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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5 

第十六屆深圳讀書月-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港澳兩地參加章程 

主辦單位 

深圳讀書月組委員會辦公室 深圳市教育局(待定) 

 

承辦單位 

香港教育評議會 香港優質圖書館網絡 香港浸會大學學校領導課程同學會 

澳門中華教育會 深圳市教育學會 深圳市益文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 

 

目的 

提升中學生對中文閱讀和寫作的興趣和能力，並配合深圳讀書月 “閱讀‧進步‧和諧” 的主題，

加強深港澳文化交流及推廣三地中文閱讀，藉讀書交流活動鼓勵學生多閱讀、多寫作。 

 

組別 

歡迎香港中一至中六學生參加。比賽分為以下兩組： 

-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 高中組 (中四至中六) 

 

形式 

學生可先從推薦的閱讀書目(在最後一頁)中挑選一本，以中文撰寫讀書隨筆。 

**為鼓勵同學參與，亦接納同學在學校圖書館借閱之書籍，惟須註明索書號碼 (分類號) 

 

參賽資格及及規則 

1.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 1 篇隨筆作品，並就參賽書籍提交內容簡介。 

 

2. 參賽隨筆作品的字數限制如下(包括標點符號)： 

 初中組: 600 字或以下 

 高中組: 800 字或以下 

(各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字數超限 100 字以內會扣分，超限 100 字以外不予評審) 

 

3. 每篇參賽隨筆作品必須另外附上參賽書籍的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將不作評分，字數限制如

下(包括標點符號)： 

 初中組及高中組: 100-200 字 (各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 

 

4. 每位參賽者必須以電子文件方式提交參賽隨筆作品及參賽書籍的內容簡介，參賽者並須連

同參賽表格，寄往hkreading@gmail.com ，參賽表格可於網頁下載： 

教育評議會：http://www.edconvergence.org.hk 

 

5. 參賽者必須用文件格式(.doc)或掃瞄影像格式*提交作品。 

每份參賽作品必須以獨立電子郵件寄出，郵件標題須註明「學校名稱, 班別, 姓名」。 

* 1. 參賽作品必須寫在附在本章程內第 5 至 7 頁的方格紙上。 

2. 除第一頁參賽者填報資料外，其他各頁均不能顯示參賽者的姓名及學校名稱。 

3. 請以 .jpg 作存檔，各頁影像的大小合共不能超過 1M，否則可能取消資格。 

(建議使用黑白模式 150x150dpi 作掃瞄，或以影像處理軟件作壓縮) 

http://hk.f524.mail.yahoo.com/ym/Compose?To=hkreading@gmail.com
http://www.edconvergen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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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賽的評審準則：  一) 作品的內容與創意；  二) 文字表達能力。 

 

評選程序 

初選 

 每組別將選出最高平均分的 30 篇作品進入決選。 

決選 

 決選評判將為每組入圍作品評分，大會將以每份作品的決選分數，制定出得獎名單。 

評判 

 初選及決選評判團均由承辦單位委出代表組成。 

 

獎項 

個人獎(香港) 

得獎學生由主辦、承辦及贊助單位聯合給予獎項，香港初中組及高中組獎項名額分別如下： 

 一等獎 2 名；二等獎 4 名；三等獎 6 名；參賽紀念獎若干名。 

個人獎(澳門) 

得獎學生由主辦、承辦及贊助單位聯合給予獎項，澳門初中組及高中組獎項名額分別如下： 

 一等獎 1 名；二等獎 2 名；三等獎 3 名；參賽紀念獎若干名。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港澳合併計算)：初中組及高中組，每組參賽作品數目最多的學校可獲獎座。 

 

截稿日期 

即日開始收件，截稿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正，以已收到之電子

郵件為準。在截稿日期及時間過後，主辦及承辦單位將不再接收電子郵件。 

 

結果公佈及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由主辦單位安排於 2015 年 11 月下旬舉行 (詳情待定)。得獎者將獲個別通知，而

比賽結果將於以下網頁中公佈。 

教育評議會：http://www.edconvergence.org.hk 
 

查詢電話 
請以電郵方式查詢，電郵地址是 hkreading@gmail.com。 

 

規則備註 
1. 若作品字數不符合本比賽的要求，或參賽者不提交參賽書籍的內容簡介，主辦及承辦單位

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 主辦及承辦單位有全權決定本比賽的得獎作品，其決定亦為最終決定。 

3. 參賽作品及參賽書籍的內容簡介將不會發還。 

4. 主辦及承辦單位有權將參賽作品、參賽書籍的內容簡介及得獎者簡介作宣傳、展覽及複印

出版之用。 

5.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含抄襲成分、曾經發表或出版(包括網上發表的作品)概不接受。 

http://hk.f524.mail.yahoo.com/ym/Compose?To=girltracy10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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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5   [電腦文字輸入版本] 
第十六屆深圳讀書月-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請在“：”右方輸入資料 

(1) 參賽組別： □香港初中 □香港高中  □澳門初中 □澳門高中 

(2) 參賽作品題目： 

(3) 參賽書籍 編號/圖書館索書號碼： 

(4) 參賽書籍名稱： 

(5) 參賽者姓名(中文)：                 (英文)： 

(6) 香港/澳門 身份証號碼： 

(7) 聯絡電話號碼：                   ( 住宅 ) /                    ( 手提 ) 

