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海外賽事）

大會規則
3. 參賽規則

報名：
1. 比賽組別

1.1 學校組
獨
誦： 幼兒組（3-6 歲）/ 兒童組（7-12 歲）/ 青少年組
（13-17 歲）/ 成年組（18 歲或以上）
小組集誦： 家庭小組（親屬關係，2 人或以上）/ 親子小組（父母
與子女，2 人或以上）/ 少年小組（13-18 歲，3-9 人）/
成人小組（18 歲以上，3-9 人）
集
誦： 幼兒組（3-6 歲）/ 兒童組（7-12 歲） / 青少年組
（13-17 歲 ) / 成年組（18 歲或以上）
1.2 比賽語言
1.2.1
各項賽事均設有廣東話及普通話組別。
1.2.2
參加者只可參加比賽項目其中一個語言組別。一經
大會發現違規，將被取消各項參賽資格。

2. 報名費用

2.1 獨誦港幣 240 元 ( 約 30 美元 )、小組集誦港幣 400 元 ( 約 50 美元 )、
集誦港幣 600 元 ( 約 75 美元 )。
2.2 由於各組賽事均設有名額上限，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2.3 報名費用一經繳付，恕不退還。除名額已滿，大會將另作安排或
退回已繳交之報名費用。

3. 參加資格

3.1 所有賽事只接受透過海外教會 / 機構報名。
3.2 參加者年齡條件限制，均以截止報名日期為計算日期。
3.3 集誦：每間海外教會 / 機構在同一集誦組別及語言組別內，只可
派出一隊代表參賽。每一隊代表只可參加比賽項目其中一個語言
組別。每隊最多 40 人，最少 10 人。
3.4 報名一經遞交，一概不能轉名、轉換及調換參加者。

4. 報名方式

4.1 只接受網上報名：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br。所有首次
代表海外教會報名的負責人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在大會網頁下
載及填寫大會所提供之“海外教會負責人證明書”，然後將已填
妥之表格 ( 包括簽名及蓋印 ) 電郵至 brw2021@chinesebible.org.
hk。大會將於 3 個工作天之內提供有關登入資料，教會負責人即
可登入系統報名。
4.2 已完成登記的教會負責人可根據系統指示報名，完成提交及繳費
後，大會將在報名系統內發出確認書及收據。
4.3 付款方法：所有負責人必須透過網上完成付款。大會將在報名系
統內發出確認書及收據。
4.4 報名資料一經提交，恕不可自行修改，如有錯漏，將當作「更改報名
資料」申請處理，行政費用為每次港幣 240 元 ( 約 30 美元 )。（詳情
參考第 5 部分「更改報名資料」）。
4.5 報名資料或文件若不齊全或錯誤，大會有權不接受該項報名。
4.6 報名方式的詳情，以大會網頁說明為準。

5. 更改報名資料

5.1 如 須 更 改 報 名 資 料， 負 責 人 須 以 電 郵 提 交 申 請 (brw2021_
amend@chinesebible.org.hk)，請提供確認書內之收據編號，並
列明所有更改的內容。
5.2 更改報名資料申請每次須付港幣 240 元 ( 約 30 美元 ) 作行政費
用。
5.3 更改報名資料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15 日。所有申請於
截止後，不論任何原因，均不獲處理。
6.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額滿即止。大會將於截止報名
後三星期內，以電郵發送“比賽通知書”予負責人。
7. 大會規則、各組比賽誦材及活動詳情可於大會網頁：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br 瀏覽或下載。

比賽：
1. 比賽誦材

1.1 各組比賽誦材由大會訂定，參加者不得擅自增刪。
1.2 參加者不得把某字、某詞或某句重複誦讀。

2. 比賽須知

2.1 參加者必須報題（即聖經譯本、書卷和章節，例如：《聖經 ‧ 新
普及譯本》詩篇 23 篇 1 至 5 節）。
2.2 所有誦材必須背誦。
2.3 所有賽事均不可加插道具、與誦材及朗誦無關的表演及音響效果。
不適當的表達，將會被扣分。
2.4 大會將根據各組別的報名人數，將參加者分成若干小組進行比賽，
每一小組均由評判獨立評分，小組之間不會互作比較。
2.5 除幼兒組集誦外，其他參賽組別均不可有指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
提示，否則參加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6 參加者須穿着整齊，否則將會被扣分。

