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評卷參考

全巻共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矚。考生從所這的－佩單元中這笞雨矚，共笞爾鼉完巻，每

颺佔25分。

單元一：＝十世紀中國傳縞文 it 的發展：承傳興轉變

1.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應該怎樣擁護民王和科學？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加
以析論。(25分）

怎樣擁護民主：
．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認為儒家是維鑊君主專制制度

的主要力量，是中國現代化及發展民主的最大絆腳石 ，與之租關的思想及制度均需
全面批判及反對。儒家禮法為「吃人的禮教」，束縛個性，壓制個人的思想和自由；
儒家的家族制度則是專制主義的依據；相關的貞節丶 三從因德覬念對婦女的束縛推
向極致；而傳統儒家「三綱」之說引伸出的忠 丶孝等道德襯念，促使國人出現屈己
從A的奴隸性格；儒家舊政治屬於特權人治 ，是專制主義的核心和基礎，與民主絕
不钅目符。 因此反對儒家的禮法 丶貞節、倫理丶政治 ，才能為民主的新政治莫立牢固
的思想基礎。

怎樣擁鑊科學：
． 舊藝術的中國戲多屬神仙鬼怪戲及淫戲，內容荒謳無稽丶傷風敗俗，需要加以改造；

而中國傳統文亻b的迷信鬼神風氣盛行，亦需以科學精神掃除偶像崇拜 丶迷信盲從�的
愚昧現象。 這種科學精神與政治上 ｀ 道德上的反封建丶反椎咸精神緊密連結一超。

怎樣擁護民主和科學：
． 所還國粹既包括孔孟以來的傳統中國儒學，包含對權威的各種迷信 。噹中的三綱五

當，是盲目鼓吹君權至上的依據，也是吃人封建禮教的基礎；而文言文為中國傳統
的書面語， 以宣持儒家的道德及倫理為目標；以此創作的舊文學內容迂肩， 形式死
板，束縛國人思想， 不利民主與科學的發展 。反對國粹，批判文言文，正可消除發
展民主和科學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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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試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原因。
(10分）
． 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
． 知識分子的推動

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

• 1917 年列寧領導俄國革命，建立首個社會主義國家，對部分中國扣識分子有
很大刺激；而歐美列強在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未有減少對中國的壓迫，令
不少知識分子深威失望， 因而尋求思想上的新出路。 俄國革命的成功，使他
們從崇尚歐美的民主制度轉而傾向馬克思主義。

知識分子的推動：

． 李大釗 丶陳獨秀、瞿秋白 丶 周恩來丶蔡和森丶毛澤東等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
後，致力宣捅並向社會介鍺。李大釗在北大緝織「馬克思主義學說所究會」；
毛澤柬在湖南成立 「 俄畢斯畊究會」 ，創辦《湘江評論》及文化書社；周恩
來丶蔡和森在天津維織「覺悟社」及出版《覺悟》雜誌， 均有助馬克思主義
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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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容」概念 龍力表珮 所得分皺

考生對毛澤束在農村包固城市和重 能扣緊題旨； 13-15

視道德修養兩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中 答案完備，內容豐膽，能有效運用正確

國化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 相關之實料；
題旨，準嚀地引用相闞史事，作詳盡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分析。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場鮮 顥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明，能夠從．多方面加以闡析，立論充
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毛澤束在農村包圍城市和重 能掌握題旨； 10-12

視道德修養兩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中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國化有具體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 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作答，從多方面加以闡析。全文緊扣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題旨作深入的分析，惜未能廣泛援引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史事， 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
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
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毛澤束在農村包囯城市和重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視道德修養兩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中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喵，但稍欠均衡；
國化有桿咯的認識，但未能引用租關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史實，深入而具盤地從多方面加以闡 論及／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析。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
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髖而言，表達尚
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毛澤束在裏村包圍城市和重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視道德修癢兩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中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關

國化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運用史 之資料；
事，分析流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泛述馬
克思主義中國1t. 的概況。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毛澤東在農村包圍城市和重 完全誤解題旨； 。-2

祗道德修養兩方面使馬克思主義中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國化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 綑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多· 忽咯題旨， 胡亂分析評論，立場
不定， 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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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衰璟 所得分薑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面方思潮 能扣緊題旨； 9-10

和儒學在中國內地的發展有深入而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
具髖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嚀地 哦及相關之資料；
引用租關史事，作深入分析。內容豊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瞻，條理分明，立場鮮明，能夠從多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角度進行分析，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思潮 能掌振題旨； 7-8

和儒學在中國內地的發展有具體的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從多角度進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行分析 。 全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析，惜未能廢泛援引史事，部分論據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欠完備；但整難而言，表達清晰，論
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思潮 對題旨了鮮一般； 4-6

和儒學在中國內地的發展尚有槔略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積欠均衡；
的認識，但未能平衡地兼顧兩方面作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答。未能從多角度進行分析；或只能 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整體而言，
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思潮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和儒學在中國內地的發展認讖膚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租
淺，也未能適當地援引史事· 作答內 關之資料；
容失衡，未能適噹兼顧兩方面作答，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泛論·西
方思潮和儒學的發展 。 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面方思潮 完全誤鮮題旨； 0-1

和儒學在中國內地的發展毫無認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識，或記憶混亂，錯漏茜多。忽咯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定，或自

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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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甯宋臨安繁盛的厭因。(lS分）

． 

． 

．

 

．

 
．

 

臨安人口懷多，早在北宋徽宗時，臨安人口已近三十菡，成為江南策一＊州郡·
高宗南遷後， 大批官僚及其家秦譴鸞南下，人款超過四十菡；
臨安既是帝王之都，需妻重兵防守，軍士及其家桑人款約佔三十餘菡，令肯都
充滿工商搣遇， 又再吸引從事.::c.商業者及共家綦聚居在臨安；
人口縈衍，米槿需求增加，扆民亦成為臨安域的一分子，由是而促進裏業的興
玨；
正因國都人口繁多，於是.:e.商釐達，例如在這些商圜中，，魚行丶豬行丶 米市丶
纂市、青杲圜 丶楫子圜不下:::.. +:::.. 個；小手.::c.業如玉器 丶泥水丶裁縫等不下:::..
+:::..; 為爭取生逸，早市緊接夜市營案；
工商興玨 ，専致都市懷盛· 小販 丶 苦力丶腳夫丶媧妓丶扒手 丶小偷等巿井小民
雲集·

評分讓剛

內麐 l 釁拿 籠力羲礪 所得分鸝
考生能清晰回爲南宋臨安僚盛原因 能扣緊題旨； 13-15

的提問 。 苗先以人OJ:_升為綱領， 答案完備，內容豊晴，能有致運用正
闡析人0增長興百業興玨的關係 。 殯棓關之實料；
祥鈿而有條理地鮄釋臨安在經濟支 表達清晰而具說風力 ， 立論前後一
持下 ，良.:r..商各方的瘡展和優勢。 致，颜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損實料背景， 直接引逃實 能掌握題旨； 10-12

料內容，對苛景因素及棹關優勢的 內容切題，並大欬均衡，答案並無夾
鱔釋尚算均衡， 惜未縂直接捧出實 緯鏵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漏；
料間的妻點 ，闡析有欠全面。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蟻
論．

考生綦本掌握實料內容 ，對臨安縈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盛原因有一定認識，但答案中外圍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稹欠均衡；
原因較多， 未能直書要點；或立論 表達一般，顳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欠多月度；部分論點呈苗尾不能一 蟻綸及I或分析 ，但鑰點或前後不一
賞的現象· 欬，或過分璿重史 T之鏽陳．

考生對有關實料理鱔禪疏，分析欠 對題旨了辨不足； 3-5

多負度，綸點前後矛盾；或內容多 內容夾雜重大饉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與實料無關， 或答案失衙。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傳弱 ，論點巖重矛盾。

