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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實施計畫 

一、 目    的：為培養學生學習英語興趣，提升高中學生英語文程度，增進學生英文寫作、 

          演說之表達能力，培育外語人才，特舉辦本項比賽。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四、 比賽日期：1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五、 比賽地點：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電話：02-22319670轉211；地址：23443新北市永 

 和區永平路205號） 

六、 參加資格：本市所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綜合高中）之在學學生，每人限參

加一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不得參加： 

(一) 國小三年級(含)以後，曾在國外英語系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累計2年以

上者，有關國外英語地區之認定，請參閱外交部官方網頁公告該國語言為原則(網

址：http://www.mofa.gov.tw/)。 

(二) 外國來華留學學生或未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者。 

(三) 曾獲全國比賽決賽前3名者。 

七、 比賽辦法： 

(一) 報名：每校各項目選拔1至2名學生代表參加。 

1. 於109年10月2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表及參賽資格切結書

(如附件1)及「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2)請至新北市

立永平高中首頁(網址：http://www.yphs.ntpc.edu.tw)下載。 

2. 按參賽學生資格繕打填入表格後，逕將此報名表先行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

p211@yphs.tw，並將報名表印出經各校校長、教務主任及承辦人核章後，於109

年10月2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併同學生之「切結書」及「影音、影像、著作

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23443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務處」收，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 比賽日期：109年11月18日(星期三)，詳細行程及比賽地點請見附件4。  

 

http://www.yphs.ntpc.edu.tw/
mailto:p211@yphs.tw


 2 

1. 演講部分 

(1) 比賽題目：分指定題及看圖即席演講兩項 

A. 指定題演講時間為2分鐘(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具)，題目於比賽2週前公

告於永平高中網頁，指定題演講稿請於109年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

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永平高中教學組(p211@yphs.tw)(格式如附件

3)，逾期以棄權論。 

B. 看圖即席演講時間為2分鐘，由主辦單位聘請命題委員命題，於比賽時當

場公布決定，參賽學生準備時間為5分鐘，參賽學生在準備室中可使用字

典或電子辭典，唯電子辭典不可發出聲響，登臺前不得與他人接觸。 

(2)領隊會議： 

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3時，於永平高中圖書館舉行領隊會議，同時舉行

競賽員比賽順序抽籤(以電腦亂數排定)，請各校領隊參加。當日下午8時前公

布排定結果於永平高中網站，請參賽學校自行上網查詢(網址：

http://www.yphs.ntpc.edu.tw)，不再另行通知。 

(3)評分標準： 

A.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各以100分為滿分，指定題佔總成績40％，看圖

即席演講佔總成績60％。 

B.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以內容結構佔30％、語言能力佔30％、表達技

巧佔30％、儀態佔10％進行評分。 

C.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的比賽時間以2分鐘為限，超過2分鐘或不足1分

30秒者，每30秒(含)扣該項總成績1分(未滿30秒以30秒計)。 

D. 總成績遇有同分情形者，以看圖即席演講得分較高者為優勝。看圖即

席演講成績相同者，以此項目演講時間愈接近2分鐘者為優勝。 

(4)計時方式：演講者開始講話或有表演動作即開始計時，完全停止講話或有向評

審表示演講結束之動作即停止計時。演講時間達1分30秒時舉黃牌提示，達2分

鐘時舉紅牌同時按鈴以示結束。 

(5)為使評審客觀評分，請演講比賽參賽者穿著便服上場，不得著校服或足以辨識

參賽單位之制服上台。 

mailto:p211@yphs.tw
http://www.yph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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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文部分 

(1)比賽時間：100分鐘。 

(2)比賽題目：由主辦單位聘請命題委員命題，題目(密封)於比賽時當場宣布，作

文用紙由承辦單位統一提供。 

(3)評分標準：內容佔30％、結構佔20％、文法佔20％、修辭佔20％、標點與拼字

佔10％。評審結果遇有同分情形者，由評審委員商議優勝順序。 

八、 獎  勵 

(一)  各組優勝者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頒發獎狀與獎勵金（圖書禮券），指導老師發給 

