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評巻蓼考
全巻共＊輩元，每軍元各設三鬮。考生從所噩的一儸蠶元中矚笞爾矚，共笞爾颺完巻，每
矚佔25分。
軍元一：＝十世紀中國幗鏑文 ft 的讎晨：承．龔轉變
1.

．．
．

(a)試就下列爾方面，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10分）
西方新思潮的傳人
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
西方新思潮的傳入：
清末民初鉫譯事業日趨蓬勃，傳入進化論丶 民主思想 丶科學思想 丶實驗主義丶無政
府主義等，衝擊傳統價值，動搖儒家椎咸，由是出現各種論爭，探求政治 、社會與
文11:;等方面的變革。
清末民初留學海外者眾， 引進很多面方新思想。 不少留學生（如陳獨秀丶 胡適等）更
成為拉動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

．

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
:Jb京大學學風自由，兼容並包，維謾傳統的學者（如梁漱溟 丶辜鴻銘等）與反傳統
•
的學者（如陳狷秀、 胡適、，魯迅等）都縵聘任， 不同思想遂得以傳播。
五四時期， 主要由北大師生出阪的刊物，如（新青年） 、 （每週評綸） 、 （新潮）

．

等，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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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續則
內容／釁念

籠力衰璟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有
深入而具鱧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就
面方新思潮的傳入和北京大學的自由
學風兩方面作深入而具髖的分析。 內容
豊贍，條理分明，立場鮮明，能夠從多
角度進行分析，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 有效運用正璀
租關之資料；
表達清晰 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 一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9-10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有
具髖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就西方
新思潮的傳入和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
兩方面 ，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全文緊扣
題旨 ，分析深入， 惜未能厝泛援引資
料，部分論據欠完備；但整髖 而言，表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
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夾雜
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租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抗之議論。

7-8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尚
有槔略的認識，但未能平衡地兼顧面方
新思潮的傳入和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
兩方面作答。未能從多角度進行分析；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
不盡理想； 或部分論據矛盾。 整髖而
言，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棒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 及正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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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認
識膚淺，也未能適噹池引用 史事 ，就西
方新思潮的傳入和北京大學的自由學
風兩方面作答。分析流於表面 。作答內
容失衡，未能適噹兼顧各論點作答，或
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五四新
文化運動之出現。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亦多。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關
之資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 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的背景毫
無認識，未能就面方新思潮的傳入和北
京大學的自由學風兩方面作答。記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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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 ，錯漏甚多。忽咯題旨，胡亂分析，
立場不定，或自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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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試闡析胡邇以科學蔓理國故的主張及其貢獻。

(15分）

以科學墊理國故的主張：
「
胡適倡導 畊究問題，輪入學理，埜理國故，再造文明」 。
胡適認為中國過去的一切歴史文11:.都是國故，我們慮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絲。
胡適受面方實鼇主義的影舉，主張運用面方的學科分類系統和可究方法，將國故
「
分「1別類， 並以 大膽假設， 小心求讒」的態度， 以批判的角度重新評估國故的
價值。

．．

以科學整理國故的貢獻：
胡適對古典文學進行了可究和整理，對（水滸傳）和（缸棲萘）的考禕某有成杲 。
胡適對中國思想如先泰諸子和佛教等都進行了珊究和整理， （中國哲學史大綱）
是第一部以面方哲學方法分析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續作，對中國思想的發展提出
T不少新見解．
北大對整理國故積桓響慮， 成立了北京大學趼究所國學門，成為了埜理國故的專

．

,1機措，以後陸續有類似機楫的建立，為推動中國學術趼究現代化發撣作用

。

評分皐則
內審／釁念

籠力衰環

所得分鸝

考生對胡適以科學整理國故的主張及 能扣緊題旨；
其實獻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璀
題旨，準苲地引用棓關史事，作詳盡分 租關之實料；
析。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立場鮮明，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能夠從多方面加以闡析 ，立論充實有 廎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度，令人信服 。

13-15

考生對胡適以科學整理國故的主張及
共實獻有具蔻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
作答，從多方面加以闡析。全文緊扣題
旨作深入的分析 ， 惜未能廢泛援引史
事，部分綸據欠完備；但整體而言，表
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
漏 。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雜
鏵誤材料及I或重奐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綸·

10-12

考生對胡適以科學埜理國故的主張及
其貢獻有禪略的認識，但未能引用租關
史實， 深入而具體比從多方面加以闡
析。 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簡單說明，史論喆合不盡理想，或部分
論據矛盾；但整羆而言，表達尚可，內
容無重大饉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瑋，但稽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議
論及I或分析 ，但 論誌或前後不一致，

6-9

考生對胡適以科學墊理國故的主張及
共實獻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邃用史
事，分析流於表面。作答內容失衡，或
避重就輒，或不理會題旨，泛述胡適的
思想及其貢獻。 內容空洞無物，鏵漏亦
多。

對題旨了屏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棓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

3-5

考生對胡通以科學埜理國故的主張及
其實獻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鏵温某
多 。 忽略題旨，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
定，或自棓矛盾 。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尙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2

或過分璿重史實之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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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五四時期主張西化的知識分子衝擊中國傳統文化，當時秉持儒家文亻b的保守主義學
者如何回應? (10 分）

．．

評分導則

噹時的保守主義學者認為傳統文化仍有彌足珍實的價值，不慮全部否定。
當時的保守主義學者並不反對西學， 只反對全面否定傳統， 主張兼取中西文明的精
華，彼此融會賞通。

內容／概念

籠力表璟

考生對五因時期保守主義學者如何回
應主張西化的說法有深入而具髖的認
識，並能緊扣題旨， 準噓地引用桓關
資料，全面而均衡地作深入闡述。 內
容豊贍，條理分明。 立場鮮明，能夠
從多角度進行闡述，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 ，能有效運用正
確租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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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對五因時期保守主義學者如何回
應主張西化的說法有具鱧的認識，並

能掌扳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 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相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7-8

考生對五四時期保守主義學者如何回
慮主張面 11:. 的說法有槔咯的認識，但
未能從多角度進行闡述；或只能援引
史事作簡單說明 ， 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或部分論據矛盾 。 整螳而言 ，表
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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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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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璿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五因時期保守主義學者如何回
應主張面 1t. 的說法認識膚淺 ，也未能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 ，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對五因時期保守主義學者如何回
應主張西化的說法毫無認識，或記憶
混亂，錯漏甚多。 忽咯題旨， 胡亂分
析評論，立場不定，或自相矛盾。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1

能按題旨要求，從多角度進行闡述。
惜未能麿泛援引資料，部分論據欠完
備；但整蔻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
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適當地運用資料及史事。 作答內容失
衡，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 泛
論五四時期的係守主義。 內容空洞無
物，錯漏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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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根據資料

評分讜則

一
，闡析當時新儒家學者對中國文亻b的看法。(15分）

新儒家學者旁定中國文化是活的生命，人們慮該對中國文化存有同咸心，抱薯敬恋

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進而肩負承傳中國文化的使命。
新儒家學者重視道德價值，甚至超越個人的生命，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不是
推到神的意旨J:.。
新儒家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應接受西方民主 、科學與實用技術，使這活的生命進一步
發展。

內容／概念

籠力表琨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對噹時
新儒家學者對中國文11::. 的看法有深入
而具體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嚀
地引用租闞資料 ，全面而均衡地作深
入分析。 內容豊贍，條理分明 。 立場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 ，能有效運用正
嚀租關之資料；

13-15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喧約理解，對噹時
新儒家學者對中國文亻b的看法有具髖
的認識，並能按題旨要求，從多角度
加以闡析。 惜未能廢泛援引資料，部
分 論掂欠完備；但整髖而言 ，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10-12

考生對實料一有概拮的了鮮，對噹時
新儒家學者對中國文1t. 的看法有槔咯
的認識，但未能從多角度進行分析；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史論結
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 矛盾。 整髖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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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考生常試對試題加 以
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暕。

6-9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實料－ ，對當時新
儒家學者對中 國 文亻b的看法 認識膚
淺，也未能適當地運用資料及史事。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
會題旨，泛論新儒家學者的思想 。 內
容空洞無物，錯漏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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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內容，對噹時新儒
家學者對中國文亻b的看法毫無認識，
或記憶混亂，錯漏甚多。 忽咯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2

鮮明，能夠從多角度加以闡析，立論
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胡亂分析評論，立場不定，或自棓矛

所得分鐓

表 達清晰而 具說服力，立論 前後一
致， 願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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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析論傳統文化於「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期間在中國內
地所受到的衝擊。 (25分）