(8) 電郵地址：  

(9) 就讀學校名稱：         班別： 

(10) 負責老師姓名：       

參賽書籍內容簡介 100-200 字  (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        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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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作品 初中組(600 字或以下)   高中組(800 字或以下) 電腦文字輸入版本] 
   (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以 WORD 字數統計中的「字數」為準)  

字數：     

 

完成參賽書籍內容簡介及隨筆作品後，連同參賽表格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正

前寄往hkreading@gmail.com 。 

http://hk.f524.mail.yahoo.com/ym/Compose?To=hkread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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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5      [手寫及掃瞄版本] 
第十六屆深圳讀書月-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第一頁 

請以 .jpg 作存檔，各頁影像的大小合共不能超過 1M，否則可能取消資格。 

(建議使用黑白模式 150x150dpi 作掃瞄，或以影像處理軟件作壓縮) 

(1) 參賽組別： □香港初中 □香港高中  □澳門初中 □澳門高中 

(2) 參賽作品題目： 

(3) 參賽書籍 編號/圖書館索書號碼： 

(4) 參賽書籍名稱： 

(5) 參賽者姓名(中文)：                 (英文)： 

(6) 香港/澳門 身份証號碼： 

(7) 聯絡電話號碼：                   ( 住宅 ) /                    ( 手提 ) 

(8) 電郵地址：  

(9) 就讀學校名稱：         班別： 

(10) 負責老師姓名：     

參賽書籍內容簡介 100-200 字  (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            字數：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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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作品 初中組(600 字或以下)   高中組(800 字或以下)      [手寫及掃瞄版本] 
(參賽者必須註明字數，空格不計算字數)         第二頁 

除第一頁參賽者填報資料外，其他各頁均不能顯示參賽者的姓名及學校名稱。  字數：         

                     

                     

                     

                     

                    100 

                     

                     

                     

                     

                    200 

                     

                     

                     

                     

                    300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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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作品 初中組(600 字或以下)   高中組(800 字或以下)   [手寫及掃瞄版本] 第三頁 
除第一頁參賽者填報資料外，其他各頁均不能顯示參賽者的姓名及學校名稱。           

                     

                     

                     

                     

                    600 

                     

                     

                     

                     

                    700 

                     

                     

                     

                     

                    800 

                     

                     

                     

                     

                    900 

                     

                     

                     

                     

                    1000 
 

連同參賽表格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正前寄往 hkreading@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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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5：書目 

（主題：閱讀‧進步‧和諧） 

  
以作者姓名筆畫排序 

 
項次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劍河長篙──留學札記 Alan Chan 青森文化 

2 Dustykid 4 塵話過：「說好的幸福呢？」 Rap Chan 亮光文化 

3 新聞女郎 于日辰 點子出版 

4 可畏的敵手，韓國怎麼改變的？崛起的真相和危機 小林英夫、李光宰 臉譜 

5 超人間失格 月巴氏 今日 

6 談古論今話香港 江啟明 經濟日報 

7 九月一號焦慮症 何念慈 圓方 

8 跟孤獨及自卑說再見  君比  明報 

9 李怡閒思錄 李怡 天地 

10 求索之旅 李焯芬 中華書局 

11 青雲路線圖 李漢祥 明報 

12 五個小孩的校長 享你米拿 點子出版 

13 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 周家建、張順光 三聯 

14 任你行 林夕 亮光文化 

15 轉角遇到奇蹟 林以諾 皇冠 

16 財閥治港?! 恒指 50 年 見證財富大轉移 林本利 亮光文化 

17 牧羊少年的世界地圗 牧羊少年咖啡．茶．酒館 Cup Magazine 

18 戰鬥在香港── 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 邱逸, 葉德平 中華書局 

19 我哋當舖好有情 徐振邦等 突破 

20 看見 柴靜 天地 

21 這十年來著緊過的事 健吾 茶杯雜誌 

22 傘聚 區家麟 Enrich Publishing 

23 寬實清和．鍾景輝 康梓泠 山海 

24 餘震 張翎 漢文化事業 

25 香港沉思錄 張雅文 中華書局 

26 不開會的 CEO 莊偉忠 Enrich Publishing 

27 醫然有望 莫樹錦 Skywalker Press 

28 GOOGLE 的自由年代－－科技新鮮人最想加入的公司 博納德．吉拉德 有意思 

29 也斯的散文藝術 曾卓然編 三聯 

30 足足五萬年‧跟達爾文去進化島 項明生 皇冠 

31 感謝生命的美意 廖智 香港中和 

32 師生有情 蒲葦 三聯 

33 迎鋒而立──刀後「劉」言  劉進圖  明窗 

34 七個封印：潘國靈的藝術筆記 潘國靈 中華書局 

35 有病童話 蔡妙雪 有種文化 

36 不花錢的幸福日常     蔡沅芹 Skywalker Press 

37 人生有 Take2  蔣慧瑜 青源 

38 大江大海 龍應台 天地 

39 留一段幸福給自己 羅乃萱 經濟日報 

40 逆風飛揚 譚文豪 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