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花 young年華～創意戲劇競賽」實施計

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

畫。

二、目的：

（一）透過戲劇表演方式，使學生了解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及生涯規畫

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影響。

（二）增進學生性別平等意識、性別角色認知、尊重性別多樣化、人我關係

正確處理方式，繼而養成維護他人尊嚴習慣。

（三）培養學生創新能力，體察自我與週遭環境之性別意識與養成過程，進

而愛護自己性別角色，並進一步自我省思、成長與肯定。

（四）建立學生與自己、他人、環境以及宇宙之相互尊重與和諧共處的關係，

協助他們明白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以期達到健康和正面的人生，做個

樂活生命、關愛他人和貢獻社會的人。

（五）運用角色扮演、戲劇模擬等方式探索自我及成長歷程中的生命事件，

並清楚認識大學生活及職場現況等環境資訊，呈現生涯抉擇中的各種

可能性，進而對個人生涯發展有所助益。

（六）為使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及生涯規畫教學媒材豐富多元，創意戲

劇競賽得獎作品將錄製成教學媒材，並編製教師使用手冊，提供教師

在課堂中實施融入式教學時有更多樣的選擇。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四、承辦單位：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五、協辦單位：南風劇團、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吳鳳科技大學。

六、實施對象及競賽流程：

（一）實施對象：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在校學生組隊報名參加，每隊有一名

指導老師。每所學校不限一隊參賽，每隊至多 10人，惟參與人員不

得重複。

（二）競賽流程：請參閱附件 1。

七、競賽主題內容：

本創意戲劇比賽以「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及「生涯規畫」為主軸，

為使參賽隊伍的創作更多元，參賽隊伍由主辦單位提供之性別平等、生命

教育與生涯規畫參考主題中，各選擇一個主題參加競賽。劇本的創作可參

考相關書籍或影像。

參考主題：



《性別平等教育》

（一）性騷擾：1.從旁觀者角度切入主題

              2.從騷擾者角度切入主題

              3.區辨性騷擾與追求的差異

              4.其他校園性騷擾相關議題，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二）身體意象：1.媒體與流行文化中的美貌迷思與身體形象

