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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九十四學年度生命教育學習網繪本動畫徵選活動辦法 

 

一、依據 

(一)依據九十四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工作計畫。 

(二)依據教育部 94 年 11 月 10 日台電字第 0940156580 號函辦理。 

二、活動目標 

(一)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鼓勵各級教師將生命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並

彙整全國教師的生命教育教學經驗，共同分享活潑生動的生命教育教學

設計。 

(二)充實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內容，凡入選作品將上傳，以方便上網教學

的師生使用。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國立中正大學。 

(三)承辦學校：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含高中職），參賽者均需填寫「動畫徵

選個人資料表」（如附件一）。 

五、繪本故事動畫製作 

(一)故事內容 

1.情境故事可取材自「生命教育學習網」內的資料或自編。 

2.繪本故事主題：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分成「人

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領域或其它創作，需將生命

教育融入創作故事中。  

(二)作品製作 

1.動畫製作以 FLASH 設計，配以旁白、音樂。 

2.請附上學習單。 

3.每一則動畫故事時間以不超過 8 分鐘播放完畢為原則。（動畫故事播

放時間不宜太冗長請留意）。 

4.存入 SWF 檔，並做成電子檔燒錄成光碟（複製 4片）。 

六、收件方式及收件期間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95 年 5月 1 日。 

(二)郵寄地址：光碟（複製 4 片）及動畫徵選個人資料表掛號郵寄至

（300）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 48 號輔導處收，註明「生命教育學習網繪

本動畫徵選活動小組」收。以郵戳為憑。 

(三)E-MAIL 聯絡信箱：ab@411015yahoo.com.tw。 

七、評選標準 

(一)故事內容：30％ 

(二)動畫製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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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音配樂：15％ 

(四)呈現流暢度：15％ 

(五)學習單：10％ 

八、獎勵 

(一)優勝第一名：1件，獎金 30000 元及獎狀一張。 

(二)優勝第二名：1件，獎金 20000 元及獎狀一張。 

(三)優勝第三名：1件，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一張。 

(四)佳作 8名：8件，獎金各 5000 元及獎狀一張。 

註：若無符合錄取標準者得從缺。 

九、評審頒獎 

(一)評審：敦聘生命教育專家學者及具有生命教育推動經驗之教師擔任評

審。 

(二)得獎公告：預定於 95 年 6 月 15 日公布入選優勝名單於教育部生命教育

學習網（http://life.edu.tw），並函知得獎者。 

(三)頒獎典禮：定於 95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十、著作權 

(一)參加本次徵選得獎之動畫作品不得再參加其他動畫徵選活動或參加其他

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亦不得參加本次動畫徵選，且必須遵守著作權之規

定。 

(二)入選優勝之繪本動畫仍屬原著作者所有，而本活動之指導單位、主辦單

位及承辦學校擁有非專屬無償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推廣、公佈

發行之權利。 

(三)凡一經評審通過之繪本故事於教育部生命學習網刊載使用外，如於其他

媒體刊載須註明曾經參加本次活動徵選入選。 

十一、本辦法奉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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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藝術學習網網路創作觀摩活動辦法 

 

一、依據：教育部人文藝術學習網第三年執行建置計畫辦理 

二、宗旨： 

(一)為使青少年及兒童們，藉著音樂、繪畫、文學等藝術類型的個人創作活

動，達到對藝術進一層的瞭解、體悟與掌握，以及人際之間良好的互動

與默契，特辦理此項活動，以增進及統合學童們在藝術表現與樂群經驗

上的能力。 

(二)鼓勵青少年以及兒童，運用文字、色彩與聲音的認知與體驗參與個人創

作，並提供機會讓他們在網路發表作品。 

(三)透過實地創作嘗試的方式，讓青少年以及兒童認識到電影藝術的製作過

程，並進而更深入了解這門藝術的奧妙。 

(四)人文藝術學習網是由學生角度出發的藝術人文網站，內容豐富且生動活

潑，帶領國中小學生進入各類藝術的殿堂，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學習

瞭解藝文知識，進而運用媒體來表述自己的創意發想。歡迎全國對於資

訊融入教學、媒體素養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們前來腦力激盪，在課堂上和

學生一起玩出媒體的創意！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承辦單位：台北縣鄧公國小、台北市文湖國小   

