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一評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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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問內容禰蓋甲丶乙鄣，佔50分。
1.

(a) (i)根據資料－和資料二，唐太宗施政有哪兩個特色？試各舉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6分）
施政特色

資料－

虛心納諫(2分）

資料.::.

用人不問親疏／出身背景，
唯才是舉(2分）

．
．
．
．

證據
太宗
能接納張玄索的諫言，放棄重修乾元殿
(1分）
魏徵 是太子舊部／房玄齡為前朝官員／李蜻是
唐高租的仇人，均曾非太宗的屬下，但仍獲重用
(1分）

(ii)資料二的大臣對唐太宗一朝的施政有什麼貢獻？試選出二人，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6分）
魏 徵為太宗 一朝最培名的 諫官，能犯顏直諫， 前後進諫達二百多事，能及時糾
太宗旄政或行事的 不足，成為太宗的人鏡。
房玄齡為太宗時名相 ，總管百 官， 明達史事， 不使一人一 事處置失噹／太宗曾，
房玄 齡省併冗官，整頓吏治，制定典章制度，提升管治效能。
李蜻為太宗 一朝 名將 ，貞襯三年與李世動等率軍十餘菡進攻突厥， 大敗頡
汗， 回紇等族擁截太宗為天可汗。／貞概八年吐谷渾犯境，李清主動率兵擊敗吐
谷渾，吐谷渾降唐歸順。李靖對於太宗奉為天可汗的功業有奠定作用 。
長孫無忌為太宗時宰棓 ，為人博學多才，參與 發動玄武門之變 ，對太宗忠心
.;:_' 一 直深得太宗信任，故居棓位三十餘年 ， 太宗時更遺命其輔助太 子 ，對初
政治超穩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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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料－的作者為唐代史家。當代人編寫當代歷史有什麼優點和局限？試加以分析。
(6分）
優點：作者為唐朝人，撰寫唐朝歷史時， 因與史事發生的時代較近，資料較少因 時間
流逝而失真， 可信性較高。
局限：作者為噹朝人，撰寫唐朝歷史，往往多所忌禕，雖以秉筆直書 ，未必能全面反
映事實真相 。
(b) (i) 資料三和資料四圖一反映孫中山對於挽救中國的看法有什麼轉變？試從資料三和資料
四圖一引述證據支持你的看法。(4分）

．

•

由支持朝廷改革轉為主張推翻政府 。
資料三說明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力陳改革根本之道，但在資料四圖
立興中會，卻以驅除韃虜（即滿清），建立合眾政府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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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根據資料四的圖－和圖二，這兩個革命團體有什麼共同的主張？這雨個革命團體於
1905年又如何合作? (4分）
．
•

興中會、 光復會均以推細滿清政楫 ，恢復漢族政旗（即民族主義）為共同目標。
1905年在孫中山的積極拉撮下 ， 兩個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合緝成同盟會，渠緒反
清力量·

(iii)孫中山對晚清革命運動有什麼實獻？試參考資料四，並援引史實加以析述。(9分）
．

•
．

(c)

孫中山在1894年於檀香山創建興中會， 倡建合眾政府 。1905年 ，孫'f J.,聯同華
興會丶 光復會，緝成同盟會。 此等鈕織積棒策動武裴超義 ，終於1911年成功推翻
滿清。
1905年孫中J.,在（民赧）提出了 「 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以民族主義 丶 民 楫主
義及民生主義為革命目標， 有效凝翠革命力量。
孫中山多年奔走海外，呼籲華僑捐助經蕢，號召海外青年投身革命；又積極宜傳
革命思想，爭取國際支持 ， 使革命思想疊遍傳播，重要性不下於前線作戰。

