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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副校長夏迪星被指剽竊 已組獨立小組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

長兼總務長夏迪星被指涉嫌剽竊博士論文，校方昨日

決定成立三人獨立調查小組跟進事件，主席由嶺大經

濟學系講座教授施雅德擔任。嶺大校董會前主席陳智

思相信校方會積極處理事件，但有嶺大校董則擔心醜

聞會影響校譽。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嶺大是獨立自主

的法定機構，設有一貫機制及程序自行處理教職員學

術操守的事宜及涉嫌剽竊等不當行為。

■責任編輯：勞詠華、簡 旼 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

嶺大設專組查副校涉抄論文

1. 十九世紀的近代中國歷史上，所謂「獨口通商」，是指哪一個海外
通商的城市？
A. 上海 B. 廣州 C. 香港

2. 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哪一個人未被選任為中華蘇
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
A. 項英 B. 朱德 C. 張國燾

3. 南京參議院於哪一年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A. 1912年 B. 1915年 C. 1916年

4. 「二次革命」發動的導火線是因為誰被袁世凱下令刺殺？
A. 陳其美 B. 宋教仁 C. 瞿秋白

5. 以下哪一項描述與《對外宣言書》的事實不符？
A. 承認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B. 鼓勵發展實業
C. 要求鏟除封建土地制度

6. 以下哪一項不是革命黨人進行二次革命的原因？
A. 宋教仁被刺殺
B. 善後大借款
C. 袁世凱維護《臨時約法》

7. 以下哪一個人不是在護國運動中聲討袁世凱的南方將領？
A. 張敬堯 B. 蔡鍔 C. 唐繼堯

8. 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理論文章是什麼？
A.《文學革命論》 B.《文學優化論》 C.《文學改良芻議》

9. 孫中山借助西南軍閥的勢力開展護法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反對哪一
個人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破壞共和制度？
A. 馮國璋 B. 段祺瑞 C. 陸榮廷

10. 武昌起義後，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的人是誰？
A. 載灃 B. 李烈鈞 C. 黎元洪

11. 陳獨秀是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他的籍貫在哪一個省份？
A. 遼寧省 B. 甘肅省 C. 安徽省

12. 1918年11月，經參眾兩院同意，誰於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
屆國務總理?
A. 段祺瑞 B. 錢能訓 C. 章宗祥

13. 《共產主義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
領。誰翻譯了中國第一篇《共產黨宣言》，並擔任過曠世巨著《辭
海》的總主編？
A. 陳望道 B. 陳獨秀 C. 蔡元培

27. 晉系軍閥是民國時期以山西為主要活動場所的軍閥的統稱，其代表
人物是誰？
A. 閻錫山 B. 楊虎城 C. 吳佩孚

28. 西北軍泛指清朝末年、中華民國初年在中國西北地方發跡的軍閥，
其主要成員有誰？
A. 馮玉祥 B. 孫傳芳 C. 張作霖

29. 1927年8月1日發生的什麼事件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建設武裝力
量的開始？
A. 南昌起義 B. 武昌起義 C. 黃花崗起義

30. 1928年，陳毅和朱德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與誰領導的隊伍會師？
A. 毛澤東 B. 王爾琢 C. 許克祥

31. 朱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首，他的祖籍在哪兒?
A. 貴州 B. 四川 C. 湖南

32. 周恩來青年時期曾就讀於哪一所中學，後留學日本?
A河北衡水中學 B北京四中 C天津南開中學

33.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有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士前來支持，以下哪
一位不是來自於美國？
A. 史沫特萊 B. 柯隸華 C. 斯諾

34. 1936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西北軍領袖是誰？
A. 楊靖宇 B. 楊深秀 C.楊虎城

35. 1938年爆發的台兒莊戰役是抗日戰爭中哪一場會戰中的一部分？
A. 徐州會戰 B. 淞滬會戰 C. 長沙會戰

36. 百團大戰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在哪一個地區進行的一次大型戰
役？
A. 東北地區 B. 華北地區 C. 西南地區

37. 1897年5月，招商局投資創辦的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為中國╴╴╴
銀行。
Α.通商 Β. 建設 C. 農業

