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 

活動辦法 

 

一、活動名稱：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承辦單位：紅氣球書屋 

 

三、活動緣起：學校教育為自小培養海洋素養的重要管道，由教師帶領莘莘學

子探索海洋的奧秘。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亦致力於推廣海洋教育，提供

《奧秘海洋》科普雜誌、行動教具箱、與海共探手冊等多項資源，並舉辦

教師研習與到校教學等活動。鑒於《奧秘海洋》113期〈新學期的海洋教

育提案〉獲得廣大回響，本館辦理此活動，期許與教師攜手讓未來的海洋

教育更加完善，將海洋素養深植於國家未來主人翁心中！ 

 

四、活動目的：鼓勵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分享海洋教育實施心得，以及使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資源之經驗、建議或未來融入規劃，作為教

師族群心得交流之平台，作品亦可作為本館海洋教育資源發想與精進之參

考。 

 

五、參賽辦法 

（一）辦理期程 

1. 徵稿期間：2022年 7月 29日～9月 12日 

2. 得獎公告：2022年 10月 3日 

（二）參賽對象：現任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幼兒園教

師（含在職、實習、兼代課），得獎須提供 2022年在職證明。  

（三）投稿規則：撰寫自身實行海洋教育之心得，包含課程發想與設計、

執行、評量方式、成果與分析，教學主軸以「海洋生物、生態、保

育」為佳，以及使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資源之經驗、建

議或未來融入規劃。字數規定為 1500～2000字，並附上 3～8 張佐

證照片（如有圖說文字，將不計字數），如有檢附教案作為附件供

參考為佳，投稿格式範本請見［附件 1］。 

*參賽人數以一人為限，每人限投稿一件作品，請勿重複報名。 

 

 



（四）報名與收件方式 

1. 請至海生館官網下載並填妥：報名表［附件 2］、著作財產權與

肖像權授權同意書［附件 3］。 

2. 電子郵寄：請於投稿截止日 23:59前將報名文件與作品之電子

檔郵寄至 lbrshop100@gmail.com，信件主旨：2022第三屆臺灣

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_姓名_任教學校，各檔案請

依格式命名。 

3. 紙本郵寄：請於投稿截止日 23:59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

理）將報名文件與作品之紙本（一式一份）以掛號郵寄至

946010屏東縣恆春鎮北門路 110巷 86號 紅氣球書屋，請將制

式封面［附件 4］黏貼於信封。  

*電子與紙本均需交件，承辦單位確認均已收件且資料完整，會

傳送「報名成功通知信」至參賽者電子信箱。 

（五）得獎公告與後續規劃 

1. 得獎名單將公告於本館官網 https://www.nmmba.gov.tw/  

*得獎公告後一週內承辦單位會主動聯繫得獎者，請得獎者提供

在職證明等進一步資料。 

2. 頒獎典禮視疫情舉辦，將另行公告。 

3. 得獎作品預計在 2022年 11月臺灣科學節期間於臺南市美術館 2

館「城市遇見海生館」展覽展出，並刊登於《奧秘海洋》科普

雜誌。 

（六）聯繫窗口：陳語萱 小姐 

電話：0979245545 

E-mail：客服 lbrbooks2017@gmail.com 

報名收件 lbrshop100@gmail.com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2:30、13:30-18:30 

 

六、評選方式 

（一）評選委員：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學者專家。 

（二）評分標準：完整性 40%（含課程發想與設計、執行、評量方式）、

成果與分析 15%、教學實用性 15%、教學創新性 15%、海生館海洋教

育資源之建議或未來融入規劃 15% 

 

七、 獎勵辦法 

（一）金牌一名：15,000元郵政禮券、獎狀 

（二）銀牌一名：10,000元郵政禮券、獎狀 

（三）銅牌一名：8,000元郵政禮券、獎狀 

（四）佳作三名：3,000元郵政禮券、獎狀 

https://www.nmmba.gov.tw/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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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推廣海洋教育之

宗旨，特辦理此活動。本活動為「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系列活動，指

導單位為「教育部」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辦單位為「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生館），並委託承辦單位「紅氣球書屋」負

責活動全案之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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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資處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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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基於客戶管理、統計、調查分析、行

銷及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向您蒐集填寫之個人資料，作為本

館於臺灣地區寄送出版品、禮品及知識推廣訊息，與資料調查

分析使用。 

2. 本活動期間，所收集的個資及報名相關資訊，由主辦單位與承

辦單位依個資法等相關法規負責妥善保管處理，未經同意不得

使用於其他用途。承辦單位將於本活動結束後永久刪除所收集

之上述資訊。 

3. 本館將盡力妥善管理您所提供之資訊，且未經您的同意不會轉

提供水族館部委外經營廠商或其他第三方使用。您可向本館請

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以及請求刪除或停

止處理利用。 

（二）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 

1. 基於推廣海洋研究、展示、保育及科普教育等共識，參賽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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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辦單位同意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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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賽者所提交之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撰寫與實行，不得抄襲或

