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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大埔區公民常識問答比賽(小學組)資料冊 

1. 香港制政 

A. 政府架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chart/index.htm 

主要官員及常任秘書長名單：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pshd.htm 

 

此部分資料有待更新，請留意政府網站。 

B. 議會 
立法會：http://legco.gov.hk/ 

行政會議：http://www.ceo.gov.hk/exco/chi/ 

行政會議成員名單：http://www.ceo.gov.hk/exco/chi/membership.html 

選舉委員會：http://www.eac.gov.hk/ch/ecse/function.htm 

 題目 答案 

1 行政會議的職責是甚麼？ 協助行政長官決策 

2 行政會議成員必須是哪一個國家的公民？ 中國 

3 行政會議成員的任免由誰決定？ 行政長官 

4 行政會議是每隔多久進行一次會議？ 一星期 

5 現任行政會議，包括行政長官計算在內，共有多少名成員？ 33 位 

6 《基本法》哪一條訂明立法會的職權？ 第七十三條 

7 香港立法會轄下有多少個事務委員會？ 18 個 

8 立法會轄下哪個部門負責監察政府的施政？ 事務委員會 

9 除了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之外，香港立法會轄下還有那個常 

設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10 立法會透過甚麼制度履行其職責？ 委員會制度 

11 除政府官員外，誰人可以提出法案？ 立法會議員 

12 政府提出的議案，在表決時，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多少票贊成，才可通過？ 過半數票 

13 法案需要在立法會會議進行甚麼程序，才能成為法例？ 三讀通過／三讀程序 

14 回歸後，經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須向中國哪一個政治機關備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會 

15 立法會議員透過甚麼制度，接受並處理市民對政府措施或政策不滿而提出的投訴？ 申訴制度 

16 立法會會議通常在星期幾舉行？ 星期三 

17 行政長官除了在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措施，還有那項事宜無須徵詢行政會 

議？ 

人事任免 

18 哪個委員會負責研究法案的原則、優劣及詳細條文？ 法案委員會 

19 行政長官每年會在立法會會議發表甚麼報告？ 施政報告 

20 財政司司長於每年 2 月底或 3 月初會在立法會宣讀甚麼？ 財政預算案 

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chart/index.htm
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pshd.htm
http://legco.gov.hk/
http://www.ceo.gov.hk/exco/chi/
http://www.ceo.gov.hk/exco/chi/membership.html
http://www.ceo.gov.hk/exco/chi/membership.html
http://www.eac.gov.hk/ch/ecse/fun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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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法律題 

A. 基本法 
《認識基本法》資源套 CDRom(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2001)； 

《基本法》簡介：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facts/c-content.htm 

 題目 答案 

1 中英雙方在哪一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1984 年 

2 香港特區《基本法》於哪一年頒布？ 1990 年 4 月 4 日 

3 《基本法》在何年何月何日正式生效？ 1997 年 7 月 1 日 

4 《基本法》於哪些地區實施？ 中國全國（包括香港特區） 

5 《基本法》訂明了三個重要理念，包括「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甚麼？ 港人治港 

6 「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指哪兩種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 

義制度 

7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將繼續保持甚麼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 

8 所謂「五十年不變」，是指甚麼哪方面可維持五十年不變？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五十年不變 

9 《基本法》附件一訂明了甚麼內容？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 

10 《基本法》附件二訂明了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甚麼內容？ 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11 《基本法》附件三列明了甚麼內容？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的全國性法律 

12 《基本法》中，在內容上比例佔最大的是哪一個章節？ 政治體制 

13 哪個機構有權解釋和修改基本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 

14 《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哪一機關？ 

中國國務院 

15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修改議案，必須經過立法機關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和哪一個程序？ 

「人大」批准 

16 《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是甚麼？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17 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多少年？ 五年 

18 行政長官可連任多少次？ 1 次 

19 行政長官必須在香港連續住滿多少年？ 20 年 

20 行政長官可經哪兩種方法產生？ 通過選舉或協商 

21 行政長官的任命權屬誰？ 中央人民政府 

22 行政長官必須年滿多少歲？ 40 歲 

23 行政長官能否擁有外國居留權？ 不能夠 

24 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誰申報財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25 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多少個月內產生新的行政長官？ 六個月 

26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架構中，三司是指財政司、律政司和甚麼？ 政務司 

27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是多少年？ 5 年 

28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立法機關是由「分區直選」、「功能團體選舉」和哪 

種選舉形式產生？ 

選舉委員會 

29 香港的主要官員(包括司長、局長和處長等)必須具備甚麼條件？ 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30 《基本法》的政制部分中，列明立法機關最終將全部經由甚麼形式選舉產生？ 普選 

31 立法會如經行政長官依基本法規定解散，須於多少時限內安排重新進行選舉？ 三個月內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如何產生？ 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facts/c-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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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法例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1_about_us/os.html 
http://www.judiciary.gov.hk/tc/crt_services/pphlt/html/labour.htm 
http://www.infosec.gov.hk/tc_chi/ordinances/corresponding.html 

 題目 答案 

1 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為甚麼？ 無罪 

2 在一般情況下如警方要求搜查民居市民有權要求警方出示甚麼文件？ 搜查令 

3 在一般情況下警方應出示甚麼證件才可拘捕市民？ 拘捕令 

4 「販運毒品」罪之最高刑罰是甚麼？ 終身監禁 

5 「店舖盜竊」罪之最高刑罰是監禁多少年？ 十年 

6 「高空擲物」罪之最高刑罰是甚麼﹖ 罰款港幣一萬元及入獄六 

個月 

7 哪一個年齡或以下的兒童毋須負上任何刑事責任？ 10 歲 

8 哪一個年齡或以上的市民必須隨時攜帶身份證？ 15 歲 

9 根據《婚姻條例》登記結婚人士不得少於多少歲？ 16 歲 

10 市民如果受到檢控而無力聘請律師辯護可以透過甚麼機構獲得律師服務？ 法律援助署 

11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於哪段時間在住用處所或公眾地方發出或促使發出噪 音即

屬犯罪？ 

下午 11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或於公眾假日的任何 

時間 

12 哪一條條例是管制內容屬於或含有淫褻或不雅資料物品？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13 哪個司法機構負責裁定及評定淫褻或不雅資料物品類別？ 淫褻物品審裁處 

