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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領隊會議議程 

一、 會議時間：107 年 3 月 20 日（二）下午 2時（13：30 起報到） 

二、 會議地點：桃園展演中心（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88號）。 

三、 會議議程： 

 

 

四、 聯絡人： 

教育局高琪萱小姐，電話：03-3322101轉7467。 

草漯國小林貴寶主任，電話：03-4830160轉310。 

五、 報名方式：請於107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上網完成報名，以便準備會議資

料及接駁事宜。(報名網址：http://goo.gl/kUMmch) 

六、 接駁車： 

接駁集合地點 接駁時間 備註 

高鐵桃園站 3月20日 13：00 往5號出口搭車 

台鐵桃園站 3月20日 13：20 往後站出口搭車 

＊欲搭乘接駁車者，請於領隊會議報名表選取需求欄位勾選，以便安排接駁車輛。

未搭乘接駁車者請自行前往比賽場地。 

 

 

 

時  間 程  序 備註 

13:30－14:00 報  到 行政組 

14:00－14:20 主席致詞 藝教館及教育局長官 

14:20－15:00 比賽場地介紹及實勘 場地組 

15:00－16:10 

1.各組工作報告 

2.相關問題 Q&A 

3.各項資料確認 

※行政組 15 分鐘 

※競賽組 15 分鐘 

※燈光音響廠商現場答詢 

16:10－17:00 問題與討論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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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及領隊會議交通資訊 

一、領隊會議及比賽地點:桃園展演中心(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二、Google 地圖示意:桃園展演中心 

 

 

 

 

 

 

  

 

 

 

 

 

 

 

 

 

 

◎路線指引及自行開車前往說明: 

   (1)經由國道一號(中山高)： 

      國道 1號→於 52-機場系統出口下交流道(走國道 2號向東-往國道 3號方向)    

       →在 11-南桃園出口下交流道(朝桃園前進) →大興西路三段→大興西路二段 

       →左轉中正路(直行 200 公尺即達)。 

   (2)經由國道三號： 

      國道三號→ 54-鶯歌系統 號出口進入國道 2號(走國道 2號向西-往八德/桃 

       園機場方向) →在 11-南桃園出口下交流道(朝桃園前進) →大興西路三段→ 

       大興西路二段→左轉中正路(直行 200 公尺即達)。 

52-機場系統 

11-南桃園 

桃園展演中心 

54-鶯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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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展演中心停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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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參賽注意事項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參賽注意事項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參賽注意事項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參賽注意事項 

 ◎參加比賽之團體隊於下列各項，應切實遵守: 

一、各參賽單位各類組團隊報到 

1.報到時間上午場次為 7:30 至 8:30 ，下午場次為 12:30 至 13:30 (若因故

安排晚上場次，另依賽程規定辦理)，檢錄時間為各組場地布置前 20 分鐘。 

2.各參賽團隊最遲請於該場次比賽前 20 分鐘完成報到及檢錄手續（每場次報到

完成時間如賽程表）。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到、檢錄手續，但因未

完成報到手續，以致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經唱名 3 次

（每次間隔 10 秒鐘）未上臺者以棄權論。 

3.報到時應繳交文件 

(1)參賽者名冊(需有參賽者與候補者個人照片並蓋用學校關防) 

(2)劇本切結書乙份（保證不違反著作權法） 

(3)劇本授權書乙份，授權本委員會將優秀劇本上網公開及編印等推廣使用。 

(4)郵寄獎狀及評語之 36元回郵信封(無法現場領獎之學校須繳交) 

備註： 

1.參賽者名冊未繳交者，應至遲於演出前補交，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書

面報名表與參賽當日繳交之參賽者名冊不同時，以參賽者名冊為準，並請領

隊老師提交「遞補參賽申請單」。 

2.未於網路報名系統上傳劇本、語譯及大綱合為一個檔名的電子檔 1 份者，

請補交劇本、語譯及大綱一式 10 份及電子檔 1 份 

3.照片請掃描插入電子圖檔，或以紙本照片 1吋半身正面脱帽照，6個月內之

清晰照片為主。未能清楚辨識學生身分照片者，不得參賽。 

4.參賽者名冊未蓋關防或內容需補正者，應於比賽當天成績公布前完成補正

（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遇假日無法補正時，至遲應於第一個上

班日完成補正），未能補正者，一律不再受理，並取消其參賽資格、成績及

相關獎勵。提送參賽者名冊時得同時增減人數，提送後不得再增加人數。(平

日傳真電話：03-4750619；假日傳真電話：03-317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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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賽等第於每場次（同一組別類別）結束後，於現場公布並舉行頒獎，同時

