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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賽學基本法 共建美麗香江
逾 200 隊伍 3,500 個人參賽 勝者不驕敗者誓言下屆強戰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第

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暨紀念香
港《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知識大賽」，上

■一眾比賽得獎者與主禮嘉
賓合照留念。
黃偉邦 攝

周六假座奧運大樓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
禮。經過前後約一個月的連場激戰，公開

■黎陳芷娟勉年輕人關心祖國與香港，
同時放眼世界貢獻社會。
黃偉邦 攝 ■吳秋北勉勵得獎學生要再接再厲。黃偉邦 攝

組、工會組以及來自大、中、小學的逾 3,
500 名個人賽參賽者和團體賽逾 200 支隊

▶馮瑛冰表示，會繼續
將此利國利港利民的活
動辦下去。 黃偉邦 攝

伍，終於決出各組別的冠、亞、季軍優勝
者。參加者都大讚比賽水平高，有助加深
自己對中國歷史及國情的認識；獲冠軍者

國情知識大賽組織架構(排名不分先後)

自然滿意賽果，不少亞軍和季軍選手亦表
示明年會捲土重來，希望再創佳績。
■蘇新剛表示，招商局希望
■歐陽曉晴宣佈各組別的得獎 用實際行動更多地回報香港
名單。
黃偉邦 攝 社會。
黃偉邦 攝

「第

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暨紀念
香港《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知識大賽」
由教育局、香港文匯報、香港工聯會、招商局集
團、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並
由瑞安集團、麗新控股有限公司、華潤（集團）有
限公司、霍英東基金會、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全港各區工商聯、嘉里建設有限公司、裕華國產百
貨有限公司、祥祺集團聯合主辦；國家教育部港澳
台事務辦公室、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為
支持機構，以及 40 多個教育、文化、學術、青年團
體和媒體參與協辦。

評選委員會成員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高手雲集 各隊分數「你追我趕」

龍虎榜

經過早前初賽的選拔，當日晉身總決賽者高手如
雲，不論是公開組、工會組還是來自大、中、小學
的參賽者均全力以赴，迎戰比賽。比賽過程緊湊，
於搶答環節，難分高下。結果，經過整天的對戰，
各組別的結果相繼出爐，其中團體賽的大、中、小
學組冠軍分別由中文大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以及
英華小學隊伍奪得（各組勝出名單見附表）。
黎陳芷娟致辭時表示，學生是香港社會的未來，
年輕一代的成長與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香港青少
年有必要加強對國家傳統文化和國情的學習與認
知，為自己開拓發展空間，並勉勵年輕一代要關心
祖國、關心香港，同時放眼世界、貢獻社會。

馮瑛冰表示，希望本港青少年成為香港和祖國美
好未來的參與者和建設者，並將自身前途和個人榮
辱與建設香港與祖國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指未
來會繼續將此利國利港利民的活動辦下去，為傳承
中華文化、弘揚愛國精神貢獻一分力。
大力贊助是次比賽的招商局，其副總經理蘇新剛
表示，作為一家百年民族企業和有着強烈社會責任
感的企業，招商局希望用實際行動更多地回報香港
社會，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達至「培德育
才，愛港興邦」的事業和目標。

吳秋北：識國情建美好香江
吳秋北認為，是次比賽加入了香港《基本法》的題
目，十分有意義，因為香港《基本法》創立了香港管
治的嶄新模式，對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
用，「我們需要對國家有基本認識，對『一國兩制』
有正確理解，才能建設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團體賽

馮瑛冰冀港青緊密聯繫祖國

小學組
冠軍 葉家寶（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亞軍 朱卓希（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中學組
冠軍 唐德強（聖言中學）
亞軍 范愷翹（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季軍 丘嘉勇（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大學組
冠軍 黃文朗（香港中文大學）
亞軍 黃俊安（香港大學）
公開組
冠軍 霍敏儀
亞軍 范喆旂
季軍 張思聰
工會組
冠軍 吳惠儀
亞軍 王灝文
季軍 李敏慧
小學組
冠軍 英華小學A隊
亞軍 保良局雨川小學A隊
季軍 寶血會思源學校A隊
中學組
冠軍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隊
亞軍 聖言中學A隊
季軍 香島中學A隊
大學組
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B隊
亞軍 珠海學院B隊
季軍 香港樹仁大學A隊
公開組
冠軍 楊秉鈞、何國豪、鄒丹浩、霍敏儀
亞軍 陳詠恩、江展鵬、羅駿軒、梁樂曦
季軍 黃慶軒、李雪玲、周樂
工會組
冠軍 蘆婕華、黃國相、林志忠、林潔兒
亞軍 吳妙盈、黎家耀、林錦泓
季軍 陳錦華、何天山、梁佩玲、黃女巧

