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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活動宗旨 

鼓勵全球僑校學生及來臺升學僑生強化華語聽說能力，打好語言學習基礎，讓

華文學習方式更加多元，同時藉由此競賽達到與其他國家的僑校學生及僑生進

行交流學習的目的。 

參賽國家/地區 全球各大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協(承)辦單位 艾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yCT) 

線上報名時間 2021年 4月 14日 9:00:00起至 2021年 5月 31日 23:59:59 止(以臺灣時間為準) 

線上競賽時間 2021年 4月 28日 9:00:00起至 2021年 5月 31日 23:59:59 止(以臺灣時間為準) 

參賽組別及資格 

一、僑校學生基礎組、進階組：本會立案/備查且近 3年(108至 110年)使用本會

提供教材之海外僑校在學學生(不含持有中國大陸護照者)，由僑校推薦該校

學生組隊參加，每校組隊不限一隊，惟每位學生限參加一隊。 

（一）基礎組：至 2021年 4月 28 日，年滿 6歲至 12歲(出生日期介於 2008年 4

月 29日至 2015年 4月 28 日)之僑校在學學生。 

（二）進階組：至 2021年 4月 28 日，年滿 13歲至 18歲(出生日期介於 2002年

4月 29日至 2008年 4月 28 日)之僑校在學學生。 

二、僑生基礎組、進階組：在學僑生，不含陸生及外籍生。 

（一）基礎組：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技高學校及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之在學

僑生。 

（二）進階組：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僑生先修部、大專院校之在學僑生。 

三、前揭「在學」學（僑）生係指比賽期間在學者。 

四、若經查核不符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 

比賽辦法 
採線上報名及線上評分，每名參賽者需上線完成「跟讀」(聽一句唸一句)及「朗

讀」(聽一篇文章，看字幕唸)二種競賽項目。 

比賽文章程度 每組各兩篇文章，文章選自僑務委員會《學華語向前走》第 1至 10冊。 

比賽賽制及名次

計算方式 

一、 僑校學生基礎組、進階組： 

（一）均採團體總分總和排名賽，每一參賽隊伍之成員需為 3 人(隊長 1 人及隊

員 2人)，且為同一僑校學生。 

（二）比賽成績係採計參賽隊伍成員比賽最佳一次總分總和，計算至小數點第二

位，若最終比賽結果同一名次出現兩隊之總分總和相同，則依序就隊伍成

員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之分數總和決定排名。 

二、 僑生基礎組、進階組： 

（一）採個人成績總分排名賽。 

（二）比賽成績係採計參賽者最佳一次總分成績，做為該參賽者的最終成績，並

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若最終比賽結果同一名次出現兩位參賽者總分相

同，則依序就參賽者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之分數決定排名。 

報名費/報名方式 
免費，採線上報名(報名平臺入口：本會「全球華文網」，下載MyCT 平臺 APP

後可逕自 APP 比賽。) 

比賽方式 

1. 基本系統需求：iOS/Android系統之行動裝置(Smartphone/Pad)、桌上型電腦

或筆記型電腦(Mac/Windows)。 

2. 參賽者點選僑務委員會「全球華文網」(https://www.huayuworld. org)首頁

活動橫幅進入競賽活動頁面。 

3. 各參賽隊伍自行設定隊長及隊員帳號、密碼及電子信箱，系統審核完成後將

自動寄發通知信，下載 MyCT 平臺 APP，請留意每位學生限參加一隊，爰同

一帳號無法重複組隊。 

4. 首次登入之參賽者需新增 MyCT 帳號跟密碼，亦可使用原本個人 MyCT(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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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T)帳號跟密碼登入。 

5. 在活動平臺按下「開始比賽」按鈕即進入比賽模式，參賽者在競賽期間，可

以隨時隨地、不限次數上線完成競賽。 

評分工具 
評分工具為「MyCT線上評分系統」。(ASAS © ,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第 189374號) 

