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12012019999 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專業英語口說大賽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專業英語口說大賽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專業英語口說大賽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專業英語口說大賽【【【【比賽簡章比賽簡章比賽簡章比賽簡章】】】】    
 

艾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 Labs Inc. 台北市 10455中山區松江路 65號 5樓 5F, No.65, Sung-Jiang Rd. Taipei, Taiwan104 

Tel: 02-2506-9010  Fax 02-2506-0836  Website: http://www.myet.comE-mail: support@llabs.com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活動宗旨    

鼓勵全國大專院校護理、妝品、幼保、保健、餐旅、食品、美容與美髮造型、藥妝生

技及化工等相關科系學生強化專業英語聽說能力，打好專業英語學習基礎，並使用正

確而有效的方式學習主修相關專業英語    

主辦單位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外語學科、長庚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協辦單位 艾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選拔賽報名/競賽時間 2019 年 09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PM 23:59:59 止 

現場競賽報名時間 2019 年 11 月 05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13 日 PM 17:00 止 

現場競賽/頒獎時間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3:30 至 16:00(共計約 2.5-3 小時) 

現場競賽地點 長庚科技大學 林口校區 F棟大樓 2F電腦教室 

比賽組別 (一)護理組(二)妝品組(三)幼保組(四)保健組 

比賽賽制 
(一)選拔賽(各校也可透過選拔賽挑選代表隊選手，或是做為賽前練習) 

(二)現場競賽為團體賽    

比賽模式 (一) 跟讀模式：例句(聽一句看字幕唸一句)，(二)朗讀模式：文章(聽完看字幕唸) 

計分方式 (一) 初賽採個人總和總分排名賽。(二)決賽採團體隊伍總和總分排名賽。 

報名資格 

(一) 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專科或二、四年制護理、妝品、幼保、保健、餐旅、食品、

美容與美髮造型、藥妝生技及化工等相關科系在校生((((限本國籍限本國籍限本國籍限本國籍))))且近一年內未在且近一年內未在且近一年內未在且近一年內未在

英語系國家居住者英語系國家居住者英語系國家居住者英語系國家居住者，皆可報名參賽皆可報名參賽皆可報名參賽皆可報名參賽。 

(二) 各校所挑選參加現場競賽隊伍成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先先先先參加參加參加參加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並經由系上老師或系主

任署名推薦，依參賽組別組隊完成報名後，才正式取得現場競賽參賽資格；各組各組各組各組

報名上限報名上限報名上限報名上限 11110000 隊隊隊隊，每校的單一校區每組限報每校的單一校區每組限報每校的單一校區每組限報每校的單一校區每組限報 3333 隊隊隊隊((((二隊候補二隊候補二隊候補二隊候補))))，每隊限數每隊限數每隊限數每隊限數 3333 人人人人，(若

同校/同一校區超額報名，依據主辦單位收到報名表時間順序為準) 

報名方式 

(一) 各組線上初賽開始後各組線上初賽開始後各組線上初賽開始後各組線上初賽開始後，，，，各校有意代表學校參賽的學生各校有意代表學校參賽的學生各校有意代表學校參賽的學生各校有意代表學校參賽的學生，，，，依照參賽組別依照參賽組別依照參賽組別依照參賽組別，，，，自行下載自行下載自行下載自行下載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MMMMyETyETyETyET 軟體並軟體並軟體並軟體並在軟體中在軟體中在軟體中在軟體中填寫線上報名表填寫線上報名表填寫線上報名表填寫線上報名表，即可開始進行線上初賽。 

(二) 各校代表選手於現場決賽報名時間內，由隊伍隊長先在 MyET 口說比賽口說比賽口說比賽口說比賽比賽大比賽大比賽大比賽大

廳廳廳廳，，，，建立隊伍並請隊員加入建立隊伍並請隊員加入建立隊伍並請隊員加入建立隊伍並請隊員加入後後後後，再至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填寫再至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填寫再至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填寫再至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填寫現現現現

場競賽場競賽場競賽場競賽報名表並蓋上系科戳章報名表並蓋上系科戳章報名表並蓋上系科戳章報名表並蓋上系科戳章，傳真或 E-mail 報名表完成決賽報名程序。  

比賽方式 

A. 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各校有意代表學校參賽的學生，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開始後，在 PC/

NB/Smart Phone/Pad，下載安裝 MyET 軟體(http://tw.myet.com/MyETWeb/Down

load.aspx)，自行建立的自行建立的自行建立的自行建立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MyET 賬賬賬賬號及密碼號及密碼號及密碼號及密碼，登入「「「「MyET 台灣會員台灣會員台灣會員台灣會員」」」」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

在首頁首頁首頁首頁口說大賽口說大賽口說大賽口說大賽系列賽系列賽系列賽系列賽2019 長庚盃長庚盃長庚盃長庚盃〝〝〝〝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全國護理全國護理全國護理全國護理/妝品妝品妝品妝品/幼保幼保幼保幼保/

保健保健保健保健/專業英語口說專業英語口說專業英語口說專業英語口說大大大大賽賽賽賽---各校選拔賽各校選拔賽各校選拔賽各校選拔賽，依照正式報名參賽組別，進入比賽填寫線

上報名表，並輸入該組比賽專用授權碼並輸入該組比賽專用授權碼並輸入該組比賽專用授權碼並輸入該組比賽專用授權碼(請參見各組請參見各組請參見各組請參見各組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賽手冊賽手冊賽手冊賽手冊)，，，，即可開始比

賽，各校各校各校各校可請主辦單位提供可請主辦單位提供可請主辦單位提供可請主辦單位提供該校各組該校各組該校各組該校各組參賽學生的參賽學生的參賽學生的參賽學生的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選拔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來來來來挑選挑選挑選挑選代表代表代表代表選手選手選手選手。 

