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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自创赛以来，始终以推动我国外语教育发展、

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为使命，坚持创新，与时俱进。2018 年，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大

赛组委会决定，自 2018 赛季起，将大赛名称扩展为“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写

作、阅读大赛，英文名称为 “FLTRP · ETIC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 Writing

/ Reading Contest。2018 赛季赛制安排和赛题设置不受大赛名称扩展影响，将继续根据

大赛章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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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须知

报到地点：福州藤山戴斯酒店大堂

酒店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 32 号，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大门口右侧约 100 米

酒店电话：0591-86393888

报到时间：

英语写作、阅读复赛：10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8:00

英语演讲复赛：10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8:30

特别说明：本次赛事不收取报名费。各校选手和指导老师交通及食、宿自理。

联系人：

会务组（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林莉老师（负责阅读赛事会务工作），联系电话 13799348904

刘凌霞老师（负责写作赛事会务工作），联系电话 13178033742

张水川老师（负责演讲赛事会务工作），联系电话 13015751039

韦群老师（总协调），联系电话 1311077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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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乘坐火车从福州站到福建师大（仓山校区）

出租车：约 12.9 公里约 21 分钟约 33 元

公共交通：

①约 48 分钟 5 元

地铁 1 号线---三叉街站（B 口）出---上三路口站换乘 K1，115，197，307，47，502，

162，163 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

②约 57 分钟 1 元

火车站南广场站搭乘 20 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

③约 60 分钟 1 元

火车站北广场站搭乘 106，K1 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

乘坐火车从福州南站到福建师大（仓山校区）

出租车：约 11.5 公里约 21 分钟约 31 元

公共交通：

①约 43 分钟 4 元

地铁 1 号线---三叉街站（D1 口）出---三叉街站换乘 4，195，26，83，157，113，42，

124 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

②约 57 分钟 1 元

火车南站搭乘 124，83，167 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

酒店信息：学校周边酒店由近到远顺序排列，请务必尽早提前预订！

（1）福州藤山戴斯国际酒店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 32 号藤山大厦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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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91-86393888

（2）汉庭酒店（首山路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 10 号 2 楼

电话：0591-28328666

（3）速 8 酒店（学生街店）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街道复园路 12 号

电话：0591-38256888

（4）如家派柏云酒店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 192 号(上三路与牛眠山巷交汇处西 40 米路南)

电话：0591-88003633

（5）维也纳国际酒店（仓山龙福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连江南路 15 号

电话：0591-38176666

用餐信息：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阅读与写作赛场（综合楼）附近有教工食堂，食堂共有三层，均可使

用微信或支付宝用餐，食堂三楼提供包厢及小炒服务；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部对面吕振万楼可

以提供团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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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大赛参赛指南
一、写作大赛考查题型说明

复赛：比赛题型为议论文写作 1 篇（500 词左右）、说明文/应用文写作 1 篇（300-500 词），

写作时间共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写作大赛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0 月 26 日

下午

14:00-18:00 报 到 福州藤山戴斯酒店

18:00 晚 餐 自行安排

19:00 熟悉赛场、试操作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403、503（科学会堂右侧）

19:45 回入住酒店 自行安排

10 月 27 日

上午

6:45 早 餐 自行安排

7:30 前往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科学会堂右侧）

8:00 写作比赛选手入考场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403、503（科学会堂右侧）

8:00-8:30
选手登录系统，了解比赛须知，

调试键盘
同上

8:30 写作比赛开始 同上

10:30 比赛结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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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比赛须知

1. 选手按照指定时间到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赛场参赛，比赛（考试）时间为 2 小

时。

2. 选手凭《复赛通知》准时报到参赛，过时视为自动放弃比赛。

3. 请选手及带队老师 7:45 抵达写作比赛考场，先全部在 403 集中，然后按照赛事主办方

的安排分别到 403 和 503 参加写作比赛。

4. 注意事项：

（1）参赛选手 8:00 开始入考场，须凭身份证、学生证。

（2）禁止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如手机、电子辞典等）和参考资料（如纸质词典）

等与比赛无关的物品进入赛场，可携带黑色水笔入场，现场提供稿纸。

（3）进入赛场后，选手须输入邮箱和手机号登录大赛写作系统，邮箱和手机号信息以

选手参赛注册时的邮箱和手机号为准。

（4）比赛 8:30 正式开始，迟到半小时以上不得入场。

※ 说明：请选手在指定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指定的 IP 信息，随后按照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5）比赛期间，选手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须经监赛人员同

意，并由其陪同，方可离开赛场。

（6）比赛时间为两小时。比赛结束，系统自动提交所有答卷。参赛选手可提前交卷，

并经监赛人员同意后离开赛场。已退场的选手不得重返赛场。

（7）比赛过程中，如机器出现故障，参赛选手须举手示意后询问，由监赛人员予以解

决。

（8）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进行与比赛无关的任何操作，因参赛选手非正常使用导致

