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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考考考考試試試試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卷二卷二卷二卷二



一般評改原則：水平評一般評改原則：水平評一般評改原則：水平評一般評改原則：水平評級級級級

1.先考慮論述的角度是否齊備及均衡
作評級。

2.再按史事的充實度及析述的清晰度，
決定同一等級的分數高低。



一般評改原則：引用資料一般評改原則：引用資料一般評改原則：引用資料一般評改原則：引用資料

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限制答題範疇及角度限制答題範疇及角度限制答題範疇及角度限制答題範疇及角度 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提供史事提供史事提供史事提供史事

如8b、9b、12a、
14a、15、16b

如5、6a、6b等

考生如沒有引用題目的資料，
但討論角度與題目的資料相同，
閱卷員可按評卷尺度給分。

考生應援引資料作為論
據，列出地圖的資料或
史事。

如考生背誦資料以外的其他討
論角度，相關部分不給分，但
不會扣分，也不會局限考生的
得分上限。

如考生没有清楚指出運
用的是資料 X或圖一，
但內容中有引用資料的
字詞，也當作有引用資
料處理。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承傳與轉變承傳與轉變承傳與轉變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選答人數少。

2.部分學生同時選答1至18題，一頁

內同時作答多題。

3.大部分學生對本單元缺乏認識，

只抄寫題目、抄錄資料，或援引

治亂興衰部分相關的史事討論。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111：未如理想：未如理想：未如理想：未如理想))))

1.個別表現優異的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出現反傳統思潮的原因有深入而具體的認識。

2.大部分考生認識粗疏，鮮能從多角度析論，
也未能適當地引用史事論證。

3.部分考生只集中分析五四時期反孔的社會情
緒，忽略了反傳統思潮出現的各種原因。

4.個別考生甚至泛論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束縛，
胡亂作答，錯漏亦多。

1.析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反傳統思潮
的原因。(25分)

0.60.60.60.6%%%%



2.(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五
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傳播的原因。(15分)

 新文化運動使中國人民獲得了思想上的解
放，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
件。

 儒家經典《禮記》描繪了大同社會，康有
為的《大同書》勾畫了一個廢除私有財產、
消滅階級、人人平等幸福的大同社會藍圖。

 毛澤東説：「（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0.70.70.70.7%%%%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2a2a2a2a：欠理想：欠理想：欠理想：欠理想))))

1.個別表現優異的考生對資料有透徹理解，能援
引史實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
中國傳播的原因。

2.大部分考生認識粗疏，只純粹抄錄題目提供的
資料，略加解釋，未能適當地引用史事進行分
析。

3.部分考生忽略題旨，闡述階級鬥爭思想及馬克
思主義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衝擊，個別考生甚至
評論1949年前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完全偏離
題旨。



2(b)有人認為毛澤東的思想藴含中國文化
元素。試從以下兩方面加以説明。
(10分)

 矛盾論與陰陽學説

 實踐論與知行合一思想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2b2b2b2b：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

1.大部分考生對「矛盾論」、「實踐論」、
「陰陽學説」和「知行合一思想」缺乏
認識，未能適當地引用史事，説明毛澤
東思想所藴含的中國文化元素。

2.個別考生集中闡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
想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攻擊，胡亂作
答，完全忽略題旨。



3.(a)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二十世紀五十年
代新儒家學者的主張。(10分)

 中國文化的承傳

 中西文化的結合

0.30.30.30.3%%%%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3a3a3a3a：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

1.大部分考生對新儒家學者的主張缺乏認
識，未能適當地引用史事，從「中國文
化的承傳」和「中西文化的結合」兩方
面分析。

2.部分考生泛論儒家思想對現今社會的重
要性，或論述西方文化的優點，但未能
清楚説明這些説法與新儒家主張的關係。



3.(b)從以下兩方面闡析1978-2000年儒家
思想在內地漸受重視的原因。(15分)

 學術界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官方的推動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3b3b3b3b：：：：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甚不理想))))

1.大部分考生未能緊扣題旨，從「學術界對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改革開放以
來官方的推動」兩方面闡析1978-2000年
儒家思想在內地漸受重視的原因。

2.考生對1978-2000年間內地的學術氣氛和
思潮發展缺乏認識，個別考生忽略題旨，
評論「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及批孔運動帶
來的破壞，讚揚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未能由此解釋儒家思想漸受重視的原因。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地域與資源運用地域與資源運用地域與資源運用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 此單元的題目提供頗豐富的年表及地
圖資料，但考生多未能善用及引用資
料作答。

