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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隨着法庭上月底裁定入稟挑戰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及鄭松泰

（蟲泰）的宣誓效力的市民羅景楊，因為延遲交保證金而沒有合理解釋，案件將繼續擱

置，不少人都以為「DQ案」已全盤告一段落。不過，香港文匯報獲悉，羅景楊方面正積

極籌備就有關裁決提出上訴，相信最快周內會提出，希望可改變法庭拒絕申請人補交保金

的決定，令案件再次啟動，意味朱凱廸和鄭松泰的議席問題或會再起波瀾。

凱廸蟲泰議席未坐穩
入稟人最快周內提上訴 兩人或仍面臨被DQ

(選擇題)
1. 下列山脈中，屬於西北─東南走向的是？

A. 阿爾泰山 B.秦嶺 C.陰山山脈

2. 中國的「南水北調」工程的研究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為了改變北方地
區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局面，總體佈局分為三條調水線，其中東線是從以下
哪個地點引水？
A.揚州江都 B.泰州靖江 C.蘇州張家港

3. 「西電東送」工程是促進中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措施，形成
北、中、南三大通道，其中北部通道是將黃河上游水電和山西、內蒙古坑
口火電送往哪裡？
A. 廣東 B.華東地區 C.京津唐地區

4. 廣泛流傳於中國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區的民歌，曲調的抒情性濃郁，被
譽為「大西北之魂』並且被列入國家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列的是以下哪
種藝術形式？
A.呼麥 B.十二木卡姆 C.花兒

5. 「哭嫁」是哪一個民族的婚嫁習俗？
A.土家族 B.白族 C.赫哲族

6.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此句詩人借用了漢朝漢成帝妃班
婕妤被棄的典故來抒情，請問它出自下列哪位文人之手？
A.顧貞觀 B.納蘭性德 C.龔自珍

7. 現存的被認為是中國畫史上第一幅山水畫的畫作是？
A.《富春山居圖》 B.《風雨歸舟圖》 C.《遊春圖》

8. 藏傳佛教又被稱為什麼教？
A.喇嘛教 B.達賴教 C.金剛教

9. 杜甫的詩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描寫的是哪個季節的雨？
A.夏雨 B.春雨 C.秋雨

10.太陽能、水能和地熱資源最豐富的是以下哪個地區？
A.海南島 B.吐魯番盆地 C.青藏高原

11.農曆清明之後的節氣是？
A.小雪 B.芒種 C.穀雨

12.成語「一蹴而就」中「蹴」的意思是？
A.打 B.拽 C.踏

13. 民間的寒食節是為了紀念以下哪位人物？
A.介子推 B.伍子胥 C.姜子牙

14.傣族的特色民居是？
A.竹樓 B.四合院 C.蒙古包

15.上衣無領、長及膝蓋，下半身穿長褲，腳蹬繡花鞋並且酷愛銀飾，盛裝時
全身銀飾重量可達20斤的是哪個民族的婦女？
A.彝族 B.侗族 C.苗族

16.「紅酥手，黃籐酒，滿城春色宮牆柳。」這首《釵頭鳳》是作者在沈園遊
玩偶遇前妻唐琬，感懷二人相愛卻遭父母反對被迫離異，傷感之餘題下的
詞作，請問這首詞的作者是？
A. 王觀 B .周密 C.陸游

33.楷書興起於漢代，到唐代更顯出唐人的氣度和胸襟。被譽為唐代最有成就
的書體是？
A.「歐體」 B.「柳體」 C.「顏體」

34.人們今天肯定武則天，主要是因為她？
A.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B.重用人才，獎勵農業生產
C.她在「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中間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問答題)
35.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分別是普陀山、九華山、峨眉山和？

答案：五台山

36.穆斯林有遜尼派和什葉派兩派，請問中國的穆斯林多數屬於哪一派？
答案：遜尼派

37.道教派系之一全真教的創始人是？
答案：王重陽

38.中國道教傳說中著名的四方之神分別是青龍、朱雀、白虎和什麼？
答案：玄武

39.宋初一位名叫林默娘的女性，自小信奉觀音，善觀氣象，救人無數，被海
峽兩岸奉為神明，她被尊為什麼？
答案：媽祖

40.儒家學派中孟子與荀子關於「人性本惡」還是「人性本善」有着對立的觀
點，請問荀子的觀點是？
答案：人性本惡

41.儒道兩家存在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儒家提倡的是入世之學而道家提倡的是？
答案：出世之學

