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青少年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辦法 
比賽日期：2008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六時。 

 

比賽地點：年會所在地— 111 North Jefferson Road, Whippany , NJ 07981 

 

獎    勵：比賽結果在年會閉幕典禮舉行頒獎儀式. 
第一名獎金 $300，第二名獎金 $200 第三名獎金 $100。 
前三名將各發隊伍獎盃及個人獎盃一座。 
比賽組別： 高年級組 – 限美制學校八至十二年級同學組成 

 中年級組 – 限美制學校四至七年級同學組成 
                       常識組  -- 凡五年內未參加任何常識問答比賽者同學組成 
                 

報名資格： 
     報名資格： 

1)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會員之學生，每隊以學校為單位(或以兩校為限組成聯隊) 組

成，每校每組(高年組,中年組或常識組)以一隊為限，每隊由四位同學組成與一至

二位同學為候補隊員。每一位學生僅能參加一組為限. 

2) 若會員學校已派學校代表隊則不能再與他校組織聯隊參賽。 

3) 參加比賽的同學必須是同一中文學校的學生或是兩校的學生(如組聯隊)，並符合

分組年級的規定。 

4) 參加高年級組比賽的同學必須是在美國學校連續就讀六年以上的學生，中年級組, 
常識組比賽的同學必須是在美國學校連續就讀三年以上的學生。報名時請附就學

證明或成績單。 

5) 高年級組如曾經參加全美比賽並獲得第一名隊伍之隊員，不再具有參賽權。 

6) 視情況需要，主辦單位可邀請其他中文學校組隊參加。 
 
參加辦法： 

a) 參賽同學需提供下列資料，供作資格審核： 

i) 前項資格所要求的美國學校就學證明或成績證明。 

ii) 目前就讀中文學校校長證實之學生報名表。 

b) 參賽學校填寫學校報名表，每隊一份與學生資料一並寄出。 

比賽方式： 

1) 視報名隊數多寡分初賽及決賽，由抽籤分組初賽，每隊只參加一次初賽。 

2) 初賽優勝隊伍參加決賽，詳細晉級辦法，當日公佈。 

3) 初賽以唸題、舉牌作答的方式進行，前四名隊伍參加決賽。遇有同分時則依次一

題加賽至分出勝負為止。 

4) 決賽以團體及個人按鈕搶答等方式進行。 

5) 若每組報名隊伍不足二隊時該組比賽將取消。 



 

 

6) 常識組以唸題、舉牌作答的方式進行. 
7) 其他：本競賽規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比賽範圍:   (一)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編輯之『2008年』中國文化常識補充教材，該

教材將公佈在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網頁 www.ncacls.org : 

(1) 中國歷史 

(2) 中國及台灣的地理 

(3) 中國的文學、論語、孟子 

(4) 中國古代的科學、醫學 

(5) 中國的日常生活、風俗倫理 

(6) 成語及慣用語(1-120) 

(二)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編輯之『2008年』中國文化常識補充教材，該

教材將公佈在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網頁 www.anjcs.org : 

(1) 中國人的傳統節日 

(2) 有關兩岸三地的近代歷史 

(3) 中國四大章回小說 

(三)常識組以 ANJCS 補助教材為主 

 

 (二) 試題類別: 

1. 中國歷史   2. 中國及台灣地理 

3. 文學、哲學  4. 科學、醫學 

5. 風俗倫理道德  6. 成語 

 

報名地址： 

 ANJCS c/o  Joan Wang 
 中華文化常識問答組 
 P.  O.  Box 721 
 Pine Brook, NJ 07058 

報名截止日期：04/10/2008，每  隊 報 名 費 40 元,   請 寫  ANJCS 

請 將本表 連 同 隊員學生報名表和支票 於  04/10/2008 前 寄 回 中華文化常識問答

組 
詢問電話：陳幼林 973-627-5218，王宗娟  201-421-1432 
比賽程序表 

2:00-2:25 報到、抽籤（逾時報到隊伍扣初賽十分） 

2:30-2:40 規則講解 

2:45-3:20 常識組決賽 
3:25-4:00 高年級組初賽 
4:05-4:40 中年級組初賽 

4:45-5:20 中年級組決賽 



 

 

5:25-6:00 高年級組決賽 

 