2. 考生的作答角度較單一，地理、政治、
經濟、國防等也可再細分不同角度討
論。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4a4a4a4a：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指出臨安的地理環境，
從地理及政治兩方面均衡地分析臨安作
為國都的各項優勢。

2.表現稍遜的考生，則以唐宋經濟重心南
移的內容作答，未能緊扣題旨。

4.(a)從地理及政治兩方面析論宋高宗定都
臨安的原因。(15分)

4.64.64.64.6%%%%



3. 大部分考生能從地理及政治兩方面析論，在地理方面多能從
經濟(商業及農業)及國防(江淮緩衝及面陸背海)兩個角度，
分別舉出相關史實，說明南宋定都臨安的好處；但在政治方
面，考生多只能指出宋高宗定都臨安的政治考慮，卻忽略南
方士大夫的政治影響力，答案稍欠全面。

定都臨安定都臨安定都臨安定都臨安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國防國防國防國防

江淮緩衝江淮緩衝江淮緩衝江淮緩衝 面陸背海面陸背海面陸背海面陸背海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高宗固位高宗固位高宗固位高宗固位
私心私心私心私心

南方士大南方士大南方士大南方士大
夫利益夫利益夫利益夫利益



4.(b)從下列三項，説明南宋臨安城的建
置特色。(10分)

 坐南朝北的布局

 御街的中軸地位

 三大工商業區的確立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4b4b4b4b：：：：未如未如未如未如理理理理想想想想))))

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 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 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

坐南朝北
的布局

能指出臨安地勢南高北
低，故有坐南朝北的布
局，能讓帝王有居高臨
下之勢。

少有提及這布局實有不忘北方
故土的意思。

御街的中
軸地位

能望文生義，指出御街
是臨安城的中軸線，為
專供皇室使用的御道。

少能詳述御街的設計細節
• 兩旁是滿栽植物的河道
• 河道外設供巿民行走的走
廊

• 走廊兩側店鋪林立

三大工商
業區的確
立

能簡單指出臨安城有南、
北、中三大商業區

未能詳述各商業區的特色
城南：經營高檔消費品
城中：歷史悠久，行業多樣
城北：新興區，民間遊樂場所



5.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論廣州自
唐至清成為中外接觸重鎮的原因。(25分)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史事史事史事史事

671年（唐咸亨二年）
僧人義淨從廣州出發，乘商船前往印度求
法。

714年（唐開元二年）
此前廣州已設市舶使，專門主持與南海諸國
貿易。

879年（唐乾符六年）
黃巢陷廣州，外來宗教信徒及富商死者多至
二十萬。

971年（宋開寶四年） 廣州設立巿舶司。
1522-1566 年（明嘉靖年
間）

實行海禁，廣州成為向大部分國家開放的唯
一港口。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
耶穌會士利瑪竇到廣州，將西方器物送給當
地官員。

1757 年 （ 清 乾隆二十二
年）

廣州為歐商唯一通商口岸，由十三行壟斷外
貿。

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 傳教士馬禮遜到廣州，開展在華傳教活動。
1842 年 （ 清 道光二十二
年）

《南京條約》簽訂，廣州成為「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

4.04.04.04.0%%%%



廣州為中外廣州為中外廣州為中外廣州為中外
重鎮的原因重鎮的原因重鎮的原因重鎮的原因

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對外貿易

通商口岸通商口岸通商口岸通商口岸

唐唐唐唐、、、、宋宋宋宋、、、、明明明明、、、、
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

成立管理外成立管理外成立管理外成立管理外
貿的機構貿的機構貿的機構貿的機構

唐唐唐唐、、、、宋宋宋宋、、、、明明明明、、、、
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

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僧侣僧侣僧侣僧侣

唐唐唐唐、、、、宋宋宋宋、、、、明明明明、、、、
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

物產物產物產物產

科技交流科技交流科技交流科技交流

唐唐唐唐、、、、宋宋宋宋、、、、明明明明、、、、
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清史事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5555：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 表現優異的考生對廣州自唐至清成為中外接觸重鎮的原因有
深入而全面的認識，並能善用資料及援引例證討論。

