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情大賽 盛況空前 積極備戰 下月決勝
18組精英脫穎而出 11月4日科學園決出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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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試題舉隅

第七屆「回歸盃」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團體初賽及個人複賽日前圓滿結束。今年賽事

共有逾6,000名學生參加，盛況空前。在大、中、小學組別的團隊及個人賽，各有3組即共18

組精英學生脫穎而出，躋身將在11月4日於科學園舉行的決賽，他們現正積極備戰，爭奪國情

大賽的冠軍殊榮。其中小學組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及中學組的聖言中學，更同時有學生

分別入圍團隊及個人決賽，相關學校有教師自暑假起已安排一周兩天的訓練，好讓同學有足夠

時間熟習歷屆題目；而各組參賽同學亦有其特別的備戰方法，例如多閱讀課外書、分工合作記

熟資料以及互相抽問等等，增加勝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大賽組織架構
主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未來之星同學會
特別支持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
戰略合作夥伴：中信國安集團
支持機構：瑞安集團、偉東雲教育集團
特別支持媒體：香港衛視

經過早前場面盛大的初賽筆試，11月4日舉行的國
情知識大賽決賽將會改為現場問答形式，分為必答題
和搶答題兩部分，各組參賽者決出冠亞季軍，爭奪豐
富的獎品。
另一方面，今年大會亦增設內地交流訪問項目，團

隊賽及個人賽的冠亞季軍得主將獲安排參與免費的內
地考察交流，希望能讓同學們走進內地，身體力行了
解國家最新的發展動態，同時親身體驗中華文化的精
髓，領略「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給中國帶來的新變化
與新風貌。
國情知識賽獎勵豐富，除獎盃及獎狀外，大中小

學組團隊賽冠亞季軍每隊亦可獲分別價值$10,000、
$8,000及$6,000的獎勵，而大中小學每組亦另設優
異金獎10名，以及「最踴躍參與學校」獎；至於個
人賽各組冠亞季軍則可分別獲價值$5,000、$3,000及
$2,000的獎勵，並每組設優異金獎50名。
為讓賽制精益求精，大會今年亦新增個人賽複賽，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積累臨場比賽經驗的同時，進一步
提升比賽的競爭性與公平性。
有關決賽名單及細節，詳情可參閱國情知識大賽網

站（http://cnc.wenweipo.com/）。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初賽試題參考答案
小學組︰1. A 2. A 3. C 4. A 5. B 6. C

中學組︰1. C 2. B 3. C 4 A 5. A 6 C

大學組︰1. C 2. C 3. A 4. B 5. B 6. B 7. 楚莊王 8. 《家》、《春》、《秋》

現場問答 獎品豐富

1. 「水」這個字是屬於哪一種漢字的構成方式？
A. 象形字 B. 表意字 C. 兩者皆是

2. 成語「完璧歸趙」的典故中，使得和氏璧完好
無損回到趙國的主人公是？
A. 藺相如 B. 龐涓 C. 伍子胥

3. 被選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背景音樂之一
的一首經典琵琶傳統大套曲是以下哪隻曲子？
A. 《梅花三弄》 B.《十面埋伏》 C.《春江
花月夜》

4. 中國古典詩詞浩如煙海，詩人燦若星河。與名
篇《靜夜思》的作者生活於同一朝代的是？
A. 杜甫、白居易 B. 杜甫、李清照 C. 白居
易、辛棄疾

5. 香港開埠初期，進出口貿易十分繁榮，請問下
列選項中哪一項屬於當時從中國向外出口的貨
物？
A. 鴉片 B. 絲綢、茶葉 C. 軍火

6. 「天府之國」指的是中國哪裡？
A. 杭州 B. 蘇州 C. 四川

1. 日本佔領香港後，為了推行掠奪性的金融政
策，發行＿＿以代替港幣。
A. 日圓 B. 英鎊 C. 軍票

2. 秦始皇是在哪一年統一中國？
A. 西元前475年 B. 西元前221年 C. 西元前
205年

3. 被譽為「世界第八奇跡」、世界最大的地下軍
事博物館——秦始皇陵兵馬俑位於中國哪個省
份？
A. 河南 B. 山西 C. 陝西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詩經》的哪篇
文章？
A.《國風．周南．關雎》 B.《國風．周南．
桃夭》 C.《國風．秦風．蒹葭》

