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3 學年度詩歌朗誦比賽 
       主辦單位：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明慧中文學校 
                                                                                    輔導單位：紐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比賽日期： 2012年12月8日（星期六）上午十時 
參賽者報到：12/8/2012 9:50 AM  
報名截止日期：11/20/2012 以郵戳為憑 

活動地點：明慧中文學校 

         Eisenhower Intermediate School 

          791 Eisenhower Avenue, Bridgewater, NJ 08807 

參賽資格:  

(1)  初級組: 9歲以下, 中級組: 9(含)至13歲, 高級組: 14(含)至18歲, 年紀以 12/8/2012為標準。每組人數

三至六人, 可以混合年級, 但以隊伍內最高年級學生為報名組別。 

(2) 學生最近在美國連續居住五年(含)以上及在本協會會員的中文學校內就讀三年(含)以上, 而且目

前正在本協會會員的中文學校就讀的學生。 

(3) 如在參賽前五年(含)內曾回祖國居住累計超過兩年(含)以上者, 均不得參賽。 

(4) 每位學生參賽資格必須由中文學校審核查證, 並在報名表上由校長簽名認可。 

 

參加人數:  每校限派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各一隊代表參加比賽, 每一隊人數三至六人。 

 

報到與比賽次序:  

請各校領隊在 9:50 以前報到並抽取學生次序號牌, 學生依序就座。學生遲到者將視同放棄參賽資

格。每位學生比賽進行期間將做門禁管制以避免干擾, 只有在換人時間才能進出, 敬請體諒跟配合。 

 

選材﹕(請參考後面附件)。每組學生必須朗誦一首指定詩 (從附件) 和一首自選詩 (限從附件題材)。 

 

 

評審: 協會邀請公正跟有評審經驗之人士五至七位擔任。 

 

評分辦法:   

1. 服裝、團隊與朗誦內容配合度：20% 

2. 音準、咬字、語氣、音量、韻律的變化：40%  

3. 創意、詩歌意境、感情表達：20% 

4. 台風、儀態、團隊動作的表達：20%  

將先扣掉最高與最低分之裁判分數, 其餘裁判分數之總和為參賽者之得分。 

 

獎勵：參賽者，每級組前三名由本會頒發獎狀乙紙及獎杯。  

 各級組第一名獎金 $ 100, 第二名獎金 $ 50, 第三名獎金 $ 25 
           (每級組最少五校參加才頒發獎金，否則只頒發獎狀乙紙及獎杯。) 



 

2012-2013 學年度 詩歌朗誦比賽 報名表 

報名學校跟地址  

費用: 會員每隊 $35, 非會員每隊 $40 支票抬頭請寫: ANJCS 

 
學生中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組別 

出生年月日 
（月/日/年）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參賽學校校長 

簽名認證 

經過本校查證, 以上參賽學生符合報名組別的資格要求。 

校長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協會報名組專用 

參賽學校請勿填寫 

報名資格                  ________合格           _______ 不合格 

 總共報名費用: 支票號碼： 
 

報名：支票抬頭請開 ANJCS  
1. 報名表請依照需要份數自行影印,  填妥後請將報名表連同支票在截止日期以前寄至   

ANJCS 詩歌朗誦 - Austin Huang 

14 Kinglet Ave., Marlboro, NJ 07746 
2. 報名表寄出後，請以電子郵件同時通知會長跟主辦學校, 沒有電子檔報名表不接受報名。 

Austin Huang，e-mail: huang732@gmail.com 
Gang Zhang, gang56us@yahoo.com 

謝謝您的合作 !!!   

本項活動學校聯絡人姓名  

聯絡電話  

Email:  



 
 

 

初年級指定題目:  紫色的美麗 -- 蕭秀芳 

山坡是小天使的滑梯 

塌落的圍牆是時間的腳印 

老舊的茅草屋是豐收後的雕塑 

牽牛花將它們 

一一漆成紫色的美麗 
 

勤勞的菜園是農夫的希望 

熱鬧的市場是媽媽的尋夢園 

豐富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幸福 

茄子們用紫色 

一一編織生活的快樂 
 

紫色的美麗是照耀童年的太陽 

紫色的快樂是溫暖童年的月亮 
 
 

 

 



 

 

初年級自選題目一:  卜算子 -- 李之儀 

我住長江頭 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不見君 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 定不負相思意 
 
 
 
 
 
 
 
 

初年級自選題目二:  送別歌 -- 李叔同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連天 

晚風拂柳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零落 

一壺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初年級自選題目三  :  臨江仙 -- 楊慎 

滾滾長江東逝水，  

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度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都付笑談中。 
 



 
 

中年級指定題目:  錯誤 -- 鄭愁予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裡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 

東風不來 三月的柳絮不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若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不響 三月的春帷不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錯誤 

我不是歸人 是個過客 

 

 

 

 

 



 

中年級自選題目一:  紅豆詞 -- 曹雪芹 

滴不盡相思血淚拋紅豆 

開不完春柳春花滿畫樓 

睡不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不了新愁與舊愁 

嚥不下玉粒金波噎滿喉 

照不盡鏡裡花容瘦 

展不開眉頭 

挨不明更樓 

遮不住的青山隱隱 

流不斷的綠水悠悠



 

中年級自選題目二: 水調歌頭 -- 蘇軾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不如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年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樓玉宇 

高處不勝寒 起舞弄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不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離合 月有陰晴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里共嬋娟



 

 

中年級自選題目三: 月下獨酌 -- 李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鄉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不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行樂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凌亂；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高年級指定題目: 再別康橋 --徐志摩 

輕輕的我走了，正如我輕輕的來；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金柳，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裡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泥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裡，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不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更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裡放歌。 

 

但我不能放歌，悄悄是別離的笙簫； 

夏虫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了，正如我悄悄的來； 

我揮一揮衣袖，不帶走一片雲彩。 



 

 

高年級自選題目一:  聲聲慢 -- 李清照 

尋尋覓覓。冷冷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兩盞淡酒。

怎敵他。晚來風急。雁過也。正傷心。 

卻是舊時相識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更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了得



 

 

高年級自選題目二:  一棵開花的樹 -- 席慕蓉 

如何讓你遇見我 

在我最美麗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了五百年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路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了花 

朵朵都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葉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落了一地的 

朋友啊 那不是花瓣 

是我凋零的心



 

 

高年級自選題目三: 念奴嬌 -- 辛棄疾  

野棠花落，又匆匆過了，清明時節。   

鏟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   

曲岸持觴，垂楊系馬，此地曾輕別。   

樓空人去，舊游飛燕能說。   

 

聞道綺陌東頭，行人長見，簾底纖纖月。   

舊恨春江流未斷，新恨雲山千疊。   

料得明朝，尊前重見，鏡裡花難折。   

也應驚問，近來多少華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