頒獎獎項 

一、 僑校學生基礎組、進階組： 

（一）依競賽成績高低排序，每組每名次一隊，可獲頒本會中英文獎狀、獎學金。

另為嘉勉獲獎學生就讀之僑校，日後該等僑校申請相關補助，將優予加分，

酌增補助額度，最高補助金額為獲獎學生獎學金總額之三分之一，各組獎

金如下： 

1、第一名：獎學金 3,000美元(含稅)。 

2、第二名：獎學金 2,100美元(含稅)。 

3、第三名：獎學金 1,650美元(含稅)。 

4、第四名：獎學金 1,350美元(含稅)。 

5、第五名：獎學金 1,200美元(含稅)。 

（二）依中華民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團體

或其他機構」之競賽獎金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爰前揭獎學金均需

扣繳 20%所得稅。 

二、僑生基礎組、進階組： 

（一）依競賽成績高低排序，每組每名次一名，可獲頒本會中英文獎狀、獎學金。

各組獎學金如下： 

1、第一名：新臺幣 30,000元(含稅)。 

2、第二名：新臺幣 27,000元(含稅)。 

3、第三名：新臺幣 16,500元。 

4、第四名：新臺幣 13,500元。 

5、第五名：新臺幣 12,000元。 

（二）依中華民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條及第 13條規定，僑生若為「於

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合計滿 183 天之外僑」，獎金超過新臺幣 2

萬元時，按照給付金額扣繳 10%，爰前揭超過新臺幣 2 萬元獎學金，依法

須扣繳 10%所得稅。 

三、頒獎方式：各組優勝名單將公告於「全球華文網」，並請駐外單位協助通知

僑校學生基礎組、進階組獲勝隊伍就讀僑校填具領據及身分佐證資料，送駐

外單位核轉本會，以憑撥款；至僑生基礎組、進階組部分，由本會聯繫獲獎

僑生填送領據及在學證明撥款帳戶，以憑撥款。 

備註 

1. 僑校學生組獲勝隊伍就讀之僑校，日後辦理文教活動、購置教學設備、修繕

校舍等申請本會經費補助，將依獲獎名次酌增補助 400美元至 1,000美元不

等，惟仍以部分補助為原則，且補助額度不得超過所申請項目之總經費。 

2. 活動簡章及比賽規則參賽者將公告於本會「全球華文網」，本簡章若有未盡

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適時修正補充，並於賽前在「全球華文網」公告週知。  

3. 《學華語向前走》課本及音檔可於「全球華文網」之「《學華語向前走》專

區」下載運用。 

4. 若 有 任 何 安 裝 MyCT 軟 體 或 平 臺 客 服 問 題 ， 請 來 信 艾 爾 科 技

support@llabs.com(張小姐)或加入 Line客服專線 https://lin.ee/zzfb7IP 

mailto:support@llabs.com
https://lin.ee/zzfb7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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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第一條  本比賽限符合「2021年僑務委員會全球僑校學生及僑生華語口說爭霸賽比賽簡章」
參賽資格者參加，如不符參賽資格，一經查證，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 

第二條  參賽者依主辦單位規定完成線上報名手續後，方才取得參賽資格。 

第三條  主辦單位負責比賽規則的制定、修正與解說；比賽最終優勝參賽者的名次、獎項和
獎勵結果由主辦單位決定並公告，參賽者不得異議。 

第四條  比賽期間，參賽者需遵守主辦單位公布之比賽規則，並在指定平臺(MyCT 學習平
臺)比賽專區進行比賽。 

第五條  比賽賽制： 

一、 僑校學生基礎組、進階組：均為團體總分總和排名賽，參賽隊伍成員需為 3
人且為同一僑校在學學生，比賽最終名次依照參賽隊伍成員最佳一次成績總
分總和進行排名。若參賽隊伍成績同分時，主辦單位依次以參賽隊伍成員發
音、語調、流利度、音量之分數總和高低依序排名。 