5. 中國西北地區的種植業主要分佈於
A. 河套平原、寧夏平原 B. 柴達木盆地 C.
內蒙古高原

6. 與成語「無獨有偶」意思相近的是？
A. 舉世無雙 B. 獨一無二 C. 成雙成對

1. 建立遼國的民族是？
A. 靺鞨 B. 朝鮮族 C. 契丹族

2. 倭寇瘋狂進犯我國東南沿海。率領軍隊九戰九捷，
蕩平當地倭寇的民族英雄是誰？
A. 文天祥 B. 鄭和 C. 戚繼光

3.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
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
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這首詞的詞牌名是？
A. 虞美人 B. 念奴嬌 C. 西江月

5. 京廣客運專線連接的是中國哪兩大工業基地？
A. 遼中南和京津唐基地 B. 京津唐和珠江三角
洲基地 C. 京津唐和滬寧杭基地

6. 古人常用與年齡有關的稱謂來代指年齡，以下各項
稱謂排序從小到大，正確的是？
A. 而立——弱冠——黃口 B. 髫年——幼
學——豆蔻 C. 天命——耄耋——耳順

7. 「春秋五霸」分別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
穆公和誰？

8. 現代文學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

在「回歸盃」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團隊初賽暨
個人複賽當日，逾千名參賽學生和帶隊教師齊集在會展
的筆試場地，場面盛大，不少人賽前仍努力溫習筆記及
課本。於一片認真之中，大賽的吉祥物紅喵穿梭其中為
在場學生打氣，讓略帶緊張的氣氛變得歡樂愉快。
當日在會場兩隻紅喵分工合作，其一負責在比賽場地
的門口「把關」，接待剛剛報到、準備入場的學生，不
論是大專生、中學生、小學生抑或帶隊教師，紛紛與紅
喵合照，紅喵亦會擺出可愛的姿勢，向學生揮手打招
呼、拍拍肚腩賣萌，令學生忍不住拿出手機，從不同角
度拍攝，又與牠自拍合照。
另一紅喵就負責「駐守」場內，與在座位附近的學生
合照、握手，逗得小學生不亦樂乎。直至在宣佈比賽開
始的一刻，兩隻紅喵亦不敢怠慢，各自站在場內兩邊，
在最後一刻為參加者加油。
除了吉祥物紅喵之外，身為大賽籌辦委員會副主席的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歐陽曉晴，以
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姜亞兵當日亦親到會場為

參加者打氣。在比賽進行期間，兩人亦分別透過手機鏡
頭，捕捉學生作答時的神情和舉動，為大賽留下珍貴的
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本月初，逾千名學生雲集會展，
於「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團隊初賽暨個人複賽
同場競技，參賽者年級及背景多
元，惟同樣對國情知識充滿興趣，
透過充滿挑戰性的題目，加深對中
華傳統歷史文化以至當代國情發展
的認知，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生David，

與同校教育學院本科四年級生Leon
和一年級生陳同學組隊參賽。David可說是國情知識賽的
「常客」，曾於第三屆的個人賽及去屆的團隊賽奪冠。
他表示，每屆大賽的題目都有不同，覺得很具挑戰性，

想深化自己對國情及時事的知識，因此每年都想參加；團
隊對在初賽的發揮甚具信心，幾乎全部題目都懂得答。
就讀香港大學文學院一年級的劉同學，則與兩名同學參

加大學團隊賽，她自小已經很喜歡中國文化及歷史，並計
劃來年選擇中文作主修科，又指大賽中有很多與詩詞歌賦
相關題目，認為可幫助自己鞏固中文知識。

團體合作 各有專長
粉嶺救恩書院中四生程加希、阮麗琳及黃綺澄一同參加

中學團隊賽。程加希指，本身對國家的認識僅限於課本，
想透過參賽了解更多。阮麗琳補充說，是次大賽涉及文
化、地理、歷史甚至時事通識等知識，其他公開比賽未必
涉及這樣廣泛的範疇，因此想開開眼界。她們大概花了兩
星期時間準備，而每個同學都有不同的專長，例如黃綺澄
較擅長地理，而另外兩人就擅長文化及歷史。
英華書院中五生黎逸謙不時參與有關中國國情、基本法

的問答、辯論等比賽，每次參賽都令他眼界大開，除了知
識層面，亦能訓練時間控制及團體合作精神。
他並期望透過比賽充實自己的國情知識，認為那對學習

甚至未來升學或就業都有幫助。擅長中國文學及文化藝術
方面的他坦言，本身地理知識比較薄弱，因此花了一個多
月做準備，期望能增加勝算。
而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中四生許安妮、周曉楊及中五