2. 大部分考生討論欠均衡，就縱向(時間)而言，考生多只能析
論廣州在唐代及清代的發展，但對宋、明兩代討論不足；就
橫向(討論角度)方面，考生多能從外貿方面析論，指出廣州
為中國歷朝的主要港口，因此政府於廣州設置專掌外貿的機
構，但在文化交流方面，考生多只引用資料為作答內容，詳
細説明欠奉。

3. 題目提供了頗多史事，表現較佳的考生能歸納、綜合資料
(如從地理優勢、政治考慮、有利政策等)，以作佐證；能力
稍遜的考生，只零碎引用一二史事，未能有效引用資料及相
關史實析論。



6.(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從地理、
經濟及國防三方面析論唐代定都長安
的原因。(15分)

7.17.17.17.1%%%%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6a6a6a6a：：：：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運用地圖及相關史實，
從地理、經濟及國防三方面析論唐代定
都長安的原因。

2.整體而言，考生能扣題析論，惜未能善
用地圖資料。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6a6a6a6a：：：：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表現較佳之處 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表現稍遜之處

地理 能據地圖指出長安有黃河天
險守護，也有群山環伺

未能交代「長安位處關中平原，
易於建立大型都城」的優點。
未能清晰交待方位，如東向西
攻，須逆流而上，南向北攻，
有群山環伺。

經濟 能據地圖從人工運河(隋朝
兩代帝主先後開鑿運河)及
天然河道(長安周邊河流匯
聚)析論

國防 多忽略地圖所顯示長安周邊的
民族，以致未能點出長安在
「屯駐重兵，以防西北邊患」
的重要性。



6.(b)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釋安史之

亂後長安衰落的原因。(10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6b6b6b6b：：：：稍欠稍欠稍欠稍欠理想理想理想理想))))

1.未能沿題a的思路(長安在經濟及國防的有利條
件)，分析安史亂後這些有利條件失去，導致
長安地位衰落。

2.就安史之亂後長安衰落的原因，考生多能提及
運河、節度使、邊疆民族和長安衰落的關係，
但闡釋欠完備，尤多忽略東北的回紇及契丹相
繼崛起，導致長安在國防的重要性下降。

3.不少考生準備不足，以唐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內
容作答，未能緊扣題旨，也未能在地圖選取有
用的資料以助解説。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時代與知識分子時代與知識分子時代與知識分子時代與知識分子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 選答人數眾多。

2. 考生多能掌握基本史事，但資料欠詳盡。



7.有人認為孔子的最大成就，不在提出正名、
仁政與禮治以撥亂反正，而在設教授徒。
試援引史實加以闡析。(25分)

29.6%29.6%29.6%29.6%

最大成就不在撥亂反正最大成就不在撥亂反正最大成就不在撥亂反正最大成就不在撥亂反正
((((政治主張政治主張政治主張政治主張))))

最大成就在設教授徒最大成就在設教授徒最大成就在設教授徒最大成就在設教授徒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時代背景

正名
未見用於時，
不受當時國
君重用

教育思想(如有教無類使
教育普及化)

時代背景

仁政
教學方法(如因材施教、
學思結合為後世仿效)

時代背景

禮治
使用教材(如所整理的典
籍成為重要文獻)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先指出春秋時期的政局特
色，然後詳述孔子提出「正名」、「仁政」和
「禮治」的主張內容，再列舉具體史例，說明
孔子如何不受當時國君重用；繼而從孔子的教
育思想(如有教無類使教育普及化)、教學方法
(如因材施教、學思結合為後世仿效)及使用的
教材(如所整理的典籍成為重要文獻)等多角度，
結合具體史事，闡析孔子的最大成就在設教授
徒。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7777：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2. 大部分考生能理解題旨要求，惜部分考生未能均衡地
闡析上述兩部分，或偏重討論孔子最大的成就不在撥
亂反正，或偏重討論孔子在設教授徒的貢獻，又或散
亂引用孔子的教育主張，未能由此闡析其貢獻。

3.頗多考生未能援引孔子未見用於時的例子。

4.有考生完全偏離題旨，論證孔子之最大成就不在設教
授徒，而在政治上撥亂反正。

5.考生列舉的史事多有舛誤，例子不勝枚舉。如：孔子
廣設學校，整理四書、五經，孔子弟子編纂《論語》
以弘揚儒學。

6.部分考生論説牽強，如視漢武帝獨尊儒術、隋唐科舉
取士、王安石變法為孔子教育的貢獻，更有考生大量
引用《岳陽樓記》的內容，以論説孔子的貢獻。



8.(a)根據資料一，司馬遷的《史記》為什麼
被稱為「謗書」？試從《史記》的寫作
背景及其對漢武帝施政的評論，並援引
史實，加以闡析。(15分)

