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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生關注人口販賣 辦展覽設模擬體驗擬推廣至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被鄉里所騙，結果漂
洋過海被賣落火坑的悲
劇，不只是電視劇的老土
情節，更是一些貧困國度
屢屢出現的「現實」。3 名
香港中文大學護理系學生
希望喚起政府及港人對販
賣人口這個議題的關注，
昨日起一連四天在中大舉

■ 周雅賢與同學成立「Beyond U」，並在中 ■女性參加者模擬被販賣到色情場 ■男性參加者模擬在血汗工
黎忞 攝
大校園舉辦「人口販賣關注周」。
黎忞 攝 所賣淫。
黎忞 攝 廠工作。

辦「人口販賣關注周」，
透過模擬體驗，讓參與者
代入受害人的處境，感受
弱勢社群遭遇到的剝削和
傷害，他們未來更擬到其
他大專院校及中學講解這
個全球性議題。

中大護理系四年級生周雅賢是上述
活動的發起人，一年前，有曾在

柬埔寨參與打擊人口販賣團體擔任義
工的教友，在教會講及所見所聞，令
她開始關注有關議題，其後她也親身
到過當地的相關團體做義工，體會就

更深刻了。
周雅賢指，柬埔寨屬全球人口販賣最
嚴重的國家之一，當地一些貧困家庭會
將子女售賣予當地的不法分子以換取報
酬，受害人不分男女，由幼童至成年人
均有，他們多被賣至色情場所。有男受
害人甚至被迫變性，出賣身體。

觀短片了解人口販賣慘況
為提升社會對販賣人口的關注，周
雅賢聯同兩名同學朱佩渝和游嘉儀組
成關注組織「Beyond U」，並成功得
到中大 I．CARE 博群社區研究計劃資
助2.5萬元，與關注販賣人口議題的組
織合作舉辦「人口販賣關注周」，內

容包括展出有關全球販賣人口的統計
資料、售賣由被救者製作的手工藝
品、音樂會和電影會等，活動更設有
人口販賣模擬體驗。
參加者首先會被安排觀看一段短
片，了解全球人口販賣情況，同時要
求參加者代入角色，想像自己是來自
柬埔寨窮鄉僻壤的年輕人，因受到同
鄉慫恿，聲稱可以赴美打工，助全家
擺脫貧窮，但後來被販賣至其他國家
的血汗工廠或色情場所工作。

聽雛妓親述賣出初夜錄音
男參加者會走到又黑暗又狹窄的房
間內「穿螺絲」，同時手拿槍支的不

法分子會威脅指他拖累工廠生產進
度，要求他賣器官或販賣家人以作賠
償；若參加者選擇賣器官，就會用大
麻繩綁緊雙手並繼續工作。
女參加者則會被帶到「粉紅房
間」，要穿着性感睡衣，體驗身體被
標價的感受，在房間內參加者會聽到
雛妓親述遭賣出初夜的錄音，整個體
驗為時約 25 分鐘。參與上述體驗的中
大歷史系四年級生琳琳指，活動讓她親
身感受到受害人被販賣的無助感覺。
周雅賢指，上述活動擬移師到理大
舉辦，期望將來可到各大專院校以至
中學巡迴舉行，令更多人關注人口販
賣議題。

吳克儉率八大校長團赴粵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偕由八大院校校長或副校
長組成的代表團出發赴廣東省，參與今日
在廣州舉行的粵港大學校長交流會，探討
加強兩地院校在教學、科研及人才培養的
合作及交流機會。
吳克儉與八大代表團包括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浸會大學
校長錢大康、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及教
育學院校長張仁良等人，昨日率先參訪深

■吳克儉
與八大校
長代表團
到廣東省
進 行 交
流。

圳龍崗區技術轉移促進中心，並到星河
WORLD 創客世界及天安雲谷兩個創業中
心考察等。代表團今日會到中山大學出席
粵港大學校長交流會，與廣東省 14 所大學
的校長代表就兩地高等院校的發展及合作
進行交流。
吳克儉表示，國家近年在經濟、科技等
各方面發展迅速，加上「一帶一路」倡議
的落實，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
期望藉是次交流，推進粵港高校合作。

美社區學院課程 常見升學疑問

試被「賣豬仔」入黑房做苦工

關於美國社區學院的副學
士課程，家長常問什麼是社
區學院？要什麼成績才能被
錄取？透過社區學院真的能
升上好的美國大學嗎？真的
能升上大學第三年級嗎？為
海外升學秘笈
什麼不直接讀大學而要先讀
社區學院？這些都是熱門的查詢問題。

