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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光見影-110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暨表演比賽」 

領隊會議紀錄記錄 

會議時間:1101年 9月 176日上午 9時 

會議地點:皮影戲館地下室 1樓傳習教室、線上會議 

出/列席人員:各參賽者及學校 

主持人: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郝代理主任元圓(線上) 

壹、主持人致詞：(略)本活動為持續推廣傳統影戲藝術，以學校及社區為據點，藉由融入藝

術課程結合社團活動，獎勵師生及民眾一起從事皮（紙）影戲創作及演出，透過比賽活

動呈現推廣傳承之效。今年創作比賽增設臺北、雲林二個場次，期增加更多對皮影戲有

興趣的學生與民眾的參與。感謝各位帶隊老師辛勤指導學生參加本項比賽，讓今年報名

人數不受疫情影響而有明顯提升。 

貳、業務單位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書填寫：創作及表演比賽社會青年組請以個人身分填寫授權書， 

學生部分以學校或指導老師代表統一填寫即可（以學校授權請蓋關防及小官章）。 

  二、比賽期間請各參賽學校及選手配合各項防疫措施，請參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雕光見影－110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高雄場因

應COVID-19防疫計畫(如附件1) 

    (一)參賽選手今年，每人每天，均無需繳交健康證明書，但需於報到時勾選非處於居家

隔離、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對象，且比賽中。倘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急性呼

吸 

        道感染症或腹瀉等相關症狀者，應主動向工作人員報告。 

    (二) 比賽場地規範，創作比賽採固定座位並架設隔版，由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報到，比賽

開始後比賽場所除參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參與人員除飲水、用餐外

應全程佩戴口罩；表演比賽除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外，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

不得飲食，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頒獎典禮得獎人員由各校指派指導老師統一

帶隊入場，人員座位安排採固定座位，應全程佩戴口罩，室內不得飲食，家長不得

入場可至皮影戲館傳習教室觀看現場直播。(視疫情調整) 

    (三)比賽參加選手採各校人員團進團出之原則，於統一收件後離開，帶隊老師可於比賽

結束後再接回學生，如有學生完成作品需提前離開之需求，可請學生完成作品時告

知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將於111雕光見影Line官方群組通知帶隊老師，且會製作各參

賽學校聯絡人通訊錄給各場地工作人員，以符應緊急聯繫需求。表演比賽預演及正

式比賽進入皮影戲館時，請各參賽單位製作人員名冊及代表人電 

    

    (四)依據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暨表演比賽」活動意見調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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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製作紙偶時，使用丸斬敲打鏤雕影響同桌選手，於今年研習教室場地後面增設

工作桌因應；承辦單位今年會再提醒要求攝影師，翻拍得獎作品後務必將操作點確

實貼回作品原位。 

          話1份，於報到處繳交給工作人員並戴口罩及量測體溫。 

  三、創作比賽賽程:(如附件2) 

    （一）紙偶及皮偶參賽偶均要雙面塗色及標示操作點始計分(免裝操作桿)，紙偶組可自 

行決定是否護膜，主辦單位於比賽現場備有護膜機及護膜片，亦可自備﹔護膜需 

自行操作 (主辦單位提供之護膜機因多人使用下容易故障，鼓勵各校儘量自行攜

帶護膜機)。 

（二）所有組別參賽者均不得帶任何設計稿，比賽會場不得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等資訊 

設備。 

    （三）參賽選手不得將作品帶離開比賽會場，請如有學生需利用透明窗戶描圖的學校注 

意(皮影戲館傳習教室及岡山文化中心研習教室四週無透明窗戶，請參賽學校訓練 

學生時注意)，另主辦單位會準備描圖紙供有需要的參賽者使用。 

    （四）主辦單位將加強參賽學生秩序管控，如有不服從工作人員指示者，將列入紀錄， 

          做為評審時評分參考。 

    （五）報到時間：各參賽者應於比賽當日 8時 20分至 8時 4050分前完成報到手續。 

    （六）評分標準：造型 35%、色彩 20%、雕刻 20%、操作點 25%，總分 100%。 

    （七）展覽：獲前三名獎項作品，110111年 10月 3029日(六)至 110111年 11月 76日(日)

於高雄 

市皮影戲館展覽。如因應肺炎疫情導致皮影戲館閉館則取消作品展覽，並

將作品照片放至網路供民眾瀏覽。 

    （八）參與人數：以實際報名人數為準。 

    （九）退件：台北偶戲館場次、雲林布袋戲館場次由承辦單位郵寄給各參賽選手，高雄

市皮影戲館場次請自行於 110111年 11月 121日(五)至 11月 198日(五)上午 9時

至下午 4時至高雄市皮影戲館領回。 

  三、表演比賽預演及賽程：(如附件 3、附件 4) 

    （一）報到時間：團隊入場統一從外部走樓梯從三樓陽台出入劇場與展場分開，參與比

賽學校團隊依比賽梯次時間表於比賽前 30分準時辦理報到，並於等候區休息等

候，等演出團隊撤離清消後，下一參賽團隊依工作人員指示再行進場。 

    （二）演出規定時間： 

      1.學生組應設編導老師 1人，演出時編導老師不可上台指導，每場演出除國小低年 

          級組以十至十五分鐘為限，其他學生各組以十五至二十分鐘為限，社青組以二十，

不足或超過每 

          至二十五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每分鐘扣一分。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聲

音或動作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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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或動作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音或動作後結束

者為基準）為計時結束，演出時間 

          者為基準）為計時結束，演出時間第十九分鐘(國小低年級組第十四分鐘)剩一分

鐘時，由工作人員按短鈴一次提醒，時第二十 

          分鐘(國小低年級組第十五分鐘)時按長鈴二次提醒（每次間隔十五秒鐘），仍未結 

          間結束時按長鈴二次提醒（每次間隔十五秒鐘），仍未結束演出者依規定扣分。 

    （三）評分標準：劇本內容 20%（含豐富性、創新性及流暢性）、含在地故事內容 20%（如 

          各地民間傳說及小故事）、演出 40%(操作、影偶造形等)、音樂 20%，總分 100%。 

    （四）注意事項： 

      1.每團參加人數最多 10人，每多 1人扣總平均分 1分。 

      2.學生組應設編導老師 1人，演出時編導老師不可上台指導，亦不可參與演出。 

  四、凡參加比賽相關參賽人員（含編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請學校依教育局規定及實際 

      需要給予公假派代，其經費由學校用人費用項下支應(公文文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4月 20日高市教社字第 11132833700號函 110年 3月 25日高市教社字第

