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文化協會校際中文演講比賽 
 

中美文化協會 2022校際中文演講比賽細則 

 
1.      比賽時間及地點 (Competition time and Place) 

❖ 比賽時間 (Time) : 12/3/2022, 星期六 12:30 PM 到 2:30 PM 

❖ 比賽地點 (Place) : 愛迪生中文學校 ( Edison Chinese School) 
John Adams Middle School, 1081 New Dover Road, Edison, 
NJ 08820 

❖ 報到抽籤時間 (Registration time):演講先後順序於報到時抽籤決定,先到先抽。 

☞ CSL1, CSL2, CSL3, A 組的參賽者需要在 12:00 NOON-12:15PM 以前完成報

到手續。 

☞ B, C, D, 組的參賽者需要在 12:30PM - 12:40PM 以前完成報到手續。 

☞ 每一組第一個人開始演講後沒有入席或報到的選手視為棄權。 

☞ 進入室內建議一律戴口罩。Mask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enter the 

building. 

☞ 由於比賽時間的緣故，請參賽者先用午餐或點心。 

 

*** Please make sure contestants have proper food before arrival since the 
competition might end past noon time. *** 

 
2.      參賽資格及分組 (Qualification and Grouping)  

❖ 凡是在 CACA 所屬各中文學校註冊的現任學生都有資格參加。。 

❖ 參賽者根據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足歲年齡可報名以下其中一組。 

❖ 凡參加 CSL 組比賽選手不得為現在傳統中文教學學生或曾經為傳統中文教學學生

累計達三年及三年以上。參賽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一方非以中文為母語者。 

❖ 代表選手不可以越組參加, 而且必須是最近在美國連續居住三年以上。 

❖ 選手演講時不可以提及就讀學校名稱,違者以棄權論。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各校參加人數 

(Candidates) 

CSL 1 1/1/2014（含）以後出生 

(AFTER) 

2 

CSL 2 1/1/2011 (含) ～ 

12/31/2013 (含） 

2 

CSL 3 12/31/2010（含）以前

出生 (BEFORE) 

2 

A 1/1/2016（含）以後出生 

(AF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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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1/2013（含) ～

12/31/2015（含） 

2 

C 1/1/2010（含) ～

12/31/2012（含） 

2 

D 12/31/2009 （含）以前

出生 (BEFORE) 

2 

 
 
3.     演講比賽題目及時間 (Topics and Allotted time) 

組別 

(Group) 

演講比賽題目 

(Speech Topics) 

時間（分鐘） 

Time (in minutes) 

CSL 1 我想和… 一起去… (I want to go to 

（place）with（whom）…) 

如果我能和動物說話 (if I could talk to 

animals...) 

一分半分鐘～二分半鐘  

(1½ minute ～2 ½ minutes) 

CSL 2 我長大之後想做什麼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 

我最要好的朋友 （my best friend) 

一分半鐘～三分鐘  

(1 ½ minutes ～3 minutes) 

CSL3 我學中文的經驗 （my experience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我最想學會的一件事 (one thing I want to 

learn the most) 

一分半鐘～三分鐘 

(1 ½ minutes ～3 minutes) 

A 我的書包 (my bookbag) 

我最喜歡的節日 (my favorite 

holiday/festival 

半分鐘～二分半鐘 

(½ minutes ～2 ½ minutes) 

B 如果學校不考試 （if there is no exam in 

school) 

我最喜歡的課外活動 (my favorit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y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½ minutes ～2 ½ minutes) 

C 晚餐時間 （dinner time） 

如果我登上月球 (if I land on the moon…)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1 ½ minutes ～2 ½ minutes) 

D 拒絕的勇氣 (dare to say NO) 二分鐘～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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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電話的一天 （a day without my phone） (2 minutes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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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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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ing Rule 

範圍 
Covers 

比例 
Ratio 

評分 
Points 

1 技巧 
Sound 

音量，音質，語調，速度, 發音, 韻律, 抑揚

頓挫 
Volume, Tone quality, Intonation, Speed, 

Pronunciation, Cadence 

30% 裁判 

0 -100 分 

2 儀態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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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裁判 

0 -100 分 

3 內容 
Content 

切題,組織,結構 
Theme, organization flow, Structure 

30% 裁判 

0 -100 分 

4 時間控制 
Tim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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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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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計時員 

100, 86-

99, 80, 

60 分 

 

時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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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一開口演說就開始計時直到演說結束為止。演說結束之認定標準可為以下其一，依順序為認

定標準優先度： 

● 參賽選手口述演講結尾詞，如『我的演講到此結束』或類似結尾詞 

● 參賽選手行禮或離開演講場地 

● 參賽選手停止說話超過五秒以上，此段等待時間依然計入演講耗費時間計算 

● 其他依計時員認定可視為演講結束之行為 

時間控制由計時員負責。時間在最短和最長的極限內得一百分(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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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選手的名字和分數應在同一張評分表裏，以利裁判對選手的相互比較。 

Example: 時間:二分鐘～三分鐘 

少於 1分 44秒:得 60 分; 1 分 50秒:得 90分; 2分鐘 30 秒:得 100 分; 3分 09 秒:得 91分;多於

3分 16秒:得 80分 

 
5.      計時員有單獨的表格以統一計算每位選手的實際比賽時間和所得的分數計分及成績排名 

(Timer and Score card) 
為了減少每位裁判評分標準的差異, 以達到公正的成績排名, 所有裁判的評分將先轉換成名次後,

再進行比較.各組演講完畢後, 將每位選手自每位裁判的得分, 加上時間控制的得分後, 將先轉換

成從該裁判得到的名次, 並將同一選手自所有裁判得到的名次加以比較排列, 刪除最高及最低的

得名 後再加總, 得出每位選手的總得名(或稱累積名次)。 最後, 再依各組每位選手的總得名依

小到大排出前三名優勝選手。 

 

6.     同名與同分的處理 (Same score situation): 

如果前三名(優勝者)中出現有相同的累積名次時。對累積名次相同的選手, 以轉換名次前的總得

分數高者優先取得獎盃，低者獎盃將於賽後補發。比較時所採用的總得分數, 應不包含被刪除最

高及最低的得名裁判所評的分數。 比較後, 如果總得分數仍然相同時, 將以簽號少者優先.每組

獲獎人數以三名為原則，如果同名同分出現在第三名時，總得獎人數得超過三位, 唯超過獎盃將

於賽後補發。 

 
7.      獎勵辦法 (Reward)﹕ 

頒獎典禮將在演講比賽完畢宣布結果後舉行。 各組前三名優勝者每人將獲得獎盃一座及獎金 (第

一名: $20; 第二名: $15; 第三名: $10)。其他所有參賽者都將獲得獎狀以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