考生不能理屏題旨 ，未能援引棓關 完全誤解題旨； 0-2

實料支持立鑰， 不能分析臨安警盛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的因素， 或答案嚴重失衡，某至答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非所問，偏籬題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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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南宋定都臨安的原因。(10分）

．

 

．

 

． 

由於宋室受到契丹及面夏在軍事J:.的成會， 不得不發展南方，至北宋嶽宗時，
臨安已成為江南第一大州郡· 北方人口不斷因戰亂南遷，為江南池區提供實源
和勞動力，經長期梟業開拓後，江南變成街陝良田 ，為南宋臨安提供了經濟碁
礎。
從地璞及屋史瘡展上來說，南方自十唐以來，籬濟重心南移，加上長江下游以
平原和山地緝成，宜於種稻米等穀物， 山區供愿茶丶痲丶纂材等食用植物，楫
木提供市民燃料與違纂材料；太湖流域夏季降雨量豐沛，水道眾多，適宜種植
及灌溉；加上臨安地近綫塘江 ，形成該地有，魚米之鄉的背景·
臨安位虞鋮塘江及大運河交匪點 ，河道縦橫，1I..背海建都關係，造描業得到飛
瑁痊展；太湖在臨安之北 ，可由運河連接長江，漕運便利，其手工業裊成品既
容易分流各地，也方便輪入其他地區的貨物，加速商貿交流及人口增長 ．

評分讓鄖

內審／釁念 籠力羲環 所得分薑
考生對南宋定都臨安的原囹有廢泛 能扣緊題旨； 9-10

的認識，並鯤在歴史、經濟丶地理 丶 答案完備，內容豊膽，能有效還用正
漕運和水利方面分析臨安的優勢· 苲租關之實料；

答案詳盡， 分析鈿節精微，對棓關 表達清晰而具說風力 ， 立論前後一
史T具深入T屏， 並螭援引史實作 致，颜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答·

考生對實料有所理鮄，對南宋定都 能掌握題旨； 7•8 

臨安的原因有綦本認識， 能直接引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述實料內容 ，扣題作答 。 但樺釋內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漏；
容欠澋入；或分析有欠全面 。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論。

考生羞本理屏實料內容 ，對南宋定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都臨安的原因具一定認識， 可以搞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j'但稍欠均衡；
挂描述某些背景因素，惜答案欠多 表達一般，頫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角度 ， 部分論點呈蓄尾不能一賞的 蟻綸及I或分析 ，但論珥或蕭後不一
現象。 致，或過分璿重史實之鋪暕。

考生對有關實料理解禪疏，答案並 對題旨了鮮不足； 2-3

非環繞歴史 、經濟 丶地理 丶漕運和 內容夾雜重大鑽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水利方面作答；或內容欠多角度； 關之實料；
或答案失衡·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不鯤理屏題旨 ，未能援引棓關 完全誤鱔題旨； 0-1

實料支持立論；或只能抄綠實料為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答案；或答案最重失侮。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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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潭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對鴉片戰爭前廢州成為清代第 能扣緊題旨； 13-15

一商港的原因有透橄的理鮮，對四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口通商至－口通商有深入的認識， 璀相關之資料；
並能緊扣題旨 ，準璀地引用棓關史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事， 分析國際形勢變化和朝廷政策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轉變的關係；對國內外貨品在廢州
的集散有仔鈿的闡析 。 內容豊贍 ，
條理分明 ， 立論充實，令人信服。

考生對實料有正哦的理解，並能引 能掌握題旨； 10-12

用一口通商的優勢，解說鴉片戰爭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前廣卅能成為第一商港的原因 。 噹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中清廷－口通商的由來 丶廣州地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遠離內陸的背景因素， 是它被統治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者選定為對外開放的唯－港口的要 甜^岡^ °

素。 答案緊扣題旨深入分析 ， 部分
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言 ，表達清
晰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
漏 。

考生對實料僅有楓括的了解，對鴉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片戰爭前廢州成為清代第一商港的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原因僅有槔略的認識；內容未能引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用相關史，，；未能於不同層面進行 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分析；或內容略欠均衡 ， 或只能援 致 ，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
引史事作簡單現明 ， 史諭銠合不盡
理想 ，但埜僧J而言 ， 尚能切題， 表
達尚可 ， 內容燕重大饉誤 。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資料 ， 對鴉片戰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爭前廢州成為清代第一商港的原因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認識稈淺，也未能運用資料及史事 關之資料；
作出分析，陳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衡 ，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
或過分篷重解說廣州地理等優勢；
或泛論鴉片戰爭後的廣州 。 內容空
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實料內容，對清代廣 完全誤解題旨； 。靈2

州商港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 ， 錯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漏甚多。 忽咯題旨 ， 胡亂分析 ， 或 綑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自租矛盾。

56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鴉片戰爭前廣州十三行在中外貿易中的角色。
(10分）

． 十三行是一群由清政府才自定，專門負貴主持對外貿易的商人所絪成，他們獲許
與洋商經營的特權，並協助粵海關替政府限訂規範等工作。十三行行商收取手
續費，替外商交納税收和費用 ，並替他們出售和代購進出口貨物；十三行也監
督外商在中國的活動，並擔任本地官吏和外商間的聯絡人。

． 十三行的角色是政府以商制商丶 以商制夷的牙行， 而政府則減省了管理外國商
貿等瑣事，也避免了國內商人正面接觸洋商的機會。

． 在貿易性質上，十三行是行商和華商交易的所在，本地商人欲買洋貨也須通過
十三行。扇熙中葉至乾隆中葉，十三行又稱洋貨行，經營對外貿易；而乾隆中
禁後，職能劃分為虞理對歐美洋貨的「外洋行」 ，處理南洋商貿的「本港行」
及處理福建、 潮州土貨的「福潮行」 。

評分濰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戴

考生對提問能清晰回應，對廣州十 能扣緊題旨； 9-10

三行在中外貿易中的角色，在中外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貿易上所扮演的分工和職能有深入 璀相關之資料；
認識， 並能理解資料內容 ，緊扣題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旨及實料加以分析 。 內容豐贍 ，條 致，頫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理分明，答案比例均衡， 立論充實
有度 ，令人信服。

考生對十三行在中外貿易中的角色 能掌損題旨； 7-8

有基本認識，對其職楫範圍有合理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鮮釋 。 全文能就題旨分析 ，答案均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衡， 惜未能廢泛援引資料與史實，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分析欠全面 · 部分論據欠完備；整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 所 迏；；岡 °

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基本認識廣州十三行在中外貿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易中的角色，理解其部分的原因 ，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噓，但稍欠均衡；
惜立論欠多角度， 部分論點呈首尾 表達一般，頫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不能一賞的現象；未能善用資料； 議綸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或答案有時偏向十三行成立背景及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原因 ， 內容涉及興盛概況 ， 而未能
抽取有用材料作答。

考生對十三行在中外貿易中的角色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理解桿疏， 立論欠多角度，論點前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後矛盾；或答案失衡；又或者答案 關之資料；
棋稜兩可；未能善用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 ， 未能援引相關 完全誤解題旨； 0-1

資料支持立論，或答案嚴重失衡。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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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元三：時1弋興懶識分子

7. 根據資料－、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孔子提出了什麼政治主張以回應所處時
代的問題·又他的主張為什麼不見用於當時的國君? (25分）

孔子的政治主張：

． 正名：面對春秋時代諸侯的兼併篡弒，孔子認為這是「名不正」的結果， 因此在回慮

子路提問時 ， 孔子提出正名分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孔子主張「君君丶 臣臣 丶 父父 丶 子
子」 ， 強調正名，撥亂反正，使上下有序，各按身份的職守奉上，才能令社會安穩，
國家太平，達至小廉之世。

