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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課程資訊
公大周末介紹

三成不知「練來何用」近四成半日伴子女練逾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存

廢近日惹來爭議，一項調查顯示，三成受訪家長根本不明白TSA

為何物，卻有近四成半家長每日花逾一小時陪伴子女操練，反映

「為操而操」問題嚴重。調查機構昨日強調，TSA原意只用作評

估學校教學表現，近年卻被扭曲成為校譽之爭，甚至殺校指標，

結果苦了學生，建議教育局多與學校及家長溝通，解釋TSA不是

為了競爭，別再受「人操練我又操練」的不良風氣影響，否則即

使廢除TSA換上另一套工具，亦只會重蹈覆轍。

■責任編輯：沈 陽、陳啟恒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家長怕蝕底 盲操TSA

1. 從春秋戰國時期到漢代，中國的思想界逐漸由「百家爭鳴」到「罷
黜百家，獨尊儒術」，出現此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A. 中國的思想文化出現倒退 B. 中央集權制度加強
C. 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限制

2. 起源於中國，12世紀開始對其進行家化遺傳研究，現在世界各國都
從中國直接或間接引種的生物是╴╴╴。
A. 羚牛 B. 玳瑁 C. 金魚

3. 成語「賣官鬻爵」舊指當權者出賣官職、爵位，聚斂財富。其中
「鬻」的意思是╴╴╴。
A. 賄賂 B. 買 C. 賣

4. 成語「休戚相關」中，「休」的意思是歡樂、吉慶，而「戚」的意
思為╴╴╴。
A. 憂愁 B. 榮譽 C. 親戚

5. 白牦牛是中國及世界稀有珍貴的地方類半野生特有種群，被喻為
「高原明珠」。白牦牛的故鄉是位於╴╴╴的天祝藏族自治縣。
A. 甘肅 B. 青海 C. 西藏

6. 為促進「深港融合」，港鐵接管了深圳地鐵第╴╴╴線。
A. 二號 B. 三號 C. 四號

7. 深圳市地鐵線路——╴╴╴是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營運的。
A. 龍華線 B. 福民線 C. 羅寶線

8. 中央惠港36條政策提出：將「銜接內地港澳交通」列入國家「十二
五」綜合交通運輸體系規劃。其中，港珠澳大橋作為連接香港、珠
海和澳門的大型跨海通道，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以下關於港珠
澳大橋走向的說法正確的是╴╴╴╴╴╴。
A. 以香港大澳為起點，經氹仔，跨越珠江口
B. 以香港香港仔為起點，經大澳，跨越珠江口
C. 以香港大嶼山為起點，經大澳，跨越珠江口

9. 香港於2010年制訂了《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目的是透過提升建
築物能源效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條例》定出了照明、電力、
升降機及自動梯和╴╴╴四大類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效規範。
A. 電視 B. 空調 C. 電磁爐

10. 「五年計劃」主要是對全國重大建設項目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係
等作出規劃。╴╴╴「五年計劃」首次把香港納入其中。
A. 第十二個 B. 第十一個 C. 第十個

11. 香港是以金融業及服務業為本的城市，並無高耗能的工業，但在過
去的一百多年中因溫室效應而有日趨變暖的趨勢。香港產生溫室氣
體的兩大來源為╴╴╴。
A. 發電和燃燒廢棄物 B. 發電和運輸 C. 火災和供暖

12. 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教會建築物是╴╴╴。
A.聖安德列教堂 B. 錫克廟 C.聖約翰教堂

13. 中美兩國於╴╴╴正式建立了大使級的外交關係，由此揭開了兩國
關係的新篇章，對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A. 1972年 B. 1975年 C. 1979年

28. 明朝晚期，朝貢貿易衰落，私人海外貿易合法化，朝廷開放漳州海
澄月港作為唯一的出海口岸。該口岸位於現今中國的哪個省份？
A. 福建 B. 浙江 C. 山東

29. 「賣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是描述明朝時期對絲綿織品需求
之大的歌謠。按照歌謠中所說，明朝時的棉紡織業中心是哪裏？
A. 江南地區 B. 東北地區 C. 珠江三角洲地區

30. 明朝的城市類型有政治性、軍事性、工商性三種。以下的明朝工商
性城市中，以絲織品的特產貿易而聞名的是哪一個？
A. 張家口 B. 杭州 C. 成都

31. 商周時期，在宴饗和祭祀時，哪一樣盛裝食物的禮器以偶數與鼎配
合使用？
A. 簋 B. 編鐘 C. 方壺

32. 弩是古代用來作戰的武器，請問「十二石弩」是什麼意思？
A. 射程為十二丈 B. 一次可發射十二支箭
C. 可拉動十二石的重量

33. 請問下面這幅圖片所展示的青銅器的名稱是什麼？

A. 螭虺紋魚龜方盤 B. 曾侯乙尊盤 C. 王子午鼎

34. 中國發現最早、分佈面積最廣、成就極輝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
化格局的形成和演變產生深遠影響的一支文化是什麼？
A. 仰紹文化 B. 良渚文化 C. 大汶口文化

