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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活動計畫 

第十七屆讀經會考 
一、 宗旨：響應政府落實文化深層紮根教育，啟發兒童無窮潛能，鼓舞社區勤學風氣，傳承民族文 

          化之智慧，營造祥和社會。 

二、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讀經學會 

     協辦單位：崇德光慧花蓮讀經推廣處、財團法人基礎道德文教基金會、花蓮縣各讀經推廣中心、 

              花蓮縣各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 

三、 報名對象：就讀或設籍於本縣且對讀經有興趣學生及社會大眾（因場地限制及遵照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花蓮縣政府之相關指引，額滿截止；敬請老師、家長陪同參加。) 

四、 報名日期：111年10月17日至111年10月28日止。 

五、 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親自報名或由學校、讀經團體代表人代為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hlb.org.tw/exam （掃描右側 QR-code即可登入） 

 ※110年曾報考的考生，請用已註冊完成的帳號、密碼登入（無需再次註冊） 

(二) 報名費用：免費。 

(三) 相關問題請於線上提問(詳情請見附件二說明)或電話連繫：吳甜妹總幹事(0956-471306) 

六、 會考時間：111年 12月 18日(星期日)，上午 07:30至 12:10 (請依照通知時間至會場報到)。 

七、 會考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小巨蛋）(地址：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彎大路 23號）。 

八、 工作人員及報考 21科段以上的考生預考 

(一) 日期：111年 12月 11日(星期日)14：00~16：00。 

(二) 地點：慈懿道院(地址：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83號；電話：03-8563619) 

九、 會考內容：大學、中庸、論語、老子、唐詩、孝經、古文選等經典，共計 78段(詳見附件一)。 

十、 評鑑辦法：口試（由評鑑老師出題，考生依序背誦，提示一次扣一分，90分以上為合格）。 

十一、 獎勵辦法： 

(一) 凡通過 1段(含)以上者，即獲贈獎金、狀元帽乙頂及紀念品乙份(詳見下表)。 

1. 通過 1-20段者為勤學狀元，獲贈獎金新臺幣 100 元整。 

2. 通過 21-40段者為精進狀元，頒發花蓮縣政府甲等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300元整。 

3. 通過 41-69段者為榮譽狀元，頒發花蓮縣政府優等獎狀乙紙，另頒發獎金。 

4. 通過 70-77者為及第狀元，頒發花蓮縣政府特優獎狀乙紙，另頒發獎金。 

(二) 為獎勵帶隊老師辛勞，花蓮縣政府將核給實際帶隊老師嘉獎一次之獎勵（以報到現場實際簽

到或確實到場者為準）。 

花蓮縣第十七屆讀經會考 獎金及獎狀對照表 

科段 狀元 獎金(新臺幣) 花蓮縣讀經學會 花蓮縣政府 

1-20 勤學狀元 100元整 獎狀乙紙  

21-40 精進狀元 300元整 

 

甲等獎狀乙紙 

41-60 
榮譽狀元 

500元整 
優等獎狀乙紙 

61-69 800元整 

70-74 

及第狀元 

2000元整 

特優獎狀乙紙 75-76 3000元整 

77 5000元整 

十三、 活動程序：1.開鑼 2.經典會考 3.親子體驗活動 4.祭孔 5.點榜 6.頒獎 7.禮成。 

十四、 科段修改：報考科段增減及修改，請於 111年 11月 1日前自行上網修改，逾時則不開放。 

十五、 列印准考證：報名完成後，即可自行上網列印准考證。 

十六、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花蓮縣政府之相關指引，調整相

關防疫措施。 

(二) 其他注意事項及聯絡方式詳見附件二。 

http://www.hlb.org.tw/exam/login.php


 ~2~ 

附件一 

花蓮縣第十七屆讀經會考報名表 

考生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手機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備註  

就讀學校 
(未就學或社會人士本列免填) 

 
年級(班級) 

