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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北醫學大學英文簡報比賽簡章 

 

一、 活動目的 

為培養學生英文溝通與表達能力、提供一個互相交流觀摩的平台，讓學生

在比賽過程中提升英文口說能力，練習穩定台風，並加強製作簡報與上台

演說的能力。 

二、 主辦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語言中心 

三、 參賽對象 

臺北醫學大學在學學生 

(由於獎金補助單位規定，若為陸生將無法支領獎金) 

四、 活動時程 

本次競賽皆採個人報名，重要時程如下，請依照相關說明事項分別辦理 

1. 海選線上報名 109.04.06 (一) 09:00 - 109.04.24 (五) 12:00 

2. 公告入選名單 109.05.05 (二)  

3. 決賽資料提交 109.05.06 (三) 09:00 - 109.05.25 (一) 12:00 

4. 決賽選手培訓 109.05.06 (三) - 109.06.03 (三) 

5. 公告決賽順序 109.06.02 (二) 

6. 最終現場決賽 109.06.03 (三)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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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賽主題 

參賽題目自訂，主題則因應目前新冠病毒疫情，以「北醫人看傳染病」出

發，並參考下列方向擬定： 

(一)  以我的專業領域所學，我認為.... 

請學生在自身系所專業所培養的知識下，學生認為對傳染病可貢

獻的部分為何？或是學生希望讓一般民眾更了解傳染病的那些部份

呢？有可能的衛教部分為何？ 

(二)  Decision-making during a crisis：What makes a difference 

傳染病肆虐時期，世界各國為了圍堵跟防止疫情蔓延，都必須在

短時間內做出各種決策。然而，一個決策在制定的過程中需要考量的

因素眾多，有些決策的結果(不論成果或後果)短期可見，然有些決策

的影響和成效則需要時間的驗證，請你就你在傳染病裡從世界各國的

各式事件及其決策為出發點，思考:  

1. 什麼是好的決策?  

2. 危機裡制定決策的步驟和優先順序應為何？ 

3. 影響一個決策成功或是失敗的關鍵因素可能有哪些?  

4. 其他 (任何與傳染病決策相關的看法與反思均可) 

(三)  談社群媒體發聲的力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伴隨防疫工作而來的，是如同病毒快速

散佈的大量訊息。隨著數位社群媒體的普及，在科技的推波助瀾下，

強化了個人的發聲權力。資訊無時不刻，以不同角度和態樣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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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簡報中以一則有關新冠肺炎的新聞做出發點，討論數位社群

媒體上的訊息爆炸，對資訊接收者的影響，或是社群媒體發聲的力量，

所帶來的正反影響。 

(四)  Pandemic narratives and cultures 傳染病敘事與文化 

1. Media and pandemic 台灣與世界的媒體如何形塑傳染病的形象 

2. Infodemics (an epidemic of information) 如何面對比傳染病更毒

的「資訊病毒」 

3. Cultural imagination 電影或藝術文化中對傳染病的想像與反思 

4. Culture shock 移動在瘟疫蔓延時感受到的文化衝擊 

(五)  如何維護加強疫情期的公共倫理? 

現代國家對傳染病都有一套嚴格的法律，除了人類早就公認的各

種傳染病之外，每個國家還有自己的法定傳染病（Legal Authorities）

凡列入法定傳染病的有完整的檢疫與隔離措施（Quarantine and 

Isolation）。除法律之外，公共倫理是對於傳染病的基本應對。公共

倫理是建立於非常時期個人選擇服從於公共利益的一種責任倫理。在

隨時面臨死亡的瘟疫時期，疫區的人，出於個人利益考慮會選擇逃離

疫區，獲得求生機會；但因為他們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他們的逃離

過程就是將病毒傳往非疫區的過程，會危及他人的健康，有損公共利

益。這種現象，無論在台灣或在中國，都有案例發生。請就政府在疫

情期間，如何加強及管理個人公共倫理方面，提出看法。 

 



