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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0年代，李小龍回香港發展，請問他回港后拍攝的第一
部影片是：
A. 《精武門》 B. 《猛龍過江》 C. 《唐山大兄》

2. 19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業由盛轉衰，其原因不正確的
是：
A. 內地影片湧入香港
B. 租金及人工成本上漲 C. 片商投資減少

3. 香港回歸后政府首腦是：
A. 總督 B. 行政長官 C. 立法會主席

4.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年？
A. 4 B. 5 C. 6

5. 香港回歸后，行政長官的權利同港督相比有何變化？
A. 權利範圍擴大
B. 權利範圍縮小 C. 權利範圍不變

6. 香港最高的上訴法院是？
A. 終審法院 B. 高等法院 C. 裁判法院

7. 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其成員任免均由
╴╴╴╴╴╴決定？
A. 立法會議 B. 中國國務院 C. 行政長官

8. 香港首次發行的塑膠鈔票是╴╴╴╴╴╴元面值的？
A. 20 B. 50 C. 10

9. 香港新界原居民在節慶時的傳統菜是╴╴╴╴╴╴。
A. 盆菜 B. 大鍋菜 C. 點心

10.以下菜色中，哪些是香港的本地菜色？
（1）潮州菜 （2）川菜 （3）客家菜
A. （1）（2） B. （2）（3） C. （1）（3）

11.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在文化上的主要特點是以什麼為
核心的？
A.儒家思想為核心
B.法家思想為核心
C.佛教思想為核心

24.我國少數民族中喜愛射箭.摔跤.騎馬的遊牧民族哪一個？
A. 藏族 B. 滿族 C. 蒙古族

25. 以遼河而得名的省份，它的省會是哪個城市？
A. 沈陽 B. 哈爾濱 C. 大連

26.我國哪個省份是古代齊國和魯國的所在地？
A. 山西 B. 河北 C. 山東

27.在中國古代的詩詞中「鬚眉」一詞通常是指？
A. 老人 B. 男人 C. 仙人

28.在中國古代的詩詞中「絲竹」一詞通常是指？
A. 嘈雜 B. 竹籤 C. 音樂

29.輩分不同，年齡相差很大的人成為朋友叫做？
A. 忘年之交 B. 布衣之交 C. 竹馬之交

30.古代「不惑」的年紀是指多少歲？
A. 40 B. 50 C. 60

31.第五套人民幣共有多少種面額？
A. 11 B. 8 C. 13

32.中國最小的省級行政單位是？
A. 甘肅 B. 重慶 C. 澳門

33.北海珍珠是我國哪個地區的特產？
A. 海南 B. 廣東 C. 廣西

34.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人類是？
A. 山頂洞人 B. 北京人 C. 元謀人

35.秋收起義的領導人是？
A. 周恩來
B. 劉伯承
C. 毛澤東

12.烽火戲諸侯這個歷史典故發生在哪一個朝代？
A. 夏 B. 商 C. 周

13.我國領土的最東端是哪個省？
A.吉林 B. 黑龍江 C. 遼寧

14.我國緯度最高的盆地是？
A.柴達木盆地 B.塔里木盆地 C.準噶爾盆地

15.我國面積最大的平原是？
A.東北平原 B.華北平原 C.長江中下游平原

16.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銀河落九天。描寫的是哪個地方的自然景觀？
A.泰山 B.黃山 C.廬山

17.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
A. 活字印刷術、指南針、造紙術、火藥
B. 活字印刷術、中醫、造紙術、火藥
C. 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中醫、火藥

18.呂雉是存在於哪一朝代的歷史人物？
A. 漢朝 B. 秦朝 C. 元朝

19.農曆五月初五是哪一個中國的傳統節日？
A. 重陽節 B. 端午節 C. 中秋節

20.中國的稀有金屬儲量居世界排名第幾位？
A. 一 B. 二 C. 三

21.請問文明全國的西湖龍井屬於哪一個品種的茶？
A. 黑茶 B. 青茶 C. 綠茶

22.福建安溪是以什麼文明全國的？
A. 鐵觀音 B. 硯臺 C. 油紙傘

23.我國人口最少的省是？
A. 新疆 B. 西藏 C. 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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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教師指國情教育配套不足
教聯調查：學校國慶活動增「唱國歌」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盼霖） 為了解學校於國慶期間的

活動和對國情教育的看法，教聯會本月中向全港學校以問卷作

出調查，結果顯示，今年學校舉辦不同類型的國慶活動的比率

普遍較去年有上升，當中以「唱國歌」增幅最大，達24個百

分點；而表示國慶活動能增強學生對國家歸屬感的則有38%。

不過調查亦指，近半教師認為特區政府於「推廣國情教育」，

以及「一國兩制教育」的支援配套不足，兩者分別有45%及

47%。

因應不少中小學生空肚上學情況，
保良局及康寶萊推出推廣營養早餐的
「『營．智』快樂學習成長計劃」。
為期一年的活動昨日於荃灣聖芳濟中
學舉行啟動禮，該校共有逾百名中一
生參與並獲派發營養早餐。
今年參與計劃的學校共包括3間中

學及3間小學，目標學生700多名，
除派發早餐外，計劃並包括以遊戲方
式學習卡路里計算，認識營養食品的
選擇，亦有為家長提供的健康知識講
座，希望幫助更多學生培養進食營養
早餐的習慣，令體魄更健康，同時提
升學習專注力。 ■大會供圖