14 哪個司法機構有權裁定強制土地售賣的申請？ 土地審裁處 

15 哪個司法機構負責處理《版權條例》？ 版權審裁處 

16 勞資審裁處的職責是甚麼？ 為市民解決勞資雙方的金 

錢糾紛 

17 小額錢債審裁處負責處理不超過多少金額的錢債申索？ 五萬元 

18 亂拋垃圾的定額罰款是多少？ $1500 

19 任何人在法定禁止吸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定額罰款多少？ $1500 

20 衛生署轄下哪個部門負責執行《吸煙(公眾衞生)條例》？ 控煙辦公室 

21 市民可向哪個機構舉報走私活動及非法販賣煙草？ 海關 

22 哪條法例是現時香港最主要的控煙法例？ 《吸煙(公眾衞生)條例》 

23 除了「公眾場所內的室內地方及部份戶外地方」、「所有食肆處所的室內地 

方」還有那個是法定禁煙區的範圍。 

室內工作間 

24 父母必須在嬰兒出生後多少天內向生死註冊處申報有關資料？ 四十二天內 

25 兒童可隨時由父母或其監護人向出生註冊處更改名字但在未滿多少歲前不可 

以改姓氏？ 

11 歲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1_about_us/os.html
http://www.judiciary.gov.hk/tc/crt_services/pphlt/html/labour.htm
http://www.infosec.gov.hk/tc_chi/ordinances/correspond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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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社會題 

A. 廉政常識 
Sources of information: （一）廉政公署網站 (www.icac.org.hk) 

（二）廉政公署年報 (www.icac.org.hk/tc/about/report/annual/index.html) 

 題目 答案 

1 廉政公署是哪一年成立？ 1974 年 

2 廉政公署的權力源自三條法例包括《選舉條例》、《廉政公署條例》和甚麼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3 廉政公署舉報貪污熱線是多少？ 25 266 366 

4 廉政公署舉報貪污熱線的運作時段是多少？ 全日 24 小時 

5 廉政公署郵寄舉報貪污的地址是香港郵政信箱幾號？ 1000 號 

6 廉政公署現時有多少間分區辦事處？ 7 間 

7 廉政公署的英文簡稱是甚麼？ ICAC 

8 廉政公署大樓的地址是甚麼？ 北角渣華道 303 號 

9 廉政公署一直以「三管齊下」的策略打擊貪污所指的是哪三種的策略？ 執法、預防及教育 

10 廉政公署哪一個部門負責調查懷疑貪污的罪行? 執行處 

11 廉政公署哪一個部門負責審查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及程序並應私 

營機構的要求提供防貪建議？ 

防止貪污處 

12 廉政公署哪一個部門負責教育公眾認識貪污的禍害並爭取公眾支持肅貪倡廉的 

工作？ 

社區關係處 

13 哪一間分區辦事處負責服務大埔區市民？ 新界東 

14 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位於哪一區？ 沙田 

15 市民可透過哪三種途徑向廉政公署舉報貪污？ 親身舉報、電話舉報及 

郵寄舉報 

16 根據《基本法》廉政公署獨立運作向誰負責? 行政長官 

17 誰是現任廉政專員？ 白韞六 

18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轄下哪個中心負責推廣商業道德？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19 廉政公署計劃舉辦的傳誠導賞遊名稱是甚麼？ 「反貪之旅」 

20 廉政公署的網址是甚麼？ www.icac.org.hk 

21 廉政公署英文簡稱「ICAC」的全寫是甚麼？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22 廉政公署分區辦事處於星期一至五的辦公時間是甚麼？ 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23 廉政公署共有多少個獨立的諮詢委員會？ 4 個 

24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利益」有沒有金額的限制？ 沒有 

25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貸款」是否屬於利益？ 是 

26 廉政公署推出的電視劇集名稱是甚麼？ 「廉政行動」 

27 廉政公署成立的義工組織的名稱是甚麼？ 「廉政之友」 

28 廉政公署的 Instagram 帳號中主角卡通樹懶名稱是甚麼？ Greedy 堅 

29 廉政公署創作的卡通調查人員名稱是甚麼？ iSir / iMadam 

30 廉政公署的標誌由哪兩種顏色組成？ 紅色和黑色 

http://www.icac.org.hk/
http://www.icac.org.hk/tc/about/report/annual/index.html
http://www.ic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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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 
空氣污染和環境保護 CDRom(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1999) 

環保署：http://www.epd.gov.hk/epd/ 

 題目 答案 

1 環境局提出《廢物管理 五管齊下》分別是「源頭減廢」、「惜食香港」、 

「轉廢為能」、「衛生堆填」外還有那一項？ 

乾淨回收 

2 本港哪一條法例管制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3 本港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共分為多少個健康風險級別？ 5 個 

4 「香港空氣質素指標」監察多少種污染物？ 7 種 

5 「香港空氣質素指標」監察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可吸入懸浮粒 

子」、「微細懸浮粒子」、「二氧化氮」之外還有那三樣？ 

臭氧、一氧化碳、鉛 

6 香港設有哪兩種空氣質素監測站？ 一般、路邊 

7 導致空氣污染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 車輛排放的廢氣 

8 根據「汽車引擎空轉條例」司機於任何 60 分鐘時段內禁止讓停定車輛的引 

擎運作合計超過多少分鐘？ 

3 分鐘 

9 香港空氣的污染物主要來源除本地外還有來自甚麼地區？ 中國大陸 

10 香港有哪一條法例保護臭氧層？ 保護臭氧層條例 

11 香港有哪一條法例管制建築噪音？ 噪音管制條例 

12 嚴重的噪音會對人類有何種不良影響？ 失聰、精神壓力 

13 現時本港是以甚麼方法處理都市固體廢物？ 運往堆填區 

14 香港有多少個策略性堆填區？ 三個 

15 由 2016 年 1 月 6 日起位於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堆填區只接收哪一類廢物？ 建築廢物 

16 甚麼廢物可以用作填海物料？ 惰性廢物 

17 於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種類中佔最多的是哪一種廢物？ 家居廢物 

18 環保署負責監督多少個化學廢物處理設施？ 1 個 

19 本港唯一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位於哪一區？ 青衣 

20 藍色回收箱可以收集甚麼廢物？ 廢紙 

21 黃色回收箱可以收集甚麼廢物？ 鋁罐 

22 啡色回收箱可以收集甚麼廢物？ 塑膠物品 

23 政府透過甚麼法例管制廢水排放？ 水污染管制條例 

24 環境保護署有哪個計劃的目的是收集和處理維港兩岸的污水？ 淨化海港計劃 

25 環保署有多少艘水質監察船？ 1 艘 

26 哪兩項是反映海水水質的重要參數？ 溶解氧和大腸桿菌 

27 現時泳灘分級制度分多少級？ 4 級 

28 根據「海上傾倒物料條例」任何人士進行在海上傾倒物料及其有關的裝載運 

作均須取得哪一政府機構的許可證？ 

環保署 

29 哪一項基金的設立是為協助回收業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而設？ 回收基金 

30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任何建築工地均不得在何時在人口密集地區進行吵耳的 建築

