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第一頁  第一頁  第一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A402-1 1230 1300 初級組 九龍塘宣道小學 普通話 劉泰泓 過年

FA203-1 1230 1300 家庭組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粵語 李樂遙 伍淑兒 嫦娥奔月

FA203-2 1230 1300 家庭組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粵語 蘇芷萱 蘇芷葶 陳秀菁 蘇健輝 七夕節

J(I)A402-2 1230 1300 初級組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粵語 張奕蔚 年獸的故事

S(G)A302-1 1230 1300 高級組 上水宣道小學 粵語 羅晞文 賴姵伶 團團圓圓吃元宵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S(G)A302-1 1230 1300 高級組 上水宣道小學 粵語 羅晞文 賴姵伶 團團圓圓吃元宵

S(G)B302-1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鄧詠如 任傲妍 劉綺晴 曾耀達 重陽節奇談

S(G)B303-1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蔡芷淇 鄭心靈 李瑋珊 陳巧萌 中秋節奇談

J(I)A403-6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曾儷玲
嫦娥奔月.傳統節日  中秋

節

S(G)A302-2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吳影帆 毛學欣 牛郎織女的傳說

S(G)A303-1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石嘉希 梁雯雯 陳曉瀅 端午節的起源

S(I)B304-8 1330 1400 高級組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粵語 李司琪 嫦娥奔月

J(I)A404-2 1230 1300 初級組 山咀公立學校 普通話 曾雲珠 春節

S(G)B302-2 1330 1400 高級組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粵語 何栢詩 張明輝 鍾承恩 何光亮 年獸來了

S(I)B304-7 1330 1400 高級組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粵語 黎慧瑩 春節

J(G)A202-1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李浚煒 樂佳臻 寒食節

S(G)B303-2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雅立 林  浩 羅鎧澄 戴諾雯 春龍節

J(I)A402-3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潘詩婷 中國節日故事

S(G)A303-2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吳曉莉 梁希研 林映彤 蔡嘉敏 中國節日故事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觀塘)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S(G)A303-2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吳曉莉 梁希研 林映彤 蔡嘉敏 中國節日故事

J(I)A402-4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鍾仁傑 年獸害怕爆破聲

S(I)A304-1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鍾藹寧 嫦娥奔月

J(I)A404-3 1230 1300 初級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粵語 鄧芷穎 元宵姑娘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B402-1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鍾千欣 過年的傳說

J(I)B404-1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蘇明山 過年的傳說

S(G)B302-9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尤俊威 楊皓晴 葉津兒 吳以琳 中秋節的傳說

S(I)B305-5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蕭銘均 端午節的來源

J(G)A202-2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黃可晴 黃可澤 洪嘉鑫 灶神的故事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J(G)A202-2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黃可晴 黃可澤 洪嘉鑫 灶神的故事

S(G)A303-3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陳衣雲 卓美雲 端午節的故事

FA203-3 1230 1300 家庭組 粵語 梁樂軒 鄒海茵 過年的由來

FA203-4 1230 1300 家庭組 粵語 繆迦南 繆佩群 牛郎織女天河會

J(I)A405-4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布晟佑 目蓮救母

S(I)A304-2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梁丁尹 嫦娥奔月

S(I)A305-5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陳穎蓉 怪獸要來了！

S(G)B302-3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何驕藍 崔嘉怡 吳嘉欣 李梓恩 元宵的由來

S(G)B302-8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李沛文 蔡樂琳 黃樂桐 張凱茵 后羿射日

S(G)B303-3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林燕姿 廖明慧 陳宇婷 新年的由來

J(G)B202-1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李靖希 連洛瑤 年獸的傳說

J(G)B202-2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施君盛 陳立芝 得意忘形的后羿

J(I)B405-1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文晉暘 元宵和東方朔

S(I)B305-1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黃可宜 元宵和東方朔

J(I)A402-5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梁曉恩 中秋嫦娥故事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九龍城)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元朗商會小學

S(G)A302-3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王凱楠 張琛妍 黃瑞芝 溫素瑩 七夕(牛郎與織女)

