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一評卷參考

本文件供閱卷員參考而設，並不應被視為標準答案。 考生及沒有參與評卷工作的教師在

詮釋文件內容時應小心謹慎。

第一部分：此題必笞，設問內容涵蓋甲丶乙部，佔50分。

I. (a) (i) 秦始皇把資料一圖－的量器頒行全國有什麼作用？試舉兩項。(4分）

． 用作 收稅 。

． 發放口糧 。

． 上刻有統一度量衡的詔今有助加強政令的推廢 。

(ii)資料一圖二的貨幣通行全國，如何方便秦代百姓的日常生活？試舉兩項。(4分）

． 全國統－ 使用半両錢後，方便換算，有助商業發展及繳交賦稅 。 (2分）
． 半両錢上有孔，可以用繩串連，方便攜帶 。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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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根據資料一圖二及資料二，秦代百姓面對哪兩種生活困境? (4分）試援引史實解釋爲什
麼會出現這些困境。(6分）

． 根據資料一圖二，秦代百姓面對物價飛漲約問題。(2分）
． 根據資料二，秦代百姓要繳交縶重的賦税 。 (2分）
． 根據資料二，秦代連年征戰（北伐匈奴丶 南平百越）、 大興土木（如修築長城、馳

道、 直道丶 靈渠、阿房宮 、驪山陵纂等），要取去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經濟負
擔重；百姓要負擔沉重的力役（三十倍於古） ，生產力下降，導致物價上升 。 (6

分）

(b) (i) 資料三的圖 － 及圖二，對大躍進時期的農業發展傳達了什麼相同價息？試從資料三圖
－及圖二，各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4分）

． 農業技術有騖A的發展／農產大增 。 (2分）
． 圖一人民日報報道各比的農業畝產大增，麻城出現早稻畝產三 萬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星社劍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紀錄 。 (1分）
． 圈二的壁畫竟有兩個毛噱拉不動的千斤重蘿蔔 。 (1分）

(ii) 承上題，資料三與資料四有什麼矛盾的地方？試略加解釋。(4分）

． 資料三與資料四記述的時間相若 ，如果 1958 年8月真的出現資料三所述農業產量
大增，就不應在短短數月後，人民公社出現槿食不足， 甚至人們把樹皮樹萘吃
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

(iii)承上題，爲什麼會出琨上述的矛盾？試從資料的性質和大躍進時期的相閱史實，加以
解釋。(9分）

． 從資料的性質看，壁畫屬宣傳性質，是地方配合農業大躍進而繪畫，宣傳政策的
成效， 因此採用了比較誇張的表達 。 人民日報是發佈政府政策的重要報章，噹時
中共中央誤信各比的虛赧數據，誤以為政策有成效，於是赧章就不斷刊載高產衞
星的赧道 。 資料四屬口述歷史 ， 由公社社員憶述大躍進時期糧食不足的生活情
況 。

． 大躍進期間，中共提倡 「 以糧為綱」，透過人民公社 「 大辦水利」、「 大搞衞星田」
以爭取大豐收 。 當時地方幹部為求遨功 ，汾紛嵓赧農產量 ，中央信以為真，於是
提高對地方槿食的徵收額， 因此粵致地方的槿食不足。

• 1958 年 ，全國大部分的農業合作社重維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以 「 －大二公」為
特色 。 由於人民公社規模過 大，難於管理；又農民加入公社後， 財產屬集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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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生産積極性受挫 。 在公社盲目估計農産量下 ， 億萬農民放開肚皮吃飯，結果

導致東量食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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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資料五的觀點來評價秦始皇的經濟措施和大躍進運動，你認爲恰當嗎？試參考資料一至
資料五，並援引史實〔不可重複運用題(b)(iii)曾引用的史實〕，分別加以析論。(15分）

考生同意「秦始皇的經濟措旄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而遭到嚴重挫折的一次失敗的當
試」， 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抑商政策把商人和罪犯 、奴隸同樣作為謫戍（充軍）的對象，

沉重打擊商人勢力 ， 令工商業沉滯不振。 另外 ， 容許土地買賣，希望能激勵農民的積極
性，卻導致土地兼併、貧富懸殊。

．遭到嚴重挫折：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農民生活未見改善 ， 反而出現資料二所記經濟負
擔二十倍於古 ， 也出現 「 富者田連阡陌 ， 貧者無立錐之比」的情況。

