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新年假期閱讀分享影片獲獎名單及優秀影片鏈接 

班別 姓名 圖書名稱 獲選評語 

1A 
黃莉雅 《田裏的彩虹》 表達清晰，準備充分，故事結束後還帶出了道理，引人反思。 

1A 
曾子琳 《小兔乖乖》 親子密切配合，配音非常到位；同學全神貫注，精彩演繹故

事。 

1A 
李梓睿 《烏鴉喝水》 已熟記故事完整內容，自己親身演繹故事情節，值得稱讚！ 

1A 
林圓凱 《矗立在森林中

的小屋》 

一邊説故事，一邊自己演繹動作，故事分享引人入勝！ 

1B 
鄭佳宜 

Hazel 

Super Hero 
英文故事自己創作，裏面音效和故事緊密配合，讓人眼前一

亮。 

1B 
陳允賢 《螞蟻和蚱蜢》 表述清晰，自信演繹，背景音樂和動作符合故事情節，繼續努

力！ 

1C 
黃禹喆 《海象在哪裏》 親子密切配合，剪輯故事圖片，能幫助讀者清晰明白故事內

容。 

1C 
葉庭萱 《和爸爸開心玩

遊戲》 

清晰表達，一邊説故事，一邊幫助梳理情節，希望讀者能夠身

臨其境。 

2A 
陳巧凝

Jasmine 

Clifford Manners 
展示了英文故事Clifford Manners系列，內容豐富，準備充分！ 

2A 
蕭韻晴 

Katen 

I am not going to 

get up today 
英文表達流利，自信演繹，聲音洪亮，故事精彩。 

2B 
蔡子毅 《岳飛》 親子密切配合，小朋友親身演繹故事內容，精彩繽紛，引人入

勝！ 

2B 
曾子宸 

Karson 

Meet Tracker! 
英文表述流利，介紹清晰，音效與故事內容搭配完整，有意

思！ 

2B 
李浚銘 《千萬不要按按 聲情並茂，自信表達，演繹內容完整，動作配合故事，佳！ 



鈕》 

2B 
葉柔萱 《地下 100 層樓

的家》 

清晰講述故事，內容表達清晰，音效、動作配合情節發展！ 

2C 
黃伽瑜 

The rabbit and the 

turtle 
聲情演繹，道具、動作配合故事內容，有新意！ 

2C 
梁浩寧 

Epic History 
英文表述流利，能清晰帶出故事的核心主題 

2C 
吳泳妍 《腦筋急轉彎》 表述清晰，嘗試與讀者有互動，帶領讀者進入書的世界。 

3A 
羅亦菲 《屁屁偵探·咖喱

香料事件》 

自信演繹，聲情並茂，完整講述故事，吸引讀者。 

3A 
佘俊熹 

Little Flap Learns 

to fly 
聲情並茂，英文表達順暢，動作、表情配合故事情節。 

3A 
吳月騫 《你好，月亮》 背景音樂配合故事演繹，小朋友講述動聽，創作有新意！ 

3B 
陳卓賢 《2055 年一位冰

凍少年醒來》 

熟記故事內容，圖書分享娓娓道來，吸引讀者之餘，能引發讀

者深思，佳！ 

3B 
莫雅惟 

Fluttershy's secret 

song 
道具、動作配合故事情節，聲情並茂，英文表達流利。 

3B 
戴絃 

Harry Potter 
英文表達流利，故事講述完整，道具、動作配合圖書分享，拍

攝影片有特色！ 

3B 
尹浩瑋 Samba Family 2；

《大偵探福爾摩

斯·健康探秘》 

故事娓娓道來，小朋友自信表達，準備充分，佳！ 

4A 
梁敬謙 《鬥年獸》 小朋友熟記故事，講述內容清晰、完整，能帶出新年的習俗及

文化。 

4A 
戴宇浩 《十二生肖的故

事》 

故事清晰、完整表達，同學自信演繹，聲情並茂，動作及表情

配合故事情節，值得稱讚！ 

4A 
戴宇晴 《團圓》 講述故事內容完整，表述清晰，自信演繹，佳！ 

4A 
劉惠琳 《撒野》 影片介紹具體，配樂、經典語錄已見剪輯用心，準備充分，佳



作！ 

4B 
郭子睿 《老夫子》 清晰表達，能找出故事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嘗試與讀者互動

