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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生中文學校校內演講比賽公告
各位家長，大家好，
愛迪生中文學校今年將回復舉辦實體校內演講比賽，並將選派各組表現優良的同學參加中
美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校際演講比賽。本校歷來在比賽中都有很好的表現，對於參與的同學
而言，這也是一個練習口語表達及公開演講的非常好的機會。試想若是在一般學校裡，容
易有機會可以對全校的人公開演講嗎？真心希望同學們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踴躍嘗試公
開演講。若有練習及講稿準備的需要，也歡迎和各班的老師聯絡。學校也正在籌組針對演
講及公開表達訓練的團隊，以期能幫助我們的同學增強在口語表達及公開演講方面的表
現。
參賽資格：凡愛迪生中文學校註冊學生皆可報名
比賽時間：11/20/2021
為鼓勵同學們踴躍參與，不論成果為何，學校今年的獎勵辦法如下：
l 凡參加班級演講的同學，可收到五張 coupon
l 凡參加校內演講比賽的同學，可收到 10 張 coupon
l 還代表學校參加中美文化協會演講比賽的同學，可收到 25 張 coupon
詳細的校內演講比賽細則將在這幾天公布。以下是關於本次演講比賽的各組的演講題目、
年齡分組、演講時間及評分標準的細則，請各位家長及有興趣的同學及早準備。

年齡分組:
出生日期

CSL 1
CSL 2

(Birth Date)
1/1/2013(含)以後出生 (AFTER)
1/1/2010 (含) ~ 12/31/2012 (含)

CSL 3
A
B

12/31/2009(含)以前出 生 (BEFORE)
1/1/2015(含)以後出生 (AFTER)
1/1/2012(含) ~ 12/31/2014(含)

C
D

1/1/2009(含) ~ 12/31/2011(含)
12/31/2008 (含)以前出 生 (BEFORE)

演講比賽題目及時間 (Topics and Allotted time)

組別

演講比賽題目

(Group) (Speech Topics)
我的家庭 (My Family)
CSL 1
我最喜歡的水果 (My favorite fruit)
我有一個夢想 (I Have a Dream)
CSL 2
我的老師 (My teacher)

CSL3

我對未來最大的擔憂是…(My greatest concern for the
future is..)
我看奧運(Watching the Olympics)

時間(分鐘)
Time (in minutes)
半分鐘~二分半鐘
(1⁄2 minute ~2 1⁄2
minutes)
一分半鐘~三分鐘
(1 1⁄2 minutes ~3
minutes)
一分半鐘~三分鐘
(1 1⁄2 minutes ~3
minutes)
半分鐘~二分半鐘

A

B

我最想去的一個地方(A place I want to visit the most)
我最喜歡的動物 (My favorite animal)
如果我會變魔法 (If I Have Magical Power)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我最喜歡的中國/台灣小吃是。。(My favorite
Taiwanese/Chinese food or snack is...)

(1⁄2 minutes ~2 1⁄2
minutes)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在家上學...(Virtual school from home...)
C
我最喜歡的一節課 (My favorite class)

D

l

(1⁄2 minutes ~2 1⁄2
minutes)

(1 1⁄2 minutes ~2 1⁄2
minutes)
二分鐘~三分鐘

學校學不到的事 (What They Don't Teach You in School)
我學習中文的經歷 (My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 minutes ~ 3
experience)
minutes)

演講比賽內容不得抄襲書報雜誌或網路文章或 You Tube 文章內容

評分標準 (Grading Rules) 比賽的評分標準包括技巧，儀態，內容和時間的控制。這些標準所包
括的範圍和得分比率如下表:

評分標準

範圍

比例

評分

Grading Rule

Covers

Ratio

Points

技巧

音量，音質，語調，速度, 發音, 韻律, 抑揚頓挫 Volume,
Tone quality, Intonation, Speed, Pronunciation,
Cadence
上下台風,表情,眼神,身體語言,與台下觀眾的溝 通
Stage, expression, eye contact, body language,
connectedness with audience

1
Sound
儀態
2
Presentation
內容
3
Content

時間控制
4

Time
Management

切題,組織,結構
Theme, organization flow, Structure

30%

30%

30%

規定時間內: 得一百分 若演講時間超過或是少於各組規定時
間範圍， 每多或少一秒扣一分。超過規定時間上限 15 秒
或以上: 得八十分。低於規定時間下限 15 秒或以 上: 得六
十分 Within Time Within Limit: 100 points; If the
speech time is longer or shorter than the allotted
time of each respective group, one (1) point will be
10%
deducted per one (1) second. If the speech time is
longer than fifteen (15) seconds (included) than the
allotted time, the time management score will be
“eighty (80)”. If the speech time is shorter than
fifteen (15) seconds (included) than the allotted time,
the time management score will be “sixty (60)”.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和各班老師或學校理事聯絡。

裁判
0 -100
分
裁判
0 -100
分
裁判
0 -100
分

計時員
100, 8699, 80,
6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