工程？ 

在 晚 上 7:00 時 至 清 晨 

7:00 時或在公眾假期

的任何時段內 

31 香港每天產生多種廢物分別是「都巿固體廢物」、「廚餘」、「建築廢物」、 

「化學廢物」之外還有那兩類廢物？ 

醫療廢物、特殊廢物 

32 香港策略性堆填區包括「稔灣」、「將軍澳」和那裡？ 打鼓嶺 

33 有些廢物需要獨立處理包括「動物屍體」、「禽畜廢物」、「輻射性廢物」之 

外還有那兩類廢物？ 

隔油池廢物、濾水廠/污 

水廠污泥 

http://www.epd.gov.hk/e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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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 
運輸署：http://www.td.gov.hk/ 

港鐵：http://www.mtr.com.hk/ 

發展局: http://www.devb.gov.hk/ 

運輸署道路使用貼士＞騎單車安全指引：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cycling_safety/index.html 

港鐵新支綫及工程項目＞鐵路網絡擴展工程：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projects/projects_new_index.html 
 題目 答案 

1 地鐵和九鐵於哪年正式合併成為港鐵？ 2007 年 

2 港鐵東鐵綫和馬鞍山綫的轉綫站在哪裏？ 大圍 

3 港鐵紅磡站是哪兩條綫的轉車站和總站？ 東鐵綫、西鐵綫 

4 高鐵香港段的總站設於哪裡？ 位於西九龍文化藝術區 

的北面 

5 高鐵香港段於何時通車？ 2018 年 9 月 23 日 

6 高鐵香港段的西九龍站與哪兩個現有港鐵站連接？ 九龍及柯士甸 

7 高鐵香港段全段採取哪種形式興建？ 地下隧道形式 

8 沙中綫整項工程的總建造費用預算為多少億元？ 844.2 億 

9 沙田至中環綫工程共分為哪兩部分？ 大圍至紅磡段、紅磡至 

金鐘段 

10 沙中綫建成後將連起哪兩條現有路綫成為「東西走廊」？ 西鐵綫及馬鞍山綫 

11 沙中綫建成後東鐵綫將延伸過海以哪裡作為終點站？ 金鐘 

12 沙中綫建成後由羅湖站至金鐘站的車程預計只需時多久？ 50 分鐘 

13 觀塘綫延綫通車後觀塘綫的終點站由油麻地延伸至哪個站？ 黃埔 

14 觀塘綫延綫於何年何月通車？ 2016 年 10 月 

15 南港島綫（東段）於何年何月通車？ 2016 年 12 月 

16 南港島綫（東段）開通後由金鐘前往海洋公園需時多久？ 4 分鐘 

17 南港島綫（東段）將以甚麼系統提升列車服務可靠度及調動靈活性？ 全自動列車控制系統 

18 香港現時收費的行車隧道中哪一條的收費最低？ 將軍澳 

19 西區海底隧道連接哪兩個地區？ 西營盤、尖沙咀 

20 連接鰂魚涌與茶果嶺的海底隧道叫甚麼名稱？ 東區海底隧道 

21 香港有五條橋被列入世界紀錄包括汲水門大橋、香港西鐵的錦上至屯門段、 

港珠澳大橋和那兩條？ 

青馬大橋、汀九橋 

22 汀九橋橫跨藍巴勒海峽接駁汀九與哪一地方？ 青衣島 

23 昂船洲大橋橫跨了香港哪一個海峽？ 藍巴勒海峽 

24 大嶼山的士車身是甚麼顏色？ 藍色 

25 昂坪 360 纜車連接哪兩個地方？ 大嶼山東涌市中心及昂 

坪 

26 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以三種形式進行包括「全日行人專用街道」、「部分時間 

行人專用街道」和甚麼？ 

悠閒式街道 

27 在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上車輛可在甚麼時段駛入？ 晚上 12 時後至中午 12 

時 

28 哪種車輛可以不受限制地駛進全日行人專用街道？ 提供緊急服務的車輛 

29 在悠閒式街道上如何減低交通的流量？ 設置較窄行車線或設置 

減速平台 

30 單車的車頭燈及車尾燈應該是甚麼顏色？ 車頭白燈車尾紅燈 

31 單車只可以裝配甚麼類型的警告器？ 車鈴 

http://www.td.gov.hk/
http://www.mtr.com.hk/
http://www.mtr.com.hk/
http://www.devb.gov.hk/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index.html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cycling_safety/index.html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cycling_safety/index.html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projects/projects_new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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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會福利 
http://www.swd.gov.hk/tc/index/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content.htm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chi/welcome.html 

http://www.lwb.gov.hk/chi/home/index.htm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題目 答案 

1 社會福利署五項價值觀包括「以人為本」、「社區參與」、「有效溝 

通」、「精益求精」和甚麼？ 

專業精神 

2 在 2020  至 2021 年度社會福利的總開支預算為約多少億元？ 約 940 多億元 

3 在政府撥出的社會福利經費中佔最大支出的是甚麼？ 社會保障開支 

4 在政府撥出的社會福利經費中佔第二大開支的是甚麼？ 安老服務 

5 在政府撥出的社會福利經費中佔最小支出的是甚麼？ 社區發展 

6 除了由政府撥出經費外請說出一個市民或機構可向其申請撥款的組織。 香港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 

7 現時本港有多少間臨時庇護中心提供臨時居所予面臨家庭暴力及其他危機 

的婦女及其子女？ 

五間 

8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目的是為哪些兒童及青年提供支援服務？ 接受警司警誡的兒童及青年 

9 長者活動中心是為年滿多少歲的長者而設的？ 六十歲 

10 年滿幾多歲的香港居民可申請長者咭？ 六十五歲 

11 本 港  65 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的長者若符合申請資格每月可獲多少「長 

者生活津貼」﹖ 

2770 元 

12 哪一個津貼計劃是協助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13 現時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多少元？ $37.5 

