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實施計畫 

 

1 
 

111學年度新北市健康識能競賽實施計畫 

新北電競王 超時空偵探 Online  
 

壹、 計畫緣起：為使健康觀念從小扎根，並將觀念付諸行動採取健康行為，進而建立健康的

生活型態，爰規劃舉辦健康識能競賽，藉由競賽之方式，讓參賽隊伍於參賽

過程中，獲得正確之衛生醫療保健知識。 

貳、 預期成效 

一、 加強本市國小學生主動學習全面性、完整性、正確性的衛生教育知識。 

二、 推廣預防保健之概念，並發展多元衛生教育之形式，以促進全民均健。 

參、 計畫期程：111年 11月至 112年 7月。 

肆、 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 

⚫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 執行單位：啟點行銷有限公司  

伍、 參加對象： 

一、 個人賽：具有新北市親師生平台之會員。 

二、 校園競賽：參賽期間就讀本市國小之在學學生。 

陸、 競賽方式： 

一、 個人賽： 

(一) 參賽資格：具有新北市親師生平台之會員皆可參與。  

(二) 活動地點：能順利連線至網際網路之任何地點。 

(三) 活動時間：112年 3月 1日至 112年 6月 1日止，每日 6時至 22時開放。 

(四) 參加方式：於活動期間可透過親師生平台進入遊戲進行挑戰。 

(五) 活動規則：活動期間每人每日有 3次遊戲機會，完成修復健康之心之任務即

可過關。 

二、 校園競賽-初賽： 

(一) 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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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讀本市國小之學生，3人一組（可多報名一位備選選手），同校組隊競

賽，可跨班、跨年級。  

2. 隊伍數： 

(1) 學校班級數大於 50班(含)以上，至多得推派 10隊參加。 

(2) 學校班級數小於 50班以下，至多得推派 5隊參加。 

(二) 競賽地點：各校電腦教室、教室等。 

(三) 報名日期：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2月 28日止（自 112年 1 月 9日起開放

110學年度遊戲供各校訓練團隊默契）。 

(四) 報名方式：請於 112年 1月 9日起至活動官方網站（https://health-

school.health.ntpc.gov.tw/）最新消息/報名連結及說明，報

名參賽。 

(五) 競賽規則： 

1. 遊戲公測：112年 2月 13日至 112年 2月 24日止開放試玩，並請於測試完

成後至活動官方網站/最新消息/各校遊戲公測結果回報，試玩期間如遇有

相關狀況請與活動小組聯繫。 

2. 正式開賽：112年 3月 1日至 112年 4月 28日止，每隊共有 40次遊戲次

數，可於每日 6時至 22時登入進行遊戲，請於初賽時間內完成遊戲累計積

分。 

(六) 教師研習營：  

1. 辦理時間： 112年 2月 8 日(三)至 2月 9日(四)，下午 2至 4點，共計二

梯次。 

2. 辦理場次：為維持會議品質使主辦單位能有效進行說明，將分區進行研習

說明，如時段無法配合亦可跨區參加。 

(1) 112 年 2月 8日：新莊、雙和、三重、三鶯、淡水分區。 

(2) 112 年 2月 9日：板橋、文山、瑞芳、七星分區。 

3. 辦理方式：透過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研習。 

4. 報名方式：請填寫 Google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PfM7JidqXDFh2FUJ7)，將於研習營前一周以 Email

形式將會議網址提供給各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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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習內容：為使各校指導老師能了解相關競賽遊戲方式，本局辦理教師研