．

．
•

「文革」期間，爆痊了 「 波四若」運動，捧稱一切瘡思想 丶舊文化、舊風俗丶舊薯慣都是
由剝削階級製造出來毒窖人民的，要全面否定，微底碟除。
缸衛兵四出串連，大肆啟壞古蹟文物，搗毀才十佛塑像．丶牌坊 丶 石磗、逗穴等，企圖全面波
壞禧文,ft,' 而以烏新的無産階絨新思想、新文化丶新風俗丶新習慣取代。 大量書籍文獻被
焚燒，學者被批鬥，學術所究停頻，傳統文1t.的承傳遭割斷。
1974年爆痊「批林批孔」運動，孔子被描繪為楫端膚朽的沒落炆隸主厝級代表，開倒車，
搞復辟，掛璿「仁者瓷人」的虞偽面孔，誅殺改革者（如少正卯） ，打壓改革的力量。
「
四人幫」大搞彩射史學，打擊政敵，學術趼究只能根據政治教條，成為批門政敵的工具。
不少學者受到批鬥，有受璿不人道的表期折磨而身心痛苦不堪，有受不越批鬥而放棄立場。
孔子被全面否定，代表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受到空前的衝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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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讜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環

考生對資料一有透徹的理解，對傳統
文化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內比

22-25

所受的衝擊有深入而具髖的認識，並
能緊 扣題旨，準嚀地引用棓關資料，
全面而均衡地作深入析 論 。 內容豊
贍，條理分明 。 立場鮮明 ，能夠從多
角度進行�析論， 立論充實有度，令人．
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 ，能有效運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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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哦的理解，對傳統
文化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內地
所受的衝擊有具髖的認識，並能按題
旨要求，從多角度進行析論。全文緊
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惜未能廢泛援
引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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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雜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渴；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租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16-21

考生對資料一有概拮的了解，對傳統
文化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內比
所受的衝擊有槔略的認識，但未能從
多角度進行析論；或只能援引史事作
簡單說明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
分論據矛盾。 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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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議論及I或分析，但綸點或前後不一
致，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10-15

考生未能準嚀理樺資料－ ，對傳統文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6-9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5

化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內地所
受的衝擊認識膚淺，也未能適噹地運
用資料及史事。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
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泛論「文化大
革命」的影零。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亦多。

考生未能理解資料內容，對傳統文化
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內地所受
的衝擊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漏
甚多。 忽略題旨， 胡亂分析評論， 立
場不定，或自棓矛盾。

所得分皺

關之資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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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元＝：地瑊貝資矚運用
4.

(a)

有人認為隋唐時期黃河中游氣候温濕，土壞肥沃· 加上天然河瀘交鐠·有利當地農

．
．
．

耕文亻b的孕育。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評分譫則

盆地氣候租對温和 ， 加上隋唐時代適值中國史上氣候温暖濕潤期 ， 自然災窖較
少 ，水稻 、蠶桑等南方作物也能栽種，適合孕育晨耕文化。
黃河中游.±.壞肥沃，如含有氮 丶磷丶鉀等癢份，有矛1農耕， 具備孕育古代梟耕
文1t.的先決條件 。
在天然河道方面 ，關中八）11如渭水、 涇水等縱模交鏵， 支流蕤囯足以灌溉關中
不少扆田 。

內喜 l 釁念

籠力衰礪

考生能援引史實 ，分析隋麿時期黃
河中游孕育晨耕文1t.的優勢 · 考生
對黃河中游的氣候 丶 土質 ｀ 水利問
題有所掌握。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堢棓關之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一
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 能 力。

考生暸屏隋唐時期黃河中游孕育晨 能掌握題旨；
耕文1t. 的 優勢 ， 對黃河中游的氣 內容 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候 丶 土質 丶 水利問題有所認識· 答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案均衡 ， 惜分析有欠全面 。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論。

所得分薑
9-10

7-8

考生對陸唐時期黃河中游孕育農耕
文亻b的優勢有綦本認識， 惜立論欠
多角度 ， 部分·論點呈肯尾不能一噴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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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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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有關內容理榫槔疏 ， 未能闡
釋隋唐時期黃河中游孕育扆耕文1t.
的侵勢；未能援引棓關史實作答 ，
綸述矛盾；或答案失衡。

對題旨了 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 ，諭點嚴重矛盾 。

2-3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 ， 未能援引棓關 完全誤解題旨；
史實支持立掄， 不能鮮釋隋唐時期 內容尙乏及I或不切題；
黃河中游孕育扆耕文1t. 的優勢；對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內容莊無頤緒；或答案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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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根據資料

．
．

．

評分讓則

－

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唐宋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15分）

資料 －和實料二顔示了唐代自安史之亂後， 加上河北藩鎮戰火不斷，人民逃難南
下， 經濟重心自江北下移至江淮－帶。 唐代政府在北方藩鎮自攪財政描後，就收
日形枯竭， 經．濟遂依賴江淮地區藩鎮支持，故也樂意支持南方經濟，其中淮南地
區經濟更得飛躍發展 。
實料一圖一顯示安史之亂後人口 、 水利重心由黃淮海地區轉移至淮南 丶 太湖地
區，有利淮南 、 太湖區域農業的發展 。
北宋版圖受立國條件所限制，急需閒發南方土地；噹時首都一切開支用度，幾全
仰給於江南，加上遼 丶 金 、 西夏的威脅，令農業生産進一步受阻 ，驅使更多百姓
偏向緊榮的江南地區居住。
隋代大運河賞通南北，既給與百姓移徙之便，也令南方經濟支援 北方。故籍戰亂
關係，人民大舉遷移。安史之亂前，户口接近九百萬，其中北方人口仍然佔多數，
北宋太宗時， 南方人口已超逾北方， 由北宋中萘杵宗至宋末徽宗時，南方人口 －
直維持薯百份之六十六以上的優勢。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珮

考生對唐宋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有
深入認識，並能援引資料，以戰爭丶
經濟 、 運河及土地問題作答。 答案
詳盡，有獨特見鮮。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豐瞻 ， 能有效運用
正璀桔關之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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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15

考生對唐宋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有 能掌握題旨；
一定認識 ， 能引述資料內容， 扣題 內容切題， 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
作答。 但內容欠深入；或未能掌握 夾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 分明 ， 對相關之間
資料間之關係 ；或分析有欠全面 。
題能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
議論。

I 0-12

所得分鐓

考生對唐宋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有
基本認識， 能概拮解釋演變重點。
惜立論欠多角度， 部分論點呈首尾
不能一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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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

6-9

考生對有關資料理解樺疏，解釋欠
多角度， 講述內容太簡單；或答案
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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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 未能根據相關
資料 支持立論， 不能 掌握兩朝經濟
重心南移的碁本狀況；或只能抄錄
資料為答案，或答案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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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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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資料－、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從人口 、商業｀交適、海上貿易四方面，析論
南宋臨安繁盛的由來。(25分）

．

．

．
．
．

人口方面 ， 早在北宋末年已達23萬户 ， 是南方人口最多的州郡 。 南宋初年， 由開封隨
闆南下的款十萬官吏 丶 士兵及其家眷，據資料三所指 ，人口高達150萬。
商業方面 ， 因臨安既是首都，也是國際城巿，人口眾多，內需百貨雲集，外需夸侈品堆
積；臨安既是全國絲織中心， 同時也是印刷業重鎮，此外造描業發達，城中有米市丶輾
市等各專門巿場17個。 南方經濟富庶 ， 上下沉溺於享樂 ， 這風氣驅使服務行業蓬勃發
展，正如實料三所指 ，臨安有各種遊戲場所23個， 內藏歌娘名婦的酒棲11家，其餘飯
館、歌館無數。
實料三才屑出首都面積狹窄，人口活動往往越出城區 ，伸展至西湖和運河區 ，帶動近郊經
濟興旺，推動周邊鎮市興超，臨安鄰近的浙江巿丶 北郭巿丶 范浦鎮市等均是；而這些新
興商業鎮市是臨安城向外擔張的商業綱 。
交通方面，杭州在大運河終點，其他地區特庄丶貢品容易送抵臨安；資料三顔示自蘇州丶
湖州、當州丶秀卅及淮南丶江面丶湖南丶 兩廢每天運米萬石入京，海鮮水産 丶柴炭日用
都沿江河運達首都。 又根據資料－顯示，臨安域內運河交錯，道路綱絡四通八達，賞通
面湖及錢塘江 ，交通丶運輸 丶旅遊均便利 。
至於海上貿易， 由臨安駁通綫塘江入海，束北可往朝鮮丶 日本，南下束南亞，面往印度
及阿拉伯，海上交通發達，國際商貿頻縶；杭州市拖司令臨安成為南方重要商港，是絲
織、 瓷器外銷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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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續剛
所得分薑

內喜」欄念

籠力衰礪

考生能根據實料， 並援引史實在人
O 丶商業、交通丶海J:.實易四方面 ，
析論南宋臨安僚盛的曲來。考生理
鱔實料內容及實料間之關係，詳鈿
析諭臨 安在面積狹窄的不利因 素
下 ， 通過商業丶交通 丶 海上貿易等
因素令它成為國際瑊巿的原因。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
嚀棓關之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致， 顳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22-25

