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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賽決戰港生傳承中華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樹成(左)
熱烈歡迎出
席頒獎典禮
的嘉賓郭偉
強。
黃偉邦 攝

86 學校 132 隊參加 個人賽參賽者
個人賽參賽者逾
逾3,000

李穎宜、鄭伊莎）由教
育局、工聯會、香港文
匯報與未來之星同學會
共同主辦的「全港中國

▼眾主禮嘉
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國情問答比賽暨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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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間學校
派出 132 支隊伍參加，
另亦有逾 3,000 位個人
賽 參 賽者，最終決出
大、中、小學、工會及
公開組各組別優勝者。
不同的參賽者、觀賽嘉
賓都大讚比賽有助加深
的認識，寄望藉此傳承

■
「全港中國國情問答比賽暨第四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全港中國國情問答比賽暨第四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
，日前
圓滿舉行總決賽及頒獎典禮，參賽學生與嘉賓大合照。
黃偉邦 攝

中華文化。

是

次比賽由華潤（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及瑞安集
團贊助和支持。日前的總決賽暨頒獎典禮雲集眾多主禮嘉賓，包括教育
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唐銳、
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李運福、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副主席周雯玲、工聯會
理事長吳秋北、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及社長王樹成等主禮。
同時，大會亦請來多位各界權威人士擔任評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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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景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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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高手雲集 各隊分數「叮噹馬頭」
經過之前初賽的篩選，日前舉行總決賽者高手雲集，今年賽事除了學校
組別，更增設工會組及公開組，各組參賽者均全力以赴迎戰，令台下現場
觀眾不時熱烈地鼓掌。比賽過程緊湊，尤其是搶答環節，各隊分數更是
「叮噹馬頭」，難分高下。經過整天對戰，各組別的結果亦相繼出爐，其
中團體賽的大、中、小學組冠軍分別由珠海書院、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及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隊伍奪得（得獎者名單見表）。

謝凌潔貞讚參賽者表現優秀
謝凌潔貞於典禮致辭時表示，教育局十分支持是次比賽，期望藉此推廣更
多學生和市民一同認識歷史，承傳中華文化，並提醒學生說：「認識歷史，
除了要多理解，亦要多反思。」她舉例指，學生可從歷史上中國與其他國家
簽訂的不平等條例，仔細反思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影響。她認為，國家富強與
人民福祉緊緊相連，一脈相承。她亦讚揚參賽學生表現優秀，笑言自己都未
必懂得回答比賽中的題目，寄語更多學生積極參與下屆比賽。

評選委員會成員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吳秋北冀市民學生借
古鑑今。 黃偉邦 攝
■資料來源：大會網頁

吳秋北冀市民學生借古鑑今
吳秋北在致辭時亦指，雖然國家過去曾經歷過無數的屈辱和侵略，但隨
着努力復興建設，已逐漸實現偉大的中國夢。他表示，今年為甲午戰爭
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提醒市民和學生借古鑑今，並相
信比賽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提升學生和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為國家及
香港建立更美好的未來。

黃偉邦 攝

■譚愛鈴
黃偉邦 攝

工會組個人賽

工會組團體賽
黃偉邦 攝 ■工會組團體賽3隊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大學組個人賽，兩子台上拚個你死我活，台下卻是一
對好朋友。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理系三年級的鄧
子謙以「快而準」的出色表現獲得冠軍。與他角力的劉
煒業則來自中大中文系，他們今年組隊參與大學團體
組，可惜未能入圍決賽，反而個人賽就雙雙進入決賽，
實行一決高下。
二人均表示，比賽期間，以平常心面對「好友對
壘」，鄧子謙亦特別與好友分享問答比賽的秘訣，認為
「一齊玩比賽更盡興」。

「全港中國國情問答比賽暨第四屆全港學生中
國國情知識大賽」總決賽當日，大、中、小學組
的個人和團體賽事，連同工會組和公開組團隊共8
場賽事全都高潮迭起，有師生於公開組同台對
壘，「搏盡」搶答互不相讓，現場展示一場龍爭
虎鬥；也有小學團隊憑自信、淡定表現連番搶答
成功，完美擊敗對手，令現場氣氛急速升溫，看
得現場觀眾屏息靜氣、喝彩連連。
國情知識大賽的題目範疇涵蓋文、史、哲，內
■公開組團體賽的決賽，竟是一場精彩的 容既深又廣，不少問題都考起現場觀眾，卻難不
師生對決，舊生以 20 分險勝母校老師隊 到台上的參賽者。在公開組的團隊賽中，由中學
伍。
黃偉邦 攝 教師組成的「我要戰便作戰」迎戰已升讀大學的
中學舊生隊「TYT Quiz Team」，師生對壘令比
賽增添不少緊張氣氛。
在首輪必答環節中以滿分領先的「我要戰便作
戰」，竟被「TYT Quiz Team」在其後的搶答環
節中急起直追，學生隊反應迅速、頻頻按鈴搶
答，令雙方一度打成平手，可謂勢均力敵。結果
要在最後一題搶答定勝負，不過在司儀尚未讀出
整條問題時，學生隊已迅速搶得答題權並答中，
成功超前20分，最終以360分勝出。

