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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简章简章简章简章    
 

1. 缘起：推动孝道精神及塑造一个温情洋溢的书香社会。 
 

2. 主办单位：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联办单位：富贵爱心基金会、兰亭书艺社 

赞    助：龙宝斋 
 

3. 宗旨 

3.1 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塑造父慈子孝温馨社会 

3.2 推广与书法艺术 

3.3 促进爱好书艺者之间的交流 
 

4. 活动日期/时间 

2016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 
 

5. 活动地点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光前堂 
 

6. 参赛资格 

凡对华文书法有兴趣者，不分种族、国籍皆可报名参加。 
 

7. 比赛组别 

7.1 公开组（不限年龄） 7.2 中学组（在籍中学生） 7.3 小学组（在籍小学生） 

备注：每人只能参加一组，凡中/小学生参加公开组则不得参加中/小学组。 
 

8. 团体表现友谊奖 

8.1 特设团体表现优异奖予表现最佳的学校（不分中小学），积分最多者获奖，若积分相同，

则获奖最多的学校得此荣誉。 

8.2 特优奖（5分）；优秀奖（3分）；报名参加（1分） 

8.3 只有通过集体报名的学校（由学校自行组织、带队）才可获选。 
 

9. 奖励： 

组别组别组别组别    奖项奖项奖项奖项    名额名额名额名额    奖励奖励奖励奖励（（（（每名每名每名每名））））    

公开组 特优奖 3 RM300 及奖状一张 

（不限年龄） 优秀奖 7 RM150 及奖状一张 

中学组 特优奖 3 RM200 及奖状一张 

（在籍中学生） 优秀奖 17 RM100 及奖状一张 

小学组 特优奖 3 RM100 及奖状一张 

（在籍小学生） 优秀奖 17 RM 50 及奖状一张 

团体 

（任何集体报名的中小学） 
表现友谊奖 1 奖杯一座及奖状一张 

其他 参赛奖励 全体参赛者 凡于 5月 21 日报名前及到场 

参赛者皆可获得参赛奖状一张 

 



10. 用具 

10.1 参赛者必须自备毛笔、墨砚或墨汁、垫纸等。 

10.2 主办当局将准备比赛用纸/宣纸，以及部分桌子。 

10.3 每位参赛者可获得比赛用纸/宣纸两张，如有需要请自行到现场特设柜台采购供练习。 
 

11. 比赛细则 

11.1   公开组可以自由选择五体中任何一书体，唯须以繁体书写。（70cm X 138cm） 

11.2   中学组必须以条幅形式书写，书体不拘。（70cm X 138cm） 

11.3   小学组必须直式书写（从上而下、从右而左）。（20 字/14 字） 

11.4   参赛者必须在所规定的区域内书写比赛作品，否则作废。 

11.5   参赛作品必须使用由主办当局提供附有印章的比赛用纸/宣纸，否则作废。 

11.6   每名报名参赛者只准许以一幅作品参赛，否则全部作废。 

11.7   参赛者必须在赛会时间内呈交比赛作品，逾时作废。 

11.8   参赛作品不可落款。 

11.9   作弊者将被主办当局取消参赛资格。 

11.10  参赛者必须自行清理周边比赛场地，如所使用的耗材（报纸、比赛用纸等）、饮食

包装、垃圾或比赛过程造成污迹违规者或取消参赛资格。 

11.11  参赛者或家长不得在隆雪华堂的男女厕所清洗毛笔等用具，违规者或取消参赛资格。 

11.12 比赛进行时，非参赛者一律不得进入比赛现场。 
 

12. 出题与评审 

12.1   每组将有两个比赛题目供参赛者选择。 

12.2   比赛题目由“孝悌立根基”工委会设定，在比赛现场开启。 

12.3   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赛会结果将以评审员会之决定为最后决定，任何异议，

概不受理。 
 

13. 颁奖 

13.1   比赛当天举行现场颁奖仪式以及作品展览（赛后 1至 2小时之间）。 

13.2   获奖者必须亲自领奖，否则主办当局有权取消奖金，奖状则在隆雪中华大会堂秘书

处保留三个月供上门领取。 
 

14. 作品主权与展览 

14.1   作品主权归隆雪中华大会堂所有。 

14.2   得奖作品将在比赛现场展览，展览时间由隆雪中华大会堂决定。 
 

15. 报名 

15.1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中午 1时 

（在此日前报名皆可获得参赛证书一张）。 

15.2 报名方式： 

(1)集体报名：学校或团体可直接填写团体报名表，由校方或团体将参赛者名单电邮/

传真/亲自提交至隆雪中华大会堂秘书处。 

(2)个人报名：从隆雪华堂索取报名表格，或直接从主办单位的网站脸书下载报名表格

并电邮/传真至隆雪华堂秘书处：liongyookeng@klscah.org.my. 

