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童話故事演講比賽」及「不一樣的結局」故事創作比賽」詳情 

 

(1)「童話故事演講比賽」 

報名日期：2015 年 6 月 8 日至 26 日 

形式： 參加者需在指定 50 個童話故事*當中選取一個故事進行演講，並以影片方式參加初賽，

 晉級者將須出席於 7 月 12 日及 8 月 2 日假樂富廣場舉行的準決賽及決賽。 

組別︰ (1) 幼兒組 (幼一至幼三)  (2)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3)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報名及遞交作品方法： 

請以網上或郵寄方式報名及提交作品。參賽者須詳閱參賽規則及作品格式要求。 

- 網上遞交：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填寫報名表及遞交作品。 

- 郵寄遞交：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連同作品郵寄至

香港九龍塘巧明街 100 號 Landmark East 安盛金融大廈 33 樓-市場及推廣部，信封請註明「童

話故事演講比賽」。 

公佈方法：比賽結果將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內公佈。 

獎項： 

所有準決賽/決賽入圍者均可獲大會頒發證書一張 

幼兒組 (幼一至幼三)冠軍: 港

幣 1,2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0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800 元書券 

優異獎兩名: 港幣 500 元書券 

(2)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冠軍: 

港幣 1,5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2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1,000 元書券 

優異獎兩名: 港幣 500 元書券 

(3)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冠軍: 

港幣 2,0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6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1,200 元書券 

優異獎兩名: 港幣 500 元書券 

 

(2) 「不一樣的結局故事創作比賽」 

報名日期：2015 年 6 月 8 日至 7 月 17 日 

形式： 參加者需在指定 50 個童話故事*當中選取一個進行創作，並根據該故事的主要內容為基

 礎，創作一個不一樣的結局。冠軍得獎者將有機會於 8 月 2 日頒獎禮當日親身演譯得獎作

 品。 

 



  
組別︰ (1) 幼兒組 (幼一至幼三)  (2)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3)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4) 中學組 (中一至中三) 

報名及遞交作品方法： 

請以網上或郵寄方式報名及提交作品。參賽者須詳閱參賽規則及作品格式要求。 

- 網上遞交：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填寫報名表及遞交作品。 

- 郵寄遞交：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連同作品郵寄至(香

港九龍塘巧明街 100 號 Landmark East 安盛金融大廈 33 樓-市場及推廣部)， 信封請註明領

匯「不一樣的結局故事創作比賽」。 

公佈方法：比賽結果將於活動網頁 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內公佈，得獎者將獲專人通知出

席頒獎禮。 

獎項： 

所有得獎者均可獲大會頒發證書一張 

幼兒組 (幼一至幼三) 

冠軍: 港幣 1,2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0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800 元書券 

小學組 

初小組：(小一至小三) 

冠軍: 港幣 1,5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2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1,000 元書券 

高小組：(小四至小六) 

冠軍: 港幣 2,0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1,6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1,200 元書券 

中學組 (中一至中三) 

冠軍: 港幣 2,400 元書券 

亞軍: 港幣 2,000 元書券 

季軍: 港幣 1,500 元書券 

 

 

  

http://www.redcarpetfairytales.com/


  
. 

*50 個指定童話故事 

註：新雅文化出版社推介 

1. 小紅帽 / [格林原著] 

2. 金鳥 / [格林原著]  

3. 說甚麼就是甚麼 / [格林原著]  

4. 聰明的農家女 / [格林原著]  

5. 亨舍爾和格萊特 / [格林原著]  

6. 森林裏的房屋 / [格林原著]  

7. 畫眉國王 / [格林原著]  

8. 三根羽毛 / [格林原著]  

9. 玻璃瓶裏的妖精 / [格林原著 ]  

10. 穿長靴的貓 / [夏爾·佩羅原著原著]  

11. 三個小仙人 / [格林原著]  

12. 白雪公主 / [格林原著]  

13. 勇敢的小裁縫 / [格林原著]  

14. 魔鬼的髒兄弟 / [格林原著]  

15. 金鵝 / [格林原著 ]  

16. 舞鞋的秘密 / [格林原著 ]  

17. 睡公主 / [格林原著 ]  

18. 灰姑娘 / [格林原著]  

19. 小仙人 / [格林原著]  

20. 青蛙王子 / [格林原著]  

21. 活命水 / [格林原著]  

22. 龜兔賽跑 / [伊索原著]  

23. 披羊皮的狼 / [伊索原著] 

24. 說謊的猴子 / [伊索原著]  

25. 惡狼與羔羊 / [伊索原著]  

 

26. 父子騎驢 / [伊索原著]  

27. 烏鴉和天鵝 / [伊索原著]  

28. 狐狸和葡萄 / [伊索原著]  

29. 狼來了 / [伊索原著]  

30. 蝙蝠的故事 / [伊索原著]  

31. 螞蟻和蚱蜢 / [伊索原著]  

32. 老鼠開會/ [伊索原著]  

33. 打火匣 / [安徒生原著]  

34. 醜小鴨 / [安徒生原著]  

35. 皇帝的新衣 / [安徒生原著]  

36. 拇指姑娘 / [安徒生原著]  

37. 堅定的錫兵 / [安徒生原著]  

38. 賣火柴的女孩 / [安徒生原著] 

39. 公主和牧羊人 / [安徒生原著] 

40. 母親的故事 / [安徒生原著 

41. 野天鵝 / [安徒生原著]]  

42. 阿拉丁與神燈/ [安托萬·加朗原著]  

43. 人魚公主 / [安徒生原著]  

44. 傑克與豌豆樹 / [班傑明·塔巴特原著] 

45. 漁夫和金魚 / [普希金原著 

46. 三隻小豬 / [雅各布斯原著]  

47. 小木偶 / [卡洛·科洛迪原著]  

48. 快樂王子 / [王爾德原著]  

49. 愛麗斯夢遊仙境 / [勞維斯.卡洛爾原著]  

50. 金髮姑娘和三隻熊 / [羅伯特·騷塞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