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組＞決賽注意事項
活動流程
(依該日活動進行實況，時間仍可能微調)

日期：10 月 4 日

時間

地點

08:30-09:20

晨曦樓
1 樓穿堂

報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晨曦樓 1 樓穿堂
(802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參賽隊伍
指導老師

報到及海報佈置

報到

準決賽口試於 9:30 準時開始

教師研習
(北辰樓 3 樓

(1) 小論文口試每隊 12 分鐘，分
四大組同時進行。請於口試

教室)

時間開始前 10 分鐘到達北辰
樓 2 樓(高一仁)教室內等待。
(2) 海報獎(老師評選)與人氣獎

09:30-10:35

高師
附中
10:35-11:50

準決賽地理小論文
口試
(北辰樓
2 樓教室)

海報評選
(晨曦樓

09:30-10:35

1 樓穿堂)

海報評選
(晨曦樓
1 樓穿堂)

09:30-11:40

10:35-11:40

11:50-13:10

北辰樓

備註

學生

(學生互評)投票至 11:40 截
止，請於 11:40 前將評分表交
至海報展場的工作人員。
(3) 口試順序與場地配置將於當
日公告。
(1) 用餐休息：請於 11:50，於北
辰樓 2、3 樓教室依照當日的
休息區分組名單，領取午餐。
(2) 公告準決賽結果名單與總決

午餐

賽順序之預定時間：12:40
(3) 總決賽 PPT 請於 13:00 前 交
至晨曦樓 6 樓大禮堂舞台前
13:10-13:30

入座、團體合影、致詞

請各參賽隊伍務必在 13:00 準時
於大禮堂集合

13:30-14:50

總決賽-地理小論文
口頭發表

每隊 8 分鐘，按照當日公告順序
進行

晨曦樓
14:50-15:30

6樓
大禮堂

中場休息、國際賽參賽選手心得分享、
南地營宣傳

請有參與決賽的選手派一名代
表至大禮堂門口領餐盒

15:30-16:10

頒獎典禮

貴賓致詞、頒發個人組、團體組
論文獎與海報獎等獎項

16:10-16:30

媒體採訪與交流

該時間請自行取回海報

16:30

賦歸

※該日辦理高中地理科教師研習活動，含專題報告：高中地理專題研究評量指標之建構)，
請上網報名 ( http://www2.inservice.edu.tw/
研習代號 1850253 )。
時間：10/4(日) 9:30-10:35。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北辰樓高二義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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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3:10 以後的時間，以實際狀況為準，屆時將依照該流程進行。