之餘，清晰表述自己推薦的原因。 

4B 
孫俊承 《哈利波特與阿

茲卡班囚徒》 

熟記故事情節內容，聲情並茂，能夠帶出篇章主題之餘，竭力

向讀者推薦圖書。 

4B 
謝懌 《小豬堅強》 完整講述故事內容，表述清晰有條理，能夠帶出圖書的主題：

不要放棄，學會堅強！ 

4C 
胡朗迪 《貪心的國王》 清晰、完整講述故事，聲音響亮，結尾處帶出了感想：做人不

要貪心，貪心不會有好結果。 

4C 
沈子龍 《猶太寓言繪

本》 

大聲響亮，自信演繹，能夠清晰講述故事中最吸引人的章節，

帶出文章主題。 

4C 
伍立石 《十二生肖的故

事》 

清晰、自信表達，除講述故事大概內容之外，帶出自己推薦的

原因及看完的心得體會。 

5A 
陳穎喬 《快樂王子與燕

燕公主》 

故事講述內容完整，自信演繹，帶出了圖書的主題。 

5A 
謝晴心 《傲慢與偏見》 表述清晰，能夠講述文章大概內容及帶出自己的心得體會。 

5B 
黃思遠 《如果歷史是一

群喵》 

故事分享清楚、內容完整，能找出故事引人入勝的地方及分

享自己推薦的原因。 

5B 
阮浩 《小王子》 表述清晰自信，有條理，除講述故事大概內容外，能帶出自

己的心得感想。 

5B 
葉婷婷 《草船借箭》 內容清晰完整，講述自信有條理，聲音響亮。 

5B 
鍾梓穎 《一千零一夜》 自信演繹，清楚講述，能夠指出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章節。 

6A 
羅禾雪 《再見了，拖拉》 故事講述完整，自信演繹，除展示文中四個章節外，能帶出

篇章的主題：拒絕拖拉。 



6B 
林鈺元

Alice 

Swimming 
英文表達流利，故事內容清晰完整有條理，帶出了自己推薦

這本圖書的原因。 

6B 
林文怡

Alina 

Magic Finger 
英文流暢，除分享圖書完整內容外，還帶出了篇章的主題：

保護動物，從自己做起。 

6B 
馬健津 

Ken 

The Stone Fish 

Adventures in the 

sea  

表達流利，故事完整，能清晰表達圖書主題及介紹推薦圖書

的原因。 

6B 
李家安 《清單人生》 介紹清晰，讀者不僅能清楚知道圖書大概內容，亦能明白篇

章帶出來的深層含義。 

 

以上所有同學均獲得學校圖書組拍攝閱讀分享影片「積極參與獎」。另有其他獎項及其影片鏈接如下： 

 

