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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校難退TSA：受資助有責交待

直資名校教路︰申請人場外亂發脾氣 場內表現佳照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直資名校協恩中學

昨日舉辦升中簡介會，約1,500名家長及學生到場

取經。校方昨向家長提供面試「貼士」時提到，

該校面試除重視學生的語文、溝通能力之外，首

要是有禮貌；為免取錄有「公主病」的學生，會

派員在面試室以外暗地觀察，若申請人要依賴父

母或傭人攞書包、亂發脾氣或態度傲慢，就算面

試出色，一樣出局；另該校今年新增音樂測試，

在審視申請者填寫的活動經歷後，會安排測試。

■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德貞女
子中學早前一連兩天於深水埗運動場舉
行「第五十一屆陸運會」，近千名師生
及嘉賓參與其中。除了校內一般田徑賽
事之外，該校亦邀請了友好小學及中學

參與接力賽，令該校學生在展現運動才能、參與競賽
外，亦可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交流運動心得。
陸運會由校長許燕姍主持升旗禮及唱校歌，並由老

師黃翠紅帶領師生祈禱，之後各項比賽正式開始。
陸運會中最受矚目的項目，是在第二天進行的中學

及小學組友校四百公尺接力邀請賽，參賽小學有聖公
會基福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和寶血會伍季明紀念
學校等等，其中由聖公會基福小學奪得冠軍；而中學
組的參賽學校有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寶血女子中
學、瑪利諾修院學校、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和潔心林炳炎中學等，最終由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
堯中學勇奪冠軍。
至於陸運會的全場總冠軍由毅社奪得，而來自群社的

中五智班李嘉琳則勇奪最傑出運動員獎。

協恩面試室外暗捉公主

1. 關於「陰陽」正確的說法是哪個？
A. 山北水南稱為陽 B. 山東水西稱為陰 C. 山南水北稱為陽

2. 宋朝的印刷業分幾大系統？
A. 兩大系統 B. 三大系統 C. 只有官刻系統

3. 「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出自辛棄
疾的哪一首詞？
A.《青玉案．元夕》 B.《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C.《鷓鴣天．送人》

4.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的部門是
什麼？
A. 禮部 B. 工部 C. 吏部

5. 《算法統宗》是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書籍，它
的作者是誰？
A. 吳敬 B. 程大位 C. 朱載堉

6. 婚禮上放鞭炮最初是因為何事？
A. 鎮妖除邪 B. 慶祝喜事 C. 早生貴子

7. 涮羊肉起源於哪個朝代？
A. 唐朝 B. 宋朝 C. 元朝

8. 拉木鼓節是中國哪一個少數民族的節日？
A. 保安族 B. 鄂倫春族 C. 佤族

9. 《三國志》記錄的是哪三國？
A. 秦、魏、蜀 B. 魏、蜀、吳 C. 秦、趙、魏

10. 以下哪一項不屬於元朝宣政院的職責？
A. 管轄西藏地區 B. 統領宗教事務 C. 管理少數民族事務

11. 宋朝仿刻書中，以哪個省份的刻本技術、質量最好？
A. 福建的建本 B. 浙江的浙本 C. 四川的蜀本

12. 「赤壁之戰」別稱是什麼？
A. 烏林之戰 B. 華容道之戰 C. 鼎立之戰

13. 「八王之亂」是哪個時期的事情？
A. 春秋戰國 B. 東晉 C. 西晉

28. 《廣陵散》是什麼？
A. 一首詩 B. 一篇散文 C. 一首曲子

29. 有「黃金水道」之稱的是哪條河流？
A. 珠江 B. 黃河 C. 長江

30.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
度陰山」是誰的代表作？
A. 王昌齡 B. 沈佺期 C. 賀知章

31.「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這首南北朝民歌名為什麼？
A.《敕勒歌》 B.《地驅樂歌》 C.《隴上歌》

32. 以下哪句話出自《論語》？
A.「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B.「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C.「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

33.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的作者為何人？
A. 蘇東坡 B. 陸游 C. 歐陽修

