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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11年科學繪圖研習與競賽」活動簡章 

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科學繪圖有著不可抹滅的重要地位，透過入微的觀察

與精確的繪圖就能呈現出生物複雜結構中的主要特徵，在物種的分類或科學研

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繪圖的細膩與獨特性，讓科學繪圖除了本身

的科學價值也兼具藝術與美感。有鑑於科學繪圖的重要以及歷年來學員的熱烈

參與，本館科學繪圖研習與競賽已邁入第 16屆，希望藉由精采的研習課程讓學

員認識並喜愛科學繪圖，也希望透過競賽方式勉勵學員著手下筆開始繪圖。 

科學繪圖初階班著重概念的建立與觀察能力的培養，並讓學員練習動手畫

圖，進階班則期許具備繪圖基礎與概念的學員，除琢磨進一步的繪圖技法，更

能透過畫面達到科學溝通的效果。期望學員透過課程能領略科學與藝術結合的

美妙，並從中愛上科學繪圖。 

 

辦理單位 

主辦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協辦 / 財團法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研習時間 

1. 111年 7月 1日（五）初階班 

2. 111年 7月 2日（六）進階班 

研習地點 

1. 初階班：國際會議廳 藍廳 

2. 進階班：第一科學教室 

研習對象 

1. 初階班：新學年度小學四年級以上。（出生日期 2013/9/1前） 

2. 進階班：新學年度高中一年級以上，已參加過本研習活動初階班為佳。（出

生日期 2007/9/1前）    

研習費用 

1. 每人參加費用 1,600元（含講師費、材料、餐費等）。 

2. 凡報名本活動者，可憑貼有個人照之參加證於 111年 7月 3日~111年 8月

10日進本館觀察及繪圖（不含收費特展）。 

3. 本活動針對弱勢學員（低收、中低收入及內政部或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轉介

關懷輔導個案） 提供免費服務，請於報名完後繳費截止日前來電告知，以

保留名額，活動當日請提供證明文件查閱。      

研習名額 

1. 初階班/正取 100名，備取 30名 

2. 進階班/正取 40名，備取 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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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說 明 

5/12-6/8 網路報名 內容詳見【報名方式】 

5/12-6/12 繳費 內容詳見【繳費方式】 

6/14-6/19 候補 候補繳費完成名單確認 

7/1 科學繪圖 初階班 課程內容詳見【科學繪圖 初階班】 

7/2 科學繪圖 進階班 課程內容詳見【科學繪圖 進階班】 

7/30 專家現場指導 課程內容詳見【專家現場指導】 

7/3-8/10 繪圖期 內容詳見【競賽須知】 

8/10 截稿 內容詳見【競賽須知】 

8/11-8/16 評審初選 內容詳見【作品評選標準】 

8/18 評審決選會議 內容詳見【作品評選標準】 

8/26 公布得獎名單 內容詳見【獎項】、【頒獎典禮與展出】 

8/27 頒獎與成果展出 內容詳見【獎項】、【頒獎典禮與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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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7月 1日（五） 【科學繪圖 初階班】。主題：海洋生物。地點：藍廳。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介紹 講師 介紹 

08:45 ~09:00 防疫措施（量額溫消毒雙手）後報到入場 

09:00 ~10:30 科學家為

什麼要畫

圖？ 

科學資訊除了文字敘述

外，各種插圖亦扮演重要

的角色，除了強調複雜結

構中的主要特徵，也可說

明複雜機制中各因子的

交互關係，還可以不同圖

表呈現研究數據。讓科學

家帶您認識科學繪圖在

科學溝通的重要性！ 

劉德祥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

物館所、國立臺南藝術

大博物館所、東海大學

通識課程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常務監事 

10:40~12:10 生態繪圖

~從零開

始上手的

生態繪圖

技巧 

從資料的收集，到繪圖的

完成。一步步引導學員學

習如何透過生態繪圖，精

準的呈現生物特徵與環

境特色，讓畫面呈現最生

動的生態意象與故事。 

張雅淩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

會環境教育專員 

澳洲昆士蘭大學環境

管理碩士 

12:10~13:20 午餐 

13:20~14:50 數位科學

繪 圖 技

法：以海

洋生物為

例 

認識海洋生物類群與海

洋生態環境的科學繪圖

要領，以此探索數位媒材

如何應用於科學繪圖、與

傳統手繪有哪些異同。 

江勻楷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

究所碩士 

Science Illustration 

Program,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Monterey Bay 

15:00~16:30 實 作 課

程： 

魚類繪圖 

當代生態畫家來帶學員

真正的下筆繪圖，以魚類

為例，練習掌握科學繪圖

的要領。 

林家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

命科學研究所碩士 

科學繪圖師 

生態畫家 

16:30~16:45 注意事項

宣佈與發

放材料 

領取材料，進入繪圖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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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7月 2日（六）【科學繪圖 進階班】。主題：植物。地點：科一教室。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介紹 講師 介紹 

