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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校爭做學界國情知識王

2021年11月18日（星期四）

昨決賽兼頒獎 初中組誕雙冠軍

● 科技大學逸夫演藝中心昨日開幕。
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提供圖片

科大演藝中心開幕
林鄭：增港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為提升市民大眾對國情及中國歷
史文化的認識，聯合出版集團、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今年 8 月起聯合主辦「全民國情知識大賽」，其中針
對全港中學而設的「學界知識王」，共吸引逾百所學
校參與，並在昨日舉行現場問答的決賽及頒獎禮。比
賽競爭相當激烈，題目涵蓋歷史、時事、政治、經
濟、環保等多個範疇，最終來自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和聖若瑟書院的隊伍並列第一、獲得初中組冠軍，高
中組冠軍則由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的隊伍奪得。

民國情知識大賽」分別設有「學界知識王」及「全民知識
「全王」兩大賽事，希望加深大眾對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認

識，並配合教育局對核心科目課程優化，提升學生以至社會各界對
國家的認知和歸屬感。其中的「學界知識王」吸引超過 100 所中學
參與，參賽學生透過網上問答爭取分數，成績最佳的學校進入昨日
的現場決賽決出初中及高中組的冠亞季軍等獎項。

增對國家歸屬感

●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獲得「學界知識王」高中組冠軍。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主辦方昨日為大賽舉行頒獎典禮，邀請到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和協調部副部長陳澤濤
擔任主禮嘉賓。徐英偉致辭時表示，活動旨在增加市民，特別是廣
大學生對國情知識、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增加他們對國家的歸屬
感。他說，隨着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國家在國際社
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鼓勵香港青年更積極參與國家建設中。

楊潤雄晤徐永吉
交流教育意見

建身份認同基礎
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傅偉中表示，國情知識不限於政治、法治，
更多是作為中國人參與生活的方方面面，歸根結底在於家國情懷，
這是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強大基礎，冀望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家
歷史、文化、時事的認識。
此外，於8月25日展開的「全民知識王」開放予全港市民參與，
至 10 月底為止共吸引逾兩萬人參加，網上挑戰次數近 20 萬次，最
終由一名專業人士得到「全民知識王」寶座，排名第二和第三名分
別為中學生和大學生，獲大會頒發冠亞及季軍。

●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左）和聖若瑟書院（右）並列第一、奪得初中組冠軍。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傑出大專生考察北部都會區

協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北部都會
區」被視為香港未來發展重點，青年一代更需
要及早認識當中機遇。在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
會（學協）安排下，多名「香港十大傑出大專
學生選舉 2021」得獎者近日前往新界北多個重
點發展區域進行深度考察，實地了解相關發展
情況及未來規劃。參與的學生對於北部地區的
創科發展規劃尤其關注，認為能讓港深兩地發
揮協同效應，為整個大灣區的青年帶來無限可
能。
在考察過程中，一眾傑出青年大專生亦有機
會與民建聯劉國勳、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
陳月明、新青會主席張然等會面，聽他們詳細
解說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的規劃大綱，以
及深港兩地融合發展等重要舉措。及後考察團
也前往打鼓嶺、蓮塘口岸、洪水橋和吉慶圍等

多個重點發展區域實地考察。
經過實地考察後，他們均對「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表示期待。
學協執委會主席伍煥傑在活動後表示，期盼
「北部都會區」的落實能夠改善香港市民的居
住空間，並期望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的發
展能夠為香港青年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
遇。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傑出學生得獎者林衍宏
也對是次活動予以積極的評價，他表示作為渴
望從事科研的大學生，樂見特區政府展現發展
「北部都會區」的決心。
他又指，當局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
提到的「構建香港硅谷——新田科技城」，有
望發揮港深推進創科產業發展的協同效應，為
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的青年人帶來無限可能。

浸大中藥課程 明年增至 20 學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香港是中西文
化交匯的國際城市，在推動傳統中醫藥發展以
及在國際上發揚光大中醫藥擔當舉足輕重的角
色。將於 2025 年起負責營運香港第一所中醫醫
院的浸會大學昨日宣布，旗下全港唯一的教資
會資助的四年制中藥學學士學位課程，將於
2022/23 新學年起學額由每年 15 個增至 20 個，
以應對未來社會對中藥專業人才的需求。
浸大中醫藥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兼中藥學學
士課程主任陳虎彪指出，普遍市民或會對「中
醫」和「中藥」兩者的領域和學位有所混淆，
前者主要是指臨床的對人診治，後者是着重對
藥物的研究和開發，而浸大的中藥學課程強調
全面性和重視化學基礎，學生需要在四年內修
讀中藥專業、中醫基礎，以及生物醫學三大範
疇內的不同科目，包括中藥鑒定、炮製、化
學、藥理、製劑、方劑、解剖、生理、微生物
和病理學等。
兼顧傳承與創新亦是當代推動中藥發展的焦
點之一，陳虎彪表示，學院除了出版《中藥材
鑒定圖典》等書籍外，也推出了全港首個「中
藥方劑圖像數據庫」及多個中藥材數據庫，有
助於教學、研究和推廣中醫藥。同時，浸大中
藥學課程會要求學生在教授指導下進行為期 8
個月的自選專題研究，讓其取得科研的經驗，
和分別到香港與內地的植物園進行藥用植物學
實習，及到兩地中醫藥院、藥房和藥廠等進行
管理和運作相關的實習，以培養全面的應用知
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為推動香港與
內地教育事務的交流合作，香港特區政府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深圳與國家教育部官員舉
行定期會商機制會議，簡介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中的教育政策，以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及國家
安全教育的落實情況，並談及內地交流、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等議
題。
楊潤雄昨日與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常務副主任徐永吉等官員會面，就彼此關心的
教育議題交換意見，並跟進各個項目的進展，
包括深化香港師生的內地交流活動，特別是內
地考察及STEM教育；以及香港的大學及辦學
團體在粵港澳大灣區辦學的計劃等。
楊潤雄表示，近年本港各項教育新措施順利
推行，有助香港發展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
教育體系，亦能夠發揮本港教育的優勢，培育
學生成為社會所需的人才。他相信，有關措施
可為學生開創更廣闊的空間，協助他們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把握大灣區帶來的機遇。
陪同楊潤雄出席工作會議的官員包括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副秘書長李忠善、陳蕭淑
芬、杜永恒及康陳翠華。

