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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現身街頭人見人愛

紅喵萌爆推廣國情知識賽
胡同學稱，覺得 紅喵 得意，
▼
亦覺得學習中國歷史是重要
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由教育局、工聯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未來之星聯合主
辦的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上周六舉行街頭宣傳活動，大
會安排比賽的吉祥物 「紅喵」 與街坊拍照留念，並即場派發紀念品
，吸引大批小朋友爭相圍攏 「紅喵」 合照。活動籌委會成員翁富聰
表示，未來會繼續進行街頭宣傳活動，讓更多年輕人認識國情，了
解國家發展。
大公報記者

﹁

唐曉明

﹂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胡同學稱，覺得
「紅喵」得意，亦覺得學習中國歷史是
重要，又稱之前在常識堂學習一些歷史
知識，非常喜歡，例如認識什麼是萬里
長城，知道 「紅喵」介紹的是中國國情
知識比賽，覺得挺有趣，希望可以參加
比賽。胡太表示，見到 「紅喵」有趣，
便停下來讓兒子了解，又稱 「我們都是
中國人」，認識中國文化非常重要。
余先生趁放工後接同兩歲女兒行街
，遇上「紅喵」如獲至寶，他說： 「平時
女兒在迪士尼見到公仔，認為得意都會
走去抱抱，她覺得這熊貓公仔得意，但
未知道熊貓是國寶，將來都會向她介紹
。」他認為，以公仔作引子，可幫助小
朋友認識中國，較不死板，吸引更多人
關注。他續稱，認識中國非常重要，例
如了解中國有何國寶，又或是有什麼動

吸引年輕人認識國情
談到今年新增元素，代表指大會上
屆增設網上平台，今次比賽更多使用網
上平台，例如個人組的初賽全都在網上
舉行，今年亦新增 「紅喵中華學堂」社
交專頁，推出熊貓吉祥物 「紅喵」，以
吸引年輕人認識國情。 「過去活動得到
很多商會支持，今年新增了東華學院、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恒生管理學院，希
望更多聚焦在學術團體，將國情比賽帶
入校園。」
他續稱，今年是第一次舉行大型街
頭宣傳，將於下月11日進行第二次花車
宣傳活動，並計劃在巴士、天星小輪等
舉行快閃式宣傳活動，派發方形備忘紙
，發布中國文化資訊，務求爭取更多機
會向年輕人介紹國情，讓家長鼓勵子女
了解國家歷史及發展。

國寶熊貓
宣揚中國文化
▲吉祥物 「紅喵」 吸引大批家長和小朋友爭相圍攏合照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比賽資料
項目

個人賽

初賽報名日期 11月14日至23日

團隊賽
10月13日至11月3日

初賽比賽方法

現場筆試形式比賽，三人一隊協同
於網上進行報名連初賽，即時報
作答，限時15分鐘，包括選擇題和
名，即時比賽
填充題

比賽結果

均刊於《大公報》、《文匯報》及大賽網頁，進入決賽的隊伍會收到專
人通知

獎項

冠亞季每隊分別獲得價值5,000元
、3,000元及2,000元的獎金／禮
券，及各得獎杯、獎狀，50名優
異金獎每隊獲500元獎金及獎狀

冠亞季每隊分別獲得價值10,000元
、8,000元及6,000元的獎金／禮券
，及各得獎杯、獎狀，十名優異金
獎每隊獲1,000元獎金及獎狀

資料來源：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網站

國情知識大賽今年是第六
年舉辦，工聯會特別參考熊貓
造型，設計了可愛吉祥物 「紅
喵」，藉以推廣國情教育。活
動籌委會成員翁富聰稱， 「我們想過有什麼
『標誌』可以代表中國歷史，幾經思量，想
到熊貓既是國寶，樣貌可愛，可代表我們宣
揚中國文化。」
他指出，學生是國情教育的重點對象，
透過有趣造型的吉祥物，吸引小朋友認識國
家狀況，對社會發展有很大好處。
自今屆國情知識大賽揭幕禮開始，不時
見到 「紅喵」的影蹤，大會更為 「紅喵」設
立社交媒體專頁 「紅喵中華學堂」，利用生
動有趣的衣食住行歷史知識，包括古代的潔
齒方法、古代沖涼文化及 「木牛流馬」小知
識等，吸引年輕人主動認識國家歷史及文化
。翻看專頁，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亦有拍片
支持 「紅喵」呢！

