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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兒童故事演講⽐賽 2020 ⽐賽章程 
 

⼀) 宗旨 
故事世界可以天⾺⾏空，多姿多采，內容每每帶有教育意味。兒童從故事中得到啟發，說故
事提升⾃⼰的說話能⼒，抒發⾃⼰的情緒。希望藉此⽐賽給予天真爛漫的兒童，翱翔於充滿
⾊彩與幻想世界的平台。[此乃網上⽐賽，參賽者只需要提交影⽚參賽］ 
 

⼆) 主辦單位 
⾹港⻘年兒童⽂藝協會 

 

三) 主題 
1) 	 童話故事 

2) 	 ⾃由選題 
 
 

四) 語⾔ 
英語組：演講語⾔為英語 
粵語組：演講語⾔為粵語 
普通話組：演講語⾔為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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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別 
* 參賽者可同時參加粵語、英語及普通話三組 

* 每組可同時參加兩個題⺫ 

* 年級以 2020-2021 年度⼊讀計算 

* 凡有年齡限制之項⺫，均以 2020 年 12 ⽉ 31 ⽇為計算⽇期 
 
 

組別 粵語組 英語組 普通話組 

個⼈ 幼兒組 
	就讀學前預備班（Pre-Nursery） 

C100 E100 P100 

幼稚園 K1 C101 E101 P101 

幼稚園 K2 C102 E102 P102 

幼稚園 K3 C103 E103 P103 

⼩學初級組 P1-P2 C104 E104 P104 

⼩學中級組 P2-P3 C105 E105 P105 

⼩學⾼級組 P4-P6 C106 E106 P106 

團體 ⼩組合作組 
2 ⼈或以上參賽者 
年齡必須為 9 歲或以下 

GC100  GE100  GP100  

團體親⼦組 
其中⼀位參賽者年齡必須為 9 歲或以下 
其他參賽者年齡不限 
總參賽⼈數不得超過 6 ⼈ 

GC200	 
  

GE200  G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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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分準則 
1)	 	 	 滿分為 100 分： 

評分項⺫ 配分⽐例 

故事內容 創意表現 35% 

舞臺台⾵ 30% 

語⾳聲韻 25% 

時間掌握 10% 

 
評判會根據參賽者的整體表現評分，包括︰ 

a) 內容：內容創新，⽣動有趣，題材健康。 
b) 語⾳：吐字清楚，表達流暢，語⾳標準。 
c) 表演：創新演出，⽣動演說，表情豐富，互動性⾼。 

2) 評判對⼀切藝術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3) 個⼈組別演講不超過 4 分鐘，團體組別演講不超過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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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獎項 
1）本會將按參賽者之成績頒發獎項如下： 

⾦獎 86 分或以上 (奬盃及證書) 

銀獎 74 – 85 分 (奬盃及證書) 

銅獎 64 – 75 分 (奬盃及證書) 

優異獎 60 – 65 分 (證書)  

  	* 未獲獎⽽完成賽事之參賽者，均可獲發參賽證書。 
 

2) 同時參與粵語、英語及普通話組，三組同時獲⾦/銀/銅獎，將頒發「傑出演說⼤
獎」。 （證書⼄張) 
 
3) 最具創意獎、最佳服飾獎多名。此獎項均由評判評定。（均獲證書⼄張） 
 
4) 傑出導師培訓獎（獎座及證書⼄張） 

a) 任何導師推薦多於五位或以上學⽣參賽(不包括⽼師)，均獲得⾦/銀/銅獎； 
b) 參賽者在填寫報名時，必須填妥⽼師中英⽂姓名全名；（證書將依據參賽者提

供的製作）、電郵及聯絡電話。注意，如資料不全或錯誤，將不會頒發此獎項； 
c) ⽼師需⾃⾏提交《傑出⽼師培訓獎》申請表 ； 
d) 每名參賽者，只可選擇推薦導師或機構其⼀，並只可填寫⼀名或⼀機構。 

 
5) 傑出機構培訓獎（獎座及證書⼄張） 

a) 任何機構推薦多於⼗位或以上參賽者參與； 
b) 參賽者在填寫報名時，必須填妥機構中英⽂全名（證書將依據參賽者提供的 

製作）、電郵 及聯絡電話；注意，如資料不全或錯誤，將不會頒發此獎項； 
c) 機構需⾃⾏提交《傑出機構培訓獎》申請表 ； 
d) 每名參賽者，只可選擇推薦導師或機構其⼀，並只可填寫⼀名或⼀機構； 
e) 資料⼀經提交，不可更改。 

 
6) 最具⼈氣⼤獎 （獎盃及證書⼄張）（⾃⾏選擇參加） 

參賽者可以⾃⾏選擇參加，評判會在其中挑選優秀參賽者，⾓逐最具⼈氣⼤獎。 
參賽影⽚將被上載⾄ facebook 平台進⾏網上投票， 
並在 2020 年 11 ⽉ 20 ⽇⾄ 11 ⽉ 22 ⽇期間⾓逐最具⼈氣總冠、亞、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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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個⼈組別 每項港幣$290 元 

