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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誦材的原則

大家知道香港校際朗誦節嗎？



朗誦一般分為︰

個人獨誦
小組合誦
集體朗誦

語言：廣州話、普通話。

朗誦形式的分類

朗誦的形式可分為多少種？



以下根據香港學校朗誦節歷屆誦材，介紹其分
類如下：

(一) 詩詞

中學高年級多選誦古詩、近體詩和詞曲一類。

中學低年級和小學多選誦新詩，取其音韻諧
協，宜於誦讀。

誦材的分類



(二) 散文

中學高年級多選誦歷代名篇，而尤重音節氣勢
者。

中學低年級則多選近代作品，而其中偏於聲情
描述的最宜朗誦。

小學多選誦語體散文，取其形象具體、描繪生
動。

(三) 說故事

故事題材自選，時間有所規定，只限小學生參
加。



(四) 二人對話

對話形式，容許第三者旁述。
參加者不化裝，亦不設佈景，但可持小道具，
分設中、小學生組。

(五) 歌詞朗誦

朗誦主題積極、健康的歌詞，分設中、小學
生組。

(六) 宗教作品朗誦

朗誦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的經文及
文學作品，分設中、小學生組。



(七) 造型朗誦

內容節選自戲劇片斷，參加者可穿着簡單的戲
服和化裝，可持小道具，可以加入音響效果，
但不設佈景。
朗誦時主要依台詞誦讀，但容許口語化。

(八) 戲劇獨誦表演

一人可演多個角色，時間十分鐘。



(九) 自選誦材朗誦

分小學組和公開組兩組，誦材自定。

(十) 新詩創作朗誦

只設公開組，參加者朗誦自己創作的新詩。



香港學校朗誦節

有規定的誦材可供選擇。

教師只需根據學生的興趣和天賦的聲線條件，
選擇參加那一個項目。

或根據指定的誦材，選拔有興趣和天賦的聲
線條件比較適合的學生參加。

選擇誦材的原則

如何選擇合適的誦材？



校內或社區中心舉辦的朗誦比賽

著名的文學作品不一定都適合作為誦材，作
品距離現實太遠會欠親切感。

要選一段二、三百字適宜朗誦的散文不容易。



選擇誦材的原則

1.誦材必須聲調鏗鏘、音韻諧協，有聲律之美。

2.誦材必須情感鮮明而充沛、抑揚頓挫，有節奏感。

3.適合學生年齡、性別和程度。

4.題材要有趣味性。

5.有生活感，能結合學生的生活體驗。



6.富時代感，與現代人生活接近，較易取得共鳴。
雖然如此，大部分古代作品，其題材都圍繞生
命、自然、愛情等亙古不易的主題，基於人同
此心的道理，所以仍被廣泛接受。此外，擷取
雋永優雅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可讓人們認識及
體會傳統文化之美，培養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7.主題明確、積極健康。

8.愈多具體意象和動感愈好。

9.文字要避免過分艱深，否則不易理解。

10.篇幅長短要適當。



二、獨誦訓練的步驟

1. 學生自身的條件

教師收到誦材後︰

可因應學生的程度、能力、興趣和天賦的
聲音條件，選擇參加的項目。

或可以先決定了那些可以參加比賽的學生，
然後找適合的項目來配合。

（一）選擇誦材及參賽者



2. 學校的興趣小組或班際朗誦比賽

學校有朗誦興趣小組的設立，參加這個小組的學
生，都是比較熱愛朗誦的，平日也有經常性的訓
練，耳濡目染，可從中選拔參賽者。

可先舉辦班際朗誦比賽，提早一個年度物色優勝
者參加比賽。



1. 首重音色基礎，男同學最好音域寬廣，音
量雄厚; 女同學最好清脆圓潤、收放自如。

2. 聲音必須「清亮」。

音色基礎有保證，訓練起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學生是歌詠團、話劇組的成員，表現肯定
會更為出色。

