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協盃「紀念余光中」朗誦比賽 2018
報 名 表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通訊地址
香港身份證號碼

年

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參加組別

齡

性別

□ 幼兒組 （K1 至 K3）
□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 高中組 （中四至中六）

學校名稱（如適用）
負責老師（如適用）
學校電話（如適用）

就讀年級、班別

比賽誦材（題目內 幼兒組：

小學組：

初中組：

高中組：

容請參閱第三、四

□

題目一

□

題目一

□

題目一

□

題目一

頁）

□

題目二

□

題目二

□

題目二

□

題目二

同意聲明

本人同意及聲明：
1. 以上所填寫的資料一切屬實無誤，及願意遵守大會制定的比賽規則；
2. 願意服從大會評審團的決定；
3. 若有任何損失，大會無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4. 同意大會使用活動中與本人有關的任何相片及錄影物品作宣傳；
5. 願意接受大會有權修改及刪除有關規則，及更改活動有關事項。

※參賽者請填妥參加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或親臨索取），並將學生證副本於 2018 年 5 月 4 日（五）
前以郵寄方式（郵戳為憑）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79 號 H 怡安閣 A 座 3 樓中國文化協
會報名。
※報名表及章程可於本會網頁 http://www.chineseca.org.hk 下載。
中國文化協會
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79 號 H 怡安閣 A 座 3 樓
電話：2711 5179

傳真：2768 8985

電郵：ccahk@chineseca.org.hk

網址：http://www.chinese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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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目的

參賽組別及獎項
為推動誦讀風氣，提高香港學生的朗誦藝術才能， 幼兒組（K1 至 K3）
本會將舉辦朗誦比賽，是次比賽以文壇巨擘余光中先生 一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獎狀 1 張。
作品為題目，冀藉能鼓勵學生體驗文學之美，提高學生 二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400 元、獎狀 1 張。
兩文三語的水平，同時亦紀念余光中先生於文學界的貢 三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300 元、獎狀 1 張。
獻。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100 元、獎狀 1 張。
對象
全港幼稚園、小學生、中學生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一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700 元、獎狀 1 張。
二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600 元、獎狀 1 張。

三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獎狀 1 張。
比賽內容
參賽者須於本會提供之各組題目中選其一演繹，不得擅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300 元、獎狀 1 張。
自增刪內容或重複誦讀。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一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900 元、獎狀 1 張。
截上報名日期
二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800 元、獎狀 1 張。
2018 年 5 月 4 日（五）
三等獎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700 元、獎狀 1 張。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獎狀 1 張。
比賽、頒獎日期及地點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2018 年 5 月 19 日（六），於本會禮堂舉行。
一等獎 1 名，現金獎港幣 1100 元、獎狀 1 張。
報名方法
參賽者請填妥參加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或親臨索
取）
，並將學生證副本於 2018 年 5 月 4 日（五）前以郵
寄方式（郵戳為憑）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香港九龍窩打
老道 79 號 H 怡安閣 A 座 3 樓中國文化協會報名。
評審標準
甲、情感表達 25% 乙、語音技巧 25%
丙、台風 25%
丁、時間 25%
評審團
邀請誦讀界專業人士及文化學術界人士 5 - 6 人組成評
審團，擔任比賽評審。

二等獎 1 名，現金獎港幣 1000 元、獎狀 1 張。
三等獎 1 名，現金獎港幣 900 元、獎狀 1 張。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現金獎港幣 700 元、獎狀 1 張。
（所有參賽者均可獲發參賽證書乙張，另設「最踴躍參
與學校」獎，得獎學校獲頒獎座 1 座。）
規則
1.
參賽者必須於本會提供之各組題目中選其一演
繹，不得擅自增刪內容或重複誦讀。
2. 比賽只限參賽者以獨誦形式誦讀誦材，均不接受
二人對誦或集誦。
3. 參賽者不可加插道具、與誦材及誦讀無關的表演及
音響效果。
4. 參賽者需穿著校服比賽。
5. 參賽者需同意及遵守本會的安排及比賽規則；其他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
6. 參賽者需同意本會的評審結果及評審準則。
7. 如有參賽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填寫資料不完整，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者資格。
8. 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以參賽時間之學籍
年，進入大會規定之組別參賽；不得降級報名，違
者將取消資格，頒獎後並追回頒發之獎狀及獎品。
9. 此為公開比賽，歡迎公眾人士蒞臨本會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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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題 目
組別
幼兒組

