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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生國情知識大賽秣馬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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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由國家
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香港教育局及香
港文匯報主辦的第一屆「2011全港學生
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全港學生反應踴
躍。超過100間大、中、小學共派出130
多支隊伍報名參賽，各隊將於明日「初
試啼聲」
，雲集於初賽場地展現自己的國
情知識，爭取出線進入複賽(中小學組各
10隊，大學組6隊)。多間學校近日積極
為比賽準備，本報記者親身到校探究他
們的備戰情況，各校師生各出奇謀，有
學校老師搜索不同相關公開賽的題目為
學生提供課後「特訓」
，又透過安排搶答
器材，助學生熟習比賽的激烈氣氛與環
境。至於學生則希望能於比賽中展現本
身實力，挑戰其他學校的
精英，從而突破自己。

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參賽學校名單

■香島中學派出兩隊學生參加比賽，他們放學
後都進行「特訓」
，期望取得複賽的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島師生 課餘特訓備戰
香島中學將派出兩隊學生參加是次國情知識大
賽，近兩星期他們放學後都獲安排「特訓」
，爭
取在明天初賽脫穎而出。他們參加比賽各有因
由，隊長中五生李金鵬指，自己於內地出生，自
幼已對國家傳統文化有興趣，認為今次比賽「既
可擴闊眼界，亦能增加國情知識，因此非常吸
引」
。
另一隊隊長中五生陳曉君表示，對中國文學和
中國歷史非常喜愛，所以主動參加比賽；其隊員
陳國豪則笑言，「獎金豐富亦成為參賽的推動
力。」

「十二五」專題賽摘季
雖然他們只是中五學生，但已「身經百戰」
，
參加過校內外不同形式的比賽，如辯論、政策研
究比賽等，「我們在『十二五」
』專題研習報告

比賽中，便曾取得全港季軍」，陳曉君自豪地
說。因此，兩隊人馬可謂校內「精兵」
。 為了今
次比賽，學生們亦做了不少準備功夫，主要是看
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知識的課外書，而且隔日放學
就留校在電腦室裡一起「特訓」
。

「特訓」操Fit 先作模擬賽
有關「特訓」由學校兩位老師韓湛恩和王翠蘭
安排，王老師指，希望透過模擬比賽，由老師負
責問問題，學生則要搶答；遇上難題，學生要立
即上網搜索答案，藉較新穎另類的教學形式，加
深學生對國情知識的了解。而隊友之間也會拿
書本互問互答，一起「溫習」
，場面融洽。王老
師又指，學校有7至8成的學生都是新來港的學
童，因此對學習國情知識非常有興趣，而且學習
能力極高。

坪石天主教小學 老師催谷
香港文匯報訊 是次國情知識大賽，也吸
引40多所小學派隊參賽，助學生從小增進國
情知識。其中坪石天主教小學，便派出兩支
隊伍參賽，該校常識及電腦科老師周成海，
便特別收集多年來學界大型比賽相關題目，
及網上搜集相關資料，製成大量模擬題供學
生參考，「過往我將學界比賽的過程剪下，
然後一一記錄問題，再製成試卷，可助學生
反覆練習。」而且，周老師亦會在網上搜尋
有關資料，讓學生能自行在家中溫習。

「打機」了解歷史人物
小六生陳癸全為其中一隊的隊長，他自四
年級開始已參加不少校內外比賽，平常亦會
到圖書館借閱有關國情、歷史書本，又會上
網尋找一些關於中史的知識。這群小學生更
有特別的方法學習中國歷史，便是「打
機」，隊員阮光輝指，「我們可以在遊戲中
了解不同的歷史人物。」最近流行的網上遊
戲「三國殺」、「成吉思汗」等等，就讓他
們知道熟悉多名歷史人物如劉備、成吉思汗
等。

■香島中學兩隊學生放學後在電腦室進行
「特訓」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隊友按鈴快 信心爆棚
李金鵬則指，是次比賽大大擴闊同學對國情知
識了解的範圍，「
『打邊爐』打得多，但我現在
才知道它是在哪裡興起的。」以前沒有深究的知
識，現在同學們都「打爛沙盤問到篤」
，無論中
國的天文、地理、科學等範疇。李金鵬表示，有
信心隊員都可以發揮所長，盡力比賽。問到他們
的秘密武器，他則笑言：「我們有位隊友按鈴速
度是全港最快的！」

皇仁3雄 平常心面對
香港文匯報訊 傳統名校皇仁書院派出校
內3位就讀中五的精英組隊參與是次國情知
識賽，3位同學都指，將以平常心面對。隊
長中五生陳浚希形容，其沒有為比賽「特
訓」，只是用「真功夫」上陣，「因為比賽
內容範圍很廣，只靠一、兩星期看資料相信
也沒有大幫助，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多留
意有關資料。」

張肇軒：基本功最重要
■坪石天主教小學的同學以互問互答形式
備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唐詩300首能背200
中國歷史給人的傳統印象是枯燥乏味，但
小六生潘海怡卻認為︰「中國歷史就如《哈
利波特》一樣好看。」她喜愛中國文學，唐
詩300首已能背近200首，亦會趁小息時間和
同學討論中史知識，所以在比賽中她會主攻
與文學相關的題目，希望可用自己的興趣助
團隊拿下好成績。

