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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國土南北相跨的緯度約有多少？
A. 30度 B. 40度 C. 50度

2. 中國大陸海岸線的北端起自哪條河的入海口處？
A. 黑龍江 B. 漠河 C. 鴨綠江

3. 中國大陸海岸線的總長度大約有幾萬千米？
A. 1.8萬 B. 3.8萬 C. 5.8萬

4. 緬甸與中國的哪兩個省份/自治區相連？
A. 廣西、雲南 B. 西藏、廣西 C. 西藏、雲南

5. 以下哪一個稱謂與上海無關？
A. 滬 B. 津 C. 申

6. 以下哪一個少數民族的人口數沒有超過400萬？
A. 傈僳族 B. 苗族 C. 回族

7. 對於中國的人口分佈情況描述錯誤的一項是什麼？
A. 東南部地區人口眾多 B. 平原、盆地人口多
C. 林牧業地區人口多

8. 以下哪一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分佈區不在西北地區？
A. 瑤族 B. 哈薩克族 C. 俄羅斯族

9. 位於中國北部的高原是什麼？
A. 青藏高原 B. 內蒙古高原 C. 雲貴高原

10. 哪一個地區的居民就當地的地理環境，因地制宜開鑿窯洞？
A. 長江中下游平原 B. 黃土高原 C. 塔里木盆地

11. 西氣東輸一期工程的全長大約有多少千米？
A. 2000多千米 B. 3000多千米 C. 4000多千米

12. 西氣東輸一期工程一共途經多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A. 7個 B. 8個 C. 9個

13. 西氣東輸二期工程西起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南至哪兒？
A. 海口市 B. 廣州市 C. 湘潭市

14. 西電東送工程中，哪一條通道是將三峽和金沙江幹支流的水電送往
華東地區？
A. 北部通道 B. 中部通道 C. 南部通道

15. 中國有56個民族，這些民族共有超過多少種語言？
A. 60種 B. 70種 C. 80種

16. 以下哪一個中國的法定節日日期不在三月？
A. 婦女節 B. 植樹節 C. 教師節

17. 「鄧小平理論」、「科學發展觀」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哪一
個提出的時間最晚？
A. 鄧小平理論 B. 科學發展觀 C. 三個代表

30. 根據基本法關於香港司法機關的相關要求，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
項？
A. 只有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設有上訴法庭和原訴法庭。
B.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C. 在香港，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

無罪。

31. 下列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的描述不正確的是哪一項？
A.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域法院的法官，由律政司司長任命。
B.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各級法院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免。
C.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必須為中國公

民。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體現了下列哪一條方針？
A. 三個代表 B.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C.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33. 關於中央政府在港駐軍的相關規定，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項？
A. 駐港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B. 駐港部隊在必要時，可向特區政府要求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

災害。
C. 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34.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構成及職能，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項？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由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十年的永久

性居民擔任。
B.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查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C. 特區政府須定時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

35. 1873年7月，招商局附局輪船「洞庭」、「永寧」輪行駛申漢線，
中國商輪首次航行_____航線。
Α. 長江 Β. 黃河 C. 珠江

36. 1873年8月，招商局「伊敦」輪開航日本神戶、長崎，首開╴╴╴
航線。
Α.遠洋 Β. 沿海 C. 大西洋

37. 1874年，招商局在上海創辦同茂鐵廠，這是中國第一家╴╴╴修理
廠。
Α汽車 Β船舶 C. 鐵器

38. 招商局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家大型煤礦企業叫什麼名字？它現在又
稱╴╴╴煤礦。
Α.開平礦務局-開灤 Β. 開平煤炭局-開灤 C. 開平礦務局-天津

39. 1891年，招商局投資上海機器╴╴局，開創了中國紡織業的歷史。
Α.服裝 Β. 布匹 C. 織布

40. 1896年，招商局捐資創辦南洋公學，它是現在哪一
所大學的前身？
Α.上海交通大學 Β.清華大學 C. 天津大學

18. 國務院直屬機構主管國務院的某項專門業務，具有獨立的行政管理
職能，目前國務院直屬機構一共有多少個？
A. 16個 B. 22個 C. 28個

19. 國務院辦事機構協助國務院總理辦理專門事項，以下哪一個單位不
屬於國務院辦事機構？
A.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B. 國務院研究室 C. 國務院參事室

20. 中國工會是中國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其領導機構中
華全國總工會是在哪兒正式成立的？
A. 廣州 B. 香港 C. 澳門

21.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是在哪一年公佈的憲法規定內
提出的？
A. 1949年 B. 1982年 C. 1992年