14 哪一個委員會負責檢視現行政策和探討新措施以達致防貧及扶貧的目的？ 扶貧委員會 

15 哪一個基金設立的目的是為經濟上有困難特別是那些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 

的市民提供援助？ 

關愛基金 

16 根據「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可以每程多少元的優惠 

票價乘搭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 

2 元 

17 除長者外哪些人士可以每程2元的優惠票價乘搭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 合資格殘疾人士 

18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安老服務科」提供哪些服務？ 發展老人服務 

19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是為哪些人士提供服務？ 殘疾人士 

20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社會保障科」提供哪些服務？ 執行各項社會保障計劃 

http://www.swd.gov.hk/tc/index/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content.htm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chi/welcome.html
http://www.lwb.gov.hk/chi/home/index.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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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社會共融
http://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disabilities/SocialInclusi
on.htm http://www.eoc.org.hk 

 題目 答案 

1 哪個法定機構負責執行反歧視法例？ 平等機會委員會 

2 香港現時有四條針對歧視的法例包《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和甚麼？ 

《種族歧視條例》 

3 位於大埔的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是屬於哪一類別的特殊學校？ 肢體殘障學校 

4 位於大埔的匡智松嶺第二及第三校是屬於哪一類別的特殊學校？ 嚴重智障兒童學校 

5 衛生署及醫管局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是為有哪兩項問題的兒童提供服 

務？ 

發展障礙及行為問題 

6 按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的等級分類智障可分為「輕度智障」、「中度智障」和 

甚麼？ 

嚴重智障 

7 有自閉症的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種障礙包括「社交障礙」、「語言障 

礙」、「溝通障礙」和甚麼？ 

行為障礙 

8 肢體傷殘常見的類別包括「大腦麻痺」、「癲 癇」、「脊柱裂」和甚麼？ 肌肉萎縮 

9 哪一項計劃是透過提供工資補助金鼓勵僱主為殘疾人士提供職位空缺？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10 為促進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及消除工作間的歧視問題平等機會委員會發放甚 

麼守則為僱主和僱員提供指引？ 

《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 

務守則》 

11 庇護工場的設立是為哪一些人士提供合適的職業訓練？ 因殘疾而未能在公開市 

場就業的人士 

12 庇護工場的服務對象是年滿幾多歲的殘疾人士？ 15 歲或以上 

13 請說出位於大埔廣福村庇護工場的名稱。 匡智會匡智廣福慧妍雅 

集工場 

14 在「復康巴士」車廂中用以保障殘疾乘客安全的特別裝置包括「自動升降 

板」、「上落客提示燈」和甚麼？ 

固定輪椅安全鎖 

15 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過渡時期住宿照顧的地方稱為甚麼？ 中途宿舍 

16 哪一項基金是為鼓勵傷殘人士在體育方面有所發展而設的？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 

金 

17 《殘疾歧視條例》第 25 條的內容是殘疾人士應與其他人士一樣同樣享有甚麼 

權利？ 

進出處所和使用其中的 

設施的權利 

18 哪一項獎學金是表揚傑出的少數族裔學生？ 融和獎學金 

1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同香港電台為本港的少數族裔推出哪三種語言的電台節 

目包括「尼泊爾語」、「巴基斯坦語」和甚麼？ 

印尼語 

20 職業訓練局推出了甚麼計劃為少數族裔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實用短期職前培訓 

課程？ 

「青出於『南』少數族 

裔培訓計劃」 

21 根 據  2011 年人口統計結果在香港的非華裔人士中最多是印尼人其次是甚麼人？ 菲律賓人 

22 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是甚麼？ 烏爾都語及英語 

23 伊斯蘭教徒（穆斯林）不吃哪一種肉類？ 豬肉 

24 伊斯蘭教徒(穆斯林)須按照伊斯蘭曆法遵守齋戒期齋戒期歷時多久？ 一個月 

25 伊斯蘭教徒(穆斯林)在齋戒期間在哪一時段內會不吃不喝？ 從日出至日落 

26 印度教徒不吃哪些肉類？ 牛肉、豬肉 

27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市民基於某人的哪些特質而歧視、騷擾及中傷該人 

即屬違法？ 

種族 

28 哪一項是普通學校照顧學生差異的系統性計劃？ 「學校伙伴計劃」 

29 一個人如果只能聽到音量高於多少分貝的聲音便可說有「聽障」？ 26 分貝 

30 民政事務署轄下哪一組別以不同方式向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種族關係組 

http://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disabilities/SocialInclusion.htm
http://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disabilities/SocialInclusion.htm
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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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大埔資料 
大埔手冊 2002（大埔區議會） 

 題目 答案 

1 大埔於古時為何被稱「大步」？ 因為古時大埔樹林茂密、猛 

獸集居危及居民安全居民需

大步走過 

2 林村河又名為甚麼？ 觀音河 

3 早期的大埔居民多以甚麼維生？ 務農及捕魚 

4 大埔區的漁民多信奉哪位水神？ 天后聖母 

5 那所廟宇是新界第一間被列為受保護的建築物？ 大埔富善街的文武廟 

6 大埔富善街的文武廟於何年建成？ 1891 

7 除大埔富善街的文武廟外大埔還有哪處被列為古蹟？ 碗窰 

8 孝子祠是為紀念哪位孝子興建？ 鄧師孟 

9 大埔區內唯一的博物館其展覽主題是關於哪一種交通工具？ 火車 

10 大埔區議會的會徽上有哪種交通工具？ 中國古代帆船 

11 七約鄉公所由粉嶺、泰亨、翕和、集和、汀角、漳樹灘以及哪條村組合而成？ 林村 

12 大埔地區醫院是哪一間？ 大埔那打素醫院 

13 大埔那打素社區健康服務籌辦的第一間社區健康中心設於何處？ 富善邨 

14 大埔工業邨是全港第幾個按計劃闢設的工業邨？ 第一個 

15 新界區首座落成的綜合性體育館的名稱是甚麼？ 李福林體育館 

16 春風亭位於大埔哪個山嶺上？ 八仙嶺 

17 大埔元洲仔建有哪一座廟宇？ 大王爺廟 

18 如要前往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可在大埔墟火車站乘搭哪條巴士路線？ 75K 

19 往八仙嶺旅行可乘車往大尾篤然後從哪裏登山？ 蘆慈田 

20 香港最早的一個自然保護區位於哪裏？ 大埔滘 

21 船灣淡水湖是全球首個以何種方式興建的水塘？ 在海中興建的方式 

22 由於需要興建船灣淡水湖大埔船灣六鄉遷至哪裡？ 大埔墟廣福道新填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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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生活 

A. 運動與飲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http://www.cheu.gov.hk/b5/info/exercise.htm 

食物安全中心：http://www.cfs.gov.hk/ 

 題目 答案 

1. 
營養素一般可分為六大類包括「維他命」、「礦物質」、「水份」和那三類？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 

肪 

2. 經常進食哪一類食物會令身體攝取過多熱量引致肥胖？ 高脂肪或高糖份食物 

3. 因攝取過多糖份可導致的健康問題包括「胰島素抵抗」、「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蛀牙」和甚麼？ 
肥胖 

4.  

