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鳳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英語朗讀比賽企劃書 

 

一、活動宗旨：通識教育中心為提昇學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藉由本競賽觀摩活動，提供學生同

儕學習以及展現英語口語訓練成果的機會，提高英語口語表達的信心，以及英語

口語表達的樂趣。 

二、主辦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三、活動內容： 

(一) 活動時間：108 年 11 月 20 日(三) 15:30~17:10 

(二) 活動地點：生有樓 SA409 教室 

(三) 參加對象：本校通識英文課程學生 

(四) 參加人數：20-30 人(主辦單位將依報名先後決定參賽順序) 

(五)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1 日(五)下午 5:00 止 

  (六)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英語朗讀比賽 

評分比例 

Pronunciation 30% 

Intonation 20% 

Fluency 30% 

Manners 10% 

Delivery Speed  10% 

 (七) 朗讀文章:如附件一。 

(八) 活動進行方式及相關規定: 

   1. 參賽順序由主辦單位安排，並於活動前 2 週以郵件通知參賽學生英文輔導教師。 

   2. 參賽者請於指定時間內報到完畢，如活動正式開始時尚未完成報到手續者          

         視同放棄參賽資格。 

 3. 參賽者應於規定時間160秒內朗讀完文章。大會將於第130秒時響鈴一次提醒時間，   

    並於第 160 秒響鈴兩次表示時間結束。 

 4. 參賽者請注意服裝儀容，穿著拖鞋者將取消參賽資格，活動報名表如附件二。 

(九) 活動獎項： 

名次 朗讀比賽獎項內容  

第 一 名 獎狀及獎勵品 800 元 

第 二 名 獎狀及獎勵品 700 元 

第 三 名 獎狀及獎勵品 600 元 

第 四 名 獎狀及獎勵品 500 元 



名次 朗讀比賽獎項內容  

第 五 名 獎狀及獎勵品 400 元 

第 六 名 獎狀及獎勵品 200 元 

第 七 名 獎狀及獎勵品 200 元 

第 八 名 獎狀及獎勵品 200 元 

第 九 名 獎狀及獎勵品 200 元 

第 十 名 獎狀及獎勵品 200 元 

        (十)經費預算： 

項目 金額 經費來源 備註 

獎狀、獎勵品 4,000 
教育部 108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英語學習品保增能化計劃 
 

 (十一) 活動當日流程：108 年 11 月 20 日 

14：30  工作人員集合 

15：15  參賽者完成報到 

15：20  開幕式、主席致詞 

15：30  比賽開始: 
            指導老師:蔡佳玲、王秀靜、蔡佩雯 
17：00  比賽結束、老師講評、頒獎、主席結語 

17：20  散場、場地整理  

 

 (十二) 活動相關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即日起~11 月 1 日(五) 

 

比賽宣傳及開始報名 

 

11 月 1 日(五) 

 

報名截止 

 

11 月 20 日(三) 現場舉辦英文朗讀比賽及成績揭曉 

(十三) 聯絡人：許翠珠   電話: 05-2267125-21934   手機:0909226811  

四、其他 

 (一) 參賽者填妥報名表後可經由通識英文老師繳交或本人親自送至通識中心辦公室      

           (生有樓 SB104)。 

 (二) 主辦單位保留修改本活動各項內容之權利。  



 

附件一:  

朗讀比賽指定文章: “How Do You Shake Hands?” Escalate: 2, p. 14         
   A handshake is a common way to greet someon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polite to shake their hands, too. You may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best way to shake hands. However, 
people everywhere shake hands differently. If you don’t know the right customs,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impoli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like short, strong handshakes. People in Brazil like long, 
strong handshakes. In the Philippines, a long handshake is OK, but it should be gentle. 
   Every society has a different way to shake hands. However, a few handshake rules are the same all 
over the world. Never offer anyone a wet hand. Always offer your right hand. It’s usually bad manners 
to use your left one. If you still aren’t sure about what to do, let the other person lead the handshake. 
You can copy the other person’s actions. If you give a good handshake, people will trust you more. 
 

附件二: 

英文朗讀比賽報名表: 

 
吳鳳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英文朗讀比賽」活動報名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師 

    

    

    

    

    

※ 英文朗讀比賽日期：108 年11 月20 日(三)  

※ 時間: 15:30~17:00  

※ 地點：生有樓四樓SA409教室  

※ 請報名比賽學生，務必於比賽當日15:10 分前報到完畢。 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將視

同放棄參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