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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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目的
科學教育的目的在引導學生能應用所習得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將之應用於解
釋或解決日常生活所見的問題，以及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關懷。在九年一貫教育階
段，發明競賽的設計即是培養學生基礎科學觀，去激發他們對周遭世界的了解，發
展學生更寬廣的應用性技能，促進學生的創新思考，讓我們的生活世界更加便利。
其具體目的如下：
一、推展本縣發明創作風氣，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及激發發明創作潛能。
二、提供一個創造概念分享的平台，並促進交流學習、相互觀摩。
三、灌輸青少年發明者社會責任感與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四、藉由宜蘭縣青少年發明展的舉辦，落實九年一貫教育的精神。

貳、舉辦地點和時間
宜蘭縣青少年發明展活動時間：
一、初審預定於 107 年 10 月 18 日（四）於冬山鄉清溝國小辦理。
二、複審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六）上午 8 時 30 分於北成國小自強館舉辦。
成績統計確認無誤後，當天下午頒獎，並於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
展專網(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
蘭縣教育資訊網上公佈。

叁、參選對象及資格
一、宜蘭縣各國中、小學之在學學生。
二、發明及設計如為多人共同完成，參與發明及設計人數限於 3 人以下(含 3 人)，
且所有參與發明及設計人員皆須符合上述年齡之規定。
三、發明者如為團組隊參加，所有發明者必須為同一組別之同校在學學生。
四、指導老師最多不可超過 2 名。
五、每人參賽作品數每類限一件作品。每人參賽總件數最多以兩件為限。
六、經審查參賽隊員之參選資格時，若經檢舉或審查發現資格不符合者，主辦單位
將以不符合參選資格處理，並取消參賽資格。
七、參賽隊伍之參選資格如有疑慮，主辦單位經開會後擁有最後決定權。

肆、競賽組別
一、國小組：國民小學學生參加。
二、國中組：國民中學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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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賽類別
一、國小組
（一）A 類：災害應變（對自然災害、大型災害及避/救難逃生有預警作用和幫
助之發明)。
（二）B 類：運動育樂（對增進學習或運動等便利或效果之發明）。
（三）C 類：農糧技術（對改善農業發展有幫助之發明，作品須符合該年度世界
發明展主辦國家/地區之檢疫標準，作品不能是植物，須是技術或
產品)。
（四）D 類：綠能科技（對環境保護、廢物利用有幫助之發明）
。
（五）E 類：安全健康（對人類生活衛生、安全有所改善之發明）。
（六）F 類：社會照顧（對促進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生活便利之發明）
。
二、國中組
（一）A 類：災害應變（對自然災害、大型災害及避/救難逃生有預警作用和幫
助之發明)。
（二）B 類：運動育樂（對增進學習或運動等便利或效果之發明）。
（三）C 類：農糧技術（對改善農業發展有幫助之發明，作品須符合該年度世界
發明展主辦國家/地區之檢疫標準，作品不能是植物，須是技術或
產品)。
（四）D 類：綠能科技（對環境保護、廢物利用有幫助之發明）
。
（五）E 類：安全健康（對人類生活衛生、安全有所改善之發明）。
（六）F 類：社會照顧（對促進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生活便利之發明）
。
三、報名時，每件作品參賽者必須於報名申請表內，在 A-F 類勾選一項該發明作品
的項目類別，報名後不得再更改類別。