考生對南宋臨安縈盛的由來有一定 能掌握題旨；
認識， 能主接引述實料內容， 對因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方面都有深入剖析 。 惜或限於堆痂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漏；
實料，析論有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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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議
論。

16-21

考生碁本掌握回慮的內容， 對南宋
臨安螫盛的由來有碁本認識，但答
案中外囝原因較多 ， 未能直書晏
誌；或立論 欠多角度；部分 論點呈
苗尾不能一慣的現象·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 及正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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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 或過分璿重史實之鏽陳 ·

考生對棓關提問理鮮禪疏 ，鮮釋欠 對題旨了辨不足；
多角度，論點前後矛盾；或答案失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
衡。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 ， 論點巖重矛盾。
考生不能理鱔題旨 ， 未能援引棓關
實料支持立綸；或只能謄錄實料作
答；或答案最重失衡，某至離題。

完全誤鮄題旨；
內容寅乏及I或不 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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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五口通商以前，清代廣州商貿發展一枝獨秀。試就政治｀經濟和地理三方面加以闡析。
(15分）

．

．

．

評分潭則

政治方面：清乾隆22年(1757年）因洪任輝事件撒去寧波丶漳州丶雲台山等海閼，
為集中管理 外商關係，獨留粵海闢，把廣州列為淮一對外通商口岸。在一口通商
政策下，外商雲禁廣州，除專「1運銷歐具貨品的「外洋行」外， 還有虞理南洋商
貿的 「 本港行」及處理福建、 潮州土貨的 「 福潮行」，說明政治事件進一步提升
廣州國內外的商貿地位。
經濟方面：正因交通發達，珠三角地區所種植的農作物為廣州提供內外轉0的貨
源。全國各地絲織、 瓷器 、茶萘等貨品都在此集中出口 ， 甚至西南省份如雲南 丶
四JI丨等特産也籍內河之利運抵廣州外銷。
地理方面：厝州位處中外交通要衝， 由其港 口出發，藉季風之利，南行可往束南
亞， 西行至印度洋，商抽抵達印度丶 西亞等地區 ，亦可乘季風之利往東北如日本
等地區。厝州港在珠江三角洲北部，三江匯聚，是河港，亦是海港，國內外交通
便利。

內容」概念

考生對清代五口通商以前廣州商貿
發展一枝獨秀的原因有深入認識 ，
能在政治 丶 經濟和地理三方面加以
闡析。

籠力表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
哦相關之資料；
表達 清晰而具說服力 ，立論前後一
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考生對清代五口通商以前廣卅商貿 能掌握題旨；
發展一枝玀秀的原因有所認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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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答案均衡 ， 惜分析有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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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JIil
。

所得分皺
13-15

10-12

考生對清代五口通商以前廣州商貿
發展一枝獨秀的原因有基本認識，
能概拮解釋演變重點。 惜立論欠多
角度 ， 部分論點呈首尾不能一賞的
現象。

對題旨了解一般 ；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zj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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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鋪陳。

6-9

考生對有關內容理解槔疏 ， 未能闡
析五口通商以前廣州商貿發展一枝
玀秀的原因，論述矛盾；或答案失
衡。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關之資料；
表達 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不能理鮮題旨 ， 以非清代廣州 完全誤鮮題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資料作答；或答案嚴重失衡。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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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自（南京條約）簽訂後，廣州發展為清代南方最方便接觸和認識外國政治思想、教育
和宗教的地方· 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10分）

．

．

在政治思想 方面， 因廣州經當屯集大量外國人，西方思想及制度影零噹時廣束知
識分子茜深， 包拮晚清康有為丶 梁啟超丶孫中山等。
在教育方面，嶺南大學前身格致書「完得以創立 ，得力於傳教士以傳教為目的在廣

-Jii興學，此外，中小學、女子 中學丶博濟罄院 丶 南華翳科學校都棓繼開辦，孫中
山更是後者的學生；中國人受西方文化影攀而在廢-J+I創辦的新式學堂如廢方言館
最為荅名 。 在出洋留學方面，留美幼童大半都來自廣束省籍。
晚清期間，天主教及基督教以廣州為踏腳石，在厝州以至廣束地區興建大量教堂 ，
西方宗教得以廣泛地在中國傳播。

評分津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考生能緊扣「南方最 方便接觸和認
識」 一 事， 在外國政治思想 、教育
和宗教三方面正璀指出廣州 受影零
的例子，並援引足夠史實加以說明。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瞻，能有效運用正

所得分鐓
9-10

璀棓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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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頗能指出廢州在外 國政 治 思 能掌握題旨；
想 、教育和宗教三方面受影零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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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 但援引史實方面則未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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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洞
。

7-8

考生尚能指出廣 州受外國政治思 對題旨了解 一 般 ；
想 丶 教育 和 宗教三方 面影舉的例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表達 一 般，颜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子 ，但援引史實欠佳。
議論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致 ， 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未能均衡作答。未能充份了解
政治思想 、教育和宗教三方面 對廣
州的影響。援引史實方面欠佳。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 目不租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2-3

答案嚴重失衡。離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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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時代真細識分子
7.

．
．
．

(a)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原因。(15分）
完成父志：漢武帝於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身為太史的司馬談未能隨行，憂憤成疾。司

馬遷在父親臨終前， 答慮完成父親未能整理文獻、記錄史事的心願。最後，司馬遷以

撰逑《史記〉以完父親遺願。

繼承《春秋》：司馬遷讚搔《春秋》有昌明世間教亻b的作用，故希望透過撰寫《史記》，

繼承孔子撰 《春秋》的精神。

遭受橫禍：天漢二年，司馬遷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將軍說情而觸怒武帝，被處以肩刑 。
面對如此大辱， 司馬遷以周文王 丶孔子 丶 屈原等聖情的遭遇自勉，忍辱負重，發憤培

述《史記〉 ，完成大業。
評分導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珮

考生對司馬遷撰《史記》的原因有正璀
而 深入的理解，並能緊扣資料恰噹地援
引史實，詳鈿分析司馬遷完成父志丶繼
承《春秋〉及遭受橫禍而荅《史記〉的
原因。整髖而言， 全文緊扣實料及題旨
作深入分析，內容豊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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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哦
及租關之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13-15

考生對司馬遷撰《史記〉的原因有正堢
的理解，並能根據資料援引史實，闡析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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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相關之間題能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10-12

考生對司馬遷撰《史記〉的原因有基本
的理解，尚能根據資料，闡析司馬遷完
成父志、繼承《春秋〉及遭受橫禍而培
《史記〉的原因。惟只有舉列史料而欠
缺分析 ，或內容略欠均衡 ， 或舉例闕
如，只能約略道出大要。整體而言，尚
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鐠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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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顥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蟻
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一致，

6-9

考生*'.!I. 疏地複述資料中有關司馬遷撰 對題旨了解不足；
《史記》的原因。答案槔淺，欠缺史實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 租關
支持。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 之資料；
不理會題旨，泛論司馬遷撰作 《史記〉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司馬遷撰作《史 完全誤解題旨；
記）的原因毫無認識，錯漏甚多。忽略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不明 。

0-2

司馬遷完成父志丶繼承《春秋》及． 遺受
橫禍而藩《史記》的原因。全文緊扣題
旨，惜未能廢泛�援引資料與史實 ， 部
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表達清晰 ，
論有所據， 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

所得分皺

或過 分培重 史實之鋪陳。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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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司馬遷的經濟主張如何回應當時的問題• (10分）

評分潭則

面對漢武帝限制私營工商業發展的做法，司馬遷卻主張農丶虞丶工、商四業並重，

大談工商經營，拉出善營商者轉瞬致富，不善者傾產玻家，肯定商人對國家的貢獻，
故立《貨殖列傳） 。

司馬遷反對漢武帝專賣制度，認為是與民爭利。他主張 國家應採用自由放任的經濟
政策， 順其社會條件，讓人民各取所需，因為只有百姓生活安定富足，方能促進國
富。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珮

考生對司馬遷的經濟主張有正璫而深
入的理屏，並能緊扣實料 ，準哦援引
相關史例，詳鈿分析司馬遷重視，商業及
倡専放任的經濟主張如何回慮噹時 的
問題。整體而言，內容豐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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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運用正璀
相關之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對司馬遷的經濟主張有正璀的理
解，並能回應資料 ， 分析 司馬遷重視
商業及倡導放任的經濟主張如何回應
噹時的問題。全文緊扣題旨作答，惜未
能廢泛援引實料，部分綸據欠完備。 整
盤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
例 無重大缺漏。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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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租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 有理據之議論。

