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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世紀末，英人租借新界，同新界當地居民產生嚴重衝突，關於衝突原因，以下
選項正確的是：
（1）居民民族意識較重，不願接受洋人統治
（2）居民擔心英人接管新界後會徵收重稅
（3）港府宣佈將強制遷徙原新界居民到廣東居住
A. （1）（2） B. （2）（3） C. （1）（2）（3）

2. 英國殖民地時期，港府成立立法局，協助港督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財政開支，請
問下列哪一種人士對法律的制訂有決定性影響？
A. 立法局議員 B. 港督 C. 香港市民

3.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時期，英國統治著掌握了香港的司法權，香港法律基本上照搬
英國模式，請問當時香港的法律屬於哪一種法系？
A. 中華法系 B. 普通法系（英美法系） C. 歐陸法系

4. 關於早期殖民地時期香港法律的特點，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重視經濟立法 B. 一些法例明顯歧視華人
C. 廢除中國法律，只使用英國法律治理華人

5. 香港開埠初期，進出口貿易十分繁榮，請問下列選項中哪一項屬於當時從中國向
外出口的貨物？
A. 鴉片 B. 絲綢、茶葉 C. 軍火

6. 華工出洋是香港航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下關於香港開埠初期華工的說法
不正確的是：
A. 華工的待遇極差，生活條件非常惡劣
B. 從香港出海的華工，多來自廣東等地
C. 華工出洋後主要從事金融工作

7. 太平紳士源於英國，由政府委託民間人士維持社區秩序，防止非法刑罰。在香
港，太平紳士制度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以下關於香港太平紳士的描述，不
正確的一項是：
A. 香港最早的太平紳士可以追溯到1843年，第一任港督設立「英屬香港治安委

員會」，這也是太平紳士的前身
B. 太平紳士制度確立初期，成員既有洋人也有華人
C. 1997年香港回歸後，太平紳士制度予以保留

8. 香港開埠後，西方商人為了加強內部聯繫和擴大社會影響力，成立了多個商會，
其中一些時至今日依然活躍，香港總商會就是其中之一，以下關於該商會的說
法，不正確的是：
A. 香港總商會成立於1861年，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
B. 商會成立之初，成員都是洋人，直至19世紀80年代方有華商入會
C. 商會只注重成員生意的發展，極少同政府打交道

9. 香港開埠初期，政府開放賭禁，害商病民，激起了各界的反對。港府不得不立法
禁止了大多賭博名目。時至今日，香港只有賽馬會才能舉辦合法的賭博項目，包
括：賽馬、足智彩以及╴╴╴╴。
A. 輪盤 B. 六合彩 C. 百家樂

10.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的名字是：
A. 《遐邇貫珍》 B. 《循環日報》 C. 《華字日報》

11. 19世紀末，關於香港華人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華人經濟實力提升，民族主義有了物質基礎
B. 西式教育以及報社傳播了民族主義思想
C. 清政府暗中支持，意圖奪回香港主權

23. 香港自開埠以來，港府的教育政策經歷了多方調整，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開埠後的10年間，並無完整的教育政策，對於教育放任自流
B. 1854年開始確立官立教育制度，鼓勵英文教學
C. 辛亥革命後，應華人的要求，鼓勵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

24. 二戰前，香港工業乘時而起，請問當時香港的出口工業以哪一種為主？
A. 農業 B. 輕工業 C. 重工業

25. 古代中国曾分置九州，居于九州之首的是什么州？
A. 冀州 B.荊州 C.揚州

26. 請問1960年代以前港府是如何管理新界的？
（1）設立理民官擔任類似於清代知縣的角色管理新界
（2）以當地鄉紳為仲介人協調居民關係
（3）土地仍歸當地居民所有，維持社會穩定
A. （1）（3） B. （1）（2） C. （2）（3）

27.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華人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以下行為中，不
屬於香港華人支援抗戰的是：
A. 向內地輸送軍火物資 B. 為抗戰活動籌集經費
C. 組織軍隊襲擊日本海上運兵船及貨船

28. 抗戰初期，港府態度受到英國國防利益的左右，請問當時港府對抗戰的態度是怎
樣的？
A. 保持中立 B. 支持中國抗戰 C. 支持日本侵華

29. 日本佔領香港後，強迫一無工作二無住所的華人回歸大陸，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 食物短缺，供應不足 B. 懼怕華人聚眾鬧事 C. 調派勞動力去其他日佔區

30. 日本佔領香港後，為了推行掠奪性的金融政策，發行╴╴╴╴以代替港幣。
A. 日元 B. 英鎊 C. 軍票

31. 二戰後香港工業發展迅速，其原因不包括：
A. 大量移民湧入，提供勞動力資源
B. 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對輕工業日用品需求量增加
C. 內地政府提供大量資金及技術支援

