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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研究院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簡章 

2021 國家海洋日暨向海致敬系列活動 

壹、活動宗旨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除了海洋基本法、白皮書外，政府

於去年 6 月提出「向海致敬」政策，鼓勵人民「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

近海洋）及「進海」（進入海洋），確保海洋永續發展，讓台灣因海而無限遠大。

今年國家海洋研究院更肩負了，以科技方法為海洋觀光遊憩開發海洋環境資訊

及安全風險資訊整合系統，共同為提供「資訊透明」和「風險明確」的海洋而

努力，以期落實向海致敬政策。 

是故本年度國家海洋研究院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擬以「同遊海洋 Ocean Fun」

為主題，鼓勵兒童用畫筆描繪個人或與家人一同親近海洋活動的體驗和想像，

期望透過孩子們的創造力、想像力與親身經歷，呈現出對於海洋的認識與想望，

作為我國後續發展海洋遊憩活動之參考。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海洋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海洋研究院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參、比賽主題 

  也許是你曾經讀過的故事，有可能是夢境裡的場景，亦或是親身經歷的不

可思議時刻，請用畫筆勾勒出親近海洋活動的體驗和想像。 

肆、參賽辦法 

  一、參賽資格：全國在學或海外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小學生。 

  二、繳件方式：請先至本活動官網(https://artcontest.namr.gov.tw/)線上報名專區，

填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後列印出報名條碼貼至圖畫紙後方，並於 110 年

4 月 19 日(一)前將作品以郵寄方式寄至：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11 樓  國家海洋研究院－ 

    「同遊海洋 Ocean Fun」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工作小組收（以郵戳為憑）。  

  三、作品規格： 

    (一)參賽作品請逕繪於八開圖畫紙(38 x 26 公分)，主辦單位不另提供畫紙。 

    (二)創作方式不包含素描、剪貼、立體作品及電腦繪圖，以平面手繪為限。 

  四、競賽獎勵： 

    (一)國小高年級組：參賽者為國小 5、6 年級在學學生。 

https://artcontest.nam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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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5 仟元，獎狀乙紙。 

       銀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3 仟元，獎狀乙紙。 

       銅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2 仟元，獎狀乙紙。 

       優選 5 名：獎金新臺幣 5 佰元，獎狀乙紙。 

       佳作 20 名：獎狀乙紙。(視報名人數調整) 

    (二)國小中年級組：參賽者為國小 3、4 年級在學學生。 

       金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5 仟元，獎狀乙紙。  

       銀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3 仟元，獎狀乙紙。 

       銅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2 仟元，獎狀乙紙。 

       優選 5 名：獎金新臺幣 5 佰元，獎狀乙紙。 

       佳作 20 名：獎狀乙紙。(視報名人數調整) 

    (三)國小低年級組：參賽者為國小 1、2 年級在學學生。 

       金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5 仟元，獎狀乙紙。 

       銀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3 仟元，獎狀乙紙。 

       銅獎 1 名：獎金新臺幣 2 仟元，獎狀乙紙。 

       優選 5 名：獎金新臺幣 5 佰元，獎狀乙紙。 

       佳作 20 名：獎狀乙紙。(視報名人數調整)     

(四)金、銀、銅與優選獲獎學生將於頒獎典禮後受邀參與本院所安排的海洋知性

活動，細節將會於得獎公告後另行通知。 

    (五)以上獲獎學生與學校將會獲得本年度得獎作品集一本。     

 五、評審辦法： 

  (一)評審作業分為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三個階段。 

  (二)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先就報名表資料完整性及作品規格是否符合規定進行   

       篩選。 

    (三)複審及決審：由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小組，議定評審方式，依據公平、公正原 

    則，評定得獎作品。 

    (四)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兒童繪畫、美術設計、視覺傳達、海洋活動、海

洋環境、海洋教育等相關領域專家。          

  (五)評審標準：主題相關性 40%、創意 30%、構圖與色彩表現 30%。 

 六、得獎名單公告： 

       得獎名單於 110 年 5 月 14 日(五)前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及活動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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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頒獎典禮： 

得獎者將於國家海洋日頒獎儀式領取獎狀與獎金。（得獎者如不克出席，

可由受委託人代領，並填寫附件 2 委託書；或由主辦單位將獎狀郵寄至得獎

者就讀學校。獎金部分則填具領據，由主辦單位匯入得獎者監護人或法定代

理人帳戶） 

 八、展覽：獲獎作品將於國家海洋日指定地點公開展出，並製作成畫冊。 

 九、活動官網：https://artcontest.namr.gov.tw/  

伍、作業時程 

作業階段 預計時程 備註 

活動公告 110 年 02 月 05 日(五)  

