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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Astronomy Quest 2020
全港學界天文問答比賽 2020
敬啟者：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天文學會將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舉辦「全港學界天文問答比賽 2020」，
本比賽旨在為各學校提供交流天文知識的機會，希望能通過競技的形式增進中學生對天文的興趣和了
解，進而在校園裏提倡學習科學的風氣。適逢中小學相繼復課，本會希望藉此鼓勵參賽者繼續秉持自學
精神，在課餘時間享受鑽研天文的樂趣，於天文領域踏出進一步的發展。本會誠摯邀請 貴校學生參加
本次比賽。比賽詳情如下：
日 期

: 2020 年 8 月 1 日（六）

時 間

: 報 到
初 賽
天 文 及 防 疫 講 座

上午 09：30 — 上午 10：00
上午 10：00 —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 上午 12：00

（將由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朱明中教授主講）

複 賽
決 賽
頒 獎 及 評 審 分 享

下午 01：30 — 下午 03：00
下午 03：15 — 下午 05：00
下午 05：00 — 下午 05：45

地 點

: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

規 則

: 比賽由初賽、複賽與決賽組成。初賽題型為多項選擇題；複賽及決賽題型
則包括天文大混戰、望遠鏡架設、星圖題、必答題、搶答題、演講題等。
所有隊伍均須參與初賽；成績最佳的十隊進行複賽；複賽成績最佳的五隊
進入決賽。未能進入複賽或決賽的隊伍仍可繼續觀賽。
詳細比賽規則將於報名後提供。

參 賽 對 象 : 貴校 2019 至 2020 年度之中學生
收 費
: 每隊港幣一百五十元正（於比賽當日收取）
獎 品

: 冠亞和季軍可獲得獎盃、獎狀和書券以表褒揚；初賽優勝者可獲獎狀和書
券；所有參賽者將獲發嘉許狀乙張。

報 名 日 期 : 即日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六）
報 名 方 法 : 填妥報名表並發送電郵至 astrolitary@gmail.com（比賽名額先到先得）
本會敬候 貴校能安排同學參與是次比賽，有關詳情亦可於本會之網頁 cuhkastronomy.org 閱覽。
如對是次比賽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林令山（63074040）／ 譚敏璇（59132298）或電郵至
astrolitary@gmail.com 查詢。
此致
相關學會負責老師／物理科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天文學會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謹啟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Astronomy Quest 2020 Application Form
全港學界天文問答比賽 2020 報名表格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formation of Responsible Teacher 負責教師資料
Name of Teacher
Telephone No.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參賽者資料
Team One 第一隊
Name of Student
Class
就讀班別
姓名（隊員編號）

Telephone No.
聯絡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Telephone No.
聯絡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1）
（2）
（3）
（4*）
（5*）
Team Two 第二隊
Name of Student
姓名（隊員編號）
（1）

Class
就讀班別

（2）
（3）
（4*）
（5*）
*每隊第4及第5名隊員均為後備隊員，以補上不能出席的正選隊員，參賽隊伍可選擇不填寫。

I declare that I will comply to the quest rules announced afterwards.
本人聲明會同意稍後公佈之比賽規則。

Signature of Responsible Teacher 負責老師簽署

School Stamp 學校蓋印

Notes to Participants
1.
2.
3.

4.
5.
6.

The club has the right to delay or cancel the quest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or epidemic situation.
Amendments to the schedule will be notified separately.
If the contestants are in quarantine or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personnel in quarantine within 14
days before the quest, the contestants will not be admitted and will be disqualifi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Prohibition on Group Gathering) Regulation 599G: This quest
is a group gathering held for imparting information or skills, or handling supplies or item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pecified disease.
Applications in the name of secondary schools are only accepted.
Applications can only be made via club email astrolitary@gmail.com.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treated as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is to be used by
the club for checking record only.

參賽者須知
1.
2.
3.
4.
5.
6.

本會有權因應社會或疫情狀況而延遲或取消比賽。屆時之日程更改將會另行通知。
若參賽者於比賽當天正接受隔離或曾於比賽舉辦前十四天內接觸受隔離者，參賽者將不獲進
場並失去參賽資格。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599G：本活動為傳揚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
的資訊或技巧(或為處理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的供應品或物品)而進行的羣組聚集。
僅接受以中學名義參賽。
所有報名表格必須以電郵形式遞交至 astrolitary@gmail.com。
本報名表內的資料會絕對保密，並只作本會翻查紀錄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