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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盃全港國情知識大賽啟動
40團體媒體協辦千校參加 助港青了解祖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景熙）為加深本地學生對中
華文化的了解，由香港新華
集團基金會和香港文匯報共
同主辦、國家教育部港澳台
事務辦公室為後援機構、香
港新華集團冠名贊助的
「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
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昨舉行大型啟動儀
式暨新聞發布會。是次國情
知識比賽組織規模龐大，獲
逾40個教育、文化、學術、
青年團體及媒體參與協辦，
將面向全港學界，邀請全港
20多間大專院校，以及近
1,000間中、小學參與，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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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
■「
■「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於
香港文匯報舉行大型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舉行大型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舉行大型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舉行大型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舉行大型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攝
攝

提升香港年輕人對國情的認
知。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本地經濟長期保持繁
榮穩定。隨 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密切，有需要讓
青少年更深入了解國家的進步與發展，讓他們共享
作為中國人的尊嚴與自豪。他續指，透過舉辦國情
大賽，深深體會到在香港學生中進行國民教育是理
所當然，培育青少年和下一代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
知，具備深遠意義。

蔡冠深解「中華文化知多少」

■蔡冠深期望，學生可從經濟、科技、文化及政
治等全方位認識內地。
黃偉邦 攝

昨 教育科技部副部長李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日的啟動儀式由多名嘉賓主禮，包括中聯辦

副部長李薊貽、大賽榮譽主任兼全國政協委員暨香
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左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袁武、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兼大賽副主任馮瑛冰
(右五)、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兼大賽副主任歐陽
曉晴(左二)、香港新華集團董事兼大賽副主任蔡關
穎琴(左三)、香港新華傳媒集團總經理兼大賽秘書
長張建華(右一)、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邵詩利(左
一)及教聯會主席黃均瑜，他們連同各出席的協辦
單位代表及嘉賓，見證比賽正式啟動。

共享中國人尊嚴與自豪
歐陽曉晴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15年來成功落

蔡冠深則表示，是次大賽以「中華文化知多少」
為名，強調「中華」二字，是希望反映「我們祖輩
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文明發達無比自豪」
。他又指
今日中國已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但經濟總體位列
全球第二，亦先後策劃奧運、神舟飛船多次升空等
項目，證明當今中國國力鼎盛，延續五千年來精彩
的中華文化。他期望借今次比賽，學生可從經濟、
科技、文化及政治等全方位認識內地，從認識開始
培育認同感，將來貢獻國家。

設「積極參與獎」褒獎學校
大會昨已向各大、中、小學發出邀請函，學生可
即日起至11月26日期間於網上報名參賽。比賽將分
為大、中、小學3個組別，於已開始的網上初賽，
至12月底舉行決賽，並以每名學生作參賽單位，各
組分別設冠、亞、季1名及100名優異獎，獎金由1
千元至3萬元不等。今年賽事雖不設團體賽，但大
會亦特設「積極參與獎」及「成績突出獎」各5個
表揚相關學校。學生如想參賽或深入了解相關資
訊，可瀏覽大會網頁： http://cnc.wenweipo.com/

家教會冀重燃認識國家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各界近年積 會長何瑞眉認為，港生實有必要認識祖國，加深了
解自己的身份。她表示，早前國教風波令
極推動國情教育，但受到早前「德
不少學生、家長對國情變得抗拒，「在擔
育及國民教育科」風波影響，不少
任義工時，不時見到年經一代在抗拒國家
家長代表慨嘆，事件令社會出現抗
的網上留言，令我十分關注」。她認為，
拒認識中國內地氣氛，希望今次
政府當日處理國教事件的政治智慧不足，
「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
希望各方能努力，重建公眾信心。
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能
同為協辦團體的大埔家長教師會聯會，
締造契機，運用有趣手法，重建年
會長何主平則指，很多家長其實對國民教
輕學生對認識國家的興趣。
■何瑞眉認為，應重建 育並不抗拒，但因對課程內容有憂慮才出
各方努力重建公眾信心 公 眾 對 國 情 教 育 的 信 現反彈情緒。他希望今次比賽能成為一個
黃偉邦 攝 起點，以課外方法讓學生增加對國家的認
是次國情大賽獲多個家長團體支 心。
持協辦，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為其中之一，該會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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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香港新華集團基金會
香港文匯報

