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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熱情參與 國情賽擬續辦
46隊參與團體賽 150學生入圍個人賽
複賽部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
務辦公室、香港教育局及香港文匯報聯合主辦的第一屆

小學組（團體）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上星期六進行複賽。這次大

1.有「天下第一奇山」美譽之稱的是指中國哪座山？

賽不但有46隊大、中、小學晉級隊伍參與團體賽，而且3個

A.華山 B.黃山 C.廬山
答案︰B.黃山

組別中尚有各150名學生個人賽入圍，場面盛大。教育局督
■許永康
（右一）特
地到場巡
視，藉以了
解學生對比
賽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學（國民教育支援計劃）許永康表示，比賽有助學生以多
種形式認識國情。此外，有見比賽反應熱烈，獲得很多學
校支持，主辦方初步表示，希望繼續舉辦下一屆比賽。

複 校（協和）舉行。46支團體

分，「我以後會加強對詩詞和地理
的認識」
。

賽隊伍中，6支為大學組隊伍，而
中學組及小學組則各有20支隊伍。
個人賽方面，3個組別各有150人複
賽入圍。教育局督學許永康當日特
地到場巡視，並為學生打氣。

困難問題無礙爭勝決心

賽繼續於地利亞修女紀念學

許永康：學生態度正面
許永康表示，雖然「全港學生中
國國情知識大賽」題目有一定難
度，但學生並沒有因此退卻，反而
認為比賽極具挑戰性，態度非常正
面。此外，許永康發現學生對比賽
十分感興趣，「學生準備充分，把
從不同途徑找到的資料組織得很有
條理」。有見比賽獲得很多學校支
持，又有助學生了解國情，主辦方
初步表示，希望繼續舉行下一屆比
賽，並會進一步研究如何配合學校
課程出題。

參加團體賽的聖保羅書院小學學
生則認為，比賽最困難部分是不同
省份盛產物品的題目。另一個令他
們高呼不懂的題目則是《長恨
歌》。不過，由於他們平日博覽群
書，比賽時大家互相合作、補足，
對進入決賽有一定信心。
除了小學生外，中學生今次也面
對巨大挑戰。就讀香港中國婦女會
中學，參加個人賽的蔡松毅及黃乙
指，複賽難度較初賽高，部分問
題更涉及各地細緻具體的風土民
情。黃乙 指「自己也是因為到過
那個地方才懂得答」。此外，部分
關於中國藝術，如建築、瓷器等問
題也較艱深。二人均表示，將來會
加強這方面的知識。

家長到場支持參賽子

決賽明年元月中舉行

家長林先生及林太當日到場支持
參加個人賽的兒子。林同學就讀小
六，已經讀過《三國演義》、《水
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以往在校
內也經常參加問答比賽。林同學
指，對有關名著的題目較有把握。
而比賽中最難的是詩詞作者相關部

大賽組委會將於複賽參加者中，
於大、中、小學3個組別，各篩選
首3支優勝隊伍及首3名個人賽優勝
者進入決賽，競逐冠軍殊榮。決賽
暨頒獎禮明年1月19日於香港柴灣
青年廣場舉行，比賽將以即場問答
及搶答形式進行。

中學生刨筆記 大學生食老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早前舉
行的「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初
賽，有學生特別用網上遊戲「三國殺」溫
習中國歷史。到複賽階段，學生均更努力
準備，迎接新一級挑戰。聖公會陳融中學
學生，則準備多達5,000道國情知識題目，
製成一疊厚筆記，決心以實力及努力應
戰。另一方面，有大學生則因要準備即將
舉行的校內試，未有太多時間備戰，最終
只得「空槍上陣」
，但亦希望憑「基本功」
與日常生活能接觸到的國情知識，殺出入
決賽的血路。

筆記範疇廣 設5000題目
除了團隊賽3人外，聖公會陳融中學有2
名學生複賽個人賽入圍。原來他們都是學
校公民教育組成員，經常參加各類問答比
賽，經驗豐富。但他們並沒有掉以輕心，
在開賽前，各人捧 一疊設有5,000道題目
的筆記，題目範圍從中國歷史、藝術、各
地名川山河、時事知識等，包羅萬有。
參加個人賽的梁藍支表示，該筆記累積
了過去比賽所得的經驗，還有老師和同學

