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宜蘭縣兒童夢工廠繪畫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109.3.26

壹、目的：為迎接屬於兒童的節日，增進親子同遊、良好親子關係及活絡在地觀

光活動，以本縣學生為觀光大使舉辦兒童夢工廠繪畫活動，鼓勵兒

童發揮創意，發掘自我潛能，培養健全人格；提供其自由創作空間，

並選拔優秀作品展出。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

二、承辦單位：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叁、徵選方式：

一、參加對象：宜蘭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二、徵選組別(7組)：

1.國小高年級A組美術班組(5-6年級)

2.國小中年級B組美術班組(3-4年級)

3.國小高年級C組一般生組(5-6年級)

4.國小中年級D組一般生組(3-4年級)

5.國小低年級E組(1-2年級)

6.國中美術班F組(7-9年級)

7.國中一般生G組(7-9年級)

三、主題範圍：以參訪本活動計畫名單內之「觀光工廠」，將參訪過程、心得

或活動，以該參觀之觀光工廠為主題，並自訂題目投稿。

肆、獎勵：

獎項/組別 特優 優等 優選 佳作

夢工廠繪畫獎

各組取1名

圖書禮劵

3,000元

獎狀乙幀

各組取2名

圖書禮劵

1,500元

獎狀乙幀

各組取3名

圖書禮劵

800元

獎狀乙幀

各組取5名

圖書禮劵

500元

獎狀乙幀

觀光大使獎
各觀光工廠擇優錄取若干名，該獎項由各觀光工廠提供禮品，

前獎項獲獎作品得併入本獎項再次評選。

 伍、注意事項：

一、參賽送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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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張規格：八開圖畫紙大小，尺寸為266mm*390mm為限，紙質不限。

(二)參賽紙張索取：：

1.自行準備圖畫紙(約八開)下載報名表件並黏貼於圖畫紙背面，參訪

觀光工廠後蓋戳章，繪製後投稿。

2.至觀光工廠參觀，索取蓋有該戳章報名表(含圖畫紙)。

(三)創作媒材：水彩、蠟筆、彩色筆等皆可，使用畫材不限，禁用剪貼或其

他非繪畫性之材料。

(四)參賽繪畫作品正面，不得直接署名。違反規定或未蓋合作觀光工廠戳

章或與參訪觀光工廠主題不符，一律不列入評核。

二、收件日期及地址及聯絡電話：

(一)收件日期：自109年 4月 1日起至109年 4月 30日止。

(二)收件地址(以下地點均可)：

1.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地址：260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 22號)，

聯絡電話：03-928-9948 分機 2308。

2.各合作觀光工廠。

3.承辦學校：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地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

60號 )。

4.由各校統一收齊後送至承辦學校。

陸、評審及頒獎：

一、評審：109年 5月份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各

徵選組別評定成績未達水準時，錄取名額得予以減少，本次活動得獎名

次不列入高級中等學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加分規則。

二、獲獎公告：得獎名單於宜蘭縣政府教育資訊網及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

會公告，其頒獎日期另行通知。

柒、著作權：

各項入選作品，即視同無條件同意其著作權轉授權予宜蘭縣政府及宜蘭縣觀

光工廠發展協會所有，並另填寫作品聲明與授權同意書(如附件2)，該優秀

作品將成為縣內觀光文宣、陳列觀光工廠展示及網路展覽使用，或日後宜蘭

縣政府若出版專書，除贈送作者專書外，不另致酬。

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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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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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作品聲明與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君（以下稱甲方）

就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無償授權宜

蘭縣政府、宜蘭觀光工廠發展協會（以下稱乙方）基於宜蘭縣內觀光文宣、陳列

觀光工廠展示與資源分享目的，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

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宜蘭縣政府、觀光工廠使用等行為。

甲方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創作且授權著作，未曾於其他比賽獲獎，

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並擔保投稿作品為初次發表。

本著作作者同意於下方簽章。

此致

宜蘭縣政府、宜蘭觀光工廠發展協會

甲 方 

作者姓名：                                 （簽章）

作者身分證號碼：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簽章）

連絡電話：

地址 ：

4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1

菌寶貝博物館
宜蘭市梅洲一路22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www.junbaby.com.tw/)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

，益生菌軟糖一把抓

乳液DIY四人同行一人免費，並

贈送$50的商品折價卷（須先預

約，4人以上始能開課。四人同

行中需含一位宜蘭縣12歲以下

兒童）

2

溪和三代目魚寮文化館
宜蘭縣五結鄉利興二路11號

營業時間：09:00〜16:30

(http://www.siho.com.tw/Default.a

spx)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

，贈送魩仔魚羹1碗(無法提供

外帶)

DIY活動9折

3

安永心食館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415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www.anyomuseum.com/)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

免門票入館及闖關送好禮

1.凡於禮品店購物即可99元加

價購指定點心商品

2.DIY客製化文創商品買1送1

4

博士鴨觀光工廠
宜蘭縣五結鄉新五路1-1號

營業時間：08:30〜18:00

(https://www.dr-duck.com.tw/)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

免門票入館

彩繪鴨、鹹鴨蛋製作DIY全面9

折

2020宜蘭縣兒童夢工廠-合作觀光工廠優惠一覽表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5

藏酒酒莊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126-50號

營業時間：09:00〜18:00

(https://www.cjwine.com/)

1. 4月份，宜蘭中小學出示身

分證、閱讀卡作識別可免門票

入園參觀

2.可享用美味醋飲，父母享用

免費品酒

1.每人加購150元可體驗拌麴發

酵，學習微生物如何產生對身

體有益的營養還可享用米糀釀

乙杯(無酒精)(須提前預約)

