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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西屯區公所一直秉持著為民服務的精神，持續推動各項便民

福利，為讓市民實際參與全民運動、對市政府及區公所各項施政

建設成果更多認識，並藉由活動宣導全民國防教育、公寓大廈管

理、敬老尊賢等社會福利措施政策，寓教於樂有效達到傳遞關懷

本市各族群政策之，建造樂活長青幸福台中城市；特在 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承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指導下，於本所 7 樓大禮堂

舉辦臺中市西屯區『103 年度區里政務宣導全民歌唱比賽』活動。 

 

本活動希透過以歌唱比賽方式，讓區民藉此相互切磋歌藝，

促進身心健康，推動社會祥和，帶動社會健康和諧氛圍，進而激

發出區、里、鄰感情，對西屯有認同感，另提供長者休閒育樂活

動，作為老年人健康與幸福的重要因素，提昇生活品質，擴展長

青族音樂領域。 

 

『聽見好聲音 西屯之星』區里政務宣導全民歌唱比賽活

動，本次計有 102 人報名參加比賽，其中長青組 50 人、青壯組

38 人，里長組 14 人，親友團及與會民眾約計 700 人參與，其實

施結果確可有效提倡全民正當休閒娛樂活動，維護敬老尊賢溫馨

社會之善良風氣，並落實推動市長「藝文、低碳、智慧城」之政

策目標，達到文化藝術多元化，推廣民眾參與本市文化藝術表演

活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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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計畫及簡章 

一、 歌唱比賽實施計畫 

(一) 目的 

為增進市民對市政府及區公所各項施政建設成果之認識，於活

動中宣導老人文康休閒、提倡敬老尊賢美德及社會福利措施，

傳遞關懷本市各族群之政策，寓教於樂，建造樂活長青幸福台

中城市，特辦理本項活動。 

(二) 計畫依據：103 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三)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四) 主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本區各里辦公處、各社區發展協會、長青協會、長壽

俱樂部 

(五) 參加對象：本區里民 

(六) 活動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7 樓大禮堂（臺中市西屯區市政 

北二路 386 號）     

(七) 活動日期 

   初賽：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 12 時 15 分 

   決賽：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13 時至 17 時 

 

(八) 活動內容 

1. 組別   

(1) 長青組：設籍本區 55 歲以上(含 55 歲)，各里推薦 1 名(3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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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報名 81 名，共 120 名。 

(2) 壯青組：設籍本區 25 歲以上(含 25 歲)至 54 歲，各里推薦 1

名(39 名)，自行報名 41 名，共 80 名。 

(3) 里長組：本區各里里長，共 39 名。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 月 20 日止。 

3. 報名方式 

(1) 長青組及壯青組： 

      各里推薦部分-由里辦公處填妥報名表送交本所。 

自行報名部分-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本所網站

(http://www.xitun.taichung.gov.tw/)下載，報名表填妥傳真至

04-22513985或電傳至 tccght2004@taichung.gov.tw並以電話確

認。(電話：22556333 分機 315 曾小姐)。 

(2) 里長組：填妥報名表送交本所。 

(九) 經費來源 

1. 所需經費：經費預估為新臺幣226,000元整，由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及本所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款項下支付。 

2. 經費概算表：詳如附件。 

(十) 預期效益 

1. 提供長者休閒育樂活動，作為老年人健康與幸福的重要因素。

提昇生活品質，擴展長青族音樂領域。 

2. 藉此歌唱比賽相互切磋歌藝，促進身心健康，進而推動社會祥

和。 

3. 有效推動政務宣導，活絡里鄰居民感情。 

(十一) 未盡事宜得簽請首長核可後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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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歌唱比賽簡章 

(一) 目的 

為增進市民對市政府及區公所各項施政建設成果之認識，於活動

中宣導老人文康休閒、提倡敬老尊賢美德及社會福利措施，傳遞

關懷本市各族群之政策，寓教於樂，建造樂活長青幸福台中城

市，特辦理本項活動。 

(二)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 主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本區各里辦公處、各社區發展協會、長青協會、      