你是否同意資料五的兩個覿點？試援引史實加以論證。(15分）
考生同志襯點一 「 貞襯之，台並非完美無瑕」，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 貞襯後期，太宗漸生驕傲，疏遠攢臣 ，魏徵．就曾批評·太宗 「 漸惡直言」， 拒納諫． 言 。
． 太宗晚年一改儉樸之風 ， 屢興宮施，巡行遊獵活動不止 ，花蕢甚鉅；對外則大舉征伐高
尾 ， 以致死傷嚴重，虛耗國力。
考生不同逸襯點一 「 貞襯之，台並非完美無瑕」，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 鎳徽在貞襯十七年及以前曾進言.::.百餘事 ，及後太宗蛤終未杜絕直言 ，房玄齡 丶 表孫無
忌等仍忠心匡扶朝政，政風不墜。
． 太宗晚年雖有夸縱表現，仍不超出人民所能負擔的限度， 而J1太宗終亦能梅悟，故未鑄
成大鏵。
考生同恙氰點.::. r孫中山為了革命的利益，接納了共差主義者，但他似乎沒有認識到其行
動的負面影事」， 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 孫中山為了推動國民革命 ，打倒軍閥，故採取聯俄容共以痕取俄援。但孫中山低估了共
至黛的滲透力量，結杲中共黛員在國民當內發展勢力，危及國民黛的安危 ， 終致孫中山
死後爆痊大規模清當行動 。
． 自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政策，國民懦內已有反對墨音，使國民黛出現分歧 ， 削弱實力。
及後孫中山去世 ， 黛內左 、 右派分歧漸大 ，終致寧漢 分裂。
考生不同意襯點.::. 勺系中山為了革命的利益，接納了共差主義者，但他似乎沒有認識到其
行動的負面影享」，可循以下思路討論：
． 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 乃因蘇俄主動放棄與中國簽墨的不平等條約，其友好表現有
別於其他列強 。 而孫中山在1923年痊表的（孫文越飛宜言）已明苲表示共彥緝織和蘇維
埃制度並不適合中國 ，成為日後合作的碁礎。
． 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 實為時勢所迫。國民憶軍事力量簿弱， 面對強大的軍閥，孫
中山僅能靠蘇俄財政、軍事和技術援助 ，建立黃埔軍校，加強國民懦 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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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麐 l 搣念

考生對實料五有透撤的理解，並能 緊
扣題旨，準嚀地利用租關史實，全面
而均衡地評綸襯點一及襯點-=- • 立掄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 ，能有效
運用正嚀及棓關的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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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螭力衰珮

所糰分．
13-ln

考生對實料五有正苲的理解，並能引
用租關史實，均衡地評綸襯點一及職
黯二 。 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
據，惜部分論據欠完備。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
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
理據的蟻論。

10-12

考生 尚能理鮄實料五 ， 惟援引史實較
為單薄。 未能均衡比評論兩個襯點，
或史掄結合不盡理想， 尚能切題，表
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屏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苲，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 蘋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掄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6-9

考生未能準堢理解資料五，未能適噹
運用史事論述，陳述流於表面 。 作答
內 容失衡， 立論空洞無物 ， 錯漏亦
多。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3-5

完全誤鮮題旨；
內容岔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2

考生未能理解實料的襯點，析論欠全
面 ， 完全沒有援引資料，史事釕乏，
鏵漏某多。

不棓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 ， 論點嚴重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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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鄯分：分甲部及乙部，考生須於每部各遁笞一題，共笞雨題，每題佔25分。
甲部： J:. 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下列三蟈，遁笞一颺）
2.

(a)資料二中的封國，在資料一地圖中的哪個位置？在答題簿內填寫代表這四個封國位置
的英文字母和它們的名稱。(4分）
®衞： D

@宋： E

® 齊： B

© 燕： A(每項1分）

(b)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就你所知，分析西周施行第二次封建的三個目的。(6分）
． 將勢力束移 ，擴大領土，以鎮撫柬夷、 戎狄，如封召公爽於燕 丶 封伯禽於魯。
． 安撫殷商遺民，以示無意消滅商族，如封微子啟於宋。
． 監視殷商遺民， 以防其作亂 ，如封康叔於衞。
(c) 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的崩壞，導致春秋時期政治和社會的變動· 試援引史實加以析
論。(15分）
． 周代封建制度崩壞：封建制度原是藉土地的分封，嚀立天子與諸侯間的主從關係，
並使諸侯對周室效忠 。 可是， 自平王東遷後， 王權衰微，無力維繫封建秩序，導致
諸侯不再聽從天子號令， 四出兼併， 以擴展勢力，甚至以下犯上，侵擡周室。
． 周代宗法制度崩壞：宗法制度原是按血統親疏區分嫡庶的繼承制度， 以圖避免繼承
權的爭執， 並維繫周室與諸侯的關係，鞏固周室的統治 。 可是， 自平王有弒父之
嫌，天子得不到諸侯尊重，導致宗法制度的親親尊尊精神蕩然無存，卿大夫也不再
各安其份 ， 篡奪諸侯之位；宗法制度日漸鬆弛 ，平民乘時興超，打破貴族壟斷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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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龍力衰璟

