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辦法 
 

一、 活動名稱 
2022第三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科技部 
（二）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三） 承辦單位：波希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三、 活動目的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自 2020年起舉辦「《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鼓勵學童透過「閱讀」探索海洋及海洋生物的奧秘，並經由文字與繪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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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辦理期程 
（一） 報名期間：2022年 5月 16日（一）12:00～7月 31日（日）17:00 

（二） 人氣投票期間：2022年 8月 8日（一）～8月 31日（三） 

（三） 得獎作品公告：2022年 9月 16日（五） 

 

五、 參賽對象 
（一） 徵文組：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學生。 

（二） 繪圖組：全國公私立國小學生、學齡前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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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投稿規則 
（一） 徵文組： 

請閱讀《奧秘海洋》，將心得以「如果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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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上傳參賽、著作財產權

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請確實詳讀活動辦法，本組詳細規則如下： 

1. 字數限制：高中（職）800字以上、國中 500字以上。 

2. 語言：限以繁體中文書寫，專有名詞可加註英文。 

3. 投稿格式：字體大小 12，字型為新細明體或標楷體，行距為單

行間距。詳情請下載「徵文組投稿格式範本」。 

4. 上傳檔案格式：.doc、.docx、.odt 

5. 備註：如有引用參考資料，請註明出處。 

 

（二） 繪圖組、特別繪圖組： 



請閱讀《奧秘海洋》，將心得以「如果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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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寫下 100

字左右的作品說明，並上傳參賽、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線上報名成功後，作品原稿須於報名截止前（郵戳為憑）郵寄至活

動小組審核。請確實詳讀活動辦法，本組詳細規則如下： 

1. 作品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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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材料請以繪畫材料（彩色筆、水彩

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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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檔案格式：.jpg、.png、.pdf 

4. 原稿郵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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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212 巷 46號 1樓 

 收件人：波希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施小姐 

 電話：02-87324281 

 信封請註明「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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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指定書籍： 

《奧秘海洋》科普雜誌（任選一期或以上），提供部落格線上免

費閱讀（https://reurl.cc/NAqMa9）與實體書

（https://reurl.cc/Xj5l3e）兩種管道，推薦期數如下： 

1. 94 期〈海洋新生兒〉 

2. 95 期〈你聽過魚的叫聲嗎？〉 

3. 96 期〈我‧白鯨〉 

4. 98 期〈打造珊瑚的「挪亞方舟」〉 

5. 99 期〈舌尖上的輓歌黑鮪危機〉 

6. 109 期〈海洋溝通術〉 

7. 111 期〈陸海之間〉 

8. 114 期〈海 有事嗎？〉（6月中旬出刊） 

9. 海洋生物科普漫畫單元（109期後） 

 

（四） 檔案下載： 

1. 參賽、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pdf 

2. 徵文組投稿格式範本.docx 

3. 徵文組投稿格式範本.odt 

 

（五） 參賽流程： 

本次活動統一採用線上報名方式進行，請至獎金獵人活動官網

（https://reurl.cc/KbQxog）進行報名。 

1. 請至活動官網詳讀活動辦法 

https://reurl.cc/NAqMa9
https://reurl.cc/Xj5l3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8FtCNMggjdZoFcGw7Hn7sPBc5n78XS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8FtCNMggjdZoFcGw7Hn7sPBc5n78XS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8FtCNMggjdZoFcGw7Hn7sPBc5n78XSy
https://reurl.cc/KbQxog


2. 閱讀任一期《奧秘海洋》科普雜誌 

3. 以「如果我是＿＿＿＿」（空格請填海洋生物名）為題寫作、繪

圖 

4. 於活動官網點選「檔案下載」，下載參賽、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

授權同意書，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5. 於活動官網點選「馬上報名」，填寫報名表單，並上傳作品與參

賽、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6. 線上報名完成，系統將傳送確認信至您的 E-mail。 

7. 繪圖組及特別繪圖組請將原稿郵寄至活動小組 

 

七、 評選制度 
（一） 評選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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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選方式：由承辦單位遴聘文學、繪畫、特殊教育、生物等領域之

專家學者擔任評審，以多元角度進行參賽作品評選，各組評分項目

與比重如下：  

1. 徵文組：主題切合度 25%、文章用詞流暢度 25%、讓人啟發省思

25%、獨創性 25%。 

2. 繪圖組、特別繪圖組：主題切合度 25%、視覺效果 25%、讓人啟

發省思 25%、獨創性 25%。 

（三） 人氣投票：為鼓勵民眾傾聽國家未來主人翁對海洋的心聲，本屆增

設「人氣獎」，邀請民眾欣賞作品並為心中的最佳作品投票，票選

出的人氣作品將頒發人氣獎，但票數不列入為正式評分項目。 

 

