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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選題
百分率
25.2

一

表現理想

題號

般表現

大部分考生理解題旨，能根據三項資料提出孔子在

。

政治方面主張以回應所處時代的問題，包括

「

正名」

、

」

何福堂 丶妻子雅麗氏對其影響所知甚豐，而且更能指出何啟在

「

正名」

香港中央書院接受西式教育，英國鴨巴甸大學和林肯法學院學

，

並附以史

事為例說明

，

並能簡述

孔子政治主張的內容以回應
現較遜者

習醫學和法律的教育經歷。然而，部分考生對何啟生平認識膚

，

惟缺乏援例說明

誠屬可惜

，

淺， 當中混淆史事的情況嚴重 ， 如誤以為何東為何啟之父

逐一

，

闡釋孔子政治主張的內容如何解決所處時代的問題
其次，考生亦能指出所處時代的問題

。

作解釋， 同時未能說明政治主張如何回應時代問題

成效」

、

「難以為篡位擅權的諸侯

臣勸阻

」

、

「

、

求從家庭背景和教育經歷兩方面回應題旨， 只描述十九世紀香
港的醫療和法治情況 ， 如何促成何啟前往外國學習醫學和法
律，偏離題旨。(b)問， 考生一般表現不俗，能夠分別從中國革
命運動 、 香港醫療和香港教育三方面析述何啟的貢獻 ，然部分