． 仁政：面對噹時天下紛亂的局面 ，孔子主張推行仁政， 以仁德治天下。孔子認為要認

真工作丶講究信實丶節約用度 丶 愛惜手下的官員和人民，徵調人民工作要不違農時．
在上者慮以自己的道德榜樣戚染 、教化人民，達到治世的目的 。

． 禮治：孔子認為噹時天下的亂局 ， 因 「 周文疲弊」 ， 禮崩樂壞，例如魯國世卿季孫氏
採八佾之舞，就是以大夫身分僭用天子之禮，僭越禮法。因此主張恢復禮治，提出「非

禮勿視丶非禮勿聼、非禮勿言 丶非禮勿動」 ，使君臣上下不逾禮， 百姓得到教化， 重

建社會秩序。

孔子的政治主張不見用於噹時的國君：

． 正名 丶仁政丶禮治思想雞以為纂位擅權的諸侯 、大夫所採用 。

． 而正名丶仁政丶禮治的治國方略難以短時間內見成效，難以切合當時列國爭霸丶 功利
主義掛帥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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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掌則

內審／釁念 饑力羲礪 厝欖分薑

考生根據實料－至實料三，準瑋丶全 能扣緊題旨； 22-25

面地分析孔子的或治主張 ， 並就正 答案完借， 內容豊膽 ， 能有致運用正

名 丶仁政丶禮治等氧念的本逸加以闡 苲桂關之實料；
析，並詳鈿分析孔子攻治主張為什麼 表達清晰而具說風力 ， 立 論前後一
不見用於噹時的國君· 荃體而言 ， 全 致， 顳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文螭緊扣題旨及實料作深入分析 ， 充
分援引實料與史實， 內容豊膽 ，條理
分明，答案比例均衡，立論充 T 有度，
令人隹服�．

考生根據實料一至實料三，分析孔子 能掌握題旨； 16-21

的政治主敖，並就正名 丶亻＝攻 、 禮治 內容切題， 並大玹均衡，答案並無夾
等獵念加以闡析 ，並分析孔子或治主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漏；
張為什麼不見用於噹時的國君。埜體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棹關之問是
而言 ，全文能訊題旨分析 ，惜未能賡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綸·
泛援引實料興史實， 部分論據欠完
備；整髖而言，表達清晰，綸有所據，
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尚能根據實料分析孔子的仁攻丶 對題旨了鮮一般； 10-15

禮治和正名蹏念的玖治主張， 亦詭才眉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哦，但臏欠均衡；
出孔子政治主帳為什麼不見用於噹時 表達一般， 顔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的國君。整盤而言 ，作答仍能切題， 議論及I或分析 ，但綸點或前後不一
但作答有欠均衡，僅鎚引用簡單實料 致，或過分荼重史實之鋪陳．
或史實作佐蠔， 部分綸據欠備 。 埜體
而 -r , 尚縂切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
重大鍾誤·

考生未能隼嚀理鮮實料，對孔子的玖 對題旨了鮄不足； 6-9

治主張及其為什麼不見用於噹時的國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君· 認識禪淺， 內容失衡，或避重就 關之實料；

輒，或不理會題旨， 內容禪疏，頗有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最重矛盾·
錯漏 。

考生未能理鮮實料內容，對題目毫無 完全誤屏題旨； 0-5

藹識· 內容空洞 ，鏵漏芯多， 或偏籬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題旨·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59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8.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述王安石變法前宋室面對的困難。(10分）

． 冗兵：宋代雖推行募兵制，卻沒有完善的軍隊退役制度；每遇災荒， 又大量招
募流民 、飢民為兵。 至仁宗朝，軍隊已由太祺朝的37萬增至125萬，秦兵之賣
佔國家支出的七至入成。兵員龐大而質素參差、軍蕢浩大問題嚴唆，亟待解決。

． 冗官：宋代職官架構互棓制衡，職能重疊，令官員眾多而事権不專；再加上大
量吸納文人入仕。仁宗一朝，官員人敦是開國時的十倍，可見王安石變法前，
政府官僚架構龐大，冗員充斥．

． 冗蕢：由於冗兵丶冗員充斥，俸祿開支龐大，再加上其他開支，例如恩賜賞賜，
耗貴不菲；另外，宋室面對強大外患，先後與遼丶 面夏訂盟，每年歲輪不斷 ，
以致國家開支極重。故在英宗一朝，出現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現象，財政危機

有待解決。

評分掌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珮 所得分皺

考生對實料一有透微約掌握，並能緊 能扣緊題旨； 9-10

扣題旨，準嚀地援引相關史事，析述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 能有效運用正
王安石變法前宋室面對的冗兵 丶 冗 璀棓關之資料；
官丶冗貴問題。整體而言，內容豊贍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條理分明 ，答案比例均衡， 立論充實 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嚀的認識，並能理 能掌握題旨； 干8

解題旨，引用棓關史事，析述王安石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變法前宋室面對的冗兵 、 冗官 丶 冗費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問題。整體而言 ，全文仍能緊扣題旨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作答，部分論據欠完備。 整髖而言 ，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
大缺漏 。

考生對實料－只有樺略的認識， 尚能 對題旨了鮮一般； 4-6

理鮮題旨，但只能引用有限史實，就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堢，但稍欠均衡；
王安石變法前宋室面對的三冗問題作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析述。 整髖面言 ， 內容咯欠均衡， 或 議論及I或分析 ，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史論結合 致， 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對宋室面對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的三冗問題認識膚淺，亦未能運用史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實說明 ，陳述表面 。作答內容失衡， 關之資料；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 。 內容空 表達能力薄弱 ，論點嚴重矛盾。
洞無物 ，張冠李截，錯漏亦多。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 ， 或答題完全失 完全誤解題旨； 0-1

衡，或綸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鈕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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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王安石如何透過資料二提及的措施以解決當時宋室面對的問題? (15分）

王安石推行的經濟措旄：
． 農田水利法：王安石推行農田水利法，設晨田水利官 ，專責修治水利，開墾荒

地， 以獎勵百姓生産。 自新法推行後，擔大了農地灌溉面積，疏通了河道， 七
年間受益的民田達36萬頃 ，農業産量和國家收入亦因此增加 。

． 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清查及量度全國耕地， 丈量土地達250萬頃 ，國家税收
得到更多保讒；又規定按土地的肥癆訂定猊額，取消官吏丶地主免猊特椎，增
加了諜税對象，平均了百姓負擔。

王安石推行的軍事措沱：
． 裁汰兵士：政府全面查考軍隊質素，把禁軍中質劣者降為廂兵，廂兵質劣者取

消兵籍；又規定年五十以J:.者免其兵役，恢復民籍。透過大力裁汰冗兵，不單
減少近半兵額，軍隊質素得以提升 ， 更大大減少政府秦兵的負擔。

． 將兵法：王安石廢除更戍法，把士兵分配給固定的將領，使兵知其將，將練其
兵，提升軍力，並能解決更戍頻緊帶來軍貴開支等問題。

評分讓則

內容／搣念 饑力表環 所得分戴

考生充分掌握實料內容，並能緊扣題 能扣緊題旨； 13-15
旨， 詳�鈿準哦分析王安石的經濟（農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 能有效運用正
田水利法 丶 方田均税法）和軍事（裁 璫棓關之資料；
軍丶 將兵法）措泥內容及其作用 · 埜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體而言 ，全文內容豊瞻，條理分明 ，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答案比例均衡， 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考生能掌握實料內容，正嚀分析王安 能掌握題旨； 10 蛔 12

石的經濟（晨田水利法丶方田均税法） 內容切題， 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和軍事（裁軍、將兵法）措施內容及其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作用 。整髖而言 ，全文能就題旨加以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分析 ，部分論據或欠完備，惟整體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言 ，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
無重大缺漏。

