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貼紙設計比賽

手繪設計組別（中學組）

冠軍 陳嘉怡（廖寶珊紀念書院）

亞軍 曾浩琳（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季軍 吳子芊（廖寶珊紀念書院）

手繪設計組別（小學組）

冠軍 王芷淇（鳳溪創新小學）

亞軍 龐熙堯（鳳溪創新小學）

季軍 吳嘉晞（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電腦設計組別（中學組）

冠軍 朱倩鸎（聖母書院）

亞軍 董立鍵（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季軍 溫禧彤（粉嶺官立中學）

資料來源：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外交知識賽獲獎名單
「精英賽」

金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銀獎銀獎 英華書院英華書院、、觀塘瑪利諾書院觀塘瑪利諾書院

銅獎銅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最佳發言人 劉百滔（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先鋒賽」

金獎 聖言中學

銀獎 聖公會陳融中學

銅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優異獎 拔萃女書院、沙田培英中學

中學組初賽

最佳表現學校獎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最佳新秀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漢華中學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冠軍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亞軍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季軍 英華小學

最佳表現學校獎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最佳新秀獎 拔萃女小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隊員之一的中四生梁沛生是第三
年參加競賽，他表示，今年的預備
時間比往年少，一是有隊員要準備
文憑試，故在試後才有時間「歸
隊」準備，二是今年大賽較以往的
7月提早舉行，故他們要在更短時
間內備戰，下課後更會練習至晚上
8點。他又指，同學們為了比賽亦
下了不少苦功，雖然準備時間不
多，但最終亦能入選「精英賽」更
可獲得銀獎，感到十分開心。
梁沛生指，該校設有「問答學

會」同學都積極參與校外問答比
賽，他認為外交知識競賽的「搶答
題」出題內容具有挑戰性，學校亦
鼓勵學生參與；而同學則較少接觸
「情景模擬題」的問答方式，故亦
想多參與，累積經驗。他坦言，因
累積了三屆的經驗，下屆就更加要
參賽，並將傳承師兄所學。

為比賽下苦功
得獎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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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獲得銀獎英華書院獲得銀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安柱中學隊長、中五生鄒晁琳認為今
年各參賽隊伍實力十分強，且大家均準
備十足，例如在搶答環節中，每隊勢均
力敵，故己隊能夠獲得金獎是意料之
外，謙虛地指勝出屬「僥倖」。
他又指，在備賽期間，各個隊員均搜
集了近幾個月的相關新聞資料，又會溫
習外交背景知識並互相「問書」；而同
學們亦有特別留意國家主席習近平、外
長王毅的演說，學習其用詞及語氣等
等，好讓在比賽上有更好發揮。
鄒晁琳參加過四屆外交知識競賽，認為
這個大賽吸引的地方，一是難度甚高，在
問答界非常重要，故想測試自己的實力，
二是勝出隊伍可以參與交流團，到處見識
之餘，更可與參賽「對手」成為朋友。他
又指，參與賽事有助中文會話訓練，例如
他參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時，發現
他常用人生哲理比喻世界狀況，認為自己
中文及哲理水平亦能有所提升。

學習大大用語
比賽更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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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獲得外交知識競賽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獲得外交知識競賽
金獎金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連續兩屆在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得最佳
發言人獎，今屆就由該校中五生
劉百滔獲獎。參與過三屆比賽的
他，總結和累積經驗後，今年首
次擔任隊伍的發言人，他感激老
師和同學的支持及鼓勵，而獎項

則是對他一路以來努力付出的肯定。
他認為，參賽後令他的視野不只留在
香港，亦會多留意國際時事，從多角
度思考，相信對未來發展有幫助。

劉百滔：擴眼光以國際角度出發
對於能獲獎，劉百滔感激一直以來

陪他訓練、給予支持和鼓勵的老師。
他表示，早在開學時已積極備賽，以
鍛煉時事觸覺，而他以往較多留意本
港新聞，但參賽後就會多加留意外交
以至國際新聞，令他眼光不只停留在
香港，更會以中國和國際角度出發。
去年參賽時隊伍獲得銀獎，師姐古

潔茵則奪得最佳發言人，而他亦十分
佩服師姐，故今年蠢蠢欲動想擔任發
言人。他認為，參賽的其中一個得着
是培育國際視野，而擴闊的視野亦會
影響性格發展、能力等等，相信對大
學選科、工作亦有幫助。
帶隊老師文鈺華表示，劉百滔主動

