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101年「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實施辦法 

壹、目的 

一、 為推廣新課程綱要，引導教師了解綜合活動新課程之內涵。 

二、 鼓勵教師發揮創造力，展現創意教學策略之多元評量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進

而提昇學習效果。 

三、 累積教學資源，建立教學資料庫，提供全國教師參考、轉化運用。 

貳、依據 

一、 100年 10月 11日臺中（三）字第 1000173922 號函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配套措施方案 5-1「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自即日起實施。前揭方案

報奉行政院 100年 9月 20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核定。  

二、 教育部 101年 1月 30日臺中(三)字第 1000233553 號函核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

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101年度工作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學校－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肆、辦理內容 

一、 參加對象：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教育人員（含實習教師與代課教師）個

別或組隊團體報名參加。 

二、 作品呈現方式 

（一） 分組及主題範圍：參賽者應以綜合活動科五大活動課程項目，擇一進行活動

示例設計。 

1、 個別組：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2、 團體組：學生自治會活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二） 送件格式 

1、 紙本：請以中文呈現，並以 word檔繕打，A4 直式橫書規格，14 字型大小，

標楷體，固定行高 22pt.，邊界上下 2.54cm，左右 2.6cm， 10 頁以內(不含

附件)，並於首頁附上報名表（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及著作權轉讓

同意書（附件三），依序裝訂成冊（報名表→切結書→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投稿內容 10頁→相關附件，附件檔案如 ppt 檔亦須以紙本呈現）。 

2、 光碟：紙本之電子檔請以光碟存檔並於光碟上標註學校名稱及參賽者姓名；

作品請以參賽者姓名為檔名儲存。 

3、 相關附件可逕至國立臺中文華高中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網站

http://203.68.192.10/wh_study下載。 

（三） 投稿之內容需包含： 

1、 設計概念：說明活動示例的教學目標及設計概念。 



2、 實施過程：詳述活動示例進行過程等。 

3、 實施成效：以學生學習成果或觀察到的學習成長，說明活動示例實施後之

教學成效。 

4、 評量方式：詳述多元評量設計之評量方式與運用。 

5、 省思：包括活動示例實施後之檢討，及活動示例未來應用的探討。 

6、 其他(附件)：照片、相關成果檔案、學習單及評量表等相關資料。 

（四） 送件作品限已辦理之活動，未曾獲得任何校外競賽獎勵、未曾受政府單位補

助，且未違反著作財產權者。若係修改已獲獎之舊作參賽，至少應有 50%差

異，並應於交付作品時詳述差異處。涉及著作財產權或重複敘獎之認定由審

查委員會決議之。 

（五） 活動示例內容中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圖片等部分，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

理，經檢舉查證屬實者，追回所發獎項。 

（六） 主辦單位得逕行成果發表並印製得獎作品專輯，並上傳相關網站表揚，供各

界參考下載，學科中心並得將其作為優良教學之示範教材。 

三、收件時間及辦法 

即日起至 101年 7月 15日止（郵戳為憑），請填妥報名表連同作品以掛號寄送：

407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 240號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收」，

並請於信封上註明「報名參加活動示例甄選」。 

四、評審原則暨審查流程 

（一） 評審原則 

1、 理念與創見：40% ，教學理念正確，或內容具創新構想。。 

2、 實用性或推廣性：40%，可行性高，適宜推廣。 

3、 結構與文字流暢性：20%，內容完整，具體呈現教學成效。 

（二） 審查流程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預計期程 

收件 
 學科中心按件編碼並彌封作者姓名、服務學校等相關資訊。 

 收件名單製表公告在本學科中心網頁上，不另行通知。 
7月 

格式審查 

 進行格式審查，稿件以匿名審查為原則，針對收件編號之稿件
是否合乎投稿規定進行審查。 

 格式審查通過者公告在本學科中心網頁上；不通過者，不予以
退件，僅 mail 回覆載明未通過原因。 

7月 

初審 
 由學科中心邀請綜合活動學科專業人士進行初審，並擇優錄取
若干名額進入複審。 

7月 

複審 
 由學科中心邀請另外一組評審委員進行複審，並擇優錄取若干
名額。 

8月 

審查結果 

 於「國立臺中文華高中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網站

http://203.68.192.10/wh_study/ 公佈評審結果，並個別通知得獎
人。 

8月 

頒獎與表揚 
 得獎名冊報呈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成果發表於 8月份發表。 
8月 



