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長庚科技大學辦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計畫書
一、活動目的：
(一)透過競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實作能力。
(二)透過競賽提升學生專業競爭力。
(三)增進全國校院幼保系、幼教相關科系學生專業交流與成長。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三、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幼保、幼教、兒童與家庭、生活應用、玩具設計等相關科系學生，不限年級，
皆可報名參加。
四、競賽項目：
(一)動態：「幼兒律動競賽」、「說演故事競賽」；初選入圍者，決賽採現場比賽。
(二)靜態：
「教具製作競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
、
「四格畫作競賽：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初選入圍者，決賽採郵寄作品比賽。
五、動態競賽時間：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六、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請至長庚科技大學網頁下載計畫書(含線上報名)。
網址：https://news.cgust.edu.tw/childcare/
(二)初賽
1.動靜態競賽皆採線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年 3 月 18 日（一）。
2.靜態競賽：教具製作競賽請線上繳交作品說明表，如附件二。四格畫作請線上繳交作
品掃描檔(或照片檔)，繳交資料齊全者才算報名完成。
3.動態競賽：說演故事組請線上繳交故事劇本(PDF 檔)；幼兒律動組請線上繳交 2 分鐘
之影片光碟帶，繳交資料齊全者才算報名完成。
4. 2019 年 3 月 29 日（五）公告動靜態競賽入選決賽名單。
(三)決賽
1.收件截止日期為 2019 年 4 月 8 日（一），以郵戳為憑。
2.靜態競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競賽」、「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四格畫作競賽」入選決賽者請將參賽作品及作品說明表
（如附件二）一併郵寄至本系參加決賽。
郵寄地址：3330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楊舒景小姐 收，電話：03-2118999#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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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態競賽：入選隊伍請於 2019 年 4 月 8 日(一)以前將比賽音樂燒錄成光碟郵寄至
本系，光碟請寫上題目名稱、主要聯絡者的姓名及電話。郵寄地址同上。
七、競賽活動地點：長庚科技大學演藝廳
八、競賽資格：
(一)說演故事隊伍人數以 2-6 人為限，幼兒律動以 4-6 人為限，所有參賽隊伍均需另安
排一位音控人員，音控人員不上台表演，不含在上述表演者內，不符合人數規範者，
不予評分。
(二)靜態競賽項目每人每項最多以 2 件參賽為限。
(三)動態參加隊伍或其中成員可擇一報名競賽項目（如幼兒律動或說演故事），亦可報
名兩項競賽項目（幼兒律動與說演故事）。
(四)各競賽項目，已於國內其他全國競賽獲獎作品，不得參賽。
九、競賽項目規範與評分標準：
(一)說演故事競賽
1.說演故事競賽定義：以說或演故事為主，含對話、旁白，亦可以戲劇方式呈現。
2.說演故事競賽規範：(1)時間在 7-10 分鐘之間 (2)現場不提供桌椅、看板等設備，
燈光及布幕無法供表演者調整，請自備道具 (3)內容以二至六歲幼兒可理解範圍
說演故事 (4)題材不拘 (5)題目自訂 (6)故事表演內容需與初審劇本內容相符
(7)若有配樂，請自備配樂曲目，燒錄成 CD，或自備所需要之樂器 (8)舞台大小
為 8.4m3.6m。
3.說演故事競賽評分標準：符合題意(10%)、適齡度(20%)、創意表現(20%)、故事情
節(30%)、整體表現(20%)。
(二)幼兒律動競賽
1.幼兒律動競賽定義：配合音樂節奏以肢體動作、聲音、表情或道具等，
「帶領」幼
兒律動活動。
2.幼兒律動競賽規範：(1)時間在 4-6 分鐘以之間 (2)請自備律動曲目，或所需要之
樂器 (3)內容符合二至六歲幼兒能力 (4)題材不拘 (5)題目自訂。
3.幼兒律動競賽評分標準：符合題意(10%)、適齡度(20%)、創意表現(20%)、動作表
現 (20%)、師生互動(20%)、整體表現(10%) 。
(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四格畫作競賽
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四格畫作定義：透過四格具有關聯性畫作表達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主題，提供幼兒閱讀或成人對幼兒教學或共讀
之用途。
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四格畫作競賽規範：
(1)作品請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表達為範圍，自訂適合二至六歲
幼兒能瞭解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主題。
(2)作品需為四格畫作，有故事情節及順序之原創性作品，亦即未曾出版或發表
者，若有侵權者，請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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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規格為四開（西卡紙為底），分成四格進行創作。
(4)不限使用材料，惟限定平面漫畫。
(5)畫作內容以圖為主，可加入文字。
(6)每人最多以 2 件作品參賽為限。
(7)得獎名單於 2019 年 4 月 19 日(五)公布，得獎作品將於 2019 年 5 月 3 日(五)
於本校競賽場地公開展覽，不得拒絕。
(8)郵寄作品需自付掛號回郵，未附回郵者或郵資不足者，作品將不予寄回，請至
本系系辦公室取回作品，將保留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 5 點。
(9)頒獎典禮將於 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於本校競賽場地公開舉辦，獲獎
隊伍請派代表接受頒獎並取回作品，請提早 1 小時到場準備。
3.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域四格畫作評分標準：符合規範(10%)、故事具原
創性(20%)、意義性(20%)、內容(20%)、藝術性(20%)、整體性(10%)。
(四)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競賽
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定義：製作符合二至六歲嬰幼兒使用
或成人對嬰幼兒教學與互動之教具。
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競賽規範：
(1)作品主題請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為範圍，自訂題目之原創性作
品，亦即未曾出版或發表者，若有侵權者，請自負法律責任。
(2)作品可為立體或平面。
(3)作品需包括兩種以上的技法（如編織與縫工、繪圖與捏塑等）。
(4)作品大小規範：平面、四開大小，立體規格為長、寬、高: 90 公分*90 公分*50
公分以內，展開高度不超過 100 公分為限，超出作品規格不採計成績。
(5)請寫作品說明表，僅有作品，未含說明表不採計成績。
(6)每人最多以 2 件作品參賽為限。
(7)得獎名單於 2019 年 4 月 19 日(五)公布，得獎作品將 2019 年 5 月 3 日(五)下
午於本校競賽場地公開展覽，不得拒絕。
(8)郵寄作品需自付掛號回郵，未附回郵者或郵資不足者，作品將不予寄回，請
至本系系辦公室取回作品，將保留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 5 點。
(9)頒獎典禮將於 2019 年 5 月 3 日(五)下午於本校競賽場地公開舉辦，獲獎
隊伍請派代表接受頒獎並取回作品，請提早 1 小時到場準備。
3.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評分標準：符合規範(10%)、適齡度
（10%）、創意性(20%)、藝術性(20%)、可操作性(30%)、整體性(10%)。
十、參加證明：
(一)所有參賽隊伍不論得名與否，皆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之參加證明。
(二)所有參賽得獎隊伍之指導教師皆可獲得指導證明。
(三)參賽證明將統一於比賽結束後，以電子檔(PDF)方式電子郵寄給各位參賽者及指導
老師，視所需可自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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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未盡事項，將於長庚科技大學幼保系首頁公告。
十一、獎勵：四組競賽結果擇優各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五名，頒發禮券及獎狀，獎勵如下：


