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全國立型盃商用字彙比賽
Business English Vocabulary Competition
一、

110.03.16 修

活動目的：藉由競賽活動提升全體學生英文商用單字能力，促進校際互相觀

摩與交流，建立邁向國際化的良好語言基礎。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三、

參賽對象：

1. 全國大專院校「非英語相關系科、英語翻譯系及外語教學系」且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者(不得有雙重國籍)之在學學生。
2. 未曾在英語系國家居住或英語系國家學校求學(含留學、遊學及交換學生)超
過一年(含)以上者。
四、

比賽賽制與名額：採個人賽制。每校最多限派 5 人參賽，正取 110 名

五、

比賽日期：110 年 5 月 20 日(四) 14:00~17:00

六、

比賽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請參閱最後

一頁交通資訊) 中正大樓 4 樓 3412、3413、3414、3415 語言教室
七、

報名流程：

1. 報名時間：110 年 4 月 6 日(二)起至 5 月 4 日(二)12:00AM 止或額滿即截止
2. 報名方式：
(1)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
(2) 請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網站
http://language.nutc.edu.tw/bin/home.php 點選「2021 全國立型盃商
用字彙比賽」線上報名按鈕，填妥參賽者相關資料，始完成報名手續。
(3) 完成報名手續後，主辦單位將於三日內以 e-mail 方式通知報名是否成
功，如未收到信件，請自行來信/電詢問。
八、

比賽重要時程與規定說明事項：

1. 商用英文單字表及「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單字測驗系統」介面操作說
明請自行至活動網站中下載(附件一、二)。
2. 報名截止日為 5/4(二)12:00AM，5/6(四)12:00AM 統一開放「Easy test 線上
學習測驗平台-單字測驗系統」線上測驗練習回連結網址，練習回連結有效期
限至 5/19(三)23:59 即失效。
3. 5/6(四)12:00AM 前會以 e-mail 方式通知線上測驗平台登入之個人專屬帳號
及密碼，請多加留意信箱收件，沒收到信件者請自行來信/電詢問。
4. 全國參賽名單及教室座位表於 5 月 17 日(一)17:00 前公告於本語言中心網站
【校內公告】處，請自行前往網站查看，將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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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線上報名無學校學生驗證機制及校內防疫規定，比賽當日請務必攜帶「學
生證」及「身分證」正本以供校方查驗，落實防疫實名制；若無可核對之證
件，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6. 獲獎名單於 5/21(五)17:00 前公告於本語言中心網站【校內公告】處。
7. 獎狀及獎項將於賽後一個月內以掛號寄出，如未收到，請自行來信/電詢問。
九、

測驗說明：

1. 採「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單字測驗系統」電腦線上測驗。
2. 測驗範圍及參考書目：商用英文字彙 1392 字，單字表請至活動網站中下載
附件。
測驗

測驗方式

種類

題數

總分

測驗一

看英文，選中文

看英文
選出正確的中文選項

100 題

100 分

測驗二

看英文例句，選答
案

看英文例句
選正確的英文字彙選項

100 題

100 分 約 66 分鐘

50 題

100 分

測驗三 英文例句，拼單字
十、

看及聽英文例句，拼出例
句空格中的單字

作答時間

評分方式：

1. 評分方式：以「個人」為單位，採個人計分制。
2. 如總分相同，則以「測驗三：英文例句，拼單字」成績作為比較優先依據；
若「測驗三：英文例句，拼單字」成績亦相同，則以「測驗二：看英文例
句，選答案」成績作為比較次要依據；若三項測驗成績皆相同，則以最快完
成測驗總時間(依教師端電影投影幕的中原時間為憑)作為最後比較依據，如
發生同分，名次需併列之情形，主辦單位保有修改獎項內容之權利。
十一、 比賽流程：
時間
14:00~14:30

流程

地點

報到

中正大樓 4 樓語言中心

14:30~14:40

活動大合影

14:40~15:00

比賽規則說明

15:00~16:30

正式比賽

16:30~17:00

宣布比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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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獎勵方式：
獎項

名額

獎項內容

第一名

1名

獎狀乙紙及 3,000 元超商禮券

第二名

1名

獎狀乙紙及 2,000 元超商禮券

第三名

1名

獎狀乙紙及 1,000 元超商禮券

佳作

6名

獎狀乙紙及 500 元超商禮券

十三、其它注意事項：
1. 14:00 開放簽到及入場，14:30 停止入場，超過時間視為遲到放棄比賽資格。
2. 12:00-13:50 為場佈時間，恕不接受過早到場的同學提前入場，以免影響工作
人員場佈考試場地。
3.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請全數參加者(含陪同者)佩戴口罩，並配合於簽到
處進行體溫測量及噴拭酒精消毒後方可進入會場，若無戴口罩者，恕不接受進
入考試會場。參賽者於比賽期間務必全程戴口罩直到比賽結束離場。
4. 本中心設有陪同者休息室，請陪同者於考試期間至休息室休息並務必全程佩戴
口罩，請陪同者勿進入考試場地，以免影響考生權益。
5. 報名後因故得取消參賽，請務必於賽前一週告知主辦單位，以利安排後續行政
作業。
6. 凡報名參賽者視同同意提供個人資訊，其資訊僅供本項活動專用。
7. 比賽過程中，手機須全程關機，且不得攜帶電子字典、單字表、小抄等非應試
用品。作弊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8. 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冒名
參賽或違反參賽資格，經查證屬實，得予取消比賽資格；已領取之獎品及獎
狀，主辦單位得予追回。
9. 如遇停電、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以致比賽中止或取消，將另訂比賽時間並公
告於活動網站上。
10. 關於活動辦法及防疫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則另行公佈於活動網站，敬請密切
注意語言中心網站公告訊息。
11.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說明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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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聯絡方式：
1. 活動承辦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語言中心 陳小姐
TEL：04-2219-5192，E-mail：wenly0507888@nutc.edu.tw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網頁：http://language.nutc.edu.tw/bin/home.php
十五、交通資訊：
1. 搭乘公車：於臺中火車站下車，搭乘公車前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一中商
圈、一中街」等站名皆可直達本校。另搭到「中友百貨、臺中一中」站則需
步行 5-10 分鐘即可抵達本校。
(1) 臺中車站(臺灣大道)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台中客運 6、8、9、14、15、41、71、82、88 號公車
統聯客運 61、81、83 號公車
(2) 臺中車站(民族路口)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台中客運 12、27、35 號公車
統聯客運 1、25 號公車
2. 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中站下車搭乘 37 號公車，在「臺中車站(民族路口)」下車，再轉
搭 1、12、25、27、35 號公車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站即抵達本校。
3. 校園平面示意圖：
當日校門口會有方向指標牌指示，請按標示走即可到活動場地。

▲ 「2021 全國立型盃商用字彙比賽」比賽場地示意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中正大樓 4 樓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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