11032026000號函辦理。 

     （二一）創作比賽：每五 5位參加學生由 1位指導老師帶隊（含相關行政人員），每隊

至多 

                     3人。 

     （三二）表演比賽：彩排每團隊 2人、正式比賽每團隊 2人。 

     （四三）如遇活動時間為假日，帶隊老師給予覈實補休，惟課務自理。 

  五、交通費補助費：因為今年增加辦理臺北、雲林場次外縣市學校今年不予補助。 

  六五、比賽獎金核撥：依公文指定時間內，學校單位請填造獎金名單清冊及自行收納統一

領      據，個人參賽者請填寫個人領據，送高雄市皮影戲館，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統一核撥。 

  七、本活動比賽獎金依照財政部規定扣稅。 

  八、本年度預訂於 110111年 10月 3029日(六)上午舉辦頒獎典禮(地點：岡山文化中心演

講廳)。如因應肺炎疫情取消，則另行通知。 

  九、創作比賽賽程、場地確認。(如附件) 

  十、表演比賽預演、比賽賽程確認。(如附件) 

  十一、比賽相關訊息公告於南安國小網站或 110111雕光見影 Line官方

群組。 

        (請掃描右方 QR Code，或用 line搜尋「@754lpduo」帳號加入) 

參、臨時動議： 

 

  一、有關創作比賽國中組學生無法於原定比賽時間到場參賽事宜。(橋頭國中等) 

  一、有關創作比賽相關規範，補充說明如下，列為 112年比賽實施計畫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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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主辦單位提供的比賽工具，選手亦可自備參賽工具，如有共用情形需配合相關規 

        範至指定地點取用。 

      2.紙偶組、皮偶組選手務必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紙張及牛皮，並列入本次評分參考。 

      3.為避免紙偶創作選手鏤雕敲打時影響同桌選手，除將國中組選手場地安排至皮影戲 

        館傳習教室參賽，於文化中心研習教室放置切割墊備用，並增設工作桌因應。 

  二、有關創作比賽期間避免選手間相互協助影響比賽公平性，決議如下：  決議： 

 

      1.承辦單位將加強參賽學生秩序管控，如發現選手有違反比賽之情事，將錄影存證， 

        若有不服之情形，列入評分參考，必要時得取消選手參賽資格。    1.為符應比賽

公平原則，並配合部份學校疫苗施打需求，比賽當日得以請假方式彈性調  

      2.有關遠端視訊賽程，經測試因皮影戲館及文化中心場地因素無法施行，列為 112 年 

        比賽實施計畫規劃參考。 

  三、有關線上報名結果回覆功能部分，承辦單位 112 年將於 Google報名表單增設回覆功 

      能，屆時線上報名完成後，即會透過 mail收到報名回覆。整報到時間或提前離開。 

    2.有關創作比賽國中組學生（除紙偶組、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無法於原定比賽日期到

場參賽事宜，擬需調整參賽日期之參賽學生，將以今日領隊會議紀錄公文到校後 3個工作日

內，向承辦單位提出參賽日期調整需求。 

    3.有關創作比賽國中組學生無法於原定比賽時間到場參賽事宜，列為 111年比賽實施計

畫規劃參考。 

  二、創作比賽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丑」的角色定義事宜，請明確解釋。(仁武國小) 

  決議： 

    1.「丑」角色定義為造型逗趣、滑稽或花臉、臉部表情豐富、擬人化之角色。 

    2.本定義適用於本次比賽評分參考，並於 111年比賽實施計畫修正。 

  三、有關 110年 1月 6日檢討會議決議，參賽者交件後須立即離開比賽會場，由主辦單位 

      另設交件後休息區及帶隊老師緊急聯繫事宜，請說明今年執行規劃。(仁武國小) 

  決議： 

1. 因應疫情升溫，本次比賽參加選手採各校人員團進團出之原則，於統一收件後離開，帶

隊老師可於比賽結束後再接回學生，如有學生完成作品需提前離開之需求，可請學生完成作

品時告知工作人員，我們將於 110雕光見影 Line官方群組，通知帶隊老師。 

2. 主辦學校會製作各參賽學校聯絡人通訊錄給各場地工作人員，以符應緊急聯繫需求。 

  四、建請工作人員協助參賽學生進行作品護膜。(五林國小) 

  決議：依據 110年 1月 6日檢討會議決議：「參賽者需自行操作護膜，不得由老師或工作人 

協助」，請各位領隊返校後提醒指導老師。 

肆、散會：(11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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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

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 

因應COVID-19防疫計畫 

 

 
 

 

 

 

 

 

 

 

 

 

 

 

 

 

指導單位：文化部、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承辦單位：高雄市彌陀區南安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偶戲館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6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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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

意影戲表演比賽」-高雄場 因應COVID-19防疫計畫 

 

一、 目的：為防範舉辦「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

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時，因參加人員聚集接觸造成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擴散，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相關防疫規範特訂定本

計畫。 

二、 活動時間及地點： 

1.領隊會議：111年9月16日(五)上午9時於高雄市皮影戲館。 

2.刻偶（紙）比賽： 

(1) 台北偶戲館場次： 

刻偶（紙）比賽：111年9月24日(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111年9月24日(六)至9月 

     25日(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台北偶戲館。 

 （2）高雄市皮影戲館場次：(視報名狀況安排日期、地點) 

     刻偶（紙）比賽：111年9月27日(二) 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 

     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 

     A：國中及國小組：111年9月29日(四)至9月30日(五)上 

     午9時至下午4時於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B：社會青年及高中職組：111年10月1日(六)至10月2日 

     (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3.創作比賽評審：111年10月4日(二) 於高雄市皮影戲館辦理。 

4.表演比賽彩排：111年10月5日（三）、6日（四）於高雄市皮影 

  戲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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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演比賽：111年10月13日（四）、14日（五）於高雄市皮影戲 

  館辦理。因應肺炎疫情替代方案(依高雄市政府疫情規範調整) 

  防疫方案：取消現場比賽，改由承辦單位聘請專業攝影師至各參 

            賽學校錄影，再集中由評審統一觀看影片評分。 

6.頒獎典禮：111年10月29日(六)(地點：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 

  如因應肺炎疫情取消，則另行通知。 

7.作品展覽：獲前三名獎項作品，111年10月29日(六)至111年11 

  月6日(日)於高雄市皮影戲館展覽。如因應肺炎疫情導致皮影戲  

館閉館則取消作品展覽，改將作品照片放至網路供民眾瀏覽。參與

人數：以實際報名人數為準。 

8.退件：高雄場次參賽作品：111年11月11日(五)至11月18日(五)上

午9時至下午4時於高雄市皮影戲館(需自行領回)；台北場次參賽作

品：由承辦單位統一寄回。 

三、 防疫措施： 

（一） 活動舉辦前： 

1.隨時關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 https://www.cdc.gov.tw） 之「嚴 重 特殊 傳染性 肺 炎

