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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內容-學科 

第一階段:  

學科競賽：驗題50題 (包含字彙題、綜合測驗題、
閱讀測驗題) 

試題說明：每題2分，答錯不倒扣，總分100分。 

考試時間：60 分鐘 

 

學科競賽時間60分鐘後，休息40分鐘，於競賽開始前10至20

分鐘進入競賽試場核驗身分，競賽前10分鐘尚未入場者以棄
權論。繼續術科競賽「英文寫作」。  



術科競賽：採「英文寫作」方式進行 

 

比賽時間:為40分鐘 

  採紙筆方式，依題目規定寫一篇約120字之英文文章，限
使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修正液(帶)等文具。 

答案卷每人1張 

請以英文寫作之說明文(exposition)方式撰文作答 

評分標準：內容30%、組織30%、文法與字彙(含標點與拼
字) 40%，共100分。 

不須寫結尾敬辭、署名等，書信格式不列入評分標準。 

競賽內容-術科寫作 



競賽內容-術科寫作 

 1.參賽學生應準時入場。 

 2.競賽開始前10分鐘尚未入場者作棄權論。 

 3.競賽開始後30分鐘內不得離場。離場後不得再入場。 

 

 4.攜帶物品： 

(1)文具(包括藍、黑原子筆、鋼筆、墨水及修正液等)。 

(2)學生證或國民身分證。 

    進場後應先將國民身分證或學生證放置桌面左上角。 



  第二階段 

  術科競賽： 

           職場英語簡報製作(限10頁之內)及口頭簡報。 

 

職場英語簡報製作 

    競賽時間 : 60分鐘 

口頭簡報      

    競賽時間 : 5分鐘 

 

評分標準: 

    內容呈現50%、口語表達能力50% 

競賽內容-術科簡報 



競賽內容-術科簡報 

 60分鐘內包含檔案存取時間，整理、組織、分析所提供的
英文書面資料，當場製作簡報檔案，簡報內容(含封面、
文字敘述與圖表在內)以10頁為限。 

 5分鐘英語口頭報告。4分半為一短鈴，5分鐘為一長鈴立
即結束。 

競賽選手應於規定之時間內，至指定地點抽出參賽序號，
並依其規定辦理報到手續。 

以口頭報告呈現，上台時不得使用輔助紙本、圖片或道具。 

 5.學生可自行攜帶紙本英英、英漢雙解字典進入試場。 



競賽內容-術科簡報 

一律穿著校服(有校徽之運動服視同校服)，並外加背
心(由承辦學校提供) 

參加競賽學生，需配戴大會製發之選手證，並攜帶國
民身分證、保險卡、駕駛執照或護照，擇一備驗，於
競賽開始前10至20分鐘進入競賽試場核驗身分，競賽
前10分鐘尚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軟體版本：限用Microsoft office 2010中文版（至少含
word、excel、PowerPoint) 



 



 



職場英文 

學科競賽 



接近比賽如何做準備 

歷屆考題一定要全部做一次 

單字書選用約七千字範圍，搭配常用片語 

分類單字背熟  

閱讀測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全都考，別緊張，專有名

詞後都有解釋或換句話說的方式 

有粗體代名詞時，請特別注意上一句的意思 

閱讀測驗主題句看完、將題目掃描一次，再看文章 

 



時間分配建議 

答題時，在不確定題號打圈 

最後，檢查、檢查、再檢查  

題型 時間 

字彙 10分鐘 

綜合測驗題 15分鐘 

閱讀測驗 20分鐘 



 



 



 



 



 



 



 



 



 



 



 



 



 



 



 



 



 



 



 



 



 



 



字彙  



字彙 

 



字彙 

 



字彙 



綜合測驗原則 

不用全文了解 

掌握常見單字 

片語用意 

尋找文意關鍵字 

不須逐字了解關鍵字、片語、詞語 

 



綜合測驗(是否了解上下文的關係) 

一、須從上下文推理，遇到生字時切忌
慌張 

 

有時克漏字是變相的字彙題，跟做一般字彙題
一樣，不可慌張自亂陣腳，應先嘗試從上下文
推理，有時甚至會在生字前後出現簡短的解釋，
因此一定要把題目看清楚，先刪除不可能的答
案，再依照常理判斷，選擇最適合的答案。 

 



綜合測驗(是否了解上下文的關係) 

二、句意與文法都是作答的依據 

 