陸、報名方式
一、由各學校（不接受個人報名）所推薦之作品沒有件數限制，然每件作品限定只
能在 A-F 類別中報名ㄧ項獎項，此件作品不得重複報名，如重複報名請於報名
截止日前以書面向主辦單位更正。逾期未更正、逾期或以其他方式報名者，概
不受理。
二、書面資料收件：一律親自送件。
（一）初審書面收件：107 年 10 月 03 日(三)至 10 月 04 日（四）。
（二）複審書面收件：107 年 10 月 29 日(一)至 10 月 30 日（二）。
（三）書面收件地址：宜蘭縣冬山鄉清溝國民小學教務處。
（四）相關報名表單內容(作品名稱、組/類別、選手/指導人數及姓名等)須檢附
電子檔，並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五）複賽繳交案件在作品名稱、作者、指導教師部分皆不得增列與修改，且作
品內容應符合初賽所繳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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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賽作品條件
一、智慧財產與原創性聲明
（一）參賽作品不得為於國內外得獎之作品。
（二）發明人對於所發明或設計的作品需具備組裝能力。除零件機械加工、鑄造、
開模、射出等加工程序外，需發明人親自組裝作品，不得由他人代勞。
二、發明設計材料規定
（一）發明及設計的材料可自由決定。但為了愛護生命及安全守則，作品不得使
用活體動植物與危險物品。
（二）為安全考慮，婉拒任何火藥爆裂之發明品，此類發明品不予記分。
三、發明設計展示規定
（一）發明設計本身必須要公開展示。
（二）作品尺寸為符合桌子尺寸（90cm*60cm），作品尺寸改為長寬不能超過
90cm*60cm（高度不限）。
（三）如果發明設計為電腦程式或基本形態不易久存的任何物質，報名人應準備
說明物，以利參觀者能清楚瞭解。(說明物可包括顯示發明設計之目的及
功能的模型、PowerPoint 或 VCR 說明內容。)
（四）展示空間需陳列發明作品或模型、作品完整說明表、說明物(若無則免)。
（五）現場發明設計說明以口頭解說為主，作品說明表為輔。
（六）作品說明表請自行使用塑膠活頁夾裝訂。
註：為減輕參賽者負擔，本次選拔賽複審，統一不使用海報、看板、展示板等
大型說明輔助物品，而改用小手冊的形式與 A4 大小的資料夾（雙面影印）
替代說明作品內容。若有需要，看板或海報僅以呈現學校團隊特色為主。
四、其他：本展覽不接受易碎、易腐、危險的成品。關於電池使用規則請參考科展
安全之相關規定。動、植物作品未來參加國際比賽將產生攜帶問題，需
自行解決。

捌、評審方式
報名作品領域分成六大類評審，每類聘請該領域專家及學者擔任並組成評選委
員會，負責初審及複審的評選工作。初審與複審的說明如下：
一、初審
（一）初審資格：參賽人員目前就讀於本縣國中小學，並於期限內繳交所有書面
資料及電子檔。
（二）初審時間：10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三）初審方式：由評審委員會針對作品摘要設計說明表、作品歷程紀錄、國內
外專利相關之查詢資料、照片或圖片等相關資料進行書面評審。
（四）若報名資料未達 150 件，直接進入複賽，不辦理初賽；進入複審作品總件
數以 150 件為原則。各組錄取件數視作品水準、繳件比率，由大會另訂之。
（五）初審結果公布：主辦單位將於初審結束後將初審結果公布於 2018 宜蘭縣
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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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蘭
縣教育資訊網上。
二、複審
（一）複審資格：初審合格之參賽者與作品，始得參加複審。
（二）複審時間：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
（三）複審方式：通過初審之參賽者請於複審日 11 月 10 日上午 8 時前將參賽作
品送至複審會場，依照指定位置放置妥當並將其佈置完善。由評審根據實
體作品或模型、作品說明表與現場口頭說明與答問評選出優勝作品。
（四）複審結果公布：評審結果於 11 月 10 日（複審日）由主辦單位公布獲獎名
單並舉行頒獎典禮，成績公佈於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蘭
縣教育資訊網上。
（五）其他規定：
⚫ 作品複審時，可使用電子檔作說明，但請自行準備所需設備與器材。
⚫ 主辦單位提供電源之規格為交流電 110V，最大額訂功率為 1200W。若有
使用電源的需求，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 於複審現場時，主辦單位不負責作品與設備器材的保管，貴重物品請小
心看管。
三、評審指標
（一）必須遵守主辦單位規定，純科學原理(含動、植物)實驗、純藝術創作(未
有科技成份)、易具危險性(e.g.易爆炸、易燃性、有毒性、腐蝕性)的規
定，若具有上述條件之一，則喪失本次競賽的資格，若是屬於基礎科學研
究範疇者，或是不符合安全性原則者，則不予錄取。
（二）評分項目與比例如下表：
項目
創意性 (30%)

