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資會轄下質素保證局就8大院校進行第二輪

質素核證，繼早前公佈其中4校報告後，昨日也分別就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發表評審小組的核證報告。其中嶺大的質素核證報告指，僱主和校友對該校

畢業生英語水平滿意程度偏低，而該校數年前曾打算推出嚴格的入學和畢業

英語及普通話測試，卻未有適當地貫徹推行。報告亦提到，嶺大不同學院評

分模式亦見混亂，只得部分教師採用質保局提倡的標準參照模式評核，而另

一些卻只按舊有的「拉曲線」做法將成績分級，無助比較學術水平及提升評

核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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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使者到西域求佛法，使佛法開始在中國內地流傳開來的皇帝
是：
A.漢明帝 B.漢高祖 C.魏孝文帝

2.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冶鑄業的技術進步表現在：
A.發明灌鋼法
B.首創鑄鐵柔化處理技術
C.普遍使用切削、拋光、焊接等工藝

3. 先秦時期，我國農業生產技術上的農用動力革命是指：
A.牛耕的出現 B.鐵器的使用 C.耬車的使用

4. 「慶曆新政」的中心是：
A.經濟方面 B.軍事方面 C.政治方面

5. 下列城市屬於唐朝後期全國最繁華的工商業城市是：
A.揚州 B.宣州 C.長安

6. 唐初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客觀上最能體現儒家「仁政」思想
的是：
A.三省六部制、科舉制
B.均田制、租庸調制
C.科舉制、租庸調制

7. 下列文物中，在長江流域出土的是：
A.甲骨文 B.蓮鶴方壺 C.嵌錯賞功宴樂銅壺

8. 下列措施中，最有利於推動農業商品化的是：
A.實行賦役徵銀 B.發展互市貿易 C.推行市易法

9.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主流表達形式從詩、詞轉變到散曲、小
說。這反映了：
A. 自然經濟緩慢解體
B. 商品經濟發展後壯大的巿民階層文化生活的需要
C. 中央集權不斷加強

10.明朝「嘉靖末，隆慶間……末富居多，本富益少」，這直接反
映了：
A.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B. 商品經濟發展
C. 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11.中國古代歷史上多次出現分裂局面的根本原因是：
A.中央集權的削弱
B.少數民族的崛起
C.封建經濟的分散性

25.唐朝的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兩科是：
A. 進士科 武舉科
B. 進士科 秀才科
C. 進士科 明經科

26.唐朝時，中外交往密切，其中從朝鮮吸取的文化成就突出表現
在：
A. 天文 B. 曆法 C. 音樂

27.許多唐詩深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景，下列唐詩名句中反應唐
朝全盛時期的詩句是：
A.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B.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C.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

28.《送子天王圖》的作者是：
A. 吳道子 B. 閻立本 C. 顧愷之

29.唐代著名的大型歌舞曲《秦王破陣樂》歌頌的皇帝是：
A. 唐太宗 B. 唐玄宗 C. 秦始皇

30.孔子學院是推廣漢語和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與國學的教育
和文化交流機構，首家孔子學院於2004年在哪裡成立？
A. 韓國首爾 B. 巴西里約熱內盧 C. 加拿大渥太華

31.北宋時期，絲織業發達，絲織品「號為冠天下」的地區是：
A. 四川地區 B. 湖南地區 C. 江浙地區

32.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A. 交子 B. 會子 C. 美元

33.2015年12月1日中國正式接任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
___。2016年峰會各項籌備工作正在全面有序地推進，中方將
同各方共同推動峰會取得成功。
A. 協約國 B. 承辦國 C.主席國

34.宋代人有許多習俗和我們相似。范成大的詩「家家臘月二十
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反映了當時的風俗是：
A. 喝臘八粥
B. 過春節
C. 過端午節

35.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是在：
A. 秦朝時期
B. 隋唐時期
C. 宋元時期

12.世界聞名的三大活化石植物是：
A. 珙桐、水杉、銀杏
B. 銀杏、水杉、銀松
C. 銀杏、銀松、珙桐

13.黃河流域規模最大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村落遺址是：
A.半坡遺址 B.河姆渡遺址 C.龍山遺址

1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哪一年召開的？
A. 2012 B. 2013年 C. 2014年

15.蘇州四大名園是：
A. 滄浪亭、獅子林、留園、拙政園
B. 頤和園、獅子林、留園、拙政園
C. 滄浪亭、獅子林、留園、豫園

16.在隋唐時期出現的，古琴使用的中國古代記譜方法是：
A.工尺譜 B.減字譜 C.律呂譜

17.「景泰藍」也叫：
A.青花瓷 B.白瓷 C.嵌琺瑯

18.文化大革命結束於哪一年？
A.1975年 B. 1976年 C. 1977年

19.西元9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
A.新 B.漢 C.隋

20.琵琶本名「枇杷」，「枇杷」一詞來源於：
A. 製作琵琶的原材料
B. 演奏琵琶的方式
C. 成品琵琶的外形

21.中國古代的湖南江永地區只流傳於女性之間的一種文字叫做：
A.象書 B.女書 C.柳體

22.篆刻之祖是：
A.文彭 B.丁敬 C.齊白石

23.2015年发生的下列事件中，能够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重大進
展的是：
A. 10月24日，金融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准利率下調
B. 11月12日，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發行
C. 11月30日，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

幣籃子

24.如果在唐朝時，一位外國商人到唐朝採購青瓷，他應該去的地
方是：
A. 越窯 B. 邢窯 C. 景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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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愈早做好生涯規劃，
對未來升學及就業更有幫助。「2016台灣高等教育
展」將在明天起一連兩日於啟德郵輪碼頭舉行，今
年參展院校數目達93所，規模為歷年之最。

