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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1.  (a)  參考資料一，分析陳獨秀為什麼提出「破壞孔教」和「破壞舊倫理」的主張。 (15分 )  
 

陳獨秀認為必須破壞孔教，才能杜絕帝制復辟，建立民主社會。 

  辛亥革命推翻了滿清，卻未能建立真正的民主體制，先後出現兩次帝制復辟，而推動

復辟的主要人士多提倡孔教。 

  民國初年，康有為等人發動尊孔運動，呼籲國人祭祀孔子，並創立孔教會，要求把孔

教定為國教，列入憲法中。1913年，康有為創辦《不忍》雜誌，提出非孔教不能救

中國的說法，大肆攻擊民主共和制度。1917年張勳與康有為等人扶掖溥儀復位。 

  袁世凱下令尊孔讀經，頒佈《教育要旨》，規定「法孔孟」作為要旨之一。1913年

袁世凱在天壇舉行祭孔典禮，儼然一副帝王模樣。1915年袁世凱稱帝。 

 
陳獨秀認為必須破壞儒家所建立的舊倫理，才能從權威中解放出來，完成自主自由的人

格。 

  陳獨秀提倡民主、自由、個人主義，反對傳統倫理的束縛，批判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和夫為婦綱的觀念。 

  儒家把家庭中的孝親觀念外延至國家，以孝為忠的基礎;故此，歷代君主都「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陳獨秀指出，讀書人的孝道觀念根深蒂固。如果沒有破除傳統家族和

孝道思想，獨裁者仍能從舊式家庭孝子中，找到可為己用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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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

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

料，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

上述主張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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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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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

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

引用相關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

張的原因，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

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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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

據的議論。 

 

10-12 

考生尚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

倫理」的含義，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

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

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

鋪陳。 

 

6-9 

考生未能準確理解「破壞孔教」和「破

壞舊倫理」的含義，也未能運用資料及

史事加以分析。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

倫理」的含義，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

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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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承上題，當時的學者是否都同意陳獨秀的主張？試參考資料二，並就你所知，加以分析。

(10分 )  
 

不少學者不同意陳獨秀的主張，當中有傳統的士大夫和受西方教育的學者。他們反對全

盤破壞傳統，主張中西文化調和，整理國故。 

 
  他們認為傳統文化仍有彌足珍貴的價值，不應全部否定。例如《國故》月刊創辦人劉

師培，曾與章炳麟、馬敘倫等發行《國粹學報》，認為國粹即是中國固有文化之精華，

包括中國有史以來的語言文學、典章制度和人物事跡。1919年，破壞傳統之說流行，

劉師培乃「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創辦《國故》月刊，主張承傳國粹，致

力於國故的整理。 

  他們主張吸收西方思想，復興中國文化。例如梁漱溟曾對東西文化進行了比較，把科

學精神和民主精神視為西方文化的結晶，認為具有普遍的絕對的價值。他又指出西方

社會「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中國社會則「個性束縛、社會性不發達」。因此，

要復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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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當時學者

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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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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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

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惜部分論據欠完

備，史實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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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

據的議論。 

 

7-8 

 

考生尚能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

的看法，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

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

鋪陳。 

 

4-6 

 

考生未能援引史實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完全沒有援引史實論述，甚至有離

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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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及四十年即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導思想？試就該思想的

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加以分析。 (25分 )  
 

 思想的特色︰ 

(1) 新文化運動打破了儒家的權威，多種西方思潮傳入中國。各種主義雖各有長處，但多無

助於解決當時的問題，也沒有為未來社會構建遠象。 

  馬克思主義倡言廢除私有財產及社會階級，建立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大同世

界的烏托邦理想有共通之處，較易為中國人所接受。 

  馬克思又提出階級鬥爭學說，主張共產黨組織工人，通過暴力手段，推翻代表資本家

的政府。這種學說相對於其他思潮，較能具體地回應當時的局勢。 

(2) 五四時期傳統文化備受衝擊，科學主義成為流行的思想信仰。陳獨秀以歷史唯物觀「科

學地」解釋人類的社會行為、道德和理想，配合社會對科學威權的信仰，使馬克思主義

得到更廣泛的傳播。 

 
 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 

  五四時期，國人嚮往西方的文化，甚至有人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因而比較容易接受馬克

思主義。 

  在1919年的巴黎和會中，英、美等國家欺壓中國，引致國民強烈不滿，產生一種既嚮往

西方又不滿列強的矛盾情緒。相對之下，蘇俄曾經宣佈無條件取消沙俄時期在華一切特

權，早已贏得國民的好感。 

  共產國際來華積極推動，一些知識分子開始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

題。陳獨秀和李大釗等接受了共產主義，在他們的宣揚下，馬克思主義廣泛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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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詳細而有條理

地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

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

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證

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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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嘗試從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

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

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部分證據

稍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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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

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

據的議論。 

 

16-21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從馬克思主義的

思想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

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

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分析有欠均衡，

部分論據矛盾。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

鋪陳。 

 

10-15 

考生僅能援引單薄的史實，分析馬克思

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

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

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論據前後矛

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未能援引相關史實，分析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

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

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或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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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3.  (a)  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試從宗教信仰和生活習尚兩方面加以印證。  
  (10分 )  
 

 宗教信仰： 

 隨著大批外國商人、使節、教士等進入長安，加上唐朝對宗教抱兼容並蓄的態度，很多

外國宗教如景教、祆敎、摩尼教和伊斯蘭教等，均在長安傳播。至於早在漢代興起的道

教與佛教，在唐代的長安城亦有顯著的發展。 

 
 生活習尚︰ 

 唐承魏晉南北朝之後，受胡化風氣的影響很深，加上外族人士相繼入唐，當中有樂工、

舞人、留學者，唐代長安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大量吸收外來文化，令衣、食、娛樂、音

樂、舞蹈、繪畫等方面的文化內容更具特色。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緊扣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

國際都會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史實

作具體分析，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

尚兩方面均衡作答，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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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

面，運用相關史實，論證唐代長安是

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但部分證

據稍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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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

國際都會，運用相關史實作分析，但

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資

料／僅為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

的零碎資料，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4-6 

考生尚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

的國際都會，嘗試運用唐代史實作分

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

面的零碎資料。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

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指出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

萃的國際都會，亦未能援引唐代史

實，就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任何一方

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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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參考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從軍事及經濟兩方面分析中唐以後長安日趨衰落的原因。  
  (15分 )  
 

 軍事︰ 

 根據資料一，唐中葉以後，長期戰亂令長安殘破不堪，例如：安史之亂時，叛軍一度攻

入長安大肆破壞；代宗時，朝廷內調西北守軍討伐叛軍，吐蕃乘勢攻入長安，大掠而去；

唐末黃巢攻佔長安，撤離時曾放火燒城，收復長安的藩鎮軍隊又在城內縱火搶掠；至朱

温入京，挾昭宗遷都洛陽，拆毀長安宮室。 

 
 經濟︰ 

 安史之亂，長安飽受破壞，全國經濟重心漸移至長江流域一帶，以東南財富養西北士馬。

唐末南方經濟遭黃巢破壞，而運河又不時為叛軍佔領，江南物資難以順暢地運抵長安，

長安因而日益衰落。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運用相關史實及所提供之資

料，能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緊扣唐

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能多角度立

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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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

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並運用相關的

唐代史實分析，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

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

稍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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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

長安的衰落原因，並運用相關的唐代

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

的資料／僅為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的零

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

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6-9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

代長安的衰落原因，嘗試運用相關的

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

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

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

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亦未能援引

相關的唐代史實，就軍事或經濟任何

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9 



  

4.  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對廣州的發展來說，既是危機又是契機。試據史實加以印證。(25分 )  
 

 危機︰ 

 五口通商帶來上海等地區的競爭，廣州獨尊地位不再，進出口貿易額開始衰退；割讓香港島

令同處珠江口的香港有機會逐步發展成為中轉貿易港，廣州影響力因而降低；條約簽訂帶來

的入城問題，亦令廣州民眾的排外情緒高漲，影響廣州對外商的吸引力。 

 
 契機︰ 

 廣州的公行制度對商務構成不便，《南京條約》簽訂後，廢除公行這項條款令行商制度衰落，

取而代之有買辦階級的興起，以及各國洋行的成立，令廣州的經濟有更多元化的發展。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運用相

關史實，緊扣《南京條約》與廣州發

展的關係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

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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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

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

析，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作答。嘗試

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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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

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

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資

料／僅為危機及契機兩方面的零碎資

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

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10-15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

展的關係，嘗試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

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

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

服力或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未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

展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清代史

實，就危機或契機任何一方面作分

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10 



  

單元三：時代與知識分子 
 
5.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述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如何影響其政治思想。  
  (10分 )  
 