22.722.722.722.7%%%%

李陵事件李陵事件李陵事件李陵事件

繼承孔子編纂繼承孔子編纂繼承孔子編纂繼承孔子編纂
《《《《春秋春秋春秋春秋》》》》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

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窮兵黷窮兵黷窮兵黷窮兵黷
武武武武、、、、任用酷吏任用酷吏任用酷吏任用酷吏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8a8a8a8a：：：：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

1.能正確理解「謗書」一詞的含意。表現優異的考
生能從《史記》的寫作背景和對漢武帝施政評價
兩方面均衡地援引史實，加以闡析。

2.就寫作背景方面，考生指出司馬遷遭受「李陵之
禍」的屈辱，故其撰作動機被質疑出於私憤，蓄
意中傷漢武帝；或以司馬遷欲繼承孔子編纂《春
秋》的精神，不避權貴，直書史事，故被視為針
對漢武帝。惜部分考生以司馬遷繼承父志著史，
歌頌漢武帝聖德，作為《史記》被視為「謗書」
的原因，實與題旨矛盾。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8a8a8a8a：：：：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表現不俗))))

3.就對漢武帝施政評價方面，考生多能援引
司馬遷批評漢武帝新經濟政策、窮兵黷武、
任用酷吏等《史記》內容，加以闡析，從
而說明《史記》被稱為「謗書」的原因。

4.部分考生論説《史記》不是謗書，又或援
引《史記》讚揚漢武帝的觀點，實屬偏離
題旨。



8.(b)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記》的內
容，闡述司馬遷的歷史思想。(10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8b8b8b8b：表現兩極：表現兩極：表現兩極：表現兩極))))

1.優異的考生能按題旨要求，從時間上貫通古今、地
域上旁及四境和內容上關涉社會不同層面，援引
《史記》內容，討論司馬遷「通」的歷史思想；又
能援引《史記》內容説明司馬遷如何「稽其成敗興
壞之理」，對歷史加以考察説明，從而取得歷史教
訓，以闡明「理」的歷史思想在《史記》一書如何
體現。

2.惜部分考生未能均衡回應，只偏重其中一項。更甚
者偏離題旨，只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三方面闡明司馬遷的歷史思想。



9.(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述何啟
如何回應曾紀澤對中國改革路向的看
法。(10分)

29292929.8.8.8.8%%%%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9a9a9a9a：欠：欠：欠：欠理想理想理想理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援引資料，並準確援引相關史例，
闡述何啟如何回應曾紀澤對中國改革路向的看法。

2.大部分考生對《曾論書後》的寫作背景認識甚少，
只從資料一選取相關要點，回應題旨。

3.考生對何啟的重要主張，如「民政為本，軍政為末」
有基本認識，但未能引用各項主張的具體內容作答，
闡述欠深入。部分考生雖能列出「復古七事」和
「因時九事」各項條目，用功雖勤，但未能藉此闡
述「何啟如何回應曾紀澤對中國改革路向的看法」，
徒浪費筆墨。



9.(b)援引何啟所取得的專業資格及其對推動香港
醫療發展、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的史實，闡析他如
何符合資料二所述知識分子的兩項條件。(15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9b9b9b9b：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掌握題目要求，有條理地援引何
啟在「專業資格」、「推動香港醫療發展」和「支
持中國革命運動」三方面的史實作答，表達清晰，
論有所據。

2.部分考生在「推動香港醫療發展」方面引用史實雖
多，但組織表達混亂，只羅列一堆事件，並無好好
闡析何啟如何符合知識分子的條件。

3.考生在「支持中國革命運動」方面引用的史實雜亂，
錯誤甚多，反映考生對清末時局及何啟回應時局變
化的方法認識不夠深入。



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制度與政治演變制度與政治演變制度與政治演變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 選答人數眾多。

2. 比較題的作答技巧欠佳，多以分述形
式作答，較少能清晰寫出比較的主題
句，然後逐一援引兩朝相關的內容印
證。

3. 偏重討論相異，較少歸納相同之處。



10.從以下三方面，比較北魏與唐代均田
制的異同。(25分)

26%26%26%26%

 授田對象及數量
 狹鄉寬鄉條例
 土地買賣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0101010：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