絮

學生：非常喜歡學歷史

物是中國獨有，什麼動物在中國沒有。
翁富聰稱，國情知識大賽於過去數
屆都頗受歡迎，平均有五、六千人參加
，幾個組別中，最多人參與的是學生組
，在教育局的推動下，成績理想，今年
有逾80間學校參加，預計參與人數將超
過去年。他說，團體公開賽於11月11日
截止。

花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已經開始報
名，上周六安排專車到荃灣舉行宣傳活
動，在場派發印有比賽資料的精美 「紅
喵」文件夾，吸引家長和小朋友索取。
大會亦安排了 「紅喵」現身協助推廣比
賽，吸引小朋友爭相上前與 「紅喵」合
照，場面非常熱鬧。

由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 (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每日刊登
每日刊登「
「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35 條參考題目
條參考題目，
，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在下方
答案在下方))！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提供相互交流
提供相互交流，
，相互競賽的平台
相互競賽的平台。
。

5. 《論語》中認為「為仁之本」的是：
A. 忠義
B. 孝悌

C. 廉恥

6. 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廟最早可以追溯到以下哪一個朝代？
A. 唐
B. 宋
C. 明
7. 香港地區最大的島嶼是╴╴╴╴╴╴？
A. 南丫島
B. 長洲
C. 大嶼山
8. 英政府佔領香港之前，香港主要的產業是╴╴╴╴╴╴？
A. 採珠、製鹽、農業、漁業
B. 服務業
C. 金融業
9. 「醮」是向神祝禱，消除災禍和許願酬謝的祭祀禮儀，香港長洲太平清
醮是長洲居民舉行的活動，更於 2011 年被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請問最初長洲太平清醮的目的是什麼？
A. 祈求風調雨順
B. 祈求瘟疫不再發生
C. 祈求戰亂停息
10. 1839年，清政府派林則徐到廣東查禁鴉片，原因是：
（1）鴉片損害了人民的身體和精神
（2）引入鴉片導致國家財政受到重大損失
（3）清政府有意讓鴉片流入北方
A. （1）（2）
B. （2）（3）
C. （1）（2）（3）
11. 英佔領香港島後，設立╴╴╴╴╴╴一職，作為港府的行政首腦及英皇
在港全權代表。
A. 督察
B. 行政長官
C. 總督
12. 為 使 香 港 成 為 英 國 在 華 貿 易 的 據 點 ， 香 港 開 埠 初 期 港 府 實 行 了
哪 些 策略？
（1）推行自由貿易港政策
（2）注重經濟立法，保障在港商人財產權益
（3）興建港口設施及其他市政工程
（4）對來往商人抽以重稅，補貼政府行政支出
A. （2）（4）
B. （1）（2）（3）
C. （1）（2）（4）
13. 1860 年代，港府實行隔離政策，迫使華人居住在上環以及港島以西地
區。其中，以下哪一個地區是當時華人的議事中心？
A. 文武廟與東華醫院
B. 文咸西街
C. 太平山

16. 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死亡者達兩千者眾，以下關於此次鼠疫的說法
不正確的是：
A. 此次事件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多人死亡的瘟疫
B. 感染瘟疫者多來自貧民居住的太平山區
C. 華人染病者較少，非華人染病者眾多

26.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請問當時香港華人對
於辛亥革命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A. 漠不關心
B. 熱烈支持
C. 阻撓反對

17. 香港開埠初期，港府默許華商主導華人社會，其原因不正確的是：
A. 華商奉行儒家思想，強調社會和諧秩序，便於英人統治
B. 華商勢力強大，港府難以抗衡，只能默認其統治華人社會
C. 華商提供社會服務予華人，大大減少了港府的財政支出
18. 英人統治香港初期，總督擁有極大的權利，以下關於最早期的幾任總督
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A. 總督同時兼任駐華全權特使和商務總監
B. 保護鴉片走私是他們的一項重要任務
C. 對洋人華人一視同仁
19. 行政局是行政會議的前身，協助港府最高長官決策的機構，其議員分為
當然官守議員，委任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但是為了便於港督集權，
在最初成立時哪一種議員是不包含在內的？
A. 當然官守議員
B. 委任官守議員
C. 非官守議員