 資料一： 

 魯國是西周初年周公的封地，周公長子伯禽赴魯就國時，帶了許多典章文物前往。直至

春秋後期，周朝的典章文物仍保存完好。而孔子出生於魯國，自幼修習典章禮樂，形成

崇尚周禮的思想。 

 
 資料二： 

 春秋時期，周室衰落，諸侯兼併，禮崩樂壞，封建解體，社會紛亂。孔子提出正名，以

撥亂反正。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

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孔子當時身

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論據

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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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

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

想的影響，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

據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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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能引用資料立論，分析孔子當時

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惜

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4-6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分析孔子當時身

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

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孔子

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

響，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11 



  

 (b)  參考資料三，你認為孔子的生平事跡是否合乎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

主張？ (15分)  
 

考生同意孔子的生平事跡合乎孟子的主張，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孔子於魯國曾擔任中都宰、小司空和大司寇等官職，提倡仁政德治，定下養生送死的

制度，改善農業生產，又於夾谷之會保存了魯國的國家體面等，可見他在任官期間，

盡其所能，貢獻魯國。 

  孔子因魯國季桓子不再信任而辭官離開魯國，其後他雖間中為官，但為時甚短。孔子

轉而致力於教育事業，提出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推廣仁、禮的主張。可見，孔子在

仕途不得志時，退隱官場，改以教育影響社會。 

 
考生不同意孔子的生平事跡合乎孟子的主張，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孔子於魯國任官盡其心，使天下人民得到好處。及後，孔子離開官場，但仍四處出訪，

先後到過衞、陳、曹、宋、鄭、蔡等國，努力游說國君實踐其治國理念。由此得見，

他並沒有因為仕途不順而退隱，仍堅持不懈，以恢復周禮為其職志。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認識孔子的生平，並準確

地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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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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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認識孔子的生平，並選取史

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

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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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有基本認識，惟說

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援引史

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6-9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認識粗疏，欠立場

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毫無認識，欠立場

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史事，甚

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12 



  

6.  (a)  比較何啟和梁啟超二人對革命及民權看法的不同之處。 (15分 )  
 

 何啟 梁啟超 

對革命的看法 積極支持革命活動︰ 

  1895年籌備廣州起事、撰寫興

中會宣言、尋求外國協助等。

  在義和團事件期間，草擬由革

命黨與李鴻章合作的兩廣獨立

方案，並拉攏香港總督及英國

支持。 

對革命的態度多番改變︰ 

  1898年大力推動戊戌維新。 

  戊戌政變後，在日本逃亡期

間，轉而支持革命。 

  1903年在北美和康有為見面

後，加入保皇黨，為光緒復位

作宣傳，其後更主張君主立憲。

 
對民權的看法   何啟認為民權比官權和國權更

為重要。 

  與胡禮垣合著論政文章，提倡

以天賦人權為主的民權思想，

又批評張之洞《勸學篇》保國、

保教、尊君的主張。 

 

  梁啟超雖談民權，又拋出國權

主義，主張民權要無條件地服

從國權。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

治思想相異之處，並準確地選取史實

加以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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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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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

想相異之處，並選取史實加以說明，

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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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尚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

思想相異之處，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

或矛盾，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6-9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

思想相異之處，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

思想相異之處，完全沒有援引資料，

史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13 



  

 (b)  承上題，就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解釋導致二人思想不同的原因。 (10分 )  
 

 何啟： 

 出身香港華洋雜處的社會，又在香港和英國接受西式教育和生活。故此，他較受西方政

治模式的影響，提出支持革命和強調民權的想法。 

 
 梁啟超： 

 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參加科舉考試，其後嘗進入萬木草堂，廣泛接觸西學及深受康

有為的影響。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傾向君主立憲。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

治思想不同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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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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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

不同之原因，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

實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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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

時，內容有欠均衡，而所援引史實較

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4-6 

考生對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認識

粗疏，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辨清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

因，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14 



  

單元四：制度與政治演變 
 
7.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說明唐、宋、明三朝官員的出身有什麼變化；並就你所知，從上述三

朝的科舉制分析這變化出現的原因。 (25分 )  
 

 變化︰ 

  唐、宋、明三朝出現社會階級流動，世族入仕比例相對減少，不能壟斷官位，愈來愈多寒

門子弟可憑才學透過科舉入仕。 

  根據資料一及資料二，唐代士子可於科舉制以才學進入仕途；至宋，政府已有近40%的顯

要官員為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及至明代，更有近一半進士為出身寒微的士子。 

 
 於推動階級流動這點變化上，唐、宋、明三朝科舉制擔當重要角色： 

 唐朝︰ 

  資料一言才學在唐代科舉選官制度中逐漸戰勝門第的同時，門第觀念的影響還長期存在。 

  唐行科舉制，寒門子弟可以懷牒自列，令更多人憑才學識見流進官僚體系。 

  然而，唐代科舉制度打擊門閥僅屬開端，唐代寒門子弟入讀州縣學的人數仍少，生徒一途

仍為門第大族提供優勢。行卷、通榜對士子能否中舉關係甚大，門第大族仍佔優勢。 

 
 宋朝︰ 

  資料二指出到了宋代，已有近40%的顯要官員是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 

  宋代取消行卷、通榜等項，減少權門請託／門第佔優之弊。進士授官前，特設殿試，由天

子親自考選，亦杜絕世族憑關係入仕。 

 
 明朝︰ 

  資料一顯示明代進士有一半、地方生員中近四分之三出身寒微。 

  透過廣設學校配合科舉、增加進士名額、調整鄉試解額和地區分卷制度，令人數和地域等

範疇均增加了平民入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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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 容 / 概 念  能 力 表 現  所 得 分 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

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立論，並有

效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

作具體分析。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

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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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

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

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嘗試

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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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

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能運用相關

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

僅為三朝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

／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

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

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

實之鋪陳。 

 

10-15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

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嘗試運用相

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

但僅為部分朝代的資料。立論欠多角

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或與題

目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

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亦未能

援引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

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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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根據資料一，北魏政府面對什麼問題？試據史實加以析述。 (10分 )  
 

問題一：農村有大量荒田，城市中有大量游民，以致農業生產量很低 

  北魏初年，由於經歷了多年的戰亂，大量農民流亡逃散，全國因而出現大量荒地，當

中不少土地因荒廢過久而權屬不明，農民不能開墾，結果形成「游食之口，三分居二」

的現象。民有餘力而地不盡墾，農業生產量因而受到影響。 

 
問題二：農戶變成大戶士族的蔭附戶口，以致政府不能依法徵收租稅 

  北魏初年，貴族豪強兼併土地，經營田莊。此外，中國北方經過長期混戰，人民四處

逃亡。大量失地、無地的農民紛紛投向莊園，成為蔭戶，政府遂不能依法徵稅。/北

魏初年，朝廷無法徹底控制豪強，只得實行宗主督護制，透過他們管理地方。這些宗

主蔭庇大量戶口，民戶需向宗主納租，政府根本無法按戶徵稅。 

 
  評分準則 

內 容 / 概 念  能 力 表 現  所 得 分 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

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立論，並有效

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具體分析，就

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

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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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

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運用相關的北

魏史實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

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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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

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能運用相關的

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

資料／僅為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

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

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

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

實之鋪陳。 

 

4-6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

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嘗試運用相關

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

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

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或與題

目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

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亦未能援

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就任何問題作分

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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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承上題，北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上述問題以穩定政權？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15分 )  
 

均田制相關內容： 

  規定全國不論男、女、奴、婢，以至耕牛都可授田。十五歲以上的丁男和奴授露田四

十畝，丁男還可授桑田二十畝，婦人和婢授露田二十畝。耕牛則每頭授露田三十畝。 

  露田不可買賣，於受田者年滿七十或死後需歸還朝廷；桑田不用歸還，稱世業田，為

個人所擁有，於一般情況下，亦不許買賣。 

  土地不敷分配的地區稱為狹鄉，農民可遷往他處開荒；地廣人稀的地區稱為寬鄉，農

民可隨能力所及，向官府借受田以外的田地耕植。 

 
均田制可解決以下問題： 

 
問題一：農村有大量荒田，城市中有大量游民，以致農業生產量很低 

  透過授田，使耕牛、人民和荒地能夠分別發揮應有的勞動力和地力，促進農業發展。 

  田地不可輕易轉讓，百姓可安穩使用土地，從事耕種，有利恢復農業發展。 

  透過寬鄉與狹鄉的畫分，能調節人口分布等地域差異的問題，達致民盡其力、地盡其

力的作用，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問題二：農戶變成大戶士族的蔭附戶口，以致政府不能依法徵收租稅 

