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事務總署    贊助        第44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電台    合辦              挑戰賽支持機構 

比賽日期 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時 間： 上午9時15分至10時15分 (參加者必須於比賽前15分鐘 (即上午9時) 到達會場，逾時者大會有權作棄權論。)

地 點： 大會於香港島及九龍均設有比賽場地 (地點容後公佈)。

截止日期：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下午6:30 止，報名以郵戳日期為準。

參賽資格： 凡在2018/19 學年於香港教育局註冊之小學就讀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均可參加

報名方法： 由學校提名，填妥附上的個人報名表格，寄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30樓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秘書處收，信封面請註明「小學常識挑戰

賽2018」。

  報名表格可於各區民政諮詢中心索取或於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網頁www.hkycac.org下載。

比賽獎項：  獎項 獎品 備註

   學校 踴躍參與獎 $500書券 每校不少於30位參賽者

   積極參與獎 $1000  (季)
    $1500  (亞)
    $2000  (冠) 最多參賽者的三所學校

   學生 (個人) 榮譽証書 滿分 (100題全對)
   傑出証書 答對90-99題
   優異証書 答對80-89題
   良好証書 答對70-79題

比賽內容： 全卷中英對照，內容共分為10個範疇 1.健康與生活 2.人與環境 3.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4.社會與公民 
5.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6.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7.本地及國際時事 8.生活趣味 9.普通話 10.英國

語文。題目種類為短答題及選擇題。

比賽規則： 
1. 參賽學生須遵照評判導師的指示進行比賽，不得騷擾其他參賽者。

2. 參賽學生只可攜帶書寫文具 (如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等)，大會不會提供相關文具給未有帶備的參賽者。

3. 參賽學生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器材，不准使用任何輔助工具 (如手提電話和書籍等)。

4. 全卷共100題，題目總類為短答題及選擇題，限時1小時。

5. 參賽學生須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的答題紙上，否則將不予評分。

6. 參賽學生於比賽期間應帶備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供監考人員核實身份。參賽學生的個人資料務必正確無訛及合乎

參賽要求，否則參賽及得獎資格將一律作廢。

7. 如有任何異議，均以籌委會之公佈為準。

8. 籌委會有權隨時更改賽例，惟在賽前會向參賽學校公佈。

9. 所有個人資料，將於下屆比賽前銷毀。

10. 成績公佈： 比賽成績將於2018 年12月上旬於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網站“最新消息”公佈。

11. 「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為「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的預賽。如希望有機會入圍參加「小學校際通識大賽

2019」，則請以學校名義報名並派出最少5名學生參加「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參

賽名額共27隊，每隊應有5名隊員。入圍隊伍須於香港電台錄影廠及外景場地進行比賽，詳情請見比賽章則。)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預賽)

比賽章則



12. 以學校名義參加「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而入圍「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之隊伍須於香港電台錄影廠及外景場

地進行比賽，請見以下詳情:
 抽籤日期： 2019年1月5日 (星期六) 
 初賽錄影： 2019年2月17日 (星期日)、2019年3月3日 (星期日)、2019年3月17日 (星期日) 
 複賽錄影： 2019年3月31日 (星期日)、2019年4月14日 (星期日)、2019年4月28日 (星期日)
    (參賽者或有需要於2019年3至4月週末期間，參加外景拍攝一天。) 
 決賽錄影： 2019年5月19日 (星期日)或5月26日 (星期日) 
    (參賽者或有需要於2019年5月週末期間，參加外景拍攝一天。)

   比賽錄影日期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13. 本章則如有未盡完善，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修訂，有關詳情請留意大會網頁 (www.hkycac.org)。



編號

(大會填寫)

編號

(大會填寫)

編號

(大會填寫)

編號

(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級別：

身份證號碼 (頭4個字，包括英文字母在內)︰

聯絡電話︰

比賽場地：請 出你選擇的比賽場地
○香港島 (地點容後公佈) ○九龍 (地點容後公佈)

