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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卓越科學教育推動計畫之二 

「實踐團隊創意，智能點子科學競賽」行動方案實施計畫(國中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核

心素養」的養成是十二年國教的重要目標。「核心素養」指的是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

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智能點子科學競賽」以此為發想，

融入生活情境中，將不同領域/學科學習到的知識與議題，引導學生加以探究、分析與

思考，並透過 AI 人工智慧的運用，從而培養學生對生活情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能力，

使學生從各領域所獲得的學習內容更為通透完整，進而習得所需技能、建立開放與追

求共好的價值，並展現具體的行動。 

    所有新興的科技都是回應生活的需求，本競賽活動設計：以提高學生科學探索與

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發掘生活中處處有科學、將科學精神應用於生活中並解決面臨

到的問題為導向，激發學生好奇心，開展學生潛能。同時，藉由各校團隊的交流學習，

期使學生知道生活中有什麼新科技，瞭解時代趨勢，進而理解未來社會的需求，培養學

生對人工智慧科技的生活素養，以期未來能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透過活動，教師與學生們共同體驗科學原理的探究過程，連結各領域的學習，鼓勵

學生從模仿、調整、改變、應用並發揮創意，讓豐沛的想像力有實踐發揮的舞臺，並且

培養團隊精神及分工合作能力，同時訓練自我反思能力，落實「想得出來，就做得出來」

的創客精神，讓學生做中學，運用學科知識與 AI 人工智慧的邏輯理念，與真實世界接

軌，觸動學生對科學探究的熱情，藉由解決問題之手作，開發學生創造力。 

一、依據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2 月 7 日北市教督字第 10930136571 號函頒「臺北市

國民中小學卓越科學教育推動計畫」辦理。 

二、目標 

    為提升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 5C 能力(Collaboration、Critical Thinking、Complex 

Problem Solving、Communication、Creativity)，厚植科學素養，奠定創新、發明與人文

素養的基礎(STEAM)，結合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及「共好」新課綱的跨領域精

神，訂定點子科學競賽目標。 

(一) 進行學生分組探索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互助分工能力。 

(二) 提供學生相關的科學概念，訓練自我反思，落實「想得出來，就做得出來」。 

(三) 啟發學生科學智能，動手「做中學」，讓學科知識連結真實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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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觸動學生對科學探究的熱情，藉由解決問題之手作任務，開發學生創造力。 

(五) 引導學生連結各科各領域的所學，巧妙運用 AI 人工智慧的精神，提升學生問題

解決能力。 

三、辦理單位 

(一) 督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卓越科學教育」推動小組 

(四)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四、實施期程：109 年 01 月至 109 年 12 月。 

五、組織成員 

職稱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組長 
仁愛國中 

校長 
曾文龍 

1.擬訂並執行行動計畫與經費 

2.召集工作會議 

3.協調工作組運作事宜 

4.參與「卓越科學計畫」工作組會議 

執行秘書 
仁愛國中 

教務主任 
莊豐兆 

1.執行行動計畫 

2.執行與核銷經費 

3.負責說明會辦理、報名徵件、評審事宜 

4.負責本案競賽現場會勘及發表等事宜 

5.組長交辦事項 

組員 

仁愛國中 

設備組長 
蔡幸娟 

1.協助執行行動計畫 

2.協助執行與核銷經費，整理活動資料、

彙整成果冊 

3.協助說明會辦理 

4.負責現場會勘及評分等事宜 

5.協助組長交辦事項 

仁愛國中 

設備副組長 
賴韻竹 

仁愛國中 

幹事 
薛丞育 

六、方案內容與期程 

編號 方案內容 執行單位 日期 備註 

01 計畫公告 仁愛國中 109.5  

02 辦理競賽活動說明會 仁愛國中 109.6-8  

03 各校組隊報名 仁愛國中 109.9  

04 辦理賽前說明會 仁愛國中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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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方案內容 執行單位 日期 備註 

05 競賽、頒獎暨成果發表 仁愛國中 109.11  

06 成果整理及核銷 仁愛國中 109.11-12  

七、實施方式 

(一) 參賽對象 

1. 109 學年度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八、九年級在學學生（具

資優班學生及校本資優生身份者，以不超過每校報名人數的 1/3 為限）。 

2. 每校報名 1 隊，每隊最多 6 人、最少 4 人（如少於 4 人，該隊將無法參賽）。 

3. 各隊設指導教師 1 人，協助競賽指導、帶隊、相關事項溝通協調及整合等

事宜。 

(二) 智能點子科學競賽方案活動說明 

1. 時間：(1)活動說明會：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13：30~15：00。 

      (2)報名說明會：109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 13：30~15：00。 

2. 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3. 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每校一名老師參加。 

(三) 報名時間、網址：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25 隊參賽隊伍。 

報名成功錄取後，直接進入 11 月 7 日（星期六）競賽。 

1. 報名時間：9 月 15 日（星期二）09:00 起~9 月 21 日（星期一）12:00 止。 

2. 報名網址：各隊逕至下列網址報名，填寫隊名相關資料並完成紙本報名表

(需核章)及學生作品使用授權書，競賽報到當天繳交報名紙本資料(報名表

及授權書)，並攜帶學生證以利存檔核對，網路報名及紙本報名資料須一致。

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參賽者名單！ 

紙本報名表及授權書，如附件一、二。 

 