42.北宋理學四大家分別是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和誰？
答案：周敦頤

43.「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倫理道德規範，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和什麼？
答案：夫為妻綱

44.「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倫理道德規範，五常是指？
答案：「仁、義、禮、智、信」

45.晉綏軍分哪三大勢力？
答案：閻錫山、徐永昌、傅作義

46.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哪次戰爭時馮玉祥倒戈，至使北洋政府進入張作霖的
時代？
答案：第二次直奉戰爭

47.東北易幟遭到誰堅決反對？
答案：楊宇庭

48.國民革命軍初期的三大德械師是哪三個呢？
答案：八十八師、八十七師、三十六師

49. 日軍為了阻止中央軍北進，發動哪個事件？
答案：濟南事變/濟南慘案

50.中原大戰前何人雪天夜襲唐生智？
答案：楊虎城

17.《春秋》是魯國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是孔子修訂的。成語「春秋筆
法」便出自孔子修訂這部史書時所運用的寫作手法，請問它的意思是？
A. 曲折隱晦的表達自己的褒貶之情
B. 直接的表達自己的褒貶之情 C. 文采華麗，善用修辭

18.「耳順」是人到多少歲的代稱？
A.40 B.50 C.60

19. 與隋唐時期相比，宋元文化的最主要特點是？
A.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B.影響且促進了歐亞等世界文明的進步
C.傳統科學技術開始衰落

20.1999年，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從此開闢了澳門歷史的新篇章。
澳門被西方殖民者攫取長達多少年？
A.447年 B.446年 C.436年

21.1885年設置台灣行省的是哪一個朝代的政府？
A.明朝 B.元朝 C.清朝

22.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徹底驅逐侵略者。請問這裡的侵略者是哪一個
國家的？
A.日本 B.英國 C.荷蘭

23. 雅克薩之戰之後，清政府同沙俄政府簽訂了什麼條約？
A.《馬關條約》 B.《尼布楚條約》 C.《南京條約》

24.清朝乾隆皇帝在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
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依此指出清政府所採取的對外政策的含
義是什麼？
A.完全禁止海外貿易 B.嚴格限制對外交往 C.對外自由開放

25.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的傑出政治家，他認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重
用敢於直言的哪一位大臣？
A.房玄齡 B.魏徵 C.杜如晦

26.雖然武則天誅殺公卿，獨斷專權，但是歷史學家還是肯定了她的功績。其
原因是武則天？
A.創立殿試製度 B.重用有才之人 C.促進社會進步

27.唐朝對外通商往來十分頻繁，最主要的原因是？
A.制度先進，疆域遼闊 B.採取開放的對外政策
C.經濟繁榮，文化昌盛

28.唐朝時，中外交往密切，其中從朝鮮吸取的文化成就突出表現在？
A.天文 B.曆法 C.音樂

29.促使唐太宗認識到「君民是舟水關係」最主要的因素是？
A.隋朝滅亡的教訓 B.統一全國的艱難 C.樹立權威的需要

30.如果你是唐玄宗時期的讀書人，在參加進士科考試之前，你主要複習的內
容是？
A.算學 B.詩賦 C .歷史

31.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為士人創造了相對平等的競爭機制，選官標準為？
A.才能 B.軍功 C.品德

32.「遣唐使」是對哪一個國家的赴唐使節的稱呼?
A.朝鮮 B.日本 C.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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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12日立法會議員宣誓
就職期間，「熱血公民」鄭

松泰在宣誓後高呼「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港人為本、香港萬
歲」，而「自決派」朱凱廸則在
宣誓後高呼「民主自決，暴政必
亡，反對梁君彥做主席」。
有見兩人言行不符合莊嚴宣誓
的要求，羅景楊早前引用《立法
會條例》第七十三條興訟，控告
朱凱廸及鄭松泰違反香港基本法
和《宣誓及聲明條例》，認為兩
人的宣誓不真誠、不莊嚴、不準
確完成誓詞，請求法庭裁定兩人
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不過，由於有關條例未有訂明
繳交訟費保證金的時限，羅景楊

方面未有繳交，法官區慶祥上月
底裁定，任何人士在繳付有關費
用上，不得作出不合理延誤，而
羅景楊在興訟 4 個月後仍未支
付，已超過合理時間，故拒絕行
使酌情權讓他補交，令該單案件
繼續擱置。