可向服務臺領取評語。若未能於現場領取獎狀與評語者，可於報到時繳交貼

有 36元郵票之回郵信封，待賽程結束後統一由大會寄出。  

二、檢錄注意事項 

※完成報到手續的隊伍，於「各場次出場序表」之各隊「舞台區佈置時間」的

前 20 分鐘集合，請檢錄人員依參賽者名冊，一一唱名對照學生，合格者於

手背上蓋上「檢錄章」，全隊檢錄完成即引導隊伍至進入表演廳的走道。 

三、核發錄影證，每校 2張，請以身分證件換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 

四、場地說明 

(一)競賽場地：桃園展演中心 

(二)場地及影音設備說明 

1.現代偶戲、傳統偶戲：舞台區長寬各 6公尺，與鄰近舞台間隔 2 公尺，同   

  一會場共有 2 個舞台區域及 7個骨架放置區域。 

2.舞台劇：展演中心舞台寬 14 公尺(已扣除翼幕兩側各 2公尺)、深 8 公尺、 

  高 9.6 公尺，舞台區域以空台為原則，下一組道具放置後請至預備區等待。 

3.大會不提供戲台。 

4.報到檢錄區、醫療站及服務台設置於展演中心大廳。演出團隊休息區 

  設於表演廳 3樓入口外側(沿大廳左側樓梯上行)。另於展演中心入口外側 

  搭設餐飲休息區帳篷，供各演出團隊使用(展演中心內禁止飲食)。 

5.大會提供每個隊伍（舞台區域）正面光源，舞台前架設監聽喇叭、設置延長

線 2條(三孔)，耳掛式麥克風 20支，無線手握麥克風(含架、可調式，偶戲

4支、舞台劇 8支)，音源線 2條（各式轉接頭由廠商提供），CD及 mp3 播

放器（不同廠牌 2 台），煙霧機二台，長桌(偶戲 4張、舞台劇 8張)、塑膠

椅 20張、靠背椅(偶戲 4張、舞台劇 8張)、追蹤燈 1組、LED PAR 6 盞(染

色燈)。 

6.請各參賽學校最遲於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前上網填報技術需求表(網

址：https://goo.gl/snHCv8)回覆確認需大會提供之設備數量，以便相關賽

前準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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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燈光控制台、音響控制台及追蹤燈，均由參賽單位指派學生自行操作（由技

術服務廠商於參賽單位「舞台區佈置時間」指導學生操作方式）。 

(三)其他注意事項 

  1.參賽單位載運道具之車輛可於展演中心後方參賽單位載運道具之車輛可於展演中心後方參賽單位載運道具之車輛可於展演中心後方參賽單位載運道具之車輛可於展演中心後方((((南平路南平路南平路南平路))))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並請放慢車速

注意行人安全：非載運道具之車輛請停放周邊停車場。參賽單位依出賽順

序先後卸下道具後，請於各競賽場地周邊停車場就近停放，以利於競賽結

束時即時將道具上車。 

  2.須使用追蹤燈具之參賽單位，請於報到檢錄時提交「追蹤燈具使用切結

書」，並切實遵守相關使用規範。 

  3.各競賽場地配合賽程將進行門禁管控，僅部分出入門於中場換場時間開放

進出，敬請參賽單位人員務必配合。 

  4.請參賽單位人員確實配合維持競賽場地清潔及寧靜，展演中心內觀眾席禁

止任何飲食。 

五、比賽注意事項: 

1.比賽依各場次安排大型道具出入，偶戲類之進、退場時一組兩隊同時進

行。 (道具及骨架區入口高 400 ㎝、寬 330 ㎝) 

  2.偶戲類比賽編組，採 2個團隊為一組(特殊需求申請學校除外)，同時上場

布置舞台及佩帶耳掛式麥克風等準備工作，佈置時間 30 分鐘，完成後依出

場次序接續演出，2隊之間的換場時間，請儘速確認耳掛式麥克風、燈光、

音響及道具無誤。俟 2 隊隊伍依序比賽完畢後，2隊一起撤場(往面對評審

的右手方向，物品撤離至會場外，人員離場)。同組 2隊表演團隊表演結束

後，先待技術人員將麥克風取下後，老師再將學生帶離開。各隊請於換場

時間內布置完畢，並依序演出，輪到出場前儘速安裝完畢以利開始演出，

不得藉故拖延時間。 

3.舞台劇類，舞台佈置時間 20 分鐘，請於時間內配帶及確認耳掛式麥克風、

燈光、音響及道具無誤。表演結束後，先待技術人員將麥克風取下後，老師

再將學生帶離開。 

4.報到並檢錄後，請隨時留意出場時間，以利比賽進行。大會提前報告下一個

出賽單位時，請該單位儘速就預備位置清點人數，備妥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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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演出人員:所有演出參賽學生(以 20 人為限，包含伴奏、燈光音響及道具操

