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黎忞）不

少教育機構在學期

將完結時均會要求

學生填寫評分表，

評核教師教學表現

及反映意見，藉以

提升教學效能。嶺

南大學英文系副教

授何杏林更引入

「學生參加教學合

作計劃」，讓其他

學系學生成為教師

的「顧問」，於課

堂觀課及分析記

錄，同時從受眾角

度，及早提出改善

教學的建議，成功

令課堂互動，氣氛

更活躍，其新穎思

維讓她獲得嶺大今

年的優異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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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都有華僑華人聚居的「唐人街」。
「唐人街」早叫「大唐街」，此名字的由來說明了？
A. 唐朝文化在歷史上享有很高的聲望
B. 在外國的中國人很多
C. 唐朝與歐洲的關係永世友好

2. 「唐僧去西天取經」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故事。那麼「西天」在當
時和現在的名字分別是？
A. 波斯 印度 B. 天竺 印度 C. 吐蕃 西藏

3. 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建築，它氣勢宏偉、富麗堂皇，自唐高宗
時就成為唐朝最重要的宮廷，見證了大唐的輝煌與沒落。它是？
A. 阿房宮 B. 大明宮 C. 故宮

4. 「盛世中國，詩意長安」，它令我們聯想到我國詩歌創作的黃金
時間是在？
A. 秦朝 B. 漢朝 C. 唐朝

5. 玄奘西行是古代中印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見證，他遊學研習內容
主要涉及的宗教是？
A. 伊斯蘭教 B. 佛教 C. 道教

6. 有專家認為，「買東西」這個詞源於唐代。他的理由應該是？
A. 唐朝的長安人購買物品只能到東市和西市這兩個地方去
B. 唐朝時期才有「東」和「西」兩個字
C. 唐朝對外交通發達，常與東邊的日本和西邊的歐洲相應貿易

7. 建立遼國的民族是？
A. 靺鞨 B. 朝鮮族 C. 契丹族

8. 歷史上的「檀淵之盟」是北宋與同時期少數民族關係的縮影，它
是北宋與哪個少數民族政權訂立的？
A. 遼 B. 西夏 C. 金

9. 郭靖與楊康是金庸先生膾炙人口的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主要
人物。與他們中的「靖」和「康」有直接聯繫的歷史事件是？
A. 金的建立 B. 金滅北宋 C. 南宋建立

10.深受人民愛戴的「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軍隊是？
A. 岳家軍 B. 戚家軍 C. 八路軍

11.遼、宋、夏、金時期的政治特點是？
A. 地方軍閥割據
B. 民族政權並立
C. 戰亂長期不息

23.下列雕塑中，與佛教無關的是？
A. 莫高窟 B. 雲岡石窟 C. 秦兵馬俑

24.在《資治通鑒》中你不可能看到的歷史是？
A. 三國鼎立 B. 楚漢之爭 C.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25.在中國茶史上，被尊為「茶聖」的是？
A. 杜育 B. 蔡襄 C. 陸羽

26.清朝時期的「三藩之亂」，指的是哪三藩？
A. 平西王、西北王、靖南王
B. 平西王、平南王、靖中王
C. 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

27.《四庫全書》的總撰官是？
A. 紀曉嵐 B. 司馬光 C. 魏源

28.世界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出現在哪個朝代？
A. 唐朝 B. 清朝 C. 宋朝

29.「老馬識途」與下列哪一個歷史人物有關？
A. 諸葛亮 B. 易牙 C. 管仲

30.「尊王攘夷」政策是誰實行的？
A. 齊桓公 B. 楚莊王 C. 晉文公

31.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儉」，代表着平民的
利益，這是我國古代哪一個學派的思想？
A. 儒家 B. 道家 C. 墨家

