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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新聞稿 

109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東區初賽成績揭曉 

  客家委員會今（17）日分別於國立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及臺東

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辦理「109 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

區及東區初賽，經過一整天的激烈競賽後，苗栗縣私立小豆荳幼兒

園等 44所學校脫穎而出，獲得參加全國總決賽之資格。 

客委會與桃園市政府、新竹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東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共同主辦「109 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北、中、

南、東 4區初賽及全國總決賽，透過客語歌唱、口說藝術及戲劇的

方式，展現學生學習的成果。客委會積極推動客家語言、文化之傳

承與發揚，「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提供展演舞臺讓孩

子們展現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客語學習成果，期待由年輕世代用

心演繹，以達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及客家族群認同之目的。 

時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除提醒與會人員應落實防

疫工作外，為因應疫情，本年度各區競賽及頒獎典禮會場，不開放

家長陪同進場，僅開放大會工作人員、各校參賽隊伍選手及相關人

員等入場。今(109)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仍獲各校熱情參

與，中區初賽計有 127校 185隊 1,545人次參賽，其中客語歌唱表

演類 76隊 1,061人、客語口說藝術類 90隊 250人、客語戲劇類 19

隊 259人；東區初賽計有 32校 52隊 354人次參賽，其中客語歌唱

表演類 13 隊 189 人、客語口說藝術類 32 隊 81 人、客語戲劇類 7

隊 83人。 

中區及東區初賽經學生激烈競賽後，產生特優隊伍晉級全國總

決賽，各區各類優勝隊伍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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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苗栗縣私立小豆荳幼兒園,臺中市立東勢幼

兒園,苗栗縣私立米吉幼兒園,苗栗縣私立

三之三嘉新幼兒園 

優等 苗栗縣私立多倫多幼兒園,苗栗縣私立芳仁

紀念幼兒園,苗栗縣大湖鄉立幼兒園,苗栗

縣私立三之三寶貝幼兒園,苗栗縣三義鄉建

中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竹南鎮私立惠揚幼兒園,苗栗縣南庄

鄉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鯉魚國小,

苗栗縣竹南鎮惠揚小耶魯幼兒園,臺中市東

勢區新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苗栗縣苗栗

市私立三之三幼兒園,南投縣國姓鄉國姓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苗栗縣私立三義名人幼

兒園,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苗栗縣

頭份市中大幼兒園,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

小學,新竹縣私立愛默生幼兒園,苗栗縣頭

份市私立明欣幼兒園,苗栗縣中山國小暨附

屬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

建功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

六合國小,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 

甲等 雲林縣崙背鄉崙背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

后庄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北山國民小

學,苗栗縣中山國小暨附屬幼兒園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

山佳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

學,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南投縣國

姓鄉福龜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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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

四維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

學,臺中市后里區育英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中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后庄國民

小學 

甲等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新竹市東區高

峰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

乾峰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國姓國民小

學,苗栗縣銅鑼鄉九湖國民小學,苗栗縣公

館鄉鶴岡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國民

小學,彰化縣田尾鄉陸豐國民小學,彰化縣

埤頭鄉大湖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

民小學,苗栗縣頭屋鄉明德國民小學,苗栗

縣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南投縣埔里鎮

南光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

學,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 

優等 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苗栗縣南庄鄉南

庄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后庄國民小學,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

北港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國民小學,新竹市東區三

民國民小學,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民小學,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

東興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僑文國民小

學,南投縣國姓鄉長流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新竹縣竹東鎮自強國民中學 

優等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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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國民小學,苗栗縣私

立瑪奇兒幼兒園 

優等 苗栗縣私立芳仁紀念幼兒園,苗栗縣竹

南鎮惠揚小耶魯幼兒園,財團法人天主

教耶穌瑪利亞聖心修女會附設苗栗縣私

立文化幼兒園 

甲等 新竹縣私立愛默生幼兒園,苗栗縣竹南

鎮私立惠揚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新英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中科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銅鑼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公