提出想擔任發言人，雖然當時其普通
話水平仍有待改進，但卻將勤補拙，
抽時間多聽、多講，至今看到他有很
大進步，而日常他亦有留意時事及外
交發言人的講話，學習他們的語調及
用詞。她又指，過往劉百滔曾隨得獎
隊伍參與交流，在過程中亦曾主動向

外交官員提問，了解他們的日常工作
如留意每日的新聞，記住重點以回答
記者的提問，而今年賽事劉百滔便將
之實踐起來，每天都為要做個好的
「外交發言人」作預備。

老師：知識增長比獎項更重要
她坦言，決賽當日在公佈最佳發言

人得主時，「聽到（浸信會）個
『浸』字已經開始流淚」，回想起學
生過去一年來的努力，更非常感觸。
她續指，劉百滔不是特別「叻」的學
生，但在過程中他會克服自己的問題
及改善，令自己有所成長，知識亦有
所增長，「那比起獎項及獎品更加重
要」。劉百滔在高中正修讀理科科
目，但他對於文科知識亦有濃厚的興
趣，又會閱讀課外書增長知識，她表
示，「看到他為了目標不斷努力、好
學不倦，作為老師亦都好欣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毛遂自薦勇增值 蟬聯最佳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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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向獲最佳發言人的劉百滔頒
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回歸廿載道理明 折衝樽俎格局析
外交知識賽中華傳道會摘桂 林鄭勉港生兼具「港情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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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知識競賽「精英
賽」總決賽五支隊伍，在

「情景模擬題」中除了出色完成主題演說
外，亦都臨場發揮流利回答了評審的即時
提問，僅用半分鐘的時間便清晰、得體地
闡述出自己的觀點，盡顯「小小外交家」
風範。
１）評審向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演說主

題：外交協助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提
問：
香港在繼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

面，在人才儲備或者人才建設方面還可以
繼續做哪些工作？
答：

香港在不同方面都可發揮自身優勢配合
「一帶一路」，尤其在人才方面，香港擁
有不同方面的人才。在文化人才方面，香
港人可發揮兩文三語優勢，令香港成為文
化交流平台，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作為
內地以及西方國家溝通的橋樑，促進「一
帶一路」民心相通，這是文化上人才可以
發揮的優勢。
在經濟人才方面，香港有很多金融界的

人才，香港亦可以發揮這個優勢令香港成
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發揮和提升全球
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功能和服務，把更多的
資金引進香港促進「一帶一路」資金流
通。

我相信，香港的未來會成為「一帶一
路」的積極參與者、優秀聯絡者、文化交
流者，可將香港的優勢發揮出來，建設
「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繁榮作出貢
獻。
２）評審向觀塘瑪利諾書院（演說主

題：外交保護香港同胞在海外合法權益）
提問：
如果一名香港學生準備去外國遊學，你

會給他什麼忠告？
答：
在海外受到人身侵害的時候，您應該立

刻向當地警方報警，並同時與律師、醫生
聯繫，並向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反映情況，

我們的領事官員可以向你提供以下幫助：
首先，可以安排人員聽取案情，並承諾保
護個人隱私，也會敦促警方盡快破案，了
解案件的進展情況；另外，會提供律師、
翻譯和醫院名單。如果您的旅行證件丟失
或受損，我們會為你補發，也可以協助您
與家人、朋友或僱主聯繫，尋求當地社會
協助。您遇到任何突發情況，都可撥打
12308，與我們聯絡。在我們的領事保護
下，您的權益不會受到侵害。
３）評審向保良局董玉娣中學（演說主

題：外交積極向世界推介香港）提問：
你是外交部的官員，是否可以考慮一起

推介香港、廣東甚至內地？

答：
對於推介香港和推介廣東，我們近來

就有一個計劃，叫「粵港澳大灣區」，
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
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是港澳參與中
國內地發展快車的主要內容，有潛力成
為像美國舊金山灣區一樣的世界城市
群，而香港和廣東都在這個計劃當中，
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天時方面，適逢中國為世界帶來「一

帶一路」的新建議，更在「十三五」規
劃中，將港澳部分獨立成章。在地理位
置上，香港交通便捷，在未來有港珠澳
大橋和廣深港高鐵處於粵港一小時生活

圈之內，有利對內交流，與廣東一起合
作，並發揮對外優勢，香港又是國際金
融中心，又可以在金融物流行業方面合
作，實現優勢互補。人和方面，香港和
廣東一起合作，就可以順大勢應民心，
呈現更加光明開放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清晰與評審互動 盡顯「小小外交家」風範