S(G)A302-8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伍德銘 石家俊 陳啟豪 梁嘉俊 春節

S(G)A303-5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謝樂怡 蔡穎琪 黎咏琪 端午傳說

天主教領島學校



第三頁  第三頁  第三頁  第三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C402-6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羅栢熙 十二生肖誰第一

J(I)C405-6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羅灝鋒 年獸來了

S(G)C302-1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梁逸鞍 吳樂瑩 鄒旻珊 蔡巧晴 端午節

FB203-1 1330 1400 家庭組 粵語 羅栢熙 張悅怡 十二生肖誰第一

FB203-2 1330 1400 家庭組 粵語 羅灝鋒 張悅怡 年獸來了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FB203-2 1330 1400 家庭組 粵語 羅灝鋒 張悅怡 年獸來了

J(G)A202-3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韋圓圓 黃融柏 嫦娥奔月

S(G)A303-4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鄭治堃 吳美珩 黃進慧 任嘉宜 年的故事

J(I)B402-2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PoJen Julia

Ruth
年的故事

J(I)B404-2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謝詠思 年的故事

J(I)B405-2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Daniel Wong 年的故事

S(I)B305-2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Fotso Tene

Phanuel Yoan
年的故事

J(I)B402-3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賴慧芝 中秋節的傳說

J(I)B403-1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梁斯浩 端午節

J(I)B404-4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莊政灝 端午節

S(G)C302-2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俏瑜 沈正陽 伍嘉琪 張詩雨 嫦娥奔月搞笑版

S(G)C303-1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馬雅菲 陳詩敏 陳佩儀 溫倩嵐 嫦娥奔月改編版

S(G)C302-6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廖倩移 呂穎嘉 鄧梓諾 許文駿 七夕的牛郎和織女

天主教佑華小學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太古小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S(G)D302-1 1530 1600 高級組 北角循道學校 粵語 司徒朗悅 陳麓而 謝卓樺 年獸的故事



第四頁  第四頁  第四頁  第四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S(G)B303-4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李志陽 張銘揚 陳玉琳 年獸的故事

S(I)B304-6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王倩陽 七夕的故事

S(I)B305-3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陳俊諺 粽子的含意

J(I)A402-6 1230 1300 初級組 民生書院小學 粵語 李澤謙 端午與屈原

J(I)D402-1 1530 1600 初級組 沙田小學 普通話 岑沛欣 牛郎織女

台山商會學校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J(I)D402-1 1530 1600 初級組 沙田小學 普通話 岑沛欣 牛郎織女

J(I)C402-5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劉靜宜 元宵賞燈

J(I)C405-5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馬子善 吳剛、嫦娥當爸媽

S(I)C304-1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趙樂怡 年獸霹靂啪啦

S(I)C305-7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林穎欣 吳剛、嫦娥當爸媽

J(I)D402-2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陳詩濼 端午節

J(I)D403-1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田璟嵐 元宵節鬧花燈

S(G)D302-2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余欣喬 冼綽琦 盂蘭節

S(G)D303-1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郭建寧 吳山雨 楊沅恩
趣談送灶 - 送一個女兒下

凡

FD203-1 1530 1600 家庭組 粵語 鄧以琳 許澤星 七夕

J(I)B402-4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鄭嘉俊 端午節

J(I)B403-2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陳雅雯 中秋節

J(I)B404-3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連寶源 年獸的故事

J(I)A403-1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黃靖 端午節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坪石天主教小學

J(I)A403-1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黃靖 端午節

S(I)C304-2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胡鎧潼 年獸的故事

S(I)C305-8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胡灝潼 我要吃團年飯

拔萃女小學



第五頁  第五頁  第五頁  第五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G)B202-3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程壽恆 姚博章 王則暉 周彣翹 重九誌

J(I)C402-4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黃博文 重陽節

J(I)C405-4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符從賢 元宵節掛燈籠的由來

S(G)C303-2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陳澤朗 詹泓泰 黃擎恩 胡雋禮 時光機年獸遊

