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第十九届吉隆坡小状元——
经典诵读评鉴会 简章
一．

活动宗旨：1．提倡心灵革新运动，落实文化扎根教育
2．促进经典教育蓬勃，增进亲子和乐关系
3．培养爱人爱己情操，建立崇礼祥和社会
二．
活动时间：201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9am ～ 1pm
三．
活动地点：隆雪中华大会堂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四．
活动项目：01．开锣
02．经典诵读评鉴 03．以文会友
04．放榜
05．状元桥
06．万众齐诵
07．颁奖
五．
指導单位：1. 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
2.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六.
主办单位：1. 崇德文教研習會
2. 隆雪華堂妇女组
七．
赞助单位：1．富贵集团 NV Multi Asia Group 2．光联有限公司 Bright Alliance Sdn. Bhd.
3．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Yee Lee Trading Co. Sdn Bhd
八． 参加对象：（甲组）国内各源流小学生及学前儿童
（乙组）友族同胞或特殊人士
九． 参加条件： 1．学员须由一位监护人或一位教师陪同参加
2．至少选擇一段经文
十． 预定名额：1000 名
十一． 评鉴委员：敦聘学者专家及本会所推荐之评鉴教师担任。
十二． 评鉴标准：1．一段合格或以上者：小状元
2．七段合格或以上者：硕士小状元
3．十二段合格或以上者：博士小状元
十三． 评鉴内容：分十三科五十七段（學員可任選一科或以上報考）
备注
：1．*每段任选 30 首 2．唐诗之段落划分以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之版本为准
3．请自备课本
4．☆唐诗新唱：以柳松柏作曲，崇德出版之唐诗新唱为准
十四．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01 日止（截止日期后，恕不接受）
十五． 报名方式：个人或团体报名须个别填写报名表，由各单位负责人寄交相关地址或电子邮箱：
chungdemycentre@gmail.com
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 No.11, Persiaran Titiwangsa 3, Taman Tasik Titiwangsa, 53200 K.L.
中华大华堂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
洽询:陈莠丽 Tel: 03-4024 2462
梁玉英 Tel: 03-2274 6645
十六． 付款方式：现款或支票抬头请注明：PERTUBUHAN CONFUCIAN CHUNG DE K.L.
AFFIN BANK : 100380008745

十七． 报名费用：个人报考学员 RM15；团体报考 20 位或以上，每位 RM10 （特殊人士免费）
（贈状元袋、百孝扇、智慧水、午餐）
十八． 活动说明：
（一） 经典评鉴：依类科分组由评鉴教师带领学员于各组别，以口试方式从学员报考之经文中抽 读，
每位应考 5 分钟，依其正确、流畅度计分；
（二） 以文会友：所有参加学员须准备 1 份手工礼物，并于礼物上写上经文诗词和自己的姓名，作
为认识新朋友的见面礼物（以领巾颜色区分各区）；
（三） 放榜：当场唱榜，请点榜官点榜（时限 20 分钟）；
（四） 状元桥：全体学员心连心、手牵手一同过状元桥，接受大众的夹道欢迎恭贺（时限 20 分钟）；
（五） 万众齐诵：礼敬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并齐声朗诵《礼运大同》及《百孝经》，以颂扬圣人之志，
立下诚敬奉行之宏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祈祷世界和平安泰（时限 10 分钟）；
（六） 颁奖：颁发奖品、奖状以资鼓励，并合影留念（时限 20 分钟）；
（七） 说明事项：
1．由家长报名，也可以请学校或经典班引荐，报名表格可自行影印；
2．报名表格须书写正确、清楚，字体端正勿潦草，若非如此，奖状资料有误，恕不补发；
3．为配合万众齐诵，吁请学员熟读《礼运大同》及《百孝经》。

2018 第十九届吉隆坡小状元——
经典诵读评鉴会 报名表格
□ 个人 □ 团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员姓名：
（华）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龄：______ 性別：□ 男 □ 女
就读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
通讯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姓名:__________联络电话：
（住家）____________（公司）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
本届报考科段请打
项目

段落

大学〔1 段〕
中庸〔2 段〕

□ 大学全文
□ 中庸上（1-16）
□ 论语一（1-3）
□ 论语四（10-12）
□ 梁惠王第一章句上
□ 公孙丑第二章句下
□ 离娄第四章句上
□ 万章第五章句下
□ 尽心第七章句上
□ 老子上（1-20）

论语〔6 段〕
孟子〔14 段〕

老子〔3 段〕

段落

□ 百孝经（篇）全文
百孝经(5 段)

儿童启蒙〔5 段〕
*唐诗三百首
☆唐诗新唱(歌唱)
*Pantun Dan
Perumpamaan
*英文常語舉要～
英文成语〔2 段〕
仲夏夜之梦〔9 段〕
经文(3 段)
其它经文

备注：

□ 百孝经圣训
(第 43 篇至第 63 篇)
□ 孝经全文
□ 百家姓全文
□ 第 1 至 89 首
□ <清明>专辑内 10 首
□ Pantun 全文

段落

□ 中庸下（17-33）
□ 论语二（4-6）
□ 论语五（13-16）
□ 梁惠王第一章句下
□ 滕文公第三章句上
□ 离娄第四章句下
□ 告子第六章句上
□ 尽心第七章句下
□ 老子中（21-50）
□ 百孝经圣训
(第 1 篇至第 21 篇)
□ 百孝经圣训
(第 64 篇至第 84 篇)
□ 弟子规全文
□ 千字文全文
□ 第 90 至 223 首
□ <春晓>专辑内 10 首
□ Perumpamaan Ada
Bandingan 全文