考生尚能理解資料內容，簡單分析王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安石的經濟（農田水利法 丶 方田均税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法）和軍事（裁軍 、 將兵法）措施內 表達一般， 顔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容。 一般而言 ， 內容咯欠均衡，或只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史論結合不 致，或過分縉重史實之鋪陳．
盡理想；但整髖而言，作答尚能切題，
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對王安石的改革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內容認識禪疏，未能運用相關史事作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分析，陳述表面。全題錯誤理解提問， 關之實料；
或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理會題旨。內容空洞無物，鐠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與題旨，對王安石 完全誤鮮題旨； 0-2

變法內容未有正堢認識。答卷偏離題 內容實乏及」或不切題；
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論據頗多錯 鈕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誤，史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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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元四：制度貝政治溟變

10.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唐初均田制的施行與當時政權穩定的關係．
(10分）

． 均田制限額授受土地，使農民有田可耕， 一方面促進農業生産， 另方面增加
政府收入。噹時，百姓糧儲充足， 官庫亦能積儲槿食。按《通典》所載， 官
倉曾儲槿達九千六百多萬石 ，有助社會秩序與政權穩定 。

． 均田制有鼓勵開墾荒田之意，如農民獲鼓勵遷往亢鄉；於寛鄉之處多佔田
地， 不算犯法；讓田地荒蕪則要受莉。至開元年間，墾田面積達一干四百四
十餘萬頃，較漠代增加百分之六十。 因此，均田制有助開墾荒田 ，穩定唐初
政攏。

． 唐朝嚀立親王和官員均獲授永業田 。 官員有職分田，作為俸祿的補充，但設
有專門條例， 不可私有， 須依人事調遷而歸還朝廷。 這有助培植新的統治階
層，但同時遏止了豪強 、 官僚侵佔田地。

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鸝

考生對唐初均田制旄行與噹時政權 能扣緊題旨； 9-10

穩定的關係有深入而全面的認識，並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能緊扣題旨，從不同層面進行分析 。 璀相關之實料；
內容豊贍 ，條理分明 ， 立論充實有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度，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唐初均田制旄行與噹時政權 能掌握題旨； 干8

穩定的闞係有正嚀的理樺，並能引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史實，分析兩者的關係。全文緊扣題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旨作深入的分析，但未能廢泛援引資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 對租關之問題
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而言 ，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論。
大缺漏。

考生對唐初均田制施行與當時政權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穩定的關係只有稈略的認識，未能引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禕，但稍欠均衡；
用棓關史實，多角度分析兩者的關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係。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對唐初均田 對題旨了解不足； 2王3

制泥行與噹時政槿穩定的關係認識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棹
膚淺，未能運用棓關史事作說明，陳 關之實料；
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 ， 或避重就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巖重矛盾。
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均田制實施
概況。 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唐初均田制施 完全誤鱔題旨； 0-1

行與噹時政攏穩定的關係毫無認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識，或記憶混亂，錯漏茜多。忽略題 綑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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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 (15分）

． 唐代中期以後，戶籍不全：開元以後，吏治日壞，戶籍久不修訂，影零土地

還授的執行。安史亂後，人口流徙，戶籍紀錄散亂 ，政府無法根據戶籍授田

及徵收賦役，使均田制難以繼續施行．
． 土地兼併：唐容許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出僖永業田和口分田 。 雖然法例訂明

土地買賣須政府核准，但不法之徒仍不依法規，任意買賣土地。至唐中萘以

後，蕢族丶官僚丶富商等擁有大量私田。因此，土地兼併玻壞均田制的精神。
． 授田土地不足：唐高宗時，全國戶口僅三百入十菡戶 ， 至開元二十八年，戶

口增至入百多萬戶 ，慮受田 一 干四百多萬頃。但是政府持有的土地不多，無
法滿足人口的需求。加J:.唐官員人數不斷增多，授田予官員的敦量龐＇大，令
政府的耕地不足分配 。 因此，均田制逐漸衰敗 。

評分導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珮 所得分皺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有透 能扣緊題旨； 13-15

徹的理解，並能緊扣題旨，準璀地引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
用相關史事，析論唐代均田制衰敗的 璀棓關之實料；
原因。 內容豐瞻，條理分明 ，立論充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有正 能掌握題旨； 10-12 

璀的理解，並能析論有關問題· 全文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緊扣題旨，但未能廣泛援引資料，部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 ，表達清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之問題
晰，論有所據， 所引史例無重大缺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漏。 呤•llll 。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有基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本的理鮮，未能引用相關史實，析論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有關問題。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 表達 一 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莆後不一
想，或部分論據矛盾；但整髖而言 ，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舖陳。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鏵
誤。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認識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膚淺，也未能運用史事加以析論，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 關之資料；
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不相干的唐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 。 內容空洞無
勃，錯漏亦多。

考生對唐代均田制衰敗的原因毫無 完全誤鮮題旨； 0-2

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忽略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題旨，胡亂分析，立場不定，或自棓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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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人認為明初推行嚮所制而敗國勢強盛，中葉以後瘺所制敗壞而鞏國勢衰落。根據資料
－｀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就養兵賨用與戰備力量爾方面，加以析論• (25分）

明初推行衛所制而致國勢強盛：
． 癢兵蕢用方面：明代街所衞l與屯田制結合，軍隊平日屯田耕作， 過戰事則出征。軍

戶屯田所得槿食，除供玲本戶食用外， 須按規定將捧定象．量上繳， 以支付軍隊的種
餉與軍械的贖里· 因此 ， 明太禕愴說： 「 癢兵百菡， 不蕢百蛀一禪米 。 」此外，攻
府授田子軍人耕種，稱為軍屯 · 軍屯開墾內地和邊遠地區的荒蕪裊田 ， 洪武丶永祟
年間，軍屯款量多達六 丶 七十菡頃，促進扆業的務展· 成禕時情出現 「 屯田米帝溢
三分之一」 。 可見，衛所制有助明初經濟從元末大亂中恢级，有助養兵而不增加賦
稅。

． 戰備力量方面：明初，軍矇詧理 、 調動 、統率的楫力最格劃分 ，衛所亦設於全國險
妻之虞或軍事妻地，京師地區衛所的兵力雄厚，如洪武初京軍約=-+菡，永祟時增
至八十菡以J:. • 再者， 明重視軍隊的質素和訓練， 以係蓬國家的防禦能力；規定無
論在京之衛所或在外之都指揮使司，都要定期抽取兵士赴京職試，並設立驗試之獎
罰制度。 因此 ，明初衛所兵源充足，戰鬥力強·

明中葉以後衛所制敗壞而致國勢衰落：
． 癢兵蕢用方面：自明十葉後，隨藩衛所軍衞」逐漸扇潰，軍士因缺餉而大量逃亡 ，京

軍缺員十分最重 · 故此，募兵制隨之興超 ，軍蕢開支由國家供給， 明朝軍賈大增．
國家為鳥付龐大軍賈開支，淮有增加祝收 ， 以充軍餉，如杵宗及，思宗時的遼餉｀剿
餉及崍餉。這些都使百蛀不謄負荷，紛紛淪為流民，超事反抗，直接彩舉明代國勢·

． 戰備力量方面：明十葉衛所廢弛後，衛所軍摩大量逃亡；至正統年間，衛所軍逃七
病故者已達一百=-十餘菡。 而且，軍隊操練不足，戰鬥力下降 ，専豉邊防 澶 海防的
力量受到削弱 。噹時， 因軍戶世襲，羸弱者亦不詭免於蕾兵 ，專致士兵實素日差，
無法慮付戰事，遂行募兵制。募兵制詭行後，招募的士兵大多是遊手好開之輩，質
素欠佳 ， 而且割l鍊不足· 因此 ， 明中葉以援，遂有倭鬼入侵東南沿海，輒葬進fe..:lb
境，令明室疲於鳥付。 可見， 明代衛所剌敗壞，専酞國家邊防不修，積弱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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奲分續蟈
內霫 l釁念

