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中華民國 

110 年度第 7 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文背誦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本計畫依據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109 年 10 月 31 日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字第

1091031023 號函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12 月 18 日發文臺

教授國字第 1090158523 號函。 

 

貳、實施目的   

一、鼓勵學生「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汲取古人智慧，融入性命，培

養器識道德。 

二、體行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教化。增進文學涵養、 

    提煉生活藝術，促進身心健康。 

三、提高學生國語文程度，增進學生學習古文興趣及傳承中華優美文化。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三、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教育學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善化高級中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私立 

        中原大學、國語文學科中心、教改總體檢論壇、唐山書店/出版社、財 

        團法人世界環境教科文基金會、三民書局、商周出版社、萬卷樓圖書公 

        司、國文天地雜誌社、爾雅出版社、洪範書店、遠流出版公司、台北市 

        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文訊雜誌社、大地出 

        版社、九歌出版社、孫文學校、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中華與文化傳 

        播學系)。 

 

 

肆、比賽對象 



一、個人組：全國公私立高中職，每校遴選一至六位學生參加。 

二、初賽請各校自行辦理，並擇優薦送參加複賽；各區複賽特優者三名參加

決賽。 

三、各區範圍如下： 

區別 範圍 

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花蓮縣 

中區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 
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伍、比賽時間 

一、初賽：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5 日前完成 

二、複賽：1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三、決賽：110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午 12 時 

 

陸、比賽地點 

一、初賽：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二、複賽： 

（一）北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和平東路 1 段 129 號） 

進修推廣學院一樓演講堂 

(或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二）中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行政大樓三樓 A301教室 

（三）南區：國立善化高級中學（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 195 號） 

行政大樓三樓視聽中心 

三、決賽：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11 樓） 

 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或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二三九號和平大苑宴會廳 

 

柒、報名方式 

一、請於 110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下午 5 時止，將報名表、授權書、自選



內容、曲譜寄至「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2 段 239 號 10 樓  搶救國文

教育聯盟  李素真執行長 收」；信封請註明「參賽項目、區別」，以郵

戳為憑。 

二、請於 110 年 4 月 7 日前將「報名表、自選題及內容」以 WORD 檔寄至

以下信箱，主旨請註明「參賽項目、區別」： 

執行長李素真  rdsc8yahoo.com.tw  

秘書季節      r01322033@gmail.com 

三、請於期限內把資料寄至主辦單位俾利後續作業，逾期不受理。 

四、報名資料送出後請用電話聯繫確認（電話：0921-103061、02-23581689）。 

 

捌、比賽方式 

一、背誦內容 

    (一)抽選題（指定題）、自選題。 

1、抽選題：以高中職現行國文教材及國立編譯館課本為範圍， 

            挑選十五篇。請參考附件 1 

2、自選題： 

1. 參賽者（各校）自行選定篇目，請將內容 1 式 10 份（一

律用 A4 紙橫式直書，字型大小為 14 到 16 級，請勿留學

校及學生姓名），連同報名表寄至主辦單位；篇目及內容上

傳至報名信箱。 

2. 自選題包含國中、高中職國文課本及課外之文、賦、贊、

書、箴、銘、詩、歌、詞、曲、……。（參考附件 2） 

（三）比賽當日依序於出場比賽前十分鐘抽指定題目。 

二、背誦時間： 

（一）複賽、決賽 

1、抽選題以 5 分鐘為限（不足 5 分鐘不扣分，時間到即下臺）。 

自選題以 5 到 7 分半鐘為限。凡超過或不足限定時

間，每 30 秒扣總平均 1 分，不足 30 秒以 30 秒計， 

           累計扣分。 

（三）抽籤 

1、複賽抽籤時間：11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2、決賽抽籤時間：1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請各校派代表至「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會議室公開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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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未親自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有異議。 

4、比賽當日未按序號上臺者，視同棄權。 

玖、評選標準 

一、評比項目與比例 

組別 評比項目 比例 

個人組 

(一) 熟練流暢正確完整 

(沒有錯字、音誤、漏字)  

60% 

(二) 情感聲調(包括音色) 30% 

(三)儀態 10% 

二、評決方式與流程 

（一）每位評審依前述比例給分，採百分制計分。 

（二）蒐集評審評分表統計總分後，依評審人數平均分數，如需扣分，

以扣分後所得之分數，與其他參賽者評比應得名次。 

 

