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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年語文競賽閩南語字音字形 

參賽暨指導人員親師生研習實施計畫 
 
一、辦理目的： 

(一)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充實語文教學活動，提昇本市親師生閩南語字音字形知

能、素養與母語運用。 

(二)聘請專家分享參賽培訓經驗及指導實務技巧，協助校方發掘、培訓優秀選手，

培養親師生自主學習。 

(三)培訓種子教師，落實閩南語文教育，使學生能欣賞發揚閩南語文學文化語言美

感，創造共好的世界。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三、辦理原則： 

(一)學員資格：本市各公私立高、國中小教師，參賽或指導「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

之學生、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學生家長；須由學校薦派。 

(二)錄取順位： 

1.110年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之選手。 

2.曾報名參加 109、110 年或擬報名參加 111 年新北市語文競賽分區賽之選手

及其指導教師(含支援工作人員)。每校至多 1師 2 生。國民中小學生應搭配

至少 1名該校教師或家長陪同，該陪同員為當然錄取名額，負責聯繫學生、

安排交通及確認安全。 

3.本市對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有興趣之各級學校師生。 

3.因場地限制，親師生總錄取人數最多以 90名為原則，額滿為止。 

4.除上述報名正取 90 名外，同時受理候補學員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遇缺

時，依序通知候補學員遞補。 

(三)研習日期：111年 1 月 25、26、27日(星期二、三、四)。 

(四)報名方式：以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系統網路

(https://esa.ntpc.edu.tw)報名，無校務行政系統帳號人員(國立高中職教

師、社會組教師、學生、學生家長），請填妥附件 1之報名表並傳真至 

(02)2691-7807 青山國民中小學教務處鍾育櫻主任收或 E-mail至

chungyuying@hotmail.com。 

(五)課程日程及內容：詳如附件 2。 

(六)研習方式：本研習採親師生能力分組混班學習，依報到時能力檢測及參賽經歷

分為挑戰組、進階組、基礎組、初學組。由本市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字音字形

https://esa.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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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組員會議討論確認週知，惟得依學員學習情況調整。敬請參與學員依公告

組別至各分組教室研討演練。 

(七)研習地點：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 33號） 

交通路線圖如附件 3 或參考學校網站 https://www.csjhs.ntpc.edu.tw/  

(八)研習時數：研習期間給予公（差）假，本研習全程參與者，核發 21小時研習

時數。 

(九)報名日期：111年 1 月 12 日上午 8時至 111 年 1月 19日下午 4時止，逾期恕

不受理。 

(十)錄取公告：正取與備取名單於 111 年 1 月 19 日下午 6 時前公告於青山國民中

小學校網首頁，請自行上網查看，不另外通知。凡經報名錄取，請務必親自參

加研習，以達資源效益。正取人員無故缺席者，日後將取消本項研習報名資格。 

(十一)候補學員：候補報名，仍需填妥附件 1 之報名表，傳真至(02)2691-7807 青

山國民中小學教務處鍾育櫻主任收或 E-mail至 chungyuying@hotmail.com，以

利製作學員資料。敬請傳真後以電話確認，報名始完成。 

(十二)承辦學校因場地限制，無法提供停車位，請參加研習學員多利用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前往，並請學員自備環保杯及午餐自理。 

 

四、本研習洽詢專線(02)2691-7877分機 117教務處鍾育櫻主任；傳真：2691-7807。 
 

五、經費來源與概算：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六、獎勵：承辦本案有功人員，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第 7條第 1項第 5款第 6目核予嘉獎 1次，以及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款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

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 次。 

 
七、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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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 111年語文競賽(閩南語字音字形) 參賽暨指導人員親師生研習報名表 

(無校務行政系統帳號者專用) 

校  名  區  別  

薦派身份別 姓名 說明 通訊 

學生 1  

曾參加 110年新北市區、市賽 

曾參加 109年的音字培訓研習 

初次參與研習  

電話: 

手機: 

家長 1 

教師 1 
 

曾參加 110年新北市區、市賽 

曾參加 109年的音字培訓研習 

初次參與研習 

電話: 

手機: 