一起找資料，以補充內容。雖然當中只得
約5題與複賽真實題目相似，但亦已佔總
題目數1/8，認為頗有幫助。
除了充足準備外，他們在團體賽答題方
面，也有一定策略。隊員雷樂恆指，每人
專攻範圍不一，分作歷史、時事及文學。
同時，答題時，3名隊員更會同步分別看3
道題目，務求盡快完成考卷。

理科生：不比文科生差
大學組方面，初賽時表示有信心晉級的
浸會大學隊，果然成功殺入複賽。隊員孟
家聰和陳子日含指，雖然他們是理科生，但
強調自己是「綜合人才」，對中國歷史、
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認識，亦想藉 比
賽，證明理科生國情認知不比文科生差。
同時，由於隊員均來自辯論隊，各人平日
準備辯論比賽時，對不同議題有深入了
解，相信在國情知識賽中有一定優勢。
雖然今次因考試關係未能好好備戰，但
隊長黃昱依然信心十足：「比賽考核範圍
就是我的生活閱歷。」希望憑 日常累積
的知識殺入決賽，更以冠軍寶座為目標。

2.「馬背民族」是指中國哪一個少數民族？
A.苗族 B.彝族 C.蒙古族
答案︰C.蒙古族
3.能忍「胯下之辱」的秦末漢初大將是________。
答案︰韓信
中學組 （個人）
1.中國第一大瀑布叫甚麼名字？
A.黑龍江吊水樓瀑布 B.貴州黃果樹瀑布 C.陜西黃
河壺口瀑布
答案︰B.貴州黃果樹瀑布
2.傳說「天后」是一位宋朝女子，她名為什麼？
A.林默 B.林絮 C.林天
答案︰A.林默
3.《還魂記》是中國戲曲史上浪漫主義傑作____的別
名。
答案︰《牡丹亭》
大學組（團體）
1.鄭和率領船隊先後七次下西洋，到達亞、非30多個國
家和地區，最遠到哪裡？
A.好望角 B.摩洛哥 C.紅海
答案︰A.好望角
2.「碧雲天，黃葉地，北雁南飛」出自哪部作品？
A.《孔雀東南飛》 B.《金瓶梅》 C.《西廂記》
答案︰C.《西廂記》
3.「 智 者 千 慮 ， 必 有 一 失 」 語 出 史 學 著 作 ——
________。
答案︰《史記》
資料來源：大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城大3博士生摘國際大獎
助減交通碳排放 研廉價高效天線 創數碼水印防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城市大學3名
電子工程學系博士生，憑

■左起：王懷、劉芳及王典分別以電能
轉換技術、數碼水印技術及新型天線的
創新研究成果奪得國際大獎。 城大供圖

創新研究成果揚威海

外，奪國際大獎。王懷，博士生之一，發明新裝
置，把公共交通工具電能轉換效率提高兩成，獲國
比賽研究生組冠軍；王典創出低成本、高效益高速
短距離通訊天線，奪得2011年國際天線與傳播研討
會「青年科學家獎」；劉芳則憑精準驗證圖像增強
保安的數碼水印技術，贏得第十屆國際數碼水印會
議學生組冠軍。
懷獲獎論文為《現代公

電能轉換新概念》。他指，現
時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已轉為電
能驅動，令碳排放大減，但電
能轉換仍須經多重步驟，轉換
效率仍然偏低。為解決此問
題，他在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鍾
樹鴻指導下，設計兩個一步式
轉換電路，以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把高壓電能轉換為低壓，
「只要稍作改動，這個轉換電
路即可應用於現有公共交通車
輛」
。

王懷：轉換效率逾90%

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陳志豪、毫
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黃衡博士
及吳公保，合作研發「新式短
線高階模毫米波貼片天線」，
能以低成本、高質素作高速短
距離通訊。

王典：新天線勝矽線
王典解釋，高速短距離通訊
理想頻寬是60GHz，「不過使
用這種頻寬天線成本高昂，而
且因為體積細小，極難製
作」。因此，他們研製出體積
較大天線，新天線不單製作方
便、成本較低，而且能適用於
60GHz頻寬。而實驗結果亦證
明，新式天線效果較現有矽製
天線更佳。

