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一評巻養考
本評卷指引只就各題提供一套建議的評卷要求，供教師參考。教師和學生不應將此視為

標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其他答案亦可給分。

黷一酈分：此鬮必詧，覦圜內審朧薑甲｀乙鯽，佔25分。
1.

(a)

(i)

O

資料－中的
、®和®分別代表以下哪位人物？把答案的英文字母連同代表
的數字寫在答扈簿內. (3分）

.。
•

•

:A董仲舒(1分）
(2):o 主父偃(1分）
@: B 公孫弘(1分）

(ii)資料－中的X•Y和Z分別代表哪個蜃史名飼？把答案連同代表的英文字母富
在答題簿內。(3分）

• x:
•

五經博士(1分）
y: 捧息(1分）
耐金(1分）

• z:

．

(iii)根據實料－的措篇三及措篇五·印證實料二的豔點。(2分）

．．
．

實料一列舉了漢武帝為削弱褚侯王勢力而扭行的兩項挂泥，可見漢初在
黃老無為而治的砲玭方針下，放任或策專欬鍺侯王勢大，威膏到帝國的
罡回。(2分）

(iv)有人認為資料二並不足以解膺漢武帝獨尊儷術的原因。試援引史實，加以解
膺。(5分）
實料二只捧出黃老思想不合時宜。(1 分）
而漢武牽獨專儒術，
因儒家思想主張大一統勺隆君搵丶興教1t. 等，為
中央渠楫提供理論根據，有助縫定社會，切合漢武帚的統治需妻. (2分）
漢武牽也綦於僱人因素而獨專懦術。他自幼受舅父曰蚡和老師王臧的影
享，在儒家思退的薰陶下，對儒家的禮祟教化某有好砥。(2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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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以下哪一項是實料三所述的政治運動和打攣對象的正確配對？把答案的英
文字母富在答屢鐔內。(1分）
•

．

A(l分）

(ii)資料三的三蠅政治運動在推行手法上有何相同之虞？試舉一項. (1分）
推行手法：以群眾檢舉丶公審或被迨埠白罪行的形式進行. (1分）

(iii)資料四的爾張海輥分別反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哪檟項發展重點? (2分）
試援引史實，闡鱸與團張海義相關措篇的內容霫(4分）

．
．

海赧一：工業化。(1分）採用蘇聯的計劃鑂濟棋式，由蘇聯提供援助，
瘡展156侗項目，包挂綜合銅鐵企業丶鯤源丶撚料丶化學工業，形成
重.:r:.棄鑄構。(2分）
海赧:::.. : 邁向渠鱧化. (1分）緝織互助緝，裏民在濃忙時把勞動力丶
裏具、耕畜交換使用。萁後痊展為當年互助緝，設置公有農具及公共
財盃。(2分）

(iv) 資料三的政治運動如何有助資料四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旖行？試援引史實，
加以解釋。(4分）

．

．

三場畝治邃動令中國經濟恢復，或楫韋囯，有利第一個五年計針捧行
大規模的蘊濟定設· 如鎮反運動清除了一些異己分子，使對共羞鸞忠
誠的秩楫分子加入幹部層，擎囯中共的統治羞礎。三反運動令大批幹
部被擴換及査辦，整嬪了官員肩敗風氣，倢彧攏更鞏固。五．反運動荃
蟥工商界不法行為，政府向工商業戶收繳了退款或莉款約:::..十億美元，
增加國厙收入·
五反運動令不少工商企素改變成公私合營，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國有丶
集體亻b的社會主義建設其下綦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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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i)

．
．．

根據資料－，
子

丶

「小國」代表哪兩等爵位? (2分）

男

(ii)資料二所述是西周哪一個制度的內容? (1分） X代表什麼? (1分）

(b)

(c)

．
．

宗法制度
卿大夫／卿／大夫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周室統治得以檐定的原因。

(6分）

從實料－所列的軍隊藪量可見 ， 周人建立等級秩序分明的封建制度，使周
天子的地位定於一尊；又規定諸侯須定期朝覲，加強了諸侯對周室的從屬
關係。

從資料二所見 ， 宗法制度層層租屬， 天子為宗族領柚，有助維繫周室與諸
侯的關係；璀立嫡長子繼承法，避免繼承攏的爭執，周室統治得以穩定 。

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出現資料三所述的各糧現象？試援引史實，加以闡析。
(15分）