作人員)應於演出前上台，不得於賽程進行中更換演出人員。非比賽演出學

生不得上台，以參賽者名冊為準。 

  註: 違反本要點第玖點規定參加人數之規定，人數每超過1人扣總平均分數      

    1分。非參賽團隊學生操作道具、燈光及音響等演出相關事務者，扣總  

    平均分數2分。 

6.比賽進行時，除參賽學生外，編導老師不得進入比賽區域，並不得有口頭指

導與遞送道具等情事，違者以第拾壹、決賽規章處理。每校得視特殊學生需

要申請一名監護人員維持學生安全，並由主辦單位安排妥適位置。 

7.各組演出時間由各參賽團隊自行衡量，以 15 分鐘為基準，不得低於 10 分

鐘，不得超過 20 分鐘。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主持人宣佈開始為基

準）為計時開始；以出場謝幕開始為演出計時結束，謝幕為表演的一部分，

若無謝幕以致時間計時有誤，請參加學校自行負責。演出時間 19 分鐘，由

大會工作人員按短鈴 1 次提 醒，20 分鐘按長鈴 2 次提醒（每次間隔 15 秒

鐘），仍未結束演出者，依規定扣分。  

  註：若出場謝幕開始（即計時結束）後，超過一分鐘未完成謝幕，司儀會   

    廣播要求立即離場，以確保後續隊伍時間權益。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  

    逾時每分鐘扣除總平均分數0.5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以此類推。 

8.大會僅提供基本舞臺照明燈光、播音設備與耳掛式麥克風(相關設備將於領

隊會議公布) ;偶戲類組參賽團隊如有需要戲臺須自行搭設，各類組均須依

規定時間內搭設完成。其他表演使用之道具、樂器等設備及伴奏、道具操作

人員或大會提供之燈光音響不敷使用則需自行準備，應於比賽前填具設備需

求表告知大會，否則當日不提供架設，並以裝臺時間能測試完成為原則。另

為考慮會場安全，電源提供以不超過 25 安培為限(以 110 伏特(V)計算約

2750 瓦特(W))。 

9.本項決賽由大會提供比賽所需基本燈光音響設備，若需播放 CD、MP3等，請

提早將 CD、MP3等交至音響技術人員，以利測試。比賽結束後，請將該音樂

片取回，本大會不負保管責任。如需裝置其他電子設備，例如特殊聲光設施，

請自行攜帶並先行測試，大會備有電源以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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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老師提醒欲佩戴耳掛式麥克風的學生，請勿拉扯麥克風相關組件，以免

掉落。若技術上有任何疑問，請於準備時候與工作人員確認，並立即向燈

光音響技術人員反應，以利處理。 

11.參賽者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寧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一律關

機。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或贈送紀念品。 

12.下一組參賽者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影響他人演出。比賽進行中，

請各單位領隊人員勿隨意帶隊離開，以維持會場秩序。 

13.比賽等第於每場次（同一組別類別）結束後，於現場公布並舉行頒獎，同

時可向服務臺領取評語。若未能於現場領取獎狀與評語者，可於報到時繳

交貼有 35 元郵票之回郵信封，待賽程結束後統一由大會寄出。 

六、如有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出，否則不予受理。抗議事

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

公布後 1 小時內為之（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

比賽臺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

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及

評審長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公布之。 

七、請確認學校秩序冊報名資料無誤，校名為全銜，以利獎狀列印。 

八、比賽等第於每場次結束後，於現場公布並舉行頒獎，請於各場次結束後，

指派人員帶證件簽領獎狀，同時可向服務台領取評語，事後恕不補發。比

賽等第公告定於每日賽程隔日公布於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網站 106學年度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專網

(http://web.arte.gov.tw/drama/news.aspx），請自行查閱。 

九、如需索取相關資料或提供相關意見，統一於會場服務台提供諮詢。 

十、代訂便當事宜，若有需增減數量，請在當天早上 9點之前向服務台確認登

記完畢，逾時不候。比賽場地禁止飲食，請依大會分配地點用餐，特別要

求垃圾分類，請大家務必確實遵守。 

十一、其他未盡事項依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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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發 言 單 

會議名稱：106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領隊會議 

發言單位： 

發言內容： 

備註：請填表者於會議發言後交予承辦人員處理，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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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發 言 單 

會議名稱：106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領隊會議 

發言單位： 

發言內容： 

備註：請填表者於會議發言後交予承辦人員處理，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