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巻一評巻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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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鱭一酇分：此矚必詧，覦問內麐臟薑甲 �z, 鄖，佔 25分。

1. (a) (i) 資料－的A•B和C分別代表以下哪位人物？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富在答題簿
內。(3分）

• A: 李輔國(1分）
• B: 郭子儀(I分）
• c: 田承酮(I分）

(ii)資料－的(]) • a>和0分別是哪個地點？又在資料二地圖中哪個位置？在答題簿
內依下表格式填寫答案。(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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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在資料－的甲｀ 乙 ｀丙｀丁四宗事件中噩取其三，並援引史實，分析事件對
安史亂後唐代政局的影謩. (6分）

． 事件甲：宦官李輔國在安史之亂期間擁立肅宗即位有功；
自是得以掌笹禁軍，宦官逐漸掌控中樞政局 ，操控君主廢
立． 。

． 事件乙：郭子儀向回紇借兵， 助平安史之亂，回紇乘穢劫
掠兩京；亂平後，回紇恃功， 強迫唐室市馬 ，影響麿室財
政·

． 事件丙：張巡 ｀許遠堅守睢陽， 風止亂軍南下；由於安史
亂事渠中在黃河流域，南方未受戰亂影ti'唐耕財政收入
倚重江南。

． 事件T: 代宗為急於平亂，採婦息政策，授子安史降將節
度使之職； 「 河朔割據型 」 藩鎮把所據地盤私自傳玲子孫
或部下，祝收不上繳，導致麿室陷入分裴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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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資料三的雨張海報反映林彪的地位有何轉變? (1分）試從海報找出證據支
持你的看法 。 (1分）

． 林彪的地位下降。(1分）
． 在海赧一 ， 林彪玷在毛主席身旁 ， 受手持缸瓚書的群眾擁截歡呼；在

海赧-=-'林彪成為被 「 狠批」 、「 鬥爭」的對象 。(1分）

(ii)承上題，為什麼會出現這轉變？試援引史實，加以解釋。(4分）

第一張海赧在 1971 年前印行。林彪時任國 F方 部長 ， 又編製《毛主席語錄》而
獲毛澤束信任。 在 1969 年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更成為毛澤束的 「 接班
人」 。 1970 年，林彪提議恢復國家主席一職，被毛澤束拒絕。 1971 年9 月 13

日 ，林彪兒子林立杲發動《五七一工旌紀要〉敗露，林彪及妻兒乘飛機逃往
蘇聯途中墜機罹雞。林彪敗亡後 ， 江青等人遂展開 「 批林批孔」運動。(4分）

(iii)資料四提及的「女士」是誰? (1分）資料四對她的評價如何? (1分）試從
資料四找出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 (1分）

． 女士指的是江青。(1分）
． 資料因對她的評價負面／認為她的野心大。(1 分）
． 實料四用了頗多貶義詞描述她 ， 例如瘋狂 丶 妄想 ｀ 好景不長1資料四

描述她妄想當女皇 。(1 分）

(iv)資料四指出某女士 「 糾集一小撮，興風又作浪」 。 試援引資料三海報二涉
及的事件及其他相關史實，印證這說法。(4分）

． 江青為蓄的四人幫籍海赧-=- r .j比林批孔」運動，「 批周公 ， 批宰相」 ，

以打擊周恩來等舊幹部；又大肆吹捧呂后及武則天 ，為捧江青上台緝
閣大造興論。(2分）

• 1975 年 ， 「 四人幫」發動 「 評《水滸》運動」 ， 批評鄧小平是否定
文革的投降派；又開展 「 反擊右傾翻案風」 ，指鄧小平的整頻工作是
復辟，使鄧小平對「文革」的整頓工作停頓下來。(2分）

32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第＝部分：分甲部及乙部，考生須於每部各噩笞一題，共笞爾鬮，每疇佔25分。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下列三題，這笞一題）

2. 有人認為秦始皇統 一 六國後的施政能鞏固其政權。你同意嗎？試根據資料－和資料
二，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25分）

考生同意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砲政能鞏固其政權，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實料－

． 秦始皇修築長城，使之成為抵禦匈奴的防線；開鑿靈渠，疏浚鴻溝，連接各大水系，
有利物實運輸；又以首都咸陽為中心修第馳道，賞通各地，方便運兵輸槿，亦有利政
令的排行，而直道則由咸陽直達九原，有利攻打匈奴，亦可確保兵種能快速輸往戦
地；各項建設能鞏困國防，並打通全國的水陸交通綱絡，有利鞏固其政槿。

資料.::.

