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eative Science Award
第四屆「索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為了培養台灣下一代對於科學的興趣，同時激發他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台灣索尼股份
有限公司(後面簡稱：Sony)舉辦「Sony Creative Science Award (譯名:索尼創意科學大賞)」
，
並邀請到「教育部」擔任指導單位及「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後面簡稱:遠哲)為協
辦單位。
此活動將邀請全台對科學創意製作有興趣的孩子來參與，活動期間將透過一連串的科學
理論教導、創意思考引導，期許孩子們創造出有趣的科學玩具。此外，並結合 Sony 於 2006
年起於全台推廣的數位表達，讓孩子們將作品發想與創造的過程記錄下來，透過影像的影響
力，讓更多人知道台灣下一代的軟實力。
第三屆(2015 年)獲獎團隊來自南投縣竹山偏遠地區的鯉魚國小，今年暑假代表台灣優勝
團隊，到 Sony 總部(日本)及 Sony ExploraScience 參觀拜訪。為鼓勵更多台灣下一代參加此
創意科學競賽，此次第四屆將首次增加亞軍及季軍的名次，並都改以圖書禮券作為獎品，希
望可以直接獎勵到更多優秀的團隊。
二、辦理單位：
有鑒於教育部 105 年度推動「落實人才培育白皮書，建立人才培育推動機制，以前瞻性、
創新性之策略，推展翻轉教育與實驗教育，並強化產學合作、落實產學合一；積極培育多元、
優質且具國際視野之世界公民，厚植國家永續發展根基。」
，及「推動偏鄉教育創新，弭平城
鄉教育差距」之政策方針本公司邀請教育部擔任指導單位，及在台推廣科學教育具長年經驗
且積極推動偏鄉科普教育之「財團法人遠哲教育基金會」擔任協辦單位，期集合產官學三方
力量，提供台灣下一世代及偏鄉學校的孩子一個充滿教育、娛樂的多元學習機會。
三、競賽主題：創意玩具 DIY
(一) 請用聲音的科學原理來製作成您喜歡的玩具。
(二) 材料使用上沒有任何的限制，但鼓勵孩子們以環保回收、隨手可得的材質製作。
(三) 有鑑於前三屆活動，大型的玩具造成許多組搬運上的困難，本屆限制玩具尺寸長寬高需
在 65cm(L)*65cm(W)*65cm(H)以內。如超過規定的尺寸，入選決賽或得獎與否，評
分權將保留給評審。
(四) 玩具在製作時，請考量其堅固性、安全性、及方便操作、使用、或移動的便利性。
四、活動期間：
即日起 2016 年 7 月結束。(詳細時間請參考競賽時程表)
五、活動對象：
全台公私立國小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生皆可組隊報名。

六、報名方法：
(一) 每組限定固定三位成員及一位指導老師，若中途變更成員，則取消參賽資格。學生及指
導老師皆可跨校、跨年級組隊。學生不得同時跨組參加，但指導老師不限定指導組數。
(二)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資料可先行參考【附件一】，資料須填寫完整，否則不予受理。
(三) 線上報名日期及時間：2015 年 11 月 23 日(一)中午 12 點起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五)
中午 12 點止。
七、 遴選方式：
(一) 預計將評選出 50 組參賽團隊，其中 10 組將優先保留給偏遠地區小學或有特殊情況的孩
子，其他 40 組則為一般參賽團隊，若偏遠地區小學名額不足將由一般參賽團隊遞補，
反之亦然。
(二) 為提供各縣市平均參與機會，各縣市第一組報名且資料完整之團隊享優先保留名額之權
利，其他名額再依報名時間(依據電腦系統顯示時間與日期為主)及資料完整之團隊依序
遞補。
(三) 若同一帶隊老師報名多組時，會依據最後報名組數、各縣市報名狀況及資料內容來做為
評選依據。
(四) 評分標準：
1. 報名時間的先後佔 20%，報名表填寫內容完整度 80%。
2. 報名時間依據電腦系統顯示時間與日期為主，越早繳交者將優先考量。
3. 填寫內容重點不在於長篇大論，重點在於讓孩子們討論之後，提出自己的想法。決
定自己代表的隊名，自我介紹、參加原因、動機、目標、及對於生活科學的表述與
發現，並由孩子們填寫。評審評估過後，越趨近孩子們想法或忠實反映孩子想法的
內容分數將會越高。
(五) 若組員來自不同小學，凡組員三人中有二位學生就讀學校為偏遠國小(需直接於報名系統
中勾選)，本活動小組即認定該組為偏遠國小之參賽團隊。偏遠地區小學之認定請參考教
育部公佈之偏遠地區小學名單(可參考教育部統計處線上最新資料)。
(六) 入選通知:
1. 日期：2015 年 12 月 30 日(五)
2. 方式：活動小組將於 Sony 官網(http://csr.sony.com.tw)公佈入選初賽之 50 組團
隊，並以 E-mail 及書面掛號方式通知指導老師。
八、指導老師之權利義務：
(一) 所有參與競賽之老師需負責引導參賽孩子完成作品，若過程中有任何疑問，也請指導老
師代為溝通。
(二) 請指導老師務必出席訓練課程，如您所指導的團隊入選前 20 名，請務必於決賽當天出
席，以免影響最後作品評分。
(三) 為感謝所有辛苦的指導老師，Sony 將贈送精美禮品及感謝狀。
九、參與團隊之權利及鼓勵：
(一) 凡入選參賽資格之團隊：
1. 皆可免費參與一天的數位影像及科學訓練課程。
2. 完成課程並成功提報參賽作品之隊伍，可獲得由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所提供的科普叢書。
(二) 獲獎團隊獎項列表：為鼓勵所有參賽隊伍，獎品如下表，