7-8

考生對資料及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有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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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荅重 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資料理解槔疏，對司馬遷的經濟
主張及時代問題認識膚淺，亦未能運用
史例說明，暕述表面。作答 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內容空洞
無物，鏵漏亦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租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

2云3

本的理鮮，嚐試引用桓關史例，分析司
馬遷的經濟主張，惟未能緊扣時代問題
作回慮。埜髖而言，內容咯欠均衡，或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
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盾；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未能援引租關資料 完全誤解題旨；
支持立論， 不能 解釋司馬遷的經濟主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
張；或各方面的答案嚴重失衡，茜至偏 維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離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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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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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試援引史實，就以下三項，析論哪一項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最關鍵因素？哪兩項較不重
要? (25分）

．

宋神宗決心動搖

朝中保守派反對
王安石用人不當

考生可循以下方向作答，並清楚析論每 一 項圀素對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重要性：
宋杵宗決心動搖：

•

．
．
．
．

認為最關鐽者：宋杵宗在改革之初 一 力支持王安石，對有抗拒變法之大臣或抵斥或里之不

理。神宗在太后的勸閂下，對新政態度曾一 度動搖。王安石更兩遭罷棓，遂亻吏改革派勢力
大挫，影響新法的推行。

認為較不重妻者：杵宗對變法決·� 雖曾動搖

，

但終杵宗一 朝，變法仍能持續推行

。

朝中保守派反對：

認為最關鐽者：王安石變法被拷威壞槔宗之法，朝臣反對者如司馬光等利用各種方法風批

新法。哲宗年間，反對派執政後，變法一一 被廢，以致變法失敗告終。

認為較不重要者：保守派須仗賴君主的是用 ， 而才車宗對韓琦等保守派曾子以貶斥。

王安石用人不噹：

認為最關鋌者：王安石性格剛愎，不求人和，寧是用呂惠卿丶曾布等新人推行變法，此輩

不乏品行不良之士，遂亻史新法變成擾民之法，未能獲得百姓、比主 丶官僚的支持，最終走
向失敗。
認為較不重妻者：王安石越用的新人中，噹中不乏能幹之士，雖然支持變法動機不純

，

未

能同心同億，但仍能推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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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瀑則

內容 1 概念

龍力表璟

所得分皺

考生對題旨有深刻理解，正璀而深入地 能扣緊題旨；
析論三個因素與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 答案 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嚀
係。概拮而言，考生能詳鈿而有條理地 相關之資料；
析論宋神宗決心動搖 丶朝中保守派反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對、王安石用人不噹三者的重要性，有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一己立場。 一般而言， 內容豐贍，條理

22-25

考生對題旨有所掌握，正嚀地析論三個
因索與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係，析論尚
算均衡。考生能析論宋杵宗決心動搖 丶
朝中保守派反對、王安石用人不噹三者
的重要性，惟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髖而
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
重大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相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

16 -21

考生綦本掌握題旨，嚐試解說三個因素
與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係及重要性。一
般而言，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
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
部分論據矛盾 ；但整髓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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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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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署重史實之鋪陳。

10-15

考生 對題旨認識槔疏，對王安石變法失
敗的三個原因認識膚淺， 論點前後矛
盾；或各方面的答案失衡，未能說明三
者的重要性 。 一般而言 ，作答內容失
衡，或避重就輒，或不理會題旨。內容
空洞無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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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資料；
表達能力簿弱，論 點嚴重矛盾 。

6-9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考生 不能理解題旨，未能援引相關資料 完全誤鮮題旨；
支持立論，不能解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 內容貧乏及／或不切題；
原因；或各方面的答案嚴重失衡，甚至 維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偏離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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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維新變法前，梁啟超透過辦報和讚學宣揚其革新思想。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
．

(10分）

評分讓則

維新變法前，梁啟超於J:.海創辦《時務赧） ， 痊表《變法通蟻）等文聿， 闡釋
變法的合理性 ， 積極宣傳改革。
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坐任總教贊時，介紹民權丶 大同等襯念，以及保國 丶 保種 丶
係教的思想 。

內窖l槭念

籠力羲礪

考生對題旨有正苲而深入的理鮮，並能
緊扣實料，準苲援引租關史例， 詳鈿
說明維新變法前梁啟超透過辦赧和講
學宜捅其革新思想。整體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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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豊贍，能有效運用正喧
棓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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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題旨有正嚀的理解，並能 緊扣實
料，援引棓關史例， 說明維新變法前
梁啟超透過辨赧和講學宣捅其革新思
想。全文緊扣題旨作答，惜未能廢泛援
引實料， 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鱧而言，
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
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 並 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鏵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 租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 之議論。

考生對題旨有基本的理解，尚能回愿資
料，說明維新變法前梁啟超透過辦赧和
講學宣捅其革新思想。整髖而言，內容
咯欠均衡， 或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
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或部分論據矛
盾；表達 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 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苲，但臏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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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培重史 之錯陳。

考生對 實料理鮮禪疏，對 維新變法前梁
啟超透過辨赧和搆學宣捅其革 新思想
的認識膚淺，亦未能運用史例說明，陳
述表面。作答 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
或不理會題旨。 內容空洞無物，錯漏亦
多。

對題旨了鮮 不足；
內容 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關
之資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所得分薑

9-10

7-8

4-6

T

考生不能理鮮題旨，未能援引棓關實料 完全誤 解題旨；
支持立論，不能 說明維新變法前梁啟超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透過辦赧和搆學宜捅其革新思想；或各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方面的答案嚴重失衡，茜至偏離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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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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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析論以下兩段時期的政局與梁啟超個人經歷及其政治主張
的關係： (15分）
• 1899-1902年
• 1903-1911年
1899-1902年：

．

•

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丶梁啟超流亡海外。梁啟超在檀香山 、澳洲等地參與
海外保皇會事務， 會見各地華僑， 宣傳係皇立憲。
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受到維新失敗的刺激及革命思潮的影攀，一度認同以革命方式
救國，並企圖和孫中山等結盟。

1903-1911年：
• 1903年 梁啟超遊歷北美，了解共和政體與議會還舉的流弊， 提出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

．

國情，並在業報J:..與革命支持者展開筆戰。
自1906年清廷宜布君主立憲，獲得立憲派的支持，梁啟超積極配合，提出立憲的建議，
並於日本成立政聞社。後來恙識到清廷立憲的真正逸圄而撰文批評，並呼籲民眾參與
請願，要求加快立憲的步伐丶落實推行國會制度。

評分掌則

內客」概念

籠力表璟

考生對題旨有正璀而深入的理解，並能
根據實料援引租關史事，詳鈿析論在兩
段時期的政局與梁啟超個人經歷及其
政治主張的關係。整難而言，全文緊扣
實料及題旨作深入 析論，內容豊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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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租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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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對題旨有正哦的理解，並能根據資
料援引 棓關史事，析論在兩段時期的政
局與梁啟超個人經歷及其政治主張的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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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出有理據之蟻論。

10-12

考生對題旨有綦本的理解，尚能根據實
料，分析在兩段時期的政局與梁啟超個
人經歷及其政治主張的關係。惟內容咯
欠均衡，或舉例閼如，只能約咯道出大
要。整蔻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鱔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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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薯重史噴之鋪陳。

6-9

考生對題旨只有槔疏的認識，僅能就資
料略加說明。 答案 槔淺， 欠缺史實支
持。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
理會題旨，泛論在兩段時期的政局與梁
啟超個人經歴及其政治主張的關係。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 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梁啟超的政治主
張毫無認識，鏵温甚多。忽略題旨，胡
亂綜合 ，線索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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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關係。全文緊扣題旨 ，惜未能廢泛援
引實料 與史實 ， 部分論據欠完備；整
髖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 所引史
例無重大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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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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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元四：黼麿真政治責變
10.