． 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郡縣長官均由皇帝任免，使中央能有效管治地方。
． 秦始皇統一貨幣，以黃金為J:.幣，銅錢為下幣；又統一全國的度量衡，並由政府頒行

度量衡的標準器具，幣制和度量衡的統一有利全國的經濟發展。秦始皇統－文字，將
大篆簡化為小篆，作為標準字髖，有利政令通行全國，鞏固統治。
秦始皇下令除了秦國史書丶簪學丶 占卜和種植等書籍，所有《詩〉 丶《書》 、百家語
和六國史書一律燒毀；後又因被方士譏諷，坑殺了因百多名方士儒生。焚書坑儒，箝
制人民思想言論，樹立君主權烕，從而鞏固政楫。
秦國奉行法家學說，以嚴刑醋法治國，名目緊多，如 「 連坐」等，令人民不敢輕易反
抗，從而鞏固政椎。

． 

．

 
考生不同意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旄政能鞏囯其政攏，可循以下思路析論：

資料－

． 秦始皇修長城、第馳道直道、開運河等，每項建設均役使大量民力，秦之力役，三十
倍於古 ，各項建設役民過甚，造成民不堪命，而大量男T被征， 更嚴重影零農業生
産，令天下困苦，埋下叛亂種子。

資料二

． 秦始皇廢封建，改行郡縣，沒有諸侯的拱衛，致令秦室孤立無援。
． 秦始皇雖統一六國，統－文字法度，但六國遺民並未歸心，當思故國，當民變爆發，

他們便乘時而是。
焚書、坑殺方士儒生雖能在短時間內震懾人民，維謾皇帝的損烕，卻妨礙學術思想的

發展，並失卻儒生的支持。
秦始皇推崇法家思想，主張以嚴刑醋法治國，計有種種殘醋刑莉如 「 連坐」等，人民

動輒得咎，令民怨沸騰；至陳勝丶 吳廢因天雨失期，按秦律噹誅時，唯有揭竿而超

義，其時天下辜慮，秦政槿亦迅速瓦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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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淳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皺
考生能充分理解實料－和資料.::..有 能扣緊題旨； 22-25
關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措泥，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
並能緊扣題旨，準嚀地引用租關史 正璀及租關的資料；
實，多角度析論這些措泥是否有助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一
鞏固秦政椎 。 立場清晰 ， 分析透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徹，評論中背，內容豊瞻，條理分
明 ，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能清楚理解資料－和資料.::..有 能掌握題旨； 16-21

關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措汔，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並援引棓關史實，嚐試多角度析論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這些措方色是否有助鞏固秦政楫。整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的問
髖而言 ，分析合理，論有所據，表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的
達清晰，所引史實無重大錯誤，但 議論。
務欠完備。

考生尚能理鮮實料－和資料二有關 對題旨了解一般； 10-15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措砲，惜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 但稍欠均
未能多角度析論這些措泥是否有助 衡；
翠固秦政楫。整盤而言 ， 內容咯欠 表達一般，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均衡，或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 以議論及I或 分析，但論點或前後
分論據矛盾 。整髖而言 ， 尚能切 不一致，或過分藩重史實的鋪陳。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資料－和實料二 對題旨了解不足； 6-9

有關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措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
施包，未能運用棓關史實析論這些措 租關的資料；
方色是否有助鞏固秦政搵，悉見流於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表面 。作答內容失衡，立論空洞無
物 ，錯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和資料二有關 完全誤解題旨； 0-5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措旄，答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卷偏離題旨，或論據頗多錯誤，史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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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根據資料－ 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東晉士族政治形成的原因。(10分）