指標
功能新穎性 (10%)
加工新穎性 (10%)
科學性質新應用 (10%)

美觀性 (10%)

外觀(5%) (形狀、顏色、尺寸)
精緻性 (5%)

作動性 (20%)

運作便利性 (10%)
結構性 (10%)

市場性 (10%)

市場需求 (5%)
社會貢獻性(5%)

環保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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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 (10%)

搭配性

傳達性 (10%)

書面資料或口語表達

※每位評審的審查總分皆會按照分數高低依序排列，而作品最後總成績將
依各評審評分排序優劣而定。
※每件作品作者說明及評審提問時間（二輪次）約 5 分鐘(含 Q&A)。視報名
組數及流程安排調整。
（三）本屆發明展相關競賽爭議及處置，統一由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受理。聯絡電
話：9251000#2651。

玖、獎勵辦法
一、獎項：
（一）國小組：依競賽類別錄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 1 名、佳作若干名，
頒發獎狀(若報名人數太少，或未達發明水準，主辦單位得以從
缺方式處理，從缺獎項得流用其他類別）。
（二）國中組：依競賽類別錄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 1 名、佳作若干名，
頒發獎狀(若報名人數太少，或未達發明水準，主辦單位得以從
缺方式處理，從缺獎項得流用其他類別）。
二、指導老師獎：
為鼓勵基層教師指導學生之用心，指導學生團體參加縣級比賽績優者，核予
第一名指導老師嘉獎2次；第二名及第三名指導老師嘉獎1次。惟基於同一活動，
應擇優且不重複敘獎之原則，請擇較優額度敘獎1次。另若需指導證明者，請於
比賽結束後10日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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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資料/作品繳交說明
(詳如『文件資料排列順序』、『作品光碟電子檔命名方式』和『其它相關說明』)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1. 由各學校或機關團體推薦，不接受個人報名。

並以單位繳交報名總表 1 份。
□1.參賽作品切結書 x1 份 2. 請將第 2、a 項製成光碟與相關資料表格（請
□2.作品摘要說明表 x2 份
於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
/)及宜蘭縣教育資訊網上下載）於期限內親送

初審

□a.報名總表紙本
(全校一份)
□ b.電子檔
(全校一份，含報名
總表及作品摘要說明)

至清溝國小。
3. 繳交期限：107 年 10 月 03 日（三）至 10 月

04 日（四），逾期不予受理。
4. 初審資料恕不退件，若有需要請參選者自行備

份留存。
5. 檔名為統一格式(命名規則示例：壯圍國中作

品摘要說明表(C.神奇掛勾)，以利整理作業。
1.請將第 1 項製成光碟與相關資料表格(請於
□1.作品完整說明表 x2 份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
1/)及宜蘭縣教育資訊網上下載)於期限內親

複審

□a.報名總表紙本
(全校一份)
□ b.電子檔
(全校一份，含報名
總表及作品完整說明表)

送至清溝國小。

2.檔名為統一格式(命名規則示例：
壯圍國中作品完整說明表(C.神奇掛勾)，以利
整理作業。
3.繳交期限：107 年 10 月 29 日（一）至 10 月
30 日（二），逾期不予受理。
1.實體作品及書面資料請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
比賽當天
（星期六）上午 8 時前於展場完成報到手續，
□實體作品
逾時恕不受理報到手續。
□作品完整說明表×自訂
2.複審時間：
份數
107 年 11 月 10 日（六）上午 9:00~下午 4:00
3.頒獎：107 年 11 月 10 日（六）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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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重要時程
10 月 03 日（三）～10 月 04 日（四） 報名、初審書面資料請送至冬山鄉清溝國小。
10 月 08 日（一）～10 月 09 日（二） 審件、補正
初審（於冬山鄉清溝國小辦理）
。
10 月 18 日（四）
10 月 19 日（五）
公布通過初審作品
複審書面資料送至冬山鄉清溝國小(含作品完整
10 月 29 日（一）～10 月 30 日（二）
說明書)。
10 月 31 日（三）～11 月 01 日（四） 審件、補正
11 月 10 日(六)

