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11 年學生競賽－硬筆字及板書競賽」 

 

一、  競賽宗旨：為提升教育學程學生教學、精進語文及板書

之能力，奠定未來教學或教師甄試之基礎，提供同學彼

此觀摩機會，特舉辦「硬筆字及板書競賽」。 

二、主辦單位：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教育學程學會 

三、參賽對象：本校教育學程學生，亦歡迎非教育學程學生

參加。 

四、比賽規則： 

(一) 邀集師資培育中心任課老師及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評

選委員。 

(二) 設定相關題目，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比賽題目。  

(三) 本競賽採聽寫方式，分為初賽 -硬筆字，決賽-板書(通

過初賽才可進入決賽)。 

(四) 初賽請用師資培育中心提供比賽用紙。 

(五) 直式直寫，由右至左，以藍、黑色原子筆、鋼珠筆或

鋼筆書寫之。 

(六) 請以正楷體書寫，須加標點符號，不得使用簡體字，

並請事先核對稿紙編號。 

(七) 決賽以粉筆在黑板上書寫，每次 2~3 人，每次嚴格限

時 5~10 分鐘。時間到，即使未完成，亦請停止書寫。 

(八) 參賽者需使用粉筆以比賽題目書寫於黑板，兩兩互

比，以淘汰賽方式進行評選。  

(九) 本次進行「直式」板書比賽，內容以國字為主。(比賽

時末尾請務必書寫編號、姓名。 ) 

(十) 國字之板書以正楷體呈現為限。  

五、評分標準： 

(一) 用筆結構佔 45% (筆勢優美、線條清晰度、字形工

整端正) 

(二) 版面佈局佔 45% (字形比例、留白比例、版面使用

度、整潔度) 



(三) 正確性 10% 

六、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七、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0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止。 

八、比賽時間與場地：預訂於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舉辦，場

地擇期公告。 

九、獎勵：凡參加「板書競賽」且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及格分

數者，皆由本中心頒發檢定及格證書，擇優頒發獎狀

及獎金。 

第一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3,000 元 

第二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2,000 元 

第三名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1,000 元 

佳  作  頒發獎狀乙只及獎金 NT$500 元，共取 2 名 

十、備註： 

(一) 獲獎名單於賽後 1 日即公佈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

公佈欄，獲獎者將進行公開頒獎表揚。 

(二) 為期評審公允，請勿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出賽。 

(三) 為確保競賽之水準，未達評審標準時，主辦單位得

保留獎項從缺之權。 

(四) 比賽過程將採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照片及影片紀

錄則留本中心供學弟妹觀摩。  

十一、查詢電話： (02)26215656 轉 2122、2124 

聯絡人─師資培育中心   郭怡君 助理 

 

 

 

 

 

 

 

 

 

 

 

 

 



競賽規則說明 : 

1.  採三輪賽制，初賽 92 人分 2 場地，採聽寫方式，由紀麗貞老師 (H105)、

朱惠芳老師 (H106)各唸約 5 次，每場地各 5 位委員一起評論，5 分鐘，

每位委員各挑出 5 張入選作品，共 50 份，再請紀麗貞老師、郭炎煌老

師、陳麗華老師、陳宜均老師、蘇益清老師各挑出 1 張淘汰作品，預

計取 45 名進入複賽，複賽分為 5 場地，每場地各 2 位委員，共 3 場次，

每場次各 5 分鐘，採 3 名取 1 名，預計取 15 名進入決賽；決賽同複賽

場地，由 10 位委員共評， 1 場次 3 名 5 分鐘，擇優取前 3 名及佳作 5

名。(若遇兩位同分，則同列該獎項，而次一獎項不再頒發；若遇三人

同分，則同列該獎項，而次兩獎項不再頒發。 ) 

2.  參賽者將於 12:00 至 12:20 報到，須攜帶學生證供查核身份，確認無

誤後領取號碼牌貼於胸前。  

3.  所有參賽者於報到時即可獲得「硬筆書法楷書」 (第四冊 )一本。  

4.  初賽以聽寫方式競賽，分 2 間教室請兩位老師各讀 5 次試題，請以師

培中心提供之原子筆及稿紙書寫。  

5.  複賽依比賽場次表之次序與時間輪流進行板書，每次 3 人，每次嚴格

限時 5 分鐘。時間到按鈴 1 長聲，即使未完成，亦請停止板書。  

6.  參賽者需使用粉筆以比賽題目書寫於黑板，題目為唐詩三百首， 3 人

互比，以淘汰賽方式進行評選，參賽者僅能使用師資培育中心所提供

之粉筆，不可自行攜帶粉筆，亦不可使用粉筆套。  

7.  本次進行「直式」由右至左板書比賽，內容以國字為主。(比賽時末尾

請務必書寫參賽編號。 ) 

