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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 

英文簡報達人賽實施辦法 

 

一、活動目標： 

讓建中生展現「英語口語表達」實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探索國內外議題，

培養本校未來國際交流人才。 

二、參加對象： 

 高一每班 1~2 隊 

 每隊 2~3 人 

 

三、報名方式： 

 第一階段報名：由「學藝股長」將填妥資料之報名表轉請英文老師及

導師簽名後，將報名表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於 3 月 19 日（五）17：

00 前完成第一階段線上報名表單（https://reurl.cc/Q31oQ2）。高一各

班學藝股長逾期未完成者，一律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第二階段報名：由「報名隊伍」於 4 月 19 日（一）下午 13：00 前完

成第二階段線上報名表單(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後須將網址填入第

二階段報名表單方完成報名，https://reurl.cc/yg5aVq)。已報名隊伍逾期

未完成者，視同棄權，且所有隊員均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各階段報名均以 Google 表單顯示時間為憑，請同學準時完成報名。 

 學藝股長須提醒班上各隊「至少」派一名代表出席【英文簡報工作坊】。 

四、活動時程： 

【英文簡報工作坊】 

 時間： 3 月 29 日（一）13:00-15:00 

 地點：博學講堂 

 內容：經驗傳承、英文簡報技巧增能、提醒參賽注意事項。 

 參加對象：參賽隊伍至少推派一人參加。出席者需簽到退後由實研組統一辦理

公假。 

    【初賽（影片評選）】 

 上傳時間：4 月 19 日（一）13:00 截止 

 參加對象：高一每班 1~2 隊。 

          總共選出 10 隊進入決賽，另選出投影片吸睛組若干組。 

 4 月 26 日（一）17:00 前公告入圍決賽名單在學校網頁上，請入圍隊伍於 4 月

28 日(三)12:20 於博學講堂出席決賽抽籤暨說明會(未出席則全隊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第二階段報名 

 

第一階段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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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現場簡報）】 

 時間：5 月 17 日（一）13:00-16:00 

 彩排：5 月 14 日（五）08:20-11:40 (依決賽順序一組彩排 20 分鐘，各隊皆務必

出席) 

 地點：博學講堂 

 參加對象：評審老師、10 組入選隊伍。 

 出席者需簽到退後由實研組統一辦理公假 

五、簡報主軸：青年創新論壇( 以下主題擇一，簡報題目自訂) 

 

1. What would I like to change for the better in my city? 

2. What would I like to change for the better in Taiwan? 

3. What would l like to change for the better in the world?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activists has proved that many teenagers are, in fact, deeply concerned with 

soci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 and they’re fully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Chief 

among them is 16-year-old environmental activist Greta Thunberg, who has urged politicians to "listen to the 

scientists"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a group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itiate a campaign to pick up 

cigarette butts from ditches and innovate cigarette cases that can store both cigarettes and butts.  

     As a young and observant CK student, you must have noticed some issues in your life. What do you think 

can change for the better? Can you come up with any ways to deal with the issue that you believe is a major 

concern in your life?  Please work on ONE of the topics from above and propose your plan in your 

presentation. 

六、參賽注意事項  

    【初賽（影片評選）】 

 YouTube 影片規範： 

1. 參賽影片一律上傳至 YouTube 平台。 

2. 影片長度 3～3.5 分鐘，不足或超過時間皆予以扣分。 

3. 每名成員至少參與口語簡報 1 分鐘。 

4. 簡報影片: 同學面對鏡頭講解簡報內容。簡報中若穿插播放其他影音檔案，

總長度不得超過 20 秒。 

5. 影片呈現：一鏡到底，需能同時清楚呈現投影片及講者的臉部表情、肢體語

言。 

6. 錄製場地請保持乾淨整潔，畫面中避免出現與影片內容無關之人事物。 

7. 投影片第一頁及影片標題須為：109 建中英文簡報達人賽–題目–班級–隊名 

（例：109 建中英文簡報達人賽–No Stray Animals in Taipei–108–CK Animal 

champions） 

8. 影片附註欄位須包含：100 字左右的簡報摘要（以英文書寫）。 

9. 投影片最後一頁須包含: 簡報中所使用到的影片、音樂、照片來源。 

10. 初賽獎勵：投影片設計吸睛組若干組：圖書禮卷 600 元/組、獎狀乙張、嘉

獎乙次。(評審得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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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現場簡報）】 

1. 決賽說明會：入圍決賽之隊伍務必於 4 月 28 日(三)中午 12：20 至博學講堂

參加決賽抽籤暨說明會，未出席則全隊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2. 簡報時間：每隊總長度 4.5～5 分鐘，超過或不足皆予以扣分。 

3. 每位成員參與口語簡報至少 1 分鐘。 

4. 簡報中若穿插播放其他影音檔案，總長度不得超過 30 秒。 

5. 活動獎項獎勵： 

特優 3 組：圖書禮卷 1500 元/組、獎狀乙張、嘉獎兩次。 

優等 3 組：圖書禮卷 1200 元/組、獎狀乙張、嘉獎乙次。 

佳作 4 組：圖書禮卷 900 元/組、獎狀乙張、嘉獎乙次。 

個人獎 3位，評審得擇優錄取: 圖書禮卷 500元/位、獎狀乙張、嘉獎兩次。 

(領獎方式及說明依後續校網公告或群組通知，請特別留意) 

6. 特優組義務：特優 3 組須另以影音與文字分享過程花絮、技巧叮嚀、比賽

心得(相關檔案格式及規範請依主辦單位說明為準)，並於未來說明會示範傳

承。 

 

七、評分標準 

 英文口語表達 40%、內容 30%、投影片設計 15%、團隊協調性 15% 

 初賽成績不列入決賽計算 

 

八、本辦法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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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英文簡報達人賽 

報名表 

班級: ____年____班  

參賽隊伍 1 隊名（英文 5 字內）： 

隊員姓名 座號 聯絡方式 

(此格填隊長) 

 
電話： 

Email： 

  
電話： 

  
電話： 

參賽隊伍 2 隊名（英文 5 字內，若沒有第 2 隊則填無）： 

隊員姓名 座號 聯絡方式 

(此格填隊長) 

 
電話： 

Email： 

  
電話： 

  
電話： 

學藝股長簽名 英文老師簽名 導師簽名 

   

 

 高一每班 1~2 隊，每隊 2~3 人。 

 第一階段報名：由「學藝股長」將填妥資料之報名表轉請英文老師及

導師簽名後，將報名表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於 3 月 19 日（五）17：

00 前完成第一階段線上報名表單(https://reurl.cc/Q31oQ2)。高一各班學

藝股長逾期未完成者，一律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第二階段報名：由「報名隊伍」於 4 月 19 日（一）13：00 前完成第

二階段：將作品之 YouTube 網址上傳至第二階段線上報名表單方完成

報名(https://reurl.cc/yg5aVq)。報名隊伍逾期未完成者，視同棄權，且

所有隊員均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第一階段報名 

第二階段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