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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全港校際生活科技問答大賽 

比賽章程 

一、 網上初賽 

時間： 2011年3月14日至31日 

 

競賽細則 

參賽人數 

每隊五人，中一至中七學生均可。 （包括一名隊長、兩名隊員及兩名後備隊員） 

比賽語言 

中文，術語及名詞附以英文翻譯 

問題範圍 

 電子及電腦科技理論及應用 

 電腦軟件及硬件知識 

 科技時事及其他 

題目類型 

選擇題 

 

比賽細則 

1. 隊伍須於三月期間憑獲派發之賬戶及密碼登入本會網站內設之比賽平台並作答題目。 

2. 隊伍必須於十分鐘內回答六十道題目，期間可瀏覽已作答的問題並修改答案。 

3. 系統設有一套熱身題，熱身題成績及時間均不計入隊伍成績內。隊伍應善用熱身題瞭解系統

操作。 

4. 題目將分為六頁，按下「下一頁」或「完畢」後，系統將會紀錄該頁答案。若隊伍未能於時

限內完成所有題目，系統只會將經已紀錄的答案提交。參加者應在限時前提早自行提交所有

答案，唯答案提交後即不可更改。 

5. 每隊只能登入並作答一次。 

6. 如作答期間出現異常而須重新作答，須由領隊老師書面向本會提出重設處理並說明原因；本

會有權拒絕重設賬戶之要求。 

7. 賬戶重設後之題目與原來題目並不相同。 

8. 最高分數之十隊將可以進入複賽。如有同分，總作答時間較短一隊獲得出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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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全港校際生活科技問答大賽 

比賽章程 

二、 複賽 

日期：2011年5月（實際日期待定） 

時間：上午10:00 – 下午12:45 

地點：大學講堂或課室（實際地點待定） 

 

 十二支參賽隊伍分成三組，經抽籤安排於三個時段（為時四十五分鐘）作賽。 

 三個時段分別是：10:00 - 10:45、 11:00 - 11:45、 12:00 - 12:45 

 複賽參賽隊伍須於指定比賽時段前一小時到達比賽場地報到，但不得觀看其他隊伍比賽。 

 

抽籤分組 

 十二支隊伍中最高分數的三隊為種子隊，若有同分隊伍，則經抽籤選出種子隊。 

 三隊種子隊分別列入三組後，其他九隊經抽籤分配於各組。 

 抽籤將於複賽日前約一星期舉行，各隊伍可派代表出席監察過程。 

 

競賽細則 

  參賽人數 

  每回合參賽學生為三人，三名隊員中選一人為隊長。 

  更換參賽代表 

 兩回合的參賽代表應於賽前定妥，並通知大會。大會有權拒絕臨場提出之更換參賽代表要

求。 

 同一回合進行中，參賽學校不可更換參賽代表。 

比賽語言 

廣東話，術語及名詞附以英文翻譯。 

  問題範圍 

電子及電腦科技理論及應用 40% 

電腦軟件及硬件知識 30% 

科技時事及其他 30% 

  題目類型 

短答及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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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全港校際生活科技問答大賽 

比賽章程 

  比賽形式及評分方法 

  第一回合（必答題） 

1. 每隊有200分底分；每隊必須回答十道題目，答對可得20分，答錯不扣分。 

2. 每道題目限時五秒鐘內作答，否則作棄權論。 

3. 主持宣讀題目後五秒正，計時員會打鐘表示過時。 

4. 學生不須站立作答。 

5. 只可一人代表作答，不可補答。如多於一位同學同時回答，則由隊長決定答案。 

6. 如有需要，主持或評判可以追問回答隊伍，澄清答案。 

第二回合（搶答題） 

1. 在五分鐘內四隊按燈搶答，題目數量不限。 

2. 答對可得30分，答錯則扣20分，其餘隊伍可以補答，補答答對得20分，答錯則扣20分，每題

只設補答一次。 

3. 是非題不設補答。 

4. 當主持人未讀完題目，若有隊伍按燈，主持人不會繼續宣讀題目，而按燈的隊伍必須作答，

否則視作「棄權」論。棄權亦視作答錯，扣20分。 

5. 如某一隊搶答錯誤，其餘四隊不必待司儀讀完題目餘下部分，可立即按燈補答；若沒有隊伍

按燈補答，司儀會讀出題目餘下部分，其餘四隊可於五秒內按燈補答。 

6. 按燈後，必須由主持人讀出學校名字，該校同學才能作答，限時五秒，否則作棄權論。如主

持人未讀出作答學校名稱而該校已有同學作答，不論答案是否正確，皆須扣20分。 

7. 當主持人讀出作答學校名稱後，該校隊員同學必須於5秒內回答，逾時作棄權論，扣20分。 

8. 只可由一名隊員作答，不可補答；如超過一名同學同時回答，則由隊長決定答案。 

9. 當搶答時限到的同時，如有隊伍按燈而主持人亦已讀出作答學校名稱，則主持人可酌情讓按

燈隊伍限時五秒鐘內作答。 

10. 如有需要，主持人或評判可以追問回答隊伍，澄清答案。 

 