8.  國字之板書以正楷體呈現為限。  

9.  評分標準：  

(1)  用筆結構佔 45% (筆勢優美、線條清晰度、字形工整端正 ) 

(2)  版面佈局佔 45% (字形比例、留白比例、版面使用度、整

潔度 ) 

(3)  筆順正確性 10% 

10.  為期評審公允，參賽者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出賽。  

11.  為確保競賽之水準，未達評審標準時，主辦單位得保留獎項從缺之權。 

12.  比賽過程將採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照片及影片紀錄則留本中心供學

弟妹觀摩。  

13.  進行流程  

12:00~12:20 參賽者報到/核對身份  

12:20~12:25 初賽 分 2 場地同步進行  

12:25~13:00 評選複賽名單  



13:00~13:05 初賽結果公布  

13:05~13:20 複賽 共分 5 場地同步進行  

13:20~13:30 複賽結果公布  

13:30~13:35 決賽 共分 5 場地同步進行  

13:35~14:00 決賽結果公布  

14:00~ 擇期公開表揚  

14. 各場次分配如下 :(委員名單為機密，請老師勿外洩 ) 

初賽(分 2 場次，名單詳比賽場次表) 

時間 \委員  H105 

 

H106 

 

12:20-12:25 (1) (2) 

12:25-13:00 中場休息 /評選複賽名單 /初賽結果公布 

複賽(每場次 3 名取 1 名，共取 3 名，名單詳比賽場次表 ) 

時間 \委員  H105 H106 H107 H111 H112 

13:05-13:10 (1) (4) (7) (10) (13) 

13:10-13:15 (2)  (5) (8) (11) (14) 

13:15-13:20 (3)  (6)  (9) (12) (15) 

13:20-13:30 中場休息/講評 5 分鐘/初賽結果公布 

決賽(每場次 3 名，總評擇優取前 3 名及佳作 2 名) 

時間 \委員  H105 H106 H107 H111 H112 

13:30-13:35 (1) (2) (3) (4) (5) 



13:35-14:00 決賽結果公布 /擇期公開表揚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 2011 年硬筆字及板書競賽」  
 

板書能力檢定合格證書名單  
 

 

編號  姓名  系級  名次  

4 周于涵  產經三Ａ  

 6 林柏廷  經濟四Ｃ  

 8 張睿君  英文四Ｂ  

 20 劉瑜家  英文三碩士班  第二名  

22 鄭逸婷  產經三Ａ  

 23 張雁雯  中文三Ａ  

 27 陳姵綺  英文二Ａ  

 31 賴冠翰  經濟四Ｃ  第三名  

33 林庭筠  中文三Ｂ  

 35 陳昶睿  大陸二文教組  

 37 陳  沂  日文二Ｂ  佳作  

41 郭家琦  國企四Ｂ  

 43 劉津汝  法文四Ａ  

 50 劉資瑜  國企四Ｃ  

 52 蘇令綱  大陸一文教組  

 58 藍芹翊  中文四Ａ  

 59 胡志儒  高教三碩士班  

 61 張堙森  資管四Ｂ  第一名  

64 張惠華  西語四Ａ  

 65 錢蘊瑜  俄研三碩士班  佳作  

66 郭雅媖  管科系四  

 73 邱繼賢  統計四Ａ  

 78 莊蕙瑜  西語二Ｂ  

 83 林  琳  中文四Ａ  

 86 王文君  中文三Ｂ  

 89 古佳鑫  英文四Ａ  

  

 

 

 

 

 

 

 



 

 

61 張堙森  資管四Ｂ  第一名  

 

 

 

 

 

 

 

 

20 劉瑜家  英文碩三  第二名  

 

 

 

 

 

 

 

 

 

 

 

 

 

 

 

 

31 賴冠翰  經濟四Ｃ  第三名  

 

 



 

 

37 陳  沂  日文二Ｂ  佳作  

 

 

 

 

 

 

 

 

 

 

 

 

 

 

 

 

 

65 錢蘊瑜  俄研三碩士班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