相

片

請 以下選項:

○ 個人名義          ○ 學校名義*

*如希望有機會入圍參加「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請以學校名義報名並派出最少5名學生參加「小學常識

挑戰賽2018」。

(「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為「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的預賽。「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參賽名額共27隊，每

隊應有5名隊員。入圍隊伍須於香港電台錄影廠及外景場地進行比賽，詳情請見比賽章則。)

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學校地址︰ 

電 話︰  傳真︰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級別：

身份證號碼 (頭4個字，包括英文字母在內)︰

聯絡電話︰

比賽場地：請 出你選擇的比賽場地
○香港島 (地點容後公佈) ○九龍 (地點容後公佈)

相

片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級別：

身份證號碼 (頭4個字，包括英文字母在內)︰

聯絡電話︰

比賽場地：請 出你選擇的比賽場地
○香港島 (地點容後公佈) ○九龍 (地點容後公佈)

相

片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級別：

身份證號碼 (頭4個字，包括英文字母在內)︰

聯絡電話︰

比賽場地：請 出你選擇的比賽場地
○香港島 (地點容後公佈) ○九龍 (地點容後公佈)

相

片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9預賽)

報名表格

 民政事務總署    贊助        第44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電台    合辦              挑戰賽支持機構 



日期 校長/科主任姓名 校長/科主任簽署

編號

(大會填寫)

比賽規則： 
14. 參賽學生須遵照評判導師的指示進行比賽，不得騷擾其他參賽者。

15. 參賽學生只可攜帶書寫文具 (如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等)，大會不會提供相關文具給未有帶備的參賽者。

16. 參賽學生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器材，不准使用任何輔助工具 (如手提電話和書籍等)。
17. 全卷共100題，題目總類為短答題及選擇題，限時1小時。

18. 參賽學生須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的答題紙上，否則將不予評分。

19. 參賽學生於比賽期間應帶備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供監考人員核實身份。參賽學生的個人資料務必正確無訛及合乎
參賽要求，否則參賽及得獎資格將一律作廢。

20. 如有任何異議，均以籌委會之公佈為準。

21. 籌委會有權隨時更改賽例，惟在賽前會向參賽學校公佈。

22. 所有個人資料，將於下屆比賽前銷毀。

23. 成績公佈： 比賽成績將於2018 年12月上旬於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網站“最新消息”公佈。

24. 附件章則如有未盡完善，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修訂，有關詳情請留意大會網頁 (www.hkycac.org)。

回郵地址：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內附「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資料

回郵地址：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內附「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資料

聲明： 本校同意提名上述學生參加「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並已知悉籌委會訂下的比賽章則 (見附件比賽章
則)，要點如下：

 1.  參賽學生只可攜帶書寫文具。
 2.  比賽期間學生不准使用任何輔助工具（如手提電話和書籍等）。
 3.  參賽學生須遵照評判導師的指示進行比賽，不得騷擾其他參賽者。
 4.  如有任何異議，均以籌委會的公佈為準。
 5.  籌委會有權隨時更改賽例，惟在賽前必會向參賽學校公佈。
 6.  學生的個人資料務必正確無訛及合乎參賽要求：『只准2018/19 學年於香港教育局註冊之小學就讀小四至

小六的學生參加』，否則參賽及得獎資格將一律作廢。

備註：

1.  報名表格請於2018年11月1日下午6:30或之前(以郵戳日期為準)寄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30樓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秘書處收，信封面請註明「小學常識挑戰賽2018」。
2.  經蓋印及編號後的參賽證將於2018年11月19日或之前寄回參賽學生的就讀學校。
3.  參賽學生請攜同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以及參賽證準時出賽。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級別：

身份證號碼 (頭4個字，包括英文字母在內)︰

聯絡電話︰

比賽場地：請 出你選擇的比賽場地
○香港島 (地點容後公佈) ○九龍 (地點容後公佈)

相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