  均田制先確保民有恒產，再在授田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租調額，驅使大量蔭戶成為編

戶，確保稅收。 

  均田制計口授田，又不許土地隨意買賣，可紓緩土地過分集中於豪強，以致難於徵稅

的問題。與此同時，因為均田制授田不限奴婢人數，豪強擁有奴婢越多，就可以得到

更多土地，又可以減少豪強的反抗。制度靈活令國家於安定農民生活的同時，亦能穩

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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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 容 / 概 念  能 力 表 現  所 得 分 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

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

穩定政權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

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具體分析，就

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

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

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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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

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

政權，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

制內容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

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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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

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

政權，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

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

資料／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

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

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

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

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

實之鋪陳。 

 

6-9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

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

定政權，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

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

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

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 /或與題

目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針

對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

以穩定政權，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

史實及均田制內容，就任何問題作分

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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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9.  試就漢唐期間佛教和宋元期間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史實，評論資料一的觀點。 (25分 )  
 

 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儒家文化融和，漸趨中國化： 

  佛教自漢代傳入，即與中國道德觀配合，如在《四十二章經》中的道理與儒家忠恕、仁義

思想相符，得以廣為中國人接受。 

  南北朝時期，儒釋道的論爭促使三者吸納別家優點，完善本身的思想體系，三教漸趨調和。 

  唐代以來，佛教日趨中國化，禪宗南派興起更是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典型例子。 

 
 伊斯蘭教傳入中國後既堅持保留自身特色，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補充： 

  伊斯蘭教在華得以發展，是因為穆斯林以世襲方式傳承信仰，他們不會與異教徒通婚，也

甚少向外傳教，漸形成穆斯林社區，他們仍保持伊斯蘭文化。 

  宋元以來，不少穆斯林歸化中國，宋代出現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的稱呼。同時，他們亦透

過與漢人通婚，接受中國傳統思想。此外，宋代政府設有地方官學招收穆斯林學生，同時

亦開放科舉，允許穆斯林入仕。元代時，穆斯林開始以儒家學說來詮釋伊斯蘭教義，他們

以儒家五倫和伊斯蘭教的五功相配。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

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準確地選取史

實，評論此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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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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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

作出均衡論述並選取史實，評論此觀

點，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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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尚能理解資料的觀點，未能就兩

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且評論此觀點

時，所援引之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

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10-15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只能簡單

列舉兩個宗教若干歷史史實，未能運

用史事評論此觀點；答案蕪雜，間有

舛誤。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

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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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利瑪竇在華的傳教策略。 (15分 )  
 

  由上而下的傳教方式 

圖一反映利瑪竇結交名士、官紳、士大夫，如徐光啟；圖二反映他爭取謁見皇帝。 

 
  以西學吸引中國君主、士人 

圖二反映利瑪竇向宮廷呈獻自鳴鐘，以西方科學知識及器具來爭取君主和士大夫的信

任和支持。 

 
  尊重中國文化，調適中西文化差異 

圖一利瑪竇身穿儒服和圖三《天主實義》引用儒家學說解釋天主教教理，可見利瑪竇

尊重中國文化，以取得中國士人的認同。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

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利瑪竇在華

傳教策略，論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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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

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

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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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

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

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6-9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對利瑪竇在

華傳教策略認識粗疏，解釋欠均衡，

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利瑪

竇在華傳教策略，立論角度單一，甚

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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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據資料二，你認為馬禮遜來華傳教是否成功？試據史實說明你的看法。 (10分 )  
 

考生認為馬禮遜來華傳教成功，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馬禮遜受聘於東印度公司為翻譯員，得以留華。他翻譯聖經和編寫宗教書籍，以宣揚

基督新教。 

  馬禮遜成功吸納華人信徒，如蔡高和梁發等。 

  馬禮遜與米憐牧師在馬六甲合辦英華書院，訓練華人宣教師，向中國人宣揚教義。 

 
考生認為馬禮遜來華傳教不成功，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馬禮遜只能秘密地傳教，直至他死後，1858年清廷與列強簽訂《天津條約》，各國

傳教士才能自由在華傳教。 

  馬禮遜在華吸納的基督徒人數甚少，且未能遍及不同階層。 

 
  評分準則 

內 容 / 概 念  能 力 表 現  所 得 分 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

要事件，並準確地運用資料和選取史

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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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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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

件，並能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

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

史實稍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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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尚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

事件，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

而且未能善用資料，援引史實較為單

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4-6 

考生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

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

用資料和史事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完全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

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

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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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六：女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11.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解答以下兩項︰ (10分 )  
 

  ( i )  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角色是怎樣的？  
 

  根據資料一，傳統社會強調男尊女卑，女性的角色是服從男性（父、夫、子），

從一而終。 

  根據資料二，男女天職不同；女性不言外事，不立功業。女性的角色是當賢妻良

母（操持家務，生育兒女，相夫教子）。 

 
  ( i i )  承上題，傳統社會如何令女性接受這種角色規範？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以法律規範女性的行為，例如下詔規定「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不得改

嫁」。 

  獎勵與表揚貞節，例如明朝以立牌坊、建祠院、置名冊、編入史書來表揚節婦。

凡是三十歲前亡夫，五十歲以後不改節者，均由官府旌表其門閭，並免除其差役。 

  藉教育灌輸傳統價值觀，例如明代把《女誡》、《女論語》、《內訓》和《女範

捷錄》匯集成為《女四書》，用以灌輸女子道德規範和行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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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 容 / 概 念  能 力 表 現  所 得 分 數  

考生能準確理解資料，從而分析傳統社

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援引

史事詳盡，論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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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資料有正確認識，從而分析傳統

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

援引史事，但稍欠豐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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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考生對資料有基本認識，從而分析傳統

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

援引史事作簡單說明，部分論據矛盾。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4-6 

考生對資料只有粗疏的理解，在分析傳

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

時，只能援引史事簡單說明，論據欠說

服力。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未能分析傳統社會

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未能援

引史事，甚至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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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試從參政機會和參與抗日戰爭，援引史實析論民國期間女性角色的改變。 (15分 )  
 

參政機會：  
在傳統的觀念中，女不言外，服從男性，不能建功立業；史書載有不少女子禍國的故事，

多不認同女子參政。民國成立後，女性角色起了根本改變︰ 

  民國政府草擬《臨時約法》時，知識女性組織不同的團體以爭取參政權，擔任國會議

員或政府官員，和男性一樣有商議政事的權利。 

  其後女子參政機會漸多，如湖南女子王昌國當選為省議員；到1940年代，在200餘名

參政員中，有15名女性。 

  中共在江西瑞金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不分男女、種族、宗教，

在蘇維埃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婦女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江西興國縣的64個鄉

便有30名婦女擔任鄉主席。 

 
參與抗日戰爭︰  
  面對國難當前，不少女性紛紛加入救國的隊伍，由持家的角色轉變為衞國。 

  1931年，北平市女界抗日救國會成立。1937年，何香凝、宋慶齡等在上海發起成立

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 

  女性廣泛參與以下工作：一、在戰場上負責煮食、衞生及醫療工作；二、接受與政治

學相關的各種訓練，然後在全國各地進行政治工作；三、生產軍需品如軍鞋、軍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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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

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

有 效 運 用正 確 及 相關 資 料 作具 體 析

論；內容充實有度，並能均衡作答。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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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大體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

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

變。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

漏，組織亦具條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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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就參

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

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列舉民國

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回應；答

卷或組織欠佳，或析論流於表面，或未

能均衡回應。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6-9 

考生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

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

只能簡單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

若干史實，未能加以析論；答案蕪雜，

間有舛誤。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

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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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鴉片戰爭以後，女子教育漸受重視，而女性的角色也起了變化。試援引辛亥革命前的史實加

以析論。 (25分 )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等思想傳入中國，女性的地位和價值獲重新闡釋，

並要求給予女性教育平等等權益，以達致男女平權。 

 
 太平天國的女子教育及其影響︰ 

  受到基督教平等博愛精神的影響，太平天國認為男女兩性應無分彼此，反對傳統「男主外，

女主內」的觀念。故此，太平天國不單給予婦女讀書的機會，更容許她們參加科舉，因而

出了中國第一位女狀元傅善祥。 

 
 女子學校的發展及其影響︰ 

  1906年，慈禧太后面諭學部振興女學，在政府的大力提倡下，官辦和民辦的女子學校相繼

湧現。民辦女學如吳馨主辦的上海務本女塾，官辦女學如天津北洋女師範學堂等。 

 
 女子留學的情況及其影響︰ 

  隨著傳教士推動女子前往外國留學，中國亦官派女學生到日本留學，到1907年已達百名之

多。 

  女子留學生接觸外國生活，思想為之一變，回國後致力倡導女權，興辦女子教育，出版刊

物，甚至參與革命活動，改變了女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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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考生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深

