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下海洋—2021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本活動目的在於鼓勵莘莘學子能透過「閱讀」來深度認識海洋及海洋生物

的奧秘，經由文字與繪畫傳達國家未來主人翁對於海洋的懇切心聲，同時

增進臺灣海島居民之海洋素養，累積永續經營海洋的智慧。 

 

二、活動時程 

110年 5月 17日 報名開始 

110年 7月 31日 報名截止 

110年 8月 評審評選 

110年 9月 得獎名單公布  

 

三、評選標準  

（一）說明：本活動不全然著重於文詞華麗、繪畫技法，而更在乎學生個人對

於書中內容的理解，是否獲得啟發及發自內心的真誠分享。以流暢易懂

的文字、清晰的繪畫，將書中精華及心得感想與大家分享，或提出個人

觀點等。  

（二）配分： 

1.徵文組：主題切合度 30％、 讓人啟發省思 30％、 

文章用詞流暢度 30%、願意分享指數 10％。 

2.繪圖組、特別繪圖組：主題切合度 30％、讓人啟發省思 30％、 

視覺效果 30%、願意分享指數 10％。 

[註：願意分享指數意指作品具有獨特見解，對於海洋教育具有宣傳推廣

之效果。] 

 

四、參加對象 

（一）徵文組：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學生 

（二）繪圖組：全國學齡前至公私立國小三年級學生 

（三）特別繪圖組：全國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包含啟聰、啟明、啟

智、盲校、實驗之學校）之高中（職）國中、國小、幼兒園及全

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幼兒園附設資源班、特教

班、巡迴輔導班等學生。 

 

 



五、評分分組方式 

（一）徵文組 

1.國小 

（1）國小低年級 

（2）國小中年級 

（3）國小高年級 

2.國中 

（1）國中一年級 

（2）國中二年級 

（3）國中三年級 

3.高中（職） 

（1）高中（職）一年級 

（2）高中（職）二年級 

（3）高中（職）三年級 

（二）繪圖組 

1.學齡前暨國小一年級 

2.國小二年級 

3.國小三年級 

（三）特別繪圖組 

1.學齡前暨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六、獎勵辦法 

（一）金牌獎（徵文組及繪圖組每年級或級別各取 1名，特別繪圖組每教育階

段各取 1 名）： 2,000元郵政禮券、獎狀、限量紀念筆  

（二）銀牌獎（徵文組及繪圖組每年級或級別各取 1名，特別繪圖組每教育階

段各取 1 名）： 1,000元郵政禮券、獎狀、限量紀念筆 

（三）銅牌獎（徵文組及繪圖組每年級或級別各取 1名，特別繪圖組每教育階

段各取 1 名）： 500元郵政禮券、獎狀、限量紀念筆 

（四）佳作（徵文組每教育階段取 10名，繪圖組及特別繪圖組每組各取 10

名）：獎狀、限量紀念筆 

（五）指導老師獎勵：金牌、銀牌、銅牌、佳作獲獎學生之指導老師，將頒發

感謝狀與限量紀念筆，以感謝老師之指導參與。 

 

 

 

 



七、投稿規則 

（一）徵文組 

請閱讀任一本（或以上）指定圖書或文章，將心得以「如果明天，世界不

再有     」（空格請填海洋生物名）為題撰寫，完成作品後，至活動網站

填寫報名表單（可由家長或老師協助報名），將作品上傳或在網站作品欄位

填寫，並上傳參賽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請確實詳讀活動規則與各項

聲明。 

[注意事項]  

1.字體大小 12，字型為新細明體或標楷體，行距為單行間距。 

2.作品字數限制：高中（職）800字以上、國中 500字以上、國小 300字

以上。 

3.語言：限以中文書寫，專有名詞可加註英文。 

4.作品文稿可附圖片或圖表（至多 2 張），可自行繪製或引用，如為引用

請註明出處。如有圖說文字，將不計字數。 

5. 若無電腦打字能力之學童，可由家長或老師協助，依其文稿登打上傳。 

（二）繪圖組、特別繪圖組 

請閱讀任一本（或以上）指定圖書或文章，將心得以「如果明天，世界不

再有     」（空格請填海洋生物名）為題繪圖，完成作品後，至活動網站

填寫報名表單（可由家長或老師協助報名），將作品拍照或掃描上傳，在作

品敘述欄位中，寫下 100字左右的作品說明，並上傳參賽及著作財產權授

權同意書，請確實詳讀活動規則與各項聲明。網路報名成功後，繪圖原稿

須於報名截止前（郵戳為憑）郵寄至活動小組審核。 

[注意事項]  

1. 作品限以八開（約 39公分*27公分）圖畫紙呈現，顏色黑白、彩色皆

可。 

2. 作品說明為參考用，不列入評分，可由學生本人口述，請家長或老師代

筆。 

3.繪圖作品審核以原稿為主，請務必將原稿寄至活動小組，投稿作品不論

入選與否皆不退回，請先自行拍照或掃描留存。  

 收件地址：244新北市林口區文戶二路二段 113巷 1 號 13Ｆ 度肯創意

網絡顧問有限公司 

 收件人：筆下海洋 活動小組 許小姐 收 

 聯絡電話：0939-974853；02-27382001 

 信封請註明「筆下海洋—2021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

繪圖活動_繪圖組/特別繪圖組作品」 

 