08:45 ~09:00 防疫措施（量額溫消毒雙手）後報到入場 

09:00 ~10:30 繪圖就是

溝通！ 

科學繪圖除了基本的繪

圖技巧外，更重要的是如

何安排各項繪圖元素，適

當的留白和色彩的運用，

以建構具有吸引力的圖

像與版面的設計。還有如

何將科學資訊視覺化和

圖表化，以達到有效傳達

作品的科學訊息。 

劉德祥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

物館所、國立臺南藝術

大博物館所、東海大學

通識課程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常務監事 

10:40~12:10 科學繪圖

的旅程 

曾經的科學家，現在的繪

圖師，分享從科學界轉進

繪圖設計的歷程。同時介

紹與科學家合作的過程，

好的繪圖設計能讓科學

知識好看又好懂。 

王瑛 加州州立大學蒙特雷

分校科學繪圖學程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

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所

碩士 

12:10~13:10 午餐 

13:20~14:50 探索植物

科學之美 

細細觀察，以顏色、線條

體現自然植物之美，完成

精準兼具優雅、美感的植

物紀錄。 

北鳥老

師~ 

巫佩璇 

英 國  Society of 

Botanical Artists (SBA) 

植物藝術協會文憑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植物科學繪圖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植物

科學繪圖初階、進階講

師 

奇美博物館-植物繪圖

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探索

世界的第一門課！博

物館的科學繪畫入門

系列課程】講師 

15:00~16:30 

16:30~16:45 注意事項

宣佈與發

放材料 

領取材料，進入繪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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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7月 30日（六）【專家現場指導】，地點：自然學友之家。 

時間 內容 指導老師 

10:00~12:00 動物繪圖示範及指導 林家蔚 

14:00~16:00 植物繪圖示範及指導 巫佩璇 

(1) 由繪圖老師示範及引導，協助學員了解需要調整及修正之處，學員當

天可帶作品或半成品參與。 

(2) 專家指導日上下午場次之指導時間內，皆可自由參加，歡迎帶作品來

與講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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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 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請由教育活動個人報名系統進入。已是科博館會

員者，請點選會員單一登入進入報名；尚未是會員者，請先註冊。 

2. 為製作研習參加證，請準備個人大頭照電子檔，於線上報名時上傳。 

3. 111/5/12早上 10點開放報名，6/8截止報名，依報名先後錄取。初階班正

取 100人、備取 30人；進階班正取 40人，備取 15人。如活動報名人數

初階班未達 70人，進階班未達 30人，本館得視狀況取消該梯次活動。 

4. 活動當天若遇颱風、地震或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天災，梯次活動是否取消

辦理，請隨時注意本館網站及媒體公告。 

5. 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寄發活動通知與訊息，請確認電子郵件的正確性。 

6. 活動限本人參加，繳費後之學員若無法參加活動，勿私下找人替代，以免

發生爭議。 

繳費方式 

1. 本活動費用 1,600元，提供多元繳費管道（參看多元繳費更詳細說明）。

學員報名成功為正取後，可任選下列方式繳費： 

(1) 線上刷卡、超商代收、ATM轉帳：繳費期限 111/5/12 ~111/6/9 

(2) 到館繳費（本館綜合服務中心）：繳費期限 111/5/12 ~111/6/12 

2. 信用卡線上刷卡繳費是透過玉山銀行系統，可接受國內銀行所發行的信

用卡。 

3. 選用便利超商代收或 ATM轉帳繳費須自印繳費單據，手續費外加，不含

在活動費用中。 

4. 繳費憑據應保留至確認繳款無誤，正式繳費證明可登入報名系統自行下

載。 

5. 錄取之弱勢學員（低收、中低收入及內政部或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轉介關

懷輔導個案），請於繳費截止日前來電告知以保留名額。活動當日請提供

證明文件查閱。 

6. 正取者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並註記未報到 1次。 

退費方式 

1. 報名繳費後因故不克參加活動需辦理退費者，可線上申辦。 

2. 退費申辦方法請參看本館教育活動個人報名網頁/常見問答/退費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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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注意事項與時數 

