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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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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支持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 

全港總決賽通知書 

2020 年 9 月 17 日 

（共 4 頁） 

各位參賽者/家長/老師：                                    

恭喜同學榮獲「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分區初賽的分區冠/亞/季軍，

並順利晉身全港總決賽。  

因應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全

港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將作以下調整：（1）全港總決賽將改為以實時網上會議形式透過遠端會議

軟件 Zoom 進行，全港總決賽的比賽規則及評分準則維持不變；（2）取消全港總決賽初中組及

高中組的即場答問環節及所產生的「最佳口才獎」及「最具創意獎」；及（3）取消頒獎典禮，

所有證書、獎狀、銀碟、獎盃及書券改以郵寄或速遞至參賽者所屬學校。  

請細閱本文件內容，並於本會網站下載區：http://ceant.org.hk/download/ 下載「2020 初

賽得獎名單_全港總決賽名單及編組安排（2020.09.14）」，自行抄錄「全港總決賽組別及出場次

序」及「姓名」，如：初小組_01_陳大明，以便於進入 Zoom 會議室時輸入有關資料。 

1. 全港總決賽詳細安排 

日期：2020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這天為公眾假期） 

組別 比賽人數 報到及簡介時間  比賽時間 核分及公布成績 # 

初小組 15 人 12:45 -13:15 13:15-14:15 14:15-15:00 

中小組 15 人 15: 00-15:30 15:30-16:30 16:30-17:15 

高小組 15 人 12:45 -13:15 13:15-14:15 14:15-15:00 

初中組 15 人 12:45 -13:15 13:15-14:15 14:15-15:00 

高中組 15 人 15: 00-15:30 15:30-16:30 16:30-17:15 

# 即時公布成績的安排需要視乎政府關於疫情的最新安排方可落實，如不能即時公布，會在活

動當天，比賽開始前通知參賽者 

http://ceant.org.hk/download/


 

第 2 頁 

2. Zoom 會議詳細安排： 

組別 加入 Zoom 會議連結 會議 ID 密碼 現場查詢 
電話號碼 
 

初小組 https://us04web.zoom.us/j/4479216398?pwd=O
WhPOE1QOWZQRXZGVXhSWExyQllyZz09 

447 921 6398 
 

PTHp12 

 

5536 6080 

中小組 https://us04web.zoom.us/j/6412662709?pwd=R
0NaUkNGRG9GMjJBZVhSeEhPYXhFdz09 641 266 2709 PTHp34 5536 6080 

高小組 https://us04web.zoom.us/j/8970780670?pwd=
MEwyekVzWHl1REZLTjRtdGZzU0t1dz09 897 078 0670 PTHp56 5536 4577 

初中組 https://us04web.zoom.us/j/6287868736?pwd=O
WphUVlYMXFUZTk0OTJSekdyak5DZz09 

628 786 8736 PTHs123 9225 8490 

高中組 https://us04web.zoom.us/j/7447459811?pwd=
NWtKYU5mNlJCYkV0ZUpNNm5zQ2xBUT09 744 745 9811 PTHs456 9225 8490 

 

報到時注意事項： 

• 準備一雙耳機及咪以取得最佳音效 

• 各參賽者必須在報到時間開始時，如 12:45 - 13:15 時段，即 12:45 進入 Zoom 會議室報

到及聆聽簡介  

• 進入 Zoom 會議室程序：1）請輸入會議 ID；2）更改名字以顯示組別、出場次序及姓

名，如：初小組_01_陳大明；3）輸入密碼，以便大會核實參賽者身份 

• 為保障參賽者的隱私，每組的 15 位參賽者會逐一進入 Zoom 會議室報到 

• 報到時，請出示附有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如學生證／手冊／身份證等） 

• 使用虛擬背景的參賽者，在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時，請暫時關閉虛擬背景，以便本會能