所得分薑
13-lG

考生能正嚀認識周代封建和宗法制
度 ，援 引 史 實 ， 析 論該等制度的崩
壞 ， 導 致 春 秋時期政治和社會 的變
動；惜部分論據欠完備， 史實稍嫌不
足。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
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
漏；

10-12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是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
均衡；

6-9

考生對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只有槔疏
的理解 ，未能援引史實析論該等制度
的崩壞，導致春秋時期政治和社會的
變動 。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實料；
表 達能 力薄弱 ， 論 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對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毫無認
識，完全沒有援引史實作析論， 甚至
離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岔乏及I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2

考生能充分認識周代封建和宗法制 能扣緊題旨；
度，準璀地援引史實，析論該等制度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
的崩壞，専致春秋時期政治和社會的 運用正堢及相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
變動，論據具說服力。
後一致， 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對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有基本認
識，析論該等制度的崩壞，導致春秋
時期政治和社會的變動；惟援引史實
較為單薄，部分論據矛盾。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
理據的蟻掄。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議諭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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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根據資料－、資料二和資料三，並就你所知，分析東晉和南朝士族成為社會上特殊階
級的原因。(10分）
． 束晉及南朝皆沿襲魏設立的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負責選拔的 中正官多為士族，
品評人物時只注重門第， 忽咯才德 ，最終出現 「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勢族」現
象，士族壟斷官場高位，把持朝政。
． 劉宋沿襲西晉推行占田制和蔭戶制，容許官員按官位高低，掌握規定數量的田畝
山澤和佃客 。而由於士族透過九品中正制，壟斷官場高位， 因而擁有龐大莊園和
蔭附人口 ，使他們具有強大的經濟窋力。

評分讜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現

所得分鐓

9-10

考生善用資料－ 丶資料..::.矛o資料三，
並能緊扣題旨，準哦地引用相闢史實
解釋束晉和南朝士族何以成為社會上
的特殊階級。條理分明 ，答案均衡。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
用正堢及相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 颜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能利用資料一 丶資料二和資料
三，並能有條理地解釋束晉和南朝士
族何以成為社會上的特殊階級，惜未
能廣泛援引相關史實。 整髖而言 ，表
達清晰，所引史例無重大鐠誤。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夾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閼的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
據的議論。

7-8

考生尚能利用資料－ 丶資料二和資料
三，但未能有效運用相關史實，有條
理地鮮釋束晉和南朝士族何以成為社
會J:.的特殊階級。 內容咯欠均衡，或
只能接引史實作簡單說明 。 整體而
言 ，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 內容無重
大鐠語；。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藩重史實的
鋪陳。

4-6

考生未能利用資料－ 丶實料二和資料
三，解釋束晉和南朝士族何以成為社
會上的特殊階級。對相關歷史認識膚
淺， 內容失衡，錯漏亦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不相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答卷偏離題 旨，或內容完全失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紐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

(b)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有人認為是由於君主刻意裁抑士族，亦有人認為是士族本身
日益腐化所致。你較同意哪一個觀點？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分）
考生較同意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是由於君主刻意裁抑士族所致， 可循以下思路析
論：
． 南朝君主如宋武帝、陳武帝多屬寒門出身，憑軍功超家；士族則輕視皇室 ，壟斷
朝政，卻不理政事。君主不滿士族勢盛，便超用寒門庶族預聞機要， 將實際政務
交予他們處理，士族便逐漸淡出權力核心，政治勢力衰落。
． 雖然南朝士族本身El益腐化，不理政事，但他們始終居於要職， 故君主刻意削弱
士族權力， 方為促成士族勢力衰落的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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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較同意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是由於士族本身日益腐化所致，可循以下思路析
論：
． 南朝士族本為高官顔宦 ，卻自命清高，主張為官以清閒為要， T 際権力便逐漸落
入寒門手中；士族既不懂軍務，也不樂居武職，其勢力便得不到像束音士族那樣
的武力保庫；士族養尊處優，生活腐化，如梁朝部分士族子弟只顧搭粉塗虹 ，謀
生能力簿弱 ，經不超政治變動的考驗，故侯景之亂 ，導致士族離散，莊固瓦解，
自無振作之力 。
． 雖然南朝君主裁抑士族， 削令其軍政實權，但士族既不思進取， 始終沒有激烈反
抗，可見士族本身的腐化方為其勢力衰落的主因 。