32. 香港工業以輕工業為主，不具有大規模發展重工業的條件，其原因包括：
（1）香港土地有限，缺乏自然資源
（2）香港早期工廠廠主資金有限，港府不願意直接補貼工業項目
（3）香港本地重工業市場較大
A. （1）（2） B. （2）（3） C. （1）（3）

33. 「十年建屋計劃」是1972年提出的公共房屋政策，旨在為百萬香港市民提供房
屋。由此計劃開始，港府開始注重公共房屋的素質。請問這項計劃是哪一位總督
提出的？
A. 尤德 B. 麥理浩 C. 戴麟趾

34.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是香港的公共房屋計劃之一。由香港房屋委員
會興建房屋，並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售予低收入的市民。請問這項政策是哪一年開
始著手推行的？

A. 1976年 B. 1977年 C. 1978年

35. 居屋計劃內興建的房屋統稱為居屋。請問由房委會修建的屋
苑多以哪一個字為結尾？
A. 邨 B. 樓 C. 苑

12. 19世紀末，革命黨人多以香港為基地，策劃革命活動，香港也成為了晚清時華南
地區革命黨人的活動中心，其原因不正確的是：
A. 香港貿易發達，無嚴格的出入境限制
B. 香港華人擁有較內地為多的言論自由
C. 在香港策劃起義容易受到外國政府支持

13. 1895-1911年間，孫中山等人以香港為基地，策劃了多次起義活動。港英政府的
態度在容忍與壓制之間變化不定，請問港府態度變化的最終原因是什麼？
A.謀求更多在華利益 B.受到清政府的壓力 C.不同總督對革命黨人的態度不同

14. 辛亥革命後，香港華人排外情緒日益高漲。1912年，香港總督╴╴╴╴出席就職
典禮時，遭到一名華人開槍射擊，這也是香港唯一一位遇刺的總督？
A. 彌敦 B. 盧押 C. 梅含理

15. 辛亥革命後香港華人民族主義高漲，對英國殖民統治產生威脅。港府遂採取各種
手段排除革命黨人在香港的影響。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當時港府免去支持革命的何啟啟立法局議員職務，挑選議員時注重對英國的忠誠
B. 限制同革命黨人來往密切的四邑商會的活動
C. 二次革命後同意孫中山等人來港，準備逮捕他們

16. 香港的第一所大學，香港大學，是在哪一位港督的倡議下成立的？
A. 羅便臣 B. 軒尼詩 C. 盧押

17. 香港大學最初成立時，以應用科學和醫學為先，請問以下哪一個學院不是當時成
立的？
A. 工學院 B. 理學院 C. 醫學院

18. 辛亥革命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 香港出入境方便 B. 香港政治環境開明 C. 躲避內地戰亂

19. 1922年，因不滿薪酬過低，部分海員發動罷工運動，並得到了各界勞工的支持，
香港運輸一度陷入癱瘓，港督支持船務公司抵制海員要求，查封工會，為了阻止
工人離港，港警攔截回鄉工人並造成沙田慘案。請問當時港督激烈抵制罷工行
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 認為罷工是政治事件，目的是迫使英國撤出香港
B. 同意罷工加薪要求會加重政府負擔
C. 害怕工人力量壯大

20. 20世紀20年代，香港接連發生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其原因不正確的是：
A. 工人生存狀態惡劣，華工薪酬過低
B. 內地民族運動影響，華工覺醒民族意識
C. 仇英外國勢力的引導，企圖驅逐英國，佔領香港

21. 1925年發生的省港大罷工，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罷工運動之
一，以下關於該次事件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A. 港府最初對罷工持強硬態度，後在英政府的指示下態度有所緩和
B. 這次罷工從1925年起到1927年結束，持續了2年之久
C. 沙基慘案刺激罷工規模擴大

22. 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海員大罷工以及省港大罷工，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關於
兩者關係的描述，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海員大罷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待遇過低，省港大罷工則是由於五卅慘案激起華

人的民族意識而發生的
B. 二者都是由國民黨主持引導的
C. 海員大罷工最後資方向勞工屈服，省港大罷工最後由工會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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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獎學金得主創新高
研資局收逾5500申請 獲獎者逾半屬內地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研究資助局昨公佈2016/17學年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

收生情況，有關年度共收到超

過5,500份申請，其中來自39

個國家及地區的231名申請人

獲獎金來港升學，獲獎人數屬

歷年之冠，而內地生佔52%。

各得獎者每年發放合共25萬港

元津貼，為期3年，而新一年的

計劃現正接受申請。

為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來港，研資局在
2009年成立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凡有

志報讀香港受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全日制博士學位研究
課程的人士，不論國籍、工作經驗和種族背景均可申
請。評選會根據學術表現、研究能力或潛質、溝通技
巧和領導才能等作為評選準則。

