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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拚國情知識 參與考察交流
本屆試題配合改革開放 40 周年 近千學生競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提高本港

部分試題舉隅

學生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興趣，特區政府教

大學組團體初賽

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

■明清時期，中國的戲曲發展成果輝
煌，「南昆北弋，東柳西梆」中的
「南昆」流行於哪一個區域？
A昆侖山一帶 B江浙一帶 C昆明一帶
答案：B 江浙一帶

學會聯合主辦「第八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活動獲中信國安集團有限公司大
力支持。其中團隊初賽暨個人複賽昨日順利
舉行，逾千名來自大專、中學及小學界別的

■在《資治通鑒》中你不可能看到的歷
史是？
A三國鼎立 B楚漢之爭
C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答案：C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學生到場競技，爭取決賽資格。本屆大賽的
團隊賽及個人賽之冠亞季軍得獎者除獲豐富
獎品外，更可以免費參與內地考察交流，了
解國家最新發展。

■以下作家和作品對應不正確的是哪一
項？
A王蒙《在伊犁》 B老舍《龍須溝》
C賈平凹—《爸爸爸》
答案：C賈平凹—《爸爸爸》

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設團隊賽和個人賽
兩種比賽形式，本屆因應學校請求，將團隊初
賽及個人賽複賽分批進行，讓學生可同時角逐兩個組別
賽事 。

「全

冀增祖國認識 培養思考能力
比賽題目由香港和內地知名專家、學者等組成的評審
委員會審定，內容涵括中國歷史、香港本地史、地理、
文化、詩詞、時事等，本屆並配合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
年加入相關題目，冀讓學生加深對改革開放發展成就的
了解，備戰過程能更深入認識國家，培養獨立分析及理
性思考能力。
團隊初賽及個人賽複賽昨日假創知中學（原勞工子弟
中學）舉行，今年團隊賽和個人賽共收到 148 間來自全
港 18 區近 6,000 名大中小學學生報名。其中小學及大學
團體組比賽於 10 時 45 分進行，大部分參賽學生早在 10
時已經到達學校操場等候，把握機會溫習手上的參考題
目，作「最後衝刺」。
步入試場後，大會首先安排一眾學生與比賽吉祥物
「紅喵」合照，其後派發試卷及宣讀比賽規則，確認
程序後正式宣佈比賽開始。小學及大學團體組各設一
份試卷，每份試卷共 30 條問題，包括選擇題及問答
題。團隊賽在比賽期間容許隊友之間商量答案，過程
間各組學生都仔細鑽研問題，有同學在完成後更再三
覆卷，務求萬無一失。

■大會吉祥物「紅喵」大受學生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諫逐客書》的作者是誰？
A韓非子 B呂不韋 C李斯
答案：C李斯
■（問答題）於 1913 年創辦的香港第一
家影片公司是什麼？
答案：華美影片公司
小學組團體初賽
■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是在什
麼時候？
A 1964年10月 B 1966年10月
C 1967年6月
答案：A 1964 年 10 月

學生：可助溫故知新
參加大學團體組的科大環境科學四年級生鄭佩云，今
年已是第三年參加這個比賽，過往曾獲得亞軍佳績，經
驗豐富。
她表示，自己在大學主修學科雖跟中國歷史無太大
關係，但一直對歷史文化很感興趣，而比賽正是一個
溫故知新的理想平台，讓她每年增進國情知識，挑戰
自我。
同隊的科大工商管理四年級生李嘉強則是首度參賽，
他認為參加比賽有助他了解國家近代經濟和社會發展，
對未來投身職場亦有幫助。經過是次初賽後，嘉強笑言
既緊張又興奮，有信心打入決賽爭取佳績。
另一位隊員、科大環球中國研究系三年級生羅慧琪
指，其學科背景對參賽有優勢，但課程往往較多從宏觀
角度認識歷史，比賽的題目則更多在細節入手，備戰過
程正好補足以往學習所忽略的部分，增廣見聞。
大會將按昨日比賽結果，在大、中、小學個人賽及團
隊賽各選出3 名及3 隊參加者晉級決賽，並在12 月 22 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決出名次，同日舉行頒獎典禮。有
關入選名單將於下周一（29 日）在大賽網頁 http://cnc.
wenweipo.com公佈。

■以下哪一句話出自《論語》？
A「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B「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C「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
答案：B「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同學們都在埋頭苦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左起：羅
慧琪、鄭佩
云、李嘉
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參賽隊伍
認真作答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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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是香港第一間商營廣播電台？
A 麗的呼聲 B 商業電台 C 新城電台
答案：A 麗的呼聲
■香港大學最初成立時，以應用科學和
醫學為先，請問以下哪一個學院不是
當時成立的？
A 工學院 B 理學院 C 醫學院
答案：B 理學院
■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
A 蘭州 B 咸陽 C 西安
答案：C 西安
■中國拍攝的第一部有聲電影是什麼？
A《漁光曲》 B《白毛女》
C《歌女紅牡丹》
答案：C 《歌女紅牡丹》
■（問答題）西九龍高速公路於哪一年
通車？
答案：1997年