主愛3生「快狠準」淡定自信贏掌聲
在小學組團體賽時，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小六生梁健豪
樹）的
3 位學生表現非常冷靜，搶答表現「快、
(中)表現淡定，贏得觀眾讚賞，其團隊勇奪
小學組冠軍。
黃偉邦 攝 狠、準」，得分遠遠拋離其餘 2 支隊伍，以 360 分
勝出，超前對手 50 分至 70 分。雖然 3 名小六生年
紀輕輕，但全場觀眾無不被他們的淡定、認真與
自信所震撼，紛紛鼓掌。

年紀最輕小四生 首輪5題全對終奪冠
另外，在小學組個人賽，以全場年紀最輕的小
四生譚日朗的表現最為出色。比賽前，譚日朗已
默默坐在一角熟讀筆記，並無絲毫鬆懈。比賽一
開始，他在首輪必答環節已「狀態神勇」，5條題
目全對，領先兩位對手。其後表
現一直保持水準，結果「穩袋」
冠軍，贏得現場不少掌聲。
(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

決賽各組優勝者名單

館搜羅歷史書籍、在互聯網查閱相關資料，早前又特意
每天抽出2小時操練題目，全方位充實自己。

小學組：英業尖子奪冠策略「不肯定不按鐘」

就讀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四年級的譚日
朗，首次參賽就成為小學組個人賽冠軍，為是次比賽
最年輕的冠軍得獎者。身為校內拔尖小組成員的譚日
朗，憑着平日喜歡留意時事、愛發問的性格致勝。年
紀小小的他，坦言比賽過程緊張，特別是搶答環節，
他採用的策略就是「不肯定就不按鐘，以免被扣
分。」
到場為兒子打氣的譚太指，日朗對國情知識很有興
中學組：個人賽唯一「冠軍女將」每天操練2小時
趣，從而認識祖國是好事。她表示不會局限兒子的發
就讀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中五生譚愛鈴，成功以 展，會順其自然，視乎兒子的興趣，讓他涉獵更多不同
310 分力壓對手，奪得中學組個人賽冠軍，是個人賽中唯 範疇的知識。老師潘家輝就分享了教導初小學生認識中
一「冠軍女將」。她表示，平日喜愛發掘與了解社會時 國歷史的方式，就是先令他們從中國的地理和文化等角
事、國情知識以至國家歷史，「歷史就是讓我們借古鑑 度出發，從而打好基礎，再以故事形式把豐富的歷史知
今，認識國家的過去與現在，對於祖國的了解可以更為 識圖像化，有助同學的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鄭伊莎
透徹。」當然，成功背後，愛鈴也花了不少時間到圖書

團體賽

王樹成則表示，比賽得到社會熱烈響應，參賽人數眾多，掀起一股學習
中華歷史的熱潮，可見市民和學生都熱愛中華文化，充分展示了港人的國
家情懷。他寄語市民和學生繼續了解國家歷史及國情發展，「熟知中國崛
起的艱辛歷程，不僅不容忽視，而且是應當不斷深化的重要一課」。

個人賽︰
工會組
冠軍 黃浩偉
亞軍 陳志輝
季軍 瞿承文
公開組
冠軍 黃慶軒
亞軍 鄧子謙
季軍 黃文朗
小學組
冠軍 譚日朗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亞軍 王 薇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季軍 胡幸欣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中學組
冠軍 譚愛鈴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亞軍 吳珏輝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 郭子翰 寶覺中學
大學組
冠軍 鄧子謙 香港中文大學
亞軍 劉煒業 香港中文大學
季軍 廖樂欣 珠海學院
團隊賽︰
工會組
冠軍 貧窮線下
亞軍 笑口組
季軍 DYD
公開組
冠軍 TYT Quiz Team
亞軍 我要戰便作戰
季軍 答對鳥
小學組
冠軍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亞軍 英華小學
季軍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中學組
冠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亞軍 聖公會陳融中學
季軍 香島中學
大學組
冠軍 珠海學院
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
季軍 香港樹仁大學
■資料來源︰賽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主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工聯會
香港文匯報
未來之星同學會
支持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贊助機構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瑞安集團
鳴謝機構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協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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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協辦媒體（排名不分先後）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人民日報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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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
亞太日報
大中華青年在線
香港星火網絡協進會
中國日報
RoadShow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資料來源：大會網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大學組：中大兩子好友對決 平常心作賽

■鄧子謙

■工會組個人賽3位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國情知識賽比賽架構

個人賽

王樹成：比賽掀學習中史熱潮

師生公開組對壘 最後一題搶答決勝

■最年輕小四生譚日朗。

毛永波（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
何景安（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
吳秋北（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李占領（中華書局總編輯）
侯 明（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紀連海（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
莊達成（資深通識教育科老師）
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鄧 飛（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得 獎 心 聲