複審於羅東鎮北成國小自強館舉行，活動時程預
計 1 天（含作品佈置與評分、作品展示與頒獎）

備註：
1.作品請於指定時間內由參選者於原場地自行領回，主辦單位不代為寄送或保管。
2.各項結果皆公佈於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蘭縣教育資訊網網
站，請逕自上網查詢。

拾貳、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如發現參展作品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
且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應取消其參展資格。對已得獎者撤銷其所得獎
勵。
二、各參賽人員如欲取得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請依法向相關機關提出申請。
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在於參賽者所有，唯主辦單位為教育推廣之目的有權公佈在
網路上及製作活動成果手冊。
四、智慧財產檢索相關網站：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檢索 http://twpat.tipo.gov.tw/
⚫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http://www.apipa.org.tw/
五、參展作品說明板(書)內文、名牌及桌牌請勿出現校名、作者、校長及指導老師
姓名等。

拾參、聯絡方式
⚫ 聯絡人：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課程發展科
⚫ 電話：03-9251000 轉 2651

拾肆、資料引用：本活動實施辦法與附件表格，修改自「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拾伍、其他
一、 本公布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或最新訊息，將在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
專網(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蘭縣教育資訊網
上公告之。
二、 獲選本縣發明展各組前二名，可由縣推薦參加「IEYI 臺灣參加世界青少年發明
展」複審，惟相關出國比賽經費自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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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作品切結書

附
件
一

立切結書人申請參與「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之
甄選，除願遵守各項公告之規定外，並承諾下列事項︰
1. 本作品 (名稱) ＿＿＿＿＿＿＿＿＿＿＿確係立書人及其團隊
所創作設計，經國內外專利相關之查詢，未違反智慧財產之相
關問題；若有違反得由宜蘭縣政府取消得獎資格，並撤銷其所
得獎勵。
2. 本作品確係立書人及其團隊所創作設計，並對於該作品具備有
組裝能力。除零件機械加工、鑄造、開模、射出等等加工程序
外，為立書人及其團隊親自組裝作品，並無他人代勞。
3. 立書人參加之作品之著作權皆悉歸於立書人所有，惟立書人授
權或負責向他人取得授權，使主辨單位「宜蘭縣政府」得基於
非營利之目的，永久、無償、於全世界行使一切著作財產權之
權利，包括於印刷、宣傳、展覽、刊登、網路、製成光碟、書
籍發表、手冊印製及其他方式之使用等。
4. 立書人茲明瞭並同意，主辨單位「宜蘭縣政府」有權將參賽作
品放置於網站上供民眾自由下載。
此致
宜蘭縣政府
立書人 1：

簽章

立書人 2：

簽章

立書人 3：

簽章

指導老師 1：

簽章

指導老師 2：

簽章

學校：
立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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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附
件
二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初審作品摘要說明表
隊伍編號

作品名稱

（主辦單位填寫）

學籍分組
參賽類組
作品規格

□國小組

□國中組

□A 類：災害應變
□D 類：綠能科技
寬：

□B 類：運動育樂
□E 類：安全健康

cm

高：

cm

□C 類：農糧技術
□F 類：社會照顧
深：

cm

重量：

kg

摘要說明
填寫說明：(閱讀本填寫說明後，請刪除，不要佔用版面)

裝

訂

1. 作品摘要說明表、參賽作品切結書，請依上述順序裝訂成冊，一式兩份。裝訂時請沿左側裝訂線裝
訂，不需要另行製作封面。
2. 作品摘要說明表以 2 頁為限，第 3 頁起不予審查。
3. 作品摘要說明表請使用文字及照片或圖片方式呈現。
4. 字型設定：中文標楷體英文與數字 Times New Roman 大小 13pt 顏色黑色。
5. 段落設定：行距 1.5 倍行高。
6. 作品摘要說明表內容應包含：
（1） 作品名稱
（2） 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3） 作品效用與操作方法
（4） 作品的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5） 其他考量因素

