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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高齡海嘯」適度輸外勞
羅致光：30年後逾85歲長者增4.2倍 安老業現已缺人手

(選擇題)
1. 中國現存的面積最大的古城是？

A.西安 B. 洛陽 C. 北京

2. 下列哪個選項不是少數民族自治區？
A. 寧夏 B. 廣西 C.雲南

3. 下列選項中，哪一個省級行政單位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單位？
A. 西藏 B.新疆 C. 內蒙古

4. 中國人在結婚的時候，喜歡在門上和窗戶上貼什麼字？
A.喜 B. 福 C. 壽

5. 中國分佈最廣的少數民族是？
A.回族 B. 壯族 C. 錫伯族

6. 下列中國著名的古代樂曲中，哪一個是表達愛情故事？
A.《二泉映月》 B.《梁山伯與祝英台》 C.《高山流水》

7. 河南省的簡稱是？
A. 湘 B. 蜀 C. 豫

8. 廣西省的簡稱是？
A. 桂 B. 皖 C. 渝

9. 人們根據土壤顏色常把東北平原稱為？
A. 紅土地 B. 黑土地 C. 紫土地

10. 下列省份位於中國東北地區的是？
A. 安徽 B. 海南 C. 吉林

11. 海南省的省會城市是？
A. 文昌 B. 三亞 C. 海口

12. 福建省的省會城市是？
A. 廈門 B. 福州 C. 泉州

13. 新疆的省會城市是？
A. 和田 B. 喀什 C. 烏魯木齊

14. 中國最大的甜菜生產基地是？
A. 華北平原、遼河平原 B.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 C. 江淮地區

15. 東北地區有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是？
A. 珠江三角洲 B. 京津唐工業基地 C. 遼中南工業基地

16. 中國地勢第一級階梯和第二級階梯的分界線是？
A. 秦嶺─淮河 B. 昆崙山脈─祁連山脈─橫斷山脈
C. 阿爾泰山─祁連山─橫斷山脈

17. 關於早期殖民統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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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香港開埠初期，建設的重點主要是港島中區、西區及東區。為了方便聯繫和運輸，
1842年香港修築了第一條濱海馬路╴╴╴╴，貫通東西兩端。
A. 皇后大道 B. 德輔道 C. 電氣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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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45年香港開埠初期，幣種繁多，兌換困難。為使貨幣制度標準化，港府宣佈以哪
一種貨幣為記賬單位，實行金本位制？
A. 法郎 B. 白銀 C. 英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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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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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題)
35. 舉例說出「春秋五霸」中的兩位？

答案：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36. 第一位在紅磡開演唱會的華人女歌手是？
答案：鄧麗君

37. 古代皇帝發佈的文書叫什麼？
答案：詔書（聖旨）

38.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祈求保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是？
答案：媽祖

39. 農曆五月初五是中國的什麼傳統節日？這一天大家都會吃什麼傳統食品？
答案：端午節 吃粽子

40. 中國自周朝起有封爵制度，爵位分為五等，分別是？
答案：公、侯、伯、子、男

41. 印度僧人達摩來到中國的哪一座寺廟面壁十年創造「禪宗」？
答案：少林寺

42. 列舉3種中國書法的字體？
答案：草書、行書、楷書、隸書、篆書等

43. 列舉三種以上中國地方戲？
答案：花鼓戲、黃梅戲、漢劇、粵劇、越劇、秦腔、川劇、豫劇、評劇等

44. 「蘇州彈詞」主要流行於哪兩個省份？
答案：江蘇和浙江

45. CCTV是哪一個機構的縮寫？
答案：中央電視台

46. 香港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華人商會是什麼？
答案：中華會館

47. 八旗制度由努爾哈赤創立，其早期的特點是？
答案：兵民合一，出則為兵，入則為民。

48. 香港報業在近代中國報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請問香港第一份報紙叫什麼？
答案：《香港公報》(《Hong Kong Gazatte》)

49. 孫中山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宣傳愛國主張。1900年，興中會創辦了哪一份報刊
作為革命黨人的言論機關？
答案：《中國日報》

50. 1907年，英國租借新界後，設立了哪一種制度管制新界？
答案：理民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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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香港開埠初期，近代工業開始加速發展，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A. 香港經濟重心是轉口貿易，故與之相關的造船業發展迅速
B. 加工工業是一個重要部門，主要致力於金屬、橡膠等材料的加工
C. 開埠初期香港政府及其重視製造業，大力扶持其發展

