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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優兒藝術協會十一年來致力舉辦全港性的朗誦比賽，以培育小朋友自信和兩文三語的

能力。提昇語文水平；同時通過觀摩、交流來協助提昇自身的朗誦及表演能力，增強自信

心與學習興趣，為小朋友的學習生活加添美好的回憶及寶貴之經驗。 

  比賽章程 

1. 比賽詳情 

1.1 比賽日期 :  2021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 

1.2 時間 : 10am-12noon (P1 - P3) ; 12noon-6pm (K1 - K3) *如時間有所調動，本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1.3 比賽地點 :  德萃幼稚園．幼兒園 (馬鞍山校舍) ; 地址 :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15 號雅濤居

1 樓 4-12 號舖 

1.4 參賽資格：凡就讀小學（P1-P3）及幼稚園（K1-K3）學生均可參加。 

1.5 誦材：可於網上下載指定誦材或自選誦材 

1.6 比賽項目 

1.5.1 個人獨誦： 

比賽組別 比賽語言 

幼稚園 K1 組、幼稚園 K2 組、幼

稚園 K3 組 

小學 P1 組、小學 P2 至 P3 組 

古詩獨誦、新詩獨誦 英語、粵語、普通話 

 

1.5.2 故事演講： 

比賽組別 比賽語言 

幼稚園 K1 組、幼稚園 K2 組、幼稚園 K3 組 

小學 P1 組、小學 P2 至 P3 組 

英語、粵語、普通話 

  

2. 報名 

2.1 報名方法 

2.1.1 可瀏覽本會網站（http://www.athkids.hk/2021/02/14275/），並下載及填妥報名表（如

填寫參賽者資料及參賽項目等）或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2.1.2 報名時須附上學生證影印本或附有相片之學生手冊的圖檔 

2.1.3 報名時須提供自選誦材之名稱及副本（適用於自選誦材之參賽者） 

2.1.4 將報名表格、所需文件（如無填妥網上報名表格）以 Whatsapp（54033433）形式傳

送予本會 

2.1.5 於截止日期或之前繳款以完成整個報名手續 

2.2 報名表一經遞交，一概不能轉名、轉換或調換參賽者、更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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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報名日期 

2.3.1 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2 日上午十時至 3 月 30 日下午十一時五十九分。 

2.3.2 逾期報名，不論任何原因，一律不獲接納。 

2.4 報名費 

2.4.1 每項目之報名費為港幣三百元正。 

2.4.2 如同一名參加者報兩項或以上，可享有優惠，每項目之報名費為港幣二百五十元正 

2.4.3 如學校以團體方式報名（不限人數），每項目之報名費為港幣二百二十元正（不可

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如學校以團體方式報名，各參加者亦須填妥並遞交報名表

格，而負責老師須填妥學校專用表格（http://www.athkids.hk/2021/02/14275/），並於

截止日期前傳送至本會電郵（talentkids@athkids.hk） 

2.4.4 於網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時，如需享用優惠報名，請自行扣減費用。 

 

2.4.5 繳款方法如下： 

(i) 劃線支票形式（支票開付「Hong Kong Talent Kids Association」），親臨或郵寄

「新界火炭禾盛街 11 號中建電訊大廈 22 樓 2205 室」香港優兒藝術協會，

信封面註明【第十二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挑戰賽 2021(英普粵)】 

(ii) 銀行轉帳形式（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098-853047-001 Hong Kong Talent Kids 

Association），將轉賬證明傳送至本會電郵（talentkids@athkids.hk）或

WhatsApp（54033433） 

(iii) PayMe：掃瞄下圖 PayMe Code 然後輸入正確之費用總額，並於 PayMe 訊息

中註明「朗誦比賽 - 聯絡電話」，如費用總額不符，本會保留追究權利。 

 
2.4.6 費用一經繳付，不論任何原因（如違反「比賽章程」、或因染病、個人理由等未能

參加比賽），一律不獲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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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規則 

3.1 比賽須知 

3.1.1 香港優兒藝術協會有權安排評審標準等比賽細節，參賽者不得異議。 

3.1.2 本會在需要時可調動、修改或取消任何已編訂之賽事。 

3.1.3 若參賽者未達水平、準備不足或選材不適合，評判有權不予評分。 

3.1.4 參賽者及家長有責任核對確認通知書上參賽項目及誦材等資料無誤。 

3.1.5 香港優兒藝術協會保留更改及詮釋比賽規則之權利。所有比賽規則及獎項如有任何

更改，恕不預先通知。 

3.1.6 如有爭議，本會保留一切最後決定權。 

3.1.7 凡參加本會活動之參加者均自動成為本會之活動會員，本會及其附屬機構及友好機

構有權使用其電郵作活動邀請及提供比賽資訊之用，本會及其附屬機構及友好機構

發出之電郵，並不會作任何商品之推廣。 

3.1.8 本會信任並尊重評判根據其專業及經驗而作出的最後判斷，評判會就朗誦比賽事宜

作出最終決定權 

        

3.2 比賽誦材 

3.2.1 個人獨誦細則 

3.2.1.1 所有參考誦材已上載於本會網站（http://www.athkids.hk/2021/02/14275/），參賽者

應自行查閱。 

3.2.1.2 可選用非參考誦材，需於報名時一併提交。 

3.2.2 故事演講細則 

3.2.2.1 參賽者的自選誦材須於報名時一併提交。 

3.2.2.2 可選用中國成語故事、中國寓言或伊索寓言故事、童話故事或其他種類故事。

故事題材不限，惟內容必須健康、意識良好及具有教育意義。 

 

 

4. 評分準則 

4.1 評判 

⚫ 由「著名學府教授專家」組成之星級評判團評分。 

4.2 評判會根據參賽者的整體表現評分，包括︰ 

⚫ 語音語調準確度 

⚫ 語句語速流暢度  

⚫ 主題情感投入度  

⚫ 儀態動作和諧度  

⚫ 創意  

4.3 評判對一切藝術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4.4 個人獨誦不超過 3 分鐘；故事演講不超過 5 分鐘 

http://www.athkids.hk/2021/02/14275/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第十二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挑戰賽 2021（英普粵） 

 

 
 

5. 獎項及評分 

5.1 參加者可於比賽結束後申請分紙，每項為$20。 

5.2 每一個比賽組別均設冠、亞、季、殿軍，將獲頒獎杯；及優異獎 4 名，將獲頒獎牌。 

5.3 領獎方式稍後會以電郵通知各得獎者。 

5.4 參與是次比賽之所有參賽者將獲由本會發出的參賽証書。 

5.5 成績證書 

5.5.1 每位參加者均可於比賽當天及之後申請成績證書，每項為$90。 

5.5.2 本會將於比賽後 14 個工作天完成證書並以平郵方式寄出。 

5.5.3 成績證書將印有比賽所得分數及名次。 

 

6. 其他事項 

6.1 若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程」任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

行委員會對「比賽章程」之詮釋作最終決定。 

6.2 如有任何疑問，可以下列方式聯絡本會 

⚫ 電話：2381 4853 

⚫ WhatsApp：5403 3433 

⚫ 電郵：talentkids@athkid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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