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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品德教育活動-- 通識教育中心 

「弟子規擂台賽」 

 

成果報告 

 

  

 

競賽時間：111年 11月 30日 14:50-17:00 

活動地點：堉琪樓三樓 312 pbl教室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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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擂台賽」 

一、緣起與目的 

《弟子規》藉由《論語•學而篇》第六條：「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為綱領，透過淺近通俗文

字，闡述行為準則與普世價值。七大主題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方式，列

舉「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學」應有的禮儀與規範，講求家庭教育

與生活教育合一，深具傳統儒家思想與現代公民精神。 

基於其內容具備孝悌仁愛勤謹信義之品徳核心精神，特舉辦《弟子規》

背誦競賽，透過記憶之潛移默化，養成學生正確的是非觀念與價值觀，落

實生活智慧，形塑品德素養。以良善的生活指導原則，內化成生活規範與

修學方法，提升本校品德涵養。 

二、競賽程序  
時  間 活動內容 

14:50~15:10 報到 

15:20~15:30 講解規則 

競賽時間

15:30~17:00 

初賽：取前 50%的同學進入複賽(以隊為單位作答) 

複賽：取前 50%的同學進入決賽(以隊為單位搶答) 

決賽：取前 5名(組)。依抽籤背誦作答 

公佈名次 

三、獎勵方式 

1.成績優異前 3名(組)同學頒贈獎狀乙張及獎金: 

第一名 2000元、第二名 1400元、第三名 600元。 

2.凡參加學生給予公民教育 2分。 

四、執行步驟 

這次的弟子規活動是透過融入五專一到三年級國文課程。 

第一階段班級選拔 1-2組參賽。 

第二階段：弟子規擂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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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競賽活動將由大學部的學生擔任執行人：從主持、計分、播放題

目，合作進行初賽、複賽、決賽，搭配 3位評審老師，產出 1到 3名，給

予獎勵。為了讓活動人人有獎，所以答題計分方式，是以初賽棒棒糖，複

賽日式小點心等禮物計分，學生競賽完可以帶走，希望他們來玩得很開心！

也感謝所有 1-3年級國文老師的協助。 

 

五、執行成員 

主辦委員：林珊妏、陳秀美 

協辦委員：朱莉美、李依蓉、林蕙質、張又勻、陳玉鶴、陳玫玲 

陳嘉琪、黃文瀚、鄭芷芸、林瑞鎔、李貞靜 

評審委員：林郁欽、王良榮、劉菁菁 

執行同學：四英四 1 王孝荃、四園一 1 施懿芠、 

四餐二 2 吳佳珉、四餐二 2 陳羿棋 

六、籌備進度  

活動前工作 

日   期 工作項目 執行人 備 註 

111.07.18 討論弟子擂台賽比賽辦法 
林珊妏 

陳秀美 
 

111.08.25 製作弟子規擂台賽競賽廣告海報 陳秀美  

111.09.08 
張貼「弟子規擂台賽競賽廣告海報」於導

師群組 
陳秀美  

111.10.19 設計弟子規擂台賽海報 陳秀美  

111.10.23 
設計完成弟子規擂台賽活動辦法及報名表

(每隊 2-3人) 
陳秀美  

111.10.31 完成弟子規擂台賽簽到表 陳秀美  

111.11.02 
完成弟子規評審老師(三位)決賽評分表暨

決賽評審成績加總表 
陳秀美  

111.11.03 設計弟子規擂台賽活動程序海報 陳秀美  

111.11.04 
完成建置弟子規擂台賽活動辦法及報名表

-QRcode 
林瑞鎔  

111.11.04 完成籌備進度與執行人員表規劃與聯繫 陳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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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4 完成弟子規擂台賽活動說明海報 陳秀美  

