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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秋季盃 

國小學生競賽 

英語單字&成語狀元 

比賽日期：英語單字 2020年 11月 08日 

     成語狀元 2020年 11月 29日 

主  辦  單  位：得鼎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輔  導  單  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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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秋季盃國小學生英語單字&成語狀元競賽活動辦法 

 
一、 活動名稱：2020 秋季盃國小學生英語單字&成語狀元競賽 
 
二、 活動目的： 

1. 英語單字競賽：激發學生英語學習興趣、推廣全民英語教育，能夠正確並

快速拼出英文單字是提升英語程度的第一步、奠定英語單字學習基礎、培

養學生拼識英語單字能力、提升學生英語學習的風氣及提高英語表達能力。 
2. 成語狀元競賽：由於數位資訊的高度發展，學生在書面閱讀習慣減少許多

的情況下，在閱讀能力的理解及文義運用上，學生逐漸會有錯誤認知及誤

用，希望能藉此培養成語學習、建立學生語文能力之基礎，提升學生語文

能力發展。 
 
三、 活動單位： 
    主辦單位：得鼎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輔導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四、 活動期程： 

 英語單字競賽 成語狀元競賽 
報名

期限 
2020 年 08 月 10 日起至 10 月 25 日 
晚上 11 點截止 

2020 年 08 月 10 日起至 11 月 15 日 
晚上 11 點截止 

比賽

日期 2020 年 11 月 08 日(星期日) 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 

   
五、 參賽報名資格：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小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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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可向上越組跨考（例如：低年級身份可向上跨考中年級組或高年級

組），但不可降組參加（例如：高年級身份不可降組參加中年級組），

如有不實，則取消參賽資格。 
     
六、 競賽題目命題內容 

1. 英語單字競賽：以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課程英文單字最新修訂的 1,200 字

當為命題基準的依據。比賽時以 600 字至 2,000 字為命題基準；「單字表」

獲取方式有二： 
A. (免費)電子檔:公布於官網(www.deding.com.tw)，提供自行下載。 
B. (自費)精裝單字表印刷本：酌收成本價＄100 元，於網路報名時另選加

http://www.ded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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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2. 成語狀元競賽：以「成語集」作為命題基準的依據；比賽時以「成語集」

為命題基準；「成語集」獲取方式請至官網自行下載即可： 
A. (免費)電子檔:公布於官網(www.deding.com.tw)，提供自行下載。 

 
七、 報名及繳費方式： 

(一)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連結至官網 www.deding.com.tw 填寫網路報名資料

並完成匯款。 
(二) 英語單字競賽須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晚上 11 點前、成語狀元競賽須

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上 11 點前，完成網路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八、 決賽資訊： 

(一) 主辦單位有視狀況而變更日期、時間及地點之權利 
(二) 相關日期資訊： 

 英語單字競賽 成語狀元競賽 說明 
考場公告 10 月 27 日(二) 11 月 17 日(二)  
電子淮考證

公告 11 月 03 日(二) 11 月 24 日(二)  

競賽日期 11 月 08 日(日) 11 月 29 日(日)  
成績公告 11 月 23 日(一) 12 月 15 日(二) 登入官網查詢個人成績 
獎勵寄出 12 月 01 日(二) 12 月 21 日(二) 獎勵統一寄到就讀學校 

 
(三) 競賽時間（英語單字＆成語狀元競賽）： 

場次 競賽組別 報到時間 考試時間 
第一場 低年級組、高年級組 08:45 09:00~10:00 
第二場 中年級組 10:45 11:00~12:00 

 
九、 考試當日之設備： 

(一) 一般教室之課桌椅。 
(二) 考試測驗時間為 60 分鐘。 

 
十、 考試評分項目及細節： 

 英語單字競賽 成語狀元競賽 
測驗時間 60 分鐘 
測驗總分 100 分 (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之分數加總) 
競賽組別 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測驗內容 

測驗一：看英拼中 
測驗二：看中拼英 
測驗三：閱讀測驗 

測驗一：成語字詞選填 
測驗二：成語釋義 
測驗三：情境句填空（低、中年

級）、閱讀填空（高年級） 

http://www.deding.com.tw/
http://www.ded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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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範圍 測驗出題範圍皆出自各組「單