  評分方法 

 參賽隊伍在兩個回合所得分數總和，即該隊所得分數。 

 參賽隊伍如對評分有任何意見，領隊教師必須即時以書面提出，交主辦單位作初步研究，並

轉交評判決定。 

 主辦單位有最後裁決權，評判宣布的結果為最後決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 

 主辦單位不接受事後上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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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處理 

 如每組最高分數有同分情況出現，則加一搶答題。 

 如搶答隊伍答對，則勝出；答錯，即被淘汰。 

 如一題不能定勝負，則再加一題，如此類推。 

 本環節額外搶答所得分數，並不計算在總分內。 

 

進入總決賽資格 

三隊勝出隊伍，連同餘下九隊中成績最好的一隊，共四隊將可進入總決賽。若九隊中最高分數有

同分情況出現，主辦單位會邀請有關領隊教師即場抽籤決定出線資格。 

 

三、總決賽 

日期：2011年7月或8月（第二十二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展期間，實際日期待定） 

時間：下午3:00 –下午4:00 (總決賽參賽隊伍須於下午2:00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地點：第二十二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展會場 

 

競賽細則 

 每回合參賽學生為三人，三名隊員中選一人為隊長。 

 總決賽隊員組合可與複賽不同，但須於比賽前通知主辦單位。參賽名單一經遞交，即不可更

改。 

 搶答回合時間延至十分鐘。 

 其他比賽規則跟複賽比賽規則相同。 

 

獎項 

 冠、亞、季軍及優異隊伍將獲頒以下獎項： 

 冠軍  獎座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3000 

 亞軍  獎座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2000 

 季軍  獎座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1000 

 優異隊伍  獎座乙座 

 每名優勝隊伍的組員將獲發優異證書一張，其領隊老師亦會獲發感謝狀一張。 

 每隊參賽隊伍將獲發證書一張，以作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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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須注意事項 

 參賽隊伍必須穿著整齊及一致的校服。 

 所有參賽同學，在台上除回答問題外，不得追問題目或對賽事表達意見。 

 所有投訴須由教師提出。每所學校須委派一位教師作全權代表，以便遇有爭議時，可及早處

理。 

 

五、比賽時間表〈暫定〉 

接受報名 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 

簡介會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十九日 

網上初賽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至三十一日 

準決賽 二零一一年五月 

總決賽及頒獎儀式 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月（展覽期間） 

 

六、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及查詢，歡迎透過電郵聯絡本會：info@jsecs.org 

 

註：主辦單位保留本比賽章程的最終解釋權及最終修改權，如有任何重要修改，將會儘早通知參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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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全港校際生活科技問答大賽 

報名表格 

甲部: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英文) 

                                                                       (中文) 

郵寄地址:                                                                                                                                          

                                                                                                                                           

傳真電話:                                        聯絡電話:                                                  

 

乙部: 負責老師資料 

姓名:                                  (英文)                             (中文)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郵寄時，請根據以下格式寫在信封面。（報名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45 

 

（學校名稱） 

二零一一年度全港校際生活科技問答大賽 報名表格 

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每間學校只可有一隊小組作代表 

 每一組必須由五個學生組成，並沒有年級限制。 

 確認申請的電郵會在收到申請之後的七天內寄出，並由負責老師及組長接收。 

 主辦機構有權對比賽任何細節作出最後更改。  

 

負責老師簽署:                                               

日期:                                              

學校蓋章:                                               

僅作內部使用 

日期:                                              

批准人:                                               

本會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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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丙部: 組別資料 

組長 

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年級: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組員 1 

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年級: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組員 2 

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年級: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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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後備組員 1 

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年級: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後備組員 2 

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年級: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丁部: 聲明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負責老師姓名) ，代表參與組別，保證所有以上資料提供是完整及準確。

我們完全理解及同意跟隨大會所宣佈的條例及指示。 

 

負責老師簽署:                                               

日期:                                               

學校蓋章:                                               

 

戊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所有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本會使用於是次比賽的申請過程。 

2. 閣下有權要求一份印有由本會所收集，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副本。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若該副本是有任何不實資料，閣下可要求作出任何更改。 

3. 任何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疑問，可透過郵寄至以下地址查詢：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