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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冕學生：熟知國家歷史才是合格國民

國情知識賽

360̊遊走古今

萬眾矚目的 「回歸盃」 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於上周六圓滿結束，各選手龍
爭虎鬥，差距僅在毫釐之間。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致辭時表示，學生應該全方
位、多角度地認識自己的國家，全港學校都有培養學生國家觀念的責任。蟬聯大學個人組冠軍的吳艷羚同學說
，有知識、熟知國家歷史才是一個合格的國民，她認同國情比賽可提高國民身份認同。

的機會。學生參加國情比賽，不僅增長
見識亦對個人成長、個人未來的發展有
很大幫助。國情比賽設置得很好，給學
生提供一種競爭、學習、成長的氛圍。
劉漢銓（全國政協常委）：
國情比賽非常有意義，亦非常重要

。現時國情教育並不足夠，造成不少青
年人對國家發展、國家民族的認同是缺
乏的。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是未來的主
人翁，青年了解國情，方便未來配合國
家發展的政策，為祖國發展、振興香港
貢獻力量。

由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
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的 「全港學生中
國國情知識大賽」，經過層層選拔，晉身總
決賽的幾十名同學，於香港科學園高錕會
議廳展開連場激戰。比賽過程緊張刺激，
各組別的搶答環節都爭持激烈，難分高下
。結果，在百多位觀眾的見證下，各組別
結果亦相繼出爐，其中團體賽的大、中、
小學組冠軍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聖言中
學以及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奪得。

睜眼看世界 睜眼看內地
評委 有話說 ＞＞＞
連續擔任七屆國情知識比賽評委的中國
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紀連海：
今年學生的表現普遍穩重，準備充

人是未來的主心骨，年輕人的內在核心
價值必須有國家文化，通過競賽的形式
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把國家發展和國
情教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喜聞樂見
值得大力提倡的事。
香港樹仁大學助理教授區志堅：
內地學生的中國歷史知識比香港青
年深厚，但香港青年學生的思維更為靈
活，各有所長。樹仁大學未來會多舉辦
去內地參訪的活動，讓香港學生和內地
學生加深交流，互相取長補短。令歷史
課堂更豐富和多元化，我建議研發加入
AR和VR技術，讓未能實地參觀交流的
同學也有機會體驗虛擬環境（如萬里長
城），激發學習興趣，加深對祖國歷史
文化的認識。

●中國的歷史傳說中，最早教人種田並

且嘗試各種草藥的人是誰？
答案：神農
●奧運福娃中的 「迎迎」 是一隻馳騁如

飛的藏羚羊，請問牠是下列哪個地區
特有的保護動物？
答案：青藏高原

▲ 「回歸盃」 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於上周六圓滿結束

▲

國情知識比賽各組冠軍

▲

中學個人組冠軍蔡佳
池同學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小六
學生陳安琪：
一開始擔心比分落後，會追
不到分數。因去年參加過比賽，
但沒入圍，這次是第二次參加比
賽，比之前更用心準備和學習國
情國史，比賽時會有些緊張，但
▲小學個人組冠軍陳
最後奪冠覺得很感動。學校會舉
安琪同學
辦 「智多星」課外班，在課餘時
間學習歷史、地理，詩歌文化等，自己很感興趣，也因成績
優異被選進課外班。通過課外班的學習，自己對祖國的
認識更深入，以後也想繼續參加國情知識比賽。

個人賽

團體賽

小學組： 陳安琪（吳氏宗親總會

小學組：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

泰伯紀念學校

中學組： 蔡佳池（保良局董玉娣
中學

中四）

大學組： 吳艷羚（香港樹仁大學
中文系

念學校（A隊）

中學組：聖言中學（C隊）
大學組：香港中文大學（B隊）

大四）
資料來源：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組委會

大學組題目
●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中的玉門關乃是唐代通往西域的要路關口
，請問它在今天的中國哪個省市？
答案：甘肅敦煌
●被譽為 「中華水塔」 的三江源地區，位於

我國的？

小六）

答案：青藏高原

●目前北京最高的地標建築，是中信集團總

部大樓____________。
A.中國尊 B.京廣中心 C.國際貿易中心
答案：A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與小學團體組亞軍合照

冠軍成員的內地情緣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內容包羅萬象，不僅涉及中國上下五
千年的歷史，更包括自然環境、壯麗
河山以及文化習俗。不少 「冠軍成員
」曾於內地不同地方交流，笑稱內地
的經驗助其 「溫故知新」，又說通過
預備比賽，了解到少數民族獨有的風
俗習慣，有同學不擔心高原反應，最
想坐火車經青藏鐵路進入藏區，體驗
原生態的 「藏族文化」。