15.3 联系或咨询，请直接联系隆雪华堂秘书处 03-22746645 或传真 03-22724089。 
 

16. 附则 

此细则若有未尽善之处，主办当局可增删之。 

 



““““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    

个人报名表个人报名表个人报名表个人报名表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就读学校就读学校就读学校就读学校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通讯地址通讯地址通讯地址通讯地址    

    

    

    

    

联络电话联络电话联络电话联络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住家住家住家住家))))        

参加组别参加组别参加组别参加组别    

□ 公开组公开组公开组公开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    

□ 中学组中学组中学组中学组（（（（在籍中学生在籍中学生在籍中学生在籍中学生））））    

□ 小学组小学组小学组小学组（（（（在籍小学生在籍小学生在籍小学生在籍小学生））））    
    

备注：每人只能参加一组。 
    

□ 团体表现优异奖团体表现优异奖团体表现优异奖团体表现优异奖（（（（供通过学校集体报名者选择供通过学校集体报名者选择供通过学校集体报名者选择供通过学校集体报名者选择））））    

供学生及集体报名团体填写供学生及集体报名团体填写供学生及集体报名团体填写供学生及集体报名团体填写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    
    

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    

((((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    
    

老师电话老师电话老师电话老师电话    

((((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如适用))))    
    

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供供供供 18181818 岁以下的参赛者使用岁以下的参赛者使用岁以下的参赛者使用岁以下的参赛者使用    

家长姓名家长姓名家长姓名家长姓名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家长姓名家长姓名家长姓名家长姓名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与学生关系与学生关系与学生关系与学生关系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同意声明同意声明同意声明同意声明    

1.1.1.1. 以上所填写的资料一切属实无误以上所填写的资料一切属实无误以上所填写的资料一切属实无误以上所填写的资料一切属实无误，，，，并愿意遵守主办当局所制定的比赛规则并愿意遵守主办当局所制定的比赛规则并愿意遵守主办当局所制定的比赛规则并愿意遵守主办当局所制定的比赛规则；；；；    

2.2.2.2. 若在参赛会场有任何财务损失若在参赛会场有任何财务损失若在参赛会场有任何财务损失若在参赛会场有任何财务损失，，，，主办当局无须负上任何法律责任主办当局无须负上任何法律责任主办当局无须负上任何法律责任主办当局无须负上任何法律责任；；；；    

3.3.3.3. 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提交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提交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提交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提交，，，，主办当局保留作品用以展览主办当局保留作品用以展览主办当局保留作品用以展览主办当局保留作品用以展览、、、、宣传宣传宣传宣传、、、、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出版等最终使用权出版等最终使用权出版等最终使用权出版等最终使用权；；；；    

4.4.4.4. 愿意接受主办当局增删愿意接受主办当局增删愿意接受主办当局增删愿意接受主办当局增删比赛比赛比赛比赛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活动事项活动事项活动事项活动事项。。。。    

    

    



““““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书法比赛    

团体报名表团体报名表团体报名表团体报名表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    

    

学校地址学校地址学校地址学校地址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校方校方校方校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    

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1)1)1)1)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负责老师(2)(2)(2)(2)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参加人数参加人数参加人数参加人数    
    

报名日期报名日期报名日期报名日期    
    

    

集体报名名单集体报名名单集体报名名单集体报名名单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同意声明同意声明同意声明同意声明    

1. 以上所填写的资料一切属实无误，并愿意遵守主办当局所制定的比赛规则； 

2. 校方将负责参赛学生的报名、家长同意、交通等事宜，主办当局无需负上任何法律责任； 

3. 愿意接受主办当局增删比赛规则、活动事项。 
    

注注注注：：：：以上集体报名人数超过以上集体报名人数超过以上集体报名人数超过以上集体报名人数超过，，，，可自行拟定一份名单可自行拟定一份名单可自行拟定一份名单可自行拟定一份名单。。。。    



““““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孝悌立根基””””书法比赛流程表书法比赛流程表书法比赛流程表书法比赛流程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活动流程活动流程活动流程活动流程    适用对象适用对象适用对象适用对象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8:00—  9:00 参赛者报到 参赛者 隆雪华堂礼堂入口处 

8:45—  9:00 嘉宾入席 嘉宾、媒体 隆雪华堂礼堂 

9:00—  9:30 开幕仪式 嘉宾、顾问 隆雪华堂礼堂 

9:30—10:30 比赛 参赛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9:30—10:15 嘉宾交流会与茶歇 嘉宾、评审、带队老师 隆雪华堂会议室(2) 

10:20—10:45 收件 参赛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10:30—11:30 参赛者领取茶点 参赛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10:45—11:45 评审 评审 隆雪华堂会议室(2) 

11:00—11:30 有奖问答 所有出席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11:30—12:00 表演 所有出席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11:30—12:00 嘉宾入席 嘉宾、媒体 隆雪华堂光前堂 

12:00—13:00 颁奖仪式 所有出席者 隆雪华堂光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