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 111 年語文競賽種子競賽員名冊 

            【 110 年縣賽學生組各語言別各項獲特優並取得全國賽代表權之選手名冊】 

序號 項目 語言 組別 學校 年級 參賽者 

1 演說 國語 國小學生組 中城國小 6 吳京蔚 

3 演說 國語 高中學生組 花蓮女中 3 吳宜蓮 

4 情境式演說 閩南語 國小學生組 北昌國小 6 陳姵岑 

5 情境式演說 閩南語 國中學生組 海星國中 9 鄭立綸 

6 情境式演說 閩南語 高中學生組 慈大附中 1 林彥均 

7 情境式演說 客家語 國小學生組 富里國小 6 詹昱峰 

8 情境式演說 客家語 國中學生組 宜昌國中 9 李勇篪 

11 情境式演說 阿美族語 國中學生組 光復國中 9 林雅婕 

12 情境式演說 布農族語 國小學生組 馬遠國小 6 王霜瑜 

13 朗讀 國語 國小學生組 玉里國小 5 王安婕 

14 朗讀 國語 國中學生組 瑞穗國中 9 李秉蓁 

15 朗讀 國語 高中學生組 花蓮高中 2 丁少威 

16 朗讀 閩南語 國小學生組 吳江國小 2 吳翊綜 

17 朗讀 閩南語 國中學生組 花崗國中 8 楊苡晨 

18 朗讀 閩南語 高中學生組 花蓮高中 2 葉子祈 

21 朗讀 客家語 高中學生組 慈大附中 2 朱嘉倪 

22 朗讀 阿美族語 國小學生組 太昌國小 6 陳恩祈 



序號 項目 語言 組別 學校 年級 參賽者 

24 朗讀 阿美族語 高中學生組 四維高中 2 林元宥 

26 朗讀 賽德克族語 國小學生組 立山國小 6 徐安 

29 朗讀 布農族語 國小學生組 太平國小 5 余辰文 

31 朗讀 布農族語 高中學生組 海星高中 2 田孟霖 

35 朗讀 撒奇萊雅族語 國小學生組 明義國小 6 徐禹莛 

36 朗讀 撒奇萊雅族語 國中學生組 宜昌國中 8 陳靖安 

37 作文 國語 國小學生組 東華附小 6 賴宣頤 

38 作文 國語 國中學生組 花崗國中 9 林釗丞 

39 作文 國語 高中學生組 海星高中 3 楊於道 

40 寫字 國語 國小學生組 明廉國小 6 馬詩芸 

41 寫字 國語 國中學生組 自強國中 8 田柏祥 

42 寫字 國語 高中學生組 花蓮高工 3 劉峻廷 

43 字音字形 國語 國小學生組 明義國小 6 陳懌 

44 字音字形 國語 國中學生組 自強國中 8 楊知叡 

 

 

 

 

 

 



花蓮縣 111 年語文競賽種子競賽員報名表 

組別 □國小學生組     □國中學生組   □高中學生組 

動態項目 □國語演說   

□國語朗讀  □閩南語朗讀  □客家語朗讀(       腔) 

□原住民族語朗讀(            族          語) 

□原住民族語情境式演說(            族          語) 

靜態項目 □國語字音字形   □寫字   □作文 

＊客家語朗讀項目請註明腔調－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原住民族語朗讀請註明語別(16 種族語)及各方言群(請參考附件) 

種 

子 

競 

賽 

員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教讀學校  年級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本人或

法定代理人) 
 

住址  

指 

導 

老 

師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行動電話  E-mail  

註：1.誇學制種子請原就讀國小、國中學校通知新報到學校，協助處理跨學制報名事項。 

2.種子競賽員所就讀學校請於 11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起至 22 日(星期五)止，紙本核章寄送花蓮

縣吉安鄉化仁國民小學報名(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十一街，電話：8528720 轉 302，傳真：

8539150，(紙本請先傳真並完成電話確認)報名表資料以紙本為準，請依期限造送，逾期不予受

理(以郵戳為憑)。 

3.種子選手參賽項目及語言別應與上年度相同。 

承辦人姓名：                  教務主任：                校長： 

電話：            分機              

 

學 

校 

大 

印 



附件 1                   客家語腔調、原住民族語別說明 

一、 客家語腔調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南四縣。 

二、 原住民 16 族 42 種方言別一覽表 

 

民族別 方言別 
語種

序號 
族語 方言別 

語種

序號 

阿美族 

A.南勢阿美語(原稱北部阿美

語) 

1 

鄒族 A.阿里山鄒語 9 

B.秀姑巒阿美語(原稱中部阿

美語) 
卡那卡那富族 A.卡那卡那富語 10 

C.海岸阿美語 拉阿魯哇族 A.拉阿魯哇語 11 

D 馬蘭阿美語 

排灣族 

A.東排灣語 

12 
E.恆春阿美語 B.北排灣語 

泰雅族 

A.賽考利克泰雅語 

2 

C.中排灣語 

B.澤敖利泰雅語 D.南排灣語 

C.四季泰雅語 

魯凱族 

A.東魯凱語 

13 D.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B.霧台魯凱語  

E.汶水泰雅語 3 C.大武魯凱語 

F.萬大泰雅語 4 D.多納魯凱語 14 

賽夏族 A.賽夏語 5 E.茂林魯凱語 15 

邵族 A.邵語 6 F.萬山魯凱語 16 

賽德克族 

A.德固達雅語  

7 

太魯閣族 A.太魯閣語 17 

B.都達語 噶瑪蘭族 A.噶瑪蘭語 18 

C.德路固語 

卑南族 

A.南王卑南語 

19 

布農族 

A.卓群布農語 

8 

B.知本卑南語 

B.卡群布農語 
C.西郡卑南語 (原稱初鹿

卑南語) 

C.丹群布農語 D.建和卑南語 

D.巒群布農語 雅美族 A.雅美語 20 

E.郡群布農語 撒奇萊雅族 A.撒奇萊雅語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