35. 戰國時期的秦國全國軍事化，推行全民義務兵役制，對士兵的身份
也有嚴格的規定。以下哪種職業在當時可以擔任正式士兵？
A. 農民 B. 商人 C. 罪犯

36. 戰國末年，兼併戰爭激烈進行。以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連橫」
之法粉碎其餘六國「合縱」的國家是哪一個？

A. 齊國 B. 魏國 C. 秦國

37. 西周時期的邢國相當強大，足以抵禦和抗擊北戎人的大規模南侵。
邢國都城在現今太行山以東的哪個省份？
A. 山西 B. 河南 C. 河北

38. 畜牧業對西周社會十分重要，是當時禮制盛行的社會基礎。以下選
項中，不屬於西周時期牲畜的主要用途的是哪一項？
A. 駕車 B. 觀賞 C. 殉葬

39. 承德避暑山莊是清朝皇室遊玩的勝地，它位於紫荊城的哪一個方
位？
A. 西北 B .東北 C.東南

40. 圍繞承德避暑山莊的東面和北面山麓有十一座寺
廟，多是藏傳佛教寺廟，其中的須彌福壽之廟曾是
為歡迎誰而專門建造的？
A. 三世達賴 B. 五世班禪
C. 六世班禪

14. 從城市能力和功能來看，目前中國行政區劃的主體是╴╴╴。
A. 縣級市 B. 地級市 C. 副省級市

15. 1970年，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中國
從此成為第╴╴╴個用自製火箭發射國產衛星的國家。
A. 五 B. 四 C. 三

16. 中國為開發西部而實行的西氣東輸工程的起點和終點分別
是╴╴╴、╴╴╴。
A. 塔里木盆地；上海 B. 柴達木盆地；北京 C. 四川盆地；天津

17. 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流，在其沿岸有許多內河港口。長江中上游最
大的內河港口是╴╴╴。
A. 重慶港 B. 武漢港 C. 瞿塘港

18. 中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積極參與多項世界性體育賽事並取
得優異成績。為中國奪得首枚奧運會冠軍的人是╴╴╴。
A. 容國團 B. 許海峰 C. 李寧

19. 不屬於青藏鐵路修築過程中遇到的三大難題的是╴╴╴。
A..高寒缺氧 B. 開洞架橋 C.多年凍土

20. 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第一座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秦山核電
站位於 。
A. 山東省 B. 浙江省 C. 福建省

21. 長江和黃河都流經的地形區是╴╴╴。
A. 四川盆地 B. 青藏高原 C. 長江中下游平原

22. 2007年太湖無錫水域突然爆發大規模的╴╴╴，致使水質惡化。
A. 浮萍 B. 藍藻 C. 水葫蘆

23. 岳飛的兒子在戰場上十分勇猛，是他的得力助手，後來被追封為繼
忠侯，葬於父親墓旁，請問岳飛之子名為什麼？
A. 岳雲 B. 岳霖 C. 岳震

24. 下圖繪製的是突火槍，它是一種拋射性管形火器，可以說是大炮和
槍支的前身，請問它最早發明於什麼時候？

A. 南宋 B. 元朝 C. 明朝

25. 對北宋中期城市情況描述錯誤的是哪一項？
A .夜市興起 B. 坊市制度確立 C. 人口大幅減少

26. 宋朝城市面貌出現了巨大變化，就開封市而言已設立四級管理制
度，請問以下哪一級管理制度是最低一層的？
A. 廂 B. 開封府 C. 坊

27. 明太祖在南京建國，也選擇南京作為他死後的安息之所。明太祖與
皇后馬氏合葬的陵墓名為什麼？
A. 昭陵 B. 乾陵 C. 孝陵

1-5BCCAA6-10CACBB11-15BCCBA16-20AABBB21-25BBAAC26-30CCAAB31-35ACBAA36-40CC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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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與由八大院校校長或副校長組成的代表團，昨
日於廣州中山大學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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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致辭時強調會致力促進香
港、內地及沿線地區的學術研究和人才交流，期
望為粵港雙方院校開拓更廣闊的合作空間，為學
生提供更多發展事業的機會。

兩地共同研究項目逾1,200項
吳克儉表示，國家近年對香港高校在內地辦學
給予不少政策上的支持，促使香港高校以珠江三

角洲地區為重點，積極在內地加強夥伴合作及建
立科研基地，人才交流情況普遍。他引述2014/15
學年資料指，超過11,600名內地學生來港修讀教
資會資助課程，其中來自廣東省的學生接近1,500
名；在過去3個學年，每年到內地升讀學士課程的
港生也超過3,000人。
在學術研究方面，香港和內地院校的科研人員早

