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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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蔚翹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京華普通話中心 李丹鳳 第一名

樊梓霖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一名

廖思行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宣道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吉延玲 第一名

黃亦醇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曾春燕 第一名

彭心瑤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英基沙田小學 第一名

何卓希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王淑吟 第一名

湯智仁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約克幼稚園 京華普通話中心 李丹鳳 第一名

丘焯匡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 第一名

呂珏澄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York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郭志琴 第一名

陳梓朗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學之園幼稚園（下午） 京華普通話中心 李丹鳳 第一名

陳望晴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二名

錢相亦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維多利亞(君匯港)
新欣普通話教育中

心
第二名

林凱妮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第二名

成琛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協恩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梁天朗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高天教 第二名

孔祿堯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京華普通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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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浩軒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根德園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何晉賢 C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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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心喬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比華利中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方昱喆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二名

鄭燁翹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苗成長教室 第二名

何兢康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二名

謝宛諭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謝利英語世界教室 第二名

胡竣熙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天主教聖馬加利大幼稚園 Amazing Learners 第二名

陳煒澄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幼稚園 第二名

黃文煒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進聞課室 第三名

吳祁峻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三名

李鎵淇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粉嶺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 第三名

陳允荍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三名

陳暐承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學之園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第三名

陳世佑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聖公會幼稚園 第三名

陳樂灃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崇真小學幼稚園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

心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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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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俊銘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Kentville Kindergarten 第三名

伍芷煊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屯門順德聯誼總會梁李秀如幼稚園 第三名

古嘉揚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比華利中英文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葉民灝 C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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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希兒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京華普通話中心 第三名

黃姸熹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高主教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第三名

李樂晴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約克國際幼稚園 第三名

陳熙妍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基督堂幼稚園 第三名

蕭正樑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九龍塘宣道幼稚園 卓越漢語教室 第三名

鍾汶哲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第三名

葉卓鈴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維多利亞(海怡)幼稚園 第三名

李卓添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小北京中文教育中

心
第三名

吳卓霖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第三名

麥政譽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第三名

黃昭怡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英藝國際幼稚園 優異

譚穎彤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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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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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漢娜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鄭旭希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李宛樺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York International School 優異

勞苡婷 C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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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

黃鈞佑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保良局田家炳幼稚園 京華普通話中心 優異

林儁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宣道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莊紫瑜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黃裕淅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天主教明我幼稚園(港島校) 優異

蕭天濼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優異

黃嘉琪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優異

吳承叡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生命幼稚園 天鳥音樂王國 優異

方瑞麒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樂基幼兒學校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鄭焯壎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德望幼稚園
彥教育兒童普通話

中心
優異

許慧然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弘立幼稚園 優異

蔡梓駿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根德園幼稚園 優異

劉曦賢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國際英文幼稚園 謝利英語世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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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楚縈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約克幼稚園 優異

梁智堯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苗成長教室 優異

麥沛楹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幼稚園部) 優異

曾千祐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優異

鄭毓筠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優異

顏熒慧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樂基幼稚園(九龍塘) 優異

林可兒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
新欣普通話教育中

心
優異

黎日彤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馮灝殷 C組 (5歲) 普通話獨誦 民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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