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情知識大賽評選委員會成員
（按姓氏筆畫排序）

■毛永波先生（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
■何景安先生（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
■李占領先生（中華書局總編輯）
■侯明女士（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區志堅先生（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莊達成先生（資深通識科老師）
■鄧飛先生（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資料來源：大會網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連續三年任評審的紀連海。 黃偉邦 攝

■國情賽總決賽及頒獎禮上，一眾嘉賓及評審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中華歷史知多少』第三屆全
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總決賽
當日，大、中、小學組個人和團體

共6場賽事全都高潮迭起，既有中學團隊「搏盡」搶答
互不相讓，也有大學團隊反敗為勝，成功「逆襲」，看
得全場觀眾屏息靜氣、喝彩連連。

國情知識大賽的題目範疇可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文、史、哲無所不包，很多題目都難倒現場的觀眾，卻
難不倒台上的參賽學生。

在大學組的團體賽中，樹仁大學原本在首兩輪環節都
落後於珠海學院和中文大學，但去到最後一輪「含金
量」最高的20分搶答環節，幾位大男生於5題中搶答3
題，成功取得60分，反敗為勝成為大學組的冠軍。全場
觀眾亦被他們的鬥志所震撼，紛紛鼓掌。

聖言喇沙激鬥 按鈴按到彈起
而於中學組團體賽時，2支由全男生組成的聖言中學

和喇沙書院隊伍更是鬥個「你死我活」，2組男生反應
迅速紛紛按鈴搶答，其中聖言中學的參賽者有時更激動
得將鈴按至彈起，連評審紀連海亦讚他們「狀態神
勇」。雖然聖言中學於首輪搶答時已7條全對，以300

分暫時領先，但於最後環節他們依然鬥志旺盛，搶答3
條全對，最終以360分勝出。同場的喇沙書院其實亦英
勇應戰，多番搶答。可惜的是他們有時搶得太早，但未
能猜對問題而答錯焦點，最終失分，但兩隊對戰亦令現
場氣氛升溫不少。 ■記者 歐陽文倩

仁大搶答「逆襲」 全場拍爛手掌

■樹仁大學成功反敗為勝，秘訣之一是團隊擁有中文、
歷史、社會科學人才。 黃偉邦 攝

得獎名單
個人賽︰

小學組

冠軍 曾思敏 粉嶺官立小學
亞軍 鄭志恒 英華小學
季軍 蘇熙竣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中學組

冠軍 鄭志城 英華書院
亞軍 梁啟樞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季軍 王悅堯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中學
大學組

冠軍 董芸汶 城市大學
亞軍 鄧瑋麟 中文大學
季軍 游理釗 中文大學
團體賽︰

小學組

冠軍 道教青松小學A隊
亞軍 優才書院（小學部）
季軍 聖公會榮真小學B隊
中學組

冠軍 聖言中學A隊
亞軍 喇沙書院
季軍 聖保祿中學
大學組

冠軍 樹仁大學（徐楊烽、武大真、施逸飛、徐勝程）
亞軍 珠海學院（江 凌、黃曉嵐、熊佩俐）
季軍 中文大學（俞駿臨、汪 浩、余皓然、樊哲宇）
團隊賽優異金獎︰

小學組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A隊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B隊
道教青松小學B隊
英華小學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B隊
聖公會日修小學B隊
中學組

觀塘瑪利諾書院A隊
聖公會林護紀念學校A隊
香港鄧鏡波書院A隊
聖公會蔡公譜中學B隊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隊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A隊
大學組

中文大學（鍾健文 葉浩恩 楊敬立）
香港大學（龍清清 唐濟衡 盧筱汀）
資料來源︰賽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A ■責任編輯：謝孟宜25、40 聞新

忍痛棄奧數 「淡定仔」奪魁
就讀粉嶺官立

小學的曾思敏，
憑穩定、淡定表
現獲得個人賽小
學組冠軍，他表

示過去一段時間每
天完成功課後均會
為賽事做準備，下
了不少工夫，很開
心能夠勝出。陪同
他到場的曾媽媽笑
言，因自己本身對
國家歷史文化地理
亦很感興趣，讓兒
子自小培養有關知識，對其奪獎感欣慰。
除國情認知豐富外，於考試經常位列前三名的思敏，亦是學校奧

數代表，而國情賽當日（14日）更與奧數賽事「撞期」舉行，最終
他只好忍痛放棄後者，幸能一舉勝出奪魁而回。

英華兄弟檔 稱冠摘亞成佳話
分別就讀英華書院和英華小學的鄭志城和鄭志恒兩兄弟，於比賽

中各自取得冠軍和亞軍的驕人成績，在場的嘉賓和主持也對他們
「一門兩傑」嘖嘖稱奇。雖然兩兄弟在台上都展示出自信十足的風
範，但哥哥鄭志城則坦言十分緊張，「自信的底下」其實是一對在
顫抖的腳，感覺自己未到最佳狀態。取得亞軍的弟弟鄭志恒亦表示
會向哥哥學習，多看書本，努力練習搶答技巧，希望以後再次挑戰
比賽時可取得更佳成績。