(COVID-19) 」相關資訊，並於活動入口公告防疫相關訊息，供

所有參與人員配合實施。 

2.配合國內疫情狀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訊息，必要

時，召開疫情行政會報商討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防止群

聚發生或疫情擴大。 

3.於召開籌備會議或領隊會議時，除與會人員配戴口罩之外，並請

透過各種溝通管道向參加選手加強宣導，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並

保持社交距離，例如：落實咳嗽禮節及手部衛生，另凡處於居家

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嗅味

覺異常、腹瀉等症狀者，不得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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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之最新修訂版規範，工作人

員皆完成疫苗施打，工作人員及參賽選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

測，且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及有發燒、

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者，不得參與。倘活

動前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急性呼吸道感染症或

腹瀉等相關症狀者，應主動向南安國小莊錦英主任報告，除完成

請假手續、更換工作人員之外，並採取隔離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

治療。 

5.活動前先行完成環境清潔及消毒作業，備有充足的體溫熱顯像

儀、額溫槍、消毒槍、酒精、肥皂、口罩等物品。 

（二） 活動舉辦期間： 

1.僅開放各區比賽活動場地大門單一入口，人員進入前須進行檢

疫，全程配戴口罩、量測體溫並實名記錄、酒精消毒手部，如完

成上述程序則手背貼防疫貼紙作為識別，若發現有體溫異常時

(額溫≧37.5℃、耳溫≧38℃)，禁止進入。 

2.入口處以海報提醒所有參加人員「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手部衛生」、「呼吸道與咳嗽禮節」及「活動會場全程戴口罩」

等訊息，並於入口處設置大型垃圾桶以利丟棄隨身食品。另凡處

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一律不得參賽。 

3.活動期間工作人員、選手均配戴識別證。 

4.選手除上午報到時及下午比賽前均應進行體溫量測、手部清消及

監測健康狀況。 

5.除表演比賽指導老師外，創作比賽陪同人員、家長一律不進入比

賽會場，全程除用餐及飲水外，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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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發現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立即依衛福部訂定

之應變機制處理及通報衛生單位07-7230250，同時配合衛生單位

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7.比賽活動場所，比賽期間安排清潔人員針對如地面、桌椅等經常

接觸之表面清潔，比賽期間廁所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等，以

1000PPM漂白水每 30分鐘一次，另視況增加清消頻次。 

8. 創作比賽：實施梅花座採「固定座位」、用餐期間維持用餐環境

通風良好，以個人套餐為主並使用隔板入座；用餐期間禁止交

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 

9.表演比賽：團隊入場統一從外部走樓梯從三樓陽台出入劇場與展

場分開，參與比賽學校團隊依比賽梯次時間表於比賽前 30 分準

時辦理報到，並於等候區休息等候，等演出團隊撤離清消後，下

一參賽團隊依工作人員指示再行進場，演出進場準備時間 10

分，演出 15-20分(依比賽類別調整)，退場 5分，離場後由各團

隊自行帶離，請勿於現場逗留。 

10.頒獎典禮：表演比賽得獎隊伍、創作比賽得獎人員由各校依實際

需求安排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入場，唯家屬不得入場，人員座位安

排採固定座位，應全程佩戴口罩，室內不得飲食。(視疫情調整) 

（三） 每日活動後： 

      1.活動結束後進行進行校園清潔及消毒工作 (如地面、桌椅等經常接

觸之任何表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

握把)，降低公眾接觸傳播病原體之機會。 

      2.倘有發燒 額溫≧ 37.5 ℃、耳溫≧ 38 ℃、有呼吸道症、嗅味覺 

        異常或腹瀉等，應主動通報，並採取隔離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         

四、 本計畫經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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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防疫海報示意圖 

 

 

 

 

 

 

 

 

 

 

格式化: 上:  1.25 cm, 下:  0.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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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大型活動防疫計畫整備檢核表 

活動名稱  地點  
□室內 □室外 

日期  人數  

主辦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檢核項目 主辦單位 權管機關 衛生單位 

1. 入場全程須佩帶口罩。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室內活動採實聯制。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

者不得參加 (包含民眾、表演者、工作人員)。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入場者須接受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量測體溫，倘有發燒(耳

溫≧38℃；額溫≧37.5℃)，不得入場。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5. 參與活動須攜帶手機並開機。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6. 提供手部消毒設備或服務。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7. 明確劃定活動區域界線，並設實體圍籬區隔。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8. 出入口處張貼防疫海報/看板(包含全程戴口罩、場內禁止飲

食、禁止攜帶食物等)及相關公告。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9. 活動現場須安排人員走動式防疫宣導(間隔 100 公尺 1 組人

員)，確認民眾配合防疫事項。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0. 經勸導後仍未配合佩帶口罩者或禁止飲食者，現場採證舉報

(人別資料、違規照片/影片等)，資料事後提報衛生單位進行

裁罰。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1. 活動場內不得設攤販賣食物。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2. 活動場內不得攜帶食物入場，並禁止飲食。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3. 增加公共空間及廁所消毒頻率(至少每 30分鐘一次)，並視人

潮狀況增加消毒頻率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4. 設訂人流控管機制，防範活動範圍內人潮擁擠。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5. 提報定防疫應變計畫，內容包括應變機制規劃、防疫宣導規

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參加者住宿規劃及工作人員

健康管理計畫等，並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註：大型活動防疫對象均包含民眾、表演者、工作人員等。 

 主辦單位自評 權管機關初審 衛生局複審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建議事項 
   

審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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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報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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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環境消毒紀錄表 

 

___________環境消毒紀錄表 

以 1000ppm含氯漂白水消毒 

方法：取市售家庭用漂白水(含氯濃度一般 5-6%)20cc加入 1公升之自來水 

執行(○)  沒執行(X) 每半小時消毒一次     

    項目           

    

時間 
水龍頭 門把 

流理臺

周邊 

開關 

按鈕 
其他 執行者 審核者 

                

                

                

                

                

                

                

                

                

                

                

                

                

                

                

                

                

                

                

                

 



15 

 

附件五 

 ◎高雄市皮影戲館傳習教室： 

  ♥參賽人員座位安排採梅花座。 

   ♥創作比賽採固定座位並架設隔版，由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報到，比賽開始後比賽場

所除參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參與人員除飲水、用餐外應全程佩戴

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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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岡山文化中心藝文研習活動教室(1至4號教室)：  

  創作比賽採固定座位並架設隔版，由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報到，比賽開始後比賽場所除參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