獎項名稱 班別、姓名及作品名稱 影片鏈接 

最佳親子獎 1A_曾子琳_小兔乖乖 
1A_曾子琳_小兔乖乖.MOV 

1C_黃禹喆_海象在哪裏 
1C_黃禹喆_海象在哪裡.MP4 

最具風采獎 1A_林圓凱_矗立在森林中

小屋 

1A_林圓凱_矗立在森林中的小屋.mp4 

1B_陳允賢_螞蟻和蚱蜢 
1B_陳允賢_螞蟻和蚱蜢.mp4 

3B_戴絃_Harry Potter 
3B_戴絃_HARRYPOTTER.mp4 

3B_陳卓賢_2055 年一位冰

凍少年醒來 

3B 陳卓賢 2055 年一位冰凍少年醒來.mp4 

最具創意獎 1B_鄭佳宜_Super Hero 
1B_鄭佳宜_SuperHero.MOV 

2B_蔡子毅_岳飛 
2B_蔡子毅_岳飛.mp4 

2C_黃伽瑜_ The rabbit and 

the turtle 

2C_黃伽瑜_ story telling the rabbit and the turtle.MP4 

4A_劉惠琳_撒野 
4A 劉惠琳_撒野（圖書分享影片）.mp4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RRY2syEcONIt5Ny3DxI_nMBO5ddRUZMO7fVhr3NTbS-yQ?e=ncdL4W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TM8KRtT2TVFlNmu8FXhLUUBu3WyTJW1RpC0Iezz0rsg9g?e=RqaxU2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fzbw7orRbJFkvRxqE-n8xwBfjsu39rBRsdw-qjnA0NyVg?e=O6WiQS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VvXwMHiyH1Fq0LvMxha0AgBHhV-CeTlIF0td5fYabcn9g?e=NiltAM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epI6sN4hQVLkpj1r0RsgeMBNmJkKvGIKupGzkQ8ImNHwA?e=lJOquq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SXwPD84YDROhUaAKCMsAJUB4W50kRo1ZkapYE_XpNQiig?e=D4aWi4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cQ7n8I5nRpNsycukJVHbX8Bn3NTVewRHIFi9urDgWb5_Q?e=GifPzr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WnN3gHkERpJoDILUP6Twf8B_BBHjkh1n66BdCnsN26wrg?e=sF2T3a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Y5EOjgtOgpFtZSNu26X6rgBZ3kjvnIjNT2ldVSXUfGzXQ?e=v33Kan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YkSOfmp6qBDk5oJtDDhHb4BQDDRW0g-o_B8XK8qkJjCdQ?e=03UyfE


最具潛力獎 1A_黃莉雅_田裏的彩虹 
1A_黃莉雅__田裏的彩虹.mp4 

1A_李梓睿_烏鴉喝水 
1A_李梓睿_烏鴉喝水.mov 

2A_蕭韻晴_ I am not going 

to get up today 

2A_蕭韻晴_Katen _ I am not going to get up today.mp4 

2B_曾子宸_ Meet Tracker! 
2B_曾子宸_Meet Tracker!.MOV 

3A_吳月騫_你好，月亮 
3A_吴月骞_月亮睡着了.MP4 

3B_尹浩瑋_兩本圖書分享 
3B_尹浩瑋_兩本圖書分享.mp4 

4A_戴宇浩_十二生肖的故

事 

4A_戴宇浩_十二生肖的故事.mp4 

5B_黃思遠_如果歷史是一

群喵 

5B_黃思遠_如果歷史是一群喵.mov 

6B_林鈺元_Swimming 
6B_Alice 林鈺元_ Swimming.mp4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WCLzdnpaz9HsipZYl53RSYBI3fpGBjf9TtCA8PzRxxWEw?e=2eQDjY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ade-E46ZIhFgG5-gRjxO7IBBnzRq4eUU8Jzlz8W8lxptg?e=eXv2za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QYy8SMdETNMlvB_727jg0sBoOYJ0RaQnB6i8CivIKP_hw?e=EenBO1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XhkmtLblrFAsM1p3IdvIrwBwXbQXiwHVIa3Wz3jBUHbBw?e=uv6NKL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ajx6lu9uGFLm6DEwxPQavEBrwvg2QZus6knPjNfIBW3cg?e=of1QzA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U4LLZvzuVlNn1vgL3u4YNoBrQat1q4UbIfPxOrhu8bqtw?e=zQSlTw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bn7ZU0Mx9hLoyPrzVWZvXsBCCLB6LqwW6pb9VsZsW1WqQ?e=zdzEOh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TADphSy-thFo4APqKORAgQBGA9hmN-DXWN2iYyOHq8LMg?e=731gpd
https://tkllyps-my.sharepoint.com/:v:/g/personal/hz_lyps_edu_hk/EVjXnStpjlRPtGn2fdaESJwB197OowcrfHCjVlZtCe4r7Q?e=2J0J2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