四、參加對象：國小、國中學生。 

五、觀摩活動類別主題及組別： 

(一)小小製片家：挑選能表現自己主題的 20 張照片加以排列剪輯呈現。請

參賽者要將檔案畫面輸出為 320*240 比例，檔案大小要壓縮到 5M 以內的

檔案競賽檔案一律以網路上傳報名。 

組別：國小四、五、六年級組、國中組 

(二)我的 e卡：不限 

組別：國小一、二、三年級組、國小四、五、六年級組、國中組 

(三)四格 e卡： 

組別：國小四、五、六年級組、國中組     

六、作品規格：  

(一)小小製片家：進入本網「創作園地/小小製片家」創作後上傳檔案。（本

比賽可以網路上傳、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交件。） 

(二)我的 e卡：進入本網「創作園地／我的 e卡」創作後上傳檔案。 

(三)四格 e卡：進入本網「創作園地／四格 e卡」創作後上傳 。 

七、報名方式： 

(一)活動網址：教育部人文藝術網(http://arts.edu.tw) 

(二)所有活動參與者請由教育部人文藝術網站之活動網頁進行報名與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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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八、活動日期： 

(一)小小製片家： 

1.報名日期與作品上傳：中華民國 95 年 1月 21 日~ 3 月 31 日。 

2.專家評選：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 日網站公布得獎名 

3.頒獎：中華民國 95年 6 月（於網路上公佈）。 

(二)我的 e卡、四格 e卡： 

1.報名日期與作品上傳：中華民國 95 年 3月 1 日~ 4 月 15 日。 

2.專家評選：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 日網站公布得獎名 

3.頒獎：中華民國 95年 6 月（於網路上公佈）。 

九、評選辦法： 

(一)網路票選：參與觀摩之作品公佈在網路上，由網路票選推薦值得大家瀏

覽或聆聽作品。票選者於每件作品可投票一次並留言推薦。經統計得票

總數後，依各類與各組決選出「最佳人氣獎」2名，以資鼓勵。 

(二)專家評選：邀請專家評選，依各類與各組選出 10 名，但評審可以依參

選者程度調整優勝作品件數。創作者的年齡將會列入考慮，且歡迎所有

可能的創作風格，重點是在作品本身的獨創性，以及對各藝術類型媒材

的掌握與運用。各組優勝作品將長期於教育部「人文藝術學習網」之網

站上展示。 

十、獎勵方式： 

(一)參與證書：凡參加並送出作品者，可自行上網下載列印參與證書以資鼓

勵。 

(二)最佳人氣獎：作品展示於「創作園地」區，經網路投票後，每組人氣最

高的作品頒發獎品（mp3 隨身碟一台）以茲鼓勵。 

(三)入選選獎：邀請專家與教授，針對所有參加觀摩作品進行評選，遴選各

類各組優異之作品 10 名為入選獎，作品展示於「創作園地／優選作品」

區，並頒發獎品以資鼓勵。 

(四)參加作品每類每組如未達 50 件時，主辦單位得依照比例酌減入選名

額，部分名額得採從缺方式處理 

十一、注意事項： 

(一)參加觀摩作品得為個人的創作，不應有抄襲或代筆情事，且不得為任何

相關比賽之得獎作品，並應遵守著作權等相關規定，若有違反經查屬實

者，將取消其入選資格並追回所有原發之獎項，並需自負法律責任。 

(二)入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仍屬原作者所有，教育部與主辦單位擁有非專屬

無償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重製、推廣公佈與發行之權利。 

(三)入選作品如有需修正，作者應配合修正，否則將取消其入選資格。 

(四)所有作品請自行備份，恕不退件。凡入選作品，刊載於其他媒體或推廣

使用，需註明該作品曾參加本活動評選入選。 

(五)承辦本活動之學校工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者，由教育部函知各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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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局及各校，建請依相關規定核予適當獎勵。 

(六)活動洽詢： 

「小小製片家」╱台北縣鄧公國小黃美娟老師 0928-832-522 

陳佳瑩老師 0919-500-342 

「我的 e卡」、「四格 e卡」╱台北市文湖國小 蔡明崇老師 02-2658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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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 

95 年「全國藝術創意作品線上競賽」實施計畫 

 

壹、活動宗旨 

結合電腦科技及藝術表現，鼓勵數位藝術及多元創作，普及線上藝術欣賞

風氣，提昇學生藝術學習成效。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國際脈絡股份有限公司 

參、參加對象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外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科系所之在學學生（含

