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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Talk 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賽-傳思．思傳簡章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跨科際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 

 

壹、關於 SHS-Talk 競賽： 

本競賽旨在提升學生跨科際溝通、傳播之能力。大學之角色除了教學與研究外，尚肩負向社會各領域

提供信實知識之任務，須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表達技巧與輔助媒介，跨越各種專業領域之界線進行

溝通。故本競賽希望學生以跨科際之知識奠基，培養卓越之短講能力，以利於向社會大眾傳播所學知

識，有效地促進跨科際溝通。 

 

貳、執行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 主辦單位：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跨科際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 

三、 協辦單位：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中臺灣區域推動中心、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辦公室、

跨科際數位平臺、達人學苑。 

 

參、參賽日程與內容： 

一、本競賽分徵文初選、短講複賽與總決賽三階段舉行，採淘汰制，每階段之優勝學生獲得進入下一

階段競賽之資格。 

二、第一階段：徵文初選 

（一）徵文期間：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7 日。 

（二）參賽資格：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含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 

1.請103年度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之授課教師推薦SHS計畫課程本學期或歷屆修課

學生以下簡稱（SHS 課程學生）參賽。建議推薦人數如下： 

（1）A 類：5 名學生。 

（2）A 類微型：2 名學生。 

（3）B 類：1 名學生。 

2.非 SHS 課程學生自由報名。 

 

（三）徵文主題：SHS 課程學生須以所屬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選定之真實世界議題撰文，

非 SHS 課程學生須以自身接觸之真實世界跨領域議題撰文。標題自訂，內容須闡述個人對

該議題之瞭解、所持立場，或個人認為適當的解決之道。 

 

（四）徵文字數與格式： 

1.除標題外，撰文篇幅（含標點）以 1000 字至 1500 字為佳。 

2.請以 Microsoft Word 程式繕打內文。版面尺寸設定為 A4 規格，上下邊界為 2.54 公分，左

右邊界為 3.17 公分，字體大小 12 級字，單行間距，靠左對齊，段落首行縮排 2 字元，中

文字與標點使用新細明體，英文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 

3.文件檔案第一行請繕打文章標題，並設定置中對齊，字型與字體大小同內文。 

4.撰文內容除參賽學生所屬之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外，請勿註明任何可識別參

賽學生姓名之內容。 

5.除以上格式規範外，文章形式不拘，文中得加入插圖或相片，惟請遵守參賽學生身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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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則。違反者取消參賽資格。 

6.若引用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撰文及使用圖片，切勿抄襲或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之

規定。違反者不予受理收件。 

7.完成之文稿請存檔成 Word 檔案與 PDF 檔案各一，命名方式皆為「徵文_參賽學生就讀學校

_參賽學生姓名」，例如「徵文_國立成功大學_孫小美」。 

 

（五）報名方式： 

1.報名期間：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7 日，以報名郵件之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

理。 

2.請填妥附件 1 之「徵文初賽報名表」，並親筆簽署授權欄位，連同符合上述（四）規定之

參賽文章紙本郵寄至 701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雲平大樓東棟 3 樓，成功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林雅玲小姐收，信封寄件者欄位註明「報名 SHS-Talk」。 

3.請將上述親筆簽署授權欄位之紙本掃描成 PDF 電子檔，連同本報名表 Word 電子檔，及上

述參賽文章 Word 與 PDF 電子檔（總共四份檔案），傳送至跨科際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

（shs.trans.701@gmail.com），來信標題請註明「報名 SHS-Talk_參賽學生就讀學校_參賽

學生姓名」，例如「報名 SHS-Talk_國立成功大學_孫小美」。 

4.主辦單位將於收件後 2 至 3 個工作天內回覆確認收件，請參賽學生留意信箱以確認完成參

賽手續。未收到回信確認者，請盡速以電子郵件聯絡跨科際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林雅玲小

姐（shs.trans.701@gmail.com），或於上班時間來電 06-2008128#30 洽詢。 

 

（六）評選標準：跨科際知識內涵 50%、撰文技巧與邏輯條理 50%。 

（七）優勝名額：以 60 名為原則，得不足額選取。優勝名單預計於區域競賽前 3 週公佈於 SHS-Talk

官方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賽學生。 

（八）初選獎勵：參賽學生，授予參賽證明乙紙。優勝學生，頒發入選獎狀乙紙。 

 

三、第二階段：短講複賽 

（一）競賽日期與地點：複賽分南、北二區舉行。南區複賽定於 2014 年 12 月 13 日（週六）假國立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行；北區複賽定於 2014 年 12 月 20 日（週六）假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二）參賽資格：徵文初選優勝之學生。 

（三）短講主題： 

SHS 課程學生須以所屬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選定之真實世界議題發揮，非 SHS 課