★活動報名網址:活動報名網站，由仁愛國民中學建置，設於仁愛國中  

  首頁 http://www.jajh.tp.edu.tw/bin/home.php。 

3. 9 月 24 日（星期四）12:00 於仁愛國民中學首頁公布錄取隊伍名單。 

(四) 錄取團隊賽前說明會 

1.時間：10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13：30~15：30。 

2.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3.對象：各校錄取參賽隊伍指導老師一名(或學校代表一名)請務必參加。 

(五) 比賽、頒獎暨成果發表 

1. 比賽時間地點 

(1)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六)  8：00~15：00。 

(2) 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 3F。 

電話：(02)2325-5823 #2203 設備組。 

2. 成果闖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1) 時間：11 月 7 日(星期六) 15：00~17：00。 

(2) 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 5F。 

(六) 活動方式及競賽規則 

  109 年度臺北市第 6 屆國民中學「智能點子科學競賽」以「跨領域 ╳ 人工

智慧」為主軸，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科學原理與原則、社會人文與美感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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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概念，結合邁向未來 AI 人工智慧生活的精神，動手設計出各隊成品，

並進行陸、海、空三種關卡的考驗，達成任務優異者勝出。競賽相關訊息及所

使用工具與製作材料由主辦單位於 10 月 6 日(星期二)賽前說明會公布。 

(七) 各隊學生依主辦單位公布之競賽原則，配合有限的材料於限定時間內合作完成

「跨領域 ╳ 人工智慧」之作品，並進行「闖關測試」；闖關完畢，各隊有 3 分

鐘的成品說明，將聘請專家學者提問並進行評分。 

(八) 獎勵 

1. 參賽隊伍：各區依各隊成績表現，擇優獎勵如下： 

(1) 特優 1 隊：獎牌乙面，禮券 3000 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 

(2) 優選 2 隊：獎牌乙面，禮券 2000 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 

(3) 佳作 3 隊：獎牌乙面，禮券 1000 元及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 

(4) 入選若干隊：每隊頒發獎狀乙張，每位參賽選手獎狀乙張。 

2. 指導老師：榮獲特優、優選隊伍之指導老師，敘嘉獎 2 次；榮獲佳作、入

選隊伍之指導老師，敘嘉獎 1 次。 

八、預期效益 

(一)臺北市共 25 隊，來自國民中學的七、八年級學生及教師，共 175 人，就生活情境

問題，透過團體合作，發揮科學探究精神，思考並製作出解決問題的工具。 

(二)學生在一系列活動規劃中，養學生對科學探究之興趣。 

(三)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對於科學原理有更深的認識並能運用於生活上。 

(四)藉由團隊合作方式規畫設計科學作品，連結跨領域知識，展現生活科學應用的技

巧，同時對科學原理有更深入的認知。 

(五)促使社會大眾重視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識，發揚科學精神，協助科學教育之發

展。 

九、工作人員獎勵：承辦本次活動之工作人員，各校得依「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視權責辦理相關人員獎勵。 

十、本計畫陳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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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年度臺北市第 6 屆國民中學學生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參賽報名表 

學校

名稱 
 

報名編號 

（報名時由承辦學校編寫） 

參賽

學生 

隊員 姓名 年級 性別 

葷素 

（複賽用餐） 

（請勾選） 

學生身分別 

(請勾選) 

資優 

班生 

校本

資優

生 

一般 

學生 

隊員(一) 
備註：隊長 

   葷□ 素□ 
   

隊員(二)    葷□ 素□ 
   

隊員(三)    葷□ 素□ 
   

隊員(四)    葷□ 素□ 
   

隊員(五)    葷□ 素□ 
   

隊員(六)    葷□ 素□ 
   

指導

教師 

（1

名） 

姓名  

葷素 

（複賽用餐）

（請勾選） 
葷□ 素□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手機  

業務 

承辦

人 

姓名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學校傳真電話  

備註  

  （核章）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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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 年度臺北市第 6 屆國民中學學生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學校名稱  報名編號 
（報名時由承辦學校編寫） 

聲明：本校參賽隊伍所有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同意下列各項約定 

一、本著互助合作的精神，在老師的指導下，相互尊重、群策群力，達成團隊目標。 

二、比賽作品必須為學生自行製作，未經公開發表之作品。不得抄襲、模仿、剽竊他人作品，

參賽作品若被發現有上列情事將取消參賽資格；作品自製性若有爭議，於評審會議決定。 

三、所有參選作品送件文件資料（作品說明書、報名資料），自行備份，概不退還。 

四、參賽者簽定參賽同意書，即視同接受本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定；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應熟讀

競賽活動方式、程序、相關規則規範及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同意辦理單位有權將本

競賽規範與時間及時修正公布，於本次競賽適用。 

五、本競賽獲獎（特優、優選、佳作）之作品（含作品實體、作品說明書、作品說明海報），願

意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主辦單位，為推廣科學普及教育，置於網站上專屬使用於非營

