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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111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辦法 

一、目的： 

離島及偏遠地區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且對外交通

不便，使得醫療服務往往無法滿足當地民眾需求。本會認為做好疾病

預防是減少醫療需求最好的方式，這種觀念更應從小培養，因此舉辦

「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希望藉此促使更多學童深

入認識傳染病的預防方法，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以達衛教紮根、減少

疫病、促進健康之效。 

二、參加資格： 

(一)全國離島與偏遠地區及防疫重點之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童。 

(二)報名應以班級為單位，且全班學生均應參加。 

(三)全班學生人數應在五人(含)以上；未滿五人者，得以其他年級學

生補足。 

(四)每班參賽繪本最少應有二本。 

三、繪本主題： 

「齊心合力，對抗傳染病」。可自選常見傳染病為主題，如恙蟲病、頭

蝨、腸道寄生蟲、肺結核、愛滋病、COVID-19(武漢肺炎)…及傳染病

人關懷等。 

四、繪本製作： 

(一)作品單頁應為 A4 規格（29.7cmｘ21cm)，直、橫式均可。材質    

不拘，圖面應求清楚。內頁應為 12 頁以上、24 頁以下（不含蝴

蝶頁)，另加繪本封面、封底。 

(二)作品創作材料不拘，可使用水彩、蠟筆、彩色筆等但不可使用鉛

筆繪圖或利用複合媒材進行創作，不得以電腦繪製列印。 

(三)參賽班級每位學生都應參與製作，得一人獨立製作一本，或二人

以上(最多五人)合作製作一本。每本繪本之封底外頁，請務必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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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作品內容說明單(如附件一)。 

(四)各校可於送件作品中選擇 1 本以上繪本，製作成電子有聲書參

賽。進行配樂、剪輯、說故事或指導的師長必須是參賽學校的現

任教師、代理教師、退休教師、實習教師或替代役。 

(五)電子有聲書作品規格: 

1.以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參賽繪本內容，提供請點我(出自 YouTube

小波去農場)，做為範例影片供參。 

2.製作影片時間以 3至 4分鐘為原則。 

3.作品檔案格式採 WMV、AVI或 MP4皆可。 

五、報名與送件： 

(一)報名 

1.時間：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31日(星期五)24時止。 

2.方式(擇一)： 

(1)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GYQwxPVRkQxTruCG8。 

  (2)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angela@urbani. 

org.tw。 

(二)送件： 

1.時間：112年 5月 12日(星期五)24時止。 

2.方式： 

(1)繪本作品及送件表(如附件三)一併寄送本會(100 台北市中

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83 號 16 樓)，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

理。 

(2)電子有聲書作品檔案及送件表(如附件四)以 Google雲端硬碟

分享方式，電郵至 angela@urbani.org.tw。 

六、費用補助： 

(一)每班參賽繪本 2～5本者，每本補助新臺幣 250元；6～10本者，

每本補助新臺幣 300元；11本以上者，每本補助新臺幣 350元。 

(二)凡有電子有聲書參賽者，另給予材料補助經費，每件上限新臺幣

1000元，以收據為憑實報實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dUPBoliLkI
https://forms.gle/GYQwxPVRkQxTruCG8
mailto:angela@urbani.org.tw
mailto:angela@urbani.org.tw


3 

 

