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區初賽：

全港總決賽：

分組安排：

港島區、九龍區及新界區（個人獎項：各組別

均設分區冠、亞及季軍、優異星獎、良好獎、

最佳語音面貌表現獎

團體獎項： 最傑出參與學校）

  分區初賽之冠、亞及季軍參與競逐

（個人獎項：各組別均設全港總冠、亞及季軍）

  初小組（小一至小二）、中小組（小三至小四）

及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

※ 學校可將中四至中六學生的參與計入「其他學習經歷」

支持媒體：支持及撥款： 協辦：主辦：

全港廣受認可之
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比賽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查詢：9225 8490

網上報名、活動小冊子及參賽表格下載 ceant.org.hk

賽制
活動日程

賽事

各組別初賽（港島區）

各組別初賽（九龍區）

各組別初賽（新界區）

全港總決賽

舉行日期

2023年4月1日（星期六）

2023年4月15日（星期六）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2023年5月20日（星期六）

形式

線上

線上

線上

線上（暫定）*

*如全港總決賽改為實體舉行，主辦方將於2023年4月12日或之前公佈具體安排

講座及工作坊

普通話演講 —— 小學教師講座及工作坊2023
普通話演講 —— 中學教師及中學生講座及
                           工作坊2023

講座及工作坊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舉行日期

2023年3月11日（星期六）
2023年3月11日（星期六）

形式

線上

線上



活動簡介

主辦機構簡介

為推動本港中、小學生學習普通話的風氣，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推廣公民教育及
培養學生對香港的歸屬感，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自1998年起，每年舉辦「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本活動已成為廣受本港學界認可的普通話演講比賽。

本學年本會再次獲得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舉辦「第二十五屆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3」。活動更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並獲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支持。

本活動承蒙全港各校多年來大力支持，踴躍參與，參賽者水平不斷提升。此外，本會一直得
到本港大專院校專業普通話導師的支持，擔任比賽評判。他們均獲頒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
測試一級資格證書，部份更為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本會亦將繼續針對中、小學師生的不同需求，舉辦廣受歡迎的普通話演講講座及工作坊，
邀請專家分享演講技巧及心得。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於1987年，由一群積極推動香港文化教育工作的熱心人士創辦，
同年獲香港政府批准成為註冊慈善團體。隨著日子積漸，協會的會員除了專家、校長
和文教人士，更有不少前線教師。協會面向的範圍也早已跨越區界，凝聚各界人士
同心合力，為推動香港文化教育而努力。

三十多年來，協會通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及教育工作。舉辦
的活動包括足跡遍及神州的考察及交流，不同形式的培訓課程及研討會，每年主辦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及「全港學界對聯創作
比賽」，亦曾舉辦「粵語正音大賽」及協辦多項大型學界活動。亦曾舉辦「粵語正音
大賽」及協辦多項大型學界活動。本會於2013年6月正式成立普通話測試培訓中心，
指導中學生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成績斐然。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網址：ceant.org.hk



普通話演講 – 小學教師講座及工作坊2023 普通話演講 – 中學教師及中學生講座及工作坊2023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名額

2023年3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12:30

2023年3月11日（星期六）

下午2:00至下午4:30

全港小學教師

100人（先到先得，參加者可獲發出席證書）

全港中學教師及中學生

100人（先到先得，參加者可獲發出席證書）

   如何通過演講（或講故事）啟迪小學生認識大道理，寓教於樂。
   如何提升演講（或講故事）能力。
   總結歷屆賽事中反覆出現的問題，給予改善建議。
   比賽評分標準的分析與理解。

第一部份　講座
   1.
   2.
   3.
   4.

第二部份　工作坊（演講示範及點評）

   如何在參賽者普通話水平廣泛提高的情況下，撰寫高水準演講稿。
   總結歷屆賽事中反覆出現的問題，給予改善建議。
   比賽評分標準的分析與理解。
   中學組比賽題目的分析及理解。

第一部份　講座
   1.
   2.
   3.
   4.

第二部份　工作坊（演講示範及點評）

講者簡介
余京輝老師是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普通話多年，是資深的師資培訓導師。余老師
主要教授各級普通話課程、普通話水平測試備考課程、普通話朗誦、演講及教學法等課程。余老師亦是小學審定
教材《說好普通話》作者之一，更常擔任本港普通話演講、朗誦、講故事比賽的評判，是「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評判統籌。余老師將以實例分析和講解普通話演講的特點、比賽要求及評分要點。

目的：協助參與者掌握普通話演講技巧及比賽策略，提升演講能力
講者：余京輝老師
模式：透過Zoom於線上進行
費用：免費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報名表
請填妥本報名表，並於2023年3月7日（星期二）或之前傳真至3175-7514
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ceant.org.hk
查詢：請電郵至ceant_info@yahoo.com.hk，或於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致電9225-8490

