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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粵如歌
UBC周五決選粵語好聲音

首屆粵語歌唱比賽決賽名單出爐，參賽者選唱的首屆粵語歌唱比賽決賽名單出爐，參賽者選唱的
曲目中，包括曲目中，包括19851985年張學友初出道的《遙遠的她年張學友初出道的《遙遠的她
》、》、19911991年林憶蓮勁爆舞曲《瘋了》、年林憶蓮勁爆舞曲《瘋了》、19971997年王年王
菲的《約定》到去年深受歡迎的菲的《約定》到去年深受歡迎的TonickTonick《長相廝《長相廝
守》，橫跨守》，橫跨8080年代粵語歌最盛時期到近期傳唱的年代粵語歌最盛時期到近期傳唱的
流行曲。流行曲。
活動共同主席林慧雯一直積極研究及推廣粵語，活動共同主席林慧雯一直積極研究及推廣粵語，

她說：她說： 「「香港流行歌深富特色及獨特文化，此次活香港流行歌深富特色及獨特文化，此次活
動名稱《歲粵如歌》，便希望以歌曲作為時代橋樑動名稱《歲粵如歌》，便希望以歌曲作為時代橋樑
，促進各年齡層對香港時代變遷的了解。，促進各年齡層對香港時代變遷的了解。」」 參賽者參賽者
之一的關翊澄說：之一的關翊澄說： 「「廣東歌在我心中佔有好重要的廣東歌在我心中佔有好重要的
地位，我希望透過這機會弘揚香港文化。地位，我希望透過這機會弘揚香港文化。」」
此次比賽分此次比賽分 「「母語獨唱組母語獨唱組」」 、、 「「非母語獨唱組非母語獨唱組」」

及及 「「組合組合」」 ，共有，共有1414人及人及44組合進入決選。該活組合進入決選。該活
動同時也調查參賽者最愛的粵語歌手，多數人最鍾動同時也調查參賽者最愛的粵語歌手，多數人最鍾

愛陳亦迅，其他從譚詠麟、張國榮、張學友、林憶愛陳亦迅，其他從譚詠麟、張國榮、張學友、林憶
蓮等各有擁護者，傳奇團體蓮等各有擁護者，傳奇團體 「「BeyondBeyond」」 在在8080年代年代
大熱的《喜歡你》，近期因被當紅女歌手鄧紫棋大熱的《喜歡你》，近期因被當紅女歌手鄧紫棋
（（GEMGEM）翻唱後再度走紅。）翻唱後再度走紅。

首度辦粵語歌比賽首度辦粵語歌比賽

母語組的區韻儀說：母語組的區韻儀說： 「「溫哥華有很多歌唱比賽，溫哥華有很多歌唱比賽，
但都以英語或中文歌較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粵語但都以英語或中文歌較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粵語
歌唱比賽。我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很多意境優美的廣歌唱比賽。我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很多意境優美的廣
東歌。東歌。」」 黃亦詩則說：黃亦詩則說： 「「我很愛唱歌，但用粵語來我很愛唱歌，但用粵語來
比賽還是第一次。比賽還是第一次。」」 她最愛林憶蓮的歌，她最愛林憶蓮的歌， 「「她極富她極富
情感與力量的歌聲，深深打動了我。情感與力量的歌聲，深深打動了我。」」
另一母語組決賽者黃肇鋒趁畢業前放手玩音樂，另一母語組決賽者黃肇鋒趁畢業前放手玩音樂，

他自爆：他自爆： 「「在香港讀中學時，就曾參加比賽，但才在香港讀中學時，就曾參加比賽，但才
唱第一句就被評審按鈴下台，這次能與一群唱第一句就被評審按鈴下台，這次能與一群UBCUBC

音樂人共同切磋，畢業沒音樂人共同切磋，畢業沒
遺憾了。遺憾了。」」
非母語組的劉宇晨則說非母語組的劉宇晨則說

：： 「「我父親是張學友歌迷，總在我父親是張學友歌迷，總在
車上播放他的歌。受到父親的影響，車上播放他的歌。受到父親的影響，
我也開始聽起了粵語歌。這次參加比賽我也開始聽起了粵語歌。這次參加比賽
也想證明，雖然粵語非我的母語，但我仍也想證明，雖然粵語非我的母語，但我仍
可以把歌唱好。可以把歌唱好。」」
《歲粵如歌》粵語歌唱比賽分母語、非母語《歲粵如歌》粵語歌唱比賽分母語、非母語