教界持份者倡不應恢復小三TSA「 營 ． 智 」 派 早 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盼霖）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的推行引起社會廣泛爭議，有聲音擔心學界
的過度操練令學生特別是初小生面臨太大壓力。教育
局早前就TSA開展檢討，又暫停實施今年的小三
TSA，只讓數十所小學試考新設計的題目以作研究，
有關結果即將發表。有團隊則另外翻查昔日文件並與
多名持份者訪談，昨發表有關TSA的研究報告，指
TSA對改善教學成效不彰，未來不應該恢復小三
TSA。
小三TSA會否復辦，為教育局檢討TSA委員會研

究的焦點之一。一直爭取取消TSA的教協，早前便
另外聘請研究員，結合該會以往調查，以文件研究、
量化研究及10多名教師校長、辦學團體代表及前官

員訪談的質化研究，三方面檢視TSA的情況。研究
結果顯示，「無證據」指TSA對提高學校的教與學
水平有明顯幫助，未達「學校改進」及「促進學習的
評估」目的。
研究又指，TSA帶來副作用，如被視為考慮「殺
校」的原因之一；學校成績影響同一團體內學校的排
名，對老師造成壓力；試題難度惡化等等。教協認為不
應恢復小三TSA，以免年紀小的學生受過大壓力，並
建議重整「應試文化」，注重「進展性評估」等等。
教育局回覆指，正與TSA檢討委員會檢視今年小

三試行計劃的回饋，尚需進一步討論2017及往後
TSA的安排，現階段未有公佈，而委員會亦有收集
和研究不同持份者意見。

教聯會於本月中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調
查，了解學校在今年國慶期間的相關

活動情況，以及教師對國情教育的看法，共
收到205份有效問卷回覆，當中約九成為中
小學老師，其餘小部分為幼稚園老師或未有
分類。
受訪者之中，有14人指其所在學校今年沒
有舉行慶祝國慶活動，佔總數7%。而在有舉
辦慶祝活動的回應中，八成教師表示指有舉
行「國慶節升旗禮」；接近六成表示學校有
「唱國歌」及有五成指學校有「懸掛國
旗」。與去年相比，各項學校國慶慶祝活動
比率普遍有上升，當中以「唱國歌」增幅最
大，由去年的33%增至今年的57%；「國慶

講座」和「國慶聯歡會」的增幅同樣有8%。
另一方面，學界「參與社區的國慶活動」

的比率則下跌了10個百分點。
受訪老師之中，88%人認為今年學校國慶
活動與去年同樣隆重，可見整體學校對國慶
投入與去年相若。

38%指國慶活動增歸屬感
調查又問及老師如何看待今年的國慶慶祝

活動與增強學生國家歸屬感的關係，當中
38%人指「有點增強」或「有明顯增強」，
較去年同類調查增加4個百分點，而選擇
「與往年相若」仍然佔最多，有52%。
針對日常的國情教育，「組織學生到內地

參觀訪問」及「與內地學校締結成姊妹學
校」為最普遍的活動，分別有67%及53%受
訪者表示其學校有進行。教聯會指，這反映
很多香港學校師生願意親身與內地學校師生
作出交流，互相學習。
在國情教育內容方面，最多教師認為要包

括「國家的歷史與發展」，「國旗、國歌、
國徽及升旗禮」，兩者各有約七成老師選
擇。另外亦有過半老師認為要加入「國家的
民族、人口和地理」、「國際社會中的今日
中國」和「內地人民的生活現況」。

至於關於特區政府對學校「推廣國情教
育」的支援，有45%老師認為不足夠或很不
足夠，明顯比覺得足夠的37%多；而關於
「一國兩制教育」配套方面，認為不足夠的
更有47%，也遠多於覺得足夠的37%。
教聯會認為，政府應回應學界意見加強對

學校在這兩方面的支援配套，並期望透過教
師的專業判斷，向學生提供多角度的國情資
訊及「『一國兩制』教育」，以引導學生認
同自己的國家，及接納自己是中國香港特區
的一分子。

■教聯會建
議政府加強
「推廣國情
教 育 」 及
「一國兩制
教育」的支
援配套。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
莎） 近日有報道提及有人自
稱遊戲治療師，並開辦質素成
疑的心理輔導課程，更安排無
經驗的學員入學校做「實
習」，輔導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生，令家長感憂
慮。教育局昨日在網頁的《政
策正面睇》專欄回應指，學校
使用外購服務，必須依循教育
局通告的程序及指引，採取有
效的監管措施，並確保所選的
服務符合專業要求。
局方到訪學校時，亦會留意

學校的相關安排，給予改善建
議。
教育局在《善用資源推動

融合教育正面睇》一文指
出，學校需定期監察外購服
務的質素，如發現服務提供
者的表現有問題或與合約不
符，須要求改善，確保學生
得到合適的支援。而在學校
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學校每
年要為支援SEN生的各項措
施評估成效，並每年提交自
評報告予當局，以及列明如
何運用資源的資料上載學校
網站，以提高透明度。
文章又提到，當局已為學校

編制《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
育運作指南》，以及《全校參
與模式融合教育家長篇》，相
信在家校合作下，融合教育的
推行可有更佳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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