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全國高教深耕參與心得與微電影徵件辦法 

一、 活動主旨 

本活動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文字心得與圖片」、「微電影」形式紀錄全國大專校院推動高教

深耕計畫，教師帶領學生透過課程推動跨領域、跨團隊、跨院校之跨域合作成果、自主學習成

效、學習狀況等經驗分享紀錄。 
各校分享記錄代表著學生在大學之中各種學習的拼接，透過全國經驗分享，拼接成完整的

高教深耕推動成效藍圖，相信透過「文字心得與圖片」、「微電影形式」的展現，可以帶給大家

不同的感觸，擴散創造與改變社會的動力。 

二、 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三、 參加對象 

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技專院校在校生(碩博士、大學、五專四年級以上及二專)，可同時

參加「文字心得與圖片」與「微電影」形式兩項競賽。 

四、 徵件主題 

近年來各校透過教育部高教深耕資源挹注，協助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學生透過課程推動

跨領域、跨團隊、跨院校之跨域合作成果、自主學習成效、學習狀況，蓄積學習養分、翻轉高

塔學習，發展成跨領域學習人才。本次活動以高教深耕四大類別，規劃出徵件主題，請申請者

參考下列類別，依據作品選擇題目進行參賽。 

類別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類別二、發展學校特色 

1. 課堂中教師如何增進您「問題解決的能力」 

2. 「跨領域」課堂內容如何影響你的學習 

3. 課程如何帶領你「創新實作與思考」 

4. 實作或實習課程如何「增進實務能力」 

5. 課堂教師如何「翻轉教學」 

6. 課堂中教師如何引發您的「學習熱情」 

7. 課堂中教師如何引導您「提升自主學習力」 

8. 學生參與「教學創新」心得分享 

1. 貴校「優勢特色」帶給你的學習收穫 

2. 參與「國際交流」時的學習心得與經驗 

類別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類別四、善盡社會責任 

1. 學校在「學習與生活」上如何協助學生 

2. 如何得知學校各種「公開辦學訊息」 

3. 學校如何幫助「經濟不利或文化不利學生」

安心學習 

1. 透過課程進入「社區或實習單位」之學習心得 

2. 透過課程教師與學生推動「創新」之學習心得 

3. 透過課程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之經驗分享 

4. 透過USR課程或活動「幫助地方社區」之學習心得分享 



五、 競賽規則 

2021全國高教深耕參與心得與微電影競賽，採初賽、決賽兩階段進行，獲獎者將邀請自本

校年度高教深耕成果展進行頒獎，參賽規則如下： 
(一) 「文字心得與圖片」 

請使用附件「2021 全國高教深耕參與心得投稿」進行投稿，心得內容 500 字以上，另請繳
交 4 張與主題相關之照片(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題明確且清晰)。 

(二) 「微電影」 

1. 拍攝片頭請註明投稿主題。 
2. 影片以 7 分鐘為限。 
3. 影片格式：至少 FHD 720P 以上之影片格式，檔案格式可為 MOV、MP4。 
4. 參賽作品須由參賽者自行創作且未公開發表，如曾經被公開放映、展出或於其他

比賽獲獎，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資格。 
5. 參賽作品之對白或旁白，須附上中文字幕；非中文之部分須附上中文翻譯，且須

對翻譯內容負責。 
6. 音樂、影像及文字等：請注意勿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若使用受著作權規範之

音樂素材，參賽者須備妥作品音樂版權授權書，並一併提供給主辦單位。 
7. 如有無法播放或播放狀況不佳等情形者，主辦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三) 注意事項 

請於 10 月 10 日前至活動官方網站(網址)上傳作品並完成報名手續(請將參賽同意書印出

後親筆簽名，掃描後上傳至報名網頁)，逾期、不符合格式之作品，恕不予受理，視同放棄參

賽。所有投稿作品本校有公開使用之權利。 

(四) 甄選程序 

由主辦單位進行資格檢核及評選通過後，始得交由評審委員團針對報名所提供之資料，以

書面審查方式進行評選，初賽通過學生名單將於 10 月 20 日公布於活動官方網站(網址)初賽通

過作品，並同步以電子郵件通知入選學生。 

「文字心得與圖片」「微電影」兩類別，預計各錄取 15~25 名進入決賽，並於 11 月 05 日

於活動官方網站(網址)公布決賽結果。 
  



(五) 評選標準 

「文字心得與圖片」組 
項次 評分重點 說明 比重 

1. 文字契合度 文字內容符合徵件主題 20% 
2. 圖片契合度 圖片內容符合徵件主題 20% 
3. 經驗與表達 議題回應與課程連結度 20% 
4. 情感動機契合性 高教深耕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20% 
5. 創意表現與連結 是否具獨特或賦予新觀點與價值 20% 

「微電影」組 
項次 評分重點 說明 比重 

1. 影片契合度 影片內容符合徵件主題 20% 
2. 影像技術 影片拍攝手法及技術 20% 
3. 經驗與表達 議題回應與課程連結度 20% 
4. 情感動機契合性 高教深耕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20% 
5. 創意表現與連結 是否具獨特或賦予新觀點與價值 20% 

