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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知識賽 三甲出爐
報名增兩成 中大聖言中學何壽南小學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
雯）自啟動以來經歷兩個多月多
輪賽事，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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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圓滿結束，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圓滿結束
，各組別
參賽者與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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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大賽」圓滿結束。今年大賽
參加情況踴躍，團隊賽報名隊伍
達 206 隊，個人賽更達 4,250 人
參與，比去年增加逾兩成。大賽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上周六在科學
園高錕會議中心演講廳舉行，入
圍的大學、中學、小學、公開及
工會組團隊賽及個人賽參賽者，
即場競逐各組別冠亞季軍。經過
激烈戰況，最終大、中、小學組
團隊賽冠軍分別由香港中文大
學、聖言中學、保良局何壽南小

公文匯傳媒集團、工聯會和「未來之
星同學會」聯合主辦，過往五屆賽事
獲全港小學、中學、大專院校學生、
社會大眾等踴躍參與，參賽人數持續
增長，成為覆蓋全港、最大型的國情
知識競賽。今年，在主辦單位和 60 多
個協辦團體大力推廣下，團隊賽報名
隊伍數目再創高峰達 206 隊，包括來
自 115 間 大 中 小 學 的 185 支 學 校 隊
伍，較去年增加 27.8%；個人賽錄得
4,250人參與，比去年增加21%。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比賽題
目取自《圖解中國國情手冊》、《簡
明香港史》、《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
讀》、《地圖上的中國》等十多本參
考書，範圍涵蓋中國歷史、香港本地
史、地理、文化、詩詞、時事等，內
容豐富廣泛。大賽旨在提高和加深本
港學生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知識的興
趣，令港青在參賽過程中更全面、更
深入地認識國家，更能在閱讀、討
論、查證過程中，訓練和培養獨立分
析、批判思考能力。

吳克儉：識國情助港青展所長
為總決賽暨頒獎禮擔任主禮嘉賓的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辭時表示，國情
大賽為莘莘學子提供認識歷史的平
台，從而更深入地探索國家，有助加
強同學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使命
感，意義重大。他指香港教育一向重
視學習中華文化及培養品德和公民責
任，國家現時經濟和國力急速發展，
國際地位上升，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學
習中文及認識中國社會，港青更應打
好基礎、認識國情，以助日後發揮所
長。

歐陽曉晴料規模明年續升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總經理歐陽
曉晴致辭時指，隨着參賽人數持續增
加，國情大賽已成為備受香港學界及
社會關注的大型社會活動。他提到，
大公報和文匯報兩份歷史悠久的華文
報紙一直與民族血脈相連，關心香港
年輕一代未來發展，更樂意為香港青
少年提供了解祖國、認同祖國、熱愛
祖國的學習平台。明年為香港回歸 20

■吳秋北
■姜亞兵
■吳克儉
■歐陽曉晴
彭子文 攝
彭子文 攝
彭子文 攝
彭子文 攝
周年，他預期國情大賽規模會進一步
提升，鼓勵更多人參加，以優異成績
慶祝回歸。

吳秋北：教育不足致現「獨」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指，認識國史
和國情是國民教育最好途徑，問答比
賽有助補足正規課堂的不足。他提
到，近期出現「港獨」問題，某程度
與相關教育不足有關，認為年輕人應
深思自身與社會及國家的關係。他寄
語香港年輕人進一步參與投入建設更
繁榮的香港，配合國家發展，為此必

須更了解國家歷史及現況。

李運福張總明孫振郭偉強等主禮
除了上述嘉賓外，為總決賽暨頒獎
禮主禮的尚包括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
李運福、中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張總
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
共關係部主任孫振、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等。
另國情大賽還得到招商局集團、丹
桂軒、瑞安集團及安利（香港）有限
公司等大力支持，共同推動港人積極
學習國情知識。

評委點讚

人數分數齊升 港生喜學國情

對於參賽者的出色表現，擔
任主禮嘉賓及評委的北京師範
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歷史教師紀
連海表示，樂見港生及市民對
國情有深入認識及興趣，特別
是不少過往曾參賽或非參賽的市民
亦特意前來觀賽，反映大家的關
注。他又分享指，觀察到內地及香
港歷史教育視角及內容有不同之
處，如關於孫中山在哪裡接受中學
教育，內地生未必接觸到，但香港
學生卻認識。

