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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推廣氣象科普教育專案計畫。 

二、 目的  

(一) 引導中小學生運用網際網路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二) 培養中小學生運用資料庫進行大數據分析能力。 

(三) 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與學校校園數位氣象站之應用。 

(四) 以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為主軸 

1. A「自主行動」的核心素養面向→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結合科技領域課程，透過活動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2. B「溝通互動」的核心素養面向→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藉由學習伙伴共同參與的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形式，鼓勵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天氣

現象，實地從事探究氣象相關問題，以提升學生探究學習能力；培養學生善用科

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以增進學習的素養。 

3. C「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面向→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透過探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學生表達能力。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新生國小)、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 

小組。 

五、 協辦單位：中央氣象局。 

六、 活動網站：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專屬網站  

 網址：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七、 參賽資格：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四至九年級，2至 3名學生組成 1隊，由 1至 2位指

導人員指導，並擔任教練。(指導人員身分界定請參看“十三、注意事項”。) 

八、 報名 

(一) 請於 108年 4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08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9時止至活動

網站先進行線上報名作業，並列印書面報名表(附件 1) 由參賽隊伍之第一參賽者就讀

學校核章後，以 pdf檔上傳至活動網站。每位參賽者須填寫「影音、影像、著作及肖

像權讓與同意書（附件 3）」正本，掃描上傳於網站，若進入決審須攜帶正本至競賽會

場，未攜帶者於現場簽屬切結書並於比賽結束後一周內，以聯絡箱(029)補送回新生

國小，逾期則追回所獲獎項。 

(二) 經由新生國小審核通過後，始完成報名手續，逾時將不受理。報名狀況請隨時上網查

詢。 

(三) 於 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公告報名審核通過名單。 

 

 

九、 活動期程 

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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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報名 

線上完成報名手續，並上傳報名表 pdf電子檔，

通過審核後即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網站：2019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實施
計畫， 
網址

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108年 4月 1日(星

期一)上午 9時至

108年 4月 19日(星

期五) 下午 9時 

報名審核通過名單公布 
108年 4月 23日 

(星期二) 

網

路

探

究

學

習

期

程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A 
1.下載探究過程紀錄 A，進行探究。 
2.決定研究的問題。 

108年 4月 1日(星

期一)上午 9時至

108年 4月 19日(星

期五) 下午 9時 

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專家

諮詢會 

提供報名隊伍與氣象專家對話時間，地點在新

生國小。 

108年 4月 21日(星

期日)上午 9時至上

午 12時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B 
決定要選取的氣象要素，資料的範圍(時段、測

站)，資料的來源。 

108年 4月 17日(星

期三)上午 9時至

108年 4月 23日(星

期二) 下午 9時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C 分析資料並繪製圖表。 

108年 4月 24日(星

期三)上午 9時至

108年 5月 7日(星

期二) 下午 9時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D 完成探究學習的作品。 

108年 5月 8日(星

期三)上午 9時至

108年 5月 14日(星

期二) 下午 9時 

決審公告 網路公告進入決審隊伍 
108年 5月 17日(星

期五)下午 4時前 

簡報製作 進入決審隊伍，製作發表會簡報檔案 

108年 5月 17日(星

期五)至 108年 5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 

成果發表、頒獎 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108年 5月 29日 

(星期三)下午 1時 

至下午 5時 

若專家諮詢會或發表會活動當日，臺灣本島(含外島)任一縣市發布海上或陸上警報，將順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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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舉辦，辦理日期與活動詳情將公布於活動網站。 

十、 競賽規則 

（一） 決定研究的問題：從競賽網站公布的主題中，選擇一個探究主題。 

（二） 資料來源：進行探究學習時，以使用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資料為原則，可視探究

需求輔以中央氣象局或其他來源之氣象實測資料。所使用之氣象數據資料，均應註

明來源。  

（三） 評分 

1. 初審 

（1） 外聘氣象專家組成審查會參與初審。 

（2） A、B、C及 D等 4份探究過程紀錄上傳截止時間分別為 108年 4月 19日(星期五)、

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108年 5月 7日(星期二)以及 108年 5月 14日(星期