參與人員除飲水、用餐外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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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 

  ♥頒獎典禮：得獎人員入口服務台報到，量體溫，得獎人員由各校指派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入場，人員座位安排採固定座位，  

             應全程佩戴口罩，室內不得飲食；家長不得入場，可至皮影戲館傳習教室觀看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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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岡山文化中心比賽及頒獎出入圖 

格式化: 左:  2.54 cm, 右:  2.54 cm, 上:
 2.25 cm, 下:  3.17 cm, 寬度:  29.7 cm,
高度:  21.0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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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台北偶戲館 

♥台北場:地點台北偶戲館三樓，參賽人員服務台報到，量體溫，比賽場所限參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 

        採固定座位，參與人員除飲水、用餐外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創作比賽預備教室 5號.(five)製偶工坊。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標楷體, (中文)
標楷體, 14 點, 字型色彩: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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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皮影戲館劇場 

♥參賽人員請先至報到處報到，量體溫，比賽場地除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外，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不得飲食，

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表演比賽：團隊入場統一從外部走樓梯從三樓陽台出入劇場與展場分開，參與比賽學校團隊依比賽梯次時間表於 f

比賽前 30分準時辦理報到，並於等候區休息等候，等演出團隊撤離後，下一參賽團隊依工作人員指示再行進場，

演出進場準備時間 20分，演出 15-20分(依比賽類別調整)，退場 5分，離場後由各團隊自行帶離，請勿於現場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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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

」-高雄場  

因應COVID-19防疫計畫 

 

 

 

 

 

 

 

 

 

 

附件 1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左 -0.01
字元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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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文化部、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承辦單位：高雄市彌陀區南安國民小學 

 

 

 

 

格式化: 置中, 右:  -0.1 cm, 行距:  1.5
倍行高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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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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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因應COVID-19

防疫計畫 

 

一、 目的：為防範舉辦「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時，因參加人

員聚集接觸造成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擴散，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相關防疫規範特訂定本計畫。 

二、 活動時間及地點： 

1.領隊會議：110年9月17日(五)上午9時於高雄市皮影戲館。 

2.刻偶（紙）比賽： 

(1) 台北偶戲館場次：(視報名狀況安排日期) 

刻偶（紙）比賽：110年9月25日(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110年9月25日(六)至9月 

     26日(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台北偶戲館。 

 (2) 雲林布袋戲館場次：(視報名狀況安排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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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刻偶（紙）比賽：110年9月25日(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110年9月25日(六)至9月 

     26日(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雲林布袋戲館。 

（3）高雄市皮影戲館場次：(視報名狀況安排日期、地點) 

     刻偶（紙）比賽：110年9月28日(二) 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 

     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 

     A：國中及國小組：110年9月30日(四)至10月1日(五)上 

     午9時至下午4時於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B：社會青年及高中職組：110年10月2日(六)至10月3日 

     (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皮影戲館、岡山文化中心辦理。 

3.創作比賽評審：110年10月5日(二) 於高雄市皮影戲館辦理。 

4.表演比賽彩排：110年10月6日（三）、7日（四）於高雄市皮影 

  戲館辦理。 

5.表演比賽：110年10月14日（四）、15日（五）於高雄市皮影戲 

  館辦理。因應肺炎疫情替代方案(依高雄市政府疫情規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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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防疫方案：取消現場比賽，改由承辦單位聘請專業攝影師至各 

  參賽學校錄影，再集中由評審統一觀看影片評分。 

6.頒獎典禮：110年10月30日(六)(地點：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 

  如因應肺炎疫情取消，則另行通知。 

7.作品展覽：獲前三名獎項作品，110年10月30日(六)至110年11 

  月7日(日)於高雄市皮影戲館展覽。如因應肺炎疫情導致皮影戲  館閉館則取消作品展覽，改將作品照片放至網路

供民眾瀏覽。參與人數：以實際報名人數為準。 

8.退件：台北偶戲館場次、雲林布袋戲館場次由承辦單位郵寄給各參賽選手，高雄市皮影戲館場次請自行於110年11

月12日(五)至11月19日(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至高雄市皮影戲館領回。  

三、 防疫措施： 

（一） 活動舉辦前： 

1. 隨時關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 」相關資訊，並於活動入口公告防疫相關訊息，供所有參與人員配合實施。 

2. 配合國內疫情狀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訊息，必要時，召開疫情行政會報商討是否需調整、延期

或取消，以防止群聚發生或疫情擴大。 

3. 於召開籌備會議或領隊會議時，除與會人員配戴口罩之外，並請透過各種溝通管道向參加選手加強宣導，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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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措施，並保持社交距離，例如：落實咳嗽禮節及手部衛生，另凡處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腹瀉等症狀者，不得活動。 

4.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之最新修訂版規範，工作人員皆完成疫苗施打，工作人員及參賽選手落實

自我健康狀況監測，且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

疑似症狀者，不得參與。倘活動前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急性呼吸道感染症或腹瀉等相關症狀者，

應主動向南安國小莊錦英主任報告，除完成請假手續、更換工作人員之外，並採取隔離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5. 活動前先行完成環境清潔及消毒作業，備有充足的體溫熱顯像儀、額溫槍、消毒槍、酒精、肥皂、口罩等物品

。 

（二） 活動舉辦期間： 

1. 僅開放各區比賽活動場地大門單一入口，人員進入前須進行檢疫，全程配戴口罩、量測體溫並實名記錄、酒精

消毒手部，如完成上述程序則手背貼防疫貼紙作為識別，若發現有體溫異常時(額溫≧37.5℃、耳溫≧38℃)，禁止

進入。 

2. 入口處以海報提醒所有參加人員「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手部衛生」、「呼吸道與咳嗽禮節」及「活

動會場全程戴口罩」等訊息，並於入口處設置大型垃圾桶以利丟棄隨身食品。另凡處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

健康管理者，一律不得進入校。 

3. 活動期間工作人員均配戴識別證，選手及來賓均需填具繳交健康聲明書 (邀請卡連同健康聲明書一併活動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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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來賓)。 

4. 選手除上午報到時及下午比賽前均應進行體溫量測、手部清消及監測健康狀況。 

5. 除表演比賽指導老師外，創作比賽陪同人員、家長一律不進入比賽會場，全程除用餐及飲水外，全程佩戴口罩

。 

6. 如發現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立即依衛福部訂定之應變機制處理及通報衛生單位07-7230250，

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7.比賽活動場所，比賽期間安排清潔人員針對如地面、桌椅等經常接觸之表面清潔，比賽期間廁所表面如水龍頭、

廁所門把等，以1000PPM漂白水每30分鐘一次，另視況增加清消頻次。 

8. 創作比賽：實施梅花座採「固定座位」、用餐期間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以個人套餐為主並使用隔板入座；用