學生 2  

曾參加 110年新北市區、市賽 

曾參加 109年的音字培訓研習 

初次參與研習 

電話: 

手機: 

    

    

 

(一)本表限無校務行政系統帳號人員使用本傳真報名，其他教師請一律使用新北市校務行

政系統薦派報名，以便統計研習參與人數及核發研習時數。 
 

(二)填妥本表後，請於 111 年 1月 12 日上午 8時至 111年 1月 19日下午 4時前，傳真

至(02)-26917807 青山國民中小學教務處鍾育櫻主任收或 E-mail至

chungyuying@hotmail.com。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4 

 

附件 2： 

新北市 111年語文競賽(閩南語字音字形)參賽暨指導人員親師生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及座談人員  研習地點 

1/25(二) 

08:30-08:50 報到 承辦學校 視聽教室 

08:50-09:00 開幕式 
王如杏 校長 

(青山國民中小學) 
視聽教室 

09:00-10:00 
臺灣羅馬字拼音系統概論

競賽題型分析與書寫 

林明珊主任 

(興華國小主任) 
視聽教室 

10:00-11:00 
臺灣羅馬字拼音系統概論

競賽題型分析與書寫 

林明珊主任 

(興華國小主任) 
視聽教室 

11:00-12:00 
700字詞延伸 

臺灣閩南語易搞混音字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視聽教室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分組教室 

13:00-14:00 
600生字詞分級與延伸 

新北常見 50詞導讀與應用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視聽教室 

14:00-15:00 
各級競賽準備及注意事項 

900新詞導讀與應用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視聽教室 

15:00~16:00 
全國賽得獎選手暨指導教師 

分組經驗實作分享(一) 

國小學生組、教師組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視聽教室 

16:00~17:00 
全國賽得獎選手暨指導教師 

分組經驗實作分享(二) 

國中學生組、社會組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視聽教室 

日期 時間 進修內容 主持人講師及座談人員 研習地點 

 

1/26(三)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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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00 閩南語漢字書寫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視聽教室 

10:00-11:00 閩南語字音字形資源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視聽教室 

11:00-12:00 閩南語閱讀與認證書寫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視聽教室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分組教室 

13:00-17: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一) (挑戰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分組教室 705 

13:00-17: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一) (進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分組教室 706 

13:00-17: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一) (基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黃如莉教師 

(閩南語輔導團團員) 
分組教室 701 

13:00-17: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一) (初學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林明珊主任 

(興華國小主任) 
分組教室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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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進修內容 主持人講師及座談人員  研習地點 

  

1/27(四)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視聽教室 

09:00-12: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二) (挑戰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分組教室 705 

09:00-12: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二) (進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分組教室 706 

09:00-12: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二) (基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黃如莉教師 

(閩南語輔導團團員) 
分組教室 701 

09:00-12: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二) (初學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林明珊主任 

(興華國小主任) 
分組教室 702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分組教室 

13:00-16: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三) (挑戰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王秀容教師 

(五峰國中教師) 
分組教室 705 

13:00-16: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三) (進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顧怡君教師 

(樹林高中退休教師) 
分組教室 706 

13:00-16: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三) (基礎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黃如莉教師 

(閩南語輔導團團員) 
分組教室 701 

13:00-16:00 

字音字形分組實務演練 

(三) (初學組) 

題庫分析及競試模擬 

林明珊主任 

(興華國小主任) 
分組教室 702 

 16:00~17:00 
演練成果發表會暨檢討 

座談會 

王如杏校長 
王秀容教師 
林明珊主任 
顧怡君教師 
黃如莉輔導員 

 
 

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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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地理位置圖 

 

 
 

一、搭火車：臺鐵線【汐科站】步行到【青山國民中小學】 

二、搭捷運：藍線【南港展覽館站】轉搭 15號公車到【連興街口站】下車 

三、自行開車：如上圖。 

 學校地址： 22179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 33號  

 學校電話： (02)2691-7877  教務處分機 117 

 傳    真： (02)2691-7807 

  

  備註：1.學校停車位有限，請務必落實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汐科站北出口 

連興街口 

青 

山 

路 

新台五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