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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

集團、成都

市政府港澳辦、未來之星同學會

主辦的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

出發—成都之行」，昨日在四川

成都啟動。據悉，這是未來之星

同學會與成都市政府港澳辦簽署

共同組織開展兩地青少年交流活

動合作協議後的第一次活動，也

是「從香港出發系列」活動連續

第二年在成都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多角度全方位識川情
未來之星成都之行啟動 深入了解西南重鎮歷史文化

(選擇題)
1. 天坑地縫旅遊風景區是世界上深度和容積最大的岩溶漏斗，天坑口四面絕壁，如斧劈

刀削，宏偉壯觀。坑中有無數幽深莫測的洞穴和一條洶湧澎湃的暗河，它位於？
A、重慶 B、四川 C、廣西

2. 下列措施中，最有利於推動農業商品化的是？
A、實行賦役征銀 B、發展互市貿易 C、推行市易法

3. 虎跳崖在哪個省境內？
A、四川 B、雲南 C、貴州

4. 有一種淡水鱷，是我國特有的，他是？
A、河口鱷 B、佩滕鱷 C、揚子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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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這裡的「規矩」指的是？
A、美德善行 B、圓規曲尺 C、法律條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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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問以下哪一種獎勵制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勛及嘉獎制度下的最高榮譽，表揚畢生
為香港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
A. 紫荊星章 B. 大紫荊勛章 C. 太平紳士

9. 天星小輪是香港歷史悠久的渡船公司，來往於港島及九龍，是遊客遊覽維多利亞港的
重要途徑。目前，小輪有2條航線，分別是尖沙咀—中環以及╴╴╴。
A. 尖沙咀—灣仔 B. 紅磡—中環 C. 紅磡—灣仔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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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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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民幣共有多少種面額？
A、12 B、13 C、14

13.廉政公署透過3個部門三管齊下打擊貪腐，3個部門分別是執行處、防止貪汚處以
及╴╴╴，分別負責調查貪汚罪行、審查政府工作程式以及教導公民認識貪汚的危害。
A. 紀律處 B. 社區關係處 C. 聯絡處

14.以遼河而得名的省份，他的省會是哪個城市？
A、沈陽 B、黑龍江 C、大連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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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中國人口最少的少數民族是？
A、赫哲族 B、珞巴族 C、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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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馬頭琴是哪個民族特有的樂器？
A、蒙古族 B、彝族 C、藏族

19.關於香港開埠初期的教育問題，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1840年代，香港的學校多為官辦
B. 早期入讀教會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貧苦家庭，入學多是為了學習英文，獲得好工作
C. 中央書院是香港殖民統治時期最早成立的男官立中學，孫中山等人均是該校畢業生

33. 1857年，接連發生「亞羅號」事件和「毒麵包案」後，港府意識到了加強與華人溝
通的重要性，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1）鼓勵華人社會自行管理，自行處理華人之間的糾紛
（2）出版政府憲報中文版
（3）實施官學生制度，從英國本土挑選學生學習中文，學成後擔任港府通譯員
（4）重新設立總登記官，加上「撫華道」的稱謂，向華人社會宣傳港府政策
A. （2）（3）（4） B. （1）（3） C. （1）（2）（4）

34.關於英人侵佔九龍的原因，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香港人口增長過快，佔領九龍可以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
B. 加強香港島的防務，對抗清政府的騷擾 C. 九龍有豐富的石油資源

(問答題)
35.「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是說的哪一個清代戲劇？

答案：桃花扇

36.四部分類法是分類大部分中國古典典籍的方法，請問分哪四類？
答案：經、史、子、集

37.中國古代的五聲音階分別是？
答案：宮、商、角、徵、羽

38.中國古代的七聲音階分別是？
答案：宮、商、角、清角、徵、羽、變宮

39.中國民歌可按最廣泛的分類法分為三類，分別是？
答案：山歌、小調、號子

40.舉例說出三個以上中國民族樂器？
答案：古箏、嗩吶、琵琶、二胡、京胡、鑼、簫、笛、笙、阮等

41.「饅頭」是誰發明的？
答案：諸葛亮

42.由哪一位思想家的倡導和啟蒙，後期墨家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古代邏輯學體系？
答案：墨子

43.「六經」是指？
答案：《詩》、《書》、《禮》、《易》、《樂》、《春秋》

44.「四面楚歌」和「霸王別姬」是哪位歷史人物英雄遲暮的寫照？
答案：項羽

45.英人初佔香港後，興建維多利亞城作為行政中心。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逐步發展成
所謂的「四環九約」，請問「四環」指的是什麼？
答案：西環、上環、中環、下環（灣仔）