評分讜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鐓

考生能正璀理解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
落的原因 ，宙試多角度析論君主刻意
裁抑士族和士族本身日益腐化兩者的
輕重；惜部分論據欠完備，史事稍嫌
不足。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 大致均衡， 答案並

10-12

考生對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的原因
有綦本認識，分析君主刻意裁抑士族
和士族本身日益腐化兩者的輕重時，
未能多角度析論， 內容有欠均衡；只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部分論據矛
盾。

對題旨了解 一 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
均衡；
表達 一 般， 顙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 一 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6-9

考生對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的原因
只有槔疏的理解，嚐試運用史實分析
君主刻悉裁抑士族和士族本身日益腐
化兩者的輳重，立場含糊，析論欠多
角度，也未能運用史實論述。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棓關的資料；
表達能 力 簿 弱 ， 論 點嚴重矛
盾。

3 -5

考生未能理解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落
的原因 ，未能援引史事分析君主刻意
裁抑士族和士族本身日益腐 化兩者的
輕重，欠立場，甚至離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尙乏及I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2

考生能準哦理解南朝時期士族勢力衰 能扣縈題旨；
落的原因 ，多角度析論君主刻意裁抑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 ，能有效
士族和士族本身 日 益腐化兩者的輕 運用正嚀及租闢的資料；
重；援引詳盡史事說明 ，論據具說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
後 一 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力。
析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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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5

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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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4.

(a)試在答麵簿內填寫資料－和資料二中A•B、C和D的名稱. (4分）
A: 行中書省

B: 達魯花赤

c:

承宜布政使司

o:

都拉揮使

（每項1分）

(b)試分析元｀明兩代分別推行資料－和資料二兩糧地方行政制度的目的. (6分）
行中書省：行中書省是元中央政府派出的分支機楫，中央政府借此制約地方權力， 目的
是防止地方坐大1行中書省以下各級官府均設達魯花赤，由蒙古人出任監督官， 目的是
對漢人作出防範與控制。(3分）
三司：布政使、都指揮使丶按察使分掌一省民政 丶 財政、軍政和刑獄，地方楫力一分為
三，互不統屬， 目的是防止地方擁權自重。(3分）

(c)明太祖和成祖如何厲行君主集權？試從中櫃決策機櫚和監察制度的建置兩方面加以析
論• (15分）
中樞決策機構：
． 明太槔：廢除丞棓制度／中書省，政事改隸六部，由君主直接統領；及後設立了四輔
官和殿閣大學士參預機要，但他們只屬顧問， 沒有實楫，政事由皇帝專斷 ，君主的詧
治得以加強。
． 日月成禕：成立內閣，引用規信參預機要，大學士成為當設，但閣臣仍無猖立裁決椎，
須秉承皇帝旨念行事。
監察制度：
． 明太祺：為加強中央司法楫力，設三法司，刑部審案，需經大理寺履核 ， 都察浣監
察， 死刑更需J:.奏皇帝批准，籍此加強君主管治；創設錦衣衞，監視官吏，並可逮
捕 丶審訊丶 懲夷官員；又設六科給事中，監情六部行政，以加強君主詧治。
． 日月成禕：為防叛逆，重用錦衣衞，清除異己；又重用宦官，派遣他們出任監軍；更設
立束廠，以監視、 逮捕和拷問臣民，加強君主笹治。

33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評分準則
考生能充分認識明初中樞決策機構和
監察制度的建置，分析太祺和成祺如
何厲行君主集槿，論據具說服力。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
運用正堢及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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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籠力表琨

所得分鸝

考生能正喵認識明初中樞決策機橫和
監察制度的建置，援引史實，分析太
租和成租如何厲行君主集權， 惜部分
論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能掌揠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
無夾雜鐠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
漏；

