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詩團體朗誦比賽辦法
2021 Wenzao Cup National English Poetry Reading Contest
for Collegiate Students
一、主辦學校：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二、宗旨：展現英詩音韻之美，並提升大專院校學生學習文學之興趣。
三、時間：110 年 5 月 30 日 (星期日) 13:30 時至 17 時
四、地點：文藻外語大學公簡廳(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五、比賽方式：各參賽隊伍應自 8 首比賽指定詩題中，選取一首為比賽詩題，當
場朗誦。比賽指定詩題請至附件查詢。
六、參賽資格：
1.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目前就讀於國內各大學院校或五專四、五年級在學
學生。
2. 總參賽隊伍以二十五隊為上限，依報名順序先後為準，額滿為止。每校
推薦一隊參賽。主辦學校得派兩隊。
七、報名方式：
1. 請於 1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透過本系網址
https://forms.gle/ptV9T33xNiHMdzB88 進行網路報名。
2. 網路報名完成後，請同時填妥本辦法之報名表、符合參賽資格證明及影
音授權同意書(詳見以下附件)，並加蓋校方推薦核准印信，掃描已加蓋
校印之電子檔，寄至 wenzaocup@gmail.com。請確認（1）寄送已用印
之報名表電子檔以及（2）網路報名，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3. 若參賽隊伍超過限額，主辦學校將依網路報名時間先後決定參賽資格。
4.

報名截止後，請於 1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至本校英國語文系網站，
查詢是否完成報名。各參賽隊伍
各參賽隊伍須
自行負責查詢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各參賽隊伍
須自行負責查詢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未
自行查詢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自行查詢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以致因未完成報名程序而喪失參賽資格
者，須自行負責,
請致電洽詢助理
須自行負責 不得異議。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不得異議
請致電洽詢助理，
洽詢助理，電話：
電話：
(07) 342-6031 轉 5305。
。

八、比賽細則：
1.

出場順序：參賽隊伍應於比賽日當天下午 12:30 起於公簡廳簽到處準時
辦理報到，並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
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以便工作人員查驗是否與報名身份
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
相符(不符者，恕無法參賽)。主辦學校於 13:10 抽出參賽隊伍（包含尚未
完成報到參賽隊伍）之出場順序。參賽隊伍於上台前十分鐘未完成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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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視為棄權。
2. 進行方式：
(1) 團體朗誦，每組 2~4 人。
(2) 參賽隊伍可選擇帶稿上台或全程背誦(均無額外加分)。
(3) 參賽隊伍限由比賽指定詩題中，任選其一朗誦。可複誦詩句，但不
可增加詩句以外的內容。限時 7 分鐘，且不得少於 3 分鐘，參賽隊
伍開口朗誦即開始計時。
(4) 為使英詩朗誦聚焦於語言與詩作自身之美感，台上僅可呈現參賽隊
人員，且不得攜帶任何道具、樂器及背景音樂上台，違者以不計分
處理。
(5) 評審將選出三隊優勝隊伍，比賽結果於當天公佈並進行頒獎。
3.

評分標準：
(1)
A. Interpretation 50%
B. Delivery 20%
C. Pronunciation 20%
D. Team work 10%
(2) 朗誦時間以五分鐘為上限，三分鐘為下限，參賽隊伍開口朗誦即開
始計時。未滿三分鐘者，每少三十秒扣總成績一分；超過七分鐘，
每多三十秒(含)扣總成績一分(未滿三十秒以三十秒計)，以此類推。
(3) 比賽當日各參賽隊伍之人數須與報名時一致，不可任意更動，若有
不同，則當場取消比賽資格。
(4) 非舞台上之參賽學生，不得於比賽進行中協助參賽學生之演出 (如
手勢、暗示等)，違者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不予計分。
(5) 計時方式：參賽隊伍開始朗誦，現場工作人員即開始計時，六分三
十秒時舉黃牌提示，滿七分鐘時舉紅牌，同時按鈴警示。

九、注意事項：
1. 參賽隊伍不得穿著校服，亦不得於台上報出校名。
2. 參賽隊伍應配戴號次牌於左胸前，以茲識別。
3. 違反注意事項第 1、2 項者，主辦學校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4. 囿於場地空間有限與防疫需求，每對參賽隊伍得由一位指導老師或親友
陪同參賽。參賽者與陪同參賽者進入比賽會場後禁止喧嘩、飲食、拍
照或攝影。參賽者與陪同參賽者務必嚴格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頒佈之防疫相關規定。未遵守規定者主辦學校得予請出場外，不得參
賽或觀賽。
5. 參賽者與陪同參賽者於比賽過程不得拍照或攝影，以免影響比賽。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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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將於賽後兩個月內，統一寄發比賽之影片至各參賽隊伍之學校。
6. 主辦學校不提供參賽者餐飲、交通或其他補助。
十、獎勵方式：
第一名 獎金 5,000 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 獎金 4,000 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 獎金 3,000 元、獎狀乙紙
※ 總分同分者以 Interpretation 之成績決定得獎者。
十一、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學校權宜修定，並於賽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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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詩團體朗誦比賽報名表
2021 Wenzao Cup
National English Poetry Reading Contest for Collegiate Students

Registration Form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學校地址

中文
英文
大學部(二技四技)
專科部(二專五專)

科系
科系



為製作參賽證明，
為製作參賽證明，請黏貼參賽者學生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參賽者學生證正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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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年級

位
位

姓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電話
姓

E-mail

名

Last Name

參賽者資料

First Name

電話
姓

E-mail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電話
姓

E-mail

名

Last Name

指導老師
/負責人
負責人

First Name

電話
姓

E-mail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請務必提供可 電話
連絡之方式，
連絡之方式，以
確保參賽資格)
(

E-mail

*以上表格請務必提供正確資料
以上表格請務必提供正確資料 (Please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for the above registr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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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我願意遵守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我願意遵守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所舉辦之
英國語文系所舉辦之 2021 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詩團
體朗誦比賽之參賽規則及評審結果，
體朗誦比賽之參賽規則及評審結果，並履行優勝者之權利及義務
並履行優勝者之權利及義務。
及義務。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MARKS:
Please pay detailed attention to the contest rules and the
registration form. All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is
contest should be sent to wenzaocup@gmail.com by

Official School Seal
學校官印或系科戳章

April 30, 2021.
請詳讀比賽報名辦法，
請詳讀比賽報名辦法，填寫報名表時，
填寫報名表時，若資料未填寫齊
全則視同報名不成功。
，110
全則視同報名不成功。填妥報名表後請 e-mail 至 wenzaocup@gmail.com，
截止報名。
若有任何問題，
年 4 月 30 日截止報名
。若有任何問題
，請洽電話 (07)342-6031 轉 5305 英國語
文系助理
助理。
文系
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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