應屆畢業生）。 

肆、參賽作品規格 

一、作品種類 

(一)平面設計創意類 

1.創意說明：本類作品以平面設計，可於線上觀賞者為限。 

2.創作方式：直接利用電腦創作，並可部份配合手繪作品之數位化處

理。 

3.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JPG、GIF 或其他可自動播放檔案。 

(2) 影像大小：圖檔大小以 1024x768 像素為宜，作品大小以 5MB

以內為限。 

(3) 檔名名稱：以作品名稱為主檔名，例如檔名名稱為：作品名

稱.jpg。 

4.注意事項：歡迎具互動性之作品，但必須以展現平面設計創意為

主。 

全部以手繪事後數位化之作品不宜參賽。 

(二)立體造形創意類 

1.創意說明：本類作品以呈現立體造形之創意，可於線上觀賞者為原

則。 

2.創作方式：直接利用電腦創作，並可配合實作作品之數位化處理。 

3.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MOV 或其他可自動播放檔案，歡迎具 3D 環場效果之

作品。 

(2) 影像大小：20MB 以內為限。 

(3) 檔名名稱：以作品名稱為主檔名，例如檔名名稱為：作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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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mov。 

4.注意事項：歡迎具互動性之作品，但必須以展現立體創意為主，純

以立體造形攝影之作品不宜參賽。 

(三)電腦音樂創意類 

1.創意說明：本類作品以呈現電腦創作之音樂或聲音藝術創意，可於

線上播放之作品為原則。 

2.創作方式：直接以數位樂器或電腦軟體創作，類型與風格不限。 

3.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MP3 或 MIDI 格式，時間以 3至 7分鐘為限。 

(2) 檔案名稱：以作品名稱為主檔名，檔名名稱為：作品名稱.mp3

或作品名稱（MIDI 格式）。 

(3) 檔案大小：10MB 以內為限。 

4.注意事項：本類歡迎現場器樂／人聲與電腦音樂結合之作品，惟電

腦音樂於作品中須扮演相當之份量。本類亦歡迎具有創意性之編

曲，但編曲作品必須由作者自行取得發表及未來得獎後使用之權

利，純粹以器樂或聲樂創作事後數位化之作品不宜參賽。 

(四)表演藝術創意類 

1.創意說明：本項作品以呈現表演藝術之創意，可利用線上播放者為

原則。 

2.創作方式：運用電腦科技將表演藝術作品予以數位化處理或後製

者。 

3.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MPEG 或 MOV 格式，時間以 5 分鐘內為宜。檔案大

小：30MB 以內為限。 

(2) 檔案名稱：以作品名稱為主檔名，檔名名稱為：作品名

稱.mpg。 

4.注意事項：本類作品可加入適當之配樂，但必須由作者自行取得發

表及未來得獎後使用之權利。 

(五)電腦動畫創意類 

1.創意說明：本項作品以利用電腦創作之動畫，可利用線上播放者為

原則。  

2.創作方式：以電腦軟體自行創作設計的作品。 

3.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MOV、MPEG 或自動播放檔(EXE)，畫面大小

640×480pixl 以內為宜，檔案大小：30MB 以內為限。 

(2) 檔名名稱：以作品名稱為主檔名，例如檔名名稱為：作品名

稱.mov 或作品名稱.exe。 

4.注意事項：本類作品可加入適當之配樂，但必須由作者自行取得發

表及未來得獎後使用之權利，作品以靜態圖片結合動態文字，或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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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8 拍攝數位化之作品不宜參賽。 

(六)網頁設計類 

1.本類指定設計主題：「臺灣藝術教育網」之網頁設計，設計範圍共

包含： 

以下三個頁面之視覺設計。 

(1) 臺灣藝術教育網之入口歡迎頁 http://ed.arte.gov.tw 

(2) 臺灣藝術教育館首頁 http://ed.arte.gov.tw/index-main.htm  
(3) 臺灣藝術教育網首頁 http://ed.arte.gov.tw/index.aspx 