六、 重要時程 

階段 時間 重點說明 
報名開始時間 2021 年 05 月 10 日 請至活動官方網站(網址)完成報名手續並上傳

作品。 初賽收件截止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初賽入選通知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公布於活動官方網站(網址)初賽通過作品，並

同步以電子郵件通知入選學生。 
決賽辦理日期 2021 年 10 月 30 日 辦理公開甄選競賽，並於評審後公布競賽結果

於活動官方網站(網址)上。 甄選結果公告 2021 年 11 月 05 日 

頒獎典禮日期 
2021 年 11 月份 

(詳細日期將再行通知) 
邀請獲得「文字心得與圖片」組及「微電影」

組之前 3 名，出席頒獎典禮。 
備註：總決賽與頒獎典禮主辦單位可能將視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變化做部份調整，相關資

訊請以官方網站為準。 
  



七、 競賽獎勵辦法 

本競賽設有「文字心得與圖片」「微電影」兩組，各組獎項如下： 

(一) 初賽 

兩組各入選 15~25 名進入決賽共計 30~50 名，每位均頒予電子獎狀。 

(二) 決賽 1 

「文字心得與圖片」組獎勵 「微電影」組獎勵 
第一名：6,000 元禮券 
第二名：3,000 元禮券 
第三名：1,500 元禮券 
佳 作：500 元禮券(取 3-10 名) 
參加獎：精美禮品一份 

第一名：12,000 元禮券 
第二名：6,000 元禮券 
第三名：3,000 元禮券 
佳 作：1,000 元禮券(取 3-5 名) 
參加獎：精美禮品一份 

  

 
1 比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或減之。 



八、 注意事項 

1. 投稿時必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否則視為無效投稿。 

2. 為符合公平原則，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均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參賽資格，投稿作

品僅限於首次發布之作品，作品不得使用非法取得下載之音樂、影片或影片片段。參

賽者若有牴觸任何著作權之法律，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承擔。 

3. 如參與競賽之作品有抄襲、剽竊或其他違反法令、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

者，將取消其得獎及參賽資格。得獎者應於指定日期內歸還主辦單位相關獎狀及獎品。

相關法律責任則由該創作者自行負責。如造成其他損害，應另負損害賠償責任。 

4. 參賽作品所衍生之法律責任均由參加者自行承擔，概與主辦機關無關。如有違法或侵

權疑慮時，主辦機關有權刪除不當留言與取消參賽資格。 

5. 主辦單位在公布獎項後 10 天內若無法與得獎者取得聯繫，即視同得獎者自動放棄資

格。 

6. 獲獎者請於 2021 年 11 月(詳細日期會另行通知)親自參加頒獎典禮，且應於頒獎典禮

後始能離開；如違反本項規定，主辦單位得視為棄權。 

7. 參賽者應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公開展示作品，以及運用作品進行相關之推廣活動。 

8. 參賽作品均不退件，參賽者請自行保留參賽作品之原始檔備查。 

9. 比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或減之。 

10. 請務必按照投稿辦法進行投稿，並如實填報本人真實資訊，得獎者將須提供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做為領獎依據及獎金核銷使用，皆不對外公開。 

11. 各獎項之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外國國籍者扣 20%；中華民國

國籍者扣 10%)，另涉及有關其他法令規定須先行扣繳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12. 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競賽簡章各項規範，若有不可抗拒因素異動，主辦單位保有變

更內容、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公告事項將公布於活動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九、 聯絡方式 

 聯絡窗口：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俞先生 

 E-mail：8yuhao@ntunhs.edu.tw 
 電 話：(02)2822-7101 #2332 

 地 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2021 全國高教深耕參與心得投稿(範例)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投稿主題 類別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系所名稱 護理系 項目 遇到「學習困難」教師如何協助課程改善 
年級 1 姓名 蔡○霖 
信箱 xxxxxxx@gmail.com 電話 0928-xxx-xxx 

心得分享 
請填寫 500 字以上之心得分享 

分享照片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2021 全國高教深耕參與心得投稿 
學校名稱  投稿主題  
系所名稱  項目  
年級  姓名  
信箱  電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照片請上傳至報名網頁上 
請注意：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且照片需主

題明確且清晰 

 



參賽同意書 

1. 參賽作品須符合活動主題及投件規格。違反者，不予評審。 

2. 參賽作品須依照報名網站之格式交件，並如實填覆各項報名資料。 

3. 參賽作品請依本活動規定投件，以利稿件順利收取。參賽之作品經發現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得獎資格及追回獎品，並由參賽者

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1)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刊登者。 

(3) 內容造假，不當影射他人造成不名譽事件者。 

(4) 使用非法取得下載之音樂、影像或影片片段。 

4. 比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或減之。 

5. 參賽者可同時報名「文字心得與圖片」、「微電影」這兩組，但各以一件為限，

本單位有權審核及修改文稿權利。 

6. 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編修運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

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不另致酬。前開所稱之著作財產權，依

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 

7. 經公布得獎之作品，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8.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9. 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10. 本同意書請印出並親筆簽名後，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報名網站，始完成報

名；敬請將正本留存。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以上說明無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