及合唱組，評審的準則包括咬字、節奏、音準及合唱組，評審的準則包括咬字、節奏、音準
、歌唱技巧及台風等，獨唱兩組各設冠、亞、季軍、歌唱技巧及台風等，獨唱兩組各設冠、亞、季軍
，合唱組則設冠軍，並由觀眾投票選出，合唱組則設冠軍，並由觀眾投票選出 「「最受觀眾最受觀眾
歡迎獎歡迎獎」」 。此次比賽在周五晚上。此次比賽在周五晚上77時在時在AMS NestAMS Nest
下層大堂（下層大堂（6133 University Blvd6133 University Blvd）舉行，免費參）舉行，免費參
加。加。

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從別人的
愛情故事中
體會、感觸
良多，對自
己的感情更
加懂得珍惜
；財富方面

收穫豐實，短期投資帶來的收
益較多；事業的發展順利，對
業務談判的工作者而言成功率
頗高。感情生活很豐富呢，很
喜歡黏著對方，跟對方撒嬌，
是個戀愛順利的一天。

桃花皆成
過往，卻仍
受困於過去
的人和事，
徒增傷悲而
一無所獲。
學生族對新

鮮事物持有極強的佔有慾，這
樣的心態對財運極為不利。直
覺靈敏，從事創作工作的人在
這方面尤為突顯，靈感不斷。
戀愛運略差，男女間恐有意見
不合或是對立的情形。

財運平順
，收入穩定
的同時，對
金錢也能有
合理的支配
，還能有點
小積蓄。愛

情來得有些晚，耐心等待就好
。工作較拚命，但你的努力卻
不會受到特別眷顧，不要抱怨
，付出終會有回報。感情平淡
的日子。單身者有機會與性格
開朗的異性結緣。

今天較感
性，想要沉
浸在自己的
感情世界裡
，不想再理
會那些凡塵
俗事。財運

方面表現較差，一些過往債務
需要清算。精神狀態不佳，工
作起來也不順利，休息時可與
好友出去玩樂一番，別把自己
憋壞了。夫妻之間容易有些小
摩擦，需要多多磨合。

希望有人
能傾聽你的
心聲，與志
同道合的朋
友在一起時
，會感到特
別開心。工

作上與同事合作無間，案件進
展得有聲有色。桃花運不錯，
有機會受到心儀的對象邀約共
進晚餐，好好展現魅力吧。有
機會在拓展人際關係時，遇到
夢中之人。

今天顯得
特別懷舊，
適合與戀人
一同回憶往
日的甜蜜，
此刻會感到
特別的溫暖

；過去失敗的教訓讓你難以釋
懷，投資時會變得畏首畏尾，
小心因此錯過最佳的投資時間
；很想念過去單位的同事，不
妨通個電話，方能解除你的牽
掛。

情緒不穩
定，工作上
很容易出錯
，受到上司
的責問，適
合聽聽輕音
樂，放鬆心

情。單身的你，認真思索一下
感情，其實愛情離你並不遠，
也許是你忽視了而已。投資上
應謹慎為妙，今天只適宜觀望
，或做點比較穩妥的基金類投
資。

由於同事
的失誤導致
你受牽連，
心裡很不舒
暢，需懂得
適時釋懷。
曾經的戀人

今天突然回心轉意，讓愛重新
出發，幸福之餘也要想想上次
分手的原因會不會再出現。找
個安靜的角落，讓心沉靜下來
。有機會碰見讓你極度著迷的
對象，不顧一切地投入愛河。