23. 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輔政司是港督的重要助手，也是文職人員的首腦。以下關於輔
政司的描述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早期香港的輔政司素質極高，多由英政府委派的官員擔任
B. 19世紀60年代後香港實行官學生制度，此後各個政府部門工作均由輔政司協調
C. 進入20世紀後，港督如離港或空缺，一般由輔政司代行職權

24. 以下關於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滙豐銀行是第一家總行設在香港的外國銀行
B. 19世紀40及50年代，為了吸收存款，香港銀行積極接納活期存款
C. 香港銀行對清政府貸款，多以中國海關關稅作保，加強對清政府的財政控制

25.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前，香港郵政就已經成立了，以下關於香港郵政的說法不正確的
是：
A. 自成立以來，經營權一直屬於香港郵政署
B. 香港第一所郵局設立於聖約翰座堂附近，當地被華人稱為「書信館」
C. 香港第一套郵票發行於1862年，此前只有駐港英軍使用英國郵票寄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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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香港開埠以來，一些華人學者關心時事，學習西方文化，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
重大貢獻。以下關於這些人物以及其事跡的說法正確是：
A. 王韜發表《曾倫書後》、《新政論議》等文章，宣傳改革思想
B. 何啟創辦《循環日報》，發表大量政治文章
C. 容閎組織幼童出國留學，大規模向西方學習

28. 香港開埠初期，港英政府從香港華人開辦的私塾中選取三所，位處其管理之下，並發
放少量經費補助，請問港英政府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A. 關心香港教育事業 B. 當做安撫華人的一種手段，收買人心
C. 英國政府的命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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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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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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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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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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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昨日與傳媒茶敘，談及多項勞
工及福利議題時承認，不少勞工問

題均屬老大難題，很多訴求已提出多年，
以往政府多擔任球證角色，勞資缺乏互
信，令很多問題一直未能解決，因此擔任
勞福局局長工作目標之一，就是政府不單
只當球證，而是要「落水」，有更多參
與。
他指出，現時較具體的是在取消強積金
對沖方面，政府已有方向，包括探討可否
滿足勞工界訴求，把計算遣散費和長服金
方程式，由原本建議的月薪一半調回現時
三分二。

研助中小微企儲蓄付長服金
政府正研究如何在未來10年協助中小微
企儲蓄，以支付未來遣散費和長服金開
支。根據其以往研究，僱主10年內累積總

薪酬支出20%，即可應付取消對沖帶來的
額外支出。至於上屆政府提出各付一半，
是政府協助僱主其中一個選擇，但也有其
他方案可考慮。
被問及調整39萬元遣散費和長服金提取

上限，羅致光認為，以失業保障而言，39
萬元偏高，實際上很少人可領取39萬元，
平均數只是6萬元至7萬元。
他提出的20萬元上限，是自己當年撰寫
文章時根據有限數據所作的粗略估算，現
時可以此建議作為討論起點，重新再推
算。
不過，他指出，調整需顧及僱主長期負

擔，但亦需考慮公眾觀感，如定為5萬元，
相對現時39萬元而言實在太低，加上協助
僱主可以有其他方法，不必把上限定得太
低。他表示，由於研究需時，不可能在一兩
個星期內提出方案，但目標最遲於本年底前

提出。至於能否在今年10月施政報告公
佈，他坦言存在挑戰性。
羅致光並提到，香港人口老化嚴重，10

年後更會出現「高齡海嘯」，因此現時必
須採取措施，以應對未來需要，「例如30
年後，85歲以上長者將比現時多4.2倍，
但現時安老服務業已欠缺10%至12%人
手，可見未來輸入外勞無可避免，只是時
間和幅度問題。」
不過，他強調，輸入外勞必須小心，不

能影響本地就業，且需適量輸入，不能太
廣泛，有關行業亦要有明顯空缺率。當局
屆時會聆聽意見後才決定。
至於合約工時，羅致光表示，數個團體

已向他反映：「唔搞好過搞。」他認為，
合約工時確行前一步，理念可取，只是勞
資欠缺互信未能成事，政府內部會再探
討，現未有定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特區政府正研究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政府

已有方向，如維持以僱員月薪三分二計算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及調低39萬元的提取上限，但上限不能太高或

