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國國小育成盃小學生英文單字大賽
比賽緣起：

活動網站

為鼓勵小學生加強英語基本能力，希望藉由單字比賽過程激發學生英語學習的熱忱，進而達到推廣英語教育
的目的。英語能力的基礎源自紮實的單字累積量，能夠正確並快速習得英文單字是提升英語程度的第一步，
希望透過舉辦單字比賽活動，提升學生英語學習的風氣和興趣，進而提高語言表達能力。
活動目的：
一、冀望本活動可增進小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精熟英語單字背誦方法，逐漸引發英語學習興趣。
二、提供一個舞臺給每一個孩子，喜歡習得英文單字，從小紮根英語文，加速邁向國際化的腳步。
主辦單位：雲林縣嘉賀華人教育協會 輔導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林國楨教授輔導)
參賽組別：低年級組(國小一、二年級)、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高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
比賽地區: 台中、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比賽日期、准考證：
(一)比賽日期：109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5:00，前 10 分鐘講解準備，若遇天災、颱風時經主管
機關核定停止上班上課時比賽將順延，日期將公布在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不會另行通知。
(二)比賽地點：在 109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公告於活動網站，准考證號碼在考前三天前開放於活動網站自
行查詢和下載，或於上班時間在官方 LINE@上查詢、撥打電話(不另寄送准考證)，應試時也只需帶可識別身
分之證件(健保卡等)。
報名費：900 元(含場地費、出題、閱卷、工作人員、行政庶務等費用)，※報名費繳交後，無法應試視同棄
權，將不退報名費。(鼓勵環保: 網路報名完成後，將寄送電子檔題庫、電子檔單字本至電子信箱)
報名及繳費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2 月 23 日截止報名 ，109 年 2 月 26 日截止繳費，方式 1、網路報名:於活
動網站加入會員後按照指示即可完成報名(提供四大超商繳費及網路轉帳)。方式 2、將報名表與面額新台幣
九百之郵政匯票寄至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 71 號。(無論何種報名，皆可在考後兩周在網站上查詢成績)
測驗內容：共 50 分鐘測驗內容為測驗一:英翻中、測驗二:中翻英，測驗三:閱讀測驗，皆為四選一選擇題。
競賽題目命題內容與評比方式：
(一) 以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課程英文單字最新修訂的 2,000 字當為命題基準的依據，
「單字表」均公布於活動
網站 (www.eagleedu.com.tw)提供下載。
(二)比賽成績，以測驗總分為評比的依據，若總分相同，則以「英翻中」成績當作比較的依據；若「英翻中」
成績亦相同，則以「中翻英」成績當作比較的依據；若三項測驗分數皆相同，則列為比賽同名次。
比賽之獎勵：測驗成績 60 分以上者，頒發英文單字合格證書乙張。
冠軍一名:獎金 3,000 元(同名次者獎金均分)、亞軍一名:獎金 2,000 元(同名次者獎金均分)、季軍一名:獎金 1,000
元(同名次者獎金均分)、特優 30 名(各組全國前 30 名、不含前三名)獎金各 200 元及獎狀。
其他事項：
考場相關規定請參閱活動網站之簡章內容，已上若有變更，均會公布於活動網站上，內容可視比賽狀況而定。
相關問題請聯絡張小姐 0925-306-523、jiahejhaedu@gmail.com，或在活動網站上也可以回報問題。
---------------------------------------------------------------請沿虛線剪下報名表回條----------------------------------------------------報名表請以正楷勿用藝術字填寫

2020-全國國小育成盃小學生英文單字大賽
-小學生英文單字大賽實施計畫壹、計畫緣起
我們是不是可以為現代學子，提供一個更好的英語競賽選擇，在這個地球村的
時代，不管是財務投資、產業分析、科技研發、醫學科技等、擁有整合資訊、
分析趨勢的能力，其共同的語言便是：英語。藉由競賽活動，提升英語學習與
應用能力，啟發潛能，甚至；激發增進現代學子的語文思考力，增進其競爭力
及外國語言人才的培育，以其蔚為風氣。
為此願景，於是我們成立了嘉賀華人教育協會，積極規劃教育活動課程，
皆由英語競賽方式進行，盼能從競賽活動中提升孩子的學習力及其語言學習的
興趣，藉由題型變化發現問題，比找到答案更重要！促使學童從小吸收外國語
文素養及其樂趣，並從競賽活動體察中，培養現代學子的洞察力與敏捷的思考
能力，進而產生對英語學科領域的興趣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君子之學貴慎始，願藉由協會對英語競賽的推廣，一方面希望可以給現代學
子，從一開始的英語學科教育就是最好的。另一方面更希望藉由競賽無差距且
帶來更為豐富的英語學科領域學習。於是本協會(嘉賀華人教育協會)與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攜手合作，舉辦小學生英語單字測驗比賽活動，期盼透
過有趣的競賽測驗活動，培養建立起現代的小學子對英語學科領域的興趣及獨
立思考能力，進而激發出創造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鼓勵小學生加強英語基本能力，希望藉由單字大賽過程激發學生英語學
習的熱忱，進而達到推廣英語教育的目的。英語能力的基礎源自扎實的單字累
積量，能夠正確並快速拼出英文單字就是提升英語程度的第一步，希望透過舉
辦字彙拼讀活動，提升學生英語學習的風氣和興趣，進而提高語言表達能力。
不可諱言的，在今日地球村的時代裡，英語是世界主要的共通語言，我們
要與世界各國人民溝通，主要的溝通語言還是以英語文為主。如何鼓動風潮，
讓全民學英語，進而提高人民英語文能力，是現階段教育重要的課題之一。一
方面強化教學者重視習得英文單字這一項基礎工作，另一方面再提供一個舞台
給每一個孩子都喜歡習得英文單字，從小扎根英語文。加速邁向國際化的腳
步，藉此提升國際競爭力。進而提升整體國民的英語文能力素質。

