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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閱讀理解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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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學一年級 S1 Level 

⚫ 中學二年級 S2 Level 

⚫ 中學三年級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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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答問題 

◼ 題目大約 5 - 10 題 

⚫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例子： 

《秋天的信》林武憲 

秋天，要給大家寫信 

用葉子做信紙 

請風當郵差 

 

偷懶的郵差 

每到一個地方 

就把信一拋 

 

有的信，落到松鼠頭上 

有的信，掉在青蛙身旁 

趕路的雁，也銜了一頁回家 

 

池塘裡，草叢中 

到處都有秋天的信 

動物們急忙準備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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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秋天使用了什麽當信紙？ 

A. 風箏          B. 紙張           C. 雪花             D.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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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賽者需在限時自行閱讀文章及回答問題（筆試） 

⚫ 範圍：閱讀理解（二至三篇文章） 

⚫ 題目大約 20 題 

例子（節錄）：（取自 2021 小三 TSA 試題題目） 

 

我是一隻小蜜蜂，每天努力採集花蜜，讓家人可以吃到 

甜美的蜜糖。雖然我的生活十分忙碌，但也很快樂。 

 

文中第一段哪一個詞語形容蜜糖的味道？ 

1. ______________ 

中學一年級 

中學二年級 

中學三年級 

⚫ 比賽筆試時限為四十五分鐘 

⚫ 參賽者需在限時自行閱讀文章及回答問題（筆試）  

⚫ 比賽範圍： 

◼ 中學一年級： 

◆ 閱讀理解：文言文一篇 + 實用文一篇 

◆ 語文應用及詩詞成語運用（成語詩詞解釋配對） 

◼ 中學二年級 

◆ 閱讀理解：文言文一篇 + 應用文一篇 

◆ 語文應用（修辭及詞語應用） 

◆ 律詩及成語運用 

◼ 中學三年級 

◆ 閱讀理解三篇：文言文一篇 + 應用文二篇 

◆ 語文應用（修辭辨識，詞語理解，改正錯別字） 

⚫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 考試形式參考 TSA 

 

3 比賽規則 

3.1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3.2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 

3.3 小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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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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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參賽者需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之答題紙，否則不予評分。 

3.5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不得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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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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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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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爭議，一切以大會的判決為准。 

3.10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章則或比賽規則而不另行通知。 

 

4 報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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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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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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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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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獎項及評分（評分賽計算）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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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評判對一切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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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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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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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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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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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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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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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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注意事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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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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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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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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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