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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選主題 
2022MAKER PARTY小孩創造大賞─Save The World！拯救地球大作戰 

二、主辦單位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三、共同推動夥伴 
數感實驗室 

四、徵選目的 
親子天下舉辦MAKERPARTY已邁入第七年，去年首次開辦小孩創造—科學玩具自造王

徵選，邀請十組入選團隊參與2021MAKERPARTY現場策展，讓親子家庭共同見證實踐創客

精神的學習歷程。2022第二屆小孩創造大賞徵選擴大辦理，將號召全國大班至國三的孩子

一同響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向世界提案「拯救地球」的自造、再造與創造。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MAKER，當孩子在看見問題並與自身產生連結後的感受

將會趨使他們動腦思考：我可以做什麼？我可以怎麼做？大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引導孩子活用

知識、創造通力合作的環境，鼓勵孩子一次次修正思考的內容直到能夠實踐腦中的想法。當

孩子能夠走完上述脈絡，他們強化了自身的覺察能力、自信心與情緒調節力，連結了外部的

人際關係、溝通與表達能力，從而建立了未來人才必備的心理韌性。 

小孩創造大賞不僅是鼓勵孩子提問、思考、行動的舞台，更是陪伴孩子建立從設計思考

到批判性思考的完整學習歷程，我們期待透過這個歷程不斷地培育出改變未來的行動者，成

為台灣孩子的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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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徵選時間 

階段 區間 

報名階段 2021年11月22日(一)～2022年03月14日(一) 

初選階段 2022年03月15日(二)～2022年03月21日(一) 

決選階段-人氣投票 2022年03月28日(一)~2022年04月07日(四) 

決選階段-實體評選 2022年04月09日(五)~2022年04月16日(六) 

培訓階段 2022年04月20日(三)~2022年06月03日(五) 

策展階段 2022年06月09日(四)~2022年06月12日(日) 

六、徵選內容 
SDGs生態與環境永續創意設計與發明募集，徵選作品內容包含： 

廢棄物再利用之創作或發明：包含裝置藝術、再製物品、解決廢棄物問題的循環使用

機器、廢棄能源再利用的產品。 

友善環境發明：推動友善環境行動的發明物件。 

七、徵選對象 
幼兒園大班～國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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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徵選獎項 

獎項 數量 

小孩創造大賞 3 

永續行動評審獎 27 

網路人氣獎 3 

※完整獎項請參考【十、報名指南】第12點徵選獎項

九、徵選時程 
徵選時程說明 

● 參賽團隊需配合所有徵選行程，若無法配合則視同放棄資格。

● 實體評選會依照【探索組】、【創作組】、【開創組】分為三天進行，每一通過初選

的團隊都將參與半天的評選會，觀摩共學同一場次參賽團隊簡報及評審講評，累積創

造能量。

● 通過決選團隊可於展覽前獲得每人五張公關票，並另外享有購票優惠。

● 通過決選團隊可於培訓階段獲得專業評審協力研修作品、專業講師策展及作品案例分

享、口語表達訓練。

● 入選小孩創造大賞三名團隊將與專業設計團隊進行作品概念共創，並於2022 MAKER

PARTY主題展區展出。

● 通過決選團隊之指導老師(家長)將於展覽階段受邀參加親子天下舉辦之創客教育專屬

交流會。

● 通過決選團隊有機會於親子天下當期雜誌或YouTube頻道、Podcast報導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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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內容 日期 方式 

報名 

第一階段
徵選報名表填寫 2021.11.22(一)~2022.2.14(一) 

以團隊為單位，至小孩創造大

賞徵選網站填寫徵選報名表。 

第二階段
徵選資料繳交 2022.02.15(二)~2022.3.14(一)

※【著作／肖像／個資授權同

意書】每人皆須填寫繳交。 

初選 

評選標準請參考

【十、報名指南】 

第4點：初選標準 

2022.3.15(二)~2022.3.21(一) 

初選評審團線上作業，初選結

果最晚將於2022.3.25(五)前通

知。 

決選 

網路人氣票選 2022.3.28(一)~2022.4.7(四) 
投票將於小孩創造大賞徵選網

站進行。 

實體評選會 

評 選 標 準 請 參 考

【十、報名指南】第1

1點：實體評選會徵選

標準 

2022.4.09(六)探索組 

2022.4.10(日)創造組 

2022.4.16(六)開創組 

地點：臺北中山區親子天下Cl

ub，決選結果最晚將於2022.

