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何壽基學校

何壽基學校家長教師會

主辦

協辦

屯門區校管弦樂團

目的:

1. 透過朗誦比賽，增強參賽者的朗誦技巧，並培育其自信心。
2. 發揮學生潛能，爭取表現，為報讀理想小學，邁向成功之路。

日期

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比賽時間

K2(下午 2:30– 3:30)

地點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屯門田景村)

K3(下午 1:00– 2:00)
參賽資格

共兩組：凡就讀於本港 K2、K3 學生或國內幼稚園大班學生

參賽組別

英語組 或 普通話組 (*任擇一項)

參賽辦法

參賽者須填妥參加表格，並以以下途徑交回:
1. 郵寄: 新界屯門田景村第一號校舍「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收
(信封面請註明「第六屆「夢想飛翔朗誦比賽 2019」，報名表格以郵戳為準)
2. 傳真: 2464 2990
3. 遞交網上報名表：http://www.hosauki.edu.hk/activityevent/20190119.php
4. 親身交回本校 (辦公時間：除公眾假期外，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報名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至 2019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
(逾時報名，恕不辦理)

誦材

組別

英語組

普通話組

K3/大班

“Sunshine”

by Celia C

K2

“Little Rain Drops”by Celia C

《小耳朵》

劉翯

《幸福的味道》劉翯

5. (誦材內容及各組報到時間詳見後頁或到以下網站下載：
http://www.hosauki.edu.hk/activityevent/20190119.php )

評判

對朗誦藝術有認識及研究之學者及老師擔任比賽評判。

評審標準

1.咬字吐音 – (i) 字音的正確及標準度 (ii)發音清晰度
2.表達技巧 – (i)整體用聲的自然與和諧感 (ii) 整體表達流暢，停頓適宜 (iii)內容感情
**評分以評判最終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獎項

K2 及 K3 (大班)組：英語組及普通話組各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冠亞季軍各獲獎盃及證書；另各組設優異獎，可獲獎牌及證書，其他參與比賽的學生皆
即場獲發出席證書乙張。)
***參賽者亦可於頒獎禮後，即場獲發分紙及評語乙張

公佈結果

本校將於活動當天公佈比賽結果，並即日於本校禮堂舉行頒獎禮(下午 4:00);
等候期間，家長小孩可參加學校簡介會、操場書展、義賣攤位及攤位遊戲。

備註：
1. 凡參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報到。(詳見後頁)
2. 比賽期間，本校同步進行學校簡介會，歡迎家長出席。
3. 一經成功報名者，將於 201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或前收到專人以電話通知比賽詳情；如賽前三天仍未收到本校電話通知，可
致電本校 2455 6111 向負責人員(張小姐)查詢。
4. 如比賽當天天氣惡劣，教育局發出全日制小學停課安排，則當天所有比賽將會取消，本校將重新安排比賽日期並會另行通知
學校地址: 新界屯門田景村第一號校舍

電話: 2455 6111 傳真: 2464 2990

學校網址：http://www.hosauki.edu.hk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何壽基學校

何壽基學校家長教師會

主辦

協辦

屯門區校管弦樂團

K3(大班)組
朗誦比賽報到日期及時間：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2:30-12:45

英語組 誦材

普通話組 誦材

K3

《小耳朵》

(大班)
組

Sunshine
The sun has hands of many rays,
It changes nights into days.

報到地點：本校禮堂

劉翯

風兒吹吹，
金色的樹葉，
搖搖晃晃，
飄到地上，
化作泥土。
小雨沙沙，
澆灌着樹木，
把它們餵得飽飽的。
太陽出來了，
樹上長出了許多的小耳朵。
聽！
小鳥正在樹上給大樹唱好聽的歌。

The sun’s face is always hot,
Like yummy dumplings in a pot.
It peeps into my room,
On a summers afternoon.
When it cuts the clouds away,
I can go out
to play.
Celia C

K2 組
朗誦比賽報到日期及時間：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2:00-2:15

英語組 誦材
K2 組

報到地點：本校禮堂

普通話組 誦材

《幸福的味道》

Little Rain Drops
Little rain drops
jumping from the sky,
You make wet
-that once was dry.
Little rain drops
diving in the sea,
You land on mountains,
on cars and trees.
Off my umbrella -you glide,
Down my nose -you slide.
Celia C

劉翯

幸福的味道，
是深夜裏媽媽為我蓋被子的手，
很溫柔；
幸福的味道，
是失敗後爸爸對我鼓勵的話語，
很暖心；
幸福的味道，
是我貼着爸爸媽媽的臉，
輕輕說聲「我愛您！」
很甜蜜……

比賽注意事項：
 朗誦前，可先讀出誦材題目及作者姓名；所有誦材必須背誦，否則將影響分數。
 參賽者比賽時不得使用輔助器材，包括擴音器、道具、佈景等。
 參賽者於各比賽項目只有一次出場機會，並須於司儀宣讀其名字後，一分鐘內開始朗誦，否則作棄權論。
 比賽進行時，在場人士（包括家長及老師）不得向參賽者作出任何形式的指示，否則該參賽者分數會受影響。
 宣佈結果前，任何人士不得與評判接觸，違者可被取消參賽資格。
 參賽者之服飾、頭飾、化妝等不作評分項目，惟須端正整潔。
 參賽者必須於報到時間準時到達，遲到可被取消參賽資格。
 為公平起見，不論任何原因，任何人士不得要求更改出場次序。
 本校保留所有參賽細則、賽果及奬項安排等之最終決定權。
 誦材只適用於此次活動，其版權屬原創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