(a)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北巍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原因• (10分）
•

•

評分譫則

:lb鎳入主中原後，鮮卑實族丶官僚大肆圈佔土地，梟民無以維生，紛紛逃亡。再加
上宗主趁機吞併土地，包底蔭户 ，蓄癢勢力，並影事國家收入。孝文帝遂推行均
田制以爭取浮游 、蔭户編户 ，鱔決裏民生計問題 ， 增加國家收入 ， 並打蘩豪強
勢力。
:lb氪違國前，北方經歴長期戰亂，人口減少，社會上出現大量荒地，形成民有餘力
而地不盡墾的情況，故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以屏決上述問題。

內窘 l 釁念

饑力羲礪

所得分薑

考生對實料一有正咋而深入 的理 能扣緊題旨；
解，並能準堢地援引史事，祥鈿分析 答案完備，內容豊贍，能有致運用正嚀
孝文帝捧行 均田制的原因 。整髖而 租關之實料；
言 ，內容豊瞻，條理分明 ，立綸充T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綸前後一致，
有度，令人信服。
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生對實料一有正堆的理屏，正嚀分 能掌握題旨；
析孝文帝扭行均田制的原因。惟未能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賡泛 援引史事，部分論據． 欠完備；墊 鏵誤材料及I或重妻遺漏；
盤而言，表達清晰，論有所據，所引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能
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蟻論。

7-8

考生 對實料一有楓挂和禪略的理
屏，簡咯分析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原
因 。惟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
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
或部分論據矛盾；整蔻而言，尚能切
題 ，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 鏵誤·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堢，但稽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蟻
論及I或分析 ，但綸點或前後不一致 ，
或過分璿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實料－及均田制的內容認識
膚淺，也未能運用租關史事，陳述表
面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或
不理會題旨，泛述均田制內容。內容
空洞無物 ，鐠漏亦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誌嚴重矛盾。

2-3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毫無認識，或記憶
混亂，鏵漏某多。忽略題旨， 胡亂分
析 ， 立場不定 ，或自棓矛盾。

完全誤榫題旨；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緝緘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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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均田制如何促造農業發展• (15分）

評分讓則

均田制按人T授田，男子丶婦女丶老少殘疾 丶家婦、奴婢丶耕牛均獲授田，擔大授
田對象，提升生至力，有助扆業痊展。
均田制規定只有桑田可留作世業田，但霉田 、麻田不准胃蕢， 按老免、身歿的情況
歸還政府，係讒1.±.不嚎工，讓百姓能安穩從事耕種，壓抑土地兼併，有利扆業的
務展．
均田制容許狹鄉人民遷往亢鄉，鼓勵閼墾荒地，亢鄉土地可以借給民眾耕種，促進
扆業痊展。

內窖 l 蠣念

籠力衰環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 有正苲而深入的
理鮮，並能根據實料=-'準苲池援引
史事，詳鈿析論均田制的內容如何促
進裏業務展。整髖而言， 內容 豊膽 ，
條理分明 ， 立綸充實有度 ， 令人侈
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嚀
租關之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論前後一致，
顓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13-15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有正苲的理鮮，並
能根據實料::.., .iE.� 析論均田制的內
容如何促進梟業發展。惟未能賡泛援
引史事 ， 部分論據欠完備 ；整體而
言，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
無重大缺漏 ．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 題，並大致均衡，答案 並無夾雜
鏵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棹關之問題 能
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10-12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有楓拉和槔略的
理鮮 ，略論均田制與促進扆 業的關
係。帷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史
事作簡單說明，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
或部分論據矛盾；埜體而言，尚能切
題 ，表達尚可， 內容無重大饉誤 。

對題旨了屏一般 ；
內容基本切題 及正嚀，但臏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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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薯重史實之鏽陳。

6-9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認識膚淺，也未能
運用棓關史事，陳述表面 。作答內容
失衡，或避重就輳，或不理會題旨，
泛述均田制內容。 內容空洞無物，鏵
漏亦多。

對題旨了鮮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I或 與題目不棹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 ，綸點最重矛盾。

3-5

考生對均田制內容毫無認識，或記憶 完全誤鱔題旨；
混亂，鏵漏某多。 忽略題旨， 胡亂分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析， 立場不定 ，或自桓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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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試從養兵寶用｀戰鬥力量兩方面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影響。(10分）
癢兵蕡用：宋代推行募兵制， 由國家負責一切軍蕡開支， 而宋代軍隊服役到老，士
兵款量不斷增加，造成冗兵充斥，開支龐大，對國家財政造成很大的壓力。
戰鬥力量 ：宋代募兵制沒有完善的退役制 度，朝廷每遇凶年饑荒，又會招募災民為
兵，以致軍隊質素參差，削弱軍隊的戰鬥力，影舉國家國防及地方安全。

評分讓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璟

考生對宋代募兵制內容有正哦而深入
的認識，並能緊 扣題旨，準嚀地引用
租關史事，從癢兵費用及戰鬥力量兩
方面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影零。 整體而
言 ，內容豊瞻 ，條理分明， 立論充實
有度，令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答案 完備，內容豊謄，能有效運用正璀
棓關之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立 論前後一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9-10

考 生對宋代募 兵 制 內 容 有 正苲的理
鮮，並能正嚀地從癢兵賣用及戰鬥力
量兩方面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影攀。 全
文緊扣題旨，但未能廢泛援引資料，
部分論據欠 完備 。 整髏而言 ，表達清
晰，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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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租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 之議論。

7-8

考生對宋代募兵制內容只有樺略的認
識，嚐試 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影攀。 惟
內容咯欠均衡，或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
單說明，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但整盤
而言 ，尚能 切題，表達尚可 ，內容無
重大錯誤。

對題旨了解 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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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宋代募兵制內容及影響認識膚 對題旨了解不足；
淺，未能運用棓關史事作說明，陳述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棓關
表面 。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 之實料；
或不理會題 旨 ， 泛 論宋代募兵制 影 表達能力薄弱，論黠嚴重矛盾。
零。 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亦多。

2-3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宋代募兵制內 完全誤解題旨；
容及影竽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 內容賞乏及／或不切題；
漏甚多。 忽略題旨， 胡亂綜合，線索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不明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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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長的影響。(25分）

．
．

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長的正面影零：
明代規定「科舉必由學校」 ，參加科舉必先入學校就讀，於是入學讀書成科舉入仕的必
由之路，保造了慮舉士子有一定學識， 亦使科舉中式者多為人才。
明代開放參與科舉的資格，再加上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融合，增加平民受教育的機會。
從資料二反映明朝寒門子弟入仕的平均比率高達46.7%• 顯示明代科舉制能有效開放仕
途。
入股取士能建立統一答卷的依據，評卷更見客襯、公正，有利於寒門子弟憑真材實學進
入仕途。
分區配額制噓亻呆選拔的人才來自全國各個地區，有助推動各地區的文教發展，並加強各
地對朝廷的向心力。

．

．

．．

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長的負面影竽：
明代科舉以入股文為統－文髖，造成士子思想蔽塞，學間空疏無用，國家難得治世之才。
明代科舉採分區醚額，突颜官員出身地區之別，容易形成地域之爭，進而互結朋黛，互
棓傾軋，消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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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導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環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攀有正璫而
深入的理鮮，並能緊扣題旨， 能根
據實料準璀地引用棓關史事，從正
負兩方面 ，析論明代科舉制對人才
消長的影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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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璀棓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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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享有正苲的 能掌握題旨；
理解，並能根據實料引用史實，從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
正負兩方面 ，析論明代科舉制對�人 雜錯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才消長的影攀。 全文緊扣題旨， 但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未能廣泛援引資料 ， 部分論據欠完 能加以分析及 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備；但整鱧而宕 ，表達清晰，論有
所 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16-21

考生對明代科舉制的影舉 只有禪咯 對題旨了解一般；
的認識，未能根據資料引用租關史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均衡；
實，從正負兩方面 ，析論明代科舉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制對人才消長的影竽。 內容略欠均 議掄及I或分析 ，但論點或前後不一
衡，或只 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說明 ， 致，或過分藩重史實之鋪陳。
史論結合不盡理想；但整體而言 ，
尚能 切題，表達尚可 ， 內容 無重大
錯誤。

10-15

考生未能準嚀理解題旨，對明代科 對題旨了解不足；
舉制的影響認識膚淺 ，未能根據資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租
料運 用租關史事作說明 ， 陳述表 關之資料；
面 。 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 ，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不理會題旨，泛 論明代科舉制的
影禦。 內容空洞無物 ，錯漏亦多。

6-9

考生未能理解題旨，對明代科舉制 完全誤解題旨；
的影舉毫無認識，或記憶混亂，錯 內容貧乏及I或不切題；
漏某多。 忽咯題旨， 胡亂綜合，線 鉺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索不明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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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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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元五：宗敦傳攏興文化交流
13.

