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中區】參賽者行前通知
比賽地點：台中市明德高級中學『明樓五樓文萃廳』台中市南區明德街 84 號；
電話：04-2287-7676
比賽時間：103 年 11 月 8 至 9 日(星期六、日)，11 月 7 日(星期五)為彩排日，
請於 14:00~16:00 進行走位、試音。

一、報到流程
依現場指引依照比賽序號進行報到＞＞出示身分證或學生證確認身份(參賽學生
需全員到齊，帶隊老師簽到) ＞＞報到完成＞＞入場就座＞＞老師到 4 樓采薈
廳開領隊會議
1.二日比賽全程依主辦單位抽籤之比賽序號進行叫號，序號永不變動(如有隊伍
棄權亦是)，請記得比賽序號。如果隊伍棄權，將繼續叫號遞補，準備區現場
呼號三次未到，參賽隊伍視同棄權，請各隊伍不要離開會場。
2.為求比賽時間的公平性，第二天團體演講比賽上台順序從後面序號開始進行。
3.初賽第一天比賽全部結束後統一發給未晉級隊伍參賽證明，有晉級第二天比賽
之隊伍，統一於第二天比賽結束後發給參賽證明。

二、比賽流程
【團體表演】
司儀叫號＞＞四名參賽者攜帶身分證件及道具到第一準備區驗證(驗證後領
隊老師禁入)，領隊老師到音控台旁準備＞＞依工作人員指示前進(第一準備
區及第二準備區各有 3 隊) ＞＞準備上台＞＞司儀宣布『第○隊請到第一
準備區，第○隊請上台』(參賽隊攜道具上台，同時台下開始計時)＞＞上道
具＞＞道具就定位，請派一位代表出示「OK」手勢(台下計時器停止) ＞＞
司儀宣布表演題目後，宣布『計時開始』＞＞進行表演＞＞表演結束，請
集體謝幕(計時器停止)，迅速撤離道具退場。
【團體英語演講】
司儀叫號＞＞四名參賽者攜帶身分證件至第一準備區驗證(驗證後領隊老師
禁入)＞＞抽出演講題目並一人代表簽名＞＞依工作人員指示前進後台第二
準備區＞＞上場前司儀指示『編號○號隊伍請上台，演講題目為○號題』，
四名就定位，請派一位代表出示「OK」手勢，司儀宣布『計時開始』＞＞
開始演講，演講前可先向評審問好，自行選擇是否唸題(註：唸題與否不列
入記分)，始進行演講＞＞表演結束，請集體謝幕(計時器停止)，迅速退場。

※〈團體英語演講之舞台提醒〉
‧開講及輪換順序不拘，如需走位請於地板標示之五個 T 的範圍內，演講結
束後依照舞台上下台動線從後台離開(動線與第一階段相同)。
‧舞台上不可使用道具輔助或提及校名。
‧每個隊伍上台前約有 20 分鐘順稿時間。
※演講題目：
1. 新世代青年潛力無窮，創意無限，您認為臺灣青年所具備的主觀及客觀優勢
為何？
The youth of today have unlimited potential and creativity. In your
opinion, what are the strengths of Taiwan’s young people both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2. 近年來我青年在國際活動屢次嶄露頭角，您認為臺灣最值得推崇的青年代表
為何?他有何特色及優點值得學習?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youth have won acclaim in many
international events. Among them, which individual do you admire
the most? What strength of his/hers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from
the most?
3. 請試列舉三項值得國人關注的國際事件，並詳述此事件對我國的重要性。
Please list three current events in the world that Taiwanes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explain why these are important to us.
4.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我青年與國際接軌，您如何利用現有資源，積極參與國際
事務，以拓展自己的國際觀？
In recent years,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striving to help
Taiwanese youth keep abreas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ow would
you use current resourc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ternationally
and expand you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5. 青年是時代改革的領航者及新觀念的見證者，請問青年對社會及國家的責任
為何？
The youth are trendsetters and creators of new concepts. In your
opinion, what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and the nation?