每年都會學到新知識
▲ 「回歸盃」 加深學生對祖國發展歷程、地理概況以及傳統文化的認識

小學團隊組比賽到最後階段，吳
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B隊和道教青
松小學（湖景邨）A隊的分數持平，都
是280分，惟增設 「附加題」才能較出
亞季軍之別。還沒等主持人念完題目，只見道教
青松小學的李東霖、張敬浩和蕭米澤同學快人一
步，搶先按下答題器，成功答對加分，奪得亞軍
。面對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兩隊 「全女
班」強勢夾擊，道教青松小學的 「全男班」隊伍
可謂是殺出重圍，在小學團隊組勇奪亞軍。

團體賽冠軍的中大隊，隊長鍾健
文多次參賽，成績斐然，他笑稱過去

的經驗幫助隊友在決賽現
場沉着應對，又說每年都會學
到新知識， 「今年準備比賽，關注最
多的是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平時少
接觸，覺得好奇就想多了解。」健文
說自己最想去內蒙古騎馬，體驗在草
原上 「自由奔放的感覺」。隊員戴尉
袁則鍾情青藏地區的風景與藏族文化
，並做好功課，笑稱： 「坐火車經青
藏鐵路入藏，應該不至於有高原反應
吧。」
奪得小學團隊組冠軍的吳氏宗親
總會泰伯紀念學校A隊的甘嘉盈、房嘉
晴和曾 靖 婷 表 示 ， 她 們 都 曾 經 參 加

寫

特

吳校長表示，未來學校會斥資10萬元資助
內地交流項目，讓更多學生到內地交流，
加深對祖國的認識，增長見聞。

小學團體組冠軍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
念學校

搶答器致勝關鍵

絮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中四學生蔡佳池：
很開心能奪冠，剛開始時有點沒信心，因為比賽有額
外題目，雖然暑假時便開始為比賽準備，但亦擔心附加題
「唔識答」。平時爸爸
在家喜歡看報紙，也會
跟他一起討論社會時事
熱點，如 「
一地兩檢」
、立法會 「
拉布」等。
我對中史、經濟、地理
都很感興趣，之前亦曾
以中學團隊組參加過國
情知識比賽奪得亞軍。

本屆國情知識比賽 「大
贏家」非吳氏宗親總會泰伯
紀念學校莫屬，包攬了小學
個人組冠軍、小學團隊組冠
軍和小學團隊組季軍，在往屆的國情知識
比賽也屢次奪冠，取得好成績。
該校校長吳信昌表示，作為中國人，
從小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是必須的，將來長
大後才能成為真正的祖國棟樑。學校一直
很重視學生的國情教育，開設了 「智多星
」課外班，在課餘時間學習歷史、地理、
文化課等，同學仔之間會互相問問題，放
學回家亦會睇書睇報紙，積極準備比賽。

青松小學全男班殺出重圍
花

小學個人組冠軍

國情比賽分為必答題與搶答題兩部分。搶答題除了
考學生知識、應變能力外，「搶答器」是否靈敏亦是關鍵
因素。為保證搶答器不在關鍵時刻「當機」，主持人會在
搶答開始之前，請每個人、每支隊伍測試一下搶答器。
中學團體組的競爭異常激烈，必答題環節三支隊伍
無人失手，拿下全部題目。至搶答題環節，每組選手則
顯得異常謹慎，摩拳擦掌，拚勁十足。在測試搶答器時
，兩支隊伍似乎對搶答器的靈敏度有所懷疑，向主持人
提出多測試一次，最後每支隊伍均測試了三次！看來面
對比賽，學生真是非常謹慎啊！

國情賽 了解中國文化重要平台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旨在提高香
港青少年學生對中國國情知識的興趣，加深
對國家的了解及對中華民族的情感。比賽自
2011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成功舉辦七屆，每
屆均吸引全港逾百間小學、中學、大專院校學生積極參與
，個人參賽者達數千人，目前已成為香港學生和市民學習
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平台。
本屆大賽逾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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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涵括中國歷史、地理、
文化、藝術和時事等，包羅萬有。在參加比賽的過程中，
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
面的知識水平得以提高，也培養了
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
學習習慣。