太低，需要考慮僱主長遠承擔、公眾觀感等因素，目標最遲於本年底前提出方案。他續說，本港高齡化情況

嚴重，預計會出現「高齡海嘯」，因此適度輸入外勞無可避免。

9月約滿考評局 唐創時膺公大副校

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

光是今屆政府新班子唯一新面孔。
他昨日笑言，加入政府前已賣掉近
20隻股票，所蝕的錢比他在政府
工作半年薪酬更多，即逾200萬
元。他透露，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人
選，最快下周公佈。
羅致光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有

不少輕鬆話題。記者有興趣知道
他加入政府後領取33.5萬元月薪
如何使用？羅致光笑着反問：
「我6月30日前已賣晒手上約15
隻至20隻股票，你估我蝕咗幾多
錢？半年人工都不夠我蝕的錢
多！」他坦言，視錢財如浮雲，
沒有問題。

「撞名」鬧笑話 新聞處都搞錯
今屆政府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羅智光與其名字讀音相同，被問及
在政府工作時曾否出現混亂事故？
羅致光表示問題不大，因為同事都
以英文名稱呼他們。他笑言，多年
前曾鬧出不少笑話，如曾收到一家
酒店賬單指他未付錢，致電查問才
得知賬單原來屬於羅智光。
甚至連政府新聞處也曾出錯。他

指出，新聞處曾出稿指他參與大西
北之行，連朋友也問他是否返內地，原來參與
者也是羅智光。他透露，已於3月底申請，並
取得回鄉證。
被問及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人選問題，羅致光

表示會優先考慮有政黨背景者，因為他們的參
與，長遠對未來政制發展很重要。他相信人選
最快下周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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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與傳媒茶敘，暢談勞工及福利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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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主
理香港公開考試多年的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秘書長唐創時，去年宣佈今
年 9月約滿後離任，其新動向落
實。
公開大學昨日宣佈委任唐創時出

任副校長（行政及發展），9月18日
生效。
唐創時為資深數學學者，研究範
疇是影像和信號處理，獲英國特許
科學家、英國特許數學家、英國數
學與數學應用學院院士等學術銜。

他1992年加入浸會大學，先後曾
任理學院副院長、大學教務長等學
術崗位，曾獲該校傑出教學獎的傑
出服務獎。
2011年，唐創時加入考評局任秘書

長，成功推展新的香港中學文憑試，推
動香港教育改革，至今文憑試資歷已獲
得全球270多所院校認可。
公開大學管理層對於唐創時出任

副校長表示歡迎，並相信憑着其豐
富的知識及經驗，定能帶領大學更
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康文署舉辦
的「全民運動日2017」將於下月6日（星期
日）舉行，康文署當日將免費開放轄下多項收
費康體設施，並於指定體育館舉辦免費多元化
康樂體育活動，鼓勵市民與親友一起做運動，
過充滿健康活力的周日。

泳池毋須預約 排隊進場
「全民運動日2017」免費開放供市民使用
的康樂設施，包括室內外康樂設施、公眾游
泳池（灣仔游泳池除外）、水上活動艇等，

名額有限，市民每人只限預定一節免費康樂
設施。市民如欲預訂，可於本月30日（星期
日）上午9時起，於康文署各區場地「康體
通」訂場櫃枱辦理預定手續。公眾游泳池設
施毋須預約，只需當日於泳池入口處排隊進
場。
租用人若未能於預訂康樂設施時段10分鐘內

到場登記，該設施將公開讓其他人以先到先得
輪候方式即場使用，但若原租用者其後到場，
使用者須即時交還設施。康文署呼籲租用人準
時到場。若租用人得悉自己未能如期使用已預

訂康樂設施，請盡早取消，以便轉讓名額。
「康體通」用戶可透過互聯網取消預訂。租
用人如非「康體通」用戶，亦可經「康體通自
助服務站」取消預訂或把填妥的「取消預訂設
施申請表」連同用場許可證和租用人身份證明
文件，親身或由代表於預約時節前半小時內交
回「康體通」訂場櫃枱。
康文署將於當日下午在指定體育館舉辦康體

活動，例如舞蹈示範、運動示範及舉辦健康講
座，更設有殘疾人活動、親子活動等同樂活
動。
活動全部免費，有興趣參加市民可盡快前往

康文署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區內指定場
地報名。

「全民運動日」周日起可預訂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