已建立緊密合作關係，共同研究項目由2011年不足
900項，增加至2014年底超過1,200項，涉及醫
學、計算機、物理學、化學、天文地理，以至語言
及人文科學等，約五分一的研究項目是與廣東省高
校合作進行。

粵港大學校長交流拓合作粵港大學校長交流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為加強中小
學生善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教育局今學年推
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局方提供的文
件顯示，有關方案包括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
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改進電子學習資
源的質素及更新學校課程等。

教局推6資訊科技行動方案
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遞交

文件，交代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
6個行動方案。在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方面，有411所學校會
於本學年加強校內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局方並公佈上月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有86%、即353所學校選擇租賃無線網
絡服務，當中的81%學校認為服務供應商的
表現達到可接受或以上水平。另逾六成學校
已完成無線網絡基礎建設提升工程，而其餘
學校將於12月竣工。
就提升電子學習資源質素，局方提出第二

期市場開拓計劃於明年年中完成，將再有8
套電子教科書推出市場，並計劃明年起接受
所有科目的電子教科書送審。
在學校課程方面，當局正根據按自主學

習、通過網上工具閱讀和寫作的協作學習等
目標，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及各相關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預計明年推出新指引。

加強職教 制訂校園發展計劃
此外，教育局昨日亦就加強職業教育措施的推行

進展遞交文件。局方正考慮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
今年7月提交的推廣職業教育報告及建議，將適時
公佈及回應。同時，當局亦正考慮職訓局今年8月
提交的制訂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以提升職業教育
的形象和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公開大學將於本
周六下午2時至5時，在何文田校舍及銀禧校園舉行
「全日制課程資訊日」，為有興趣了解該校全日制
課程的學生和家長提供最新的課程及入學資訊。
當日公大的人文社會科學院、李兆基商業管理學

院、教育及語文學院及科技學院，會舉辦多場課程
講座及分享會，詳細介紹逾30個全日制課程，其中
包括「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護理學」、「檢
測和認證」、「工商管理」等多個課程。屆時校方
亦會舉行入學講座，提供諮詢服務及就業發展服
務，方便學生及家長多了解入學策略、報讀課程及
學費資助等資訊。此外，公大將開放校園設施如圖
書館、檢測和認證實驗室、臨床護理教學中心、創
意藝術多媒體工作室等予公眾人士參觀，有興趣者
可瀏覽：www.ouhk.edu.hk/infoday了解詳情。

■■吳克儉吳克儉（（前排右六前排右六））與粵港大學校長交與粵港大學校長交
流會其他出席人士在廣州中山大學合照流會其他出席人士在廣州中山大學合照。。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於上月28日至31日，在全港以
隨機電話訪問了527名小三及小六家長，以了解

他們對TSA的意見。調查發現，三成家長坦言不明白
TSA的目的及作用，另有近四成家長認為TSA無助
子女提升知識，但同時有近四成半家長在過去半年每
日花最少一小時陪伴子女操練TSA。約45%家長指是
學校要求，約25%人是擔心子女升學，12%家長直認
「人操我唔操怕蝕底」。

逾四成人指子女壓力爆燈
家教院的調查要求家長自評TSA為自己帶來的壓力
狀況，若以5分為最嚴重，超過半數家長自評壓力指
數逾3分，而逾四成家長指其子女為了應付TSA，正
承受最高5分的壓力及困擾，情況嚴重。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指出，不少家長認

為TSA對子女學習並不重要，但在「人操練我又操
練」的學校氛圍下，家長仍會要求子女每天最少就
TSA操練一小時或以上，他形容情況過火，不但對
學業無大幫助，更影響學生溫習的積極性，最後只
會得不償失。
狄強調TSA本來是「評估小三學生在過去3年的學
習表現，取得有關數據後針對弱點改善教學模式，小
六再考一次作為成果回顧」，不會影響學生個人升
學，更無意讓各小學分個高下。

制度變質 倡增溝通
學院董事余榮輝補充指，TSA的原意無問題，但制

度隨着年月變質成為各學校眼中的「競爭地」，例如
部分學校重視TSA成績達標率，視作招生優勢，也有
學校擔心當局將TSA成績視作殺校指標，種種因素促

使學校催谷學生操練。他建議當局全面檢討TSA系
統，同時多與家長溝通，進一步解釋TSA的目的及作
用，消除誤解及將制度優化，讓TSA發揮應有的作
用。
此外，公民黨昨日亦公佈TSA的電話調查結果，在

739名受訪者中，近七成人認同TSA會為師生及家長
帶來沉重壓力，超過六成半人認為應立即取消小三
TSA。
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29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會議室1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各界就TSA的推行及
有關事宜提出意見，歡迎各界在本月20日前向教育
事務委員會秘書提交意見書，或填妥有關回條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
invite_s/ed20151129-reply-c.pdf）後交回事務委員會
秘書，預約當日出席會議陳述意見。

■狄志遠及
余榮輝建議
教育局宜全
面檢討TSA
系統。
姜嘉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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