34. 以泰山為分界的兩個省分別是什麼？
A. 山西、陝西 B. 陝西、河南 C. 山東、山西

35. 李世民在位期間出現的國家盛況稱為什麼？
A. 開元盛世 B. 貞觀之治 C. 文景之治

36. 中國客家人的居民建築是以下哪一種？
A. 土樓 B. 吊腳樓 C. 碉樓

37. 下列哪一條河流不屬於中國四大河流？
A. 淮河 B. 黑龍江 C. 珠江

38. 「書聖」王羲之的代表作是什麼？
A.《蘭亭序》 B.《樂毅論》 C.《黃庭經》

39. 著名詩歌《兵車行》的作者是誰？
A. 李白 B. 王維 C. 杜甫

40. 唐代一位著名的詩人，字樂天，他的號是什麼？
A. 菊花道人 B. 香山居士
C. 青蓮居士

14. 壽命最長的帝王是以下哪一個？
A. 李世民 B. 玄燁 C. 弘曆

15. 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專有名稱的是誰？
A. 宋代的張載 B. 唐代的劉禹錫 C. 漢代的董仲舒

16. 「永嘉南渡」這一歷史事件發生在哪個時期？
A. 西元200年末 B. 西元300年初 C. 西元300年末

17. 四大名塔中的千尋塔位於哪個省？
A. 山西 B. 山東 C. 雲南

18. 著名的中國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發生在哪個朝代？
A. 隋朝 B. 唐朝 C. 晉

19. 經過哪一場戰爭，周聯合其他部落討伐商朝，商朝由此衰敗，這場
戰爭為以後建立周打下了基礎？
A. 馬陵之戰 B. 長平之戰 C. 牧野之戰

20. 無字碑是哪位帝王陵墓裏的石碑？
A. 陝西乾陵永泰公主墓 B. 陝西乾陵懿德太子
C. 陝西乾陵武則天墓

21. 黃河共流經多少個省？
A. 7 個 B. 10 個 C. 9個

22. 從何時起，最高統治者被稱為「王」？
A. 商 B. 夏 C. 周

23. 中國有四大藏書閣，位於北京的是哪個？
A. 文津閣 B. 文淵閣 C. 文瀾閣

24. 古代兄弟四排行是怎樣的？
A. 季伯仲叔 B. 伯仲叔季 C. 仲伯季叔

25. 著名的散文《師說》、《馬說》是哪一位文學家的作品？
A. 韓愈 B. 王安石 C. 張養浩

26. 中國古代的「五彩」是指哪五種顏色？
A. 藍、黃、赤、白、黑 B. 紫、黃、藍、白、黑
C. 青、黃、赤、白、黑

27. 自隋唐開始，古代皇帝專用的袍服顏色是哪種？
A. 赤黃色 B. 黃色 C. 赤

答案：1-5CBABB6-10ABCBC11-15BACCC16-20BCCCC21-25CABBA26-30CACCA31-35ABACB36-40AAACB

網址：http://cnc.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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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香港紀念香港《《基本法基本法》》頒佈頒佈2525周年周年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由由1010月月2727日至日至1111月月1313日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刊登每日刊登「「紀念香港紀念香港《《基本法基本法》》頒佈頒佈2525周年周年——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賽」」4040條模擬題目條模擬題目，，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在下方答案在下方))！！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提供相互交流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相互競賽的平台。。

■德貞女子中學上周舉行陸運會。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學校過度操練學生應
付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問題近日引起社會關
注，日前私立的救恩學校（小學部）宣佈退出
TSA，更令部分家長紛紛要求學校仿效。有資助學
校校長對於不參與TSA有保留，因津校始終受政府
資助，有責任向教育局提供數據作改善課程之用；
若一刀切取消，當局未有其他方法收集相關數據。
有教育學者亦認為，TSA有其存在價值，關鍵只是
學校不要對學生過早或過度操練。
社會近日就取消TSA的爭議，教育局已宣佈會研
究如何優化有關安排，預計3個月內有初步建議，而
《城市論壇》昨日邀請了教育界人士和家長就TSA
的存廢進行討論。
資助小學校長會學術主任陳頌康，本身是聖公會
聖十字架小學校長，他指自己任職的學校已盡可能
將日常課程和TSA融合，讓教師和學生不用再額外
抽時間和資源應付TSA的操練。他坦言資助學校受
政府資助，難以仿效私立學校般不參加TSA，因津
校有責任向教育局提供數據，以改善課程；若全面
取消TSA，當局未有其他方法收集相關數據，將是
一個問題。

