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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國際賽參賽指南 
I.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II. 官方網站：https://painting.taise.org.tw/international/  

III. 主題： 小水滴大冒險 

本屆主題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守護海洋、珍惜水資源為主

題方向。 

IV. 參賽步驟 

 
 

V. 比賽辦法 

活動對象 

1. 台灣與國內外 6-16 歲的學生皆可參加。 

2. 國際賽者每人限投稿一幅作品。 

 

參賽組別與賽制 

1. 國小組：1-6 年級 (6-12 歲) 

2. 國中組：7-9 年級(12-16 歲) 

*學生在當年度 9 月 1 日滿 6 足歲即可參與國組，以此類推。 

報名方式 

1. 初賽：先淘汰不符比賽規格之作品， 合規作品將可晉級決賽。 

2. 決賽：將畫作列印後，由評審團評選出白金獎(1 名)、金獎(1 名)、銀獎(1 名)、銅獎(5

名)、佳作(5 名)； 前述名額最終依評審團決議，均得從缺。 

收件時間與截止日期 

於 2021/5/3 前，統一透過活動網站報名並上傳畫作圖檔，請參考繳件方式之詳細說明。 

1. 畫作統一繳交電子檔，於填寫線上報名表時同步上傳。 僅接受「jpg」及「PDF」檔

案，解析度至少掃描至 200dpi，單一檔案不得大於 10MB。 

動筆畫畫

你是否有想畫的

東西呢? 趕快透

過繪畫展現對於

海洋與氣候變遷

的關心吧！

掃描畫作，並與你的作

品拍張照

請將畫作掃描後，儲存為高

解析的PDF或JPG格式。

完成作品後，跟它拍張照吧！

不要忘記微笑哦:)

填寫線上報名表

填寫報名表，並上傳你

的作品與照片。

https://painting.taise.org.tw/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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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檔案大於 10MB 而無法上傳，請先上傳壓縮圖進行建檔，並來信 

painting@taise.org.tw 進行確認。 

評選日期：預定 5 月中旬公告獲獎訊息。  

作品規格 

1. 國際賽之參賽作品，限每人各乙件投稿。 同幅作品不得重複投稿全國賽與國際賽。 

2. 參賽作品統一繪於 8 開圖畫紙(38*27 公分) 一律不得裱裝。 

3. 繪畫媒材不拘，可用水彩、蠟筆、版畫、水墨、彩色筆等各種繪畫方式表現， 不接受
電繪、素描、剪貼、立體作品。 

4. 請勿於畫作內容中書寫文字， 避免海報、漫畫形式作品， 以圖案、意象作為主要表
達方式， 例如可繪製海龜痛苦的表情，但不需要加上好痛等文字表達。 

5. 請勿繪製各種環保標章(省水標章、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章等)。 

6. 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注意事項 

1. 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 

2. 全國賽與國際賽每人各限送作品一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一人，不得共同創作。 

3. 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份參賽。 （如初賽時為國小四

年級，必須以四年級身分參賽，不得以三年級作品參加國小著色組或繪畫組比賽）； 

經查如不符實則取消參賽資格，如得獎亦取消得獎資格。 

4. 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要點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雖經

各縣市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審， 如得獎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

追回得獎獎狀。 

5. 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含有合格教師證之代課、代理之指導

教師）， 若無校內指導老師，則可填寫畫室或家長姓名，並請於下方欄位備註，以利

後續敘獎作業進行。 

 

VI. 評分標準 

項目 比重 內容說明 

主題內容 50% 
構圖內容必須包含氣候變遷、海洋環境、全球暖化、節能減

碳、永續能源以及環境保護等議題。 

創意及原創性 40% 

 作品構思具想像力以及創造力，善於運用畫作表拿自身對

於主題之看法。畫作需同時屬於畫者原創作品，沒有抄襲或雷

同於其他作品之虞。 

作畫品質 10% 筆法、線條、色彩等整體呈現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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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獎勵辦法 