． 

． 

九品中正制原以才德、 家世作為選官標準， 然負責評核士A的中正官多為士族，
評選時不看真才實學， 只看家勢門第，於是只有士族才被評為J:.品，士族漸漸壟
斷仕途，造成「J:.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情況。
束晉建立之初，晉元帝司馬瘠尚未鞏固勢力， 需依賴王敦 丶 王導等士族支持，始
能立足江束，穩定政楫；王導等又籠絡江束士族代表如顧榮丶償循等，支持音室。
自此，士族把持軍、政 丶經濟大搵，噹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士族政治
由是形成。

評分讓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對資料－和資料-=-有透微的理 能扣緊題旨； 9-10 

解，並能緊扣題旨，準嚀地引用相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
闕史事，分析束晉士族政治形成的 正苲及棓關的資料；
原因 。 內容豊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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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資料－和實料二有正哦的理 能掌抵題旨； 7-8

鮮，並能有條理地分析束晉士族政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治形成的原因 ，惜未能廣泛援引資 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料。整螳而言 ，表達清晰，所引史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的問
例無重大鏵誤。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的

議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了鮮，未能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有效運用租關史實，有條理地分析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
束晉士族政治形成的原因 。 內容咯 衡；
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表達一般，顔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明。整盤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 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
可， 內容無重大鐠誤。 不一致，或過分藩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堢理解題旨，分析束喦 對題旨了解不足； 丶 2-3

士族政治形成的原因 。對相關歷史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認識膚淺，內容失衡，錯漏亦多。 棓關的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失 完全誤鮮題旨； 0-1

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內容貪乏及／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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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措籠的影謩。(15分）

． 恢復經濟：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和三長制，使良民有比可耕，政府能掌握戶籍實
料，配合稈調癤」的推行，哦保政府有穩定的税收，恢復了北方的社會經濟，並為
隋麿時期的經濟痊展其下綦礎。

． 民族敲合：孝文帝推行漢化措泥，如改革鮮卑譬俗、推麿儒家禮教等，使鮮卑人
在政治丶鑂濟丶文化習尚等各方面漸與漢人融合，促進了漢胡的敲和，同時亦進
一步豊富了中蓽民族的文化和內涵。

． 強悍風尚消失：北巍的實族王室自邊都後，漸染上漢人士族的奇縻風尚，生活日趨
膚化，失卻其原有的強悍之氣，國力日漸衰弱。

． 六鎮叛亂：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一系列的漢化措泥，令洛陽漸漸縈榮是來，地
位日高；棓反，留守北方邊震的鮮卑人大多保留舊有習尚，與洛陽地區鮮卑人池
位的差距日大，備受歧視，最終引致六鎮叛亂，對北魏政權造成巖重打擊。

評分讓剛

內昚 l蠣念 饑力羲礪 所得分薑
考生充分認識孝文帝的漢化措旄， 能扣緊題旨； 13-15
多角度闡析孝文帝推行漢11:.的正丶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致運用
負面彩響；援引詳盡史事說明，論 正嚀及租關的實料；
據具說服力。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綸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泥有正嚀認 能掌握題旨； 10-12
識，嚐試多角度闡析孝文帝推行漢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11::. 的正、負面影響；援引史事說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明，但捎欠豊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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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泥有碁本認 對題旨了屏一般； 6-9

讖，聞析孝文帝推行漢1�的正丶負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稚欠均
面影事有欠均衡，欠多月度立論； 衡；
只能援引 史事作簡單說明，部分論 表達一般，顙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據矛盾· 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

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T的鋪陳。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泥只有禪疏 對題旨了屏不足； 3-5
的理屏，立場含枸，未能多月度闈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
析孝文帝扭行漢1t. 的正丶負面彩 棓關的實料；
響；未能運用史事析綸· 表達能力簿弱，論誌最重矛盾。

考生對孝文帝的漢化措泥毫無認 完全誤鱔題旨； 0-2
識，欠立場，亦未能闡析孝文帝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行漢1t.的正｀負面影享；完全沒有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援引史事說明，某至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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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試援引史實，闡析資料－的說法。(15分）

