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2021 總結報告 

 

學校／註冊團體 :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活動名稱 : 「閱讀悦寫學歷史—穿梭時空來創作」徵文比賽 2021 

Ref: E10/20/0611 (E32) 

推行日期 : 2021 年 1 月至 6 月 

受惠學生數目 : 300 人 

 

活動總結報告 

計劃的目的：  

推廣歷史及鼓勵學生對中國歷史人物及故事的思考，提筆寫作參加比賽，互閱

得益，加深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比賽對象 : 全港小學生( P.4—P.6) 

 

徵文比賽組別：（甲組及乙組） 

文題內容自選，但內容須符合以下組別主題範疇： 

甲組 :  

1)我和中國歷史人物有約 

2)與中國歷史人物的古今對話 

乙組 :  

3) 中國歷史/歷史人物圖書的閱後感  

4) 從成語故事中學會的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人物 

 

作品要求 :  

1. 文體：體裁不限 

2. 字數（含標點符號）：不少於 350 字 

評審標準 : 主題,內容 50%，寫作技巧 30%, 結構 20% 

獎項: 每組由評審團各選出一等獎、二等獎各 1 名，及三等獎 4 名, 獎圖書禮券

及獎狀。(佳作太多，增設了嘉許獎狀以資鼓勵。) 

截止參賽日期 : 2021 年 4 月 30 日 

 

活動流程及推行情況：  

I.展開宣傳 

活動由 2021 年 1 月展開徵文比賽的宣傳:-- 

1) 經過本會發電郵及網上宣傳 

 



2) 電郵發宣傳海報 

 

 

 

 

 

 

 

 

 

 

 

 

 

 

 

 

3) 在香港教育城網上活動概覽宣傳，吸引學校/學生參賽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event/60090b2ccc9f934f2e9df33f 

4) 香港文匯報 15.03.2021 【心窗常開】禍福變動  讀史啓悟  潘金英老師寫專文

鼓勵學生參加徵文。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event/60090b2ccc9f934f2e9df33f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3/15/AP604e739ce4b04e1918cb6874.html 

 

II. 舉行 Zoom賽前講座 

在 2021 年 2 月 6 日本會舉辦 Zoom 賽前講座，邀請作家主持人概述有關參賽之

要求，並作導讀及提示，鼓勵小學生悅寫及提筆寫作參賽。 

共 84 人經網上報名（包括小學生 78 人及老師 6 位），Zoom 活動進行順利，出

席的學生聽了講者導師豐富分享，並有良好互動，老師亦查詢了有關比賽細

節，表示會支持參賽。  

 

       

 

 

 

  

 

 

 

 

 

III. 收集參賽文章(2-4 月)及評選(5 月) 

今年 2021 雖然因疫情停課，學生常要網上學習，無法像以前般自由面授及推廣

活動，但本會舉辦 Zoom 賽前講座及積極宣傳，參賽學校反應熱烈，共收到 

298 篇作品 （過了截止參賽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仍有手稿或文件檔作文傳

來），令人欣慰。  

 

參賽學校有 :  (包括有個人參賽、團體參賽)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聖公會牧愛小學、 獻主會小學 

真鐸學校、  路德會沙崙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台山商會學校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循道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沙田官立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3/15/AP604e739ce4b04e1918cb6874.html


IV.  公布得獎結果及發送獎項 

 

本會邀資深教師及作家、專業評判孫觀琳、潘金英、潘明珠擔任評審，評選小 

學生參賽之文章，2021 年 5 月 30 日為甲乙兩組各選出獎項 : 每組一等獎、二

等獎各 1 名，三等獎 4 名，頒發獎狀與圖書禮券，兩組共 12 項；另頒發嘉許

獎狀共 44 名，以資鼓勵。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辦頒獎禮，本會將有關獎項以

郵寄方式發送予各位得獎者及學校。  

得獎名單 :  