短時間內難見
「

、

考卷夾雜不少錯誤概念。中國革命運動方面

其他大

，

出仕之原因，偏離題旨。

，

美中不足

。

，

部分考生忽略問

題焦點為革命運動，將何啟批評清廷改革運動 、提倡民權思想

孔子與國君存有不同理念」等， 可惜解說多流於

亦有考生誤解「國君」為周天子
34.8

「

大夫所採用」

泛論，未有援引孔子的政治主張或史例說明

8

、

，

員 ， 而引薦何啟修讀法律。 表現較遜的考生， 一 般漠視題旨要

表

的主張不見用於當時國君的原因，大多考生能從多角度提出不
同理由加以說明 ，如「難以切合當時實況」

何

如誤以為何啟的姐夫伍廷芳因身為首位華人定例局非官守議

至於孔子

。

、

父職業為醫生和律師等。另外，亦有混淆史事發生的先後次序

只能點出孔子政治王張的名目，或僅抄錄資料原文

，

(a)問，表現兩極，表現優異的考生對何啟的家庭背景包括父親

仁政

姓得到教化的作用。 表現上佳的考生 ，能根據三項資料
。

22.6

對「禮治」的理解較弱，多未能提出令百

，

一般表現

百分率

「

和「禮治」 。其中考生對「正名」的理解最佳，能詳述
的內容；相對而言

9

選題

和君主立憲等理念，作為對革命運動貢獻；甚者，有考生指孫

當中

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時

又或從孔子的角度解釋他不

，

曾受教於何啟

，

何啟啟發了他的

三民主義思想。香港教育方面，考生對何啟創辦或捐助的學校

冗費三方面析

認識不深，間有誤用聖保羅書院 、 皇仁書院 丶拔萃書院為例。

述王安石變法前宋室面對的困難。 冗兵方面， 考生多能指出招

至於何啟在香港醫療的貢獻，考生表現最理想，多能以創辦雅

(a)問，表現良佳。能根據資料一從冗兵

、

冗官

、

募流民 、飢民為兵和沒有完善的退役制度是導致冗兵的成因
但亦有不少考生誤以行
多能指出廣開科舉

，

「

更戍法

」

為由解釋

。

。

考生

冗費方面，考生不但能指出

冗兵和冗官令俸祿開支大增，更能從皇室開支
，

，

大量吸納文人人仕和宋代職官架構互相制

衡，職能重疊導致官員人數大增
患等因素

冗官方面

、

以歲幣應付邊

解釋冗費激增的原因，內容豐贍。(b)問，表現欠理

想。 大部分考生能根據資料二指出王安石分別施行農田水利
法

、

麗氏醫院 、 香港西醫書院或出任潔淨局委員改善香港社會的公

，

方田均稅法 、裁汰兵士和將兵法四項措施以解決當時宋室

面對的問題。 可惜考生只能提出相關名目，對措施內容所知甚

共衛生問題為例，說明何啟的貢獻。
10

30.9

(a)問 ， 表現參差。 題問唐初施行均田制與當時政權穩定的關
係。 表現上佳的考生 ，除熟稔史實外，更能根據題目提供的資
料援引唐代均田制內容，分析均田制施行與政權穩定的關係，
甚至能解構府兵與田制及政權穩定的情況， 內容充實，言之有
據；部分考生從均田方法， 注意到唐初打擊舊貴族的情形 ， 表
現不錯。惟表現較遜的考生 ， 只就資料－的內容，想當然地發
撣，未有援引史實， 空泛地列寫一般穩定社會的因由

，

如衣食

少，當中更夾雜不少錯誤，不少考生將農田水利法與青苗法混

充足 、就業穩定等言辭，乖離題旨。(b)問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

淆， 又或將方田均稅法錯誤理解為均田制或均輸法

因，考生表現參差。 表現優良的考生

，

同時亦未

，

能據資料提供的角度並

能指出裁汰士兵的具體安排。 考生只對將兵法內容的認識稍見

援引史事分析，條理分明 ，析論有度。 其次，考生只抄錄資料

完備。表現較弱的考生漠視資料內容， 只羅列王安石變法內容

而浮泛析論，未有援引史實引證資料所示的觀點 ， 內容空洞，

回應題問，未盡符題旨。

表現欠佳。 表現較弱者，更漠視資料所提供的方向，以大包圍

91

式析論均田制衰敗的原因 ，未中肯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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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選題

一般表現

題號

題目要求考生就養兵費用和戰備力量兩方面析論明初推行衛所

14

百分率
21.8

選題
2.7

式，闡述唐代禪宗南派中國化的概況，考生大多無視題目要求，

生對明代衛所制的認識不深，表現欠佳。 表現優秀的考生，能

只列述禪宗的教義，至於禪宗南派與中國化的關係，則多付闕

根據題目提供的資料內容，並就個人對題旨的認識，發揮淋漓

如，答案未中肯繁。部分考生混淆教義與修行方式，層次未闡；
部分考生援引佛教一般教義以取代禪宗南派義理，抹煞其中國
化的特色，似有張冠李戴之嫌。總括而言， 考生對禪宗的教義

申，或反覆引述資料的言辭與內容，未能進 一 步援引史實回應

理解不深，對禪宗南派中國化的取向，更茫然無知 ，表現偏離

題旨 ，陳述表面，內容失衡 。 亦有不少考生將衛所制與府兵制

水平。(b)題論元代伊斯蘭教信奉者與中國生活文化的融和，重

混淆，亦有考生誤以募兵制為徵兵制的一種， 胡謅亂道，拉扯

點要求考生在「與漢族通婚」

成篇，內容空洞，錯漏亦多。
14.7

亦有考生以明清科舉的流弊充數，未盡切合題旨。
9.3

考生表現參差。表現上佳者，能以道教起於東漢民間，時教義
粗疏，戒儀未備，經典匱乏，加上太平道攘亂 ，故未為統治階
層所接納的史實作為背景， 為道教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之發展作
鋪墊，反映南北朝道教於經典撰述 、教義方術 、教戒儀式及備
受官方重視等方面，較之東漢均有長足發展 ，奠定官方正統宗
教的基礎。其次，考生能按資料所示，從指定的分析角度，闡
析論題，間或有詳略未分，致輕重失衡；或對資料所示的分析
角度，未盡掌握，有疏缺之弊，惟大致仍能符合題目要求。 下
卷則對相關史事，所知不多，或以魏晉南北朝著名高道的論旨
或貢獻，搪塞成篇，考生於作答技巧方面，仍有待改善。

