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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本土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一、目    的： 

(一) 鼓勵學生學習本土語言，增進學生本土語言表達能力。 

(二) 提高學生學習本土語文興趣，落實本土文化教育，增強愛鄉愛土觀念。 

二、競賽項目：  

(一) 閩南語字音字形、演說、朗讀 

(二) 客家語字音字形、演說、朗讀 

 (三) 原住民語朗讀（分 14 種語別：阿美族語、排灣族語、泰雅族語、魯凱族語、賽夏族語、鄒

族語、卑南族語、達悟族語、邵族語、布農族語、噶瑪蘭族語、賽德克族語、太魯閣族語、

撒奇萊雅族語。） 

三、競賽名額： 

(一) 高一、二各班學生自由參加。 

(二) 每位學生以參加 1 項競賽項目為限（原住民語以族語計）。 

四、報名方式： 

 (一) 請各班國文老師協助選拔各項競賽代表後，由學藝股長填寫紙本報名

表，並請國文老師與班級導師在報名表上簽名。 

 (二) 學藝股長將已簽名的紙本報名表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並於 109 年 2 月

27 日（四）13:00 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PNfNGJUGtNsFRzwDA），紙本報名表不用繳回，請自

行留存。 

 (三) 若班上各項目均無人報名，學藝股長亦須完成以上手續（紙本報名表與

線上表單均勾選「本班無人報名」）。 

 (四) 逾期未完成以上報名手續之學藝股長及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選手均處以愛校服務 2 小時。 

 (五) 報名若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分機 213）。 

五、競賽日期、時間、地點： 

項  目 報名截止期限 競 賽 時 間 競 賽 地 點 備  註 

閩南語 

字音字形 

2 月 27 日（四）

13：00 前 

3 月 13 日（五） 

10：00~10：10 報到，

10：20 開始比賽 

紅樓二樓 

資優研討室 

1.競賽時間限 15 分鐘。 

2.請自行攜帶藍色或黑色

原子筆，其餘文具請勿攜

帶。 

客家語 

字音字形 

閩南語 

演說、朗讀 

3 月 12 日（四） 

紅樓二樓 

資優研討室 

1.演說：每人 4-5 分鐘，

上台前 30 分鐘當場抽

題。 

2.朗讀：每人 4 分鐘，上

台前 8 分鐘當場抽題。 

3. 2 月 26 日（三）12：20

至教務處實研組抽序號

籤，未到者由教務處代

抽，不得有異議。 

4.若閩、客語組報名人數

不足時，得合併辦理。 

12：40~12：50 報到，

13：10 開始比賽 

客家語 

演說、朗讀 

3 月 12 日（四） 

紅樓二樓 

資優研討室 14：50~15：00 報到，

15：10 開始比賽 

原住民朗讀 競賽之時間、地點及篇目視報名狀況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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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競賽內容範圍： 

（一） 演說(閩南語、客家語)：演說講題事先公佈（請參閱本競賽辦法第七點），競賽學生於登臺

前 30 分鐘，就已公布之講題，當場親手抽定 1 題參賽，演說時間每人 4-5 分鐘。 

（二） 朗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各組皆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事先公佈（請參閱本競賽

辦法第八點，文章內容請自行至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搜尋下載），競賽學生於登臺前 8

分鐘，就已公布之篇目，當場親手抽定 1 題參賽，朗讀時間每人 4 分鐘。 

（三） 字音字形(閩南語、客家語)： 

1. 閩南語： 

(1) 共 200 字(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

塗改不計分；校內將於賽前公告題目範圍，請參賽者就該範圍準備即可。 

(2) 拼音以教育部 95 年 10 月 14 日臺語字第 0950151609 號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

方案」正式版為主(標調部份亦以正式版為主)，詳細內容參閱

http://depart.moe.edu.tw/ED2400/cp.aspx?n=C66FA6542738574B&s=C526D22344F1DACE 

(3) 閩南語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主，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 

2. 客家語： 

(1) 共 200 字(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

塗改不計分；校內將於賽前公告題目範圍，請參賽者就該範圍準備即可。 

(2) 拼音以教育部 98 年 2 月 25 日臺灣字第 0980021410 號修正公布之「臺灣客家語拼音方

案」為主，詳細內容參閱

http://depart.moe.edu.tw/ED2400/News_Content.aspx?n=5EB26D97D6A29617&sms=8C59

E176B3E3F56E&s=30783F04D0989E57 

(3) 客家語漢字使用以教育部 99 年 9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主，

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 

（四） 評判標準： 

1. 演說(閩南語、客家語)：語音（聲、韻、調、語調）佔 45﹪，內容（見解、結構、詞彙）佔

45﹪，台風（儀容、態度、表情）佔 10﹪。 

2. 朗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語音（發音及聲調）占 50%，聲情（語調、語氣、語情）

