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年<<第二十一届(2018)挥春大赛>> 

1.） 联办单位 : (一)柔佛州书艺协会    (二)星洲日报    (三)柔南华校教师公会  

2.） 支持单位 : 柔佛州教育局 柔佛州新闻局  3.）场地赞助: 士姑来五福城广场 

4.） 宗旨     : 发扬民俗文化, 增添节日气氛 

5.） 资格     : 凡对书法有兴趣者皆可参加, 每人只可选择参加一组适当组别比赛，学生组必须为该校在籍学生 

6.) 组别     

 

  (A) 公开组 (B) 高中组(中四-先修班) (C) 初中组(预备班-中三)  

   

  (D) 初小组(1-2年级) (E) 中小组(3-4年级) (F) 高小组(5-6年级) 

   

  (G) 友族组 (H1) 国际学生(华裔组) (H2) 国际学生(非华裔组) 

7.)  书写项目 : 春联 (书体不限,字范现场揭封宣布) 

8.)  格式     : 公开组-七言春联一副   中学组-六言春联一副  高小组-五言春联一副 

                中小/初小组-四言春联一副  友族组-四言条幅 

                国际学生(华裔组)-四言对联 国际学生(非华裔组)-四言条幅 

9.)  比赛地点 : 五福城广场（四楼图书馆前大厅）比赛日期: 10-3-2018(星期六) 报名截止日期: 01-3-2018 

10)  报到时间 : 1.00pm  比赛时间: 2.00pm - 3.00pm  成绩揭晓及颁奖时间: 4.30pm 

11)  报名免费 : 参赛者需自备笔,墨,砚等,纸张由主办单位提供 

12)  报名处   : 星洲日报办事处 Tel: 07-333 1905    书艺协会 Tel: 016-716 0120   

                网络报名：http://contest.johorcalligraphy.org 

  团体报名：http://group.johorcalligraphy.org   

  Email：johorcalligraphy@gmail.com      

  下载《柔佛书艺》手机应用程序报名 

13)  评审     : (一)当局邀请海内外书法家主持评审,现场裁决  

  (二)评审团之决定为最后决定, 参赛者不得异议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公开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500) 1 份 公开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250)  1 份 公开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 5 份 

高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250) 2 份 高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50) 2 份 高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80) 5 份 

初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200) 2 份 初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 2 份 初中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50) 5 份 

高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50) 1 份 高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 1 份 高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50) 10 份 

中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 1 份 中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80) 1 份 中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50) 10 份 

初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 1 份 初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80) 1 份 初小组: 奖状一张(奖金 RM 50) 10 份 

友族组:              优秀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100) 1 份     入选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30) 20 份 

国际学生 (华裔组):   优秀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100) 1 份     入选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30) 5 份 

国际学生 (非华裔组): 优秀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100) 1 份     入选奖 - 奖状一张(奖金 RM30) 5 份 

 

14) 其他奖励: (一) 精神奖-(七十岁以上) 红包一个加奖状 

             （二）陈来安常年杯（成绩最优秀的学校单位为全场总冠军） 

              (三) 派出最多参赛者之团体或学校将获得 RM1000 奖励金 (至少超过五十位以上出席者)  

             （四）第二多参赛者之团体或学校将获得 RM500 奖励金（至少超过五十位以上出席者） 

15) 附则 :    (一) 参赛作品归当局拥有 

(二) 参赛纸张由当局分派于参赛者, 每位只限两张 

              (三) 若因未能预见之因素, 当局有权展延或取消比赛   

              (四)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 将作适当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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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第二十一届(2018)挥春大赛>> 

 

姓名 Name: (华/Chine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Gender: (男/女）, (M/F)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 No I/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名 School (只限学生/For student)(中文/Chinese):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 Cla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处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赛组别     

 

  (A) 公开组 (B) 高中组(中四-先修班) (C) 初中组(预备班-中三)  

  

  (D) 初小组(1-2 年级) (E) 中小组(3-4年级) (F) 高小组(5-6年级) 

  

  (G) 友族组 (H1) 国际学生(华裔组) (H2) 国际学生(非华裔组) 

 

 

 

     签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行政所需此表格必须填写完整, 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取舍)      

      我愿意参加,并愿遵守比赛简章.      

      (表格可自行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