館鄉仁愛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后庄

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

暨瑞湖分校,新竹縣竹東鎮上館國民小

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文山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福基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民小學 

優等 臺中市新社區大林國民小學,新竹縣關

西鎮坪林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啟文

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上館國民小學,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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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民小學,苗栗縣卓

蘭鎮內灣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竹南

國民小學,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民小學,苗栗縣頭

份市蟠桃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開礦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國民小學,

南投縣國姓鄉乾峰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中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新興

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

苗栗縣獅潭鄉豐林國民小學,苗栗縣三

義鄉育英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仁愛

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五湖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市僑善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竹南

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新英國民小學,新竹縣關西鎮坪林

國民小學 

優等 臺中市東勢區明正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中山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鶴岡

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國民小學,苗栗縣公

館鄉福基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竹東

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新竹縣關

西鎮關西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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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苗栗縣苑

裡鎮山腳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大南

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新竹縣新

埔鎮新埔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育樂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南湖國民小學,

苗栗縣銅鑼鄉中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文峰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仁愛

國民小學,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瑞湖分

校,苗栗縣西湖鄉僑文國民小學,苗栗縣

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興

隆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

學,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苗栗縣

公館鄉五穀國民小學,苗栗縣造橋鄉錦

水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民小

學 

國中組 特優 新竹縣竹東鎮員東國民中學,苗栗縣私

立建臺高級中學 

優等 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苗栗縣公館

鄉鶴岡國民中學,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

民中學 

甲等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中學,苗栗縣三

灣鄉三灣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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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優等  

甲等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 

優等  

甲等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苗栗縣三

灣鄉三灣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苗栗縣卓

蘭鎮豐田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西湖

國民小學暨瑞湖分校 

甲等 苗栗縣三義鄉僑成國民小學,苗栗縣卓

蘭鎮卓蘭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獅

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優等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西畔分校,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國民小學,雲林縣二

崙鄉來惠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雲林縣崙

背鄉東興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信德

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民小學,

雲林縣二崙鄉二崙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優等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民中學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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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花蓮縣富里鄉私立欣欣幼兒園 

優等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小附設幼兒園 

甲等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 

優等 宜蘭縣宜蘭市育才國民小學,花蓮縣富

里鄉吳江國民小學 

甲等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優等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花蓮縣鳳

林鎮鳳仁國民小學 

甲等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優等  

甲等  

國中組 特優 花蓮縣鳳林鎮鳳林國民中學 

優等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花蓮縣花蓮市

國風國民中學 

甲等  

 
 
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花蓮縣吉安鄉立幼兒園 

優等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花蓮縣鳳

林鎮鳳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甲等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學 

優等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花蓮縣吉

安鄉吉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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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花蓮縣鳳林鎮鳳仁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壽豐鄉豐裡國民小學,花蓮縣富

里鄉吳江國民小學 

優等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臺東縣關

山鎮關山國民小學,臺東縣池上鄉萬安

國民小學 

甲等 花蓮縣富里鄉學田國民小學,花蓮縣鳳

林鎮北林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鳳林

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花蓮縣玉

里鎮源城國民小學 

優等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花蓮縣吉

安鄉稻香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富里

國民小學 

甲等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國民小學,臺東縣池

上鄉福原國民小學,花蓮縣鳳林鎮鳳林

國民小學,花蓮縣壽豐鄉豐裡國民小學,

宜蘭縣三星鄉憲明國民小學,花蓮縣鳳

林鎮鳳仁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花蓮縣鳳林鎮鳳林國民中學 

優等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

吉安國民中學 

甲等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國民中學 

 
 
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優等  

甲等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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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民小學 

優等  

甲等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優等 花蓮縣富里鄉學田國民小學,花蓮縣吉

安鄉稻香國民小學 

甲等 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民小學,臺東縣池

上鄉福原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 

優等  

甲等  

 

新聞連絡人： 

客家委員會文化教育處  龍昱妘小姐 (02)8995-6988＃554 

客家委員會傳播行銷處  陳昶睿先生 (02)8995-6988＃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