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
壹、 活動目的
因應英語數位化學習之趨勢，本競賽希望藉由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鼓勵學
生設計創新之教材，激發學生英語教學及教材設計之興趣與潛能。此外，並
藉由選拔優秀教材之設計及教學演示的過程，帶動生活化及活潑化的英語教
學模式，增加兒童學習英文之動機及興趣。

貳、活動負責人
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何曉暉主任

吳蕙安老師 (08)7624002#4301, 4312

參、參加對象
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各夥伴學校為優先，其他技專校院學生
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肆、活動時間及議程
1.

初賽收件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
前。

2. 決賽名單公布日期：201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於應用外語系網站公
布。
決賽暨頒獎典禮：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9:00-12:00 於大仁科技大學弗萊明大
樓 F401 舉行

活動議程
2017 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
08:30-09:00

報到

地點：大仁科技大學弗萊明大樓 F401
逾時未報到者，視為自行放棄參賽資格。
09:00-09:15

長官致詞及評審介紹

09:15-10:15

1 至 5 組參賽者教材呈現

10:15-10:30

中場休息 (茶敘)

10:30-11:30

6 至 10 組參賽者教材呈現

11:30-11:45

中場休息 (茶敘)

11:45-12:15

名次發表及頒獎

12:15

賦歸

地點：F401

伍、活動地點
大仁科技大學弗萊明大樓 F401
校址：907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 號
學校交通位置圖及地圖：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陸、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前將報名表(如附
件三)與參加初賽的光碟郵件寄至應用外語系，主旨請註明:
「參加 2017 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若 5 日內未收到回覆已收
件，請致電確認。(報名表亦可至應用外語系網站下載。
聯絡人: 應用外語系 何曉暉主任及吳蕙安老師
TEL：（08）7624002 #4300，4301，4312
E-mail：sunnyho@tajen.edu.tw

hueiling@tajen.edu.tw

柒、 比賽規則
(1) 初賽
初賽規則：
A. 參賽個人或隊伍(至多不超過 4 人)須依主題製作作品
光碟一份，指導老師最多 2 位。內容須以兒童英語教
材為主題。參賽隊伍成員可跨校或跨系，但不得同一
人報名兩組(含)以上參賽。
B. 參加競賽作品為原創作品，不得抄襲。
C. 繳交日期：201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前。

D. 教材內容：教育部國中小基本英語字彙 1200 字(見附
檔)。
評選方式：
A.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內容評選。
B. 評分標準：
-

英語教材架構與內容：40%

-

多媒體設計(含界面設計、教具設計或其他相關媒體)：30%

-

創意性：30%

通過審查前 10 名的組別得進入第二階段決賽，並於 2017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一)於本系網頁公告進入決賽的各 10 組參賽名單。
(2)

決賽
決賽規則：

A. 入圍決賽者，決賽題目需與初賽題目相同，且不可更換參賽
名單。
B. 報到時間：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8：30 - 09：
00。
報到地點：大仁科技大學弗萊明大樓 F401。
C.

決賽時間：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9：00- 12：00。

D.

參賽者需於比賽當日 30 分鐘前至比賽地點報到入座，逾
時視為棄權。

E.

比賽出場順序由主辦單位隨機安排。

評選方式：
A.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內容及呈現方式進行評選。
每組時間限制為 10 分鐘，逾時 30 秒由主辦單位按鈴並通
知下台。

B.

評分標準：

-

英語教材架構與內容：40%

-

多媒體設計(含界面設計、教具設計或其他相關媒體)：20%

-

創意性：20%

-

教學演示: 20%

※遇有同分情形，依序以英語教材架構與內容、教學演示及多媒體設計
的得分高低決定名次。

捌、

獎勵辦法
第一名：頒發新台幣五千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頒發新台幣三千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頒發新台幣二千元整及獎狀乙紙。
佳 作: 兩名，各頒發獎狀乙紙。
※參賽團隊接頒發參賽證明與指導老師感謝狀，入圍並參與決
賽之隊伍，將獲頒入圍證書。
※ 得獎名單於比賽結束成績評定後公佈，賽後並發佈於應用外
語系網站，以供查詢。