入透徹的了解，能有效援引史事作具體

析論；內容充實有度。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

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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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大體上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

化有所了解，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

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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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析論

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的變化，只能列舉

若干片斷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未

能均衡回應，或只能援引簡單史事等。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

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

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

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

鋪陳。 

 

10-15 

考生未能就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

加以析論，只能簡單列舉若干片段，未

能運用史事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

舛誤。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

不相關之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

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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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把家庭中的孝親觀念外延至國家，以孝為忠的基礎;故此，歷代君主都「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陳獨秀指出，讀書人的孝道觀念根深蒂固。如果沒有破除傳統家族和孝道思想，獨裁者仍能從舊式家庭孝子中，找到可為己用的奴才。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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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13-15 


	考生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引用相關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引用相關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並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引用相關史實，分析陳獨秀提出上述主張的原因，惜部分證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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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據的議論。 
	 

	10-12 
	10-12 


	考生尚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能利用所提供的資料，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鋪陳。 
	 

	6-9 
	6-9 


	考生未能準確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也未能運用資料及史事加以分析。 
	考生未能準確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也未能運用資料及史事加以分析。 
	考生未能準確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也未能運用資料及史事加以分析。 

	對題旨了解不足；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3-5 
	3-5 


	考生未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未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未能理解「破壞孔教」和「破壞舊倫理」的含義，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b) 承上題，當時的學者是否都同意陳獨秀的主張？試參考資料二，並就你所知，加以分析。(10分) 
	 (b) 承上題，當時的學者是否都同意陳獨秀的主張？試參考資料二，並就你所知，加以分析。(10分) 
	 
	不少學者不同意陳獨秀的主張，當中有傳統的士大夫和受西方教育的學者。他們反對全盤破壞傳統，主張中西文化調和，整理國故。 
	 
	
	
	
	 他們認為傳統文化仍有彌足珍貴的價值，不應全部否定。例如《國故》月刊創辦人劉師培，曾與章炳麟、馬敘倫等發行《國粹學報》，認為國粹即是中國固有文化之精華，包括中國有史以來的語言文學、典章制度和人物事跡。1919年，破壞傳統之說流行，劉師培乃「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創辦《國故》月刊，主張承傳國粹，致力於國故的整理。 
	 他們認為傳統文化仍有彌足珍貴的價值，不應全部否定。例如《國故》月刊創辦人劉師培，曾與章炳麟、馬敘倫等發行《國粹學報》，認為國粹即是中國固有文化之精華，包括中國有史以來的語言文學、典章制度和人物事跡。1919年，破壞傳統之說流行，劉師培乃「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創辦《國故》月刊，主張承傳國粹，致力於國故的整理。 


	
	
	 他們主張吸收西方思想，復興中國文化。例如梁漱溟曾對東西文化進行了比較，把科學精神和民主精神視為西方文化的結晶，認為具有普遍的絕對的價值。他又指出西方社會「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中國社會則「個性束縛、社會性不發達」。因此，要復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精神。 
	 他們主張吸收西方思想，復興中國文化。例如梁漱溟曾對東西文化進行了比較，把科學精神和民主精神視為西方文化的結晶，認為具有普遍的絕對的價值。他又指出西方社會「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中國社會則「個性束縛、社會性不發達」。因此，要復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精神。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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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9-10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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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據的議論。 
	 

	7-8 
	7-8 
	 


	考生尚能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分析當時學者對陳獨秀主張的看法，惟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鋪陳。 
	 

	4-6 
	4-6 
	 


	考生未能援引史實論述。 
	考生未能援引史實論述。 
	考生未能援引史實論述。 

	對題旨了解不足；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2-3 
	2-3 


	考生完全沒有援引史實論述，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完全沒有援引史實論述，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完全沒有援引史實論述，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2.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及四十年即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導思想？試就該思想的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加以分析。(25分) 
	2.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及四十年即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導思想？試就該思想的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加以分析。(25分) 
	 
	 思想的特色︰ 
	(1) 新文化運動打破了儒家的權威，多種西方思潮傳入中國。各種主義雖各有長處，但多無助於解決當時的問題，也沒有為未來社會構建遠象。 
	
	
	
	 馬克思主義倡言廢除私有財產及社會階級，建立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大同世界的烏托邦理想有共通之處，較易為中國人所接受。 
	 馬克思主義倡言廢除私有財產及社會階級，建立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大同世界的烏托邦理想有共通之處，較易為中國人所接受。 


	
	
	 馬克思又提出階級鬥爭學說，主張共產黨組織工人，通過暴力手段，推翻代表資本家的政府。這種學說相對於其他思潮，較能具體地回應當時的局勢。 
	 馬克思又提出階級鬥爭學說，主張共產黨組織工人，通過暴力手段，推翻代表資本家的政府。這種學說相對於其他思潮，較能具體地回應當時的局勢。 



	(2) 五四時期傳統文化備受衝擊，科學主義成為流行的思想信仰。陳獨秀以歷史唯物觀「科學地」解釋人類的社會行為、道德和理想，配合社會對科學威權的信仰，使馬克思主義得到更廣泛的傳播。 
	 
	 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 
	
	
	
	 五四時期，國人嚮往西方的文化，甚至有人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因而比較容易接受馬克思主義。 
	 五四時期，國人嚮往西方的文化，甚至有人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因而比較容易接受馬克思主義。 


	
	
	 在1919年的巴黎和會中，英、美等國家欺壓中國，引致國民強烈不滿，產生一種既嚮往西方又不滿列強的矛盾情緒。相對之下，蘇俄曾經宣佈無條件取消沙俄時期在華一切特權，早已贏得國民的好感。 
	 在1919年的巴黎和會中，英、美等國家欺壓中國，引致國民強烈不滿，產生一種既嚮往西方又不滿列強的矛盾情緒。相對之下，蘇俄曾經宣佈無條件取消沙俄時期在華一切特權，早已贏得國民的好感。 


	
	
	 共產國際來華積極推動，一些知識分子開始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陳獨秀和李大釗等接受了共產主義，在他們的宣揚下，馬克思主義廣泛流行。 
	 共產國際來華積極推動，一些知識分子開始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陳獨秀和李大釗等接受了共產主義，在他們的宣揚下，馬克思主義廣泛流行。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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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22-25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和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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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要遺漏； 
	表達清晰，條理分明，對相關的問題能加以分析及/或提出有理據的議論。 
	 

	16-21 
	16-21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分析有欠均衡，部分論據矛盾。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分析有欠均衡，部分論據矛盾。 
	考生能引用相關史實，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及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分析有欠均衡，部分論據矛盾。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的鋪陳。 
	 

	10-15 
	10-15 


	考生僅能援引單薄的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論據前後矛盾。 
	考生僅能援引單薄的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論據前後矛盾。 
	考生僅能援引單薄的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惜論據前後矛盾。 
	 

	對題旨了解不足； 
	對題旨了解不足； 
	內容夾雜重大錯誤及/或與題目不相關的資料； 
	表達能力薄弱，論點嚴重矛盾。 
	 

	6-9 
	6-9 


	考生未能援引相關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或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援引相關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或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援引相關史實，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色或五四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何促成馬克思主義不及四十年即為新中國的主導思想，或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0-5 



	 

	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3. (a) 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試從宗教信仰和生活習尚兩方面加以印證。 
	  (10分) 
	 
	 宗教信仰： 
	 隨著大批外國商人、使節、教士等進入長安，加上唐朝對宗教抱兼容並蓄的態度，很多外國宗教如景教、祆敎、摩尼教和伊斯蘭教等，均在長安傳播。至於早在漢代興起的道教與佛教，在唐代的長安城亦有顯著的發展。 
	 
	 生活習尚︰ 
	 唐承魏晉南北朝之後，受胡化風氣的影響很深，加上外族人士相繼入唐，當中有樂工、舞人、留學者，唐代長安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大量吸收外來文化，令衣、食、娛樂、音樂、舞蹈、繪畫等方面的文化內容更具特色。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緊扣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史實作具體分析，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均衡作答，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緊扣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史實作具體分析，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均衡作答，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緊扣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史實作具體分析，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均衡作答，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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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論證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論證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就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論證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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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運用相關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的零碎資料，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運用相關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的零碎資料，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運用相關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宗教信仰及生活習尚兩方面的零碎資料，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尚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嘗試運用唐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嘗試運用唐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就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嘗試運用唐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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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未能指出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亦未能援引唐代史實，就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指出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亦未能援引唐代史實，就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指出唐代長安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都會，亦未能援引唐代史實，就宗教信仰或生活習尚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b) 參考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從軍事及經濟兩方面分析中唐以後長安日趨衰落的原因。 
	 (b) 參考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從軍事及經濟兩方面分析中唐以後長安日趨衰落的原因。 
	  (15分) 
	 