4 
 

六、 海選說明 

1. 報名時間：109.04.06 (一) 09:00 - 109.04.24 (五) 12:00 

2.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343b8a5e81aa43b0e0c 

3. 報名影片說明： 

(1) 影片需包含個人清晰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及全英文之簡報內容 

(2) 影片長度限定為 1分鐘內，需一鏡到底，禁止剪輯 

(3) 影片需上傳至 youtube 並開放閱覽 

(4) 影片未符合上述規定或無法閱覽者，即喪失參賽資格 

4. 評分方式：簡報內容 50%及語言表達能力 50%，同分時以「語言表達能

力」高者優先錄取 

5. 決賽入選名單將於 109.05.05 (二) 公告於語言中心網站及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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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決賽入選說明 

1. 語言中心將替入選決賽選手配對指導教師，選手可再與指導教師討論相

關培訓需求 

2. 請於 109.05.06 (三) 09:00 - 109.05.25 (一) 12:00 至杏春樓三樓語言中

心辦理下列事項： 

(1) 繳交「臺北醫學大學全校英文簡報比賽授權同意書」(附件一) 

(2) 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未得獎將由語言中心統一銷毀) 

(3) 繳納參賽保證金 300元 

3. 請於 109.06.01 (一) 17:00前寄送決賽主題與簡報電子檔： 

(1) 寄送主旨及檔名需為「109年度英文簡報比賽決賽簡報_學號_姓名

_競賽題目」 

(2) 寄送信箱：語言中心官方信箱 lc@tmu.edu.tw 

4. 相關事項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棄賽 

5. 決賽順序及地點將於 109.06.02 (二)公告於語言中心網站及粉絲專頁 

6. 參與決賽者於 109.06.03-109.07.0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00-

17:00)可至杏春樓三樓語言中心憑收據辦理保證金退款，逾期未領回者，

款項將繳入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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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現場決賽說明 

1. 報到時間：109.06.03 (三) 17:00-18:00 

2. 報到方式：參賽者憑學生證進行報到，未出具學生證視同報到失敗 

3. 比賽時間： 

(1) 依據語言中心公告決賽順序，每位參賽者簡報時間為 5分鐘 

(2) 於時間達 4 分鐘及 5 分鐘皆會舉牌提醒，並於時間達 5 分 30 秒舉

停止牌 

4. 評分方式： 

(1) 表達技巧(Public Speaking) 60%，簡報內容(Content) 35%，時間控

制(Length of Presentation) 5% 

(2) 人氣獎另由現場聽眾透過行動裝置即時票選 

※ 如有同分情形，則以「表達技巧」、「簡報內容」高分者依序排名 

5. 參賽內容須為作者原創，若獲獎的簡報內容有違反著作權法之行為，參

賽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一經查證屬實則撤銷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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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競賽獎勵  

1. 第一名 (一名)：新台幣 8000元 

2. 第二名 (一名)：新台幣 6000元 

3. 第三名 (二名)：新台幣 3000元 

4. 人氣獎 (一名，不與前三名重複)：精美禮品一份 

※各組入選決賽者，完成檢附資料繳交，將贈送紀念品一份 

 

十、 活動聯絡人 

(一)  語言中心羅婉尹 電話：2736-1661#2679 

(二)  語言中心劉毓薇 電話：2736-1661#2662 

 

十一、 注意事項 

臺北醫學大學語言中心保留修改及調整賽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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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醫學大學全校英文簡報比賽授權同意書 

 

一、 主辦單位或其指定之人得以錄音、攝影，並作全程錄影，所完成之錄音著作、

攝影著作及錄影著作之相關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 

二、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重製該錄音著作、錄影著作，於臺北醫學大學校園內公

開上映、公開播送、並於校園網路公開傳輸，供相關學術研究之用。 

三、 主辦單位或其指定之人有權使用立同意書人之肖像、姓名以及於本比賽所

發表之語文著作內容於國內外重製、編輯及出版發行等權利。 

 

 

此致 

臺北醫學大學 

 

 

 

 

 

 

 

 

 

 

立同意書人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