長壽俱樂部。 

(三) 活動簡章事項 

1. 組別資格： 

(1) 長青組：設籍本區 55 歲以上(含 55 歲)，各里推薦 1 名(39 名)，

自行報名 81 名，共 120 名。 

(2) 青壯組：設籍本區 25 歲以上(含 25 歲)至 54 歲，各里推薦 1

名(39 名)，自行報名 41 名，共 80 名。 

(3) 里長組：本區各里里長，共 39 名。 

2. 報名日期：自 1 月 23 日起至 2 月 20 日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額滿為止）。 

3. 報名方式 

(1) 長青組及青壯組： 

各里推薦部分-由里辦公處填妥報名表送交本所。 

自行報名部分-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本所網站

(http://www.xitun.taichung.gov.tw/)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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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後親送本所人文課或傳真至 04-22513985，亦可傳送至電

子信箱 tccght2004@taichung.gov.tw 並以電話確認（電話：

22556333 分機 315 曾小姐)。 

(2) 里長組：填妥報名表送交本所人文課。 

(3) 比賽依序進行（依賽程公佈為準），請每組參賽人員於當天上

午 8 時到達公所辦理報到並抽籤決定比賽順序。 

4. 比賽地點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7 樓（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 號） 

5. 比賽日程 

初賽(長青組及青壯組)： 

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15 分 

決賽(長青組、青壯組及里長組)： 

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13 時 00 分至 17 時 

6. 比賽規則 

(1) 初賽：任選國、台、日語歌曲不拘，唱一段，各組錄取前 10

名參加決賽。 

(2) 決賽：任選國、台、日語歌曲不拘，演唱整首曲子。 

(3) 伴奏方式：歌唱設備一律採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經授權之公

播版音樂）金嗓電腦伴唱機。 

7. 比賽規則 

(1) 報名時請詳寫歌名及原唱者(俾利公播版歌曲使用)，演唱之升

降調，為節省時間公平起見，現場不接受對ｋｅｙ，參賽者

不得異議。 

(2)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其比賽曲目除非無公播版權，否則在報

名後一律不可變更。 

(3) 長青組及青壯組參賽者請攜帶身分證於報到時經驗證是否設

籍西屯區（非設籍西屯區者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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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到時間：3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1) 比賽開始時唱名三次未上台演唱者，以棄權論。 

(2) 比賽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 3 位專業老師擔任，比賽之結果應

服從評審之評定，不得異議。 

(3) 初賽比賽結束，隨即公佈成績，各組錄取入圍者 10 名，參加

3 月 8 日(星期六)決賽，當日成績公佈後頒獎。 

9. 評分標準 

技巧 35%、音準 30%、音色 15%、台風 10%、服裝 10%   

10. 獎勵方式 

(1) 冠軍： 1 名  獎金（或等值禮券）5,000 元＋獎盃乙只 

(2) 亞軍： 1 名  獎金（或等值禮券）3,000 元＋獎盃乙只 

(3) 季軍： 1 名  獎金（或等值禮券）2,000 元＋獎盃乙只 

(4) 優勝：2-3 名  獎金（或等值禮券）1,000 元＋獎盃乙只 

(5) 入圍：4-5 名  獎狀乙面 

11.  其他注意事項 

(1) 每人限報名一組（禁止跨組或重複報名，違者將取消資格）。 

(2) 主辦單位擁有本次參賽者之演出照片及錄影版權，作為推廣及

本活動市政宣傳之用途。 

(3) 得獎者之奬金得以等值之商品禮券或獎品代替，並依各類所得

扣繳率標準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4) 參加本活動完成報名，視同完全同意本活動各項規定及公告。 

(5) 請參賽者務必於報到時間內抵達並完成報到，且須將參賽號碼

牌別至身上明顯處，以便評審及相關工作人員識別。 

(6) 同一組別比賽成績名次相同者，現場加賽歌曲競技，最多加賽

首，如仍無法決定名次，則先依最後加賽歌曲之歌唱音準技

巧、次依音準決定名次。比賽名次依上開方式仍無法決定，則

由評審開會討論後議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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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有相關問題，請來電洽詢本所人文課，電話（04）2255-6333