考生不同意「秦始皇的經濟措旄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而遭到嚴重挫折的一次失敗的
常試」， 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方針和方法恰噹：例如幣制統一，克服了經濟發展的障礙，秦半両錢所奠定的圄形方孔

模式，在中國沿用了2000多年。統一度量衡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 對加強各地的
聯繫有積極的作用。

．秦速亡與經濟措旄關係不大 ， 實由其他因素専致：秦民賦稅縶重 ， 實由連年征戰、大興
土木所致；農民破家毀身，豪強趁機兼併土地，令農民失去最後的生活憑藉，走上反秦
之卫各。

考生同意「大躍進運動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 ，而遭到嚴重挫折的一次失敗的常試」 ，

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採取了鏵誤的方針和方法：由於中共領導提出了脫離實際的經濟拉標，噹時要在1957年

餘下的四個月內生產600多萵噸銅以達成目標是不可能的，於是中央就發動全民大煉
銅 ， 將－大批男性勞動力在農獲季節從農業調到煉鋼工場 ， 大修小土高爐，大砍樹木。
據統計 ， 在11月至12月間共抽調了9000菡農民，建立了100萵座以J:.的小土高爐。

．遭到嚴重挫折：由 小土高爐煉出來的鐵 ， 品質異當低劣 ， 連製造日用品都不能；大煉銅
也使農業出現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有些地方農作物沒有收割 ，白白爛掉 。 結果不單工業
未能躍進 ， 更導致資料因所提及的饑荒出現。

考生不同意「大躍進運動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 ， 而遭到嚴重挫折的一次失敗的嚐
試」， 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方針和方法恰噹：薛爾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指出 ， 從中國設法找出一條適合自

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看來，大躍進打破過往城市一工業一主専成長的邏輯，創造了人
民公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改革。 另外，在工業方面亦見成效，1959年，工業急
速發展，即使到了最低水平的1960至61年，銅、石油丶煤炭 丶電力 、 化肥等仍能以大
躍進之前的高水平生產。

• 60年代初的饑荒及衰退不能完全歸咎於大躍進運動 ， 還有其他因素導致。例如1959至
61年，中國經歷連串自然災害，有些更是20世紀以來罕見的。如颱風吹襲華南和束北，
旱災蔓延幾乎整個黃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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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皺

考生能充 分扣緊題旨（是否因方針和 能扣緊題旨； 13-15

方法不噹而引致失敗），並能準璀利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 ， 能有效
用所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相關史實，全 運用正噓及租關的資料；
面而均衡地評論秦始皇的經濟措泥及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 前
大躍進運動 ， 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 後一致， 顯示考生 具批判及分
服�。 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是否因方針和方法 能掌握題旨； 10-12

不噹而引致失敗），並能利用所提供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
的資料及引用相關史實， 均衡地評論 無夾雜 錯 誤材料及 I或重要遺
秦始皇的經濟措泥及大躍進運動 ，惜 漏；
部分讒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 對相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 的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是否因方針和方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法不噹而引致失敗），能利用所提供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 稍欠
的資料， 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 未能 均衡；
均衡地評論秦始皇的經濟措旄及大躍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進運動 ， 又或只集中討論方法或成 題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效，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是否因方針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和方法不噹而引致失敗），析論欠全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面 ， 也未能恰噹運 用資料及史 事論 不相閽的資料；
述。 表達能 力薄弱 ，論 點嚴重矛

盾 。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是否因方針和方 完全誤解題旨； 0-2

法不當而引致失敗），析論欠全面，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完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 賞乏。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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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都分：分甲鄯及乙都，考生須於每鄯各矚笞一颺，共笞爾矚，每鱷佔25分。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下列三矚，噩笞一題）

2. (a) 根據資料－，在答題簿內寫出這四個英文字母代表的邊疆民族名稱. (4分）

A: 匈奴 B: 羌 c: 氐 o: 鮮卑（每項1分）

(b)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就你所知，西晉時期邊疆民族與藻人雜處帶來什麼影謩？
(6分）

．根據資料－，邊疆民族內徙，與漢人雜居，受到漢人官民剝削與壓迫，矛盾日深；
加上久居中原，熟知晉室虛實，遂乘亂超兵，釀成永盡之亂／五胡亂華。

．根據資料.:=...'匈奴人內徙，與漢A長期共處，受漢人文化薰陶，熟讀漢人經典，逐
漸漢化。

(c) 有人認爲孝文帝推行漢化有助鞏固北魏政權。你同意嗎？試援引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
文化習俗方面的措癲及成效加以析論• (15分）

