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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Cool English 英聽王」比賽辦法 

一、 目的 

為協助全國國中小學生熟悉英語使用方式，進而提升其英語聽力能力，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英語線上學習平臺（Cool English）建置「動畫歷險記」專區

及「互動式學習影片」專區，透過生動活潑的動畫影片，協助學生以輕鬆有趣的

方式學習日常生活中的英語會話。此外，平臺亦建置「電影 FUN 映中」專區，

提供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網站之電影片語教學影片，透過電影片段呈現真

實對話情境，協助學生從中學習常用片語、訓練英語聽力，並透過各類互動式聽

力練習題，熟悉、理解英語表達方式。 

本次比賽係為鼓勵全國國中小學生持續運用本網站之聽力專區素材加強英

語聽力能力，爰辦理「Cool English 英聽王」比賽活動。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參加對象 

    依據各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111/09/01)公布之升學後學籍，全國公私立

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國小組)及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國中組)。 

舉例 1：若在 111 年暑假前為國小二年級學生，在 111/09/01 升學為國小三年級

之學生，得以參加本次比賽，並報名「國小組」，填寫升學後資料。 

舉例 2：若在 111 年暑假前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在 111/09/01 升學為國中七年級

之學生，得以參加本次比賽，並報名「國中組」，填寫升學後資料。 

舉例 3：若在 111 年暑假前為國中九年級學生，在 111/09/01 升學為普/技高一年

級之學生，則無法參加本次比賽。 

 

    各組並依就讀學校分為一般地區學校組與偏遠地區學校組（偏遠地區學校組

係依據教育部 110年公告之「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名錄」認定包含偏遠及特偏、

極偏類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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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期程 

 (一) 報名/作答時間：本活動自 111 年 6 月 20 日(一) 0 時 0 分起至 111 年 7 月

22 日(五) 23 時 59 分止，比賽採先報名後作答制，請參賽者務必確實填寫報名

表，先完成報名作業，方能進入作答區作答（活動結束時間以本平臺之網站顯示

最後作答時間為憑）。 

 (二) 最高分名單公告：於 111 年 7 月 27 日(三) 18:00 公告於平臺最新消息及臉

書粉絲專頁。 

 (三) 成績複查：自 111 年 7 月 27 日(三) 至 111 年 8 月 3 日(三)止，若對最高分

名單資料有疑慮，請於期限內填寫申請表單確認成績，恕不受理該期限後之成績

複查申請。 

 (四) 補齊升學後資料：請需補齊升學後資料之最高分得主於 111 年 9 月 5 日(一) 

前提交補齊資料表單，表單連結將公告於平臺最新消息及臉書粉絲專頁，並且將

以電子郵件進行得獎者升學後學籍調查。表單需填寫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1/09/01)升學後之學籍資料，俾利團隊後續獎狀品寄送。 

※倘於補齊資料期限結束後始發現得獎資訊有誤，將取消得獎資格，恕不予修正，

亦不提供成績查詢與補齊升學後資料服務。 

 (五) 得獎名單公告：於 111 年 9 月 12 日(一) 18：00 公佈抽獎後最終得獎名

單。 

 (六) 獎狀品寄送：自 111 年 9 月 26 日(一)寄送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五)。

本次活動以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111/09/01)升學後之學籍資料寄送獎狀品。 

※賽後期程依實際作業情形為準，主辦單位保留最終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本 

活動內容之權利。 

 

五、參賽規則 

 (一) 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以個人為單位參與。 

 (二) 報名方式： 

1. 請先登入 Cool English 平臺 http://www.coolenglish.edu.tw/ 

初次使用網站請先至首頁右上方點選「登入」後進行註冊，方式如下： 

(1)點選「Facebook Login」 

  若您擁有 Facebook 帳號，可直接使用 Facebook 帳號登入。 

(2)點選「Google Login」 

  若您擁有 Google 帳號，可直接使用 Google 帳號登入。 

(3)點選「註冊」 

http://www.coolenglis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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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一個屬於 Cool English 網站的個人帳號。 