選拔參賽者的準則



很多學校都設立朗誦指導小組，負責統籌訓練
的工作。

如何幫助學生準備好朗誦比賽？

(二) 理解誦材



1. 參賽者決定了誦材後，便要蒐集資料，例如︰

作品的時代背景

作者的寫作動機

掌握文章的基本內容

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

分析段落和篇章結構

分析字、詞、語句和修辭技巧

了解朗誦者的角色(第一身或第三身等)



2. 教師要引導學生具體感受誦材的內容和感
情，並準確把握基調。

3. 掌握誦材基調後，通過篇章結構以決定篇
章的內容和感情層次。

4. 教師幫助或引導學生先以語義劃分句中停
頓，並要求弄清讀音。



第一階段︰朗讀訓練

開始時，容許學生看著誦材分段進行練習，經
過多次朗讀，便要求學生不看誦材而朗讀。

在這階段中，教師要求學生用聲及速度平穩，
字音正確而語義停頓恰當。

(三) 朗讀訓練



用聲平穩

即指學生能用較和諧而穩定的聲音，用帶配
合誦材的感情音色讀出整篇誦材。

速度平穩

是指字句的停連有一穩定的時間，即有節拍
地讀出誦材。

恰當的停頓

停頓的接連時間的長短需配合誦材，即誦材
的基調是歡快的，停連時間較短；若是愁苦
的，則較慢。



能做到以上各點，便開始引導學生在語義停頓
的基礎上，劃分感情停頓。

學生能做到這點，便完成第一階段的朗讀訓練，
可進入第二階頓的朗誦訓練了。



第二階段︰朗誦訓練

第一步，是在有感情音色的條件下，用清朗的
聲音表達誦材。

教師要作出聲音響度的示範，並教導他們運用
共鳴腔以擴大及美化聲音的方法。
(可要求音樂教師幫忙)

教師要指導學生利用字句或字詞間的停頓換氣。

(四) 朗誦訓練



學生能同時掌握篇章的語義及感情停頓後，
可引導學生決定停頓與相連的方法。

停頓相連變化的快慢效果

聲音的高低效果

聲音的強弱、輕重效果



在涉及強調讀音，運聲的高低、強弱等內
容後，教師應用鼓勵、提示及示範等方法，
引導學生逐步掌握。

為了使學生有穩定的進展，指導學生朗誦
時，可以利用朗誦符號標注在誦材上，以
幫助記憶運用。

可參考《朗誦符號表》



符號 意義 使用位置
重 字詞之下
輕 字詞之下

由小而大 句子之上或之後
由大而小 句子之上或之後
升調 句末之上
降調 句末之上
直調 句末之上
曲調 句末之上
急速 字詞或句子之下
緩慢 字詞或句子之下
斷續 字詞或句子之下

短接 / 頓 字詞之間
＞ 促接 字詞之間

延連 字詞之間
短延 字詞之間
長延 字詞之間
長頓 字詞之間
動作 字詞或句子之下

 



字音方面

應逐步提高要求。先要求發音清晰，字音
清脆；然後要求學生能注意吐字歸音的方
法。

先針對學生某些發音的弱點，要求他們清
楚發音部位，掌握主要元音舌位及口型，
韻尾收音部位準確；然後要求他們在重要
的字詞方面，運用吐字歸音的方法使字音
圓潤。



最後，教師要求學生在用聲方面有層次感。

通過節奏感的變化，聲音的高低轉變，語調
及語氣的轉換，以及較長的心理停頓等，以
表現篇章的內容和感情層次。

這時，第二階段的朗誦訓練便告完成。



(五) 情感培養

在第一及第二階段中，教師要求學生用帶感
情的音色來朗誦篇章，在這兩個階段中，學
生要顧及與朗誦有關的種種聲音表達方法。

教師以指導、帶引、示範為主。



學生在聲音表達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礎，他
需要通過自己的已有知識及生活經歷，以
體味誦材的內容思想。

