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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 

「無圍牆博物館優良教學教案徵件比賽」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三、臺北市 110年度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貳、目的： 
一、配合精進教師教學能力，鼓勵教師研發創新教學設計，激勵教材教法之創新研發。 

二、協助教師發展專業知能，整合教師優良教學活動設計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三、透過辦理甄選活動，充實無圍牆博物館雲端教材分享庫，鼓勵各校教師實際帶領學    

生走讀無圍牆博物館和三場館，並提供各校教師教學參酌依據。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肆、徵件類別： 
 針對本市北投、大稻埕、城北、艋舺，城南五大無圍牆博物館或北流、北藝、松菸三場

館所設計之自編教材。 

臺北無圍牆博物館五大路線 

路線 相關場域 備註 

北投溫泉 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圖書館、凱達格蘭文化館、新北投車站、地

熱谷、梅庭、北投公民會館、天狗庵、瀧乃湯、普濟寺、北投文物

館…等 

 

大稻埕 新芳春茶行、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大稻埕戲苑、大稻埕遊客中

心、T-Fashion、平町店屋-延平北路 2段 27號、玩藝工場-迪化街

一段 127號、團圓-大稻埕-迪化街一段 155號、稻舍餐廳-迪化街

一段 329號、蔣渭水名人館…等 

 

城北廊帶 當代藝術館、光點台北、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爵士廣場、心中山線

型公園、赤峰街、誠品書街、中山藏藝所…等 

 

萬華艋舺 鄉土教育中心、臺北市立文獻館、糖廓文化園區、龍山文創基地、

龍山寺、西門紅樓、青草巷、艋舺服飾商圈、鳥街、艋舺夜市、佛

具街…等 

 

城南臺大 臺大博物館群、煥民新村、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自來水園區、嘉禾

新村、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紀州庵文學森林、牯嶺街小劇場、大安

森林公園、紫藤廬、殷海光故居、台電加羅林魚木…等 

 

無圍牆博物館參考資料來源：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topics_content.aspx?id=981 

伍、參加對象： 
一、本市公私立（含國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可跨校合作。 

二、本市代理代(兼)課教師及實習教師得與該校現職教師合作，但不得單獨報名及擔任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topics_content.aspx?id=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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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陸、參加名額及件數限制: 
一、每件參賽作品之作者至多 2人(含 2人)，每位作者至多 2件作品參賽。 

二、每校參賽作品數量不限。 

柒、辦理時間: 
一、報名及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 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止。 

二、評審期間：民國 110 年 12月。 

三、得獎名單公布時間：民國 110年 12月。 

捌、報名方式： 
一、     教學活動設計資料格式： 

1. 書面：以下資料請自行設計封面後依序裝訂成冊（以釘書機 3 釘或平釘左側裝訂

即可），一份供本甄選小組作業使用。 

(1) 基本資料：（不列入 20頁之限制） 

i. 報名表一份（表 1）請由第一作者切結簽名，並完成學校核章；報名截止後

不得再變更參賽人員 

ii. 聲明與授權書一份（表 2） 

iii. 審查表一份（表 3） 

(2) 教學計畫書：（含相關附件至多 20頁） 

i.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表 4）：至少 40 分鐘（一節課）以上（必須完整單

元）。 

ii. 評量（學習單、評量試題等） 

2. 電子檔：將繳交內容（含基本資料、教學計畫書）敘明學校、作品名稱後上傳雲

端。 

二、徵件規格(請存為 PDF 檔案上傳)： 

(1) 一律採用表 4直式橫書，不接受手寫稿。 

(2) 請自行加裝封面，請編列頁碼於頁尾置中處，以利評審作業。 

(3) 篇幅請勿超過 20,000 字（以教學計畫書做 WORD 字數統計），總頁數不超過 25 頁

（含全部附件），稿件字體以正體中文標楷體 12 號字體、標點符號以全形字、行

距採 1.5倍、邊界（上下 2cm，左右 2cm）。 

(4) 教案格式、架構、篇幅或字體等若未符合規定，經審查不合格者，恕不另行通知

或退件。 

三、送件方式(請存為 PDF 檔案上傳)：相關資料請於 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前上傳

Google表單，表單連結位址: https://forms.gle/56871PwHPCykbh3b8。 

玖、評審方式: 

1、 審查流程 

步驟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報名暨送件 

1.各校依據規範先行審查。 

2.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3.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日期及地點送達。 

4.可於本活動網站查詢報名及收件狀態。 

2 形式審查 1.依據形式審查表所列項目，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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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審查通過者，進行下一階段審查。 

3 初審 

1.由各組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初審時參考評審規準進行審查。 

3.初審錄取比率由各組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 

4 決審 
各組召開評審委員會，就各科初審結果進行審議，確

定得獎名單。 

5 得獎名冊報局 得獎名冊報局。 

6 得獎名單公告 統一公告於承辦學校網頁。 

7 
各送件學校將評審

結果轉知參加人員 

由各送件學校承辦人員轉知。 

8 得獎作品公告 公告於承辦學校網頁及酷課雲。 

2、 評審標準: 

(1) 教學活動內容正確，符合無圍牆博物館及三場館主題及能力指標 35%           

(2) 教學流程、方法能充分提供學生參與、啟發思考與表達     30% 

(3) 教案設計符合學習者能力，或能將差異化教學理念清楚呈現 20% 

(4) 具推廣價值及可行性                                   15% 

3、 評審委員：依收件比例，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拾、獎勵辦法: 
依評審成績，錄取特優 1 名、優選 2 名、佳作 5 名，入選若干名，未達錄取標準者

得從缺，評審委員得視徵件多寡調整得獎數量。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特優 嘉獎 2次及特優獎狀 嘉獎 1次及特優獎狀 