習營講解競賽辦法、遊戲規則、遊戲方式，現場將以投影方式實際操作講

解，並將錄製相關影片，置於活動網站上供老師於會後觀看，惠請參賽學

校務必派員參與。 

三、 校園競賽-決賽（視疫情情況調整）： 

(一) 錄取資格： 

1. 九大分區：本市九大分區，每分區依校園競賽-初賽積分取前 2名，共 18

名。 

2. 不分區：不分區排行榜中前 2名高分者（扣除已晉級之九大分區前 2名），

共 2名 

若因故無法參賽，將由該分項積分第 3名學校遞補參賽(分數統計區間為 112

年 3月 1日至 112年 4月 28日止，依實際公布競賽規則為準)，如各分區有

從缺情形發生，將由不分區排名積分最高隊伍依序遞補。 

(二) 競賽日期： 112年 5月 27日或 5月 28日，另行公布。 

(三) 競賽地點：另行公布。 

(四) 競賽規則：另行公布，題型為是非題或選擇題。 

(五) 決賽領隊會議： 112年 5月 10日(三)，於本府衛生局 9樓大禮堂召開決賽領

隊會議，由進入決賽之 20隊指導老師進行決賽遊戲說明。 

(六) 進入決賽之隊伍，每隊提供現金新台幣伍仟元整，用於參與決賽所需之各項費

用。請各隊於決賽當日持領據簽領。 

柒、 競賽內容範圍 

以衛生教育為範疇，並配合健康醫療時事，範圍以下列為原則： 

一、 新北健康小學堂 14大類型題庫（https://health-

school.health.ntpc.gov.tw/）。  

二、 國小一至六年級「健康與體育」教材。 

三、 醫療保健衛生相關時事。 

捌、 遊戲規則 

詳細遊戲規則可至官方網站（https://health-school.health.ntpc.gov.tw）查詢。 

玖、 獎勵及敘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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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賽 

賽事 獎項 資格 方式 

個人賽 

大獎抽 

Galaxy Tab A8 平板電腦、Inspire 2 

健康智慧手環、歐姆龍體重體脂計、

WF C500 真無線耳機、家樂福提貨

券、迪卡儂禮物卡、7-11禮券等 

共計 315個 

(依機關公告為主) 

完成「修復健康之

心」任務者。 

由系統抽出

得獎者 

親師生平台 

積點趣 

每 100點遊戲積點可透過兌換 50點

LINE POINTS。 

於遊戲中完成指定

行為，即可獲得親

師生積點趣點數。 

採積點兌換

制，換完為

止。 

二、 校園競賽 

(一) 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新北市所屬

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規定，各隊指導老師(1 名)，每位指導

老師至多帶領 2隊，予以敘獎。 

(二) 各賽事獎勵方式如下表(依機關實際奉准獎勵為準): 

1. 決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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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老師： 

 

3. 學校獎勵 (學校平均積分=學校總積分/學校參賽隊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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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賽事 獎項數 資格 方式 

校園競賽-初賽 

大獎抽 

Galaxy Tab A8 平板電腦、

Inspire 2 智慧手環、歐姆

龍體重體脂計、WF C500 真

無線耳機、家樂福提貨券、

迪卡儂禮物卡、7-11禮券等 

共計 315個 

(依機關公告為主) 

抽獎日前隊伍遊戲次

數超過 24次之隊伍，

每位隊員（含候補隊

員）及指導老師皆有

抽獎資格。 

抽獎日：另行公告 

由系統抽出得

獎者 

校園競賽-決賽 

健康造型獎 

5隊 

獎金 1,500元/隊 

進入決賽隊伍可於決

賽時裝扮成遊戲角色

參加健康造型獎。 

由評審進行造

型評選，採總

積分制 

更多獎項內容請洽官方網站 https://health-school.health.ntpc.gov.tw/ 

壹拾、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在事先告知之原則下，承辦單位保留更動競賽規則及賽程之權利。 

二、 倘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則取消該校參賽資格及該校比賽之名次。 

三、 如於競賽期間產生網路斷線或其他相關因素造成無法參加比賽或比賽中斷，其後果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壹拾壹、 活動小組聯繫方式 

一、 啟點行銷有限公司 

(一) 聯絡人：陳先生 

(二) 聯絡電話：02-8521-5016 #1302 

(三) 電子郵件：healthschool.ntpc@gmail.com 

二、 衛生局 

(一) 聯絡人：葉先生 

(二) 聯絡電話：02-2257-7155 #1771 

(三) 電子信箱：ar4820@ntpc.gov.tw 

壹拾貳、 本計畫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解釋修正之。 

mailto:healthschool.ntp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