獎狀： 

1. 第一名1位，獎勵金（圖書禮券）2‚000元。 

2. 第二名3位，獎勵金（圖書禮券）各1‚200元。 

3. 第三名6位，獎勵金（圖書禮券）各800 元。 

4. 佳作10位，獎勵金（圖書禮券）各500元。 

(二)  前三名之指導老師各1人，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三)  以上錄取獎勵人數得視參加人數及成績，由評審委員酌予增減之。 

九、 參加比賽應注意事項： 

(一)各校參加比賽學生，應由教師帶領，於109年11月18日(星期三)中午12:30前到達比

賽地點報到。 

(二)演講參賽者須著合宜之便服，不得著制服。演講及作文參賽者均須備妥身分證或學

生證以供查驗。 

(三)看圖即席演講結束後，比賽同學對號在演藝廳就座，不得離席。休息時間亦不得至

4樓以下(含)活動。違者視同放棄比賽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四)比賽會場不可攜帶任何通訊器材，亦不開放錄影，違反規定者，視同棄權。 

(五)得獎學生經查覺其參加資格不實者，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金。 

(六)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1.因競賽前未開放查看競賽場地，且為落實防疫措施，建議參賽學生提早到場，避免

因找尋試場與防疫量測體溫作業影響競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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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控制入場人數，故本次競賽各校領隊教師至多2人。 

3.參賽學生如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

「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取得結果者，禁止參加比賽；另「自主健康

管理」者，應依照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管理措施，並配合承辦學校規定防護措施辦

理。 

4.請所有參賽學生及領隊教師進入學校須配合量測體溫，並自備口罩全程配戴，惟演

講組參賽學生上臺時得暫免配戴口罩，下臺後仍應立即依規定配戴。 

5.領隊教師當日經體溫量測診斷屬發燒者(額溫攝氏37.5度以上，耳溫攝氏38度以上)

不得進入學校，並盡速離開學校，不得逗留。 

6.所有參賽學生及領隊教師皆須填寫「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附件5)，並由各校

領隊教師於報到時統一繳交。 

7.參賽學生倘於比賽當日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37.5度以上，轉請賽場工作人員協助

再次以耳溫槍測量達攝氏38度以上者，請依以下規定參賽： 

(1) 演講組參賽學生，安排獨立休息區，參賽順序調整至該場次最首位，比賽結束

應儘速返回獨立休息區至比賽結束，俟比賽結束應儘速離開學校，不得逗留。 

(2) 作文組參賽學生，安排獨立試場參賽，比賽結束應儘速離開學校，不得逗留。 

8.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如經查明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成績不予計

算)，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通報主管機關及依「傳染病防治法」處理。 

9.本處理原則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適時調整相關防疫措

施。 

十、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 

十一、 承辦本競賽人員准予公假派代，並得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給予敘獎。 

十二、 本計畫經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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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 

 

校名： 

類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式英譯或護照姓名) 
性別 年級 班(科)別 指導老師 

作 

文 

      

      

演 

講 

      

      

 

承 辦 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附註】 

1.報名： 

(1) 此報名表先行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永平高中教學組 p211@yphs.tw，爾後將本表印出經各校校

長、教務主任及承辦人核章後，於109年10月2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併同學生之「切結書」(附件

1-2)及「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附件2)，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23443新北市永

和區永平路205號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務處」收，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指定題演講稿請於109年11月月1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永平高中教學組

p211@yphs.tw (格式請附件3)，逾期以棄權論。 

2.領隊會議及演講順序於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3時在永平高中以電腦亂數抽籤排定，並

於下午8時公布於永平高中網站，供各校上網查詢，不再另行通知。 

mailto:此報名表先行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永平高中教學組p211@yph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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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 

切  結  書 

本人參加 
□作文比賽 

□演講比賽 
   沒有下列任一情形 

一、國小三年級(含)以後，曾在英語系國家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累計

達二年以上。 

二、外國來華留學生或未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者。 

三、曾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高中學生英文作文或英語演講比賽獲得全國前3名

者。 

若有不實情形，願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代表學校核章： 

 

