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7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下學年通識課程引入 盼育準教師傳承正面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若老

師擁有積極正面的態度，亦能令學生成長帶來重要的正能量。為進

一步推動「正向」價值的教育，教育學院籌劃於下學年的通識課程

中，引入與正向教育和價值相關的必修科，望透過課堂學習，培養

準教師的正面人生觀及教育觀，並將正面觀念帶給下一代。另外，

教院將於下學年開辦7個新課程，當中包括3個雙學位學士課程，

每個課程約提供20個學額。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正向教育」納教院必修科

1. 在1979年9月召開的第幾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重建司法部？
A. 第三屆 B. 第四屆 C. 第五屆

2. 在哪一次會議上基本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自
此中國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
A. 九屆三中全會 B. 十一屆三中全會 C. 十三屆三中全會

3. 正式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命題的人是誰？
A. 劉少奇 B. 陳雲 C. 鄧小平

4.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是台灣各族同胞的愛國民眾團體，它是哪
一年在北京成立的？
A. 1979年 B. 1981年 C. 1989年

5.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是為紀念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而在哪一年成立
的？
A. 1949年 B. 1965年 C. 1982年

6. 1982年6月，誰訪問日本，並同日本首相鈴木善幸會談時提出了發
展中日關係的三項原則？
A. 趙紫陽 B. 尉健行 C. 胡耀邦

7. 鄧小平提出的「三個面向」是針對哪一個方面提出的總方向和總方
針？
A. 經濟發展 B. 工業改革 C. 教育發展

8. 以下哪一項不屬於中國於1982年6月，向日本首相鈴木善幸提出的
中日關係三項原則？
A. 和平友好 B. 平等互利 C. 一個中國

9. 1983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訪問日本，在1982年提出的中日關
係三原則上，增加了哪一條內容，擴大為中日友好四原則？
A. 相互信賴 B. 互助合作 C. 平等互利

10. 1984年一共有多少個沿海城市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
市？
A. 7個 B. 14個 C. 21個

11. 以下哪一個人物不屬於1986年向鄧小平提交「建議中國製定高新技
術發展規劃」——即863計劃的四位科學家之一？
A. 楊嘉墀 B. 陳芳允 C. 袁隆平

12. 依照1986年3月四位老科學家的建議和鄧小平的批示而制定和實施
的科研計劃被稱為863計劃，截至1996年，此計劃一共包括幾個領
域？
A. 5個 B 8個 C. 11個

13. 自1986年至1999年間，中美兩國就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
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舉行多次談判。1999年4月，中國哪一
位領導人在訪美期間與美方就農業領域市場准入問題達成協議？
A. 朱鎔基 B. 李瑞環 C. 李嵐清

28. 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
堅合眾國政府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定》，當時中國
政府代表團是由誰率領的？
A. 石廣生 B. 李克強 C. 吳儀

29. 《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在哪一年起生效，為保持中越兩國邊境地區
的繁榮和穩定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A. 2000年 B. 2003年 C. 2006年

30. 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10+1)會議是在哪一個地方
舉行的？
A. 柬埔寨 B. 老撾 C. 菲律賓

31. 在中共十六大會議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奮鬥目標的人是
誰？
A. 江澤民 B. 李瑞環 C. 朱鎔基

32. 新中國在航天、運載火箭、核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1)成功爆炸原子彈 (2)成功爆炸氫彈
(3)成功發射人造衛星
(4)一枚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三顆不同用途衛星
A. (1)(2)(3) B. (1)(3)(4) C. (1)(2)(3)(4)

33.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道教協會，成立
時間最早的是哪一個？
A.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 B. 中國佛教協會 C. 中國道教協會

34. 2003年，審計署推出審計結果公開制度，誰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提交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審計清單，此事件被稱之為「審
計風暴」？
A. 李建英 B. 吳建民 C. 李金華

35. 2004年7月，位於浙江南部的哪一座核電站建設獲得國務院批准，
成為在浙江省境內建設的第二座核電站？
A. 三門核電站 B. 寧德核電站 C. 田灣核電站

36. 中國古代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是哪座？
A. 秦始皇陵 B. 十三陵 C. 漢王陵

37. 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1898年在北京開辦，辛亥革命
後改稱什麼？
A. 南開大學 B. 北京大學 C. 北京師範大學

