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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2022 

選舉結果及獲獎名單 

投票日期：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1 日 

投票形式：網上投票或紙本投票 

活動目的：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成立近五載，致力賡續中華歷史文化傳承，堅持香港、國家、世界乃

生命共同體之理念，從而建構國民身份認同，讓中華民族的下一代對國家民族存持溫情與敬意，亦希

望藉提倡研習國史之風氣，讓香港年青一代鑑古知今，明辨是非，提升國民及公民質素。本中心十分重

視「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系列活動，至今已進入第五屆，蒙眾多教育團體及傳媒機構協辦，全港學

校師生參與較過往更為踴躍。 

漫漫歷史長河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鑑是世界乃至人類共同進步的關鍵，香港具備中外文化薈萃的特

色，在「一帶一路」發展藍圖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正如中國自古便是中外文化交流樞紐，歷朝歷代，五

湖四海互通有無，足跡遍佈中外，多元文化之間交流融合、互相促進發展，使中外文化共趨燦爛多彩，

惠己及鄰，綿延後世。是以第五屆「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系列活動，以「澤披中外，安邦睦鄰」為

思考方向，由專家學者推舉五位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歷史人物：張騫（漢朝）、玄奘（唐朝）、馬可

波羅（元朝）、鄭和（明朝）、郭嵩燾（清朝），供參與者投選。 

**有關五位歷史人物簡介請見附件「年度中國歷史候選人物簡介（啟蒙版）」單張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簡介 

本中心自成立，以推動及改善國史教育為職志，期望傳承國史、振興國學、涵養國人家國情懷。為此，籌辦一系

列多元化的國史教育活動予學生、老師乃至公眾人士：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形式包括「歷史人物選舉」、「專題研習報告比賽」、「舞台劇」、「歷史小說」等； 

 名家講座：每月一場，邀請專家學者言傳身教； 

 遊歷學習：致力提供不同的實地文化考察與學習之機會予不同對象，如與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

合辦歷史主題之境外遊學活動；與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合作，組織「香港教師國史研修班」；與同心教育基

金（香港）合辦「一生一師同心遊」等；亦為中小學籌辦本地歷史文化考察活動； 

 其他：製作教材，如《中國通史剪輯》、《世紀長征教材編寫》、《基本法上下三十年》、《兒童基本法》、《價值

教育：老師培訓計劃》、《細看歷史、認識香港》等；出版書籍，如遊歷學習考察報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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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   

 官立 資助 直資 特殊 
其他 

（如私立、國際等） 

小學 22 106 6   

中學 20 136 24   

各類總數 42 242 30 4 15 

全體總數 333 間 

有效得票： 

 

 

張騫 

（漢朝） 

玄奘 

（唐朝） 

馬可波羅

（元朝） 

鄭和 

（明朝） 

郭嵩燾 

（清朝） 

小學 9,381 11,055 7,527 11,916 3,089 

中學 11,402 9,752 11,829 12,922 2,341 

其他 

(包括公眾人士) 
126 168 85 165 55 

各類總數 20,909 20,975 19,441 25,003 5,485 

全體總數 91,813 票 

得票方面，中小學同學的投票對象大體上一致： 

 小學（按得票多至少排列） 中學（按得票多至少排列） 

張 騫 
○3  ○3  

玄 奘 
○2  ○4  

馬可波羅 
○4  ○2  

鄭 和 
○1  ○1  

郭嵩燾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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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歷史人物選舉」 獲獎名單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深信「國民教育的根本實源於國史教育」，活動以四個面向（4Es）

為原則：教育（Education）、參與（Engagement）、體驗（Experience）、表揚（Exposition），故

第一階段「歷史人物選舉」中設有以下多個獎項，頒發予多所積極參與學校，以茲表揚及鼓勵。 

 

以下是獲獎名單： 

 最高票數獎：分別頒予總投票數最多的五間小學及中學  

小學組 票數 中學組 票數 

農園道官立小學 1,290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1,408 

石籬天主教小學 1,266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1,224 

將軍澳官立小學 1,039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1,215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1,007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1,081 

荃灣官立小學 1,002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905 

 最佳活動推廣獎：頒予校內另有安排以推廣是次活動，且能較有效帶動學生參與投票

及其他相關活動之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金 獎 銀 獎 銅 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張沛松紀念中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農圃道官立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荃灣商會學校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民生書院 