(a)

．
．
．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分析瀘教的起濂。(10分）
民間信仰包拮大自然崇拜，如日月星辰、山川河嶽；鬼神崇拜，如對鬼魂的畏懼 丶
祭祀先人等，以至民間巫師解夢丶 占卜等巫術，都影竽道教的發展。
先民信仰中已有海外三神山之說，杵仙居停其中。／南方楚地的杵仙之說，如《莊
子》 丶 《楚辭》 ，都成為道教的思想根源；而長生不死的 神仙思想，導致煉丹服
食風氣日漸流行。
黃老崇拜與老子學說結合，發展出清靜無為的哲學，化為個人修練養生 、復歸大
道 的思想。至束漢趨向宗教化，形成祭祀黃帝、老子的黃老道，成為道教的始源。

評分潭則
內容／概念

籠力衰璟

考生對資料指定道教的三個越源具
透徹的理解，對民間信仰丶神仙方
術和黃老之學有深入的認識，並能
援引史實，扣題作答。概拮而言 ，
答案內容豐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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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璀棓關之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掄前後一
致， 顙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9-10

考生對道教的來源有租噹的認識，
但答案未能廣泛援引實料，或全文
未能緊扣題旨作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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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掌握題旨 ；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
夾雜鐠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桔關之問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
議論 。

7-8

考生對道教的來源僅限於概拮的了 對題旨了解一般；
解，或未能援引桂關史實作答，或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堢，但稍欠均衡；
答案內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單 表達一般， 願示考生嚐試對試 題加
一事例為誼，鮮釋不盡理想 ，或部 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分論據矛盾；但整蔻而言 ， 尚能切 一致 ， 或過分荼重史實之鋪陳。
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鏵誤。

4-6

考生對指定的三個來源僅有槔略認 對題旨了解不足；
識，未能援引史實作出分析 ，陳述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僅觸及答案重點的外固。 此外 ，考 租關之實料；
生作答的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輳，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或不理會題旨 ，泛泛而論；或內容
空洞無物，鏵漏亦多。

2-3

完全誤鮮題旨；
仰、神仙方術、黃老之學毫無概念，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或思緒混亂 ，鏵漏甚多；或答案自 鈕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
租矛盾。

0-1

考生未能理屏題目要旨，對民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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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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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析論道教在南北朝時期的發展。(15分）

．

．

北朝寇謙之改革北天師道，廢三張偽法和稈米錢就，又制訂祟章誦誡新法，，人禮
儀法度為首。 寇謙之改造三張時期＃仙譜系，又吸收佛教輪迴思想；他又自稱太
J:.老君玄孫之命輔助鮮卑統治者，故新天師道得以在北方盛行－時。
南朝陸修靜制訂齋戒儀範，結合齋戒和道德修癢，令養生成仙之說趨於道德化；
撲《太上洞玄靈唷授度儀） 、 《三元齋儀） ，對《靈甯經》 丶 《三皇經〉等書作
系統整理，又編撰中國第一部道教經書目錄。
南朝陶弘景校正道書，創立茅山宗，整理道典，薯（真靈位業圖） ，建構等級有
序，統屬分明的神仙圖譜。 陶弘景出身士族，兼贊釋道，吸納儒釋思想，把佛教
輪迴之說引入道教。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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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內謇 l 蠣念

考生對南北軔道教有透4啟的認識，
並能緊 扣題旨，．準嚀地援引棓關史
實，析綸南北朝道教的務展；能闡
釋北朝寇 謙之改革北 天 師道的內
容；分析南朝陸修靜重整科儀，規
範齋醞， 以及陶弘景（真靈位素圖）
違立 道教祚仙系統的責獻 。答案內
容豊膽，條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
令人信服。

齦力轰礪
能扣 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豊膽 ， 能有致運用
正嚀及棓關的實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掄前後 一
致， 颜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 能力 。

所得分薑

13-15

能掌握題旨；
考生 對題旨有正苲的理鮄， 並能援
引史料，說明代表人物在南jl;. 朝對 內容切題及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 夾
道教痊展的貢獻 。楓挂而言 ，答卷 雜錯誤材料 及I或重要遺漏；
能較完整地析論陶弘景與茅山宗 丶 表達清晰 ， 條理分明 ，對租關的問
寇謙之與北天師道在 南方與 北方的 題能 加以分析 及I或提出有理 據 的
議論。
務展，惜答案未能厝泛 援引實料，
全文雖能緊扣題旨作深入的析論，
但部分論據欠完備；整體而言 ，表
達清晰，論有所搣， 所引史亻列無重
大缺漏。

10-12

考生對題旨有槔略的認識，對道教 對題旨了解一般 ；
於期間的發展所知不多，或答案內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捎欠均衡；
容咯欠均衡，或只能援引簡單史事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以議論 及I或分析，但綸點或前後不
略作說明 ；史綸不盡理想，或部分
論據矛盾；但整體而言，尚能 切題， 一致，或過分培重史實的鋪凍。
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6-9

考生未能準哦理屏題旨，對南北朝 對題旨了棒不足；
道教發展認識膚淺 ，也未能援引史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 及I或與題目不
事作出分析 ，答案流於表面化。 作 租關的 實料；
答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輳， 或不理 表達能力簿弱 ，論點嚴重矛盾。
會題旨，泛論道教的影攀，或大部
份內容都與南北朝 無關 ；或內容空
洞無物，鏵漏亦多。

3-5

考生未能理屏題旨，對實料毫無認 完全誤屏題旨 ；
識， 有關歴史片斷記憶混亂 ，鏵漏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茜多；或忽略題旨， 罔顔年代 ， 人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物安排先後失序； 或答案前後矛
盾，嚴重籬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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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
．

根據資料－，並援引史實，闡釋北朝時期滅佛的慨況。(10分）

評分讜員U

太武帝在長安痊現佛寺私藏軍械，懷疑與叛鷺有關，下令層殺佛寺僧侶，沒收寺
浣財至。後來又揭瘡寺隗與富人、官吏勾結，並私藏婦女淫亂，再次下令誅殺長
安僧侶，焚毀佛像．和佛經，後下認禁止拜·佛。然因太子的干預，太武帝的滅佛行
動並不徽底，平域約佛寺、佛像丶佛經得到保存。太武帝死後，佛教得以復興。
北周武帝重視儒學，滅佛兼禁道教，焚毀佛經，下令僧侶還俗。一統北方後又充
公佛寺，把佛寺財物沒入官厙，勒令三百菡僧尼還俗。但他並無屠殺沙門，在他
死後，佛教也很快得到復興。

內窖 l 搣念

籠力衰環

所得分薑

考生對北集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滅佛 能扣緊題旨；
背景有透獵的理解，對兩人滅佛的 答案完備，內容豐棘 ，能有效運用
深度 有精哦認識，並能緊扣題旨作 正苲棓關之實料；
答。概挂而言 ，答案內容豊瞻，條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論前後一
理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致， 顏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9-10

考生對」七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滅佛
有租噹的認讖，並能扣題作答。缺
失是答案未能賡泛援引實料， 或全
文未能緊扣題旨加以闡釋，部分論
據欠完備；但整羆而言，表達清晰，

能掌握題旨；
內容 切題，並大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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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棓關之問
題能加以分析及I或提出有理據之
蟻綸。

7-8

考生對提問僅有概拮的了解，對北
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滅佛僅有禪略
認識，未能引用棓關史�· 就不同
層面闡釋問題。再者，答案內容嚴
重失衡 ， 或 內 容多以 滅 佛原因鮮
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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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鐠誤·

對題旨了鮮一般；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嚀，但稍欠垮衡；
表達一般， 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以蟻論及I或分析，但綸點 或前後不
一致， 或過分璿重史實之舖陳 。

4-6

論有所據，所引史例無重大缺漏。

考生未能理解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 對題 旨了屏不足；
帝滅佛楓況，未能援引史事闡釋 ， 內容夾雜 重 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2-3

陳述僅觸及答案重點的外圜。考生 桔關之實料；
不理會題旨， 泛泛而論；或內容空 表達能力薄弱 ，掄點嚴重 矛盾 。
洞無物，鏵漏亦多。
考生未能理屏題目要旨， 或思緒混 完全誤屏題旨；
亂 ，錯漏甚多；或答案自棓矛盾；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
或嚴 重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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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元代伊斯蘭教信奉者在曆法｀數學《軍備、建築｀
音樂五方面對中國的貢獻。(15分）

．
．
．
．
．

評分讜則

回回天文學家札馬魯T制定《萬年曆》 ，他也製造了多環儀丶 方位儀等供司
天台使用。
阿拉伯款學亦藉元代穆斯林傳入中國 ，其中算弧三角法即為其一；元代也首
度慮用阿拉伯款字。
亦思馬因和阿老瓦T製造回回拋石機，在滅宋過程中産生作用；輕便銅火銃
的面世亦改變了戰爭形式。
阿拉伯清真寺建第，如殿堂式丶 阿拉伯式陸續在中國域市A立，豐富了中國
的建第藝術。
伊斯蘭祟器在 元代回回來華時帶入， 回回祟人和樂曲也一是引進，令元代宮
廷音祟得到發展 。
內容」欄念

考生對伊斯蘭教信奉者在元代的貢
趺有透微的認識，並能 緊扣題旨，
準堢地援引棓關史實，闡析期間他
們在文化方面 ，如天文學 、建第藝
術等的貢獻�。答案內容豐贍，條理
分明，立論充實有度，令人信服。

饑力表珮

能扣縈題旨；
答案完備 ， 內容豐贍，能 有效運用
正堢及租關 的資料；
表達清晰而具說服力 ， 立綸前後一
致， 顔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