J(I)C402-3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馮詠恩 嫦娥奔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J(I)C402-3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馮詠恩 嫦娥奔月

J(I)C404-6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溫荏萱 年的故事

J(I)C405-3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林志銘 年獸霹哩啪啦

S(I)C304-3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林詠芝 年的故事

S(I)D304-8 1530 1600 高級組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普通話 馮文濤 元宵節

S(I)A304-3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王耀艇 春節

S(I)A305-2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鍾安琪 中元節

J(I)A403-2 1230 1300 初級組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粵語 朱珈潁 中秋節的故事

J(G)A202-4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上官灝然 郭諾恩 年獸

J(I)A403-3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林樂怡 七夕節

S(G)A302-4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惠怡 張瑜 葉川蓮 周芷曦 重陽節改篇

S(I)A304-4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沙沙 牛郎和織女

S(G)C303-3 1430 1500 高級組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普通話 袁梓健 黃千愷 呂妍臻 顏鈞浩 中秋節----嫦娥奔月

S(G)D302-3 1530 1600 高級組 青松侯寶垣小學 粵語 莊培鈺 林蔚嵐 勞雪君 七月七過七夕

J(I)A403-4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池菀芝 東方朔和元宵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J(I)A403-4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池菀芝 東方朔和元宵

J(I)A404-1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陳穎珩 農曆新年

S(G)A303-6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胡珮怡 郭雅子 林敬儒 陳浩霆 嫦娥奔月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第六頁  第六頁  第六頁  第六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S(G)D303-2 1530 1600 高級組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粵語 羅玉兒 朱俊霖 年獸的下場

J(I)A403-5 1230 1300 初級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普通話 徐蔚藍 傳說 - 月餅名稱的由來

J(G)D202-1 1530 1600 初級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普通話 彭清揚 林殷慇 年的由來──傳說

FA203-5 1230 1300 家庭組 宣道會國際學校 普通話 賴雪嵐 楊淑貞 賴恩寧 牛郎織女七夕夜

J(I)C402-2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劉曉嘉 春節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J(I)C402-2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劉曉嘉 春節

J(I)C403-6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盧千蕙 七夕節

FB203-3 1330 1400 家庭組 粵語 彭菁嵐 彭立品 老鼠嫁女兒

FB203-4 1330 1400 家庭組 粵語 廖欣蕾 廖漢光 現代版嫦娥奔月

J(I)C404-5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陳羨怡 元宵姑娘

S(I)C304-4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欣妍 牛郎織女

S(I)C305-5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高鵬 月餅的起源

J(I)C402-1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黃逸軒 年是一隻大怪獸

J(I)C403-5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吳思晴 年是一隻大怪獸

S(I)C304-5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薜獻杰 傷心的詩人

S(I)C305-6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張寶怡 嫦娥飛上天了

S(I)B304-5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馮芷柔 七夕的愛情

S(I)B304-1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侯曉晴 中元節

S(I)B305-4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譚妙儀 元宵節

S(I)B305-9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海風 端午節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S(I)B305-9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海風 端午節

FB203-5 1330 1400 家庭組 普通話 廖雪兒 匡伏珍 廖紫嫣 嫦娥奔月



第七頁  第七頁  第七頁  第七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D402-3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黎海晴 嫦娥奔月

J(I)D404-1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林詩蕾 年的故事

J(I)C405-2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葉寧山 七夕節

S(G)C303-4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曹爾桓 黃國恩 林樂瑤 端午節的由來

S(I)C305-4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黎蔓萱 鬥年獸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S(I)C305-4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黎蔓萱 鬥年獸

J(G)D202-2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許文謙 陸曉妍 潘子睿 吳沛嵐 中秋節

S(G)D302-4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周姚萍 湯翹哲 屈原後傳

S(G)D302-5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可晴 羅諾勤 黃鉅鈞 朱駿樂 牛郎與織女

S(G)D303-3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廖天藍 黃安瀅 張海琳 張安荍 年獸霹靂啪啦

