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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中小学2017

比赛简章比赛简章

比赛宗旨
鼓励学生阅读内容健康的华文读物及培养良好的阅
读风气 。

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 初赛
地点： 兀兰区域图书馆 (Woodlands Regional Library)

小学低年级组 (一至三年级) [分A，B，C组]

日期：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
时间：*A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9.30am报到)
  *B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日期：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
时间：*C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9.30am报到)

小学高年级组 (四至六年级) [分A，B，C组]

日期：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
时间：*A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日期：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
时间：*B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 9.30am报到)
  *C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中学组 (一至三年级)

日期：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时间：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注意：
小学组的A、B、C组将按照以下校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来编排：
A组：学校A - I；B组：学校J - R；C组：学校S - Z
(例子： Pei Tong Primary School将被编入B组)

(二) 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日期：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
时间：2.00pm - 5.00pm (参赛者请于1.00pm报到)
地点：BookFest@Singapore 2017 
 Suntec Convention Hall 401-406. 新达城 401-406 展厅

比赛组别
小学低年级组 ：小学一至三年级
小学高年级组 ：小学四至六年级
中学组 ：中学一至三年级

接受个人或团体报名，团体以不超过三人一组为限。
参赛者只限于参加个人或一个团体项目。

参加资格
在籍中小学生。

报名截止日期
2017年11月5日 (星期日)

报名方式
参赛者可通过以下管道索取或列印报名表格及
比赛简章：

• 学校 、公共图书馆或大众书局

• 大众书局网站 www.popular.com.sg

请将填好的表格在截止日期前呈交到任何大众书局
或电邮至 nccrc@popularworld.com 或邮寄至以下
地址：

《2017年全国中小学创意阅读比赛》
15 Serangoon North Avenue 5 Singapore 554360

比赛形式

• 每个组别各有50本大众书局推荐的中文读物供参
赛选择。参赛者必须从这50本读物中选读1本，并
以创意的方式，如：歌唱、相声、朗诵、单口/群
口说故事、短剧等表演形式来呈现读物内容、读
后感或读书心得。

 注意：不接受微软简报呈现方式

• 参赛者可到大众书局购买或到公共图书馆借阅指
定的参赛读物。

• 参赛者必须在指定的时段及地点进行比赛。

• 比赛时间为五分钟，参赛者必须在时限内完成比赛
 (道具、器材、布景等设置也包含在比赛时间内)

奖品及奖项

第一名：$3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二名：$2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三名：$15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四名：$1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五名：$8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15份安慰奖：50元大众书局礼券 + 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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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 : 2017年11月5日 (星期日)

递交方式: 
请将填好的表格在截止日期前呈交到任何大众书局或
电邮至 nccrc@popularworld.com 或邮寄至以下地址：

《2017年全国中小学创意阅读比赛》
15 Serangoon North Avenue 5 Singapore 554360

比赛读物 (例子：西游记) 比赛题目 (例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就读学校（中）

注意：
• 以下资料都必须填写清楚 (尤其是电邮)。
• 字迹潦草或资料不完整者将以作废论，恕不另行通知。

（英）

电话

请注明以下资料：
组别（请在方格内打勾以标示所属组别和参赛形式） 单人 团体

小学低年级组：一至三年级 小学高年级组：四至六年级 中学组：一至三年级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父母电话 父母电话 父母电话

电邮 电邮 电邮 

组员

（中） （中） （中）

(HP1) (HP1) (HP1) 

（英） （英） （英）

(HP2) (HP2) (HP2)

负责老师/带队老师联络资料 (如有) 

电邮

评判
将邀请专业人士担任评判。

评分标准
内容     40%
技巧（语音语调及表现技巧）  30%
创意     30%

条规

询问方式

• 本简章若有不完善之处，主办单位有权斟酌修改。

• 主办单位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换同等价值的
奖品。

• 评判团的决定为最后标准，一切异议将不受理。

• 参赛者请务必将资料填写清楚，否则将以作废处理。

电邮：nccrc@popularworld.com
网站：www.popular.com.sg
电话：大众书局- NCCRC 小组，6462 9674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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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一至三年级