38. 陳勝的「鴻鵠之志」中的「鴻鵠」指的是什麼？
A. 天鵝 B. 大雁 C. 白鶴

39. 河北省的簡稱是什麼？
A. 晉 B. 鄂 C. 冀

40. 現今中國人口數量最少的省份是哪個？
A. 新疆 B. 貴州 C. 西藏

14. 1988年8月國務院批准了哪一個指導性計劃，以發展高技術產業？
A. 985計劃 B. 211計劃 C. 火炬計劃

15. 台灣成立的用來處理兩岸之間交流和協商方面事務的海峽交流基金
會成立於哪一年？
A. 1990年 B. 1995年 C. 1998年

16. 1990年，第幾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第十四次會議通過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A. 第三屆 B. 第七屆 C. 第五屆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是在哪一年的10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
A. 1986年 B. 1991年 C. 1996年

18. 1991年11月5日至10日，哪一個國家的政黨高級代表團訪問中
國，並進行兩黨、兩國高級會晤，在11日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兩國關
係恢復正常？
A. 越南 B. 老撾 C. 泰國

19. 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高證券管理權力機
關，簡稱證券委，其成立時間是哪一年?
A. 1992年 B. 1998年 C. 2004年

20. 鄧小平曾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
先進水準·····「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在此
基礎上，中國政府於20世紀90年代進一步提出什麼戰略方針？
A.「載人航天工程」 B.「雙百」方針 C.「科教興國」戰略

21.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
奮鬥》重要講話，共提出多少點對台主張?
A. 3點 B. 5點 C. 8點

22. 上海地鐵一號線在哪一年全線投入營運?
A. 1995年 B. 2000年 C. 2005年

23. 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於1995年9月4日在中國哪一個城市舉
行?
A. 深圳 B. 北京 C. 大連

24. 首屆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部長級會議於哪一年召開？
A. 1992年 B. 1996年 C. 2000年

25. 1997年3月，哪一位中國政府的代表在東盟地區論壇上首次正式提
出了「新安全觀」的概念？
A. 李肇星 B. 吳學謙 C. 錢其琛

26.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應哪一位美國總
統的邀請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A. 克林頓 B. 布殊 C. 奧巴馬

27. 高校擴招，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哪一年開始的，基於解決經濟和
就業問題的擴大普通高校本專科院校招生人數的教育改革政策？

A. 1989年 B. 1994年 C. 1999年

答案：1-5CBCBC6-10ACCAB11-15CBACA16-20BBAAC21-25CABBC26-30ACAAA31-15ACBCA36-40ABACC

網址：http://cnc.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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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子
優、黎忞） 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引起的操練壓力問題
近日引起各界關注。有家長於
社交網站發起「爭取取消小三
TSA」活動，獲4萬次網擊支
持，有關家長昨更於報章刊登
全版「致吳克儉局長公開信」
廣告，認為小三TSA已失焦失
衡，要求教育局將之取消，以
「還孩子一個健康快樂的童
年」。教育局則回應指，TSA
的評估數據可於全港層面及校
本層面幫助改善學與教，與校
內測考相輔相成，不可被取
代；而部分社會反對TSA的意
見，源於個別學校的過分操
練，局方認為應針對「操練文
化」匯聚各界意見尋求處理辦
法。
因應家長意見，教育局發

言人重申，TSA為小學階段
唯一能夠提供全港客觀數據
的基本能力評估，是了解學
生學習差異從而作改善的重
要工具，並與校內測考相輔
相成，不應輕言取消。 發言
人又指，現時社會部分反對
意見源於部分學校的過分操
練，但操練文化卻非全因
TSA而起，局方認為應匯聚
校長、老師、家長及專家意
見，尋求處理操練文化的辦
法，並加緊進行有關工作。
教育學院副校長（學術）李

子建昨則表示，任何評核工具
都有其教育功能，也有機會出

現正反看法，經過社會更多的討論，才
能跟進研究關於廢存TSA的意見。他建
議學校的家長校董可擔當溝通角色，如
有過分操練應向校方反映，而當局也應
展開活動收集資料並加強宣傳，讓社會
知道「（TSA）做了咁多年，香港（學
生水平）做成點」。
另外，一直宣稱小三TSA題目過深的教

協，昨在記者會分發「小三TSA真實題
目」，其中一條數學題目提供11月的月
曆，要求學生回答10月 30日屬星期幾
（10月有31日），該會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兩度答錯，「身體力行」示範該題是如何
「艱深」。不過本報發現，有關題目其實
屬於小六TSA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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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副校長（學術）李子建昨日出席
傳媒茶敍時表示，該校已在本學年

