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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106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租稅教育宣導活動 

金好稅‧逗陣來 租稅教育大進擊 

系列二：臺南市教師「租稅教案設計大 PK」徵件活動 

 

壹、 活動目標 

藉由老師授業角度設計租稅教案，以「電子發票」、「地方稅」、「便捷

多元的繳稅方式」等主題，實際參與教學實務設計，表達教學創意概

念，期望能創造出新穎且具創意性並能有效達成租稅教育之學習活動。

推廣電子發票的好處，並提醒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讓師生重視租

稅議題及加強宣導購物消費以載具儲存電子發票，進而建立正確的租

稅觀。 

 

貳、 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參、 協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肆、 參加對象 

具備本市教育局 OpenID帳號使用資格之國中小教師（含實習、代理

及代課教師）。 

 

伍、 報名方式 

一、 採線上報名與上傳作品方式，活動網站提供基本常識、報名與

上傳教學，或本計劃未詳列之內容，故請務必參閱。 

活動網站：http://activity.tn.edu.tw/tax2017（請選擇「租

稅教案設計大 PK」） 

http://activity.tn.edu.tw/tax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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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活動使用指定平台報名與上傳數位檔案，另需繳交紙本作品

授權同意書。 

 

陸、 活動主題 

一、 必須具備的主題（需占教案內容 50%）： 

使用電子發票-手機條碼的優點（自動兌獎、歸戶及中獎領獎自

動匯入帳戶之設定）。 

二、 自由選擇的主題（請選擇其中一項，需占教案內容 50%）： 

1. 地方稅開徵內容、優惠稅率申請及相關節稅。 

2. 自然人憑證、健保卡線上查繳稅等 e化多元便捷稅務服務。 

 

柒、 活動方式 

請依照以下說明上傳「附件一、計畫書」與教材數位檔案，並繳交「附

件二、作品授權同意書」紙本。資料不齊、格式不符或逾期繳交者，

恕不受理： 

一、 上傳「附件一、計畫書」與教材數位檔案： 

1. 請於活動網站「文件下載」處下載「附件一、計畫書」，填

妥後以原檔案格式（docx）儲存。 

2. 請將「附件一、計畫書」連同搭配之教材數位檔案，共同壓

縮成單一個 zip格式之壓縮檔，檔名請設定為「課程名稱-作

者姓名.zip」，容量限 100MB以內。 

3. 上述「課程名稱-作者姓名.zip」檔案，於 106年 10月 24日

下午五點前上傳至指定平台（上傳方式詳如活動網站「上傳

教學」）。 

二、 繳交「附件二、作品授權同意書」紙本： 

1. 請於活動網站「文件下載」處下載「附件二、作品授權同意

書」，以紙本方式填妥並簽章後，親送、公文交換或郵寄方

式，於 106 年 10 月 27 日下午五點前送抵臺南市教育局資訊

中心（代收後，送主辦單位審核）。 

 

捌、 活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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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傳「附件一、計畫書」與教材數位檔案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0月 24日下午五點止。 

二、 繳交「附件二、作品授權同意書」紙本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0月 27日下午五點止。 

三、 得奬公告：預計 106年 11月。 

四、 頒獎典禮：預計 106年 11月。 

 

玖、 評選辦法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評選，評選標準如下表： 

評選項目 審查內容 比例 

主題性 

1. 切合計畫主題並符合宗旨 

2.預定達成之教學目標明確適當 

3.其他教師容易推廣 

50% 

完整性 

1. 教學先備知識及原理正確 

2. 教學活動設計具體、完整且合宜 

3. 後續延伸活動多元完整 

4. 參考資料詳實 

30% 

創新性 

1. 構思的新穎性、開創性與特色性 

2. 創新技術與知識應用 

3. 能深化學習者租稅知識認知 

20% 

 

壹拾、 活動獎項 

一、 第一名 1名：獎金 15,000元，獎狀乙紙。 

二、 第二名 1名：獎金 10,000元，獎狀乙紙。 

三、 第三名 1名：獎金 8,000元，獎狀乙紙。 

四、 佳 作 10名：獎金 3,000元，獎狀乙紙。 

※ 各獎項名額視參賽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參賽作品未達評選標

準者獎項得從缺。 

※ 評選結果將另行通知得獎者，並公布於各相關網站。 

※ 頒獎典禮預定於 11月舉行，時間地點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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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聯絡窗口 

單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綜合企劃科 

聯絡人:謝靖儀 

06-2160216      

分機1304 

06-2133703 d0411@tntb.gov.tw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輔校安科 

聯絡人:楊易蕙老師 

06-2991111 

分機8321 

06-2982610 tneilly@tn.edu.tw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資訊中心 

聯絡人:洪琮欽老師 

06-2130669 

分機13 

06-2130668 simon@tn.edu.tw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主題名稱及內容設計不得重複投稿，否則取消參賽資

格。 

二、 每位參賽者參賽件數不限，但以得獎一件作品為限。 

三、 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請參賽作者自行留存作品

備份。 

四、 得獎作品經檢舉若違反著作權等相關法令，或有偽冒、抄襲、

拷貝，或曾展出、參加任何比賽得獎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其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項（名次不遞補），所有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 

五、 參賽即同意授權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公

開合理使用其作品（詳如「作品授權同意書」）。 

六、 參賽即同意並尊重評選結果。 

七、 得獎獲得獎金應配合中華民國稅法繳交相關所得稅。 

八、 若有未盡事宜，將公佈於活動網站，不再另行通知。 

九、 凡參加活動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

定。 

 

壹拾參、 表格及文件 

附件一、計畫書 

附件二、作品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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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與文件可於活動網站「文件下載」處下載。 

附件一、計畫書 

 

106年度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統一發票與租稅教育推廣活動 

系列二：臺南市教師「租稅教案設計大 PK」徵件活動 
 

計畫書 
 

 

 

課程名稱：                     

 

作者姓名：                     

 

英文姓名：                     

 

※請務必填寫英文姓名，以便獲獎時雙語獎狀印製用途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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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下表可依照課程需要自行增加欄位 

課程名稱  

適用領域  

適用年級  課程時間  

教學目標  

先備知識  

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內容 教學時間 

  

學習評量  

參考資料  

電子發票宣導標語 請務必填寫 

 

注意事項： 

一、 課程時間需安排兩節課（含）以上。 

二、 可搭配多元的教材數位檔案，例如簡報、學習單、測驗題、相關網站、

配合教案所製作的教具或拍攝之影片…等。 

三、 教材請以常用格式製作。為協助得獎作品之後續推廣及使用者閱覽之

方便性，投稿作品不宜指定使用特定瀏覽器或軟體觀看；若需指定時，

必須為網路上可取得之免費或共享軟體。 

四、 教案、教材中有引用或擷取他人圖片、影像、文字等資源，應於引用

處下方註明出處，以維護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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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作品授權同意書 

106年度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統一發票與租稅教育推廣活動 

系列二：臺南市教師「租稅教案設計大 PK」徵件活動 

作品授權同意書 

一、 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作品（以下稱本作品）授權於主辦單

位進行非營利或推廣之使用。 

1. 授權條件：無償。 

2. 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 

二、 授權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

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三、 本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

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四、 本作品及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若因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而致主

辦單位受損害，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五、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服務單位：                        作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