FC203-1 1430 1500 家庭組 粵語 許文謙 謝瑞貞 鬥年獸

S(I)A305-3 1230 1300 高級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粵語 馮曦朗 中秋拜月  (退出)

J(I)A405-1 1230 1300 初級組 香港培正小學 普通話 羅希堯 中國節日故事

S(I)B304-9 1330 1400 高級組 香港嘉諾撒學校 粵語 鄭穎藝 嫦娥奔月

J(I)D402-5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傳紫彤 年的故事

J(I)D402-4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彭晞彤 很有意思的元宵節

S(G)D303-4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吳恩熙 吳恩翹 曾浩琳 來自月亮的你

S(I)D304-7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何忻諾 七夕節

S(I)A305-4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彭皓 端午節的故事

S(I)A304-8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李鎧潼 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般咸道官立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S(I)A304-8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李鎧潼 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

S(I)D304-6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楊悅熙 牛郎和織女的彩鵲橋

S(I)D305-2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楊靖曈 桓景消災除瘟魔

般咸道官立小學

荃灣天主教小學



第八頁  第八頁  第八頁  第八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FB203-6 1330 1400 家庭組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粵語 鍾天詞 梁玉琴 鍾寶健 鍾天詠 龍王，誰弄傷你的眼？

J(I)C403-4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高瀾 東方朔與元宵姑娘

J(I)C404-4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馮敬倫 年的故事

S(I)C304-6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黃浚濤 嫦娥奔月

S(I)C305-3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嘉翹 嫦娥奔月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S(I)C305-3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嘉翹 嫦娥奔月

S(G)C303-5 1430 1500 高級組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粵語 歐陽頌恩 麥泳遙 何詠琳 梁紫婷 晉文公火燒綿山

S(G)A302-5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樂琦 何梓煒 七夕之牛郎織女再續前緣

S(G)A303-7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李嘉麗 王治輝 馮俊文 回到古代打敗年獸

J(I)D404-4 1530 1600 初級組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粵語 蔡永諾 愛國詩人屈原

S(G)C302-3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黃芷蔚 林梓鋒 鄧惠貞 王潔芳 百花潭的故事

S(G)C303-8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林子謙 曾銘浩 林梓鋒 莫熙桐 新年的故事

J(I)A405-3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蘇嘉怡 十二生肖的故事

J(I)A404-4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李鴻傑 十二生肖的故事

S(I)A304-5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張雅愉 元宵節

S(I)A305-1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張瑞安 元宵節

J(I)A405-2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張秀羽 年是一隻大怪獸

S(I)A305-7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谷芳霖 傷心的詩人

FD203-2 1530 1600 家庭組 粵語 崔卓韜 崔婉琴
o辟嚦啪喇。。。年獸o黎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啟基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FD203-2 1530 1600 家庭組 粵語 崔卓韜 崔婉琴
o辟嚦啪喇。。。年獸o黎

喇

S(G)D303-5 1530 1600 高級組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粵語 林曉嵐 葉嘉雯 黃明晰 葉希彤 七夕節



第九頁  第九頁  第九頁  第九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S(I)D304-5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張穎茵 寒食節

S(I)D305-1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李熲洛 年獸

J(I)D404-2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鄭子浩 年獸的故事

S(I)D304-4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蔡名煒 倒貼「福」字的傳說

J(I)C403-3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張殷誦 春至

S(I)C304-9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張殷碩 端午節

深井天主教小學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

禧小學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喇沙小學
S(I)C304-9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張殷碩 端午節

S(I)C304-7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湛天 過年的由來

S(I)C305-2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湯泓謙 端午節

J(G)C202-1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駱昭延 馮曉萱 林伊君 周玫婷 中秋

J(G)C202-2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倫思琪 歐梓柔 李曉雯 胡浩賢 中秋

S(G)C302-4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子鑫 黃韻儀 廖偉健 吳嘉航 重陽

S(G)C303-6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鍾秀珍 黃智恆 吳卓穎 鄭浩東 七夕

