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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忠（右二）及張國義（右三）頒發小學組團體及個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蔡若蓮（右二）及劉建豐（右三）頒發中學組團體及個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百里（右二）及李華（右三）頒發大學組團體及個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劉漢銓（右三）及黃定光（右二）頒發中學組團體及個人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廣兆（左二）及蘇長榮（右二）頒發大學組團體及個人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袁武（右一）及邵家輝（右三）頒發小學組團體及個人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引泉（左一）及陳振彬（右三）頒發中學組團體及個人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華峰（右二）及謝偉銓（右三）頒發大學組團體及個人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淑儀（右二）及姜亞兵（右三）頒發小學組團體及個人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設新中國70年發展題目 160所學校參與創新高

國情知識誰熟書 五千學子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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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個人賽

冠軍 曹家琳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亞軍 林澤彤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季軍 鄭伯源 英華小學

團體賽

冠軍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陳冠亨、葉健朗、莫梓言

亞軍 英華小學
鄭伯源、蔡沐晨、陳泓希

季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李安蕎、何沁菲、林日朗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個人賽

冠軍 馮瑋顥 聖言中學

亞軍 曾俊寧 聖言中學

季軍 龔亮恆 喇沙書院

團體賽

冠軍 聖言中學
馮瑋顥、曾俊寧、吳成昌

亞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傅綺琳、廖巧恩、侯思維

季軍 培僑中學
呂元博、洪琪翔、王瓏璋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培僑中學

個人賽

冠軍 吳艷羚 香港中文大學

亞軍 鍾咏欣 香港大學

季軍 周堡淇 香港大學

團體賽

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
吳艷羚、鍾健文、李美瑩

亞軍 香港大學
鍾咏欣、周美均、陳嘉臻

季軍 香港大學
周堡淇、謝天霖、龍克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姜在忠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蔡若蓮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第九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為主題，當天於會

展進行的決賽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各組別順利誕生
優勝選手，大、中、小學團體賽冠軍分別由中文大
學、聖言中學及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奪得。

姜在忠蔡若蓮張國義等主禮
頒獎禮由姜在忠，蔡若蓮，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

部長張國義、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特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李華，全國政協常
委、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第十至十二屆政協常
委劉漢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姜亞
兵，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立法會議員、自
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及陳
振彬，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謝偉銓、黃定光、麥美
娟，全國政協委員蘇長榮，第九至十二屆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楊耀忠，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等主禮及為
優勝者頒獎，亦有百餘位學校師生、家長，政商

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賢達等到場支持。

傳統名校港大女拔萃等參賽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多年來於學界建

立良好聲譽，儘管今年社會形勢複雜，本屆賽事仍
有共5,000名大中小學生參加，參賽學校更比去年增
加12所至160所，數目再創新高，當中不乏傳統名
校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拔萃女書
院、德望學校、培正中學、喇沙小學、英華小學
等。
針對本屆大賽的題目設計，除了中國歷史、地

理、文化、詩詞和時事外，組委會特意增加了500
條與新中國70年發展相關的題目，讓學生加深對祖
國70年偉大發展成就的了解，加深他們對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潮流的認識。

姜在忠：從祖國文化汲取力量
姜在忠致辭時表示，國情知識大賽是為全港青少

年搭建的學習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文化，增加祖國

認同感、歸屬感的重要平台。他強調，幫助港青增
加對祖國的了解和認識是大家義不容辭的責任。他
期望學生在學習國情知識的過程中，從祖國燦爛的
文化、悠久的歷史中汲取力量，並在祖國發展的新
時代洪流中辨清方向，促使自己把握好人生航向，
把個人事業和奮鬥融入香港發展、國家發展和民族
復興之中。
姜在忠還提到，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未來之

