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12 年硬筆字及板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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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一)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1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三)

止。 

(二) 本競賽不收報名費，但須繳交 200 元保證金，參賽者確

實出席競賽，結束後將無息退還保證金。 

(三) 一率採網路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線上報名完成後，請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教育館

ED304)繳交 200 元保證金，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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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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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式直寫，由右至左，以現場提供之原子

筆書寫。 

http://enroll.tku.edu.tw/


(五) 決賽請參賽者使用粉筆以比賽題目書寫於黑板，「直

式直寫」板書比賽，請以正楷體書寫，內容以國字為

主。比賽時末尾請務必書寫編號、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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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兩互比，以淘汰賽方式進行評選。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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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賽時間與場地：預訂於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舉辦，場

地擇期公告。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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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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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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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人分 2 場地，採聽寫方式，由 2 位老

師於 H114、H115 各唸約 5 次，唸之前會說明稿紙分甲、乙兩

聯，請勾選寫的較好那一聯作為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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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老師各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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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採積分制、1

位評審 5 票(用 3M 標籤貼於作品旁邊，每位評審不同顏色)，

票選擇優取前 3 名及佳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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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胸前。 

3. 所有參賽者於報到時即可獲得「硬筆書法楷書」(第三冊)一

本，作者為李郁周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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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次書寫機會(分

甲、乙兩聯)，請勾選寫的較好那一聯作為評選，另可自行攜

帶軟性墊板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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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順、運筆、筆勢、線條清晰、

字形工整) 

(2) 版面佈局佔 45% (字形、留白比例、版面設計、整

潔美觀) 

(3) 字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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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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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讀系所 名次 

9 張又諳 中文二Ｂ  

10 陳瑞敏 保險四Ａ  

11 陳映蓉 資管四Ｃ  

14 林筱寧 管科系三  

15 林庭筠 中文四Ｂ  

18 陳昱菁 經濟三Ａ 佳作 

19 李佩樺 英文二Ａ  

27 龍思婷 公行三Ａ  

32 劉栩婷 中文三Ａ  

39 蕭君如 英文二Ｃ 第三名 

40 張凱鈞 保險三Ｂ  

42 沈任之 中文二Ｃ  

44 謝雅企 財金四Ｃ  

48 鄭宇芮 會計三Ａ  

50 黃憶婷 中文碩文學三  

53 陳梅郁 財金二Ａ  

58 朱思柔 日文三Ｂ  

59 鄭安淳 中文一Ｂ 佳作 

69 楊筱筠 中文三Ａ  

72 饒芬儒 英文二Ａ  

74 鄭翰嶺 日文進三Ｂ  

78 徐嫚均 法文四Ｂ  

81 王芝崋 資管二Ｃ  

83 王雅宣 語言四  

88 郭怡欣 資管三Ｃ  

92 韓其璇 英文三Ｂ  

94 范 平 中文一Ａ 第二名 

98 黃筱凌 中文二Ａ  

100 黃郁庭 日文二Ｃ  

101 許佳鈴 日文二Ｃ  

104 許庭楹 英文三Ｃ  

107 高綾秀 中文進學班四  

108 陳冠儒 土木工設二Ｂ  



113 黃暐婷 歷史三 第一名 

116 蔡怡宣 資管三Ｃ  

119 張賀鈞 日文二Ｃ  

 



第一名歷史三黃暐婷 

 

第二名中文一Ａ范平 

 



 

第三名英文二Ｃ蕭君如同學 

 

佳作經濟三Ａ陳昱菁 

 
 

 



佳作中文一Ｂ鄭安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