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2 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客語對話能力試辦計畫」 

分區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客家委員會「111 學年度中小學學生主題打嘴鼓競賽」勞務採購案辦理。 

貳、目的 

一、為引導學生在校園中使用客語溝通，讓客語逐漸成為校園生活語言，特舉辦客語對話

能力競賽，透過競賽方式引導同儕學生互相講客語，增加使用客語的頻率，藉以提升

年輕後生講客能力。 

二、為讓各縣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師生瞭解「112 年全國中小學

客家藝文競賽-客語對話能力試辦計畫」之競賽方式、評判標準及獎勵等規定，舉辦分

區說明會。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銘傳大學。 

三、協辦單位：各縣市教育局(處)、各縣市客家事務相關單位。 

肆、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 中壢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3 日(一)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小 (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 2 段 97 號) 校史室。 

二、 臺北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4 日(二)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臺北市基河路 130 號 6 樓）J616 會議室。 

三、 桃園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5 日(三)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M104 會議室。 

四、 臺中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7 日(五)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臺中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 號，臺中市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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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內）201 研習教室。 

五、 苗栗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8 日(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30 分。 

(二) 地點：苗栗縣僑育國小（苗栗縣苗栗市僑育街 131 號）視聽教室。 

六、 新竹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18 日(六)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新竹縣政府（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第二會議室。 

七、 花蓮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20 日(一)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第二會議室。 

八、 線上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22 日(三)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線上會議室。https://meet.google.com/cav-fdbk-wkb。 

九、 臺南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23 日(四)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臺南市消防局永華訓練中心（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6 號）。 

十、 高雄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24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30 分。 

(二) 地點：高雄市客委會（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217 號(文物館 B1)）藝文教室 2。 

十一、 屏東場次： 

(一) 時間：112 年 2 月 24 日(五)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二) 地點：屏東縣唐榮國小（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41 號）視聽教室。 

伍、實施對象與人數 

一、實施對象： 

各縣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二、場次及人數： 

（一)本分區說明會於北、中、南、東四區共辦理 10 場次實體說明會、1 場次線上說明

會，請參與學校師長就近選擇適合之場次。 

（二)每場次預計人數上限為 60 位。 

三、報名方式： 

（一)採線上報名，請欲參與分區說明會之人員逕自前往下列網址，依所在區域進行報名

https://meet.google.com/cav-fdbk-wkb


 

 
3 

資料填寫。 

（二)報名網址：https://reurl.cc/28d1zr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各場次活動前一日止。 

（四)聯絡人：銘傳大學產業暨推廣處，陳奕靜小姐、徐孟慈小姐 

電子郵件：novia@mail.mcu.edu.tw、hsu08@mail.mcu.edu.tw 

連絡電話：02-28824564，分機 8245、8246。 

    四、公假、差旅費等相關費用 

    (一)請惠予參與人員公(差)假派代表出席。 

    (二)分區說明會主講人之交通費與出席費由計畫支應。 

陸、預期效益 

一、協助各級學校有效瞭解「112 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客語對話能力試辦計畫」之競

賽方式、評判標準及獎勵等規定 

二、鼓勵各級學校踴躍組隊參加競賽。 

柒、備註 

一、本計畫經客家委員會核定後實施，未盡事宜得另含補充修正之。 

二、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三、為防疫請全程戴口罩並做手部酒精消毒後入內；入場前須進行體溫量測，額溫超過 37

度、耳溫超過 38 度者應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得入內參與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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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說明會課程表 

               一、112 年 2 月 13 日中壢場次 

（舉辦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小校史室-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 2 段 97 號。）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二、112 年 2 月 14 日臺北場次 

(舉辦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J616 會議室-臺北市基河路 130 號 6 樓)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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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2 年 2 月 15 日桃園場次 

(舉辦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M104 會議室-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四、112 年 2 月 17 日臺中場次 

 (舉辦地點：臺中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 201 研習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 號，臺中市

忠孝國小內)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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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2 年 2 月 18 日苗栗場次 

  (舉辦地點：苗栗縣僑育國小視聽教室-苗栗縣苗栗市僑育街 131 號)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30-10:00 30分 報到 

10:00-10: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0:30-11: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1:00-11:3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1:3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六、112 年 2 月 18 日新竹場次 

  (舉辦地點：新竹縣政府第二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第二會議室)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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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12 年 2 月 20 日花蓮場次 

 (舉辦地點：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第二會議室-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八、112 年 2 月 22 日線上場次 

                     (舉辦地點：線上會議室)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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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12 年 2 月 23 日臺南場次 

    (舉辦地點：臺南市消防局永華訓練中心-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6 號永華消防分隊)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十、112 年 2 月 24 日高雄場次 

  (舉辦地點：高雄客委會藝文教室 2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217 號(文物館 B1))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30-10:00 30分 報到 

10:00-10: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0:30-11: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1:00-11:3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1:3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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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112 年 2 月 24 日屏東場次 

(舉辦地點：屏東縣唐榮國小視聽教室-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41 號)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30 30分 報到 

14:30-15:0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簡章整體說明，

包括競賽報名方式、獎勵辦法 

示範流程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張平吾博士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5:00-15:30 30分 

客語對話能力競賽組隊規則及

主題形式說明 

示範觀摩影片觀賞及說明 

主持人：林和春教授 

主講人：范姜淑雲老師 

15:30-16:00 30分 綜合座談 主講人：黃麒然博士 

16:00 賦歸 

 (各場次主持人與主講人會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