名次  國中組  名次 國小組 

白金獎/1 名 美金 350 元、畫冊、 獎狀、

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150 元、畫冊、 獎狀、指

導老師感謝狀 

金獎/1 名 美金 300 元、畫冊、 獎狀、

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200 元、畫冊、 獎狀、指

導老師感謝狀 

銀獎/1 名 美金 250 元、畫冊、 獎狀、

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150 元、畫冊、 獎狀、指

導老師感謝狀 

銅獎/5 名 美金 200 元、畫冊、 獎狀、

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100 元、畫冊、 獎狀、指

導老師感謝狀 

佳作/5 名 美金 150 元、畫冊、 獎狀、

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70 元、畫冊、 獎狀、指導

老師感謝狀 

入選/11 名 美金 150 元、畫冊、 

獎狀、指導老師感謝狀 

美金 150 元、畫冊、 

獎狀、指導老師感謝狀 

 

繪畫作品展 

本繪畫比賽之全國賽與國際賽獲獎作品，實體畫作將陸續於台北捷運地下街忠孝復興藝文廊、

中山站藝文廊、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出，同時將在活動網站

以線上展覽方式公開獲獎作品。 

預定展覽場次日期如下表(暫定)： 

區域 類型 地點 展覽時間 

全球 實體展覽 線上展覽 2021/6/8~ 

基隆 實體展覽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2021/7/1～9/30 

台北 實體展覽 
臺北捷運地下街文藝廊 

(忠孝復興北側) 
2021/3/1～3/31 

台北 實體展覽 
臺北捷運地下街文藝廊 

(中山地下街) 
2021/10/1～10/30 

高雄 實體展覽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1/6/21～8/30 

 

VIII. 獎項內容說明 

◎  獎金 

1. 獎金之領取，本會將各別通知獲獎人及其指導老師、家長。敬請配合本會作業流程，

於獎項公布後 30 天內填妥身分證明文件、獎金領據、收款銀行帳戶資料表等相關資

料，提供予本會，獎金將於獎項公布後 75 天內匯款至領獎人帳戶。 

2. 國際賽之獎金，以美金發放，獲獎人（或其監護人）須備妥美金帳戶方得領獎，否則

視同放棄；獲獎人（或其監護人）若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可備妥台幣帳戶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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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當期匯率計算之。 

3. 競賽獎金依我國所得稅法規定處理，如獲獎人為本國人，依規定申報各類所得；如獲

獎人非本國人，則須扣繳所得稅： 

● 並於本年度於我國境內居留、停留合計滿 183 天，將按照給付金額扣繳 10%。 

● 本年度於我國境內居留、停留未滿 183 天者，將按照給付金額扣繳 20%。 

4. 獎金將扣除臺灣地區的相關匯款手續費共計 USD$ 21(NTD$600)，得獎者在台灣境內

無須匯款手續費。 

5. 得獎者所在國家相關金融程序衍生之手續費、稅金等，如果依各國情形有其他衍生費

用產生，由得獎者自行負擔。 

6. 本會匯款後將通知各參賽者，而參賽者取得獎金之時間可能會受各國金融程序作業影

響。 

◎ 獎狀及指導老師感謝狀 

1. 為落實節能減碳愛護地球之精神，自 2020 年起，本賽之獎狀及指導老師感謝狀統一以

電子檔形式寄送。惟參與頒獎典禮之學生與指導老師，將另行頒發紙本獎狀與指導老師

感謝狀。 

2. 獎狀及指導老師感謝狀，將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五)前寄發至活動報名時填寫之電子郵

件。 

3. 所印製之資訊，均採用報名時所填寫之內容，敬請於報名時提供之正確之資訊，如有誤

植，請於兩周內向主辦單位反應，逾期不予受理。 

◎ 畫冊 (作品集) 

1. 將集結本屆優秀作品，製作畫冊。 

2. 畫冊除紙本印刷外，亦包含數位版本，將上網公開免費下載。 

3. 預計 2021 年 6 月 25 日(五)前將畫冊下載連結，以 Email 寄送予獲獎學生及其指導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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