即日起至2017年11月5日或售完为止。不可再享有其他折扣或礼券优惠。

指定读物指定读物 促销
折扣

会员
折扣10% 20%

报报
快快
名名
来来

S/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零售价 图书馆索书号
1 小鸡妙妙的生活历险:最强老爸 甘薇/绘者：吳波 汉湘/童悦坊 $3.90 
2 小鸡妙妙的生活历险:我爱妈咪 甘薇/绘者：呂勇建 汉湘/童悦坊 $3.90 
3 小鸡妙妙的生活历险:我的月亮宝贝 甘薇/绘者：呂勇建 汉湘/童悦坊 $3.90 
4 宝贝成长全呵护:危险防御方案-居家篇 赖峻儒 汉湘/童悦坊 $6.90 JP 613.6 LLX
5 宝贝成长全呵护:危险防御方案-户外篇 赖峻儒 汉湘/童悦坊 $6.90 JP 613.6 LLX
6 宝贝成长全呵护:灾难自救办法-交通篇 赖峻儒 汉湘/童悦坊 $6.90 JP 613.6 LLX
7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灰姑娘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3.90 JP 398.2 HGN -[FOL]
8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布莱梅乐队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3.90 JP 398.2 BLM -[FOL]
9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卖火柴小女孩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3.90 JP 398.2 MHC -[FOL]
10 睡前5分钟童话：保护自己(附CD)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8.90 JP 398.2 SQW -[FOL]
11 睡前5分钟童话：助人为乐(附CD)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8.90 JP 398.2 SQW -[FOL]
12 睡前5分钟童话：成长学习(附CD)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8.90 JP 398.2 SQW -[FOL]
13 睡前5分钟童话：品得培养(附CD)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童悦坊 $8.90 JP 398.2 SQW -[FOL]
14 世界的童话-爱思考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大众国际 $8.90 JP 398.2 WOR -[FOL]
15 世界的童话-爱学习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大众国际 $8.90 JP 398.2 WOR -[FOL]
16 世界的童话-爱创造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大众国际 $8.90 JP 398.2 WOR -[FOL]
17 世界的童话-爱阅读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大众国际 $8.90 JP 398.2 WOR -[FOL]
18 经典大翻转:谁掉了一只玻璃鞋 王文华 童悦坊 $8.90 JS WWH
19 经典大翻转:谁要和乌龟赛跑 杨英蓉 童悦坊 $8.90 JS YYR
20 Baby床边故事:安徒生童话 陈俐妤  世一/童悦坊 $6.90 JS AND -[HAN]
21 Baby床边故事:趣味故事 程怡菁 世一/童悦坊 $6.90 JS QWG -[HAN]
22 Baby床边故事-发明家故事 程怡菁 世一/童悦坊 $6.90 JP 609 CYJ -[HAN]
23 Baby床边故事-机智故事 世一文化编辑部 世一/童悦坊 $6.90 JS JZG -[HAN]
24 Baby床边故事:节日故事 世一文化编辑部 世一/童悦坊 $6.90 JS JRG
25 Baby床边故事-冒险故事 程怡菁 世一/童悦坊 $6.90 JS CYJ -[HAN]
26 宝宝乖乖睡:灵犬莱西 世一文化编辑部 世一/童悦坊 $6.90 
27 宝宝乖乖睡:桃太郎 世一文化编辑部 世一/童悦坊 $6.90 
28 小兔子的奇怪阿嬤 信子/图文  童悦坊 $8.90 JS XNZ
29 奇怪阿嬤的奇怪马戏团 信子/图文  童悦坊 $8.90 JS XNZ
30 人物租赁图书馆 (韩)朴静爱|译者:刘景珊 吉林美术 $8.10  JS PAR -[HAN]
31 外公和外婆 贾立明文王虹元 玲子传媒 $12.00 J SING JLM -[HAN]
32 寻找神灯 (韩)崔恩英|译者:王婧宜 吉林科技 $8.10  JS CHO -[HAN]
33 注意！老师出没1 范其煌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741.5 FQH
34 谢谢萤火虫 黄淑君(文)、苏景怡(图)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HSJ -[HAN]
35 一双袜子吵架了 黄淑君(文)、苏景怡(图)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HSJ -[HAN]
36 世界上最美丽的圣诞树 黄淑君(文)、苏景怡(图)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HSJ -[HAN]
37 外公的小房间 虎威 玲子传媒 $18.00 J SING HUW -[HAN]
38 快乐的黄色气球 余广达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YEP -[HAN]
39 我一定能做到 司祚豪, 林猷恩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SZH -[HAN]
40 飞翔 李欣柔, 邓琦潓, 黄雯励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XR -[HAN]
41 南极熊的旅程 金秋蕙, 陈业欣, 蔡舒恩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JQH -[HAN]
42 有你陪我 李楚雯, 洪诗琪, 王韵洁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CW -[HAN]
43 多多的超人蛋糕 余浩恺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YHK -[HAN]
44 无条件的爱 陆诗颖, 高宇捷, 何恩欣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SY -[HAN]
45 森林大赛跑 江正耀, 陆健尔, 陈湧昕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JZY -[HAN]
46 足球梦 缪欣蒨, 李妍慧, 李欣恬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MXQ -[HAN]
47 巧克力跑进我的嘴巴里 陈洁仪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CJY -[HAN]
48 小宝历险记 周欣旸, 邓靖融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ZXY -[HAN]
49 我写的故事 胡菀旂, 梁莉媗, 涂滨心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HWQ -[HAN]
50 山上的那一棵树 林紫欣、刘慧恩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ZX -[HAN]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年全国中小学2017
小学
四至六年级