學校電話：

學校地址：

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請以正楷填寫）
Zoom帳戶
顯示名稱#

傳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以上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用於本會（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所舉辦之活動。閣下可隨時要求存取及更正本會記錄中與閣下有關的個人資料，閣下亦可要求
本會從任何運作中的郵遞或分發名單中刪除閣下的資料。倘閣下須行使任何應有權利，可致函本會。在回應閣下的要求時，本會可能要求閣下提供部份個人資料，以核實身份。

1. 工作坊透過Zoom於線上進行，Zoom會議登入方式將於2023年3月9日（星期四）通過電郵及電話短訊發送予成功登記人士。
2. 登入Zoom會議室時，請確保顯示名稱與本表一致。

備註#

本人不願意接受來自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的推廣資訊。

學校名稱：

活動名稱：小學教師講座及工作坊2023 / 中學教師及中學生講座及工作坊2023（請刪去不適用者）

身份（請註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
中學生／其他:                                   ）

講座及工作坊



分區初賽

獎勵：

    ‧ 所有參賽者均可獲參賽證書乙張

    ‧ 所有負責老師均可獲感謝狀乙張

    ‧ 各區（港島、九龍、新界）各組別（初小組、中小組、高小組、初中組、高中組）均設冠軍一名、亞軍兩名、季軍兩名、

         優異星獎及良好獎，得獎者可獲獎狀乙張

    ‧ 分區冠、亞及季軍得獎者更可獲銀碟乙隻，並晉級全港總決賽 

    ‧ 最佳語音面貌表現獎

         以普通話的語音面貌評分，從分區的各組別中選出得獎者，可獲銀碟乙隻及獎狀乙張，所屬學校可獲獎狀乙張。

    ‧ 最傑出參與學校

         以每所參賽學校所有參賽者的分區初賽分數總和計算，最高分之十所小學及十所中學，均可獲頒「最傑出參與學校」獎杯乙座。

         學校參賽人數越多及每位參賽者所得的分數越高，獲獎機會越大。

分區初賽（各組別）

2023年4月15日（星期六）
九龍區初賽

名額

75

75

75

75

70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新界區初賽

名額

75

75

75

75

70

初小組

中小組

高小組

初中組

高中組

名額

組別 港島區初賽
2023年4月1日（星期六）

75

75

75

75

70

分區初賽

獎勵：

    ‧ 各組（初小組、中小組、高小組、初中組、高中組）均設全港總冠、亞及季軍各一名

    ‧ 得獎者可獲獎杯乙座、獎狀乙張及書券（冠軍港幣一千元、亞軍港幣六百元及季軍港幣三百元）

    ‧ 得獎者所屬學校可獲獎狀乙張

備註：開放予公眾於線上觀賽

全港總決賽

日期 時間

約下午12:00至6:00
地點

全港總決賽 2023年5月20日（星期六）

備註：線上分區初賽不設觀賽



對象：

名額：

費用：

分區：

賽制：

組別：

全港中、小學學生

1,110人（每校於各組別限派最多4名學生參賽，先到先得）

免費

港島、九龍及新界三區

分區初賽及全港總決賽

小學：初小組（小一至小二）、中小組（小三至小四）、高小組（小五至小六）

中學：初中組（中一至中三）、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題目：

a) 小學組（初小組、中小組、高小組）

    ‧分區初賽：可自撰或選擇坊間流行文章或故事作演繹

    ‧全港總決賽：可沿用分區初賽相同題目

b) 中學組（初中組、高中組）

    ‧分區初賽：參賽者須根據以下題目自撰演講辭：

        初中組：我將這樣建設香港

        高中組：活在當下，我如何面對前路的挑戰�

    ‧全港總決賽：演講題目不變。

評分準則：

‧內容（30%）：切題、論證、條理、層次、創意

‧ 語音面貌（40%）：聲韻調、語調、語氣、輕重音、停連、節奏、吐字歸音、清晰度、流暢度

‧演繹及台風（30%）：切合演講的演繹方法、身體姿態、表情、眼神、動作、自然得體

參賽服飾：不設限制

比賽時限：

‧各組比賽演講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初小組及中小組發言少於一分半鐘者，高小組發言少於兩分鐘者，初中組及高中組發言少於兩分半鐘者，將按缺時的長短