二、 僑生基礎組、進階組：均為個人成績總分排名賽，參賽者比賽最終名次是依
參賽者最佳一次成績總分排名。若參賽者成績同分時，主辦單位依次以參賽
者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之分數總分高低依序排名。 

第六條  參賽者可用舊有個人的 MyCT(或 MyET)帳號與密碼登入並報名參賽；若參賽者沒
有個人MyCT(或MyET)帳號與密碼，須於報名時申請個人帳號與密碼參加比賽。 

第七條  參賽者不得建立另一組以上帳號、密碼重複報名比賽，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第八條  參賽者帳號、隊伍名稱不得涉及攻擊、侮辱、影射或其他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社會
正義、國家安全、政府法令之內容，主辦單位有權將違反之參賽帳號、隊伍名稱直
接移除，並取消參賽資格。 

第九條  比賽開始後，參賽者不得要求更換比賽帳號，參賽隊伍亦不得要求或自行更換隊員、
隊伍名稱，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第十條  比賽期間，參賽者一律使用線上報名登錄且經審核通過之個人帳號及密碼比賽。若
參賽者使用自行建立未完成報名程序之帳號密碼比賽，則取消參賽資格。 

第十一條 比賽期間，參賽者可不限次數進行比賽，惟每名參賽者需獨自唸完整個比賽內容，
不得有頂替、分配、指派比賽內容由他人完成比賽之情事，違者取消該員（隊伍）
參賽資格。 

第十二條 比賽結束後，若因參賽者（隊伍）自行疏忽導致未在正確組別下比賽，不得要求主
辦單位採計成績計算名次。 

第十三條 參賽者不得有冒名頂替等舞弊行為，違者該員及所屬隊伍之比賽成績不予以計算之
外，頂替人與被頂替人將永久喪失參賽權。 

第十四條 評分標準由主辦機關規定，評分工具為「MyCT線上評分系統」（ASAS© ,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第 189374 號），主辦單位依照 MyＣT

系統資料庫中所記錄之參賽者成績依序排名，參賽者不得有異議，若有人為評分之
需求，再另行通知。 

第十五條 主辦單位有權查核參賽者比賽音檔，若發現參賽者有舞弊行為，則取消該參賽者及
所屬隊伍之參賽資格。 

第十六條 在非不得已情況下，主辦單位擁有比賽變更權利，並保有對比賽的最終解釋權。 

第十七條 若參賽者發佈相關資訊涉及攻擊、侮辱、影射或其他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社會正義、
國家安全、政府法令之內容，主辦單位有權將此內容直接移除。 

第十八條 若主辦單位發現參賽者駭入攻擊比賽伺服器，企圖修改相關比賽資料，散播病毒，
等影響比賽及伺服器運作之重大情事，一律移送法辦。 

 

 



僑務委員會全球僑校學生及僑生華語口說爭霸賽個人資料

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僑生組) 

一、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規

定。  

二、機關名稱：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委託本會駐外僑務

秘書或駐外館處以及業務委外之委辦廠商辦理。  

三、蒐集之目的：本會為辦理「全球僑校學生及僑生華語口說爭霸賽」

(以下簡稱本比賽)之參賽者報名、比賽行政及後續聯繫工作，蒐

集、處理及使用臺端個人資料，並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

之規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次蒐集與使用之臺端個人資料包括居住國

國籍、校名、科系、中文姓名、出生年月日、電子信箱、電話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報名本比賽起至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

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地區(中華民國境內)或經當事人授

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本會、本會駐外僑務秘書或駐外館處以

及本會業務委外之委辦廠商。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前揭蒐集資料用於報名、比賽成績紀錄、

當事人之聯絡及資料統計分析等作業以及後續聯繫工作。 

六、臺端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以書面向本會行

使下述權利：(1)請求查詢或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

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七、臺端如未提供本會辦理本比賽所需之正確完整個人資料，應註明