10-12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 但稍欠
均衡；

6-9

考生對明初中樞決策機構和監察制度
的建置只有租疏的理解，未能援引史
，，分析太租和成租如何厲行君主集
権。

對題旨了月年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不租關的資料；
表 達能力簿弱 ， 論 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對明初中樞決策機構和監察制度
的建置毫無認識，完全沒有援引史實
分析太才且和成祺如何厲行君主集權，
甚至離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尙乏及I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2

內容1概念

考生對明初中樞決策機搆和監察制度
的建置有基本認識， 惟分析太租和成
祺如何厲行君主集權時，援引史實較
為單薄， 內容有欠均衡，部分論據矛
盾。

13-1 f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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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雷試對試
題加以議論及／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署重史
實的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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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末（下列三題，這笞一題）
5.

(a)資料一A、B、C•D和E分別是哪些國家的勢力範圍？試把答案連同代表的英文字母寫
在答題簿內。(5分）
A: 法國

B: 日本

c:

英國

o: 德國

E: 俄國

（每項1分）

(b)(i)資料二反映美國提出的哪項外交政策？試從資料二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4分）
．
．
．

門戶開放政策(1分）
證據：圖中穿著美國服飾的人物拿荅一條開啟中國大「 1 的鑰匙／代表中國的大
門打開了。(1分）
史實：美國向英法等國提出門戶開放宜言 ，承認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
(2分）

(ii)試解釋馬關條約如何導致資料－和資料二所述的歷史事件。(6分）
．

．

馬關條約簽訂後， 俄國策動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事後與清簽訂中俄密約，取
得在華鐵路 、 開壙等特權，使束北成為其勢力範固 。 列強本荅「利益均霑」
的原則 ，強行租借中國沿海港灣，並各自劃定勢力範圍，遂出現資料－的局
面。
美國欲向束方發展，但列強畫1 分勢力範圍妨礙其在中國謀取利益的機會，美
國遂提出中國「門戶開放」照會；而英國亦同意 「 門戶開放」政策，在其他
國家不表反對下 ，美國宣佈政策得到列強的同意。

(c)八國聯軍之役爆發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源於列強人侵，亦有人認為是清政府腐敗無
能所致。你同意哪個說法？試援引史實加以論證。(10分）
考生同意列強入侵是八國聯軍之役爆發的主要原因 ， 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 清中禁以來，列強透過戰爭掠奪中國頷土，侵犯中國主權；馬關條約後，中國被列
強瓜分，仇外情緒高漲，而山束排外情緒尤為熾熱。
． 列強透過條約奪取在華經濟利益，籍協定關税， 傾銷洋貨，打擊中國的本土手工
業。 甲午戰爭後，列強紛紛在華設廠， 進一步掠奪中國的資源。 部分國民把生活的
困境歸咎於列強的掠奪，故出現排外情緒。
• :JI:. 京條約容許傳教士在華傳教。一些不法教徒恃教會勢力，利用外國領事裁判椎的
庇謾， 胡作非為，欺凌百姓，觸發仇教情緒。義和圉殺教士 、燒教堂的行為，正是
仇教情緒的宜洩。
差於以上原因 ，以 「 扶清滅洋」為號召的義和困日漸壯大， 演變為大規模的排外行
為，終引致八國聯軍之役。
考生同忠清政府腐敗無能是八國聯軍之役爆發的主要原因 ，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 清廷推行洋務運動與百日維新 ， 官員或是中飽私妻丶 或是抗拒變法，令改革失敗，
最終未能抵抗列強的入侵。
． 義和困以 「 扶清滅洋」為口號，把矛頭指向洋人 丶 洋教 。 而清廷對義和團剿撫不
定，令其得以發展，衝擊了列強在華権益，終引發列國出兵。
． 慈禧迷信義和困 「 刀槍不入」 、 「 槍砲不傷」， 又認為「天降義和囿以滅洋人」，
縱容義和圍在北京大肆排外，団攻使館 、 殺教士 。列強限令中國迅速剿滅義和圉，
慈禧太后不僅拒絕， 更主動向各國宣戰。
基於以上原因 ，清廷的腐敗無能令列強得以在華令取利益。而清廷處理義和困事件的
失誤終致八國聯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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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讜則