二)下午 9時(以網站上系統時間為準)。A、B 及 C單超過期限上傳(含超過期限重

複上傳)須扣分，D單超過期限未上傳至網站，將取消競賽資格。 

（3） 評審項目 

由審查會參酌下列項目訂定之： 

A.內容充實性。 

B.資料應用性。 

C.主題切合性。 

（4） 108年 5月 15日(星期三)至 108年 5月 16日(星期四)評分，108年 5月 17日(星

期五)下午 4時前公布參加決審隊伍。 

（5） 參加決審隊伍應製作簡報檔案，並於 108年 5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4時以前將檔

案上傳至活動網站(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因逾期繳交導

致簡報無法順利播放之問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2. 決審 

（1） 外聘氣象專家決審，初審分數不列入決審計算。 

（2） 本活動之學生成果發表會將以仿學術研討會形式舉行，由專家學者或教師主持， 

採同時多軌(multi-track)制進行，各作品均由作者代表做 7分鐘以內的發表，並

接受 3分鐘之提問與討論。 

（3） 評審項目  

由審查會參酌下列項目訂定之： 

A.內容充實性。 

B.資料應用性。 

C.主題切合性。 

（4） 參賽學生請於學生成果發表會當天，攜帶學生證或健保卡證明參賽身分。  

十一、 獎勵  

（一） 學生獎勵:特優 1件、優等 2件、佳作 3件、探究精神獎 2件，頒發獎狀。實際錄

取件數由評審委員斟酌參賽件數及實際狀況決定之。  



4 
 

（二） 教師獎勵:擔任指導人員之臺北市教師，指導學生榮獲特優核予嘉獎 2次，榮獲優

等、佳作分別核予嘉獎 1次。請各校擇優覈實敘獎，且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 

（三） 活動承辦人員：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核予敘獎。 

十二、 優良教師獎勵內容：（詳如附件 4、5） 

（一）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3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 

（二）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銅質獎牌一座。 

（三）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0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銀質獎牌一座。 

（四）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金質獎牌一座。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參賽隊伍之指導人員 1至 2人，為本市現職教師。本市現職教師指現職任教於本市

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 

（二） 本市現職教師可跨校指導他校學生參賽，但須取得原服務學校之許可（填具原服務

學校同意書，如附件 2），連同報名表核章後以 pdf檔一併上傳至活動網站內。 

（三） 經查證報名資料不符規定者，則取消參賽資格。 

（四） 參賽者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同意報名參與本賽事時，

需檢附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附件 3）正本，掃描上傳於網站，

若進入決審須攜帶正本至競賽會場，未攜帶者於現場簽屬切結書並於比賽結束後，

一周內以聯絡箱（029）補送回新生國小，逾期則追回所獲獎項。 

（五） 本計畫優良指導教師獎項，109年停止申請，欲申請之教師敬請把握機會。 

十四、 聯絡人及電話：新生國小教務處吳建勳組長及楊玉蘭老師，電話：23913122分機 214 

   或 215。 

十五、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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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 報名表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生 1 
姓名 

 年級  
就讀
學校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學生 2 

姓名 
 年級  

就讀

學校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學生 3 

姓名 
 年級  

就讀

學校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指導人員 1 
姓名 

 身分 □教師 
單位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指導人員 2 
姓名 

 身分 □教師 
單位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注意事項： 

1.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列印出本報名表，由參賽隊伍之第一參賽者就讀學校核章，並於 108

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9時前，以 pdf 電子檔上傳至活動網站。本市現職教師若跨校

指導，需填寫「跨校指導原校同意書」（附件 2）與報名表（pdf電子檔）一併上傳活動網

站，逾期不受理報名。報名狀況請隨時上網查詢。 

2. 參賽者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同意報名參與本賽事時，需檢

附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附件 3）正本，掃描上傳於網站，若進入決審須

攜帶正本至競賽會場，未攜帶者於現場簽屬切結書並於比賽結束後一周內，以聯絡箱（029）

補送回新生國小，逾期則追回所獲獎項。 

3. 若報名資料不符規定，經查證後將取消參賽資格。 

4. 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公告報名審核通過名單。 

5. 報名表若有誤植，請於報名時間截止前，重新上傳報名表，逾時亦不受理。 

6. 聯絡資訊：新生國小吳建勳教師及楊玉蘭教師，電話：23913122分機 214或 215 

Email: tpweather@gmail.com 

參賽隊伍第一參賽者

就讀學校 

核章欄 

承辦人(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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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 教師跨校指導原校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教師                   跨校指導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

