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英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
壹、主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
貳、宗旨
配合大一英文課程多元評量活動，培養學生具備基本英文讀寫能力，期許學生在學習的過程
中，增進英文閱讀及寫作的能力。並在畢業後應用於求職。
參、參賽資格
由本學期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練(二) 各班自行舉辦初賽，並由各班英文任課教師選出一名
代表參加複賽，於 109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前，提供複賽推薦名單電子檔至語言中心外語組
信箱：flgc@mail.ncyu.edu.tw，逾期寄送名單電子檔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肆、複賽日期及地點
日期：109 年 05 月 27 日(三)
時間：下午 13:00 開始，請於 12:30 至現場完成報到(如因參賽人數過多，中心有權提早複賽
時間，如有更改，將於比賽前 3 天公告於中心網頁，請參賽同學自行查看，另外請於
比賽前半小時至複賽地點報到完畢)
地點：於上課班級所屬校區進行
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B1 A32-014 語言教室
民雄校區：創意樓 3 樓 B01-311 語言中心辦公室
新民校區：B 棟 3 樓 D02-311 教室
伍、比賽辦法
1. 初賽及複賽皆以個人為單位進行比賽。
2. 寫作比賽題目為課本主題之一(如下表)，班級初賽題目由老師依照所屬班級之英文級數題
目中自選，複賽題目則由主辦單位於比賽現場，就各英文級數題目中隨機抽選 1 題。
各級數寫作比賽題目表
英文級數

主題

題目

Level A

Risk

1. Why do people like to ride roller coasters or other theme-park
rides that look dangerous? Giv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is and
express your opinion.
2. Tell about a risk you took and how it affected your life.
3. What is a risk that you are thinking about taking in the near future?
Discuss potenti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you have to
consider.
4. Risk-averse people have more regrets later in life. Giv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this statement and express your opinion.

Level B

Environment

1. Do you agree that humans are responsible for glacier melting? Why
so? Giv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is and include opinion.
2. Human activity has damaged the environment all around the
world. What can we do to prevent future environm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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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scuss 3 phenomena currently existing in our environment that
are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4. In your opinion,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nergy sources used in the world?
Level C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1. Tell about a festival that you really enjoy.
2. Which Taiwanese celebration do you think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foreigners?
3. What is your favorite local festival?
4. Compare a local festival with a foreign festival.

3. 初/複賽作文字數：A、B 級數班級學生以 200 字以上、不超過 300 字為限。C 級數班級學
生以 100 字以上、不超過 300 字為限。
4. 寫作時間以 90 分鐘為限，三校區統一開始，寫完即可交卷，遲到 15 分鐘以上不得入場，
遲到不得要求延長作答。
5. 寫作內容必須為學生原創作品，若有抄襲則立即取消參賽資格。
6. 寫作比賽全程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手寫，參賽者需攜帶學生證及文具(筆及修正帶)。
7. 寫作時不得使用工具書或其他有關電子設備。
8. 若參賽者報名資料填寫不實或由他人頂替參賽，取消比賽資格，如得獎者經檢舉查證屬實，
將取消得獎資格。
9. 參賽者須遵守本校主辦單位所訂定之比賽辦法及細則。
10.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補充之，比賽規則於賽前公開說明。
陸、評分標準
1. 初賽由各英文任課教師依照中心之評量表進行初評。
2. 複賽由主辦單位聘請教師數名擔任評審。
3. 初/複賽評分標準：原創性 25%；架構安排 25%；理由及例證 20%；語法與風格 15%；文法、
拼字、標點符號、字跡工整 15%，詳細評分標準請參閱大一英文多元評量之英文說明。
柒、獎勵辦法
1. 依照班級比例原則，Level A 取優勝 1 名，Level B 及 Level C 取優勝及佳作各 1 名。
2. 各級數優勝獎金皆為 NT$1,200，各級數佳作獎金皆為 NT$700，另頒發獎狀乙紙，以茲鼓勵。
3. Level A 成績未達 80 分者，其優勝獎項視為從缺。
4. 其他代表各班參加複賽未得獎者，皆頒發初賽優勝獎狀乙紙，以茲鼓勵。
5. 優勝學生於得獎名單公布後，需於比賽後一週內提交 300 字比賽心得，未配合者將取消得獎
資格，並重新排定得獎名次。
拾、相關事項
本活動需經費 5,000 元，由華泰出版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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