正當充分之理由，否則將無法進行報名手續並喪失比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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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僑務委員會全球僑校學生及僑生華語口

說爭霸賽 

【僑生組參賽流程】 

Step.1 

全球華文網 https://www.huayuworld.org/news_info.php?nid=593→

進入比賽介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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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詳細閱讀比賽簡章、比賽規則之後，找到符合資格的參賽組別，按下報名按鈕→填寫報

名資料，按下【送出】按鈕。 

※重要：請務必確認資料填寫皆正確且符合參賽資格，若有不符資格的報名情況，主辦

單位有權利取消其參賽資格。若資料有填寫錯誤情況，請重新填寫送出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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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完成報名後，系統將自動帶您去下載 MyCT，若已事先下載完成將自動開啟，開啟後請

確認是否在【僑務委員會】伺服器的比賽列表頁面中，比賽列表畫面含【暖身說明賽】、

【跟讀賽】及【朗讀賽】。 

(若系統未正確帶到比賽列表，而是首頁畫面，請參照最下方的”如何從首頁進到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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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系統完成審核後，將自動寄發【參賽通知】至您填寫的電子信箱，請您按照信件上提供

的帳號及密碼登入 MyCT。 

※重要須知：請確認登入時前方的橘色字串是否為”OCACTW:”， 若非請將前方橘色

字串更改為”OCACTW:”後再接著填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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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登入完成後，點擊【暖身說明賽】的【開始比賽】按鈕→聆聽比賽介紹，進行賽前麥克

風測試及暖身練習。 

※重要須知：暖身賽不計分！暖身賽完成後將不會有分數，分數為”0”為正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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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按下返回鈕，返回比賽列表→任選【跟讀賽】或【朗讀賽】其中一場，正式開始比賽， 

必須同時完成【暖身說明賽】、【跟讀賽】及【朗讀賽】，才有完整的比賽成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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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比賽期間，可不限次數參賽，個人成績與排名可從排行榜即時查詢，可從比賽列表中查

詢所有成績總排名以及點擊至任意一場比賽中查詢單場的排名。 

※所有比賽總排名： 

 

 

 

 

 



 

8 

※單場比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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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 MyCT 首頁進到比賽頁面※ 

Step 1. 

打開 MyCT 後登入，確認登入前橘色字串為”OCACTW:”，完成登入後請選擇桃紅色

區塊的【比賽】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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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進到口說大廳，您已報名完成的比賽將在【我已經報名參加的比賽】列表下方，直接點

擊進入即可看到比賽列表，開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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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 MyCT 出現圖三圖示時，表示環境噪音或是錄音音量過大，造成 MyCT 無法分析評分，

此時請等 MyCT 回到圖一時，再開始進行錄音。(建議可降低錄音音量或是將拉長麥克風與

嘴巴之間的距離，避免環境噪音的干擾)。 

(圖三) 

錄音注意事項 
*請自備耳機麥克風。 

*建議在安靜的環境下比賽，避免環境噪音影響比賽成績。 

*比賽錄音過程中，不管唸錯，停頓或噪音干擾等任何情況，在該句MyCT還未評分的情況下，

若要重唸時，一律等 MyCT 出現圖一圖示後，再開始錄音。 

 

1. 當MyCT 播放老師音檔之後，出現「Recording」圖示後(參見圖一)，請再開始進行錄音（音

量維持在 2 格半-5格） 

*注意：沒有錄音時，請讓下方音量條維持在 0.5-1.5格）。 

(圖一) 

2. 當MyCT 出現圖二圖示時，表示 MyCT 沒有收到聲音或是錄音音量過小，造成無法分析評

分，此時請等MyCT 回到圖一時，再開始進行錄音。(建議錄音時，說話音量讓音量條達到

3-6格時，MyCT 較不易發生有收不到錄音情形)。 

(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