占 40%，台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10%。 

3. 計時標準：演講超過 5 分鐘或不足 4 分鐘，每達 30 秒（不足 30 秒以 30 秒計）扣平均分數

1 分；朗讀時間 4 分鐘，聞鈴響立即下台。 

4. 字音字形：一律書寫標準字體，每字 0.5 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五） 比賽序號：朗讀與演說競賽學生請於 3 月 4 日（三）中午 12：20 到教務處實研組抽登台序

號籤。 

（六） 競賽時講題不符者，及未以本土語言競賽者，不予計分。 

（七） 演說及朗讀競賽學生應於競賽場內靜聽其他同學之演說、朗讀，以收觀摩之效，至評審委

員講評完畢始得離開。 

七、演說題目： 

(一) 閩南語演說題目(現場抽定一題)： 

1. 「有」愛寶惜，「無」愛知足 

2. 比讀冊閣較重要的代誌 

3. 性命的意義 

(二) 客家語演說題目(現場抽定一題)： 

1. 𠊎受到打擊个時節 

2. 現代个低頭族 

3. 煞猛打拚正有春光日 

 

 

 



 3 

八、朗讀篇目： 

(一) 閩南語朗讀篇目(現場抽定一題)： 

請至「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網站」點選競賽內容並下載閩南語朗讀篇目高中學生組 1-5 篇全文： 

(http://language108.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 

 1. 賴又嘉，綿仔紙佮阮滾耍笑 

 2. 陳雅菁，白糖粿 

 3. 吳政修，變魔術 

 4. 陳美虹，我的人生，我創造 

 5. 楊玲怡，快樂毋通凊彩 

 

 (二) 客家語朗讀題目(現場抽定一題)： 

請至「108 年全國語文競賽網站」點選競賽內容並下載客家語朗讀篇目高中學生組 1-5 篇全文： 

(http://language108.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 

作者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南四縣腔 

劉玉蕉 阿婆惜𠊎惜入

心 

阿婆惜𠊎惜入

心 

阿奶惜𠊎惜入

心 

兩子阿嬤 兩媽孫 阿婆惜𠊎惜入

心 

賴文英 燈籠 燈籠 燈籠 燈籠 燈籠 燈籠 

何秋桃 糟嫲 糟嫲 糟嫲 糟嫲 糟嫲 糟嫲 

張旭英 快樂 50 快樂 50 快樂 50 快樂 50 快樂 50 快樂 50 

楊世玲 竹凳伯姆个大

手帕 

竹凳伯姆个大

手帕 

竹凳伯姆个大

手巾 

竹凳伯姆个大

手帕 

竹凳伯㜷个大

手巾 

竹凳伯姆个大

手帕仔 

 

九、獎勵辦法： 

（一） 各項錄取最優若干名(獎額得由評審委員依實際參加人數及表現水準而定)，頒發獎狀及圖書禮券以資鼓勵

(第一名 500 元，第二名 300 元，第三名 200 元)，並由評審委員決定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比賽之儲備人選

及優先順序。 

(本比賽旨為遴選代表選手，參賽者獲選為儲備選手有義務代表學校參加 109 年市賽及國賽。若有特殊情形需

棄權需在獲選後一周內告知實研組，並經學校同意，違者處以愛校 1 小時並追回上述獎勵)。 

（二） 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競賽選手，一律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三） 學藝股長未能盡到競賽公告或報名事宜之責任，以致該班參賽者權益受損處以愛校服務 2 小時。 

 

十、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language108.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
http://language108.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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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本土語文字音字形、演說、朗讀 

競賽報名表 
 (一) 請各班國文老師協助選拔各項競賽代表後，由學藝股長填寫紙本報名

表，並請國文老師與班級導師在報名表上簽名。 

 (二) 學藝股長將已簽名的紙本報名表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並於 109 年 2 月

27 日（四）13:00 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PNfNGJUGtNsFRzwDA），紙本報名表不用繳回，請自

行留存。 

 (三) 若班上各項目均無人報名，學藝股長亦須完成以上手續（紙本報名表與線上表單均勾選「本

班無人報名」）。 

 (四) 逾期未完成以上報名手續之學藝股長及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選手均處以愛校服務 2 小時。 

 (五) 每位學生以參加 1 項競賽項目為限。 

 (六) 報名若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分機 213）。 

班級：                                                        □本班無人報名 

學藝股長簽名：            國文老師簽名：               導師簽名： 

項   目 

客家語與原住民語請填寫腔調或方言語別 

填寫範例：閩南語演說 

          客家語字音字形－四縣腔 

          阿美語－南勢阿美語 

姓   名 座號 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