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圖書館網絡

主辦機構：

合辦機構：

支持機構：

支持媒體 ：贊助機構：
LE20207559 

截稿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

（日期以郵戳／電郵時間為準，逾期遞交的作品恕不受理）

公佈比賽結果

預計於 2021 年 6 月下旬

「名篇閱讀組」指定篇章

初中組

主題  人與自然

 《看雲識天氣》 朱泳燚
 《生物的「睡眠」》 林續中 

 《螞蟻雄兵》 曾志朗

主題  感念親恩 

 《背影》 朱自清  

 《燕詩》文言 白居易  

 《我的母親》 胡適

主題  節日習俗

 《中秋與花燈》 王良和 

 《糭子裏的鄉愁》 琦君 

 《端午日》 沈從文

主題  寓言故事

 《賣油翁》文言 歐陽修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水的希望》 呂夢周

主題  堅毅明志 

 《岳飛之少年時代》文言 佚名 

 《想和做》 蒲韌 

 《一張紙上，如果寫的是我的文章》 張曉風

主題  勤勉好學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不要空喊讀書》���  鄧拓  

 《說「勤」》  林家箴

主題  寬大包容

 《偷父》  劉心武 

 《寬容是一種愛》  肖復興 

 《小提琴的力量》  布里奇斯

主題  人與自然

 《始得西山宴遊記》文言 柳宗元 

 《美：無所不在》 蔣勳 
 《當火車走過》 廖玉蕙

主題  親情關顧 

 《雙層牀》 胡燕青  

 《弟弟》 張愛玲  

 《描不下的身影》 潘步釗

主題  香港情懷

 《書與街道》 也斯 

 《街道小店的懷念》 小思 

 《店鋪》 西西

主題  不平凡的人 

 《廉頗藺相如列傳》文言 司馬遷 

 《第九味》 徐國能 

 《月雲》 金庸

主題  勤勉好學 

 《師說》文言  韓愈  

 《敬業與樂業》  梁啟超 

 《勤》  梁實秋

主題  關懷別人 

 《老王》  楊絳  

 《友好的報答》        格雷夫斯 

 《石頭記》  三毛

高中組

以上篇章取材自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初中中國語文》/《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的課文及教材。



報名表格

V. 星級總審團（排名不分先後）

中文組

單周堯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副校長（學術）、

中文系主任

袁振華博士
中國語文教學中心講師、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委員

潘步釗博士 
裘錦秋中學（元朗）校長

蒲 葦先生
圖書館主任、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

散文作家

 

IV. 參賽規則

參賽作品必須交由學校推薦

每所學校參賽人數不限，每組由學校負責老師在校內

參賽學生中自行評選出每組別不多於十份優秀作品

每名學生只可遞交一份參賽作品

VI. 參賽作品格式要求

文字組

參賽稿件必須寫上學生的姓名、學校名稱及作品

編號（請參考報名表格上的編號）

稿件上必須列明所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參賽作品務求整潔，字體端正，並需列明字數。凡

字數超越規定，將作廢論

稿件可手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手寫的作品必須

謄寫清楚（必須選用 A4 size 紙張）

多媒體組

參賽短片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錄製

參賽者需自行錄製參賽短片，完成後將短片上載至

Youtube，並提交 Youtube 連結

參賽者上載之Youtube短片請設定為不公開，以

「作品參考編號」作為短片標題，並於內容列明所

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VII. 條款

每名學生只可呈交一份參賽作品，否則將被取消

參賽資格

若作品數字／短片時限不符合本比賽的要求，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本公司對參賽者資料絕對保密，個人資料用於確

認參賽者身份及公佈

參賽作品不可含有不雅、暴力、誹謗或任何不良

的內容，否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比賽期間所有已收集之個人資料，只會用作本活

動之報名、活動籌備及宣傳之用。本公司將保留

部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及電郵地

址）作發送本公司其他最新資訊

若閣下不希望收取有關主辦機構的任何資訊，請

傳送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 提出要求或致

電 2887 8018 與本公司客戶服務組聯絡

本公司保留修改及解釋所有條款之最終決定權   

比賽查詢電話︰何小姐 2976 6786／葉小姐 2976 6501

whatsapps: 5494 4254

I. 參賽組別

✤ 廣泛閱讀組

中文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600 字至 8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800 字至 1,200 字）

英文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600 字至 8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800 字至 1,200 字）