教師只能從旁輔助，引導學生充分發揮想
像力，培養情緒，投入到作品中去。

第三階段︰情感的培養



一些相關的經歷，教師可用以下方法培養學生的
情緒︰

1. 類比的方法

悼亡
如痛惜心愛的物件丟失，可以與所愛的人消逝
成類比。

政治失意
渴望得到師長或父母的稱許卻不能如願，與政
治失意也可成類比。

或可通過某些與誦材相類似的情景，利用圖畫
或音樂等，引導學生進行聯想。



2. 眼神、表情與手勢

學生內心若有感情，舉手投足之間已能自然
地配合誦材的內容。

教師也可以根據誦材，設計眼神、表情、手
勢和動作，提高表達效果。

教師應聽取學生意見，或放手讓學生自己設
計，不斷思考、改進，以求盡善盡美。



(六) 安排試誦

試誦是為了減少學生的怯場心理。

教師應盡量安排學生有試誦機會，如在下課前
三、五分鐘或全校集會的時間，能夠讓學生試
誦一下便最好。

為甚麼要安排試誦？



增强學生的自信心

台風和儀態表現會愈趨老練鎮定

學生可聽取其他老師和同學的意見

試誦的好處

如為試誦過程進行現場錄像，然後與學生總結、
檢討，則效果更佳。



指導初期，教師可容許學生較多摹擬，但
切忌要求學生完全摹倣教師的聲調和表情
動作，不能指導得「太死」，必須留有餘
地。

當練習純熟後，教師便應要求學生發揮想
像力，投入作品，揣摩體會，探求準確、
貼切的表達方法。教師應培養學生自我矯
正錯誤、自我創新的學習精神。



朗誦訓練的重點簡單歸納如下：

1. 指導或引發學生理解、感受和詮釋誦材

2. 具體指導、恰當示範

3. 盡量使學生發揮自己的聲音特色，並因應他

們採用的表達方式而予以引導。

4. 聲情兼顧



5.循序漸進，要求明確。

6.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知識及生活經驗，或利用類

比的方法，使他們對誦材的思想感情能作較深入

的理解和體會，在朗誦時發揮其想像力。



三、比賽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 臨場準備

朗誦者在臨近出賽之前，應有充分的休息，
心境保持平靜。

參赛者賽前不斷練習，很多時會適得其反，
徒加重自己的心理負擔。

教師在學生比賽之前，應用不同的方法消
除他們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



若學生臨時忘記誦材，教師應引導他們，利用
篇章的前後內容來記憶誦材。

為了培養學生的臨場表演情緒，教師可重點地
引導學生通過聯想，投入誦材之中，營造內心
視象，設身處地體會其中感情。

教師不應在學生比賽之前，作出任何更改或提
出新的要求。



(二) 怎樣開始

上台前

應盡量放鬆自己。

可以作深呼吸以消除緊張，回復平靜情緒。



上台後

恭敬地向觀眾和評判鞠躬致敬，不疾不除，
優雅大方，予人好感。

不要急於開口，必須培養情緒、誘發感受，
慢慢進入作品意境，營造氛圍。

報幕時，聲音要平實清晰。先讀篇章名稱，
跟着讀作者姓名，朗誦者姓名最好也一併讀
出，以避免不必要的錯誤。

報讀上述三項時，中間要有停頓。



正式開始朗誦前

宜深呼吸以平靜心境，忘記一切競爭名次之
念，讓自己有足夠的醞釀時間，才開始朗誦。

朗誦時