FC203-2 1430 1500 家庭組 普通話 郭俊輝 楊彩芳 郭雅欣 端午

FC203-3 1430 1500 家庭組 普通話 王啟翔 王穎琛 施鳳桂 端午

J(I)B405-5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王苑琪 中元節

J(I)B403-3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黃詠詩 春節

S(I)B305-6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張晉嘉 中秋節

FD203-3 1530 1600 家庭組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粵語 吳禾仟 梁寶文 嫦娥奔月

J(I)D403-5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郭思樂 年獸的故事

S(G)D303-6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歐智健 徐珮琪 年獸的故事

S(I)D305-4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鍾希嵐 屈原的故事

循理會美林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喇沙小學

S(I)D305-4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鍾希嵐 屈原的故事

S(G)B303-5 1330 1400 高級組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粵語 劉海清 林倩欣 郭明慧 朱穎瑤 元宵節

S(I)D304-9 1530 1600 高級組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粵語 丁鈺芝 年獸的傳說



第十頁  第十頁  第十頁  第十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G)A202-5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宋卓熹 曾子培 李思廷 曾頴衡 重陽節

J(I)D404-3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李昔原 年的故事

J(I)D405-4 1530 1600 初級組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粵語 劉卓朗 新年到

S(I)D305-9 1530 1600 高級組 聖公會仁立小學 普通話 黃希佩 重陽節

J(I)C403-2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陳子琳 月亮‧糉子
聖公會主恩小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J(I)C403-2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陳子琳 月亮‧糉子

S(G)C302-5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李懿 鍾穎婷 施津泱 林卓瑩 當風箏遇上風

J(I)C404-1 1430 1500 初級組 聖公會主愛小學 普通話 黃海龍 過年的由來

J(I)D404-5 1530 1600 初級組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粵語 胡慧賢 嫦娥奔月

J(I)D405-1 1530 1600 初級組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粵語 莫穎晞 御廚灶神

J(I)B405-3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陸碧妍 焚綿山

S(I)B304-4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胡文雅 中秋節的故事

S(I)B305-7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馬國友 年的故事

FD203-4 1530 1600 家庭組 普通話 方良睿 周智華 過年的故事

J(I)D405-2 1530 1600 初級組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粵語 楊樂怡 七夕節

J(I)B402-6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譚泓峰 春節

J(I)B403-4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俞杰航 中秋節

J(G)A202-6 1230 1300 初級組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粵語 王樂怡 張曉詩 蔡欣庭 梁偉鋒 年獸的傳說

J(G)C202-3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周健龍 劉彥夆 中秋月亮

J(G)C202-4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劉嘉璇 李顯慧 陸巧晴 秦曉琳 過新年

聖公會主恩小學

聖公會榮真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J(G)C202-4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劉嘉璇 李顯慧 陸巧晴 秦曉琳 過新年

J(G)C202-5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歐釔瑩 王詩嵐 屈原的故事

S(I)C304-8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雷欣淇 中秋話嫦娥

聖公會榮真小學



第十一頁  第十一頁  第十一頁  第十一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S(I)D304-2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樂怡 端午節的習俗

S(I)D305-3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彭仲謙 牛郎織女的故事

J(I)D403-6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莊爾雅 元宵節的傳說

J(I)D405-3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禤慧怡 春節

S(G)D302-6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陳樂淘 梁詠沂 梁捷 薛雅恩
七夕之榴槤石樁路的牛郎

聖公會靈愛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S(G)D302-6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陳樂淘 梁詠沂 梁捷 薛雅恩
七夕之榴槤石樁路的牛郎

與織女

S(G)D303-7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脫皓琳 蘇曉曈 王爵銘 葉思詠 愛情由3014年7月7日開始

J(G)B202-6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常曦文 石芷晴 李慧德 羅凱琳 月亮女神

J(I)A405-5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陳識名 過年的傳說

S(G)A302-7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蔡俊熙 陳熙桓 李卓謙 唐皓朗 屈原