考生對實料－ 丶實料二和實料三有透
獵的理屏，並能緊扣題旨，準苲地引
用棹關史事，從癢兵蕢用典戰備力量
兩方面 ，析鑰明初推行衛所制而敖國
勢強盛和中萘以後衛所制敗壞而欬國
勢衰落· 內容豊膽，條理分明 ， 立論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實料－ 丶實料二和實料三有正
嚀的理屏，並籠引用棹關史實，從癢
兵蕢用與戰備力量兩方面 ，析諭明初
推行衛所剖而致國勢強盛和中萘以後
術所制敗壞而致國勢衰落· 全文縶扣
題旨作深入的析論，但未能賡泛援引
實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鱧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
大缺漏 ·

考生對實料－ 丶實料-=-和實料三僅有
楓持的T鱔，未能引用棓關史f'從
癢兵貴用與戰備力量兩方面 ，析論明
初推行衛所制而致國勢強盛和中葉以
後衛所制敗壞而致國勢衰落· 內容咯
欠均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明 ，史綸緒合不盡理想， 或部分諭據
矛盾；但荃羆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讓。

考生未能隼續理屏實料－ 丶實料二和
實料三的內容，也未能運用實料及史
事作出分析，凍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
衡，或避重就輒，或不理會題旨，泛
諭明初扭行衛所制而玹國勢強盛和中
葉以後衛所制敗壤而致國勢衰落。 內
容空洞無物，饉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實料的內容，或記憶混
亂·錯漏恙多．忽略題旨，胡亂分析，
立場不定 ， 或自棹矛盾．

籠力豪礪 瘠糰分薑

能扣緊題旨； 22-25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錕有致運用正
哦棹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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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掌握題旨； 16-21

內容切題， 並大致均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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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棓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對題旨了鱔一般； 10-15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x.t'但繃欠垮衡；
表達一般， 顳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議論及I或分析 ，但綸點或蕭後不一
致，或過分苓重史 T 之鏽陳 ．

對題旨了蘑不足； 6-9

內容夾雜重大鑽誤及I或與題目不棹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黯最重矛盾。

完全誤屏蠅旨； 0-5

內容會乏及I或不切題；
飆纖混亂 ，表現遠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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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從考試科目和取錄授官兩方面，闡釋宋代科舉制的內容。 (10分）

． 考試科目：宋代當設的科目甚多，如進士 、 明經、 明法，九經丶 五經等。 進
士科之外的各科，合稱「諸科」 。噹時，慮考進士及明經科最多，其中進士
科得人最盛。 明經科試枯經和經義，進士科試诗賦丶策論和枯經。 明經重背
誦經書注疏，進士科則重詩賦，較能發揮個人才具， 故進士科仕途更佳 。 宋
仁宗及＃宗時，曾一度改革進士科考試內容，但至哲宗時把進士分為詩賦和
經義兩科。南宋以後，仍沿用此法。因此，宋代展現重視詩賦和經義的風氣。

． 取錄授官：宋代貢舉錄取名額多於唐代，如宋初通當為二丶三百人，真宗時
曾多至一干入百多人。單就進士一科而言 ，唐代每次不過.:::.. 丶三十人，宋代
一般有二、三百人，甚至達五 、 六百人。 此外，宋將進士分為五等三甲，第
一 丶.:::..等為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三等為二甲，賜 「 進士出身」；第因 丶

五等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 宋代不設吏部試， 故中進士者即投授官 。
宋錄取名額眾多，有助擔大以文人為統治基礎，影零社會風氣。

評分續則

內容／欄念 籠力表珮 所得分皺

考生對宋代科舉制之內容有透1啟的 能扣緊題旨； 9-10

理解， 並能緊扣題旨，準嚀地引用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相關史事，並從考試科目 丶取錄授 璀棓關之實料；
官兩方面闡釋宋代科舉之內容 。 內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容豊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令人信服。

考生宋代科舉制之內容有正屯的理 能掌握題旨； 7 靈 8

解，並能從考試科目 、取錄授官兩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方面闡釋宋代科舉之內容 。 全文緊 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扣題旨 ， 但未能廣泛援引實料 ， 部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
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體而言 ，表達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
缺漏 ·

考生對宋代科舉制之內容僅有槔略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的認識，未能引用棓關史實，從考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試科目 、 取錄授官兩方面闡釋宋代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科舉之內容。 內容咯欠均衡，或只 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史論結合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不盡理想 ， 或部分論據矛盾；但整
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 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宋代科舉制之內容認識膚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淺，也未鎚運用棓關史事，陳述表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面 。 作答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輕， 關之資料；
或不理會題旨 ， 泛逑宋代科舉制之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內容·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對宋代科舉制之內容毫無認 完全誤鮮題旨； 0-1

識， 或記憶混亂 ，錯漏甚多 。 忽略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題旨 ， 胡亂分析 ， 立場不定 ，或自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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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下列兩項，析論明代科舉制的影響。(15分）
． 考試程序形成官僚品流之分

． 考試文體導致人才消磨之弊

考試程序形成官僚品流之分：
． 一般認為， 明代科舉制，實行四級考試，即童試、 鄉試、會試丶殿試。士子

必須通過預備性的 「 童試」 ，合格後才能取得生員（秀才）的資格；然後依
次通過鄉試、會試、殿試三個階段。 然而 ， 明朝廷J::.下均尊崇科舉出身的進
士， 尤以能入翰林院者為最；舉人丶秀才丶監生則地位較低， 兩者仕途載然
不同。 進士出身者為清流，地位較高， 或留於京師任職， 或外放為地方官後
旋即調入京師；英宗以後，內閣學士幾乎為翰林院出身的進士所壟斷。舉人 、
秀才等濁流只能長期擔任地位較低的地方官吏，雞以升至中央任職。於是，
明代官僚県回以出身不同， 形成品流之分 ，清流和濁流官員的前途大租逕
庭，造成官僚的分化和矛盾。

考試文體導致人才消磨之弊：
． 明科舉取題限於 「 四書」 、 「 五經」 ，並對考試的文髖有明璀要求。士子必

須以入股文應考。每篇文章由玻題、承題丶超講丶入題丶超股丶中股丶後股 丶
束股等部分緝成，篇末可用大結；頭四部分和篇末可採用散文句式，中間四
股則須用排偶。考生作答時要模仿古人語氣， 立論則以朱羔的解說為依據，
不得自由發揮。 明以格式固定的入股文取士，並只以 「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為依據，使士子只熟背指定的經書注本。更有簽者，考生僅記誦入股範文愿
試， 以圖僥倖。 因此，士子學問空疏，所學無補於實用 ，無助於修身治人。
可見 ，入股文考試束縛思想，扼殺創新能力，消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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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鄖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攀有深入而 能扣緊題旨； 13-15

全面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 ，準璀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地引用棓關史事，從考試程序形成 哦棓關之資料；
官僚品流之分與考試文髖導致人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消磨之弊兩方面 ，析論明代科舉制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的影攀。 內容豊贍 ，條理分明， 立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攀有正堆的 能掌握題旨； 10-12

理解，並能引用史實，從考試稈序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形成官僚品流之分與考試文髖導致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人才消磨之弊兩方面 ，析論明代科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之問題

舉制的影零。 全文緊扣題旨 ，但未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能廣泛援引資料 ， 部分論據欠完
備；但整體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
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攀只有桿咯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的認識· 未能引用棓關史實，從考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試程序形成官僚品流之分與考試文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髖導致人才消磨之弊兩方面 ，析論 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明代科舉制 的影攀 。 內容咯欠均 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大
錯誤。

考生未能準嚀理鮮題旨，對明代科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舉制的影零認識膚淺，未能運用相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關史事作說明 ，陳述表面 。 作答內 關之實料；
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旨， 泛論明代科舉制的影零。 內容
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明代科舉制 完全誤解題旨； 0-2