中學組題目
● 「彭城」 是今天中國哪個城市？

A.杭州 B.臨汾

C.徐州

答案：C

●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出

自哪一部書中的？

答案：《孟子》

●在粵劇中， 「淨」 代表怎樣的角色？

▲大學團體組冠軍是香港中
文大學
過 學 校 組 織的內地交流團，去廣
東河源參觀污水處理廠和當地的博物
館，大開眼界。以後還想去四川睇大
熊貓，也喜歡 「吃辣」，希望能有機
會多些參加內地交流團。

大學個人
組冠軍由香
港樹仁大學
四年級學生
吳艷羚蟬聯

▲

中學個人組冠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姜在忠，讚揚同學們在比賽中
表現出嚴謹、善思、求知的態度

上屆比賽大學個人組冠軍、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學生吳艷羚

，今年繼續挑戰自己並成功衛冕。今年發
揮堪稱完美，除答對五道必答題之外，十
道搶答題更是 「獨搶」八道，部分題目未
待司儀讀完內容，她已搶得先機，快速作
答，以絕對的優勢強勢衛冕。
畢業後希望成為中文教師的艷羚謙虛
地表示，比賽拿到冠軍不能代表她對國情
完全了解，之後會繼續努力學習， 「如果
有學生問你國情相關的問題，答不出來會
很尷尬。」艷羚十分認同錢穆在《國史大
綱》中的觀點，有知識、又熟知國家歷史
的人才是一個合格的國民，表示通過參加
國情比賽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國家，從而加
深對國家的認同感。

泰伯紀念學校成大贏家

▲

﹂

中學團體冠軍聖言中學

聖言中學隊長關毅博、隊員鄭倬廷：
大約準備了三個星期，成員之間互相分工，有的負責
香港史，有的負責中國近代史，亦利用放假時間到圖書館
查閱相關書籍，增加基礎知識，遇到不會的問題就上網尋
求幫助，我們一邊學，一邊玩，準備的過程非常有意義。
我們覺得身為中國人，不了解國家太不好意思了。

不懂國情問題會很尷尬

答案：張家界

不了解自己祖國怎說得過去？
中學團體冠軍

總決賽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括姜
在忠，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全國
政協常委劉漢銓，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孫振，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歐陽曉晴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
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等。
姜在忠致歡迎辭，稱 「全港學生國情
知識大賽」已經走過七個年頭，今年適逢
香港回歸20周年，大賽組委會特別以
「回歸盃」為主題，讓本港學生
通過活動加深對祖國的發展歷程
、地理概況以及傳統文化的認識
，多角度地了解中國，激發心中
的民族自豪感，樹立民族自信心
。他續稱，今年共有逾六千名學
生參賽，報名隊伍多達252隊，均
為歷年之最。他又讚揚同學們在
比賽中表現出的嚴謹、善思、求
知的態度， 「讓我們對香港及祖
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是？

﹁

冠軍 有話說 ＞＞＞

姜在忠讚揚同學嚴謹善思

▼

足，能看到往屆的老牌冠軍隊一直堅持
到決賽並奪獎，也很高興見到有新來的
小學隊伍突破重重難關進入決賽，有很
多新面孔亦表現優異。這說明了國情知
識比賽的影響愈來愈大，也受到了更多
學生的歡迎。希望香港年輕一代能 「睜
眼看世界 睜眼看內地」，任何社會都
需要寬容之心，如果不放眼在更遠的地
方，香港未來的路會愈來愈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
97回歸前，香港人對祖國了解太少
，因而加深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迫
在眉睫，認識祖國才能產生認同感，才
能掌握社會潮流變化。此次擔任國情知
識比賽的評委，能明顯感覺到香港年輕
一代對中華文化了解愈來愈深入。年輕

回歸盃 總決賽的主禮嘉賓，從左至右：教
育局課程發展處總課程發展主任關伯強，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歐陽曉晴，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全國政
協常委劉漢銓，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
魯，外交部駐港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孫振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
執行主席姜亞兵

▲（左起）區志堅、張頤武及紀連海
，擔任是次比賽的評委

小學組題目

賴嘉雯（文） 麥潤田（圖）

答案：性格剛強暴躁的男性角色

他們值得鼓勵！
首次參賽的滬江小學，雖
然未能進身三甲，但拿到踴躍
參與獎。嘉賓劉漢銓讚揚他們
積極參與， 「這班小學生值得
鼓勵。」
參賽學生家長供圖

知

黃玉山（全國人大代表、公開大學校長
）：
作為中國人，對於國家的歷史、文
化、發展及架構都應該了解。內地近年
發展迅速，大灣區建設及「
一帶一路」
的
倡議，給學生提供了不少的就業、創業

大公報記者 湯淩琰

話

嘉賓 有話說 ＞＞＞

你

比賽有意義 讓學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