利性質作品範例、公開發表、與其他同學分享及學術研究使用，不另致稿酬。 

六、參賽者願遵守本競賽作品繳交時限規範；並且於作品說明書（封面、封底、目錄及內容）、

作品說明海報、作品實體，均不得出現校名、作者、校長、指導教師姓名或能辨識出學校

的標誌…等，以維護評審之公平性及客觀性。 

所有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親筆簽名： 

隊員(一) 
備註：隊長 

 隊員(四)  

隊員(二)  隊員(五)  

隊員(三)  隊員(六)  

指導教師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於賽前說明會時，與報名表核章紙本一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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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9 年度臺北市第 6 屆國民中學學生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活動賽程時間表 

比賽時間：109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時間 活動程序 備註 

08:15~08:45 參賽者報到 請依報名序號辦理報到 

08:45~09:15 開幕典禮  

09:15~09:30 競賽規則說明 

1.競賽規則說明、清場 

2.參賽隊員進入製作區 

3.發放 Magic Box 

4.公布競賽競賽主題 

5.評分標準說明 

09:30~12:00 點子科學競賽開始 作品製作歷程評分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5:30 成果闖關暨作品發表評分 
1.闖關任務競賽 

2.作品解說發表與問答 

15:30~16:30 
作品欣賞暨 

成績統計與公布 

1.競賽作品總評 

2.特優、優選之隊伍作品發表 

16:30~17:30 頒獎典禮  

★本活動之議程時間，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或終止之權利 

                 比賽場地規劃地點：仁愛國中活動中心 

1F 

報到 

繳交書面資料 

訂午餐便當 

3F 

比賽會場 

僅有參賽選手可入場，個人隨身物品將擺放在比賽會場四周，不

可帶入座位區 

5F 

開幕會場 

頒獎會場 

領隊老師、家長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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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 年度臺北市第 6 屆國民中學學生智能點子科學競賽 

活動方式及競賽規則 

不合下列規定者，該參賽隊將予以扣分，嚴重違規者將喪失參賽資格。 

一、 各參賽隊員及指導教師應熟讀競賽活動方式、程序、相關規則規範及注意事項。 

二、 報名時除繳交報名表核章紙本外，並需繳交參賽同意書，內含本競賽獲獎（特優、

優選、佳作）之作品使用授權書，同意主辦單位為推廣科學普及教育，置於網站上

專屬使用於非營利性質作品範例、公開發表及學術研究使用。 

三、 本競賽需蒐集參賽者及指導教師個人資料（包含學校名稱、參賽者姓名、年級、性

別），公告得獎名單時，將公告部分個人資料（包含學校名稱、姓名）；一經報名參

賽，即視同同意本活動之個資蒐集處理及利用。如有資料不實，大會將取消其競賽

資格。 

四、 參賽者簽定參賽同意書，即視同接受本競賽辦法及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同意

辦理單位有權將本競賽規範與時間及時修正公布，於本次競賽適用。 

五、 複賽報到時，每位參賽隊員均需攜帶數位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於現場核對身分，未

通過身分核對之隊員不得入場參加複賽。經查驗身分不符者，取消該隊伍之參賽資

格，若隊員合格者如少於 4 人，該隊將無法入場參加複賽。 

六、 複賽時，所有參賽隊員皆需全程配帶參賽識別證以利識別。 

七、 複賽時，競賽所需之各種物件、材料及工具均由承辦單位提供，不得自行攜帶。參

賽隊伍於製作作品期間內，僅能使用承辦單位提供 Magic Box 內的物品、素材及工

具製作作品，全程禁止使用任何自行攜帶之參考書籍資料、書畫用紙、手機、筆

電、通訊器材、電子產品、工具、物品及材料…等。如有舞弊情形，則取消參賽資

格；如已得獎者，則追回已頒發之獎狀及獎品等。 

八、 複賽時，凡非由承辦單位提供之物件、材料，均不得成為作品製作之材料。 

九、 複賽作品製作期間，除參賽隊員、競賽辦理人員外，各隊伍之指導教師、家長和其

他人員不得進入競賽會場。參賽隊員亦不得逕自離開競賽會場。 

十、 複賽作品製作期間，全程嚴禁各隊間相互交談、窺視他隊設計或與指導教師（師

長）討論詢問。參賽隊員須依規定路線使用賽場洗手間，由工作人員帶隊，且禁止

靠近或窺視其他隊。 

十一、 複賽作品製作期間，各參賽隊不得提早繳交複賽實體作品；於指定時間未將複賽實

體作品擺放至指定的展示桌之隊伍，亦不予評分。 

十二、 各隊完成之作品實體設計不得呈現任何形式之校名、隊名與作者姓名，或能辨識出

學校的標誌…等，以維護評審之公平性及客觀性。 

十三、 獲特優、優選、佳作之作品需留予主辦單位作為教育展示用，其他隊可在頒獎典禮

後將成品攜回。 

十四、 賽事中如遇爭議，以評審委員判決為結果。 

十五、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評審人員或承辦單位說明補充之。 

十六、 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活動辦理如有變更，以承辦學校網路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