的彩零毫無認識， 或記憶混亂 ，錯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漏茜多。 忽略題旨 ， 胡亂綜合，線 紐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索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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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宗教幗摑糞文化交溫

13. 有人認為這教在巍晉南北朝時期實現了從民間宗教向官方正統宗教的演變。根據資料－，並
援引史實，加以闡析。(25分）

． 背景：道教是於東漢民間，時教義槔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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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撰述經典：魏晉時期，道派紛立 ，經典業出 。 如三皇派的《三皇經》；上清派的《上清
經》及靈唷派的《靈瓚經》。 南朝時， 上清派陶弘景整理《上清經》 ，寫成《真語》等
道家經典；北朝時，天師道寇謙之又撰有《籙圄真經》等書。 又為整理日益增多的經典，
劉宋時陸修靜編成《三洞經書目錄》，為道藏之濫觴。 道教經典漸趨完備，完成官方之
宗教。

． 教義方術：束晉時，丹鼎派曷洪提倡修仙之道， 強調 「 仙可學致」 ，長生不死 ， 飛升成
仙，為道教仙學之正宗。 為賞橄修煉成仙，葛洪重視外丹修煉，他在《抱朴子 · 內篇》
中詳述T金丹煉製之術， 為魏晉道教丹術之蒿矢 。其後，陶弘景亦強調燒煉服食的重要
性，薯有《集金丹黃白方》等。 內養方面 ，葛洪注重形神租衛，認為養性可使內疾不生 ，
廷年益毒；陶弘景亦主張秦杵與養形兼顧 ，提出少思家欲 丶超居有度等修煉方法 。 道教
既有修真義理， 亦有踐道之法 ，故受上層崇奉。

． 教戒儀式：北朝寇謙之清理道教，去除三張偽法 ，如廢除天師道世襲的祭酒制度及私米
錢稅制度， 又改革傳統的齋醮科儀， 以佛教的祭拜 丶 誦經代替道教的咒禁法術，更融合
佛教戒律， 編成《雲中音誦新科之戒》 ， 以約束道眾；陸修青爭總結了前代的齋儀，制定
了 「 九齋十..::. i去」 ，對其中多款齋法的威儀軌式作了詳細說明 ，逐漸擺脫民間宗教的色
彩。

． 官方宗教：魏晉時期，道教對政治影舉日深。 南朝梁武帝時，陶弘景曾受命煉丹，得帝
主信任，當就國事諮於陶氏 ，時人稱為 「 山中宰棓」 ；北魏太武帝始光年間，寇謙之獻
《籙圖真經》 ，後得太武帝信任 。 因設天師道場於京師，並敕寇氏天師之號，更改年號
為 「 太平真君」 。 武帝又親自前往道壇受籙， 朋後新君塋位 ，均要登壇受籙。 自此 ，道
教躍升為北巍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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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珮 所得分戴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璀運用所提 能扣緊題旨； 22-25

供的實料及租關史實，全面闡析道教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璫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實現了從民間宗教 相關之實料；
向官方正統宗教的演變 。 答案均衡，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內容豊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 颜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析論令人信服．

考生能掌握題旨， 並能運用所提供的 能掌握題旨； I 6-21 

實料及引用棓關史實，有條理地闡析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實現了從民間 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宗教向官方正統宗教的演變， 惜部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證據欠完備， 史實稍嫌不足；但整體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而言 ，答案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所
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 ，能運用所提供的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 蛐 15

實料 ， 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未能均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衡闡析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實現了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從民間宗教向官方正統宗教的演變， 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體而言 ， 尚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謬。

考生未能準苲理解題旨， 或闡析欠周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全 ，陳述表面 · 或答案失衡，避重就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根
輕，未能恰噹運用實料及史事論述。 關之資料；
或內容空洞 ，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薄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 闡析槔疏，或完 完全誤解題旨； 0-5

全沒有援引資料， 史事賞乏 。 或忽略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題旨，胡亂搪舉不租關之史實。 鈕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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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試從教義和修行方式，闡述唐代禪宗南派中國亻b的概況。(10分）

． 教義：禪宗主張 「 明心見性」 ， 「 見性成佛」 ， 否定了外在與形式J:.的存在，近
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 「 盡心 丶 知性 丶知天」 、 「 人皆可以為堯
舜」的學說；禪宗廢坐禪、 不立文字，講求自證自悟，放棄了拜佛誦經等外在宗
教形式，從而發展成為一套哲學思想，影攀兩宋理學思想之發展，令禪宗進一步
酞入中國文化之中。

． 修行方式：禪宗認為菩提存在於現實生活之中，提倡以日當生活和勞動作為修習
內容；又視 「 孝癢父毋」 、 「尊卑和睦」等傳統禮教為修行之法，與中國傳統文
化融通。

評分讜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衰珮 所得分薑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哦援引租關 能扣緊題旨； 9-10

史實，全面闡述唐代禪宗南派中國1b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運用正
的概況。 答案均衡，令人信服。 璀相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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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能掌握題旨 ，並能引用相關史 能掌握題旨； 7-8

實，有條理地闡述唐代禪宗南派中國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1t. 的概況，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稍嫌不足。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惟援引史實較為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單薄，未能均衡闡述唐代禪宗南派中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 ， 但稍欠均衡；
國11:. 的概況，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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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 ， 闡述欠周 對題旨了解不足； 2王3

全，答案失衡， 或未能恰噹援引史實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闡述。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 闡述槔疏 ， 或史 完全誤解題旨； 0-1

事賞乏。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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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從以下三方面，析論元代伊斯蘭教信奉者與中國生活文亻b的融和。(15分）
． 與漢族通婚
． 研習儒學
． 採用漢族姓氏和字號

． 與漢族通婚：元代不少穆斯林與漢族通婚。 由於伊斯蘭教要求通婚者須改教，致
元代有不少漢族皈依，令回回族群不斷壯大 。 例如瞻思T女婿林鍾丶 馬祺當的陳
姓錮親 、 進士扎剌里T毋盛氏均為漢人。

． 趼贊儒學：元代伊斯蘭教徒以儒家學說與伊斯蘭教義融合， 以儒家「五倫」醚伊
斯蘭教的「五功」 ；不少穆斯林均接受儒學教育，讀書屬文 ，暴周孔之道，部分
更成為儒家學者，並培書立說。如贍思好經說，蕃《五經思問》及《四書闕疑》；
而哲馬魯丁 、 買閣等均為署名儒士 。

． 採用漢族姓氏和字號：元代穆斯林多取漢姓，蔚為風尚 ，如T鶴年、 馬九皋丶高
克恭等；部分穆斯林士大夫更取漢人字號，木撒非取字「仁甫」 、 蔬都剌取字 「 天
錫」等。

評分讓則

內容 l 欄念 籠力衰璟 所得分薑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 ，準墟援引棓關 能扣緊題旨； 13-15

史實，全面析論元代伊斯蘭教信奉者 答案完備 ， 內容豐贍 ， 能有效運用正
與中國生活文11:. 的融和 。 答衆均衡， 哦及相關的資料；
析論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能掌握題旨 ， 並能引用相關史 能掌握題旨； 10-12

實，有條理地析論元代伊斯蘭教信奉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雜
者與中國生活文亻b的融和 ， 惜部分證 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據欠完備，史實稚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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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 惟援引史實較為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單薄，未能均衡析論元代伊斯蘭教信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奉者與中國生活文亻b的融和 ， 史論結 表達一般， 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合不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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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未能準噓理解題旨 ， 析論欠周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全， 答案失衡， 或未能恰噹引用史事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論述。 關的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鮮題旨 ，析論槔疏， 或史 完全誤鮮題旨； 0-2

事賞乏 。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絪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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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試以明末利瑪竇在華傳教的經歷，闡析資料－的說法。 (15分）

