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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年度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校內甄選辦法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為外交部與教育部共同舉辦之英語競賽，以培育 E 世代英

語人才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及國際視野，走出臺灣、與世界接軌。除了關注國際事務，更從中了解臺

灣之定位，將臺灣推向國際舞臺。外交小尖兵今年已邁入第十八屆。本校表現成績傲人，共榮獲全國

冠軍 4 次、亞軍 5 次、季軍 3 次、殿軍 1 次。現在，我們又要開始甄選校內代表了，歡迎本校英語菁

英報名參加，代表建中，延續榮耀！！！前三名隊伍將由外交部安排至各國參觀訪問（全程免費）。 

 

一、 甄選對象：本校各年級學生 

二、 甄選資格： 

（一）英文能力（具備下列任一項即可，證明文件影本隨報名表繳交）： 

1. 達本校免修標準（TOEFL iBT 85、IELTS 平均 6.5） 

2. 通過英檢中高級（含）以上 

3. 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市級（含）以上前三名 

4. 英語文應用能力優異，獲英文任課老師推薦 

（上述資格以符合 1-3 項資格之學生為優先） 

（二）每隊至多得有 1 名曾在國內外全英語教學學校接受小學(含)以上教育之我國籍學生，惟有

下列情形者，不得報名參加： 

1. 外國來華留學學生（以外籍生身分就讀本國者） 

2. 入圍「106、107 年度外交小尖兵一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決賽前 3 名隊伍之參賽者 

三、 報名：1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放學前將報名表、規定審查資料及切結書（如附件）繳交至教

務處實驗研究組，逾時恕不接受報名。 

四、 甄選方式： 

（一）時間：10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16:10 開始。請同學攜帶身分證準時至指定地點報到，

當場抽籤決定甄選順序。 

（二）地點：另行公佈於學校網站最新消息。 

（三）內容： 

1. 規定審查資料：以「新世代願景，新南向同行（New Southbound Policy—A New Vis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為主題，創作一英文劇本，只需以英文撰寫約 200 字劇情大綱。 

2. 英文新聞簡報與評論：閱讀一篇新聞報導，重點摘要其內容並提出個人想法。每人準備時

間 7 分鐘，發表時間以 2 分鐘為限。 

3. 英文演講：以下演講題目擇一準備 2 分鐘的演講。演講時間每超過或不足 30 秒（含），裁

判成績加總後扣 0.5 分。請將講稿題目與內容繕打列印（詳附件），一式三份，甄選當日

報到時繳交。 

演講題目 

(1) 你對「新南向政策」目標國有何瞭解或想像？你認為我國青年在我政府推動

「新南向政策」之際，可積極參與扮演的角色為何？（What do you know about 

or how do you picture the target nations of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With the government now promoting this policy, what roles do you think young 

people can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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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你所知，我國青年可以利用哪些政府或民間所提供的管道增加與國際的互

動交流？（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what channels—provided by either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are available to Taiwanese youth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exchanges?） 

(3) 何謂「新媒體」？新媒體有什麼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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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ew media”?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What role can new media play in our efforts to 

promote diplomacy? Please use examples.） 

4. 英文面試：評審老師以演講內容、規定審查資料、個人特質進行提問。每人 5 分鐘。 

（四）當日甄選流程：報到抽籤（繳交英文演講稿）→準備室閱讀新聞 7 分鐘→甄選（新聞簡報

2 分鐘→演講 2 分鐘→面試 5 分鐘） 

◎劇本大綱或演講內容須為「原創」並「親自撰寫」，若經查涉他人代筆或抄襲將不予錄取！ 

五、 甄選名額：遴選 4 名作為本校代表，並擇優錄取 2 名為備取代表（可視情況一同接受培訓）。 

六、 甄選榜示：1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放學前公佈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七、 注意事項：錄取者於集訓時須簽署培訓選手切結書及家長同意書等相關文件，相關細則將再予通

知。本活動除了師長指導以外，更重視學生的自動自發、團隊凝聚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也需要家

長全力的支持與配合，請審慎斟酌後再報名甄選。歡迎你的加入！ 

 

※ 初賽獎勵：未獲選為校代表隊之選手將依甄選表現擇優給予嘉獎鼓勵。 

※ 決賽獎勵：參加全國小尖兵決賽獲前 10 名隊伍，每隊隊員可獲頒獎狀乙面。前 3 名隊伍將由外交

部全額補助，安排於寒假（或暑假）期間出國參觀訪問。 

 

活動詳情可參閱外交小尖兵網站 http://www.youthtaiwan.net/teendipl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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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小尖兵 FAQ 

■ 什麼是外交小尖兵（Teen Diplomatic Envoys）？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為外交部與教育部共同舉

辦之英語競賽，以培育 E 世代英語人才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及國

際視野，走出臺灣、與世界接軌。除了關注國際事務，更從中了

解臺灣之定位，將臺灣推向國際舞臺。 

 

■ 外交小尖兵的比賽內容為何？ 

分為初賽及決賽。四人一隊，根據年度主題以英語完成５分鐘團體戲劇與５分鐘團體演講，晉級決賽後

另有益智問答（內容涵蓋國際禮儀、國際常識、人文素養）。108 年度主題為： 

新世代願景，新南向同行（New Southbound Policy—A New Vis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 