團體組別 每項港幣$490 元  

*費⽤以每題⺫及三種語⾔均獨⽴計算  

* 如需在奬盃上印有參賽者名字， 需另加 $80 ⾏政費 

 

九) 報名⽅法 
   1) 繳費 

銀⾏轉賬 中國銀⾏ 012-611-2-019738-4 

A/C: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Arts Association Limited 

轉數快 電話 4643 3254 

在訊息內輸入英文名及電話，付款後截圖 
PayMe QR code 

 

Alipay HK QR Code 

 

 

2) 付款後請拍照/屏幕截圖，連同參賽者英⽂姓名及聯絡電話，上傳⾄參賽表格內。 
3) 網上報名 
     填妥網上表格	  
     www.hkcyaa.com/storytelling2020-application 
4) 填妥報名表後，如未收到電郵，請查看垃圾郵箱。 
     如仍未收到，請電郵致查詢 ： hkcyaa@gmail.com 
5) 網上提交表格 

                填妥提交作品表格  
                www.hkcyaa.com/storytelling2020-submission 

6) 傑出導師/機構培訓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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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規格 
參賽者必須跟隨以下指引，否則將影響評分/評級，甚或被取消資格： 

1）檔案上載前，必須把檔案名稱儲存為，「組別_姓名_故事名稱」。 
例如：「E100_陳⼤⽂_三隻⼩豬」 

2）依次朗讀參賽者姓名、⽐賽標題。 
3）朗讀故事內容⼀次。 
4） 如參賽者於影⽚中重複演繹同⼀作品，只有⾸次演繹獲得評審。 
5）影⽚必須是現場收⾳，不可配⾳。 
6）整段影⽚須清楚顯⽰參賽者之全⾝、樣貌及動作。 
7）影⽚必須為⼀鏡到底的拍攝原⽚，不得加⼊特別效果，例如加⼊配樂、⾳響、圖⽚、

⽂本、濾鏡、過渡、調⾊、調光、字幕或特別效果等，亦不得進⾏任何剪接及後期 
製作。 

8）確保影⽚聲畫同步和流暢，以及⾳質清晰。 
9）影⽚解像度為 720p(1280x720)或以上。 

10）在室內以簡單背景和寧靜的環境下拍攝，並確保光度充⾜。	 
11）拍攝影⽚時，應保持拍攝鏡頭穩定，應定鏡拍攝，不應移動鏡頭。 
12）於錄影期間佩戴⼝罩或會影響演出表現。本會⿎勵參賽者在家或於安全情況下脫下⼝

罩錄影，惟請參賽者⾃⾏評估健康⾵險，並參考政府當時發出的健康衞⽣指引。	 
13）提交的連結必須有效，如因連結失效⽽未能評分，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 重要⽇期 
截⽌報名⽇期	 	 	 	 	 	 	 			 2020 年 11 ⽉ 2 ⽇ 晚上 23：59 
截⽌遞交影⽚⽇期 	 	 	 	 2020 年 11 ⽉ 6 ⽇ 晚上 23：59 
⾓逐最具⼈氣獎⽇期 	 	 2020 年 11 ⽉ 20 ⽇早上 09：00 ⾄ 12 ⽉ 22 ⽇晚上 23：59 
公布結果⽇期	 	 	 	 	   	 	 	 2020 年 11 ⽉ 30 ⽇ 

 
 

⼗⼆) 領取獎項 
所有奬項及證書均採⽤順豐速運運費到付寄送， 
請準確核對報名表格所填寫之郵寄地址。 

 

⼗三) 查詢：	 
電郵：hkcyaa@gmail.com 
網⾴：www.hkcyaa.com 
WhatsApp：4643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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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須知 
1）所有遞交之參賽影⽚將為 HKCYAA 擁有，並可能⽤作作品展覽相關的宣傳及網站 
      紀錄之⽤。如不同意本會使⽤影⽚，請於報名時通知本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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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評判會就故事演講⽐ 
      賽事宜保留最終決定權，參賽者不得異議。 
3）參賽者將定時收到本會之最新消息及通知。 
4）本會保留更改以上所有條款之內容及詮釋⽐賽規則之權利⽽無須另⾏通知。 
5）⼀切已繳交的參賽費⽤，概不獲退還。 
6）得獎者如希望在獎盃上刻有專屬姓名，只需附加港幣$80。 
7）是次賽事，只有⾦銀銅獎獲頒發獎盃。如要求特制優異獎獎盃/傑出演說⼤奬獎盃 
     等，需另加港幣$150 ⾏政費。 
8）如有任何爭議，本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9) 資料⼀經提交，則不能作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