程學生須以自身接觸之真實世界跨領域議題發揮。標題自訂，內容須闡述個人對該議題之

瞭解、所持立場，或個人認為適當的解決之道。 

（四）短講時間：每位參賽學生以 10 分鐘為限，逾時將強制結束並由評審斟酌扣分。  

（五）評選標準：跨科際知識內涵 35%、短講及媒體使用技巧 35%、整體情意 30%。 

（六）區域選填：主辦單位預計於活動 2 週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徵文初選優勝之學生選填參賽區域

志願。若一區域選填人數超過該區域場次賽程可容納之參賽人數，將由主辦單位以公開、公

正之方式抽籤，被抽中者分發至第二志願賽區。 

（七）短講次序：由主辦單位以公開、公正之方式抽籤，決定參賽學生之短講次序。 

（八）公告事宜：上述（六）、（七）及複賽當日之注意事項，主辦單位預計於活動前 1 週公佈於

SHS-Talk 官方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賽學生。 

（九）優勝名額：南、北二區分別選取優勝之學生 5 名。主辦單位得視實際參賽情形調整優勝名額。 

mailto:shs.trans.7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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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複賽獎勵：參賽學生授予參賽證明乙紙及 16G USB 隨身碟一支。優勝學生頒發獎狀乙紙及精

美獎品，並獲得全程參與 2015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1 月 31 日（星期六）及 2 月 5 日（星

期四）跨科際短講進階培力工作坊之資格。 

 

四、第三階段：總決賽 

（一）競賽日期與地點：2015 年 2 月 6 日（週五）於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二）參賽資格：短講複賽優勝之學生。 

（三）短講主題： 

1.同短講複賽主題。 

2.須論述「跨科際溝通對於解決社會議題之價值為何？」 

（四）短講時間：每位參賽學生以 15 分鐘為限，逾時將強制結束並由評審斟酌扣分。 

（五）提問時間：短講結束後，參賽學生須接受競賽主持人、評審或與會觀眾提問 15 分鐘。 

（六）評選標準：跨科際知識內涵 35%、短講及媒體使用技巧 30%、整體情意 30%、跨科際短講 

進階培力工作坊表現 5%。 

（七）短講次序：由主辦單位以公開、公正之方式抽籤，決定總決賽參賽學生之短講次序。 

（八）公告事宜：短講次序及總決賽當日之注意事項，將於活動前 3 週公佈於 SHS-Talk 官方網站，

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賽學生。 

（九）決賽獎勵： 

冠軍：1 名，ACER Aspire Switch 10  2 合 1 筆電乙臺，及獎狀乙紙。 

亞軍：1 名，ACER Iconia Tab8 平板電腦乙臺，及獎狀乙紙。 

季軍：1 名，ACER Iconia One 7 平板電腦乙臺，及獎狀乙紙。 

殿軍：其餘參賽學生，獎狀乙紙。 

若未達決賽獎勵標準，得予以從缺。 

（十）成果發表：優勝學生屬 SHS 課程學生者，擇優 3 名，應繼續接受培訓，於 2015 年 3 月 12 日

（週四）教育部人文社會綱要計畫聯合發表會，進行 15 分鐘短講成果發表，並接受教育部

表揚。 

 

五、短講複賽及總決賽注意事項： 

（一）交通費：主辦單位補助每位參賽學生自所屬學校至競賽地點之自強號來、回程費用。短講複

賽優勝學生自所屬學校至跨科際短講進階培力工作坊舉辦地之交通費亦同。 

（二）比賽進行時，參賽學生須接受跨科際計畫數位平臺錄影。 

 

肆、活動聯絡人： 

一、徵文初選、短講複賽：跨科際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 林雅玲 小姐 

Email： shs.trans.701@gmail.com / TEL： 06-2008128-30 

二、跨科際短講進階培力工作坊、總決賽：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孫語辰 小姐 

Email： shs.elmeollo@gmail.com / TEL： 02-3366-8660 

 

伍、競賽官方網站：  

SHS-Talk 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賽-傳思．思傳官方網站 http：//shs.ntu.edu.tw/shstalk/ 

 

陸、其他： 本報名辦法未盡之事宜，一經主辦單位修訂或增補，將公告於 SHS-Talk 官方網站。 

mailto:shs.elmeoll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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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Talk 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賽-傳思．思傳 徵文初賽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聯 絡 方 式 
手機 

 

E-mail 

 

通 訊 住 址 
 

 

所屬計畫及所修

課程 

 

 

（非103年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及延續計畫之修課學生免填） 

課程指導教師或

推薦參賽教師 

 

 

請填「學校/科系/教師姓名」 

（非103年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及延續計畫之修課學生免填） 

撰 文 題 目 

 

 

 

本人參加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主辦之「SHS-Talk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

賽-傳思．思傳」徵文初選，同意並保證以下聲明屬實，若有違反情事，願負相關法

律責任。 

1.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屬原創，未曾發表，且無抄襲仿冒情事。 

2.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已閱畢競賽簡章，確認了解各階段競

賽時程及內容，同意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3. 本人參賽作品授予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享有在任何地

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利，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不

需支付任何費用，並有權將其轉作本計畫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簽署人（簽章）     

 

 

 

 

 

流水號              (參賽學生免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