 荃灣官立小學 

 啟基學校 

 台山商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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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踴躍投票獎：頒予凡校內超過五成學生參與投票之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2. 農圃道官立小學 

3. 石籬天主教小學 

4.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5.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6. 將軍澳官立小學 

7.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8. 荃灣官立小學 

9.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10.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11. 鐘聲學校 

12. 聖安當小學 

13. 粉嶺官立小學 

14.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15.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16. 馬鞍山靈糧小學 

17. 張沛松紀念中學 

18. 佛教大雄中學 

19.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20.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21.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22.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23. 元朗官立小學 

24.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25. 創知中學 

26.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27. 佛教黃鳳翎中學 
28. 天主教柏德學校 

29.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30.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31.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32.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33.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34.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35.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36. 保良局雨川小學 

37.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38. 福榮街官立小學 

39.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40. 德信學校 

41. 保良局志豪小學 

42. 佛教榮茵學校 

43.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44.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45.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46.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47. 靈糧堂怡文中學 

48.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49. 佛教慈敬學校 

50.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51. 陳瑞祺（喇沙）書院 

52. 佛教何南金中學 

53. 民生書院 

54.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55. 聖保羅書院 

56.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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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58.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59. 培僑書院 

60. 棉紡會中學 

61. 九龍塘官立小學 

62.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63. 順利天主教中學 

64.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65.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66.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67. 聖公會基德小學 

68.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69.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70.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71. 台山商會學校 

72.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7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74.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75.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76.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77.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78. 保良局胡忠中學 

79.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80.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81.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82.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83. 慈幼英文學校 

84.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85.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86.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87.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88.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89.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90. 荃灣商會學校 

91.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92. 筲箕灣官立小學 

93.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94.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9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96. 九龍工業學校 

97.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98. 聖公會牧愛小學 

99. 聖公會聖匠中學 

100. 大埔官立小學 

101.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102.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103. 啟基學校 

104. 新會商會中學 

105.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106.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107. 長洲官立中學 

108.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109. 明愛莊月明中學 

110.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111.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112.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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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梅窩學校 

114. 育賢學校 

11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116. 青松侯寶垣中學 

117. 福德學校 

118.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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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F 三部曲」獲獎名單 

 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主辦，眾多辦學團體、學校議會、媒體合辦，香港教育局支持，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項目「2022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活動三部曲」推出以下多個活動，讓參與學

生於投票前，透過相關多元活動瞭解五位候選歷史人物的相關歷史知識。學界反應踴躍，故設

有以下多個獎項，頒發予多所積極參與學校及學生，以茲表揚及鼓勵。 

 

 全港小學「為歷史人物做新衣」設計比賽：學生需就五位歷史人物候選人的朝代背

景，為相關人物設計合適的服飾或形象等。以下是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組別 獎項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陳柏衡 初小組 優異獎 

荃灣商會學校 雲天鋑 初小組 優異獎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姚程之 初小組 優異獎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雷逸晞 初小組 嘉許獎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林駿逸 初小組 嘉許獎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阮榳昕 高小組 優異獎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羅梓淇 高小組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司徒靖琳 高小組 優異獎 

鳳溪第一小學 余梓軒 高小組 嘉許獎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羅熹敏 高小組 嘉許獎 

「為歷史人物做新衣」最踴躍參與學校獎（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荃灣商會學校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海壩街官立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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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中學「新詞頌偉人」創作比賽：學生需根據本中心提供的五首原創曲目，創作

及填寫與此相關的粵語歌詞，內容需與五位歷史人物候選人的歷史知識相關。以下是獲獎

名單：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組別 獎項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許芝寧 中學組 優異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徐梓朗 中學組 優異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鄺逸俊 中學組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莊蔓瑩 中學組 嘉許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李思諭 中學組 嘉許獎 

「新詞頌偉人」最踴躍參與學校獎（排名不分先後） 

 九龍真光中學 

 林大輝中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全港中小學「『每日一篇』中國歷史人物閱讀計劃」：本中心上載與五位歷史人物

候選人相關的原創短篇歷史小說（分為小學版及中學版），學生可閱讀文章後參與「網上

問答比賽」，為學校獲得相應分數。以下是獲獎名單： 

累積平均得分最高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潮陽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拔萃女書院 

 佛教大雄中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農圃道官立小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拔萃女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