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北區】參賽者行前通知
比賽地點：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學校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89 號；學校電話：03-3698170)
比賽時間：107 年 11 月 3 至 4 日(星期六、日)，
綵排時間：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請於 14:00~16:00 進行走位、試音。
綵排不到者視同放棄綵排權利，比賽日當天不得上台走位，綵排採取先
到先綵排之順序，13:30 開放綵排順序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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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到明
道樓 1 樓護理教室開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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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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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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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參賽學生應由教師帶領，依各場比賽時間準時到達比賽地點報到。
另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便核對身分（未攜帶證件者，將不得參加比
賽）。
本屆之參賽證明及獎狀，將於全部比賽結束後統一寄發至學校，請校方
及領隊老師密切注意。
完成全程比賽且平均分數達 60 分以上之參賽隊伍隊員由主辦單位發給
參賽證明 1 只。若晉級第二天英語團體演講比賽未順利完成第二天之賽
事，將不予核發參賽證明，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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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音控的老師請直接從場內走到音控台旁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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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隊，表演題目是○○○○，計時開
始」＞＞進行表演＞＞表演結束，請集體謝幕(敬禮或 SA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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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指示『第○隊請上台，第○隊請到第一準備區』，四名上
台就定位，請派一位代表出示「OK」手勢＞＞司儀宣布「第○隊，演講題
目是 Nu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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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或 SAY THANK YOU，計時器停止)，迅速退場。
※演講題目：
1. 請試說明你對外交工作的想像，你認為外交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有何 關聯
性﹖
What do you think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ould be?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2. 你認為新媒體對我國推動外交工作未來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請試 舉例
說明。
What role can new media play in our efforts to promote diplomacy? Please use
examples.
3. 我國積極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就你所知，臺灣對全 球醫
療及衛生有哪些貢獻？你會如何向國際社會行銷以協助臺灣參 與 WHO？
Taiwan is actively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t
contributions has Taiwan made to global health?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aiwan’s
strengths in this area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gain its support?
4. 如果請你規劃一場在海外舉行，為期 3 天的臺灣日活動，你會以何 種
方式辦理以展示臺灣的文化特色﹖
Imagine you are designing a three-day “Taiwan Day” activity in a foreign country.
What would you plan to showcase Taiwan’s uniqueness?
5. 你認為臺灣可以怎麼做以增進與新南向目標國家的關係﹖
How do you think Taiwan can best enhance relations with New Southbound Policy
partner countries?

三、計時計分細則
(一)計時細則
1. 計時鐘採正數計時
2. 團體表演上場準備時間以 30 秒為限，每超過 1-30 秒（含）裁判成績總
平均後扣 0.5 分。

3.

每隊團體表演及團體英語演講時間以 5 分鐘為限，4 分 30 秒到 5 分 30

秒之間結束不扣分，每超過或不足 1-30 秒（含）裁判成績總平均後扣
0.5 分。
4. 4 分 30 秒響鈴一聲，5 分整響鈴二聲，5 分 30 秒響鈴一聲，超過 5 分
30 秒後每 10 秒響鈴一聲。
(二)計分細則
1. 總分＝團體表演（5 位評審加總成績/5）× 50%十團體英語演講（5 位
評審加總成績/5）×50%
2. 團體表演：占 50% (英語使用能力 40%、創意 30%、表演內容 30%，輔
助道具不計分)。
3. 團體英語演講：占 50%（英語使用能力及發音 45%、內容 40%、臺風
15%）

四、北區比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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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叫號三次
未至第一準備區驗證之隊伍，視同棄權，請各參賽隊伍注意。
第一天(星期六)：團體表演流程
時間

長度

項目

說明

08:00

30’

報到

參賽隊伍報到

08:30

30’

領隊會議

外交部、教育部、承辦單位與領隊老師召開
會議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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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10’

開幕

評審及貴賓介紹、長官致詞

09:20

70’

團體表演(一)

第 1~12 隊(12 隊)

10:30

20’

中場休息

休息 20 分鐘

10:50

70’

團體表演(二)

第 13~24 隊(12 隊)

12:00

70’

用餐時間

休息 60 分鐘

13:00

70’

團體表演(三)

第 25~37 隊(13 隊)