分機 315 曾小姐。 

(8) 參加本活動即認同比賽各項時程，賽程之安排未盡事宜得視實

際情況調整。 

(9) 主辦單位保留終止、修改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同時保留活動

變更及解釋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由本所另行通知。 

(10) 為能以歌藝會友，互相觀摩學習，曾獲本區 102 年全民歌唱比

賽冠軍及亞軍者不再受理報名比賽。 

12. 計畫預期效益：提倡本市文化藝術多元化，促進市民正當休閒

娛樂及交誼，藉由本次歌唱比賽活動，以推廣民眾參與文化藝

術表演活動，落實推動本市成為「藝文、低碳、智慧城」。 

13. 本比賽規則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簽請首長核可後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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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歌唱比賽內容 

一、 參賽隊伍 

本次歌唱比賽共分為三種組別，分別為長青組、青壯組及里長

組，共計 102 人報名，參賽隊伍按照各組別分列如下： 

 

(一)  長青組 

共有 50 人報名，詳細資料如下表所列： 

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長青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1 大鵬里(里辦) 林淑惠 
初：情願 國語 張學友 

決：悲傷的さくら 台語 楊哲 

2 福中里(自行) 盧圳生 
初：尚水的伴 台語 翁立友 

決：反背 台語 王識賢 

3 林厝里(里辦) 張石桐 
初：買醉的藉口 台語 袁小迪 

決：望月想你 台語 蔡小虎 

4 福聯里(里辦) 蘇鏡堂 
初：疼你若生命 台語 蔡小虎 

決：媽媽的皺紋 台語 陳雷 

5 福雅里(里辦) 陳振武 

初：夢追い酒 台語 
歌本 

無唱者 

決：裏町人生 日語 
歌本 

無唱者 

6 福恩里(里辦) 劉慶儀 
初：獨相思 台語 江志豐 

決：鴛鴦一場 台語 蔡小虎 

7 自行 盧曾惠芸 
初：絕情風雨 台語 方順吉 

決：我是男子漢 台語 洪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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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長青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8 西安里(里辦) 張克偉 
初：買醉的藉口 台語 袁小迪 

決：借問月娘 台語 楊哲 

9 逢福里(里辦) 林秀蓁 
初：無穩定的愛 台語 黃乙玲 

決：歌聲戀情 台語 陳小雲 

10 何明里(里辦) 莫讓賢 
初：塵緣 國語 羅文 

決：驛動的心 國語 姜育恆 

11 何明里(自行) 葉純綾 
初：我愛過 台語 江蕙 

決：人生的歌 台語 黃乙玲 

12 何明里(自行) 張樹蘭 
初：今夜的酒杯 台語 白冰冰 

決：難忘的情歌 台語 黃乙玲 

13 上德里(里辦) 陳宥均 
初：思鄉情歌 台語 七郎 

決：風飛沙 台語 陳盈潔 

14 福安里(里辦) 陳文龍 
初：遲到 國語 劉文正 

決：淡水暮色 台語 洪一峰 

15 協和里(里辦) 陳澄美 
初：夜雨 國語 

歌本 

無唱者 

決：悲嘆的筒簫 台語 王瑞霞 

16 永安里(里辦) 張春光 
初：思慕的人 台語 洪一峰 

決：快車小姐 台語 文夏 

17 林厝里(里辦) 張李香 
初：綿綿戀愛夢 台語 張蓉蓉 

決：阿母的手 台語 詹雅雯 

18 港尾里(里辦) 邱清海 
初：媽媽的皺紋 台語 陳雷 

決：癡情烏日站 台語 王江發 

19 上安里(里辦) 顧琬如 
初：櫻みち 日語 神野美伽 

決：家後 台語 江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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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長青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20 福和里(里辦) 李碧玉 
初：卡將喲 台語 龍千玉 

