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2017年8月6日

比賽場地：       尖沙咀梳⼠巴利道10號香港文化中心行政⼤樓4樓AC2

                                  灣仔駱克道3號607室及704室

評判：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及理⼯⼤學中國語⾔文學碩⼠

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

2017年度KPCC朗誦比賽暨頒獎禮--得獎名單

資深普通話培訓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證書、香港考試局普通話⾼級⽔平測試證書及

曾經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節目－中學生校際時事及學術常識問答比賽普通話環節評判暨顧問。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中國傳媒⼤學播⾳主持訓練證書及中國文化部頒

發朗誦教師考級證書

劉秀惠老師

謝裕寧老師

林國良老師

陳奕彤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保祿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孫老師 第一名

梁天兒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油塘） 京華普通話中心 李丹鳳 第一名

盧肇銘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孫老師 第一名

謝喆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宏廣國際幼稚園 溥思教育 邱曉誼 第一名

呂穎怡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第一名

陳立勳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趙御華 第一名

麥晴芊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德望幼稚園 甘興容 第一名

朱晉傑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Causeway Bay Victoria International 

Kindergaten and Nursery
Momoking 

Education Centre
陳瀅 第一名

洪健熹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ST.CATHENINE'S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第二名

林莃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嘉勒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第二名

魏藝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第二名

羅芯蕎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苗成長教室 第二名

周穎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香港創價幼稚園 第二名

黃暋喬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香港創價幼稚園 第二名

陳景熙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樂基幼兒學校(九龍塘)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符曦文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

成龍全人發展中心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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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2017年8月6日

比賽場地：       尖沙咀梳⼠巴利道10號香港文化中心行政⼤樓4樓AC2

                                  灣仔駱克道3號607室及704室

評判：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及理⼯⼤學中國語⾔文學碩⼠

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

2017年度KPCC朗誦比賽暨頒獎禮--得獎名單

資深普通話培訓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證書、香港考試局普通話⾼級⽔平測試證書及

曾經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節目－中學生校際時事及學術常識問答比賽普通話環節評判暨顧問。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中國傳媒⼤學播⾳主持訓練證書及中國文化部頒

發朗誦教師考級證書

劉秀惠老師

謝裕寧老師

林國良老師

黃海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楊芷悠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青衣分校） 京華普通話中心 第二名

黃晞兒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小荳芽教育中心 第二名

盧海洛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青衣分校） 京華普通話中心 第二名

林丞之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第三名

蔡希桐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劍鳴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第三名

葉子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又一村學校 第三名

何卓謙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培道幼稚園 第三名

林德諾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第三名

梁卓堯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

成龍全人發展中心

第三名

盧惠風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創思維教育 第三名

蔡梓軒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綠楊幼稚園 Kid-N-Us Club 第三名

古浿斯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鄧文傑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根德園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沈嘉俐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馮銳知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維多利亞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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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2017年8月6日

比賽場地：       尖沙咀梳⼠巴利道10號香港文化中心行政⼤樓4樓AC2

                                  灣仔駱克道3號607室及704室

評判：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及理⼯⼤學中國語⾔文學碩⼠

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

2017年度KPCC朗誦比賽暨頒獎禮--得獎名單

資深普通話培訓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證書、香港考試局普通話⾼級⽔平測試證書及

曾經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節目－中學生校際時事及學術常識問答比賽普通話環節評判暨顧問。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中國傳媒⼤學播⾳主持訓練證書及中國文化部頒

發朗誦教師考級證書

劉秀惠老師

謝裕寧老師

林國良老師

廖予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苗成長教室 第三名

盧宥廷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約克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侯穎攸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保祿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何綽謙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新欣普通話教育中

心
第三名

張雅彥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港澳翠恩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優異

周容博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優異

徐翊翀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ST.CATHENINE'S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優異

何柏呈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優異

崔齊雲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校) 聖保羅堂幼稚園 優異

張雅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言習室 優異

陳晞晴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嘉勒小學幼稚園 海怡教育 優異

莊子霽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曾諾樂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周弘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香港創價幼稚園 優異

周譽庭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曾佑熹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幼稚園 小牛橋教育中心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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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2017年8月6日

比賽場地：       尖沙咀梳⼠巴利道10號香港文化中心行政⼤樓4樓AC2

                                  灣仔駱克道3號607室及704室

評判：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及理⼯⼤學中國語⾔文學碩⼠

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

2017年度KPCC朗誦比賽暨頒獎禮--得獎名單

資深普通話培訓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證書、香港考試局普通話⾼級⽔平測試證書及

曾經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節目－中學生校際時事及學術常識問答比賽普通話環節評判暨顧問。

資深普通話老師，國家語委普通話⽔平測試⼀級、中國傳媒⼤學播⾳主持訓練證書及中國文化部頒

發朗誦教師考級證書

劉秀惠老師

謝裕寧老師

林國良老師

湯允錞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幼稚園 優異

陳安雅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樂基幼兒學校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陸愷文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柯柏朗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蘇淅小學幼稚園 優異

曹佳輝 B組 (4歲) 普通話獨誦 迦南幼稚園 青苗琴行(杏花村)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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