 

 



八、指定閱讀書籍（任選一本或以上） 

本活動指定以下海洋相關書籍或文章，幫助您認識目前海洋的現況以及個別生

物在生態系中的特性，邀請您透過撰文或繪圖分享心得。 

（一）文學類 

1. 《十六歲的海洋課》 

2. 《海鮮的美味輓歌：健康吃魚、拒絕濫捕，挽救我們的海洋從飲食開

始！》 

3. 《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節奏》 

（二）圖鑑類 

1. 《拚命求生的演化！奇怪又有趣的海洋生物圖鑑》 

2. 《臺灣百種海洋動物》 

（三）繪本類 

1. 《最美的海洋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 

2.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3. 《海漂多仔》 

（四）科普知識類 

1. 《海鮮的真相》 

2. 《重返藍色星球：發現海洋新世界》 

3. 《奧秘海洋》指定期數，如下 

 《奧秘海洋》98期 打造珊瑚的「挪亞方舟」 

https://reurl.cc/4ykaeR  

 《奧秘海洋》99期 舌尖上的輓歌—黑鮪危機 

https://reurl.cc/ZQRG3p  

 《奧秘海洋》100期 倒數 2048，被掏空的海洋  

https://reurl.cc/xgYGmb  

 《奧秘海洋》105期 海生館裡的「生物健康國家隊」 

https://reurl.cc/1gnYNY  

 《奧秘海洋》110期 海洋，再見，海洋 

https://reurl.cc/R0zjqr；完整版 https://reurl.cc/yEQzvM  

活動期間，海生館官網出版品服務區限時開放 110 期完整版免費

閱讀。6月初實體發行，各大通路上架時間依人員作業時間有異

【雜誌銷售據點 https://reurl.cc/e90EKb】。 

 

 

 

 

《奧秘海洋》部落格線上免費閱讀。 

https://oceanomics.blogspot.com/ 

https://reurl.cc/4ykaeR
https://reurl.cc/ZQRG3p
https://reurl.cc/xgYGmb
https://reurl.cc/1gnYNY
https://reurl.cc/R0zjqr
https://reurl.cc/yEQzvM
https://reurl.cc/e90EKb
https://oceanomics.blogspot.com/


九、參賽流程 

 

筆下海洋活動網站 https://reurl.cc/mqWvqA  

 

十、活動聲明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為教育部所設立之公立博物館，基於培養國人海洋素養之

宗旨，特辦理此活動，以鼓勵莘莘學子透過「閱讀」來深度認識海洋及海洋生

物的奧秘，並以撰文或繪圖來分享心得，進而內化為永續保護及經營海洋的智

慧。在此謝謝您的參與，敬請詳讀以下說明以確保個人參賽及各項權益。 

 

1. 本活動指導單位為「教育部」，主辦單位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

稱海生館），並委託委辦廠商「度肯創意網絡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度肯

公司）負責活動全案之執行，報名等資訊系統則由度肯公司之協辦廠商「獎

金獵人」提供。 

 

2. 本活動為 12 年國教專屬活動，限於臺灣就學之學童參加（含臺灣本島及各

離島），分為徵文組（高中[含]以下參加）、繪圖組（國小三年級[含]以下參

加）及特別繪圖組（高中[含]以下特殊教育學生參加）。特殊教育學生涵蓋

全國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包含啟聰、啟明、啟智、盲校、實驗之學校）之

高中（職）、國中、國小、幼兒園及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幼

兒園附設資源班、特教班、巡迴輔導班等學生。不符合組別參賽資格之報名

者，所投遞之稿件將視為無效。 

 

3. 同時符合徵文組與繪圖組資格或徵文組與特別繪圖組資格，可同時參賽；同

時符合繪圖組與特別繪圖組資格，只可選擇一組參賽。每人於符合參賽資格

的組別中，限投稿 1件作品，請勿重複報名。 

 

4. 參加本活動者須同意加入海生館「奧秘海洋之友」，「奧秘海洋之友」為海生

館線上提供海洋知識之服務，將不定期透過 E-mail寄送《奧秘海洋》科普

雜誌相關訊息、海生館科研新知及海洋科普知識等資訊。 

 

5. 參賽者提交之作品若獲獎，主辦單位將依公告獎勵辦法贈與郵政禮券、中英

文版精美獎狀及限量紀念筆等，本活動頒發之獎狀可作為「學習歷程檔案」

或申請國內外學校之用。 

https://reurl.cc/mqWvqA


 

6. 基於推廣海洋研究、展示、保育及科普教育等共識，作者同意將參賽作品之

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給主辦單位，作為推廣海洋教育之研究分析、宣傳、

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上映、集結成冊或出版發行等使用（含再

授權）且不限販售，無須另支報酬。主辦單位同意參賽作者仍保有原著作合

理使用之權利，例如自由永久使用未經館方編輯排版之原稿，作為出版、授

權或其他應用等。 

 

