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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大賽啟港生「文化之窗」
歐陽曉晴：活動利國利港利民 唐賡堯：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國情知識大賽資料
賽制（各組再分團隊賽及個人賽）：
1）大學組*、中學組*、小學組*（任何於香港就讀之學生）
2）工會組（工聯會會員）
3）公開組（18歲以上香港市民）
*團隊賽以學校名義組隊參加；個人賽以學生個人身份自行
參加，可重複參賽。
報名形式（團隊賽）：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日
隊伍組成 每間學校最多只能派出 2 支隊伍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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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專上學院組每隊 4 人（正式隊員 3
名，後補隊員1名），1人為領隊兼聯絡人。
報名表格 刊於《大公報》、《文匯報》、活動海報或聯絡
組委會索取，亦可透過大賽網頁（http://cnc.
wenweipo.com）報名。
報名形式（個人賽）：
報名日期 2016年11月14日至23日
報名方法 於大賽網頁進行報名，並即時進行初賽。
比賽範圍：

■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工聯會及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主辦的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正式啓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為提升學生及市民大眾對中國國情、歷
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工聯會及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主辦「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並於
昨日舉行隆重的啟動禮儀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歐陽
曉晴致辭時指，大賽能為港生打開一扇認識國情的「文化之窗」，實為利
國、利港、利民的活動。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則強調認識國情能培養國民
身份認同，避免青年走上歪路。

「第

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啟動禮昨日
於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中心舉行，主禮嘉
賓包括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歐陽曉晴、唐賡
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
孫振、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林貝聿嘉、教
聯會會長黃均瑜、香港菁英會主席盧金榮、三聯書
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編輯侯明及商務印書
館（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毛永波。

歐陽曉晴：多角度了解祖國
歐陽曉晴在致辭中表示，大賽自 2011 年開始舉

辦，每屆均吸引數千名學生與市民參加，現已經成
為受學界重視、社會關注、有號召力及影響力的大
型活動，亦為香港學生與市民學習中國歷史及文
化，打開一扇「文化之窗」。
他續說，大賽將中國的歷史、地理、人文、社科
等領域的知識融入試題中，學生與市民參與其中，
能加深對祖國的發展歷程、地理概況以及傳統文化
的認識，多角度的了解祖國，從而激發民族自豪感
與樹立民族自信心，進一步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歐陽曉晴強調，只有理性看待歷史，多角度了解
中國，才能真正做到審時度勢，明辨是非，站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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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高度審視香港與祖國的發展，繼而建立一份裝
備自己，為自身與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使命感。今
次大賽正是要為莘莘學子們和全港市民提供一個全
面認識國家的平台，主辦單位將不斷堅持並創新延
續這個利國、利港、利民的活動，預祝大賽取得圓
滿成功。

大賽試題內容涵蓋中國歷史（包括香港本土歷史）、地
理、文化、藝術和時事等，網頁設參考書目列表，大賽網
頁亦設電子版參考題目供市民參閱。
比賽獎勵：
團隊賽

唐賡堯：免青年走上歪路
唐賡堯致辭時指，青少年是社會重要資產，培養
他們成為有文化、有見識、對國家有歸屬感的人才
至關重要，這個過程可能漫長，但必須堅持走正確
道路，引導市民重視中華民族、文化及歷史教育，
其透過大賽一點一滴為他們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以
免青少年誤入歧途。
他在啟動禮後進一步指，目前社會存在所謂「港
獨」話題，癥結正是源於青少年對國情缺乏了解，
「近代史或回歸後的情況學生其實很少機會學習
到，這個部分幾乎斷了」，他坦言一下子要讓青少
年學習國情並非易事，望大賽題目能起「懶人包」
及起步效果，讓青少年較易消化，培養了解國情的
興趣。

