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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簡介



華萃薪傳
● 教育局主辦

● 中國文化研究院協辦

● 比賽目的

○ 加深學生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認識

○ 提高學習興趣，營造學習氛圍

中華文化燦爛多元，薪火不熄，代代相傳



● 對象

○ 全港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

○ 每校須最少派出20名學生參賽，人數不設上限

● 賽事形式

○ 第一階段：初賽（網上問答比賽）

○ 第二階段：總決賽（實體比賽）

華萃薪傳



比賽日程、賽制



階段賽程

賽前測試
2023年5月3日（三）- 5日（五）

為期三個上課天

網上問答初賽
5月10日（三）- 19日（五）

為期八個上課天

總決賽
7 – 8月舉行

以實體形式進行，並會安排
錄影及播放



比賽日程
日期 賽程

3月17日（五） 線上簡介會

3月24日（五） 比賽截止報名

5月3日（三）至5日（五） 賽前測試（為期三個上課天）

5月10日（三）至19日（五） 網上問答初賽（為期八個上課天）

5月下旬∕6月上旬（待定） 公布賽果、入圍學校及各獎項得獎名單

6月中旬（待定） 總決賽實體簡介會

7 – 8月（待定） 總決賽（實體賽事）



日期 形式 題目範疇 參賽人數

5月10日（三）
至

19日（五）
八個上課天*

*週六、日學生仍能作

賽，惟本院未能提供技

術支援

網上問答
（提供賽前測試）
限時15分鐘，

回答最多30道題目

題目內容涵蓋中國歷
史和文化的多元知識
包括歷史、文化、地
理、語文、經典名篇
與名句等。參賽者可
以在比賽前閱讀大會
提供的「閱讀材料」
豐富有關知識，為比
賽作好準備。

每校最少提名20名
學生（不設上限）
每名學生只可作答
一次*

*為維持比賽公平，學

生必須自行完成初賽

第一階段：網上初賽



各回合賽制



 第一階段網上問答初賽於5月10日（三）至19日（五）舉行

 每所參賽學校須派出至少20名高小學生參賽（每名學生只准參賽一次）

 按校情安排學生於同一課節 / 分批 / 於家中完成賽事

 **學生必須自行完成比賽**

 學生必須使用主辦機構指定的比賽平台及帳戶作賽

 題目範疇：歷史、文化、地理、語文、中華經典名句、積累與感興

 限時15分鐘，學生最多可回答30道多項選擇題

 題目將由系統隨機抽出

 總平均分數最高、作答時間最短的三所學校獲出線資格



獎項及獎品



● 出線總決賽準則：

 按各校初賽結果，選出三所學校晉身總決賽*

*註：以參賽學校首20位最高分數之學生的總平均分及答題時間最短

為準，全港首三名學校將晉身第二階段賽事。

● 賽果公布：

 總決賽入圍名單暫擬於5月下旬 / 6月上旬在比賽網站

「最新消息」一頁公布，成功出線的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第一階段：網上初賽



初賽獎項及獎品

1. 「十八區卓越表現獎」：表揚全港各區參賽學生表現最優秀的首三

名學校

 獲所屬地區及相應名次獎盃乙個

2.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表揚全港實際學生參與率最高之30所學校

 獲紀念木牌乙面

3. 新增「個人卓越表現獎」，表揚於初賽中獲得滿分之學生

 獲獎學生可獲獎狀及書券乙張

4. 所有參賽學生獲「完成初賽」電子紀念狀乙張



初賽獎項及獎品

5.  全港第四名：獎盃乙個、書券港幣2000元正

 獲獎學校首20名分數最高、作答時間最短的學生獲嘉許狀乙張

6.  全港第五名：獎盃乙個、書券港幣1000元正

 獲獎學校首20名分數最高、作答時間最短的學生獲嘉許狀乙張

 註：全港第四、第五名：計算第一階段網上問答初賽成績



第二階段：總決賽*
日期 形式 題目範疇 參賽人數

7 – 8月
（待定） 實體比賽，會安排

錄影及播放

題目內容涵蓋中國歷史
和文化的多元知識，包
括歷史、文化、地理、
語文、經典名篇與名句
等。參賽者可以在比賽
前閱讀大會提供的「閱
讀材料」，豐富有關知
識，為比賽作好準備。

一所學校為一隊，
每隊五人，

所有隊員都必須曾經
參加初賽

*詳情容後公布



總決賽獎項及獎品

• 冠、亞、季軍各一隊

冠軍：獎盃乙個、書券港幣5000元正、平板電腦五部（iPad）

亞軍：獎盃乙個、書券港幣4000元正、平板電腦五部（Tablet）

季軍：獎盃乙個、書券港幣3000元正

 各隊獲相應名次獎盃乙個、隊員獲實體獎狀乙張

 註：以上各隊初賽首20名分數最高、作答時間最短的學生獲嘉許狀乙張



網上初賽
系統模擬圖



初賽系統主頁模擬圖

第三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
常識問答比賽



進入比賽網頁
中國文化研究院網頁〈學與教支援活動情報〉
華萃薪傳─第三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按此進入比賽網頁」（預計於3月31日啟用）