線

一. 作品名稱
一. 其他考量因素
二. 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三. 作品效用與操作方法
四. 作品的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五. 其他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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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附
件
三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作品完整說明表（複審）
作品名稱
學籍分組
參賽類組

隊伍編號
□國小組

□國中組

□A 類：災害應變
□D 類：綠能科技

作品規格

寬：

用電需求

□B 類：運動育樂
□E 類：安全健康

cm

高：

cm

□是(僅提供 110V)

□C 類：農糧技術
□F 類：社會照顧
深：

cm

重量：

作品說明
填寫說明：(閱讀本填寫說明後，請刪除，不要佔用版面)
1. 作品完整說明表，一式兩份。裝訂時請沿左側裝訂線裝訂，不需要另行製作封面。
2. 作品完整說明表以 10 頁為限，第 11 頁起不予審查。
3. 作品完整說明表請使用文字及照片或圖片方式呈現。檔案大小以 10MB 為限。
4. 字型設定：中文標楷體英文與數字 Times New Roman 大小 13pt 顏色黑色
5. 段落設定：行距 1.5 倍行高
6. 作品完整說明表內容應包含
6.1 作品名稱
6.2 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6.3 作品效用與操作方法
6.4 作品的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6.5 其他考量因素
6.6 作品製作歷程說明

線

二. 其他考量因素

一.作品名稱

二.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三.作品效用與操作方法
四.作品的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五.其他考量因素
六.作品製作歷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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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kg

裝

＜範例＞作品摘要說明表
作品名稱

微泡泡水機

學籍分組

□小學組 ● 中學組

參賽類組

□A 類：環保能源
□D 類：運動育樂

作品規格

寬：3 cm

隊伍編號
□B 類：健康促進
□E 類：救難逃生

●C

類：社會貢獻

高：3 cm

深：8 cm

重量：0.4 kg

摘要說明

作品名稱：微泡泡水機
⚫ 創作動機與目的：
魚塭養殖場以打水車 24hr 攪動液面，目的是為增加溶氧量，然而有下列缺失：
1.空氣氣泡體積大，停留在水中的時間很短暫。

訂

2.氧氣的溶解度小，水溫高時含氧量不足。
3.水車要不停轉動，必須消耗大量電能。

線

由於水車只有在養殖池面攪拌，池底的魚蝦並不能充分得到氧氣，以致容易死亡。
為改善以上缺失，於是我們嘗試製造一個微泡泡水機，讓流動的水中含有大量微
小空氣，充分供給養殖池中魚蝦賴以生存所需要的氧氣。

⚫ 作品設計圖示：(材質~壓克力)

●

操作方法：
將「微泡泡水機」裝置於抽水馬達上，打開電源開關讓水流形成「高速低壓」的
噴射水柱，空氣由側邊進入小管徑中與噴射水柱混合，就形成高含氧的微泡泡水。
- 12 -

⚫ 作品效用：

實驗前：水質清澈實驗中：微泡泡水產生實驗後：高含氧的微泡泡水
1.「微泡泡水機」材質為壓克力，既便宜裝設又容易。
2. 產生的高含氧細緻泡泡水，因浮力小，可以在池水中存留甚久，大量提供魚
蝦所需的含氧量，增加魚蝦的存活率。
3.「微泡泡水機」可定時開啟，減少「打水車」所浪費的電能資源與養殖成本。
4.「微泡泡水機」可活化水質、減少換水率、穩定底層溶氧濃度，減少抽取地下
水用量，有效減緩沿海地層下陷情形。

⚫ 作品的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1.我們以輕便易裝設的壓克力材質「微泡泡水機」取代昂貴的「打水車」
，除了
降低成本並減少維修費用。
2.改善傳統打水車的浪費電能，定時開啟控制溶氧，可節省大量的電費。
3.高溶氧的微泡泡水，可以避免害菌滋生，活化水資源。
4.微氣泡懸浮與附著在養殖池內，較適合魚蝦養殖的底棲息性。
本作品參加 2008 台灣青少年發明展榮獲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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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參加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報名總表
類
別

