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 2021熱帶農業博覽會多元學習單徵件選拔活動簡章》 

 

壹、活動背景及目標 

  本縣依山傍海，擁有得天獨厚天然觀光資源與多元的文化傳統工藝，近年來

透過對在地文化關懷與協助地方觀光產業發展，逐步推廣具有本縣在地特色之

戶外教學，此次結合本縣 2021熱帶農業博覽會園區 DIY及導覽解說課程，進

行戶外教學多元學習單選拔徵選及深耕與課程資源的應用整合。藉此，本計畫

實施之目標如下： 

一、宣導戶外教育理念，提升學校師生對戶外學習之認識與關懷。 

二、發展在地特色主題課程，增進學生的農業意識及人文關懷。 

三、發展優質戶外教育活動，強化戶外教學活動課程內涵。 

四、豐富戶外教育資源，推廣優良典範，發揮分享教育效能。 

五、將戶外教育與在地文化、自然景點、特色物產結合，落實社區永續發展

精神。 

 

貳、計畫依據 

一、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二、「2021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學習活動。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輔導團 
 

肆、目標對象  

 本縣幼兒園—高中學生 

 

陸、辦理期程與方式 

一、 活動期程：自 110年 2月 6日起至 3月 1日止。 

二、 各校初審期程：自 110年 3月 2日起至 4月 8日止。 

三、 各校特優作品送件期程：自 110年 3月 2日起至 4月 9日止。 



四、 各校特優作品評審期(複審)：自 110年 4月 12日至 4月 30日止。 

五、 得獎名單公告：110年 5月 14日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站 

(http://www.ptc.edu.tw/)。 

六、 活動地點：屏東縣長治鄉熱帶農業博覽會特區(詳細資訊請至官網查詢，

網址 https://www.2021ptae.tw/)。 

七、 獎勵辦法： 

    (一)依徵選主題選拔幼兒園至高中各組學生特優、優等及佳作學生頒發     

 獎狀一紙。 

      (二)學校之編制內教師指導學生榮獲特優及優等予以敘獎，佳作頒發獎 

          狀一紙；學校之非編制內教師指導學生榮獲前開名次頒發獎狀一紙    

          ，各獲獎學生指導教師限 1名。 

 

柒、徵件說明 

一、徵件主題及對象：本次徵件活動共計三項主題(繪畫、攝影及徵文)，各 

    項主題之徵件對象依學生學習階段分為六組，臚列如下： 

徵件主題 徵件對象 

(一)熱博園區繪畫比賽選拔(呈現方式不限，如四

格漫畫、插畫、水墨、水彩、油畫等形式皆可)。 

(二)熱博園區攝影活動。 

(三)熱博園區徵文活動。 

(一)幼兒園組 

(二)國小低年級組 

(三)國小中年級組 

(四)國小高年級組 

(五)國中組 

(六)高中組 

二、審查及獎項說明：本次活動係由各校辦理初審作業後，選拔特優參賽作 

    品進行送件，並由主辦單位進行複審作業審定後予以獎勵，說明如下： 

 

項次 說明 

(一)初審方式 請各校自行審查及教師共識，共同評定特優參賽作品。 

(二)複審方式 
由主辦單位聘任審查委員，評定各校所送之特優參賽 

作品。 



項次 說明 

(三)複審評定標準 

 1、繪畫比賽選拔：傳達 55%、創意 45%。 

 2、攝影活動：傳達 55%、創意 45%。 

 3、徵文活動：徵文傳達 55%、文章流暢度 45%。 

(四)獎項及獎勵說明 

 1、獎項名額 

    各項徵件主題之各組獎項名額如附表所示；如各   

  名次無合適作品，得予從缺並不另遞補。 

 