星同學會、范長江行動同學會每年都會組織多個內
地參訪活動，希望學生能夠在到內地多走走、多看
看，領略祖國大好河山的同時，也了解祖國飛速的
發展變化。

蔡若蓮：從不同途徑認識國情
蔡若蓮致辭時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

獨特的雙重優勢，在國家發展中既是「貢獻者」，
也是「受惠者」，期望港生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
繼而帶動香港高速發展。她特別提到，面對社會紛
亂現況，盼望港生能夠抱持求真精神，從不同的途

徑認識國情，獨立思考、小心求證，提防網絡謠
言、假新聞。她希望港生能夠把握機遇，積極裝備
自己，造福人群、建設香港、貢獻國家。
今屆國情知識大賽得以順利舉行，有賴國家教育

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鼎力支持；以及中信國安集團、瑞
安集團、嘉里集團、裕華國產百貨、香港中旅金融
投資控股等17個贊助機構， 68個協辦機構、協辦
媒體的大力支持及協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由特區政府教育

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

主辦的「第九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決賽

暨頒獎典禮，於上周六（12月21日）圓滿結束。因

應國慶70周年，今屆賽事特別增加了有關新中國70

年發展的題目，深化學生相關了解；而雖然近來社

會形勢複雜，但大賽仍吸引了來自160所學校5,000

名大中小學生報名參加，參賽學校數目創出新高，

展示了香港學界對認識國情的熱心。為大賽主禮的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及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分別寄語港生，應好好認

識祖國、增強國家認同感及歸屬感，同時亦要裝備

自己，為建設香港與國家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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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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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在今年大學組賽事中，中大學生囊括了
個人及團體賽冠軍。其中中文系碩士生吳
艷羚勇奪個人冠軍，亦是冠軍隊隊長，她
表示「大家實力相近，成績只有數題之
差」，所以要謹慎、認真地對待每一道題
目。她更分享比賽心得，「我會先梳理事
件的年份，例如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1992年的南巡經過，就會簡稱為『九二南
巡』，並輔以相關事件加強記憶；又如近
年的『一帶一路』倡議，我會另外查找相
關背景資料來閱讀。」

中大團隊得分破紀錄
她又提到，自己是唸中文系的，國情

賽不僅能讓她發揮所長，驗收學習成果；
比賽更能更新她對國家最新發展的現況，
獲益良多。

今年中大冠軍團隊得分達340分，破大
會歷年紀錄，成績公佈時獲得全場熱烈掌
聲。吳艷羚謙虛地說，贏得比賽全靠團隊
合作和信賴，「我們閒時會一起溫習試
題，互相提問，訓練對關鍵詞的敏感
度。」團員法律系學生李美瑩則表示，隊
員間的合作為勝出關鍵，因隊友各有優
點，可以互補長短。
另一隊員、哲學系博士生鍾健文可說

是國情大賽「元老級」人物，他已經連續
9年參加國情賽，每年都獲得不錯成績。
他表示，「今年比賽問題更具挑戰性，例
如加大了軍事、外交相關題目的比例，提
升了不少難度」，每年參賽讓他的國情認
知更多、更全面，今年能與隊友肩並肩同
獲佳績，更笑言自己「寶刀未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小六生
曹家琳今年已是第三年參加國情大
賽，終奪得小學組個人賽冠軍，深
感喜出望外。決賽要在台上作現場
問答，家琳初時亦有點緊張，但很
快便回復淡定表現。由於搶答題過
後，她與同校另一名選手同分，要
在加賽環節決一勝負，最終順利奪
冠，她謙虛地笑言，「也是要一點
幸運！」

近一周密密「加操」
家琳表示，在學校會與同學進行模

擬練習，熟悉題型及提升答題速度，
最近一星期她更密密「加操」，每天
盡量抽空練習近200題。「不僅和同
學練習，我也會請母親陪我練習，我
會圈下題目關鍵字，加深印象。」她
指參加比賽能夠認識祖國文化、歷
史，自己獲益良多，又舉例說，之前
以為宮保雞丁是港式菜式，「參加比
賽後才知道是川菜呢！」
家琳媽媽亦表示，為了這道「宮保