先修副學士 再升大三

美國全國約有 1,000 多間社區學院，屬公立性質，
除了開辦升讀大學三年級的兩年制副學士課程外，
其實也有開設各類職業培訓課程，只是海外生很少
會報讀這類課程而已。副學士不單吸引海外學生，
美國本土學生大約有四成以上的中學畢業生會選擇
先到社區學院修讀副學士課程，往後才升讀大學三
年級。
從學歷水平看，社區學院的兩年制副學士課程等
同於美國四年制大學的第一、二年學歷，這是美國
大學教育學制的一個構成部分，頂尖的大學如
UCLA、康奈爾大學以及麻省理工等均會接受美國
的副學士畢業生升讀其大三課程。
那麼為什麼不直接升讀大一，而選擇先讀兩年的
副學士課程呢？原因有幾個，首先美國大學除了數
量太多之外，種類也多。海外學生很難從超過 3,000
多間大學中作出選擇，加上公立、州立、私立、研
究類大學、教育學大學等各種類形的大學名稱，往
往使同學搜集資料時迷失方向。

讀「社院」了解學制助選大學

若先到社區學院就讀，有助同學了解美國學制後
才作出正確的大學選擇。另外，因為本港文憑試成
績並不能作為申請美國大學的學歷文件，要申請當
地大學便要在應付文憑試課程之外，同時應付美國的 SAT 及
TOEFL 考試。再者，社區學院課程每年學費及生活支出一般
少於 20 萬港元，較大學學費便宜很多。基於各種考慮，社區
學院的副學士課程便成到美國升讀大學的一條重要途徑。
入學要求方面，美國社區學院採用「Open Admission」作
為收生標準，意思指他們只要求申請者完成中學便會錄取，
並不要求學生提供文憑試、SAT 成績。不少家長並不理解美
國的社區學院不求分數高低而錄取申請者的學制，誤會社區
學院不是到美國升學的好選擇。
其實，除了中六畢業生可以報讀外，不少社區學院亦有開
設中學學分課程，故此亦接受未完成本港中學課程的學生，
這類學院在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選擇較多，每年吸引不少
港生申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0 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升
學，定期探訪各國中學、大專及大學，十
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到海外升學的心得

紀念香港《
紀念香港
《基本法
基本法》
》頒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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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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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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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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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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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所謂「豆蔻年華」指的是女孩子多少歲？
A. 十一歲
B. 十二歲

C. 十三歲

2. 「會元」是古時鄉試、會試、殿試中哪一層級考試的第一名？
A. 鄉試
B. 會試
C. 殿試
3. 「羅敷」是哪一首樂府詩中描寫的人物？
A.《東門行》
B.《陌上桑》

C.《婦病行》

4. 古代四大美女被譽為「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其中「閉月」指的是
哪一位？
A. 西施
B. 王昭君
C. 貂蟬
5. 明清時期，中國的戲曲發展成果輝煌，「南昆北弋，東柳西邦」中
的「南昆」流行於哪個區域？
A. 昆侖山一帶
B. 江浙一帶
C. 昆明一帶
6. 韓愈、柳宗元這兩位唐代文學家發起了什麼運動？
A. 古文運動
B. 白話運動
C. 新文化運動
7. 中國十大名茶中的「都勻毛尖」產於哪個省份？
A. 四川
B. 貴州
C. 福建
8. 位於中國和朝鮮之間的一條界江，古稱浿水，漢朝稱為馬訾水 ，請
問這條河流現在名為什麼？
A. 鴨綠江
B. 黑龍江
C. 松花江
9. 中國瓷器名揚世界，四大名窯中的德化窯在哪個省？
A. 福建省
B. 江西省
C. 河北省
10. 我國最早的地理學家是誰？
A. 徐霞客
B. 蘇洵

C. 酈道元

11.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改國號為什麼？
A. 曌
B. 元
C. 周
12. 元朝同許多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福建省的哪個地方是元朝最大
的港口，在當時和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為世界第一大港？
A. 福州
B. 漳州
C. 泉州

17.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因為它共歷時╴╴╴天，最終因以慈禧
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強烈反對而失敗。
A. 102
B. 103
C. 104
18. 在新疆，人們把一種柳樹稱作「左公柳」，這是為了讚揚和紀念
╴╴╴。
A. 左寶貴
B. 曾紀澤
C. 左宗棠
19. 太平天國遇到的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運動都不曾遇到過的新情
況是╴╴╴。
A. 中央軍隊和地方武裝的聯合圍剿
B. 內部變亂導致分裂
C. 中外勢力聯合絞殺
20. 《馬關條約》中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最顯著的條款是╴╴╴。
A. 賠款二億両白銀
B. 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
C. 割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
21. 在中國提出「實業救國」的口號，並身體力行，放棄高官厚祿，創
辦了（大生紗廠）等一系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狀元實業家是
╴╴╴。
A. 張謇
B. 榮宗敬
C. 榮德生
22. 在宗法觀念盛行的封建社會，姓氏也有貴賤之分。「趙」姓並不是
中國最大的姓氏，但在《百家姓》中卻排序第一，由此可推斷出
《百家姓》最早可能出現在╴╴╴時候。
A. 西周
B. 唐朝
C. 宋朝
23. 「每逢佳節倍思親」，追根溯源，下列制度與這種珍惜親情、渴望
相聚情結的形成密切相關的是╴╴╴。
A. 井田制
B. 宗法制
C. 分封制
24. Steve, Richard Arnold 在《全球通史》中說「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
歷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結構和
社會結構。第一次發生於公元前 221 年……」材料中第一次「革
命」主要是指 ╴╴╴。
A. 王位世襲制確立
B. 分封制確立
C. 中央集權制度確立