． 生活言行舉止：利瑪賓按照中國傳統禮儀， 向人打躬作揖；又畊閤中國經典；還
改名函泰，與士大夫交遊。 加上，他品格高尚 ，待人誠厚，贏得士大夫敬重．

． 衣着語言：利氏在澳門已學習華語，留居肇慶期間，又潛心修習華語達十年之久 。
在服飾方面 ，他初穿袈娑，後來得悉僧侶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不高 ，遂改穿儒服，
以消除文化隔閡。

． 禮儀習俗：利氏認為中國人祭孔祀祺只是－種文化禮儀，與宗教信仰並無衝突，
所以允許信徒保留祺先牌位，更可參與孔廟祭典 ， 以表示尊重中國文化。

． 天儒合一：利氏力主天主教與儒家的融合，荅《天主實義》 ， 以儒釋耶 ，把儒家
的「仁」等同於綦督教中的「愛」 ；在創造主繹詞方面， 利氏依據中國人敬天思
想，將《聖經》中的神繹成《詩經》 丶 《尚書》等古籍中的 「 上帝」 、 「 天主」 ，

從而融通了天主教與中國儒家思想。

評分讓則

內容」概念 龍力表璟 所得分鐓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璀運用所提 能扣緊題旨； 13-15

供的資料及相關史實，全面闡析利瑪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 ，能有效運用正
賓1b面為中的傳教手法 。 答案均衡， 嚀相關之資料；
內容豐瞻，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 論前後一

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考生能掌握題旨 ， 並能運用所提供的 能掌握題旨； 10-12

資料及引用棓關史實，有條理地闡析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利瑪賓化西為中的傳教手法 ， 惜未能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廢泛援引資料 ， 部分蠔據欠完備；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之問題
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 所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蟻論。
引史例蕪重大缺漏 。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 能運用所提供的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資料 ， 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 只能概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拮闡析利瑪竇化西為中的傳教手法 ，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盾；但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尚 致，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 對論題認識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膚淺，陳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 錯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漏亦多；或避重就輳 ， 或偏離題旨 ， 關之實料；
未能恰當運用資料及史事闡析 。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 闡析稈疏， 內容 完全誤解題旨； 0-2

鏵漏 ，舛誤甚多， 或完全沒有援引資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料，史事貪乏 。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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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援引史實，分析清初禮饑之爭與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係。(10分）

． 背景：十七世紀中葉，蔔萄牙國力漸衰，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受到來自西班
牙 丶 法國的多明我會丶 方濟各會等差會的挑戰。

． 論爭雋點：
－ 創造主譯詞爭議：利瑪靑入華傳教， 力效華風， 融合儒家之道，對至高

神稱呼為「天主」、「上帝」。但多明我會及方濟各會則認為漢語之 「 天」
乃挂「箸天」 ， 而「J:.帝」.::.字又為偶像之稱呼， 不宜用以指稱天主教
所敬奉之造物主 。後來，造物主譯詞之爭論更與其他禮儀問題轉送蘿馬
教廷仲裁，但教廷採取棋稜兩可之態度，令在華教士爭執不斷。

• 禮儀之爭：噹利瑪賓在世之時，力主將天主教中國化， 允許信徒祭孔祀
祺，認為是一項純屬中國文亻b以及社會制度之習俗傳統 ，並無任何宗教
途義。 但反對派卻認為這些禮俗存在宗教成分， 遂捧控耶穌會士與中國
人之傳統禮俗過分妥協。1693年，福建教區主教顏璫發佈嚴禁中國教徒
祭祺祀孔的告示，爭端遂超 。

． 康熙禁教：自告示頒佈後，康熙皇帝發出上諭重申祭孔祀祺是中國傳統的禮
儀傳統，不容改變。教宗克萊孟十一世派遣多羅主教來華，執行《七條禁約）。
扇熙皇帝以天主教干涉中國政教， 下令驅逐境內傳教士，清廷正式禁教。

評分讜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鸝

考生能充分扣緊題旨，準嚀援引相關 能扣緊題旨； 9-10

史實，全面分析清初禮儀之爭與康熙 答案完備， 內容豊膽 ， 能有效運用正
皇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係。 答 嚀租關之資料；
案均衡，析論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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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能掌握題旨， 並能引用棓關史 能掌握題旨； 7-8
實，有條理地分析清初禮儀之爭與扇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係，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惜部分讒據欠完備，史實稍嫌不足 。 表達清晰 ，條理分明 ，對棓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考生尚能理解題旨， 惟援引史實較為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單薄，未能全面分析清初禮儀之爭與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係。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議論及I或分析 ，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內容無重大錯誤，但史論結合不盡理 致，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想。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題旨 ，對清初禮儀 對題旨了鮮不足； 2-3

之爭與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的關係分析欠周全 ，或未能恰當引用 閼之資料；
史事分析 。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屏題旨，分析槔疏，論據 完全誤解題旨； 0-1
錯誤；或史事貧乏 。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絪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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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女性社會地位：傳縞與變遷

16. 試援引史實，從貞節觀念和婦女教育兩方面，析論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位帶來的影響．
(25分）

貞節襯念：
． 理學家強調 「 三綱五帝」 ， 強化婦性柔順、 「 男主外 、女主內」等德育訓誨。如北

宋程頤重新肯定男尊女卑襯念，主張「男女有尊卑之序」 ．
． 程朱理學提倡忠孝節烈 、 重視節操，對婦女守節要求愈加嚴厲。程頤提出 「 餓死事

極小 ，失節事極大」 ，朱羔把「夫為妻綱」定為三綱之肯，加強男尊女卑的覬念，
提倡婦女慮從一而終，貞節襯念日益強化。

． 此後社會重視貞節襯念，統治者更重視旌．表節烈婦女，制定旌表的準則， 甚至立牌
坊 丶 立節烈碑等，表捅節婦烈女。

． 理學盛行以後，婦女的活動籙圍被限制在家庭之內 ， 助長纏足風氣；此外 ， 又強調
男女有別，嚴男女之防 ，婦女受到極大束縛，地位低落。

婦女教育：
． 理學盛行下 ，社會風氣重視節義而反對婦女讀書識字，認為婦女識字會趨於淫穢，

慢慢便形成「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概念。
． 宋代以後，社會對女教更為重視，棓關的女教書籍，如《內訓》 丶 《溫氏毋訓》等

棓繼出現，教育婦女要重視品行，瑾守名節。 棓關書籍款量增多，除針對不同階層
的婦女， 內容甚至圖文並茂，淺白易明 。

． 社會對婦女教育着重賡妻良毋瘋念的灌輸，婦女所學知識，如女缸，限於應付家務，
毋須多讀詩書，導致婦女地位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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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讜則

內容 l擺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皺

考生就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位帶 能扣緊題旨； 22-25

來的影攀有透徹的理解， 並能緊扣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 能有效運用
題旨，準哦地引用棓關史事，從貞 正確相關之實料；
節皺念和婦女教育兩方面加以析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論。 內容豐膽 ，條理分明 ， 立論充 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實有據，令人信服。

考生就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位帶 能掌握題旨； 16-21

來的影攀有正嚀的理解， 並能從貞 內容切題， 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
節観念和婦女教育兩方面加以析 夾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論。 未能廢泛援引租關史事，全文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之問
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部分論據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
欠完備；但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 議論。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考生就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位帶 對題旨了屏一般； 10-15

來的影攀僅有概拮的了解，未能引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衡；
用棓關史實，從貞節襯念和婦女教 表達一般， 頫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
育兩方面加以析論 · 內容咯欠均 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一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
盾；但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就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位帶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來的影竽認識膚淺，也未能援引棓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
關史事作出分析，陳述表面 。 作答 棓關之資料；
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輕， 或不理會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題旨 ，泛論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地
位帶來的影攀。 內容空洞無物 ，錯
漏亦多。