字表」 
測驗出題範圍皆出自各組「成語

集」 

評分方式 

共 80 題，測驗總分一百分 
(30 題/每題 1 分)測驗一：看英拼中 
(30 題/每題 1 分)測驗二：看中拼英 
(20 題/每題 2 分)測驗三：閱讀測驗 

共 80 題，測驗總分一百分 
(20 題/每題 1 分)測驗一：成語字詞選填 
(40 題/每題 1 分)測驗二：成語釋義 
(20 題/每題 2 分)測驗三：情境句填空

（低、中年級）、閱讀填空（高年級） 

評比方式 
比賽成績，以「測驗總分」為評比的依據。 

若總分相同，以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作為比較先後依據； 
若三項測驗分數皆相同，則列為比賽同名次。 

應考方式 全為「單選題」，以 A4 答案卡劃卡方式，採電腦閱卷方式 
考生須自備攜帶 2B 鉛筆及橡皮擦。 

 
十一、 其他規定： 

1. 作弊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並通知就讀學校。 
2. 字典、電子字典、手機（或3C電子產品，小米手環之類）、單字表(小抄)

或相似功能的物品，嚴禁帶入試場。 
3. 如遇天災、颱風或不可抗力因素時，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停止上班上課時，

另訂比賽日期，日期將公布在官網活動網頁，將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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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名費（補貼場地費、出題、閱卷、工作人員、行政庶務等費用），於完成

報名並繳交後，無法應試視同棄權，將不退報名費；惟可辦理遞補作業。 
6. 比賽當天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7. 本競賽若有異動，以官網公告為主。 
8. 相關問題請電洽 0982460185 黃老師或 E-mail：deding.service@gmail.com 

 
十二、 得獎與獎勵說明（英語單字＆成語狀元競賽）： 
 

(一) 競賽之區分： 
個人賽：測驗成績80分以上頒發優等奬狀乙紙、60分以上者頒發合格獎

狀乙紙，比賽成績視同檢定成績。 
團體賽：不需另外報名，依所有報名學生之就讀學校，採學生測驗成績

80分以上最多數者做為團體賽成績之依據，取前三名，頒發團

體獎盃。 
 
(二) 獎勵內容: 

國小組全國賽組之獎勵 

個 低年級組 冠軍一名 獎學金 3,000 元、獎盃乙座 
亞軍一名 獎學金 2,000 元、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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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賽 
季軍一名 獎學金 1,000 元、獎盃乙座 
高手奬(4~10 名) 獎金 500 元、獎狀乙紙 

中年級組 

冠軍一名 獎學金 8,000 元、獎盃乙座 
亞軍一名 獎學金 5,000 元、獎盃乙座 
季軍一名 獎學金 3,000 元、獎盃乙座 
高手奬(4~10 名) 獎金 500 元、獎狀乙紙 

高年級組 

冠軍一名 獎學金 12,000 元、獎盃乙座 
亞軍一名 獎學金 8,000 元、獎盃乙座 
季軍一名 獎學金 5,000 元、獎盃乙座 
高手奬(4~10 名) 獎金 500 元、獎狀乙紙 

說明： 
(一) 同名次者，向下奬項加總均分獎金，向下獎項則予以從缺。 

舉例：低年級組若亞軍得同名次有 2 位，則季軍從缺、獎學金每人

各 1,500(原亞軍 2,000 與季軍 1,000 之加總，再予以均分） 
(二) 優等獎狀及合格獎狀之內容，不會明列成績。 

團

體

賽 

各校學生測驗成績 80 分以上最多數者做

為團體成績，取冠軍、亞軍、季軍各一名 
（不需另外報名，依所有報名學生之就讀學校為依據） 

獎盃乙座 

 
(三) 獎勵發放：除獎學金外，所有其他獎勵將統一寄發至「就讀學校」，鼓

勵透過公開方式頒發，以資鼓勵學生。 
 

十三、 備註： 
(一)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說明之權利。 
(二) 確實填寫報名資料，不得冒名參賽，否則經查證屬實，取消比賽資格。

若已領取之獎勵，主辦單位得予以追回，且取消得獎資格，並發函告知

該校。 
(三) 聯絡窗口:國小學生單字競賽合作專案計畫 

（電話: 0982460185 黃老師、電子信箱: deding.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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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