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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辦法 

一、 目的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網路世界也開始對人類的生活型態造成巨大的轉變，許多的訊息及資料都

能在網路上互相流傳，不受距離及時間的影響。然而，現今學生們對資訊的識讀能力及資安教育

的概念仍十分薄弱，社會上關於虛假訊息、個資外洩、網路詐騙，甚至網路霸凌等資安危機事件

層出不窮。此外，由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網路上更充斥許多關於疫情的不實傳言及資訊。為推

廣資訊安全意識、建立學生健康的網路使用習慣，Cool English 與趨勢科技合作舉辦 「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希望透過此次比賽，學生們除了能在閱讀完與資訊

安全相關的素材及文章之後，吸收相關知識，認識正確的資安守則，同時也能增進自身英語閱讀

能力。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二) 協辦單位：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參加對象 

 全國公私立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學生。 

比賽成績不分普技高組，報名時請依照就讀學校分類進普高或技高比賽專區報名作答。 

(普高組包含普高學生、綜高高一學生、選擇學術學程之綜高高二至高三學生；技高組包含技高學

生、選擇專門學程之綜高高二至高三學生、單高學生)。 

➢ 五專生不符參賽資格。 

四、活動時間 

本活動自 110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一) 00 時 00 分至 110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三) 23 時 59 分止，採

 報名與作答作業雙軌制，參賽者可先報名後作答，亦可先作答後報名，惟務必於比賽時間內完成

 報名與作答作業（比賽結束時間以本平臺顯示最後作答時間為憑）。 

 

五、答題範圍 

     依據趨勢科技提供之主題素材文章及 VOA美國之聲資安相關文章進行答題，分為四大類主題： 

(一) 辨別真假訊息：分辨網路訊息及新聞媒體的真偽和公正性。 

(二) 應對網路攻擊：保護電腦不受釣魚網站及勒索軟體的威脅以及拒絕網路霸凌。 

(三) 保護個資隱私：防範有心人士或企業利用網路濫用個人資訊及侵犯他人隱私。 

(四) COVID-19資安議題：因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也有許多網路犯罪集團利用疫情伺機犯

  罪。透過閱讀相關文章，學習有關 COVID-19 資安議題正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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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賽方式 

(一) 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以個人為單位參賽。 

(二) 報名方式： 

1.請先登入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www.coolenglish.edu.tw 

初次使用本平臺者，請先至首頁右上方點選「登入」後進行註冊或快速登入，方式如下： 

(1) 點選「申請一個新帳號」 

申請一個專屬於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個人帳號。 

(2) 點選「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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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點選「Google」 

若您擁有 Google 帳號，可直接使用 Google 帳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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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密碼與所屬縣市帳號相同。 

➢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不正確∕無法識別，一律不納入得獎名單。 

➢ 比賽期間皆可修改報名表，請確實填寫本人班級與年級，否則成績不予計算。 

➢ 單一帳號僅能填寫一份報名表，使用非本人或多重帳號作答者，成績恕不受理。 

➢ 使用 Facebook 或 Google 帳號登入本平臺者，請於登入後查看右上方使用者資訊

是否正確，確認身分為本人帳號後再報名與作答。使用公共電腦登入本平臺者，使

用完畢後請登出 Facebook 或 Google 帳號，以避免個資外流。 

2. 登入本平臺後，請依照就讀學校分類進普高或技高比賽專區報名作答： 

(1) 「普高區」＞「110年度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專區」，點選「110

年度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報名表」後，請依畫面指示填妥報名資

料。 

(2) 「技高區」＞「110年度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專區」，點選「110

年度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報名表」後，請依畫面指示填妥報名資

料。 

(3) 若為綜合型高中學生,高一學生請選擇普高組，高二、高三學生請依分流結果選擇普高組

或技高組；若為單科型高中學生，請選擇技高組。 

3. 詳細報名與作答步驟圖文教學請見本平臺首頁最新消息或 Facebook 粉絲專頁： 

(1)  平臺首頁：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2)  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三) 報名截止時間為 110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三)  23 時 59 分止，以報名表傳送時間為憑，