應通過自己的想象，把自己投入到作品中去。

最理想是腦海中像看到或感受到誦材中的情
景，即內心視象。這樣，感情自然能從聲音
中流露出來。



朗誦接近尾聲時，除非要造成特殊緊迫的
效果，切忌戛然而止; 必須事先暗示，慢
慢作結。

這時聲音已停住了，氣息亦相繼收斂，情
感卻依然始終貫串，所謂「留不盡之意，
見於言外」，便是指這種境界。

(三) 怎樣結尾



聲音沒有了，眼神、表情、動作卻不要一下
子恢復原狀，必須逐步收斂，使聽眾有餘音
裊裊，情意無窮之感。

朗誦完畢後，應繼續站立片刻，慢慢從作品
中回到現實來，再向聽眾和評判行禮，然後
從容走下台來。



朗誦者的態度和台風，具體表現在︰

服飾打扮

上下台時的步態

表演前後的禮貌儀態

朗誦表演時的神態、動態

(四) 態度與台風



應以端雅整潔為要，儀容大方，不宜穿戴
耀目的飾物。

服飾打扮

朗誦者上下台應步伐從容，舉止沉穩，顧
盼自然。

上下台時的步態

表演前後的禮貌儀態

表演前後，站立向聽眾行禮鞠躬，要出於真
誠，切勿敷衍了事。

無論任何情況，都要認真地朗誦，精神集中
而投入。



朗誦表演重視下意識的表情動作，對於有意
識的體態語，也以自然為主，切忌誇張造作。

表情方面
表演之前及表演完畢，宜面帶微笑。

表演時，面部的肌肉放鬆，眉額間展、皺或
雙眉低、揚等，要配合誦材的歡、愁、哀、
怒等感情。

面部表情及眉目表情，應自然而切合誦材感
情。

朗誦表演時的神態、動態



朗誦時，眼睛除自然流露出切合誦材的悲喜
感情之外，還得與聽眾眼神交流。

與聽眾眼神接觸時，就如說話時與對方交談
一般，目光集中，但切忌眨眼或盯著對方，
也不要游移不定。

可選擇一些積極聽眾——那些對你的表演表
示特別欣賞的人，與他們溝通。

由遠而近地望向聽眾，使每一位聽眾都感覺
到你看到他們，在跟他們「盡訴心中情」。

眼神運用方面



一、選擇誦材的原則

二、分聲的處理方式

（一）齊誦
（二）領誦
（三）對誦
（四）分組誦
（五）和誦

第六章 集誦的訓練



三、分聲的處理原則

四、集誦訓練的方法和步驟

五、集誦的要點



一、選擇誦材的原則

香港校際音樂朗誦節集體朗誦項目的人數規定，
不能少於三十人，也不能多於五十人。

人數由主辦團體規定。

一般來說，十人以上同時同地朗誦同一篇誦材, 
便可稱為集體朗誦。

怎樣才算是集誦？



不足十人或兩個人以上，一般稱為小組朗誦。

兩個人或三個人的朗誦也可稱為二人或三人對
誦。

小組朗誦和集體朗誦的處理方法是共通的，它
們之間的分別是人數的多少而已。



選擇集誦誦材的原則

從聽眾的角度來看，集體朗誦的選材應注意與
表演時間、表演場合以至聽眾的心理反應相配
合。

一般可考慮下列四個基本原則：

1. 表演時間與誦材篇幅

2. 誦材的通俗性

3. 感情濃淡及明顯度

4. 配合表演的場合



1. 表演時間與誦材篇幅

2. 誦材的通俗性

表演時間一般以四、五分鐘為限，字數約在
四、五百字左右，以一些膾炙人口的優秀作
品為主。
參考作品︰
白居易《長恨歌》、杜甫《兵車行》

選取一些大眾熟悉的誦材或含文化教育意義
的作品。

參考作品︰
岳飛《滿江紅》
何其芳《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4. 配合表演的場合