．
．

春秋戰國時期， 封建制度崩潰，實族壟斷特椎的局面漸漸消失 。 原本由實
族家傳的典籍流入民間， 如孔子聚徒講學即為－例 ， 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
大增，出任官職的機會也因而提升。
王命不行， 列國棓爭， 國君為了富國強兵 ， 用人不問出身。 平民中學有所
成者， 遂周遊列國 ，游說人主用其主張 。 他們一獲重用 ， 即能封侯拜相 ，
如范睢 、 張儀等。 加上戰爭頻仍 ， 不少軍事人才如孫臏 丶 白越等名將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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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考生對實料三有透微的理解， 並能
緊扣題旨 ， 準瓘地引用棓關史事，
闡析春秋戰國時期教育普及 丶 平民
喎興的情況 。 內容豊瞻 ， 條理分
明 。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 ，能有效
運用正噓及租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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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籠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對資料三有正嚀的理解 ， 並能
有條理地闡析春秋戰國時期教育普
及 、 平民碾興的情況 ， 惜未能廣泛
援引資料 。 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 ，
所引史例無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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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拮的了解， 未能
有效運用棓關史實，有條理地闡析
春秋戰國時期教育普及 丶 平民碾興
的情況 。 內容咯欠均衡 ， 或只能援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整體而言 ， 尚
能切題，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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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顔示考生嚐試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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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考生未能準堢理解題旨 ， 闡析春秋
戰國時期教育普及 丶 平民幡興的情
況 。 對相關歴史認識膚淺 ， 內容失
衡，錯漏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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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考生答卷偏離題 旨 ， 或內容完全失
衡， 或論據頗多鐠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2

內容／釁念

13-15

表達清晰 ，條理分明 ，對租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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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

從資料一選取三項，並援引史實，分析這些事功如何導致資料二所示的情況• (10分）

．．．
．

隋文帝按T授田 ，受田的農民皆列為國家編戶 ， 故戶口漳盛；國家耕地面積增
加 ，賦税收入因而增加 。
陸代亢減徭役， 百姓多願脫離士族的屁蔭，成為政府的諜猊戶 ， 國庫充盈。
隋文帝下令檢查戶口 ，大索逃戶 ，全國戶口增加 ，府厙收入亦因而增加 。
隋代設官倉以儲存關東地區的槿食， 以備京師所需；在民間則設義倉，緒存百
姓捐納的槿食， 以備賑災，故倉庫盈積。
開皇八年，南下平陳，版圖擴大，導致國家戶口增加 ，税收大增。

評分導則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
扣題旨，準嚀地引用棓關史事， 分析
開皇年間令戶口增加及倉庫盈積的事
功。 內容豊謄，條理分明。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 ， 能有效
運用正哦及棓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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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籠力表珮

所得分薑

考生對實料一有正璀的理解，並能有
條理地分析開皇年間令戶口增加及倉
庫盈積的事功 ， 惜未能厝泛援引資
料。 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所引史例
無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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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8

考生對題旨僅有楓拮的了解，未能有
效運用棓關史實，有條理地分析開皇
年間令戶0增加及倉庫盈積的事功．
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
單說明 。 整體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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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論黠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薯重史
實的鋪陳。

4-6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分析開皇年
間令戶口增加及倉庫盈積的事功。對
棓關歴史認識膚淺， 內容失衡，錯漏
亦多。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不租關的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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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內容1概念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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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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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貞鸝緻治，有人鼴為主要是唐太宗的個人酯力所敗，亦有人認為是由時勢促成。你
較同意哪一個說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分）

．
．
．
．

考生認為貞瘋豉治主妻是唐太宗的個人能力所或， 可循以下思踏析錀：
唐太宗盧懷納諫｀ 還伝賡能 ，名臣輩出，如巍獄、房玄齡丶杜如晦等，故貞氥
年間政治清明丶文教大盛丶四夷賓風。
麿太宗針對世旅壟斷玖攏丶戶口散失及人0劇減等時弊而扭行適切措詭，為貞
氧或治作出貢獻。
貞氥趾承北糖及賡蘄之後，制度有先例可循，但亦須詹太宗君臣加以改良，才
使三囓六部刺言科舉剖及均田制等務展完備，造就貞氰盛世。

．．

考生認為貞瘋欬治主妻是由時勢促成，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隋的立國規模以及走設方面的各項成就，如運河倉霎等， 太宗承隋餘蔭，為貞
瘋其下致治綦礎。
貞氰之治J:.承北轄及隍朝之後出現，唐太宗泥畝有先例可循， 諸如三省六部制丶
府兵制 丶科舉制 、 均田制 丶稈庸調制等，均為詹朝盛世其下碁礎。
貞氬年間適逢突厥內亂 ，唐太宗可乘勢下令討伐，邊境遂安。