決：女の一生 日語 三笠優子 

21 龍潭里(里辦) 陳榮華 
初：情影 台語 陳一郎 

決：行船人的純情曲 台語 陳一郎 

22 龍潭里(里辦) 何秋香 
初：雨中情 台語 張榕榕 

決：天意 台語 江志豐 

23 港尾里(里辦) 蔡瓊珠 
初：痛苦女人心 台語 葉啟田 

決：悲情的城市 台語 葉啟田 

24 何厝里(里辦) 廖枝水 
初：內山兄哥 台語 葉啟田 

決：成功的條件 台語 葉啟田 

25 西墩里(里辦) 廖林足有 
初：黑玫瑰 台語 李翊君 

決：廣東花 台語 陳小雲 

26 福瑞里(里辦) 王天養 
初：一卡破皮箱 台語 方瑞娥 

決：可憐的人 台語 葉啟田 

27 何成里(里辦) 賴廖美枝 
初：三年 國語 蔡幸娟 

決：褪色的戀情 台語 江蕙 

28 林厝里(自行) 張信夫 
初：癡情台西港 台語 唐飛 

決：他鄉情歌 台語 七郎 

29 何安里(里辦) 林寂端 
初：王昭君 國語 楊燕 

決：情路, Lonely-night 台語 上明 

30 大福里(里辦) 葛淑蘭 

初：嘆十聲 國語 蔡琴 

決：戲鳳 國語 
江宏 

靜婷 

31 何南里(里辦) 陳麗花 
初：青春嶺 台語 文夏 

決：你甘擱會想起我 台語 蔡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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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長青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32 何南里(自行) 蔡裕添 
初：我有一句話 台語 江蕙  

決：夢遊仙公廟 台語 良山 

33 何德里(里辦) 陳清琳 
初：離別的月台票 台語 洪第七 

決：悲情的城市 台語 葉啟田  

34 自行 李木筆 
初：寒雨曲 國語 美黛 

決：掌聲想起 國語 鳳飛飛 

35 何源里(里辦) 陳碧霜 
初：醉英雄 台語 蔡秋鳳 

決：桂花夢 台語 詹雅雯 

36 何福里(里辦) 詹益桂 
初：心痛 台語 葉啟田 

決：問酒 台語 上明 

37 何福里(自行) 李昆德 
初：回鄉的我 台語 余天 

決：九月九的酒 國語 余天 

38 何福里(自行) 林惠美 
初：戀情海 台語 詹雅雯 

決：風塵女 台語 楊靜 

39 自行 廖素釵 
初：欠情歌 台語 詹雅雯 

決：阿母的手 台語 詹雅雯 

40 鵬程里(里辦) 華越英 
初：歡樂年華 國語 崔苔菁  

決：秋水長天 國語 王芷蕾 

41 鵬程里(里辦) 廖秀珍 
初：台北的天空 國語 王芷蕾 

決：春夏秋冬 台語 蔡小虎 

42 逢甲里(里辦) 賴建誠 
初：手中情 台語 翁立友 

決：愛人醉落去 台語 蔡小虎 

43 西平里(里辦) 陳喜乾 
初：天下皆醉我獨醒 台語 莊振凱 

決：思慕的形影 台語 葉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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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長青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44 大河里(里辦) 張文圳 
初：彼個小姑娘 台語 文夏 

決：懷念的播音員 台語 洪第七 

45 至善里(里) 羅春蘭 

初：帰ってこいよ 日語 
歌本 

無唱者 

決：裏町酒場 日語 
歌本 

無唱者 

46 自行 林清三 
初：旅姿三人男 日語 石原裕次男 

決：湯島の白梅 日語 石原裕次男 

47 自行 陳美齡 
初：情深深深深情 台語 秀蘭瑪雅 

決：白鷺鷥 台語 黃品源 

48 自行 王秀珍 
初：星影のワルツ 日語 千昌夫 

決：坎站 台語 朱海君 

49 自行 朱金月 
初：無人會凍代替你 台語 方瑞娥 

決：為你笑為我哭 台語 方瑞娥 

50 自行 林雪敏 
初：惜緣 台語 尤雅 

決：風醉雨也醉 台語 江蕙 

 

(二) 青壯組 

共有 38 人報名，詳細資料如下表所列： 

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

名 

青壯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1 何成里(里辦) 何宜臻 
初：海海人生 台語 陳盈潔 