3. 感情濃淡及明顯度

集體朗誦可選取一些帶激情或感情較鮮明的作
品。

參考作品︰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聞一多《洗衣歌》

李白《蜀道難》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中國河山的表演會

學校或團體的聯歡會



集體朗誦可由不同人的聲音，把誦材的思想感情
表現出來，在聲音表達方面可有較多變化。

除了以上四個基本因素外，還可考慮以下兩個因素：

1. 內容及感情較複雜而多變化的誦材

參考作品︰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2. 通過多角度表述的誦材

參考作品︰
陳衡哲《揚子江與運河》



二、分聲的處理方式

集體朗誦基本有兩種方法：

1. 所有參加集體朗誦的隊員，由始而終齊聲地
把一篇誦材朗誦出來。

優點︰聲音宏亮、氣勢磅礡

缺點︰聲音變化受到一定的限制，如處理一些
比較婉約的誦材，則這種處理方法便力
有不逮了。



2.將演出者分成若干聲部, 然後根據誦材的內容

要求,利用領誦、對誦、分聲、和聲及合聲等

聲音組合變化。

優點︰有節奏地用聲音以表現誦材的思想感情。



集體朗誦在分聲方面，可有下列各種形式：

1. 齊誦

2. 領誦

3. 對誦

4. 分組誦

5. 和誦



1. 齊誦

全體演出者合誦。

若演出者有男聲、女聲，可稱為混聲合誦。

優點︰音色强而渾厚，適宜營造氣氛，渲染氣勢，
充分體現整體性和統一性。

缺點︰平板單調，而且要五十人聲音、動作完全
齊一，有時頗感困難。



2. 領誦

由一個人或一個小組朗誦篇章的某句，接着便由
合聲或其他幾個聲部繼續朗誦。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

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李白《將進酒》

．．．．．．．．．．



由兩個人或兩個小組接誦篇章中某些內容，就
是對誦。

誦材本身有對話方式或問答方式的，宜採用對
誦方式。

3. 對誦



像一個不知憂患的孩子，
喧鬧的小河，為甚麼這樣快樂？
我的生命十分古老，
我的心裏充滿了歌；
但我沒有像自今天這樣光芒四射。
今天，來為古老的土地解渴……

呵！波光閃閃，
你帶來的又是一些甚麼？
我帶來的是無數把無弦琴、
燦爛的書籍和花朵，
燈光、旗子、香醇的酒，
我帶來一千個祝賀……

李瑛《第一條河》



介：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你從哪裡來？

江：我從蜀山來。

河：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

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我是把它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著下來的。

