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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文匯報
未來之星同學會

（一）比賽宗旨：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青少年學生通過參加大賽可以增加對中國

歷史文化的了解，提高對中國國情知識的興趣，促進中華文化的普

及，加深全港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情感。

（二）參賽資格及比賽形式：
1. 於香港就讀的大專學生、中學生及小學生；

2. 設立校際團隊賽和學生個人賽兩種比賽形式；

* 校際團隊賽由學校組隊參加；

* 學生個人賽以個人身份自行參加；

3. 校際團隊賽設大學組、中學組、小學組3個組別，3個組別設冠、

亞、季軍、優異金獎、優異獎和參與紀念獎 ; 大學組2隊優異金獎

（第4 - 5名）以及中學組和小學組每組7隊優異金獎（第4 - 10名），

以及每組優異獎（分數合格）和參與紀念獎。

4. 學生個人賽設大學組、中學組、小學組3個組別，3個組別設冠、

亞、季軍和每組100名優異金獎（第4 - 103名），以及每組優異獎

（分數合格）和參與紀念獎。

（三）報名形式：
校際團隊賽：

1. 報名日期：2013年11月13日至11月20日；

2. 每間學校最多只能派出2支隊伍參賽：

3. 小學組和中學組每隊4人：正式隊員3名，後補隊員1名，由1名教師

或學校職員帶領，並為領隊兼聯絡人。

4. 大學組每隊4人：正式隊員3名，後補隊員1名，4人中1人為領隊兼

聯絡人。

5. 報名方法：

* 報名表格刊登於「香港文匯報」或海報連表格。填寫報名表格後郵

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或傳真至 : 2873 3764；

* 於大賽網頁報名http://cnc.wenweipo.com；

學生個人賽：

1. 報名連預賽：2013年11月19日00:01分至11月23日23:59分，於網上

進行報名連初賽，即時報名，即時比賽。

（四）比賽範圍：
1. 中國歷史文化和古、近代經濟及科技。

2. 模擬題刊登及上載於「香港文匯報」和大賽網頁。

3. 比賽題目參考資料提供：

* 商務印書館~中華文明傳真10冊

*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

（五）校際團隊賽比賽程序：
1. 校際團隊賽預賽：

* 預賽日期：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 預賽地點：九龍聯合道35號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 預賽形式：現場形式比賽，3人一隊作賽，限時15分鐘，包括選擇

題和填充題（3類難度）。

* 晉級決賽標準：大、中、小學組各成績最佳的3隊進入決賽；如有

同分情況，依題目難度類別而定；

* 預賽結果：刊於「香港文匯報」、大賽網頁、主辦和協辦機構及媒

體網頁；進入決賽的隊伍會收到專人通知。

2. 校際團隊賽決賽和頒獎：

* 比賽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 比賽地點：沙田石門安睦街鄉議局大樓1/F~演奏廳；

