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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通通識比賽 

比賽章程 

（2022-09 更新版） 

 
1. 活動宗旨 

常識大比拼是一個特別為幼兒、小學生及中學生而設的時事常識比賽，致力提升參

賽者對通識的理解、新聞觸覺、以及兒童的自我照顧能力，包括衣、食、住、行及

日常生活的認知，並鼓勵參賽者互相交流，促進彼此間的友誼。 

 

2. 參賽組別 

● 幼兒低组 K1 Level 

● 幼兒中班 K2 Level 

● 幼兒高班 K3 Level 

● 小學一年級 P1 Level 

● 小學二年級 P2 Level 

● 小學三年級 P3 Level 

● 小學四年級 P4 Level 

● 小學五年級 P5 Level 

● 小學六年級 P6 Level 

 

2.1. 比賽範圍 

幼兒低组 K1 Level 食物、動物、交通工具、日常用品、自理能力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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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中班 K2 Level 
食物、文具、職業、大型節日、家庭電器、自理能

力 

例子：聖誕節在哪個月份? Christmas is in which month? 

A. 11 B. 12 C. 2 D. 1 

幼兒高班 K3 Level 
香港地域、餐桌禮儀、交通工具、基本時事、 

香港節日、自理能力 

例子：以下哪一個地方不是在香港?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Hong Kong? 

A. 新界 New Territories  

B. 香港島 Hong Kong Island  

C. 深圳 Shenzhen  

D. 九龍 Kowloon 

小學一年級 P1 Level 
香港時事、香港政府部門架構、基本國際知識 (國

旗、城市等)、動植物、日常生活知識 

例子：現時, 立法會大樓在以下哪裡? 

A. 中環 B. 尖沙嘴 C. 西環 D. 灣仔 

小學二年級 P2 Level 
基本歷史、國際時事、環境意識、簡單各地文化、 

中華文化與現生活 

例子：宋王臺是香港著名古蹟, 位於以下哪一個地方? 

A. 九龍城 B. 尖沙嘴 C. 觀塘 D. 沙田 

小學三年級 P3 Level 
香港社會、植物認知、香港景點、食物衛生、 

變成的天氣 

例子：晴天的日子，同一天內哪一時段的氣溫最高？ 

A. 早上 B. 中午 C. 晚上 D. 以上皆是 

小學四年級 P4 Level 
電與生活、地球知多少、奇妙的身體、 

香港地理環境及歷史 

例子：張保仔洞位於哪裡? 

A. 大嶼山 B. 長洲 C. 石澳 D. 香港島 

小學五年級 P5 Level 
善用資源、環保意念、健康飲食、認識中國、 

不同國家的特色 

例子：下列哪項不是由石油提煉成的副產品所製成的? 

A. 布料       B. 化妝品      C. 塑膠       D. 紙張 

小學六年級 P6 Level 
健康成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奇妙的宇宙、 

科技世界、環境與生活 



 

 

 
 
 
 
 

更多詳情，可瀏覽 www.hkieaca.org.hk 

主辦機構：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LSC_002_1604 
 

 
P
A
G

例子：月球是地球的_______? 

A. 小行星 B. 衛星 C. 流星 D. 恒星 

 

2.2. 比賽模式 

● 語言 : 中文 

● 比賽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礎題。第二部分為進階題，全卷共有

20 條題目 

● 幼兒低组 / 幼兒中班 / 幼兒高班比賽口試時限為五分鐘。 

● 小學一至六年級比賽筆試時限為二十分鐘。 

 

3. 比賽規則 

3.1.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 

3.2.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 

3.3. 小學參賽者於比賽期間應帶備書寫工具 (如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等)，

大會不會提供相關工具給未有帶備的參賽者。 

3.4. 參賽者需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之答題紙，否則不予評分。 

3.5.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不得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3.6. 如參賽者被發現在比賽中作弊或違反比賽規則，將會被取消資格。 

3.7.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須遵照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不得破壞任何在考場內的

公物，否則須照價賠償。 

3.8. 如有任何疑問或爭議，參賽者須於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向本會提出。 

3.9. 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爭議，一切以大會的判決為准。 

3.10.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章則或比賽規則而不另行通知。 

 

4. 報名 

4.1. 報名表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網站填寫報名表格。本會有權不接受未按此規格

列印之報名表。 參賽者必須因應不同項目使用適當的報名，並填寫及遞交一切相

關表格報名。 

● 每份報名表可填報多項比賽。 

● 各項目之報名費請參閱比賽表格下載網站。 

● 報名程序必須以報名費收妥後本會發出確認信始作生效。 

4.2. 報名日期 

所有比賽項目報名截止日期已刊登於「重要日期一覽表」內。 

4.3. 遞交報名表 

遞交報名表時，應附上所有相關的表格及閱讀所有相關文件。此外，遞交表格時，

亦需附上： 

● 會員登入名稱（如有）；  

● 支票付款：一張支付所有報名費的劃線支票（只收香港銀行發行的港幣支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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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付款：匯款收據副本及號碼  

 *** 一切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 

 

4.4. 回覆確認電郵 

當協會收妥報名費後，7 個工作天內便會向參賽者發出確認電郵。參賽者應細閱並

回覆電郵內的一切注意事項，並需在整個比賽期間帶備作實。 

 

5. 獎項及評分（評分賽計算） 

5.1. 在指定時間內於獲最高者為優勝，若遇上同分者，將獲頒發同等獎項。 

5.2. 評判對一切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5.3. 參賽者將於參加之比賽結束後獲發獎狀及分數紙，所有獎項一經領取，如

有損壞或遺失，將不獲補發。 

5.4. 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之得獎者均沒有獎盃，如果想額外訂購，比賽

完畢後請到門口登記處辦理。 

5.5. 所有訂購的獎盃 / 獎牌均會印上參賽者資料，比賽項目及獲獎成績。（冠

軍 / 亞軍 / 季軍 / 優異獎） 

5.6. 如果評判認為該組參賽者未達得獎水平，評判有權更改該組之獎項安排。 

5.7. 評判及主辦單位有權因應每組參賽人數及參賽者水準，作出相應之獎項安

及組別調動，而無須事先通知。 

5.8. 於同日參與三項或以上比賽人士，額外獲頒發「傑出表現獎」獎狀。 

5.9. 獲獎之參賽者可額外加訂獎盃或獎牌及複製證書，詳情可於比賽當日在登

記 處查詢。 

 

6. 其他注意事項 

6.1. 由於突發事件或其他主辦單位無法控制的原因，影響大賽的管理、安全、

評審或公正性的情況下，主辦單位有權推遲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的比賽。如取消比

賽，主辦單位將於比賽日起計一個月內退回參賽費用予參賽者。 

6.2. 如因特殊情況未能比賽並獲得退款批准，本會只會退回相關比賽費用，其

他由 PayPal 公司收取之行政費用將不予退還。 

6.3. 比賽進行中，除主辦單位攝影師以外，其他人不得離開座位拍攝，以免影

響參賽者表現。在場人士嚴禁拍攝或錄影其他參賽者之比賽過程或作出不符合規定

及侵害他人權利之情形，所產生的一切法律責任由拍攝者自行負責。 

6.4. 評判會就一切分數事宜作出最後決定。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程內

任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行委員會對比賽章程之詮釋作

出最終決定。 

 

 （更多詳情，請參閱一般比賽章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