14:10

50’

成績決算時間

休息 50 分鐘

15:00

20’

評審講評

所有隊伍入座，2 位評審講評

15: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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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隊
能進行下一輪即第二天之團體英語演講比
賽。

15:30

--

第一天賽程結束

第二天(星期日)：團體英語演講流程
08:00

--

08: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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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英語演講比

區確認身份(請隨身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

賽】規則說明
09:00

20’

活動開始

抽定演講題目，準備 20 分鐘

09: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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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中場休息

休息 20 分鐘

10:40

60’

團體英語演講(二)

進行 9 隊

11:40

50’

成績決算時間

休息 50 分鐘

12:30

10’

評審講評

參賽隊伍入座，2 位評審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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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留影，公共電視進行獲勝隊伍之得

12:40
12:50

10’
--

頒獎

獎感言錄影

初賽圓滿結束

五、初賽查分辦法
1.
2.

3.

北區須於 11 月 13 日(郵戳為憑)前由學校以書面發函向教育部國教署提出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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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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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比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一)參賽資格須知
1. 參賽學生資格，一旦發現有不符合實施計畫中所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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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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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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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狀及參賽證明將加註參賽學校之中英文名稱等資訊，寄發行前通知時
將附上各參賽隊伍代表之學校中英文正確校名，請務必確認。另，各參
賽師生的中英文姓名將以報名網站及綵排現場確認為準。若在獎狀及參
賽證明發放後，發現資訊不正確，需發函至教育部國教署，確認相關身
份及資訊後，認定是否可重新發放。

(二)綵排須知
1.

比賽前一天為各區綵排時間，每隊可於舞台上綵排走位 3 分鐘(請同時
測試音響)，依照抵達先後順序上台。
(三)比賽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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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期間，有下列情形者，倘經查驗或遭檢舉且由主辦單位查證屬
實，該競賽項目裁判成績加總後扣 10 分:
a. 參賽學生一律穿著便服，不得穿著校服；倘穿著足資辨識學校
身分之服裝者。
b. 舞台佈置或競賽使用之道具、海報、表演及演講內容等，不得呈
3.

4.
5.
6.
7.

現校名縮寫或足資辨識學校身分之字樣或圖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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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時間以現場比賽為主，司儀叫號三次未至第一準備區驗證之隊伍，
視同棄權，請各參賽隊伍注意。
比賽場地開放時間為 0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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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英語演講題目將由參賽學校於比賽現場自行抽出題號。各參賽學校
於指定題目抽籤確認後，如經發現任何作弊行為，即取消參賽資格。
團體表演或團體英語演講經驗證後，進入第一準備區之後一律不得攜帶
手稿等相關筆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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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團體表演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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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格式僅接受 mp3
播放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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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風建議站立於表演範圍外使用，避免音響回授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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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自行操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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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請於比賽前一天綵排時先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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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深 3M)，道具擺放不受限制。
距離收音範圍後方 1M 處會「固定」擺放活動背版，表演者可將之視為
幕後換裝或擺放道具使用。

8.

禁止攜帶實體 3C 產品及做為表演道具使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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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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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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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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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書並於綵排時繳交。
(五)團體演講須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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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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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演講不得全程以演講以外之型式呈現，違者不予計分。
舞台上不可使用道具輔助。
每個隊伍抽籤後至上台前約有 20 分鐘順稿時間。

(六)其他須知
1. 用餐區：請於指定區域用餐，並請協助維持校內整潔，配合學校廚餘處
理及資源回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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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內車位有限，停滿為止。
4. 第二天演講隊伍晉級名單於第一天晚間 8 點後公布在外交小尖兵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eendiplomaticenvoys
5. 自 104 年度起已不寄發活動錄影光碟，已改上傳 Youtube 平台
i.
106 年度： https://youtu.be/52GxR-LyAE0
ii.
105 年度： https://youtu.be/7suU6tlryQ0
iii.
104 年度： https://youtu.be/LAarVkIy6k8
6. 詢問比賽相關疑問或獲取最新資訊推播，請洽詢外交小尖兵 Line 客服
ID: @teen.diplomatic 或電郵 mofa.pts@gmail.com 。

Line 客服為一對一對話，敬請安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