克漏字有時又是變相的文法題，最喜歡考的就
是選擇適當的介系詞，文章是否全部理解反而
不是考試的重點。因此文法相當重要，哪些動
詞搭配哪些介系詞一定要熟記，就算考題有太
多生字不能完全理解，也千萬不能放棄，一定
要盡力從其它的線索推斷。 

 



綜合測驗(是否了解上下文的關係) 

三、堅持最後，不能輕言放棄 

 

就算真的遇到不會的題目，也請不要全盤
放棄。克漏字雖然跟上下文有關，但是題
與題之間倒不會有必然的關係，因此請考
生務必堅持到最後，把握應得的分數 
 

_____the students _____the teacher was at the party.  

(not only…but also…) 





 



 



閱讀測驗 (原則一) 

破除錯誤的閱讀習慣 

1. 讀文章而非去研究文章 

2. 不要反覆看不懂的文句 

3. 不要邊讀邊翻譯成中文 

4. 不要過度注意每個字詞 



閱讀測驗 (原則二) 

養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略讀、跳讀、猜讀) 

1. 固定片語、習慣語、搭配字詞應視為”一組“ 

• as a matter of fact… 

2. 省略同位語，補充說明前面名詞 

3. 修飾語也視為“一組”來看，觀察修飾什麼名詞 

• 形容詞片語、形容詞子句、分詞構句、分詞
片語、插入句 

4. 長句子，請先找動詞，再找主詞，就能知道什
麼事情發生 



閱讀測驗 (原則三) 

正確解題步驟 

1. 詳讀文章第一段 (主題中心思想) 

2. 看各段首、尾句 (主題句和小結論句) 

3. 看題目 (不用急著看選項) 

4. 回頭從文章找答案 

5. 遇到「細節題」或「推論題」(請速讀文章、
畫重點) 

6. 比對「文章註記處」 和「選項細節」 (有相呼
應就可以選) 



閱讀測驗 (原則四) 

閱讀題型 

1.「主旨、大意、標題、寓意」型  

第一段+各段首尾句 

 

2.「字詞解釋、代名詞」型 

通常用粗體字或底線表示  

(該字句+上下句) 

 

 



閱讀測驗 (原則四) 
閱讀題型 

3.「細節」型 、「推論」型 

(原因、方法、結果、目的、列舉、數字等) 

請速讀文章、畫每段重點 

 

 What type of feature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tru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ill probably NOT…? 



閱讀測驗 (原則四) 

4.「作者態度」型 

看完整篇文章，才可確切判斷。 

通常在文章最後2、3行中會有強烈暗示。 
 

•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 What’s the author trying to convey…?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說明文的定義就是按實際情形加以說明，即用客觀的
角度來解釋事物、說明事理的文章。 

英文思考邏輯為直線式，不要繞圈圈說不到重點。 

 

內容部分:  

常見的格式有兩種—「齊頭式」和「縮入式」 

先確認情境，選定人稱撰寫 

其實試題都有給明確的段落方向 

構思3-4段落的結構 

字體端正、切勿潦草 

起承轉合字眼，如：although / because (of) / unless / despite / 
however / therefore / thus … 



英文寫作架構 

Introduction 

Body (類型) 段與段可用拋接球方式 

 

 

 

 Methods & Explanations 

 

 

Conclusion 

Para. 2 Pros Do’s Advantages Problems 

Para.3 Cons Don’ts Disadvantages Solutions 

Method 1 Explanations (2-3 Supportive sentences) 

Method 2 Explanations (2-3 Supportive sentences) 



英文寫作架構 
 Introduction 

將題目換句話說，可以描述一下現況，或是你的看法， 
順便帶出你的立場 

 

Body 

一段落，一論點 

第一句話絕對是Topic sentence，也就是你的第一個論
點的核心。 這個句子不用長，能夠簡潔有力地表達出
你的想法即可。接下來用2~3個細節或是例子去陳述它，
增加論點的說服力。 

 