111.11.10 

弟子規擂台賽報名表-QRcode 傳至五專一

至三年級國文老師，請老師們協助學生完

成報名，每班推派 1-2組同學參賽。 

陳秀美 

工讀生 

已於開學時教

學會議告知專

兼任中文組教

師配合本項活

動 

111.11.14 初賽複賽計分表 陳秀美  

111.11.16 完成弟子規競賽題目設計與活動道具設計 
陳秀美 

工讀生 
 

111.11.16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下午 4:30-5:00) 
陳秀美 

工讀生 
 

111.11.14至

111.11.25 
開始接受同學報名 

陳秀美 

林瑞鎔 
 

111.11.25 製作邀請卡 陳秀美  

111.11.26 完成參賽學生名單造冊、簽到單/問卷製作 陳秀美  

111.11.26 完成獎狀/領據/感謝狀/服務證明製作 陳秀美  

111.11.27 
寄網路信箱送印活動海報相關資料以及得

獎手牌.桌牌等 11月 28日下午 2:00拿取 
陳秀美  

111.11.27 採買競賽活動用茶點 2400元 陳秀美  

111.11.28 列印感謝狀與服務證明/簽到表 王孝荃  

111.11.28 製作參賽桌牌/取回送印海報 吳佳珉 陳羿棋  

111.11.29 
弟子規擂台賽組別與參賽位置圖通知—請

指導老師與導師通知參賽學生 
陳秀美  

111.11.28 下午工作人員第 8節第一次演練 
施懿芠  王孝荃 

吳佳珉  陳羿棋 
借場地 ok了 

111.11.30 
向教務處借四張桌子/向祕書室借 22 個桌

石牌架 
陳秀美  

111.11.30 上午第二次演練與佈場 10:10-12:00 

陳秀美 

施懿芠  王孝荃 

吳佳珉  陳羿棋 

借場地 ok了 

111.11.30 下午正式比賽 14:50-17:00 大家一起 借場地 ok了 

活動中工作 

111.11.30 

內場管控負責人 

林珊妏 

陳秀美 

劉菁菁 

 

外場管控/簽到處報到 

林瑞鎔 

王孝荃 

吳佳珉 

陳羿棋 

 

機動支援人員 李貞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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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主持人 施懿芠  

初賽/複賽計分人員:2-3名 
吳佳珉 

陳羿棋 
 

播放題目人員:1名 王孝荃  

評審委員 3名 

林郁欽 

王良榮 

劉菁菁 

 

攝影人:1-2名 
王良榮 劉菁菁 

陳秀美 
 

活動結束後場地原還工作 大家一起  

活動後工作 

111.12.01 送公假申請單與公民點數申請單 林瑞鎔  

111.12.10  經費核銷及上傳成果報告 陳秀美  

七、活動內容 

  

執行小組第一次籌備會議 執行小組第二次演練 

  

弟子規擂台賽競賽廣告海報 弟子規擂台賽報名海報(QRcod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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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擂台賽活動流程海報 活動說明 

  

考場位置圖 邀請卡 

  

活動流程 決賽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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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執行成果 

 (一)、簽到表(報行成員：20 人，報名學生：19 組 47 人，實到 17 組 43 人。合計 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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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獎狀 得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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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二)、活動花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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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回饋 

(一)、第一階段國文教師在班級融入課程的執行方法與反思回饋 

◆陳玉鶴老師 

1.製作簡報介紹弟子規。 

2.逐字解釋弟子規。 

3.回家作業：每人抄寫一遍弟子規全文，期中

考試考前寫完，交給老師批閱後，取回閱讀。 

4.期中考當天帶著原稿應考，期中考題目

中，有一題與弟子規有關，學生只有這一

題可以參考自己的原稿作答。 

5.期中考後舉辦班級弟子規擂台賽班級初

賽。 

6.推派兩組學生報名參加班際弟子規擂台

賽。 

◆陳玫玲老師 

最有效方式，分段背誦及聯結生活相關實

例說明對我們的幫助。 

實施方法，以秀美老師的 ppt分頁背誦，

上課 10-15分時間。 

1、2頁/週。文義說明及生活應用。 

2、念誦後，以搶答方式複習之前背誦內

容，逐次加分。 

3、本有 3組預想參加競賽，後因教室電腦

無法使用，學生無能即時看到內文，娛樂

效果彰顯不出來，熱情逐漸消弭。 

◆劉菁菁老師--五資一 1&五資三 1 

1,請同學自行搜尋弟子規全文，找自己覺

得合適的（如：有注音符號）算一個作業。 

2,回家閱讀後，抽選段落在教室抄寫及寫

心得。 

3,組背誦練習,可加分。 

◆李依蓉老師-五專專二：，餐旅 1、資工 2 

1.《弟子規》背景介紹、古代啟蒙教育概

述。 

2.教授《弟子規》內容、播放弟子規歌曲

用以協助背誦。 

3.推派代表或自願者參與競賽。 

◆黃文瀚老師--五專餐旅一 2 

1.簡介《弟子規》沿革，並逐條朗讀，解

釋字句大義。 

2.課堂抄寫一遍，視作平時成績之一，且

推派代表參與競賽。 

 

 

◆林珊妏老師-- ( 五築一 1：11月 14日)

和 ( 五餐一 1：11月 15日) 

一、班級課堂進行方式 

1.將弟子規全文分為：1.「入則孝」，2.