按此進入比賽網頁

比賽網頁二維碼（預計於3月31日啟用）



比賽詳情 有關比賽形式、對象及細則等
資訊，請參閱〈比賽詳情〉。



比賽日程
比賽日程表可供下載。
最新賽程會在此頁公布，敬請留意。



閱讀材料範例 閱讀材料分為六類，另設題目樣本，
所有文章可供線上瀏覽及下載。



閱讀材料範例



最新消息/賽果公布
宣布事項
初賽賽果及得獎名單擬於5月
下旬 / 6月上旬在此頁公布。



常見問題 若老師對初賽題型、賽則、操作方式有任何
疑問，歡迎瀏覽〈常見問題〉。



登入後可進入比賽頁面

以大會派發的指定帳戶及密碼登入

可登入時間：

1. 賽前測試：

5月3日（三）至5月5日（五）

為期三個上課天

2. 初賽：

5月10日（三）至5月19日（五）

為期八個上課天

學生帳戶（登入）模擬圖

第三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
常識問答比賽



登入後介面模擬圖

三



「開始作答」介面模擬圖

三



「翻開試卷」介面模擬圖

翻開試卷

• 按下「翻開試卷」，比

賽正式開始，系統開始

計時。

• 未按「翻開試卷」，選

擇「返回上頁」/「重新

整理」，不影響作賽。

• 已按「翻開試卷」，選

擇「返回上頁」/「重

新整理」或出現任何技

術問題，不設重賽。



答題介面模擬圖

2023年5月10日-2023年5月19日



「提交答案」介面模擬圖─完成

完成30道題目後，
畫面顯示左圖句子

*系統錄得作答紀錄，
「提交答案」便亮起。

2023年5月10日-2023年5月19日



「提交答案」介面模擬圖─未完成

未完成所有
題 目 ， 按
「 提 交 答
案」，畫面
顯示此提示



答題提示 • 於限時內，學生按「返回」

後，系統自動跳至未作答

的題目。

• 例如：學生未作答第4題和

第29題。系統跳至第4題

（跳至最小題號題目）。

• 學生完成第4題，再次按

「提交答案」，系統仍錄

得尚未作答題目，將重複

顯示提示視窗。



答題提示（重複顯示）



答題提示

• 學生再次按「返回」，系統跳至第29題（餘下未作答題目），如此類推。直至

系統錄得所有（30道）題目均已作答。

• 若學生於限時內，未能回答所有題目，系統會於時限結束後，自動提交答案。



提交答案
• 按「提交答案」

後，系統會提示
你是否「確定提
交答案」。

• 你可選擇「確定
提交答案」，亦
可按「取消」返
回作答頁面，再
次檢查或修改答
案。

• 注意：答案一經
提交，不得修改。



完成提交答案



學校管理帳戶（登入後）模擬圖
老師登入後可檢視學生參賽情況，並
下載報告試算表﹙Excel﹚。



參賽報告

參賽學生姓名

參賽帳戶名稱 是否完成初賽 完成日期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所用時間年級 班別



閱讀材料



閱讀材料
歷史類、文化類、地理類、語文類（共85篇）

積累與感興、中華經典名句2022/23

其他參考資料

題目樣本



閱讀材料樣本
歷史類 文化類

地理類 語文類



閱讀材料樣本

積累與感興 中華經典名句



網上閱讀及下載版樣本

網上閱讀版 PDF下載版



題目樣本模擬圖



開設及派發比賽帳戶

學生帳戶
（比賽用）

學校管理帳戶
（查看學生作賽情況）



開設及派發比賽帳戶日程
日期 事項 程序

3月24日（五）

至4月3日（一）

老師提交學生資料

開設比賽帳戶

• 大會以電郵與負責老師跟進遞交學生資料事宜

• 附上《提交學生資料指引》供老師參考

4月17日（一）

至21日（五）
大會派發比賽帳戶

• 大會以電郵向負責老師派發比賽帳戶*（「學生帳

戶」、「學校管理帳戶」）

• 一併發送《操作指南》（學生版、老師版）

負責老師收到帳

戶資料後

老師派發比賽帳戶

予學生

• 老師派發比賽帳戶及《操作指南》予學生

• 老師須提醒學生於賽前測試期間進行登入測試*
• *賽前測試前，平台不開放



帳戶資料範例

為了防止學生帳戶被盜用，影響比賽公

平，帳戶密碼*將採用較複雜的強密碼。

請老師把帳戶資料派發予學生本人。

*帳戶格式會在《操作指南》中提供



作賽日程
日期 事項 程序

5月3日（三）

至5日（五）
賽前測試

• 參賽學生登入比賽頁面試答

• 建議老師提醒學生檢查帳戶內的個人資料*，確保正

確無誤 *資料將顯示於電子紀念狀上

• 如有發現任何技術問題或網站操作異常，請於5月5
日（五）或以前通知大會

5月10日（三）

至19日（五）
初賽

• 初賽正式開始，學生可登入比賽網頁作答

• 學生必須自行回答所有題目

• 如遇上任何技術問題，請於大會辦公時間（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內聯絡本院跟進



