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慶祝母親節『天籟盃』歌唱比賽                      
壹、活動主旨 

配合母親節，藉各項活動之舉辦及歌聲之傳達，感恩母親的偉大，用心營造 
幸福家庭之宏愛，倡導民眾認知，期使居家生活品質更加美好，促進家庭和 
諧及社會安定，增進精神內涵，拒絕家暴危害，提升社區總體營造意識，強 
化並凝聚社區組織力量，建立家庭倫理道德，透過防家暴性侵害宣導活動， 
祈使生活環境品質提昇，家庭與社區關係更加和諧。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平鎮區公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呂玉玲立委服務處、平鎮區公所、音圓國際《股》公司、 

瑞西黏土工作坊、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公司、小狀元 
珠心算教育中心、台灣超腦力國際文教機構、響亮國際文 
教機構 

參、活動時間：108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10：00~17：00 
肆、活動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婦幼館演藝廳(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 10 號) 
伍、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3 月 28 日止。  
陸、報名地點：桃園市多元教育發展協會(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 66 號) 
        聯   絡 人：胡雲英     電話：03-4914377   
柒、活動內容 
一、天籟盃歌唱比賽活動： 

  （一）參加資格：年滿十二歲以上對歌唱有興趣之在校學生及社會人士 

皆可報名參加。 

  （二）比賽日期：108年 4月 28日（星期日）10：00~17：00 

（三）比賽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婦幼館演藝廳（桃園市平鎮區廣成街 10 號） 
（四）參賽組別:1.社青組 2.長青組 3.指定曲 (比賽音樂採用音圓系統) 

    1.社青組:12~55歲以內(97年 4月 29日~54 年 4月 28日)，對歌唱有 

興趣之社會人士，歡迎參加。 

        2.長青組:56歲以上(53年 4 月 28日以前出生者)，對歌唱有興趣之社 

 會人士，歡迎參加。 

        3.指定曲:不分年齡對歌唱有興趣之在校學生及社會人士皆可報名 

                 參加。(如附表) 

        ※本次比賽之指定曲歌曲曲目只要有關母親之歌詞、歌曲、意境皆可， 

          如不相關之歌曲恕不受理，謝謝您的配合。           

    （五）比賽次序抽籤：108年 4月 11日（星期四）晚上 19:30~20:00於本 

會會館〈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 66號〉進行抽籤，若當天不克前往出 

席抽籤者，委由主辦單位秘書處公開代抽，並請參賽者於比賽當天 

9:30報到領取識別證，由大會人員安排座位。謝謝！ 

    



（六）評分標準： 

      1.咬字、節奏 20%。 

      2.音量、音色、音準 30%。 

      3.歌唱技巧 20%。 

      4.儀態、服裝、台風 20%。 

      5.親友團(啦啦隊) 10%。 

  （七）各組別獎勵： 

第一名 獎金 3000元並頒發獎盃  1 名 

第二名  獎金 2000元並頒發獎盃             1 名 

第三名  獎金 1000元並頒發獎盃            1 名 

第四名                      頒發獎盃           20% 

第五名                     頒發獎盃 若干名 

最佳人氣獎 頒發獎盃 1 名 

最佳服裝獎 頒發獎盃 1 名 

最佳儀態獎 頒發獎盃 1 名 

最佳啦啦隊獎 頒發獎盃 1 名 

備註: 

     ※報名選手經大會審核資格符合，方可參賽。當天請穿正式服裝比賽，表示  

       對大會及所有觀眾之尊重。女生請穿禮服或套裝、梳妝造型；男生請穿西 

       裝或正式服裝，謝謝您的配合。 

     ※參賽者可以請親友伴舞或呼口號(粉絲團)列入評分之參考依據！ 

      ※比賽當天，參賽者請找親友團為您打氣加油！希望今年能座無虛席！ 

        盛況空前！宛如聆聽一場群星會之演唱！ 

     ※演藝廳有 400個席位，請告知親朋好友們，邀請參加一年一度慶祝母親節 

       歌唱比賽之聽覺視覺盛會，參賽者與聽眾均可參加摸彩及有獎徵答，請踴 

       躍出席共襄盛舉！ 

（八）評審及頒獎： 

1.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三至五名擔任評審。 

2.比賽結束當場宣佈評審結果並當場頒獎。(公平、公正、公開) 

  （九）報名手續：                                                              

1.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28 日截止。 

2.報名費用：每組每人報名費 600元。 

            桃園市多元教育發展協會之會員免繳一組報名費，歡迎加入

本協會，一起做公益! 