22. 1983年初中國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形成了「十二條基礎方針政
策」，對於「十二條基礎方針政策」的內容，下列表述正確的是哪
一項？
A. 香港須向國家按財政收入比例繳納稅收。
B. 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與世界各國、各地區開展全

面的合作關係。
C.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23. 負責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機構是什
麼？
A.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B.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C.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2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由國家哪一個機關決定？
A. 中央人民政府 B.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C.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5.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下列哪一個機構任命？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B.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C. 中央人民政府

26.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下列說法不正確的是哪一項？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權自行制定經貿、金融和教科文衛體政策
B.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保持自由港和單獨的關稅區地位
C.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政策

27.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有權制定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但應向
以下哪一個國家機關備案？
A. 中國國務院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B. 中國司法部
C. 全國人大常委會

28.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長官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選舉委員會由不同身份的代表分為四大界別，按相同比例組成。以
下哪一個界別不屬於選舉委員會？
A.「工商、金融界」 B.「專業界」 C.「工業、產業界」

29. 關於「一國兩制」，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項？
A.「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

可分離的部分。
B.「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等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C.「一國」之內「兩制」並行，等量齊觀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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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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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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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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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2015 年文憑試考試報告昨日起公開發
售，其中中文科的報告顯示，部分學校做
校本評核的方式差天共地，有學校要求過
高，令能力較弱的學生「稍感吃力」；有
學校卻以填充題作評核，似乎過於輕易；
有學校測驗當評核，未能多元了解學生所
長；有學校只設一道問答題，未能照顧
學習差異。考評局認為，雖然大部分學
校課業均能配合教學目標，但這些情況
亦需要注意。
中文科的校本評核佔總分20%，雖然考

評局曾多次召開會議向教師說明校本評核
的要求和準則等，但檢討會議中仍發現部
分學校處理校本評核的做法值得注意。考
評局透露，66%學校的校本評核平均分符
合預期範圍，但有14.5%略低，另有11.4%
略高。

測驗當評核 違多元本意
至於評核方式方面，報告指出，個別學

校的課業要求過高，令能力稍低學生感到
吃力；但也有學校以填充題作評核，似乎
過於輕易，或未能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及反
映學生的能力差異。此外，也有部分學校
的評核限制過多、側重內容。另有部分學
校將測驗當評核，形式與公開試相似，不
符合多元了解學生所長的本意。
同時，小部分學校呈交的評核文件不齊

全，如沒有評分準則，又或者課業上的評
分與評分準則的給分不同，卻沒有附上分
數轉換表等，令處理校本評核的統籌員未
能了解評分的具體情況，當局認為應作出
改善。
中文科的考試報告亦詳盡地講及考生的表

現，除了有考生將孟母當「怪獸家長」之
外，也有考生將表達父母要以身作則體現誠

信的「曾子殺豬」故事，膚淺地看成「殺豬」，並
指有關故事恐怖，會對子女產生不良影響；有學生
將「公德」理解成「公正」和「品德」，將「拔苗
助長」解釋為「除去野草，助其成長」。

吳克儉：報告助完善學與教
今年視覺藝術科出現考生應對即場創作考核時，

抄襲帶來的參考作品，被指「自己抄自己」，引起
關注。該科的考試報告特別作出解釋，指「創意及
想像力」是其中一個評分準則，而參考資料應該只
作參考之用，並非鼓勵或認同考生抄襲，並強調有
關行為不符合公開考試的評核目的。
對於有考生答題時「錯得離譜」，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考試報告的主要目的
是提出部分學生在考試出現的一些錯誤，以作提
醒，希望幫助學校、師生完善學與教。他又指，若
要看整體水平，應該要看達標的百分比。

「宅博士」授「搣橙皮」科學原理
走入「公仔箱」感港人喜歡科普 盼「科學Sense」助民防受騙

走進「公仔箱」的觸發點，就是電視台的
一通電話，湯博士說︰「電視台希望我

講解物理問題，一開始在中大拍攝，之後就越
走越遠。」之後，他成為電視台常客，講對白
又要學走位，更試過隨節目組租船出海，去小
島上講解「片石仔」的原理。
在節目中，經常看到湯博士毫無包袱地與
「柴娃娃」的美女「是非精」一邊搞笑，一邊
講解科學原理，「無辦法啦，我賣不到靚仔，
只可以賣搞笑，扮宅男。」弦外之音，似乎認
為自己並非宅男。