2.頁面解說 

(1) 臺灣藝術教育網之入口歡迎頁：提供民眾對於臺灣藝術教育的

印象歡迎頁，民眾可由該頁面點選進入「臺灣藝術教育館」中

文、英文版或進入「臺灣藝術教育網」網站。 

(2) 臺灣藝術教育館：本網站主要是提供民眾本機關「臺灣藝術教

育館」相關新聞、最新消息、場地租借等資訊。  

(3) 臺灣藝術教育網：本網站主要是提供民眾全國有關藝術教育相

關新聞、活動、比賽、進修資訊、全國藝術相關學校查詢、藝

術比賽作品查詢等資訊。 

3.創作方式：直接利用電腦創作，並可部分配合手繪作品之數位化處

理。 

4.版型限定：本館網站為政府機關網站，為有效考量日後修改及政府

機關網站的統一性，需依照以下的限制為提前去發揮設計，分別如

下：  

(1) 臺灣藝術教育網之入口歡迎頁：(不限定版型)但三個頁面須有

統一設計的感覺。需放入目前網址中的所有單元及欄位。 

(2) 臺灣藝術教育館首頁：(不限定版型)但三個頁面須有統一設計

的感覺。需放入目前網址中的所有單元及欄位。 

(3) 臺灣藝術教育網首頁：採用上下二欄位版型(如目前網址

http://ed.arte.gov.tw/index.aspx)  
 

上欄位    左上方放置 LOGO 下載 LOGO 

 設計橫式主 Menu 設計 (如目前網址) 

下欄位 自行發揮  

其他需求 需放入目前網址中的所有單元及欄位  

 

5.作品數位化檔案規格 

(1) 檔案格式：html 格式(可局部 Flash 製作)  

(2) 為符合政府的二 A 無障礙規範，不可將整各網頁設計成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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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 

(3) 除主題網頁本身 html 以外，其餘圖檔、附件檔均放在 images

資料夾內。 

(4) 影像大小：html 製作大小需同時符合 800x600 及 1024x726 瀏

覽器觀看，注意網頁寬度縮放時..設計上所需的考量。 

(5) 檔名名稱：以作品名稱為該資料夾主檔名，並包含 images 資

料夾。例如：投稿時，應該會有三個資料夾，資料夾名稱分別

是三個主題名稱，每各資料夾內應該會有該主題的 xxxx.html

及 images 資料夾。 

6.投稿格式：將三個主題資料夾壓縮成.zip 或.rar 格式並傳送到投

稿頁面上即可。 

7.其他：本類凡得獎作品，如經本館決議套用於本館網頁，得獎者須

義務提供本館相關原始檔，且本館有修改及使用該網頁的權利。 

二、參賽者每人同類內僅限參加 1 件作品，與他人共同創作者亦同。多人共

同創作時，報名人數不得超過 5人。 

三、除網頁設計類外，各類參賽作品主題不限，惟作品須以創意為主，不得

抄襲臨摹他人作品。其中電腦音樂創意類、表演藝術創意類，如屬再詮

釋或演出他人之作品，必須另加入參賽者之主體創意，且不得侵害他人

之智慧財產權。參賽作品規格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會於複審時合議認

定之。 

四、參賽者請詳實繕打 5百字以內之作品說明。 

伍、收件規定 

一、收件方式：先至本館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依指

示步驟，填妥作者資料表（含著作權使用授權書）上傳後，再將作品電

子檔上傳。 

二、收件時間：9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時開始至 9 月 20 日上午 9 時截止。收

件截止時，作品及有關資料傳輸若遇網站塞車或中斷之情事者，本館得

委由協辦單位查明後補行上傳或代傳之。 

三、參賽所上傳作品、資料均不退件，請自行留底或製作備份。 

陸、簡章索取 

本實施計畫請逕至本館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下載，洽

詢電話 02-23965102 轉 223、236；有關上傳檔案相關問題，請洽詢本案協

辦單位國際脈絡股份有限公司，洽詢電話 02-27423699。 

柒、評審 

依據本競賽評審要項辦理，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負責

評審工作。評審要項包括：創意表現（50﹪）、理念表達（30﹪）、技巧運

用（20﹪）。 

捌、獎勵 

一、各類錄取特優 3 名、優選 3 名、佳作 3 名，特優獎金新臺幣 3 萬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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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獎金新臺幣 2 萬元，佳作獎金新臺幣 1 萬元；上述各錄取者及指導教

