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報 名 表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通訊地址
香港身份證號碼

年齡

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參加組別

性別

□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學生）
□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的學生）
□ 高中組 （中四至中六的學生）
□ 公開組 （大專院校學生及 18 歲或以上之香港市民）
□ 親子組 (中三或以下的學生與父母或祖父母組成二人隊伍參加)
(*初中或以下的學生除個人組別外，亦可同時報名參加親子組。如欲參加親子組，請一
併填寫本表格附錄部份。)

學校名稱（如適用）
負責老師（如適用）
學校電話（如適用）
同意聲明

就讀年級、班別（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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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將不會獲發還，主辦機構保留將作品宣傳、展覽、印
刷及出版的最終使用權；
4. 若有任何損失，大會無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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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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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賽者須於 2013 年 11 月 16 日或之前將參賽作品，連同報名表（公開組須附上身份證副本）郵寄至香港九龍
窩打老道七十九號 H 怡安閣 A 座三樓中國文化協會。作品以書面形式遞交，不接受電子檔案。

※ 報名表及章程可於本會網頁 www.chineseca.org.hk 下載。
※ 請填妥參賽資料表，並將表格黏貼於作品背面，以供識別，否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附錄部份*(親子組專用)
家長姓名（中文）

家長姓名（英文）

香港身份證號碼

年齡

與學生的關係

電子郵箱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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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目的
參賽組別及獎項
為秉承弘揚中華文化之宗旨，促進學習書法風氣及推展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的學生）
書法教育，特邀請香港書法家協會協辦第二屆「文協盃」 冠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及獎狀 1 張。
書法比賽。冀藉比賽使全港市民重視固有國粹、振興中 亞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400 元及獎狀 1 張。
華文化，提升書法藝術及創作水準。是次比賽以「孝道」
季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300 元及獎狀 1 張。
為主題，將中國傳統美德推而廣之，弘揚孝親的精神。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150 元及獎狀 1 張。
對象
全港小學生、中學生及 18 歲或以上香港市民。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的學生）
冠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700 元及獎狀 1 張。

比賽內容
初賽 由參加者以個人或組別名義報名，按各組別的題
目以書面形式遞交作品予本會評審。
決賽 大會將於初賽作品中挑選入圍決賽的人選，入選
者須於決賽日即席揮毫。決賽日期謹訂於 2013 年
12 月 21 日至 22 日於中國文化協會舉行，題目則
於比賽當日現場公佈。參賽者需自備毛筆、印章
及墊布，比賽用紙及墨水則由大會提供，以兩小
時為限。
初賽截稿日期
2013 年 11 月 16 日

亞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600 元及獎狀 1 張。
季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及獎狀 1 張。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150 元及獎狀 1 張。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的學生）
冠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900 元及獎狀 1 張。
亞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700 元及獎狀 1 張。
季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及獎狀 1 張。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300 元及獎狀 1 張。
公開組(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及 18 歲或以上之香港市民)
冠軍 1 名，現金獎港幣 1200 元及獎狀 1 張。

決賽通知
入圍名單將於 2013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文化協會網站

亞軍 1 名，現金獎港幣 1000 元及獎狀 1 張。
季軍 1 名，現金獎港幣 800 元及獎狀 1 張。

www.chineseca.org.hk 公布，並以專函通知各組別之入選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現金獎港幣 500 元及獎狀 1 張。
者。
親子組(由中三或以下的學生與父母或祖父母組成的二
人隊伍)

評審標準
甲. 用筆與呼應

乙. 整潔與美觀

冠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700 元及獎狀 1 張。
亞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600 元及獎狀 1 張。

頒獎典禮與展覽

季軍 1 名，圖書禮券港幣 500 元及獎狀 1 張。

頒獎典禮訂於 2014 年 2 月 15 日舉行。若因故改期，將 優異獎若干名，各獲圖書禮券港幣 200 元及獎狀 1 張。
另行通知。各組得獎作品將於 2014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於本會逸仙廳作公開展覽。
*另設最踴躍參與獎予投件最多的 5 間學校，各獲獎狀
1 張。
報名方法
參賽者須填妥報名表，連同參賽作品（公開組須附上身
份證副本）郵寄至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七十九號 H 怡安
閣 A 座三樓中國文化協會，信封面請註明「書法比賽」
。
報名表及章程可於本會網 www.chineseca.org.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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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比 賽 題 目
是次初賽之題目詳列如下，請參賽者依各組別題目提交作品: (另決賽之題目則會於當日即場揮毫前公佈)
組別

備註

題目
天之所生 地之所養 無人為大

小學組

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

1. 採用不超過 58×26 公分之九宮格
紙書寫，若超過則不予收件。
2. 可自行決定書體（楷書、隸書、行
書、草書等）
，但格式必須為直書。

子夏問孝 子曰 色難 有事 弟子服其勞

初中組

有酒食 先生饌 曾以為孝乎

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

高中組

1. 採用不超過 35×70 公分之宣紙書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

寫，若超過則不予收件。
2. 可自行決定書體（楷書、隸書、行
書、草書等）
，但格式必須為直書。

孝子之事親也 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

公開組

3. 親子組的參加者需二人合寫一首

喪則致其哀 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 然後能事親

詞句，由親子每人各寫上句或下
句。

親子組

動天之德莫大于孝 感物之道莫過于誠

中國文化協會
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七十九號 H 怡安閣 A 座 3 樓
電話：2711 5179 傳真：2768 8985
電郵：ccahk@chineseca.org.hk
網址：www.chineseca.org.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資料表: 請剪下，填妥後張貼於每份作品背後，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第二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第二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參賽資料表

參賽資料表

組別:

組別:

1.

小學組 2.

初中組

4.

公開組 5.

親子組

3.

高中組

1.

小學組 2.

初中組

4.

公開組

親子組

5.

3.

高中組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將此表格張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必須將此表格張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