____

-•

� �=�eec�--�

考生能準堢地援引史實，詳鈿而有條
理地從列強入侵或清政府腐敗無能方
面 ， 多角度析論八國聯軍爆發的主
因 ，證據具說服力。

籠力表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能有效運
用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傾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所得分鸝
-· �-- -�" --··一·-····-····

考生能援引棓關史噴，從列強入侵或
清政府腐敗無能方面 ，嚐試多角度析
論八國聯軍爆發的主因 ，但部分鐙據
稍欠說服力。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夾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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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能援引相關史，，，從列強入亻亮或
清政府腐敗無能方面 ， 分析八國聯軍
爆發的主因 ，惜立諭欠多角度／部分
論點前後矛盾。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箸重史實的
鋪陳。

4-6

內容／概念

0- IO

考生援引相關的史唷，從列強入侵或 對題旨了解不足；
清政府腐敗燕能方面 ，分析八國聯軍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爆發的主因 ，惟史實單薄，立論欠多 不棓關的資料；
角度／論點前後矛盾。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援引棓關史實， 以分析八國
聯軍爆發的原因 ，立論角度單一／論
點離題。

0-1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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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i)資料－描述的情況與日本侵華的哪件事件有關？試據史實加以說明. (4分）
．
•

九一八／瀋陽事變(1分）
1931年9月18日，日軍誣稱中國軍隊炸毀瀋陽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於是
派兵入侵瀋陽。在中國束北軍不予抵抗下，束北全面淪陷 。(3分）

(ii)承上題，國民政府在外交上如何應對？臚後日本又如何反應？試據史實加以闡
釋. (6分）
九－入事變後，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申訴，期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為。國際
聯盟經調查後，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 。 (3分）
． 面對國民政府的申訴，日本為表示無侵咯玕心 ，扶植溥儀為偽滿洲國執政 。
惟噹國際聯盟譴責日本此舉屬侵略行為，日本即宜佈退出國聯，繼續侵華行
動。(3分）

．

(b) 資料二的覿點是否足以解釋內戰(1946-1949年）時期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的原
因？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15分）
考生同恙資料.::.足以屏釋內戰中共産黛勝利 、 國民窯失敗的原因， 可循以下思路析
論：
． 共産窯勝利原因：
－共産鯊在抗戰期間積拉擔充軍事力量，戰後因蘇聯的協助而獲得日本關束軍的
裝備，軍力大增。 而投降的國軍及新加入的農民帶來武器及人力資源，使共産
黛的軍力在1948年中已能與國軍拉成均勢，最後取得勝利 。
－共産窯緝織嚴密 ， 綱紀嚴明 ，成功透過綦層緝織動員群眾；推行土池改革及減
稈減息政策，獲得尙農丶 佃農的廢泛支持；透過宜傳與推動學潮，取得知識分
子與學生支持，民心趨向成為中共重要政治力量 。
． 國民窯失敗原因：
－內戰爆務初期，國民黛軍力有壓倒性優勢，但軍隊久經抗戰， 士氣低落
－蔣介石於內戰初期發動全面攻勢，把戰線拉長，耗損兵力，反失優勢。

。

考生不同意實料.::..足以解釋內戰中共産窯勝利 丶 國民黛失敗的原因， 可循以下思路
析論 ：
． 資料.::..只能從軍事及政治力量解釋內戰時兩窯勝負的部分原因，但未能涵羞所有
原因 。
－內戰初期，共産窯的軍事實力處於下風，卻能善用不同戰略，以守為攻， 避免
軍力耗損；中期轉守為攻，發動三大戰役，使國軍損失約 150 萬軍隊，取得決
定性戰杲。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濫發鈔票，造成嚴重通脹問題，後來推行幣制改革，國
民財産進一步被剝奪，經濟崩潰，大失民心 。
－國民鷺緝織鬆散，旄政失當；官員貪污舞弊，民怨沸騰 。 國民黛內部黛派林
立，各派為係存實力，未能衷誠合作。
－抗戰後，具國派員來華調停，雖成功促成毛澤束與蔣介石召開和談，終未能奏
效。 內戰後期，美國停止對國民黛援助，國民鯊頓失依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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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譫則

內麐 l 釁念

考生能充 分理解資料二的襯點，準堢
地還取史實，多角度析論內戰中共産
黛勝利 、 國民窯失敗的原因。 立場清
晰，內容豐贍 ，條理分明 ， 立論充實
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 ， 能有效
運用正苲及相關的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掄前
後 一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饑力衰珮