13. 秦國在實行了哪次變法後，國勢蒸蒸日上，很快成為戰國七雄中的
強國？
A. 一條鞭法
B. 商鞅變法
C. 推恩令

25. 封德彝曾提出中男（l6 歲以上至 21 歲）服役的建議，並得到唐太宗
許可，但遭魏徵拒絕而最終此提議沒有通過。據此可知，當時魏徵
供職於╴╴╴。
A. 尚書省
B. 中書省
C. 門下省

14. 「行營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四時畋獵
是生涯」這首詩描述的是╴╴╴的生活。
A. 契丹
B. 女真
C. 匈奴

26.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討論中國╴╴╴市的歸屬問題。
A. 旅順
B. 青島
C. 南京

15. 春秋時期晉楚爭霸時，楚國的勢力已發展到╴╴╴。
A. 遼河流域
B. 淮河流域
C. 珠江流域

27. 孫中山於╴╴╴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佈屬憲法性質的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A. 1910年
B. 1911年
C. 1912年
28. 晚清時期，下列武裝力量出現的先後順序是╴╴╴。
A. 湘軍、淮軍、練軍、新軍
B. 練軍、湘軍、淮軍、新軍
C. 新軍、練軍、淮軍、湘軍

30. 「劉三姐」是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
A. 壯族
B. 彝族
C. 白族
31. 4世紀後期，統一黃河流域的少數民族政權是╴╴╴。
A. 前秦
B. 秦
C. 漢
32. ╴╴╴是唐朝在西域設的重鎮，也是中國歷代王朝在西部地區設防
最遠的一座邊陲城市。它與龜茲、疏勒、于田並稱為唐代「安西四
鎮」。
A. 伊黎
B. 碎葉城
C. 龜茲
33. ╴╴╴不屬於三峽工程的正面影響。
A 減低洪水威脅
B 提供潔淨能源

C 增強排污力

34. 「太牢」、「少牢」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的等級稱謂，「少牢」指
以╴╴╴動物為祭祀品。
A. 兩種
B. 三種
C. 四種
35. 公元紀年的特點是╴╴╴。
A. 沒有公元前一年
B. 沒有公元零年

C. 沒有公元一年

36. 鳳凰衛視曾特設一期節目以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他們乘坐
「鳳凰號」單桅帆船沿鄭和西下的路線行進。「鳳凰號」在航行中
不可能經過的地點是╴╴╴。
A. 印度洋沿岸
B. 非洲東海岸
C. 地中海沿岸
37. 清政府同╴╴╴國家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C. 十一個
A. 八個
B. 九個
38.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後來的進步
翻開了新的篇章。對辛亥革命的認識錯誤的是╴╴╴。
A. 領導者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蔣中正、譚嗣同等人。
B.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和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分別是孫中山、袁
世凱。
C. 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平等、自由、解放意識的傳
播。
39. 孫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成為當時革命黨人奮鬥的
綱領，下列選項對「三民主義」描述不正確的是╴╴╴。
A. 民族主義，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B. 民權主義，即「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
C. 民生主義，要求發展國家資本，解決民眾的吃飯問題
40. 中國近代，根據林則徐所輯《四洲志》而編纂《海
國 圖 志》 ，提 出 「 師夷 長 技 以 制 夷」 觀 點 的 人
是╴╴╴。
A. 張之洞
B. 魏源
C. 梁啟超
網址：http://cnc.wenweipo.com

答案： 1-5 CBBCB 6-10 ABBAC 11-15 CCBAC 16-20 ABCCB 21-25 ACBCB 26-30 BCAAA 31-35 ABCAB 36-40 CCABB

16. 《邊城》是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
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作者是在中國文壇中被譽為「鄉土文學之
父」的╴╴╴。
A. 沈從文
B. 錢鍾書
C. 丁玲

29. 清朝中央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的標誌是╴╴╴。
A. 總理衙門的設立 B. 奉天清吏司的設立
C. 詹事府的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