 （實際比賽時間可能略有出入） 
 
比賽規則： 

1. 比賽一開始，先有一題暖身，讓學生熟悉形式，但不計分。暖身題答對的隊

伍有選擇第一題的權利。暖身題無隊伍答對時由抽籤決定第一題選題權。 

2. 比賽開始時，每隊有50分基本分。 

3. 初賽與決賽每組題目30題，前二十題是個人題，後十題是團體題。 

4. 每題答對得十分，答錯扣五分，決賽時按鈕後答不出來也扣五分。 

5. 初賽時題目唸完後停頓五秒,由選手舉牌作答後, 裁判宣佈答案, 如答對依規定

得十分，如答錯依規定扣五分,再唸下一題。決賽時題目唸完後十秒內如無人

按鈕回答，則由裁判宣佈答案後，繼續進行下一題。 

6. 常識組比賽方式與中、高年級組初賽方式相同。 

以下7-14 規定僅適用於按鈴答題方式： 

7. 按鈕以後要等裁判說:『某某隊請回答』才能說答案，以免同時有兩隊回答，

並且答案要在五秒內說出。 

8. 參賽學生按鈴後未等裁判說:『某某隊請回答』即搶答者，依規定先扣五分，

其所回答的答案，如答對仍依規定得十分，如答錯仍依規定再扣五分，該題

繼續有效，其它隊伍仍依規定繼續搶答。 

9. 個人題，隊員須依序輪流回答，隊友不能代答或提供答案。 

10. 團體題應由一隊員代表回答，如果隊上有兩人同時回答，而且回答不一致，

也算答錯。 

11. 每題每隊只有一次回答機會，如有隊伍答錯，要等裁判宣佈:『答錯了!』其他

隊才能再按鈕搶答。答錯後按鈕法如下： 

* 當裁判宣佈『答錯了 ! 』『某某隊扣五分』，此時按鈴將於『答錯了 ! 』

時刻重新設定，原先答錯題隊伍的燈號會熄滅，這表示其他隊伍即可開始

按鈴搶答。  

12. 題目沒有唸完前，可以按鈕，鈴聲一響，唸題老師就停止唸題，如果答錯，

尚未按鈕的隊伍，可以繼續搶答。 

13. 答題時的要求如下： 

a. 全部以國語作答，不可使用方言。 

b. 問答題只要說出正確答案即可。 

c. 選擇題： 

i. 中年組說出正確號碼即可；若搶答時，唸題老師尚未唸出號

碼，這時只要說出正確答案即可。 

ii. 高年組要說出正確號碼和答案；若搶答時，唸題老師尚未唸出

號碼，這時只要說出正確答案即可。 

d. 成語題，不管搶答與否每個字都要與標準答案相同才可。 

14. 答對的隊伍有選擇下一題項目的權利。 

15. 每組賽完，如有同分，而無法決定優勝隊伍時，則再加一題，加賽三題後仍



 

 

無勝負時則由抽籤決定之〈限有同分的隊伍才能答〉 。 

16. 絕對尊重及服從裁判的決定。 

17. 遲到的隊伍或隊員，若於暖身題結束前尚未進場，則取消比賽資格。 

 

隊員規則： 

1) 每隊四人同時出場比賽，以報名紀錄為準，不能冒名替代，每隊若少於四人，將取消

其參賽資格。如因緊急事故無法出場，得通知裁判群，由裁判群決定參賽資格。 

2) 每一場比賽開始的20分鐘前，各隊以密封方式送交大會出場四位隊員的出場序，在

該場比賽結束前不得更換。但在換場中，各隊可自行調整。 

3) 遲到的隊伍或隊員，若於暖身題結束前尚未進場，則取消比賽資格。 

4) 所有參賽學生一律進入闈場，不准攜帶手機、傳呼機等任何電子通訊物品，得交由領

隊代為保管。違反者取消該學生參賽資格。 

5) 絕對尊重及服從裁判的決定，隊員作弊，或有任何不尊重裁判或其他隊員之行為，裁

判有權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2008 青少年中華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學生報名表 
 

 

 
學校名稱﹕     英文﹕     
 
參賽組別﹕      高年組    中年組    常識組 

 
領隊(指導老師)中文姓名:              英文﹕             
 
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中文學校職稱:      校長          行政人員         老師              家長 
 
通訊地址:            
 
隊員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1)                     

 

(2)                     

 

(3)                       

 

(4)                     

 

(5)                     

 

(6)                       

 

校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  隊 報 名 費會員學校 40 元, 支票 抬  頭  請 寫  ANJCS 

請 將本表 連 同 隊員學生報名表和支票  於  04/10/2008 前 寄 回 中華文化常識問答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