網路競賽，依實施計畫十三、注意事項 (二)中規定填寫本同意書。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此致 

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承辦學校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教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                 

 

 

 

 

 

註 1：請填妥本同意書，並完成各校相關人員核章。 

註 2：本同意書與報名表（附件 1）以 pdf電子檔 一併上傳至活動網站。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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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隊伍 

編號  隊伍名稱  

學生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全銜  

性別 □ 男 □女 
聯絡 
電話 

 

 

 

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

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授權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製作成果報告或相關出版品使用，僅此聲明。 

 

    同意人：            

                     簽章 

            

 

    同意人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實施計畫」第十三條、第四點

「參賽者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參賽者同意報名參與本賽事

時需繳交本同意書。」 

2. 「簽章處」應由參賽者與其監護人本人親手用正楷字簽章（請清晰書寫，勿潦草，每人一

份）。 

3. 參賽者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同意報名參與本賽事時，需檢

附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附件 3）正本，掃描上傳於網站後，若進入決

審須攜帶至競賽會場，未攜帶者於現場簽屬切結書並於比賽結束後一周內，以聯絡箱（029）

補送回新生國小，逾期則追回所獲獎項。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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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優良指導教師獎勵計畫 

一、 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推廣氣象科普教育專案計畫。 

二、 目的 

(一) 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網際網路作為溝通表達的工具，透過互評活動培養評鑑能力。 

(二) 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與學校校園數位氣象站之應用。 

(三) 藉由學習伙伴共同參與的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形式，鼓勵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天氣現象，

實地從事探究氣象相關問題，以提升學生探究學習能力。 

(四) 透過探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學生表達能力。 

三、 獎勵對象及內容 

凡於歷屆臺北市國民中小學自然科探究式網路競賽中，任教於本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校之

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及本市退休教師，指導學生研製作

品參加本競賽具有下列各條件之一者，均得列為本計畫獎勵之申請對象。  

(一)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3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 

(二)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銅質獎牌一座。 

(三)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0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銀質獎牌一座。 

(四)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金質獎牌一座。 

註：未滿者不予獎勵。  

四、 申請辦法  

(一) 申請方式：請符合申請資格之指導教師，請填妥申請表(如附件 5）、黏貼 2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1張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影本(需加蓋原學校「本件核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

人職名章)，經學校承辦單位主管及校長核章後，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小

教務處資訊組收（地址：10650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36號）。 

(二) 申請時間：自 108年 4 月 1日(星期一)起至 108年 5月 3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憑。 

(三) 申請結果於 108年 5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5時後公布於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

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專屬網站 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四) 各中小學校及教師均得就公布得獎教師名單檢視，若有與事實不符或疏漏之處，請於 1

週內提出，以便辦理補錄或更正手續，以維護教師權益。   

五、 審查：由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就申請人所提資格及證明文件負責審查作業。  

六、 頒獎：於民國 108年 5月 29日（星期三）本市研討會暨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上頒發獎 

狀、獎牌，並請獲獎教師於發表會當天進行指導經驗分享。 

七、 附則 

(一) 本獎勵計畫所稱獎勵對象，係指教師必須確實指導學生研製作品參展，如僅因擔任行政

職務或其他原因而掛名指導，經查證屬實者，不在獎勵之列，並追回已發之獎狀、獎

牌。 

(二) 得獎教師需於本市研討會暨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中發表指導學生參展心得，使經驗

能夠傳承。  

(三) 同一獎項不得重覆申請。 

(四) 本計畫優良指導教師獎項，109年停止申請，欲申請之教師敬請把握機會。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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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優良指導教師獎勵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二吋正面 

脫帽半身照片一 

張） 

 

服務狀況 
□ 在職教師 

□ 退休教師 
（原）服務學校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申請獎勵條件  

（請勾選）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3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5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10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15屆。  

申 

請 
基 
本 

資 

料 

指導年度 指導作品得獎名次 佐 證 資 料 備      註 

年度   

佐證資料請檢附獎狀影

本、敘獎令影本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文件。（佐證

資料需加蓋原學校「本

件核與正本相符」章及

承辦人職章）。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申請人簽名：               學校單位主管：                 校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1.表格不足可自行影印使用。 2.佐證資料請依填寫順序裝訂成冊。 3.本計畫優良指導教師

獎項，109年停止申請，欲申請之教師敬請把握機會。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