32.古代史書上出現的「倭國」是現在的哪一個國家？
A. 越南 B. 朝鮮 C. 日本

33.中國的歷史傳說中，最早教人種田並且嘗試各種草藥的人是誰？
A. 伏羲 B. 神農 C. 黃帝

34.「天下第一關」指的是？
A. 嘉峪關 B. 山海關 C. 玉門關

35.彝族人民醫藥知識豐富，根據他們祖傳配方製成
的一種藥，專治跌打損傷，遠近馳名，請問這種
藥是？
A. 六神丸 B. 清涼油
C. 雲南白藥

12.馬可波羅來華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大歷史事件，他在中
國生活了17年，並成為了「宮廷中的意大利人」。此「宮廷」
所處的朝代是？
A. 宋朝 B. 漢朝 C. 元朝

13.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發達，中國商船最遠能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
海沿岸。從航海技術上講這主要得益於？
A. 絲綢之路的出現 B. 指南針的應用
C. 我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往來

14.「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是北宋王安石的詩句，其
中隱含的科技發明是？
A造紙術 B火藥 C指南針

15.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寫道：「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
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材料中的「極為神速」主要
得益於：
A. 造紙術的改進 B. 北宋城市商業的繁榮
C.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16.唐王朝由盛轉衰是在？
A. 唐玄宗時期 B. 武則天時期 C. 唐中宗時期

17.請問吐蕃人是今天那一民族的祖先？
A維吾爾族 B藏族 C哈薩克族

18.「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這是古
人對哪一水利工程功效的讚譽？
A. 靈渠 B. 大運河 C. 都江堰

19.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曾說過「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此
書」指的是？
A《史記》 B《宋書》 C《資治通鑒》

20.毛澤東在他的詩詞《沁園春‧雪》中曾提到「秦皇漢武」「唐宗
宋祖」。其中「宋祖」指的是？
A李世民 B項羽 C趙匡胤

21.在中國古典名著中《三國演義》出現的成語—「八拜之交」，是
指哪三位歷史名人在桃園結義？
A. 劉備，劉斗，劉邦
B. 劉備，諸葛亮，曹操
C. 劉備，關羽，張飛

22.「錦衣衛」出現在我國哪個朝代？
A唐朝 B明朝 C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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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食
品安全是全球關注的議題，各地
的大學科研人員都致力加強相關
研究，希望能讓大眾「食得安
心」。理工大學今年2月已與瑞典
隆德大學商討成立食品安全研發
中心的意向，近日中心更獲丹麥
技術大學國家食品研究所及意大
利博洛尼亞大學加入成為新成
員，四間大學將聯手在促進全球
食品安全方面共同努力，達至更
大的協同效應。
有關食品安全研發中心為促進歐
洲和香港食安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理大及上述3所歐洲老牌大學的代
表於2016年9月就有關工作會面商
討，希望利用各方的專業知識和資

源，促進官產學研合作，聯手解決
包括抗生素抗藥性、食品鑑定和食
品包裝安全等方面的挑戰，推動全
球食品安全。
合作大學並致力將有關創新科技

轉化至實際應用，以提升食品安
全，同時加強學術界、學生及與其
他持份者間的交流和合作。
而參照今年2月理大在香港舉辦

的「第一屆全球食品安全及科技論
壇」的經驗，隆大和丹大亦將於明
年5月下旬共同主辦第二屆論壇，
並將其更名為「GoFood」，由理
大和博大協辦。論壇會以通過創新
科技提升食品安全為主題，並以在
解決最迫切的全球食品安全挑戰方
面為共同的願景和承諾。

理大與歐三所大學共研食安

嶺大生任顧問 獻策改善教學
何杏林妙計令課堂互動氣氛活躍 奪優異教學獎

■理大與3所歐洲老牌大學合作成立食品安全研發中心，促
進全球食品安全。圖為4間大學的代表。 理大供圖

■嶺大向何杏林（右一）、王曉勤（中）和陳漢輝頒發優異教學
獎。 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升中學
生人口近年持續下降，對學界帶來龐大
的縮班殺校壓力。根據教育局最新資
料，全港共有28所中學今學年只開辦1
班或2班中一，其中以屯門為重災區，
有10所中學由於收生人數較少，只開
辦2班中一。不過當局的推算數據亦顯
示，適齡升中人口今年已達「谷底」，
明年將先反彈1,700人，及至2021/22
年更會增至6.63萬人，較今年的4.81萬
人多出約38%，即1.82萬人。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書面回覆立法會

