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計畫 12〈研習活動〉—臺南市 109 年度[原音重現] 

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 

三、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方案。 

四、臺南市推動族群主流化政策實施綱領。 

五、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109年度計畫。 

貳、計畫目的： 

一、透過族語歌謠比賽，提供觀摩學習機會，增進學生族語表達能力。 

二、增進學生欣賞原住民族音樂文化，培養其欣賞文化差異之美。 

三、促進學生尊重多元文化觀念，並透過競賽來提升學習興趣。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承辦單位：臺南市麻豆區北勢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臺南市新化區大新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肆、比賽項目及組別： 

(一)學生組(含個人組、團體組)：國中小學生皆可報名參賽。 

(二)社會組(不分個人團體)：鼓勵親子或家庭組隊參加，不限年齡、族群、國籍。 

    備註：1.參賽者可跨組報名參賽，惟參賽曲目不可重複。 

          2.高中以上學生請報名社會組參賽。 

伍、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4時截止。 

陸、報名方式：學生組採紙本經學校核章後報名，社會組紙本或網路方式擇一報名。 

(一)紙本報名：請填寫附件資料，填報完成後請掛號寄至 712 臺南市新化區協興里 14 鄰太平

街 176號-大新國小﹝信件主旨請註記：109年【原音重現】臺南市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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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5981726。 

(二)網路報名：社會組請至(https://forms.gle/Q2ie6JVWfuDfhH7H8) 109年【原音重現】臺

南市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 

(三)參賽名單將於報名截止日後公告。 

柒、競賽前說明會：參賽學校及領隊(含團體組)於109年10月14日(三)下午2:00至原民中心(德

高國小內-台南市東區崇善路1155號)參加說明會及抽籤排定比賽順序，未派員出席者由

原民中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捌、競賽內容及範圍：以原住民族語歌謠為限。 

玖、比賽日期及流程：109年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10:30 

活動時間 競賽流程 備註 

10:30-11:00 參賽者報到  

11:00-12:00 參賽者試音及彩排 當日請務必攜帶
伴唱音檔 

12:00-13:00 用餐時間及賽前預備 提供參賽者便當 

13:00- 比賽正式開始  

拾、比賽地點：大灣國小-演藝廳(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283號) 

拾壹、比賽實施要點及說明： 

（一） 職業歌手不得參賽，參賽選手亦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複報名。 

（二） 歌曲經完成報名手續後，則不得任意更換。 

（三） 參賽者請自行準備伴唱歌曲檔案或伴奏，並於彩排時間進行測試。 

（四） 主辦單位現場提供樂器 Keyboard，可供參賽者使用。 

（五） 各組參賽者於比賽前 3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報到；叫號三次不到者，以棄權論之。 

（六） 當日比賽流程表另行公告於原民中心網頁及臺南市教育局網站。 

（七） 比賽規則： 

1. 各組時間不得超過 5分鐘，超過 5分鐘者，扣總分 1分並麥克風消音。 

2. 參賽者請著原住民族傳統服飾、佩掛或配戴原住民族元素之飾品，以彰顯族語歌

謠競賽文化傳承之精神。 

3. 評分標準： 

（1） 歌唱技巧 30%：旋律難度、演唱技巧及方式、節奏 

https://forms.gle/Q2ie6JVWfuDfhH7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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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語表現 40%：發音咬字、音調、民族意象、歌曲意涵 

（3） 台風儀態 20%：演唱時的整體形象、服飾、合作性(團體) 

（4） 創新 10%：自創曲目、曲風創新 

拾貳、 獎勵標準：依照各評審委員平均分數定名次(其中總平均分數未達 80 分者不得列第一

名)。 

拾參、獎勵方式： 

（一） 學生組：個人、團體組分別錄取 

第一名取 1名，禮券 8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取 2名，禮券 6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取 2名，禮券 500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取 3名，禮券 3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取 3名，禮券 200元及獎狀乙紙。 

（二） 社會組：不分組錄取 

第一名取 1名，禮券 8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取 2名，禮券 6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取 2名，禮券 500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取 3名，禮券 300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取 3名，禮券 200元及獎狀乙紙。 

（三） 指導獎： 

1. 學生組： 

（1） 第一名：指導老師 1人嘉獎貳次。 

（2） 第二名：指導老師 1人嘉獎壹次。 

（3） 第三名：指導老師 1人獎狀乙張。 

【附註：指導老師若非編制內教師，一律給予獎狀。】 

 

 

 



4 
 

拾肆、附則： 

（一） 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指導老師、指揮伴奏及行政人員）

一律給予公（差）假。 

（二） 參加比賽之團體及個人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1. 參賽隊伍需遵守參賽人數規範，違者調整人數並符合規定後，方准參加比賽。 

2. 參賽者請於競賽前三十分鐘完成報到手續，唱名三次不到者以棄權論。如有不可

抗拒之偶發事件，經主辦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須以主辦單位安排之出場序，不

得延誤賽程。 

3. 參加比賽隊伍若經檢舉屬實不符合參賽資格，不得參賽。 

拾伍、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 

拾陸、獎勵： 

本案活動之辦理學校，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獎勵，由本局業務承辦人視辦理成果簽核。 

拾柒、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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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學生組 (本表僅適用於國中組、國小組) 

參賽者資
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  學號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通訊地址  

參賽組別 

□國小組  (□個人組□團體組) 
隊伍成員 
人數 

 

□國中組  (□個人組□團體組) 
隊伍成員 
人數 

 

隊伍名稱  

參賽曲目  □撥放音樂(伴唱音樂檔案) 

□自行彈奏樂器：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曲目 
語言別 

 

指導老師 
(僅學生組
填寫) 

中文姓名 
 

□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 
□非編制內教師 

英文姓名 
 

參賽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註： 

1. 本表應由參賽者學校核章。 

2. 請檢附本市發給之學生證明，並裝訂於本表之後。 

3. 若為團體參賽，表格前五項請填寫其中一人資料，其餘成員請填寫於下方。 

4. 報名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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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團體組-隊伍成員資料 
 

成員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  學號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成員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  學號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成員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就讀學校  學號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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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社會組  
(本表適用高中以上學生、個人、親子或家庭組隊參加) 

本人同意以下所填報身分證明並保證所附資料屬實。 

本人已詳讀 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活動辦法，同意主辦單位相關規 

  定(未滿 20歲者，應經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 

  ※請詳閱 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活動辦法，報名本活動者視同已詳 

  閱並同意前述比賽辦法內容。 

隊伍名稱  
隊伍成員 
人數 

 

參賽曲目  □播放音樂(伴唱音樂檔案) 

□自行彈奏樂器：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曲目 
語言別 

 

通訊地址  

備註 

(特殊需求請註明) 

 

 

參賽成員 
資料 
(領隊)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
日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科系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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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原音重現]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社會組  
(本表適用高中以上學生、個人、親子或家庭組隊參加) 

參賽成員 
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科系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參賽成員 
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科系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參賽成員 
資料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性別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科系  

E-mail：  膳食 □ 葷食 □素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