	 軍事︰ 
	 根據資料一，唐中葉以後，長期戰亂令長安殘破不堪，例如：安史之亂時，叛軍一度攻入長安大肆破壞；代宗時，朝廷內調西北守軍討伐叛軍，吐蕃乘勢攻入長安，大掠而去；唐末黃巢攻佔長安，撤離時曾放火燒城，收復長安的藩鎮軍隊又在城內縱火搶掠；至朱温入京，挾昭宗遷都洛陽，拆毀長安宮室。 
	 
	 經濟︰ 
	 安史之亂，長安飽受破壞，全國經濟重心漸移至長江流域一帶，以東南財富養西北士馬。唐末南方經濟遭黃巢破壞，而運河又不時為叛軍佔領，江南物資難以順暢地運抵長安，長安因而日益衰落。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運用相關史實及所提供之資料，能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緊扣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運用相關史實及所提供之資料，能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緊扣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運用相關史實及所提供之資料，能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緊扣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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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立論，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就軍事及經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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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軍事及經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嘗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嘗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嘗試運用相關的唐代史實分析，但僅為軍事或經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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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唐代史實，就軍事或經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唐代史實，就軍事或經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唐代長安的衰落原因，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唐代史實，就軍事或經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4. 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對廣州的發展來說，既是危機又是契機。試據史實加以印證。(25分) 
	4. 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對廣州的發展來說，既是危機又是契機。試據史實加以印證。(25分) 
	 
	 危機︰ 
	 五口通商帶來上海等地區的競爭，廣州獨尊地位不再，進出口貿易額開始衰退；割讓香港島令同處珠江口的香港有機會逐步發展成為中轉貿易港，廣州影響力因而降低；條約簽訂帶來的入城問題，亦令廣州民眾的排外情緒高漲，影響廣州對外商的吸引力。 
	 
	 契機︰ 
	 廣州的公行制度對商務構成不便，《南京條約》簽訂後，廢除公行這項條款令行商制度衰落，取而代之有買辦階級的興起，以及各國洋行的成立，令廣州的經濟有更多元化的發展。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緊扣《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緊扣《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運用相關史實，緊扣《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立論，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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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就危機及契機兩方面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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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危機及契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危機及契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資料／僅為危機及契機兩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10-15 
	10-15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嘗試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嘗試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嘗試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危機或契機單方面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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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6-9 


	考生未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就危機或契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就危機或契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指出《南京條約》與廣州發展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清代史實，就危機或契機任何一方面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0-5 




	單元三：時代與知識分子 
	單元三：時代與知識分子 
	 
	5.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述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如何影響其政治思想。 
	  (10分) 
	 
	 資料一： 
	 魯國是西周初年周公的封地，周公長子伯禽赴魯就國時，帶了許多典章文物前往。直至春秋後期，周朝的典章文物仍保存完好。而孔子出生於魯國，自幼修習典章禮樂，形成崇尚周禮的思想。 
	 
	 資料二： 
	 春秋時期，周室衰落，諸侯兼併，禮崩樂壞，封建解體，社會紛亂。孔子提出正名，以撥亂反正。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論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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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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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能引用資料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立論，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分析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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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孔子當時身處的環境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b) 參考資料三，你認為孔子的生平事跡是否合乎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主張？(15分) 
	 (b) 參考資料三，你認為孔子的生平事跡是否合乎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主張？(15分) 
	 
	考生同意孔子的生平事跡合乎孟子的主張，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孔子於魯國曾擔任中都宰、小司空和大司寇等官職，提倡仁政德治，定下養生送死的制度，改善農業生產，又於夾谷之會保存了魯國的國家體面等，可見他在任官期間，盡其所能，貢獻魯國。 
	 孔子於魯國曾擔任中都宰、小司空和大司寇等官職，提倡仁政德治，定下養生送死的制度，改善農業生產，又於夾谷之會保存了魯國的國家體面等，可見他在任官期間，盡其所能，貢獻魯國。 


	
	
	 孔子因魯國季桓子不再信任而辭官離開魯國，其後他雖間中為官，但為時甚短。孔子轉而致力於教育事業，提出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推廣仁、禮的主張。可見，孔子在仕途不得志時，退隱官場，改以教育影響社會。 
	 孔子因魯國季桓子不再信任而辭官離開魯國，其後他雖間中為官，但為時甚短。孔子轉而致力於教育事業，提出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推廣仁、禮的主張。可見，孔子在仕途不得志時，退隱官場，改以教育影響社會。 



	 
	考生不同意孔子的生平事跡合乎孟子的主張，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孔子於魯國任官盡其心，使天下人民得到好處。及後，孔子離開官場，但仍四處出訪，先後到過衞、陳、曹、宋、鄭、蔡等國，努力游說國君實踐其治國理念。由此得見，他並沒有因為仕途不順而退隱，仍堅持不懈，以恢復周禮為其職志。 
	 孔子於魯國任官盡其心，使天下人民得到好處。及後，孔子離開官場，但仍四處出訪，先後到過衞、陳、曹、宋、鄭、蔡等國，努力游說國君實踐其治國理念。由此得見，他並沒有因為仕途不順而退隱，仍堅持不懈，以恢復周禮為其職志。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認識孔子的生平，並準確地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認識孔子的生平，並準確地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認識孔子的生平，並準確地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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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認識孔子的生平，並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認識孔子的生平，並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認識孔子的生平，並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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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有基本認識，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有基本認識，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有基本認識，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認識粗疏，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認識粗疏，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認識粗疏，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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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毫無認識，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史事，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毫無認識，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史事，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對孔子的生平毫無認識，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史事，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6. (a) 比較何啟和梁啟超二人對革命及民權看法的不同之處。(15分) 
	6. (a) 比較何啟和梁啟超二人對革命及民權看法的不同之處。(15分) 
	 
	 
	 
	 
	 

	何啟 
	何啟 

	梁啟超 
	梁啟超 


	對革命的看法 
	對革命的看法 
	對革命的看法 

	積極支持革命活動︰ 
	積極支持革命活動︰ 
	
	
	
	 1895年籌備廣州起事、撰寫興中會宣言、尋求外國協助等。
	 1895年籌備廣州起事、撰寫興中會宣言、尋求外國協助等。


	
	
	 在義和團事件期間，草擬由革命黨與李鴻章合作的兩廣獨立方案，並拉攏香港總督及英國支持。 
	 在義和團事件期間，草擬由革命黨與李鴻章合作的兩廣獨立方案，並拉攏香港總督及英國支持。 




	對革命的態度多番改變︰ 
	對革命的態度多番改變︰ 
	
	
	
	 1898年大力推動戊戌維新。 
	 1898年大力推動戊戌維新。 


	
	
	 戊戌政變後，在日本逃亡期間，轉而支持革命。 
	 戊戌政變後，在日本逃亡期間，轉而支持革命。 


	
	
	 1903年在北美和康有為見面後，加入保皇黨，為光緒復位作宣傳，其後更主張君主立憲。
	 1903年在北美和康有為見面後，加入保皇黨，為光緒復位作宣傳，其後更主張君主立憲。



	 


	對民權的看法 
	對民權的看法 
	對民權的看法 

	
	
	
	
	 何啟認為民權比官權和國權更為重要。 
	 何啟認為民權比官權和國權更為重要。 


	
	
	 與胡禮垣合著論政文章，提倡以天賦人權為主的民權思想，又批評張之洞《勸學篇》保國、保教、尊君的主張。 
	 與胡禮垣合著論政文章，提倡以天賦人權為主的民權思想，又批評張之洞《勸學篇》保國、保教、尊君的主張。 



	 

	
	
	
	
	 梁啟超雖談民權，又拋出國權主義，主張民權要無條件地服從國權。 
	 梁啟超雖談民權，又拋出國權主義，主張民權要無條件地服從國權。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準確地選取史實加以說明，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準確地選取史實加以說明，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準確地選取史實加以說明，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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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選取史實加以說明，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選取史實加以說明，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並選取史實加以說明，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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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尚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或矛盾，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或矛盾，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或矛盾，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也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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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未能辨清何啟與梁啟超二人政治思想相異之處，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b) 承上題，就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解釋導致二人思想不同的原因。(10分) 
	 (b) 承上題，就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解釋導致二人思想不同的原因。(10分) 
	 