1.表現優異的考生，除了熟稔史實外，能針對三個考問
重點(授田對象及數量、狹鄉寬鄉條例及土地買賣)，
仔細地比較北魏與唐代均田制的異同，更能結合兩朝
背景解釋制度變化的原委。

2.表現一般的考生，能針對三個重點作整體比較，但多
有異無同，論述欠均衡。

3.表現較遜的考生，對均田制欠缺認識，未能援引史實，
內容空洞，史實對錯夾雜，表達混亂；又或只鋪陳一
個朝代的均田制內容，或分述兩朝制度，未作比較；
又或是沒有本資料考問的三個角度分析，自説自話。



11.(a)從以下兩方面，比較唐代府兵制與
明代衛所制的異同。(10分)

23232323.6.6.6.6%%%%

 士兵來源
 編制及調遣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1a11a11a11a：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本題目要求的士兵
來源、編制及調遣兩個角度，援引史實
比較唐代府兵制與明代衛所制的異同，
深入精詳。

2.表現一般的考生，能概略比較兩朝兵制
的不同，但多忽略寓兵於農的共通點。

3.表現較遜的考生，多史實錯誤，或錯誤
理解調遣為番上，或誤把宋代兵制作明
代兵制討論。



11.(b)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
史實，析論明代衛所制廢弛的原因。
(15分)

兵權被奪兵權被奪兵權被奪兵權被奪

地位低微地位低微地位低微地位低微

戰鬥力弱戰鬥力弱戰鬥力弱戰鬥力弱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1b11b11b11b：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

1.鮮能本資料提供的三個角度(兵權被奪、生活困
苦/地位低微及戰鬥力下降)，對明代衛所制廢弛
的原因，作全面詳盡析論。

2.其中，以資料一「宦官得勢，軍權被攘奪，武官
成備員」的認識最為貧乏，考生多避重就輕，以
明中葉後宦官亂政的史實充數，能指出成祖以後，
宦官因獲寵信，奉命監軍或專征，已屬上品。

3.其他兩項，考生多只抄錄資料，略加解釋，內容
空洞無物。



12.(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印證資
料二的觀點。(15分)

18181818.7.7.7.7%%%%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2a12a12a12a：表現理想：表現理想：表現理想：表現理想))))

1. 表現優異的考生對資料一和資料二有透徹理解，並能緊扣題
旨，準確地引用宋代科舉制的內容，全面而深入地印證宋代
科舉制如何達致客觀公平，內容豐贍，條理分明，立論充實
有度。

2. 大部分考生對宋代科舉的「防弊措施」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能廣泛援引史實，緊扣題旨作答。就「增設殿試」方面，部
分考生集中分析這種做法在強化「天子門生」觀念的政治作
用，而忽略了回應題旨，就「客觀公平」討論。

3. 就「不許朝廷官員推薦考生」方面，考生表現參差。優異的
考生能貫通上下，說明宋制對唐制的承傳與轉變，指出宋制
改革「客觀公平」之處；表現較遜的考生缺乏認識，未能援
引史實作答，多為浮泛之説。



12.(b)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釋明
代科舉制的內容。(10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2b12b12b12b：表現尚可：表現尚可：表現尚可：表現尚可))))

1.就「科舉必由學校」方面，部分考生對明代學校
(府、州、縣學)及考試(鄉試、會試和殿試)有基本
認識，可惜未能清楚説明入學與應考的關係。

2.就「分區域配額取士」方面，考生表現參差。優異
的考生對此制度的背景、分卷規定及配額數目，均
十分清楚；表現稍遜的考生未能掌握不同地區的利
益矛盾及明代君主的考慮，卻認為「分區域配額取
士」是人民的訴求。

3.個別考生，無視題旨，詳細討論明代八股文取士的
內容，實屬畫蛇添足。



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 考生偏讀情況明顯，第14題a、b分別
問及道教及佛教，考生多在其中一分
題表現較優，甚或有考生只回答其中
一分題。第15題則詳讀利瑪竇，馬禮
遜一問表現未符理想。

2. 考生對朝代的概念掌握欠佳，未能清
楚分辨南朝與北朝佛道之爭的史事。



13.從華夷之別、君主喜好、經濟利益和
教義主張四方面，析論北朝佛道之爭
的原因。(25分)

4.24.24.24.2%%%%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表現一般表現一般表現一般表現一般 表現較佳表現較佳表現較佳表現較佳