注意事項



○ 按校情安排學生於某一課節 / 分批 / 於家中完成賽事

○ 確保網絡穩定及電子設備運作正常

○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以獲取最佳瀏覽效果

○ 每名參賽者只准作賽一次（適用於賽前測試及初賽）

○ 限時15分鐘，最多回答30道題目，所有題目由系統隨機抽出

○ 學生必須自行答題，完成比賽

注意事項



技術支援時間：

 大會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大會在辦公時間外，恕不提供任何技術支援

 為免影響學生作答表現，建議於大會提供技術支援期間作賽

技術支援



 大會派發比賽帳戶資料後，參賽學生人數及學生名單不

設更改。每一名參賽學生將獲發一個獨立的帳戶，校方

須確保帳戶派發予學生本人。

 每校獲發一個「學校管理帳戶」，如有多於一位負責老

師，可以共用帳戶，多位老師同時登入後台並不會構成

任何技術問題。

 學生須於賽前測試期間登入帳戶，確認個人資料。如發

現資料有誤或未能登入，須於5月5日（五）或以前聯絡

大會。

注意事項─比賽帳戶



● 比賽一旦開始，所有資料便不能更改。請提醒學生妥善保管自己

的帳戶資料。

● 密碼不設更改。

● 學生可於其比賽帳戶中下載紀念狀

下載電子紀念狀*：5月22日（一）至6月23日（五）

*所有完成初賽之學生將獲發電子紀念狀乙張，以系統記錄作準。

注意事項─比賽帳戶



● 填妥報名表後，請傳真至2603 0995或電郵至 events@acsohk.org.hk 遞交申請。

● 更多比賽資訊、下載報名表：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314

報名辦法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314


注意事項─填寫報名表

● 學校分區：學校所屬香港十八個行政分區（計算「十八區卓越表現獎」獲獎學校於

該區排名之用）

● 十八個行政分區：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區、九龍城區、觀塘區、深水埗區、

黃大仙區、油尖旺區、離島區、葵青區、北區、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荃灣區、

屯門區、元朗區

● 例子：學校位於天水圍，行政分區屬元朗區；學校位於將軍澳，行政分區屬西貢區



注意事項─填寫報名表

● 四至六年級學生總人數：即三個年級學生人數總和，計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參

與率之用。

● 例子一：所有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賽

● 參加初賽學生人數：360（名）；四至六年級學生總人數：360 （名）

● 例子二：只派出部分學生參賽

● 參加初賽學生人數：100（名）；四至六年級學生總人數：360 （名）



常見問題



● 問：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涉及的知識很多，學生可以怎樣作更好

的準備？

● 答：為協助同學準備比賽，大會為學校提供一系列適合小學生的

閱讀材料，涵蓋歷史、文化、地理、語文、經典名篇與名句等不

同範疇。閱讀材料將上載至比賽網站。學校可用作比賽的參考讀

物或推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的輔助材料。

● 比賽網頁將於3月31日（五）正式啟用。

常見問題



● 問：比賽帳戶的密碼非常複雜，可利用學校其他平台已

有的密碼代替嗎？

● 答：為維持一場公平的比賽及避免出現帳戶被盜用而影

響學生作賽，所有參賽者須使用由大會統一發放的帳戶

進行比賽，不得以其他帳戶取代。

常見問題



● 問：使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能否登入比賽平台？

● 答：能。比賽網頁支援跨平台*操作，參賽者可使用平板電腦

或智能手機作答。比賽平台支援 iOS 14.0 以上版本及 Android
OS 10.0以上版本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學生居於中國內地

亦能進行比賽。

*溫馨提示：為確保獲得最佳瀏覽體驗，大會建議使Chrome瀏覽

器及Windows 10或以上的桌面 / 手提電腦版本。

常見問題



● 問：參賽學校的負責老師能否查看學生的比賽情況？

● 答：為讓老師了解學生的參賽情況，大會為每所參賽學

校創建一個學校管理帳戶。老師可透過有關帳戶查看學

生的作賽情況，了解學生是否已完成及其答題所用時間。

● 惟每名學生的所得分數將會保密，以確保比賽公平。

常見問題



● 問：請問完成初賽的學生會獲發獎狀嗎？

● 答：會。所有完成初賽的學生將於賽後獲發電子紀念狀乙張。

請老師提醒學生保存比賽帳戶登入名稱及密碼，並於指定日

期*內登入帳戶，自行下載電子紀念狀。

● 歡迎學校或家長按需要，自行列印實體獎狀。

● *下載日期：5月22日（一）至6月23日（五）

常見問題



●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院項目主任陳小姐或高先生聯絡。

電郵：events@acsohk.org.hk

Whatsapp 短訊：9580 3275

電話：2603 3580、2603 3554

查詢方式

mailto:events@acsohk.org.h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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