  郵政劃撥: 12471369  戶名:施美鈴 

        3.報名文件： 
(1)報名表：報名時填寫下列報名表並繳交之。請繳交身分證或 
                     健保卡影印本，以確認出生日期及組別。 
 (2)比賽當天：請記得攜帶健保卡查驗正本，確認參賽組別，以示公平。 

  



108年度慶祝母親節『天籟盃』歌唱比賽指定曲  
 

序號 歌名 語別 序號 歌名 語別 

1 阿母 台語 29 慈母淚痕 台語 

2 媽媽 台語 30 黃昏的故鄉 台語 

3 姨仔 台語 31 想厝的心情 台語 

4 家後 台語 32 阿母的恩情 台語 

5 花香 台語 33 阿母的背影 台語 

6 半包煙 台語 34 媽媽！我想你 台語 

7 落雨聲 台語 35 媽媽的苦心 台語 

8 金針花 台語 36 媽媽的最愛 台語 

9 心頭肉 台語 37 媽媽的願望 台語 

10 媽媽呦 台語 38 媽媽你好嗎 台語 

11 憨阿嬤 台語 39 媽媽請原諒 台語 

12 罔市仔 台語 40 故鄉的阿母 台語 

13 女人花 台語 41 媽媽的皺紋 台語 

14 想厝的人 台語 42 阿爸的澎紗裳 台語 

15 媽媽歌星 台語 43 斷魂嶺鐘聲淚 台語 

16 阿母的手 台語 44 思念追不回來 台語 

17 阿嬤的話 台語 45 媽媽請妳也保重 台語 

18 母親請安 台語 46 媽媽您無對我講 台語 

19 母子情深 台語 47 流浪天涯三兄妹 台語 

20 我的阿母 台語 48 媽媽請你不通痛 台語 

21 望你早歸 台語 49 恩情無人可比 台語 

22 雪梅思君 台語 50 娘心 國語 

23 陳三五娘 台語 51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國語 

24 媽媽的心 台語 52 母親您在何方 國語 

25 媽媽的話 台語 53 晶晶 國語 

26 媽媽的歌 台語 54 母親 客語 

27 心肝寶貝 台語 55 岸壁之母 日語 

28 深情海岸 台語 56 其他(國、台、客、日、英語均可) 

※指定歌曲如與母親有關之歌詞、意境，若不在附表內亦可參加。 
  



     108年度慶祝母親節『天籟盃』歌唱比賽報名表     
         報名日期：                                 編號: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公司：                住宅: 

手    機  興趣  LINE ID  

E-mail  

組    別 1. 社青組 2.長青組 3.指定曲。 ※請填上組別代號:_____ 

類    別 □國語□台語 □日語□客語□其他        

演唱歌曲  

升 降 調 □男調  □女調  □   調  □升調     □降調    (比賽音樂採用音圓系統)       

備 註 您是第     年參加本會舉辦之歌唱比賽 

收據號碼：___________ 繳交日期：___年__月__日  承辦人: 

□1.報名費:600元 

□ 2.報名費 600元+全程錄影 DVD 及比賽活動相片 CD (300元)=900元 

  (自由訂購，欲購者可於比賽報到時繳交或跟報名費一起繳交！) (二選一) 

            本次比賽將聘請專業攝影師(全程錄影)錄製 DVD及聘請專業攝影師 

            全程拍攝比賽之活動相片。感謝您的支持。謝謝！ 

說明事項: 

1.參賽者比賽當日請出示健保卡以確認參賽組別，以示公平。 

  若有虛報者，經人檢舉所查屬實者，則比賽單位有權取消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 

  、獎盃不得有異。 

2. 參賽者請於比賽當天 9:30準時報到，領取識別證，遲到者視為棄權。比賽當天

由裁判當場抽各組序號，依序比賽，以示公平！ 

  請尊重評審之評定，不得異議。 

3.已完成報名手續者，比賽曲目請勿變更，以利比賽會務工作之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