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件編號 ：L17009 

 

第四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 

敬啟者： 

 

 賽馬會毅智書院與元朗大會堂合辦第四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以達致

持續分享中華書法藝術，陶冶青少年的藝術修養及推廣多元藝術活動。 

本校與元朗大會堂將於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舉行綜合藝術體驗及表演、學校資訊分享、書法

比賽暨頒獎典禮，藉此鼓勵學生能欣賞和參與更多學術及藝術文化。比賽結果於當天即時公佈，得獎

作品將於當天至 2017 年 3 月於本校進行展覽，歡迎蒞臨參觀。 

本校現誠邀  貴校/機構支持是次書法比賽，並推薦及鼓勵學生參加。書法比賽截止報名日期延至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4472 322 與校務處鍾小姐或 2476 7771

與元朗大會堂鄺姑娘聯絡。 

 

此致 

各小學校長/視覺藝術科主任/中文科主任 

 

校長  雷志康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書法比賽章程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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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 
    

書法比賽章程 
 

 

一、 目    的 : 宏揚中華書法藝術，陶冶青少年的藝術修養。 

二、 比賽日期 :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三、 活動時間 : 9:30a.m-1:00p.m 

   (1) 9:30a.m-10:30a.m 書法比賽 

   (2) 10:30a.m-12:00p.m 綜合藝術體驗及表演 

   (3) 12:00p.m-1:00p.m 學校資訊及書法比賽頒獎典禮 

四、 地    點 : 賽馬會毅智書院 

五、 組    別 : (甲) 硬筆組 － 小一、小二、小三 

   (乙) 毛筆組 － 小四、小五、小六 

六、 參賽資格 : 性別不限，現就讀或居住元朗、天水圍及屯門區小一至小六學生均可參加，  

   參加者只可參加一個組別。 
  

七、 比賽細則 : (甲) 硬筆組 (小一至小三)  

    (1) 比賽時間 45 分鐘。 

    (2) 在印有格的 A4 紙上書寫。 

    (3) 參賽者必須用鉛筆書寫。 

    (4) 紙張由大會提供，鉛筆文具自備。 

    (5) 參賽者需在限時內抄寫文章乙篇，抄寫時須連同標點；若限時內未能 

           完成，評選時其名次可能會有影響。 

    (6) 字體只接受楷、行兩種書體，其他書體將不被接受。 
 

   (乙) 毛筆組 (小四至小六)  

    (1) 比賽時間 50 分鐘。 

    (2) 宣紙大小：闊約 35cm，直約 60cm，直幅書寫。 

   (3) 參賽者必須用毛筆書寫，不接受科學毛筆。 

    (4) 宣紙由大會提供，筆墨硯等文房用具均由參賽者自備。 

    (5) 字體只接受楷、隸或行書體。 

    (6) 參賽者必須在限時內完成；若限時內未能完成，評選時其名次可能會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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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準則 : (1) 字體結構和錯別字 50%     

   (2) 用筆/筆劃 30%     

   (3) 整潔及完整 20%     

九、 評    判 : 資深書法導師/視覺藝術科老師 

十、 獎    項 : 1. 小一硬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2. 小二硬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3. 小三硬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4. 小四毛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5. 小五毛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6. 小六毛筆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 

   
7. 設「最積極參與學校獎」一項，頒發在各組總和，參賽學生人數最多的

一間學校，為得獎學校。 

十一、 獎    品 : 1. 各組冠、亞、季軍參賽者可獲頒發獎盃一個及獎狀一張 

   2. 各組優異獎參賽者可獲獎牌和頒發獎狀一張 

   3. 每名參賽者可獲出席嘉許狀一張 

   4. 獲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的學校，可獲頒發獎盃一個。 

十二、 結    果 : 比賽當天即時公佈，並即日進行頒獎禮。而作品將於當天至 2017 年 3 月於 

   本校進行展覽。 

十三、 參加辦法 :  (1) 郵寄/親臨：新界天水圍天榮路 5 號 賽馬會毅智書院。 

           如郵寄請註明「中文書法比賽」。 

    (2) 郵寄/親臨：元朗體育路 4 號元朗大會堂 306 室。 

          如郵寄請註明「中文書法比賽」。 

    (3) 傳真至賽馬會毅智書院 2447 3058。 

    (4) 登入網址報名：https://goo.gl/forms/pNZklaX9F3Yb1kO52 

十四、 報名日期 : 由即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止。 

十五、 查    詢 : 可瀏覽本校網頁www.tjcec.edu.hk或致電 2447 2322賽馬會毅智書院鍾小姐/ 

   2476 7771 元朗大會堂鄺姑娘查詢。 

十六、 備    註 :  (1) 大會不接受現場報名。 

    (2) 收到參賽表格，大會將會用電話與參賽者聯絡，以確認參賽者資料。 

    (3) 參賽者需於比賽當天出示學生證或學校手冊以資證明。否則，大會可 

           考慮取消其參賽資格。 

    (4) 大會保留所有結果之最終決定權，參賽同學不得異議。所有參賽的作 

                                                       品，均由大會處理，大會不會將作品交還參賽者。 

http://www.tjcec.edu.hk/或致電2447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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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比賽內容        

項目 年級 參考內容 

硬筆組 

小一學生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小二學生 

《望月懷遠》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小三學生 

《黃鶴樓》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毛筆組 

小四學生 

《相思》王維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小五學生 

《回鄉偶書》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小六學生 

《桃花溪》張旭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第四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 

     書法比賽 

 

  報名表格 
                     (傳真號碼: 24473058)           (表格可自行影印) 

 

中文姓名  性別  

英文姓名  年齡  

學校名稱  班別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老師姓名                              (聯絡電話：               ) 

家長姓名                              (電話號碼：               ) 

家庭狀況 

(請“”出適用者) 

(可選擇是否填寫) 

□ 沒有接受學生資助計劃 

□ 接受學生資助計劃 (□全額 / □半額津貼) 

 

 參賽組別 (請〝〞出參賽組別，每位同學只可參加一個組別) 

 

硬筆組 

□ 小一學生 

□ 小二學生 

□ 小三學生 

 

毛筆組 

□ 小四學生 

□ 小五學生 

□ 小六學生 
 

遞交申請表方法 : (1) 郵寄/親臨: 天水圍天榮路 5 號 賽馬會毅智書院。 

   如郵寄請註明「中文書法比賽」。 

  (2) 郵寄/親臨: 元朗體育路 4 號元朗大會堂 306 室。 

   如郵寄請註明「中文書法比賽」。 

  (3) 傳真至賽馬會毅智書院 24473058。 

  (4) 登入網址報名：https://goo.gl/forms/pNZklaX9F3Yb1k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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