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11 年學生競賽-3 分鐘即席演講競賽」 

 

一、  競賽宗旨：為提昇教育學程學生教學及即席講演之能

力，提供同學彼此觀摩機會，特舉辦「 3 分鐘即席演講

競賽」。 

二、主辦單位：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教育學程學會 

三、參賽對象：本校教育學程學生，亦歡迎非教育學程學生

參加。 

四、比賽規則： 

(一) 邀集師資培育中心任課老師及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評

審委員。 

(二) 設定相關教育時事題目，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比賽題

目。參賽者於上台前 10 分鐘抽題，隨後進入「準備室」

準備。 

(三) 參賽者以 3 分鐘時間為限，依號次以比賽題目自由發揮

即席演講。未滿 2 分 30 秒者，每少 10 秒扣總成績 2

分；超過 3 分鐘者，每多 10 秒扣總成績 2 分(未滿 10

秒以 10 秒計)，以此類推。 

(四) 演講者開始講話或有表演動作即開始計時， 2 分 30 秒

時按鈴 1 次，滿 3 分鐘時按鈴 2 次以示結束。 

(五) 講稿及其他物品於比賽時不得攜帶上台，亦不得手繕小

抄或進行其他導致比賽不公之情事。  

(六) 因場地空間有限，不得由親友陪同參賽，比賽過程不得

拍照或攝影，以免避免影響比賽的進行。  

五、評分標準：滿分 100 分 

(一) 內容(50%)：獨創性 25%、組織性 25% 

(二) 台風(50%)：流暢 20%、口齒 20%、儀態 10%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0 年 4 月 1 日止 

七、報名地點：教育館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Q303 室) 

 



八、比賽時間與場地：4 月 27 日(星期三)12:00 於 H114、H115、

H116 舉辦。 

九、獎勵：  

第一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3,000 元 

第二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2,000 元 

第三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1,000 元 

特別獎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500 元 

十、本辦法經中心會議決議後公佈實施。  

十一、備註： 

(一) 獲獎名單於賽後 1 日即公佈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

公佈欄，獲獎者將於 6 月 20 日(一)進行公開頒獎表

揚。 

(二) 為期評審公允，請勿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出賽。個人資

料請另行填寫報名表(附件)。 

(三) 為確保競賽之水準，未達評審標準時，主辦單位得保

留獎項從缺之權。 

(四) 比賽過程將採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照片及影片紀錄

則留本中心供學弟妹觀摩。  

十二、查詢電話： (02)26215656 轉 2122、2124 

聯絡人─師資培育中心   郭怡君 助理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11 年學生競賽-3 分鐘即席演講競賽」 

競賽規則說明 : 

1. 請參賽者於 12:00 至 12:10 報到，須攜帶學生證供查核身份，

確認無誤後領取號碼牌貼於胸前。 

2. 比賽上台前 10 分鐘，現場委員將公開抽籤方式決定比賽題

目，每人將取得題目乙紙，隨後進入「準備室」準備。  

3. 本次報名人數共 24 名，預計採初賽及總決賽，初賽分 3 場地，

每場地 2 位校外委員擔任評審，8 位參賽者每人各 3 分鐘發

表，換場時間 2 分鐘，預計取 2 名進入總決賽；總決賽單一

場地，由 6 位校外委員共評，6 位參賽者每人各 3 分鐘發表，

換場時間 2 分鐘，擇優取前 3 名及特別獎 3 名。 

4. 參賽者以 3 分鐘時間為限，依號次以比賽題目自由發揮即席

演講。未滿 2 分 30 秒者，每少 10 秒扣總成績 2 分；超過 3

分鐘者，每多 10 秒扣總成績 2 分(未滿 10 秒以 10 秒計)，以

此類推。 

5. 演講者開始講話或有表演動作即開始計時， 2 分 30 秒時按鈴

1 次，滿 3 分鐘時按鈴 2 次以示結束。 

6. 講稿及其他物品於比賽時不得攜帶上台，亦不得手繕小抄或

進行其他導致比賽不公之情事。  

7. 因場地空間有限，不得由親友陪同參賽，比賽過程不得拍照

或攝影，以避免影響比賽的進行。  

8. 評分標準： 

(1) 內容(50%)：獨創性、組織性 

(2) 台風(50%)：流暢、口齒、儀態 

9. 為確保競賽之水準，未達評審標準時，主辦單位得保留獎項

從缺之權。 

10. 比賽過程將採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照片及影片紀錄則留本

中心供學弟妹觀摩。 



 

11. 進行流程 

12:00-12:10 參賽者報到  

12:10-12:20 抽題目及準備  

12:20-13:00 初賽 共分 3 場地同步進行  

13:00-13:05 初賽結果公布 /換場  

13:05-13:15 抽題目及準備  

13:15-13:45 總決賽  

13:45-13:55 總決賽結果公布  

13:55- 擇期公開表揚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11 年 3 分鐘即席演講競賽參賽者                             

編號  姓名  場地  

1 陳姿穎  H114 

2 張敬華  H114 

3 郭家琦  H114 

4 劉昱余  H114 

5 蔡晟綸  H114 

6 張琬婷  H114 

7 張書涵  H114 

8 鄭環宇  H114 

9 林佳駿  H115 

10 黃美涵  H115 

11 陸家騏  H115 

12 許鈴英  H115 

13 張楠騰  H115 

14 蘇彥如  H115 

15 劉福翰  H115 

16 王志豪  H115 

17 余亞凡  H116 

18 洪渝婷  H116 

19 徐夢伊  H116 

20 李芃  H116 

21 張堙森  H116 

22 張鑑瑋  H116 

23 張珮辰  H116 

24 余尚恩  H116 



 
第一名  王志豪 

 
第二名 張珮辰



第三名 劉昱余 

特別獎 郭家琦



特別獎 蘇彥如 

 
 
特別獎 李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