報名繳交 
110 年 4 月 19 日(一)前（郵戳為憑）繳交： 

繪畫作品 1 份(作品背面黏貼報名條碼)。 

1. 請採用 8 開圖畫紙手工繪

製。 

2. 作品完成後請勿對摺，放

入 B4 以上之信封，封面黏

貼報名專用寄送單。 

作品評選 110 年 4 月下旬-5 月上旬  

得獎名單公布 110 年 5 月 14 日(五)前 
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

與活動官網。 

得獎者繳交 

主辦單位通知期限前繳交: 

1. 領款收據 1 份。 

2. 匯款存摺影本 1 份。 

1. 領款收據於通知得獎時

E-MAIL 予得獎者。 

2. 逾期未繳交或聯絡不到

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頒獎典禮 
後續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並於國家海洋研究

院網站與活動官網上公告。 

1. 委託書（附件 2，由受委託

人出席頒獎典禮前繳交，

不克出席者免）。 

 

陸、活動洽詢 : 

國家海洋研究院 07-3382097 分機 263607(鄭先生)、263614(鍾小姐)。 

柒、參賽注意事項： 

  (一)線上報名表資料請填寫完整，並於【願意遵守簡章內容及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選項打勾；繪畫作品請於期限前郵寄正本至國家海洋研究院， 

   以影本、傳真、掃描檔及照片等繳交者，視為不合格，作品恕不列入評選。 

 (二)每位參賽者以 1 幅作品為限，且不得為共同創作。  

  (三)作品可以水彩、蠟筆、版畫、水墨、彩色筆等各種繪畫方式表現，不需裝裱;  

     勿用素描、剪貼及電腦繪圖等方式參賽，亦不接受立體作品，如有上述情形者，  

     視為不合格，作品恕不列入評選。 

  (四)勿於畫作內容中書寫文字、各種標章（環保標章、企業商標等）或可識別之個 

https://artcontest.nam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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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訊，僅以繪畫方式呈現。 

  (五)參賽作品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且不得以相同作品投稿不同競賽，並嚴 

     禁盜用他人作品參選，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違者一律取消參賽或得 

     獎資格。如經原著作者發覺並提出異議時，除依法追回獎勵外，違反著作權之 

     法律責任由參賽者及其監護人自行負責。 

  (六)作品寄送過程如有損毀，恕不負責，請小心包裝。   

  (七)參賽之作品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還，送件前請自行備份留存。 

 (八)參賽者不得以任何關係或理由，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讓與、買賣以行冒名頂替 

     參賽之實；違者經查證屬實將依法除名，追回獎金和獎狀，並公佈姓名，其觸 

     犯法律應負之責自行承擔。 

  (九)參賽作品一經公佈得獎之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十)經評選出之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擁有典藏、展覽、出版等之權利，並不另支付 

     使用費或權利金；另線上報名表中【參賽作品如未獲獎，仍同意授權主辦機關 

     取得其內容相關使用權】選項，參賽者可自行考量是否勾選同意，勾選同意之 

     作品將於活動官網公開展覽。  

  (十一)參賽者係未成年人，參賽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獎獎金之領款收據亦 

       應由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填寫，另依《所得稅法》第 15 條 1 項 1 款規定，         

       得獎獎金合併於其扶養人各類所得計算稅額。 

  (十二)獎狀印製之資訊，均採用線上報名表所繕打內容，參賽者提供之資訊如有誤

繕，請立即向主辦單位反應。 

  (十三)報名參賽即同意尊重評選規則及評選結果，針對評選結果不得有異議。 

  (十四)凡參賽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活動簡章若有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修正、變更及取消活動之權利，並公告於國家 

    海洋研究院網站周知。 

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說明： 

  國家海洋研究院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保障參賽者的隱私權益，參賽者所提供與國家海洋研

究院之個人資料，受國家海洋研究院妥善維護並僅於「同遊海洋 Ocean Fun」

繪畫比賽管理、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國家海洋研究院將保護參

賽者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 

(二) 蒐集目的：「同遊海洋 Ocean Fun」繪畫比賽報名、活動通知、領獎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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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資料類別：含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通訊地址、電話、電子郵

件及學校年級等資料。 

(四)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至活動結束後 1 年

止。 

(五) 得獎人部分：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項及申報使用；依據稅法

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 年，屆時銷毀，不移作他用。 

(六)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依中華民國法令

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 

(七)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由國家海洋研究院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要相關人員

利用之，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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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遊海洋 Ocean Fun」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 線上報名表  

 

附件 1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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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遊海洋 Ocean Fun」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  報名黏貼圖示 

說明: 請於報名官網報名完成後，列印出下圖所示條碼頁整張固貼於參賽作品背面。

再郵寄至：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11 樓  國家海洋研究院－「同遊海洋

Ocean Fun」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工作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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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遊海洋 Ocean Fun」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 

代領獎項委託書 

     

  委託人（姓名）              因不克出席頒獎典禮，茲委託（受託人姓名）                

                 持本委託書及得獎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代為領取獎金及獎

狀，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受託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委託人 

姓名：                 （簽章） 

通訊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請攜帶身分證、印章)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手機： 

與委託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附件 2 【委託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