雞丁」題可謂「出盡法寶」，「她之
前老答錯這道題，所以我上網找了些
圖片，告訴她宮保雞丁都是辣椒炒
成，圖文並茂有助增強記憶。」她
指，比賽能夠讓女兒跳出沉悶、枯燥
的教科書，以有趣的方式學習中國歷
史文化、了解國情。

互相提問加固認識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可說是

近年國情賽團體賽的「常勝軍」，今
年已經是連續第三年奪冠。站在比賽
台前的三名小男生，雙眼比講台高不
了多少，然而他們答題準繩度、搶題

速度比起中學生、大學生毫不輸蝕。
三名學生對奪冠難掩心中雀躍之情，
隊長陳冠亨直言：「非常高興！」隊
員葉健朗則稱他們會一起吃飯慶祝！
另一隊員莫梓言謙虛地說，溫習、模
擬比賽均少不了教師和家長的幫忙。
說起參賽得着，莫梓言指國情大賽

題庫內容豐富，幫助自己對國家有更
全面的認識；葉健朗指，長題目會較
難掌握，所以會將題目分解為不同的
小段落並進行理解、消化，「我們會
互相提問，測試大家的認識有多
深。」
該校校長吳信昌表示，參與國情賽

能夠拓闊學生視野，而他們從中學到
的知識、團隊合作精神更是終身受
用。領隊教師、副校長侯達燊表示，
為了備戰，比賽前一天進行了全日訓
練，但該校贏得比賽並非光靠背答
案，「我們平日也會結合時事進行訓
練，例如有提到澳門的試題，我們就
會結合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澳門的行
程，以增加學生的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加賽決勝負
拔頭籌「靠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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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選手大勝 攬中學組雙冠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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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學界各類問答比賽的決賽中，
常能見到聖言中學學生的身影。該校本年
更包攬國情大賽中學組個人賽冠、亞軍及
團體賽冠軍，可謂實至名歸。
身兼個人及團體「雙料冠軍」的中五

生馮瑋顥，今年是第四次參賽，對獲得兩
冠大感開心興奮。他指出，本屆問題除了
涵蓋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等，也多加了國
家軍事、航天科技的相關內容，讓他對國
家有更深刻、全面的認識。
團體冠軍另一成員中五生曾俊寧，同

時也是個人賽亞軍。他表示，奪獎秘訣就
是熟讀題庫，「每天抽半小時到1小時溫
習；隊員間有時也會互相考問，以增強記
憶。」他又指，對於唸理科的他來說，比
賽涉獵的詩詞歌賦讓他增進了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

老師讚賽事擴眼界
另一隊友中五生吳成昌則表示，非常

榮幸能夠獲得好成績。已經參加了四屆的
他特別提到，今年除了白紙黑字的試題
外，還多了名為《輝煌中國》的紀錄片供
參賽者參考，大大提升了參賽者對國家農
業、工業等各方面的認識。
該校領隊教師鄺老師表示，參與賽事

能夠擴闊學生眼界，讓他們多學點國情知
識，又謙稱獲得好成績，除學生自身努
力，也需要有幸運成分，「縱使學生贏了
比賽，他們的表現也較內斂；輸贏也不要
緊，最重要的是以平常心面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參賽者與嘉賓於頒獎典禮後留影參賽者與嘉賓於頒獎典禮後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現場比賽激烈現場比賽激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由個人賽冠軍吳艷羚（中）帶領的中大隊伍，亦順利奪
得團體賽冠軍。其隊員為鍾健文（左一）及李美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聖言中學隊伍包攬團體賽冠軍聖言中學隊伍包攬團體賽冠軍、、個人個人
賽冠軍及亞軍賽冠軍及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曹家琳（左一）及母親分享奪冠心
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小隊員及校長吳信昌（右一），與大家分享得
獎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小學生非常喜歡大會吉祥物小學生非常喜歡大會吉祥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