46.香港開埠初期，對外貿易基本仍然維持鴉片戰爭前的格局。請問當時香港的貿易途徑
主要以哪三個國家或地區的三角貿易為主？
答案：中、英、印

47.首家以香港為基地的銀行是哪間銀行？
答案：匯豐銀行

48. 1883年，港府成立了一個機構處理香港衛生問題，其最初的成員全是政府官員，後
由選舉產生非官守成員，請問這一個機構叫什麼？
答案：潔淨局（清淨局、市政局）

49. 1843年，英王頒布了哪兩項命令，確立了香港總督在香港的權利和地位？
答案：《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

50.香港殖民統治時期，副總督在早期香港政府的地位僅次於總
督，高於輔政司。請問副總督一職一般由哪一種官員兼任？
答案：駐港英軍司令

20.關於香港航運事業的發展，以下選項正確的是：
A. 進入香港的船隻噸位上升緩慢，至19世紀末剛剛突破100萬噸
B. 早在1849年，已有輪船公司開展香港與廣州之間的定期客運服務
C. 進出香港的航線大多限於亞洲之內，至1910年僅有印度航線、南洋諸島航線、中

國沿岸航線等三條

21.隨着香港轉口貿易港地位的確立，華商勢力日益崛起。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南北行是香港最早期的華資轉口貿易行業，開埠初期已經相當活躍
B. 南北行又稱九八行，因九八抽佣得名
C. 南北行指經營南北兩線的貨物，南線指中國南方，北線指中國北方

22.╴╴╴年，伍廷芳成為首位立法局華人議員，立法局內必須設有華人議席的原則從此
確立。
A. 1860 B. 1870 C. 1880

23. 1844年，香港政府成立行政局，協助總督處理相關工作。以下關於行政局的說法正
確的是：
A. 行政局每周開會一次，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可以旁聽
B. 行政局只能處理行政工作，不具有任何立法職能 C. 行政局會議一般由港督主持

24.香港開埠初期，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經常需要英政府支援，當時港府的收入主要有三
項，分別是：牌照規費與包稅收入，差餉，以及╴╴╴。
A. 商業稅收 B. 土地交易收入 C. 發行債券收入

25.「醮」（粵音「照」）是向神祝禱，消除災禍和許願酬謝的祭祀禮儀，香港長洲太平
清醮是長洲居民舉行的活動，更於2011年被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請問最
初長洲太平清醮的目的是什麼？
A. 祈求風調雨順 B. 祈求瘟疫不再發生 C. 祈求戰亂停息

26. 1839年，清政府派林則徐到廣東查禁鴉片，原因是：
（1）鴉片損害了人民的身體和精神 （2）引入鴉片導致國家財政受到重大損失
（3）清政府有意讓鴉片流入北方
A. （1）（2） B. （2）（3） C. （1）（2）（3）

27. 1842年，英國在港全權代表的╴╴╴在香港發出告示，指「香港乃不抽稅之埠，准
各國貿易」，確立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A. 砵甸乍 B. 羅便臣 C. 麥當奴

28.英人在香港推行自由港制度後，最先到港的英商以經營╴╴╴為主。
A. 絲綢 B. 瓷器 C. 鴉片

29. 1850年代後，香港華人經濟力量日益雄厚，有能力動用更多社會資源從事慈善醫療
活動，東華醫院在這種背景下成立。以下關於東華醫院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東華醫院的成立可以追溯到廣福義祠事件
B. 醫院成立初期，提供西醫服務，收取高額診費
C. 由於醫院的核心領導人物多是行業的領導者或買辦，兼具財富與社會地位，東華醫

院逐漸成為華人精英的議事中心

30.自開埠以來，港英政府設立立法局（舊稱定例局）制定法律。早期的立法局成員均有
政府官員身份，後在英商的強烈要求下，於╴╴╴年委任首位非官守議員。
A. 1845 B. 1850 C. 1855

31.為使香港成為英國在華貿易的據點，香港開埠初期港府實行了哪些策略？
（1）推行自由貿易港政策 （2）注重經濟立法，保障在港商人財產權益
（3）興建港口設施及其他市政工程（4）對來往商人抽以重稅，補貼政府行政支出

A. （2）（4） B. （1）（2）（3） C. （1）（2）（4）

32.╴╴╴年，港英政府設立「保甲制」，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對本地華人採取
以華制華的間接管制政策。
A. 1844 B. 1854 C. 1861