2、學生獎勵說明 

    榮獲本次活動獎項之學生，頒發獎狀一紙，以資 

  鼓勵。 

 3、指導教師獎勵說明 

    限 1名，學校之編制內教師指導學生榮獲特優及 

  優等者核予敘獎(如附表所列)，榮獲佳作者頒發獎 

  狀一紙；學校之非編制內教師皆頒發獎狀一紙，以 

  資鼓勵。 

【附表】 

名次 特優 優等 佳作 

人次 10名 20名 擇優錄取數名 

學生 獎狀一紙 獎狀一紙 獎狀一紙 

指導老師 嘉獎兩次 嘉獎一次 獎狀一紙 
 

    三、送件說明： 

項次 說明 

(一)送件方式 

參賽作品以紙本形式作品，並於 110 年 4 月 9 日前由

學校統一完成送件；以電子形式或非學校單位或逾時

送件者，主辦單位概不受理，各項主題作品之格式規

定如下： 

 1、繪畫比賽選拔：4開大小之圖畫紙一張。 

 2、攝影活動：「6×8」之照片一張。 

 3、徵文活動：以紙本呈現(呈現方式不限(如短文、 

    詩詞等)，手寫及打字皆可)。 



項次 說明 

(二)送件地點 

郵寄至屏東縣政府(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並

於外封套註明「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吳佩

軒小姐 收(以郵戳為憑)。 

(三)繳交資料 

各件參賽作品應繳交之資料如下： 

 1、參賽作品。 

 2、參賽報名表(附件 1)。 

 3、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 2)。 

(四)其他注意事項 

 1、每人送審作品以三件為限，同一徵件主題得獎作 

    品以一件為限。 

 2、得獎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需簽 

    署授權同意書，授權主辦單位公開發行、展覽等 

    使用，並由本人親自簽章(未滿 18歲者須由監護 

    人會同簽署)。 

 3、如有抄襲他人作品、投稿曾經得獎作品，或有違 

    反相關法令者，將取消得獎資格，並回收已領取 

    之獎狀及獎品。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 

    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活動結果公佈 

    前，各參加者不得以同一作品參與其他競賽。 

 4、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均不退件。 

 5、參賽作品須於註明作品背面或空白處註明「姓名/ 

    學校/班級」。 

 6、抄襲別人作品及不符規定者不予評審。 

四、附則 

(一)參賽者均須簽署「授權同意書」，同意其作品獲選為得獎作品時，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享有一切刪改、

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製、散布、發行、以及推廣宣導

等用途之權利，並有將圖稿安排於媒體發表、成冊出版、自行再版

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均不另計版稅及稿費，得獎者亦不另行索取

費用。 



(二)若參賽者有使用他人所有之圖案等並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須自

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 

(三)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禁止：1、使用侵權之圖檔，2、

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3、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

教議題、政治議題或不雅圖片等，4、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

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5、

於其他類型活動重複投稿；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

舉並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

獎勵，另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活動內容及詳細時程得視參賽狀況調整，以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

育處公告為準。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1.聯絡單位及聯絡人：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吳佩軒 小姐。 

2.聯絡電話: 08-7320415#3655 

3.電子郵件：dream120110@yahoo.com.tw。 

 

捌、經費 

本計畫所需之經費由本府相關經費下支應。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mailto:dream120110@yahoo.com.tw


附件 1 報名表 

 

屏東縣 2021 熱帶農業博覽會多元學習單徵件活動 

參賽報名表 

作品題名  件數編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年級  

徵件主題 

□熱博園區繪畫比賽選拔 

□熱博園區攝影活動 

□熱博園區徵文活動 

(請勾選) 

指導教師 

□學校正式教師 

□學校代理代課 

  教師 

□社團教師 

□其他：       

(請勾選) 

姓名： 

報名組別 

□幼兒園組(免填作品理念說明)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請勾選) 

  

作品理念說明 

(200字以內) 

在 2021熱帶農業博覽會中，最印象深刻的是…… 



附件 2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以下稱本人或本單位) 同意參加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所舉辦之「2021

熱帶農業博覽會多元學習徵件活動」 (以下稱本活動)，並配合下列事項： 

1. 本人或本單位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徵選辦法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項徵選公

告、規則及徵選結果。 

2.本人或本單位參選皆為原創作品並保證提供資料屬實，如有違反規定，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主辦單位並得逕行公告並取消其認證資格。 

3.若參選作品項入選，則本人或本單位同意配合下列事項: 

(1)經徵選後，獲選表揚之作品需同意配合主辦單位後續推廣作業，無償提供參選作品相

關資料、影片剪輯、接受攝影等作為成果手冊、宣傳影片於國內、外非營利使用，如

獲選表揚之團體無法提供相關服務資訊及連結，將視同放棄資格，並由後面名次往前

遞補。 

(2)經徵選後，獲選表揚之作品需為免費提供大眾使用。版權仍為原所屬單位所有，但必

需授權屏東縣政府相關網站刊載，以供大眾瀏覽、下載及非營利使用。 

 