剽竊他人作品與虛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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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舉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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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賽者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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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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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三）不符資格、繳交資料不全、不符比賽規範者，將不予評審。得獎者

若未如期回覆承辦單位提供在職證明，以及獎金申報、製作獎狀、

作品刊登、獎品郵寄等所需資料，將取消得獎資格。未照實填寫資

料以致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無法聯絡者，造成之權益損失將由參賽

者自行承擔。 

（四）本活動得獎者獎金部分屬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之競技、競賽、機

會中獎獎金，依法需予以申報，敬請得獎者配合提供基本資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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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九、相關連結 

（一）檔案下載：https://reurl.cc/eO8EOW  

（二）海生館教育資源彙整：https://reurl.cc/NRj7ge 

（三）《奧秘海洋》113期〈新學期的海洋教育提案〉線上看：

https://reurl.cc/dW0MgD 

 

https://reurl.cc/eO8EOW
https://reurl.cc/NRj7ge
https://reurl.cc/dW0MgD


題目：請自訂 

 

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範第一段示

範第一段示範。 

 

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範第二段示

範第二段示範。 

 

 

圖 1：圖說示範。 

 

請詳閱以下說明，閱畢請刪除。 
1. 投稿規則：撰寫自身實行海洋教育之心得，包含課程發想與設計、執行、評量

方式、成果與分析，教學主軸以「海洋生物、生態、保育」為佳，以及使用國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資源之經驗、建議或未來融入規劃。字數規定為

1500～2000字，並附上 3～8張佐證照片（如有圖說文字，將不計字數），如

有檢附教案作為附件供參考為佳。 

2. 格式：字體大小 12，字型為新細明體或標楷體，行距為單行間距，標點符號

為全形。 

3. 語言：限以中文書寫，專有名詞可加註英文。 

4. 檔名：【姓名_任教學校_題目】，檔案格式僅支援.doc、.docx、.odt。 

5. 圖片：附於本文中，並提供清晰原檔，檔名【姓名_任教學校_圖1】（編號以此

類推），檔案格式僅支援.jpg、.jpeg、.png。 

6. 投稿截止日期：2022年 9月 12日 
 

附件 1 



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  

報名表 

基本 

資料 

姓名  

任教學校（含縣市）  

教學科目  

教學對象  

聯絡 

資訊 

電話  

E-mail  

學校地址  

作品 

資料 

題目  

教學使用之海生館資源 

（如有請勾選） 

□《奧秘海洋》科普雜誌 □行動教具箱  

□與海共探手冊 □海繪實堂 □OceanTag學習網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實施時間 ____學年度____學期～____學年度____學期 

【個資處理聲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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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基於客戶管理、統計、調查分析、行銷及業務需要之特

定目的，向您蒐集填寫之個人資料，作為本館於臺灣地區寄送出版品、禮品及知識推廣訊

息，與資料調查分析使用。 

2. 本活動期間，所收集的個資及報名相關資訊，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依個資法等相關法規

負責妥善保管處理，未經同意不得使用於其他用途。承辦單位將於本活動結束後永久刪除

所收集之上述資訊。 

3. 本館將盡力妥善管理您所提供之資訊，且未經您的同意不會轉提供水族館部委外經營廠商

或其他第三方使用。您可向本館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以及請求刪

除或停止處理利用。 

 

□本人同意參加「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並已詳讀及

同意活動辦法。 

 

            參賽者簽名：                  （正楷全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請列印本報名表，填寫資料與簽名，並拍照或掃描上傳；或以電子設備繕打資料與電

子簽名，以 PDF檔上傳；檔名格式【姓名_任教學校_報名表】。 

附件 2 



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 

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參賽者姓名  

任教學校（含縣市）  

題目  

【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聲明】 

本人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給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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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意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

或承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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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簽名：                  （正楷全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 每位參賽者均須填寫本同意書，請以全名正楷簽名。未繳交者或資料不全、書寫難以清晰辨

識者視同未完成報名，將不予評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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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賽者所提交之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撰寫與實行，不得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與虛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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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舉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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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列印本同意書，填寫資料與簽名，並拍照或掃描上傳；或以電子設備繕打資料與電

子簽名，以 PDF檔上傳；檔名格式【姓名_任教學校_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

書】。 

 

附件 3 



郵遞區號： 

地址： 

寄件人： 

電話： 

 

 

郵遞區號：946010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北門路 110巷 86號 紅氣球書屋 

收件人：陳語萱 小姐 

電話：0979245545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022 第三屆臺灣科學節教師海洋教育心得徵文活動 

報名者  任教學校  

應附文件 投稿作品 報名表 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投稿截止日：111年 9月 12日（以郵戳為憑），電子與紙本均需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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