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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語文競賽分區初賽---賽程表 

國語及閩南語【第一區】地點：敦和國小 

報到時間： 07:50~08:15（上午場）、12:30~12:50(下午場) 

作文、字音字形、寫字賽程表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7 日(五) 

競賽時間 
及 

競賽項目 

08:15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20-08:30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 

08:4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45-09:0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 

09:10 作文競賽員入場 

09:15-10:45 作文競賽 

10:55 寫字競賽員入場 

11:00-11:50 寫字競賽 

參賽組別 國小組、國中組 

演說、情境演說、朗讀賽程表 
【詳細競賽時間以當日競賽場地為主，請競賽員於報到後至各場地就坐完畢，此次競賽不講評】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7 日(五) 

競賽項目 時間 組別 地點 備註 

國語演說 

閩語情境演說 

09：20 --10：00 

10：40 --11：04 

國小組〈10〉 

國小組〈8〉 場地 1 

08:48 國小演 1 號抽題 

 

10:10 閩小演 1 號抽題 

國語演說 13：30 --13：50 國中組〈5〉 12:58 國中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09：00 --10：33 國小組〈25〉 

場地 2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13：30 --13：48 國中組〈6〉 
13:21 國中 1 號抽題 

閩語朗讀 09：00--10：21 國小組〈21〉 

場地 3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13：30--13：36 

13：55--14：13 

國中組〈2〉 

國中組〈6〉 

13:00 國中演說 1 號抽題 

 

13:46 國中朗讀 1 號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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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語文競賽分區初賽---賽程表 

國語及閩南語【第二區】地點：名間國小 

報到時間：07:50~08:15（上午場）、12:30~12:50(下午場) 

作文、字音字形、寫字賽程表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5 日(三)   

競賽時間 

及 
競賽項目 

08:15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20-08:30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 

08:4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45-09:0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 

09:10 作文競賽員入場 

09:15-10:45 作文競賽 

10:55 寫字競賽員入場 

11:00-11:50 寫字競賽 

參賽組別 國小組、國中組 

演說、情境演說、朗讀賽程表 

【詳細競賽時間以當日競賽場地為主，請競賽員於報到後至各場地就坐完畢，此次競賽不進行講評】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5 日(三)    

競賽項目 時間 組別 地點 備註 

國語演說 

閩語情境演說 

09：20--10：12 

10：52--11：28 

國小組〈13〉 

國小組〈12〉 場地 1 

08:48 國小國演 1 號抽題 

 

10:22 國小閩演 1 號抽題 

國語演說 13：30--13：58 國中組〈7〉 
12:58 國中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09：00--10：42 國小組〈28〉 

場地 2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13：30--13：57 國中組〈9〉 
13:21 國中 1 號抽題 

閩語朗讀 09：00--10：42 國小組〈28〉 

場地 3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13：30--13：42 

14：01--14：22 

國中組〈4〉 

國中組〈7〉 

13:00 國中閩演 1 號抽題 

13:52 國中閩朗 1 號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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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語文競賽分區初賽---賽程表 

國語及閩南語【第三區】地點：雲林國小 

報到時間：07:50~08:15（上午場）、12:30~12:50(下午場) 

作文、字音字形、寫字賽程表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6 日(四) 

競賽時間 
及 

競賽項目 

08:15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20-08:30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 

08:4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45-09:0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 

09:10 作文競賽員入場 

09:15-10:45 作文競賽 

10:55 寫字競賽員入場 

11:00-11:50 寫字競賽 

參賽組別 國小組、國中組 

演說、情境演說、朗讀競賽程表 

【詳細競賽時間以當日競賽場地為主，請競賽員於報到後至各場地就坐完畢，此次競賽不進行講評】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6 日(四) 

競賽項目 時間 組別 地點 備註 

國語演說 

閩語情境演說 

09：20--09：48 

10：28--11：04 

國小組〈7〉 

 

國小組〈12〉 場地 1 

08:48 國小國演 1 號抽題 

 

09:58 國小閩演 1 號抽題 

國語演說 13：30--13：42 國中組〈3〉 
12:58 國中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09：00--10：48 國小組〈30〉 

場地 2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13：30--13：51 國中組〈7〉 
13:21 國中 1 號抽題 

閩語朗讀 09：00--10：33 國小組〈25〉 

場地 3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13：30--13：36 

13：55--14：10 

國中組〈2〉 

 

國中組〈5〉 

13:00 國中閩演 1 號抽題 

 

13:46 國中閩朗 1 號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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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年語文競賽分區初賽---賽程表 

國語及閩南語【第四區】地點：埔里國小 

報到時間： 07:50~08:15（上午場）、12:30~12:50(下午場) 

作文、字音字形、寫字賽程表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4 日(二) 

競賽時間 

及 
競賽項目 

08:15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20-08:30 國語字音字形競賽 

08:4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員入場 

08:45-09:00 閩南語字音字形競賽 

09:10 作文競賽員入場 

09:15-10:45 作文競賽 

10:55 寫字競賽員入場 

11:00-11:50 寫字競賽 

參賽組別 國小組、國中組 

 

演說、情境演說、朗讀賽程表 

【詳細競賽時間以當日競賽場地為主，請競賽員於報到後至各場地就坐完畢，此次競賽不進行講評】 

競賽日期 110 年 9 月 14 日(二) 

競賽項目 時間 組別 地點 備註 

國語演說 

閩語情境演說 

09：20--09：56 

10：36--11：06 

國小組〈9〉 

 

國小組〈10〉 場地 1 

08:48 國小國演 1 號抽題 

 

10:06 國小閩演 1 號抽題 

國語演說 13：30--14：02 國中組〈8〉 
12:58 國中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09：00--11：00 國小組〈34〉 

場地 2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國語朗讀 13：30--13：57 國中組〈9〉 
13:21 國中 1 號抽題 

閩語朗讀 09：00--10：18 國小組〈20〉 

場地 3 

08:51 國小 1 號抽題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13：30--13：39 

13：58--14：13 
國中組〈3〉 

國中組〈5〉 

13:00 國中閩演 1 號抽題 

13:49 國中閩朗 1 號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