臨時「拉夫」抱佛腳 「打天才波」獲亞軍
這次比賽中「最不利」的參賽者可謂是大學組個人賽的季軍游理

釗。由於原本上場的參賽者因家事臨時退賽，游理釗於比賽前一天
才接獲出賽通知，只好臨急翻書，主要靠天才出戰。不過，來港不
過4個月的他，廣東話仍未熟練，故不少賽題都沒能聽明白，期望
下年廣東話有所進步後再次挑戰，「也希望大會設置電子屏幕顯示
題目」。此外，同組的冠軍董芸汶和亞軍鄧瑋麟亦其實正在考試期
間，所以也未能百分百發揮，不過，鄧瑋麟亦感謝大會開設國情知
識大賽，「讓我多學習了不少中華文化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任智鵬

■聖言中學勇奪國情賽中學團體賽冠軍。 黃偉邦 攝
中 學 組 團 體 賽

■小學組團體賽3隊得獎者於頒獎台上與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小 學 組 團 體 賽

■中學組個人賽3名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中 學 組 個 人 賽

是次比賽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香港中山僑商會贊助。日前的總決
賽暨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全

國人大代表兼招商局集團副總裁李引泉、全國人大代表兼香港工會聯
合會理事長吳秋北、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中聯
辦青年工作部處長羅龍、外交部駐港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曾志宏、
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
此外，大會亦請來多位「星級評審」，包括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毛
永波、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何景安、中華書局
總編輯李占領、三聯書店（香港）副總編輯侯明、北京師範大學第二
附屬中學高級教師紀連海、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北
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資深通識教育科教師莊達成、教聯會副主
席鄧飛。

參賽者水準高 搶答戰況激烈
在日前舉行的個人及團體總決賽，參賽者發揮出極高水準，於搶
答環節時更是爭分奪秒，戰況激烈，令台下觀眾看得十分緊張，不
時為精彩的作答鼓掌。結果，經過整天的對戰，不同組別的結果亦
相繼出爐，其中團體賽的大、中、小學組冠軍別分別由樹仁大學、
聖言中學及道教青松小學隊伍奪得（得獎者名單見表）。連續擔任3
年評審的紀連海亦大讚參賽者表現越來越精彩，答題越來越準確，
比賽激烈度亦大增。

吳克儉讚為學生交流提供好平台
吳克儉於典禮致辭表示，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是學習的重要一
環，而於學生的全人發展中，對國家的認知、國民身份的認同、對
社會的關愛和責任感等均是必不可少，希望他們能藉有關教育，對
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承擔及貢獻。他又讚揚「大賽為學生的交流
和競賽提供很好的平台，深具意義」。

王樹成籲憑辨證從歷史總結經驗
王樹成則在致辭時指，今年國情知識大賽有近百支隊伍參加團體
賽、逾3,000人參加個人賽，比賽網頁瀏覽量突破30萬人次，「掀起
了學習中華文化、歷史的熱潮」。他表示，中國數千年歷史，既有
輝煌的時候，亦有不堪回首的過去，學生須透過科學辨證及深入理
解，從歷史中總結經驗。他特別提到，近日在媒體炒作下，一隻名
字與粗口發音相近的布偶竟引起學生搶購，情況實在令人心痛，也
令人更體會到年輕人教育的任重道遠。他並引用梁啟超的「少年智
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呼籲各界共抗歪風，繼
續支持知識大賽這發放有益資訊和正能量的活動。

國情賽終極一戰 掀學中華文化熱潮
百隊及3,000個人參賽 第三屆港生大賽頒獎禮嘉賓陣容鼎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香港教育局、香港

文匯報與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主辦的「『中華歷史知多少』

第三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早前已圓滿舉行總

決賽暨頒獎典禮。歷時一個多月的多場比賽，吸引了近百

支隊伍及約3,000位個人賽參賽者，比賽網站更有逾30萬

人次瀏覽，掀起了學習中華文化、歷史的熱潮。多位脫穎

而出的參賽者和「星級評審」都大讚比賽有助加深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是很好的學習和交流平台。

■■「「中華歷史知多少中華歷史知多少」」第三屆全第三屆全
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日日
前圓滿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前圓滿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參賽學生與嘉賓大合照參賽學生與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攝

國情知識賽比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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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機構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
香港中山僑商會