38. 1908年，招商局投資創辦的近代第一家╴╴╴聯合企業為漢冶萍廠
礦公司。
Α.鋼鐵煤炭 Β.航運煤炭 C. 鋼鐵航運

39. 1912年2月1日，應武昌國民政府要求，招商局臨時股東大會議
決，將局產押借給╴╴╴領導的臨時政府向日本抵押借款。
Α.孫中山 Β.袁世凱 C. 蔣介石

40. 1912年3月31日，招商局更名商辦輪船招商局，招
商局進入完全商辦時期。香港第一位華人大律
師╴╴╴擔任招商局董事會主席。
Α.伍廷芳 Β.葉克飛 C. 王煜初

14.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了誰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長?
A. 項英 B. 陳獨秀 C. 羅章龍

15. 誰最早在1919年就已經提出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
A. 孫中山 B. 李大釗 C. 陳獨秀

16. 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首先在哪裡正式成立中
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A. 合肥 B. 成都 C. 上海

17. 1923年，孫中山派人參加「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
政、軍組織情況，以下哪一個人不在其列？
A. 蔣介石 B. 宋教仁 C.張太雷

18. 蔡元培曾撰寫過這樣一副挽聯：「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
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願吾儕後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
未竟之功。」該挽聯悼念的是誰？
A. 孫中山 B. 宋教仁 C. 陳獨秀

19. 1924年9月至10月期間，爆發了什麼戰爭?
A. 第二次鴉片戰爭 B. 二次革命 C. 第二次直奉戰爭

20.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281人，代表166
個工會，是次會議在什麼地方召開?
A. 南京 B. 揚州 C.廣州

21. 1925年5月，上海總工會成立，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人是誰?
A. 楊之華 B.劉少奇 C. 李立三

22.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全國各地方總工會和各產業工會全國組織的領導
機構，它在哪一年正式成立？
A. 1911年 B. 1925年 C. 1936年

23.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李大釗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
山，都對中國民主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的相同點是什麼？
①主張社會革命 ②建立勞工社會
③主張國共合作 ④發動國民革命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24. 1926年北伐戰爭中，任北伐軍總司令的人是誰？
A. 葉挺 B. 毛澤東 C. 蔣介石

25. 黃埔軍校剛剛成立時，誰任教練部正主任?
A. 聶榮臻 B. 李濟深 C. 熊雄

26. 「中原大戰」中率軍入關支持蔣介石的人是誰？
A. 李宗仁 B. 馮玉祥 C. 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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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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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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言打機傷師心
7學生拍片叩頭認錯

多名在囚女性獲頒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了讓學
校更靈活地使用津貼聘請代課教師，教育
局向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提供一筆
過撥款「整合代課教師津貼」，以聘請教
師代課，暫代請假少於30天的教師。有立
法會議員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有法
團校董會成員反映，該筆撥款經常不敷應
用或遭撥作其他用途，難以聘請代課教
師，所以有教師即使抱恙亦不敢請病假，
對學校和教師均造成沉重壓力。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強調，若接獲相關投訴或求助個
案，會作出了解和跟進，並指會為個別出
現財政困難的學校提供合適協助。

學校欠資源 教師病癒補課百節
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提出，除了有學校「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經常不敷應用或撥作其他用途外，他亦接
獲教師反映，他因病告假20多天，學校卻
未有聘請代課教師，要求該教師復工後補
回請假期間合共逾100節課堂，對他造成
極大壓力。
吳克儉以書面答覆回應指，因上述個案

資料不全，局方難以核實和評論，但強調
若接獲相關投訴或求助個案，會作出了解
和跟進。他指若有個別學校出現財政困
難，可向當局提出，局方會作協助和跟
進。
他續指，當局一直關注該津貼施行情
況，大部分學校對現行安排並無負面意
見；其中學校在2013/14學年呈交的財務
報表，僅兩所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在該
津貼賬目出現赤字，而該兩所學校均依局
方指引，以另一筆「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
津貼」盈餘付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人批評時
下年輕人不再尊師重道，但網上竟流傳一段短片，
有中學生主動拍片向老師跪地叩頭認錯。據了解，
屯門深培中學早前有7名學生曾向老師承諾不再打
機，以便考試前好好溫習。不過，其後7人被發現
到網吧打機，令老師傷心落淚，表示不再理會他
們。一眾學生深感愧疚，自發拍片認錯求原諒。
有關短片流出後曾引起誤會，網民以為學校及教