質詢時重申，過去多年的中一學生人
數屬短暫下降，而局方自2006/07學
年起持續投入龐大資源，至2013/14
學年起更進一步推出針對性紓緩的

「三保」措施，以促進學校持續發
展，穩定教師團隊和保持教育質素。
至今年初的施政報告也宣佈，因縮班
有過剩教師的學校，其過剩教師保留
期亦可申請延長至2017/18學年。
他又引述中學師生數字指，在2011/
12至2015/16學年期間，中學生人數
減少了近三成，但教師人數只減少了
約一成，足見各項紓緩措施已發揮一
定的穩定教師團隊的作用。對過往曾
縮班的學校，當局指預計明年起中一
學生人數將會穩步逐年回升，有助穩
定受影響學校的核准教師編制。此
外，每年亦有約5%教師自然流失，騰
出的教席空缺對紓緩過剩教師發揮一
定效用。

適齡升中人口 明年料谷底反彈

嶺大昨日舉行「2015/16年優異教學與傑出服務頒獎典
禮」，以表揚多名在教學和服務上有卓越表現的教職

員。其中包括曾於美國多所院校任教、2013年加盟嶺大的
何杏林。她分享獲獎心得時指，美國學生勇於向教師表達
意見，港生則較為被動，而師生亦往往保持距離，有意見
都不敢主動表達。
為更有效改善教學及促進學習，她在2014年發起「學生
參加教學合作計劃」，首先在英文系試行，讓來自另一學系
的學生與教師組成夥伴，並成為教師的「顧問」，定期去觀
察及記錄課堂情況，冀從嶄新角度向教師提供教學反饋。
就讀嶺大翻譯課程四年級的鄔樂珊是其中一名學生顧

問。她一般要參與10周、每周各一次的觀課，當她整理過
觀課資料後，便會與夥伴教師見面反映意見。不少教師資
歷和教學經驗豐富，起初曾擔心她的意見未必獲接受，但
實際上有關教師在向她了解過後，確有嘗試於課堂作改
變，「例如增加提問環節，令課堂氣氛改善。」

盼增顧問生推廣其他機構
現時計劃有7名來自嶺大不同學系的顧問學生，何杏林

指期望未來參與人數可增至20個，並將這種師生合作模式
推廣至其他教育機構。

嶺大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王曉勤亦是今年優異
教學獎得主。她在過去4年一直任教「關心我們的社會─
社會營銷」科目，「我想向學生強調，商界不止是賺錢，
亦有社會責任。」課堂中她會教授傳統的營銷技巧如「10
步模型」和「4Ps知識」等，希望讓學生能於社區服務項目
上應用。
她舉例指，曾有學生舉辦以長者為對象的嘉年華，設有

攤位讓長者砌安全家居模型等等，亦有工作坊教他們用手
機通訊軟件WhatsApp。意想不到的是，活動後有長者家屬
向學生發出致謝的短訊。提到這個經歷，王曉勤亦感動得
「眼濕濕」。

當今議題應用社會學理論
另一名得獎者是來自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的助理教授陳

漢輝。他表示，社會學理論抽象複雜，對部分學生來說頗
為困難，而他教授現代及古典社會學理論。
他坦言這些「年代久遠」的理論，或會被學生認為無法

於現代社會應用，而學生亦未必有興趣讀完厚厚的馬克思
的《資本論》。所以他嘗試在導修課中挑選當今本地或國
際議題，幫助學生將社會學理論應用在現今社會上，學習
理論之餘亦可訓練分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