王懷指，要找到合適轉換裝
置，作出適當設定，以取得所
需效果，並不容易，幾經辛苦
劉芳：新變換法更精確
才能研製成功。他研製的電能
有感目前偽造數碼化物品及
轉換系統效率高逾90%，較通
行系統高20%。倘若系統應用 盜用數碼資料情況猖獗，劉芳
於香港地鐵交通體系，每年可 積極研發精確度更高的數碼水
節省近980萬千瓦時電能，減 印技術，以便防偽。她設計
少900萬港元電費開支，並減 「 波 原 子 變 換 的 圖 像 摘 要 算
少約7,600公噸碳排放。王懷相 法」，靠精準驗證圖像增強保
信，未來5年，全球城市鐵路 安，「波原子變換比傳統的變
將快速發展，希望研發技術可 換更善於抽取圖像的特徵」。
令公共交通體系變得更環保。 實驗亦顯示，新變換方法較穩
另一博士生王典，則與電子 定、輕巧及保安更佳。

開平商會中學開放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前日首度
舉行中一入學開放日，吸引
逾1,500名小六學生及家長到
場。各人均希望多了解學校辦
學理念，以作選校參考。
校長溫美玉表示，舉辦開放日為了讓小學生和家
長了解該校辦學理念、學校特色等等。該校十分重
視全人發展，希望學生在追求優良成績外，亦要注
重品格操行。在入學簡介會上，不少小六學生主動
向溫美玉發問，表現主動積極。該校學生則負責表
演及示範，項目包括：西伯利亞民族舞、劍擊、田
徑、英語話劇、科學實驗、美術工藝等。

際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第十屆學生論文

王 共交通節能的高壓直流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首度舉行中一入學開放日，
逾1,500名小六學生及家長到場。
學校供圖

港大百年晚宴 101歲校友贈慶

另外，跨越4代的校友合力送上歌
曲《明我以德》。歌曲由上世紀70年
代畢業的校友許冠傑作曲，上世紀80
年代畢業的林夕填詞，並由上世紀90
年代畢業的周博賢編曲，及同為上世
紀90年代畢業的謝安琪，以及現時仍
在學的本科生許廷鏗及各學院學生合
唱。

■校監曾蔭權、副校監李國寶和校
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和在場嘉賓祝
酒恭賀港大百歲生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校長徐立之(左)及101歲校友李秀文在其媳
婦(右)陪同下到場出席盛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
港大學昨日舉行百周年晚宴，假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筵開365席，逾5,300名
嘉賓、師生、校友出席，包括：校監
曾蔭權，副校監李國寶，前校長黃麗
松、王賡武、鄭耀宗等。其中，年紀
最大、今年101歲校友李秀文，亦有到
場參與盛會。

徐立之懷感恩心情赴會

晚宴以傳火炬儀式開始。香港大學
校長徐立之致辭時表示，懷 感恩心
情參加百年校慶。他代表港大師生和
校友，感謝社會大眾一直對大學的支
持，讓大學科研發展獲成功，以及教
育理想得以實現。
他回顧港大百年貢獻，指校友一直
盡心盡力幫助窮人，成立不同慈善機
構，讓弱勢社群有更美好生活。最
後，他希望香港大學不單立足香港，

也放眼世界及貢獻國家。他又勉勵港
大人，「未來一個世紀繼續在社會服
務大眾，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
晚宴上首播由港大校友兼名導演羅
啟銳及張婉婷以史詩式手法拍成的短
片，再配以港大校歌作背景音樂，述
說港大百年歷史。港大音樂系系主任
陳慶恩負責把校歌重新編曲灌錄，由
校友兼香港小交響樂團指揮葉詠詩及
港大學生會合唱團與中學生合唱。

兩代「港大人」表現興奮
101歲校友李秀文在家人陪同下參加
晚宴。她雖然年屆百歲，不良於行，
但仍堅持站 ，讓記者拍照。這名百
歲老人滿臉笑容，非常興奮。李秀文
媳婦指，李婆婆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畢業生，亦是當年風紀隊長，後來入
讀港大。據了解，香港大學成立初期
只收男生，直至1921年才開始招收女
生，因此李秀文成為港大早年女畢業
生。後來，她的子女、媳婦同樣成為
港大人，可謂薪火相傳、心繫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