* 比賽形式：以現場問答形式進行。

* 比賽結果：現場即時宣佈名次，以分數高低決定冠、亞、季軍，如

有同分情況，以附加搶答題分出名次。

* 頒獎典禮：賽後舉行頒獎典禮。

（六）學生個人賽比賽程序：
1. 學生個人賽預賽：

* 報名連預賽日期：2013年11月19日00:01分至11月23日23:59分，

於網上進行報名連預賽，即時報名，即時比賽。

* 預賽形式：以網上選擇題形式於大賽網頁進行，限時15分鐘，網址

http://cnc.wenweipo.com

* 晉級決賽標準：每組成績最佳的首3名學生進入決賽；預賽如有同

分情況，依題目難度類別和答題時間而定。

* 預賽結果：預賽結果：刊於「香港文匯報」、大賽網頁、主辦和協

辦機構及媒體網頁；進入決賽的學生會收到專人通知。

2. 學生個人賽決賽和頒獎：

* 與校際團隊賽決賽和頒獎安排相同，請參考第（五）點2

（七）比賽獎勵：
1. 校際團隊賽獎勵：

* 冠軍 - 獎金$8,000（每隊）、獎盃、獎狀

* 亞軍 - 獎金$5,000（每隊）、獎盃、獎狀

* 季軍 - 獎金$3,000（每隊）、獎盃、獎狀

* 優異金獎 - 獎金$1,500（每隊）、獎盃、獎狀

* 優異獎 - $200書券（每隊）、獎狀

* 參與紀念獎 - 紀念章

* 冠、亞、季軍的學校和學生獲贈報1年

2. 學生個人賽獎勵：

* 冠軍 - 獎金$3,000（個人）、獎盃、獎狀

* 亞軍 - 獎金$2,000（個人）、獎盃、獎狀

* 季軍 - 獎金$1,000（個人）、獎盃、獎狀

* 優異金獎100名 - 獎金$500（個人）、獎狀

* 優異獎 - 獎狀一張

* 參與紀念獎 - 紀念章

* 冠、亞、季軍的學生獲贈報1年

（八）比賽規則：
1. 參賽者只可報名參加校際團體賽或學生個人賽其中一項，重複參加

者，「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組委會」（下簡稱「大賽組委會」）

將取消其參賽資格；

2. 參賽者身份一經報名落實，不可更改，不可重複報名和參賽。

3. 中學組和小學組參賽者於現場比賽必須穿 校服；

4. 參賽者必須攜學生證以便監賽人員檢查核對，未帶學生證的參賽者

可出示身份證及學校證明文件，未帶任何有效證件又無校方證明的

參賽者不得入場比賽；

5. 未經指示前，參賽者不得翻閱比賽試卷或開始作答；

6. 如攜帶筆盒、筆袋、書籍、筆記本及草稿紙等，應將其放在座位下

方，課桌抽屜內不得存放任何物品；

7. 不得攜帶通訊器材及電子設備進入試場，如有攜帶手提電話，應將

其關掉（包括響鬧和震動功能），並妥善收好；

8. 參賽者請自備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參賽者應在比賽試卷上清楚填寫

所需資料；參賽者必須在指定位置作答，否則不予評閱；

9. 比賽期間，校際團隊賽的參賽者因任何理由離開比賽場地，都不允

許再次進入比賽場地。學生個人賽參賽者離開比賽場地後可再次進

入比賽場地，但必須得監賽人員批准和陪同方可離開和進入比賽場

地，比賽時間亦不會補回；

10. 參賽者於比賽途中不得大聲喧嘩，不得隨意走動；

11. 如有疑問，如發現試卷字跡不清，可舉手向監賽人員詢問；

12. 參賽者答卷完畢，應將比賽試卷交給監賽人員，並迅速離開比賽場

地；監賽人員宣佈比賽結束後，所有參賽者必須停止答卷；所有試

卷都不可帶離試場 ;

13. 參賽者在比賽中違規及作弊將取消參賽資格，「大賽組委會」將可

能通知參賽者的家長和所就讀的學校。

（九）聲明：
1. 本章程僅適用於「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2. 本章程如有任何爭議，「大賽組委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3. 「大賽組委會」有權查證參加者是否符合參賽資格和保留取消任何參

賽者資格的權利。

4. 參加者需自行妥善保管財物，如有損失，自行負責。

5. 參加者需提供真實及完整的報名資料和參賽資料，如有不盡不實，

「大賽組委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6. 「大賽組委會」有權對本比賽之一切條款、規則、賽程、程序及獎品

進行修改，並對任何有爭議之處保留最終決定權。

7. 「大賽組委會」保留於任何時間更換等值或低於價值的獎金和獎品之

權利而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8. 所有比賽題目和答案以「大賽組委會」公佈為準。

9. 「大賽組委會」已盡一切確保題目資料準確無誤，惟題目資料僅供參

考，對於任何題目資料錯誤或由此引起的不便和損失，「大賽組委會」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0. 比賽過程中出現任何機件故障或技術問題引發之爭議，「大賽組委會」

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比賽過程中出現的任何爭議，由「大賽組委會」作最終裁決，不設

上訴。

12. 參賽者必須嚴格遵守本章程。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組委會」

日期 : 2013年11月13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文匯報、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
「中華歷史知多少—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正式啟動

活動詳情請參考網頁http://cnc.wenweipo.com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中國歷史 育學會 香港菁英會 元朗區家長 師會聯會

香港 育工作者聯會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香港青年聯會 北區家長 師會聯會

香港高齡 育工作者聯誼會 新界校長會 香港青年協會 離島區家長 師會聯會

國民 育中心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香港）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大埔區家長 師會聯會 青年議會

香港通識 育會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點心衛視 香港星火網絡協進會 香港商報

人民日報香港分社 香港衛視 大中華青年在線 成報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站 RoadShow 紫荊雜誌 亞太日報

香港中國通訊社 鳳凰網 大公報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中國日報亞太分社

http://cnc.wenweipo.com

凡於香港就讀的大專學生、中學生及小學生均可參賽；

設立校際團隊賽和學生個人賽兩種比賽形式；

設有大學組、中學組、小學組3個組別；

3個組別設冠、亞、季軍及優異金獎、優異獎、參與紀念獎。

（獎勵詳情請登入大賽網頁查看或參考比賽章程）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2013年11月19日00:01分至11月23日23:59分

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報名時間：2013年11月13日至11月20日

參賽表格刊登於「香港文匯報」或校園宣傳海報連表格，

填寫參賽表格後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3樓，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組委會」收，

或傳真至：2873 3764 ，

或於大賽網頁報名http://cnc.wenweipo.com

於網上進行報名連初賽。詳情請登錄大賽網頁查詢。

香港文匯報

未來之星同學會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

香港中山僑商會

協辦機構 協辦媒體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育局

中華歷史知多少
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比︱賽︱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