工會組個人賽

公開組個人賽

小學組個人賽

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小三生朱卓希對戰吳氏宗親總
會泰伯紀念學校小六生葉家寶，前者沉着應戰，後者亦絕
不輕敵，隨着各回合推進，二人的分數差距才逐漸拉開，
最終葉家寶以 360 分勝出比賽。團體賽方面則由初賽時已
信心滿滿的英華小學順利奪冠。
葉家寶表示，在比賽前兩個月已開始準備，雖然有團體
賽經驗，但出戰個人賽還是首次，「有點不習慣，因為沒
有人和我商量，但我覺得有些時候要信自己。」她表示平
日常看課外書和新聞，補充了不少相關知識。
帶隊的侯老師表示，其實葉家寶是「常勝將軍」，連同
是次比賽，今年已勝出了 3 個比賽。他指該校每年暑假已
開始為各類比賽做準備，學生基本上四年級開始受訓，五
年級開始比賽，「葉同學的媽媽也認為，女兒參加比賽後
有很大轉變，對學習更上心，也更懂得分配時間。」
僅為小三生的朱卓希，在台上要墊木箱才夠高作答，但
年紀小小的他十分淡定，答題不慌不忙，表現不俗。其教

工會組團體賽

公開組團體賽

聯合主辦機構
麗新控股有限公司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霍英東基金會
全港各區工商聯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祥祺集團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
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中聯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鳴謝機構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協辦機構
40多個教育、文化、學術、青年團體和媒體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歐陽文倩

今屆中學組的比賽高手如雲，都是問答比賽的常見組
合。在個人賽中，由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的女將范愷翹
迎戰聖言中學唐德強和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丘嘉勇兩

中學組個人賽

信心滿滿 大熱英華奪冠
團體賽方面，早前於初賽受訪時表現得信心滿滿的英華
小學和寶血會思源學校參賽學生，果然殺入決賽，和保良
局雨川小學學生一較高下。比賽十分激烈，最終由英華小
學於第二回合時開始微微領先，最終以310分勝出比賽。
英華小學隊長蔡栩栩、隊員黃煒程和陳峻樂均表示，為
了備戰，他們逢星期四已經開班加操，互相提問，希望可
以在去年亞軍的成績上再創高峰，最終如願以償，感到十
分滿意。
獲亞軍的保良局雨川小學，3 名參賽學生羅冠城、張思
敏及鍾灝新認為自己搶答題反應不夠快，坦言對成績未算
太滿意，「我們是要聽完整條題目才答問題，但其他隊伍
題目未讀完已經搶答。」

■香島中學學生開心合照
香島中學學生開心合照。
。 黃偉邦 攝
名男將，3 人比賽戰況激烈，總分差距不多，最終由唐
德強勝出成為冠軍，而他參與其中的隊伍亦獲得團隊賽
亞軍，令聖言中學威盡學界。

■主禮嘉賓向不同組別冠軍頒獎。

黃偉邦 攝

■初賽時第一組跑出考
場，英華小學學生於決賽
時亦奪冠。
時亦奪冠
。
黃偉邦 攝

秘密練兵數周 董玉娣贏得易
至於獲得團隊賽冠軍的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則是毫無
懸念地拋離其他隊伍取勝。看似理所當然，但隊長何穎
怡透露，參賽幾年都不曾晉身決賽，故今年真的十分多
謝帶隊老師和其他隊員同學一起努力練習。帶隊的陳老

師亦表示，大家為是次比賽準備了很久，學生的表現體
現出過去幾星期的苦練成果，對他們的表現感到滿意。
第二次打入決賽的香島中學，今次取得季軍，隊長張
慧琳表示，對自己答錯問題感到內疚，但其他 2 名隊員
都立刻予以安慰，直言「人生邊會無遺憾」，但是次比
賽玩得開心、彼此互相幫助，已是最大收穫。
其他中學組的得獎者，包括個人賽亞軍的范愷翹及季
軍丘嘉勇則表示，比賽學到不少與國家相關的知識。范
愷翹指之前對很多事都只是一知半解，比賽令他更深入
去探究，「我也很多謝同學幫手問我問題、替我練習，
今日又一起來到現場觀賽，給我很大支持。」丘嘉勇指
首次參賽心情緊張，在必答題時遇到陌生題目，更是徬
徨，故後來採取慎重的策略，力保分數不失。
■記者 歐陽文倩

