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22 年春季學術線上比賽簡章
比賽項目：
參加資格：
報名截止日期：

說故事比賽、 簡報比賽
本會會員學校 2021-2022 學年度在籍學生。
2022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23：59 PST
（Email Excel 報名表格至 acc@scccs.org）

初賽作品上傳截 2022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23:59 PST 截止，
止日期：
以 Time Stamp 時間為憑，逾時絕不受理或修改。
決賽日期：
2022 年 5 月 15 日 下午 1 點 （暫定）
參賽學生組別、年齡層及各校名額
說故事比賽
出生日期以 9
組別
人 時間限
月 1 日為基準
數 制
幼稚組 9/2/2015 之後 10 2-3 分鐘
出生
9/2/2013 至
10 2-3 分鐘
初小組 9/1/2015
9/2/2011 至
10 3-4 分鐘
初級組 9/1/2013
10 3-4 分鐘
9/2/2009 至
中級組 9/1/2011
0
9/2/2007 至
高級組 9/1/2009
9/2/2003 至
0
中學組 9/1/2007

簡報比賽
人 時間限
數 制
0

初賽上傳錄影連結 （請在
4/13/22-4/17/22 間上傳）

0
0
0
10

3-5 分鐘

10

3-5 分鐘

報名手續、費用及注意事項
1.
2.

3.
4.
5.

比賽分成初賽與決賽。初賽將以錄影上傳，決賽暫定以實體方式舉行，如需變更決賽方式，
將另行通知。（實體比賽地點在 El Monte 附近）
統一以學校為單位填具 Excel 表格（如附）， 由負責老師在 4 月 10 日（星期日）23:59
前 Email 至 acc@scccs.org 報名。 本會將在 2 天內回傳給負責老師貴校學生的參賽 ID。
請各校自行通知學生。
初賽作品名稱請設定為參賽 ID， 使用 Google Form 連結，填妥資訊後上傳作品。
初賽上傳截止時間是 4 月 17 日（星期日）23:59 PST。 以 Time Stamp 時間為憑，逾時
絕不受理或修改。
敬請各學校單位在報名前告知家長和參賽學生，由於此次線上比賽將採錄影上傳。所有學
生的參賽畫面與作品有可能被媒體報導，或是以影像紀錄等形式放在聯合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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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參賽學生不同意被錄影/被攝像，或不同意得獎作品被展示/被媒體報導/被聯合會攝影留
存，請勿報名參賽。
6. 費用: 會員學校學生報名費每人＄8.00。
7. 請將足額報名費支票 (抬頭請寫 SCCCS）於 4 月 19 日前（以郵戳為憑）寄到
SCCCS c/o Jeffrey Wu
3024 Chapman Ave. #159, Orange, CA 92869。
8. 每位學生只可選擇參賽一項。
9. 曾參加本會是項比賽獲得第一名者，不得參加同組比賽，必須提高一組。 填寫不實的學
生，將取消參賽資格
10. 凡參加本會各項比賽者，皆需服從評審之最終決定，本會無權也無法更改任一評審之評分。
11. 報名日期截止後，如因事故不能參加比賽，以棄權論，不退報名費。

線上比賽辦法及注意事項
1. 上傳影片不得穿校服或介紹自己姓名和學校。
2. 上傳影片需聲音與畫面清晰。畫面一鏡到底，不得剪接！

Ａ. 說故事比賽
1. 說故事比賽的故事範圍必須從下列擇一選出:
十二生肖
任何成語故事
任何偉人或知名人物的故事

2.
3.
4.
5.

任何節慶故事（如中秋節、端午節）
年的故事
西遊記其中一部分的故事

學生須全身入鏡。
去年參賽的學生，必須選擇和去年不同的題目與內容，違反規定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說故事比賽不能看稿，不可使用道具、音效與麥克風。
說故事比賽的故事內容依組別規範如下：
組別
幼稚組
初小組
初級組
中級組

故事內容
故事主體
故事主體
故事主體＋學生個人意見（喜歡/不喜歡，原因）
故事主體＋學生個人意見與評論（喜歡/不喜歡，原因，故事的真實信，
故事與現在生活的連結）

6. 說故事比賽評分標準
＊若不在時間限制範圍內（自開口起算至故事結束），不足或超過每 5 秒自總分扣 1 分。
須符合題目及主題
內容 15%
發音正確、清晰、音量適中
發音 20%
聲調抑揚頓挫、聲音強弱快慢合宜
語調 25%
穿著、台風、眼神、面部表情、手勢恰當
儀態 15%
故事熟練、演說自然而不做作
流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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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簡報比賽
1. 簡報比賽的題目：「中美飲食文化的比較」
2. 簡報比賽學生須與簡報同時入鏡，簡報可以利用以下方式:
(1) 電腦與投影機: Pdf, Word, Excel, Power Point, movie、任何以電腦說明形式。
(2) 可直接使用 Zoom 錄影，同時 share presentation;
(3) 可使用大字報/白板等工具手寫簡報;
(4) 任何能同時看到簡報與學生頭部說話的方式均可接受。
3. 簡報比賽規範：簡報只能顯示 bullet point 重點提綱及圖片，而不能是整個完整句子或
文章照唸。
4. 評分標準
＊若不在時間限制範圍內（自開口起算至演示結束），不足或超過每 5 秒自總分扣 1 分。
須符合題目
內容 30%
發音正確、清晰、音量適中
發音 15%
聲調抑揚頓挫、聲音強弱快慢合宜
語調 15%
穿著、台風、眼神、面部表情、手勢恰當
儀態 15%
故事熟練、演說自然而不做作
流暢 25%

獎勵辦法
百分之三十為優勝。參賽者均發「參加獎」獎狀，以資鼓勵。優勝名單將於評審結束後在聯合
會網址 www.scccs.org 公佈。
頒獎典禮：5 月 15 日決賽結束後
詢 問：有關各項比賽細節，請和各組召集人或總召集人聯絡。
總召集人
陳瓊芬 626-241-5954 danachen168@gmail.com
說故事比賽召集人 傅沂瑾 310-658-3694 nicofu370@gmail.com
簡報比賽召集人

榮于嫺

909-480-9378 nocctammy@gmail.com

熊偉利 909-524-6964 iwantchinese@hotmail.com

學術比賽委員會主委

顏綠新

562-762-6750

acc@scccs.org

會 長

吳俊毅

714-612-8140

president@scccs.org

Page 3 of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