考生同志孝文帝推行漢化有助鞏固;Il:.魏政椎，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 :ll:. 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旄，如禁古月語丶禁胡服、禁歸葬丶改姓氏丶倡通婚丶興學

校丶崇儒學等，既促進鮮卑與漢人融合，消弭漢人翌lt:ll:.魏政損的對抗情緒，漢化又
提升鮮卑A的文化水平，有矛�:ll:.魏統治。

． 雖然有人認為孝文帝推行漢化引發六鎮之亂，動搖;Il::.魏政攏；然從漢化措施內容及
成效分析，堢有助鞏固政攏；只因孝文帝早逝，推行漢化時間過短，未克全功．

考生不同念孝文帝推行漢化有助鞏固北集政權，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 :ll:. 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泥，如禁胡語丶禁古月服丶禁歸葬、改姓氏丶倡通婚丶興學

校丶崇儒學等，雖能使鮮卑人與漢人融合，卻受到保守的鮮卑實族反對，鮮卑人漢
化後亦失去了原來勇武風尚，加上南遷官員腐化，文治綦礎薄弱，未能有助鞏固政
權。

• :ll:.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使北方邊霎與洛陽地區鮮卑人地位的差距日大，
終引發六鎮之亂，動搖」l:.魏政才植根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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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玄宗至唐末期間，唐代設置節度使對政局有什麼影響？試參考資料－和資料二，並援
引史實加以析論。(25分）

考生可從以下七方面 ，析論唐代設置節度使對玄宗至唐末期間政局的影攀：
．參考資料－ ，唐玄宗時期， 沿邊遍置兵鎮，設節度使兼領軍 丶政 、 財権；節度使的勢

力不斷擴大，形成內輕外重局面 。
．至安祿山兼領平盧 丶 芘陽 、 河束三鎮節度使，擁兵18萬， 是唐朝中央直轄軍隊的三

倍，兼且安祿山將旗下軍隊逐步胡化，最終超兵叛唐，對唐朝造成致命打擊。
．安史之亂後，唐室對安史降將採取娃息政策，容許他們保留所據地區和兵力，結果造

成藩鎮割據，如資料二盧龍 丶 成德 、魏博等河北三鎮（河朔割據型）。他們大都是安史
餘業，而且河北三鎮胡化嚴重，對中央 的向心力簿弱 ， 並且稅收不上供，對唐中央造
成經濟上的損失 。

．安史之亂後，並非所有節度使都與中央對抗，唐朝為獎勵平亂將領，亦封他們為節度
使（中原防禦型），使節度使制度普及到整個中國 。 這些節度使雖效忠中央，但仍有部
分藩鎮稅收少上供，使唐朝蒙受一定經濟上的損失 。

． 另一方面 ，束南地區 的 節度使如資料二的浙面 丶 浙束等（柬南財賦型）仍從財力上支
持中央，使唐室國祚得以延續。

．此外，節度使之間互相牽制，讓唐室有喘息機會；
．唐末發生黃巢之亂，節度使協助唐室平亂，亂事雖然平定 ，但宣武節度使朱温 、 河束

節度使李克用卻成為強藩。其後朱温入京擅政篡位，終導致唐室滅亡 。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對資料一和資料二有透徹的理 能扣緊題旨； 22-25

解， 並能深入析論唐代設置節度使對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
玄宗至唐末期間政局的影零。 能準喧 運用正縮及相關的資料；
地引用相闕史實回答，緊扣題旨，內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
容豐贍 ，條理分明 ， 立論充實有度， 後一致， 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令人信服。 析能力。

考生對資料－和資料二有正璀的理 能掌握題旨； 16-21

解， 並能析論唐代設置節度使對玄宗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至唐末期間政局的影零。 答卷論有所 無夾雜 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維織亦具 漏；
條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對資料－和資料二僅有概括的 了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解，未能引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析論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
唐代設置節度使對玄宗至唐末期間政 均衡；
局的影零。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或部 表達一般， 顔示考生當試對試
分論據矛盾。 不過，整體而言 ，尚能 題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切題，表達尚算清晰，內容無重大錯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若重史
誤。 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堢理解資料－和資料二，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未能運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析論唐代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設置節度使對玄宗至唐末期間政局的 不相關的資料；
影零。概點散亂，或陳述表面 ， 或不 表 達 能 力 簿 弱 ，論點嚴重矛
理會題旨， 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亦 盾。
夕， °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內容，對唐代設置 完全誤解題旨； 0-5 