冠軍

價值$10,000 獎金/禮券（每隊）及獎
盃、獎狀

亞軍

價值$8,000 獎金/禮券（每隊）及獎
盃、獎狀

季軍

價值$6,000 獎金/禮券（每隊）及獎
盃、獎狀

每組優異金獎10名

獎金$1,000（每隊）及獎狀

個人賽

冠軍

價值$5,000獎金/禮券及獎盃、獎狀

亞軍

價值$3,000獎金/禮券及獎盃、獎狀

季軍

價值$2,000獎金/禮券及獎盃、獎狀

每組優異金獎50名

獎金$500及獎狀

資料來源：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網頁 製表： 姜嘉軒

詩姐：2047 後制度依港人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丘欣）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接受前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訪問時表示，香港基本法提出「五十年不
變」的初衷是考慮到港人利益，50 年的承諾「到
期」時，香港應實行哪一種制度，中央定會從港人
的利益出發。她又強調，立法會議員就職前要宣誓
效忠政府和擁護基本法，故不應在議會宣揚「港
獨」，議員違誓可被取消席位並要承擔法律責任。

「五十年不變」非之後即變
梁愛詩在訪問中說，國家在香港基本法中提出
「五十年不變」， 初衷是考慮到港人利益，因為香
港曾與祖國長期分離，香港與內地有很大差距，故
提出實行「一國兩制」。但 50 年後，兩地差距縮
窄，屆時到底是內地和香港的制度合一，還是繼續
「一國兩制」，都不是太緊要的問題，相信中央政
府會考慮，哪一種方式對港人更有利就實行哪一
種。
她強調，無論有無基本法或有無「一國兩制」，
香港的主權都是國家的，不會因為 2047 年「五十年
不變」的承諾到期，就可改變這一事實。她又說，
「五十年不變」， 不代表50年後立即要變。

曾鈺成提到，過去 20 年「一國兩制」在整體上實
現得不錯，但確實也存在矛盾，例如中央與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期望和要求有差距。梁愛詩回應
指，兩地文化不同，故有差距很正常。她認為，硬
件上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很好的藍圖，但軟件上
因為管治經驗不足，確實有改善空間。
對於新一屆立法會有激進「本土」、「自決」派
加入，梁愛詩表示，政治形勢確實會令人擔心，她
不讚成議員在議會講「獨立」或「民族自決」。
被問到立法會主席應怎樣處理議員在議會提出辯
論「港獨」議案， 梁愛詩強調， 議員在就職前要宣
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擁護
基本法， 而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說，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議員不可在議會內宣傳「獨
立」或分裂國家， 而主席在主持會議時亦應該有分 ■梁愛詩昨出席《議事論事》，接受曾鈺成訪問，談
論2047年後香港問題。
寸。
法，梁愛詩表示未看到有需要，又希望香港「自己
發假誓須承責 違誓失議席
的事情自己解決就得」。
被問及重啟政改，梁愛詩表示， 希望新一屆立法
她補充，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以及《刑事罪
會黨派之間能夠協調，
達到三分之二的共識，再與
行條例》，宣誓是很嚴肅的事，發假誓須要承擔法
律責任，而立法會議員違誓則可被取消席位。但對 政府討論， 否則特區政府即使重啟方案， 只會令社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應就禁止宣傳「港獨」釋 會更撕裂。

袁國強訪泰推港仲裁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泰國
曼谷展開訪問行程，凸顯香港作為
聯繫內地與全球包括泰國的有效橋
樑角色。他並率領代表團訪問，推
廣香港的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
務。
代表團由法律和解決爭議界專業
人士組成，成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
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局亞
洲事務辦公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中國海
事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特許
仲裁學會（東亞分會）和香港仲裁
司學會的代表。

優勢助聯繫內地與全球
袁國強昨日首先為香港貿易發展
局主辦的「時尚潮流．魅力香港」
主持開幕典禮。他表示：「香港的
優勢包括擔當通往內地有效橋樑的
獨特角色、法治、司法獨立、廉潔
有效率的政府、友善營商環境和世
界級的基建，這些優勢廣受國際社

會認同。」
他續說，香港的憲制性文件──
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一國兩
制」，讓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同
時，兼享發展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優
勢。
袁國強下午在「時尚潮流．魅力
香港」高峰論壇的「國際貿易和投
資的關鍵：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
討會上致開幕辭。他指出，香港擁
有獨立的司法權，擁有健全法律制
度和世界級仲裁機構，是國際社會
公認的重要仲裁中心。
倫敦瑪麗皇后學院發佈的 2015
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指，香港獲評
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仲裁地點的第三
位，僅次於倫敦及巴黎。
他隨後主持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
的「香港活現曼谷」開幕典禮，推
廣香港的旅遊體驗，並禮節拜會了
中國駐泰國大使寧賦魁。最後，他
為「時尚潮流．魅力香港」晚宴擔
任主禮嘉賓，約 450 人出席晚宴，
宴會上展出多位香港著名時裝設計
師的最新作品。