玖、 參賽格式規定
1. 比賽主題：兒童英語教材(教育部國中小基本英語字彙 1200
字)，內容以國小英語教材 3 至 6 年級為限。參賽作品須為電腦
可撥放格式，如: SWF、MP4、AVI 等，原則上須全部以英文呈
現。
2. 作品規格及內容：
i. 參賽作品原始檔請以 720 pixel (長) x 480 pixel (寬)儲
存，並確保圖形色彩不失真，儲存在 DVD 光碟片中，且確認
作品可在 Flash player 8 或 Window 電腦環境下正常播放。
ii. 所有參賽得獎作品(需注意作品素材使用版權、著作權，若有
侵權，將取消參賽資格及追還獎項)之著作財產權歸本系所
有，並得供教育及宣導使用，不另給酬。
iii. 作品以光碟片 DVD 燒錄繳交（光碟上需撰寫創作主題及參賽
者姓名），作品請以參賽者姓名為檔名儲存。
iv. 如使用音樂或其他具著作權素材，請檢附合法使用說明（版
權、著作權授權書）
。
v. 參賽作品恕不退件，若有需要請參賽者自行備份留存。
vi. 每片光碟片限存 1 件作品。
壹拾、
i.

注意事項：
參賽團隊應保證其競賽作品為原創作品、無抄襲仿冒情
事，且未曾對外公開發表。

ii.

參賽作品若與他人產生任何版權、智慧財產權之糾紛，參

賽者應自行解決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
法律責任。
iii.

參賽得獎作品，若經證實違反上述規定，主辦單位將有權
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

壹拾壹、

合作單位

一、主辦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二、承辦單位：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三、協辦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壹拾貳、

備註事項

1. 凡報名活動之師生，敬請準時報到參加，不得有缺席、遲到或
早退等情形，並請遵守承辦單位之相關規定。
2. 比賽當日請注意服裝儀容。
3. 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敬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4. 活動場地內禁止飲食。

附件一
大仁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

•

萬丹、新園、東港: 沿台 27 線往北方向，經海豐三山國王廟 後再 4.6 公里，即達大仁
科技大學

•

鳳山、大寮 :

過高屏大橋沿機場外圍道路，接台３線往九如方 向，第一個紅綠燈右

轉經香蕉研究所沿本校路標 即可抵達
•

中、北部南下:下南二高屏東縣九如交流道右轉台３線往九如方 向，第一個紅綠燈左轉
前行接南二高下面平面道路蘭花厥大道，前行至熱帶花果博覽區前左轉接
台 27 線左轉 1km 即可抵達。

•

內埔潮洲: 南二高北上方向，下長治交流道後，沿南二高下平面 道路直走，接台 27 線
右轉，即可達大仁科技大學

•

屏東火車站左轉 → 屏東客運總站搭往鹽埔（不可搭經洛陽村）客運公車，即可到達大
仁科技大學
搭乘台鐵: 搭台鐵幹線至屏東站下車→再轉至屏東客運→往鹽埔至大仁科技大學
搭乘高鐵: 搭高鐵至左營站下車，接國道 10 號往屏東方向，再轉入國道３號南下於屏
東縣九如交流道下，右轉台３線往九如方向，第一個紅綠燈左轉前行接南二高下面平面
道路蘭花厥大道，前行至熱帶花果博覽區前左轉接台 27 線左轉 1km 即可抵達。

附件二

附件三
2017 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
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簡報名稱
Title
學校名稱

科系

Name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
指導老師
Instructor 1
指導老師
Instructor 2
1. 組員

參賽者姓名

Student 1
2. 組員

Name of
Contestants

Student 2
3. 組員
Student 3
4. 組員
Student 4

連

絡

人 Contact information

連絡資料
(請務必填寫)
Contact
information

指導老師：

手機：

Instructor

Cell phone

E-mail：
學生代表：

手機：

Team leader:

Cell phone

E-mail：
請確認郵件中是否有以下附件:
Please make sure your mail has attached the following files:
□ 1. 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 2. 教材光碟 CD of your teaching
material
本人確已詳細閱讀競賽要點，同意遵守相關規定參賽。
I have read the rules of the contest and agree to follow the rules.
指導教師簽章參賽者：
Signature of the Instructor or team leader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Date: 2017/ __________(month)/__________(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