三、計時計分細則
※計時鐘採正數計時
‧團體表演上場準備時間以 30 秒為限，每超過 30 秒（含）裁判成績加總後扣
0.5 分。
‧每隊團體表演及團體英語演講時間以 5 分鐘為限，每超過或不足 30 秒（含）
裁判成績加總後扣 0.5 分。
‧4 分 31 秒到 5 分 29 秒之間結束不扣分；從以上基礎起算，以 30 秒為單位計，
四、中區比賽時間表
每超過或不足一計時單位（含 30 秒），裁判成績加總後扣 0.5 分，以此累扣。
‧4 分 30 秒第一次響鈴，5 分整第二次響鈴，5 分 30 秒第三次響鈴，超過 5 分
30 秒後每 10 秒響鈴一次。

※此時間表為預估參考用，實際驗證及上台時間以現場比賽為主。
第一天(11/8，六)：團體表演流程
時間

項目

說明

08:00 報到

參賽隊伍報到

08:30 領隊會議

外交部、教育部、承辦單位與領隊老師召開會議

09:10

參賽隊伍【就座完畢】
說明規則及注意事項，開始叫號
團體表演規則說明

09:20 開幕

評審及貴賓介紹、長官致詞

09:30 團體表演(一)

第 1~10 隊(10 隊)

10:40 中場休息

休息 20 分鐘

11:00 團體表演(二)

第 11~20 隊(10 隊)

12:10 用餐時間

休息 60 分鐘

13:10 團體表演(三)

第 21~34 隊(14 隊)

14:50 成績決算時間

休息 50 分鐘

15:40 評審講評

所有隊伍入座，2 位評審講評

15:50

晉級團體英語演講
隊伍名單公佈

本階段將淘汰二分之一之參賽隊伍，有 17 隊能進
行下一輪即第二天之團體英語演講比賽。

16:00 第一天賽程結束
第二天(11/9，日)：團體英語演講流程
08:00 隊伍報到
參賽隊伍【就座完畢】 評審入席。說明規則，叫號請隊伍進入準備區確認
08:50 【團體英語演講比賽】 身份(請隨身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抽定演講題目。
規則說明
09:00 活動開始

抽定演講題目，準備 20 分鐘

09:20 團體英語演講(一)

進行 10 隊。上台順序由晉級隊伍序號由後往前開
始進行。

10:20 中場休息

休息 20 分鐘

10:40 團體英語演講(二)

進行 7 隊

11:40 成績決算時間

休息 50 分鐘

12:30 評審講評

參賽隊伍入座，2 位評審講評

12:50

入圍決賽隊伍公布及 6 名入圍決賽的優勝隊伍+10 名表現優良隊伍，頒
頒獎
獎留影，公共電視進行獲勝隊伍之得獎感言錄影

13:00 中區初賽圓滿結束

五、初賽查分辦法
‧ 中區須於 11 月 17 日(含 17 日郵戳)前由學校以書面發函向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提出複查外交小尖兵成績申請，以個人名義申請恕不受理
‧ 複查回函僅列示三個分數：1.「團體表演」總分 2.「團體英語演講」總分 (未
晉級團體演講者不含此項) 3.「前述二項總分之加總」(未晉級團體演講者不含
此項)
‧ 依 103 年度實施計畫初赛總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總分=團體表演(5 位評審
加總成績÷ 5) × 50% + 團體英語演講（5 位評審加總成績÷ 5）× 50%
比賽相關疑問，請洽詢外交小尖兵活動專線(02)2634-0939。