華夷之別 泛論中、印兩國或道(本
土)、佛(外來)二教在文
化上的差別

華夷之別在北朝期間所牽涉的民族差
異及其所引發的統治階層內部的政治
鬥爭

君主喜好 泛論君主對宗教支持的重
要性

詳述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崇道抑佛
的史事

經濟利益 泛論二教爭奪經濟資源 援引史實論證政權因經濟原因壓抑宗
教而引發二教相爭，如北周武帝因佛
教損害國家經濟而有抑佛之舉，其中
道士張賓及衛元嵩頗有搆陷之嫌。

教義主張 泛論佛教出世的主張 詳述佛教四大皆空、無父無君，道教
煉丹求仙、符咒治病等教義主張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3131313：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表現一般者，對北朝佛道相爭的史事，交代
欠詳。

2.題幹明確要求考生以北朝為限，但考生答案
往往漫及南朝史實，如王浮的老子化胡論、
顧歡的夷夏論、梁武帝寵信陶弘景，實偏離
作答要求。



14.(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論道
教的起源。(15分)

6.36.36.36.3%%%%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4a14a14a14a：表現欠佳：表現欠佳：表現欠佳：表現欠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準確運用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史實，
從原始崇拜、神仙方術、老莊思想及墨家思想四方面，
均衡析論道教的起源。

2.表現一般者，尚能理解題旨，惟僅就上述四方面浮泛
而論，援引史實較為單薄，史論結合不盡理想。

3.表現中下者，考生常混淆神仙方術與原始崇拜，到回
應神仙方術時，則無從發揮，或重複所論。在神仙方
術方面，考生多對神仙學說有較多掌握，惟方術方面，
則多付闕如。在論述墨家與道教淵源時，多着重發揮
兼愛，而少論天志、明鬼等學說。



14.(b)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
分析唐代佛教興盛的原因。(10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4b14b14b14b：表現欠佳：表現欠佳：表現欠佳：表現欠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準確運用資料二及資料三，以
君主禮待及名僧輩出兩角度分析唐代佛教興盛的
原因。在君主禮待方面，考生多對唐太宗及武后
之奉佛，有較多認識，惟對高宗之推重釋教，所
知無多。

2.至於名僧輩出方面，考生多未能理解資料含義，
掌握唐代高僧大德如玄奘、義淨等，在譯經及西
行求法兩方面的貢獻與唐代佛教興盛的關係，且
對其中所涉及之史實，疏略不詳，表現仍待改進。



15.(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述利
瑪竇在華成功傳教的原因。(10分)

9.39.39.39.3%%%%

研習中國文化研習中國文化研習中國文化研習中國文化 以學輔教以學輔教以學輔教以學輔教 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



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 史實史實史實史實////闡析闡析闡析闡析

研習中國研習中國研習中國研習中國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 生活行為層次生活行為層次生活行為層次生活行為層次：：：：利瑪竇為融入中國士紳階層利瑪竇為融入中國士紳階層利瑪竇為融入中國士紳階層利瑪竇為融入中國士紳階層，，，，於於於於
是取漢名是取漢名是取漢名是取漢名，，，，易華服易華服易華服易華服，，，，習漢語習漢語習漢語習漢語。。。。

• 禮儀層次禮儀層次禮儀層次禮儀層次：：：：容許信徒祭孔祀祖容許信徒祭孔祀祖容許信徒祭孔祀祖容許信徒祭孔祀祖。。。。
• 思想層次思想層次思想層次思想層次：：：：撰作撰作撰作撰作《《《《天主實義天主實義天主實義天主實義》》》》，，，，倡天儒合一倡天儒合一倡天儒合一倡天儒合一，，，，研研研研
究孔孟四書究孔孟四書究孔孟四書究孔孟四書，，，，積極結交士人積極結交士人積極結交士人積極結交士人。。。。

以學輔教以學輔教以學輔教以學輔教 • 著譯西書著譯西書著譯西書著譯西書：：：：利瑪竇在傳教之餘利瑪竇在傳教之餘利瑪竇在傳教之餘利瑪竇在傳教之餘，，，，以西方科技傳教以西方科技傳教以西方科技傳教以西方科技傳教，，，，
分別與中國士大夫李之藻分別與中國士大夫李之藻分別與中國士大夫李之藻分別與中國士大夫李之藻、、、、徐光啟等合作譯成徐光啟等合作譯成徐光啟等合作譯成徐光啟等合作譯成
《《《《同文算指同文算指同文算指同文算指》、《》、《》、《》、《幾何原本幾何原本幾何原本幾何原本》》》》等書籍等書籍等書籍等書籍，，，，成功取得成功取得成功取得成功取得
士人支持士人支持士人支持士人支持。。。。