． 宋代軍事由樞密院掌詧，其苗長為樞密使，樞密浣與中書並稱 「 二府」 ，地位對
等，各不統風，直接向皇帝負責，由是分割了宰相的軍椎．

． 由三司使（戶部使、鹽鐵使丶度支使）掌詧財政，三司使號稱「計棓」 ，不受宰
棓統屬，直接向皇帝負責。

． 宋代設考諜院，主理考核及任用官員，後易名為審官院，分割了宰桿的用人椎。
． 設審刑院，主理經大理寺審理和刑部霞核的重大案件，審刑院不受宰租統屠，直

屬皇帝．

評分讜則

內麐 l釁念 籠力羲礪 所得分薑
考生對實料一有透4啟的理解，並能 能扣緊題旨； 13-15

緊扣趙旨 ，準嚀地引用桓關史實， 答案完備，內容豐膽 ，能有故運用
多角度闡析實料－的說法。 內容豊 正苲及租關的資料；
膽，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人信服·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實料一有正嚀的理屏，並援 能掌握題旨； 10-12

引相關史實，多角度闡析實料－的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說法。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所據，惜部分論據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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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綸。

考生對實料一有禪略的認識，惜未 對題旨了鱔一般； 6-9

能多角度闡析實料－的說法。 埜髖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苲，但稍欠均
而言，內容咯欠均衡，或史論結合· 衡；
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尚能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切題。整羆而言 ，表達尚可，內容 以議綸及I或分析 ，但綸點或前後
無重大鏵誤· 不一致，或過分璿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嚀理屏實料－說法，未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能運用租關史實加以闡析，陳述流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
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立論空洞 棓關的實料；
無物，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簿弱，綸點最重矛盾。

考生未能理解實料－的說法，或記 完全誤屏題旨； 0-2

憶混亂，錯漏某多。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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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所施行的懷柔和高壓措
施。 (10 分）

． 懷柔政策：清初君主推崇儒學，尊崇孔子，提倡理學，優禮文人，並沿用明代
入股取士的方法；康熙時更設 「 博學鴻詞科」，羅致隱逸名士，以功名利祿籠
絡漢族士子。

• 而壓政策：嚴禁士人立盟結社，發表反清言論，更特別猜忌士子，屢興大獄，
如 「 江南奏銷案」 、 「 哭廟案」等；為了禁止反清思想和言論 的流播，屢興文
字獄，凡詩文有犯禁者，輕則禁錮，重則處死，知識分子動輒入罪，如康熙時
的 「 《明史》獄」 、 「 《南山集》獄」， 雍正時的呂留良及曾靜之獄等，均株
連甚廣。

評分潭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表琨 所得分鐓
考生對資料二有透徹的理解， 並 能扣緊題旨； 9-10

能緊扣題旨，準璀地引用 相關史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
事，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砲 用正哦及租關的資料；
行 的禹壓 和懷柔持旄。 內 容豐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
瞻，條理分明。 一致，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

力。

考生對資料二有正喵的理解， 並 能掌握題旨； 7-8

能有條理地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 並無
士人旄行的高壓和懷柔措泥， 惜 夾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 整髖而言，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的
表 達 清 晰， 所引史例無重 大 錯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
誤。 的議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拮的了解，未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能有效運用 租關史實，有條理地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
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旄行的 衡；
高壓和懷柔措旄。 內容咯欠均 表達 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加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
明 。 整體而言， 尚能切題，表達 後不一致，或過分荅重史實 的鋪
尚可， 內容無重大鐠誤。 陳。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 ，闡述清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旄行的高壓和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懷柔措泥 。 對租關歷史認識膚 相關的實料；
淺，內容失衡，錯漏亦多。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或內容完全 完全誤解題旨； 0-1

失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淆。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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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鄯：十九世紀中葉至＝十慍紀末（下列三疇，逵笞一矚）

5. (a)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改革重點有什麼不同？試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從
教育和軍事兩方面加以比較。(10分）

． 教育方面：洋務運動改革重點是集中訓練跟改革項目租關的人才，並未問
展全面的教育革新，如設立同文館丶廢方言館培奏翻譯和外交人才；設機
器學堂， 訓練軍事人才；派往英 丶 美 、 德等國留學的學生亦以學習機器 丶
鐵路丶 法律和造船等洋務為主等。 維新運動則進而在制度層面進行革新，
如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入股文，並特設經濟科；又在學制層面設京師大學
堂及中 、 小學堂等。