4.20(三)通知。 

培訓 

展覽及演說技巧訓練 2022.4.20(三)~2022.6.3(五) 

*擇假日舉辦

線上 

作品研修討論 實體，北中南分區舉辦 

展覽 

佈展 

2022.6.9(四) 將發送公文給就讀學校 

KIDS TALK、頒獎典

2/14前完成第一階段之團隊

將收到資料繳交表連結，須

於2022/03/14(一)23：59前

填寫完畢。

https://cplink.co/coASZCl6
https://cplink.co/coASZCl6
https://cplink.co/coASZCl6
https://cplink.co/coASZCl6
https://site.parenting.com.tw/home/club-216#%E4%BA%A4%E9%80%9A%E8%B3%87%E8%A8%8A
https://site.parenting.com.tw/home/club-216#%E4%BA%A4%E9%80%9A%E8%B3%87%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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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彩排 

顧展 

2022.6.10(五)~2022.6.12(日) 

將發送公文給就讀學校 

KIDS TALK 入選團隊現場5分鐘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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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圖 

 

線上報名

線上評選會 

入選團隊最晚將於2022/3/25收

到信件通知 

資料繳交表 

繳交徵選資料： 

作品Mindmap+照片+影片+

說明書+授權書 

報
名

 

2021.11.22 ~ 2022.2.14 2022.02.15 ~ 2022.3.14 

初
選

 

2022.3.15 ~ 2022.3.21 

2022.3.28 ~ 2022.4.7 

實體評選會 

4/09(六)探索組 

4/10(日)創造組 

4/16(六)開創組 

決
選

 

初選標準 

1.資料完整度 60%

2.Mindmap創意度 30%

3.提案可行度 10%

線上人氣投票 

2022.4.9 ~ 2022.4.17 

決選標準 

1.實體評選會 90%

2.線上人氣投票 10%

入選團隊將於2022/4/20收到

信件通知 

創客工作坊 

線上：策展與演說技巧教學 

實體：作品研修工作坊 

※實體工作坊將擇假日舉辦

布展＆彩排 

地點：台北圓山花博爭豔館 

培
訓

 

2022.4.20 ~ 2022.6.3 

策
展

 

2022.6.8 ~ 2022.6.9 

實體展覽 

地點：台北圓山花博爭豔館 

2022.6.10 ~ 20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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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指南 
1. 參賽資格

組別 參賽資格 團隊人數 

【探索組】 幼兒園大班-國小2年級 2~6位孩童組隊參加，每組需另有1位成人作

為聯繫代表人。 

※指導老師或家長僅協助引導發想、規劃、

準備、報名等事項，不得參與主要創作。

【創造組】 國小3-6年級 

【開創組】 國中1-3年級 

2. 報名辦法

● 徵選報名表填寫：於2022/02/14(一)23：59前至小孩創造大賞徵選網站填寫並送出

線上徵選報名表。

● 填寫完成者將於2022/02/15收到主辦單位寄送之資料繳交表，請於2022/03/15(一)
23：59前完成填寫並送出。

● 資料繳交表內容包含：
【著作／肖像／個資授權同意書】每人1份

【作品說明書】每一作品1份 
【作品構想Mindmap】每一作品1份 

【作品照片】每一作品至少6張 

【作品介紹2分鐘YT連結】每團隊1支 

【團隊合照】每團隊1張 

加分項目：【田調紀錄照片/影片】※若無此項目資料不影響報名資格。 

※以上資料上傳時間皆需符合徵選報名期限，逾期視同放棄。

3. 【著作／肖像／個資授權同意書】下載點

每位參賽者皆須下載列印，完成簽署後掃描上傳團隊資料雲端。 

【小孩創造大賞徵選】著作肖像個資授權同意書.docx 

4. 作品尺寸建議

 長150cm*寬150cm*高250cm內 

※評選會場電梯尺寸：外門寬90*高240*深140CM，若作品尺寸大於電梯，需設計為
可拆解模式。

5. 【作品說明書】規範

以團隊為單位，內容包含：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長寬高，單位：CM)，請參考上述尺寸建議。
        作品使用材料

https://activity.parenting.com.tw/main/%E5%B0%8F%E5%AD%A9%E5%89%B5%E9%80%A0%E5%A4%A7%E8%B3%9E-522
https://event.parenting.com.tw/form/66
https://event.parenting.com.tw/form/76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JoTDz1nMcjYuMYuaQY_N_UQd2pmUhfF/edit?usp=sharing&ouid=101654360133697438499&rtpof=true&sd=true
https://event.parenting.com.tw/form/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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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片規範