重要提醒
1. 請準備可證明個人身份之有照片證件（身份證、健保卡、學生證等），並自備零用錢、
飲水與個人專用藥物。
註：大會將提供午餐與餐盒，給每位參加論文組與海報組決賽的參賽學生以及參與教
師研習的老師們。當天大會將公告休息區名單，請依休息區領取便當。如有素食者，
請於10/1(四)17:00前主動告知承辦單位學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第14屆地理奧林匹亞
籌備處)。
2. 請依當天公告之分組名單，進行報到、海報佈置及地理小論文口試。
3. 論文組晉級隊伍
(1) 參加地理小論文口試的隊伍，需於10/1 (四) 17:00前，上傳繳交「凖決賽口頭發
表的電子檔案PPT和PDF兩種格式」，且決賽日當天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檔
案，若當天PPT更動的內容，請在口試時口頭告知評審。
(2) 傳送位址：geolympiadnknu@gmail.com；檔案大小限制25 Mb，圖片檔請酌予
壓縮，以利傳送；傳送之檔名：yyy_A/B (yyy 學校名稱、A或B隊)。
(3) 承辦單位會統一在10/2(五)12:00前，回函給指導老師的信箱，確認是否收到檔
案。
(4) 海報請於小論文口頭發表預定時間(09:20)前布置完成。
(5) 準決賽地理小論文口試場地在高師附中北辰樓2樓教室，參賽同學請於口試時間
開始前10分鐘到達北辰樓2樓(高一仁)教室內等待。
(6) 準決賽口試期間依公告之規定，口頭發表5分鐘，評審問答7分鐘；兩階段之時
間皆以試場人員響鈴為主，並以結束前一分鐘響鈴一聲、結束時響鈴兩聲為準。
4. 海報組晉級隊伍
(1) 為確保海報評選的公平性，海報請於小論文口頭發表預定時間(09:20)前布置完
成。大會在海報展場僅提供海報展板，每件作品一片展板，展板立面尺寸原則
為 250公分(寬) × 100公分(高)。
(2) 海報尺寸由各參賽隊伍自行決定，惟不可超越展板立面之範圍，並請自行準備
黏貼工具，嚴禁使用圖釘、釘子或任何破壞展板之工具。
(3) 除海報外，為美化展板立面所需之物品亦可展示，惟任何附加物品之展示，不
可超越展板立面之範圍，並不得使用其他儀器設備，也不得要求使用額外的展
板或桌椅等。
(4) 海報上列明作品題目，但不可書寫學校名稱、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姓名。
(5) 請於頒獎典禮結束(16:10)後，自行領回海報與完成場復，並確定沒有膠帶等其
他東西貼在海報展板上。
(6) 請參賽隊伍必須在17:30前完成海報取回，因海報板乃租用，廠商當日傍晚就會
取回，故請恕承辦單位不能負海報保管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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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天海報評選期間(9:30-11:40)，除了該隊伍進行小論文口試外 (如第 3 點所示)，所
有選手均需留在海報區，輪流參觀各隊伍作品，票選海報人氣獎。惟各隊應隨時安排
至少一位選手在海報作品旁，以與評選老師及各隊同學交流。
6. 論文組總決賽晉級隊伍
(1) 晉級隊伍的公告時間預定為12:40，公告地點為北辰樓各教室休息區黑板上、晨
曦樓1樓穿堂，以及晨曦樓6樓大禮堂門口。
(2) 晉級隊伍應於13:00前，將總決賽PPT檔案送往總決賽場地(北辰樓6樓大禮堂)舞
台前 。若未及時送達，則大會將播放準決賽PPT檔案，並依照公告順序上台發
表，每隊8分鐘，不進行問答。
(3) 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電腦、單槍投影機、雷射筆進行發表，不得要求使用
其他儀器設備。
(4) 口頭發表過程中，請列明參展題目，但不可呈現或口頭提及學校名稱、參賽學
生及指導老師姓名。違反規定者，將酌予扣分。
7. 本屆競賽頒獎典禮將於10月4日15:30舉行，頒發各式獎項，邀請教育部/國教署、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校長、各贊助單位代表等蒞臨指導。
8. 報到地點與交通
建議直接從「高師附中門口(凱旋二路)」進入，於晨曦樓1樓穿堂報到，在場會有人
舉牌引導。也可選擇由高師大門口(和平一路)穿越高師大校園前往。

9. 交通方式
i. 搭乘高鐵轉乘捷運：高鐵左營站→捷運左營(高鐵)站→捷運美麗島站→捷運文化
中心站→步行至高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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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高鐵左營站後，由２號出口出站，從
捷運左營(高鐵)站搭乘往小港方向的紅線

ii.

捷運，至捷運美麗島站下車轉乘往大寮方
向的橘線捷運，至捷運文化中心站下車，
由３號出口出站，沿和平一路，步行約 15
分鐘，可至高師大門口。
搭乘火車轉乘捷運：高雄火車站→捷運高
雄車站→捷運美麗島站→捷運文化中心站
→步行至高師大。
到達高雄火車站後，由建國二路出口出站
後，可見左側有捷運站出入口，從捷運高
雄車站，搭往小港方向的紅線捷運，至捷
運美麗島站轉乘往大寮方向的橘線捷運，
至捷運文化中心站下車，由 3 號出口出站，
沿和平一路，步行約 15 分鐘，可至高師大

iii.
iv.

門口。
自行開車：由高師大大門進入，領取停車證，並停於所劃設之校園停車格內。
計算方式為一日 120 元，半日 60 元。
搭乘公車：由高雄公車總站(高雄車站)搭乘，建議搭乘路線如下：
A. 高師大附中：「52」、「248(往鳳山)」。
B. 高師大：「72(往中正高工)」、「52(往建軍站)」、「248(往鳳山)」。
高雄市公車路線總覽(依路線別)：http://www.tbkc.gov.tw/service03_01.aspx
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APP：

http://122.146.229.210/bus/AppLink.aspx?Lang=Tw
10. 相關住宿資訊 (高師大特約商旅)
詳細資訊請上高師大人事室網站(點選右列清單的特約廠商)：
http://www.nknu.edu.tw/~psl/nknu1.html
(1) 種子商務旅館(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42號)。
(2) 統茂松柏大飯店(地址：802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19號)。
※以上
對於「競賽辦法相關規定」有各種疑問，請聯繫主辦單位：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信箱：geo_olympiad@deps.ntnu.edu.tw ；電話：楊小姐 0960264625
對於「當日決賽場地」有各種疑問，請聯繫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第14屆地理奧林匹亞籌備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會)
信箱：geolympiadnknu@gmail.com
電話：高師大地理系 許淑娟老師：0930809265
總召 高師地理三 李啟宇：0976190001
副召 高師地理三 楊徨仁：0978615161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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