決：新不了情 國語 萬芳 

2 福聯里(里辦) 白登陽 
初：甲你當作寶 台語 七郎 

決：媽媽的皺紋 台語 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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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

名 

青壯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3 西安里自行 張美倫 
初：父母的心聲 台語 孫淑媚 

決：可惜你不在 國語 戴愛玲 

4 何仁里(里辦) 巫淑芳 
初：一片天 台語 王識賢 

決：海海人生 台語 陳盈潔 

5 西安里(里辦) 黃寶珠 
初：風中的承諾 國語 李翊君 

決：死心眼 國語 彭佳慧 

6 逢福里(里辦) 林克樵 
初：忘記你我做不到 國語 張學友 

決：癡情呼人心疼 台語 蔡小虎 

7 何明里(里辦) 林志豪 
初：すばる (su ba ru) 日語 谷村新司 

決：懷念的播音員 台語 洪第七 

8 何明里(自行) 賴俞琇 
初：家 台語 蔡秋鳳 

決：桂花 台語 孫淑媚 

9 福安里(里辦) 甘進誠 
初：跟往事乾杯 國語 姜育恒 

決：千千萬萬個愛你 國語 文章 

10 福安里(里辦) 劉美青 
初：小冤家 國語 趙薇 

決：掌聲想起 國語 鳳飛飛 

11 自行 楊宗雄 
初：忘不了 國語 童安格 

決：壞人 國語 方炯濱 

12 大鵬里(里辦) 羅秀玉 
初：妝乎水水 台語 黃妃 

決：我只在乎你 國語 鄧麗君 

13 福中里(里辦) 許碧桂 
初：老婆 台語 楊靜 

決：交代 台語 秀蘭瑪雅 

14  林厝里(自行) 蔡麗滿 
初：一陣暴風雨 台語 龍千玉 

決：愛你千萬倍 台語 張秀卿 

15 上安里(里辦) 廖華斌 初：今仔日 台語 辦桌二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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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

名 

青壯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15 上安里(里辦) 廖華斌 決：傷心小巷 台語 蔡小虎 

16 港尾里(里辦) 許文振 
初：放蕩浪子心 台語 蔡小虎 

決：今仔日 台語 辦桌二人組 

17 何厝里(里辦) 劉泰隆 
初：美麗人生 台語 蔡小虎 

決：疼你若生命 台語 蔡小虎 

18 西墩里(里辦) 劉淑貞 
初：愛甲超過 台語 向惠玲 

決：揮之不去 國語 殷悅 

19 何福里(自行) 梁巧莉 
初：甲你攬牢牢 台語 江蕙 

決：無言花 台語 江蕙 

20 永安里(自行) 呂長卿 

初：娘ざかり 日語 
歌本 

無唱者 

決：花笠道中 日語 
歌本 

無唱者 

21 林厝里(里辦) 邱進錨 
初：一夜情 台語 良一 

決：可憐的人 台語 葉啟田 

22 林厝里(自行) 何鴻丕 
初：你甘擱會想起我 台語 蔡小虎 

決：男人的堅持 台語 蔡小虎 

23 何安里(里辦) 黃盟淑 
初：長崎蝴蝶姑娘 台語 陳盈潔 

決：月琴 國語 鄭怡 

24 大福里(里辦) 陳佩珊 
初：感謝無情人 台語 黃乙玲 

決：失戀雨 台語 黃乙玲 

25 上石里(里辦) 張素麗 
初：用心 台語 龍千玉 

決：珍惜 台語 龍千玉 

26 何德里(里辦) 施信秀 
初：新不了情 國語 萬芳 

決：感恩的心 國語 歐陽菲菲 

27 大石里(里辦) 梁銘智 初：浪子走天涯 台語 陳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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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

名 

青壯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27 大石里(里辦) 梁銘智 決：失去節奏的探戈 國語 王雯萱 

