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nanMUN XI 
第十一屆臺南模聯活動辦法 

一、 活動緣起 

藉由模擬聯合國開會的活動,開創一個國際化的舞臺,使臺灣的高中生可藉   

此培養多元的國際觀與價值觀,提升內涵,與國際社會接軌。 

二、 活動目的 

(一) 透過參與《TainanMUN 臺南模擬聯合國會議》,使參與。同學了解聯合國 

    議的精髓,拉近國際事務與我們―世界公民―的距離。 

(二) 促使高中生以另一個角度看世界議題,體驗外交議事的四段攻防策略。透

過議中的遊說過程,揣摩各國外交官在國際間如何折衝尊俎。 

(三) 藉由本活動培養未來國際上的青年領袖,增進青年的領袖風範和「關心世   

       界,關懷弱勢」的處世態度。 

(四) 培養參與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三、 活動日期 

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13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08 時 00 分至 20 時 00 分 

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08 時 00 分至 16 時 30 分 

 

四、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五、 指導老師：歐陽佩婷 老師 

 

六、 主辦單位：百十一級臺南一中模擬聯合國社 

 

七、 指導單位：國立臺南一中、國立臺南一中學務處 

 

八、 聯絡方式 

(一) 第十一屆臺南模聯信箱：tainan.mun.xi.tnfsh@gmail.com 

(二) 臺南一中學務處：06-2371206#320 

 

九、 報名方式 

(一) 第一階段報名（Form I）: 

   於 10/16 前至以下網址填寫團體報名表單(本次活動以學校為單位報名，   

   請各校欲參加之同學以學校為單位統一報名) 

https://forms.gle/1LJFF7mKTug6qKuM9 

(二) 第二階段報名(Form II 含付費)： 

第二階段表單將於 11/25 日寄予第一階段成功團體報名者 

(三) Chair 徵召： 

(四) Staff/Press 徵召： 

 

 



十、 報名費用 

(一) 每人新台幣 2500 元整 

 

十一、 交通與食宿規劃 

交通：將由參加者自行處理 

飲食安排：餐點將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 

住宿安排：主辦單位將提供住宿資訊給與會者參考但不提供住宿 

十二、 活動流程表 

時間 內容 場地 

02/01 (一) 

1330-1400 報到 國際會議廳 

1400-1520 開幕式 國際會議廳 

1530-1700 會議時間 各所屬議會 

場地復原 

02/02 (二) 

0800-0830 報到 各所屬議會 

0830-1150 會議時間 各所屬議會 

1150-1320 午餐 群英堂 

1320-1630 會議時間 各所屬議會 

1730-2000 晚會時間 群英堂 

02/03 (三) 

0800-0830 報到 各所屬議會 

0830-1150 會議時間 各所屬議會 

1150-1320 午餐 群英堂 

1320-1500 會議時間 各所屬議會 

1500-1630 閉幕式 國際會議廳 

 
PS: There are still some vacancies for the chairs and the pres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just join us. (the 
form is attached below) 
Chair: https://forms.gle/fCkk1xc3fUwnRrVT6 
Press: https://forms.gle/CiSAbEDZbJaDSHtdA 
 



TainanMUN XI Invitation Letter 

Dear MUN Directors, 

       The TainanMUN Organizing Team from Tainan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extends our warmest invitation to your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ainanMUN XI, which will be held during 2/1-3, 2021. TainanMUN had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delegat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onferences in Southern 
Taiwan. This year, we will be hosting a total of five committees, with an expected number of around two hundred delegates. 
To provide better hospitality and to create buffers for travel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be staged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first day, 2/1. The TainanMUN XI Organizing Team strives to bring forth a conference with maximum professionalism and 
utmost hospitality. Once again, we welcome your school’s participation in TainanMUN XI. 

       Following is the link for Form I of TainanMUN XI. Kindly fill in the form before 10/16 to indicate your school’s 
participatio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rG2JrOU-
VJfijGMOdfOtPTabd8H4vm8FLI8d4WQgKWe0GFg/viewform?usp=sf_link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the TainanMUN XI Organizing Team via email! 
(tainan.mun.xi.tnfsh@gmail.com)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Best regards, 

 

Steffi Ou Young, 

MUN Director of Tainan MUN XI, 

 

James Tuan, 

Secretary General of TainanMUN XI. 

  

***TainanMUN XI  Information: 

Date: February 1-3, 2020 

Venue: Tainan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Address: No. 1, Sec. 1, Mintzu Rd., Tainan, Taiwan 

Fee: 2500 NTD per participant and 1200 NTD per director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re not inclu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