節度使對玄宗至唐末期間政局的影皐 內容貨乏及I或不切題；

29 



毫無認識， 或錯漏甚多。 忽咯題旨 ， I 紐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胡亂分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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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回答下列問題：

(i) 在答題簿內塡寫A和B的名稱。(2分）

A: 南書房 B: 軍機處／軍機房／軍需房 （每項1分）

(ii)資料－和資料二中的「清朝皇帝」 ，分別是指哪兩位君主? (2分）

資料－：清聖祖／原熙帝 資料二：清世宗／雍正帝 （每項1分）

(b)承上題，解釋這兩位君主分別設立A和B的目的。(6分）

南書房：清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是中央最高決策機構，軍國大政的決策権由少數滿洲
貴族把持，不利君椎的伸張 。 清聖祖親政後， 為加強君權，便挑選具才德的滿漢大臣
入值南書房， 命其秉承皇帝意旨擬寫諭旨，發佈政令，以制衡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
力 。
軍機處：清 世宗用兵西北 ， 為保持機密，便在隆宗門內另設軍需房（後改稱軍機
處） ，挑選瑾慎可靠大臣繕寫軍令，以廷寄形式直接密封發給地方督撫。 後來，清世
宗進一步加強君權，軍機處仰承皇帝旨意辨理軍國大事，以凌閎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
閣 。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清初君主對邊疆民族採用的管治措施，如何鞏固清廷
的統治。(15分）

考生可從以下三方面，析論清初君主對邊疆民族採用的詧治策略，如何達致鞏固清廷
統治的目的：
．藏族：一方面冊封達賴喇痲，以宗教籠絡安撫藏民；達賴喇噪也須由清廷冊封璀

認，以鞏固清廷對西藏的統治。 另一方面設置駐藏大臣，與達賴共同管治，加強清
室對西藏的監控 。

．回族：行伯克制，由伯克管理回部事務，承認回部管理的權力；但伯克由清廷委
任 ，不得世襲，加強清廷對回部的統治 。 限制漢人與回人的交通，使回民漢民分
隔，雙方缺乏往來，難以聯合反清。

．蒙古族：一方面透過與蒙古王族通婚，鞏固兩族關係， 又籍與蒙古結盟，以加強北
境防禦；另一方面 ，實施盟旗制度，旗與旗間不准往還，以分隔蒙民，加強滿清對
蒙古族的監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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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末（下列三題，遁笞一蟈）

5. (a)根據資料 － ，並援引史實，分析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10分）

． 賠償煙價：由於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導致白鋹外流 ， 影零國人倢康，於是道光帝派
林則徐主持禁煙。林則徐要求外商呈繳鴉片，並具甘結，但．英國商務監督義律阻撓
英商簽墨甘結 。林則徐下令暫停中英貿易，並派兵封鋨英人商館。義律最終收撰商
人交來的鴉片，轉交林則徐於虎門銷毀。 英商要求英國政府要中國賠償煙價，加速
英國發動戰爭。

． 歸還商欠：清視對外貿易為嘉惠遠人，因而訂定諸多限制 。 例如外國人必須透過公
行與中國進行貿易，公行承辦出入口貨物事務， 充噹清政府與外商的中間人。但行
商經當欠下外商債項 ，導致外商不滿 ，外商希望取消公行制度， 與中國一般商人自
由貿易。

． 平等對待英國使臣：清以天朝上國自居 ，視英國為化外蠻夷，不能與中國平等交
往 。英國曾派遣使節來華，逸圖改善通商關係而未杲 ，最終引發英國使用武力鯀決
問題。例如： 1833年，束印度公司專營權結束，英政府派來的律勞卑嚼試以平行體
書信及要求直接會見兩廣總喈，均未能成功 。

評分讓則

內容／搣念 龍力表琨 所得分薑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徵的理解，並能緊 能扣緊題旨； 9-10
扣題旨 ，準噓地引用棓關史事，從禁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 ，能有效運
煙、商務及外交三方面分析鴉片戰爭 用正哦及相關的資料；
爆發的原因。內容豐贍 ，條理分明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

一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對實料一有正堢的理解，並能有 能掌握題旨； 7-8

條理地從禁煙、商務及外交三方面分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析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惜未能廢泛 夾雜鐠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援引資料。 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所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的
引史亻列無重大錯誤。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