甲組 

一等獎     林海嵐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穿越時空找李賀  

二等獎      杜宇軒      路德會沙崙學校                     我穿越歷史- 巧遇少年張良 

三等獎      鄭芊林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與武則天對話 

三等獎      周煒霖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我與孟母的古今對話 

三等獎      陳奕森    真鐸學校                                      我和諸葛亮的古今對話 

三等獎      林雋軒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不一樣的皇帝，不一樣的經歷 

嘉許獎狀  

賴盈希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與黃蓋有約 

吳卓諾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我和廉頗將軍有約 

張馨悅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歷史名人--曹操訪談實錄 

林瀅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和中國歷史人物周幽王有個約會 

陸家烽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和林則徐的古今對話 

黃芷穎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和韓信的古今對話 

蘇穎昕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和蔡倫的古今對話 

王愉悕             真鐸學校                         我與康熙香港遊的古今對話  

郭書曼             真鐸學校                       我和珍妃的古今對話  

張英姿             真鐸學校                       我和諸葛先生的古今對話 

吳柏宇             真鐸學校                       我和藥王李時珍的古今對話 

馮貝兒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回到三國時代 

羅鎮聲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與中國歷史人物岳飛的古今對話 

梁程殷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與中國歷史人物花木蘭的古今對話 

張智泓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給張飛的信 

周蜜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遇見諸葛亮 

梁善                 路德會沙崙學校            我和管仲的古今對話 

吳荻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與岳飛的古今對話 

岑慧文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與中國歷史人物和珅的古今對話 

蘇泳儀           聖公會基愛小學          我和中國歷史人物 李白有約  

紀凱欣             聖公會基愛小學          我和魯迅先生有約 

蔡樂軒     聖公會牧愛小學       遇見張飛            



許隽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我遇見秦始皇 

李靜媱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當我遇上李白 

朱緯嘉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我與岳飛的古今對話 

湯欣翹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神秘的時空旅行:西施和我談天 

康宇辰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我和漢王劉邦有約 

吳施蓓             循道學校                             本草綱目之約 

陳可仁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我和唐太宗有約 

麥竣庭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戰國時代的紙上談兵 

  

 乙組 

一等獎   何浚禧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從成語故事「望梅止渴」中認識的曹操 

二等獎   林海嵐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中國帝王故事》讀後有感 :  一個帝

王的關鍵時刻   鑒古知今和智策未來 

三等獎      陳瑋榆   真鐸學校         從成語「臥薪嘗膽」中學會的中國歷史人物   

三等獎     周煒霖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歷史人物圖書的讀後感——朱元璋 

三等獎     洪芷嫣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閱讀中國歷史人物《李時珍》故事的感想 

三等獎     陳銘渲     聖公會牧愛小學 從成語故事「濫竽充數」中認識的南郭先生 

嘉許獎狀  

吳雨蓓              聖公會基愛小學         中國歷史人物魯迅圖書的閱後感 

翁明蔚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我從成語「臥薪嘗膽」中認識的中國歷

史 

葉凱瑩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廉頗藺相如列傳的閱後感 

唐仲謙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我讀了《祖沖之》令我大開眼界 

曾儷琪             聖公會牧愛小學           我從成語故事「孔融讓梨」中認識的孔融 

梁珈晴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秦始皇是這麼幹的讀後感 

向洋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讀《草船借箭》有感 

鄒旻諾                 真鐸學校           胸有成竹 

邵逸曈             真鐸學校           讀成語學歷史——孔融讓梨 

梁靖行              真鐸學校           讀成語學歷史——煮豆燃萁 

黃愛翹              真鐸學校           望梅止渴 --曹操 

梁日熙              真鐸學校           對酒當歌--曹操 

梁曉彤             台山商會學校     我閱讀了《歷史系列:女皇帝武則天》 

羅仲剛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從成語完璧歸趙故事中學會的中國歷史 

感謝狀 (感謝積極支持)  （排名不分先後）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王瑋明老師、 聖公會牧愛小學    蔡興蓮老師 

真鐸學校         麥佩欣 老師、  聖公會基愛小學      梁妙瑜老師 



 

 

 

 

 

 

 

 

 

 

 

 

 

此次徵文比賽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勵進教育中心贊助，各參賽學校師生的積極

支持及本會義務工作成員的鼎力襄助，謝謝 ! 期望再接再勵，為推廣中國歷史

閱讀和寫作活動努力。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2021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