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寶覺小學 
 

第五屆幼稚園詩歌朗誦及英文歌唱比賽 

比賽章程 

 
(一)目的：提升幼兒對學習中英文的興趣，增強自信及表達能力。 

(二)參賽資格：現正就讀幼稚園學生均可參加。 

(三)比賽項及組別： 

組別 年級 比賽內容 

詩歌朗誦組 幼兒班 N-K1 朗誦唐詩 

英文兒歌組 K2-K3 英文歌唱 

(四) 比賽形式： 以「錄影模式」進行比賽。 

(五) 參加辦法： 

      1.  按以下網址或 QR Code報名 https://forms.gle/mu7ApbEHCZTdY8L37 

         QR Code                                           

                                
      2. 收到參賽編號後，按以下網址或 QR Code上載影片 https://forms.gle/V2kckmaTWVJeUnY18 

                     
 

(六)截止報名日期： 4/12/2022(星期日) 

(七)截止呈交影片日期: 28/12/2022(星期三) 

(八)頒獎日期：14/1/2022(星期六)  

(九)費用：全免 

(十)獎項：各組設金、銀、銅獎、最佳創意獎及優異獎。每名參賽者均會獲發評分紙及獎狀以茲鼓勵。 

 

 

 

 

 

 

 

 

 

https://forms.gle/mu7ApbEHCZTdY8L37
https://forms.gle/V2kckmaTWVJeUnY18


 

(十一)比賽注意事項: 

 

 

 

 

 

 

 

 

 

 

 

 

 

 

 

(十二)拍攝規則：1. 在室內寧靜環境拍攝，注意光線是否充足。 

                        2. 建議除下口罩拍攝，整個人入鏡。 

                        3. 請於片段開始大聲說出自己姓名，所就讀幼稚園、年級及比賽項目名稱。 

                        4. 拍攝一鏡到底，不能剪接或加入特別效果。 

(十三)服飾不限，如能配合演出主題更佳。 

(十四)頒獎禮:1.優勝者將於頒獎禮表演，大會將會攝錄頒獎過程，日後有可能公開播放。 

             2.五歲或以上人士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藍碼)的要求方何進入學校。 

3.如遇紅/黑暴雨或 3號以上風球，頒獎禮會取消。 

(十五)查詢: 請電 24762258 與本校聯絡。 

(十五)詳情及比賽項目參考片段 

     請瀏覽本校網址:(http://www.ylpokok.edu.hk) 

  

 

 

 

 

 

 

 

 

 

 

詩歌朗誦組 (N-K1) 

 

比賽評判：本校語文教師及資深辯論教練出任。 

比賽規則： 1.參賽者個人演繹，粵語或普通話進行。       

           2.比賽結果以評判團之決定為準，不得 

             異議。 

           3.以記憶朗誦為原則。 

 

評分準則：語音(吐字清楚、聲音響亮、韻律明顯) 

          演繹(表演生動、感情真摯) 

          內容表達(清楚表達、流暢自然) 

          整體演出(衣著整潔、舉止得體) 

英文兒歌組(K2-K3) 

 

比賽評判：本校英文科及音樂科教師出任。 

比賽規則：1.參賽者個人演繹，英語進行。       

            2.比賽結果以評判團之決定為準，不得 

              異議。 

          3.以記憶歌唱為原則。 

          4.配上音樂，亦可以樂器伴奏或清唱。 

            但背景音樂不能有人聲唱和。 

評分準則：歌唱技巧(節奏、咬字、音色、音準) 

            台風演繹(動作、態度及表情、儀容與 

            服裝造型) 



比賽內容 

甲. 詩歌朗誦組 朗誦誦材(二選一)：幼兒班 N-K1 

  

 

 

 

 

 

 

 

 

(一)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二)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乙. 英文兒歌組 兒歌曲目(二選一)：K2–K3  

 

 
(1)  Baby Shark 

 

Baby Shark, doo-doo, doo-doo  
Mommy Shark, doo-doo, doo-doo  
Daddy Shark, doo-doo, doo-doo  
“Grandma”   
 
Grandma Shark, doo-doo, doo-doo 
Grandpa Shark, doo-doo, doo-doo 
Let's go hunt, doo-doo, doo-doo 
Let's go hunt 
 
Let's go hunt, doo-doo, doo-doo 
Let's go hunt, doo-doo, doo-doo 
Let's go hunt, doo-doo, doo-doo 
Let's go hunt 
 
Run away, doo-doo, doo-doo  
Run away, doo-doo, doo-doo  
Run away, doo-doo, doo-doo 
Run away (ah!) 
 
Safe at last, doo-doo, doo-doo 
Safe at last, doo-doo, doo-doo 
Safe at last, doo-doo, doo-doo 
Safe at last (phew) 
 
It's the end, doo-doo, doo-doo 
It's the end, doo-doo, doo-doo 
It's the end, doo-doo, doo-doo 
It's the end 

(2) The Wheels On the Bus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doors on the bus go open and shut  

Open and shut , Open and shut  

The doors on the bus go open and shut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 Up and d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