鳴謝機構
商務印書館

協辦機構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國民教育中心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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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菁英會 香港青年聯會
青年議會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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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 香港通識教育會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排名不分先後)

協辦媒體
人民日報社香港分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記者站
香港中國通訊社 香港衛視
點心衛視 紫荊雜誌
香港商報 成報
成報網 大公報
大公網 亞太日報
大中華青年在線 鳳凰網
香港星火網絡協進會 中國日報
RoadShow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排名不分先後)
資料來源：大會網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歐陽曉晴
代表大會宣
讀各組別得
獎者名單。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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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個人賽3名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仁大仔無懼「逆境波」 愛拚終奪冠
作為是次比賽最逆轉結果的團隊，樹仁大學的幾位大男生坦言，

首兩個環節的落後並沒有打擊他們的信心，反而燃起他們的鬥志，
令他們敢於拚搏搶答，名符其實的「愛拚才會贏」。歷史系一年級
生、隊長徐楊烽就表示︰「反正當時我們已經『輸』了，多失幾十
分也沒有問題，所以我們就更大膽去搶答，結果反而令分數追了上
來。」他們表示，參賽最重要還是放鬆心情，平日若要增進相關知
識，可從身邊事物開始發掘，「像香港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其歷史，
像我們比賽的這幢鄉議局大樓為何要這樣建，如果肯去了解，就可
以學多很多知識」。

珠海女將互相扶持獲佳績

獲得大學組團體亞軍的珠海學院中文系3位女生，有感已學習中
國文化及歷史多年，希望藉參賽了解自己對國情認知。隊員江凌
指，在準備賽事過程中，既溫故亦知新，從相關參考書目中學習到
很多，認為賽事是個很好的機會，讓香港年輕一代更深入了解中華
文化。另一隊員黃曉嵐則笑言，參賽只因興趣，沒想過能夠入圍總
決賽，所以表現得較緊張，她特別感謝隊友間互相扶持，致能獲取
佳績。
至於中文大學隊伍，多名成員雖就讀工程學院，但無阻對國情的
熱愛，其中汪浩及余晧然，平日看電影電視片集也最喜歡歷史類題
材，他們都表示，準備賽事過程不單是翻查答案，亦有機會認識更
多延伸資料，能好好充實自己，獲益不小。

聖言穩贏仍搏盡 全因校長鼓勵
以360分拋離對手奪得中學團體賽冠軍的聖言中學，其隊長郭子

超坦言，在穩贏的情況下依然「搏盡」，是因為校長鼓勵他們要有
體育精神。作為問答比賽的「常勝隊伍」，他們表示國情知識大賽
的問題不算很難，「但重要是要有不同的知識，這個比賽問題的範
圍很闊，參賽者需要看不同的書才會懂得答」。

睹兒溫書更勤 家長讚大賽年年辦

優才書院（小學部）雖然是首年應戰，但亦取得小學團體賽亞軍
成績。三位小男生賽後坦言自己十分緊張，也認為題目「深咗少
少」，最不值自己居然把孫悟空被困的五行山搞錯為五指山。不
過，參賽者周鉞恆的母親則大讚3位學生都表現很好，「而且在搶
答時表現了很大的勇氣，他們在比賽中亦很有默契」。她又指，自
從兒子參賽後，回家後就主動更努力的溫習，認為國情知識大賽有
助他享受學習，「年年舉辦是好事」。

榮真自製打氣牌 團結一心下屆再戰

多支晉身國情賽總決賽的隊伍中，聖公會榮真小學可能是最有團
隊精神的一隊，除3名上場小五生隊員外，該校亦自製打氣牌，後
備隊員並於開賽前在台下吶喊助威，炒熱現場氣氛。隊員梁家齊及
黎鎧煒表示，香港作為國家一分子，學生應更深入認識祖國歷史文
化，培養國情認知。雖然今年未能勝出，但該校同學都打算明年再
接再厲，挑戰冠軍，並期望賽事能增加香港與國家的互動元素，令
內容更加豐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任智鵬

團體賽

大 學 組 團 體 賽
■大學組團體賽3隊得獎者於頒獎台上與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 吳 克 儉
(左)、王樹成
(右)向招商局
集團副總裁
李引泉(中)致
送紀念品。

黃偉邦 攝

■小學組個人賽3名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小 學 組 個 人 賽

■在媽媽到場打氣下，曾思敏一舉奪得小學個
人賽冠軍。 黃偉邦 攝

■珠海學院3位女生看似柔弱，但原來擁有豐富知識。 黃偉邦 攝

■聖公會榮真小學自製多個打氣牌，令現場氣氛更熱烈。黃偉邦 攝

■優才書院（小學部）獲得團體賽第二名。 黃偉邦 攝

大 學 組 個 人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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