師並致贈獎狀乙紙。 

二、上開錄取名額得予從缺部分或全部。但特優從缺時，得視作品水準增加

錄取佳作若干名。各類得獎缺額可互為流用。 

三、兩人以上共同創作，獲獎之作品，其獎金平均分配。 

四、得獎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課稅。 

五、承辦單位於獲獎名單定案後寄發得獎通知、領據、獎狀予獲獎人。另獲

獎名單將刊登於臺灣藝術教育網（http://ed.arte.gov.tw）及本館相

關資訊、雜誌。 

玖、注意事項 

一、各項作品凡在其他單位近 3 年已獲其他獎項或獎金者，不得重複參賽，

一經察覺即取消獲獎資格。作品如係抄襲臨摹他人作品或有侵害他人著

作權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取消獲獎資格。上述情事如已發給獎

金、獎狀時，所領獎金、獎狀應交回主辦單位。 

二、參賽者若有違反本計畫之情事，或作品規格經評審委員會合議認定不符

規定者，主辦單位得不予受理報名及評審。其他未竟事宜由評審委員討

論決定之。 

拾、輔導推廣 

所有獲獎作品將另製成光碟並匯入本館臺灣藝術教育網資料庫，作為教學

研究、推廣及展示之用。 

拾壹、本計畫經籌備委員會研議通過後，報請館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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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5 年度（第六屆）動畫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95年01月20日『95年度上半各級學校資訊教育競

賽活動工作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的：培養學生動畫製作之能力，激勵創意之發揮。動畫得獎作品將收錄

於資訊芬芳錄中供學生觀摩，以提昇學生動畫創作之素養。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教育局資訊教育中心 

六、參加對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學生，每校可自由報名一隊以

上參加，每隊指導老師1~2名，隊員1~4名。 

七、參賽組別：(一)國小組 

(二)國中組 

(三)高中、職組 

八、比賽項目：高中職組主題為生命教育或友善校園相關之內容。 

國中組主題為品格教育相關之內容。 

國小組主題為生活教育相關之內容。 

參賽者依主題設計腳本，以電腦動畫呈現內容，使用之軟體不

限制。（Flash 或 GIF 檔或其他型式皆可，唯需可在 WWW 瀏覽器

中呈現即可，若需下載 player 才可觀看，請於網頁上註明) 

九、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95 年 05 月 02 日下午 5點止，於高雄市樹德家商網站

報名，網址 http://www.shute.kh.edu.tw（報名截止後一週內，各參賽隊伍會

收到上傳網站位址及屬於該隊伍之帳號、密碼之電子郵件，請各隊注意電

子信箱內之郵件），範例請參閱歷屆作品（收錄於高雄市資訊教育芬芳錄 

網址 http://www.shute.kh.edu.tw/~garden）。得獎作品需完成附件一至附件三

內容，頒獎前公文交換至樹德家商電腦中心。 

連絡人：趙秀慧小姐 dian@shute.kh.edu.tw 07-3871455#176 
張金鐘主任 bell@shute.kh.edu.tw 07-3871455#176 

十、收件日期：請於 95年 06 月 08 日下午 4點前，將參賽檔案傳輸至規定主機

位置（參賽作品之檔案名稱請以英文或數字命名，以免上傳至 Linux 主機

會發生無法預覽之問題，請參賽隊伍特別注意）。 

十一、評審標準：主題表達 70％、創意 30％ 

十二、評審日期：95 年 06 月 09 日∼06月 16 日 

十三、評審方式： 

(一)由主辦單位聘專家、學者、教師組成評審委員，評審參賽作品。 

(二)各組取金、銀、銅牌及佳作若干名。 

十四、獎勵： 

(一)第一名：各組各取一名，獎金四千元，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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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名：各組各取一名，獎金三千元，獎狀乙紙 

(三)第三名：各組各取一名，獎金二千元，獎狀乙紙 

(四)佳 作：各組取若干名，得獎狀乙紙 

(五)指導老師及得獎人員由各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

懲標準補充規定」相關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十五、經費來源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競賽相關經費下支應。 

十六、(一)比賽完畢，教育局將作品彙整，集中於高雄市教學資源分享網站，

以提供教師教學之用，造福學子，經驗交流提昇教學品質。 

(二)作品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之侵害，並經法院判決屬實

者，追回原發給之獎狀、獎金。 

(三)曾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舉辦之資訊教育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再參

與比賽，參賽亦不予評審。 

十七、本計劃呈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並於報名網站公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