1. 活動限本人參加，恕無法有家長或弟妹陪同。 

2. 研習會場中央空調無法獨立調整溫度，建議可帶外套。 

3. 實作課程可自備文具（鉛筆、橡皮擦等） 

4. 參加活動學員除用餐時間外，須全程佩戴口罩，並視防疫需求規範配合

防疫措施。 

5. 請準時報到，俾利課程準時進行。活動進行中，敬請共同維持現場秩序，

會場內不飲食。 

6. 初階與進階班各可核發公務人員與教師研習時數 6 小時，研習當日請記

得簽到與簽退。 

7. 研習當天中午提供午餐，請自備水杯或水壺（本館不提供紙杯）。 

8. 本研習及競賽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

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競賽須知：專家指導、繳件與參賽 

1. 自然學友之家有標本、書籍，請先 e-mail（nmns_naturalist@nmns.edu.tw）

預約使用時間，以免耗時等候。請攜帶參加證至現場登記借用，借用物品

不得攜出，繪圖時請妥善使用保管。  

2. 111年 7月 30日（六）專家現場指導，請攜帶繪圖草稿，自行挑選時段至

自然學友之家，由繪圖老師指導繪圖技巧。 

3. 截稿日前之開館時間，即 111年 7月 3日至 8月 10日，可憑參加證不限次

數免費進入展示場、植物園溫室等地進行繪圖（不含收費特展、太空及立

體劇場）。參加證限本人使用，不得借出。 

4. 請依據組別投稿（以畢業之學年為主） 

(1) 國小組（當屆小學六年級畢業生屬國小組） 

(2) 國中組 

(3) 高中組 

(4) 成人組 

5. 本活動競賽為鼓勵性質，期望展現學員收穫與成果，收件僅限本研習報名

學員。 

6. 參賽作品須繳交原稿，若電腦繪圖請繳交電子檔案。 

7. 111年 8月 10日（三）前備齊以下文件，掛號寄送或親自繳交至自然學友

之家，逾期不受理（掛號以郵戳為憑）。 

(1) 繪圖作品（含原稿，電腦繪圖需提供檔案）：每件作品可為單幅或組圖

（三張以內），不限使用本館提供之紙質與材料，但作品需為 8開大

小。本館提供之繪圖紙，適合點圖或色鉛筆，若需使用水彩繪圖，建

議另行購買水彩紙。 

(2) 至館方提供的連結填寫「111年科學繪圖競賽報名表」（如附件一）並

取得作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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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著作權授權書」紙本（如附件二，請親筆簽名。）  

(a) 參加本活動之競賽作品須簽訂「作品著作權授權書」，接受授權書

內容方可參加 

(b) 若不欲授權進行後續展示教育和開發利用者，請勿參加本比賽。 

8. 作品需為未曾參加比賽或公開發表之繪圖作品。（「公開發表」意為： 在機

關團體、大眾媒體、公共論壇或公開活動中，包括其網站、出版品與刊物

所發表或使用之作品；發佈在個人經營之部落格或臉書則不在此限。） 

9. 家長可協助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作品及圖說限本人獨立繪製及撰寫，勿

以臨摹、仿繪或抄襲他人作品。 

10. 參賽者須遵守主辦單位所訂定之各項規則，並同意尊重評審結果。不符合

規格者不予受理，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不法情事發生，本館有權取消參賽

資格，並追回已發放之獎金、獎品、獎狀。 

11. 111年 8月 10日 17:00截稿，請親自至自然學友之家（親繳或郵寄皆可，

以郵戳為憑）或郵寄至『404605 臺中市北區館前路一號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自然學友之家收』，並於信封右下角註明：111年科學繪圖作品繳件 

 

作品評選標準 

評分標準包含但不限以下分項，主辦單位保留評分標準的解釋權，參賽者同意

尊重評審結果。 

1. 科學意涵與正確性 

2. 圖像技巧表現 

3. 圖說表達能力 

4. 設計理念 

5. 整體視覺美感 

 