7. 參賽者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或委辦廠商得於本活動進行過程拍攝、錄影，或

請參賽者提供相關照片或動態影像，作為紀錄、宣傳、推廣、行銷本活動或

相關活動之用，並得以任何形式發表前述之照片或動態影像，無須另支報

酬。 

 

8. 本活動為保障參賽者權利及遵守相關法律規範，每位參賽者均須填寫參賽及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20歲以下者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列印後填

寫簽章，掃描或拍照上傳，未提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將不予評審。 

 

9. 參賽者所提交之作品需為參賽者個人之創作，不得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且

未曾參加比賽公開獲獎。若獲選刊登後有第三者對主辦單位主張權利，一經

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立即取消參賽者之獲獎資格，並追回獎金與獎狀，參

賽者及法定代理人應協助主辦單位釐清事實暨負擔全部法律責任（刑、民法

等），並賠償主辦單位相關損失。 

 

10.若參賽作品不符合比賽規範，將不予評審。 

 

11.本活動期間，所收集的個資及報名相關資訊等，由委辦廠商及協辦廠商依個

資法等相關法規負責妥善保管處理，不得使用於其他用途。活動後則移轉給

主辦單位，作為後續提供「奧秘海洋之友」服務之用。委辦及協辦廠商並將

於本活動結束後永久刪除所收集之上述資訊。 

 

12.參賽者或代報名者請照實填寫報名資料，未照實填寫以致主辦單位與委辦廠

商無法聯絡者，造成之權益損失將由參賽者自行承擔。 

 

13.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比賽規範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若有異動將會公告於本網站，恕不另行通

知。 

 

 



十一、筆下海洋活動小組聯絡資訊 

 Line@筆下海洋官方帳號 @445cfruy；https://lin.ee/9UIn833  

 信箱 writing.ocean2021@gmail.com  

 電話 02-27382001 許小姐 

 

十二、活動 Q&A  

若發生無法投稿或其他問題，有可以詢問的人嗎？ 

若有疑問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活動小組洽詢：  

 Line@筆下海洋官方帳號 @445cfruy；https://lin.ee/9UIn833  

 信箱 writing.ocean2021@gmail.com  

 電話 02-27382001 許小姐 

遇到系統問題時，請將有問題之畫面截圖，將截圖畫面在投稿截止前傳送至活

動小組信箱，並簡述狀況的發生過程，我們將協助您解決系統問題並完成投

稿。 

 

特殊教育學生可以報名徵文組及繪圖組嗎？  

符合徵文組、繪圖組資格之特殊教育學生即可報名參加，但繪圖組與特別繪圖

組只可擇一參加。 

 

自學生可以參加比賽嗎？ 

可以，請聯絡活動小組提供年齡與目前相對應教育階段之證明。 

 

活動報名期間涵蓋暑假，參賽者從國中畢業，準備升高中，應該報名哪一年

級？ 

應報名國中三年級，本活動之報名資格以 109學年度下學期就讀年級作為判斷

依據。 

 

題目可以寫「如果明天，世界不再有潮間帶」或填入其他海洋相關名詞嗎？ 

本屆題目規定空格限填入海洋生物名，若填入其他內容，將不予評審。 

 

作品投稿完成後會收到一封信件，內容提到的投稿序號（SID）是什麼？需要記

起來嗎？ 

投稿序號即為作品序號，是參賽者投稿後的專屬序號，用於尋找及核對作品，

建議可以記起來，以便投稿後查找作品。 

 

投稿作品後，未收到系統傳送的確認信件，該怎麼辦？ 

若未收到確認信件，請聯絡活動小組。 

 

https://lin.ee/9UIn833
https://lin.ee/9UIn833


投稿完成後，該如何得知作品的後續呢？ 

在收到投稿作品後，主辦單位會以參賽者投稿時填寫的 Email 作為主要聯繫管

道，不定期通知活動最新消息或得獎公告等，因此請參賽者正確填寫 Email。 

 

若作品已投稿成功，還可以修改投稿作品嗎？ 

若有正當原因必須修改作品，請聯絡活動小組。 

 

比賽投稿時間已截止，是否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做補件？ 

比賽的投稿及審核時程皆在報名須知中詳細寫出，如截止時間已到，為表示公

平，恕無法額外提供管道收取參賽作品。 

 

我收到了作品有不符合比賽規範的通知信，我該怎麼修改作品呢？ 

需要修改作品的通知信中，會提供修改後作品之繳交或上傳方式。 

 

如何查看活動最新消息？ 

除了筆下海洋活動網站、Line@筆下海洋官方帳號外，以下各平台皆可查看活動

最新消息。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官網 https://www.nmmba.gov.tw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mmba.tw/ 

 《奧秘海洋》部落格 https://oceanomics.blogspot.com/  

 《奧秘海洋》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ocean_omics/ 

 

十三、檔案下載 

（一）徵文組_參賽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https://reurl.cc/0DVx9o  

（二）繪圖組_參賽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https://reurl.cc/raz1rN  

（三）特別繪圖組_參賽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https://reurl.cc/V3G5zQ  

（四）徵文組_投稿格式範本（docx） 

https://reurl.cc/v5yg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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