以團隊為單位，上傳團隊資料雲端。 

【作品照片】前視照後視照、俯視照、左右視照、設計特點照至少6張，規格不小於12

00×1600 px。 

【團隊合照】半身、面部清晰、光線明亮，規格不小於1200×1600 px。 

8. 影音規範

以團隊為單位，於徵選資料表中提供YouTube連結。 

影片內容需呈現「我想要拯救地球什麼」、「我拯救地球的方式」、「為什麼我希望

大家知道這很重要」三個部分，並思考怎麼呈現足以吸引評審與大眾，達到溝通的目

的。 

解析度1920*1080(1080p)，長度以2分鐘為限，請上傳YouTube並設定不公開。 

※創作過程需採用設計思考發想五步驟
       【發想階段1-同理心】我要拯救地球，因為......。(字數限制：350)
       【發想階段2-需求定義】我覺得地球需要被拯救的地方是......。(字數限制：350)
       【發想階段3-創意動腦】我看過其他人是這樣拯救地球。(字數限制：350)
       【發想階段4-製作方法】我是這樣執行我的方法......。(字數限制：400) 
       【發想階段5-實際測試】測試看看我的方法能不能拯救地球？(請簡述測試方法及
                                             過程，字數限制：400)

Mindmap內容需包含「設計思考」五步驟的發想過程，可以心智圖、樹狀圖、剪貼

或其他方式呈現。 

【同理心】為什麼要拯救地球？與我的關係是什麼？ 

【需求定義】地球需要被拯救什麼？ 

【創意動腦】其他人怎麼拯救地球？我想要怎麼拯救地球？ 

【製作方法】我是如何執行我的方法？ 

【實際測試】我的方法真的能拯救地球嗎？ 

Ｘ「可以」→如何讓更多人加入？ 

Ｏ「不可以」→重新定義需求或改進解決的方法。 

6. 作品構想Mindmap規範

以團隊為單位，上傳團隊資料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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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初選標準：

【探索組】（大班～國小二年級） 

項目 佔比 說明 

主題適切性 30% 創作內容符合徵選主題。 

過程紀錄 40% 
參賽團隊討論、發想、行動之過程紀錄，建議以錄

影、錄音、照片等方式呈現。 

資料完整度 30% 提交資料內容及作品完整並符合規範。 

【創造組】、【開創組】 

項目 佔比 說明 

主題適切性 30% 創作內容符合徵選主題。 

作品完成度 40% 提交作品完整且與書面資料相符。 

資料完整度 30% 提交資料內容完整並符合規範。 

10. 初選評審名單：

【探索組】 【創造組】 【開創組】 

顏椀君 

新北新興科技推廣中心負責人板

橋高中生活藝術科老師 

李佳穎 

親子天下品牌策展部資深經理 

吳雨致 

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副執行

長 

顏椀君 

新北新興科技推廣中心負責人 

板橋高中生活藝術科老師 

李佳穎 

親子天下品牌策展部資深經理 

賴以威 

數感實驗室創辦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顏椀君 

新北新興科技推廣中心負責人 

板橋高中生活藝術科老師 

李佳穎 

親子天下品牌策展部資深經理 

鄭志鵬 

十二年國教自然領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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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決選標準：

實體評選會(90%)、網路人氣票選分數(10%)

12. 實體評選會標準：

【探索組】（大班～國小二年級） 

維度 佔比 指標 說明 

主題適切 30% 

1.永續構想

2.問題探究能力

3.在地關聯性

創作內容符合徵選主題，且能解決與

所處環境的相關問題 

創造性 40% 
1.提案獨特性

2.規劃及變通性

面對問題能提出創新辦法或獨特見解 

解決方式跳脫原有框架且具有可行性 

應用力 20% 
1.STEAM跨域應用

2.多元媒材應用

作品能夠綜合應用不同領域知識或材

料 

執行與表達

力 
10% 

1.作品完整度

2.溝通與表達

作品是否能回應創作主題並達到作品

設定目標 

作品意圖是否能向大眾傳達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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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組】（國小三～六年級） 

