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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廉政公署」早期稱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是獨立
向港府首長負責的，以肅貪倡廉為目的的機構，請問它是在
哪一年成立的？
A. 1973 B. 1974 C. 1975

2. 20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學童中學升學率不足50%，其後
港府於哪一年實施免費小學教育，強迫適齡學童入學？
A. 1970 B. 1971 C. 1972

3. 香港開埠以來，第一部有港人參與製作的影片是：
A. 《偷燒鴨》 B. 《黃飛鴻正傳》 C.《生命線》

4. 請問「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A. 1983 B. 1985 C. 1988

5. 香港首家政府承認的私立大學是：
A. 嶺南大學 B. 香港城市大學 C. 香港樹仁大學

6. 香港第一所主要採用遙距教學的大學是？
A. 香港公開大學 B. 香港大學 C. 香港理工大學

7. 根據《基本法》規定，參選特首需年滿╴╴╴歲，並在香港
通常居住連續滿╴╴╴年。
A. 40,30 B. 50,20 C. 40,20

8. 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是：
A. 周恩來 B. 瞿秋白 C. 賀龍

9. 1928年底，在東北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
易旗幟」的是：
A. 張作霖 B. 張學良 C. 閻錫山

10.「濟南慘案」的製造者是哪一個國家的侵略者？
A. 美國侵略者 B. 英國侵略者 C. 日本侵略者

11.南京國民政府被稱為「國民黨政府」是因為：
A. 它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B. 它由國民黨一黨專政
C. 由國民黨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

12.1934年4月，宋慶齡等1779人聯名簽署發表了：
A.《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
B.《八一宣言》
C.《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

25.在中國古代的詩詞中「南冠」一詞通常是指：
A. 少數民族 B. 帝王 C. 囚犯

26.中國共產黨最早成立的抗日根據地是：
A.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B. 晉綏抗日根據地
C.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27.1940年8月創辦的哪一所學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所培
養科技人才的大學？
A. 魯迅藝術學院 B. 延安炮兵學院
C. 延安自然科學院

28.南豐蜜桔是我國哪一個地區的特產？
A. 江西 B. 福建 C. 湖南

29.一種以正房、倒座房、東西廂房圍繞中間庭院形成平面佈局
的傳統住形式是：
A. 四合院 B. 蘇州園林 C. 吊腳樓

30.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起點是：
A. 甘肅會寧 B. 江西瑞金 C. 江西井岡山

31.西漢的文學成就中，最突出的是：
A. 散文、詩歌 B. 賦、樂府詩 C. 戲劇、小傳

32.商鞅變法在社會經濟方面，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
A. 廢除井田制 B. 獎勵耕織 C. 重農抑商

33.北宋初以後，中國古代軍閥割據局面不復存在的主要原因
是：
A. 民族大融合 B. 商品經濟的發展
C. 政治制度的改革

34.秦統一中國後頒布了秦律，它集中體現了：
A. 地主階級的意志
B. 奴隸主貴族的意志
C. 秦始皇個人的意志

35.青海湖古代稱謂：
A. 天池
B. 西海
C. 東海

13.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A.《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B.《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C.《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4.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後，官僚資本的壟斷活
動首先和主要是：
A. 從重工業方面開始的 B. 從金融業方面開始的
C. 從商業方面開始的

15. 在棗宜會戰中為國捐軀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是：
A. 李宗仁 B. 趙登禹 C. 張自忠

16. 1925年國民政府將所轄各部隊統一改編為：
A. 國民軍 B. 國民革命軍 C.北伐軍

17.中國西藏和平解放的時間是：
A. 1948年10月 B. 1949年10月 C. 1951年10月

18.南唐故都是：
A. 金陵 B. 洛陽 C. 長安

19.享有「寰中絕勝」和「海上名山」美譽的是：
A. 雁蕩山 B. 嶗山 C. 雲台山

20.中國的四大名繡是：
A. 蘇繡、蜀繡、滬繡、湘繡
B. 蘇繡、粵繡、蜀繡、湘繡
C. 蘇繡、粵繡、滬繡、湘繡

21.下列人物中屬於宋詞豪放派代表人物的是：
A. 柳永 B. 周邦彥 C. 辛棄疾

22.下列人物中號「六一居士」的是：
A.王昌齡 B.歐陽修 C. 孔尚任

23.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是：
A. 深圳 B. 珠海 C. 海南

24.秦始皇是在哪一年統一中國？
A. 西元前475年
B.西元前221年
C.西元前2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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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不易快樂需情意教育
4成學苑校友獲獎學金 自我要求高未自豪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一般人認為天資聰穎的

小孩，在成長路上肯定會一帆風順，但事實卻不然。專

門培育資優生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

行調查，了解學苑學員及校友的個人成長情況，結果發

現，近6%於文憑試有5科5**或以上，逾三成人曾上過

學院院長榮譽榜（Dean's List）或一級榮譽畢業，但約

兩成至四成資優生卻指自己無值得自豪的成就。校方分

析指，這類學生自我要求極高，不易快樂，故會加強情

意教育，改善學生的心理素質。

中大於本年3月成功訪問了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約
300名中學生學員及200名校友。調查顯示，在

文憑試取得5科5**或以上的校友有5.8%，較全港平均
數字0.1%高；得到校內獎學金的有四成；曾上過學院
院長榮譽榜或以一級榮譽畢業的校友佔31.3%。不過當
被問到「是否有任何或感到最自豪的成就」時，25.5%
學員及39.2%校友坦言「沒有」。