六、注意事項
(一)參賽資格
1. 參賽學生資格，一旦發現有不符合實施計劃中所規定者，則取消該隊伍
所有人得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勵(含獎狀、獎金、紀念品及出國參訪資
格等)。
(二)設備須知
1. 本活動統一使用承辦單位提供之音響設備，團體表演所使用之音樂請依
播放順序存入 USB 或以音樂格式燒成 CD 播放。
2. 比賽進行時舞台燈光將全部開啟，無做區位變化，不提供插座及用電。
3. 配合團體表演內容需求，提供一支旁白麥克風作為旁白使用。旁白麥克
風建議站立於表演範圍外使用，避免音響回溯干擾。
4. 音控台配置之操作指導員僅提供音響操作說明與指導，音樂需由領隊老
師自行播控。若由隊伍以外之他人代播，仍須有領隊老師陪同。現場如
需伴奏，則僅可由參賽學生自行伴奏。
5. 音樂請於比賽前一天彩排時先行測試。
6. 表演統一以長距離麥克風收音，請參賽同學於舞台地板標有彩色膠帶的
最佳收音範圍內表演(寬 5M*深 3M)，道具擺放不受限制。
(三)道具須知
1. 禁止攜帶實體 3C 產品及做為表演道具使用。
2. 參賽道具除了主辦單位所提供音響及課桌椅設備外，其餘由參賽隊伍自
行準備。
3. 道具未列入評分項目。請勿製作過大、複雜之道具(請參考各比賽場地的
舞台出入口尺寸)，避免造成參賽者搬運困難而影響比賽表現。
4. 本屆因規則調整：上場準備時間以 30 秒為限，每超過 30 秒(含)裁判
成績加總後扣 0.5 分。為求競賽公平，表演道具上台與佈置皆由參賽者
自行處理，後台工作人員僅協助撤場。
5. 舞台無懸掛吊桿，且道具不可靠牆放置，須自備支撐結構及工具。表演

過程中如需更換背景布幕，建議使用較輕且容易翻動之材質。
6. 各隊團體表演中所使用之音樂，請務必於比賽前取得相關音樂版權授權
同意書。
(四)資料修改
1. 比賽相關資料，如：參賽者名單、團體表演題目、器材需求表…等，於
2014/9/30 截止報名後不得異動。若有不可抗力之因素須更換參賽
人員，請於賽前發文或比賽當日檢具相關公立單位證明，向主辦單位提
出申請以取得同意。
2. 若屆時比賽人數與實施計劃規定不符，參賽隊伍須經主辦單位同意後方
可繼續參賽，但該隊不得晉級，且參賽證明上將依實際參賽者姓名登記
與發放。
(五)重要提醒
1. 參賽學生及領隊老師請攜帶證件（學生證或身份證），準時報到。(未出
示證件核對身份及未於應到時間報到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2. 參賽學生務必穿著便服表演(嚴禁穿著校服或印有校名校徽之服裝)。
3. 比賽前一天為各區彩排時間，每隊可於舞台上彩排走位 3 分鐘(請同時測
試音響)，依照抵達先後順序上台。彩排不到者視同放棄，比賽日當天不
得上台走位。
4. 團體表演或團體英語演講經驗證後，一律不得攜帶筆記進入準備區，違
者將告知主辦單位及評審其行為，決定是否扣分或取消參賽資格。
5. 領隊會議僅於第一天上午召開，一併討論兩日的比賽行程，請各參賽隊
伍領隊老師務必出席，會中如有任何比賽程序或規定，經過全體出席領
隊過半數表決通過，如有所異動或調整，缺席者不得提出異議。
6. 用餐自備(報到處旁有便當代訂服務)；現場供應飲用水，但請自備水杯。
7. 校內車位有限，停滿為止。
8.比賽相關疑問，請洽詢外交小尖兵活動專線(02)2634-0939。
9. 本競賽倘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另訂補充規定。
10.補充：
(1)比賽場地開放時間為上午 7:30,受理報到時間為 08:00,為不影響場
內比賽相關作業進行,各參賽隊伍請勿提早進場。
(2)用餐區：明樓 1 樓開放餐廳用餐及休息 ，請勿於校園內用餐，請協
助維持校內整潔,配合學校廚餘處理及資源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