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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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情境式演說 

(二) 客家語字音字形、朗讀、情境式演說 

 (三) 原住民語朗讀及情境式演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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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語、撒奇萊雅族語、賽德克族語、

拉阿魯哇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 

三、競賽名額： 

(一) 高一、二各班學生自由參加(不分年段共同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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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2 月 25 日

（五）13:00 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vHNBJoJx83xHjBt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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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競賽若報名人數未達 3 人則不辦理校內初賽，得代表本校參加市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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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八項競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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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五）

13：00 前 

3 月 2 日（三） 

10：00~10：10 報到，

10：20 開始比賽 

莊敬樓 4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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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讀、 

情境式演說 

3 月 3 日（四） 

12：40~12：50 報到，

13：10 開始比賽 

夢紅樓 3 樓孔孟堂 

1.朗讀：每人 4 分鐘，上

台前 8 分鐘當場抽題。 

2.情境式：每人 3-4分

鐘，上台前 30分鐘當場

抽題，演說完畢隨即進

行現場問答 2分鐘。 

3. 3 月 1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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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語組得視報名人

數情況合併辦理。 

客家語 

朗讀、 

情境式演說 

3 月 3 日（四） 

14：50~15：00 報到，

15：10 開始比賽 

夢紅樓 3 樓孔孟堂 

原住民語 

朗讀、 

情境式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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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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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情境式演說(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競賽學生於登臺前 30 分鐘，當場親手抽定圖片

題目。上臺時請其就所抽圖片題目表述(僅可攜帶圖片題目登台)，再由評判委員就其表述

內容與競賽員對話 2分鐘，依競賽員回答情形評分。 

（三） 字音字形(閩南語、客家語)：競賽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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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3N1W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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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wblg.di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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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9 月 12 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 號修正公布之「客家語拼音方案」

為主，詳細內容參閱 https://bit.ly/2Iog8Jw。漢字使用以教育部 109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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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akkadict.moe.edu.tw/。 

（四） 評判標準： 

1. 情境式演說(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語音（發音、語調、語氣）佔 40﹪，內容（見解、

結構、詞彙）佔 45﹪，臺風（儀容、態度、表情）佔 10﹪、回答問題佔 5﹪。 

2. 朗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語音（發音及聲調）占 45%，聲情（語調、語氣）占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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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二）中午 12：20 到教務處實研組抽登台序

號籤。未到者一律由教務處實研組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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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演說題目： 

(一) 看圖演說(現場抽定一題)：每人 3-4 分鐘。 

(二) 現場問答(評審委員現場提問)：每人 2 分鐘為上限。 

 

八、朗讀篇目： 

(一) 閩南語朗讀篇目(現場抽定一題)： 

請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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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anguage110.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QuestionCate_ID=4) 

1.柯瑞蘭，月娘的心聲 

2.陳玟如，看電影 

3.陳雅菁，膨糖的好滋味 

4.張月惠，到底是 siáng驚著 siáng 

5.王麗惠，飼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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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語朗讀題目(現場抽定一題)： 

請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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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anguage110.eduweb.tw/Module/Question/Index.php?QuestionCate_ID=6) 

作者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南四縣腔 

劉玉蕉 遠方个人客 遠方个人客 遠方个人客 遠方个人客 遠方个人客 遠方个人客 

李秉璋 跌米籮 跌米籮 跌米籮 跌米籮 跌米籮 跌米籮 

林貴珠 旅行 旅行 旅行 旅行 旅行 旅行 

曾秋梅 講毋出个心頭痛 講毋出个心頭痛 講毋出个心頭疾 講毋出个心頭疾 講毋會出个心頭疾 講毋出个心頭痛 

徐熏娸 粄圓情，爺哀心 粄圓情，爺哀心 惜圓情，爺哀心 惜圓情，爺哀心 惜圓情，爺哀心 圓粄情，爺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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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本土語文競賽之儲備人選及優先順序。 

(二) 本競賽旨為遴選代表本校參加市賽選手，參賽者獲選為儲備選手有義務代表學校參加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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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報名後無故不參加之競賽選手，一律處以愛校服務 1 小時。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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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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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本土語文競賽報名表 

 字音字形、情境式演說、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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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2 月 25 日

（五）13:00 前完成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vHNBJoJx83xHjBt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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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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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