「出則弟」，3.「謹」，4.「信」，5.「汎

愛眾」，6. 「親仁和餘力學文」六單元。 

2.兩到三人為一組，抽籤背記其中一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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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琪老師 

執行方式是使用秀美老師提供的簡報，在

期中考前後分三次，進行填空式默寫。 

課堂會先講解弟子規的文意，留一堂課給

同學背誦，第三節課發下填空式講義，請

同學填寫。填寫率高的同學會在期中與期

末考試中加分，同時也從中挑選出表現優

異的同學參與弟子規的比賽。聽我們班的

同學說是第五名，剛好抽到沒準備到的段

落～有進決賽已經很開心 😍同學說比賽

很好玩 👍 

 

元 

3.課堂背誦 

(1) 二十分鐘內完成個人自行記憶，十分

鐘內完成小組成員互相背誦 

(2) 同組全部完成背誦，由老師隨機抽選

其中內容，由小組成員自行搶答， 

正確無誤：全組即有 80分，有錯誤：一次

扣全組 10分（僅扣分兩次）。 

(3)小組自願背誦抽到單元的全部內容，可

加小組得分的 10分（僅加分兩次）。 

二、活動計分方式 ( 佔學期分數的 10% 

1.小組成績 

(1)參與活動以 80分為基準，錯兩次仍有

60分 

(2)全組背誦，可採一人或三人輪流背誦，

最高加到 100分 

2.個人成績： 

(1) 抄寫弟子規全文：一遍二十分，最多

抄四遍 

(2) 抄寫弟子規單元內容：一遍二分，最

多抄 10遍 

三、實施活動成果 

◆張又勻老師--五專土木二 1+五專外語

三 1~ 

1.概述《弟子規》，解釋總敘、綱目。 

2.連續五週次於課前播誦弟子規十分鐘。 

3.課堂抄寫一遍，列為平時成績之一。 

今天下午問了參加弟子規競賽的學生，她

們說很緊張因此全忘光光（其實我也知道

她們準備不充分，只是志在參加🤣😂）。

但是兩個同學都說現場氣氛熱烈，相當有

趣。感謝秀美老師、珊妏老師及協辦的老

師們，辛苦了👍 

  

(二)、大學生(工讀生)在執行「弟子規擂台賽」的回饋與反思 

四英四 1 王孝荃同學 

1. 這次當任了弟子規比賽的播題員。在比

賽中，前面播放的有點不順，但還好最

後順利了完成。這次參加弟子規比賽的

同學們，都好熱情，讓整個場面好歡

樂，比較不會尷尬。 

四園一 1 施懿芠同學 

1. 這次參加弟子規比賽非常精彩，因為自

己是以主持人的角度參加活動，原本是

有一些壓力在身上的。但主辦人秀美老

師，一步一步帶領著團隊往前，過程中

慢慢建立起我的信心！透過賽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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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賽完，對比賽的建議：我覺得複賽秒

數太長了，可以把時間縮短一點點。時

間有點太長 導致有很多同學都會看其

他組的答案，或是用手機。 

3. 最後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的東

西，也很有成就感。 

組會議和排演，才有在比賽中流暢的結

果。 

2. 參與這個弟子規比賽，得到超出我預期

的幫助，在口條與台風上，都得到老師

許多的鼓勵與幫助！希望自己能繼續

嘗試新的職位，學習承擔壓力！ 

四餐二 2 吳佳珉同學 

1. 很開心能夠參加這次的活動。 

2. 在這次活動中，我們學習到很多辦活動

的細節。而且也要注意到活動的流暢

度。 

3. 每一個過程都是重要的細節，在大家開

會討論下，讓這次的活動順利的進行且

圓滿結束！ 

四餐二 2 陳羿棋同學 

1. 這次的活動同學們都準備的很充分，在

這過程中，看到他們討論，並寫出答

案，最後答案正確時，很佩服他們。 

2. 不過有些人很可惜，因為在最後背誦

中，過於緊張而忘詞，導致評審給很低

的分數，希望下次他們可以不要太緊

張，可以拿到第一名。 

十、活動「問卷」成果 

(一).問卷「量化」 

1.問卷大項與細項「量化」表： 

 
 

 

 

4.37 
4.33 

4.14 

4.37 

4.28 4.28 

4.00

4.10

4.20

4.30

4.40

1-1 1-2 1-3 1-4 2-1 2-2

111弟子規擂台賽活動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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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細項「量化」成果： 

 

(二).問卷「質性」成果―學習心得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