 

（學名：Platalea minor） 
鳥類 

 

人面蜘蛛 

（學名：Nephila pilipes） 
昆蟲類 

 

廣東彈塗魚 

（學名：Periophthalmus 

modestus） 

魚類 

 

黑眶蟾蜍 

（學名：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兩棲類 

 

注：以上各種動植物僅為澳門各個濕地之總動植物的其中一部分，且僅供各位參

賽者參考之用，本會保留最終解釋權。(以上圖片均引用自為維基百科及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