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原民．我驕傲  
 

1 1 1 年臺東縣「很會說~我們．cih l i’」 
(注：cihli’/ 音近「七烈」，為多數原住民族常使用之讚嘆詞) 

原 住 民 族 紀 念 日 創 意 隊 呼 競 賽 報 名 簡 章 

 

一、 宗旨：臺東能成為多樣態文化的縣市，功不可沒的就是過去透過原住

民族語言不斷對話而保留下來的文化和歷史，本競賽為強化部落青年

對自身語言及文化的重視，鼓勵部落(社區)組織激發創意，期盼透過

競賽活動，以富有文化意涵的族語口號為精神，添加創意舞蹈表演設

計，展現族群自信和團隊精神，進而達成族語推廣之目標。 

二、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 

三、 競賽說明會： 

 時間：111 年 07 月 10 日(日) 15:00 

 地點：臺東縣政府第五期辦公大樓 501 會議室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 13 巷 8 號 5 樓) 

 名人分享 : 舞炯恩 

四、 競賽資訊網址：https://aborigine.taitung.gov.tw/089.htm 

五、 競賽報名： 

 時間：即日起~111 年 07 月 21 日(四)17:00 

 報名方式：填寫附件之文件含報名表及族語隊呼中文詞意對照及參

賽影片（須以完整表演內容及造型呈現，可存入光碟、USB、或提供

雲端硬碟連結），並以掛號郵寄(信封上請標註「很會說~我們．cihli’」

原住民族紀念日創意隊呼競賽，以寄達時間為憑，逾期不受理)、傳

真及電子郵件報名。 

 聯絡人：盧映婷 小姐/ 02-2375-5010 #136 

 傳真：02-2375-5001 

 地址：10041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51 號 1 樓 伊林娛樂 

 電子信箱：089cihli@gmail.com 



 未備齊資料、填寫不完全者等不予收件，報名資料不予退還，請自

行備份留存。 

六、 入圍公布時間：111 年 07 月 26 日(二)12:00 

七、 超人氣獎投票： 

 投票時間：111 年 08 月 07 日(日)14:00~16:00 

 超人氣獎評選方式為現場票選活動，獲得票數最高者為勝出。 

八、 決賽活動： 

 時間：111 年 08 月 07 日(日) 

 地點：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TTstyle 波浪屋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 105 號) 

九、 競賽資格 

 每組隊伍僅限報名一次，同一隊名或相同成員名單不可重複報名，另

每位參賽者(個人)最多僅可同時為兩組參賽隊伍之成員。 

 資格說明： 

說明 

1. 演出人數須為 5 人以上(含 5 人)，15 人以下(含 15 人)。得增報 5 人

以下為候補人員。 

2. 年齡須為 13 歲以上至 45 歲以下之青年。(98 年 8 月 7 日以前出

生，及 66 年 8 月 7 日以後出生) 

3. 每組隊伍中須有 30%以上(含 30%)之成員設籍或就業就學於臺東

縣。 

4. 每組隊伍中須有 50%以上(含 50%)之成員具有原住民族身分。 

※ 以上第 2 至 4 項須於入圍決賽前提出證明進行資格審查，若資 

   格不符則取消入圍資格，依序由決賽入圍候補名單遞補。 

十、 競賽內容 

競賽辦法 

1. 演出內容：可用各種具創意之表演形式呈現，如舞蹈、戲劇、歌唱、樂

器、啦啦隊…等。其中必須包含 10 句以上之族語隊呼。 

2. 演出時間：演出 2 分半鐘~3 分半鐘 

3. 演出主題：以下列主題為限，但不限單一主題 



(1) 原民部落文化 

(2) 台東特色元素 

(3) 原民日精神意涵 

(4) 後疫情時代 

(5) 環境保護 

4. 其他：服裝、道具、樂器及相關表演所需用品自行準備。 

十一、 評分標準 

十二、 獎項 

特優 一名，新台幣二萬元整、特優獎狀乙幀 

優等 二名，各得新台幣一萬二千元整、優等獎狀乙幀 

超人氣獎 一名，新台幣一萬元整、獎狀乙幀 

cihli’隊呼獎 二名，各得新台幣八千元整、獎狀乙幀 

原民風采獎 二名，各得新台幣八千元整、獎狀乙幀 

馬嘎巴嗨獎 一名，各得新台幣八千元整、獎狀乙幀 

拿麼漂釀 
於當天選出現場穿著最具原民時尚風格的觀眾四

名，各得新台幣二千元整 

評分項目 配分 評     分    內    容 

整體造型 15% 
1.服飾所呈現之整體風格美感。 

2.服飾及道具與表演主題之適當性及配合度。 

族語隊呼 25% 

1.族語隊呼使用之精確度及標準度。 

2.隊呼設計所呈現之主題精神、文化內涵。 

3.團隊隊呼之精神及整體配合度。 

原民元素 20% 
1.原民文化風格特色呈現、情感表達。 

2.整體表演之原民元素占比。 

內容編排 20% 

1.整體表演設計之安排完整度。 

2.題材主題與表演之配合度。 

3.演出時間及表演節奏掌控。 

創意表現 20% 
1.創意、結構編配、動作特色。 

2.表演創意設計，並考量與整體主題合適性。 



089 陪審團 
於當天現場票選超人氣獎投票民眾抽出六名，各

得新台幣一千元整 

十三、 決賽入圍隊伍補助 

項目 說明 

團隊訓練補助費 訓練補助費實報實銷，訓練費用支給標準以實際

上台競賽人數計算： 

(1) 5~10 人：每隊 5,000 元整。 

(2) 11~15 人：每隊 8,000 元整。 

團隊指導補助費 指導老師費用實報實銷（含族語及創意舞蹈指導

費用等），每隊 10,000 元。 

※ 以上補助費用為針對決賽入圍隊伍 20 隊之補助費用，須完成決賽活動

當日之表演呈現，並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及收據進行審查，確認無誤後予

以補助。 

十四、備註 

1. 得獎者之獎金或獎品金額在新台幣 20,000 元(含)以上者，須依稅 

  法規定扣除 10%之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費用。 

2.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之權利。另外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 

  執行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並公佈於「南島台東-臺東縣原民處」  

  臉書粉絲專頁。 

 

 

 

 

 

 

 

 

 

 

 



111 年臺東縣「很會說~我們．cihli’」 

原住民族紀念日創意隊呼競賽   報名表 

 

隊伍名稱  報隊人數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 Line ID  

表演名稱  演出時間        分       秒 

隊伍簡介（必填，200 字內） 

 

表演說明（必填，200 字內） 

 

《附件一》 



111 年臺東縣「很會說~我們．cihli’」 

原住民族紀念日創意隊呼競賽 報隊名單 
 

編號-1(主要負責人)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2(次要負責人)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3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4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5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6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7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附件二》 

《附件二》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若有人員增加請自行增加編號格數，上限 15 人以下(含 15 人)。 

得增報 5 人以下為候補人員(下一頁)。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本頁可自行加印》 



111 年臺東縣「很會說~我們．cihli’」 

原住民族紀念日創意隊呼競賽 候補名單 

 

候補-1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候補-2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候補-3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候補-4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候補-5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  族群  

*本活動基於後續活動相關保險之處理，為格遵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依

個資法遞 8 條及第 9 條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 

 

 

 

 

 

《附件三》 



111 年臺東縣「很會說~我們．cihli’」 

原住民族紀念日創意隊呼競賽 中文對照表 

 

隊呼族別   

(ex:阿美族、排灣族) 

族語原文(書寫符號) 

 

中文對照 

 

《附件四》 



團隊照片(2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