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文法考考你比賽 

比賽章程 

（2022-09更新版） 

1 參賽組別 

⚫ 幼兒低班 K1 Level 

⚫ 幼兒中班 K2 Level 

⚫ 幼兒高班 K3 Level 

⚫ 小學一年級 P1 Level 

⚫ 小學二年級 P2 Level 

⚫ 小學三年級 P3 Level 

⚫ 小學四年級 P4 Level 

⚫ 小學五年級 P5 Level 

⚫ 小學六年級 P6 Level 

 

2 比賽模式 

幼兒低班 

幼兒中班 

幼兒高班 

⚫ 比賽口試時限為五分鐘。 

⚫ 參賽者需在限時回答老師問題 (口試) 

⚫ 題目大約 10題 

⚫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小學一年級 

小學二年級 

小學三年級 

小學四年級 

小學五年級 

小學六年級 

⚫ 比賽筆試時限為二十分鐘。 

⚫ 參賽者需在限時回答問題 (筆試) 

⚫ 題目大約 20題 

⚫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3 比賽範圍 

幼兒低班： 英文字母聯想 

例子：Speak up a word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B 

幼兒中班： 英文簡單對話 

例子：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A. Nice to meet you. 

B. White. 



  

 

 

 

 

 

 

 

C. I am six years old. 

D. Goodbye. 

幼兒高班： “is /are” , “a /an” 

例子：I have _____ apple. 

A. a          B. an         C. are         D. is 

小學一年級： "wh-" Questions , Pronoun ,  

詞語分類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小學二年級： 

 

Simple Present Tense ,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 “Do 

you like…/Do you want…” , “Is there/Are there” 

Eg.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1. In summer, we ________________ (swim) four times a week. 

小學三年級： Prepositions , Simple Past Tense ,  

Phrasal Verb (put, run) 

Eg.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the Simple Past Tense. 

1. Joe ____________________ (close) the windows last night. 

小學四年級： Punctuations (A few, A little, etc.) , Prepositions ,  

Simple Future Tense & Simple Present Tense  

Eg. Fill in each blank with: a few / a little / A lot of / some / none of 

1. Can you spare me _______________ time ? I’d like to talk to you. 

小學五年級： Joining Sentences , Proofreading , Conjunctions , 

Simple Past Tense & Past Continuous Tense 

Eg. Join the sentences with the conjunctions given in brackets. 

1. The manager is angry. He may shout at his assistants. (wh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六年級： “both & either & neither” , Proofreading , Tenses & 

Verb Form , Joining Sentences 

Eg. Join the ideas below with : “both” , “either” , or “neither” 

1. My mother did not believe the result. My father did not believe the resul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比賽規則 

4.1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4.2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 

4.3 小學參賽者於比賽期間應帶備書寫工具 (如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

等)，大會不會提供相關工具給未有帶備的參賽者。 

4.4 參賽者需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之答題紙，否則不予評分。 

4.5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不得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4.6 如參賽者被發現在比賽中作弊或違反比賽規則，將會被取消資格。 

4.7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須遵照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不得破壞任何在考場

內的公物，否則須照價賠償。 

4.8 如有任何疑問或爭議，參賽者須於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向本會提

出。 

4.9 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爭議，一切以大會的判決為准。 

4.10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章則或比賽規則而不另行通知。 

 

5 報名 

5.1 報名表 

參賽者可於比賽網站下載報名表 / 直接於網站登記報名資料。 

5.2 報名日期 

所有比賽項目報名截止日期已刊登於「重要日期一覽表」內 

5.3 遞交報名表 

遞交報名表時，應附上所有相關的表格及閱讀所有相關文件。此外，

遞交表格時，亦需附上： 

⚫ 會員登入名稱（如有）；  

⚫ 支票付款：一張支付所有報名費的劃線支票（只收香港銀行發行

的港幣支票）   

⚫ 匯款付款：匯款收據副本及號碼  

 *** 一切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 

5.4 回覆確認電郵 

當協會收妥報名費後，7 個工作天內便會向參賽者發出確認電郵。參

賽者應細閱並回覆電郵內的一切注意事項，並需在整個比賽期間帶備

作實。 

 

6 獎項及評分 (評分賽計算) 

6.1 在限時內於完成試題，總分獲最高者為優勝，若遇上同分者，將獲頒



  

 

 

 

 

 

 

 

發同等獎項。 

6.2 評判對一切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6.3 參賽者將於參加之比賽結束後獲發獎狀及分數紙，所有獎項一經領

取，如有損壞或遺失，將不獲補發。 

6.4 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之得獎者均沒有獎盃，如果想額外訂購，

比賽完畢後請到門口登記處辦理。 

6.5 所有訂購的獎盃 / 獎牌均會印上參賽者資料，比賽項目及獲獎成績。

（冠軍 / 亞軍 / 季軍 / 優異獎） 

6.6 如果評判認為該組參賽者未達得獎水平，評判有權更改該組之獎項安

排。 

6.7 評判及主辦單位有權因應每組參賽人數及參賽者水準，作出相應之獎

項安排及組別調動，而無須事先通知。 

6.8 於同日參與三項或以上比賽人士，額外獲頒發「傑出表現獎」獎狀。 

6.9 獲獎之參賽者可額外加訂獎盃或獎牌及複製證書, 詳情可於比賽當日

在登記處查詢。 

 

7 其他注意事項 

7.1 由於突發事件或其他主辦單位無法控制的原因，影響大賽的管理、安

全、評審或公正性的情況下，主辦單位有權推遲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的

比賽。如取消比賽, 主辦單位將於比賽日起計一個月內退回參賽費用

予參賽者。 

7.2 如因特殊情況未能比賽並獲得退款批准，本會只會退回相關比賽費

用，其他由PayPal公司收取之行政費用將不予退還。 

7.3 比賽進行中，除主辦單位攝影師以外，其他人不得離開座位拍攝，以

免影響參賽者表現。在場人士嚴禁拍攝或錄影其他參賽者之比賽過程

或作出不符合規定及侵害他人權利之情形，所產生的一切法律責任由

拍攝者自行負責。 

7.4 評判會就一切分數事宜作出最後決定。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

程內任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行委員會對

比賽章程之詮釋作出最終決定。  

（更多詳情，請參閱一般比賽章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