(4)點選「教育雲端帳號」 

  若您擁有教育雲端帳號，可直接使用教育雲端帳號登入，亦可使用 

  縣市帳號登入(帳號密碼與所屬縣市 OpenID 相同)。 

※使用 Facebook、Google 帳號登入者，請於登入平臺後查看右上方登入 

  者資訊是否正確，確認登入之身分為本人帳號後再進行報名與作答。若使 

  用公用電腦登入平臺者，請務必記得在使用完畢後登出個人 Facebook、 

   Google 帳號，以避免個資外流。 

※若因使用雙重帳號/非本人帳號作答，致使個人成績無法完整記錄者， 

  恕不受理。 

2. 登入網站後，請依組別進入 

國小組：「比賽專區」>「國小區」>「(國小)英聽王比賽專區」，點選 

       「開始報名」後，請依照畫面指示填入報名資料，並依照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111/09/01)升學後之學籍填寫資料。 

國中組：「比賽專區」>「國中區」>「(國中)英聽王比賽專區」，點選 

       「開始報名」後，請依照畫面指示填入報名資料，並依照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111/09/01)升學後之學籍填寫資料。 

          

3. 詳細圖文操作步驟請見 Cool English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三) 報名截止時間 111 年 7 月 22 日(五)，以表單傳送時間為憑，逾期視同放

棄，恕不受理。 

 ※若有因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不正確，致使主辦單位無法正確辨識其平 

   臺作答資料與聯繫者，一律不納入成績評選名單中。 

 (四) 參賽者需完成指定的練習題組，說明如下： 

 國小組：三至六年級需完成「(國小)英聽王比賽專區」→「國小英聽王 

         比賽專區」，共 40 個練習題組。 

 國中組：七至九年級需完成「(國中)英聽王比賽專區」→「國中英聽王 

         比賽專區」，共 40 個練習題組。 

※為維持比賽公正性，請勿跨組參賽或重複參賽，也請勿使用兩組帳號參賽，違

者將取消得獎資格。 

 

 

https://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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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獎標準及參賽獎勵 

(一) 獲獎標準： 

     主辦單位以平均成績作為計算標準（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分為國    

 小組及國中組，並依一般地區學校組與偏遠地區學校組取出各組平均成績 

 作排序。依據各組最高平均成績排序之人數狀況分國小一般地區學校組、 

 國小偏遠地區學校組、國中一般地區學校組、國中偏遠地區學校組，取平 

 均成績最高分並同分者依縣市報名人數比例進行抽籤。 

     各組抽出 50 名頒發超商禮券新臺幣 600 元整，並獲得英聽 

王比賽「英聽王獎」；未抽中超商禮券新臺幣 600 元整者，依各組報名人 

數比例進行抽籤，四組合計抽出 4,500 名贈送 Cool English 小禮物乙份， 

以及英聽王比賽「英聽王獎」；未抽中上述禮券及獎品者，仍可獲得英聽 

王比賽「英聽王獎」。 

 

 (二) 參賽獎勵 

獎項 獎品／獎狀 數量 

英聽王比賽 

「英聽王獎」 

超商禮券新臺幣 600 元整 

獎狀乙張 

＜國小組＞ 

一般地區學校組 50 名 

偏遠地區學校組 50 名 

＜國中組＞ 

一般地區學校組 50 名 

偏遠地區學校組 50 名 

Cool English 小禮物乙份 

獎狀乙張 

依各組報名人數比例進行抽

籤，四組合計抽出 4,500 名 

獎狀乙張 

※請禮券獲獎者在期限內務必於收到一周內寄回簽收回條，俾進行後續核銷事宜。 

※後續由承辦單位於相關作業程序完成後，開始寄送獎狀或獎品至獲獎者學校，

由學校統一頒發。 

 

七、活動洽詢 

 (一) 洽詢信箱：coolenglishhelp@gmail.com 

 (二) 洽詢專線：（02）7749-1392 客服專線 

 

八、以上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變更、修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