28 廣福里(里辦) 張寶隆 
初：流浪的吉他 台語 沈文程 

決：心碎 台語 陳雷 

29 何源里(里辦) 林淑雯 
初：甘願 國語 彭佳慧 

決：沒那麼簡單 國語 黃小琥 

30 何福里(里辦) 李淑芬 
初：含淚跳恰恰 台語 謝金燕 

決：車站 台語 張秀卿 

31 自行 呂芸蓁 
初：一生甘願為你錯 台語 林姍 

決：一張批 台語 董育君 

32 逢甲里(里辦) 張毓婷 
初：思念你 台語 江蕙 

決：野草亦是花 台語 陳盈潔 

33 西平里(里辦) 郭美娟 
初：寂寞寂寞就好 國語 田馥甄 

決：同手同腳 國語 溫嵐 

34 大河里(里辦) 簡慶瑞 
初：夢中的你 台語 翁立友 

決：紅顏 台語 羅時豐 

35 何源里(里辦) 鄭景雯 
初：說愛你 國語 蔡依林 

決：聽說愛情回來過 國語 蔡依林 

36 上石里(里辦) 何榮松 
初：今生最愛的人 台語 蔡小虎 

決：挽仙桃 台語 洪榮宏 

37 潮洋里(里辦) 徐秋香 
初：原來你不識愛過我 台語 詹雅雯 

決：七夕情 台語 詹雅雯 

38 西墩里(自行) 劉錦國 
初：茫茫到深更 台語 羅時豐 

決：我不甘  台語 蔡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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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里長組 

共有 14 人報名，詳細資料如下表所列： 

編號 里別 參賽者姓名 
里長組 

歌名 歌語別 原唱者 

1 福雅里 王明興 龍捲風 台語 葉啟田 

2 何明里 趙淑妙 胭脂馬拄到關老爺 台語 鄭進一 

3 上石里 廖年新 一生只有妳 台語 蔡小虎 

4 福恩里 陳桂香 桂花巷 台語 潘越雲 

5 永安里 張阿淑 只有你 台語 江蕙 

6 福和里 李鳳珍 深情海岸 台語 詹雅雯 

7 何安里 何唐文鈴 上海灘 國語 葉麗儀 

8 大福里 吳立群 綠島小夜曲 國語 蔡琴 

9 何南里 趙石輝 第三杯酒 台語 龍千玉 

10 何源里 彭琴安 感恩的心 國語 歐陽菲菲 

11 林厝里 余進卿 買醉 台語 羅時豐 

12 西平里 廖建森 媽媽 台語 洪榮宏 

13 大河里 陳資源 情淚  台語 葉啟田 

14 至善里 鄭文昌 回鄉的我 台語 余天 

 

二、 活動流程 

(一) 活動地點：西屯區公所 7 樓多功能活動中心 

(二)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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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07：00-07：30 人文課承辦人員、替代役、課長及發放餐點組組長：簡

秀惠就位 

07：30-07：50 工作人員用早餐 

07：50-08：00 各組人員請就定位 

08：00-08：30 1.長青組及青壯組報到、驗證身分證(西屯區)。 

08：30-08：32 由主管抽出第一位出場比賽號碼(長青、青壯組初賽) 

08：32-08：40 區長致詞及貴賓介紹 

08：40-08：50 比賽規則說明及貴賓開歌演唱 

08：50-10：35 長青組-初賽 

10：35-10：45 休息 

10：45-12：05 青壯組-初賽 

12：05-13：00 中午休息 

13：00-13：50 長青組決賽 

13：50-14：40 青壯組決賽 

14：40-15：50 里長組歌唱比賽 

15：50-16：00 評審講評及示範演出 

16：00-16：20 頒獎 

16：20 全體工作人員協助恢復場地清潔後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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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文宣宣傳設計 

一、 宣傳海報  

 

 

 

時間：3 月 8 日 (六) 早上 8:00 至下午 4:00 
地點：西屯區公所七樓多功能活動中心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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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傳 DM  

 

 

三、 邀請卡 

 

時間：3 月 8 日 (六) 早上 8:00 至下午 4:00 
地點：西屯區公所七樓多功能活動中心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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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示牌 

(一) 貴賓簽到處 

 

 

(二) 活動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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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者號碼牌 

 

(四) 標示牌 

 

 

(五) 舞台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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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比賽座位圖 