據的議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拮的了解，未能有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效運用棓關史實，有條理地從禁煙 丶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
商務及外交三方面分析鴉片戰爭爆發 衡；
的原因。 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 表達一般， 颜示考生雷試對試題
史事作簡單說明 。 整體而言 ， 尚能切 加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實的

鋪陳。

考生未能準噓理鮮題旨，從禁煙 丶商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務及外交三方面分析鴉片戰爭爆發的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原因。對棓關歴史認識膚淺，內容失 不相關的實料；
衡，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最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 ，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實乏及／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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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人認爲只要對國共有利，雙方就會合作，否則就會破裂。你同意嗎？試援引國共從

第二次合作到關係破裂的史實，加以析論 0 (15分）

考生同意只要對國共有利，雙方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玻裂，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 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有利兩黛發展，遂促成第..::.次國共合作：

－ 國民棠可突玻內外交困的局面：國民騖在1930年開始全力囝攻中國共產窯，而

日本就在此時加強對中國的侵咯，先後發動九－入事變 、 一..::.八事變，國內抗

日呼羌高漲，令蔣介石 「 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受到質疑。 面安事變發生，國

民棠遂以大敵噹前，與共產業再次合作，全力抗日。

－ 共產栄可藉合作機會休養生息：由1930年超，國民鯊全力圍攻共產黛， 共產栄
根據地由江西退至陝西延安，軍隊僅餘..::.萬餘人，實力薄弱 ，因此謀求與國民

窯建立合作闢係，得以喘息。

． 在第..::.次國共合作期間， 共產鷺 的勢力日漸增強，兩鯊已出現衝突， 至日本投

降，兩黛就受降問題的衝突更趨激烈 ，促使兩業關係玻裂。 由此可反蹬兩鯊合作

是基於利益結合，噹兩煮利益出現衝突時，分裂勢所難免。

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 已令雙方水火不容。

在日本投降後，兩騖因日軍受降及收繳武器等問題再超衝突。 國民鯊指令共產

窯原地駐防， 共軍卻迅速進入束北接嵒軍備。在談判桌上，國民棠不願與共產

鶯分享權力，共產窯不承諾放棄武力，談判陷入僵局 ，終令內戰爆發。

考生不同意只要對國共有利，雙方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玻裂，可循以下思路作答：

． 蔣介石－向認為 「 攘外必先安內」，並不認同合作會對國民鶯帶來好處，最後願

意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實由西安事變 、 張楊..::.A的兵諫所迫使。從結果看來，

第..::.次國共合作對國民鯊的發展並沒有好處，反而助長了共產業的勢力發展，以

致共產栄在八年抗戰之後，有力與國民鯊爭奪控制権。

． 影舉國共關係的原因十分複雜，也包括美國與蘇聯對整個國際形勢的考量。 例如

新四軍事件之後，國共關係已趨玻裂，但中國共產業仍繼續與國民鶯合作，就是

因為蘇聯遭德國攻擊，如日本與德國共同行動，蘇聯處境就不堪設想，所以鞏固

中國的抗日陣營 ，就可牽制日本無法調兵。 同樣 ， 國民鷺也需要顧慮美國的反

應，美國希望國共合作， 可有利於對日本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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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削

內容」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薑

考生對第.::.次國共合作的原因與結 能扣緊題旨； 13-15

果有深入而全面的認識， 並能緊扣 答案完備 ， 內容豐贍 ， 能有
題旨， 準哦地引用租關史事， 多角 效運用正哦及租關的資料；
度析論國共合作只要對國共有利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
雙方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玻裂。 立 前後一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
場清晰，內容豊瞻 ，條理分明 ， 立 及分析能力。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原因與結 能掌握題旨； 10-12

杲有正璀的理解， 並能引用相關史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 衡 ， 答案
事，多角度析論只要對國共有利， 並無 夾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
雙方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玻裂， 惜 遺漏；
部分論據稍欠完備。 整體而言 ，表 表達清晰， 條理分明 ， 對 相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 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
大錯誤。 出有理據的議論。

考生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原因與結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果有榫略的認識， 惜援引史實較為 內容基本切題及 正苲 ， 但稍
單薄， 或未能多角度析論只要對國 欠均衡；
共有利 ， 雙方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
玻裂。 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 試題加以蟻論及／或 分析 ，但
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但史論結 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或過分