． 軍事方面：洋務運動側重器物層面的改革，生産以 「 船堅砲，利」的軍事武
器為主， 如資料－所示在J:..海丶 南京 丶 天津三地設局生至槍砲， 福州描政
局製造描艦；維新運動則從器物層面延伸至制度革新層面，如整頻軍隊編
制 ， 裁減綠營；練新式海 、 陸軍，培訓新式軍事人才；改革武舉制度， 改
試槍砲等。

評分讜則

內容 l搣念 籠力衰珮 所得分薑

考生充分認識洋務運動和維新運 能扣緊題旨； 9-10

動的內容；援引詳盡史事比較.:::..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
者在教育和軍事兩方面的改革重 正嚀及租關的資料；
點，論據具說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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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內 能掌握題旨； 7-8

容有正堢認識，當試比較二者在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教育和軍事兩方面的改革重點，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援引史事說明 ，但務欠豊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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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內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容有基本認識，比較二者在教育 內容基本 切題及正噓，但稍欠均
和軍事兩方面的改革重點時有欠 衡；
均 衡 ，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表達一般，顧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明 。 以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

不一致，或過分荼重史T的鋪陳。

考生對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內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容只有槔疏的理解 ，未能比較二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者在教有和軍事兩方面的改革重 棓關的資料；
點及運用史事說明 。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對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內 完全誤鮮題旨； 。-1

容毫無認識， 亦未能比較二者在 內容實乏及l或不切題；

教育和軍事兩方面的改革重點；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完全沒有援引史事說明 ， 甚至離

題。

39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b) (i)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解釋維新派如何導致維新運動的失敗 ．
(5分）

． 維新派急於求成，缺乏實際政治經驗， 主張速變 、 全變，在埜個
維新運動的百多天內 ， 頒佈了一百一十多項政令， 令官吏雞以執
行，人民亦無所適從。

． 維新派毫不考扈變法對其他A的影舉， 不少改革措泥， 如廢除八
股文損害準備科舉考試的士人而遭士子反對；裁撤冗員和重疊衙
門觸發官吏激烈反對；裁減綠營激發士兵的不滿，導致維新運動的
失敗 。

(ii)承上題，除了維新派外，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對維新運動的失敗須負上什
麼責任? (10分）

． 光緒帝的責任：光緒帝雖有圖強救國之心，惜識見不足， 又欠韜咯，
未能統籌全局 。 此外，光緒帝雖已臘政，但欠缺實楫， 企圖利用改
革，超用新人，奪回楫力，令他與患禧太后的楫力鬥爭越演越烈。

． 崽禧太后的責任：患禧太后雖然讓光緒帝扭行改革，然自變法開始 ，
.=..A. 的關係日趨惡劣 ，朝臣隠然分成 「 帝窯」和 「 后窯」 ，其中不

少中央要員和地方官僚深知慈禧仍緊握軍政大楫，對新政多持襯望 ，
甚至拖延不理，専致新政無從落實；患禧太后終而聯同榮祿， 幽禁
光緒帝， 捕殺維新人士，維新運動因而結束。

40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評分準則

內容／概念 龍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充分認識光緒帝和慈禧太后 能扣緊題旨； 9-10

在維新運動的角色， 能多角度分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 能有效運用
析..::. A. 導致改革失敗的責任；援 正喵及租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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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致，願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在維新 能掌握題旨； 7-8

運動的角色有正璀認識，宙試多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角度分析二人導致改革失敗的責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任；援引史事說明 ， 但稍欠豐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的間
瞻。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的

議論。

考生對光緒帝和患禧太后在維新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運動的角色有綦本認識，分析二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但稍欠均
人導致改革失敗的責任時有欠均 衡；
衡，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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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著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對光緒帝和息搪太后在維新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運動的角色只有槔疏的理解，未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

能多角度分析二人導致改革失敗 租闢的資料；
的責任及運用史事說明。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考生對光緒帝和惡禧太后在維新 完全誤鮮題旨； 0-1