臺中市西屯區102年度三代同樂暨里、社區舞蹈比賽座位圖

比賽區

表演等候區

音控計分區

柱 柱

入口

評審席協和里

何明里

左
側
通
道

右
側
通
道

何南里

龍潭里

何厝里

潮洋里

福聯里

福和里

大河里

大鵬里

廣福里

何源里

福恩里

上石里

永安里
福瑞里

貴賓席 貴賓席

里長席 里長席

里長席 西平里

何成里

何福里

西安里

何安里

林厝里

福中里

港尾里

何成里

何仁里西安里

何福里西平里

協和里

逢甲里
大鵬里

龍潭里西墩里

何安里
福聯里

自由入座區 自由入座區

自由入座區

圖例

社區組

里辦公處組

三代同堂組

貴賓席

里長席

自由入座區

入口 成績公佈欄

電
梯報到處

社 

區 

組
自由入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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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數統計總表 

(一) 長青組初賽分數統計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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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二) 青壯組初賽分數統計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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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決賽分數統計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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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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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媒體宣傳計畫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新聞稿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為落實文化藝術推動，響應政府提倡心靈改革，藉

由全民正當休閒娛樂活動，以提昇民間歌唱水準，達成以歌會友帶動

社會祥和的目的，特訂於 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在公所

7 樓舉辦「聽見好聲音西屯之星」區里政務宣導全民歌唱比賽，舉辦

全民歌唱比賽不僅能讓本區喜好唱歌居民做音樂交流外，也促進區、

里、鄰間感情聯結及宣導市政建設成果、臺中有愛活動、傳遞本市各

類族群之福利政策，並達成寓教於樂之目的，並藉由民眾參與文化藝

術表演活動，融合形成一條心，一起推動本市成為「藝文、低碳、智

慧城」之新都會城市。 

     比賽開場前將邀請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副處長為活動開歌獻唱拉

開序幕，緊接著由西屯區各里辦公處推薦暨自行報名的長青組、青壯

組初賽，本次長青組共報名 50 人其中 75 歲至 80 歲有 7 人，70 歲至

74 歲有 7 人，每位長者上台唱歌一點也不怯場，而且外表年輕、身

體健康，熱情積極參與的精神令人敬佩。各組錄取前 10 名參加下午

決賽，另里長組亦於長青組、青壯組決賽後展開比賽，各組精英展開

歌藝競技讓這場盛會戰況更加激烈。 

    主辦單位為這場盛事準備豐富獎金及獎牌，各組的冠亞季軍得

主及優勝者均將頒給獎金及獎狀，並於當日下午賽程結束後統一頒

發，以獎勵選手們之辛勞。 

 

感謝媒體朋友踴躍報導，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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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成果相片及附件 

一、 活動紀錄 

各組報到與抽籤情形(1) 

 

各隊報到與抽籤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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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長致詞 

 

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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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人員及觀眾席 

 

評審團及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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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副處長陳杉根開歌 

 

長青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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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組比賽 

 

里長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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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講評-曾清山老師 

 

評審講評-李曉菁老師 

 



36 
 

長青組頒獎合影 

 

青壯組頒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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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組頒獎合影 

 

評審團與區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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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合影(1) 

 

工作人員合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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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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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審感謝狀與入圍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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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中市西屯區 103 年區里政務宣導全民歌唱比賽得獎名單 

長青組： 

名次 參賽者 

冠軍 陳碧霜 

亞軍 蔡裕添 

季軍 張文圳 

優勝 陳清霖 

優勝 邱清海 

優勝 羅春蘭 

入圍 林淑惠 

入圍 陳喜乾 

入圍 盧圳生 

入圍 賴建誠 

 

青壯組： 

名次 參賽者 

冠軍 黃寶珠 

亞軍 張毓婷 

季軍 許文振 

優勝 劉淑貞 

優勝 張美倫 

入圍 郭美娟 

入圍 蔡麗滿 

入圍 楊宗雄 

入圍 簡慶瑞 

 

里長組： 

名次 參賽者 

冠軍 彭琴安 

亞軍 陳桂香 

季軍 張阿淑 

季軍 李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