序號

學校

作品名稱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指導老師 1

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若指導老師非同校老師，請特別註明服務學校。

承辦人：

承辦主任：

- 14 -

校長：

指導老師 2

電源需求
(110V)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

附
件
五

『文件資料排列順序』、
『作品光碟電子檔命名方式』和『其它相關說明』
一、以學校為單位親自送件至清溝國小報名。
報名日期：107 年 10 月 03 日（三）至 107 年 10 月 04 日（四）

二、親送初審書面資料
(一)至初審下載區下載檔案，填寫並列印。
附件一 參賽作品切結書.doc
<= 列印一份
附件二 OO 國中(小)作品摘要說明表(類別.題目).doc <= 列印二份
附件四 報名總表.doc <= 列印 1 份
文件資料排列順序(同一份作品請用大迴紋針夾好)
(1) 附件一 參賽作品切結書
(2) 附件二 OO 國中(小)作品摘要說明表(類別.題目）二份（左上方各釘一根釘書針）
（3）附件四 報名總表
(二)將附件二 OO 國中(小)作品摘要說明表(類別.題目).doc 及附件四報名總表 這二個
檔案製成光碟。(報名總表及全校之作品摘要說明表電子檔只需彙整成同一張光碟
即可)

範例：壯圍國中有作品(神奇掛勾)要參加 F 類社會照顧
其光碟電子檔檔案名稱命名方式：壯圍國中作品摘要說明表(F.神奇掛勾)

(F.神奇掛勾)

【光碟封面務必註明學校單位，以利辨識】
(三)將上述列印出來的文件資料和光碟片一同放入信封內，於期限內親送至清溝國小。
1.上述文件資料照順序排列
2.初審資料收件期限：107 年 10 月 03 日（三）至 107 年 10 月 04 日（四）
3.收件地址：冬山鄉清溝國民小學教務處收
4.凡逾時送件者，不得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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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審
(一)初審資格：參賽人員目前就讀於本縣國中小學，且於期限內繳交所有書面資料及
電子檔。
(二)初審時間：預定 107 年 10 月 18 日（四）。
(三)初審方式：由評審委員會針對作品摘要設計說明表、作品歷程紀錄、國內外專利相
關之查詢資料、照片或圖片等相關資料進行書面評審。
(四)初審結果公佈：預定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

(初審合格之參賽者與作品，始得參加下一階段的複審；若報名資料未達 150 件，
直接進入複賽，不辦理初賽。)
四、親送複審書面資料
(一)將附件三 OO 國中(小)作品完整說明表(類別.題目)<=列印 2 份，一式二份（左上方
各釘一根釘書針）(同一份作品請用大迴紋針夾好)，再附上附件四報名總表。
(二)將附件三 OO 國中(小)作品完整說明表(類別.題目)、 附件四報名總表 <=這二個
檔案製成光碟。(報名總表及全校之作品摘要說明表電子檔只需彙整成同一張光碟即
可) 。

範例：壯圍國中有作品(神奇掛勾)是 F 類社會照顧
其光碟電子檔檔案名稱命名方式：壯圍國中作品完整說明表(F.神奇掛勾)

【光碟封面務必註明學校單位，以利辨識】
(三)將上述列印出來的文件資料和光碟片一同放入信封內，於期限內親送至主辦單位。
1.複審資料收件期限：107 年 10 月 29 日（一）至 107 年 10 月 30 日（二）
2.收件地址：宜蘭縣清溝國民小學教務處收
3.凡逾時送件者，不得參加比賽。

五、複審(比賽當天)
(一)準備
1.實體作品
2.作品完整說明表×數份 (列印份數自己決定，這是現場和評審解說用的)
(二)說明
1.實體作品及書面資料請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六）上午 8:00 前於展場(北成國小自強
館)完成報到手續，逾時不受理報到手續。
2.審查時間：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9:00~下午 4:00
3.成績俟統計確認無誤後，公告於 2018 宜蘭縣第十一屆青少年發明展專網
(https://sites.google.com/a/tmail.ilc.edu.tw/2018yeyi11/)及宜蘭縣教育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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