■第十四屆澳
門媽祖文化旅
遊節活動舉行
記者招待會。
前排左起：陳
明金、司徒琳
麗、顏延齡、
田虎青、吳聯
盟。

媽祖巡遊澳門 推廣雲南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海濤 澳門
報道） 由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主辦、
澳門特區政府及雲南省人民政府等協
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第十四屆澳門
媽祖文化旅遊節」，將於10月7日至10
日在澳門舉行，包括雲南省旅遊文化推
介會、天后宮媽祖巡遊、雲南省藝術團
專場文藝晚會等。千多位海內外嘉賓
和宮廟代表應邀蒞澳參與活動。
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主席顏延齡、
副主席陳明金、雲南省人民政府新聞
辦公室副主任田虎青、澳門特區政府
旅遊局旅遊產品及活動廳代廳長司徒
琳麗、澳門天后宮管委會主任吳聯盟
等嘉賓出席昨日新聞發佈會。田虎青

表示，希望通過共同舉辦盛會，推廣
雲南旅遊文化，展現雲南精神風貌，
亦對滇澳兩地今後旅遊文化合作發展
起到積極深遠的影響。
本屆「媽祖文化旅遊節」將於 10 月
8 日在澳門喜來登酒店舉行雲南省旅遊
文化推介會，10 月 9 日上午在路環媽
祖文化村進行盛大開幕及祈福儀式，
下午在筷子基俾若翰街舉辦澳門天后
宮媽祖巡遊。
巡遊終點設在祐漢公園，當晚舉行
雲南省藝術團專場文藝晚會。本屆首
次新增福建民俗文化專場展示，10 月
10 日 晚 上 8 點 在 黑 沙 環 祐 漢 公 園 舉
行，歡迎澳門市民及遊客到場參觀。

■行政長官與瑞典卡羅琳醫學院署理校長會面。

卡羅琳醫學院港中心今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卡羅琳醫學院首個境外
醫學中心、劉鳴煒復修醫學中心今日開幕。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晚在禮賓府與訪港的瑞典卡羅琳醫學院署理校長
Karin Dahlman-Wright 教授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
交換意見。
梁振英預祝劉鳴煒復修醫學中心的開幕禮成功舉辦。他
指，卡羅琳醫學院是全球頂尖的醫科大學與研究中心，一
直與本港大學在醫學研究及學生交流項目上保持緊密合
作，並相信醫學中心在香港成立，可促進本港在再生醫學
及幹細胞的研究，及推動本地的創新及科技發展。

「國是」籲穿藍黑服
男拔生批無謂拒
「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盼霖）「港獨」勢力持續於
校園播「獨」，意圖將校內活動政治化，連慈善活動公
益金便服日亦不放過。其中據稱由拔萃男書院學生成立
的「男拔國是」，便呼籲同學於昨日的公益金便服日，
穿藍色或黑色衣服，「以明支持『港獨』之志」。但結
果幾乎沒有人理會其呼籲，該校大部分學生均穿校服回
校，偶有穿便服的也只是出於個人喜好，更有學生直言
有關行動無謂。
昨日有媒體於男拔校外訪問多名學生，其中身穿灰色衣
服、就讀中一的姚同學指，對「男拔國是」發起的行動並
不知情，純粹因個人喜好而穿，又指即使知悉此行動也不
會響應。他更直言「男拔國是」行動無謂，認為除了不應
該在校內討論「港獨」外，香港整體社會也不應討論，以
免導致與國家關係疏遠，「也令香港愈來愈亂 。」
就讀中五的鍾同學選擇穿校服回校，也指不知道
「男拔國是」 的行動，而且即使知道，也不會配合，
因始終較喜歡穿校服上學，強調對「港獨」議題沒立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