夠清楚核實有關身份證明文件 
 

比賽時注意事項： 

• 全港總決賽將會公開進行。比賽進行時，每組的 15 位參賽者全部一起進入 Zoom 會議

室，逐一比賽未被請出的參賽者需要留在會議室內觀賽，直至整組比賽結束後，方可

離開 

• 在 Zoom 會議室觀賽期間，請設置靜音模式 

• 參賽者可以選擇以實景出鏡，或使用虛擬背景，以保障其隱私 

• 如使用虛擬背景，可以自由選擇背景圖片，或以下大會提供的主題背景，有關主題背

景可於本會網站下載區http://ceant.org.hk/download/下載 

     
• 比賽期間，請參賽者確保收音清晰及自己的影像最少顯示上半身，即頭至腰部，以便

評判能夠清楚看見你的台風包括儀態、手勢及眼神，台風佔總分 20 分 

https://us04web.zoom.us/j/4479216398?pwd=OWhPOE1QOWZQRXZGVXhSWExyQllyZz09
https://us04web.zoom.us/j/4479216398?pwd=OWhPOE1QOWZQRXZGVXhSWExyQllyZz09
https://us04web.zoom.us/j/6412662709?pwd=R0NaUkNGRG9GMjJBZVhSeEhPYXhFdz09
https://us04web.zoom.us/j/6412662709?pwd=R0NaUkNGRG9GMjJBZVhSeEhPYXhFdz09
https://us04web.zoom.us/j/8970780670?pwd=MEwyekVzWHl1REZLTjRtdGZzU0t1dz09
https://us04web.zoom.us/j/8970780670?pwd=MEwyekVzWHl1REZLTjRtdGZzU0t1dz09
https://us04web.zoom.us/j/6287868736?pwd=OWphUVlYMXFUZTk0OTJSekdyak5DZz09
https://us04web.zoom.us/j/6287868736?pwd=OWphUVlYMXFUZTk0OTJSekdyak5DZz09
https://us04web.zoom.us/j/7447459811?pwd=NWtKYU5mNlJCYkV0ZUpNNm5zQ2xBUT09
https://us04web.zoom.us/j/7447459811?pwd=NWtKYU5mNlJCYkV0ZUpNNm5zQ2xBUT09
http://ceant.org.hk/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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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港總決賽是首次透過 Zoom 進行，期間可能會出現技術性問題，希望各位明白，並感謝

您們的忍耐與支持 
 

3. YouTube 直播及觀賽安排： 

全港總決賽是公開進行，歡迎參賽者邀請親友及師長在 YouTube 觀看賽事的現場直播。 

組別 YouTube 頻道直播連結 直播時間 

比賽 公布成績 

初小組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Bk8pr3UUE

SfGK46IhumkQ/ 
13:15-14:15 14:15-15:00 

中小組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PfH0CjDjc2

H-bpVn-R_vw/featured 
15:30-16:30 16:30-17:15 

高小組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5bBTtwdl
MGXgaqZjGyjMQ/ 13:15-14:15 14:15-15:00 

初中組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V8PqDt36Yc
eSLaqA1J3HQ 13:15-14:15 14:15-15:00 

高中組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i3zQsGWN

TVAN_tYK8-p5Q 
15:30-16:30 16:30-17:15 

 
4. 題目：各組都可沿用初賽題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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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出總分後將被扣 5 至 10 分 

6. 評審方式：每組由五位評判負責評審  

7. 評分準則： 
 內容（40 分）：切題、創意、論據、條理、層次 
 語音（40 分）：聲韻調、節奏、語音面貌  
 台風（20 分）：儀態、手勢、眼神 

8. 比賽規則： 

a) 比賽開始前，請參賽者確保收音清晰及自己的影像最少顯示上半身，即頭至腰部 

b) 比賽以普通話進行，每人有三分鐘比賽時間 

c) 等候指示，會議主持人將按鈴一下及舉起「比賽開始」字牌表示可以發言 

d) 比賽完結前三十秒，會議主持人將按鈴一下及舉起「尚餘 30 秒」字牌提示參賽者 

e) 比賽時間屆滿，會議主持人將按鈴三下及舉起「時間已到」字牌提示參賽者 

 
9. 獎勵： 

 各組（初小組、中小組、高小組、初中組、高中組）設全港總冠、亞及季軍各一名 
 全港總冠、亞及季軍各得獎盃乙座、獎狀乙張及書券（面額分別為港幣一千元、港幣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Bk8pr3UUESfGK46Ihumk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Bk8pr3UUESfGK46Ihumk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PfH0CjDjc2H-bpVn-R_vw/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PfH0CjDjc2H-bpVn-R_vw/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5bBTtwdlMGXgaqZjGyjM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5bBTtwdlMGXgaqZjGyjM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V8PqDt36YceSLaqA1J3H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V8PqDt36YceSLaqA1J3H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i3zQsGWNTVAN_tYK8-p5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i3zQsGWNTVAN_tYK8-p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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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元及港幣三百元） 
 全港總冠、亞及季軍得主所屬學校及負責老師可獲獎狀乙張 

10. 全港總決賽成績、獎項及證書安排： 

如因應限聚令不能即時公布成績，大會將於 10 月 12 日或之前將成績上載至本會網站：

www.ceant.org.hk，並以電郵通知得獎學校及老師。參賽證書、獎狀、感謝狀、銀碟、獎盃

及或書券將於 10 月 30 日或前郵寄或速遞至學校 

11. 「其他學習經歷」學習時數的計算： 
由負責老師自行向學校申報 

12. 服飾：沒有限制 

13. 備註：比賽期間，大會將錄製比賽過程，所得之錄像及照片可能用作宣傳之用 

14. 查詢： 
電話：9225-8490（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傳真：3175-7514 
電郵：ceant_info@yahoo.com.hk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網址：www.ceant.org.hk 

http://www.ceant.org.hk/
mailto:%E9%9B%BB%E9%83%B5ceant_info@yahoo.com.hk
mailto:%E9%9B%BB%E9%83%B5ceant_info@yahoo.com.hk
http://www.cean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