後援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何景安希望，今次大賽能
起推動國情普及教育的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趙益鎮指國情範圍廣
闊，學生備戰要好好「惡
補」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提高全港學生對中國國情知識的興趣，促進中華文化的普
及，加深對中華民族的情感
比賽形式：
學生須以個人身份參賽，分別設有大學、中學及小學3個組
別，各設冠、亞、季軍及100名優異獎。另外，中學組和小
學組亦設「積極參與獎」和「成績突出獎」，各設5個名
額，最多學生參賽的學校會得到「積極參與獎」
，參賽學生
成績突出的學校將獲「成績突出獎」

參賽資格：
於香港就讀的大專生、中學生及小學生
報名方法：
2012年11月21日00:01分至11月26日23:59分，於大會網頁
（http://cnc.wenweipo.com）進行網上報名連初賽；參賽者
要「即時報名及即時比賽」
，另不可重複報名和比賽

比賽程序：

和富社會企業

冠名贊助機構：
香港新華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今年國情知識大賽評審
陣容鼎盛，主辦單位邀得多位內地及本地國情專家擔任
評選委員，包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北京師範
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兼央視《百家講壇》歷史名
講者紀連海、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何景安、中國歷史教育學會理事趙益鎮及教聯會副主
席胡少偉等。多位出席昨啟動禮的評委都認為，比賽重
點不在於勝負，而是學生能否從有趣的學習過程中，認
識到國家的歷史及最新發展；他們寄語參賽學生應放鬆
心情，努力準備，好好享受比賽過程。
連續兩屆賽事任評委的何景安表示，對去年參賽者的
高水平印象深刻，「有位大學男生在作答頤和園的另一
名稱時，其答案與大會預先安排的不同，但他據理力
爭，指自己的答案亦算是正確。」大會於是即時翻查資
料，發現該參賽者的答案雖屬僻義，但也合理，最後給
予分數，「參賽同學水平都很高，但以全港整體來說，
對國情認識程度仍偏低，希望大會能起到推動國情普及
的作用。」

盼政府把中史重列必修
趙益鎮則指，國情範圍廣闊，包括地理、歷史、人文
等，他留意到港生普遍水平不足，需要好好「惡補」
。他
又感慨指中國歷史科自2000年起不再是香港初中課程必修
科，是今天學生國情認知不足的主因，期望政府把該科
重列必修。
胡少偉則認為，中華文化聯繫 全球華人，甚至開始
在全球普及，影響力漸大，學生有必要學習，「早前有
美籍華裔議員，都會回到中國內地的故鄉祭祖，這正是
中國人慎終追遠的表現。」他希望參賽者平日多留意報
紙，又要自行找書籍閱讀，借比賽充實自己。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詳情
比賽意義和宗旨：

支持機構：

典禮
報名連初賽
日期：2012年11月21日至11月26日
比賽獎勵：
形式：學生在「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網頁作答選
獎勵包括獎金、獎盃、獎狀、贈報等
擇題，網址為 http://cnc.wenweipo.com
晉級標準：每組成績最佳的首200名學生進入複賽；如有同 個人(各組別)
冠軍—獎金$30,000
分情況，依題目難度類別和答題時間而定
亞軍—獎金$20,000
複賽
季軍—獎金$10,000
日期：2012年12月9日(星期日)
優異獎100名—獎金$1,000
地點：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演講廳
冠、亞、季軍得獎學生分別獲贈閱《文匯報》1年及被邀請
複賽形式：現場限時比賽，包括選擇題和填充題
晉級標準：各組成績最佳的5人進入決賽；如有同分情況， 為《文匯報》校園記者
學校(各組別)
依題目難度類別和答題時間而定
「積極參與獎」5個—獎勵書券$1,000、獎盃乙座、獎狀、
決賽和頒獎
贈閱《文匯報》1年（僅限中、小學）
日期：12月下旬
「成績突出獎」5個—獎勵書券$1,000、獎盃乙座、獎狀、
地點：待定
贈閱《文匯報》1年（僅限中、小學）
形式：現場問答形式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結果：即場宣布名次，以分數高低決定冠、亞、季軍，如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有同分情況，以附加搶答題分出名次，另會即場舉行頒獎

協辦機構：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國民教育中心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香港通識教育會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新界校長會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菁英會
香港青年聯會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未來之星同學會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離島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排名不分先後)

協辦媒體：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人民日報香港分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記者站
中通社
中國日報(香港版)
亞洲電視
點心衛視
香港衛視
香港電台
鳳凰網
香港星火網絡協進會
大中華青年在線
紫荊雜誌
大公報
大公網
香港商報
成報
成報網
亞太日報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排名不分先後)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