3.1 參加者必須跟從參與組別之比賽規則進行錄影，包括比賽誦材丶
語言丶規則丶衣著服裝等，並必須於影片提交截止日期前，透過
教會負責人提交參賽錄影片段。
3.2 所有錄影參賽片段必須合符大會攝錄規格，否則將不獲處理。
3.3 大會建議所有參加者必須考慮當地疫情的情況，在安全的情況下
參賽。若疫情嚴重，可選擇參與獨誦賽事，應盡量避免參與小組
集誦或集誦賽事。報名一經遞交，若參加者未能完成比賽，報名
費將不會退回。
3.4 大會建議所有參加者應選擇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錄影，應盡量避
免人多擠迫的地方，在環境許可下，參加者可選擇不配戴口罩錄
影。
3.5 負責人必須根據大會指示登入網上系統，並提交參賽錄影片段。
3.6 每個比賽項目，參加者或參賽隊伍只可提交一段錄影片段參賽。
負責人在提交影片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撤回或更換。
3.7 負責人提供之資料若不齊全或錯誤，大會有權不評選該錄影片段。
3.8 大會將會保留所有錄影參賽影片內容的使用權利。
3.9 如有爭議，大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4. 影片攝錄規格

4.1 請確保影片光度充足，避免過光或過暗，必須能清楚看見參賽者
全身，並必須以正面拍攝。
4.2 影片的解像度必須為 720p（1280x720）或以上。
4.3 拍攝影片時請保持畫面穩定及流暢，拍攝影片時請不要使用任何
運鏡方式（Camera Movement）如鏡頭拉近（Zoom in）、鏡頭
拉遠（Zoom out）等。
4.4 請使用簡單的背景，應在室內拍攝，盡量保持攝錄環境安靜，將
雜音減到最低。
4.5 拍攝影片時必須要現場收音，不可配音。
4.6 所有賽事均不可加插道具、配樂、音響或剪接效果。
4.7 所有錄影參賽影片必須為連續一次的拍攝，大會不接受任何後期
製作。一經大會發現違規，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5. 影片提交方法及截止日期

5.1 負責人必須根據網上系統指示提交參賽錄影片段。請勿用不同形
式遞交參賽影片。
5.2 大會接收影片的時間將會由 2021 年 7 月 1 日開始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 以香港時間為準 )。
5.3 影片提交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7 月 31 日。不論任何原因，大會
將不接受參賽錄影片段於截止日期後提交。

6. 評分準則

6.1 獨誦，乃按語言運用及感情表達兩方面評分，比例各佔一半。
6.2 集誦及小組集誦，乃按語言運用、感情表達及配搭與默契三方面
評分，比例為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
6.3 語言運用之評分標準包括：音質、吐字及發音、語速與節奏、抑
揚頓挫與輕重緩急及聲量控制。
6.4 感情表達之評分標準包括：感情表達自然真切、意境鮮明、面目
表情與體態動作、獨特風格及感染力。
6.5 評判將按上述準則評分，影片拍攝時的背景及質素，則不在評分
範圍以內。
6.6 未能完整背誦誦材或背錯誦材的參加者，將不予評分及不獲頒發
嘉許狀。

7. 獎項

7.1 各小組均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最多兩名。評判決定，
不得異議。
7.2 冠、亞、季軍將獲得獎牌一個，優異獎則獲獎狀一張。集誦冠、亞、
季軍將獲得錦旗一面，優異獎則獲獎狀一張。所有完成比賽的參
加者，均可獲發評分紙及嘉許狀，以示鼓勵。
7.3 所有獎項將於結果公佈後一個月內寄出，寄送地址將以負責人填
寫之地址為準。

8. 結果公佈

8.1 大會將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大會網頁公佈所有得獎者名單，亦
會電郵通知所有得獎者。

備註：
1.
2.
3.
4.
5.
6.

參加者必須如實提供個人資料，並確保符合大會規則。如發現所
報資料有不實之處，大會將取消參賽資格，報名費亦不獲退還。
參加者必須遵守大會規則，如有違規，大會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聖經朗誦節的最新消息，均以大會網頁之資訊為準，恕不作個別
通知。敬請留意大會網頁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br。
如對比賽有意見或建議，請以電郵形式於結果公佈後三個工作天
內提交大會委員會處理。
鑒於聖經朗誦節由籌備至賽事結束期間，電話線路將非常繁忙，如
有查詢，請先細閱大會網頁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br 內
之大會規則及常見問題，或電郵至 brw2021@chinesebible.org.hk。
如遇特殊情況，大會會作出適切調動。如有爭議，大會保留一切
最終決定權。

大會網頁：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br 電郵：brw2021@chinesebible.org.hk
查詢電話：(852)3123 6920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通州西街 1064-1066 號安泰工業大廈Ａ座九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