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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港澳校際「開心英語朗讀」比賽
2017-2018 Daily Readers “Read Out Loud” Competition

啟進教育國際有限公司舉辦的「Read Out Loud開心英語朗讀比賽」踏入第 12屆；過往多年賽事裡，
超過十萬位學童參與其中，發掘了不少朗讀界精英，因此也出現了不少驚喜。隨著冬季來臨，今年
的比賽亦正式公開接受報名，鼓勵更多同學參與此一富有意義的活動，吸收多元學習經驗，全面發
展自我。

比賽目的：
 讓學童從閱讀過程中發掘學習英語的樂趣
 透過「開心英語朗讀」比賽活動推廣學習英語
 增加中、小學學生對學習英語的信心和興趣
 令學生有目的地訓練發音和咬字
 提供各區中、小學互相交流的機會

對象：
 香港及澳門小一至中二學生

比賽組別：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初中組 (中一至中二)

參加辦法及規則：
1 每間學校每組參賽的同學不得超過 15位，請老師先行甄選參賽的同學。

2 每位參賽的同學必需選擇一篇指定的「Daily Readers」文章，文章可於 www.DailyReaders.com下載，並朗

讀其內容及進行錄音。

錄音時必須先以英語清楚讀出以下內容：

○1 學校名稱 ○2 學生姓名(全名) ○3 參賽組別 ○4 書冊/文章編號。

e.g○1 ABC Primary School; ○2 Chan Siu Ming, Peter; ○3 Primary/ Secondary One; ○4 DR 2C Unit 14

(參賽同學不得選擇所屬級別以外的文章)。

3 同學可到以下網址登記報名，再上傳參賽作品

網址: http://vcontest.mysmartedu.com.cn 或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參賽作品電郵至以下地址。(錄音作品格式一律以mp3或 wav檔為準)

電郵地址：ReadOutLoud@DailyReaders.com

4 如參賽同學所錄製的錄音內容不乎，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5 所有參賽作品將不會發還，建議同學先行複製備份。

6 如上載作品超過一次，新檔案將取代舊檔案。

7 比賽共分三輪，首輪比賽將會由專業評判團選出錄音作品中表現優秀的同學進入準決賽，屆時同學需到比

賽現場朗讀出首輪所選文章，優勝者將進入總決賽，同樣以現場朗誦的形式進行比賽。

(註: 於總決賽中，同學需用不超過 30秒時間分享對所選文章的賞析)。

~準決賽入圍名額： 每組 35名學生 ~總決賽入圍名額： 每組 15名學生

8 主辦機構：啟進教育國際有限公司擁有是次比賽的一切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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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準決賽入圍證書
 總決賽每組設金獎一名、銀獎一名、銅獎一名及優異獎七名

金獎： 獎杯一座、證書 及 書券港幣一仟元
銀獎： 獎杯一座、證書 及 書券港幣五佰元
銅獎： 獎杯一座、證書 及 書券港幣三佰元
優異獎： 證書一張 及 書券港幣五十元

查詢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851 8844 與 我們聯絡。

比賽評分準則 準決賽 總決賽
1. 吐字發音 (Accuracy & pronunciation)

a. 音量充足

b. 咬字清晰

c. 發音正確

40% 30%

2. 聲線運用 (Presentation)

a. 能運用適切的聲調朗誦文章

b. 語調能隨文章內容變化有致

c. 能運用合適的腔調突顯文章風格和重點

40% 30%

3. 舞台表現 (表情、眼神及身體語言) (Facial expression, eye contact & gesture) 20% 20%

4. 文章賞析 (Appreciation) － 20%

比賽時間表
2018年 1月 22日 (星期一) 截止遞交參賽作品

2018年 2月 12日 (星期一) 公佈入圍準決賽名單

以傳真及電話方式通知學校入圍學生名單

2018年 3月 1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時 –下午 1時

準決賽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 4樓 AC2會議室

地址：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0號

2018年 4月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時 –下午 1時

總決賽

地點：待定

地址：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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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港澳校際「開心英語朗讀」比賽

參賽表格

請於 2018年 1月 22日前到 http://vcontest.mysmartedu.com.cn登記報名，再上傳參賽作品 或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

參賽作品電郵至 ReadOutLoud@DailyReaders.com。

傳真號碼：2541 8844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學校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負責老師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參賽學生資料：(每間學校每組的參賽人數不得超過 15人) - 請自行複印參賽表格

中文及英文姓名 班別 性別 聯絡電話/手提 監護人姓名 參賽作品 (書冊/文章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
 錄音時必須以英語清楚讀出：

1. 學校名稱 2. 學生姓名(eg: Chan Siu Ming, Peter) 3. 參賽組別 4. 書冊/文章編號

 截止日期：2018年 1月 22日 (星期一)。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852 2851 8844與謝小姐聯絡。

學校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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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港澳校際「開心英語朗讀」比賽
2017-2018 Daily Readers “Read Out Loud” Competition

參賽同學請按照自己的組別，於下列指定的「Daily Readers」文章，選擇其中一篇參加比賽。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書冊 / 文章編號 標題
Level 1 to 2 – Unit 44 I can …
2C – Unit 34 My family
Level 2 to 3 – Unit 25 My toys
3C – Unit 32 Fun in the park
Level 3 to 4 – Unit 45 The brightest star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書冊 / 文章編號 標題
Level 3 to 4 – Unit 16 What can we do?
4C – Unit 36 Walking through the bush
6B – Unit 8 The cinema
6C – Unit 45 Come back, my beautiful world!
6C – Unit 47 Save the sun

初中組 (中一及中二)

書冊 / 文章編號 標題
7A – Unit 8 Good night and good morning
7B – Unit 5 Fun with friends
7B – Unit 24 Teamwork and cooperation
8B – Unit 5 Think global, act local
8B – Unit 16 King Arthur the brave

 所有文章可於 www.DailyReaders.com下載及試聽。

V-Contest website: http://vcontest.mysmartedu.com.cn

MySmartEDU website: http://www.mysmartedu.com/news/the12threadoutloudopenforapplicatio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mar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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