即日起至2017年11月5日或售完为止。不可再享有其他折扣或礼券优惠。

指定读物指定读物 促销
折扣

会员
折扣10% 20%

报报
快快
名名
来来

S/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零售价 图书馆索书号
1 儿童必读经典:西游魔幻秀 杨兆龙 童悦坊 $5.90  
2 儿童必读经典:水浒好汉堂 杨兆龙 童悦坊 $5.90  
3 儿童必读经典:三国枭雄榜 杨兆龙 童悦坊 $5.90  
4 朵丽，生日快乐 李慧慧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LHH
5 跟着节日去旅行-冬季篇 杨小波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394.26 YXB
6 跟着节日去旅行-秋季篇 杨小波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394.26 YXB
7 猪头小侦探-数学考卷失窃案 郑宗弦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ZZX
8 猪头小侦探-谁是大猪头 郑宗弦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ZZX
9 施公探案之真假黄天霸 管家琪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GJQ
10 施公探案之大破关家堡 管家琪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GJQ
11 施公探案之深夜访客 管家琪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GJQ
12 抢救消失的风景线-消失的海底城堡 阿德蜗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551.46 ADW
13 抢救消失的风景线-哭泣的海豚湾 阿德蜗 台大众/童悦坊 $8.90  J 577 ADW
14 等待花开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LYX
15 不一样的假期 永乐多斯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YLD
16 米西西的入学通知单 王元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WGY
17 小黑侠2 - 消失的猫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LYX
18 西游记-新加坡学生读本 吴承恩 玲子传媒 $10.70  J XYJ -[HAN]
19 三国演义-新加坡学生读本 罗贯中 玲子传媒 $10.70  J SGY -[HAN]
20 红楼梦-新加坡学生读本 曹雪芹 玲子传媒 $10.70  J HLM -[HAN]
21 水浒传-新加坡学生读本 施耐奄 玲子传媒 $10.70  J SHZ -[HAN]
22 隐形法宝救救我 谢智慧 红蜻蜓出版社 $9.90 
23 大哥头与巴伟男 邓秀茵, 杨依宁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DXY
24 大哥头与单眼皮 邓秀茵 红蜻蜓出版社 $9.90  J DXY
25 爱的故事：李光耀与柯玉芝 余广达（图）、林得楠(文）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YEP -[HAN]
26 欢乐小学生 林文佩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741.5 LWP
27 我们是好班 1 童心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741.5 WMS
28 我们是好班2 童心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741.5 WMS
29 我们是好班3 童心 玲子传媒 $13.00  J SING 741.5 WMS
30 励志文房：门外的孩子 傅嘉美 文房/童悦坊 $8.90  J FJM
31 励志文房：幸福的第一志愿 游仁美 文房/童悦坊 $8.90  J YRM
32 励志文房：目中无人的孩子 傅嘉美 文房/童悦坊 $8.90  J FJM
33 励志文房：小姐姐的心事 傅嘉美 文房/童悦坊 $8.90  J FJM
34 悦读名著漫画版-木偶奇遇记 卡洛˙科洛迪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HAP
35 悦读名著漫画版-圣女贞德  乔治．萧伯纳/原著, GS.灰阶/原创漫画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GSH
36 悦读名著漫画版-傲慢与偏见 原创漫画/林芳宇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LFY
37 杨红樱童话注音本系列-背着房子的蜗牛 杨红樱 安徽少儿 $8.10  J YHY -[HAN]
38 杨红樱童话注音本系列-七个小淘气 杨红樱 安徽少儿 $8.10  J YHY -[HAN]
39 杨红樱童话注音本系列-会走路的小房子 杨红樱 安徽少儿 $8.10  J YHY -[HAN]
40 漫画名人堂系列-交响乐之神贝多芬 高章钦 世一/童悦坊 $7.90  J 780.92 LUD
41 一本通:一千零一夜 幼福编辑部 幼福/汉湘/童悦坊 $8.90  J 398.2 YQL -[FOL]
42 一本通:安徒生童话 幼福编辑部 幼福/汉湘/童悦坊 $8.90  J 398.2 ATS -[FOL]
43 一本通:伊索寓言 幼福编辑部 幼福/汉湘/童悦坊 $8.90  J 398.2 YSY -[FOL]
44 一本通:格林童话 幼福编辑部 幼福/汉湘/童悦坊 $8.90  J 398.2 GLT -[FOL]
45 亚森罗苹全彩漫画版:绅士怪盗 莫里斯．卢布朗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YSL
46 亚森罗苹全彩漫画版:红心七 莫里斯．卢布朗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YSL
47 福尔摩斯全彩漫画版:血字的研究 阿瑟．柯南．道尔 文房/童悦坊 $10.90  J 741.5 FEM
48 福尔摩斯全彩漫画版:四个签名 原著∕阿瑟．柯南．道尔 文房/童悦坊 $9.90  J 741.5 FEM
49 再见小时候 谢冰洁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EBJ
50 头号粉丝 陈惠君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CNHJ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年全国中小学2017
中学