通識課程的「拓寬範疇」中，開辦選修
科「追求幸福感的正向教育」作為推行
「正向教育」的試點，並計劃2016/17
學年起，會將正向教育和價值相關課程
納入通識必修科，佔3個學分。
該課程希望透過課堂學習理論及實
踐，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正向價
值，並涉及跨學科合作，包括該校的教
育與人類發展學院、人文學院和博文及
社會科學學院，藉以及提升準教師具有
正面的性格、工作態度、團隊合作和人
際技巧等核心能力。

增設特殊教育課程培育專才

李子建指，教院亦將在下學年開辦3
個五年制雙學士課程，包括創意藝術與
文化文學士及音樂教育學士、創意藝術
與文化文學士及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
士、語文研究文學士及英文教育學士課
程。另為應付在2017/18學年後適齡中
一生人數有上升趨勢，教院也會開辦中
國歷史教育、科學教育及地理教育課
程，培育相關科目的專科教師。

明年新辦現職教師專業培訓
該校並會增設四年制的特殊教育課

程，培育有志在特殊教育工作的專才，
有關課程屬文學士，如畢業生要於學校
任教，仍需進修師訓專業課程；上述課
程各有約20個名額，可經大學聯招（JU-

PAS）報讀。
李子建亦指，政府近年推廣的生涯規

劃教育，不止是向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資
料般簡單，更着重學生整個人生規劃，
加上時移世易，年輕人對工作的觀念亦
有所改變，前線教師需要有所了解。有
見及此，教院受當局委託，將在明年4月
開辦全新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為現職教
師提供為期5星期，共90小時的專業培
訓，讓教師掌握不同行業的資料，協助
在校推行生涯規劃，初步預計有30個名
額。另外，該校亦獲得教資會撥款約100

萬港元，推展「肯定」夥伴計劃，將與
20家企業合作，讓企業管理層等成為準
教師的「職業導師」，令準教師為日後
面對生涯規劃做好準備。
除在明年將正向教育和價值相關課程納
入通識必修課程外，教院近年也透過「聯
課與服務學習課」，促進學生關心和回饋
社會，該校中文教育四年級生顏雋，曾前
往斯里蘭卡做義工，並曾跟隨本港青少年
中心夜訪「夜青」，他表示有關活動啟發
自己更積極參與義工計劃及籌辦活動，更
因而獲得傑出學生服務獎。

■教院昨日
舉辦傳媒茶
敍，公佈該
校將引入與
正向教育和
價值相關的
必修課程。

黎忞攝

浸大「唔啱音」MV繞樑一日「下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浸

會大學明年創校60周年，為隆重其
事，校方找來逾百名來自不同界別的
知名校友大開金口獻唱校歌，製成
MV上載至網站製造驚喜。豈料驚喜
變成驚嚇，大批網民及校友批評片中
一班校友歌喉差勁，堂堂大學出品，
MV製作「業餘」，更暴露了浸大校
歌歌詞「唔啱音」的問題，引來網上
一片劣評，逼得校方立刻把MV「下
架」，不作公開播放。有醒目網友卻

一早將片段留底，更為它配上「正確
歌詞」字幕後重新上載，成為近日網
上熱話。
浸大為慶祝創校60周年的大型校友

合唱音樂影片《我們都是浸大的》，
邀得不少知名人士參與，包括人稱
「兒童合唱團之父」的葉惠康擔任指
揮，合唱者包括知名傳媒工作者林超
榮、曾志豪、周嘉儀、蔡雪瑩、陳凱
欣、呂秉權、柳俊江、名DJ梁繼
璋、朱薰、阿Bu等，紀惠集團主席
湯文亮亦有畀面大開金口，「接力賽
式」一人一句合唱校歌，可謂星光熠
熠。

不過，影片的拍攝及剪接技巧拙
劣，只安排演唱者站在布幕前「齋
唱」，後期隨意Key上幾張浸大校園
相片作背景，剪接時又用上老套的過
場及四格分鏡，被網友狠批「粗製濫
造」，加上校歌中不少歌詞「唔啱
音」，引來大批負評，結果影片上載
僅一日，官方立刻將影片權限改成
「私人」，避免繼續流傳網上遭受恥
笑。不過，醒目的網友早料校方有此
一着，預先保留影片，有網民甚至為
「唔啱音」歌詞配上字幕，製成「正
確歌詞」版本重新上傳，變成一則網
絡趣聞。■網民批評MV影片「粗製濫造」。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