獎項

名額

獎勵

冠軍

1組

價值新台幣 32,000 元圖書禮券+獎狀及團隊獎盃

亞軍

1組

價值新台幣 24,000 元圖書禮券+獎狀及團隊獎盃

季軍

1組

價值新台幣 16,000 元圖書禮券+獎狀及團隊獎盃

優選

1~2 組

價值新台幣 5,000 元圖書禮券+獎狀及團隊獎盃

佳作

入圍前 20 名但未進入 精美禮品及活動參與獎狀
前述獎項之參賽隊伍

十、競賽時程表：
年份
2015

2016

事項
11/23(一)12:00pm
~12/18(五)12:00pm
12/30(五)
1/23(六)-台北
9:30am~4:00pm
1/24(六)-高雄
9:30am~4:00pm
4/29(五)
6/3(三)
7/23(六)

重要時程
線上報名時間
公布入選團隊
科學暨數位影像創
作訓練課程

繳交作品最後日
公布入圍決賽名單
決賽

注意事項
報名網站屆時請參考
http://csr.sony.com.tw
訓練課程後即可開始創作

以郵戳為憑
場地後續公佈

十一、入選初賽之任務說明：
(一) 所有入選團隊需參與科學暨數位影像創作訓練課程：
1. 日期： 2016 年 1 月 23 日(六)台北場。2016 年 1 月 24 日(六)高雄場。
2. 地點：
台北場：台北市立兒童新樂園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五段 55 號)
高雄場：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512 號)
3. 課程內容：科學理論課程、科學思考引導課程、競賽內容說明、數位表達課程。
4. 注意事項：
(1) 參賽團隊需自行抵達活動現場，當日提供午餐，除參賽隊員與指導老師外，
不得額外增加隨隊人員。
(2) 因場地人數有所限制，除依報名表上回覆的時間外，工作人員會再依照交通
時間及距離安排最近的上課地點，請於報名時斟酌上課時間是否可以配合。
(二) 製作作品：
1. 製作期間：課程後 ~2016 年 4 月 29 日

2.