師懲罰學生。最後真相大白。有網民認為事件令人
感動，也有網民估計該名老師一定是好老師，才可
以和學生有這樣的互動。不過，也有網民認為學生
毋須認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歐陽文倩） 專
門為14歲至20歲女性在囚者而設的勵敬
懲教所，昨日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向17
名在囚者頒發共29張證書，其中6張為
優良成績，以肯定她們在學業上付出的
努力及取得的成果。
勵敬懲教所過去一年共有37名在囚者
報考各類學術及職業訓練考試，包括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以及由英國城市專業
學會、香港善導會和職業訓練局舉辦的
公開考試，科目包括專業美容、餐飲服
務、中式廚務助理訓練、基礎洗衣技
巧、商品零售及文書處理等。
她們共考獲68張證書，其中13張為優

良成績，而參加典禮的則有17名在囚
者。

■勵敬懲
教所在囚
者考獲良
好成績，
在囚者表
演舞蹈。

前日有傳媒報道指，於2013年取得菲律賓太歷國
立大學博士學位的夏迪星（Herdip Singh），

其畢業論文涉嫌抄襲，跟一份由中國學生Chunshui
Wu所寫、於2010年呈交到瑞典隆德大學的碩士論文
極為相似。

兩論文內容研究方法完全相同
夏迪星的論文題目為「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China Region: Implication to Business Manage-
ment」，分析了內地和本港企業管治模式。據了解，
其論文內容與Chunshui Wu的碩士論文，在研究方
法、樣本、結果等均完全相同，卻未見引述文章的出
處是來自Chunshui Wu。

校董名下書院涉供「快速畢業服務」
媒體又提到夏迪星的涉嫌抄襲事件，還牽涉到嶺大
校董李以力，疑有人透過李開設的國力書院
（Lifelong College）取得菲律賓太歷大學的博士

學位，而國力書院被指涉嫌提供「快速畢業的服
務」，可為學生更改入學日期、代做功課等不同方
法，令學生可在一年半內完成博士學位，較一般的3
年修讀期，快了一年半。
嶺大發言人昨日表示，已決定成立獨立調查小組就

涉嫌抄襲博士論文一事進行調查。調查小組由嶺大經
濟學系講座教授施雅德為主席，另外兩名成員由大學
資深教授出任，包括商學院院長劉黎明，及英文系系
主任丁爾蘇，小組將會盡快召開會議；完成有關調查
後，小組將向校長提交調查報告。
發言人又指，根據現行大學程序，有關調查報告將提

交嶺大校董會轄下之操守及紀律委員會作進步一處理。
至於校董李以力開辦的書院之學歷認受性問題，嶺大指
有關事件屬個人商業行為，目前情況未有跟進。

教局：按一貫機制程序處理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嶺大是獨立自主的法定機構，

設有一貫機制及程序，自行處理有關教職員學術操守

的事宜及涉嫌剽竊等不當行為；至於國力書院的問
題，教育局正了解事件，若發現有懷疑違反《非本地
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的相關規定，將會按
既定的程序展開調查及處理。
嶺大校董會前主席陳智思認為，校方已即時成立調

查小組，相信校方會積極處理，並在調查得出結果後
作出安排，有信心嶺大能作妥善處理。
嶺大校董何君堯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自己在嶺大仍

是新人，故不認識校董李以力，又指自己並未看過有關
報道，不宜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不過，他以律師身份
談及一般性情況，指假如有學校被證實參與造假，或發
出假學歷證明予學生，那不論是「發證」還是「收證」
都可能犯法，或需付上「偽造文書」等刑事責任。
另一嶺大校董黃均瑜則指，事件會令校譽受損，而

嶺大獲政府資助，受公眾監察無可厚非。他指自己僅
於校董會見過李以力，不太了解事件，而有關指控目
前仍在傳聞階段，希望事件最終能獲公平處
理。

■嶺大設小
組調查副校
博士論文涉
抄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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