■在個人賽
中，陳敬君
(左)1.5分鐘
內 取 得 滿
分；中一生
黃俊穎在3分
鐘 內 取 得
97.5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皇仁書院參賽同學，黃獻峰、陳浚希和
張肇軒表示：「以平常心面對這次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隊員張肇軒亦同意，基本功才是最重要，
希望藉比賽和其他學校切磋，以測試本身實
力，另一隊員黃獻鋒直言，曾上網做樣本試
題，發現程度很深，很多內容各人也不清
楚，是次參賽能讓他們更多留意不同層面的
國情知識。

根底頗深。陳浚希表示，是次比賽較以往曾
參加的更大型，因此非常有挑戰性，「我們
會盡力而為，爭取好成績。」

理科生中史興趣濃厚

內地考察增國情知識

3位同學雖然並非文科生，但在升高中時
仍堅持修讀中史，只因對國學知識的熱愛；
3人同樣於小學已萌生對中史的濃厚興趣，
自少便主動閱讀有關書籍，中國文化、歷史

皇仁中史科老師何達基表示，增加國情知
識最好的方法是親身體驗，因此學校每年都
辦2至3個內地考察團。同學反應也很熱烈，
每次都爆滿。

個人賽網上比拚 即報名即作賽
香港文匯報訊 除校際團體賽外，是次國情知識大賽也
設有個人賽，讓學生到大賽網頁即時報名即時作賽，多間
學校都積極安排學生備戰，希望爭取佳績。

香島女生 分半鐘極速完成
香島中學已有10多名學生上網完成比賽，該校預計全校
會逾20人參加；其中中五生陳美君在不足1分半鐘的時間
內完成題目，更獲系統給予100分成績。中三時從內地新
來港讀書的她，來港前已對國情知識有一定了解，比賽前
也看了很多相關資料；她認為，掌握更多中國文化知識，

有助將來到內地工作。另外，該校最年輕的個人賽參加者
中一生黃俊穎也於3分鐘內完成題目，取得97.5分成績。
他在小五時已對中史有深厚的「情意結」
，常常購買歷史
書閱讀，升中後他的「每事問」
，讓老師發掘他參加是次
比賽。

坪石天主教生 先溫習熱身
坪石天主教小學老師周成海則表示，已挑選20至30位學
生參加個人賽。因為每人只得一次參賽機會，因此他要求
學生先努力溫習預備，才可報名參賽以取得較佳分數。

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比賽資料
大賽宗旨
■提高香港青少年學生對中國國情知識的興趣，加深對國
家的了解及對中華民族的情感。
比賽形式
■分為校際團體賽及個人賽兩種，前者由學校組隊報名參
加，每隊正式隊員3人、後備1人；後者以個人身份作
賽。
■校際團體賽及個人賽分別設有大學組、中學組及小學
組，3個組別設冠、亞、季軍。
比賽範圍
■中國歷史、天文、地理、文化和古、近代經濟及科技。
■文匯報教育版、香港文匯網以及「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
。網頁將刊登和上載比賽主題、範圍及參考題
目，並增設複習題庫，供學生閱覽。

比賽程序
■分為初賽、複賽及決賽3輪。初賽將於12月3日期間舉
行，校際團隊賽以紙筆形式限時比賽；個人賽則為網上
選擇題，於11月28日至12月3日登入大賽網頁即時報名
即時比賽。各組別成績最佳者進入複賽(團隊中、小學
組各20隊，大學組6隊；個人每組150人)。
■複賽在12月5日至17日期間舉行，團隊賽及個人賽均作
紙筆形式限時比賽，包括選擇題和填充題，各組別成績
最佳的3隊(人)進入決賽。
■決賽定於2012年1月19日，以現場口頭問答形式進行，
題目分為必答題和搶答題，決出各組冠、亞、季軍。
比賽獎勵
校際賽
■冠軍－獎學金$20,000

■亞軍－獎學金$10,000
■季軍－獎學金$6,000
■冠亞季軍得獎校和學生獲贈報1年，學生將獲邀請為
《文匯報校園記者》
。
個人賽
■冠軍－獎學金$8,000
■亞軍－獎學金$5,000
■季軍－獎學金$3,000
■每組優異獎100名－獎學金$500
■冠亞季軍學生獲贈報1年，並獲邀請為《文匯報校園
記者》
*有關詳情可參看「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網頁
cnc.wenweipo.com

小學組
順德聯誼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秀明小學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荃灣官立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李陞小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聖公會日修小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迦密愛禮信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道教青松小學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保良局志豪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聖保羅書院小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港大同學會小學
沙田官立小學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德信學校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孫方中小學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聖公會榮真小學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香港培正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
中學組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香島中學(正校)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福建中學(觀塘)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觀塘瑪利諾書院
可立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新界喇沙中學
福建中學(小西灣)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廠商會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皇仁書院
聖言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裘錦秋中學(葵涌)
中華基金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喇沙書院
聖羅撒書院
明愛聖若瑟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深培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勞工子弟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大學組
香港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珠海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科技大學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