第一名：禮券 5,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禮券 3,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禮券 1,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第八名佳作：獎狀乙紙


依實際表現，另選出其他獎項若干名，頒發獎狀乙紙
十二、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本系僅提供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二)競賽當天提供午餐。
(三)每項競賽若低於 8(含)組報名，該項競賽將不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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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動態競賽決賽流程表
(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競賽項目與流程

評分標準

08:20~08:50

說演故事參賽隊伍
報到與抽籤

08:50~09:00

主席致詞、召集人說明競賽規則

A 區地下廣場（位置圖見附件五）

符合題意(10%)、
適齡度(20%)、
創意表現(20%)、
故事情節(30%)、
整體表現(20%)

09:00~12:00

備註

說演故事競賽

1.時間在 7-10 分鐘之間。
2.現場不提供桌椅、看板等設備，燈光
及布幕無法供表演者調整，請自備道
具。
3.內容以二至六歲幼兒可理解範圍為主
說演故事。
4.題材不拘。
5.題目自訂。
6.若有配樂，請自備配樂曲目，燒錄成
CD，或自備所需要之樂器。

12:00-12:30

頒發說演故事競賽得獎者

12:30~13:30

幼兒律動競賽隊伍報到與抽籤
中午休息、用餐

13:40~16:00

16:00-16:30

幼兒律動競賽

符合題意(10%)、
適齡度(20%)、
創意表現(20%)、
動作表現(20%)、
師生互動(20%)、
整體表現(10%)

1.時間在 4-6 分鐘之間。
2.請自備律動曲目，或所需要之樂器。
3.內容必須符合二至六歲幼兒能力。
4.題材不拘。
5.題目自訂。

休息&交流時間
1.頒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社會領

16:30~17:15

域四格畫作競賽競賽得獎者。

主席致詞
頒獎

2.頒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
域教具製作競賽得獎者。
3.頒發幼兒律動競賽得獎者

17:15

參賽證明將統一以電子檔(PDF)方式電
子郵寄給各位參賽者及指導老師，視所
需可自行列印。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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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教具製作競賽作品說明表
作者姓名：
作者學校系別、年級：
教具作品名稱：
適用幼兒年齡：
適用領域：
主要製作的技法：1.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

幼兒學習目標:
1.
2.
3.
（不足請自行增減）
教具照片（請附縮小照片六至十張，規格：3cm*3cm，可搭配使用步驟說明時呈現）
使用步驟（請條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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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