、

「

採用漢族姓

斯蘭教徒的生活情況認識不深，故只能以伊斯蘭教在元代的播
佈概況搪塞，未符題旨。

官

僚品流之分」涵義，從黨爭和門戶之見等方向分析，偏離題旨。

研習儒學」

整掌握，故常出現詳此而略彼的問題。加上部分考生對元代伊

明制度，錯漏亦多。(b)問，考生表現稍佳，對八股文及其影響
「

「

概況，考生對題幹所示的三個分析角度及其相關史實，多未完

析述有度。 表現較弱者，陳述流於表面，內容空洞， 或混淆唐
的認識尤深，內容詳實，析論有度。 然而， 不少考生不明

、

氏和字號」三方面析論元代伊斯蘭教徒與中國生活文化的融和

(a)問要求考生從考試科目和取錄授官兩方面闡釋宋代科舉制
的內容，考生表現較預期遜色。表現較佳的考生，能緊扣題旨，

13

選答者不多，考生表現平平 。(a)題要求考生從教義及修行方

制而致國勢強盛，中葉以後衛所制敗壞而致國勢衰落，不少考

盡致，令人信服。 表現較遜的考生 ，或抄錄資料文字而稍作引

12

一般表現

百分率

15

11.5

選答者眾，考生表現穩定。(a)論利瑪竇以「同化人俗， 力效華
風」的策略，將天主教義融合中國文化 ， 達成佈教目的 。 考生
對利氏各項傳教策略所知甚詳，史論結合甚佳。部分考生則溢
出資料的規限 ，從攀結帝王 、以西洋科技傳教等無關角度，敷
陳衍論，屬無效闡析，徒耗筆墨。(b)論清初禮儀之爭與康熙皇
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係，考生表現平平。 上佳者能就耶
穌會與其他天主教宗派（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道
會等）之間就禮儀問題所發生的爭議，從而激化羅馬教廷與清室
之間的衝突，致釀成清初禁教之厄，分析條暢，史實豐贍；中 丶
下卷則多未能就衝突的重點（包括祭孔祀祖、創造主譯詞的爭議
與及康熙與羅馬教廷的衝突等） ，作完整論述，史事缺漏不一
而足。部分考生更詳論晚明時期，耶穌會內部對「利瑪竇規矩」
的爭議，無視有關爭議已於晚明時期暫告平息的史實，致答案
枝蔓。 至於考生衍論康熙禁教是因懼怕天主教在皇族間傳播，
潛存反側危機，已偏離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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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 多閱讀議論性的歷史文章，以增強 一 己的論析能力；
® 多作論文寫作訓練，以加強夾敍夾議、組織編排的練習，從而提高分析
比較、組織史事的能力

並改進表達技巧

。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中國歷史科考試，校本評核佔全科總分20%, 公開考試佔80%。本
年度繼續實施精簡安排，學生須完成

「

學習及評核計畫」最少2個評核項目共4份課業，

教師須在中六階段透過校本評核系統(SBAS)輸入中五及中六分數各一個，並上載文件

(2)應試方面：
(j) 考生宜細心審題

，

、

，

謹慎理解題義及題目所附資料的觀點 ，針對題目掲示的

角度，靈活運用有關知識，援引史實，就各論點均衡地回應；

® 考生宜仔細思考題義，留意題目的設問，組織論點 ，並輔以相關史例

，

理

清脈絡， 尤須注意該題應否正反立論，抑或宜作多角度析論，擬定答題網
領，然後就各論點平衡回應。同時，考生須留意每題預設的作答時間

，

以

免過分耗費時間於某一題目，顧此失彼；
® 考生作答時表達宜清晰而有組織，避免乖離題旨；文字宜簡潔易明；字體
務必清楚可辨，以免影響評分。

（各班／各組的「學習及評核計畫」）及課業樣本（六名學生在中五及中六學年分數比重最
大的文字課業各一份）。
本年度共417所學校參與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為消弭不同學校教師給分鬆緊尺度的
差異，考評局運用統計學及專家評估的方法，以學校為分數調整的單位，參照其學生在
公開考試的成績，調整每所學校校本評核的平均成績及其分布。調整過程中，學生的校
本評核分數或有所改變，惟學校所評定的學生次第則維持不變。從數據顯示，本年度校
本評核的平均分，合乎預期範圍的學校佔57.1% , 低於預期範圍的學校佔18.5%• 高於
預期範圍的學校佔24.4%。雖然部分學校平均分低於或高於預期範圍，當中大部分學校
與預期範圍差距不大，顯見大部分教師已掌握校本評核的評分尺度。在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成績公布後，考評局將向學校發送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供學校參考。
此外