運動的角色毫無認識， 亦未能分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析.::. A.. 導致改革失敗的責任；完 鈕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全沒有援引史 事說明 ， 甚至離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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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10分）

．蘇俄政椎建立不久，遭國內外勢力 反對， 遂積極尋求國際盟國，國民鶯成
為拉攏對象。 蘇俄先後派特使馬林和越飛與孫中山商談， 最後達成《孫文

越飛宣言》 ，促成國共兩黛合作。
．孫中山在歷次反對軍閥的活動中屢遭挫折， 如護法之役 、 粵系軍閥陳炯明

叛變等 ， 令亻也認識到國民窯必多頁建立自己的軍隊。 而孫中山認為國民業內
人員過於複雜，群眾基礎簿弱 ， 需要改紐和尋找合作伙伴 ，於是決定與共
產鯊合作，取得，蘇俄在建立軍隊和國民棠改維的支持。

評分導則

內容／概念 能力表現 所得分鐓

考生充分認識民初政局下國際共 能扣緊題旨； 9-10

窯與國民棠的發展，多角度分析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
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援引詳 正璀及相關的資料；
盡史事說明 ，論據具說服力。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一

致，顧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民初政局下國際共煮與國 能掌握題旨； 7-8

民窯的發展有正碟認識，咁試多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角度分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原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因；援� 引 史 事 說 明 ， 但稍欠豐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的間
瞻。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的議

.>-
5

J,. 明 °

考生對民初政局下國際共黨與國 對題旨了解一般； 4-6

民黛的發展有基本認識，分析國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 ， 但稍欠均
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時有欠均 衡；
衡，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表達一般，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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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薯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對民初政局下國際共索與國 對題旨了解不足； 2-3

民窯的發展只有雜疏的 理解，立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場含糊，未能多角度分析國共第 關的資料；
一次合作的原因；未能運用史事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說明 。

考生對民初政局下國際共常與國 完全誤解題旨； 0-1 

民鱉的發展毫無認識， 亦未能分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完全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沒有援引史事說明 ， 甚至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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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1924年至1935年期間國共關係的變亻b •
(15分）

• 1924年， 國共兩鷺虞於合作關係。 「 聯俄容共」政策下 ， 國民黛與共
産黛合作， 在蘇俄協助下於廢iii成立中國國民黛陸軍軍官學校， 又稱
黃埔軍校；聘蘇俄軍官作顧問，容許共産黛員入校就讀和任教， 以訓
練軍事人才，為北伐其定綦礎。

• 1927年， 國共兩黛處於玻裂關係。 北伐初期進展順利，1927年初國民
政府遷都武漢。 然而， 國民黛內部因 「 聯俄容共」政策發生分裂， 以
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黛於4月宣布「清業」，在上海 丶廢州等地緝捕共彥
窯員。 其後在南京另立政府， 開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 噹時仍與共産
窯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 與南京政府形成對峙， 造成「寧漢分裂」。

• 1935年， 國共兩黛處於敵對關係。 北伐完成後，蔣介石先後在1930年
至1934年間對共產黛中央根據地發動了五次囝攻， 中央缸軍在第五次
圜攻時撤離根據地，轉戰濱州 、 四）l丨等地。

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衰環 所得分薑

考生對資料二有透徹的理解，並 能扣緊題旨； 13-15

能緊扣題旨， 準苲地引用租關史 答案完備， 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
實， 闡析國共闢係的變化。 內容 正苲及租關的實料；
豊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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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實料二有透掀的理鮮，並 能掌握題旨； 10-12

能緊扣題旨， 準堢地引用史實。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惜未能廣泛援引史事闡析國共關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係的變化。 整體而言 ， 表達清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的問
晰，所引史亻列無重大鐠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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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題旨了鮮一般； 6-9

能有效運用 資料.::.及棓關史實，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璀， 但稍欠均
闡析國共關係的變化。 內容略欠 衡；
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 加
明 。 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表達 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一致，或過分考重史實的鋪陳。

考生未能準璀理解題旨， 未能有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效運用 實料-=-及租關史實， 闡析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國共關係的變化。 對相關歷史認 關的資料；
識膚淺，內容失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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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誤鮮題旨； 0-2