多媒體組 

參賽者可以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錄製參賽短片，

分享閱讀心得，短片的時間不可多於5分鐘

✤ 名篇閱讀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400 至 6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600 至 800 字）

III. 獎項及獎品

各組別均設冠、亞及季各一名，以及優異獎五名

各獎項的獎品如下︰

設踴躍參與學校獎 3 名，每間得獎學校可獲獎座一個

所有參賽同學均可獲頒「電子參賽證明書」

各組冠軍作品將刊登於星島日報教育版及香港教育城網站

文字組 多媒體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2,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0份

1,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5份

1,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3份

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份

1,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5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1,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3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份

2,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0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鄧思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衞林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文化及傳意部講師

温結冰老師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中文科老師，

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多媒體組

許佳榮先生
星島日報教育組網站高級編輯／教育多媒體

劉智恒先生
 橙新聞視頻部高級編輯

英文組

Mr Jet CRAWFORD
Adjunct Lecturer, HKU SPACE

Mr John MILLEN
Former Head of Languages Department 
in UK Secondary School

Author of Athens Anthology 2nd edition 

Childrens & Young Adult book reviewer 
in the Young Post / SCMP

Ms Kitty ZHANG
Academic Marketing Manager, Greater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Learning

Mr Tommy LUI
Adjunct Lecturer, HKU SPACE

II. 報名及作品呈交方法

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學校須於截止日期前

填妥大會提供的報名表格（Excel），

並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

報名表格（Excel）範本可直接掃描單張上的 

QR Code 或登入 https://qrd.by/k37wru 下載

學校老師須於截稿日期前將所有「參賽作品」、「短

片連結」，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郵寄或親

身遞交至主辦單位（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

匯廣場 9 樓），電郵標題或信封面請註明「第三十二

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參加者須以文字撰寫報告或短片拍攝形式分享讀書心得

廣泛閱讀組題材不限，學生可自由選擇書籍

名篇閱讀組，初級組共8個主題，高級組5個主題，每

個主題由主辦機構提供三篇指定篇章，學生須選擇一個

主題，閱讀該主題的指定篇章，以單篇或多篇對照的方

式撰寫閱讀心得



報名表格

V. 星級總審團（排名不分先後）

中文組

單周堯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副校長（學術）、

中文系主任

袁振華博士
中國語文教學中心講師、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委員

潘步釗博士 
裘錦秋中學（元朗）校長、作家

蒲 葦先生
圖書館主任、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

散文作家

 

IV. 參賽規則

參賽作品必須交由學校推薦

每所學校參賽人數不限，每組由學校負責老師在校內

參賽學生中自行評選出每組別不多於十份優秀作品

每名學生只可遞交一份參賽作品

VI. 參賽作品格式要求

文字組

參賽稿件必須寫上學生的姓名、學校名稱及作品

編號（請參考報名表格上的編號）

稿件上必須列明所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參賽作品務求整潔，字體端正，並需列明字數。凡

字數超越規定，將作廢論

稿件可手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手寫的作品必須

謄寫清楚（必須選用 A4 size 紙張）

多媒體組

參賽短片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錄製

參賽者需自行錄製參賽短片，完成後將短片上載至

Youtube，並提交 Youtube 連結

參賽者上載之Youtube短片請設定為不公開，以

「作品參考編號」作為短片標題，並於內容列明所

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VII. 條款

每名學生只可呈交一份參賽作品，否則將被取消

參賽資格

若作品數字／短片時限不符合本比賽的要求，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本公司對參賽者資料絕對保密，個人資料用於確

認參賽者身份及公佈

參賽作品不可含有不雅、暴力、誹謗或任何不良

的內容，否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比賽期間所有已收集之個人資料，只會用作本活

動之報名、活動籌備及宣傳之用。本公司將保留

部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及電郵地

址）作發送本公司其他最新資訊

若閣下不希望收取有關主辦機構的任何資訊，請

傳送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 提出要求或致

電 2887 8018 與本公司客戶服務組聯絡

本公司保留修改及解釋所有條款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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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參賽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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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600 字至 8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800 字至 1,200 字）

英文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600 字至 8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800 字至 1,200 字）

多媒體組 

參賽者可以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錄製參賽短片，

分享閱讀心得，短片的時間不可多於5分鐘

✤ 名篇閱讀組（文字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 400 至 600 字）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 600 至 800 字）