/系(科)級 
        (科/系)      年(級)      班 

團體名稱 □ 同就讀學校   □ 讀經團體：                            □ 個人 
 

報考科段請在□內勾選(可複選)；本表資料僅提供各學校及讀經團體報名讀經會考彙整使用。 

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讀本 

□ 1. 弟子規 【總敘~謹】 □ 2. 弟子規 【信~餘力學文】 □ 3. 三字經 
【人之初~周武王，始誅紂】 

□ 4. 三字經 
【八百載~戒之哉，宜勉力】 

□ 5. 朱子治家格言 □ 6. 孝經 第 1~6章 

□ 7. 孝經 第 7~12章 □ 8. 孝經 第 13~18章 □ 9. 禮運大同 

□ 10. 諸葛亮誡子書 □ 11.唐詩 (百首)(1~16) 
【五言絕句 1春曉~16登樂遊原】 

□ 12.唐詩 (百首) (17~32) 
【五言絕句 17彈琴~32答人】 

□ 13.唐詩 (百首) (33~42) 
【五言律詩 33過故人莊~42終南別業】 

□ 14.唐詩 (百首) (43~44) 
【五言古詩 43咏鵝~44月下獨酌】 

□ 15.唐詩 (百首) (45~52) 
【五古樂府 45遊子吟~52關山月】 

□ 16.唐詩 (百首) (53~60) 
【五絕樂府 53長干行○一 ~60江南曲】 

□ 17.唐詩 (百首) (61~70) 
【七言絕句 61 回鄉偶書~70 芙蓉樓送辛漸】 

□ 18.唐詩 (百首) (71~81) 
【七言絕句 71閨怨~81金陵圖】 

□ 19.唐詩 (百首) (82~89) 
【七言律詩 82黃鶴樓~88無題】 

【七言古詩 89登幽州臺歌】 

□ 20.唐詩 (百首) (90~98) 
【七絕樂府 90金縷衣~98清平調○三】 

□ 21.唐詩 (百首) (99~100) 
【七律樂府 99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七古樂府 100將進酒】 
□ 22.論語(選讀) (1~15) 

【學而第一】 
□ 23.論語(選讀) (16~29) 

【為政第二】 
□ 24.論語(選讀) (30~52) 

【八佾第三、里仁第四】 

□ 25.論語(選讀) (53~60) 
【公冶長第五】 

□ 26.論語(選讀) (61~77) 
【雍也第六、述而第七】 

□ 27.論語(選讀) (78~91) 
【泰伯第八、子罕第九】 

□ 28.論語(選讀) (92~98) 
【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 

□ 29.論語(選讀) (99~107) 
【顏淵第十二】 

□ 30.論語(選讀) (108~137) 
【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 

□ 31.論語(選讀) (138~149) 
【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 

□ 32.論語(選讀) (150~158) 
【微子弟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 33.人生必讀  

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讀本挑戰版 

□ 34.千字文 □ 35.正氣歌併序 □ 36.唐詩(選讀)【1~13】 
【1.望月情懷~13長干行】 

□ 37.大學章句 □ 38.中庸章句 第 1~18章 □ 39.中庸章句 第 19~25章 

□ 40.中庸章句 第 26~33章 □ 41. 蘭亭集序 □ 42. 桃花源記 

□ 43. 五柳先生傳 □ 44. 春夜宴桃李園序 □ 45. 陋室銘 

□ 46. 師說 □ 47. 岳陽樓記 □ 48. 醉翁亭記 

□ 49. 愛蓮說 □ 50. 木蘭詩 □ 51.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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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讀經學會自選版 

□ 52.論語 第 1~5篇  
【學而第一~公冶長第五】 

□ 53.論語 第 6~10篇 
【雍也第六~鄉黨第十】 

□ 54.論語 第 11~15篇 
【先進第十一~衛靈公第十五】 

□ 55.論語 第 16~20篇 
【季氏第十六~堯曰第二十】 □ 56.老子 第 1~20章   □ 57.老子 第 21~40章 

□ 58.老子 第 41~60章 □ 59.老子 第 61~81章 □ 60.唐詩 五言絕句 

□ 61.唐詩 五絕樂府 □ 62.唐詩 五言古詩 □ 63.唐詩 五古樂府 

□ 64.唐詩 五言律詩 □ 65.唐詩 七言絕句 □ 66.唐詩 七絕樂府 

□ 67.唐詩七言律詩 □ 68.唐詩 七古樂府      □ 69.唐詩 七言古詩 

□ 70.道之宗旨 □ 71.彌勒真經 □ 72.清靜經 

□ 73.心經 □ 74.百孝經 □ 75.英文：常語舉要 25~27 

□ 76.文昌帝君陰騭文 □ 77.心命詩  

備註： 

1. 報名截止日期：111年 10月 28日(聯絡人：總幹事 吳甜妹 0956-471306)。 

2. 花蓮縣第十七屆讀經會考： 

(1) 日期：111年 12月 18日 7:30~12:10 (請依照通知時間至會場報到)。 

(2) 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小巨蛋）(地址：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彎大路 23號）。 

3. 工作人員及報考 21科段以上的考生預考： 

(1) 日期：111年 12月 11日 14:00~16:00。 

(2) 地點：慈懿道院(地址：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83號；電話：03-8563619) 
 

附件二 

一、注意事項： 

(一) 請儘量自行上網填寫報名資料，以利線上系統資料建立之完整性及最新訊息通知。   

(二) 本次活動，不接受現場報名及修改報考科目。 

(三) 會考讀經本(教材)，請參考讀經文教事業(王財貴教授)、能仁出版社、花蓮縣政府《花蓮縣

推動讀經教育讀本》與《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讀本挑戰版》、花蓮縣讀經學會《會考經典教材

合編本》等教材。 

(四) 主辦保留對本活動網站、規則、獎項及得獎名單審核公布的修改權利；本活動因故無法執行

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相關活動辦法以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五) 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改，並公告於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二、相關聯絡方式：如下說明，請註明姓名、主旨、聯絡方式及問題等，以利主辦單位回覆。 

電子郵件：hlb20210520@gmail.com 

 

FACEBOOK 花蓮縣讀經學會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book/ 

LINE 花蓮縣讀經學會 官方帳號 

 
https://lin.ee/vogPATf 

 

花蓮縣讀經學會 官方網站 

http://www.hlb.org.tw 

 

https://lin.ee/vogPATf
http://www.hlb.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