生周雍婷三人，過往亦都參與國情賽經驗，許安妮更是第
三次參加。她認為，大賽涵蓋很多中國文化文學知識，在
備賽時多牢記有關內容及答案，更可熟能生巧，日常作文
時亦能應用詩句，「亦可以在詩中領略做人的道理。」
培僑書院小六生Kyle Tang、袁正、岑梓朗和谷朗霖亦

一同參加團隊賽。袁正指，自己花了近兩三個星期備賽，
在校時亦會充分利用小息時間，及早完成功課並溫習國情
賽題目，而Kyle則說，希望透過比賽學習更多的中華文
化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背景不同 興趣一致

紅喵穿梭 賣萌打氣

是次「回歸盃」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個人賽的
參賽學生數以千計，成功躋身大中小學組最後三強的
「國情精英」，不少都要獨自記熟資料庫中數百條題
目，對其本身國情知識水平要求甚高。多名決賽參加者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指，除了大會參考資料，亦
會抽時間閱讀課外書，期望深化知識，對參賽以至自身
學習亦有幫助。

多次交流 親身考察
樹仁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生吳艷玲為上屆國情大賽大學

組個人冠軍，今年她再入決賽力爭衛冕。
她笑言，自己早在暑假已開始備戰，因高中沒有修中

史，故除大賽資料庫外，亦會額外閱讀課外書補不足，
包括錢穆的《國史大綱》等，而自己主修中文，故多看
文學文化相關的書本對學習也有幫助。

她認為，大賽的吸引之處在於古今知識並重，涉及國
家歷史、文化及地理等，又包括當代中國的時事與發
展，決賽前會再重溫相關書本及資料，做好準備。
她特別提到，幾年大學生活中，自己多次參加未來之

星同學會赴北京、成都、江蘇和浙江的交流團，認為親
身考察對認識現今國家發展特別有幫助，也是自己爭勝
的本錢。

倒數階段 熟讀資料
聖言中學中三生馮炤華首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情賽，

他認為，身為中國人，應該熟悉祖國歷史文化，參賽有
助自己溫故知新，同時決賽的現場答問亦可以鍛煉膽
量。
計劃於高中時選修地理、有志將來成為城市規劃師的

他表示，學習有關國家歷史地理等知識，不單可於比賽

用到，對香港年輕人學習，甚至將來工作都有幫助。決
賽進入倒數階段，他會翻看大會提供的700多條題目，
好熟讀資料爭勝。
炤華又指，自己以往沒太多機會到內地旅遊或交流，

對於入圍決賽可獲安排到內地考察十分期待，又笑言如
有機會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俄羅斯、哈薩克
斯坦等，深入了解當地建設、城市發展、歷史及文化及
與國家的互動就更理想。
同樣入圍個人組決賽的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小

六生陳安琪表示，複賽後發現自己有題目答錯，一度擔
心未能晉級，對最終能進入決賽感到十分開心。
她對地理及詩歌的部分最感興趣，覺得比較易記，但

亦會努力熟記其他不同方面的知識，爭取在比賽中有更
佳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各出奇謀 記熟知識

學生參賽除了靠自身努力外，亦需要一群「幕後軍
師」的帶隊老師為他們安排訓練及張羅。有老師表示，
學生準備及參加是次比賽，不單可以增加國情方面的知
識，更可以鍛煉主動性、積極性、判斷及溝通能力，而
恒常的集訓亦有助增進同學間的友情。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帶隊教師包括副校長侯
達桑、教師張慧君及黃健雄。
侯達桑指，學校透過問答隊讓一些成績優異及願意受
訓的學生參加多個比賽，過程中可訓練同學的主動性、
專注力、判斷力、溝通技巧等。
黃健雄則指，大賽有助學生培養對歷史、文化等知識
的興趣，更有不少舊生向他們反映，正因為在小學階段
在記熟和整理資料上打好了基礎，故升中後縱然修讀十
多個學科，亦較容易掌握溫習技巧。待升上高中，這些
比賽所需的知識亦有助鞏固通識及其他學科的學習，懂
得如何將知識融會貫通。

聖言中學帶隊老師為數學科教師鄺偉誠，他笑言，因
自己並非中史、歷史、地理科專科，故同學準備時都展
現出高度的自主學習能力，自我安排訓練，又會主動在
網上搜集資料、閱讀參考書等。
該校自第一屆國情賽以來，連續7年都有參加，故不

少曾參賽的師兄亦願意抽時間為師弟進行訓練，將技巧
和知識傳承，又可促進學生間的友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今屆「回歸盃」國情大賽於本月7日完成團體初賽及
個人複賽，大賽共吸引5,123名學生參加個人賽，