• 引進西器引進西器引進西器引進西器：：：：如望遠鏡如望遠鏡如望遠鏡如望遠鏡、、、、萬國全圖等吸引士大夫萬國全圖等吸引士大夫萬國全圖等吸引士大夫萬國全圖等吸引士大夫。。。。

爭取君主爭取君主爭取君主爭取君主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 萬曆皇帝喜奇巧之器萬曆皇帝喜奇巧之器萬曆皇帝喜奇巧之器萬曆皇帝喜奇巧之器，，，，而利瑪竇帶來自鳴鐘而利瑪竇帶來自鳴鐘而利瑪竇帶來自鳴鐘而利瑪竇帶來自鳴鐘、、、、西西西西
洋琴洋琴洋琴洋琴、、、、地圖等西洋物品地圖等西洋物品地圖等西洋物品地圖等西洋物品，，，，投萬曆皇帝所好投萬曆皇帝所好投萬曆皇帝所好投萬曆皇帝所好，，，，故得故得故得故得
皇帝准許在京傳教皇帝准許在京傳教皇帝准許在京傳教皇帝准許在京傳教。。。。



評改備忘評改備忘評改備忘評改備忘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 9999----10101010

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如如如如考考考考生生生生就就就就首兩個分析角度詳首兩個分析角度詳首兩個分析角度詳首兩個分析角度詳
加論加論加論加論析析析析，，，，雖在雖在雖在雖在「「「「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爭取君主支持」」」」一項一項一項一項，，，，
論述稍薄弱論述稍薄弱論述稍薄弱論述稍薄弱，，，，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

7777----8888

兩詳兩詳兩詳兩詳((((如如如如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
詳加論詳加論詳加論詳加論析析析析，，，，1111、、、、3333或或或或2222、、、、3333，，，，雖缺一環雖缺一環雖缺一環雖缺一環，，，，仍仍仍仍
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

4444----6666

一詳一詳一詳一詳((((如如如如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
加論析加論析加論析加論析，，，，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

2222----3333

一略一略一略一略((((如如如如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
略論析略論析略論析略論析，，，，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

0000----1111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5a15a15a15a：表現理想：表現理想：表現理想：表現理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緊扣題旨，詳閑史實，論列暢
達，從不同角度（如學習中國禮俗文化、引入西
方科學知識及向萬曆皇帝獻上西洋珍品）詳論利
氏的傳教方法及其傳教作用。不少考生對利瑪竇
的傳教經歷多有認識，論述條理分明。

2.表現中下者或疏於史實鋪陳；或未能恰當運用資
料及史事論述，或所論有欠均衡，答案組織渙散。

3.錯誤史事：利瑪竇獲神宗接見。



15.(b)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析馬
禮遜來華傳教的方法。(15分)

個人佈道個人佈道個人佈道個人佈道

文字佈道文字佈道文字佈道文字佈道

教育佈道教育佈道教育佈道教育佈道



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討論角度 史實史實史實史實////闡析闡析闡析闡析

個人佈道 • 馬禮遜來華以前就開始學習漢語，認識中國的文化。
但因清廷禁教，他難以接觸士大夫，只能向個別基
層人士傳教，如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就是馬禮遜僱
用的印刷工人。馬禮遜亦有向他的中文老師及僕役
傳教。同時亦可以蔡高為例，指出他是中國基督教
之首徒。

文字佈道 • 馬禮遜致力於文字工作，完成翻譯《聖經》，又編
著《英華文法入門》、《華英字典》等書，創作及
編寫不少小冊子，秘密印製宣教刊物，以文字傳道，
亦為後繼者奠定傳教的基礎。又編輯世俗刊物《察
世俗每月統紀傳》、《印支搜聞》(又稱《印中搜
聞》)，以啟導民智，有利傳教。

教育佈道 • 馬禮遜在馬六甲興辦英華書院，溝通中國文化及培
訓宣教師，以備入華傳教。



評改備忘評改備忘評改備忘評改備忘 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所得分數

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三個角度詳細論析 13131313----11115555

