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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第一屆全港幼稚園朗誦比賽(荃灣分區賽) 

參賽備忘 

 

賽前簡報會：2022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見後頁，按各組連結及時間登入] 

比賽日期：2022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見後頁，按各組連結及時間登入]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鑑於疫情，改以線上形式進行 

 

評判：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何麗雯校長(A、C)組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譚光德校長 (B)組 

 

程序：1. 報到 

2. 評審 

3. 結果宣布 

 

備註： 

1. 請家長協助學生用 編號 + 全名登入 (例：A1 陳小明)，以便確認  

2. 整個比賽過程中，所有同學均需保持連線及留心聆聽，觀摩其他參賽者的表現 

3. 學生可穿着華服表演，亦可使用不發聲的道具輔助 

4. 鏡頭要拍攝到參賽學生全身，讓評判看到肢體的表達，如只影大頭，會被扣分 

5. 參賽者聲線必須足夠 

6. 注重聲情表達 

7. 留意賽程，如下一個出賽的孩子，請舉手 

8. 朗誦流程： 

8.1 參賽學生先説出自己的名字, 所屬幼稚園, 年級 

8.2 鞠躬 

8.3 説出誦材名稱 

8.4 開始朗誦 

8.5 鞠躬以示完成 

8.6 請完成比賽的參賽者繼續靜音觀賽 

9. 不可用手機錄影、錄音或任何方式擷取圖像及聲音 

10. 比賽後，評判會進行總評及宣佈結果，休息期間不宜登出 

11. 每區設金、銀、銅獎,均獲獎盃及獎狀，優異獎則獲獎狀，其他參賽者均獲參賽狀 

12. 入選「啟濤盃朗誦比賽」的參賽者均可獲五十元書劵，於「啟濤盃」當天派發 

13. 大會稍後通知所屬幼稚園領取獎盃及獎狀 

14. 查詢 (A、C)組：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何麗雯校長 (電話：2498 0383) 

       …… (B)組：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譚光德校長(電話：2490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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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名單及出場序(A) 

評判：何麗雯校長 

 

連結登入：https://zoom.us/j/97152451864?pwd=MlZVQlA4djlnNlphUjZaN0lsWnpiQT09 

會議 ID：971 5245 1864 

密碼：218451 

 
 

賽前簡報會：2022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1:30 

比賽日期  ：2022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12:30 

       

  普通話    

    
A 組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1 陳欣潼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靜夜思 

2 劉恩瑜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靜夜思 

3 陳司沅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遊子吟 

4 姜珀瑋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憫農 

5 楊家茵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靜夜思 

6 陳顯朗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靜夜思 

7 桑羽晴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幼稚園 遊子吟 

8 李炫穎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幼稚園 登鸛雀樓 

9 葉祉彤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幼稚園 憫農 

10 吳靄沂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遊子吟 

11 巫詠琪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詠鵝 

12 廖子睿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春曉 

13 關諾言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靜夜思 

14 許善柔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遊子吟 

15 關熙正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詠鵝 

16 陳兆珩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詠鵝 

17 陳芊汝 荃灣聖母幼稚園 登樂遊原 

18 譚舜之 荃灣聖母幼稚園 遊子吟 

19 李晞嵐 荃灣聖母幼稚園 春曉 

20 何心柔 荃灣聖母幼稚園 春曉 

21 盧湙楓 荃灣聖母幼稚園 登樂遊原 

22 陳皓汛 荃灣聖母幼稚園 春曉 

23 袁子皓 荃灣聖母幼稚園 登樂遊原 

24 池柏熙 荃灣聖母幼稚園 遊子吟 

25 陳懿 荃灣聖母幼稚園 遊子吟 

26 關子浩 荃灣聖母幼稚園 遊子吟 

27 鄧卓欣 荃灣聖母幼稚園 遊子吟 

28 廖梓蓓 荃灣聖母幼稚園 登樂遊原 

29 程恩雨 荃灣聖母幼稚園 登樂遊原 

30 黃琸喬 荃灣聖母幼稚園 春曉 

31 陳珮詩 荃灣聖母幼稚園 春曉 

32 施樂蔚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遊子吟 

33 麥兆章 聖文嘉幼稚園（荃灣） 靜夜思 

34 黃煒喬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七步詩 

35 麥翠瑩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詠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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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名單及出場序(B) 

評判：譚光德校長 

 

連結登入：https://zoom.us/j/8638403700?pwd=ZzFmY0NYbnFYSnhqYlBkQ05aZU1Sdz09 

會議 ID：863 840 3700 

密碼：11113 

 
 

賽前簡報會：2022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1:30 

比賽日期  ：2022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12:30 

    

 英文   

  
B 組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1 黃菁蘊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Ode of the Goose  

2 馬芯悅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3 羅樂賢 荃灣聖母幼稚園 Ode of the Goose  

4 許逸晴 荃灣聖母幼稚園 Ode of the Goose  

5 葉又寧 荃灣聖母幼稚園 Ode of the Goose  

6 陳柏熙 荃灣聖母幼稚園 Ode of the Goose  

7 鄭栢楠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8 賴樂程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9 姚予晴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0 鄭睿聰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11 賴正霖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12 葉浚楠 荃灣聖母幼稚園 Taking Pity on the Farmers 

13 包子晴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4 任恩祈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5 黃穎翹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6 葉俊熙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7 陳允祈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8 吳弨頤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19 朱彥澄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20 黃祉晴 荃灣聖母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21 劉恩碩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A Poem Composed within Seven 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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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名單及出場序(C) 

評判：何麗雯校長 

 

連結登入：https://zoom.us/j/97152451864?pwd=MlZVQlA4djlnNlphUjZaN0lsWnpiQT09 

會議 ID：971 5245 1864 

密碼：218451 

 
 

賽前簡報會：2022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11:30 

比賽日期  ：2022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5:30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1 何欣琪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遊子吟 

2 袁基寧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靜夜思 

3 劉恩慈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靜夜思 

4 譚鈞庭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靜夜思 

5 吳梓渘 救世軍大窩口幼兒學校 春曉 

6 鄭廷希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遊子吟 

7 謝爾朗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春曉 

8 羅梓維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遊子吟 

9 黃琬嵐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遊子吟 

10 伍貝悅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春曉 

11 何浚希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詠鵝 

12 鄧珈祈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靜夜思 

13 張心柔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春曉 

14 張心悅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靜夜思 

15 劉子喬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靜夜思 

16 文以盼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 相思 

17 鄧喬茹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18 張語軒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登鸛雀樓 

19 董香妍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登鸛雀樓 

20 蒲允婷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遊子吟 

21 吳卓蔚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靜夜思 

22 吳芯瑜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靜夜思 

23 李樂熙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登鸛雀樓 

24 林文晞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清明 

25 黃雋樂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春曉 

26 林玥彤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登鸛雀樓 

27 蔡承志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七步詩 

28 譚博昇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靜夜思 

29 吳聿朗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春曉 

30 唐彥倫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遊子吟 

31 陳芍嵐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春曉 

32 鄒卓軒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靜夜思 

33 駱星諭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靜夜思 

34 關任翔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靜夜思 

35 謝鎬謙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靜夜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