請說出一項進食足夠蔬果能預防的疾病或健康問題。 

癌症(如腸胃道的癌症)、 

心臟病、中風、高血壓、

糖尿病、肥胖 

5. 香港衛生署建議市民每日進食奉行「二加三」以改善健康狀況「二加三」代表甚 

麼？ 
兩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6. 健康飲食金字塔共有多少層？ 4 層 

7. 哪一種營養素是身體的主要熱量來源？ 碳水化合物 

8. 
請指出體重指數的計算方法？ 

體重（千克）除以身高 

（米）的平方 

9. 根據食物金字塔每人每天進食最多的是哪一類食物？ 五穀類 

10. 根據食物金字塔每人每天應喝幾多杯流質飲料？ 6 至 8 杯 

11. 
根據食物金字塔含哪一類的食物應該吃最少？ 

含油、糖、鹽及脂肪類的 

食物 

12. 不飽和脂肪和飽和脂肪中哪一種能降低體內不良膽固醇的水平？ 不飽和脂肪 

13. 衛生署建議市民每天進行幾多小時的運動以促進健康？ 半小時 

14. 「說話測試」可測試運動的劇烈程度運動時能如常說話表示屬哪一程度的運動？ 中等程度 

15. 哪一個新成立的委員會負責就減低食物中鹽和糖含量和攝入量提供建議、制定政 

策方向及工作計劃？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16. 請說出一種攝取過多的鈉 (鹽) 可導致的健康問題。 高血壓、中風、冠心病 

17.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本港人口攝取鈉 (鹽)  的主要來源是甚麼？ 醬油及調味料 

18. 衛生署推出哪一個運動以鼓勵食肆經營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健康菜式？ 有『營』食肆 

19. 參加「有『營』食肆」運動的食肆均需通過審核確保可恆常供應「多蔬果」及「三 

少」的菜式「三少」是指甚麼？ 
少油、少鹽、少糖 

http://www.cheu.gov.hk/b5/info/exercise.htm
http://www.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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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吸煙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http://smokefree.hk/en/content/home.do 

衛生署控煙辦公室：http://www.tco.gov.hk/cindex.html 

 題目 答案 

1 吸煙人士於吸入煙霧時會引起心臟及血管出現哪兩種即時反應？ 心跳加速及血壓上升 

2 吸煙如何令身體加速老化？ 減少身體及皮膚的供氧 

量 

3 請說出其中 2 項二手煙的主要成份。 焦油、尼古丁 

4 甚麼是「主流煙」？ 吸煙者吸啜捲煙時吸入 

肺部後再呼出的煙氣 

5 甚麼是「支流煙」？ 煙草燃燒時直接釋放出 

的煙氣 

6 支流煙佔所有捲煙煙霧的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八十五 

7 請舉出一項「三手煙」對兒童健康造成的影響？ 兒童認知能力出現缺 

陷、增加兒童患肺癌、

哮喘的機率 

8 電子煙能對身體造成甚麼影響？ 尼古丁成癮及血管收窄 

9 戒煙宣傳短片中「兩個吸煙」的下一句是甚麼？ 一個早死 

10 根據《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任何市民如違例在禁煙區吸煙將被定額罰 

款多少？ 

$1500 

11 《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授權五類人士向違例在禁煙區吸煙者發出罰款通知 

書包括「警方」、「控煙辦」、「食環署」、「康文署」和甚麼？ 

房署 

12 請舉出一項二手煙可引起的即時影響包括頭痛、咳嗽、喉部疼痛、 暈眩、惡 

心和甚麼？ 

眼睛受刺激 

13 請舉出一種水煙比傳統卷煙草更高的有害物質。 一氧化碳、致癌物多環 

芳香烴 

14 請說出三種因肥胖而引致患病風險增加的疾病。 冠心病、高血壓、關節

炎、痛風症、糖尿病、

膽囊疾病、血液膽固醇

水平異常、睡眠窒息症 

等。 

15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人每日應進食最少多少克的蔬果？ 400 克 

16 游泳、長跑、舉重、踏單車中哪一項不屬於「帶氧運動」？ 舉重 

17 如家中有人吸煙嬰兒患上嚴重呼吸道疾病的機會估計會高出多少倍？ 兩倍 

http://smokefree.hk/en/content/home.do
http://www.tco.gov.hk/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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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禁毒知識 
保安局禁毒處：http://www.nd.gov.hk 

香港警隊打擊毒品單位：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drug/index.html 

 題目 答案 

1 特區政府實施「五管齊下」的禁毒策略包括「立法和執法」、「戒毒治療和康 

復服務」、「禁毒教育和宣傳」、「研究」和甚麼？ 

對外合作 

2 哪一個非法定諮詢機構專為禁毒工作提供意見？ 禁毒常務委員會 

3 美沙酮能減輕依賴哪一類毒品人士在戒毒時的不適？ 鴉片類毒品 

4 禁毒宣傳口號︰「企硬！」下一句是甚麼？ 「唔 Take 嘢」 

5 禁毒宣傳口號︰「向噩夢說不」上一句是甚麼？ 「向毒品說不」 

6 由農夫主 唱的「不可一不可再」禁毒運動主題曲歌名是甚麼？ 「不不不」 

7 禁毒常務委員會設立了一個資訊中心專門負責禁毒教育工作中心的全名是甚麼？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 