失衡，或論據頗多錯誤，史事混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淆。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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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i)資料－所示的事件－和事件二分別是指哪雨場政治運動? (2分）

． 事件 一 ：整風運動／嗚放運動／整風嗎放(1分）
． 事件二：反右派鬥爭／反右運動(1分）

(ii)承上題，試分別說明兩場政治運動的成因。(8分）

． 事件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雖然取得一定成就 ， 但政府內部在
一 五計劃後出現脫離群眾等的腐化問題；加上推行連串政治運動 ， 令
社會累積不滿 。 毛澤束為整頼幹部作風 ， 決定展開 「 整風運動」 ， 公
開邀請民主黛派和各界知識分子對共彥業提出批評 ， 幫助共彥黛整風。

． 事件二：在 「 整風運動」期間 ，政府嵒明 「 言者無罪 ， 聞者足戒」 ，
知識分子 丶 民主窯派人士 丶黛政幹部紛紛針對共産業的領導和社會主
義路線提出質疑和批評。 由於批評太過激烈 ， 超越了領導人的容許範
圜 ， 結果毛澤束宣告 「 整風運動」終結 ， 「 反右派門爭」開始 。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大躍适」為什麼不能達致「糧食多了，鋼鐵
多了」的目檁? (15分）

． 大躍進期間 ， 在農業方面 ， 毛澤束提倡 「 以槿為綱」 ， 期望大褔增加種食
産量。 全國展開農業産量比瘠 ， 捅言 「 人有多大膽 ， 地有多大（高）產」 ，

又發展「衛星田」 ， 推廣「深耕密植」。 由於方法有違生産規律，雞以達
成上級的生產指標 ， 各池地方政府虞赧誇大成果 。 圖－及圖二即為虛措誇
大衛星田産量的照片和報道 ， 反映社會形成浮誇風氣 。 而虛假實料誤導領
導人過分樂襯而追加脫離現實的經濟技標 ， 令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 大躍進期間 ，在工業方面提倡 「 以鋼為綱」 ， 重點提升銅鐵産量 ， 發動
「 全民大煉鋼」運動。 圖三反映人民以小高爐煉鐵 ， 全國日以繼夜以土法

煉鋼 ， 但由於原料不足 ， 技術水平低， 煉出來的銅鐵質量太差 ，多為廢
鐵 ， 造成嚴重浪蕢。 與此同時，由於人民忙於大煉鋼而荒廢農作， 令裏産
量進 一 步受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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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續則

內窖1概念 籠力衰珮 所得分薑

考生對實料二圖一至圖三有透撮 能扣緊題旨； 13-15

的理鮮，並能緊扣題旨 ，準嚀拖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 ，能有效運用
引用租關史實， 闡析大躓進的措 ..iE苲及棓關的資料；
詭為什麼不能達致目標 。 內容豊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

瞻，條理分明 。 致，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考生對實料二圄一至圓三有透獵 能掌握題旨； 10-12

的理屏，並能緊扣題旨 ， 闡析大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躍進的措泥為什麼不能 達 致 目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標 。 惜未能廢泛援引史實說明 。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的問
整體而言 ， 表達清晰 ，所引史例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的議

無重大鐠誤· 論。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挂的了解，未 對題旨了解一般； 6-9

能有致還用實料=-圖一至圖三及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4.' 但稍欠均

租關史,.. ' 闡析大躍進的措泥為 衡；

什麼不能達致目標 。 內容咯欠均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明 。 整髖而言 ， 尚能切題， 表達 一致，或過分璿重史實的鋪陳。

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未能準嚀理屏題旨 ，未能有 對題旨了鮮不足； 3-5

效運用實料二圖一至圖三及租關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史• · 闡析大躍進的措范為什麼 關的實料；
不能達致目標 。 對租關歴史認識 表達能力薄弱，諭點嚴重矛盾·

膚淺，內容失衡，錯漏亦多。

考生答卷偏離題旨 ， 或內容完全 完全誤鮮題旨； 0-2

失衡，或論據頗多鐠誤， 史事混 內容寅乏及I或不切題；

淆。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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