餐期間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 

9.表演比賽：團隊入場統一從外部走樓梯從三樓陽台出入劇場與展場分開，參與比賽學校團隊依比賽梯次時間表於

比賽前30分準時辦理報到，並於等候區休息等候，等演出團隊撤離清消後，下一參賽團隊依工作人員指示再行進場

，演出進場準備時間10分，演出15-20分(依比賽類別調整)，退場5分，離場後由各團隊自行帶離，請勿於現場逗留

。 

10.頒獎典禮：表演比賽得獎隊伍每團得3名入場、創作比賽得獎人員由各校派1名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入場，家屬不得

入場，頒獎人員依頒獎類別進行分流頒獎，頒獎人員座位安排採梅花座固定座位，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室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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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容留人數80人。(視疫情調整) 

（三） 每日活動後： 

      1.活動結束後進行進行校園清潔及消毒工作 (如地面、桌椅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

、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降低公眾接觸傳播病原體之機會。 

      2.倘有發燒 額溫≧ 37.5 ℃、耳溫≧ 38 ℃、有呼吸道症狀 

        、嗅味覺異常或腹瀉等，應主動通報，並採取隔離防護措施 

        及引導就醫。 

四、 本計畫經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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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防疫海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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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大型活動防疫計畫整備檢核表 

活動名稱  地點  
□室內 □室外 

日期  人數  

主辦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檢核項目 主辦單位 權管機關 衛生單位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
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
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
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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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場全程須佩帶口罩。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2. 室內活動採實聯制。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3.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

者不得參加 (包含民眾、表演者、工作人員)。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4. 入場者須接受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量測體溫，倘有發燒(

耳溫≧38℃；額溫≧37.5℃)，不得入場。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5. 參與活動須攜帶手機並開機。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6. 提供手部消毒設備或服務。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7. 明確劃定活動區域界線，並設實體圍籬區隔。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8. 出入口處張貼防疫海報/看板(包含全程戴口罩、場內禁止飲

食、禁止攜帶食物等)及相關公告。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9. 活動現場須安排人員走動式防疫宣導(間隔100公尺1組人員

)，確認民眾配合防疫事項。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0. 經勸導後仍未配合佩帶口罩者或禁止飲食者，現場採證舉報

(人別資料、違規照片/影片等)，資料事後提報衛生單位進行裁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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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11. 活動場內不得設攤販賣食物。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2. 活動場內不得攜帶食物入場，並禁止飲食。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3. 增加公共空間及廁所消毒頻率(至少每30分鐘一次)，並視人

潮狀況增加消毒頻率 。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4. 設訂人流控管機制，防範活動範圍內人潮擁擠。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15. 提報定防疫應變計畫，內容包括應變機制規劃、防疫宣導規

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參加者住宿規劃及工作人員健康

管理計畫等，並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註：大型活動防疫對象均包含民眾、表演者、工作人員等。 

 主辦單位自評 權管機關初審 衛生局複審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建議事項    

審核人員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間距
套用後:  0 pt, 行距:  1.5 倍行高,  取
消項目符號與編號, 沒有段落遺留字
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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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報作業流程 

附件四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

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

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

賽」 

健康狀況聲明書 

※請選手填好以下資料並繳

交給工作人員。 

選手姓名： 

選手或家長手機： 

參加地點：□ 高雄市皮影戲

館      □ 岡山文化中心 

          □ 臺北偶戲館          

□ 雲林布袋戲館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要貼齊格線



39 

 

格式化: 字型: 斜體

參加項目： 

   □    月    日刻偶（紙）比賽   □    月    日刻偶（皮）及其他類材質比賽  

   □    月    日表演比賽         □    月    日頒獎典禮 

    

    茲證明本人參加「「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暨創意影戲表演比賽」活動，均符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健康狀況規範（非「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

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實施之對象，且無耳溫≧38℃，無額溫≧37.5℃），如有不實，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並

追究相關責任，特此證明。 

    為降低群聚風險，選手請遵守防疫規定並「禁止」陪同人員進入比賽試場。 

※為維護所有人員健康，發燒之選手一律禁止參賽※ 

 

 選手：                   (簽名) 

  

 家長(法定代理人)：                     (簽名)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
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要貼齊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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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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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環境消毒紀錄表 

 

___________環境消毒紀錄表 

以1000ppm含氯漂白水消毒 

方法：取市售家庭用漂白水(含氯濃度一般5-6%)20cc加入1公升之自來水 

執行(○)  沒執行(X) 每半小時消毒一次     

    項目           

    

時間 

水龍頭 門把 
流理臺

周邊 

開關 

按鈕 
其他 執行者 審核者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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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沒有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
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不
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離, 不
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
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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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活動容留圖(容留人數的計算方式依防疫規定平方公尺除以2.25為空間容納人數) 

 ◎高雄市皮影戲館傳習教室：面積46.86坪(154.9平方公尺)，空間容留人數：68人。 

  ♥參賽人員座位安排採梅花座，每桌3人16桌共可容納48人)。 

   ♥創作比賽參賽人員暨表演比賽採固定座位、梅花座並架設隔版，由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報到，比賽場所限參賽者

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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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岡山文化中心藝文研習活動教室： (容留人數的計算方式依防疫規定平方公尺除以2.25為容納人數) 

  由指導老師統一帶隊報到，比賽場所限參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梅花座並架設隔版，

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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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岡山文化中心演講廳(目前室內空間活動人數上限80人) 

  ♥總面積87.4坪；實用面積75坪〕247.93平方公尺；容留80人。 

  ♥頒獎典禮：得獎人員入口服務台報到，量體溫，繳交健康狀況聲明書，得獎人員由各校派1名指導老師統一帶隊

入場，家屬不得入場，頒獎人員依頒獎類別進行分流頒獎，頒獎人員座位安排採固定座位、梅花座，人員應全程佩

戴口罩，室內不得飲食，容留人數80人(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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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岡山文化中心比賽及頒獎出入圖 

♥高雄場:地點岡山文化中心B1研習教室，參賽人員入口服務台報到，量體溫，繳交健康狀況聲明書，比賽場所限參

賽者外，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梅花座並架設隔版，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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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台北偶戲館使用空間入館總人數不超過80人 

♥創作比賽預備教室5號.(five)製偶工坊：面積116平方公尺(30坪)，長14*寬8.3，容留人數50人。 

 創作比賽3號.(three)研習教室：面積72平方公尺(22坪)，長12.8*寬5.7，容留人數32人。 

♥台北場:地點台北偶戲館三樓，參賽人員服務台報到，量體溫，繳交健康狀況聲明書，比賽場所限參賽者外，指導

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梅花座，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中午用餐需架設隔板 (依疫情狀況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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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皮影戲館劇場使用空間入館總人數不超過80人:參賽人員服務台報到，量體溫，繳交健康狀況聲明書，比賽場所限