責任問題存爭議空間
但據悉，羅景楊方面已在積極

籌備提出上訴。
根據有關案件早前的判決書，

羅景楊方面引述《立法會條例》
第七十三條解釋遲交的原因。根
據有關條例，原告有責任在命令
下去繳交有關款項，但到底誰有
責任去發出有關命令，則有爭議

空間。
此外，早前的判決內容亦顯

示，羅景楊方面前任的律師代表
認為，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七
十三條（6）規定，「根據本條提
供的保證金─(a) 款額由原訟法庭
釐定，但不得超逾20,000元；及
(b) 須按原訟法庭所指示的方式及
形式提供。」
故原告於7月中向法庭尋求繳

交保證金的指示，最終獲得上述
裁決。
若羅景楊方面提出上訴，相信

將會進一步釐清根據《立法會條
例》第七十三條而作出的興訟，
其保證金繳付程序上責任誰屬的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鄭 治
祖）有「荃灣市
長」之稱、曾擔
任荃灣區區議會
主席長達二十多
年的周厚澄昨日
凌晨病逝，終年
80歲。
周厚澄於上世

紀 70 年代加入
民安隊，1981年

獲政府委任為荃灣區區議員，1985年開始
擔任荃灣區區議會主席，2011年卸任區議
員。任內，他處理過上世紀80年代越南難
民湧港的安置問題，經多番與政府周旋才達
成協議。

歷任多項公職 獲頒金紫荊星章
周厚澄歷任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新界潮

人總會主席，香港潮州商會會長，仁濟醫院
董事局副主席、主席以及總理、名譽主席等
公職。1981年，他獲英女皇頒授榮譽獎
章，1983年獲港督委任為太平紳士、1984
年元旦獲英女皇頒授MBE勳銜、2001年獲
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2006年獲特區
政府頒金紫荊星章。

特首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身在北京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消息感到

突然及難過，並向周厚澄的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她說，自己與周厚澄認識多年。由於對
方義不容辭幫忙區內大小事情，故她非常敬
重周，並尊稱他為「荃灣市長」。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對周厚澄辭世深表哀

悼，並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他讚揚對
方多年來在公共及社區服務方面表現卓越，
尤其致力服務荃灣區，深得各界愛戴。在擔
任荃灣區議會主席期間，他積極促進地區與
政府之間的溝通，對荃灣區的發展作出重大
貢獻，同時大力支持多項社區建設、體育運
動和慈善活動，是傑出的地區領袖。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也讚揚，周厚澄為
人積極正面，深得各界敬重，數十年來對區議
會及社會貢獻良多，曾擔任荃灣區區議會主席
二十多年，其間致力推動地方行政、體育運動
及社區建設的發展，卓有建樹，更樹立關愛的

典範，提拔不少後輩。「我跟周厚澄先生相識多年，對於
他的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在此我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
身為荃灣區區議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讚

揚周厚澄工作認真，對荃灣發展貢獻良多，也非常願
意提拔後輩。

「
荃
灣
市
長
」周
厚
澄
病
逝

終
年
80
歲「瀆誓四丑」

自被 DQ 後，一
直 陰 魂 不 散 。

「四丑」中的姚松炎昨日向傳媒證
實，他於本月初已獲立法會教育界
議員葉建源聘用為「公共政策顧
問」可以憑證進出立法會。「四
丑」中的劉小麗，則似乎未有着
落，走去同公民黨議員陳淑莊「企
街」反「一地兩檢」，但最顯眼嗰

個反而係籌款嘅紙牌，唔通真係估
計自己無得撈，盡力搲得一筆得一
筆？
姚松炎指，自己是以不受薪的形式

為反對派議員提供「專業意見」，又提
到自己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宣誓問題釋
法，「可能不符合法治所包含的法律運
作『可遇見性原則』」為由，向法院申
請取消支付訟費的暫時法令，試圖「走
數」。

劉小麗近日則四圍擺街站，反
「一地兩檢」，例如前日就同陳淑
莊「企街」。
不過，睇佢喺 fb上載啲相，其

中最醒目嘅，係佢啲助手或者義
工手持嗰張亮黃色、印咗佢個人
戶口、要求人哋捐錢畀佢嘅標語
囉，所以無可避免，被網民恥笑
佢「講到尾，就係捐錢」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姚丑靠黐搲撈 小麗「企街」掠水
��
�
&

■劉小麗擺
街站，似乎
叫人捐錢個
牌 最 醒 目
喎！

fb截圖

■羅景楊正積極籌備提出上訴，相信最快周內有定
案。 資料圖片

■朱凱廸 資料圖片 ■鄭松泰 資料圖片

周厚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