初賽：戲劇表演（50%）、備稿演講（50%）。時間：108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星期六、日） 

決賽：戲劇表演（30%）、即席演講（55%）、益智問答（15%）。時間：10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 

 

■ 外交小尖兵的訓練需要投入多少時間？ 

在指導老師的協助下，四位參賽選手將共同投入歷時約三個月的短期魔鬼集訓，深入研究與反思年度主

題觸及的相關議題。除了大量閱讀、英語口語表達與臺風的整體訓練外，團體戲劇訓練包含創意發想、

劇本撰寫與編修、道具製作、戲劇呈現等；團體演講訓練包含批判性思考、邏輯思考、論理結構、講稿

撰寫與修改等；益智問答訓練包含國際禮儀、國際政策、新聞時事、人文科技等。小尖兵密集的排練將

會犧牲許多課後、週末，甚至是上課的時間，選手訓練期間很難再參加其他帶狀活動。選手請審慎考量

自己的參賽動機與決心，入選後務必全力以赴配合訓練規劃並兼顧身心健康與學業表現，展現團隊合作

的精神與負責任的態度！ 

 

■ 為什麼要參加外交小尖兵？ 

1. 接受個別與團體指導，全方位大幅提升英語實力、表達能力、自信，培養國際人文素養，掌握台灣與

全球社會政經脈動。 

2. 前三名隊伍將由主辦單位安排於寒假／暑假出國參觀訪問（全程免費）。除知名景點之外，更會前往

一般人無法參觀的政府與民間組織、國際企業、當地學校等，與駐外人員、旅外企業家、國外學生交

流，了解當地文化和我國外交概況。其他優等隊伍另有獎狀以資鼓勵。 

3. 代表建中，延續榮耀！外交小尖兵今年已邁入第十八屆。本校表現成績傲人，共榮獲全國冠軍 4 次、

亞軍 5 次、季軍 3 次、殿軍 1 次。 

 

■ 107 外交小尖兵心得 

林翔澤：在小尖兵的魔鬼訓練中，我撰寫及修改無數講稿、寫劇

本及深入研究各項國際形勢。這兩個月，我的英語寫作能力和國

際外交知識突飛猛進，但不僅如此，我更是磨利了我的批判性思

考以及如何在團隊中生活的能力。一切落幕後，我獲得了一個可

以完全信任的團隊及三位永遠的夥伴，和他們一起經歷了高中

生涯的第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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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年度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校內甄選報名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具雙重國籍或為外籍生； 
曾入圍 106、107 年度外交小尖兵決賽前 3 名

□否 □是   

電子郵件  
※是否符合甄選資格限制之英文能力（可複選） 
□ 1. 達本校免修標準（TOEFL iBT 85、IELTS 平均 6.5）
□ 2. 通過英檢中高級（含）以上 
□ 3. 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市級（含）以上前三名 
□ 4. 英語文應用能力優異，獲英文任課老師推薦 

手機  

請於右欄詳列(1)各類英語檢定分數、(2)英
語比賽獲獎經歷（請隨報名表檢附檢定證

書、獎狀影本） 

 

英文自我介紹（300 字以內） 
 

以「新世代願景，新南向同行（New Southbound Policy—A New Vis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為主

題，創作一英文劇本，只需以英文撰寫約 200 字劇情大綱。 
戲劇名稱： 

 

導師簽名： 英文任課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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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年度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校內甄選英文演講講稿 
 
※請根據格式要求繕打演講稿，並列印此附件，一式三份，於甄選當日報到時繳交。 

班級  
姓名  

甄選序號（甄選當日抽籤後填寫）  

座號  演講題目（勾選）：(1) □ (2) □ (3) □ 

2 分鐘講稿內容（以此表格大小為限、字體 12 號字、字型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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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年度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切結書 
 

切結書人 ______ 年______ 班 _____ 號 _______________ （請簽中

文全名）一旦經學校公開甄選錄取 108 年度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外交小

尖兵種籽培訓選手。本人與家長將配合下列重要事項： 

一、 此次培訓的對象是一個四人小組的團隊，必須發揮團隊的凝聚力，

培養團隊間溝通協調能力，才能在比賽中出類拔萃，為校爭光。過

程中本人將避免個人主義，我行我素的行徑。 

二、 此次培訓將視初賽及複賽的日程，安排一系列寫作、演說以及戲劇

練習，而密度和強度則會因比賽將至而增加，屆時公假時數相當頻

繁，本人一切將以比賽為優先，加強課業進度自我管理。補習、社

團活動以不影響培訓時間或造成時間衝突為原則。若有非抗力因素

而必須請假，本人將於請假日三天前向指導老師當面告知。 

三、 培訓時將安排相關排演進度或作業繳交時間，本人定會配合師長所

指定的時間完成，並且專心配合師長的指導。 

四、 若種籽培訓選手未能達成上述三項事宜中的任何一項，經師長勸導

仍未改善者，本人將尊重指導老師有權安排備取選手遞補，不得提

出異議。 

 

此致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學生簽名：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名： 

學生連絡電話： 

家長連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