比賽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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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 

影音、錄影、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作文 

□演講 

參賽學生

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班級  

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之影音、影像、

著作及肖像權讓與 新北市政府，謹此聲明。 

同意書人：             簽章 

 

同意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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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稿範例： 

校名：永平高中（請填寫） 

 

出場序：2（請填寫序號）                          姓名：甄詠萍（請填寫） 

 

----------------------裝訂線------------------------------ 

題目(Times New Roman16) 

內文(Times New Roman14) 

（請務必按此格式打印才能裝訂） 

(請務必填上學校、出場序及姓名，否則不予收件) 

（請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用 word檔於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寄送至永平高中） 

（第二頁以後內文請自裝訂線以下繕打

距頂8公分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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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行程表 
比賽日期：1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比賽地點：永平高中圖書館 

比賽人員及領隊老師休息室：會議室(4F) 

項目：作文比賽 

時間 活動項目 場地 備註 

12:10~12:30 報到 
非凡美學展場

(1F) 

1. 審核身分(學生證或身份證) 

2. 領取秩序冊 

13:10~13:20 賽前說明 
K 書中心(B1) 

1. 比賽時間為100分鐘，不得提前交卷。 

2. 比賽結束後，須離開比賽場地，可至圖書館

4樓休息室休息。 13:20~15:00 作文比賽 

 

項目：演講比賽(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時間 活動項目 場地 備註 

12:10~12:30 報到 
非凡美學展場

(1F) 

1. 審核身分(學生證或身份證) 

2. 領取秩序冊 

12:55~14:20 
指定題比賽 

前段(01~40) 

創造力中心(3F) 

1. 每人演講時限為2分鐘，1分30秒以舉黃牌提

醒，2分鐘舉紅牌並長鈴一響，請即下台。

時間超過2分鐘或不足1分30秒者，每30秒

(含)扣該項總成績1分(未滿30秒以30秒計) 

2. 請依順序就位，並聽從司儀之報告依序就準

備位置或上台演講。上台演講前，唱名三次

未到者，視同放棄比賽資格。 

3. 指定演講結束後，比賽同學出比賽場地，聽

候工作人員指示準備即席演講比賽。 

14:20~14:30 休息 

14:30~16:00 
指定題比賽 

後段(41~80) 

13:00~16:00 
看圖即席演講 

準備 

校史室 

(6F) 

1. 聽候工作人員指示，看圖即席演講者依順序

至即席演講準備室(6F校史室)，準備時間5

分鐘，進準備室後不得與他人接觸。 

2. 第一位於13:00分抽題，之後每二分鐘傳喚

下一位抽題準備。 

13:05~14:30 
看圖即席演講 

前段(01~40) 

演藝廳(5F) 

1. 每人演講時限為2分鐘，1分30秒以舉黃牌提

醒，2分鐘舉紅牌並長鈴一響，請即下台。

時間超過2分鐘或不足1分30秒者，每30秒

(含)扣該項總成績1分(未滿30秒以30秒計) 

2. 請依順序就位，並聽從司儀之報告依序就準

備位置或上台演講。 

3. 看圖即席演講結束後，比賽同學對號在演藝

廳就座，不得離席。休息時間亦不得至4樓

以下(含)活動。違者視同放棄比賽資格，成

績不予計算。 

4. 進入會場觀看人員，為免影響比賽，請勿離

席，全部人員於比賽及講評結束後，始可離

席。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看圖即席演講 

後段(41~80) 

16:30~17:00 講評 演藝廳(5F) 領隊老師及演講比賽參賽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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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

暨英語演講比賽 

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茲保證參加本比賽，參賽當日前 14 日內，不

屬於「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之

「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

之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取得結果者之對象者，以此

切結。 

此致 

                            新北政府教育局 

 

 

 

學校名稱：＿＿＿＿＿＿＿＿＿＿＿＿＿ 

 

 

聲明人簽名：＿＿＿＿＿＿＿＿＿＿＿＿＿ 

 

 

 此切結書之個人相關資料，僅提供政府衛生相關單位、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於本次競賽工作相關需求使用。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