	 何啟： 
	 出身香港華洋雜處的社會，又在香港和英國接受西式教育和生活。故此，他較受西方政治模式的影響，提出支持革命和強調民權的想法。 
	 
	 梁啟超： 
	 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參加科舉考試，其後嘗進入萬木草堂，廣泛接觸西學及深受康有為的影響。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傾向君主立憲。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準確地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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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選取史實，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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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時，內容有欠均衡，而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時，內容有欠均衡，而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解釋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時，內容有欠均衡，而所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對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認識粗疏，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對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認識粗疏，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考生對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認識粗疏，未能運用史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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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未能辨清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辨清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辨清二人政治思想不同之原因，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單元四：制度與政治演變 
	單元四：制度與政治演變 
	 
	7.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說明唐、宋、明三朝官員的出身有什麼變化；並就你所知，從上述三朝的科舉制分析這變化出現的原因。(25分) 
	 
	 變化︰ 
	
	
	
	 唐、宋、明三朝出現社會階級流動，世族入仕比例相對減少，不能壟斷官位，愈來愈多寒門子弟可憑才學透過科舉入仕。 
	 唐、宋、明三朝出現社會階級流動，世族入仕比例相對減少，不能壟斷官位，愈來愈多寒門子弟可憑才學透過科舉入仕。 


	
	
	 根據資料一及資料二，唐代士子可於科舉制以才學進入仕途；至宋，政府已有近40%的顯要官員為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及至明代，更有近一半進士為出身寒微的士子。 
	 根據資料一及資料二，唐代士子可於科舉制以才學進入仕途；至宋，政府已有近40%的顯要官員為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及至明代，更有近一半進士為出身寒微的士子。 



	 
	 於推動階級流動這點變化上，唐、宋、明三朝科舉制擔當重要角色： 
	 唐朝︰ 
	
	
	
	 資料一言才學在唐代科舉選官制度中逐漸戰勝門第的同時，門第觀念的影響還長期存在。 
	 資料一言才學在唐代科舉選官制度中逐漸戰勝門第的同時，門第觀念的影響還長期存在。 


	
	
	 唐行科舉制，寒門子弟可以懷牒自列，令更多人憑才學識見流進官僚體系。 
	 唐行科舉制，寒門子弟可以懷牒自列，令更多人憑才學識見流進官僚體系。 


	
	
	 然而，唐代科舉制度打擊門閥僅屬開端，唐代寒門子弟入讀州縣學的人數仍少，生徒一途仍為門第大族提供優勢。行卷、通榜對士子能否中舉關係甚大，門第大族仍佔優勢。 
	 然而，唐代科舉制度打擊門閥僅屬開端，唐代寒門子弟入讀州縣學的人數仍少，生徒一途仍為門第大族提供優勢。行卷、通榜對士子能否中舉關係甚大，門第大族仍佔優勢。 



	 
	 宋朝︰ 
	
	
	
	 資料二指出到了宋代，已有近40%的顯要官員是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 
	 資料二指出到了宋代，已有近40%的顯要官員是科舉出身的寒素之士。 


	
	
	 宋代取消行卷、通榜等項，減少權門請託／門第佔優之弊。進士授官前，特設殿試，由天子親自考選，亦杜絕世族憑關係入仕。 
	 宋代取消行卷、通榜等項，減少權門請託／門第佔優之弊。進士授官前，特設殿試，由天子親自考選，亦杜絕世族憑關係入仕。 



	 
	 明朝︰ 
	
	
	
	 資料一顯示明代進士有一半、地方生員中近四分之三出身寒微。 
	 資料一顯示明代進士有一半、地方生員中近四分之三出身寒微。 


	
	
	 透過廣設學校配合科舉、增加進士名額、調整鄉試解額和地區分卷制度，令人數和地域等範疇均增加了平民入仕的機會。 
	 透過廣設學校配合科舉、增加進士名額、調整鄉試解額和地區分卷制度，令人數和地域等範疇均增加了平民入仕的機會。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具體分析。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具體分析。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具體分析。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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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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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能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三朝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能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三朝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並能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三朝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10-15 
	10-15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嘗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部分朝代的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嘗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部分朝代的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嘗試運用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部分朝代的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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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6-9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階級流動與科舉制的關係，亦未能援引相關的各朝史實及科舉制內容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0-5 




	8. (a) 根據資料一，北魏政府面對什麼問題？試據史實加以析述。(10分) 
	8. (a) 根據資料一，北魏政府面對什麼問題？試據史實加以析述。(10分) 
	 
	問題一：農村有大量荒田，城市中有大量游民，以致農業生產量很低 
	
	
	
	 北魏初年，由於經歷了多年的戰亂，大量農民流亡逃散，全國因而出現大量荒地，當中不少土地因荒廢過久而權屬不明，農民不能開墾，結果形成「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的現象。民有餘力而地不盡墾，農業生產量因而受到影響。 
	 北魏初年，由於經歷了多年的戰亂，大量農民流亡逃散，全國因而出現大量荒地，當中不少土地因荒廢過久而權屬不明，農民不能開墾，結果形成「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的現象。民有餘力而地不盡墾，農業生產量因而受到影響。 



	 
	問題二：農戶變成大戶士族的蔭附戶口，以致政府不能依法徵收租稅 
	
	
	
	 北魏初年，貴族豪強兼併土地，經營田莊。此外，中國北方經過長期混戰，人民四處逃亡。大量失地、無地的農民紛紛投向莊園，成為蔭戶，政府遂不能依法徵稅。/北魏初年，朝廷無法徹底控制豪強，只得實行宗主督護制，透過他們管理地方。這些宗主蔭庇大量戶口，民戶需向宗主納租，政府根本無法按戶徵稅。 
	 北魏初年，貴族豪強兼併土地，經營田莊。此外，中國北方經過長期混戰，人民四處逃亡。大量失地、無地的農民紛紛投向莊園，成為蔭戶，政府遂不能依法徵稅。/北魏初年，朝廷無法徹底控制豪強，只得實行宗主督護制，透過他們管理地方。這些宗主蔭庇大量戶口，民戶需向宗主納租，政府根本無法按戶徵稅。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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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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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僅為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僅為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僅為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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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指出北魏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b) 承上題，北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上述問題以穩定政權？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b) 承上題，北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上述問題以穩定政權？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15分) 
	 
	均田制相關內容： 
	
	
	
	 規定全國不論男、女、奴、婢，以至耕牛都可授田。十五歲以上的丁男和奴授露田四十畝，丁男還可授桑田二十畝，婦人和婢授露田二十畝。耕牛則每頭授露田三十畝。 
	 規定全國不論男、女、奴、婢，以至耕牛都可授田。十五歲以上的丁男和奴授露田四十畝，丁男還可授桑田二十畝，婦人和婢授露田二十畝。耕牛則每頭授露田三十畝。 


	
	
	 露田不可買賣，於受田者年滿七十或死後需歸還朝廷；桑田不用歸還，稱世業田，為個人所擁有，於一般情況下，亦不許買賣。 
	 露田不可買賣，於受田者年滿七十或死後需歸還朝廷；桑田不用歸還，稱世業田，為個人所擁有，於一般情況下，亦不許買賣。 


	
	
	 土地不敷分配的地區稱為狹鄉，農民可遷往他處開荒；地廣人稀的地區稱為寬鄉，農民可隨能力所及，向官府借受田以外的田地耕植。 
	 土地不敷分配的地區稱為狹鄉，農民可遷往他處開荒；地廣人稀的地區稱為寬鄉，農民可隨能力所及，向官府借受田以外的田地耕植。 



	 
	均田制可解決以下問題： 
	 
	問題一：農村有大量荒田，城市中有大量游民，以致農業生產量很低 
	
	
	
	 透過授田，使耕牛、人民和荒地能夠分別發揮應有的勞動力和地力，促進農業發展。 
	 透過授田，使耕牛、人民和荒地能夠分別發揮應有的勞動力和地力，促進農業發展。 


	
	
	 田地不可輕易轉讓，百姓可安穩使用土地，從事耕種，有利恢復農業發展。 
	 田地不可輕易轉讓，百姓可安穩使用土地，從事耕種，有利恢復農業發展。 


	
	
	 透過寬鄉與狹鄉的畫分，能調節人口分布等地域差異的問題，達致民盡其力、地盡其力的作用，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透過寬鄉與狹鄉的畫分，能調節人口分布等地域差異的問題，達致民盡其力、地盡其力的作用，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問題二：農戶變成大戶士族的蔭附戶口，以致政府不能依法徵收租稅 
	
	
	
	 均田制先確保民有恒產，再在授田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租調額，驅使大量蔭戶成為編戶，確保稅收。 
	 均田制先確保民有恒產，再在授田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租調額，驅使大量蔭戶成為編戶，確保稅收。 


	
	