一至三年级 

即日起至2017年11月5日或售完为止。不可再享有其他折扣或礼券优惠。

指定读物指定读物 促销
折扣

会员
折扣10% 20%

报报
快快
名名
来来

S/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零售价 图书馆索书号
1 奥乔亚新星 刘淑怡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2 2117，交换记忆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XUYB
3 幸好我不是满分女生 小寒 玲子传媒 $20.00 SING C814.3 XH
4 不见了的蓝色气球 艾禺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AIYI
5 青春五堂课 王德远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WGDY
6 香香与木屋仙子 许予希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XUYX
7 我家也是联合国 毕莫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BIMO
8 双生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LIYX
9 河两岸(漫画) 许友彬著，陈国胜绘 红蜻蜓出版社 $9.00 Y 741.59595 CGS
10 幸福的味道 (漫画) 邓秀茵著，大熊绘 红蜻蜓出版社 $9.00 Y 741.59595 DX
11 小伞兵回家了 曾宝玲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ZGBL
12 佐贺的超级阿嬷 岛田洋七 玲子传媒 $11.00 Y SHIY
13 说好的，重逢有期 阿果 玲子传媒 $18.00 SING C814.3 AG
14 日。尝 谢潇薇 红蜻蜓出版社 $19.90 C814.3 XXW
15 2042年-背包里的天空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16 2043年-无边的枷锁Boundless Burden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17 2044年-被抹黑的光环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18 2045年—沉寂的吼声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19 2046年—自由的囹圄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20 2047年—瞎了眼的灯塔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21 2047年以后-十全九美的大结局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UYB
22 国父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920.02 ZY
23 感恩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13.00 
24 时间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158.1 ZY
25 世界的另一边 张荟甄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ZGHZ
26 水底魔镇 吴彩欣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WUCX
27 我的超人气对手 陈惠君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CNHJ
28 我的世界快乐多 何若锦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HERJ
29 255公里的距离 沈雨仙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SNYX
30 别偷看我的日记 谢智慧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EZH
31 十二个主将 陈秋芬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CNQF
32 黑猫诅咒帖 陈惠君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CNHJ
33 风不再，你还在 黑妈妈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HIMM
34 小丑的孤单星球 沈雨仙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SNYX
35 信约:唐山到南洋(漫画版) 洪荣狄，张胜福绘图 新加坡大众书局/MEDIACORP $9.90 SING 741.595957 HD
36 信约:动荡的年代(漫画版) 洪荣狄，张胜福绘图 新加坡大众书局/MEDIACORP $9.90 SING 741.595957 HD
37 信约: 我们的家园OUR HOMELAND(漫画版) 洪荣狄，张胜福绘图 新加坡大众书局/MEDIACORP $9.90 SING 741.595957 XJY
38 其实我们都一样 谢智慧 红蜻蜓出版社 $11.90 Y XEZH
39 快乐学堂1:月亮婆婆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XUYB
40 快乐学堂2：新年快乐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XUYB
41 快乐学堂3:盆子湾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XUYB
42 短篇小说集01: 问鱼 陈惠君、谢智慧、李慧慧、沈雨仙著 红蜻蜓出版社 $14.90 Y CNHJ
43 戏曲总动员 李慧慧,林培强、谢佳升、赖昌铭、陈睿翰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SING LIHH
44 移动的浮岛 吴彩欣 红蜻蜓出版社 $12.90 Y WUCX
45 压伤的芦苇 何若锦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HERJ
46 不灭的光 何若锦 玲子传媒 $13.00 Y SING HERJ
47 青春版四大名著：西游记 吴承恩 玲子传媒 $13.00 Y XIYJ
48 青春版四大名著：三国演义 罗贯中 玲子传媒 $13.00 Y SGYY
49 青春版四大名著：水浒传 施耐奄 玲子传媒 $13.00 
50 青春版四大名著：红楼梦 曹雪芹 玲子传媒 $13.00 Y HG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