B. 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競競競競賽賽賽賽：各校代表隊伍的所有隊員，在現場決賽當日，使用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MyET 專屬賬專屬賬專屬賬專屬賬

號及密碼號及密碼號及密碼號及密碼，登入「「「「MyET 台灣會員台灣會員台灣會員台灣會員」」」」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中，依主辦單位指示完成比賽，且所有

參賽者須一次比完主辦單位指定之決賽內容一次比完主辦單位指定之決賽內容一次比完主辦單位指定之決賽內容一次比完主辦單位指定之決賽內容，中途無故不得重複比賽。 

比賽規則 
各校參賽者組隊報名需填寫資格確認書，並且本人需親自完成比賽，絕不可請人代勞，

經主辦單位發現冒名頂替之情事，該參賽隊伍取消比賽資格。 

評分方式 

評分工具為「MyET 自動語音分析系統」。(ASAS ©,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第 189374 號)。若比賽出現參賽隊伍的總分成績同分時，將依隊伍

比賽成績中的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總分依先後順序作為名次排序的依據。 

獎項 

各組決賽團體獎 

A. 第一名獎狀及1,800元禮卷。 

B. 第二名獎狀及1,500元禮卷。 

C. 第三名獎狀及1,200元禮卷。 

各組決賽個人總分與發音(排除總分跟全國前三名得獎學生)總和表現優良個人獎 

A. 個人總和總分前3名：獎狀及價值約NT$500元的MyET線上課程。 

B. 發音表現優良獎(5名)：獎狀及價值約NT$500元的MyET線上課程。 

備註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比賽規則權利，決賽每組至少三個學校報名方能成賽。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適時修正補充，並於賽前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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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長庚盃全國大專院校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英語口說英語口說英語口說英語口說大大大大賽賽賽賽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競競競競賽賽賽賽議程表議程表議程表議程表    

2012012012019999////11111111////11115555((((五五五五))))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3:10~13:30 
四組參賽隊伍

完成報到 

 報到 

 各校賽隊伍憑學生證完成護理、妝品、

幼保、保健四組決賽報到 

 報到完成後依照座位表之編號入座 

 在監考人員指示前不得自行操作電腦 

F棟大樓 

2F 

電腦教室 

13:30-15:00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妝品妝品妝品妝品    

幼保幼保幼保幼保////保健保健保健保健    

競賽說明暨 

正式比賽 

 競賽規則說明競賽規則說明競賽規則說明競賽規則說明:(10:(10:(10:(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說明競賽流程、規則。 

 比賽當天參賽隊伍每一位隊員使用個人

MyET 專用賬號/密碼，各組所有參賽隊

伍的隊員，於於於於現場現場現場現場比賽時間期限內比賽時間期限內比賽時間期限內比賽時間期限內，，，，需需需需

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完成主辦單位指定之比賽內容完成主辦單位指定之比賽內容完成主辦單位指定之比賽內容完成主辦單位指定之比賽內容，中

途無故不得重複比賽。 

 名次計算方式。 

 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跟讀模式跟讀模式跟讀模式跟讀模式:(20:(20:(20:(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示範練習賽流程。 

 參賽者進行“練習賽” 

 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練習賽----朗讀模式朗讀模式朗讀模式朗讀模式:(20:(20:(20:(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視決賽現場視決賽現場視決賽現場視決賽現場流程進度流程進度流程進度流程進度實行或取消實行或取消實行或取消實行或取消    

 示範練習賽流程。 

 參賽者進行“練習賽” 

 正式比賽前休息正式比賽前休息正式比賽前休息正式比賽前休息 3333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上廁所、隊長鼓勵隊員。 

 比賽進行比賽進行比賽進行比賽進行:(40:(40:(40:(4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示範正式比賽流程。 

 正式比賽開始，計時 40分鐘，時間到後

比賽結束，全體參賽者不得繼續使用電

腦。 

 參賽者完成一場比賽後，工作人員核對

手抄總分及發音分數後，參賽者再進行

下一場比賽。 

 參賽者若於比賽中出現狀況，應舉手等

待協助。 

F棟大樓 

2F 

電腦教室 

15:00-15:25 計算名次  工作人員計算參賽隊伍成績及名次 

F棟大樓 

2F 

電腦教室 

15:25-16:00    頒獎典禮  公布比賽成績、頒獎及大合照 

F棟大樓 

1F 

簡報室 

註: 競賽議程若有變動以比賽當日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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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交通位置交通位置交通位置交通位置    

林口校區林口校區林口校區林口校區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電話：(03)211-8999 

 傳真：(03)211-8866 

林口校區地理位置圖林口校區地理位置圖林口校區地理位置圖林口校區地理位置圖    

 

林口校區交通資訊林口校區交通資訊林口校區交通資訊林口校區交通資訊    

 每天有交通車往返於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院區與本校之間。於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院區醫學

大樓大門左側社校區乘車處搭乘長庚校區交通車來校。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搭乘汎航客運至林口院區。 

 搭乘桃園機場捷運至 A7體育大學站，出站後步行約 15-20 分鐘，或搭乘桃園客運 202、

5065、5057 路線公車或三重客運 1211 路線公車，即可抵達本校。 

 在臺北車站(鄭州)(北二門)搭三重客運 1210 至林口長庚。 

 台北市成淵高中旁的成淵高中站搭乘汎航客運至林口長庚。 

 在桃園、中壢火車站前搭乘汎航客運至林口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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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平面圖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平面圖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平面圖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平面圖    

林口校區校園平面配置圖林口校區校園平面配置圖林口校區校園平面配置圖林口校區校園平面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