	 均田制計口授田，又不許土地隨意買賣，可紓緩土地過分集中於豪強，以致難於徵稅的問題。與此同時，因為均田制授田不限奴婢人數，豪強擁有奴婢越多，就可以得到更多土地，又可以減少豪強的反抗。制度靈活令國家於安定農民生活的同時，亦能穩定社會。 
	 均田制計口授田，又不許土地隨意買賣，可紓緩土地過分集中於豪強，以致難於徵稅的問題。與此同時，因為均田制授田不限奴婢人數，豪強擁有奴婢越多，就可以得到更多土地，又可以減少豪強的反抗。制度靈活令國家於安定農民生活的同時，亦能穩定社會。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充分利用所提供之資料，緊扣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立論，並有效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具體分析，就種種問題均衡作答。能多角度立論，證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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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就種種問題作答。嘗試多角度立論，但部分證據稍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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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並能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資料／種種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部分證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考生尚能利用所提供之資料，指出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嘗試運用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作分析，但僅為個別問題的零碎資料。立論欠多角度，論據欠說服力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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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針對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針對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所提供之資料，未能針對北魏政府如何透過均田制解決問題以穩定政權，亦未能援引相關的北魏史實及均田制內容，就任何問題作分析。論點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9. 試就漢唐期間佛教和宋元期間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史實，評論資料一的觀點。(25分) 
	 
	 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儒家文化融和，漸趨中國化： 
	
	
	
	 佛教自漢代傳入，即與中國道德觀配合，如在《四十二章經》中的道理與儒家忠恕、仁義思想相符，得以廣為中國人接受。 
	 佛教自漢代傳入，即與中國道德觀配合，如在《四十二章經》中的道理與儒家忠恕、仁義思想相符，得以廣為中國人接受。 


	
	
	 南北朝時期，儒釋道的論爭促使三者吸納別家優點，完善本身的思想體系，三教漸趨調和。 
	 南北朝時期，儒釋道的論爭促使三者吸納別家優點，完善本身的思想體系，三教漸趨調和。 


	
	
	 唐代以來，佛教日趨中國化，禪宗南派興起更是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典型例子。 
	 唐代以來，佛教日趨中國化，禪宗南派興起更是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典型例子。 



	 
	 伊斯蘭教傳入中國後既堅持保留自身特色，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補充： 
	
	
	
	 伊斯蘭教在華得以發展，是因為穆斯林以世襲方式傳承信仰，他們不會與異教徒通婚，也甚少向外傳教，漸形成穆斯林社區，他們仍保持伊斯蘭文化。 
	 伊斯蘭教在華得以發展，是因為穆斯林以世襲方式傳承信仰，他們不會與異教徒通婚，也甚少向外傳教，漸形成穆斯林社區，他們仍保持伊斯蘭文化。 


	
	
	 宋元以來，不少穆斯林歸化中國，宋代出現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的稱呼。同時，他們亦透過與漢人通婚，接受中國傳統思想。此外，宋代政府設有地方官學招收穆斯林學生，同時亦開放科舉，允許穆斯林入仕。元代時，穆斯林開始以儒家學說來詮釋伊斯蘭教義，他們以儒家五倫和伊斯蘭教的五功相配。 
	 宋元以來，不少穆斯林歸化中國，宋代出現土生蕃客、五世蕃客的稱呼。同時，他們亦透過與漢人通婚，接受中國傳統思想。此外，宋代政府設有地方官學招收穆斯林學生，同時亦開放科舉，允許穆斯林入仕。元代時，穆斯林開始以儒家學說來詮釋伊斯蘭教義，他們以儒家五倫和伊斯蘭教的五功相配。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準確地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準確地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準確地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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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並選取史實，評論此觀點，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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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考生尚能理解資料的觀點，未能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且評論此觀點時，所援引之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資料的觀點，未能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且評論此觀點時，所援引之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資料的觀點，未能就兩個宗教作出均衡論述，且評論此觀點時，所援引之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10-15 
	10-15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只能簡單列舉兩個宗教若干歷史史實，未能運用史事評論此觀點；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只能簡單列舉兩個宗教若干歷史史實，未能運用史事評論此觀點；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的觀點，只能簡單列舉兩個宗教若干歷史史實，未能運用史事評論此觀點；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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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6-9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0-5 




	10.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利瑪竇在華的傳教策略。(15分) 
	10.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利瑪竇在華的傳教策略。(15分) 
	 
	
	
	
	 由上而下的傳教方式 
	 由上而下的傳教方式 

	圖一反映利瑪竇結交名士、官紳、士大夫，如徐光啟；圖二反映他爭取謁見皇帝。 


	 
	
	
	
	 以西學吸引中國君主、士人 
	 以西學吸引中國君主、士人 

	圖二反映利瑪竇向宮廷呈獻自鳴鐘，以西方科學知識及器具來爭取君主和士大夫的信任和支持。 


	 
	
	
	
	 尊重中國文化，調適中西文化差異 
	 尊重中國文化，調適中西文化差異 

	圖一利瑪竇身穿儒服和圖三《天主實義》引用儒家學說解釋天主教教理，可見利瑪竇尊重中國文化，以取得中國士人的認同。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地運用資料，以多角度立論，詳細而有條理地分析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論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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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解釋尚算均衡，但部分論據欠說服力。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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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能引用資料，嘗試多角度立論，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有基本認識，惜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認識粗疏，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認識粗疏，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對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認識粗疏，解釋欠均衡，且論據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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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考生未能引用資料作答，不認識利瑪竇在華傳教策略，立論角度單一，甚至有離題之虞。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b) 根據資料二，你認為馬禮遜來華傳教是否成功？試據史實說明你的看法。(10分) 
	 (b) 根據資料二，你認為馬禮遜來華傳教是否成功？試據史實說明你的看法。(10分) 
	 
	考生認為馬禮遜來華傳教成功，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馬禮遜受聘於東印度公司為翻譯員，得以留華。他翻譯聖經和編寫宗教書籍，以宣揚基督新教。 
	 馬禮遜受聘於東印度公司為翻譯員，得以留華。他翻譯聖經和編寫宗教書籍，以宣揚基督新教。 


	
	
	 馬禮遜成功吸納華人信徒，如蔡高和梁發等。 
	 馬禮遜成功吸納華人信徒，如蔡高和梁發等。 


	
	
	 馬禮遜與米憐牧師在馬六甲合辦英華書院，訓練華人宣教師，向中國人宣揚教義。 
	 馬禮遜與米憐牧師在馬六甲合辦英華書院，訓練華人宣教師，向中國人宣揚教義。 



	 
	考生認為馬禮遜來華傳教不成功，可循以下思路作答： 
	
	
	
	 馬禮遜只能秘密地傳教，直至他死後，1858年清廷與列強簽訂《天津條約》，各國傳教士才能自由在華傳教。 
	 馬禮遜只能秘密地傳教，直至他死後，1858年清廷與列強簽訂《天津條約》，各國傳教士才能自由在華傳教。 


	
	
	 馬禮遜在華吸納的基督徒人數甚少，且未能遍及不同階層。 
	 馬禮遜在華吸納的基督徒人數甚少，且未能遍及不同階層。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充分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準確地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準確地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考生能充分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準確地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析論，立論充實有度，令人信服。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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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能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能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考生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並能運用資料和選取史實，說明己見，正反立論，惜部分論據欠完備，史實稍嫌不足。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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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尚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未能善用資料，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未能善用資料，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考生尚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惟說明己見時，欠正反立論，而且未能善用資料，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論結合不盡理想。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資料和史事論述。 
	考生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資料和史事論述。 
	考生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也未能運用資料和史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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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完全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完全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考生完全未能理解馬禮遜在華傳教的重要事件，欠立場及正反立論，完全沒有援引資料，史事貧乏。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單元六：女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單元六：女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11.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解答以下兩項︰(10分) 
	 
	  (i) 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角色是怎樣的？ 
	 
	
	
	
	 根據資料一，傳統社會強調男尊女卑，女性的角色是服從男性（父、夫、子），從一而終。 
	 根據資料一，傳統社會強調男尊女卑，女性的角色是服從男性（父、夫、子），從一而終。 


	
	
	 根據資料二，男女天職不同；女性不言外事，不立功業。女性的角色是當賢妻良母（操持家務，生育兒女，相夫教子）。 
	 根據資料二，男女天職不同；女性不言外事，不立功業。女性的角色是當賢妻良母（操持家務，生育兒女，相夫教子）。 



	 
	  (ii) 承上題，傳統社會如何令女性接受這種角色規範？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 
	 
	
	
	
	 以法律規範女性的行為，例如下詔規定「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不得改嫁」。 
	 以法律規範女性的行為，例如下詔規定「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不得改嫁」。 


	
	