優選 嘉獎 1次及優選獎狀 嘉獎 1次及優選獎狀 

佳作 嘉獎 1次及佳作獎狀 佳作獎狀 

入選 入選獎狀 入選獎狀 

拾壹、成果發表: 
  一、獲選作品（含入選），將收集於無圍牆博物館教學資源平臺，以達教學資源共享目的。 

  二、佳作以上作品教學計畫書，將放置於教學資源平臺(如酷課雲)，供各校觀摩分享使用。 

  三、邀請得獎老師進行研習講座分享。 

拾貳、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參、獎勵： 
辦理學校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從優敘獎獎勵。 

拾肆、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臺北市及全國相關教案甄選比賽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且尚未

在期刊發表或出版之著作為限，不得以相同作品同時重複參加其它公開競賽，如有

涉及著作權之侵害，經檢舉或由評審委員發現抄襲情形，於評審委員完成作品比對、

列舉抄襲之處後取消參賽資格；若前項情形為得獎作品，追回已發禮券及獎狀，並

撤銷記功或嘉獎之獎勵，由主辦單位公布其姓名及撤銷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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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相關文書紙本，且獎項不予遞補；如造成第三者或主辦機關之權益損害，參賽

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 為達審查公平，作品中請勿出現學校名稱及參賽者姓名。若出現者，評審時將酌予

扣分。 

三、 參賽作品及光碟資料請自留底稿或備分，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四、 凡獲獎作品（含入選）之作者，應無條件同意所屬作品授權主辦機關基於非營利之

教育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

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五、 參賽人不得要求承辦學校提供得獎展示海報、照片或他人作品等事項。 

拾伍、本計畫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 1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 

「無圍牆博物館優良教學教案徵件比賽」 

報名表 

報名學校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作者 

基本資料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O) 

(H) 

(手機) 

(O) 

(H) 

(手機) 

e-mail    

傳真號碼   
 

備註 
● 將①本表、②聲明與授權書（表 2）、③ 審查表（表 3），依順序排

列，並使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 切結事項未簽具者同形式審查不合格，不予初審。 

切結事項 

（由第一作者簽

具） 

1. 本人保證所列作者均符合徵件參加對象。 

2. 本人保證作品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3. 本人已熟知實施計畫所列規範，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其獎品及獎狀

收回，並視情節輕重接受議處。 

4. 參加徵選之作品應為原創，並由作者自行承擔「智慧財產權」之各項

爭議與責任。 

5. 作品未參加過臺北市及全國相關教案甄選比賽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

且未在期刊發表或出版。 

具結人簽名：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表 2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 

「無圍牆博物館優良教學教案徵件比賽」 

作品聲明與授權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人（以下稱甲方）就參賽作品名稱： 

（以下稱本著作），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乙方）基於非營利之教學推廣與資

源分享目的，經錄取後，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甲方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創作且授權著作，未曾於其它任何比賽獲獎，且未侵

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有不符事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另本著作所有作者同意，按各作者對稿件所作之貢獻排列作者順序如下方簽章。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甲方： 

第一作者姓名：（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第二作者姓名：（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備註：本文件需經所有參賽者皆簽署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 

「無圍牆博物館優良教學教案徵件比賽」 

形式審查表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作者 1. 2. 3. 

作品名稱  

報名學校  

 

項次 審查項目 

自我審 

查結果 

收件審查結果 

（由承辦單位填寫） 

1 報名日期是否逾收件截止日。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報名表由第一作者切結簽名，並完成學校核

章。（報名表 1張）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報名表所列作者在 3名以內。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報名表所列作者是否簽署聲明與授權書。 

（聲明與授權書 1張）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5 

書面資料(基本資料及教學設計資料)加上自行

設計之封面裝訂成冊一式 3份。，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所有電子檔資料(教學設計資料、影片檔或其

他相關資料)燒錄於光碟一式 1份。 

6 

教學設計資料(即教學計畫書及附件)版面、字

體及頁數符合徵件規格。 

稿件字數共：字（限 20,000字）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表 3 



 

稿件頁數共：頁（限 20頁內） 

7 

經自我審查完成並填寫審查表（審查表 1

張）。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總評 

□形式審查合格。 

□形式審查不合格。 

備

註 

 

承辦單位審查人員： 

中華民國     110年          月            日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 

「無圍牆博物館優良教學教案徵件比賽」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教材來源  時間 ○○分鐘/○節 

設計理念 

1.請說明你所要教學的無圍牆博物館或場館為何? 

2.請說明其它相關設計理念或想法為何? 

(可以包括教材內容的創新或教學模式的說明，例如採用行動方案或高層次思考

等) 

3.若能增加差異化教學設計、融入新興議題、閱讀理解、學習共同體等等理

念，請特別標示。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請說明學生起始行為或能力。 

2.請說明實施後學生產生的學習問題為什麼? 針對這些，你想修正或增強教案

的哪一部分或方式為何? 

核心素養 僅列出高度相關之領綱核心素養精神與意涵。 

學 

習 

重 

點 

學習 

內容 

1.列出相關的學習內容，且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2.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須能明確地連結。 

學習 

表現 

1.列出相關的學習表現，且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2.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須能明確地連結。 

搭配議題 請寫出搭配的學習主題和實質內涵。若無,此欄位可刪除。 

學習目標 請以學生學習為核心，說明預期之學習目標。 

教學歷程 

表 4 



 

節數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 

備

註 

 

 

 

 應包含:準備活動 

發展階段 

總結階段 

 

  

 

 

 

 

 

 

 

教學省思 

(可自行增加欄位空間) 

教學活動照片及說明 

(6-12張照片，照片請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