題目
一、《鄉愁》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二、削蘋果
看你靜靜在燈下 為我削一隻蘋果 好像你掌中轉著的

不是蘋果 是世界

一圈一圈向東推 推動我們的歲月 這世界正是那蘋果

為了送我到唇邊

總經過你揀過 洗過 而且削淨了果皮 把最好的果肉給我 而帶核的果心總是
靜靜
小學組

留給自己

一、《鄉愁》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二、《鄉愁四韻》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水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給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那信一樣的雪花白 那家信的等待

是鄉愁的等待

給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給我一朵的臘梅香啊臘梅香

那母親一樣的臘梅香 那母親的芬芳 是鄉土的芬芳

給我一朵的臘梅香啊臘梅香
初中組

一、
《對燈》余光中
值得活下去的晚年

無論多孤單 必須醒著的深夜

就像今晚 當渾然的濤聲把不安的世界 輕輕搖成了一夢
港內的船 山下的街道 臨室的妻 案上的鼾息應著水上的風聲
可幸還留下這一盞燈 伴我細味空空的長夜
無論這一頭白髮的下面 還壓著多少激怒與哀愁
這不肯放手的右手 當一切
尤其是歲月

都已經握不住了

還想乘筋骨未鈍腕血未冷 向命運索取來此的意義

而你 燈啊 總是照顧在近旁

青睞脈脈三尺的溫馨

凡我要告訴這世界的秘密 無論筆觸多麼的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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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認為是緊要的耳語 不會淹沒於鼾聲
風

更保證 當最後我也睡下

你仍會亮在此地

只為了 守在夢外 要把我的話 傳給必須醒著的人
二、《紅葉》
寄一片紅葉的典故

給你 從南方最南的半島 從黑濕的雨樹下無端撿回來

嬰拳那樣一隻小巴掌 怎麼握得了秋的空曠

銹紅蝕碧的葉面上

點點印著凍斑 冷風過境 齧下了犀利的齒痕
雨漬猶濕 就拈向燈光 訝主流貫支流多細緻的紋路

惑人如半透明的秘圖

最長的隔水書 最短 何須多說 秋已說得夠斑爛 風吹浪遠
誤了歲末的空郵 倦了青鳥

寄你 一片紅葉的輕巧

你在最遠的浪外

島形的一片葉

我們的島

點點花紋 島上的山系 纖纖葉莖 島上的河譜
縮地千里有仙術 基隆三寸到屏東
望不盡的青煙藍水
高中組

宛若在其中

一、《少年遊》
君歸新大陸之莽蒼蒼 我歸舊半島 美麗島上乍聚又驟別 八千里路他鄉盡付雲和月
淒淒中元哭哀哀端午 大颱風的季節又是 聽豪雨間歇

一樓高 昂出臺北燈火

似雪衣冠滿座 酒酣相看 鯨飲原千杯 紹興醉不倒紹銘
但今夕 即空空的酒杯相對也微醉 紅塵青衫 空年都是 過海少年的衣帶翩翩
地傾東南而今猶堅持九仞天

數人物何須說五四日遠

天你塌下來我們肩住 海你沸起來我們挽住

地你動起來我們踹住

看窗下 紅塵滾滾迷人路 松山一出便歌行路難

七四七一嘯異風雲

崎嶇處坦坦大道有陽關 登樓仙人 下樓壯士 臺大人頭頂自青天白日
我不下樓去

誰下樓去

二、《等你，在雨中》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

蟬聲沉落 蛙聲昇起

一池的紅蓮如紅焰 在雨中

你來不來都一樣 竟感覺 每朵蓮都像你 尤其隔著黃昏 隔著這樣的細雨
永恆

剎那

剎那

等你

在時間之外

永恆
在時間之內 等你 在剎那 在永恆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裡 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 我會說
諾

這隻手應該採蓮 在吳宮

這隻手應該

小情人

搖一柄桂槳 在木蘭舟中

一顆星懸在科學館的飛簷 耳墜子一般地懸著
瑞士錶都說七點了
像一首小令

忽然你走來 步雨後的紅蓮 翩翩 你走來

從一則愛情的典故裡你走來 從姜白石的詞裡 有韻地

你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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