	 獎勵與表揚貞節，例如明朝以立牌坊、建祠院、置名冊、編入史書來表揚節婦。凡是三十歲前亡夫，五十歲以後不改節者，均由官府旌表其門閭，並免除其差役。 
	 獎勵與表揚貞節，例如明朝以立牌坊、建祠院、置名冊、編入史書來表揚節婦。凡是三十歲前亡夫，五十歲以後不改節者，均由官府旌表其門閭，並免除其差役。 


	
	
	 藉教育灌輸傳統價值觀，例如明代把《女誡》、《女論語》、《內訓》和《女範捷錄》匯集成為《女四書》，用以灌輸女子道德規範和行為準則。 
	 藉教育灌輸傳統價值觀，例如明代把《女誡》、《女論語》、《內訓》和《女範捷錄》匯集成為《女四書》，用以灌輸女子道德規範和行為準則。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準確理解資料，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援引史事詳盡，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理解資料，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援引史事詳盡，論據具說服力。 
	考生能準確理解資料，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援引史事詳盡，論據具說服力。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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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考生對資料有正確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但稍欠豐贍。 
	考生對資料有正確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但稍欠豐贍。 
	考生對資料有正確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但稍欠豐贍。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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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8 


	考生對資料有基本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作簡單說明，部分論據矛盾。
	考生對資料有基本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作簡單說明，部分論據矛盾。
	考生對資料有基本認識，從而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能援引史事作簡單說明，部分論據矛盾。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4-6 
	4-6 


	考生對資料只有粗疏的理解，在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時，只能援引史事簡單說明，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對資料只有粗疏的理解，在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時，只能援引史事簡單說明，論據欠說服力。 
	考生對資料只有粗疏的理解，在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時，只能援引史事簡單說明，論據欠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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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3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未能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未能援引史事，甚至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未能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未能援引史事，甚至離題。 
	考生未能理解資料，未能分析傳統社會如何令女性接受這種角色模範，未能援引史事，甚至離題。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1 
	0-1 




	 b. 試從參政機會和參與抗日戰爭，援引史實析論民國期間女性角色的改變。(15分) 
	 b. 試從參政機會和參與抗日戰爭，援引史實析論民國期間女性角色的改變。(15分) 
	 
	參政機會： 
	在傳統的觀念中，女不言外，服從男性，不能建功立業；史書載有不少女子禍國的故事，多不認同女子參政。民國成立後，女性角色起了根本改變︰ 
	
	
	
	 民國政府草擬《臨時約法》時，知識女性組織不同的團體以爭取參政權，擔任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和男性一樣有商議政事的權利。 
	 民國政府草擬《臨時約法》時，知識女性組織不同的團體以爭取參政權，擔任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和男性一樣有商議政事的權利。 


	
	
	 其後女子參政機會漸多，如湖南女子王昌國當選為省議員；到1940年代，在200餘名參政員中，有15名女性。 
	 其後女子參政機會漸多，如湖南女子王昌國當選為省議員；到1940年代，在200餘名參政員中，有15名女性。 


	
	
	 中共在江西瑞金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不分男女、種族、宗教，在蘇維埃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婦女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江西興國縣的64個鄉便有30名婦女擔任鄉主席。 
	 中共在江西瑞金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不分男女、種族、宗教，在蘇維埃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婦女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江西興國縣的64個鄉便有30名婦女擔任鄉主席。 



	 
	參與抗日戰爭︰ 
	
	
	
	 面對國難當前，不少女性紛紛加入救國的隊伍，由持家的角色轉變為衞國。 
	 面對國難當前，不少女性紛紛加入救國的隊伍，由持家的角色轉變為衞國。 


	
	
	 1931年，北平市女界抗日救國會成立。1937年，何香凝、宋慶齡等在上海發起成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 
	 1931年，北平市女界抗日救國會成立。1937年，何香凝、宋慶齡等在上海發起成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 


	
	
	 女性廣泛參與以下工作：一、在戰場上負責煮食、衞生及醫療工作；二、接受與政治學相關的各種訓練，然後在全國各地進行政治工作；三、生產軍需品如軍鞋、軍服等。 
	 女性廣泛參與以下工作：一、在戰場上負責煮食、衞生及醫療工作；二、接受與政治學相關的各種訓練，然後在全國各地進行政治工作；三、生產軍需品如軍鞋、軍服等。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資料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並能均衡作答。 
	考生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資料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並能均衡作答。 
	考生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資料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並能均衡作答。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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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考生大體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考生大體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考生大體能從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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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2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析論流於表面，或未能均衡回應。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析論流於表面，或未能均衡回應。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析論流於表面，或未能均衡回應。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6-9 
	6-9 


	考生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簡單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未能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簡單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未能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就參政機會及參與抗日戰爭兩方面，析論民國期間女性角色的改變。只能簡單列舉民國時期女性角色改變的若干史實，未能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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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5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2 
	0-2 




	12. 鴉片戰爭以後，女子教育漸受重視，而女性的角色也起了變化。試援引辛亥革命前的史實加以析論。(25分) 
	12. 鴉片戰爭以後，女子教育漸受重視，而女性的角色也起了變化。試援引辛亥革命前的史實加以析論。(25分)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等思想傳入中國，女性的地位和價值獲重新闡釋，並要求給予女性教育平等等權益，以達致男女平權。 
	 
	 太平天國的女子教育及其影響︰ 
	
	
	
	 受到基督教平等博愛精神的影響，太平天國認為男女兩性應無分彼此，反對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觀念。故此，太平天國不單給予婦女讀書的機會，更容許她們參加科舉，因而出了中國第一位女狀元傅善祥。 
	 受到基督教平等博愛精神的影響，太平天國認為男女兩性應無分彼此，反對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觀念。故此，太平天國不單給予婦女讀書的機會，更容許她們參加科舉，因而出了中國第一位女狀元傅善祥。 



	 
	 女子學校的發展及其影響︰ 
	
	
	
	 1906年，慈禧太后面諭學部振興女學，在政府的大力提倡下，官辦和民辦的女子學校相繼湧現。民辦女學如吳馨主辦的上海務本女塾，官辦女學如天津北洋女師範學堂等。 
	 1906年，慈禧太后面諭學部振興女學，在政府的大力提倡下，官辦和民辦的女子學校相繼湧現。民辦女學如吳馨主辦的上海務本女塾，官辦女學如天津北洋女師範學堂等。 



	 
	 女子留學的情況及其影響︰ 
	
	
	
	 隨著傳教士推動女子前往外國留學，中國亦官派女學生到日本留學，到1907年已達百名之多。 
	 隨著傳教士推動女子前往外國留學，中國亦官派女學生到日本留學，到1907年已達百名之多。 


	
	
	 女子留學生接觸外國生活，思想為之一變，回國後致力倡導女權，興辦女子教育，出版刊物，甚至參與革命活動，改變了女子的角色。 
	 女子留學生接觸外國生活，思想為之一變，回國後致力倡導女權，興辦女子教育，出版刊物，甚至參與革命活動，改變了女子的角色。 



	 

	  評分準則 
	  評分準則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內容/概念 

	能力表現 
	能力表現 

	所得分數 
	所得分數 


	考生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深入透徹的了解，能有效援引史事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 
	考生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深入透徹的了解，能有效援引史事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 
	考生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深入透徹的了解，能有效援引史事作具體析論；內容充實有度。 

	能扣緊題旨； 
	能扣緊題旨； 
	答案完備，內容豐贍，能有效運用正確相關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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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考生大體上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所了解，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考生大體上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所了解，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考生大體上對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有所了解，答卷論有所據，所引史例無重大缺漏，組織亦具條理。 

	能掌握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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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析論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的變化，只能列舉若干片斷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未能均衡回應，或只能援引簡單史事等。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析論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的變化，只能列舉若干片斷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未能均衡回應，或只能援引簡單史事等。
	考生對題旨僅有概括的了解，未能析論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的變化，只能列舉若干片斷回應；答卷或組織欠佳，或未能均衡回應，或只能援引簡單史事等。

	對題旨了解一般； 
	對題旨了解一般； 
	內容基本切題及正確，但稍欠均衡； 
	表達一般，顯示考生嘗試對試題加以議論及/或分析，但論點或前後不一致，或過分著重史實之鋪陳。 
	 

	10-15 
	10-15 


	考生未能就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加以析論，只能簡單列舉若干片段，未能運用史事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就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加以析論，只能簡單列舉若干片段，未能運用史事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考生未能就晚清女性教育及角色變化加以析論，只能簡單列舉若干片段，未能運用史事加以析論；答案蕪雜，間有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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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6-9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考生答卷偏離題旨，或答題完全失衡，或論據頗多錯誤，史事混淆。 
	 
	 

	完全誤解題旨； 
	完全誤解題旨； 
	內容貧乏及/或不切題； 
	組織混亂，表現遠離水準。 

	0-5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