的机器损坏，由选手承担赔偿责任。

（9）参赛选手应服从监赛人员的管理，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严禁一切作弊和违纪行为。

对于作弊和违纪的参赛选手，监赛人员有权令其退出赛场，并上报大赛组委会，

按相关规定处理。

参赛选手应秉持诚信态度，保证参赛作文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如经组委会查证有抄

袭情况，将永久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由此给该选手及所在学校带来的不良影响由该选手本

人自负。

四、写作大赛负责人：李光泽，联系电话 1525918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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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大赛参赛指南
一、阅读大赛赛题分值说明

复赛：题型包含客观题和主观题，即 Read and Know，Read and Reason，Read and

Question，Read and Create 四个模块，共 41 题，答题时间为 150 分钟，满分 100 分。

第 1-3 题每题 1 分，第 4-9 题每题 2 分，第 10 题 5 分，第 11-30 题每题 1.5 分，第 31-40

题每题 2 分，第 41 题 30 分。

二、阅读大赛时间安排表

日 期 时 间 活动内容 地 点

10 月 26 日

下午

14:00-18:00 报 到 福州藤山戴斯酒店

18:00 晚 餐 自行安排

20:00 熟悉赛场、试操作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403、503（科学会堂右侧）

20:45 回入住酒店 自行安排

10 月 27 日

下午

11:00 午 餐 自行安排

11:50 阅读比赛选手前往考场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科学会堂右侧）

12:30-13:00
选手登录系统，了解比赛须

知，调试键盘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403、503（科学会堂右侧）

13:00 阅读大赛开始 同上

15:30 比赛结束

三、阅读比赛须知

1. 选手根据指定时间到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赛场进行操作，比赛（考试）时间为

2 小时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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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手凭《复赛通知》准时报到参赛，过时视为自动放弃比赛。

3. 请选手及带队老师 12:10 准时到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综合楼 403 集中，然后根据赛事

承办方安排分别到各自考场参加阅读复赛。

4. 注意事项：

（1）参赛选手 12:30 开始入考场，须凭身份证、学生证。

（2）禁止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如手机、电子辞典等）和参考资料（如纸质词典）

等与比赛无关的物品进入赛场。

（3）进入赛场后，选手须输入邮箱和手机号登录大赛阅读系统，邮箱和手机号信息以

选手参赛注册时的邮箱和手机号为准。

（4）比赛 13:00 正式开始，迟到半小时以上不得入场。

※ 说明：请选手在指定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指定的 IP 信息，随后按照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5）比赛期间，选手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须经监赛人员同

意，并由其陪同，方可离开赛场。

（6）比赛时间为两小时。比赛结束，系统自动提交所有答卷。参赛选手可提前交卷，

并经监赛人员同意后离开赛场。已退场的选手不得重返赛场。

（7）比赛过程中，如机器出现故障，参赛选手须举手示意后询问，由监赛人员予以解

决。

（8）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进行与比赛无关的任何操作，因参赛选手非正常使用导致

的机器损坏，由选手承担赔偿责任。

（9）参赛选手应服从监赛人员的管理，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严禁一切作弊和违纪行为。

对于作弊和违纪的参赛选手，监赛人员有权令其退出赛场，并上报大赛组委会，

按相关规定处理。

参赛选手应秉持诚信态度，保证参赛答题内容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如经组委会查证

有抄袭情况，将永久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由此给该选手及所在学校带来的不良影响由该选

手本人负责。

四、阅读大赛负责人：刘宜平，联系电话 1368500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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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演讲大赛参赛指南

一、英语演讲大赛赛制说明

2018“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包括“地面赛场”和“网络赛场”两种形式。“地面

赛场”初赛由院校组织，选拔选手参加省（市、自治区）级复赛，每个地区复赛前 3 名选

手参加全国决赛。“网络赛场”在大赛官网（http://uchallenge.unipus.cn）进行，所有

符合大赛参赛资格的选手均可报名参赛。在“网络赛场”评选中，网络投票环节所获票数前

3 名及成绩排名前 87 的选手晋级全国决赛。主办单位还将邀请海外及港澳台选手参赛，

与“地面赛场”晋级的 90 名选手、“网络赛场”晋级的 90 名选手共同角逐大赛冠、亚、

季军以及其他单项奖。

二、演讲大赛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0 月 27 日

下午

14:00-18:30 报到 福州藤山戴斯酒店

18:00 晚 餐 自行安排

19:00
抽签（A、B 赛场及选手出场顺

序抽签）；熟悉赛场
邵逸夫楼报告厅

20:00 回入住酒店 自行安排

10 月 28 日

上午

6:45 早餐 自行安排

7:30 前往邵逸夫楼报告厅 自行安排

8:00-8:30

开幕式及合影

（包含领导致辞、主办方及承办

方代表发言等）

开幕式：邵逸夫楼报告厅

合影：福建师范大学科学会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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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12:00 比赛