Conclusion 

總結文章，重申論點。可再簡述文章要點，但不宜再發
展其它論點。 



使用轉折語、組織更連貫 
  1. 表示順序 

論點一 論點二 最後論點 

First, 

Firstly,  

First of all, 

To begin with, 

Second, 

Secondly, 

Second of all, 

Next, 

Then, 

In addition ( Besides ), 

Also, 

More importantly, 

Finally, 

Lastly, 

Last of all, 

Most important of all, 

Last but not least, 

The first reason ( 

advantage ) is that… 

The second reason  ( 

advantage ) is that… 

The final reason ( 

advantage ) is that…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無） 



使用轉折語、組織更連貫 

 2. 表示附加 

Such as (prep.) 就像 

Another … is … 另一個…是… 

 In addition to (prep.) 此外 

Besides (prep.)(adv.) 除了…之外、除此之外 

Moreover (adv.) 除此之外 

 3. 類比 

Likewise (adv.) 同樣地 

Similarly (adv.) 相似地 

 In the same manner (adv.) 同樣地 

Similar to (prep.) 和…相似 

 



使用轉折語、組織更連貫 

 4. 比較 

 Unlike (prep.) 不像（常用於要凸顯和前一段落的項目時) 

 However (adv.) 然而 

 Although (conj.) 雖然 

 In contrast (adv.) 相反地 

 

 5. 因果關係 

 Hence (adv.) 因此 

 Accordingly (adv.) 於是、因此 

 As a result (adv.) 因此 

 Consequently (adv.) 因此 

 Therefore (adv.) 因此 



使用轉折語、組織更連貫 

 6. 結論 

 In short (adv.) 簡短來說 

 In summary (adv.) 一句話摘要 

 All in all (adv.) / To sum up (adv.)總之 

 In conclusion (adv.) 結論就是 



英文寫作架構 (Email) 

1. Greetings 問候   Dear xxx To Whom It May Concern(不確定收件者) 

2. Reason for Writing 

致信原因 

 

*產品有問題時，可加
入請參見附加檔案句子 

I’m writing to… Ex.: I am writing to ask for more details 

about your new product. 

 

•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file. 

•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ttachment.  

• Attached is the picture of XXX  

3. Make a Polite 

Request 有禮地提出需
求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Would you mind… 

Could you… 

4. Closing lines 結論語
句 

期待回覆類 

熱心服務類 

感謝客氣類 

• I look forward to (Ving / N.)… 

• If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operation. 



Closing lines 結論語句 

期待回覆類：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等待您的回覆。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期待您的消息。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期待見到您。 

 

熱心服務類：  

 Please advise if necessary. 若有任何建議，請您盡量提出。  

 If you requir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如
果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聯繫。  

 Should you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如果有任何需要，歡迎與我聯絡。 



Closing lines 結論語句 

感謝客氣類：  

 Once again, I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很抱歉，造成您
的不便。 

  I would appreciate your immediate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關於
您對此事的關注，我們十分感激。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operation. 非常謝謝您的合作。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結尾用語 
正式： 

Sincerely, Thank you, Yours truly, Warm wishes, Sincerely yours, Best regards 

 

非正式： 

Best, Warmly, Cheers, Regards, Take care, Best wishes 



時間有限、盡早準備 

 選定1-2常用熟悉的產品 

 背相關字彙 

 了解其特性、優缺點 

 先構思優點可以如何推廣、缺點如何改善 

 清楚寫作架構，拿到題目立馬套上 

 

 



英文寫作注意事項: 

時態  

單複數 

第三人稱單數 

完成式後面動詞 

簡單句型、表達意思即可 

拼字不確定時，是否能用同義字 

逗點、分號、冒號後空一個字母。 

    (Once again, I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 

行首不可以有逗點、句點、問號等。 
 



英文寫作 

Setting:  

As a customer manager of a fast food company, you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customer complaining about the services and attitudes of the workers at a 

branch. 

 

Task:  

Write an email to all the employees of the fast food company. In the email, 

you ne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quality service as well 

as quality food to the customers. You may include suggestions or guidelines 

for the employees to follow when they are at work, such as wearing a smile 

all the time. Try your best to make the letter convincing and encouraging.  





簡報製作與
口頭報告 

“看圖說故事的概念” 
 



簡報製作與口頭報告 

簡報比賽規定Slide限10 頁以內 

第1張投影片是標題，訂定吸引人的標題 

第2張投影片是大綱 

第3-8張是內容 

第9張是結論 

第10張是謝辭用Thank you即可 

 

簡報開場可以使用開門見山法、自問自答、
或寒暄語 

 



簡報製作原則 

95%人用錯誤觀念，讓簡報越做越複雜! 

文字過多 

動畫亂飛、眼花撩亂 

勿整句 



簡報製作原則 

簡單
扼要 

一目
了然 

切中
要點 

• 快速理解簡報內容 
• 動畫節制使用、提高溝通效果 

• 風格一致、呈現專業形象 

• 構思該段邏輯、順序 



Do’s Don’ts 

Simple language Abbreviations (NIA?? / ATSM??) 