    此致    屏東縣政府 

 

      

               

本人/本單位所有成員簽署(簽名及蓋章)： 

(未滿 18 歲監護人須同意，會同簽署) 

監護人姓名(簽名及蓋章)：  

與參賽者關係： 

               

 

 
日期：110年______月______日 
 



附件 3 活動介紹 

《2021 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活動介紹》 

壹、園區簡介 

一、彩繪稻田 

  利用彩色稻種培育技術，透過 3D 立體化的電腦專業，在綠色水田中種

上多樣的彩稻圖騰，增加水田創意的美景，將彩繪稻田做為藝術畫布呈現，

讓農業與觀光、科技、藝術、文化和教育做完美的結合。 

 二、迎春花海 

    Bee遊景點：以林下經濟-蜜蜂為設計主軸，藉由其高度群體生活的社會

性昆蟲代表，並輔以六角形蜂巢為構建花海底蘊、以蜜蜂風車群及蜜蜂地景

藝術做為主視覺，搭配以國產材構建蜜蜂的家裝置藝術、靜態里山動物旋轉

木馬、屏東在地代表之立體里山動物木構件分布在花海全區讓來訪民眾拍照

打卡，另外搭配椴木迷宮、推廣屏東在地林下經濟，透過參觀來傳達我們疫

情艱困的環境下，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構建林業推廣攤位區讓來訪民眾增

加對國產竹木產品及傳統木匠工藝的認識、利用，提升生活品質及樹木保育

理念推廣。 

   三、森林館 

  以「林下經濟」、「國產材木工藝」、「老樹保護」三大主題意象，結合動

漫虛擬角色的人物代言，提升林業推廣活動館的優質形象，創造老少咸宜的

休閒空間，讓有趣的動漫風格吸引更多民眾參訪。 

四、灰姑娘的城堡 

  本區設置了灰姑娘童話故事的元素，包含了城堡、南瓜及玻璃鞋等裝置

藝術，用不同顏色的花草及裝置藝術來展現屏東農業的軟實力。 

五、瓜果長廊 

  展覽期間皆種植各式不同種頪的瓜果例如東森、瑞福、李白、小黑、大

姑、二姑、祥姑、蛇瓜、老鼠瓜等品種，今年更增加攀爬植物及新興果樹木

鱉果，增加瓜果長廊的可看性及突顯屏東農業軟實力。 

六、雜糧好好玩 

  將規劃兩個展區，一為雜糧作物館，展區內將策劃玉米迷宮和小麥迷宮；

二為老鷹紅豆故事館，以紅豆製成的大型老鷹為本展區的特色風景，並舉辦



免費的美食 DIY、專人解說、影片欣賞、免費採果等豐富的活動，期待能讓

大家滿載而歸。 

七、青草作物 

  本區在 DIY 教學中與民衆分享防疫養生觀念，宣傳縣府農業處草藥專作

區 23 公頃成果，尤其以防疫疫苗金銀花，目前美國、日本及台灣中研院等，

有關醫學研究部門已陸續跟協會契購，作生技萃取，另防癌抗癌的菜類優遁

草及尼基羅菜皆在這幾年已研發多種食用防癌產品，風評甚佳，歡迎大家前

來青草作物區交流。 

八、雜糧特作 

  將規劃兩個展區，一為雜糧作物館，二為老鷹紅豆故事館，雜糧栽種及

以紅豆製成的大型老鷹為本展區的特色風景，並舉辦免費的美食 DIY、專人

解說、影片欣賞、免費採果等豐富活動，期待能讓大家滿載而歸。 

九、大河熱帶農家 

  屏東平原由中央山脈，大山大河沖積而形成一肥沃向西南流向大河水系 

，水澤農林漁牧豐產縣份，冬季熱帶屏東侯鳥到東北季風啓動稼穡之序幕，

秋種、冬收、春成、夏休，冬季屏東農林漁牧忙碌快樂豐收，瓜果類蔬果在

冬寒飂峭時節是全國最大產地，在春季時節物產繁多豊收，更歡迎著近悅遠

來朋友，來屏享受熱帶農家慶豐年的熱鬧節慶。 

十、樹藝雅石造景展區 