  逾期視同放棄，恕不受理。 

(四) 參賽者須完成指定練習題組，說明如下： 

http://www.coolenglish.edu.tw/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http://www.facebook.com/coolenglis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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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高區」＞「110 年度 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專區」共 4 個練習

題組，一組 25題，總題數為 100題。 

2. 「技高區」＞「110 年度 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比賽專區」共 4 個練習

題組，一組 25題，總題數為 100題。 

➢ 為維持本比賽公正性，比賽題組難易度皆同。 

 

七、得獎標準及參賽獎勵 

(一)  得獎標準 

1. 承辦單位以平均成績作為計算標準（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以個人平均成績做排序。依

據整體最高平均成績排序之人數狀況，視實際情況擇一方案作為本比賽得獎標準，說明如下： 

(1) 方案一：依平均成績由高至低排序後，最高平均成績人數低於或等於 50 名時，取平均成績

前 50 名參賽者列入 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英語資安大師獎」得獎

名單，並獲得獎金新臺幣 800 元及獎狀乙張；至未獲得 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

資安知識王「英語資安大師」者，將取平均成績 99 分以上（包含  99 分）列入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英語資安達人獎」得獎名單，並獲得便利商店禮物卡乙張

及獎狀乙張。 

(2) 方案二：依平均成績由高至低排序後，最高平均成績人數高於 50 名時：取平均成績最

高分且同分者進行抽籤，抽出 50 名頒發獎金新臺幣 800 元，並獲得 Cool English X趨

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英語資安精英獎」及獎狀乙張；至未抽中獎金者，將抽出 300 

名獲得便利商店禮物卡乙張，並獲得 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英語資

安精英獎」及獎狀乙張；而未抽中獎金及便利商店禮物卡者，仍將獲得 Cool English X

趨勢科技-英語資安知識王「英語資安精英獎」獎狀乙張。 

 

(二)  參賽獎勵 

1. 方案一：  

獎項 獎勵 名額 

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 

英語資安知識王 

英語資安大師獎 

獎狀乙張 

獎金新臺幣

800 元 

50 名 

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 

英語資安知識王 

英語資安達人獎 

獎狀乙張 

便利商店禮物卡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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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案二：  

 

 

➢ 本比賽首次得獎名單將於本平臺首頁最新消息及粉絲專頁發布，發布後開始為期一星期

之比賽複查期，請配合於比賽複查期內確認參賽資料是否正確；倘於比賽複查期結束後

發現資料有誤，恕不修正。 

➢ 俟一星期比賽複查期結束，始公布最終得獎名單。 

➢ 後續由主辦單位寄送獎金新臺幣 800 元領款收據（或便利商店禮物卡乙張與簽收回條）

及獎狀至得獎者學校統一頒發，俟獎金新臺幣 800 元申請單全數回收，始可進行經費

核銷及請款作業，請得獎者學校配合於回收期限內寄回獎金領款收據，俾進行後續獎金

匯款事宜。 

八、注意事項 

(一) 隱私權聲明：因活動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此次競賽活動之用，本單位將嚴加控管，以保

障個人資料之安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參加本次競賽活動者，視為瞭解及同意主辦單位

於本活動需要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

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修改本活動辦法、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九、活動洽詢 

 活動網址：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客服信箱： coolenghshelp@gmail.com 

 客服專線： (02)7749-7997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例假日與國定假日不開放) 

獎項 獎勵 名額 

Cool English X趨勢科技- 

英語資安知識王 

英語資安精英獎 

獎狀乙張 

獎金新臺幣 800 元 
 50 名 

獎狀乙張 

便利商店禮物卡乙張 
 300 名 

獎狀乙張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mailto:coolenghshel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