拾、獎勵 

一、複賽：錄取特優、優等各三名及甲等若干名，並頒發獎狀及獎品以資鼓

勵，獲獎學生及指導老師，請各校予以敘獎。 

二、決賽： 

1、錄取一到六名，餘為榮譽獎，並頒發獎狀、獎金（禮券）(籌募中)

及獎品以資鼓勵，獲獎學生及指導老師，請各校予以敘獎，主辦單

位亦報請教育部頒發獎狀。 

   

名次 個人組 

第一名 3,000 元 

第二名 2,000 元 

第三名 1,000 元 

 

2、榮獲前三名學校有功人員由主辦單位報請教育部敘獎。 

3、榮獲決賽第一名至第六名及榮譽獎，主辦單位報請國教署頒發指導

老師獎狀。 

拾壹、聯絡資訊 

一、主辦單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1、執行長暨比賽專案執行長 李素真老師 

電話：0921-103061 

Email：rdsc8@yahoo.com.tw、rdsc8.lee@msa.hinet.net 

    2、秘書 季節 

Email：r01322033@gmail.com 

3、網站：http//tiny.cc/rescuechinesetaiwan 

http//sites.google.com/site/rescuechinese/ 

二、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教育學會 

1、王鳳英小姐 

電話：02-27054032    02-27547178--111 

三、協辦單位 

1、中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許仲毅先生 

電話：04-22183432 

Email：turn0928@mail.ntcu.edu.tw 

2、南區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林美玲主任 

電話：06-5837312 轉 201、0939-625359 

3、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視聽中心 鍾榮賢老師 

電話：02-25073148 轉 286 

 

拾貳、其他 

一、請詳閱比賽計畫及遵守附件之注意事項，參賽時遵守秩序。 

二、相關訊息公告及第一屆至第六屆決賽精采內容，已掛載於「搶救國文教

育聯盟」網站。 

三、如果三、四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將通告比賽替代方案，複賽改為線上 

    比賽。決賽則視五月疫情情況決定。如改為線上錄影比賽，則評審地點， 

    將會隨之改變。北區及決賽原則上改在和平大苑評審比賽。 

    請於三月二十九日起，特別注意「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網站公告。 

四、參加比賽時，學生、指導老師(或家長)請戴口罩，並交健康關懷書。 

五、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另公告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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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複賽及決賽抽選背誦篇目 

序號 篇目 

1 禮記．大同與小康＋論語 「必也正名乎」 

＋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2 諸葛亮 出師表 

3 陶淵明 桃花源記 

4 李密 陳情表 

5 魏徵 諫太宗十思疏 

6 韓愈 師說 

7 范仲淹 岳陽樓記 

8 歐陽脩 醉翁亭記 

9 蘇軾 赤壁賦 

10 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 

11 文天祥 正氣歌並序 

12 方孝孺  深慮論 

13 顧炎武 廉恥 

14 方苞 左公毅公軼事 

15 連橫 臺灣通史序 



附件 2 

自選背誦參考篇目（僅供參考，可自行選擇，不與指定題相同為原則） 

序號 篇目 

1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2 孔子家語           

3 孝經 大戴禮記  

曾子大孝「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4 左傳 燭之武退秦師   

5 戰國策 馮諼客孟嘗君 

6 屈原 卜居  國殤… 

7 荀子 勸學   

8 賈誼 過秦論 

9 司馬遷 史記 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贊… 

10 王羲之 蘭亭集序 

11 陶淵明 歸去來辭 

12 諸葛亮 戒子書 

13 李白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14 韓愈 原毀  祭十二郎文… 

15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蝮蝂傳… 



16 白居易 與元微之書 

17 杜牧 阿房宮賦 

18 司馬光 諫院題名記、訓儉示康… 

19 范仲淹 用天下心為心賦 靈烏賦 蒙以養正賦 禮義為器賦

水車賦 選賢任能賦… 

20 歐陽脩 縱囚論、瀧岡阡表、五代史伶官傳序…神道碑范文

正公墓誌銘 

21 蘇洵 六國論、名二子說、審勢、心術論… 

22 蘇軾 留侯論、稼說送張琥、教戰守策、僧圓澤傳… 

23 蘇軾 墨寶堂記、雪堂記、黠鼠賦、范文正公文集序、潮州

韓文公廟碑、思堂記、睡鄉記、淮陰侯廟記、... 

