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你說故事」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9/20 
 

比賽章程 
 
Teacup Productions是一家非牟利的表演藝術公司。為推廣社會及文化的和諧融合，Teacup  
Productions及其成員一直參與不同的英語活動，包括舞台表演、兒童話劇工作坊及社區廣
播製作等。 
 
「童你說故事」兒童故事演講比賽致力通過有趣及互動的方式向香港小學生推廣兩文三語 
，將故事演講的藝術及語言為本的演講技巧融為一體。 
 
本比賽旨在培養學生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增強他們對閱讀、理解及演講的信心。參賽者
將有機會在比賽期間磨練語言技巧、展現語言能力及加強在公開場合演講的信心。 
 
1. 報名 

1.1. 學校必須在2019年9月30日或之前報名參賽。 
1.2. 請在以下網站填寫報名表格： 

　　　　　https://tellatale.teacupp.com/register 
1.3. 比賽報名時間由2019年9月1日上午9時至2019年9月30日下午6時，逾期報名將不獲

接納。 
1.4. 每間學校只可報名一次。 
1.5. 表格上需列明學校名稱、地址、聯絡教師的姓名、電郵地址及電話。 
1.6. 比賽設35個參賽學校名額，先到先得。 
1.7. 成功報名的學校將會獲電郵通知，有關結果亦會在以下網站公布：

https://tellatale.teacupp.com 
1.8. 比賽是學校制，只有在成功報名的學校就讀的學生才有資格參賽。 

 
2. 比賽形式 

2.1. 成功報名的學校教師和教職員將獲邀請出席於2019年10月12日舉行的簡介會，長約
45分鐘。 

2.1.1. 兩節簡介會分別於上午 (由早上10時30分至中午 12時)及下午 (由下午2時30分
至下午4時)舉行，學校可選擇派代表出席其中一節。 

2.1.2. 主辦方將以電郵通知成功報名的學校有關簡介會的地點詳情。 
2.1.3. 主辦方會在簡介會介紹比賽形式、流程及規則等資料，隨後進行問答環節。 

2.2. 參賽者的組別將按其年級分配： 
2.2.1. A組將會開放給本地學校報名，B組將會開放給特殊教育學校報名。 
2.2.2. 組別按照下表劃分： 

圖表1：比賽組別和類別 
組別 A組 (本地學校) B組 (特殊教育學校) 
第一組 小一至小二學生 小一至小二學生 
第二組 小三至小四學生 小三至小四學生 
第三組 小五至小六學生 小五至小六學生 

 
2.3. 比賽分三輪： 

a. 第一輪 - 預賽（校內） 
b. 第二輪 - 初賽（校際） 
c. 第三輪 - 決賽（校際） 

a. 預賽  
i) 此輪為校內比賽，將在各參賽學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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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參賽學校必須提供能容納至少三名評委、六名工作人員、教師及參
賽學生的場地。 

iii) 參賽學校必須委派三名教職員或其他職員擔任預賽評審。 
iv) 參賽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允許非參賽學生觀看比賽。 
v) 參賽學校可為每個組別招募五至十名學生參與預賽。 
vi) 參賽者將在評委面前演講故事，限時一分鐘。 
vii) 每間學校在每個組別裡分數最高的兩名學生可晉級初賽。 

 
b. 初賽 

i) 此輪為校際比賽，將於錄音室舉行。 
ii) 參賽者按先到先得原則登記錄音時段。 
iii) 學生演講故事限時兩分鐘，錄製後由獨立評委進行評分。 
iv) A組內每一組別分數最高的十名參賽者將晉級決賽。 
v) B組內每一組別分數最高的五名參賽者將晉級決賽。 

 
c. 決賽 

i) 本輪校際比賽完結後隨即在同一地點進行頒獎典禮。 
ii) 參賽者將在評委面前演講故事，限時三分鐘。 
iii) 每個組別分數最高的三名學生將獲頒冠、亞、季軍。 
iv) 所有決賽參賽者將在頒獎典禮上獲發證書及書劵。 

 
2.4. 主辦方將為參賽者舉辦兩次故事演講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會在預賽前於每間參賽

學校進行，第二次工作坊是跨校形式，為進入初賽的參賽者而設，參賽者必須參與
第二次工作坊才會獲確認晉級初賽的資格。 

2.5. A組參賽者應按其目前就讀的年級（一年級到六年級）分組，違規者將被取消資
格。 

2.6. B組參賽者應按其學習能力（一年級到六年級）分組，違規者將被取消資格。 
2.7. 每間學校必須在預賽三天前提供所有參賽者的姓名、年級及組別名單。 

2.7.1. 參賽名單必須以電郵發送至 tellatale@teacupp.com。 
2.7.2. 預賽舉行後不能轉換或調換參賽者。 

2.8. 在比賽及工作坊進行期間，參賽者必須攜帶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即學生證/
香港居民身份證/旅遊證件以供核實身份。無法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者將被取消
參賽資格。 

