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東北扶輪盃 

第十五屆兒童本土語言『閩南語演講及說故事』比賽 
活動計畫 

 
 

一、依 據： 

(一) 桃園市 111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育計畫 

(二) 桃園東北扶輪社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 的： 

(一) 為推動生活化本土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熱愛本土情懷；增進教師指導學生表演鄉

土藝術知能，以利本土文化傳承。 

(二) 透過多元、創意的語言表現方式，深耕學童在地認同精神。 

(三) 以本土語活動強化全人教育功能，養成閱讀、品格、健康素養的好兒童。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際扶輪 3502地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東北扶輪社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小 

(四)協辦單位：大溪扶輪社、龜山扶輪社、大溪中央扶輪社、桃園龍山扶輪社 



四、活動方式： 

    學校依報名錄取名單，於比賽當天由教師帶隊至西門國小： 

（一） 時間:111年 12月 3日(星期六) 07:30~16:00 

項次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 07：30～07：50 工作人員場佈  

2 07：50～08：10 競賽人員報到 內操場 

3 08：10～09：20 

開幕＆表演節目-管弦樂團、合

唱團表演（邀請全部參賽選手

依座位安排出席參加開幕式） 

活動中心 

4 09：20～09：30 競賽選手移動、就位  

5 09：30～11：30 

高年級閩南語演講比賽 西門樓 4樓 605教室 

中年級閩南語說故事比賽 西門樓 4樓 5音教室 

低年級閩南語說故事比賽 西門樓 4樓 3音教室 

6 11：30～16：00 
場地復原整理、公告比賽成

績、活動檢討會議 
活動中心 

（二）報到地點：西門國小 1樓內操場 

（三）比賽地點：西門國小西門樓 4樓教室(605、5音、3音教室)。 

（四）參賽選手請於比賽結束後由工作人員引導離開競賽場地，並帶至休息區交予帶隊

老師。 

 

五、舉辦內容與方式： 

（一）競賽組別 

1.低年級組－閩南語說故事比賽，每校推薦 1名代表參加。 

2.中年級組－閩南語說故事比賽，每校推薦 1名代表參加。 

3.高年級組－閩南語演講比賽，每校推薦 1名代表參加。 

（二）參賽對象：鼓勵全市各國小報名參賽。 

（三）參加名額：每校低、中、高年級組各報一位選手。各組名額至多 25人。至報名

截止日若仍有名額，則開放各校增額錄取。 



（四）說故事及演講主題： 

低年級組：以「開心」相關人事物為主題 

中年級組：以「失落」相關人事物為主題 

高年級組：以「最難忘」相關人事物為主題 

附註：可參考現成教材或自編 

（五）比賽時間：演說時間均為四分鐘。扣分標準如下： 

時  間 扣分標準 鈴聲提醒 

未滿 30秒 扣 4分 3分 30秒按鈴一次，4分

30秒按鈴二次，5分鐘時

按鈴三次，若尚未講完必

須立即結束。 

30秒~1分 29秒 扣 3分 

1分 30秒~2分 29秒 扣 2分 

2分 30秒~3分 29秒 扣 1分 

3分 30秒~4分 30秒 不扣分 

4分 31秒~5分 扣 1分 

七、報名日期： 

    各校自 111 年 10 月 03 日(一)8:00 起至 111 年 11 月 03 日(四)16:00 止填寫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8pLVO7）並上傳報名表核章 pdf檔完成報名。 (若需確認或修改，

請洽教務處林主任，聯絡電話：03-3342351轉 21) 

八、抽籤日期： 

比賽出場順序，定於 111年 11 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30分假西門國小 1樓會議

室公開抽籤（未出席人員及逾時由承辦學校代抽），並於當天 16：00前於西門國小網

站公佈比賽序號及詳細賽程。 

九、獎 勵： 

〈一〉 學生比賽部份：分低、中、高三組，各組～ 

第一名一位：獎金新台幣 6000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一位：獎金新台幣 3600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一位：獎金新台幣 2500元、獎狀乙紙 