(三)請先自行計算得補助金額，填妥補助款申請及憑證黏貼表(如附件

五)，且貼附相關憑證，與作品一併寄送至本會。 

七、評選方式與標準： 

(一)聘請相關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審。  

(二)評分標準：主題內容 45%，繪畫技巧 40%，創意表現 15%。 

八、競賽組別： 

(一)個別組：所有參賽之繪本。 

(二)團體組：班級參賽繪本達三本以上者，得參加以班級為單位之團

體組競賽。  

九、獎勵： 

(一)優勝獎： 

1.個別組： 

第一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臺幣 3,000元等值獎品。 

第二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臺幣 2,500元等值獎品。 

第三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臺幣 2,000元等值獎品。 

佳  作：若干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臺幣 1,000元等值獎品。 

2.團體組： 

第一名：取一名，發給班級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學童及指導

老師一人，每人新臺幣 2,000元等值獎品。 

第二名：取一名，發給班級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學童及指導

老師一人，每人新臺幣 1,800元等值獎品。 

第三名：取一名，發給班級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學童及指導

老師一人，每人新臺幣 1,500元等值獎品。 

佳  作：若干名，發給班級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學童及指導

老師一人，每人新臺幣 800元等值獎品。 

(二)電子有聲書 

1.優勝獎： 

第一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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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2,500元。 

第三名：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2,000元。 

2.單項獎： 

(1)說書獎：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200元。 

(2)音效獎：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200元。 

(3)剪輯獎：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200元。 

(4)創意獎：取一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200元。 

(三)早鳥獎： 

於 112年 4月 21日(星期五)前完成送件(以郵戳為憑)且符合

參賽規定之前 10個班級，每位學童及老師各送宣導品 1份。 

十、其他： 

(一)得獎名單訂於 112年 6月中旬公告於本會網站，並將函請轄區縣、

市政府教育主管單位給予敘獎。另獲前三名學校，由本會邀請該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一同前往學校頒獎。 

(二)參賽者製作電子有聲書，選用現有歌曲製作作品，必須下載使用

無版權音樂。並於送件表(附件四)提供歌曲曲名及原創作相關資

料。 

(三)參賽作品統一不退件，請自行留存原始檔案。無論獲獎與否，著

作權歸本會所有，並同意授權本會修改重製且自由運用於公益宣

導或活動。 

(四)等值獎品由學校或老師代為在獎額額度內，採購圖書文具(含禮

卷)、音樂用品或體育用品後，檢據向本會核銷。 

(五)獲獎者所獲獎金，將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相關所得稅。 

(六)依財團法人法第 25條規定，財團法人應公開年度支付獎助名單 

及金額，得獎者如不願意公開全名，應填寫「反對公開聲明書」。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本會網站公告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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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作品內容說明單 

(請自行影印填寫後，黏貼在每本繪本之封底外頁) 

 

作品名稱： 

故事內容：(請以 100字內的文字簡述) 

 

 

 

 

 

繪本編號：（由本會填寫）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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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 

 

111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班    級  學生人數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聯 絡 人 或 

□ 同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備註： 

1.已完成線上報名者無須填寫此報名表。 

2.請於 112年 3月 31日(星期五)報名截止日前，填妥報名表後，以電子

郵件寄至 angela@urban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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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送件表 

 

111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 

*由指導老師填寫一份，併同繪本寄送 

112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地址：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E-mail: 

班級學生人數：       人 

總 繪 本 數：       本 

編號 作品名稱 參與製作之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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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電子有聲書送件表 

 

111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繪本競賽 

                                                       112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縣市        鄉鎮區           國小 

作品名稱  

創作團隊  

故事內容 

(請以 100字內

的文字簡述) 

 

單項獎 

獎項 姓名 

說書獎  

音效獎  

剪輯獎  

創意獎  

報名老師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使用曲目 

曲名 語言 原唱人 作詞者 作曲者 出版 

      

備註：1.單項獎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提出申請，且可依實際參與情形提報

教師或學生。 

2.單項獎每項限一人報名。 

3.優勝獎由報名老師代表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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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補助款申請及憑證黏貼表 

競 賽 名 稱 111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 

學 校 名 稱  

申 請 金 額  

備 註  

備註： 

 1.憑證請填寫本會統編 99175001，抬頭：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2.憑證包含收據、發票或學校領據。 

 3.請附上匯入帳號之存摺封面影本。 

 4.請依序浮貼於下方黏貼處。 

 

憑 證 及 存 摺 影 本 黏 貼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