2.凡宜蘭縣民皆享有藏酒酒品9

折優惠

6

一米特創藝美食館
宜蘭縣蘇澳鎮祥和路199號

營業時間：08:30〜17:30

(http://www.onemit.com.tw/)

4月份，凡宜蘭縣12歲以下兒

童憑健保卡、閱讀卡、學生證

到館即贈草莓布丁1顆，每人

限領1次(數量有限，送完為

止)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憑

健保卡、閱讀卡、學生證到一

米特DIY 可享雪莓娘原價150元

，特惠價100元優惠

7

台灣足鞋健康知識館
宜蘭縣五結鄉中里路18號

營業時間：09:00〜17:3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fshkc)

4月份，12歲以下購票贈公仔

紙撲滿
觀光門市商品85折優惠

8

莎貝莉娜精靈印畫學院
宜蘭市梅洲一路16-3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s://www.sabelina.com.tw/)

4月份，宜蘭縣籍學童，參加

DIY活動贈送素材裝飾飾品一

份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9

瘋狂夢想藝術園區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一路30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www.robert-y.com.tw/)

4月份，來店購票入場的宜蘭

縣內學生一律贈送館內精美禮

品一份

10

虎牌米粉產業文化館
宜蘭縣五結鄉利興三路5號

售票時間：09:00〜16:30

營業時間：09:00〜17:30

(http://www.tigerfood.com.tw/)

4月份，宜蘭縣國中(含)以下兒

童憑証明，可享手作米粉(含擠

米粉及手披米粉)，250元買一

份送一份

11

玉兔鉛筆學校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三段330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s://www.rabbit1.com.tw/)

預約新活動【大手拉小手，共

同闖關樂！】

活動內容：

玉兔鉛筆知識影片/智慧Bobo兔

闖關活動/生產線巡禮

活動優惠與開課細節繁多，請

上官網公佈欄查詢

12

亞典蛋糕密碼館
宜蘭市梅洲二路122號

營業時間：09:30〜18:00

(http://www.rden.com.tw/WebMas

ter/)

4月份，宜蘭縣國中(含)以下兒

童，憑識別證，可享冰淇淋雙

球原價150元，特惠價100元優

惠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13

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宜蘭縣蘇澳鎮頂強路23號

營業時間：09:00〜18:00

(https://www.kilibay.net/)

4月份，宜蘭縣12歲以下兒童在

家長陪同下，西餐廳兩大一小

，兒童用餐可享半價+免費暢玩

珍珠樂園1小時 （須出示有照

證件），兒童節兩大一小套餐

價(原價：兩大一小1,111元，

現價974元）

14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二段326號

營業時間：09:00〜18:00

(http://www.kavalanwhisky.com/c

n/visit-reservation.aspx)

4月份，歡樂兒童節所有商品享

9折優惠價。(不包含部份限量

酒款，詳以門市公告為主)

15

宜蘭餅發明館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369號

營業時間：08:30〜18:00

(https://www.i-cake.com.tw/)

4/4兒童節當天報名DIY活動可

享優惠(原價150元，回饋價100

元)(限宜蘭縣兒童)

16

橘之鄉蜜餞觀光工廠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33號

營業時間：08:30〜17:30

(https://www.agrioz.com.tw/)

4月份，宜蘭縣籍學童，蜜餞

DIY優惠價100元。(原價200元)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17

益得畑の菓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上將路三段

376巷25號

營業時間：09:00〜18:00

(http://www.yide-cake.com.tw/)

4月份，宜蘭縣國中（含）以下

兒童憑證明至門市消費$99元即

可贈送米多多霜淇淋餅乾杯乙

杯另加碼+1元多乙杯。(限量贈

品，送完為止)

18

蜡藝 蜡筆城堡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500號

營業時間：08:30〜18:00

(https://luckyart.com.tw/)

1.4月份，宜蘭縣國中小學憑證

明購買門票不分平假日皆享有

縣民價235元(年滿3歲者皆須購

票)

2. 4月份，縣民特別優惠，滿6

歲以上出示證件購買溜滑梯體

驗者，即享有優惠價100元立

(原價150元)

19

夢田觀光米廠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路402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s://yingtingshih.pixnet.net/blo

g/post/215538882)

4月份，兒童享有DIY原價8折的

優惠(採團體25人以上預約制，

請於活動日前三週預約)

20

綺麗珊瑚博物館
宜蘭縣蘇澳鎮利工一路一段6號

營業時間：10:00〜17:00

(https://tw.cljewels.com/index_do

wn.php?sele=hstyle&hstyle=61)

4月份，宜蘭縣國中小學生憑識

別證可享園區套票(蝴蝶藝術館

+珊瑚博物館)原價250元，優惠

200元；門票可抵園區消費(紀

念品區除外)



編號 觀光工廠照片 觀光工廠資訊

來店禮/

原先有門票優惠免門票入園

(每人限優惠1次)

購物(活動)享優惠

(限宜蘭縣兒童/學生)

21

超品起司烘焙工坊
宜蘭縣宜蘭市大坡路二段255號

營業時間：09:00〜18:00

(https://www.cp1979.com.tw/)

4月份，宜蘭縣兒童憑識別證起

司塔買1送1活動(原價60元/

個)(每人限購2顆)，綠豆冰糕

DIY特惠價100元(原價120元)

22

潭酵天地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漳福路25號

營業時間：08:30〜17:30

(https://www.hsuslegend.com.tw/)

4月份兒童節優惠，多醣體酵

素、紅樟芝酵素、益生菌買二

送一

23

羅董養生觀光工廠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14號

營業時間：09:00〜17:00

(http://www.loto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