   在其總分扣5至10分。

評審方式：

‧分區初賽：每位參賽者由三位評判負責評審

‧全港總決賽：每位參賽者由五位評判負責評審

a) 評判資歷：

‧在大專院校任教普通話的專業導師

‧具有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一級證書資格

‧部份為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b) 評判守則：

‧嚴格按照比賽評分準則進行評審

‧為避免角色衝突及確保賽事的公平公正，各評判在賽前均要向本會申報利益

‧評審過程嚴禁與外界（包括家長、老師、學生或其他導師）交流及透露參賽者的表現或任何可能影響賽事公平的資料

評判：

作為廣受全港學校認可的大型普通話演講比賽，對評判的專業水平及操守均有嚴格的規定：

比賽細則



重要日程

即日

2023年3月7日

2023年3月11日上午

2023年3月11日下午

2023年3月20日

2023年3月24日至29日

2023年4月1日

2023年4月15日

2023年4月29日

2023年5月12日或之前

2023年5月20日

開始接受報名及查詢

講座及工作坊截止報名

普通話演講—小學教師講座及工作坊

普通話演講—中學教師及中學生講座及工作坊

比賽截止報名

傳真分區初賽分組通知予各參賽學校，參賽者及負責老師核實或更正參賽資料

各組別初賽（港島區）

各組別初賽（九龍區）

各組別初賽（新界區）

傳真全港總決賽通知予各參賽學校，參賽者及負責老師核實或更正參賽資料

全港總決賽

比賽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備註：比賽期間本會將進行拍攝及錄影，所得的照片及錄像將用作活動宣傳之用，及供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語常會）上載至語常會的網上平台及/或作其他符合公眾利益的用途。

附則：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請電郵至ceant_info@yahoo.com.hk，或於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致電9225-8490

報名辦法

網上報名、活動小冊子及參賽表格下載：ceant.org.hk

‧參賽者必須由就讀之學校確認其報名

‧比賽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23年3月20日

‧每校於各組別限派最多4名學生參賽

‧網上報名ceant.org.hk或

‧可經以下任何一種途徑遞交填妥的參賽表格：

    傳真：3175-7514
    電郵：ceant_info@yahoo.com.hk 
    郵寄：葵涌工業街10-14號華發工業大廈（後座）10樓8室「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秘書處」

活動資訊均會上載至本會網頁ceant.org.hk，歡迎瀏覽。參賽者如於指定日期內仍未收悉相關資料，
請查閱本會網頁，或致電9225-8490查詢。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盛況重温
比賽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透過Zoom在線上進行。各組別均錄得超額報名，合共有249所學校
1,138名中、小學生報名參賽。

講座及工作坊

分區初賽（港島區）

分區初賽（九龍區）



分區初賽（新界區） 

全港總決賽 ------- 初小組



全港總決賽 ------- 中小組

全港總決賽 ------- 高小組



全港總決賽 ------- 高中組

全港總決賽 ------- 初中組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全港總決賽得獎者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最傑出參與學校

小學

獎項 學校名稱 姓名 負責老師

全港總冠軍

全港總亞軍

全港總季軍

全港總冠軍

全港總亞軍

全港總季軍

全港總冠軍

全港總亞軍

全港總季軍

全港總冠軍

全港總亞軍

全港總季軍

全港總冠軍

全港總亞軍

全港總季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弘立書院

港大同學會小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英華小學

培僑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福建中學（觀塘）

恩主教書院

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

香港真光書院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聖若瑟書院

培僑書院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英華小學

民生書院小學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聖公會主風小學

沙田崇真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鄭開元

李姿瑤

王思清

林子涵

鄒雨澄

王小溪

方了了

梁睿

劉子昂

鄭麗杉

張佳鈺

付仁

黃佳晶

葉家欣

周靖云

李運娣

黃曉

湯荃荃

胡鑫珠

吳雨澄

Vivien Lau

郭育茹

林楠

黃秀芬

羅醞慧

Ms Lois

曾肖波

劉思達

許穎婷

Li Siu Fei

組別

中學

初小組

中小組

高小組

初中組

高中組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3

分區初賽（請按教育局的學校分區剔選）:
小學（初小組、中小組、高小組）
中學（初中組、高中組）
每校於各組別限派最多4名同學參賽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傳真：

校長簽署：

學校電話：

校長姓名：

校印：日期：

備註：比賽期間本會將進行拍攝及錄影，所得的照片及錄像將用作活動宣傳之用，及供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上載至語常會的網上平台及/或作其他符合公眾
         利益的用途。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以上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用於本會（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所舉辦之活動。閣下可隨時要求存取及更正本會記錄中與閣下有關的個人資料，閣下亦可
要求本會從任何運作中的郵遞或分發名單中刪除閣下的資料。倘閣下須行使任何應有權利時，可致函本會。在回應閣下的要求時，本會可能要求閣下提供部份個人資料，
以核實身份。
本人不願意接受來自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的推廣資訊。

參賽表格
港島區 九龍區 新界區

組別:

名額:

參賽者（所有參賽同學均可獲參賽證書） 負責老師（所有負責老師均可獲感謝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參賽組別 手機
（接收比賽提示短訊）

姓名 手機
（接收比賽提示短訊）

電郵電郵

網上報名 網上遞交報名表格者，
請不必重複填寫本參賽表格。

搜尋

‧請以正楷填寫本表格，並於填妥後傳真至3175-7514，或 電郵至 ceant_info@yahoo.com.hk，

   或寄交「葵涌工業街10-14號華發工業大廈（後座）10樓8室：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秘書處」

‧活動小冊子及參賽表格均可從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網頁 ceant.org.hk 下載

‧查詢請電郵至ceant_info@yahoo.com.hk，或於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致電 9225-8490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