中大生三屆磨一劍 險勝珠海奪雙冠

中學組團體賽

大學組團體賽

寶血會思源學校雖然是第一次參賽，但已獲得季軍，隊
長王愷彤直言小學生的題目好難，「反而大學的題目我比
較會答。」
■記者 歐陽文倩

一直於個人賽上帶頭的唐德強，於必答題取得滿分，他
坦言對此頗有信心，「基本上在參考題目中都找得到，找
不到的我都知道答案。」不過，唐德強在搶答環節明顯較
為保守，「因為搶答時有點緊張，怕自己會聽錯或搶得太
早而理解錯題目。」除了是個人賽冠軍，他所參與的聖言
中學隊伍亦於團體賽奪得亞軍。他們表示對今年的成績滿
意，也多謝校長一直鼓勵他們參加比賽。

■樹仁大學
學生為此次
比 賽 準 備
「隊衣」。
黃偉邦 攝

大學組個人賽

■ 侯老師表
示 ， 其實葉
家寶是「
家寶是
「常
勝將軍」。
勝將軍
」。
黃偉邦 攝

冠軍：沒參考的都知答案

■高分拋離對手奪冠的保良
局董玉娣中學一眾女將。
黃偉邦 攝

小學組團體賽

外，由於朱卓希年紀尚小，未有太多訓練，是次可算是先
累積經驗。

個人摘桂團隊亞 聖言威盡中學界

線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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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霸
學
大

■頒獎禮場面隆重熱鬧
頒獎禮場面隆重熱鬧。
。
黃偉邦 攝

招商局集團
未來之星同學會

不輕敵決戰小三生
「常勝將軍」
再下一城
台
擂
今年小學組的戰況激烈，個人賽方面有元朗 師朱老師表示，學校對於最後竟是小三生殺入決賽感到意
小學

決賽各組
個人賽

總決賽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黎陳芷娟，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全國人大代表、招
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李引泉，全國人大代表、工
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馮瑛
冰，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莉，香港文匯報董
事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招
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蘇新剛，香港文匯報董
事副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
兵，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林顥伊，招商局
慈善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毅力，香港文匯報
副總經理姜增和，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
長何景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北京師範
大學第二附中國際部高級教師紀連海，中華書局總
編輯李占領，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侯明等。

香港工聯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瑞安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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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山（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鄧 飛（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
顧敏康（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大會網頁
■製表
製表：
：歐陽文倩

嘉賓鼎盛 黎陳芷娟等主禮

主辦機構
香港文匯報

教育局

中學組有學校一校兩獎，大學組亦有「雙料冠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
四年級醫科生黃文朗，第三度參賽才終於晉身決賽，但卻有着「十年磨一
劍」的氣勢，充滿自信地過關斬將，先於個人賽奪得冠軍，再於其後的團體
賽與珠海學院一較高下，以10分險勝再次奪冠。

黃文朗雖是醫科生，但對中國文學及歷史均有涉獵，因這是他的興趣，平
日也喜歡看不同書籍。作為當日第一批場上的參賽者，他表現淡定，反應奇
快，屢屢成功搶答題目，但原來他是第三次參賽，之前兩次都與決賽無緣，
「有機會我也會再參與。」對於一舉成為「雙料冠軍」，黃文朗謙虛表示當
中有運氣成分，大讚比賽及對手水平很高，沒想到團體賽會如此激烈。
獲得個人賽亞軍的香港大學學生黃俊安亦是第三次參賽，同樣首度晉身決
賽。他坦言十分緊張，以致一些其實知道答案的題目亦不敢冒險。修讀中文
及中文教育、政治及副修犯罪學專長多多，但他亦謙遜地指自己只是廣而不
專。為了是次比賽，他努力看了不少資料及參考書。

的搶答反應，但準備了「隊衣」上場，顯得格外醒目。隊員吳至通表示，是
次是他們第一次打入決賽，大家已覺得很開心，所以就先各自花了 300 元買
件「隊衣」慶祝一下。他們表示，希望下年再接再厲，再回台上參賽，取得
更好成績。
■記者 歐陽文倩

珠海「畢生功力」迎戰 嘆未夠快
在團體賽中營造出激烈搶答氣氛的珠海學院，3 名隊員都是修讀中國文學
的四年級生，今年亦是第三度參賽，最佳成績為亞軍，對於自己最後一戰依
然只得亞軍感到飲恨。他們表示很多題目都懂，但搶得不夠快，再加上比賽
前一天仍在考試，準備時間不足，是次上場都是拿出「畢生功力」去應戰。

仁大醒目「隊衣」慶入決賽
獲得季軍的香港樹仁大學由內地生組成，雖然因語言問題而沒有其他兩隊

■珠海學院
學生表現充
滿活力。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