地 

8 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推行強迫戒毒計劃？ 懲教署 

9 哪一個青少年濫用藥物輔導服務中心專責為大埔及北區青少年服務？ 路德會青欣中心 

10 當毒品或其代謝物經小便排泄時會損害尿道及膀胱的黏膜引致甚麼炎症？ 尿道炎或膀胱炎 

11 不斷以鼻吸入可卡因粉末對身體造成甚麼損害？ 嚴重損害鼻黏膜 

12 由於氯胺酮鹽酸鹽會產生迷幻的效果濫用後會有甚麼感覺？ 「離開軀體」及「瀕 

死」的感覺 

13 俗稱「冰」的毒品學名是甚麼？ 甲基安菲他明 

14 海洛英是由甚麼植物製煉而成？ 鴉片罌粟 

15 根據資料顯示濫用毒品「忘我」會因出現甚麼狀況而死亡？ 嚴重缺水和中暑 

16 咳藥水中哪種成份可致濫用成癮？ 可待因 

17 請說出氯胺酮的醫學用途。 手術用麻醉劑 

18 安非他明的醫學用途包括「提神」、「治療發作性渴睡症」和甚麼？ 減低食慾 

19 根劇藥劑業及毒藥條例非法管有指定類型咳藥的最高刑罰是甚麼？ 監禁兩年 

20 在兒童法庭若因毒品罪行被判刑的少年犯罪者會否留有案底？ 會 

21 身為任何場所的擁有人、租客或佔用人准許場所作為吸食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 

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甚麼？ 

監禁十五年 

22 保安局禁毒處的角色包括「負責制定禁毒政策」、「統籌禁毒教育和宣傳計 劃」、

「研究工作」、「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國際合作事宜」和甚麼？ 

執法行動 

22 國際禁毒日為幾月幾日？ 6 月 26 日 

http://www.nd.gov.hk/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dru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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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國情 
圖解中國國情手冊梁振威中華書局(2009) 

 題目 答案 

1 「中國」一詞最初有何意思？ 天下的中心 

2 「中國」一詞於何時成為官方正式稱呼？ 清朝 

3 中國共有多少個民族？ 56 個 

4 哪個是中國最大的民族？ 漢族 

5 少數民族中以哪個族的人口最多？ 壯族 

6 中國有多少個省？ 23 個 

7 中國現時有四個直轄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甚麼？ 重慶 

8 中國地方行政區中的一級行政區由「省」、「自治區」、「直轄巿」和甚麼組 

成？ 

特別行政區 

9 請說出三個中國經濟特區。 深圳、珠海、汕頭、廈

門、海南島、喀什、霍 

爾果斯、上海自貿區 
10 哪兩個地方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澳門 

11 中國國歌是由誰作曲？ 聶耳 

12 中國國歌是由誰作詞？ 田漢 

13 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甚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4 全國人大代表的任期是多久？ 五年 

15 根據國家憲法年滿多少歲才有資格成為國家主席？ 年滿 45 周歲 

16 根據國家憲法中國公民若要成為國家主席需要擁有合法選舉權和甚麼權？ 被選舉權 

17 哪一個機構是中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國務院 

18 中國司法最高審判機關是甚麼？ 最高人民法院 

19 哪一個是中國國家法律監督機關？ 中國人民檢察院 

20 在中國較嚴重的罪行會判以哪三種刑罰？ 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 

死刑 

21 澳門特別行政區於何年何月何日成立？ 1999 年 12 月 20 日 

22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普通法內地則實行甚麼法？ 大陸法 

23 人民武警與公安的最大分別是甚麼？ 武警是軍人公安則不 

是 

24 年滿多少歲的中國男子公民會被募集服兵役？ 18 歲 

25 中國於何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1 年 

26 年滿六周歲的中國兒童均可入學接受多少年義務教育？ 9 年 

27 完成高中後中國學生須接受哪項考試以升讀大學學位課程？ 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 

統一考試 

28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實施甚麼政策以限制人口？ 計劃生育(一孩政策) 

29 《漢語拼語方案》以哪個城市的語音系統為標準？ 北京/北京語音 /北京語 

音系統 

30 「一帶一路」中的「帶」是指甚麼? 「絲綢之路經濟帶」 

31 「一帶一路」中的「路」是指甚麼?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32 請舉出「一帶一路」五大合作重點包括「民心相通」、「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和甚麼？ 

資金融通 

33 「一帶一路」的發展將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和甚麼？ 

平等互利 

34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於哪一年成立? 2015 年 



 

15 

 

35 「粵港澳大灣區」除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還包括九個中國城巿包括 

「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和那三個？ 

廣州、深圳、珠海 

36 大灣區的交通聯繫有哪些新基建已經啟用請舉出其中兩項。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

速鐵路香港段（高鐵香

港段）、蓮塘/香園圍 

口岸 
37 大灣區的交通聯繫有哪些新基建正在興建。 深中通道 

38 根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香港居民持有內地居住證可享有三大 

權利包括「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和甚麼？ 

勞動就業 

39 「粵港澳大灣區」城巿之中哪一個人口最多？ 廣州 

40 「粵港澳大灣區」城巿之中哪一個面積最大？ 肇慶 

41 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為依歸；有見及此香 港在大

灣區的發展中哪一方面有著優勢？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 

42 香港和深圳將於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創科平台該地點名為甚麼?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43 香港在大灣區的教育產業有領導地位根據《2019 年世界大學排名榜》共 

有多少家大學打入世界 100 強。 

4 家 

44 政府就高鐵香港段的每日客運量的估算是多少? 8 萬人次 

45 全國人大代表是以甚麼形式產生？ 由相應省級人大間接選 

舉 

46 全國人大有權選舉及罷免的國家重要官員包括「國家副主席」、「國務院總 

理」、「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和各部部長」和甚麼？ 

國家主席 

4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每隔多久舉行一次全體會議？ 一年 

48 國務院的組成人員的職級包括「副總理」、「國務委員」、「各級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及秘書長」和甚麼？ 

總理 

49 中國刑罰種類有哪兩種？ 主刑和附加刑 

50 中央軍委會內有兩個組織分別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甚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 

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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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地理題 
 題目 答案 