J(G)C202-6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葉盈婷 李思諺 元宵節

J(G)C202-7 1430 1500 初級組 普通話 郭柏羲 郭柏朗 年的故事

S(G)C303-7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劇子涵 黃韻熙 寒食節

S(I)C305-1 1430 1500 高級組 普通話 陳慧渝 年的故事

S(G)B302-4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黃洛濤 陸敏儀 楊柏琳 何嘉兒 「年」的由來

S(G)B303-6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高紫琪 翁觀瑩 何健愉 袁凱殷 牛郎織女

S(G)C302-7 1430 1500 高級組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粵語 馮善煒 羅沛慧 萬思妍 黃金堂 后羿的故事

J(G)B202-4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周澤琳 林子琦 梁喜彤 吳彥霖 嫦娥升天 GO GO GO

J(G)B202-5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梁樂詩 呂杏兒 高紫妍 譚若恆 元宵節

聖安多尼學校

聖安當小學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J(G)B202-5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梁樂詩 呂杏兒 高紫妍 譚若恆 元宵節

J(I)A404-7 1230 1300 初級組 粵語 周栩言 嫦娥奔月

S(G)B303-7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黎沛茵 李海晴 鄺紀曈 余詩琦 重陽節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第十二頁  第十二頁  第十二頁  第十二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S(G)C302-8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顏翊心 鄺葆瑩 十二生肖

FC203-4 1430 1500 家庭組 粵語 顏翊心 顏綜緯 何小茵 玉兔搗藥

J(G)D202-4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李穎翹 林曉晴 唐君慧 梁文熙 中秋節的故事

J(I)D402-6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陳綽儀 年的故事

J(I)D403-2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李臻晞 端午節的故事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聖嘉勒小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J(I)D403-2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李臻晞 端午節的故事

J(I)C404-3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黃子晴 盲人與狗      (刪除資料)

J(I)D405-5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黃子晴 玉兔的故事

J(G)D202-5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陳詠琳 張馨文 何欣宜 屈原投江

S(I)D304-3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李思正 七月鬼門開

S(I)D305-5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李惠微 嚇年的鞭炮

J(I)B405-4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何梓軒 農曆新年

J(I)B402-5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司徙一心 農曆新年

J(I)B404-6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江詩婷 農曆新年

J(I)B403-5 1330 1400 初級組 粵語 李俊煥 農曆新年

S(I)D305-6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吳浠銚 元宵姑娘

FC203-5 1430 1500 家庭組 粵語 葉子充 葉子琪 葉嘉威 杜藹茵 孝義

J(I)A404-5 1230 1300 初級組 普通話 盧殷凱 春節

S(I)A304-6 1230 1300 高級組 普通話 梁慧彤 瞌睡蟲和沒底鍋

FD203-5 1530 1600 家庭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私立部 粵語 陳樂煖 鄧沛俞 陳泓楷 春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小學

聖羅撒學校

筲箕灣官立小學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嘉諾撒聖心學校

FD203-5 1530 1600 家庭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私立部 粵語 陳樂煖 鄧沛俞 陳泓楷 春節

S(G)B303-9 1330 1400 高級組 福榮街官立小學 粵語 譚俊熙 翁嘉臨 伍嘉慧 嫦娥奔月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D403-3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歐卓怡 重陽節的來歷

S(G)D302-7 1530 1600 高級組 普通話 歐旻欣 李康妍 陳慧橋 劉家宜 牛郎與織女

S(G)D303-8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林靄鈞 湯梓翹 廖幸如
與眾不同的節日─年獸來

了

S(I)D305-7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馬嘉意 玉兔搗藥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瑪利曼小學

S(I)D305-7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馬嘉意 玉兔搗藥

J(I)D404-6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何熹宜 嫦娥奔月

J(I)D405-6 1530 1600 初級組 粵語 郭嘉瑩 年獸來了

S(G)B302-5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黃梓晉 郭浩亨 梁俊暉 端午節

S(G)B303-8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林仲軒 鄭文皓 區凱程 中秋節

FD203-6 1530 1600 家庭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粵語 黃煥晴 馮偉儀 嫦娥奔月