五、敘獎辦法：（承辦單位保留各獎項從缺之權力。） 

獎

項 
件數 獎勵 

 

特

優 

1.個別組：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

動以 3件為原則。 

2.團體組：學生自治會活

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以 3件為原

則。 

頒發獎狀各乙紙，並函

請權責單位對獲獎人

員、該校校長及業務承

辦人從優敘獎。 

 

1.其教材、教案列 

入學科中心教學資 

源，公開提供作為參 

考示例，依「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標準核發 

稿費。 

2.配合承辦單位進

行成果發表，並將作

品彙編成冊，上傳至

相關網站，提供下載

分享。 

優

選 

1.個別組：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

動以 6件為原則。 

2.團體組：學生自治會活

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以 6件為原

則。 

頒發獎狀各乙紙，並函

請權責單位對獲獎人

員、該校校長及業務承

辦人從優敘獎。 

 

 

伍、聯絡人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張雅芬小姐 

    專線：04-36069095，傳真：04-23113919，E-mail：subject@whsh.tc.edu.tw  

陸、本辦法經國立臺中文華高中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專家諮詢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時亦

同。 

 

  



附件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報名表 

一、報名事項 

1.報名組別(請擇一勾選) 

 (1)個人組 

   □1.1班級活動 

   □1.2社團活動 

   □1.3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2)團體組 

   □2.1學生自治會活動 

   □2.2學校特色活動 

   □2.3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2.題目： 

3.適用年級： 

二、個人資料（所有項目請務必填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 職稱： 

學校電話：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含鄰里)： 

聯絡地址： 

內容說明： 

 

 

 

 

 

 

單位主管：                             (蓋章) 

人事單位主管：                         (蓋章) 

（說明：若為團體創作者請自行增加個人資料欄位） 

收件編號 

 



附件二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之作品確為本人或團體創作設計，且未曾得獎，並

符合下列規定： 

（一） 未曾獲得任何校外競賽獎勵。 

（二） 未曾受政府單位補助。 

（三） 未違反著作財產權者。 

（四） 若係修改已獲獎之舊作參賽，至少應有 50%差異，並應於交付作品時

詳述差異處。 

（五） 作品未抄襲。 

（六） 作品未委託他人創作設計。 

（七） 作品未受他人委託創作設計。 

以上陳述如有虛假不實，立切結書人願無條件接受主辦單位處置，並負相關法

律責任及賠償。 

1.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2.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3.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說明：1. 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切結書，於報名時一併送件。 

      2. 若為團體創作者，每一位創作者均須親筆簽名切結書以茲確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 

「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本人                 參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綜

合活動科活動示例甄選』」。茲同意於獲獎後，放棄行使著作人格權，並將本人

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必要時「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對獲獎作品保有修改權（未依上述規定放

棄行使其著作人格權及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綜合活動科學

科中心」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本獲獎作品同意「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綜合活動科學科中心」對於本作品之

著作財產權擁有專屬無償使用權，得公開展示、網路傳輸、重製、編輯、推廣、

公佈、發行和以其他合作方式利用本教學活動示例內容，以及行使其他法定著

作財產權所包括之權利，本人不得異議。 

    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

一經查覺，本人願取消獲獎資格，如已發給獎狀、獎金時，本人願歸回所領獎

狀、獎金。 

 

1. 參選者簽名               （蓋章）、身份證字號：                   

2. 參選者簽名               （蓋章）、身份證字號：                   

3. 參選者簽名               （蓋章）、身份證字號：                   

 

 
說明：1. 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送件。 
      2. 若為團體創作者，每一位創作者均須親筆簽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以茲確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