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外，家長不得入場，採固定座位、梅花座，不得飲食，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依疫情狀況調整

)。 

♥表演比賽：團隊入場統一從外部走樓梯從三樓陽台出入劇場與展場分開，參與比賽學校團隊依比賽梯次時間表於

比賽前30分準時辦理報到，並於等候區休息等候，等演出團隊撤離後，下一參賽團隊依工作人員指示再行進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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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進場準備時間20分，演出15-20分(依比賽類別調整)，退場5分，離場後由各團隊自行帶離，請勿於現場逗留。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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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布袋戲館：使用空間入館總人數不超過50人。 

♥創作比賽場地/一樓吧台區：面積57.2平方公尺(17.3坪)。 

 長13*寬10M，一樓吧台區容留人數25人。 

♥雲林場:地點雲林布袋戲館一樓，參賽人員入口服務台報到，量體溫，繳交健康狀況聲明書，比賽場所限參賽者外

，指導老師及家長不得入場，座位安排採梅花座，固定座位，參與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中午用餐時需架設隔板 (

依疫情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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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賽程 

【總計參賽人數：293人次】 

◎第一場次：9月25、26日(星期六、日)(總計2人) 

  比賽場地：台北偶戲館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周恢郁(中國科大)-小計1人 

  合計：1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李晶玉(致理科大)-小計1人 

     合計：1人 

 

◎第二場次：9月25、26日(星期六、日)(總計1人) 

  比賽場地：雲林布袋戲館 

附件 2 

格式化: 內文,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
線被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
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
則控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
符號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
字間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
間的距離

格式化: 內文,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
線被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
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
則控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
符號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
字間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
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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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盧景山(南投縣雲林國小)-小計1人 

合計：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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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9月28日(星期二)(總計127人) 

  比賽場地一：皮影戲館地下一樓傳習教室 (合計48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高年級組：五林國小9人、橋頭國小5人、仁武國小1人、 

              鳳雄國小5人-小計20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高年級組：橋頭國小3人、仁武國小1人、前峰國小1人、 

新甲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9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4人、仁武國小1人、南安國小6人-小計11人 

     國小低年級組：橋頭國小2人、仁武國小1人、南安國小5人-小計8人 

 

  比賽場地二：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一研習教室(合計31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中組：岡山國中10人、橋頭國中3人、龍肚國中6人、嘉興國中2人、 

        前峰國中1人、國昌國中2人、大灣國中1人、復華中學國中部 

        1人-小計26人 



55 

 

格式化: 字型: 斜體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紙偶組： 

國中組：岡山國中4人、橋頭國中1人-小計5人 

 

  比賽場地三：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二研習教室(合計25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高年級組：新甲國小2人-小計2人 

國小中年級組：五林國小17人、新甲國小4人、鳳雄國小2人- 

小計23人 

 

  比賽場地四：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三研習教室(合計23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9人、仁武國小2人-小計11人 

（2）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低年級組：五林國小9人、橋頭國小2人、新甲國小1人-小計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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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9月30日、10月1日 (星期四、五)(總計130人) 

  比賽場地一：皮影戲館地下一樓傳習教室(合計49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國中組：彌陀國中2人、右昌國中1人、國昌國中1人、中山附中國中部1 人 

        -小計5人 

國小高年級組：五林國小3人、橋頭國小3人、南安國小2人-小計8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3人、南安國小5人-小計8人 

國小低年級組：橋頭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4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皮偶組 

     國中組：橋頭國中1人、明華國中1人、右昌國中1人、國昌國中1人-小計 

              4人 

     國小高年級組：橋頭國小4人、前峰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8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4人、仁武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8人 

     國小低年級組：橋頭國小2人、仁武國小1人、南安國小1人-小計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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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場地二：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一研習教室(合計37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中組：南隆國中3人、英明國中4人、文府國中5人、復華中學國中部 

              1人-小計13人 

國小高年級：橋頭國小1人、竹圍國小7人、新甲國小1人、中壇國小8 

            人、彌陀國小2人、仁武國小1人、台南市勝利國小4人- 

            小計24人 

 

  比賽場地三：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二研習教室(合計23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小中年級：竹圍國小3人、中壇國小4人、彌陀國小3人、 

            仁武國小2人、鳳雄國小6人-小計18人 

     國小低年級：竹圍國小1人、彌陀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5人 

 

  比賽場地四：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三研習教室(合計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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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中組：大義國中1人、岡山國中1人、嘉興國中2人、彌陀國中1人、 

             台南市成功國中1人-小計6人 

     國小高年級組：竹圍國小1人、仁武國小1人、南安國小3人-小計5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3人、竹圍國小1人、南安國小2人-小計6人 

     國小低年級組：南安國小4人-小計4人 

     合計：21人 

 

◎第五場次：10月2、3日(星期六、日)(總計33人) 

  比賽場地：皮影戲館傳習教室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林佳靜(樹德科大)、蔡佩珍(台南大學)、郭玟琳-小計3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4人-小計4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林宗緯(台南大學)、龔泳真(台南藝大)、盧景山(南投縣雲 

                 林國小)、陳佳慧-小計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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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5人-小計5人 

（3）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蔡璧仰(新甲國小)、陳近與(國北教大)、吳金璉(台南市勝 

                 利國小)、歐毓菁(鳳雄國小)、胡令豪(梓官國中)、胡曦元(高 

                 雄科大)-小計6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3人、台南二中1人、高雄女中1人-小計5人 

（4）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戴素瑜(台南市忠義國小)、曹馨尹-小計2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3人、台南女中1人-小計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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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預演時間表（一） 

1.時間：110年10月6日（星期三） 

2.地點：皮影戲館3樓劇場 

 

（1）國小低年級組紙影戲2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09:00-09:30 五林野狼影戲團 野狼驚魂記 高雄市 五林國小 

附件 3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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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09:30-10:00 五林小魔女影戲團 當哈利碰上莎莉 高雄市 五林國小 

 

（2）國小中年級組紙影戲2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0:00-10:30 五林頑皮影戲團 頑皮公主不出嫁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0:30-11:00 五林野狼影戲團 大小野狼鬥智記 高雄市 五林國小 

 

（3）國小高年級組紙影戲2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1:00-11:30 梁祝影戲團 說書人之梁祝姻緣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1:30-12:00 水流庄影戲團 新后羿與嫦娥 高雄市 五林國小 

