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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閱讀理解大賽 

  比賽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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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2.1. 報名表 

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網站填寫報名表。本會有權不接受未按此規格列印之報

名表。參賽者必須因應不同項目使用適當的報名，並填寫及遞交一切相關

表格報名。每份報名表可填報多項比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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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報遞交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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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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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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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賽者會先聽老師朗讀一篇文章，然後根據文章中的內容完成指令 / 



ROOM 1706,  

KING CENTRE,  

NO. 23 DUNDAS STREET,  
MONGKOK, HK  

TEL: (00852) 2481 0800  

FAX: (00852) 2481 0600 

回答問題 

➢ 題目大約 5 - 10 題 

➢ 例子： 

Snowball by Shel Silverstein 

I made myself a snowball 

As perfect as could be. 

I thought I'd keep it as a pet 

And let it sleep with me. 

I made it some pajamas 

And a pillow for its head. 

Then last night it ran away, 

But first it wet the bed. 

 

Question 1: What did the author make for his snowball? 

A. Hat         B. Jacket         C. Pajamas         D. Flower 

 

⚫ 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比賽筆試時限為二十分鐘。 

➢ 參賽者需在限時自行閱讀文章及回答問題 

◼ 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2 篇文章 

◼ 小學五年級至六年級：3 篇文章 

➢ 題目大約 10 - 20 題 

➢ 例子（節錄）：（取自 2021TSA 小三試題題目） 

Sam plays basketball with his brother 

Peter on Saturdays. He helps his sister 

with English because he is good at it. 

He likes to play chess. 

 

 

 

4. 獎項及評分（評分賽計算） 

4.1. 在限時內於兩部分中總分獲最高者為優勝，若遇上同分者，將獲頒發同等

獎項。 

4.2. 評判對一切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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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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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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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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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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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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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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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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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注意事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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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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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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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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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