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林燈盃」英語文表達力競賽實施計畫
壹、活動宗旨
藉由英語文表達力競賽，鼓勵學生練習英語口語表達與邏輯組織規劃能力，培育學生
英語文素養，並提供互相觀摩機會，以提升學生學習英語之興趣與競爭力，體現林燈
文教公益基金會回饋鄉里，培育在地人才之宗旨。
貳、承辦單位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參、贊助單位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肆、參加對象
一、高中組：國內各高中一至三年級之在學學生，每隊 2-4 人，亦可跨高中組隊。
二、高職組：國內各高職、專科學校一至三年級之在學學生，每隊 2-4 人，亦可跨高
職、專科學校組隊。
三、國中組：宜蘭縣各國中之在學學生，每校不限一隊，亦可跨校組隊，每隊 2-4
人。
伍、比賽日期與地點：
一、預賽：2022 年 1 月 6 日(四)下午五點前完成線上報名及上傳競賽影片連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2j4JTygDiRfZvgh9 )
二、決賽：2022 年 1 月 26 日(三)，本校圖書館五樓演講廳或校內其他比賽場地。
陸、比賽主題：
一、預賽主題：My Favorite Hobby 高中組、高職組、國中組皆相同。

二、決賽主題：
依組別擇一進行比賽。
(一) 高中組
1.
2.
3.
4.
5.

Inspirational Figur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imal Righ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aiwan
(二) 高職組
1.
2.
3.
4.
5.
6.

Successful People
School-Life Balance
Diets and Health
Ocean Pollu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chnology and Life

(三) 國中組
1.
2.
3.
4.
5.

Things you can’t learn at school
Generation Gaps
Should Zoos Be Banned?
Pollution in Taiwan
School Bullying and How to Prevent it

柒、比賽方式：
一、預賽：
參賽者依照組別的比賽主題，以英語文表達拍攝短片，擇優錄取隊伍晉級決賽。
報名方式：於 2022 年 1 月 6 日 (四) 下午 5 點前自行上傳符合格式之初審影片
至 Youtube 影音平台，並填妥線上報名表單 (含上傳影片連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2j4JTygDiRfZvgh9 )
(一) 注意事項：
1. 影片長度：1-3 分鐘為限，繳交之影片時間不到 1 分鐘或超過 3 分鐘，不

符合參選資格。
2. 影片格式：
(1)

影片之瀏覽權限請設定為：「不公開」。

(2)

影片標題：2022 林燈盃-類組-隊名 (eg: 2022 林燈盃-高中組-XXX
隊、2022 林燈盃-高職組-XXX 隊)

(3)

請確認錄製之畫質及音質，並能完整播放。

(4)

每位參賽者皆需入鏡發言。

(5)

影片中請勿透漏就讀學校相關資訊。

(6)

影片需一鏡到底，不可剪接及後製。

(7)

影片若無法播放，視同未完成報名。

3. 報名期間內，請於報名後 3 天後，至「蘭陽女中 X 林燈英語教育資源中
心」臉書專頁 (https://reurl.cc/NZZk86) 確認報名狀況。若未經確認，而
報名資格不符、或因影片格式未符合要求，致使喪失比賽資格，請自行負
責。
(二) 錄取隊數：高中組擇優錄取 12 隊、高職組擇優錄取 12 隊、國中組擇優錄取
10 隊進入決賽。若任一組別報名隊數未滿決賽隊數，此組決賽資格得不足額
錄取。
(三) 公布名單：於 2022 年 1 月 13 日(四)公布在「蘭陽女中 X 林燈英語教育資
源中心」臉書專頁 (https://reurl.cc/NZZk86)，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組別
決賽相關事宜。
二、決賽：由參賽者擇一主題，以英語文進行簡報發表。

(一) 比賽形式：
1. 由參賽者自行播放簡報，參賽者可自備簡報筆或向承辦單位借用。
2. 每組器材、簡報存取設定每組準備 1 分鐘，參賽者發表時間至多 8 分
鐘。計時員將於 7 分鐘時響短鈴一聲，於 7 分 30 秒鐘時響短鈴二聲，
8 分鐘時響長鈴一聲。8 分鐘長鈴響後，參賽者需立刻停止報告並下台；
每超過 30 秒將扣總分 3 分。請務必確實遵守時間規定。
(二) 決賽相關規定：
1. 簡報若有引用文獻或參考資料，須註明出處及引用。
2. 各組決賽成員須與預賽成員相同，恕不接受於決賽更改成員。
3. 投影片須由參賽者原創製作及自行播放操作，小組成員每人皆需上台發
言。
4. 當天請著正式服裝，但不得穿著學校制服或任何可辨認學校名稱之服
裝。
5. 參賽者若違犯上述規定，將喪失比賽資格。
(三) 比賽當天注意事項
1. 由承辦單位提供簡報播放設備、兩支麥克風、簡報筆、網路等設備。
2. 簡報格式不拘，但建議以 Power Point 檔為佳。現場電腦設備為
Windows 系統，僅提供基本字型。當天現場簡報不得進行任何編輯或更
改。
3. 請配合防疫相關措施，全程活動敬請配戴口罩，進場時測量額溫，若額溫
≥37.5°C，則不得入場及參與比賽。

4. 比賽順序於報到時抽籤決定。
5. 同一場次參賽隊伍須於觀眾席觀賽，上場前 10 分鐘至準備區預備；其餘
陪同人員不得進入比賽樓層。
(四) 參賽者若有任一下列情形者，須自行負責相關法律責任，並承辦單位得取消
其參賽資格與撤銷其獎項(含獎金、獎狀)：
1. 參賽者所提報之各項資料不實者。
2. 參賽若涉及剽竊、抄襲，或其他侵犯他人專利、專門技術、著作權或其他
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3. 於比賽期間影響其他參賽者，造成比賽不公之行為。
(五) 如有未盡事宜，由承辦單位公告於學校首頁及「蘭陽女中 X 林燈英語教育
資源中心」臉書專頁 (https://reurl.cc/NZZk86)。

捌、評分標準

玖、獎勵辦法
一、高中組

評分項目

比重

內容

30%

表達能力

30%

組織能力

20%

英語能力

10%

團隊合作

10%

特優(共 2 組)：每組頒發獎金 20,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優等(共 3 組)：每組頒發獎金 10,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佳作(共 4 組)：每組頒發獎金 3,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其餘入圍決賽參賽者頒發參賽證明
各獎項得不足額錄取
二、高職組
特優(共 2 組)：每組頒發獎金 20,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優等(共 3 組)：每組頒發獎金 10,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佳作(共 4 組)：每組頒發獎金 3,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其餘入圍決賽參賽者頒發參賽證明
各獎項得不足額錄取

三、國中組
特優(共 2 組)：每組頒發獎金 10,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優等(共 3 組)：每組頒發獎金 5,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佳作(共 3 組)：每組頒發獎金 1,000 元整、每人獎狀一張
其餘入圍決賽參賽者頒發參賽證明
各獎項得不足額錄取
壹拾、 比賽時程

時程
預賽報名、影片上傳日期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01/06 (三) 17:00 前線上報名及

完成影片上傳
預賽評選結果

2022/01/13(四) 17:00 網頁公告

現場決賽日期

2022/01/26(三)
2022/01/26(三) 16:00 前完成簡報上傳，未完成

決賽簡報上傳期限
者視同棄權
頒獎

2022/01/26(三) 16:00 頒獎

壹拾壹、 聯絡方式
林燈英語教育資源中心 劉雅綾老師 03-9333819#206
教務處實研組 羅珮文老師 03-9333819#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