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兩詳一略((((如如如如考考考考生生生生就就就就首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論首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論首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論首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論
析析析析，，，，雖在雖在雖在雖在「「「「教育佈道教育佈道教育佈道教育佈道」」」」一項一項一項一項，，，，論述稍薄論述稍薄論述稍薄論述稍薄
弱弱弱弱，，，，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仍可評此級。。。。))))

10101010----12121212

兩詳兩詳兩詳兩詳((((如如如如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詳加考生只能就任何兩個分析角度詳加
論論論論析析析析，，，，1111、、、、3333或或或或2222、、、、3333，，，，雖缺一環雖缺一環雖缺一環雖缺一環，，，，仍可評此仍可評此仍可評此仍可評此
級級級級。。。。))))

6666----9999

一詳一詳一詳一詳((((如如如如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加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加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加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詳加論
析析析析，，，，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

3333----5555

一略一略一略一略((((如如如如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略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略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略論考生能就任何一個分析角度簡略論
析析析析，，，，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可評此級。。。。))))

0000----2222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5b15b15b15b：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

1.不少考生對馬禮遜在華傳教的經歷，如個人佈道、
文字佈道及教育佈道等方面，認識膚淺，未能運用
相關史事加以綜述。

2.作答內容失衡，或避重就輕，或不理會題旨，泛論
馬氏在其他領域的傳教方法，內容空洞無物，錯漏
亦多。

3.無關史事：如梁發向參與科舉士人派發《勸世良
言》，引發太平天國之亂。後繼者所創辦的學校，
如聖保羅中學、聖約翰大學等，均與論題無涉。



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

女性社會地位女性社會地位女性社會地位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傳統與變遷傳統與變遷傳統與變遷

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1. 此單元考生表現參差。



16.宋明理學盛行，婦女地位因而低落。
試援引史實，從教育、婚姻關係和貞
節觀念三方面，加以析論。(25分)

4.84.84.84.8%%%%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6161616：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掌握考問重點，從教育、
婚姻關係和貞節觀念三方面，析論宋明理
學盛行如何導致婦女地位低落。。。。考生藉著
女教書籍、賢妻良母、三綱五常、男尊女
卑、貞節觀及旌表制度，詳細而有條理地
回應題目析論。

2.表現稍遜者，雖能從教育、婚姻關係和貞
節觀念三方面探討，但內容略欠均衡，或
只能援引史事作簡單説明。



17.(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述清末
維新派在婦女教育方面的主張和貢
獻。(10分)

4444.9.9.9.9%%%%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7a17a17a17a：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稍欠理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根據資料一，從興辦女學
堂及女學報兩方面，析述清末維新派在婦女
教育方面的主張和貢獻。

2.大部分考生論述欠均衡，只集中討論主張，
如宣傳男女平等、天賦人權等觀念，而忽略
了據此分析維新派在婦女教育的貢獻，如在
浙江、廣東等地陸續設立女學堂，辛亥革命
時期興辦女學、女報，以提倡女性參政等。



17.(b)從資料二選取四項，並援引史實，
析論婦女在抗戰時期(1937-1945年)
的貢獻。(15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7b17b17b17b：未如理想：未如理想：未如理想：未如理想))))

1.表現優異的考生能解釋資料二中婦女在軍
事、醫療、兒童保護、文教宣傳、生產建
設及出錢支援抗戰其中四方面的貢獻，並
能援引史例加以析論。

2.表現稍遜者雖能選取其中四方面的貢獻，
惟援引史例不足，答案有欠均衡。



18.(a)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公布了不同
的法規保障婦女權益。根據資料一，
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分)

2222.8.8.8.8%%%%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8a18a18a18a：表現尚可：表現尚可：表現尚可：表現尚可))))

1.大部分考生能根據資料一從土地改革法、
婚姻法及憲法三方面，帶出保障婦女權
益的法規。如婦女與男性一樣分到土地、
廢除包辦婚姻、法律上人人平等。

2.部分考生多答教育部分的權益。



18.(b)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在教育程度和經濟地
位兩方面均有改善。試援引史實，加以析
論。(15分)



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考生表現((((題題題題18b18b18b18b：欠理想：欠理想：欠理想：欠理想))))

1.表現尚可之考生能掌握考問重點，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在教育程度和經濟
地位兩方面得到改善的地方。

2.惟部分考生未能引用相關史事，多忽略
《義務教育法》為適齡女童提供教育，
《勞動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等例
子。