〈二〉 優勝分低、中、高三組，各組 3位頒發 800元獎金、獎狀乙紙 

〈三〉 參加獎：報名參加比賽學生，每位學生禮券 300元 

〈四〉 指導老師部分：市府教育局同意援例核予各組前三名指導老師獎狀乙紙（指導

老師每生限一名，依報名表為準）。 

〈五〉 帶隊老師當天敬請各校惠予核以公假出席並由主辦單位發放禮券 300元，(本案

援例核發禮券，禮券經費由扶輪社自籌)，每校以三位為上限。 

https://reurl.cc/8pLVO7


〈六〉 各組優勝名單將於 111年 12月 3日（六）16：00前公佈於西門國小網站。 

〈七〉 考量疫情等級尚未降解，故當天不進行賽後講評及公開頒獎活動，相關得獎人

員可於成績公佈後 7日內由本人或指派代表（請攜帶委託書、身份證或健保卡）

至本校教務處領取獎金及獎狀，若超過 7日則由本校派員送至得獎學校簽領。 

 

十、經費預算：本計畫所需費用由教育局及桃園市東北扶輪社等編列款項支應。 

十一、附 則： 

(一) 考量疫情及人流管制，當天活動人員僅限帶隊老師及參賽學生入場，請帶隊老

師務至簽到處進行簽到，並依引導人員指示進入活動中心參加開幕式（如附圖

1）。 

(二) 參加比賽人員當天請攜帶本人桃樂卡或其他附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健保卡、

在學證明等）供競賽組核對身份，並依報到時間地點準時出席，主辦單位不另

發通知，逾時以棄權論；唱名三次後未出場者亦同。 

(三) 帶隊（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將致送餐點各乙份（依報到簽到為準）比賽當天，

請以學校為單位派一人至領隊休息區發餐點處統一領取（承辦單位不接受參賽

選手個別領取）。 

(四) 因本校停車位有限，故鼓勵參賽與會人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如有開車

前來者，請停至西門國小周邊停車格、西門綠園或其他付費停車場。 

(五) 本校部分校舍正進行改建，原莒光街校門口已封閉，改由西門綠園後門進出（如

附圖 2），比賽當天亦將同時辦理其他活動，請規劃交通動線並提早出門，避免

因路線不熟悉或交通壅塞影響參賽學生權益。 

(六) 為提倡環保，當天與會人員敬請自備環保杯，不便之處請多包涵。 

(七) 本案活動進行確實執行維持社交距離、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定辦理。 

十二、辦理本活動相關工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後由協辦單位報府核敘獎狀乙次及核予公假

一日。 

十三、本活動計畫經桃園東北扶輪社會議決定後實施，由西門國小承辦之。 

 

 

 

社長:彭久銘         服務主委:李柏憲       財務:黃爾仁       執行秘書:鄭月屏 



 
桃園東北扶輪盃                     

第十五屆兒童本土語言『閩南語演講及說故事』比賽報名表 

 

校名：                        國民小學 

 

組    別 題              目 學 生 姓 名 指 導 老 師 

低年級組 
（說故事）    

中年級組 
（說故事） 

   

高年級組 
（演講） 

   

帶隊老師 
(請寫全名)  

備  註 

1.每校每組別至多報名 1 人，若該項目不足 25 人則另擇期公告開放

各校增額錄取。 

2.比賽當日參加學生（  ）人、帶隊老師(    )人，總共（    ）人。 

3.帶隊（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將致送餐點各乙份（依報到簽到為準）

比賽當天，請以學校為單位派一人至領隊休息區發餐點處統一領取

（承辦單位不接受參賽選手一個一個個別領取）。 

 

學校承辦人資料 

職  稱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e-mail 

  
電話： 

行動電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 長： 



桃園東北扶輪盃第十五屆兒童本土語言 
『閩南語演講及說故事』比賽 

 

代領獎品委託書 

 

因本人      不克前往領取 桃園東北扶輪盃

第十五屆兒童本土語言『閩南語演講及說故事』比賽獎金及獎狀 

(獎項名稱:                   )，故委託並授權         前

往領取。有關代領取之獎項，承辦學校僅負責提供獎項，日後如有

爭議無關承辦學校責任，合先敘明。 

 

委託人(中獎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受委託人(代領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代領人印章 

 委託人印章 



 

 

圖 1 



 

 

圖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