□ 论语三（7-9）
□ 论语六（17-20）
□ 公孙丑第二章句上
□ 滕文公第三章句下
□ 万章第五章句上
□ 告子第六章句下
□ 老子下（51-81）
□ 百孝经圣训
(第 22 篇至第 42 篇)
□ 大哉孝乎一(歌唱)
□ 大哉孝乎二(歌唱)
□ 三字经全文
□ 第 224 至 324 首
□ Perumpamaan Tiada
Bandingan 全文

□ Chapter 25-29

□ Chapter 30-34

□ Act 1 (Scene 1)

□ Act 1 (Scene 2)

□ Act 2 (Scene 1)

□ Act 2 (Scene 2)

□ Act 3 (Scene 1)

□ Act 3 (Scene 2)

□ Act 4 (Scene 1)

□ Act 4 (Scene 2)

□ Act 5 (Scene 1)

弥勒真经&清静经
&心经
(请自备课本)

桃园明圣经上
(告文式-原始二)

桃园明圣经下
(力学三-经验六)

1．*每段任选 30 首，段落划分以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之版本为准《唐诗三百首》
、
《Pantun & Peribahasa Melayu》
、
《英文常语举要》
2．☆唐诗新唱：以柳松柏作曲，崇德出版之唐诗新唱为准

3．请自备课本

报到方式： □ 自行报到 □ 团体报到
所属地区： □ 雪隆

□ 芙蓉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 监护人/ 推荐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1．个人报名者请勾选个人，可自行影印报名表格。
2．团体报名者请勾选团体，並注明团体名称；输入团体报名表格与否皆可。

选科

项目

第一科
第二科

大学(1 段)
中庸(2 段)

第三科

论语(6 段)

第四科

孟子(14 段)

第五科

诗经（7 段）

第六科

尚书（5 段）

第七科

易经（5 段）

第八科

老子(3 段)

第九科

百孝经圣训(6 段)

第十科

儿童启蒙(8 段)

第十一科

第十二科
第十三科

唐诗三百首(6 段)

歌唱（2 段）
*Pantun&Peribahasa &
English Poem (3 段)

第十四科

#英文常语举要~
成语&格言(6 段)

第十五科

仲夏夜之梦(9 段)

第十六科

经文(3 段)

段落
大学全文
中庸上(第 1 章至第 16 章)

中庸下(第 17 章至第 33 章)

论语一(第 1 篇至第 3 篇)

论语二(第 4 篇至第 6 篇)

论语三(第 7 篇至第 9 篇)

论语四(第 10 篇至第 12 篇)

论语五(第 13 篇至第 16 篇)

论语六(第 17 篇至第 20 篇)

梁惠王 第一章句上
公孙丑 第二章句下
离婁
第四章句上
万章
第五章句下
尽心
第七章句上
国风.周南～鄘风
小雅.鹿鸣之什～
节南山之什
虞书+夏书

梁惠王 第一章句下
滕文公 第三章句上
离婁 第四章句下
告子 第六章句上
尽心 第七章句下
国风.卫风～魏风
小雅.谷风之什～
鱼藻山之什
商书

公孙丑
滕文公
万章
告子

周书酒诰第十二～
多方第二十
周易上经第一～十三卦
周易下经第四十八卦～
六十四卦
老子上(第 1 章至第 20 章)

周书立政第二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周易上经第十四卦～
周易下经第三十一卦～
三十卦
四十七卦
系辞上下、说卦、序卦、
杂卦传
老子中(第 21 章至第 50 章) 老子下(第 51 章至第 81 章)

百孝经圣训
(第 1 篇至第 14 篇)
百孝经圣训
(第 43 篇至第 56 篇)
百孝经（篇）全文

百孝经圣训
(第 15 篇至第 28 篇)
百孝经圣训
(第 57 篇至第 70 篇)
孝经全文

百孝经圣训
(第 29 篇至第 42 篇)
百孝经圣训
(第 71 篇至第 84 篇)
弟子规全文

三字经全文

千字文全文+
座右铭+女史箴

笠翁对韵（上）

百家姓全文+
朱子治家格言
笠翁对韵（下）

1～45(五言古詩&五言樂府)

46～73(七言古詩)

74～89（七言樂府)

90～169(五言律詩)

170～223

224～320（任选 30 首）

(七言律詩&七言樂府)

(五言絕句&五言樂府)
(七言絕句&七言樂府)

<清明>&<春晓>20 首

☆

第二章句上
第三章句下
第五章句上
第六章句下

国风.唐风～豳风
大雅全
周颂、鲁颂、商颂
周书泰誓上第一～
康诰第十一

百孝經聖訓专辑內 20 首

Pantun 全文（任选 30 首） **Peribahasa 全文
（任选 60 首）
Chapter 25-32
Chapter 33-40

English Poem 全文
（任选 30 首）
Chapter 41-48

Chapter 49-56
Act 1 (Scene 1)
Act 2 (Scene 2)
Act 4 (Scene 1)
弥勒真经&清静经&心经

Chapter 65-70
Act 2 (Scene 1)
Act 3 (Scene 2)
Act 5 (Scene 1)
桃园明圣经下
(力学三-经验六)

Chapter 57-64
Act 1 (Scene 2)
Act 3 (Scene 1)
Act 4 (Scene 2)
桃园明圣经上
(告文式-原始二)

附件：评鉴内容：分十六科八十六段（学员可任选一科或以上报考）
备注：1．*每段任选 30/60 首，段落划分以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之版本为准
《Pantun & Peribahasa Melayu & English Poem》
。
2． #《英文常语举要》&《唐詩三百首》
，段落划分以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之版本为准。
3．☆歌唱：以柳松柏作曲，崇德出版之<唐诗新唱>为准。
4．请自备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