           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多元情感關係：1.喜歡還是愛？

                    2.你/我準備好了嗎？---關於性

                    3.分手

                    4.同志/跨性別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生涯規畫與性別：1.學科/科系選擇

                      2.職場性別議題

         3.非傳統性別領域的楷模

                      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文化與性別：1.社會傳統習俗

                  2.跨國婚姻

                  3.人口販運

                  4.性別的代間差異，法令的改變

                  5.AIDS的污名與歧視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婚姻家庭與性別：1.家務分工

                      2.家庭暴力

                      3.多元家庭

                      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命教育》

（一）樂活：1.生命的意義

            2.情緒管理

            3.創造快樂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樂學：1.課業、考試、補習

            2.志工、服務學習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生命轉彎處：1.失落經驗



                  2.挫折調適

                  3.老化、疾病、死亡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生命倫理/道德：1.中止/生育選擇

                     2.同理心

                     3.公平交易

                     4.科技/醫學倫理

                     5.動物倫理

                     6.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人與環境：1.經濟開發與環境破壞

                2.生態的保育與平衡

                3.科技對環境的影響

                4.能源浩劫與地球危機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涯規畫》

（一）自我探索：1.重要他人與原生家庭的影響

                2.價值觀、性格、能力、性向、興趣、生涯信念等

                3.生活與生命角色的開展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大學生活：1.校系選擇

                2.大學生活的安排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職場環境：1.職業選擇

                2.工作倫理與態度

                3.工作的樂趣與挫折

                4.求職陷阱

                5.職涯國際化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生涯楷模：1.生涯抉擇

                2.生涯歷程開展與轉折

                3.達人的一天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評分標準：

（一）作品長度：12分鐘（為第一件道具上台至最後一件道具下台之舞台

清潔復原總時間，正式演出時間不得少於 10分鐘，未符規定另計扣



分）。

（二）評分標準：主題劇情內容 45％、創意 25％、演員整體表現 20％、道

具場景及造型 10％。

九、活動報名：

（一）欲參加之隊伍，請於 100年 4月 8日前將報名表傳真國立東石高級中

學輔導室（傳真電話：05-3790054）並e-mail至

help834@tssh.cyc.edu.tw。

（二）報名表（請參閱附件 2）及實施計畫公告於國立東石高級中學網站，

請參賽隊伍上網下載。網址：www.tssh.cyc.edu.tw。

（三）活動聯絡人：專案助理 蘇政偉先生。

（四）聯絡電話：專線 05-3796440，或 05-3794180分機 82、83。

十、初賽：以光碟形式評選 6隊進入決賽。

（一）繳件期限：100年 5月 27日（星期五），以郵戳為憑。

（二）請以 DV拍攝，時間長度 12分鐘，一鏡到底，不剪接、不特寫(全景，

可打燈光、可用麥克風)。完成後，請轉拷成 Window Media Player

可播之檔案形式。

（三）拍攝影片連同劇本、創作動機、參考資料、演出成員的參與心得請燒

錄成光碟寄至國立東石高中輔導室蘇政偉先生(電話：05-3796440，地

址：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 253號)，並請註明「創意戲劇競賽」。劇本、

創作動機、參考資料、演出成員的參與心得之空白表單（請參閱附件

3）請參賽隊伍上網下載。網址：www.tssh.cyc.edu.tw。

（四）評審：將由創意戲劇競賽諮詢小組及戲劇表演專業人士，在 6月初評

選出 6個隊伍進入決賽。進入決賽名單將於評審後公佈在國立東石高

級中學網站。

（五）進入決賽隊伍之指導老師及所有演出學生必須參加「創意戲劇推廣種

子學生工作坊」，並參與決賽演出。

十一、劇本編修：由諮詢小組針對通過初賽劇本與劇本創作者或指導老師進行細

部討論與編修，讓每齣戲劇創作更具教育意涵。

十二、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

（一）針對進入決賽隊伍舉辦工作坊，邀請戲劇表演專業人士進行相關課程

教授，期使進入決賽隊伍能熟悉舞台演出之相關知能及技巧。

（二）時間：100年 7月 25、26、27、28日（星期一、二、三、四）。

（三）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段 265號）。

（四）住宿：吳鳳科技大學學生宿舍。

（五）6個參賽隊伍前來參加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及決賽的交通費

(高鐵、飛機除外)，統一由主辦單位依其檢具票根或收據核付，參賽

help834@tssh.cyc.edu.tw


隊伍所屬學校不須另行發給相關交通費用。

（六）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及決賽流程表，請參閱附件 4。

十三、決賽日期：100年 7月 28日（星期四）。

十四、決賽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265號）。

十五、獎勵方式：

第一名 1隊 /獎金 30,000元及獎狀乙幀，指導老師另予行政獎勵。

第二名 1隊 /獎金 25,000元及獎狀乙幀，指導老師另予行政獎勵。

第三名 1隊 /獎金 20,000元及獎狀乙幀，指導老師另予行政獎勵。

佳 作 3隊 /獎金 10,000元及獎狀乙幀，指導老師另予行政獎勵。

最佳演員 /獎狀乙幀。

※ 獲獎隊伍除獎金及團隊獎狀外，每位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均能獲得由

教育部頒發之個人獎狀。

※ 所有參賽隊伍均能獲得由承辦單位發給之參賽證明，本次競賽不另行

發給參賽獎金。

十六、獲得前三名的隊伍有義務在所屬學校或選擇一所鄰近高中職進行演出，演

出所需之費用（包含人員的接送、燈光音響、平安保險及餐點）由本活動

經費支付。

十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請勿破壞、弄髒競賽舞台或任意丟棄危害其他參賽團體之物品道具，

若經檢舉查證將喪失比賽資格，並負責損壞之賠償；另若有大聲喧

嘩、吵鬧而嚴重影響競賽進行者，將視情形計扣分。

（二）參賽得獎作品版權歸主、承辦單位所有，可逕行使用於公開播放、宣

傳、發表、出版或印製相關宣導品，不另給酬；得獎者獎金依所得

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三）創作劇本嚴禁盜用他人作品或用其他競賽得獎作品參賽，違者經查證

屬實取消得獎資格，得獎者追回已獲獎金及獎狀，其獎位不另遞補。

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凡參加本競賽者，即視同遵守本競賽之各項規定，不得異議。

（五）主辦單位保留獎項從缺之權利。

十八、經費來源：

本計劃所需之經費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下授經費支應。凡參賽之指導教

師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公差假，參賽學生如遇到上課時間請各校准予公

假。

十九、相關獎勵：

（一）凡獲獎隊伍之指導老師與學生，各校依規定敘獎。

（二）辦理本次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二十、本計畫報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花 young年華～創意戲劇競賽」

參賽流程圖

日期 重要時程

4月 8日

（星期五）

報名截止，報名表請於國立東石高級中學網站下載：

http://www.tssh.cyc.edu.tw/

請傳真報名表至 05-3790054並 e-mail至

help834@tssh.cyc.edu.tw

4月 11日

（星期一）

主辦單位於國立東石高級中學網站公佈參賽隊伍及演出

主題（http://www.tssh.cyc.edu.tw/）

5月 27日

（星期五）

初賽光碟繳交期限(以郵戳為憑)。拍攝影片連同劇本、創

作動機、演出成員的參與心得請燒錄成光碟寄至國立東石

高中輔導室蘇政偉先生(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 253

號。電話：05-3796440)，並請註明「創意戲劇競賽」。劇

本、創作動機、演出成員的參與心得之空白表單請上網下

載。（http://www.tssh.cyc.edu.tw/）

6月初
公布進入決賽名單。進入決賽隊伍之指導老師及所有演出

學生必須參加「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

6月 17日

（星期五）

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及決賽報名。請於 6月 17

日 前 將 報 名 表 傳 真 至 05-3790054 並 e-mail 至

help834@tssh.cyc.edu.tw。

7月 25-28日

（星期一~四）
創意戲劇推廣種子學生工作坊

7月 28日

（星期四）
決賽、頒獎、錄影

附件 1

http://www.tssh.cyc.edu.tw/
help834@tssh.cyc.edu.tw
help834@tssh.cy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