學友社升學指南即日起派發

● 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考察團到訪打鼓嶺鄉事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邵氏基金
（香港）捐助 1.5 億元興建的科技大學逸夫演
藝中心昨日舉行開幕典禮，邀請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楊義瑞等人主禮。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提
到，逸夫演藝中心的開幕標誌着科大這所年輕
大學之 30 周年慶典序幕，那不單是科大另一
項先進的設施，亦是本港一眾新增的頂級藝術
文化場地之一，幫助香港打下堅實的根基，在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下，讓香港發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出席昨日開幕禮的尚包括創科局局長薛永
恒、教資會主席唐家成、邵氏基金（香港）主
席陳偉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
年，以及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校長史維、
顧問委員會主席陳祖澤等嘉賓共約 500 人。科
大指，新的逸夫演藝中心配以先進設備的全新
大禮堂將成為該校的地標，將大學轉化成為一
個藝術文化樞紐並提供全新的學習與聚腳點，
進一步促進大學及其周邊環境的人文與創意發
展。

● 學友社即日起免費派發《中六升學
指南》。
網站截圖

● 陳虎彪（左）表示課程強調全面性和重視化
學基礎。右為該課程畢業生蘇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攝
他還提到，學生須以英文寫作研究論文，優
秀者可獲選於英文期刊投稿，為中藥的國際化
推廣出力。
陳虎彪表示，在全面培育下，中藥課程畢業
生出路和就業面甚廣，包括投身學術科研，於
政府或公營機構任職藥劑師或藥房主管等，亦
可於私營企業從事藥品銷售和開發及從事國際
中藥貿易，更有人於化妝品和營養食品領域創
業。
該 課 程 2015 年 畢 業 生 、 「Negimen 營 養
生——營養茶療中心」及明妍堂中醫診所創辦
人蘇偉明是其中一名看準相關趨勢的創業者之
一。他表示，近年越來越多營養和保健產品加
入中藥成分，顯示市場對中藥的興趣漸大、認
受性高，中藥發展有很高潛力。與就讀中醫課
程者多擔任中醫師相比，研讀中藥畢業生在創
新和運用方面選擇更多元，發展空間更廣。

● 勵進教育中心將持續上載模擬試題至明年4月。圖為網站上
關於「安史之亂」的題目。
網站截圖

勵進上載中史模擬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文憑試考生面對不少挑
戰，為支援全港報考中國歷史的學生，勵進教育中心今年再次
推出「中史試題解碼」計劃，為一眾考生提供文憑試中史科熱
門的模擬試題及書面答案，協助應對中史科公開考試，從而爭
取考獲好成績。
一如過往 5 個學年，本年度勵進教育中心繼續推出「中史試
題解碼」計劃，由 10 月中開始每個月在中心網站上載共 10 條
由資深中史科老師撰寫的模擬試題及書面答案，供同學們瀏覽
參考，本年度計劃持續進行至明年4 月，合共提供60 條模擬試
題，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豐富，藉以幫助選修中史的學生加深了
解答題的技巧及考試時須注意的地方。
事實上，歷年來勵進網站已累積了 280 條中史科模擬試題及
書面答案，瀏覽率超過9.2萬次，深受師生歡迎。
另為提高參與興趣，勵進亦設立了網上有獎問答遊戲，讓同
學們在溫習之餘，也可贏取書券。「中史試題解碼」計劃及有
獎問答遊戲詳情，可瀏覽 https://endeavour.org.hk/index.php/
exam-tips/quiz。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大學聯
招辦法（JUPAS）將於 12 月 8 日截止
申請，學友社近日出版了 2021 年的
《中六升學指南》，詳載大學聯招及
聯招以外學士學位課程等升學資訊，
助應屆文憑試考生填選聯招志願，及
早部署升學計劃，印行 7 萬冊的《指
南》即日起免費派發。

載有各課程入學要求
《指南》載有各大學聯招課程的入學要求、
課程總覽、面試資訊、本學年新生入學成績
等，亦包括其他學士課程的院校介紹、收生安
排及課程總覽，以及大中華及其他海外國家
/ 地區的升學資訊；同時邀得多位升學輔導專
家撰文，就聯招選科策略、大學面試準備、選
報自資專上課程、情緒管理等範疇提供實用建
議。
現時《指南》正陸續運抵各已訂閱的中學，
學生及家長可透過學校取得，另即日起亦可親
身前往學友社及各公開分發處免費索取。數量
有限，派完即止，詳情可瀏覽學友社網站
（hyc.org.hk/publish），至於《指南》電子版
亦會上載至學友社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