 

（4）國小高年級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3:30-14:30 竹圍戲團 西遊記-三打白骨精 高雄市 竹圍國小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
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
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
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
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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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預演時間表(二） 

1.時間：110年10月7日（星期四） 

2.地點：皮影戲館3樓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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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1）國小低年級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09:00-09:30 小小紙影戲團 猴子吃香蕉 高雄市 橋頭國小 

 

（2）國小中年級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09:30-10:00 橋頭國小紙影戲團 笑一下啦！膨膨 高雄市 橋頭國小 

 

（3）國小高年級組皮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0:00-11:00 橋頭國小皮影戲團 
橋仔頭鳳橋宮 

門神的故事 
高雄市 橋頭國小 

 

（4）國小高年級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1:00-12:00 東東 溫王爺 屏東縣 東興國小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
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
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
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
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
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
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
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
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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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預演時間表(三） 

1.時間：110年10月4日（星期一） 

2.地點：皮影戲館3樓劇場 

（1）國中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4:00-15:00 文府影劇團 再見凌波仙子 高雄市 文府國中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賽程（一） 

1.時間：1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2.地點：皮影戲館3樓劇場 

3.各參賽隊伍應於比賽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並觀賞其他隊伍的演出活動 

附件 4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置中,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
設定時，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
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
溢出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
的距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
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65 

 

格式化: 字型: 斜體

4.比賽時間表： 

（1）國小低年級組紙影戲4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09:00-09:30 小小紙影戲團 猴子吃香蕉 高雄市 橋頭國小 

09:30-10:00 五林野狼影戲團 野狼驚魂記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0:00-10:30 五林小魔女影戲團 當哈利碰上莎莉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0:30-11:00 小精靈紙影戲團 誰來代替大野狼 高雄市 
南安國小 

(戲台自搭) 

 

（2）國小高年級組皮影戲2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1:00-11:30 漯底山皮影戲團 龍穴傳奇 高雄市 南安國小 

(戲台自搭) 

11:35-12:05 橋頭國小皮影戲團 橋仔頭鳳橋宮 

門神的故事 

高雄市 橋頭國小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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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12:10-12:30 成績公佈及講評 

12:30 午餐 

 

 

 

 

 

 

「雕光見影-110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賽程（二） 

1.時間：1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2.地點：皮影戲館3樓劇場 

3.各參賽隊伍應於比賽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並觀賞其他隊伍的演出活動 

4.比賽時間表： 

（1）國小中年級組紙影戲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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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09:00-09:30 橋頭國小紙影戲團 笑一下啦！膨膨 高雄市 橋頭國小 

09:35-10:05 五林頑皮影戲團 頑皮公主不出嫁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0:10-10:40 五林野狼影戲團 大小野狼鬥智記 高雄市 五林國小 

 

（2）國中組紙影戲1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0:45-11:15 文府影劇團 再見凌波仙子 高雄市 文府國中 

11:20-11:40 成績公佈及講評 

11:40 午餐 

 

（3）國小高年級組紙影戲4組 

時間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縣市 演出學校 

13:00-13:30 竹圍戲團 西遊記-三打白骨精 高雄市 竹圍國小 

(戲台自搭)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

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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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13:35-14:05 梁祝影戲團 說書人之梁祝姻緣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4:10-14:40 水流庄影戲團 新后羿與嫦娥 高雄市 五林國小 

14:45-15:15 東東 溫王爺 屏東縣 東興國小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格式化: 縮排: 第一行:  0 cm, 右:  -0.1
cm, 左 -0.01 字元, 格線被設定時，
不要調整右側縮排, 行距:  1.5 倍
行高, 不要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
最後字元, 不允許標點符號溢出
邊界, 不調整中文字與英文字間的距
離, 不調整中文字與數字間的距離,
不要貼齊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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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斜體

「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賽

程 

【總計參賽人數：329人次】 

◎第一場次：111年 9月 24、25日(星期六、日)(總計 7人) 

  比賽場地：台北偶戲館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盧勁綸(鹿谷國中)、盧景山(南投縣雲林國小)-小計 2人 

  合計：2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龔泳真(臺南藝術大學)-小計 1人 

     合計：1人 

（3）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李晶玉(致理科大)、陳近與(台北教大)、 

     吳金璉(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小計 3人 

  合計：3人 

（4）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蔡佩妤(臺灣藝術大學)-小計 1人 

     合計：1人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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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111年 9月 27日(星期二)(總計 126人) 

  比賽場地一：皮影戲館地下一樓傳習教室 (合計 48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14人) 

     國中組：岡山國中 4人、橋頭國中 3人、龍肚國中 1人、嘉興國中 1人、 

             鳳山國中 1人、國昌國中 3人、仁武高中國中部 1人-小計 14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紙偶組：(34人) 

國中組：岡山國中 8人、橋頭國中 1人、仁武高中國中部 1人、復華中學 

 國中部 1人-小計 11人 

國小高年級組：橋頭國小 3人、竹圍國小 1人、前峰國小 1人、 

新甲國小 1人、南安國小 2人、仁武國小 1人-小計 9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 4人、仁武國小 1人、南安國小 2人、 

新甲國小 1人、竹圍國小 1人-小計 9人 

     國小低年級組：南安國小 4人、橋頭國小 1人-小計 5人 

 

  比賽場地二：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一研習教室(合計 33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高年級組：五林國小 12人、橋頭國小 7人、仁武國小 1人、 

                   新甲國小 3人、竹圍國小 2人、鳳雄國小 8人-小計 33人 

 

  比賽場地三：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二研習教室(合計 22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中年級組：五林國小 10人、新甲國小 4人、鳳雄國小 4人、         

                 仁武國小 3人、五福國小 1人-小計 22人 

 

  比賽場地四：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三研習教室(合計 23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紙偶組：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 6人-小計 6人 

國小低年級組：五林國小 12人、橋頭國小 2人、鳳雄國小 3人 

                    -小計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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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111年 9月 29日、9月 30日(星期四、五)(總計 151人) 

  比賽場地一：皮影戲館地下一樓傳習教室(合計 48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國中組：橋頭國中 1人、嘉興國中 1人、國昌國中 1人、 

             中山附中國中部 1 人、嘉興國中 1人 -小計 5人 

國小高年級組：五林國小 2人、橋頭國小 3人、南安國小 3人、 

              鳳雄國小 1人-小計 9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 3人、南安國小 6人-小計 9人 

國小低年級組：橋頭國小 1人、南安國小 4人-小計 5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皮偶組 

     國中組：橋頭國中 1人、明華國中 1人、右昌國中 1人-小計 3人 

     國小高年級組：橋頭國小 3人、仁武國小 1人、南安國小 2人-小計 6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 3人、仁武國小 1人、南安國小 4人-小計 8人 