………

陳衡哲《揚子江與運河》，開始的一段是：

可以用甚麼方式朗誦上文？



把演出者分成若干聲部，利用分組的方法，分

別負責朗誦篇中的不同內容，或分組輪誦。

4. 分組誦



沙白《珠江晨曲》

珠江上，一片片，一朵朵，
幾百張白帆破霧行；
掛魚網，開往大海追春迅，
載肥料，送到田裏備春耕。

珠江邊，一團綠，一團青，
荔枝拂水，龍眼纏雲，
村莊裏，大路小路三五條，
人聲，牛聲，車輪聲．．．

人們像雁羣，來到田野上，
摺衣袖，捲褲筒，踩起一田波紋；
巧手頻起舞，田水蹦蹦跳，
霎時秧苗一片青．．．．．．



沙白《珠江晨曲》

珠江上，一片片，一朵朵，
幾百張白帆破霧行；
掛魚網，開往大海追春迅，
載肥料，送到田裏備春耕。

珠江邊，一團綠，一團青，
荔枝拂水，龍眼纏雲，
村莊裏，大路小路三五條，
人聲，牛聲，車輪聲．．．

人們像雁羣，來到田野上，
摺衣袖，捲褲筒，踩起一田波紋；
巧手頻起舞，田水蹦蹦跳，
霎時秧苗一片青．．．．．．



由一個人或一組人朗誦，其餘演出者同時低聲
伴誦，稱為和誦。

它利於營造氣氛，突出主題，產生一種特殊的
聲音效果。

5. 和誦



張繼《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

可以用甚麼方式朗誦這首詩？



1. 分組朗誦，聲音的音色或聲音的高低應有明
顯的區別，以發揮分組朗誦的優點和特色。

2. 分組朗誦的分組方法要靈活，因表演者的組
合而有很多變化，表演者是男女組合的，可
分男聲、女聲。

3. 如男女人數平均，隊員較多，可把男聲再分
為男高音、男低音；女聲再分為女高音、女
低音，又可進一步把男女高音合組，男女低
音合組等。

分聲處理方式的要點



注意︰

每一聲部最好不少於三人(獨誦及對誦除外)。
不然，聲部雖多而聲弱。

聲部的劃分不必太瑣碎。在集體朗誦中，最重
要的是聲部的組合是否合乎誦材的需要，而不
是聲部數目的多少。



三、分聲的處理原則

集誦比獨誦更重視節奏感, 而聲部的組合更是
集誦關鍵所在。

集體朗誦在聲部組合方面，應有以下的要求：

1. 聲音的起、收整齊一致

2. 各聲部的呼應自然暢順

3. 聲部間的配合和諧

4. 聲部的組合變化符合誦材的思想感情變化



集體朗誦分聲的前提是甚麼？

分聲能恰當而有效地表現出誦材的思想
感情。



在這前提上，有下列三個原則：

1. 通過不同聲部及它們之間的組合，把誦材的內
容和感情層次表現出來。

2. 利用不同的聲部的組合，把誦材的感情變化突
顯出來，或突顯一些主要的內容和感情。

3. 發揮不同聲部的音色的特點，並能通過這些音
色的對照、襯托等，把誦材中細膩而曲折的思
想感情表現出來。



烽火城西百尺樓，

黃昏獨、坐海風秋。

更吹羌笛關山月，

無那金閨萬里愁。

王昌齡《從軍行》

《從軍行》（第一首） 王昌齡

註︰ 無那即無奈，那：廣州話音no5。



(男單一)：烽火︵城西—百尺、樓，

(男合)：黃昏—獨、坐–海︶風︶秋—。

(女合)：更吹﹥羌笛、關、山、月(或：關山、月)

(男合、女和)：無那—金閨︵萬—里–愁—。

王昌齡《從軍行》

《從軍行》（第一首） 王昌齡

註︰ 即無奈，那：廣州話音no5。



琵琶起舞換新聲，

總是關山離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

高高秋月照長城。

《從軍行》（第二首） 王昌齡



(女合)：琵琶︶起舞︶換︶新聲，

（男合)：總是、關山︵離︵別、情。

(合聲)：撩亂—邊–愁—聽–不﹥盡，

(女合男和)：高︶高—秋︵月、照—長︵城。

《從軍行》（第二首） 王昌齡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第三首） 王昌齡



(男合)︰青海﹥長雲︵暗、雪山，
(女合)：孤城︶遙望—玉﹥門、關。
(男合)：黃沙—百戰︵穿﹥金、甲，
(合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第三首） 王昌齡