考生就理學思想盛行對婦女3也位帶 完全誤解題旨； 0-5

來的影舉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 ，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錯漏甚多。 忽略題旨， 胡亂分析 ，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
立場不定，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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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闡述清末維新派對婦女纏足和接受教育兩方面的主張·
(10分）

． 反對纏足：維新派以天賦人權為理論基礎， 指出纏足殘窖婦女的肉體和心
靈， 而且人雖有男女之分，但天賦人權是棓同的， 男女平等，與國家的富強
也是息息相關；因此不能為取悅男性而殘窖女性的身體。

． 重視女子教育：維新派康有為認為女性接受教育是天賦之權， 而女學與國家
的存亡有緊密關係，並以美國和日本為鑑，認為女學興盛則國家富強，興辦
女學如中國女學受不但可以讓女性就業，還可以提升毋教和人0的質素。在
維新派贊助下維新派婦女成立女學會及出版《女學報》 ， 以求婦女的醞覺。

評分濰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薑

考生對清末維新派對婦女纏足和接 能扣緊題旨； 9-10

受教育方面的主張有深入而全面的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哦池引用資 璀相關之資料；
料的內容，闡述維新派的主張。 內容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豊贍，條理分明 ，立論充實有度，令 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人信月反。

考生對題旨有正璀的理解，並能引用 能掌握題旨； 7-8

資料的內容，挂出維新派的主張。未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能廢泛援引資料，全文緊扣題旨作深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入的闡述，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體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闕之問題
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資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料無重大缺漏 。 .,_詠t,.e •

考生對清末維新派對婦女纏足和接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受教育方面的主張只有槔略的認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識，未能引用實料的內容，闡述維新 表達一般，颜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派的主張。 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 致，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想；但整體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
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對清末維新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派對婦女纏足和接受教育方面的主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張認識膚淺，未能運用棓關史事加以 關之資料；
闡述，陳述表面 。作答內容失衡，或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避重就軛，或不理會題旨，泛論維新
派的主張 。 內容空洞無物 ， 錯漏亦
夕夕 °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清末維新派對 完全誤屏題旨； 0-1

婦女纏足和接受教育方面的主張毫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無認識，或記憶混亂 ，錯漏甚多。忽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咯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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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貢獻。(15分）

． 辛亥革命時期 ， 不少婦女均直接或間接參與革命運動 ，有直接加入革命緝
織，參與緝織的暗殺行動，茜至親赴戰場，如秋瑾於1907年策劃金華超義，
其後J:.海成立女國民軍等，參與革命運動 。

． 革命期間，婦女擔任後勤工作，如謩謾丶運輸等，而中國首位女面鑿張竹君
更創立中國赤十字會，參與救偈的工作。

． 此外， 亦有不少婦女為革命籌募經蕢，甚至慷慨捐助 ， 例如伍廷芳夫人籌緝
上海女界協贅會，為革命活動籌集經賚。

． 婦女在宣傳革命方面亦有很大的貢獻，她們創辦學赧如《女學赧》 丶 《女界
鐘） 、 《中國女赧》等， 又興辦學堂，如秋瑾在上海創立的中國公學等，穆
極宣傳革命，推動革命活動的發展。

評分讜則

內容／搣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薑

考生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 能扣緊題旨； 13-15

貢獻有透微的理解，並能緊扣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準噓地引用租關史事，析論婦女對革 嚀棓關之實料；
命的貢獻。 內容豊贍，條理分明 ，立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考生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 能掌握題旨； 10-12

貢獻有正苲的理鮮，並能析論婦女對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革命的貢獻。未能廣泛援引實料，全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文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部分論據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欠完備；但整盤而言，表達清晰，論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論。

考生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貢獻僅有概拮的了解，未能引用棓關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史實，析論婦女對革命的貢獻。內容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 致，或過分菩重史實之鋪陳。
矛盾；但整髏而言，尚能切題，表達
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貢獻認識膚淺，也未能運用史事作出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分析，陳述表面 。作答內容失衡，或 關之資料；
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婦女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對革命的貢獻。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亦多。

考生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對革命的 完全誤鮮題旨； 0-2

貢獻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甚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多。忽略題旨，胡亂分析，立場不定，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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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婦女從事職業方面的改
變。(10分）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府已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生産 ，婦女職工比
例逐步上升；至1990年代中期， 婦女職工人數更佔總職工人數比例的3 8%• 
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

． 婦女從事的職業亦趨向多元化，早年集中於城巿的輳工業部門，從事紡織業丶
煙草業等；其後， 重工業以及一些較多由男性主事的工作， 亦開始有婦女參
與，出現女拖拉機手 、女火車司機、女飛行員等。

• 1990年代以後，國家致力發展第三産業，更多婦女加入從事服務行業，如教
師 、秘書丶護士等。

評分掌則
內容1概念 饑力表璟 所得分鐓

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婦 能扣緊題旨； 9-10

女從事職業方面的改變有深入而全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面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璀地引 雄棓關之實料；
用實料的內容加以析述。 內容豐贍 ，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條理分明 ， 立論充實有度 ， 令人信 致，頫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服。

考生對題旨有正璀的理解，並能引用 能掌握題旨； 7-8

資料的內容，析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立以來婦女從事職業方面的改變。未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能廣泛援引資料，全文緊扣題旨作深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入的析述，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資 迏•lffl 。
料無重大缺漏。

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婦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女從事職業方面的改變只有槔咯的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認識， 未能引用資料的內容加以析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述。內容略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 致，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整髖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內
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對中華人民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共和國成立以來婦女從事職業方面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的改變認識膚淺，未能運用相關史事 關之實料；
加以析述，陳述表面 。 作答內容失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泛
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婦女從
事職業方面的改變。內容空洞無物 ，
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中華人民共和 完全誤鮮題旨； 0-1

國成立以來婦女從事職業方面的改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變毫無認識， 或記憶混亂 ， 鐠漏甚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多。忽略題旨，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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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保障婦女權益。
(15分）

• 1982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還舉
法》 ，規定只要是年滿18歲的中國公民，不分民族 、種族丶性別丶職業丶社
會出身丶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産狀況，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而1995

年的修改，更進一步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中， 慮噹有適噹數量的婦女代表，並逐步提高婦女代表的比例， 以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為例 ，1954年女性佔代表總人款為12% , 到1978年以後增加至約
21%。

•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
法》 ，規定婦女在政治的 、經濟的 丶 文11::, 的 丶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
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係護婦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權益，禁止歧視丶虐待丶遺
素、殘窖婦女，各單位不得以懷孕 丶産假等為由辭退女職工 ， 以保障婦女的
楫益 。

• 1994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明璋規定錄用職工時， 不得以性
別為由拒絕錄用女性或者提高對女性的錄用標準，保障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
的就業楫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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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躪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皺

考生對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 能扣緊題旨； 13-15

保障婦女椎益有透徹的理鮮，並能緊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扣題旨，準嚀地引用棓關史事加以闡 嚀相關之實料；
析。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論充實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有度，令人信服。 致，願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 能掌握題旨； 10-12

保障婦女權益有正嚀的理解，並能加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以闡析。未能廢泛援引資料，全文緊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扣題旨作深入的闡析，部分論據欠完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
備；但整鱧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論。

考生對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係庫婦女權益僅有概拮的了解，未能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引用相關史實加以闡析· 內容咯欠均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掂矛盾； 致，或過分培重史實之鋪陳。
但整體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對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 對題旨了解不足； 3-5

保障婦女權益認識膚淺，也未能運用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史事作出分析，陳述表面 。作答內容 闢之實料；
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 ，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
泛論改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係
障婦女權益。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
多。

考生對攻革開放後政府如何以法規 完全誤解題旨； 0-2

保障婦女權益毫無認識， 或記憶混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亂，錯漏甚多。忽略題旨，胡亂分析，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立場不定 ，或自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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