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 EDB(CD)/ADM/50/1/2(39) 

教育局通函第 202/2022 號

分發名單：  各小學及中學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 —備考

課程發展處  

申請參加學生教育活動及比賽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 

(注意：所有小學及中學校長均應閱讀此通函 )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小學及中學參加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合辦

或公布的教育活動及比賽。學校為學生安排學習活動，應配合學習宗旨和課

程目標，並照顧學生學習需要，保障師生安全。學校籌辦活動時須注意的事

項，可參閱教育局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  

詳情

2. 有關的教育活動及比賽項目如下：

a) 小學：

學 習 領 域 /科 目 /

跨學習領域  

名稱  經辦人 / 

負責人  

備註  附件  

ix) 中國語文教育 /

普通話科  

2022/23 全 港 小

學普通話朗誦及

演講比賽  

校長、普通話科

科主任及教師  

截止日期：  

2023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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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學：

學 習 領 域 /科 目 /

跨學習領域  

名稱  經辦人 / 

負責人  

備註  附件  

ix) 中國語文教育 /

普通話科  

2022/23 全 港 中

學普通話演講比

賽  

校長、普通話科

科主任及教師  

截止日期：  

2023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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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 0 2 2 / 2 3全 港 小 學 普 通 話 朗 誦 及 演 講 比 賽

宗旨 /目標  

本附件旨在邀請各小學參加上述比賽。

詳情

2. 比賽由教育局主辦，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協辦，目的是提供更多實

踐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普通話的成果，以及鼓勵學校營造普通

話學習的氛圍。有關比賽詳情，請參閱附錄 12a，截止日期為 2023年 5月 19

日（星期五）。

聯絡人  

3. 如有查詢，請致電  3540 7411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李綺麗女士聯絡。



附錄 12a 

2022/23 全港小學普通話朗誦及演講比賽 

比賽章程 

目的 

提供更多實踐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普通話的成果，營造普通話學習的

氛圍。 

對象 

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組別 

初小組（小一至小三） 

高小組（小四至小六） 

項目 

1. 朗誦詩歌（初小組）
- 問路 金波 

- 桃子 杜榮琛 

- 我來了 張秋生

2. 複述故事和分享感想（高小組）
- 鄭人買履

- 鷸蚌相爭

- 守株待兔

參賽規則 

1. 參賽者從主辦方提供的指定詩歌或成語故事中，選出一首詩歌或一句成語，

初小組詩歌朗誦不超過 2 分鐘，高小組複述故事和分享感想不超過 3 分鐘

2. 參賽者必須穿着整齊校服，並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發展情況，選擇佩戴或

不佩戴口罩

3. 參賽者必須站立，朗誦或短講時不得照稿讀

4. 比賽以錄影方式進行，所有影片須不經剪接及後期美化

5. 教育局可將參賽作品用於教育或推廣普通話方面的宣傳、展覽及印刷用途而

無須支付參賽者任何費用

6. 參賽者遞交作品即表示同意遵守是次比賽章程及規則

7. 主辦方保留所有參賽細則、賽果及獎項安排等之最終決定權



參賽辦法 

1. 參賽者以個人為單位，參賽作品須經就讀學校遞交，每校最多派 4 名學生參

賽

2. 學校自行安排錄影，每份參賽作品請獨立儲存為 MP4 檔案，並以「（學校名

稱）_（學生級別）_（姓名）_（詩歌名稱或成語故事）」為檔案名稱，例如

「香江學校_小一級_陳大文_問路」、「香江學校_小五級_王小明_鄭人買履」 

教師請填寫網上參賽表格，點擊上傳影片按鈕提交參賽影片。

報名網址：https://ceant.org.hk/mandarin-speech/speech2022p/

3. 截止日期：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4. 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如欲更改任何資料，須以電郵或致電通知主辦方

5. 主辦方收到參賽表格及作品後，系統會即時發出電郵通知，如有任何問題，

請致電 2117 1725 查詢

評審 

由普通話專家擔任評判，賽果由評判和主辦方作最後決定 

獎項 

1. 每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和優異獎

2. 每位參賽者均將獲發參與證書乙張

報名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17 1725 與李詠珊女士聯絡 

參考資料 

附錄 12b 

宣傳海報 

附錄 12c 

https://ceant.org.hk/mandarin-speech/speech2022p/


附錄 12b 

參考資料（初小） 

朗誦詩歌 

（一） 問路   金波 

我向第一個人問路， 

他對我說得明明白白。 

可是我還是沒找到， 

只好站在那裏發呆。 

我向第二個人問路， 

他給我畫了一張地圖。 

可是我還是沒找到， 

我站在那裏真想哭。 

我向第三個人問路， 

他領着我一起向前走。 

我終於找到了目的地， 

還結識了三位好朋友。 

錄自  

中國語文教育組《童心童趣兒童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單元二，第 55 頁。 



 