四、集誦訓練的方法和步驟

1. 指導或引導參加者了解誦材的內容及思想感情，
以掌握篇章的基調。

(一) 初期

基調是指誦材的主要思想內容和主要感情類別。



對誦材思想內容的心理反應或體驗，演出
者之間可能有較大的差別。

集體朗誦講求團隊合作，故訓練者必先通
過不同的方法，為演出者共同制訂基本的
感情調子，作為集誦用聲的基準，也作為
分聲、對誦等用聲諧協要求的標準。

需要掌握基調的原因



2. 確定關鍵的字、詞、句，弄清字音及確定停
頓，誦材中那些文句應按語義劃分停頓，那
些內容要考慮以感情劃分停頓。

3. 初部劃分聲部

根據誦材的內容和感情初部考慮用不同聲部
來表達。



4. 第一階段的集體及分聲朗讀。

參加者一起朗讀誦材,這階段要注意字音的
正確，聲音中的感情音色符合誦材，語義停
頓的恰當，及集體朗誦時參加者的起聲收音
是否一致。

若停頓、起聲及收音不一致而未能及時覺察
和糾正，發展下去，不但小組分聲不整齊，
在聲部接合方面也將出現不暢順的情況，影
響合誦的效果。



如果是廣州話朗誦，句子收音是入聲的，要
注意收音一致。

普通話朗誦則需注意各詞組的輕重音格式是
否恰當。

這是集體朗誦最重要的一環。

5. 制定中期的練習重點及每次練習的目標。



在這階段的訓練期間，訓練者要時常提醒演出者
注意以下各項：

1. 朗誦時，一方面要放聲朗誦，若發現自己的
聲音特別明顯地高於他人，宜將音調降低一
些。

2. 別的聲部朗誦時，其他人的內心也要跟著朗誦。



3. 要緊記句與句的接合時間。

方法一︰

心中可一起數一、二等，最好是不用這方法。

方法二︰

訓練者在開始時，可作指揮，讓參加者依指揮朗
誦。但到某一階段，要讓朗誦者自己找出一個順
利接合的方法，最後達到心靈相通的境界。



1. 將誦材劃分節段，分段、分組練習。

2. 若訓練者對朗誦有較高造詣，在指導朗誦時可
利用示範，先要求演出者模仿，一步一步的達
到要求。

在這過程中，訓練者也應鼓勵參與者討論。

訓練者也可先鼓勵大家試誦， 然後通過引
導、討論，指導大家多次嘗試，找出一個理
想的朗誦效果。

(二) 中期



3. 加入感情停頓因素，並開始要求各聲部連接及
呼應暢順。

4. 集中處理一些特殊的接合效果, 及特殊的快慢、
輕重等節奏感的處理。

訓練者要用種種方法引導、啟發、 激發參
加者的想像力, 使大家從理性及感情上，了
解這些特殊表達方法的原因及所產生的效果。



5. 重點練習

可集中練習如對誦間的連接，聲部間的分
合自然和順暢，聲部間組合的諧協，以及
和聲的特別效果等。

6. 開始注意快慢、高低、輕重等與節奏感有關的
聲音整體表達效果。



1.注意參加者聲音運用的和諧性及感情音色的一
致性。

2.培養參加者的聯想，使他們能投入誦材中，從
而產生相類似的激情。

訓練者這時候要特別注意聲音運用的和諧
性和感情音色的同一性，以提高朗誦的效
果。

(三) 後期



3.隊型設計和眼神、動作等的運用。

隊型設計宜簡單、大體。

眼神運用方面︰ 眼睛為靈魂之窗, 感情
蓄於胸中, 自能形諸於外。

動作方面︰只有情之不能已, 才會手舞足
蹈, 用身體語言幫助表達。

這些都只是聲音的輔助表達工具而已，可列為成
功或有水平的朗誦表演的充份條件。



五、集誦的要點

集體朗誦講求整個隊伍表現的合作性。

台風方面

整個隊伍的形象應配合這方面的要求。



形象方面

整隊隊員服裝整齊

校際集體朗誦比賽的隊伍一般都穿上校
服。

若非朗誦團體，也應該穿上整齊劃一的
服裝，服飾宜大方素雅。

隊伍上下台時應不疾不徐，從容有序，魚貫
地進出場地。



隊型設計宜簡單、莊重而美觀。

若採用分聲部的方法表演，可參考合唱團按
聲部列隊的方法。

理想的隊型，是既能恰當的按聲部列隊，又
能配合誦材的特色。

隊型設計不宜過於花巧。

隊型方面



所有成員的眼神最好能集中同一方向，一般來
說，應是會場的中央。

若是聲部對誦，對誦的聲部可有眼神交流。

集體朗誦不宜有太大動作。若有，動作也應小
而自然。

若是屬於整隊的，在舉手投足之際，更要顧及
隊員的人身安全。

表演時的眼神運用與動作



集體朗誦，强調整體性、合作性、和諧性，
要求做到音調齊一，停連一致。

演出時不容許「突音」，全隊眼神、表情、
動作要一致，手腳肢體不能隨意擺動，以
免破壞整體性的要求。

集誦採用分聲部的方式以追求藝術表現，
這本無可厚非；但應有機聯繫，一氣呵成，
渾然一體。

集誦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