III. 獎項及獎品

各組別均設冠、亞及季各一名，以及優異獎五名

各獎項的獎品如下︰

設踴躍參與學校獎 3 名，每間得獎學校可獲獎座一個

所有參賽同學均可獲頒「電子參賽證明書」

各組冠軍作品將刊登於星島日報教育版及香港教育城網站

文字組 多媒體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2,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0份

1,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5份

1,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3份

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
水彩筆1份、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份

1,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5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1,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3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5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份

2,000元現金書券、獎狀、施德樓三角防乾水彩筆1份、
Lanchester 防疫口罩套裝10份、Casio精美手錶1隻

鄧思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衞林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文化及傳意部講師

温結冰老師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中文科老師，

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多媒體組

許佳榮先生
星島日報教育組網站高級編輯／教育多媒體

劉智恒先生
 橙新聞視頻部高級編輯

英文組

Mr Jet CRAWFORD
Adjunct Lecturer, HKU SPACE

Mr John MILLEN
Former Head of Languages Department 
in UK Secondary School

Author of Athens Anthology 2nd edition 

Childrens & Young Adult book reviewer 
in the Young Post / SCMP

Ms Kitty ZHANG
Academic Marketing Manager, Greater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Learning

Mr Tommy LUI
Adjunct Lecturer, HKU SPACE

II. 報名及作品呈交方法

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學校須於截止日期前

填妥大會提供的報名表格（Excel），

並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

報名表格（Excel）範本可直接掃描單張上的 

QR Code 或登入 https://qrd.by/k37wru 下載

學校老師須於截稿日期前將所有「參賽作品」、「短

片連結」，電郵至 marketing@hkep.com／郵寄或親

身遞交至主辦單位（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

匯廣場 9 樓），電郵標題或信封面請註明「第三十二

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參加者須以文字撰寫報告或短片拍攝形式分享讀書心得

廣泛閱讀組題材不限，學生可自由選擇書籍

名篇閱讀組，初級組共8個主題，高級組5個主題，每

個主題由主辦機構提供三篇指定篇章，學生須選擇一個

主題，閱讀該主題的指定篇章，以單篇或多篇對照的方

式撰寫閱讀心得



優質圖書館網絡

主辦機構：

合辦機構：

支持機構：

支持媒體 ：贊助機構：
LE20207559 

截稿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

（日期以郵戳／電郵時間為準，逾期遞交的作品恕不受理）

公佈比賽結果

預計於 2021 年 6 月下旬

「名篇閱讀組」指定篇章

初中組

主題  人與自然

 《看雲識天氣》 朱泳燚
 《生物的「睡眠」》 林續中 

 《螞蟻雄兵》 曾志朗

主題  感念親恩 

 《背影》 朱自清  

 《燕詩》文言 白居易  

 《我的母親》 胡適

主題  節日習俗

 《中秋與花燈》 王良和 

 《糭子裏的鄉愁》 琦君 

 《端午日》 沈從文

主題  寓言故事

 《賣油翁》文言 歐陽修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水的希望》 呂夢周

主題  堅毅明志 

 《岳飛之少年時代》文言 佚名 

 《想和做》 蒲韌 

 《一張紙上，如果寫的是我的文章》 張曉風

主題  勤勉好學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不要空喊讀書》���  鄧拓  

 《說「勤」》  林家箴

主題  寬大包容

 《偷父》  劉心武 

 《寬容是一種愛》  肖復興 

 《小提琴的力量》  布里奇斯

主題  人與自然

 《始得西山宴遊記》文言 柳宗元 

 《美：無所不在》 蔣勳 
 《當火車走過》 廖玉蕙

主題  親情關顧 

 《雙層牀》 胡燕青  

 《弟弟》 張愛玲  

 《描不下的身影》 潘步釗

主題  香港情懷

 《書與街道》 也斯 

 《街道小店的懷念》 小思 

 《店鋪》 西西

主題  不平凡的人 

 《廉頗藺相如列傳》文言 司馬遷 

 《第九味》 徐國能 

 《月雲》 金庸

主題  勤勉好學 

 《師說》文言  韓愈  

 《敬業與樂業》  梁啟超 

 《勤》  梁實秋

主題  關懷別人 

 《老王》  楊絳  

 《友好的報答》        格雷夫斯 

 《石頭記》  三毛

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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