1 中國陸地面積約有多少萬平方公里？ 960 萬平方公里 

2 中國各類地形中「山區地」面積佔全國的幾分之幾？ 三分之二 

3 中國主要山脈中哪一組山脈稱為「一弧形」？ 喜馬拉雅山脈 

4 中國哪個高原有「中華民族文化發祥地」之稱？ 黃土高原 

5 中國的四海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和甚麼？ 南海 

6 中國哪個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流動沙漠？ 塔克拉瑪干沙漠 

7 中國哪個盆地是地勢最高的盆地？ 柴達木盆地 

8 中國哪個峽谷是世界最大的峽谷？ 雅魯藏布江大峽谷 

9 哪條河流是中國第一大河？ 長江 

10 哪條河流是中國第二大河？ 黃河 

11 哪一條河流被稱為中華文化的搖籃？ 黃河 

12 三峽工程是指哪一條河流的龐大工程？ 長江 

13 哪一個是中國最大的湖？ 青海湖 

14 中國五嶽包括嵩山、衡山、華山和那兩個山？ 泰山、恆山 

15 中國五湖包括洪澤湖、鄱(音﹕婆)陽湖、洞庭湖和那兩個湖？ 巢湖、太湖 

16 中國四大佛教名山包括山西五臺山、四川峨嵋山、安徽九華山和那個山？ 浙江普陀山 

17 中國有四大名園包括承德避暑山莊、蘇州拙政園、留園和那個園？ 北京頤和園 

18 請說出中國境內第一大瀑布的名稱。 黃果樹瀑布 

19 請說出中國最大淡水湖的名稱。 鄱陽湖 

20 中國哪一個省份與緬甸、老撾和越南相鄰？ 雲南 

21 中國哪一個省有「古代歷史博物館」之稱？ 陝西省 

22 請說出中國最大半島的名稱。 遼東半島 

23 哪個自治區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自治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24 中國哪個省份是唯一以湖泊而得名的？ 青海省(青海湖) 

25 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是指哪個省份？ 貴州省 

26 山東省因位於中國哪座山以東而得名？ 太行山 

27 請說出中國最大油田的名稱。 大慶油田 

28 泰山腳下的岱廟與哪兩座建築物被譽為中國三大宮殿？ 北京故宮、曲阜孔廟 

29 萬里長城上的哪個關被號稱為「天下第一關」？ 山海關 

30 中國北方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基地「京津唐地區」是指哪三個地區？ 北京、天津、唐山 

31 人稱東北三寶的是指哪三種東西？ 人參、鹿茸、貂皮 

32 中國的紫砂工藝以哪裏出產的最為聞名？ 江蘇省的宜興 

33 杭州哪一種工藝品被譽為「天上雲霞地上鮮花」？ 織錦 

34 中國三大航天中心是指四川的西昌、山西的太原和哪一個地方？ 甘肅的酒泉 

35 中國哪一個省分位於中國的最北部？ 黑龍江省 

36 中國哪個地方有「日光城」的美譽？ 拉薩 

37 山西省有甚麼美譽？ 煤海 

38 內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這名稱有甚麼意思？ 青色的城市 

39 瀋陽市位於哪一個省內？ 遼寧省 

40 中國哪個省有「北大倉」之稱？ 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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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界地理題 
世界之最：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links/world-record.htm 

世界河流：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hydrosphere/river-world.htm 

非洲：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links/africa.htm 

 題目 答案 

1. 世界最大片的陸地位於哪個洲？ 亞洲 

2.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面積最大？ 俄羅斯 

3. 世界上哪個國家的人口最多？ 中國 

4. 請說出世界上最大島嶼的名稱。 格陵蘭 

5. 請說出世界上最寒冷地區的名稱。 南極 

6. 請說出世界上流域面積最大河流的名稱。 亞馬遜河 

7. 哪一座大山有「世界屋脊」之稱？ 喜瑪拉雅山 

8. 請說出世界上最高山峰的名稱。 額菲爾士峰／珠穆朗瑪峰 

9. 非洲哪一個高原有「非洲屋脊」之稱？ 埃塞俄比亞高原 

10. 哪一條是美國最長的河流？ 密西西比河 

11. 哪一條是歐洲的主要河流？ 多瑙河 

12. 哪一條是東非的主要河流？ 尼羅河 

13. 哪一條是巴西的主要河流？ 亞馬遜河 

14. 哪一條是東南亞的主要河流？ 湄公河 

15. 倫敦鐵橋矗立在哪一條大河流上？ 泰晤士河 

16. 在北美洲與南美洲間的樽頸地帶之運河名字是甚麼？ 巴拿馬運河 

17. 經哪條運河可以由地中海通往紅海？ 蘇彝士運河 

18. 剛果河在哪一大洲？ 非洲 

19. 伏爾加河在哪一國境內？ 俄羅斯 

20. 渥太華是哪個國家的首都？ 加拿大 

21. 緬甸的首都名字是甚麼？ 內比都 

22. 奧地利的首都名字是甚麼？ 維也納 

23. 墨西哥是屬於七大洲中的哪一洲？ 中美洲 

24. 阿姆斯特丹是哪一個國家的城市？ 荷蘭 

25. 哪一個歐洲國家有世界花園之稱？ 瑞士 

26. 哪一個歐洲國家在地圖上的形狀像似一隻靴子？ 意大利 

27. 泰國哪個城市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曼谷 

28. 星加坡位於哪個半島的南端？ 馬來半島 

29. 耶路撒冷位於哪一個國家？ 以色列 

30. 尼加拉瓜大瀑布位於世界上哪一大洲？ 美洲 

31. 哪一個歐洲國家是在水平面以下？ 荷蘭 

32. 非州有哪兩類久負盛名的自然資源？ 黃金、鑽石 

33. 世界三大夜景包括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意大利的哪不勒斯灣和那裡？ 日本的函館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links/world-record.htm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hydrosphere/river-world.htm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hydrosphere/river-world.htm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links/afric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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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語言文學題 
 題目 答案 

1. 哪一個成語形容形勢像火燒眉毛般緊急？ 燃眉之急 

2.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從小被寵愛和縱容？ 嬌生慣養 

3. 哪一個成語是指人們事前沒有約定而彼此的見解或行動卻一致？ 不約而同 

4. 哪一個成語比喻有歡樂同享有苦難一起承擔？ 同甘共苦 

5. 哪一個成語比喻人憑荒唐的想像說根本辦不到的荒誕話？ 癡人說夢 

6. 哪一個成語比喻事物沒有人關注而被冷落？ 無人問津 

7.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說話前後意思矛盾？ 自相矛盾 

8.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說話謹慎或嚴守秘密？ 守口如瓶 

9.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們做事踏實認真並不浮誇？ 腳踏實地 

10. 哪一個成語的意思是一個人有勢力依靠就無所畏懼或顧忌？ 有恃無恐 

11. 哪一個成語比喻一個人見識少而又妄自尊大？ 夜郎自大 

12. 哪一個成語比喻人民生活極端痛苦如身處深水、烈火裏？ 水深火熱 

13. 哪一個成語比喻一場空歡喜？ 南柯一夢 

14. 哪一個成語形容成和敗也因同一人的關係？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15. 哪一個成語的意思是行軍打仗要盡出奇謀來迷惑敵人？ 兵不厭詐 