比去年增加1,323人，其中參加小學個人賽的有1,567
人，3,332人參加中學個人賽及有224人參加大學個人
賽。在團體賽方面，今年共有252隊參加，比去年增加
68隊，其中小學團體賽有99隊、中學團體有138隊及大
學團體15隊；最終有18組個人參加者及團隊從眾多參加
者中脫穎而出，進入決賽。

小智多星 暑假備戰
今年小學團體賽3支決賽隊伍，有2支來自吳氏宗親總

會泰伯紀念學校。該校自2000年設立「智多星」學校問
答隊以來，隊中的高小生均有參加國情大賽。他們於暑
假期間已開始備戰，即使放假，每星期亦回校練習，開
學後亦每天抽兩三小時準備，3名帶隊教師再根據學生的
能力及興趣分組，並分工記熟題目。
有份入圍團體決賽的其中一名學生何卓楠表示，同學
們都會自創有趣方法記熟答案，例如「龍門石窟」位於
哪個省，就用她名字中的「何」卓「楠」，又有同學叫
「樂洋」，因此拼起來就是「河南洛陽」。
而該校帶隊老師亦會安排學生學習歷屆大、中、小學
組題目，幫助他們對國情有更全面的認識；若題目中涉
及一些小學程度未必懂的艱澀用字，如「倭寇」、
「贛」等，則會讓學生查字典及寫在白板上一同「研
究」，他們亦會模擬搶答題目的情景，以訓練反應。
該校副校長侯達桑表示，今年小學團體賽有99隊參
加，有兩隊同學入決賽實屬難得，兩組學生會各自努
力，同時放眼冠軍寶座。
至於由中三生鄭倬廷、曾俊寧、吳成昌及中四生關毅
博組成的聖言中學隊伍，正積極備戰決賽。

師兄壓陣 力爭衛冕
隊長關毅博去年及前年曾分別在國情賽的團隊及個人

賽獲得冠軍，今年就以師兄的身份，帶着3名師弟參賽
期望爭勝。他自小學起已積極參加不同國情、基本法相
關比賽，升中後更一年參與兩三個比賽，累積相當豐富
經驗。
他們在初賽前約兩星期開始準備，就每人的長處分

工，例如鄭倬廷比較熟悉歷史、曾俊寧較擅長現代知識
等，以記熟700多條題目問題及答案；又會聯同參與個
人賽的同學馮炤華練習，不時來個「突擊測驗」，抽問
對方題目。
除了溫習大會提供的題目之外，他們每逢周六日均會

花一個下午的時間，相約在圖書館溫習和看課外書，如
《圖解香港史（上、下）》及《中國國情詞典》等，以
透徹認識了解歷史、地理、文化、藝術和時事等知識。
曾俊寧表示，大賽包含不少生活化及有趣的知識，連

不同地區的菜式亦有涵蓋；吳成昌補充指，雖然有讀中
史，但從未深入了解過國家的少數民族，在備賽期間學
習到相關知識，對自己增益不少。

鍛煉能力 增進友情

■■學生背後的軍師學生背後的軍師。。左起︰侯達桑左起︰侯達桑、、張慧君張慧君、、黃健雄黃健雄、、
鄺偉誠鄺偉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大學組

小學組 中學組

■■ David
（右）與兩位
中大本科生
組隊參賽，
再爭佳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黎逸謙黎逸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今年有兩隊及1個學生
分別進入國情賽的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圖為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隊伍練習圖為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隊伍練習
搶答環節搶答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陳安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馮炤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歐陽曉晴歐陽曉晴（（後右後右））及姜亞及姜亞
兵兵（（後左後左））親自到場打氣親自到場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國情賽初賽吸引千名學生參加國情賽初賽吸引千名學生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紅喵吸引不少學生拍照留念紅喵吸引不少學生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紅喵為學生打氣紅喵為學生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吳艷玲
受訪者供圖

■■圖左起︰關毅圖左起︰關毅
博博、、鄭倬廷鄭倬廷、、教教
師鄺偉誠師鄺偉誠、、曾俊曾俊
寧寧、、馮炤華和吳馮炤華和吳
成昌成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記者曾慶威 攝攝

■■港大文學
院 劉 同 學
(左)與組員
參加大學團
隊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粉嶺救恩
書院(左起)
程加希、黃
綺澄、阮麗
琳參加中學
團隊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右起）許
安妮、周曉
楊、周雍婷
有 參 賽 經
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右起）
Kyle Tang、
袁正、岑梓
朗和谷朗霖
一同參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聖言中學的同聖言中學的同
學一起溫習題學一起溫習題
目目，，更不時抽問更不時抽問
對方題目對方題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記者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