今年外交知識競賽，賽制有所創新，除初賽前五名可
進入「精英賽」決勝外，第六名至第十名亦獲安排參加
「先鋒賽」，透過必答題和搶答題，再選出金銀銅及優
異獎得主。另此次大賽亦首次設置貼紙設計比賽，分為
手繪設計組和電腦設計組，中小學生皆可參加。
「先鋒賽」於總決賽及頒獎禮當天上午舉行，由聖言

中學奪得金獎，隊長唐德強對獲獎感到十分開心，證明
同學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又感謝校長、老師的鼓勵支持
以及每個隊員的付出。
他說，自己主動請纓參加比賽，亦通過賽事增加了自己

的外交知識，對國家發展更為了解，也提升了膽量和普通
話水平。
另外，為讓學生發揮創意，提高創造能力和欣賞能力，

並協助競賽宣傳，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推廣外交知識的活
動，今年比賽首次設置貼紙設計比賽，分高小和中學組，
手繪和電腦設計兩個項目，參賽者需以「回歸二十年，外
交你我他」為主題設計貼紙一張，獲獎作品經大會挑選調
整過後將印製成貼紙作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首設搶答「先鋒賽」
貼紙設計顯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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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今年「香港盃」外

交知識競賽特別以「回歸二十
年 外交你我他」為主題，賽
事吸引96所中小學逾1.3萬名
學生參與，規模創歷史新高。
晉身本月 13日總決賽「精英
賽」的五強隊伍首先進行「搶
答題」回合，而於「情景模擬
題」賽事之中，參賽隊伍就不
同外交題目，擔當「外交發言
人」，而專家評委更就隊伍闡
述的角度進行即場提問，學生
討論 30秒後作答，由評委根
據發言內容、應答質素、儀容
儀表、語言組織和團隊合作性
進行評分。在激烈比拚後，最
終由安柱中學奪得冠軍金獎，
而英華書院和觀塘瑪利諾書院
獲銀獎，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和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獲銅獎，後
者成員劉百滔更以擲地有聲的

發言、外交官一般的舉手投足
風範，獲選為「最佳發言
人」。

林鄭：續肯定支持活動
為賽事主禮及頒獎的林鄭月

娥在致辭時大讚參賽學生表現
出色，她表示，自己過往曾多
次參與外交知識賽，今次除繼
續為同學打氣外，亦希望以候
任行政長官身份告訴大家，新
一屆政府，對增加港生外交知
識的有意義活動，會繼續肯定
和支持。
她又分享指，外交知識對香

港年輕人的個人修養和事業發
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這
個方面出發，多了解世界發
展，多了解國家外交成果，可
豐富個人知識水平；此外，香
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經濟發
展跟外圍的政治、經濟發展分

不開，也跟國家和其他國家的
雙邊和多邊關係分不開，所以
無論從個人或者是未來發展的
角度，她都希望把年輕人培養
成有國家觀念，有香港情懷，
也有世界視野的新生代，透過
了解國家發展狀況，掌握新機
遇，同心創前路。
佟曉玲稱讚同學表現非常出

色，並對大賽的空前影響力感
到高興。
她認為，比賽讓大家更好地

了解了回歸20年來，涉港外交
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全力即時周到地保護香港同胞
海外的合法權益。

佟曉玲冀港青更自信成功
她指出，要不忘初心，方得

始終，不能忘記香港特區成立
的初心是國家和平統一，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她又指，國家
富強、民族復興與「一國兩
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去完成，初心要靠所有的年輕
人接續實現。她稱，在下一個
20年乃至更長時間，國家外交
都會助力香港特區，香港都會
與國家共同成長，亦期望年輕
人會更自信、更出色、更成
功。
活動主禮嘉賓尚包括中聯辦

副任譚鐵牛、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信託人
邱達昌、外交部港澳台司參贊
李文慈、新聞司參贊趙世人
等。
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

如安、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外
交學院副院長孫吉勝、中國國
際問題研究院教授郭憲綱則為
比賽擔任評審。

隊長譚競恩表示，團隊今年初已開始備賽，例如會在網上及
到書局作資料搜集，閱讀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所著的《國際
形勢和中國外交藍皮書》等，亦會多看新聞了解國家最新的外
交發展動向，而同學們每周都會相約見面，就最新的時事互相
交流。他又指，幾個星期前收到有關領事保護的「情景模擬
題」題目，由於同學們不熟悉這個題目，故要多看官方網站及
看書，了解更多的背景。
他表示，大賽的「搶答題」環節，題目內容緊貼最新時事發