浸熱水易去皮 原理無人研究
節目時間矜貴，要做到深入淺出，湯經常到

網上找參考資料，務求令其「一分鐘科學理
論」扼要又準確。在他的經驗裡，原來最「表
層」的日常疑問最難解釋，「例如『搣橙
皮』，為什麼浸過熱水後會更易去皮？有人說
是因為冷縮熱脹，我認為不是，於是去問生物
學的博士。他用了整晚看文獻，發現原來無人
研究過這個問題，最接近的答案，很可能是因
為熱水令它的纖維改變，可能這可以成為下一
個搞笑諾貝爾的研究題目喎。」

出鏡成明星 處處有「粉絲」
節目是否受歡迎，收視率亦未必能準確反
映，但湯博士卻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當中的改
變。除了是周邊的人會笑言「昨晚在電視見
到你喎」，也多了街坊看到他時「虎視眈

眈」，「試過在茶餐廳吃早餐後埋單，收銀阿
姐問我是不是電視上那個人，我對她說是
啊。」那有沒有折扣？「沒有。唯一一次是我
上了的士，司機一直在倒後鏡中看着我，不記
得起錶，直到我提醒他，他才說我好像電視裡
的博士，我想那次我賺了一毫幾子吧，哈
哈……」也有些人一眼就認出他，多數是小朋
友，但也有一次有人在地鐵車廂老遠就大叫
「湯博士」，然後整車人就看着他們上演一幕
「見面更勝聞名」般的情境。
電視裡的片段，除了深入家家戶戶，也漸漸

走進大學、中學的課堂，湯博士笑言︰「學生
見到也會更有興趣，有些笑料，大家開心點，
也幫助到教學。」有時他也會收到中學教師的
電郵，討論節目中提到的物理知識，「但更多
的是問我道具可以在哪裡買到。」
在網路世界，台灣有科普網站「泛科學」、

內地有「科學松鼠會」，香港似乎未能說出一
個主要的網站，湯博士認為，很多人對科學有
興趣，只是在香港教育制度的限制下，大家未
能走出考試的框框去加以追求。
的確，不懂科學死不了，但湯兆昇認為，科

學知識在某些時候有其重要性，「有科學sense
（觀念），你不會那麼容易受騙，有人說奶粉
裡的某些物質可以幫助成長，一般人聽了不會
質疑，但我們會再問問題，例如是什麼物質，
要多少才有效，對什麼人有效等，科學上有沒
有什麼證據等，令你對新事物有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科普教育節目《學是學非》深入民心，展

現了物理化學的理論原來與生活息息相關，也因此令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

湯兆昇人氣急升。由校園走進「公仔箱」，宅男Look的他因其搞鬼風格被網

民封為「網絡男神」，街坊尊稱他「湯博士」，好友也「揶揄」他成名了。他

從生活細節出發講科學，「揭示」了「搣橙皮」其實大有學問，更可能是學術

界的「未知領域」，也發現其實港人對科學比想像中熱情。他笑言，不懂科學

不會怎樣，「不過，有科學Sense（觀念），你不會那麼容易受騙。」

「巴打」問不停 高登仔不易做
《學是學非》節目現在已告一段落，但湯兆

昇已將其科普脈絡延展至網路世界。除了開設
「湯博士的物理空間」facebook專頁，近日更在高登討論區開賬
號，正式註冊成「高登仔」，全面「進軍」網路。幾天時間，領
教了高登「巴打」、「絲打」的百般提問，也經歷了賬號被封鎖
又解封的「高低起伏」。原來，想做個「高登仔」也不容易。
湯博士表示，以前他也會做訪問，拍一些簡單短片，「但那是資

訊性的，關注的人都是物理圈子的，普及不了。」由大學校園躍進
「公仔箱」，他認為「幾好玩」，「有個地方讓自己以更有趣的方
式講科學原理，然後我在網上可以講得深入點。」
又拍硬照又拍片去經營facebook專頁，為講解「機械能守恆」

原理，更親身上陣、用自己的臉勇敢面對盪過來的榴槤；教大家
徒手「Chok」斷筷子，一般人都會看畢短片，然後又學多了一點
物理知識。
近日，他更以「湯兆昇博士」為名，在高登討論區設立賬號，

進一步與網民交流，網民一開始質疑真偽，但疑問一解後，就是
各式各樣的問題︰有人認真討論物理，也有人會八卦他認為哪一
個「是非精」最靚等等。對此，湯博士笑言︰「我不怕惡搞，網
友問的問題也很有趣，當然關於其他人的事，我不能代答。其實
去高登也是想推廣科學，希望他們之後也會到我的網站去深入
了解。」 ■記者 歐陽文倩

上網解惑

■■《《學是學非學是學非》》節目節目
已告一段落已告一段落，，但湯兆但湯兆
昇已將其科普脈絡延昇已將其科普脈絡延
展至網路世界展至網路世界。。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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