     國小低年級組：南安國小 3人-小計 3人 

 

  比賽場地二：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一研習教室(合計 31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中組：南隆國中 5人、文府國中 3人、復華中學國中部 1人、 

仁武高中國中部 1人-小計 10人 

（2）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小高年級：鳳雄國小 8人、中壇國小 7人、台中益民國小 5人 

彌陀國小 1人-小計 21人 

 

  比賽場地三：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二研習教室(合計 23人) 

（1）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中組：英明國中 3人、仁武高中國中部 1人、嘉興國中 1人、 

彌陀國中 1人-小計 6人 

     國小高年級組：竹圍國小 2人、仁武國小 1人、橋頭國小 2人、 

                   前峰國小 1人-小計 6人 

     國小中年級組：橋頭國小 2人、竹圍國小 4人、南安國小 2人-小計 8人 

     國小低年級組：南安國小 3人-小計 3人 

      

  比賽場地四：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三研習教室(合計 19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小低年級：橋頭國小 1人、竹圍國小 1人、鳳雄國小 4人、 

                 中壇國小 3人-小計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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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鳳雄國小 10人-小計 10人 

比賽場地五：岡山文化中心地下一樓第四研習教室(合計 30人)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小高年級：橋頭國小 3人、竹圍國小 7人-小計 10人 

（2）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國小中年級：竹圍國小 9人、橋頭國小 2人、南安國小 3人、 

            仁武國小 3人、彌陀國小 3人-小計 20人 

 

 

◎第四場次：111年 10月 1、2日(星期六、日)(總計 45人) 

  比賽場地：皮影戲館傳習教室 

（1）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歐毓菁(鳳雄國小)、楊嘉惠(五林國小)、 

            張玉梅(楠梓國小)、郭玟琳、莊財富、林佳靜-小計 6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 5人-小計 5人 

（2）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皮偶組 

     社會青年組：林宗緯、盧勁綸(鹿谷國中)、盧景山(南投縣雲林國小)、 

莊麗櫻-小計 4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 5人-小計 5人 

（3）不限主題自由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林晉田、陳佳慧、黃琬柔-小計 3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 5人、岡山農工 7人-小計 12人 

（4）即席指定主題創作類-其他類材質組 

     社會青年組：曾愉捷(屏東大學)、曹馨尹、徐雅貞-小計 3人 

     高中職組：鼓山高中 6人、台南女中 1人-小計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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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預演時間表（一） 

1.時間：111年 10月 05日（星期三） 

2.地點：皮影戲館 3樓劇場 

 

縣市 演出學校/團體 預演時間 劇團組數 

高雄市 橋頭國小 09:00-11:00 2組 

高雄市 行空影窗戲團 11:00~12:00 1組 

高雄市 竹圍國小 13:30~14:30 1組 

 

 
 

「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預演時間表(二） 
1.時間：111年 10月 06日（星期四） 

2.地點：皮影戲館 3樓劇場 

 

縣市 演出學校/團體 預演時間 劇團組數 

高雄市 五林國小 09:00-11:00 7組 

南投縣 爽文國小 11:00~12:00 1組 

高雄市 龍肚國中 13:30~14:30 1組 

 

 

 

 

 

 

 

附件 3 

格式化: 縮排: 凸出:  1.18 字元,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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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賽程（一） 

1.時間：111年 10月 13日（星期四） 

2.地點：皮影戲館 3樓劇場 

3.各參賽隊伍應於比賽前 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並觀賞其他隊伍的演出 

4.比賽時間表： 

（1）社會青年組紙影戲 1組  

時間 縣市 劇團名稱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09:00-09:30 高雄市 行空影窗戲團 大聖好ㄇㄤˊ 

（2）國小低年級組紙影戲 3組 

時間 縣市 演出學校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09:30-10:0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C1 山豬與野狼 

10:00-10:3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C2 頑皮公主不出嫁 

10:30-11:00 高雄市 
南安國小 

(戲台自搭) 
小甜心紙影戲團 誰來代替大野狼 

（3）國小高年級組皮影戲 2組 

時間 縣市 演出學校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11:00-11:30 高雄市 
南安國小 

(戲台自搭) 
漯底山皮影戲團 正港的英雄 

11:30-12:00 高雄市 橋頭國小 
橋頭國小 

高年級皮影戲團 

橋仔頭鳳橋宮 

媽祖傳奇 

12:10-12:30 成績公佈及講評 

12:30 午餐 

（4）高中職組紙影戲 1組 

時間 縣市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13:00-13:30 雙北聯隊 北影無蹤 后崛 

13:40-14:00成績公佈及講評 

附件 4 格式化: 左:  2.75 cm, 右:  3.17 cm, 上:
 1.5 cm, 下:  1.25 cm, 本節末不印章節
附註, 寬度:  21.01 cm, 高度:  29.7 cm,
頁首與頁緣距離:  1.27 cm, 頁尾與
頁緣距離:  1.27 cm, 沒有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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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光見影-111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表演比賽」賽程（二） 

1.時間：111年 10月 14日（星期五） 

2.地點：皮影戲館 3樓劇場 

3.各參賽隊伍應於比賽前 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並觀賞其他隊伍的演出 

4.比賽時間表： 

（1）國小中年級組紙影戲 5組 

時間 縣市 演出學校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09:00-09:30 高雄市 
南安國小 

(戲台自搭) 
小精靈紙影戲團 神奇的水瓢 

09:30-10:0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B1 
棄嘴與穩龜 

之梁祝姻緣 

10:00-10:3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B2 野狼驚魂記 

10:30-11:0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B3 當哈利碰上莎莉 

11:00-11:30 高雄市 橋頭國小 
橋頭國小 

中年級紙影戲團 

水流庄媽祖 

大戰烏鴉精 

（2）國中組紙影戲 1組 

時間 縣市 演出學校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11:30-12:00 高雄市 龍肚國中 龍闕里偶戲團 青雲夢 

12:10-12:30 成績公佈及講評 

12:30 午餐 

（3）國小高年級組紙影戲 4組 

時間 縣市 演出學校 劇團名稱 演出戲碼 

13:00-13:30 高雄市 
竹圍國小 

(戲台自搭) 
竹圍戲團 蘭若寺外傳 

13:30-14:00 南投縣 爽文國小 太陽神偶戲團 狼來了 

14:00-14:3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A1 新后羿與嫦娥 

14:30-15:00 高雄市 五林國小 五林影戲團 A2 東遊記之戲說影史 

15:10-15:30成績公佈及講評 15:20-15:40成績公佈及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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