27. 為了加強同中國內地的聯繫，20 世紀初港英政府修築了九廣鐵路，請問
該鐵路在香港的火車站最初設在香港哪一個地方？
A. 尖沙咀
B. 紅磡
C. 旺角
28. 20世紀初，內地新移民主要居住於香港的哪一個地方？
A. 港島
B. 九龍
C. 離島
29. 1935 年，港府頒布《貨幣條例》，規定管理匯率及貨幣的通則，禁
止╴╴╴╴╴╴在港流通。
A. 白銀
B. 黃金
C. 銅幣
30. 請問香港現行發行的紙幣中，那種面值的紙幣是由政府發行的？
A. 10元
B. 50元
C. 100元
31. 2015 年 3 月，匯豐銀行發行紀念鈔，僅售 200 萬張，設有單張.無切割 3
連張，以及無切割35連張3款。請問這種紀念鈔的面值是多少？
A. 100元
B. 150元
C. 500元

20. 博鰲亞洲論壇於 2001 年起每年舉行，博鰲是該論壇的永久性會址所在
地，位於中國的哪個省？
A. 北京市
B. 海南省
C. 廣西省

32. 1900 年，港府頒布《田土法庭條例》，規定新界的所有土地均屬
╴╴╴╴╴╴╴所有。
A. 香港政府
B. 土地居民
C. 中國政府

21. 香港開埠初期，建設的重點主要是港島中區.西區及東區。為了方便聯繫
和運輸，1842年香港修築了第一條濱海馬路╴╴╴╴╴╴╴，貫通東西
兩端。
A. 皇后大道
B. 德輔道
C. 電氣道

33. 請問香港「三三四學制」是從哪一年開始實行的？
A. 1997
B. 2005
C. 2009

22. 1845年香港開埠初期，幣種繁多，兌換困難。為使貨幣制度標準化，港
府宣佈以哪一種貨幣為記賬單位，實行金本位制？
A. 法郎
B. 白銀
C. 英鎊
23. 以下關於香港開埠初期人口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在1841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港島居民多居住在南端的赤柱
B. 19世紀50年代，由於中國內地太平天國運動興起，華南地區大批居
民湧入香港
C. 香港開埠後，英國居民數量遠遠超過華人

31-35 BACBA

4. 《三國演義》中有關羽「單刀赴會」的故事，歷史上也確有「單刀赴
會」一事，赴會的是：
A. 張飛
B. 周瑜
C. 魯肅

26-30 BABAA

C. 風箏

25. 1887年，香港的第一所大學專科學校╴╴╴╴╴╴成立，作為港大的創
校學院之一，孫中山曾學醫於此。
A. 香港（華人）西醫書院
B. 香港專上學院 C. 香港華仁書院

21-25 ACCBA

B. 屏風

15. 1878年，部分華人士紳上書港督，請準成立保良工局，取「保赤安良」
之意，這也是保良局的前身。請問最初成立保良局的目的是什麼？
A. 發展華人教育
B. 遏制拐賣婦孺
C. 照顧孤寡老人

34. 請問以下哪一種獎勵制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勛及嘉獎制度下的最高榮
譽，表揚畢生為香港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
A. 紫荊星章
B. 大紫荊勛章
C. 太平紳士
35. 天星小輪是香港歷史悠久的渡船公司，來往於港島及九龍，是遊客遊覽
維多利亞港的重要途徑。目前，小輪有 2 條航線，分別是尖沙咀—中環
以及╴╴╴╴╴╴。
A. 尖沙咀—灣仔
B. 紅磡—中環
C. 紅磡—灣仔

16-20 CBCCB

3. 「紙鳶」是指？
A. 髮簪

24. 香港開埠初期，港英政府從香港華人開辦的私塾中選取 3 所處於其管理
之下，並發放少量經費補助，請問港英政府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A. 關心香港教育事業
B. 當做安撫華人的一種手段，收買人心
C. 英國政府的命令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閱：http://cnc.wenweipo.com
11-15 CBACB

2. 「輕似蟬翼白如雪，抖似細綢不聞聲」指人們對我國古代哪一物品的讚
譽？
A. 絲綢
B. 麻
C. 宣紙

14. 關於英人侵佔九龍的原因，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香港人口增長過快，佔領九龍可以滿足效果城市發展的需要
B. 加強香港島的防務，對抗清政府的騷擾
C. 九龍有豐富的石油資源

6-10 BCABA

C. 包頭

答案：1-5 ACCCB

1. 中國境內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是？
A. 烏魯木齊
B. 哈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