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肥年墨舞富山》全国挥春赛
比赛细则
（A）团体：
1 怡保书艺协会 主办
2 富山茶楼
3 三德校友会
4 霹雳兴安会馆

联合协办

5 爱回家民宿
（B）比赛宗旨：
1. 提升书法水平，发扬中华书艺。
2. 传承文化传统，增添春节气息
（C）参赛资格：
对书法有兴趣者皆可参加。
（D）比赛组别、报名费及参赛证书：
比赛共分五组进行，惟参赛者只限参加其中一组，组别如下：
1. 公开组：不限年龄、性别、种族。（报名费 RM10.00）
2. 乐龄组：凡年龄超过 65 岁的各族乐龄人士。（免报名费）
3. 教师组：凡在职、退休教师及目前在师范学院之受训教师。（免报名费）
4. 中学组：预备班至大学先修班。（免报名费）
5. 小学组：小学各年级。（免报名费）
只有中学组参赛者将获颁参赛证书。
（E）比赛规格：
1.

公开组：对联+横披+斗方
参赛者要在主办当局所供应的红纸上书写一套新春对联、横披及斗方，
书体不拘。参赛者可在同一作品用各种书体书写。

2.

乐龄、教师及中学组：对联
参赛学生要在主办当局所供应的红纸上书写七字对联，书体不拘。

3.

小学组：对联
参赛学生要在主办当局所供应的红纸上书写四字对联，书体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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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比赛用具：
纸张由主办团体供应，参赛者须自备书写工具。
（G）比赛流程：
1.
2.
3.
4.

5.
6.
7.

比赛日期：2019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天 )
比赛地点：富山茶楼
报到时间：下午 4 时正。
开幕仪式：下午 5 时正。
比赛时间：晚上 5 时 30 分至 6 时 30 分。
（比赛进行当时，名师现玚挥毫表演）
余兴节目：晚上 6 时 30 分至 8 时。
颁奖仪式：晚上 8 时开始。

（H）报名方式：
1.

报名表格可在富山茶楼索取；填妥表格连同报名费（公开组）交至富山茶
楼即可。

2.

有意参赛者也可上网下载表格，（网址：www.fohsan.com.my）填妥表格
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邮：fohsanip@yahoo.com）。公开组网上报名者，
报名费可通过银行在线服务直接汇入 Persatuan Peminat Kaligrafi Cina Ipoh
Perak，RHB A/C No：2-08100-0004437-3；然后将汇款证明电邮至以上邮
址即可。

3.

报名截止：2019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日 )。

4.

迟报名手续费：凡在报名截止后，欲报名的各组参赛者，每位报名者将被
征收“迟报名手续费”RM10.00。

5.

主办当局保留权限接受或谢绝任何现场报名。

6.

学生组（即中小学组）可通过学校填妥表格报名参加比赛，或亲自把表格
交至富山茶楼或通过电邮上载。各校参赛人数不拘。

7.

任何人只允许报名参赛其中一组。任何报名重复或超过一个组别；主办当
局只接受其中一组，其余者将作废。

（I）造势活动
1. 为增添热闹氛围，主办当局特别安排以下两天挥春造势活动：
日期：30.12.18 及 31.12.18 （周日及周一）
时间：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半
地点：富山茶楼
2. 造势当天怡保书艺协会同仁将现场挥毫，以义卖方式让出席者把如意吉祥
的贺岁春联带回家。
3. 春联义卖所得将捐赠怡保佛教仁爱中医医院及怡保书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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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墨舞荣誉榜》：
1. 凡公开组从 2011 年算起曾获特优奖两次者，其芳名皆已列入在《墨舞荣誉
榜》上，于富山茶楼公开展示；以表至高荣誉与纪念。
2. 《墨舞荣誉榜》入榜者为本赛会特别嘉宾，赛会特别欢迎荣誉榜嘉宾莅临，
现场挥毫，为参赛者助兴打气。惟荣誉榜嘉宾将不被接受报名参加 2018 年
的《戊戌犬年墨舞富山》挥春赛。
（K）学校参赛踊跃奖（只限学校组）：
1. 以交上作品人数记录为准，最多学生参赛的学校将获得主办当局，特别颁
发 RM500.00 于该校华文学会充当活动基金。
2. 只限一间学校得踊跃奖，如人数相同的情况出现时，主办当局有权利作最
终的颁发权利。
（L）名次及奖励：
这项比赛的得奖名次及奖励如下：
组别
名次
名额
乐龄组

特优奖

1

奖励

颁奖金 RM150，
餐券（值 RM30）1 张

优等奖

2

各颁奖金 RM100，
餐券（值 RM20）1 张

佳作奖

4

各颁奖金 RM50，
餐券（值 RM10）1 张

公开组

特优奖

2

各颁奖金 RM1000，
餐券（值 RM50）1 张

优等奖

3

各颁奖金 RM300，
餐券（值 RM50）1 张

佳作奖

10

各颁奖金 RM120，
餐券（值 RM30）1 张

中学组

特优奖

3

各颁奖金 RM250，
餐券（值 RM50）1 张

优等奖

10

各颁奖金 RM100，
餐券（值 RM50）1 张

佳作奖

10

各颁奖金 RM50，
餐券（值 RM30）1 张

教师组

特优奖

2

各颁奖金 RM250，
餐券（值 RM50）1 张

优等奖

2

各颁奖金 RM100，
餐券（值 RM50）1 张

佳作奖

4

各颁奖金 RM50，

3

餐券（值 RM30）1 张
小学组

特优奖

3

各颁奖金 RM100，
餐券（值 RM30）1 张

优等奖

10

各颁奖金 RM60，
餐券（值 RM30）1 张

佳作奖

15

各颁奖金 RM40，
餐券（值 RM20）1 张

踊跃奖

最多学生参赛的
1 间学校

RM500.00 于该校华文学会充当
活动基金 [详情参阅(K)项]

注 1：參赛者都可獲得 10 令吉富山餐券，但須交上揮春作品方可取得餐券；
注 2：如果各组参赛人数不足 20 人，主办当局只颁发 1 份特优奖及 2 份优等奖，
不颁发佳作奖。

（M）评审：
1. 评审工作于比赛完毕后立即进行。
2. 比赛之所有作品一经评定，即为最后决定，任何异议，概不受理。

（N）成绩揭晓与颁奖：
比赛成绩一经评定即在现场公布，随后举行颁奖礼。
（O）比赛作品主权：
所有比赛作品归主办当局所有。而得奖作品则在比赛过后数天内，在富山茶楼
张挂展示。
（P）本细则如有未尽善处，主办当局有权做适当增删。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