貳、計畫目的
一、冀望在本計畫活動下讓中小學生可以在良性競爭的比賽下，精熟英語單字
簡易背誦方法，逐漸引發英語學習興趣。
貳、透過活動比賽進行方式，活化優質的練習內容，增進小學生英語基礎能
力。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嘉賀華人教育協會
二、輔導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林國楨教授輔導)
肆、參加對象資格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與學生身分證件者，國小一年級(含)以上均可報名參
加。
伍、辦理方式
分組：區分為三組：低年級組(小學一、二年級)、中年級組(小學三、四年
級)、高年級組(小學五、六年級)。
個人賽：個人賽以鼓勵學生盡量參加為原則。利用本比賽工具與資源，每年行
事曆排入單字比賽，對學生、老師、家長、學校等都有具體目標與助益。
三、報名時間、比賽日期、地點、准考證：
（一）報名及繳費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2 月 23 日截止報名，109 年 2 月
26 日繳費
(二) 比賽日期:109 年 3 月 8 日下午 14:00~15:00，若遇天災、颱風時，經
主管機關核定停止上班上課時，比賽將順延，日期將公布在活動網站
(www.eagleedu.com.tw)，不會另行通知。
（三）地點：考試前兩周(109/2/24)公告台中、雲林、台南、高雄、嘉義五
個考場，公告於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
（四）准考證：為響應環保准考證將不寄發，將在考前三天開放在活動網站
(www.eagleedu.com.tw)提供查詢與下載
四、比賽之實施：
測驗內容：共 50 分鐘，測驗內容為測驗一拼:英翻中，測驗二:中翻英，
測驗三:閱讀測驗，皆為四選一選擇題。
五、競賽題目命題內容與評比方式：
(一)英文單字：以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課程英文單字最新修訂的 2000 字當
為命題基準的依據，視比賽實際情況提升測驗等級。「單字表」均公布於網站中
(www.eagleedu.com.tw)提供下載。
(二)評比方式：比賽成績，以測驗總分為評比的依據，若總分相同，則以
「英翻中」成績當作比較的依據；若「英翻中」成績亦相同，則以「中翻英」
成績當作比較的依據；若三項測驗分數皆相同，則列為比賽同名次。
六、出題與評分方式：測驗一 35 題、測驗二 35 題，測驗三 30 題，每題一分，
總分一百分。說明如下表：
賽別內容

滿分

總分

測驗時間(分鐘)

低年級組
(小學一、二年
級)

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
(35 題) (35 題) (30 題)

100

50

中年級組
(小學三、四年
級)

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
(35 題) (35 題) (30 題)

100

50

高年級組
(小學五、六年
級)

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
(35 題) (35 題) (30 題)

100

50

七、其他規定：
(一)作弊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並通知就讀學校。
(二)不得攜帶字典、電子字典、手機、單字表(小抄)或相似功能的物品。
(三)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因素，經政府部門發布停止上班上課時，另訂比賽日
期。
(四)現場學生若發生急症，中斷比賽，學生該次成績不算，並且視為自動棄權
不得重新比賽。
(五)相關問題請電洽張小姐 0925-306-523 或 E-mail：jiahejhaedu@gmail.com
(六)已上若有變更均會公布於活動網站上，內容可視比賽狀況而定
陸、獎勵
一、比賽之獎勵：
測驗成績 60 分以上者，頒發英文單字合格證書。人數眾多獎狀無法即時印
出，將統一寄至府中，特優以上將會至寄學校。
賽組之獎勵：
(一)各組各取個人獎冠軍一名、亞軍一名、季軍一名、特優 30 名。
(二)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將公布得獎個人、學校，並透過媒體
向全國宣傳，另函請相關單位給予獎勵。
獎金、獎狀得分計分方式如下表所示：(若有同分獎金即平分)
類別

獎狀

獎金

人數

獎狀

個人獎

冠軍

3,000 元

1名

學生獎狀乙張，級任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亞軍

2,000 元

1名

學生獎狀乙張，級任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季軍

1,000 元

1名

學生獎狀乙張，級任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特優

200 元

30 名

學生獎狀乙張，級任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各組全國前 30 名、不含前三名)

※參加競賽進場時必須攜帶物品：
學生證(若無學生證，請攜帶健保卡、等可供辦別之身分證名)、文具。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另行以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公告之，不另行
通知，請密切注意網站的公告訊息。

柒、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可由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加入會員後。按照指示報
考比賽，提供線上轉帳及四大超商繳費，加入會員後還能報名參加許多活動，
此方法快速方便(鼓勵環保: 此次網路報名完成後，將寄送電子檔題庫、電子檔
單字本至電子信箱)。
相關問題請洽張小姐 0925-306-523 或 E-mail：jiahejhaedu@gmail.com
二、郵寄方案：將報名回條與面額新台幣九百元整之郵政匯票寄至雲林縣自強
街 71 號。受款人: 雲林縣嘉賀華人教育協會陳東申
四、報名表下載: 請至活動網站(www.eagleedu.com.tw)下載專區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