評分續剛
內書／薑拿

饑力羲礪

厝得分薑

13-15

考生充分認讖貞氧之治的盛況，多月
度析綸麼太宗的僱人能力／時勢是否
貞氥欬治的主因；援引祥盡史事說
明，論據具說風力·

詭扣縶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膽 ， 縂有致
運用正瑋及棓關的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風力，立論前
後一致， 顳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考生對貞瘺之，台的盛況有正芊認識，
嚐試多月度析諭厝太宗的個人能力／
時勢是否貞氥或，台的主因；援引史事
說明，但臏欠豊膽·

能掌揖蠅旨；
內容切題及大欬均衡，答案並
無夾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
漏；
表達清晰 ，條理分明，對棓關
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
理據的議綸·

10-12

考生對貞鼠之治的盛況有綦本認識，
析論麿太宗的個人能力／時勢是否貞
氰酞治的主因時有欠均衙， 欠多月度
立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部
分綸據矛盾。

對題旨了屏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噓，但繽欠
均衡；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綸黥
或前援不一致， 或過分璿重史
T的鋪陳·

6-9

考生對貞氥之，台的盛況只有禪疏的理
屏， 立場合枸，未能多角度析論唐太
宗的個人詭力／時勢是否貞瘋鼓治的
主因；未能運用史事析綸·

對題旨了鮄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鑽誤及／或與題目
不棹關的實料；
表達鍇力簿弱 ， 論點巖重矛
盾·

3-5

考生對貞氥之，台的盛況毫無鏽讖，欠
立場，亦未能析論麿太宗的個人能力
1時勢是否貞氰致治的主因；完全沒
有援引史事說明，某至籬題·

完全誤屏題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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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明太祖如何厲行君主集權？試根據資料－的措施，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
(I 0分）

．
．．

．

評分讓鄖

洪武十三年， 明太禕罷廢中書省和廢棓 ， 由六部分領朝政， 由皇帝直接詧
轄 。

置五軍都督府，與兵部分掌軍搵， 由皇帝總其成。
設都察院，為君主糾察百官；置通政司，掌內外奏疏，讓皇帝掌握形勢。
又以大理寺、 刑部和都察院分掌司法，避免一方獨斷 ．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並能緊
扣題旨，準嚀地引用租關史事，分析
明太祥的君主禁椎措施。 內容豊瞻，
條理分明．

籠力表珮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贖，能有效運
用正墟及棓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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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分鸝
9-10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堢約理解，並能有
條理地分析明太禕的君主集權措泥，
惜未能廣泛援引實料。 整髖而言 ，表
達清晰，所引史例無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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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的議論。

7-8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拮的了解，未能有
效運用相關史實，有條理地分析明太
祥的君主集攏措詭。 內容略欠均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整體而
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
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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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示考生嚼試對試題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
前後不一致，或過分署重史實的
鋪陳。

4-6

考生未能準堢理解題旨，分析明太祺
的君主集椎措泥·對租關歴史認識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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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棓關的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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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鈕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內容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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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一寸資料二及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中國於八年抗戰獲得最終膊利的原
因。(25分）

．．

6.

．

實料－説明共盃窯興國民窯合作抗日 。 面安事變前， 國共內戰多年，蔣介石採
「先安內 ，後攘外」政策， 以鈥日本佔傾大量頷土 。 函安事變後， 國共停止內
戰，並於入年抗戰開怡後，在敵前敵後進行抗戰啟國行動 ， 增強抗日力量．
實料二説明十國戰略得宜 。 日本搔言三月七蓽，十國不在沿海丶 沿江地帶與日
決戰， 利用中國樟員濱闊的特點進行持久戰和消耗戰；
本實源緬缺， 囹局漸
現· 與此同時，中國能爭取時間將面南痊展成為抗戰根據比；其後日軍進入函

a

部山區作戰，楓械化部隊顛以瘙禪欬能 。
實料三説明具國參戰· 抗戰進入棓持厝段役， 日本漸呈衰象· 後來太平洋戰爭
爆發，中國成為同盟國一分子，美國遂增加對十國軍事和物實的支援，有助中
國增加戰鬥力，鱸而開始反攻，贏得最後勝利 ·

評分譫剛

考生能充分理屏實料－ 丶實料.::..及實
料三的饑點 ，並能緊扣題旨，準苲地
引用棓關史實，多角度析綸中國於抗
日戰爭中獲腸的原因 · 立場清晰，分
析透獵，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 ，立論
充，，有度，令人信臘。