獎項 

1. 各組選出前三名及數名佳作。以下獎金以現金或等值禮券發放。 

(1) 第一名：獎金 6,000元、獎品、獎狀乙紙。 

(2) 第二名：獎金 4,000元、獎品、獎狀乙紙。 

(3) 第三名：獎金 2,000元、獎品、獎狀乙紙。 

(4) 佳  作：獎品、獎狀乙紙。 

2. 若參賽作品未達標準，主辦單位得以「從缺」處理。 

3. 本活動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 

 

頒獎典禮與展出 

1. 預計 111年 8月 26日本館網站公佈得獎名單，8月 27日舉行頒獎，未獲

獎之作品，請自行於 8月 27日後 2個月內領回，逾期未領回之作品將由本

館處理。  

2. 得獎之作品將於自然學友之家展出，展出時間為一年。一年後將通知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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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領回，請於通知後 2個月內領回，逾期未領回之作品將由本館處理。  

3. 作品若獲獎，中文圖說和作品說明將經編輯後隨同展出。 

4. 各項延伸使用之細節詳見「作品著作權授權書」。 

 

其他事項與聯繫 

1. 凡參加本活動者，視同認可並遵守各項規定，未盡事宜或異動等事宜，將

會於本館網站公布，敬請留意。 

2. 繪圖期間若有相關問題或其他疑問，以 nmns_naturaslit@ nmns.edu.tw電子

郵件聯繫。



 

附件一 111年科學繪圖競賽報名表 

111年科學繪圖競賽  報名表 

參加組別 □國小組      □國高中組   □成人組 

編號  

參賽者姓名  學校系所年級 

/任職單位 

 

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作品名稱  張數  

作品主題類別 □植物□動物□其他 

使用工具 □手繪□電腦繪圖□鉛筆□針筆（代針筆） 

□水彩□油彩□其他              

主題圖說：請在 100-300字之內。說明作品主題、故事、想表達之科學意涵

或創作理念。 

 

作品說明：請在 100-300字之內，說明繪圖主題來源（例如影像來源或標本

來源）、參考資料、繪圖工具或手法、繪圖過程等，作為評分參考。 

 

※請依據年齡投稿（若是近期畢業者，以畢業年領投稿，例當屆小學六年級

畢業生屬國小組 

※參賽者須提供真實姓名、住址、連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如因資料不實

以致無法聯繫，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除紙本檔案外，屆時會提供電子連結，請進入電子連結提交主題圖說、作

品說明 

※作品若獲獎，中文圖說和作品說明將經編輯後隨同展出。 

 



 

附件二 111年科學繪圖作品著作權授權書 

作品著作權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因參加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之  111 年科學繪圖研習與競賽活動   ，爰立

書授權同意如下： 

一、作品名稱：                                                         

（以下簡稱本作品） 

二、被授權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三、著作權之約定： 

1. 授權人保證本作品之合法性，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2. 本作品之著作權歸授權人及共同或共有作者所有。 

3. 本活動之協辦單位與被授權人共同享有授權範圍之權利。 

四、授權範圍： 

1.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雙方得再授權第三方於商業或非商業之開發使用。 

2. 授權人同意授權本作品之重製、改作、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

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展示、出租、編輯等各項權利；得不限時間、地域、

次數及方式之使用。 

3. 授權人同意上述使用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衍生利用及利益給付 

1. 本作品所開發之衍生商品（含出版品），其利益之分配與方式如下： 

 扣除成本（製作、行銷、稅捐、回饋金等金額）後盈餘所得，分配比例

為授權人 30%、被授權人 70%。 

 以上收益每年結算乙次，以匯款方式匯入授權人指定帳戶，匯款手續費

由授權人負擔。 

 本作品若有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其共同或共有者間利益分配方式概與被

授權人無涉。 

2. 授權人得以定價 8 折之優惠價格自購本衍生商品。 

3. 為教育推廣、企畫或公關行銷等非商業性用途，被授權人得以公關名義贈送

本衍生商品，贈送部分不列入利益之分配。 

4. 本作品經利用所衍生之著作權屬被授權人或其再授權人所有。 

六、本授權同意書經授權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即生效，無須被授權人另為

簽署。若作品未得獎，本授權書自動失效。 

七、本授權書未盡事宜，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

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八、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本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為管轄院。 

 

 



 

此致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若立授權書人未滿 20 歲，請加填法定代理人資料。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