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 

106 學學學學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大大大大學學學學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微電影微電影微電影微電影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一一一一、、、、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透過英文微電影之拍攝，鼓勵學生以英文論述語言及多元文化之意義，引

導學生欣賞差異，培養其對不同文化之尊重，並創造英語學習氛圍，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發揮創意，培養自信，以展現不同之英文學習成果。 

 

二二二二、、、、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 

  

三三三三、、、、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1. 參賽者須為全國技專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含外籍生)，碩士班及博士班

之研究生不得參加。本競賽可跨系組隊報名，每隊 2~4 人。 

2. 每隊須有指導老師 1 名。 

3. 參加作品不得抄襲，應為原創作品。 

4. 參賽總件數上限為 30 組，同一校以 2 件為限(承辦單位不在此限)，以報

名時間順序為憑。前 30 組報名之參賽隊伍為正取。若正取隊伍因故喪失

參賽權，將由報名編號第 31 號優先遞補，以此類推。 

  

四四四四、、、、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1. 收件期間：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一)至 1 月 26 日(五)止 

   2. 得獎名單公告日期：民國 107 年 2 月 12 日(一) 

 

五五五五、、、、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  

第一名 1 隊，頒發新台幣一萬元整之獎金及獎狀乙張。 

第二名 1 隊，頒發新台幣八仟元整之獎金及獎狀乙張。 

第三名 1 隊，頒發新台幣六仟元整之獎金及獎狀乙張。 

第四名 1 隊，頒發新台幣四仟元整之獎金及獎狀乙張。 

第五名 1 隊，頒發新台幣二仟元整之獎金及獎狀乙張。 

 (若參賽人數太少或未達相當水準，得以減額錄取。) 

  

  



六六六六、、、、比比比比賽方式賽方式賽方式賽方式：：：： 

1. 影片主題: 將英文學習結合跨文化議題,如異國文化、國際視野、跨文化溝

通、種族共融、性別平權等，以不同的視野，探索豐富多元文化。 

 

   2. 報名方式:填妥下列資料後以電子信箱方式寄至 celt@mail.wzu.edu.tw 

a. 報名表(附件一) 

b. 學籍證明資料表(附件二)；學生證需有 106 學年上學期註冊標記 

c. 影片逐字稿(附件三) 

d. 參賽影片，請以【校名-參賽片名】方式命名檔案；請將影片上傳 

至 google硬碟空間後，在報名表上填寫分享連結 

   3.資料格式: 

a. 各隊參賽人員 2~4 人為限，僅能以一件作品參賽。所有成員均需

有台詞並實際參與演出。。 

b. 影片內容應以全英語方式呈現，並請自訂片名及加上英文字幕。 

c. 參賽隊伍需提供 100 字至 200 字的英文簡介，介紹影片內容、創

意、發想等。(如附件一) 

d. 影片長度限制為 3 至 5分鐘(未滿或超出時間將不列入評選) 。 

e. 影片須全程自行拍攝，請勿剪輯其他照片、影片等素材。 

f. 影片解析度需為 720×480 pixels 以上，附檔名為 WMV、MP4 及

AVI格式其中之一。影像拍攝器材不拘，平板電腦、手機、相

機、攝影機等皆可。 

           g. 格式不符規定或資料不齊全者，以自動棄權論。 

           h. 影片中不得透露參賽者個人資料及就讀學校。 

 

4.評分標準: 由 3位具英語教學、跨文化及媒體教育之專業背景老師為評審，

並依據以下項目評分： 

a. 主題內容：30% (切題性、創意性、文化意涵等)  

           b. 語文表達：30% (發音、語調、流暢度等) 

           c. 製作技術：25% (剪輯、拍攝、後製等) 

           d. 台風表現：15% (演員表現、團隊合作等) 

           e. 如遇兩隊同分，則依以上項目之順序評比決定名次。 

 

七七七七、、、、    報名步驟報名步驟報名步驟報名步驟：：：： 

1. 參賽隊伍請先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所需附件，填寫後以電子信箱方式寄 

至 celt@mail.wzu.edu.tw。 

2. 收件期間為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一)至 1 月 26 日(五)止，以電子信箱收件 