所得分薑
13-15

考生對題旨有正堢的理解，並能引
用個別史料，闡析伊斯蘭教信奉者
在文化J:.的貢獻。楓拮而言 ，答卷
能較完整地闡析各項貢獻的內容，
惜答案未能廣泛援引史實。全文雖
能緊扣題旨作深入的分析，但部 分
論據欠完備；整髖而言，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所引史亻列無重大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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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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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對題旨有所了解，對實料有;!-11 對題旨了解一般；
咯的認識， 約咯能引用棓關史實作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答， 但答案內容咯欠均衡， 或只能 表達一般， 颜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
援引簡單史事略作說明；史論不盡 以議論及I或分析，但論點或前後不
理想， 或部分論點矛盾；但整髖而 一致， 或過分荅重史實的鋪陳 。
言 ，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
重大錯誤。

6-9

考生未能準哦理解題旨，對棓關提 對題旨了解不足；
問認識膚淺，也未能援引史事作出 內容夾雜重 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
闡析，論說流於表面11:.。內容失衡， 租關的資料；
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或內 表達能力簿弱，論點嚴重矛盾。

3-5

容空洞無物，鐠漏亦多。

考生未能 理解題旨，對資料毫無認
識，在回慮有關歴史片斷時記憶混
亂 ，鏵漏甚多；或忽咯題旨， 罔顧
年代，人物名字嚴重 錯誤；或答案
前後 矛盾，巖重離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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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

試援引史實，比較利璃竇和馬禮遜在華傳教方法的異同。

．
．

(25分）

就傳教對象而言，利瑪濱與知識分子打好關係，以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為傳教
對象，接觸官紳以傳教是他的第一步。 租異的 ，是馬禮遜來華時正值清廷禁教，對外
國人嵒制甚嚴，他無法接觸高階的士大夫，只能在基層傳教 。
就透過教育或科技傳教方面 ，利瑪靑致力學習中國文化，他芍究儒家經典，並身披儒
服，習漢語，爭取中國知識分子信任，並引用儒家思想論讒天主教教義，令士大夫的
態度得以改變。此外，利瑪靑引入面洋科技文明，如自嗚鐘丶 《淖興萬國全圖）等，
又和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等數學、 測量書籍，以此吸引知識分子的注造與重視，
往後才展開傳教工作。租同的是 ，馬禮遜與利瑪靑一樣學習中文和中國的風俗習慣，
但因未能在知識界打開缺o , 他只能透過翻繹聖經和字典，如《華英字典）等書，作
為文化傳教的階梯。最後他未能在廣州立足下，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浣，並嵇密印製
宣教刊物，以文字傳道。馬禮遜在第二次來華時在佛山創辦私塾，是基督新教在華人
地區通過文化傳教的例子 。
就爭取帝主支持而言 ，利瑪賓深明沒有帝主支持，天主教不可能在中國有長足發展，
他通過J:.述循序漸進方法，在士大夫引暠下，令喜好奇巧之器的明神宗接受面洋自嗎
鐘和三稜鐃等禮物，認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合法性，令他可以在北京傳教。相異的 ，
是馬禮遜曾試圖跟隨英國使節到北京進行傳教，但既無法通過士大夫的引暠，也因使
節的禮儀問題未能晉見嘉慶皇帝，自然無法取得帝主支持，他的傳教範圍僅限於廢束
地區 。
在培養傳教人才方面 ，利瑪濱去世前，中國天主教徒人款約二千人，繼他而來的耶穌
會士都能繼承其文化傳教的方向，令信徒在明末增至三萬餘人。印刷工人梁發在1816
年受洗，後投馬禮遜封立為傳教士，成為中國第一1立華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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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禛則

內容1概念

籠力表環

考生對提問的 內容有所理解。對利瑪
靑和馬禮遜在華傳教方法 的異同有
精闢獨到的見解； 對噹時傳教的氛圍
有深徹認識。答案能援引史實，詳鈿
而有條理地解釋兩者的異同。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 內容豊贍 ， 能有效運用
正哦棓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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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對利瑪靑和馬禮遜在華傳教方
法的異同透徽認識，能展呈利瑪靑在
各傾域上引入新科技與西洋文藝的
貢獻，能分析馬禮遜所處時代傳教的
局限。解釋尚算均衡，只是資料間的
關係尚未臻美，析論有欠全面。

能 掌握題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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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租關之間
題能 加以分析及I或 提出有理據之
議論。

16-21

考生綦本掌握實料內容，對利瑪竇的
貢獻有所認識，但對馬禮遜的認識不
深，立論 欠多角度，部分 論 點呈首尾
不能一賞的現象。

對題旨了解 一般；
內 容基本切題及正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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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藩重史實之鋪陳。

10-15

考生 未能比較利瑪竇和馬禮遜在華
傳教方法的異同；分析欠多角度；論
點前後矛盾；或各方面的答案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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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未能援引相關史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紐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0-5

實支持立論；或各方面的答案嚴重失
衡；張冠李截，以其他傳教士的事蹟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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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女性社會地位：傳鋶與變遷
16.

有人認為宋明理學對女性的規範較漢代儒家禮教為大。試援引史實，就行為自主和社會
地位兩方面加以析論。(25分）

．
．

行為自主方面：
在個人行為方面，漢武帝雖已推行儒家教育，並玀尊儒學，但在行為規範上未對女
性才再成嚴重影禦；宋明理學家強化女教，將貞節觀合理化，提出 「 失節事極大」 之
餘， 又強化褒捅貞節的方法，如明太禕獎勵女性守節即為－例 。 女性讀書同樣受限
制 ，不少知識份子認為女性只需熟讀婦教，甚至不能吟詠詩詞 。
在婚嫁自由方面，漢代女性婚姻才目對自由，夫死再嫁｀ 三嫁亦無禮教束縛，如朱買
臣妻子可下堂求去 ， 公主及潰婦人甚至有私夫；北宋理學尚未普及，雖然程頤提出
「
終身夫婦」 、 「 從一而終」 ，但女性仍有再嫁的例子；明代以理學作為教育及思
想的主流， 興論普遍認同女性失貞事大， 烈女貞婦為列朝之冠 。

．

社會地位方面：
思想方面，傳統以來三從四德襯念早已存在；西漢初年董仲舒主張 「 三綱」 ， 把婦
「
「
夫為
女地位里於丈夫之下；宋明理學進一步強調 夫， 天也」 ，男尊女卑， 重申
妻綱」 ，重提温柔婉）I員為婦人德行。
教育方面， 面漢末劉向《列女傳》提出值得婦女效法的歷代賢德女性，也標列過去
亂政女性的例子， 開啟了女性規範的教育；束漢班昭《女誡》更提出女性夫死不得
再嫁的思想教育；宋明兩代女性縱使接受教育 ， 也多是棓夫教子之書，男性甚至被
教導 「 不以出妻為恥」 ；明代婦女普遍知識水平低，認為 「 女子無才便是德」 ， 又
缺乏經濟能力，往往為取忧男性而纏足，反映女性社會地位低落。
貞節方面，才目對宋明理學而言 ，漢代儒家禮教對婦女守節要求不高。 北宋中期理學
家認為婦女愿該守節，程頤提出 「 失節事極大」、 「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的觀點 ，
南宋朱圭再將這看法發持光大。 南宋帝主如理宗崇尚理學，故婦女守節問題逐漸得
以推廣。 元代以降 ， 朱羔《四書章句纂註》被列入科舉範囝 ，知識分子深受影帯。
明代政府推動貞節旌表等規定 ，朱羔《性理大全》得以頒行全國 ，在理學鼓動下 ，
風氣進一步蔓延，男子盡忠 、女子守節的思想漸趨定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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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讓則
所得分鐓

內窖1概念

籠力衰環

考生能在行為自主和社會地位方
面，清晰回慮宋明理學對女性的規範
較漢代儒家禮教為大的提問。考生能
詳鈿而有條理地析論；並能兼顧漢代
儒學丶宋明理學的實際影零。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 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
嚀相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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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對漢代儒家禮教和宋明理學規 能掌握題旨；
範女性背景有綦本認識，對負面影攀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 ，答案並無夾
有深入剖析。惜或限於堆砌實料，析 雜鏵誤材料及I或重要遺漏；
論有欠全面。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 對棓關之問 題
能加以分 析 及 I或提出有理據之議

16-21

蚣
泗

考生碁本掌握回慮的內容 ，對漢代儒
家禮教和宋明理學所帶來的負面影
舉有一定認識，但答案中外団原因較
多，未能直書要點；或立論欠多角
度， 部分論點呈首尾不能一賞的現
象。

對題 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及正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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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10-15

考生對租關提問理解禪疏，鮮釋欠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角度，論點前後矛盾；或答案失衡。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
關之資料 ；
表達能力簿弱，論 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未能援引棓闢資 完全誤解題旨；
料支持立論，不能榫釋漢亻弋儒家禮教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和宋明理學規範女性的內容；或答案 鈕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0-5