八、 獎勵辦法 
（一） 徵文組：每小組各取金牌獎一名、銀牌獎一名、銅牌獎一名，每教

育階段各取佳作十名、人氣獎三名。 
組別 教育階段 小組 

徵文組 

高中（職） 

高中（職）一年級組 

高中（職）二年級組 

高中（職）三年級組 

國中 

國中一年級組 

國中二年級組 

國中三年級組 

 

  



 

（二） 繪圖組、特別繪圖組：每小組各取金牌獎一名、銀牌獎一名、銅牌

獎一名，每組別各取佳作十名、人氣獎三名。 

組別 小組 

繪圖組 

學齡前暨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特別繪圖組 

學齡前暨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三） 獎項：本活動頒發之獎狀為中英文雙語，可作為「學習歷程檔案」

及申請國內外學校之用。 

1. 金牌獎：3000元獎金、獎狀、限量紀念投影燈 

2. 銀牌獎：2000元獎金、獎狀、限量紀念投影燈 

3. 銅牌獎：1000元獎金、獎狀、限量紀念投影燈 

4. 佳作：獎狀、限量紀念投影燈 

5. 指導老師獎勵（指導學生獲以上獎項之老師，每位得獎者限 1

名）：感謝狀、限量紀念投影燈 

6. 人氣獎：《奧秘海洋》科普雜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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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為臺灣科學節系列活動，指導單位為「教

育部」與「科技部」。主辦單位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

生館），並委託承辦單位「波希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負責活動全案之執行，

報名等資訊系統則由承辦單位之協辦廠商「獎金獵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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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資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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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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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符資格、繳交資料不全、不符活動規範者，將不予評審。 

 

（二） 個人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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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承辦單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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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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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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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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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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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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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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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參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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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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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20 歲以下者

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未提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將不予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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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小組聯絡資訊 
（一） 電話：02-87324281施小姐 

（二） 信箱：service@bosic.com.tw 

（三） 客服聯繫時間：週一至週五 12:00-18:00 

 

十一、 常見 Q&A 

 
（一） 參賽資格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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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應報名國中三年級，本活動之報名資格以 110學年度下學期（2022

年 2月～6月）就讀年級作為判斷依據。 

 

Q：特殊教育學生可以報名徵文組及繪圖組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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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五專生可以報名參賽嗎？ 

A：本活動對象為十二年國教學生，五專一至三年級符合資格可以報

名參賽。 

 

（二） 投稿規則 

Q：題目可以寫「如果我是潮間帶」或填入其他海洋相關名詞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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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繪圖組與特別繪圖組可以使用剪貼、貼紙等材料創作嗎？ 

A：請以繪畫材料（彩色筆、水彩等）做為主要創作材料，若複合媒

材占比過高，將不列入評審。 

 

Q：參賽、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可以使用 iPad等電子設

備簽名代替紙本嗎？ 

A：可以在 iPad等電子設備上簽名並存成 pdf檔上傳。 

 

（三） 線上報名系統 

Q：在投稿比賽時，有操作上的問題或繳交作品時遇到了無法投稿的

狀況怎麼辦？ 

A：請聯絡活動小組，將有問題之畫面截圖，在投稿截止前傳送至活

動小組信箱 service@bosic.com.tw，並簡述狀況的發生過程。 

 

Q：若作品已投稿成功，還可以修改投稿作品嗎？ 

A：若有正當原因必須修改作品，請聯絡活動小組。 

mailto:service@bosic.com.tw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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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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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妥善留存。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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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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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投稿完成後，該如何得知作品的後續呢？ 

A：主辦單位會以參賽者投稿時填寫的 E-mail 作為主要聯繫管道，

亦可於活動官網、海生館官方平台查看活動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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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比賽投稿時間已截止，是否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做補件？ 

A：為表示公平，恕無法額外提供管道收取參賽作品。 

 

 

（四） 人氣投票 

Q：請問要怎麼為我喜歡的作品投票？ 

A：於開放投票期間至活動官網點選「馬上投票」，於投票列表選擇

您要投票的作品即可。 

 

Q：請問每人每天可以投幾票？不同組別的也可以投票嗎？ 

A：每組別每人每天可投一票，為了投票的公平性，嚴格禁止灌票行

為，所有投票者皆需經過 LINE 登入認證進行投票。 

 

Q：請問在投票時看得到票數嗎？ 

A：可以，票數會顯示在作品下方。 

 

https://www.nmmb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mmba.tw/
https://oceanomics.blogspot.com/
https://www.instagram.com/ocean_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