時間為憑。 

3. 報名進度可於活動網站上查詢，中心收到參賽作品後將確認參賽稿件是 

否符合規定，並於 3個工作天內於活動網站更新收件狀況。如資料不齊  

全需補件者，將顯示於報名進度狀態欄位，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報  



名後，敬請務必確認報名狀態。 

 

八八八八、、、、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嚴禁抄襲及仿冒，若有此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及獲   

       獎資格。 

2. 內容涉及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色情、暴力或有妨礙社會正當風氣之圖   

   像或文字，主辦單位有權終止該作品參賽權。 

3. 影片所使用的音樂及肖像等均須獲得授權，請勿違反著作權相關法令，    

   如發現有不符本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獎金， 

   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 需以全新作品參賽，參賽作品不得曾經出現在各類競賽中，若獲獎經 

   查證違反此項規定，將取消獲獎資格。 

5. 所有參賽作品主辦單位將不予以退還，請參賽者自行保留備份。 

6. 參賽者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將作品編輯、重製、改作、發行、

公開展示、公開發表等，以作為本單位報導、展示及對外宣傳之用(包括

但不限於網站、海報、宣傳文宣、手冊等)。   

7. 獲獎影片於比賽結束後將公布於影音網站(例:YouTube)供師生參考。 

    8. 參賽者於參加此競賽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本活動辦法若有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變更之權利並公告於活動網站上。 

9. 上述事項若遇爭議，經本活動評審團會議決議，逕由主辦單位公告實施。 

 

九九九九、、、、    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 

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 

聯絡人：王盛祖 先生 

電話：(07)342-6031 #5904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_ 

e-mail：celt@mail.wzu.edu.tw 

中心網站：https://485256485511963467.weebly.com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 

106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參賽影片名稱參賽影片名稱參賽影片名稱參賽影片名稱  

學校地址學校地址學校地址學校地址 郵遞區號 

指導教師指導教師指導教師指導教師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E-mail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隊伍隊伍隊伍隊伍 

主要聯絡人主要聯絡人主要聯絡人主要聯絡人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就讀系所就讀系所就讀系所就讀系所 E-mail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演出學生演出學生演出學生演出學生 

(2-4名名名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就讀系所就讀系所就讀系所就讀系所 E-mail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01     

02     

03     

04     

參賽影片參賽影片參賽影片參賽影片 (請將影片上傳至 google硬碟空間後，在本欄填寫其連結) 限定副檔名為WMV、MP4及 AVI格式其中之一 

影片內容影片內容影片內容影片內容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00~200字字字字)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中心收到參賽作品後將確認參賽稿件是否符合規定，並於 3個工作天內於活動網站更新收件狀況。如遇資料不齊 

需補件者，將顯示於報名進度狀態欄位，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報名後敬請務必確認報名狀態。 

2. 此報名表請填寫後存成.doc檔。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表表表表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6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 

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表表表表(1) 

學校名稱： 參賽影片名稱： 

01 參賽人員姓名： 02 參賽人員姓名： 03 參賽人員姓名：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需有 106上學期註冊標記) 學生證反面(需有 106上學期註冊標記) 學生證反面(需有 106上學期註冊標記) 

 

P1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6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 

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學籍證明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表表表表(2) 

學校名稱： 參賽影片名稱： 

04 參賽人員姓名： 

 

 

證明： 

本報名表及學生證欄上列所填各項資料屬實並符合參賽資格。 

如有不實，主辦單位可於賽前或賽後註銷參賽資格，並追回獎金。 

 

 

 

 

指導教師 

     

    簽名: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需有 106上學期註冊標記) 

＊本頁請貼妥參賽人員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並請指導教師於證明欄位簽名簽名簽名簽名後，掃描成 PDF電子檔。 

＊若貴校無提供 106上學期之註冊標記，請檢附在學之證明乙張。 

P2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影片影片影片影片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 

學校名稱： 

參賽影片名稱：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 

106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院校院校院校院校【【【【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語言與多元文化】】】】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微電影競賽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請以英文撰寫，頁面不敷使用請自行添加。 

＊此報名表請填寫後存成.doc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