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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高小組及初中組） 
港城西北扶輪社、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和英國語文學系及本校攜手舉

辦「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透過寫作及演講，鼓勵高小及初中同學培養良好的中英文

表達能力及溝通技巧，以迎接未來的挑戰。現公佈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高小組最佳中文文章前列十五位同學：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趙廷軒 男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黃焯晞 男 銀獎 

通德學校 張宇善 女 銅獎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向洋 男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趙曼言 女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譚綺晴 女 優異獎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徐綺婷 女 優異獎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蘇霏 女 優異獎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崔若馨 女 優異獎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陳瀅瀅 女 優異獎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黃浩宸 男 優異獎 

天水圍官立小學 張紫悠 女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林欣婷 女 優異獎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張卓賢 男 優異獎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段書梵 男 優異獎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高小組最佳英文文章前列十六位同學：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謝卓廷 男 金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唐詩瑤 女 銀獎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張晞宇 男 銅獎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張凱程 女 優異獎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陳奕瑾 女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鄭淑恩 女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文梓樂 男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吳詠欣 女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梁鈞垚 女 優異獎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宋姿潁 女 優異獎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蔡佩宜 女 優異獎 

通德學校 張宇善 女 優異獎 

通德學校 梁靜雯 女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郭涵銘 男 優異獎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吳紀彤 女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拔臣小學 敖寶兒 男 優異獎 

 

 



                                         
 

 
 港城西北扶輪社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高小組決賽參賽者(10名) 
P01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宋姿潁 女 

P02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鄧懿翎 女 

P03 天水圍官立小學 張紫悠 女 

P04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潘楷卓 女 

P05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蔡昕頌 女 

P06 通德學校 葉紫瑩 女 

P07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林欣婷 女 

P08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曾定瑜 男 

P09 中華基督教拔臣小學 蔡潔玲 女 

P10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向 洋 男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初中組最佳中文文章前列十位同學：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黃曉梅 女 金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張倬瑤 女 銀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李詩情 女 銅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馬培欽 男 優異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周祉禧 男 優異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梁芷喬 女 優異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梁浩基 男 優異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郭政滔 男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羅梓寧 女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程韻僑 男 優異獎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初中組最佳英文文章前列十二位同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陳芷妤 女 金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潘芯菲 女 銀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李詩情 女 銅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羅焯熙 男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孫宛青 女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尚嘉怡 女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劉汶峰 男 優異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盧穎瑤 女 優異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吳景軒 男 優異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簡文明 男 優異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馮熙旻 女 優異獎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曾鎧嵐 女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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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區「兩文三語」挑戰賽初中組決賽參賽者(10名) 
S01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吳柏軒 男 

S02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曾鎧嵐 女 

S03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林雨辰 男 

S0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尚嘉怡 女 

S0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梁芷喬 女 

S06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劉汶峰 男 

S07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翁晨怡 女 

S08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潘芯菲 女 

S09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李俊霆 男 

S10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程韻僑 男 
 

獎項 
 

最佳中文文章 

金(1名) 獎盃、獎狀、港幣$400元書券 

銀(1名) 獎盃、獎狀、港幣$300元書券 

銅(1名) 獎盃、獎狀、港幣$200元書券 

優異獎(7名) 獎盃、獎狀、港幣$100元書券 

 

最佳英文文章 

金(1名) 獎盃、獎狀、港幣$400元書券 

銀(1名) 獎盃、獎狀、港幣$300元書券 

銅(1名) 獎盃、獎狀、港幣$200元書券 

優異獎(7名) 獎盃、獎狀、港幣$100元書券 

 

決賽 

冠(1名) 獎盃、獎狀、港幣$2000元書券、 

$500飲食禮券 

亞(1名) 獎盃、獎狀、港幣$1500元書券、 

$500飲食禮券 

季(1名) 獎盃、獎狀、港幣$1000元書券、 

$500飲食禮券 

第四、五名 獎盃、獎狀、港幣$300元書券、 

$500飲食禮券 

優異獎(5名) 獎盃、獎狀、港幣$300元書券 
 

文章評審
委員 

由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 

複賽/決賽

評審委員 

高小組由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本校中英普科主任擔任評審委員。 

初中組由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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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一覽表 
開始報名及網上公佈初賽題目 2021年10月8日 

截止報名 2021年12月20日 

進行初賽作評審 2022年1月3日 -1月10日 

網上公佈複賽入圍名單 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 

複賽(網上進行） 2022年2月19日星期六 

網上公佈決賽入圍名單 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 

網上公佈最佳文章獎項及入選優秀作品文集名單 2022年3月上旬 

決賽(網上進行) 詳情透過電郵或電話通知相關學校老師或學生 2022年3月26日星期六 

網上公佈得獎者名單 2022年4月1日 

頒獎典禮(學校)及文集發行 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 

 

比賽項目 初賽 - 作文：  

 就大會網上公佈初賽的寫作題目(任選一個中文題目和一個英文題 目)，報名時交出字數為

(高小組)100-150 字(包括標點符號) 或字數為 (初中組) 200-250 字(包括標點符號)的中、英

文章各一篇。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1. 記一次參與義工服務的體驗 1. You write a letter to Mr. Chan, the Chairman of 

the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to state the 

reasons why your good friend, Jess, should win 

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Citizen Award. 

 

2. 快樂之源—服務社區後感 2. Write a story with the ending sentence, “You’re 

really a socially responsible person!” 

 

3. 致服務社區的人一封信 3.  How to be a socially responsible citizen in the 

21st century 

 

 

決賽 ： 

 以廣州話作短講(自我介紹及參賽後的反思)、中文參賽文章以普通話 朗讀及英文參賽文章

以英語朗讀。  

決賽時限：  

 廣州話 普通話 英語 

高小組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初中組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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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細則：  

 參賽者所提交的作品必須是其本人的原創，參賽者若被發現涉及抄襲或其參賽 作品並非

自行創作，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主辦單位將會以書面或電郵通知晉身下一輪賽事的同學; 有關初賽、複賽及決 賽的最新消

息請瀏覽活動網站。  

 參賽同學須於複賽及決賽當日帶備學生證到場，以便核實身份。  

 參賽作品的版權將歸主辦單位所有，所有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均不獲發回。 主辦單

位有權處理和使用任何參賽作品作文化交流、展覽或其他宣傳用途等。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主辦機構保留修改參賽規則的權利。如有任何關於

比賽的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參賽者一旦參加比賽，即表示完全同意以上參賽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