教育展明啟碼開鑼 規模空前
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昨日亦公佈，當地

學士班「個人申請」今年會提前於11月1日開始報
名，供明年入學，而申請志願數目也由往年的3個增

至4個，期望能夠優先招收本港優秀學子。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及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主辦的「2016台灣高等教育
展」，將在本周五及周六於啟德郵輪碼頭舉行，今
年將有93所台灣公私立綜合型及科技型大學來港參
展，向學生及家長提供升學資訊。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嚴重光昨日於展前記者會上指，台灣目前
有147所綜合型及科技型大學供港生選擇。根據統
計數字，2016/17學年報讀台灣的大學學士學位的

港生有4,608人，估計約有2,200人註冊就讀，相比
上學年6,177人報名2,651人註冊稍低，但他認為原
因是受香港適齡學生人數下跌所影響，估計明年招
生及取錄情況與今年相若。
是次展覽除有各參展大學簡介其特色外，並設有
數十場升學講座及於台灣讀書的港生作經驗分享。
而展覽首日也有130所香港中學與76所參展台灣院
校簽署合作協議，增進兩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由於近日本港天氣不穩，主辦單位昨日公佈，若在
展覽當日上午7時後中午12時前除下8號風球或黑色
暴雨警告，上午的展覽將取消，下午的展覽將如常舉
行，如中午12時仍未除下警告，展覽則會取消。

台高校聯招 增志願吸港生

至於城市大學報告方面，評
審小組肯定該校已就第一輪質
素核證所關注的問題作出多項
重大改進，但亦提到該校於學

術誠信制訂規則上僅頒佈最低標準，由各學
院自行作詮釋，建議城大制訂全校性標準，
以更公平貫徹執行學術誠信事宜。報告亦建
議城大宜加強學業諮詢系統，並在革新課程
上朝加強國際焦點而努力。
質素核證報告確認城大為師生提供開發原

創新知識的機會，以及十分着重國際參與，
讚揚城大在多個範疇付出的努力，包括推行
「重探索求創新課程」、提出四組、每組五
個互為關連並相輔相成的畢業生特質、促進
各學科學生及教職員創新，以及該校的學生
服務網絡等。報告並指城大畢業生獲得高職
的比率甚高，僱主和校外持份者均對城大畢
業生給予好評，其為中等水平新生增值的努
力毋庸置疑。
惟報告同時提出數項建議，包括鼓勵城大

訂定方法，以更有效地支持及評估修課式研
究生，確保在質素保證和提升工作的架構
下，修課式研究生可與其他學生一樣得到最
大裨益；報告又讚賞城大近年在提升其國際
地位上有重大進展，但在革新課程以加入國
際焦點方面所取得的進展稍為遜色，鼓勵城
大朝這發展方向繼續努力。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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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建議城大制訂全校性標準，以更公平貫徹執行
學術誠信事宜。 資料圖片

畢業生英語差 嶺大被促嚴測
質保局批未貫徹推行測試 不同學院評分模式混亂

■■「「20162016台灣高等教育展台灣高等教育展」」舉行展前記者會舉行展前記者會。。 黎忞黎忞 攝攝

質保局的嶺大質素核證報告確認，該校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學習機會，亦有培育全人發展包括增加跨

學科學習的措施，而在提升研究生國際化學習經驗
上，嶺大亦努力做了不少工作。
報告亦肯定嶺大最近已達到所有學生能入住宿舍的目
標，並備悉該校將投入人力及財力，以實施小班教學及
提供多元化的國際和服務研習體驗。而於「國際參與：
策略與現況」層面，報告讚揚嶺大國際化策略清晰，並
有為學生提供參與國際活動的廣泛機會。

倡校方貫徹果效為本評核
除讚揚的地方外，報告亦就多個層面向嶺大提供改
善建議，包括應即時探求及推行適合工具，在學生入
學和畢業時嚴格測試其英語能力水平。
報告直言，相比其他方面的能力，僱主和校友對嶺
大畢業生的英語水平滿意程度仍然偏低；而事實上嶺
大曾計劃採取措施，規定學生在入學和畢業時參加嚴

格的英語及普通話測試，但有關措施最終未有適當貫
徹推行，而校方所採取的替代做法，例如安排排名甚
高的美國夥伴院校教學人員到訪，卻未能彌補缺乏嚴
格語文測試的不足。
另外於評核方面，報告特別提到於2010年第一輪質
素核證時已提出嶺大應實施果效為本的教與學方法及
標準參照模式評核，但多年來校方雖然有向教師說
明，但並無在大學層面發出正式指引。
現時7校研究生修課課程只有商學院全面採用新評
核，其餘部分學院仍然以「拉曲線」做法為學生評
級，此舉令該校學生於不同科目以不同的方法被評
核，難以就其學術水平作比較，評核亦欠透明度。評
審小組認為嶺大有迫切需要決斷處理此事，建議應於
2017/18學年全面新的做法。
是次核證報告亦反映，該校高層管理人員、研究生
導師及研究課程研究生都直言，研究生感覺到難以爭
取到重視，因校方始終以本科生為先。

另評審小組亦注意到，嶺大雖然有就研究操守、學
術誠信及知識產權政策等提供資料，但卻零碎散落於
多份文件中，難以整合，不易為學生所查閱，強調應
作改善。

鄭國漢歡迎建議並已採納
嶺大校長鄭國漢對報告的意見和改善建議表示歡
迎，認為有助該校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體驗和在學術
上力臻卓越，而該校最新的策略發展計劃，亦已採納
核證報告中的各項觀點，希望能讓嶺大發展成卓越的
博雅大學。

■嶺大的質素核證報告指，僱主和校友對該校畢業生
英語水平滿意程度偏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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