維度 佔比 指標 說明 

主題適切 25% 

1.永續構想

2.在地關聯性

3.問題探究能力

創作內容符合徵選主題，且能解決與

所處環境的相關問題 

創造性 25% 
1.提案獨特性

2.規劃執行力

面對問題能提出創新辦法或獨特見解 

解決方式跳脫原有框架且具有可行性 

應用力 25% 
1.STEAM跨域應用

2.多元媒材應用

作品能夠綜合應用不同領域知識或材

料 

執行與表達

力 
25% 

1.作品完整度

2.溝通與表達

作品是否能回應創作主題並達到作品

設定目標 

作品意圖是否能向大眾傳達且理解 

【開創組】（國中一~三年級） 

維度 佔比 指標 說明 

主題適切 15% 

1.永續構想

2.在地關聯性

3.問題探究能力

創作內容符合徵選主題，且能解決與

所處環境的相關問題 

創造性 15% 
1.提案獨特性

2.規劃執行力

面對問題能提出創新辦法或獨特見解 

解決方式跳脫原有框架且具有可行性 

應用力 40% 

1.STEAM跨域應用

2.多元媒材或數位

工具應用 

作品能夠綜合應用不同領域知識或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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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表達

力 
30% 

1.作品完整度

2.溝通與表達

作品是否能回應創作主題並達到作品

設定目標 

作品意圖是否能向大眾傳達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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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決選評審名單

【評審召集人】 

【探索組】評審名單 【創造組】評審名單 【開創組】評審名單 

吳雨致 

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廖軍豪 

華碩電腦設計中心設計企劃經理

陳易鶴 

好氏研究室室長暨創意總監 

美感努力運動發起人

丘嘉慧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STEAM學校推

動委員 

賴以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數感實驗室創辦人 

陳易鶴 

好氏研究室室長暨創意總監 

美感努力運動發起人 

金克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科學玩具自造王作者 

陳雅慧 

親子天下媒體產品事業群總編輯 

鄭志鵬 

十二年國教自然領綱委員 

科學探究力作者 

賴以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數感實驗室創辦人 

廖軍豪 

華碩電腦設計中心設計企劃經理 

林彥傑 

親子天下兒童產品事業群副總經理 

李佳穎 

親子天下品牌策展部資深經理 

顏椀君 

新北新興科技推廣中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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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徵選獎項

獎項 說明 分組名額 總名額 獎品 

小孩創造 

大賞 

各項評選維度分

數總和最高者 1 3 

獎盃（依團隊人數頒發） 

獎金＄10,000（組） 

獎狀乙張（依團隊人數頒發） 

將參與培訓工作坊、2022ＭA 
KERPARTY主題展區、現場頒

獎典禮。 

作品概念將由專業設計師運用

於2022MAKERPARTY主題展

區。 

永續行動 

評審獎 

主題詮釋獎 

主題適切性維度

表現突出者 

9 27 

獎金＄3,000（組） 

獎狀乙張（依團隊人數頒發） 

將參與培訓工作坊、2022ＭA 
KERPARTY主題展區、現場頒

獎典禮。 

創造力獎 

創造力維度表現

突出者 

應用力獎 

應用力維度表現

突出者 

執行表達獎 

執行與表達力維

度表現突出者 

網路人氣獎 

通過初選者進行

為期十天網路票

選，取票數前三

高者。
3 

獎狀乙張（依團隊人數頒發） 

將參與2022ＭAKERPARTY現

場頒獎典禮。 

※參展團隊另有$3,000（組）參展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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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徵選注意事項 
● 網路報名及資料繳交需符合徵選報名截止期限，資料繳交時間依徵選小組收件之顯示

時間為憑，逾期視同報名無效，不另行通知。

● 參選團隊需保證提案內容無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疑慮，若有相關違法情事，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報名資格或獲獎資格，參展團隊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 參選團隊需簽署【著作肖像個資授權同意書】，授權主辦單位基於MAKER PARTY小

孩創造大賞推廣需求，公開團隊作品之理念、圖片、影片。

● 參選資料及影片等內容繳交後將不歸還，請各參選人自行備份，不得有異議。

● 活動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依台北市政府公告辦理，主辦單位得以將活動取消

或延期辦理。

●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於徵

選網站公告， 恕不另行通知。

十二、聯絡我們 
E-mail   小孩創造大賞徵選小組makerparty@cw.com.tw 

Tel   江小姐（02）2509-2800 ＃627 

地址   10491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6號4樓【小孩創造大賞徵選小組】 

徵選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