觀乎過往數屆比賽，紀連海認為
參賽者表現一屆比一屆好，除了參
賽人數持續上升外，獲獎分數亦一
直上升，反映港生對國情及歷史的
興趣正在增加，相信參賽對學生在
未來選科等選擇有正面影響。
同為主禮嘉賓及評委的樹仁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表示，比賽
中最印象深刻是中學組團隊賽搶答
環節，每隊反覆按拍搶答按鈕，反
映他們準備充足，主動參與爭取回
答權。他認為，很多參賽者對資料

掌握很好，即使司儀未問完題目，
同學已搶先答中，又感到同學對歷
史及文學有深入認識。
雖然對整體表現感到滿意，但區
志堅指，觀察到同學普遍對中國地
名欠熟悉，提醒同學可多在這方面
下工夫。他又提到，今年大賽有以
熊貓為藍本的「紅喵」作吉祥物，
吸引現場師生及家長與其合照，加
上場刊封面富有中國特色的設計，
讓大眾感受中國文化。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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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中學為大贏家，在中學組囊括個人及團隊
賽冠軍。團隊賽 4 位隊員中，3 人均是第二次參
賽，終首次奪冠。隊長林永青分享指：「假期都
會到圖書館找比賽參考書，只準備範圍內的資料
不足夠。」同校中四級陳永泰則為個人賽冠軍得
主陳永泰，他笑言獎金是最大吸引力來源，準備
過程中一直抱有自信，「每天約溫習半小時，付
出了便會有信心。」

中大：參賽學到很多知識

大學組團隊賽冠軍由中文大學奪得，隊員之一
鍾健文曾於第二屆國情知識大賽獲個人賽冠軍，
經驗豐富。他指透過參賽可學到很多知識，包括
了解少數民族習俗等，又認為身為中國人需要更
深入認識自己的國家，才可向其他人介紹國家及
文化促進交流。

仁大：以不變應萬變

大學組個人賽冠軍為樹仁大學中文系三年生吳
艷羚，她指比賽心得是「以不變應萬變」，無論
題目淺或深，都以「不變」的平常心應對，有利
發揮。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壓力是磨煉
奪得小學組個人冠軍的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小六生錢家駒指，過去三星期每天練習準備，但比賽時仍很緊
張。他認為，取勝關鍵包括反應要夠快，「在校內練習按按鈕
搶答，一聽到題目關鍵詞便要按。」該校侯老師指，觀察到家
駒平日對歷史和時事很有興趣，所以鼓勵他參賽：「即使參賽
有壓力，但亦是種磨煉，可激發小朋友潛能。」家駒父母比賽
時親身到場支持，雖然旨在累積經驗，但過程中仍覺緊張，其
父特別提到：「身為中國人，應對自己的國家有認識。」

小學團隊賽冠軍保良局何壽南小學，成員林君彤、林悅晴及
黃雅珊都指，對歷史有濃厚興趣，雖然仍是小六生但已先立志
「選科」，希望日後在文憑試課程修讀中史。 ■記者 吳希雯

小學組
冠軍 錢家駒

小學組
冠軍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
紀念學校

亞軍 楊紫琦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亞軍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季軍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季軍 陳鳳芝
■小學組團隊賽冠、亞、季軍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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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聖言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英業小學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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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陳永泰 聖言中學

亞軍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亞軍 邱曉男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 喇沙書院

季軍 吳軍毅 英華書院

大學組

大學組

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

冠軍 吳艷羚 香港樹仁大學

亞軍 香港科技大學

亞軍 陳翠琪 香港大學
季軍 陸穎怡 香港中文大學

季軍 香港大學
■中學組團隊賽冠、亞、季軍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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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冠軍 王翠蘭

冠軍 基層職工聯盟

亞軍 曾英笑

亞軍 糖痴豆姐妹花

季軍 劉麗婷

季軍 IQU

工會組

工會組

冠軍 梁宇君 小輪業職工會

冠軍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亞軍 鄭宇曦

亞軍 政府人員協會
季軍 香港服務業總工會

聖言中學：假期到圖書館溫習

個人賽

團隊賽

公開組

獲獎大中小學生實力非凡，對中國文化
及歷史深感興趣，部分人亦曾參與往屆賽
事或其他類似問答賽，經驗豐富、越戰越
勇，得到佳績。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盼文憑試修中史

總決賽獲獎名單

中學組

得獎感言

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第由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大

「身為中國人應認識祖國」

學以出色表現奪得。

■大學組團隊賽冠、亞、季軍與頒獎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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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出口貿易
從業員協會

季軍 林婉婷 香港洋務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