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展工作期程 2-1
序
號
1

工作項目
研擬科展實施計畫(草案)

預定完成日期
101.11 月底

3

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校內第一次工
101.12.03(一)
作會議
科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1.12 月中旬

4

Logo、獎狀、獎座、競賽制服及獎座樣式

2

101.12.14(五)

5
召開「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第一
101.12.19(三)
次委員會會議

7

發文各校通知召開「臺北市第 46 屆科展宣導暨
101.12.28(五)
說明會」
召開「臺北市第 46 屆科展宣導暨說明會」
102.01.09(三)

8

「班級數調查」、
「可參展件數統計」

6

102.01.09(三)

負責工作小組
行政規劃組 計畫草擬

行政規劃組 校內編組分工職掌定案
行政規劃組 45 屆、46 屆實施計畫異動表
行政規劃組 校內初稿確定後簽報市府核定
◎完成修訂「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
「作品說明書審
行政規劃組
查基準」及「參展作品評審基準」
◎建立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網頁
及資訊平台
行政規劃組
總務場地組
行政規劃組 ◎地點：民生國中
國小 4～6 年級、國中、高中、高職、
行政規劃組
資優班

教育局發函「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02.01.15(二)
實施計畫」及可參展件數一覽表
102.01.15(二)
10 評審推薦名單整理

行政規劃組

11 評審名單送教育局圈選

102.01.16(三)

行政規劃組

12 評審聯繫確認名單

102.02.22(五)

行政規劃組

102.02.27(三)
13 評審聘書＆名牌套之設計、印製
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校內第二次工
102.03.04(一)
14 作會議
102.03.06(三)
│
15 優良指導老師獎勵申請表收件
102.03.21(四)

行政規劃組

9

16 作品說明書報名會場佈置

17 各校完成線上報名作業
18 國小組送交作品說明書
(分區、分時段報名)
19 國中、高中、高職組送交作品說明書
(分區、分時段報名)
20 核對作品說明書資料、分科裝訂完成
21 報名相關資料統計

102.03.19(二)

請教育局局長圈選評審名單再進行聯
繫

行政規劃組 工作進度檢核及協調
行政規劃組

◎於 3 月 28 日(四)17：00 後在臺北益
教網科展專屬網站公佈得獎教師名單

◎地點：民生國中會議室
總務場地組 ◎會場桌椅＆設備安置、動線標示引
行政規劃組 導、工作人員人數及工作分配、餐點訂
購

行政規劃組 準備說明書評審會議資料，完成裝袋
102.03.29(五)

24 佈置作品說明書審查會場、休息室安排
25 作品說明書審查

教育局

國小組
102.03.20(三)
資訊作業組 報名完成後封存資料
國中、高中、高職組
102.03.21(四)
◎地點：民生國中會議室
102.03.20(三)
展品作業組 09:00-12:00
13:00-16:00
◎地點：民生國中會議室
102.03.21(四)
展品作業組 09:00-12:00
13:00-16:00
102.03.22(五)
展品作業組 核對各校報名參展資料
102.03.22(五)
展品作業組 報名件數統計、參展報名資料匯入、分
│
資訊作業組 類及統計
102.03.28(四)

作品說明書審查會場規畫、製作評審手冊、準
22 備評審聘書
23 校內第三次工作會議－說明書評審工作協助

重要工作提示

102.04.01(一)
102.04.02(二)

26 作品說明書審查資料彙整

│

27 公告說明書審查結果

102.04.04(四)
102.04.05(五)

28 發函各校通知入選參展作品

102.04.11(四)
1

工作人員人數及工作分配、資料分組擺
放
總務場地組 會場桌椅＆座位牌擺放、海報張貼
接待服務組 評審接待、費用發放、餐點、管制會場
會計出納組 周圍
行政規劃組

資訊作業組
審查資料彙整及入選名單整理
展品作業組
資訊作業組 臺北益教網＆民生、敦化國中網站
行政規劃組

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展工作期程 2-2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負責工作小組