作品項目：
編
項目
規格
備註
(1) 詳細書 需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面文件 A. 小組資料：需包含團隊名稱、隊員、指導老師、
內容
小組分工說明。
B. 作品創意說明：發想源起、科學理論應用方法、
作品設計圖或作品創作說明、作品使用材質說明。
C. 檔案格式統一以 word 形式呈現。
(2) 創作過 A. 需以影片或照片方式，製做過程之紀錄，內容需 需於指定時間
程之影
包含小組發想、討論、創作、實體創作作品製做 前將影片燒成
像紀錄
過程。
光碟交件，或
B. 用合法之影像編輯軟體剪接成約 8 分鐘的影片。 上傳到可以下
C. 交件規格需要能上傳到 Youtube 的格式(例如： 載的網路空間
WebM 、MPEG4、3GPP、 MOV、MPEGPS、 亦可!
WMV、FLV)
D. 影像紀錄可由指導老師從旁協助。
(3) 實體創 創作實體作品尺寸限制在長寬高需在
完成之實體作
作作品 65cm(L)*65cm(W)*65cm(H)以內，請各小組自行考 品尚不需要繳
慮進入決賽時的搬運問題。
交
(三) 繳交作品：
1. 繳交期限：2016 年 4 月 29 日(五)前，含當日。
2. 交件方式：請以下面方式，二擇一皆可。
(1) 郵寄：將作品之書面文件列印出來連同影像紀錄光碟，以郵寄掛號方式寄
送到台北市 104 中山區長春路 145 號五樓，請備註索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
小組收即可。
(2) 網路空間：於指定時間前上傳到網路空間，並告知活動小組完成下載亦可。
3. 注意事項：
(1) 繳交日期以郵戳或電腦顯示時間為憑，遲交則視同放棄。
(2) 上述交件規格如有更動，請以 2016 年 1 月 23 日(六)台北場及 1 月 24(日)
高雄場，當日科學訓練課程公布為準。
十二、決賽評選方式及入選通知：
(一) 遴選組數：20 組
1. 評選標準：科學運用成效(30%)、創意(30%)、趣味性(30%)、完整、堅固性
(10%)。
(二) 入選通知：
1. 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五)
2. 方式：活動小組將於 Sony 官網(http:// csr.sony.com.tw)公佈入選團隊，並以
E-mail 及書面掛號方式通知各組帶隊老師。
十三、決賽之說明：
(一) 當日評選流程：

1.

所有小組需於活動小組指定時間前，將完整報告內容提交給 Sony 活動小組，
以利決賽活動安排。
2. 決賽當天請將作品自行攜帶至會場。
3. 每組需報告自己的作品，並接受評審的提問。
4. 評審若對於有疑問的小組，會再進行第二次的提問。
(二) 日期及地點：
活動日期為 2016 年 7 月 23 日(六)，詳細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
(三) 完成並攜帶指定作品：
編
項目
規格
備註
(1)
如果有更新才需要，若
詳細書面文件內容
無更改則不需要
規格同初賽規定。
完成之實體作品需帶到
(3) 實體創作作品
現場
檔案格式不拘，以 PPT 為
(4) 上台報告用文件
佳。
(四) 注意事項：
1. 20 組團隊之組員及指導老師可自行決定是否留於現場，但不得干擾評審活動的
進行，並需聽從工作人員的指示留在指定的地方。
2. 所有參與決賽之團隊需上台說明自己創作的作品並接受評審提問。每組發表時
間暫定 5 分鐘，評審詢問暫定 3 分鐘。
3. 當日提供所有參賽團隊及帶隊老師或家長午餐，若有家長親戚朋友同行，不額
外提供午餐。
2. 評選標準：科學運用成效(30%)、創意(30%)、趣味性(30%)、完整、堅固性
(10%)。
4. 上述決賽之相關內容，請以活動小組最後通知為準。
十四、其他重要規則：
(一) Sony 活動小組保留修改本辦法之權力，活動方式若有修改或新增，將由主辦單位與
參賽團隊及指導老師聯繫，並公告於 Sony 官網，不得有異議。
(二) 參與「2016 年 1 月 23 日(六)台北場。2016 年 1 月 24 日(日)高雄場。」之參賽小
組，包含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必須全程參與。參與「2016 年 7 月 23 日(六)決賽日」
之參賽學生必須全程參與，過程中不得遲到或早退，如有任何不可控制之因素，將
由活動小組決定最後評選資格。
(三) 最後報告資料、過程紀錄等相片、影片等內容繳交後將不歸還，請各參賽小組自行
備份，不得有異議。參賽團隊並同意前述繳交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為台灣索尼股份有
限公司及參賽團隊共同擁有，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得將前述繳交內容做為非商業
目的之宣傳使用。
(四) 參賽團隊保證其繳交給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之書面文件、影像紀錄、實體創作作
品、及上台報告用文件等內容皆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製作或合法引用，絕無抄襲
或其他違法或侵權情事。前述繳交內容若發現抄襲他人內容或其他違法或侵權情
事，或曾於參加本活動以外其他競賽、活動，或已申請專利，一律取消資格，不得