24 蘇轍 為兄軾下獄上書、六國論… 

25 曾鞏 墨池記 

26 錢公輔 義田記 

27 方孝孺 指喻  

28 宋濂 送東陽馬生序 

29 王陽明 教條示龍場諸生  

30 蘇軾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喜雨亭記… 

31 蘇軾 螺蚌相語 東莞資福寺再生栢贊… 



32 唐太宗 百字箴 

33 蔣士銓 鳴機夜課圖記 

34 袁枚 祭妹文 

35 鄭燮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

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

是他好處。.」 

36 曾國藩家書…… 張之洞家書  勸學篇… 

37 林覺民 與妻訣別書 

38 國父 黃花岡烈士事略序 心理建設自序… 

39 老子 

40 莊子 

41 淮南子 韓非子…列女傳 

42 十三經:詩 書 禮 (樂記 學記…)易.. 二十四史 

43 司馬光 資治通鑑… 

 

 
 

 

 
 

 

 
 



「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中華民國 
110 年度第 7 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文背誦比賽 

 

個人組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區名．學校  

姓名  

年齡  

性別  

年級班別 年            班 

自選題目  

參賽學生資料 

地址： 

電話： 

Email： 

指導老師資料 

姓名: 

地址:                           電話： 

Email： 

備註 
自選題請附全文 10 份(一律用 A4 紙橫式直書，字型大

小為 14 到 16 級)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10 年度第 7 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文背誦比賽 

授權同意書 

 

□同意：本人及家長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或複製所有關於本人參賽期間由主辦

單位拍攝之照片、影片等資料，並掛載於「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網站，

以作為日後各校觀摩學習、教學、展示等用途。 

□不同意 （備註：為使比賽順利進行，錄影不中斷，後製時則不燒錄至影像檔

中）                              

 

此致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學校名稱：                         年            班 

學生姓名： 

 

          參賽者簽章：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新冠肺炎健康關懷問卷 

           「與經典同行 與聖賢為友」—中華民國一一零年 

     第七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文背誦  古詩詞曲文吟唱比賽 

 您好，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聯盟十分關心您的健康，多一分準備，就能多一分安心。

為了使您參加 110年第七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文背誦/古詩詞曲文吟唱比賽能安心，請協助

我們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一 基本資料 

1.姓名_____________ 

2.所屬(或受邀評審或工作團隊)學校單位班級______________ 

3.現居地址/宿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    住家:_______________ 

二出入境旅遊史與「新冠肺炎」有關接觸史與症狀 

1.自二月十二日至今，有無出國？ 

否 

是 

2.1入境日期(一)___年__月__日 

2.2最近入境中華民國之來源國家地區____ 

2.3搭乘班機：航空公司__編號__ 

3.1入境日期(二)____年___月___日 

3.2最近入境中華民國之來源國家地區____ 

3.3搭乘班機：航空公司__編號__ 

 

2.最近十四天之內是否出現以下症狀(複選) *如果發燒等 請先不參加比賽 

 

□發燒(額溫大於等於 37.5度 C、耳溫大於等於 38度 C)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流鼻水 

□肌肉或關節痠痛 

□四肢無力 

□其他 

□無 



 

3.您身邊是否有其他兩人以上出現上述類流感症狀？ 

□否  □是 

4.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新冠肺炎」病患有接觸？ 

□否  □是   

5.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居家隔離個案？ 

□否 □是 

6.您就讀或任教學校是否有同學或老師有確診個案？ 

□否 □是 

7.您就讀或任教學校是否有同學或老師居家隔離或檢疫個案？ 

□否 □是 

 

三.請詳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1.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盡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內，每日早/晚應各量體溫一次，並詳實紀錄體溫及症狀，若有需要就

醫時，請主動提供給醫師參考。 

3.倘若十四天之內有發燒(額溫大於等於 37.5度 C、耳溫大於等於 38度 C)、咳嗽、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流鼻水、肌肉痠痛、或關節痠痛等不適症狀，請立即配戴口罩，並主動聯絡

1922防疫專線，依指示就醫，切勿自行就醫， 

 

★此問卷調查之個人相關資料，僅提供政府衛生相關單位、教育部及本聯盟比賽防疫需求使用。 

★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布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如未依規定配合

辦理，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進行相關罰則。)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防護措施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