今天情緒
控制得宜，
對另一半多
花點心思，
雙方能相處
愉快。財運
方面表現一

般，陪朋友打打麻將當作消遣
尚可，但不可把得失看得太重
，不然會讓自己精神緊張。工
作方面，今天宜商談，會有不
錯的結果。今日適合獨處，好
好自我檢討。

銷售人員
容易有處處
碰壁的挫折
感，一定要
樂觀自信，
今天會有意
想不到的機

遇哦。戀愛中的人會遇見比另
一半更優秀的異性，逃避舊戀
情的念頭會浮現，切忌因一時
衝動而作出決策。表面上投資
形勢不錯，其實投資潛力並不
如預期所想。

單身者有
機會獲得異
性的垂青，
並有機會長
期發展。工
作較輕鬆，
很多事做起

來都很順手，原有的壓力一下
子就不見了蹤影。投資運一般
，可進行相關學問的學習，為
日後的投資做好知識準備，以
便更能把握住機會。異性緣很
不錯的一天。

猜不透戀
人心裡的真
實想法，對
於把握不了
的部分易產
生恐慌，患
得患失感較

強烈；在各種應酬中表現如魚
得水，給人的影響深刻；做商
店生意的會有點破財的危險，
客人多時一定要當心物品被別
人順手牽羊。今日可別說謊喔
，容易被識破的。

D1廣告：工商、專業

第一屆卑詩大學粵語歌唱比賽決賽名單
演唱者 歌名／原唱者
Michelle Law羅紫婷 瘋了／林憶蓮
Eugene Kwan 關翊澄 航拍／陳柏宇
Celina Wong 黃亦詩 畫意／王菀之
Olivia Ou區韻儀 愛你還愛你／衛蘭
Justin Chung 鍾朗韜 Shall We Talk／陳奕迅
Mark Wong黃肇鋒 重新點起我生命／區瑞強
Audrey Lo盧睿敏 活著／謝安琪

母語獨唱組
演唱者 歌名／原唱者
Denny Lee李健麒 聽風的歌／郭富城
Jackie Zhao趙嘉祺 遙遠的她／張學友
Ernest Tse謝天睿 天梯／C Allstar
Mandy Zhu朱怡潔 喜歡你／Beyond
Ruixi Zhang張瑞希 蜚蜚／陳僖儀
Bill Liu劉宇晨 長相廝守／Tonick
Jay Foong馮佳文 喜歡你／Beyond

非母語獨唱組

演唱者 歌名／原唱者
Luminous 約定／王菲
一卡一卡 紅日＋despesito／李克勤
YY 好好戀愛／方力申、鄧麗欣
CNTO303 光輝歲月／Beyond

組合

爸媽都是孩子重要的導師

文：溫哥華公共圖書館
兒童部圖書管理員Alicia Cheng
＊本欄逢每月第一個周三刊出

書名：孩子的能力，決定在爸爸的小習慣
作者：清水克彥
譯者：胡慧文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CHI
306.874 S5563h
簡介：很多研究指出，爸爸比媽媽
更能影響孩子的成長，甚至爸爸和
孩子一起閱讀的效果是媽媽的3倍
。所以爸爸的積極參與，是提升孩
子全能發展的關鍵。作者運用一些
小故事和經驗告訴讀者，教養出聰

明有頭腦的孩子而不只是能讀書的孩子需要的 49 條習
慣。每一篇附上情景漫畫，更能增加閱讀的樂趣。本藏
書為繁體字。

書名：聰明的媽媽教方法
作者：楊瑜君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CHI
306.874 Y22c
簡介：一位移居美國的華人媽媽講
述兒子在美的學習歷程。她在過程
中思考中美教育的異同。她用不同

的方式培養孩子的閱讀，思維，獨立自主和與情商。藉
由經驗之談，讓讀者思考何種方式適用於他們的孩子。
本藏書為簡體字。

更多親子教養的書籍，請到 http://bit.ly/1VWbWjV
。在流行非小說分類瀏覽 （Popular Non-Fiction）選擇
“親子教養 (Parenting) ”即可。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中文信息咨詢
請致電: 604-331-3757。

爸爸和媽媽是
孩子人生中的第
一個導師。父母
的言行舉止是孩
子學習的榜樣。
好的習慣能深深
影響孩子的成長
。這次為大家介
紹一位日本爸爸
和美國華人媽媽
的教育方式。

童來開卷

第一屆卑詩大學《歲第一屆卑詩大學《歲
粵如歌》粵語歌唱比賽，周粵如歌》粵語歌唱比賽，周

五即將決賽。知名歌手王菲、張學友五即將決賽。知名歌手王菲、張學友
、陳奕迅、林憶蓮等暢銷歌，即將由、陳奕迅、林憶蓮等暢銷歌，即將由UBCUBC

學生輪流上台演繹，力爭最佳粵語美聲！學生輪流上台演繹，力爭最佳粵語美聲！
文：陳泓銘文：陳泓銘 圖：林樂生提供圖：林樂生提供

▲▼▶參賽者在
初賽使出渾身解
數。

▼▶參賽者都很開
心藉比賽，分享對
粵語歌的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