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獅子會英語演講比賽辦法  

壹、活動 名稱：  

2022 海洋大學校園獅子會英語演講比賽 -「獅子青年盃」  

貳、活動 目的 ：  

為配合政府雙語教學政策及提昇年輕學子之國際競爭力，藉

由此ㄧ賽事激發基隆地區大專院校及高中 (職 )學生英語文學習

興趣並追求卓越的意志。  

參、指導 單位 ：  

國際獅子會 300F 區  

肆、主辦 單位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獅子會  

伍、協辦 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Global Walker 社  

陸、參加 對象 ：  

組別  高中 (職 )組  大專組  

參賽資格  
基隆市各公私立高中職

本國籍在校學生  

基隆市各大專院校  

本國籍校在校學生  

報名方式  

透過各校協助學生報

名，報名表用印 掃描後，

電子檔 E-mail傳送到指定信

箱。  

透過網路表單以個人名

義報名，依表單繳交順

序錄取，額滿為止。  

名額  
共計 26 名  

(不足 5 人取消辦理 ) 

共計 12 名  

(不足 3 人取消辦理 ) 

 

  



 

 

柒、比賽 日期及時間：  

日期 :11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六 )  

時間 :下午 12:30-17:10 

高中組  大專組  

12:30-13:00 報到及檢錄  

13:00-13:30 開幕式  

13:30-15:00 
高中 (職 )組  

賽事  
15:40-16:40 大專組賽事  

15:00-15:30 講評及頒獎  16:40-17:10 頒獎及閉幕  

(主辦方得視情況調整時間 ) 

捌、比賽 地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一演講廳。  

玖、報名 方式：  

高中 (職 )組  大專組  

各校不限名額，並將報名表(附件一)

核定校方印章後，於即日起至 111年 4

月10日前將報名表掃描或拍照以電子

檔方式傳送電子郵件至

lionsclub@email.ntou.edu.tw海洋

大學校園獅子會收。詳細報名表格見

附件一。 

僅接受網路表單報名，即日起

至 111 年 4 月 10 日 23 時 59

分止，詳細報名連結見附件二

或粉絲專頁。  

報名成功將於 3-5 日內收到電子郵件通知，並於每月月初於”海

大校園獅子會” FB 粉絲專頁更新名單，請注意查收。比賽資訊

將於 111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5 日期間，以電子郵件寄送，也將

於”海大校園獅子會” FB 粉絲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NTOULIONS  

上公布更多比賽相關資訊，請定時追蹤。  

 



 

 

拾、比賽 內容：  

一、競賽 主題及方式 ：  

 比賽主題：「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友誼 (Friendship)」  

參賽者任選其一主題進行擬稿。每位參賽者演講時間為 3 分

鐘。比賽進行時，工作人員分別 於選手 2 分鐘、 2 分 30 秒 及

時間到 時皆會響 鈴提醒，選手結束演講時間 不得超 過 3 分 30

秒 ，超過時間工作人員會 響鈴不止 強制結束 ，排名將於評審

於統計後於賽後頒發獎項。  

二、評分標 準  :  

內容   60% 邏輯明確、具吸引力、具說服力  

流暢度   30% 發音、咬字、語句流暢度  

台風   10% 儀態、手勢、服裝  

 (超時將依照超時秒數進行扣分，每超時 10 秒扣總分 10 分 ，
無條件進位至十位數，故不足 10 秒以 10 秒論。 ) 

三、比賽 細則：  

 比賽當天 參賽者應穿著便服 並攜帶個人證件 (身份證或

健保卡 )及學生證，於報到時間於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第一演講

廳門口簽 到處 進行報到 ，供現場報到人員核對身分。辦理 報

到後將於 現場抽出出場順序 後將出場順序 配戴於左 胸前 ，以

茲識別，未準時報到者由主辦單位 代抽 ，參賽者於上台前 五

分鐘尚未 報到 者視同棄權。  

拾壹、獎 勵辦法：  

高中 (職 )組  大專組  

名次  獎項  名次  獎項  

冠軍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獎
狀乙張  冠軍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獎

狀乙張  

亞軍  獎金新臺幣 3,000 元、獎
狀乙張  亞軍  獎金新臺幣 3,000 元、獎

狀乙張  

季軍  獎金新臺幣 2,000 元、獎
狀乙張  季軍  獎金新臺幣 2,000 元、獎

狀乙張  

優等  獎金新臺幣 1,000 元、獎
狀乙張 (2 位 ) 參加

獎  紀念品及參賽證明乙張  
參加
獎  紀念品及參賽證明乙張  



 

 

 (備註： 主辦單位得視參賽隊伍組數增減獎項名額。 ) 

拾貳、注 意事項：  

一、比賽進行時不得使用電子字典、手機、文稿，違者視為

作弊，立即取消資格。  

二、參賽者以肢體及口語表現為主，不得使用任何輔助圖片

或道具。  

三、參賽者不得穿著學校制服或出現校名、校徽之服裝參加

比賽。  

四、比賽將全場進行錄影、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將讓與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獅子會，本會有將作品之公開展示及不

限時間、次數、方式及轉授第三者使用之權利，均不另與通

知及致酬，請參賽者於賽前填寫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五、參賽者若因個人臨時事故中斷比賽，不得要求重新比賽。  

六、為配合防疫措施，所有出席者於場內皆須全程配戴口罩，

以確保所有參與人員之安全，參賽者於台上比賽期間得以脫

下口罩，復位後須立即配戴 (將依最新防疫措施配合辦理 )。  

七、如遇停電導致比賽中斷，則該項比賽暫停直至電力恢復，

或經主辦單位公告另期舉行比賽，並於網站公布。  

八、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經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

時，另訂比賽日期，並公布於本會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OULIONS/ 

拾參、聯 絡資訊：  

若上述各項問題有任何疑問，請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海大校

園獅子會， lionsclub@email.ntou.edu.tw。  

拾肆、規 則修正及補充：  

本規則若有任何未盡事宜，主辦方得適時修正補充，並於比

賽前於臉書粉絲專業及比賽現場公開說明規則。  

 

https://www.facebook.com/NTOUL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