由由77月月2424日至日至88月月1010日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刊登每日刊登「「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賽」」5050條參考題目條參考題目，，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答案同時刊登同時刊登))！！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提供相互交流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相互競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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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未來之
星 「 成 都 之

行」，港生對往後多天的行程充
滿期待。其中科大商學院四年級
生黎麗瓊指出，參觀大熊貓繁育
研究基地最是吸引，「我很希望
能夠透過此次交流團，對可愛大
熊貓的特殊意義和大熊貓養殖工
作增加認識和了解，又或者可以
跟飼養員溝通，多知道一些他們
與大熊貓日常相處的小趣事，讓
我們了解一下擔任着重要外交工
作的大熊貓的生活和習慣。」
城大法律系碩士生洪英毅也

說，「去大熊貓基地是整個行程
的亮點。我之前有看過動物園裡
的熊貓，雖然這次不敢奢望和熊
貓來一次『親密接觸』，但能更
近距離地觀看熊貓的生活已經非
常值得了。」他又指，對成都印
象很好，「非常希望有機會來內
地發展，所以我本科已有到內地
當交換生，學好普通話，認識祖
國國情。」
從香港到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讀書的交換生曾樂怡，則在3
年前到過成都，她希望藉是次未
來之星的多元化活動，更全面、
深度地了解成都。她認為，內地
很多城市充滿商機和機遇。「比
如上海是沿海的經濟發達城市，
成都是西部地區的重要城市，如
果有機會，我非常有興趣到內地
來工作。」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一年級生單梓峰則指，
在各地政府政策扶持下，內地發展空間比香
港更大，「我第一次來成都，感覺成都是有
歷史底蘊又很現代化的大都市。早上非常用
心地聆聽了成都市相關領導的介紹，看得出
成都未來會有一個美好的前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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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未
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成都
之行」在四川
成都啟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向芸 攝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
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15所香港大專院校及
武漢大學、暨南大學兩所內地高校的近50
位港生，將在為期8天的「成都之行」
中，多角度、全方位地認識成都這個內地
西南重鎮，深入認知與了解西南地區歷史
文化，並感受其城市建設及發展脈搏。

訪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是次行程將探訪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
地，學生可與大熊貓親密接觸，還會參觀
成都博物館、金沙遺址博物館、蜀錦織繡博
物館、都江堰水利工程、武侯祠等歷史文化
遺蹟，並觀看川劇表演，了解西南地區風土
人情。同時，同學們還將參訪成都市規劃
館、天府新區科學城、西部博覽城，了解成
都市發展規劃與未來前景，赴菁蓉創客小鎮
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內地「創客」和
當地大學生交流互動；參觀正在成都展出
的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同心創前路掌握
新機遇」巡迴展，參加「2017成都國際友
城青年音樂周」，並參觀外資（港資）企
業和在蓉港資項目，了解蓉港兩地在經
濟、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施倩籲用包容開放態度體會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
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在致辭中表示，今
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未來之星組織
了豐富多彩的交流活動，單是暑期已有10
個交流團和實習團去各地見識。
她又指，未來之星的「成都之行」去年

首次推出大獲好評，「這座『來了就不想
走的城市』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並
讓同學發出『這次交流啟發了我，不能用
別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應好壞要靠自己的
眼睛去看！』的感慨」，寄語今年的學員
們能用包容、開放的態度，去體會成都的
溫度和脈搏，勤於思考，善於分析，感受
祖國大地上正在發生的一切。
「成都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是中國最佳旅遊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有
杜甫草堂、金沙遺址等歷史文化遺蹟，也

有都江堰、青城山等自然文化遺產。」成
都市政府港澳辦副主任鍾來招在致辭中
說，希望同學們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進行
思考，看歷史文化和城市發展是如何串起
來的。鍾來招又說，目前已有16個國家獲
批在成都設立領事機構，280多家世界500
強企業落戶，國際航線超過100條，「成
都的創新創業非常興旺，近日還出台了人
才新政，吸引人才到成都發展，未來的發
展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四年級生黎麗瓊代

表團員發言時說，內地的經濟發展一日千
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一些學兄學姐所
從事的工作都跟內地的經濟發展有很大聯
繫，有的甚至直接被調派到內地城市工
作。這樣越來越緊密合作的關係，促使大
家在學生階段就要對內地現在的發展情況
有更多認識。「我們都很珍惜這次交流團
的機會，讓我們更貼近內地生活脈搏，親
身體會國情。同時，透過與內地大學生的
交流，也能促進兩地的交流，為以後更多
的合作機會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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