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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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

根據資料－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晚清至民國時期女學的演變• (15分）

•

．
．

評分續則

晚清至民國時期， 不少面方教會紛紛開辦女子學塾 ，如寧波女塾，引進函方思
潮，女性讀書識字成為風氣 。
實料 － 所見 ，1898年（女學赧）臺1J刊，提倡男女平等，倡専女學，爭取女攏，
圖中女學員在室內上諜， 由女教習教授，學員仍穿截滿風，部份學員1l.纏足，
具傳統學塾性質。
其後，晚清政府示志在全國興辨女學，1907年頒佈女學壹聿旌，承認女性有接
受教育的損利。
民國時期擔大女子教育詭囯 ，除小學丶師蕤外 ，尚有中學丶實案教育。教育諜
旌內容多元化，從實料二所見，女學生穿J:..選動服裝，反映女性教育注重户外
活動，噹時初等丶 高等小學，中學丶師蕤均有髖操諜，標誌民國時期女學已具
備現代學校模式與諜稈的雛型 。

內謇 l 釁念

饑力羲礪

考生能根據實料－和實料.:=..'並援引
史實，闡析晚清至民國時期女學的演
變，有獨到的認讖。對女學的諜稈丶
女子學校等實料有所掌握，闡析演變
的原因 ，詳鈿而有條理地鱔釋實料－
和實料..::..與晚清至民國時期女學的
演變的關係·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
嚀棓關之實料；
表達清晰而 具說Jl瓦力，立 論前後一
致，顯示考生具批判及分析能力·

13-15

考生對晚清至民 國時期女學的演變
有所認識，能鮮釋實料－和實料.::.所
反映的情況，答案尚算均衡，惜分析
有欠全面 。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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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所得分薑

考生對晚清至民國時期女學有所認 對題旨了解一般；
識，能概挂鮮釋演變重點。惜立論欠 內容綦本切題及正苲，但塴欠均衡；
多角度，部分論黠呈首尾不能一賞的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嚐試對試題加以
現象·
蟻論及I或分析 ，但綸點或前後 不一
致，或過分考重史 之鋪陳。

6-9

考生對有關內容理屏樺疏，屏釋晚清
至民國時期女學的演變欠多角度；未
能充份屏釋實料－和實料-=-與女學
演變的關係，綸述矛 盾；或 答案失
衡．

3-5

T

對題旨了屏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I或與題目不 棓
關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黯嚴重矛盾。

考生不能理屏題旨，未能援引棹關史 完全誤鱔題旨；
實支持立論，不能鮮釋晚清至民國時 內容貪乏及I或不切題；
期女學的演變，對實料－和實料二與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女學演變的關係廷無頭緒；或答案巖
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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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女性地位的影響。(10分）
職業平等： 資料三顔示民國初年， 男女地位仍未 平等。女性在五四運動提出的
要求， 以達到男女平等為目的 。其後 ，女性從事職業的類別與開設的實業均有
所發展 ，專業人才如謩生 丶 護士 、教師均告增加 。
參政權利：女子參政是五四運動的訴求之 － ，隨荅全國婦女團體爭取女性參政
權，廢束丶 浙江 、 湖南等省先後承認女性參政攏，隨後更有女性當選議員。
發表言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 ，女生成立演禧隊 ，打玻傳統束縛。在宣請
所 丶 公共集會場所宜傳抵制日貨，參與婦女運動 。

評分讜則
所得分薑

內容」欄念

籠力衰璟

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女性地位的
影舉有 深入認識，並能援引實料 ， 以
女性職業丶實業增加，專業人才如醫
生 丶謾士 、教師均告增加 ，女子參政
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指標等作答。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哦
租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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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0

考生對五因新文化運動對女性地位的
影竽有相噹認識， 能引述資料內容，
扣題 作 答 。但 分 析影零的 內 容欠深
入；或分析有欠全面 。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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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7-8

考生對五因新文化運動對女性地位的
影舉有基本認識， 可以概挂描述其大
要，惜答案欠多角度， 部分論點呈首
尾不能一實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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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析 ，但論點或 前後不一致，

4-6

考生對 有關實料理鮮槔疏，解繹欠多 對題旨了解不足；
角度，講述內容太簡單；或答案失衡 。 內容夾雜重大鏵誤及I或與題目不相關
之．資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不能理鮮題旨 ，未能根據棓關資 完全誤解題旨；
料支持立論， 不能分析噹時女性的基 內容實乏及I或不切題；
本狀況；或只能抄錄資料 為答案；或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答案嚴重失衡。

0-1

或過分考重史實之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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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
中國女性在社會各方面扮演的角色。(15分）

．

•

．
．

評分讓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保障婦女政策醌合下 ， 中國女性走出家庭，投身－
些過去屬於男性專利的行業，如出現了第一位拖拉機手梁軍， 還 有成為火車丶
垣克車司機和飛行員等例子。 圄一正頫示了1951年中國訓練． 第一批女飛行員。
.::. 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府鼓勵婦女參加生産，參與工業建設的女性大幡增
加，包拮輳工業如紡織， 以及重工業如採礦、煉銅等， 還參與改良生産技術，
如郝建秀工作法即為－例；圖.::.的婦女便參與上海電表廠的生産。
女性在憲法保障下 ，地 位與男性等同。 人民有禁會自由 ，女性也可以透過遊行
表達訴求。 圖三傾示1964年四）l丨成都女青年參加遊行的情景。
政府注重女性運動和健康，女性和男性一楳可參加 不同項目的運動，如圖四為
一1立參加射箭活動的運動員。

內窖 l 搣念

籠力義環

考生能根據實料 並配合史實作答；考
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
紀六十年代中葉，中國女性在社會各
方面扮演的角色有獨到認識，詳鈿而
有 條理地解釋職業、 遊行、教育等 與
男女平等的關係。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豊瞻，能有效運用正璀
租關之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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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15

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世紀六十年代中萘，中國女性在社會
各方面扮演的角色有碁本認識， 能概
挂地引述資料 內 容來解釋職業 丶 遊
行丶教育等與男女平等關係，惜闡析
有欠全面。

能掌握題旨；
內容切題，並大致均衡，答案並無夾雜
錯誤材料及／或重要遺漏；
表達清晰，條理分明，對棓關之問題 能
加以 分析及／或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10-12

考生碁本掌握實料 內容， 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
萘，中國女性在社．會各方面扮演的角
色有一定認識，惜立論欠多角度，部
分論點呈首尾不能一賞的現象。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基本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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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藩重史實之鋪陳。

6-9

考生對有關材料理解槔疏，解釋欠多
角度，析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中國女性在
社會各方面扮演的角色前後矛盾；或
答案失衡。

對題旨了解不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不租關
之實料；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不能理鮄題旨，未能援引棓關資 完全誤鮮題旨；
料支持立論，不能回應中華人民共和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
國成立後女性在職業、遊行 丶教育等 緝織混亂，表現遠離水準。
方面的轉變；或只能抄錄資料為答
案；或答案嚴重失衡；或超出提問的
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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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末婦女參政的發
展。 (10分）

．

評分讜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女性參政機會增加，除基層幹部外 ，也有在縣 丶 市級工
作，更有加入中央頷導層的例子 。如早期較薯名的有宋慶齡 、何香凝丶蔡暢等進
入中央頷導層工作。
從實料二可見，女性參政雖然增加，如 1994 年全國女省長丶副省長18名，正、副
市長300A. 以J:.'但男女比例仍稍不平均 ，故中國政府於該年制訂培秦選拔女幹
部規劃，加強培訓。

內容 1 概念

籠力表珮

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能扣緊題旨；
世紀末婦女參政的發展有深入認識，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璀
並能援引實料作答。
棓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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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得分薑

9-10

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
世紀末婦女參政的發展有綦本認識，
能引述實料內容，扣題作答。但解釋
內容欠深入；或未能掌握資料；或分
析有欠全面 。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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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租關之問題能
加以分析及／或 提出有理據之議論。

7-8

考生碁本理解資料內容， 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末婦女參政
的發展有綦本認識， 惜答 案欠多角
度，部分論點呈首尾不能一賞的現象。

對題旨了解一般；
內容碁本切題及正哦，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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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分荅重史實之鋪陳。

4-6

考生對有關材料理解槔疏，鮮釋欠多 對題旨了鮮不足；
角度，講述內容太簡單；或答案失衡； 內容夾雜重大鐠誤及／或與題目不相關
之實料；
或超出提問時限。
表達能力薄弱，論點巖重矛盾。

2-3

考生不能理解題旨，未能援引資料支 完全誤解題旨；
持立論，不能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內容賞乏及I或不切題 ；
立後女性參政綦本狀況；或只能抄錄 緝織混亂 ，表現遠離水準。
實料為答案；或答案嚴重失衡 ，甚至
超出提問時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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