 

 

 

 

 
（二） 桃子   杜榮琛 

 

 

 

桃子像顆心 

桃樹是母親 

掛住了一顆顆孩子的心 

 

桃子說: 

我是您的一顆心 

更是您的小親親 

 

桃樹說： 

我愛每一顆心 

抵過滿天的星 

 

 

 

 

 

錄自  

中國語文教育組《童心童趣兒童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單元二，第 52 頁。 

 
 



（三） 我來了   張秋生 

春天，用第一個小嫩芽 

說：我來了。 

夏天，用第一個小花蕾 

說：我來了。 

秋天，用第一張飄落的葉 

說：我來了。 

冬天，用第一朵潔白的雪花 

說：我來了。 

錄自  

中國語文教育組《童心童趣兒童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單元三，第 101 頁。 



參考資料（高小） 

複述故事和分享感想 

（一）鄭人買履

故事原文及篇章賞析：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

ded-passages/KS2_03.pdf

（二）鷸蚌相爭

故事原文及篇章賞析：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

ded-passages/KS2_04.pdf

（三）守株待兔

故事原文及篇章賞析：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

ded-passages/KS1_0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2_0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2_0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2_04.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2_04.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0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KS1_01.pdf


附錄 12c 



附件 13 

2022/23全港中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宗旨 /目標  

本附件旨在邀請各中學參加上述比賽。

詳情

2. 比賽由教育局主辦，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協辦，目的是提供更多實

踐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普通話的成果，以及鼓勵學校營造普通

話學習的氛圍。有關比賽詳情，請參閱附錄 13a，截止日期為 2023年 5月 19

日（星期五）。

聯絡人  

3. 如有查詢，請致電  3540 7411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李綺麗女士聯絡。



附錄 13a 

2022/23 全港中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比賽章程 

目的 

提供更多實踐普通話的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普通話的成果，營造普通話學習的

氛圍。 

對象 

中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項目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參賽規則 

1. 參賽者從主辦方提供的指定名句，選出一句，說說這句話的啟示。初中組不

超過 3 分鐘，高中組不超過 5 分鐘

2. 參賽者必須穿着整齊校服，並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發展情況，選擇佩戴或

不佩戴口罩

3. 參賽者必須站立，演講時不得照稿讀

4. 比賽以錄影方式進行，所有影片須不經剪接及後期美化

5. 教育局可將參賽作品用於教育或推廣普通話方面的宣傳、展覽及印刷用途而

無須支付參賽者任何費用

6. 參賽者遞交作品即表示同意遵守是次比賽章程及規則

7. 主辦方保留所有參賽細則、賽果及獎項安排等之最終決定權



參賽辦法 

1. 參賽者以個人為單位，參賽作品須經就讀學校遞交，每校最多派 4 名學生參

賽

2. 學校自行安排錄影，每份參賽作品請獨立儲存為 MP4 檔案，並以「（學校名

稱）_（學生級別）_（姓名）_（名句編號）」為檔案名稱，例如「香江學校

_中一級_陳大文_二」

教師請填寫網上參賽表格，點擊上傳影片按鈕提交參賽影片。

報名網址：https://ceant.org.hk/mandarin-speech/speech2022s/

3. 截止日期：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4. 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如欲更改任何資料，須以電郵或致電通知主辦方

5. 主辦方收到參賽表格及作品後，系統會即時發出電郵通知，如有任何問題，

請致電 2117 1725 查詢

評審 

由普通話專家擔任評判，賽果由評判和主辦方作最後決定 

獎項 

1. 每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和優異獎

2. 每位參賽者均將獲發參與證書乙張

報名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17 1725 與李詠珊女士聯絡 

參考資料 

附錄 13b 

宣傳海報 

附錄 13c 

https://ceant.org.hk/mandarin-speech/speech2022s/


附錄 13b 

參考資料（初中） 

說說這句話給我的啟示 

一、 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 

二、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 顧炎武《與人書》 

參考資料： 

1.教育局網頁：中華經典名句釋義與應用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

lture-interpretation.html

2. 教育局網頁：中華經典名句短片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

lture-video.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interpret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interpret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video.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video.html


參考資料（高中） 

說說這句話給我的啟示 

一、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孟子．離婁下》 

二、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  黃檗禪師《上堂開示頌》 

參考資料： 

教育局網頁：中華經典名句釋義與應用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

lture-interpret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interpretation.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interpretation.html


附錄 13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