J(G)D202-6 1530 1600 初級組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粵語 林毅斌 張兆敏 譚甄珠 劉彩瑩 年獸的故事

S(G)B302-6 1330 1400 高級組 樂華天主教小學 粵語 梁案頤 梁廣儀 高靜妍 糯米山果子

S(I)D305-8 1530 1600 高級組 潮陽百欣小學 粵語 吳卓橋 重陽節

S(I)D304-1 1530 1600 高級組 鄭任安夫人學校 粵語 江彥映 新春年節

S(I)A305-8 1230 1300 高級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普通話 蔡智宇 灶神

S(G)B302-7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陸修豫 封班候 蕭雋羲 潘泳洇 趕走你

S(I)B304-3 1330 1400 高級組 粵語 陸修豫 生日快樂

FC203-6 1430 1500 家庭組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普通話 黃汝瑩 何文芳 過年

S(G)A302-6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陳司悅 張文蔚 中秋節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德信學校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S(G)A302-6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陳司悅 張文蔚 中秋節

S(G)A303-8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張曉敏 陳美雪 乞巧節

S(I)A304-7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龍穎姍 端午節

S(I)A305-6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姚詠祺 中秋節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第十四頁  第十四頁  第十四頁  第十四頁  ((((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共十四頁))))

參賽編號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組別 學校 語言 參加者(1) 參加者(2) 參加者(3) 參加者(4) 故事名稱

J(I)A404-6 1230 1300 初級組 寶覺分校 普通話 李飛飛 元宵節的由來

J(I)D403-4 1530 1600 初級組 普通話 謝珈蕙 屈原與端午節

S(G)D302-8 1530 1600 高級組 粵語 張家明 莊彩琳 重陽

J(I)B405-6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余子立 牛郎織女

J(I)B403-6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廖紀童 福到
鐘聲學校

2014 2014 2014 2014 TVB TVB TVB TVB 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兒童故事比賽 初賽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葵涌華荔徑11111111號號號號，，，，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請參閱位置圖。。。。)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請按所屬學校報到時間，，，，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111) ) ) ) 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各參賽隊伍在出席初賽前，，，，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請先細閱初賽須知，，，，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以便了解各項安排。。。。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2           2           2           2) ) ) ) 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大會已根據參加隊伍之回覆修正有關資料，，，，見見見見藍字藍字藍字藍字。。。。

                                                            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此為最後修正資料，，，，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獻主會小學

J(I)B403-6 1330 1400 初級組 普通話 廖紀童 福到

S(I)B304-2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曾巧柔 諯午賽龍

S(I)B305-8 1330 1400 高級組 普通話 梁依琳 乞巧節

J(I)A405-6 1230 1300 初級組 靈光小學 粵語 粱泓暉 元宵節

J(I)C403-1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李潔雯 嫦娥奔月

J(I)C404-2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胡曦勻 牛郎織女的故事

J(I)C405-1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劉天恩 元宵姑娘

S(I)A305-3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廖宏曦 年獸來了

S(G)A302-9 1230 1300 高級組 粵語 林穎 岳韻姿 牛神與織女

FB203-7 1330 1400 家庭組 普通話 李旼恩 賓秀英 歡樂年

S(G)C302-9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薩伊娃 簡拿娃 沙美 拿阿比 嫦娥奔月

S(G)C303-9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花拿美 拿森亞 余沙 馬莉斯 嫦娥奔月

S(G)C302-10 1430 1500 高級組 粵語 何克臣 艾韋仕 木輝 林沙 年獸

J(I)C404-3 1430 1500 初級組 粵語 言巧柔 嫦娥奔月

FC203-7 1430 1500 家庭組 北角循道學校 粵語 司徒天信 司徒巧礽 划龍舟與曹娥

鐘聲學校

觀塘官立小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FC203-7 1430 1500 家庭組 北角循道學校 粵語 司徒天信 司徒巧礽 划龍舟與曹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