2.9. 參賽學校最多可派三名教師出席每一輪比賽及工作坊。 
 
3. 比賽材料 

3.1. 主辦方會在每一輪比賽舉行前四周以電郵發送比賽用的故事予每間參賽學校的負責
教師，並由該教師分發予參賽者。 

3.2. 參賽者將在每一輪比賽裡從分派給其組別的數個故事中選取其一。 
3.3. 每個故事分為三個部分。每名參賽者須分別以指定語言（即英語、粵語或普通話）

演講所選故事的每一個部分及全部三個部分。 
3.4. 參賽者須在比賽時背誦演講故事的內容。 
3.5. 參賽者須按原著演講故事的所有部分，不得更改原文。 
3.6. 參賽者在演講時不能使用視覺或視聽工具，包括道具、圖片、音樂、戲服及化妝。 
3.7. 若參賽者 (i) 演講非其組別的故事；(ii) 不能完整演講故事全部三個部分；或 (iii) 違

反3.6 段的要求，則只會得到評語，沒有分數亦不會獲發證書。 
 

4. 評分標準 
4.1. 初賽和決賽將由獨立評委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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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參賽學校必須委派三名教職員或其他職員擔任預賽評審。 
4.3. 評委將按以下標準評分： 

 

 標準 備註 分數  

1 　　發音 發音及咬字 10 
2 　　聲音 節奏、音量及語速 10 

3 語言 三種語言的清晰度及流利度 10 

4 演講 肢體語言、面部表情及眼神交流 10 

5 發音方式 發音的清晰度 10 
6 表達 吸引觀眾的能力 10 
7 自信 表演時的自信 10 
8 記憶 完整回憶及講述故事的能力 10 
9 時間 在規定時間內講述故事的能力 10 

10 整體表現 表演的整體印象 10 
總分 100 

4.4. 由參賽者說話開始計時。表演時間限定為： 
a. 預賽 ── 一分鐘 
b. 初賽 ── 兩分鐘 
c. 決賽 ── 三分鐘 

 
5. 工作坊安排 

5.1. 故事演講工作坊（一） 
5.1.1. 有興趣參與預賽的學生可通過一小時的工作坊提升故事演講技巧及技能。 
5.1.2. 工作坊將於每間參賽學校舉行，最多供三百名學生及六名教師參與。 

 
5.2. 故事演講工作坊（二） 

5.2.1. A組和B組晉級初賽的各組別學生須參與三小時進階故事演講工作坊。 
5.2.2. 工作坊地點將容後公佈。 

a. 第一組別 ── 2020年2月22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b. 第二組別  ── 2020年2月22日（下午2時至下午5時） 
c. 第三組別  ── 2020年2月23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6. 頒獎 

6.1.1. 所有參賽者將獲頒參與證書。 
6.1.2. 證書只會在比賽當天頒發。 
6.1.3. 遺失或損毀的證書補發申請將按個別情況處理。 
6.1.4. 頒獎典禮後遺失或損毀的獎盃及書劵一概不予補發。 

 
7. 場地規則 

7.1.1. 每一輪結果公布前，所有人士（包括參賽者、教師或家長）不得接觸評委。 
7.1.2. 比賽場地禁止使用通訊或電子設備，嚴禁拍攝比賽任何部分（包括評委進行

評論及公布結果時）。 
7.1.3. 所有（7.1.1或7.1.2）的違規者將被勸喻離場。若當事人為參賽者，其參賽資

格將被取消，亦不會得到分數或證書。 
7.1.4. 各參賽者需自行安排前往工作坊和比賽場地的交通。主辦方不會在任何場地

提供泊車位。 
7.1.5. 工作坊及比賽場地座位將優先分配給予參賽者及其教師。家長及其他隨行者

或無法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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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參賽者及出席比賽和工作坊的人士必須妥善看管個人物品。主辦方不會為任
何損失負責。 

7.1.7. 嚴禁在工作坊及比賽場地移動設置及設備。主辦方保留追討破壞會場設備所
導致的損失之權利。 

 
8. 其他事宜 

8.1.1. 與比賽相關的重要日期已列明在本章程附件1，內容與比賽網站上載的資料一
致。按比賽需要，主辦方保留修改日期/時間/場地的權利。任何修改將在比
賽網站正式發布，以網站最新資訊為準。 

8.1.2. 主辦方收集參賽者的個人資料謹供比賽之用。 
8.1.3. 主辦方有權為參賽者拍攝和錄影，並使用作下列用途，包括但不限制於在社

交媒體發布。如有任何問題，參賽者和家長可直接聯絡校方。 
8.1.4. 主辦方對行政事務及比賽相關事宜所做的一切決定，包括就規定及條例所作

之解釋，均為最終決定。 
8.1.5. 一切投訴及建議須由學校以電郵向主辦方提出 （tellatale@teacupp.com）。

個人投訴不予接納或跟進。 
8.1.6. 若因教育局停課必須取消比賽回合或工作坊，主辦方將作出替代安排。傳染

病/暴雨/颱風停課期間的比賽安排將及時上載至比賽網站（參見附件2／附件
3／附件4）。 

8.1.7. 傳染病患者不可出席比賽或工作坊。 
8.1.8. 如中、英文兩個版本的章程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一切以英文版本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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