■學生們把握比賽前最後機會，拿起參考資料作「最
後衝刺」。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資料來源：
第八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資料庫

備－戰－心－得

背誦數字答案 諧音聯想記憶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的試題內
容廣泛，為免參賽學生在茫茫知識中
「大海撈針」，大會每屆均設參考資料
庫稍稍收窄範圍，惟當中仍有逾七百條
參考題目需要學生熟讀，難度可想而
知。多名參賽者昨日分享備戰心得，有
小學生表示經父親「教路」，運用聯想
法加深記憶；另有中學生團隊實行分工
合作，加上互相問書鞏固記憶，部分知識更
能於日常課堂中應用，對自身學生也有幫
助。
英華小學六年級生羅進希去年曾在個人賽
中勇奪亞軍，今年再進一步接連參加小學組
個人及團體兩項賽事。
他表示，自小已看很多歷史漫畫，「好比
在三國時代不同人物鬥智鬥力 ，非常精

彩」，漸漸培養出對中史的興趣，因此積極
參加比賽。
他又分享自己有一套獨特記憶方法，
「在要背誦有關數字的答案時，會利用諧
音聯想幫助記憶」，例如參考問題中其中
一條：「辛丑條約共有多少項條款？多少
個附件？」答案為 12 條款，19 個附件。

「2」普通話諧音記成「兒」
為免單純死背數字產生混亂，進希用
「2」的普通話諧音記成「兒」，再進一步
聯想為「嬰兒」，形象化地加深記憶。
目前進希在學校的常識課正在學習中華文
化單元，他表示比賽中有不少內容均與課堂
所學息息相關，所以是次備戰也算是一種備
課，學習效果相得益彰。

政府挺全人教育 盼高中學習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近日出席教育研討會時提到，原則
上認同改革大學收生制度，不應單一以文
憑試作為收生原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日表示，現時大學收生除考試成績外，很
多院校也會考慮學生在社會服務、領導才
能、個人專長等表現，反映學界收生涵蓋

面已愈來愈廣；當局支持全人教育，期望
學生於3年高中生活有多方面的學習。
楊潤雄昨日出席嶺南大學「嶺步同行籌
款日」時，除提到大學收生制度外，亦談
及特區政府對教育的投資，當局預計本財
政年度投入到專上院校的經常性開支達 224
億元，較十年前增加七成，當局未來會繼

■羅進希（中）分享自己愛用諧音聯想幫助
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上海」
「海上」扣一起方便記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六年級生林子
盈昨日跟同學參加團隊賽初賽，她透露自己
更喜歡用關聯方法加深記憶，「例如一題問
句開首有『上海』二字，而答案是『海上畫
派』，於是便可直接將『上海』跟『海上』

續大力推動專上教育，例如積極協助院校
開拓經費來源，故明年將推出 25 億元的新
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以配合院校的發
展。

通識科檢討 最快明年中諮詢
就學界關注的通識科課程檢討，楊潤雄
在接受無綫電視節目《講清講楚》時表
示，預料負責檢討通識科整體課程的小組
於明年初會有初步意見，屆時當局會先與

■林子盈（左）認為備試過程有助她增進歷 ■蔡瑞喆（中）自發找來兩位志同道合同學
史與地理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組隊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扣在一起，方便記住。」
她又表示，備試過程有助她增進歷史與地
理知識，對日常學習亦有好處。
拔萃女書院中四學生蔡瑞喆在學校網站看
到比賽宣傳，自發找來兩位志同道合同學組
隊參賽。她除了熟讀參考題目外，亦會主動
找更多參考資料，增加勝算。

教育界討論，最快明年中再諮詢公眾，並
在年底提交報告。
楊潤雄指出，通識科爭議較大，故檢討
較預期的時間長，他以通識科考試為例，
小組討論時會比原先討論的範疇更為寬
闊。
他透露有業界人士擔心一旦改革考試制
度，將動搖整個通識課程，楊潤雄指課程
發展議會將會一併考慮各項細節的調整，
如考試設計與課程的配合程度等。

同時隊員之間會分工合作，每人負責記住
各自的參考題目部分，「過去一個月來會互
相問書，若有任何幫助到記憶的聯想，則互
相提醒」。
雖然如今尚未得知能否晉身決賽，但蔡瑞
喆認為比賽過程已很有趣，「來年肯定會繼
續捧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嶺步同行
籌款日」，楊
潤雄（右）擔
任主禮嘉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