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

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公開組：三女將出戰三屆 賽事「常客」屢獲獎

公開組團體賽

公開組個人賽
■公開組個人賽3位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小學組個人賽
■小學組個人賽3位得主與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公開組團體賽3隊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小學組團體賽
黃偉邦 攝 ■小學組團體賽3隊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公開組團體賽的戰況激
烈，冠亞軍之爭由兩隊亦
師亦友的隊伍爭奪。以
360 分，20 分之差力壓亞
軍隊伍獲得公開組團體冠
軍 的 「TYT Quiz
Team」，3名女將是來自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及新
傳系的方靜雯、黎茵及梁
樂曦。各人年紀輕輕，卻
原來是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的「常客」，曾
三屆代表中學參賽，且獲
優異金獎的佳績。
對於今屆的比賽，她們
■ TYT Quiz Team 三名女將勇奪公開組團體賽冠 循公開組出賽，隊員梁樂
軍。
黃偉邦 攝 曦坦言，「以往參賽的壓
力較大，學生身份所面對的，是強勁的對手，而且要為校爭光，反而今次以較輕
鬆的心情出賽。」黎茵認為致勝關鍵是除了記熟內容之外，亦有自行抄寫筆記，
「我以兩頁筆記，把所有題目分類，避免混淆。」
至於公開組團體賽亞軍「我要戰便作戰」，由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的中史老
師組成，她們就是當年訓練「TYT Quiz Team」的「背後軍師」。其中陳雅
施老師表示，今次參賽是希望能夠與學生和舊生一起感受比賽的過程，並肩
作戰，互相勉勵。在比賽前，兩隊隊伍更放下競爭的心態，一起練習，預演
比賽的過程。

工會組：歷史賽梗頸四進步快 轉戰國情賽奪冠

中學組個人賽
■中學組個人賽3位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中學組團體賽
黃偉邦 攝 ■中學組團體賽3隊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曾於去年的「工聯會 65 周年歷史問答比賽」飲恨，只獲第四名的劉祥裕、劉
嘉鋒和鍾慧盈，今年重整旗鼓，轉而出戰國情大賽，以「文專工會」名義參賽，
結果成績突飛猛進，獲得工會組團體賽冠軍。劉祥裕表示，比賽策略在於記下每
題題目的重要字眼，以縮短溫習時間。
工會組團體季軍「DYD」來自海員工會，三人是海事訓練學校的學生，成員之
一的潘嘉敏表示，「對手實在太強，即使識答題目，但在搶答環節反應不夠他們
快。」徐永有就認為，透過比賽加深了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也增加了學習興趣，
他亦分享了溫習心得，「我會以生活例子去記，不同的人物，例如以時下的明星
去聯想名字相近的歷史人物。」

小學組：主愛小六生對國家有強烈歸屬感

大學組個人賽
■大學組個人賽3位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大學組團體賽
黃偉邦 攝 ■大學組團體賽3隊得主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邦 攝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小六生梁健豪的淡定表現，與隊友一同取得小學組
團體賽冠軍，並贏得不少觀眾讚賞。首次參賽的他，接受訪問時非常認真，他指
中國歷史非常高深，但因自己流着中國人的血脈，對於國家有強烈的歸屬感，故
有志鑽研更多。
帶隊的常識科陳老師表示，比賽範圍非常廣闊，小學生未必能夠背誦所有題
目，因此校方特別着重加強學生的分析技能，例如講及中國的鐵路規劃時，可從
地理環境作為聯繫，推敲出事件的發展，從而讓學生多認識國家。

■ 安柱中學勇奪中學組
團體賽冠軍。
團體賽冠軍
。 黃偉邦 攝

中學組：安柱奪魁 全賴恆常訓練互提問
在國情知識大賽中表現出色的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是中學組團體賽冠軍隊伍。
隊長中四生陳穎德，與另外兩名隊友來自學校的問答隊。她表示，這全賴問答隊
隊員平日在學校有恆常訓練，經常以互相提問的方式，訓練隊員的思維，令各人
熟練不同範疇的國情知識。
她指出，沒有出賽的同學也有功勞，有賴各隊員的團結精神，故他們擬將得獎
款項用於問答隊的聚餐中，另亦會添置更多參考書籍及按鈴器材，進一步鍛鍊團
隊的實力。

大學組：珠海3生「必殺技」分工攻不同議題
來自珠海學院中文系及新傳系 3 位大專生，首次參賽已捧走大學團體賽冠軍。
三人坦言，對中國歷史不約而同抱着一股熱誠，來自中文系的蔡賢璋分享指，自
己在香港土生土長，由小學開始已通
過課外書學習國家歷史，升讀大專課
程後，更發現認識國情是一種尋根的
方法，「要認識香港及祖國，例如上
一代發生過什麼事、香港殖民地時期
的情況等都要靠我們去找尋，這都是
追尋本土文化或民族的根源。」這些
都有助其開拓思維，藉此思考更多。
而就讀中文系和新傳系的鄭聖莉及蕭
日紅也表示，通過研習歷史能鍛鍊多角
度思考、客觀的分析能力。三人談及應
戰「必殺技」時透露，各人會負責不同
範疇的議題，在應付數之不盡的歷史事
件時，如何逐一為它們歸類並劃下清晰
的時間線，也是致勝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李穎宜
▶珠海學院隊伍奪得大學組團體賽
冠軍。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