異議。參賽團隊及相關個人並應就其涉及違法或侵權情事自負法律責任並賠償台灣
索尼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所受損害(包括但不限律師費、訴訟費、對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
(五) 交通補助說明：
1. 僅補助偏遠地區小學之參賽團隊。偏選國小的認定請參照教育部網站公告之資
訊。(可參考教育部統計處線上最新資料)如參賽小朋友為弱勢或清寒家庭，請
學校老師協助提供證明，可額外提供必要之補助。
2. 僅補助由學校或住宿地點最近之火車站到指定活動地點最近火車站之來回火車
票、來回客運或油資。油資補助限定一台車，且需為當日加油之發票證明，若
加油金額過高，活動小組有權決定最後補助之金額。
3. 針對偏遠國小之交通及住宿補助，活動小組有權決定最後補助之金額。
4. 請各團隊自行購票或並於參與活動結束兩周內，將購票存根、購票證明或加油
之發票郵寄到指定住址。收件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則視同放棄。
(六) 如對於活動規定上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Sony 活動小組林珮璩小姐，連絡電話：
(02)2522-8585，或 E-Mail 至 csr@sony.com.tw。
(七) Sony 個人資料管理聲明:
1. 您為參加第四屆「索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而提供予 Sony 的報名資料所包含
的個人資料如姓名、照片、手機號碼、E-mail 等，Sony 將僅使用於第四屆「索
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在內的 Sony 社會關懷活動相關事項。
2. Sony 將於必要範圍內提供您個資予 Sony 委託執行本活動的第三人單位。
3. 如您個資有錯誤不實，而您未能及時補充或更正，將視同放棄本活動參賽資格，
以維護本活動公平性。
4. 本活動期間，您得聯絡[Sony 活動小組林珮璩小姐，連絡電話(02)2522-8585。
或 E-Mail 至 csr@sony.com.tw]就您上述個資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閱覽紙本，須親自抵達 Sony 活動小組辦
公室。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得酌收工本費新台幣 60 元/每件。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惟以補充或更正不影響參本活動公平性
為限。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惟依實際情形 Sony 得認定該請求視同放
棄本活動參賽/ 得獎資格。
(5) 請求刪除
*惟依實際情形 Sony 得認定該請求視同放
棄本活動參賽/得獎資格。
5. 於本活動結束後，本公司及本公司委託執行活動之第三人單位得立即刪除您的
個人資料，以保護您的隱私。
6. 報名參加第四屆「索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即視為同意上述 Sony 個人資料管
理聲明。Sony 將盡力保護您寶貴的個人資料之安全。

【附件一】此表格僅供參考，如有更動，請以網路最後公告之版本為主。

第四屆「索尼創意科學大賞」活動辦法報名表格
隊名：
參加課程分區選擇: (1) 1/23 北區場(2) 1/24 南區場
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網路報名需檢附照片)
聯絡地址(及郵遞區號)：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指導老師姓名
指導老師學校
是否為偏遠國小(1)是(2)否
組員資料(網路報名需檢附照片)
姓名

所屬學校

年級

是否為偏遠小學(需於網路上勾選)

隊長

(1) 是 (2) 否

隊員一

(1) 是 (2) 否

隊員二

(1) 是 (2) 否

指導者資料(需檢附照片)
其他調查事項 (請讓孩子們自行填寫)
請介紹您的小組?大家的專長是甚麼?為什麼會一起來報名?
請說明為什麼你們會想來參加這個活動的原因
如何得知這個競賽?

(1)教育部公告(2)學校公佈欄(3)他人告知
(4)網路資源(需於網路上勾選)

請問您對於本次競賽的期望或是想要達成的目標? (100~200 字)
這次競賽主題為 “聲音”，針對這主題，觀察生活中與此主題相關
原理的部分，你有那些發現呢? (100~200 字)
對於本競賽的建議，或是有任何話想跟 Sony 活動小組說?
是否有參與過前幾屆的活動 (1) 帶隊老師/家長有參加過(2) 組員有參加過(3) 完全沒有參加過。(可複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