  樹藝雅石景觀區由屏東縣盆栽景觀協會承攬，以庭園造景為主軸，配合

各類型盆景、雅石及軟金絲雕佈置展覽，形成一種人與自然的協調美，讓參

觀者怡情養性，紓解壓力，並藉由遊客親自參與 DIY盆景創作，獲得創作的

成就感與滿足感，而留下難忘的印象。 

    「盆景」是一種臨摹自然的造型藝術，以「小中見大」的獨特藝術創作，

把自然中的大樹，濃縮於咫尺的盆缽之中，成為一幅幅立體的詩畫；「雅石」

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天然藝術品，是無法重覆的大自然的傑作：「軟金絲雕」

是以鋁線『雕』樹，以盆景創作技巧，雕塑出各類盆景蒼勁的美感，展現盆

景創作藝術另類新風貌。展出內容豐富，歡迎大家蒞臨參觀。 

十一、大花農場玫瑰館 

  由大花農場打造的玫瑰館，延續有機的作法在屏東熱帶博覽會裡種出多

色可食用的玫瑰花，除了觀賞更能品嚐到玫瑰特色料理，以新鮮玫瑰為醬汁



打造出的玫瑰豆花是每年遊客必點的 NO.1；到現場最不能錯過的就是有機

玫瑰精露了，萃取精製的有機玫瑰精露，除了飲用也是日曬後舒緩的好幫手，

長期使用養顏美容抑制酪胺酸脢黑色素生成，所以逛園區之前快快先來玫瑰

園保護一下，今年推出的玫瑰多酚蛋捲更榮獲屏東十大伴手禮，採用生乳製

成的奶油新鮮直送雞蛋及能量滿滿的玫瑰多酚，健康無負擔非常適合過年伴

手禮。 

十二、蘭海雨林 

  本次以「蘭海雨林」為主題，用最豐富多元的蘭花品種打造物種豐饒的

雨林風情，除了常祥在蘭花美景外，我們更是推出了互動式手作課程，自己

的作品材料由自己親自挑選，讓每個人都能創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作品，帶

給大家最獨一無二的創作感受。 

 十三、大武山下蘭花館 

  蘭花館主題以大武山的外觀及其山中的生態作為大花牆的佈置構想，利

用屏東平原生產的花卉作為替代，仿造出山中的自然景觀，在認識在地花卉

的同時，也能體會在大武山下般無違和的臨場感。尤其臺灣處於亞熱帶地區，

氣候溫暖，適合蘭科作物生長，此次在規劃佈置上，會再佐以目前全球風行

的蕨類植物，除可藉次展現植物的多樣性，也重現熱帶雨林的風貌。 

 十四、水中的彩色派對 

  進入彩虹廊道欣賞各式彩色繽紛的可愛魚兒，從沒看過由紅橙黃綠藍紫

以及黑與白交織的彩色派對，連水母都來作客囉！還有邀集多樣特色水產市

集，一起來欣賞屏東縣享譽國際的觀賞魚育種功力。 

 十五、探索夢幻秘境 

  透過互動式體驗方式，帶領遊客穿梭在夢幻祕境內，以寓教於樂方式一

同探索屏東休閒農業魅力，體會在田園中露營的氛圍及欣賞地景藝術外，更

可以發覺屏東各式各樣休閒農場特色、伴手禮、各式特色 DIY 及農事體驗活

動，展現屏東休閒農業軟食力，吃、喝、玩、樂盡在探索夢幻祕境，提供遊

客更多遊玩選擇。 

 十六、鳳梨仙子歡樂島 

  鳳梨仙子翩翩飛舞帶領來到歡樂島，島上的金牛象徵 2021 財富、健康、

平安，體驗早期農村古早水協仔，讓水瀑幫金牛沐浴，迎來一整年的幸福。

歡樂島四周更是網美拍照打卡的好地景，鳳精靈歡樂 Bar、網美花牆，美不



勝收，想在池畔歇息，造型座椅讓您充滿不同感受。 

 十七、馬場體驗區 

  馬場攤位為主的可愛動物園區，內有不同品種的馬、騾，還有母子驢，母

子羊，及非常可愛的小牛提供體驗餵食紅蘿蔔，還有大型馬與小型馬騎乘體驗，

漂亮大馬可供親子一起騎乘，也有提供純羊奶與純牛奶的冰棒冰淇淋。 

十八、犇轉運勢 

  屏東酪農產業提供許多優質乳製品供消費者食用，亦替屏東縣創造了可觀