鸕力羲礪

螭扣縶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 ， 能有致
暹用正哦及桂關的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
援一欬，顳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所得分薑
22-25

考生鋂清楚理屏實料－ 丶實料.::.及實
料三的瘋點，並援引棓關史實，嚐試
多月度析論中國於抗日戰爭中獲勝的
原因 。墊體而言，分析·合·理，論有所
據， 表達清晰 ，所引史實無重大鑽
誤，但稍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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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妻遺
漏；

16-21

考生尚能理蘑實料－ 丶實料.::.及實料
三的襯點 ，惜未能多月度析綸中國於
抗日戰爭中謄利的原因 · 荃韙而言 ，
內容咯欠均衡 ， 或史綸結合不盡理
想，或部分論據矛盾。 尚能切題，表
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鑼誤·

對題旨了屏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嚀· 但猶欠
垮衡；
表達一般，顳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蟻論及I或分析 ，但綸點
或前後不一致， 或過分苓重史
，，的鋪陳。

10-15

考生未能準瑋理屏實料－ 丶實料::..及
實料三的纖誌 ，未能運用棓關史實加
以析論，逾見流於表面 。 作答內容失
衡，立綸空洞無物，鏵漏亦多。

對運旨了屏不足；
內容夾鏽重大鐠禛及l或興題目

6-9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會乏及l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籬水準。

0-5

內囑l蠣念

考生未籠理蘑實料－ ｀實料二及實料
三的瘋黥 ，答罨偏離題旨，或綸據繽
多饉誤，史事混淆。

37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棹關
的問題熊加以分析及l或提出有
理據的蟻論·

不棓關的實料；
表達能力縳弱 ， 錀點最重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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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考生能充分理解實*斗.::.'並能緊扣題
旨，準噓地引用租關史實，多角度引
例證明中蘇關係轉變的情況。 立場清
晰 ，分析透微， 內容豊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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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析能力。

籠力表珮

所得分鸝
9-10

考生能清楚理鮮資料.::::..'並援引相關
史實，嚐試多角度引例證明中蘇關係
轉變的情況。整髖而言 ，分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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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8

考生尚能理鮮實料::::..，惜未能多角度 對題旨了鮮一般；
引例證明中蘇關係轉變的情況。整髖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
而言 ， 內容略欠均衡，或史論結合不 均衡；
盡理想 ， 或部分論據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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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
實的鋪陳。

4-6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實料二／未能運用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
棓關史實加以印讒，意見流於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立論空洞無物，錯漏 不棓關的資料；
亦多。
表 達能力簿弱 ， 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 ' 答卷偏離題
旨，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0-1

內容1概念

論有所據，表達清晰，所引史實無重
大錯誤，但稍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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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據的議論。

39

完全誤鮮題旨；
內容貪乏及l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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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中美建交的原因。(10分）
自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蘇邊境多次爆發衝突。 中國為免兩面受敵 ，噹美國表示
有逸尋求與中國接觸時，中國遂決定修正策略，改善與美國關係，建立反蘇戰
線。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的管治下國力增強 ，美國則受越戰拖累， 國力下降，故積極
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 以慮付蘇聯威脅。
在上述背景下，遂有乒乓外交 、 尼克遜訪華及中美於1979年建交的出現。

評分讜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鐓
9-10

考生能清楚理解資料三的襯點 ，並援
引相關史實，嚐試多角度分析中美建
交的原囚 。整體而言 ，分析合理，論
有所據，表達清晰，所引史實無重大
錯誤，但稍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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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8

考生尚能理解實料三的襯點 ，惜未能
多角度分析中美建交的原因 · 整髖而
古 ， 內容咯欠均衡，或史諭結合不盡
理想， 或部分鑰損矛盾。 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 內容燕重大饉楳。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嚀， 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 顳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以議綸及I或分析，但論點
或前後不一致 ， 或過分荅重史
慣的鋪陳。

牛6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實料三的襯點／未 對題旨了解不足；
能運用相關史實加以分析，念見流於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
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 立論空洞無 不棓關的實料；
物，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簿弱 ， 論點嚴重矛
盾。

2-3

考生能充分理解資料三的襯點 ，並能 能扣緊題旨；
緊扣題旨，準嚀地引用棓關史實，多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 ， 能有效
月度分析中美建交的原因 。 立場清 運用正嚀及棓關的實料；
晰 ， 分析透微 ， 內容豐瞻 ，條理分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
後一致 ，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
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析能力。

考生未能理鮮實料三的襯點 ，答卷偏
離題旨 ， 或論據頗多錯誤 ， 史事混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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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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