Speak slowly Avoid jargon  

Clear visuals Avoid Crutched words 

Stuff / thing / You know Use Verbs 

Active verbs or 

sentences 

Use transition words 

Write numbers 

Work with a trainer 



提出問題、故事、讓人訝異的事實 

1.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我們最近才知道… 

2. While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is speech, we 

were reminded of…當我們在構思這場演說時，
我們想起了… 

3. Have you ever wondered…各位是否想過… 

4. Imagine if you…試想一下，如果你…. 

5. Can you even conceive of it? 你能想像嗎？ 



常常遺忘轉折語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現在進入下一個要點 

 This leads me to my next section:…這承接到我的下一個部

分… 

寫作的轉折語都可以拿來做起承轉合使用唷~~ 



簡報圖表說法 

圓餅圖 pie chart 

長條圖 bar graph 

曲線圖 line graph 

樹狀圖 tree diagram 

流程圖 flow chart 

金字塔圖 pyramid set 

 



商業簡報製作步驟 1 

1 

• 全文看一次、 構思標題 

• 打開MS PowerPoint 

2 

• 到設計->套用佈景主題範本 (不要用淡藍底) 

•檢視->設定母片 (字型、切換)->關掉母片 

3 

•儲存桌面，檔名職場英文製作與簡報第****號 

•記得邊製作邊儲存 



商業簡報製作步驟 2 

4 •第1張投影片標題、姓名和編號 

5 •第2張大綱 (擱著) Outline / Agenda / Road Map 

6 •第3張文章概要，末段記得加轉折語 

7 •第4-8張看文章大重點幾項…後面接細項說明。 

8 •第9張結論 

9 
•第10張謝詞 THANK YOU即可。 

10 •回到第二張大綱，將3-9標題貼上去 



第4-8張投影片 

精華在4-8張投影片 

若有流程、分項可插入選用SMARTART表示(選
完請改色彩和效果[鮮明或光澤]) 

有數字請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不要用英文，不容
易讀 

若須建立統計圖，到插入選用統計圖，EXCEL自
動跑出，再輸入數字作圖，選擇圖表版面配置顯
示數字出來，較易判讀。 

圖表盡量拉大易看清楚，選完請改色彩和效果
[鮮明或光澤] 

 



時間分配很重要 

練習 

25分鐘 檢查與調整 (怕忘記，用文字或圖來提示) 

投影片製作 

20分鐘 注意拼字 (紅色底線) 

重點整理 

10分鐘 A4紙上 

文章閱讀 

5分鐘 查單字、畫重點 



考場25分鐘練習 

製作完畢檢查一次 

到投影片放映、按下排練計時 

進行計算時間與調整投影片 

全部調整完畢請儲存到USB 



英文簡報 

 



英文簡報 



注意事項 

 與布幕有適當距離(以免藏鏡人出現~~~) 

 對投影片要熟悉 

 注意發音及流場度 

 肢體語言、手勢定位專業呈現 (千萬不要吐舌頭) 

 眼神交流、不可亂飄 

 聲音大小、表情呈現 

 可拿投影筆 

 你講的都是對的!!!  

 



注意事項 

 制服整齊燙過 

 儀容乾淨、淡腮紅、口紅 

 頭髮綁上去 

 肢體動作必須大 

 列指項目時，手指有力、手一定要定位，不可
猶豫而晃來晃去 

 若拿投影筆，不要一直畫圈圈，定點指重點就
好 



平時練習與檢討 

自己是最佳指導老師(讓學生看看自己、自我檢討) 

可分段式錄影 (檢討、修改與改進) 

全程錄影 

指導老師給予總評 



比賽將近、心情調適 

馬拉松比賽需要恆心與毅力 

將歷屆優秀作品拿出來看一遍 

得失心放一邊、遇到問題找老師討論、解決比較重要 

勇敢表現自信與專業，凡事盡心盡力，堅持到最後的就
是贏家。 



2017 時事回顧 

1. 2017 Summer Universiade  

2. Foxconn’s deal to create 13,000 jobs in Wisconsin 

(Wiscon Valley) 

3. Taoyuan Airport MRT 

4. Nuclear power pros and cons 

5. Daytime highs forecast to reach 37 degrees (global 

warming) 

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 Brexit or Bremain 

8. The Evolution of Apple's iPhone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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