承受多方壓力 身份如標籤
學苑研究經理馮子豪認為，「這反映他們未必對自
己的學術表現感自豪，很多時候對自己要求過嚴，在

情意發展方面存進步空間。」學苑進階學習體驗經理
郭滿玲解釋，資優生同時承受家人、老師、朋輩和自
己的壓力，曾經有資優生告訴她，不想別人知道自己
是資優生，「這身份是一種標籤，負載着別人的期
望，彷彿因為資優，表現傑出亦是理所當然。」
此外，8成學員及6成畢業生指學苑課程有助提升學

科知識，但只有4成人認為課程有助改善社交及溝通能
力。為幫助資優生加強情意發展，學苑為高小級學員
提供每節約1.5小時、共10節的「1+1」親子小組活
動，當中包括親子畫畫、設計T恤、資優生分組設計
創意發明品等，以促進孩子的全面發展。

學員家長：只盼快樂成長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六年級生徐子晴，於初小時獲英

文老師推薦成為學苑學員，她十分享受學苑裡的活
動。其母指在「1+1」小組活動裡發現女兒將家庭放第
一位，她沒想過女兒這麼重視家庭，令她很感欣慰。
雖然子晴是資優生，但媽媽指不想催谷女兒，只希

望她快樂成長。
學苑院長吳大琪表示，對於收取學費方面，校方正在

研究當中，因過程複雜，估計會於2017/18年度或之後
才可實施，亦可能先於成本較高的課程嘗試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鼓勵
大學將科研成果轉移，香港科技園公司昨
日宣佈與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及理工大學
推出「聯合創業培育計劃」，由3校推薦
具潛力的科研項目予科技園公司評審，獲
選團隊將被納入計劃，可依據項目需要享
用所屬大學及科技園的支援。同日科技園
公司啟用位於九龍塘創新中心的初創協作
基地「Lion Rock 72」，計劃團隊可選擇
進駐其中。
科技園公司創業培育計劃主管莫偉軒表

示，本港各所大學都有着獨特專長，如城

大即將開辦獸醫課程、浸大的中醫課程、
理大在製造業及工業上有優勢，「計劃能
讓科技園公司及各大學的優點共冶一
爐」，讓初創公司獲得更多支持，未來將
與港大、中大及科大商討加入計劃，擴大
網絡。

初創基地啟用 參與團隊無上限
至於初創協作基地「Lion Rock 72」將
開放予上述計劃的成員使用，佔地約1萬
呎，當中有多個多用途活動場地，並設有
小型製作工場，提供空間予初創企業製造

產品原型。設施24小時開放，配合初創企
業的彈性工作時間。
參與計劃的初創團隊數目不設上限，且
全年接受申請，獲接納之培育計劃可選擇
以所屬大學或科技園公司提供的工作空間
為研發基地，科技園公司亦會按個別項目
需要，提供法律、專利及相應專業支援，
及協助創業者尋找投資機會。
科技園培育公司成員之一的Cognix，較

早前推出「香港智能化認知評估平台」，為
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提供簡易及快捷的認知障
礙測試平台。公司行政總裁兼技術總監方靖
行來自理大，他坦言初創公司即使發明了產
品亦未必能獲大公司賞識，科技園從中聯繫
及推廣，對產品銷售有很大幫助。

科技園夥三大推創業培育

■香港科技園公司與浸會大學、城
市大學及理工大學推出「聯合創業
培育計劃」。 姜嘉軒 攝

本集主持繼續
與尤德爵士紀念
基金信託委員會
及理事會成員尤
德夫人，以及基
金理事會主席何

文匯討論《論語》的價值。
問：尤德爵士夫人認為香港的年輕人都

傳承了中國的傳統美德「仁」。中國傳統
的價值觀，一點也不過時。何教授，你的
看法如何？
何：這是包裝問題。這些價值因為《論
語》主張而被視為過時，假如被有創意的
人重新包裝，本質不變，如《論語》提倡
仁義，可是做仁人君子有何不好呢？孔子
亦說過純粹的仁者可欺。「仁」需要用智
慧來調節，智慧則可透過學習而取得。這
些都切實可行。我們不引用「子曰」也會
這樣說。所以看起來並不過時，包裝很重
要，因為這些價值都是永遠青春和實用
的。
問：何教授你剛剛提到包裝。對於在21

世紀宣揚傳統價值，你有什麼看法呢？
何：先讓尤德爵士夫人發表意見。

尤：父母可以鼓勵子女去培養，但有些孩子沒有
那麼幸運，能從家庭中得到這種支持，他們可以從
老師和學校得到，或通過參加社會活動而得到。孩
子大都希望參加什麼的，只要給他們做好事和幫助
他人的機會，他們肯定會這樣做。被遺漏的可能是
那些得不到社會照料的孩子，他們很容易誤入歧
途。鼓勵孩子們同心協力幫助別人，是很美好的
事。
何：啟發善心由家庭做起，父母是最好的榜樣。

課堂也很重要，但我們要明白灌輸道德觀念的日子
已一去不返。當今年輕人很清楚自己的權利，不喜
歡道德課題，從父母和老師身上接受訓誡。他們要
選擇屬於自己的價值觀，縱使這些價值觀跟師長的
價值觀可能非常相似，但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有選
擇的自由，你就別灌輸。
我相信在課堂上，通過討論，讓學生有參與感，

繼而形成擁有感。當你對這些價值產生擁有感，你
就會愛上及奉行這些價值。這點值得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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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
語」專欄節錄自同名電視特
輯，特輯由超藝理想文化學
會製作、中外友協和平發展
基金會創會會長陳復生監製
及主持。本欄旨在通過學
者、名人的訪談，暢說《論語》對他們為人處世
的啟發。讀者可在其facebook專頁瀏覽短片。

■校方指資
優生通常自
我 要 求 極
高，不易快
樂，故會加
強 情 意 教
育，改善學
生的心理素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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