合不盡理想， 或內容咯欠均衡。 荅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題旨 ，對第二次 對題旨了辨不足； 3-5

國共合作的原因與結果認識膚淺 。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

只泛論國共合作的各種因由 ，未能 目不相關的資料；
多角度析論只要對國共有利 ， 雙方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
就會合作， 否則就會玻裂，內容失 盾。
衡。 未能引用相關史實， 內容空洞
無物 ，鐠漏亦多。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2

衡， 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紐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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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採取什麼外交政策？試從資料－和資料二各找出一項證據加
以說明。(5分）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採取一邊倒／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資
本主義陣營。

． 資料一為抗共援 朝運動 ，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共同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
國軍隊。

． 資料二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 「 在蘇聯偉大的援助下」 ，以菻聯的計劃經濟模式
重點發展重工業。

(b)承上題，爲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採取這種外交政策？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 戰後冷戰格局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
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峙局面 ，稱為冷戰時期 。 在國際局勢兩極分化下 ，不傾
向任何一方即會被孤立， 因此，中國選擇一邊倒向蘇聯。

． 蘇聯一直支持中國共產黛：中國共產鯊從1921年成立超，一直得到蘇聯支持。八
年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鯊得到 ，蘇聯從日本闢束軍收繳得來的武備。中共在三大戰
役取勝後，蘇聯即與中共領導人商談新中國政權成立問題。蘇聯又為中共新政權提
供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資金和技術援助。

． 美國援助國民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對新政府不予承認，援助退守台灣
的國民窯。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熊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能辨識資料－和資料二的事件， 能扣緊題旨； 9-10

並能緊扣題旨， 準璀地引用相關史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運
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為 用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什麼會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內容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
豐瞻 ，條理分明 ，答案均衡。 一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能辨識資料－和資料二的事件， 能掌握題旨； 7-8

並能有條理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國初年為什麼會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 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策， 惜未能廢泛援引相關史實。 整體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鬪的
而言 ，表達清晰，所引史例無重大錯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
.>-
璵

O ° 據的議論。

考生能辨識資料－和資料二的事件，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但未能有效運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
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為什麼 衡；
會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內容略欠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當試對試題
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
整體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
容無重大錯誤。 鋪陳。

考生未能準確辨識資料－和資料二的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事件，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為什麼會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 不相關的資料；
相關歷史認識膚淺， 內容失衡，錯漏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亦多。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 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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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外交隅係有何轉變？試援引史實，
解釋轉變的原因。(10分）

． 中，蘇關係由資料二顳示的友好轉為資料三反映的惡劣 。
． 產生分歧：赫魯曉夫提出與美國和平共處 、 和平兢賽 丶 和平過渡（三和路

線） ，毛澤束認為「三和路線」是 「 修正主義」1赫魯曉夫發表報告全面否定史
太林，毛澤束認為 赫魯曉夫不應批判 史太林而不事先知會盟友/1959年，赫魯
曉夫批評中共在大躍進運動中冒進，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 分歧擔大： 1960年， 蘇聯召回專家顧問 ， 撕毀數百項合同 ，衝突正式公開
/1963至1964年，中共連續發表九篇文章， 公開抨擊蘇共，並對赫魯曉夫冠上
「現代修正主義分子」的稱號，兩國關係日趨惡化。

． 珍寳島事件： 1969年中，蘇雙方在邊境爆發了兩次大規棋的流血衝突，關係日益
緊張。

評分準則
內容1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能辨識資料二及資料三的事 能扣緊題旨； 9-10
件，並能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相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
關史事，分析中蘇關 係惡化的原 運用正喵及相關的資料；
因 。 內容豐贍 ，條理分明 ，答案比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
例均衡。 後一致 ，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能辨識資料二及資料三的事 能掌握題旨； 7-8

件，並能有條理地分析中，蘇關係惡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化的原因 ，惜未能厝泛援引相關史 無 夾雜 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

實。 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所引史 漏；
例無重大錯誤。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考生能辨識資料二及資料三的事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件，但未能有效運用相關史實，有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
條理地分析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 。 均衡；
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表達一般，顔示考生當試對試
簡單說明 。 整體而言 ，尚能切題， 題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或前後不 一致，或 過分著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啃辨識資料二及資料三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事件，分析中蘇關 係惡化的原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因 。 對相關歷史認識膚淺，內容失 不 相關的資料；
衡，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簿弱 ， 論點嚴重矛

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論 據頗多 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賞乏及／或不 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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