張國華︰可作優化教學指標
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張國華亦認

為，社會各界不必把TSA看得一無是處，若學校能
充分利用TSA的成績報告，可從數據了解學生在中
英數科目中的強項和弱項，檢討及改善學校在初小
以至高小的學與教，故TSA可以成為優化初小教學
成效的指標，以應付升中派位的「真正壓力來
源」。
他更認為，適當練習TSA題目有正面作用，只是

家長對TSA了解不足，故呼籲當局多作宣傳，同時
學校有責任多與家長溝通，解釋TSA的作用。

梁紀昌︰操練文化「恐怖悲哀」
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紀昌卻對TSA持負面態度，

指操練文化是「十分恐怖和悲哀」，會影響孩子多
元發展，故十分欣賞救恩學校退出TSA的做法，又
指其他小學應效法。
鮮魚行學校曾經有殺校危機，他指出曾有教育局

官員向他表示，其校TSA成績不理想，所以不受家
長歡迎，令其他學校不敢不操練TSA；而他亦擔心
學校的TSA成績會成為教育局將來殺校的理據。

家長︰擔心罷考「一拍兩散」
家長代表鄭太堅決要求教育局立即取消TSA，但

她擔心若學校與家長持相反意見，家長不願意讓子
女操練，或令孩子罷考或交白卷，令TSA最終成績

不能作評估標準之餘，會造成家長和學校「一拍兩
散」。她期望教育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可作全面和
長期檢討TSA成效。
台下家長陳太育有一對子女，其女兒自小二時在

學校安排下關始操練TSA，現時女兒升讀小三，已
有7、8本TSA練習，曾因為要做練習至夜深，而無
法溫習默書。她懷疑女兒因課業壓力太大而導致情
緒病，要定時帶她覆診，故支持教育局早日取消
TSA。
在台下並以觀眾身份發言的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

傅振中指，其兒子曾就讀的小學，在小三時只安排
操練一本TSA練習，故TSA「錯不在於政府」，而
是在於過分及過早操練的學校和家長。

■台下有家長帶同子女到場表達取消TSA的訴求。
黎忞 攝

協恩中學於今日起至本月21日接受新學年的中一
入學申請，每年學費3.2萬元，學額180個，扣

除取錄附屬小學學生的83個學額，預計開放予公眾
的名額約97個。據了解，校方設立的面試分小組及
個人會見，當中300人可參與第二輪面試，由正副校
長及教師面見考家長，首輪面試將於12月初陸續舉
行。

增音樂試 履歷謝絕光碟
鑑於過去有不少家長會向學校遞交厚厚的學生履歷

檔案，以展示孩子多才多藝，昨日亦有家長問及，可
否把女兒自創的樂曲錄製成光碟，當作個人履歷呈
交。校長李鎮洪提醒家長，該校規定個人履歷上限是
8頁紙，今年新增音樂測試，在審視申請者填寫的活

動經歷後，會安排測試，家長不用以光碟作為申請人
的履歷。
協恩助理校長蔡穎思指，該校會透過面試了解申請

人的語文及溝通能力、反應，但更重視學生有無禮貌
及性格發展是否完善，故家長不要過分溺愛女兒，校
方會留意家長有否替孩子拿書包，問及孩子在家中有
否幫忙做家務。
為檢視孩子真正的性格，校方在面試期間，會派員

在面試場外觀察，以了解申請人的「真面目」，看看
孩子對其他人是否有禮。

勿背答案 家長不宜搶答
此外，校方亦透露有些申請人在面試時出現的問

題，如有小孩子面試時太緊張，忍不住哭起來，場面

尷尬；另該校不鼓勵申請人在面試時背誦預先準備的
答案，但有申請人竟然不知道協恩是女校，顯然是準
備不足。
李鎮洪補充指，次輪面試時，校方會與家長及學生

深入聊天，有機會論及時事議題，過去曾問及旺角花
園街排檔起火等，希望同學可以關心社會。他指就算
申請人一時答不上，家長亦不宜搶答，這會影響校方
對同學的印象。
出席昨日簡介會的家長吳太表示，女兒在九龍塘的

直資小學就讀，成績不算突出，擬為女兒申請7所直
資學校，以策萬全。為了孩子的學業，她月花萬多元
讓女兒補習兼上不同的興趣班；若考到協恩，她指會
考慮由大圍搬到九龍區，遷就孩子上學，可謂用心良
苦。

■■李鎮洪指該校不會接受李鎮洪指該校不會接受
「「公主病公主病」」的申請人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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