的經濟產值。隨著時代推移及科技技術的演進，現代的養牛技術以及各類牛相

關產品的生產製造已大有展望，故藉由「畜產館-犇轉運勢」活動展覽形式，藉

由寓教於樂方式讓民眾瞭解屏東養牛產業的現況及未來發展，進而促使屏東養

牛產業在經濟、文化、環保及傳承上獲得更多關注及提高其經濟效益。 

十九、樂農市集 

  『樂農市集』協助小農除了一個展售平台之外，更有機會與消費者互動，

傳達自己所生產的農產品價值。本區最大的亮點有結合農村聚落和小農耕地與

農產品展售結合的「農產特色拍照區」，農村風情和休憩功能的「瓜田籬下休息

區」，以及結合食農教育和親子互動的「親子遊戲及 DIY 活動區」；攤位搭設方

式是以 6 米帳搭建，就現地採取環狀方式規劃，改善光線、通風，同時呈現各

攤商農產品特色。並藉由互動式的活動與舞台表演，提高大家對於小農展售有

不同的思維，也希望藉由這股風潮展現農業新價值。 

二十、毛孩玩很大 

  人們為了尋求心靈上的寄託，近年來和動物之間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情感，

因此「伴侶動物」在飼主心中也佔有重要的份量。2021 寵物家族活動館「毛孩

玩很大」除了提供各式立體佈景供民眾拍照，讓參訪民眾留下美好身影的活動，

也規劃「毛孩運動場」，讓體力旺盛的毛孩可以盡情奔跑，希望能藉由活動，讓

毛孩與家人間互動，於活動中體驗及享受與動物歡樂的時光，並宣導保護動物

尊重生命，讓活動更具教育性。 

二十一、農村再生 

  為帶動農村再生社區產業發展，跨越世代、地域和領域的產業合作，是此

次農村再生呈現的重要概念，除將輔導農村再生社區產業與活動企劃進行結合

與串連，以提升社區產品加值、能見度與知名度外，也拉近生產者與消費者間

的距離，提供屏東縣在地農民與消費者能面對面分享、交流、以及認識的平台。 



二十二、土地長出原文化 

  土地孕育萬物生命，滋潤的靈魂。斜坡上的人(Kacalisiyan)耕種、採集、狩

獵、建築、造物，在反覆勞動中與土地築起親密。因對土地的珍惜、感恩、守

護成了獨特的文化。 

  區域從植物藝術裝置、工寮為體的體驗區及以農作及自然素材佈置，營造

部落日常生活感。園區內唯一「咖啡專區」從咖啡田到一杯濃郁純粹的咖啡敘

述土地的故事。透過食農闖關遊戲與導覽、市集、工藝 DIY 與音樂表演，一起

真實觸摸、靜心品嚐、虛心學習土地帶來的美好與力量。 

二十三、客家產業館 

  客家先民敬天惜物，以有限食材變化出多種菜色，以惜福的生活觀研發各

種「醬料」、「漬物」，透過「釀造」為食物增添味道、延長期限；食物的珍貴，

除了溫飽，還藏著記憶，現場可品嘗到客庄特有風味餐點，口齒留香之餘還有

六堆伴手禮，讓您帶走南台灣的「客家味」。 

二十四、農科專區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座落於屏東縣長治鄉，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導成立，

臺灣唯一以農業科技為主軸的產業園區，已聚集超過 100 家農企業，形成天然

物加值、水產養殖與加值、農業資材、禽畜生技與加值、生技檢測與代工服務

及行銷、節能環控農業設施等六大產業聚落，本次參展將由捷希生技、喬本生

醫、晨興油品、天明製藥、興藝峰生技、華錦顧問等 6 家園區企業，帶來他們

研發產銷的技術及產品，敬邀蒞臨參觀。 

貳、交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