，

為確保校本評核的公平

，

考評局已要求學生簽署聲明，以確認提交的課業須由學

生本人完成。學生須在課業中註明所引用資料的來源並加以鳴謝。學生可參閱《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小冊子中關於註明資料出處的示例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_pamphlet_ C _web. pdf)。學生應

按既定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地完成校本評核課業。凡把他人已完成的習作，無論是部分
或全部，當作自己的作品向教師遞交，或從書本、報章丶雜誌、光碟、互聯網或其他來
源直接抄錄部分或全部資料，而又沒有註明出處，均會被視為抄襲

，

若抄襲等違規行為

一經證實，學生將會被嚴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規則清楚説明，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
他們可能被罰扣減分數

、

降級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科目的考試資格。

為讓校本評核順利推行，考評局早於2007年開始設立本科的校本評核統籌員制度。本
年度全港分為21區，每區有14至25所學校。每區由考評局委任 一 位資深的中國歷史
科教師擔任分區統籌員，通過分區會議、電話、電郵等方式與教師緊密聯繫。本年度繼
續進行訪校活動，為學校提供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解答教師有關校本評核的疑問，並
向考評局轉達個別學校處理校本評核的困難。統籌員制度成立以來，分區統籌員協助設
計了12個「學習及評核計畫」 ，包括設計理念、學習及評核設計 、評核準則、評核方
法及工作紙等，已上載局方網頁供教師參考；並透過分組會議，配合學科設計的評估量
表，提供學生課業示例，協助不同學校的老師統一評分尺度。此外，分區統籌員亦負責
審閱各校設計的

「

學習及評核計畫」及學生課業樣本，確保各校校本評核的實施能符合

考評局的要求。

97

98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囑鰂

從各校遞交的「學習及評核計畫」可見，大部分教師的設計不但符合要求，更能發揮本

科校本評核的精神，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分別有67及10所學校安排了本地及
境外考察，並配合活動安排了考察前的資料搜集及考察後的課堂匯報，也有小組討論

、

角色扮演、辯論等課堂活動及服務學習等課外活動。此外，89所學校安排了閱讀報告，
讓學生除課本外多閱讀歷史書籍，以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及訓練硏習能力。在課業形式
方面，教師安排了繪畫時間線／年線、整理組織圖丶寫給歷史人物的信函、歷史人物自
白、撰寫墓誌銘、分析及繪畫歷史漫畫、設計報章1海報等，以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的興
趣；也有指導學生擬設歷史資料題及撰寫論文，以加強對公開筆試的準備。在課業評改
方面，教師多能運用評估量表，清晰列出評估要求，多角度評估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成果；
除顯示各評核重點的得分外，更能透過具體評語讓學生知所改進，令評估能促進學習。
從學生的課業可見，大部分學生認真完成課業。除善用互聯網搜尋資料外，學生也能善
用圖書館的文字、數據、影音資源，並透過實地考察丶訪問等多渠道搜集資料。更重要
的是，學生能緊扣題目要求，選取有用的資料，造行分析、綜合、比較，從而建構對問
題的看法。表現優異的學生，更能注意不同歷史資料的性質，評鑑所用資料的信度，展
示治史能力。文字報告條理清晰，能作出獨立的反思，深化所學所得，表現令人滿意。
惜小部分學生參考資料以課本為主，也沒有列寫注釋及參考書目，老師宜多加提醒。
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實施多年，在課業規劃、評分尺度、成果保存、登記分數等方面，
教師已累積經驗，運作流暢。來年度的發展，希望繼續總結校本評核實施多年的成果，
邀請不同學校的教師分享校本經驗，包括如何透過校本評核推動學教評的發展，如何透
過史料研習、電子學習平台及應用程式以提升學習中國歷史的成效。期盼在局方的支援、
學校的支持及學生的積極參與下，校本評核的施行能繼續促進中國歷史學與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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