所得分．
I 3 "I !i

考生能理鮮資料二的襯點，引用相關
史實 ， 多角度析論內戰中共産窯勝
利 、 國民窯失敗的原因，惜部分論據
稍欠完備。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
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錯誤。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
無夾雜鐠 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
漏；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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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能理屏實料.::.的襯點，對內戰 對題旨了解一般；
中共産鯊勝利 、 國民窯失敗的原因有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屯 ， 但稍欠
槔略的認識，惜未能多角度析論，援 均衡；
引史實較為單薄。 整體而言 ， 尚能切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但 題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T的鋪陳。

6-9

考生未能準噓理解實料二的襯點，對
內戰中共産當勝利 、 國民黛失敗的原
因認識膚淺。析論欠多角度， 未能引
用棓關史實，內容空洞，錯漏亦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或與題目
不棓鬧的實料；
表達能 力簿弱 ， 論 點嚴重矛
盾。

3-5

考生答卷偏離題 旨 ， 或論 據頗多鐠
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屏題旨；
內容釕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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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試援引史實析論資料－的說法。(25分）
「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革文化命的浩劫， 它導致教育水平下降 ，文藝學術界停産十
年，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
． 「 文革」期間，年青一代參加缸衞兵，到震串連，知青享慮J:. J., 下鄉運動，學校全面
停諜，教育系統完全癱瘓，使國家損失了埜埜一代的人才 。
• 「文革」期間，政府嚴格監控全國的文化和人民思想，毛主席語錄歌、革命樣板戯成
為文藝界的主流。作品不能自由出版 ， 文藝創作停蟥。
． 「 文革」期間，知讖被視為反動的實彥階絨思想行為的根源，許多科學家丶專家丶知
識分子被視為 「 反動學術損成」而飽受摧殘 丶 迫窖，倖免者亦多被送到扆村幹活 ，
不能從事科學及學術趼究，令中國科技及學術發展滯後。
「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自己人整自己A的鬥爭：
． 毛澤束因大躍進失敗而退居.::..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推行的調埜政策，
被毛澤東認為是走實本主義路線。毛澤束遂籍發動 「 文化大革命」，打倒走實本主義
道路的頷導人（噹損派）， 重令大損。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最禹頷專人動員和利用群眾去達到其目的而造成的內亂：
． 毛澤東鼓勵各地緝織缸衞兵，作為推麿運動的主妻角色 。 1966 年毛澤束先後入次於
天安「1接見從各地串連到京的缸衞兵，號召他們 「 玻四舊｀ 立四新」 ， 於是缸衛兵到
處摧毀文物古蹟。
• 1967 年 1 月 ，J:.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奪得了J:.海市的黛政大搵，各地缸衞兵蜣超效
尤 ，打擊各級窯政幹部及知識分子，批判劉少奇、 鄧小平等領導人，開展拿損的風
潮。

39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 能扣緊題旨；
扣題旨，準苲地引用棓關史實，多角 答案完備 ， 內容豐贍 ， 能有效
度析論資料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說 運用正璀及棓關的資料；
法 。 內容豊瞻 ，條理分明 ，立論充實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
有度，令人信服。
後 一致， 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所得分薑
22-25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嚀的理解，並援引 能掌握題旨；
相關史實，多角度析論資料一對「文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
化大革命」的說法 。 整體而言 ， 表達 無夾雜鐠誤材料及I 或重要遺
清晰 ， 論有所據 ， 惜部分論據欠完 漏；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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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考生對資料一有稈略的認識， 惜未能
多角度析論資料一對「文化大革命」
的說法 。 整體而言 ， 內容咯欠均衡，
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
盾，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
大錯誤。

10-15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 顙示考生宙試對試
題加以蟻掄及I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考生未 能準哦理解資料一說法 ， 對 對題旨了解不足；
「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屑淺，未能運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
用棓關史實 加 以 析論�，陳述流於表 不棓關的資料；
面 。 作答內容失衡，立鑰空洞蕪物， 表達 能力簿弱 ， 論 點嚴重矛
盾．
錯漏亦多。

6-9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的說法 ， 對「文
化大革命」売燕認識，或記憶混亂 ，
錯漏某多。

0-5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紐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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