16. 哪一個成語比喻學生勝過老師後人超越前人？ 青出於藍 

17. 哪一個成語比喻人不必要地憂慮沒有根據的事情？ 杞人憂天 

18. 哪一個成語是祝人們頌姻緣的美滿？ 天作之合 

19. 哪一個成語比喻人守著舊一套不求進取創新？ 故步自封 

20. 哪一個成語比喻自我束縛或使自己陷入困境？ 作繭自縛 

21. 哪一個成語形容政策、法令時常變更使人無所適從？ 朝令夕改 

22.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對某事物喜愛得捨不得放手？ 愛不釋手 

23. 哪一個成語比喻死守過時的經驗而不知變通或妄想不經努力而僥倖成功？ 守株待兔 

24. 哪一個成語形容辦事公正嚴明不畏權勢不講情面？ 鐵面無私 

25. 哪一個成語形容號召力很大響應的人很多？ 一呼百應 

26. 哪一個成語比喻行動和目的並不配合？ 南轅北轍 

27. 哪一個成語的意思是白費了力氣卻沒有功效沒有好處？ 徒勞無功 

28. 哪一個成語形容人十分吝嗇連一條毛也不願損失的意思？ 一毛不拔 

29. 哪一個成語可表示從小事的發生便可以推知大局趨勢的意思？ 一葉知秋 

30. 哪一個成語形容危急萬分的情況？ 一髮千鈞 

31. 請說出與「旁若無人」成反義的成語。 眾目睽睽 

32. 請說出與「出人意表」成反義的成語。 意料中事 

33. 請說出與「巧言令色」成反義的成語。 疾言厲色 

34. 請說出與「未雨綢繆」成反義的成語。 臨渴掘井 

35. 「玉不琢不成器」的下半句是甚麼﹖ 人不學不知理 

36. 「朱門酒肉臭」的下半句是甚麼﹖ 路有凍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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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後語 

 題目 答案 

37. 歇後語「偷雞唔到」是什麼意思？ 蝕把米 

38. 歇後語「船頭尺」是什麼意思？ 度水 

39. 歇後語「太公分豬肉」是什麼意思？ 人人有份 

40. 歇後語「結他無線」是什麼意思？ 無得彈 

41. 歇後語「無掩雞籠」是什麼意思？ 自出自入 

42. 歇後語「放虎歸山」是什麼意思？ 後患無窮 

43. 歇後語「隔夜油炸鬼」是什麼意思？ 無晒火氣 

44. 歇後語「年晚煎堆」是什麼意思？ 人有我有 

45. 歇後語「秀才遇著兵」是什麼意思？ 有理說不清 

46. 歇後語「閰羅王嫁女」是什麼意思？ 鬼要 

47. 歇後語「一三五七九」是什麼意思？ 無雙 

48. 歇後語「阿崩叫狗」是什麼意思？ 越叫越走 

49. 歇後語「潮州音樂」是什麼意思？ 自己顧自己 

50. 歇後語「非洲和尚」是什麼意思？ 乞人憎 

51. 歇後語「火燒旗杆」是什麼意思？ 長炭（嘆） 

52. 歇後語「亞蘭嫁亞瑞」是什麼意思？ 戾鬥戾 

53. 歇後語「老公撥扇」是什麼意思？ 妻(淒) 涼 

54. 歇後語「水瓜打狗」是什麼意思？ 唔見一截 

55. 歇後語「牛皮燈籠」是什麼意思？ 點極唔明 

56. 歇後語「老婆擔遮」是什麼意思？ 陰公 

57. 歇後語「單眼佬老婆」是什麼意思？ 一眼睇曬 

58. 歇後語「床下底劈柴」是什麼意思？ 撞板 

59. 歇後語「蕃薯跌落風爐」是什麼意思？ 該煨 

60. 歇後語「竹籃打水」是什麼意思？ 白費工夫 

61. 歇後語「啞子食黃蓮」是什麼意思？ 有苦說不出／有苦自己知 

62. 歇後語「大腿貼郵票」是什麼意思？ 走人 

63. 歇後語「低欄杆」是什麼意思？ 靠不住 

64. 歇後語「稻草人救火」是什麼意思？ 自身難保 

65. 歇後語「鱷魚上岸」是什麼意思？ 來者不善 

66. 歇後語「飛蛾撲火」是什麼意思？ 自取滅亡 

67. 歇後語「狗捉老鼠」是什麼意思？ 多管閑事 

68. 歇後語「熱鍋上的螞蟻」是什麼意思？ 走投無路 

69. 歇後語「孫猴子的臉」是什麼意思？ 說變就變 

70. 歇後語「八仙過海」是什麼意思？ 各顯其能 

71. 歇後語「曹劌論戰」是什麼意思？ 一鼓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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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班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 

2021-2022 

本校禮堂 

年級 日期 課節 題目範圍 頁數 

一年級 25/7 (一) 1、2 節 3 P.6--11 

二年級 25/7 (一) 3、4 節 2 –3 P.3-11 

三年級 26/7 (二) 5、6 節 2 – 4 P.3-14 

四年級 11/7 (一) 3、4 節 2 – 6 P.3-17 

五年級 26/7 (二) 1、2 節 2 – 7 P.3-18 

六年級 25/7 (一) 5、6 節 1 – 8 P.2-20 

 

請登入 TEAMS 常識科班別下載問題資料冊  
 

比賽形式  

每回合三人作賽。每班參賽隊伍於每一回合完結後或因同分而進行延長問答時可以換人。 

 

比賽分三個回合進行： 

第一回合(必答)：每隊在三分鐘時限內回答 10 條題目答對每題可得 10 分答錯及棄權不扣分。 

 

第二回合(搶答)：各隊在廿分鐘時限內以搶答形式回答題目（最多 30 題）答對每題可得 10 分答錯

或棄權每題扣 10 分。參賽隊伍按燈後主持人將即時停止發問待主持人讀出班名後參賽者方可作

答。如有犯規或超時作答無論答案對或錯均會被扣 10 分。 

 

註： 

（1） 每題限時 10 秒內回答所有問題均不設補答如參賽隊伍回答多於一個答案 

     則以隊長之答案為準。 

（2） 每場比賽均會在禮堂進行直播以促進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