內地生比例減 港生得獎佔7%
研資局主席華雲生表示，在2016/17學年，計劃收
到超過5,500份申請，共有231名獲獎學生，當中有
52%屬內地生，較往年下跌近兩成，而本地獲獎學生
則佔7%。至於其他亞洲地區的學生佔18%，亞洲以
外地區的則有24%。華雲生指出，內地生獲獎比例
下跌是由於申請人數減少。至於為何內地得獎者仍佔
獲獎的最高比例，他相信評審是根據申請人的學術表
現等作出評選，其實港生也很有獲獎優勢。

得獎者每年可獲24萬元的津貼、每年1萬元的會
議及研究活動交通津貼，為期3年。有關計劃現正
接受2018/19學年入讀的學生申請，截止日期為12
月1日，至今收到約3,500份申請，並預計選出約
230名獲獎申請人。

冰島生：港生活十分有趣
來自冰島的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生Andrea

Gudmundsdottir是2016/17學年的獎學金得主。她指
之前並沒有仔細規劃要來港升學，但她在攻讀本科和
碩士生期間，得悉香港很受交換生歡迎。她的研究方
向在於媒體如何影響社會和生活，並認為香港的生活
十分有趣，會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此發生，加上受上
述獎學金所吸引，故決心來港升學。她將研究在物質
主義下的廣告宣傳，例如一些「部落客」（blog-
ger）如何影響年輕人消費。
另一名得獎者是來自香港大學的生物科學學院研

究生廖鳴暉，本身畢業於城大生物醫學系理學士（應
用生物學），並在城大擔任過一年研究員，而他一直
想向學術方面發展，故選擇入讀研究課程，未來他會
研究番荔枝等的植物演化及機制。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昨日舉行得獎者茶敘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昨日舉行得獎者茶敘。。圖為研資局成圖為研資局成
員和計劃的督導委員會委員等與部分得獎者合照員和計劃的督導委員會委員等與部分得獎者合照。。 黎忞黎忞 攝攝

在普通話教學中，每當教到漢語拼
音，同學多少都會有一點抗拒，覺得
拼音很難。其實隨着時代發展，漢語
拼音的使用也越來越普及，先不說很
多圖書館、內地出版的字典、詞典，

都是以漢語拼音作為搜索的工具，就連我們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電腦、手機也內置了漢語拼音輸入法。漢語
拼音輸入法的使用真的是愈來愈廣泛了。

僅需打聲母 方便快捷
在教學過程中，每當同學問我怎樣才能把漢語拼音
學好，我都會跟他們說：「把你的手機輸入法換成漢
語拼音吧，不出3個月，你的拼音將會大有進步。」漢
語拼音輸入法有不少的好處，除了能幫我們糾正普通

話的發音外，最大的好處就是速度快。
如果你想打「學習」這個詞語，用「倉頡」輸入
法，「學」字需要按4個字母、「習」字也需要按4個
字母；如果使用「速成」輸入法，每個字也需要按兩
個字母。漢語拼音就快多了，每個字你只需要打出它
的聲母，或者是拼音的第一個字母。比如「學習」這
個詞語，你只需要連着打出「XX」，就可以在詞表裡
找到「學習」這個詞語了。你想到底哪個輸入法比較
快捷方便呢？

趨人性化 選字須小心
漢語拼音輸入法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人性化。像
我們用拼音打「XX」兩個字母，除了出現「學習」這
個詞語外，還會出現其他聲母是「XX」組成的詞語，

像「謝謝」、「學校」、「相信」、「休息」等，輸
入法會根據你的使用習慣來排序，像我比較常用「學
校」這個詞語，那麼它就會出現在我「XX」字表的第
一順位。
漢語拼音輸入法雖然輸入速度快，但往往因為速度快

又可能鬧出不少笑話，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在網上流傳
的小笑話。聽說有一個老闆，他的太太剛生了一對雙胞
胎，同事們知道後，紛紛在微信裡打上祝賀的字句。其
中一個職員，他心想這是一個表現自己的好機會，他一
定要讓老闆注意到公司裡有他這個人的存在，讓老闆對
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他把字調到很大，然後用漢語
拼音打了「恭喜老闆生了一對雙胞胎」。
為了搶時間，他在打完後看也沒看就把短信發出去
了。短信發完後，他才發現打錯了，變成了「恭喜老
闆生了一對死變態」。那職員心想：「哎呀！這次慘
了！果然讓老闆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雖
然他已經馬上澄清，再次發出正確的祝賀字句，但是

錯誤已經造成了，想補救也為時已晚。原來在那個職
員「SBT」的選項裡會出現「雙胞胎」（shuāng bāo
tāi）和「死變態」（sǐ biàn tài）等詞語，他在選詞
的時候沒注意，不小心就選錯了。
同學們，這個小笑話告訴我們，漢語拼音輸入法雖
然速度快，但我們在選字詞時，還是要小心，在發短
信的時候別忘先校對清楚再把短信發出去，不然下次
鬧笑話的可能就是你了。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秦嘉麗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

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
型的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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