展，其中更有題目涉及剛於上星期發生的事，令他覺得參賽者更
需要與時並進，同時了解議題脈絡放眼未來即將發生的國際大
事。他認為，不論是「搶答題」抑或「情景模擬題」後的評審發
問環節，都考驗參賽者的臨場反應，例如主持以普通話讀出題
目，他並非每個字都能仔細地聽清楚，有時聽到一些關鍵字眼就
要「鬥快」搶答；評審發問後，參賽者亦只有30秒準備，而提問
內容更可能是在他們的準備範圍之外。
今年就讀中六的譚競恩，早前還要分心應付文憑試，但由於

自己已是第四年參賽，加上今年是他多年以來首次能夠晉身決
賽，故盡量平衡備試及備賽的時間，努力在大賽中獲獎。
他提到，同校師兄6年前也曾入圍決賽及獲得銀獎，而自己能

於畢業前幫助學校再次獲獎，感到十分高興。

讀《外交藍皮書》
了解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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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瑪利諾書院獲得觀塘瑪利諾書院獲得「「精英賽精英賽」」銀獎銀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成員中五生邱曉男表示，學校老師由
備戰階段一直為他們提供訓練、審稿
等，而決賽更有30名、40名同學到現場
打氣，對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謝。他提到
在備賽時，隊員們花了不少時間去準備
「情景模擬題」的「外交推廣香港」主
題，其發言稿更於大賽前一晚才作最終
修訂。至於評審提問提到合作一起推介
香港與廣東，作為發言人的邱曉男亦有
備而來回答有關「大灣區」的內容，對
於自己當時的表現亦感到滿意。
他又指，雖然隊伍未能再像去年參賽

時一舉奪金，但他認為同學們已全力以
赴，故獲得銅獎亦是一種肯定。
他又指，決賽當日在「搶答題」環節

不及其他隊伍快和準，認為日後參賽同
學亦要加強這方面的訓練。他估計自己
明年亦會作為參賽同學的「幕後軍
師」，為他們提供指導及幫助，務求令
學校隊伍能再次入圍，甚至奪獎。

備「大灣區」內容
滿意臨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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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娣中學獲得銅獎董玉娣中學獲得銅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帶隊老師文鈺華表示，該校連續十屆
入圍外交知識競賽決賽，而今年參賽學
生主要都屬初中生，只有最佳發言人劉
百滔是高中生，故他們倍感壓力，擔心
未能延續入圍傳統，「怕衰在自己手
上」，但亦因而更加投入全力以赴，早
在初賽時參賽學生已盡可能每下課就一
同溫習外交知識，爭取入圍。
文鈺華又指，當隊伍獲悉「情景模

擬題」的題目後，只有兩三個星期作
準備，就算臨近校內考試，同學都放
下手上的事，專心一致為大賽作準
備。
隊伍今年雖然失落金獎，但會汲取經

驗，檢討和改進，例如歷屆參賽的學生
均在搶答題方面比較「輸蝕」，因反應
不夠迅速，未能成功搶答，而她亦相信
大部分題目他們都會答。她又指，了解
到參賽學生們自我要求很高，作為老
師，定會給予協助及支持。

憂傳統毀己手
投入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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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獲得銅獎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獲得銅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同學為參賽選手助
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外交官要在國際舞台把國家與世界聯繫起來，需要對國家觀念及感

情有深刻認知，更要熟知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的國家和世界格局，還

要有絕對出色的溝通能力。今年舉辦的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

競賽總決賽及頒獎禮日前圓滿結束，最終由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奪得

金獎，而來自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的劉百滔則獲得「最佳發言人」獎。總決賽主禮嘉賓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特

別寄語港生，多了解國家發展與外交知識，做到兼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外交部駐港署理特派員

佟曉玲則提到，希望香港青少年更多了解外交及國家，於下一個20年變得更自信、更出色、更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香港盃香港盃」」外交賽外交賽
第十一屆 ■■嘉賓與參賽選手大合照嘉賓與參賽選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宋如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佟曉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賽事小資料
主題：回歸二十年外交你我他

主辦機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教育局、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特別贊助單位：香港賽馬會

贊助單位：香港迪士尼樂園、聯合出版集團

協辦機構：外交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人民日報、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中央電視台、明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教育城

■■「「精英賽精英賽」」五支隊伍正在激烈搶五支隊伍正在激烈搶
答答。。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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