重要工作提示

29 科展活動各項採購招標完成

102.04.11(四)

總務場地組

會場佈、活動影像媒體製作、得獎學生
拍照、科展作品拍攝、成果光碟製作

30 展覽手冊定稿請印

102.04.12(五)

行政規劃組

31 展覽手冊、競賽制服＆獎狀、獎座等交貨驗收

102.04.25(四)

總務場地組

32 校內第四次工作會議－說明板評審工作協助

102.04.26(五)

行政規劃組 準備初、複審評審會議資料

33 參展資料、競賽制服分裝整理
34 展覽場地佈置

102.04.26(五)

展品作業組

42 優勝作品標籤張貼

總務場地組 展覽桌定位、海報…等佈置作業
◎地點：敦化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09:00-12:00
展品作業組 【北投、士林、大同、中山四區學校】
13:00-16:00
【文山、南港、萬華、信義四區學校】
◎地點：敦化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展品作業組
09:00-12:00
【松山、中正、大安、內湖四區學校】
接待服務組 ◎16:00 公佈審查未通過名單
資訊作業組 ◎18:00 以前未通過審查學校完成修改
展品作業組
評審接待(含餐點)，評審費用發給
會計出納組
資訊作業組 ◎於 5 月 01 日 21：00 後在臺北益教網
展品作業組
科展專屬網站公佈複審名單
展品作業組
評審接待(含餐點)，評審費用發給
會計出納組
◎於 5 月 03 日 12：00 後在臺北益教網
資訊作業組
科展專屬網站公佈成績，製作得獎名
展品作業組
冊
總務場地組 撕各校「參展資料表」彌封

43 優勝作品獎狀印製

行政規劃組

44 聯繫特優、團體獎學校出席受獎

接待服務組
行政規劃組
接待服務組
總務場地組
典禮活動組
接待服務組
展品作業組
接待服務組
行政規劃組

35

36

參展說明板佈置

102.04.29(一)

參展說明板佈置

102.04.30(二)

37 安全檢查(13:00-15:30)

102.04.30(二)

38 辦理參展作品初審
102.05.01(三)
39 初審成績計算、公告及評審評語輸入
40 參展作品複審
41 複審成績計算、公告及評審評語輸入

45 發布新聞稿；程序表、獎狀＆獎牌整理

102.05.02(四)

102.05.03(五)

46 頒獎典禮場地布置
47 頒獎典禮

102.05.04(六)

48 參展作品拆件

102.05.08(三)

49 特優作品參加第 53 屆全國科展參賽說明會

102.05.22(三)

50 校內第五次工作會議－工作檢討會

102.05.27(一)

51 特優作品參加第 53 屆全國科展報名收件

102.06.07(五)
102.06.10(一)

52 參加第 53 屆全國科展報名送件

│

簽到表＆特優獎品領據
注意發布時間

◎地點：敦化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地點：敦化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參賽相關規定說明
北市科展檢討會；全國科展相關事宜討
行政規劃組
論
行政規劃組 ◎地點：民生國中會議室
行政規劃組 製作參展名冊，完成報名送件手續

53 科展專輯請印

102.06.21(五)
102.06.10(一)

行政規劃組 光碟製作

54 科展活動經費結算

102.06.28(五)

會計出納組 各項支出憑證整理

55 舉行參加第 53 屆全國科展授旗典禮

102.07.19(五)
102.07.22(一)

行政規劃組 ◎地點（待確定）

56 第 53 屆全國科展活動

│

行政規劃組 ◎全國科展地點：新竹縣體育館

102.07.26(五)
辦理市長接見參加第 53 屆全國科學展成績優異
102.09.□(□)
57 師生茶敘活動
58 召開臺北市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檢討會暨 102.09.18(三)
交接會議

2

行政規劃組 ◎地點：市政府
行政規劃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