A 赛场：邵逸夫楼报告厅

B 赛场：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

12:00-13:00 午餐 自行安排

10 月 28 日

下午

14:00-14:30

30 名选手即兴演讲比赛规则

说明及抽签决定出场顺序，第

一名选手 14:10 开始抽选题目

并进备赛室准备，之后每隔 3

分钟一名选手抽选即兴演讲

题目

外国语学院陈明金教学楼备赛

室

14:30-16:30 比赛 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

16:30-16:45 休息

16:45-17:00 颁奖、闭幕式 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

三、演讲比赛须知

赛前

1、10 月 27 日，复赛选手凭《复赛通知》准时报到参赛，过时视为自动放弃比赛。19:00

准时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邵逸夫楼报告厅进行分赛场及选手出场顺序抽签。

2、10 月 28 日上午 8:00 之前到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邵逸夫楼报告厅参加大赛开幕式，

然后集体合影。

3、8:30 参赛选手根据抽签结果分别到 A 和 B 赛场候考室签到、入场，参赛选手、带队老

师及观众到指定赛场，并按指定区域就座。

4、8:40 演讲比赛正式开始。

赛中

1、比赛环节及要求

第一轮比赛分定题演讲和回答问题两个部分:

（1）定题演讲：

以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定题演讲题目视频为依据，自定标题进行 3 分钟英语演讲（定题

演讲题目视频，请见大赛官网 http://uchallenge.unipus.cn）；选手开始演讲即计时开始；

剩余 1 分钟、剩余 15 秒时，计时员给予提示，时间到停止演讲，违规者酌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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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间：3 分钟

（2）回答问题:

由 Question Master 就选手的定题演讲提一个问题。选手立即回答。

回答时间：1 分钟

第二轮比赛分即兴演讲和回答问题两个部分：

（3）即兴演讲：

综合选手第一轮比赛成绩，选出两个赛场前 15 名选手，即共 30 名参赛选手，集中福

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即 B 赛场）进行角逐全国半决赛名额的比赛，每位选手

需就大赛组委会预先准备的题目进行即兴的命题演讲。每位选手在上一位选手上场前抽取一

道即兴演讲题目，准备时间为 20 分钟。选手抽完题目后，在指定备赛室准备演讲内容，禁

止用网络查阅资料，禁止与他人交流, 备赛室内提供纸、笔、纸质版词典。选手上台后，由

主持人询问选手所抽取的即兴演讲题目序号，并点开相应序号的链接，屏幕上将显示与选手

预先抽取的题目相关的视频或文字和图片，随后选手需根据所抽选题目进行即兴演讲，即兴

演讲时间：2 分钟。

出场顺序由选手现场抽签决定。

（4）回答问题：

演讲完毕后回答 Question Master 就即兴演讲提出的 1 个问题，回答时间：1 分钟。

（5）补充说明：

第一轮比赛 AB 两个赛场如果出现并列第 15 名的情况，则根据其回答问题的成绩排序，

如果出现回答问题的成绩也相同的情况，则成绩并列的选手都进入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选拔参加全国半决赛的选手出现分数并列的情况，将按照其即兴演讲成绩

排序；如果即兴演讲成绩相同，则根据其定题演讲成绩排序；如果即兴和定题演讲成绩均相

同，则根据其两轮回答问题的综合成绩排序。

2、8:40，由主持人介绍出席评委及嘉宾，并介绍评分标准和比赛规则（评分标准和比赛规

则用 PPT 展现在大屏幕上），并宣布演讲比赛正式开始。

3、5 位选手为一组，一组演讲完后，由工作人员收计分表，统计得分并由主持人宣读分数。

4、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首次公布选手分数前，评委集中讨论、统一标准。

5、12:00-14:00，午餐及午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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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00，下午场比赛开始抽签，选手开始备赛，14:30 正式比赛开始。

7、所有选手比赛结束后，主持人公布两个赛场前视 15 名选手名单（共 30 名），并集中外

国语学院多功能厅进行比赛，决出参加全国半决赛的前三名选手。

8、主持人宣读获奖选手名单，并安排大赛评委为选手颁奖；会后带队老师领取证书（前 3

名为特等奖，4-10 名一等奖，11-30 名二等奖，其余选手三等奖）。

9、评委、选手、大赛负责人集体合照留念、退场。

赛后

各参赛带队教师、选手自行返程。

四、演讲比赛负责人：蔡巧英，联系电话 1995918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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